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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企业文化是企业为自己建造的比任何花
岗岩更加永久牢固的无形丰碑，是企业的精神
财富，也是企业灵动之魂。 凯乐科技的发展史，
从一定意义上说， 也是凯乐企业文化的发展
史。 凯乐科技独特的企业文化不断为企业注入

了新鲜的血液，使凯乐科技永远充满活力。
凯乐使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高科技

国际化的资源服务，为客户、股东、员工和社
会创造价值。

凯乐核心价值观：以人品铸产品。

凯乐生存理念：如过沼泽，危在脚下。
凯乐愿景：做伟大的企业。
凯乐目标：即凯乐“双百”方针，一是做百年

老店，二是实现年销售收入过百亿元大关。

2012 年 1 月 31 日， 湖北荆州
古城。由湖北凯乐科技和武汉长飞
光纤光缆公司强强联手，新建年产
1000 万芯公里光纤项目在荆州开
发区签约开工。 项目投产后，可实
现年销售收入 7 亿元。 凯乐科技也
由此进入快速发展的鼎盛时期。

凯乐科技由当初的 2 万元起
家，经过 30 年的发展，目前总资产
已达 50 亿元，是中国第 1000 家上
市公司。

经济全球化后， 危机时刻存
在。 凯乐科技也有自身的局限性，
唯有不断突破自己的能力极限，才
能突破企业的增长极限。 为此，凯
乐科技给自己设定了一条生存理
念，这就是“如过沼泽，危在脚下”。

如何才能有效地提高抗风险能
力?怎样才能化危为机？ 严酷的现
实面前， 凯乐科技从产业布局出
发，适时推出了“1+3”战略。 所谓
“1+3”战略，就是以制造业为支柱，
以白酒业、房地产业为两翼，以文
化教育业为补充，全面奏响多元化
发展的主旋律。

凯乐科技董事长朱弟雄给
“1+3” 战略作了一个形象的概括，
叫“无制造不稳、无白酒不活、无
房产不发、无文化不强 。 ”

1+3 战略，构建多元凯乐

在凯乐科技的“1+3”战略中，制造业是“1”，起
着顶天立地、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房地产业遭遇寒
冬时，制造业的支点作用显得更为突出。 支点就是
支撑点，它永远是凯乐科技发展的重点、亮点和卖
点。 这里，凯乐科技的制造业为带动其它产业的发
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7年 8月 28日，伴随着一声嘹亮的汽笛，中
远 5 号货轮装载着 45 个标准集装箱的“凯乐”牌
HDPE 硅管和光缆，从荆州盐卡港出发，驶向遥远
的大海。 由此，凯乐科技铺就了一条产品大批量出
口世界 500强企业———印度信实公司的坦途。 3个
月后， 凯乐科技发往印度的价值 1.3 亿元的产品、
1524 个集装箱发运任务全部完成。 至此凯乐科技
自营出口额突破 3亿元人民币。

从 2000年挂牌上市之初的全国塑料管材行业
领军者，到如今拥有光纤、光电缆、塑料管材、塑料

型材和土工合成材料五大制造业支柱。 凯乐科技上
市以来的历程，是一个不断开创新的蓝海战略的过
程。

2003 年， 凯乐科技成功举办全国通信光缆技
术论坛。 同年，“凯乐”牌光缆进入广电、高速公路、
通信及电力、小区安保监控市场；

2004年，“凯乐”光缆进入电信营运商市场；
2005 年，凯乐的光缆年生产能力达到 80 万芯

公里，成为中国移动供货商；
2006 年， 凯乐的光缆年生产能力达到 120 万

芯公里，并通过中兴、华为“借船出海”，出口到阿富
汗、尼日尼亚、巴基斯坦等国；

2007 年是凯乐科技在光缆业上继续突飞猛进
的一年，生产能力达到 200多万芯公里。 凯乐科技
在中国移动、联通、电信三大巨头的采购中屡屡中
标，以综合排名第 5的实力成为三大巨头的主流供
应商。 8月，凯乐科技开始第二期扩产，不惜巨资再
次引进全套光缆检测系统和国际国内一流的生产
设备，仅光纤着色生产线就达到了 9条。

凯乐科技与印度信实公司在 2007 年的合作，
更是给凯乐科技的通讯产品自主出口打开了通
道。 如今，凯乐科技凭借在光缆和硅管上积累的雄
厚实力，逐步拓宽光通信产业链，形成光通信产业
集群，抢占 3G时代的市场先机。

2008 年， 凯乐科技形成了一个以常规光缆和
FTTX室内光缆为基础、以接入网网络布线公司为
依托，以光器件、光传输设备、通信终端产品光缆
材料为拓展方向， 年销售收入超 10亿元的通信产
业集群，形成凯乐“3G”产业。

2005 年，凯乐科技涉足房地产业，凯乐花园、
凯乐湘园、凯乐国际城、凯乐桂园、凯乐水岸国际
相继在武汉和长沙拔地而起。 2011年，中国的房地
产业进入调控年， 凯乐科技的房地产业也受到了
空前的挑战。 正因为有了前瞻性的预警机制，所以
凯乐科技以变应变、逆风飞扬。 所有高管人员深入
长沙、武汉的大街小巷，开启“飞天媒”行动，亲自发
传单，同客户面对面的沟通，宣传凯乐桂园和凯乐
国际城独有的优势，并高举“责任地产，调控先锋”
的旗帜，收到了预期效果。

凯乐国际城位于长沙市湘江大道 326 号，西面

紧依湘江，远眺岳麓山、橘子洲头，北望开福寺、湘
江二桥，东临商业街黄兴北路，南接新竹小学，整个
地块地势平坦，小区周边人文、自然景观条件得天
独厚，五面临路。 东有王家巷绿化带，西有湘江城
市风光带，整个规划用地呈环抱有情的风水格局，
是商住两宜的上佳风水宝地。 整个规划设计本着
“创新、特色、精品”的原则，既注重小区内外环境的
融洽，又注重建筑空间尺度的把握，更精于社区文
化氛围的营造，将“自然、建设与人”三要素融为一
体，力争打造出长沙市地标式楼盘。

凯乐桂园是 2012 年凯乐科技在武汉开发的一
个重要项目， 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路 108 号、
华师东门附近的凯乐桂园，北临虎泉街，南临雄楚
大道，紧邻二号地铁线出站口，衔接街道口商圈和
鲁巷商圈，交通便利，生活方便。 项目周边由华师
双语幼儿园、卓刀泉小学、卓刀泉中学、华师一附
中、 华师等组成了一条高素质的教育链和人文生
活环境。

该项目一期在 3 月 25 日盛大开盘， 首日劲销
302 套，逆势飘红江城房地产市场，成为武汉房地
产在低迷时期最大的销售看点。

当今世界， 一切经济价值和战略实力均来源
于科技创新。 科学技术已由第一生产力转化为第
一竞争力。一家企业没有自主创新和核心技术，只
能在市场上随波逐流，被动挨打。这是凯乐科技在
复兴“黄山头”品牌的创新实践中悟出来的朴素道
理。

2008年 2月，凯乐科技正式入主黄山头酒厂。
当时许多业界人士纳闷：一个从事塑料、光电缆制
造的企业为什么要收购与自己产业链毫不相关的
酒厂呢？

其实， 慧眼识珠的凯乐科技是相中了这个厂
的生态老窖的核心技术。 自 1991 年起，黄山头注
册商标连续三届被评为“湖北省著名商标”；黄山
头大曲也先后荣获“湖北省优质产品”、“楚天高档
精品酒”、“中国公认名牌产品”等称号。 1997 年，
黄山头老窖王酒作为我国白酒类唯一产品， 被指
定为 97北京国际质量大会专用白酒，受到了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300 多名质量专家的广泛
好评。“喝遍天下酒，独恋黄山头”,这句广告词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中国的大江南北，现
在两广、 两湖四十岁以上的人对黄山头酒情有独
钟，至今念念不忘，这也是黄山头酒复出的情感基
础。

周恒刚是中国白酒界的泰斗，茅台、五粮液品
牌都留有他的功绩。 而黄山头酒的生态老窖技术
却是独一无二的。 周恒刚在原有培窖技术的基础
上，增加窖泥香菌数，重新调整窖泥配方和窖泥发
酵工艺，成功地完成了窖泥功能菌己酸菌的分离、
纯化，并快速应用酿造中，使当时黄山头大曲的质
量提高了一至两个等级。凯乐科技收购黄山头后，
加大科技投入，在国内聘请 30 多名专家，经过 3
年多的研发攻关，先后实施了 21 项科技创新。 已
获国家发明专利 6 项， 最终完成了特色生态技术
生产浓香型白酒工艺的研究。 试验酒经行业权威
专家品评认为：酒体无色透明、窖香浓郁、绵甜爽
净、余味悠长。 在 2011 年举办的第五届中国食品
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的评选中， 该项技术荣获一
等奖。

技术上的成熟，为黄山头酒的定位给出了一个
准确的评价。 品牌效应作为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
使得凯乐科技将传统的原生态酿酒业快速带入低
碳经济的新领域。

黄山头酒定位于次高端，其包装雍容大气，典
雅高贵。 凯乐科技力图将黄山头打造成楚文化第
一酒，就是吸取了楚人“执着、担当、艺术”的精神，
这既是一种境界，又是一种目标。直接亮出“第一”
的旗帜， 显示了凯乐科技从容应对挑战的雄心壮
志和高瞻远瞩的现代视野。

董事长朱弟雄常说：“时代赋予了凯乐科技光
荣和梦想，更赋予了凯乐科技责任和使命。凯乐科
技应该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危机意识、责任意识、
使命意识和创新意识。这是凯乐科技战胜困难，防
范风险的有效保证。凯乐的明天在于创新，除此之
外，别无选择。 ”

2010年，凯乐科技以打破常规的创新思维，刮
起了全员营销和和资源营销的旋风。 全员营销就
是人人背任务，个个有指标，高管立军令，奖惩看
绩效。 资源营销就是利用凯乐产业链上的各种相
关资源，顺藤摸瓜，一生二，二生三，形成一颗带一
串，一串带一片的葡萄效应。

与此同时， 凯乐科技将本并不关联的房地产
业与白酒产业进行巧妙衔接，提出“喝酒喝出房子
来”的营销思路，实现了集团内良性产业互动。 喝
黄山头酒， 买武汉凯乐桂园和长沙凯乐国际城的
房子，这是酒和房的整合营销。 这种创新之举，可
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

在战略营销上，凯乐科技采取“先难后易”的
策略，以样板市场带动其它市场，确定了“四大战
役”，即坚定不移地创造武汉市场，缔造长沙市场，
巩固公安市场，收复荆州市场，发挥凯乐科技资源
营销、全员营销的优势，用强有力的组织能力锁定
目标客户。

黄山头酒从 2008 年复出以来， 短短三年多，
即完成了从复出到复兴的蜕变转身。 现在的黄山
头酒市场，形成了以武汉和长沙为中心、产品覆盖
湖北、广东、河南等省份，目前正以快速发展的态
势向全国市场进军。

2006 年，凯乐科技进入文化教育产业，与华中
师范大学联手打造幼教品牌。 2011 年，凯乐科技先
后与湖南、湖北多家广告文化公司、创意策划公司、
影视制作发行公司、新闻出版公司等机构进行深度
合作，并在电视剧、微电影、书刊杂志等领域达成多
种合作意向。

凯乐科技认为，涉足文化教育产业，一方面，可
以为凯乐科技建树影响力和号召力； 另一方面，通
过文化传播平台，借力发力，助推凯乐科技的经济
腾飞。

一如既往夯实制造业基石

健康稳步发展房地产业

坚定不移做强做大黄山头酒业

全力以赴做实文化教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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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乐文化】

凯乐科技与文化产业机构的合作， 旨在增加
凯乐科技的含金量。现在来看，对文化教育产业的
涉足，同样会成为凯乐科技的又一个品牌，并与其
它产业一道，共同支撑着凯乐科技的一片绿阴。

文化教育产业不仅是凯乐经济新的增长点，
而且是凯乐文化和智力新的增长点。本着“发展文
化产业”、“提升文化品牌”的理念，凯乐科技的决
策者十分关注、尊重在文化产业上的锤炼和打磨，
并为之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和资金保障。

凯乐科技推行的“1+3”战略是通向企业伟大
愿景的唯一正确的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