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中汽国际 责编：田保伟
美编：张 静 专 题

以整车出口为例，贸易一部正是因为了解自主品

牌汽车出口的现状和趋势，所以能精准选择客

户、把握商机；同时，他们对产品构造、工艺等了

如指掌，所以能向购买商有效推介产品，在遇到

问题时，能第一时间为客户作详细解答。培养“专

业能力”是贸易一部的传统，大家每天学习、接

触、交流的内容全与汽车有关，从 2006年就一直

订购《中国汽车报》，了解行业、产品等专业知识。

“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我们逐渐就成为专业的

汽车行业人士。”刘孝达说。

汽车的核心是技术。近些年，贸易一部深刻

意识到汽车技术对行业和市场的重要引领作

用。乔工认为，要尽早占领技术的制高点，并去

挖掘商机，就能走在市场前列。所以，贸易一部

在加强专业能力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技术能

力”的培养。在开展核心零部件进口业务的过程

中，他们有一个重要的感受，由于核心零部件技

术含量高、技术环节多，需要员工掌握大量的技

术知识，而且在合作过程中，一年参加的技术研

讨会就有 30 多次。乔工有一个设想，要充分利

用这个平台培养贸易板块的技术团队，甚至去

参与产品的研发、标准制定等技术环节，从而实

现贸易到技术的转型。届时，贸易一部将具备更

为核心的竞争力。

此外，“专业性”还体现在诸多其他能力上，

如“整合资源的能力”、“防范风险的能力”等。其

中值得一说的是，快速专业的报价能力。2009年，

乔工果断地引进公司财务部的刘东，刘东拥有的

财务知识背景，在降低成本、把控风险、提高效率

等方面，为贸易业务的发展添翼，进一步增强了

这支团队的专业性。在与外商的多次谈判中，刘

东和团队总能在第一时间为客户快速报价，这种

作风和专业能力多次感动客户，获得信任。

在部门管理上，贸易一部创立了一套高效的

组织架构和激励机制，充分体现了纪学成总裁提

出的“让想干事的人有平台，让干成事的人有地

位”的理念。根据每位员工的性格、能力等特点，

贸易一部内部划分为 5 个业务小组，由能力强、

经验丰富、愿意干事情、敢于担重任的员工担任

组长，部门领导给予小组充分的权力，由组长和

组员携手并肩、攻坚克难。这便为想干事的人提

供了平台。同时，因为业务不交叉，每个小组都能

够专心做自己的事情，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工

作效率。如何让干成事的人有地位？主要体现在

绩效考核和职业发展上。在贸易一部，年轻员工

的奖金高过公司中层的情况经常出现，这充分说

明他们敢于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员工进行鼓励和

认可。同时，贸易一部也为优秀的员工提供更好

的职业发展规划，如为公司培养了最年轻的中层

追求高效管理

（上接4版）

记者：您认为公

司贸易业务未来发展

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乔工：紧密围绕

汽车主业开展现代服

务贸易，把握行业发

展趋势和科技前沿，

发现差异化，构建中

汽国际贸易的核心能

力体系，来实现贸易

做大做强。

记者：核心能力

体系包括哪些方面？

乔工：这个体系中的关键元素还

是人。每位员工都要具备多种能力，如

语言能力，这是基本技能；商务能力，

要擅长谈判，在谈判中能够占据上风，

争取利益；专业能力，要在宏观上了解

汽车行业，微观上熟悉汽车产品和技

术；市场开发能力，要有敏锐的眼光，

及时准确地发现商机；整合资源的能

力，要快速、有效地运用政府、行业协

会、银行、信保等多项资源。另外还要

具备管理能力、风险意识、责任意识

等。这些能力和意识综合起来构成一

个体系，能保证我们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占据优势。

记者：如何加强贸易人才队伍建设？

乔工：要走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

同时进行的道路。一方面要苦练内

功，全面提升各种技能；另一方面，要

从战略布局上引进人才，无论是商务

型的，还是科技型的，都要引进。最终

要打造一支与贸易业务匹配的复合型

人才队伍。

记者：如何防控贸易业务中存在

的风险？

乔工：首先，牢固树立实现“有质

量增长”的业务发展观，严控跨行业高

风险、低利润业务发展；二，从合同签

署、资金支付直到核销的所有环节，都

严格遵守ISO9000的标准和要求；三，

积极践行集团出台的贸易业务风险防

范指导意见，并建立以物权为核心的

风险管控体系。

记者：您对贸易一部有哪些希望？

乔工：公司贸易业务发展到今天

走过很多曲折的路，能够取得阶段性

成果，达到今天的局面，并明确业务方

向，是来之不易的。在未来的道路上，

我们刚刚踏上征程，我们要坚定地走

下去，把这项事业从一份工作做成一

种信仰。目前，这支团队相对比较年

轻，需要提升的地方还有很多，我希望

大家从现在开始，用最快的时间提升

能力、完善自我，尽快把这支队伍打造

成真正匹配贸易业务战略发展方向的

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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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刘孝达，培养了公司唯

一一名国机集团优秀党员——

王寒凝。

内部培训在贸易一部也搞

得 红 红 火 火。从 2006 年 开 始，

每位新员工一来就要首先讲一

堂 课 ；他 们 会 邀 请 行 业 人 士 ，

为他们做金融、汽车行业等方

面的讲座；各小组之间经常进

行 业 务 交 流 ，分 享 经 验 ，解 决

问 题 。另 外 ，贸 易 一 部 专 门 把

“ 优 秀 部 门 ”奖 金 设 立 为 部 门

培训基金，鼓励每名员工报名

参加多种业务培训。

在这样的组织架构和激励

机制下，每名员工都对工作认

真、负责、充满热情，他们不停地

完善自我、永远追求新事物、从

不间歇。业务四组的阎承博说，

他的同事永远有一种挑战新事

物的精神。比如，他们全身心地

完成了一个项目后，紧接着就投

入到下一个项目，或者还在执行

一个项目期间，就在开发新的项

目。这就是贸易一部的工作状态

和工作节奏。“在这个行业，如果

你不进步，或者你进步得慢，肯

定会被竞争对手赶超。”刘孝达

说。大家协同进步，有效推动着

业务不断转型。

转型没有极限

针对整车出口和核心零部

件进口业务的发展，刘孝达这样

总结并设想：2010年至 2012年是

开发阶段，2012年至 2013年是培

育阶段，2014年以后将进入快速

发展阶段。贸易一部将把两个项

目的成功模式向其他品牌和地

区复制，快速实现整车出口和核

心零部件进口业务收入占据贸

易一部整体收入半边天的目标，

届时贸易一部将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华丽转身。

“现在来看，这两块业务的

发展方向是正确的，而且前景非

常好。”乔工很欣慰地说，“将两

块业务作为整个贸易发展的重

大战略，我认为能够真正实现公

司贸易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和有

质量增长。”

公司日前发布的 2013-2015

发展规划，对贸易板块提出了新

的发展定位：在做大做实做优现

有业务的前提下，全力推动汽车

整车出口和汽车关键零部件进

口业务的发展，并探索出一套行

之有效的差异化商业模式；以国

际化为主要特征的团队核心能

力体系基本确立；以汽车整车及

零部件为主体的贸易业务格局

全面形成，贸易业务与品牌的互

动效应取得成效。

实现新的战略目标，时间

紧，任务重。不仅要求在业务规

模上有跨越式的发展，更关键的

是，要培养一批与新的贸易业务

匹配的复合型人才，他们要具备

基本的语言、谈判能力，还要熟

悉汽车行业、汽车产品与技术，

同时要了解金融知识，要有服务

意识……如果人才不到位，将极

大限制贸易业务的持续发展。所

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任务迫

在眉睫。今后，贸易一部在加强

内部人才培养的同时，还将积极

吸引人才，打造一支复合型的人

才队伍，构建贸易一部的核心能

力体系。

同时，要充分利用公司的展

览资源来推动贸易业务的发展，

探索一整套展贸结合的业务体

系和操作模式。公司汽车展览的

舞台很大，与其他贸易公司相

比，这是我们具备的独特优势，

利用好这个平台，将为贸易业务

的发展带来新一轮的飞跃。

面对未来，对贸易一部来

说，转型没有极限，发展更没有

极限。 （本报记者 田保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