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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產品產品產品    Product

價格價格價格價格    Price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Place

推廣推廣推廣推廣    Promotion 廣告公司廣告公司廣告公司廣告公司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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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團隊銷售團隊銷售團隊銷售團隊

CEO / / / /研發研發研發研發

傳統營銷解決方案傳統營銷解決方案傳統營銷解決方案傳統營銷解決方案 

營銷管理人營銷管理人營銷管理人營銷管理人

 
 



 

公事包產品 - 從 1996年我們重新設計

設計師簡報袋 - 注入時尚元素 - 目標

客戶大學生或年輕行政人員 - 首4年我

們在中國開設了超過 100個形象店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 Product 

- - - - 獨特的獨特的獨特的獨特的 Unique    > 競爭力競爭力競爭力競爭力 Competitive

 
 



 

從零開始經過從零開始經過從零開始經過從零開始經過6666年發展年發展年發展年發展，，，，FX Creations

品牌在品牌在品牌在品牌在2002200220022002年香港聯合交易所首次公開年香港聯合交易所首次公開年香港聯合交易所首次公開年香港聯合交易所首次公開

招股作為袋的首家上市公司招股作為袋的首家上市公司招股作為袋的首家上市公司招股作為袋的首家上市公司，，，，到現在為到現在為到現在為到現在為

止止止止中國有超過中國有超過中國有超過中國有超過    303030300000家店家店家店家店

 
 



 

定價定價定價定價 Pricing - High, Middle, Low

 
 



渠道渠道渠道渠道 Place

百貨公司和購物中心百貨公司和購物中心百貨公司和購物中心百貨公司和購物中心
dept stores, malls

大規模連鎖店大規模連鎖店大規模連鎖店大規模連鎖店 , , , ,大賣場大賣場大賣場大賣場
mass chains, hyper

髮廊髮廊髮廊髮廊
hair salons

藥店藥店藥店藥店
drugstores

中國市場中國市場中國市場中國市場

批發市場批發市場批發市場批發市場
wholesale

 
 

一一一一,  二二二二，，，，三三三三，，，，四線城市四線城市四線城市四線城市



 

品牌标识 零售点

品牌外品牌外品牌外品牌外
品牌内品牌内品牌内品牌内

推廣推廣推廣推廣 Promotion - 廣告廣告廣告廣告, , , , 公關公關公關公關, , , , 活動營銷活動營銷活動營銷活動營銷

产品

 終端終端終端終端, net, transport, TV

 
 



 

人才人才人才人才 People 

人民网教育频道北京人民网教育频道北京人民网教育频道北京人民网教育频道北京3333月月月月5555日电日电日电日电    （（（（记者李婧记者李婧记者李婧记者李婧））））

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

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是第一资源。。。。



 

人才人才人才人才 People 

老闆老闆老闆老闆 Boss

中國運作中國運作中國運作中國運作香港運作香港運作香港運作香港運作

marketing & design

專家expert

營銷團隊

投資於人才投資於人才投資於人才投資於人才!!!

 
 



 

對手對手對手對手 Participants  

必須知道你競爭對手的所有細節必須知道你競爭對手的所有細節必須知道你競爭對手的所有細節必須知道你競爭對手的所有細節

 
 

中國市場中國市場中國市場中國市場
1. 跨國公司跨國公司跨國公司跨國公司
2. 國內大公司國內大公司國內大公司國內大公司
3. 貿易公司貿易公司貿易公司貿易公司
4. 當地工廠企業當地工廠企業當地工廠企業當地工廠企業



 

定位定位定位定位 Positioning  

 
 

細分市場細分市場細分市場細分市場



 

定位定位定位定位 Positioning  

 
 

誰是你的目標顧客誰是你的目標顧客誰是你的目標顧客誰是你的目標顧客？？？？



 

定位定位定位定位 Positioning  

 
 

過去過去過去過去 8年中國最成功的消費品牌年中國最成功的消費品牌年中國最成功的消費品牌年中國最成功的消費品牌

戰略思維戰略思維戰略思維戰略思維



 

盈虧帳盈虧帳盈虧帳盈虧帳 P&L  

老闆 Boss

產品開發團隊1

產品開發團隊2

1. Sales Turnover
2. Gross Profit

3. Operating Cost
    - Staff salary
    - Rental
    - Branding & Marketing
    - Finance & Admin

4. Operating Profit
    ( EBITDA )

企業需要發展壯大企業需要發展壯大企業需要發展壯大企業需要發展壯大，，，，請下放請下放請下放請下放P&L!!! 

 
 



 

IDENTITY

RETAIL

靈在品牌解決方案靈在品牌解決方案靈在品牌解決方案靈在品牌解決方案 Spoon Brands Solution  

品牌標識 零售點

品牌外品牌外品牌外品牌外

品牌内品牌内品牌内品牌内

產品

靈魂靈魂靈魂靈魂

+

1. 結果導向的人力資源結果導向的人力資源結果導向的人力資源結果導向的人力資源

2. 高效經營高效經營高效經營高效經營

3. 嚴格的財務控制嚴格的財務控制嚴格的財務控制嚴格的財務控制

強勁品牌與利潤強勁品牌與利潤強勁品牌與利潤強勁品牌與利潤

--- 潘尚穎潘尚穎潘尚穎潘尚穎 © 2009-2010 Spoon Brands

品牌品牌品牌品牌
核心核心核心核心

  ( 18181818項品牌元素項品牌元素項品牌元素項品牌元素 )



 

靈在品牌解決方案靈在品牌解決方案靈在品牌解決方案靈在品牌解決方案 Spoon Brands Solution  

只有當擁有一致元素的品牌與消費者溝通，
品牌靈魂才會出現 , 及強勁品牌和利潤。

--- 潘尚穎潘尚穎潘尚穎潘尚穎 © 2009 - 2010

 
 

 
 
 
 
 



關於我們關於我們關於我們關於我們

 
 
 
 
 
 

Spoon Brands是由香港品牌專家潘尚穎先生，在其好朋友和該領域
的專家的支持下2009年1月設立。（03-08年為靈在品牌建設研究所）

香港靈在品牌建設香港靈在品牌建設香港靈在品牌建設香港靈在品牌建設

 
 



在中世紀的歐洲，有一些熱情的騎士保護擁有聖潔精神的人民。

今天 "Spoon Brands"香港靈在品牌建設及創新發明事務所 （簡稱
香港靈在品牌建設），植根於香港面向中國之品牌設計及戰略管理
專家顧問團隊，專注於建設和保護在中國企業的“品牌靈魂品牌靈魂品牌靈魂品牌靈魂”。

"Spoon Brands" 是“Spirit on the Brands - 靈在品牌靈在品牌靈在品牌靈在品牌”的意
思。

事務所現時擁有七位不同專業之專家，包括海外內華人，平均每位
有超過十五年跨國品牌發展經驗，大部份專家擁有碩士學位並曾於
大學當客席講師。

我們的事務所我們的事務所我們的事務所我們的事務所

 
 



靈在品牌靈在品牌靈在品牌靈在品牌......從從從從 1992 1992 1992 1992年在大學一個發現開始年在大學一個發現開始年在大學一個發現開始年在大學一個發現開始  - Brand Visualization 

       經過經過經過經過 18 18 18 18多年的實踐經驗多年的實踐經驗多年的實踐經驗多年的實踐經驗

1992 2010

我們的發現我們的發現我們的發現我們的發現

WHERE INNOVATION MEETS APPLICATION

 
 



在潘先生的5年研究“世界最成功的品牌 - 品牌建設和營業利潤之
關係”及前15年的品牌實戰經驗，

他發現最成功的品牌，常常有“靈魂靈魂靈魂靈魂”，在品牌與消費者聯繫溝
通，並享有很高的品牌毛利率，增長的營業額和強勁營業利潤。

因此，潘尚穎先生決定命名這一發現“靈在品牌靈在品牌靈在品牌靈在品牌”，與他的團隊幫
助大中華地區公司建立強大的國際化品牌，並主張從企業目標及品
牌核心價值去建設及保護“品牌靈魂”，並堅持企業團隊打造盈利。

我們的哲學我們的哲學我們的哲學我們的哲學

 
 



我們的使命是幫助大中華企業建立國際化有““““靈魂靈魂靈魂靈魂””””的品牌。

我們的““““靈在品牌解決方案靈在品牌解決方案靈在品牌解決方案靈在品牌解決方案””””，通過建設和保護品牌““““靈魂靈魂靈魂靈魂””””，
幫助您實現以下具體目標：

1. 高 - 毛利率
2. 強 - 現金流量
3. 增長性 - 營業額
4. 穩定 - 盈利“EBITDA”

我們的解決方案由3個業務科超過18 個服務單元組成，最終可以幫
助您節省最低20％以上的營運成本，並增加30％以上的運營利潤。

我們的解決方案我們的解決方案我們的解決方案我們的解決方案

 
 



我们的创始人我们的创始人我们的创始人我们的创始人

潘尚颖先生，具有超过17年的零售消费品品牌“实战”经验，擅长处
理“品牌止亏为盈”和“品牌成长/创建”，并专注于在大中华区从事战
略和创新的产品品牌发展。 潘先生在1992年发明了<品牌展现法>

及在2006年发明了一“品牌止亏为盈”方法命名为“Spoon Brands 
Surgery - 灵在品牌手术”，通过创新产品，全面品牌建设和严谨战
略管理，并于2006年度为”韩国MISSHA化妆品”香港及华南区6,000

万营业额业务盈运亏损进行止 亏为盈，及把零售营业额增加超过
50％超过1亿元人民币。

自1999年以来，潘先生一直是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如韩国
MISSHA化妆品香港及华南区之集团总经理，法国Rivadis集团
/MOA ASIA集团总经理, 法国L’Oreal集团MATRIX品牌香港业务负
责人，以及最近曾任全球领先的战略品牌设计顾问Brandimage – 

Desgrippe & Laga集团之大中华区首席品牌官。 在跨国公司之

前，潘先生于1995年一边修读英国Heriot-Watt MBA, 一边领导一
香港的家族企业建立及整体设计“FX Creations”时尚袋及配饰品牌，
4年内在中国和亚洲从无(到有)建设超过100家品牌专卖店。该品牌
更于2002年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为第一个香港上市之时尚
袋产品品牌。

 
 



潘先生毕业于香港著名的皇仁书院和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零九年再创业

成立事务所,改良及统一他的发明为<灵在品牌解决方案>。

在2008年4月潘先生应邀到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主持之“品牌创建
工作坊”作研讨嘉宾，9月在香港理工大学为广告系四年级学生担任 客席讲师
作”品牌建设之导论“，2009年4月为香港品牌发展局作“品牌止亏为盈实战分
享-MISSHA案例”及8月为香港市务学会担任讲座讲师作“单品牌战略vs多品牌
战略”。

潘尚颖，总经理及品牌专家，品牌建筑师，品牌医生，时尚品位产品设计师
和发明家

讲座讲师       -香港市务学会
客座讲师       -香港理工大学
嘉宾主讲人   -香港品牌发展局

进一步资料，请从我们的网站查询, www.spoonbrands.com.

 
 



總部地址：
廣州市天河區珠江新城華強道2號
富力盈豐大廈 2704室

Email:   business@spoonbrands.com

Contact: Miss Anastasia Ku, Operation Manager

Tel:   +86 20 3867 8431, +86 150 1761 4022

Web:   www.spoonbrands.com

我們的地址我們的地址我們的地址我們的地址

 
 



香港靈在品牌建設香港靈在品牌建設香港靈在品牌建設香港靈在品牌建設

祝大家生意興隆祝大家生意興隆祝大家生意興隆祝大家生意興隆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