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Years of CAMEIA

栏目编辑：马骏

mj@motorchina.com

中国汽保30年·人物篇
他们的经历或许并不跌宕，他们的故事或许不是传奇，但是，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中
国汽保30年的历程才会如此精彩；正是通过他们的奋斗，中国汽保30年的成就才会如此引人
注目。
他们，是汽保企业的掌舵人；他们，是汽保技术的推动者；他们，是《汽车维修与保
养》杂志精心选出的与中国汽保业共同成长的佼佼者，是中国汽保业30年发展历程中的亲历
者和见证者。
在这里，他们愿与您分享这30年中的酸甜苦辣，这30年的点滴心得。

访上海一成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金东
◆文/本刊记者 张帆

与很多与中国汽保产业共同起步的老

刘金东说：
“一成从成立的第一天起，

一成汽车检 测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就一心一意地做四轮定位仪。”一个“一心一

海一成”)并非历史最长的汽保企业，但是在

意”道出了上海一成产品成功的全部秘密。

中国汽保业界，它却是当之无愧的发展最快
的企业之一。

作为企业家、创业者，刘金东敏锐地认
识到四轮定位仪在汽车维修保养业中占有

从刚成立时“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小

的重 要位 置，随着汽保市场需求的高速增

企业到今天汽保行业的排头兵，从作坊式的

长，四轮 定位仪将 拥有非常广阔的市场空

小工厂到今天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市

间，而且这项产品又涉及多个技术领域，科

软件企业、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副会

技含量高，符合行业发展的大趋势。更重要

长单位、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理事单位、

的则是刘金东对产品精益求精的执着态度。

上海市工商联汽保商会副会长单位，上海一

在他的信念中，企业的起步发展阶段，必须

成的发展轨迹几乎与一个人的努力奋斗、执

要把有限的人力、物力、精力集中起来才能

刘金东，上海一成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着理念相重合，他就是上海一成汽车检测设

够取得突破性的发展。

董事长，中国汽保行业协会副会长、上海市

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金东。

在十几 年的发 展 过程中，刘金 东始终

工商联五金商会副会长、中国汽保商会副

作为“中国汽保30年•人物篇”中的佼

坚信“科技领先，品质为本”的企业发展宗

会长、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理事。曾荣获

佼者，刘金东在上海一成成立12年生日前夕

旨，努力走在行业自主创新的前列，上海一

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娓娓地揭开了上海

成也不负所望地成为中国首家获得四轮定

一成迅猛发展的“企业经”。

位仪核心技术自主 知识 产权的制造商。他

2004～2005年度五四青年创造发明奖、荣
获2006～2007年度上海市五四青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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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门诊

对自己的产品所获得的荣誉如数家珍：
“上

面对激烈竞争的现实，刘金东明白除了有可

成才能成长。如今他们不仅有稳定的汽修厂

海一成是首家成功开发大车3D四轮定位仪

靠的产品还要有稳定的客户群才能在激烈

家客户群，也相继取得了国内众多汽车厂、

产品的企业，是首家成功开发微3D四轮定

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上海一成能够从起

轮胎厂的认证，其中包括一汽丰田汽车、东

位仪产品并申请世界范围专利的企业，是首

步阶段只有几十家客户的小厂到如今拥有几

风本田汽车、郑州日产汽车、奇瑞汽车、一

家成功开发4D产品并填补了国内空白的企

千家客户的业内龙头企业，刘金东的“客户

汽红旗轿车、江淮轿车、三角轮胎、固特异

业。”不仅如此，上海一成还尽量利用社会

经”无疑是成功的。而他却仅仅将其总结为

轮胎、佳通轮胎、邓禄普轮胎、韩泰轮胎、锦

上的科技资源力量，刘金东补充说，
“为了

简单的四个字——共同成长。

湖轮胎等单位指定使用的配站必备产品。

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制造

汽保行业中环保节能型的代表产

在做 好国内市场的同时，上海 一成也

出符合中国本土情况的产品，上海一成与上

品 —— 3 D 四 轮 定 位仪 凭 借 其 精 细 化 的 定

把目光瞄准国外市场，刘金东将共同成长的

海大学巴士汽车学院展开合作，与吉林大学

位，在国外早已经占据市场，但是因为3D四

“客户经”也引向了海外。他说，
“上海一成

汽车学院在南京建立中国首家3D定位仪实

轮定位仪价位相对较高，在国内还没有得到

决心做海外市场的时候，刚开始只能通过展

验室。”如此专注于产品，自然能够结出丰

普遍推广。而刘金东提出：
“3D是市场的发

会的形式对外宣传，效果并不明显。面对这

厚的果实。本着将四轮定位仪做精做全的宗

展趋势，能给用户企业带来更加长远和持久

种情况，我一方面提高自身产品的实力，另

旨，上海一成的四轮定位仪产品已经有四大

利益来源，上海一成想要发展，必须要迎合

一方面也努力用各种办法让海 外客户认识

系列三十余种供用户选用，同时也成为中国

这一发展趋势，和客户共同成长。”于是在相

到我们的成长。”上海一成通过与美国亨特

首家 生产型号 最多最 全的厂家。在产品技

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说服客户成为刘金东的

公司进行合作，开发出最新的3D四轮定位

术创新方面拥有三维摄像、蓝牙通讯、4点

主要工作。

仪，实现了中国汽车检测设备技术与世界的

CCD双维图像检 测、导航菜单、磁悬浮技

“曾经有一位苏州客户，在当地的汽修

接轨，并先后通过了ISO9001国际质量体

术、动态测量、主频100M处理器主板、三

一条街上有一个店面，我跟他说，用了我们

系认证、技术监督局质量检验合格、TUV(欧

维互动调整等世界领先技术。

的产品能让你成为这条街上的佼佼者，使你

盟)CE国际认证、意大利意杰公司CE国际

如今，上海一成的厂区已经由起步时的

的店面扩大，你可以再多开几家店。”说起

质 量体系认证。他们还 每年 都邀请 大 量 海

作坊式工厂移居至上海市嘉定工业园区北

共同成长，刘金东能举出很多具体例子，
“客

外客户到厂考查、洽谈合作，目前为止已同

区。据介绍，这处总投资近5000万人民币、

户一开始是将信将疑的，毕竟他们当时所采

德国、俄罗斯、英国、美国、哈萨 克 斯坦、

占地面积3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7000

用的设备并没有大问题，但我们向他保证，

波兰、捷克、墨西哥、立陶宛、印度、巴基斯

平方米的厂区是目前亚洲规模最大的四轮

采用上海一成的新设备后，一定会有成效，

坦、马来西亚、新加坡、沙特、西班牙、土耳

定位仪生产基地，跻身世界前三甲。

而一旦出现任何问题，上海一成都将负责到

其、毛里求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建

刘金东也说，上海 一成的发展离不开

底。这样的保证打动了客户，从那之后，他就

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政府与社会的支持。公司创建不久，2003年

一直采用我们的产品，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

搭建平台“人才经”

即被评为上海市高科技成果转化政府扶持

都得到提高，没用多久就开了第二家店，如

在刘金东对自身企业的介绍中，他还特

项目、2004年定位仪系列产品获上海市优

今他的店在苏州也是颇有名气的汽修连锁

别突出强调了人才的重要作用。据介绍，在

秀软件产品称号、2005年被评为上海市高

店了。”刘金东不无得意地说。

上海一成，高等专科以上人才占员工总数的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百佳单位并获得上海市

通过一家又一家客户的积累，上海一成

85%以上，这在行业中已经是一个占比极高

高科技成果转化火炬项目基金扶持、2006

的客户在发展壮大，上海一成的客户群也在

的数据，从中也可见刘金东对人才的重视程

年度获得上海嘉定工业区科技创新三等奖、

发展壮大。为了引导汽保市场向更健康有序

度，而刘金东认为这还远远不够。由于受到

20 07年度中国汽保 行业10 佳检 测设 备、

的方向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客户，上海一成

当前汽车后市场在中国行业地位限制，人才

2008年被评为上海市专利工程培育企业、

在销售中更加注重技术的延伸，将服务价值

流动并不倾向于汽保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如

2010年被评为上海市专利工作试点企业……

融入未来的发展之路中，坚持走技术化、品

何挖掘企业人才的“内力”是汽保企业都面

“这说明政府和社会对我们一心一意做 产

牌化路线，每年通过年会、培训等多种方式

临的问题。刘金东说：“人才就像企业的血

品的信念是认可的、支持的。”刘金东说。

为用户提供了良好的服务保证，并推出以旧

液，我们不能总等着被输血，要学会造血。”

共同成长“客户经”

换新、技术讲座、金色保姆计划等有针对性

近年来，人力资源成本是目前大多数企

的活动，为用户解决发展之忧，实现用户价

业面临的主要压力，企业需要的正是建立起

值的提升。

科学的人力资源机制。刘金东的“人才经”

上海一成进入汽保行业之时中国四轮
定位仪市场正处于产品自由竞争阶段，厂商
和产品层出不穷，鱼目混珠现象屡见不鲜。

刘金东表示，只有客户成长起来上海一

不仅让企业有了优秀稳定的员工团队，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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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公司的产品品质，从而使公司拥有更强

性。刘金东介绍说：
“通过为员工提供充分

员工的精神将融入集体，大大提高了对公司

的竞争力。他说：
“首先要为企业员工搭建

的培训机会和成长空间，员工对企业的归属

价值的认同感。有了认同感，他们才能工作

一个好的平台。来到我们企业的员工，专业

感大大增强。正是得益于此，上海一成的员

快乐，工作快乐了，他们才会愿意一直留在

是对口的，问题是如何让他们在企业中继续

工团队才能保证高素质和高稳定性。”

上海一成工作。”

提高、发展。在这里，员工会把上海一成当

而员工的技术能力提升并不是刘金东

刘金东强调说：
“在上海一成的企业使

做 另外 一所学 校，我们每年 都对员工 进行

所注重的全部，他说：
“我更加看重心灵的

命中‘帮助员工、用户成长’仅是第一 个层

定期培训，颁发技术手册，讲解技术知识。

提升。想要拥有一个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

面，
‘实现员工、用户、企业的梦想’是上海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提供了让他们进行实践

团队，不能单纯依靠物质，更需要精神的力

一成使命的第二个层面，
‘为祖国富强、人类

的平台，在这个行业，能力必须在实践中提

量。”在上海一成，员工集体旅游、公司运动

和谐发展而努力奋斗’才是上海一成使命的

高。”为此，上海一成还开展了售后技能大

会等活动被视为企业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

最高层面。”而这也正是刘金东“企业经”真

比武活动，让员工时刻感到技术进步的重要

部分。用刘金东的话说，
“在这样的活动中，

正的精华所在。

第五届全国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启动
2013年7月4日，第五届全国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简称
“竞赛”)在交通运输部正式启动。竞赛组委会名誉主任、交通运输
部副部长冯正霖，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主任刘康，中国海员
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丁小岗，竞赛组委会主任、交通运输部总
工程师周海涛等出席启动仪式。
本届竞赛由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
工会共同主办，为国家级二类竞赛，这是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竞
赛首次纳入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体系。竞赛涉及机动车驾驶员和
机动车检测维修人员两个职业。其中，机动车检测维修人员竞赛设
汽车综合故障诊断与排除、车身修复(钣金)、车身涂装(涂漆)和汽车
空调维修4个常规比赛项目。
竞赛内容分别以汽车驾驶员、汽车修理工国家职业标准高级
工(国家职业资格三级)的知识和技能要求为基础，适当增加相关新
知识、新技术、新技能等内容，采取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
相结合的方式，其中技能操作考核占70%。
据介绍，本届驾驶员技能竞赛的主题是“安全驾驶、绿色驾
驶、科学驾驶”，机动车检测维修人员技能竞赛则以“规范操作、绿
色维修、打造品牌、转型发展”为主题。
竞赛分为预赛和全国总决赛两阶段。其中，机动车驾驶员竞
赛分赛区预赛，于2013年5月开始，10月15日结束，全国总决赛拟

定于11月在北京举行。机动车检测维修人员竞赛分赛区预赛也于
2013年5月开始，9月20日结束，全国总决赛拟定于10月在江苏无
锡举行。
冯正霖表示，要通过竞赛选拔带动加大表彰奖励力度，引导行
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技能、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提高技能人才的
职业地位和职业荣誉感，更好地维护技能人才的基本权益，健全完
善技能人才的评价、考核和发展机制，为推进交通运输行业科学发
展提供人才保障；通过竞赛，选拔在安全意识、安全技能等方面符合
安全要求的优秀技能人才，总结并推广优胜选手的安全操作经验，
将其逐步转化为行业管理规范、标准和从业人员自觉行动，以安全
生产的制度化成果体现交通运输的社会效益；通过竞赛，引领行业
发展积极践行绿色、循环、低碳等新理念，使职业技能竞赛活动成为
观察交通运输发展方式转变的“风向标”、比拼转变交通运输发展
方式的“竞技台”和加速交通运输发展方式转变的“催化剂”。
据介绍，自2007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已经相继成功举办了“机
动车驾驶教练员”、
“机动车检测维修人员”、
“机动车驾驶员”和
“筑养路机械操作手”等四个职业技能竞赛活动，选拔了一批高技
能人才，为交通运输行业从业人员开拓视野、展示技能、切磋技艺
搭建了很好的平台，促进了交通运输行业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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