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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玲个人简介

照

片

粘

贴

处

赵玲，汉族人，现任:北大荒文化创意产业集团董事长

第十二届省政协委员

第十二届民盟省委委员

民盟农垦总局支部主委

北大荒文化创意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法人

黑龙江北大荒会展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法人

黑龙江北大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法人

黑龙江农垦北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 法人

黑龙江省自驾游协会会长

哈尔滨展览协会副会长

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理事

黑龙江艺术与设计协会副秘书长

中国农垦经贸流通旅游分会副会长

哈尔滨商业大学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客座教授

黑龙江省艺术品收藏研究会副会长

黑龙江省企业联合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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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玲，1991 年毕业于国家 211、985 重点院校哈尔滨工业大学。

自从 1999 年开始从事会展行业，见证了会展行业的起步、发展、

繁荣，拥有 20 余年会展行业经验。同时，行业经历涉猎文化、艺

术、旅游、体育、食品、广告、教育等领域，一路前行，不断追

寻人生新高度。

2013 年，赵玲担任北大荒文化创意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从此开启为北大荒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人生

篇章。在赵玲董事长的带领下，发扬北大荒文化，传承北大荒精

神，打造北大荒版画基地。该项目已经被文化部评为 2015 年国家

级特色文化产业项目、农业部转型升级项目、财政部文化产业专

项资金支持项目。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省工商局组织，对我省 59 项重点文化产业进行了 9 个月的综合评

选，由北大荒文化创意产业集团申报的北大荒版画，被评为第二

届黑龙江文化产业十大品牌。北大荒版画作为垦区文化艺术瑰宝，

在众多项目中脱颖而出，成为垦区文化产业的一颗明珠。

在赵玲董事长的带领下，举办了“北大荒·中国农垦食材交

易会暨文化旅游节”、“中俄文化产业博览会”、“黑龙江餐饮食品

博览会”、“创新创业博览会暨微商展”等一系列展会，不断培育

北大荒会展品牌，得到中国农业农村部、中国农垦经贸流通协会、

中国饭店协会、黑龙江省商务厅、哈尔滨市人民政府、黑龙江省

农垦总局文化委等有关部门领导的高度评价，取得较好的行业赞

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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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玲董事长的带领下，整合黑龙江垦区各类旅游资源，加

快旅游链条上、中、下游产业发展，培育“北大荒知青游”，“北

大荒绿色生态游”，“北大荒现代农业观光游”三大独具魅力的金

色旅游品牌。举办了“2020 黑龙江首届自驾登山节”、“黑龙江

省第四届自驾露营大会”等多项体育活动，成立自驾游协会，

为北大荒旅游和产品销售提供数据支撑。

赵玲董事长带领的设计团队，获得 2019 创意东北设计周—优

秀设计机构奖、2018 黑龙江省旅游商品成果展示创意设计大赛—

金奖、2015 年第十一届深圳文博会，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

银奖、2015 黑龙江省旅游商品（纪念品）成果展示创意设计大赛

—银奖等多个奖项。

赵玲本人锐意进取、顽强拼搏，多年以来，致力于北大荒文

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整合资源，促进垦区文化、旅游、会展、体

育、教育等行业融合发展；搭建平台，通过展会等多种形式为黑

龙江及垦区企业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打造品牌，通过文化+会展

+旅游等模式，提升北大荒品牌影响力；参政议政，通过民盟、政

协等渠道献言献策，服务与区域经济的繁荣发展。涉猎广泛，为

龙江经济的振兴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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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文化创意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北大荒文化创意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大荒文

创集团”）隶属于黑龙江农垦北大荒商贸集团的国有股份制文

化企业，是黑龙江省实施“文化强省”战略的重要市场平台。

北大荒文创集团成立于 2009 年 2 月，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产

业覆盖国际旅游、会议展览、文化科技、体育活动、艺术投资、

现代传媒、文旅超市、园区开发等八大领域，拥有黑龙江北大

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黑龙江北大荒会展服务有限公司、黑龙

江农垦北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三家子公司。历经多年发展，

北大荒文创集团已成为产业门类丰富、初具资产规模的全省知

名文化创意企业。

北大荒文化创意产业集团立足文化产业，实施“122”发

展战略，努力打造“北大荒文化品牌推广平台”，积极构建粮

贸营销板块，助推北大荒绿色智慧大厨房建设，推动垦区文化、

会展、旅游、体育、农业、科技等产业融合发展。

北大荒文化创意产业集团立足北大荒、根植黑龙江、面向

全国形成了合理优化的产业布局。以文化公司构建起北大荒版

画创新创作、展示展览、销售到衍生产品开发、教育培训的全

产业链条；以北大荒会展公司搭建起会议展览、商务推广、广

告宣传为品牌的展出运营平台；以北国国际旅行社搭建起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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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旅游、自驾游、国内外会奖旅游服务平台；具有强大产业承

载力和经济推动作用。

北大荒文化创意产业集团，落实北大荒集团“1213 工程

体系”，实施北大荒商贸集团“1353”发展战略，通过展会等

形式提升北大荒品牌影响力，宣传推介北大荒产品；打造北大

荒文化符号，传播北大荒文化，发扬北大荒精神，实施品牌化

战略；积极打造北大荒旅游 IP，促进垦区农业产业升级。在

北大荒商贸集团的带领下，围绕北大荒集团“三大一航母”发

展战略，为“北大荒绿色智慧厨房”的建设、为粮贸营销板块

的构建，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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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文化创意产业集团重点项目介绍

一、北大荒·首届中国食材交易会暨文化旅游节

【简况】本次活动由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等单位

主办，我单位承办，展会历时三天，于 2019 年 7 月 7 日，在

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 C 馆圆满闭幕。展会以“好食材铸就

好品牌”为主题，全面展示了垦区绿色优质食品，展览面积达

到 15000 平方米，充分展现出中国农垦食材品牌的实力。本次

大会受到了农业农村部和黑龙江省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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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全国各大垦区携带代表“中国农垦”品质的拳头

产品参会参展。北大荒集团集中展示了北大荒优质、绿色、健

康、安全食材，肩负起“压舱石”“国家队”的历史使命。精

选 100 余家农垦企业参会参展，完达山乳业召开“新鲜生活 创

新探索”新品发布会，“达卡”风味发酵乳正式上市发售。九

三集团展出九大系列上百种产品，同时还将 20 余款新品抢先

亮相在交易会上。

【活动】举办的北大荒文化旅游节，充分展现了北大荒大

冰雪、大湖泊、大森林、大湿地、大农业等秀美风光。各项活

动精彩纷呈，召开了以“建设中华大厨房，打造新型国际大粮

商”为主题的绿色智慧厨房高峰论坛，北大荒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守聪发表重要主旨演讲。举办了“绿色农垦万里行·北

大荒站”交流考察活动、龙江小记者采访及互动活动、中国农

垦旅游发展论坛和最美遇见·中国农垦旅游推介会、“智慧农

垦万里行”活动等。

同期，举办了农垦食材采供对接会等一系列活动。全国绿

色饭店评审员大会、行业标准专家审定会、第十一届中国名厨

大会东北总厨峰会暨东北菜人气餐厅必吃菜榜单发布、全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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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业餐饮精准营销与宴会服务设计高级研修班、小吃产业千店

连锁运营和商业模式创新研讨会、全国西餐烹饪技能大赛九三

集团杯东北赛区比赛、“鲍之源”工匠杯·第二届中国青年名

厨精英赛九三集团杯东北赛区比赛等各项活动。

【战略合作】黑龙江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南方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饭店协会、全国高校联盟、中国石油、

江苏省农垦集团等企业采购洽谈，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意义】为中国农垦企业、为北大荒集团搭建了交流合作

的平台，为中国农垦参展企业搭建点对点零距离精准对接的平

台，全面展示了农垦绿色优质农产品，通过全国 50 余家媒体

新闻报道及广告宣传，树立了中国农垦、北大荒集团良好的品

牌形象。

【其它】公司成功举办了“佳木斯文化产业博览会”、“中

国牡丹江餐饮·食品博览会”、“2015 中俄艺术博览会暨第二

届黑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2015 中国黑龙江餐饮博

览会暨首届北大荒绿色食品健康养生展”、“2016 中国黑龙江

餐饮博览会”、2017 年“第三届中国黑龙江餐饮博览会暨东北

美食节”，并承接了第二届哈洽会文化展区搭建、沈阳黑龙江

形象展区搭建等大型展会服务工作，同时作为“第十届深圳文

博会”农垦企业宣传推介活动主设计单位，在业界享有较高声

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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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大荒版画基地

北大荒版画基地作为北大荒版画的功能实现主体，是

以北大荒文化创意产业集团为依托，集艺术沙龙、美术馆、

办公区于一体，力求打造传承与创新、生产和销售、教育

和培训、学习和实践、传统产品和衍生产品相结合的综合

性产业基地。力求传承北大荒文化，弘扬北大荒精神，培

养版画传承人。

北大荒文化创意产业集团将定期举办北大荒版画展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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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例如举办“北大荒版画名家作品展”、“北大荒版画新锐作

品展”等，在北大荒版画基地举行“北大荒版画艺术成就双年

展”。根据市场发展情况举办国内外巡展。在北京、上海、杭

州、俄罗斯等地举办北大荒版画专业展览活动。同时，与国内

具有较大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拍卖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委托

其举办北大荒版画的专场拍卖活动，形成“艺术创作有灵感、

产品销售有市场”的产业化服务，为艺术爱好者、收藏者搭建

交流合作的平台。

三、旅游活动

充分利用北大荒丰富的旅游资源，开展北大荒文化旅游、

生态旅游、湿地旅游、知青旅游等，将文化行业与旅游事业充

分结合，开展高层次的文化旅游项目，介绍北大荒风光，品味

北大荒有机绿色食品，传播北大荒文化。努力开发积极健康、

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参观新时代北大荒大农场、大

农业、高度机械化生产的生活风貌。

大航空：世界最大的农业通用航空公司，现有各种农用作

业机型 100 余架，各农场起落跑道 80 多条—北大荒通用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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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大农机：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农机展览中心，是 70 多年

来北大荒农机发展历史的缩影—北大荒农机博览园；

大农业：位于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整块万亩良田，运用

高科技，精准的立体化作业，引领中国大农业的发展—绿色米

都建三江！

大军事：登“珍宝岛”了解百年首捷，一岛独胜，赴虎头

要塞，参观“东方马其诺防线”二战的终结地；

大界江：乌苏里江水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赫哲人

撒开千张网，船儿满江鱼满仓—中俄界江乌苏里江；；

大冰城：溜百年老街、品百年美食，览百年建筑——冰城

夏都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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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体育活动

北大荒文化创意产业集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全

民健身计划的通知》，举办“2020 黑龙江首届自驾登山节”、“黑

龙江省第四届自驾露营大会”等多项体育活动，成立自驾游协

会，为北大荒旅游和产品销售提供数据支撑。

【活动】由北大荒文化创意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

主办的“2020 黑龙江首届自驾登山节”在哈尔滨市阿城区玉

泉国际狩猎场正式启动。

【承办】活动由黑龙江省自驾游协会、阿城区文化体育广

播电视和旅游局指导，北大荒文化创意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马迭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驾龙江主办，黑龙江禾唐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黑龙江禾唐研学旅行发展有限公司、黑龙

江农垦北国国际旅行社、玉泉国际狩猎场共同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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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周末游龙江自驾助活力”为主题，组织了 100

余台自驾车辆，自驾爱好者带着家人、朋友，向快乐出发。开

展了登山寻宝、亲子运动、国学小课堂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举

办了时下火热的自驾龙江地摊儿文化活动，创新地摊儿经济业

态，将汽车后备箱文化融入其中，助力北大荒绿色智慧大厨房

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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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由北大荒文化创意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

位主办的“黑龙江省第四届自驾露营大会”在哈尔滨市阿

城区玉泉国际狩猎场拉开帷幕。

【规模】本次活动以“周末游龙江 自然深呼吸”为主题，

来自全省 200 多辆私家车载着家人，以自驾游和休闲露营

相结合的方式，在大自然中欢度端午。

【产品】现场绿色食品展销刺激着车友们的味蕾。北大

荒的绿源啤酒、国水、杂粮、九三豆粉、老味烧鸡，澳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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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品的肉串、好迪娜的薯片、马迭尔的冰棍......擦出绿

色和生态的火花，助推北大荒绿色智慧大厨房的建设。

【同期】开展了萨满祈福、主题演出、绿色食品展销、

有奖问答、亲子运动会、房车展示、烧烤美食、户外登山、

星空电影精彩纷呈的活动。尤其是北大荒专场亲子活动，

追忆屈原的爱国情怀，发扬北大荒文化，传承北大荒精神，

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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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本次活动的举办，将有利于宣传、推介北大荒

绿色、健康食品，提升北大荒品牌的影响力，传播北大荒

文化、发扬北大荒精神，推动区域文化、旅游、餐饮、娱

乐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助推北大荒绿色智慧大厨房的建设。

公司地址及联系方式：

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 382-6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