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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零点起步 十年成为行业翘楚

生意经

刘迪

十年磨砺，
带领企业迈入亿元传媒俱乐部
———记山东世纪采尚传媒集团总裁李子燕 俗话说，人生成功的经验千条万个，最根本的就是一条，做

人第一。同样，企业成功的道路千径万渠，核心的路径就是一

个，执着创新。一万个企业可以有一万个不同的成长路径，但

相同点就是靠企业家的持经达变。李子燕和他采尚传媒集团

就是在不断创新中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走上了健康发展

的道路。

“备胎”的力量———同领域内多方位发展

从 2009年开始，世纪采尚传媒集团渐渐步入正轨，其发展
方向主要是以公交广告为主线，宽领域的拓展户外广告，并实

现多元化服务为宗旨。在山东主要的运作市场有 7个，分别为
济南、临沂、潍坊、济宁、滨州、枣庄、德州。其运作模式是不直接

参与管理，以控股的方式多层次、深度的发展。李子燕说：“我的

发展轴线是在秉承发展文化产业背景下，进行多元化投资、多

元化服务，但不多元化经营，即产品链拉伸的发展理念。”

在他清晰的思路引领下以及在企业承受风险的能力范围

内，为确保企业健康成长，李子燕勇敢地尝试在同领域内多方

位的发展，更直接一点也可以称为“发展备胎”。其发展的优势

是彼此可以共进，都利于它们的共同成长。比如，在运营主线

稳步发展情况下，可以拿出部分精力来做婚纱摄影，它的投资

成本主要是在设备的配套上，而这些东西恰恰又是原本媒体

行业所能补给的。

此外，还可以借助资源的力量来为新生的产业做宣传，充

分实现了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当婚纱摄影这个新生产业站稳

脚跟后，再慢慢地储备后续力量，像婚庆服务等一系列产业链

相序而出。一步一步，分支的新生产业就做大做强，为整个企

业的发展储蓄了厚实的发展力量。这种低风险的发展方式无

疑会增强企业的信心。商场如战场，在当今这种无形的商场争

战中，它充当的角色就是制作枪火炮弹的核心基地。仗打得好

不好，看的不仅是领导者周密的谋虑，更重要的还是硬件设施

的储备力量，这就是所谓的企业“备胎”。

“缝隙”的契机———在中低端消费群做大市场

在采访过程中，李子燕详细地同我们讲述了他的发展战略

的创新点，即在中低端消费群中做大市场，在看似消失的事件

中谋生机。李子燕说：“钱的价值要看在哪里发挥它的作用。”

就拿一亿块钱来说，用它到中央电视台做个大型的广告宣传

那是恰到好处，如果放到省台做宣传那可能是惊人的数字，但

用在地方去做那就是天文数字，不仅是电视台的滚动放映，大

街小巷以及你想到的想不到的地方都会散播出广告宣传，而

且它面对的都是最直接的消费群体，可以说和我们的日常生

活形影不离。可想而知，最终的宣传效应到底哪个影响力更

大？我想我们的答案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中低端市场。

现今的社会是网络的时代，未来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它。我

们可能会想到以后的消费会被网络所取代，足不出户就能完

成消费，像是最大众化的衣物、日用品，甚至是零食、酒水等

等，越来越多的人都已经认可了这种消费方式，既经济又便

捷，最重要的是它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对经营者来说也是

利大于弊，最直接的优势就是省下店面费等相关费用，也不用

每时每刻迎着笑脸的贴心服务等，所以这种无形的消费越来

越受推崇。但是，并不是一切事物网络都可以做到终结消费

的，就比如说吃饭可以从网上买代金券，但是人们的终结消费

还是得在实体店完成；去影院看电影，可以从网上购买电影

票，还是得在影院完成视觉的享受;买彩电，人们还是更倾向于
去体验店真实感受过它的视觉效果后在去购买它。李子燕说：

“在别人看来那些看似要消失的东西，在我这里就是新的生

机，在‘缝隙’中寻找到更为有利的发展萌芽。”这些网络所遗

留下来的“缝隙”，正是谋求发展的新的突破口。这些店面门面

的装修，需要大量的制作，而他们就会成立一个制作中心，专

门做网络解决不了的事情，并且调动起多年积累的人力把区

域的这些资源都拉拢过来，形成一个强劲的团队，这样的发展

势力是不可估量的。

“另类”管理———让员工具有“归属感”

李子燕不仅在公司经营管理上有他的独特理念，在对公司

员工的管理上也别出心裁。他在公司管理人员上实行一种“积

分制”，是激发员工正能量的动力；是与员工的福利待遇、外出

学习、出国旅游、年终奖励相挂钩的制度。假如员工犯了错，原

本是要扣除 200 元的现金做惩罚，现在实行“扣分制”扣除 200
分，这样的处理方式就大大减轻了员工的抵触心理；相反，员

工立了功就会增加积分量，获得应得的奖励。通过“扣分”、“加

分”这种无形的力量代替金钱的有形分量，其实质上都是一样

的，但是这样的方式却更让人接受，同时更容易调动员工的积

极性。

“让员工在团队里面有一种归属感”。李子燕说，从明年

起，对公司人员在管理机制上从新调整，进入新一阶段公司改

制，倡导精英骨干人才入股，实现共同致富，真正实现法人制

企业。公司只是为员工提供了一个发展平台，要想在公司里有

一番作为，不能总是为别人干，加入股份后其性质也就不一样

了，那就是为自己努力了。这是制度的调整，更大意义上是把

为别人干转变为为自己干的心态的调整。从而，让员工在心灵

上有了一种“归属感”。一个企业的强大，它的经营模式决定着

企业的纵向发展，而内部人员的向心力却是决定企业横向发

展的关键。只有纵向、横向同步拉长延伸才能真正意义上为企

业护航；才能使企业变得浑厚壮大而坚不可摧；才能经得起岁

月的摩挲，顶得住万千企业的冲击。

刘迪

李子燕
和他的创新经验

世纪采尚传媒集团的发展道

路是百转曲折的，是在历经一次次

的低谷后摸索中前进的。如今的采

尚实力超群，在李子燕的管理下一

步步发展壮大，成为山东省内广告

传媒行业的佼佼者。其中，集团的

业务涵盖了影视、电子商务、三面

翻、户外 LED 显示屏、移动电视、公
交语音、车体广告、户外单立柱、楼

顶广告、灯箱广告等。在稳步前进

的过程中，在世纪采尚传媒集团下

设了三家独立运营的公司，即济南

世纪采尚广告信息有限公司、临沂

巴士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和燕子李

三国际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并且还

开设了济南、济阳、临沂、滕州、邹

平、齐河等 6 家直属分公司；同时
持有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日照、

东营、济宁、淄博等地优质的媒体

资源，实现了强强联合。随着近几

年公司实力不断增强，世纪采尚传

媒集团实现了对网络下业务资源

的整合和有效的管理，显示出强大

的媒体力量，正成长为最有实力的

文化传媒综合运营商。李子燕坚

信，在不久的将来世纪采尚传媒集

团一定会成为媒体行业的“领头

羊”。

我们的话题不是从他的工作

开始的，而是他的女儿李潇佚。我

们刚一坐下他就把女儿刚出版的

儿童连环漫画书籍拿来给我们看。

“我的女儿今年刚满 10 岁，最爱的
就是画画，这里面的卡通人物形象

全都是她的手绘作品……”说到女

儿，李子燕脸上流露出满满的喜悦

与自豪之情。谈起工作，他的眼神

里投射出的是坚定与自信。李子燕

从事广告传媒从 2004 年成立至今
已有九个春秋。但在他看来公司发

展还是比较缓慢的，能有今天的成

就，这九年的路程是曲折的，是在

不断摸索中前进的，在经历了挫败

后又重新燃起希望的信念。李子燕

满怀感慨地说：“有时候，人得付出

惨痛的代价后才能真正明白自己

正确的发展方向。”2004年，李子燕
正式成立了世纪采尚传媒公司，是

一家专业的文化传媒综合运营商。

在 2006 年至 2008 年三年里，为了
使公司能够快速发展，李子燕在缺

少雄厚资金支撑的情况下，选择了

多元化发展。先后做过二手房交

易，经营过旅游公司等，这使自己

的精力物力达不到，没能使公司保

持稳步前进，反而赔进去了几百万

元。直到 2008 年后，他经过冷静分
析，反复酌量，及时调整了自己的

发展思路，按他的话说就是“只专

注于一个行业发展”。从他切身的

发展经历，一路走来，李子燕总结

出了一个企业的发展道路———“企

业可以多元化学习，但不能多元化

跨行业发展。”

世纪采尚传媒集团是李子燕努

力的结晶，它的成长与蜕变是离不

开李子燕对梦想的执着与勇敢的

追求。

12月的冬阳，温暖明媚，透过那
一碧如洗的天空洋洋洒洒的鲜活阳

光，温暖舒畅。在这个宁静乍冷的冬

天里，透出一缕明媚、喜悦之情。当

我们走在李子燕工作室的小道上，

不时传来“叽叽喳喳”的鸟叫声，让

人犹如“沁浴春风”。一见面，李子燕

便亲切地同我们一一握手，急忙让

座。他的工作室里摆设干净整洁，没

有大手笔富丽堂皇的装饰，也没有

名山名水画的装点，有的就是几张

简简单单的桌椅以及一堆一摞的工

作资料和文件。给人的感觉不但没

有枯燥乏味反而平添了几分真实与

干劲。就如他本人一样的真诚亲切，

平实沉稳而不失干练。

李子燕，生于 1971 年，济南市
济阳人。现任山东世纪采尚传媒集

团总裁。济南大学机电专业毕业，山

东大学 MBA，山大校友会理事。1995
年—2004年，曾服务于三联集团，历
任主任、区域总经理、大区运营总

监，具十年行销策划经验。2004年，
转入传媒行业，成立了世纪采尚广

告公司。他凭借对传媒的天生敏感与

开拓力，旗下的广告网络现已扩展至

山东十多个地市，触角遍及当地县级

城市，成为广告媒体市场深耕的同行

翘楚。作为一名传媒企业的佼佼者，

其具有典型的个人特质：嗅觉的敏

锐、做事果敢、为人处世低调谦逊、圆

润融通、感染力强、创意丰富。正是基

于这些优质的品性以及对梦想的孜

孜追求，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他从默

默无闻的行内新手，成长为广告行业

里年轻的领军人物。

愈挫愈勇 专注于一个行业发展

执着梦想 定位媒体行业“领头羊”

李子燕说每当想到自己的目

标就会特别的兴奋，对个人的想法

总感觉特别的清晰明了，现在只剩

追随着时间的脚步去慢慢落实它、

实现它，哪怕乘风破浪也勇往直前

永不退缩。人的心中是有一种使命

感存在的，弄清楚自己到底是为什

么而活，要怎样活，那么你就走近

了成功。这种正能量是有感染力

的，在听完李子燕这一席热血沸腾

的话后，不仅让我们感慨良多，一

个人无论做什么，只要勇敢面对失

败和挫折，那挫折之后就是成功的

开始。李子燕和他的公司就是不断

跌倒又不断执着前行中取得了累

累硕果。

2004 年，李子燕在潍坊试点与
公交拉手成功，世纪采尚传媒集团

的雏形形成；很快在临沂做试点，

成立了临沂公司，垄断了公交广告

的业务，稳扎稳打经营拉手成功；

同年又成立了济南公司。

2005 年，又成立了济阳公司，
业务涵盖了户外道旗、灯箱、道路

指示牌、三面翻、公交车、候车厅等

广告媒体。

2006 年，在临沂公司兼并了当
地的车载电视，并上线语音报站业

务。

2007 年，滕州公司成立，全面
运营滕州市公交语音媒体，将万千

商家带上广告传播的快车道。

2010 年，邹平公司成立，其业

务开展了户外三面翻、户外 LED 及
汽车站内广告业务。

2012 年 6 月，成立了齐河公
司，上线公交语音、车载电视业；与

此同时，世纪采尚进军德州。

2012年 9月，又成立了平邑公
司，上线公交语音、车载电视等多种

综合业务。同时又扩大了临沂版图。

2013 年 10 月，世纪采尚通过
招标，获得临沂市千余辆车体经营

权，迈入亿元传媒俱乐部。

在济南，有
这样一个公

司，从零点

起步，历经几年

克艰破难、创新
发展，成为行业

内领军企业，这

就是山东世纪采

尚传媒集团。

步步为营 扩张实力凸显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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