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工商管理                                                                              2022 年第 2 卷第 1 期
Journal of Moder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ttps://jmba.oajrc.org 

- 78 - 

浅谈企业品牌形象的塑造 

吴 挺 

浙江川日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温州 

【摘要】企业品牌形象既是企业最主要的无形资产和企业资本，又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中制胜获利的

法宝。然而，不少中小企业在整个企业品牌形象重塑过程中，通常也会面临着许多问题，包括缺乏企业品

牌规划意识以及品牌形象重塑意识等，都为企业品牌形象塑造带来诸多不良影响，本文将就此展开详尽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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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nterprise brand image is not only the most important intangible assets and enterprise capital, but 
also the magic weapon for enterprises to win profits in the fierce market. However, many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corporate brand image remodeling, usually face many problems, including the 
lack of corporate brand planning awareness and brand image remodeling consciousness, have brought many 
adverse effects for the corporate brand image shaping, this paper will launch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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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品牌塑造误区之解析 
什么才是好品牌?其内涵就是：因高附加值产品

而提升的商品溢价。什么才是好商品溢价呢?在人们

生活中经常出现一种现象，对不同牌子的产品，人

们通常都会多花钱购买价格相近的，这也就是所谓

的产品溢价。生产同样的商品却比别人更多卖钱，

让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利润，这也使得很多企业都用

尽了各种办法来树立产品知名度。而具体来说，企

业品牌形象也就是消费者对一个品牌的印象，而这

个印象也源自于企业公司品牌的传递过程，产品用

户基于自身偏好而挑选产品时，包含了产品功效、

企业文化、价格等，最后在脑子里所产生的一个人

对待产品的一种立体感觉，而因为各个用户的需求

又各有偏重，就形成了各个人对待一种产品不同的

体验。对企业品牌形象的营造来说，是一个相当复

杂的工作，有的企业只是看到了商品溢价这个结果，

却不能发现商品知名度打造的真实因素，认为产品

知名度等于口碑力，因而从产品广告宣传上下手，

以使产品妇孺皆知。而殊不知知名度之高并不等于

产品名誉性，而且一旦知名度太高了，产品名誉性

将大大降低，所以公司最终也就是离开了社会市场，

而这必将直接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营状况。[1]有的

产品则采取了物质刺激方式，以满足消费者的心理

需求，并从而形成了一个企业的品牌效应，而事实

上却有不少这样的企业都只是昙花一现，而这样的

企业往往又必须经过再换产品或是再重新加以包

装，以完成了对新的企业所谓的品牌形象重建，并

从而步入了一种持续不良发展的恶性循环之中。在

社会上流曾经风行起来的企业，以及曾经红极一时

的产品，在最后却也都烟消云散了，而其根本目的

也就只是从建立新公司品牌的一个方面出发，从而

造成了企业市场策略上的重大缺失。 
2 企业塑造品牌形象的必要性 
随着同类产品的价值差距在不断减小，而品牌

之间的同质性却在日益扩大，这就要求企业品牌的

形象和诉求越来越重要，所以对公司来说，如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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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一种引导潜在消费者的品牌形象就必不可少了。

但不少公司在重塑品牌形象时进入误区，一些公司

因为形象而形象，但最后却丢失了个性，丢失了自

我价值，也就没有形象可言；一些公司因为过分美

化品牌，拔高品牌，或者虚构品牌形象，使消费者

觉得虚伪，最后就会失去了消费者，事与愿违；但

一些公司由于缺少鲜明的企业品牌形象与核心定

位，擅自改变企业形象等，这样，对于一家长远的

可持续发展的公司来说，重塑其鲜明的企业品牌形

象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唯有重视公司品牌形象的

重塑问题，才可以做到公司持久发展，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2] 
2.1 能够产生优秀的企业形象 
品牌形象是构成行业形象的最主要成分，优良

的企业品牌形象可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可以提高

企业形成良好的内部环境，也可以提高企业的社会

知名度和美誉度。企业总体品牌形象所代表的是一

个企业的人文精髓，只有形成一个优秀的形象，企

业在广大消费者的心目中才能达到领导的作用，企

业才会赢得更多消费者的信赖。而企业整体品牌形

象的塑造，包括了商品形象、环境形象、员工形象

等，唯有企业在各方面都严格要求，才会在消费者

的心里形成一种良好的公司品牌形象，进而使公司

的产品质量得到认同。 
2.2 将有助于增强品牌竞争力 
品牌竞争力，是指企业的品牌形象具有区别或

领先于其他竞争者的特殊实力，可以在市场竞争中

展现企业品牌自身的质量、技术、性能以及完善的

售后服务，可引发广大消费者的品质思考并推动其

购物行为。而优秀的品牌形象也能增强企业的品牌

竞争力，产品的竞争力不仅能够巩固现有的消费人

群，还能够利用它抓住潜在的消费人群，因而好的

品牌形象是公司的无形资产，能够提高品牌的市场

竞争力，为公司创造超值的收益。[3] 
2.3 有助于引导社会公众对品牌形成的偏好 
因为品牌形象是建立在社会公众心中的，应能

符合大众的心理需要，并对大众形成深远的社会影

响。品牌形象如果获得了公众的认可，公司就会和

公众形成了某种关系，让他们对自己产生亲切感，

但酒香也怕巷子深，所以公司要创品牌，行业形象

就一定要树立上去，即借助强大的宣传力度，增加

对公司的影响力，从而树立公司品牌。得到的收益

并不仅是市场份额和商业利润，更主要的还是消费

者对品牌的忠诚度及其社会心理上的自然需求。因

为消费者对某一品牌产生的偏爱或忠诚度，是由于

对公司在产品、服务等各个方面的承诺而形成的信

赖，这个信赖首先是消费者在商场上不断的实践中

逐步有所归属，继而又在不断的消费中逐渐对自己

所喜爱的品牌形成了认可。 
3 企业塑造品牌形象应注意的问题 
3.1 品牌形象的随意变化 
当企业在进行大量广告宣传后对市场变化缺乏

反应或当产品销量逐渐减少，市场占有率也日渐萎

缩时，我们往往习惯于重塑品牌形象。虽然有时候

小改变也是需要的，但最重要的是不要盲目改变，

随时改变，但时刻保持在最能体现企业经营理念的

那条主线。如丰日企业是一家集研究、开发、生产、

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现代专业生产商。在竞争激烈

的市场下，始终"坚持质量，用户至上”为经营宗旨，

为国内外客户提供更完善，更优良的服务。因而，

保持统一的品牌形象也成为了世界知名品牌经营的

重要原则之一。 
3.2 企业品牌形象的老化将不可避免 
很多人包括部分企业家都认为，企业品牌形象

的老化，是社会环境与市场经济条件的使然，是品

牌企业的发展规律，并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改变。其

实，这是一个认知误区，品牌与产品都有所不同，

产业的发展要经过创造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

期等四大阶段，这就是—个产业的生命周期；而品

牌是指产品一经形成就能够有其强劲的活力，超越

商品生命周期的极限，并充分发挥它所无法取代的

持久力，那些已经历了百余年不衰的全球知名品牌，

便是最佳的例子。[4] 
4 品牌形象塑造的原则 
4.1 差异性原则 
更多的模仿产品涌现在市场中，产品要与众不

同，从众产品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凸显其自己的特点，

这些特征可能表现为产品特色、品质优势、价格特

点和运营优势等，要在激烈的市场中学会掌握，即

使是抄袭，也要寻找差异化，突出其优势。 
4.2 全员性原则 
为了品牌形象需要而向市场上提出的一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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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即要求公司全体的职工们都具有使命感，而这

个使命感就是来自于荣誉感，因为它可以对职工们

形成巨大的凝聚力，要求全员必须热心组织好整个

品牌形象的营造工作，将整个品牌形象牢牢建立在

社会公众的心目中，以形成持久的、非凡的吸引力，

从而反映出了全员性原则。 
4.3 一致性原则 
企业的总体品牌形象也应该贯彻统一准则，因

为整体品牌形象是企业形象的最主要成份，所以设

计营建公司总体品牌形象时，就必须与所营建企业

品牌形象相互统一，相互促进，以追求公司的长久

发展壮大。尽管公司总体品牌形象需要与时俱进、

不断壮大，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时去改变，因为不

断变化的公司总体品牌形象只会给消费者一种模糊

不清的印象，并无法达到强大的品牌推广威慑效应。

所以，人们在重建企业总体品牌形象的过程中，要

注意保持前企业品牌形象的整体性，而每个人对后

续企业总体品牌形象的重建，都应该是人们对前企

业品牌形象的更深化或补充，也只有这样，人们才

可以在某种方法上重建和发展前企业品牌形象，由

这种方式所重建的前企业品牌形象，才是最牢固的。 
5 如何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一个艰难的工程，也

表明公司将在一个较好的起点上进行自身创新和努

力。由于市场社会主义企业体制的逐步完善，国际

市场竞争日趋活跃，谁为了取得国内外市场竞争，

使企业赖以生存、发展壮大，谁必须注意树立良好

的品牌形象，经验证明，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是取

得国外市场竞争的关键所在，因此，怎样才能树立

良好的品牌形象呢? 
5.1 塑造企业品牌形象，是树立好企业形象的

根本任务 
品牌形象是企业形象的最基本元素，是人们对

中小型民营企业生产过程的认知与了解的最主要的

信息来源之一。公司产品的质量优劣、商品造型与

包装的美丑、及商品服务的品质好坏等，都直接关

系着社会公众对整个公司商品的评价。也因此重视

在合同、包装、计量、价格、广告等方面的信誉，

并增加了产品数量，以避免假冒伪劣产品，并提高

商品外观、材质、效用等都达到了相应规范要求，

从而实现了售前、售中、售后的全方位支持。同时，

我们还关注于打造创新、特色的营业网点；创意新

颖、艺术的广告标识；提供了清洁、优美、舒适、

便利的商品采购与展销场所，从而形成了良好的企

业形象态势与市场环境。在我国的市场条件下，企

业产品一般都是通过优质的商品与售后服务，来占

领市场、获得企业声誉的。所以，树立好商品形象

对提高公司知名度、影响力、美誉度，从而提高企

业形象必不可少。[5] 
5.2 树立公司形象是树立好企业形象的基础保

障 
企业形象是通过职工的品德、素养、作风、服

务、心态和仪表等方面所反映出来的，也因此公司

从领导干部到一个职工，都要牢记自身的权力、义

务与责任，并形成"公司兴旺我光荣，企业衰退我可

耻"的公司主人翁思想，从而使每位职工都严格地遵

循着雕塑企业形象的准则做事，并自觉实现了心灵

美、动作美、语言美、仪表美；招待顾客时必须微

笑、真诚、得体，但同时还必须跟从引进的人才，

培养人才、尊重人才和利用人才等方面着手，以切

实提升公司人员的综合素质。 
5.3 树立文化形象，是树立好企业形象的核心

条件 
文化形象是指公司在产品运营实践过程中，逐

步形成的为公司所有人员所接受、遵循的人文价值

观念，是整个公司总体品牌形象中最抽象而又无法

传达的，但同时它又是公司品牌形象的最精华的组

成部分。公司文化形象，主要涵盖了公司运营理念、

开拓创新的企业精神、公司价值观、创新文化等。

企业的核心理念既代表着企业的战略目标和理想目

标，通常也渗入关系全局和长远的企业经营发展战

略之中，从而能够为企业的经营策略、管理目标发

挥导向作用，并在规定时间内向广大职工提出企业

发展的根本目标。而企业的核心理念既是企业文化

品牌的具体表现，同时又体现了公司企业形象创造、

发展的基本诉求。而所谓公司价值观，是指由公司

员工在共同的企业理念下产生的共同价值观念，它

集中反映了一个公司的基本价值导向，即公司员工

的为人处事、进行生产经营等活动，以及辨别是非、

优劣、善恶、美丑等的基本价值导向。而公司精神，

则是指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共同信仰的基础上，又

富有公司特点的集体群体意志，它是对公司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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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反映，是经过公司管理人员的指导、传播、

教导、示范，再加上公司员工的积极结合，在公司

长期而不断的运营管理过程中逐步产生的一种意

识。正因为这些意识，渗透到了整个公司生产经营

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变成了一个无形的企业文化资

源，它又如同一面旗帜，对企业内广大职工形成了

强大的凝集力和感召力，进而鼓舞和带动着企业内

所有员工的集体意愿和行为。所以，企业精神就是

公司整体品牌形象的灵魂，对企业品牌形象的树立

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的商业竞争中，企业形象是

提升企业综合竞争能力的关键，而中小企业要生存

经营，要兴旺发达，就需要积极筹谋树立自身品牌

的策略。因此，就要不心存半点顾虑，把树立优秀

的企业形象作为公司品牌工作的主要任务，这样就

可以争取市场，占领市场，冲出国门，走向世界，

使企业获得真正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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