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这样的项目我们都能

够做好的话，做其他的主场

运营管理更没有问题，你的

信心、能力都会得到巨大的

提升。我特别强调他们在承

接这次农机展的主场管理

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积累经

验和能力，尤其是专业化的

主场运营的流程，这是最重

要的东西。因为每一次实践

都给你提供了难得的积累

经验、提升能力的机会。我

相信他们这次的收获应该

是巨大的。

这个项目为公司在会

展工程与服务领域的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以此为

契机，他们的发展空间也会

慢慢打开。国机联创参与过

农机展、工程机械展、机床

展以及汽车展，这些重大行

业的相关业绩都十分具有

说服力。

■您认为国机联创在本

次农机展主场运营项目的表

现如何？

纪学成：我觉得，用户是

上帝，农机展的主办方对国

机联创的表现最有发言权。

据我了解，客户对国机联创

的还是非常满意的。

作为我个人，我对这支

队伍在面对挑战时所表现

出的状态感到很满意。我

去现场的过程中，就感受

到了他们那种敢于迎接挑

战、奋力拼搏、吃苦耐劳的

团队状态。从本届农机展

的执行情况可以看出，国

机联创团队是能打硬仗，

值得肯定的。

一直以来我对中汽国际

的期望都是：无论跟谁合

作，我们的合作伙伴都会觉

得我们的表现与当初的承

诺能够吻合，也就是言和行

要达到一致。只有合作伙伴

认可你，客户认可你，才是

你的工作最好的表现。我最

怕的就是对不起合作伙伴，

对不起客户，言行不一。我

们的客户，或者我们的合作

伙伴基于对我们实力的信

任，跟我们合作，我们就得

把项目做好，不让他们失

望。我见到客户的时候，听

到他们说，“这个项目找你

们合作是找对了。”我觉得

这是最好的评价，也是最高

的评价。

■您对国机联创这支队

伍有何期望和要求。

纪学成：首先要把手上

已经有的业务做稳、做精、做

强、做大，同时要不断开拓新

的市场。通过项目运作，梳理

出自己专业化的业务流程，

无论是主场运营管理，还是

特装业务，都要有一整套规

范的流程。

今年是国机联创业务调

整的第一年，我感觉他们整

个队伍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了。尤其是承接了农机展这

么大的一个项目，队伍士气

大振。

我带领国际联创的李忠

霄、马大鹏第一次跟客户洽

谈时，客户就感觉他们很专

业，非常好。队伍就是要这

样，带出去跟客户一接触，就

能让他们了解到这个队伍的

专业性。

基于国机联创目前的现

实情况，要求队伍必须精

干，员工一岗多能，每个人

都成为复合型的人才，用集

体的力量完成比较重要的

事情。这种协同作用，国机

联创在农机展项目中体现

得比较充分，几乎所有人员

都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未

来国机联创要做大的会展

工程及服务，也应该继续这

么去做。因为会展服务利润

相对比较薄，如果自身在管

理上没有一些创新，纵然辛

苦，最后也不一定有好结

果。所以如何搭建一支精

干、高效的队伍，是国机联

创未来在内部管理中非常

重要的一环。

国机联创有一批执行力

强的员工，在会展工程与服

务领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

经验和能力，只要他们继续

强化自己的专业化能力，一

定能在会展工程与服务板

块大显身手，实现公司的战

略目标。

到2013年底，国机联创做会展工程与

服务项目已经整整 6 个年头。从 08、09 年

的一年一个展台搭建，到今天承接亚洲第

一大农机展的主场运营项目，国机联创实

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现在，任伟总经理

和他的团队正站在一个崭新的发展起点

上，这次，他们更多了一份底气和自信。

“不走品质道路，早晚被市场淘汰”

“无论展会举办得成功与否，‘不能出

安全事故’是大家普遍认可的真理。因此，

展会的主办方和主场运营商对展台搭建

的安全及品质越来越重视。”任伟数次这

样提到。然而，会展工程行业目前似乎正

处在相对尴尬的地位。

作为伴随会展经济繁荣而兴起的新市

场领域，会展工程因囿于产品使用价值的

短暂性，而很难被归类到“工程”或“建筑”

行业，多重误解造成展商对搭建安全及质

量的忽视，为节约成本埋下安全隐患。对

此，任伟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比如我们家

住的楼房，在楼上聚会顶多是十来个人的

分量。但展台就不一样了，看似是一次性工

程，同样的面积将承载30、40人。如果有新

品发布会等活动，展台瞬间会涌上几百人，

这要远远超过家庭住的楼房所承载的重

量。不出事则已，出事就是大事。”

我们从专家方面了解到，2008 年以

前，展位搭建的结构安全并不受重视，施

工图纸仅由一级结构工程师审查，具有很

大随意性。到 2013年，在结构工程师的基

础上，所有图纸均要交付设计院最终审核

把关，目的就是预防安全事故。“现在市场

上充斥着大量的搭建商，为什么有的能生

存下来，有的无法生存？答案很简单，就是

品质。如果国机联创不走品质道路，早晚

会被市场淘汰。换句话说，你总干低端的，

就只能干低端的。”任伟斩钉截铁地说。

对于会展工程行业的发展方向，任伟

有自己的见解，那就是“高精端”、“环保”

和“可重复利用”。“更多的展商会把他的

展位交给一个品质高、信誉好的企业去

做。国机联创这几年的客户不断增加，就

是注重品质的最好体现。”

“希望与母公司展览部门充分联
动，实现客户资源共享、效益双赢”

在任伟看来，国机联创的角色是展会

主办方的“大管家“，职责是协助主办单位

为目标客户提供更加深入完善的一站式

服务。

他介绍，“以往招展人员既要负责招

展，又要负责管理、沟通、平面和主场等诸

多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国机联创作为中

汽国际的‘替补队员’，能够承担很大一部

分工作，为招展人员解除后顾之忧，为展

会顺利进行提供有利的保障。”

以车展服务为例。开展前期，国机联

创承担展会的主场服务、主形象设计及现

场设施氛围营造工作，负责审核图纸、向

各施工单位收取押金并签署安全承诺书，

进行叉车管理、电检等工作；开展期间，负

责售票、提供各种资讯服务及解决突发事

件。“怎么能把客户服务好，怎么能把搭建

商管理好，怎么能跟展馆配合好，这是我

们一直在研究的东西。”

借助国机集团和中汽国际在行业及品

牌的影响力，任伟希望能带领国机联创充

分挖掘行业资源，寻找突破自身的业务。

他说，“中汽国际是我们的母公司，

我们希望能与展览部门充分联动，对现

有客户实现资源共享、效益双赢。在母公

司的帮助和扶持下，联创有信心完成三

年规划目标。”

“三年规划值得联创人为之珍
惜，为之奋起”

“进入中汽国际展览板块，我们的员

工感到骄傲和自豪”。今年7月公司召开发

展规划宣贯大会，他立即表示，三年规划

为国机联创开创出了历史发展机遇，值得

联创人为之珍惜，为之奋起。

任伟称，为落实三年发展规划，国机

联创将围绕主场服务、特装搭建和展厅设

计施工三大主业，进一步巩固“一体两翼”

业务拓展结构，重点以主场服务持续促进

特装及展厅设计发展，形成三大主业相互

促进的新型业务格局。

除了会展业务，国机联创还致力于寻

找博物馆、企业展厅方面新的突破口。“从

文化 、设计等方面的实力来讲，博物馆和

展厅是展览展示的最高级别。在工艺、细

节、质量上都要比展览搭建更高一些”，他

说，“之所以我们要做这个，就是为了提升

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包括策划能力，对企

业的认识，对这个地区文化的认识，让国

机联创向更高层次迈进。”

10月 22日，青岛国际博览中心，正在

搭建展台的农机展现场。随处可见的是脚

手架、钢材料、布展的车辆、参展的人群。

环顾四周，10个展馆，几百个特装展位，还

有目不所及的北广场沙地展区。工人们正

在如火如荼地搭建展台，国机联创的员工

正在紧张地巡视，因为，确保展馆安全是

他们的首要任务。

“我用事实证明实力”

李忠霄是国机联创的副总经理，2013
农机展项目的主场负责人。“有好多业内

人士想做农机展，还有那些曾经参加过展

会的人，都在看国机联创到底是一个什么

样的队伍，能把这个项目干到什么程度。”

此前，农机展十几年都未更换过主场运营

商，她说，“这种无形的压力逼着我们一定

要把它干好，必须把它干好。只有这样才

不会辜负领导的期望、大家的努力。”

因为农机行业的特殊性，参展商、搭

建商、观众都存在素质参差不齐的问题，

业内人士甚至称它是个“骡马大会”。“但

是它的影响力可以辐射到整个亚太地

区，”李忠霄说，“这种复杂的情况逼着我

们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必须特别谨慎、

仔细。我要求员工特别严，要求自己更严

格。我这个人不太会表达，我用事实证明

实力。”

“女孩当男孩用，男孩当工人用”是

这两天国机联创的真实写照。小伙子们

从早上 7 点直到半夜值班，都在展馆辛

苦地工作；女孩们则在宾馆熬夜改文件、

做表格，协助搭建商办理手续。李忠霄

说，“大家从来没叫过苦，我们都是一句

话：必须得把农机展干好。干成了，国机

联创就会有更多机会！”

“我们是服务行业”

“我们是服务行业，客户没有想到的我

们必须想在前面。”在数次内部培训会上，

李忠霄一直向员工灌输这样的理念。她认

为，展览搭建行业是“带制造的服务业”，会

展工程企业是用自己制造的产品来服务客

户，其中服务所占的比重更大。“现在有北

京四千多家展览公司，在我看来，我们最主

要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服务。服务做好了，项

目就成功了。”

在她的熏陶下，“服务意识”如今已

经深深扎根在国机联创每一个员工的心

中。据李忠霄介绍，他们每次做项目都会

协助客户完成一些附加服务。像 2013 年

德国宝马展，项目成员就主动承担起翻

译、销售和拍照的工作，赢得了客户的信

赖和好评。“付出总会有收获，一年一年

下来，客户对我们都很认可，也会给我们

推荐不少好项目，联创赢得了很多机会。

这是我一直期望的结果。”

谈及2013农机展的收获，李忠霄高兴

地说，“农机展实现了我们的愿望，做一个

综合服务商：主场运营、设计搭建、影视、

平面、策划……我们都可以做，可以更全

方位为客户服务。”

“团队是国机联创的业务根基。”

2008年 12月，李忠霄加入国机联创，

见证了一个团队从单薄到羽翼渐丰的成

长过程。“到 2009年 11月，我们没有主场，

特装只有 2、3个，第一年做工程机械展的

时候只去了六个人。“她介绍说，”现在我

们每年有五个主场项目，特装搭建 40-50
个，专业队伍15人，设计师多名，还有专业

的结构师、审图员。看着这个团队一天天

地壮大，真是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交谈中，李忠霄讲述了一些自己的

求职经历，说自己曾是应聘求职大军中

的一员，对毕业生和求职者感同身受。

因此，她能站在求职者、员工的角度思

考问题，切实解决他们迫切渴求的东

西。“刚开始，我的团队成员和白纸一

样，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所以，我就手把

手地教他们，希望他们能在工作中学到

更多，让他们迅速成长起来。”

现在，国机联创的展宣团队逐渐发

展壮大了，李忠霄对他们又有了更高的

要求。她说，“必须要懂更多专业知识。

必须熟悉材料，懂得搭建结构，懂得审

美。只有团队的专业化、高端化、职业化

人才多了，国机联创的业务根基才能更

加稳固。”

按照公司三年发展规划，国机联创的主业定位为会展工程与服务，并纳入展览板块，成为发挥会展产业链协同效应的重

要一环。根据规划，从2013年起，公司新开拓的展览项目，凡是涉及会展工程与服务内容的，原则上由国机联创承担。

不走品质道路，早晚被市场淘汰

我用事实证明实力

国机联创总经理任伟——

国机联创副总经理李忠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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