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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品牌日活动期间，省发展改革委联合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工信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知识产权局等8部门，共同推出“游云上展馆 赞江苏品牌”活动。该活动经评定产生了2020年江苏
“最具影响力品牌”（10个）、“最具关注力品牌”（10个）、“最具成长力品牌”（10个），具体名单已在本报公布。为了彰显示范效应，凝聚品牌发展共识，现撷取部分获评企业品牌建设的经验与成果，以飨读者。

见证品牌力量 品读江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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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扬子江成为民族医药第一品

牌，既是物质的积累，更是精神的
凝聚，还有智慧生态圈的超前布
局。”董事长徐镜人如是说。

一个核心理念
一支过硬队伍固本培元

“品牌精神”和“品牌文化”构
成了扬子江药业的品牌内核。

在扬子江药业品牌建设中，
积极倡导“品牌是企业的灵魂，质
量是品牌的灵魂”，大力弘扬“扬
子江水哺育中华，扬子江药造福
华夏”的品牌文化。扬子江药业
始终坚持以高质量药品惠民，以
高质量发展报国。

品牌首先是产品品质。在扬
子江人的眼里，药品质量容不得半
点的马虎和瑕疵。他们对质量的
敬畏发自内心，而实现匠心品质离
不开一支过硬的队伍。2019年，
扬子江专门成立质量品牌部，形成

集团化顶层设计、板块化监督管
理、法人化合规运营模式。

一份担当传承
一种向上向善的精神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
碑。”品牌，除了打造行业高品质标
杆，更离不开老百姓的口碑。扬子江
品牌凝聚着企业社会责任和担当。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扬子江药业在抗疫
中彰显责任担当，第一时间紧急
调配 2000 件具有清热解毒功效
的药品，星夜驰援武汉。而这仅
仅是扬子江药业传承向上向善精
神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扬子江药业与各级卫
生健康事业管理部门、中国医院协
会等单位携手合作，共同推进“精
准健康扶贫项目”。以医院“结对”
精准帮扶、专家下基层、医院管理
专题讲座等形式开展对口帮扶，力
求减少因病致贫的现象。

一张数字化转型蓝图
不断放大科技赋能优势

在扬子江药业品牌战略中，一
张数字化转型的蓝图按下了“快进
键”，以科技赋能品牌，以科技赋能
企业，不断提升了扬子江品牌的

“含金量”“科技范”“时代感”。
“扬子江数字化转型的一个

标志就是成功搭建了集团数字化
平台。”扬子江药业信息中心总监
张爱军介绍，“管理数字化能够给
我们带来的价值在于让一切都变
成数字和可视化，这样就能实现更
及时、更准确和更细致的管理。”

一张智慧生态网
构建市场竞争新优势

“强强联合，构建智慧生态圈，
用品牌赋能品牌。”

科技赋能效应不断放大的背
后，是扬子江药业智慧生态圈的布
局和壮大，从传统制造向数字化转

型的过程中，在供应、生产、销售、流
通等环节对品牌生态圈超前布局。

扬子江药业集团零售市场部
品牌管理处陈景介绍，扬子江药业
从科技创新、资源融合、产业链构
建等各方面，携手合作伙伴共建共
赢，共同打造智慧生态圈，不断推
动大健康产业可持续发展。

再出发
品牌引领笃行致远

“在中西药基础上，逐步涉足医
疗器械、中药饮片、保健品等大健康领
域，树立大健康领域优势健康品牌。”

打开扬子江药业“十四五”品牌
规划，创新发展，大踏步推进品牌
建设从B端向C端的转型；利用
5G、AI、大数据、KOC等进行数字
化、精准化的品牌营销；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支持医药卫生事业、教
育、拥军和扶贫项目；实现中药国
际化，同时布局国际高端市场的宏
伟画卷正徐徐展开。

扬子江药业：将质量扛在肩上 用科技为品牌赋能
比山峰更高的，是攀登者的梦想。
波司登，深耕羽绒服行业44

年，成就行业领军者，创造了连续25
年中国市场销量领先的行业传奇。
从家喻户晓的国民羽绒服品牌，到
问鼎中国优秀工业设计金奖扬名世
界工业设计大会，波司登视品牌为
生命，坚定不移实施名牌发展战略，
不断书写羽绒服“登峰造极”的品牌
佳话。

设计赋能
实现产品领先新突破

创新是时代精神的主旋律，是
“工匠精神”的本质要求和最好传承。

波司登专注羽绒服领域44年，
多次引领行业科技化、时装化变革
的浪潮。在11月下旬召开的2020
年世界工业设计大会上，波司登登
峰系列羽绒服从入围的2411件产
品（作品）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第
四届“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金奖。
该奖项是我国工业设计领域唯一经
中央批准设立的国家政府奖项，代
表了国内工业设计最高水平、最强
实力，波司登是十大金奖中唯一的
服装产品，也是自主服装品牌首次
斩获该奖项。

登峰系列的设计灵感源自波司
登两度助力中国登山队登顶珠穆朗
玛峰，是对“登峰精神”的致敬。攀
登不止，探索不息。今年，波司登聚
焦尖端产品的研发，联合中国南极
科考共同研发设计，推出经过极端
环境实测的专业保暖系列羽绒服，
专业保暖系列助力中国南极科考队
进行第36次、第37次南极科考任
务，登峰系列助力2020珠峰高程测
量登山活动。

波司登以深厚研发能力和自
主创新实力，把更专业保暖的羽绒
服产品带给大众，让世界感受到中
国品牌的温暖和魅力。

品牌引领
释放消费增长新动能

唯有利他者，方能利己，创造顾
客价值的品牌才能获得可持续增长。

今年2月，在中国时尚力量因疫
情影响集体缺席各大时装周的背景
下，波司登如期在伦敦时装周发布时

尚秀，引发全场各国嘉宾高声呐喊
“中国加油”，让世界感受到中国品牌
的精神和力量。波司登积极参与“中
国品牌日”活动，入选央视“强国品牌
工程”，展现出强大的品牌自信和时
尚话语权。波司登让世界看到，中国
纺织服装行业不仅有好的产品，更有
好的品牌。

2020年，波司登努力克服疫情
带来的市场变化和不利影响,波司登
经营业绩逆市而上持续增长，截至9
月30日，波司登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收
入突破46.61亿元，较去年同期上涨
5.1%，线上收入大幅上涨76.4%。

数智制胜
点燃转型变革新引擎

顺应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波司
登与全球领先的云计算及人工智能
科技公司阿里云达成“数智化转型
时尚先锋”战略合作，打通全渠道数
据，在消费者研究、精准营销、商品
一体化运营、导购运营等多领域进
行创新与探索。

波司登加速智能制造升级，独立
研发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系
统和大数据中心，建成中国服装行业
最先进的智能配送中心，通过“CDC
直接分发至门店”的一级配送流程，
智能化程度和品牌快反能力遥遥领
先于行业水平。

努力44年
只为做好每一件羽绒服

比山峰更高的,是攀登者的梦
想。波司登正以“勇攀高峰，永争第
一”的登峰精神，积极融入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以数字化思维赋能品牌
建设，以品牌建设推动企业高质量
发展，为呵护温暖人民美好生活、践
行“波司登温暖全世界”的初心使命
向上攀登！

波司登：做中国制造的“攀登者”

江苏银宝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成立于1998年9月，2015年7
月经批准组建银宝集团。

集团下辖农水集团公司、农
业发展公司、银宝盐业公司、创业
投资公司、粮油集团公司、资产管
理公司、食品科技公司7个二级公
司和60个三级控参股公司，以及
与光明乳业合作的独立乳牧业板
块，主要从事粮食种植、加工与贸
易、农田水利良种繁育、肉食品加
工、新能源、仓储物流、餐饮酒店、
电子商务等业态，位列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第129位。

围绕“聚焦农盐主业、打造
为农平台，全面转型发展、推进企
业上市”的目标，集团公司全力把农
业、盐业两大主业做大做强，综合发
展农、林、牧、副、渔、贸、加、旅等一
体化产业，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
龙头企业和盐城市农业产业化“五
星企业”。

公司通过不断研发与创新，
极大提升了海盐品质，推出“盐阜
海立方”系列海盐产品，包含“海之
味”“海之吟”“海之颂”低中高档食
用盐系列,6类50多个品种。

公司已通过ISO9001质量管
理、OHSAS18000职业健康安全、
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三大体系
的认证，天日晒制技艺被列入江苏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海盐产品
被列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银宝集团旗下盐城市农业水
利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打
造的国有农场——江苏顺泰农场
有限公司，毗邻国家著名的丹顶鹤
自然保护区，主要从事“盐田稻”米
种植。“盐田稻”大米选用优质稻谷
南粳“9108”品种，在空气质量好、
水源有保障的丹顶鹤自然保护缓
冲区江苏顺泰农场种植。为了提
高大米品质，投资了3000万元，引

进了先进的日本“佐竹”牌大米加
工和烘干设备，最大限度保留大米
中的胚芽，使营养更加丰富。

粮油集团公司充分利用国家
储备粮库，以订单+农户形式，为周
边农民提供近4万人次就业机会，
为近10万户农民实现增收致富，
实现企业社会担当，提高企业社会
知名度和影响力。

成立盐城市农产品品牌协会，
搭建银宝商城线上线下平台。收集
以“盐田稻”米、阜宁大米、射阳大米、
建湖大米为核心产品的全市各县近
200家农副产品信息，为广大消费者
提供方便快捷的购物渠道。

围绕重点打造“盐阜银宝”品牌，

深化“银宝渔业”战略，实施统一生产标
准、统一种苗、统一饲料、统一渔药、统一
销售“五统一”养殖管理，全力打造集育
苗、养殖、饮料、加工、冷藏、物流、科研为
一体的国家级现代渔业示范区，并充分
利用一号水库“人放天养、自然增殖”试
验产品，积极推进有机鱼养殖，为广大消
费者提供鲜活、绿色、生态、健康、无公害
的“盐阜银宝”系列海淡水产品。

“盐阜银宝”渔业品牌重点发展
精品渔业示范，构建渔业科技研发平
台、渔业科技推广应用平台、水产品
购销平台等三大养殖平台。发阳养
殖区、兴盐养殖区、兴阳养殖区水产
品养殖基地获得农业农村部健康养
殖示范场认定。

担当农字头 做足盐文章

江苏银宝聚焦主业主责 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品牌战略一直是悦达集团战
略规划的核心部分，而江苏悦达专
用车有限公司是悦达集团重点培
育的自主品牌之一。专注于城乡
生活垃圾收集转运、道路清扫保洁
装备的研发制造。近年来，公司在
营销、研发、品牌建设上加大投入，
努力实现在“十四五”末进入环卫
行业第一阵营目标。

注重科技创新
提升品牌含金量

多年来，江苏悦达专用车有限公
司专注于环卫专用车的研发与制造，
秉承人才强企、科技引领的发展理
念，努力打造环卫车行业第一品牌。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调整
新能源产业布局，在2020年底，顺利
筹建了悦达新能源智能商用车研究
院，聘请行业领军人才领航掌舵，以
科创园研发中心为创新平台，充分发
挥协同效应，从人才、产品、创新三个
方面出发，建设高质量研发体系。

紧紧围绕垃圾分类、蓝天保卫
战、能源安全、智能制造与生态文
明建设等战略，大力推动“三电”战
略。通过创新不断提升科技含量
与品牌含金量，在行业中享有较高
的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得到了广
大客户的广泛认可。

创新销售模式
强化品牌识别度

始终以市场为导向，以营销为
龙头，坚持发展“直销+经销”的模
式，全力向产业链下游延伸。

公司从单一的环卫装备生产销
售，向“制造+服务”整体解决方案供
应商转型升级。产品曾先后服务于
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
博会、2016年杭州G20峰会、2019
年武汉世界军运会，同年获得“全国
政府采购环卫车首选车型”国家级别
大奖，销往北京、上海、杭州、大连、武
汉等国内200多个城市,并出口美
国、俄罗斯、澳大利亚、乌克兰等23个

国家和地区，深受国内外用户喜爱。

真诚感恩服务
打造品牌美誉度

公司长期以来建立了贯彻企
业内外的服务理念，履行公开服务
承诺，建立服务规范，扩大服务资
源，执行服务制度，致力于为客户
提供更优质的售后服务。

始终秉承“客户满意是我们工作
的最大目标和全部内容”，建立并健
全了符合发展要求的售后服务管理
制度。2016年9月首次获得了五星
级售后服务认证证书，并从2017年
起，连续三年获得同行业“全国售后
服务十佳单位”荣誉称号。并获评

“全国售后服务十佳单位”、“全国顾
客满意度测评行业”TOP10、“全国
顾客满意度测评”TOP100等荣誉
称号。

同时，通过开展“技术服务万里
行”“悦享服务 疫路平安”“寻找老客
户 共叙悦达情”“夏季送清凉，悦达献
爱心”“关爱环卫工 悦达在行动”等系
列活动，力求将悦达“以感恩之心、真
诚服务每一位用户”的服务理念，真真
切切地传达到每一位悦达用户手中。

强化科学管理
提升品牌生命张力

公司一直高度重视人才的引进
与培养，致力于打造一支懂经济、善
管理、能研发、会营销的高素质经营
管理团队。

近年来，按照悦达集团“一高
四化”要求，公司从提高层次、增强
后劲、缩小差距三个方面招引人
才，打造国内环卫专用车行业一流
人才团队，为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品牌是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印
记”。江苏悦达专用车有限公司全
体员工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品牌建设为
抓手，让企业品牌在高质量发展的
征程上厚积薄发，加速前行。

悦达专用车：阔步迈向环卫行业第一阵营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
情给全球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
的不确定因素，然而危中藏机，市
场的重新洗牌让一些筹谋在先的
企业加速重构商业模式，在实现自
救的同时也助推了社会经济的发
展，华云数据就是其中一家。

就在本月，华云数据喜报频
传。最新的Gartner《超融合软
件关键功能》专项报告中五项指
标全部国内第一；获评“苏南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独角兽企
业”，连续两年上榜2020超融合魔
力象限，蝉联2020全球独角兽企
业500强，当选数字政府建设服务
联盟副理事长单位、研发工作组联
合组长……十年光景，从市场培
育到自主创新，华云数据从未停
止向前的脚步。

华云数据2010年在无锡落地生
根，从创立之初十几人的创业团队成长
为一家近千人的技术型独角兽企业。

10年来，华云一直致力于做好
中国政企用户上云坚实的背后力
量，深耕云计算专业技术领域，累计
为30余万用户提供优质云产品和
解决方案，取得了500余项知识产
权，在政府金融、国防军工、教育医
疗、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等十几个行
业打造了行业标杆案例。其主导
的无锡地铁上云工程，是国内首个
实现手机刷卡乘坐的地铁线路。
为了更好地提升国家治理、政务服
务、民生发展智能化水平，华云数据
还布局打造了全国首个基于国产
可信云的智能办公综合服务平台，
推进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办
公领域新基建建设，打造高效、智
能、公正、现代化的办公生态。

2020年，在省、市政府主管部门指
导下，华云在无锡牵头成立了“江苏省信
创攻关基地”，联合200多家生态厂商从
芯片、整机、数据库、中间件、操作系统、
应用软件等，就适配验证、联合技术攻
关、人才培训、行业解决方案输出等协同
创新和攻关，并将这一协同创新模式向
外输出，成立“安徽省信创适配验证中
心”，为安徽省及长三角地区的人工智
能、云计算、大数据、5G、物联网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基础设
施保障，助力实现长三角地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

在合作伙伴培训方面，“华云大学”
以华云数据技术力量为依托，承载了华
云数据对渠道相关的产品推广、交付实
施、认证培训等相关工作。通过“华云大
学”，华云数据为合作伙伴提供了全面的
培训认证体系，涵盖架构师、运维交付、
市场销售等课程内容。与此同时，华云
大学也将为安超OS推广、落地等所需
相关技术人才的储备，发挥重要的支撑
作用。目前已先后为100余家渠道合
作伙伴颁发认证。

今年11月，华云数据当选信创人
才标准起草组成员。推动信创产业相
关人才标准制定，为产业人才的发展提
供保障。目前，华云数据作为江苏信创
技术适配攻关基地的牵头运营单位，承
担起为江苏省信创产业快速稳定发展
培训和输送人才的重任。此外，华云数
据还深度参与到信创领域的多项工作，
推动政府和企业用户加快数字化进程，
引领经济发展，实现“信创强国”的理想。

站在全球产业格局嬗变的十字路
口，甘当中国政企用户上云背后力量的
华云数据，通过激发生态潜能业已具备
充分实力，必将撑起中国云创新的旗帜，
不断走向辉煌的明天！

华云数据打造信创云基座
赋能数字中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