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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晓婉 于鹏

品牌,是最具价值的无形资产。去年山东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山东省财政厅印发《关

于推进山东粮油品牌建设的实施意见》, 打造

“齐鲁粮油”公共品牌,形成合力强劲出击。新

年伊始,“齐鲁粮油”品牌建设工作写入山东省

委 1 号文件。提品质创品牌,“齐鲁粮油”建设

抓什么、怎么抓,山东列出计划表。

粮油品牌建设，迎来“政策礼包”
山东是粮食生产、流通、加工和转化大

省。2018 年,山东省累计收购粮食 8542 万吨,
居全国第二位。粮食产业在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的情况下, 呈现逆势而上的良好态势,2018
年工业总产值突破 4000 亿元, 继续稳居全国

首位。但山东粮油产业总量大品牌散、口碑好

名牌少的问题较为突出，与粮食产业由大转

强、全面求进、走在前列的要求不匹配。

去年山东省出台《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2018—2022 年)》,提出“推进实施‘优质

粮食工程’, 发挥粮食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引

导作用”；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

济的实施意见》,要求“增加绿色优质粮油产品

供给,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在齐鲁灵秀地、

品牌农产品建设中,打造齐鲁好粮油品牌”。

去年 9 月,《关于推进山东粮油品牌建设

的实施意见》落地,明确提出打造“齐鲁粮油”

公共品牌,创建一批有一定知名度的地域特色

粮油产品, 培育一批实力雄厚的粮油龙头企

业。按照“1 个公共品牌+N 个地域特色产品+
N 个产业经营主体”的建设模式,充分挖掘和

发挥山东粮油资源、文化和产业优势,着力塑

造“齐鲁粮油”公共品牌的形象和内涵,推动山

东粮食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促进

粮油产业兴旺、企业增效、农民增收。

在此引领下,去年首届山东粮油产业博览

会在滨州举行,近 300 家企业参展,项目签约

180 多亿元。“齐鲁粮油”北京推介会 16 市参

与其中,鲁花、中裕、金胜、发达等一批知名粮

油企业携带品牌产品展示推介。“今年,我省将

乘势而上,进一步巩固提升,培优培强,推出一

批品牌创建典型,发挥示范引领和政策引导作

用,让更多好粮油走出山东、叫响全国。”山东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王伟华说。

品牌助力“小生产”，撬动“大市场”
过去一个时期，山东省粮油产业把重点

放在抓产量上，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吃得饱”

的问题。随着消费需求的升级，老百姓的消费

观念开始向“吃得好”“吃得健康”转变。“实施

粮油品牌建设,就是实现粮食生产由注重规模

扩张转向注重品质提升的一个重要抓手。”省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李伟说。

从提升品质到脱颖而出,品牌建设是实现

价值蝶变最重要的催化剂。山东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副教授刘佳认为, 通过品牌建设，可

以帮助消费者在市场中快速识别企业的产品

或服务，与竞争对手相区隔，从而获得竞争优

势。“在当前的消费环境下,卖方市场被买方市

场取代,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权。企业就必须

建立产品优势,做好品牌建设,通过产品的质

量和口碑,培养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更重要

的是, 通过品牌效应可以打造核心竞争力,获
得更多品牌溢价。”刘佳说。

一枝独放不是春。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
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孤军奋战将无法应对

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想让企业的“小生产”撬

动竞争的“大市场”,必须以区域公共品牌为基

础, 联合价值网络中的利益主体进行价值共

创,通过价值共创提升公共品牌的知名度与美

誉度,进而实现规模经济。

“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可以帮助企业品牌从

单打独斗走向区域产业融合, 通过整合营销打

造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区域公共品牌+企业

品牌’的母子品牌协同发展模式是现阶段诸多

企业谋求发展与转型的选择。”刘佳说。

跨界融合助推“齐鲁粮油”走出去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山东要推动释放跨界

融合潜能。搭上“互联网+”的快车,信息引领粮

食产业发展方面,山东省走在了全国前列。

目前山东省已全面建成山东省粮食流通

管理云平台, 对上率先与国家局平台对接，对

下与基层粮食收储库点业务系统互联互通 ,
380 个粮食智能化升级项目顺利完成。今年,
在山东省财政厅的大力支持下,省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将携手阿里巴巴，共同打造“齐鲁粮

油”电子商务平台。该平台将于今年 6 月底前

完成开发任务,届时将面向全社会的粮油垂直

细分市场开放,按照专业性、公益性原则,更好

为买卖双方服务,引导形成山东粮油产业互联

网经济。

除了借力互联网+，盘活线上市场,线下山

东省也将不断丰富粮油品牌推介载体。今年

山东省将继续携手 16 市和省内优质粮油企

业,拟到国内大中型城市举办品牌推介会。同

时还将举办第二届山东粮油产业博览会,组织

参加第二届全国粮食交易大会, 以及福建、黑

龙江、甘肃等省际产销协作会议等,开展产销、

电商、科企对接,展示推介山东省粮食行业优

质名牌产品和发展成果。

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品牌共享、行

业自律、抱团发展”原则,组建山东面粉产业联

盟和山东油脂产业联盟。组织制定符合山东

特色的面粉、花生油、玉米油等优质粮油团体

标准体系,用标准统一质量。

李伟介绍, 政府有形的手将始终助力粮油

品牌打造。目前，《山东省“优质粮食工程”三年

实施方案》已编制完成,今年将继续与“中国好

粮油”行动计划结合起来,以品牌为纽带,带动

支持一批具有优质粮油生产潜力的粮油大县,
重点扶持一批具有带动效应的“好粮油”示范

企业,研发生产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好粮油”产

品,推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绿色优质粮油品牌。

■ 北国

浓情的欢聚时刻，甜蜜的亲子时光，肆意

蔓延的幸福画面……一支 TVC 描绘出人人向

往的美好生活图景。3 月初，汇源全新品牌

TVC 在国航班机上全线开播，完成空中首发。

伴随这支 TVC 的上线，汇源高品质、健康、阳

光的品牌形象，正随国航世界级的航空网络

覆盖全球各地，感染着每位搭乘国航出行的

商旅人士，彰显出汇源大国品牌的民族自信

及对“营养大众，惠及三农”使命的坚守。

深度携手国航，品牌形象焕然升级
这是继今年春节登上《中国之翼》杂志封

面后，汇源与国航的再一次深度携手。作为中

国唯一载国旗飞行的民用航空公司，国航现

已拥有国际、地区及国内航线共 400 余条，是

名副其实的“中国之翼”。而作为中国唯一拥

有完整产业链的果汁生产商，汇源此次在国

航班机全球航线上首发品牌 TVC，将借助国

航平台优势，面向商旅人群，全面展示品牌形

象，将助推汇源继续巩固行业地位、促进品牌

向上、提升社会影响力。

同时，作为长期为国航等航空公司供应

果汁产品的国民果汁品牌，汇源果汁产品完

全满足航空级饮品严苛的品质要求，赢得机

上商旅人士们的喜爱。

以汇源 100%果汁为例，其一直坚持选用

全球优质水果，采用世界领先的生产工艺，严

守不加糖、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的“三不添

加”原则，得到中国、欧洲、美国等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权威品质认证。

打通全产业链，呈现美好生活愿景
时至今日，已成立 27 年的汇源，早已不

仅仅是果汁的代名词。从此次空中首发的全

新品牌 TVC中可以看到，汇源已从果汁生产

蔓延到大农业全产业链，形成了汇源果汁、汇

源果业、汇源农业等多个产业相互促进、共同

发展的新格局。

近年来，在“大中国、大农业、大有作为”

的思想指引下，汇源发力大农业板块，坚持通

过自身发展反哺三农，带动新农村经济发展，

助推中国农业产业现代化升级。目前汇源已

在全国 10 多个省份落地 20 多个农业产业园

区，逐步建设三生（生态、生产、生活）三养（养

生、养身、养神）的田园综合体项目，形成一二

三产业相互支撑、高度融合的现代新型农业

体系，并已帮助数百万农户脱贫致富。截至

2018 年，汇源已连续 15 年被评为“农业产业

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汇源还不断创新产品，

并推进品牌年轻化战略，持续增强企业发展活

力。在产品方面，汇源近日重磅发布吉时红山楂

复合果肉饮料等新品，为年轻消费者提供更多

更时尚的健康选择。在营销方面，则携手北京卫

视，成为 2019 北京卫视春晚指定饮品，与全球

华人一起欢喜过大年。正如 TVC 所展现的那

样，汇源围绕消费者需求，不懈耕耘、不断创新，

将一直陪伴在大众美好生活左右。

此次与国航的深度携手，汇源再度展示出

品牌形象与实力，向消费者表达出满满的诚

意。伴随全新品牌 TVC的空中首发，汇源正满

怀信心地开启崭新征程，其未来将更加可期。

森马服饰：
曾经艰难求生
如今走出国门
■ 聚富

2018年 9 月份，中国著名的羽绒服品牌

波司登，惊艳亮相纽约时装周，在大洋彼岸掀

起了一场国货热潮。波司登也由此成为中国

衣饰品牌“出海”的排头兵，引领着众多的中

国服饰品牌，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国潮”。

除了波司登，美特斯邦威、海澜之家、森

马等众多知名的国产品牌，纷纷开始开启了

海外市场的发展战略。在 2019 年 2 月 19日，

森马的电商业务部门，与阿里巴巴旗下的跨

境电商品台，全球速卖通达成了战略合作，通

过跨境电商平台，进一步向海外市场渗透，加

速森马品牌在海外市场的拓展。

成立于 1996 年的森马集团，是一家专门

从事生产和销售休闲服饰业务的连锁经营公

司。和班尼路、美邦、海澜之家等众多国产服

饰品牌一样，森马赶上了国内市场的红利期，

在早期得以迅速发展，品牌门店在全国范围

内实现了规模化扩张，在最巅峰时期，森马在

国内的门店数量，一度超过了 4400 家。

然而，这种高速发展的态势并没有维持

太久。随着国内电商平台的崛起，以及众多国

际知名服装品牌入驻中国市场，对森马等一

众本土服饰品牌，造成了巨大的市场冲击，市

场占有率迅速收缩，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之下，

森马迎来了一波关店大潮。

强势进驻中国市场的优衣库等国际知名

服装品牌，除了强大的品牌效应，产品的款式

设计、内部管理、上游供应链等等方面的综合

实力，都要优于森马等本土服装品牌。因此，

在这些国际服装品牌的步步紧逼之下，森马

公司的全年业绩开始逐年下滑，销售额屡创

新低，大量库存积压。

在巨大的市场压力之下，不愿坐以待毙

的森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首先，森

马将公司经营休闲服饰的主营业务，进行了

细化。由于优衣库这样的高端品牌，其业务主

要是针对消费水平较高的成人市场，经营的

主要是成人服饰，因此，森马选择避开竞争激

烈的成人服装市场，重点对童装领域进行布

局，打造了巴拉巴拉在内的多个儿童服装品

牌。

同时，森马开始不断加大对电商领域的

渠道布局，采取线上线下并行的销售战略，以

此扩大的产品的市场销量。同时，森马还避开

了高端服饰品牌主攻的一二线城市，转而选

择将业务重心转移到三四线城市，暂避锋芒。

最终，这些改革措施都取得了显著成效。2018
年上半年，森马公司的营收达到了 55 亿元，

同比上涨了 24.8%，其中主要的营收都来自

于三四线城市，而童装业务，已经成为森马最

重要的营收增长点。

除了线下营收的增长，电商业务的营收

增长也十分客观，相比去年同期涨幅达到了

32%。可以说，森马的改革措施成功扭转了当

初被动的市场局面，重新在国内服装市场上，

开拓了一片立足之地。

但是，暂时度过危机的森马，再次意识到

了潜在的危机。随着国际服装品牌在国内市

场的发展和沉淀，以及国内整体消费水平的

普遍提高，一二线城市已经不再满足于这些

国际品牌的发展步伐，开始逐渐向三四线上

市下沉，再一次威胁到森马的市场地位。

这一次，森马将眼光投向了广阔的海外

市场，尤其是东南亚市场。相比欧美发达国

家，东南亚各国的老龄化程度不高，人均年龄

较小，消费市场更加的年轻化，对于森马这样

的服饰品牌来说，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发

展空间。

事实上，早在 2016 年森马就已经开始涉

足国际市场，只不过当初最主要的目的，并不

是为了开拓海外市场，而是消化长期积压的

库存。如今，森马的国际化布局已经进入了全

新的时代，要在海外市场着力打造具有市场

影响力的服装品牌。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如今的森马在服

装行业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品牌竞争

力明显要高于东南亚国家的当地服装品牌。

但是品牌进入一个陌生的市场，从品牌口碑

到忠实用户，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这些未知

的风险，都是森马未来的“出海”战略中需要

面对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走出国门，来到了世界

舞台。这些中国品牌也凭借不断增强的综合

实力，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消费者的认同。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森马走出国门，开启新的

发展篇章。

■ 张曙霞

1988 年，上海爆发严重的甲型肝炎，市面

上板蓝根干糖浆供不应求。扬子江制药厂加

班加点，生产出 385 万包板蓝根干糖浆运往

上海。时任厂长徐镜人由此获得“板蓝根大

王”的称号。这是一段扬子江人耳熟能详的往

事。

30 多年过去，当初的扬子江制药厂，已从

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崛起成为中西药并

举、连续 4 年领先中国医药工业百强名单榜

的特大型医药企业。

而靠板蓝根干糖浆起家的徐镜人，一直

将疗效好的独家中药视若珍宝。

“从业务布局上看，我们将中药的创新发

展放在首位。”扬子江药业集团董事长徐镜人

说，中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创新研究已经成为

扬子江药业集团的主攻方向。

为了推进中药现代化，扬子江药业集团

从 2013 年起，整合集团所有中药产业相关资

源，全力打造龙凤堂中药产业园，聚焦中药现

代化面临的基础研究薄弱、创新能力不足、质

量可控水平低等诸多痛点，从中药材、中药饮

片、提取物、制剂的现代化及中药质量标准国

际化等环节发力，不断突破。

将研发创新放首位
“研发出好的中药，是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徐镜人表示，集中精力开发针对疑难杂

症、常见慢性病多发病的疗效好的独家中药，

是扬子江药业做中药的核心竞争力。

长期以来，许多疗效显著的中药处方握

在中医界的老专家和民间老中医手中。在徐

镜人看来，这些处方是开发多种疾病新型疗

法的“金矿”。为此，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

徐镜人就做出了“请名医挂帅，让绝技显灵”

的中药开发战略。

具体而言，在创新中药开发过程中，首先

选择来自名老中医、国医大师疗效确切的经

验方，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代疾病谱的变化和

老百姓的健康需求开发出中药新品。

徐镜人拜访的第一位名医是有“中医泰

斗”之称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董建华。董建

华毕生研究脾胃病的辨证论治，在数十年的

临床经验中积累了治疗胃病的处方———“胃

苏饮”。徐镜人在“胃苏饮”处方基础上研制出

胃苏颗粒。

神曲消食口服液是原首都儿科研究所副

所长方鹤松教授 40 年的临床经验方，2015 年

以中药新药的身份全国上市。

传承传统中医宝藏的同时，扬子江非常

重视中药创新药的研发。“国内中药新药研发

形势比较严峻，研发队伍不断萎缩，但扬子江

对中药新药研发的投入却持续加大。”扬子江

药业集团中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姚仲青说。

为了强化中医药研发力量，扬子江药业

集团于 2009 年成立中药研究院，目前研究团

队有近百人，超过 60%的研究员拥有硕士研

究生以上学历。与此同时，与中国药科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上海中医

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紧

密合作，聘请 4 位院士提供智力支持。

力推循证研究
传统中药存在化学成分复杂、有效成分

不明确、服用剂量大等缺陷，这不仅阻碍了患

者的接受度，更导致中药难以走出国门。

“中药的作用机理等基础研究比较薄弱，

循证医学证据对于深入挖掘中药的临床治疗

价值意义重大。”姚仲青认为，现在已上市中

成药的说明书，目前普遍存在功能主治过于

宽泛笼统的问题，再加上中医本身讲究辨证

施治，导致中药的临床应用受到很大局限，多

数西医医生无法真正用好、用对中药，无法发

挥中药的临床治疗优势。

扬子江一直非常重视中药循证医学证据

的建立，针对双花百合片、荜铃胃痛颗粒、香

芍颗粒等上市产品，已经启动多项中药临床

研究，并推动建立了相应的优势病种临床路

径。例如，2018 年，《国际放射肿瘤学生物学杂

志》刊发了《双花百合片预防鼻咽癌患者放化

疗导致的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随机、双盲、安

慰剂对照的临床研究》，影响因子高达 5.13，
在中药 SCI 论文中首屈一指。

与此同时，凭借高水平的临床研究证据，

扬子江陆续推动蓝芩、苏黄、银马、双花等产

品进入临床诊疗指南共识、国家医保支付目

录及基本药物目录，从而让高质量中药的临

床价值得到充分发挥。

把好药材关
药材好，药才好。

中药质量受种质资源、土壤、气候、栽培

和加工技术等多重因素影响。而近年来，中药

材种植中盲目引种、采收、掺杂使假、农残超

标、“重量不重质”等乱象，导致药材质量严重

失控。

在中药产品生产过程中，扬子江坚持使

用优质道地药材。

国务院印发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

要(2016—2030 年)》提出，构建现代中药材流

通体系，建设一批道地药材标准化、集约化、

规模化和可追溯的初加工与仓储物流中心。

为了从源头把控中药材的质量，扬子江

按照国家颁布的 GAP 规范要求，在陕、甘、川、

渝、湘等省道地药材产区建立了板蓝根、栀

子、黄芪等十多个中药材规范化生产基地，种

植面积 4660 多公顷，从药材种子资源开始实

行标准化管理，涉及品种包括集团明星产品

蓝芩口服液、胃苏颗粒、银杏叶片等配方中的

多种原药材，实现了从药材源头到产品的全

过程控制。

为了寻找质量稳定的优质药源，近年来，

扬子江的脚步遍布全国，从种子的基因、成分

到产地的土壤、天气、环境等对多种药材进行

了系统分析和实地调研。

值得一提的是，扬子江还与中国中医科

学院合作，开展药材基源的 DNA 条形码研

究，建立种子的分级标准，以优质种子培育优

质种苗，建立种植、采收、加工、运输的标准规

范，而且对部分药材进行了指纹图谱研究，为

药材的质量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渊待续冤

扬子江：创新发展 引领中药现代化（上）

携手国航升级形象

汇源全新品牌 TVC 空中首发

跨界融合，“齐鲁粮油”新春再出发

荫齐鲁粮油在北京举办的推介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