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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汽国际

深深嘱托 殷殷希望
王松林同志在宣布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摘要）
关于此次领导班子调整情况

中汽国际已经由组建初期单一的

据他的经历和实际工作表现做出

班子的彭明京同志是公司总经理

高自己，跟上时代发展步伐，走在

此次领导班子调整的主要原

展览服务性公司逐步发展成为业

的决定。海临同志事业心、责任感

助理，在中汽国际五年发展过程

行业企业发展的前列。面对企业

因是敬桢同志作为国机集团总裁

务多元、品牌优良、拥有核心竞争

很强，工作认真负责，作风稳健务

中担任了多个职能部门负责人。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要用创新的

助理、中国海洋航空集团公司（中

力的综合性企业，形成了工程成

实，对疑难复杂问题能够积极主

他政治素养好，作风正派，扎实肯

模式加以解决，不断转变观念，调

国海航）董事长和中汽国际总经

套、国际贸易、实业投资、国际展

动去面对，平时严格要求自己。在

干，工作有激情，有奉献精神，考

整发展方向，向先进企业学习，抓

理、
党委书记，
兼职比较多，
精力有

览、文化传媒五大板块共同发展

中汽国际领导班子中，海临同志

虑处理问题比较全面，组织协调

市场机遇，抓基地建设。目光要长

限。根据集团的整体安排，敬桢同

的格局，这些成绩的取得都凝聚

起到了关键作用。希望海临同志

能力比较强。希望彭明京同志戒

远，瞄准新能源产业、高附加值产

志下一步的主要精力以中国海航

了敬桢同志辛勤的汗水和艰苦奋

用最短的时间进入公司主要领导

骄戒躁，加强学习，用最短的时间

业，努力提升中汽国际的综合实

的经营管理为主，
不再担任中汽国

斗的足迹。这几年在敬桢同志的

角色，担负起主要领导的责任，继

进入公司领导的角色，担负起领

力，抓住经济企稳回升的机遇，促

际相关职务。
敬桢同志作为中汽国

带领下，你们重点开拓了电站成

续团结班子其他成员，紧紧依靠

导责任，尤其是做好党建工作，继

进中汽国际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际领导班子的核心，
从公司组建开

套项目、海外自主品牌展等几大

广大干部职工，发挥中汽国际的

续抓好创先争优活动，为中汽国

二是希望中汽国际领导班子

始，团结领导班子成员，带领广大

市场，难能可贵，展览面积逐年攀

行业和资源优势，带领中汽国际

际健康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站在企业发展高度顾全大局，团

干部职工艰苦创业，抢抓机遇，实

升，使中汽国际在业内形成很大

迈向更高的发展台阶。我相信海

同时希望彭明京同志在廉政建设

结一心，切实加强班子队伍建设，

现了中汽国际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的影响力，也为国机集团赢得了

临同志一定不会辜负国机集团和

方面走出一条新路，为企业的发

充分发挥党政领导班子合力。

的跨越式发展。
在刚组建时规模不

荣誉。在此，我代表国机集团对敬

中汽国际广大干部职工的期望， 展保驾护航。

大、盈利能力不强、行业影响力基

桢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敬

同时希望中汽国际的各位班子成

对新班子的希望和要求

职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新的领导

本没有的情况下经过重组使我们

桢同志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继续

员和广大干部职工全力支持配合

一是希望中汽国际班子成员

班子周围，以高度的责任感关心

的企业和谐、
健康、
快速发展，
主要

关注中汽国际。

他的工作，齐心协力共同开创中

和全体员工统一思想，加强学习， 和支持新的领导班子，努力做好

汽国际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进一步增强企业的使命感和责任

本职工作，为中汽国际的发展作

感。领导班子成员要不断充实提

出应有的贡献。

经营指标连续五年翻番，
在全国展

这次海临同志担任中汽国际

览行业占据龙头地位。短短五年， 总经理、党委书记，是国机集团根

刘敬桢同志在宣布大会上的发言（摘要）

此次补充进入中汽国际领导

三是希望中汽国际广大干部

林海临同志在宣布大会上的发言（摘要）

我今天非常激动，
在中汽国际工

一条。打造一支能征善战、团结一

在公司圆满完成“一五”发

的融合统一了思想，
打造了一支

作的五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五年，
也

致、拥有较强执行力的干部员工队

展战略目标取得丰硕成果又即

能战斗的队伍，
通过顽强的市场

同志们，我们即将踏上“二

是我付出最多、收获最大的五年。我

伍，是保证中汽国际长治久安的最

将壮志满怀踏上“二五”新征程

拼搏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

五”征程，我们肩上的担子会更

与大家结下了战斗的友谊，
这份感情

重要的因素。希望中汽国际今后在

的里程碑的时刻，敬桢同志承

象的困难，
实现了企业的飞速发

重，责任也会更大，借此机会我

难舍难分。
在此，
我想谈以下几点：

干部队伍建设上加大工作力度，加

担了集团领导交办的更重的担

展，取得了骄人的业绩。短短五

提 几 条 要 求 ，与 大 家 共 勉 ：一

快人才队伍成长速度。再者要加大

第一是感恩。五年来，上级领导

合格的带头人。

子而将奔赴新的工作岗位，组

年，我们实现了年年翻番的奇

是，公司发展关系着所有员工

给予了我极大的关心、帮助和支持。 完善“二五”战略规划工作的力度。

织将这个接力棒由敬桢同志手

迹。此时此刻，接过这副重担无

的切身利益，希望广大领导干

没有组织的培养，没有领导的支持

中汽国际圆满实现“一五”规划，超

中交到我手上，将带领大家继

异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确实感

部要像爱护自己的家一样爱护

和教诲，就没有我今天的事业发展。 额完成计划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制

续前行的重担交到了我的肩

到很大的压力。
但我有信心挑好

中汽国际，时刻牢记维护公司

因而我常怀感恩之心，感谢集团领

上。首先我感到非常荣幸，也十

定了“二五”规划，接下来要进一步

导对中汽国际的支持、对我的厚爱。 完善细化公司六大业务板块子战

这副重担，决不辜负组织的重

利益；二是，
“ 火车跑得快全靠

分感激集团领导多年的信任、 托、领导的信任。同时我会加强

车头带”，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和

第二是感激。感激中汽国际各

略，进一步明晰发展方向，引领大家

培养和帮助，感谢敬桢同志的

学习，努力克服自身不足，提高

各部门带头人要团结，要有大

位同志五年来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

大踏步前进。四是企业发展离不开

信任和推荐，尤其要感谢中汽

综合素质和管理水平，
适应角色

局 观 ，率 先 垂 范 ，增 强 执 行 能

帮助。班子团结，队伍团结，我们共

和谐的企业文化氛围，要弘扬优秀

国际班子成员和各位同志五年

的转变。我也会严格要求自己， 力 ；三 是 ，领 导 干 部 要 遵 纪 守

同打造了一支能打硬仗、拥有战斗

的企业文化。领导班子团结务实、队

来的支持、理解和配合。

团结班子成员，充分发扬民主， 法、廉洁自律；四是，艰苦奋斗、

力的队伍，才有了中汽国际的今天。 伍建设与时俱进、发展战略正确指

五年来，
我们在敬桢同志的

力争在决策上少犯或不犯错误。 勤俭节约的宗旨不能变。

第三是感念。
中汽国际历经五年

引、企业文化弘扬光大，要做好这四

带领下，
艰苦拼搏，
共同努力，
把

我衷心欢迎大家在今后的工作

同志们，今后五年，为继续

发展，取得喜人成绩，其间的艰难辛

点，中汽国际才能走得更远，事业才

一个重组之初实力非常薄弱的

中多批评、
多指点、
多提醒、
多帮

实现中汽国际快速稳健持续发

酸令人刻骨铭心。在我们奋斗过程

能更实、更强、更精、更大。尽管奔赴

六家企业通过战略的正确引领， 助，我会以敬桢同志为榜样，严

展，我们一定要做精做细，把内

中，
金融机构、
行业组织、
地方政府等

新的岗位，我依然会继续关注支持

明确了发展方向，
通过企业文化

功练好，迎接更大挑战。

于律己，努力奉献，力争做一个

社会各界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和帮助， 中汽国际的发展，加大兄弟单位支
使我们渡过难关，
走上了一条康庄大

持的力度，使我们的事业共同发展，

道，
才有了利润总额等主要经济指标

取得更好的成效。

连续五年翻番的优良业绩。

我坚信，在新一届班子带领下，

彭明京同志在宣布大会上的发言（摘要）
我首先感谢国机集团党委

规划的落实，
为国有企业和谐健

艰辛，品鉴累累硕果，我们心中
十分感慨，
对未来充满信心。

第四是期盼。我们虽然取得了

中汽国际全体干部员工将团结拼

及领导班子的信任，
感谢中汽国

康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过去五

一些成绩，但未来任重道远。借此机

搏，开拓进取，在中汽国际“一五”规

际领导多年来的教育培养，
感谢

年，
中汽国际在国机集团的正确

今后的五年是中汽国际未

会，我想讲以下几点：首先是新一届

划基础上继续落实“二五”发展战略

各位同事对我的工作给予的支

领导下，
在以刘敬桢同志率领的

来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形

领导班子要加强沟通，互相团结，互

规划，做精、做强、做实、做久，不断

持与帮助。面对全新的工作岗

公司党政领导班子的带领下，
通

势下，我们要依靠国机集团的

相支持，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同时

实现我们心中的梦想。我坚信，在全

位，
我决心一定不辜负组织的信

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
全面超

领导，团结全体员工，继续秉承

广大干部员工要支持新班子大胆开

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在集团的大

任、领导的嘱托和员工的希望， 额完成了
“一五”
战略目标，
实现 “ 真 心 爱 护 员 工 ，诚 信 服 务 客

展工作，这一点至关重要。创业难， 力支持下，在兄弟单位的支持和帮

在中汽国际党委的领导下，
以更

了跨越式发展，
创造了辉煌的业

户 ，实 心 创 造 未 来 ”的 核 心 理

守业更难，班子团结才能保证中汽

助下，中汽国际的明天一定会更加

高的标准要求自己，讲党性、讲

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己有

念，继续弘扬中汽国际优秀的

国际持久健康发展。其次是干部队

美好，一定会实现“营造国际品牌，

纪律、讲团结、讲奉献，严于律

幸加入国有企业变革发展的大

企业文化，不断拼搏进取，以创

伍建设。人才队伍建设是保证中汽

构筑百年基业”的宏伟目标。最后

己，
宽以待人，
勤奋工作，
认真履

潮，在出力流汗、发光发热的同

新意识和开拓精神争取新的成

国际持续健康永续发展的最重要的

衷心感激集团领导和大家。

职，
为中汽国际
“二五”
发展战略

时得到历练和提高。
回顾
“一五” 绩，共同创造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