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顺德当年
——一个县域经济奇迹的诞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建军

编者按 如果说我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先锋是安徽小岗，那么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先行者则是广东顺德。历史把顺

德这个仅有806平方公里、不沿海、非特区的县级区域，与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伟大改革开放进程紧紧联系在

了一起。这里，是“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提出地；这里，曾因“敢为天下先”而被媒体冠以“可怕”之名；这里，还因乡镇企业

产权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引发“靓女先嫁”还是“丑女先嫁”之争……顺德人不甘人后、勇于创新的精神，以及由此形成的

独特地域魅力和人文性格，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遥想顺德当年，绕不过“可怕的顺德
人”这 6 个字。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日子里，

“可怕”的顺德人是不少人共同的记忆。

“可怕”的顺德人

“可怕的顺德人”是《经济日报》最早赠给
顺德的精神标签。把“可怕”这个“不中听”的
词送给顺德，20 多年来却被顺德人广为接
受、津津乐道。何故？乃因其精准刻画了顺
德人“敢为天下先”的历史担当。

26年前，1992年 5月 10日，《经济日报》
在头版“北人南行记”栏目刊发题为《“可怕”
的顺德人》的报道，据顺德相关部门反复考
证，这是“可怕的顺德人”最原始的出处。此
后，“可怕的顺德人”被人们不断引用、广为传
播。“可怕”也成为顺德人勇于改革创新、敢为
天下先的性格特质。

《经济日报》的这组报道有着深刻的历史
背景。报道刊发前不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
师邓小平同志来到广东，发表了著名的“南方
谈话”。那么“讲话”之前广东在改革开放的
10多年里究竟干了些什么呢？《经济日报》试
图借记者白描式报道，来回答这一问题。报
道通过观察顺德经济高速发展的事实与众多
顺德工业产品在全国“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现
象，惊叹顺德人的“可怕”——

“国内第一台燃气热水器，据说是北京
煤气具公司生产出来的（亦有别种说法，但
不是广东生产，没有争论），南京快速热水器
总厂最先形成批量规模（亦有他说，但不为
广东则没有争论）。但后来顺德的神州、万
家乐热水器上来了，南京的玉环牌、沈阳的
沈乐满牌、广州的好运牌、成都的前锋牌都
感受到巨大威胁。去年，仅神州一家，热水
器产销量即达 41 万台，占当年市场销售量
的五分之一，稳居第一。很可能用不了太长
时间，目前在册的全国 153 家燃气热水器厂
中的绝大部分厂家将荡然无存，‘幸存者’的
处境亦十分艰难……”

这篇基于对顺德深入采访得出的预判，
现在看来非常准确。上世纪90年代至今，顺
德的空调、热水器、微波炉、电饭煲、电风扇、
消毒碗柜等家电产品产销量始终居全国领先
地位。而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国内许多地方
的相关企业，已是“明日黄花”。

作为家电制造行业的后来者，顺德是如
何做到独步天下的？

改革开放之初，一向带有开放基因的顺
德人第一个想到的是搞容易上马的工业产
品。选什么呢？当时顺德大批居住港澳的乡
亲们回乡，带的礼品多是电风扇等家用电
器。顺德人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商机。

缺设备、少技术、没工业基础的顺德人，于
是到处取经、学习。那时顺德人去港澳探亲，都
带着任务：一定要带一件电器回来。之后反复
拆解、仿制，再消化、吸收、创新。从电风扇开始
一路发展到电冰箱、空调，顺德“社队工业”迈
出了第一步。

1983年9月，在顺德容桂镇的一个镇办企
业简易工棚里，工人们用手锤与手锉等简陋工
具，“敲打”出国内第一台双门电冰箱。而上世
纪80年代进入风扇制造业的企业“美的”，也是
从生产加工风扇零部件起步的。全球最大的
微波炉制造企业“格兰仕”，之前也仅是一个靠
收购鸡鸭毛生产羽绒服的小加工厂。

与同期上海、南京、沈阳等国内轻工业品
牌重镇或老工业基地相比，顺德只是一个偏
处岭南一隅的小农业县，直到上世纪 70 年
代，其工业制造基础几乎为零。但最后的“王
者”为何是顺德？

曾任顺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佛山市委
党校副校长的何劲和谈到这个问题时很自
豪，“这正是顺德人敢想、敢做、务实的具体表
现。我们这里是水乡，人多地少，如何更好地
利用有限的资源？比如，我们的先辈在宋代
就创造性地发明了闻名世界的‘桑基鱼塘’，
这是顺德人千百年来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生
态循环耕作模式。这就是顺德人的‘基因’”。

早在19世纪初期，顺德就是珠三角巢丝
集散地。史书中有“一船巢丝去，一船白银
回”的记载。顺德一度被称为“广东银行”“南
国丝都”，是响当当的广东首富县。

作为著名的侨乡，顺德历史上在海外有
一批商业领袖，顺德人一直保持着与海外的
沟通，这养成了顺德人强烈的经营意识，而改
革开放又让顺德人如虎添翼。

1978 年 8 月 8 日，“可怕”的顺德人“胆
大”地干了一件事：建成全国最早一家“三来

一补”企业——容奇镇制衣厂（“大进制衣厂”
前身），工厂资金、设备、技术、管理人员、原材
料、订单全部来自香港厂家，容奇镇只负责提
供厂房和劳动力。

原来，早在 1978 年 5 月，由顺德外贸进
出口公司牵线，香港“牛仔大王”杨钊来到顺
德容奇镇考察合作。之后，容奇镇和香港旭
日集团悄悄合作建厂，利用当地丰富的劳动
力资源生产出口产品。

“这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研究这
段历史的学者李少魁说，“三来一补”是中国
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前奏，“大
进制衣厂”是顺德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
变的前奏，与当时农业领域的安徽小岗村“承
包到户”一样，都是解放生产力的伟大创举，
是中国经济社会开放的“首发式”。

有关资料显示，当年只有 300 人的大进
制衣厂，成立一年就赚了 20 万美元，轰动
一时。

有了先吃螃蟹的快感，特别是借助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浩荡东风，顺德人
纷纷走出家门去结识香港“资本家”、联络在
港乡亲，号召利用外资……

“只有顺德人想不到的事，没有顺德人做
不到的事。‘识做’，这就是为什么‘可怕的顺
德人’之所以可爱。”长期关注研究顺德发展
模式的顺德区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沈涌说。

记者旁白：顺德人用本地话评价自己，有
三个高频词：“识做、搞掂、坚野”。其大意，

“识做”是会干、懂得如何干；“搞掂”是善干、
干得好；“坚野”是品质过硬。正是这样的人
文性格，决定了顺德人在重大的机遇面前总
能先行一步,抢占先机。正是始终保持了这
样的精神，顺德人闯出了“争先”“敢为”之路，
也因此愈显“可怕”。

“发展才是硬道理”

一尊邓小平自信地凝望远方的铜像背
后，“发展才是硬道理”几个熠熠生辉的大字
镌刻在一面汉白玉背景墙上——这是位于广
东顺德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广东海信科龙电器
公司总部大厦一楼大堂。

广东海信科龙总裁办主任陈胜乔带着记
者走进公司发展史展厅，并径直走向最里面
的一间。几张邓小平在广东珠江冰箱厂（今
广东海信科龙电器公司）视察、座谈的珍贵历
史照片，镶嵌在“发展才是硬道理”巨幅红色
大字置顶的玻璃窗内。

“这里当年是个会客室，邓小平考察后在
这里与大家座谈，‘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被
全国亿万人民所熟知的话，就是小平同志在
这里提出的。”陈胜乔介绍说。

1992 年 1 月下旬，小平同志专程来到
1984 年 1 月他第一次南方之行曾经到过的
顺德，在广东珠江冰箱厂考察后听取了汇
报。“企业投产 7 年多，产量翻了 16 倍，在全
国排名第一，荣誉获了一大堆，比如国家一级
企业、国家一级节能企业。”时任广东珠江冰
箱厂厂长潘宁汇报说。

邓小平听了很高兴，问：“产品销往哪里？”
潘宁回答：“巴基斯坦、东南亚和香港、澳门。”
当听说这是一家乡镇企业时，邓小平幽

默地问：“它是什么级别？”
陪同的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说：“如

果按照行政级别套，它连股级都不到；但要论
实力，它相当于集团军。”

广东珠江冰箱厂的发展让邓小平很欣
慰，说：“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
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

时任顺德县委书记何敏和向邓小平汇报
了顺德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特别是乡镇企
业的发展情况。

邓小平越听越高兴，指出：顺德的发展充
分说明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所以改革开放一
定要坚持下去。并且鼓励说：思想要解放一
点，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

声犹在耳，催人奋进。
事实上，虽然顺德人较早领悟出“无工不

富”的道理，但顺德发展工业一开始并不顺
利。腾出“桑基鱼塘”等土地搞工业，也遇到
很大阻力，还引来激烈批评。“鱼米之乡，农产
品不完成国家任务，还算什么！”反对声很
大。赞成者的观点也很干脆：土地产值提高
了，群众生活改善了，何错之有？

看准了的就干，不争论。务实的顺德人开
始闷头修路架桥，开通了到香港的轮船直航，建
成了全国首家县级地区的四星级宾馆……改善
投资环境，带动招商引资，都干得风风火火。

“从 1983 年到 1988 年的 5 年间，顺德是
天天放鞭炮，搞庆典、搞开工仪式，几乎每天
都有企业开张。”1983年到 1989年间曾担任
顺德县委书记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欧
广源回忆当时的情景仍然兴奋不已。

一串串数据见证着顺德的“可怕”：1985
年，全县风扇厂达 14 家，年生产能力 881 万
台，产量占全国的20.6%，国内最大的风扇生
产基地裕华风扇厂和桂洲风扇厂产值突破1
亿元，是广东省产值最高的乡镇企业；1987
年，顺德全县的工农业总产值达 38.8 亿元，
财政收入2.36亿元，居全省县域经济之冠。

1987年，顺德已实现由传统农业县向工
业县的跨越。一个历史性标志是，全县外贸
出口 12661 万美元，首次突破亿元大关。出
口商品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彻底结束了农
副产品占绝对优势的局面。

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开拓出顺德全
新的发展局面，作为全国最大的家电生产
基地，以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创出了
全国 16%的名牌产品，知名家电品牌不断
涌现。“万家乐，乐万家”“美的，原来生活可

以更美的”……一些品牌从上世纪 90 年代
响亮至今，产品进入千家万户。顺德因发展
迅猛，被当时媒体誉为广东“四小虎”之一，同
时上榜的还有东莞、中山、南海。

1991 年，是顺德的又一个重要历史节
点——在当年国家农业部评出的全国十大乡
镇企业中，广东省占5家，全部在顺德；初
步成长为世界白色家电之都，冰箱、洗衣
机、电饭煲、微波炉等产销量稳居全国第
一；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119.44 亿元，国民
收入 39.5 亿元，财政收入 4.97 亿元，居全
国县级财政之首。

顺德，在全国县域经济发展中脱颖而出，
成为全国 2800 个县域经济体的领跑者。由
此，广州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以“顺德号”命
名；顺德开往香港的喷气式高速快船，也有

“顺德号”穿梭。

记者旁白：顺德人做人务实，眼界宽广，
商品经济意识强。在顺德，人们都习惯于亲
切地称邓小平为“邓伯”，喜欢“黑猫白猫
论”。在顺德，“发展才是硬道理”，不仅是刻
在石头上，更是“印”在心里。这种植入骨髓
的“基因”，是顺德区域发展的内在动力。

勇闯产权改革“雷区”

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
顺德辉煌的光环下，也暗藏着危机。“厂

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债，政府负责”，是
当时顺德不少企业真实写照。

上世纪 80 年代顺德“辉煌”的工业化成
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县、镇两级政府推动
的，公有制企业占 90%以上（主要是乡镇企
业）。政府唱主角，既是投资主体，又为企业
贷款提供担保，同时通过减免等优惠措施扶
持企业成长。有超过 1000 家公有制、集体
所有制企业基本上是这个时期由县、镇两级
政府“背书”，提供担保向银行贷款搞起来的。

当时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还未健全，一
些乡镇企业的厂长管盈不管亏；也有的厂长
将利益往其亲朋好友输送，搞私营配套；厂外
有厂，在外面设一个厂赚公家企业的钱，让公
家的厂亏损，挖公家的墙角。

“无钱就借债，有钱就死晒（分光），还钱
就下一届。”成了一些企业的普遍做法。企业
空壳化趋势日益加剧，企业产权模糊的问题
日益突出。

“现在我跪着向银行要贷款，以后我要你
银行跪着要我还贷款！”顺德桂洲一个乡镇企
业的负责人，因为贷款的事不遂心如意，狠狠
地放言。

时任顺德农业银行行长的马继章说，当
时很多企业想的是把总产值、销售收入拉上
去，再向银行要钱，根本不管亏损和还钱，没
有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企业亏损后还振振
有词：“这不是我的责任，是市场的责任，是政
府的指导责任。”

1993 年 3 月，顺德农行和信用社对全市
乡镇企业进行调查后，提供了一份题为《辉煌
的成就 惊心的包袱》的报告：全市有259家
企业达到破产边缘（当时顺德市属企业和乡、
镇办企业共 978 家），所欠银行 21 亿元贷款
成为不良资产；1990年底农行和信用社的镇
办企业呆滞贷款占贷款总量的 17.2%，金额
为 2.1663 亿 元 ，1993 年 3 月 底 即 上 升 到
35%，金额达9.695亿元。

当时不少企业，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但到
账面上一看，心都凉了。有一些企业的负责
人大手大脚，项目还没奠基就先买台奔驰车
过过瘾。

这一切，惊醒了顺德人——政府作为投
资主体，政企合一，不可避免地带来政府有限
投资能力与无限投资饥饿的矛盾，政府有限
利益与无限责任、风险的矛盾，这些矛盾交织
在一起，潜伏着日益严重的危机。

能居安思危者，必立于不败。顺德再现
“敢为人先”的勇气“蹚雷区”，大胆启动企业
产权制度改革。

顺德“转制”改革的目的很清晰：“解放”
企业，同时也“解放”政府，实现二次创业。

1993 年 6 月，顺德市委、市政府下发了
《关于转换企业机制，发展混合型经济的试行
办法》，决定通过政府独资、控股、参股经营等
方式，对全市公有、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产权
改革。按照“产权明晰、责任明确、贴身经营、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目标，全面推动企业
整体转制。通过产权转让、引资扩股、公开拍
卖，建立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混合型经济，
实现产权主体多样化。

在当时，这也是惊世骇俗之举，质疑随之
而来。

从1983年开始，顺德已成为广东的一面
旗帜，依靠“公有制为主，工业为主，骨干企业
为主”的“顺德模式”，声誉日隆，影响巨大。

“这是连省委和顺德内部都肯定的。触及
到体制问题，第一就是认为顺德否定公有制，
没人胆敢在体制、产权上尝试。”时任顺德市市
长的冯润胜说。

改，还会有“否定”前任的嫌疑。此时，改
革开放后主政顺德的几位前任，个个都已升
任更重要的领导岗位；改，也免不了会揭前面
留下的“伤疤”；改，也等于“否定”自己的过
去，这也是上面的“成就”。也有人担心，光鲜
的经济发展局面，会不会因此被抹黑？

为减少改革的阻力，尽量减少社会震
动。广东省对顺德的改革提出“不宣传，不推
广，成功了再说”。时任省委主要领导指示，

“要多做少说，有的先做不说”。
一场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配套的、综合

性的改革，在顺德全面展开。既没有模式可
以照搬，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但顺德给自
己立下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经得起上级检
查，可以向社会交代”的军令状。

1996 年底，顺德市镇两级的 1001 家国
有、集体企业全部转制完毕，初步建立了现代
企业制度和新的政企关系。到1997年，在全
国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成为
中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先行者。

“转得快，好世界”，一时成为顺德的流行
语。改革后产权主体的确立，“解放”了企业，
极大地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同时也“解
放”了政府。

顺德实现了“华丽转身”，大批企业完成
转制后，实现了产权主体多元化，企业走上了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道路，极大地激活了企
业的生机和活力，由此催生出一大批优秀企
业：美的、碧桂园、格兰仕等著名企业在这轮
改革中脱胎换骨、迅速崛起。

“这场综合配套改革，使顺德顺利突围，
顺德的‘二次创业’获得巨大成功。”何劲和
感慨地说，“企业产权改革是顺德对改革的
一大贡献。”

记者旁白：政企不分，政府不好做，企业
做不好。政府扮演“大老板”的直接后果是：
有限收益，无限责任。顺德的企业产权制度
改革，并不是响应谁号召的“政治行动”，而是
顺德人敏锐地察觉到了盛极一时的“三个为
主”模式背后的体制性危机。这是一次顺德
人自我加压式的“自我革命”。正是这一改
革，从根本上解决了顺德经济发展的持久动
力问题。

（下转第十四版）

《经 济 日 报》1992 年 5 月 10 日 的 头

版。 （资料图片）

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坐落在广东

顺德的全国规模最

大的电冰箱生产基

地。

（广东顺德区

档案馆供图）

广 东 顺 德 ，一 度 是 传 统 鳗 鱼 养 殖 基

地。 （广东顺德区档案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