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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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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5·12”汶川特大地震给
四川、甘肃、陕西等地人民生命财产
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损失。地震
造成大量房屋倒塌，人员伤亡惨重。
就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一个多月的 6
月 14 日，日本东北地区发生了一场
里氏 7.2级的地震，日本气象厅将之
命名为“岩手·宫城内陆地震”。此次
地震为近年来日本震级最高的一次
地震。不过，这次地震一共只造成 12
人遇难，10人失踪，受伤人数也不过
200多人。为什么日本每年那么多高
震级的地震，造成的伤亡率却很小？
这其中有没有建筑质量的原因？为什
么我国农村的建筑在地震中受损这
么严重呢？

据统计，发生同等破坏性地震
时，发达国家人员伤亡是发展中国家
的 1/10，20世纪下半叶全球死亡万人
以上的灾害性地震都发生在发展中
国家。目前，地震的准确预测还无法
完全实现，在这种无奈下，人类应把
与地震较量的重点放在建筑质量、应
急救援系统等自身力量能够达到的
领域。

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高度重视
增强房屋的抗震性能。据了解，日本
在阪神大地震后，大力推广抗震住宅
技术体系。结合日本的经验反观我国
广大农村的住宅建设，作为一名有责
任感的建设行业的从业人员，我们有
必要全方位地思考我国农村住宅建
设的现状、发展方向和改进的具体措
施。

不要“辈辈都盖房，
辈辈住破房”

我国是一个经纬落差很大的国
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地质、地貌、
气候、环境等相去甚远。据统计，我国
农村现有约 7.4亿常住人口，占中国总
人口的 58%。全国城乡住宅总量为 400
多亿平方米，其中，农村住宅占 70豫
多，近十年来，每年新建的农村住宅为
6亿至 7亿平方米，占全国新建住宅总
量的一半以上。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住
宅建设的发展方式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土法上马”。我国县级以下的房屋
建设管理一直是薄弱环节，特别是农民自建
用房，由于此类建筑没有纳入建设工程的统
一管理体系，农村的建房根本没有人管，农民

建房几乎都处于自由放任状态，从设计到材
料采购、施工安装、装饰全是“土法上马”。

二是不安全，不节能。纵观全国，
不管是“5·12”地震中受损严重的四川、
甘肃南部、陕西等灾区还是在东南沿
海较富裕的省份，农村建房都存在重
外观、轻结构、轻抗震的思想，以至于
“5·12”地震中，农村房屋的受灾面最
广。而这些建筑除了简单的遮风挡雨功
能外，毫无安全、节能、健康、舒适可言。

三是不集约，不生态。我国农村现
行农民建房只是沿袭传统的粗放型模
式，节能、节材、环保的观念淡薄。“辈辈
都盖房，辈辈住破房”。农村住房建设以
砖木结构为主，由于其质量低劣，导致
建筑寿命短，平均寿命20年左右，造成
了资源、能源和建筑材料的大量浪费。

（下转第四版）

5月 7日，中建三局成都公司鑫
苑名家项目经理陈立从成都出发，驱
车驶向德阳。一个小时后，在满眼青
翠的成绵高速两侧，白色的东方汽轮
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汽”）新厂
房绵延数里，让人眼前一亮。

陈立知道，前面该下高速了，然
后向右一转，不到 500米就要进入厂
区。他曾经在这里奋战了整整一年，
直到 2009 年 11 月 30 日项目提前竣
工。

回到八角井，陈立的身份又变成
了东汽热处理及粗加工厂房工程的
项目经理。这里的熟人不少，很多人
见他都会打个招呼。尽管是出差来结
回质量保修金，但东汽人的一声声
“回来了”，让陈立觉得自己的工作岗
位好像一直就在这里。

东汽汉旺基地灾后异地重建项
目，是汶川震后重建的标志性项目。

据四川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
办公室负责人介绍，灾区在重建过程
中新建了一大批重大产业发展项目，
其中产业恢复重建项目 4940 个，“东
汽是地震中受损最大的一个企业，用
一年时间迁建成了一个世界一流的
新东汽。”
“东汽提前恢复生产，我们都很

高兴。”陈立告诉本报记者，“这说明
我们的汗没有白流。”

据统计，截至今年 3 月底，四川
纳入国家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的
29692个项目已完工 93%左右，完成
概算投资 91%左右。预计到今年 9月
底，四川将全面完成灾后重建任务。

在经历一番劫难之后，一幅重生
的画卷已在四川大地徐徐展开。

讲责任：
不挣钱也要支持重建

2008年 5月 12日，汶川特大地
震使东汽遭受重大损失：职工遇难
308人，重伤 215人，100 栋家属楼全

部成为危房，70%的厂房垮塌，2000
余台设备被毁，直接经济损失 27亿
元。东汽汉旺基地那个永远指向“14
时 28分”的大钟，定格了彼时的悲
恸。

2008 年 6 月 8日，国务院发布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后，东
汽决定在德阳市郊建设新基地，并向
各路建设大军便撒“英雄帖”。

对于建筑类央企中建三局而言，
这个投标金额不足 4000 万元的项
目，实在是个“小个头”。陈立告诉本
报记者：“那一年，我们成都公司定的
规矩是，1亿元以下的项目一般不接。
不过，东汽项目是灾后重建的标志项
目，公司领导碰了下头，很快拍板，哪
怕不挣钱也要支持东汽异地重建。”

从进场那天起，陈立带领的这支

7人队伍就一头扎在了工地上。即便
是父母就在四川广安，陈立愣是没有
回家过年。

技术员王斯伟和驾驶员钱红卫，
在八角井这片工地上收获了自己的
爱情。不过，项目实施期间他们并没
有机会回家举办婚礼。王斯伟家就在
德阳郊县。2009年 4月 5日，他说服
爱人，在工地拍了婚纱照，还在距工
地十几分钟车程的农家乐跟同事吃
了顿饭。饭后，大伙儿又赶回工地继
续干活。
“东汽这个项目，我们确实没挣

到钱。如果说有收获，更多的是为灾
后重建出了力，在履行央企社会责任
的同时，还用重建精神锻炼了队伍。”
陈立说，“至少以后我可以告诉后人，
这里是我们建起来的！”

在项目竣工后，陈立带领的团队
获得了东汽授予的“最佳援建奖”。不
仅如此，这些建设者的辛苦与奉献，
换回了一个浴火重生的新东汽。

东汽遭受地震灾害后，在搞好重
建的同时，生产经营持续增长。

而今，东汽位于德阳的新基地占
地 2600亩，概算总投资 50亿元，建
筑面积 66万平方米，包含 19座生产
厂房及配套设施。与汉旺旧基地相
比，新基地无论从产能、规模还是技
术含量、环保等方面，都得到了显著
的提升，产能由地震前 2000多万千
瓦提升至目前的 3000 多万千瓦，
2011年将达到 3500万千瓦。

业内人士评价说，建成后的新东
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漂亮的汽轮
机设备制造基地。（下转第三版）

国内一家宠物食品公司，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遇到了一
家德国“老赖”：这个德国进口商称，由于法人代表自然死亡，公
司所有权发生纠纷，暂不能支付货款。

这一“暂不能支付”，随即变成了破产清算，时间一拖就是
两年多。

5月 7日，负责帮助该企业追讨债务的一家信用管理公司
总经理李奎元告诉本报记者：“德国本来是全球贸易风险最低
的国家之一，但不巧的是，就在这里出了问题。”

商务部研究院信用管理部主任韩家平 5月 4日向本报记
者透露，到今年 3月末，我国规模企业的应收账款达到 60470
亿元人民币，与 2009年相比涨幅为 24.6%；中国企业海外欠款
已经超过 1000亿美元，而且每年还会新发生 150亿美元左右。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后信用危机的蔓延，中国企业正面临越
来越巨大的信用风险。

商务部研究院：
有关不良资产超 4千亿元

商务部研究院的研究显示，中国企业在海外被拖欠款项发
生的范围，正由传统的高信用风险地区，向德国、英国、日本等
国家和地区蔓延。

本报记者从国际信用保险与管理服务集团科法斯获取的
最新贸易风险评级报告显示，由于欧元区受主权债务危机严重
打击，科法斯预计 2011年该地区经济增长为 1.3%，低于 2010
年的 1.8%。

科法斯首席经济学家 Yves Zlotowski表示：“经历过一年的
强劲经济复苏后，我们预计政治动乱及第一季度发生的自然灾
害将导致全球贸易风险上升，经济动荡将同时影响新兴市场国
家。我们预期经济将持续复苏，但速度将放缓。”

在国际贸易环境不容乐观的同时，境内应收账款也呈现出
激增势头。
“到今年 3月末，与银行业相关的不良资产余额也达到

4293亿元人民币。2010年国内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额度，粗略
统计上升了 26%。”韩家平 5月 4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根据商务部的调查，有 87%的企业在 2010年开展了赊销
的业务，有 2/3的企业在 2009年遭受了拖欠，同时有 85%的企
业表示重视信用风险管理，而且采取了使用外包服务等相关措
施。
“目前国内赊销主要有几个特点，数量庞大，债务人分布比

较广，也比较散，账龄也比较长。”李奎元说。
科法斯调查报告与商务部调查结果相近：有 67.4%受访企

业曾于 2010年遭遇国内买家拖欠付款，这一比例与 2009年的
72%相比，下跌了 6.4%，但由于交易规模的扩大，被拖欠付款的
绝对数额并未下降。

专业人士支招海外追款

“宠物用品公司那笔 10万美元的债，今年 6月份才会有结
果，具体能拿回多少钱还不好说。”李奎元说，“在找到我们之
前，中国企业出于珍惜客户的考虑，自己追收了半年多。可是，
就是这半年多贻误了最佳催收时机，后来那家德国企业申请破
产，时间就拖长了。”
“去年 6月我们接到消息后马上去登记，排在了第二位。此

外，我们还追加了对 3万美元利息的清偿，而这项是中国企业
忽略了的，他们认为能收回货款就不错了。实际上，破产清偿比
例一般都会打折，追加利息的目的是减少中国企业的损失。”李
奎元说。

中国企业坏账追收率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账龄
太长。

据李奎元介绍，他所经手的商账追收案子中，大约有 75%
账龄都在两年以上，按照法律规定，民事案件存在两年的诉讼
时效，一旦拖过了两年又没有更新的证据提供，法院将不受理
这个案件。
“这是大部分企业追收困难的主要原因，即使因为有更新

的证据提供而进入诉讼程序，很多企业又因为时间太长而且内
部管理混乱而丢失了很多宝贵的证据，这也难以成功追收到账
款。”李奎元说。

与美国邓白氏、法国科法斯等国际巨头相比，中国的商账
追收企业还处于散兵游勇状态，海外追收多是委托给第三方机
构合作。

据悉，根据账龄长短、标的大小，海外追收的收费标准一般
在 20%到 25%之间。即便是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这样有渠
道优势的大公司，收费标准也在 18%到 20%之间。虽然商账追
收普遍采取“款到收费”的信用代理模式，但收费标准过高也令
很多中国企业望而生畏。

而在国内，由于种种原因，拥有正规商账追收“牌照”的企
业并不多，大部分商账追收企业处于无牌经营、暗箱操作的灰
色地带。

不过，李奎元希望通过与国际巨头联手，提高追收效率，同
时降低追收成本。5月 4日，他的公司正式成为一家国际信用
服务机构的成员企业。
“这家机构在 20几个国家都有子公司或控股公司，我们作

为成员，可以在不同的国家推动债务人对企业施加各种压力。”
李奎元说，“这样的话，追债成本会降低 30%至 40%。”

世界性重建难题：企业的答卷
编者按：

3年前的 5月 12日，汶川大地震给我们带来了痛彻心扉的创伤，也带来了规模和难度空前的“世界性重建难题”。
面对这个难题，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用 3年时间完成恢复重建的主要任务，灾区基本生活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达到

或超过灾前水平，努力建设安居乐业、生态文明、安全和谐的新家园，实现“家家有房住、户户有就业、人人有保障、设施有提
高、经济有发展、生态有改善”，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同心协力，众志成城，第一次为一个地方灾后恢复重建制定总体规划和法规条例，第一
次为灾区重建启动大规模对口支援，以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科学发展能力，创造了灾区重建的“中国奇迹”。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作为重建的主力军，向世界交出了自己的答卷。全面审阅这份答卷，系统总结企业在重建中的成绩
和经验，不仅可以为人类灾后重建史增添宝贵经验，也可以为企业转型升级史提供经典案例。

中国企业境外
被拖欠超千亿美元

规模企业应收账款达 6 万亿
元，信用风险剧增

推进住宅产业化 建设安全环保新农居
———“5·12”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的思考

“北川—山东产
业园”内，一家电
子公司的工人正
在流水线上安装
LED 节能灯灯
珠插件。该公司
今年 1月正式投
产，年产 LED节
能灯 750 万只，
产值 4.5 亿元。
自 2010年以来，
该园区加强对入
驻 34 家企业新
招本土工人的技
术培训，目前已
解决当地就业岗
位 3000余个。
成和平/摄

“5·12”三周年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