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

［摘要］ 品牌作为一种无形资产、 稀缺资源， 已经成为城市推动供需结构升级，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途径之一。 笔者依托城市品牌形象、 产业品牌和产品品牌的良性互动、 互促、 共进关系， 构建了包括城市

品牌形象知名度、 产业品牌认知度以及产品品牌美誉度3个系统， 城市曝光度、 网络传播力、 旅游推广度、

投资传播度、 平台建设、 行业话语权、 产品品牌质量和产品品牌价值8个指标集， 23项具体指标的城市品牌

影响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层次分析法 （AHP） 修正下的熵值评价法， 对陕甘宁蒙晋交界地区城市的

城市品牌影响力水平进行了测度。 结果表明： 研究区域城市品牌影响力的个体间差异较大， 存在显著的分

化现象； 城市品牌影响力与城市行政等级密切相关， 呼和浩特和银川的城市品牌影响力显著高于其他城市；

各地区城市品牌、 产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发展不均衡， 其中城市品牌知名度指数普遍较高， 均值达到36.74，

而产业品牌认知度指数均值在准则层中最低， 仅为32.97。 在分析城市品牌影响力现状特征的基础上， 笔者

提出了精准定位城市品牌形象、 以产业集群为载体促进产业品牌建设、 因地制宜创建产品品牌以及优化地

区品牌发展生态环境的城市品牌影响力提升策略， 以期为加强地区品牌经济发展、 推动 “质量强国” 战略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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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 品牌作为

一种无形资产、 稀缺资源， 在提升城市和地区

影响力方面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 2014 年 5

月， 习近平同志在河南考察时提出， 推动中国

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

变、 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2018 年 6 月在

四川天府新区考察时， 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推

动以上 3 个转变， 深刻揭示了我国新发展阶段

打造品牌经济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

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决策部署了 《关于发挥品牌

引领作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 《关于开

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 以及 《国务院关

于同意设立 “中国品牌日” 的批复》 等一系列

促进品牌发展的政策措施， 着力营造我国品牌

发展的良好环境。 品牌经济已经成为城市推动

供需结构升级、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

题和抓手。

区域品牌的研究涉及多种视角的融合， 一

直以来受新闻传播学、 管理学和地理学等学科

的关注。 最早提出 “城市品牌” 这一概念的美

国学者凯勒教授认为， 城市品牌化的力量， 就

是让人们了解和知道某一区域， 并将某种形象

和联想与这个城市的存在自然联系在一起， 让

竞争力与生命和城市共存。 关于地区品牌评价

的相关研究中， 英国学者安霍尔特提出的包括

城市声望、 环境地点、 潜力、 城市活力、 居民

以及基础条件 6 项指标在内的城市品牌指数

（CBI） 具有较高影响力， 并且每年对全球范围

内主要城市的品牌形象进行测度评价和排名分

析。 英国赛佛伦品牌顾问公司则采用 “城市资

产优势” 和 “城市品牌优势” 两类指标对城市

品牌的影响力进行评价。 其中， 城市资产优势

主要包括文化和宜居相关因素； 城市品牌优势

包括形象认知、 魅力度、 口碑价值和媒体认知

等测度指标。 在澳大利亚学者梅里里斯等对黄

金海岸进行的地区品牌研究中， 将城市品牌划

分为自然条件、 营商机会、 交通和社会认可等 8

个维度。

近年来， 随着地区品牌在城市招商引资和

吸引人才等方面的作用愈发显著， 国内关于城

市品牌的研究方兴未艾。 刘彦平从城市品牌、

营销推广、 营销治理和营销绩效 4 个维度出发，

构建了包含 42 项指标在内的城市营销发展指数

（CMI），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城市品牌发展

指数 （CBDI）， 对我国 200 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

了城市品牌影响力的测评。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

济景气监测中心发布的 “中国城市品牌经济评

估指标体系”， 主要从资源评价、 产业评价、 企

业评价、 政府评价和城市特性 5 个方面， 对国

内主要城市的品牌价值进行系统评估和分析。

此外， 学者们针对提升城市品牌影响力， 促进

品牌经济发展， 提出了提高城市品牌经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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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政府扶持政策、 提高政府服务效能和优化

品牌发展环境等一系列措施建议。

城市品牌既蕴含了复杂多元的无形价值，

也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应。 党的十九大报告

在部署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时， 明确提出

“质量第一” 和 “质量强国” 战略。 质量和品牌

是有机统一体， 品牌是质量的象征， 质量提档

升级， 最终还是要体现品牌影响力的扩大。 现

有关于城市品牌的研究更多聚焦城市的形象品

牌， 而笔者从品牌经济视角出发， 基于城市品

牌形象、 产业品牌、 产品品牌的良性互动、 互

促、 共进的关系， 构建城市品牌影响力综合评

价体系， 并对陕甘宁蒙晋交界地区城市展开评

价研究， 以期为强化地区品牌经济发展、 促进

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一、 城市品牌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狭义的城市品牌形象， 主要是指在整合城

市独特的资源禀赋、 历史底蕴、 文化特色、 经

济实力以及发展前景等差异化品牌要素的基础

上， 以高度凝练的形式， 在推广自身形象的过

程中传递给社会大众的核心概念。 而随着品牌

经济的蓬勃发展， 许多学者提出地区品牌体系

理念， 包含了区域内的城市品牌、 产业品牌、

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等多个层次的品牌要素，

但并未展开实证研究。 提升城市品牌的综合影

响力 ， 不仅要注重城市品牌形象的宣传与推

广， 还要注重城市品牌形象、 产业品牌和产品

品牌的相互支撑和促进。 城市品牌形象涵盖了

城市发展理念和特色， 可以为产业品牌和产品

品牌建设方向提供指引。 例如， 巴黎借助 “时

尚之都” 城市品牌， 成功推广了众多服装和香

水等品牌。 而产业品牌是城市品牌形象和产品

品牌的重要联结点， 通过打造产业品牌， 可以

使城市品牌形象在各行业具体化， 还可以与产

品品牌形成合力， 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产品品

牌是产业品牌和城市品牌形成的重要基础， 产

品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可以丰富城市品牌形

象的内涵。 结合以上分析， 参照品牌资产的关

键性指标， 笔者从城市品牌形象知名度、 产业

品牌认知度和产品品牌美誉度 3 个维度， 构建

了包含 3 个系统， 8 个指标集， 23 项具体指标

的城市品牌影响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见表

1）。

二、 城市品牌影响力评价方法

（一） 评价对象与数据来源

研究对象为陕甘宁蒙晋交界地区， 主要涉

及呼包鄂榆城市群以及宁夏沿黄城市群部分城

市， 包括呼和浩特、 包头、 鄂尔多斯、 榆林、

延安、 庆阳、 吴忠、 吕梁、 忻州和银川共 10 个

地级城市。 陕甘宁蒙晋交界地区具有鲜明的文

化特色， 属于汉蒙文化、 汉回文化的融合过渡

区， 与此同时， 研究区域大部分城市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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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市品牌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子准则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数据来源

城
市
品
牌
影
响
力

A1

城
市
品
牌
形
象
知
名
度

B1
城市
曝光度

0.1545

C1 国内曝光度 城市名百度新闻搜索量

C2 国际曝光度 城市英文名谷歌新闻搜索量

C3 研究关注度 知网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C4 网络关注度 百度指数

B2
网络
传播力

0.1325

C5 头条指数 今日头条城市热度

C6 传播渗透力 今日头条地域渗透度

C7 信息内容量 城市名百度网页信息量

C8 微博传播力 城市政务微博发文数

C9 微博服务力 城市政务微博粉丝数

B3
旅游
推广度

0.1233

C10 旅游新闻传播量 城市名+旅游百度新闻搜索量

C11 旅游信息内容量 城市名+旅游百度网页搜索量

C12 旅游推广曝光度 主要旅游网站线路和发文量

B4
投资
传播度

0.1254

C13 投资新闻传播量 城市名+投资百度新闻搜索量

C14 投资信息量 城市名+投资百度网页数量

C15 投资推广曝光度
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凤凰网

财经频道发文量

A2
产业
品牌
认知度

B5
平台
建设

0.1125
C16 产业品牌国家平台

建成及批准在建国家知名品牌示范
区数量

C17 产业品牌省级平台 省级知名品牌示范区数量

B6
行业
话语权

0.1068
C18 行业国际话语权 参与制定行业国际标准数量

C19 行业国内话语权 参与制定行业国家标准数量

A3
产品
品牌
美誉度

B7
产品
品牌质量

0.1250

C20 生态产品质量 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数量

C21 旅游产品质量 4A级及以上景区数量

C22 企业产品质量 国家驰名商标数量

B8 产品品牌价值 0.1200 C23 企业品牌价值 A股上市企业数量

指标数量 3 8 2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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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赋条件较为相似， 属于煤、 油、 气、 盐等能

源矿产富集地区， 主导产业多为能源及相关产

业， 因此城市间品牌影响力具有一定可比性。

评价数据来源主要包括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公告、 各城市统计公报等统计数据， 万得

（wind） 金融数据终端等数据库数据， 百度搜索、

谷歌搜索、 今日头条媒体实验室、 百度指数数

据分享平台、 微博数据库和知网数据库等网络

数据。 其中， 统计数据运用 2019 年的年度数

据， 如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数量、 4A 级及以上景

区数量、 国家驰名商标数量等， 万得 （wind） 金

融数据终端及网络数据收集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日～6日。

（二） 评价模型与过程

现有指标体系评价方法主要包括层次分析

法 （AHP）、 主成分分析、 因子分析及熵值法等。

其中， 层次分析法 （AHP） 存在受主观影响较大

的不足； 而主成分分析及因子分析方法， 克服

了受主观影响较大的问题， 但无法反映各城市

各准则层指数情况， 不便于后期进行分析比较。

因此 ， 笔者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层次分析法

（AHP） 修正下熵值评价方法进行城市品牌影响

力计算。

1.数据标准化处理。

为消除数据量纲的影响， 首先对原始数据

进行标准化处理。 23 项指标对城市品牌影响力

均为正向作用 ， 数据标准化处理方法如公式

（1） 所示。

Xij=
xij-min {xij}

1≤i≤n

max {xij}
1≤i≤n

-min {xij}
1≤i≤n

公式 （1）

公式 （1） 中， xij 表示第 i 个城市的第 j 项

指标值； Xij 为无量纲化后的标准值； 公式中 i=

1， 2， L， 23； j=1， 2， L， 10。

2.子准则层得分测度。

子准则层的得分分别根据其包含的具体指

标加权计算得出， 如公式 （2） 所示。 其中， 每

个子准则层的各项指标权重由熵权法确定， 如

公式 （3） 和公式 （4） 所示。

CBIe=
m

i=1
Σ （Xij） wi 公式 （2）

wi= 1-Hi
m

i=1
Σ（1-Hi）

公式 （3）

Hi= 1
-lnn （

n

j=1
Σfijlnfij），fij= （1+xij）

n

j=1
Σ（1+xij）

公式 （4）

公式 （2） ～公式 （4） 中， Xij为单项指标标

准化数值； m 为子准则层所包含指标个数； Wi

为单项指标权重； Hi 为单项指标信息熵； CBIe

为子准则层得分， 共 8项。

3.准则层得分测度。

准则层的得分分别根据其包含的子准则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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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加权计算得出。 其中， 各子准则层的权重

通过层次分析法 （AHP） 构造判断矩阵计算得

出， 如公式 （5） 所示。

CBIs=
p

i=1
Σ （CBIe） iWi 公式 （5）

公式 （5） 中， （CBIe） i 为第 i 个城市各子

准则层得分； p 为各准则层所包含的子准则层个

数； Wi 为子准则层权重； CBIs 为准则层得分，

共 3项。

4.城市品牌影响力指数测度。

目标层得分由准则层指标平均加权求和法

计算得出， 如公式 （6） 所示。

CBI=
k

i=1
Σ （CBIs） iQi×100 公式 （6）

公式 （6） 中， （CBIs） i 为准则层得分； Qi

为准则层权重； k 为准则层个数； CBI 为城市品

牌影响力指数。

三、 城市品牌影响力评价结果分析 （见表 2）

（一） 城市品牌影响力个体差异大， 分化现

象显著

从陕甘宁蒙晋交界地区 10 个地级市的城市

品牌影响力 （CBI） 指数来看， 城市品牌影响力

最高的城市为呼和浩特， 指数为 64.68， 最低为

吴忠， 指数仅为 9.42， 城市品牌影响力最高城

市的指数是最低城市的 6.87 倍， 不同城市间的

指数差距显著。 此外， 研究区域各个城市的城

市品牌影响力 （CBI） 指数均值为 34.80， 其中

表 2 陕甘宁蒙晋交界城市品牌影响力评价结果

位次 城市 城市品牌影响力指数 城市品牌形象知名度 产业品牌认知度 产品品牌美誉度

1 呼和浩特 64.68 65.76 50.85 77.43

2 银川 62.14 71.43 52.21 62.78

3 包头 46.92 35.05 61.07 44.65

4 鄂尔多斯 45.27 40.63 47.83 47.34

5 延安 40.56 56.06 30.15 35.46

6 榆林 35.59 37.84 42.03 26.89

7 吕梁 16.54 19.23 15.72 14.66

8 忻州 15.16 14.63 14.12 16.72

9 庆阳 12.75 17.22 10.79 10.23

10 吴忠 9.42 10.5 5.91 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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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均值的城市达到 60%， 而低于均值的城市

仅占 40%， 表明若干城市品牌影响力较弱的城

市影响了整体水平。 可见， 陕甘宁蒙晋地区城

市品牌综合影响力存在显著的分化现象。

（二） 城市品牌影响力与城市行政等级密切

相关

运用系统聚类方法对 10 个城市的城市品牌

综合影响力指数水平进行分组， 结果表明呼和

浩特、 银川的品牌影响力显著高于其他城市，

究其原因与其省会城市行政等级密切相关。 从

评价结果看， 呼和浩特和银川的城市品牌知名

度和产品品牌美誉度均较高。 行政等级较高的

城市在要素吸引、 资源配置和服务效率等方面

显著强于一般城市， 因此品牌的发展基础、 传

播推广能力以及品牌培育环境也较好， 有助于

提高城市品牌综合影响力。

（三） 城市品牌形象、 产业品牌和产品品牌

发展不均衡

从城市品牌形象知名度、 产业品牌认可度

和产品品牌美誉度的分值来看， 3 个准则层指标

中， 城市品牌形象知名度指标普遍得分较高，

均值达到 36.74， 表明城市品牌形象知名度对城

市品牌影响力的贡献较大。 目前， 陕甘宁蒙晋

交界各城市中已经形成了如 “塞上江南—银川”

“红色延安， 革命圣地” 等一批知名度高、 深入

人心的城市品牌形象。 与此同时， 在高度发达

的信息化社会， 各地区也较为重视城市品牌形

象的网络传播与推广。 例如， 银川通过建立多

个官方微博， 及时进行城市信息的发布和宣传；

延安则依托其良好的旅游资源优势， 在网络渠

道对城市旅游发展进行大力宣传， 从网络传播

指数、 旅游推广指数等指标来看， 均排在陕甘

宁蒙晋交界城市前列， 因此各地区的城市品牌

形象知名度普遍较高。 产品品牌美誉度指标得

分次之， 均值为 34.70。 而产业品牌认可度在城

市品牌影响力中的贡献度最低 ， 均值仅为

32.97， 从各城市的得分来看个体间差异较大。

城市产业品牌主要是由地区产业基础和产业竞

争力决定的。 品牌示范区等平台建设反映了地

区产业品牌的发展基础， 在陕甘宁蒙晋交界城

市中， 仅有包头、 银川和鄂尔多斯建立了品牌

示范区等相应平台。 而在行业话语权方面， 除

包头、 鄂尔多斯分别在稀土材料和羊绒制品等

方面参与制定了相应的行业国际标准外， 其他

城市尚未实现零的突破。 总体来看， 该区域部

分城市产业品牌认可度较高， 但个体间差异大，

产业品牌认可度有限。

四、 城市品牌影响力提升路径

提升城市品牌影响力的目标就是要围绕城

市品牌整合社会资源要素， 让城市品牌成为资

源集聚、 要素配置和管理整合的重要载体， 最

终形成以产品品牌为根基， 产业品牌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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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品牌形象为引领的品牌经济发展新格局。

因此 ， 提升地区品牌影响力 ， 要重视城市品

牌形象的定位与宣传推广 ， 还要注重城市品

牌形象 、 产业品牌 、 产品品牌的相互促进和

支撑， 最终发挥品牌经济对地区高质量发展的

促进作用。

（一） 精准定位城市品牌形象

城市品牌形象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外在体

现， 也是引领城市功能提升、 促进城市产业转

型的重要方向。 提升城市品牌影响力， 不仅要

在培育城市品牌形象的基础上强化品牌定位的

精准性， 还要加强品牌的传播与推广， 才能更

好地发挥其在促进城市营销、 增强城市吸引力

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是可以通过院校、 媒体和行业等专家，

深入挖掘城市资源禀赋、 文化底蕴和产业基础

等特色， 共同就提升城市品牌形象文化内涵、

加强城市品牌形象培育与管理展开深入研究。

例如， 榆林先后形成了 “能源新都” “塞北驼

城” “多娇榆林” 等城市形象品牌， 但由于对

榆林丰富的品牌资源概括不足， 特色不鲜明，

导致认可度和传播度有限， 应结合城市特色，

积极引导专家和公众参与， 精准定位城市品牌

形象。

二是加强城市规划建设中城市品牌形象元

素的塑造与运用。 以推广、 展示和提升城市品

牌形象为目标， 从形象、 色彩和质感等维度构

建城市标识系统。 对于陕甘宁蒙晋地区城市，

应积极提取民族和文化特色建筑风格要素， 确

定城市建筑的基本风格、 色调和街道立面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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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城市品牌形象设计制作城市的吉祥物、 纪

念品和反映城市形象的标志性图案和雕塑， 加

强运用城市形象元素。

三是注重加强城市品牌形象的整体宣传与

推广。 除传统的电视和出版物等传播途径， 应

重点加强网络、 移动媒体和流媒体等多种新媒

体对城市品牌的宣传和传播力度。 例如， 银川

建立 “问政银川” “平安银川” 等官方微博，

获得近千万粉丝关注量， 大大提高了城市品牌

的推广力度。 此外， 新媒体网络短视频引起的

成都和西安等城市形象的现象级热潮， 也对陕

甘宁蒙晋地区城市品牌形象的传播推广具有重

要参考， 可以挖掘城市文化特色， 策划系列主

题活动， 运用城市短片向全国和全球传播优秀

传统文化和美好城市生活。

（二） 以产业集群为载体促进产业品牌建设

良好的产业品牌能够有效吸引投资， 带动

经济要素向城市集中， 提高城市产业竞争力，

是城市品牌重要的组成部分。 形成一定产业规

模， 具备较为完善的上下游配套产业， 以及拥

有一定行业话语权是支撑城市产业品牌认知度

的基础。 要不断提高城市产业品牌影响力。

一是应着力打造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国

内影响力的高端产业集群。 例如， 鄂尔多斯和

榆林的能源产业、 包头的稀土产业等在国内已

经形成较强影响力， 应在扩大产业规模的基础

上， 以价值链为路径， 提升区域产业在产业链

中的位置， 形成强有力的产业品牌基础。

二是进一步加强产业品牌平台建设。 近年

来， 全国各地踊跃创建国家级、 省级知名品牌

示范区， 在规范产业发展、 推动产业品牌价值

和效应提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陕甘宁蒙晋

地区先后创建了全国稀土新材料产业知名品牌

创建示范区和全国羊绒深加工产业知名品牌创

建示范区等。 然而， 榆林、 延安、 庆阳、 吴忠、

忻州和吕梁等地区尚未建成或批准建设国家级、

省级知名品牌示范区， 产业品牌亟须强化集群

式发展， 打造专业特色品牌园区和产业品牌配

套园区等， 增强产业品牌整体认可度， 形成有

效聚合力。

三是充分发挥标准体系在产业品牌建设中

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鼓励企业参与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 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制定， 把握

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和话语权。

（三） 因地制宜创建产品品牌

1.产品品牌是培育产业品牌和城市品牌形象

的根基。

以 “榆林兰炭” 为代表的榆林能源产品品

牌， 在全国及国际范围内享有较高知名度和美

誉度， 销售至全国 25 个省、 区、 市， 并出口多

个国家， 夯实了榆林能源产业与化工产业品牌，

有力支撑了榆林 “能源新都” 的城市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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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发挥地区产品特色， 鼓励企业因地制宜

地创建产品品牌， 提高市场认可度， 可有效促

进产业品牌、 城市品牌形象的建设。

2.提高产品品牌美誉度。

一是要实施分类分级的产品品牌建设机制，

对于在地方或者行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产品，

应加大其宣传力度和推广力度， 通过提升产品

档次， 丰富产品类型， 争取在国内形成影响力。

而对于已经在全国范围形成口碑和知名度的产

品企业， 应逐步建立在国际范围内具有影响力

的研发、 生产、 销售和服务体系， 促进品牌输

出， 开拓国际市场。

二是重视自主品牌建设， 在资源型城市转

型发展的背景下， 榆林和鄂尔多斯等城市亟须

培育除能源产品外的多种其他品类产品品牌，

发挥现有产品的多样化和特色化优势， 争创多

样化独立自主品牌， 丰富产品品牌体系。

三是独特的历史文化特色可以为中国品牌

在国际传播赋能， 充分发挥中华老字号品牌在

自主品牌建设中的作用， 通过 “互联网+”、 电

子商务等现代流通业态助力老字号产品及品牌

“走出去”。

（四） 优化地区品牌发展生态环境

加强城市品牌配套服务平台与体系建设，

提高服务效率， 降低服务门槛， 从根本上改善

地区品牌发展生态环境， 有效保障城市品牌形

象、 产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协同发展。

一是夯实品牌发展的技术基础， 强化技术

体系对城市品牌体系的支撑作用。 推动企业不

断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科技含量高、 适应

市场需要的新产品， 促进产品品牌和产业品牌

建设， 建立科学的城市品牌体系感知测度体系，

及时掌握公众对城市品牌的满意度和美誉度等

情况。

二是加大品牌保护力度， 构建品牌诚信体

系。 品牌和质量是相辅相成的， 确保产品质量

是保护品牌的根本。 对于企业而言， 应以信用

制度建设为核心， 健全产品质量评价体系， 建

立黑名单制度， 扩大质量信用信息的应用范围。

对于农产品， 政府可扶持建设公用品牌示范园

区， 发挥资源配置和市场监管等职能。 与此同

时，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在品牌维护与质量监

督中的协助作用。

三是建立城市品牌专业服务体系。 充分调

动研究机构、 中介组织等社会力量和专业类企

业参与品牌建设的专业服务， 积极培育品牌价

值评估、 设计咨询、 交易运作、 宣传推广以及

人才培训等各类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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