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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全国装饰看广东，广东装饰看深
圳”，在建筑装饰行业，深圳名牌几乎就是中
国品牌的代名词，而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就是其中的代表者。作为国内行业内资
质种类最全、等级最高，华南地区综合排名居
首的明星企业，广田的品牌发展与绿色环保
一路同行。

先人一步的眼光

在行业野蛮生长期，秉承“绿色、低

碳、文化、科技”发展理念的广田和其他公

司没什么区别，甚至还有一些劣势。但当

行业转型发展关键时刻来临，20 多年绿

色低碳发展的积累就显现出来了

“从上世纪 90 年代前后一直到四五年前，
应该算是国内装饰行业野蛮生长的阶段。在那
20 年里，技术过不过硬没那么重要，企业从来
不缺订单，利润也还不错。”广田集团董事长范
志全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告诉记者，
但到了 2010 年前后，绿色发展大势袭来，整个
行业迅速走向规范，前期爆发式增长的弊端逐
步显现出来。

整个行业面临转型困境的那几年，恰恰是
广田发展最快的日子。原因无它，就是提前布
局绿色发展的优势瞬间凸显出来。“这得益于我
们公司创始人的战略眼光。他最初提出的发展
理念就是‘绿色、低碳、文化、科技’，这些词在今
天出现频率很高，但在 20 多年前还没什么人关
心。在行业野蛮生长期，我们和其他公司没什
么区别，甚至还有一点劣势，但到了转型发展关
键时刻，20 多年来绿色低碳发展的积累就显现
出来了。”范志全说。

起步较早还不够，布局落地更重要。

比如，2010 年，广田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广
田高科新材料公司增资 2.82 亿元，主要用于绿
色装饰产业基地园项目的建设，重点研发新型
行业建材、环保建材，同时加大研究以及设计研
发中心项目、营销网络优化项目建设，提升绿色
工厂化促进扩张能力，提升设计营销等全方位
优势。

又比如，从建筑垃圾和沙漠中“寻宝”，推出
拥有专利的新型建材产品广田轻质节能干粉
砂浆，目前这些产品已经成功推向市场。“这种
材料是把城市建筑垃圾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
和沙漠沙通过自主研发技术进行融合，可以说
是真正变废为宝。”广田集团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目前，广田集团还在煤矿大省山西与当地
企业合作，把发电厂因燃煤发电产生的工业废
弃物，如粉煤灰、脱硫石膏、电石渣等进行再生
利用，转化为粉煤灰砖厂所用的原材料，制备
粉煤灰加气块和粉煤灰标砖，主要供给京津冀
建筑市场。

扎扎实实的行动

在广田人看来，任何一个品牌的培育

发展，都离不开扎扎实实的行动。为此，

广田主动推进建筑装饰行业标准化建设，

还积极参与编写国家、行业标准 80 余项，

带动行业整体走向规范

“建筑装饰行业最终的落脚点在施工上。
无论你的设计有多好、用料有多环保，项目最
后还是要靠一根钢筋一块砖慢慢做起来。”范
志全表示，任何一个品牌的培育发展，都离不开
扎扎实实的行动，“把每一个项目都做好比什么
都重要”。

广田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广田
人看来，要把品质落到实处，迫切需要推进建
筑装饰行业标准化建设，建立健全完善的行业
标准规范体系。基于这一判断，广田人不仅主
动发挥行业改革转型的先锋和典范作用，在节
能、环保、隔热、保温、通风、采光等方面形成一
整套具有领先水平的节能环保标准，还积极参
与编写国家、行业标准 80 余项，带动行业整体
走向规范。

目前，广田集团已在业内发起成立全国首
家也是惟一一家科学研究院，以绿色、节能、环
保、创新为发展主题，致力于利用新技术促进传

统装饰行业的改革，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科
技孵化、产业资本对接、产业结构升级。截至目
前，广田集团拥有国家专利 229 项，获得国家级
创新成果和国家级科技示范工程 300 余项，技
术研发能力处于行业领先水平，被评为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

绿色装饰改革另一个最直接的切入点是打
造和整合符合绿色环保的供应链，上中下游密
切协作、互惠互赢、合理分配利益，减少中间环
节，实现降本增效。为此，广田人实施大客户战
略，与大型供应商形成战略采购，原材料厂商直
供，由厂商直接配送，降低物流成本。同时，面
对人力成本不可逆的上升趋势，探索装饰装修
工业化，通过材料生产的工业化与模块化，实现
装饰标准化，研发装修机器人，探索以科技力量
取代传统劳动力，缓解工程行业未来必须面对
的用工荒。

改革创新的勇气

“当我们谈论改革，我们谈的是敢为

天下先的勇气，敢挖‘心头肉’的决心，居

高而思远的智慧。”企业发展必须有持续

而强烈的危机意识，需要及时更新行业发

展趋势，积极转型，做行业的弄潮儿

2014 年，广田集团提出“建筑装饰综合服
务平台+绿色家装 O2O+家居智能服务平台”

“三步走”战略，夯实传统公装，发展定制精装、
互联网家装和智能家居三大新业务，寻求新的
增长点。其中，智能家居品牌“图灵猫”致力于
打造开放兼容、自主学习的智能家居生态平
台，为用户提供管家式智能家居整体解决方
案，建立“装饰装修—智能家居—智慧社区”闭
环生态圈；互联网家装品牌“过家家”则以互联
网思维为“80 后”“90 后”年轻人打造一站式家
装消费体验，提供“所见即所得”的场景体验式
消费。

在此基础上，去年，广田集团又发布了第三
个五年规划，提出通过“装饰工程、智慧家居、金
融服务”三驾马车，力争在 2020年实现“千亿产
值、千亿市值”的战略构想。

为什么要改革？“这是大势所趋，不进则
退。改革需要勇气，站在行业高地主动改革需
要更大的勇气。”范志全说，国内装饰行业是典
型的“大行业小企业”格局，市场集中度非常低，
行业中最大的企业市场占有率也不超过 1%。
可以说，当下的装饰行业正处于危机并存的时
期，行业洗牌不可避免。广田集团营业收入由
2010 年的 42亿元增长到 2014年的 98亿元，净
利润由 2010 年的 2.1 亿元增长到 5.5 亿元，这
一切成绩的取得都与改革创新息息相关。“公司
持续稳健的营收表现，既是我们不断推进转型
升级的阶段性成果，也是我们继续深化改革的
信心来源。”范志全说。

“当我们谈论改革，我们谈的是敢为天下先
的勇气，敢挖‘心头肉’的决心，居高而思远的智
慧。”范志全表示，企业发展必须有持续而强烈
的危机意识，需要及时更新行业发展趋势，积极
转型，做行业的弄潮儿，唯有如此才能塑造出不
可替代的竞争力品牌。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1995年年，，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55..1717亿元亿元，，是一家集建筑装饰设计施工是一家集建筑装饰设计施工、、绿色建材研发生产为绿色建材研发生产为
一体的大型上市企业集团一体的大型上市企业集团，，也是行业内资质种类最全也是行业内资质种类最全、、等级最高等级最高

的建筑装饰企业的建筑装饰企业，，还是国际一流绿色装饰综合集成服务商还是国际一流绿色装饰综合集成服务商。。
多年来多年来，，企业先后获得多项荣誉企业先后获得多项荣誉，，品牌价值不断提升品牌价值不断提升：：
20042004年年，，被评为被评为““建筑装饰行业十大知名品牌建筑装饰行业十大知名品牌””；；
20062006年年，，荣获荣获““首届深圳最具人才成长价值企业首届深圳最具人才成长价值企业””称号称号；；
20072007年年，，荣获深圳市政府颁发的荣获深圳市政府颁发的““民营领军骨干企业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荣誉称号荣誉称号；；
20082008年年，，““广田广田””商标获商标获““广东省著名商标广东省著名商标””称号称号，，““广田装饰广田装饰””获获““深圳知名品牌深圳知名品牌””；；
20082008年年，，荣获改革开放荣获改革开放3030年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突出贡献企业荣誉称号年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突出贡献企业荣誉称号；；
20092009年年，，广田装饰广田装饰施工的两项工程荣膺新中国成立施工的两项工程荣膺新中国成立6060周年周年““百项重大经百项重大经典建设工程典建设工程””；；
20102010年年，，““广田广田””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为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中国驰名商标””。。

深圳广田：

发展“有态度”绿色“不缺席”
本报记者 杨阳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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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拥有世代传承的独特产品、精湛技

艺和服务理念，承载着中华民族工匠精神和优

秀传统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巨大的品

牌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自 2006 年商务

部启动“振兴老字号工程”以来，我国老字号品

牌影响力不断提升，一批老字号企业发展势头

良好。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老字号发展存在

着传承创新动力不足、企业机制僵化、支持和保

护力度不够等问题。有统计显示，商务部认定

的两批共 1128 家中华老字号中，保持持续稳定

经营的仅占 50%左右。面对互联网经济大潮，

老字号如何适应新经济、新模式，实现转型升

级，不仅关系到老字号自身的发展轨迹，也是整

个传统产业需要攻克的难题。

目前，以电子商务为始、以新零售为途径、

以创新为手段，已经成为诸多中华老字号的实

践选择。

根据对 2016 年度全国老字号品牌在阿里

零售平台销售额的统计，恒源祥、回力和茅台名

列老字号电商百强排行榜的前三名。其他入围

前十位的还包括永久、五粮液、三枪、凤凰、红双

喜、云南白药和洋河。拿排名榜首的恒源祥来

说，这家诞生于 1927 年、从做绒线生意起家的

老字号品牌，目前是全球羊毛使用量最大的企

业之一，世界上每 10 只羊的羊毛就有一只供恒

源祥使用。2011 年，恒源祥成立了独立的电商

分公司，主动实施全渠道战略，取得了显著的转

型效果。2016 年，恒源祥在阿里零售平台的销

量超过 20 亿元，过去 3 年恒源祥电商的年增长

率分别为 141%、63%和 43%，增长速度大大高于

行业平均水平。

在 TOP10 老字号品牌中，去年增速最快的

是主营自行车产品的凤凰品牌，同比增速高达

114%。凤凰依靠如此亮眼的成绩，跻身老字号

电商百强第7位。如今，随着骑行等健身方式的

流行以及大城市交通拥堵等因素，自行车产品

在阿里零售平台的销量激增，这也让永久、凤凰

重新焕发青春，双双入围老字号电商百强的前

十名。值得一提的是，老字号电商百强的前 10

名，去年销售额平均增速高达 64%，高成长性成

为这场新的品牌角逐中取得领先的必备因素。

国 家 统 计 局 数 据 显 示 ，2016 年 ，消 费 对

GDP 贡献率 64.6%，比 2015 年高出 4.7 个百分

点，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具

活力的驱动力。这对于主要从事商品零售的老

字号品牌而言，无疑是一大利好。在互联网的

催化下，老字号品牌完全可以抓住消费崛起的

新机会，同时，老字号的互联网化，也与国家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需求高度吻合。在消费

升级的背景下，消费者对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

有更多需求，而在供给侧一端，老字号早已成为

“优质商品、优质服务”的代名词。尽管在过去

相当长的时间内，老字号由于市场营销能力、渠

道能力方面的劣势，在传统市场丧失了一定的

竞争优势，但互联网可以帮助老字号们打通供

给侧和消费端的通道，重新建立和消费者的亲

密连接，重新激活老字号品牌。

近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部、工

商总局、质检总局等 16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

于促进老字号改革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

提出要实施“老字号+互联网”工程，引导老字

号适应电子商务发展需要，开发网络适销商品

和款式，发展网络销售；引导老字号与电商平台

对接，支持电商平台设立老字号专区，集中宣传

联合推广；鼓励老字号发展在线预订、网订店取

（送）和上门服务等业务，通过线上渠道与消费

者实时互动，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定制化产品

和服务。可以预见，在老字号企业本身、政府主

管部门、电商平台的多方合力推动下，尤其是在

线上消费者巨大需求的拉动下，未来将有更多

的老字号品牌入驻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重新

焕发出活力与生机。

老字号，抓紧电商别撒手！
秦海波

在互联网的催化下，老字号品

牌完全可以抓住消费崛起的新机

会。同时，老字号的互联网化，也

与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

需求高度吻合。互联网可以帮助

老字号们打通供给侧和消费端的

通道，重新建立和消费者的亲密连

接，重新激活老字号品牌——

传说，百余年前，一位唤作曲焕章的彝族少年上山采药，看见两蛇缠斗，
其中一条伤痕累累地败下阵来。神奇的是，这条蛇游到一块草地上不停蠕
动，过一会儿，伤口就止血了。少年遂将这味疗伤奇草带回家去仔细研究，
于是便有了“云南白药”。

时至今日，传说中究竟有几分真实已不可考。可考的是，当年只有20
出头的曲焕章确实以传统中草药为基础，结合彝族民间医药及马帮行医经
验，创制出“云南白药”。那一年是1902年。

115年过去了，今天的“云南白药”已经完成了从传统药厂向现代企业
的蝶变，成为一个营业收入突破200亿元的大型医药集团。秉承“传承文
化、超越自我、济世为民”的企业理念，“云南白药”以提升保密配方应用与价
值为核心，通过产品研发与创新，陆续开发出胶囊剂、气雾剂、创可贴等多个
系列产品及其他天然药物产品，实现了白药主系列产品的族群化。同时，企
业还将白药的药用价值注入日化领域，形成了药品、透皮产品、健康产品等
多点支撑的发展格局。

正所谓，师古不泥，善用其心；千举万变，其道
一也，“云南白药”的百十余年，正是如此行来。

文/韩 叙

取法道一“云南白药”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图片由上至下依次为：

① 云南白药项目带头人朱兆云正在做标本核对。

② 云南白药中药博物馆内陈放着大量中药材标本。

③ 云南白药气雾剂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在忙碌。

④ 大药房内，消费者正在云南白药专柜前选购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