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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敏

“品牌赋能，创新营销，聚力前行。”这是

1 月 7 日至 8 日隆重举办的陕西东裕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东裕品牌特许专卖

商年度盛典活动的主题。

回顾 2020，展望 2021。东裕加强管理，规

范合作，伴随加盟商及客户数量的增加、新品

的丰富，有品位、有档次、有影响力的东裕品

牌不断提升，全年主要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在信心坚定的喝彩声中，2021 年东裕品

牌特许专卖商年度盛圆满结束。这次年终盛

典，见证了东裕品牌“大家庭”的活力与拼搏，

以盛典为契机，借助品牌赋能，创新销售渠

道，东裕这艘“大船”必将朝着美好的未来扬

帆前行。

勇当表率 做强茶品牌
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陕西省高新技术企业，陕西东裕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在不断提升产品规模和稳定性的

基础上，持续的市场开拓为广大陕西茶企做

出了表率。

打造中国品牌，不仅意味着质量和诚信，

同时也彰显出我们企业和企业家勇于承担社

会责任的家国情怀。2020 年 8 月 8 日下午，

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赵一德在汉中市委书

记、市长方红卫的陪同下到陕西东裕生物科

技股份公司考察和调研。省长赵一德勉励东

裕做优做强茶品牌，并能以科技为引领、延申

产业链，在茶叶衍生产品的市场应用方面发

挥引领作用。同年 11 月 5 日—10 日，第三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召

开，东裕代表陕西茶企在“陕西国家级步行街

展示区”惊艳亮相。陕西省副省长徐大彤莅临

陕西馆指导，并向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推介

陕西好茶，领导们在现场品鉴东裕汉中仙毫，

东裕桂花红茶，再次勉励陕西茶叶做优做强。

一个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带动和引

领。如今，茶产业已成为陕西秦巴山区农民脱

贫致富的优势主导产业和振兴地方经济发展

的朝阳产业，也是宣传陕西、对外交流与合

作、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一张靓丽名片。东

裕坚持以市场为先导的发展理念取得明显的

市场反馈，东裕品牌成为陕西极具市场号召

力的领导品牌。而东裕公司的东牌汉中仙毫

也成为了消费者认可的爆款产品。

线上直销 演绎新模式
企业不仅需要具备技术创新的硬实力，

也要有软实力，而软实力就是应当注重品牌

信誉传播、企业文化提升等，首先要打造立体

化、人性化的品牌声誉，不光要卖产品还要传

递品牌价值观。以互联网思维改造和提升既

有运作模式，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推动茶产业

实现转型升级，东裕人不仅拉升了销售业绩，

还成功推广了品牌形象和企业文化。

2020 年 3 月 21 日，陕西汉中仙毫 2020
开采节在西乡枣园湖东裕生态观光示范茶园

举行。陕西广播电视台 FM101.1 西安乱弹栏

目，8 大节目主持人走进西乡枣园东裕茶园，

带听众、观众体验东裕汉中仙毫采摘、制作，

品饮、线上直销体验，数万观众参与现场互

动。

同年 4 月 27 日，著名文化学者、书法家、

教授、研究员、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有

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德艺双馨艺术家肖云

儒教授走进西乡东裕生态茶园现场直播，讲

述陕茶文化的内涵，灵魂与陕茶精神，390 万

人在线观看直播。

做好品牌传播提升和品牌美誉度应该做

到营销与品牌价值观传播相配合，东裕品牌

成功闯入了“网络直播”的视野与领地，利用

新模式多渠道整合传播，逐渐让网民耳熟能

详，赢得了世界的喝彩，走向网络聚焦的中

心。

线下布局 实现再拓展
新零售下，茶叶门店不仅仅是售卖的场

所，更具有体验、社交、文化传播等功能，也不

再是商品的陈列，更多的是商品多元化的展

示。2020 年 6 月 23 日，位于西安市高新区锦

业路绿地中心的东裕茗茶高新茶事生活体验

馆向世人亮相。步入 2021 年，东裕茗茶浐灞

欧亚国际体验店于 1 月 16 日盛大开业，这是

继曲江东裕茶苑、高新绿地旗舰店后，东裕茗

茶在西安布局的第三个线下直营体验店，为

消费者打造了又一个切合当代的茶文化体验

空间。

开设东裕茗茶体验店，就是要把陕南秦

巴山区最好的茶叶、大自然的心意奉送到消

费者身边，进行系统化、专业化、持续性的品

牌传播。下一步东裕茗茶还将继续在北郊布

局，开设茶叶体验店，做到西安东南西北全覆

盖，进一步拓展线下营销渠道，拉近与消费者

的距离，培养年轻人的茶叶消费习惯，打造东

裕茗茶半小时生活圈，提升品牌体验和影响

力，让汉中仙毫走到更多市民身边。

抗击疫情 捷报又频传
2020 年，东裕人用行动证明了抗击疫情

的决心与信心！疫情面前，党建引领助推品牌

建设，大家众志成城，东裕品牌效益攻坚再创

辉煌。陕西东裕生物科技股份公司党支部被

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评定为全省“评星晋级、

争创双强”活动五星级非公经济党组织。在东

裕品牌发展的历程中，东裕人奋笔书写出新

的篇章。

东裕茗茶备受社会各界瞩目，捷报再度

频传。在这一年中，陕西东裕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荣获全国 AAA 级信用企业、东裕牌汉

中仙毫荣获 2020 全国茶叶品质评价榜四星

级绿茶；陕西省市场监管局产公示陕西绿茶

品质量标准领跑者，东裕汉中仙毫荣获全省

绿茶产品质量标准执行的排头兵。

还值得一提的是，9 月 12 日，陕西东裕生

物科技股份公司获得国家农业部中国良好农

业规范认证(GAP)。这标志着东裕生态茶园种

植清洁化、有机化、标准化管理迈上新台阶。

一路精彩 携手再出发
不忘初心，聚力前行，东裕品牌一路精

彩。2011 年底，东裕生物科技公司成立，十年

的并肩携手成就了公司的今天，十年成长的

道路离不开所有支持企业的东裕“家人”与合

作伙伴。

陕茶有着得天独厚的历史和文化自信，

东裕是陕西茶企业的代表。作为将陕茶推向

全国、带给世界的一张陕西名片，从品牌诞生

开始便专注于陕茶及陕茶文化的推广，为“陕

茶名片”做出了突出贡献。

2021年，东裕人将用创新的思维、发展的

眼光加大创新改善力度，降低企业成本，提升

产品质量，做足内功，实现品质上、技术上、品

牌上的升级，抱团取胜，以优异成绩再创新高。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个个体不管如

何努力，永远也赶不上时代的步伐。数十人、

百人，千人一起奋斗，才能摸到时代的脚……

2021，让我们携手奋进！”新的一年来临，东裕

人联袂业界内外力量鼓与呼，构建“互利、共

赢、忠诚、牢固”的东裕品牌营销网络，以全员

销售为出发点、以实现销售绩效为目标，聚力

前行，多渠道并轨发展，正在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徐福记
杀入坚果市场
■ 钱瑜 白杨 王晓

徐福记一直以来以销售糖果为消费者知

晓，但北京商报记者发现，随着今年春节来临，

徐福记推出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产品———“坚

果+糖点”礼盒。作为昔日糖果界巨头，在徐福

记尝试转身之时，也将与三只松鼠、良品铺子

等同样布局了坚果业务的品牌进行直面竞争。

而背靠雀巢的徐福记，涉足新领域背后的原因

是什么？又有多少消费者会为此买单？

据北京商报报道，1月 19日，徐福记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徐福记已推出 9款

综合坚果礼箱，5种坚果产品。包括巴旦木、紫

薯花生等混合搭配徐福记经典的糖点零食。”

这是徐福记自 1992 年创立以来首次推

出坚果类产品。在业内看来，坚果行业的规模

和发展势头是此次徐福记入局的驱动力。中

国食品工业协会坚果炒货委员会发布的

《2019 年全国坚果炒货行业经济运行报告》

显示，2019 年，规模以上坚果炒货企业收入

1766.4 亿元，同比增长 8.7%；利润总额 107.9
亿元，增长 7.92%。

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认为，徐福记推

出坚果是正确的决定。依托坚果行业的大健

康属性，再叠加徐福记的品牌效应和规模效

应，会对徐福记的发展带来全新的增长引擎。

在业内人士看来，除了看好坚果市场的

发展势头，徐福记此举还有意借力坚果上升

势头，带动其糖点类产品销售。

事实上，徐福记推出“坚果+糖点”礼盒与

糖果市场低迷不无关系。2015 年开始，糖果

市场开始出现下滑，糖果产量增长放缓，世卫

组织发布“每日糖摄入量 25g”的饮食指南，

使减糖成为席卷全球食品行业的最大风暴，

包括雀巢、费列罗、瑞士莲和玛氏公司在内的

数家糖果公司联合承诺，“未来五年内销售的

至少一半以上产品，单包装热量将控制在

200 大卡以内”。

在快消新零售专家鲍跃忠看来，在整个

糖果行业日渐式微的背景下，即便是中国市

场排名第一的糖果品牌，徐福记同样承压。为

适应市场发展，近几年徐福记也一直在寻求

多元化发展。

“徐福记会继续推出综合品类礼箱，暂时

不考虑推出独立坚果产品。”徐福记相关负责

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坚果品类已风行

数年，市场上已有几家独大品牌，价格非常有

竞争性，此时徐福记再推出独立坚果产品已

不具竞争优势。

2011 年，雀巢以 17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徐福记 60%的股权。但随着糖果业务日渐低

迷，雀巢或将出售徐福记的传闻也不胫而走。

2019 年 10 月，有消息称，雀巢正在寻求以超

10 亿美元的金额出售两家中国子公司徐福

记和银鹭控股权。2020 年 11 月，雀巢方面确

认同意向 Food Wise 有限公司出售银鹭花生

奶和银鹭罐装八宝粥在华业务。

出售了银鹭，那么下一步是否会出售徐

福记呢？对此，徐福记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

记者表示，徐福记是一个强有力、值得信赖的

品牌，雀巢也彰显出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承诺，

使得雀巢增强在中国市场的品牌发展活力。

今后雀巢会继续和徐福记一道做大做强品

牌，从而满足消费者需求。

另一方面，雀巢方面一直强调徐福记的

发展。此前雀巢曾表示：“糖果业务明显属于

需要修补的类别，并且公司正为此投入大量

精力，徐福记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在朱丹蓬看来，如今坚果炒货市场巨头

林立，徐福记想要突围并非易事。作为新入局

者，徐福记如何去做产品的迭代创新以及升

级，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标准决定质量 品牌引领发展
———陕西东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品牌战略亮点

荫2020 年 8 月 8 日下午袁陕西省委副书记尧省长赵一德渊左一冤在汉中市委书记尧市长方红卫渊左二冤的陪同下到陕西东裕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考察和调研遥

荫2021 年 1 月 16 日袁东裕茗茶浐灞欧亚国际体
验店盛大开业 袁线下布局再拓展遥

荫陕西东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东
裕品牌特许专卖商年度盛典活动隆重举行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