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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Alex Haigh
汽车行业总监 
Brand Finance

中国是全球市场容量最大和最具活力的汽车市场。这个充满无限机会同时竞争激
烈的市场，吸引了许多国际品牌带着创新技术和优质产品大步迈入，她也同时哺育了
一批有能力代表中国汽车产业在世界舞台上展开激烈竞争的自主品牌。当前的许多市
场迹象表明，中国的本土汽车企业正通过各种方式来完善产品质量、提高品牌声誉，
从而向合资品牌靠拢，特别是在需求最大、发展最快的SUV市场。 

在SUV这个消费者价格敏感度极高的细分市场，各大汽车品牌间的竞争尤为激烈。
政府的宽松政策为合资以及外资品牌较低成本入市提供了便利的运营条件，与此同时，
中国自主品牌不断向上突破，逐渐挤压合资与外资品牌在华的市场份额。这使各大汽
车品牌卷入了不可避免的价格战，同时也预示着合资品牌的暴利时代将会加速终结。 

突破价格战僵局的方式是什么？将品牌定位拔高至聚焦价值与品质。 

从历史上看，由于中国汽车企业一直无法充分掌握与运用技术知识和营销专业知
识，所以一直无法在这一基础上展开充分竞争。中国SUV品牌提供的产品越来越多样
化，但也只能更好地满足当前竞争区间的要求。 

中国自主汽车品牌的发展历史相对较短，一直以来以中低端市场为主。在经历了
一系列原始积累、技术升级和战略转型后，自2016年起，以领克和WEY等为代表的新
一批中国自主SUV的品牌开始冲击中高端市场。我们注意到，其中的WEY品牌是使用
创始人魏建军先生的姓氏命名中国汽车品牌，这使其在中国的自主中高端汽车品牌领
域显得较为引人注目。尽管一直以来人们对中国自主品牌带有一定的偏见，但是领克
和WEY在某些领域用实力证明了中国原产的自主品牌正坚定地走向成功。尽管这两个
品牌在近两年中才诞生，但WEY以在其目标市场占据了7%的份额，并在推出该品牌两
周年时率先赢得20万用户；而领克也在2018年10月后收获10万的车主。我们认为一小
部分中国自主品牌在高端SUV市场中已找到出路，这些品牌有能力通过优良的设计、
适宜的车型、优质的服务、有力的推广等实现销售的快速成长。中国高端SUV品牌等
待着时间来证明他们将成为行业中的生力军。 

Brand Finance立业之本就是帮助企业弥合市场营销和金融之间的差距。我们在市
场调研、战略、企业视觉识别以及税务和会计领域都拥有全球领先的丰富经验。Brand 
Finance不但了解设计、广告和营销的重要性，而且将品牌视为企业的核心资产，坚信
品牌的首要任务是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了解和管理好公司的无形资产能有效地挖掘出企业海量的隐藏价值。这个报告提
供了深入了解中国汽车市场的信息；我们对关注到的汽车品牌的展望；以及企业如何
利用这些品牌更有效地创造商业价值的初步阐述。 

我们的团队期待和您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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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关于 Brand Finance
      Brand Finance是世界顶尖第三方品牌企业估值及战略咨询公司。

       

       Brand Finance 于1996年成立，公司的宗旨是“架构品牌与金融

间的桥梁”。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我们都致力于帮助企业将品牌的意

识贯彻到公司运营的各个层面，帮助企业了解其品牌创造的贡献，引导

企业制定增值式品牌管理战略，目的为了帮助企业更有效地创造溢价和

溢量商机，提高企业业绩，增强企业在商战上的实力。

我们的优势：

• 财务化您的品牌营销战略，提升企业价值

• 权威认证的技术实力

• 客观、独立、透明

• 为您量身打造专业团队

       每年，Brand Finance 都将全球最有实力的品牌纳入估值范围， 

并评估出最有价值和最强的品牌。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www.brandfinance.com

与我们联系
中文业务及媒体咨询, 请联系:
Scott Chen
中国区总裁
s.chen@brandfinance.com
T. +86(0)10 5737 2525

Vinchy Chan
顾问
Brand Finance 
v.chan@brandfinance.com

For English business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Alex Haigh
Director 
a.haigh@brandfinance.com

For English media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Konrad Jagodzinski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k.jagodzinski@brandfinance.com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Brand Finance®’s services and valuation experience, 
please contact your local representative:

Country Contact Email Telephone

Asia Pacific Samir Dixit s.dixit@brandfinance.com +65 906 98 651 
Australia Mark Crowe m.crowe@brandfinance.com +61 282 498 320
Canada Charles Scarlett-Smith c.scarlett-smith@brandfinance.com +1 647 3437 266
Caribbean Nigel Cooper n.cooper@brandfinance.com +1 876 8256 598
China Scott Chen s.chen@brandfinance.com +86 1860 118 8821
East Africa Jawad Jaffer j.jaffer@brandfinance.com +254 204 440 053
Germany Holger Mühlbauer h.muehlbauer@brandfinance.com +49 1515 474 9834
India Savio D’Souza s.dsouza@brandfinance.com +44 207 389 9400
Indonesia Jimmy Halim j.halim@brandfinance.com +62 215 3678 064
Ireland Simon Haigh s.haigh@brandfinance.com +353 087 6695 881
Italy Massimo Pizzo m.pizzo@brandfinance.com +39 02303125105
Japan Jun Tanaka j.tanaka@brandfinance.com +8190 7116 1881
Mexico & LatAm Laurence Newell l.newell@brandfinance.com +52 1559 197 1925
Middle East Andrew Campbell a.campbell@brandfinance.com +971 508 113 341
Nigeria Babatunde Odumeru t.odumeru@brandfinance.com +234 012 911 988
Romania Mihai Bogdan m.bogdan@brandfinance.com +40 728 702 705
Spain Teresa de Lemus t.delemus@brandfinance.com +34 654 481 043 
South Africa Jeremy Sampson j.sampson@brandfinance.com +27 828 857 300
Sri Lanka Ruchi Gunewardene r.gunewardene@brandfinance.com +94 114 941 670
Turkey Muhterem Ilgüner m.ilguner@brandfinance.com +90 216 3526 729
UK Richard Haigh rd.haigh@brandfinance.com +44 207 389 9400
USA Laurence Newell l.newell@brandfinance.com +1 917 794 3249
Vietnam Lai Tien Manh m.lai@brandfinance.com +84 473 004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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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范围
Brand Finance在中国对共405名SUV车主或是潜在

购买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潜在购买者”的定义是预
计在未来三到六个月内有购买行为的消费者。所有被调研
者都已经拥有SUV或者正在考虑购买。

调查样本涵盖了18-65岁的人群，并且按年龄和性别
进行的配额设定，以确保样本最大程度上反映中国目前和
潜在的SUV市场。

此外，Brand Finance在2018年10月还针对中国消
费者对中国市场中的部分SUV品牌进行了社交媒体好感度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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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分析

产业分析
中国汽车产业变革进行时

中国汽车产业正经历快速变革：在大众汽车尾气排放
造假等事件后，面对越来越高的环保诉求，电动汽车技术
正在加速发展；汽车数字化时代正从根本上改变消费者对
下一台新车的构想；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汽车市场
的形势更为复杂。就如同已经彻底变革的音乐和娱乐产业
一样，人工智能带来的自动化水平的迅猛提升也使汽车行
业的蜕变日渐迫近。种种因素都预示着，在不久的时间内
将有一场重大的汽车行业变革在中国上演。

中国汽车自主品牌的崛起之路

最近数十年，中国是世界汽车产业增速最快的国
家。2018年5月之前，中国政府对海外企业进中国市场
始终设置了较严格的准入标准，如外资股权比例不能高

于50%，且同一家外企在华同类产品最多只可拥有两个
合资方等。因此，国外汽车品牌不得不通过合资方式进
入利润丰厚的中国市场。与此同时，中国本土企业则享
受政府补贴，免除高额的出口关税（一般约为销售价格
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不等）并可引进且转化其他国家
的先进生产技术。

Brand Finance每年对全球各个行业超过五千个品牌
进行评估，并发布评估结果，《全球最具价值汽车品牌百
强榜》是全球媒体最为关注的榜单之一。在这份榜单中，
我们发现从2017年到2018年中国汽车品牌的总价值增长
了92%，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品牌价值增幅仅有8.6%
。这一增长主要源自中国国内强劲的市场需求。

回望中国汽车品牌的发展路径，不难发现市场上充
斥着对中国自主品牌的刻板印象，如中国汽车品牌总是给

世界乘用车市场：当前市场份额VS五年复合增长率

小 大

人价格低廉、技术性能差、美观度较低等印象。相比之
下，合资汽车品牌由于质量上乘、外观时尚而受到新兴中
产和较富裕消费者的青睐，这一现象在SUV细分市场尤为
突出。从数据上看，SUV在12个细分市场中的份额最大
且增速最快。在整个汽车行业的增长率仅为2.8%的行情
下，SUV市场2018年至2023年的增速预计高达9%。

低档价格战愈演愈烈，市场分化带来机遇
与挑战：中国高端SUV品牌激流勇进

近年来，由于宽大而舒适的SUV备受年轻人和年轻
家庭青睐, 使这个细分汽车市场在整个汽车板块中脱颖而
出。目前中国的SUV市场充斥着以哈弗为代表的性价比十
分高的中国汽车品牌（其称“中国SUV领导者”），另一
部分市场则是被一些中外合资的中高端SUV所占据。

国外进口汽车品牌如保时捷和路虎最早占领了高端、
豪华汽车品牌的细分市场。虽然最近的高端、豪华细分市
场新车型的新表现乏善可陈，但中国的高端、豪华SUV市
场仍被国外品牌牢牢占据着。

2012 2014 20162013 2015 2017

• 中国自主品牌市场份额 • 合资品牌市场份额

中国SUV市场容量（按销售量）

《全球汽车100强》2018年增长最快中国汽车品牌

品牌价值 2018:

品牌价值 2018:

品牌价值 2018:

品牌价值 2018:

品牌价值 2018:

品牌评级:

品牌评级:

品牌评级:

品牌评级:

品牌评级:

品牌价值 2017:

品牌价值 2017:

品牌价值 2017:

品牌价值 2017:

品牌价值 2017:

皮卡 1.0%
货车, 0.5%

跑车, 2.7%

其他车型, 0.2%

迷你车, 0.7%
中小型车, 0.9%

小型车, 1.3%

商务车, -2.0%

SUV, 9.0%

中型车, -5.0%

轿车, -6.3%

豪华车, -4.0%

• 2017年上榜中国汽车品牌总价值  
• 2018年上榜中国汽车品牌总价值

上榜中国汽车品牌总价值变化（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Brand Finance； 
涉及品牌包括哈弗、吉利、比亚迪、宝骏及江淮汽车）

（数据来源：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数据分析：Brand Finance）（数据来源：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数据分析：Brand Finance）

（数据来源：Brand Finance）

当前市场份额 (销售量, 2017)

增
长
率



47%47%44%44%45%44%
34%39%42%45%

53%53%57%56%55%56%
66%61%58%55%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50,000

200,000

150,000

100,000

50,000

0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20%

-40%

8. Brand Finance 中国汽车 2018年12月 Brand Finance 中国汽车 2018年12月 9.

在自主品牌定位不断向上而合资品牌定位逐步下探的
同时，高端品牌也通过不断下探以拓展市场版图，由此，
中国SUV市场正式进入短兵相接、贴身鏖战的阶段。与自
主品牌相比，豪华品牌的价格下调幅度也比较惊人。包括
宝马、奥迪、雷克萨斯、捷豹等豪华品牌纷纷大幅下调价
格以确保竞争优势。这种态势说明了中国SUV市场的高增
长趋势吸引了这些国际品牌将更多的产品和资源投入中国
市场以占据竞争优势。由于一系列因素，包括中国汽车制
造技术的不断提升，宏观经济形势的逐步放缓以及激烈竞
争导致的价格战，目前SUV市场仍是买方市场；又因国外
汽车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政策将进一步放宽，这就会自动
促使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从而逐步导致了中国汽车品牌和
中外合资汽车之间的价格呈现出慢慢缩小的趋势。

中国汽车企业一方面还在不断打价格战，另一方面
也试图通过建立自己的高端品牌逐步向上突围，但这显然
是一条艰苦的路，类似观致汽车就是一个先驱者的例子，
然而至今我们还未看见突围彻底成功案例。与此同时，

销量数据显示，在15万到20万这个价格区间的市场份额
中，WEY占了7%，位居三甲，成功甩掉了大部分的合资
品牌，并远高于领克在同一细分市场的市场份额。尽管中
高端SUV品牌的市场竞争去向未知，但吉利和长城已明确
在积极抢占这个细分市场。

中国自主汽车品牌一直难于成功冲向海外，瓶颈
主要在于同等价格挡位的中国汽车与合资品牌相比给
人以品质较低，价格便宜，安全性担忧等一系列的负
面印象。我们注意到2017年的法兰克福车展上有一款
WEY——VV5车型获得了德国FOCUS杂志评选的车展最
具魅力TOP5车型，可以看出WEY 对海外扩张的雄心和
实力，正逐步打破外界对传统国产汽车品牌的刻板负面
印象。这使我们从专业角度有理由相信，它以及其他优
秀的中国汽车品牌在不久的未来，将有实力在国际舞台
上与国外顶尖品牌进行抗衡，并最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
像大众一样的全球知名汽车品牌。

我们已发现一些中国企业如吉利旗下的领克和长城旗下
的WEY已成功切入突围快车道，通过打造自己的中高端
SUV品牌来打破长期以来的价格壁垒。

如今的中国购车客户尤其是年轻客群越来越在意到中
国汽车产品的技术品质，随着这一块的不断提升，相比于
价格偏高的合资高端品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购买中国
高端品牌的产品。

另一个有趣的点是品牌命名。我们注意到吉利旗下
的领克选择了“偏西方”的音译名，这让我们猜测是否也
为了引起市场对其背后另一个国外品牌——沃尔沃的“
偏西方”积极联想，当然这只是猜测；而WEY用了中国
姓氏“魏”的音译名，或许也让人自然联想到全球著名的
汽车家族品牌，如奔驰、福特、丰田甚至劳斯莱斯等，标
榜本我特色，又让人不禁感觉创始人的雄心壮志和深远规
划。这两个品牌在市场上存在的时间都较短，但争夺中
高端SUV市场份额的态势明显而激烈。今年到八月市场的

产业分析产业分析

中国SUV市场容量（按销售额，人民币）

二月时，合资品牌加大折扣促销力度, 来抗衡中国自主品牌，中国自
主品牌市场份额出现下行压力

2016 2018年3月2018年1月 2018年5月 2018年7月2017 2018年4月2018年2月 2018年6月 2018年8月

• 中国自主品牌市场份额 • 合资品牌市场份额

SUV平均价格（折扣后）：中国自主品牌VS合资品牌 （人民币）

 中国自主品牌产品平均价格  合资品牌产品平均价格 • 合资品牌相对中国品牌：品牌溢价• •

（数据来源：Brand Finance） （数据来源：Brand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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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洞悉

消费者洞悉

• 哪些因素对您购买SUV的决定重要？（不考虑价格因素） • 哪些因素是必要的？（考虑价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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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主品牌整体突破高端SUV格局尚需
时日

突破高端SUV格局的关键点是什么？答案必然不是
一味地打价格战，而是：提升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感
知价值。我们近期的专项市场调研显示，消费者并不在
乎SUV是否为合资品牌或中国本土品牌。

进入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时代对中国汽
车品牌是机会也是挑战，中国消费者引领着互联网消费，
推崇智能化新科技，中国品牌需要在这些方面占据技术至
高点；而懂得中国消费者、能对市场变化作出快速反应，
也是中国品牌较外资品牌的一大优势。我们调研显示，以
中高端SUV的代表品牌为例，“智能”是WEY品牌的主打
标签之一，已被市场高度接受，并已在高端SUV市场占据
一席之地；领克宣称“生而互联”迎合了中国新生代消
费者的需求，中国消费者正以更开放的心态与行动支持中
国SUV品牌。对具备以上吸引消费者特质的中国SUV品牌
如WEY及领克，它们的客户群体会在未来几年里快速增
长。它们将率先突破天花板，但整体中国自主品牌突破高
端格局尚需时日。

中国品牌和国外品牌在品牌认知上仍存一
定差距

合资品牌在舒适度、品牌知名度和科技性能等指标
上往往比中国品牌表现要好。中国品牌在完成自己定位于

SUV车潜在用户的核心诉求。消费者同时也认为WEY比
路虎的外观更加新潮，更为时尚，符合现代主流审美的
设计，这可能也是WEY从“颜值时代”的角度出发，力
求抓住核心用户的积极回应。

在电动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受访者认为WEY品牌相
对于领克和传祺，能更有效地传递其品牌的价值点。比
如，WEY通过其品牌价值点及高端产品线P8更成功地满
足了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诉求，而新能源汽车是中国自
主品牌超越国外品牌的绝佳机遇。调研显示，中国自主汽
车品牌增长势头强劲，在2018年10月期间，主流的中国
自主品牌WEY、传祺以及领克均拥较正面的线上舆论口
碑，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自主汽车品牌与主流合资品牌的差
距正在缩小。其中，传祺在这一指标中表现最好，这主要

高端品牌的路上还有很长一段要走。即使当前中国的SUV
品牌在性价比以及吸引年轻顾客上已表现出了很强的竞争
实力，但这两个因素对影响消费者做购买决定的作用力是
比较弱的。相比中国SUV品牌的竞争对手——合资SUV
品牌在客群中的熟悉度较高，品牌认知也更正面，但中
国SUV品牌仍然有较大空间来塑造自己的品牌感知力。调
研还显示，在一些情境中消费者对中国SUV品牌偏好度
超越了合资品牌。市场上没有顽固的因素阻碍消费者选
择中国SUV品牌，且中国SUV品牌有能力通过优良的设
计、合适的车型、优质的服务、有力的推广，高效的分
销渠道再加上更为健全的品牌定位，实现市场需求的更
大范围增长。

中国自主品牌的时代将要到来

我们调研显示，消费者对中国自主汽车品牌的熟悉
度及产品的理解度较低。如消费者对成立仅两年的新品
牌WEY的熟悉度为60.3%，同样作为新品牌领克的熟悉
度为50.7%，而对已进入中国市场20年的本田的熟悉度
为86.2%，这是因为品牌深入人心需要时间积淀。然而，
在短短两年内WEY就能够达到如此高的品牌熟悉度，也
将我们的研究重心从其他品牌进一步聚焦到WEY上。

60.3%的熟悉度，从侧面表明了长城已成功地为
WEY品牌铺就了更为广阔的上升空间。调研还显示，在
消费者的眼中WEY比吉普、本田和起亚在技术上更为
先进，其高度智能、安全为核等软、硬实力抓住了高端

得益于其在市场营销方面的大力投入，紧随其后的品牌是
WEY。我们认为，WEY似乎在努力平衡品牌价值的各项
核心驱动力指标，并力求呈现出均衡而不断上升的态势。
从我们的分析结果来看，中国自主SUV品牌的时代即将到
来。这些品牌正在快速成长，仍具有在市场中优化品牌定
位的空间，促进品牌溢价的不断形成。我们认为，这一
批中国自主品牌的综合能力，能够避免引发新一轮的价格
战，有可能脱离低端市场价格战的负面影响。就像在韩、
日汽车品牌兴起前市场也未预期它们会短短几年内飞速发
展，并同欧、美品牌在国际舞台上正面抗衡。

鉴于中国自主品牌在产品体验和营销创新上均有较
大上升空间，中国自主品牌不仅在国内市场有巨大潜力可
言，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和占有率也将实现快速提升。

线上品牌舆论口碑指数（2018/10/1-2018/10/31）

传祺 WEY魏派本田 领克 路虎

起亚 保时捷 吉普

• 中国自主品牌表现优异 • 合资品牌表现优异

中国自主品牌
表现更优异

重要性：高 重要性：低

合资品牌表现
更优异

• 中国自主品牌表现优异 • 合资品牌表现优异

SUV购买客户关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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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聚焦：WEY

品牌聚焦：WEY
如调研结果显示，在短短两年内，WEY的品牌熟悉度

能够如此靠近像本田这样品牌沉淀时长十倍于它在国外品
牌，将我们的研究好奇心进一步从其他品牌聚焦到WEY上。

WEY是第一款以创始人的中国姓氏命名的本土汽车
品牌。WEY品牌的使命是让更多人拥有极高的驾乘体验，
让更多消费者拥有轻松就能感受到的轻奢豪华体验。

尽管中国高端SUV品牌才刚起步，但我们认为WEY
是非常值得尊重和关注的品牌之一，因为在很大程度上
它打破了我们熟知的中国自主汽车品牌的发展模式。我
们的调研恰好在所谓“黑公关”事件发生之后，调研显
示，WEY经历该事件并成功平息风波之后，其品牌在线
上舆论口碑反而得到了改善和提高，我们认为其必然有不
同于传统自主汽车品牌的发展及管理模式。WEY品牌拥
有集团持续聚焦SUV领域而打造的领先平台和技术，产
品上市两年间已抢占了15-20万元市场价格区间7%的市
场份额。

我们试图将这个品牌被纳入我们研究范畴归结为三个
因素：

第一，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WEY品牌依托于强大
的母公司——长城汽车的资源优势。长城汽车旗下的哈
弗SUV品牌长年保持中国SUV市场销量第一的位置，在往
年曾被Brand Finance 评为“全球专项SUV品牌强度”的
第一名，超越吉普、路虎等国外品牌。借助长城和哈弗
的平台优势，WEY拥有强大的科技研发能力、雄厚的资
金储备以及高效的渠道分销能力。

第二，在竞争对手众多的市场中，WEY品牌的定位
清晰。长城汽车集团的创始人首先通过自己姓氏命名一款
SUV品牌，交代了对中国消费者别具匠心设计和至真至
诚品质的承诺。WEY充分了解年轻家庭的需求，针对目
标年轻社会精英，提供实惠价格的同时、从高端的设计、
高度科技化性能以及轻奢品质的体验上，多维度饱和式
地满足这批特定客群的需求。

第三，由于中国自主汽车品牌正在面临产业多元化
的挑战，据我们的观察，WEY有能力利用其现有的资源
优势因势利导，在智能制造和国际化等方面加速前进。目
前我们掌握的信息显示，其重点瞄准了插电混动、纯电
动以及氢能源动力汽车的研发制造，同时正不断加大智
能驾驶技术的研发。

第四，WEY的推出是在一个绝佳的时间点。当低端
品牌为争夺市场打价格战的时候，WEY精准的定位于中
国的中高端SUV市场。其目标客群 - 年轻的社会精英 - 更
注重产品的科技含量，质量与外形。因此，WEY有潜力
在这一巨大市场实现快速提升。

WEY和传祺以及领克等品牌在汽车科技和设计上都
具较强的优势，并且市场定位具有一定的相似度。WEY
在三者中，更注重培养社会地位相对更高、更成熟的社
会精英客群。在其当前的中高端SUV市场定位中，这个
策略给他带来了良好的市场表现。随着年轻的客户群逐
步成熟，也会为WEY带来产品市场扩张的机会和推陈出
新的需求。Mini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自从品牌定位重
塑后，Mini通过推出更高端的产品线，如Clubman，成
功为已步入家庭的品牌忠粉们提供能符合更高端需求的
家庭车型，实现了更高的品牌溢价。如果WEY有能力秉
持自身优势，维护好当前精英客户群的忠诚度，那么就
为将来推出更高端的产品铺好了坚实基础，从而像Mini
攻占高端市场一样（或许未必是完全一样的路径）成功
实现更高的品牌溢价。

此外，我们掌握的信息显示WEY在研发领域投入了
巨额资金，其核心研发团队成员主要来自欧美一流的行
业专家，因此，核心技术通过了北美安全标准的测试。鉴
于长城汽车已经在SUV细分领域具备强大的优势，我们对
WEY开拓国际市场、成为下一个全球知名汽车品牌保持
乐见其成的观点。

“WEY是一个时尚，技术先进并
且市场定位准确的品牌。WEY在中
高端市场中利用其独特的模式在年
轻家庭中建立了忠诚度和良好的影
响力。我们有理由相信WEY是一颗
冉冉升起的新星。它有望成为SUV
高端细分市场快速增长的赢家。”
Alex Haigh
汽车行业总监
Brand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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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如何帮助您？

市场营销                                  财务业绩                                税务咨询                                法务咨询

      我们帮助市场营销部门更
好地理解品牌表现对企业业绩
关联性。我们通过分析市场营
销投资的回报率来评估品牌相
关的决策的战略部署。

+ 品牌企业估值
+ 品牌贡献
+ 商标估值
+ 无形资产估值
+ 品牌审计
+  市场研究及分析
+  品牌表现追踪
+ 营销投资回报
+  品牌转型
+ 品牌治理
+ 品牌架构及组合管理
+ 品牌定位及延伸
+ 承包与特许经营战略

      我们为财务部门在品牌资
产和其他无形资产的估值提
供第三方独立的评估意见。

+ 品牌企业估值
+ 品牌贡献
+ 商标估值
+ 无形资产估值  
+  品牌审计
+ 市场研究及分析
+  品牌表现追踪
+  营销投资回报
+ 品牌转型
+  品牌治理
+ 品牌架构及组合管理
+ 品牌定位及延伸
+ 并购尽职调查
+ 承包与特许经营战略
+ 税务及转让定价
+ 专家证人

      我们帮助品牌所有者和税
务机构更好地理解税务，转
让定价和品牌所有权对企业
的影响。

+ 品牌企业估值
+ 品牌贡献
+ 商标估值
+ 无形资产估值
+ 品牌审计
+  市场研究及分析
+ 承包及特许经营战略
+ 承包及特许经营战略
+ 专家证人

      我们为客户在司法过程中
提供独立专家证词，来帮助
客户更有效地运用知识产权
的权益。

+ 品牌企业估值
+ 品牌贡献
+ 商标估值
+ 无形资产估值
+ 品牌审计
+ 税务及转让定价
+ 专家证人

2. 分析: 如何提高营销效果？

帮助企业找出及更好地理解商业需求的驱动因素。鉴定哪些驱动
因素影响消费者行为能够帮助品牌创造对消费者决策决定性的影

响力。

                                                                                                     
                                                                                   

• 市场研究及分析                             • 品牌审计                                                                                                                                                
                              • 品牌表现追踪                                • 营销投资回报

 Investment 

3. 战略: 如何为品牌企业创造商业价值？

               帮助企业更有效地使用其品牌来实现商业增长。通过方        
案       建模来鉴别最佳商机，及更有效地配置相关资源。这对品

牌及企业价值有着关键性影响。

      
                                                                                                                                 

• 品牌治理                                     • 品牌架构及组合管理
• 品牌转型                                     • 品牌定位及延伸

4. 交易: 该项交易的商业价值？ 无形资产                 
被充分使用来创造商业价值了吗？
通过更有效地管理和使用无形资产，来帮助品牌企业的买家、卖
家和所有者优化相关交易的商业价值。

• 并购尽职调查                                                       • 承包与特许经营战略
• 税务及转让定价                                                    • 专家证人

1. 估值: 无形资产值多少钱？ 
估值的目的可分为技术性及商业性。

•  品牌企业价值评估                                     • 商标估值
• 无形资产估值                                            • 品牌贡献

 2. 分
析

 3. 战略 4.交
易

1.
 估

值

品牌 & 
企业价值
(Brand R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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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顶尖第三方品牌企业估值及战略咨询公司。
T: +44 (0)20 7389 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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