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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发布的各种全球品牌榜单中，
华为的身影频频出现。作为一家制造企
业，华为的品牌价值正在加速增长，毫无
争 议 地 攀 至 全 球 范 围 品 牌 建 设 第 一 阵
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司长陈因在
接受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
示，华为的成功正是中国制造业品牌发展
的缩影，让创新驱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
跃升已经成为业界共识。

“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在我国
制造业爬坡过坎、由大变强的重要阶段，尤
其要重视制造业品牌的作用，高质量、多品
牌是制造业强大的重要标志。”陈因说。

自主品牌竞争力不断攀升

作为中国腕表领军品牌之一，依波表
首开钟表行业艺术跨界营销之先河，先后
与民族音乐团体女子十二乐坊、歌唱艺术
家魏松、“零点乐队”等共同开启“依波艺术
时光”跨界之旅，为品牌注入新活力。依波
表相关负责人表示，时代在变，市场在变，
依波表必须紧贴市场需求，不断创新，持续
为消费者提供好的产品与服务，才能在市
场竞争中持续赢得竞争优势，并为中国品
牌增光添彩。

“从国内看，我国自主品牌产品已具有
较强的竞争力，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据陈
因介绍，在消费品领域，家用电器、服装家
纺等产业自主品牌占有率高达 80%以上；
丝绸、陶瓷、白酒等民族文化特色显著的产
业占有绝对市场优势；在手机、汽车、日化等
国外品牌影响较大的产业，自主品牌竞争力
也在快速提升。同时，在工业品领域，主要
产品的竞争力不断提高。比如，机械、精细
化工等产品市场占有率也达到80%以上。

从国际上来看，我国多年位居世界货
物贸易大国前列，体现出中国产品国际竞
争力不断提升。高铁、船舶、大型发电设备
等产品已经成为中国品牌的名片，华为、海
尔、联想等一批自主品牌也成为世界级品
牌，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实现从贴牌到创
建自主品牌的转变。

工信部工业品牌培育专家组组长周宏
宁告诉记者，我国品牌建设工作进展顺利，
企业在品牌知名度、品牌美誉度、市场占有
率、工业增加值率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进
步。目前，在工信部倡导下，全国已经有近
万家企业开展品牌培育试点，涌现出 251
家示范企业。根据对示范企业的调查，企
业主营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平均从 17.8%
提高到31.4%，工业增加值率从21.8%提高
到 26.2%，企业经营的质量和效益得到明
显改善。同时，重点消费品定制化水平、中
高端产品供给比重显著提升，定制化服装
消费增速超过 30%，消费品安全技术指标
90%以上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

努力构建中国制造新优势

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2016 年的报
告中，中国工业竞争力排名第 5 位；在世界
品牌实验室发布的 2016 年世界品牌 500
强榜单中，我国以 36 席位居第 5，其中有 9
个是工业品牌。两个“第 5 位”说明，中国
制造“从大到强”依然任重道远，迫切需要
创建以质量品牌为标志的竞争新优势。

陈因表示，注册商标是品牌的重要表
征。我国的商标申请量、累计注册量都居
世界第一，但是具有较高社会知名度和美

誉度的自主品牌还不多，世界级品牌太少，
不仅与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不相称，而
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
从美国、德国等世界主要经济强国的发展实
践看，构建以质量品牌为核心的竞争优势是
这些国家迈向制造强国的共同特征。

“我国制造业品牌建设所面临的困境
是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
等出现的客观现象。”陈因分析认为，首先，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的消费
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消费水平迅速提高。
反映到品牌上可以明显看到，自主品牌产
品的质量水平没有跟上消费需求变化；其
次，部分企业和产品在质量信誉、产品安
全、实物质量等方面存在差距，甚至问题频
出，拉低了自主品牌的生态竞争力，导致很
多好企业的品牌难以脱颖而出；最后，一些
企业的品牌培育能力还不够强，还没有真
正实现从“做产品”到“做品牌”的转变。很
多企业仍是参与国际竞争的新兵，对品牌
及品牌成长规律的理解不够深。

“品牌培育是一项科学系统的工作，但
归根到底还是要由具体企业来落实。”周宏
宁表示，品牌提升的主体是企业，需要企业
制定明确的品牌战略，从设计、制造、营销、
服务全过程创造价值、挖掘价值、传递价
值，进而提高顾客感知价值。从这个意义
上讲，增强企业品牌培育能力才是品牌建
设的重中之重。

提炼中国品牌核心价值

今年 5 月 10 日被确定为我国首个“中
国品牌日”，标志着“发挥品牌引领作用”上
升到一个新高度。陈因表示，要以“中国品
牌日”为契机，完善政策体系，凝练中国品
牌的核心价值，提升中国品牌美誉度，提振
消费者对自主品牌的信心，增强自主品牌
竞争力。

“中国品牌整体形象的提升将为制造
业品牌发展营建起高水平、高起点的平
台。”陈因表示，品牌建设是系统性工程。
它不仅呼唤法治环境、诚信环境、舆论环境
等的呵护，还需要企业摸透并遵循品牌培
育成长规律展开行动。这意味着品牌建设
需要社会各界合力作用，共同破解品牌建
设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共同营造质量品牌
提升的良好生态。

一 方 面 ，要 深 入 实 施“ 中 国 制 造
2025”，坚持创新驱动，落实质量为先，加快
构建以创新、智能、绿色和高质量为主要特
征的发展新动能，把握“互联网+”、大数据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先机，为制造业品牌
走上定位差异化、结构优化、价值强化的发
展路径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要持之以恒推进工业品牌
培育。周宏宁表示，要把品牌建设作为工
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以提高企业品牌
培育能力为着力点，开展工业企业品牌培
育、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品牌专业人才
培养、中国工业品牌之旅等系列活动。

“品牌建设要重点把握好 5 个关键环
节。”陈因表示，坚持以诚信为基础，营造珍
视品牌信誉的社会氛围和企业文化；坚持
以创新为核心，以差异化满足不同层次的
消费需求；坚持以质量为生命，以高质量的
产品承载品牌价值；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
市场和顾客的认可程度作为评判品牌优劣
的标尺；坚持以政策为支撑，加强政策法规
建设，优化市场环境。

中国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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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以品牌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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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观众在北京二商展览馆了解观众在北京二商展览馆了解““白白
玉玉””的历史的历史。。

图图②② ““白玉白玉””首席技师宋桂荣首席技师宋桂荣（（右右））在介在介
绍白玉的产品绍白玉的产品。。

图图③③ ““白玉白玉””豆豆制品自动化包装生产制品自动化包装生产线线。。
图图④④ ““白玉白玉””有机豆芽菜产品深受消费有机豆芽菜产品深受消费

者欢迎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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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广东第二届名特优新农产品
评选推介活动在广州启动。期间，再次入
选名特优新经营专用品牌的广东壹号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黎小兵表示：“品牌建设
是农产品规避风险的重要方式。今年以来
鸡肉价格整体下行，但‘壹号土鸡’品牌的
各项指标却逆市上扬。‘壹号土猪’‘壹号土
鸡’品牌风靡全国，品牌肉的概念也逐渐被
消费者接受。可以说，我们用 10 年时间苦
心经营的品牌是‘广东壹号’能在目前普遍
艰难的市场环境下保持不败的决定性因
素。”

提起以“壹号土猪”“壹号土鸡”为主导
品牌的“广东壹号”，人们自然会想到公司
创始人——“北大才子”“土猪王子”陈生和
他的团队。

好多人评价陈生“既会读书又会养
猪”。实际上，他的本事还远远不止这些。
陈生是最早以山西老陈醋为原料制作苹果
醋饮料的人，他的广东天地壹号饮料股份
有限公司拥有“第五道菜”“天地壹号”等知
名品牌。目前，他正带着自己的各种“壹
号”品牌不断巩固和扩大土猪和饮品市场，
并继续加大“老城壹号”“壹号土鸡”“巴马

壹号”“百草壹号”及“蓝天壹号牦牛”等精
品爆款的培育力度。

作为中国南方市场的“土猪销售冠
军”，“广东壹号”还将战略眼光瞄准了北方
市场，长江以北的江苏、河南、山西、山东等
地都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就在不久前，“广
东壹号”还与山西省大正伟业农牧有限公
司签约，项目所在地山西阳泉市平定县也
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此举标志着“广东
壹号”北上战略开始落地生根。

“2017 年对‘广东壹号’来说是一个重
要的转折点。今年，我们要基本完成在北方
主要城市的市场布局，营销队伍要不断壮大，
新型营销模式也得跟上，只要把管理服务工
作做扎实，配合公司强大的产品优势和品牌
优势，当全国冠军也不是不可能的。”陈生说。

“广东壹号”为啥会对自家品牌这么自
信？几则故事或可窥探一二。

品种是影响土猪口感诸多因素的起始
点。为了找到最适合的土猪品种，陈生背
着电磁炉和铁锅踏上了“吃猪之旅”。当时
的他几乎跑遍了全中国，每到一个地方专
吃白水煮猪肉，把能吃到的土猪品种差不
多吃了个遍。“那段日子我少说吃了 1000

多头猪。”陈生说。
饲料是影响土猪肉质的关键因素之

二。陈生有个奇怪的习惯，每到一个养殖
基地总会捏起一撮饲料扔进嘴里嚼一嚼。
就在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时，陈生还会若无
其事地评论几句，这个味道还不错，那个不
太好。不仅仅是猪饲料，陈生连猪用益生
菌也不放过，每次给猪吃之前自己都得先

“享用”一番，体验一下适口性和粗细度。
“如果人吃起来都觉得苦涩，那猪一样不想
吃。”陈生说。

就这样，为了确保产品质量，一个从小
以聪明闻名乡里的“大才子”用上了“拙功
夫”。陈生总说：“创新是品牌永远的关键
性优势。但创新的前提是要把基础性工作
做好，如果品种选择不对，养殖方法不当，
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再怎么创新也无
济于事。”

可就是这样一个在品质上总使“拙劲”
的家伙，在营销上却精明得要命。有一次，
他搞了个抽奖活动，得奖的人除了能拿到
免费赠送的礼物外，还可以去养猪农庄看

“土猪赛跑”。实际上，土猪赛跑只是一个
噱头，陈生真正要展示的是农场的管理。
比如，工作人员要想进出育肥场，都得先洗
澡、换衣服、消毒；偌大的农庄里几乎闻不
到异味等等。

正如陈生自己所言，做企业既需要不
断创新也需要守住安全底线。唯有如此，
产品才有可能越做越好，品牌才有可能蒸
蒸日上。

“广东壹号”进军北方市场——

南企北行，底气在哪里
本报记者 冯举高

“广东壹号”认为，做企业既需要大胆创新也需要严守安全底线。创新永远在

路上，无论是开发新产品还是积极对接新的营销手段，抑或是把握更大的商机，都

得有引领行业发展的霸气，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与不畏货比三家的底气

在中华老字号这个动辄几百岁高龄的
圈子里，只有 50 多年历史的“白玉”只能算
个“小字辈”。不过，这个“小字辈”当真不
简单。它先后经历了北京市豆制品二厂、
北京二商希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两个时
代，却一直雄霸北京人的餐桌，产品质量在
全国同行业中名列前茅，还在北京奥运会
期间被奥组委选定为奥运特供食品。

早年的辉煌不必多言，那是计划经济
时代的必然。后来改革开放了，北京城里
虽然也冒出了大大小小许多豆腐厂，但都
无法对二厂形成太大的威胁。可就是这么
一个小小的苗头，却让已经在二厂工作了
10 多个年头的季凯，也就是后来北京二商
希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坐不住
了。季凯深知，用盐卤和石膏作为凝固剂
生产豆腐的老办法已经尽人皆知，已无太

多竞争力可言。消费者之所以依旧偏爱二
厂，仅仅是因为买惯了、吃惯了。二厂要继
续辉煌下去，绝不能守着“老本”坐吃山空，
必须为品牌寻找新的支撑点。

一家豆腐厂寻找支撑点，当然得在豆
腐上做文章。上世纪 80 年代末，二厂开始
和北京市食品研究所合作，潜心研制一款
全新的产品——内酯豆腐。内酯豆腐的推
出堪称豆制品界的一次革命。一方面，其
在制作中不加压、不脱水，保存了大豆的大
部分营养；另一方面，采用液态灌装冷却凝
型方法大大减轻了包装环节的压力，生产
效率大幅提升。

随着内酯豆腐走俏，“白玉”彻底摆脱
了“吃老本”的困扰。加上白玉韧豆腐、绢
豆腐、鸡蛋豆腐、蔬菜豆腐、嫩豆腐和保质
期 30 天的绿色鲜豆浆等系列新产品的陆

续问世，一个全新的，生机勃勃的新“白玉”
诞生了。

有了强大的创新能力和产品谱系作支
撑，脱胎换骨的“白玉”又开始探索信息化
管理的道路。季凯回忆说，二商希杰公司
早在 1993 年就开始探索包含订单销售、供
应采购、库房管理、财务核算等在内的一体
化管理体系。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几乎
已经算是信息化管理的雏形了。在经历了
此后的合资并引入外脑后，公司又逐步建
立起ERP系统并实现手机终端应用⋯⋯

“作为一家老字号企业，要不落后于时
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必须要敢为人先、
勇往直前。具体来说，就是要努力做到‘三
个打破’和‘四个创新’，即要打破文化上的
保守性、技术上的局限性和经营上的狭隘
性，要坚持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产品持续
创新、工艺技术持续创新和营销理念创
新。近年来，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深
刻影响了企业管理方式，所以在接下来的
日子里，我们还要以信息系统升级为重点

‘单点突破’，向着全方位的现代化企业迈
进。”季凯说。

敢为人先话“白玉”
图/本报记者 翟天雪 文/本报记者 韩 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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