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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抖音签球队 南企使出营销
“十八般武艺”
越来越多南海企业尝试新的营销玩法，
迎合年轻消费群体，
以塑造时尚、年轻、国际化的品牌形象

低调务实，曾是不少人对南海企业的评价，而在新一轮
品牌经济的大潮下，这个观念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南海企业
正尝试新的营销玩法，迎合年轻消费群体，以塑造品牌形
象。
在颇受年轻人欢迎的抖音 APP 上，南企品牌“维意定
制好设计”的抖音号已经成了新晋“网红”，拥有 203 万粉
丝，获得 678 万个点赞，成为行业内玩转‘抖音’营销的引
领者，联邦家私等品牌也在迅速跟进。
无独有偶，蒙娜丽莎近日签约国际米兰俱乐部，成为国
际米兰第一家瓷砖品类赞助商。此外，伟业铝厂冠名“伟昌
号”高铁列车、林氏木业玩快闪直播、星期六鞋业收购时尚
自媒体，一个个经典的品牌营销案例，均出自南海企业之
手，刷新了人们对南海企业品牌宣传趋于保守的认知。

记者观察

从低调向活跃转变
从品质向品牌突围

现象

美女介绍家装 抖音圈粉数百万
营销界有一句话，得 90 后者
得天下，
90 后是追赶前卫、
追求时
尚但不盲目且具有强大消费能力
的群体。洞察并追寻 90 后的喜
好，直播、玩抖音、社群媒体等成
了南海企业尝试的新营销手法。
在这方面，有着互联网基因
的维意定制走在了最前面。
“维意
定制好设计”
的抖音号已经收获了
超200万的粉丝，
获得678万个点
赞，
发布的 128 个小视频中，
几乎
每个视频都能获得数千个点赞，
成
为抖音营销的引领者。
维意定制的抖音号为何能吸
引如此多粉丝的关注? 最近准备
装修的 90 后王虹告诉记者，她是
一个月前关注了这个号的，
“和一
般的广告截然不同，它发布的短
视频都是介绍家装知识，并且非
常有趣，由带网红气质的美女来
介绍，
比较受人喜欢。
”
抓住 90 后喜欢有趣好玩事
物的心理，结合家装需要的现场
感，两者的结合促使维意定制在
抖音平台上形成一批粉丝群体。
为此，
尚品宅配、联邦定制等家居

龙头也纷纷进驻抖音号。玩转粉
丝经济，还包括现在的直播。林
氏木业家具旗舰店联手新晋代言
人李易峰的一场直播体验活动，
获得点赞数达3300万。
追求时尚，是 90 后的另一特
点。作为南海的知名鞋企，星期
六通过收购时尚锋迅和北京时欣
两 家 企 业 ，掌 管 着 主 打 时 尚 的
Only Lady 女人志和美容品消费
口碑交流社区闺蜜网两大互联网
时尚媒体平台，看重的正是这些
平台聚集大量粉丝的能力。
玩转粉丝经济，最重要的是
提高用户的参与感。
“多个数据调
查显示，主流的家居群体是 85 后
到 95 后之间，这是个非常年轻化
的消费群体，这群人更注重互动
性、连接性，
如何让他们成为你的
粉丝，成了营销的主要目标。”联
邦家私集团董事、副总裁李虹瑶
认为，
迎接新的消费群体，
最重要
的是掌握年轻人的市场需求，把
握年轻人的喜好，
比如追求好玩、
追求时尚等，这需要品牌实施年
轻化、
时尚化战略。

■蒙娜丽莎&国际米兰官方合作伙伴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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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契合度 用品牌叠加效应换双赢

除了开拓新的网络营销渠
6 月 11 日，蒙娜丽莎集团股份
道，明星营销、体育营销、高铁营
有限公司与国际米兰俱乐部举行
销、会议营销等新方式也逐渐活跃
官方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成为国际
起来，成为南企开拓品牌的新手
米兰第一家瓷砖品类赞助商，这是
段。
南海企业发力体育营销、塑造国际
事实上，南海企业运用体育营
化品牌形象的最新案例。
销有较早的历史。早在 2001 年，
事实上，无论是体育营销，还
宏宇陶瓷就邀请举重世界冠军何
是明星营销，并不是一味的跟风就
灼强、奥运会跳水亚军谭良德参与
好，最重要的还是品牌的匹配性，
“与奥运冠军同贺申奥成功”庆功
能为产品或企业带来叠加效应。
宴。2012 年的伦敦世界杯上，广 “蒙娜丽莎与国际米兰都拥有一个
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的 DNA——意大利。”在蒙娜
与表现不俗的中国击剑队签约。 丽莎董事、总裁萧礼标看来，蒙娜
2016 年的里约残奥会上，狮山企
丽莎秉承意大利设计艺术美学，将
业大洋医疗科技成为里约残奥会
生活和艺术充分融合，以此输出一
中国代表团合作伙伴，也是康复器
款又一款产品，成为建筑装饰行业
材及运动轮椅国内唯一供应商。
内杰出的艺术代表。而国际米兰

作为意大利足球的代表，走出了一
批又一批的世界级球星，双方合作
是基于用户个人兴趣与消费需求
匹配带来的叠加效应的一次双赢。
在明星营销方面，越来越多南
海企业选择明星作为品牌代言
人。志高续约国际巨星成龙十年
的品牌代言，是服从于志高要做世
界级企业的目标。而林氏木业选
择李易峰作为形象代言人，则是看
重品牌特性的相符。
“ 林氏木业是
一个年轻、时尚的家居品牌，而李
易峰本身不仅与林氏木业的品牌
调性相吻合，还能够将这个年轻、
时尚的家居文化与思想进一步推
广开来。”林氏木业副总经理马灿
兴解释。

作为草根经济的代表，
过去南商
大多低调务实，
奉行
“做了不说、多做
少说”的理念，这在早期创业时或许
有用，但在现代化的市场竞争中，将
越来越处于劣势。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背景下，
许多行业进入了市场
洗牌阶段，一批有品牌、有资本背景
的企业将更加壮大，
一批没有品牌的
企业则将被市场淘汰。可以说，
现在
对品牌的呼唤最为强烈。
酒香也怕巷子深，
营销是打造品
牌的重要手段。南企“百变”营销的
背后，
是南海企业家对品牌认识的进
一步深化。从数字上来看，
当前南海
有 247 个省名牌产品，占全市四成
多，超过了一些地级市，省名牌数量
实现了连续四年的高速增长，
标志着
南海的品牌经济迈入了新征程。
品牌具有溢价能力，
是提升产品
附加值的重要手段。过去的 30 多
年，南海企业忙于品质革命，产生了
一批质量优良的产品，
涌现了一方制
药、东方精工等一批全国制造业隐形
冠军。接下来的南海企业转型升级，
需要一场品牌突围，
由品质突围进阶
到品牌突围，包括让更多 OEM 企业
建立品牌，
以及让有品牌基础的企业
走向全国知名，甚至全球知名，让品
牌年轻化、
时尚化、
全球化。
南海区政府也意识到了这点，
于
去年推出了品牌企业行动计划，
助推
企业做强做大。近期，
又新成立了南
海区品牌企业促进会，
囊括了主要行
业的龙头企业。未来南海区品牌企
业促进会将继续积极发挥资源整合
及品牌引领作用，
着力推动品牌建设
的质量基础工作，
让南海制造成为优
质产品的标志。我们期待更多南海
品牌享誉全球，
真正实现从南海制造
到中国品牌的转变。
文/珠江时报记者 李年智
通讯员 吴周聪

大城工匠蜕变记：从一线技工到研发带头人
广东昭信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营销总监李培涛带队研发的设备，为公司减员数千，提升
三倍产能
2006 年，广东昭信平洲电子
有 限 公 司 的 作 业 员 工 有 12000
人 ，到 2018 年 ，数 量 下 降 到
4000 多人，产能却提升了三倍。
自动化设备的运用是实现减员增
效的直接途径，其背后带领团队攻克技术难题，开发出多款自
动化生产线及自动化生产设备的功臣，是如今的广东昭信智
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营销总监李培涛。
走进广东昭信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办公楼，首先能看到的是
一整墙的荣誉证书和专利证书，
而证书上出现得最多的名字，
就
是作为公司技术研发带头人的李培涛。在广东昭信集团工作
近 22 年的时间里，他带领技术团队累计研发了 20 多类半自动
及自动化设备，
共获得国家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 70 多项。

传承创新

向员工传递技术
和工匠精神

不怕苦累

从一线技工
“上位”研发人员
1996 年，刚从中专技校毕业
的李培涛，
跟随南下打工大军来到
佛山，
在老乡的介绍下进入广东昭
信平洲电子有限公司。18 岁的他
没有高学历，也没有任何工作经
验，只能从一线操作技工开始做
起。
“ 什么脏活、累活我都愿意干，
别人放假去玩，
我就利用空闲时间
去学习技术和知识。”在工作中尽
职尽责的李培涛，
很快便从几百人
的生产车间里面脱颖而出，
成了车
间维修工。
在维修岗位上，
李培涛更加注
重学习和钻研，
从设备的维修和保
养，到设备的机械结构、电气控制
原理他都一一熟练掌握，
而且还会
对设备做一些便于操作和提升效
率的技术改善。
“ 当时厂里不管是
哪个车间的设备出了问题，
其他维
修岗位的同事解决不了的，
最后都
会找我去修。”李培涛说。凭借着
对设备深刻的认识和见解，
在公司

2004 年成立相关自动化设备研发
部门时，
李培涛成为了全厂唯一一
个从一线车间抽调到该部门的员
工，
自此走上研发自动化设备的道
路。
要做系统的生产效率改善，
自
动化设备开发工作，
必须具备工业
工程管理、机械设计及电气自动化
控制等专业理论知识，
对于只有电
子专业中技学历的李培涛来说，
需
要学习和提升的还有太多。为了
能够达到岗位专业要求，
他白天和
同事们一起工作，向专业人士请
教，晚上参加培训班学习理论知
识。不到两年时间，
他通过边学边
摸索的方式，
成功开发出了第一台
适用于贴片电感自动化生产的焊
锡设备，
与同事们开发的其它自动
设备构成了完整的半自动生产
线。当时该半自动生产线投入使
用后，
一下子把企业同类电感产品
的生产效率提高了近30%。

■李培涛（中）与同事一起安装调试设备。

学无止境

珠江时报记者/谭兼之 摄

带领研发团队获 70 多项专利

“公司不时会组织一些培训
和学习的课程，只要一组织，我就
一定报名参加。”逐渐成为公司自
动化设备技术研发的“带头人”，
李培涛深感责任重大，为了进一
步强化自身的专业理论知识，提
高技术研发水平，他在 2008 年参
加了全国成人高考，报读机电一
体化专业大专班。由于报读的学
校在武汉，李培涛每周五晚上下
班后都要坐 16 个小时的火车赶
过去，周日晚上再回佛山。一次
次的“长途跋涉”后，2011 年李培

涛取得了大专学历，个人技术水
平也突飞猛进。此外，他还积极
参加公司安排的国内外专业知识
讲座的培训，到日本、德国企业学
习工业自动化先进制造和产品开
发经验，不断扩大自身的知识领
域。
2012 年，李培涛带领团队攻
克了广东省科研项目“数控一代”
的研发，其成果取得了多项关键技
术的突破，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
进的技术水平。如今，这个项目已
研发至“数控四代”，突破了 16 个

电机轴同时运转的核心技术，把最
初需要 22 个工人作业的一条生产
线变成只需要 2 人。
经过一步步的创新研发，李培
涛带领技术团队取得了骄人成绩，
累计研发 20 多类半自动及自动化
设备，共获得国家发明及实用新型
专利 70 多项，研发成果为公司减
员增效作出巨大贡献。据介绍，
2006 年广东昭信平洲电子有限公
司作业员工有 12000 人，
如今却只
有 4000 多名员工，但是产能相较
于之前却提升了三倍。

随着在自动化设备领域不
断探索和创新，李培涛及其团队
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和成
果。2016 年，他所带领的研发部
门从广东昭信平洲电子有限公
司“脱离”，成立全资子公司广东
昭信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成为一
家专注于自动化集成解决方案
的提供商，李培涛担任公司总经
理助理及营销总监。
从一线的车间工人到带领
团队进行技术研发，再到成为企
业高管，在 20 多年的工作生涯
中，李培涛通过刻苦钻研、锐意
创新，为企业创造了多项发明专
利和技术创新成果，也为自己赢
得了满满荣誉。历年来，他先后
获得全国优秀农民工、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广东省佛山市劳动模
范、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优秀科
技工作者、南海大城工匠等称号
或奖项。
工匠精神在李培涛看来有
两层含义，一是追求创新，二是
乐于传承。在带领技术团队进
行研发的过程中，他除了极为注
重个人的学习和提升外，也思考
很多方法去带动身边的同事共
同学习和进步。
“ 我一有空就会
到研发室和同事们一起工作，鼓
励他们大胆尝试，大胆创新。”他
表示，自己喜欢与同事们“打成
一片”，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向
员 工 传 递 技 术 、经 验 和 敬 业 精
神。
文/珠江时报记者 许徐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