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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评价国家标准宣贯教材玉渊连载一百七十四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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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论坛Brand Forum

■ 颉宇星

运动品牌打响新一轮营销战，通过线上健

身社群来吸引私域流量成为共同的“底色”。安

德玛（Under Armour）、彪马（Puma）、迪桑特
(Descente)等运动品牌均开展线上健身活动。
业内人士认为，对于有实力的头部品牌而

言，营销已从粗放地在第三方平台投广告转变

为对消费者的精细化管理，培养 KOC（关键意
见消费者）、加强消费者的认同感、归属感是品

牌社群营销的关键。

线上健身社群走热

近日，运动品牌安德玛面向中国市场推出

线上运动社区 UA HOUSE。该品牌社群运营
人员对记者表示，通过 UA HOUSE，用户可以
体验 AI体适能评估、线上跟练、线下活动预
约、社群互动等项目，且 UA HOUSE小程序内
课程均可免费体验。

据了解，该平台内的健身课程主要由安

德玛的专业训练团队联手超级猩猩、悦跑圈

等国内运动机构设计，UA HOUSE会根据每
个人的 AI体适能评估结果提供个性化课程推
荐。

有 UA HOUSE的用户告诉记者，安德玛
的社群内会定期举办活动，比如 UA HOUSE
体能 PK计划、晒出自制减脂餐等活动，增强
用户的互动性。

彪马也推出线上运动社群“跑步私教计

划”。该计划的跑步私教对记者介绍，用户购买

彪马 Nitro任意款跑鞋即可获得跑步私人教练
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彪马签约跑步教练提供为

期四周的训练服务、一对一线上指导，以及专

属跑步训练计划等。“我们在给跑者提供跑步

服务的同时，也希望跑者体验我们的跑步产

品。”

迪桑特则上线了“精准练就营”直播，在

直播中迪桑特的签约教练、赛事大使会分享

训练技巧，包括提升体能训练、核心训练等，

还有针对性较强的铁人三项备赛训练课程，

用户可以跟着直播课一起线上健身。

据了解，运动品牌耐克（Nike）早在 2010
年已尝试打造线上健身社群。耐克方面向中

国商报记者介绍，耐克旗下的 Nike Training
Club平台能够为消费者的训练提供更完善
的帮助；Nike Run Club平台能够帮助热爱
跑步的消费者更好地参与跑步。

能为品牌带来什么

为什么要做线上健身社群？在耐克方面

看来，消费者对于线上线下的无缝消费体验

需求越来越高，所以品牌打造的生态系统是以

核心门店为中心，同时通过线上平台、App与
小程序来满足消费者对无缝连接的需求，希望

通过数字化更好地了解和服务消费者。

零售行业专家吴大伟对记者表示，疫情防

控常态化改变了不少消费者的运动习惯，居家

健身、线上健身成为一种新趋势，不少运动品

牌推出线上健身社群是在顺应这种趋势。

有行业分析师告诉记者，相比粗放地向第

三方平台大规模投放广告，私域的、精细化的

社群营销成为这些有实力的头部品牌的新选

择。“品牌在社群中不止是推荐产品，而是输出

品牌文化、打造圈层，通过包括健身等一系列

活动来传达健康、专业、可持续等观念，抢占用

户心智。”

吴大伟还认为，在线上健身社群营销中，

KOC（Key Opinion Consumer，关键意见消费

者，即影响自己的朋友、网友，产生消费行为的

消费者）扮演了重要角色。相比 KOL（Key
Opinion Leader，即网红博主、教练等意见领
袖），社群内的 KOC虽然粉丝数量不如 KOL
多，但他们更垂直，需要品牌投入的成本更低。

“群友、朋友之间无功利性的交流产品体验更

容易产生情绪上的共鸣和认同感，用户也在无

形之中加深了对品牌的归属感。”

以迪桑特为例。据悉，迪桑特的会员体系

包含了黑卡、钻卡会员等五大级别。迪桑特(中
国)有限公司总裁乐俊曾表示，一位大连的黑
卡会员会带动身边朋友一起“扫货”，甚至会扫

空新品。这些会员不仅影响身边同样圈层人群

的决策，还会给予品牌改进意见，促进产品设

计的进步。

不少品牌仍在观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运动品牌对于

线上健身社群营销仍在观望。

国内某运动品牌主理人对记者表示，做线

上健身社群的成本很高。“首先要搭建销售平

台将用户引流到线上健身社群，然后品牌要准

备线上健身课程，解决健身视频版权问题，还

需要请健身教练、租用场地和摄像人员以及摄

像设备，这些都是成本，而且是收效很慢，等待

转化成‘忠实粉丝’或者 KOC是需要很长时间
的。像我们这种‘腰部’品牌没有太多实力和精

力做（社群）。”

即便搭建好社群，后续的活动运营也有一

些难度。张鸣明负责一家新锐运动品牌的运营

工作，他告诉记者，在搭建好社群之后，品牌推

出的相关线上活动都是需要精心策划的，品牌

要传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当下的热点如何结

合，以及如何在活动中输出品牌文化，如何结

合 KOC们的观点引发用户讨论，增强互动等
等都很考验品牌的运营能力。“比如现在品牌

和用户都很关注居家健身，我们怎么做出差异

化，让用户把品牌和消费场景联系起来，形成

一种强关联，这其实很难。”

据了解，张鸣明所在的这家品牌主打轻运

动服饰，上海疫情期间，该品牌的社群推出瑜

伽、冥想、正念等活动，不少用户表示情绪上的

焦虑得到及时缓解，对品牌的信任也进一步加

深。

在张鸣明看来，如果一个公司想快速见到

转化率，看到生意回报，社群营销是比较慢的；

但是如果公司想做品牌，那就需要这种“润物

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消费者，提升

品牌溢价，“良好的、有针对性的服务才能获得

更多用户信任。”

2022年，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经济形
势下，第六个“中国品牌日”如期而至。与以往

不同，今年有一个趋势十分明显：越来越多的

品牌，开始重新认知、重新理解“诚信”。

如果说品牌是企业穿越经济周期的舟楫，

那诚信就是这艘船的压舱石，风浪越大，作用

越明显。

若无诚信，
品牌无从谈起

尽管“诚信”在东西方有不同的理解，但从

来都是商业繁荣的基础。在东方，它叫“一诺千

金”，在西方，它被称为“契约精神”。不管对于

个人还是企业，诚信都是存在、发展的底层逻

辑，日常或许不显山露水，但“沧海横流，方显

英雄本色”。

遗憾的是，很多企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面对骤起的风波时，第一个要放弃的东西便

是诚信。这样的做法或许会赢得片刻喘息，或

许会获得消费者的一次同情，但它终究只是暂

时的，而且一定会付出更高昂的代价。试想，当

一艘船放弃了压舱石，在风浪中，又能往前跑

多远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持续向中国创造

转变，中国产品不断向中国品牌转变，成为中

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动能。时至今天，第六个中

国品牌日来临，中国企业的品牌意识已经抵达

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是，在这片浩瀚的商业之

海中，我们依然能看到诸多乱流，其中很多都

与品牌诚信有关。

比如，假冒伪劣仍在损害消费者利益；为

了短暂利益，轻易将品牌抛弃、放弃；为了短期

利益，欺骗消费者，欺诈合作伙伴。可以说，抛

弃了诚信，也就放弃了品牌，同时也让自己丢

掉了成就伟业、基业长青的机会。

诚与信，
中国品牌长红的秘密

在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主办的

“2022品牌强国论坛上”，有关部门领导、智
库、专家、学者和知名中国品牌企业代表通过

线上方式，围绕中国品牌强国战略及实现路径

进行对话和交流，其中诚信被提及 45次。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企业评价协会

会长侯云春表示：“品牌是产品和服务理念、价

值、工匠精神、企业文化的集中展示，是产品和

服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表现，也是企业乃至国

家竞争力的综合标志，代表着供给结构和需求

结构的升级方向。”

中国广告协会会长张国华指出打造品牌

要取信于民，质量、材料、工艺，要经得起消费

者的检验，要经得起市场的检验，对消费者诚

信，要有高度负责的精神。

央视特约评论员、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

萍认为，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加强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也

是建立和维护品牌形象的重要基础。

《中国消费者报》副总编辑，原国家工商总

局反不正当竞争处处长杜长红认为，要创立和

维护品牌，就需要有守正笃实，久久为功的自

觉和情怀，发挥工匠精神、专业精神，秉承诚

信、摒弃浮躁，脚踏实地的推动企业和品牌高

质量发展。

华为集团前党委副书记朱士尧说，华为花

了很多心血，就是铸造了两个字“诚信”。诚信

的对待客户，诚信的对待政府，诚信的对待社

会，诚信的对待员工。这是一种无形资产，也是

核心竞争力。

著名品牌战略专家李光斗表示，我们讲诚

信，既代表了国家和人民的文化，也是工业化

的一个必然的要求，不能随意主义。企业和品

牌竞争是有序竞争，竞争不能脱轨，更不能突

破底线，品牌一定是不能逆向淘汰，不能“劣币

驱逐良币”。

企业代表华彬集团执行总裁卢战强调了

“诚信”在中国红牛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正

是因为“重信守义”，才有了红牛品牌的奇迹。

纵观中国红牛发展历程，危机始终如影随形，

而让中国红牛穿越一个个经济周期的真正原

因，就是践行承诺。

品牌诚信，
是穿越经济周期的关键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

诚信能让个人过好一生，能让企业基业长青，

也能让一个国家和民族长盛不衰。对于当下的

中国来说，这两个简单的字尤其关键。

当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品牌诚信”的

重要性时，商业环境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交易成本降低、流通效率跃升、运转速度加快，

最终，一个真正的全国市场将会形成，双循环

的闭环也因此完成。这便是品牌强国的第一重

意义，而品牌诚信的作用远不及此。

这一根植于中国人集体记忆深处的观念，

是整个民族的共识。正因为中华民族自古就有

以诚为本、以信为先的文化传统，中国才成就

了辉煌的大一统，也正因为这种观念的延续，

中国也才得以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

断代的一个。而在未来，它也将是中国崛起的

关键。

如今，一个新的经济周期正在形成。这一

过程中，确实会有一些风浪、一些逆流，个人、

企业都有一些感知。但是，从一个更长的时间

维度来看，这些都是暂时的，大趋势没有变，中

国品牌正在打破传统的西方品牌市场话语权，

为世界带来中国品牌自信：“我们生而为中国

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

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

品牌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文化元素的注

入。全球知名品牌的崛起历史和经验已经验证

了这一点，中国品牌也一定会从中国传统文化

中汲取力量。这些力量中，重信守义的诚信文

化一定是其中重要力量。 渊据经济网冤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美国大陆上发展快速

最快的是铁路网和电报网，1867年美国人约
瑟夫·格利登发明有刺铁丝网。整个美国就是

建立在网状组织的思维方式上，系统和网络是

美国科技与经济发展最典型的组织思想。随着

广播网、电视网、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社交网、

物联网、数字网的全速发展，人类快速步入了

21世纪的网络时代。
而网络组织的飞速形成以及现代互联网

对人类产生的深刻变化，又反过来促进拥有卓

越远见的企业领导人将目光放在网络化变革

之上，将组织网络形态回归到人类早期的网络

变迁史，回归到以人际网络连接为特征的网状

组织形态，积极创造新型的网状组织。而大部

分的企业领导人还可能仅仅停留在互联网及

移动互联网、物流网的思维基础上，被美国网

状组织带动，并被迫使用网状组织思维。

从早期的秩序网开始，到网状组织的深刻

变革，都意味着品牌组织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

品牌领导核心，聚拢和吸引所有的品牌骨干

(那些对品牌热衷并高度信任的人)，然后带动
所有的品牌爱好者和对品牌感兴趣的人。

我们可以清楚的事实是，品牌组织对内对

外的连接则是以更复杂的网状组织结构形态

存在，以柔性组织形态存在，无限进行立体化

网状连接，组织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产生品

牌溢价，也可能接触并吸引到新的品牌用户。

3.4立体指挥链

我们现在需要认真考察的是另一个深刻

的话题———品牌组织的立体指挥链，这一点可

以通过大自然的食物链以及现代军事指挥系

统来得到验证。

食物链是一组相互捕食、相互寄生、相互

依存的自然生态系统，例如青草寅野兔寅狐
狸寅狼，或者禾谷类植物寅昆虫寅食虫鸟寅
鹰，或者小藻类寅虾(蟹)寅鱼寅食鱼的鸟类，更
多更复杂的食物链组合起来构成了大自然的

自适应生态秩序网，对食物链构成破坏，如捕

杀某种野兽，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对大自然有序

生态环境的破坏式犯罪。

军事指挥系统在现代军事中显然尤为突

出，如陆基导弹系统、防御导弹系统、空中打击

系统、海陆空立体联合作战系统等，通过一组

指挥链将空中、地面、海洋上存在的各种卫星、

雷达、侦察机、战斗机、自行火炮、装甲运兵车、

航空母舰、驱逐舰、潜艇等连接起来，形成有序

运转、协同作战的整体战斗系统，每一件武器、

每一个人、每一个打击目标、每一个作战单元

都可以根据作战指令单独行动，又从属于整体

作战指挥系统中不可分割的有机作战单元。

从食物链和军事指挥链的观察中我们可

以发现，品牌组织不仅是以网状形态存在的，

且品牌组织的骨干网则是更加高度发达、统一

协调、高速高效运转的品牌指挥链，特别是当

一个品牌组织在进行大规模重组时，品牌指挥

链将发挥至关重要的快速指挥协同作用。

品牌移动管理系统、品牌营销行动指挥系

统的部署是现代品牌组织要保持高速运转时

必须开展的市场竞争机动作战能力系统，通过

指挥协调遍布全球不同城市、陆地、海洋的不

同组织分支单位和管理作业人员，品牌组织将

具有高速反应的机动作战能力，例如快递公司

建立的以卫星扫描快件追踪系统、海洋或地震

网监测系统、石油危险品物流运输系统、卫生

或城市管理现场执法系统等，都大量应用了指

挥链作为主要管理方式，未来的大规模现代企

业管理和市场行动将会通过更多的使用 IT和
移动技术系统来进行部署。

4品牌组织的价值观与价值创造
价值观是品牌组织秩序的核心，是整个品

牌组织及其成员对各种价值的识别判断能力，

价值观的形成依赖于价值创造，品牌组织的管

理秩序高于企业社会秩序治理，各种企业不应

受到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社会矛盾的影

响，从而形成独立的、有意义的、领先的、积极

的、有条理的、系统的价值观。

我们将价值观分解为价值判断、价值感

知、价值观念三个价值观系统，作为价值管理

秩序，以帮助品牌组织有效理解并应用价值观

系统。品牌组织群体整体对未来的看法、品牌

组织个体成员的学习、成长、进步与成就都必

须统一协调起来。价值观系统是完成引导员工

工作态度、工作责任、情绪与压力的管理秩序。

品牌组织的价值观系统具体表示如下：

价值判断：宗旨、使命、责任、贡献、义务；

价值感知：安全、学习、价值、荣耀、信心；

价值观念：美德、公平、成长、荣誉、成就。

价值判断是对一个品牌组织及其成员如何

明确判断价值观念的要求，价值判断包括了组织

的宗旨、使命，这两者是构成品牌组织价值认定

的主体；责任、贡献与义务强调了责任的承担，即

是品牌组织的精神素养，也是问责和判责的依

据，贡献是品牌组织所倡导的重要意识，品牌组

织成员的贡献与回报必须是对等的，义务强调了

品牌组织中所应履行的基本职责。 渊待续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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