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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归口并宣贯。 

本文件起草单位：柳州市标准技术和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广西善元食品有限公司、柳州市乐哈哈食

品科技有限公司、广西螺霸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广西中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柳州市旺童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广西沪桂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广西臻冠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夤、何彬斌、徐超莲、黄源斐、陈生、韦锦福、姚汉霖、熊朝宣、杨辉祥、

罗岸峰、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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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螺蛳粉品牌建设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柳州螺蛳粉品牌建设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柳州螺蛳粉品牌建设的基本原则、品牌建

设主体、品牌目标、品牌定位、品牌策划、品牌传播、品牌维护和品牌提升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柳州螺蛳粉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品牌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9185  品牌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18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品牌建设  brand construction 

对品牌进行定位、策划、传播、维护和提升的行为。 

3.2  

区域公用品牌  regional public brand 

在具有特定自然生态环境、历史人文因素的区域内，依托特色资源优势在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

上形成的具有市场声誉和影响力的，由相关机构共同使用的，在品牌效益等方面具有共同诉求与行动，

使区域形象与区域产品共同发展的品牌。 

3.3  

企业品牌  enterprise brand 

能够在企业利益相关方意识中形成独特印象和联想的要素组合，包括名称、用语、符号、标识、设

计或其组合。 

4 基本原则 

4.1 坚持政府主导。充分发挥政府在推进柳州螺蛳粉品牌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各相关部门协同配合、

各司其职，加强政策扶持，创造有利于柳州螺蛳粉品牌建设和发展的社会环境。 

4.2 坚持企业主体。提高企业品牌意识，强化企业在柳州螺蛳粉品牌建设中的载体作用，提升企业品

牌内生动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大力开拓区域内外市场。 

4.3 坚持市场运作。坚持“政府引导、企业运作”，鼓励企业积极开展中、高端品牌产品研发，扩大

柳州螺蛳粉知名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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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坚持品质至上。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技术标准，完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不断巩固和提升柳州螺蛳

粉产品质量。 

5 品牌建设主体 

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主体由柳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行业协会、科研机

构等单位组成，企业品牌建设主体由企业或者企业委托的相关单位组成。 

6 品牌目标 

紧紧围绕打造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整体形象目标，以创造品牌、提升品质、强化加工、渠道建

设、产业融合、品牌管理及传播推广为战略发展路径，以加大宣传和推介力度为重点，加快推进柳州螺

蛳粉品牌化与产业化、市场化、规模化、标准化融合发展，进一步加强柳州螺蛳粉品牌建设，不断提升

柳州螺蛳粉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7 品牌定位 

7.1 柳州螺蛳粉品牌的定位应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示范引领、导向作用和鲜明的产业特色以及

地方特征。 

7.2 坚持需求为导向打造品牌，因地制宜，形成既有内在品质，又有外在形象，内涵深刻、辨识度高、

独具特色的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品牌，充分展示柳州螺蛳粉品牌的核心内容和独特价值。 

8 品牌策划 

8.1 品牌渠道 

品牌渠道建设宜包括但不限于： 

—— 拓展线下销售网点。利用连锁商超、社区、专卖店等拓展销售区域，营造柳州螺蛳粉品牌形

象； 

—— 打造电商销售平台。发展“互联网+柳州螺蛳粉”模式，借助电子商务平台和电子商务集聚区

等，推进柳州螺蛳粉开拓国内、国际市场； 

—— 与农业、文化旅游联动发展，挖掘柳州螺蛳粉文化特色，打造特色小镇、文化展馆等项目，

突出柳州螺蛳粉品牌特色。 

8.2 品牌形象 

8.2.1 在品牌视觉形象构建的过程中，应将产品质量、特征及其地理因素、文化内涵、用户文化背景

等元素进行提炼，以区域特色为基础，以产品内容为核心价值，并以艺术的角度融入视觉化设计中，用

简洁的视觉语言创作出具有产地关联性的图形，树立特色的品牌形象，将柳州螺蛳粉产品的实际价值和

特色以视觉化的方式传递给消费者。 

8.2.2 利用视觉传达设计的手段明确品牌定位，帮助品牌全面、系统地进行视觉化的传播与营销活动，

提高市场价值营销力、核心竞争力、文化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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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品牌文化 

8.3.1 应以高品质为基础，注重其地理、历史、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宗教、考古、民俗、

艺术等多学科的分析研究，并考虑目标市场的定位，选择最贴切的文化内涵深入挖掘，确认品牌文化独

特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形成一种特有的品牌文化和价值理念，充分融入到柳州螺蛳粉品牌包装及宣传中，

提升其品牌影响力、号召力、公信力。 

8.3.2 加强柳州螺蛳粉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保护，普及和推广柳州螺蛳粉传统工艺，弘扬柳州螺蛳粉

饮食文化，增强柳州螺蛳粉品牌的文化内涵。 

8.3.3 开发螺蛳文化产品属性，进行文旅周边工艺品创新设计，提升柳州螺蛳粉品牌价值。 

9 品牌传播 

9.1 应重视并适时开展品牌传播，在品牌战略的整体框架下，依据品牌定位选择适当的品牌传播方式、

策略并实施传播，通过传播媒介，进行以柳州螺蛳粉品牌形象、品牌文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提高品

牌知名度和认知度，达到效益最大化。 

9.2 根据柳州螺蛳粉品牌形象，制定适宜的包装样式进行宣传，宜使用“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的

模式。 

9.3 应选择适当的传统媒体或新兴媒体，使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形成合力，提升柳州螺蛳粉

品牌的传播力、影响力。传统媒体可选择报纸、杂志、电视、广播、路牌、海报、灯箱等，新兴媒体可

选择手机媒体、网络媒体、数字电视媒体等。 

9.4 宜对品牌传播效果进行监测和评价。 

10 品牌维护 

10.1 应以监视、测量、分析、评审为基础工作，适时开展品牌诊断，确定品牌状态，辨明发展方向，

找准存在问题，为品牌维护提供依据。 

10.2 品牌诊断宜从价值传递、品牌市场表现、品牌竞争前景诊断。品牌主体宜及时利用品牌诊断成果，

科学制定和实施品牌对策。 

10.3 实施价值传递诊断，宜包括但不限于： 

—— 诊断品牌是否满足实用性、安全性、方便性等基本要求； 

—— 诊断品牌是否具有最优性价比； 

—— 诊断品牌是否实现了卓有成效的价值沟通，包括： 

• 是否实现与消费者有效沟通； 

• 是否具备了整合消费者需求的价值； 

• 是否提炼了品牌的核心价值； 

• 是否选择了最合适的媒介和方法； 

• 是否实现核心利益点在目标消费者中熟悉、吸引、信任程度高。 

10.4 实施市场表现诊断，宜包括但不限于： 

—— 诊断品牌知名度； 

—— 诊断品牌知晓度； 

—— 诊断品牌美誉度； 

—— 诊断品牌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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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断品牌成长率。 

10.5 实施竞争前景诊断，宜包括但不限于： 

—— 诊断品牌忠诚度； 

—— 诊断品牌价值与消费者生活方式的关联性； 

—— 诊断品牌传播的有效性。 

10.6 应加强动态管理，高度关注质量服务和消费者，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树立品牌意识；紧盯品牌个

性化、不断提升品牌差异化水平；优化柳州螺蛳粉品牌文化，夯实品牌根基；关注品牌与时俱进，更新

或延伸品牌。 

10.7 应强化网络舆情监控，制定并实施科学的品牌风险排除预案，狠抓信息监测、危机预警、危机处

理和声誉维系，维护柳州螺蛳粉品牌形象。 

11 品牌提升 

11.1 提升质量水平 

品牌建设主体宜采取质量管理措施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可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 建立质量激励机制，不断提升企业员工的质量意识，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 鼓励企业采用高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提高产品性能，提升顾客满意度； 

—— 鼓励企业实施国际国内各类先进的第三方认证、评价与标识制度，运用先进质量管理工具与

方法，不断提高企业质量管理水平； 

—— 强化企业质量主体责任，建立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 

—— 培养专业的质量人才，不断提升企业全员的质量技能； 

—— 严惩质量违法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11.2 提升创新能力 

品牌建设主体宜提升创新能力满足市场需求的变化，可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 宣传品牌创新精神，以会展、论坛、特色文艺活动、服务活动等方式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

境； 

—— 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建立研发中心等手段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开展企业间或企业、科研

机构、高校之间联合创新，推动关键技术的突破，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含量

与质量水平； 

—— 鼓励企业通过改进生产工艺、提升检测手段等方式进行生产工艺创新； 

—— 开展柳州螺蛳粉产业技术技能复合应用型人才、管理营销及检验检测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培养。 

11.3 提升服务水平 

品牌建设主体宜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可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 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建设电子政务系统、质量风险预警指挥系统等“数字质量”工程； 

—— 加强配套产业建设，完善柳州螺蛳粉产业链布局； 

—— 开展有利于柳州螺蛳粉品牌可持续发展的信息服务、管理咨询、检验检测、融资租赁、品牌

营销、质量改进、技术攻关等服务活动； 

—— 建立产品与服务售后服务管理制度，定期开展顾客满意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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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提升有形要素价值 

品牌建设主体宜提升有形要素的价值，可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 结合市场需求变化，挖掘自然资源禀赋特色，赋予柳州螺蛳粉品牌个性内涵，提升品牌形象； 

—— 提升通信网络、供水供电与道路等基础设施水平； 

—— 加强柳州螺蛳粉产业链条上的农业领域、工业领域、电子商务、科技研发等方面的高层次人

才引进； 

—— 加强公共服务平台能力建设。 

11.5 提升无形要素价值 

品牌建设主体宜提升无形要素的价值，可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 对柳州螺蛳粉品牌战略规划方向、架构进行充分研究，必要时及时调整，包括品牌定位、市

场细分、品牌经营模式、营销方式等方面的内容； 

—— 不断丰富品牌文化内涵，并结合时代特点，使柳州螺蛳粉品牌文化融入时代元素，不断更新

迭代； 

—— 加强品牌宣传营销，提高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与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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