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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远航
玲珑轮胎引领未来

2011年，玲珑轮胎内部有了一
个响亮的名字：国际化元年。4月，玲
珑首次亮相上海国际车展并高调发
布国际化发展战略，提出 5年内跻
身世界一流轮胎企业行列。对于世
界一流，玲珑轮胎的定义是：进入世
界轮胎行业前十名。这不仅是销量
和销售额的概念，还包含技术水平
和产品品质的提升。

对于国际市场，目前处于中国
大型企业 500强的玲珑轮胎并不陌
生。2011年，在全球轮胎销量同比下
滑的不利形势下，玲珑轮胎海外销
售保持高速增长，实现销售额近 9
亿美元，彰显了玲珑轮胎优异的发
展质量和超强的市场驾驭能力。然
而，要成为世界一流企业，仅靠产品
出口是不够的，必须具备在研发、采
购、制造、销售等各个方面整合全球
资源、服务全球市场的能力和品牌
影响力，而且国际轮胎行业强手如
林，要进入由普利司通、米其林、固
特异等老牌劲旅把持的行业前十领
地绝非易事，玲珑轮胎到底做了哪
些准备呢？

研发国际化

科技是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
内在要求和基本形式，也是一个企
业不断适应环境、实现自我超越的
必然过程，技术创新是品牌战略的
核心。在“玲珑”的品牌中，为了满足
客户的需要，不断适应新的市场需
要，玲珑在进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
创造了许多震惊行业的“玲珑奇
迹”。

快速上马子午胎项目。2001年，
公司全面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由
单一斜交轮胎生产向子午线轮胎结
构调整。9月 23日，公司第一条半钢
子午线轮胎生产线顺利投产，2002
年 10月 19日第一条全钢子午线轮
胎成功下线，用 11个月的时间创造
了行业全钢子午线轮胎建设的“玲
珑速度”，实现了特种轮胎、半钢子
午线轮胎、全钢子午线轮胎的系列
化生产，向轮胎专业化和规模化挺
进。公司轮胎总产量达 3500万套，
产品十大系列 4000多个规格品种，
位居行业第一。

自主研发 GREEN-Max花纹轮
胎。该轮胎除了环保，在其他方面的
表现亦非同凡响。设计师精心设计
胎面的每一个花块和每一条沟槽，
使轮胎各方面的性能都达到最佳水
平。例如，纵向沟槽使轮胎在湿滑道

路上行驶时取得超级安全性；V 型
沟槽打破并切割噪音声波，使行驶
噪音降低；阻隔沟槽确保轮胎的干
地操控性和耐磨性；锋利的沟槽边
缘则提高轮胎湿地抓地力性能。这
款轮胎在 2011 年芬兰测试世界公
司举办的“夏季轮胎测试”中，以 7.6
分击败众多知名品牌，位居第四。同
时，获得“中国动力轮胎大奖”、
“2011最具驾趣湿地轮胎”等多项大
奖。
《低断面抗湿滑低噪声超高性

能轿车子午线轮胎》项目。该项目形
成了成熟的整套生产技术，该项目
历时 5年多时间，完成了 40多个规
格 100多个品种的超高性能轿车子
午线轮胎的研发，最低断面为 25系
列，最高速度级别达到 Y级，最大轮
辋直径 26英寸。经行业国际权威检
测机构测试，轮胎的高速耐久等安
全性能和噪声达到了世界名牌同等
水平，湿路面抓着性能优于对比的
世界品牌，综合性能达到世界名牌
水平。该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石化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绿色产品的研究开发。作为一
家中国领先的轮胎厂商，如何提供
并帮助用户选择能减少油耗的轮
胎，从而降低用户的使用成本，是玲
珑公司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公
司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实施节能减排
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建设资源节
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企业，节能减排
取得显著成效，各项指标创历史新
高，“绿色玲珑”理念在企业发展过
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另一方面，自推
出了第一款节油轮胎之后，玲珑一
直引领着中国绿色轮胎市场的发
展，面向半钢和全钢市场先后研发
生产出获得“2009年度节油轮胎大
奖”的 R618轿车轮胎和 LLF06高速
公路轮胎、被誉为“省钱专家”的高
速公路最佳拍档 TL809和 DL810花
纹轮胎、获得“2012最具驾趣绿色节
能轮胎”称号的 L788等环保节能轮
胎，为用户提供了更全面的节油产
品，为轮胎行业树立了新标杆。

玲珑轮胎每年在新品研发上投
入大量资金，在北京建有研发基地，
并计划将在欧洲、北美建设具有全
球战略的研发平台，立足本部，辐射
全国，面向全球，开创科研国际化新
局面。

营销国际化

面对国内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的形势，玲珑轮胎提出了“占领市场
新高地，抢占品牌制高点”的营销策

略，推进品牌国际化与销售全球化
战略，全力打造一个世界级的轮胎
品牌。

然而，中国市场巨大又复杂，玲
珑轮胎充分认识到零售商对于占领
市场的重要作用，因此建设发达、完
善的零售商经销网络，就成为玲珑
轮胎营销的主要工程。玲珑在全国
各地建立起规范化、档次化的营销
服务载体———玲珑家苑。目前，玲珑
家苑已经渗透到中国市场的大部分
地区，并且拥有星级服务设施及政
策，随时随地为用户提供优质的服
务。玲珑还设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
系，保证了技术的专业性和服务的
品质。

在市场营销上，玲珑依托强大
的战略品牌群，积极进行市场推广
和营销网络优化。在国内，建立起
横跨南北、纵观东西、俯瞰中原的
大市场网络，发展一级经销商 210
多家，配套市场做到了全方位、全
系列，配套数量和金额在国内轮胎
行业稳居第一。在国际市场上，发
展年销量 2000万美元的大客户 20
个，着力铺展辐射全球的大网络建
设，产品远销海外 160多个国家和
地区，与国际一流轮胎营销巨头建
立合作关系，顺利通过两家世界前
六大汽车厂全球供应厂商的供应商
资格评审。2011年，玲珑轮胎进出
口总额近 16 亿美元，稳居行业前
茅。

目前，结合公司技术创新和管
理提升，玲珑的营销体系正不断向
更高端的产品、市场挺进，下一
步，公司将密切与客户的战略合作
关系，加大海外品牌建设，实行国
内外联动，与国内整车出口相结
合，利用海内外完善的营销网络，
以服务质量促进营销。

品牌国际化

实施品牌战略除了用自己过硬
的产品质量去积累消费者的信任，
赢得消费者与市场认可的同时，不
失时机地利用一些宣传手段进行整
合营销，积极地向世人展示自己的
优势也是必不可少的。

广告是塑造品牌形象的重要手
段，是为消费者需求与产品或服务
在沟通上找到了一个切入点。玲珑
的广告多数是以提高品牌的价值为
首要目的“品牌广告”，有别于传
统的以促销为主旨的“促销广告”。
玲珑轮胎每年精心制作公司形象宣
传片，扩大玲珑在受众当中的影响
力。公司在各高速公路安装大型户

外广告牌，将广告与产品一起推广
到每一个市场终端，这为巩固玲珑
的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创
造了有利的条件。网络推动，与时
同步。作为领跑中国轮胎行业的公
司，玲珑轮胎十分重视利用互联网
拉近和用户、经销商之间的关系。
玲珑轮胎积极对公司网站进行改
版，对玲珑新产品、新政策、公司
新闻等及时更新，并设立互动版
块，设专人进行问答回复，实现了
用户、经销商与公司之间沟通零距
离，提供给用户更方便快捷的网络
渠道。

公司长期致力于品牌建设，坚
持“重科技抓管理，创品牌增效
益”，不断提高产品档次，提高用
户满意度，提高市场竞争力，玲珑
品牌自 2004 年开始，连续被授予
“中国 500最具价值品牌”、“中国
市场产品质量用户满意首选品牌”
等荣誉称号，品牌价值 92.69亿元，
位居轮胎行业首位。面对世界强势
品牌的挑战，玲珑做出了争创品
牌、发展品牌、保护品牌的战略部
署，以玲珑牌、山玲牌、利奥牌为
核心优势品牌，邦驰、英菲利等中
高端品牌的研发投产为挺进国际市
场奠定了基础。

同时，玲珑继续深化体育营
销，先后赞助玲珑国际象棋队、澳
洲布里斯班狮吼足球队、保加利亚
登山队等国际大型体育团队，加速
提升了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2011
年 3月，玲珑轮胎又高调签约中国
女排，成为中国排球国家队 2011—
2013赞助商，借助女排这个享誉世
界的团队将品牌形象面向国际，一
路支持中国女排参加各种国内外大
型排球比赛、举办联谊活动等形
式，浓墨重彩地对品牌进行推广，
成功塑造了具有特色的品牌形象，
树立起了民族品牌讲诚信、重责任
的良好国际市场形象。

为了加大国际营销进程，玲珑
还积极参与了各种国内外大型轮胎
展。除了 2011年的上海国际车展，
玲珑轮胎先后参加了法兰克福迪拜
汽配展、美国 SEMA SHOW等国际
知名展览会，在展商与观众之间架
起信息沟通的桥梁。随着品牌知名
度的提升进一步扩大了公司的全球
销售网络。

作为中国轮胎出口的第一品
牌，玲珑轮胎海外贸易目前呈现出
三大走势：一是以环保轮胎、跑气
保用和低滚动阻力轮胎为代表的新
技术、新产品销量快速增长，新产
品利润年增加 50%以上。二是新兴
市场崛起，拉丁美洲、非洲、中
东、东南亚等地区销售逐步增长。
三是出口品牌系列增多，中高端品
牌成主打，产品逐步摆脱低端、低
价的竞争怪圈，并向中高端领域拓
展，实现了品牌档次的高度提升。

人才国际化

人才是企业发展之本，玲珑轮
胎坚持人才队伍建设常抓不懈，因
人而异，爱人以德，人性化并且富
有创造性地建立“玲珑分类才智
库”，为企业高速发展打下坚实基
础。玲珑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市场大
网络构架的广度影响，放眼全球招
揽人才，不断完善独具玲珑特色的
人才获取、人才开发、人才评估、
人才激励、人才规划机制，打造综
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经验优势
足的科研、管理、市场营销、资本
运营的管理人才队伍和勤奋忠诚、
业务精湛的员工队伍。

公司拥有 700多人的专业研发
队伍，构建高端科研人才梯队，并
先后从美国、韩国等国家吸纳高级
工程师、专家 40多人。同时，玲
珑定期为员工、业务员、经销商和

零售商提供各种各样的资讯和培
训，内容涉及轮胎技术、生产过
程、品质控制、销售技术、客户服
务以及现代化管理方法等等，并把
培训与实际应用紧密地结合起来，
让接受培训的人员能灵活地把培训
时学习到的东西运用上。

公司投资 2000 余万元，创建
新员工实训基地———玲珑技工学
校，以职业化训练为主要模式，本
着“创办一流实训基地，培育一流
人才”的目标，倾力打造公司专业
技术人员。实训基地建立至今共对
内培养中高级技能人才 8000余人，
对外提供实训机会 2000 余个，先
后与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合肥工
业大学、青岛科技大学、烟台南山
学院等 10 余所高等院校签署人才
培训协议，为公司培养了众多专业
人才队伍。

30多年风雨历练，玲珑人不断
超越，打造了一支素质过硬的人才
精英团队，形成了一套现代化培训
模式，构筑了一道先进的轮胎产业
体系，为公司国际化战略奠定了人
才基础。

战略国际化

面对更加复杂的市场环境，玲
珑轮胎乘风破浪，满怀信心。

外部环境的变化，对酝酿中的
玲珑轮胎国际化也起到了催化剂的
作用。面对欧盟及阿根廷等国相继
启动针对我国轮胎的技术壁垒或反
倾销、天然橡胶等原材料价格疯
长、人民币不断升值等因素，玲珑
轮胎计划将在泰国建立分厂和原材
料供应基地，立足东南亚地区，就
近获得优质天然橡胶资源，节省运
输费用，规避贸易壁垒。公司还将
在德州、柳州建立工厂，在北京、
北美、欧洲建立研发中心，真正实

现品牌走出去战略。
在品牌建设和营销体系上，玲

珑将不断建立起全球化、规范化、
档次化的品牌连锁，通过品牌店的
覆盖，形成完善的、规范的、功能
齐全的营销服务体系，力争在“十
二五”期间海外品牌店达到 200
家，架构起国际化、规范化、档次
化的营销服务体系，将玲珑轮胎打
造成为国际市场上的中高端品牌，
实现品牌增值。
“十二五”期间，玲珑将以提

升产品档次和竞争力作为企业重要
的发展战略。以品质提升为目标做
好产品细分，强调专业性，突出耐磨
性、强载性，降低返回率，提高用户
满意度。以性能提升为目标，从轮胎
的制动性、抗湿滑性能等方面来提高
操控性能。围绕结构调整和低碳经
济，玲珑将充分发挥研发优势，依托
深层性能研究，引领低碳经济和绿色
制造潮流，将超高性能轮胎打造成公
司的主打产品，并以此形成低滚动阻
力系列、环保配方系列、跑气保用系
列、雪地轮胎系列、低噪声系列、抗
湿滑系列六大绿色产品群。在产品质
量和科技含量上，争取达到国际一流
企业的水平。力争“十二五”末，达
到年产轮胎 6000万套，销售收入达
300亿元。

展望未来，国际贸易环境更加
复杂，人民币升值、出口贸易限制
增多、原材料价格暴涨等一系列不
利因素将给企业带来更加严峻的挑
战，但越是复杂、严峻的环境，越
能考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全新的
挑战将激发玲珑轮胎蓬勃的发展动
力，玲珑轮胎将紧跟市场，抢抓机
遇，以技术创新为契机，加速实施
品牌增值战略，努力开创国际化品
牌营销的新局面。在企业实施国际
化战略的发展道路上，玲珑轮胎将
乘风破浪，引领未来！

本报记者 张广传

玲珑集团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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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珑轮胎总经理王锋（左）与国家体育局排球活动管理中心副
主任张荣芳（右）签订合作声明

公司产品荣获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

2012年获年度“最具
驾趣绿色节能轮胎”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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