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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青蛙王子
深耕中国儿童护理市场
双木/文

国内战略：
全面进入一线市场

走进青蛙王子公司新工业园
建设现场，紧张繁忙、机器轰鸣、
车辆穿梭，占地 100 多亩的新工
业园正在紧张有序的建设中。
“有了新工业园，我们可以进一步
扩大生产规模，增强科研实力，
改善员工的生活福利待遇。”在机
器的轰鸣声中，总经理李振辉振
奋地大声向记者介绍。

眼前的景象和已见雏形的工
业园，与以往作坊式的工厂相
比，已不可同日而语。短短 16
年间，这个坐落在福建漳州的儿
童日化用品企业，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成为儿童日化行业内
的一面旗帜。
“这么大变化，靠的是什么？”
公司总经理李振辉回答：

“靠的是企业不断创新。”
青蛙王子公司在中国日化行

业中摸爬滚打，深刻领悟了创
新的重要性。它每年投入巨资
到新品研发中，为中国宝宝提
供专业的儿童护理用品。李振
辉告诉记者：“我们做儿童护
肤产品已经很多年了，始终以
‘专心致意，儿童护理’为宗
旨，做适合中国儿童使用的日
化产品。我们不断增设和投入
科研机构，聘请科研专家，是
为了努力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
和附加值，提高产品竞争力。”
目前，青蛙王子公司的产品不
断推陈出新，先后开发及生产
经营了“青蛙王子”儿童护理
系列、“双飞剑”及“深呼吸”
家庭卫生用品系列等三大国内

知名品牌。特别是“青蛙王子”
品牌在广大消费者心目中，已建
立起一定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在创新这一理念的指引下，

青蛙王子 （中国） 日化有限公司
和华南理工大学、无锡轻工业大
学等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保持着
紧密联系，借助“产学研”结合
的方式，共同筹划公司的科技创
新及科研开发。
公司一直坚持用品质说话，

不断提升产品质量， 2007 年，
“青蛙王子”这一品牌被评为中
国日用化学品及化妆品行业最具
开发潜力的十大国内品牌，并荣
获“中国驰名商标”称号。据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荣誉的
获得与他们严格的管理密不可
分。他们以严格的管理来保证产
品品质，严把采购关口，不仅定
期对供应商进行严格评估，而且
每一批进厂的原材料都要经过严
格的检验，以确保原材料品质优
良，安全可靠。在选用原材料
上，注重“有机”、“天然”，
因此“青蛙王子”儿童护肤用品
极少有过敏反应，多年来在市场
上拥有较高的声誉。
在国内，儿童日化用品市场

上的品牌为数不多，尚未出现百
家争鸣的现象。今后如何把握契
机，下好儿童日化用品这盘棋？
总经理李振辉对此有着独到的见
解：“随着消费市场的不断成熟，
人们对产品的关注焦点已从‘出
身’，转向品质、品牌，这为我们
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
目前青蛙王子在二、三级城市和
农村市场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
产品销售网络，培养了一大批忠
实的消费群体。而像北京、上海
等一线城市，却是我们的‘短腿’。
今后，我们要在精耕细作二、三线
市场的基础上，发挥我们的优势，
不断练好‘内功’，理性地进行研

发创新、着力进行企业品牌营销、
实施多元化品牌战略，大力开发一
线市场，实现企业发展。”

目前，青蛙王子公司推出
的新产品已 经逐步向 高端 迈
进，同时企业的各方面标准也
向高端品牌转化。“面对市场
变化，本土品牌要随需应变，
我们正在开发适合 0—3 岁婴
幼儿使用的产品，开发出了婴
儿纸尿裤、婴儿洗浴产品、婴
儿护肤用品。而且我们的市场
渠道也在拓宽，开始逐步进军
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加大
对家乐福和沃尔玛等大型一线
超市的开发力度。” 李振辉说。

国际战略：
专业化多元化集团化

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民族企
业来说，国际化是一个梦想。
青蛙王子公司总经理李振辉

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拓展国际
市场，创造世界知名品牌。“我国
的品牌和国外相比，还存在着很
大差距，我们应该抓住机会去主
动缩小差距。”

古语有云：“博观而约取，
厚积而薄发”。在迈向国际化的道
路上，青蛙王子公司步履坚定。
早在 2004 年，其国际化战略就已
初见端倪。为了及时与海外市场
对接，公司成立国际贸易部，获
得对外贸易经营权，开始为外国
品牌代工。通过为外商代工，该
公司储备了一定的外贸专业人才，
并从参与国际竞争中，提升了企
业的综合素质，完善了品牌的运
作体系。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
来袭，大部分企业遭遇寒流，但
就在这一年，青蛙王子集团走出
国门成功收购了美国老字号 Solar

公司旗下的两大品牌及 3000 多个
终端，开辟了新的国际品牌之路，
在其十余载的发展历程中写下了
重要的一笔。

海外并购是中国产品迅速扩
张海外市场的最佳途径之一，
也是中国企业学习先进经验的
绝佳机会。谈起收购给青蛙王
子带来的收获与喜悦，李振辉
说：“一是我们可以学到更加
先进的技术，美方拥有庞大的
科研机构，技术储备相当丰厚，
其高端研发人员成为我们的技
术顾问，有利于青蛙王子更好
地利用国际先进的技术，促进
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水平。同
时还可以发挥国内劳动力市场、
基础加工和部分产品方面的比
较优势，更广泛、更深入地参
与国际产业合作和产业分工中
去，为青蛙王子创造新的发展
机遇。二是美方庞大的销售网
络，为企业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们计划借
助美方在市场营销等领域的经
验，进一步发展青蛙王子品牌。
三是将各种现代经营理念引入公
司，有利于我们在更大范围内学
习、吸收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和
经营方式，转变观念，加快发展
的步伐，加强管理、规范运作。

最近，李振辉又在谋划着新
的布局：“下一步，我们要把
‘青蛙王子’这个品牌推向国际，
真正实现‘专业化、多元化、集
团化’的品牌战略。”

品牌战略：
借力动漫延伸文化

在现代市场竞争中，品牌是
一个巨大的杠杆，所谓“有品
牌者得市场”。在品牌塑造方

面，青蛙王子集团众多充满创
新的惊人之举同样令人印象深
刻。

当众多企业仍停留在投拍传
统广告时，青蛙王子集团已先行
一步，通过运用动漫产业与品牌
相结合的宣传方式，提升企业品
牌的美誉度与知名度。李振辉告
诉记者：“青蛙王子集团是中国
日化行业第一家介入动漫文化产
业的企业。我们早在 2005 年，
就投资制作了长篇原创动画片
《青蛙王子》，它给中国的原创动
画事业带来生机。”

一个民族品牌是一个国家、
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象征，
是企业自主创新和实力的标志，
也是民族振兴的源头。“我们希
望通过动画片的形式，来延伸我
们的品牌文化，培养忠实的消费
群体，助力中国儿童培养勇敢、
乐观的心态，倡导他们树立‘绿
色、健康、环保’的意识。”李振
辉介绍。

从投拍第一部 《青蛙王子》
到现在，六年的坚守与努力已结
出喜人硕果。第一部前后共计在
包括央视少儿频道的 100 多个电
视台播出。而 2010 年，由青蛙王
子集团投资拍摄的动画片 《青蛙
王子》第二部获得广电总局 2010
年度第一批优秀国产动画片推荐。
还于 2010 年 9 月登陆央视少儿频
道，2010 年 11月亮相江苏少儿频
道。接下来， 《青蛙王子》 还将
在金鹰卡通、南方电视台、福建
少儿频道、广州电视台、重庆电
视台、山东少儿频道、四川动画
频道、河南少儿频道等各大电视
台投放播出，提升“青蛙王子”
在中国的品牌影响力。目前 《青
蛙王子》 第三部，也已经在紧张
筹划中。

随着长篇原创动画片 《青蛙
王子》 的频频亮相，公司还策

划成立了一支专业型“青蛙王
子艺术团”，参与到社会各项公
益活动、营销促销路演等活动
中。艺术团还在外部联合幼儿
园、社会公益团体，将颇具专
业性的表演渗透到消费者心目
中，传达“青蛙王子”绿色、
健康护理常识。

青蛙王子集团的创新精神不
仅仅体现在品牌塑造方面，在积
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上依然清晰
可见。这种洋溢着温情的创新再
次让我们记住了这个品牌。李振
辉说：“创新与发展是企业的生
存理念，而和谐与奉献，则是企
业的社会责任。”
作为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民营

企业家，李振辉热心于公益事
业，把奉献社会作为事业的重要
部分。公司先后组织了海啸捐
赠、爱心助学、世界无偿献血日
赞助等公益性活动。200苑 年与漳
州职业技术学院携手创建“精细
化工”专业，并提供到公司就业
的发展机会。2008 年，汶川大地
震发生后，青蛙王子公司捐资 50
万元抢修一所希望小学，使汶川
地震灾区儿童能在明亮的教室里
继续学习。
青蛙王子集团的新产品、创

新力以及积极支持公益事业的
社会影响力，让更多的人亲身
感受和体验了青蛙王子所带来
的乐趣。青蛙王子公司将持续
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和高效
服务，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努
力打造一个创新、和谐、发展
的未来。

谈到公司未来的发展，李振辉
说：“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以 ‘专
心致意，儿童护理’为宗旨，与
时代发展同步，为全世界宝宝提
供最优质服务，逐步朝‘中国儿
童护理民族第一品牌’的目标迈
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