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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增效稳增长 改革创新谋发展
———聚焦湖南国企改革

深化改革 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作为湖南本土汽车的元老级企业，长丰
集团对湖南汽车工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随着“广汽菲亚特”和“广汽三菱”两家
中外合资整车企业落户长沙，几十家汽车零
部件企业也追随而至。

带来湖南汽车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长
丰集团失去了整车生产资质、长沙整车生产
基地、上市公司融资平台和长丰研发中心等
优质资源， 变为单纯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
在较长一段时间曾淡出了中国汽车行业的
视线。

“长丰集团还得造车！ ”2012 年重新回
购猎豹品牌后，这家有着 67 年发展历程、拥
有“中国轻型越野车之王”美誉的企业，开始
了第四次创业：实现猎豹汽车的复兴。

前进的动力来自改革！这是长丰集团决
策层形成的共识。 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构建
责权利明晰，规范高效市场化运作的公司治
理结构，吸引资金、技术、人才，为整车回归
夯实基础，才能真正打掉横亘在长丰人面前
的“拦路虎”。

“改革的目的是激发企业的内生动力，
企业的内生动力在于人。”李建新认为，只有
在更大程度上激发员工的热情和潜力，调动
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能实现员工和企
业双赢，支撑企业战略转型。

成立于 2012 年 9 月的北京猎豹汽车
研究院率先实行股份制改革，采取人才持股
的模式，为集团提供从产品定位、概念策划、
汽车造型、工程设计、CAE 分析、试制试验、
供应商管理、平台开发、投产服务等全过程
的汽车整车设计开发和服务。 因为股权变
化，调动了技术人才积极性、创造力，也为企
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目前，该院
具备同时开发 4 个整车项目的能力。

因机制、体制创新，激发了企业的活力。
以实施 ERP 项目建设为抓手，推动各单位、
各部门梳理企业财务业务一体化管理制度
与业务流程，形成企业的制度化、规范化、程
序化管理， 企业管理水平不断改善提升；建
立了强激励、硬约束、赏罚分明的考核激励
机制，改变了集团总部过去没有薪酬与绩效
考核的状况；组织开展多渠道、多方式的融
资工作，为企业技改项目和产品开发项目顺
利实施及日常营运提供了资金保障；加强企
业预算管理、财务分析、成本管控和开源节
流工作，合理控制各项费用，每年度企业三
项费用比年初预算都有所节约。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长丰集团向
改革要发展动力，蹄疾步稳。通过深化改革，
长丰集团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发展的改革
之路，逐步走出困境，经营状况持续改善，广
大员工信心倍增。 数据显示，2012 年、2013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
106.8%和 46.35% ；2013 年扭亏并盈利
3225 万元，2014 实现利润 3235 万元。

创新驱动 研发紧跟市场走

猎豹 CS10 是长丰集团蛰伏多年后，自
主研发设计的首款全新城市 SUV 车型。 自
2015 年 4 月在上海国际车展成功上市以
来，一路逆势上扬，市场表现超过预期。

市场如战场，商机如战机，机遇只垂青
于思维敏捷、决策果断、行动迅速的人。不等
不靠， 自强不息的长丰人以猎豹的勇猛、猎
豹的迅捷抢占市场，向市场要规模，向品质
要效益。

2015 年是新猎豹汽车发展的关键之
年。 这一年，长丰集团通过实施“发动准备、
全面合围、总攻决战、决胜收官”攻坚战，从
一季度的全面停产老产品、 筹备新产品上
市，到二季度的 CS10 上市，三季度的市场
全面推广，再到四季度 CS10 呈现产销两旺
的良好局面。

“在这场攻坚战中，全员的协同配合和
高效的执行力，让我看到了咱们长丰人那种
对目标追逐不放的执着和奔向目标快速的
猎豹精神。”李建新介绍，这场战役也让长丰
集团重新构建营销网络，淘汰了一批不合格
一级经销商，大力发展有实力、有质量的新
经销商和服务商，新增售后服务站 88 家。成
立了电商事业部， 创建电商平台———“智慧
云”，推出猎豹 CS10 电商订制版车型，并在
京东、天猫等大型网站上开店，形成猎豹汽
车线上交易平台，实现销售方式多样化。

“闭门造不出好车，必须紧跟市场，研发
直接面向市场。”李建新表示，在汽车市场风
云变化的今天，猎豹汽车始终坚守“创新发
展，企业之魂”的核心理念，不断创新体制和
机制，深耕市场、追求品质和创新，着力向品
质要效益，通过新产品、新技术为中国汽车
市场注入新鲜活力，并以扎实的品牌推广和
客户服务，为广大的中国汽车用户带来新价
值。

在 CS10 试制过程中， 李建新深入一
线，靠前指挥，自己担任猎豹 CS10 项目的
总指挥，每周多次往返永州，解决问题，督查
落实。 汽研院、商品企划部、技术质量部、采
购总部派出专业人员与永州基地工程技术
人员共同组成技术攻关团队，与聘请的日本
和韩国专家一道，不断查找和及时研究解决
猎豹 CS10 试制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CS10
量产之后，又聘请韩国专家和日本专家继续

查找缺陷和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一个一个彻
底解决， 同时加强质量体系建设与管控，开
展内部监督审核和第三方外部监督审查，确
保整车产品质量不断提升。

在长丰人的观念里，不创新，跟不上市
场节奏， 就会落伍， 就会被淘汰。 当猎豹
CS10 走俏市场时，长丰集团又迅速捕捉潜
在市场，研发生产具有现代理念和满足市场
需求新车型。 2017 年，猎豹汽车产品线将继
续丰富。主力车型猎豹 CS10 和全新皮卡猎
豹 CT7 的齐齐发力， 将为猎豹汽车带来全
新的发展动力。 再加上 2016 年面市的小型
SUV 猎豹 CS9、猎豹 Q6 等多款车型，猎豹
汽车将在 SUV、 皮卡两个细分市场拥有更
多样化的产品矩阵，为猎豹汽车年产销整车
40 万辆， 实现销售收入 400 亿元、 净利润
20 亿元的“十三五”规划提供有力支撑。

跨界联姻 新技术引领新高度

长丰集团的高歌猛进，靠的就是一种不
断改革、不断创新的精气神。

多年来，猎豹汽车一直不遗余力地走在
汽车技术研发和创新的前沿。2016 年 12 月
29 日，长丰猎豹跨界牵手中国联通，将在车
联网领域开展深入合作， 双方将资源共享、
互利共赢，共同打造面向未来的智能汽车生
活方式。

这次联姻，将充分发挥猎豹汽车在整车
制造和技术研发的优势，并带来了技术合作
的结晶———猎豹车联网系统。该系统实则是
用车数据的智能化，它以用户为中心，实现
紧急救援服务、碰撞自动求助服务、车辆报
警提醒、被盗车辆追踪服务、一键导航服务、
车况检测系统、车辆状态实时查看、远程控
制和信息资讯服务等多种智能化服务，真正
做到人与车、车与人的互通互联，给用车生
活带来更加便捷和智能的体验。

这一颠覆传统汽车生活观念的新体验，
对于消费者来说，无疑是用车生活体验上质
的飞跃。

在李建新眼中，此次猎豹汽车与中国联
通联姻，不仅仅是紧随行业大势、满足用户
的消费需求升级， 更是猎豹汽车面向未来、
抢先布局的前瞻性举措。在“十三五”战略规
划中，猎豹汽车将数字化与智能化作为企业
“体系再造”的重要一环，用数字化技术加速
推进猎豹汽车研发体系升级， 打造车联网、
汽车金融和个性化定制等创新业务模式，实
现由汽车制造商向出行服务商的重大转变。

这项以用户体验为导向的车联网技术，
将正式搭载在猎豹汽车战略性产品———猎
豹 CS9 车型上。

据悉，猎豹 CS9 有望搭载 12 寸智能大
屏，是该车型的核心配置，将会成为车联网
技术输入和输出的完美窗口。 此外，为了锻
造成熟的技术， 猎豹 CS9 现已启动实地路
测，在中国多地开展多种信号类型、多种道
路类型、多种气候条件下的实况测试，为其
车联网技术的大范围使用打下基础，让智能
出行的实现更进一步。

探索永无止境，只有不断创新，企业才

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对长丰集团而言，每一
次创新都是下一次腾飞的开始。

管理升级 以活力赢得竞争力

在长丰集团办公楼的广场上，竖立着一
个猎豹腾跃雕塑。 这座精美而传神的雕塑，
正如长丰集团的精气神：对事业追逐不放的
凝聚力、战斗力。

长丰集团的精气神， 它内蕴于员工之
中，外显于发展之上。 伴随着长丰集团的复
兴腾飞，长丰的企业精神，愈益展现其独特
的本质和非凡的价值，这种本质和价值既体
现在长丰猎豹的图腾之中，也体现在长丰集
团向管理要效率，向党建和队伍建设要活力
中，焕发创业激情。

猎豹汽车的伟大复兴是全体长丰人共
同的梦想， 也是他们谋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为了这个梦想， 长丰集团始终围绕改革创
新、提质增效发力，广大干部职工坚定不移
地发扬“狠劲、韧劲、实劲”和“不松劲、不懈
怠、不满足”猎豹职业精神，主动作为、创新
作为，短短的几年时间，长丰集团打了一个
翻身仗，发展形势喜人。

通过完善企业管理体系， 逐步向精细
化、规范化、专业化管理道路迈进，助力实现
猎豹梦。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实现能上能下、
能高能低、能进能出，实现人才市场化、管理
市场化、薪酬市场化；在项目投资上，做好可
行性分析，充分了解和把控项目风险，健全
风险考评和管理体系， 提高风险管控能力；
坚持不懈地抓队伍建设，在抓好党的主体责
任同时，也要抓好班子能力建设，加强后备
队伍建设，做好技术团队、管理团队等关键
团队建设和职工队伍建设工作，弘扬新时代
工匠精神，实现员工队伍技能、技术的提升。

对于“十三五”及长丰集团未来的发展
规划，长丰集团领导班子提出，用 5 年左右
的时间，集团将聚焦 SUV、皮卡、新能源汽
车主业，退出非关键零部件企业和处置低效
资产，加大整车新品开发和关键零部件的业
务投入，深化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将猎豹
汽车打造成为品质过硬、 客户满意度高、竞
争力强、经济效益好的现代化汽车制造服务
企业集团。

“制定了以 2015 年的整车销量为基
数，保持年复合增长率 50%的发展态势，力
争 2020 年实现整车销量 40 万辆， 营业收
入 400 亿元， 实现利润 20 亿元的战略目
标。 ”李建新表示，长丰集团将秉承猎豹精
神，咬定目标不松劲，加强“七大能力建设”，
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工作、强化党建
和队伍建设工作、推行目标管理、建立绩效
优先的流程体系、 资金筹措保障等举措，紧
紧围绕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的“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战略，为全省稳增长、促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长丰集团历经风雨而不衰，受尽磨难而
弥坚，第四次创业再腾飞。 激励长丰人百折
不挠、一往无前的是心中那份始终坚守的理
想信念！ 是流淌在骨子里的、需要终其一生
去维护的军企荣誉！是彰显在旗帜上的创新
驱动发展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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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丰集团办公大楼。

长丰集团董事长李建新在永州基地调研， 同技术管理人员面对面分析、交
流和探讨 CS10 工艺优化和设备改善办法。

猎豹 CS10。

永州长丰猎豹开展“学军规、强作风、练意志、树新风”活动。 （本版图片由长丰集团提供）

猎豹 CS10、猎豹 CT7、猎豹 CS9、猎豹 Q6、新能源汽车 C5-EV……2016
年 12 月，在第十二届长沙国际汽车博览会上，长丰“猎豹”奔腾展雄风，骄傲地
向消费者展示了其在产品研发和制造领域的最新成果。

自 2009 年被视为“湖南汽车代表”的长丰汽车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与
广汽集团重组，到 2012年从广汽手中收回猎豹品牌回归整车制造业务，长丰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长丰集团）按照“2 年打基础、3 年见成效、5 年大跨越，再
造百亿新猎豹”的发展目标，重新回归整车主业，开启了长丰人的第四次创业。

长丰集团深化改革、创新驱动、加快发展，导入现代企业产权体制、运营机
制，向改革要动力，向市场要规模，向品质要效益，向管理要效率，向党建和队伍
建设要活力，发扬狠劲、韧劲、实劲和不松劲、不懈怠、不满足的猎豹精神，激发
出企业内生动力，砥砺前行的长丰“猎豹”，重振雄风，王者归来！

数据最有说服力：2016 年， 长丰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87 亿元， 同比增长
130%；实现利润 4 亿元，比上年翻了两番，重新走向快速发展的轨道，多项经济
指标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蓄势待发，百亿猎豹指日可待。 ”长丰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李建新对此信
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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