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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如何焕发新活力？
保保留留传传统统产产品品 增增加加特特色色服服务务 拓拓展展销销售售渠渠道道

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开始享用冷饮来降温。 不久前，消失20年承载很多人童年回
忆的北冰洋袋淋开始销售，受到消费者热捧。 5月中旬开始，袋淋陆续在全市百余家义利连锁
店上市。由此，老字号又一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2006年，商务部启动“振兴老字号工程”以
来，老字号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一批老字号企业发展势头良好。 但也有部分老字号企业市
场竞争力不强，存在着传承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

【调查】
创新不够

互联网应用不足
“老字号商品的质量是不

错， 但是销售渠道、 宣传手段还
是有些落后 ， 跟不上现在的发
展 。 ” 在 一 家 老 字 号 的 店 铺
中 ， 家住白纸坊的李京表达着
他对老字号的观察。 “比如， 我
家老人喜欢吃老字号的点心， 肉
食。 老人岁数大啦， 买东西不太
方便 。 我们做儿女的就会帮着
买， 但是下班又晚， 要是能有些
网店， 轻点鼠标就能完成。 可是
现在有些老字号还是没有网上经
营的意识。”

记者发现李京反映的问题确
实在有些老字号的身上存在， 这
些拥有多年经营历史的商家， 却
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没能顺畅
地搭上互联网的快车。 “老字号
的经营模式还是要拓宽些， 不仅
要做强实体店， 更要做强网店。”
从事销售的员工小王说， “现在
年轻人也是重要的购买群体， 而
他们往往喜欢网上购物， 有的食
品商家就专打网上销售， 没有实
体店 ， 而且是近几年才开始经
营， 但是却很受消费者的青睐。”

今年1月， 商务部等16个部
门发布 《关于促进老字号改革创
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明确支持
老字号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实施
“老字号+互联网 ” 工程 。 其中
提到， 引导老字号适应电子商务
发展需要， 开发网络适销商品和
款式， 发展网络销售。 引导老字
号与电商平台对接， 支持电商平
台设立老字号专区， 集中宣传，
联合推广。 鼓励老字号发展在线
预订、 网订店取 （送） 和上门服
务等业务， 通过线上渠道与消费
者实时互动， 为消费者提供个性
化、 定制化产品和服务。

调查中， 记者还发现， 不少

老字号在创新上还做的不够 。
“要是能有一些互动的项目， 或
者是推出一些周边产品， 这样能
够有更多的消费者走进老字号，
了解老字号的文化， 有助于老字
号的发展。” 90后的王静从事广
告文案工作， 一次她参与了某老
字号组织的互动活动， 留下很深
的印象。

“企业文化宣传很重要， 老
字号也需要宣传， 但绝不仅仅是
贴个海报， 做个广告这么简单 ，
要创新更多方法。 比如， 我爱吃
的一个零食品牌 ， 只在网上专
卖。 是几个年轻人自创的品牌，
但是宣传的方法很多， 销售也很
火爆。 这家店很注重创新宣传，
产品的包装很有特色， 而且除去

食品花样多， 还推出包括产品标
志的周边产品 ， 多元化发展 。”
王静介绍。

关于这点， 在 《关于促进老
字号改革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中提到鼓励老字号与文化创意相
结合， 举办体现传统文化、 符合
现代生活方式和消费需求的文
化、 购物活动。 鼓励老字号应用
微博、 微信等新媒体， 传播老字
号品牌历史和商业文化。 加大老
字号纪念品、 礼品的开发力度，
积极推广老字号旅游产品， 不断
推进老字号和旅游企业在景点建
设、 线路开发、 宣传推广方面的
合作。

【做法】
保留传统产品
增加特色服务

关于老字号如何焕发新活
力 ， 不少店家也在探索中 。 对
此， 创于公元1436年、 至今已有
581年历史的六必居就有着自己
的做法。

7月13日， 距离店面重张开
业已近一年。 原本是销售淡季，
但六必居前门店的月销售额比往
年同期却要翻了一番。 “这要归
功于品种增加、 恢复传统产品、
服务到位三个原因。” 六必居前
门店店长高鸿娟介绍。

六必居是京城久负盛名、 家
喻户晓的老字号之一。 去年9月8
日 ， 历经百年风雨的六必居老
店， 在位于西城区大栅栏粮食店
街3号的原址重装开业了。 门面
房是中国古式的木结构建筑， 仍
保持着古香古色的建筑风格。

高鸿娟介绍， 六必居公司历
时两年将老店重新装修， 现在汇
集了 “六必居” 品牌全系列优质
酱菜、 酱类和调味产品， 还特别
恢复了以 “甜酱黑菜” 为代表的
多个经典传统酱菜品种， 并且提
供数款旅游包装礼盒产品， 而六
必居公司旗下的 “金狮 ” “龙
门” “桂馨斋” “天源” 等老字
号品牌产品也已入驻。

除去保留传统产品， 六必居
让老店焕发新活力的方法还包括
在服务品质上下功夫。 “我们注
重在服务上要效益， 增加不少服
务， 方便顾客。 比如， 有外地顾
客买了酱菜不便于携带， 我们就
主动帮助联系快递， 游客还没回
到家， 酱菜就先到了。 遇到脱销
的产品， 顾客有时候会扑空， 我
们就把店面电话给他。 这样的主
动服务让顾客愈加满意， 客源也
源源不断。” 高鸿娟说。

拓展销售渠道
连锁店进社区

拥有百年历史的义利， 在近
几年一直在挖掘经典 “旧品 ”。
比如 ， 北冰洋的双棒冰棍 、 汽
水， 作为经典的复出产品。 除去
这些做法 ， 和六必居的做法不
同， 为了开拓渠道， 2011年起 ，
义利决定以连锁店形式拓展除超
市之外的另一条渠道。

目前， 百年义利开设连锁店
已达130家左右。 根据规划， 到
“十三五” 末， 义利连锁店店面
数量将达到300家， 其中不少店
面就要开在社区周边。 走进开业
不久的百年义利镇国寺北街店，
除了一般门店内销售的北冰洋汽
水、 义利面包等， 这个门店还添
加了馒头、 熟食等产品， 商品种
类700余种。

“过去， 义利食品主要在超
市大卖场销售 ， 但超市摊位有
限， 不可能把所有产品都摆上。”
义利连锁店总经理马春英介绍，
相比义利进入超市只有为数不多
的品类， 自己开设专卖店可以售

卖更多产品。 尤其是2011年北冰
洋汽水创新复出之后， 专卖店产
品更加丰富。 另一方面， 近年来
超市业态逐步衰退， 专卖店、 网
店兴盛让其产品在超市的销量并
不能保持增长， 而且超市的费用
(进店费、 店庆费、 条码费等) 并
未因此下降， 超市渠道成本逐年
相对增加也是驱使义利寻求其他
渠道的外部原因。

马春英表示， 现在市民需求
不断扩大， 希望能在家门口就把
日常需要的食品买到， 所以社区
便民化是一个非常好的拓展渠
道。 我们利用存量资产， 结合北
京市消费者需求， 把义利食品店
开进社区， 不在繁华的街市开，
服务百姓方便市民， 把义利食品
延展到离消费者最近的地方， 让
他们买到放心的名牌食品。

【建议】

“老字号” 要与时俱进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一
轻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 总经理李奇

“头戴盛锡福 ， 脚踩老美
华， 身穿谦祥益……” 北京人曾
经对老字号能够随口道来， 但如
今老字号的发展现状却不容乐
观。 李奇就如何保护 “老字号”
健康发展的问题提出， 老字号不
能倚老卖老， 要与时俱进， 传承
工匠精神， 社会应营造理性的消
费环境， 让优质的民族品牌和产
品得到尊重和信任。

李奇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初期有1万多家 “老字号”，
2006年商务部先后认定两批 “中
华老字号” 1128家。 在这些老字
号中， 几经波折仍顽强生存的只
占40%到50%， 多数经营状况欠
佳， 一些老字号甚至空有品牌，
已无产品。

李奇拿中国传统的食品行业
举例，目前，我国传统食品产业形
成规模化量产的并不多， 属于我
们 自 己 国 家 传 统 风 味 的 老 字
号食品 ，形成规模化量产的也
不多。 除了老字号产品本身的问
题， 很多国外商家也利用抢先注
册我国老字号商标的行为进行海
外市场开拓。这些商标保护问题，
使老字号在国际市场上受阻。

屡禁不止的假冒伪劣问题也
很严重。 李奇介绍， “北冰洋”
饮料是一轻食品集团旗下的老字
号品牌。 对于很多北京人来说，
北冰洋就是童年的味道。 让李奇
最为忧心的是， 仿冒北冰洋汽水
的小作坊屡禁不止， 让这份儿时
的记忆变了味。

“黑的加工点， 小作坊， 看
见什么市场好， 卖得多， 就去仿
造什么， 严重损害了老字号品牌
的声誉。 然而， 我国商标保护力
度现在还不够， 在执法层面上的
很多标准， 条条框框太多。” 在
李奇看来， 商标保护是企业健康
发展的基本前提。

在李奇看来， 老字号所面临
的困境， 除了侵权行为泛滥、 自
身机制僵化、 创新不足、 市场意
识落后等因素外， 文化和技艺得
不到有序传承， 也是老字号持续
发展所面临的一大障碍。

如何保护老字号健康发展？
李奇建议， 在国家层面， 应出台
税收优惠政策， 减轻负担， 留住
人才 ， 让企业发展有后劲有远
景； 在法律层面， 从快从严执行
知识产权保护法， 严厉打击国际
国内恶意抢注和假冒伪劣； 而从
老字号企业自身来看， 不能倚老
卖老， 要弘扬先义后利、 以德为
先、 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发展的
使命和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