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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爱晚亭”英文 Awaiting,译音为成

功的希望， 爱晚亭系长沙岳麓山名胜，

中国四大名亭之一，原名红叶亭，由湖

广总督毕沅根据唐代诗人杜牧“停车坐

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句，改

名爱晚亭。 爱晚亭是革命胜地，一九五

二年重修爱晚亭时，由毛泽东亲笔手书

“爱晚亭”三字。

传统的家纺品牌战略规划以品牌

为焦点，为做品牌而做品牌，做出来的

品牌有美感，有韵味，但是千篇一律，

没有独特的传播力， 更没有强势的营

销力，催生的多是短命的侏儒品牌。

“做任何品牌 ,首先就要树立一

定的高度，方向和高度是成就企业最

大的竞争力”，在 2010 爱晚亭家纺首

届市场运营研讨会上营销总监谢炳

林如是说。 现代品牌的博弈其实就是

服务和文化的角逐。 在 2009 年 2 月，

爱晚亭家纺提出把每年的 12 月 26

日作为公司“企业文化日”，听谢炳林

说当时就是基于塑造这样一种文化

元素和历史积淀而思考的。 他认为

品牌精神是树立品牌高度的一个要

件，并要善于找到品牌形象的原型意

义，品牌传奇是神龙之源，是品牌的

魅力所在。

2010 年 7 月 2 日爱晚亭家纺首

届市场运营研讨会上，爱晚亭家纺公

司董事长史德林高调宣布全程参与

“脱颖而出”之后，一触即发，得到了

各加盟商的积极响应。会上，“脱颖而

出”策划人员详细介绍了活动的内容

与报名方式。 这个无门槛、国内第一

档广告行为秀的电视节目立即吸引

了大家的眼球。“这是一场首创、无门

槛、全民参与、全民娱乐的表演赛，堪

比超女、快男的真人秀活动，将会更

好玩，更有趣。 ”“同时也会为梦想成

为明星者提供一个绝好的发展平台”

史德林说，作为合作单位，公司将全

程参与到其中去，并把全省各个市州

的销售点设为活动报名点。 希望大家

能积极参与到其中去，秀出你们自己

的风采和才华。

会后公司员工及加盟商踊跃报名，

积极参加。 在《脱颖而出》海选第一轮中

以令人耳目一新的现场表演及 DV 制作

赢得了评委和现场观众的高度赞许。 爱

晚亭家纺为本次活动提供了让大家展示

魅力的舞台，同时公司优秀节目的加入

也为《脱颖而出》活动的进行起到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

大家都说，我们看到了湖南家纺行

业的又一强势品牌———爱晚亭家纺，正

在脱颖而出、崛起前行。

想吃美味 就选七未

QQ 的玩偶， 灵巧的包装，精

致的小吃，每每看到七未熟食都

让人忍不住想吃上一口。

七未坚持做最好吃、 最安全

的熟食，小根鱼、鹌鹑蛋、鸭腿、

牛筋、 豆腐干、 茶叶蛋、 凤爪等

系列产品，种类覆盖了几乎所有

熟食品类。 所有种类均采用一元

装、两元装、十连装（十件一元装

单品连装）的形式，力求带给消

费者方便、快捷。

“美味、安全、方便、快捷”是

七未熟食始终坚持和追求的产

品定位。“美味”是食品的立身之

本；“安全” 是做食品的人的良

心；“方便”是强调包装设计易于

食用；" 快捷 " 是即食小吃的最

大特点。

白手起家 踏实前行

七未熟食，起家于湖南省

长沙市望城县 ， 领头人袁小

平，出生、长大、成家、立业在

这片土地上。 从跟土地要饭

吃的农民 ，到经营食品厂、开

贸易公司的企业家，袁小平的

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正

因为是白手起家，他深知每一

分收益的得来不易，深知合作

伙伴的作用，更深知消费者的

信任是何等重要。 因此，袁总

无论在选择经销商、选择新产

品，还是选择广告投放时都十

分谨慎，宁缺勿滥。

小熟食 大视野

谨慎不等于保守。 袁总的理

念是， 虽然经营的是小食品，但

是要做大市场， 要树大品牌，要

有大视野。

七未食品目前已进驻沃尔

玛、 步步高、 家乐福等大型 KA

连锁卖场， 覆盖了几乎所有学

校、社区的街边店铺。 随处可见

的 Q7 宝贝俨然成为了熟食小吃

的代言人。

为了迅速提升品牌形象，在

更高的平台上展示七未，袁总更

是大手笔的加盟《脱颖而出》大

型广告新星选拔活动。 借助全媒

平台，借势电视选秀，让七未迅

速脱颖而出，成为行业先锋。

七未熟食 脱颖而出

亲自到现场感受广告发

烧友们的 异 常 High 场 面 以

后，天生爱玩的七未熟食总经

理也不甘落后， 突然灵感喷

发，他觉得这个活动本身就和

七未品牌不谋而合。在这个舞

台上，其实就是交朋友 、找伙

伴、SHOW 表演的一个过程。

而七未熟食，主要产品有小根

鱼、鹌鹑蛋、鸭腿等消费者平

时爱吃的小熟食 ， 随着一元

装、 十连装的健康、 安全、便

捷的熟食快速地走红街边小

店，尤其是在沃尔玛等 KA 连

锁店里的疯狂抢购，显然七未

熟食的安全及美味已经得到

了消费者的认可。而熟食本身

就是自己享受和跟别人一起

分享快乐的寄托，所以在跟伙

伴吃七未熟食的同时，也就是

在与朋友交流感情的时候。

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够了

解到七未熟食的美味和情感特

性，七未熟食在脱颖而出的决选

舞台上积极参与，也看到了选手

们对七未熟食的创意表演。 其实

只要表演与“七”有关的故事、动

作、表情、音效，就可以发现七未

熟食其实包含了很多年轻的活

力与创意。

而且每一个表演与“七”有

关内容的决赛选手都被视为七

未的“Q7 宝贝”，最终会有 7 个

优秀“Q7 宝贝”脱颖而出，将在

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出演七未熟

食下一部广告片的主角。 我们不

要求有专业素质，只要选手有足

够的自信， 强烈的表演欲望，你

就可以在这个舞台上脱颖而出，

实现人生的梦想。

在 20 进 12 的比赛中，徐

秀君已经成为七未熟食的代言

人， 她的活力与创意非常符合

七未熟食的企业需求， 活力是

七未熟食众多产品的主要诉

求 ， 人们能够经过七未的产

品，享受美味，同时充满活力，

更多的是一种爱的活力。 选择

徐秀君是袁总所指定的， 因为

在他们即将筹备的广告片中，

徐秀君无疑是女主角， 所以对

于她以后的演绎道路也会有很

大的帮助。 作为已经成功脱颖

而出的选手， 徐秀君自己也非

常意外，虽然比赛还没结束，但

对于已经签约的选手来说，她

已经在这个舞台上脱颖而出

了。 我们希望在以后的比赛中

会出现更过更闪更亮的选手脱

颖而出， 在这个金秋收获的季

节， 大家都能收获到不一样的

成长。

七未熟食给你 Q7美味

爱晚亭家纺 点亮《脱颖而出》

你想成为明星吗？ 爱晚亭家纺将为您倾心打造！

湖南省长沙市爱晚亭家纺用品有限

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于

一体的家用纺织品企业；是国内较早涉

足家用纺织品行业，并已形成自己特有

风格的家纺企业。 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在当地政府和全国各位加盟商的支持

下,公司走过了不平凡而曲折的过程,并

产生了广泛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公司产品严格按照 ISO 国际质量

体系标准组织生产，多次被评为“消费

者信得过的品牌”； 2004 年在中央电视

台《上榜品牌》栏目中荣誉播出，同年指

定为《玫瑰之约》专用产品；2005 年荣获

中国质量万里行“中国质量信誉之星”；

2006 年湖南省纤维检验局授予 AAA

“质量保证能力资格”企业；2007 年荣获

“湖南省著名商标”；2009 年起把每年的

12 月 26 日确立为的“企业文化日”并于

12 月 26 日举办了爱晚亭家纺首届企业

文化节，同年荣获“湖南省 A 级信用单

位”，并成为《前行中国》大型创业、就业

活动战略联盟单位。 2010 年成为湖南电

视台《脱颖而出》栏目大型活动战略联

盟单位。

公司经营理念：承千年历史名亭，铸百

年家纺品牌

公司经营宗旨：务实求精、客户至上、速

度第一

企业的价值观：感恩惜福、回报社会

我们的广告语：爱你一辈子（已经国家工商

总局申请保护性注册）

专业的研发团队，强大的研发支持，使爱

晚亭在产品研发上表现出色，产品设计新颖，

赢得海内外专业人士及消费者的一致肯定。

销售网络： 遍布湖南省内， 并在广

西、江西、湖北、云南、贵州、四川、河南

等省、区均设有专卖店，在国内形成了

比较健全的销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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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湘都市报、华声在线、湖南电

视剧频道联合打造的全国首档广告真

人秀“脱颖而出”栏目总决选正如火如

荼的进行， 得到了广大广告创意发烧

友们的高调响应， 涌现出一大批具有

独特创意和具有演员潜质的未来广告

明星， 整个活动呈现出越来越火的势

头。 作为湖南床上用品的著名品牌 -

爱晚亭家纺在这波浪潮中创意非凡、脱

颖而出。

2

成就明星、成就品牌！

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品牌崛起的原动力……

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