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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叉车集团迎来 60 年华诞】
编者按：60 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已是花甲之年，而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或许又是一个新的起点。2018 年 10 月，安徽叉车集团迎来了
60 周年华诞，在这一喜庆季节里，安徽叉车集团人思考最多的仍然是改革、
创新和发展。他们数十年引领行业发展的精神，为我国自主
叉车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稳稳地占得一席。截至目前，安徽叉车集团所属的合力品牌叉车产量已超 100 万台，资产突破 100 亿元，连续 27
年保持全国行业第一，
产销量跻身全球第 7 位,产品销往世界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是我国叉车行业中当之无愧的王者。

安徽叉车集团：如何让自主品牌走得更远
——访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德进
本报记者 张晓梅 / 吴明 张骅

10 月 28 日，正是丹桂飘香，蟹
肥菊黄的丰收时节，安徽叉车集
团迎来了 60 周年华诞。在 60 年
沉甸甸的业绩面前，作为掌舵人
的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张德进却依然神
情肃然，在他看来，前进的路上仍
充满挑战，只有把现有的业绩作
为起点，向新的目标进发，才能确
保自主品牌走得更远。

危中有机
市场是自己争来的
当前世界政经形势的复杂诡
异，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让很多
企业绷紧了神经。但张德进认
为 ，危 中 有 机 ，市 场 是 自 己 争 来
的，
做好自己的事才最为重要。
张德进分析说，短期内中美
贸易摩擦会对中国叉车整机及零
部件企业出口美国市场造成影
响，尤其是一些以美国市场为主
导的叉车企业；中期随着贸易摩
擦加剧，沿海地区部分出口外向
型制造企业将会遭受一定打击，
叉车作为工厂物料搬运主要设
备，随着东部沿海省份这些制造
企业经济下行，将会导致该区域
叉车订货量降低，给国内叉车行
业持续增长增加变数；后期随着
中央相关政策出台以及贸易矛盾
缓和，企业纷纷采取有效应对措
施，降低出口贸易对美国市场依
赖，同时持续加强自身技术和管
理实力提升，应该说，该贸易摩擦
对中国叉车行业影响有限、风险
可控，在党中央坚决领导下，我们
完全有能力度过本轮“危机”。
近年来，安徽叉车经历并战
胜了亚洲金融风暴、美国次贷危
机和行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在应
对这些危机时，安叉的核心是做
好自己的事，在别人忙于应付纷
乱之际，紧紧抓住“危”中透出的
“机”进行下一轮发展的谋划、布
局。
“目前，中国叉车市场已连续
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中国
经济体量较大，国土幅员辽阔，工
业产业门类齐全，内销市场潜力
大，完全有实力孕育本土叉车企
业发展。但同时也要看到，国内
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在行业协会
登记叉车整机企业已突破 100 家，

低端低质低价产品偏多，同质化
严重，价格战激烈，业内企业创新
投入参差不齐。”张德进认为，在
应对危机时，应该先“强筋健骨”，
练好自身内功。

精益管理
做好产品和服务
“只要社会在发展，物流产业
就会像血液一样流淌在世界各
地，叉车是物流产业的核心装备
之一，中国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仅内需市场就需要大量叉车
产品，但买谁家的，还要看你的产
品和服务。”张德进说，打铁需要
自身硬，做好产品和服务是应对
一切危机的不二法宝。
近年来，安徽叉车集团以市
场和现场为抓手，巩固并提升行
业龙头地位。在经济新常态下，
立足“三确保”目标，不断提高国
内市场占有率，特别是今年以来，
国内销量屡创新高，国内市场占
有率稳步提升；另外，通过着力创
新营销政策和模式，继续推进营
销 体 制 、机 制 变 革 ，优 化 营 销 政
策，市场销售高歌猛进；在品牌建
设上，公司高度重视软性宣传作
用，创新自媒体推广途径，精准投
放高端客户群，加大高铁等媒介
投入，增强与用户之间的黏度，通
过组织参加行业重要展会等途
径，推出多款电动及自动化运搬
产品，
彰显行业第一品牌实力。
在企业内部主要致力于三个
方面工作，一是关注质量品质，传
承工匠精神。对标国际优秀，按
照《中国制造 2025》，加快推进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通
过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
打造合力精品车。
二是推进精益管理，提升企
业软实力。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
肆虐，中国传统工业行业普遍下
滑，部分企业举步维艰，在审视国
内外经济环境吸取历史成功经验
基础上，安徽叉车集团导入以“丰
田制造”为标准的精益管理模式，
务求降成本、去浪费、提品质、提
效益。同时，创新精益推进方式，
结合现场改善和设备智能化改
造，实现精益管理与智能制造有
机融合。
三是落实服务领先，开拓后
市场业务。推广维修服务标准
化，加大售后服务力量投入，采购

安徽叉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德进在集团 60 周年庆典上致辞
近千辆售后车辆，持续推进全国
省级营销子公司 4S 店建设；强化
配件公司服务职能，进一步规范
配件采购与销售渠道，扩大融资
租赁服务主业规模，逐步实现再
制造公司规模化运营。

改革创新
紧握两大发展引擎
“改革和创新是保证一个企
业健康发展的两大引擎。”张德进
说，安徽叉车集团改革和创新这
两大引擎一直在高效运转着。
随着新的营销体系建立，安
叉随之推进营销体制、机制变革，
优化营销政策，市场销售大大提
升；选派了一批年轻骨干支援市
场一线，组织千余人次产品及维
修知识培训；建立 B2B 电商平台，
推进整车和配件网络销售，探索
重装专业化销售模式；提升网点
硬件设施条件，继续优化 4S 店门
面形象，持续采购服务维修车辆，
提高服务市场客户能力和水平。
技术创新一直是安徽叉车集
团保持产品优势的核心，通过引
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打造出中
国行业一流的企业技术中心。在
2017 年，安徽叉车集团荣获第四
届中国工业大奖表彰奖，顺利通
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成功
晋升为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先
后斩获“2017 年度第二届中国工
业车辆创新奖（金奖）”、
“ 国家级
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等殊
荣。全年累计取得授权专利 325
项，其中发明专利 50 项；先后主持
及参与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制

定 10 项，并承担国际可持续性分
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
同时，产品创新研发也取得
了较好业绩，加快内燃叉车 H、G
系列升级换代，推进电动仓储类
叉车、混合动力叉车及锂电叉车、
AGV（智能运搬设备）等。

人才和团队
才是最核心竞争力
张德进是安徽叉车集团发展
的 实 践 者 ，也 是 见 证 者 ，更 是 今
天安徽叉车集团的领航人，已在
企业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在
数十年的职场生涯中，他既有不
断实现人生价值，奉献社会的喜
悦 ，同 时 更 感 责 任 重 大 ，从 不 懈
怠。在管理企业中，让他感受最
深的是人才的重要。他认为，干
任何事，人才和团队才是最核心
竞争力。
安徽叉车集团坚持“党管人
才”的原则，牢固树立“重学习能
力、重实践能力、重创新能力”的
人才观。强化“一把手”负责制，
将人才工作列为各部门和领导绩
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定期研究、定
期检查，保持人才工作始终有领
导、有计划、有管理；各级党组织
负责人深入基层，加大谈心交流，
帮助引进人才和入职大学生解决
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形成了
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不断完善
人才成长上升通道，着力培养一
批担当务实的人才队伍。
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培养创
新意识，调动员工创造活力。推
进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与技能

大师工作室融合；研究引进高层
次人才政策并开展相关工作，持
续加强电动系列产品维修培训和
人才输出力度，建立健全国内销
售网点电动专业销售队伍；加大
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建立管理、
技术、配件、服务等海外人才库及
配套机制，根据需要能快速出访
或派驻海外。
“尊重依靠员工，忠诚成就合
力。”张德进说，安徽叉车集团始
终把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员工，着
力为员工解难题、办实事。近年
来，先后开展了员工生活设施改
造升级等民生项目，组织开展春
送关爱、夏送清凉、金秋助学、冬
送温暖等活动，帮扶救助、扶贫济
困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坚持完善
民主管理，支持工会依法依章开
展工作，把资金财力更多地投入
基层一线，让每位员工感受到企
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主编视点

民族品牌需要
更多的坚守和耐心
每当遇到国际经贸挑战
和金融危机之时，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民族品牌在经贸
发展和百姓生活中就显得尤
为重要，而民族品牌除了做
好研发、创新和品牌建设等
必备功课外，更重要的是坚
守和耐心。很多制造产业，
如冰箱、
彩电、
空调等家电企
业在坚守中走向了世界，又
如叉车、重型卡车等高端制
造也在数十年的苦苦求索中
融入了全球。安徽叉车集团
合力品牌就是在 60 年的坚
守和耐心磨砺中，27 年雄居
全国行业之首，产销居全球
第 7 位。坚守和耐心是民族
品牌自主创新发展的重要密
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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