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本报工作人员必须持有效证件。

本报人员个人不得以新闻舆论监督之名

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方面收取任何费

用；本报任何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企

事业单位和社会各方面收取现金，广告

等宣传需正式签订本报合同并通过银行

汇款到报社账号，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取

现金或转付到与报社无关的其他账号。

举报电话：028-87344621
企业家日报社

本报监督公告

品牌资讯玉Brand Information

P2
双品牌策略并非良策，红米独立真的是一步好棋吗？

企业家日报微信公众平台
二维码

中国企业家网
二维码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西三段 33 号附 1 号 电话：(028)87319500 87342251（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川工商广字 5100004000280 成都科教印刷厂印刷 责编：王兰 版式：黄健

今日 版 第 012 期 总第 9346 期 企业家日报社出版 值班副总编辑：肖方林 全年定价：450 元 零售价：2.00 元 2019 年 1 月 13 日 星期日 戊戌年 十二月初八

ENTREPRENEURS' DAILY

做 中 国 企 业 的 思 想 者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98 邮发代号：61—85 中国企业家网：www.zgceo.cn 电子版：http//epaper.ceccen.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jrwbd http://weibo.com/qyjrb

4

热线电话：400 990 3393

新闻热线：028-86637530

投稿邮箱：cjb490@sina.com

中国品牌
周 刊Chinese brand weekly

筲手机行业多品牌成功极少，华为只是个例 筲天时地利不再，小米双品牌策略前景不乐观 筲小米双品牌战略，相当于同时打造两个新品牌 筲小米当务之急不是品牌分拆，而是品牌升级

■ 周敏

2018 年 12 月 20 日，以“新时代品牌强农

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的“2018 中国区域农

业品牌发展论坛暨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发展联

盟成立仪式”在山东省临沂市举行。

据了解，论坛由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指

导，《中国品牌》杂志社、临沂市人民政府主

办，中国区域农业品牌研究中心、中国品牌

网、临沂市农业局承办，中国品牌媒体联盟、

金丰公社协办。

我国首个区域农业品牌研究机构———中

国区域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在论坛上发布了中

国区域农业品牌发展报告(2018 年度)。报告

包括 2018 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年度新闻事件、

2018 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年度案例、2018 中国

区域农业品牌影响力排行榜，彰显了我国区

域农业品牌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

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秘书长郑志受发布

了“2018 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年度新闻事件”。

郑志受表示，在过去的 2018 年中，我国品牌

建设取得了诸多成效，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建

设也取得了很多成绩。2018中国区域农业品

牌年度新闻事件既包括中央、农业农村部等

发布的重要政策，也包括各省、市加强区域农

业品牌建设的生动实践；既包括相关行业协

会等组织采取多种举措促进农产品公用品牌

提升，也包括新闻媒体、研究机构等为加快区

域农业品牌建设提供学术、智慧支持，覆盖面

广、代表性强，充分体现了 2018 年我国品牌

建设的蓬勃发展态势。

2018中国区域农业品牌
年度新闻事件：

新闻事件 1院中央一号文件叶关于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曳公开发布袁连续四年关注

农业品牌建设

概况院2 月 4 日，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公开发布，

提出“培育农产品品牌，保护地理标志农产

品，打造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发展新格局。”

点评院 继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中央

一号文件中连续关注农业品牌建设、区域农

业品牌培育以来，2018 年再次将品牌建设放

在重要位置。中国持续多年的区域农业品牌

培育、农产品品牌培育举措，将着力发挥政策

引领作用，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对于加快

实现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具有重

要意义。

新闻事件 2院中国区域品牌(地理标志产

品)品牌价值百强榜首次发布袁促进我国地理

标志产品公用品牌提升

概况院5 月 9 日，在我国第二个“中国品

牌日”到来之际，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经济

日报社、中国国际贸促会、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等在上海举办 2018 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

发布会，并首次发布“区域品牌(地理标志产

品) 品牌价值百强榜”。

点评院 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工作由原国家

质检总局组织开展，自 2013 年首次开展以

来，已经连续举办 5 年。区域品牌(地理标志

产品) 品牌价值评价工作则从 2014 年试发

布，连续举办 4 年。2018 年区域品牌(地理标

志产品) 品牌价值评价也是首次从发布价值

结果转而发布价值百强，进一步强化榜样品

牌的引领示范作用，有力推动地理标志产品

类型的区域品牌价值提升与发展。

新闻事件 3院 中国区域农业品牌研究中

心成立袁 打造区域农业品牌领域专业智库研

究机构

概况院6 月 12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主

管的《中国品牌》杂志社成立“中国品牌杂志

社区域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将在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国际

标准化组织品牌评价技术委员会 (ISO/TC
289)、全国品牌评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
TC 532)等单位的指导支持下，就区域农业品

牌发展模式开展深入研究，打造中国区域农

业品牌领域的专业智库研究机构，助推我国

区域农业品牌发展。

点评院专家认为，生态是农业之本，品牌

是兴农之钥。作为我国唯一的品牌领域中央

新闻单位，《中国品牌》杂志社依托国内外相

关部门、组织的优势资源，以及前沿的思想理

念等在全国率先成立区域农业品牌发展的专

业研究机构，将在品牌建设新环境、品牌发展

新理论、品牌打造新战略、品牌治理新理念、

品牌提升新举措等方面提供智慧支撑。

尤其是临沂市人民政府以区域农业品牌

发展实践作为共建单位，实现了理论与实践

的有机结合与共创共享，共同打造“媒体、科

研、政府”三位一体的合作平台，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扎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

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的切实行动。

新闻事件 4院 农业农村部出台加快品牌

强农意见袁利用三到五年时间袁打造 300个国

家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概况院6 月 26 日，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关

于加快推进品牌强农的意见》。《意见》提出力

争 3—5 年，我国农业品牌化水平显著提高，

重点培育一批全国影响力大、辐射带动范围

广、国际竞争力强、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级农

业品牌，打造 300 个国家级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500 个国家级农业企业品牌，1000 个农

产品品牌。

点评院 该意见是农业农村部成立以来首

个推进农业品牌发展的指导政策，并提出了

未来发展的具体量化指标，也是农业农村部

推动农业农村工作高质量发展、优化农业领

域供给结构的重要战略，为打造更多享誉世

界的中国农业品牌砥砺前行。

新闻事件 5院 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成

立袁以标准推动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袁打响蔬

菜产业品牌

概况院7 月 12 日，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

在山东寿光成立。农业农村部、山东省政府领

导共同签署省部共建合作备忘录，力争到 2020
年基本完成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建设任务，

成为全国蔬菜产业技术信息的汇集地、发散

地，成为蔬菜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和制高点。

点评院习近平总书记在写给第 39 届国际

标准化组织大会的贺词中指出：“标准助推创

新发展，标准引领时代进步”。全国蔬菜质量

标准中心的成立，将为我国蔬菜产业标准化

发展、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并以国际领先的

标准提升中国蔬菜质量，打造消费者放心、国

际标准的区域蔬菜公用品牌正逢其时。

新闻事件 6院首个野中国农民丰收节冶举
行袁推介 100个区域农产品品牌

概况院9 月 23 日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举行。农业农村部会同相关部门成立“中国农

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推出了“5 个

100”活动，包括 100 个品牌农产品、100 个特

色村寨、100 个乡村文化活动、100 个乡村美

食、100 个乡村旅游线路，让全社会都感受到

农民丰收的喜悦。

点评院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 2018

年起，将每年秋分日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

节”，这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

设立的节日。而这个节日却不是一般的节日，

既是亿万农民庆祝丰收、享受丰收的节日，也

是祈愿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国家意志的体

现。在这样的重要节日中，5 个 100 活动成为

集中展现全国农民通过辛勤劳动而获得丰收

的重要方式，并通过这样的重要推介活动促进

农业农村发展，尤其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进

我国广大农村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乡村振兴。

新闻事件 7院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引发叶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曳袁从叶意见曳
到叶规划曳袁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提升袁区域农

业品牌等培育发展成为重要举措

概况院9 月 2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规

划》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实施农业品牌

提升行动，加快形成以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

牌、大宗农产品品牌、特色农产品品牌为核心

的农业品牌格局。

点评院从 2 月 4 日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到 9 月 26 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7 个多月的时间，乡村振兴

战略进一步升级，五年发展规划提出了更加

科学、更加符合实际的顶层设计，以及更加切

实的行动战略，进一步奠定了我国农业品牌

发展新格局。

新闻事件 8院国家肯定野丽水山耕冶区域

品牌建设模式袁成为野两山冶理念的生动实践

概况院11 月 19 日，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

对浙江省丽水市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途

径，实现“点绿成金”的模式提出表扬。11 月

22 日，“全国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产业集群区

域品牌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上，国家知识产

权局对“丽水山耕”区域品牌建设模式给予充

分肯定。“丽水山耕”品牌激活生态产品价值

的区域品牌建设模式受到全国关注。

点评院2006 年 7 月 29 日，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丽水调研时指出，“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丽水来说尤为如此”。

多年来，丽水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两山”理

念也被确立为全市根本性的战略指导思想。

“丽水山耕”区域农业公用品牌也正是在此背

景下发展形成的，自 2014 年 9 月品牌发布之

日起，农产品销售平均溢价 33%，成为“两山”

理念的生动实践，也是全国首个含有地级市

名的集体商标。

新闻事件 9院 海南省着力打造十大省级

农产品产业公用品牌袁 省级区域农业公用品

牌迎来发展热潮

概况院12 月 11 日，海南省公布了十大省

级农产品产业公用品牌，分别为：海南芒果、

海南莲雾、海南火龙果、海南蜜瓜、海南荔枝、

海南地瓜、海南胡椒、海南咖啡、海南黑猪和

海南好米。旨在整合独特的资源优势，打响海

南热带农产品品牌。

点评院作为我国建省时间最短的省份，海

南省不断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勇于创新，尤

其作为热带特色农业产业区域，率先提出了

省级区域农业公用品牌发展战略，此举必将

推动我国省级区域农业品牌的争创工作，将

对省级区域农业品牌发展先行先试，提供宝

贵经验。

新闻事件 10院我国首个区域农业品牌发

展合作平台野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发展联盟冶成
立袁2018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影响力排行榜发

布袁倡导提出 野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冶和野区域

农业产业品牌冶概念

概况院12 月 20 日，由中国品牌建设促进

会指导，《中国品牌》杂志社、临沂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2018 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发展论

坛”在临沂举行。中国品牌杂志社区域农业品

牌研究中心以公开大数据为基础，以品牌传

播影响为主线，梳理出了 2018 中国区域农业

品牌影响力排行榜，并公开发布，这是我国首

次发布区域农业品牌影响力指数及排行榜。

点评院2018 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发展论坛

不仅依托公开的大数据首次发布我国区域农

业品牌影响力指数及排行榜，并首次提出了

“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和“区域农业产业品牌”

两个概念，科学地将区域农业公用品牌进行

分类，并按类别发布影响力指数，尤其发布的

“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十强”受到社会各

界热切关注。

2018中国区域农业品牌
年度新闻事件发布

“山西小米”品牌纵深推广
日前，“山西小米”品牌建设全国山西商

会会长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商会会长以及行业相关负责人汇聚一堂，坐

而论道，为“山西小米”品牌建设和下一步市

场拓展建言献策。

座谈会上，各地商会会长、企业家们与山

西小米产业联盟的各家企业代表面对面交

流，从各自领域出发，结合成功经验，畅所欲

言，为促进“山西小米”品牌发展献计献策，提

出很多可行性建议。山西小米运营中心有限

公司总经理朱鹏表示，通过一年的努力，“山

西小米”已经在业界小有名气，目前已经成功

对接北京月子中心、幼儿园、养老中心、高端

俱乐部；并走进军营。2019年，运营中心将在

全国设立 10 余家山西小米体验店，同时，全

产业链打造“山西小米”品牌，包括基地建设、

育种、谷子餐饮文化体验、谷子金融、功能食

品开发与加工等各环节，“希望借助商会这个

平台，真正将山西的小米推向全国市场，送到

全国老百姓的餐桌上。”

据介绍，“山西小米”品牌经过一年多来的

发展，在产业联盟、标准体系、生产基地、广告

宣传、品牌推介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业界

对“山西小米”品牌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

定。此外，“山西小米”品牌在全国粮食行业内

也引起极大关注，吉林、湖北、内蒙古、陕西、江

苏、四川等地纷纷来晋考察交流。下一步，“山

西小米”品牌将继续挺进全国市场，真正提升

“山西小米”品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渊吴天昊冤

中国自主品牌评价报告
在京发布

近日，品牌中国战略规划院与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在北京共同发布了《品牌蓝皮书：

中国自主品牌评价报告（2018）》。
蓝皮书首次提出以品牌指数为核心的国

家品牌战略管理体系，指出构建品牌指数的

原则和路径：必须基于品牌引领供需结构升

级的国家战略；必须基于全球品牌价值链的

视角；必须基于资本市场脱虚向实的金融政

策；必须以促进品牌交易为目的；必须以大数

据为技术支撑；必须基于品牌利益相关方价

值共识、共创、共享的信托机制。

《中国自主品牌评价报告 2018》年共分

五个部分。总报告在中外知名品牌榜数据的

基础上，用数据的方式综述和分析了国际品

牌发展现状和中国自主品牌发展的现状，同

时就中国自主品牌面临的问题、机遇、挑战和

趋势进行了分析，帮助读者对中国自主品牌

发展有一个全面客观的整体把握，为中国自

主品牌企业制定品牌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蓝皮书首次通过统一的标准，系统解读

了全球六家主流品牌评价体系，帮助读者了

解西方的品牌价值观，以及品牌排行榜背后

的商业逻辑，为读者理解和借鉴世界品牌评

价规则提供了全新视角。

蓝皮书首次系统的梳理了中国自主品牌

评价发展的历史脉络，并按照政府主导、行业

协会及社会组织、学术研究机构、商业服务机

构进行分类介绍，为开展同行评议、推动中国

自主品牌评价标准体系建设提供指引。并提

出把建立满足不同行业属性，适应不同行业

需要的品牌评价社团标准作为建立中国自主

品牌评价标准体系的努力方向。

蓝皮书指出，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话

语权的中国自主品牌评价体系是一项品牌国

策，需要在国家、地区、行业、企业、金融机构、

研究机构及媒体等利益相关方之间达成共

识，形成合力，才能实现“推动建立全球统一

的品牌评价体系，增强我国在品牌评价中的

国际话语权”的国家品牌战略目标。 渊新华冤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