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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志凌

如果说品牌是一个企业的核心资产，区

域品牌则是一个城市的名片。

“顺德家具”“顺德家电”“云纱故里”“均安

牛仔”“伦教木工机械”……这些都是顺德的区

域名片。作为制造业大区，从 2008年实施商标
品牌战略工作以来至今，顺德拥有 89件集体
商标、3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约占佛山集体商标总量 30%。
一个个区域名片背后，是顺德长期的努

力和付出。光是一个带“顺德”字样的集体商

标申请，就需要大量的资料佐证。最直观的一

个例子就是“顺德家具”的集体图形和商标申

请，经历了整整 14年的努力才如愿。
为什么要花费 14年去申请一个区域品

牌？这些区域名片究竟为顺德的经济发展带

来多少帮助？5月 10日，是第六个中国品牌
日，如何讲好中国品牌故事仍是主题。这些集

体商标和地理标志，将如何改变“顺德制造”？

“有保护才谈得上后续的发展”
晒莨、晒龟纹、出货……

最近，帅桂英几乎都扎在伦教的晒莨场。

深耕香云纱产业，从事设计服务行业 30年，
帅桂英终于可以自己把控前端的面料生产。

这得益于伦教香云纱一个完整保护体系

的形成，让帅桂英吃了“定心丸”。

今年 3月，伦教取得了“云纱故里”集体商
标，加上 2018年拿下的“伦教香云纱”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2011年申请成功的“香云纱”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2008年至 2009年间连续申请
成功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

香云纱染整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整个保护闭环

才算构建完成，足足用了 14年的时间。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申请？“集体

商标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作用，首先是进

行预防和保护，别人不能抢走，才谈得上后续

的发展和维护。”从事了 10多年知识产权工
作，这是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促

进与保护科科长李弟平的感悟。

李弟平介绍，一方面，区域品牌本身带有

县级地域名称，对于促进区域相关产业的发

展、提升品牌效应有着突出的作用；另一方

面，集体商标、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等得到《商

标法》的保护，能给予企业信心，促进企业抱

团发展，并且更容易在国际上得到认可。

尤其在手工艺的发展上，区域品牌的打

造是直接保护了产业的发展。

“地理标志与当地的人文、地理条件有着

特定的联系，其他地方无法使用在商品和商标

上。有了这种唯一性和排他性，就能激发更强

烈的保护意识和发展意识。”李弟平分析说。

据统计，“香云纱”获批地理标志前，相关

生产经营企业只有 10家，年产值约 4200万
元。获批以来，产业规模快速扩大，现时相关

企业已上升至 23家、增长 130%，年产值约 1
亿元、增长 138%，布匹产量约为 20.7万米。
同时，“香云纱”还获得进入欧盟市场的“国际

通行证”。

根据顺德区市场监管局预计，另两个获

得地标产品的“伦教糕”及“顺德红米酒”，有

望通过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显著提升，拉动产

品经济价值的大幅上升，并带动产业链上下

游加快发展。

耗时 14年“啃”下“顺德家具”
集体商标

除了手工艺，顺德产业基础更庞大的是

制造业。

回归产业，虽然并没有直观的数据可以

看到区域品牌对产业的促进作用，但“勒流五

金”算是靠区域品牌赋能了产业发展。

一组数据：勒流家居五金制品占亚洲五金

制品市场的 50%、占国内家居五金制品市场的
60%。随着各类展会上“勒流五金”的品牌屡屡
出现，勒流五金在世界市场的占比逐年上升，

从 2016年的 17.6%提升到 2020年的 30%。
“总的来说，家具、家电、涂料、电子信息等

支柱产业所对应的集体商标对产业促进的作

用比较大。”顺德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正因此，足足耗时 14年，顺德一直在
“啃”“顺德家具 SHUNDEFURNITURE及图”
集体商标申请这块“硬骨头”。

“两家一花”是顺德传统产业，“顺德家

电”和“顺德家具”早已申请图形商标，但因为

《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县级以上行

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

得作为商标。”此前两者的文字商标一直无法

申请下来。

没有文字商标会有何影响？最直接的是，

“顺德家电”与“顺德家具”的文字都不能作为

商标使用，识别性不强，推广作用自然大打折

扣。刚刚申请下来的福建“莆田鞋”集体商标

也遇到同样棘手的问题。

不过《商标法》的规定也有余地，“地名具

有其他含义或者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组成

部分的除外。”这就需要不断证明“顺德家具”

的显著性及知名度，以取得文字的集体商标。

为此，顺德区市场监管局采取“三步走”

策略指导顺德区家具协会开展注册申请工

作。包括先注册图形商标，再通过图文组合使

用，组织会员企业在国内外展会、卖场中频繁

使用“顺德家具 SHUNDEFURNITURE”文字+
“顺德家具”图形商标。

但申请过程依然是曲折的，2012 年至
2019年间，顺德先后 5次在第 20类上提交了

“顺德家具”文字或“顺德家具图形+文字”集体
商标注册申请，均未获得核准。直至通过不断

补充完善顺德区政府和中国家具协会的支持

函等相关佐证材料，终于在今年获得了“顺德

家具 SHUNDEFURNITURE及图”集体商标。
“如何用好”仍是难题

历经 14年，终于拿到“顺德家具”集体商
标，但摆在顺德家具协会面前仍有一个难题：

“如何用好？”

事实上，集体商标的使用本身有个难以

打破的循环。

“真正需要用到集体商标的是中小企业，

但一个集体商标如果没有大企业的带动，是

难以在区域打出品牌。”一位长期从事商标工

作的专业人士分析，“而对于大企业来说，集

体商标的作用远不如自己本身的品牌出名，

因此使用的积极性不高。”

一方面循环难破，另一方面即使集体商

标打出了知名度，依然路漫漫。

如何建立区域强势品牌、如何实现跨区

域发展、如何保持长期优势，一直是区域品牌

发展的“三座大山”。对于已经拥有高知名度

的“勒流五金”，同样是一个考验。

“在下一步推广中，协会还是需要发挥更

强势的作用。”广东安帝斯智能家具组件有限

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就建议，要

拉动产业，使更多中小企业受益，需要整合资

源通过企业联动，以五金平台的形式接单，进

一步去打响品牌知名度。

当然，已建立完整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

香云纱，已有一条明晰的路径。

“非遗突出传统技艺保护，地理标志强调

人文与地理环境因素，突出产品质量保证，而

集体商标着重凝聚业界合力，形成产业规模。”

伦教香云纱协会常务副会长陈晓亮介绍，香云

纱协会成员可在产品或包装上使用集体商标、

使用“云纱故里”进行产品广告宣传、对集体商

标管理费的使用进行监督、申请扶持资金等。

但无论如何，从顺德制造到顺德品牌，商

标品牌的培育势在必行。

按照计划，顺德将对已有的地理标志品

牌和商标品牌进行保护、规范提升，同时还在

创建“顺德手信”“顺德家电”“顺德美食”等区

域品牌。

“区域品牌集群的形成，需要企业意识的

提升，协会和社会组织的资源投入，我们也希

望各部门能合力推进和挖掘，在政策上进一步

引领。”顺德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 陈晶

受疫情持续、市场饱和等因素的影响，家

电市场低迷，而高端家电的逆势上行给家电

业带来机会和希望。

做“高端”究竟有多重要?家电上市企业
2021年年报给出了答案。
美的集团年报中提到，2022年企业经营重

点之一是以高端品牌 COLMO 的培育发展作
为集团重要战略。财报显示，COLMO 2021 年
整体销售突破 40 亿，同比增长 300%。海尔智
家在年报中则表示，卡萨帝品牌实现收入 129
亿元，同比增长超 40%。今年一季度海尔智家
毛利率 28.5%，较 2021 年同期上升 0.05 个
百分点。海信家电则表示，海信新风空调不断

在“健康”、“舒适”等核心卖点上追求技术领

先，2021年线下销额占有率高达 23.83%，在高
端家电市场赢得了口碑效益双丰收。得益于全

球范围内对高品质家电产品的需求，博西家电

2021财年营收再创新高，营业收入达到 156亿
欧元，与 2020年相比增长了 12%(按当地货币
计算，增长达到 14%)。
彩电业的日子，近些年一直不好过。数据

显示，2021年彩电行业的利润低至 1.8%，远
低于其他传统家电产品以及智能手机等硬件

产品，而大屏化、高端化的消费趋势也为彩电

行业创造了发展空间。

海信视像财报显示，海信激光显示业务

已进入规模化高速发展阶段，在芯片短缺情

况下，全年依然保持双位数高速增长，销量同

比增长 34.21%，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25.04%。TCL则持续加码Mini LED新一代显
示技术，推出多款Mini LED智屏新品。据公
司年报披露，2021年 TCL智屏全球销售额达
492.7亿港元，同比增长 24.3%，优于行业
14.8%的增长水平。
厨电领域亦然。如果说烟灶消等传统品

类是厨电企业的第一曲线，则洗碗机、集成

灶、蒸烤箱等新兴品类蓬勃发展呈现出较高

成长性，这种趋势反映在各种销售数据上。截

至 2021年底，老板品牌蒸烤一体机市占率为
34.80%，嵌入式洗碗机零售额市占率 17.5%。
而售价高达 2万元的方太集成烹饪中心推行
市场两年多时间以来，销量高达 2万多台，进
一步奠定了其在高端市场的霸主地位。2021
年，华帝洗碗机、蒸烤一体机、集成灶等新兴

品类同样有不俗表现。据华帝 2021年报显
示：洗碗机销售额占比同比提升 3.87%，均价
高于 6686元/台，产品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清洁电器是家电行业智能化程度最高的

行业。其中，科沃斯更是堪称家电行业市值

“小霸王”。2021 年营收突破百亿大关，达
130.86亿元人民币，归母净利润 20.10亿元人
民币，较上年增长 213.51%。上市之时，科沃
斯的愿景想象力十足，在招股书中不乏对家

庭服务机器人市场占比持续上升的描述，以

及对人工智能、物联网概念的构想。在其规划

中，要以扫地机器人为中心构建连接网络，使

之成为“智能家居”场景的入口，将“工具型”

的定位升级到“管家型”。上市不久就被资本

追捧为“扫地茅”，以十几倍的股价涨幅成为

很多投资人眼中的香饽饽。

高端化已经跑出了不错的数据，中泰国际

行业研报显示，国内家电行业增长空间主要来

自家电换置和升级需求，企业模式调整为“推

高卖精”的精细化模式成为家电行业的确定趋

势。从各家财报来看，高端收入的占比、影响力

也均在增加，有潜力成为“常胜将军”。

事实上，红顶奖早在十几年前就洞察到

了此趋势，推动高端家电市场有序发展也是

红顶奖这些年一直在做的事，且已收获了阶

段性的成果：截至目前，已有 96家家电品牌
参与评选、36个品类、251款产品获得过红顶
奖，累计曝光量超 10亿，触达人群达 1.5亿，
覆盖用户超 1000W，成为家电市场消费升级
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红顶奖组会负责人吕盛华表示，疫情的

反复虽对家电市场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但高

端市场受影响相对小、韧性更强，而且长期来

看，高端路线是中国家电产业走向高质量发

展道路的必由之径，在市场有波动的情况，企

业更要坚定信心。

当前内外部环境仍有较多不确定性，但

可以确定的是，家电企业高端化布局成效已

经显现，在这片由新技术，新需求催生的新蓝

海上，高端家电发展正当时。

“网红城市”
如何走向长红
■ 陈红玉

近年来，不少城市通过短视频直播而走

红，一跃成为“网红城市”。在多个平台上，对

“网红城市”标志性景点、美食等拍照或直播

打卡已成为一种时兴旅游标配。在全国范围

内兴起的自媒体城市形象传播热潮中，各大

城市间的竞争也不断趋于激烈。

不过，长期观察可以发现，“网红”热度的

维持并非易事，“网红城市”排名榜单一直处

于变动中，一些城市出圈后又归于沉寂。打造

“网红城市”，为何受到青睐？成为“网红城市”

对一地来说意味着什么？流量密码的背面，又

潜藏着什么？

从根本上说，作为新兴媒介，短视频的传

播特质造就了“网红城市”。短视频的直观性

和即时性使得城市形象传播更加迅捷高效。

传播者主体大多是年轻群体，即拍即传，受众

面广，迅速高效。短视频将城市景点或美食直

观地呈现在大众面前，大多没有经过专门的

打磨修饰和后期加工，对城市形象传播更加

直观可信。短视频的强娱乐性也吸引着人们

广泛参与。短视频中的内容贴近生活、接地

气，叙事方式灵活有趣，能引起共鸣共情。

可以说，在这个场域中，城市形象的塑造

是动态的，不只存在于某个视频里，而是完整

地存在于整个传播链中，无数节点汇流到一

起，逐步形成城市意象合集。

短视频传播是立体的，其功能也是多维

的。直播平台为视频内容生产者个体带来了

巨大流量，这些流量同时也指向城市，让城市

瞬间获得了无数展示机会。海量的网络关注

度意味着海量资本关注度及巨大经济动能。

“网红城市”直接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当地

商业品牌、出圈景点、特色民俗、食物等都积

累了极大人气，“网红”餐馆和景点排长队的

新闻屡见不鲜。

尽管“网红城市”你方唱罢我登场，短视

频媒介传播本身决定了保持“网红”热度并非

易事。除北上广深等主要一线城市凭城市自

身竞争力长居相关榜单前列外，多数城市难

逃靠短视频出圈后跌落的命运。究其原因，根

本在于其城市形象传播整体策略尚存在局

限，短视频对文化内涵的挖掘与呈现亦存在

欠缺。短视频说到底只是媒介，短视频的快速

传播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城市形象的高效传

播。

对于城市形象而言，文化含量及其吸引

力才是持久和永恒的。对直播平台上关于城

市形象的视频内容进行归类及对比不难发

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关于商业饮食及地方

景点，传播群体的年轻化、内容传播的随意

性、内容创新能力的局限性及社交媒体的娱

乐化，导致视频内容普遍存在单一、重复、浅

薄、片面等问题。如果一个城市的灵魂，即城

市的文化与精神没有被真正体现出来，“网红

城市”热度将难以维持。多个短视频平台的相

关统计数据也显示，基于城市特质的短视频

传播更受人们青睐；在大众喜欢的城市特质

中，文化魅力排在第一位。

我国现有互联网用户已超 10亿人，网络

短视频用户规模超 9亿人，这对城市形象传

播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眼下，“内容为王”的

逻辑仍不过时，“网红城市”若想长红，深耕文

化内涵的阐释、创新与传播是必要前提，要在

明确自身城市定位和深入挖掘城市特色文化

基础上来重塑独特城市形象。除了做好文化

挖掘与创造性转化及传播这道题外，一座城

市还需不断关注并增强自身在其他方面的实

力，如此才能持续吸引潮水般的“注意力”。

渊作者系首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冤

九大品牌的年报称为什么要坚持做高端

“顺德制造”如何讲好品牌故事

http://www.zgceo.cn
http://www.entrepreneurdaily.cn
http://weibo.com/jrwbdhttp://weibo.com/qyjrb
mailto:cjb490@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