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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南美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之一，近年来，秘鲁经济犹如搭上了

快速驰骋的列车，一路狂奔，而在这

个过程中，中国的作用至关重要。自

2009年中秘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之后，
双边贸易飞速发展，经贸往来愈加密

切，贸易总量也

迅速攀升。如

今，中国已成

秘鲁最大出

口市场。

秘鲁与

中 国 相 距

万里之遥，

但距离并

没有影响两国之间贸易往来的不断

升温。今年4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秘
鲁总统奥扬塔·莫伊塞斯·乌马拉·塔

索共同宣布，把中秘关系提升到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契机正将中秘两

国的经贸合作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藤森影响秘鲁经济20年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是秘鲁经
济的高速发展期。从1994年到1998
年，阿尔韦托·藤森政府积极引进外

国直接投资，投入巨资发展基础设

施建设，给秘鲁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1994年的GDP增长为12.8%。从1994
年到 1998年，国内GDP增长率达
7.7%，是南美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但因藤森政府限制私有化经济，导

致经济结构单一，加上21世纪初的
全球经济动荡，致使1998年到2001年
期间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停滞。亚历

杭德罗·托莱多总统上任后推行

政府回收计划，保持主要经济政

策、吸取投资、重启私有化计划，

这才使得秘鲁的经济发展慢慢

走回正轨。2008年下半年，因
为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出

口导向严重依赖于美国的

秘鲁经济遭受重创，2009

年的GDP仅为0.9%。2009年下半年开
始，阿兰·加西亚政府开始经济改

革。首先，政府决定开放自由贸易，

减轻对美国的依赖，并与中国签订

了自由贸易协定；其次，大力发展旅

游业；此外，审视国内的政治腐败，

缩减政府财政支出，减少浪费，增加

政府办事效率，努力提升秘鲁的国

际政治形象。

在这些跌跌荡荡、大起大落中，

秘鲁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改善经济体

制结构，使经济结构更加完善。

中国成秘鲁最大出口市场

中秘关系源远流长。早在清朝，

中秘就已建立关系，并设立秘鲁公使

馆。1971年11月2日中秘建交。
2009年的经济重创给秘鲁政府

带来了深刻的教训，从下半年开始经

济改革，减轻对美国的依赖。于2009
年4月28日与中国签订了自由贸易
协定，从此双边贸易开始飞速

发展。秘鲁的渔业、纺织品、农

业及矿产源源不断地进口到

中国，中国的工农具、轻纺

产品也进入秘鲁市场。截

至2010年底，秘鲁已经
是中国在南美的第五

大贸易伙伴，两国间的贸易量每年以

两位数的比率增长。2011年，秘鲁对
外出口总额457.26亿美元，创历史新
高，中国取代美国成为秘鲁最大出口

市场，占其出口额的15%。2012年，秘
鲁出口额达到452.8亿美元，其中出口
中国的产品达到77.1亿美元，占到其
出口总额的17%，中国继续保持秘鲁
最大出口市场地位。

2013年4月12日，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为来访的秘鲁中国商会

代表团举行了“中国-秘鲁企业对口

洽谈会”，有6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民
营企业以及相关行业协会共计100余
名代表应邀参加了会议。此次秘中商

会代表团由来自汽车零配件、家用电

器、建材、电子设备、服装和电信产品

等行业的30余位秘鲁采购商组成。会
议期间，双方企业家展开了积极的交

流，纷纷就各自感兴趣的产品进出口

和代理等合作项目进行了洽谈。

前不久，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政府

主办了“中山-秘鲁经贸投资合作推介
会”，在秘鲁首都利马的中华通惠总局

会馆举办，这也是中山产品首次大规

模抱团走入秘鲁。在这次会上，中山市

集中展示了电子信息、五金制品、灯饰

制造、电气机械、化工医药等一批区域

特色的产品，并且吸引了一批当地企

业前往接洽咨询，大受瞩目及欢迎。

首钢中石油，来的都是客

随着两国经贸往来的愈加频繁和

密切，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远赴秘鲁

投资发展。如今，中国在投资方面已成

为秘鲁的战略伙伴,中国企业在秘鲁的
矿业、旅馆业、农业等行业均有投资。

1992年底，首钢集团购买了濒临
倒闭的秘鲁国有铁矿公司，成为最早

跨出国门的中国公司之一。接手之

初，首钢充分发挥生产组织和人力资

源等方面的优势，并投入资金修复、

设备更新，使秘铁快速起死回生，当

年产量就由1992年的284.8万吨提高
到525.8万吨。

1993年10月，中石油获得了秘鲁
北部塔拉拉油田七区作业权，1994年
1月接管了油田，1995年10月又接管
了塔拉拉六区。2003年7月，购买了阿
根廷私人石油公司在秘鲁亚马孙热

带雨林的1AB和8区块45%的股份，至
此，中国石油在秘鲁拥有了4个油气
田开发区，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尽管中国企业不断奔向秘鲁，但

邀请更多的中国企业投资仍然是秘

方最为迫切的需求。

在今年春季举行的博鳌“拉美：

新大陆的再转型”分论坛上，秘鲁总

统乌马拉介绍，近4年来秘鲁和亚洲
贸易翻了一番，希望中国企业去秘鲁

投资矿业创造更多就业。这无疑将吸

引更多走出去的中国矿业企业前往

秘鲁投资发展，两国的经贸合作将绽

放出更加绚丽的花朵。

秘鲁：在印加文明发祥地牵手中国
实习记者 刘军

自2010年《中国-秘鲁自由贸易
协定》正式实施以来，中秘双边贸易

实现了跨越式增长，2012年双边贸易
总额达到150亿美元；中国超过美国
成为秘鲁最大的出口市场和贸易伙

伴，是秘鲁第二大进口来源国。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秘鲁的投资

也快速增加，已经成为秘鲁重要的投

资来源。那么，中国企业赴秘投资情

况如何？秘鲁有何投资优惠政策吸引

中国企业的投资？两国未来经贸关系

发展前景几何？带着这些问题，《中国

企业报》记者专访了秘鲁驻华大使贡

萨洛·古铁雷斯。

《中国企业报》：近几年中秘两国

进出口贸易情况如何？秘鲁吸引中国

投资的优势何在？

贡萨洛·古铁雷斯：秘鲁从中国

进口汽车、电脑、手机等，而秘鲁向中

国出口矿产品和鱼粉、铜等（这几乎

占到了出口的80%）。今后，我认为要
提高农业非传统产品、工业产品向中

国的出口，从而改善贸易平衡。

秘鲁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的优势

有两个方面：首先，秘鲁拥有非常丰

富的矿产、石油、天然气等资源，这吸

引着中国的投资者前往，我们不仅仅

希望中国与秘鲁做贸易，更希望能够

在秘鲁当地投资。其次，秘鲁和多个

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若中国企

业在秘鲁投资建厂并生产，可以充分

利用秘鲁的这个优势。比如，秘鲁与

美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2月
1日开始生效，秘鲁打开了通向美国
市场的大门，90%的秘鲁产品以零关
税进入美国市场，这在提升秘鲁作为

贸易伙伴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的同时，

90%的中国企业在秘鲁投资生产的产
品能零关税进入美国市场。

《中国企业报》：如何了解秘鲁的

税收政策和财务制度乃至产品许可

等问题？有哪些渠道可以提供？

贡萨洛·古铁雷斯：我们有专门

的促进贸易投资的部门，能够解答投

资贸易方面的问题。当然，在中国，我

们大使馆是第一窗口。现在中国企业

家对投资秘鲁抱有很大的兴趣，之前

每周使馆会举办多次企业家见面会，

邀请中方包括建筑业、贸易业、矿业、

能源等行业的企业家参加。从我们大

使馆了解之后，我建议企业家们去秘

鲁亲身实地看一下，了解当地真正的

情况。

《中国企业报》：秘鲁外商投资政

策有何特点？

贡萨洛·古铁雷斯：我认为最重

要的两点是：对投资主体没有歧视。

不论是民间资本还是国有资本都平

等视之；其次是投资政策十分稳定，

不会随意变动。若外资想进入金矿开

采或是基建行业，资本进入没有任何

障碍。另外，秘鲁还有完善的金融服

务体系，资金进出秘鲁都不需要付额

外的费用。这样说来，秘鲁算是拉丁

美洲投资风险很低的国家了。

《中国企业报》：能否简要谈下两

国的经贸合作前景？

贡萨洛·古铁雷斯：中国是一个充满

机遇的市场，因为它拥有世界22%的人
口和7%的国土面积。中国需要更多的食
品来满足人民的需要，秘鲁很乐意成为

其供应商。秘鲁是中国葡萄和柠檬的重

要进口来源国，其他诸如鳄梨、奶制品、

蓝莓等产品秘方正在积极与中国检验

检疫部门协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文

化交流和教育交流在补充。中秘两国的

经贸合作互补性很强，发展的空间很大，

两国开展经贸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宽广。

我深信，中秘两国之间只有增进互信了

解，才能有日益稳固的合作关系。

本报记者 王莹

欢迎中国企业赴秘投资发展

【对话 Dialogue】

秘鲁驻华大使贡萨洛·古铁雷斯：

秘鲁大

使贡萨洛·古

铁雷斯接受

《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

访。

本报记者

高巧燕 /摄

中国首钢集团秘鲁铁矿（下称首钢秘铁）工人又罢工了。

而这已经不是首钢秘铁第一次遭遇劳资纠纷。

自收购秘鲁铁矿公司以来，罢工、加薪、再罢工、再

加薪……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罢工事件，成为缠绕在首钢

秘铁挥之不去的阴影。

事实上，时至今日，业界的关注焦点已经不仅仅在于罢

工事件本身，而是多年来，首钢为何始终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首钢再陷罢工

据报道，此次罢工事件因公司与工会工人谈判破裂，工

人持续罢工，矿场运营陷入瘫痪。

1992年 11月，首钢集团以 1.18亿美元购买濒临倒闭的
秘鲁国有铁矿公司 98.4豫的股权，开创了我国大型钢铁公司
成功收购海外大型矿产企业先河。

然而，就在人们对首钢这个大手笔欢欣鼓舞之时，随之

而来的罢工事件成为首钢秘铁的梦魇。更令人没有料到的

是，接二连三的“罢工事件”足足持续了二十余年，症结至今

未解，成为摆在首钢秘铁的难题。

此后罢工事件就像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一发不可收拾。

2004年 6月，首钢秘铁工会 781名工人为加薪开始无
限期罢工。随后 180名以劳务中介形式雇用的合作社工人因
要求同工同酬也开始罢工。

2005年 3月，该矿工会又一次提出加薪，由于管理层没
有满足加薪要求，矿工工会宣布开始无限期罢工并设置封锁

线，最后首钢秘铁无奈妥协。

2009年 10月，首钢秘铁发生工人罢工，导致该公司生
产陷入停滞，矿石发货速度减慢。

2010年 3月，首钢秘铁工人罢工，要求加薪。同年 2月
又爆发了 1600多人的罢工事件，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涨工
资。

2012年 7月，罢工事件再次上演，工人四处游行、喊口
号、砸玻璃、烧汽车，最终以首钢承诺加薪而告终。最近的一

次是 2012年 10月，因公司拒绝回应工会的要求，该铁矿的
1113名工人罢工近 20天。

棋局何时终了

罢工、加薪、再罢工、再加薪……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罢

工事件，成为缠绕在首钢秘铁挥之不去的阴影。而频繁的罢

工，一度令曾经红火的首钢秘铁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

罢工的目的，几乎都是涨工资、加福利。而时不时地停

产，让首钢秘铁不堪其苦，经济损失很大。

据不完全统计，矿工罢工给秘鲁铁矿公司带来的日平均

损失在 100—200万元不等。2004年的罢工事件，给秘鲁铁
矿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 500多万美元。

那么，首钢秘铁为何不断遭遇罢工事件且成为常态化？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市律协公司法专委会秘书长、

并购控制权专家王光英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在一些民主国家，工人罢工具有法律依据，当地政府支

持，工会组织为工人争取权利，秘鲁国家不但重视资本家的

权益，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更倾向保护公民的权利。”

和君创业咨询集团总裁李肃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称，在国外一些国家，政府站在工会背后支持罢工。

“另一方面，西方等国工会很强势，有的工会甚至要在董事会

占有一席之地。即使并购成功，企业经常会遭遇加薪加福利

要求，否则工会就会以罢工相要挟。”

李肃还向记者介绍，从八十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就出现两

种趋势，一是高端人才资本化，二是低端人才福利化。在这两

种趋势下，罢工事件屡屡上演，中国走出去的企业显然不适

应。

怎样度过并购整合之痛

跨国并购之后便深陷进退两难的泥潭，首钢秘铁成为鲜

活的失败案例，而其只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的缩影。

业内人士介绍，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军海外，企业

与劳工权益之间矛盾日益普遍。并购企业的后续整合能力才

是决定跨国并购成败的关键。首钢秘铁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具有很大警示意义。

麦肯锡统计数据显示，过去 20多年中国 67%的海外收
购不成功，不成功的收购往往伴随着劳资纠纷。

李肃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在处

理劳工问题上不够老练。他举例称，在影响很大的上汽收购

韩国双龙汽车案中，上汽集团耗资 5亿美元收购韩国双龙汽
车。之后双龙工人连续罢工，让双龙一度陷入瘫痪，公司损失

惨重。直到 2009年破产，上汽“血本无归”。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必须学会跟工会谈判。有海外收购

计划的中国企业应该要对收购目的国的法律特别是劳动相

关法律熟练掌握。这样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李肃建议，“此

外，中国一定要培养国际化的管理人才。像印度并购国外企

业，均采用印度人做高管。一是印度系英语国家，有语言优

势，二是印度国际化人才多。反观中国，海归人才以技术为

主，国际化的管理类人才不足。”

“首钢秘鲁公司罢工事件多年无法解决，说明了首钢的

领导方法还没有被接受和认可，对于中国国企领导外国工

人，若让外国工人信服，首钢还得从自身做起深刻反思，谋求

被秘鲁工人认同的方式和方法。”王光英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说。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就罢工事件联系首钢集团，首

钢集团信息部负责人称此事应问集团办公厅。当记者联系办

公厅时，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他对此事根本不知晓，同时给了

记者首钢集团一个查号电话后便匆匆挂断电话。

秘铁：
首钢的整合之痛
本报记者 陈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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