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握机遇并利用

好自身优势，是承钢
走出“寒冬”的重要

策略，这其中最具有

代表性的就是承钢
眼下正在大力发展

的钒钛产业。

“
9月29日，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现场获颁证照的36家中

外企业（含11家金融机构）中，不乏中央企业。央企入驻自贸

区，可为自贸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在融资、物流方面提

供公共服务，同时也在有关行业领域积极参与竞争。

在世俗眼光中，央企有国家政策护着，抱着奶瓶不愁没饭

吃。而自贸区是一片没有屏障的开阔地，在这里没有政策藩篱，

没有贸易壁垒，全靠央企自己的真本事打拼。此次多家央企首批

入驻自贸区，本身就是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表明其在失去“保

护伞”的情境下奋力拼搏的精神和勇气。

央企入驻上海自贸区存在着多项便利，但面临的挑战也不

言而喻，首当其冲的是来自外企的挑战。在“负面清单”以外，国

家给外商提供准入前国民待遇，给外商腾挪投资的想象空间，无

疑会激发资本的主体活力，让市场配置资源发挥更大作用。但

是，外企所带来的激烈竞争也是央企首先要接受的考验。

在上海自贸区同样的“国民待遇”下，没有厚内薄外的歧视，

央企既要与气势汹汹的外资拼抢，又要面临着国内同行业的竞

争，难免会顾此失彼。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挥霍浪费、贪污腐

败等现象，在央企中并未完全消除，比如中石油高层贪污案就令

人触目惊心。寄生在央企身上的痈疽还有很多，亟待浴火重生的

央企能不能完全适应自贸区残酷的市场竞争，拼抢市场“蛋糕”

的战斗力能否提高，这些都是央企所面临的考验。

如果把央企入驻自贸区看成是甩掉救生圈下海游泳，风高

浪急，呛水是难免的。但自贸区本身就是改革的试验区，当然也

是央企改革的试验场。不跳入海中就不知水性，也练就不了搏

击风浪的功夫。以往央企的改革是带着救生圈在游泳池里学游

泳，有国家政策保驾护航：没有市场，国家划拨市场；没有资金，

国家银行是提款机；亏损了，还有国家兜着。这样的改革并没有

触及央企的“灵魂”，而且还在保护一些既得利益者，难有长进。

上海自贸区是考验央企的一块“试金石”，在投资准入、公

平竞争和权益保障等方面检验国企的生存能力，也考验其市

场竞争能力。

央企首先要有必胜的信念。央企资本雄厚、信息灵通，又

有深厚的政府人脉资源，在市场布局上完全可以捷足先登。相

比外资这位后来者初来乍到，面对陌生的环境眼前一抹黑，央

企也有主场优势。事实上，中国交建、中国中冶、中铁建等央企

都已在横琴新区竞得土地，用于投资大型综合体项目，这自然

有利于他们在自贸区的发展。

央企产业集中度高也是一大优势，在行业内部容易“抱团

取暖”。从近几年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趋势看，中央企业和地

方国企在风电、太阳能、核电、生物质能等领域加大了投资，并

逐渐形成了产业集群。

同时，央企强大的凝聚力所积淀出的员工的工作责任心、

敬业忠诚度、精神归属感，更是独有的强大优势，也是央企在

自贸区的希望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企已经累积了“与狼共舞”的经

验，外资也不是金刚不败之身，也有自己的软肋。而且，央企与

外资频频过招，外资并不足畏。中海油收购加拿大石油同行尼

克森，就曾击败竞标的国际石油巨头，抱得“美人”归。

而未来全国各地会在上海自贸区试点的基础上，不断将

自贸区的成功经验进行复制和优化，央企早一日进入自贸区

竞技场与外资和民企PK，就能早一日适应未来的全面竞争，而

不至于被边缘化。

我们坚信，央企一定会甩掉“国有”的思想包袱，争先恐后

地申请入驻自贸区，去经历风雨，在大风大浪中成长壮大，真

正担负起国家赋予央企的角色。

（作者系晶苏传媒首席分析师）

观察

上海自贸区是
考验央企的“试金石”
蔡恩泽

眼下正值国庆佳节，而中国的钢

铁市场却依然举步维艰。钢铁企业该

怎样在逆境中寻找新的效益增长点，

这是许多管理者最为头疼的问题。

谈到“寒冬”之下企业的发展战

略，承钢集团董事长王竹民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承钢在发展钢铁主业本

身的同时，正在根据自身情况发展物

流、金融、贸易、钢铁服务、节能减排等

方面业务。承钢通过严控产能和成本、

提高钢铁产品的附加值并加大市场推

广力度，逐渐提升市场的竞争力。

把握机遇并利用好自身优势，是

王竹民带领承钢走出“寒冬”的重要

策略。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承

钢眼下正在大力发展的钒钛产业。

承德是中国三大钒钛基地之一，

政府明确提出以承钢为中心在承德

地区进行钒钛基地建设；同时，承

钢是钒钛磁铁矿生产冶炼历史悠久

的企业，中国的第一炉钒渣、第一

批提钒原料均产自承钢。显然，在

政府大力支持下，对于承钢这个年

产量800万吨钢的企业来说，努力开
发钒钛产品是抓住机遇并把握自身

优势的体现。

承钢作为中国钒钛产业化先导

企业，率先研发出新芋级、郁级含钒
建筑钢筋、HRB600高强抗震钢筋，推
动了中国建筑钢材的升级换代，

HRB500高强抗震钢筋已经实现全规
格轧制，为中央电视台新址生产的直

径50mm超大规格含钒抗震钢筋取代
进口，填补国内空白，是国内唯一一

家连续13次中标三峡工程的企业，产
品全部用在三峡大坝坝身及涡轮发

电机基础构架等关键部位。

眼下，承钢正在努力把握机遇，

把钒钛政策变成效益提升的重要抓

手，从钒钢生产方面提升产品附加

值，进一步扩大钒钛产品的应用领

域，同时大力开发新功能产品，比如

说钒电池等。而这些，是与拥有一批

优秀的技术队伍分不开的。

承钢通过多年来的努力，造就了

一支优秀的技术研发队伍，形成了一

大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实用技术和

专利项目。其中，大高炉钒钛矿冶炼、

火法转炉提钒技术和工艺、钒渣直接

合金化，三步法氧化钒生产装备与工

艺、化学法制备3.5价高纯钒电池电解
液等技术促进了中国钒资源利用水

平的提高与发展；亚熔盐钒铬高效清

洁提取技术、自蔓延氮化钒铁生产技

术、电铝热法钒铝合金制备技术已具

备国际领先水平。

进入本世纪以来，世界钒产业尤

其是中国钒产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发展，全球钒产品产量由2003年的8.3
万吨增长到2012年的约13万吨；2003
年—2012年世界钒生产年均增长率
约为5.1%，中国钒生产年均增长率为
19%；世界钒消费年均增长率为7.2%，
中国钒消费年均增长率约为 20%；
2003年—2013年承钢钒生产年均增
长率约为18.16%。

目前，承钢的钒产品产量已经达

到2万吨/年 ,产品将覆盖冶金、化工、
航天、航海、汽车制造、储能等各个领

域 ; 承钢发展目标是在建设世界一流
钒钛钢铁企业的同时，在流程节能减

排、构建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方

面进行配套、完善，建设环保、低耗的

清洁工厂。

对于钢铁企业来说，要在“寒冬”

之下控制生产成本并开发新产品，核

心技术是关键。对此，王竹民底气十

足：“承钢的采选冶炼和应用钒产量

规模位居全球第三位，钒提取技术是

国际先进水平。”

据王竹民介绍，目前承钢正在开

发一种新技术，目的是实现钒的清洁

生产和高效提取，使得资源利用最大

化，这个技术将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未来五年,全球钒产品的市场消费
结构可能不会有较大的改变 , 但产品
品种将在延伸的基础上更加系列化、

多样化、功能化。中国的高端钒产品将

会基本实现国产化,钒氮合金与钒功能
材料的消费比例将会进一步增加。

王竹民告诉记者，承钢要努力把

握好这一历史性机遇，这样才能从钢

铁“寒冬”中看到希望，才能够盼望行

业春天到来。

承钢“钒花”似锦期盼行业春天
本报记者 丁国明 任腾飞

一场酝酿许久的仪式如期而至。

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挂牌仪式在外高桥举行，自

此，上海自贸区正式运作。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仪式现场

看到周围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企

业代表。各企业希望搭上“头班车”，

借力上海自贸区进一步拓展创新业

务。

现场获颁证照的36家中外企业
（含11家金融机构）中，不乏有着国家
队的中央企业，经营范围涵盖金融、商

贸和文化等多个领域。央企代表纷纷

表示，期待在试验区高度国际化、市场

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下加速发展，为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作出贡献。

经营范围涵盖多个领域

上海自贸区总面积为28.78平方
公里，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

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

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
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改革让央企扬帆远航，自贸试验

区的成立又为这艘大船带来了东风。

不少央企争相入驻园区。在公布

的首批名单中，涉及的央企有3家，分
别为国家电网下属的广视通网络通

信发展有限公司，由中铁物资、中信

证券、上海乾阳投资管理的上海亚太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中盐总公司下

属的上海中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9月29日，上海中盐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作为首批入驻企业参加颁证

仪式，中盐上海市盐业公司总经理王

学仕作为与会嘉宾现场获颁证照。

王学仕表示，“中盐上海将充分

利用自贸区的政策和区域优势，顺应

经贸发展新形势，抓住改革契机，加

快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助推集团内

部业务协同，为中盐总公司第二轮

‘两步走’发展战略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得

知，中盐上海本就处在贸易园区内，

虽然上海中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为

新成立的公司，但是因为较为早期的

进入上海市场抢占先机，所以早已拥

有各种优势。

与此同时，物流板块中具有央企

背景的还有中储股份与外运发展，前

者成立了上海中储临港物流公司，下

设临港保税仓库和物流园区仓库，年

储运吞吐能力分别为50万吨，120万
吨。后者在去年5月与上海临港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签署投资与合作协议，

在祝桥空港工业区建设浦东空港物

流中心、外运发展商飞及配套产业物

流中心等项目。其中外运发展浦东空

港物流中心总投资2.5亿元人民币，计
划建造高端物流仓库、普通国内仓

库、货运场站及堆场、地面操作平台、

办公等附属设施，预计2013年底完成
建设，年产销售额将达1.3亿元。

为什么要选择自贸区

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是中国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

势，实施更加积极主动对外开放战略

的一项重大举措。

9月27日，国务院已正式印发自
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总体方案提

出，要把扩大开放与体制改革相结

合，把培育功能与改革创新相结合，

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相衔接的

基本制度框架。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上海自

贸试验区内一项典型的制度创新的

“负面清单”体现了在投资领域“非禁

即入”的原则。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说，

“在微观层次实施‘负面清单管理’，

意在搞活经济。在宏观层次则要注重

风险防控，这一点决策者需要把握

好。为加强风险管控，未来政府在反

垄断审查、金融审慎监管和劳动者权

益保护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

成立上海自贸区，意义重大。商

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司长尹宗华说，

“成立自贸区，主要是要加快政府职

能转变，推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

革，探索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

清单管理模式，扩大服务业开放，深

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提升开放型

经济水平，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

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更为高效的审批流程和更为开

放的准入政策带来了海内外的投资

热情。据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官网

上公布，试验区挂牌仅3天，前往咨询
企业注册的人员激增，已有900多家
企业提交了“名称查询”申请，已经超

过往年全年数量的1.5倍。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粗略统计，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官方

网站自挂牌至10月3日，出现访问量
爆发性增长的情况，访问人数达到1.4
万，比平日增长7倍；网页点击量高达
190万次，比平日增长38倍，已然成了
上海最热的政务网站。

然而，央企为什么会选择入驻自

贸区呢？首都经贸大学教授丁冰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对央企来说，在

自贸区不仅有投资和服务贸易的便

利性，同时还可享受关税、增值税等

减免，降低贸易成本，这无疑加大了

上海自贸区对央企的吸引力。”

机遇与风险并存

前期，国内外各界对这项国家新

战略猜测不断，各类优惠政策传闻亦

不绝于耳。目前，园区内比较旺盛的

产业需求，包括融资租赁、离岸金融、

新型贸易商业业态、贸易和航运金融

保险业务。

兴业证券研究分析师刘建刚认

为，上海自贸区将有五大发展趋势，

“一是空港货运物流，近期就面临较

大发展；二是港口离岸贸易和转口贸

易量将大幅提升；三是进口枢纽地位

进一步加强，国际购物天堂指日可

待；四是贸易营运控制功能将不断加

强，目前，区内贸易营运中心以不足

3%的企业数量占比贡献了全区50%
以上的收入和税收，未来贸易营运控

制中心和总部会进一步增加；五是对

内贸的带动作用。促进内外贸有序衔

接，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下转G02版）

央企“抢滩”上海自贸区 机遇与风险并存
本报记者 万斯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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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读卖新闻》预言，“中国大型国企”将“采取集团性抵制”

10月1日，江苏省射阳港万吨级航道通航。在中国交通建设总公

司等多家单位支持下，一举攻克拦门沙，建成总长12.5公里南北导

堤，疏浚深水航道7.2公里，实现3.5万吨级乘潮通航能力，打开了江苏

中部沿海出海新通道。图为已建成的万吨级通用码头。

本报记者李锦/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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