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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企联会：
服务企业大事记

齐齐哈尔企联会
让企业告别
“单打独斗”

侯孝龙

2015 年，齐齐哈尔企联会有序开展工作，围绕企业
凝聚力的问题，通过组织企业间的多层次交流，开展企

侯孝龙

比比皆是。国家困扰、企业困扰、个人

业走访、定期召开联谊会，促进银企对接等活动，使一些

困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怎么办？

正在困境中的企业找到了事业方向和发展道路。

●齐齐哈尔市企业联合会在市工信委汤潮龙主任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

出路，是当时每个企业都在面临的严

下，中小企业的发展亟须联合协作、共

峻问题；没有方向，企业的奋斗与拼搏

和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李主任的大力支持下，于 2015 年 1

谋出路。

最终都会付诸东流。

月 28 日注册成立。

●1 月 30 日，在金百合商务酒店成功举办了 2015 年

2015 年初，在齐齐哈尔市政府、市
工信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以及各个
企业的共同研究和参与下，齐齐哈尔
市企业联合会正式成立，让企业告别
了“单打独斗”的时代，走上了群策群
力之路。

“中国梦企联梦”大型开年论坛，各界精英汇集，参会企

寻求突破

业家达 300 多人，
社会反响强烈。

●3 月 7 日，由市工信委、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发起，

多年来，鹤城企业界在艰难摸索
中寻求突破。

企联会联合兴业银行主办的兴业杯齐齐哈尔企业家扑

联合会的发起者

克大赛顺利举行，以此搭建企业与银行间的有效沟通平

们 ，是 这 样 一 群 企 业

台。

●4 月 10 日，由齐齐哈尔市工信委汤潮龙主任带队

形势紧逼

家——他们看到了企
业生存的艰辛和艰

赴哈尔滨参加 2015 年黑龙江企业联合会的工作会议，为

新中国成立后，齐齐哈尔市作为

难 ，秉 持 着 为 国 家 解

齐齐哈尔市企业联合会的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

国家经济建设中重要的工业化、军工

忧 、为 企 业 解 难 的 思

化、农业化城市，为我们国家国防建设

想，大胆尝试、持续创

作出了杰出贡献。改革开放以来，经

新 ，寻 找 企 业 发 展 新

济格局发生巨变，不少大国企受到了

方 式 、新 方 法 、新 思

前所未有的冲击，发展缓慢、步履艰

路 ，以 让 更 多 企 业 走

难；一些大型企业在经济大潮中一夜

出 低 谷 、奔 向 高 峰 为

之间瓦解，成为昨夜星辰。在上个世

使命，通过市场走访、

纪 90 年代，鹤城企业界及中小微企业

调研与深度可行性分

基本走向了停滞，纵有发展，也是举步

析，撰写了多篇关于企业发展和

中小企业服务

授成功经验和制胜法宝之外，还有金

维艰。企业重新洗牌，大批国企职工

规划的文章，
影响极为深远。

中心大力支持

融机构资金对接企业联合会——走

企业联合会是齐齐哈尔经

和 帮 助 ，工 作

访会员企业，听取他们反馈的各种信

济发展大势的产物，一是由于经

思 路 明 确 、政

息和合理化建议，形成项目和产业销

二十一世纪初期，随着中国经济

济格局不断变化之下，企业共谋

策领悟深刻，

售联盟体系，让更多企业避开风险健

新格局的不断变化，齐齐哈尔市经济

发展的迫切需要；二是市政府亟

积极按照政府

康发展。节日期间，企业联合会还组

逐渐回暖，企业开始复苏、经济开始活

须企业形成有效机制，共同发展，以团

下岗、待业，经济一度陷入萧条的“寒
冬”。

●4 月 23 日，
由市委组织部、市工信委牵头赴杭州浙

江大学中国网店第一村青岩刘学习考察 3 天，同去的企

地方企联月报
齐齐哈尔篇

业家朋友反响热烈，这次活动开阔了视野，在收获知识
的同时也收获了珍贵的友谊。

●4 月 29 日，由企联会副会长李铁梅组织 50 余位企

王利博制图

要求和目标努力拼搏。

织大型户外、团队建设活动，让诸多

近年来，市企联在发展道路上得

优秀企业家们劳累工作之余得到放

到了有效提升，特别是在市工信委和

松，更在友好、愉快的气氛当中凝聚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的直接领导和工作

了人心。

指导下，2015 年为更多企业发展做出
了扎实而卓越的贡献。

良好的局面刚刚打开，未来，齐齐
哈尔企联会将以企业发展为己任，积

南方经济区域考察团定期举行

极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

企业间的互通交流合作等活动，除邀

发展大局，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为鹤

请知名成功企业负责人现身说法，传

城经济发展与腾飞做出更大的贡献。

名片

齐齐哈尔市企业联合会

影响力、策划力、整合力，围绕企业在管理经营、资源整合、融资上市、市
场推广等为主要服务模式的学习型组织；是一个合纵连横，鼓励扶助商
业联盟、异业（地）联盟，帮助会员企业做强做大的资源平台；是一个老
板激励老板、经验碰撞经验、资源整合、资源置换资源的新商业模式；加
跃，城市面貌发生着变化，但是起色并

结协作共同应对市场经济形势的变

强政府与会员、会员与会员、会员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是一个帮

不大。关键原因在于缺乏经验、缺乏

化，有效遏制地方经济滑坡局面发生，

助会员企业在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放松身心、提升

成功模式、缺少管理团队，企业之间缺

使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幸福指数等多方面提供服务和支撑，搭建和谐诚信、共赢惠众的公共服

时期出现了这样一个怪现象——企业
经营好三年、亏三年，直至倒闭。企业

务平台。

凝心聚力

发展非常不稳定，并没有可持续发展

齐齐哈尔市企业联合会成立一周

的原则和规则可言；碰壁、失败的企业

年以来，得到了市政府、市工信委、市

酒店开展活动，活动结束三天后，为企业解决资金 100 多
万元。

●5 月 11 日，由市企联会外联部部长刘家瑜组织近

百名会员企业家，赴鹤之汤温泉度假山庄组织企业家联
谊活动，
以此在企业间沟通信息，
增进互信。

●5 月 23 日，由企联会风险防控中心李艳梅组织 50

余位企业家，参加第一届企业家心脑血管防治讲座。讲
座上，齐齐哈尔第一医院心脑科主任王淑清做技术服务
演讲，
受到在场企业家的好评。

●6 月 16 日，
举办百名企业家联谊活动，
齐齐哈尔市

第二医院给予大力支持，在此次联谊活动中，参与企业
200 多家。

●7 月 20 日至 7 月 22 日，在有关单位举办的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
年活动中，
向企业家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举办上述活动，不仅让更多的企业家陶冶情操，收
获了友谊，增进了了解，还让大家在不同类型的活动中，
找到了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帮助大家在千变万化的

齐齐哈尔市企业联合会（以下简称“企联会”
）是一个以提升企业家

乏凝聚力、向心力。也正因如此，那个

业家，与阿里巴巴网商贷对接，在会员企业金之缘商务

会员由企业家（企业经营管理者）、其他社会团体、政界、专家、学
者、新闻工作者等不同界别和个体工商户以及个人共同自愿参加组成，
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组织。

市场中，
共抗经营风险，
共谋发展之策。
2016 年，针对齐齐哈尔企业在发展中的实际需要，
结合上级主管单位的统一部署，齐齐哈尔企联会主动下
移服务重心，从企业融资需求、管理改进、政企关系等方
面，
为企业提供
“定制化”
服务。

●为企业搭建金融对接平台，遵循“为企业办实事

办好事”
原则，
设定预期目标，
按期有效实现。

●组织企业互访，加大企业走访力度，听取企业反

馈的各种声音，群策群力，献智慧、出谋略，打造有品牌
效应的企业联合团队。

●组织外省（市）地区的考察团来本地考察，同时组

织本地企业外访成功企业、上市公司，考察发达地区的

发展优势，把好的、先进的成功模式引进来，让当地更多
企业从中得到启发。

●疏通政企关系，促进企业与政府相关部门建立友

好关系，挖掘政府对于企业的一些优惠政策，项目落地
对接工作，
尽最大努力，
让会员企业受益。

齐齐哈尔企联会：加大服务 突出亮点

●本着“企业发展我发展”的原则，定期举办企业交

流、互助、联谊活动，号召大家出谋划策，多提好的合理
化建议，集思广益办好企联会，进而带动其他会员企业
共同发展。

●开展“走出去引进来”活动，企联将组织部分会员

企业去亚洲一些发达国家实地考察，建立长期稳定合作

关系，把好的商业模式引进来，积极推动自己的产品“走
出去”。

●联合更多企业走联盟道路，
分散风险，
稳步发展。
●2016 年将组织多项活动，让企业家身心都得到锻

炼。

●依托企联会，建立自己的各单项俱乐部，如茶品、

羽毛球、游泳、温泉、红酒、书画、新朋友沙龙、篮球、徒

步、汽车等，
为企业家创造更多的双边或多边接触机会。

申晓娇

社会转型、经济转型，企业家承担
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引领着新商业文

政策沟通，服务企业掌握政策信息，拓

过建立俱乐部专家咨询委员会，
同律师

展企业生存、发展空间，协助企业更好

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商标事务所、
各

情况开展特色研讨（培训）活动。
商务考察服务：
“ 企联会”组织会

地抓住机遇实现发展。

类认证机构、
咨询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

员企业赴外省市和国外进行商务考

投（融）资等金融服务：通过整合

系，
可根据会员企业不同的需求提供咨

察，参观兄弟省市和世界各国的著名

明，企业家承担企业经营的大难大责，

银行、投资、担保、基金、信托等金融机

询诊断、
营销策划、
品牌推广、
媒体整合

企业，了解商务投资机会。

企业家时时存在对内外部社会资源的

构资源，给会员企业提供上市辅导、贷

传播等全面管理咨询服务。

整合需求，同时企业家的家庭和谐、个

款、风险投资、兼并重组等全方位的投

健康养生护航服务：
“企联会”
通过

年定期举办各种联谊活动，促进企业

人健康及理财等诸多方面也需要有专

融资服务，帮助企业加强与银行、投资

整合养生保健专家、品牌医疗、医药机

界、金融界、政界之间的相互交流，为

业的机构及人才提供贴心服务。

公司、担保机构的沟通与交流，搭建常

构，
为成员企业家提供贵宾诊疗服务。

企业家拓展市场提供高端人脉平台。

资源对接服务：
“ 企联会”常年通
过各种活动促进会员企业家之间、企

态化的银企对接平台和企业信用平
台，解决企业融资问题。

主题研讨（培训）服务：
“ 企联会”

联谊活动组织服务：
“ 企联会”每

商业合作联盟暨“企联会会员惠

定期邀请各行业专家及学者开展主题

购俱乐部”服务：搭建消费平台，为“企

业与地方政府之间、企业与异地商会

品牌营销及管理咨询服务：
“企联

研讨活动，培养企业家精神，提升企业

联会”的企业会员经营收入和消费会

及协会之间的合作对接，促进企业之

会”依托自身的专家智囊团、国内知名

家的管理水平、实务操作水平及文化

员得到满意实惠以及长期稳定发展所

间、企业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

管理学会等与之合作的第三方团队，
通

修养水平，也可针对单个企业的具体

需要的创收资金提供保障。

（本版稿件均由齐齐哈尔企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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