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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自貿區擴容三倍 推金改新政

消費支出成內地經濟增長第一驅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國社科院昨
天發佈《產業藍皮書》指出，相比處於強勢地位的製造
業，中國服務貿易的競爭力在國際上相對較弱。與製成
品在全球佔有重要地位相比，服務業出口在全球的影響
力小得多，所佔比重不足5%，特別是金融、物流、創
意服務業、知識生產競爭力等方面在全球佔的比重非常
低。
藍皮書稱，雖然中國在加快發展服務貿易，但在可見
的一段時期內，其很難成為推動中國出口增長的支柱性
力量。分行業來看，中國服務業中佔比較大的是建築行
業，而在金融、物流、創意服務業、知識生產競爭力等
方面在全球佔的比重非常低。其中，金融服務業的競爭
力比較弱，不但與發達國家有很大差距，即使與金磚五
國相比也較弱；物流業發展較緩慢，中國的物流成本近
年來雖然呈現了下降趨勢，但跟發達國家相比仍比較
高；知識生產領域，競爭力在全球相對比較弱，過去30
多年來，儘管中國知識生產領域的競爭力不斷提高，論
文發佈數量位於全球第二，但是相對影響力並不匹配；
此外，創意服務業方面，衡量軟實力的重要方法就是中
國創意產品和創意服務業在全球競爭中的地位得到體
現，中國是創意產品出口大國，但是更能體現一國軟實
力的電影、圖書、報刊等領域的競爭力都比較弱，六大
類創意服務出口當中除了廣告、市場研究和民意調查服
務之外，其他創意服務與美、英、德等發達國家存在極
大的差距。

製造業邁向中高端階段
藍皮書也指出，中國製造業正步入一個向中高端邁進
的新階段，是推動中國出口市場份額持續上升的主體力
量。不過專家認為，儘管中國已是製造業大國，但在全
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中國在未來的製造業發展中，應
實施雙軌戰略，推動製造業的平穩轉型，使中國經濟平
穩轉向新常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瑋
燦 上海報道）中國（上海）
自由貿易實驗區正式擴區的
消息發佈後，浦東新區政府
副區長簡大年日前表示，上
海自貿區擴容後面積將從
28.78平方公里大幅擴展至
120.72平方公里，新擴區部
分將為非特殊監管區域，與
老區在保稅政策、保稅業務
和保稅企業的設立、運作方
面有一部分差異，同時相關
部門將拿出一系列措施推動
自貿區金融改革創新。此
外，廣東、天津、福建、上
海四地自貿區將從明年3月
起調整行政審批事項，調整
時間3年。
簡大年介紹，今後浦東將

存在28.78平方公里的自貿區老區，近100平方公
里的自貿區新區，和近1100平方公里的自貿輻射
區。老區為特殊監管區，即保稅區，而新展區則
是非特殊監管區。儘管新老區在保稅政策方面存
在一定區別，但在投資管理、貿易監管、政府監
管以及金融創新等方面都具有共性。
同時，擴區後，上海自貿區將包括三個片區，
其中金橋開發區將定位為高端裝備製造業，陸家
嘴金融片區定位為金融業，張江高科技片區則聚
焦於高新技術企業。他還表示，浦東現在正在做
兩套方案，一個是自貿區擴區工作方案，另一個
自貿區輻射工作方案，接下來相關部門將推出51
條新措施來推動金融創新。

明年調整行政審批事項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日前表決

通過了關於授權國務院在中國（廣東）自由貿易
試驗區、中國（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
（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以及中國（上海）自由
貿易試驗區擴展區域暫時調整有關法律規定的行
政審批的決定。
草案主要內容涉及暫時調整有關法律規定的行

政審批，擬在新設的上述三個自貿區以及上海自
貿區擴展區域，對國家規定實施准入特別管理措
施之外的外商投資，暫時停止實施企業設立、變
更等行政審批，改為備案管理。上述行政審批的
調整自2015年3月1日起，在三年內試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商務部市
場運行司和消費促進司副司長李朝勝昨日指出，今
年前三個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GDP增長的貢獻率
達到了48.5%，比投資貢獻率高出了7個百分點，
成為拉動經濟的第一驅動力。這是自2006年以
來，內地首次出現前三季度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
超過投資。同時，李朝勝預計，受制於居民消費能
力提升難度較大，2015年內地消費增速或低於
2014年。
李朝勝在參加「經濟每月談」時說，今年以來，

內地消費市場運行總體是平穩的，但面臨着增速放
緩壓力。前11個月，中國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
額23.7萬億人民幣，同比增加12%，增速比上年同
期放緩了1個百分點。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了
10.8%，比上年同期放緩了0.3個百分點，預計全
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2%。
對於2015年消費市場走勢，李朝勝認為，明年

內地消費市場仍將保持平穩較快增長，信息消費、
網絡零售帶動作用將進一步增強；大眾化服務消
費，特別是大眾餐飲、養老健康、社區居民生活服

務增長的空間較大；農村消費市場潛力巨大，家
電、交通等消費開始進入升級換代新階段。

明年消費增速料低今年
不過，李朝勝坦言，2015年消費增速可能會低

於2014年。主要是較快提升居民消費能力的難度
不小，居民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仍然比較低，城
鄉居民收入差距依然比較大，特別是當前經濟下行
壓力較大，企業生產經營比較困難，財政收入增速
也在下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建忠 福州報道）據
官方發佈信息，福建自貿試驗區「三核」敲
定。據該決定公佈的信息顯示，福建自貿試驗
區由平潭片區（43 平方公里）、廈門片區
（43.78平方公里）、福州片區（31.26平方公
里）三個片區構成，總計118.04平方公里。 據
記者了解，台灣排名前100位的大企業已有60
多家在閩投資設廠。在電子信息、石油化工、
機械裝備等福建三大支柱產業中，台資企業已
成為龍頭或骨幹。
福建省省長蘇樹林在新近召開的福建省經濟

工作會議上表示，2015年，將加快建設中國
（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以產業合作為抓
手、以廣泛交流為基礎、以平潭開放開發為重
點，進一步深化閩台交流合作」。
由此顯見，閩台產業合作成為福建自貿試驗

區建設的重要指向。今年以來，福建新設立的
台資企業猛增，台資作為福建第二大外資來源
地的地位不斷強化。
截至目前，福建省實有台資企業數列內地第3

位，累計註冊資本數列內地第2位。福建省工商
局提供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前11個月，福建
新設立的台資企業數量達到389家，比去年同期
成長75.22%。今年在閩新設的台資企業中，落
地廈門與平潭的企業超7成，入閩新設台資企業
以第三產業居多，佔比達84.83%。

瞄準閩自貿區
台企加快落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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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昨天到微軟公司在東莞的工廠採訪時了解到，
該工廠在春節前將關閉，其前身是諾基亞東莞工

廠，主營業務為功能手機及低端智能手機製造。該工
廠日前已有1,000餘名員工自動離職，最後幾百名也將
於春節前撤離。業內人士稱，微軟此次工廠搬遷符合
東莞轉型升級大趨勢，東莞電子信息產業將進入新的
發展時代。

廠區冷清 前身屬諾基亞
記者昨天來到微軟東莞工廠時，整個工廠冷冷清
清，下午5點左右下班時間亦未見工人從車間進出，
不復從前熙熙攘攘的景象。整個廠區僅有2號門內側
廠區有人將辦公設備陸續搬出廠房，安保人員守衛森
嚴。微軟東莞工廠前身為諾基亞東莞工廠，於1995年
進入東莞，高峰時期是東莞市第一出口大戶，員工達
數千人，曾進入商務部公佈的2002年中國進出口額最
大的500家企業。今年8月諾基亞被微軟收購，該廠隨
即成為微軟東莞工廠。該廠的主營業務一直是功能手
機以及少量低端智能機的製造，但隨着市場變化，功
能手機市場不斷萎縮，該廠業務量不斷下滑，員工人
數亦急劇減少。

符內地產業轉型升級趨勢
本月17日，微軟向北京、東莞兩地工廠的員工通知

了關閉工廠的決定，並要求員工在2015年1月6日前
簽字確認《協商解除勞動合同》。微軟給予被裁員工
的補償方案是「N(工作年限)+2+年終獎」。如果員工
未能接受該協議，微軟將單方面解除勞務合同，僅按
照法律標準進行賠付。根據公開數據測算，此次裁員
總數將超過1,000名，其中部分來自東莞工廠。
該廠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介紹，廠區目前

仍有少量工人正常上下班，但部分工人已陸續撤離。
在今年8月微軟收購時，工廠的裁員計劃就已拉開序
幕。該工人透露，當時就有上千名員工自願離職，廠
裡只剩下幾百人。有業內人士透露，微軟將產能轉移
到越南河內，原因主要是中國內地人工成本上漲，令
企業壓力增大，這也符合東莞產業轉型升級的大趨
勢，東莞電子信息及相關產業發展再也無法依賴於勞
動力的低成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莞報道）

微軟公司近日對中國分公司的業務進行了重

新佈局。微軟中國公司向北京、東莞兩地工

廠的員工通知了關閉工廠的決定，這兩地工

廠將在2015年第一季度內正式關閉，生產

製造環節將轉移至越南河內工廠，預計總數

超過3000員工失去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莞報道）
東莞自從2006年提出加工貿易轉型升級
後，其進展一直備受多方關注。近日東莞市
政府內部會議預估，今年東莞GDP增速約
7.5%，相較去年9%仍下降1.5個百分點。
東莞製造業轉型狀況引發多方擔憂，廣東省
社會科學院產業經濟學教授丁力指出，東莞
轉型升級仍然未見突破，任重而道遠。
記者昨天就微軟東莞工廠搬遷至越南一事

採訪了廣東省社科院產業經濟學教授丁力，
他認為這是東莞人力資源成本上升導致的結
果，也是產業轉型升級的大勢所趨。但他同
時強調，東莞轉型升級的現狀是「高的夠不
着，低的不想要」。「製造業轉型升級需以
市場為主，政府主導無法取得成效；傳統加
工製造業工廠搬遷後，無法引入高端產業；
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有限，就地升級進展緩
慢。」
今年5月，東莞市委書記徐建華在接受內

地媒體《南方日報》採訪時透露，力爭
2017年轉型升級實現重大突破。對此，丁
力表示，實際進展未必如政府預估的那樣樂
觀，微軟這樣的全球性規模企業的搬遷具有
標誌性意義，東莞的電子信息產業也將進入
一個新的時代，轉型失敗就意味着企業將不
斷消亡。記者了解到，大企業周邊供應商眾
多，鼎盛時期的諾基亞，在東莞有400家以
上的供應商，這個數字到去年並沒有明顯減
少，主要集中在五金塑膠零件和組裝業務，
大多是作為二三級供應商間接為諾基亞供
貨。微軟這種具規模的工廠
搬遷將會帶走周邊上百家工
廠，引發連鎖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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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莞報道）近日東莞
工廠倒閉事件頻出，罷工、糾紛不斷，其中最具影響
力的屬蘋果代工廠、知名台企勝華集團旗下萬事達和
聯勝公司的倒閉。這兩家工廠的主營業務為智能手機
和平板電腦觸摸屏的製造。近日兩家公司因資金鏈斷
裂、欠債1.2億元人民幣被近200名供貨商圍堵，隨
即進行停工停產，資產整合。
勝華集團為台資上市公司，萬事達和聯勝公司分別

於1995年和2010年進駐東莞。兩家工廠倒閉前員工
總數為7,000人。今年10月，勝華集團向當地法院申
請重整。隨後，其在東莞的兩家子公司員工開始罷
工，事件影響巨大，東莞市政府部門介入調查後，兩
工廠停工停產。記者了解到，這兩家工廠的主要客戶
為蘋果、三星。其母公司勝華集團公開的財務報表顯
示，公司已經連續3年虧損。記者曾採訪聯勝公司一
台灣高管林漢倫，他表示，為蘋果等大客戶代工，訂
單利潤微薄，僅10%左右。這兩家公司資金鏈緊張早

已顯現，今年中秋節，公司就因削減工人過節費等福
利引發大規模罷工。
此外，僅10月份統計數據顯示，東莞大型工廠破

產的還有台灣興鴻鞋廠等十多家代工企業，業內人士
估計，年前東莞至少仍有上百家大型工廠將倒閉或搬
遷。

訂單利潤薄 台企頻倒閉

■中國服務業出口較弱，但製造業出口正處於強勢地
位。圖為出口新加坡的地鐵在營口港裝運。 資料圖片

■上海自貿區將從28.78平方公里大幅擴展至120.72平方公里。資料圖片

■■人工成本上漲人工成本上漲，，東莞台資企業近日東莞台資企業近日
頻繁倒閉頻繁倒閉，，轉型迫切轉型迫切。。 本報深圳傳真本報深圳傳真

■■記者昨天到微軟東莞工廠記者昨天到微軟東莞工廠，，發現發現
廠區在下午廠區在下午55點下班時間也僅有安點下班時間也僅有安
保和清潔人員保和清潔人員。。 記者何花記者何花 攝攝

■■微軟在東莞此次裁員超微軟在東莞此次裁員超10001000人人，，有員工為爭有員工為爭
取合理賠償掛出橫幅取合理賠償掛出橫幅。。 本報深圳傳真本報深圳傳真

微軟關北京東莞手機廠
裁員超三千 轉移越南減人工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