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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time-honored brands, with their rich cultural heritage, are the founders of Chinese brands and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blend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commerce, many domestic young fashion brands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and matured, and foreign high-end
brands have quietly entered the Chinese market, controlling the consumer psychology of Chinese consumers with their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how to maintain the vitality of the old brand in the complicated market, to obtain high customer
loyalty and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is still a question worth pondering. This paper will take Hengyuanxiang,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s old brands, as an example, and discuss the old Brand remodeling marketing strategy in
depth.

Keywords: Old Brand, Brand Remodeling, Hengyuanxiang, Marketing Strategy

恒源祥老字号品牌重塑营销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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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中国老字号品牌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国品牌的奠基者，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随着时代的进
步发展，中西文化、商业交融，众多国内年轻时尚品牌逐渐发展成熟，国外高端品牌也悄然进入中国市场，以其特色
掌控了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所以，老字号品牌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市场中仍保持活力，取得较高的顾客忠诚度并不
断吸引新生代的关注，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将以中国老字号品牌代表之一——恒源祥为例，深入探讨老字
号品牌重塑营销策略。
关键字：
关键字：老字号，品牌重塑，恒源祥，营销策略

1．
．引言
老字号品牌是中国优秀商业文化的代表,具有浓厚的
文化底蕴及很强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历史价值。许多

中国传统老字号品牌如全聚德、红都、瑞蚨祥、恒源祥等,
在中国老百姓特别是老一代人们心中仍占据着重要的地
位。老字号品牌的发展和诞生,汇集了几代民族企业家的
智慧和艰辛,其历史大多可以追溯到两个世纪之前。然而,
就目前各行各业的老字号品牌经营与发展情况来看,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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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老字号已失去活力,其品牌效应力在消费者心理急剧下
降,顾客忠诚度不高,新生消费者群体较少,且部分老字号
在历史长河中已消失殆尽。据有效数据的统计,截至到目
前已有将近70%的老字号品牌退出了市场,还有20%的老
字号品牌勉强维持惨淡经营,剩下仅有的10%的老字号品
牌一直可以维持一定的规模,而且发展良好,并产生了较好
的经济效益。虽然还有10%老字号保持活力,但这10%的老
字号品牌也依然面临着种种威胁。
白玉苓[1]（2018）指出品牌重塑是品牌的再塑造，一
般指企业为修正或重新确定品牌定位、建立新的品牌形象
而发生的活动及过程。重新审视老字号原有的品牌形象，
激发老字号活力，重新对老字号进行品牌定位及品牌重塑
是非常有必要的。季少融[2]（2017）认为由于受国内外经
济大环境的影响，“老字号”品牌的衰败现象尤为明显，并
基于品牌视觉形象，对老字号品牌活化、老字号品牌形象
的提升作了研究。老字号品牌形象的提升对老字号品牌重
塑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从近几年关于老字号品牌重塑的
研究文献来看，老字号品牌重塑属“当务之急”，本文研究
迫在眉睫。
恒源祥公司在快速发展的品牌竞争时代,也经历了最
初几十年的蓬勃发展,但近几年增幅逐渐减缓。要想扩大
品牌规模、提升增长速度,恒源祥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限
于来自于竞争对手的压力,还有自身品牌重塑、品牌营销
策略等一系列的问题。如何进行品牌重塑,选择适合的营
销策略对品牌进行重塑活化对恒源祥来说仍是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
本文研究视的角将会从老字号品牌的重塑营销策略
入手,运用到了品牌活化理论与恒源祥的营销策略结合起
来,探索适合发展的品牌重塑的营销策略。

3．
．老字号品牌老化的原因
3.1．
．国外学者关于老字号品牌老化的观点
国外也有属于自己的老字号品牌,它们存在的问题与
国内老字号品牌基本相同。国外学者在经过一系列研究之
后寻找到了国外老字号品牌老化的原因所在,激活品牌特
征的策略。其中,Lehu[3]（2004）提出了老字号品牌老化
的三个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他认为老字号品牌失去活力
主要是因为:(1)企业所提供的的产品和服务存在问题:①产
品调研和开发滞后;品牌分类问题;创新速度慢;专利的生
产过程减少;旧产品或服务失去竞争力;技术落后;生产方
法达不到现行标准的要求;款式、设计和颜色过时;过时的
消费者满意度承诺。(2)来自于目标市场的问题:①消费者
忠诚度的降低;消费者数量的减少;消费者的平均年龄较大;
品牌不被年轻消费者所知道的;由于不符合消费者需求而
导致新产品推广失败;目标市场没有更新换代。(3)来自品
牌营销的问题:①随着时间的推移，营销宣传预算减少;②
传播创造力减弱;③包装过时;④品牌提及率降低;⑤媒体
计划缺乏针对性;⑥传播内容过时;⑦频繁更换广告代理，
导致核心信息模糊;⑧代言人形象“老化”或适应性差;⑨忽
略了时尚因素，而被竞争对手巧加利用。
3.2．
．我国老字号品牌老化的原因
国外老字号品牌衰落的原因,对中国老字号品牌的老
化探究其原因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我国老字号品牌又有其
特殊性,不能一并而论,具体归纳我国老字号品牌老化的原
因有以下几点:
表1 我国老字号品牌老化的原因。

2．
．老字号品牌定义及现状
2.1．
．老字号品牌定义
老字号品牌是历经多年历史风霜遗留下来的瑰宝,在
我国商业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有学者曾将老字号品牌
分为三大类[3]:历史悠久的老店铺;具有传统地方特色并经
营地方特产的品牌和影响着当地人们世世代代生活的老
招牌。2005年6月,中国商业联合会开发一个新的“中国老字
号认定规范”,历史悠久的定义是: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一
代又一代的产品,技术或服务,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背
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形成良好信誉的
品牌。
2.2．
．老字号品牌现状

产品结构老化，
客户资源流失

企业负担沉重，
发展后劲不足

营销观念落后，
品牌传播乏力

商标保护不够，
假冒产品泛滥
产品质量滑坡，
企业信誉丧失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新兴品牌
和国外品牌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并占据新一代消费群体的
消费市场。老字号逐渐退出经济舞台,延续千年的老字号
会面临种种绝境。其固有的体制老化,还是品牌价值链断
裂、经营方式陈旧、营销策略死板都会让一个饱经风霜的
老字号品牌在新时代的翻云覆雨中一蹶不振。如何让现存
老字号品牌重新占领市场,赢得消费者关注,增添品牌活力
是老字号品牌现阶段面临的一大难题。

目标市场较小，
消费群体模糊

过时的顾客满意承诺
过时的市场调研和产品开发
创新缓慢、专利数量减少
产品技术更新缓慢、工艺落后
不具有“时尚”特征
品牌分类混杂
生产周期过长，资金周转不开
雇员老龄化、文化水平不高
企业制度旧化、无法吸引人才
国企弊端、内部机制死板、骨干流失
不进行市场细分，无法引起消费者共鸣
营销传播预算逐年减少
频换更换广告代理商，导致品牌核心信息模糊
媒体方案旧化，不注重运用新媒体技术
不注重商标权保护，打假力度较弱
品牌形象保护不够
国外品牌进行商标抢注
性价比不高
以次充好，以假乱真
目标市场长期不更新，消费者数量减少
消费者年龄老龄化，新生代消费群体不认可品牌价
值

4．
．品牌重塑相关理论
鉴于老字号品牌老化现象严重，国内外学者针对此问
题提出了一系列振兴老字号品牌，促使品牌重塑理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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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品牌重塑，简言之，就是通过“包装”使资产再生，品牌
形象重塑从而挽救老字号品牌在消费者心里的品牌定位。
4.1．
．品牌重塑原因
（1）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由于品牌和产品
对环境依赖程度较高，品牌所依赖的根基就会产生动摇，
品牌形象有损，这时就需要进行品牌重塑。
（2）如同产品一样，品牌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不
可避免的也要经历成长、成熟、衰败这一系列过程。当品
牌进入成熟期，为了避免品牌走向衰败，要不断注入新鲜
活力，保证品牌年轻化。
（3）新生品牌所带动的新产品推陈出新，抢在时代
发展脚步之前，文化环境越来越变化多端是品牌重塑的一
个重要原因。老字号品牌保持吸引力为其一种营销策略，
凭借消费者对老字号品牌的信任和原有保持的较高的忠
诚度从而获得优势。
4.2．
．品牌重塑的条件
品牌的重塑可以给品牌带来新的活力,给消费带来者
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不是所有的品牌都可以重塑,重新占
据市场和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国内外学者提出品牌重塑应
具备以下条件[3]:
(1) 品牌媒体宣传与促销明显低于竞争对手或低于行
业平均水平;
(2) 品牌服务或产品价格处于竞争的中间地位。如果服
务或产品价格高于竞争对手,也要降低价格,那么品
牌就无法重建;
(3) 品牌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巨大的品牌传承,也能在
某些方面引起消费者的注意;
(4) 如果品牌的价值不是很好的话,则产品销量必须很
大,而且知名度比较高;
(5) 与竞争对手相比,品牌在产品、沟通、包装和形式
上具有不同的竞争优势；
(6) 品牌的核心价值在市场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可
以通过重塑与当前消费者的利益相一致。
从以上条件来看,对老字号品牌要不要重塑,哪些可以
进行重塑,不能盲目进行,应先进行品牌评估,再进行决策。
4.3．
．品牌重塑的决策方法
进行品牌重塑需要多方的考察与协作，有效的品牌重
塑对振兴中国老字号发展具有深远意义。通过借鉴西方理
论，针对中国老字号品牌独有的特点，可总结出进行品牌
重塑的一些思路与方法：
(1) 技术创新与新产品开发。在传承企业文化、继承支
柱产品的前提下，积极改进生产工艺，引进先进技
术，提升创新能力，进行市场细分，重新进行品牌
分类，引入带有“时尚感”的新型产品，重新建立品
牌与消费者的密切联系，拥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抢
占市场份额，保留顾客忠诚度同时开拓更广阔的目
标市场，稳固消费者心目中的品牌形象。
(2) 走复古路线,打怀旧牌,用情感诉求去追溯消费者。
大部分的消费者对过去的经历或东西一般都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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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深的感情,尤其是传统的老一辈消费者,很多人在
他们年轻的时候都使用过一些老字号的产品,这些
产品甚至伴随着它们的成长。旧品牌往往能让消费
者回忆起童年,更容易与他们产生共鸣。如果通过
营销唤醒消费者的记忆,就可以建立老品牌与特定
群体之间的关系。同时开发品牌故事,引入新媒体
将品牌故事进行视频化呈现在大众面前,更大程度
的加深了消费者与品牌的感情联络与密切互动。
(3) 进行品牌延伸。老字号品牌不应该局限于某一行业
或某一种类。现在大型集团都跨行业扩大市场,多
方法全面稳固品牌形象,培养品牌影响力。老字号
品牌可通过品牌延伸,为老品牌注入新鲜的血液,使
老品牌重新活跃在大众的视野中。但是,凡事都有
两面性,品牌延伸也是一把双刃剑。例如:使品牌个
性模糊,影响品牌个性,甚至影响品牌内部关系等
等。因此,在进行品牌延伸的时候,一定要秉持谨慎
审视的原则,强化新老品牌之间的联系,不断提升品
牌内部兼容能力,重视质量监控,在进行品牌延伸之
前进行全面规划与掌控。
(4) 加强品牌的宣传力度,重视品牌的营销,科学的实施品
牌发展战略。当前,大多数老字号品牌都处于一种休
眠的状态,导致老字号品牌的传播停滞不前,品牌的号
召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品牌潜能没有被激发。随着
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人们接受能力的逐步提升,老字号
品牌不能继续使用固有的传统传播方式。老字号品牌
除了依靠传统的口碑式宣传外,还应该重视广告、公
关、社会活动、网络等渠道来传播品牌,扩大其市场
和社会声誉。有效的品牌传播可以促进产品进入目标
市场,有助于新产品的开发。吸引新的消费群体,从而
扩大产品销售量,顺利进行品牌营销。

5．
．恒源祥品牌营销现状
恒源祥作为中华老字号品牌之一，其渊源的历史和其
刻在骨子里的品牌文化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消费者。但老字
号品牌活力日渐丧失，恒源祥也难独善其身。老字号品牌
一直在探索品牌重塑之路，恒源祥也紧跟脚步，让自己在
这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仍能保持活力，充实品牌力量，
稳固品牌形象。在老字号品牌重塑方面，针对恒源祥的具
体情况，着重从恒源祥的营销策略入手，多方面分析其营
销现状，探索更能为恒源祥品牌注入新鲜活力、传播品牌
形象的营销策略。
5.1．
．恒源祥品牌营销渠道现状
对于一个品牌来说，品牌营销渠道对提升产品销量、
抢占市场份额、赢得消费者喜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尤其对老字号品牌而言，大多数的老字号品牌曾经都是
靠着口口相传而闻名，没有运用媒体进行广告宣传和社
会大事件进行热度提升。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营销
传播已不能仅仅靠着大众的口头传播，更应运营新媒体
进行线上线下传播，使品牌和产品同时进入大众视野，
提高其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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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线下渠道模式
恒源祥品牌渠道成员分为零售商和分销商。零售商与
经销商、公司之间的合作需要签订公司特许权合同,公司

在许可证签发后可以进行实质性操作。一般来说,分销商
是根据区域分工建立的,零售商一般是由经销商发展的。
有些经销商也可以同时建立直营店。

图1 恒源祥集团线下渠道模式图。

5.1.2．
．线上渠道模式
老字号品牌最大的弊端是不擅长利用新媒体进行品
牌传播。而能一直屹立于历史长河的为数不多的老字号品
牌，已慢慢开始接受新媒体传播带来的影响力。恒源祥作
为发展悠久的老字号品牌之一，也在不断整合自己的传播
渠道与宣传模式，除了传统的线下渠道模式外，也积极响
应时代号召，开通了线上渠道模式。
恒源祥线上渠道模式一直在改进，整个旗舰店内容较
为丰富，应季产品和打折促销并具，首页广告设计也应景，
其中，在商品品类中，恒源祥旗舰店同时销售围巾系列、
羊绒衫系列和内衣系列。其中围巾系列商品的月销量明显
高于其他品类，一款售价仅为99人民币的女士羊毛围巾月
销量超过四位数。但除了围巾系列，羊绒衫和内衣系列月
销量仅仅只有两位数，个别产品甚至出现0销量。可见，
虽然恒源祥积极打通线上渠道模式，但网络旗舰店的销售
额也不容乐观。
5.2．
．恒源祥品牌宣传现状
公司向消费者以及渠道成员提供信息和品牌推广，主
要途径是通过大型体育营销活动、国家慈善活动、媒体广
告和软内部出版物等途径实现。在硬广告和大型营销及公
关活动中,公司主要总公司的广告宣传策略。整个集团包
括各子公司的媒体广告投放,基本上由本集团广告部安
排。集团还计划进行大规模的营销活动。附属公司需要做
的是利用集团现有资源参与或配合执行。

6．
．恒源祥品牌存在的问题
6.1．
．产品与价格存在问题
虽然公司品牌及旗下子公司产品仍然采用的是自己不
生产、不设计模式，但由于总公司处在主导地位，对各加盟

工厂仍然有很强的整合、引导能力。目前，老字号品牌的产
品的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产品附加值低，
产品结构不合理，不能表现品牌的差异性;同时各品类的产
品市场需求已从单一的以实用性为主朝着艺术性、个性化、
多功能方向发展，消费者更加追求时代感、文化内涵。
6.2．
．渠道组合存在问题
集团目前的渠道结构主要为单一的经销商、零售商组
成的传统分销结构，局限性很大。而且虽然开通了网络旗
舰店线上渠道模式，但其销量一般。随着整个市场环境的
改变以及消费者购买行为的转变，建议公司的渠道结构也
作适当的调整，可以考虑引入电视购物、呼叫中心和网络
销售相结合的形式，实现传统渠道与“空中渠道”互补的两
条腿走路的渠道组合，并且不断增强线上渠道模式的宣传
力度，积极参与到各大电商平台的网络狂欢节，依靠促销
来带动部分产品的销量和减轻库存压力。
6.3．
．品牌宣传存在问题
恒源祥虽一直在紧跟时代脚步，不断采用新媒体宣传
方式和借用公众大事件进入公众视野，但其营销手段过于
传统、老旧，现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
化，人们已很少接触传统媒体如电视、电台等，中国网民
正在成为一个新型群体并日益壮大，人人有微信人人刷微
博，而恒源祥却没有巧妙的利用社交软件及其他新媒体渠
道进行宣传，在新媒体时代，应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新
媒体营销方面。

7．
．恒源祥品牌重塑营销策略
7.1．
．更新生产技术，
更新生产技术，坚持战略定价
恒源祥作为老字号品牌，与众多老字号品牌一样，都
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生产技术创新能力不高、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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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老旧、产品设计缺少“时尚感”。作为一个百年老字号，
恒源祥必须不断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提升创新能力，增
加专利数量，注意产权保护。
恒源祥品牌为知名品牌，且品牌形象一直比较稳定，
所以品牌战略定价策略更能让公司明确方向，而不是跟着
竞品走或者简单的根据成本定价。这个策略主要以自身品
牌定位及目标市场的需求而制定价格标准。建议针对不同
系列的产品，根据其定位以及目标消费群体的购买心态，
制定不同的价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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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优化渠道组合，
优化渠道组合，开通“电子商务
开通 电子商务+电视购物
电子商务 电视购物+呼叫中心
电视购物 呼叫中心”
呼叫中心
模式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新时代，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才
能赢得消费者内心，拥有较高的消费者忠诚度。如今的消
费者购买行为已逐渐发生改变，在传统观念中，消费者的
购买行为分为几个步骤：注意——发生兴趣——产生购买
欲望——记忆——最后行动。而当代的消费者行为已经转
变为:注意——发生兴趣——搜集相关信息——行动——
分享。如图2、3：

图2 传统消费者购买行为。

图3 当代消费者购买行为。

图4 恒源祥线上线下“电子商务+电视购物+呼叫中心”模式图。

尤其是在网络普及以后，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更加剧
了消费者行为的这一转变。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利用网络
购物，利用网络搜集信息，并利用网络将自己的体验和心
得与其它人分享。网络的出现也给渠道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渠道被视为企业的重中之重。
“电子商务+电视购物+呼叫中心”这一模式的应用对
于恒源祥公司来讲，虽然无法自己直接销售，但仍然可以
通过第三方的形式来实现。即选择专业的经销商，统一电
子商务和电视购物，两种销售方式有共用的呼叫中心和数
据系统，总公司为其提供营销及其它支持。最重要的是通
过这样的渠道，公司能建立庞大的消费者数据库，对未来
品牌的发展和销售都有非常大的参考意义。
另外，除了渠道模式的改变外,恒源祥想进行品牌重
塑,重新赢得消费者喜好和分销商的支持,也要注重渠道
终端的管理。恒源祥公司采取的是授权经营的市场拓展
方式,其最终顾客是消费者,但直接顾客是经销商,关键顾
客是一批销售量大、经营能力强的重要经销商。对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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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商来说,他们对公司、品牌的需求是产品质量好、供
货及时、市场营销支持;重要经销商的需求则体现在品牌
文化、员工培训、广告支持三个方面。所以在以往的服
务和管理活动中,恒源祥公司的工作重点应围绕经销商
为核心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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