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第二届西三角品牌大会特别报道

在品牌竞争的时代，品牌的内涵
和表现形式在不断改变，品牌创新才
能使企业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在
2019第二届西三角品牌大会现场，行
业专家、学术代表以及企业领袖等组
成超级品牌导师团，分享自身品牌创
新与重塑之路，为西部的企业以及创
业者提供最强观点。

红旗连锁党委书记、董事长曹世如：

做长久不衰的优质品牌
要有久久为功的魄力

成立快20年的红旗连锁，目前门
店已超过3000多家，成为了家喻户晓
的品牌和好“邻居”。作为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曹世如说：“很高兴封面新
闻举办这个论坛，让企业家们进一步
的对品牌有更好的认识，红旗连锁作
为中国唯一的便利超市上市公司，在
品牌建设上做了多个方面的努力。”

她认为，企业要不断优化商品结
构、不断改造门店，才能给消费者营造
更好的消费环境。充分利用科技大数
据的力量、提高商品质量、践行社会责
任，也都是一个品牌受广大消费者认可
的关键因素。“企业越大责任越大，比如
说救灾、精准扶贫，红旗连锁4次收购
都是民族企业，能够帮助解决员工安置
问题，这就是社会责任的体现。”

最后，曹世如表示，如果要坚持不
懈做成一个更好的品牌、长久不衰的
优质品牌需要的是久久为功，不能投
机取巧，一定要善作善为，才能实现品
牌价值的最大化。

郎酒集团党委书记李明政：

品牌推广就是
对消费者的表白和示爱

在主题论坛上，郎酒集团党委书
记李明政表示品牌要有精准定位才能
讲好故事，而品牌推广实际上是对消
费者的表白和示爱。

媒体的形式在变，产品也在变，但
基础不会变。李明政提到，曾经有位
酒界泰斗说做酒要顾忌五个方面的内
容：良好的天然环境、可靠的质量保
证、传统的消费心理、广泛的公关活
动、积极的市场竞争，而这5句话对郎
酒集团很有激发。

李明政表示，郎酒集团从2017年
开始对品牌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和定
位，有2个有价值的方面。

首先是利用精准定位，用头部资
源讲好品牌故事，李明政说：“我们说

青花郎是两大酱香酒之一，大家就记
住了这个定位，所以要根据不同的品
牌调性做不同的传播”。

另外，李明政还认为文字、图像、
声音、造型、线条等等就是品牌的外
衣，“只是时间地点不同，穿不同的衣
服而已，我们品牌推广实际上是对消
费者的取悦，是表白和示爱。所以做
品牌要取得消费者内心的认可，万万
不可粗心大意，一定要做到极致。”

小龙坎控股集团副总经理荣幸：

品牌发展到最后
是终端供应链的竞争

从1家店发展到1000家店，三年
时间打造了全产业链覆盖，小龙坎在
打造品牌方面的秘诀是什么？

荣幸说，小龙坎在品牌的价值与
重塑上面，做了两点，第一个就是传
承，第二个就是创新。

传承是传承了传统文化，然后秉
承了川西的文化。其次就是创新。“我
们用了新的技术、新的工具、新的研
发、新的团队、新的模式。”荣幸介绍，
小龙坎在传承的过程中也一直在探
索，到底应该传承的是一种文化精神，
还是品牌的内核。

在荣幸看来，小龙坎也正是秉承
着传承和创新的这两条思路，让这个
品牌一直在不断更新。“这是时代给予
我们的机遇，是时代催生了我们，我们
也要把握好这样的机遇，让企业做得
更好。”

自贡彩灯文化传播运营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钱虹：

自贡灯会成功秘籍就是
品牌历史的坚守、传承与创新

自贡灯会有近千年的悠久历史，
被誉为“天下第一灯”，自贡是凭借什
么秘诀持续不断地擦亮灯会这块金字
招牌的？自贡彩灯文化传播运营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钱虹表示，自贡灯会的
成功秘籍就是品牌历史传承，恒定的
初心和不断的创新！

自唐宋以来，自贡地区就有新年
赏灯的习俗，至今近千年历史。自
1964年自贡市政府组织举办首届迎
春灯会起，自贡灯会逐渐走上探索“振
兴自贡经济，让自贡走向世界”的发展
之路。

自贡彩灯人用55年的时间坚守
初心，在彩灯公园举办了7届迎春灯
会和25届国际恐龙灯会，每年春节接
待游客超200万人次。自贡灯会作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对外文化交
流的战略布局当中，如今已站在中国
文化走出去的前沿阵地。“我们始终以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
责任和理念，去实践中华文化传承和
传播的光荣使命。”

钱虹表示，目前自贡彩灯企业有
900多家，年产值达到50亿元，占据国
内80％、国际90％以上的市场份额，

“全球有灯会的地方就有自贡人的身
影！”整个彩灯产业的蓬勃发展随着自
贡灯会不断壮大。

中国国家品牌网副总裁韩冰：

推动成立世界品牌联盟
做大做强品牌经济

中国国家品牌网作为专业品牌机
构，副总裁韩冰围绕如何持续打造经
典品牌做了分享。

新的传播环境给品牌打造带来了
新的挑战，草根品牌不断诞生，但可能
转瞬即逝。韩冰表示，在品牌经济时
代，品牌已成为市场运营的有效手段，
品牌竞争也日益加剧。而提升品牌意
识、培育品牌、提升品牌价值、增加品
牌竞争力，是每个经典品牌发展的必
由之路。

“品牌价值评价是全球对知名品
牌进行培育、宣传的主流方式，是企业
形成品牌影响力、拓展市场的重要举
措。”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品牌建设，
加强品牌价值理论研究，已取得了重
要国际突破和成果。韩冰介绍，针对
美国发布的世界品牌评价百强榜科学
性不够的问题，2012年，我国同美国、
德国提出了以“质量、服务、技术创新、
有形资产、无形资产”五个要素为基础
的品牌价值发展理论。

韩冰说，品牌评价国际标准已于
今年5月份正式发布，当下我国正在
推动成立世界品牌联盟，下设国际品
牌科学院，未来将按照品牌评价世界
标准，由国际科学院向全球发布“世界
品牌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朱珠 申梦芸 摄影雷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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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
龙湖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郎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蛟龙港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
吉利汽车成都制造基地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峨眉山竹叶青茶业有限公司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小龙坎控股集团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华侨城西部投资有限公司
海特集团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科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蓝剑饮品集团有限公司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华西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全兴酒业有限公司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壹玖壹玖酒类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
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三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金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建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东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邦泰置业有限公司
蓝润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袁记串串香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开磷（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红星美凯龙四川省营发中心
贵州盘江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德胜集团钒钛有限公司
海航现代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能投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铜业有限公司
宜宾凉露酒业有限公司
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迈科金属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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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圆桌论坛 西部经济在成长，企业在腾飞
大咖齐聚成都共话品牌创新与重塑

几位嘉宾在“品牌创新与价值重塑”论坛上分享观点。

2019
西三角企业品牌
影响力百强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电影《中国
机长》又为四川航空公司吸纳了大批
粉丝。“实际上，伴随着这部电影的上
映，川航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都得到了
极大提升。”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
研究中心主任钟宏武在2019第二届
西三角品牌大会上说。

10月 15日，“西部力量 品牌榜
样”2019第二届西三角品牌大会在成
都举行。钟宏武在会上发布了西三角
企业品牌影响力报告，并与参会者分
享了报告的评估过程和指标。

研究报告出炉依据：
“知名度美誉度”两个维度

“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各个
城市的游客数消费量前五强中有三
个都在西三角。”钟宏武说，它们分别
是重庆、成都和西安。近年来，以成
都、重庆和西安三座城市为支撑点的

“西三角经济圈”不断发展，逐渐成为
中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引擎。

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区域品牌正
不断孕育成长，走向全国，影响世界；
在区域协调、创新发展、城市建设、衣食
住行等多方面发挥重要影响和作用，成
为引领品牌发展方向的旗舰与标杆。

“这也证实了西三角确实很有魅力，有
一些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品牌。”

品牌到底是什么？钟宏武认为，
品牌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知名
度，二是美誉度。“有的品牌知名度
高，但美誉度低；有的品牌美誉度
高，而知名度低。”他介绍，此次研究
报告中，主要也是依据这两个评价

维度来确立。
研究过程中，工作人员首先通过

全网搜索确定互联网品牌热度，再进
行公众调查。通过与受众的直接接
触获得样本统计数据。

“美誉度是我们社科院建立的责
任品牌金字塔模型，我们认为企业美
誉度应该由产品品牌、雇主品牌、环
境品牌、公益品牌、品牌运营形成。
然后我们结合公众大家的调研，形成
我们最后的综合指数。”钟宏武介绍，
此外，调研过程中还会获取负面减
分。“如果评价期能出现重大的负面，
我们会进行调整。”

贵州茅台排名100强第一
国企品牌影响力最强

据介绍，报告采用了100家西三
角的企业品牌作为样本，其中有69家
国有企业、27家民营企业，还有7家外
资合资品牌。按照地域分布来讲，四
川省有53家，其次重庆市。

会上，钟宏武重磅发布了2019最
佳西三角品牌。在企业影响力排行
中，贵州茅台集团排名第一，五粮液列
居第二，长安汽车排名第三。研究人
员还按照5个省区进行了各个品牌前
5个分类统计。四川省品牌影响力前
5个企业是五粮液、四川发展、国网、四
川移动、川航。重庆前五包括长安、重
庆银行、龙湖、重庆农商行、重庆电
网。贵州的是茅台、贵州电网、贵州银
行、贵州百灵、瓮福。

100强中，国有企业品牌影响力
最强，在积极助力高质量发展方面，其
品牌影响力比民营企业和外企都高；
品牌影响力中，四川省企业的品牌影
响力很强。

“我认为品牌影响力应该是我们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的结合。”演讲最
后，钟宏武建议企业家要打造负责任、
有温度的企业品牌。“要把我们的企业
真正做到负责任，受尊重，可持续发
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10月15日举办的2019第二届西
三角品牌大会上，四川省工商联党组
成员、副主席陈建表示，品牌建设需要
各方共同努力，本届西三角品牌大会
聚焦企业在品牌建设等方面的作为，
发布西三角企业品牌影响力百强榜，
对于鼓励四川企业品牌意识不断增
强，品牌发展不断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陈建提到，今年是实现新旧动能
转换，推动四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一年，四川也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品
牌发展的重要举措。随着全省民营企
业发展的壮大，民营企业家品牌意识

不断增强，品牌发展环境明显优化、品
牌竞争力有效提升、品牌经济贡献率
显著提高。

陈建说，这一年四川省工商联也结
合自身工作职能和实际，重点打造“四
川民营企业100强”、《四川省民营经济
发展报告》蓝皮书，充分发挥服务职能，
着力提升民营企业品牌影响力。刚刚
结束的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通过
邀请全国知名企业家参会，并与川内企
业在产品、技术、管理、品牌等方面加强
交流合作，进一步助推四川企业品牌竞
争力提升，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陈建同时对四川企业家提出了希
望。她说，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希望
企业家们加强质量管理，强化品牌意
识。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
新、品牌创新、文化创新，不断提高企
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创造出一批又一
批有影响力的“川字号”品牌。同时，
她也鼓励四川企业与“西三角”区域各
省市企业加强合作交流，取长补短，充
分激发品牌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提升
西部地区整体品牌形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尚智
见习记者梁艳琳

西三角企业品牌影响力报告
重磅发布

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建：

“西三角企业品牌影响力百强榜”
助推企业品牌意识增强

■ ■ ■

★清华大学城市品牌研究室主
任范红：品牌的打造是个极致工程，
所有的作为都围绕着初心发展到极
致，这样才会做得更好，成为百年品
牌。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
《国际品牌观察》杂志社社长丁俊
杰：我认为中国品牌必须正三观。
一是超越性的话语观，二是格局上
的空间观，三是价值上的主体观。

★海特集团常务副总裁、海特高
新总经理李江石：

品牌的成功也不是一蹴而就
的，塑造优秀品牌需要强大的产业
定力。一个企业的初衷决定一个企
业的未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申梦芸

刘旭强 熊英英 见习记者 唐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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