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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合力加大拓展力度

尽管面临新的经济形势，但不论是各级政府、金融机构、

还是中小企业都对信用担保行业给予了很高的希望。

国务院出台的“金融三十条”，其第二条就明确指出支持

中小企业发展。落实对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贴息等扶持政策，

鼓励地方人民政府通过资本注入、风险补偿等多种方式增加

对信用担保公司的支持。设立包括中央、地方财政出资和企业

联合组建在内的多层次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

提高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贷款比重。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

此后各相关部委、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相关行业扶持政

策，而重庆则更是将发展担保与小额贷款作为打造小类金融

高地、推进统筹城乡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内容。

据了解，我国自成立第一家融资性担保机构，截至 2011
年底，我国融资性担保行业得到快速发展，机构数量迅速增

加，融资性业务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我国融资性担保行业的蓬

勃发展，有效地架起了银行与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缓解了中

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

近年来，担保行业发展迅速，虽然多数银行已经初步建立

了担保机构信用评级系统，但该评级结果目前还不足以全面

评估担保机构的担保能力。“由于客观原因，主要贷款金融机

构已收缩了对中小企业的放款，而作为联系和解决中小企业

融资的主要渠道之一，担保企业起到了媒介作用，利用自身优

势加大业务拓展的力度。”崔显双认为，相对过去的成绩，站

在当下布局未来更显重要。

工信部副研究员吴维海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强调未来担保机构在中小企业融资中起到的作用。“要共同发

掘并稳定市场最优质客户。银行与担保机构的合作主要定位

于中小企业。因此，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挖掘和整合现有

的客户资源，分区域、分行业，通过区县政府、工业园区、各民

间商会等批量引入优质中小企业客户，以 300—1000万元作
为双方的主流合作额度，一方面能够更快抢占市场，锁定目标

优质客户；另一方面可以分散风险，迅速扩大合作规模，真正

从信贷模式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惑，并不断开拓和巩

固双方共有的竞争优势。”

然而目前，担保机构风险管理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区县政

府出资的小型担保机构在管理架构、财务管理、风险管理、人

力资源配置上均存在很大不足，而这一部分担保机构往往是

银行支持区县发展的重要辅助力量。

有专家认为银行应探索有效方式，引导、帮助此类担保机

构提升管理水平，增强信用担保能力。

“未来以客户开发为发展担保业务的基础，以品牌经营为

核心整合营销策略，布局未来发展；同时继续加强风控，更好

地服务中小企业，创造更多社会效益。”吴维海说。

同时，银行应采取措施尽快完善担保机构信用评级体系，

综合担保机构的组织架构、风险管理水平、风险化解能力、财

务管理能力等各方面情况，对担保机构资信等级提供客观、公

正的评价，为授信额度的审查、审批提供有力支撑。

代偿风险提高
担保业景气下滑

本报记者王世安

恒浦物流启动对欧水产品转口贸易

11月 6日，被称为亚洲规模最大
和最 具 影 响 力 的 水 产 专 业 展 览

会———“2012第十七届中国国际渔博
会和中国国际水产养殖展览会”，在

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办。

在展览会世博广场一楼的 A109
展位上，恒浦（大连）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简称恒浦物流）以其众多优势，吸

引了全球商人的眼球。

据了解，以展会和国内首批在欧

盟注册水产品存储库为契机，恒浦物

流全面启动对欧水产品转口贸易。通

过提升冷藏技术水平、优化中转服务

流程，恒浦物流极大地吸引了多家国

际水产品贸易商，在大连口岸进行保

税中转。有行业专家称，预计 2012
年，恒浦物流对欧水产品吞吐量有望

取得新的突破。

水产品冷链物流抢得先机是关

键。恒浦物流总经理寇德怀对《中国企

业报》记者说，恒浦物流要开展二期的

建设，增加商品展示功能，打造东北亚

集冷链仓储、加工、贸易为一体的综合

性平台。恒浦物流成为多家加工贸易

企业的物流配送中心，在东北地区物

流市场上的份额将大大提高。

国际标准
助水产加工走向世界

恒浦物流位于大连大窑湾保税

港区，是一家外商独资企业，主要经

营保税冷冻仓储、保税水产品加工以

及国际贸易和代理进出口业务。

公司拥有容量为 4.5万吨的大型
新建冷藏冷冻保税库，4个国际标准
化水产品加工车间，年加工能力为 3
万吨。

寇德怀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他体会最深的是企业若想取得长

足发展，必须采用国际先进的 HAC原
CP、ISO9001、ISO14000 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以及 BRC、
MSC、ETI的认证，从而为广大客户提
供最安全、最高品质的产品和仓储加

工服务。

在展厅，恒浦物流已与美国、加

拿大、韩国、日本、欧盟及亚太地区客

户建立了长期的贸易伙伴关系，成为

为世界广大客户提供最快捷、方便、

节省的仓储加工服务和贸易业务的

企业。

在国际贸易领域，恒浦物流做的

是出类拔萃。许多在市面上见不到的

鱼类品种，在这里纷纷亮相，成为美

食流通的枢纽和基地。

恒浦物流副总经理陈笑说，恒浦

物流每年在国内市场销售各种进口

水产品约 2万吨，像鲭鱼、鲱鱼、鲽
鱼、真鳕、鱿鱼、带鱼、鳐鱼、三文鱼、

海虾、加拿大北极海参等都在其中，

恒浦物流已经成为优质鱼类产品集

散地。

记者在此了解到，恒浦物流每年

出口各种水产品加工成品在 1 万吨
以上。与此同时，恒浦物流每年加工

水产品和肉食品 5万多吨，也在中国
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恒浦物流现拥有国际标准化加

工车间 4个，达到 ETI、BRC、MSC产
品认证标准和 ISO9001:2008、HACCP
管理体系认证标准，并通过了美国和

俄罗斯食品卫生注册。

副总经理邵永保说，恒浦物流近

期正在办理巴西等国家地区的食品

卫生注册。与此同时，恒浦物流享受

保税港区各项优惠政策，可进行来料

加工、进料加工、委托加工、合作加工

等业务，为国内外经营水产品的企业

提供保税加工服务。

记者在此看到，恒浦物流配置各

种先进的加工设备，其中高效板带单

冻机 4条、低温速冻间 4座、平板速
冻机 8台、高效真空包装机 10台、金
属检测仪 5台、全自动（半自动）打包
机 8台、深去皮机 2台、浅去皮机 6
台、中开机 2台、自动分选机 4台、制
冰机 2台。
在此，恒浦物流没有保密，都是

透明公正的。恒浦物流年生产各种水

产成品 1.5万吨，加工各种野生海洋
鱼类。加工鱼类品种分别是：石斑鱼、

狭鳕、真鳕、三文鱼、鲽鱼、鱿鱼、黑

克、红鱼、黑线鳕等。深加工的海产品

类型有：冷冻鱼片、鱼段、尾片、块冻、

分层冻，各种零售包装、真空包装、腌

渍鱼片、面包鱼片等，深受市场的欢

迎。

“全透明”
设备保证服务质量

副总经理刘君带领记者参观了

他们的冷库等设备，恒浦物流拥有仓

储能力为 4.5万吨的保税冷冻库，可
以为全球水产品捕捞加工企业、肉食

及贸易加工企业、冷冻运输企业提供

水产品、肉食及保税冷冻仓储服务，

还可以为世界各地客户代理通关、转

口、发货、运输、商检等业务，提供港

区货物直接入库、分批提货、转口保

税、征税代办等一整套专项服务。

恒浦物流使用先进的冷库温度

控制技术，采用全自动电子化控制，

可将冷库内部温度直接显示在冷库

外的显示屏上，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冷

库内部的温度变化，保证冷库温度的

恒定。

记者仔细看到，每个库间面积是

1000m2，共有 24 个库间，每层分布 4
个，每个库间分为 10个区（5个大区、
5个小区），其标准温度均为-18益，也
可按客户需求制冷，可达到-20益、-
22益及-25益等等，每个库间可单独
调控温度。

恒浦物流所展示的冷库，采用风

机制冷的作业方式，每个库间内装有

5台风机，其设备是进口德国的，具有
喷雾保鲜等功能，达到欧盟注册标

准，完全能够满足客户对货物冷藏要

求，并且恒浦物流的冷库制冷运行系

统，可以按照客户的要求来控制温

度。库门上方是风幕，当库门打开时，

防止库内外空气交换，当货物出入库

时，保持库内温度。

恒浦物流的风冷具有温度控制

自动化的优点，用电脑总机对库内温

度进行实时监控，可以及时对库内温

度进行调整，这是氨管难以做到的；

制冷快，温度范围波动小，根据风冷

的物理特点，空气水点不断增加湿

度，使之很好地保持稳定的库温湿

度，产品不易风干，这一点氨管冷却

也做不到。无排管，库内无霜，库内清

洁度良好也是风冷的优势之一。

恒浦物流采用电梯、出入库装卸

平台：在冷库区域的左右两侧分别有

4部大型货用电梯，共 8部，其载重量
为 3吨，叉车可进入货梯。这是出入
库装卸平台，共设有 8个出入库货物
装卸平台和 1个大型散货平台，完全
满足快速及时运送货物进入冷库的

要求。恒浦物流的叉车是日本原装进

口的力至优牌电动叉车，采用电能环

保安全，总共 15台，日吞吐量达 1500
吨左右，可以满足大量货物及时安全

的出入库。另外，显示器在此大显神

威，冷库各个角落设有监控，并分别

在公司机房和总经理办公室设有显

示器，可以全程监控运作情况。

恒浦物流设备是整个冷库系统

的中枢。这里有 10台螺杆压缩机，1
台氨储槽。氨储槽用于循环输送冷库

内运行所需的液态氨，使冷库内温度

达到仓储要求。设有监控整个冷库运

行温度的电脑总机，它不但可以显示

每个库间的温度，同时显示的数值细

化到可以显示风机部位的温度和库

内其它地方的温度。这就可以很清晰

地了解库内情况，同时，当库内温度

改变时，恒浦物流就可以随时调整库

温，达到科学管理。

除此之外，为了保证产品质量，

恒浦物流还特别配备了缠膜机装置

提供缠膜服务，从而起到防尘、防潮、

保洁的作用，减少货物的表面擦伤。

与此同时，恒浦物流还提供人工喷雾

等细致服务，随时保证库内产品的湿

度，让客户感到恒浦物流始终坚持优

越诚信的服务，完全信赖，合作放心。

加工车间一角

寇德怀（左三）在接待世界客户

（上接第三十七版）

提起林忠凤，大连普兰店人民几

乎家喻户晓。大连鑫凤集团在“莲城

人”心中也是一张烫金的名片，所有

人都对这两个响当当的名字感到崇

敬和感动。

人称“元芳”、专题研究林忠凤的

世创联高级评论员刘永泰感慨地说

道：鑫凤集团在林忠凤的带领下，历

经二十多年的发展，企业发展更快，

已壮大为下辖鑫凤房地产公司、鑫凤

物业公司、鑫凤球铁保持架厂、鑫凤

减速机厂、鑫凤精品商厦等多家子公

司的大型集团化联合企业。

刘永泰还说，目前，鑫凤集团资

产总额已经达到了 1.8亿元，年上缴
利税 680 万元，为区域经济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

凤舞祥云：
用爱心点燃希望之火

林忠凤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她

在总结自己的时候，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说：我并没有把开办企业获得利

润当做生活的重点，帮助那些需要帮

助的人才是我真正的事业。

多年来，林忠凤捐助 3000 多万
元，在默默地为社会公益做着贡献，

她把自己无私的爱，都奉献给了那些

需要的人们。

1995年初，林忠凤在百忙之中听
说有一个叫宋进的孩子，因为父母车

祸双亡、爷爷去世，面临辍学、流浪街

头的危险。她的心痛极了，深深地为

这个 15岁的孩子感到焦虑。怀着沉
重的心情，林忠凤千辛万苦找到宋进

的家。屋子不大，却因为只剩下孩子

一个人而显得格外冷清，让人看了心

酸至极。宋进也是一幅茫然无措的样

子，没有了亲人对于幼小的他来说，

人生也就没有了希望。面对孤苦的宋

进，林忠凤说明了来意。孩子呆愣了

好一会，突然扑到林忠凤怀里，哭着

喊：林阿姨，我想读书，我想有个家！

现场的人都感动得哭了，林忠凤也落

了泪。随后，林忠凤帮他办了入学手

续，准备了学费，购买了学习和生活

用品，还为他买了几套衣服。第二天，

宋进就重返课堂。以后，林忠凤都会

不定时地给小宋进亲情般的关怀，让

他能在学校里得以安心地学习。

或许是受小宋进悲伤的感染，林

忠凤心中总是忘不了那些可怜的孩

子。同年，她听说一些品学兼优的农家

子弟因为家境贫穷，宁愿选择普通大

学也不报重点大学，她柔弱的心又一

次被震撼了。联系到市教委，她和丈夫

一起走访了那些贫困学生家庭：低矮

的草房，空荡荡的四壁，吃的是白水煮

青菜……辛酸的同时，林忠凤更为这

些优秀的孩子感到震撼和骄傲，她毅

然决定全程资助他们完成直至上大学

的全部费用。那一次她和丈夫一下子

成了 15个孩子的“再生父母”。此后，
她又陆续资助了十几个孩子，到目前

已有 32个孩子得到了她无私的帮助。
当一张张清华、北大、复旦等名牌大学

的录取通知书送到她手中时，她欣慰

地笑了。现在这些孩子有的在名校中

读硕士、博士，有的已在国家级研究所

任职，这些栋梁之材在不同的岗位上，

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情系民众：
投资巨款为百姓

普兰店市同益乡庆阳村是大连

最北部、最落后的山区。但老帽山蕴

含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人文景观。

为彻底改变贫穷面貌，林忠凤利用

老帽山景区的旅游资源为农民脱贫

致富。林忠凤从 1995年起至今已投
资一个多亿，对老帽山的主要景点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安置当地农民

就业 500 多人。2008 年投资 500 多
万元为 500 多户农民安装自来水。
当地农民的年收入由过去的不足

1000 元，提高到现在年人均收入
8000元之多。
富起来的林忠凤，没有忘记家乡

的父老乡亲。数年如一日，林忠凤坚

持公益事业。资助贫困学生，照顾社

区孤老，义务为社区修建公共设施，

为贫困职工减免取暖费……

时任大连市市长的夏德仁给予

林忠凤很高评价，称她为“大连旅游

业的精英和楷模”。

对此，刘永泰感慨地说，这位在

商界叱咤风云的女强人，以她宅心

仁厚的性格、简洁朴素的外表和低

调沉稳的作风，再一次向人们证实

了：林忠凤的爱，是内心善良的自然

流露。

林忠凤的爱心天下

（上接第三十七版）

大北在靳德胜的带领下，先后被大连市评为文明村、荣获辽

宁省村容村貌综合整治先进村、辽宁省五个好村党委、大连市十佳

知名企业，又先后荣获辽宁省文明村、辽宁省党员活动示范基地、

大连市先进基层党校称号，被辽宁省委、省政府评为文明单位，被

大连市委统战部、市工商业联合会评为安排就业先进单位，被甘井

子区评为最具活力基层工会组织、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

多年来，靳德胜热爱基层，扎实工作，在竞争中制胜，连续三

届被评为大连市劳动模范，2008 年 4 月被大连市政府授予
2006—2007年度特等劳动模范，2009年 4月被辽宁省人民政府
评为辽宁省劳动模范，2011年 4月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08年 3月 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工作组会同省、
市、区委的领导一同来到大北检查指导党建工作，对大北党委在

新时期、新形势下，做好基层党建工作新思路、新方法所取得的

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2002年 9月，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姚家村民实现集体
农转非，成为新市民。2004年，大北党委拿出 3300多万元，为 872
名职工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 362名未能进入社会保
障体系的退休职工解决福利待遇；医疗费由原来的 800元上调到
1000元；2007年 5月，对 380名退休职工每人预付 10000元生活
补助费，累计近 400万元；2009年 1月，将退休职工退休金由原来
的每个工龄 17元上调到 20元；2009年 7月，公司召开了第四次
职代会，又为 1383名职工一次性发放生活安置补助费达 1600多
万元，总计 4200多万元，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交口称赞。

靳德胜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在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工

作中，他又迈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一大步。靳德胜一手打造的大北

工业园区（存量用地 4平方公里，目前已完成规划面积 2.6平方
公里）已由污染严重的白灰、冶金业向无污染、低能耗、科技含量

高的轻工业和加工业转变，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从 2003年至今，大北公司用于园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的累
计投资已达 1.63亿元，已有 100多家企业入驻园区，其中投资
在千万元以上的企业就有 10余家。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14500 万元；2010 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47031 万元；年均递增
18.3%；2003 年上缴利税为 7048 万元；2010 年上缴利税为
20901万元；年均递增 16.8%。大北工业园区的建成有力地拉动
了区域经济快速增长，为本地区村民就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大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正以实施新的城市管理体制为契

机，以房地产开发和大北都市工业园区为依托、以南关岭火车站

的建设为新的发展机遇，正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把大北

打造成大连北部中心城区新的亮点。

大北人的幸福生活

mailto:shangxy610@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