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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释迦牟尼早已远去，但是他创办

的佛教品牌时隔千年依然被传承，杜

邦先生已经辞世三百年,然而杜邦品牌
依然备受世人尊重。品牌必须赢得理

性消费者的认可，品牌必须经得住历

史的考验，做品牌是打一场持久战，只

有具备远大梦想和足够耐力的人,才能
赢得最后的胜利。所以，品牌要用一生

去经营，而做企业的本质就是做品牌。

东风西渐
着眼品牌国际化

近几十年，崛起的中国在经济发

展上保持着持续高速的势头。在经济

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着节能减排

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近期

的雾霾天气更是加剧了环境治理的

压力，时代呼唤中国节能环保行业兴

起。“十二五”规划提出七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党的十八大倡导生态文明，

政策东风为中国节能环保经济腾飞

提供了动力和空间。

火药在中国发明，在西方广泛应

用，率先实现产业化。同样，节能环保

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源于节能环保产

品的广泛应用，中国现在是国际节能

环保市场最大的客户，必然会成为国

际节能环保技术和产品最先进国家，

这些技术也应该惠及世界各国。习近

平总书记说“中国的事业是向世界开

放学习”，那么，中国的节能环保企

业，将在向世界各国提供产品、技术、

服务的过程中，品牌影响力不断提

升，最终趋势就是品牌国际化。

那么，节能环保企业的国际化品

牌之路在何方？

探索实践
发力品牌 4度战略

著名国际化品牌战略专家、中

清国际品牌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宋

振赫，业界惯称他为“营销策划鬼

才，策划家中的思想者，思想者中的

策划家”，他系统化地提出了品牌建

设理论———“品牌 4 度战略”。宋振

赫认为，19世纪以来，世界格局不断
改变，经济全球化、竞争激烈化等显

著特征不断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变革，国际化大品牌构建成为一个

单位、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未来

发展的根本动力。构建国际化大品

牌的关键因素是做到四件事：品牌

战略要有高度、品牌文化要有厚度、

品牌管理要有力度、品牌营销要有

速度。只有这样，国际化品牌建设才

有深度。

宋振赫将企业构建国际化品牌涉

及的实际工作分为十二类：企业品牌

战略规划、产品品牌战略规划、企业文

化建设规划、企业大学建设规划、大型

活动策划、画册礼品服装设计与制作、

影视宣传片设计与制作、网站建设与

网络营销、产品开发与包装设计、平面

及空间环境设计、信息工程建设规划、

融资策划与上市辅导。其领导的中清

国际品牌管理咨询公司是独具特色、

国内领先的品牌管理咨询公司，为中

国石化、中国有色金属、中化集团、可

口可乐、通用电气、七匹狼、金正大股

份、史丹利股份、中节盟集团等在内的

百余家企业和事业单位提供了行之有

效的咨询与内训服务。

“品牌 4度战略”不仅体现了品
牌建设的结构思维与框架思维，更是

跨产业的多点立体思维，是一种构建

国际化强势品牌的系统思考，也是一

种全面品牌解决之道。它的灵魂是解

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正确传达出你存

在的价值，清晰地告诉大众：你是谁？

中清国际在服务中节盟节能环

保产业投资集团的过程中，与后者

结成了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为其设定的品牌战略同样是遵循品

牌发展的 4 度原则，发展理念站在
20 甚至 30 年后国家和社会对人才
需求的高度，致力于将其打造成国

际最重要的合作平台。宋振赫认为，

在节能环保行业的细分领域，节能

技术和装备、高效节能产品、节能服

务产业、先进环保技术和装备、环保

产品与环保服务都将从中国涌现出

国际化品牌。

文化为纲
品牌是企业核心竞争力

品牌战略是基于企业对自身发

展现状的认识做出的清晰明确的规

划，在某个时间范围内，比如五年、

十年、五十年，企业要从当前的发展

现状发展到什么阶段，能够对哪些

人产生何种价值，这些都需要企业

领导者做出清晰的判断。只有具备

高度的战略眼光，才能为企业自身

的品牌建设提供清晰的发展方向。

人生如莲，人们往往迷恋赞美

其美丽的花朵，须知表面的光华源

于根系的发达，企业也是如此。品

牌的灵魂是文化，文化犹如树木的

根，只有扎根深厚的泥土才能促成

树木的枝繁叶茂；只有根植于深厚

的文化内涵，才能成就企业的品牌

价值。

构建国际化强势节能环保品

牌，首先是立足国内，以务实的作

风、厚实的资源积累和严谨系统的

规划为基础，面对未来经济形势的

变化和品牌竞争的加剧，恪守用专

业人才解决专业问题的原则，大胆

运用创新理论与方法工具，融聚各

方智慧，兼顾各方利益，制定专业、

务实、精准的策略与计划，并严格

按计划实施，才能达成宏伟目标。

赢在未来
构建国际化强势节能环保品牌
王建国 本报记者 李延生

王树茂

能源如同空气、水、土地一样，是

当今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是社会经

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随着我

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能源的需求量越

来越大。依据党的十八大拟定的我国

的发展计划进行测算，我国的能源需

求量将从 2012年的 36.2亿吨标煤上
升到 2020年的 50亿吨标煤，差不多
每年需要增加 2亿吨标煤。

然而我国的能源资源难以承载

如此迅速增长的能源需求。我国有

13.5亿的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均能源
资源占有量很低，煤炭资源占有量只

有世界平均占有量的 1/2，石油只有
1/10，天然气只有 1/20，所以我国在发
展的同时面临巨大的能源资源压力。

如果我国人均能源消费达到美国目

前的水平，那么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

应该是 135亿吨标煤，而目前全世界
的能源消费总量是 170亿吨标煤，这
是难以想象的。巨大的能源消费，带

来严重的环境和生态问题。

来自大自然的警醒

今年 1月，覆盖我国 430万平方
公里的雾霾天气，是大自然对我们的

严重警告！同时，以能源消耗为主因

的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带来的

全球气候变化，也正日益引起全世界

的严重关注。全球气温上升，给人类

社会带来的种种现实和潜在的危害

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

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更

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目前，我国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已与美国不相上

下，正在与全世界一起，为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共同努力。我国政府向全

世界庄严承诺，到 2020 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2005 年下
降 45%。对我国来说，更为严峻的挑
战是与能源息息相关的国家安全问

题。目前我国的石油供应的对外依

存度已达到 56.6%，预计到 2020 年，
将上升到 70%左右。当前我国进口
的石油，约 80%要通过马六甲海峡，
而正在抬头的国际右翼势力妄图围

堵我国，我们能确保国际石油的安

全供应吗？国家安全需要石油，石油

供应又有赖于国家安全，这就是我

们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全民行动 实干兴邦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人类只

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

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

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

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

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

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

人民的共同愿望”。面对与能源相关

的巨大的人口、资源、环境和国家安

全挑战，我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重视节能减排。近 30 年来，我国
历届党代会和人代会所形成的决议

文件中，无一不涉及改变生产发展

方式和节能减排战略。在全国人民

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已基本实现了

“十一五”的节能减排目标，现在正

在努力实现“十二五”目标。但正如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

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中指出的，

当前节能减排的形势十分严峻：“当

前，我国节能减排工作还存在责任

落实不到位、推进难度增大、激励约

束机制不健全、基础工作薄弱、能力

建设滞后、监管不力等问题。这种状

况如不及时改变，不但‘十二五’节

能减排目标难以实现，还将严重影

响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就需要全国

人民团结一致，付诸实际行动。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与七常委参观复兴之路时说：

“空话误国，实干兴邦”，现在是我们

拿出实际行动的时候了。

抓住关键 贵在落实

节能减排工作似乎千头万绪，当

前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一是落实责任的问题。不仅仅是落

实各级政府的责任，更重要的是要落实

企业和各级公共机构的具体责任。首先

要使得各单位的高层领导真正认识到

节能减排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应有的责

任。要逐步把具体的责任落实到各单

位、各级主要负责人，并监督执行。

二是要落实政策的能力建设问

题。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发布

的有关节能减排的政策文件已很多，

当前的问题是执法能力不足，严重影

响政策的落实。例如我国的相关政策

已经发布多年，但是很多条款还是流

于纸面形式，得不到落实，违反《节能

法》的许多行为无人责问；许多文件

的设想非常好，要求也似乎很全面，

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中问题重重；许多

政策已有明确规定，但是没有实施细

则，实际无法执行。建议从中央和地

方支持节能减排的财政支出中，增加

有关执法能力建设的经费。

三是规范节能技术市场和节能

服务市场的问题。目前可用的节能技

术很多，节能服务产业发展也较快，

但是节能技术市场和节能服务市场

还比较混乱，存在鱼目混珠的现象，

企业在选用节能减排技术和节能服

务公司时经常是疑虑重重，出现“信

息不对称”的现象。根据发达国家的

经验，国家应该组织力量及时发布权

威信息，或者制订具体的鼓励能源咨

询机构发展的优惠政策。

四是节能减排项目的投融资问

题。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节能减排

项目融资更难。由于节能减排项目的

特点，一般不形成可用于金融信贷保

证的抵押资产，再加上人们对节能项

目投资回报过高要求的偏向，项目融

资经常是障碍重重。为克服此障碍，

建议国家鼓励各种金融机构以金融

创新的精神设计出适合节能减排项

目融资的金融品种，国家提供一定的

财政支持，为这些金融品种的开发和

实施提供适当风险补偿。这样做要比

单纯的发放节能奖励更有效。

我们这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

园，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威胁。当前我

国在发展的同时面临巨大挑战。在挑战

面前，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团结一致，少

一点空谈，多一点行动；少一点争吵，多

一点合作；少一点作秀，多一点实际。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作者系中节盟节能环保产业投

资集团首席节能顾问、我国资深节能

专家，曾任国家计委能源研究所节能

研究室主任，国家发改委、世界银行、

全球环境基金中国节能促进项目办

公室主任等职务）

节能减排 迎接挑战

陕西省府谷县老高川镇一工厂没有启用环保设施，浓烟冲

天，给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带来恶劣影响，更凸显了当前节能

环保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苗贵柱 /摄

近日，有网友曝光“山东潍坊许多企业将污水排到 1000
多米的水层污染地下水”。山东潍坊市环保局回应称，截至目

前没有查到一起企业违规排放污水的事件，并称打 1000米的
深井排水技术上不可能实现，网上流传的消息不实。

然而据了解，事实是污水、废渣乱排乱放造成的地下水污

染在潍坊广泛存在，用渗坑、渗井等方式排污已成公开的秘

密，潍坊也曾发生过企业将污水排入井内的环境事故。山东环

保厅官网 2011年登载的《关于对 2011年第二季度全省重点
环境信访案件后督查的通知》显示，2011年 4—6月间“青州市
黄楼镇韩家村化工厂废水排入房后井内，地下饮用水和厂周

围的庄稼受到影响”。调查数据显示，潍坊河流污染严重、农村

饮用水普遍污染超标。严重的地下水污染祸及很多乡村，被影

响的乡村可谓民不聊生，很多村庄因污染而导致癌症患病率

持续攀升，潍坊的环境监管部门对此难辞其咎。

当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山东潍坊企业地下排污之谜尚

未揭开之时，网上又惊现据传出自当地环保部门的“紧急通

知”。“通知”称，央视《焦点访谈》栏目组已到潍坊暗访调查，后

经媒体证实，这份通知确实是当地一家企业所发。

虽说当地环保部门没有直接发通知，却难以排除通风报

信之嫌。这份通知一开始就说“接市环保紧急通知”，且熟知央

视到当地暗访调查的具体时间。但潍坊环保局否认自己和企

业“通气”。然而，就在潍坊环保局网站上，也挂着一封通知

（《关于对网民爆料潍坊许多企业将污水注入地下进行全面排

查的通知》），里面清楚地写着“通知相关企业做好应对媒体的

接待准备”。这无疑表明，当地环保部门与企业存在利益关系，

帮助企业应对媒体暗访。

此外，据多家媒体报道，潍坊环保部门存在不作为和包庇

污染企业的情况。潍坊华昊焦化厂被民众多次举报、被媒体多

次曝光，但依然屹立不动，而曝光的新闻却遭到删帖，因发布

《山东省潍坊市环保局监管不力：华昊焦化厂严重污染何时

休？》的博客也直接被关闭。据了解，华昊焦化厂在项目启动时

就属违规，若不是有关部门协助、暗中“放水”，根本就不能启

动，那么现在还能指望这些企业因为污染受到环保部门严厉

的监管吗？

潍坊地下排污事件已持续发酵数日。其实何止潍坊，近一

段时间以来，多地环保机构先后陷入舆论质疑漩涡：从雾霾天

气中地方环保部门的应急机制缺失，到被企业家出 20万邀请
下河游泳的浙江瑞安环保局长“职责不在自己”的推脱，再到

此次潍坊严重的地下排污事件，本应履行环保职能、对污染实

施监管的地方环保部门一再被大众质疑，监管不到位，甚至包

庇企业排污从而牟取利益，其公信力已荡然无存。

当前，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成社会发展趋

势，生态文明建设早已被提到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

明同等重要的高度。几十年来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虽然拉

动了我国 GDP的高速增长，却也让我们付出了环境问题日趋
严重的惨痛代价，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早已被证明走不通。而

在单纯唯 GDP增长的政绩观的影响下，一些地方政府罔顾环
保，违规上马高耗能高污染企业项目，致使环境污染问题日益

突出。企业为了获取最大利润，会为自己最大程度地降低环保

成本取得地方环保部门的允许。在利益的诱惑下，地方环保部

门也就屈从，为官商勾结提供便利。

潍坊企业地下排污事件经媒体曝光之后，污染问题受到

社会广泛关注。潍坊市环保局应对媒体曝光，首先做的却是提

醒企业应对媒体的暗访。政府联合企业对付媒体的暗访，不得

不说是中国环保事业的悲哀。

如今，摆在大众面前的事实是，从环保部到各级环保机

构，对于企业排污的管理很不到位，更有甚者，基层环保机构

与企业相互勾结，肩负环保监管职责的环保部门，已然成为保

护污染企业的一把盾牌，指望排污企业受到环保部门严厉的

监管也成了天方夜谭。中国多处出现的“高癌村”，与严重污染

及缺乏监管不无关系。

环保部门作为当地环保工作的监管部门，却与排污企业

串通一气，形成利益共同体，从中牟利，对于地下排污视而不

见、坐视不管，任由地下排污影响水源、危害民生，最终受害的

是广大群众，环境监管已完全、彻底沦为真空。那么当如火如

荼建设中的生态文明遭遇监管真空，其尴尬处境也就不言而

喻了。

环保部门包庇企业地下排污在潍坊发生，同样也有可能

存在于其他地方，对国内环保监管制度提出了巨大疑问，即在

环境污染问题备受关注的今天，谁来监管环境监管部门———

环保部门？我们应当反思。

监管真空下的
生态文明尴尬
胡海燕

黑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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