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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 巫小波：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
方向就是以提升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水平来带动提高供
给质量。而当前，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树
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还未在全社会形成广泛共识；质量
相关法律政策体系有待完善；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
测等国家质量技术基础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行业、地区间
质量竞争能力差距还在扩大；品牌数量多、市场认可少以及
附加值低、竞争力弱、忠诚度差等问题突出，从品牌大国迈
向品牌强国仍需加快步伐。

随着《规划》的落地，质量品牌也将成为制造业乃至国
家核心竞争力的象征。一大批关键领域技术持续突破、不
断融合并加速应用，势必将赋予质量品牌发展新空间，智
能、绿色、协同、服务等理念将不断丰富制造业质量价值观，
为质量品牌建设提供新手段。

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秘书长 郑志受：

当前，中国品牌质量建设难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
是法律法规仍需完善，尤其要尽快制定《品牌促进条例》等
相关制度，从国家层面建立联动机制，加大对质量失信和侵
犯知识产权的惩戒力度，加大对自主品牌的保护力度；二是
精益求精的质量意识还有待提高，需要引导企业把工匠精
神和全面质量理念纳入到企业质量文化建设和品牌培育创
造之中；三是创新能力和创新机制建设有待加强；四是品牌
科普教育不足，没有把自主品牌纳入到基础教育中，需要引
导消费者建立文化自信，建立对自主品牌的认同。

《规划》的发布，首先在国家层面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
为我国质量品牌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在质检系
统内形成了纲领性文件，有效提升对品牌建设和质量工作
的重视；第三，凝聚了其他相关部门的力量，共同参与质量
品牌提升行动，尤其是其中许多具体措施，包括完善品牌激
励机制、强化先进标准的引领作用等，将在切实推动我国品
牌建设以及中国品牌走向世界发挥积极作用。

（本报记者 郭静原整理）

在刚刚过去的 2016 年，民族家电
品牌创维表现不俗。

在国内市场上，创维“中国好电视”
的品牌价值进一步稳固。在去年 12 月
12日举办的“2016中国好电视”发布会
上，创维OLED有机电视新品S9D和高
端液晶电视中国梦系列 Q8、G7 携手斩
获四项大奖。通过赞助爱奇艺自制综
艺《了不起的孩子》节目的热播，“舔屏
看都不辣眼”的创维OLED有机电视已
广为人知。

在海外市场上，创维同样取得佳
绩。公司2016/17年财报显示，上半财
年，创维利用海外并购获得的品牌及渠
道优势，配合双品牌战略的实施，奠定
了 Skyworth 及 Metz 在欧洲的品牌地
位；数字机顶盒也在海外打响名气，并
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全球化的供应链、制
造及服务体系，彩电及数字机顶盒在海
外市场的营业额均录得新高。

成立于 1988 年的创维，以研发制
造消费类电子，如智能电视、空调、冰
箱、洗衣机、显示器件、数字机顶盒、安
防监视器、网络通讯、半导体、3C 数码、
LED 照明等产品为主要产业，如今已
跻身世界六大彩电品牌。根据国际权
威机构测算，其品牌价值在 2015 年已
经达到 658.89 亿元，2016 年更攀升至
832.32 亿元，位列中国电子企业第十
三名。

产品落地,

哪怕只是从代工开始

作为一家还不满 30 岁的年轻企
业，创维深耕品牌已有多年。

早在10多年前，创维就向美国和欧
盟发达国家市场出口彩电，并一度成为
输美彩电大户。2010年，创维全面发力
海外，先后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印尼和
澳洲等地成立 8 家分公司。随着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创维因时因势，
结合自身发展战略整合海外供应链体
系，为海外业务提供更多元的服务平台。

2014年9月，创维收购著名家电品
牌厦华在南非的子公司；2015 年 6 月，

又收购德国老牌高端家电品牌美兹，并
借此把触角从北美、亚洲等传统市场扩
展到欧洲、非洲和南美等市场。回顾全
球家电产业的发展历程，创维集团总裁
杨东文表示，家电行业曾经的先驱者
——日韩企业都经历过从本土品牌向
全球化品牌发展的阶段，而今，到了中
国企业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最初进入欧洲市场寻找海外增量
的时候，创维也曾步履维艰。对于那时
的创维来说，最艰难的选择是究竟该坚
守品牌，哪怕出海的脚步慢一点，还是
该放下身段，先迈出产品落地的第一
步。创维的选择是后者。也正是因为
此，已经小有名气的创维选择以代工方
式进入。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彼时，
欧美经济陷入衰退，让竞争本就异常激
烈的当地电视机行业雪上加霜，加上一
些知名企业陆续出现决策失误，2014
年 11 月 19 日，德国知名企业美兹正式
申请破产保护。

经过分析，创维认为机会来了，要
尽快从品牌、市场、研发、制造、销售等
各个层面打上国际品牌烙印，必须果断
出手拿下美兹。

创维此举可谓精打细算。在收购
前，创维曾与美兹有过1年多的合作，对
其产品、业务及人员情况比较熟悉，整合
难度相对较小；从技术层面考虑，德国本
身就是电视机的发源地之一，而美兹更
是具有一流的研发能力，掌握着大量专
利技术，拥有全球一流的制造工艺和技
术人才，可以帮助创维解决进入欧洲市
场的彩电专利问题；在市场层面，凭借
美兹拥有的强大渠道，创维可轻松进入
德国本土连锁，其堪称“欧洲心脏”的区
位优势更可帮助创维品牌辐射影响英
国、法国和意大利等邻近欧洲发达国
家及北欧、中欧、南欧、北非和中东等市
场，创维的全球版图将大幅扩容。

这一思路在 2016 年德国柏林消
费电子展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阐释。在
电子展上，创维首次对外宣布了“智慧
未来腾飞战略计划”，提出以技术创新
与模式创新并举的方式，围绕智能化、
国际化、多元化战略推进业务发展，进

军智慧社区、智慧城市等领域。创维集
团彩电事业本部总裁刘棠枝披露的创
维彩电 8 项具体海外战略路径，第一条
就是“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外营销团队，
加强海外团队建设”，其他方面则涵盖
了品牌、研发、供应链、资本运作等方
面。此后，利用海外并购获得的品牌及
渠道优势，配合“创维+美兹”双品牌战
略，创维仅用 1 年时间就成功进入法
国、比利时、意大利等 11 个欧洲国家
市场，奠定了其在欧洲市场的品牌地
位和影响力。

基地落地，

哪怕做上几年赔本买卖

步子跨得大，也要走得稳。凭借经
营策略上一贯的稳健风格，创维进军国
际市场不急不躁，稳扎稳打。随着营销
端走出国门节节开花，创维逐步推动生
产基地走向世界。

在收购东芝在印尼的彩电工厂后，
2016 年 5 月 24 日，创维东南亚制造基
地在印尼揭牌，这是创维首个真正属于
自己经营的海外工厂，也是创维在东南
亚的制造基地和海外市场供应链枢纽。

此举对创维海外发展意义非凡。
东南亚不仅离中国较近，消费习惯也接
近中国，是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重要

“出海口”。东盟 10 国间互免关税，在
印尼建立东南亚供应链基地，生产并销
往东盟市场的电视可获得零关税待遇，
优化效率成本。同时，印尼还是世界第
四大人口大国，人工成本较低，这意味
着其加工制造的成本也更具优势。

尽管如此，创维进军东南亚市场却
依旧不易，甚至在初期还一度面临亏
损。创维海外区域营销总部总经理孙
伟中告诉记者，印尼经销商虽多为华
人，沟通起来相对容易，但当地市场对
于中国品牌的认可度较低，需要重新
培育。

垦荒需要时间，更需要成本。本着
一步一个脚印扎实落地的风格，创维踏
踏实实做产品，挺直腰杆强品牌，这样
不骄不躁的坚强终于赢得了市场的

认可。
谈及东南亚市场的未来，孙伟中透

露，创维计划深耕四大方向：一是在市
场布局上，以印尼为据点辐射整个东南
亚市场，统一整个供应链；二是在经营
策略上，实现产品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
转型；三是在品牌运营上，尝试“东芝”
和“创维”双品牌运作；四是在渠道建设
上，进行线上探索以扩大市场份额。

“印尼基地的成功运营、自有品牌
的不断发展将带动创维在东南亚及其
他市场的发展，以及在供应链、人才培
养、产品适应性等方面的历练和储备，
这将大大推动创维在新兴市场的供应
链搭建。”孙伟中说。

品牌落地，

谋求体系化的全球发展

而今，全球制造业的重心不断向中
国域外国家迁移，知识产权在制造业产
业链中的话语权也日益提升，这些改变
使得单纯向海外出口商品的简单国际
化思维变得不合时宜了。杨东文告诉
记者，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创维决心以
全新的国际化思维占市场、打品牌、建
基地、搞生产，谋求体系化的全球发展。

而今，这一发展思路已初见成效。
数据显示，在2016/17财年上半年，创维
业务增长迅速，来自海外市场的营业额
占总营业额30.9%，较上年增加47.4%。
期内彩电产品在海外市场的营业额达
45.11 亿港币，较上年同期上升 46.4%，
占海外市场总营业额的72.0%。

在杨东文看来，中国彩电市场处于
存量竞争状态，但在东南亚、拉美、中
东和非洲等新兴市场仍有很大增量。
创维有意将海外市场作为跨越式发展
的新增长极，在产品全球化的同时谋
求品牌国际化，快速实现海外市场的
规模化经营。为此，创维将中近期的彩
电目标确定为，2017 年海外市场销售
1000 万台，自主品牌占比 30%；2020
年实现1500万台，自主品牌占比50%，
努力推动创维建成全球电子信息产业
领军企业。

创 新 维 持 两 手 强
本报记者 杨阳腾 喻 剑

过去一年间，创维在海内外两个市场实现双丰收，海外市场品牌建设

更是取得巨大成功——

具有163年历史的老字号“内联升”创立于1853年，也即清咸丰三
年。创始人名为赵廷。

早年，赵廷在京城一家制鞋作坊做学徒，由于悟性极高，很快便学
得一身好手艺。后来，京城一位人称“丁大将军”的豪客以万两白银入
股，资助赵廷自立门户，创办“内联升”，专做朝靴。

这也是“内联升”名号的寓意所在。内，指大内宫廷；联升，意指顾
客穿上此店制作的朝靴，可以在宫廷官运亨通，连升三级。

新中国成立后，“内联升”的服务对象从当年的达官贵人变成了今
天的普通百姓，但其质量至上、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却保持至今。

1956年至1958年，“内联升”由“私坊”变成了国有企业，“内联升”
千层底布鞋也成了北京名牌产品，走向全国各地；1970年，“内联升”建
立生产车间，结束了它前店后场（手工作坊）的历史；2001年，“内联升”
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品牌由此进入又一个跃升期。

今天的“内联升”凭借扎实的经典工艺，结合当下的时尚元素，不断
进行产品系列开发，老布鞋不但走进寻常百姓家，还销往国外。去年，

“内联升”全球销售额达9000余万元，品牌价值愈发凸显。
文/韩 叙

始于足下“内联升”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图① 老师傅将布鞋的制作技艺手把手地传承给年轻人。
图② “内联升”开发的时尚皮鞋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选购。
图③ “内联升”不仅持续关注老布鞋的制作工艺，而且还极

为注重其文化内涵。图为顾客在老布鞋展厅品味传统文化。
图④ 带有现代元素的“内联升”手绘布鞋受到顾客的喜爱。
图⑤ 游客在观看“内联升”店内的老北京文化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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