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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泰评级（BCP）简报  

第 25 期（2011 年 5 月 11 日—5 月 24 日） 

 

【行业声音】 

信用评级是规范行业行为的重要途径 

                       ——访中国铸造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立波 

2011 年 4 月，中国铸造协会在其第五届高层论坛会议上对参与首批铸造行

业企业信用评级工作获得 A 级以上的 25 家企业进行了隆重的表彰仪式，并颁发

证书和牌匾。笔者联系到了中铸协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立波，作为其行业信

用评级的直接负责领导，他谈了自己关于中铸协参与信评的缘由、过程和信用评

级发展的看法。 

 

 

中铸协就企业信评展开多次调研 

 

目前铸造行业入行门槛低，竞争过度、产品质量和企业管理良莠不齐、国际

市场贸易壁垒日益加剧等问题困扰着行业的发展。不过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完善

铸造行业的产品规范，提高行业的竞争力、推进行业不断向前发展！”张秘书长

在访谈开始的一段话，不仅点出了铸造行业瓶颈，更表明中铸协下大力气解决问

题、突破瓶颈的决心。 

张秘书长告诉笔者，2010 年年初，在参加兄弟协会分享成功经验座谈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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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到信用评级给企业带来的种种好处，“信用评级”便深深烙印在了中铸协领

导班子的工作簿上。中铸协经过认真反复调研、考察，了解到国富泰信用评级是

国家商务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直接领导的，是国家级、第三方，具有专业权

威公信力的评级机构；他认为开展铸造企业信用等级评级，对行业中的中小型企

业来说可以提升企业信用管理水平，是推动行业自律、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有力

措施；对大中型企业可以提升企业国际形象，进一步转变出口增长方式，加快产

业升级具有积极意义。于是，中铸协决定以协会方式参与国富泰信用评级。 

2010 年 5 月 13 日，中铸协将有关申请材料上报商务部信用工作办公室、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业协会联系办公室。在协会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参评

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谈到这里，张立波秘书长着重提到了国富泰信用管理部

武兴华经理，肯定了国富泰人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增强了对第三方工作的信任。 

 

 
中铸协在商务部进行信用评价工作资质答辩 

 

2010 年 7月 5 日，中铸协在国家商务部进行信用评级工作资质答辩。张立

波秘书长从我国铸造行业基本情况等六个方面进行了汇报，来自国资委、商务部、

中国人民银行等专家听取了汇报。 

到 2011 年 1 月底，中铸协收到全行业企业踊跃提交的申报材料，整个评审

工作经过材料初审、初评、专家论证、复评、终审公布、上报商务部和国务院国

资委备案等程序。 

2011 年 3 月 24 日,中铸协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立波等一行对商务部中

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国富泰企业征信有限公司进行了调研。双方就如何开展铸

造行业信用评级工作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达成合作意向并签订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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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铸协与国富泰签订合作协议 

 

2011 年 4 月，共收到铸造行业 73 家企业自愿申报，中铸协初选上报 62 家

企业经第三方国富泰信用评级机构认真、客观的测评、协会信评委专家组评审，

评价出 AAA、AA、A、B、C 级企业 45 家。信用等级评级结果 A 级以上 25 家企

业，在 2011 中国铸造行业第五届高层论坛会议上进行了表彰，颁发证书和牌匾。 

 

 

首批铸造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级颁奖仪式 

 

“信用评级颁奖仪式一完，中铸协便接到很多之前未参评企业的报名”，谈

到这里张秘书长突然严肃起来，他说，这些未参评的企业大部分是由于各种原因

错过资料准备时间，如果他们能意识到企业信用评级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参评后所

带的好处，协会一定大力支持；如果只是看到别人上台领奖而产生的攀比心理，

把企业信评当成“面子工程”，这个我们是绝对不提倡的！ 

    最后，在了解到国富泰在不断完善行业信用评级，根据不同行业、企业需要

即将推出针对性极强的融资对接活动和政府采购信用目录手册时，张秘书长表示



 4 / 11 
 

极大的欢迎。他说，信用评级是规范行业行为的重要途径，希望国富泰能在商务

部的支持下将行业信用评级这项业务实实在在的好处大力推广，让更多的行业和

企业受惠，也希望更多的兄弟协会和企业参与到信用评级中来！ 

 

〖已参评企业声音〗 

企业信用评级在国外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国内大多数企业对此还

不太了解，更别说参与进来。中国成为 WTO 成员后，作为行业的领军企业我们

意识到积极参与企业信用评级是一种趋势，而且可以帮助企业规范采购、物流、

财务等部门在信用交易环节，建立现代企业信用风险防范机制！ 

——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 总经办主任 王齐柱  

 

作为中铸协首批企业信用评级 3A 企业，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更加努力做好

各方面的工作，树立榜样，希望借助信用评级参加广交会的契机，塑造企业良好

的信用品牌形象，实现诚信经营理念，为业务完善带来全方位的提升！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副总 张科峰 

 

附：首批铸造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结果（排名不分先后） 

相关链接：http://www.12312.gov.cn/article/hyxyjs/xydjgs/201104/1213882_1.html 

 

【行业信用评级资讯】 

2011 年年初，中国副食流通协会公布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公示名单。 

链接：http://www.12312.gov.cn/article/hyxyjs/xydjgs/201012/1192468_1.html 

2011 年 3 月 10 日，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发布《关于开展 2011 年货代物

流行业企业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据悉，这是中国货代协会连续第五期开展信

用评价活动，已得到海内外相关机构和企业的关注。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161/7522.html 

 

2011 年 3 月 28 日，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公布第三批农产品行业企业信

用评级结果。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161/8006.html 

 

2011 年 3 月底，食土商会向国富泰信用提出 43 家商会企业复评的申请。 

http://www.12312.gov.cn/article/hyxyjs/xydjgs/201104/1213882_1.html
http://www.12312.gov.cn/article/hyxyjs/xydjgs/201012/1192468_1.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161/7522.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161/80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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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161/7543.html 

 

    2011 年 4 月 14 日，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发布《关于开展第四批再生

资源行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的通知》。 

相关链接：http://www.bcpcn.com/articles/161/8521.html 

 

2011 年年初至今，首次与国富泰信用评级中心签约申请为其进行企业信用

评级的协会有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国砂石协会、中国铸造协会、中国耐火材

料行业协会、中国林业机械协会、中国渔业协会共七家协（商）会。 

 

【国富泰信用评级资讯】 

国富泰信用评级中心简介 

我们是谁？ 

国富泰信用评级中心作为商务部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商贸信用服务

的执行单位，在商务部和国资委指导下，为内外贸企业提供集信用资格评定、国

际立信推广、信用系统建设等于一体的综合性解决方案。 

 

    

商务部开展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           全国整规办、国资委通知 

 

我们在做什么？ 

国富泰作为专业的第三方评级服务机构，积极参与到行业信用建设的工作中

去，推动中国商务领域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先后接受国内 60 多家国家一级商协

会和 32 个省市 200 余家分支机构的委托，完成了工业、商业、外贸、建筑、房

地产、物流等各类型的企业信用评级，积累了丰富的企业信用评级经验。 

 

http://www.bcpcn.com/articles/161/7543.html
http://www.bcpcn.com/articles/161/85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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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过的对象有哪些？ 

国富泰作为国家级第三方评级机构先后为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中国对外

承包工程商会、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中国石油和石油化工设备工业协会等

60 多家国家一级协会（商会）和 32 个省市 200 余家分支机构，近万家企业进行

企业信用评级工作。  

 

    国富泰的主要服务对象是？ 

一、愿意完善行业产品的规范，提高行业的竞争力、推进不断向前发展的行

业协会（商会）企业； 

二、希望被纳入商务部和国资委主办《中国行业信用评价 A 级以上企业名录》

中，并推荐给驻华使领馆、200 多家驻外经商机构、相关政府部门、金融机构，

在“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广交会等场合发放的企业行业协会（商会）企业；  

三、希望获得更多融资、赊销、招投标机会，希望得到更多政府支持的行业

协会（商会）、企业。  

 

国资委 

商务部 

发改委 

农业部 国际贸易展

会 A  

国际采购 进出口商会 

驻外参赞处 

驻华使领馆 

联合国采购

中心 

行业协会 

国富泰信用 

评级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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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在购机补贴项目中的运用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作为商务部下属的国家级、第三方企业信用评级机构，国富泰在经验和资源

上都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国富泰现已与 60 多家国家一级协会和遍布全国 32 个省市 200 余家分支

机构达成合作，行业专家互动，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选择不同专家组成评审委，

体现权威、公平、公正、合理。 

二、国富泰信用评级的企业可以优先享受到多种政府支持与为参评企业量身

定做的专属服务： 

1、由国富泰授权，当地行业协会主办的信用 A 及企业产品展销会； 

2、参与商务部政策扶持项目的优先权。需要申请商务部 “家电下乡”、“农

机补贴”等政策扶持对外承包工程的企业，首先应该获得国富泰信用评级，并且

信用等级在 A 级以上； 

3、刊登具有商务部推荐的《中国行业信用评价 A 级以上企业名录》，向商务

部驻外经商处、各国驻华使领馆发放，将评级企业向海外市场推荐； 

4、刊登《诚信招投标企业名录》成为商务部等有关部门招投标的重要依据；

制作并刊登其行业企业信用名录，企业融资赊销和树立形象的重要依据。 

5、由商务部牵头，国富泰主办的融资对接活动。使用国富泰信用评级结果，

企业可以得到建行绿色通道服务和广发行的企业信用卡服务等银行服务。已有近

百家家企业通过国富泰信用评级从银行及投资机构获得上亿元得信用贷款；此

外，通过我们的信用评级，企业一般能延长结算周期达 25 天以上； 

6、在中国商务信用平台网站第一时间发布参评企业名录树立影响力；在《国

际商报》对参评企业进行宣传，提供给更多国内外商贸机会；为参评企业定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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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期刊，将成为不同行业信评市场的晴雨表； 

三、通过国富泰信用评级可以完善行业产品的规范，提高行业的竞争力、推

进行业不断向前发展。 

 

 

信用评级在中关村政府采购及环保节能采购等项目中的运用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国富泰旨在通过企业信用评级的推广、实践以及应用，规范我国市场经济信

用，促进我国经济和谐稳定发展，让更多的企业、行业从信用经营中得到实实在

在的好处，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 

 

【媒体视角】 

新浪网——自 2003 年以来，中关村不断探索和实践，走出了一条“以信用

促进企业融资、以融资推动企业发展”的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创新之路。 

5 月 9 日，新浪网以中关村高新技术园区不断推动企业信用评级来开展投融

资计划、信用体系建设和主推资本市场等方面进行报道。     

相关链接： 

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10509/16059813016.shtml 

 

凤凰网——信用评级 A级企业有望获低息贷款。 

5 月 3 日，凤凰网就由湖北银监局推动信用评级组建的“企业金融服务俱乐

部”进行报道，对于这些企业会员，各银行会员在贷款定价、抵押和担保等方面

会给予优惠。 

相关链接：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5/03/6119170_0.shtml 

 

《中国证券报》——业内人士建议发展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应纳入十二五信用

体系建设规划。 

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10509/16059813016.shtml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5/03/6119170_0.shtml


 9 / 11 
 

5 月 4 日，在“第七届中国诚信企业家大会”期间，来自商务部和业界的专

家表示，将加快发展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和建立中国新型信用评级模型和方法纳入

十二五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 

相关链接：http://www.12312.gov.cn/article/hyxyjs/hyxygzdt/201105/1220434_1.html 

 

中国网——企业信用评级为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开展金融产品创新、加大信

贷支持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支撑。 

5月 14日，中国网就信用评级企业拓宽融资渠道的政策、方法进行了大篇幅

的报道。 

相关链接：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1/05/14/10724572.html 

 

《贵州日报》——中小企业参加信用评级搭起银企互信桥梁，成为破解中小

企业融资难题的金钥匙。 

4 月 27 日，《贵州日报》就黔西南州信用评级搭建银企融资桥梁展开专题报

道。 

相关链接：http://www.chinaacc.com/new/184_900_201104/27ta914337906.shtml 

 

上海网——积极培育中小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加快建设中小企业质量诚信体

系。 

5月 13日，上海网就“依托第三方企业信用服务平台，建立适合企业特点的

信用评级机制，鼓励企业自愿建立互保联保融资机制，扩大企业融资担保业务”

撰文。 

相关链接： 

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315/node15343/u21ai505126.html 

 

【国富泰动态】 

国富泰召开加强渠道服务建设会议 

5 月 13 日下午，国富泰渠道营销部在中心召开会议。会议就“如何更好地

体现信用评级价值，如何给予各地办事处、代理商更多支持”等内容展开了积极

讨论。会议由国富泰渠道营销部经理李铁富主持，总经理张阁出席并发言。 

会议首先由各位渠道经理对近期的工作做了回顾和总结，问题主要集中在：

一、办事处、代理商在当地推广信评的局限性；二、信用评级产品扩展和服务功

能的实际运用；三、潜在服务对象企业（行业）的选择方法。 

http://www.12312.gov.cn/article/hyxyjs/hyxygzdt/201105/1220434_1.html
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1/05/14/10724572.html
http://www.chinaacc.com/new/184_900_201104/27ta914337906.s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315/node15343/u21ai5051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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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总首先肯定了大家对工作的热情以及所付出的努力，他谈到，作为商务部

下属领导的国家级、第三方企业信用评级机构，国富泰在经验和资源上都拥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但国富泰要做的不是用政策去迫使企业参与信评，而要让企业看

到参与信用评级后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国富泰要做的不是去做赚取代理商代

理费的一锤子买卖，而要把代理商作为自己的兄弟，同舟共济，让信用评级的优

势惠及更多的（行业）企业！ 

接着，张总就完善企业信用评级服务以及信评产品发展提出了“三三三服务

原则”，即向参与信评企业提供三次活动、三种宣传、三种权威目录服务。三次

活动：1、由商务部牵头，国富泰主办的融资对接活动；2、由国富泰授权，当地

行业协会主办的信用 A 及企业产品展销会；3、参与商务部政策扶持项目的优先

权。三种宣传：1、中国商务信用平台网站，将在第一时间发布参评企业名录树

立影响力；2、《国际商报》作为国内外沟通的桥梁，会给参评企业提供给更多的

机会；3、电子期刊，不同行业信评市场的晴雨表。三种权威目录：1、刊登具有

商务部推荐的《中国行业信用评价 A 级以上企业名录》；2、制作并刊登《诚信招

投标企业名录》，成为商务部等有关部门招投标的重要依据；3、制作并刊登其行

业企业信用名录，是企业融资赊销和树立形象的重要依据。 

最后，张总强调，以行业取代个体企业进行有针对性的信用评级大力宣传，

舍身处地为合作伙伴着想，让企业体会到参与信用评级后实实在在的好处是下面

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国富泰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 

会后，与会人员一致赞同“三三三服务原则”，认为它更为细致地阐释了国

富泰企业信用评级业务的价值和意义，也为大家下一步的工作方向指明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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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信用评级百科〗 

参与信用评级的企业都想获得一个好成绩，但在递交申报材料时究竟该注意

哪些事项？对此，笔者走访了国富泰企业征信有限公司资深高级分析师陈榕。 

陈榕分析师告诉笔者，企业信用评级本身就是一个信用积累的过程，经营状

况是考察企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具体体现在收支能力、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

在谈到企业提交资料的真实性时，陈分析师着重强调，数据的真实性是评级工作

开展的基础，也是体现企业信用的重要指标。在以往工作中她发现，尤其是一些

中小企业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而不择手段，修改财务信息这本身就违背了信评工

作的初衷！最后，陈蓉分析师建议，尽可能多的提供企业荣誉也是为信用加分的

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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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bcp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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