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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人，使苏州盛氏家族成为明代誉满一方的儒医

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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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老字号企业的振兴和发展对策探讨

摘  要： 苏州老字号企业经营状况普遍好于全国。在品种创新、文化传统及销售渠道等方面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但也存在着企业管理欠缺及外部经营环境不佳等制约因素。因此，必须从企业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政府扶持

及立法等层面提出相关策略，促进苏州老字号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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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to Revive and Develop the Enterprises with Time-honored 
Brands in S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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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terprises with time-honored brands in Suzhou are in general better managed than the other on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features such as product innovation, cultural tradition and sales channel, and 
the analysis of obstacles such as management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concerning the time-honored brands 
of Suzhou, this article provides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with time-honored brands 
in Suzhou. These strategies include the three aspects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supports from 
government and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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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 500多年历史的苏州，作为中华老字号的

重镇，有着独特的地理条件和辉煌的历史，曾孕育

了上百家妇孺皆知的百年老字号企业。这些老字号

企业遍布于餐饮、食品、酿造、医药、工艺、文化、服

务等众多行业，为苏州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

贡献。根据统计，目前全国70%的老字号企业处于经

营亏损状态，而苏州70%老字号企业的销售额正逐

年稳步增长，经营状况普遍好于全国。

一、苏州老字号的发展特点

历史悠久、特色鲜明、诚信至上、货真价实、童

叟无欺是老字号企业的共同特点，是其在长期发展

过程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传统商业文化。正是这些

特点使得诸多老字号企业能经久不衰，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1]苏州老字号在发展的过

程中还具备了自己的特点：

（一）勇创新品，推陈出新

苏州老字号的产品在保留原味的基础上，不断

创新，以迎合现代人的不同口味。在生活方式改变、

生活质量提高的同时，人们对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一些企业就迎合了市场的需求，如采芝斋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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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微生物研究所联合研制了不含蔗糖的低聚异

麦芽糖，并以此为主要原料，开发出“寡”糖系列的

新型苏式糖果；得月楼精心配制的“姑苏第一宴”和

多种创新菜肴在各种烹饪比赛中频频获奖。

（二）精心构建环境文化

得月楼是在这方面做得较早的一家老字号。早

在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满意不满意》中即以得月

楼为背景。在20世纪80年代，《小小得月楼》这部电

影也在得月楼拍摄，《莲藕》、《美食家》、《明月几时

圆》、《裤裆巷风流记》和《姑苏水巷行》等影视片中

都有得月楼的镜头。采芝斋的店堂极富苏州园林特

色，古色古香的楼房大门上有古朴俊雅的“采芝斋”

三字，店名两旁“同治始创，百年老店”八个大字遒

劲有力，左右门联“采万物灵芝，溶百年珍味”十分

醒目，店堂里身着苏州水乡特色服饰的店员让顾客

眼前一亮。[2]

（三）不断拓宽销售渠道

走在观前街上，老字号的招牌目不暇接，老字

号开得红红火火。为了促进老字号的发展，在古镇

木渎开辟出了苏州市第一条老字号街区，在新苏州

商城也设有老字号一条街。采芝斋、黄天源、叶受

和、稻香村这些老字号改变了前店后厂的模式，在

苏州园区、相城区建立了新厂房，连锁店在苏州遍

地开花。立足本地市场，苏州老字号积极向外开拓

市场。如松鹤楼已经在上海、北京等地开出了九家

门店，三万昌在南京也开出了分店，包括采芝斋、得

月楼、乾生元在内的十家老字号联袂入驻位于上海

福建路上的中华名品街的一幢大楼里。

二、制约苏州老字号发展的因素

老字号是座需要去开采的金矿，而不是一座可

以随便享用的金山，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金字

招牌才会永不衰老。经过百年洗礼，依然生存到现

在的也不过五十余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因经营困

难，或淘汰，或埋没，究竟原因何在呢？

（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

中国品牌研究院公布的“首届中华老字号品

牌价值百强榜”显示，第一名同仁堂的品牌价值为

29.55亿元，苏州唯一进入前百名的老字号企业得月

楼名列94位，价值为0.35亿元，第二届评选时得月楼

的排名已经滑到三百多名。截至目前，苏州老字号

企业没有一个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这与全国老

字号驰名商标占驰名商标总数的10%左右相比差距

很大。苏州老字号企业中也无一家企业上市，与苏

州市的经济发展规模、品牌国际化进程和开放型经

济转型升级的要求相比，还相去甚远。

（二）管理缺乏竞争和激励机制

目前大多数老字号企业的规模较小，很多是家

族企业，管理方式和理念陈旧，无法吸引或留住优

秀人才。许多老字号还存在着员工年龄偏大、观念

陈旧、文化程度较低、市场竞争意识不强等问题。

（三）竞争环境日益激烈

中小企业的蓬勃兴起和外国品牌的大量涌入，

使得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在老字号最为集中的观前

街，老字号企业缩水现象严重，如观东陆稿荐底楼

大部分变成了体育用品专卖店，黄天源楼上变为电

器卖场等。新品牌、外国品牌纷纷涌入，与老字号企

业抢占市场，老字号只要稍有松懈，就有可能面临

破产倒闭的危险。

三、振兴和发展苏州老字号企业的对策

老字号要发展，必须在以下方面改进，方可浴

火重生，再续百年辉煌。

（一）振兴老字号贵在创新

世界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曾告诫企业经营

者“不创新就死亡”。当今依然充满活力的老字号，

无一不是在与时俱进和创新上下工夫。创新包括观

念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要以观念创新为先

导，制度创新为保障，技术创新为落实。

1. 观念创新

首先，要创新经营理念。老字号企业要转变倚

老卖老、“酒香不怕巷子深”和“小富即安”等陈腐观

念。其次，要改善服务品质，从提高现有服务人员的

素质入手，适度地吐故纳新，对人员进行优化重组，

同时想办法从实际出发推出新的具有特色的服务，

争取和吸引年青一代的消费者。最后，要树立良好

的企业形象。

2. 制度创新

老字号企业的历史决定了其具有古老的管理

理念，但其经营和管理理念也需要及时革新。首先，

老字号企业应进行体制改革，建立起现代企业制

度，满足现代企业规模化生产的要求，有条件的企

业应争取上市。其次，要在管理上创新，建立现代科

学管理制度。最后，要建立完善的危机处理机制。中

华老字号建立起来很不容易，凝聚着几代人的心

血，如果企业面临危机事件不能有效应对，百年老

 苟民华：苏州老字号企业的振兴和发展对策探讨 2011年第5期



- 34 -

第28卷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店将毁于一旦。

3. 技术创新

老字号企业应发扬自身优势，改革传统工艺，

实现产品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如全聚德在生

产制作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科技手段，改造 “明烤

炉”工艺为“复合式鸭炉”，降低了烤鸭操作的技术

难度，并且建成了一座大规模的食品加工厂，把鸭

子烤制前的多道工序并入生产线，实现了工业化生

产。通过工艺的标准化，全聚德为品牌的连锁化扩

张及集团规模化打下了基础。

（二）注重品牌的定位和传播

追溯西方品牌的渊源，我们会发现幸存下来

的许多品牌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老品牌，而且很多

拥有百年历史的企业都已跻身于世界500强企业之

中，它们的成功与品牌效应有重要关系。

1. 保持特色，进行品牌延伸

品牌延伸是指将现有的品牌用于新产品的开

发上，这样可以利用现有的品牌资源进行销售。如

天津老字号狗不理，不再以销售包子为主，而把目

光转向米饭、汤面等中式快餐，目前已成为拥有大

型饭店、中型酒家、快餐、速冻食品生产及商品零

售、物流商贸和烹饪学校等多元化的集团公司。品

牌延伸还可以以品牌为纽带，通过联合经营而非直

接投资的方式，组建“战略联盟”。如绍兴“塔牌黄

酒”通过与日本清酒企业强强联合，迅速开拓海外

市场，目前已占领日本40%的黄酒市场，在黄酒出口

量中连续数年保持第一。

2. 复活 “老字号” 品牌旧元素

消费者对“老字号”品牌具有难以割舍的怀旧

情结，通过深入挖掘、充分创新老字号宝贵的旧元

素，提炼其精髓，打造出老字号的品牌经典。主要可

以通过怀旧、品牌故事和品牌社区等策略进行

复活。[3]

3. 注重包装与营销，创新品牌传播

老字号企业在包装设计中应运用通俗晓畅的

广告语言、丰富的包装造型及合适的品牌代言人来

使消费者加深品牌记忆，采用多种特产组合包装和

礼品包装来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苏州作为名闻遐

迩的旅游古城，老字号企业可将产品和旅游产业结

合起来进行宣传，如企业可以与苏州市旅游局或者

旅游公司合作，在宣传苏州古城的同时，将苏州老

字号产品两者结合起来宣传，达到相互促进，打造 
“看苏州古城，吃苏州特产” 的旅游模式。

（三）建立老字号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1. 老字号企业应充分利用《商标法》来保护自

己的知识产权

首先，老字号企业要及时将自己的商号注册商

标，尽量实行商标与商号一体化。同时要重视其国

外保护，适当地选择一些贸易国家进行国际注册，

以获得出口目标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其次，对于

已注册的商标应重视对驰名商标地位的争取，无论

是通过行政认定还是司法认定方式获得的驰名商

标，都能取得比普通商标更强的保护。最后，企业商

标管理部门要措施到位，做好商标监测工作，做到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2. 以《专利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

法》作为补充

以下两种类型的技术更适宜采取商业秘密的

方法加以保护，一是不能利用“反向工程”破解的技

术信息，二是公开后其他竞争者很容易掌握、而本企

业又难以维权的技术。反之，则利用专利保护更适宜。[4]

3. 重视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利用

目前大部分老字号对知识产权只停留在保护

阶段，开发者甚少。而知识产权的财产属性只有在

使用流转中才能体现价值，创造价值。可根据实际

情形以许可、转让的方式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价

值，如建议老字号企业以连锁经营的方式来壮大自

己的实力，同时还能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四）地方政府要大力扶持

苏州老字号企业要站稳脚跟，主要靠企业的自

救，地方政府也有责任和义务对其进行保护，应该

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和政策扶持。可以学习北京、浙

江等城市，从资金、信息、中介等方面建立起对老字

号企业的支持保护体系。

1. 统一管理，各方配合

目前老字号管理部门主要有商贸旅游局、工商

局、老字号协会等，他们对老字号的保护管理起到

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多头管理、分工不明的问题。

希望成立专门的老字号保护发展领导小组，包括商

旅、工商、税务、公安、质量监督等多个部门，定期召

开会议，责任明确，分工到人，负责研究解决老字号

保护发展的主要问题。

2. 政府引导，市场培育

建议政府在老字号进入商业街时给予场地、租

金等方面的倾斜优惠政策；根据老字号不同的盈利

能力，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必要时可全部减免；对



- 35 -

老字号企业提供资金扶持，如政策性贷款、减息贷

款或者免息贷款；设立老字号扶植项目，对老字号

企业的技术发展给予扶持；要加大打击假冒老字号

的行为，维护公平的市场环境。

3. 设立老字号发展专项扶持资金

此项资金的使用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

和专款专用的原则，主要扶持老字号企业的技术改

造、产品研发、发展连锁经营、体制创新和商标注册

等。如对于评上国家、省市著名商标的老字号企业

要进行奖励，鼓励更多的老字号提高自身创新的积

极性。[5]

（五）立法的修订与完善

1. 尽快出台专门保护中华老字号的法律法规，

加强法律保护

目前还尚未颁布直接保护中华老字号的法律，

大多是部门或地方性法规。现有的《商标法》、《专利

法》对于中华老字号的保护存在诸多漏洞，不足以

起到良好的保护效果，要制定法律法规，像保护古

典园林、古树名木、古村落等不可再生的物质文化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对其进行保护。

2. 修改《商标法》有关内容，在老字号被注册为

商标时，赋予老字号企业事先知情同意制度

一方面，在保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

册的基础上，实行全国联网，统一检索、审查，从而

杜绝不同行政区域内的诸多企业拥有相同商号现

象的发生；另一方面，应该尽快建立健全商标、域名

审查和字号审查的联网系统，为中华老字号设立一

个专门的审查库。

3. 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侵犯老字号的救

济机制

目前对侵权老字号企业的行为，赔偿方面以民

事责任为主，赔偿责任主要以受害方受到的损失或

侵权方获得的不法侵权收益作为标准。建议加大对

侵犯老字号企业的赔偿额度，根据侵权情节可对侵

权者实行一定幅度的惩罚性赔偿。

4. 适当放宽认定为驰名商标条件，对老字号提

供特别保护

在认定条件中，有些条件对老字号企业来说过

高，很难达到其标准，如对其广告量和媒体宣传可

以不予考虑，对经营规模较小的老字号企业近三年

的销售量、产量和税收等方面的要求可以适当放低。

面对着现代市场的激烈竞争，老字号一方面要

靠企业自身的改革，运用现代化的管理理论和现代

化的科技武装企业，以适应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环

境；另一方面，政府要给予这些老字号企业相应的

保护和扶持，同时在立法层面对其加以保障，以帮

助企业逐步发展壮大。老字号不仅仅是一种产品和

服务，更是几百年流传下来的历史文化，传承和保

护老字号已成为我们刻不容缓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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