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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品牌的智能手机，在巴黎、纽约发售
时，出现消费者排队购机的场景。中国自主研制
的“精灵”无人机，被列入“世界最有影响力的
50 款科技产品”——— 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摆脱
“土气”“廉价”的“大路货”标签，呈现出高品质、
高颜值。

从量到质，从粗到精。巨大转变背后，是品
牌的力量。近期在上海开幕的 2019 年中国品牌
日活动上，近 200家自主品牌集中亮相，展示国
货精品魅力的同时，也激活高质量发展的“一池
春水”。

正视“剪刀差”：高质量发展品

牌建设是必选项

一件印尼生产的普通球衣，原来的价格是
19 美元。在印上球星德罗巴的名字和号码后，
它的价格就变成了 99 美元。

这件球衣，出现在前年举行的大英博物馆
100件文物展上。有人从中看到了全球化，有人
从中看出了品牌的价值。

“品牌既是质量的外在表达，也搭载了情
感、时尚方面的很多内容。”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会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在
2019 中国品牌发展国际论坛上表示，在高质量
发展阶段，品牌建设是必选项。

2017 年起，我国将每年的 5 月 10 日设为
“中国品牌日”，越来越多的优秀品牌在市场竞
争中成长起来。但与我国的产业规模和制造能
力相比，国内品牌建设还相对滞后，知名品牌仍
然相对较少。

根据《财富》公布的 2018 年世界企业 500 强
名单，中国有 120家企业入围，数量位居全球第
二。而根据世界品牌实验室公布的 2018 年世界
品牌 500 强名单，中国有 38家企业入围，排名
全球第五。

世界企业 500 强按照营业收入(规模)排
名，世界品牌 500 强按照消费者的认可程度排
名。两者之间的“剪刀差”，显示了中国企业迈向
高质量发展的“短板”。

差距意味着机遇。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
速、居民消费持续升级，品牌建设面临一系列有利
条件：

——— 经济发展既“扩量”更要“提质”。上海
近年来举全市之力打造“上海服务、上海制造、
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上海市副市长
许昆林说，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上海
推动建立了第三方自愿性认证的品牌评价新模
式，60 多家标杆企业的产品或服务获得“上海
品牌”认证。

——— 企业竞争既“做增量”更要“优存量”。
家电市场竞争激烈，传统家电渐趋饱和，而新
的智能家电还在不断涌现。“过去人们只有在
装修、换房时才有买家电的需求，随着新技术
飞速更迭，不断带来全新的应用场景。现在消
费者买一件家电，往往不是因为‘家里的用坏
了’，而是‘又出了新功能’。”创维集团品牌部长
李钊说。

——— 居民消费既重“实惠”也重“享用”。中
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理事长陈少军表
示，消费者对“颜值”的追求，让我国化妆品市场
规模 40 多年来增长 900 倍以上。上海家化董事
长张东方说，通过产品升级和跨界合作，百年家
化一改品牌大龄形象，陆续推出奶糖味唇膏、冻
干面膜等新品，以“守得住经典、当得了网红”的
姿态，不断赢得年轻人的青睐。

跨越“三道关”：创新、匠心和意识

创新是品牌的灵魂。
在 2019 中国品牌日活动现场，自行车展区

人气很足。1949 年的“永久”、1950 年的“飞鸽”、
1959 年的“凤凰”、1960 年的“五羊”，唤起了很
多人的回忆。

不过，对于老品牌的掌门人来说，他们谈得
最多的不是老情怀，而是新探索——— 自行车材
料，有钛合金、碳纤维。自行车的价格，从 999 元
到 39999 元不等。至于自行车的功能，再加上智
能传感器后，可以收集路况信息并上传云端，形
成智慧交通的大数据。

“‘永久’的主流消费群体是‘80 后’、‘90 后’，
类型包括旅行车、山地车、电踏车、动感单车
等。”永久自行车董事长颜奕鸣说。

匠心是品牌的底气。
在晨光文具的展台，一支中性笔引来很多

观众体验。这支中性笔比普通笔多了一个硅胶
护套，在消费者手指按压笔握处时起到缓冲作
用。“很多初高中生，伸出手来就会看到一个‘中
指茧’，这是由于书写疲劳造成的。针对这些痛
点，我们专门开发了舒适握感的系列。”晨光文
具高级品牌经理郑天慧说。

意识让品牌更“有范儿”。品牌经济时代，品
牌的内涵在不断加深。不仅产品有品牌，平台、
产业和区域也有品牌。

今年中国品牌日前夕，商务部等组织阿里巴
巴、苏宁易购等 10家电商平台联合启动了首届
“双品网购节”。与以往的“全网”“全品”促销不同，
“双品网购节”不追求“身高体重”，更重视“体质体
能”，要求电商平台依托大数据等先进技术，选择
优质、安全、实惠的商品，严把品牌、品质关。

“平台能为消费者提供更为多样化、个性
化、品质化的产品选择，缩短企业品牌建设周
期，让更多优质国货品牌脱颖而出。”苏宁易购
副董事长孙为民说。

当好“护航员”：营造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

品牌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和市
场两只手同时发挥作用。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念修说，在各方的
重视和推动下，目前市场主体奋力创建品牌、政府
部门积极支持品牌、中介机构热情服务品牌、消费
者自觉关爱品牌的格局逐步形成。

政府支持市场主体开展品牌建设，关键是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包括破除各方面的
保护主义和行业壁垒，制止各类垄断和不正当
竞争行为，以更大的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依
法严厉打击各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
的行为。

在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同时，我国发
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也为中国品牌走向海外，
与世界共享创造了巨大空间。

小米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2018 年小米国
际市场收入达 700 亿元，同比增长 118%。“小
米法国旗舰店开业时，很多外国消费者凌晨 3
点就开始排队。这背后是国际消费者对中国品
牌的认可与信任。”

“隐形冠军”概念首创者、德国管理学家赫
尔曼·西蒙说，在“中国最具价值品牌 500 强”
中，有 67% 的品牌在国内的价值超过 95%。这
意味着大部分的中国品牌全球化程度还远远不
够，未来需要持续突破。

赫尔曼·西蒙说，只要坚持品牌建设和全球
化，中国制造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为世界人
民带来更多的价值。

(记者何欣荣、王雨萧、周蕊、周琳、王默玲)
新华社上海 5 月 12 日电

摆脱“大路货”，中国品牌跨越“三道关”

“现在‘仁川—胶州—凭祥’海铁联运集装箱班
列每周都要发一两列，旺季能达到两天一列，主
要运输电子产品，比海运要快一周。”中国外运广
西凭祥公司总经理黄惠专告诉记者。

广西凭祥与越南接壤，是当前我国最大的
陆路水果进出口口岸，也是我国通往东盟的重
要门户。黄惠专口中的“仁川—胶州—凭祥”海
铁联运集装箱班列于 2017 年 7 月正式开通，货
物从韩国仁川经海运抵达青岛，班列再从青岛
出发，经广西凭祥口岸出境，源源不断将货物运
至越南河内、同登等地。

凭祥火车站是综合性客货联运国家级一类
口岸，也是广西唯一的铁路口岸。站长蒋靖说，
凭祥火车站算得上广西铁路萌芽之地。火车站

始建于 1937 年，在 1950 年便已开始办理国际
旅客、货物联运业务。

“20 世纪 70 年代，每年经凭祥火车站进出
口货物达 350 万吨左右，以进口矿物为主。”蒋
靖说，随着公路运输、海路运输的发展以及进出
口产品结构调整，铁路口岸难以再现繁忙景象。

近年来，陆海新通道建设为这个国门火车
站带来了焕发“第二春”的机遇。广州、青岛、兰
州、苏州、义乌、莆田、郑州等地均已开通经凭祥
至越南河内的跨境铁路班列，各地经凭祥物流
线路累计开通近 20 条，可达东盟 20 多个主要
城市。蒋靖说，河内经凭祥到成都、重庆的国际
班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再接上蓉新欧、渝新欧
班列通达欧洲。

据凭祥市商务和口岸管理局副局长陈贵介
绍，2018 年，凭祥综合保税区入区企业进出口总
额 390 亿元，在全国 10 个沿边海关特殊监管区
中排第一。2019 年一季度，全市外贸进出口累计
总值 256.1 亿元，同比增长 48.17%。

“一些跨国企业在越南北部设立加工基地，
从广东等地通过海运将零部件拉到越南加工，
加工后的成品再通过铁路经凭祥对接陆海新通
道，通过中欧班列发往欧洲。”凭祥市委书记王
方红说，凭祥作为广西乃至我国面向东盟的国
际物流枢纽作用日益凸显。

“我们正在筹备申报水果进出口口岸资质，
希望铁路口岸能分担公路口岸水果进出口压
力。”南宁货运中心所长石海福说，凭祥铁路口

岸升级改造一期工程已竣工，二期工程正在
建设中。

而今，凭祥火车站不仅迎来发展国际货
运新机遇，也越来越受到中越两国旅客的青
睐。2009 年 1 月 1 日首发的中国南宁—越南
河内(嘉林)国际列车已正式运行满 10 周年，
累计运送国际旅客超 40 万人次，客流年均增
长 20% 。

宽阔整洁的货场，先进完善的设施，中英
越三语引导指示标……升级改造后的凭祥火
车站面貌已与以往大不相同。这个建站已有
80 余年历史的老火车站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与活力。 (记者刘伟、唐荣桂、郭轶凡)

新华社南宁电

八旬国门铁路“变身记”

（上接 1 版）位于杨汛桥镇的绍兴思奈纺织是国际
知名品牌在中国的供货商，目前客户的订单已经排到
三个月后，急需扩大生产规模。但去年启动新厂房建设
后，资金缺口近千万元。总经理孙洋跑遍了当地银行试
图“找钱”，可眼下拿得出手的抵押物只有这座在建的
新厂房。孙洋说，由于缺乏合适的抵押物进行融资，新
项目“卡了脖子”。

杨汛桥镇通过排摸发现了这一问题，主动协调金
融机构上门服务，帮助企业进行优质资产“再挖掘”。经
过实地调研，瑞丰银行提出，将孙洋的公司纳入“企业
信用库”进行信用贷款评级。

孙洋遇到的融资难题在杨汛桥镇并非个例。记者
在镇里开出的一张企业“问题清单表”上看到，上面分
门别类列出了辖区内 200 多家企业遇到的资金问题。

如何让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信息、需求有效对
接？一场“面对面”的政银企对接会在镇里举行。一边是
高成长的中小微企业，一边是各家银行的主要负责人，
由企业出题，银行来答题，解决了不少企业的问题。

依托“政企面对面”平台和一系列激励新政，截至目
前，柯桥区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约 600 亿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近 100 亿元，增速超过 20%。

据介绍，为优化民企发展环境，柯桥区计划通过机
构改革，设置常态化民营经济服务机构。“我们将进一
步健全‘政企面对面’机制，把对民企的服务活动进一步
落深、落细、落精准。”沈志江说。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白瀛)由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发起、千余家单位参与的品牌强国战略联
盟 10 日在京成立。

成员单位当日发出的联合倡议称，联盟
将在新时代深入践行品牌强国战略，探索中
国社会各界的品牌强国使命，发挥品牌在企
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共同为品牌强国战
略助力加油。

据发起方介绍，品牌强国战略联盟涵盖
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品牌企业、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行业协会、业界专家等，首期成员
单位约 1200 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立足
国家战略，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品牌战略，强
化全民品牌意识，为打造中国知名品牌、塑
造中国品牌文化、建设品牌强国积极贡献力
量。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发 起

成 立 品 牌 强 国 战 略 联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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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上到下：图一：5 月 10 日，在上海举行的 2019 年中国品牌日活动上，观众向工作人员
了解一辆电动助力自行车的信息。

图二：2019 年中国品牌日活动上，观众观看一台用于圆珠笔质量检测的划圆书写机。

图三：2019 年中国品牌日活动上，一名观众在一个瓷器展架前驻足观看。

图四：2019 年中国品牌日活动上，观众观看展出的手表。

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品牌
力量

据新华社长春电(记者孟含琪、
金津秀)“吉林一号”卫星升空，传统
制造业向智能化生产跃进……在航
天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汽车等领
域，一批科技“小巨人”企业正在吉林
涌现，推动老工业基地走向高质量发
展新路。

专注在细分行业中崭

露头角

“吉林一号”是全国首个自主研发
的商用遥感卫星星座。自 2015 年 10
月“吉林一号”一箭四星发射升空以
来，目前已有 12颗卫星在轨。这些卫
星都是遥感卫星，技术源于吉林省在
光学领域研发的优势。

过去一提起吉林，人们会先想到
一汽、长影、玉米等，在老工业基地转
型升级布局之际，吉林省紧扣行业趋
势，向航天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力，一批小巨人企
业纷纷涌现。

走进长春希达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车间，固晶机摆针在发光二极管
芯片和集成封装单元板之间反复吸
取、固定，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
接——— 操纵生产的是旁边的电脑，
百余台自动化设备可日产 3000 多
块高端集成封装单元，组成 LED 照
明设备。凭借技术攻关，希达电子已
成为室内板上芯片小间距 LED 显
示细分领域的行业龙头企业。

不贪多、不图大，不少像长光、
希达这样的“小巨人”企业都“死磕”
某一细分领域，将其做到极致。这也
是很多小巨人企业在大浪淘沙的市
场中崭露头角的方式。

传统制造业因智能焕发新生

在老工业基地振兴大潮中，传
统制造产业也正在重焕新生，向高
端化、智能化迈进。

一个个机械手臂从加热炉中取
出铝柱放入辊锻机内，不到一分钟
就加工完成了底盘转向节……在吉
林通用机械公司，流水线忙碌不停，
但一个个上千平方米的厂房里，却
看不到几个人。

公司不仅实行智能化生产，还自己制造生产设备，
不断培育智能装备研发制造、工业机器人研发制造、自
动化生产线研发制造的能力，目前已自行研制数控加
工中心 200 余台，自动化生产线近 70 条。

记者走访多家“小巨人”企业发现，不仅在生产环
境，企业还将智能化应用于整个公司的运营管理。

通透明亮的玻璃屋内，几乎铺满背景墙的高清电
子大屏幕繁忙地记录和显示着各种数据图表。通过这
些实时更新的信息，工作人员精准掌握生产计划、库存
明细和项目执行情况。

“过去全靠手工记账，如今有强大的‘大脑’调控，减
员又增效。”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物流部部长
助理魏俊旭介绍，从前厂区堆满了备用零部件，订单有
变还要打电话一一协调。2017 年投入 ERP 系统后，自
动生成三天固定计划和十五天滚动计划，只需点击几
下鼠标，即可迅速调度各分厂和部门。智能化的物流管
理，让企业高效地对 400 万套汽车离合器和 150 万件
重型车驾驶室液压翻转机构产品进行科学排产。

精准扶持助力企业成长

“小巨人”企业成长性好，但根基不稳，需要精准扶
持。2017 年以来，吉林出台了《吉林省科技小巨人企业
扶持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扶持政策和帮扶措施，为企业
排忧解难。

买不起贵重仪器设备、产品出来了无法进行尖端
检验检测……一些“小巨人”企业常因为资金问题被束
缚手脚。对此，长春市推出免费科技创新券制度，企业
凭借创新券，就能获得中试检测等各类科技服务，像在
电商平台购买商品一样。凭借创新券，企业可购买到
400 多项研发服务。

“长春新区企业高管”是一个专为企业排忧解难的
微信群。群成员由 100 多位高新企业高管和长春新区
各部门负责人组成。从审批手续，到交通、网络，企业足
不出户，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被一一记录和协调，很多问
题都是有关部门加班解决的，基本不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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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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