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市公司眼中的广交会变迁

� � � �上市公司卧龙电气在广交会上

的展位比较显眼， 位于展厅主干道

旁， 展示的产品也丰富多样， 但偌

大的展台里， 却只有三个人， 老腾

是其中一个。

老腾说， 卧龙电气是广交会的

老顾客了， 广交会举办了多少届，

卧龙电气就参加了多少次， 但广交

会对卧龙电气的意义， 过去和现在

已大不相同。 “广交会现在越来越

没意思了。” 老腾慨叹。 记者碰到

他的时候， 他一边上网， 一边等待

客户的到来。

早些年， 情况并不是这样。 以

前国内企业不了解国外客户， 国外

客户也不了解国内企业， 参加广交

会对企业而言， 就是寻找客户， 也

确实能找到一些重要客户。

卧龙电气早年在广交会上碰

到的客户， 往往都是直接的产品

需求者， 他们会带着工程师等技

术人员来， 在产品对接上比较专

业。 这些年， 随着国内外企业对

接的融合， 企业基本都找到了自

己的主要客户， 都在线下联系，

很少有大客户会通过广交会来找

厂商做产品。

老腾说， 现在来广交会的很多

都是贸易商， 他们对产品本身的一

些细节品质可能不那么了解， 只是

根据价格等简单因素来挑选， 而且

交易较难谈成。 他们往往是将产品

采购回去后， 再向终端客户销售。

老腾说像他们公司的电机及蓄

电池等产品很难现场就谈成签单，

“一些小东西可能比较容易谈成，

我看见外商很高兴地花两百美元签

了山寨手机的单子。”

在记者与老腾交谈的过程中，

卧龙电气的展台始终没有客户前来

问询。 老腾说， 现在参展的目的，

更多的是宣传一下企业， 同时看看

展会上会不会有一些行业讯息。

不仅是国内如卧龙电气这样的

企业对广交会的重视程度减弱， 很

多国外企业的负责人来广交会， 也

未必是一心一意来采购商品。

意大利一家气体设备供应商在

宁波、 上海都有分支机构， 这次来广

交会， 其采购负责人告诉证券时报记

者， 只是为了看看市场情况， 并不打

算买下任何东西。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广交会带给

国内很多上市公司的实质收益并不明

显。 一方面如前面所说， 随着企业国

际化程度的提高， 国内外企业的交流

日益密切， 特别是大企业与大企业之

间的合作已经非常紧密。

另一方面， 上市公司的业务规模

往往非常大， 销售渠道非常多， 一次

会展中的销售额， 对上市公司整个业

绩的影响也非常小， 很多公司营收构

成中外销收入的比重本就不大， 这几

年外销形势不好， 人民币升值， 来自

这块的收入比重就更小了。

不过， 广交会的没落对上市公司

而言， 未必就是坏事。 近年来， 出口

困难， 国家正在大力提倡国内消费，

在此大背景下， 上市公司更多地着眼

于国内， 将受益于内需的增长， 这对

于企业的成长性和经营的稳定性而

言， 或许更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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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建设费取消

改征民航发展基金

财政部日前制订并发布 《民航发展基金

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明确航空公司按照

飞行航线分类、 飞机最大起飞全重、 飞行里

程以及适用的征收标准缴纳民航发展基金。

航空旅客缴纳民航发展基金的标准为： 乘坐

国内航班的旅客每人次

50

元； 乘坐国际和地

区航班出境的旅客每人次

90

元 （含旅游发展

基金

20

元）。

该 《办法》 自

2012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原民航机场管理建设费和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

金的有关规定同时废止。 涉及航空旅客缴纳民

航发展基金的相关规定， 执行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郑晓波）

一季度城市地价

自

2009

年首次整体下降

国土部下属的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地价所

所长赵松昨日在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成果发

布会上表示， 今年一季度， 土地市场已初步显

示出量价齐跌的迹象， 预计二季度， 市场严调

预期仍将蔓延， 商服和住宅等房地产用地价格

将进入低速增长或负增长时期。

第一季度， 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体水

平为

3057

元

/

平方米， 环比增长

0.26%

， 增速

连续五个季度回落； 同比增长

3.53%

， 连续三

个季度深度回落。 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 全

国住宅地价环比增幅由正转负， 自

2009

年二

季度以来首次出现整体下降。 （张达）

上海房地产调控

力度不减政策不变

从上海市政府二季度工作会议上传来消

息， 未来上海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将力度不

减、 政策不变， 确保房价稳中有降的年度调

控目标。 另外， 上海将继续加强财政资金支

持， 加快发展小金融机构， 促进中小微企业

发展。

上海市委副书记、 市长韩正指出， 今年二

季度， 上海将继续保持房地产调控连续性， 确

保保障性住房进一步惠及群众。 上海要加快保

障性住房建设， 确保工程质量； 严格执行公

开、 公平、 公正的保障性住房分配制度； 提高

大型居住区的管理和配套水平， 特别是治安、

执法和生活服务等各项工作。

此外， 今年二季度， 上海将突出抓好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 促进中小微企业

发展、 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以及各项重大工

程建设等九方面工作。 （孙玉）

上海将支持

有条件电子商务企业发债

“十二五” 期间， 上海将通过兼并联合、

企业上市、 政策支持等多种方式， 打造一批百

亿元级、 千亿元级的大型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并支持有条件的电子商务企业发行企业债券、

公司债券、 短期融资和中期票据等， 推动电子

商务企业发展壮大。

根据刚刚印发的 《上海市电子商务发展

“十二五” 规划》， 上海预计未来电子商务年交

易额将超过

1.2

万亿元， 打造多个国内外有影

响力、 交易额过千亿元的大型电子商务平台，

培育

30

家以上年收入过亿元的全国知名电子

商务企业。

此外， 还将鼓励网上金融业务， 开展网

上信贷、 保险等业务， 促进股票、 期货、 基

金等网上证券交易， 创新网络金融衍生品。

优化在线支付环境， 加大人民币跨境结算、

跨行交易清算等金融支付支撑力度， 进一步

推广电子清算和电子票据， 积极支持规范第

三方支付发展。 在现有基础上， 争取更多企

业获得人民银行颁发的非金融机构 《支付业

务许可证》。 （孙玉）

SOHO

中国

21

亿

收购上海商业房产项目

SOHO

中国 （

00410.HK

） 昨日宣布与绿城

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等签订协议， 以约

21.38

亿元收购上海绿城广场置业有限公司

100%

的

股权， 进而收购上海长宁区天山路街道

98

街

坊地块。

这是

SOHO

中国自

2009

年

8

月进入上海

市场以来收购的第

11

个项目， 也是该公司今

年的第二次收购。 至此，

SOHO

中国在上海的

累计收购金额达到约

255

亿元。

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表示， 银根紧缩

对资金充足的

SOHO

中国来说是收购的大好时

机。 上述收购完成后，

SOHO

中国仍持有

125

亿元的现金， 将继续关注北京、 上海等一线城

市黄金地段的优质商业物业， 完成

100

亿元的

年度收购目标。 （张达）

广交会

人多生意也不旺 参展商看淡行情

� � � �

4

月的广州， 天气闷热。 广交

会很多人头攒动的展位， 呈现出表

面的热闹。 会上诸多企业负责人都

表示看淡当前的宏观经济及行业景

气度。 在出口下滑、 内需不足的形

势下， 一些龙头企业则寄希望于行

业准入门槛提高及行业洗牌。

光伏龙头企业期待洗牌

中午

12

点半， 赵文涛还在忙

着给客户介绍公司的铅酸电池，

“你们还是等一下再过来采访吧。”

赵文涛是理士国际的员工， 理士国

际是一家经营铅酸电池， 同时涉足

锂电池的港股上市公司。

记者看到赵文涛这么忙， 原以

为理士国际的产品销路很不错， 但

他却告诉我们， 这几个月的出口情

况都不太好， 他担忧今年全年的出

口也不乐观。

在理士国际的展位上， 最吸引

眼球的是其展示的磷酸铁锂电池。

“我们的锂电池还在研发当

中， 从整个行业来看， 大多数厂家

还没有解决量产的问题。 我们预计

未来几年内这一块比较难做起来。”

赵文涛说。 此前， 记者采访一家激

光公司的负责人时， 对方曾以 “工

信部正在努力推进新能源汽车” 为

理由判断， 锂电池会在近期有较大

发展， 但电池厂商却因为技术现

实， 坦言了他们的担忧。

本届广交会上， 与新能源相关

的展位人气比较旺。 与理士国际一

样， 已经

12

点多了， 太阳能领域

上市公司拓日新能的员工还忙得不

亦乐乎。

拓日新能的展位上摆满了大

大小小的电池板， 多晶硅、 单晶、

非晶硅， 一应俱全。 然而， 人多

并不意味着生意旺。 拓日新能一

位经理告诉记者， 今年的情况和

往年差不多， 太阳能电池行业短

期内不是太好。 “现在日子不好

过， 我们等待的是这两年行业洗

牌后的好日子。”

理士国际的赵文涛也持类似观

点， “低迷期的机会就在于洗牌。”

赵文涛觉得， 行业环保门槛提高

后， 大企业将获得护城河， 这是未

来铅酸电池行业值得期待的地方。

2011

年， 有关部门对铅酸蓄电池

行业进行了环保整顿， 很多小企业

被关停， 一些大企业的生产线也受

到了影响， 成本有所提升。 “行业

门槛提高了， 大企业的日子最终会

越来越好过。” 他说。

卫浴汽车机械遭内外夹击

广交会上， 行业自身景气度向

好的公司极其少见， 大族激光就是

一家。 大族激光客户资源事业部总

经理张洪鑫说： “海外市场今年要

比去年好。 我们实现了在广交会上

直接签单， 这说明客户意向明确，

需求正在逐步转旺。”

卫浴公司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

了。 一位来自江苏的厨卫贸易商今

年租了两个展位， 他坐在展位对

面， 显得十分清闲， 看见记者在展

位前徘徊， 便主动上来搭话。

虽然他的真实身份是贸易商，

但他名片上印的却是卫浴生产商，

“近年来， 外商开始直接寻找工厂

来签合同， 这样可以节省成本， 于

是我们贸易商就用生产商的名义去

接单， 然后再转包给生产商。” 卫

浴生意不好做， 这位贸易商可谓是

想尽了法子。

从海鸥卫浴等上市公司的经营

情况也可看出，

2008

年金融危机

后， 卫浴行业经营一直不好。 “我

们对欧美的出口比重已由金融危机

前的

80%

左右下降到现在的

50%

以

下， 行业短期没戏。” 上述江苏厨

卫贸易商目前仍看淡行业前景。

在出口下滑的情况下， 国内市

场需求被寄予厚望， 但记者采访了

汽车和工程机械两个比较有代表性

的行业， 情况都不乐观。

江淮汽车旗下安徽江汽进出口

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贺涛对证券时

报记者说， 国内乘用车市场基数已

经比较大， 再次大幅增长的可能性

已经不大。 “房地产调控后， 有一

定实力的家庭将积蓄转向了进口的

豪车市场， 而这些豪车也在不断降

价。 这对于国产中低端轿车来说，

是双重的压力。” 他表示。

工程机械方面， 潍柴动力旗下潍

柴进出口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国平表

示： “今年国内市场比较弱， 主要是

工程机械需求不振， 导致公司工程机

械用柴油机的需求下降。 预计今年内

工程机械市场都难以恢复。”

“现在经济总体环境不好， 要靠

行业景气度来维系企业发展比较难，

这个时候就要看企业自身的成长能力

了。” 卧龙电气的一位滕姓经理告诉

记者。

2011

年底， 卧龙电气控股股

东卧龙控股完成了对欧洲第三大电机

品牌奥地利

ATB

公司的收购。 为避

免同业竞争， 卧龙控股将

ATB

公司

的管理运营委托给股份公司， 实现了

行业低迷期的成长。

避汇险企业缩短交货时间

汇率是广交会上关注的焦点， 但

还没有谈汇色变的情况。 就在广交会

开幕前一天， 人民币兑美元波幅由

0.5%

扩大至

1%

。 “现在利润太薄

了， 汇率波动影响太大了， 我们盯得

很紧的。” 卧龙电气滕姓经理说。

在采访过程中， 企业上到总经

理， 下到业务员， 一谈到汇率几乎都

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对人民币汇率波幅扩大， 一家上

市公司负责销售的老总表示： “这可

能预示着 （人民币兑美元） 升值到头

了， 接下来贬值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

果再升值， 出口就受不了了。”

康宏投资研究部环球市场高级分

析员叶泽恒预计， 扩大人民币交易区

间将在短期内加剧人民币下行压力。

花旗银行也发布报告认为， 人民币快

速升值的空间和动力有所减弱。

“我们希望汇率稳定， 如果汇率

不稳定， 我们会尽量采取短单的形

式， 争取一个月内交货， 交易时间

短， 则汇率损失的风险就小。” 上述

江苏的厨卫贸易商表示。

江淮汽车也以加快交货速度的方

式， 规避汇率风险。 “我们也担心汇

率问题， 但中国企业有优势， 就是交

货速度很快。” 江淮汽车贺涛举例说，

日本车商从下订单到交货可能要三个

月时间， 但中国企业可能半个月或者

一个月就可以完成。

贺涛说， 与客户签订有关汇率的

协议更多的是一种博弈， 虽然有采用

金融工具对冲风险， 但缩短交货时间

的方法在中国运用得比较广泛。

广交会外另类交易：入场证地下黑市

� � � � 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外贸易平

台， 广交会曾经和正在促成的交易

金额数以千亿计。 在广交会场外，

各种与广交会相关的买卖也在不断

进行。 有一种交易， 紧紧依附于广

交会， 你却无法在街面上看见

它———这就是广交会入场证的地下

黑市交易。

广交会促进中外贸易的目标明

确、 性质专业， 因此并不对普通民

众开放。 只有参展商、 采购商和组

委会邀请的特殊人群才能进入位于

琶洲的广州国际会展中心一睹广交会

的繁盛场面。 一些因为各种原因有意

参会却无法获得入场证的人， 让有心

人看到了机会。 于是， 广交会入场证

的地下黑市交易应运而生。

广州地铁

8

号线琶洲站

C

出口附

近有一处地下美食广场， 早上

8

点之

后， 人流逐渐增多。 这里便是广交会

入场证的地下交易中心。 广交会办证

大厅早上

9

点开始办公， 因此打算购

买入场证的人会早于这个时间来到地

下美食广场。 为了尽快开始一天的生

意， 黄牛们也会在此时到达。

虽然很难有人能说清楚地下入场

证市场的确切发端， 但它很可能源于

广交会内一个展柜只提供两张工作证

件的规定。 在地下美食广场里从事入

场证交易的， 多是广州城内的会展公

司， 他们表面上的业务是帮助企业购

买广交会的展柜， 而当这些厂商苦于

没有足够的证件时， 会展公司便发展

了新的业务。 凭借着与展会主办方的

长久交情， 广交会入场证通过这些会

展公司源源不断地流向社会。

在距离美食广场大约

50

米开外

的地面上， 隔着新港东路就是会展中

心。 同样在早上

8

点左右， 会展中心

的门外开始人头攒动， 提供翻译服务

的、 提供名片速印的……抢搭广交会

顺风车的场外交易区已在路边摆开架

势。 但你在他们当中绝不可能碰到举

着牌子宣称能办入场证的人， 他们几

乎很少出现在街上， 接触客户的主要

渠道是网络， 并通过手机约定见面地

点———通常都在地下美食广场。

不必经受地面上的风雨、 日晒，

入场证交易市场的黄牛们比路边上的

摊贩们要淡定得多。 在这里， 分辨购

买者和兜售入场证的黄牛并不难， 虽

然有保安拿着喇叭不时宣讲地下美食

广场禁止吸烟， 但长期的等待令人不

安。 总有人会在保安不注意时掏出烟

来吸上几口， 购买者肆无忌惮地吞云

吐雾， 而黄牛们则用废纸叠成简易烟

灰缸， 小心地不让烟灰掉在地上以免

引起保安的不满。

购买者需要提供的材料包括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 一张

2

寸蓝底照

片。 如果购买的入场证时效为一天，

则需付出

400

元到

450

元， 多日有效

的证件收费以此类推， 钱款必须在提

交资料的同时付清。 购买者提交材料

后一个半小时左右能够拿到入场证。

由于购买者们的身份证原件和现

金都在黄牛手上， 他们时刻不能让黄

牛脱离视野。 早上

8

、

9

点钟， 不少

购买者还没来得及吃早饭， 于是他们

顺便在地下美食广场点上一份早餐，

边吃边监视黄牛的工作。 黄牛们埋头

工作， 似乎毫不介意这些人的围观。

他们将复印在

A4

纸上的身份证复印

件裁剪下来， 与相片一道贴在一张新

的

A4

纸上， 然后又将这些人的名字

和身份证号码填在一张绿色印刷的

“临时进馆证申报单” 上。 凑够了一

定人数， 就会由一个专责跑腿的黄牛

拿去办证大厅办理。

上午

10

点半， 第一批购买者从

黄牛手中接过了刚办好的入场证， 而

晚到的购买者仍需等待。 黄牛们的手

机铃声不曾中断， 直到下午

4

点之

前， 都是黄牛们的工作时间。

（本版稿件由证券时报记者建业、

范彪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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