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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工作会

青年座谈会 中汽国际

中汽国际青年工作座谈会胜利闭幕
谈体会 找问题 提建议 表决心 青年员工成“主角”

谈体会、找问题、提建议、

表决心，在 8月 16日召开的中

汽国际青年工作座谈会上，青

年员工们成了绝对的“主角”。

此次会议旨在听取青年

员工对公司人才工作及公司

发展的意见与建议，为广大员

工搭建展示自我、沟通交流的

平台。全体员工划分为五组

进行深入讨论，最后召开全体

会议，听取各组讨论成果，分

享工作心得。

公司总裁、党委书记刘敬

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林

海临，财务总监赵双军，副总

裁经永建、茅俊民、赵海明、王

源滨等公司领导，全体在京员

工参加了此次座谈会。

>>>>>讨论汇报<<<<<

在分组讨论中，公司员工

围绕“个人成长与公司发展的

和谐统一”这一主题，就如何

认识中汽国际的企业文化，如

何制定自己在中汽国际的职

业发展规划，怎样做到自身价

值观与公司价值观的统一，怎

样理解公司的发展前景，怎样

随着公司的发展而完善自己，

如何看待在中汽国际的付出

与回报，怎样成为中汽国际的

青年业务骨干等问题进行了

热烈讨论。

广大青年员工纷纷表示，

做为中汽国际的一分子，首先

要认同并践行公司的企业文

化，做到个人价值观与企业价

值观的和谐统一，只有这样，

才能与同事志同道合，才能与

公司发展融为一体。

对于如何成为公司“不可

替代的人”，年轻员工们也阐

述了自己的观点。而不断学

习，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成为大

家的共识之一。大家表示，无

论是市场竞争的需要，还是提

升服务的要求，都需要持续更

新的知识和不断积累的经验，

只有学习才能跟上公司快速

发展的节奏。

“职业发展规划”是此次

人才工作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青年工作座谈会上，它也成

了大家关注的热点。不少员

工表示，制定科学合理的个人

职业发展规划，除了要符合自

身的特点外，更要与公司的发

展实际相结合。同时，大家也

结合自身工作对公司如何帮

助员工制定职业发展规划，搭

建职业发展通道建言献策。

在此次座谈会上，今年入

职的新员工也踊跃发言，讲述

他们加入中汽国际后的见闻感

受。有的新员工表示，中汽国

际的管理制度和同事的关怀让

自己深刻感受到这个集体的温

暖。同时，自己还需要进一步

学习各种专业知识和业务技

能，以便尽快适应岗位需要，为

公司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与会的老员工也结合自

身工作经历对青年员工提出

了不少意见和建议，并表示在

工作中要与青年员工互相学

习，共同进步，为公司发展再

作新贡献。

分组讨论结束后，各组对

本组员工的发言进行了归纳

整理，并进行了统一汇报。

>>>>>交流沟通<<<<<

在全体会议上，听完各组

的汇报介绍后，公司领导也逐

一进行了分析点评，并向大家

提出了希望与要求。

林海临副书记表示，通过

这次座谈会，看到了公司年轻

员工较高的综合素质，看到了

大家认真的态度。同时，有这

样一批能够与公司共同成长的

优秀员工，公司党委也感觉到

了责任与压力。林海临副书记

表示，公司今后将加大工作力

度，帮助大家进一步成长。他

还希望广大年轻员工要坚定理

想和信念，增强紧迫感，加强学

习，不断完善丰富自我。

赵双军财务总监指出，青

年员工首先要对自己所处的

时代和环境有一个正确的认

识，要正确看待自己、看待工

作，要处理好个人成长与企业

发展之间的关系。其次，要有

团队意识和大局观念，不断提

高自我约束能力和协调配合

能力。第三，要坚持从小事做

起，养成良好的习惯，勤于实

践，敢于承担责任。

经永建副总裁认为，青年

员工首先要正确地做事，认真

对待每一项工作。同时，在工

作过程中，要不断学习、思考、

总结、提高，最终把自己打造

成复合型人才。接下来要多

做正确的事，即思考决策，承

担更多的责任。在这个过程

中，一定要保持对工作的激

情，保持一颗平常心。

茅俊民副总裁说，通过这

次座谈会，可以看出青年员工

对公司的企业文化和核心价

值观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高度

的认识，这对企业的发展来说

是非常有利的。企业与员工

就应该保持和谐的关系，企业

应该为员工提供发展的条件

和空间，而员工则要在这个过

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

平和综合能力。

赵海明副总裁对广大青

年员工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是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更

多的渠道和方式与年轻人交

流，倾听大家对公司发展的建

议。二是希望大家在今后，认

真学习，努力工作，把自己的

专业知识应用到工作中去，以

主人翁的态度和创新的精神

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跟随

公司的发展取得更大的进步。

王源滨副总裁强调，广大

青年员工要正确认识自我地

位，不能认为自己是年轻员

工，就有“等”、“靠”心理，在工

作面前依赖老员工，不思进

取。他希望大家从进入公司

起，除了要有年轻人的朝气

外，更要有争做骨干、堪当大

任的冲劲和气概。同时，要多

与公司沟通交流，使公司的工

作更有针对性。

>>>>>期望要求<<<<<

座谈会最后，刘敬桢总裁

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首先提出了“你为谁工

作”（到中汽国际为了什么，在

中汽国际如何工作，在中汽国

际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和“如何正确认识自己，正确

认识公司”（中汽国际每年为

每个员工付出的人工成本是

多少，你为中汽国际带来了什

么资源、作了多少贡献，中汽

国际为你提供了什么样的舞

台、搭建了什么样的平台）两

个问题，并希望大家在今后的

工作中常思考。

刘敬桢总裁指出，公司将

原来的“青年工作会”改为“青

年工作座谈会”，并不是简单的

文字和形式的变化，而是实质

的变化。“青年工作座谈会”的

主角从公司领导变成了广大年

轻人，就是希望为大家提供一

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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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刘敬桢总裁结合

座谈会的主题，利用大量的

数据、案例及相关知识、理

论，从中汽国际的发展前景、

每个员工的职业发展规划如

何描绘、公司在人才队伍建

设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对青

年员工的希望与要求四个方

面进行了深入阐述。

刘敬桢总裁指出，中汽国

际会大有前途，会全面、持续、

协调、健康的发展，会基业长

青。他从财务数据、业务架

构、核心竞争力、品牌形象、各

方支持、人才队伍等方面对这

一观点进行了充分论证。他

表示，经过三年多的发展，今

天的中汽国际已经具备了较

强的发展实力，更重要的是中

汽国际拥有一支朝气蓬勃的

团队，这是公司长远、健康发

展最根本的保证。

在职业发展规划的问题

上，刘敬桢总裁表示，中汽国

际已经处在一个健康、快速

发展的时期，未来的发展依

靠的是广大青年员工。因

此，如何在公司发展的大前

提下实现自我更好的发展，

是每一个员工需要认真思考

的问题。

他希望大家着力提高自

己的综合素质，尤其是从细节

着手，完善自己。这方面，公

司有配套的方案和制度，大家

要客观地审视自己，审视公

司，切忌怨天尤人。只有这

样，才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职

业发展规划，才能与公司的发

展相契合。刘敬桢总裁表示，

公司也将加大力度，通过一系

列的措施来保障和促进每一

位员工的成长发展。

随后，刘敬桢总裁用“铸

魂、育人、塑形、聚心”对公司

近年来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

所做的工作进行了总结。

他解释说，铸魂，就是公

司树立健康的、和谐的企业

文化。中汽国际的核心理念

就是“真心爱护员工，诚心服

务客户，实心创造未来”；育

人，就是公司通过各种人才

规划和配套措施，加快人才

的成长；塑形，是指公司创造

种种条件，通过方方面面的

措施，来梳理每一个人的成

长道路，帮助大家健康成长；

聚心，是指公司通过发展，为

大家展现中汽国际的美好

未来，让大家看到希望，凝

聚人心，凝聚力量。总体来

说，就是要以真挚的情感留

住 人 ，以 精 彩 的 事 业 吸 引

人，以艰苦的工作锻炼人，

以有效的学习培养人，以合

理的制度激励人，以和谐的

文化造就人。

在工作中，公司及公司党

委所坚持的核心指导思想是：

人力资源是中汽国际的第一

资源，是中汽国际的第一生产

力，同时也是中汽国际可持续

发展的直接推动力。

刘敬桢总裁指出，当前，

我们所面临的环境日益复

杂，竞争也日趋激烈，中汽国

际要想生存发展，最终依靠

的就是广大青年同志。他表

示，中汽国际发展的接力棒

已经传递到青年员工手中，

每一个人都要承担起这份光

荣而艰巨的使命。

因此，他希望广大员工尤

其是年轻员工：第一，要有搞

好国企、振兴中汽的理想信

念；第二，要有善于学习、勤于

思考的良好习惯；第三，要有

专业技能、语言文字的基本功

底；第四，要有求真务实、脚踏

实地的工作作风；第五，要有

勇于实践、开拓创新的顽强斗

志；第六，要有拼搏进取、争先

创优的奋斗精神；第七，要有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思想品

质；第八，要有冲锋陷阵、勇于

奉献的高尚品格；第九，要有

善于沟通、组织协调的领导能

力；第十，要有团结协作、纪律

严明的全局观念。

刘敬桢总裁说，以上十

点要求，就是希望广大年轻

同志认真思考如何在中汽国

际把自己的潜能充分地挖掘

出来，发挥出来，这也是这次

座谈会的目的所在。

最后，刘敬桢总裁说，中

汽国际是一所大学校，一个

大熔炉，希望年轻员工真正

成长，拥有激情、创造力以及

脚踏实地的执行力，为公司

的发展贡献力量。公司和公

司党委相信青年，为了青年，

培养青年，更关键的是依靠

青年，因为，这是我们的未来

所在。 刘超/文

谈体会、找问题、提建议、

表决心，在 8月 16日召开的中

汽国际青年工作座谈会上，青

年员工们成了绝对的“主角”。

此次会议旨在听取青年

员工对公司人才工作及公司

发展的意见与建议，为广大员

工搭建展示自我、沟通交流的

平台。全体员工划分为五组

进行深入讨论，最后召开全体

会议，听取各组讨论成果，分

享工作心得。

公司总裁、党委书记刘敬

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林

海临，财务总监赵双军，副总

裁经永建、茅俊民、赵海明、王

源滨等公司领导，全体在京员

工参加了此次座谈会。

>>>>>讨论汇报<<<<<

在分组讨论中，公司员工

围绕“个人成长与公司发展的

和谐统一”这一主题，就如何

认识中汽国际的企业文化，如

何制定自己在中汽国际的职

业发展规划，怎样做到自身价

值观与公司价值观的统一，怎

样理解公司的发展前景，怎样

随着公司的发展而完善自己，

如何看待在中汽国际的付出

与回报，怎样成为中汽国际的

青年业务骨干等问题进行了

热烈讨论。

广大青年员工纷纷表示，

做为中汽国际的一分子，首先

要认同并践行公司的企业文

化，做到个人价值观与企业价

值观的和谐统一，只有这样，

才能与同事志同道合，才能与

公司发展融为一体。

对于如何成为公司“不可

替代的人”，年轻员工们也阐

述了自己的观点。而不断学

习，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成为大

家的共识之一。大家表示，无

论是市场竞争的需要，还是提

升服务的要求，都需要持续更

新的知识和不断积累的经验，

只有学习才能跟上公司快速

发展的节奏。

“职业发展规划”是此次

人才工作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青年工作座谈会上，它也成

了大家关注的热点。不少员

工表示，制定科学合理的个人

职业发展规划，除了要符合自

身的特点外，更要与公司的发

展实际相结合。同时，大家也

结合自身工作对公司如何帮

助员工制定职业发展规划，搭

建职业发展通道建言献策。

在此次座谈会上，今年入

职的新员工也踊跃发言，讲述

他们加入中汽国际后的见闻感

受。有的新员工表示，中汽国

际的管理制度和同事的关怀让

自己深刻感受到这个集体的温

暖。同时，自己还需要进一步

学习各种专业知识和业务技

能，以便尽快适应岗位需要，为

公司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与会的老员工也结合自

身工作经历对青年员工提出

了不少意见和建议，并表示在

工作中要与青年员工互相学

习，共同进步，为公司发展再

作新贡献。

分组讨论结束后，各组对

本组员工的发言进行了归纳

整理，并进行了统一汇报。

>>>>>交流沟通<<<<<

在全体会议上，听完各组

的汇报介绍后，公司领导也逐

一进行了分析点评，并向大家

提出了希望与要求。

林海临副书记表示，通过

这次座谈会，看到了公司年轻

员工较高的综合素质，看到了

大家认真的态度。同时，有这

样一批能够与公司共同成长的

优秀员工，公司党委也感觉到

了责任与压力。林海临副书记

表示，公司今后将加大工作力

度，帮助大家进一步成长。他

还希望广大年轻员工要坚定理

想和信念，增强紧迫感，加强学

习，不断完善丰富自我。

赵双军财务总监指出，青

年员工首先要对自己所处的

时代和环境有一个正确的认

识，要正确看待自己、看待工

作，要处理好个人成长与企业

发展之间的关系。其次，要有

团队意识和大局观念，不断提

高自我约束能力和协调配合

能力。第三，要坚持从小事做

起，养成良好的习惯，勤于实

践，敢于承担责任。

经永建副总裁认为，青年

员工首先要正确地做事，认真

对待每一项工作。同时，在工

作过程中，要不断学习、思考、

总结、提高，最终把自己打造

成复合型人才。接下来要多

做正确的事，即思考决策，承

担更多的责任。在这个过程

中，一定要保持对工作的激

情，保持一颗平常心。

茅俊民副总裁说，通过这

次座谈会，可以看出青年员工

对公司的企业文化和核心价

值观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高度

的认识，这对企业的发展来说

是非常有利的。企业与员工

就应该保持和谐的关系，企业

应该为员工提供发展的条件

和空间，而员工则要在这个过

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

平和综合能力。

赵海明副总裁对广大青

年员工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是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更

多的渠道和方式与年轻人交

流，倾听大家对公司发展的建

议。二是希望大家在今后，认

真学习，努力工作，把自己的

专业知识应用到工作中去，以

主人翁的态度和创新的精神

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跟随

公司的发展取得更大的进步。

王源滨副总裁强调，广大

青年员工要正确认识自我地

位，不能认为自己是年轻员

工，就有“等”、“靠”心理，在工

作面前依赖老员工，不思进

取。他希望大家从进入公司

起，除了要有年轻人的朝气

外，更要有争做骨干、堪当大

任的冲劲和气概。同时，要多

与公司沟通交流，使公司的工

作更有针对性。

>>>>>期望要求<<<<<

座谈会最后，刘敬桢总裁

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首先提出了“你为谁工

作”（到中汽国际为了什么，在

中汽国际如何工作，在中汽国

际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和“如何正确认识自己，正确

认识公司”（中汽国际每年为

每个员工付出的人工成本是

多少，你为中汽国际带来了什

么资源、作了多少贡献，中汽

国际为你提供了什么样的舞

台、搭建了什么样的平台）两

个问题，并希望大家在今后的

工作中常思考。

刘敬桢总裁指出，公司将

原来的“青年工作会”改为“青

年工作座谈会”，并不是简单的

文字和形式的变化，而是实质

的变化。“青年工作座谈会”的

主角从公司领导变成了广大年

轻人，就是希望为大家提供一

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的机会。

第一组在讨论

第二组在讨论

第三组在讨论

第四组在讨论第四组在讨论

第五组在讨论

二组组长在大会上汇报二组组长在大会上汇报

一组组长在大会上汇报一组组长在大会上汇报

三组组长在大会上汇报三组组长在大会上汇报

四组组长在大会上汇报四组组长在大会上汇报

五组组长在大会上汇报五组组长在大会上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