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企成世界盃最大「金主」
提升品牌影響 進軍國際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開賽在即，在這

場沒有中國隊參與的足球盛宴中，卻不乏中國元素。據市場研究機構

Zenith統計，2018年世界盃期間各國企業投入廣告費用總計24億美

元，其中又以中國企業廣告支出最多，達到8.35億美元，是美國（4億

美元）的兩倍多，更遠高於東道主俄羅斯的6,400萬美元。中國企業豪

擲巨資，成為本屆世界盃大「金主」之一，既是企業實力提升的突出表

現，也反映出其國際化發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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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本屆世界盃各級贊助商名單可以看
到，7家中國企業名列其中：萬達位

居國際足聯7大頂級贊助商之一；海信、
蒙牛、vivo佔據本屆世界盃官方贊助商一
半以上名額；雅迪電動車、VR公司指點
藝境、帝牌男裝則是本屆賽事亞洲區域贊
助商。

贊助大型賽事 產品銷量激增
由於體育賽事對速度、激情、動力的運
用和展現，可以在潛移默化中傳遞品牌形
象，體育營銷一直受到全球企業青睞。尼
爾森數據顯示，近年來全球各大品牌體育
贊助費用保持高速增長，已經從2010年的
350億美元增至2017年的620億美元。
尤其對不少中國企業來說，「有產品、

沒品牌」導致其長期在國際競爭中處於下
風。通過贊助世界盃、奧運會、歐洲主流
足球聯賽等高水平體育賽事獲得較高品牌
曝光度，是這些企業實現全球化營銷的重
要途徑。
以海信電視為例，其產品廣告將出現在
本屆世界盃場地LED及全球統一電視直播
比分彈窗上。據透露，相關贊助費用近億
美元。海信方面稱，此舉意在加速國際品
牌影響，加快國際化進程，提高全球佔有
率，獲取更大品牌溢價。
海信之所以重金「押寶」世界盃，是因

為其嚐過借大型賽事營銷的「甜頭」。海
信總裁劉洪新介紹說，作為2016年歐洲盃
足球賽頂級贊助商，借助全球電視直播和
其它媒體大量曝光，當年二季度海信產品
在歐洲市場銷量環比激增65%。

對於中企走向國際市場面臨的品牌認知
度難題，中國視頻監控行業領軍企業海康
威視副總裁鄭一波深有體會。他表示，國
際消費者對中國品牌的固有印象仍停留在
低端產品，「即使我們產品的性價比與全
球一流企業相比毫不遜色，但在品牌知名
度方面仍相距甚遠」。
去年，海康威視宣佈成為荷蘭足壇老牌

勁旅阿賈克斯俱樂部的官方贊助商，將為
該球隊訓練基地提供基於深度學習算法的
智能攝像機服務，用於實時訓練指導、戰
術分析等。此舉被看作海康威視提升品牌
國際化程度，進軍體育產業的重要舉措。

加大海外併購 助提軟硬實力
事實上，借世界盃等體育賽事加大全球

化營銷力度，只是近年來中國發力企業品
牌建設的冰山一角。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
佈的一份報告顯示，中企近年來不斷加大
對外投資併購的最主要驅動力之一就是
「提升品牌」。中國官方也於去年起設立
「中國品牌日」，着力推進自主品牌發
展。
經濟學家宋清輝認為，中國已經開始重

視品牌創建，這有利於激發企業創新創造
活力，提升品牌產品品質，實現品牌增
值，形成有競爭力的自主品牌優勢，國際
競爭力水平有望進一步提升。
可以預見，未來中企在國際化發展道路

上，將更有意識地通過打造全球知名品
牌、併購海外知名品牌等多種方式，在提
升產品「硬實力」的同時打造品牌「軟實
力」，繼續向價值鏈高端延伸。

在中國，小龍蝦銷
售數量持續攀升，已
經售出的7,500萬隻

小龍蝦成為俄羅斯世界盃的最佳「暖
場」，這是阿里巴巴集團昨日披露的最新
數據。

來自內地網上訂餐平台「餓了麼」的數
據顯示，臨近世界盃，用戶平均夜宵點單
時間已經推遲了18分鐘，這被網友認為
是在「調時差」。小龍蝦的熱銷甚至已經
引起相關研究機構關注，被他們稱為「衡
量城市新零售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
標」。

搭乘中歐班列 全程冷鏈恒溫
此外，阿里巴巴農村淘寶與中國農發集

團鮮天下聯合打造的10萬隻世界盃版小龍
蝦，還搭乘中歐班列前往莫斯科。
「小龍蝦配啤酒」不僅是很多中國球迷

的標配，也是很多國外球迷最喜歡的看球
方式。據了解，俄羅斯世界盃期間，這些
小龍蝦將通過當地商家進入莫斯科線下渠
道，成為球迷美食。這也是農村淘寶推出
「畝產一千美金」計劃後，首次助力中國

農貨品牌出海，提升中國農產品在海外市
場的競爭力。
據悉，此次「征戰」俄羅斯世界盃的中

國小龍蝦產自湖北荊州。作為中國國內主
要的小龍蝦產地之一，當地水質保證了小
龍蝦的肉質鮮嫩，同時農村淘寶從供應鏈
源頭進行了品控升級。為了保證品質，此
次「出海」的10萬隻小龍蝦全程冷鏈，用
於裝載的貨櫃配備了全程電力控溫系統，
廂內溫度將恒定在零下18攝氏度。
「這些小龍蝦在國內已經是加工成熟的

製品，當地消費者只要加熱5分鐘，就可
以吃了。」中國農發集團鮮天下總經理蔡
鑫表示，不同於中國國內消費者偏愛麻辣
口味，歐美消費人群更多用奶油和芝士烹
製，為此，「出海」的中國小龍蝦除了一
部分麻辣口味之外，還烹製了蒜香、十三
香等不同口味。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高效便
捷的快遞，是中國服務業的一張名片。近
日，多家快遞企業接連公佈重要舉措，加
快國際網絡建設。從「運全國」到「運全
球」，國際化成為快遞業主要拓展方向之
一。
在美股上市的中通快遞11日表示，將與

土耳其航空、太平洋航空聯手成立合資公
司，整合各自優勢資源，佈局開拓全球航
空運輸服務。
按業務處理量計算，中通是目前中國市
場份額最高的快遞公司，日包裹量高達
2,800萬件。根據協議，新成立的合資公司
總部設在香港，將提供各類門到門的物流
業務，包括攬收、揀貨、運輸、收發、快
運和最後一公里的配送。
在與航空公司聯手之前，阿里巴巴、菜
鳥宣佈向中通投資13.8億美元（約合人民
幣88億元），持股約10%。雙方合作的重
點之一，就是加快全球業務拓展。
無獨有偶。A股首家快遞上市公司圓通

速遞近日公告稱，將聯手菜鳥網絡、中國
航空在香港國際機場建設一個投資百億級

的物流樞紐，為構建全球72小時必達的物
流網絡提供有力支撐。
根據圓通速遞的公告，由三家公司組建

的聯合體，成功中標了香港國際機場高端
物流中心發展項目，預計2023年建成並投
入使用，屆時每年可處理數千萬件的跨境
電商包裹。

加快「出海」步伐 尋求新增長點
快遞業為何加快「出海」步伐？尋求新

的增長點是一大原因。國家郵政局統計顯
示，2017年中國國際/港澳台快遞業務量
完成8.3億件，同比增長33.8%，而行業整
體增速為28%。
「快遞企業走出去的戰略目標是搶抓跨

境電商物流的機遇。」申萬宏源研究員王
立平表示。阿里研究院測算，2020年跨境
電商零售交易額將達到3.6萬億元人民
幣，年均增幅約37%。
「新零售在中國本土的創新和全球化的

拓展，使得中國快遞物流行業正迎來新一
輪發展機遇。」中通快遞董事長賴梅松
說，中通積極開拓國際市場，目前在美國

設有3個中轉倉，在德國、法國和日韓等
地也有佈局。國際業務日益成為企業未來
的重要增長點。
為全球消費者帶去更好的快遞物流服

務，也是企業出海的一大動力。在時效和
性價比方面，中國快遞業已經做到了世界
領先。從在阿里速賣通平台下單，到收到
自己買的裙子，莫斯科姑娘娜塔莎只花了
5天時間，這讓她感到十分驚訝。
娜塔莎的體驗，來自菜鳥網絡今年3月
開通的首條洲際定期電商航線，這條航線
顯著縮短了中俄市場的包裹送達時間。今
年5月，菜鳥又開通香港直飛比利時的洲
際航線，將面向歐洲的物流時效普遍提升
至5天左右。
監管部門對中國快遞業的走出去持積極

態度。《快遞業發展「十三五」規劃》提
出，鼓勵重點快遞企業以服務跨境電商、
伴隨國內企業境外發展等為契機，銜接境
外物流體系，構築立足周邊、覆蓋「一帶
一路」、面向全球的跨境寄遞網絡。
雖然前景向好，但快遞企業的走出去也

面臨諸多挑戰。比如全球網絡佈局剛剛起

步，在海外市場服務容易斷鏈。航空運力
不足，僅順豐、圓通等少數快遞公司有貨
運航空。此外，在末端配送方面，中國快
遞業多採用加盟模式，而發達國家快遞市
場基本是直營模式，這意味着開拓市場的
成本會較高。
中國物流學會特約研究員楊達卿認為，

快遞物流的智能化、全球化等需要大量資
金投入，期待全行業攜起手來，打通上下
游、共建生態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針對
2018年高考使用全國I卷理綜第8題（選
擇題）出現「兩個正確答案」一事，6月
11日晚至昨日上午，使用該套試題的河
南、河北、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廣

東、安徽、山東、山西10個省份，已全部
發佈公告，稱單選答案「A」或「B」都得
6分。
昨日一早，湖南省教育考試院發佈公告

稱，經學科專家組評議認為，該省使用的
2018年高考理科綜合試卷
第8題試題「本身沒有問
題」，但不同群體從不同
角度對試題的B選項有不同
理解，綜合各方面意見，
同時考慮到高中教學實
際，經研究決定，對該題
單選A或單選 B的均給 6
分。
山西省招生考試管理中

心一名工作人員昨天上午
表示，已注意到全國I卷理
綜第8題出現爭議情況，相

關部門正在予以研究。此後不久，該中心
在官網上發佈公告，稱「考慮到高中教學
實際，我省評分細則中明確對該題單選A
或單選B選項均給6分」。
據悉，該題目為單選題，分值6分，各
省教育考試院給出的參考答案為A選項，
但多位家長和學生表示，該題目下的B選
項「同樣是錯誤的。」

專家：題目不夠嚴謹
根據高中生物知識，A選項中的「果
糖」為單糖，所以A選項帶有明顯錯誤。
但B選項中的「酶」在高中生物課本中被
描述為「酶是活細胞產生的具有催化作用
的有機物，其中絕大多數酶是蛋白質」。
此外，極少數酶為RNA（核糖核酸），這
意味着並非所有酶都是蛋白質，因而部分
學生及家長認為B選項的表述也存在問

題。
對於這道引發熱議的考題，昨日，北京

林業大學生物科學與技術學院副院長高瓊
表示，這道題出得的確不夠嚴謹，B答案
確實是忽略了RNA，如果表述成「大部分
是蛋白質」更好些。高瓊同時表示，出題
專家全封閉入闈命題壓力較大，也是不容
易的。
合肥工業大學化學與化工學院副教授劉

昆表示，酶是一種生物催化劑，主要包括
兩種，一種是單純酶、一種是結合酶。其
中單純酶主要是蛋白質；結合酶主要是由
蛋白質加上輔助因子構成的。所以B的說
法是片面的，是錯誤的，這道題的CD選
項沒有問題。在他看來，A和B兩個選
項，都存在錯誤，所以在選擇的時候，A
和B都應該選。A和B都應該是正確答
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知識產權發展
研究中心昨日在北京發佈《2017年
中國知識產權發展狀況評價報告》
（下稱報告）稱，中國知識產權發
展水平穩步提升，目前已位居世界
中上游。
這份最新出爐的中國知識產權年度

報告，通過比較包括經濟合作組織
（OECD）的34個國家、金磚五國
和新加坡在內40個國家的知識產權
發展狀況顯示，中國知識產權發展水
平穩步提升，已位居世界中上游，與
知識產權強國的差距進一步縮小。同
時，中國知識產權發展狀況世界排名
提升迅速，從2012年到2016年，中
國排名從第19位提升至第10位，知
識產權發展的總體水平尤其是知識產
權的保護運用水平快速提升。
該報告還指出，2017年中國知識

產權創造、運用、保護、管理和服
務等各方面工作都取得明顯進展，
知識產權綜合發展呈現創造發展水
平提升加速、運用發展水平增速放
緩、保護發展水平穩中有升、環境
發展水平進步明顯等四個特點。

知識產權環境待改善
當天發佈會上，國家知識產權局

知識產權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韓秀成
回答媒體提問時表示，從知識產權

發展指數來看，中國優化營商環境的工作有
了很大進展，但是橫向對比來看，卻仍然不
樂觀。
他指出，在報告選取的40個國家的樣本

中，雖然中國知識產權能力排名第4位，但
中國知識產權環境指數排名第29位，處於相
對比較落後的位置，出現能力和環境的嚴重
不匹配。「可以說，知識產權環境仍然是制
約中國知識產權事業以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
的重要因素。在全社會建立尊重知識產權、
敬畏知識產權的文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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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快遞業發力「運全球」

十萬小龍蝦「征戰」俄羅斯
�&

高考爭議題 十省：A或B均給分

■中通快遞上海轉運中心，工作人員在分
揀快遞包裹。 資料圖片

■■20182018年俄羅斯世年俄羅斯世
界盃不乏中國元素界盃不乏中國元素。。
圖為圖為20182018年俄羅斯年俄羅斯
世界盃吉祥物及其衍世界盃吉祥物及其衍
生品亮相江蘇南京新生品亮相江蘇南京新
街口蘇寧體育商茂街口蘇寧體育商茂
店店。。 中新社中新社

■世界盃版小龍蝦搭乘中歐班列前往莫斯
科。 網上圖片

■發佈會現場。 中新社
■針對今年高考存在爭議的考題，10省份發佈公告稱，
選A或B均得分。圖為山西考生走出考場。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