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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地铁集团：锻造“红色引擎”打造“满意畅行”
P2

■ 彭鑫

由福建省工商联、福建省民营企业商会

主办的“闽启视界·智见未来”中美民间经贸

合作发展论坛于 12 月 4 日在福州举行。福耀

玻璃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以“中美民间经贸

合作发展”为主题做演讲。

他在演讲中首次“揭秘”了《美国工厂》的

拍摄全过程。

刚开始在俄亥俄州当地投厂时，当地人都

不相信他能运营这么大的工厂，更何况是用来

做汽车玻璃的，用各种方式来试探他们。当地有

一对导演夫妇因此想拍摄一部关于福耀玻璃美

国工厂的纪录片。他当时想，这样没什么不好，

一是不用花钱，二是可以用美国人自己的镜头，

向美国人呈现中国工厂的生产运营情况。

“我做的事情都很坦荡，告诉他们不仅可

以拍摄我在美国的工作，还可以拍摄我在中国

的工作，我都会好好配合，拍得越仔细越清晰

越好。”曹德旺说，这部片子一共拍摄了 1320
个小时，后来这个故事被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听

到了，所有的资料片和播映权都被他买走了，

才有了后来他投资制作的《美国工厂》。

入乡随俗，
“‘俗’就是‘天’，天不可违！”

1983 年曹德旺承包了濒临倒闭的福清

市高山镇异型玻璃厂。3 年后，开始涉足汽车

维修玻璃。1987 年曹德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

福建省耀华汽车玻璃公司，也就是福耀玻璃

（以下统称福耀）的前身。1990 年代初，福耀

首次将产品销往北美地区，并于 1995 年在美

国设立销售中心。今天，福耀已经成为全球最

大的汽车玻璃生产供应商，2018 年福耀玻璃

营收 202.25亿，净利 41.20 亿。而曹德旺也成

为名副其实的“玻璃大王”。

“1995 年，我就开始尝试着在美国办厂。

可是，连自己也没想到的是整个 1995 年、

1996 年、1997 年，3 年亏了 3000 万美金。”曹

德旺毫不避讳地道出了自己初到美国，却屡

屡受挫甚至血本无归的囧事。不过，曹德旺毕

竟是位应对“寒冬”的老将。如果按中国人的

思维，接连亏损，屡次碰壁，肯定会跑回国。但

曹德旺并没有。如同他在“中外管理官产学恳

谈会”说的：“只要想活下去，就能活下去”。他

坚持要在美国扩大福耀的市场。“为什么老美

的企业能轻松赚钱，我的工厂却连连亏损？”

为了解开这一疑问，曹德旺雇了当地一家美

国顾问公司专门展开调研。后来美国顾问公

司告诉他：在美国卖玻璃属于“另外一个行

业”，因为在美国造玻璃是造玻璃，卖玻璃是

卖玻璃，福耀生产出来再分销出去，这就跨行

业了。曹德旺听取顾问公司的建议———改分

销为直销———一个箱子装几个品种的玻璃，

几个箱子再凑齐一个货柜，直接发到客户那

里。这样连仓库也可以卖掉。到了 1999 年，就

把前面亏的 1000 多万美元全赚了回来。度过

了福耀玻璃在美国的一场“严冬”。

“2014年开始，我在美国建基地，到现在我

在美国共增加了 4 个工厂，总投资大概 13 亿

美元，我和美国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从屡次碰

壁的“中国工厂”，到成为老美心中的美国工

厂，一路的成长让曹德旺更加坚信中国企业走

出去时，一定要换位思考、入乡随俗，了解和尊

重所谓当地的风俗文化和市场习惯。

海外办厂，
“那里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

去美国投资建厂曹德旺算是较早的一批

企业家。如今，虽然曹德旺赢得了当地的信

任———被奉为解决当地就业的“救星”，甚至美

国代顿市政府还把工厂旁边的一条路，命名为

福耀大道（Fuyao ave）。但曹德旺也坦言道：去

美国办工厂，那里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

有两大难题，是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建厂

需要直面的：第一就是招人困难。美国是在 19
世纪初进入工业化，在 1970 年代提出去工业

化，开始做虚拟经济。在美国已经有两代美国人

不愿意选择在制造业就业，就连在美国本土的

制造业企业在美国也很难招到熟练的工人。因

为很多美国牛人跑去好莱坞、华尔街、硅谷投身

虚拟经济了。这也导致很多大学毕业生一毕业

就被吸引到这些城市。曹德旺抱怨：“我们在美

国雇不到年轻工人，都是雇老人家。”第二就是

产业结构不合理。美国经济“脱实就虚”由来已

久，即使特朗普想把全球制造业“驱赶”到美国

本土，也难上加难。去美国建厂的中国企业也会

感受到这一点。“美国缺小老板，我们这些小老

板去美国投资建厂，美国政府觉得好像还不错。

但我们的民营企业存在着面对产业结构不合理

的问题，导致经营很吃力。”的确，即使初到当地

成为座上宾，但产业结构支持力度小，赴美建厂

的企业，经营还会一波三折。产业结构问题也确

实是中国民营企业之痛：缺乏持续发展能力、经

营管理粗放、加工链条短、低水平重复建设、企

业布局不完善等企业“症候群”绝对不会因为

“出海”而自愈，其他国家很可能反而更加严重。

活下去，
就靠“敬天、爱人、有信仰”！

曹德旺表示，除了美国工厂更早之前

2011 年福耀在俄罗斯卡卢加州也建了自己

的第一家海外生产基地。福耀集团如今的境

外公司遍及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和

中国香港。 咱下转 P2暂

■ 李春晖

东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兵器工业

集团直属的军民融合型、国际化经营的大型子

集团。由于建厂时间早及“保军转民”等原因，公

司在上世纪 90年代曾经连续 7年亏损，历史包

袱与债务问题叠加，经历过一段困难时期。

2004 年，东北工业集团以市场化选聘领

导班子为支点，撬动了一系列大刀阔斧地改

革举措，使企业的体制机制等问题逐一得到

妥善解决，实现轻装上阵。2008 年开始实施

精益管理，不断“锤炼筋骨”、提质增效，使企

业在汽车零部件这一充分竞争行业中，不畏

市场风雨，始终屹立行业前列。

据中国网消息，近日记者跟随国资委新

闻中心主办的“走进新国企”之“振兴东北看

改革”采访活动，实地探访东北工业集团，感

受改革的力量。

深化改革 轻装上阵
东北工业集团的前身是东北光学仪器

厂，始建于 1956 年，是国家“一五”期间 156
项重点工程之一。1983年在国家“保军转民”

的政策指引下，跨领域进入汽车零部件行业。

东北工业集团曾经和其他老国企一样，历

史遗留问题如山，加上体制庞大、机制僵化，面

对中国入世后汽车零部件市场国际化竞争日

益激烈的形势，企业陷入艰难前行的困境。

2004 年，兵器工业集团市场化聘任于中

赤出任东光集团总经理，带领班子认真梳理

计划经济遗留的企业积弊和历史问题，实施

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发展举措。

2004耀2007 年间，逐步建立了一系列新的

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包括竞争上岗、逢岗必竞、

能进能出、市场化聘任等选人用人机制，以岗

定薪、岗变薪变、以效定薪、效异薪异等薪酬分

配机制，使收入向价值创造力强的科研、营销、

优秀管理人员和一线高技能人员倾斜。

2011 年至 2015 年，推行了以“契约化”

管理为特征的领导人员管理模式，基于精益

管理的技能人员工资改革等工作。在持续深

化改革中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不断通过“三定”

管理，多渠道分流富余人员，推动企业瘦身健

体、减员增效。剔除 524 厂整体划转因素，5
年净减员 1000 多人。

东北工业集团抓住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

基地机遇，全面实施了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等

改革工作。2004耀2008年，集中实施主辅分离、

辅业改制，移交了中小学校、派出所、网络公

司、“三供”等社会职能单位，改制剥离了医院、

运输公司、监理公司、通讯公司、幼儿园、印刷

厂等经营实体，撤销了技工学校，关停注销了

实业公司、贸易公司、装修公司及扭钢筋、电能

表、物资经销处、商场、豆腐坊、粮店、液化气

站、菜市场等一批小三产企业，总计清理掉 20
多个单位，减员 2000余人。企业自行支付改革

成本 2000万元，当时每年节约人工成本 3000
多万元 、节约管理费用 5000多万元。

厂办大集体是困扰东北地区国企改革的

一大难点，而且是越拖包袱越重。早几年的时

候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广泛重视，政策也没有

明确要求，致使现在的改革成本越来越大。

东北工业集团在大集体问题上非常有远

见。2006耀2010 年，东北工业集团不等不靠，

以改制和清算注销方式实施了 2 个厂办大

集体改革工作，自筹资金 1500 余万元，解决

大集体职工经济补偿金和医保、社保问题，妥

善安置职工。 咱下转 P2暂

浦发银行
发布小企业“1＋N”
线上整体解决方案
■ 周轩千

12 月 3 日，浦发银行推出《小企业“1垣N”
线上整体解决方案 1.0》（以下简称《方案》），

通过 API Bank 将金融服务嵌入政府平台、

产业互联网平台、供应链平台、大数据平台、

电商平台、核心企业平台等场景，形成“1+N”
的供应链金融生态圈，小企业可以直接在线

预约开立企业结算账户、在线申请贷款、在线

还款，金融服务融入场景，操作更方便。该行

还针对小企业客户的金融需求，研发推出智

能风控体系，并基于此实现贷款在线审批、在

线放款，以数字化、智能化为小企业融资提

速。

据小企业北京远信数通代表介绍，其使

用浦发银行 e 贴现服务，银票贴现实现“秒

贴”。山东科耀化工代表演示了 e 商贷操作流

程，从下订单到申请贷款、放款，用时不到 2
分钟。

此外，《方案》包含四款小企业专属金融

产品，将金融服务嵌入供应链上支付、清算、

物流、仓储、运输、通关、订单、销售等各环节，

推出“e 商贷”基于小企业与核心企业的交易

数据，为小企业提供流动资金贷款用于支付

货款；“e 保理”基于核心企业买方信用、应付

账款、电子债权付款凭证等，小企业能在线办

理债权转让、确权、融资；“e 贴现”面向全国

普惠小企业客户的电子银票、商票在线贴现

业务，全流程线上化，贴现资金快速放款。此

外，《方案》还有为 1垣N 供应链、B2B 电商平

台等有担保支付或资金自动管控需求的场景

提供的“e 账通”，帮助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

了解上下游小企业的资金流，增强撮合型电

商平台交易双方的信任度，提高小企业与核

心企业的合作成功率。

据悉，浦发银行已与阿里、京东、普洛斯、

摩贝等超百个供应链场景建立了合作，已为

数千家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该行与阿里巴

巴携手打造“触手可及的场景金融服务”，为

天猫优品店提供采购资金支持，为三四线城

市的零售通小店提供运营资金支持，帮助

1688 上的线上批发商家无忧备货；该行与普

洛斯金融共同搭建“普浦 e 账通”账户体系，

为小企业提供智能化的放款支付、还款清分、

账户管理等服务，共同助力小企业发展；与摩

贝生物合作推出“摩浦 e 商贷”，针对化工行

业小微企业，从今年 7 月上线至 11 月已累计

放款超过 1 亿元。同时，该行正在与政府“单

一窗口”、信易贷、上海市大数据中心等多个

政府平台开展对接。

浦发银行副行长王新浩表示，发展普惠

金融，既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

务，也是落实国家服务实体经济战略、服务人

民生活、服务小企业的落脚点。长期以来，浦

发银行始终关注和积极支持小企业的成长和

发展，一路陪伴，更不断创新产品，降低小企

业融资门槛，提高小企业融资速度，让小企业

走得稳，更要走得远。

东北工业集团：用精益管理锻造核心竞争力

曹德旺：
中国是我们的，大家一起努力

筲红色领航 铸就企业之魂 筲精心建设 方便百姓出行 筲共建共享 助推城市善治

荫福耀玻璃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 荫中美民间经贸合作发展论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