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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搬迁潮升级
小城镇如何留住大总部

【精彩阅读】
大势
长江流域生态补偿
面临多重博弈

见习记者 王星平

今年以来，中央对长江经济

当人们只是不断鼓噪着“地王”频现与房价

带的发展方向发生重大转变

的关系的时候，却同时有一支力量悄然加入到了

后，长江流域的横向生态补偿

对寸土寸金的京沪中心地区的争夺之中。其中，

工作就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大连一方集团、重庆东原地产和闽系房企融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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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纷纷将目光锁定北京、上海。
同时，广州和深圳也一度成为多家产业巨头

产业
互联网企业合纵连横
中国新寡头经济格局初现

总部争先落户之地。在拉起发展总部经济的大
旗后，大型企业总部似乎成为各地争抢的一致性
标的物。业内人士分析，无论选择扎根何处，企
业总部都是“择良木而栖”，少数几个一线城市也

滴滴出行拥抱优步中国，
阿里拥抱苏宁，
中国互联网经济

以其完备的配套、便利的政商资源集结地成为各

的繁荣发展，
寡头企业的强强结

类企业首选。
而对于曾培育出巨头企业的小城镇来说，更

合，
是否昭示一条康庄大道？

是面临企业总部搬离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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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往大都市区或成趋势

环保
环保 PPP 加速落地
法律规范成业界呼声

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许多小城镇的
大型民企总部搬迁之声就从未断绝。

政策红利不断，环保产业

早在 1999 年，健力宝大厦在广州落成剪彩，

PPP 项目俨然已开足马力。目

意味着健力宝集团将总部从三水搬迁至广州。

前环保 PPP 项目迎来加速落地

2001 年，中国低碳领军企业盾安集团董事长

期。

姚新义下定决心，将集团的总部从诸暨小镇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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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搬到省会城市杭州。

奥运经济
中国制造超级展台的背后竞技
竞技财富
疯狂体育资本变现环节待拓展
巴西衰荣
未来之国能否借奥运停止衰退

物流
政策支持
互联网带动物流业加速跑
7 月 29 日，国家发改委印
发了《
“互联网+”高效物流实施
意见》，最大限度地释放企业创
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增强市场
活力。

两年后，吉利集团因不能再承受发展中所遭
遇的人才、信息等瓶颈之痛，将管理、营销、研发
三大总部从台州迁往杭州。
2005 年 12 月，内地休闲服单品零售额最大
的企业美特斯邦威，将公司总部移至上海，并
率先在沪建立了自己的企业大学和服饰博物
馆。
到了 2012 年，
从中山三乡镇成长起来的地产
巨头雅居乐集团，也将总部从中山搬到了广州西
塔。自此，中山城市崛起和产业兴盛的象征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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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存活于大多数中山人的脑海中。
2015 年 2 月，铜业巨头江铜集团也将总部由

文创
红木家具市场：
这个夏天有点冷

鹰潭贵溪市搬迁至省会南昌。
而就在不久前，当华为“迁都”闹得沸沸扬扬
之时，从珠海传来一个消息：在珠海创立并耕耘

中国人对红木的需求激增，

了 10 多年的魅族正在搬离，而迁居的目的地，正

刺激了西部非洲至少达 13 亿美

是被高房价困扰的深圳。虽说随后消息被魅族

元的红木贸易。然而生产企业

高层否认，但将魅族科技游戏中心、智能家居及

的热情并未传导到消费领域。

网络开发三大“朝阳”业务搬迁至深圳引发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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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详见第二至第四版
相关报道详见第二至第四版）
）

猜想。
接连那么多家名企都将总部搬离小城镇，是
不是预示着企业总部从小城镇搬迁到大城市已
经成为一种趋势？

【重磅推荐】

“将来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大企业离开小城
镇，而到大都市区。”中山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院
长李立勋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
王利博制图

不过李立勋强调，并非全都搬到大都市中心，也
可以搬到位于大都市区内部的中小城市。

企业搬离只因“内困外诱”

紫竹评论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企业总部的选址决策是
一项慎重而复杂的举措，企业必须考虑各种各样

人工智能技术竞赛关乎国家未来命运

的区位因素来决定企业总部是否搬迁。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认为，企业
到底搬迁与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硬因素，主
要包括材料成本、设备成本、房地产成本、土地价

设计好的程序运行，而是已经学会了学习和

轻微的不同，
而这正是生物神经元的特性。当大

格、人工成本、物流成本和地方政府所实施的税

思考。围棋一向被认为是最为复杂的一种

批人工神经元组成并行计算机后，
它也许可以和

收政策；二是软因素，主要是指当地政府的服务

在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举办期间，一条关

智力运动，但就在几个月前，机器人 AlphaGo

人类一样进行决策和处理感官信息。人工神经

水平。

于《华盛顿邮报》将派出机器人记者团的花

以 4 比 1 大胜世界冠军李世石，在人类引以

元采用了成熟的材料，
能够历经几十亿次工作而

边新闻引起人们关注。机器人越来越聪明

为傲的领域里，
向人类发起了挑战。

不损坏（寿命长）。

丁是钉

P6

的趋势，必然会对世界和人类产生意想不到
的影响。
《华盛顿邮报》的机器人记者，可以快速

除了“智商”变得更高以外，机器人已经

也许正像科幻电影所描述的，已经具备“生

不足，企业做大之后需要特定的专业人才，小城

开始能够辨识复杂的环境，并从事相对复杂

物性”神经元的机器人，未来不仅能够像人类一

镇无法像大城市那样聚集大量的高端人才；二是

的劳动。目前，
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机器人，

样记忆、学习和思考，
而且很可能会拥有情感。

小城镇获取信息成本较高，虽然随着互联网的发

地制作里约奥运会积分榜、奖牌榜以及其他

已经能够辨别果实的成熟度。机器人依托其

回顾科技发明史，电、互联网是人类最重

展，城市发展呈现扁平化，但是信息的源头还是

以数据为核心的新闻，在《华盛顿邮报》网站

视觉系统，
可以只采摘成熟的西红柿、
葡萄或

大的发明，并且都给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

集中在大都市；三是小城镇金融环境不成熟；四

或类似于该报 Twitter 的帐号上发布。在这

草莓，其灵巧的“双手”不会伤及“娇嫩”的果

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目

是大城市更接近市场，对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

些方面，机器人比真正的记者更有优势，而

皮，
并且会按个头大小和等级分别装箱。

前一刻也离不开电和互联网。没有人能够想

了解市场的需求和变化；五是小城镇在配套服

象，没有电和互联网的世界将会是怎样的。未

务、文化氛围等方面难以达到高端人才的需求。

元的发明。2016 年 8 月 3 日，IBM 官方宣布，

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带给人类比电和互联

当然，除了小城镇本身无法满足发展壮大后

且不需要人工干预。机器人记者将制作成
百上千篇新闻。

人工智能更大的突破来自于人造神经

如果说过去机器人只能替代低端劳动

科学家使用相变材料，制造出了能存储和处

网更深刻的影响。如果说，电和互联网只是人

企业的需求外，大城市对企业的“诱惑”也是企业

的话，机器人可以自己写新闻，则意味着机

理数据的随机脉冲神经元。IBM 已经构建

类发明的工具，那么人工智能的进步则意味着

选择将总部迁至大城市的重要原因。

器人已经在和传统意义上的智力劳动者抢

了由 500 个该神经元组成的阵列，并让该阵

人类发明了自己的替代者。未来的机器人可

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也在大力发展

列以模拟人类大脑的工作方式进行信号处

以像人类一样，进行发明创造，并且会比人类

总部经济，各种优惠的引进政策，正吸引着不少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达到了让人

理。相变神经元是随机的，这意味着在相同

更高效。

大企业迁往一线城市。

吃惊的地步。机器人不再是单纯按人类所

的输入信号下，多个相变神经元的输出会有

“饭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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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李立勋看来，企业选择将总部搬离小城
镇，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小城镇人才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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