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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医药企业合并后的品牌整合问题
以广州医药集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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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广州医药集团为例, 深入探讨国有医药企业合并后面临的品牌整合问题, 并提出了方向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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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企都具有普遍意义。重组、
合并一度成为我 们时代的热门话题,

目前在互联网上可以搜索到国内药 业集团大概 有 140 家左

但是对于合并后的品牌管理问题却鲜有触及。本文着重 剖析广

右, 在这些由政府行为造就的集团公司里, 有些品牌迅速 崛起并

药集团个案, 对于了解 我国药 业集团 目前普 遍存在 的品牌 问题

走向全国, 如哈药, 同仁 堂, 然 而大多 数的品 牌还是 局限在 狭窄

或许会有些帮助, 通 过解剖 麻雀, 我们可 以发现 问题所 在, 并对

的地域范围内。逆水行舟, 不进 则退。入 世后洋 品牌 的强势 介

症下药。

入, 会使区域品牌的生存空间受到威胁。不走 出去, 可能 意味着
品牌的衰亡。
笔者身处闽粤, 多次 采访广 州医药 集团( 下 面简称 广 医 )
市场部的吴志华部长及 数家福建 的医药 企业, 了解 到集团 在合

一、广医的品牌架构及其问题所在
去年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 有限公
司合并, 组成新的广 州医药 集团有 限公司, 其规 模之大, 堪 称中
国医药行业的航空母舰。集团公司架构如下图:

并后面临的品牌整合难题, 发现它对国内医药 行业, 仍至 所有国

经过多次的重组合并, 现在的 广州医 药集团 已经是 一个庞 大的
制药界大鳄, 生产中 药、西药以及 一部分 医疗器 材, 并有内 部的
筹资、营销、
研究机构, 还 涉足房 地产等领 域。集团 公司的 品牌
管理涉及到更多的层次 和更复杂 的相互 关系, 从而 使得成 功的

品牌管理成为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笔 者的访谈结 果显示, 目前广 医集团的品 牌系统管 理存在
以下难题:
多层品 牌管理的 困惑: 母公司品牌

子公司 品牌

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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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产品品牌四层架 构会使 消费者 对品牌的 认知产 生混乱,

避免这种不良后果就 成为另 一个挑 战。( 3) 达成清 晰的品 牌分

需要有力的产品规划与品牌传播将其明晰化。

类。一个系统的目标应 该是要 减少混 淆, 在 多条不 同的品 牌线

有中国 特色 的 品牌 组 合: 外 国许 多 公 司是 先 有 母, 后 有

和各个不同的品牌之间 达成分 类。( 4) 促进 改变 和适应。 所有

子 , 通过市场竞争实现 资源重组, 而 国内许 多集团 是由政 府牵

的品牌都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一 个系统如果经营良好,

线搭桥, 组合成一个 大型集 团公司, 潘高 寿、陈李济 都存在 了上

那么所需要的改变将会 在一个 适当的 时候、以一种 有效的 方式

百年, 何济公较短, 也有六十余年的历史, 而广 药股份、
广 州医药

来产生。( 5) 分配资源。每一个品牌都需要资 源( 内部或 外部) ,

集团的出现则是近年来的 事, 因此是 先 有子, 后有 母 , 这 种母

也都向集团索取发 展所需的 资源。通 常的情 况是, 一项品 牌的

子关系的颠倒也为品牌管理带来许多不便。

投资决策是奠基在该品牌个体的狭隘 利益上, 或 者集团公司 平

四层品牌架构, 谁为 主, 谁为 次?

像 宝洁, 以 产品品 牌

均主义 ( 给各个子品牌分配相当的资 源) 的 错误思维上, 科学的

为先导, 母公司品牌只起背书作用? 像海尔, 强势的母公 司品牌

品牌管理要求按照这个 品牌在 系统中 的影响 力来分配 资源, 并

统领所有子品牌? 像哈药那样直接将产品品牌与哈药集 团品牌

且适当地考虑未来品牌在系统中充当的角色。

建立关联的宣传方式 是否适 用于广 药? 如果这 样的话, 中 间的

三、利用共同的特性产生统合力量

子公司、孙公司品牌, 如 潘高寿、陈李 济这些 中华老 字号岂 不是

从 公司品牌架 构图可以 看出, 广医集团旗 下品牌多 为医药

要隐姓埋名, 宝贵的传统资产无法得到充分利用?
各药厂公司品牌

兄弟间的 争斗? 各大药厂虽有各 自的

类, 但也延伸到一些相关度低的领域, 比如房地产 领域。这是前
些年地产热造成的一个结果, 许多大企业卷 入到房地产领域, 期

拳头产品, 但生产的其他一些药品又与其他 药厂争夺市场份额,

望从中获益。对中国目 前实力 较弱的 企业而 言, 这 或许是 一种

这一方面造成各药厂定 位的模糊, 一 方面又 造成集 团资源 的浪

短期撇油策略, 即短期内在某个热门领域迅 速积累资金, 以备企

费。

业发展之需。从这个意 义上讲, 笔者 认为我 们无权 对中国 的企

产品品牌

满天星星, 还是 一轮 明月? 现 在广 医的宣 传

业界指手划脚, 他们的做法无可厚非。

大多由各药厂来执行, 一些药 厂将生 产的所 有产品 品牌全 部上

但 是从品牌管 理的角度 而言, 大企业集团 卷入其他 不相关

阵, 捏紧拳头的冲 击力是 否远大 于平摊的 五个手 指? 像哈 药那

的热门行业, 不应当 大张旗 鼓, 这样会 影响原 先的品牌 形象, 并

样重点推 钙中钙 等一些产品品牌的做法是否更能走向全国?

且混淆消费者的视 听, 造 成认知 上的混 乱。对于那 些影响 力不

统一的视觉识别

多层的品牌 管理架构需要在各个 层次

大、
销售额和利润率都比较低的领域, 集团应当放 弃。 即使是那

之间建立清晰的视觉识别, 母公司、
各 子公司及其产品的 LOGO、

些能够获得丰厚回报的 非相关 领域, 集团也 应当尽 量淡化 相互

字体、颜色等, 它们如 何组合 在一起? 在 广告宣 传中, 是否 应当

之间的关系, 采用 低调处 理的态 度。这是因 为非相 关的品 牌由

制定统一的版式? 目前 广医集团 的品牌 视觉管 理比较 混乱, 旗

于异质性太强, 无法与集团内部的其他品牌产生 共同语 言 , 从

下各药厂各行其道, 无 法使消 费者对 整个企 业集团 形成统 一的

而创造出统合的力量。

印象。

我们来看看前年广药股份在公司网页上公布的各 业务的经

二、品牌系统管理

营收入和利润贡献: 中成药收入 32% , 利润贡献 75% ; 药品、
医辽

正如品牌策略家佛瑞 辛 克莱所 言: 一 屋子的 品牌就 像是

器械收入 58% , 利润贡献 17% ; 药品零 售收入及其 他 10% , 利润

一个家庭, 每一个都需 要一个 角色和 一份与 其他品 牌的互 动关

贡献 8% 。从这样一个收入分布以及利润贡献来看, 与 医药 相

系。一个良好的品牌系统, 对于新的产品和品 牌而言, 可 以作为

关的领域是 集团 的主 要收 入和 利润 来源。从 消费 者的 角度 来

开拓市场的踏跳板, 而对于系统中所有的品牌 而言, 则可 以作为

看, 我们卖的是 健康 , 健 康 是集团 内部各 品牌的 共同特性,

一个根基。系统与其当 中的每 一个品 牌都是一 种互惠 的关系:

它可以将各品牌 串 起来, 进而产生统合的力量。

它们必须支持这个系 统, 正如这 个系统给 予它们 支持一 样。每

四、减少集团内部各品牌认同之间的摩擦

一个品牌之间也是一种 互惠的关 系: 一个品 牌除了 可以推 出本

从 横向来看, 广医集 团的各个 子公司以前 都是独立 经营并

身的价值主张之外, 也可以帮助其他的品牌创造价值。

且相互竞争的企业, 而现在 由广医集 团统一 领导就 造成一 个不

品牌系统管理的目标包括: ( 1) 利用 共同的特性产生统 合力

能不面对的问题: 资源 的严重 重复( 见 下表, 统计数 据来自 2002

量。集团内部各品牌生产不同的产品, 可能面 对不同的市场, 并

年 5 月广药集团网站上 介绍 的药品 ) 。整 合广医 集团 的各 个品

且各自有不同的品牌 认同与 个性。因 此如何运 用共同 的特性,

牌, 减少集团内部各品牌认同之间的摩擦, 就必须先解 决资源重

去产生统合力量以强化 集团的整 体品牌 影响力, 就 是系统 化的

复这个问题。

最大挑战。( 2) 减少集团内 部各 品牌认 同之 间的摩 擦。不同 角

从下表可以看到, 集团生产 6 种治疗心血管病 的药物, 分别

色的品牌认同与个性之间, 有可能会因为竞争 而相互削弱, 如何

由 4 家药厂生产, 而 17 种呼吸系统类药物分别由 8 家药厂生产,

2003 年 10 月第 5 期

林升栋

谢桂聪: 国有医药企业合并后的品牌整合问题

39

不同的药厂生产相类似的产品, 争夺相同的顾 客群体, 不 仅模糊

物发展; 潘高寿的 蛇胆 川贝 液很 有名, 可 以往 呼吸 道类 药物 发

了自身的形象定位, 而且造成集团内部资源的严重浪费。

展; 陈李济的新血宝、乌鸡白凤丸较有名, 可以 往妇科、
虚 症类药

由于各药厂产品线 的过度扩 张, 单从下 表我们 无法清 晰地

物发展; 星群的夏桑菊很有名气, 可以往热病炎症感冒类 药物发

判断各药厂的主流产品, 结合各药厂的拳头产 品和历史, 可以发

展; 奇星的保婴丹做 得好, 可以 往儿科类 药物发 展; 羊城的 王老

现各药厂还是有各自 的侧重 点, 可以作为 资源整 合的依 据。比

吉在市场上热销, 可以往热病炎症感冒类药物 发展; 中一 则可以

如, 敬修堂的追风透骨丸特别有名气, 可以往中风风湿跌 打类药

接替管理其他药厂的非主打产品, 从事大范围种类的中药生产。

广医集团各药厂生产药品种类统计表
心血管
( 6)

呼吸系
统( 17)

妇 科
( 17)

儿 科
( 10)

消化系
统( 21)

眼耳鼻
喉( 15)

皮 肤
( 6)

中风风
湿跌打
( 11)

虚 症
( 17)

泌 尿
( 2)

热病炎
症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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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科
( 3)

陈李济
( 1)
敬修堂
( 3)
星 群
( 1)
星 辉
( 1)

中 一
( 2)
奇 星
( 4)
羊 城
( 2)
敬修堂
( 1)
潘高寿
( 4)
星 群
( 2)
光 华
( 1)
明 兴
( 2)

中 一
( 3)
陈李济
( 5)
奇 星
( 3)
敬修堂
( 3)
潘高寿
( 1)

陈李济
( 1)
奇 星
( 4)
羊 城
( 1)
敬修堂
( 3)
潘高寿
( 1)
敬修堂
( 1)

中 一
( 10)
陈李济
( 2)
羊 城
( 3)
何济公
( 1)
奇 星
( 1)

中 一
( 3)
陈李济
( 3)
奇 星
( 2)
敬修堂
( 1)
何济公
( 6)

中 一
( 3)
羊 城
( 1)
敬修堂
( 2)

中 一
( 2)
奇 星
( 1)
敬修堂
( 6)
陈李济
( 1)
星 群
( 1)
光 华
( 1)

中 一
( 5)
陈李济
( 6)
奇 星
( 3)
敬修堂
( 1)
星 群
( 1)

中 一
( 1)
光 华
( 1)

中 一
( 2)
奇 星
( 1)
羊 城
( 3)
敬修堂
( 3)
星 群
( 4)

中 一
( 1)
光 华
( 2)

星 群
( 1)

何济公
( 4)

星 群
( 2)
明 兴
( 1)

光 华
( 2)

( 注: 第一行为药物类别, 以下各行为药厂名称, 括号内为药品的数量。)
让各药厂收缩产品线, 专注于各自的药物 领域, 在消 费者心
削弱了集团实力, 并且给外部竞争者提供了契机。
目中树立鲜明的品牌形 象和个性, 需 要很长 的时间 和不断 的努
六、达成清晰的品牌分类
力。但它可以提升各品 牌在目标 市场的 占有率, 并 且减少 内部
从纵向看, 由于企业的大规模兼并, 集团的品牌线进 一步延
竞争, 节约资源, 因为过 多的内 部竞争 会造成各 自的市 场萎缩,
长, 目前可分为四个层次:

从集团公司品牌架 构图可以 看出, 广州 医药集 团大体 上按
西药和中药将集团中的 各药厂品 牌分成 两条不 同的品 牌线: 广

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这 就使得 品牌线 的分类 不是那 么清
晰。

州药业股份集团管理各 中药厂品 牌, 广州白 云山制 药股份 有限

实际上, 由于历史的原因, 各个品牌还是具备形成鲜 明个性

公司管理各西药厂品牌, 原来 广州药 业股份 旗下的 何济公 药厂

的基础, 笔者以广州药 业股份 旗下的 潘高寿 药厂与 白云山 制药

主制西药, 就划归 白云山 制药管 辖。 但是这 种划分 由于行 政和

股份旗下的何济公药厂进行比较:

名称方面的原因还不是 很完全, 比如 白云山 中药厂 还是隶 属于
潘高寿( 顾名思义, 高寿, 长寿而且健康, 强调疗养)
暖色 VI( 治本, 长期功效)
中药: 调理, 补身
功能: 治咳
由于双方生产的一 些非主打 产品混 淆了消 费者的 视听, 现
在, 是否到了应当 忍痛割 爱的时 候? 将各种 相关产 品与技 术归
类, 由某药厂统一控 制与发 展, 各 自形成 核心竞 争力, 达成 清晰
的品牌分类?
七、促进改变和适应
复杂而又灵活的品牌管理

何济公( 民间流传 的故事, 济公 神奇、济世 为怀, 强调
医治)
冷色 VI( 平实, 迅速, 治疗短期见效)
西药: 即时局部作用
功能: 止痛解热
数量众多、层次复杂的品牌就构成了 品牌生态圈 , 圈内的
各个品牌之间 相互 影响, 相互 制 约, 并与 圈外 进行 能量 交换
( 资源交换) , 借用物理学上的能量守恒定律, 圈内 与 圈外 必
须保持平衡, 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 良性的运行就 会中止。所以
品牌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它要求集团 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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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调整内部资源, 在动态中实现平衡。
对广医集团的优势产品进行分析, 发现: 西药为主的 药品种
类中 心血管、
眼耳鼻喉科、
皮肤、泌尿 做得比 较好, 中药 为主的
药品种类中 呼吸系统、妇科、
儿科、消化系统、中风风湿跌打、虚
症、
热病炎症感冒、肝胆 做得较 为出色。广 医集团 的产品 以中
药优势比较明 显, 在西 药方 面则 没有 太大 优势, 产 品品 种不 丰
富, 有号召力的品牌也不多。 因此, 集团的 发展方 针也是 建基
于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 开拓于现代化发展的新纪元 。
集团内部的情况是 这样, 那么消 费者对 中药与 西药又 有何
看法呢? 一般来说, 中药是越老越值钱, 人们往往相信并 购买老
字号, 而对西药的印 象则是, 科学 不断进 步, 新药应 该会比 旧药
的效果好。内外的分析都要求集团对两条不同的品牌线 采用不
同的管理方式, 以 利品牌 生态的 良性运行。 对于中 药品牌 线而
言, 老字号就是信心的保证, 其重点应当放在老字号的维 护以及
药品的现代化改造上, 广医集 团已经 将现代 中药研 究开发 和高
新生物制药开发作为未 来发展的 方向, 积极 利用现 代高新 生物
技术融合传统医药配 方改造 老产品, 将老 字号发 扬光大。 对于
西药品牌线而言, 创新是关键, 面对入世后西药巨头大举 入侵的

虽然何济公和其他西 药厂都 有一定历 史( 几十 年) , 但 是既
然西药是追求 创新 , 而不是讲究 老字号 ( 甚至可能反 而是负
面的影响) , 那么不如淡化药 厂( 药厂) 品 牌, 而重点 突出母 公司
品牌与产品品牌, 像哈药集团与其产品品牌 钙中钙 一样, 以新
来取胜, 同时大大简化了品牌线的复杂度。当 然, 淡化何 济公并
不等于抹杀这个品牌, 在广州人心目中, 这个品牌还是有 一定位
置的, 所谓 淡化 就是 不再突出这个 品牌 , 但是在包装 中人们
仍然可以看到何济公药厂的字样。广医集团可以通过一 些特别
的企业形象广告( 如周年庆等) 来建立旗下广药股份与白 云山制
药股份两大品牌的归属 认同, 也就是 告诉人 们这两 大品牌 实际
上都是属于广医集团 管辖。结语: 广 医集团 在不断 地发展 变化
之中, 上面提及的一 些问题, 事实 上他们 也在不 断改进, 希 望广
药的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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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 全线反击只是以卵击石, 不如立足企业少数有号召 力的品
牌, 致力于经营几 个药 品种 类, 在一 个比 较狭 窄的 领域 推陈 出
新, 在合适的时机推出新的产品品牌, 站稳脚跟。
八、分配资源
集团内部的资源分配要充分考虑到各品牌现在以及 未来在
集团中所充当的角色。 一般而 言, 品 牌在一 个系统 中能够 扮演
驱动者、背书者、银色子 弹、策略品 牌、
附 属品牌 五种角 色, 这些
角色是相对划分的, 有的品牌可能会身兼数职, 在特定的 情况下
还会转换角色。这五个角色中最重要的是驱动者与背书者。
驱动者品牌是品牌 层级中 能够支配 购买决 策的品 牌, 其所
代表的价值主张正是购买决策和使用经验的核心。背书 者品牌
则在品牌层级中针对驱 动者角 色的主 张提供 了支持和 可信度。
举个例子来说, 宝洁公司与其旗下海飞丝和润 研的关系: 海飞丝
的去头屑功能是驱动消 费者购 买的动因, 因 此海飞 丝是驱 动品
牌, 而宝洁是背书品牌; 润研洗发水是新产品, 在投放市场初期,
宝洁充当了驱动者的角色, 促使人们去尝试使 用, 在润研 逐渐形
成完整的个性与识别后, 宝洁就退居幕后, 以其 宝洁公司, 优质
产品 为各品牌背书。中药品牌线角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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