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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如果说央视春晚三十年轨迹代

表了三十年时代变迁，那么雅昌春晚十九年历

程也代表了雅昌人十九年守望相助。从最初最

简单最朴素的大联欢，到如今，北京、深圳、

上海三大运营中心精心筹划，统一的主题，不

同的表现方式，三台风格迥异华丽盛大的颁奖

盛典，成为了两千多位雅昌人共同的期待。这

场年度盛事不仅是雅昌人的文娱大餐，更是雅

昌寻找和发现引领雅昌精神、彰显雅昌灵魂的

优秀个人、先进团体的重要舞台。

2012年1月11日，深圳观澜高尔夫会所星

光闪耀，一场《雅昌线兄弟姐妹跨年演唱会》

率先唱响雅昌2012年年度盛典。1月13、1月16

日，雅昌集团上海、北京两大运营中心盛大华

美、精彩纷呈的年度颁奖典礼暨迎春酒会也相

继圆满落幕。这场隆重的联欢及颁奖典礼围绕

着“因为有你”这一主旨，充分展现了雅昌尊

重员工、感恩员工、幸福员工的文化理念。

台前幕后，我们感激辛苦付出的所有人，

更感激在过去的一年中在雅昌发展舞台上奋力

挥洒的所有兄弟姐妹。过去的2011年，雅昌正

是有了默默奉献的你们，感动才无处不在；因

为有你，坚定了我们继续向前的信念；因为有

你，雅昌更会蓬勃向上！

现场篇：华丽眩目 真挚感人

为了向大家最终呈现一场精美绝伦的盛

典，三地年会筹备组可谓是精心细致、煞费苦

心。不论是各典礼各奖项的评选，还是各个精

彩节目的排练、彩排；又或是前期的奖品的购

买到后期舞台的搭建、设备的调试等，无不浸

透着雅昌员工的汗水和努力。

2012年1月11日，深圳雅昌率先在深圳观

澜高尔夫球会会所拉开了年度颁奖典礼的帷

幕，走廊上，雅昌历年年度人物展在整齐的展

览着；巨大的舞台无疑是注目的焦点，炫目的

彩灯五彩缤纷，两块巨大的LED背景将整个舞

台映的靓丽无比；舞台侧方的导演台上，工作

人员正紧张的忙碌着，三台专业的摄像机正在

不同角度严阵以待，不停地摄录现场，在导演

灵活的切换中，让观众感受现场的热烈氛围。

2012年1月13日，上海雅昌在浦东新区

龙东大酒店举办了以“化茧成蝶 飞得更美”

为主题的典礼，寓意上海雅昌在浦东经过5

年的积累、成长，将会在上海实现最美丽的

蜕变，幻化成美丽的艺术之蝶，翩翩飞舞于

艺术的世界，不断创造辉煌。典礼表彰了先

进个人和团体，其中穿插的节目众多，形式

多样，技艺含量高，艺术表现力强，充分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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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2011年取得的成绩，是全体雅昌人辛勤工作的

成果，相信在雅昌人共同的努力下，雅昌必将在通过 

‘为人民艺术服务’实现‘艺术为人民服务’的道路

上，从成功走向卓越，走向辉煌！

——雅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万捷

现了上海雅昌人青春、激情的特点。

2012年1月16日，北京雅昌颁奖典礼在天

津奥蓝际德国际酒店隆重举行，典礼以“因为

有你”为主题，充分营造出传统而新颖的气

氛。获奖人员的相片荣誉墙、徽章墙、气球

墙、手环，处处都是圆形红色的创意图形组合

展示，不但切合了“因为有你”的年会主题，

更预示着每一位雅昌人来年都能收获圆圆满

满，红红火火的生活。典礼在揭晓各个奖项的

同时，也让雅昌人享受了一场视觉盛宴，员工

们精彩绝伦的才艺展示也深深体现了“让艺术

走进每个人的生活”的企业文化精髓。

荣誉篇：雅昌年度骄傲 

他们可能是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普通员

工；也可能是运筹帷幄、指挥江山的管理人

员，不同的工作岗位，却有着相同的“追求极

致品质”的性格。他们，是雅昌的精英；他

们，是雅昌的榜样；他们，更是雅昌的未来和

希望！他们为我们每一位雅昌人照亮荣誉的光

芒。本届颁奖典礼共设15个奖项，总计优秀个

人与团体600多个。他们是雅昌的年度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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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优秀新人Â不论你来自何方，不论你身处哪个岗位，你年轻朝气的面孔，让我们时时刻刻感

受到如火如荼的青春气息。你们从基层做起，虚心好学；你们勇于尝试，突破常规；你们正是我

们雅昌的春天。

深圳
杨  静  程鹏飞  纪全财  宋居光  刘琴良  陈志涛  李文财  祝清玉  吴钟钰  韦英平

王耀平  陆晓凡  李美玲

北京
龙小清  王  钰  尚晓霞  樊丽莹  魏铃铃  孙志帅  刘海燕  王雪洁  刘敬江  张  博

林  茑  涂  巍  周纪娜  张天宇  韦润酥  贾学飞  滕  振  刘晓燕  扎西拉初

上海
谈小飞  许兵兵  冯贵明  李  婷  陈方方  李亚梅Â刘真真  贺巧玲  庞红强  龙开南

田文亮  徐啸啸

优秀员工Â你们与雅昌同呼吸，共命运，年复一年，花开花落，也许你是雅昌永动机上最小

的螺母，但你将创造出雅昌更加耀眼的明天。

图1> 领导致辞并与获奖员工合影（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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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唐胜华  李文弟  林亚叶  李武健  丁俊军  彭金兰  陈细国  袁  媛  杨宇龙  谭光辉

张晚云  杜  科  兰顺香  杨坤亮  张  凌  叶小华  刘  令  江国邦  尹翠辉  胡启高

刘  航  赵兴明  周  炜  刘学兰  刘江飞  封华伟  廖剑波  杨秀挺  彭  宇  李从旺

魏  红  王  俐  谢  燕  姜军国  李英锋  王  阳  沈友斌  黄华林  李  伟  王  乐

刘祖斌  黄燕华  张永雄  许  业  潘艳珠  曾群英  孟战营  许小玲  熊  慧  罗树林

王锦红  彭爱兰  郑俊城  李  颖  黄  艳  唐小兴  廖翠婷  刘竹英  马恒昌  林晓生

鞠林莉  王云燕  郭平飞  刘春梅  黄  强  朱永卫  易林英  周  丹  曾敏裕  刘买兵

邓晓雁  卢  鹏  郑丹娜  龚  霞  李育辉  周  姗  汪庆华  凌家文  魏  波  韩改林

曾威斌  辛坤云  罗秋俊  王  博  徐炜平  李成民  王  伟  文圣英  官碧玲  梁光玲

王丽平  姚海贤  蒋云龙  杨历荣  侯富冰  李文新  张  昕  李佳倩  龙冬冬  侯富平

张成付  姚  宁  潘  谊  汤华艳  赵贵成  石晓辉  杨  瑛  王春艳  王  凤  费  韵

彭建超  张  敏  蔡  亮  余  淼  黄银超  苏  娅  欧  庆  傅艳平  陈婉倩  桂圆圆

欧阳方林

北京

王艳飞  宋天刚  李小艳  晋铭命  史瑞芳  曹兴弘  刘  广  周定波  刘勇勤  李绍菊

杜海丽  许密林  刘志静  曾庆芳  刘新颖  赵  聪  段改花  许  俊  张  辉  寇志军

赵志娟  张  浩  闫慧敏  刘伟杰  杜德富  李延娟  李春晓  刘丽艳  吕大荣  马敬巍

向国莲  张树宁  刘春燕  王彦辉  陈  颖  邢建治  褚玉珍  董  宏  付庆辉  李录英

郝金江  李宏伟  杨庆军  单水英  常芳芳  唐春光  吴逸美  孙文彬  贾志英  张会东

郝建军  刘卫军  董晓龙  袁文敏  李  伟  李阳阳  王  芳  王  涛  苏旷达  王  丹

白  杨  杨明荣  迟占洁  钱荣海  李  峰  代国建  徐红波  申宏亮  郭江涛  姜臣金

沈  垚  胡春霞  王雪菊  秦政青  任丽艳  刘忠平  张亚星  陈慧琴  贺明丽  郝云霞

黄良豪  赵  凯  李  敏  姚真真  肖青娥  向裕刚  赵凯桥  李  丹  张盼盼  熊招平

孙向东  窦彦明  曹  宇  张许明  马秀平  田青云  赵洋洋  张飞鹏  刘前峰  梁顺鹏

李  昭  姚平利  代建广  李江波  卿海南  陈  青  徐欢欢  樊彦青  刘永强  张锡洋

魏亚杰  段艳明  张亚婷  贾凡雷  张  博  徐雪莲  武雨娜  李如燕  崔  健  边宝春

吴  可  樊耀凯  邬树楠  左红梅  徐  军  丁  震  谢易彤  高海涛  丁俊丽  李晓华

刘  倩  麻敏杰  王艳峰  张  宇  甘  甜  李冬冬  王艳国  杨  丽

上海

唐凯翔  耿连弟  张一帆  任聪立  赵晨雪  戴成敏  王  亮  何成波  黄思国  马其林 

刘立武  张婷婷  刘  浩  胡  志  巩文文  郭金旺  杨  达  高玉阁  潘新景  吴  平

师兰芳  黄贤封  傅小兵  邓仕兴  张小颜  林立葵  姜  冰  王冬梅  范晓鹏  魏玉芳 

黄  明  余春燕  刘  波  陈军勇  付  娟  刘  烨  余  娟  刘孝宁  林丽美  马正旺 

但汉春  黄竹青  蒋永锋  沈永红  廖胜兵  王书军  王  菡  沈  彬  卢宏双  邹雄英

聂育红  方清华  隆晓蓉  郭  静  陶  延  曲郑宝  潘先明  谢  媛  武佳莹

雅昌聚焦·因为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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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领导致辞并与获奖员工合影（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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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主管Â雅昌的发展离不开辛勤耕耘的员工，更离不开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成长的团队带

头人。你们是和员工们一起、永远站在第一线的人，既是工作中率先垂范的上级，更是生活中宽

厚的兄长。雅昌感谢你们。

深圳

贺书辉  高加茂  漆卓雅  何  成  段晓明  张志伟  雷铭善  凌俊军  蓝小金  戴海燕

陈明伦  王少宏  王  免  廖立波  曾建军  冯锦兴  刘  军  杨启华  罗建平  周云平

谢  强  张  莹  马卫国

北京

何  静  杨建华  邵理刚  林启攀  郭晓霞  邵  玮  吕文喜  刘国文  刘万华  赵雷勇

王  军  李延国  龚书民  毛文宇  王开富  郑  萍  司  佳  庄  艳  浦科研  周  惠

张  鹏  汪大清  蔡佳辉  樊骏宇

上海 杨  琳  杨  旭  曹文涛  胡劲松  胡  乔  张  迪  李  辉  李锋锋  杨丰越

雅昌聚焦·因为有你

03＞

图3> 领导致辞并与获奖员工合影（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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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帮手。你们用人品去感动伙伴，用激情去感染伙伴，用实力赢得伙伴，用魅力征服伙伴，用行

动带动伙伴，你们的努力和付出载入伙伴们的心田。

深圳
欧明彬  曾晓艺  柳行瞿  李君明  殷  冠  庞光润  程  莉  肖伟文  张晓燕  黄江勇

郭广元  夏  林  刘海平

北京
程  成  尹雨廷  胡志宏  蒋贤龙  李  勇  金婕姗Â卢媛媛  汪  波  王  毅  金  垚
陈  钟

上海 林  莉  王铁军  孙连丰  李  凤

优秀内训师Â传道授业解惑，是他们；温文尔雅，谈吐风趣，深入浅出，是他们；毫无保

留，无私教导，是他们；优秀内训师桂冠，当仁不让是他们！

深圳 申梅花  夏海林 蔡  亮

北京 唐  果  李琢玉

上海 陈砥柱  张  慧  申  高

优秀通讯员Â他们善于捕捉新闻，将我们身边的点滴事件用文字记录，他们用对生活和工作

的积极态度及写作热情，第一时间为我们提供雅昌新闻，他们是雅昌的瞭望者！

深圳 赵东明  唐小兴  薛春露  吴  昊  邓  彬  陈婉倩  伍立新

北京 孟昭隆

上海 陈  静  黄贤封

年度人物Â你们，或冲锋陷阵于市场经营前方，你们，或专注于行政后勤保障工作，你们，

或默默奋战在生产一线，你们，于细微处见真情。你们的共同特点是思维具有前瞻性、行动具有

示范性；你们用人性的光辉、职业操守与成就为雅昌的发展创造新的契机。

深圳
廖立波  龚  霞  杨启华  戴海燕  江国邦  曾建军  王少宏  漆卓雅  陈明伦  王  免

李文弟  雷明善  高加茂  张志伟  黄  艳  王春艳  谢  强  桂圆圆  刘海平

北京
付庆辉  苏旷达  董  宏  林启攀  沈  垚  金婕姗  代国建  王雪菊  马秀平  段改花

郑  萍  李延国  龚书民  许密林  胡志宏  刘  倩  庄  艳  卢媛媛  王艳峰  甘  甜

上海 林  莉  杨  琳  胡  乔  刘孝宁  张小颜  刘立武  李  辉  沈  彬

先进集体Â一个团队的精神就是一种力量，一种不服输的干劲就是争上，人心齐泰山移，群

策群力，大量艰苦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都令人刮目相看。这些尽心竭力、兢兢业业、富有朝气

活力的集体，最终汇聚成能量无限的雅昌大家庭。集体的智慧永远是我们前进乐章中的最强音。

深圳 深圳印刷

拍卖项目部  海外项目部  美术文博项目部  商业项目二部

商业项目一部  营业管理部  装订部  制版部  印刷部  计划部

品质策划部  储运部  摄影复制部  人力资源部  资源拓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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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品事业部 销售一部  采购部  人力行政部

深圳
印刷事业部总部 财务部

集团总部 人力资源部  总裁办

北京

北京印刷

财务部  行政物业部  品管部-印后质检课  图像课  制作课

外协部  装订部-装订课  美术文博项目部 拍卖项目部

高档商业项目部  版房课  装帧部

互联网事业部 运营部  产品部  市场部  运维部  电子商务部-技术部  人力资源部

出版事业部 市场营销部

印刷总部 生产管理部  设计项目部

中艺库 数据编辑部

集团总部 技术研发部  总裁办

上海
上海印刷

高档商业项目部  拍卖项目部  美术文博项目部  品管部  采购部

营业生产部  储运部  印刷部  制版部  行政部

互联网事业部 上海分公司

年度市场开拓大奖Â你们在全新的市场上开拓耕耘，播撒下希望的种子，并逐渐枝繁叶茂，

开花结果！你们成就了雅昌人勇于开拓的完美理念的延伸、市场的壮大！你们的开拓风采见证了

雅昌今天的成就！

深圳

深圳印刷 摄影旅游项目部

艺品事业部 市场部

印刷事业部总部 美术文博项目部  拍卖项目部

北京
北京印刷 美术文博项目部

互联网事业部 互动营销拍卖专项

上海 上海印刷 美术文博项目部

年度业绩增长大奖Â他们视业绩为生命、客户为上帝。他们是锐意进取、协同制胜的团队；

他们是“业精志远”的最好诠释者！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营销冠军之队！

深圳
深圳印刷 拍卖项目部

印刷事业部总部 拍卖项目部

北京

北京印刷 拍卖项目部

互联网事业部 艺术家综合服务中心

艺品事业部 销售一部北京区域销售部

雅昌聚焦·因为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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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上海印刷 拍卖项目部

最佳成本控制Â在雅昌，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深知“开源节流，勤俭持家”的道理，他们严

格把控各流程，他们为降低雅昌的运营成本孜孜不倦。

深圳

深圳印刷 设备部

艺品事业部 财务部

印刷事业部总部 复制和物流供应部

北京

北京印刷 复制课

互联网事业部 财务部

出版事业部 财务部

上海 上海印刷 拍卖项目部

年度特别贡献Â源于对雅昌的热爱和奉献，源于对打造优秀艺术服务机构的理想，他们取各

界精华，为我所用；集集体智慧，助我腾飞。

深圳
深圳印刷 大运会项目组

艺品事业部 销售二部 文博会项目组

印刷事业部总部 装桢艺委会系列展览

北京
北京印刷 政府补贴申报项目组

互联网事业部 内容中心论坛频道

最佳质量Â今天的质量，明天的市场，他们眼里揉不得一粒沙，手上不放过一个次品。他们

的目标简单，始终如一，雅昌产品不打折，雅昌服务更不打折。

深圳
深圳印刷 品管部

艺品事业部 采购部

北京

北京印刷 印刷课

互联网事业部 会员管理部

出版事业部 书法图书编辑部

中艺库 运营管理部

上海 上海印刷 制版部

雅昌聚焦·因为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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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他们没什么特别，他们很特别，他们就是“传说”中的年度技术创新达人。

深圳
印刷事业部总部 Cruse扫描仪辅助平台系统

艺品事业部 白石瓷意和白石布意

北京 出版事业部 雅昌电子拍卖图录

上海 上海印刷 Cruse扫描仪辅助平台系统（复制项目部+上海印刷）

年度创新Â他们奉行“变革创新，知行合一”的理念，卓越的专业技能让他们在创新管理中

求得发展。他们用智慧创造价值，用创新提升雅昌品牌，让资源无限增值。

深圳
艺品事业部 白石艺术空间

印刷事业部总部 定额成本核算系统开发项目

北京 互联网事业部 艺术家数字全集

十年员工Â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也不过短短几个十年。所以，我们常常尊敬并感动于那

些陪伴雅昌风雨兼程的人们。十年风雨兼程，十载春秋磨砺，他们见证了雅昌从咿呀学语的孩童

走向风华正茂的少年，他们将青春献给了雅昌，正可谓：十年耕耘青春短，映日荷花别样红；满

腔热忱谱忠曲，风雨同舟共济人；梅花香自苦寒来，日夜兼程再加鞭；大家红火小家旺，破茧化

蝶正当行；韶华易逝心未老，雅昌明天更美好。

深圳
唐佳佳  方  靖  文剑波  王玉丽  崔霁巍  陈逸骅  董科君  曾  艺  何艳冬  谭光辉

张运托  汤华艳  朱友情  姜厚峰  汪细红  洪英姿  陈瑞英

北京
曹世凯  李  华  郑  萍  邢建治  卢国防  刘现飞  杜德富  黄宇金  孙启凤  刘  广

李广辉  胡保团  魏小梅  廖太山

因为有你 再创辉煌

忍不住回望2011年我们共同走过的每一步，涌上心头的是温暖，是艰苦奋斗获得骄人战绩后

的从容。

因为有你，我们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因为有你，我们历经磨炼，铸就今天的勃勃生机；

因为有你，我们披荆斩棘，赋予雅昌人追逐梦想的希冀；

因为有你，我们迈向更浩瀚的艺术海洋；

因为有你，我们影响和推动了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和发展；

因为有你，我们将会乐此不疲继续迎接挑战；

因为有你，我们定会实现“让艺术走进每个人的生活”；

因为有你，2012我们再创辉煌！

雅昌聚焦·因为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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