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点调查

美资“回流”揭开冰山一角 近忧远虑夹击中国制造

本报记者 倪铭娅

“我们的确把在中国广东的一项外包业务迁回了美国本土生产。 ”家电厂商美国惠而浦公司大中华区相关人士证实，该公司旗下KitchenAid品牌手持式搅拌器的生产业务去年已转回美国，且该公司还在考虑将更多小家电生产迁回美国。

不仅如此，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某跨国公司今年也不再选择中国厂商作为其零部件供应商。 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实施近三年来，英特尔、福特等世界500强公司可能将部分生产岗位迁回美国，宣布未来数年的巨额本土投资计划，资金回流美国迹象初现。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企业负责人、专家表示，从目前情况来看，欧美国家再工业化对中国的冲击还是“雾里看花”，只在部分地区零星出现，具体影响以及能否形成长期趋势尚待更详尽的评估。 但美资回流揭开了中国制造业升级路长且艰的“冰山一角”。

短期看，中国制造业遭遇经济下行、出口疲软、用工成本上升等近忧；长期看，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挑战：前有欧美国家力推制造业复兴，占据产业链高端、把控先进技术的阻击，后有东南亚、非洲国家以低成本生产优势掀起工业化浪潮的追赶。 他们建议，调整产业政

策，推动传统制造业向精细化生产转型，同时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

美资零星“回流” 集中“逆流”难现

提要：制造业回流美国条件初具，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外商投资企业大规模撤出中国情况。 欧美再工业化对中国吸收外资的影响尚需进一步观察。

惠而浦公司大中华区相关人士表示，惠而浦将部分业务撤回美国主要是响应美国政府提振就业的一系列政策。

惠而浦在美国格林威尔设有主要生产KitchenAid品牌立式搅拌器的工厂。 该搅拌器体积较大、定位高端，零售价格至少在230美元左右，没有外包到海外去生产。 因此，将零售价39美元左右的手持式搅拌器迁回本土，惠而浦可以利用现有的工厂以及供应商。

此外，迁回本土可以更及时地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 如果零售商突然提出想要不同颜色或不同设计的产品，惠而浦能够在一两周之内交货，而之前从中国工厂生产并运回调整后的产品，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惠而浦此举并非孤例。综合媒体报道和多方采访，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福特汽车公司陆续从中国、日本和墨西哥撤回了部分岗位，并计划到2015年在美国本土投资1600亿美元；英特尔公司不断在美国本土的生产和研发砸入重金，未来5年，英特尔和IBM等公司

计划联合投资44亿美元在纽约建立半导体研发中心，研究下一代芯片技术。 此外，一些小企业已经或打算迁回美国生产。 比如，某耳机厂商、照明器材商已将部分或全部业务从中国迁回美国。

根据美国咨询公司埃森哲调查，受访的北美制造业经理人有约61%表示，正在考虑将制造产能迁回美国，以便更好地匹配供应地和需求地。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宋颂兴认为，制造业回流美国已初步具备条件。 首先，从美国来看，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制造业振兴政策，其效用开始显现。 其次，从跨国企业来看，他们也需要调整战略，平衡市场风险，不能把重心集中在一个地区。 再次，

从制造业来看，其发展趋向于高新技术和制造业相结合的模式，相较于中国，美国在人才、技术等方面明显占优。

商务部副部长王超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再工业化对我国吸收外资的影响还未显现，但其影响肯定存在，尚需进一步观察。

“从江苏来讲，无论是从面上，还是从点上，目前都找不到欧美再工业化冲击的迹象。 ”江苏省商务厅外资管理处处长王存说，“我看到有报道说卡特彼勒回归美国本土，但在江苏，卡特彼勒是扩大投资的。 ”

卡特彼勒今年3月宣布提升在徐州生产基地的液压挖掘机产能，并计划于2014年初开始生产轮式挖掘机。

王存说，从目前个别撤资的中小项目来看，这些项目基本上来自亚太地区，主要是因为市场环境变化、公司自身问题撤走的，且规模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在王存看来，外资特别是在中国发展了多年的外资企业做出撤出决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企业面临的市场如果是中国市场、亚太市场，怎么可能撤回美国生产再运回中国销售呢？其次，企业生产需要一个庞大的供应链，你想走，别人（供应商）就会跟着你

走吗？ ”他反问道。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锐降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再工业化冲击魅影的说法，王存说，从数据上看，今年以来，江苏省实际吸收外资尽管同比有所增长，但增幅比去年有所收窄。 这主要是受经济下行的影响，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不存在必然关系。 而且，尽管目前外商投

资的项目数是减少的，但外资对单个项目的投资金额是增加的。 这一方面反映了外商投资更趋谨慎，另一方面反映了外商对看好的项目会加大投入。 那些在中国有较完整产业链的跨国公司，目前在江苏的投资便呈现这种趋势。

根据中国投资指南网的统计，1-5月，我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211.76亿美元，同比下降4.7%。 其中，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571家，同比下降4.52%，实际投入外资金额12.89亿美元，同比增长0.29%。

申银万国首席宏观经济分析师李慧勇同样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下滑主要是经济不景气导致资本避险情绪严重，使资本输出国减少了对外投资。 从资本输入国来看，欧美再工业化对资本输入国短期影响显现，但这种影响较为有限和短暂，待中国经济企稳回升

后资本流入会出现好转。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也强调，根据商务部监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外商投资企业大规模撤出的情况。

中国成本优势渐弱 资金“回流”明显分化

提要：在成本、技术、市场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回流的美资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特征。

“跨国公司主要根据三个因素来考虑是否选择中国作为其产业链中的一环。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一是要素，即哪里便宜去哪里；二是技术，技术是否先进，配套设施是否完善等；三是产业文化氛围。 ”

正因为如此，尽管中国劳动力价格依然大大低于美国，但由于美国生产自动化程度更高，工人生产效率更高，一些美资企业迁回本土生产后可在不同程度上对冲人力成本的差距。

比如，在惠而浦的格林威尔工厂，工人一般每小时工资大约在12.4—16.5美元之间，外加福利。 而在中国东部地区，工人每小时工资水平在3.4—3.5美元。 不过，惠而浦通过提高自动化生产、精减生产线员工、与供应商协作等方式压缩了成本。

实际上，让业内最关心的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4556元，同比名义增长18.3%，增幅提高4.2个百分点。 不少经济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报告认为，由于中国工人工资的上涨，以及生产率的提高落后于工资增长，到2015年左右，就多数面向北美消费者的商品而言，其在美国部分地区生产将会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

该报告认为，在普通的中国工厂，工人工资和福利正以每年15%到20%的速度增长，这将导致中国相对于美国低成本州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由现在的55%骤减至2015年的39%，而美国工人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 此外，对于很多商品而言，由于运输、关税、供应链风

险、工业地产以及其他成本都被完全考虑进去了，因此，在未来5年中，相比美国的某些州，中国制造工厂的成本节约空间会变得更小。报告认为，在未来5年中，对于多数销往北美市场的商品而言，相比美国部分地区，在中国沿海城市建厂只能减少10%-15%的生产总

成本。 如果制造商的产品定位为北美市场的话，那么在美国投资建厂将会是最佳选择。

在成本、技术、市场等诸多因素影响下，美资“回流”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特征。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宋林飞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目前再工业化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尚不明显，但某些行业的回流应值得关注。首先是受市场影响较大的行业，比如产品是

面向中国市场销售的，那么外资回流的可能性较小；面向美国市场销售的，回流的可能性较大。 其次是受要素成本因素影响较大的行业。 美国政府推出各项鼓励政策，鼓励企业回归本国创造就业，资本在综合考虑成本后若能盈利，那么回流将是必然选择，否则企业

不会因政府行为而发生改变。

威普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单小虎说，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从中国回流的企业多是一些中小型制造业零部件生产企业。 这类企业对产品的质量和时间要求较高，而对人力需求不高。 从地域上看，位于中国沿海城市的企业回流较多。 随着沿海城市各种成本的

上升，这些企业考虑将厂址迁至中西部，但此举会导致更高的运输成本和丧失在主要沿海城市已形成的工业群集优势。 因此，回美国本土生产的选择可能更佳。

某供应链管理专家表示，对于诸如重型机械在内的体积很大或是份量很重的商品而言，回归美国生产的可能性较高。 因为相对价格而言，这类产品的运输成本很高。 其他可能回归美国生产的商品包括，经常需要依照消费者要求来改换颜色或款式的昂贵商品。

金碚强调，美国推行再工业化不仅仅是为了创造国内就业、改善贸易不平衡，更重要的是力图保持制造业技术的全球领先地位。这些产业有的是美国国内本来就有，有的是在政府鼓励政策下回流的。这类产业的回流主要体现在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将

中国等国家或地区的布局转回美国，除了加工环节回流外，很多供应商也有回流迹象。

“应该说，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实施两年多来是有效果的。 ”金碚表示，有一些企业确实回归美国本土了，有些产业的推进步伐确实比过去快了，如新能源、低碳等新兴产业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发展。 “但这种回流不是大规模的，毕竟中国还是有优势的。 ”

丝绸之路控股集团董事长凌兰芳同样认为，制造业回流美国主要集中在一些高端制造业，但这种回流并不会成为“大规模现象”。 但他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大力推进制造业复兴无疑将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带来较大的影响。 “我们的制造业在向上爬的时候，原

本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通道，但现在他们把这个通道拿走了，自己发展。 这就加剧了中国制造业升级发展的艰难。 ”凌兰芳不无忧虑地说。

近忧远虑双重夹击 中国制造升级路艰

提要：全球可能步入新一轮工业化浪潮，中国制造业面临双重夹击。 长期看，面临发达国家占据产业链高端、把控先进技术，后起的东南亚、非洲国家低成本生产优势更为明显的远虑。

与凌兰芳持相同观点的企业家、业内专家不在少数。 他们认为，美资回流揭开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路长且艰的“冰山一角”。 在未来发达国家推进高端制造业发展；东南亚、非洲等国家迈开工业化初期步伐，中国等起步稍早的发展中国家步入工业化升级阶段

的态势下，全球可能步入新一轮工业化浪潮。 在这个格局中，中国制造业面临双重夹击。 短期看，遭遇经济下行、出口疲软、用工成本上升等近忧；长期看，则面临发达国家占据产业链高端、把控先进技术，后起的东南亚、非洲国家低成本生产优势更为明显的远虑。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表示，欧美再工业化的实质是发展先进制造业，走高端路线，以打造新的竞争优势，这是一种中长期的结构调整。 现阶段中国也在进行结构调整，向中高端制造业发展，这样双方的制造业在中高端形成了竞争。 “美国将利用其技

术、产品等优势在竞争规则和国际贸易规则上做文章，制造贸易壁垒。 ”

对此，金碚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美国推进再工业化，会因此而提出修改竞争政策和国际贸易规则的新主张，力图使国际竞争规则和国际贸易规则更有利于美国发展现代化的高成本和高清洁的制造业。这将对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贸易产生重要

影响。 “例如，重视低碳；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并且对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采取不利的竞争政策。 ”

“但是在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局部地区出现了‘去工业化’的倾向。 ”金碚不无担忧地说，“大量的资金更多地投向了房地产和金融领域，产业‘空心化’的风险加大。 ”

“对此，中国工业发展面临必须科学判断和作出重大战略抉择问题：中国工业已经发展到一些工业部门成为夕阳产业的阶段了吗？ 当建立了庞大而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后，下一步的方向是‘去工业化’还是继续发展新兴工业？ ”金碚说。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表示，前些年，大量资本涌向房地产、金融等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发展缓慢。 现在最关键的是调整政策，鼓励发展实体经济。

“应该说，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对决策层有很大的启发。 决策层早就提出发展实体经济，但实体经济的概念有所泛化，很多产业都自认为是实体经济。 而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明确了实体经济的主体是工业。 ”金碚说。

金碚表示，现在谈论中国制造业向其他国家大规模转移为时过早。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绝不在于“放弃”，而是“强化”。 向更加发达的工业体系发展，使各工业部门（包括传统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都进入世界先进水平，这是中国工业体系变革的迫切要务。

金碚认为，对中国而言，新兴产业有两类：一类是对发达国家而言是传统产业，但对中国来说是新兴产业，比如飞机、高端机械等。 这类产业中国还远没有站到其制高点，需要大力发展。 另一类是在发达国家也没成气候的产业，如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 “第

一类新兴产业是人家走过的，目标很清楚，中国需要继续努力投入才能达到。 第二类产业的确定性不大，未来的新能源究竟是什么？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路线到底是什么？ 发达国家也没有明确。 从发展路线不明确这点来看，中国和发达国家可以说站在十分接近的起

跑点上。 ”

张燕生则表示，尽管目前中国与发达国家在高端制造业上存在竞争，但中国传统的、低端制造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这些制造业的发展，需要通过技术升级进行高效、精益生产，从而使每个行业的生产制造达到该行业制造的最高点，从而能够和德国这样的制

造业大国相比。

宋林飞同样认为，传统制造业要向精致化迈进。 “瑞士手表、德国双立人炊具、LV包等都是传统制造业产品，它们的生命力证明，传统制造业大有发展空间。 ”宋林飞说，中国的传统制造业提升空间就在于精致化生产。 这种生产不完全靠高科技创造发明，而是要

靠技术、靠技能、靠精工生产。 而精工生产的关键还是靠发展教育，培养技工和高级技工。

“国家有必要调整对传统制造业的政策。 ”张燕生说，有些传统制造企业多年来的发展是靠国家给予一些优惠，导致这些企业慢慢丧失了创新、进取的潜力。现在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依旧期盼国家的优惠政策，会导致这些企业如“温水煮青蛙”般慢慢死掉。

“国家政策应更多地向传统制造业中创新突出、精工生产强的企业倾斜。 ”

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报告认为，美国制造业复兴并不能动摇中国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但美国庞大的国内市场、资本密集工业的普及程度和巨大的人才储备会确保其成为世界制造业中的一股上升势力。 这种全球制造业的重新洗牌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

段，而且不同产业之间的差异非常巨大。 但这种趋势在今后5年将会变得越来越显著。

实际上，已将KitchenAid品牌手持式搅拌器迁回美国本土的惠而浦，仍在中国生产该款搅拌器的诸多零部件。 惠而浦还在今年3月宣布将与苏宁联手组建销售公司，深耕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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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调查

近忧远虑双重夹击 中国制造升级路艰

与凌兰芳持相同观点的企业家、业

内专家不在少数。 他们认为，美资回流

揭开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路长且艰

的“冰山一角”。 在未来发达国家推进高

端制造业发展；东南亚、非洲等国家迈

开工业化初期步伐，中国等起步稍早的

发展中国家步入工业化升级阶段的态

势下， 全球可能步入新一轮工业化浪

潮。 在这个格局中，中国制造业面临双

重夹击。 短期看，遭遇经济下行、出口疲

软、用工成本上升等近忧；长期看，则面

临发达国家占据产业链高端、把控先进

技术，后起的东南亚、非洲国家低成本

生产优势更为明显的远虑。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

燕生表示，欧美再工业化的实质是发展

先进制造业，走高端路线，以打造新的竞

争优势，这是一种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现

阶段中国也在进行结构调整，向中高端

制造业发展，这样双方的制造业在中高

端形成了竞争。 “美国将利用其技术、产

品等优势在竞争规则和国际贸易规则

上做文章，制造贸易壁垒。 ”他说。

对此，金碚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

为，美国推进再工业化，会因此而提出

修改竞争政策和国际贸易规则的新主

张， 力图使国际竞争规则和国际贸易

规则更有利于美国发展现代化的高成

本和高清洁的制造业。 这将对我国制

造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贸易产生重

要影响，“例如，重视低碳；要求企业承

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并且对不承担社

会责任的企业采取不利的竞争政策。”

“但是在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

的过程中，中国局部地区出现了‘去工

业化’的倾向。”金碚不无担忧地说，“大

量的资金更多地投向了房地产和金融

领域，产业‘空心化’的风险加大。 ”

“对此，中国工业发展面临必须科

学判断和作出重大战略抉择问题：中

国工业已经发展到一些工业部门成为

夕阳产业的阶段了吗？ 当建立了庞大

而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后， 下一步的

方向是‘去工业化’还是继续发展新兴

工业？ ”金碚说。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

剑平表示，前些年，大量资本涌向房地

产、金融等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发展缓

慢。现在最关键的是调整政策，鼓励发

展实体经济。

“应该说，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对决

策层有很大的启发。 决策层早就提出

发展实体经济， 但实体经济的概念有

所泛化， 很多产业都自认为是实体经

济。 而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 中央明确了实体经济的主体是

工业。 ”金碚说。

金碚表示， 现在谈论中国制造业

向其他国家大规模转移为时过早。 中

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绝不在于 “放弃”，

而是“强化”。 向更加发达的工业体系

发展，使各工业部门（包括传统产业和

高技术产业）都进入世界先进水平，这

是中国工业体系变革的迫切要务。

金碚认为，对中国而言，新兴产业

有两类： 一类是对发达国家而言是传

统产业，但对中国来说是新兴产业，比

如飞机、高端机械等。这类产业中国还

远没有站到其制高点，需要大力发展。

另一类是在发达国家也没成气候的产

业，如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第

一类新兴产业是人家走过的， 目标很

清楚， 中国需要继续努力投入才能达

到。”金碚说，“第二类产业的确定性不

大，未来的新能源究竟是什么？新能源

汽车的技术路线到底是什么？ 发达国

家也没有明确。 从发展路线不明确这

点来看， 中国和发达国家可以说站在

十分接近的起跑点上。 ”

张燕生则表示， 尽管目前中国与

发达国家在高端制造业上存在竞争，

但中国传统的、 低端制造业还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这些制造业的发展，需要

通过技术升级进行高效、精益生产，从

而使每个行业的生产制造达到该行业

制造的最高点， 从而能够和德国这样

的制造业大国相比。

宋林飞同样认为， 传统制造业要

向精致化迈进。 “瑞士手表、德国双立

人炊具、

LV

包等都是传统制造业产

品，它们的生命力证明，传统制造业大

有发展空间。 ”宋林飞说，中国的传统

制造业提升空间就在于精致化生产。

这种生产不完全靠高科技创造发明，

而是要靠技术、靠技能、靠精工生产。

而精工生产的关键还是靠发展教育，

培养技工和高级技工。

“国家有必要调整对传统制造业

的政策。”张燕生说，有些传统制造企业

多年来的发展是靠国家给予一些优惠，

导致这些企业慢慢丧失了创新、进取的

潜力。 现在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

依旧期盼国家的优惠政策，会导致这些

企业如“温水煮青蛙”般慢慢死掉；“国

家政策应更多地向传统制造业中创新

突出、精工生产强的企业倾斜。 ”

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报告认为，

美国制造业复兴并不能动摇中国全球

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但美国庞大的国内

市场、资本密集工业的普及程度和巨大

的人才储备会确保其成为世界制造业

中的一股上升势力。 这种全球制造业的

重新洗牌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而且

不同产业之间的差异非常巨大。 但这种

趋势在今后

5

年将会变得越来越显著。

实际上，已将

KitchenAid

品牌手持

式搅拌器迁回美国本土的惠而浦，仍

在中国生产该款搅拌器的诸多零部

件。惠而浦还在今年

3

月宣布将与苏宁

联手组建销售公司，深耕中国市场。

美资“回流”揭开冰山一角 近忧远虑夹击中国制造

美资零星“回流”

集中“逆流”难现

惠而浦公司大中华区相关人士表示，惠而浦

将部分业务撤回美国主要是响应美国政府提振

就业的一系列政策。

惠而浦在美国格林威尔设有主要生产

KitchenAid

品牌立式搅拌器的工厂。 该搅拌器体

积较大、定位高端，零售价格至少在

230

美元，没

有外包到海外去生产。 因此，将零售价

39

美元左

右的手持式搅拌器迁回本土，惠而浦可以利用现

有的工厂以及供应商。

此外，迁回本土可以更及时地生产出市场需

要的产品。如果零售商突然提出想要不同颜色或

不同设计的产品， 惠而浦能够在一两周之内交

货， 而之前从中国工厂生产并运回调整后的产

品，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惠而浦此举并非孤例。综合媒体报道和多方

采访，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福特汽车公司陆续

从中国、日本和墨西哥撤回了部分岗位，并计划

到

2015

年在美国本土投资

1600

亿美元；英特尔公

司不断在美国本土的生产和研发砸入重金，未来

5

年， 英特尔和

IBM

等公司计划联合投资

44

亿美

元在纽约建立半导体研发中心，研究下一代芯片

技术。 此外，一些小企业已经或打算迁回美国生

产。比如，某耳机厂商、照明器材商已将部分或全

部业务从中国迁回美国。

根据美国咨询公司埃森哲调查，受访的北美

制造业经理人有约

61%

表示，正在考虑将制造产

能迁回美国，以便更好地匹配供应地和需求地。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宋颂兴认为，制造业回

流美国已初步具备条件。首先，从美国来看，金融

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制造业振兴政

策，其效用开始显现。 其次，从跨国企业来看，他

们也需要调整战略，平衡市场风险，不能把重心

集中在一个地区。再次，从制造业来看，其发展趋

向于高新技术和制造业相结合的模式，相较于中

国，美国在人才、技术等方面明显占优。

商务部副部长王超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目前再工业化对我国吸收外资的

影响还未显现，但其影响肯定存在，尚需进一步

观察。

“从江苏来讲，无论是从面上，还是从点上，

目前都找不到欧美再工业化冲击的迹象。 ”江苏

省商务厅外资管理处处长王存说，“我看到有报

道说卡特彼勒回归美国本土，但在江苏，卡特彼

勒是扩大投资的。 ”

卡特彼勒今年

3

月宣布提升在徐州生产基地

的液压挖掘机产能，并计划于

2014

年初开始生产

轮式挖掘机。

王存说， 从目前个别撤资的中小项目来看，

这些项目基本上来自亚太地区，主要是因为市场

环境变化、公司自身问题撤走的，且规模很小，可

以忽略不计。

在王存看来，外资特别是在中国发展了多年

的外资企业做出撤出决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企业面临的市场如果是中国市场、亚太市

场， 怎么可能撤回美国生产再运回中国销售呢？

其次，企业生产需要一个庞大的供应链，你想走，

别人（供应商）就会跟着你走吗？ ”他反问道。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锐降的背后是否隐藏着

再工业化冲击魅影的说法，王存说，从数据上看，

今年以来，江苏省实际吸收外资尽管同比有所增

长，但增幅比去年有所收窄。 这主要是受经济下

行的影响， 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不存在必然关

系。而且，尽管目前外商投资的项目数是减少的，

但外资对单个项目的投资金额是增加的。这一方

面反映了外商投资更趋谨慎，另一方面反映了外

商对看好的项目会加大投入。那些在中国有较完

整产业链的跨国公司，目前在江苏的投资便呈现

这种趋势。

根据中国投资指南网的统计，

1-5

月，我国制

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211.76

亿美元， 同比下降

4.7%

。 其中，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

571

家，同

比下降

4.52%

， 实际投入外资金额

12.89

亿美元，

同比增长

0.29%

。

申银万国首席宏观经济分析师李慧勇同样认

为， 外商直接投资的下滑主要是经济不景气导致

资本避险情绪严重， 使资本输出国减少了对外投

资。 从资本输入国来看，欧美再工业化对资本输入

国短期影响显现，但这种影响较为有限和短暂，待

中国经济企稳回升后资本流入会出现好转。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也强调，根据商务

部监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外商投资企业大

规模撤出的情况。

中国成本优势渐弱 资金“回流”明显分化

“跨国公司主要根据三个因素来

考虑是否选择中国作为其产业链中的

一环。”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

长金碚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一是要

素，即哪里便宜去哪里；二是技术，技

术是否先进，配套设施是否完善等；三

是产业文化氛围。 ”

正因为如此， 尽管中国劳动力价

格依然大大低于美国， 但由于美国生

产自动化程度更高， 工人生产效率更

高， 一些美资企业迁回本土生产后可

在不同程度上对冲人力成本的差距。

比如，在惠而浦的格林威尔工厂，

工人一般每小时工资大约在

12.4

—

16.5

美元之间，外加福利。 而在中国东

部地区，工人每小时工资水平在

3.4

—

3.5

美元。 不过，惠而浦通过提高自动

化生产、精简生产线员工、与供应商协

作等方式压缩了成本。

实际上， 让业内最关心的是中国

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 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 去年全国城镇私营单

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24556

元，同

比名义增长

18.3%

， 增幅提高

4.2

个百

分点。不少经济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红

利正逐步消失。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报告

认为，由于中国工人工资的上涨，以及

生产率的提高落后于工资增长，到

2015

年左右，就多数面向北美消费者的商品

而言，其在美国部分地区生产将会变得

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

该报告认为，在普通的中国工厂，

工人工资和福利正以每年

15%

到

20%

的速度增长， 这将导致中国相对于美

国低成本州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由现在

的

55%

骤减至

2015

年的

39%

， 而美国

工人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此外，对于

很多商品而言，由于运输、关税、供应

链风险、 工业地产以及其他成本都被

完全考虑进去了，因此，在未来

5

年中，

相比美国的某些州， 中国制造工厂的

成本节约空间会变得更小。报告认为，

在未来

5

年中，对于多数销往北美市场

的商品而言，相比美国部分地区，在中

国沿海城市建厂只能减少

10%-15%

的生产总成本。 如果制造商的产品定

位为北美市场的话， 那么在美国投资

建厂将会是最佳选择。

在成本、技术、市场等诸多因素

影响下，美资“回流”出现了明显的分

化特征。 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

宋林飞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目前

再工业化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尚

不明显，但某些行业的回流应值得关

注。 首先是受市场影响较大的行业，

比如产品是面向中国市场销售的，那

么外资回流的可能性较小；面向美国

市场销售的，回流的可能性较大。 其

次是受要素成本因素影响较大的行

业。 美国政府推出各项鼓励政策，鼓

励企业回归本国创造就业，资本在综

合考虑成本后若能盈利，那么回流将

是必然选择，否则企业不会因政府行

为而发生改变。

威普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单小虎

说，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从中国回

流的企业多是一些中小型制造业零部

件生产企业。 这类企业对产品的质量

和时间要求较高，而对人力需求不高。

从地域上看， 位于中国沿海城市的企

业回流较多。 随着沿海城市各种成本

的上升， 这些企业考虑将厂址迁至中

西部， 但此举会导致更高的运输成本

和丧失在主要沿海城市已形成的工业

群集优势。因此，回美国本土生产的选

择可能更佳。

某供应链管理专家表示，对于诸如

重型机械在内的体积很大或是分量很

重的商品而言，回归美国生产的可能性

较高。 因为相对价格而言，这类产品的

运输成本很高。 其他可能回归美国生产

的商品包括，经常需要依照消费者要求

来改换颜色或款式的昂贵商品。

金碚强调， 美国推行再工业化不

仅仅是为了创造国内就业、 改善贸易

不平衡， 更重要的是力图保持制造业

技术的全球领先地位。 这些产业有的

是美国国内本来就有， 有的是在政府

鼓励政策下回流的。 这类产业的回流

主要体现在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链布

局中将中国等国家或地区的布局转回

美国，除了加工环节回流外，很多供应

商也有回流迹象。

“应该说，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实施

两年多来是有效果的。 ”金碚表示，有

一些企业确实回归美国本土了， 有些

产业的推进步伐确实比过去快了，如

新能源、 低碳等新兴产业取得了较为

明显的发展。“但这种回流不是大规模

的，毕竟中国还是有优势的。 ”

丝绸之路控股集团董事长凌兰芳

同样认为， 制造业回流美国主要集中

在一些高端制造业， 但这种回流并不

会成为“大规模现象”。但他认为，美国

等发达国家大力推进制造业复兴无疑

将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带来较大的影

响。 “我们的制造业在向上爬的时候，

原本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通道， 但现

在他们把这个通道拿走了，自己发展。

这就加剧了中国制造业升级发展的艰

难。 ”凌兰芳不无忧虑地说。

制造业回流美国条件初具，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外商投

资企业大规模撤出中国的情况。

欧美再工业化对中国吸收外资的

影响尚需进一步观察。

在成本、技术、市场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回

流的美资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特征。

全球可能步入新一轮工业化浪潮，中国制造业面临

双重夹击。 长期看，面临发达国家占据产业链高端、把控

先进技术，后起的东南亚、非洲国家低成本生产优势更

为明显的远虑。

“我们的确把在中国

广东的一项外包业务迁回

了美国本土生产。” 家电厂

商美国惠而浦公司大中华

区相关人士证实， 该公司

旗下KitchenAid品牌手持

式搅拌器的生产业务去年

已转回美国， 且该公司还

在考虑将更多小家电生产

迁回美国。

不仅如此， 中国证券

报记者调查发现， 某跨国

公司今年也不再选择中国

厂商作为其零部件供应

商。 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

实施近三年来，英特尔、福

特等世界500强公司可能

将部分生产岗位迁回美

国， 宣布未来数年的巨额

本土投资计划， 资金回流

美国迹象初现。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采访的企业负责人、 专家

表示，从目前情况来看，欧

美国家再工业化对中国的

冲击还是“雾里看花” ，只

在部分地区零星出现，具

体影响以及能否形成长期

趋势尚待更详尽的评估。

但美资回流揭开了中国制

造业升级路长且艰的 “冰

山一角” 。 短期看，中国制

造业遭遇经济下行、 出口

疲软、 用工成本上升等近

忧；长期看，面临转型升级

的巨大挑战： 前有欧美国

家力推制造业复兴， 占据

产业链高端、 把控先进技

术的阻击，后有东南亚、非

洲国家以低成本生产优势

掀起工业化浪潮的追赶。

他们建议，调整产业政策，

推动传统制造业向精细化

生产转型， 同时加大对新

兴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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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１３

股票简称：南京医药 编号：

ｌｓ２０１２－０２１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与联合博姿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签署再次延期函暨双方合作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接到公司控

股股东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医药集团”）的通知，南京

医药集团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与联合博姿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

博姿”）签署再次延期函。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南京医药集团与联合博姿分别于：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签署合作意向书【详见公司编号为

ｌｓ２０１１－０１８

之《南京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与联合博姿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签署合作

意向书的公告》】；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签署延期函【详见公司编号为

ｌｓ２０１１－０４０

之《南京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与联合博姿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签署延期函的

公告》】。

鉴于双方愿意继续为其共同目标而努力， 双方希望对唯一合作期进行延

期，同意将意向书中的唯一合作期延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双方一致约定：除了“唯一合作”条款下被延长的唯一合作期外， “唯一合

作”条款下其他内容以及意向书中的所有其他条款将继续保持有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双方就合作事项谈判正在积极进行中。双方合作如

有进一步进展，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及时予以公告。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２

证券简称：金鹰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和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１

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０９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已由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

、本次分配以

３６４

，

７１８

，

５４４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９０

元，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３６４

，

７１８

，

５４．４０

元

三、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下午

３

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１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２

、 除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外的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

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

办妥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其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妥指定交易后再行派发。

３

、对于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每股

０．０９

元。

４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公司依据国家税务总局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

规定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按照税后金额发放，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９

元。

５

、对于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１０

元。

六、咨询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５８０－８０２１２２８

联系传真：

０５８０－８０２０２２８

联系地址：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小沙镇，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七、备查文件：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