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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点经营工作

（一）工程成套板块业务。在

风险把控、资源配置允许的前提

下，努力开拓新的业务，相机开

拓新的市场。同时，做好业务团

队建设。

主要工作仍以电站成套设

备和船舶出口为主导。充分利用

电站项目现有业务基础，深耕印

度市场，努力寻求新的机会；调

整和组织好人力、物力、财力，执

行好已在执行的项目，确保在手

项目执行的安全；争取迅速扩大

市场占有率和提高签约率；继续

跟踪印度燃机联合循环项目和

非洲总包项目；在充分论证的基

础上，抓住机遇，进军亚洲、非洲

和中东电站市场，努力提高中汽

国际的市场知名度和市场占有

率，不断提高自身技术实力和项

目管理能力，逐步形成自己的专

业优势和特色，提高公司的综合

竞争能力。争取逐步进入高端工

程承包市场；结合国家“走出去”

战略的政策导向，积极探索和寻

求多种经营方式。

（二）国际贸易板块业务。在

做好风险防范、风险管控的前提

下，巩固并拓展传统市场、传统核

心产品的业务规模；同时，要不断

创新业务模式，积极开发欧洲、中

东、非洲和南美等新市场；以汽车

及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农用机

械和大宗原材料进出口为基础，

寻找并形成具有中汽国际特色和

竞争力的、科技含量高的主打产

品，逐步建立公司的品牌体系。

进口方面立足现有汽车整车

和零部件进口业务，进军国内进口

汽车零部件售后服务市场，努力发

展国际知名品牌的汽车整车、农用

机械、工程机械、废铝原材料的进

口代理业务；出口方面重点开发和

推广有可能形成中汽国际品牌的

长线出口产品，努力开拓并培育公

司的核心业务，重点做好对美国的

散热器出口业务；探讨海外市场商

标注册及创建“中汽国际”品牌零

部件的可行性；抓紧跟进并力争尽

早落实进口自动变速箱和整车批

量出口业务。

国内贸易以目前在手油品、

钢材经营为主导业务，不断扩大

市场份额和销量，开展多品牌经

营，实现经营业务的多元化。

（三）实业投资板块业务。通

过派出董事和经理层管理人员，

积极参与并加强对合资企业的

决策管理及日常经营管理；积极

寻求向已投资产业上下游的投

资机会，完善产业链；积极探索

实业投资、国际贸易、品牌经营

相结合的可能性，并着手研究公

司出口产品基地的建立。

强化对查特中汽深冷特种

车（常州）有限公司、威海智德真

空科技有限公司、国机隆盛汽车

有限公司、常州威士顿有限公

司、北京威士顿汽车内饰材料有

限公司、常州颖西汽车内饰件有

限公司等实业投资项目的监控

和管理，加强对项目发展和生产

运营的管理，确保项目质量和获

利能力的持续提升，使之逐步成

长为公司稳定的效益支撑点。

加强北京百旺绿谷汽车园

管理、推进常州工业园区建设开

发，依托国机集团汽车板块整体

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园区经营业

务开展，为公司发展提供新的效

益增长点。

（四）国际展览板块业务。强

化品牌经营，加强精细管理，提

升运营水平，提高经济效益，确

保持久的行业领先地位。

在办好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

展的基础上，稳定并加强与法兰

克福展览公司的长期合作关系，

确保公司利益的最大化、长期化；

继续做好太原卡车物流展及杭州

车展、深港澳车展、沈阳车展、东

莞车展等专业性、国际性、地域性

相结合的展会，努力扩大展览规

模，提高展会品质，拓展获利空

间，进一步提升中汽国际的品牌

影响力；合理布局和拓展地域覆

盖面，探索并积极推进新的地方

性车展的市场开拓工作，重点要

做好澳门车展的组展工作，确保

澳门车展成功举办；调整业务结

构，创新办展模式，对自办、合办、

协办的地方性车展做出合理规

划，统一协调并做好市场开拓、品

牌宣传等工作，努力开拓其他机

械类的展会。

来华展览以第 109、110届中

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

中国国际机械工业展览会、中国

西部国际博览会（西博会）、中国

国际磨料磨具磨削展览会等项目

为主导业务，在完善内部运营功

能基础上，积极探索横向联合，努

力推进资产重组工作，形成合力，

扩大国内综合展览的影响力。

海外展览项目以中国工业

产品展系列自主品牌展会以及

法兰克福汽配展等国际品牌展

为主导业务，完善运营机制，加

快出国展览业务的内部融合，通

过对内部资源的合理配置，集中

优势，推动重点项目在规模和效

益上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以此影

响和拉动国际展览业务的整体

提升；逐步形成对重点项目拓展

管理模式和对后备项目扶植管

理模式的体系，努力开发国际展

览自办展及国内总代理项目，增

强对海外展览项目的控制权，实

现规模和效益的持续提升。

（五）文化传媒板块业务。打

好基础，开拓市场，调整产业结

构，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通过内外

重组等资本运营手段，聚合有效

资源，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济

效益。

北京国机联创广告有限公

司要以展览设计、搭建及现场综

合服务为主导，进一步开发国机

集团以外经营项目，提高内部运

营质量，完善业务链；加快市场

化运营步伐，通过服务功能标准

化和规范化的建立，快速提高业

务发展水平。以系统内服务求生

存，以系统外服务求发展，大力

推进系统外的业务开拓。重点做

好工程机械展、西博会等展会项

目。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发展公

司、北京汽车工业发展研究所以

建立正常运营机制为主导，逐步

构建起完备的汽车咨询和专业

研究功能，加强与汽车行业企业

的业务沟通，寻机开拓经营项

目，全力办好第十七届中国国际

汽车动力总成技术、工艺及设备

研讨会。中汽人才交流中心、中

汽汽车与配件销售职业培训服

务有限公司，以人事代理、人才

交流、人才培训为主导业务，提

升专业化的人力资源服务功能，

推动人才服务业务的持续发展。

继续做好《国机集团报》、《国机

文化与品牌》、《中设通讯》、《中

国海航》等报刊的委托编辑与发

行工作，努力提升服务水平，在

满足现有客户需求基础上，逐步

开发相关业务，拓展周边客户。

二、主要管理工作

（一）深入开展战略研讨，确

保“二五”战略顺利落地。制定公

司“二五”发展战略，并对其进行

分解落实，通过各战略单元（业

务板块和职能机构）制定的战略

规划，细化分解战略目标和年度

实施计划，并确保年度目标的顺

利完成；对战略规划的执行情况

实施动态监测，并按年度对战略

方向、战略目标及管理体系进行

综合评价；经战略管理委员会批

准按年度对战略规划实施修订。

（二）调整公司内部机构，理

顺经营管理体系。在充分考虑内

部资源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前提

下，根据公司发展需要，调整了

公司的人事结构及组织机构，任

命了一批公司中高层领导。根据

业务特点新设立展览五部，并由

相关领导分别负责展览业务内

展、外展、广交会及相关国内外

展览工作；根据成本控制需要，

成立商旅服务中心。通过此次调

整，明确了公司各领导职责，完

善了组织结构，充分整合利用公

司资源，将公司各板块业务联系

起来，实现优势互补，有利于公

司在“二五”开局之年创造更好

的业绩，为公司“二五”发展奠定

良好基础。

（三）强化风险控制意识，为

公司经营保驾护航。加强质量管

理工作，确保 ISO9001质量管理

体 系 的 持 续 认 证 有 效 。强 化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

不断梳理、完善公司业务操作流

程的关键控制环节，同时在公司

内部推行全流程管理概念。

将风险管理提高到战略层

次，健全和不断完善中汽国际全

面风险控制体系。针对公司业务

运行环节和特点制定风险管理

和控制方案，如《出国展览经营

项目应急预案》等；形成中汽国

际全面风险控制平台，设立领导

小组和专门机构，通过科学决策

和规范管理实现公司经营的稳

健；有效规避战略、财务、运营、

市场、法律等环节风险；形成中

汽国际风险预警控制平台，通过

质量管理体系强化事先预算、控

制流程和事后评价机制，强化风

险预案及评估对公司主要经营

业务和经营管理各环节的全面

覆盖；形成中汽国际风险防范控

制平台，通过公司内部考核体系

的完善，严格内部责任追究制

度。增加法律工作者岗位，完善

公司内部的法律支持平台，维护

公司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四）加强内部资源管理力

度，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根据国

机集团总体要求，充分考虑公司

成本控制需要，成立资金及预算

管理部，集中管理公司资金，降

低财务成本，提高资金周转速度

和使用效率。

加强对实业投资项目的管

理，加强投资项目的基础信息管

理，强调投资项目的动态化管理，

随时跟踪项目变化信息，根据项

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确保

投资项目的安全和收益稳定。

（五）强调精细化管理，提高

工作效率。继续完善公司各项规

章制度，优化管理流程，提高执行

力；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工作效

率；进行全面资金预算管理。

（六）充分发挥党组织作用，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继续推进企

业文化建设，通过组织各种文化

活动，增强员工的归属感以及对

公司文化的认同感。加强党委纪

委工作力度，充分发挥党组织作

用，加大创先争优活动的覆盖范

围；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七）完善业绩考核体系，激

励员工士气。以战略规划为导

向，完善业绩考核体系，切实做

到绩效考核体系的公正和合理，

最大限度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上接2版）

一、统一思想认识，维护公司

大局。全体员工要从公司发展大局

出发，把思想统一到公司的战略规

划上来，统一到公司的决定上来，使

公司的战略意图和公司决策成为

全体员工的共同意志和共同行动。

二、注重团结协作，深化沟

通交流。团结的团队、组织，才能

很好地协作。而通力协作，才能

解决个体力量薄弱、不堪大事的

问题。团结协作，前提是广泛、深

入的沟通与交流。

三、领导带好队伍，从严进行

管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充足的

资金是公司发展极其重要的核心

“要素”。子公司和各部门的负责人

在努力完成公司下达的任务的同

时，要做好队伍建设工作。“管好

人，做好事”，功在当下，也在长远。

带好队伍，不仅仅在于“告诉他不

知道的，教给他不会做的”，更在于

严格管理，“告诉他什么是不该做

的、不能做的”。希望我们的员工，

与公司同成长，共进退，为公司发

展，也为个人发展做出努力。

四、细化管理制度，完善考核

体系。从今年开始，我们要在公司

和部门（包括子公司）两个层面，

同步加强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和

精细化程度。首先，要细化管理制

度，总公司的制度要细化、体系

化，各子公司、各部门更要根据自

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细化，形成完

善的制度体系。要做好总公司本

部和子公司、部门的两级考核、分

配制度体系的制订与完善。

五、加强执行力，增强主动性。

对任务的执行力和对工作的主动

性，是公司完成年度工作任务的

可靠保障。我们提倡在工作的研

究、探讨阶段，充分听取大家的意

见。对于已经做出的决定、决策，

大家要做好、做扎实，而且在执行

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出自己的

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向“二五”稳健、快速前行的

号角已然吹响，在过去五年曾经

创造过奇迹的中汽国际人，一定

会团结起来，奋发向上，在新一

届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在新的五

年中续写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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