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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在年初的工作报告中,“认清形势 居安思危 创新驱动 转型升级”是报告的重点词汇，也是公司对今年工作

的要求。围绕工作报告，员工们认真思考，畅谈了2015年工作新思路。
“把握新常态、读懂新形势，顺势而为，按客观的经济规律行动，按企业

的发展规律办事。”学会辩证地看待问题，深刻认识趋势的发展变化，趋利

避害，扬长避短，时刻保持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

一、居安思危

—— 报告表述——

■郭晋伟：在展览行业

做久了，对原有业务驾轻就

熟，这往往是优点，但同时

也是缺点。优点是对原有

工作思维的固定模式不易

出错，缺点是对创新模式的

天然排斥。

在新常态下，既要发扬

传统办展经验的精华，又要

拥抱现实网络对展会的冲

击。如果传统展会终有一

天要被网络化虚拟展会替

代，我们要做的不是等着被

颠覆，而是逐步创新思维，

最终实现自我的蜕变！

■王笃洋：由中国汽车

工业配件销售有限公司主

办的“全国汽车配件交易

会”和“全国摩托车及配件

展示交易会”已经有几十年

历史，成为业内品牌展会。

目前相同类型展会众多，竞

争十分激烈，我们更应该密

切关注宏观形势和国家政

策：新常态之“新”，意味着

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

意味着相对稳定。我们不

能墨守成规，要给自己增加

压力，从展会的营销理念到

展会的创新服务，要不断调

整、探索和进步，开拓新市

场，在稳定中发展，在发展

创新中稳定已有客户群。

■李忠霄：新常态下必

然有新形势、新变化、新问

题，面对新常态，我们除了

要认真把握发展新形势、适

应发展新变化、破解发展新

问题外，更应该强化自身的

居安思危意识。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对企业更是如

此。如何强化危机意识，结

合国机联创实际，我觉得从

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从

观念入手，通过培训、讲座

等形式，培养员工有强烈的

责任感和危机意识；二是从

团队建设入手，培养员工的

归属感和对企业的认同感；

三是从行动入手，在解决实

际困难中感受危机，更好地

适应环境、形成主动创新的

自觉性。

■陈恒超：新常态的一

个主要特点就是增长的动

力从原来的要素驱动、投资

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们

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正经

历着有史以来最快的变革

时期，信息化、数据化、网络

化等创新模式正不断颠覆

传统业态，对传统业态的冲

击之大、颠覆速度之快令人

瞠目结舌。

虽然,当前我们公司业

务受新型业态的冲击还不是

很大，但不意味着将来就不

会有冲击，而且近两年国企

改革正如火如荼，未来的国

企也必定是优胜劣汰。因此

我们必须强化居安思危的意

识，通过不断创新打造核心

竞争力，尽快适应未来经济

发展形势的新常态，确保不

被市场淘汰。

■潘小玉：会展业的新

常态有几个特点：一是会展

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已基

本同步，会展业高速增长的

几率降低；二是会展发展方

式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提

升内涵发展型转变；三是会

展内容结构优化，政府主导

综合会展活动减少，展会专

业化、市场化程度提升；四

是区域结构发生变化，中西

部发展加快，趋势良好；五

是成规模展会比重增加，展

会规模效应凸显；六是会展

业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等科学技术和金融保险

等服务业融合加深；七是展

会体裁创新面临挑战；八是

展会整合及办展主体洗牌

速度加快。

作为中汽国际展览板

块来讲，汽车及零部件展会

市场竞争趋于白热化，不再

一枝独秀，行业影响力和号

召力也会相应减弱。要想

继续保持在机械汽车会展

领域的领跑者地位，就必须

居安思危，面对新常态，分

析新常态，认真研究政策和

市场两个要素，利用好一切

有利因素，规避风险，深谋

远虑，创新发展。

■谭默涵：世界经济仍

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

度调整期，我国经济发展已

经进入速度变化、结构变

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当

前形势对公司而言，挑战与

机遇并存。纪学成总经理

指出，在市场飞速发展的今

天，优势与劣势的变化往往

只在一念之间，得过且过、

小富即安的思想会让吃老

本的人瞬间被淘汰。“居安

思危”的危机意识需要时刻

记在心中。面对新常态，我

进一步推进公司业务间的协作，充分发挥现有资源的

协同效用，深化客户服务理念，延伸服务功能，提升服务水

平，深度挖掘业务效益。

二、协同发展

—— 报告表述——

■郭晋伟：这里重点谈及的

是我所在的公司零部件展览方

面的协同发展的一些想法。公

司经过二十多年的展览组织工

作，逐步形成丰富的零部件展结

构框架，既有以零部件 OEM 为

主的北京车展，又有以国外售后

为主的上海汽配展，还有以国内

售后为主的全国汽配会，同时还

为国外十多个主流零部件展做

组团工作。公司的展览会囊括

了汽配行业中从生产到流通直

到终端的各个领域，在国内会展

公司中零部件领域位居前列。

公司零部件展资源丰富，长

期以来，我们的展会由各个团队

独立完成，也培育出多个具有不

同特色的展览组织团队，同样，

各个团队也掌握着丰富的汽配

行业资源。如能结合多方力量，

优势互补共同作战，一定会形成

“1+1＞2”的协同效应。目前正

在筹备的新项目“广州汽配展”，

若能形成协同效应，建立一整套

完善的奖惩体制，充分利用公司

各个展览部门以及分公司的零

部件资源，新项目一定会有新的

起色。

公司也可充分利用这次广

州新项目的集团作战，总结各个

分支团队的合作经验，把公司零

部件展览板块从现在的“全而

散”转变为真正有市场竞争力的

“强而精”，为公司会展业在全国

的地位奠定坚实的基础。

■王笃洋：纪总工作报告中

提到进一步支持中汽配件公司

做大做强汽配会和摩配会，我们

也希望在以后的招商招展过程

中，中汽国际能和中汽配件公司

实现资源共享，中汽国际利用现

有资源，多宣传中汽配件展会，

发挥中汽配件展会巡展的特点

和优势，进一步提升中汽配件展

会的展商质量；中汽配件公司也

在自己招商招展的过程中，为中

汽国际增砖添瓦。

■皇艳蕾：中汽人才期望在

公司整体战略布局中，能够发挥

自身文化传播板块的作用，为中

汽国际的展览业务定制服务模

式。实体展会方面，中汽国际在

打造自身品牌过程中，需要整体

统一的对外形象，各展会现场的

们既要保持清醒认识，又要坚定

信心，对公司在市场大环境中的

优势劣势要做到心中有数，带着

危机意识去迎接机遇和挑战。

同时，新常态下，公司要坚持以

人为本，提升员工价值。员工的

提升是促进员工与企业共同成

长的原动力。

同期活动也应具有统一性和呼

应性。除了硬件形象外，工作人

员的软性形象必须与之相匹配，

中汽人才可为现场人员（大会工

作人员、礼仪、模特、自愿者等）

进行专业化培训指导；中汽人才

还可以在线上为参展商提供人

力资源方面的增值服务：提供现

场服务人员预定、参展人员培

训、代办保险、代发工资等一站

式人力资源服务。

■潘小玉：协作分两个层

面：一是会展事业部内部协作。

跨部门协作，也即分工协作。对

于同一个行业的展会，项目分属

某一个部门，有其负责，这是分

工；但其他部门如果具备相应资

源，应鼓励他们发挥资源优势，

这就是协作。跨行业协作，也即

上下游协作。公司会展项目涉

及多个行业，展品分别处于产业

链上下游关系，应鼓励资源共

享，并在展会执行方面开展协

作。二是公司不同事业部之间

的协作。展贸结合是公司提倡

的协作模式之一，应扩大展贸结

合的深度和广度。

■崔楠：一是部门横向协

作。目前国内车展项目中，展览

二部与国机联创的协作机会最

多。例如 2014年开展的驾控体

验活动、移动篷房搭建服务等，

由国机联创方面参与整体组织

与管理工作，为车展增添了新的

亮点。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进

一步加强两部门的横向协作。

二是整车展与零配件展的

协同。柳州汽博会项目，地处国

家级汽车及零配件产业基地和

出口基地，同时承载了推动中国

与东盟地区汽车双边贸易交流

的作用。因此，该项目不仅仅具

有乘用车品牌展示的功能，更是

未来中国汽车出口的重要平台，

是很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项目。

该地区的零配件与汽车用品行

业的生产企业急需专业的展会

平台与国内外优秀的采购商资

源，柳州车展可发挥公司现有展

览资源的协同效应，打造为整车

展与零配件展的协作示范项目。

■陈恒超：中汽国际有全

国 最 多 的 、分 布 最 广 的 汽 车

会 展 ，当 前 国 内 正 在 试 点 推

广 平 行 进 口 汽 车 ，我 们 可 以

充分利用公司现有的汽车会

展平台，宣传、推销平行进口

汽 车 ，树 立 中 汽 国 际 在 平 行

进 口 汽 车 行 业 内 的 品 牌 ，建

立 起 国 内 销 售 渠 道 ，使 公 司

不断的做优做强。

获得竞争优势，需要创新；确保完成三年规划目标，

需要创新；下一个五年乃至公司更长远的发展，更需要创

新。创新驱动是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有效路径。

三、创新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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