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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大连

优秀共产党员、大连市党代表、大连市甘井子区姚家村党总

支书记、大连大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总经理

靳德胜，在这 10年中，他诚心诚意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深
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戴，被誉为百姓的贴心人。

10年来，在靳德胜的带领下，大连大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大北）连续 10多年，都超额地完成了街道下达的各
项工作指标，每年都成为区、街的纳税大户。

《中国企业报》记者深入了解到，姚家村的村民过去住房

低矮简陋，街道泥泞，贫穷而无人光顾。靳德胜到任后，他发誓

要彻底改变姚家村的落后面貌。于是，他果断决策，投资房地

产，启动工业园区建设等，带领公司干部群众闯出了一条“抓

产改、促改造、求发展”的新路子。使一个负债 2200万元、仅有
12个濒临倒闭村办企业的落后村，变成了一个经济强村。

姚家村今非昔比，149栋欧式楼房拔地而起，总建筑面积
达 64万平方米，99豫的老百姓住进了楼房，6条公交线路通向
村内，投资近 10亿元的姚家新区正成为昔日农民的乐园。

（下转第三十九版）

大北人的幸福生活

孙天平 本报记者 王世安

如果付出是一种收获，她就是一个硕果累累的“天使”。面

对这样一颗“菩萨心”，莲城人送了一副对联：“十年辛苦拼搏

日，无数荣耀集一身；千万善款助贫弱，一腔真情耀乾坤。”

二十多年，几十项殊荣，3000多万捐款，无数次的善举……
是怎样一个女人，用坦荡大气的胸怀，将一腔热血化为春

雨，染绿辽南大地……

是她，一个有着水晶般心灵、慈善博爱的女人：大连鑫凤

集团总经理林忠凤。

创办企业：用利润回报社会需求

谈起她的创业历程，今年 50岁的林忠凤感触颇深，无论
是家境贫寒的少年时期；还是艰苦奋斗的青年时期；还是事业

有成的中年时期，每个阶段都凝聚着她对人生的感悟和无形

的收获。

林忠凤经常说自己是怀着一份感恩的心在生活，她感谢

人生带给的磨难，感谢创业历程中好心人的帮助。如果把她的

人生比作一棵大树的话，当她开始舒展绿色枝叶的时候，她想

到的只有深深植入泥土中，时刻给予她养分的根。

她常说：“鑫凤集团是在党的领导下，乘改革开放的东风成长

起来的民营企业。饮水思源，我们有义务为党争光，回报社会。”

二十几年来，她先后捐资 3000多万元，圆了 26名农家子女
的大学梦；帮助那些贫困家庭和孤寡老人渡过难关，赢得了社会

各界广泛的赞誉，她被誉为“慈善之母”。 （下转第三十九版）

林忠凤的爱心天下

原雅娟 李琦 本报记者 王世安

林忠凤（左）

到养老院慰问

本刊主编：王世安

之前民间借贷危机已在金融体

系外围引发连锁反应，随着银行业收

紧“银担合作”闸门，中小企业贷款违

约增加，担保行业资金链面临巨大压

力。

在宏观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中

小企业受到极大的冲击，融资需求大

幅下降，而作为中小企业融资“桥梁”

的担保机构自然也受到了很大的影

响。

随着担保业务的大幅下滑，更令

人担忧的是担保机构代偿风险的提

高。由于在 2011年信贷从紧的大环境
下，担保机构的融资成本普遍大幅上

涨，而这在无形间埋下了代偿率高发

的危险“种子”，今年以来，担保业的

“不景气”则让情况急剧恶化。

风险压境后终显“回暖”

在经历了行业整改、洗牌的阵痛

过后，担保业终于显露出一些“回暖”

迹象。

“就现阶段情况看，北京的担保

业似乎有转暖迹象，但并不明显。”北

京市信用担保协会会长李世奇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这样描述北京担保业

的现状。

而据四川省融资担保业协会的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四川省取得融

资性担保经营许可证的担保公司共

有 410 家，融资担保机构资产总额
504亿元，较去年年末增加 44亿元；
净资产 378亿元，较去年年末增加 27
亿元；实收资本合计 336 亿元，融资
担保能力正在稳步回升。

“虽然银行对于民营性担保公司

的歧视性政策没有改变，但由于经济

下行，企业的贷款需求降低，不少银

行迫于贷款任务完不成的压力，开始

主动与担保公司接触，担保公司方面

自然愿意配合。据我了解，北京银行

就开始接触一些民营担保公司，希望

可以有新的业务合作。而农业银行和

一些地方股份制银行与担保公司的

合作已基本恢复正常，业务往来较为

频繁，现在双方都在努力达到更高目

标。”李世奇透露。

据李世奇介绍，2012 年上半年，
北京 134 家担保机构发生代偿 1.39
亿元，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

增长了 60.44%，全部为融资性担保代
偿。

然而，下半年还款高峰期来临之

际或许才是对担保机构真正的考验。

据了解，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代

偿“高峰”，目前北京地区的各担保机

构都提高了“风险准备金”的额度。

十年长江担保：始终如一

广东银达担保集团董事长李思

聪认为在宏观经济下行，中小企业发

展困难的大环境下，担保机构的发展

必须要“稳”。“这个时候发展过快更

加容易产生风险。”

而大连长江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从 2002年成立至今，在机构发展过
程中以“稳健”运作，成为行业佼佼

者。

“2002 年，我国的投资增长动力
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政府、民间

和外商直接投资均异常活跃。这种

情况下，担保公司也有了更多的‘养

料’；同时，由于财政资源的有限性

以及行业起步阶段相应运作和补偿

机制的不完善，为弥补政策性资金

不足，担保机构引入民间资本使得

其资金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作

为创始人之一的崔显双，回忆公司

成立之初的经济背景依然记忆犹

新。

“在 2002年中国担保机构中，政
府出资比例占 70%，民间投资占
30%，基本上是‘政府为主，民间为
辅’，而到了 2004 年底，民间出资的
比例已经占到总数的 50%，呈现快速

增长的趋势。与资金来源对应，担保

机构的组织形式也日趋多样：担保基

金、有限责任公司、会员制互助基金

和事业法人等形式不断涌现。”崔显

双说道。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江担保

以自然人出资形式成立，成为全国

首家自然人出资担保机构。“长江担

保虽然是大连市成立较早的担保公

司，但当时思路就很清晰，成立之初

的长江担保便把业务范围定位在辽

宁省区域内，开展正常担保业务的

同时，也承接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

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并以自

有资金进行投资。”崔显双告诉记

者。

10 年来，长江担保成绩斐然，
2009年度“大连市十佳担保机构”、
2010年度“大连市融资担保工作突出
贡献单位”、2011年度“大连市融资担
保公司标兵单位”等多项荣誉，长江

担保均名列其中。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专访大连

长江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崔显

双时了解到长江担保从 2002年至今
累计实现融资担保 31亿元。
“经过 10年的积累，长江担保已

与十六家金融机构建立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10年来，长江担保为 1000
余家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担

保金额达 31亿元，为破解中小企业
融资难、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做出了

创造性的贡献。”

这十年，长江担保面临的挑战不

断。

据悉，1993年 10月，全国信用担
保机构试点起步，担保机构数量便快

速增长，2000年底为 203家，2001 年
底为 582 家，2002 年底为 848 家，
2003 年 6 月底为 966 家，年均增长
125%，目前担保机构数量已猛增至
4000家。

数量猛增使得一些担保公司为

了追求短期利益快速进行扩张，形成

恶性竞争，导致担保公司赔付率上

升，利润下降甚至亏损，有些担保公

司最终不得不退出市场。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
融海啸席卷全球，造成世界范围内的

经济动荡与衰退，同样对我国实体经

济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和冲击，证

券市场、房地产市场下泻萧条，中小

企业产销双降、亏损面上升，经营举

步维艰，外向型出口企业更是提前进

入“寒冬”。

“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给长

江担保带来了挑战。”但崔显双表示，

长江担保自觉坚持把“行业自律”放

在首要位置，坚持做好企业内部的团

队管理、流程管理、资源管理，不断提

高企业的自我组织、自我修复能力，

最终实现了十年如一日的稳健经营，

走出了一条长江担保特有的发展道

路。 （下转第三十九版）

大连市本次共有 6 人当选十八
大代表，他们对十八大报告十分关

注，并对未来中国及大连的发展充满

信心。

抓住机遇
做沿海经济带的“龙头”

作为实施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

开放战略的“龙头”，大连市的每一步

发展都备受关注。日前，《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了出席十八大代表、中

共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唐

军。

2011年，大连市人均生产总值达
1.4万美元，地方财政收入达 651亿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427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14213
元，分别是 10年前的 3.6倍、6.6倍、3
倍和 3.4 倍。自营出口总额达 303.5
亿元，占全省自营出口总额的 60%，
其间，还连续三次获得“全国文明城

市”称号。

谈到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唐

军说，能交出这样一份满意的答卷，

是大连市紧紧抓住老工业基地振

兴、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两大

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结果。

要牢牢把握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

兴、加快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

两个机遇，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具

体表现在：

———沿海经济带发展取得重大

突破。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

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快速推进，

海港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量分别是

2002年的 3倍和 4.7倍，东北 70%的
外贸货物和 90%的外贸集装箱由大
连中转。同时，“五点一线”建设初见

成效，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升格为国家

级开发区，国家石化产业园区规划获

得批准。

———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

绩。我们坚持以增量带动结构调整、

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现代产业聚集区

初见端倪。石化产业的炼油能力居国

内城市首位，造船业从普通船舶向高

档专用船舶和海洋工程制造升级，电

子 信 息 产 业 产 值 占 全 省 比 重 达

51.6%。与此同时，大连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占全市工业比重已达 60%，软件
信息服务业成为过千亿的产业集群，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率达到 30%。
发挥优势
搞好生态文明建设

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提

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纳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

局。《中国企业报》记者就“建设美丽

中国”、“实现永续发展”等问题采访

了大连市十八大代表。

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

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的长远大计。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

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从源头

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

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对此，十八大代表全燮说，生态

文明战略地位的提升让人振奋，体现

了对形势的准确判断，必将增强全国

人民建设“美丽中国”的信心和决

心。

全燮说：“大连在环境保护领域

方面，一直处于国内的先进行列，也

制订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了

这方面的管理，比如在国内率先进行

环境保护的规划，把规划纳入到城市

的规划建设当中，使得预防先行，我

相信对我们大连市的环境保护将起

到推进的作用。”

生态文明建设既要求保护生态

环境，又要求转变发展方式。十八

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推进绿色发

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支持节能

减排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

展。

十八大代表熊博力、申长雨认

为，大连要以迎接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为契机，把“绿色”产业提升到主导地

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代表熊博力说：“低档的、技术落

后的企业直接淘汰，将一些技术含量

相对高的企业进一步提升、整合，这

样利于统一管理和规划，也利于整个

环保的控制。”

代表申长雨说：“装备制造、海洋

工程、软件技术，都是大连一些重要

的支柱产业，我们要进一步发挥我们

的优势，为大连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我们应有的贡献。”

本报记者 王世安

大连市十八大代表激情议政

长江担保稳健运作，十年实现融资担保 31亿元
本报记者 王莹 王世安

大连大北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兼董

事长、总经理靳德胜

著名企业、大连隆正光饰机制造有限公司，历经三年时

间完成了国家级《行业标准》的制定。据介绍，国家级《行业

标准》的制定，标志着该公司在表面工程领域所做出突出的

贡献，同时也奠定了该公司在行业中的领军者地位。

图为该公司总经理刘成绩（中）手捧行业标准证书与大连

理工大学高航博士（左）及全国金属与非金属覆盖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秘书长贾建新（右）合影。 周侨 本报记者 王世安/摄

图片新闻

代偿风险提高，担保业景气下滑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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