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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半岛

交运集团：品牌集群强势崛起

1995 年，交运集团作为中国交
通行业服务品牌建设的首创者、发起

者和引领者，开启了从传统服务业向

现代服务业、从传统经营向品牌经营

发展的变革之路。经过十几年的精心

培育，“情满旅途”成为中国交通行业

首例中国驰名商标，“温馨巴士”已成

为中国城市公交第一品牌。交运品牌

在开拓市场、服务顾客、奉献社会中

所体现出的价值和优势，赢得了社

会、行业和市民的认可。

2010 年以来，交运集团步入新
的历史发展阶段。通过依托“1+1”、
“3 +3”、“1+1”战略发展模式，在“传
承”中不断创新，在“颠覆”中不断改

变，在“整合”中不断优化，在“发展”

中不断壮大；通过创新交运文化战略

工程，实施交运“品牌集群”战略，集

全力建设全国骨干型综合交通运输

企业，现已步入了强势崛起的发展快

车道。

在 60 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一代
代交运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心血，积累

了宝贵的财富。作为交运新时代的掌

门人，刘永康以极富前瞻性的思维、

极具开拓性的气魄，带领交运员工在

传承和发扬历史经验中，勇于变革、

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走出

了一条具有交运特色的创新发展之

路。

创新战略发展模式。围绕青岛市

“全域统筹、三城联动、轴带展开、生

态间隔、组团发展”的空间发展战略，

交运集团围绕山东半岛蓝色战略的

实施，确立“1+1”（大客运+大物流）、
“3+3”（三项新兴业态 +三项潜力产
业）、“1+1”（硬环境+软实力）战略发
展模式，壮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

业，深挖潜力产业，逐步实现了由传

统运输业态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升

级。推进相对单一的传统客运业务发

展为涵盖班线客运、公交客运、旅游

客运、出租客运、通勤客运、校车客

运、超市客运、站群客运等基本覆盖

道路客运全部业务品种的大客运体

系，形成不断延伸的产业价值链；推

进传统货运挂靠经营向集城际物流、

配送物流、特种物流和配套仓储、分

拨、货运代理、报关报验等于一体的现

代物流经营发展，完成传统货运企业

的华丽转身。

创新品牌集群战略。在品牌引领

战略实践基础上，交运集团借鉴哈佛

商学院“品牌分子图”理论，全面推进

品牌战略升级，全国首创性提出了品

牌集群战略。以“交运先锋”党建品牌

为政治保证，以“情满旅途”和“温馨巴

士”驰名品牌为引领，打造“温馨校

车”、“亲情家园”、“交运家家送”、“交

运地产”等温馨系列、情感系列和交运

系列品牌，形成涵盖全领域、引领企业

发展的品牌群体优势。这一战略突破

传统的、简单的品牌组合方式，有效解

决了品牌延伸的局限性和品牌组合的

松散性，形成了品牌之间、品牌与社会

资源之间的有效衔接，成为服务企业

品牌创建的典范。

创新文化发展工程。2010 年以
来，通过实施集团化管控的经营实践，

交运集团突破原有经营框架，形成了

以“进入中国服务企业 100强”为目标
的“13+12345”交运文化新体系，实现
了从为追求发展而打造交运文化核心

竞争力到借助交运文化核心竞争力的

形成而促进发展的历史性转变，掀起

了集团可持续发展的新一轮浪潮。不

断丰富以“情感”文化、“温馨”文化和

“家”文化等为核心价值元素的交运文

化，不断完善网站、报刊、宣传片、交运

文化馆、交通博物馆、文化活动室、员

工书屋等文化载体，推动交运文化产

业更好更快发展；以“足球文化”为引

领，构建职工体育运动会、文化艺术

节、足球俱乐部、女子爵士鼓乐队以及

足球联赛、篮球联赛、游泳比赛等为内

容的具有交运特色的体育模式，把工

作负荷、工作压力和工作矛盾转化为

从工作中获取愉悦。

创新安全监管模式。全面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归属，推进安全文化建设，

创新推出多项安全预控措施，形成了

“1421”安全管理模式，健全了安全生
产预控体系，规范了安全管理制度。创

新性应用网络技术、3G 技术、GPS 系
统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投资 5000余万
元率先建设了国内专业运输企业规模

最大、覆盖最广、技术最先进的安全生

产指挥中心，实现了对运输车辆、作业

场站、保修车间等全方位、全过程的实

时监控和现场调度，跨入了本质安全

金奖企业行列。

因循守旧不是国企特色，主动

变革方能决胜市场。在刘永康的带

领下，交运集团勇于打破旧观念、旧

秩序、旧模式，在颠覆中强势崛起，

在颠覆中不断前行，在颠覆中实现

蜕变，开辟了国有老企业转型变革

的新思路。

颠覆传统经营产业。突破固有

的学生专线和学生包车模式，前瞻

性地开发和应用校车客运新兴市

场，组建国内首家实施“专业化、标

准化、规模化、产业化”运营的专业

校车公司，形成“市区校车、社区校

车、郊区校车、新区校车、山区校车

和农村校车”六位一体的发展格局。

同时，交运集团作为校车安全标准、

技术标准、服务标准的制定者、引领

者和推广者，使全市校车规模、品牌

影响、安全标准、服务标准、惠及范

围等走在全国最前列。突破交通与

旅游经营界限，精心打造“1+17+N”
运营载体、“车票+门票”合二为一、
“通勤+旅游+包车”运力互补的客运
旅游新模式。完善汽车站功能配套，

打造成为集咨询、换乘等功能于一

体的旅游汽车站；开通都市观光巴

士绿色环保线、蓝色畅想线和红色

夜景线，与全市首条城际公交构建

起“两横两环一纵”的旅游观光交通

风景线网，创造了国内旅游与交通

产业融合发展的范例。

颠覆传统能源应用。节能减排

是国家重大战略，优化交通运输能

源结构和能耗结构，是实现交通运

输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的内在要求。

交运集团作为全市国有大型骨干交

通运输企业，积极响应“节能减排、

低碳交通”的号召，从结构节能、技

术节能、管理节能入手，打造“绿色

交运”；率先更新新能源车辆，加速

淘汰高耗能老旧车辆，将 LNG 新能
源车辆率先运用于班线客运、旅游

包车、城市公

交和土石方、

危化品、建筑

垃圾等特种物

流运输；牵手

中海油发展低

碳能源，积极

推 动 LNG 清
洁能源在山东

地区的公路客

货运输领域、

货运船舶和渔

船领域，特别

是在燃气分布

式能源站和燃

气发电厂建设

等工业、交通

和居民生活用

气等方面的综

合利用，逐步

由公路客货运

输领域向新能

源开发利用业务领域发展，为建设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企业提供

保障。

颠覆传统管理理念。践行“承担

社会使命，成就责任交运”理念，勇

于承担社会责任。持续优化环境，投

资 1.6 亿元推进办公环境改造和经
营场所功能提升，为顾客提供优质

的服务环境，塑造全新的交运形象；

深入推进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

和社会责任管理“四体系”整合，积

极开展争创全国质量奖、“7S”现场
管理等各类创新工作，改善现场管

理；全面实施“七个一”工程，建设精

致的员工书屋、舒心的员工餐厅、清

新的员工活动室、温馨的员工更衣

室、洁净的员工淋浴室、规范的档案

室、整洁的储物室。完善企业和员工

利益共享机制，在全国首创推出“交

运新工时”———每周 4 天工作制，为
员工创造幸福生活的基础条件；实

施员工职业生涯设计和在职援助培

训计划，为在岗员工进行查体并建

立健康档案；实施员工工资三年倍

增计划，畅通员工职业发展渠道，让

员工在黄金期间实现黄金发展、体

现黄金价值。勇担企业社会责任，实

行会员积分制和学生会员制，对学

生客流和新市民客流长期开展七

折、八折的票价优惠活动；开通“高

校直通车”，为学子提供温馨服务；

开通“学生班车”和务工人员“返乡

直通车”，用爱心和真情回馈社会；

设立“旅客爱心基金”，在旅客发生

突发事件时及时给予援手，确保旅

客安全地踏上返乡之路。

只有握紧拳头，才能有力出击；只有形成规模效应，才能获取

竞争优势。刘永康以广阔的战略视野和良好的大局意识，将散布

于各个子公司、分公司的相同经营业务进行全面整合和调整优

化，使优势资源向核心业务集聚，形成了在市场竞争中的拳头效

应和规模优势，开启了交运发展史上崭新的一幕。

整合内部资源。按照专业化、集约化发展方向，实施内部资源

整合，改变内部资源散、小、弱的状况，整合运营，减少内耗，增强

竞争力。先后组建温馨巴士、温馨的士、温馨校车、中海油交运山

东 LNG能源公司、青岛汽车总站、文化传媒、交运速递、交运锐锋
等全资子（分）公司，统筹经营开发公交客运、出租客运、校车客

运、市内站群资源、文化产业、速递业务和汽车 4S销售；合并重组
货运子公司，将原六个货运子公司重组为市场开发公司、交运物

流公司、运输管理服务公司，分别集中经营有形化市场、现代物流

业务、货运挂靠车辆和危化品车辆；整合维修服务资源，将客运车

辆维修点全部交由修理分公司统一经营管理，充分挖掘内部资源

的潜力。

优化产业布局。完善适用蓝色战略的客运布局，实现全域联

网售票，推进长途客运班线、城际公交、城乡公交、城市公交、客运

出租等多种运输方式的零距离衔接；加快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

进一步填补城际、区域、城乡结合部的公交空白，让乘客得到品质

的实惠、价值的实惠、享受创新服务的实惠。完善服务蓝色战略综

合物流体系，适用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和蓝色硅谷建设释放的发

展潜力，以“交运物流”、“交运速递”、“交运家家送”品牌为引领，

加快货运产业转型，构建便捷高效的现代物流网络，成为青岛蓝

色战略新生力量。与多家单位合作成立青岛海纳汽车保险销售有

限公司，控股青岛英豪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和青岛首席保险公估有

限公司，形成了集保险代理、保险销售、保险经纪、保险公估等为

一体的车辆保险中介服务体系；交运锐锋汽车销售公司、汽车修

理分公司共同构建起了汽车销售、维修、救援、保险代理等于一体

的汽车综合服务链条；借助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有利时机，延伸

文化传媒产业链；运用“交运地产”品牌优势，积极承担青岛市危

旧城改造工程，加快推进房地产业务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刘永康牢固树立时不我待、刻不容缓的发

展意识和危机意识，带领广大干部员工在发展道路上不动摇、不

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科学应对

环境变化和内外部巨大压力，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赢得了科

学发展、率先发展、跨越发展的大好局面。

牵手央企中海油和国家电网，推进交运集团从公路客货运输

领域向新能源开发利用业务领域发展，提高产业附加值；推进交

通邮政优势资源相互融合，在利用邮政网点代售客票、汽车站代

办邮政业务、合作推进物流配送等方面进行战略合作；结合教育

资源打造校车工程，2012年在青岛市投资首批 600部专用校车已
陆续投入到（区）市的 1000 余条运营线路上，解决 200 余所学校
48000名学生的上下学乘车问题，倡导并实践的“学生温馨的港
湾、家长放心的课堂”赢得了广泛赞誉；助推市政公用事业发展服

务民生，购置 20部 LNG 清洁能源自卸车，搭载智能运营、视频监
控、GPS定位等信息系统，为全市解决建筑垃圾运输中存在的超
载撒漏问题作出积极努力；联合青钢集团加速发展通勤客运；联

姻高校拓展经营合作新领域，在通勤班车服务、毕业生录用、员工

培训、票务综合服务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

交运发展驶入快车道。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经营指标实现高

速增长，集团资产总量增长接近 100%，市场占有额度增加 50%以
上，员工收入增长 70%以上，营业收入连续以 36%的幅度增长，成
为无区域名称的大型综合交通企业，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

间。

交运发展赢得社会肯定。“情满旅途”被认定为中国道路运输

行业首例中国驰名商标，“温馨巴士”被誉为中国城市公交第一品

牌；在第七届亚洲品牌盛典上，作为亚洲唯一的综合交通企业和

交通人物，交运品牌荣获亚洲知名品牌大奖，刘永康当选中国品

牌十大领军人物；在由中宣部举办的第七届中国企业文化论坛

上，交运集团作为全国唯一的交通运输企业参加并作交运文化建

设典型经验交流；交运集团还荣获中国道路运输百强诚信企业、

中国物流百强企业、国家 AAAA 级物流企业、改革开放 30年全国
企业文化优秀单位、全国企业文化融合荣誉单位、全国交通文化

建设示范单位、全国质量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全国质量效益型先

进企业、全国交通运输节能减排优秀贡献企业、全国实施卓越绩

效模式先进企业、全国用户满意服务、全国精神文明创建先进单

位、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本报记者 张广传

刘永康，高级会计师，南开大学 EMBA，现任交运
集团（青岛）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荣获全国优秀

企业家、中国品牌十大领军人物、全国交通运输企业

管理十大杰出人物、全国交通运输企业节能减排优秀

贡献个人、全国用户满意杰出管理者、全国质量管理

小组活动卓越领导者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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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承中不断创新 实现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升级，提出品牌集群战略，建设了国内专业

运输企业规模最大、覆盖最广、技术最先进的安全生产指挥中心。

在颠覆中不断改变 形成六位一体的校车发展格局，将 LNG 新能源车辆率先运用到特
种物流运输，开辟了国有老企业转型变革的新思路。

在整合中不断优化 以专业化、集约化的发展方

向，实施内部资源整合，形成

了在市场竞争中的拳头效应

和规模优势。

在发展中不断壮大 资产总量增长接近 100%，市场
占有额度增加 50%以上，成为
全国交通运输行业的佼佼者。

交运集团董事长刘永康（左二）关心一线职工

交运集团新能源 LNG长途班线车

开创以“情满旅途”和“温馨校车”为代表的多种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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