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中原品牌峰会活动策划
华禾传媒集团 提报



活动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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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原品牌峰会

是由中国商务广告协会品牌发展战略委员会主办,

汇集了国内广告圈最高水准的 广告大咖，国内外品牌界 最新锐 

的力量代表，分享全球品牌最具 创意IDEA；



它将深入研讨河南品牌的发展现状，

为优秀品牌跟随“一带一路”的步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出谋划策，为勇于开拓创新、

具有引领精神的优秀品牌搭建世界级的展示交流舞台。



1、提升城市发展，促进郑州与国

   际接轨，加速国家中心城市的

   发展进程；

2、是河南广告业和品牌发展史上

   的重要里程碑，是助力河南优

   秀企业走出去，促进自主品牌

   建设的重要举措；

3、更有利于提升优秀品牌影响力，

   推动河南企业塑造品牌理念、

   品牌意识、品牌故事等大力发

   展。 



       2017年4月24日，

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品牌日”的批复，同意自2017年起，

将每年5月10日设立为“中国品牌日”，品牌发展已经成为

企业关注的重中之重。



活动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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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题

聚焦中原发展 看见品牌力量



2个认知

活动时间：2018年10月12日-13日

活动地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暂定）

年度主题：聚焦中原发展 看见品牌力量

参会人数：1000人

活动主办方：中国商务广告协会、河南省委宣传部、

                    品牌中国战略规划院；

活动承办方：中国商务广告协会品牌发展战略委员会、

                    国际品牌观察杂志社

活动执行方：华禾传媒、大象融媒、虎啸传媒；

活动赞助方：宇通客车、建业地产、思念集团；

出席人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河南省委宣传部领导、

                 中国商务广告协会领导、河南省企业家协会领导、

                 河南省广告协会领导、河南知名企业家等；

活动概况



活动构成

03



01  
主论坛

03 
创意作品展

04 
品牌训练营

05
答谢晚宴

       邀请中国商务广告

协会大咖，讲师《品牌

的建设与基因》，《品

牌的塑造与影响力》等

议题；

02  
两大分论坛

    规划两大分论坛，

主题分为：《区域品

牌全国性扩张路径》

《中小企业的社会化

营销方略》；

    邀请河南优秀品牌

企业家展示讲解品牌

优秀作品，由专业大

咖组成的导师团进行

评论分析并评出奖项。

精选河南优秀品牌及

广告行业优秀作品，

在活动现场进行展览

展示，移动端扫码观

看；

    答谢参与本次论坛

活动的各位领导、贵

宾，搭建自由交流平

台；



现场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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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平面设计



主KV设计



延展设计



延展设计



延展设计



延展设计



延展设计



延展设计



延展设计



第二部分 3D效果图



签到处



签到处



迎宾墙



嘉宾介绍展板



河南优秀企业展板



品牌墙



主会场



主会场



主舞台



主舞台



主会场两侧展板



主会场两侧展板



活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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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流程规划

09:00-12:00     主论坛          议题推荐：品牌的建设与基因；

12:00-14:00     自助午餐      参与嘉宾凭餐券自由用餐；

14:00-17:30     主论坛          议题推荐：品牌的塑造与影响力；

17:30-19:00     自助晚餐       参与嘉宾凭餐券自由用餐；

19:00-21:30     创意作品展    嘉宾自由参观。 

09:00-12:00     分论坛          议题推荐：互动营销、场景营销、数字营销；

12:00-14:00     自助午餐      参与嘉宾凭餐券自由用餐；

14:00-16:00     分论坛          内容营销、品牌故事分论坛；

16:00-17:30     品牌训练营   优秀作品展示，资深讲师专业分析；

19:00-21:30     答谢晚宴      答谢参加活动的大咖、品牌企业主等。

10.12日

10.13日



主论坛流程

10.12日
上午

时间 活动进程 活动备注
09:00-09:05 VCR开场 论坛宣传VCR播放

09:05-09:10 主持人开场 主持人介绍活动概况，介绍出席领导与贵宾，引出领导致辞

09:10-09:15

 领导致辞  

活动主办方领导致辞；中国商务广告协会领导致辞；

09:15-09:20 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致辞；

09:20-09:25 河南宣传部领导领导致辞；

09:25-09:30 河南优秀企业家代表致辞；

09:30-09:35 主持人串场 主持人介绍上午的嘉宾及其分享内容；

09:35-10:15 嘉宾演讲 主讲人：中国商务广告协会会长  李西沙

10:15-10:55 嘉宾演讲 主讲人：中国商务广告协会副会长 高峻

10:55-11:40 嘉宾演讲 主讲人：中国商务广告协会副会长  丁俊杰

11:45-11:50 总结发言 主持人总结发言，宣布上午论坛会议结束，下午14:00准时开场；

11:50--- 活动结束



10.12日
下午

时间 活动进程 活动备注

12:00-14:00 自助午餐

14:00-14:05 主持人开场 主持人介绍活动概况，介绍出席领导与贵宾，引出领导致辞

14:05-14:45 嘉宾演讲 主讲人：学者

14:45-15:25 嘉宾演讲 主讲人：学者

15:25-16:00 嘉宾演讲 主讲人：著名实战专家

16:00-17:00 圆桌讨论

17:00-- 活动结束

主论坛流程



主论坛议题推荐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河南品牌的发展

#品牌的信仰#          #自由品牌转型升级的机遇与挑战#

#变化时代求变广告业#          #品牌与人格的分裂与统一#

#河南优秀品牌全球化发展与布局#

#当前国际品牌营销新趋势#         #品牌认知的陷阱#

#品牌建设：从主张到行动#         #品牌的力量#

#国际品牌在中国的发展新战略#    

#河南品牌如何在多变的中国市场里胜出#

#建立品牌，我们还能做点什么？#         #品牌转型与创新升级#



分论坛流程
分论坛主题：区域品牌全国性扩张路径

10.13日
上午

时间 活动进程 活动备注

09:00-09:05 主持人开场 主持人介绍下午的嘉宾及其分享内容；

09:05-09:45 嘉宾演讲 主讲人：学者

09:45-10:25 嘉宾演讲 主讲人：著名实战专家

10:25-11:05 嘉宾演讲 主讲人：著名实战专家

11:05-12:00 圆桌讨论

12:20--- 活动结束



分论坛流程

分论坛主题：中小企业的社会化营销方略 

10.13日
下午

时间 活动进程 活动备注

14:00-14:05 主持人开场 主持人介绍下午的嘉宾及其分享内容；

14:05-14:45 嘉宾演讲 主讲人：学者

14:45-15:25 嘉宾演讲 主讲人：著名实战专家

15:25-16:00 嘉宾演讲 主讲人：著名实战专家

16:00-- 活动结束



品牌训练营流程

10.13日
下午

时间 活动进程 活动备注

16:00-16:05 主持人开场 主持人介绍活动概况，引出发言嘉宾；

16:05-16:15 导师讲话 介绍品牌训练营活动规则与流程；

16:15-17:10

优秀作品展示 参与活动的河南优秀企业家，将展示讲述自家优秀作品；

导师点评 由广告大咖组成的导师团，对展示作品进行点评、分析、评审；

17:10-17:15 现场大奖评比 主持人公布评审结果，从优秀作品中评比出3名现场大奖；

17:15-17:20 颁奖仪式 邀请导师团，为现场大奖的获得者进行颁奖；

17:20-17:30 总结发言 主持人进行总结性发言，并宣布活动结束；

17:30-- 活动结束，欢送来宾



出席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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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西沙

2001年进入北京电通担任常务副总经理职务，曾任第九第十
届中国4A理事长。多次担任全国电视公益广告大赛、艾菲奖、
大广赛等奖项评审，并获“2012中国广告行业年度人
物”“2013年4A年度人物”等荣誉称号。

服务客户包括： 中国银行、中国联通、中国人寿、康师傅、
北京奥组委景观形象设计广告宣传 、海尔空调、福临门等知
名品牌。

中国商务广告协会会长
品牌发展战略委员会联合主席



高峻

1989年创立梅高公司至今。1996年凭借“天和骨通”营销
与传播案例，代表华人首次荣获“纽约国际广告节”AME医
药保健类大奖，实现了零的突破。他先后荣获 “中国经济年
度风云人物”、“中国广告30年30人突出贡献奖”2016年
入选＂广告名人堂＂。

服务客户包括：光明乳业、双汇集团、五粮液、青岛啤酒、
碧生源、海信、金丝猴、众品集团、莫斯利安、苏泊尔、中
粮集团、统一集团等。

中国商务广告协会副会长
品牌战略委员会联席主席



丁俊杰

中国传媒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
国家广告研究院院长、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首都传媒经
济研究基地主任。

为多家企业及项目做过营销及广告策划等方面工作，主要服
务客户包括：深圳海王集团，广州宝洁（P&G)公司，潮州新
城，广州丽江花园，日本三菱汽车公司，北京京瑞大厦，湖
南华天集团等。

中国商务广告协会副会长
品牌战略委员会联席主席



河南优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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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车/通信

公司名称 参考企业排名数据2017年（亿元） 地址

宇通客车 424.85 郑州

海马汽车有限公司 99.3 郑州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200.85 郑州

中国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39.98 洛阳

河南少林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19.2 郑州

河南移动分公司 / 郑州

河南联通分公司 / 郑州

河南电信分公司 / 郑州

备注：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二）金融业
公司名称 市值/保费（亿元） 地址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 / 郑州

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 / 郑州

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 / 郑州

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 / 郑州

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 / 郑州

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 / 郑州

中原银行 467.75 郑州

中原证券 181.5 郑州

中原信托 200 郑州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 / 郑州

平安银行郑州分行 / 郑州

兴业银行郑州分行 / 郑州

渤海银行郑州分行 / 郑州

浙商银行郑州分行 / 郑州

公司名称 市值/保费（亿元） 地址
华夏银行郑州分行 / 郑州

浦发银行郑州分行 / 郑州

广发银行 / 郑州

郑州银行 220.86 郑州

焦作市中旅银行 / 焦作

洛阳银行 / 洛阳

平顶山银行 / 平顶山

中国人寿保险河南分公司 196.32 郑州

中国太保寿险河南分公司 87.66 郑州

新华人寿河南分公司 64.59 郑州

泰康人寿河南分公司 58.37 郑州

平安人寿河南分公司 56.29 郑州

人保寿险河南分公司 38.85 郑州

太平人寿河南分公司 35.73 郑州

备注：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三）快消品
公司简称 市值（亿元） 地址

双汇发展 890.41 漯河

雏鹰农牧 103.77 郑州

三全食品 56.46 郑州

思念食品 / 郑州

好想你 60.22 新郑

伊赛牛肉 9.72 焦作

科迪食品 73.72 商丘

莲花健康 20.82 周口

洛阳杜康控股 / 洛阳

宋河酒业 / 周口鹿邑

仰韶酒业 / 三门峡

皇沟酒业 / 商丘

公司简称 市值（亿元） 地址

宝丰酒业 / 平顶山

赊店老酒 / 郑州

金星啤酒 / 郑州

酒便利 8.21 郑州

白象食品 3.5 郑州

南街村 35 漯河

众品食业 203.86 许昌

新亚纸业 59 新乡

花花牛生物科技 / 郑州

大张实业 33.56 洛阳

漯河太古可口可乐 21.13 郑州

华星粉业 26.08 商丘

远征面粉 25.86 商丘

备注：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四）制造业

公司简称 市值（亿元） 地址
洛阳钼业 1237.2 洛阳

中航光电 308.48 洛阳

华兰生物 299.12 新乡

龙蟒佰利 262.74 焦作

森源电气 139.93 许昌

中信重工 112.82 洛阳

大有能源 103.52 三门峡

平煤股份 98.7 平顶山

郑煤机 94.77 郑州

安阳钢铁 94.31 安阳

神火股份 91.41 商丘

多氟多 90.63 焦作

中原高速 84.73 郑州

公司简称 市值（亿元） 地址
许继电气 78.75 许昌

平高电气 76.53 平顶山

神马股份 65.72 平顶山

豫金刚石 64.73 郑州

银鸽投资 64.3 漯河

黄河旋风 64.07 许昌

焦作万方 62.59 焦作

新开源 58.9 焦作

安彩高科 57.21 安阳

中原特钢 55.98 济源

豫光金铅 53.86 济源

中孚实业 53.15 巩义

同力水泥 50.43 郑州

备注：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四）制造业

公司简称 市值（亿元） 地址
洛阳玻璃 49.79 洛阳

隆华节能 47.73 洛阳

濮耐股份 43.79 濮阳

新天科技 43.38 郑州

瑞贝卡 43.24 许昌

中原内配 42.3 焦作

豫能控股 40.73 郑州

森霸传感 40.62 南阳

一拖股份 39.98 洛阳

郑州煤电 38.58 郑州

恒星科技 37.95 巩义

新乡化纤 37.1 新乡

汉威科技 37.04 郑州

公司简称 市值（亿元） 地址
新野纺织 36.67 南阳

清水源 36.29 济源

轴研科技 35.5 洛阳

林州重机 30.14 安阳

北玻股份 29.52 洛阳

利达光电 26.08 南阳

四方达 25.11 郑州

易成新能 24.64 开封

辉煌科技 24.03 郑州

光力科技 23.86 郑州

风神股份 20.58 焦作

通达股份 19.48 洛阳

三晖电气 15.65 郑州

备注：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四）制造业

公司简称 市值（亿元） 地址
黄河实业 206.61 许昌

金汇不锈钢 156.63 许昌

龙成集团 156.25 南阳

金龙精密铜管集团 152.73 新乡

金利金铅集团 121.77 济源

济源钢铁 120.06 济源

卫华集团 100.87 长垣

安钢集团信阳钢铁 99.2 信阳

中浩德 97.59 洛阳

栾川铝业 69.5 洛阳

凤宝特钢 65 安阳

蓝天集团 60.34 驻马店

心连心化肥 59.3 新乡

公司简称 市值（亿元） 地址
新亚纸业 59 新乡

科隆集团 52.44 新乡

林丰铝电 49 安阳

豫飞重工 42.79 新乡

西保冶材集团 40.87 南阳

永兴钢材 40.11 安阳

开曼铝业(三门峡) 36.37 三门峡

广宇建设 35.3 商丘

中源化学 33.19 南阳

金马能源 32.99 济源

顺成集团 29.93 安阳

宝舜科技 28.31 安阳

超威电源 27.13 焦作

茂盛机械 26.95 开封

备注：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五）地产业
公司简称 市值（亿元） 地址

建业住宅 103.00 郑州

正商地产 155.32 郑州

鑫苑（中国）

置业有限公司
3.01 郑州

名门地产 / 南阳

郑州市永威置业有限公司 / 郑州

河南正弘置业 / 郑州

泰宏建设 47.74 郑州

正华置地 42.54 驻马店

昌建地产 39.07 郑州

广宇建设 35.3 商丘

天工建设 24.61 南阳

天明城乡 24.12 郑州

康利达集团 21.03 郑州

公司简称 市值（亿元） 地址
鹏宇房地产 20.27 驻马店

常绿集团 14.71 平顶山

华诚荣邦地产 14.56 平顶山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57.88 郑州

备注：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六）旅游业

公司简称 市值（亿元） 地址
少林寺 / 郑州

洛阳石窟 世界遗产 / 洛阳

开封清明上河园 / 开封

焦作陈家沟太极拳 / 焦作

焦作云台山景区 / 焦作

洛阳老君山 太上老君 / 洛阳

洛阳白马寺 

中国第一古寺 白马驮经
/ 洛阳

安阳殷墟-甲骨文 世界遗产 / 安阳

河南银基轩辕圣境文化旅游 / 新密

开封汴西湖文化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
/ 开封

中原第一漂旅游集团

鹳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 南阳

公司简称 市值（亿元） 地址
郑州华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方特 182 郑州

河南开源实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漯河

栾川县抱犊寨旅游景区有限公司 / 洛阳

许昌花都温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 许昌

河南西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信阳

新乡南太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 新乡

三门峡市天鹅湖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管理处
/ 三门峡

焦作青天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 焦作

驻马店市乐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 驻马店

备注：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七）央企
公司简称 注册资本

（亿元） 地址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 郑州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
郑州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郑州

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郑州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郑州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 郑州

河南省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 郑州

河南机械装备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郑州

洛阳单晶硅有限责任公司 / 郑州

河南农业综合开发公司 / 郑州

河南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郑州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 郑州

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 洛阳

河南省中原石油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 / 郑州

公司简称 注册资本
（亿元） 地址

河南电影电视制作集团有限公司 / 郑州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三门峡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郑州

河南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 郑州

河南物资集团公司 / 郑州

河南省民航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 郑州

洛阳铜加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洛阳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郑州

河南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郑州

河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 郑州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 郑州

河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郑州

河南豫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郑州

河南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 郑州

备注：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活动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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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思路

通过整合优化“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直播平台+自媒体（微博/微信）+新媒体” 等多种媒体宣传

渠道，构建阶梯式立体化传播矩阵，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扩大第二届中原品牌峰会的社会影响力，力

争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



传播阶段划分

01
预热期   2018年9月下旬

通过媒体发声，引导社会舆论，适时推出#中原品牌#

相关话题， 与公众互动，吸引聚焦河南本土优秀品牌,

向各界释放举办“第二届中原品牌峰会”活动的信息。

02

引爆期   2018年10月初-结束
A.海量权威媒体发稿，如网易河南、搜狐网、大豫网等；

B.互联网新媒体平台直播；蜻蜓音频直播；

C.专业媒体深度报道，如河南日报、东方今报等；

D.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刷屏；



核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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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告行业专家矩阵
树立活动权威性；

河南优秀品牌矩阵，
用广告推动文化；

互联网矩阵领衔最新
互联网科技动向；

主流媒体多维矩阵
助力强势曝光；



票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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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宾票  2018元 包含主论坛、分论坛、优秀品牌展、品牌训练营、答谢晚

宴等所有环节的贵宾席，包含酒店住宿和餐饮接待；

贵宾票  1580元
包含主论坛、分论坛优秀品牌展、品牌训练营、答谢晚宴

等所有环节的嘉宾席，包含酒店住宿和餐饮接待；

普通票 588元 包含开幕式、论坛、优秀品牌展、等活动环节的嘉宾席，

不含酒店住宿和餐饮接待；



期待进一步合作
华禾传媒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