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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乍寒，暖阳微照。11 月

20 日，中汽国际“二五”战略规划

研讨会在京东燕郊隆重召开。会

议围绕中汽国际“二五”战略规划

的战略定位、经营战略、战略实施

等各部分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

汽国际党委书记、总裁刘敬桢，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总裁林海

临，财务总监赵双军，副总裁经永

建、赵海明、茅俊民，总裁助理彭

明京、韩晓虹、张振、温忆梅、郭庆

等公司领导，公司中层以上领导

干部和部分员工代表齐聚一堂，

共同为中汽国际未来五年的发展

把脉定调。

会上，经营管理部总经理杜

超英向与会者介绍了《中汽国际

战略规划（2011-2015 年）（草案）》

（以下简称“《规划（草案）》”），《规

划（草案）》从基础分析、战略定

位、战略规划、经营战略、职能战

略、战略实施六个部分，详细阐述

了公司未来五年的发展战略构

想。其中，在经营方针上，要稳健

经营、全面发展、特色发展、和谐

发展。《规划（草案）》还重点提到，

公司未来将实施全方位的结构性

变革，推动系统化的永续发展战

略、全面推进企业业务流程重组

再造和企业内外资源整合，努力

提升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综合

竞争力和品牌形象。

在这份规划中，“结构性变革”

和“持续性发展”成为关键字眼。

可以预见的是，下一个五年，中汽

国际将突破原有五大板块的界限，

在结构上寻求变革，力求使中汽国

际走上更加合理、更加优化的持续

性发展道路。

随后刘敬桢总裁也表达了这

样的意思，他说，第一个五年我们

是摸着石头过河，主要心思放在拓

市场、扩规模、求效益上。五年中，

我们强势清理整顿，重建组织架

构，调整经营结构，培养人才队伍，

聚集社会资源，努力开拓市场……

这一系列的举措，为的是求“生

存”。那么第二个五年我们要有更

高的追求。我们的眼光要盯着“发

展”，怎样使公司发展从量的增长

向质的飞跃转变？如何发展更科

学、更和谐、更可持续将成为我们

今后思考的核心问题。

刘敬桢总裁指出，今后五年，

中汽国际要在现有基础上，做精、做

实、做强、做久。所谓“做精”，就是

要继续挖掘市场深度，通过“精耕细

作”，把在手经营业务和经营项目做

成精品、做到极致，让它们潜在的效

益全部发挥出来。譬如我们的工

程成套业务，可以考虑集中精力、集

中优势资源做好已有的印度电站

市场和已有的韩国、新加坡船舶市

场。“做实”，有两层意思，一是强调

品牌引领为主导，把经营项目做成

高端业务；二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要结合生产基地的建设做贸易，使

贸易与产业密切结合。“做强”，就是

要加强公司的核心主业的建设，使

公司经营业务或经营项目在细分

市场或细分行业中，居领先或龙头

地位，并以此加强公司的综合实力

和竞争力。“做久”就是指经营业务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以此支撑公

司的永续经营、基业长青。

时光流转，回想重组之初，公

司即使想做精、做强、做实、做久，

也不具备各方面条件，我们只能先

想着“吃饱”，再考虑“吃好”。而如

今，经过五年的励图精治，公司已

经具备了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

实力增长显著，我们有底气和勇气

说，中汽国际转变发展方式的时机

已经到来。

同时，国际国内经济回暖和我

国汽车产业持续旺盛的发展势头，

也给公司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契

机。换句话说，“做精、做强、做实、

做久”不仅是中汽国际历史发展的

必然选择，同时也顺应了我国当前

的经济环境和我国汽车产业发展

的阶段。

当前我国正处于大有作为的

重要战略机遇期。今年金融危机

的势头逐渐衰退，一方面，经济已

经触底反弹，最困难的时期已经

过去。另一方面，经过这场危机

的洗礼，不管是中国还是整个世

界，都发生了一系列极其深刻的

变化。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是，

全世界已经开始了经济发展方式

的转变。今年年初，胡锦涛同志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

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毫不动摇地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未来中

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是

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紧迫而重大

的战略任务。因此，不管从全球

经济环境，还是国内政策指向来

看，经济发展的方式转变已是大

势所趋，中汽国际要基业长青，必

然要顺此大势而为。

同时，国内的汽车产业还有

很长一段时间的销售旺盛期。从

2010 年来看，车市无疑可以用“火

爆”来形容，超过 1700 万辆的销量

不仅创造了中国汽车史上的最高

纪录，同时也达到了汽车大国美

国的历史最好水平。有专家根据

国土面积、人口、公路里程等多方

面比较预测，2020 年我国汽车年

销量将达 4600-7100万辆，届时保

有量将达 3-4 亿辆。未来 5 年内

行业产能利用率都有望保持高

位，行业也可持续高景气运行状

态。汽车市场的稳定繁荣，为中

汽国际这样一个围绕“汽车”建立

业务链条的企业来说，重要性不

言而喻。这也为公司下一步调整

业务结构释放了空间。

在讨论进行中，记者注意到

由于参加的人数大大超过预期，

加上暖气的原因，屋内处处充满

了非一般的“热度”。几位领导

索性脱掉外衣，然而谈兴未减。

与会人员从国内到国际，从业内

到业外，对未来几年的经营环境

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和认真的分

析，纷纷对“二五”战略规划建言

献策，特别是对下一个五年中汽

国际的发展方向，发展重点，发

展目标，发展速度，资源配置等

各个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也

提出了一些问题。尽管他们的意

见不尽一致，但他们均对中汽国

际的下一个五年充满信心。刘敬

桢总裁十分高兴，他认为大家提

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公司将会

充分吸纳各位提出的建议。他还

表示，各部门要注意后续工作的

落 实 ，要 结 合 部 门 实 际 ，对“ 二

五”战略做细化的补充。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相信

在未来五年，中汽国际只要认清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抓住我国车

市蓬勃发展的机遇，落实“二五”

战略规划，精耕细作，扎实推进各

项业务，必将迎来可持续发展的

光明前途。 彭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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