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5 月 29 日 星期日 责编：周君 美编：黄健 ENTREPRENEURS' DAILY
4 双汇发展协办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琴路 10 号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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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之窗 Brand Promotion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琴路 10 号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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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栗翘楚

先进的液晶模组生产线、高频运转的生

产设备、智能化的运营操控……今年 4月，海
信位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彩电基地正

式投产，这也是中国企业从业务全球化到品

牌全球化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中国品牌出海发展迎来了快速

发展期。多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

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等新技术浪潮推动下，中

国企业正在以产品本地化、定制化为导向去

赢得海外市场，通过践行低碳理念、参与行业

标准制定等赋予品牌新价值，探索中国企业

的出海发展新实践，让品牌经济成为发展的

新动能。

中国品牌从拼性价比迈向中高端
曾经一段时间，在许多外国人眼中，中国

制造更像是一座为全球生产和加工产品的

“大工厂”，各种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

从这里走向世界市场。

如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自主品牌

越来越多地走进国外消费者的生活，并向中

高端迈进。

“当初，在布局海外市场时，有国外企业

找到我们，希望以代工的方式出海，虽然可以

有 3%-5%的利润，但却很难在海外创立自主
品牌。”海尔智家相关负责人说。

最初的坚守，获得了发展成效。该负责人

介绍，2021 年海尔智家海外业务实现收入
1137.3亿元，同比增长 13%，经营利润 59.3亿
元，同比增长 48.1%；经营利润率达到 5.2%，
超越行业代工平均水平。

家电行业的有益实践，在汽车行业也得

到了再次印证。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

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路径，也是应对气候

变化、推动绿色发展的举措。近年来，我国坚

持纯电驱动取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取得

了成就，成为世界汽车产业发展转型的重要

力量之一。

“如今，欧洲在推动新能源车辆的投放，

新能源车市场发展迅猛。上汽大通MAXUS凭
借旗下产品矩阵，迅速打开了欧洲市场，与众

多国际百年汽车品牌同台竞技。截至今年 3
月，上汽大通 MAXUS海外市场累计销量突破
15万台，销往海外 51个国家和地区。”上汽大
通相关负责人说。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

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认

为，当前我国品牌出海的特点和趋势表现在

中国品牌差异化正逐渐取代规模化，本地化、

全球化生产能力增强，正在从性价比到中高

端品牌转变，融入了更多文化元素，形成新的

全球流行风尚。

数字技术助力中国品牌加速出海
2021年 10月，一汽解放海外车联网平台

上线试运行。一汽解放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外

车联网通过车队Web、APP客户端、运营Web
端，实现了生产、销售、服务的数字化管理，全

程信息透明可视，为海外客户提供了“整车+
车联网一体”的解决方案，加速构建了数字化

转型生态，提升了解放品牌的综合竞争力。

2021年一汽解放海外出口销量 1.5万辆，同
比增长近 150%。
在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梁威看来，我国数字经济为品牌出海

提供了全球供应链管理与数字化营销等方面

的支撑。一方面，品牌商能够通过数字技术，

提升全球供应链整合与布局效率；另一方面，

进入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成为各国消费者

了解和认识品牌的重要途径。

“不少食品饮料品牌是将国内版本直接销

往海外，但我们会先进行消费者洞察，通过线

上线下向结合的方式，了解当地消费者的消

费习惯，有针对性地对包装、设计等元素进行

调整。”元气森林相关负责人介绍，元气森林

在线上搭建独立站、运营主流电商渠道的同

时，也在线下进入主流连锁商超、便利店等渠

道，通过当地的主流渠道来覆盖更多用户。截

至目前，元气森林旗下产品已进入超 40个国
家和地区、打入美国亚马逊气泡水畅销榜

TOP10、推出海外新品 20余个。
“借助互联网，中国品牌以跨境电商独立

站的方式出海正成为新的趋势。”梁威表示，

由于国际跨境电商平台监管收紧等外部形势

变化，加之互动式营销等品牌运营需求的内

在驱动，更多品牌以自建独立站的方式出海，

通过独立站强化与境外消费者的互动与联

结，进行境外品牌深度运营。

品牌经济成为未来增长新动能
当前，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产品被选入

了海外消费者的购物车，从贴牌代工到品牌

输出，从拼规模化到求差异化，中国品牌出海

方式进行了新实践，品牌经济也成为了发展

新动能。

“目前，我们在海外设立了 55个海外公
司和办事处、20个研发机构、29个工业园区
和生产基地。”海信相关负责人介绍，从市场

国际化到制造当地化再到研发本土化，2021
年公司海外收入同比增长 32%，占整体营收
的 42%，自主品牌占比超过 80%。
“近年来，中国品牌正在着力打造品牌价

值，如提高产品品质、加大专利研发、拓宽销

售渠道等。”盘和林说。

2021年，OPPO在欧洲市场的全年出货量
同比增长 78%，成为欧洲市场第四大智能手机
品牌。提升品牌价值的背后，是技术水平的支

撑。OPPO在全球 40多个国家及区域布局专
利，主要涉及通信、影像、AI、快充等技术领域。

OPPO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今年一季度
末，公司全球专利申请量超过 7.7万件，全球
授权数量超过 3.8万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量占比超过 90%。
“完善的工业和服务链条、数字技术等，

都是中国品牌发展的有利支撑。”中国信息协

会常务理事、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朱克力表示，

凭借完备的制造业体系，我国形成了一个强

大、可靠、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为品

牌出海提供了支撑；数字技术在品牌出海过

程中发挥着新型基础设施的功能，以数智赋

能、价值创造、生态协同等来提升品牌对需求

的匹配响应，助力中国品牌出海的价值沉淀

和长效发展。

对于未来发展，朱克力认为，品牌经济正

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中国品牌要进一步

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开拓国际市场

作为自身发展的新契机和新舞台，以品牌出

海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协同推进品牌专

业化、以品牌标准化、品牌集群化、品牌差异

化的“品牌四化”策略。

■ 安宁

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品牌建设，积

极实施质量强省战略，持续加强自主品牌建

设。据福建省发改委介绍，福建省发挥品牌建

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作用，由省发改委、市场

监管局牵头，会同省委宣传部，省科技厅、工信

厅、财政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文旅厅等有

关部门，加快培育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和区域

品牌，不断加大民族品牌培育和市场开拓力

度，树立福建民族品牌良好形象。如今，福建品

牌建设已结出累累硕果，自主品牌正成为福建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力。

“把好质量关”
近年来，福建企业品牌质量有目共睹。目

前共有厦门航空、福耀玻璃等 2家企业获得中
国质量奖，九牧集团、福建船政交通学院、福光

股份等 4家企业 (组织) 获得中国质量奖提名
奖，39家企业 (41次) 获得福建省政府质量奖
(提名奖)，138家企业获得市级政府质量奖，30
家企业获得县级政府质量奖。为提升产品质

量，福建在激励机制、标准化战略、宣传力度等

方面下足功夫。

完善质量激励机制遥 近年来，福建全面开
展质量提升行动，推广先进质量管理技术和方

法，组织开展质量标杆企业经验交流。强化质

量激励机制，将工业企业质量品牌提升工作纳

入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体系。值得注意的是，

福建对荣获中国质量奖及提名奖的企业给予

的奖励，金额居全国首位。

联动实施质量尧标准尧品牌强省战略遥推进
科技创新、标准引领和品牌建设融合发展，以

标准化牵引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为强化质量基

础设施提供全链条技术方案，构建具有福建特

色的产品、工程、服务质量标准体系，服务统一

大市场建设。

加大质量工作宣传力度遥 围绕“单项冠军”
“专精特新”“质量标杆”“品牌培育示范企业”等

福建优质工业企业和产品，结合中国品牌日及

“质量月”“6·18”等大型活动，组织开展系列宣
传活动，推动福建工业品牌“走出去”。

“创出自己的品牌”
福建狠下决心，发扬“爱拼才会赢”的精

神，完善品牌培育机制，推进商标注册便利化

改革，做好商标执法保护工作，支持企业收购

境外品牌，加快推进国际品牌培育，推动“老字

号”创新发展，持续加强品牌推介。

据了解，福建已制定《关于加快推进品牌农

业建设的七条措施》等规范性配套文件，开展名

牌产品评价工作。指导企业用好用足商标品牌

优惠政策，近几年，福建全省共为马德里国际注

册商标、驰名商标、地理标志商标申请人申报省

级财政补助与奖励总金额达到 4982万元。
稳步推进知识产权业务“一窗通办”，高效

率带来积极反馈。2021年，福建新申请商标
500458 件，新增注册商标 446895 件，累计有
效注册商标数达 1989159件；新注册地理标志
商标 51件。累计核准 1821家使用地理标志专
用标志，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企业数居全国

第一位。

品牌建设非一日之功，福建在对自主品牌

建设成效显著、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强的入选企

业给予奖励的同时，也积极支持企业收购境外

品牌。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祥兴(福建)箱包
集团有限公司等一批行业龙头品牌企业通过

并购国际高端品牌提升了产品国际市场份额。

“要有自己的创新产品”
全省有效期内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预计突

破 9000家，省级科技小巨人企业达 1458家，
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5210家，上榜国家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 221家……亮眼的
成绩背后，是福建为培育企业创新力持之以恒

的努力。

创新是铸就品牌的核心动力。

关键技术攻坚方面，福建重点围绕新一代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高端制造、新能

源、海洋经济和现代农业技术等领域，加大产

学研协同创新，突破了稀土在耐热不锈钢中的

应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宁芯 2号”大黄鱼基
因组育种芯片全基因组选择育种等一批关键

核心技术，部分产品实现了国产替代。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方面，全力推进福厦泉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加快构建省创新实

验室体系。随着嘉庚创新实验室 7万平方米大
楼全面投入使用，标志着世界第 4、亚洲首座
无噪声实验室等先进研发设施的落成。此外，

闽都创新实验室已突破激光微纳制造、量子云

码可信溯源等 3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

云从科技：
聚焦人工智能领域
为中国品牌崛起作贡献
进入新时代以来，从“中国制造”到“中国

创造”，从“中国速度”到“中国质量”，越来越多

的中国品牌以质取胜享誉世界，成为闪亮的国

家名片。为推动我国品牌建设，云从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从科技”）聚焦人

工智能领域，以领先的技术、高效的解决方案

打造人工智能品牌，彰显出中国品牌力量。

资料显示，云从科技多年深耕垂直行业，

广泛布局智慧金融、智慧治理、智慧交通和智

慧商业四大业务领域，深入洞悉用户所需，提

供多种高效的解决方案为不同垂直领域的客

户赋能，形成领先的场景化经验积累和优质

的品牌形象。

历经长期与各垂直领域重点客户的紧密

合作，云从科技通过大量场景数据训练不断优

化算法平台，培育出针对不同行业特有的数据

分析和应用能力，积累了对行业的深度理解和

核心服务能力，建立了较高的业务壁垒。

例如在智慧金融领域，云从科技为包括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

行、中国银行、邮储银行和交通银行等超过

100家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提供产品和技
术服务，推动全国众多银行网点进行人工智

能升级。

在智慧治理领域，云从科技产品及技术

已服务于全国 30个省级行政区政法、学校、
景区等多类型应用场景。

在智慧出行领域，公司产品和解决方案

覆盖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上海

浦东机场、上海虹桥机场、广州白云机场、重

庆江北机场、成都双流机场、深圳宝安机场等

包括中国十大机场在内的上百座民用枢纽机

场，日均服务旅客达百万人次。

在智慧商业领域，产品及服务已辐射汽

车展厅、购物中心、品牌门店等众多应用场

景，为全球数亿人次带来智慧、便捷和人性化

的 AI 体验。
通过上述领域的广泛运用和与行业头部

客户的深度合作，云从科技逐步积累了在人

工智能行业的品牌优势。

当下，世界已经进入品牌经济时代，发达

国家的强势品牌仍占据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我国的品牌建设任重道远。在打造中国品牌

的道路上，云从科技将继续立足研发创新，持

续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品牌崛起贡

献自身力量。 渊新华冤

福建：“闽字号”品牌爱拼才会赢

从业务全球化到品牌全球化
中国品牌“走出去”探索新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