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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破产，汽车城仍存

本报记者 陈青松

诱食中国市场 利乐命悬调查

因涉嫌垄断，全球包装巨头利乐
再一次成为被调查的靶心。

7 月 5 日，国家工商总局宣布，对
世界五百强、全球最大的食品包装企
业瑞典利乐公司涉嫌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行为正式立案， 目前已在 20 多
个省市展开调查。 而调查的核心，则
是其涉嫌“捆绑销售”无菌纸的行为 。

尽管利乐在不同场合均否认存
在“捆绑销售”。 但不可否认的是，自
1972 年进入中国以来，这家包装材料
供应商一直在努力扮演着更多的角

色，包括为客户提供灌装生产线以及
产品设计建议， 在客户成长的同时，
利乐也虏获了客户的“忠诚”———购
买其包装材料。

以 2012 年利乐产能达 600 亿包
计算，如果满负荷生产，利乐一天就
能获得收入 4000多万元。

提供上千条灌装线
“免费午餐”诱食中国市场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利乐中国

官网获悉，利乐在中国的客户包括伊
利、蒙牛、光明、旺旺、新希望、三元等
国内乳业巨头。 此外，统一阿萨姆奶
茶、康师傅冰红茶、绿盒王老吉等饮
品也采用利乐的包装。

数据显示， 仅在乳制品领域，利
乐公司的利乐包和利乐枕两种产品
至少占据半壁江山。 在常温奶领域，
利乐包装占据高达九成的市场份额。

有业内人士指出，此次利乐被国
家工商总局反垄断调查，或许是涉嫌
限制行业竞争，即主要与其“捆绑销
售”无菌纸有关。

《中国企业报》记者独家了解到，
早在 2008 年 3 月， 在湖南太子奶集
团株洲总部建立“亚洲最大乳酸菌饮
料”生产基地时，利乐就与其达成战
略合作协议，以“赠送”价值 5 亿元的
20 条利乐砖生产线给太子奶总部生
产基地。

不过，太子奶“无偿”使用 20 条
利乐砖生产线是有前提条件的：即未
来太子奶需采购利乐的包装材料，采
用利乐无菌砖来包装产品。 到期后，
利乐公司就将这 20 条生产线全部

“送给”太子奶公司。
据悉， 除了提供给太子奶的 20

条生产线，自进入中国后，利乐已为
国内的牛奶和饮料客户提供了上千
条灌装线。 （下转第二十四版）

行走在底特律城区，常会看到大
量空置的房屋因无人照料而杂草荒
芜。 它们的主人早已遗弃了这座城
市，因为他们的确找不到继续留在这
里的理由。因为财政紧张，底特律基
础设施年久失修，４０％的道路信号灯
停用，只有有限的急救车和消防车在
运行，犯罪率居高不下，而警察赶到
报案现场平均要用５８分钟，是美国平
均水平的５倍。

陷入恶性循环的底特律政府
最终不得不痛苦承认， 自己已没
有能力偿还超过 １８０亿美元的负
债。

城市败局之过
多年来， 底特律已陷入恶性循

环：产业和经济萎缩———企业、居民
外迁———投资和人居环境恶化———
更多企业、居民外迁———产业和经济
进一步萎缩。

二十世纪初，“汽车大王” 亨利·福
特在底特律创建了汽车生产厂，开启了
底特律汽车工业先河，使当地有机会逐
步成长为全美乃至全球汽车工业中心。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底特律人口
一度达到１８０万， 到六十年代末当地
爆发种族冲突， 汽车工业遭受重创，
加之七十年代以来， 日本等新兴汽车
大国崛起， 美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日
渐式微，加剧了底特律衰败。百年难遇
的金融危机则成为击垮底特律经济的
终结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三大汽车
厂商遭遇重创，销量大幅下跌，这导致
更多企业和个人迁出底特律。

多年来， 底特律已陷入恶性循
环：产业和经济萎缩———企业、居民
外迁———投资和人居环境恶化———
更多企业、居民外迁———产业和经济
进一步萎缩。

近十年来，底特律人口锐减２５％，
目前城市人口仅７０万左右，领取退休
金人员与在职人员人数比率高达２比
１，社会生产力不足、财政包袱沉重、
税源枯竭。过去十几年，汽车业的研

发和零部件生产商从底特律市区陆
续搬到了周边地区，因为在底特律做
生意实在太贵了，它的周边地区反而
更有竞争力。政府财政困难、难以为
继只不过是长期积弊的表征和结果。

面对产业兴衰变迁，底特律在政
策层面显得反应滞后。譬如，据媒体
报道，底特律的企业所得税率常年维
持在40%的高位， 而周边一些小城市
仅为百分之十几，加上底特律城区犯
罪率居高不下，市政管理失序，造成
投资持续流失。

底特律人没有意识到，地方经济
保持长盛不衰的秘诀，不在于把自身
命运寄托于个别强势企业，而在于善
于从战略上顺应变化，不断更新产业
链，打造新的增长点，以此保持城市
经济的创新力、吸引力。

城市陷入财政危机的具体成因
不一，但金融危机爆发、财政管控低
效、缺乏长远发展规划，无疑是加剧
困境的共因。

当然，美国城市发展也有积极案
例。同为老工业城市的匹兹堡在经历

转型之后， 就找到了医疗和环保等
“绿色经济”增长点，从昔日“烟城”转
型为美国“最宜居城市”。匹兹堡经验
值得城市管理者借鉴。

车企危机已过
汽车行业占据这座汽车之城 80%

的经济收入， 汽车行业的下滑直接引
发此次破产。 而美国法律规定，城市破
产归属于债务重组， 意味着破产申请
如果通过审批，底特律将会迎来新机。
三大汽车公司回应破产表示乐观。

破产对地方政府来说也并不见
得是坏事：从防范债务危机的意义上
讲，明确可预见的破产机制可以使地
方政府时刻具有危机意识，对举债发
展有所顾忌，从而达到防范财政危机
发生的效果；从化解债务危机的意义
上看, 破产可以将政府债务控制在一
定的范围内，财政重整则有利于地方
政府的财政状况回归正轨。

（下转第二十二版）

实习记者 谢育辰 特约记者 俞懋峰

从名企破产
到政府破产

终于走到这一步。 底特律市政府 １８ 日向当地联邦法院
正式提出破产申请，这座曾经熙攘的“汽车之都”如今只留给
人们一个苍老没落的背影。

政府破产在中国人眼中是天方夜谭， 但却在世界范围内
真实地发生着。 近年来，小到日本北海道夕张市，大到北欧国
家冰岛的中央政府，都已发生了政府破产。1981年以来，美国
共有 42 起地方政府宣布破产的案例， 其中 10件发生在最近
4 年。 而底特律曾经是美国的第五大城市，著名的“汽车城”，
如果最终走上破产的道路，将因其 180亿美元的长期债务，成
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破产案。

和企业、个人的破产一样，政府破产的原因同样是因为入
不敷出，而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不能按期偿还债务。底特律的情
形也是如此。 1950年代，因为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
公司总部齐聚于此，底特律曾经红极一时。但过度依赖汽车业
的单一产业结构，为底特律后来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1979年，
美国销售的汽车有 90%都是三大汽车厂商生产的， 到了 2001
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了 40%。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更给了底
特律致命一击：三大汽车公司裁员 14 万人，2009 年，克莱斯
勒和通用相继宣布破产。这使得底特律的税收急剧减少，但与
此同时，医保社保和维持政府运作的开支却是刚性的，无法削
减。很快，底特律陷入了借钱堵窟窿的恶性循环。 2006年底特
律市政府的财政赤字为 1.73 亿美元，7 年后的今天已经飙升
到 3亿多美元。收入太少，支出太多，破产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底特律不是一朝建成，也不是一朝沦落。这座城市的衰败
既有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下滑的大背景， 也有底特律城市管理
混乱、发展战略失误等主观因素。

底特律破产的最根本原因是汽车业的衰落， 底特律过度
单一依靠汽车制造业，这一点与政府决策有很大的关系，当底
特律丧失优势时，却没有替代产业，城市单一产业的弊病很快
就暴露出来，可以说，底特律老城所面临的困境是老工业基地
的典型代表。

而近年来美国其它几个城市的破产，原因则各不相同。加
州奥兰治县破产的原因是投资失败， 该县财务负责人把资金
投资于高风险的华尔街债券市场， 造成了 16.4 亿美元的巨
亏，不得不在 1994 年宣布破产，成为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
政府破产案；10 年前， 斯托克顿市由于毗邻旧金山高科技公
司聚集的湾区，房地产市场兴旺一时。 但次贷危机爆发后，房
地产泡沫破裂，给斯托克顿造成的打击超乎想象。 近几年，该
市已经成为全美房屋法拍率最高的城市之一。

底特律的没落，固然有产业枯荣的客观因素，但城市管理
者缺乏战略眼光， 未在产业经历深度调整背景下及时调整城
市发展方向，无疑是酿成底特律今日之殇的重要原因。

国际性的投行和媒体很长时间以来都认为， 地方债是威
胁中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杀手， 中国将有可能因负
债累累而导致财政上的崩溃。 当然，这一幕至今并没有发生，
这是因为地方政府自有应对之策：一是赖债不还，地方政府拖
欠开发商的钱，开发商就拖欠包工头的钱，包工头就拖欠农民
工的工资；二是加快卖地，把地从农民手中廉价收购过来，以
天价卖给开发商，开发商再推高房价卖给百姓；三是由上级政
府乃至中央政府还钱。 这几种办法，最终买单的还是老百姓。
但人人都明白，这些做法已经难以为继。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
地方政府破产所提供的第四种选择，就具有了别样的意义。

变则通，通则久。 城市发展必须具备长久眼光，必须不断
追求善治。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而不知调整，终会被这个时代
落下。 底特律老迈的背影，值得深思。

2009年，总部位于底特律的三大汽车
公司中的克莱斯勒和通用相继宣布破产；
2013年，底特律市政府提出破产申请

“总部派律师与中国政府交涉”遭利乐中国方面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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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 财长会议在莫斯科闭幕， 通过了要求各
国优先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共同声明。

>>比利时制药商 UCB在华被调查。

上周

本周

>>７ 月 ２４ 日，欧元区 ７ 月份制造业和服务业采
购经理人指数公布。

>>７ 月 ２５ 日，英国公布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
总值初值。

财政紧张让底特律市区倍显萧条，但 GM的标志依然醒目 王利博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