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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区域品牌建设对中国中小城市发展的启示
周卫中
( 中央财经大学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１９７９ 年ꎬ日本推出了“ 一村一品” 的农产品政策ꎬ后逐渐演变为区域品牌开发ꎮ 近年来ꎬ一些地区在区

域品牌建设方面开展了有益的尝试ꎬ取得了一定的效果ꎬ“ 京都菜” 、“ 神户牛” 等品牌不仅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ꎬ而
且在全球享有较高的美誉度ꎮ 该文试图通过对日本区域品牌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ꎬ探索区域品牌形成与发展的内
在规律ꎬ并结合中国区域品牌发展现状提出日本经验对中国中小城市发展的借鉴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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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企业的猎物ꎮ 北京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协

问题的提出

会一位负责人曾经谈到ꎬ近年来消失的国内名牌简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自
２０１１ 年起ꎬ连续 ５ 年编制« 中国中小城市绿皮书» ꎮ
该委员会依据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和人口分布现状ꎬ
将城市规模等级划分标准确定为:市区常住人口 ５０

万以下的为小城市ꎬ５０ 万 ~ １００ 万的为中等城市ꎬ

１００ 万 ~ ３００ 万的为大城市ꎬ３００ 万 ~ １ ０００ 万的为特
大城市ꎬ１ ０００ 万以上的为巨型城市 ꎮ 按照该分类
①

标准ꎬ中国绝大多数县级市属于中小城市ꎮ

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ꎬ一个地区拥有的企
业规模和质量决定了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ꎮ 与大
城市、特大城市、巨型城市相比ꎬ中小城市的企业无
论从规模还是质量都处于明显劣势ꎮ 造成这种劣势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ꎬ既有历史原因ꎬ也有资源禀赋方
面的原因ꎬ基础设施、资源、人才等方面的劣势都可
能制约中小城市企业的发展ꎮ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
景下ꎬ中小城市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加剧ꎬ而无
形资产的缺乏使得中小企业在国际巨头的冲击下变
得不堪一击ꎮ 对于企业而言ꎬ品牌无疑是最重要的
无形资产之一ꎮ 对于中小城市的中小企业而言ꎬ能
否用好区域品牌甚至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ꎮ
品牌的竞争是一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 ꎮ 近年

来ꎬ“ 王麻子” 、“ 大宝” 等曾经享誉国内外的地区名
牌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ꎬ有些品牌甚至已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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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可以建造一个“ 品牌烈士陵园” 了!
与此同时ꎬ１９６８ 年 由 Ｈａｒｄｉｎｇ 提 出 的 “ 公 地 悲

剧” 现象正在全国各地不断上演ꎮ 公地悲剧可以描
述为:多个经济单位乃至整个社会共同占有某一稀
缺的公共资源ꎬ每个经济主体都可以从这一稀缺的
公共资源中获得收益ꎬ但却不必支付相应的成本ꎬ由
此导致每个理性经济人都有足够的动力来无限度地
使用相对稀缺的公共资源ꎬ直至其枯竭甚至是彻底
毁掉许多能够再生的资源ꎬ而整个社会将付出昂贵
的代价( 曾贵东、黎紫薇ꎬ２０１６) ꎮ 事实上ꎬ从“ 五常
大米” 到“ 金华火腿” ꎬ因为对区域品牌保护不力而

造成区域品牌信誉受损的案例屡见不鲜ꎮ 保护责任
主体不明确是困扰区域品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那么ꎬ与产品品牌、企业品牌相比ꎬ谁是区域品牌的
所有者? 企业、行业协会、政府在区域品牌建设中分
别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 他山之石ꎬ可以攻玉” ꎮ 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

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ꎬ虽然经历战败、泡沫经济
破灭、失落的二十年等历史阶段ꎬ但日本拥有良好的
中小企业生态系统ꎮ 日本共有各类企业近 １８０ 万

家ꎬ根据帝国数据库的统计ꎬ拥有百年以上历史的企
业约为 ２５ ０００ 家ꎬ其中资本金不足 ５ ０００ 万日元的
企业占整体的 ８９.２％ꎮ 从人员规模上看ꎬ不足 ５０ 人
的企业占 ７８.９％ꎬ而 ４ 人以下的占 ３５.６％ꎮ 由此可
①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 中国中小城市

发展报告» 编委会编«２０１５ 年中国中小城市绿皮书» ꎬ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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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ꎬ这些百年企业多数为中小企业甚至小微企业ꎮ
之所以能够基业长青ꎬ是因为在注重代际传承的同

２.２

日本企业扎根地域的传统
区域品牌理论的发展从客观上对日本区域品牌

时ꎬ这些企业往往扎根于所在区域ꎬ社会情感财富的

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ꎮ 从区域品牌的形成来看ꎬ其

积累、对区域的责任意识对企业经营者形成重要的

与产业集群( ｃｌｕｓｔｅｒ) 的关系最为紧密ꎮ 农业、水产

制约ꎬ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企业经营者的道德失范行

业中首先出现区域品牌概念ꎬ之后延伸至工业、服务

为( 大岛久幸ꎬ２０１６) ꎮ

业ꎮ 与区域品牌相近的概念有“ 城市品牌” ꎬ“ 区域

的基础上ꎬ探索区域品牌形成与发展的规律ꎬ指出日

联系ꎬ但多数学者认为ꎬ它们之间仍然存在区别ꎮ 首

本经验对中国中小城市( 区域) 品牌发展的借鉴意

先ꎬ区域的概念并不局限于城市ꎬ农村同样可以拥有

义ꎮ

品牌ꎻ其次ꎬ品牌的内涵并不局限于产品、同样可以

本文拟在分析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品牌案例

２

日本区域品牌建设的背景
品牌( ｂｒａｎｄ) 一 词 源 于 古 挪 威 语 中 的 “ 烙 印”

产品品牌” 等ꎬ尽管这些概念相互之间存在紧密的

包括服务ꎮ 日本学界对“ 产品” 、“ 商品” 的概念进行
了严格的区分ꎬ甚至达到了十分苛刻的程度ꎮ 一般
而言ꎬ所有通过生产、加工形成的有形物体都是“ 产

( ｂｒａｎｄｒ) ꎬ原指中世纪烙在马牛羊等牲畜身上的记

品” ꎬ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成为“ 商品” ( 新津重信、庄

称、术语、标记、符号或图案ꎬ或者是它们的相互组

从历史上看ꎬ日本企业都有扎根地域的传统ꎮ

号ꎮ 按照菲利浦科特勒的定义ꎬ品牌“ 是一种名

司真人ꎬ２００８) ꎮ

合ꎬ用以识别某个销售者或某销售群体的产品或服

大岛久幸(２０１６) 研究表明ꎬ日本拥有百年以上历史

务ꎬ并使之与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相区别” ꎮ

的 ２５ ０００ 多家企业具有 ３ 个鲜明特点:一是绝大多

增多ꎬ品牌理论成为市场营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多数企业规模不大ꎬ甚至有近四成的企业从业人员

分ꎮ 但是ꎬ从世界范围看ꎬ针对区域品牌的研究始于

在 ４ 人以下ꎻ三是这些百年企业与所在社区有着紧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ꎬ针对品牌的研究成果逐渐

世纪之交ꎮ 学界意识到ꎬ像产品和人一样ꎬ地理位置

数企业采用了家族经营的形式ꎬ重视带际传承ꎻ二是

密的联系ꎬ企业的社会声誉和社会影响从客观上促

和某一空间区域也可以成为品牌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

进了历代业主的责任感ꎮ 最后一点不难理解ꎬ老字

区域品牌方面的实践要远先于区域品牌理论ꎬ“ 好

号不仅是一块金字招牌ꎬ更是企业的标记和符号ꎬ而

莱坞” 、“ 硅谷” 、“ 银座” 、“ 中关村” 已经不仅仅是一

且企业规模越小ꎬ与所在地区的联系也就越紧密ꎮ

个地名ꎬ同时也是代表特定行业的品牌ꎮ 从整体上
看ꎬ日本区域品牌建设的背景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ꎮ
２.１

品牌农业战略的推行

２.３

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虽然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代就推出

了促进农产品特色发展的政策ꎬ但包括企业、行业协

１９７９ 年ꎬ日本正式实施了“ 品牌农业” 战略ꎮ 作

会在内的各方积极开展区域品牌建设却是在 １９９２

村一品” 政策ꎮ “ 一村一品” 从字面上很好理解ꎬ即

的破灭为区域经济发展敲响了警钟ꎮ 之后ꎬ日本又

以说ꎬ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实施的一村一品战略为日

来ꎬ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又发生了东北地区大地震ꎬ区

为品牌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日本首先实施了“ 一
每个行政村都要培育出一种有代表性的农产品ꎮ 可
本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姚春
玲ꎬ２０１５) ꎮ

年的泡沫经济破灭之后ꎮ 换句话说ꎬ日本泡沫经济
经历了被称为 “ 失落的 ２０ 年” 的 经 济 低 迷ꎮ 接 下
域品牌建设成为灾后重建的必由之路ꎮ

１９８５ 年的广场协议之后ꎬ由于日元急剧升值ꎬ

之后ꎬ日本政府又推出了一系列促进特色农业

日本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ꎬ纷纷将生产基地迁至

发展的政策ꎬ如“ 本场本物” ꎬ即在正宗的产地生产

海外ꎬ造成日本国内“ 产业空心化” 现象的出现ꎮ 在

正宗的商品ꎻ“ 本地生产本地销售” ꎬ即鼓励农产品

一些传统的产业聚集地ꎬ尤其是中小企业聚集地ꎬ情

在区域内优先流通等ꎮ 值得说明的是ꎬ在上述政策

况尤为突出ꎮ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ꎬ日本地方政府联

的实施过程中ꎬ 日本农业协会 ( ＪＡ) 在组织协调生

合地区性的行业组织和相关企业ꎬ大力推广区域品

产、销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ꎬ成为许多区域品牌背

牌ꎬ试图通过区域品牌来扩大产地的影响ꎬ降低企业

后的推手ꎮ

的宣传推广成本ꎬ提高产品附加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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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促进了区域品牌的建

该战略实施过程中ꎬ京之乡与产品协会重点关

设ꎮ 低出生率、老龄化带来的不仅仅是人口结构变

注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聚焦商品的差异性ꎬ只有符

化ꎬ而且影响到消费、市场乃至区域经济的发展ꎮ 截

合京都印象的优质产品才予以认定ꎬ并明确了认证

止到 ２０１５ 年ꎬ日本 ６５ 岁以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

的标准ꎬ包括:符合京都传统、京都料理备ꎻ货源稳

１.６０ 人左右的水平ꎮ 在一些相对偏远的城镇和农

势、有个性ꎬ栽培方法独特等ꎻ二是加强对质量和产

业却出现了无人继承的尴尬局面ꎬ因此有必要通过

准” ꎬ只有符合标准的产品才能使用同一的品牌名

占 比例已经接近２５ ％ ꎬ而女性生育率继续 降 低 到

定ꎬ质量、规格统一ꎬ与其它区域同类产品相比有优

村ꎬ甚至出现了“ 无人村” ꎬ一些原本生机勃勃的行

品名称 的 管 理ꎬ 该 机 构 指 定 了 “ 京 都 传 统 蔬 菜 标

区域品牌的推广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称ꎻ三是对渠道进行认证ꎬ通过认证的企业方能挂牌

２０１１ 年发生的东北地区大地震给震区各行各

销售ꎬ授予“ 正宗京都蔬菜销售点” 的牌匾ꎻ四是对

业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当初的预期ꎮ 震后ꎬ媒体更

终端餐饮企业进行认证ꎬ对于使用京都蔬菜的餐饮

多地关注地震对一些典型产业的供应链的影响ꎬ因

企业进行“ 应季京都蔬菜提供店铺” 的认证ꎬ并颁发

为岩手、福岛等地是中小企业密集的地区ꎬ集中了电

牌匾ꎮ

子产品、照相机零部件的生产企业ꎮ 但是ꎬ在灾害发

通过上述归纳不难看出ꎬ京都蔬菜认证不仅针

生 ５ 年后的今天ꎬ灾区仍然未能实现重建ꎬ农业、渔

对产品ꎬ而且还涉及渠道和用户ꎬ其目的非常明确:

本各地对区域品牌发展的投入持续升温ꎬ涌现出多

象京都———京都料理———京都蔬 菜” ꎮ 换 言 之ꎬ 京

业的复苏仍然困难ꎮ 也正是在地震灾害发生后ꎬ日

之乡与产品协会试图将京都蔬菜与日本传统文化联

个典型案例ꎮ

３

通过多重遴选ꎬ形成一种联想ꎬ即“ 传统日本———印

日本区域品牌建设的典型案例
如前所述ꎬ日本在农产品、渔产品方面的品牌建

系起来ꎬ通过区域品牌提升当地蔬菜的品牌形象ꎮ
３.２

大分的青花鱼与青皮鱼
位于日本九州地区的大分县盛产青花鱼( 日语

设有着 ３０ 余年的历史ꎬ也涌现出一批典型案例ꎮ 本

名:Ａｊｉ) 和青皮鱼( 日语名:Ｓａｂａ) ꎮ 然而ꎬ由于无需

个案例进行说明 ꎮ

击ꎬ该地区渔业面临严重的挑战ꎮ 为了提升当地渔

部分选取了蔬菜、鱼类、肉类、水果、干果等领域的 ８
②

３.１

京都传统蔬菜

提起京都ꎬ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历史名城、观光胜

捕捞、行业内缺乏统一的管制ꎬ加上挪威产品的冲
业品牌的形象ꎬ大分县渔业协会佐贺关支店从 １９８９

年开始进行了区域品牌的尝试ꎬ具体措施包括两条:

地、丝绸、和服ꎮ 说到京都的行业ꎬ却不得不提京都

一是限定捕捞海域ꎬ瞄准高端客户对产地青花鱼、青

料理ꎬ而京都料理对蔬菜的要求十分严格ꎮ 为了提

皮鱼进行统购统销ꎬ以消除企业对价格下滑的不满

高京都本地蔬菜的附加价值ꎬ社团法人京之乡与产

情绪ꎻ二是加强质量管理ꎬ优先安排活魚、冰鲜鱼的

品协会组织了京都蔬菜的认证ꎬ具体措施包括两个:

快速出货ꎬ保持鱼品的外观、减少对品相的损坏ꎬ形

一是对所有农林水产品进行认证ꎬ通过认证的颁发

成与“ 高端” 相适应的质量管理体系ꎻ三是避免区域

黄底红字的“ 京都” 统一标签( 图 １) ꎻ二是确保京都

内的恶性竞争ꎬ销售渠道尽量避开当地鱼市ꎬ对中间

蔬菜与其它地区产品的差异性ꎬ扩大销售渠道ꎮ

批发商的业务范围进行明确划分:渔业协会为外地
发货ꎬ４ 家批发企业在大分县内发货ꎬ从而有效地避
免了渠道冲突ꎻ四是渠道的差异化ꎬ从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起ꎬ大分县开始为特约店授牌ꎬ获得授牌的特约店能
够享受“ 按照订单保证供货” 的优厚待遇ꎮ
区域品牌的形成收到了明显效果ꎬ具体体现在
两方面:一是随着大分青花鱼、青皮鱼的知名度逐渐
图１
②

京都蔬菜品牌标识

提升ꎬ渠道已经拓展到关东、关西地区ꎻ二是在保证

相关案例的信息来自各机构网站、以及与日本友人中岛聪先生的探讨ꎮ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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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稳步增长的同时ꎬ商品价格明显回升ꎬ每公斤青
花鱼的 价 格 从 １９９０ 年 代 初 的 ２ ０００ 日 元 上 升 到

检查ꎬ及时提出改进建议ꎮ
对产品质量、渠道和用户的认证过程也是一个

２０００ 年后的 ２ ５００ 日元以上ꎬ青皮鱼也从 １ ５００ 日

宣传、推广的过程ꎮ 事实上ꎬ尽管疯牛病风波造成了

３.３

神户牛肉

上涨的局面ꎬ具体表现在:注册店铺明显增加ꎻ但馬

虽然自 １９９５ 年日本出现疯牛病( ＢＳＥ) 之后中

牛、神戸牛肉的出货量増加ꎻ小牛售价增加ꎮ 综上所

晓的高端品牌ꎬ甚至出现高端料理店利用代购者铤

成ꎬ而且相关各方在品牌形象确立之后仍然保持相

元上升到 ３ ４００ 日元ꎮ

国不再从日本进口牛肉ꎬ但神户牛肉却成为广为知
而走险走私进口神户牛肉的事件ꎮ 神户牛肉是一个

一定负面影响ꎬ但在日本国内神户牛肉却出现逆市

述ꎬ神户牛肉的“ 稀缺” 、“ 高档” 的品牌形象已经形
应努力ꎬ实现了区域品牌的再次开发ꎮ

经过 ３０ 多年培育的区域品牌ꎬ在美国重新允许从日

３.４

实的高端品牌ꎮ

( ＪＡ) 马路村委员会ꎮ 该委员会通过改变柚子的生

本进口牛肉之后ꎬ神户牛肉在美国迅速成为名副其
事实上ꎬ“ 神户牛肉” 、“ 神户肉” 等提法早就有

之ꎮ 但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前ꎬ这一说法只是代表

马路村柚子饮料
马路村柚子饮料品牌的运营主体是日本农协

产销售体制ꎬ形成了地域品牌与产品品牌的统一ꎮ

马路村进行的尝试包括四方面:一是选择与聚

产地ꎬ和“ 高档” 没有任何关联ꎮ １９８３ 年ꎬ神户市所

焦ꎮ 由于耕地减少ꎬ该村开始尝试柚子栽培ꎬ之后又

了但马牛、神戸牛肉、神戸肉的定义和标准ꎬ高档感

重网络( ｎｅｔｗｏｒｋ) 和田野工作( ｆｏｏｔｗｏｒｋ) ꎬ以农业协

在的兵库县成立了“ 神户肉产品流通促进会” ꎬ制定

由种植延伸到柚子饮料的开发和销售ꎻ二是同时注

逐渐形成ꎮ 但马牛有广义和狭义之分ꎬ狭义的但马

会为主体ꎬ开发相应商品ꎬ协会通过走家串户和农家

牛肉仅限于产于但马地区的牛肉ꎬ而广义的但马牛
则包括了神户、但马两地所产牛肉( 图 ２) ꎮ 这一分
类从客观上提升了神户牛肉的品牌形象ꎮ

形成了良好的网络ꎬ在设施投入等方面容易达成共
识ꎻ三是突出地将“ 村子” 、“ 安全” 作为卖点ꎮ 为了
实现差异化ꎬ马路村在商品命名方面突出村名ꎮ 如
１９８８ 年开发的新商品柚子饮料以 “ ＧＯＫＫＵＮ 马路
村” 命名ꎬ努力让大家关注“ 马路村” ꎮ 不仅如此ꎬ随
着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的提高ꎬ马路村开始突出宣
传“ 无农药” ꎮ

马路村在区域品牌的运作中充分利用了繁忙都

市人对悠闲乡村的憧憬和向往ꎬ在柚子、柚子饮料产
销量上升的同时ꎬ还带来了游客的增加ꎮ 其奥秘在
于区域品牌突出的“ 悠闲乡村” 形象非常适合都市
人得诉求ꎮ
图２

神户牛肉与但马牛肉的关系

３.５

安乘河豚
日本人有食用河豚的传统ꎬ几乎每年都有关于

除了明确分类和标准外ꎬ神户肉产品流通促进

因使用野生河豚导致中毒死亡的报道ꎮ 然而ꎬ日本

会还进行了如下尝试:在保证品质的同时ꎬ制定了简

人对河豚的追求并没有因此降温ꎮ 作为河豚的产

明易懂的商品等级ꎻ对供货商和销售商的认定ꎬ强化

地ꎬ三重县安乘市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经历了一场前

对神户牛肉品牌的认同感ꎬ如对年销售 １２ 头以上牛
肉的企业认定为 “ 神户牛肉经销店” 、 对于年购 入

７２０ 公斤以上的餐饮店指定为“ 神户牛肉加工店” ꎻ

所未有的危机ꎬ而这一危机造就了区域品牌“ ＡＮＯ￣
ＲＩ 河豚” 的出现ꎮ

１９８０ 年代中后期ꎬ由于河豚丰产导致捕鱼者剧

协会制定了严格的认定流程ꎬ包括申请 → 审查 → 合

增ꎬ造成市场混乱ꎮ １９８９ 年ꎬ安乗渔业协会开始与

模的大小ꎬ会员证分为店门铜像、证书、牌匾等ꎻ协会

安乘渔业协会的品牌战略包括两方面:一是渠道管

还每月对经营神户牛肉的各类企业按月进行巡视和

理ꎬ产品仅供获得认证的店铺销售ꎻ二是提高产地市

格者签约→缴纳入会费 → 授牌等环节ꎬ按照经营规

邻县联合进行资源管理ꎬ后来逐渐确立了区域品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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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价格ꎬ扩大观光的效果ꎮ
安乘河豚品牌运营过程的特点主要有:区域品

３９

定的生产体制ꎮ ２００５ 年ꎬ日本发生了“ 进口毒饺子”

事件ꎬ引发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心ꎮ 九条葱利用

牌以资源管理为出发点ꎻ２００３ 年成立了专门的品牌

这一机遇ꎬ大打“ 国产” 牌ꎬ扩大了生产规模ꎮ 此外ꎬ

管理机构ꎬ吸引渔业之外的机构ꎬ如酒店协会、旅行

公司除葱加工外ꎬ还成立了养鸡场ꎬ开始生产、销售

社等参加ꎻ与志摩市内的旅游企业如酒店、饭店合

鸡蛋ꎬ并明确提出将循环农业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ꎮ

作ꎬ开拓了销售渠道ꎻ在品牌延伸方面进行了有益的

区域品牌的形成有效地提升了产品的知名度ꎬ

尝试ꎬ除了冬季的河豚外ꎬ延伸出鲍鱼、龙虾等品牌ꎬ

带来销售收入的快速增加ꎮ 九条葱成功入选“ 京都

突出了安乘渔业“ 稀缺” 、“ 高档” 的品牌形象ꎮ

传统蔬菜” ꎬ年销售收入也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４００ 万日元

３.６

青森田子蒜

位于北 部 的 青 森 县 是 日 本 著 名 的 大 蒜 产 地ꎬ

１９７７ 年荣膺日本大蒜产量第一的头衔后迅速引起

关注ꎮ 然而ꎬ当地企业并没有满足于此ꎬ尝试开发了
区域品牌ꎮ 主导区域品牌开发的是日本农协田子町
分委员会ꎬ其目标在于实现大蒜产量、质量日本第一
的目标ꎬ并提出了“ 质量就是信誉” ꎬ“ 单打独斗出不

增至 ２００９ 年的 ５ 亿 ９ ０００ 万日元ꎮ

３.８

四万十栗子

同九条葱一样ꎬ高知县的四万十栗子也是由企

业开发的区域品牌ꎬ由四万十 ＤＲＡＭＡ 株式会社运

营ꎮ 其品牌战略的目标是从原料销售企业到产销一
条龙的栗子种植、加工、销售的综合企业ꎮ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ꎬ该公司在渠道、促销方面进

了地理标志” ꎬ“ 合作才有出路” 等口号ꎮ 为了实现

行了有益的尝试ꎮ 首先ꎬ公司提出了“ 不是卖商品、

这一目标ꎬＪＡ 田子町推出了多项重要举措:一是从

而是卖创意” 的渠道开发理念ꎬ挖掘栗子背后的故

土壤改造入手ꎬ努力提高产品质量ꎬ通过不断研发确

事ꎬ提出了“ 在可爱家乡完成所有流程” ꎬ将种植、加

立了“ 福地白六瓣” 、“ 大头蒜” 生产、无药剂发芽等
技术ꎻ二是努力使原有品种形成品牌ꎬ提高质量ꎻ三
是通过土壤改良、生产组织调整、严格产品规格等努
力ꎬ形成能够满足需求的供给体制ꎻ四是通过市场进
行交易ꎮ １９８８ 年 前 后ꎬ 部 分 产 品 采 用 定 价 交 易 方

式ꎬ 产地与销售店铺按照市场行情提前确定价格ꎬ
得到销售店铺的支持ꎬ销量快速增加ꎻ五是实施一般

工地点都放在四万十河沿岸ꎮ 其次ꎬ公司充分利用
“ 四万十河” 的知名度ꎬ使用攀附策略提升产品知名
度ꎮ 公司的广告语中有一句“ 不给四万十河增加负
担” ꎬ既攀 附 了 当 地 名 川ꎬ 又 宣 传 了 公 司 的 环 保 理
念ꎻ使用废旧的当地报纸“ 四万十川新聞” 制作为纸
袋的尝试同样是“ 攀附” 加“ 环保理念” ꎮ

该品牌推出以来ꎬ四万十川栗子的形象得到提

产品和高档产品的差异化战略ꎬ高级、生鲜产品的高

升ꎬ知名度也逐渐提高ꎮ 其直接效果是ꎬ当地栗子种

档化战略是为了区别于进口廉价大蒜ꎬ而一般产品

植面积扩大ꎬ产品销量稳步提升ꎮ

不再提供给加工企业ꎬ而是通过日本农业协会加工

４

中心成品化ꎮ
田子大蒜的努力没有白费ꎬ该品牌“ 安全” 、“ 放

心” 的附加价值逐渐形成ꎬ在批发市场的交易价格
也高出同类产品 ２０ － ３０％ꎬ赢得了市场的青睐ꎮ

３.７

九条葱

九条葱是由 ＫＯＴＯ 京都株式会社推出的一个区

域品牌ꎮ 该品牌运作的策略包括两方面:一是通过

日本经验对中国中小城市发展的启示
通过对 ８ 个典型案例的分析ꎬ我们可以总结出

日本在区域品牌建设方面的经验ꎬ而这些经验对促
进中国中小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ꎮ
４.１

日本区域品牌建设的经验
日本在区域品牌建设方面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五

个方面ꎮ

选择与聚焦降低成本ꎬ九条地区的菜农不再种植圆

一是明确区域品牌的运营主体ꎮ 通过八个案例

白菜、萝卜、水芹菜ꎬ而是转向一年内都可以种植的

的分析不难发现ꎬ各区域品牌均有一个明确的运营

九条葱ꎬ农地循环速度加快ꎻ二是产品直接销售到餐

主体ꎬ除少数为具有一定垄断性的企业外ꎬ多为行业

饮店ꎬ鲜 度、 质 量 方 面 得 到 保 障ꎬ 形 成 竞 争 优 势ꎮ

协会或跨界成立的专门机构ꎮ 由于区域品牌具有一

２０００ 年前后ꎬ东京出现了“ 九州拉面” 热ꎬ九条葱利

定的共享特点ꎬ确定运营主体有利于明确责任ꎬ便于

为了保证供应ꎬ涉农企业与农民签约ꎬ形成了稳

领域ꎬ涉及的企业一般规模不大ꎬ品牌运营主体与参

用之一机会拓展了市场ꎮ

协调ꎮ 由于区域品牌多出现在农副产品、水产品等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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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的协调变得十分重要ꎮ
二是政府作为“ 看得见的手” 虽然并不直接参

４.２

日本经验对中国中小城市发展的启示
笔者认为ꎬ区域品牌建设是中国中小城市实现

与区域品牌运营ꎬ但在品牌维护方面起着难以替代

创新发展、特色发展的必由之路ꎮ 虽然中国中小城

的作用ꎮ 前述的 ８ 个案例中ꎬ没有一个案例提到当

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资源环境方面受到的元素

地政府ꎬ但随处可见政府的影子ꎮ 如果没有政府的

不同于案例中提到的日本城市ꎬ但仍然可以从日本

努力ꎬ这些区域品牌也难以发展到今天ꎮ 当地政府

区域品牌建设的经验中得到启发ꎮ 日本经验对中国

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市场秩序的维护ꎬ通过对法律

中小城市发展的借鉴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

法规的执行保护了相关区域品牌主体的知识产权免

面ꎮ

受侵犯ꎮ

一是充分挖掘当地资源ꎬ推出有特色的区域品

三是行业协会在区域品牌建设中的作用ꎮ 日本

牌ꎮ 与案例中提到的日本城市相比ꎬ中国中小城市

中小城市的行业协会在引导行业健康发展、协调各

普遍规模较大ꎬ可供直接使用的资源相对更加匮乏ꎮ

方利益、同其他行业其他地区行业组织的沟通方面

比如:烟台不能光靠苹果ꎬ莱阳不能光靠梨ꎬ潍坊更

的努力有目共睹ꎮ 正因为如此ꎬ日本各地的企业都

不能只靠萝卜皮ꎮ 但是ꎬ无论是烟台苹果、莱阳梨还

愿意加入行业组织ꎬ也能够按照行业组织的要求统

是潍坊萝卜ꎬ是否还有潜力可挖ꎬ如何增加它们的附

一行动ꎮ ８ 个区域品牌的案例均涉及产业链的多个

加价值? 事实上ꎬ从历史、文化、传统等无形资产的

环节ꎬ涵盖生产加工到渠道、质量管理、认证等ꎬ凸显

角度看ꎬ中国中小企业可以挖掘和利用的东西并不

了日本行业组织的协调、约束和服务功能ꎬ能够在一

少ꎮ 除了上述产品之外ꎬ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现在

定程度上降低“ 公地悲剧” 发生的可能性ꎮ

有哪些产业集群ꎬ未来有望形成集群的产业还有哪

四是区域品牌建设为参与者带来双赢乃至多元

些? 这是中小企业经营者、行业协会、政府都应该考

的格局ꎮ ８ 个案例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将提升品牌

虑的事情ꎮ 在生态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

形象、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放在中心位置ꎮ 按照日本

念逐渐成为共识的现实条件下ꎬ我们能够挖掘出什

品牌价值评价机构 ＢＲ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的评价体系ꎬ一

么样的区域品牌?

标有 ３ － ４ 个二级指标ꎮ 四个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

和参与企业之间的关系ꎮ 日本经验告诉我们ꎬ区域

是:友好( 受消费者喜爱ꎻ感到亲切ꎻ缺了它会感到

品牌的开发需要有明确的主体ꎬ更需要各方参与、合

失落ꎻ有共鸣ꎬ符合自身感觉) ꎻ便利性( 有兴趣ꎻ最

作共赢局面的形成ꎮ 当然ꎬ中国法律体系仍在建设、

个品牌的综合实力包括四个一级指标ꎬ每个一级指

二是理顺区域品牌开发过程中政府、行业协会

近在用ꎻ对自己有用ꎻ质量上乘) ꎻ杰出性( 品味高ꎻ

完善过程中ꎬ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与日本的相应机构

帅气漂 亮ꎻ 具 有 其 他 商 品 不 具 备 的 魅 力ꎻ 个 性 突

存在明显差异ꎮ 日本经验或许不能直接为我所用ꎬ

出) ꎻ创新性( 目前受到广泛关注ꎻ引领时代ꎻ发展势

但区域品牌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是相同的ꎬ这就要求

头好) 等ꎮ 可以说ꎬ日本区域品牌建设的经验与品

各方在区域品牌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ꎬ坚持“ 有所

牌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呈现出高度的吻合ꎬ八个案例

为、有所 不 为” ꎮ 作 为 政 府ꎬ 应 该 做 的 重 点 工 作 包

或多或少、或整体或部分地就品牌评价指标体系进
行了有益的尝试ꎮ

括:执行与区域品牌建设、企业经营相关的法律法
规ꎬ维护市场秩序ꎬ依法依规对损害区域品牌发展的

五是挖掘、利用当地资源ꎮ 由于区域品牌植根

行为予以取缔ꎻ根据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做好

于特定地域ꎬ有必要充分利用当地的各类有形无形

相应的产业布局和规划ꎻ支持行业协会开展工作等ꎬ

资源ꎬ将可能的资源用于区域品牌建设ꎮ 每一个城

而不是大包大揽ꎮ 作为行业协会ꎬ在区域品牌建设

市ꎬ无论规模大小、经济发展水平如何ꎬ一定有其独

方面大有可为ꎬ不妨借鉴日本行业协会的经验ꎬ发挥

特的资源ꎬ既包括各类有形的物质资源ꎬ如名山大

组织、引导、协调和服务企业的职能ꎬ促进品牌的建

川、各类物产ꎬ又包括无形的文化资源ꎬ如历史、风

设发展ꎮ 作为企业ꎬ除了自身努力之外ꎬ要做区域品

俗、传统等ꎮ 前述多个案例都涉及各种资源的使用ꎬ

牌的维护者ꎬ而不是不择手段地做一个受益者ꎮ 只

四万十栗子更是将攀附手法运用到了极致ꎬ从河流

有这样ꎬ才能避免公地悲剧的出现ꎮ

名称到知名报纸无一不为所用ꎮ

三是将如何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摆在突出位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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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许多中小城市ꎬ农产品、水产品的同质化现象
十分严重ꎬ价格战成为惟一的竞争手段ꎮ 价格战的
结局只有一个:就是将该领域变成“ 红海” ! 对于中

５

结论与展望
本文在对日本农副产品、水产品、果内产品的 ８

小城市的相关企业而言ꎬ如何从消费者需求中发现

个案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ꎬ结合中国中小城市区域

利基( 缝隙) 市场ꎬ并通过自身和同行的努力将其培

品牌发展现状ꎬ提出了相关建议ꎬ包括善于挖掘资

育为“ 蓝海” 的努力至关重要ꎮ 无论是农产品还是

源、明确政府、行业协会和参与企业职责、注重附加

水产品ꎬ都面临着一个新的机遇ꎬ即:如何满足消费

价值提升、讲好品牌故事等ꎮ

者“ 健康” 、“ 安全” 、“ 放心” 的诉求? 尤其是在食品

受资料和时间等因素的限制ꎬ本论文存在一定

领域负面新闻充斥各类媒体的今天ꎬ相关企业大有

的局限性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仅仅对区域品牌发

可为ꎮ 日本九条葱的案例背景中的进口毒饺子事件

展进行了一些定性的探讨ꎬ许多观点有待进一步进

对日本食品、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企业带来了机

行实证检验ꎻ中国区域品牌的经验有待进一步挖掘

遇ꎬ消费者的担心、媒体长篇累牍的报道ꎬ造就了一

等ꎮ 因此ꎬ本文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工作稿( ｗｏｒｋ￣

种新的神话:“ 日本国产等于安全、放心” ꎮ 当然ꎬ提
升产品附加价值不能仅仅关注生产ꎬ而且要关注渠

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ꎬ有待笔者在后续的研究中加以完善ꎮ

道ꎮ 只有品牌形象得到提升ꎬ企业的价值主张才能
得到顾客的认可ꎬ成为顾客的感知价值ꎮ
四是区域品牌的发展离不开故事ꎮ 本文介绍的
各个案例几乎背后都有一个或多个故事ꎬ因为与其
它传播形式相比ꎬ故事是最有利于品牌形象传播的ꎮ
当然ꎬ故事应该是真实发生的ꎬ而不是杜撰出来的ꎮ
事实上ꎬ中国许多带有地域特点的品牌都有着耳熟
能详的故事ꎬ如贵州茅台酒、德州扒鸡、周村烧饼等ꎮ
故事自然不能编造ꎬ但需要发现、联想、加工、整理和
传播ꎮ 笔者认为ꎬ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不仅要有思想、
有知识、有经验、有执行力ꎬ而且要善于讲故事ꎬ讲企
业的故事ꎬ讲自己的故事ꎬ不知不觉中就有了爱听他
讲故事的“ 跟随者” ꎬ讲故事在沟通、激励、领导、企

业文化传承等现代管理职能当中的作用已经得到证
明ꎮ 同样ꎬ区域品牌的建设与传播同样需要讲好故
事ꎮ 实践证明ꎬ往往消费者不能记住一个品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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