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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共同富裕、尊重人才、经

济转型、民生保障、创新能力……党的十

八大抒写了属于每个平凡中国人的“中

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

梦想像一簇炽烈的火焰，点燃了中国人

团结奋进的豪情。“一起苦，一起干，一起

过。”诚哉斯言，“中国梦”的实现要靠实

干，靠 14亿中国人的拼搏；更要靠巧干，
靠发展方式的转变，呼吁了多年的“经济

转型”从没像现在这么迫切。

“经济强国，离不开品牌强国。没有

品牌的支撑，在国际价值链上中国企业

就只能扮演‘搬运工’的角色。做强品牌，

是目前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选择。品牌

发展之路是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只有

从产品向品牌转型，从‘低端经济’向‘高

端经济’转型，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早

日实现‘中国梦’。”十二届全国人大代

表、青岛啤酒公司董事长孙明波在记者

专访时如是说。

中国品牌：
经济转型的“加速器”

品牌是国家竞争力的象征，是衡量

一国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

甚至可以说，如今全球的经济竞争就是

品牌间的竞争。美国经济之所以能百年

不衰，很大程度因其拥有可口可乐、沃

尔玛、苹果、微软、通用等一大批几乎遍

布于各行业的世界一流品牌。而“中国

梦”吹响的，是经济转型的号角，更是品

牌升级的号角。中国经济要实现从“速

度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实现

从“低端经济”向“高端经济”转型，必须

大力发展品牌经济，做强中国品牌无疑

是助力经济转型的“加速器”。

孙明波代表说：“多年来，为什么‘中

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中低端的

位置变化不大？中国经济在转型中遇到

一些瓶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

世界认可的中国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缺

乏主导权和话语权。”孙明波代表还表

示，“没有品牌的支撑，中国企业就只能

扮演搬运工的角色。目前，中国的人力成

本上涨，一些制造业纷纷向越南、马来西

亚等东南亚国家转移。但这也不是一件

坏事，更能促进我们经济的快速转型，短

期内的回调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因

此，持续发展中国品牌，对经济转型而言

是一个重要的选择。”

战略定力：
110年只为酿好这杯酒

“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品牌的形成

也绝非一日之功。一个民族品牌甚至可

以是一个国家的图腾，它是一个国家经

济命脉中最具价值的资产之一。它不是

轻而易举形成的，需要时间的锻造，需要

摒弃各种诱惑。这个过程，正如淘金者在

万亿颗沙粒中，用筛子不断寻找、淘洗金

子一样艰辛、枯燥、繁琐。

“品牌需要积累，需要一种专注的战

略定力，这种专注必定要有所选择、有所

舍弃，有时要舍弃的是既得的利益。”孙

明波代表认为。“110年，只为酿造好啤
酒”，这正是青岛啤酒对品牌和实业的坚

守。一直以来，青岛啤酒专注于做好啤酒

主业，提出“不进入全球前三名，不考虑

其他的事情”。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不

管面临怎样的诱惑，都选择坚守。近十年

间，多少企业一窝蜂地去分享“地产蛋

糕”、“投资红利”，但青岛啤酒不为所动，

安静地做好自己的事。

秉承“好人酿好酒”的百年世训，青

岛啤酒像雕琢和打造工艺精品一样精

酿每一滴啤酒；苦练内功做强品牌，以

系统力打造支撑品牌，百年归零再出

发，自我转型、自我变革、自我更新，不

断保持着品牌的活力和新鲜度。

离开了对理想的坚守和艰辛的付

出，不可能打造出享誉世界的品牌。正是

依靠对品牌的“战略定力”，依靠专注的

商业气质和定力智慧，在 110年的发展
历程中，青岛啤酒获得了持续稳定的增

长，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品牌。

品牌优势：
助力企业“有质量的增长”

品牌经济的魅力在于它所释放出的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欲速则不达”、“既

要跑得快更要跑得久”这些规则也适宜

商业世界。品牌经济赋予了经济发展调

整节奏的能力，让经济发展既稳又快。

何为“有质量的增长”？在孙明波代

表看来，“有质量的增长”是在品牌战略

带动下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增长，是

效益不断提高、管理不断升级、结构不断

优化的增长，是有科技支撑和技术含量

的增长，是低碳、节约和绿色的增长，更

是惠及员工、重视人才的全面发展和社

会进步的增长。“我们反对那种只追求短

期利益，透支资源、透支未来的发展方

式。时间将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最好见证

者。”多年来，青岛啤酒在品牌战略的带

动下，获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互

动和谐发展。青岛啤酒作为中国啤酒第

一品牌，出口世界 80多个国家和地区，
跻身世界第六大啤酒商，品牌价值

631.68亿元，是全球品牌 500强。2012
年《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哥伦比亚大学

教授麦克格莱斯的研究结果：用 10年和
5%的增长两个条件，在全球市值 10亿
美元以上的 2347家上市企业中进行筛
选，最后仅找到了 10家公司。而青岛啤
酒是唯一上榜的中国公司，也是历史最

悠久的公司。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新一轮

的全球经济浪潮中，在实现“中国梦”的

伟大征程中，中国经济需要做强实业，

需要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品牌

屹立潮头。孙明波代表说，他与五万多

名青啤人期待的一样，希望更多的中国

企业从拼规模、拼数量向可持续发展转

变，开启“看淡规模数量增长、看重品牌

质量增长”的新模式，专注品质，做强品

牌，向世界递上一张张更具知名度和认

可度的“中国名片”。

本报记者张广传

让中国品牌代言“中国梦”
全国人大代表、青岛啤酒公司董事长孙明波

2008年威海市委市政府高瞻远
瞩，决定在市区南部成立工业新区，

到 2003 年，短短五年时间，一座高
标准现代化工业新城区，巍然矗立

在胶东半岛上。以“产业强区、工业

带动”为发展思路的工业新区，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推进，

各项事业建设蓬勃发展。

进入 2013年，新一轮创业战鼓
已经敲响。威海工业新区围绕打造

“新园区、新城区、新景区”的新目

标，依托地处威海市“两轴支撑”向

南延伸一轴的中心节点位置和威海

一体化发展中心地带的区位优势，

全面开启了二次创业跨越发展新征

程。数据显示，去年全区生产总值增

长 1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2%，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 20%，完成外
贸进出口总值增长 25%。

全力打造
先进制造业的新园区

2013年春节刚过，2月 20日一
大早，工业新区蔄山镇开泰体育用

品项目施工现场，几台挖掘机紧张

忙碌，拉土的工程车来回进出，现场

一片火热。

作为威海市引进的一家重点外

资项目，坐落在工业新区的开泰体

育用品项目，是由美国 500强企业

加顿集团投资，总投资额约 6亿元，
工程体量大。工程破土后，荒地平

整、引进自来水、架设动力电网等所

有的环节都被调整到了“新区速

度”，各项工程进展顺利。

无独有偶，去年 6月 15日，总
投资 40 亿元的纳科重工项目从签
约到投产只用了 6个月，第一台挖
掘机就顺利下线。日本豪雅项目开

工建设仅 4个月，首批光学玻璃粒
子就走下生产线；总投资 32亿元的
三角工业园项目也在很短时间内投

入运行……威海工业新区一次次以

实际行动展示“新区速度”。

对于定位为威海新的经济增长

极的工业新区来说，这样的项目建

设速度是题中应有之义。

如何真正挺起威海制造业脊梁，

工业新区在狠抓项目建设的同时，采

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抓好招

商引资，力争实现对外开放新突破。

投资 4900 万美元的浩信新型
橡胶材料和投资 2000 万美元的金
尚生物科技等一批优质项目相继落

户并在节后陆续开工；亚太国际高

分子材料、意大利高档胎面胶等 60
多个外资项目已进入谈判阶段。

园区现有企业，也奋起跨越，有

了更精彩的表现。

日本豪雅新增投资 3320 万美
元，远远超过原定计划；浩然特塑依

托聚砜、聚苯砜等特种工程塑料，扩

张实施了上游产品双氯二苯酚项

目，正在洽谈引进中航新型化肥抑

制剂、荣昌盛塑胶模具和金世纪企

业集团磁力搅拌器三个下游产品项

目；远丰公司与韩国和德国有关公

司合作，实施了金运高科游艇项目，

真正实现引进一个龙头企业、带来

一批配套厂家、形成一个产业集群

的“链条式”发展模式。

招商引资逆势突围，不仅得益

于威海工业新区清晰的招商引资思

路、敢打敢拼的招商队伍，也受益于

新区不断完善的服务机制、体制和

政策。

去年，投资 380万元的威海工业
新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建成；管委机

构重新调整，进一步明晰部门职能，

设立专门负责招商引资的投资贸易

促进局，重点服务企业的经发局，为

客商提供专业化服务，增强投资信

心。出台扶持《关于鼓励企业加快发

展的意见》，每年拿出 1000万元，从
集群膨胀、技术改造、职工租房补助

等 11个方面重奖企业发展。
高屋建瓴的发展思路，环环相

扣的振兴措施，让工业新区工业经

济持续增长、蓬勃发展，对外开放步

伐更加坚实有力，先进制造业新园

区迅速崛起。

强力构筑
一体布局新城区

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威海工

业新区的重点工作。

近日，贯通工业新区三镇的江

苏中路打通，303省道也重新大修，
草庙子镇、蔄山镇、汪疃镇三镇得

以直通。

“抓好产业发展的同时，必须

进一步加强城市建设，以人的城镇

化为核心，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

工业新区城建思路清晰。

在这一思路指引下，去年工业

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又投入近 6
亿元，进一步拓展了新城框架，提

升了区域配套功能和新区形象。投

资 6000 多万元改善农村路况，对
农村公路大中修 55 公里；投资
5000 多万元，对三角河、汪疃河进
行了整治，打造沿河景观带，构建

亲水城市环境；投资 3.6亿元，铺设
管道 22 公里，新建两座供热站、1
座调节水池、1 座 220 千伏输变电
站，正在协调启用市南郊热电厂，

提升基础配套能力；投资 1900 万
元，整治了三角河道，绿化了部分

道路，新增绿化面积 11万平方米；
投资 700 万元，加强公共设施建
设，提升了城市服务功能。

如今，走在工业新区，“十通一

平”早已不是新城建设标准，省级、

国家级先进开发区标准才是工业

新区的努力方向。

在坚持建设精品化的同时，工

业新区还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持

续开展户外广告、室外摊点、农贸

市场、违章建筑、工地扬尘等方面的

整治行动，加强对道路和绿化带的

养护，实行生活垃圾“村收集、镇转

运、区处理”，不断改善新区环境。

一个崭新的城区在威海市区

之南悄然崛起。

今年 5月，草庙子镇北台村、
阳泉村的 700 多户村民将住上新
楼房，投资 2.8亿元的阳光新地回
迁区已经建成；去年，工业新区又

有 30 个村完成环境整治；新区财
政补贴 240万元，开通中心区域一
元制城市公交车，群众和企业职工

出行更方便。

产业化与城市化融合发展，为

工业新区城镇化建设提质增速。

着力建设
百姓安居乐业新景区

在威海市民的休闲生活中，工

业新区无疑是个高频词：春季，到

汪疃赏梨、垂钓；夏季，到蔄山镇采

摘西瓜；秋季，到汪疃镇采摘葡萄

……新区城郊农业争奇斗艳，在丰

富人们休闲生活的同时，也让本地

农民的腰包鼓了起来。

“让所有百姓过得去，让更多百

姓过得好。”工业新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主任刘勤显的话掷地有声。

工业新区在振兴工业、完善基

础设施建设，打造威海先进制造业

基地的同时，也重新审视工业新区

实际，确定了因地制宜发展城郊旅

游高效农业的发展思路。大樱桃采

摘、西瓜品尝、葡萄采摘等丰富多

彩的城郊旅游活动此起彼伏，提升

了农业效益。

与此同时，秉承让更多百姓尽

享发展成果的理念，工业新区一如

既往地加大对民生投入。

教育方面，投资 2亿多元，完
成汪疃中学搬迁、十四中教学楼建

设等重点工程，加快建设蔄山中心

学校；投资 385万元，改造 7所中
小学食堂，加强安保工作，筑牢学

生平安防线；出台《关于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的意见》，不断提升教育

教学质量。

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做好各类

群体保障。协调启用新区医院，完

成汪疃中心卫生院住院楼主体工

程，累计培训医护人员 600 余人
次，服务水平不断优化提升。

新农合门诊、住院报销比例和

封顶线进一步提高，累计报销 1956
万元，5万多人次从中受益。
投入 1300多万元资金，优抚对

象、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大病患者

等困难群体的保障力度进一步加

大，1400多万元城镇居民养老金及
时足额发放。

在全省发展蓝色经济的大战

略思路引领下，工业新区正向着

“争当现代化幸福威海先行区”阔

步前行。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海信集团董事长

周厚健预言：以遥控器为体验的简单设计将成激活沉

睡的智能电视市场的“关键”。海信将在中美市场同步

推出全新智能电视，引发新一轮竞争。

周厚健代表说，中国智能电视的占比已近 50%，尽
管提供了丰富的海量内容，但因为操作复杂，激活率不

到 30%。而家庭拥有电视最多的美国，智能电视家庭渗
透率只有 20%，美国家庭每月视频平均流量超过
30GB，视频消费巨大，但也是由于智能电视的复杂操作
导致天性“懒惰”的美国人对智能电视“望而却步”。美

国媒体预测：实现操控简单化之后的智能电视将获得

极大青睐。45%的美国消费者打算在未来一年内购置
新电视，未来两年智能电视的比例有望上升到 42%。而
中国市场智能电视购买意愿更是高达 88%。
“消费者不满意遥控器的复杂由来已久，但遥控器

越来越大、按键越来越多，背后是电视厂家的麻木和傲

慢。”周厚健代表认为，对遥控器的革命意味着创新观

念的改变。可以预言：软碰软，也就是看谁最简单，谁最

懂消费者的心，是挽救电视行业赢得消费者的关键，也

是彩电行业从拼厚薄、拼清晰度扭头巨大转变的分水

岭，麻木不仁者将倒下，洗牌由此开始。周厚健同时透

露：海信简单智能电视不久将在中国和北美市场率先

上市。

新城崛起耀半岛
———威海工业新区发展纪实

通讯员 汪喜东 本报记者张广传

全国人大代表、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

“简单”将成全球电视
产业绞杀新“轴心”

本报记者 张广传

孙明波

周厚健

消费者不满意遥控器的复

杂由来已久，但遥控器越来越大、
按键越来越多，背后是电视厂家

的麻木和傲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