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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移之路也非坦途

編者按：雖然一度擁有過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先機，但隨着
歐美市場持續萎靡，國際大宗原材料價格居高不下，珠三角營
商環境有了顯著改變，在 「騰籠換鳥」 的壓力下，珠三角一代
港企正彷徨於十字路口，走，往哪裡走？留，要如何留？大公
報走近這個彷徨的群體，直擊它們掙扎求生的摸索之路。

對於無法繼續在珠三角營商的港企而言
，除了結業關門，出走似乎是港企的最後選
擇。然而，不管是赴東南亞設廠，還是向廣
東山區轉移，或者北上湖南江西發展，都不
是一條容易之路。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珠
三角工業協會主席劉展灝和眾多留守珠三角
的港企負責人表示，港企應謹慎選擇出走之
路，因為並非坦途。

香港塑膠生產商陳志強認為，產業鏈是
制約港企的重要障礙，有些企業搬遷較早，
正在異地形成新的產業鏈條，但對大多數珠
三角港企而言，能成功搬遷，仍屬少數。
「龍頭企業搬遷，才能帶動整個產業鏈。」

劉展灝也不諱言港企自身的缺陷，作為
行業龍頭，富士康搬遷，更多考慮生產布局
和勞動力成本，不會擔心產業鏈配套， 「因
為富士康規模足夠大，配套企業很多以康士
康為唯一生存依賴，會選擇跟着康士康離開
」，然而港企則沒有這個實力，因為港企實
力較弱，極少在行業中能居於龍頭地位，這
與港商一直以來的發展模式相關。

為規避珠三角的成本因素離開珠三角也
並不是長久之策，因為國內發展有一個成本
追漲的過程。 「雖然現在珠三角成本高，但
考慮到內陸的成本也在不斷上升，而且差別

愈來愈小。」劉展灝表示，儘管依靠內陸的
廉價勞工，可以在短時間內解決問題，但三
五年後在內陸設廠的成本將不會比現在的珠
三角低。

香港工業總會提醒港商，應謹慎考慮是
否將工廠搬離珠三角，將企業搬遷至內陸，
交通、運輸等物流成本會不會更高，也是港
商必須考量的問題。

港企北上發展的另一個制約，劉展灝表
述為勞動力資源制約， 「在廣東設廠，你可
以招聘到全國各地的工人，相對素質較好，
然而搬遷到江西、湖南，僅能招聘本地勞工
，相對選擇較少。」

基於這些不利因素，香港工業總會呼籲
在內地的港商及時調整經營模式。劉展灝表
示，伴隨着勞動力、土地成本上升，以往依
靠廉價勞工發展的時機已經一去不復返，港
商應該在產品研發、品牌以及渠道打造方面
做足工夫方是根本解決之道。

然而轉型對於珠三角港商也不容易，長
期 OEM 的生產方式，雖然生產簡單，成本
也較低，適合香港中小企業生存，但這也造
成港商幾十年來，商務知識薄弱，推廣產品
、品牌打造、產品定位都較為欠缺，這些能
力主要集中在客戶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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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早落戶珠三角，飲中國改革開放
「頭啖湯」 ，到今日黯然失色，眾多接受受
訪的港商均稱，內外環境轉變是一個原因，
最重要的是港商錯過了市場機遇。

雅達模具設計製造有限公司總裁劉志強
認為，珠三角港企以慣性思維和經營模式應
對市場的變化，最終錯失了戰略轉型的機會。

2000年前後，對於珠三港商企而言，
日子很好過，1994年已在東莞有投資的劉
志強回憶說，那時生意穩定發展，回報可觀
，他的企業當時每年就用1000萬於機器改造
，升級產品線，為今日渡難關奠定了基礎。

位於東莞的京木製品公司董事總經理楊
永聰也坦言，縱然客戶的訂單不成問題，但
公司還是於六七年前已預見勞動密集型企業
會遇到成本上漲、人手短缺與交貨期變短的
挑戰，提早引入自動化生產設備，減少風險。

然而對於大多數港企而言，對未來的準
備不足和預判不準，最終導致了日後的黯然
結局。劉展灝直言，珠三角已不是港商首選
的投資地， 「現在的營商環境，對珠三角江
港廠而言，絕對不理想，可謂內憂外患。」

談及現在珠三營商環境的內外變化，劉展灝說
，就外患而言， 「歐美是珠三角港商出口最大的市
場，然而歐債反覆，歐洲市場仍然疲弱，受金融危
機影響的美國市場也始終在谷底徘徊。

劉展灝預計，美國市場跌幅在5-20%之間，而
歐洲市場跌幅則放大到10-30%之間，其他市場，
雖然暫時平穩，但也過多也少會受歐美市場影響。

就珠三角的營商環境而言，已經不可與改革開
放之初同日而語，營商整體成本攀升，生產資料、
勞動力成本都大幅提高、招工亦難。

「現在每年10-20%的原材料增幅，雖屬於全
球性的資源型產品漲價帶動，但加上勞動力每年超
過10%薪酬增長，珠三角的整體營商成本對港商而
言已到一個臨界點」 。

劉志強稱，政策不斷變讓港商無所適從，他不
否認這些政策出台的合理性。他認為，顯然這裡眾
多港企對政策估計不足。

「競爭同行已破產過半」，在內地的東莞及深圳都
擁有工廠的香港塑膠生產商陳志強感到無奈， 「珠三角
港商的輝煌已經過去了」。

在東莞從事玩具生意的永輝輕膠製品有限公司老闆馬輝說，
一齊在東莞打拚的玩具同行這幾年已消失了過半。

然而對內地港企衝擊更重要的因素是內地營商環境的根本性
改變，劉展灝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坦言，隨着內地營商環境
轉變，珠三角港企將在未來3-5年內進入大規模淘汰的過程，只
有少數秉持高品質、高價位、低產量的少數品牌型港企能生存下
去。 「不管留與走，對於當前的珠三角港企來說，都不是一個容
易的選擇。」

倒閉始自08金融危機
雖然經歷了世紀之交的輝煌，然而在市場急劇轉變背景下，

在廣東轉型升級的 「騰籠換鳥」戰略中，曾經與台商群體拱照珠
三角的港企群體黯然失色，或北上、或南下 「出逃」、或永遠關
上大門。

其實港商在珠三角的衰頹始自2008年的那場金融危機。2008
年10月16日，本港上市公司合俊集團在東莞樟木頭的兩家玩具廠
同時倒閉。成立於1996年的合俊集團在玩具業頗具知名度，全球
著名玩具商美泰公司以及迪士尼都是其客戶。

合俊的倒閉，不僅導致數千名工人上街討薪，還引發了珠三
角港企在金融海嘯重壓下的倒閉潮。

在東莞橋頭鎮，這個以玩具加工業為主鎮區，幾年前集裝箱
貨車進進出出、機器隆隆人聲鼎沸的景象在08年畫上句號，因為
眾多玩具廠的關閉，橋頭鎮變得蕭索而冷清。

隨着玩具廠的倒閉，捆綁在倒閉企業上的生產鏈條亦迅速崩
解。有港商說，一家較大的鞋廠關門，為鞋廠提供配套的紙箱廠
、印刷廠、包裝廠、鞋的各種配件廠都將受牽連，通常大廠都有
一二十家配套的小廠。

「沒有誰願意走，但沒辦法再撐下去了」，這是2008年金融
危機發生後，珠三角港企的真實寫照，其慘烈情況也可略窺一
二。

面臨困難甚於2008年
如果說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港商在珠三角的首輪倒閉潮，那

麼2011年至今，則絕對是港商在珠三角發展的第二道坎， 「眼下
的困境較之08年金融危機時，有過之而無不及。」劉展灝說。

香港工業總會在2011年發出警示，預計未來一年內，30%在
內地設廠的港企或將不得不面對倒閉處境。其中勞動密集型、加
價空間小及未轉型企業三類港企屬於高危。

究竟有多少港企會在今年出現困難，目前沒有確切的數字，
但劉展灝認為，按現時珠三角 6 萬多家港企而言，最少 20%有困
難。

劉展灝對前景展望更為悲觀，他預計未來 3-5 年，將有
30%-50%的港企收縮或結業。

他分析說，現在珠三角港企擴大廠房和擴大規模少之又少，
更多的企業反映出結業的趨勢，其中有一個重要的指標值得關注
，那就是在珠三角投資的港企處於向二代過渡的重要時刻，但珠
三角港商普遍不會找下一代接班自己的企業，表明港企 「離場」
的未來意願強烈。

對於港企的未來出路，劉展灝說，不管轉型與否都是不容易
。港商在珠三角唯有做高增值高價位產品，但價貴必須量低，一
定會有港商因而出局。

「面對內外困難，時下珠三角港企的普遍心
態是： 『意興闌珊』 ，更有香港工業總會的會員
表示， 『做到心灰意冷，感覺前路茫茫』 」 ，
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珠三角工
業協會主席劉展灝表示，從
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進入倒閉
潮的珠三角港企群體，將在今年
迎來第二波倒閉潮，他預期有
20%要倒閉。按現時珠三角6萬
多家港企計算，可能逾萬家港企
將消失。 本報記者 黃裕勇

坐在士多店門口的李姨百無聊賴。借買
水之機，記者了解她的生活難處。 「沒有生
意做，以前我這裡可熱鬧了！」

東莞塘廈鎮的李姨文化程度不高，對港
企倒閉也不太關心，然而之後的變化讓她深
受影響， 「附近工廠搬走後，工人顯著少了
，士多店生意差了」，她樓上的出租住房也
從過去供不應求，變成無人問津。 「原來五
層樓，除去自己一家人住一層，有 9 間房出
租」。連一樓店面出租，李姨原來一個月租
金收入近萬元，再加上自己勤勞點，開士多
店，生活過得很富裕。現在，李姨說，有四
五千就不錯了。

李姨的生活變化，只是東莞經濟發展變
化的一個縮影。作為港商高度聚集地，以前
整個珠三角 30%以上的港企位於東莞，隨着
港企一波波的離開或關閉，東莞經濟大受影
響，經濟增長從2008年開始就一直在低位徘
徊。

「現在東莞已經不是好的選擇，或者至
少不是港商的第一選擇」，香港工業總會副
主席、珠三角工業協會主席劉展灝告訴記者。

包括港商在內的群體消失，對東莞最直
接的影響就是GDP。2006，佛山、東莞GDP
分別是2268億元和2148億元，兩個城市處於
同一水平線上。隨着2008年後的港商倒閉潮
出現，兩地的 GDP 差距拉大，2008 年差距
600億，2011年，佛山GDP6580.28億元，東
莞只有4735.39億。

東莞市經貿局副局長羅斌所表示，東莞
有超過 1.5 萬家加工貿易企業，加工貿易產
值佔東莞工業總產值的80%以上，加工貿易企
業的發展狀況直接決定着東莞的經濟總量。

港商的離開，除了影響東莞整體經濟表
現，也給像李姨這樣的農村人群帶來影響，過
去靠出租廠房過活的村級經濟有崩潰之嫌。

東莞市委黨校經濟教研室主任李秋陽稱
，隨着轉型升級步伐加速，東莞引進的小企
業越來越少，小服裝廠、小鞋廠這些廠房需
求大戶退出東莞，廠房大量空置。

根據東莞統計，2011年東莞全市收不抵
支的村有 329 個，佔東莞村總數的比例近
60%。

東莞市農村集體資產管理辦公室財務管
理科科長劉哲生介紹，東莞集體經濟收入增
速持續放緩：1989-1998年年均增長27.5%，
1999-2004 年增速降為 8.6%，2005-2010 年
更降至1.1%。

港企在東莞生存困難直至關門結業，東
莞政府置之不理嗎？劉展灝肯定東莞政策對
港企的扶持政策非常積極，但他認為，無奈
是東莞用盡政策，也抵擋不住國家大政策對
港企生存的負面影響，包括勞動合同法、工
資集體協商等政策都導致港企收縮生產，以
期減輕國家勞工政策的影響。

劉展灝認為，之所以東莞經濟這幾年步
伐如此之慢，就是因為東莞是港商太過集中
，港商敗陣對東莞經濟的衝擊是比較大的。

用盡政策 難挽退潮
本報記者 黃裕勇

▼業界稱珠三角港企今年將迎來第二波倒閉潮，預期▼業界稱珠三角港企今年將迎來第二波倒閉潮，預期
有百分之二十倒閉有百分之二十倒閉 法新社法新社

▲港企在珠三角的衰退始自二○○八年金融危機。當年十月，合俊集團在東莞樟木
頭的兩家玩具廠倒閉 法新社

◀◀企業紛紛退出東莞，不少企業紛紛退出東莞，不少
廠房尋求出租廠房尋求出租 路透社路透社

◀◀低技術的生產方式是低技術的生產方式是
珠三角港企發展的硬珠三角港企發展的硬
傷傷 黃裕勇攝黃裕勇攝

▼目前，東莞港企面▼目前，東莞港企面
臨的困難甚於二○○臨的困難甚於二○○
八年金融危機八年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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