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牌之窗 Brand Promotion

■ 胡佩生 周敏

据中国冶金报报道，2021 年伊始，华菱湘

钢船舶和海洋工程用钢产品研发项目经理肖

大恒告诉记者，虽然 2020 年国内外海洋工程

市场受多重因素影响并无起色，但华菱湘钢

的海工钢销量却比 2019 年翻了一番，特别是

在海外市场获得了大额订单。

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2021 年 1 月 4 日

发布的 2020 年冶金产品实物质量品牌培育

产品名单，华菱湘钢的海洋工程用结构钢板

被冠名为“金杯特优产品”，显现出华菱湘钢

海工钢在市场上的影响力。

华菱湘钢引进世界先进的 5米宽厚板生产

线，配套国内领先的钢板热处理工艺，包括先进

的 5米板调质热处理线、亚洲目前最长的 117
米氮气保护气氛辊底式常化炉和 93米回火线。

该公司掌握了纯净钢冶炼、合金化、轧制、热处

理等多项关键技术，成功解决了大断面连铸坯

中心偏析和疏松等缺陷，成为国内能够稳定生

产 100毫米特厚高强度高韧性海洋平台钢板的

钢厂之一。

截至目前，该公司拥有近百项板材生产

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并主持编制了

我国首个海洋平台用钢标准———《海洋平台

结构用钢板（YB/T4283-2012）》标准，参与修

订了《船舶及海洋工程用结构钢（GB712—
2011）》标准，助力我国海洋平台用钢的规范

有序发展。

多年来，华菱湘钢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

（简称中海油）、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上海

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蓬莱巨涛海

洋工程重工有限公司等国内先进海洋平台制

造商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

该公司与下游客户形成了牢固的合作关

系，除了产品的优异品质，更体现在综合服务

上，包括可靠的供货能力和快速交货能力，充

分满足了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该公司实行产销研一体化机制，把好产

品研发方向，加大市场开拓力度，集中研发力

量，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组织销售、研发、生产

系统人员共同组成船舶和海洋工程用钢产品

研发团队，与工程业主方、设计方密切联系，

参与到钢板材料设计当中，让客户的要求无

障碍反馈到湘钢的研发和生产部门，并得到

快速响应和准确体现。

同时，该公司还配备了由全国劳动模范、

著名焊接专家艾爱国主持的焊接实验室，提

供国家认可的钢板焊接性能实验报告，为客

户提供焊接工艺、焊接材料选择等一揽子解

决方案，提高钢板焊接效率，降低下游客户制

造成本。

据华菱湘钢有关技术专家介绍，海洋经

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连年提高，根据

此前国家颁布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

要》，到 21 世纪中叶海洋经济在国内生产总

值中的比重要进一步上升到 8%。海洋石油开

采的前景，为海工钢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而开采技术的不断发展、开采范围向深海的

不断拓展，也对海工钢的冶金质量和钢板性

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海工装备逐渐大型化、超大型化，使

用高强度钢板以有效减轻平台自重从而实现

轻量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海工钢的屈服强

度开始从 355 兆帕级别上升到 420 兆帕级别。

2018 年，湘钢开发了 100 毫米厚度 420 兆帕

级海工钢，在国内率先批量应用于中海油海

南陵水 17-2 气田开发项目。2019 年，该公司

又为俄罗斯亚马尔项目二期工程批量供货。

中海油开发的国内首个特大型自营深海油田

群———南海流花项目，将更大批量地使用华

菱湘钢 420 兆帕级海工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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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颉宇星

最近国外运动品牌的“中国风”超级大店

接连在国内开启。近日，安德玛国内规模最大

的体验店落地杭州。据悉，此店充满江南风

味，并配有运动社群体验区。此前，露露乐蒙、

阿迪达斯等品牌纷纷开设类似店铺，业内人

士认为，品牌试图通过这种本土化精细运营

提升消费者忠诚度。

据中国商报报道，安德玛的相关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该体验店于 1 月 16 日开启，位

于杭州湖滨银泰 in77，占地 1111 平方米，共

有三层，店内主要售卖安德玛最新发售的产

品。其中第三层是一个运动社群体验区，安德

玛会邀请明星、教练以及消费者一起运动和

交流。此外店内还提供能量运动饮料等。

值得注意的是，店内设计主要以骑楼、青

砖等江南元素为主，还邀国内艺术家以“牛”

为元素，创作个性涂鸦，以彰显朝气蓬勃的品

牌特点。

除了安德玛，露露乐蒙也开设了类似店

铺。2021 年 1 月 14 日，该品牌的上海新天地

门店重装开幕，门店设计以上海市标志性民

居建筑石库门为主要元素。该店也有三层，除

了售卖露露乐蒙的新产品，该品牌还打造了

社区运动空间，消费者可以在此练习瑜伽。

而阿迪达斯也于 2020 年 12 月在北京开

了一家“超级大店”，京味十足。据了解，该店

装饰以风筝、天坛等设计元素为主，主要发售

北京限定鞋款以及旗下时尚品牌 Y-3 的产

品。另外，品牌还会在此组织相关健身活动。

此外，耐克在 2020 年 7 月于广州开设了

全球首家 NikeRise 门店，该店占地面积约为

2053 平方米。据悉，该店紧邻天河体育中心，

门口上方挂有巨幅广州球星易建联的海报，

店内还有广州特色专区，售卖印有粤语的服

饰，还可以为团队设计统一赛服。另外，广州

会员可以参与耐克在店内或城内举办的各类

体育运动以及文化分享会等社群活动。

服装行业专家赵小林向记者表示，这些

超级大店的特点是中国风、本土化和社群化，

各大品牌显然希望通过这种精细化服务来提

升消费者忠诚度。

他认为，虽然国外运动品牌在中国市场表

现不错，但这些品牌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品牌的

营销趋向同质化，例如赛事赞助、明星代言等会

造成每个品牌之间的区分度不高；二是目前“国

货”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消费者对民族品牌有天

然、强烈的认同感，这种消费心理可能会导致国

外品牌在推广时面临不小的压力。

“面对这种情况，国外品牌必须更深入地了

解每个省份、每个城市消费者的喜好，更加精细

化地营销。从这些‘超级大店’的店面设计以及

社群服务内容都可以看出，品牌在努力拉近与

当地消费者的心理距离。”赵小林表示。

消费者周丽（化名）曾参加过某国外运动

品牌的社区课程，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授课的

瑜伽教练。“教练很专业，非常熟悉瑜伽知识

和相关产品的功能特性，很容易让消费者产

生信任感。”她向记者表示。

赵小林认为，社区课程教练将在“本土

化”运营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第一线与消费者

面对面沟通，“消费者在这种装修精致的‘超

级大店’内消费，心理预期自然提高，这些人

员的专业素质会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产生不

小影响”。

31个国际品牌首店
去年入驻京城
■ 马婧

2020 年的全球疫情并未阻挡国际品牌

在京落户的热情。CBRE 世邦魏理仕近日发

布的《2020 年第四季度及全年北京房地产市

场回顾及展望》显示，在“首店经济”政策的鼓

励下，去年全年有 31 个国际品牌首店入驻，

其中餐饮类占 32%。

去年年底，曼联全球首个体验中心曼联

梦剧场在北京坊亮相，全馆一共三层，面积达

3800 平方米。在曼联体验区，丰富的沉浸式

互动游戏使每位到访者都能感受到足球带来

的乐趣。这里还开设了中国大陆市场最大规

模的曼联官方授权专卖商店，消费者不用出

国也可以买到正版曼联周边产品。

去年 9 月在北京坊亮相的全国首家香氛

艺术馆，为消费者带来了风格迥异的艺术体

验。艺术馆宛如一个巨大的香水容器，人们可

以通过沉浸式体验了解香水制作过程，并亲

手调制香水。这家香氛艺术馆由香氛企业维

维尼奥打造，这次是首次来到华北市场。

去年，北京各大商圈在加大业态调整力度

的同时，侧重引入了独特的品牌首店，为消费

者带来新鲜体验，进一步带动实体商业回暖。

潮流地标三里屯也迎来新变化。苹果在亚

洲最高级别的旗舰店去年 7月亮相，面积是旧

址的两倍；去年 8 月，来自纽约的人气汉堡

Shake Shack，将北京首店设在苹果旗舰店隔

壁，吸引消费者纷纷打卡。在“百货之王”SKP
商场，法国奢华香氛品牌 KILIAN、Boucheron
咖啡、Tiffany咖啡等都开设了北京首店。

首店对北京市场的热情离不开政策的支

持。去年 9 月，市商务局印发《关于鼓励发展

商业品牌首店的若干措施（2.0 版）》，提出开

启品牌首店服务“绿色通道”、助力品牌首店

落地选址和推广、打造全球品牌首发首秀展

示平台等若干措施，并对在京开示范首店、旗

舰店的企业给予租金和装修补贴，进一步加

大对首店的扶持。

世邦魏理仕华北区顾问及交易服务商业

部董事赵志玮表示，有丰富互动体验感的主题

活动、日益多元化和细分化的品牌首店，成为

零售物业吸引线下流量的热点。即将开幕的北

京环球影城和日渐临近的冬奥会，也在为北京

商业品牌活动提供多样的题材。随着品牌商户

尤其是国际品牌的市场拓展活动逐步回归正

轨，2021年北京商业将进一步回暖。

■ 苏讯

1 月 18 日，“极速 2021———绿能极速战略

发布暨媒体见面会”在常州举行，记者了解

到，作为电动车行业及其中坚力量，绿能的增

速异常喜人，在艰难的 2020 年实现了销量翻

一番。

当天的发布会，绿能高层纷纷登场，绿能

集团董事长刘晓，董事总经理王军，国际贸易

总经理鲁玮，营销副总兼 CBO 李鹏，常州制造

副总姚扬琴，市场副总监于鑫悉数出席。

发布会上，绿能集团董事总经理王军还

表示：“绿能已经发展 20 多年，早已成为行业

中品质稳定，技术领先的代表品牌，公司已完

成第一阶段战略目标，现在已经进入快速成

长期，未来三年将锁定唯一，覆盖全渠道，实

现年销 300 万辆的目标。”

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对于电动车行业而言，有规划成体

系的产业基地布局，往往都是成功的先决条

件。在中国电动车品牌行业里，绿能无疑是按

照自己节奏走的最稳的之一。

在行业遭受到疫情前所未有的冲击，行

业淘汰声和求稳的“守”声连成一片之时，绿

能不仅没有退缩，反而积极进军全国市场。常

州基地、天津基地、广西基地和天津休闲三轮

车基地已经正式布局，成都基地、广东基地也

正在筹划中。绿能也因此从一个“常州品牌”

做到了布局全国，并正向 200 万辆级别发起

冲刺。

而在全国布局的同时，绿能还在强调“唯

一战略”。据了解，绿能立足电动车行业已经

22 年，作为一个有“年代感”的老牌企业，能在

近 3 年内不断推陈出新，形成独特风格的品

牌，得益于绿能的运动型电动车品类营销战

略———“做唯一即是第一”。

众所周知，消费迭代，消费需求不断升

级，品牌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个时代是对品类

化，人格化品牌追逐的时代。

而绿能树立运动型电动车新品类，配备

运动型电动车外观，拥有运动型电动车特质，

造就真正速度快的真电摩，同时配备自主化

新型折角式智能仪表，APP 手机操控系统，可

以让产品在这个存量竞争的时代，更快速地

进入众人的视线里，被消费者认可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会议现场，在众多合作伙

伴和媒体的见证下，绿能科技集团董事长刘

晓与林志颖方代表进行了隆重的签约仪式。

刘晓表示：“林志颖年轻阳光的形象，极

具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度，深入人心的赛车手

的形象和绿能运动型电动车的品牌定位高度

契合。”绿能代言人的确定，实际上是连接品

牌、合作伙伴、消费者三方的纽带。消费者通

过对明星的喜爱而关注他所代言的品牌，并

产生爱屋及乌的情感。

同时，绿能还与三大互联网巨头达成合

作，推出腾讯 IP 联名，阿里支付宝金融支持，

京东电商平台启动，都将助力绿能品牌重新

上到一个新层面。

另外，在整个行业“成本上升———售价不

变———盈利下降”的死结不松反紧的情况下，

绿能提出，要让加盟的伙伴“过日子”，增值服

务就成为必然选择。

因此，发布会现场，常州制造与超威集团

代表签订战略合作意向，未来绿能所有自主

产品都将率先配装超威纳米碳电池，并且推

出“两年换新”的保障服务，为产品“可靠性”

增值赋能。

绿能集团还与太平洋保险签订合作协

议，丢车包赔，全国统一落地，为消费者的财

产安全加上至关重要的一把锁。

而回顾过去一年电动车行业发展，受疫

情影响，价格战一直存在。而绿能今年也将投

入 40 万台超低价引爆产品，做到真正的好

车、低价、大品牌。

大家更愿意买衣服了

服饰类零售
去年逆势增长
■ 谭伟婷

据日前陆续发布的全球时尚产业财报显

示，相比起更依赖于个体运营能力的腕表珠

宝品类，服装类零售整体而言呈现比较明显

的逆势增长。

国际范围内，优衣库母公司第一财季利

润大涨 23%，且在截至去年 11 月底的三个月

内，优衣库母公司迅销集团销售额几乎与上

一年持平录得 6198 亿日元，营业利润则大涨

23%至 1131 亿日元，超过分析师预期。得益

于消费者对运动休闲服饰需求的持续上涨，

lululemon 预计截至 1 月 31 日三个月内的销

售额和利润将超预期。美国鞋履品牌 Crocs
预计 2020 年第四季度收入将大涨 55%至 4.1
亿美元，全年收入将大涨逾 12%至 13.84 亿

美元，创历史新高。得益于电商业务 78.5%的

增长推动，在截至去年 11 月 29 日的三个月

内，加拿大女装零售商 Aritzia 销售额逆势增

长 4.1%至 2.78 亿美元。得益于消费者对运动

服饰需求的持续增长，美国功能运动服品牌

Vuori 去年收入已增长到 2019 年的三倍，其

中女士慢跑裤销量增长超过 1000%。

国内品牌交出的成绩单也让人满意，如国

内服饰零售商太平鸟，其在疫情之下，预计

2020 年全年净利润将同比大涨 27%至 7 亿元

人民币，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为 5.6亿元左右，与前年同期相

比大涨 59%。根据安踏集团日前发布第四季度

初步业绩数据显示，旗下品牌 Fila销售额同比

录得 25%至 30%的增长，全年销售额录得中双

位数的正增长，安踏品牌第四季度销售额录得

低单位数的正增长，全年则出现中单位数的负

增长，其他品牌第四季度收入大涨 55%至

60%，全年收入增幅为 35%至 40%。得益于数

字化等策略的逐渐生效，中国利郎男装品牌

LILANZ第四季度收入同比增长 10%至 15%，

较第三季度的 5%至 10%进一步改善，全年零

售额跌幅则收窄至 10%至 15%。

记者观察发现，服饰类的销售增长大多

源于品牌方及时更改销售渠道与策略，集中

经营线上者显然更易获利。受疫情对线下零

售业务造成的严重冲击影响，Prada 供应商九

兴控股去年利润或同比大跌 95%；在截至 12
月 31 日的两个月内，Urban Outfitters 假日季

销售额也下滑 9%；美国高端连锁百货 Nord原
strom 截至 2021 年 1 月 2 日九周的假日季销

售额同比大跌 22%，所幸在线销量同比增长

23%，占总销量的 54%，而去年同期为 34%。

预估未来一年内，如何捆绑线上线下进行全

渠道销售，依然是零售业之间竞争的关键。

■ 王博璨

近日，在武汉福星惠誉·群星城入口，一

个新出现的大约 3 米高的红色雕塑引起了顾

客的好奇和围观。这个雕塑的主体由字母 F
和 H 构成，旁边写着“福星惠誉”“20 周年，更

新生活，更新未来”。来群星城逛街吃饭的小

情侣、一家三口等顾客，纷纷以它为背景进行

自拍，然后发到朋友圈，集到 8 个赞就得到一

张电影票，在这里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据了解，福星惠誉成立于 2001年 1月 18
日。该雕塑即福星惠誉发布的 20 周年主题

LOGO，它既代表该企业对过去 20 年的致敬，

同时也是以 20周年号召“更新生活，更新未

来”，昭显品牌的焕然新生。跟这家企业一贯低

调的作风一样，发布新 LOGO也没有举行盛大

的发布活动，而是选择线上官微发声，线下布置

打卡地回馈顾客。

官网信息显示，20 年间，福星惠誉从城市

旧改和城中村改造开局，目前核心业务已经

涵盖住宅开发、商业及物业经营管理、产城融

合、文旅产业等领域，项目遍布华中和长三

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经济核心区域，是中国

房地产百强企业，是从武汉成长起来的城市

地产名片。

福星惠誉品牌负责人介绍，新 LOGO 每

一个元素都蕴含着福星惠誉的品牌寓意。新

LOGO 继续以 F、H 为主打元素，代表“福星”

与“惠誉”的字母缩写，同时蕴含着品牌理念

的广泛含义。F 与 H 相互拱立、相互支撑，在

保留了原有烙印的基础上化繁为简，形成简

洁、清晰、有力的视觉标识。F 与 H 构成稳固

的建筑形态，呈现不断向上提升的态势，寓意

着品牌生命力的持续生长。

记者看到，在色调上，新 LOGO 缤纷多

彩，年轻明快，活力尽显。福星蓝代表传承品

牌蓝色基因，明亮、稳健、国际化视野，是天空

与梦想的颜色；快乐橙代表面向未来焕然新

生，青春、活力、朝气蓬勃，是缤纷生活的颜

色；自然绿代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健康、舒

适、绿色人居，是返璞归真的颜色。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种颜色代

表丰富多彩的生活百态，折射出福星惠誉多

样化的品牌触达。此外，LOGO 英文标识也发

生变化。FUXINGHUIYU 升级为 FXHY Life，
凸显品牌理念的核心要素———生活。

品牌负责人介绍，一切的改变，新的启

程，都是为了更新生活，更新未来。“城市更新

与幸福生活服务商”，是福星惠誉的企业定

位，“城市更新”是过程，“幸福生活”是最终目

标。通过此次形象升级，进一步传递了福星惠

誉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

对于 20 岁的福星惠誉而言，新 LOGO 是

一次形象升级，亦标志着企业的品牌焕新。从

2001 到 2021，福星惠誉走过了第一个 20 年，

从深耕武汉到立足全国放眼世界，从住宅开

发到成功布局六大领域，福星惠誉已悄然完

成蜕变。在下一个 20 年，福星惠誉将秉承年

轻心态，以全新的面貌迎未来挑战，朝着多元

化发展的星辰大海奋力前行，构筑更全面、更

完善的幸福生活闭环，以用心服务深入洞察

客户需求，打造生活全场景综合服务体系，持

续升级品质，多维度整合资源。向全方位、高

效能幸福生活服务商迈进。

“福星惠誉将继续秉承先做人、后做事的

文化理念，为政府分忧、为百姓造福的开发宗

旨，坚守核心价值观，创建有温度的未来生

活。”品牌负责人表示。

福星惠誉20周年之际低调发布新LOGO

超级大店争相开启
国外运动品牌盯上“中国风”

品牌制造业企业成功“逆袭”绿能向200万辆级别发起冲刺

适应需求育品牌
———华菱湘钢海工钢2020年销量翻一番的奥秘

荫安德玛杭州湖滨银泰 店内“中国风”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