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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30多年里，卫浴行业长期保持两位数的高
速增长，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卫浴洁具生产
国、出口国和消费国。但在高端市场上，我国卫浴产品
却难觅踪影，高歌猛进的基本都是国外品牌。“这样的
市场格局意味着，我们还没有一个称得上国际品牌的
民族卫浴企业，中国卫浴行业品牌建设依旧任重道
远。”广东省卫浴商会秘书长张书儒在接受《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行业洗牌可能性大

目前我国卫浴行业品牌数量众多，单一一线
品牌市场占有率尚不足 10%。在成本压力、国外
品牌压力进一步加大的今天，卫浴行业洗牌的可
能性不断增加

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共有卫浴生产企业2万余家，
其中广东省有近 8000 家，“中国卫浴看广东”是不争
的事实。作为卫浴行业的排头兵，广东省无论在企业
数量、产品销量还是品牌影响力方面都在全国起到了
标杆作用。

近年来，不少广东企业已经在国内卫浴品牌建设
方面做出了成绩，如东鹏洁具、箭牌卫浴等一批优秀本
土品牌已经初步具备了与国际巨头抗衡的实力。“但不
得不承认的是，同巨大的市场相比，我国尚未形成足够
强势的品牌，以德系、美系、日系为代表的 3 大国际卫
浴品牌阵营分享了高端市场的绝大部分，压得国内企
业喘不过气来。”张书儒表示，目前，卫浴行业品牌数量
众多，单一一线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尚不足 10%。在成
本压力、国外品牌压力进一步加大的今天，卫浴行业洗
牌的可能性不断增加。

“坦白讲，面对经济新常态，中国卫浴行业适应得
不算好。目前，卫浴行业总体产能过剩比例已经超
过 30%。比如马桶，过去 10 年间，中国每年的市场需
求量约为 3200 万只，但国内卫浴行业每年的产能已
超过 1.2 亿只，加上外销约 3000 万只，行业产能过剩
量高达 6000 万只。”张书儒表示，目前整个卫浴行业
已到了转型升级的风暴口，变则强，不变则被时代
淘汰。在全球化的今天，行业已进入白热化的充分
竞争，企业必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潮中找准
自己的位置，通过品牌建设打好这场“适者生存”的
战役。

品牌逐鹿从哪破题

品牌建设要有庞大的市场作为保障，无论进
军高端还是征战低端，市场不能丢；就目前整个行
业形态来看，“群鱼吃快鱼”的征兆越来越明显，要
建立起抱团取暖的思维；只有产品性能更透明，消
费者心中才更有底

在新的风口上，中国卫浴行业应该从哪里破题？
首先，市场不能丢。张书儒认为，品牌建设要有庞

大的市场作为保障，做品牌并不只有全心全意冲击高
端这一条道路，找到适合企业自身特点的目标市场很
重要。“比如，我国正在努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这对
卫浴行业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政策红利。同时，随着

‘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卫浴品牌‘走出去’的难
度系数将大幅降低。”

其次，要建立起优势互补、抱团取暖的思维。“纵
观广东乃至全国卫浴行业，各产区间的合作明显不
足，卫浴企业仍以单打独斗为主。但就整个行业目
前的形态来看，‘快鱼吃慢鱼’已不足以概括，‘群鱼
吃快鱼’的征兆越来越明显。要与国际巨头对阵，单
一企业的影响力实在有限，只有联合起来共谋发展
才是破题的关键。”张书儒说，广东省卫浴商会在促
进广东省各产区交流合作上一直不遗余力。“我们希
望通过加强与全国各大产区间的互动，为行业、企业
搭建优质的抱团联合资源平台，成为行业发展的催
化剂，推动中国卫浴产业整体品牌价值的提升。”张
书儒说。

第三，要为行业品牌建设提供宣传平台。“为推动
卫浴行业品牌建设，广东省卫浴商会发起了‘广东好
卫浴原产地企业推荐’评选活动，通过官方评比让产
品性能更透明，消费者心中更有底，企业品牌更闪
亮。”张书儒说。

既有优势绝不能丢

相比于国际品牌，本土品牌有两大优势，其一
是渠道，其二是对市场的高度敏感，也即相对发达
的定制化服务

来自国际品牌的压力如此巨大，中国本土品牌该
如何抗衡呢？

张书儒认为，对于广东企业来说，渠道就是优势。
广东是目前国内产业链最完善、企业最多、知名品牌
最多的省份，已经形成佛山、潮州、中山、江门等卫浴
家居产品产业集群，产业规模逐年扩大，并涌现出一
大批国内知名品牌。在多年的制造优势与品牌沉淀
下，广东卫浴品牌优势比较明显：如东鹏洁具已经在
全国一二线城市网罗了大批很有实力的经销商，在中
高端市场上表现不俗；如箭牌卫浴也拥有非常庞大的
渠道系统。

同时，国内企业对于市场的敏感度相对较高。由
于国内定制化服务较为发达，很多卫浴企业也加入其
中，比如恒洁集团通过“不同分公司、不同重点、不同特
色”的战略顺利布局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乐华集团手握
箭牌、法恩莎、安华 3 张“王牌”，实现了立体化的市场
布局。

卫浴行业：

适者生存
本报记者 张建军

“农产品电商的快速发展给
品牌农业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机
遇。农业品牌培育的难点在于
如 何 构 建 便 捷 的 渠 道 、开 展 有
效的宣传，电商一下子就把两大
难题都解决了。”阿里研究院高
级研究员张瑞东表示，电商是新
的营销工具和方法，与消费者容
易形成良好的沟通氛围。淘宝
近年来涌现出“三只松鼠”等不少
年轻人喜爱的农业品牌，这些品
牌更符合“80 后”“90 后”的文化
喜好，这就是一个“1+1>2”的成
功案例。

“我国许多农产品都具有独

特的品种特点、地域特征、文化内
涵，蕴藏着巨大的品牌价值。农
业生产自然选择性非常强，农产
品在打造品牌时要立足资源优
势，挖掘农业特色，突出差异化。”
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会长张玉香
认为，尽管现代农业中电商、物
联网等科技的参与度越来越深，
但 农 产 品 的 地 域 性 仍 十 分 明
显。“科技要与传统农耕文明紧密
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掘各地独特
的资源环境、当地独有的传统工
艺流程以及民俗民风，共同打造
区域品牌。”

专家表示，农业发达国家在

农产品品牌建设上路径不同，但
有一条是相同的，就是都把品牌
建设作为参与全球农业竞争的国
家战略。比如，科学规划品牌发
展战略，制定国际化的品牌认证
体系与质量管理体系，加强品牌
的创新与保护，加大政府扶持并
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等，这些都是
可供中国品牌农业借鉴的经验。

“未来 5 年至 10 年将是中国
农业品牌发展壮大的黄金期。我
们期待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农业品
牌闪亮登场，丰富中国百姓和世
界人民的餐桌，向世界展示中国
农业的力量。”唐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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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产品品牌建设任重道远——

向世界展示中国农业的力量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我国是农业大国，粮食、蔬
菜、水果、肉类、水产品产量都是
世界第一，但不少优质农产品“养
在深闺人未识”。

反观世界农业强国无一例外
都是品牌强国。品牌强农业才能
强，没有一大批极具竞争力的农
业品牌，农业相对弱势的格局不
可能改变。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
出，推进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建

设，支持地方以优势企业和行业
协会为依托打造区域特色品牌，
引入现代要素改造提升传统名优
品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
确要求，加快推进农产品标准化
生产、品牌创建和保护。

“品牌就是信誉，就是信用，
就是信任。”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不
久前表示，“农业品牌贯穿农业供
给体系全过程，覆盖农业全产业
链、全价值链，是农业综合竞争力

的显著标志。当前全球农产品市
场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市
场竞争的制胜法宝已不再取决于
规模，而是取决于是否拥有高品
质和差异化的品牌优势。适应世
界农业产业发展潮流，必须加快
品牌创建”。

当前，从“吃饭农业”到品牌
农业的号角已经吹响，从农业大
国到农产品品牌强国的道路应该
如何走？

呼唤有影响力的品牌

如果说中国农业是一项杂糅
多条产业链、多要素耦合的系统
工程，那么品牌就是那条贯穿始
终、从消费端倒逼生产端的一条
主线。

行走各地，无论田间地头还
是展会现场，记者深深感受到农
产品品牌建设的燎原之势。在陕
西，洛川苹果品牌最新估值已达
65.9 亿元，生产有基地、加工有企
业、营销有组织、流通有市场、出
口有渠道的格局已经形成；在吉
林，除人参、鹿茸、貂皮“传统三
宝”外，玉米的“黄金名片”、大米
的“白金名片”、杂粮的“彩金名
片 ”等 新 品 牌 名 片 矩 阵 正 在 建
立。纵览神州大地，从西部边陲
到东南沿海，从黄土高原到秀美
江南，众多农产品品牌调动着消
费者的味蕾。

在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渐趋成
熟的同时，农业企业品牌建设力
度也不断提升，注册商标的积极
性 日 益 高 涨 。 统 计 显 示 ，截 至
2016 年底，全国“三品一标”总数
达到 10.8 万个，种植面积 3000

万公顷，约占同类农产品种植面
积的 17%；农产品注册商标已达
240 余万件；国家质检总局已对
1992 个地理标志产品实施保护，
为培育农业品牌奠定了基础。在
此基础上，种养大户、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主体蓬勃
兴起，更为农业品牌增添发展新
动能。

然而，不得不引起重视的是，
尽管我国农产品品牌意识不断增
强，但品牌农业的体系和影响力
尚显不足。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品
牌 研 究 中 心 曾 发 布 一 项 针 对
1200 多家农业龙头企业的研究
认为，这些企业在行业中影响力
很大，但在消费市场的品牌知名
度却很低，其中 50 家农业龙头企
业的品牌知晓度甚至不足 10%。

“这就是农业品牌的现状”，
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
主任胡晓云认为，长期以来农业
分散经营，加上品牌创建能力有
限，农产品品牌发展严重滞后。

现实的消费感受也是如此。
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不少优

质农产品“养在深闺人未识”，既
无法离开本地成为全国百姓餐桌
上的珍馐，也不能为生产者产生
更多附加效益。以茶叶为例，毫
不夸张地说，世界上最好的茶种
几乎都在中国，但我国茶叶品牌
众多且纷繁复杂，个别县甚至有
上百种品牌。农业部市场司司长
唐珂告诉记者，尽管这些年也出
现了一些特色突出的茶叶品牌，
但与国际知名品牌仍有巨大差
距，以至于业内有“千家茶企不敌
一家立顿”的说法。

打造品牌非一朝一夕之功。
我国农产品品牌建设起步晚，真
正具有竞争力的品牌较少，多数
品牌影响力还仅停留在局部地
域、有限时期，国际知名的就更少
了。一些本来具有优势的品牌由
于保护机制不健全无法长期保持
影响力。同时，受到农业自身特
点的局限，品牌的发展地区和种
类分布不均、主体结构分布不合
理，品牌规模小，初加工产品品牌
多，科技含量不高，这些因素也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品牌建设。

莫让区域品牌透支

农产品品牌建设要与区域特
点相结合。目前，全国有区域公
用农产品品牌 500 多个。各地对
申报、推广区域公用品牌，打造地
方特色产业、提升地方形象产业
比较重视，但对区域公用品牌的
授权、监督、管理滞后，相应的监
管制度和授权与退出机制还没有
普遍建立起来，出现了区域公用
品牌“泛用”和未授权生产经营单
位“滥用”等问题。这一“劣币驱
逐良币”的倾向正严重阻碍我国
区域公用品牌的发展。

有人把区域公用品牌形象地
比喻为“伞”，企业品牌可以受到

“伞”的庇护。在区域公用品牌广
泛传播的大背景下，不少农业主
体宁愿躺在庇护伞下“睡大觉”，
也不愿自己打造企业品牌。一个
典型的例子就是曾经的西湖龙
井。一方面，确实有不少企业一
直积极塑造品牌，另一方面，更多
企业选择靠着区域公用品牌的大

树“躺着赚钱”。他们对于区域公
用品牌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只是
一味索取，即便是金字招牌也难
免被透支。区域品牌价值下降，
企业品牌又没能建立起来，这一
困境一度影响了西湖龙井整条产
业链，对品牌伤害颇深。

反观另一个成功的例子——
山东胶州大白菜。山东胶州大白
菜这一区域公用品牌由胶州市大
白菜协会负责培育和管理，实行

“生产基地认证制，产品质量追
溯制”的管理模式，只有经过协
会认定、由授权农户组织生产的
大白菜才能加贴“胶州大白菜”
标识，否则只能按照“胶州的大
白菜”售卖。在过去几年的大白
菜滞销卖难中，“胶州大白菜”的
市场售价一直保持在每棵 30 元
的高位，堪称“卖出了肉价”，但

“胶州的大白菜”每斤几毛钱的时
候也不少。

同 时 ，假 冒 伪 劣 产 品 频 频

“出场”更进一步提升了农产品
品牌建设的难度系数。“过去人
们常说‘五常大米甲天下，天下大
米假五常’，这话虽然有些夸张，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实的
尴尬，严重影响消费者和生产者
的切身利益。”中国合作经济学
会副会长王忠林表示，“理论上
说，假的就是假的，再怎么伪装
也不可能替代真品。但在市场
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真品在短
期内会受到严重伤害，甚至可能
因 为 成 本 劣 势 被 假 冒 产 品‘ 干
掉’。怎样改变这个状况？必须
做到依法打假”。

依法打假需要多方合力。黑
龙江五常市采取的措施是通过标
准种植、封闭加工、定点销售、信
誉承诺保证产品质量和渠道安
全，若生产的产品达不到承诺的
标准，以 5∶1 的比例赔付，从企业
自律、行业监管和打假维权三方
面维护公用品牌不受损害。

拥抱环境政策新机遇

农产品品牌建设正呈燎原之势。一方面，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渐趋成熟；另一方面，农业
企业品牌建设力度也不断提升。但总体而言，我国品牌农业的体系和影响力尚显不足，真正
具有竞争力的品牌较少

有人把区域公用品牌形象地比喻为“伞”。在区域公用品牌广泛传播的大背景下，不少
农业主体宁愿躺在庇护伞下“睡大觉”，也不愿自己打造企业品牌。这种只知索取，不知给予
的思维方式正严重阻碍区域公用品牌的发展

电商是新的营销工具和方法，与消费者容易形成良好的沟通氛围，能够同时解决农业品
牌培育的两大难点，即如何构建便捷的渠道、开展有效的宣传。此外，农业发达国家虽然在
农产品品牌建设上路径不同，但有一条是相同的，就是都把品牌建设作为参与全球农业竞争
的国家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