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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小米“打脸” ，尚未注册商标

起底谷小酒：“小米模式”营销能走多远？
本报记者 蒋政 北京报道

一款名为“谷小酒”的白酒品
牌，正迅速在
“
米粉”（小米公司产品
的爱好者）群体中走红。
种种迹象让外界认为这是小
米推出的新品——
—
“小米的酒”。
其所属的公司名称为成都米小酒
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小酒
公司”），与小米颇为相似。 创始人

是小米公司前公关总监刘飞，且

公司没有任何联系，米小酒公司也

尚未注册商标

目前该产品也只在小米旗下电商
平台“有品”销售。 而刘飞的新浪

不是小米生态链企业。
“
从该公司取名到创始人修改

市场行情逼迫很多企业来不及注册商标，就得进行产品推广。

微博也曾短暂认证为“小米生态
链企业谷小酒 CEO”， 此后做出

认证一事，外界很容易将谷小酒跟
小米公司联系到一起。 显然，它是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

行产品推广。“
在某种程度上，谷小酒

消费者身份拨通谷小酒客服电话，咨询

示，米小酒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 月 11

是在借小米的势能，也就是说，产品推

生产单位的情况，对方提到生产方是成

变更。
然而，
“
小米的酒”的认知很快

在借势小米进行营销。 ”白酒行业
分析师欧阳千里说。

日，旗下暂无商标注册信息。 记者登录

都有缘坊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有

遭遇小米公司
“
打脸”。 近日，小米
公司公关部相关负责人明确告诉

另据记者了解，谷小酒所属公
司尚未成功注册相关商标，或为其

出越早，对其营销越有利。 ”他说。
除此之外，谷小酒的生产方同样
受到业内关注。
“
针对谷小酒而言， 有两点非常
明确：一是消费者有权知道谷小酒的

热线，并不清楚生产方的相关情况。

《中国经营报》记者，谷小酒与小米

未来的发展埋下隐患。

“小米的酒”？
“
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我们这里可以明确告诉你，小米没有投资这样的企业，小米也没有进入
白酒行业。 ”小米公司公关人士告诉记者。
“
为发烧而生。 ”狂热的
“
米粉”

们这里可以明确告诉你， 小米没有

品的小米生态链公司，并在 2018 年 2

们正在将对小米公司产品的热爱，
蔓延至一款名叫
“
谷小酒”的白酒产

投资这样的企业， 小米也没有进入
白酒行业。 ”小米公司公关人士告诉

月获得天使轮融资， 融资机构为中金
和小米。

品上。

记者。

另外，在一个名为“谷小酒以

据该工作人员透露，并不是说在

中国商标网，以
“
谷小酒”
“
米小酒”等为
关键词查询，亦未发现相关商标。
事实上， 很多企业在推出新品
前， 都会提前注册一系列商标和防
御商标， 就是为了防止其他企业抢
先注册或者出现打擦边球的情况。

缘坊酒业”）。 4 月 11 日，记者再次致电
谷小酒客服，对方则称自己是售后服务

产地、生产者等真实信息，二是经营者
必须提供真实、全面的产品信息，不得

有缘坊酒业总经理李恋对记者
说，这件事不方便对外透露太多信息，
具体情况应向谷小酒方面咨询。不过，

品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金华表示，
企业没有注册商标也可以推广新产

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 中国

他提到， 有缘坊与谷小酒的关系就像

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

富士康与苹果手机的关系一样。

品，不过这种风险较大。
“
如果没有商
标就开始大规模推广，实际就是
‘裸

书长陈音江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谷小酒瓶体的包装

据有缘坊酒业官网显示，该公司
的生产地址位于四川省邛崃市， 拥有

奔’，一旦别人拥有商标权，自己就会
惹上麻烦。 ”
不过，在欧阳千里看来白酒行业

上并未显示该款产品的生产单位，其
在有品电商的宣传页面提供的检测报
告，也将产品的生产单位和生产地址

60000 余吨原酒贮藏。 这一数字与谷
小酒在宣传页面提到的“
60000 吨会
呼吸的原酒”基本符合。

特别是小酒领域，通常情况下，一款产
品的生命周期只有三年。 市场行情逼
迫很多企业来不及注册商标，就得进

抹掉。
谷小酒客服在解释这一问题时，

另据业内人士透露，邛崃是我国
较为著名的原酒输出基地， 当地贴牌

前后回复并不一致。 4 月 9 日，记者以

酒和散装酒较为普遍。

“
小米”
谷小酒身上有着浓郁的
气息。 该产品创始人刘飞，系小米公
司前公关总监。 米小酒公司与小米

有品上销售的产品都跟小米公司有
关联。 该平台是一个开放的平台，销

酒会友交流群” 的 QQ 社群中，多
位
“
米粉”曾提到，
“
听说跟小米有关
系才买的”。而该群的多位谷小酒的

公司在名称上有诸多相似之处。 此

售小米公司自有产品、小米生态链企

工作人员，并未对这一言论进行解

外，据谷小酒官方客服透露，谷小酒
目前只在小米旗下电商平台
“
有品”
进行销售。

业产品以及第三方平台产品。而谷小
酒即属于第三方平台的产品。
记者通过商业调查工具企查

释。值得注意的是，刘飞也在该社群

小酒的红海竞争

中，并频繁与大家互动。
欧阳千里认为，刘飞之前在小米

在江小白走红后，大部分品牌都是在一段时间后销声匿迹。

而刘飞停更 5 个月之久的新
浪微博，也因谷小酒的出现再次活
跃起来。从 3 月底至今，刘飞发布过
多条与谷小酒有关的信息。

查了解到，米小酒公司的法人代表
为刘飞，股东为刘飞和北京中金汇
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而北京中金
汇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名

公司的工作经历，应该对谷小酒入驻
有品有很大的帮助。 小酒市场竞争非
常激烈，谷小酒如果在营销上能够与
小米公司联系起来，显然能够快速收

在行业内，小酒是小包装白酒的
简称。 传统白酒的常规包装为
500ml， 而小酒的容量大多在 100ml
到 125ml 之间。谷小酒每瓶为 100 毫

股份推出洋河小酒，近期郎酒又推出
炫彩小郎酒。 另外就是企业作为品牌
商和运营商操作小酒品牌，生产方由
酒企代加工。 谷小酒属于后者。

较大的。 ”蔡学飞说。
在谷小酒的交流群中，已有不少消
费者指出谷小酒因瓶盖存在一定问题，
导致出现酒洒的情况。 这在一定程度上

值得注意的是，刘飞新浪微博
的个人认证也出现了变更。 4 月 11

单中，并未出现小米公司的身影。
记者致电刘飞了解相关事宜，

获一批消费者。 并且，小米进军酒业
一直都受到各界关注， 搭上这个热

升，属于典型的小酒产品。 只是，各大
企业在这一领域的竞争日趋白热化。

刘飞携谷小酒进入中国酒水市
“
场， 不排除他们会有创新的产品设计

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体验。而瓶盖密封
工艺在业内是一项非常成熟的工艺。

日，其新浪微博认证为
“
谷小酒创始
人兼 CEO”。而在此之前，刘飞曾短

对方以开会为由挂掉电话。之后，记
者将采访内容通过短信形式发送

点， 对推广一款新产品的帮助是显
而易见的。

至刘飞处，并多次拨打刘飞电话。对
方始终并未接听。截至发稿，记者尚

企业的宣传营销是否会对消
费者产生误导，从消费者权益保护

和品牌传播， 但是归根结底要落到渠
道上。 如果没有畅通的渠道来完成销
售的话， 这款产品很可能会成为阶段
性的潮流产品。 ”蔡学飞说。

事实上， 谷小酒所属的小酒领
域，同质化问题非常严重。在江小白走

暂将微博认证为
“
小米生态链企业
谷小酒 CEO”。 这也一度让外界认
为小米公司介入了白酒领域。
小米方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小米生态链企业是指有小米公
司投资但并不控股的企业。 小米公

酒类品类定位专家、 曾成功打
造小郎酒的赵年生认为， 目前我国
小酒已经走入红海， 整个行业已经
从品牌年代过渡到品类年代。 当下

未收到回复。
对于刘飞微博认证一事， 小米
方面表示， 目前谷小酒的所有认证
都已经取消了“小米生态链”的字

法来看， 要看消费者的知情权、选
择权、 公平交易权是否会受到威
胁。而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来
看，如果企业营销出现了违背诚实

司会对它们的产品提供技术、渠道
和品牌上的支持，也会派驻相应人
员进入该企业董事会。
“
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我

眼，“应该是我们相关负责的同事
去沟通”。
不过，谷小酒在拉勾网上的招聘
信息依然显示， 米小酒是首家做快消

性原则的不公平竞争行为，对同类
酒业产生不正当竞争的影响，该行
为也应叫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教授刘俊海说。

如果按照品牌模式来打造产品，很
难获得成功。
据相关媒体报道，目前市面上小
酒的品类数量多达约 200 个，产品成
活率很低。 蔡学飞告诉记者，从小酒

据谷小酒客服透露， 目前该产
品只在有品电商平台上销售， 未来
可能会进驻其他电商平台。 而是否
会布局线下渠道，对方并未透露。
“
酒水同手机等产品不同， 属于

在一段时间后销声匿迹。
“
很多企业能够抓住阶段性机会
和当下的潮流， 但是却不能准确把握
趋势。 这也是导致一些企业曾一时成
名而又迅速衰落的原因。 谷小酒作为

的经营主体来看，市场上大致分为两
大类型： 第一是由酒企布局小酒领
域，比如泸州老窖推出泸小二，洋河

消费频次较低的生活必须品，并且消
费者对酒水的评价更加感性。 这与刘
飞之前工作的市场情况差别还是比

一款新品， 能否在竞争激烈的小酒市
场走出一条新路子，目前尚不可知，还
需时间的验证。 ”赵年生说。

红后，市场上打着
“
青春”、
“
时尚”旗号
的小酒不断出现，而大部分品牌都是

玫琳凯：释放中国女性别样的美
文 / 柳曼

如何释放能量？
成立已有 55 年的全球护肤品和彩妆
品直销企业玫琳凯公司，目前在世界各地

强大的平台为想加入玫琳凯的伙
伴提供了更多了解玫琳凯、体验玫琳凯
的机会。 为了可以更好地让美丽顾问的
能力提升，玫琳凯每个星期都会出一份

超过 35 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超过 350 万
名美容顾问。 而作为玫琳凯公司在中国的
全资子公司，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
司（简称“玫琳凯中国”）经过 20 多年的发

报刊《美丽新闻》，通过成功案例，帮助
美容顾问们不断提升业绩。

展壮大更是帮助中国女性重新认识美，找
到美。

无论是作为兼职还是作为主要收
入来源，每一位玫琳凯美容顾问都能用
最适合自身生活的方式来管理玫琳凯
业务，她们能够通过平衡地安排生活与

可以说， 玫琳凯中国经历了中国直销
行业的变迁与发展。1995 年进入中国，2001
年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合作成立玫琳凯
女性创业基金，2004 年完成全国业务布局,

工作来兼顾家庭和事业，同时获得对等
的收入和认可。 时至今日，玫琳凯中国
的爱用者人数已经超越百万。
2015 年，世界直销协会联盟执行董
事 TamunaGabilala 女士就曾明确指出，
未来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直销市场。
中国市场的美好前景，也让大家逐渐认
识到，作为一家致力于让女性的生活变
得美好的公司，玫琳凯正在如何释放着
自己的能量，帮助女性从经济到心灵都
能实现独立。
你会发现，女性的美需要优质的化

在 35 个主要省市设立分支机构。之后 2006
年获得了国家颁发的 《直销经营许可证》。
直到 2014 年，玫琳凯中国成为了玫琳凯全
球最大的市场。
这一步步走来， 玫琳凯中国成为了中
国经济发展的见证者和重要参与者， 在公
司自身不断产生影响力的同时， 玫琳凯中
国也重新释放出了中国女性独有的美。

别样人生体验
“无论背景、年龄，在玫琳凯的起点都
一样。 作为 60 后，我比同龄人过得更充实
和幸福。”4 月 2 日，刚成为玫琳凯中国新首
席的陈睿感慨道。 来自山村教师家庭的她，
从小踏实认真， 努力考上大学后成为国家
地质工程师。 在一堂美丽课上了解到玫琳
凯，并被这份有无限可能的事业吸引。 尽管
她也曾在非常时期面临团队人员的大量流
失，但她将之视为动力，并更加坚定了自己
的信念。
相反， 和陈睿一同成为首席的金晓梅
女士是生活在条件优越的家庭， 她在职业
发展中遇到瓶颈，觉得人生没有方向时，寻
找到了一份能让自己释放光彩的事业。
其实，有很多来自不同家庭背景，有着
不同命运的中国女性， 她们都在努力地探
寻生活的方向， 最终在玫琳凯中国这一站
相遇。 她们互相帮助，一同在追寻美的道路
上丰富自己的人生。
美容顾问肖佳就是这样一个平凡又别
样的中国女性， 来自江西赣州小县城的她
14 岁因视网膜色素变性成为盲人，然而她

妆品，更需要自己对一份事业的认同和
付出。 正如玫琳凯中国的总裁麦予甫总
会要求的那样，玫琳凯的员工每做一件
事，都要做到“四到”，即：心到、智到、人
到和力到。

不仅没有怨恨命运的不公， 反而通过努力
成为了玫琳凯中国的首位视障美容顾问。
现在的肖佳， 是中国玫琳凯第一位盲
人经销商，忙于线上、线下教授美容课。 目
前她已经取得了新经销商前 400 名的优异
成绩。
可以说， 肖佳从自己开按摩店到成为
美容顾问，算是经历了人生的一大转折。 14
岁那年不幸成为盲人后， 酷爱美术的肖佳
只能在模糊的光影和黑暗中度过。
多年前， 在一节教视障朋友护肤、彩
妆和形象管理的课程结束后，肖佳开始立
志成为一名视障形象老师。 她希望能有一
天， 可以教更多的视障小伙伴们变美丽。
在她看来，能够通过培训，把爱好变成事
业，自己变美、教别人变美的同时，还能拿
到一份不错的收入是一种非常值得称赞
的人生体验。
但从实际操作层面， 作为盲人想要学
习化妆并不容易。 于是，老师把着肖佳的手

除此之外， 自 2001 年玫琳凯中国
开始盈利起，还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合作设立了“玫琳凯女性创业基金”，通
过提供小额无息循环贷款，帮助女性创
业，实现经济赋能，并通过引入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成为合作伙伴，为受助女性
提供创业和就业技能的专业培训。
“丰富女性人生” 是玫琳凯创始人
玫琳凯·艾施 （Mary Kay Ash，1918 年 5
感知眼部轮廓， 将粉底挤到掌心告诉她用
多少量；给肖佳画完半张脸，她自己来完成
另外半张； 用手反复触摸粉底均匀和不均
匀的地方，练习对皮肤的感知；肖佳甚至可
以根据气味来区分部分化妆品。
2016 年 4 月，她辞去速录员的工作，正
式成为玫琳凯的一名视障美容顾问。 通过

努力，她获得了很多人的信任，不少人会主
动向她寻求帮助。 同时，她的经历也被入选
联合国举办的“故事影展”，在联合国驻华
总部大楼、798 艺术空间展出。肖佳曾袒露，
她感恩公司不挑学历背景等条件， 平等对
待所有人， 大家才能这么幸福从事这份美
好的职业。

月 12 日 ~2001 年 11 月 22 日） 创办企
业之初的美好愿景，玫琳凯在五十多年
的运营时间里， 这种信念被不断传递，
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感受到事业对女性
的价值以及给女性带来的生命厚度。 而
中国女性，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释放
出了更为特别的能量。
G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