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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让国有企业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是国企发展的目标，也是国企改革的愿景。本报记者带着深化国企改革、做大做强国
企等相关话题走访了东方国际集团总部。

国企改革是中央实施做强做大国有企业方针的
重大战略步骤。2017年 8月 31日，上海市委市政府
作出重大决策，由原东方国际集团和上海纺织集团
联合重组成新的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国企改
革，潜力巨大。一年多以来，新的东方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展示出了高度的政治素质、职业素养和工作积
极性。

长期以来，东方国际集团在领导班子的带领下，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始终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市
委、市政府交给联合重组后新集团的“五大任务”，全
面落实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提出的打响上海“四大品

牌”的要求，全面落实上海市市长应勇调研集团工作
时提出的“三个引领”要求（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的引领者，成为连通国内外大市场的引领者，成为国
资国企改革创新的引领者，把东方国际打造成为具
有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企业集团），积极贯彻
上海市委“3+1”重大战略任务，不断加深领会中央关
于国企改革的重大决策的意义，努力谱写集团发展
新篇章。

强化质量基础支撑，推动标准与国际对接，提升
产品和服务品质，让更多国内外用户选择中国制造、
中国服务。

东方国际集团联合重组后已实现从并行到并轨

的融合发展平稳过渡，并围绕上海市委市政府对集
团重组时提出的“全球布局、跨国经营”的战略要求
积极开展工作。

同时，东方国际集团还坚持集成优势、全球布
局、跨国经营发展战略，成功实施了一系列先进制造
业在国内布局、核心能力向海外延伸的项目并取得
实质性成果，实现了东方国际产业资本走出国门和
产能国际合作的新突破。

另外，东方国际集团还主动对接、服务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圆满完成招展、招商、交易和一站
式服务保障工作，受到了进博局、上海市委市政府等
领导的肯定和表彰。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动传统产业
改造提升，围绕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工业基
础和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东方国际集团员工深知，要再铸新辉煌，就一定
要按照党中央和市委精神要求来办。要坚定不移深
化国企改革，按照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专业化、
信息化、系统化的原则，构建一个面向全球、面向未
来、面向时尚、面向健康，有战斗力、骨肉相融的企业
化集团，努力把东方国际集团发展成为全球布局、跨
国经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相结合的综合性、
国际化企业集团。

上海纺织有着150多年厚重的历史，是中国民族
工业的摇篮，被誉为上海的“母亲工业”。从解放初
期支撑上海乃至半个中国穿衣重任到上世纪90年代
起，经历了从辉煌顶峰滑落到大规模无情调整的剧

烈阵痛。原东方国际有近 70年外贸历史，是与共和
国共同成长的全国最早的专业外贸公司。

经过 20多年的改革发展，东方国际集团先后完
成了一批海外的收购项目和海外投资项目，增强了
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后劲。

据了解，目前，东方国际集团以新三年行动计划
为抓手，明确了一体两翼三支撑的发展格局，统一集
团上下思想和目标任务。根据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
集团联合重组发展的“三个引领”、“五大任务”要求，
东方国际集团以高质量高水平可持续发展为理念，
研究制订了集团新三年行动计划。集团发展的指导
思想更加明确，提出了“一体两翼三支撑”和非洲原
料、欧美智力、亚洲加工、东方集成、全球销售的格局
和理念，使集团战略布局更加清晰，总体目标更加细
化，发展途径、方法、载体更加具体，为集团未来三年
乃至五年转型发展，描绘出了宏伟蓝图，提出了任务

书、路线图、时间表。
以集中力量对接、服务首届进博会为抓手，锻炼

意志，促进转型，凝聚共识。在去年的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期间，东方国际集团全员行动、全力以
赴，协同招展参展商105家、牵手采购商300余家。

同时，还以核心能力收购为抓手，促进业务结构
调整和经济运营质量提升，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18年9月，东方国
际集团旗下香港联泰控股收购环艺集团箱包业务，
全球箱包OEM和ODM能力处于领先地位，在全球
时尚箱包领域的竞争力大为增强。集团与新疆兵团
农三师共同设立东方前海棉花股份公司，收购了三
师旗下八个轧花厂优质资产。集团一批境内外制造
能力布局项目建成并实现批量生产，如汽车内饰全
国工厂、埃塞龙腾服饰工厂、大丰产业链集成园区等
项目。

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筹备和办展中，东方国际集
团以最高标准、最快速度、最实作风付出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
出色成果，不但体现了一个有责任、有远见的大型企业集团的
战略高度，也展现了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最佳战略合作
伙伴的风采。

“东方铁军”的美誉，来自于东方国际集团进博会推进办
的出色作为。记者了解到，东方国际集团在招展合作、市场对
接、精品引入等方面积极行动，助力首届进博会的成功举办。

逆向招展扬名——东方国际集团主动争取成为中国进口
博览会官方第一批授权的招展合作伙伴，同时还利用自身在
国际贸易、海外机构等方面的优势，从长期保持良好业务关系
的海外供货商入手推荐参展商，用逆向招展的思路寻求对
接。去年 1月到 6月，东方国际集团招展团队先后赴澳大利
亚、新西兰、新加坡、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美国、加拿大、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海外路演，千方百计沟通、千山万水奔
波、千言万语宣传，在各地引起热烈反响，最终向进口博览会
推荐签约展商总计 105家，净面积达 7251 平方米，展馆面积
17000 平方米，分布27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世界500 强和行业
龙头企业10 余家。

精准对接拓展——有效采购交易是进博会成功举办的关
键。在进博会期间，东方国际集团成立市场拓展部，主动走出
去，放眼全国市场，找合作、找商机。多个工作小组和突击队
先后走访了全国20 多个样本城市，了解当地进口消费市场的
现状、居民的购买力水平以及主要的零售企业，与 60多家渠
道商或经销商建立了联系。

“会飞的汽车”吸睛——在进博会上，集团推进办引进的
斯洛伐克AeroMobil公司“会飞的汽车”，是一款可以既在道路
上行使，又可以变成飞行器的产品。展会期间，“会飞的汽车”
成为本届进博会的明星展品，共接待外宾、嘉宾团队等近百
批，其中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原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军委
副主席张又侠、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上海市市长应
勇、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等领导。央视、解放日报、
新浪新闻、凤凰财经、搜狐、澎湃新闻、中新网、东方卫视、第一
财经等纷纷对“会飞的汽车”进行密集报道。

“首发东方”亮眼——2018年 11月 7日,由东方国际集团
与SMG 主办的“进口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交易平台”活动在国
家会展中心（上海）隆重举行。中外政商界500 人出席。

“365 平台”火爆——在首届进博会举办前夕，东方国际
集团旗下的元中大厦进口商品国别中心和Gracina Life 时尚
生活馆获得了上海市“6 天+365 天”常年展示展销平台授牌。
与此同时，东方国际集团进口商品国别（地区）展销中心在元
中大厦建成开业，而东方国际集团Gracina Life 时尚生活馆也
于同期正式启动运行。据东方国际集团的相关统计数据表
明，两大平台的运行均取得了良好的开局。尤其是元中国别
中心在进博会举办期间和展后出现了爆棚的现象。

“盟主”助力发动——组建四大采购商联盟是上海交易团
推进“精准对接、有效采购”的创新之举。据了解，在进博会举
办期间，东方国际集团在上海市商务委指导下成为综合贸易
服务商联盟的发起牵头单位，倡议联盟成员共享资源、发挥特
长，带头入场采购，为进博参会方提供全方位的“一站式”服
务。在东方国际集团发起并组织下，联盟各成员单位迅速进
入进博会前沿阵地，围绕本行业特点，结合本单位优势，纷纷
推出了一系列服务进博会的产品和举措。展会期间，东方国
际集团发布了联盟成员服务进博会、推动“6 天+365 天”常年
展示交易平台落地的倡议。

除了上述工作外，东方国际集团进博会推进办和青年志
愿者还承担了大量其他展前筹备和展中会务工作，提供大量
商旅服务；编制完成了上海市 2018年重点课题《中国进口博
览会贸易指南》；物流团队为30余家展商提供物流咨询，服务
一级展商20余家，2级展商38家。进博会期间，东方国际集团
共操作展品64批次，合计货运大包装471件，总毛重约40吨，
总立方数 180cbm，展品小件数数量超过十万件，并在通关等
工作中取得了多项第一，东方国际集团受到了市商务委领导
的高度赞扬。

对于第二届进博会，东方国际集团表示，将加快外贸转型
升级，进一步提升进口能力，积极对接服务第二届进博会。同
时，为了完善进博会的工作体系，东方国际集团将牵手虹桥国
际进口商品展销中心，推动进博会新客户、新业务、新项目与
外贸企业对接，着力取得总代理或者区域代理授权，努力扩大
进口、实现外贸转型升级。目前，东方国际集团已经组建了相
关的进口公司，聚焦进口消费品批发业务，深化“6天+365天”
运作模式，加强元中大厦和虹桥进口商品展销中心项目的运
营管理。

东方国际集团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提高政治站
位，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站在中央交给上海“三大
任务一大平台”新战略和上海“五个中心”

“四大品牌”建设的高度，坚持高质量发展要
求，不断创新转型，对标世界一流，推动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提升集团核
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习近平总
书记致新年贺词时说要接力跑，一棒接着一
棒，一棒跑出比一棒更好成绩。2019年也是集
团十三五规划和三年行动计划执行成败与否
的关键一年，严格说是联合重组后工作正式进

入深度融合全面正常化运转的关键一年。东
方国际集团以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思想指导和工
作准绳，自觉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
全力以赴抓落实，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充满
激情、富于创造、敢于担当，走实“全球布局、
跨国经营”，转型升级、提质发展的脚步。

今后五年，东方国际集团将紧紧围绕
“全球布局、跨国经营”要求，按“一体两翼三
支撑”发展布局，以“千亿平台、百亿增长”方
式保持持续良性发展态势，继续保持规模稳
定增长，质量效益不断提高，业务结构不断
优化；管控水平进一步提升，市场化、国际
化、法治化、信息化、专业化、系统化管理能
力明显提高，经营风险有效防控，核心竞争

力、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

展望未来，东方国际集团将建成以先进
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相融合，以时尚产业、
健康产业和物贸服联动的一站式供应链服
务产业为核心主业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并进
入上海市国资委系统“5-8 家全球布局、跨国
经营，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跨国
集团”行列，成为全国同行的领军企业。实
现汽车内饰为核心的产业用纺织品研发制
造能力、毛衫 OEM+ODM 能力、时尚箱包
OEM+ODM 能 力 、时 尚 服 装 装 饰 OEM+
ODM 能力、上海时装周影响力保持亚洲领
先地位，建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一
体的大型跨国综合服务集团。

不断创新转型 对标世界一流
——东方国际集团“全球布局、跨国经营”创新发展纪实

1.坚持“三个引领”，落实“五大任务”
积极推动“全球布局、跨国经营”战略

3.精准对接有效采购赢“东方铁军”美誉

引领“新服务”积极对接第二届进博会

2.坚持解放思想，拓展全球视野
突破发展瓶颈，攻坚克难大胆创新

4.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苦练内功推动服务贸易稳中提质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由一家拥有
150年历史的上海纺织集团和近 70年外贸
历史的原东方国际集团联合重组而成，是
一家拥有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以时
尚产业、健康产业和供应链服务为核心主
业，以科技实业、产业地产、金融投资为支撑
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纺织

服装集团和纺织品服装出口企业。名列中
国企业500强第175位，中国服务业企业500
强第71位，中国100大跨国公司第75位。

目前，东方国际集团不仅在国内外建
成了一批先进制造基地，拥有全球第二的
汽车内饰、全球第二的时尚箱包、全球第
四的毛衫制造能力和一批为贸易配套的

服装（面料）制造工厂；以及“三枪”“Lily”
“Prolivon”“衣架”“银河”等著名品牌和里奥
竹、芳砜纶等自主知识产权高新纤维以及

“爱奢汇”、“齐分享”等知名线上跨境进口
销售平台；在国内有近 4000家直营零售终
端。同时，还打造了一批时尚产业服务平
台，“上海时装周”影响力亚洲第一，跻身世

界五大时装周行列；拥有M50、上海国际时
尚中心等60多个时尚创意园区，总面积180
万平方米，园区建设和体量达到全国第一。

集团旗下的上海国际棉花交易中心是
国内唯一进口棉花及纺织品交易的国际性
电商平台，拥有专业交易会员 186家，年交
易规模超100亿元。

东方国际集团正在发挥“强强联手、强
优互补”的新优势，不断提升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的统筹能力，打造“全球布局、跨国经
营”的综合贸易实业航母舰队，努力在上海

“四大品牌”和“五个中心”建设以及全球卓
越城市和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中发挥主力
军的作用。

■ 本报记者 何秀芳刘宇

特约通讯员 刘才源

来自斯洛伐克“会飞的汽车”在首届进博会中展出 东方国际集团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口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交易平
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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