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彦：冲出三峡
重庆冠达游轮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我们的2017
回顾：2015年

年底，世纪游轮与
史玉柱的巨人网络
进行了重大资产重
组。这两年，公司
最大的变化就是资
产性收入为我们提
供了充足的发展后
劲。2017 年上半
年，公司更名为“冠

达游轮”，开启了新篇章。
冠达2017年的发展，最大的突破，是在

传统游轮领域真正开始实施“冲出三峡”战
略。

今年，我们在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广
州等6大区域市场成立了分支机构，希望把
三峡游变为长江全流域旅游，而不仅仅局限
于重庆-宜昌690公里的江段。

遗憾：在所有旅游产品中，游轮属于高端
产品，目前产品价值与票价还不吻合。如何
打破这种局面，行业还需要找到更好的良性
之路。

难忘：2017年冠达与携程合资成立“冠
程”公司，这家企业将在长江中下游区域开通
游轮业务。

我们的2018
现在公司有七艘游轮，我们正在打造第

八艘，还准备打造第九、第十艘船。明年3月
将有一艘最新游轮运营武汉-上海段，重点是
把庐山、黄山、南京等地的旅游资源通过游轮
串联起来；明年8月，有一艘游轮开始运营重
庆-上海航线。

唐世田：朝阳行业
重庆市环保企业商会会长、重庆三峡环保集
团董事长

我们的2017
回顾：对于环

保产业来说，2017
年 是 一 个“ 政 策
年”，环保产业存在
非常多的机会。我
们三峡环保在环保
设计、运营、承包等
各大领域的产值、
利润、税收方面的
增幅年年都在30%

以上。近期在湖北通过PPP项目运作模式，
成功中标一县13乡的污水处理工程；另外，
我们在广东、广西、山东等各大省市也有环保
项目正在实施。环保行业已是中国风口上的
朝阳行业。

难忘：十九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是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像对待生命一样对
待生态环境建设，可见环保产业的前景会极
好。

我们的2018
继续加大在全国的市场开拓力度，走得

更好、更远、更稳！

严琦：抱团发展
重庆市工商联副主席、重庆市工商联（总商
会）餐饮商会会长、陶然居集团董事长

我们的2017
回顾：经过几

年时间的沉淀，餐
饮行业的发展思路
基本清晰，路径大
致有三条：第一是
提升产品品质，创
造新的“爆款”，陶
然居今年重新打造
了“陶然大观园”，
推出了“两江水”酸
菜鱼；第二是到区

县、外地或国外开店；第三是抱团发展，这也
是重庆餐饮商会的一个发展特色。

近年来，餐饮商会先后成立了重庆餐投
集团、火锅天下宴博物馆产业投资集团、大运
河物流产业投资集团，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合
伙人制度和分享经济，用抱团的力量来推动
行业和企业的新突破。通过抱团，不仅实现
了地产、餐饮、娱乐、酒店、文化、养生之间的
跨界融合，还有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融合。

抱团要取得成功，最重要的还是带头人
要把最有价值的资源分享出来，要把近百户
企业的优势资源整合好，这也是我2017年最
操心的事情之一。

难忘：今年商会重点提出“农餐旅”融合，
号召各个企业将品牌带到区县，同时将产业
精准扶贫结合起来。

我们的2018
除了要在重庆布局5个特色小镇项目之

外，我把明年定位为“走出去”之年，希望能把
重庆火锅、小面带出国门。新加坡等华人较多
的国家和地区，将是陶然居的重点目标市场。

牟刚：得失4比1
力帆集团董事长

我们的2017
回顾：今年以

来，宏观经济、新能
源汽车的产业政
策、以及整个汽车
行业的竞争加剧，
是力帆在 2017 年
承受的最大压力。

2017年，力帆
顶住了压力，付出
了汗水加心血，收
获了成功加喜悦。

2017年力帆“得”到的更多，至少有四个方
面：

首先，换电模式的车企阵营加大。2017
年，北汽、蔚来汽车、特斯拉等车企也加入到
了换电队伍，这说明力帆的换电模式越来越
得到行业认可；其次，在技术上，力帆的换电
模式已摸索出了进展缓慢的问题所在，并着
手解决；第三，企业内部班子的调整，从战略
方向上，把新能源汽车作为重中之重，产供销
上对其统筹安排；第四“得”来自力帆最擅长
的出口。经过多年产品调整、技术提升，出口
恢复势头比较好，中国制造在海外也越来越
得到认可。

我们的2018年
我们判断，汽车行业发展将放缓，而无人

驾驶、电池、AI技术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会有
大突破。明年，力帆加大新能源的研发和生
产，争取新能源汽车产量和销售出现成倍增
长。

徐登权：莫保守
重庆市工商联副主席、重庆市工商联青年委
员会会长、九龙坡区工商联主席、重庆五洲世
纪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们的2017
回顾：对于文

化产业来说，2017
年是分享市场红利
的一年，我称之为
机遇期。基于对这
种形势的判断，我
们在年初提出2017
年是公司深度融
合、转型升级的关
键之年。确立了

“文化+教育”、“文
化+生活”、“文化+科技”三大核心板块，打造
出版发行、教育科技、幼儿教育、生活书店四
大主体的布局。

通过一年努力，今年我们创新打造的
幼儿教育云平台、K12教育云平台两大信
息化项目取得重大突破；旗下“五洲儿童中
央厨房”开业运营，标志着企业正式进军幼
儿营养餐食领域；五洲世纪幼儿园先后在
渝北、南川等地建成开园，还与贵州、广西
等地30余家合作伙伴达成了战略意向。此
外，集团在资本市场上的布局也正扎实推
进。

遗憾：如果提前两年布局，我们在文
化+教育、文化+科技板块的市场规模会大
很多。

我们的2018
我们希望能够早日实现“五个一百”的战

略目标：签约100位名家、策划100套精品、建
设100所学校、开办100家书店、实现100亿产
值。

龚大兴：不走捷径
重庆市工商联副主席，鑫源控股·SWM斯威
汽车董事长

我们的2017
回 顾 ：回 顾

2017年，我们最大
的成绩是公司汽车
业务实现了50%以
上的增长，另外推
出了乘用车新品牌
——SWM 斯威汽
车，并获得了阶段
性成功。

难 忘 ：2017
年，除了SWM斯威汽车新品牌上市，我们还
引进了IBM，在智能制造、人力资源管理、信
息化建设、营销及供应链方面取得了系统性
提升。

我们的2018
2018年，我们的重点是做好产品，遵循汽

车制造规律，不走捷径。汽车方面，我们计划
实现销量25万台，产值超过200亿元；摩托车
方面，全面提升高端摩托车销售比例，将意大
利高端越野摩托车SWM品牌全面推向市场。

李兴华：生产计划已排满
重庆市总商会副会长、重庆市青年商会会长、
攀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们的2017
回顾：今年是

攀华这些年过得最
好的一年，前几年
闲置的设备全部恢
复生产，真正实现
了大生产、大物流、
大销售的经营目
标。今年，攀华的
生产经营情况较上
年取得了很大进
步，其中镀锌板等

成品产量上涨48%，利税同比增加80%，攀华
牌系列薄板西南地区市场占有率达到45%。

“胖胖狗”供应链在重庆股份转让中心青年创
新创业板挂牌。集团试产高强度镀锌板取得
成功，产品成功进入美国高端应用市场。攀
华再次入选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我们的2018
目前，攀华集团2018年的生产计划已经

全部排满。攀华正在进行产能、技术新一轮
提档升级，希望能将产量同比增加80%，市场
占有率提升至70%-80%。新的一年，加快“胖
胖狗”供应链的发展，将物流交易额突破50亿
元以上。同时，加快菲律宾项目和再生资源
项目实现新的产能。

袁志伦：目标1天1个亿
重庆市工商联副主席、重庆市南川区政协副
主席、博赛集团董事长

我们的2017
回顾：2017年

是博赛集团成立以
来经营业绩最好的
一年，预计全年的
销售收入将达到
180亿元左右，利润
达到10亿元左右。

今年底已确定
了至少有三个大项
目将于明年陆续开

工建设并投产，至少有两个收购重组项目将
产出更好的效益，这些都将支撑我们实现“再

造一个博赛“的目标。我们预计，到2020年
销售收入将比今年翻一倍，达到365亿元，实
现1天1个亿的目标。

难忘：国家对环保越来越重视，要求越来
越严格，这必将对我国乃至世界的铝工业发展
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也将提醒企业对未来进行
更为理性的考量，更有利于企业走向规范化。

我们的2018
明年，我们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发展势

头。明年三月份，我们将在营口开建年产250
万吨氧化铝项目，建设周期预计 15 个月左
右。另外，目前正在开建的圭亚那马修斯锰
矿，明年底将建成年产60万吨锰精矿项目。

刘一：重识价值
重庆秋田齿轮有限公司总裁

我们的2017
回顾：对秋田

齿轮和传统民营摩
配、汽配行业来说，
2017 年是一个关
键性的转型之年。

2017年，手动
波的订单明显减
少，而自动波的制
造又主要集中在
整车厂自己手中，
很多民营零部件

配套企业对这一次产品的结构性调整准备得
不是很好。另一方面，我们的中高端摩托车
配件，比如给宝马、哈雷、比亚乔等世界著名
摩托车供应的齿轮，给本田全球配套体系供
应的产品，以及出口到印度等中档市场的产
品，在2017年的增幅都在30%以上。

难忘：2017年我们面临两个压力。首先
是如何更好地消化成本，钢材价格这两年差
不多翻了两番；其次是环保压力，秋田底下有
几百家协作工厂，这些厂在环保方面的投入
参差不齐，给今年的订单带来了一定影响。

我们的2018
我们认为，在未来十年之内，摩托车不会

被新能源产品替代，近期我们对公司明年的
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针对中高端的大排量
摩托车，我们会做一些“小而精”、高附加值的
产品。另外，把现金流管理好，也是一个重点
工作。

易如波：节点、标准和速度
重庆市工商联副主席、重庆中昂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

我们的2017
回顾：2017年是

中昂集团快速规模化
发展的一年，整体运
营指标符合年度规
划。公司在广东、天
津、广西、江苏、河南，
以及重庆的江津、巫
山等地获得新开发项
目十多个。

快速发展的同
时，我们进一步落

实了集团化矩阵式管理运作和关键节点管
控。我们将地产开发形成了280多个节点，
集团对于管理团队操盘的边界线是看得到
的，总部更多是做好人才储备、资金调度、产
品定位等工作。我们的产品大量都是标准
化，能够保证项目的品质和速度，让每一个项
目公司实现快速开发、快速销售、快速让业主
入住，项目间良性循环发展。

我们的2018
中昂的目标是 2020 年产值达到 1000 亿

元，而 2018 年是企业规模化发展重要的一
年。我们将完善在一二三线城市的融合布
局，品牌定位是修建大部分老百姓都买得起
的改善性住房。

重庆将会成为我们投资的重点，一方面
是回报家乡，另一方面是这里有很好的商
机。去年，我们通过并购等方式接下了4个楼
盘，销售效果非常好，明后年将把重庆作为重
点市场来发展。 本报记者 仇峥

本报记者 高科 李斌 甘侠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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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尽在《上游新闻》

财富志

今天是2017年12月29日，《渝商》周刊即将陪你跨入第
九个新年。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你一切都好吗？有什么难
忘的经历或遗憾吗？即将到来的一年有哪些打算？我们邀
请了十位渝商同题作答，来看看他们的坦诚回答。渝商周刊第383期

联系记者 仇峥

13320200206
26827536@qq.com 请扫描

渝商会
微信
公众号

他们的企业2017年过得好吗？有什么难忘的经历？2018年会有哪些新突破？

10位渝商眼中的2017和2018

《渝商》周刊得到重庆市工商
联（总商会）、市国资委、市商
务委支持，特此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