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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权威基金评级机构天相投顾发
布了2022年一季度AAAAA级基金管理
公司评级报告，其中以优异的主动管理能
力著称的华商基金在评级中高居前列。
同时，华商基金还在“三年期积极偏股型
评级”“三年期债券型评级”两个细分评级

中均获得了 5A评级，投资实力获得权威
评级机构的认可。

作为中生代基金公司的杰出代表，华
商基金凭借出色的主动管理能力，竭力为
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回报，力争成为投
资者长期信任的基金公司。 （杨广）

近年来市场行情轮动明显，越来越多
的投资者意识到分散配置的重要性，具备
资产配置优势的FOF脱颖而出。目前招
商智星稳健配置一年封闭运作FOF基金
正在中国银行等主要渠道发行中，力争帮
助投资者优选基金、做好资产配置。

招商智星稳健配置FOF基金是一款
“固收+”FOF，以固收类资产打底，同时
辅以一定的权益类资产，投资于权益类资
产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0-30%，投资于
港股通标的股票的比例不超过股票资产
的50%。 （杨广）

招商智星稳健FOF重磅发行华商基金荣获天相5A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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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更精彩！
从致美斋到广氏菠萝啤，从陈李济到

双鱼，从鹰金钱到陶陶居，从爱群大厦到
广州友谊商店……千年商都的广州孕育了
一大批烙印在人们心中的时代记忆——老
字号品牌，这些品牌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产
物，更是岭南文化的传承。

为推动老字号创新发展，商务部等八
部门近期出台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
的意见。老字号企业也突破重重困难，不
断创新，焕发“ 新内容 ”“ 新亮点 ”“ 新优
势”，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据统计，自 2006 年商务部认定首批
“中华老字号”至今，已认定的“中华老字
号”有 1129 家，涉及餐饮业、纺织制造业等
22 个行业，近百家企业上市发行股票，逾
八成的企业通过网络进行销售。而广州
的国企就拥有“中华老字号”29 个，数量占
全省“中华老字号”的一半以上，其他省市
级老字号也有数十家。

不靠吃老本，广州的老字号如何继
续实现突破？如何适应消费新需求？如
何跑出时代新速度？即日起，羊城晚报将
走进拥有 74 家老字号的广州国企，直面
老字号涅槃的阵痛和风云蜕变的经验，探
寻老字号不断变革的新气象。我们诚邀
读者为老字号的发展建言献策，共同为广
州老字号焕发新活力贡献力量。

一起来，更精彩！ （孙晶）

今年以来，广州国企老字号纷纷加快了
产品创新、营销创新、体制变革的步伐，走
出一条条各具特色的“焕新”之路。

作为“千年商都”的广州，老字号资源
丰富。市属国企老字号是岭南传统历史文
化精粹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广州人民
对过往美好生活的记忆。数据显示，市属
国企现有各级老字号品牌74个，其中中华

老字号 29 个，数量占
全省中华老字号的一
半以上。如今，在企业
增强内生动力和外部
政策的护航下，广州国
企老字号正在驶入发
展“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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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转国潮风、跨界新赛道、触网数字化、资本注活力……

“广氏和红棉是两个非常
有广东特色的品牌，我们有责
任也有信心把这两个老字号品
牌做大做强。”2021 年，在华糖
食品工作了 30 多年的黄志华
通过内部转聘，成了一名职业
经理人，对于“在三年任期内实
现华糖公司经营业绩翻一番”
这一目标，黄志华既觉得责任
重大，又充满干劲。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通
过推行任期制和职业经理人
改革，向管理要效率，也成了
众多老字号品牌振兴的“关键
一招”。去年，广州市属国企
首次面向全球公开招聘百名
国企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其
中，广州轻工集团率先落地签
约集团总法律顾问、双鱼公司
总经理两个重要岗位。广州轻
工集团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让

听得见市场炮火声的人做决策
者，通过人才改革这块“试验
田”触发企业经营机制的全面
革新，有助于打开老字号国货
焕新、时尚消费产业蓬勃发展
的新局面。

广州老字号加快改革创
新，焕发新活力，背后离不开一
系列的政策扶持。去年 9月广
州市发布《关于振兴市属国有
企业老字号的若干措施》，提出
23条支持措施深化促进老字号
创新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成果，
包括成立首期规模4.04亿元的
广州老字号振兴基金，加大老
字号混改力度等。

广州酒家等多家上市公司
发布的公告信息显示，该广州
老字号振兴基金，已在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协会完成私募投资
基金备案手续。

跨界成了众多老字号触达
年轻人的新方式。在广州 IFC
国金天地负一楼，皇上皇开了一
家煲仔饭品牌店，每逢饭点，餐
馆里坐满附近上班的白领们。
去年年底，皇上皇宣布跨界进军
餐饮界。“像腊味这些产品，购买
的主要还是中老年人，我们从零
售进入到餐饮，从单纯的腊味到
做烧卤产品，其实是选择了一条
新赛道，而这条新赛道可以帮助
我们快速触达到年轻的消费群
体。”皇上皇有料局店长刘诗芳
表示。

在新技术赋能之下，新消
费、新业态层出不穷，布局数字
化新渠道也成了重中之重。今
年 3 月份，首个广州老字号优
选手信集合展示店在广州珠江
新城花城广场花城直播基地开
展 揭 幕 ，老 字 号 们 纷 纷“ 触
网”，和头部主播、KOL 合作，

让传统的广州好货也有了“数
字基因”。

对此，华南理工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中国
知名品牌战略与传播专家段淳
林在日前广州市国资委组织
召开的市属国企老字号发展
研讨会上强调，匠心品质是老
字号代代传承的生命线，面对
消费者对品质感的追求，企业
需要把握时代趋势，采用高科
技手段对产品加以优化与改
进，在创新理念的引导下实现
成功转型。

段淳林表示，老字号在发展
中，要强化“产品力、研发力、渠
道力、营销力、资本力”这五大能
力，打造品牌内生驱动力，创新
产品与技术，顺应市场潮流，通
过跨媒介的组合传播，提升品牌
综合竞争力，吸引资本引领长足
发展。

跨界新赛道 增强“数字基因”

在一些老字号奋力转型，变
身为比较新潮的企业的同时，也
有一些老字号发展遇到瓶颈，出
现了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今年
广州市“两会”，由民建广州市委
员会、民进广州市委员会、广州
市政协经济委员会联合提交的
一份提案显示，老字号品牌存在
机制不够灵活，创新不足；盈利
能力偏弱；品牌区域特征明显；
员工激励制度不完善，人才匮
乏；品牌闲置停用等问题。

对此，中大管理咨询品牌
总监陈晨认为，实现老字号的
振兴发展，需要消费者、企业和
政府三者融会贯通，形成助推
老字号长效发展的合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位老
字号负责人坦承，目前在发展
中还存在一些历史包袱，比如股
权未能完全厘清，阻碍了社会资
本的进入，绩效机制不够多元，
导致决策者在制定战略时，重视

“稳”而相对忽略了“进”等问题，
此外，政府在支持老字号发展方
面还未形成长效机制，相应法规
和配套举措还有待加强。

对此，广州市国资委党委
委员、副主任崔彦伦在前述研
讨会上也提出了推动老字号振
兴发展的4个方向，一要提高老
字号品牌的竞争力；二要优化
体制机制和管理方式，擦亮老
品牌；三要尽快厘清历史遗留
问题，加强对老品牌的保护力
度；四要正确处理好传承和创
新的关系，老字号品牌必须要
在传承中创新。

另据记者了解，为贯彻落
实《商务部等8部门关于促进老
字号创新发展的意见》精神，广
东省商务厅近期正在抓紧制定
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行动方
案，包括设立扶持资金等。在
政策的护航下，广州老字号品
牌也有望进一步“乘风破浪”。

调查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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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发现，广州市属国企
现有各级老字号品牌74个，分
属于广药集团、广州轻工集团、
岭南商旅集团、广州产投等11
家市属集团公司，涵盖了衣食
住行等方方面面。“最老”的陈
李济、致美斋已有400多年的
历史，“最年轻”的花城宾馆、广
州宾馆也有50多年历史。

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
室、市地方志办副主任陈穗雄
指出，作为一座城市的文化记
忆和名片，老字号既然“够
老”，更要“够新”。记者注意
到，为了进一步与时代接轨，
老字号们正在加紧增强“内
功”，在守住记忆的同时，也抓
住年轻消费者的心。

“我要一杯菠萝柠檬茶。”
位于江南西的“广氏 1934”线
下品牌馆成了打卡胜地，年纪
大的望着店墙上的“广氏”历
史展览感叹，年轻一代则忙着
与品牌IP公仔“肥菠”自拍。

“最近一两年，感觉很多

老字号品牌一下子又热起来
了，还变得很潮！”“90 后”广
州 白领小唐的感受并非个
例。“国潮”涌动中，老字号产
品不断破圈创新，吸引着年轻
消费者。《2022 年轻人国货消
费趋势报告》的调研显示，75%
的年轻人对老字号品牌创新
感兴趣，消费趋势也证明了这
一点，去年“95后”购买老字号
商品量同比增长315%。

拥有莲香楼、泮溪酒家、
北园酒家、大同酒家、惠如楼、
太平馆等多个老字号品牌的
广州老字号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与 名 创 优 品 、PINTEA、
HEA、元气森林等在内的知
名潮流品牌一起，开展囊括品
牌联名、潮牌糕点研发、老字
号点心盲盒、文化创意、潮流
设计等一系列合作，将传统广
式点心与国潮时尚设计相结
合，将属于老字号的文化记忆
重新融入老百姓的味蕾，为老
字号注入新活力。

拥抱新国潮 直击年轻群体

1971年至今，“以小球转动大球”的传奇外交故事已悄然
走过了五十一载春秋。在这段峥嵘岁月之中，年逾花甲的广
东老字号“双鱼”见证了中国制造的迅猛发展。如今，这个昔
日在“菠萝庙”旁“煮汤圆”的小作坊已经发展成了全球乒乓运
动器材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并逐步迈向国际知名的体育运
动品牌。

“短短几十载，双鱼品牌集团从中国走向世界，一路乘风
破浪。在每个时代节点中，我们都紧跟步伐、响应号召，作出
相应的产品调整和产业革新，一
步步把双鱼浇灌成
‘ 老 字 号 ’品
牌，再让‘老字
号’品牌不断
焕发新颜。”广
州轻工集团双
鱼公司董事长
王晓东接受羊
城晚报记者专
访时表示。

▲广州街头随
处可见国企老字号

视觉中国供图

如何玩出新奇妙广州国企老字号

双鱼体育：“小球”打出三大新落点

从“双鱼乒乓”
到“双鱼体育”

“创新”贯穿着双鱼从出生
到成长的全过程。

1975 年，双鱼率先研制出
了中国首颗硬质“三星”乒乓
球。1979 年,双鱼被国际乒联
批准为国际比赛正式用球，标
志着双鱼产品已经达到了国际
级比赛标准。1980 年，双鱼牌
硬质乒乓球以“硬度高、弹性

好、速度快、落点准”获得了国
家质量金质奖。

凭借创新硬实力，双鱼走
出国门，“游”向国际，成为了第
一家走出国门的中国体育器材
生产商。在 1999 年的荷兰第
45 届世乒赛上，双鱼乒乓球和
乒乓球台成为赛事指定比赛器
材。当年，双鱼牌乒乓球年产
销逾 6000 万颗，国内市场上每
10 颗乒乓球中就有 4 颗是“双
鱼造”。

2014 年，乒乓球产业迎来

历史上一次重大革新。根据国
际乒联决议，国际比赛中将使
用新材料，替换已使用了 120
多年的赛璐珞乒乓球。在此次
挑战中，双鱼再一次走在行业
之先。2015年，双鱼新品“40+
三星乒乓球”正式被国际乒联
批准为国际比赛用球，成为首
批通过国际乒联新 T3 技术标
准检测的新一代乒乓球之一。
随后新产品“双鱼 V40+三星
ABS材料有缝球”也被国际乒
联选中为 2018 年、2019 年连
续两届乒乓球团体世界杯比赛
用球。

2022 年，双鱼高摩擦高稳
定性乒乓球台获 2021 年度“广
东省高新技术产品”认定，双鱼
超级5代发球机从全球23个国
家和地区近 11000 件参赛作品
中斩获德国 IF设计奖（IF DE-
SIGN AWARD 2022），是 国
内乒乓球器材业内唯一获此殊
荣的企业。2022 年 4 月，支持
双 鱼 永 动 创 新 的“ 核 心 武
器 ”—— 双 鱼 技 术 中 心 获 颁
2022年广东省工人先锋号。

发展至今，双鱼公司已从
“双鱼乒乓”迈向了“双鱼体
育”，除了大力打造乒乓器材以
外，企业还全力发展了羽毛球
类产品和足篮排三大球产品，
布局了体育器材、体育服务、体
育服饰三大核心产业，打造“一
主两翼”产业互动新格局。“小
球”中蕴含的“大布局”与“强创
新”让双鱼这个老字号不断逆

势突围，今年一季度，双鱼体育
实现规模利润双增长，分别同
比增长36.2%、72.6%。

“破圈”瞄准
“宅经济”发力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
不断地追求创新，老字号也应
当拥抱新时代。”王晓东告诉记
者，近年来，双鱼积极触网，蓄
力年轻化，不断丰富着老字号
品牌内涵，书写着新一代的“双
鱼故事”。

2020 年 5 月，双鱼品牌日
直播带货首播活动反响热烈，
数据显示当日直播进店转化率
高达 77.8%。2020 年双鱼官方
旗舰店在天猫和京东平台乒乓
类目销售额全网第一。

“我们的乒乓球桌和发球
机在电商平台上的销售均取得
了双位数的增长，2021 年电商
渠道双鱼球台销售总量和发球
机销售收入全网第一。”双鱼总
经理助理梁志雄告诉羊城晚报
记者，随着“宅经济”的兴起，双
鱼在积极拥抱新时代的过程
中，也收获到了新的惊喜。

自 2021 年以来，双鱼乘上
“新国潮”之风，与本土国潮品
牌HEA进行跨界联名合作，先
后推出乒乓球、乒乓球拍、羽毛
球拍、夜光篮球、时尚T恤等多
款极具岭南特色的国潮新品。
在体育运动与街头潮流的碰撞
之中，双鱼以“破圈”之势突破

大众对于老字号的想象。
记者了解到，双鱼还在谋

划布局拓展跨境电商渠道，利
用阿里巴巴开发境外国家代
理商、利用亚马逊平台自营产
品等。

“总链主”单位
还有新梦想

2021年 6月，广州印发《广
州市构建“链长制”推进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广州轻
工集团双鱼公司被选定为广州
市体育与健身产业链“总链
主”单位。

“从江燕路到燕子岗路大
概有 4 万多平方米旧厂区，我
们将依托双鱼这个本土老字号
民族品牌的力量，计划通过对
原有建筑空间进行设计改造，
打造集体育休闲、体育培训、体
育研学等功能于一体的体育文
化产业创意园区。”王晓东告诉
记者，作为广州市体育与健身
产业链“总链主”单位，双鱼在
母公司广州轻工集团的大力扶
持下，将以体育产业产学研结
合的新模式，助力广州新业态、
新经济的发展。

据王晓东介绍，双鱼未来
还有更多的战略铺排。而战略
落地则需要更多企业领军人才
去执行，因此双鱼通过市场化
选人用人机制，补齐人才短板，
激发人才活力，为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双 鱼 体 育 推 出“ 不
一样”的老字号产品

◀老 字 号
鹰金钱推出新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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