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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营口港巨变的根源探寻营口港巨变的根源
我国沿海发展较快的港口营口港，10 年前还只有两个港区、20 几

个生产泊位，现在已经拥有 4 个港区、70 多个生产泊位。2001 年港口
货物吞吐量是 2000 多万吨，集装箱吞吐量才 20 多万标准箱。2011 年
吞吐量超过了 2.6 亿吨，集装箱量突破 400 万箱。10 年前港口从业员
工是 6000 多人，年人均收入是 1.7 万元，现在员工已经超过 2 万人，年
人均收入已达到 5.5万元。

码头长 4 公里、堆场面积超过 500 万平方米，如此壮阔、恢弘的集
装箱顺岸码头，在国内也是屈指可数。营口港 2007 年进入亿吨港口
行列，2010年突破两亿吨，从亿吨到两亿吨用时 3年。

那是什么原因使这个 10 年前名不见经传的小港一路走来发展如
此之快呢？

营口港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化原因很多，用营口港务集团董事
长、党委书记高宝玉的话说，营口港的发展和变化得益于上级的领导
与支持，得益于国家经济建设稳健发展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良好环

境，得益于广大客户的信赖与合作，得益于集团领导班子的思想解放
和开拓创新，更得益于集团广大员工的拼搏与奉献。

竭诚服务客户竭诚服务客户
2007 年，营口港人正向亿吨目标冲刺，百年梦想指日可待。充满

自豪感的员工们在工作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些骄傲情绪，在客户面
前，有的员工服务态度明显不如以往。

经过深思熟虑的高宝玉在班子会上提出，营口港马上就要实现亿
吨目标，但是我们的员工不能骄傲，不能忘记我们是从辽河里走出来
的小港，不论营口港今后发展有多快，都不能做港老大。我们一定要
发扬光大新时期营口港的服务精神。

在干部大会上，高宝玉总结道，营口港的服务一直以来就是以客
户为中心，过去我们为了跑货源、跑项目、跑资金，大家都非常谦恭，接
卸新货种、新船型，不论客户提出什么要求，只要合理，我们都会千方
百计地满足。竭诚服务客户是营口港的传家宝，港口越是发展大了，
我们就越要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他要求集团宣传部门在营口港报发表文章，宣传营口港的服务精
神。

营口港报连续发表 7 篇署名文章，7 论发扬光大新时期营口港的
服务精神，全港上下反响强烈。各基层单位纷纷自发地组织讨论。多
数员工赞同集团的号召，也有人觉得提法欠妥。

“店小二”是旧时的产物，自然有其糟粕，但是我们要发扬光大的
是新时期营口港的服务精神。

经过一两个月的大讨论，全港上下对“店小二”的提法和“店小二”
的服务理念统一了思想，达成了共识。现在营口港的每一名员工都把
自己能够成为营口港的一名“店小二”而骄傲。形成了一个人人争当

“店小二”，打造营口港“店小二”式服务品牌的浓郁氛围。

人人争当人人争当““服务标兵服务标兵””
在营口港不论是码头作业现场，还是业务大厅，不论是客户前来

办理业务，还是内陆游客到此观海看港，都能感受营口港的服务。
一集装箱卡车坏在营口港集装箱码头闸口外，司机打电话给港内

场地控制员，急称：能否帮忙卸下箱子拉进港里，否则来不及装上正在

作业的船就会误大事。
场控员战春玉听罢，立即调车帮其卸下箱子运到码头装上船。听

说该司机跑了一天的路，饭还没有吃，便将给自己女儿买的生日蛋糕
送给了这位饥肠辘辘的司机。

某客户常年驻在营口港开发区（营口港所在地），一日突患感冒高
烧不退，营口港保税物流公司业务员宋兵兵得知，放弃假日里与未婚

妻和家人的团聚，陪着这位客户去医院看病并垫付医药费。回到客户
住所，又是订餐又是买水果，陪护客户一直到病愈。

某日，一位第一次来到营口港运粮食的客户来到营口港粮食公司
了解走货业务。公司保管站站长邴志砚详细地向她作了介绍，客户很
满意。可是临走时她对小邴说，我的第一车货到港时，你能不能到场
帮忙。

邴志砚爽快地答应，没问题。
没想到客户第一车货到港时是一个深夜。
当客户来到现场看到邴志砚时，感动不已。
营口港有一群“店小二”，他们是国企迎战危机决胜千里立地擎天

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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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港码头随着解缆的完成，又一艘货轮满载离港。

营口港务集团召开新时期“店小二”式服务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

·广告

经济领域中一些新的迹象，让我们在制

造业的寒冬中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

苹果公司上周表示，该公司将投资 1

亿多美元，在 2013 年把一部分 Mac 电脑的

制造业务从中国回流美国。此前，iPhone

和 iPad 的一部分部件已经在美国制造。让

制造业回流，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制

造业的一个明显趋势。来自斯坦福大学的

研究表明，所谓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主

要是指低端制造业的“空心化”。从未从美

国流失的信息产业、生物制药业以及使用

下一代制造技术的精密仪器、电子产品等

行业，都将成为未来美国经济的主要增

长点。

在制造业大国中国，一些制造业公司

的大规模招工以及大资金的投入，也显示

出对行业未来发展的信心。在“十分惨

淡”的光伏产业，领先企业英利集团在年

底逆势招工 2000 多人，满产运行，预计出

货量明年要翻一番。在山东昌乐经济开发

区，一个投资 50 亿元的现代化大型装备制

造业企业英轩重工已经初具规模，这家成

立仅一年半的企业高起点起步，首批装载

机产品已经下线，市场前景可期。

上周陆续发布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制造

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印证了这个判

断，制造业出现了趋稳迹象。

摩根大通和 Markit 上周联合公布的调

查数据显示，全球 11 月制造业形势略有改

善。PMI 从 10 月的 48.8 升至 49.7，为 6 月

以来的最佳表现，略低于荣枯分界线的

50。表明制造业活动尽管还处在收缩状

态，但已经逐渐走出 4 个月来的收缩期，

逐步回暖。

欧元区 11 月制造业的收缩速度也有所

放缓，PMI 从 10 月的 45.5 升至 46.2，为 8

个月来的高点。PMI 上升的有爱尔兰、德

国、西班牙、法国和希腊。

最令人鼓舞的是中国的 PMI 数据。汇

丰银行发布的 11 月份中国 PMI 为 50.5，13

个月以来首次高于荣枯线；中国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 11 月 PMI 为 50.6，连续第 3 个月

稳步回升。两份 PMI 报告传递出一致信

号：中国制造业显示出进一步复苏迹象。

英国、印度和巴西 11 月的 PMI 指数也

都有所改善。比较意外的是美国的 PMI 数

据。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发布的 10 月制造业

PMI为51.7，预计11月数值为51.3，均处于

扩张区。但 11 月制造业活动意外出现萎

缩，PMI为49.5，创下2009年7月以来的最

低值。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对此解释为，部分

原因是疲弱的企业投资、放缓的出口增速以

及飓风“桑迪”的后续不利影响。随后公布

的美国 11 月非农就业数据则明显好于市场

预期，失业率进一步降低至 7.7%，为 2008

年 12 月来的最低水平，为美国经济增添了

靓丽的一笔，也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市场

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多国及地区制造

业 PMI 数据出现了改善，一些大企业也显

示出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但大多数地区的

数据仍然低于或接近荣枯分界线，全球制

造业整体回暖的基础还不是很牢固，世界

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

从坏处着想，做最充分的准备，争取好

的结果，是制造业企业当前最好的选择。

自 2010 年以来，商业银行在短短 3 年中掀起了 3 轮

再融资潮，从股权方式再融资，到股权、债券融资交替

使用，到今年以来竞相实施次级债融资计划，再融资方

式正在悄然进行调整。未来再融资的压力犹存，商业银

行必须积极适应市场环境变化，找到一条可持续的资本

补充道路。

2010 年，商业银行普遍采取配股、增发等方式，

在 A 股或 H 股市场实施再融资计划，提高了核心资本充

足率。但是动辄数百亿元的融资规模，引起了资本市场

的短期动荡，受到一些投资者的质疑。2011 年，A 股市

场整体呈现震荡向下趋势，商业银行开展股权融资承受

了越来越大的阻力。商业银行股权融资方案获批的难度

随之加大。当年，只有中信银行和华夏银行两家成功进

行了股权融资。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股权融资可谓“两全其美”，

可同时提升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但此路不

通畅时，大多商业银行开始选择通过发行次级债，来

提升资本充足率。较股权融资方式来说，发行次级债

程序相对简单、周期短，而且发行对象全部是银行间

市场的机构投资者，既不会摊薄老股东的权益，对股

票市场也没有直接影响，因此次级债逐渐受到商业银

行的青睐。

统计显示，商业银行 2011 年累计发行次级债规模

达 3132 亿元，大幅超过同年股权融资总额 459 亿元，

创历史最高水平。但是，密集发行巨额次级债，仍一

定程度上引起一些投资者的不满。这也说明，商业银

行 的 再 融 资 行 为 必 须 更 加 积 极 地 适 应 市 场 需 求 的

变化。

今年以来，由于 A 股市场走势低迷，导致不少上市

公司再融资的难度加大。统计显示，2012 年以来，130

家公司实施增发融资，募集资金 2926.12 亿元；6 家公

司实施配股融资，募集资金 113.35 亿元，合计募资总

额为 3039.47 亿元。而 2011 年同期，再融资公司家数

多达 181 家，募资总额 3707.72 亿元。与之相比，今年

以来的再融资规模同比下降了 18.02%。在这种市场环

境下，商业银行还需进一步调整再融资计划。

面对银行再融资潮，商业银行不仅要立足自身优

势，适应监管要求和投资者需求的变化，把握好再融

资的时机，还要进一步开阔视野，充分利用国内和国

外两个市场，在全球化、多元化经营中进一步拓宽再

融资渠道，找到稳定、可持续的资本补充方式。

银行再融资压力犹存
——“关注银行发债热潮”述评之三

崔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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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看 全 球 制 造 业 新 变 化
陈学慧

上周陆续发布的全球主要经济体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进

一步印证了制造业出现趋稳迹象的

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多国及地区

制造业 PMI 数据出现了改善，一些

大企业也显示出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但大多数地区的数据仍然低于或接近

荣枯分界线，全球制造业整体回暖的

基础还不是很牢固，世界经济低速增

长态势仍将延续。

经济时评

近年来，我国一些大中城市的高中“国

际班”日趋火爆，不少学校打出“中外合

作”、“国际精英教育”、“世界名校录取”招

牌，吸引家长送孩子就读。但据报道，一些

“国际班”收费昂贵，教学质量堪忧。

或许有人要说，“国际班”是为满足高

端人群的留学需求而设，可为有经济实力

的学生和家长提供更加多元的就学选择，

即使费用贵得离谱，也是无可厚非，没那个

经济实力可不报读“国际班”。这种说法不

正确。原因有三：

一是“国际班”的暴利与教育的公益属

性背道而驰。教育首先是公益事业，尽管

它可以有一些产业，但绝对不能抹去其首

要的公益属性，更不应打着国际教育名号

利用公共教育资源。

二是“国际班”的暴利或会造成教育不

公平。“国际班”颇有导致教育贵族化的倾

向，这种班多了会挤占更多的教育资源，对

其他学生来说明显不公。家长经济实力差

距不应是学生教育质量差距的托词。

三是“国际班”的暴利往往并非物有所

值。一些“国际班”缺乏“国际味”，师资力

量薄弱，课程安排不协调，教学质量难以迅

速提高，所谓的“国际精英教育”等宣传，只

能是一个幌子。

引入“国际班”原本是想借鉴国外先进

教育方式，改进提高素质教育水平，其初衷

是好的。但从目前情况看，一些“国际班”

已经偏离了方向，甚至出现欺诈的现象，对

此相关部门应引起足够重视。

（作者单位：中国未成年人网）

如此“国际班”堪忧
何勇海

近日某市一家酒吧开业，竟挂有多个

政府部门红色“祝贺”条幅。酒吧经理表

示，是开业时邀请政府部门过来，为了宣传

自己。而多个政府部门则称，对此事并不

知情。

开张营业本是商家很正常的活动，然

而诸多政府部门被“邀请”挂上祝贺的条

幅，就有点不正常了。但是，近些年，这样

的“被祝贺”条幅似乎并不少见。

从法理的角度来看，“被祝贺”如果没

有征得政府部门的许可同意，应当是虚假

的广告宣传，属于违法范畴。但是令人奇

怪的是，“被祝贺”是否真的是政府部门的

真实表达呢？一经曝光的“被祝贺”，政府

部门往往说不知情，也许害怕引起社会公

众对官商勾结的怀疑。

从市场的角度来讲，商家只要合法诚信

经营即可。但是，由于政府部门管理市场的

权力过于集中，造成商家不得不通过各种手

段求保护和照顾，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赢得主动权，扭曲的商业伦理就此而生。于

是，商家非常看重政府部门“祝贺”这幅道

具，纵使花费的代价不菲也心甘情愿。

商家所追求的目标是如何实现利益的

最大化。我们不无忧虑地看到，凡是有利益

的商业领域，也不乏权力的身影。令人暧昧

的“被祝贺”，一经媒体的曝光后被撤下，但

给公众留下的猜想却难以消除。

健康的市场环境，才能培养具有社会良

知和诚信的商家。“被祝贺”现象再次敲响加

快建立法制、公正、诚信市场环境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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