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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NE NG  HAOLONG BA O

总裁程剑平不辞辛劳
历时 9 天全面考察 10 大产业集团

总裁程剑平 6 月 21 号晚上到达中能昊龙总

部公司，6 月 22 日是正式入职第一天。为了全

面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尽快的投入到管理

工作，在 22 号上午就开始了对中能昊龙各产业

集团的实地考察工作。

6 月 22 日，总裁程剑平、总裁助理杨子舟、

刘佳伟、杨康及计划运营中心王轶男、郭帆一

行首先到达邯郸产业集团中央财富城项目视察，

通过实地考察和听取工作汇报，程剑平对项目

提出的问题提供了清晰合理的解决方案，并对

项目下一步开发提出了指导方案。

6 月 23 日，程剑平一行赶赴衡水产业集团，

对景县中央财富城项目的品牌打造、施工细节、

园林建设提出了建议，也对新业务拓展提出了

有效建议。

6 月 25 日，程剑平一行到达高碑店市，先

后对冀康控股集团的冀康现代农业园项目和京

南产业集团昊龙阖府项目进行了现场指导。程

剑平听取了冀康控股集团总裁李旺对冀康农业

园区的现在规划、发展方向及运营模式、赢利

点的汇报，对园区的现场建设、经营模式、定

位方向提出了指导方向。程剑平在考察了昊龙

阖府项目现场后，鼓励阖府项目要做集团项目

的新起点、新标准，希望项目更园艺化，智能化。

并未停歇，6 月 26 日，奔赴张家口京北产

业集团，在会议室京北产业集团总经理李鑫为

程剑平介绍了各项目的规划设计与运营理念，

以及目前的建设进度等情况。听完汇报，程总

提出建议：合理安排建设和运营的时间节点计

划；打造品牌形象；做好硬件配套，加快生产

进度；利用优质的服务，留住商家，并确保商

家能够生产好、经营好，能够在我们的项目安

居乐业。随后，京北产业集团李鑫总等领导陪

同程总深入各项目实地进行参观视察。

6 月 27 日到达承德隆化冀康牛肉加工厂，

对牛肉加工厂的生产、销售、品牌推广等方面

进行了指导。次日到达承德滦平冀康物流项目，

强调了项目要以盈利为目标，对土地问题提出

指导性建议，并强调一些细节工作的重要性。

6 月 29 日，程剑平一行又马不停蹄到达通

辽产业集团，到施工现场和销售案场实地视察

工作，并对周边的 3 个目标地块进行了实地考

察，听取了工作汇报。程总在最后指出窗业公

司要在充分了解内蒙市场的前提下以销定产，

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房产公司开发楼盘的户型

配比，在结合当地消费习惯基础上引领方向，

工程管理在保证结构质量的基础上，抓“看得

见的细部”管理，工程还要在“三点一线”上

下功夫。

经过 9 天日夜兼程的现场考察，程剑平对

中能昊龙集团所有的项目进行了全面调研，并

对所有产业集团进行了悉心指导，在项目建设

上提出了合理建议，考察结束后，回到集团紧

急召开了工作汇报会，对各职能中心工作做了

充分的了解，根据各中心现状提出了管理方向，

进行了工作指导。

崇山峻岭谋发展，大河上下换新颜。7 月 1 日，隆化冀康商贸有限公司肉牛加工厂迎来了乔迁之喜，举行了隆盛的乔迁仪式。

在乔迁仪式上，冀康控股集团总裁李旺发表致辞：隆化冀康商贸有限公司作为中能昊龙

旗下冀康控股集团肉牛加工产业的全资子公司，它不仅承载了中能昊龙 8600 名员工的希望，

更承载了 40 万隆化人民的希望。它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养殖户。我们通过这个项目不

仅要带动隆化及周边地区养殖户发家致富，还要为京津冀市场甚至全国市场提供有安全保障、

营养美味的牛肉食品。

隆化冀康商贸有限公司常务总经理韩玉松表示：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翻开隆化冀康商贸

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在崭新的工作环境中，我们公司全体员工将以崭新的姿态和更高的

要求，扎实苦干、开拓创新，把一流的办公条件转化为一流的经营管理、一流的品牌形象、

一流的发展业绩，创优争先，紧跟集团发展的步伐。

合作建设单位也对隆化冀康商贸有限公司肉牛加工厂乔迁之喜也表达了祝贺。

隆化冀康商贸有限公司迎来乔迁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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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三年光阴 谱锦绣篇章

2014 年 10 月品牌战略中心正式成立，历经将近 3 年的发展，在董事长助理兼品牌战略中心总监

岳雷的带领和管理下，品牌战略中心完成转型为传媒集团的华丽跨越。这一路，我们跟随着集团的脚

步不断成长，见证了集团的一个又一个奇迹，推动了中能昊龙的品牌逐步走向全国化。

2014 年，是中能昊龙集团的第 21 个年头，是集团腾飞发展的开端。这一年，各大产业集团正式

成立、6 大产业版块初具雏形，快速发展的集团公司需要专业的品牌管理部门对各大业务的发展进行助

推。10 月，在董事长的批示下，品牌战略中心应运而生。品牌中心，是企业以品牌的塑造、使用和维

护为核心，对内进行企业文化的提炼、打造和宣贯，对外进行企业品牌的树立、宣传和推广。

在这三年里，品牌中心根据集团的宏伟蓝图绘制了第一幅中能昊龙的战略布局图，之后又每年根

据企业布局实时更新；在 CIS " 企业识别系统 " 的制定和完善上，品牌中心根据企业的历史、现状和发

展趋势，首次提炼了集团公司的企业文化战略，确定了创实力品牌、铸百年基业的企业愿景，在这三

年里进行不间断的延续性宣贯，引领集团企业文化深入到每个产业集团；品牌中心结合专业、科学的

方法论，制定了首套体系化的中能昊龙 VI 系统，并且应用到集团的日常办公体系中；品牌中心策划、

撰写、设计了第一份中能昊龙报，至今已经出版近 30 期，它记载了集团的成长历程、彰显了昊龙人特

有的精神风貌；品牌中心为 10 大产业集团的品牌建设都提供源源不断动力的同时，也为各大产业注

入了新的活力，助力 10 大产业集团齐头并进、繁荣向上…... 公司的每一篇新闻、每一幅设

计、每一次活动、每一次策划都凝聚着品牌人的心血。3 年来，中能昊龙精神已

被大家从认知到熟悉、再到不断践行；现在，品牌中心已经将企业文化

播撒到中能昊龙的每一个角落；未来，品牌中心即将助力冀康

现代农业园区成为京津冀闪耀的一颗闪耀的旅游文化

之星。品牌完成了无数个第一次，又不断开

拓一个又一个新的第一次…...

中昊传媒 众志成城 再造辉煌
—品牌战略文化中心成长经历

用实际行动践行中能昊龙人特质
品牌中心，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主导部门、

宣传部门，一直都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将

企业精神铭记于心，用实际行动实现中能昊龙

人特质的完美演绎。

想——壮志凌云

自中昊传媒筹备开始，整个中心就怀揣着

美好的心愿，那就是大家一定齐心协力把中昊

传媒做好，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昊龙传媒做成

一个响当当的品牌传媒集团。

让中昊传媒未来的发展与品牌人的职业理

想相关联，在中昊传媒不断发展的同时，实现

自己的职业梦想和人生价值。中昊梦已经和个

人梦相结合人，梦想把所有的品牌人凝聚在一

起，大家心向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实现中昊传媒的发展，用自己的努力

和实力铸就中昊传媒的成功。

做——脚踏实地

脚踏实地是品牌的行事原则，踏实认真

的工作态度让品牌的工作更加高效。无论是

文案、设计，还是影视，大家都以匠人的精神，

用匠心去耕耘。

影视中心为了剪出一个让人满意的片

子，通宵加班早已习以为常，一帧一帧的剪

辑，数不清的工程文件，调色、字幕、动画、

配乐，一次次的耐心修改、一次次的精心调

试，每一次的自我超越，换取的是客户的信

任与满意。品牌中心的每一个文案都是用心

去描述，从开始命题，到着手写作，都是用

诚恳的态度去执笔，每个词的运用都经过反

复推敲，力求做到完美。每一幅设计作品，

都是设计师的心血与积累，LOGO、展板、宣
传册……从构图结构、层次排列、色彩运用、
风格确立，是一次次的力量后的成长，更是过

年积累的再创造。

斌——能文能武

每个品牌人都不只是单一专业的人才，而
是既博学又专能的人才。关键时刻每一个人都
能胜任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岗位工作要求。

如品牌的影视传媒经理是集拍摄、剪辑、
后期集一体的优秀传媒人，有过硬的专业技能，
可以成就优秀的影视作品。同时，在业务谈判
方面也是谈判高手，可以轻松地运筹帷幄与合
作方的洽谈会议，实现双方的利益共赢。品牌
的设计师通常也是做策划和文案的好手，文案
也会对策划、设计有所涉及。整个传媒集团的

品牌人都是一专多能的职业人，并且不断地学习先进的知

识，与中昊传媒共发展。

卡——能上能下
品牌中心无论是对集团的指示，还是对各产业集团的

工作支持永远是第一时间反馈，确保工作的顺利运转。

滦平奠基仪式举办在即，岳总立刻安排人员赴承德进

行驻扎，全力支持奠基仪式，直至奠基仪式成功举办。由

于冀康控股集团隆化牛肉项目以及滦平国际物流基地需要

品牌推广，品牌中心副总监驻扎到承德产业集团开展品牌

推广工作，在这期间李总根据工作的需要奔波于滦平和隆

化两地之间。通辽产业集团的博昊通达门窗品牌推广工作

需要支持，岳总安排相关人员直结奔赴现场对接，对门窗

博物馆进行实地考察，以保证不耽误工作进度。

未来品牌人继续用实际行动践行品牌精神，践行昊龙

精神，引领昊龙文明。

为圆满完成集团指定的五年战略规
划，提升集团品牌实力，更好的开展品牌
战略工作，使品牌实现价值回报，为集团
创造新的盈利模式和利润增长点。经董
事长的战略思考和科学评估，现指示：
品牌战略中心成立集团控股的传媒公
司——北京中能昊龙文化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主要架构以影视中心、品牌中心、
策划中心为核心业务中心，以旅游文化
中心、客户拓展中心、媒介及活动执行中
心为基础业务中心。

中昊传媒成立之后，既能保障集团和
各产业集团品牌推广的基本诉求，又可
要对外承接业务，实现盈利。2017 年下
半年品牌以影视中心为核心的部门已经
对外承接业务，实现对内对外协同发展。

公司的核心团队是由一个跨越七零、
八零、九零多个年龄段构成的。他们有着
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有着勇
于开拓不断超越的永不服输的信念，也
有着永不言弃，执着团结的狼性团队精神。
整个团队既有经验丰富的资深媒体人，
又有刚步入社会的青涩实习生，既有性
格外向张扬的创新派，又有性格内敛坚
韧的实干派⋯⋯他们拥有不同的专业知
识，不同的阅历积累，但是有着共同的奋
斗目标。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品牌中心总监——岳雷——中昊传媒的创立者

中国优秀主持人，资深媒体人，近三十年传媒经验，拥有采编播、品牌推广等综合素质的传媒人。2016 年开始管理
品牌中心，通过对品牌一年多的管理运营，凭借自己的专业素养和管理才能带领全中心工作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2017 年集团进入了运营年，进入了二次创业的新时期。面对集团的飞速发展，品牌中心也紧随集团步伐，
开始谋求新的发展之路。他凭借多年的管理经验、媒体经验，深入考察京津冀的传媒市场，立足市场、统筹全局，最终
完成了中昊传媒的运营思路和组织框架的科学设立。

中国优秀主持人品牌中心副总监——李留伟

   策划中心负责人，资深策划人，十余年一线城
   市策划经验，2016 年加入昊龙，将商标注册

工作引入品牌中心，在品牌推广工作中有着突出的
贡献，有着广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经验。

影视中心经理——杜研

  麦田影视创始人，有近十年影视传媒管理经验。
  2017 年 6 月加入中昊传媒，任影视中心经理。

为中昊传媒带来了丰富的资源和人脉。从加入团队
第一天，就开始马不停蹄的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品牌中心副经理——邹明奇

品牌副经理，多年专业经验，主要负责企业
文化的提炼和宣导工作，偶尔兼任平面设计师，
品牌中心的见证者，2014 年品牌初创期加入品牌
中心，伴随着品牌中心一起成长。

品牌中心经理——范洁

资深品牌推广人，2017 年加入昊龙，是位
高效，负责的品牌经理人。对于工作一丝不苟的
同时，勇于开拓创新。作为传媒公司品牌中心的领导者，
思路清晰，魄力十足。

王惠 资深平面设计师，十余年设计经验，对每一次设计的作品都严格的要求自己。2016 年入职的王惠是品牌中心的主力设计师，每一幅作品都力争表现出最好的效果，

对每一次设计都做到精益求精。

王强 新媒体运营者、媒体联络人，有着丰富的媒体资源，嫁接后促进中能昊龙品牌发展，在新媒体的运营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思路。

烟新国 专业摄影师，一个沉稳的 95 后，一个扛摄像机、举相机的文艺青年。别看他是传媒公司年龄最小的，但他的影视工作经验是绝对丰富的，工作能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李帅 活力十足的实习生，是一个积极主动、求知欲强的潜力股，有将近一年的电视台工作经验，工作起来冲劲十足。

陈健贺  旅游开发资深经理人，拥有国家 4A 级景区创办运营经验。2016 年加入昊龙，负责旅游开发工作，强调农业旅游开发时序、优化板块、长效投入产出，用可持续

经营的理念打造冀康农业生态旅游项目。

李东  一个乐观开朗的大男孩。有丰富的摄像及后期制作经验，工作上努力、认真、踏实。他的座右铭是：相信自己，永不放弃，超越梦想，创造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