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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品牌日专题

几经沉浮 民族品牌对战国际巨头
本报记者 孙吉正 北京报道

21 世纪以来，面对进入中国
市场的快消品国际巨头的竞争，
其成熟的资本运作、营销和管理
体系都让中国的民族品牌，尤其
是集中在日用消费领域的中华
老字号受到很大冲击，很多民族
品牌被收购和雪藏。 但随着国家
对于民族品牌的扶持和重视，国
际化巨头在中国出现了“水土不
服”，增长乏力的现象，这也使得

部分民族品牌获得了新的发展

技术、营销创新成核心

契机。

国产品牌的营销方式在影响力和传播上逐渐与国际品牌比肩。

在近三十年的市场经济
发展历程中， 有宗庆后的娃
哈哈一手打造了快消帝国，

顺利实现国企资产的混改成为决定
品牌和企业发展的重要节点，股份制

从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品牌如何

世纪 90 年代初行业内普遍对市场
渠道认识不足的情况下， 娃哈哈曾
凭借营养快线等大单品，依靠着“得

的合理改制将更大释放出企业的活
力和创造力，而创造力则是决定了企

通路者得天下”的创新理念，建立起
了当时的娃哈哈帝国。但近几年，娃

需要具备产品、 营销等方面

业生死存亡的关键。 创造力方面有技
术创新和营销创新，纵观中国快消市

哈哈在产品创新方面鲜有建树，而
营销上依旧靠着原有“人海战术”，

的不断创新才能保证品牌持
续 的 生命力。

场，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营销创新，只
要运用到实处，都将取得较大成功。

这也使得娃哈哈的发展出现了一些
乏力。

长久以来， 白酒企业的改革决
定了企业的兴衰和发展， 其中最典

近年来，国产品牌的营销方式
也可圈可点， 在影响力和传播上逐

型的莫过于剑南春的兴衰发展。 在
白酒行业，曾有着
“茅五剑”的称号，

渐与国际品牌比肩。 其中百雀羚的
民国民俗广告案例就拉开了以故事

而剑南春在巅峰之时可以称得上与
五粮液平分秋色， 但在主流酒企纷
纷上市 A 股之时，剑南春却因为改

讲品牌的风潮， 而百雀羚的成功营
销案例，也被网友称为“神级广告”，
并争相被其他企业模仿。
在乳制品领域，众多国内企业
也在试图用技术创新来保证品牌的

也 有“秦 池 ” 的 悲 剧 ， 更 有 三
鹿乳业的教训。 毋庸置疑，快
销品牌相较于其他行业脆弱
而又敏感，在发展道路上，更

民族品牌的沉浮
中国民族品牌长久以来一直将市场局限于国内， 而随着中国
市场的对外开放逐步加深，大量国际快消巨头纷纷涌入，在市
场经济中， 体量不足的民族品牌在面对具有资本和经验的国
际快消巨头时，纷纷显露颓势。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商务部认

被收购之后逐步淡出了主流市场，

制问题激化了内部矛盾。 在白酒市
场第一轮区间中， 茅台与五粮液纷

定的
“中华老字号”企业有 1000 多
家，其中仅有 70 多家为上市公司。

而国际巨头收购这些品牌的企图
往往是为了消除潜在的竞争对手。

纷乘势涨价， 以确定在行业的市场
地位， 而剑南春却逐步跌出了第一

生命力。 据行业权威人士介绍，目
前， 低温酸奶的竞争主要集中在一

这些老字号企业中，仍在不断发展

而另一些品牌，在市场的风云更替

壮大的仅占 20%~30%， 多数企业

中，由于经营和营销等问题逐步消

经营情况欠佳。 屈指可数的发展
壮大的老字号，多集中在饮食、餐

亡， 例如曾经辉煌的英雄牌钢笔，
曾是上世纪 90 年代最早的一批上

产品的创新能力决定着品牌的兴衰。

饮等领域，例如东阿阿胶、同仁堂、
全聚德，这些产品和品牌作为中国

市企业，资产超过 7 亿元，但最终
沦落至退市，以 250 万元价格出售

外啤酒品牌，仍能保证市场的影响

予厚望到最终被抛售。

独有产业发展壮大。
中国民族品牌长久以来一直

了近半的股权。
并不是所有的品牌都如同英
雄钢笔一般的没落， 国家和企业
都在以积极的态度对抗国际巨头
对企业的吞并。 在可口可乐收购
汇源案中，政府相关部门以《反垄
断法》终止此次收购，而在达能与

即便如此， 快消领域很多企
业和品牌仍旧走在复苏的道路
上。 从 2017 年婴幼儿配方奶粉的
市场占比情况来看， 国产品牌的
市场大幅度提高， 其中飞鹤作为

二线城市，但随着竞争格局的细分，
乳企纷纷将目光转向三四线城市甚
至城乡市场。 低温酸奶相较于普通
酸奶的营养价值主要体现在活性乳
酸菌， 但冷链运输和贮存条件限制
了产品的消费场景。 为此，众多乳企
投入到了对活性乳酸菌的常温酸奶

将市场局限于国内，而随着中国市
场的对外开放逐步加深，大量国际
快消巨头纷纷涌入， 在市场经济
中，体量不足的民族品牌在面对具
有资本和经验的国际快消巨头时，

力，嘉士伯等国际巨头在中国市场
销售低迷之时，青岛啤酒保持业绩
上扬， 而雪花啤酒也后来居上，甚
至一跃成为全世界销量第一的啤
酒品牌。

梯队，“
茅五剑”也由此变成了
“茅五
洋”，洋河则得益于尽早完成了股份
制改革， 在营销渠道上有较大的创
新突破从而上位。
在营销创新上，白酒行业最为
著名的案例无疑是江小白。 江小白
的出现打破了以往消费者对白酒行
业的认识，虽然在产品本身来看，江
小白并无过人之处， 甚至与同行相

的研制中。 根据业内人士透露，该类
产品将于不久后面向市场投放，值

比略显逊色， 但其注重销售手段和
定位， 使得其他品牌在短时间内无

得注意的是， 在国外尚未有企业生
产和研究含有活性乳酸菌的常温酸
奶，而未来这类产品的面世，标志着
中国乳制品将具备独立且先进的研

娃哈哈的纠纷中， 最终宗庆后凭
借一己之力将娃哈哈的商标留在

国产品牌的典型代表， 在市场份
额占比中首次进入三甲， 成为行
业内的佼佼者。
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 有如

法跟进，以至于行业人士均表示“
江
小白对行业最大的贡献在于拉低了

纷纷显露颓势。 一位民族品牌高
管对外来国际品牌曾在中国市场

目前，在部分行业，民族品牌
的处境仍旧不容乐观。 在葡萄酒
市场， 传承百年的张裕葡萄酒面
临着业绩的萎靡不振， 主流市场

跑马圈地的动作这样评价：“那个
年代，当年在市场经济面前我们只

自己手中， 并与达能达成了和解
协议。

一直被国外的各类品牌占据；日

健力宝、 金丝猴等从辉煌走向衰

是小学生，他们给我们这些企业上
了一课。 ”

随着国企改制的推进，以及市
场经济的成熟，部分民族品牌恢复

化行业也存在相同的问题， 尽管
日化巨头宝洁承受着业绩不断下

落的品牌，也有秦池、三鹿等给中
国品牌带来了永久的反思和教

元气的同时，甚至呈现出对外来品
牌压倒性的优势。 例如，在啤酒领

训。 同时也能看到，更多的企业和
品牌正在复苏和发展的道路上，
践行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

发和生产能力， 国产品牌未来也能
够通过技术优势与国外品牌博弈。
此外，形成技术优势的还有传承
近百年的上海家化与片仔癀等企业，
他们依靠着中药等优势也逐步研制
出区别于国外的药妆技术和产品。

所谓的“
上了一课”，即国际巨
头以资本优势收购和挤压原有的

滑的阵痛， 但国内品牌的表现仍
旧不容乐观。 除此之外，金丝猴、
金帝等著名的休闲食品品牌近年

白酒的消费年龄段”。
在普通的快消品领域， 产品的
创新更是决定着品牌的命运走向。
例如，统一曾凭借着小茗同学、海之
言等新品， 极大地刺激了业绩的增
长； 农夫山泉则通过各类综艺节目

国内品牌，一大批国内的民族品牌

域，青岛啤酒在面对蜂拥而入的国

来也都经历了跌宕起伏， 从被寄

努力”的信念。

的冠名营销， 使得产品迅速打入了
具有高消费能力的年轻一代， 保证
新品的生命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上

多方位的创新也帮助中国品牌
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逐渐具备了与国
外品牌比肩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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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权健 世界共享
近日，权健集团（以下简称“权
健”） 亮相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纳斯
达克大屏幕， 向世界发出自己的

面， 满足消费者日益多元化的健康
需求。
“
2018 年是‘中国品牌日’设立

“声音”。
权健作为中国大健康领域龙头
企业之一，自成立以来，坚守“以中
医文化为根本指导， 以经典配方作
为核心依托， 以弘扬国粹作为责任

的第二年，权健作为中国知名品牌，
也应该承担起传播国家形象的责
任。 ”权健方面表示，未来，公司将始
终遵循促进健康的发展基调， 恪守
高品质产品的原则， 为中医药文化

义务，以促进健康作为使命天职”的

的振兴和务实的发展不断贡献力

发展基调，恪守和奉行“专业至上、
服务至上”的原则，为中医药文化得

量。 同时，依托核心资源优势继续布
局大健康产业， 持续提升企业的综
合实力和品牌形象， 将公司打造成

以系统的继承、 科学的振兴和务实
的发展不断贡献力量。
秉承匠心对待产品创新， 为消
费者提供高品质产品和服务， 权健
从我国悠久浩瀚的中医药文化宝库
中汲取养分， 并将之作为企业发展

向世界“
发声”

的核心命脉和支撑力。 经过十余年
的发展， 权健已经形成了丰富的产
品线，主要涵盖营养保健品、自然医
学产品、 本草女人香系列产品等方

场纳斯达克大屏幕， 展现中国品牌
的自信与实力。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
素有“世界的十字路口”之美誉，其
中心的纳斯达克广告大屏幕被称为

权健中医博物馆

权健集团文化长廊

更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品牌。

权健在品牌建设上又添里程
碑。日前，权健亮相美国纽约时代广

权健登上纳斯达克广告屏

世界第一屏。 此次权健亮相纳斯达
克大屏幕， 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向全

文局发表的 《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
查报告 2015》中，中医、武术和饮食

‘
三步走’战略时，我们就已认识到，
要想让大众笃信并且折服于中医药

2017 年起，权健着力推进“权健乡
村卫生室”项目，力求将产业扶贫和

球展示企业品牌形象， 显示了中医
药文化的魅力。
在权健看来， 中医药文化是我
国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之一， 记录着
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丰富经验和理
论知识， 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
逐渐形成的独特理论风格和特色养
生体系。 而作为中医药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中医配方更是闪烁着我
国劳动人民的智慧之光， 它不仅是
中国人民的财富， 更是世界大众的
福音， 被视为中医药文化的根基和
精髓。
“我们从祖国悠久、浩瀚的健康
养生文化宝库中积极汲取养分，并

是海外受访者眼中最能代表中国文
化的元素，其中中医居首位，选择比
例达到 50%。
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性
机遇， 权健持续关注并寻找合作机
遇， 注重把中医药文化打造成中外
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的亮丽名片，着
力以健康养生产品为载体传播中国
传统文化， 用国际化语言讲述中国
故事， 促进中医文化在沿线国家传
播与推广。另一方面，权健投入巨资
为中医药文化的国际化交流提供了
坚实平台。
事实上，早在 2016 年初，权健
集团董事长束昱辉就已提出挥师海

文化， 单纯依靠理论层面的普及和
传播是远远不够的， 倘若缺乏效果
显著、质量上乘的产品，中医药文化
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走出去。 ”权健方
面表示，面对严峻的质量挑战，权健
坚持“为消费者提供安全高质量的
健康产品， 是企业必须承担的基本
社会责任， 也是对人类生命健康的
尊重”的理念。
据了解，近年来，权健积极推进
“产、学、研”的紧密合作，不断提高
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致力于企业
综合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和
“大健康”
产业战略的稳步推进。 凭借一直以
来的良好的信誉和优质的产品，权

健康扶贫精准到偏远乡村。 “权健
乡村卫生室” 设立在盛产野生道地
中药材的偏远山村， 当地村民可通
过产业化的中药材种植， 从中获得
可观的经济收益。 与此同时，权健集
团通过道地野生药材的收购， 促进
“权健乡村卫生室” 的经济运营发
展和医疗技术的不断提升， 为当地
村民带来健康和收益。
“我们药材基地的技术研发人
员均从高等农业院校选拔而来，实
现了合理利用技术人才，而播种、除
草等环节则由当地人民完成。 ”权健
介绍道，中草药种植基地的建设，不
仅可以从源头切入，完善中药材、中

将这无价的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核
心命脉和竞争力。 ”权健方面表示，
创业以来， 公司不断寻访民间中医
高师、收集古老中医药配方，截至目

外的战略布局，并启动全球化进程。
目前，权健已经在越南、印尼、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蒙古、乌干达、肯尼
亚、缅甸、柬埔寨设立分公司，为中

健不但赢得了消费者的信赖及各级
领导部门的认可， 也更加坚定了公
司继续抓质量、重诚信，勇担企业社
会责任的经营管理方针。

药饮片质量标准体系建设， 而且通
过中药材种植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发
展， 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
更多的经济收入。

前，先后挖掘、收集和整理民间中医
药配方 600 余副， 公司也成为国家
中医药管理部门批准的民间配方挖
掘、整理、转化推广基地。
据了解，随着“一带一路”的建
设， 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宝
贵财富， 也随着陆上和海上两条通

医药文化在
“一带一路”上合作实现
更大范围、 更高水平以及更深层次
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贡献自身
力量。

打造匠心产品
缔造健康产业

“
未来，权健将把更多品质上乘
的大健康产品送到世界各地， 以质
量为拳，叩开中医药文化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的大门。 ”权健方面说，随
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沿线的消费
范围不断扩大， 消费者对中医药产
品的需求也在增强， 公司用丰富多

继往开来谋发展， 全力以赴求
突破。权健将乘势而上，积极参与到
“一带一路”国家医药卫生事业建设
中去，把多年来的研究成果、科研技
术作为中医药文化最好的礼物献给
世界。 同时，立足国内市场，积极布
局大健康领域，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道走出国门， 并日益得到了沿线国
家民众的认同， 中医药文化以其厚
重的文化底蕴、丰富的经验、独特的
理论体系、 卓越的效果成为丝绸之
路上的经济文化输出品。 在中国外

传承并创新中医药文化，是权健
坚守的初心和匠心。 围绕中医药文
化，权健制定了
“
先药而后医、先内而
后外、先点而后面”三步走战略。
“束昱辉董事长带领我们制定

元的产品线满足沿线人民多方面的
需求。
权健在专注品质的同时也把践
行企业社会责任放在重要位置，并
提出了
“公益经济”的发展理念。 自

秉承“公益经济”理念，不断投入教
育体育、赈济救灾、医疗救助等社会
各项公益事业，通过健康扶贫、产业
扶贫和保险扶贫， 为人们带来爱与
希望。
G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