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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3版） 增强凝聚力；加强

纪检监察工作，促进党风廉政建

设，促进了依法办事、守法经营

和廉政意识的增强。

九、市场体系开发成效显

著，核心能力持续增强。2009年，

公司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在成功

稳定发展展览业务、实业投资的

基础上，在工程成套、国际贸易

等领域加大工作力度，获得重大

突破，最终使经营开发取得显著

成效，重点项目稳步推进，经营

规模快速增长，经济效益显著提

高，服务质量稳步提升，发展动

力日趋增强，为今后发展积蓄了

力量，奠定了基础。

1、工程成套业务领域获得突

破，品牌彰显。设备成套出口业务

是公司成立后新开拓的重点业务

之一，今年继续取得重大突破，在

印度电力市场形成强势品牌。

船舶业务方面：第三艘出口韩

国KE公司的工作驳船顺利下水，

并完成收汇工作。这是公司第一次

承接带有大量上装设备的驳船，面

临了很多的第一次。公司不但完成

了各项工作，而且得到了船东、船

厂、合作伙伴和船级社的高度认可

和信任，各方都明确表示愿意继续

加强和中汽国际的合作。

电站业务方面：业务突飞猛

进，新签八套电站成套设备出口

合同，经营额达到 10 亿元，后续

跟踪项目越来越多，奠定了后续

发展的基础，扩大了品牌影响力。

（1）印度那瓦公司第二台

60MW自备电站项目。印度那瓦公

司是公司第一台出口电站项目的

业主，此次是再次合作。值得指出

的是，业主还向公司订购了配件，

这是印度业主第一次向公司订购

汽轮发电机组的配件，标志着公司

已从出口整套电站设备转化到零

配件的出口服务上，电站成套服务

踏上了新的台阶。

（2）印度古普他公司两台

60MW 独立电站项目。古普塔

公司是印度知名的洗炼煤公司，

拥有数十家分公司和子公司。

（3）印度科奇皮公司一台

60MW独立电站项目。该项目有

望在2010年一季度正式启动。

（4）印 度 米 奇 公 司 两 台

150MW 独立电站项目。这标志着

公司在印度电站项目上取得了极

大成功。

（5）印 度 米 奇 公 司 两 台

350MW 独立电站项目。鉴于公

司在150MW项目上表现出的优

势，150MW 项目的业主主动找

上门来，希望直接合作 350MW

项目。该项目的签署，不仅标志

着中汽国际从中小机组设备供

应商向大型设备供应商的转变，

也是从普通压力等级向亚临界

压力的转变，这是质的飞越，具

有里程碑意义。

（6）完成印度那瓦公司第一

台机组的年度检修和印度纺织

厂25MW项目现场安装。

电站成套设备和船舶等成套

设备项目的执行，使公司进入高

门槛行业，并迅速形成强势品牌

效应，一方面培养锻炼了队伍，积

累了经验，另一方面拓宽了融资

渠道，并因此享受高新企业的优

惠税收政策，这对于今后市场开

拓和业务开发具有里程碑意义。

目前跟踪的成套项目正在积极稳

妥开发中，并形成滚动发展的态

势。公司已与业务上下游单位、代

理单位、设计单位、生产单位达成

共识，形成战略伙伴关系，这对中

汽国际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提升

实力和影响力具有重大作用。

2、国际贸易业务领域成效显

著，厚积薄发。大力开发汽车、汽车

零部件、工程农机、钢铁、铝金属等

原材料、建筑材料、化工产品、电子

电器等产品的进出口业务，取得重

大突破，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1）进口贸易业务方面：以汽

车、汽车零部件及生产用原材料

为业务主线，立足现有进口配套

业务，进军国内进口汽车零部件

售后市场，努力发展国际知名品

牌的汽车整车进口代理业务。上

汽大众、上海通用别克/雪佛兰车

型、东风本田、东风标致/雪铁龙

等多个车型的KD零部件进口业

务保持稳定运转，实现“JIT——

及时供应”配套模式，保证了国产

车型同国外车型的同步更新工

作，为客户提供了更专业、更深层

的进口服务，受到客户方的高度

评价。整车进口业务继续扩大规

模，实现正常化及规模化运转。执

行了丰田、奔驰、林肯系列豪华车

进口业务，完成200多辆整车的进

口采购、国内销售工作，成为公司

进口业务板块新的增长点。

（2）出口贸易业务方面：大

力开发商用车出口市场及大型

机械设备出口市场，重点开发亚

洲、非洲、拉丁美洲新兴市场，探

索零部件出口基地建设道路，抓

好研发和技术服务环节，寻求创

建“中汽国际”出口品牌。出口业

务经营产品涉及拖拉机、工程机

械、钢铁五金、建筑材料、电子电

器、汽车零部件等多个领域，取

得较为显著的经济规模和效益。

（3）国内贸易业务方面：油品

销售完成转变销售结构的构想，

扩大了产品经营品种，在大型客

户开发上获得成功，成为嘉实多

中国最大汽车润滑油经销商。

3、实业投资业务领域巩固加

强，基础牢固。在实业化、产业化方

面进一步发展，对所属全资子公司

和实际拥有控制权的控股公司进

行规范管理，促进其更快地发展。

（1）汽车园区建设方面：截至

2009年11月，百旺绿谷汽车园项

目已建成开业10家汽车4S店，共

12 个品牌，各企业经营情况良

好。吸引了奥迪和宝马两大品牌

在园区建4S店，现园区土地按原

规划设计已全部租出。园区被列

为海淀区2008-2009年度区域内

“重点企业”，已经成为一个相对

集中的中高档汽车园区。同时，经

济效益比去年有了很大的提高，

投资不到四年，不但投资款未动，

还获得近1000万元的投资收益。

（2）汽车整车经营方面：查

特中汽深冷特种车（常州）有限

公司的组织架构已经完全建立，

通过了生产许可和产品的 3C认

证并正式投产。2009年成功获得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第一个十

台液态天然气（LNG）罐式车的

订单。该订单的成功签约，极大

地提升了查特中汽的品牌知名

度和市场号召力，为开拓国内市

场提供了有利契机，有效地完善

了查特中汽的产品和技术结构。

（3）汽车部件生产方面：加强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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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国机隆盛汽车有限公司的日常

协调沟通。威海智德真空科技有

限公司的DP-200双螺杆干式真

空泵被中国商业联合会评为“中

国服务业科技创新奖特等奖”。

另外公司对“中汽尚格（北

京）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南京

国机会展有限公司（暂定名）”两

个项目进行了入资组建工作。

4、展览经营业务领域发展

迅猛，势如破竹。2009年，公司组

办的展览会面积继续超过 100

万平方米，达到 120 万平方米，

国内展览项目布局更加完善，国

外展览项目布局更加强势，奠定

了公司在展览领域的最强势地

位，成为中国会展业唯一一家年

展览规模超过百万平方米的展

览巨头。

（1）品牌展览方面：公司与法

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联合

主办的“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维

修检测诊断设备及服务用品展览

会”得到迅猛发展。2009年12月第

五届展会突破10万平方米，参展

企业达2400多家，专业买家近4万

人，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三。

2009 年 6 月，公司与太原市

政府和山西省商务厅联合主办

的“中国（太原）国际卡车暨物流

展览会”亮相太原，首届展会即

成为中国首个由商务部批准举

办的国家级、国际化专业卡车物

流展。展会展览面积达 3万平方

米，包括德国曼、瑞典斯堪尼亚，

中国重汽、一汽解放、东风汽车在

内的国内外知名品牌积极参与，

经艰辛努力，使之成为亚洲第一、

全球前列的专业卡车展会。

（2）地方车展方面：全力开

拓国内市场，培育一批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汽车展会。

在实现深圳车展“三展合一”

后，又联合港澳特区政府部门推

出跨区域车展——“深圳-香港-

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展览面积

突破10万平方米大关。目前，北京

车展、上海零部件展、深港澳车

展、杭州车展、沈阳车展的展览面

积均突破10平方米大关，形成强

势品牌，奠定了后续发展基础。

先后开发了郑州、福州、苏

州、南昌、南宁、南京、武汉、呼和

浩特、合肥、太原、烟台、芜湖、义

乌等 20 多个大中型城市的汽车

展览市场。目前，公司正在积极

推进天津、兰州、重庆、洛阳、包

头、鄂尔多斯等地车展的开展工

作，已经取得很大成效。

与此同时，公司加大市场开

发力度，以每年新开发项目不低

于两个的速度迅速发展。

（3）广交会方面：融合各方

资源，将这一传统项目迅速做强

做大，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扩大参

展面积，目前每届展会的参展面

积达 3万多平方米。尤其是在进

口馆的设立、发展过程中做出了

巨大贡献，得到了广交会主办方

和参展企业的一致好评。

（4）综合展览方面：先后开

发中国国际机械工业展览会，中

国国际蒸馏酒、葡萄酒博览会

等。现在正在积极开发照相机

械、仪器仪表、磨料磨具等行业

的国际性展会，并已经和相关单

位、行业组织达成一致。

（5）海外展览方面：创新办

展模式，在国外举办中国产品独

家展，积极开拓国外展览市场。

今年共组织参加世界各地

展览 60 余个，取得较好效果。海

外展览业务经济效益突破及接

近百万的项目逐步增加，成为公

司展览业务重要利润来源之一。

中国工业产品（委内瑞拉）展

览会受到了国内外企业的极大欢

迎，也得到了我国和举办国政府

高层领导的高度赞扬和支持，还

应邀参加了“中国对外开放30周

年回顾展”，其展会实物也被国家

博物馆永久收藏。2009年，中国商

务部加入主办行列。委内瑞拉总

统查韦斯也将该展会作为其亲自

主持的《你好，总统》栏目的第二

直播现场进行现场连线，并称赞

该展是“中委贸易的优质平台”。

目前，中汽国际的年展览规

模已超过100万平方米，是成立初

期18万平方米的5.5倍；拥有自主

品牌展览 30个，是成立初期 5个

的 6倍；拥有 10万平米以上的超

级展会5个，5万平米以上展会超

过 10 个。目前，官方统计数据显

示，中国境内从事展览业的公司

超过6000家，2008年全国举办规

模以上（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展

览256个，中汽国际所占份额高达

12%。依上述数据，无论按照年展

览总面积、规模以上展览数量、10

万平方米以上展览数量、自主品

牌数量，还是从展览的品牌知名

度、影响力、展览区域地域布局、

展览行业布局、经济规模效益等

来看，中汽国际都已成为当之无

愧的“中国自主品牌最多、综合实

力最强、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国

际展览公司”。而且，作为中国会

展业的龙头，已经得到行业主管

部门的领导和业内专业人士的高

度认可，荣获“2009年度中国会展

业十大影响力企业”、“2009年度

中国会展业突出贡献奖”等殊荣。

5、综合经营业务领域稳步

恢复，拓展有序。综合业务方面克

服基础薄弱的困难，努力开拓，以

优质服务满足客户的需要，较好

地完成了各项服务工作。

（1）公关策划业务方面：较好

地完成了国机集团运动会、国际

工程机械展、中国—东盟博览会

等项目的组织、特装服务工作。积

极努力做好《国机集团报》、《中设

通讯》、《中汽国际》的编辑、发行

工作。全年完成 22 期《国机集团

报》，极大地提高了国机集团的社

会形象和知名度。《中汽国际》的

编辑出版发行对公司品牌的塑

造、推广也具有重要作用。

（2）交流培训业务方面：中汽

人才、中汽汽车与配件销售职业培

训服务有限公司完成了一些单位

的人事代理、人才派遣、代招代聘

业务及企业内训等工作。

（3）咨询研究业务方面：中国

汽车工业咨询发展公司较好地完

成了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汽车发动

机技术与设备研讨会的组织工

作，在行业内获得好评。北京汽车

工业发展研究所较好地完成了

2009年度《中国汽车工业综合分

析》的客户征订和编辑工作。

总之，在经营上，各部门、各子

公司在做大做强现有业务的基础

上，积极努力培育发展新兴业务，

同时注重自有品牌、有垄断性、长

期性项目的开发和开拓，经过一年

多的努力，一批优势和强势项目已

成型，为公司的快速发展和品牌效

应的迅速提升奠定了基础。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

须清醒地看到公司仅仅重组四

年，在许多方面还存在问题和不

足。如基础薄弱，规模较小，资金

瓶颈在短期内还不可能有大的

突破，人才队伍现状还不能满足

业务发展的需要等，这些困难和

问题必须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

研究，努力寻求解决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