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大商业时代的成功范本，这更
是一个品牌在变革中求自强的感人故事。故
事的主人公没有一夜暴富的神奇际遇，没有
与生俱来的资源优势，却在汹涌的市场经济
大潮中， 凭借

15

年的创新和坚守， 创造出
300

亿元的财富神话，奠定了烟草品牌独树
一帜的王者地位。

诚如它的名字———“芙蓉王”，兼具芙蓉
之高贵、王者之气度。 一朵冰清玉洁的花与
一顶出类拔萃的桂冠相结合，成就的是这个
品牌深厚的内蕴与强大的张力。

继
2008

年成为国内高端卷烟领域首个
产销量突破

50

万箱的品牌之后， 它在金融
危机的萧瑟环境中逆势飞扬， 再创辉煌。

2009

年
1～6

月，“芙蓉王” 销量达
32.70

万
箱，同比增加

4.86

万箱，增长
17.46%

。

6

月
16

日，世界品牌实验室公布的《中国
500

最
具价值品牌排行榜》中，“芙蓉王”以

288.39

亿元超越“中华”，进入到中国最具价值品牌
前

30

强（第
29

位）。

荣誉接踵而至，价值振奋人心。 成功背
后，我们不由得探寻，是什么让“芙蓉王”在
快步发展

15

年后依然马力强劲， 又是什么
造就了它在逆境中超越、愈战愈勇的王者实
力？

品牌篇

成功的大门总在智慧和勇气中开启。一
次富有远见的品牌定位，一种永不停止的自
我超越，奠定了“芙蓉王”独一无二的王者地
位。

“芙蓉王”创牌的
1994

年，正值全国卷
烟销售取消统一定价的第三个年头。随着改
革开放新一轮高潮掀起，一些善于把握先机
的人们先富了起来，为中高端卷烟带来巨大
的市场机遇。然而，纵观当时的卷烟市场，仅
有中华一个高档香烟品牌， 每包定价

30

元
以上，其次便是

15

元以下的红塔山、

555

、白
沙、 红河等等，

20

到
30

元的市场还没有一
个成功的品牌。

这是竞争的空白点，也是产品进入的绝
佳机会点！

聪明的常烟人敏锐地抓住机遇，把握消
费者心理，推出“成功人士的品牌”芙蓉王。

按照当时的设想，它是“专为成功人士量身
打造的成功品牌”， 目标消费群体紧紧锁定
在各行各业有所成就的人士，价格就定在每
盒

25

元左右。 这个定位，后来被事实证明，

非常富有远见，它不仅使“芙蓉王”在
20

到
30

元的空白市场中占据了第一位， 而且为
品牌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1994

年底，两条“芙蓉王”在长沙华天
大剧场以

1208

元成功拍卖， 奠定了省内高
档卷烟的绝对地位；

1995

年，“芙蓉王”在北
京拍卖，差价及叫价轮次创下中国香烟竞价
拍卖历史之最， 全国

13

个省市与常德卷烟
厂签订了购销合同。 “芙蓉王”成为湖南“三
绝”之首，一句“湖南三绝走天下，王烟鬼酒
湘妃茶”在国内广为流传。

就在“芙蓉王”不断攻城略地的同时，品

牌决策者并未停止思考。

“辉煌只属于过去”———

伴随着我国富裕阶层的
不断壮大，市场国际化趋
势的日益凸显，他们尤其
感到自我超越对持续发
展的重要性。 于是，一次
又一次，“芙蓉王”审时度
势， 不断完善产品布局。

在坚持高端定位的前提
下，它通过产品的不懈创
新，掀起了一轮轮“王烟
风暴”。

1999

年末， “芙蓉
王” 首次推出蓝系列产
品。 第一盒蓝嘴塑盒“芙
蓉王” 风靡了

21

世纪的
第一个春节，引起了业内

人士的密切关注；

2001

年，蓝盖“芙蓉王”应运而生，它以
精美包装、低焦油、低危害的特点，迅速抓住
了市场眼球；

2003

年春节，“芙蓉王” 推出与国际化
低害卷烟大趋势接轨的中国第一支

200

元

以上最低焦油含量的蓝软产品，立即火爆三
湘，热销京城，风行于沿海地带；

2006

年，“芙蓉王”推出钻石系列；

2007

年，推出“蔚蓝星空”……

如今，“芙蓉王”品牌的商业销售收入已
经超过

300

亿元，产品布局科学、坚实。过去
的每包

20

多元的芙蓉王到
2009

年已经发
展为

5

个主力规格产品。它们分别是零售价
每条

230

元左右的“芙蓉王（黄）”、每条
350

元左右的“芙蓉王（蓝）”、每条
500

元左右的
“芙蓉王（蔚蓝星空）”、 每条

600

元左右的
“芙蓉王（蓝软）” 以及每条

1310

元左右的
“芙蓉王（钻石）”。其中，“芙蓉王（黄）”是“芙
蓉王”品牌的第一大主力产品，集中了“芙蓉
王”品牌整体销量的

80%

以上；以此为基础，

品牌发展正在向更高端领域延伸，尤其“芙
蓉王（钻石）”的增长速度非常迅猛，一度超
过了

50%

。

一路奔跑，只为不断超越。 富有远见的
品牌定位、科学合理的产品规划，为品牌的
稳步持续发展奠定了有形基础。 “芙蓉王”当
仁不让，成为高档中式卷烟的杰出代表。

品质篇

标准源于市场， 质量源于细节。 “芙蓉
王”精益求精的质量管理，资源整合后日益
强化的生产实力，缔造了品牌博大精深的王
者底蕴。

“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品牌”———从诞生
之日起，“芙蓉王”的生产者们就把这句话当

成自己的座右铭。在“芙蓉王”屡创辉煌的功
勋簿里，内在品质成为品牌不可复制的发展
基石。 有专家曾这样描述：“总是被模仿，从
未被超越”。

为确保产品的完美品质，“芙蓉王”坚持
做好每一个流程，做精每一个细节。

在烟叶选择上，坚持人工选料。通过选、

刷、擦、挟等人工手段，一片一片地精选来自
津巴布韦、 云贵高原等国内外优质烟叶，封
闭式生产，纯叶丝卷制，做到不留一点缺陷。

在配方上，坚持自主创新。 追求烟叶本
身的香气质， 在加香料上选择天然提取物，

并采用独特自然醇化与低温处理工艺，减少
人工雕饰，使天然提取物和烟叶香气浑然一
体，保持优质烟草自然特征，以独创配方，尽
显烟草原香。

在生产上，坚持特色工艺。主张“标准源
于市场， 质量源于细节”， 优化生产过程模
式，精准执行生产管理，建立了一套先进、完
善的检测装置监控体系，在生产过程质量预
控把关上突出质量保障的预案操作，各部门
层层将质量关口源头前移， 形成了设备、工
艺、产品质量控制链。 将质量管理从传统的
“产后检验”向“产前预控”转变，实现质量关

注三个转向，即由结果控制向过程控制的转
向；由人工经验向科学决策的转向；由实物
质量控制向对整个在线装置控制的转向。

在“芙蓉王”的眼里，

1%

的疏忽
=100%

的失误。 由“芙蓉王”车间生产的每一支烟，

从烟叶、烟丝、卷烟纸、过滤嘴等“零配件”生
产开始到最终进入消费者的口袋，每一环节
都要进行最详细的记录和最严密的把关。常
德卷烟厂二车间技术工人周达枝，可以从每
秒钟

120

支烟的传送带上，发现检测器都没
有检测出的烟支瑕疵；捡箱工肖冬元在平均
每

3

秒钟处理一条烟的条件下，能够及时发
现有些歪斜的喷码，并全部挑选出来，保证
了芙蓉王完美的质量……在湖南中烟人看
来，对质量的不懈追求是一种态度、一种责
任，更是一份厚重的承诺。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2006

年
11

月
16

日，湖南烟草工业合并重组，湖南中烟人以
新的方式使“芙蓉王”生产实力再上一个台
阶，确立了以“芙蓉王”为龙头、以“白沙”为
中坚品牌的战略发展方向，整合各厂优势资
源，统一品牌发展平台。

为保证“芙蓉王”品质的不断提升，他们
斥巨资建立了绿色环保的全自动联合工房，

新工房今年投产运行，年产能
60

万箱，能让
芙蓉王产量提高近一倍，大大缓解现有生产
压力；集中精力搞好重点技术突破，从英国、

德国请来专家，一同为提升产品的品质出谋
划策。 工厂的科技人员在烟叶醇化、微生物
技术、 防伪技术等多个课题上进行探索，并
相继取得突破。

2007

年初，三醋酸甘油酯利

用质子等衡式进行酸性检测、香精香料指纹
图谱分析等多个新的检测分析方法得到了
实际应用。 新工艺、 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为
“芙蓉王”品牌源源不断地注入科技含量。

品性篇

品牌是有生命的，比起产品，它更是一
种情感与文化的载体。 “芙蓉王”所具备的沉
稳、睿智、大气、执着的品性，正是人们心中
所期待的王者风范。

创牌
15

年来，“芙蓉王” 始终以做成功
人士为关键点，执着地表现着与成功人士相
符的品牌个性。 但就思想内涵而言，它经历
了从“财富

--

权力”到“创造
--

成功”再到“价
值
--

传递”的三次转变。也正是这三次转变，

让“芙蓉王”品牌一步步深入人心，成为无数
消费者所崇拜的指间偶像。

在诞生初期，“芙蓉王”品牌的传播口号
为“华夏瑰宝，一王情深”，重点强调“王”的
形式符号，突出“王”的道具功能。 随后，“芙
蓉王”借助电子屏、路牌、灯箱和立柱等户外
媒体，在全国范围内“高举高打”，建立立体
化的宣传攻势。如“芙蓉王”品牌率先在烟草
行业制作车亭灯箱，并建立了“王烟文化一
条街”；如大规模地发布立柱广告，与铁路部
门合作，将怀化至北京的

147/148

次空调列
车命名“芙蓉王号”，这些都是“高举高打”的
策略，意图就是建立品牌的高端形象。

进入成长期，“芙蓉王”品牌的传播口号
从“华夏瑰宝，一王情深”变成了“创造无限，

体验成功”，洗去了“王”文化的直白和具象，

更明确提出“成功”和“创造”这两个概念。

如今，“芙蓉王”品牌的传播口号从“创
造无限，体验成功”变成了“传递价值，成就
你我”， 在传播自我的同时更加强调受众的
响应和参与， 更加注重成功文化的挖掘，更
加重视受众的感受和响应。而“传递价值，成
就你我”这八个字，朴中见质，平中见实，稳
中显健，气中显力。 一种好男儿当“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丰实底意蕴含其间，一
种王者仁爱之心的人文关怀彰显其中。 价
值，是“芙蓉王”品牌文化的核心点；传递，是
“芙蓉王”品牌文化的驱动点；成就，是“芙蓉
王”品牌文化的定位点；你我，更是“芙蓉王”

品牌文化的最终归宿点。

从“华夏瑰宝，一王情深”到“创造无限，

体验成功”，再到“传递价值，成就你我”，一
次次修正，一次次深挖，虽然“芙蓉王”品牌
的核心定位———“对成功的追求”从未改变，

但它却通过口号的变化与创新，解读出不同
时期人们对成功的不同理解：从“享受尊贵”

到“创造价值”，再到“共享价值”，文化的成
长体现的是“芙蓉王”思想的更高境界，它树
立了一种更加沉稳、睿智、大气、执着的王者

形象，魅力无穷，摄人心魄。

品格篇

想成为好企业，先要成为好公民。责任，

一直是品牌建设不可忽视的议题。 “芙蓉王”

积极进取的公益理念， 厚德载物的人文精
神，昭示出这位王者民胞物与的仁爱之心。

“芙蓉王”的品牌管理者曾说：“‘芙蓉
王’品牌之所以能不断发展，高速增长，并不
是因为品牌的成长环境极为有利，而是因为
始终立足于品牌修养来提升‘芙蓉王’的品
牌价值。 ”“品牌的品性一定要与受众的特性
相适， 品牌的品德一定要与受众的道德相
适，这也是品牌的修养之功。 ”

立足于“仁者无敌” 的传统哲学思想，

“芙蓉王”发扬古代哲学智慧的光辉，让品牌
根植于中国大地，表达中国新时代精英阶层
及成功人士的思想内涵及优秀品德。在品牌
的文化理念传播中，它倾力于打造“芙蓉学
子”这个公益助学品牌。

在
2009

年
7

月
21

日，湖南中烟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单
位共同举办的“芙蓉学子·云南希望工程圆
梦行动”捐赠仪式在昆明隆重举行。 今年是
“芙蓉学子”大型公益活动实施

12

年来第一
次惠及云南，云南省隆阳、永胜、禄丰、宾川、

镇源、砚山、云县等
7

个县（区）共
150

名考
入大学、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因此受益，资
助标准为

3000

元
/

人，此次受资助学生基本
来自烟农家庭。

“芙蓉学子”大型公益活动实施
12

年以
来， 累计捐赠款项高达

6434

万元， 在全国
26

个省（市、自治区）、

60

多个城市的
650

多
个县（市、区）和

20

多所高校实施了以资助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和奖励优秀大学生为
主的社会公益活动，共有

11300

多名贫困大
学生获得了奖励资助。

2006

年
9

月，“芙蓉
学子”项目被全国综治委、民政部、团中央等
部委评为“中国公益示范工程奖”。

2007

年
1

月，“芙蓉学子”项目被省委、省政府评为湖
南首届公益慈善项目奖。

12

年里，“芙蓉学
子”大型公益活动已经成为了一个成长于湖
南，面向全国的知名公益助学品牌和全国慈
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烟草企业参与
公益项目的一个典型。

2009

年，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再襄善举，捐资高达

1280

万元，在全国
26

个省（市、自治区）和相关高校实施以奖励资
助

2566

名贫困、 优秀大学生为重点的第十
二届“芙蓉学子”大型公益活动，并于

2009

年
6

月
22

日正式启动。

本届“芙蓉学子”大型公益活动除了实
施“芙蓉学子·

2009

大学新生资助行动”、

“芙蓉学子·情系烟农特别助学行动”、“芙蓉
学子·情系

5

·

12

四川汶川地震特别助学行
动”、“芙蓉学子·榜样力量优秀大学生评选
活动”等系列公益活动以外，还将特别支持
鼓励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针对全国在校大
学生和重点实施的

16

所高校开展“芙蓉学
子·精英成就实验室·大学生优秀创业计划
资助行动”， 为在校大学生个人或团队提供
创业资金，支持和扶助他们开展创业项目。

如今，“芙蓉王”品牌积极进取的公益理
念和实际行动不仅做出了社会效益，而且取
得了良好的品牌效应。 “芙蓉学子”

12

年公
益慈善的践行和推演，不仅书写了进入企业
社会责任时代，一个知名企业坚持不懈的探
索性实验，更彰显出了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
背景下，建立慈善生态在促进社会和谐中不
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说：“哪怕将我所
有的厂房和设备全部拿走，只要保留可口可
乐品牌，我照样是亿万富翁，因为品牌的无
形资产比有型资产更加重要！ ”

15

年的奋斗
拼搏，“芙蓉王”同样积淀出这样一种品牌资
产，它既有王者之地位，又有王者之品质，更
有王者之风范。 它不可复制的品质，沉稳厚
重的文化和追求成功的个性，集结成独一无
二的品牌图腾，正在理智与感性交织、进步
与关怀同在的时代中， 发挥出最绚烂的光
芒。

王者之道

———写在“芙蓉王”创牌15周年之际
文
/

周文圣刘少云王珊邹智云

“芙蓉王”生产专线联合工房外景。

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16000

支
/

分钟高速卷接机。

“芙蓉王”生产车间。

“芙蓉王”车间员工在认真操作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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