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戴佳

“希望检察机关加大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

护力度，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让造假者

付出高昂的代价。”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药业

集团董事长耿福能在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耿福能说，经济要高质量的发展，必须走

品牌发展之路。品牌是知识产权，是财富，是

企业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必须加

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检察机

关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是一个重要环节，

希望检察机关更加关注和依法办理侵犯知识

产权犯罪案件。

今年两会,耿福能代表提交的建议之一就

是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助推经济高质量

健康发展。他建议做好品牌商标防御性注册、

商标案件纠错机制工作，保障品牌商标成为

激励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树立商业信

誉的“压舱石”，营造良好品牌生态环境。

耿福能建议，要加大打击商标侵权工作

力度，将“傍名牌”“搭便车”商标侵权行为列

入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重点工作。检察机关

要加大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更好地保护

消费者以及品牌企业的合法权益。

针对有些企业品牌保护意识不强，维权

能力不足等问题，耿福能建议出台品牌建设

实施细则，助力企业品牌保护，可充分发挥各

个行业商协会的作用，探索一套公允的品牌

评价指数体系，由第三方机构来做一些公允

的评价，彰显品牌的力量。同时，他希望检察

机关多深入企业，向企业多宣传知识产权保

护方面的法律及政策。

“让经济环境更加好起来，让社会大众安

心购买食品、药品,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

督职能保护知识产权是至关重要的。”耿福

能说。

■ 孙冰洁 韩靖

2019 年全国两会第四场“部长通道”于 3
月 12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就如何全面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一事，国家知识产权局局

长申长雨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今年将着

力提高知识产权的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将

商标的审查周期进一步压减到 5 个月以内，

将高价值专利审查周期在去年已经压减

10%的基础上，今年再压减 15%以上。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全面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申长雨表示接下来国家

知识产权局将出实招来应对当下的社会关

切，加强整体设计。制定实施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建设方案，进一步完善集严保护、大保护、

快保护和同保护为一体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格局。同时加强源头保护，提高知识产权的审

查质量和审查效率。今年年内将商标的审查

周期在去年已经大幅压减到 6 个月的基础

上，进一步压减到 5 个月以内；将高价值专利

审查周期在去年已经压减 10%的基础上，再

压减 15%以上。

申长雨表示，国家知识产权局还将积极

配合全国人大做好专利法的修改，建立侵权

惩罚性赔偿制度，大幅提高侵权违法的成本。

在最新的专利法修正案草案中，规定了对故

意侵权行为可处以最高 5 倍的惩罚性赔偿，

“这在国际上也是比较高的。同时，我们还启

动了新一轮商标法修改的准备工作。”

在海外维权方面，申长雨介绍，国家知识

产权局将探索建立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

心。加大海外维权力度，使中国的知识产权在

国外也能得到有效保护。

针对我国专利商标申请量存在的“量多、

利用率不高”的问题，申长雨表示今年将促进

发明创造和成果转化运用，培育一批包括智

能制造、生物医药、新一代移动通信等在内的

专利密集型产业，助推创新型经济发展。同时

引导企业更加注重品牌培育，促进中国产品

向中国品牌转变，助推品牌经济发展。在此基

础上，通过做好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促进中外

企业开展正常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助推开

放型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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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总论
———品牌评价国家标准宣贯教材

■ 谭新政 朱则荣 杨谨蜚 著

究竟什么是媒体，什么又是新媒体，人们

不断在基于联网媒体实践方式、新媒体技术发

展与内容营销价值等思考着最新趋势，探索着

最新答案。企业的联网品牌化媒体又将发展到

什么形态，是今天的企业刚刚开始思考或即将

思考的深度问题，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如果 21
世纪的第一个第二个十年是“广告的没落，公

关的崛起，新媒体的发展”，那么在 21 世纪的

第三个十年开始，将是“公关的没落，管理的崛

起，用户反应模式的发展”，企业的新媒体技术

或策划与企业管理之间的界线将消失，以新媒

体为主体的媒体化将演进到完全以用户反应

模式的科学研究和运用上。

再往以后十年、新十年、新新十年，是以十

年为年代，进行 N 世代往复更替的时代，我们

在 X 世代(二战以后出生的人口)、Y 世代(1985
年以后出生的人口)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并强

调 N 世代作为世界人口意识与消费习惯持续

发生变更的年代，以每 10 年为一个 N 世代，新

的年轻消费将成长起来培育并发展新的品牌

生活消费方式，变老的消费者将更新老年品牌

生活消费方式，不断以每 10 年发生变化的消

费者将至少使全球 10%的品牌发生重要的更

替性变化。加强 N 世代对品牌生活方式潜在

的认知和应用习惯前沿探测性研究，是企业品

牌能否始终保持敏锐市场前沿竞争能力，针对

性发展新兴品牌设计思想的关键。

6迈向全面变革院品牌运营属性的改变

从互联网被企业大量运用开始，管理人员

就开始尝试通过互联网方式来发展企业的现

代管理，于是研发、财务、营销、服务等许多流

程转移到了互联网上，并开始了 IT 化部署的

大潮，互联网企业和 IT 企业做为人类迈向多

网互联时期的重要基础性支柱公司，成为承担

企业品牌联网化发展方面最大的收益者。相反

企业对联网媒体特别是新媒体作用的认识，等

到企业都反应过来已经迟滞了很长时间，人们

对联网品牌的深刻理解，要到 21 世纪的第三

个十年，万物联网，多网互联，才会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全线爆发。

和互联网公司在 21 世纪的每十年所进行

的大发展大变革的方式一致，在这个历史性的

挺进发展阶段中，21 世纪的第一个黄金 10 年

是互联网和 IT 解决方案公司的时代，第二个

10 年是新媒体转型的企业媒体化的时代，第

三个 10 年是企业联网品牌化深刻变化、演进

与发展的大时代。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将转型为

联网品牌，全球范围大规模的品牌再造将反过

来又重构互联网、移动和数字技术、IT 业、媒体

业等基本的产业业态。

当所有的企业基于多网互联来实施企业

管理，企业内部与外部的众多流程已经发生了

根本性的改变，内部与外部统一融合起来，许

多原来内部运营的架构在公共互联网上，大量

的工作衔接与各种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终端和

数据并接并连起来，直到有一天，企业彻底成

为完全以联网思想运营的品牌生态组织，各种

基于网络基因、联网系统、数据连接、服务响

应、价值链、工作流等组成的纯粹网络化运营

模式取代了企业日常管理和运营的基础，而这

种大规模的企业品牌组织再造，并完全基于生

活在网络上的品牌用户所发展出的品牌性能、

品牌能力、品牌运营基础最终会使所有的全球

企业完成彻底性、颠覆性、自适应的、自响应

的、自服务的品牌自组织发展过程。

我们今天已经可以深刻预感到未来即将

发生的变化，深刻感受到这种颠覆性的力量正

在萌动，就象即将喷发的火山，岩浆已经在欢

快沸腾地雀跃，随时等待着新时刻的到来。当

品牌运营属性发生了结构性的根本改变，最高

形态的品牌生态组织———品牌脑将会正式诞

生，但注定只有少数保持远见的企业家能够敏

锐地发现这种高等级的品牌组织发展价值，也

注定了新的品牌巨头会酝酿诞生，与之对应的

是传统的互联网公司、IT 企业、新媒体公司将

演变为传统企业，处于被趋势和事实淘汰、再

造的重点领域，为创造全新竞争优势的品牌缔

造者们，正集中处于变革的前夜，蓄势待发，全

世界所有的产业，也将处于主动改变和被改变

两种状态中参与全球联网品牌化大变革———

崛起、持续或失落。

联网品牌的发展本质，是人类对品牌实践

的深刻理解，是人类在改造互联网过程中所发

展出的基本能力。企业要将联网视为土地、空

气和水一样的资源物质，尽管这可能是虚拟时

空看不见的基础物质，但运用这种虚拟物质、

生产资源、发展关系的水平，就成为决定一个

联网品牌能否发展的关键。这种认识与今天人

们将联网视为一种发展所必须的物质基础是

不一样的，未来在全球企业纷纷演变为联网品

牌的过程中，品牌本身才是运营重点，这与研

发某个软件、拥有某种互联网功能性服务、是

否通过互联网建立客户关系有着本质上的区

别，前者发展的是品牌本身的联网基因重构、

业务重组、品牌再造，后者是实现业务或工作

的解决方案应用。

第二篇章 品牌学科
第一章 品牌史学

品牌史学贯穿着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文

明进步史，对品牌史的研究是基本确定品牌文

明形态的一个重要发展过程。品牌史学和一般

意义上的史学所不同的是，它是发展中的史

学，不仅对过去发生着重要作用，也对品牌的

现在和未来发挥着重要发展价值，而人类今天

繁荣发展的品牌世界在为人类贡献与服务的

同时，也是人类史诗般的珍贵史料被记载在人

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之中。

1品牌史探源

品牌史包括了：(1) 品牌本身的发展史，分

为品牌文明基因、品牌孕育、品牌诞生、品牌发

展四个阶段;(2)从历史中发掘品牌，许多品牌

的起源或品牌故事的挖掘需要回到历史中探

源寻找，以保护性发掘的方式奠定一个品牌的

基本文明形态;(3)每一个国际品牌本身的发展

历史———起源、沿革与变迁。

品牌史是人类文明发展与变迁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从记载人类贸易活动到记录人类社

会经济发展变迁、国家兴衰、文明复兴中“活”

的史诗。民族、文字、语言、服装、建筑、交通的

发展史被认为是研究人类文明变迁史的基础，

但随着人类逐步迈向高等文明阶段，品牌的发

展史则在一定程度上逐步取代了民族、文字、

语言、服装、建筑、交通等等人类原本的基础发

展形态，成为研究人类文明史的主线。

以品牌文明形态为结构的贸易和市场活

动、民族品牌、品牌艺术以及具为具体的农业、

工业、汽车、航空、服装、食品、家用电器、城市

旅游品牌、城市景观等等领域，都在以市场中

的具体品牌发展史为社会经济和产业变迁的

代表。而这种以品牌来代表人类发展脉络和变

迁历史的表达方式，在今后及人类未来将越来

越明显，最终品牌史将取代人类大部分文明史

的记录表达方式，成为人类史的特定记载手

法，因而品牌史档案本身就是记载人类活动最

重要的史册。

回顾我们人类走过的历史，一幅幅画面接

踵而来———在漫长的人类史中，一队队商队在

驼铃中穿梭，一帆帆船队踏波荡海而来，蒸汽

机的鸣笛，现代物流网络的交织，国际网络的

飞速传输，空中客车飞跃于世界各地……

品牌到底是什么，它从哪儿来？

品牌发挥了什么作用，产生了什么价值？

为什么人类对品牌如此着迷并大量消费？

为什么全世界的经济都围绕着品牌在运

转？

让时光倒流，从人类前进的脚步中寻找品

牌的身影，开启你对品牌史的知识探索之旅，

探索整个世界与人类的秘密———

2品牌文明基因

品牌最早是以人类文明基因的形态存在

的，从人类以象形画面、文字和语言的发展开

始，人类就以各种凭空想象的图像、记录现实

的图像、装饰美学的图案设计和民族化的文字

语言发明为人类进步的主要方式，表达人类最

早的文明，而这些图像、图案、民族化的文明是

今天人类品牌发展的基本雏形和伟大基因，一

些对后来品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品牌思想

也在这一时期奠定。 渊待续冤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
商标审查周期将压减到 5 个月内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回答记者提问。

耿福能：检察机关应严厉打击知识产权犯罪

■ 王荆之 陈屹松

最近有业内人士呼吁，企业应该“停更品

牌官方的双微一抖”。抛出这一理论的人，多

数提倡的是三个层面的建议：

一是传播更需要战役化，出手就要干较

大型的品牌战役，在能力范围内做到极致，尽

可能做大；

二是在注意力分散的时代，尽可能让品

牌内容成为完整的整体，而不是“挤牙膏式”

的细煮慢炖；

三是品牌更需要的是口碑公关化，官方

少说话、外围多发声、让品牌被谈论，如此套

路主动制造公关化的口碑，为品牌创造更多

谈资。

以上重新兜售的三点建议，都是当今品

牌传播常用的核心三原则，与官方自媒体在

当前何去何从的话题，并无直接对立关系。如

同饮酒，有人小酌细品，有人大醉豪饮，你不

能说谁对谁错，只与饮酒人的酒量、场景、目

的、需求有关。

品牌该选择细水滴灌
还是大水漫灌？

推出 10 年的微博（2009 年 8 月上线）、8
年的微信（2011 年 1 月上线）、3 年抖音（2016
年 9 月上线），还是强势媒介么？

据各自官方数据看，微博、抖音日活均是

1 亿以上，而微信更是日活 10 亿。这些强势平

台，注定是品牌在传播中应该活跃的一方舞

台。

当然这些流量中，我们的目标用户可能

占比很小。我们必须意识到，品牌传播并不是

要取悦于所有人，更不能奢望所有触达到的

用户都会成为我们的粉丝。

在更强势的媒介上发声传播，会增大我

们的品牌与用户擦肩的机会。如内容足够优

秀，则可能成功吸引用户注意，让用户对我们

的品牌产生好感。但仅仅一次出现，未必产生

好感，一次产生的好感未必能够一见钟情，因

此，想引起用户的长期关注甚至影响用户的

消费决策，坚持多发声便成了行之有效的“笨

方法”。

毕竟，有的品牌可能做不到像老干妈那

样高冷，产品为王、长年累月形成了自然发

酵；有的品牌可能也没有支付宝一样拥有一

流的内容输出团队，更没有杜蕾斯那样与生

俱来的品牌话题基因，“高调”难以为继。在天

时、地利、人口都不具备的前提下，也许守住

官方自媒体（双微等）的阵地，保持品牌持续

发声是唯一能做的。

在实力允许预算充足的情况下，品牌传

播战役式打法当然是值得期待的。但品牌战

役，一则需要大量资金匹配资源，中小企业品

牌可能难以聚集有效资源，实现一轮甚至是

几轮品牌传播战役；二则需要高明的品牌定

位、系统策划、强力的执行支撑，万一失策，传

播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那一次性大规模投入

更加提高了尝试成本。

究竟是细水滴灌还是大水漫灌，企业通

常各有选择。但最常见的做法是，二者长短结

合，合理配合。

在品牌传播战役中，
品牌自媒体也有独特的阵地价值

当你的目标用户活跃在微信、微博和抖

音上的时候，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让你放弃

在这些平台上建立企业自己的沟通渠道。根

据速途多年传播经验，企业有时候需要放弃

的，其实是那些说起来很高大上、做起来却不

切实际、领导拍脑门提出来、预算却不支持的

宏大的“传播目标”。

我们都知道，在缺少推广的支持之下，仅

靠品牌自媒体的日常运营来吸引新用户是不

易的，但对于品牌组织的每一场大型传播战

役来说，品牌自媒体却是无法忽视的阵地。

品牌每一场重要的营销战役，没有统一

的套路，品牌官微在传播中的战术作用也不

尽相同，但常规战术通常有两种：

战术一：在传播战役末尾，展现出发言人

的姿态，表示“本品牌对此次传播负责”。

示例：百事可乐猴年春节战役项目的传

播路径图：

1、启动期：猴王落选春晚，微博话题炒

作；

2、推高期：KOL 助推，煽动网友情绪；

3、收割期：官方 TVC 露出，通过官微表现

品牌主导地位。

在“启动期”和“推高期”这两个阶段，“推

高峰值”的目的清晰，信息传递纯粹，品牌露

出极少，消费者的接受度极高，话题的参与

度、话题的再次圈层辐射度极高，能够为最后

的品牌爆发阶段（收割期）累积大量真实流

量。

战术二：在传播战役伊始发声。

示例：杜蕾斯空气炮现场直播传播路径

图：

1、官微提前发布预告；

2、KOL助推，传播事件预告信息；

3、事件传播全面展开。

这种传播路径更为常见，只要内容优质，

结果往往简单粗暴却有效。选择这一战术的

品牌方，往往希望传播的从头到尾都有品牌

露出，遗憾的是大部分类似的传播只是做到

了“露出”，生硬的品牌信息从一开始就将 TA
排除在外。

我想讲的一个结论是：一次引起外部广

泛围观的传播战役，与官方自媒体的作用并

不矛盾，甚至广域流量的爆破与私域流量的

积累/运营，可以形成合理配合。

事实上，不少品牌自媒体在传播战役中，

已经具有不可替代性。比如海尔的微博、联想

控股微空间的公众号等等尤其如此，它们通

过“去产品化/卖人设+早期的流量红利+长期

的运营积累”，拥有了强大的流量基础，为品

牌的历次传播战役提供了明显助力甚至是主

力平台。

品牌自媒体运营中的最大误区

无论是消费者主动寻找，还是品牌主动

出击，双微一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用户的“真

关注”，进而才是货真价实的流量转化。

那么，用户为什么会关注某个品牌自媒

体？

第一，为了 IP 信息或专业知识。

只为获取某一品牌的信息（动态、广告

等）而主动关注官方自媒体的，其实不太常

见。主动关注者，往往与你的双微一抖做得多

么有趣关系不大，很少有人会抱着娱乐的心

态去搜寻、打开或关注某个品牌的自媒体。这

样的平台价值，往往体现在面向特定人群的

专业知识、特定活动信息等，比如“联想控股

微空间”的公众号上，聚集着 IP 人物柳传志的

众多铁粉。

第二，赚取优惠。

随着微商城的普及和使用，大部分品牌

方都会把微商城和公众号进行绑定，并通过

各种优惠和福利刺激用户关注。肯德基、麦当

劳、优衣库就是典型的例子。此外，微信服务

号往往作为“品牌会员”的集中地，产品、优惠

信息也更为集中。

第三，功能使用。

服务类品牌的双微，尤其以微信公众号

为主，主要以提供服务为主，用户关注的主要

目的是功能使用方便。比如银行官微、飞常

准、各大知名医院官微、丁香医生等。

第四，有趣的内容。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

挑一。品牌双微一抖账号中，能做到这一步的

屈指可数。大家都知道的杜蕾斯（微博）、海尔

（微博）和支付宝（微信），这三个看似“不务正

业”却实现了用内容吸引关注。

了解用户需求、明确用户关注品牌账号

的原因，正是品牌在内容上的着力点。而大部

分的品牌账号，内容又恰恰是失败的关键！

———打开竞品的账号，再看看自己的内容，差

别并不明显。一样的内容，一样的玩法，甚至

追一样的热点……

运营者不知道内容在哪里，又怎么会知

道向用户呈现什么内容？

品牌是否停更官方自媒体，与更新频次

没有直接关系，只与你以什么“面目”去面对

用户有关。

渊作者为速途网络上海分公司内容营销经

理袁曾参与执行多个品牌的社会化传播项目遥 冤

走不出品牌误区，难抓得住粉丝流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