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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品牌影响力正加速向世界传播
2019(第六届)中国品牌影响力评价成果发布活动在京召开
5 月 19 日，由文博会中国国
际企业品牌文化博览会组委会、
人 民 日 报 社《市 场 报 网 络 版》、
《中国企业报》集团、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中国国际品牌战略研究中
心、
《发现品牌》栏目组等单位联
合主办的 2019（第六届）中国品牌
影响力评价成果发布活动在京召
开。活动期间，第十二届全国政
协副主席刘晓峰,国家发改委原
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
李子彬，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副局长、原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
企业监事会主席李志民，原国务
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谢钟毓，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王
治国，原驻港部队文工团长姜乃
元少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
秘书长张从明，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副理事长于武，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管理编辑部
原主任宋承敏，
《中国企业报》集
团社长吴昀国，国家发改委国际
合作中心执行总监吴维海，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国际品牌战略
研究中心主任储祥银、执行主任
冷柏军，中国信息协会原副秘书
长王砥，
《发现品牌》栏目组制片
人蒋伟，中国品牌影响力评价成
果发布活动组委会秘书长安明，
品牌战略专家、阿里巴巴集团原
副总裁、优联资本创始人王孝华，
以及知名品牌企业代表广州白云
山医药集团、立白、苏宁易购、稻
香村食品集团、天朝上品酒业（贵
州）有限公司、大连孙氏居家养老

服务有限公司、山西万冠宝网络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有关领导、
企业家共 300 余人出席了活动。
本届活动的主题是“坚持品
牌 引 领 ，弘 扬 工 匠 精 神 ，促 进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 大 会 期 间 ，主
办方举办了“品牌强国自主品牌
优 选 示 范 工 程 ”上 线 发 布 仪 式 ，
发 布 了 2019 中 国 品 牌 影 响 力 舆
情监测评价成果报告。报告指
出，中国品牌影响力向世界各地
传播的速度正在加快，一批中国

技术、中国标准和中国品牌实现
逆袭，
“ 中国航天”、
“ 中国高铁”
等 大 国 重 器 享 誉 海 内 外 ，华 为 、
格力、海尔、联想、苏宁等一批竞
争力强、附加值高的中国品牌也
逐渐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报
告 强 调 ，只 有 将 品 牌 意 识 、工 匠
精神、民族品格融入现代工业生
产 与 管 理 实 践 ，持 之 以 恒 ，才 能
打造出更多的“老字号”，真正实
现从“中国制造 ”到“中国品 牌 ”
的转变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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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品牌影响力舆情监测评价成果报告上榜单位与参加活动单位名单
安徽徽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亲亲股份有限公司

淮盐

诺伯特智能装备（山东）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信包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经阁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星瑞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福建省港英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BBunion国际早教

惠州市革普丝科技有限公司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洁尔美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星创视界（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安岳县云龙泉水厂

福建釉时代环保涂料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脑贝尔全脑应用训练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黔东南佰草医苗侗医药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布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杏林养老产业发展（大连）有限公司

百年糊塗酒

福建清铧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基力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青岛英远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人初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修水县大成仓茧丝绸有限公司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林文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今朝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青岛友和致远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研名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渲美美健（深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大方正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霞耀鸿泰创意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象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喂车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荣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阀集团北京阀门有限公司

广东军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济南圣松妇产医院

青羊区远达桐佑建筑架料租赁站

深圳市蔚来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烟台希雅斯葡萄酒有限公司

北京奥洁鼎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神龙食叶草农业有限公司

济宁老茂馄饨餐饮有限公司

日照市东港区观自在茶庄

深圳万家客房地产经纪集团有限公司

盐城千载绿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北京创思勤市场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圣悦维纳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加法口袋

瑞尔曼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玉成心理咨询顾问有限公司

央建创业产业服务中心

北京航天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夏龙通信有限公司

家家智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石狮市成东视光科技有限公司

央建投行俱乐部

北京华信智原教育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鹰唛食品有限公司

嘉兴市秀洲区王店东深装饰板厂

赛维太阳能科技集团

世界恒发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养生神气（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广东云智居科技有限公司

建信养老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厦门保沣实业有限公司

寿乡优品（深圳）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营口路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北京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滴滴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蓝黛服饰有限公司

厦门中习丝合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水性科天

俞文清燕窝饮品有限公司

北京剑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广西广众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飒美特服饰有限公司

山东光明园迪儿童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金宫川派味业有限公司

雨中情防水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柯盾门窗有限公司

广西居年华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顺昌欣荣铁合金有限公司

山东杰楷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蓝剑饮品集团有限公司

沅江市沁洋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可米小子食品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食遍天网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汤沟两相和酒业有限公司

山东绿林亿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蓝剑蓥华山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

悦芝堂

北京隆庆祥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宇能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若比邻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绿阳公盈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普洱茶（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美中宜和妇儿医院有限公司

广州皇朝家具有限公司

江苏智浚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胜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五道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圃美多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老虎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焦作市明仁天然药物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新岳养老院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天筑来也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云南有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奇雾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今麦郎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元正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唯怡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湛江市欢乐家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千堂汇中医研究院

广州塔酒酒业经营有限公司

金鼎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真国色食用油有限公司

四川鑫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湛江市汇瑞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青燕祥云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研际教育服务有限公司

金华御胶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山西凤凰虻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亚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章丘华明水泥有限公司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颐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景德镇景东陶瓷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贡天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苏宁易购

长沙圣马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圣马钛孩子艺术成长中心）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白金酒有限责任公司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管家营法兰锻造集团有限公司

苏盐

长晟（中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醉绵创酒业有限公司

酒仙网

山西华森木业有限公司

苏州帝安豪护栏厂

浙江贝真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苏技创意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国际樱花集团有限公司

开平市青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九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金澄经济技术研究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彩虹湾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完颜古方商贸有限公司

哈尔滨拜仑斯特临床营养有限公司

空间信息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万冠宝网络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绝设婚纱礼服有限公司

浙江夫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叶子整形美容医院

哈尔滨哈银消费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昆山众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蜜思肤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航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智慧赢家咨询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阿城区喜臣文化学校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王艺绣旗袍文化有限公司

浙江黑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农科创农业集团

海南省翻贝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连云港赣榆京融管道燃气有限公司

陕西省万安药业有限公司

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电器材检测研究所有限公司

朝源科泉（北京）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瀚云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绿雅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咸阳五零五集团公司

泰伦特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瑞艺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郴州市三曦矿业有限公司

杭州巧燕筑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振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爱骐家实业有限公司

天朝上品酒业（贵州）有限公司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来也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威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凌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潮乡源食品有限公司

天津三卓韩一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珍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武县鑫盛源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雅琪化工有限公司

龙德井酒业（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春容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市捷明达工贸有限公司

正大福珠宝

承德九龙醉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合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鲁迅美术学院艺术工程总公司

上海景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天堂鸟文化投资

郑州盛伟物资有限公司

大城县澳联铝材有限公司

河南华南医电科技有限公司

洛兹服饰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鲁美拉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工程有限公司

通辽市蒙医整骨医院

芝华仕和头等舱

大连孙氏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建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美地港（上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纳宇电气有限公司

511 速燃咖啡

智慧谷（厦门）区块链孵化器运营有限公司

稻香村食品集团

河南秦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美优高乳业（湖南）有限公司

上海品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万新集团 WANXIN GROUP

中川盛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兔宝宝板材）

河南省太锅锅炉制造有限公司

目若朗星

上海漆盟化工有限公司

威海瑞云祥养老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东方军乐（北京）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鼎盛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南昌理工学院

上海盛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蓝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电力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银谷（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昌市金安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寿全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无锡森易晓仁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中山卫乐环境科学有限公司

东莞市金龙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湖北美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格锐盖特门业有限公司

上海艺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盛唐改装

五常市富仓米业有限公司

中视购物有限公司

东莞市金旺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省丰沃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嘉子乐母婴护理中心

上海众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五得利面粉集团有限公司

中投浩天（北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东莞市迈向巅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湖南碧缇福贸易有限公司

南通恒光大聚氨酯材料有限公司

绍兴皮尔波澜纺织品有限公司

武汉世纪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外名人文化传媒集团

东莞市玄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畅行新时代商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行有方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射阳县大米协会

武汉壹点壹滴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申高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恩智数据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湖南厚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内蒙古恒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安时达电子服务有限公司

祥泰实业有限公司

装企集团（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

湖南然元医用高科技蛋白线有限公司

内蒙古信泰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店匠科技有限公司

享梦游（北京）网络有限公司

遵义市成艳中草药防治肿瘤研究所

佛山市南海博德建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省盛美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福特继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宏耐木业有限公司

新华互联网科技教育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唯乐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宁波经络艺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佰世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新华教育集团

福建齐成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心乐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大漠边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乔氏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新化县一家亲电器有限公司

（以首字母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