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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历史的老字号品牌恒

源祥能发展到今天!掌舵人刘瑞旗功

不可没"尽管恒源祥雷人的生肖广告

引来诸多争议! 尽管一个年销售额

达
#$

多亿元的恒源祥只有
"$$

名职

工并且不生产任何毛线产品! 但它

作为品牌却是成功而且知名的"昨

日!在高峰论坛上!刘瑞旗在演讲中

抛出了中国品牌还很弱! 需要增加

文化内涵来打造有中国特色的世界

品牌的观点"

#美国是休闲制造!英国是精典

制造!德国是精密制造!法国是浪漫

制造!!印度就是什么也不造"$刘瑞

旗用幽默的顺口溜作为演讲的开端%

他说!法国之所以香水畅销!是因为

香水承载了法国的浪漫文化!而中国

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的古国!也

应当把文化赋予品牌之中" 王婷

波司登在品牌节上备受瞩目"

因为它不仅是国内羽绒服的老大!

也是中国服装行业为数不多的一个

世界名牌" 在昨日上午的高峰论坛

上! 波司登集团副书记高美真介绍

了波司登品牌建设的要诀" 对于波

司登能够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的关

键!高美真归结为民族情结"

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 !高

美真一再表示! 波司登走出国门并

非偶然!而是源于一种民族情结"早

在十几年前!波司登品牌刚起步时!

波司登集团董事长高德康去俄罗斯

出差! 不经意地在沿街的地摊上发

现了大量中国服装! 这件事给他很

大触动"从此!波司登树立了走向世

界的目标" 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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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 经济危机是
"$$%

年

的关键词之一!经济走势牵动着投

资者的心"昨日!第三届品牌节'品

牌中国(投资)高峰论坛*邀请了国

内顶尖的金融专家&企业代表等精

英人士纵论宏观经济!嘉宾们精彩

的观点碰撞出了精彩的火花!赢得

了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丁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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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大卫的头衔简直多得不得了+

美国环球证券首席投资执行官&美

国国际金融证券研究院理事会副理

事长& 多伦多股票交易所董事局顾

问&加拿大风险资本交易所董事,,

记者拿着他的名片!不知道该如何称

呼!作为金融树体系发明创始人!他更

喜欢别人叫他-丁老师$&-丁教授$%

记者+此次品牌节!您能不能分

析一下企业如何树立品牌的问题.

丁大卫+ 金融树能够解密企业

如何树立品牌的问题! 品牌是企业

基业常青的果实! 企业不倒是品牌

的先决条件! 很多企业家
&'(

年把

企业搞得红红火火!结果又毁了!这

说明管理者不具备基本的要素!如

何企业倒了!品牌会一文不值%

记者+ 您数次预言到金融危机

的爆发!是如何预见的.

丁大卫+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

前在媒体上发布的文章! 都可以说

明问题% 无论是
)%%&

年国内潜在的

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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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球网络泡沫危

机! 还是这次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

全球金融危机等! 我都在事先向世

人发出了警示和结果% 在事情还没

有发生!就已经看到了它的结果!而

且每次如此% 美国经济危机前的金

融体系一塌糊涂! 这些在金融树体

系中都能表现出来! 都是跟我平时

的分析研究分不开的%

何世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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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记者出身的何世红! 以记

者的眼光看经济别有一番 #风味$%昨

日以中国金融网总裁亮相投资论坛的何

世红!更是#扔$出重磅观点+经济危机

预示着新一轮投资机会的到来&未来

)(

年将迎来中国金融时代%

记者+ 经济危机给中国企业带来

了哪些影响.给中国带来了哪些机遇.

何世红+ 经济危机对中国中小企

业影响巨大! 东莞等一些中小企业都

倒闭了%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应

该感谢美国&华尔街&美元!危机推动

中国崛起! 中国经济模式的稳定性世

人看好!新一轮的投资机遇将到来%

记者+如何看待国内金融体系建设.

何世红+ 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道

路比实际上推进的快很多! 原来设计

是在政府主导的路线上进行! 其实目

前在民间& 贸易等形式已经大大推进

了国际化的进程%我可以说!在未来有

保证的& 可以预见的
)(

年将迎来中国

的金融时代%

吴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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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资本总裁吴克忠在私募股权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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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方面颇有经验!因此在

企业及股票市场两个领域都有自己

的见解% 昨日亮相投资论坛的他!同

样慷慨激昂!在休息的间隙还一直捧

着财经报纸在看! 一刻不放松给自己

#充电$%

记者+经济危机下!请谈谈目前对

中国企业的一些看法%

吴克忠+危机过后!现在我们已经

不再提世界几十强的话题!很多国内

企业都在积极的调整商业模式 %#两

头在外 $ 的模式已经不能再搞下去

了! 企业没有了降低成本的空间%为

什么没有合资企业在中国上市.因为

没有价值& 没有持续盈利的模式%中

国企业如果没有自主品牌和自主渠

道就是没有企业的资本价值!二级市

场上有些企业达到了
($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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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的市

盈率是没有投资价值的%

记者+目前!哪些板块值得投资.

您分别看好和不看好的是哪些行业.

吴克忠+我觉得中国的房地产行

业就不值得投资 ! 因为他们的盈利

模式没法持续 ! 假如开发完一块地

挣
)

亿!那也就结束了 !无法复制了 %

如果说房地产商可以囤地 ! 但是两

年就到期了 !那
($

&

,$

倍的市盈率要

是保持
($

&

,$

年的盈利能力 !那是不

现实的%投资方向上 !我更看好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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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企业 !比如匹克 &雷士

照明等等 ! 还有就是中国的农业企

业! 中国的农贸市场迟早要消失!而

有品牌的农产品企业将走进超市!成

为消费品牌%

"本组撰稿 记者 景虹 摄影 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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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 在中国品牌节昨天下

午举行的六个平行论坛中! 咨询与

广告高峰论坛无疑是人气最旺的!

在论坛开始前半个小时! 该论坛所

在的
,$)

会议室就已经座无虚席!主

办方不得不在两侧通道加上两排座

椅% 大家的期待也得到了丰厚的精

神回报!杨曦沦&李光斗&石岩等国

内顶级品牌营销专家通过幽默风趣

的语言和一个个引人入胜的经典案

例为与会企业家打开了一扇超越常

规的品牌之门%

李光斗大谈$智慧成本%

作为演讲嘉宾! 李光斗无疑是

昨天最忙碌的人!在上午#品牌中国

的国家化榜样$论坛中他#压轴$出

场!提出#女性裙子的长短和经济的

繁荣程度成反比$ 的八卦论点惹来

听众们阵阵笑声% 而在下午的平行

论坛中! 他继续秉承上午八卦搞笑

以及 #语不惊人死不休$ 的演讲风

格! 阐述了他眼中中国企业和品牌

的发展%在李光斗看来!中国企业在

过去的三十年中之所以在世界上取

得成功! 主要是因为我们劳动力成

本较低% 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和

'劳动法*的实施!这种单纯靠挤压劳

动者工时和体力的发展方式已走到尽

头! 中国企业的下一个发展周期需要

利用的是#智慧成本$%#在美国!我和

律师聊天后!对方会把账单当面给我%

但是我们中国的咨询师在和他人聊天

时从来没有给人递过账单! 这就说明

我们的/智慧成本$很低%所以!我们要

利用好这个优势! 发展我们的品牌%$

李光斗介绍说%随后!他举了兰德咨询

公司为美国军方做咨询! 五个字卖五

百万的例子& 为在场的咨询业企业家

打气!但在随后自嘲 -职业和
01*

卖

唱女差不多$ 的玩笑语也说明我国品

牌咨询业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听演讲有种$开窍%的感觉

在咨询与广告高峰论坛结束后!

李光斗快步出门到三楼-串场$!记者

迅速在电梯上对他进行了简短的采

访!当记者问道-网络迅速发展后!纸

媒如何利用/智慧成本0继续发展$时!

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他对于纸

媒的发展非常乐观%-我们有了互联网

以后! 原来需要十份报纸来满足需求

现在可能只需要一份! 在这样的情况

下!纸媒也将重新洗牌!出现垄断性的

品牌集团%$李光斗介绍说%

除了咨询与广告高峰论坛外 !

-品牌中国$ 创业论坛的人气也很旺!

山东省新长征突击手& 工商银行济南

大观园支行行长王愿红等成功人士通

过对人生态度& 困难时精神状态等方

面介绍了奋斗经历%-以前有很多地方

我们没有涉及! 下午听了大家的演讲

有种/开窍0的感觉%$参与论坛的企业

代表戴均卫向记者介绍说%

&记者 王寿林 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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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天晚上的-华谱奖$颁奖晚会

上!青岛无疑是最大的赢家!除了海&

青啤& 双星摘得大奖外! 青岛还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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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品牌$之首!在昨天的

高峰论坛上!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

国投资促进处首席代表胡援东向参会

人员详细讲解了评选标准%

他向记者透露!在青岛被评为品牌

城市之首后!可能有些城市的领导不大

服气!个别外国投资商也不太明白%-对

于品牌城市的评选!我有一个很简单的

评判的标准!那就看企业在这个地方是

不是更容易成功! 是不是有利于创业

者& 企业家& 乃至国际型企业家的成

长%$ 胡援东说出了自己的标准% 他认

为!从一个自然人到创业者!从创业者

到企业家! 从企业家到国际型的企业

家!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成长规

律! 一个城市比别的地方更适合创业

者完成这个过程!有更多的创业者能够

在这里完成这个过程! 那这个地方就有

发展后劲!发展速度就快!同时这个地方

应对国际竞争&抵御国际化风险的能力

就强!青岛无疑符合这些条件%王寿林

昨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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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中国(太阳

能)高峰论坛在会展中心拉开序幕%

太阳雨&力诺&清华阳光等多个名牌

太阳能企业的掌舵人聚首! 围绕信

心&品牌&合作的主题探讨太阳能行

业的发展%-经济危机正是太阳能的

发展契机%$-技术研发是太阳能发

展运用的核心问题%$几位大牌企业

的掌舵人在论坛上均抛出了精彩的

品牌观点!让论坛的气氛高潮迭起%

中国太阳能产业联盟理事长罗

振涛一开场就表态说! 去年年底至

今!虽然金融危机来袭!但太阳能热

水器的发展速度仍超过
234

%-我们

的发展速度超过
5$4

%$在各大太阳

能企业报出自己的增长速度时!太

阳雨集团董事长徐新建表示! 借助

家电下乡等政策优势! 以及经济危

机大家对能源的节约意识增强的特

殊机遇! 太阳雨爆发了惊人的成长

力量% 清华阳光董事长吴振一也认

可这个观点! 他表示作为大众产品

的太阳能基本上不受经济危机的影

响% 记者 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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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司登集团副书记高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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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源祥掌舵人刘瑞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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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斗的讲座现场座无虚席 记者 于 摄

丁大卫何世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