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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为本 科学发展 共创未来
——中汽国际实施《人才发展规划》的报告（摘编）

人才工作会议，是中汽国际

在新形势下全面部署实施《中汽

国际人才发展规划》，努力营造尊

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

重创造的良好氛围，加强公司各

类人才的培养，加速人才成长的

重要举措，旨在回顾中汽国际过

去三年来落实《规划》的基本情

况，总结成绩，反思不足，对中汽

国际各类人才的成长和进一步推

进公司的全面建设具有承前启后

的作用，意义十分重大。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人才成长

和人才作用发挥对公司长远发展

的影响，结合公司未来业务发展

和全面建设的需要，推出加速人

才培养、促进人才成长的新举措，

为中汽国际未来发展选人、用人、

育人、留人，打造一支有实力、会

经营、善管理、能战斗的人才队

伍，为加快公司发展提供坚强的

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一、重组之初的实际情况
2005 年底，中汽国际由六家

企业重组而成。重组之初，部分员

工对重组后公司全新的管理体制

和业务格局一时难以适应，人才

队伍青黄不接，从业人员知识结

构比较单一，市场意识较弱，创新

精神不足，特别是在公司新开发

的工程成套、国际贸易、实业投资

等专业领域专业人才匮乏，成为

限制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针对这种局面，公司牢牢抓

住“以人为本”的现代企业管理理

念，在推进六家企业整合的过程

中，综合考虑行业背景和企业经

营战略，提出了符合国企发展特

点的企业文化体系。

以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建设

工作为重点，坚持“人才是第一资

源”的发展理念，通过在思想上深

植文化，激发员工热情，增强认同

感；实行新的人力资源战略和企

业文化发展战略，构建起了科学

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和企业

文化体系；按照“职能明确、管理

到位、协调一致、运行高效”的标

准，确立正确的用人机制；按照

“让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让能干事

的人有舞台，让干成事的人有地

位”的用人策略，将组织变革与构

建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结合起

来，进行大刀阔斧的选人用人机

制改革；推行“全体起立，重新就

座”的全员竞聘上岗；坚持人才培

养与人才引进相统筹、专业人才

和复合型人才并重，注重在使用

中锻炼培养人才，初步打造出一

支专业技能突出、知识结构复合、

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人才梯队。

用人观念和机制的转变，实

现了合理的人才流动，形成了正

确的用人导向，激发了员工的工

作热情和活力，增强了员工的竞

争意识，为公司三年来的持续、快

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二、《中汽国际人才发展规

划》的制定与实施
公司成立后，高度重视人才工

作，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源管理最重

要的任务是和谐人性化管理，侧重

变革管理和人性化管理。

将人才的引进、使用与公司

的战略目标相结合，坚持人才结

构与公司业务发展相协调。根据

公司发展的战略目标，科学、系

统、动态地配置人才资源，不断调

整优化人才结构。

积极探索人力资源管理的创

新，加快人才培养和人才队伍建

设。站在实现中汽国际跨越式发

展的高度，不断强化人才建设工

作，不断强调人才对于公司发展

的重要性，提出把优秀人才这一

“第一资源”集聚到中汽国际的发

展事业中来。

从发展的实际出发，探索人

力资源管理的创新机制，制定了

《中汽国际人才发展规划》，为中

汽国际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跨

越式发展提供有力保证。

坚持数量与质量兼顾，专业

人才与复合人才并重，有效地发

挥人才的作用，形成了中汽国际

的人才效能，创造了较好的经济

效益，从而真正实现中汽国际快

速发展的战略目标。

在人才培养方面，中汽国际

坚持培养与引进相结合，将工作

重点置于自主培养和自我发展高

层次人才，积极引进急需人才，培

养与引进统筹兼顾。

同时，公司积极探索与中汽国

际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劳动用工和

收入分配模式，以科学的人力资源

管理方法和措施，全面提升国有企

业人力资源队伍的整体素质。

三、当前人才工作的现状
（一）三年来所做的主要工作。

1.制定并落实了《中汽国际人

才发展规划》。从战略发展的高度，

将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与公司

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以提高中汽

国际人力资源整体水平、建立数量

结构比例合理、作风过硬、协调一

致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为目标，促进

了公司持续、健康、和谐发展。

2.根据需要实施了人才引

进。三年来，总计增加员工 120多

人。扩大了人才队伍规模，改善了

人才队伍知识结构，提升了人才

队伍整体素质，增强了公司的核

心竞争力，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

必要的人才保证。

3.进行了薪酬制度改革。制定

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岗位工资

分配实施细则》，统一了各类福利

标准，提高了员工的薪酬待遇，较

好地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4.加强培训，提高员工素质。

2007 年，中汽国际将重组后的第

二个年头定为企业的“培训年”，

围绕提高员工的执行力和工作效

能，以及加强团队建设等主题，先

后进行了十余次各种培训。

5.推出了“全体起立，竞聘上

岗”的人岗匹配激励措施。根据人

才综合能力，量才使用，使员工实

现了由“要我干”到“我要干”的思

想观念转变，较好地调动了大多数

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工作热情。

6.认真贯彻落实新的劳动合

同法，构建新型劳动关系。从2008

年1月1日起，全面执行新的劳动

合同法，将原来的“正式”职工和

“外聘”职工的用工方式转变为全

员劳动合同制，并以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固定期劳动合同、劳务

外包等多种劳动关系，实现了公

司用工制度的灵活与多样化。

（二）三年来取得的主要成绩。

在重组整合过程中，公司始

终紧紧围绕“建设企业科学发展

能力”这个核心，加快结构调整，

优化资源配置，着力体制机制创

新，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不仅

实现了平稳过渡和全面融合，并

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蓬勃发

展，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等

主要经营指标连续三年翻番，国

有资产实力不断壮大。

重组三年多来，中汽国际的

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不断增强，五大业务板块在迅速

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培育出一批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业务。

经过一系列改革创新，中汽国

际的业务格局和资源配置情况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单一的展览

业务逐渐发展成工程成套、实业投

资、贸易发展、展览经营、综合业务

五大板块共同发展的业务格局。

同时，五大业务板块相互支

持，互为补充，齐头并进，在市场

开发、产品推广、品牌塑造等方面

形成了互相推进的良性循环,共

同构成中汽国际快速发展的多个

“驱动轮”。

公司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取

得的成绩得到了国家级人力资源

管理成果评价发布暨年度人力资

源管理大奖系列活动的肯定，荣

获第二届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大奖

十佳企业。中汽国际的成功重组，

堪称近年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领域的一个经典案例。

另外，国际展览一部和国机

环球展览有限公司分别被中央企

业团委评为“青年文明号”，中汽

国际团委被国机集团评为“五四”

红旗团委。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汽国际重组以来，人才队

伍建设虽然与重组之初有了很大

改观，几批新员工在中汽国际的

大家庭中不断成长，综合素质有

了很大的提高。但由于各方面原

因，依然存在人才队伍专业化程

度还不能完全满足业务发展的需

要，人才结构不尽合理，仍存在人

才断档现象，青年员工成长的方

向与目标有待进一步明确，对各

类人才的绩效考核尚未真正实

施，中层骨干在人才队伍建设方

面的作用有待加强等问题。

四、加速人才成长的主要措施
（一）明确员工职业发展计

划。公司制定了员工职业发展计

划实施办法，对已办理入职手续

并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进行有目

的、有计划的培养，协助员工实现

个人职业发展计划，同时积极落

实《中汽国际人才发展规划》，从

而推动企业和员工的共同发展。

（二）建立人才培养导师制。公

司根据青年员工希望尽快成才的

愿望和各项业务急需熟悉业务、能

独当一面的各类人才的职业发展

诉求，推行人才培养导师制，旨在

加速人才成长，推进人才梯队建

设，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共享公

司的智力资源，使公司各级各类优

秀骨干将工作实践中积累的好理

论、好经验、好方法、好技能传承给

青年骨干和新员工，分享先进经验

和工作成果，感受互帮互学、师徒

共勉的团队精神的力量。

（三）实行员工轮岗制度。结

合中汽国际实际情况，推出员工

轮岗制度，对员工进行有目的、有

计划的横向和纵向的定期岗位调

换。通过开展员工轮岗，培养、锻

炼、选拔人才，同时实现总公司与

所属子公司之间，以及所属子公

司之间人才的互相沟通与合作，

打造高素质人才队伍。

（四）继续推行全员竞聘上岗

制度。2006年实行的“全体起立，重

新就座”的全员竞聘上岗的新举

措，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

验，摸索出了适合中汽国际业务发

展和管理需要的竞聘上岗模式。今

后要将这一做法常规化、制度化，

通过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强化员工

危机感、紧迫感和爱岗敬业精神，

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创造

性，将合适的人配置到恰当的岗

位，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优势，从

而实现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

五、未来目标与展望
中汽国际员工在职业发展过

程中，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学

会正确处理好学历与能力的关

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付出与回报的关系、学习与实践

的关系、个人成长与团队进步的

关系、专业技能与全面素质的关

系等几个方面的关系。

同时公司全体员工要明确并

按照公司提出的《中汽国际人才

发展规划》的要求，以高标准、严

要求来规范自身的言行，努力在

做好本职岗位工作的基础上，力

争取得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

中汽国际十分重视青年员工

的成长与发展，青年员工是公司

长远发展的重要资源。青年员工

要明确职业发展目标、确定职业

发展计划，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

的中汽国际员工，在自身努力、中

汽国际组织和其他成员的指导和

帮助下，使自己尽早成为勇于开

拓、创造价值、维护客户利益的优

秀的中汽国际员工。

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未来几

年是中汽国际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重要战略机遇期。抓住和用好这个

机遇期，必须充分发挥人才在科学

发展中的第一资源作用。我们要始

终坚持重点培养员工的学习能力、

实践能力，提高创新能力，加大对

人才队伍建设的投入，使人才结构

与公司各项业务发展的需求相适

应，人才培养机制与各类人才成长

的特点相适应，人才素质与中汽国

际跨越式发展相适应，为中汽国际

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奠定扎实的

人才基础，为中汽国际基业长青而

努力奋斗。

人才工作会

青年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