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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企地文化融合 

对塑造企业形象的促进作用
——云南销售民族特色加油站建设案例研究

吴跃庆[1]

[ 摘  要 ]中国石油云南销售“五朵金花”特色加油站群体建设，以文化融合为渠道，在央企自

身文化基础上适当嫁接地方文化，丰富央企地方属性，缩短央企与社会公众心理距离、情感距离，

提升了央企品牌形象，为央企在地方经营发展营造友好环境，成为改善央企品牌形象困境的一种较

为可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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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受国民经济“排头兵”地位和关键

性控制性行业地位，加之多数处于与民生紧密相关

的石化、能源、电信等行业领域影响，央企独特的

企业属性产生了“聚光灯”效应，一举一行都易被

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关注和热议。中国石油作为代

表性央企，近年来因反腐、环境保护、油价等议题

倍受社会舆论热议和拷问，对其企业形象产生了较

大的负面影响。为此，中国石油从 2015 年起持续

开展了“重塑中国石油良好形象”大讨论活动，中

国石油云南销售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销售”）在

参与活动过程中，立足中国石油“形象窗口”作用、

联系社会公众紧密的行业优势，大力推广普及大理

金花加油站白族特色文化加油站打造经验，开展以

企地文化融合为主要特色的“五朵金花”少数民族

特色加油站群体建设，拉近了中国石油与社会公众

的心理距离、情感距离，受到地方公众和媒体舆论

的普遍认可，起到了较好的央企品牌形象建设作用。

“五朵金花”特色加油站群体建设的实践，是央企主

动在自身文化基础上适当嫁接地方文化，丰富企业

地方属性的一种探索和尝试，有助于从文化上缩短

央企与地方公众的心理距离、情感距离，便于从文

化融合入手重塑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央企品牌形象，

进而为企业发展壮大企业提供友好的舆论环境。 

一、借重企地文化融合改善企业形象的

背景与重要意义

云南销售成立于 1999 年，主要负责中国石油

在云南省的成品油销售业务。公司省内在用油库 9

座，库容 43 万方。在营加油站 720 座，占全省加

油站总数的 18.3%，市场份额近 40%，是全省市

场份额仅次于中国石化的成品油主渠道供应商，在

中国石油区外销售企业中市场份额、经济效益、销

售规模名列前茅。近年来，云南销售相继荣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单

位”“中央企业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涌现出以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金花加油站、全国工人先锋号

非油中央仓、中国石油特等劳模张本荷等一大批在

系统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云南市场是中国石油的区外市场，中国石油进

入云南成品油销售市场相对较晚。由于云南省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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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五个价区，使得云南市场成为中国石油高效市场。

近年来，在成品油市场逐步开放、经营主体逐渐多

元、市场竞争越发激烈、成品油销售日趋同质化的

趋势下，作为中国石油区外销售企业，云南销售发

展历程短、网点数量相对较少、市场份额相对较小，

社会公众对中国石油的品牌认知较行业知名品牌弱

等现象，已随着云南石化 1300 万吨炼油项目正式

投运而有所改观。籍于此，云南销售乘胜追击，双

管齐下，一方面持续加大网络建设力度，抢滩布局

销售站点，提升销售硬实力；另一方面，从“五朵

金花”特色加油站群体建设切入，提升社会公众、

消费群体对中国石油企业文化和品牌形象的认同感

和亲和力，弥补云南销售品牌形象、消费口碑、公

众认同等方面与行业领先者的差距，增强企业发展

软实力，为公司销售能力快速提升和市场份额的扩

大提供文化支撑。

二、借重企地文化融合改善企业形象主

要措施及做法

云南销售“五朵金花”特色加油站群体打造，

立足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大省、旅游经济强省的现

实条件，通过在油站建设、改造过程中将中国石油

文化与当地特色少数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相融合，

从油站外观形象、员工服饰、特色服务、特色商品

等方面着手，悉心打造“五朵金花”特色加油站群

体，不断壮大油站对本地公众的亲和力和对外地游

客的吸引力，提升企业文化形象，增强企业品牌认

同，最终将文化优势转化为云南销售发展优势。 

云南销售“五朵金花”特色文化油站群，打造

思路主要是在大理金花加油站打造经验基础上进行

总结提炼的。其核心是文化营销，思路是以文化建

设小投入带动油站形象、进店顾客、消费体验、油

站销售“四个提升”，实现路径是将中国石油文化与

地方文化相融合形成以中国石油文化为底色、当地

少数民族文化为“亮色”的特色文化。主要做法是

选取位于云南省著名旅游景区周边、客流量较多、

提量增效潜力大、民族及地域文化鲜明的油站，结

合油站“小改大”、检维修等工作开展特色化打造。

打造内容主要引进地方少数民族及区域文化要素，

从油站建筑外观、员工服饰、室内陈设、特产销售、

特色服务等方面优化提升，做到中国石油文化“打

底”、地方特色文化“提鲜”。以大理金花加油站为

例，该站特色化打造始于 2008 年，为提升油站形

象和知名度，云南销售抢在其他成品油经销商之前，

将原万花加油站更名为金花加油站，同时结合油站

检维修，在不影响加油站功能和不损害中国石油统

一标识的前提下，将大理当地白族建筑特色、服饰

特色融入油站建筑外观和油站工服设计，形成青瓦

青砖彩绘、大理石挂画的油站外观形象，由中国石

油红、黄、蓝颜色以及“宝石花”标识构成的少数

民族特色工作服也让人耳目一新。结合油站靠近大

理古城风景区的区位优势，金花站顺势推出小导

游、小翻译、小广播、小地图、小能手为主要内容

的“特色五小服务”，形成了旅游城市加油站的特色

服务。大理金花加油站特色打造案例也被集团公司

评为“十大基层建设案例”，该站以其鲜明的文化形

象、显著的经营业绩、良好的公众口碑，被全国妇

联授予“全国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

鉴于大理金花加油站特色文化打造带来的显著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价值，云南销售于 2014

年正式提出打造“五朵金花”特色加油站群体，这

一概念中所指的文化包含但不仅限于少数民族文化，

还可以涵盖云南各地特色的滇西抗战文化、和顺侨

乡文化等地域文化，其数量不限于五座，未来会逐

步发展到十数座甚至数十座。其目的就是在加油站

建设过程中，通过将中国石油企业文化与地方少数

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相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油站

品牌形象、企业文化、营销口碑、消费认同，增强

本地游客认同感和对外地游客的吸引力，在成品油

销售同质化的时代走出一条文化营销的差异化发展

路径，为云南销售提升销售能力、扩大市场份额、

抢占行业制高点提供文化软实力。2014 年以来，在

“五朵金花”特色文化加油站思路打造理念的指引

下，云南销售先后打造了丽江古路湾（纳西族）特

色站、楚雄太阳女（彝族）特色站、文山宝宁（壮

族）特色站、德宏瑞丽（傣族）特色站、昆明干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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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彝族）特色站等特色文化加油站，初步形成了

“五朵金花”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加油站群体在云岭大

地竞相绽放的态势，集中展现了中国石油在云南的

品牌文化形象。

三、借重企地文化融合改善企业形象取

得的效果

云南销售“五朵金花”特色加油站群体打造以

来，其经营效益、文化效益、公众口碑不断提升。

大理金花加油站鲜明的白族文化、细致的特色服务

对本地顾客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本地 60% 以上的

出租车在金花站定点加油，当地顾客笑称“家里吃

肉，油站喝茶，服务做到需要处，关怀送到心窝里，

金花站就是咱的家”。金花加油站特色文化建设案例

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 EMBA 案例，并被评价“金花

加油站是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相融合的典范，实现

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丽江古路湾特色文化加油站建成后，当地媒体

争相报道，本地客户亲切地将油站称之为“我们自

己的加油站”。楚雄太阳女特色站浓郁的石油味、民

族风吸引当地各大媒体也纷至沓来，《民族文化建设

助力中石油打造满意加油站》《这里有座彝族特色

加油站》等报道陆续见诸报端。截至目前，已有 14

家省级和州级媒体先后对油站进行了采访报道。楚

雄州委宣传部等政府部门领导在参观完油站后说，

“中国石油将民族文化与石油文化有机融合，不仅成

为了楚雄州一道亮丽的风景，更是楚雄州对外宣传

展示彝族文化的一扇窗口”。

昆明干坝塘加油站以“远方的客人请你留

下来”为主题，重点展示了“一景”“一诗”“一

节”“一舞”“一歌”“一绣”的“六个一”的彝族

撒尼文化元素，开业当天就吸引大批游客进店消费。

德宏瑞丽（傣族）特色站在特色商品上下功夫，在

油站设立了德宏特产馆和“咖啡庄园”，主打德宏本

地特色商品销售，客人舟车劳顿之余，不仅能品尝

到地道的德宏后谷咖啡，还可以一站式选购咖啡、

坚果、辣木、茶叶等德宏特产，受到游客的极大 

欢迎。

文山宝宁加油站坚持“小投入、精策划、高标

准、大收益”原则，结合广南县“句町古国、地母

文化”等浓郁历史文化和世外桃源丰富的旅游资源，

突出服装、语言、建筑物等文化元素打造壮族特色

文化站，实现民族文化与中国石油文化的有机结合，

让广南宝宁壮乡民族特色加油站成为当地一张亮丽

的文化品牌。 

云南销售特色文化站打造，不仅产生了积极的

示范引领作用，更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以 2017 年元旦复业的昆明公司干坝塘（彝族）特

色站为例，完成特色打造复业当天即实现“销售

油品 32.8 吨，其中汽油同比增长 19% ；非油收入

14946 元，同比增长 507%”的好成绩。据统计，

“五朵金花”油站群体经过特色打造，站均每日油品

增量 2.84 吨，增幅 16.7% ；非油增长 2061 元，增

幅 51%。 

四、借重企地文化融合改善企业形象带

给我们的启示 

（一）央企自身文化与地域文化相融合，是形成

提升品牌形象、增强软实力的有效途径

“五朵金花”特色加油站群体建设体现的是中

国石油文化与云南地域文化的有机融合，彰显的是

地方文化，融入的是地方“语境”，赢得的是顾客对

云南销售的认可。随着国家经济从出口导向向内需

消费拉动的切换，国内消费升级的快速迭代，金融、

能源、通讯、交通等行业的央企巨擘越来越深入融

入地方经济发展、融入社会公众日常生活。品牌形

象关乎消费选择、文化建设展现企业实力，在央企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除了行业特征、历史积

淀、员工行为习惯等传统因素，我们应更多考虑从

文化上与地方的融合，减少央企身份与地方公众的

心理隔离，从文化融合上彰显央企经营发展的本地

化、普罗化，从而赢得社会公众对央企的认同认可，

造就亲民、亲和的品牌形象，提升企业软实力。

（二）企地文化融合可以发挥“1+1 ＞ 2”的作

用，为央企文化建设注入“源头活水”



Journal of BPMTI
2019年5期56

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央企企业文化在追求统一性的过程中，也会产

生企业文化风格千篇一律、凝滞缺乏个性、老化缺

乏活力等问题，加强企地文化融合有利于央企特别

是央企各地分公司最大限度吸纳地方鲜活文化元素，

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形成既具有行业特点，具有地

方特点的鲜明企业文化，从而为央企企业文化建设

注入“源头活水”。从云南销售“五朵金花”特色加

油站群体建设案例来看，其油站既坚持继承传统和

遵循原有建设标准，又凸显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对

本地消费者形成了亲和力，对外地游客形成了新引

力，在外观形象、文化气质上融入了地方文化氛围，

不但变为了一扇对外宣传展示少数民族文化的窗口，

而且更彰显了中国石油品牌形象。特别是随着这张

名片溢价效应的不断呈现，社会公众开始用“另一

种眼光”重新审视云南销售，让中国石油的形象和

品牌价值更加深入民心。

古路湾加油站经理曾说：“自从加油站改造成

现在这个样子，很多顾客，甚至没有加油和购物需

要的顾客，也都愿意进站来看看，看墙上纳西族人

彩绘传说，辨识用东巴文字写就的成语。员工穿民

族服装上岗，许多顾客还会兴趣盎然地要求一起合

影。”加油站留不住人，特别是留不住当地员工一直

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现在就不一样了，随着特色加

油站改造的完成，员工的自豪感和幸福感明显增强。

个中原因，不是因为薪金收入增加了，而是改造后

的加油站让他们很有“面子”。一些员工出门办事，

甚至不用提自己是在中国石油工作，而只说是“纳

西族加油站”，就能受到热情的接待。

（三）企地文化融合不仅有利于增强企业软实

力，还对经营管理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企业的品牌形象，最终要体现到经营管理价值

的实现上。加强企业文化融合，除了为企业品牌形

象增值加分，还可以直接体现在对营销的促进上来。

特别是当前消费升级时代，消费者的选择范围越来

越大、消费习惯越来越多样，客户服务越来越重要，

包含文化因素的客户服务往往能让企业在市场竞争

中脱颖而出。

在古路湾加油站就有这样一则案例：因丽江海

拔较高，气温偏低等原因，该站经营的烟、酒、加

多宝、王老吉一类的商品在本地并不畅销，每天销

售额了也就 700 到 800 元上下，但自完成改造并

专门推出针对服务于少数民族重大节日的特色服务

后，当地的纳西族群众都把古路湾加油站便利店当

成了可信任的“自家店”。逢年过节，必来该站成批

量进货。其中，每年延续四个多月的“宰猪节”，纳

西族群众因请“杀猪客”，每天在该站购买的成箱酒

水饮料和成条香烟所形成的销售收入就达到了 1800 

多元。

文以载道，化成天下，要融入地方市场，首先

要融入地方文化，云南销售公司以“五朵金花”特

色加油站群体打造为途径，以“石油味、民族风、

时尚感”为元素，以文化融合为渠道，将中国石油

品牌形象融入地方文化，将中国石油加油站变为当

地消费者心目中“我们自己的加油站”，从而实现效

益、品牌、价值的提升，走出了一条符合地域、市

场、行业实际的文化发展之路，同时也为央企在地

方经营发展营造友好环境、解决央企品牌形象困境

提供了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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