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意见》核心内容及地方政府债务情况分析

10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

债务管理的意见》，《意见》旨在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明确政府和企业的债务偿还责任，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实现

“借、用、还”统一管理和规范运作，逐步建立起清晰的政府资

产负债表，形成长期可持续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意见》的出台，

对于未来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运作和宏观运行都将带来重要的影响。

《意见》主要涉及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对地方政府债务

实行规模控制和预算管理控制、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和完善

相关配套措施四个部分，其中关于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

机制是最核心的、突破性的内容。 根据意见，加快建立规范的地

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推进：

一是赋予地方政府依法适度举债权限，明确政府债务不

得通过企事业单位举借。经国务院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

政府可以适度举借债务，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债务的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政府代为举借。明确划清政府与企业界限，政府债务只能

通过政府及其部门举借，不得通过企事业单位等举借。

二是明确地方政府举债方式。地方政府举债采取政府债券

方式，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确需政府举借一般债务的，由

地方政府发行一般债券融资，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有

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确需政府举借专项债务的，由地方政

府通过发行专项债券融资，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

三是推广使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鼓励社会资本

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

事业投资和运营。政府通过特许经营权、合理定价、财政补贴等

事先公开的收益约定规则，使投资者有长期稳定收益。投资者按

照市场化原则出资，按约定规则独自或与政府共同成立特别目的

公司建设和运营合作项目。投资者或特别目的公司可以通过银行

贷款、企业债、项目收益债券、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方式举债并

承担偿债责任。政府对投资者或特别目的公司按约定规则依法承

担特许经营权、合理定价、财政补贴等相关责任，不承担投资者

或特别目的公司的偿债责任。

四是加强对政府或有债务监管。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

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地方政府新发生或有

债务，要严格限定在依法担保的范围内，并根据担保合同依法承

担相关责任。地方政府要加强对或有债务的统计分析和风险防控，

做好相关监管工作。

这其中对未来政府举债行为影响最重要的两个变化是：一是

政府债务只能通过政府及其部门举借，不得通过企事业单位等举

借，地方政府举债采取发行政府债券方式，包括一般债券（市政债）

以及专项债券。二是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

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

地方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为绕开现行体制与政策障碍，成立

的集融资、建设和经营、债务偿还为一体的各类城市投资公司及

开发公司，代替政府进行直接与间接融资，实现了地方政府市场

化融资的目的。2008年底，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

计划，随后各地方政府也推出了逾30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计划，

巨大的投资伴随着巨额的资金需求，为了筹措资金，各类政府融

资平台开始在全国迅猛发展， 成为地方政府融资的主体，这直接

推动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急速膨胀。  

表 1：政府债务分类情况

地方政府性债务，由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地方政

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地方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三个部分组成。根据审计署《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2013

年 12 月 30 日）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

的债务108859.17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6655.77亿元，可能

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393.72亿元。其中，前者为地方政府

债务，后两个构成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三者合计达178908.7亿元。

从举借主体看，融资平台公司、政府部门和机构、经费补助事业

单位、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是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主要举借

主体，其中融资平台公司举借的债务规模为69704.4亿，占全部地

方政府性负债规模的39%。在融资平台所举借的债务中，接近60%

的债务是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即确定由财政资金偿还的债

务，根据此次的《意见》， 未来这一部分存量债务将逐步到期，

并全部由政府发行债券来替代。 

从资金来源来看， 银行贷款是地方政府最主要的融资渠道，

融资余额达101187.4亿元， 其次是发行债券（18457 亿）、BT融

资（14763 亿），信托融资规模达到14252亿。在整个108859亿地

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中，由政府直接发行的债券的规模仅

占10.7%，其余为银行贷款占比50%、BT占比11.2%、信托占比7%。

未来这些需要财政资金直接偿还的债务都将逐步被政府发债替代。

表 3：政府性债务来源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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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负还责
任的债务

政府负担保
责任的债务

政府可能承
担一定救助
责任的债务

融资平台公司 40755.54 8832.51 20116.37

政府部门和机构 30913.38 9684.20 0.00

经费补助事业单位 17761.87 1031.71 5157.10

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 11562.54 5754.14 14039.26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 3462.91 377.92 2184.63

其他单位 3162.64 831.42 0.00

公用事业单位 1240.29 143.87 1896.36

合计 108859.17 26655.77 43393.72

表 2：政府债务融资主体

政府负有偿还责
任的债务

政府负有担保责
任的债务

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
责任的债务

银行贷款 55252.45 19085.18 26849.76

BT 12146.30 465.05 2152.16

发行债券 11658.67 1673.58 5124.66

其中：地方政府债券 6146.28 489.74 0.00

企业债券 4590.09 808.62 3428.66

中期票据 575.44 344.82 1019.88

短期融资券 123.53 9.13 222.64

应付未付款项 7781.90 90.98 701.89

信托融资 7620.33 2527.33 4104.67

其他单位和个人 6679.41 552.79 1159.39

垫资施工、延期付款 3269.21 12.71 476.67

证券、保险业和其他金融
机构融资

2000.29 309.93 1055.91

国债、外债财政转贷 1326.21 1707.52 0.00

融资租赁 751.17 193.05 1374.72

集资 373.23 37.65 393.89

合计 108859.17 26655.77 43393.72

政府性债务 融资主体 偿债资金来源 是否担保 是否公益性

负有偿还责任

负有担保责任

地方政府（含政府部门
和机构、下同）
经费补助事业单位
公用事业单位
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经费补助事业单位
公用事业单位
其他单位

财政资金

非财政资金

不考虑

地方政府提供
直接或间接担
保

不考虑

不考虑

地方政府 非财政资金 不考虑

可能承担
一定救助责任

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经费补助事业单位
公用事业单位

非财政资金

非财政资金

不考虑

无担保

不考虑

公益性

三类以外新增

其他单位 非财政资金 金额拨款事业
单位提供直接
或间接担保

不考虑

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经费补助事业单位
公用事业单位

非财政资金 无担保 非市场化方
式运营的公
益性项目

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
（不含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公司）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

非财政资金 无担保 公益性项目

2014 年10月18日，长安财富中心电商营销部携手西安高新二小二（1）

班的学生及家长共六十余人，携带书籍、体育用品驱车来到蓝田县洩湖

镇陈家沟小学，为孩子们送来暖暖心意。

蓝田县洩湖镇陈家沟小学是公司“山间书香. 公益行”活动走入的第

十四所小学。现有教职工 5 人，小学生 24 人，大多为留守儿童。长安财富

中心电商营销部及西安高新二小的同学们共同带来了书架、图书、文体用

品等近 500 件礼物。

随本文刊登的 6 篇作文见证了孩子的心路历程。此次活动将持续激

励他们努力向上、回报社会！

长安财富中心电商营销部

“爱是看不见的语言，爱是摸不着的感觉，爱是我们小小的

心愿”。一年级时“我想和你做朋友”主题活动中，我的一段诗朗

诵，表达了我想和班上的新同学做朋友，想和山区的同学们做朋友

的愿望。终于梦想成真啦！我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长安信托·长

安财富山间书香公益行”的活动，大家都带上了精心挑选的礼物，

要送给陈家沟小学的同学们。

  秋天正是田野翻金浪的时候，金灿灿的麦子、红艳艳的柿子、

五颜六色的鲜花、高大的松树……“快了，快了，我们就要到了！”

司机叔叔说。原本车里的欢声笑语一下安静了下来，我的心也不由

得“怦怦”跳了起来。

我们从车上飞奔到学校。当地的同学为我们举行了欢迎仪式，

热情地为我们的爸爸妈妈戴上了红领巾。我还和好朋友贾一臻表

演了节目，在我们的带动下，原本羞涩的陈家沟小学的同学们也

加入表演，热闹极了！快乐的时光总是走得特别快，我们依依不

舍地道别。

在回的路上，我手里捧着火红的柿子，耳边又响起那句话：“爱

是每天都付出一点点，让爱接力，它就会像阳光一样温暖我和你。”

高新二小 步凌杉

星期六的早晨，我们25名同学和家长们，跟随着长安信托的

叔叔阿姨们参加山间书香.公益行活动。

金秋十月，正是最美的季节。透过车窗，路边的柿子树上挂

满了像红灯笼一样的柿子；每户人家门前都挂着一串串丰收后黄澄

澄的玉米；路边悠闲吃草的小羊，真可爱啊！一个小小的校园，简

陋的教室，24名学生和5名老师，这就是陈家沟小学的全部。他们

的校园没有草坪和塑胶跑道；教室的黑板就是在白墙刷的黑漆，很

多裂纹；根本没有电教设备。他们上学要走很远的路，全靠步行，

吃饭也很简单。他们都能够克服困难，坚持好好学习。

希望今后能有机会邀请他们到我们的学校来参观，让我们的

友谊地久天长！

高新二小 田易恒

家长史红梅寄语：

 这次活动，让孩子们真切地感受到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像他们一样，

拥有宽敞明亮、设备先进的教室和操场，还有条件艰苦的学校，这对他们

是很好的教育。让善良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里生根发芽。这次活动很成功，

衷心感谢席老师和家委会的成员们！

10月18日，天气特别好。我们高新二小的24名同学及家长，

还有美丽的席老师，一起前往蓝田县洩湖镇陈家沟小学。一路上大

家欢声笑语，车窗外是一幅流动的画：小草小花像在欢迎我们的到

来。村子的公路弯弯曲曲，很窄；两边低矮的房屋一家挨着一家；

田地里，小麦刚刚吐出了新芽，嫩绿嫩绿的，一大片一大片的，给

山沟带来收获的希望。

我们排队进了一个大大的院子，这就是陈家沟小学！正面是

一座二层教学楼。会场布置很简单，悬挂着条幅标语；主席台下，

陈家沟的小学生们已经坐好。他们都睁大眼睛看着我们。我们同学

们可真棒，排队有序地把带来的书籍和文体用品都摆放在指定的课

桌上，并在“山间书香行”的大旗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我们和陈家沟的小学生一对一送上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并

一起拍照留念。我们的校服分外美丽，红领巾飘扬在前胸格外鲜艳。

在联欢会上，我们和这里的小朋友们一起唱歌，表演文艺节目，

和身边的小朋友互相认识。我会永远记得陈家兴同学！

回来后，想起他们淳朴的样子，我内心里燃起想再次帮助他

们的心愿。“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愿每个人都可以去关心他们，

帮助他们！

高新二小 李博文

10月18日，天气晴，我们25位同学和家长聚集在高新二小

南门口。在老师的组织下，我们排成三队，乘坐三辆车，驱车两小

时，到达了目的地——陈家沟小学。首先我们把买好的书籍盖上印

章，写好姓名。我表演了两个节目，一次是小苹果，一次是核心价

值观的歌，都是和同学们一起唱的。表演结束就到了吃饭时间，我

们还吃了当地种的柿子，很甜很好吃。简陋的房屋、破旧的桌椅， 

他们在那么艰苦的生活环境下，仍然那么勤奋好学，我明白了要珍

惜现在的学习生活。

高新二小 赵梓涵

家长郭海燕寄语：

虽然孩子对这次出行写得非常简单，不过我作为一位母亲，觉得这

次对孩子的教育非常深刻，希望类此的活动以后更多一些，让孩子们体

验不同的学习生活和学习环境，体验了忆苦思甜，让她时时刻刻都有一颗

感恩的心，感谢老师精心安排这次活动！

 

周六一大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和爸爸参加学校组织的山

间书香公益活动。

校门口，同学互相展示着自己准备的礼物。经过近两个小时

的车程，来到陈家沟小学。跑进校园内，看见很多与我年龄相仿的

同学在等着我们。

活动开始后，我第一个走上去把精心准备的书包送给了他们。

最精彩的要算主题班会。在与身边的乡村同学互相交谈中，我们彼

此了解，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节目，有的唱歌有的玩魔术，乡村的

同学给我们表演了古诗联唱，他们自信的演出让我印象深刻。

回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老是想起他们简陋的校舍、

斑驳的黑板和一张张执着的笑脸！

高新二小 苏相渝

带着高兴的心情，坐着大巴车去陈家沟小学捐图书啦！在路上，

只见窗外风景美如画：一个个柿子小巧玲珑、红彤彤的，很诱人。

到了陈家沟小学，我惊呆了！他们的学校没有林立的教学楼，没有

操场，连一个篮球架都没有。学校只有20多人，还没有我们一个

班的人多。

活动开始了，同学们先表演了口风琴，然后表演才艺。虽然

他们学习条件没有我们好，但是他们却比我们学得更努力，我感到

很惭愧。

我一定要更努力学习，珍惜现在，将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回报

社会！

高新二小  闫钊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2014年度第一次会议于

11月14日在公司24楼会议室成功召开。

会议由高成程董事长主持，全体委员出席会议，部分董事、

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公司中期发展战略》等

相关报告，与会领导就公司发展战略进行了讨论。

发展研究部

董事会办公室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
2014年度第一次会议成功召开

news简讯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综合实力的体现，是推动企

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转化为物质形态生产

力的源泉。在公司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新挑战的非常

时刻，在公司全面把控风险、积极创新转型的重要时点，在公司

积极布局海外、走向世界的关键契机，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取胜，把公司做大做强，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建立公司特有

的企业文化。为了进一步弘扬企业文化，树立起公司正面形象，

增强员工的归属感，提高公司知名度、文明度、美誉度，增强公

司向心力、凝聚力、竞争力，推动公司企业文化建设持续健康发展，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向全体员工征集公司企业文化标语。

长安信托的企业哲学是什么？（企业哲学也称经营哲学，是

一个企业特有的从事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的方法论原则。它是指

导企业行为的基础。一个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面临着

各种矛盾和多种选择，要求企业有一个科学的方法论来指导，有

一套逻辑思维的程序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就是经营哲学。）

长安信托的企业价值观是什么？（企业价值观是指企业职工

对企业存在的意义、经营目的、经营宗旨的价值评价和为之追求

的整体化、个异化的群体意识，是企业全体职工共同的价值准则。）

长安信托的企业精神是什么？（企业精神是指企业基于自身

特定的性质、任务、宗旨、时代要求和发展方向，并经过精心培

养而形成的企业成员群体的精神风貌。） 

诚挚邀请公司领导、同事发表真知灼见，为公司企业文化

建设建言献策！  投稿邮箱：yangsuhong@caitc.cn







1.《意见》核心内容及地方政府债务情况分析

10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

债务管理的意见》，《意见》旨在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明确政府和企业的债务偿还责任，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实现

“借、用、还”统一管理和规范运作，逐步建立起清晰的政府资

产负债表，形成长期可持续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意见》的出台，

对于未来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运作和宏观运行都将带来重要的影响。

《意见》主要涉及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对地方政府债务

实行规模控制和预算管理控制、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和完善

相关配套措施四个部分，其中关于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

机制是最核心的、突破性的内容。 根据意见，加快建立规范的地

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推进：

一是赋予地方政府依法适度举债权限，明确政府债务不

得通过企事业单位举借。经国务院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

政府可以适度举借债务，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债务的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政府代为举借。明确划清政府与企业界限，政府债务只能

通过政府及其部门举借，不得通过企事业单位等举借。

二是明确地方政府举债方式。地方政府举债采取政府债券

方式，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确需政府举借一般债务的，由

地方政府发行一般债券融资，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有

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确需政府举借专项债务的，由地方政

府通过发行专项债券融资，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

三是推广使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鼓励社会资本

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

事业投资和运营。政府通过特许经营权、合理定价、财政补贴等

事先公开的收益约定规则，使投资者有长期稳定收益。投资者按

照市场化原则出资，按约定规则独自或与政府共同成立特别目的

公司建设和运营合作项目。投资者或特别目的公司可以通过银行

贷款、企业债、项目收益债券、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方式举债并

承担偿债责任。政府对投资者或特别目的公司按约定规则依法承

担特许经营权、合理定价、财政补贴等相关责任，不承担投资者

或特别目的公司的偿债责任。

四是加强对政府或有债务监管。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

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地方政府新发生或有

债务，要严格限定在依法担保的范围内，并根据担保合同依法承

担相关责任。地方政府要加强对或有债务的统计分析和风险防控，

做好相关监管工作。

这其中对未来政府举债行为影响最重要的两个变化是：一是

政府债务只能通过政府及其部门举借，不得通过企事业单位等举

借，地方政府举债采取发行政府债券方式，包括一般债券（市政债）

以及专项债券。二是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

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

地方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为绕开现行体制与政策障碍，成立

的集融资、建设和经营、债务偿还为一体的各类城市投资公司及

开发公司，代替政府进行直接与间接融资，实现了地方政府市场

化融资的目的。2008年底，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

计划，随后各地方政府也推出了逾30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计划，

巨大的投资伴随着巨额的资金需求，为了筹措资金，各类政府融

资平台开始在全国迅猛发展， 成为地方政府融资的主体，这直接

推动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急速膨胀。  

表 1：政府债务分类情况

地方政府性债务，由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地方政

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地方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三个部分组成。根据审计署《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2013

年 12 月 30 日）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

的债务108859.17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6655.77亿元，可能

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393.72亿元。其中，前者为地方政府

债务，后两个构成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三者合计达178908.7亿元。

从举借主体看，融资平台公司、政府部门和机构、经费补助事业

单位、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是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主要举借

主体，其中融资平台公司举借的债务规模为69704.4亿，占全部地

方政府性负债规模的39%。在融资平台所举借的债务中，接近60%

的债务是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即确定由财政资金偿还的债

务，根据此次的《意见》， 未来这一部分存量债务将逐步到期，

并全部由政府发行债券来替代。 

从资金来源来看， 银行贷款是地方政府最主要的融资渠道，

融资余额达101187.4亿元， 其次是发行债券（18457 亿）、BT融

资（14763 亿），信托融资规模达到14252亿。在整个108859亿地

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中，由政府直接发行的债券的规模仅

占10.7%，其余为银行贷款占比50%、BT占比11.2%、信托占比7%。

未来这些需要财政资金直接偿还的债务都将逐步被政府发债替代。

表 3：政府性债务来源渠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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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研究部

政府负还责
任的债务

政府负担保
责任的债务

政府可能承
担一定救助
责任的债务

融资平台公司 40755.54 8832.51 20116.37

政府部门和机构 30913.38 9684.20 0.00

经费补助事业单位 17761.87 1031.71 5157.10

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 11562.54 5754.14 14039.26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 3462.91 377.92 2184.63

其他单位 3162.64 831.42 0.00

公用事业单位 1240.29 143.87 1896.36

合计 108859.17 26655.77 43393.72

表 2：政府债务融资主体

政府负有偿还责
任的债务

政府负有担保责
任的债务

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
责任的债务

银行贷款 55252.45 19085.18 26849.76

BT 12146.30 465.05 2152.16

发行债券 11658.67 1673.58 5124.66

其中：地方政府债券 6146.28 489.74 0.00

企业债券 4590.09 808.62 3428.66

中期票据 575.44 344.82 1019.88

短期融资券 123.53 9.13 222.64

应付未付款项 7781.90 90.98 701.89

信托融资 7620.33 2527.33 4104.67

其他单位和个人 6679.41 552.79 1159.39

垫资施工、延期付款 3269.21 12.71 476.67

证券、保险业和其他金融
机构融资

2000.29 309.93 1055.91

国债、外债财政转贷 1326.21 1707.52 0.00

融资租赁 751.17 193.05 1374.72

集资 373.23 37.65 393.89

合计 108859.17 26655.77 43393.72

政府性债务 融资主体 偿债资金来源 是否担保 是否公益性

负有偿还责任

负有担保责任

地方政府（含政府部门
和机构、下同）
经费补助事业单位
公用事业单位
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经费补助事业单位
公用事业单位
其他单位

财政资金

非财政资金

不考虑

地方政府提供
直接或间接担
保

不考虑

不考虑

地方政府 非财政资金 不考虑

可能承担
一定救助责任

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经费补助事业单位
公用事业单位

非财政资金

非财政资金

不考虑

无担保

不考虑

公益性

三类以外新增

其他单位 非财政资金 金额拨款事业
单位提供直接
或间接担保

不考虑

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经费补助事业单位
公用事业单位

非财政资金 无担保 非市场化方
式运营的公
益性项目

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
（不含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公司）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

非财政资金 无担保 公益性项目

2014 年10月18日，长安财富中心电商营销部携手西安高新二小二（1）

班的学生及家长共六十余人，携带书籍、体育用品驱车来到蓝田县洩湖

镇陈家沟小学，为孩子们送来暖暖心意。

蓝田县洩湖镇陈家沟小学是公司“山间书香. 公益行”活动走入的第

十四所小学。现有教职工 5 人，小学生 24 人，大多为留守儿童。长安财富

中心电商营销部及西安高新二小的同学们共同带来了书架、图书、文体用

品等近 500 件礼物。

随本文刊登的 6 篇作文见证了孩子的心路历程。此次活动将持续激

励他们努力向上、回报社会！

长安财富中心电商营销部

“爱是看不见的语言，爱是摸不着的感觉，爱是我们小小的

心愿”。一年级时“我想和你做朋友”主题活动中，我的一段诗朗

诵，表达了我想和班上的新同学做朋友，想和山区的同学们做朋友

的愿望。终于梦想成真啦！我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长安信托·长

安财富山间书香公益行”的活动，大家都带上了精心挑选的礼物，

要送给陈家沟小学的同学们。

  秋天正是田野翻金浪的时候，金灿灿的麦子、红艳艳的柿子、

五颜六色的鲜花、高大的松树……“快了，快了，我们就要到了！”

司机叔叔说。原本车里的欢声笑语一下安静了下来，我的心也不由

得“怦怦”跳了起来。

我们从车上飞奔到学校。当地的同学为我们举行了欢迎仪式，

热情地为我们的爸爸妈妈戴上了红领巾。我还和好朋友贾一臻表

演了节目，在我们的带动下，原本羞涩的陈家沟小学的同学们也

加入表演，热闹极了！快乐的时光总是走得特别快，我们依依不

舍地道别。

在回的路上，我手里捧着火红的柿子，耳边又响起那句话：“爱

是每天都付出一点点，让爱接力，它就会像阳光一样温暖我和你。”

高新二小 步凌杉

星期六的早晨，我们25名同学和家长们，跟随着长安信托的

叔叔阿姨们参加山间书香.公益行活动。

金秋十月，正是最美的季节。透过车窗，路边的柿子树上挂

满了像红灯笼一样的柿子；每户人家门前都挂着一串串丰收后黄澄

澄的玉米；路边悠闲吃草的小羊，真可爱啊！一个小小的校园，简

陋的教室，24名学生和5名老师，这就是陈家沟小学的全部。他们

的校园没有草坪和塑胶跑道；教室的黑板就是在白墙刷的黑漆，很

多裂纹；根本没有电教设备。他们上学要走很远的路，全靠步行，

吃饭也很简单。他们都能够克服困难，坚持好好学习。

希望今后能有机会邀请他们到我们的学校来参观，让我们的

友谊地久天长！

高新二小 田易恒

家长史红梅寄语：

 这次活动，让孩子们真切地感受到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像他们一样，

拥有宽敞明亮、设备先进的教室和操场，还有条件艰苦的学校，这对他们

是很好的教育。让善良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里生根发芽。这次活动很成功，

衷心感谢席老师和家委会的成员们！

10月18日，天气特别好。我们高新二小的24名同学及家长，

还有美丽的席老师，一起前往蓝田县洩湖镇陈家沟小学。一路上大

家欢声笑语，车窗外是一幅流动的画：小草小花像在欢迎我们的到

来。村子的公路弯弯曲曲，很窄；两边低矮的房屋一家挨着一家；

田地里，小麦刚刚吐出了新芽，嫩绿嫩绿的，一大片一大片的，给

山沟带来收获的希望。

我们排队进了一个大大的院子，这就是陈家沟小学！正面是

一座二层教学楼。会场布置很简单，悬挂着条幅标语；主席台下，

陈家沟的小学生们已经坐好。他们都睁大眼睛看着我们。我们同学

们可真棒，排队有序地把带来的书籍和文体用品都摆放在指定的课

桌上，并在“山间书香行”的大旗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我们和陈家沟的小学生一对一送上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并

一起拍照留念。我们的校服分外美丽，红领巾飘扬在前胸格外鲜艳。

在联欢会上，我们和这里的小朋友们一起唱歌，表演文艺节目，

和身边的小朋友互相认识。我会永远记得陈家兴同学！

回来后，想起他们淳朴的样子，我内心里燃起想再次帮助他

们的心愿。“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愿每个人都可以去关心他们，

帮助他们！

高新二小 李博文

10月18日，天气晴，我们25位同学和家长聚集在高新二小

南门口。在老师的组织下，我们排成三队，乘坐三辆车，驱车两小

时，到达了目的地——陈家沟小学。首先我们把买好的书籍盖上印

章，写好姓名。我表演了两个节目，一次是小苹果，一次是核心价

值观的歌，都是和同学们一起唱的。表演结束就到了吃饭时间，我

们还吃了当地种的柿子，很甜很好吃。简陋的房屋、破旧的桌椅， 

他们在那么艰苦的生活环境下，仍然那么勤奋好学，我明白了要珍

惜现在的学习生活。

高新二小 赵梓涵

家长郭海燕寄语：

虽然孩子对这次出行写得非常简单，不过我作为一位母亲，觉得这

次对孩子的教育非常深刻，希望类此的活动以后更多一些，让孩子们体

验不同的学习生活和学习环境，体验了忆苦思甜，让她时时刻刻都有一颗

感恩的心，感谢老师精心安排这次活动！

 

周六一大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和爸爸参加学校组织的山

间书香公益活动。

校门口，同学互相展示着自己准备的礼物。经过近两个小时

的车程，来到陈家沟小学。跑进校园内，看见很多与我年龄相仿的

同学在等着我们。

活动开始后，我第一个走上去把精心准备的书包送给了他们。

最精彩的要算主题班会。在与身边的乡村同学互相交谈中，我们彼

此了解，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节目，有的唱歌有的玩魔术，乡村的

同学给我们表演了古诗联唱，他们自信的演出让我印象深刻。

回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老是想起他们简陋的校舍、

斑驳的黑板和一张张执着的笑脸！

高新二小 苏相渝

带着高兴的心情，坐着大巴车去陈家沟小学捐图书啦！在路上，

只见窗外风景美如画：一个个柿子小巧玲珑、红彤彤的，很诱人。

到了陈家沟小学，我惊呆了！他们的学校没有林立的教学楼，没有

操场，连一个篮球架都没有。学校只有20多人，还没有我们一个

班的人多。

活动开始了，同学们先表演了口风琴，然后表演才艺。虽然

他们学习条件没有我们好，但是他们却比我们学得更努力，我感到

很惭愧。

我一定要更努力学习，珍惜现在，将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回报

社会！

高新二小  闫钊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2014年度第一次会议于

11月14日在公司24楼会议室成功召开。

会议由高成程董事长主持，全体委员出席会议，部分董事、

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公司中期发展战略》等

相关报告，与会领导就公司发展战略进行了讨论。

发展研究部

董事会办公室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
2014年度第一次会议成功召开

news简讯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综合实力的体现，是推动企

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转化为物质形态生产

力的源泉。在公司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新挑战的非常

时刻，在公司全面把控风险、积极创新转型的重要时点，在公司

积极布局海外、走向世界的关键契机，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取胜，把公司做大做强，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建立公司特有

的企业文化。为了进一步弘扬企业文化，树立起公司正面形象，

增强员工的归属感，提高公司知名度、文明度、美誉度，增强公

司向心力、凝聚力、竞争力，推动公司企业文化建设持续健康发展，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向全体员工征集公司企业文化标语。

长安信托的企业哲学是什么？（企业哲学也称经营哲学，是

一个企业特有的从事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的方法论原则。它是指

导企业行为的基础。一个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面临着

各种矛盾和多种选择，要求企业有一个科学的方法论来指导，有

一套逻辑思维的程序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就是经营哲学。）

长安信托的企业价值观是什么？（企业价值观是指企业职工

对企业存在的意义、经营目的、经营宗旨的价值评价和为之追求

的整体化、个异化的群体意识，是企业全体职工共同的价值准则。）

长安信托的企业精神是什么？（企业精神是指企业基于自身

特定的性质、任务、宗旨、时代要求和发展方向，并经过精心培

养而形成的企业成员群体的精神风貌。） 

诚挚邀请公司领导、同事发表真知灼见，为公司企业文化

建设建言献策！  投稿邮箱：yangsuhong@cait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