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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求进:东方地毯 2013年主旋律

1 月 20 日，备受瞩目的 2012
年度中国企业十大新闻、2012年度
中国企业十大人物、最具影响力企

业以及最具成长性企业榜单重磅揭

晓，《中国企业报》记者从活动现场

了解到，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荣

膺最具成长性企业。

2012年，地毯业面临的经济形
势十分严峻。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复苏乏力；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市

场需求减弱，国内经济何时触底反

弹仍有很大变数；制造业处境艰

难，地毯行业利润减少、发展速度

放缓。与此同时，国内相关行业不

断有新企业涌入地毯市场，国际大

企业已经或正在进入中国地毯市

场，这使得中国地毯市场的竞争更

加激烈。

在国内外竞争压力上行的环境

下，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突破重

围，作为唯一入选的地毯企业，“编

奏”了一曲属于东方人的动人旋律。

2012 年对于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而言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一

年。这一年，集团加强基础管理、坚持科技创新 ,致力于地毯品质提升的

同时开展节能降耗“五个一”工程 ,大大提升产品的品质和效率。与此同

时 ,积极拓展市场 ,参加各大展会 ,在夯实酒店行业基础的同时注重和经

销商的横向联合与携手发展。

1月

2011年度总结大会及营销系统表彰大会召开,对 2011年营销冠军

广州分公司进行 10万元奖励；

滨州经济开发区表彰公司并给予 58万元现金奖励；

公司召开管理效益年“五个十”及节能降耗“五个一”活动会议；

2月

车间分别召开活动专题会议,对活动宣传、发动 ,并将活动方案进行

分解；

3月

滨州市经信委、职工教育办公室召开表彰大会 ,表彰东方地毯集团

有限公司获滨州市“职工教育先进单位”；

3月 14日，日照市南山区委书记盖伟星带领区有关职能部门及企

业领导到公司视察工作；

3月 23日，滨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增金陪同北京拉比俊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梁鲁、张苏俊等客人到公司视察工作；

3月 27—29日，参展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地面材料及辅装技术展览

会；

3月 28日，集团荣获 2011年度由市总工会颁发的“滨州市五一劳

动奖状”和“滨州市劳动关系和谐单位”荣誉称号；

3月 30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阎雨、北

大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刘喆、秘书肖雅为等一行五人到公

司考察；

3月 31日，文登市常务副市长董晓阳带领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业领

导一行 20余人考察团到公司考察；

4月

人事行政部组织了节能降耗“五个一”活动演讲比赛并对取得名

次的员工颁发奖励；

4 月 9 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山东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山东省

商会副会长连佳俊 ,滨州市副市长万永格到集团公司考察工作；

4月 10日，中国建筑装饰协会秘书长蒋锐一行到公司考察工作；

4月 14—16日，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两位资深专家对公司的双

体系管理进行了为期两天紧张有序的审核工作,并通过双体系认证；

4月 25日，滨州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邓向阳等领导陪同临沂

市委党政考察团一行到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考察工作；

4月 25日，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法官管理部组织处副调研员韩冬、

组织处主任科员郭玺 ,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干部部检察员(副厅级)郑

建秋、检察官管理处调研员王亚琴(女),山东省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

部主任傅国庆、政治部组织人事处副处长李峰 ,省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

部主任宋文娟(女),政治部人事处干部樊凯一行到东方地毯集团公司视

察工作；

公司总经理崔旗为“管理效益年”活动优胜机台颁奖；

5月

5月 5日，东方地毯集团公司举办 2012年趣味运动会暨消防运动会；

5 月 9 日，原全国政协常委、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韩喜凯到公司

视察调研；

5月 18日，日本根来公司一行 4人来公司考察；

5月 19日，第四届中国酒店业“金樽奖”颁奖 ,公司受邀并获得全球

酒店业最佳合作伙伴；

5月 28日，“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公司获得由市工委、市妇女联合

会颁发的“春蕾计划”爱心单位荣誉称号；

5月 30日，省贸促会副会长连佳军、日本贸易振兴机构青岛事务所

所长北条尚子、副所长山本谕,职员冯平到公司参观考察；

6月

6月 7日，滨州市政协副主席王秀夫一行来集团考察；

6月 8日，鲁迅美术学院(大连校区)织造软装饰设计工作室 2008级

毕业设计展在鲁迅美术学院艺术博物馆隆重开幕 ,东方地毯集团作为鲁

迅美术学院大连校区织造软装饰设计工作室的实践教学基地 ,承担了生

产实践的教学任务；

6月 13日，日本尼陶丽客人地毯买手武田和商品部长村林、西村等

3人一行来公司验厂指导；

6月 19日，Zimmar公司总裁托尼和销售总监王书东、化纤主任李

加录、印花工程师董洪田陪同参观化纤车间印花工序；

6月 28日，东方地毯集团党支部和工会组织“发展慈善事业 ,共创和

谐社会”的倡议 ,并启动“庆七一 ,慈心一日捐”活动,共募捐 15180元；

7月

7月 4 日，集团公司召开了 2012年度上半年工作总结 ,韩洪亮董事

长作了报告；

7月 19日，日本根来公司创始人根来功来公司考察；

7月 30日，“八一”建军节前夕 ,在滨州市政协主席孙承志的陪同下,

滨州市委常委、军分区政委于培洪等军分区首长一行到公司参观考察；

8月

8月 16—18日，2012年第十四届中国(上海) 国际墙纸、布艺、地毯

展览会在上海世博展览中心召开,东方地毯参展；

8月 30日，第二届资本对接滨州新兴产业考察团一行 50人来公司

考察；

9月

9月 10日，2012 第十届中国(滨州)国际家纺文化节暨第三届中国

国际服饰文化博览会在滨州会展中心广场隆重举行,东方地毯集团公司

作为主要主办单位参加了此次国际家纺文化节并派出了 50人的方队；

9月 14日，总经理崔旗接受广播电台的采访 , 并现场与听众进行

互动,讲解了地毯知识；

10月

获得“2012年度纺织行业 500强”称号；

10月 15—17日，集团公司总经理崔旗参加“第二届四川特色文化

旅游品牌企业表彰盛典暨第二届四川旅游酒店信息化发展论坛”, 公司

获得“四川星级酒店指定用品单位”和“第二届四川特色文化旅游品牌

企业”两项荣誉称号；

10月 25日，经信部领导到公司参观；

11月

东方地毯荣获“2012年世界酒店·五洲钻石奖十大品牌供应商”殊荣。

东方地毯 2012年大事记

2013年的中国，国内外形势依
然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世界经

济处在调整期；欧债危机持续发酵，

与美国拟推行的第三次“量化宽松”

的货币政策相叠加，势必造成国际

金融市场、商品市场震荡加剧，全球

经济持续下行，风险明显增加，中国

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整个国

际国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地毯行

业无法超然于外。

“创新从最初的注重技术、质量

和成本控制方面，发展到今天的更

关注企业的创造力和持续竞争优

势。”韩洪亮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指出，稳中求进是东方地

毯在 2013年发展的主旋律。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

协会执行副会长冯并指出，通过深

化企业改革，提高管理水平，做大做

强，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

经济结构调整，着力于探索企业发

展的新路径、新方式，在企业转型升

级中迎接新挑战、取得新突破。

“地毯行业要在严峻的形势和

激烈的竞争中不掉队，就要发扬创

新精神，加快创新步伐，按照中央的

要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

国工艺美术协会地毯专业委员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东方地毯要从四个方面

加强创新力度。”韩洪亮指出，第一，

在企业运营上，以“十二五”规划为

指导，树立创新的经营理念，大力调

整产品结构，延长地毯产业链，提高

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

第二，在企业产品上，采用新工艺、

引进新设备、开发新产品、搞好新设

计，加大产品科技含量，使新产品向

高端化、特色化、功能化方向发展；

第三，在企业营销上，创新营销模

式，大力开拓新兴市场，稳定出口、

扩大内销、开发家用，努力提高产品

产销率和市场占有率；在企业管理

上，充分运用现代化管理方法手段，

充分挖掘内部潜力，加强企业文化

建设，发挥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创造

性，不断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经

济效益。

史新才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2013年，东方地毯投入 5000 万
元资金用于技术研发，用技改带动

更精更优的产品制造。

据悉，东方地毯把品牌作为企

业的生命，先后荣获“中国地毯行

业十大影响力品牌”、“中国环保地

毯”、“中国名牌”、“国家免检产品”、

“中外酒店十大白金品牌供应商”等

荣誉称号和“中国驰名商标”桂冠。

2012年，综合经济指标挺进全国地
毯行业前三甲，销售收入跃居行业

第二位。

“世界最大的地毯生产商萧氏

集团在南通投资 4000万美元，占地
2万平方米，建立年产 500 万平方
米能力的拼块地毯生产基地；美国

的美利肯亚太总部也落户上海，加

大在中国的研发设计和市场营销力

量，这加剧了中国地毯市场的激烈

竞争。”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地毯专业

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巨大

的市场压力，东方地毯集团在发展

中也遇到了许多的艰辛和阻碍。对

内，我们加强基础管理、坚持科技创

新 , 致力于地毯品质提升的同时开
展节能降耗‘五个一’工作 ,大大提
升产品的品质和效率；从外部而言 ,
积极拓展市场 ,参加各大展会 ,在夯
实酒店行业基础的同时注重和经销

商的横向联合与携手发展。”东方地

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韩洪亮向记

者透露。

2012年，综合经济指标挺进全
国地毯行业前三甲，销售收入跃居

行业第二位的东方地毯在技术上的

改革创新步伐从没断过。东方地毯

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史新才告

诉记者：“环保地毯是地毯发展的潮

流、趋势，东方地毯充分利用自身强

大的科研优势，积极打造环保地

毯。”

据了解，东方地毯在地毯工艺

的开发与研究上打破了原有的开发

模式，推出了“立体开发的模式”，充

分利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等开

发新市场、新用途及功能性产品，研

究出了一条循环开发模式。“这是东

方地毯品牌走向国际化最为重要的

一步。”史新才说。

2012年 , 东方地毯集团不仅成
为“金樽奖”全球酒店业最佳合作伙

伴 ,还获得“2012年世界酒店·五洲
钻石奖十大品牌供应商”的殊荣和

“2012年度纺织行业 500 强”的荣
誉称号。

创新驱动释放技改红利

“编织”出来的企业美誉

第十八届（2012）中国企业十大新闻揭晓仪式暨第九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现场

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荣获“2012年度最具成长性企业”称号

在国内外竞争压力上行的环

境下，东方地毯有限公司突破重

围，作为唯一入选的地毯企业，

“编奏”了一曲属于东方人的动人

旋律。2012年，综合经济指标挺进

全国地毯行业前三甲，销售收入

跃居行业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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