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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活的文化展示

肖明 梅骅

旗猩猩，风烈烈。黄山，这颗一路披靡的品牌之星，再次登高创业。这不仅需要雄心壮志，更需要经纬韬

略。公元 2012年 8月 30日，蓄势已久的安徽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中烟”），在国家烟草
专卖局、安徽省市领导及专家的见证下，吹响了品牌发展再上新水平的号角，擂起了隆隆向前、争雄夺位的

战鼓。谁执牛耳？天下静待其变。

安徽中烟主品牌开启了中式卷烟文化营销的新起点。不

同于以往中式卷烟品牌在文化营销方面所做的局部探索，安

徽中烟主品牌此次推出的三个品牌，从产品开发伊始就融入

文化营销内容，直到整个市场营销过程中的文化传播体验，

可以说是文化营销的一次全面而深入的系统性创新。

关于文化营销，国家烟草专卖局何泽华副局长在安徽中

烟品牌发展座谈会上给出了一个精准而严密的解释：文化营

销就是利用品牌的文化力进行产品营销的一种营销模式，这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产品销售，而是从市场调查、产品定位、开

发创意，到加工制造、品牌传播乃至市场销售的整个过程，如

何赋予品牌深刻丰富的文化内涵、提升品牌的文化品位，并利

用各种有效的传播途径形成消费者对品牌文化的认同。这就

是卷烟文化营销的整个过程。主品牌扛起了中国烟草文化营

销的大旗，开启了中式卷烟文化营销的新起点。其他三个品牌

就是以文化力贯穿了品牌营销的全过程，形成了从形式到内

容，从现象到本质，从宏观到微观，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有机

统一。

文化是品牌营销的重要资源，决定了品牌的品相和品

位。但同时也须看到，营销中的文化传播和市场中的文化认

同才是品牌文化营销落地生效的关键。从厚重的徽文化中

诞生，鲜活的黄山不仅是品牌文化表现上的创新与丰富，还

应有市场层面表现上的活色生香。

进一步聚焦安徽中烟主品牌高端文化内涵的营销推广也

是此次品牌发展座谈会的重要议题。国家烟草专卖局领导在

会上为品牌高端产品的文化传播给出了指导建议———通过

“小众产品、大众传播、分众策略”来建立广泛而精准的市场认

同感，使文化和营销形成一体。而全国广大烟草商业企业的大

力支持也必将为这一“中国烟草文化代表品牌”的培育推波助

澜。

文化是土壤，产品是种子，营销好比是在土壤里播种、耕

耘，培育出品牌这棵幼苗。安徽中烟主品牌以文化营销统领

品牌大舆论和市场大传播，朝着行业“532”、“461”的强势品
牌发展目标迈进。

而新推出的三个品牌有智慧地代言徽文化，开启中式卷

烟品牌文化营销的新起点。借助鲜活的文化载体，传递鲜活

的文化故事，打造鲜活的文化名片，有理由相信，安徽中烟将

在文化营销方面走得更远，取得“石破云涛万里红”的佳绩。

主品牌自诞生之日起 ,其骨子里就深具坚韧开拓的精神
气质与深厚独到的文化底蕴。历经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烟草

行业和政策的风云变幻，此品牌在几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下，

始终于潮起潮落中巍然屹立，破局向前。

无惧浊浪滔天不息，山高自然水落石出。此次品牌发展

座谈会以新规划、新品类、新架构和新产品展示了一个凝聚

先进科技，具有强大创新基因，蕴含深厚文化内涵，充满价值

感召力的鲜活品牌新形象，开启了安徽中烟主品牌的发展新

篇章。

在安徽中烟品牌发展座谈会上，

国家局领导同时还提出了要将这一

品牌打造为行业精品文化品牌的代

表。这也是安徽中烟主品牌打造

“532”、“461”强势品牌，全力塑造新形
象中的重要一环。

卷烟文化营销需要不断提炼品

牌的文化内涵、提升品牌的文化品

位，并利用有效的传播途径形成市场

对品牌文化的认同。

根深才能叶茂，任何事物只有根

基深厚，才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安

徽中烟主品牌诞生于徽风皖韵、书墨

飘香的安徽大地，取名于天下第一奇

山———黄山。历史人文的厚重积淀和

自然山水的奇秀濡养，赋予了安徽中

烟主品牌根深蒂固的文化底蕴。

天赋灵犀，为安徽中烟主品牌的

文化营销带来了得天独厚的优势。然

而文化营销绝不是为了文化而文化，

不能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缔造中国

烟草文化品牌代表的关键在于要把

文化元素真正融入品牌，找准切入

点，将品牌定位和文化定位有机结

合，使文化成为品牌的一个要素。

作为第三次创业的开篇力作，主

品牌此次推出的旗下三大规格厚积

薄发，大胆创新，自我超越。不仅首创

把地域文化与产品紧密结合，以独特

的切入点进行产品开发，把安徽深厚

的文化资源和独特的生态资源有机

结合，并形成各具特色的亮点。

天都取名于“天上都会、群仙所

都”之称的黄山主峰之一天都峰，本

身就代表着至高的品质理念，外观上

以宣纸书画为特色，精选新安画派名

家的天都峰画作元素作为烟标，真正

采用宣纸印刷，手工装裱，原料上更

是优中选优、精益求精，以堪称奢华

的标准进行制造把关，开创性地把烟

草产品做成了极富徽文化特色的艺

术品，是为高雅之赏。

红方印将徽烟的深厚底蕴、辉

煌历史与产品设计有机融合，以被

视为烟标鼻祖的徽州贡丝“红方印”

作为元素，既融入了徽烟的历史文化

印记，透发出浓郁的历史人文气息，

同时也是高品质烟丝的见证，彰显了

皖南小产区优质烟叶历经岁月淘洗，

焕发出的时代魅力。产品整体设计寓

意双关而又明了易懂，雅俗共赏。

中国松则以松海作为载体，采用

传统织锦艺术的层层堆叠，表现山的

雄伟壮丽、松的苍劲挺拔，是黄山这一

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缩影，外观

包装色彩明丽、赏心悦目，特色鲜明，

极具视觉冲击力，可谓大俗大雅。产品

的总体设计理念立足于“轻松”，在这

个“压力山大”的时代带给消费者以心

理的轻松感受。

三种规格既体现了文化定位上

各段位之间的区隔，又淡化了雅俗之

间的明显冲突，过渡自然；同时适应

不同文化层次的消费群体，产品的文

化品位与目标受众能很好地结合，有

利于黄山品牌整体形象的提升和长

远发展。

自国家烟草专卖局于 2003 年提
出打造“中式卷烟”大品类的目标后，

中国烟草各主要工业公司随即开始

了对各自品类构建与创新的探索。另

外，随着高档卷烟市场的不断升温，

高档烟叶原料对高端卷烟发展的制

约越来越突显，进口优质烟叶的市场

需求日益增大，“高档烟叶国产化”也

早就被国家局列为进口重大攻关项

目。

“金叶王国”津巴布韦的焦甜香

烟叶，具有香气谐调、质好量足，配伍

性极强的特点，广泛应用于中国当代

高档卷烟中。为了实现“高档烟叶国

产化”，中国烟草在安徽等省市进行

了不同范围的引种和试验。这场实验

热潮中，皖南生态烟区成功突围。在

2003年全国烟叶技术生产研讨会上，
皖南焦甜香烟叶样品在来自国内外

的 32 个国际型优质烟叶样品评吸中
以 84.5的高分位居榜首！皖南烟叶产
区也因此被誉为“东方津巴布韦”。

高品质烟叶只是基础，安徽烟草

更要以科技占领卷烟产品品质的制

高点。从 2002年，皖南实现焦甜香烟
叶的成功引种以来，安徽烟草便以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科研执着精神，

潜心于“焦甜香”这一本香之冠的研

究，心无旁骛，孜孜以求。经过十年的

摸索和研究，终于实现了制高点的突

破，以科技之笔雕琢出“本香之冠”的

焦甜香卷烟产品，完成焦甜香这一主

流卷烟品类的系统构建。

从原料种植上，安徽中烟根据皖

南生态小产区的实际情况，探索出

“优良三法”。通过精准施肥、农药控

制、地膜回收，使得生态和土壤保持

在最佳状态；同时以“烟叶-水稻-油
菜”三年一轮作，改善土壤结构，达到

增肥力，减病害的效果。

在烤烟工艺上，安徽中烟坚持并

改良了独有的“轻柔三烤”技术。以低

温慢烤，透出甜香；轻度复烤，炼出焦

香；柔性烘烤，去芜存菁。

而配方工艺的“一本多维”，源于

烟草，还原烟草；以多维配方，均衡烟

香。

所有的工艺都贯穿着安徽中烟

“体系设计、降焦设计、标准设计、材

料设计”的“四大设计”产品标准。同

时，围绕产品“焦甜香”风格特征对原

料品质的需求，还在皖南等富有“焦

甜香”品类特色的烟叶基地建设实体

烟庄，构建原产地认证体系，从更高

层次来彰显“焦甜香”产品的高品质

和高品位。

以生态优势为依托，以可持续发

展为出发点，安徽中烟主品牌在原

料、工艺、配方、设计等方面不断开发

研究，系统地摸索出这一整套行之有

效的标准体系，为焦甜香品类的持续

和超越发展实现了技术上的支撑。

在中式卷烟风格感官评价方法

里，全国评烟委员会对 50个中式卷烟
品牌进行了风格特色的评价，认为主

品牌是具有“焦甜香”风格特色的代

表性品牌，这也是全国最权威的评

价。

可以说，安徽中烟主品牌以“世

界级焦甜香”的原料支撑和精研细作

自主创新的技术体系支持，撬动了中

国卷烟“浓香、清香、醇香”三分天下

的格局。

在此次“品牌发展座谈会”上，安

徽中烟主品牌多年苦练内功，于技术

研发层面潜心攻关的努力得到了国

家烟草专卖局领导、行业专家巨匠及

广大烟草商业企业的认可。焦甜香的

构建，不仅开创了中式卷烟品类的蓝

海，丰富了中式卷烟的品类家族，更

使得安徽中烟主品牌成为引领时代

的强势之军。

从第一次创业“石破天惊 一鸣

惊人”的“做出名”，到第二次创业

“整合扩张 规模放大”的“做大”，安

徽中烟主品牌黄山的规模，从 2004
年的 16 万箱迅速发展到 2011 年的
200万箱，成为如今的行业第 5 大重
点骨干品牌，初步具备了迈入行业

“532”知名品牌、进而进军“461”阵营
的实力基础。（注：烟草行业“532”、
“461”品牌发展战略目标，即争取用
五年或更长一段时间，着力培育 2
个年产量在 500 万箱、3 个 300 万
箱、5 个 200 万箱以上的品牌；培育
12 个销售收入超过 400 亿元的品
牌，其中 6 个超过 600 亿元、1 个超
过 1000 亿元。）

然而，随着烟草行业品牌发展

目标中“461”品牌格局的基本形成，
烟草品牌发展面临的结构提升压力

日益突出，规模品牌高端化已成为

重要的发展课题。在“更大对更大、

更高对更高、更强对更强”的行业品

牌竞争形势下，安徽中烟只有在保

持规模增长的同时不断提高品牌结

构，才能在未来品牌格局中占有一

席之地，成为真正处于强势地位的

行业知名品牌。

百舸争流，不进则退。2012 年，
安徽中烟以“从零开始，从头再来”

的信心和决心，全力推进以提升品

牌结构为主要内容的主品牌第三次

创业。

如同这次品牌发展座谈会上姜

成康等国家烟草专卖局领导所明确

指出的那样，这一品牌在第三次创

业中把提升结构放在更为突出的位

置。其中，“天”系列和“品”系列两大

品牌架构的逐步成型，即是安徽中

烟主品牌扩大品牌规模，提升品牌

结构和价值的战略支撑。

随着安徽中烟主品牌家族的不

断完善，并形成较为清晰的市场布

局，新的宏伟蓝图正在显现。在此

次品牌发展座谈会上，安徽中烟

主 品 牌 明 确 提 出 了 两 步 走 实 现

“ 315”的第三次创业发展目标。即

到“十二五”末，实现年销售量 250
万箱，批发销售收入 700 亿元，税
利 300 亿元；到 2018 年创牌 60 周
年之际，实现年销量 300 万箱，批
发销售收入 1000 亿元，税利 500
亿元。

8 月 30 日，四款新品如同耀眼的新星照亮了由中国卷烟销售公司主
办、安徽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品牌发展座谈会”现场。黄山系列

新品如同刚刚破土而出的鲜活嫩苗，跃然凌空，透出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独

具一格的设计品位，开启了安徽中烟品牌发展的新纪元。

规模放大奠定创业基础

焦甜香抢占烟草本香制高点

徽文化孕育鲜活黄山

黄山品牌发展座谈会现场

皖南焦甜香烟叶基地

品牌文化营销新起点

———安徽中烟品牌发展新纪元实录

高山仰止 鲜活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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