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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博客

中国品牌何时“灵魂生猛”？
改革开放 30 多

年，中国国际服装博

览会在中国举办多

次，但是中国服装界

依然出不来享誉世界

的企业家与企业品

牌。这个事实说明：中

国的服装品牌“升级

换代”需要企业家思

想超越。

本报记者 江雪

服装的灵魂需要灵动

北京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说，要
静下心想清楚问题，在某点上做赢，
把模式研究透，做成伟大的小事。

服装品牌是要有思想，企业家要
把文化贴到衣服上。

博客上一个消费者说的一句话
打动了很多人：我们中国设计师设计
的服装、企业家生产的服装贴不近我
的心灵，只是附着在我的皮肤。这也
是我喜欢欧洲或者非洲风格服装的
原因。一样花钱，为什么不把内衣、外
衣以及与服装相互牵连的一切物质
当成精神享受？

对于 30年前还需要家长给孩子
亲手缝制衣服的中国服装市场来说，
真的是一次颠覆性革命。

一个企业家对记者说那你可以
看看目前中国各大电视台主持人服
装的赞助企业你就知道中国服装品
牌是哪些。但是新型消费者依然消费
韩国、日本、美国品牌。这也是电子商
务兴旺的原因之一。
屈指可数的中国服装品牌，首先

要说白领。天天看微博、写微博的苗
鸿冰对此感受最深。因为在 1996年
前后，当杉杉在上海有自己店时，可
以在北京王府井黄金地段商场设立
品牌专柜的只有薄涛、白领等几家。
虽然打出了“时尚影响力”说是品牌，
其实也就是一个服装企业的牌子。服
装真正成为一个社会不可取少的元
素那还是梦想。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个别代
表所着的服装品牌之所以被公众高
度关注，基本原因是“你清廉还是腐
败？”这样一个可笑的逻辑之所以盛
行，让我们反思中国服装品牌和外国
服装品牌的价值到底差在哪里。中国
名人、商人、艺术家，有那个喜欢中国
品牌服装？奥斯卡红地毯的女星们又
有几回不是身着“东方旗袍外衣”而
夹带“西方灵魂”？如果不配以卡地亚
等珠宝奢侈品牌，那是不敢上国际舞
台的。

夏华的博客网民们跟帖说，中国
服装品牌有价格没有价值，更不保
值，根本没有喷发出“光芒”照耀每个
人的灵魂。公众的观点告诉企业家和
设计师们：中国人对服装的需求绝不
仅仅是身体的保暖，更多是生活激情
的体现；情感渴望、宣泄；灵魂需要温
暖甚至是对现实人生的反叛。服装的
文化符号已经强烈地打印在当今消
费者身上，当人们无法从服装上得到
满足的时候，他们敢于求助于“皮肤
深呼吸———文身”。
中国服装服饰要得到这样的价

值，企业需要时间培育市场；企业家
需要时间读懂市场；消费者需要时间
接受中国品牌文化。
《环球企业家》题为“日本服装超

市抢滩中国”报道：优衣库最大的竞
争对手也要来上海了。4月，日本岛村
（SHIMAMURA）服装超市将在上海开
业，并计划 2年内开店 10家。该品牌
创立于 1953年，销售额居日本第二。
此外，优衣库计划到 2020年中国店
铺增至 1000 家；青山商事计划到
2017年至 100家；HONEYS今年 5月
就计划在中国新开 180家店铺。

品牌家李志起感叹“日企生猛”。

2012 年 3 月 29 日接受中央电
视台《对话》采访后，大学教授玲伟
在微博上问夏华：“日本山本耀司通
过独特的设计精神，使得优衣库通

过零售形成自己杀伤力如此之强的
大众品牌，二者都让日本走向了世
界。作为中国服装企业的企业家，你
如何带领中国品牌变成世界品牌”？
夏华的回答是：是的，别谈国际化。
先把自己的市场做好。要静下心想
清楚问题，在某点上做赢，把模式研
究透，做成伟大的小事。在走出去前
先做好供应链整合和人才国际化。
依文主张从伦敦到北京，茶香四溢，
风尚中国。

企业家明确了：这个时代，思想、
创意、生产、销售与时尚难解难分。

营销带动梦想走进现实

王军说，这个时代更加需要中国
企业家静下心来，把营销模式创新。

事实上，中国品牌服装的销售模
式要坚持传统的“店中销售”。甚至很
多企业家看到西方大牌到中国都搞
旗舰店之后也模仿其模式，成本大大
增高，产品价值越发低。

可以说，千万元聘请一个形象代
言人做季节性品牌广告对中国企业
家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一直以
来，服装品牌的宣传很零碎，很原始，
很不时尚。

白领集团董事长、创始人苗鸿冰
每天在微博上发表“每日故事”。2012
年 3月的一天他写道：在势均力敌的
情况下，决定胜败的不是实力，而是
胆气。

或许他是总结自己成功 20年的
经验给那些创业者。

或许是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还是这天，社会学者于建嵘在微
博上写道：前几天一本杂志约我采
访，我当时要讲课了没有听明白就顺
口答应了。今早通知下午去拍摄才知
道，杂志叫《男人装》。不去吧，答应
了；去吧，更是笑话。我这个样子的人
去推销时装，从此天下无时装。

夏华说：“于老师，男人装不装都
不影响时尚的脚步！”

是的，必须跟上时尚的脚步。
2012年 3月 27日举办的行业论

坛上，当日本东京司先生演讲结束，
北京盛世嘉年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中国服装论坛秘书长王军
微博写道：历史将记住这一时刻，所
有在场人员起立致意，让人感动感谢
他留下的无与伦比的时装智慧和影
响!期待他能再来论坛，大家都能静下
心来坚持去做那些伟大的小事，脚步
才会向梦想走近！
中国企业家要向日本企业家、服

装大师学习什么？
让梦想照进现实。
现实启发更多服装企业的管理

者和设计者：商务营销是网络与数字
的结合使得立体式营销出现了。单一
的营销逐步层层开花，新媒体的方式
更容易触碰到客户的心。文艺创作，
如微电影，小型 MV在未来营销中的
应用以及私人化广告都让企业家更
加清楚“服装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在哪
里？”

专家们的回答是，“产品，设计和
营销缺一不可。这决定了有多少人会
因你而来，有多少人将随你而去。”在
这点上，其他国家的服装企业又给中
国企业树立了榜样。

白领已经从北京 3 号机场撤掉
了人们眼中的“旗舰店”。企业正在筹

划的新营销模式即将亮相。

美与创造与想象无尽头

苗鸿冰说，山本耀司来了是亮点
是让我们中国企业家找到自己。

近日，中国服装行业近百名专
家、500余位中国服装企业领袖、设计
精英参加可谓是中国服装人的盛会。
他们在分享关于时尚、品牌、市场的
本质思考和价值的同时，还探讨了中
国服装在世界时尚新秩序下的坐标、
角色与价值，溯源中国服装品牌经营
逻辑与秩序的持续构建。

中国人正在拉动着世界的消费。
“未来互联网与时尚品牌如何结合”
是企业家思考的问题。

共识有三点。之一：“对于品牌别
人怎么看比自己怎么说更真实更重
要”。之二是“很受用”；之三是“品牌
要在儒雅淡定的状态下找到自己的
样子，要真正用心让与你接触的人感
到‘舒服’”。

携手成长的记忆，努力成为大师
的白领老板苗鸿冰当日在博客上写
道：中国服装论坛最大的亮点是：邀
请到了世界时装设计大师山本耀司
先生，69岁的大师很酷，齐肩的长发、
谦逊的态度、专著的眼神、探寻的目
光、无处不在的设计让人产生无限敬
意。当他看到中国传统工艺和艺术家
的作品时，谦逊的说：我知道我以后
该怎么设计了。致敬大师！

在学习别人的同时找到自己是
最重要的。著名文化学者、评论家张
颐武：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有
购买力，这么热爱买东西，我们对消
费的渴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创
造出来，被解放出来。这个变化说明
了中国市场本身变成了全球最中心
的市场，所以全球化现在开始转变为
另外一个概念，中国人正在拉动着世
界的消费。

2012年 4月 1日，苗鸿冰微博上
留言：再过 2小时 white collar北国最
新形象红店就要拉开帷幕，红色的门
头暗示着鸿运当头、红红火火。

更兴奋的是定位高端的爱慕“泳
装发布会倒计时”微博报道，“当品牌
代言人巩俐走上红地毯，气质优雅、
神态迷人的巩俐完美体现了东方女
人特有的柔美气质与国际明星大气
非凡气质相结合的美感，姿态唯美、
风韵犹然，各大媒体甚至整个发布会
现场气氛都沸腾起来。”

服装行业的未来是利润空间的
极度萎缩？还是品牌价值的不断提
升？当中国网民开始参与服装品牌
展示时，应该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
了。

2012年 3月 29日，意大利全国
时尚协会主席 Mario Boselli在与中国
企业家交流时表示：“感受到了魅力、
美丽、风度、风格、财富。说明中国服
装在思想，国际化态势具备雏形。”

服装业一定拼国际化思维。
品牌价值持续提升，利润也才有

空间。
专家建议道：一，这个行业前途

光明：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城市化
提升一个点，服装消费增长至少五个
点；二，服装行业是为数不多模式清
晰、状态良好并具备国际化可能的行
业。

中国品牌服装需要勇气。企业家
更需要勇气。

宏观：

【证监会大洗牌】自 2012年 3月初开始，证
监会内部几乎所有部门开始了局级、处级的干部
轮岗。人事部门内部已制定了轮岗的硬性条件，
达标即轮岗。此次轮岗规模空前、条件硬性，意在
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重塑行为规范，也被寄望
应更加公开、透明、可预期。

【中国媒体有偿报道乱象】如果想要公司首
席执行官出现在官方运营的中国中央电视台的
新闻节目中，一位专长运作此事的电视顾问告诉
我们，价格大约在每分钟 4000美元。在《工人日
报》上登载一篇公司的宣传性文章的价格则是每
字约 1美元。“发生在传媒领域的腐败比在其他
领域的后果更加严重，因为它让人们感觉什么都
不能信。”

【经济越繁荣 女性裙摆越短】经济的繁荣
程度和女性的裙摆长度成反比。经济繁荣，女性
的裙摆会越来越短；反之，短裙变长裙。因为经
济状况不佳时，男性收入不多，女性不再需要用
短裙来吸引男性，同时，女性收入也不多，所以
情绪不好，会用长裙来把身体更多地遮掩起来。

产业：

【明胶广泛进入食物链条】“哪天你把这皮鞋扔
了，说不定就进了明胶厂，变成原料。”发酵于微博
的“明胶”事件再次在食品行业的伤口上撒了把盐。
北至新疆，南至温州、晋江，从冷饮厂、糖果厂、火腿
肠厂、果冻厂到一些制药企业，都能窥见明胶和人
造蛋白添加剂的踪影。通常说的蛋白粉,一种就是三
聚氰胺，俗称蛋白精，另一种就是皮革水解蛋白粉。

【中石油董事长：搞好上游，坐着、站着、躺着
或趴着（都赚钱）】中石油蒋洁敏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强调，搞石油必须耐得住寂寞，舍得在认准的
方向上加大投入，尤其是上游。在上游投的
钱———值，就是靠这个为公司贡献了 100%以上
的利润。而只要掌握了上游资源，无论坐着、站
着、躺着或趴着，心里都有底。

【小食品黑作坊“来钱快”：干 3个月买辆别克】
“起步资金不过几千元，租个五六百平方米的厂房，
临时招十来个人，一天能出上千件货。一个老板干
了 3个月，就买了辆别克轿车。开始还只是麻辣食
品，后来发展到只要是吃的都能生产。”业内人士表
示，受利益驱动和监管缺失，食品黑作坊到处滋生。

民生：

【进口奶粉在国内毛利润至少超 50%】一些
消费者反映，中国市场上新西兰或澳大利亚产奶
粉，价格要比在新西兰、澳大利亚超市里直接购
买贵 1至 2倍。一位专家抱怨，“洋奶粉”暴利已
经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但消费者对其肆无
忌惮的连续涨价却束手无策。

【《人民日报》：算算十元钱的购买力】“10年
前，10元钱能买 10斤大米，或 4斤猪肉；两年前
能买 5斤大米，或 1 斤猪肉；现在 10元只能买 3
个苹果，半斤猪肉，或几棵大葱……”高物价下，
人们的消费行为悄悄发生着变化，一是消费减
少，二是消费下移。

【民生用品四五月或迎来新一轮涨价】在近
期涨价的民生用品中，奶粉行业的雀巢和美赞臣
平均涨幅为 10%，金龙鱼和福临门的菜油和花生
油平均涨幅约 8%，宝洁旗下日化用品沙宣和海
飞丝上调幅度为 10%—20%。业内预计四五月份
民生用品将迎来新一轮涨价潮。

【高敬友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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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苹果和解无进展（下）

唯冠董事长杨荣山

夏华
做成伟大的小事

苗鸿冰
决定胜败是胆气

王军
把营销模式创新

2012 年 2 月 29 日，备受瞩目的 IPAD 商标侵权案在广
东高院二审开庭。上诉人为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 IP 应用发
展有限公司。被上诉人为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上诉
人要求法庭判决 IPAD 商标的内地专用权归上诉人所有。
经过长达 6 个小时的激烈辩论，法庭没有当庭宣判。

在了解本案之前，我们需要先回顾一下 IPAD 商标的
诞生和流转过程。早在 2000 年，唯冠国际旗下的台湾公司
便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注册了 IPAD 商标。2001 年，唯
冠国际旗下的深圳公司在中国内地注册了 IPAD 商标的两
种类别。事实上，唯冠对 IPAD 商标的注册比苹果推出同名
电脑整整早了十年。

唯冠深圳还没有进入破产程序

问：有一种说法，说当时深圳唯冠已经处在申请破产
那么一个状态，因为 IPAD 商标转让是属于资产的转让，需
要债权人的同意才能够转让。这种说法准确吗？

杨荣山：唯冠深圳当时并不是在破产的情况，我们到
今天为止，都还没有进入破产的程序。银行它是在监管，它
的重点事实上就是防止资产流失。市政府说你不能抽唯冠
的银根，它说我不能抽银根那我肯定要监管，否则的话你
资产不断流失怎么办呢？它不是未来没有保障？所以当时
的情况是银行监管，不是在破产的状况。
问：我们知道富邦保险也在要求唯冠进行破产清算。

它提出这样的要求，会不会影响公司诉讼的情况？
杨荣山：是的，富邦确实也在申请唯冠破产清算。原因

就是富邦事实上不是唯冠的供应商，它只是一个保理商，
买了唯冠供应商的应收账款。所以说我们跟富邦之间，事
实上没有业务往来。这也增加了我们谈判、协调之间的难
度。但是这两天有媒体报道，说中院有表示，唯冠因为 I原
PAD 商标正在等待高院的终审，唯冠现况并不适合去做破
产清算的。我很感谢深圳中院做了这么明智、合理的判决。
问：事实上破产清算会不会导致诉讼案的终止？
杨荣山：事实上也不会。等你破产以后，我们公司也有

投资人，我们会去做重整的工作。唯冠今天事实上尽一切
的力量，为债权人在维护他们的权益。各位也都知道了，如
果进入破产程序以后，公司是没有了话语权，是管理人。但
是一般进入破产程序以后，都会面临债权人的减债问题。
事实上这样子是对债权人是不利的。当然对 IPAD 商标的
诉讼，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中止，但是它不会影响唯冠去维
权的这个行动的。

唯冠深圳内部现分歧

2012 年 2 月 23 日，和君创业发表声明称，唯冠创始人
杨荣山已经不能代表唯冠深圳公司，如欲以深圳唯冠名义
签署合同，须与债务相关人协调。此前，杨荣山已经发表声
明称，和君创业不能代表他本人发言。
问：和君创业之前一直代表着唯冠来发布了很多的信

息，请问他们的角色身份是什么？
杨荣山：和君创业与唯冠之间确实有签了一个媒体公

关代理的角色，所以理论上来说，它既然是媒体公关的代
理，它的发言应该是要代表公司的意思去表达。
但是我们从媒体上看到，和君创业一会儿说代表八家

银行，一会儿又说代表小股东。我们知道公司、债权银行、
小股东之间，是有利益冲突的，所以和君创业在媒体上的
很多言论事实上不是代表公司的。
问：之前我们看到有种说法是，债权人的律师认为，其

实您是不能够代表唯冠公司的。对此你是怎么看？
杨荣山：其实我不愿意多去辩解，我今天还是唯冠的

法人代表，唯冠还没有进入破产的程序，我依法就有权利
代表唯冠。虽然债权人他们有他们的权益，公司也会替他
们去争取权益，清还他们的债款。我不觉得，我没有什么理
据去证明，我现在不代表唯冠深圳。
据易观数据显示，截至去年第三季度，IPAD 在中国内

地的销售量已经达到了 362 万台。在深圳中院一审判决苹
果败诉后，中国内地已经有部分地区的工商局开始查封 I原
PAD 平板电脑，当然还有更多地区在正常销售。目前，本案
的二审已经开庭，还未宣判，苹果第三代平板电脑———The
new iPad 也已经发布，iPad 一代和二代在中国内地并没有
改名。

唯冠对胜诉有信心

问：现在深圳的诉讼在等待二审的判决，如果胜诉了
您有什么样的打算？
杨荣山：如果败诉的话，我们就能够替所有的债权人

争取他们应有的权益，股东也许也会因为这样子受惠。就
这个案子，我们有非常充分的理据。我们也相信中国司法，
会给这个案子一个公平的判决。我们对胜诉充满了信心。
问：万一出现败诉的情况呢？
杨荣山：事实上唯冠现在不管是集团的重组，子公司

的重组，都有了投资人，也是有序的在进行当中。我们所有
的公司再生的这些计划，事实上都没有把 IPAD 商标的收
入当做我们的一个资金来源。所以说不论如何，唯冠还是
会继续走下去，继续去让它再恢复正常经营。
问：和解是不是唯冠现在最想要的结果？
杨荣山：基本上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主要要看苹果公

司，它是不是有一个诚意。而这个和解应该建立（在）对事
情本质的认知（基础上），如果说苹果公司了解到它是一个
侵权行为，它自己就要去估算，这个侵权行为应该付出一
个代价。唯冠从来不排斥以和解来解决这个争端。
问：有不少传闻提到唯冠向苹果要出了天价的转让

费，这里面有不同的数字，其中有最高的说到 20 亿美元
的。请问您自己是不是也觉得这样的转让费用是比较高了
呢？

杨荣山：事实上唯冠到今天为止，我们从来没有对媒
体，甚至苹果，说出一个确定的数字。我们只是会根据这个
事情的性质以及未来法院判决以后我们在拥有商标的时
候，去跟苹果谈一个有理据的数字。唯冠从来没有漫天开
价，这不符合唯冠的风格。
问：您怎么看苹果在案子还没有结果的时候，又推出

了一个新的产品，他们现在定义为 The New iPad，唯冠会不
会有新的一些措施？

杨荣山：我们要呼吁苹果公司，在还没有取得中国 I原
PAD 商标之前，不要再把 iPad3 推进中国市场，继续这种侵
权的行为。我们现在在等着高院的终审判决，如果高院终
审判决我们胜诉的话，我们肯定要阻止他们在中国销售任
何 IPAD 商标的产品。

（网易《财经会客厅》供稿）

@微博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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