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上年增加3.7 亿元，增长 22.77% ；信托贷款余额

21.74 亿元，全年累计发放 7.4 亿元，比上年减少

4.97 亿元，减少40.15% 。截至 1996 年 12 月底，信

托存款余额 12.40 亿元，比上年减少 3.38 亿元，下

降 21㱔。

证券业务通过清理整顿，开始走上规范化轨道，

逐步理顺了经营管理体制，初步实行了以统为主，统

分结合的运作机制。同时利用公司良好的信誉，在股

票一级市场上有了重大突破。先后做了十几家国有大

中型企业及“老、少、边、穷”地区企业的改制、股票

承销和推荐上市工作。1996 年，先后承担了“西北轴

承”、“广西虎威”、“西藏金珠”、“衡阳飞龙”、“宁河化

工”、“长春兰宝”、“新华股份”、“烟台东方电子”、“涪陵

陶瓷”、“咸阳偏转”等十家公司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工

作，还承担了“北京比特”、“海南大东海”、“深圳农产

品”等几家公司的副主承销，并做了多家公司的上市

推荐工作。全年共承销国债26.59 亿元，占国债发行

总额的 1.3% 。此外，在国债二级市场上稳健操作，

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外汇业务主要集中资金优先安排国家重点项目、

引进先进技术项目和出口创汇项目，1996 年先后对

北京雪莲羊绒有限公司、广东美雅集团、广东顺德特

种变压器厂、江苏申达包装集团、广东潮安鳗鱼养殖

基地等 38 个项目发放外汇贷款 6 257 万美元，大大

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引进、名牌产品生产和创汇农业的

发展。此外，在努力提高服务质量的基础上，还根据

客户的实际需要，不断开拓新的业务领域。

在对外交往中，公司进一步开拓了国际资本来

源，按期归还了 1996 年度到期的 2 700 万美元的外

债，保持了公司良好的国际信誉。同时与一大批国外

知名银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先后与 20 家境外

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并开展了外汇结算业务。还

组织有关人员出国学习、交流和考察各国先进的金融

管理经验，从中学习了知识，增长了才干，提高了公

司的知名度，为今后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领域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世界银行转贷业务经过选项，评估论证，即将进

入实施阶段。房地产业务和咨询业务等也都进展顺

利。

三、加强党的领导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职工素

质

1996 年公司党委按照党中央和上级党委的要

求，把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

摆到全年工作的重要位置。紧紧围绕江泽民总书记提

出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开展各项学习活

动。全年公司党委组织全体员工认真学习了江泽民同

志关于“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努力建设高素质干

部队伍”的重要讲话，组织学习讨论了《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

的决议》，以及有关经济金融法规。通过组织政治学

习，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觉悟提高了，职工的工作责

任心更强了，工作也更积极主动了。1996 年公司还

制定了干部培训计划，配合公司业务需要开展了多种

形式的教育培训工作，使干部的业务素质有了进一步

的提高。公司党委、团委和工会还通过举办多种形式

的文体活动，增进了员工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增强了

凝聚力。

（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供稿，吴 娜执笔）

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

1996 年，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本着“积极开拓、稳健经营”的一贯方针，坚

持以支持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技术改造的宗

旨，以“加强管理，改进经营，强化规范，防范风险”

为重点，努力搞好担保业务和其他有关业务。经过一

年的努力，顺利地完成了年度经营计划的各项主要任

务，为公司长远发展进一步夯实了基础。

一、边实践、边改进，调整思路，继续探索担保

业务的道路和方法

规范制度，加强管理。公司在系统总结、研究两

年多担保业务的经验及问题的基础上，制定了《担保

业务通则》，修订了加强担保业务综合统计和财务管

理的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各种合同文本的基本要求，

对担保业务实行了总额、进度和单项规模控制。对国

有企业及其他类型企业大中型项目贷款的信用担保，

以防范风险为主加强管理。对重大担保项目或与被保

项目单位联合成立了项目管理委员会，或委派代表参

加项目管理和财务管理，促进项目的实施，监督资金

的使用，防范担保风险的发生。公司最大的担保项目

——东北制药总厂运用国内独创的先进技术进行的万

吨 VC 改造项目已于 1996 年成功地按期投产。

1996 年公司接待担保项目申请 183 个，承做担

保项目 17 个，担保金额 2亿元。三年累计承保项目

54 个，总金额 11亿元。截至 1996 年底，在保项目

为 17 个，担保余额为 7 亿多元，较上年底增长

9.5% 。涉外担保业务有了起步，为山东中美合资的

爱威制药有限公司引进国际先进技术，生产更新换代

型一次性大输液软包装材料的建设项目，向外国银行

申请 500 万美元贷款的担保合同已经签署，并开始

运作。在主要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改造与建设的

同时，1996 年公司又开展了对企业短期流动资金贷

款的担保业务。这些项目多数在技术上体现了高新特

点，或属于外向型出口创汇性质。如公司提供外汇流

动资金贷款担保的北京科莱印刷技术有限公司，是一

家向印刷制版和广告设计商推荐各种档次的彩色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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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公司，它依托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和香港

安托集团（苹果电脑总代理）的优势，专门为用户建

立高技术印前输出中心，并为传统电分机用户提供多

种高端联网的换代途径。河北冀州暖气片厂是生产多

种铸铁散热器的专业厂家，其生产规模、产品质量、

经济效益连续多年居国内同行业之首，产品曾荣获国

际博览会金奖，并出口美、日、韩等国，年出口量占

全国散热器出口总量的 80% 。为支持其开发具有国

际先进水平的 C H C L 型钢铝散热器项目，公司对其

部分流动资金贷款提供了担保。

为了扩大业务范围，对在保项目进行有效监管，

逐步形成分散与防范担保风险的机制，1996 年公司

在探索建立担保业务合作网络方面，与一些省、市有

关部门和公司进行了接触，共同探索合作途径，并已

经与上海市有关方面达成了合作协议，开始了人员培

训和项目初选的工作。

为了全面了解、学习、借鉴国外担保制度与实践

经验，1996 年公司又先后考察了英国、意大利、加

拿大、美国的一些担保机构、保险公司、银行开展担

保业务的情况，并组团到奥地利财政部的担保公司和

德国德累斯登银行进行培训学习。同时，还接待了来

自国外 30 个有关金融机构的来访，主要有美国凯普

曼公司及其 A BS 业务讲座团、法国商业出口保险集

团（CO F A C E）、德国租赁财务公司、意大利罗马银

行、法国兴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代表。在考察学习国

外政策性担保和商业性担保业务经验的同时，发动员

工开动脑筋，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国外经验与中国

实际相结合，研究、设计公司担保业务的发展框架，

为此公司创办了一份内部刊物，成为大家集思广益、

共谋发展大计的论坛。

二、调整投资方向，开拓以国债为主的证券投

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以及相关的中介服务业务

为支持担保业务的发展，保证公司资产的保值增

值，1996 年公司进一步调整了投资方向，把扩大以

国债投资为主的证券投资业务与建立变现性强的担保

风险基金、增加收益和完善配套功能结合起来；加强

对已有实业投资项目和全资子公司、控股公司和参股

公司的管理，发挥其各自的专业功能，逐步提高股权

投资效益，使之成为公司长期收益的稳定来源之一。

三年来公司先后建立的全资子公司北京中投保咨询中

心，控股子公司中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经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中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纬工业设计

有限公司，从各相关业务方面配合了公司担保业务及

投资业务的开展。

公司现已初步形成以担保业务为核心，以投资和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评审与咨询、财务评估、

资产评估、信息服务和工业设计等中介业务相互配套

的运作格局。

三、规范资金运作，改善资产质量

为了贯彻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整顿金融秩序、规范

资金运作、防范金融风险的要求，保证资产的安全

性、流动性和效益性，公司进一步加强了资金运营的

综合计划管理工作和财务制度建设工作。1996 年公

司根据《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和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了公司的资

产负债比例管理及风险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重点，

调整自有资金运作方向。1996 年年内发生并到期的

人民币同业往来资金，均全部按期收回，外汇运作质

量也较好。

在委托具有资格的金融机构贷款方面，1996 年

公司支持了一批经济效益好、高新科技成果转化和企

业技术改造方面的项目，以及一些股份上市公司。如

北京市医药总公司的创利企业——北京第三制药厂与

韩国合作生产的计划生育用药项目，其产品市场销售

情况良好，利润率较高，本公司为其提供委托贷款，

支持其生产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指定产品——米非司

酮。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燃气用具、通讯

设备等产品的生产、销售，并拥有自营进出口权的大

型股份上市公司，在企业生产销售旺季，流动资金需

求较大，本公司帮助解决了部分流动资金，保障了企

业正常经营和发展。海南金海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主

营有色金属加工生产和销售的综合性上市公司，本公

司为支持该企业生产、销售氧化铝，提供了部分流动

资金。在同业往来方面，公司坚持资信第一，主要与

经评审和实践证明资信记录良好的金融同业发生业务

关系，互相帮助，融通解决头寸调度方面的临时困

难。

四、改进和加强业务保障工作

项目评审是担保、投资业务的生命线。1996 年

公司评审工作的重点是提高评审质量，加强调查研

究，增强评审功能，发挥专家队伍的作用，并面向社

会提供咨询服务。公司创办的全资子公司北京中投保

咨询中心及控股公司中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经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都为担保、投资、企业资产重组等

做了大量的服务工作。1996 年公司咨询中心在完成

公司项目评审和企业资信调查的同时，积极参与了国

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组织的企业评级工作。

1996 年公司进一步强化了法律部门对担保、投

资业务的参与度，全面、系统地规范了业务合同文本

等法律文件的基本要求。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民法室共同编写并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

保法全书》，对我国和国外有关担保的法律规定以及

担保业务的开展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讲解和介绍。

为加强培训，提高员工素质，增强公司凝聚力，

1996 年公司采取请进来、派出去的形式，对员工进

行了担保法、A BS 担保业务、投资银行业务、项目

评估业务、外汇新业务、证券业务，以及外语、电脑

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培训。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了一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系列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健康有益的

文化体育活动。

五、资产、财务状况良好

1996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达 12.8 亿元（包括外

汇资产折款，下同），比年初增加 1 亿元，增长

8.4% 。其中所有者权益为 7.03 亿元，比年初增加

6 000 万元，增长 9% 。流动资产总额 7.19 亿元，流

动负债总额 0.67 亿元，流动资产负债比为 10.7：1，

具有较高的变现支付能力。1996 年公司实现利润总

额 5 815 万元，为年度计划的 142% 。资本金利润率

为 11.6% 。减应交所得税后，净利润为4 890 万元。

（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供稿，

曹 瑾执笔）

中华财务会计咨询公司

1996 年，中华财务会计咨询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在财政部的正确领导下，尽力发挥自身优势，积

极稳妥开发业务，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绩。

一、咨询及资产评估

1996 年，公司承担并完成多家国有企业股份制

改造、股票上市、合资合作、股权转让的资产评估以

及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兼并、收购企业的财务顾问等工

作。全年签约项目 48 个，完成项目 39 个，评估值

181亿元。其中完成的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包括：中

国第一家轿车生产厂在境外发行 2.4亿 B 股的长安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评估工作，总资产 22.4 亿元；

中国第一个高速公路公司——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在香港发行 H 股的资产评估，总资产 14.9 亿

元；香港航天科技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华航汽车有

限责任公司 50% 股权的资产评估，总资产为 9.3 亿

元；中国贵州云雀轿车中外合资的资产评估，总资产

为8.2 亿元；中国仪化集团收购无锡市三家化纤企业

的财务顾问和资产评估；为中国齐鲁石化集团兼并淄

博化纤厂提供了相关方案，该种兼并收购方式以国际

上通行的方式进行企业调查、财务评价、资产估值、

收购方案设计等，为国有企业兼并收购规范化，开创

了一种新模式。

1996 年公司还注重开发了一些中、小项目，接

洽了一批公司进行规范化改组业务，充分体现出公司

竞争的灵活性。

二、标准会计帐簿发行

在公司配合全国会计制度改革，努力开发、推广

标准会计用品的同时，稳妥经营，注重发展，1996

年合理利用资金，新建了自己的印刷厂及成品库房，

并投入正常生产使用，真正实现了产、供、销一条龙

服务，提高了市场竞争能力，使公司继续保持作为中

国标准会计用品销售额最大的专业公司之一。

三、财务、人事软件开发

由公司设计完成的财务软件通过财政部的评审，

成为通过评审的少数几家 W indow s版财务软件。与

财政部地方司合作开发的周转金系统管理软件进展顺

利，演示版已完成并得到有关部门的好评，推广前景

可观。

公司的财务软件通过了交通部代表世界银行进行

的验收，并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并与交通部共同举办

了全国交通系统财务软件演示推广活动，使海监系

统、长航局、黑航局、日照港、连云港等一批有影响

的单位成为公司的客户，交通部向全国交通系统发文

推广使用公司的财务软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已在全国推广发行三年多的人事工资管理系统，

1996 年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已在 18 个省市推广使

用，提高了人事管理水平，用户反映良好。

公司在上海、大连、武汉、营口等地设立了软件

代理商，初步完成了市场推广的准备工作。

四、高级财会人员培训

公司下设的中华高级财会人员培训中心，1996

年共举办了 11期股份公司经理与财务主管高级研讨

班。来自林业部、电子部、水利部、冶金部、民航总

局、烟草专卖局等系统以及上海、广东、广西、四

川、厦门等省、区、市的部分企业共 382 名公司经

理与财务主管参加了境内培训，其中 203 名还参加

了境外培训，由于培训组织工作严密，培训质量达到

了预期效果。

（中华财务会计咨询公司供稿，于东明执笔）

中华会计师事务所

1996 年，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在财政部和中国注

册会计师协会的领导、管理和支持下，在外部竞争环

境激烈，内部体制历经了与中华财务会计咨询公司分

立和与财政部脱钩两次大的变革，内设机构和领导班

子作了较大调整的情况下，坚持抓好业务开发和内部

管理工作，加大改革力度，加强制度建设，通过全所

人员的共同努力，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目标。1996 年

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 15% ，缴纳各项税金也比上年

有较大幅度增长。

一、积极进行体制改革的相关工作

随着会计师事务所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为适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注册会计师执业特点的需

要，1996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决定中华会计师事务

所与财政部脱钩。具体要求是：（一）中华会计师事

务所在职能、财务、人员、编制、名称等方面与财政

部脱钩，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按国家规

定依法纳税。（二）财政部除了在执行国家和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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