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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中文网 7 月 14 日发布了 2012 年《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最新排名。中国两岸三地共入选 95家企业，仅次于美国。

有意思的是，如果按照入选企业总部所在地，绘制一张图的
话，入选的 85家大陆企业中，有 48家企业总部在北京，可谓雄
霸天下。

如果按照入选企业所在行业，来绘制一张图的话，我们亦可
发现，入选的中国企业，多集中在石油、金融、电力、煤炭等资源
型行业和政策垄断性行业。如果按照企业性质划分，则大陆入选
企业中，民营企业还不到 10%。

从 500强地图， 即可知未来中国经济改革三大方向， 分别
为，实体经济振兴；民营经济崛起；区域经济均衡。

第一条路，即是鼓励实体经济，鼓励市场化行业的发展。 更
深入地看，中国企业跻身《财富》世界 500强的公司大多属能源、
银行、电力等行业，而从全球领域来看，500强上榜企业，多为竞
争性实业公司，如苹果、可口可乐等。以企业发展动力而言，其他
国家入选 500强的企业，多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主导，而入
选的中国企业， 尤其是国有企业， 则是以政策性垄断为最大优
势，未来中国需要激发竞争性行业的活力，提倡更为市场化的经
济体系。

第二条路，是鼓励民营经济发展。 在进入世界 500强的 80
多家中国大陆企业中，只有 7家民营企业。 而在去年，民营经济
的 GDP，约占全国 GDP的 60%以上，民营企业产生 500强的概率，
连国有企业的 1/100都不到。 2004年，中国民营经济在高峰时
期，占 GDP的比重一度达到 65%以上，而去年公布的数据，则为
60%，暗示了民营经济最近几年实际是在萎缩。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身份的不平等在加剧， 国有企业凭借
国有身份，兼并收购比它效率高的民营企业，在钢铁行业就曾出
现过这种情况。从资源的利用与占有上看，一边是成千上万的民
营企业缺少资金，无法贷款，一边是获得国家资金扶持的央企，
纷纷进入地产行业，成为各地的地王。或许，中国未来更重要的，
不是争夺更多的世界 500强， 而是给予民营企业更大的生存空
间。

第三条路，是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在入选全球 500强
的 80多家大陆企业中，有 48家总部在北京。广东、江苏、山东、浙
江四大经济强省，加起来只有 10家。 不仅如此，全国其他地方的
500强数量加起来，都不敌北京一市。 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当下，中国经济遭遇巨大挑战，很多地方增长乏力。 而央企
力量越来越强，对于经济格局的改变能力强大。有时候甚至一个
央企的投资，就彻底改变了一个地方的经济版图。 比如湛江，其
2012年的 GDP，也就 1000 多亿，而宝钢和中石化两项投资，总
额就超过了千亿，等于再造湛江。 天津滨海能够崛起，几乎就是
靠央企“砸”出来的。

天有阴晴，地有旱涝。一方面是少数地区独拥众多央企的优
势，一方面是多数地区资金缺乏，投资无门。 这不利于区域经济
的平衡发展。 因此，央企总部逐渐分散到资源更为匹配的地方，
或许对于平衡中国的区域经济可起到一定的作用。

（文章来源：《新京报》）

500强地图
提示中国经济需走三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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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指数：★★★★
传播指数：★★★

微博举报致华润市值一日蒸发百亿

关注指数：★★★★★
传播指数：★★★★★

事件：《第一财经日报》7月 18日消息，近日，一名媒体记者在微博上公开
举报华润集团高层在涉及山西金业集团的收购案中涉嫌存在渎职等行为。受
举报传闻影响，华润集团在香港五家上市公司股价全线下挫。其中，华润电力
股价大跌 10%至 17.98港元，一日蒸发近百亿市值。

点评：微博举报致使华润一日市值蒸发百亿体现了负面舆情对企业的影
响巨大。 举报人通过微博实名发表的举报方法，使得消息得以大面积迅速传
播开来，让对事件关注、评论、参与的人数飙升，并对企业造成直接的经济损
失，甚至超过举报的涉案金额。 因此，在全民自媒体时代，做好舆情的处理工
作是企业亟须研究的新课题。

关注指数：★★★
传播指数：★★★

龙煤巨亏 17亿元求助国资委发工资

事件：《中国经营报》7月 20日消息，作为东北(蒙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煤炭
企业，龙煤集团的亏损数字惊人，仅 2013 年上半年亏损就达到了 17 亿元，居
业内已知亏损企业之首。 就这一情况，龙煤集团向黑龙江省国资委和中国煤
炭工业协会都进行了反映，并希望能够得到帮助。

点评：国企面临发展窘境寻求政府支持已经成为惯例。 一方面，政府对国
企从政策到财政的惯有支持，导致了国企对政府过度依赖，发生经营困难首
先想到的不是通过自身经营发展方式的调整， 或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而
是一味寻求地方政府的庇护。 另一方面，地方 GDP以及就业等问题，也使得政
府宁愿输血扶持，也会要求企业不能倒。

关注指数：★★★
传播指数：★★★★

老凤祥涉嫌通过行业协会操纵金价

事件：人民网 7 月 19 日消息，针对老凤祥、豫园商城在内的多家上海金
店通过“上海黄金饰品行业协会”平台，垄断上海黄金饰品零售价格的事件，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已经介入调查。 目前，多家金店已递交
《自认报告》并进行整改。

点评： 行业协会替代政府形成行业内约束性力量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
然。 行业协会制约性力量的形成，对于规范入会企业行为，防止行业内过度竞
争以及不正当竞争，避免因恶性竞争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果有着积极的作
用。 然而如何在保护行业利益和不触及法律法规底线之间找到平衡点显然是
一个难题。 监管部门也应注重保护和发挥行业协会对规范市场的作用。

中国 500强亏损企业较去年增 1倍

媒评

中国上半年 GDP 增速 7.6%，第二季度增速 7.5%，后面一个
指标创了 1990 年以来的新低。 7.5%的数字“不太好看”，但它
“实事求是”成分很高，与中央宏观经济政策的对应率也较高。
中国看来真的在告别排山倒海般的高速增长期， 开始向更重
质量的相对高增长期过渡。从实际设计上说，那应是一个与自
己的过去比“慢了”，但在世界上“仍挺快”的可持续发展期。

这样的发展期没什么不好。 它会带来一些变化，最重要的
是社会能适应这些变化，对新的发展节奏达成坚定共识。

GDP 增速放缓对国家战略没什么影响。 7%左右的增速足
以实现到 2020 年 GDP 翻两番的目标，更能促进转方式、调结
构。过快的增速将带来资源和生态等一系列压力，越来越多的
分析显示，它带给中国综合进步的难题反而多于好处。

从中国崛起的角度说， 中国经济总量早几年或者晚几年
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不是需要刻意追求、用协调其他工作
力保的目标。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位置的上升应是自然过程，
国内发展与改革的有序推进更重要，也更实惠。

最大的考验大概来自于就业。 经济增速慢了，就业机会、
尤其是高薪就业机会就将暂时减少， 国家需要有办法对这一
情况进行对冲。 需要看到， 经济增速过高带来的就业并不稳
定，它们往往同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相联系。 那部分无效增
长带来的财富最终都会通过各种金融方式蒸发， 让人们空欢
喜一场。因此我们应当促就业的长期质量，促民间财富的长期
保值增值，就业的调整应纳入这一宏观调控。

增长速度放缓，中国人保持了总体上的冷静和理性。但也
要清楚，虽然快慢都有问题，高增长更容易掩盖或麻醉痛苦，
增长慢了则容易让问题变得急迫。 因此政府要加大与舆论的
沟通，让民众真正了解调结构对于他们的长远利益，让社会清
楚增长放缓并非“低增长”，更非中国经济的“一蹶不振”，稳增
长仍是国家的基本政策。中国经济有城镇化的强大推力，长期
较快增长的大格局有着坚实保障。

适应力是信心的一部分。 要实现社会心理朝着 7%左右经
济增速的平稳过渡，让人们适应它，习惯它，从中看到国家的
美好未来以及个人的各种机会，中国的转方式、调结构就真正
成功了。

社会心理
需尽快适应 7%左右增速

《环球时报》

关注指数：★★★
传播指数：★★★

事件：《每日经济新闻》 7月 19 日消息，北京联通突然封停近 10万违规套
餐卡之后，一条围绕套餐卡的利益链条开始浮出水面。 据悉，北京联通营业厅
叠加一个“8 元包 1.9G”流量包最高收费 180 元，几经转手，每层加价 30—50
元之后再分销到淘宝天猫卖家手中，最终以每张 400—500元的价格销售给消
费者。

点评：联通封停 10万违规套餐卡行为的背后反映出自身制度和管理的漏
洞。让作为员工福利的套餐卡大量流出，直至 10万之巨，足以见联通疏于监管
的程度。 同时，通过套餐卡牟利的过程也可见通信行业巨大的盈利空间，数十
倍的利润折射出垄断通信企业的暴利。

联通停 10万违规套餐卡现管理漏洞

事件：《新京报》7 月 17 日消息，《财富》杂志中文版公布 2013 年中国企
业 500强。 中国 500强总营收从 13.7万亿元扩大到 26.18万亿元。 上榜企业
中有 46 家亏损，与 2012年的 21家亏损企业相比，增加了 1倍多。

点评：作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上榜企业中亏损企
业数量增加 1 倍多，折射出中国企业发展模式存在问题。 尽管宏观经济景气
指数下降是导致企业困难的重要原因，但是从根本上讲，大而不强是部分上
榜企业的通病。由于科技创新、管理创新能力不足，很多企业都是通过外延扩
张来保证增长，最后致使产能严重过剩，企业经营环境恶化。 因此，转变发展
方式才是中国企业提升竞争力的根本。

关注指数：★★★★
传播指数：★★★★

中储粮“转圈粮”案频发曝体制缺陷

事件：中国经营网 7 月 16 日消息，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河南公司原董
事长李长轩因受贿等罪依法判被判处无期徒刑。截至目前，中储粮河南分公司
宁陵直属库主任李守根、驻马店直属库平舆分库主任韩昔成等均因“转圈粮”
等问题被判处有期徒刑。

点评：当“转圈粮”从个案演变为频繁出现的普遍性腐败行为的时候，中储
粮的体制病必须得到反思、剖析和根治。“国库粮”本来意味着重大的责任和严
格的监管， 却被中储粮系统的腐败分子当做其逃避监管的挡箭牌和从中渔利
的聚宝盆。 粮食部门现行的垂直管理体系，导致属地管理职能弱化，而系统内
的上级管理又天高皇帝远，很难做到及时到位。

关注指数：★★★★★
传播指数：★★★★

北京 T3航站楼爆炸曝空港安检空白

事件：《北京日报》7月 21日消息，20日 8 时 24 分，首都机场发生一起自
制炸弹的爆炸事件，一名残疾人（中国籍）在机场 3号航站楼到达大厅 B出口
外，引爆自制爆炸装置，造成本人受伤，未造成周围人员伤亡。 这名男子并非
刚下飞机的旅客，是从机场公共区域进入到达大厅出口附近。

点评：尽管本次爆炸事故实际造成的结果并不严重，但却暴露出了现行
机场安检制度存在巨大的漏洞。 目前的机场安检仅限于乘客登机前的安检，
而对进港环节和人员则毫无安检措施，亦即只注重飞行器的安全，未对空港
安全有足够的重视。在国际、国内安全形势日趋复杂和恶化的大背景下，对空
港安检空白有必要制定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关注指数：★★★★
传播指数：★★★★★

钢企扎堆西进首钢伊犁项目陷撂荒

事件：《第一财经日报》7 月 19 日消息，随着行业持续低迷，在新疆，首钢
集团等大型钢企的新增产能项目已经被迫放缓，或者干脆停滞。 产能西进一
度成为行业潮流，宝钢、新兴铸管、山钢、新余钢铁等也都纷纷前往新疆。

点评： 钢企西进项目停滞标志着钢铁行业大规模产能转移战略的失败。
企业的扩张愿望和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意图偶合在一起，共同制造了产能过
剩的恶果。 受制于内涵式扩张的难度，包括首钢在内的国内一线钢企更愿意
走简单的“傻瓜型”产能扩张道路，而由政府主导的新疆大开发战略，则为产
能扩张模式的延续创造了条件。 其最终结局是贻误了结构调整的良机，加剧
了行业危困局面。

关注指数：★★★★★
传播指数：★★★★★

百度 116亿创中国互联网最大并购

事件：《新京报》 7月 17日消息，近日，百度宣布与网龙签署谅解备忘录，
其将出资 19 亿美元（约合 116 亿元人民币）收购后者所持有的 91 无线网络
有限公司的 57.41%股权。

点评：百度并购 91将成为迄今为止国内互联网领域最大的并购案。此次
并购可能导致互联网新生态体系的形成，使百度直接参与中国移动互联网的
底层构造。 而百度这一移动生态一旦建立，对整个中国移动互联网的未来影
响深远，甚至直接推动中国移动互联网快速进入集权年代。 如何防止互联网
行业发生“赢者通吃”的垄断，保护互联网行业的创新活力，是监管部门必须
面对的新课题。

关注指数：★★★
传播指数：★★★

限三公致湘鄂情关店 8家巨亏 2亿

事件：《21 世纪经济报道》7 月 17 日消息，近日，湘鄂情发出公告称，将
关停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区在内的 8 家门店。 湘鄂情业绩修正预告显示，预
计今年上半年亏损 1.6 亿元至 2.4 亿元， 直逼 2011 年和 2012 年两年净利润
总和。

点评：湘鄂情一直是高端餐饮消费的标杆，其目前的亏损对于企业来说可
能是坏事，但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看，却标志着社会消费的理性回归。 餐饮业很
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风气的问题，高端消费背后往往是铺张浪费和腐败。 湘
鄂情的巨亏对于改变中国高端餐饮业过度依附“三公”消费，在较短周期内获
取暴利的畸形发展方式，也起到了约束和调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