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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本报记者 赵雪

震后自救：政府企业如何配合

大连泄洪：企业受灾谁来补偿

雅安地震夺走了几百条鲜活的生

命，让国人突然沉重起来。悲情的记忆

再次会被人们奔忙的生活渐渐冲淡，但

反思却刚刚开始。面对突发的灾难，政

府和企业的应对策略，亦是重要智慧。

去年 8月，由于受“达维”强热带
风暴潮的影响，辽宁省大连大雨倾盆，

政府在危急情况之下，匆忙泄掉水库

内的洪水，导致下游的普兰店地区遭

遇罕见洪灾，6000 多户房屋受淹，多
家商铺、企业受灾严重。之后政府将之

定性为“天灾”引发舆论质疑。

洪水冲刷古镇

城子坦镇是一座充满神奇色彩的

千年古镇，2012 年 8 月遭遇了 50 年
一遇的洪灾。

“2号下了一天的大雨，到 8月 3
号凌晨雨才停，当时老城区积水面积约

有 2平方公里，最深处可达 5米。”4月
12日，城子坦镇居民郝贵峰向《中国企
业报》记者回忆 8个多月前的情景说。

洪水汹涌的进入城子坦镇，街道

全部被大水淹没，超过一半的房屋已

经变成了水房，公路被中断。

灾情发生后，城子坦镇政府向每

个灾民发放 825元生活补助。此后，居
民多次到当地政府询问受灾补助款，

当地政府随后改口说，此次洪灾是自

然灾害，不在政府补偿范围之列。

今年年初，当地媒体称，政府打算

对城子坦镇淹没区进行整体搬迁。普兰

店市发改局副局长吕祖文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证实，大连市政府从

财政拨付专项资金 3亿元用于居民搬
迁安置，余下不足部分由普兰店市政府

筹措解决，具体方案仍在设计中。

水灾发生后，普兰店市政府先后

两次向受灾居民发放救灾款。“仅仅

1000多元的救灾款根本无法弥补受
灾的损失，现在基本生活都成问题。”

当地居民称。

8家企业“有意见”

与居民相比，当地的所有商铺和

多家企业受灾非常严重，但至今却没

有得到一点补偿。

有人认为此次洪灾的损失是因为

排洪的不科学。《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获知，因为政府对河道管理投入的

资金有限，设计的河道标准只是能承

受住 20年一遇的洪水，此次洪水是
50年一遇，所以下游企业受灾严重。

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该镇涌现

了多家市属企业，仅 2009年，规模企
业总产值达到 19.32亿元，财政收入
达到 4060万元。

3月 24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在
采访时看到，街边商铺林立。经过洪灾

洗礼后，也热闹非凡。经营建材生意的

个体户郝贵峰，导致价值 30余万元的
建材被淹没。与郝贵峰的建材店百米

之隔的大连茂丰制衣有限公司是此次

洪灾遭受损失最严重的企业，据该公

司负责人王玉山给记者提供的资料显

示，公司现有职工 1300人，仅 2011
年，缴税近千万元。

“当时水深达 2.4米，受淹厂房面
积 7000多平方米。部分成品、面料、辅
料和设备进水，经普兰店市公证处到

现场清点，直接财产损失达到 2300多
万元。”王玉山告诉记者说。

灾情发生后，8 家企业所造成的
损失均有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进行核

实统计，8家企业负责人在此后多次
找到城子坦镇政府，要求政府进行合

理补偿。

城子坦镇政府在 2012 年 8 月 9
日给普兰店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提供的

《企业受灾情况报告》显示，洪水共造

成当地 8家企业受损，直接经济损失
达 3155万元。

普兰店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隋

金萍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证

实，接到城子坦镇政府给该局的《企业

受灾情况报告》后，曾多次向市政府报

告，请求政府给予受灾企业一定补偿，

但至今没有回复。

洪灾应对被指不科学

碧流河水库管理局副局长张春

波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正常的情况下，碧流河水库的泄

洪量大约为 600 立方米每秒，由于
2012 年 8月初，上游连续降雨，碧流
河水库泄洪河道出现了险情，当时洪

峰以每秒 5000多立方米的速度从上

游通过大坝，上游来水量达到近 50年
来的最高值。在市领导指挥下，为保

证碧流河水库安全，水库的闸门全部

打开泄洪，最高时达到每秒 3700多立
方米。“此次泄洪是水库投入使用后

数量最大的一次，没办法，在这个时

候，要尊重市政府的决定，分清轻重

缓急。”

“作为大连市的水源地，大连市在

极力保障水库安全的前提下，才超量

泄洪，导致下游的城子坦镇受灾严

重。”当地居民和企业主向记者表示。

碧流河水库管理局水情调度处负

责人牟宝权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称，“从 8月 2日开始泄洪，全部
是上游洪峰流量大于我们泄洪的流

量，充分考虑了尽量减少下游居民的

损失。”但在给记者提供的《碧流河水

库闸门启闭调度令》显示，8月 4日入
库流量是 2450立方米每秒，而出库流
量是 3100立方米每秒。

大连市水务局河道管理处副处

长李绪生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除

了水库超量泄洪外，下游河道的设计

问题也是此次居民和企业受灾的主

要原因，“因为河道设计施工时很多

居民的搬迁问题，为了保护农民耕

地，导致河道只能绕着居民耕地建

设，导致大部分河道出现直线状，不

利于泄洪，因为政府对河道管理投入

的资金有限，我们设计的河道标准只

是能承受住 20年一遇的洪水，此次
洪水是 50年一遇，所以下游居民受
灾严重。”

“现在仍处‘黄金 72 小时’救援
时间，企业最紧要的是查明损失情

况，力保员工安全，尽最大努力将损

失降到最低。暂时停产的企业，应立

即进行复产前的细致排查，尽快恢复

生产。同时，企业还应积极地开展赈

灾行动，向灾区及时地运送救灾物

资。”4月 22日，全国政协委员、四川
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徐玖平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5年前，汶川大地震震后一个多
月，徐玖平带领由学院教师组成的

“智力援建”队伍，深入当地受灾企业

进行调研。调研发现，90%以上民营企
业没有制订应对地震灾难的应急预

案，导致绝大多数企业没有专门的灾

害应急管理机构和应急物资储备。

民企面临问题最大

徐玖平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完善的企业应急机制一方面能推动

企业迅速开展生产自救，减轻政府救

灾负担；另一方面，能为灾区提供亟

须的电力、信息、金融以及救灾物资

等方面的援助。

“企业灾难应急机制应从应急预

案、应急决策、应急处置、应急保障四

个方面构建。”徐玖平认为。

其中，完整的应急预案应体现何

时做、谁来做、为谁做、做什么、做哪

些、怎么做；应急决策则是由企业应急

管理领导机构负责灾难应急的统一指

挥；应急处置系统负责对应急决策形

成的指令进行具体实施；应急保障系

统则负责应急处置过程中，包括应急

队伍、救援设备、医疗物资等在内的各

种资源保障的存储、调度、分配等。

资料显示，2012年，雅安民营经
济占 GDP的比重达 57%；民营企业在
资助贫困学生、扶贫开发、新农村建

设、架桥修路等慈善事业中投入资金

600多万元，新增就业岗位 2392个。
在雅安震后恢复重建和生产自

救过程中，民营企业将占据不可或缺

的重要位置。

徐玖平向记者透露，在汶川地震

中，四川受灾的民营企业经济损失约

有 2000亿元左右。其中遇到最集中
的问题是恢复重建资金缺口大、融资

困难、缺少相关援助政策。

“根据我们的抽样调查显示：

100%的受灾企业存在重建资金缺口
大的难题，92%的受灾企业存在融资
难题。”他表示。

汶川地震对部分民营企业造成

毁灭性破坏，短时期内通过自救恢复

生产所需的资金、技术、人才、设备等

方面都非常缺乏。

据统计，震后 3 个月，汶川地震
中 72%以上的受灾企业自地震发生
以来一直处于停工状态，虽有部分受

灾企业通过生产自救恢复生产运营，

但是由于重建资金短缺等难题，未能

全面恢复重建。

据调查，30.3%受损企业的上游
原材料供应商借以交通不畅为由，停

止向企业供货；50%的民营企业因为
没有新的资金注入而难以恢复生产；

30%左右的企业因为设备受损、技术
故障而停产；5%左右的企业因为关键
技术人员伤亡，大型生产设备找不到

合适的人员进行操作而停产。

“民营企业的生产自救将影响着

整个灾区的恢复重建，包括提供日常

生活所需物资、为灾后建筑重建提供

原材料和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等问

题。”徐玖平解释。

不过，就此次雅安震后情况而

言，他表示，与汶川地震相比，此次雅

安震区企业要少一些，故地震对企业

造成的损失较小。

四种救助模式

2005年 8月，当卡特里娜飓风肆
虐墨西哥湾时，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采

取与公共机制接轨的开放式企业灾

难管理，雇佣国际急救服务公司寻找

灾民并清理尸体。

“美国的开放式灾难应急管理不

仅限于企业内部，而是与政府、其他

商业企业实现合作的过程，以便于社

会力量协同参与救灾。”徐玖平解释。

事实上，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政

府的力量同样不能忽视。

由于地震使灾区民营企业发展

的产业链断裂、产品市场被破坏，市

场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震后民营

企业往往难以完全依靠自身努力恢

复生产。政府的政策扶持对推动民营

企业尽快实现生产自救效果起到重

要作用。

徐玖平建议，为解决资金缺口、融

资困难问题，应遵循“生产自救与政府

支持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重建与振兴

相结合、“输血”与“造血”、救助与淘

汰相结合，针对企业受损情况不同，实

施技术模式、引导模式、联合模式和改

造模式等四种类型的救助模式。

其中，技术模式一般针对比较轻

微受灾企业，通过加大对受灾企业的

技术投入，引进新技术、新理念给企

业注入新鲜血液；引导模式主要针对

损失较重企业，通过给予企业税收、

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方

面的政策优惠，借助于产业指导、社

会帮扶和对口支援等方式对企业实

施救助。

另外，还可以通过兼并联合重组

等联合模式使严重受损企业提升企

业生产规模、办企水平，增强重组企

业的市场竞争力。

面对彻底毁损的企业，政府可以

运用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优化地区

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帮助企业实现

转型、转产。

本报记者 闵云霄

为解决资金缺口、融资困难问题，应遵循“生产自救与政府支持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重
建与振兴相结合、“输血”与“造血”、救助与淘汰相结合，针对企业受损情况不同，实施技术模

式、引导模式、联合模式和改造模式等四种类型的救助模式。

地震再拷公益组织公信力
本报记者 陈玮英

四川雅安地震的发生，牵动着每一位爱心人士的心。各

界积极行动起来，向灾区捐款捐物。

4 月 21日上午，东航集团向四川雅安灾区送上 1000 万
元捐款，四川省委副书记柯尊平对东航第一家向灾区捐款

表示感谢。

中华慈善总会宝马爱心基金第一时间启动紧急灾难救

助机制，划拨 200 万元人民币救灾专用款，用于购买救灾帐
篷、医药用品等灾区急需的物资，帮助缓解灾区人民的燃眉

之急。BMW 还向包括经销商、员工、车主等相关方发出倡
议，号召宝马爱心大家庭全体成员伸出援助之手，帮助灾民

共渡难关。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慈爱基金齐红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地震发生后，基金会第一时间通过网络传播消息，目

前第一批志愿者已经在救援现场开展工作。“根据他们不断

传出的消息，基金会正在筹集相应物资，第一批 100 顶帐篷
已经发往灾区。还有很多在途的物资，1000 个保温杯、1 卡
车饼干等。”

与以往捐助相比，齐红认为，“此次捐助公众更愿意捐

助的是物资，物资相对比较多。”齐红笑着说，“希望在采购

灾区急需物资的时候，商家不要发国难财。我们去买急需物

资时已经不砍价了，有货就不错了。”

在雅安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中国红十字会就在其

微博发布了赈灾信息，但引来的却是一片骂声。红十字会常

务副会长赵白鸽表示，当前最重要的是救灾，网络舆论暂

“不去管它”。

而戏剧性的一幕也发生在了深圳街头。有报道称，当地

红十字会为地震筹款，市民绕行。这与近年来中国公益组织

一系列丑闻和事件的曝光不无关系，公立慈善事业无论是

在普通老百姓还是捐款者心中的公信力较前几年已经有所

下滑。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此前表示，中国公立慈善机构的

管理人员水平偏低，管理能力较弱，公信力、募款能力、治理

和运营方面最近几年一直都在走下坡路。

引发公众质疑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据北京大学公民

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锦萍：机构回应公众质疑为何总不

见报表和数据？捐款信息管理系统是否每个基金会都拥有？

慈善组织公信力事件为何爆发越来越频繁？国家通过立法

是否能彻底解决公益慈善组织透明化的问题？慈善组织是

不是可以有商业系统，商业系统赚的钱怎么用？

“目前公众参与度非常高，但是都比较谨慎和理智。各

界更愿意捐助的是物资而不是钱款。”齐红如是说。

“中国的慈善组织既没有政府部门的权力，也没有市场

的魅力，有的只是品格的魅力。”金锦萍表示，在这种情况

下，用什么赢得公众的支持？就需要不断地向公众验证自己

是一个良好的组织，也就需要专业机构的眼睛，帮公众来解

读那些难以解读的事情。

记者手记

《中国企业报》记者亲历地震灾区，看到的是当地政府在

成都、雅安有序的组织。在欣喜的同时，也看到了暴露出的诸

多问题，比如通往灾区的公路拥堵造成救灾物资不能运输进

去，比如信息自媒体时代甄别假信息的成本和时间。

救灾是一个系统工程，从预案到实施再到施救，如果不

能达到实际救援的目标，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一位工作人员在运送了 1000 顶帐篷、被堵一天后返回

雅安后告诉记者，通往灾区的道路交通管理是最混乱的。不

断出现余震山体滑坡是客观原因，但是，黄金 72小时指挥中

心没有充分评估灾区车辆的容纳率，不断变换限行条件，对

于进入车辆没有统一标准也是原因，结果出现了严重拥堵，

很多社会车辆、记者采访车辆“添乱”的成分远大于帮忙。

志愿者的社会车辆怀着满腔热情涌入灾区，造成灾后受

损公路严重拥堵，以致运送物资的车辆都被堵在路上而无法

送达到灾民手里，由此带来的成本也是巨大的。

从另一个角度反思，地震发生后，“添乱”所带来的成本

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最乱的来自于各种自媒体信息传播的谣言，比如一条已

查实是吸金电话的假寻人信息，曾被无数人煞有介事地转

发。

面对残酷的自然灾害时，一些真假难辨的信息，不但增

加了通讯系统的负担，更增加了受众筛选、核实的时间成本

及其他成本，同时也把真实发布寻亲信息的水给“搅混”，由

此所带来的信任成本又是何其大？

地震中，各高科技企业也以试图帮忙做信息平台，然而，

各自为战统筹缺位凸显。

从目前的情况看，科技企业的赈灾，正在各自动用自己

的商业价值和科技手段，科技企业界没有类似科技开放社区

或者组织介入，各企业之间缺乏统筹和协同，造成了不必要

的重复工作和效率低下。

一位记者感叹：信息不能共享，大家都在重复劳动，看着

各大电视台，有些是直接转播央视，有些自己出动记者，各条

战线自己出马，不堵才怪，不添乱才怪。

有专业人士建议，对于科技信息平台，最好是有公信力

的组织，可以是政府，政府可以通过整合各种科技手段建立

科技开放组织，但需要将整合过程透明化，否则会重蹈红十

字会信用缺失的覆辙。

张艳蕊

震区的另一种成本

纵深

4月 21日 17时 45分，从甘肃天水车站运送第一批救援四川芦山地震灾区的首列“抢 7”

次抗震救灾物资专列安全顺利运达成都铁路局的成昆铁路新津火车站。 CNS供图

地震发生后，“添乱”所带来的成本
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洪峰来临，政府为了保障碧流河水库安全度汛，保障大连市城区居民的饮用水源

安全，开闸泄洪，作为受灾方，政府不能漠视企业损失。”有企业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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