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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汽国际中汽国际““两优一先两优一先””风采录风采录

中汽国际第一党支部由成

套一部、成套二部、贸易一部、贸

易二部、贸易三部、实业投资部

和绿谷汽车园区的党员组成，现

有党员 12 人，入党积极分子 15

人。支部成员平均年龄39.5岁。

在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中，第一支部全体党员按照公司

党委的有关要求，在党支部书记、

副总裁、国际贸易一部总经理乔

工同志带领下，结合各自岗位实

际，努力开拓，充分发挥了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第一支部党员大多

奋战在业务一线，他们将支部建

设与业务工作相结合，以支部建

设的成果促进业务工作的开展。

在经营工作中，支部领导和骨干

严把各环节关卡，增强支部成员

服务观念，提高服务质量。工程成

套业务的创新开拓、贸易业务的

持续发展、实业投资和绿谷汽车

园区相关业务的有序推进，都基

于支部一大批党员同志的拼搏进

取和无私奉献，基于他们影响和

带动作用的持续发挥。

在支部自身建设方面，第一支

部从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入手，不

断展现出特色鲜明的团队形象。集

中学习上级党组织下发的各种文

件、学习材料，用党的优良传统鼓

舞大家，用优秀党员的事迹感召大

家；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认真开

好民主生活会；坚持教育和管理相

结合，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

第一支部的思想政治工作由虚变

实。与此同时，认真做好入党积极

分子的培养、教育和考核工作，将

支部组织建设落到实处。

经过支部党员的共同努力，第一

支部各项建设均取得突出成绩，涌现

出一批业务强、觉悟高的优秀党员，

活跃在业务一线和各项活动中，为推

动公司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汽国际第一党支部中汽国际第一党支部：：先进党支部先进党支部

作为一名在机械行业工作了

30多年的老同志，李鹏亲历了中汽

国际的诞生、成长与壮大，他深知党

组织在促进企业各项经营活动有

序开展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引领带

动和战斗堡垒作用。多年的党务工

作经验、深厚的理论政策修养，让李

鹏对党组织所蕴含的无形能量和

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有着深刻的

认识。在公司党委统一部署下，李鹏

同志以思想建设为抓手，以组织建

设为平台，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

制度建设为落脚点，把中汽国际的

党建工作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

经常与年轻员工谈心、交流

思想是李鹏的工作习惯，也是他

做好员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

手段。从衣食住行到职业生涯规

划，从公司某次活动到企业发展

战略，极具亲和力的李鹏同志通

过这种简单的方式及时掌握年

轻员工的思想动态，勉励他们在

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

正是由于李鹏细心周到的思

想政治工作，公司的党员队伍向

心力逐渐增强。五年来，中汽国际

在实现经营快速发展的同时，党

员队伍由重组时的50多人发展到

112人，入党积极分子达到 38名，

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认真写思想

汇报已蔚然成风。

在促进党群沟通方面，李鹏

积极支持各支部联合工会、共青

团开展活动，把组织开展丰富多

彩的文体活动和贯彻党的思想、

密切党群关系、促进公司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结合起来，并使之周

期化、常态化、制度化。在公司深

入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中，由他

参与组织实施的“党员亮牌示

范”活动、“共产党员示范岗”评

比活动掀起了新一轮“树典型，

学先进，凝心聚力，推动发展”的

热潮。

李鹏李鹏：：党委办公室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 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党务工作者

在2011年中汽国际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公司党委对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以来涌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和先进党支部进行了表彰。虽然工作岗位不同，工作性质各异，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奉献”。标杆指引先进路，一个党

员一面旗，让我们从他们的工作点滴中感受共产党员的风采。

编者语：
王寒凝王寒凝：：国际贸易一部项目组经理国际贸易一部项目组经理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党员示范岗党员示范岗””称号获得者称号获得者

青春献给党的事业，点点滴滴践行诺言
从 2007 年入职至今，王寒凝

四年如一日，踏实工作、甘于奉献，

无论在政治素质、工作业绩、集体

活动还是公益活动等各方面均有

突出表现，充分发挥了一名共产党

员的示范、影响、辐射和带动作用。

四年间，她从项目主管升职为

项目组经理，先后当选公司第一团

支部组织委员、公司团委文艺委员

和公司第一党支部组织委员。工作

中，王寒凝表现出极强的责任心和

坚韧不拔的精神。她刻苦钻研、精

益求精，承担了美国、古巴、泰国、

印尼、欧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多

项进出口业务，以娴熟的岗位技

能，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各项工

作，为公司创造了效益。她善于总

结经验，归纳、建立了多个业务跟

踪报表，为部门业务管理制度的完

善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做出了

贡献。工作之余，她发挥个人专长，

积极参与部门、公司、国机集团的

各项文体活动。她以严谨务实的态

度对待每一项工作，影响和带动同

事们共同为公司的发展贡献力量。

2008 年，她被评为中汽国际“工会

积极分子”；2009 年，被评为中汽

国际“优秀共产党员”和国机集团

“青年岗位能手”；2009、2010 连续

两年，被评为中汽国际“优秀员

工”；2010年，荣获中汽国际“希望

之星”荣誉称号。

艰巨任务冲在前，只因自己是党员
2008 年入职以来，马学枫以

勤勉务实、勇于开拓的工作作风赢

得领导、同事和客户的交口称赞。

作为工程成套一部的业务骨

干，他熟练地组织和完成 150MW

及以下容量机组的技术联络工作。

工作中他从不言苦，三年如一日，

尤其是在海外工程项目现场，他克

服工作条件艰苦等各种困难，本着

“为客户服务、为中汽国际争光”的

宗旨，勤恳工作，用艰辛的付出赢

得了客户及合作方的一致好评。入

职三年来，他不断学习，并善于积

累工作经验，业务水平、英语沟通

能力和内外协调能力有了迅速提

高，自己也从入职时对电站业务、

出口项目、对外交流知之甚少的

“新手”，成长为一名有较强工程成

套业务开拓能力和执行能力的业

务骨干。

马学枫乐于助人，总是耐心热

情地帮助同事分析解答遇到的问

题，在自我提高的同时带动了部门

成员业务水平的共同提高。每每提

及工作业绩，“这是团队的成绩”是

他不变的回答。2010 年他被评为

中汽国际“优秀员工”和中汽国际

“希望之星”。

马学枫马学枫：：工程成套一部业务员工程成套一部业务员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党员示范岗党员示范岗””称号获得者称号获得者

立足平凡岗位，牢记党员责任
自 2006 年入职以来，林翠薇

先后在国际展览一部、三部、四部

从事国内外汽配展的组织、协调、

实施等工作。作为一名有着 10 年

党龄的党员，林翠薇注重在实践中

践行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了党员

的模范带头作用。

她爱岗敬业，对工作认真负责。

作为展览战线的一员，她在日常工

作中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不断提高

自己的服务意识、服务能力和服务

水平。她不怕苦不怕累，无论工作多

难，都不言放弃，能够很好地完成各

项工作。在北京国际车展、上海国际

汽车零配件展等国际知名展会现

场，我们都能看见她奔波忙碌的身

影：通过主动沟通，耐心解答参展商

的各种疑问，使展商更好地了解展

会、了解公司，与此同时，热心做好

观众指引……她充分发挥好自己

“小小螺丝钉”的作用，努力推动项

目的顺利进行。在林翠薇看来，展览

会的成功举办依靠团队的通力协

作，因而她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注重与团队成员的合作，与大家一

起攻坚克难，不断创造佳绩。2010年

她被评为中汽国际“优秀员工”和中

汽国际“希望之星”。

林翠薇林翠薇：：国际展览三部项目经理国际展览三部项目经理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党员示范岗党员示范岗””称号获得者称号获得者

艰难坎坷全不怕，本职岗位贡献大
从项目经理、部门经理到

国机联创副总经理，李忠霄用

了很短的时间。职位升迁的背

后是她突出的开拓能力、良好

的工作业绩和坚持不懈的积极

奉献。

工作中的李忠霄是典型的

“行动派”。面对市场转瞬即逝

的机会，她雷厉风行，抢抓机

遇，开拓进取，充分利用中汽国

际所拥有的内外资源。她以国

机联创已有的业务为基础，大

力拓展公司的展览客户，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在具体工作中，

她不分难易，不辞辛苦，亲力亲

为，做出表率。在第十一届中国

西部国际博览会展前搭建工作

现场，在天津汽贸中心展示工

程项目现场，在沈阳国际汽博

会、呼和浩特国际车展等展会

展前筹备现场，都能看见她忙

碌且坚毅的身影。李忠霄以个

人的拼搏奉献带动和影响周围

的同事共同努力，使国机联创

展宣业务取得了较大突破，为

国机联创业绩增长做出了较大

贡献，也得到客户的一致赞扬。

2010 年，她被评为中汽国际

“优秀员工”和中汽国际“希望

之星”。

李忠霄李忠霄：：国机联创广告公司副总经理国机联创广告公司副总经理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党员示范岗党员示范岗””称号获得者称号获得者

严于律己不怕苦，服务细节赢客户
在工作中快速成长是刘

跃的一大特点。入职刚半年，

她就独自带领由 30 多位客户

组成的展团出国参展，并圆

满完成了此次工作任务。认

真学习出团注意事项，细心

记录每一个易被遗忘的工作

细节，初次带团成功的背后

是刘跃认真的态度与辛勤的

付出。为了使自己完全胜任

本职岗位，刘跃刻苦钻研业

务，不断提高能力素质，逐渐

成为国机环球南美汽配和两

轮车项目的骨干力量。在三

年来的招展、带团参展等工

作中，她认真负责，耐心解答

客户的各种问题，沉着冷静

地处理各种突发事件，与展

会主办方、展商和合作伙伴

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带领项目组成员圆满完成了

巴西两轮车展览会项目，为

公司创造了良好的效益。

2009 年，她被评为中汽国

际“优秀共产党员”，2010 年被

评为国机集团“优秀团员”。

刘跃刘跃：：国机环球展览公司项目经理国机环球展览公司项目经理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党员示范岗党员示范岗””称号获得者称号获得者

党的宗旨记心间，默默无闻作奉献
相较于业务一线人员的“冲

锋陷阵”，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

更多的特质是默默无闻，但他们

同样以辛勤的工作，和对事业的

热忱不断地创造着价值。刘箴

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她充分利用所学专业知

识，服务本职工作，用业绩体现

作为，以奉献彰显责任。在出

口核算工作中，她认真负责，经

常加班加点，务求精益求精。

“工作效率高、质量好、成绩突

出”是领导和同事对刘箴最简

短的评价。严于律己，作风过

硬，也是大家对刘箴的印象。

她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

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她不怕困

难，勇挑重担，充分发挥共产党

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积极为公

司的发展建言献策。在急、难、

险、重的各项任务面前她都冲

锋在前，带领同事们团结协作，

共渡难关。

作为公司初创成立时的

“元老”，刘箴时时处处自省、

自警、自励，时刻以党员的标

准严格要求自己，影响和激励

新 员 工 立 足 岗 位 作 贡 献 。

2010 年，她被评为中汽国际

“创业之星”。

刘箴刘箴：：财务及审计部总经理助理财务及审计部总经理助理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党员示范岗党员示范岗””称号获得者称号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