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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投海外 豈止曹德旺
企業家：資本逐利無可厚非 市場行為不應苛責

曹德旺，1946年5月出生，福建省福

州福清市人，福耀玻璃工業集團創始人、

董事長。據公開資料，曹德旺 9 歲才上

學，14歲卻被迫輟學，在街頭賣過煙絲，

販過水果，修過單車。而如今，他的捐款

已超60億元人民幣，70歲的曹德旺經歷了

從被人歧視到中國首善，從承包年年虧損

的鄉鎮小廠到中國玻璃大王。

他創立的福耀集團被認為是內地最具

規模、技術水平最高、出口量最大的汽車

玻璃生產供應商，去年營收135億元人民

幣，是中國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車玻璃廠

商。自1987年註冊至今，除在福建福清的

總部外，還在中國香港、美國設立子公

司，並在日本、韓國、澳

洲、俄羅斯及西歐、東歐

等國家設立商務機構，成

為名副其實的跨國公司。

記者蔣煌基整理

2015年，一篇題為《別讓李

嘉誠跑了》的文章引發兩地熱烈討

論，事件言猶在耳。近日，中國第

一、世界第二大汽車玻璃製造商、

福耀玻璃工業集團董事局主席曹德

旺向傳媒表示，計劃在美投資10億美元

建廠，並提出中國製造業的成本和稅收

負擔太高的觀點，隨即被推到輿論的風

口浪尖。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浙閩兩地

民企老闆，綜合官方、學者、民眾的看

法，將推出“曹德旺們怎麼了”系列報

道，對中國製造業、民營企業面對的困

境進行深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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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立集團董事長汪力成：
企業的向外擴張是應該被
理解的行為，總好過企業
倒閉給社會造成巨大浪
費。

匹克集團董事長許景南：
資本走天下，哪裡有錢賺
企業家就到哪裡，這無可
厚非。

福建省是中國民營經濟非常活躍的

一個地區，曹德旺創辦的福耀集

團，就是福建民營企業中的優秀代

表。曹德旺在美國設廠而備受輿論質

疑的消息傳回福建之後，許多民營企

業家願意為其打抱不平。

人口紅利漸失 恐需壯士斷腕
“汽車工業都是跟着汽車走，曹

德旺的佈局不僅省了運費，也利於降

低損耗。”匹克集團董事長許景南告

訴記者，“資本走天下，哪裡有錢賺

企業家就到哪裡，這無可厚非。僅是

每個人的判斷和每個行業的需求不

同。”位於福建泉州的匹克集團，早

在10幾年前，就作為贊助歐洲籃球聯

賽的唯一中國品牌。

在泉州從事工程機械製造的許志

堅，長期以來一直專注製造業。“隨

着人口紅利拐點的到來，‘世界工

廠’恐怕要玩不下去了。”他甚至悲

觀地認為，如果再不壯士斷腕，中國

經濟恐步委內瑞拉或印度等後塵。在

他看來，中低端製造業微薄的利潤空

間，在中國要素成本和稅賦擠壓下，

曹德旺們將目光投向海外，因為“中

國 製 造 業 的 綜 合 稅 賦 比 美 國 高

35%”，“在美國開工廠利潤比中國

高”。

製造業步履艱 非升級或轉移
“企業的向外擴張是應該被理解的行為，總好過企業倒閉給

社會造成巨大浪費。”針對曹德旺事件，華立集團董事長汪力成

表達了他的看法，做企業是要向股東和廣大股民負責的，到海外

設廠是一種市場行為，不應該苛責。華立集團是浙江省的知名民

營企業，10幾年前銷售額已經超過百億元人民幣，並在泰國設立

了自己的工業園區。

對於走出去，汪力成認為，由於這幾年生產要素成本大幅上

升，使得位於產業鏈低端的中國製造業，更沒有空間去通過研

發、投入、創新，來獲得向產業鏈上端轉移的機會。10幾年前，

汪力成就率華立走出去，併購飛利浦CDMA手機的核心技術部門

以及所有的知識產權，開創中國企業成功併購國際著名技術公司

之先河。

“我並不同意簡單一句話概括的‘轉型升級’概念。”汪力

成說，要解決中國製造業現階段的發展問題，很大程度上講，首

先是要解決從低端往中高端走的問題。但由於各方面的原因，這

個機會窗口逐漸關閉，導致現在的製造業步履艱難。這也使得傳

統製造業企業面臨兩條路：一條是轉行或升級；另一條就是轉

移。這些企業還有一定的市場，和以前相比競爭力有所下降，必

須尋找到與其競爭力相適應的環境。

截至目前，浙商投資已遍佈142個國家和地區，吉利集團以

13.88億美元併購沃爾沃現“蛇吞象”，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在

境外投資的文萊石化項目則是中國民企在海外的最大投資。正如

一位浙商所言：“中國企業到全球去經營，並不是產業離開中國

了，根基還是在中國的，這樣的公司越多中國經濟越強大。”

近日，福耀玻璃工業集團董事局主席曹德旺在接受

媒體採訪時表示，自己計劃投資10億美元在美國建

廠，並就中美兩國在土地、能源、勞動力等方面的差異

進行了分析。其中，曹德旺特別指出“中國製造業的綜

合稅務比美國高35%”，認為這是中國“現在製造業

踟躕不前”的原因之一。此番言論把中國製造業競爭力

削減、中國企業稅負問題等推向風口浪尖。儘管曹德旺

一再強調自己只想指出問題，並非要搬走，但輿論對這

位一直致力推動中國民族品牌的企業家或責罵或驚呼之

聲不絕於耳，“曹德旺跑了”、“別讓曹德旺跑了”說

法此起彼落。對此，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日在民營經濟發

展壯大且走出國門較多的福建、浙江兩省採訪，多數民

營企業家指出，這些年，中國走出去的不止曹德旺，資

本逐利無可厚非，市場行為不應苛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蔣煌基 杭州、泉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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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海內外投資項目福耀海內外投資項目（（部分部分））

註冊日期註冊日期 註冊地點註冊地點 註冊資金註冊資金 成立公司成立公司

1994年3月 福建福州 3,400萬美元 福耀集團（福建）機械製造有限公司

1994年12月 香港 4,368萬港元 福耀（香港）有限公司

2002年4月 上海 3,000萬美元 福耀集團（上海）汽車玻璃有限公司

2003年 福建 總投資3億元人民幣 福耀集團（福建）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2006年5月 海南海口 一期投資7億元人民幣 福耀海南浮法玻璃有限公司

2006年6月 廣東廣州 總投資7,481萬美元 廣州福耀玻璃有限公司

2007年 韓國仁川 — 福耀韓國株式會社

2008年 日本 — 註冊成立福耀日本株式會社

2011年6月 俄羅斯卡盧加州 總投資2億美元 中國福耀（俄羅斯卡盧加州）玻璃工業有限公司

2014年 美國俄亥俄州 總投資4億美元 福耀玻璃美國有限公司

記者 蔣煌基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 曹德旺特別指出民企稅負問

題，致使中國“製造業踟躕不前”。據澎湃新聞

網報道，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管理系教授、稅

制專家胡怡建表示，中國企業在納稅之外，還要

承擔很多稅以外的收費。今後，減費以及在減稅

過程中在結構上減輕企業的負擔，將是減輕企業

稅負的重要內容。

胡怡建指出，光從宏觀來說，美國的稅負要

比中國重。從宏觀稅負層面上，並沒有跡象顯示

中國企業稅負很重，或近期明顯稅負上升。民營

企業家之所以發出稅負重的聲音，關鍵首先體現

在中國稅收中的企業稅負和個人稅負的比例上。

在中國，企業是繳稅主體。而在美國，個人承擔

的稅負要多得多。“美國的個人所得稅要佔到總

稅收的30%，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只佔到總稅收的

6%。”

行政社保等費 加重企業負擔
此外，中國企業除了繳納稅收之外，還需要

繳納行政收費、基金、社保等各種稅以外的收費，

造成了企業整體負擔較重。“這就涉及到稅改中的

一個關鍵性問題，減稅還是減稅以外的收費？”

胡怡建還提到，中國現行稅制也存在一些其

他的矛盾，比如因為現在把徵稅重點放在企業

上，稅收在商品的生產和銷售過程中扮演了比較

重要的角色，但在收入分配和財富積累中卻沒有

起到應有的作用。現行稅制存在一些不平等分配

問題，一些個人、企業的財產和收入比較高，但

卻可能沒有承擔太多的稅負。反之也有一些收入

不高的企業承擔了過多的稅負。而以上這些矛盾

在企業面臨經濟下行壓力、利潤下滑時，就會顯

得尤為突出。

目前，減輕宏觀稅負是國家的一個基本方

針。胡怡建表示，現在在減稅過程中，尤其注意

到在結構上減輕企業的負擔。而在減輕企業稅的

過程中，又尤其注意到稅以外的費給企業造成的

總體稅費負擔。

“第一個就是減少和取消行政性收費；第二

是減少社保基金這塊；第三就是營改增。”

學者：減稅兼減費 為企業減負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網報道，在

2016年底的中國商務部例行發佈會上，新聞發

言人沈丹陽對相關問題回應稱，對曹德旺的評

論不予置評。在談及中國企業的投資環境時，

沈丹陽表示，中國確實有一部分製造業企業面

臨成本上升、面臨困境的問題，但是在不斷地

改善。比如說，服務業就有很多的發展商機。

沈丹陽說，那些並不是以看重中國低成本

的企業仍然可以在中國找到很好的發展機會，

看重中國產業配套、基礎設施以及正在改善的

各項環境。他強調，我們看待中國的投資環境

應該更加系統地來看。

“我不知道曹德旺是怎麼算的，但在我們絲綢行

業，在法國做一條絲巾的成本至少是國內的兩倍，所

以說通過走出去來降低成本肯定是不靠譜的。”萬事

利集團有限公司總裁李建華說，“我們通過收購國外

企業來提升品牌價值，有助於品牌的推廣營銷，他們

是為我們服務的，不是外國的月亮特別圓。”

2013年，萬事利收購了老牌的法國

百年絲綢企業Marc Rozier，實現“中國

絲綢法國造”。2016年，萬事利集團的

銷售額比去年增長了50%。“現在很多法

國品牌都想盡辦法要打入中國市場。”

李建華笑說，“背靠着這麼龐大的消費

市場，萬事利哪裡捨得‘跑’？”

“要論綜合成本，就手工

具這個細分行業，肯定是中國

製造有優勢。”杭州巨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仇建平表

示，可能有玻璃等部分產品，

美國製造成本比中國低，但大

多數產品，中國製造的競爭力

明顯要比全球其他地方要高。

隨着人力成本上漲，中國

製造業的人工優勢已經趨弱，

很多傳統產業出現了產能過

剩，甚至面臨“鋼鐵比白菜還

便宜”的窘境，仇建平認為，

核心原因在於，大多數企業仍

然一味定位在生產中低端產品

上，很少有企業將精力用來開

拓高端產品，打造自身的品牌

效應。中低端產品無法達到有

效供給，高

端產品又大

量匱乏，才

最終造成了

當下產業的

困惑。

■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官方坦言困境
強調商機仍在

■福耀美國俄亥俄州工廠中美工人在一起工
作。 資料圖片

萬事利總裁 李建華：

外國月亮不特別圓
巨星科技董事長 仇建平：

還是中國造有優勢

仇建平仇建平

李建華李建華

■萬事利
借法國的
設計打造
成中國的
愛馬仕。
資料圖片

■■曹德旺曹德旺20142014年在美國成立福年在美國成立福
耀玻璃美國有限公司耀玻璃美國有限公司，，收購俄亥收購俄亥
俄州莫雷恩一所閒置廠房俄州莫雷恩一所閒置廠房，，建成建成
汽車玻璃製造工廠汽車玻璃製造工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