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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踊跃加入世界华商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联盟

精品服务工程
解决节能环保企业八大难题
特约记者 王建国 本报记者 李延生

世界华商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联

盟（以下简称“联盟”），是世界节能环

保产业协会下属的运营执行机构，负

责全球节能环保事业平台的开发，致

力于提升全球节能环保产业、企业的

竞争力。联盟通过推动产业聚集和产

业链合作引领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发

展，同时为会员企业提供 10 大类 37
项务实的个性化服务。为了更好地助

力政府、服务企业、创造平台，从而引

领行业方向、推动产业发展，联盟推

出系列精品服务工程，帮助节能环保

企业解决八大难题。

节能环保项目、技术
怎么获得政府的青睐？

自节能环保产业被写入“十二

五”规划纲要起，节能环保产业进入

了快速发展期。各地政府、银行及高

耗能企业积极寻求节能环保出路，但

由于技术信息的不对称导致欠缺甄

别技术优劣的能力，造成了一方面节

能环保技术“无处可走”，而另一方面

政府和银行“无从下手”的尴尬局面。

联盟是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指

定的“节能环保项目、技术选评单

位”，集结来自国家科技部、发改委、

工信部、住建部、中科院、社科院、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的 600 多
名领导与专家组成专家组，对参选企

业进行评定，汇编《节能环保项目、技

术选评》，将优秀企业的项目和技术

分领域进行公示，并且帮助入选企业

进行资源和资金整合，开展强强联合

及市场开拓等经营活动。

节能环保项目、技术
怎么获得政府的资金？

为带动技术突破、促进产业升

级，国家推出了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

金、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

金、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等多项国

家专项资金，这些政策和资金，由国

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财政部、

商务部、环保部和下属的地方各级部

局管理推行，门类众多，申报渠道各

异，企业家难以理出头绪。联盟的“技

术专家专业委员会”设立了“科技开

发与政府项目”优先申报渠道，协助

联盟成员申报资金。目前，联盟已帮

助盟内 13家企业进行了政府项目申
报，包括北京新源佳宝建筑墙体有限

公司申报的北京市科技型中小企业

技术创新资金项目、中清咨询申报的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中节精

机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燕都碧城

科技有限公司等正在申报的 2013年
中欧中小企业节能减排科研合作资

金项目。

节能环保企业融资难
怎么办？

“融资难”不仅影响企业发展机

遇，更制约企业发展规模，几乎困扰

着中国所有节能环保领域的中小企

业。针对当前部分中小企业贷款抵押

不足、贷款难等融资难题，特别是节

能环保企业轻资产运营、难以提供担

保，更难以实现市场化、规模化和产

业化等问题，联盟发起成立了世界节

能环保产业合作基金、欧中节能环保

产业基金、节能环保产业园基金，用

于支持孵化行业新兴技术，迎合节能

环保产业化、规模化、通用化、标准化

的发展趋势。近期，联盟更与民生银

行共同建立了节能环保产业互助基

金会，助力中小微企业的快速发展！

怎么样把“我们公司”的
技术标准树立成行业标杆？

俗话说，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

企业卖品牌、一流企业卖标准，每一

个企业都希望自己的产品或技术能

够成为行业标杆，希望自己的企业拥

有行业标准化研究基地。联盟与中国

标准化研究院标准技术研究所联合

成立了“标准化专业委员会”，作为双

方在节能环保领域标准化方面对外

合作的平台，就标准化、培训、资质认

证及咨询、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等方

面广泛开展对外服务，为企业建设与

发展提供标准化技术支撑，实现节能

环保企业家们树立行业标杆、防止贸

易壁垒的愿望。

节能环保企业
如何上市和投资？

节能环保产业进入黄金发展期，

在利好政策下也迎来了一波上市的

小高潮。联盟专家团队拥有多年资本

市场运作经验，与国内多家知名投资

公司、基金公司、券商达成牢固的战

略伙伴关系，准确把握宏观经济政

策、商业模式设计与创新，为节能环

保企业提供围绕上市及融资的全案

服务。

节能环保企业
该怎么做品牌？

企业做宣传，首当其冲是要找准

行业平台。联盟与《中国企业报》合作

推出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唯一国家级

宣传平台《中国节能环保产业报道》，

以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国家机

关、国资委系统以及世界企业 500
强、中国企业 500强和中企联会员单
位为主体价值，打造节能环保传播领

域的顶级媒资平台。同时，当企业面

临产业战略转型、并购重组、品牌架

构混乱等一系列牵涉到企业重新定

位的不同命题时，联盟都能以丰富的

实战经验和全球资源整合的卓越能

力，通过“咨询+资本+实业”平台构
建，提供个性解决方案，与客户共同

发展。

节能环保企业
如何提防固步自封？

企业要发展，决不可固步自封。

但“如何走出去”以及“到哪里去”，困

扰着许多节能环保企业。联盟依托平

台运营模式，活用各种丰富资源，积

极开拓对接渠道，在政府之间、企业

之间、国家之间搭建了广阔的合作平

台。联盟通过开展“节能环保城市财

富行”活动，携联盟会员共同完成了

襄阳、安阳、阜阳、鸡西、聊城、东营、

鄂尔多斯、张家口、高唐、承德等全国

11个城市的政府对接和实地考察，成
功搭建起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交流平

台，推进节能环保城市项目合作。

节能环保企业
如何走出国门？

作为国家战略的承接平台，联

盟除针对国内联盟企业进行联动合

作对接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把国

内的节能环保企业对接、输出到国

际市场，参与国际化合作与竞争，同

时，把国际上的先进技术、有效项目

带到国内市场，与国内企业联动合

作。目前，联盟已在欧洲顺利落地生

根，并正积极规划东盟及非洲的全

球布局。

论坛精彩演讲集锦
目前，资源环境的约束已经成为阻

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

题。调结构、促转型跟节能减排密不可

分。同时，我们应该从抓“存量”转变为抓

“增量”。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

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康艳兵

资源综合利用是解决可持续发展

进程中合理利用资源和减轻环境污染两

个核心问题的有效途径，已成为国家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作为

一项重大技术经济政策和长远战略方

针。推进资源综合利用既有利于缓解资

源匮乏和短缺问题，又有利于减少废物

排放。

———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首席专

家、世界华商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联盟资

源综合利用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科技

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倪文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与世界

华商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联盟共同建设了

一个节能服务平台，主要是打造节能产

品的精品市场，提高节能环保企业在市

场中所处的地位。

———原国家发改委、世界银行、全

球环境基金中国节能促进项目办公室执

行主任，中国节能专家网主任，世界华商

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联盟首席顾问王树

茂

节能产业具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前

景，能够获得政府巨大的政策支持，但是

亟待科技发展的引领和科技创新的产业

驱动，技术创新是进入这一市场的首要

条件。中节盟 -北工大低碳能源联合研

究中心在先进节能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

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涉及节能产业

的各个领域，提供了产业发展的技术支

撑。

———教育部传热强化与过程节能

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 973计划专家联

络组组长、世界华商节能环保产业合作

联盟首席科学家马重芳

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一直都是国

家关注的重点。为了赶超发达国家，西方

数百年的工业发展历程，在中国浓缩成

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过程。然而，在经

济高速增长的荣光背后，靠的是长期输

出生态资源，靠高消耗、高成本、高环境

破坏来维持的。

———《中国企业报》社社长吴昀

国

中国与罗马尼亚有着悠久的友好

合作历史，近期，罗马尼亚与大会承办方

世界华商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联盟达成了

一系列合作协议，开启了中罗两国在节

能环保领域合作的新纪元！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经济

商务参赞罗曼·马留斯（Marius Ro-

man）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经济

商务参赞米哈伊·柯里斯德斯库（Mihai

Cristescu）出席本次大会。

———纳米比亚驻中国大使罗纳德·

纳穆巴胡出席本次大会。

目前，中国的能源正在进行自下而上

的深刻变革，这个变革不只是中国的选择，

而是人类共同的选择。我们无法通过改革

来回避这种革命，只能顺应这场革命。

———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

韩晓平

资本运营是企业经营的最高智慧，

申请专项资金是资本运营的最好途径，

解决企业融资难是我们的最大梦想，与

我们结缘是智慧型企业家的最佳选择。

———北京爱尼基咨询中心董事

长 张平

中国节能谷是以节能环保为核心产

业的创新型主题园区，是一个价值品牌，

是一种独特的运营模式。

———中节盟节能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执行总裁孙洪涛

科技开发是企业永恒的主题，它包

括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和新工艺推广应

用、技术改造、新项目实施等。国家为了调

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加快经济发

展，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设立了许许

多多专项资金。联盟积极帮助盟内企业做

好政府项目申报，争取外部资源，获得政

府专项资金扶持，近期，联盟已帮助 13家

联盟成员企业完成了政府项目申报。

———世界华商节能环保产业合作

联盟科技开发中心副主任刘继德

国家开发银行积极推动环保金融产

品创新，通过金融创新，推出丰富的金融

产品，为项目单位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

务。

———国家开发银行新能源处处长

谭再兴

“中国节能环保领域有一大批市

场潜力优异的企业，苦于发展资金不

足或融资时抵押资产不足，严重制约

了前进的步伐。”联盟主席王少宏说。

经过市场研究，我们很容易发

现，60%以上的节能环保企业存在资
金问题，因而，有效解决投融资问题，

将极大地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作为“世界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论

坛”的主办方，世界华商节能环保产

业合作联盟（以下简称“联盟”）致力

于向产业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目前

节能环保领域里的中、小、微企业主

要通过联保、担保公司或者小额贷款

公司获得足够的运作资金，但是，这

些贷款方式普遍门槛高、审核严、利

息与风险高，许多企业只能望门兴

叹。为了更好地服务中国节能环保企

业，世界华商节能环保产业合作联盟

的‘投融资专业委员会’作为投融资

服务公共平台，推动联盟成立了‘节

能环保产业互助基金会’，经过多次

与银行领导、金融专家深入分析、协

调，与中国民生银行共同组建的‘小

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在大会前已经

投入运营，是投融资系统解决方案的

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我们将根

据企业实际需求和产业发展的不同

阶段，不断丰富节能环保产业互助基

金会的产品和服务。”王少宏说。

中国民生银行经理宋琨在大会

上，对“小微企业互助合作基金”做了

详细介绍，并随后回答了与会企业家

提出的各类尖锐问题，引起了现场

“围观”。

据了解，节能环保产业互助基金

会针对符合授信条件的个体工商户、

小微企业或实际控制人，推出“小微

企业互助合作基金”，以“自愿互助、

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为原则组成互

助合作组织，并缴纳一定金额的资

金，委托专门的管理机构为组织内各

成员单位提供担保。通过会员认缴基

金，汇集使用，解决或缓解会员企业

发展过程中短期、应急资金需要，积

极探索会员企业的合作发展。

“基金为开放式基金，初始组建

成员人数不低于 50人，且初始募集资
金不低于 1000万元，创设后借款人即
可随时加入随时贷款。单支基金担保

的贷款规模上限50亿元。”联盟资本管
理中心副主任朱海波对节能环保产业

互助基金会进行了全面介绍。

就节能环保产业投融资问题，国

家开发银行新能源处处长谭再兴、国

家发改委信用专委会信用信息中心

常务副主任朱志伟在大会上，分别作

了题为《国家开发银行支持新能源产

业的绿色信贷政策》和《信用信息助

力产业链发展》的精彩演讲。

绿色金融 突破节能环保产业投融资怪圈
特约记者 刘畅 本报记者 李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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