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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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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中旬，我和七八个好友去

了北极。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冰天雪地中

徒步行走了数日。就在那一脚深一脚浅

的寒冷行走中，我感悟到，生命、生活

和事业一样，需要目标、理想，需要坚

持的精神。唯有如此，生命才能得到升

华，生活才能越过越好，事业才能越做

越大、越强。

回忆雅昌十五年历史，所走过的每

一步无不印证了这一道理。

深圳创业，服务制胜

1993年的5月22日，一个非常晴朗

的日子，雅昌成立了。当时，我们只有

40多人，业务也仅限于制版。如今的雅

昌，员工超过2300人，跻身中国印刷百

强，并成为中国文化创意领域最具实力

的公司之一。

现在总结一下，要很清楚的说明白

公司成功经验是很困难的，涉及的方方

面面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拥有理

想，敢于坚持，敢于超越，就如极地行

走一般。

在公司成立之初，我们就提出“印

刷业是服务业”的概念，努力为客户提

供最好的服务。我们细致分析接待客户

的所有环节，并建立有效制度和流程使

之标准化，让客户在外犹如在家，有宾

至如归之感。而且，我们的服务最终能

保证准确理解客户想法，为客户设计、

印刷最好的书、画册。这也使得我们获

得了“雅昌服务”的美誉。

最近，我的同事们又重新启动了

对服务流程的研究和实践——服务产品

化。从人生的角度讲，我们从原点出

发，努力向前，从一个相对高潮又回到了

原点。但这次回归是不同的，这次回归

是为了改进提高自己，给客户提供更好

的服务。我的同事们以高超的智慧和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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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毅力，努力推行和实施这项计划，

他们的付出正在得到客户和市场的承

认。相信，凭借雅昌人的坚持和顽强拼

搏精神，数年后，我们的服务将是另一

番境界，我们对客户的承诺将为业界提

供新的标准。

在拓展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很清醒

的认识到，服务的本质不是态度，不是

对客户热情，当然这是最基础的，服务

的本质是为客户提供实实在在的增值。

唯有此，服务才有价值。因此，在服务

理念下，我们认真研究了行业的特点，

在公司成立之初，就迅速将产业链从制

版迅速延伸到上游的设计及下游的印

刷、装订等环节。最近，我们又将服务

北京，创业的延续

创业仅三年，雅昌翅膀才刚有些

硬朗。当别的企业还沉浸在获利的喜悦

中、还局限在深圳地区时，我们已开始

居安思危，决心在北京打开局面，为公

司赢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1997年，雅昌与北京印刷学院

的校办工厂签署了合作协议。这个协

议，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在北

京—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有了自

己的经营基地。

2004年北京雅昌搬进了自己的大

厦，成为文化艺术界的综合服务平台。

2001年-2002年间，雅昌成功承印

拓展到数字资产管理、摄影、艺术原作

高仿真复制、出版展览等领域。

到这时，我可以自豪的说，我们

不仅可以为客户提供设计最好、印刷最

好、装帧最好的产品，还可以为客户提

供更多有价值的服务。

在这一过程中，我很想介绍一个案

例，我们印制了中国第一部高仿真复制

级油画专辑《中国写实画派》。我们开

创了一个历史，将最好的复制技术引入

画册印刷中，将画册的印刷水平推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我喜欢用德国元帅、著

名的沙漠之狐隆美尔用高射炮打坦克的

典故来解释我们的创新。我们就是要用

最好的技术，去创造更好的成绩，开创

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报告》和

《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申办报

告》，2006年承印了《第26届世界大

学生夏季运动会申办报告》。这是雅昌

成立15年来最重大的三件事，甚至是中

国印刷界15年来最为重要的三件事。

此外，我们还获得了110多项国

际大奖，最具纪念意义的就是2003、

2005年两度荣获美国印制大奖班尼奖，

该奖被誉为世界印刷界的“奥斯卡”。

我们荣获该奖，也填补了中国内地印刷

企业的空白。得知我们获奖的消息，著

名学者余秋雨先生比我们还激动，他

说：“雅昌挣回了从宋代毕升开始的首

创性尊严。”

从深圳到北京，我们历经十四年努

力，取得了令业界瞩目的成就，即使在

国际印刷界，我们的声望也与日俱增。

公司员工也感受到了公司知名度上升带

来的好处，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也逐步

提高了。

就在一切都顺风顺水、蒸蒸日上，

可以享受几年轻松生活时，我们再次选

择奋斗，进军上海！

性的去做，为我们的客户、为使用我们

印刷的画册的人们提供全新的、如见真

品的极具震撼的艺术享受！

北京雅昌深圳雅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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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雅昌心仪已久，但是考虑到

条件还有待成熟，并且希望以最好的状

态进入上海，因此我们放缓了进军上海

的步伐，直到创业14年后。

此时的上海及周边地区，经济高速

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

之一。以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为单

位计算，这四个省市的国民生产总值占

全国的四分之一。借助经济发展的大好

形势，印刷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不仅

种类齐全，而且产值高，2005年，四省

市印刷产值就达到了1090亿元，近几年

增长速度达到了15%。若按2007年中国

印刷业年产值4000亿计算，四地的印刷

产值接近全国40%。

上海，雅昌的第三跳

从深圳到北京，再到上海，雅昌

完成了一个三级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

跳跃，而是一次伟大的跳跃，它标志着

雅昌在上海及华东，中国最富有商业气

息和人文精神的地区，有了自己的根据

地；它更标志着雅昌布局全国主要经济

发达地区的战略得到了实现。

上海雅昌

良好的发展环境不仅促进了当地印

刷企业的发展，而且引来了各路英雄，

逐鹿上海及华东地区。仅上海地区就有

印刷企业5000余家，浙江、江苏、安徽

合计拥有印刷企业33000余家。竞争非

常激烈。

在分析市场的基础上，我们发现，

即使作为中国经济和印刷业最发达的

地区，印刷业也存在上规模企业少，大

部分为中小企业的现状。比如，上海地

区年产值超过5000万元的企业仅50多

家，占全部印刷企业的1%。

雅昌此时落户上海，从宏观上讲是

最好的时期，既可以分享到经济和印刷

业高速发展的成果，又可以在整个集团

资源的支持下，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

雅昌的市场定位是高端印刷，特

别是艺术印刷，在此领域深耕细作已有

十五年，具有相当的实力和竞争力。而

上海及华东地区，这块充满文化艺术气

息的土地，不仅滋养了无数著名文化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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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大师，还培育了人民大众的文化艺

术修养。因此，上海及华东文化艺术市

场的潜力是巨大的。我们对此充满了信

心。我们相信，雅昌在深圳和北京的成

功，在上海一定可以得到延续。

经过紧张地筹备，我们于2006年

底进驻上海张江高科技园。一路走来，

很辛苦，也很快乐。正如公司企业文化

所倡导的“快乐工作、快乐生活”。我

们很自豪的说，在投入运营的第一年就

雅昌艺术中心将利用雅昌十几年来

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文化艺术领域积累

的资源，结合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全

力开拓华东文化艺术市场，一方面深入

挖掘华东文化艺术市场潜在需求，另一

方面为满足这种需求创造最好的条件。

展望未来，我们对上海充满信心，

对雅昌充满信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视察雅昌集团

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铁映多次视察雅昌集团，图为

李铁映副委员长在万捷董事长陪同下感受雅昌艺术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视察雅昌集团

实现了开门红，经营实现了盈利。这极

大鼓舞了士气，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在上

海地区扎根、长期发展的信心。

回顾在上海地区一年的经营活动，

除了经营管理上的成功之外，我们还做

了一件大事，一件对将来有深远影响的

大事，就是与上海市嘉定区菊园新区管

委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建设雅昌艺

术中心，促进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

展。雅昌荣誉墙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视察雅昌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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