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特勒咨询集团
增长实验室

产品手册



从机会型发展到战略性增长

科特勒咨询集团（KMG）是一家专注于市场战略和科技产业战略的全球性咨询公

司。在中国北京和深圳设有全资分支机构。我们的理念来源于现代营销学之父、

公司创始人⸺菲利普•科特勒博士。近四十年来，我们服务过的客户遍布美洲，

欧洲和亚洲，包括300多家"财富500强"企业，近200家中小型企业，涉及16个行

业。我们卓越的顾问队伍帮助客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

科特勒咨询集团( Kotler Marketing Group)
⸺全球市场战略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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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勒咨询集团创始人：
现代营销学之父

KMG创始人

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
世界营销学之父
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终身教授
美国西北大学强生教席荣誉教授
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博士
美国管理科学联合市场营销学会主席
美国市场营销协会理事
哥白尼咨询委员会成员

米尔顿·科特勒 (Milton Kotler)
战略营销和品牌实战大师
乔治华盛顿大学校特别顾问
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
美国沃顿商学院客座教授
华盛顿交响乐团主席

五年内，如果你还在按照一样的模式
做着一样的生意，那么你就快要关门
大吉了！



科特勒咨询集团⸺思想领导者、
实践先锋和行业推动者
为全球近400家“财富500强”企业提供战略营销、品牌战略和创新模式服务

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
⸺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营销书籍

1967年，菲利普·科特勒完成了营销史上的巨著《营销管理》，此后经过14次修订

和再版，被翻译成25种语言，在近60个国家发行，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营销

书籍，科特勒咨询集团每年新出版40多种报告和书籍。

公司品牌战略No.1
KMG中国业务开展以来，已成为中国战略营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咨询机构，2011

年《经理人》杂志对中国境内从事咨询服务的全部外资和本土咨询机构进行评比

，KMG（中国）名列“营销战略、品牌战略及运营体系类”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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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勒产品矩阵：助力亿元规模企
业及营销从业者获得关键增长能力

科特勒营销增长星系图

（小程序测试+测评报告总计9套题）

增长产品
2

科特勒数字增长能力测评

科特勒线上录播营销专项课


科特勒增长训练营(线下)

科特勒能力测评解读(线下)


（开发中）

（1年3次）

 

3
增长战略类
市场战略类
销售策略类
营销管理类

大师课
1

54

培养系统掌握科特勒体系
的专家  

培养营销5.0时代增长核心
人才

企业培训产品

（9套卷轴高配版+轨道图标准版）

增长实验室会员 品牌内容产品
科特勒内参
科特勒增长训练营(线下)
会员企业轻咨询
数字营销人才服务
资源对接及项目孵化

营销5.0系列学科前沿书籍
科特勒每周一咖直播
科特勒行业白皮书
虎哥饭局(线下)
科特勒未来营销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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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勒核心产品：大师课

科特勒大师课为科特勒重磅精品课程，旨在培养中国顶尖的咨询顾问、
营销增长顶尖人才。

课程将由完整的系统方法论 + 实战课程组成，以线下闭门封闭授课为主。

大师课核心课程，由中国顶尖战略营销专家与教授共同担纲。核心课程
将针对企业的营销增长战略、增长引擎、增长地图与作战地图进行深度
梳理，形成企业的增长战略解决方案；帮助学员形成系统的战略思维与战
略视角，赋能企业增长。

核心课程导师

曹虎 何佳讯
华东师大亚欧商学院
中方院长、教授、科特勒

《营销管理》15版译者

科特勒咨询集团全球
合伙人、中国区总裁

蒋青云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景奉杰
营销科学前沿专家、
华东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

刘春雄
新营销倡导者、
中国著名实战营销专家

王赛
《增长五线》作者、科特勒

咨询集团中国区合伙人

郑毓煌 
清华大学博导、
营创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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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勒核心产品：大师课

大师课实战导师，将由中国营销增长前沿实战顶尖专家担纲。

课程将针对营销增长黄金三角- 顾客+ 产品+ 渠道，以及品牌护城河形
成系统方法论，并结合当前「中国礼物」超新星品牌崛起的营销增长进
行深度拆解和分析，下沉至具体行业、产品形态帮助学员建立完整的实
操闭环。

实战课程导师

吴光权
奥运品牌学者、品牌资产
管理专家、品牌评价国家
标准评审专家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

乔林杨曦沦
科特勒咨询集团中国区
合伙人、咨询总监

陈格雷
《IP蛋炒饭》主笔，《超级IP

孵化原理》作者
营销启蒙运动创始人、
国内著名营销专家

苗庆显
现象级品牌营销专家

闫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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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行业营销从业者的定量调研基础之上，科特勒总结归纳出《科特
勒数字营销增长能力地图》。

能力地图分为「标准版轨道图」和「星系图卷轴礼盒」高配版，便于营销
从业者个人学习及企业增长作战所用。

科特勒增长产品：科特勒营销增长
星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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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勒数字营销增长能力测评，是基于《科特勒新营销增长能力地图》
的学科基石开发的一套针对营销从业人员的系统专业能力测试，包含
制定增长战略、全域顾客经营、新产品营销在内的8大板块，共计9套问
卷测试 。

可作为评估组织的数字营销准备度、专业能力水平鉴定、员工招聘、绩
效考核、岗位专业能力综合提升、企业定向培训的重要参考依据。为持
续专业能力精进、制定长短期学习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科特勒增长产品：科特勒数字营销
增长能力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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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勒增长产品：科特勒数字营销
增长能力测评

没有清晰的
增长战略

增长结构
与来源模糊

企业面临
增长战略/ 数字化

转型关键期

营销增长
效果不达预期

营销预算
长期失衡

   缺乏动态、
定量的数字营销

监控手段

数字营销
组织建设
能力薄弱

欠缺数字化
营销人才系统

的培养机制

01 02 03 04

05 06 07

7类组织需要它

7类从业者需要它

品牌岗 营销岗 产品岗 运营岗

增长岗 CMO  / CGO / CXO 企业决策管理者

01 02 03 04

05 06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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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勒增长产品：科特勒数字营销
增长能力测评

7大核心价值

对企业的

通过系统梳理，明确企业的增长战略及增长来源

指明企业的增长改进方向，帮助企业进行增长战术落地

明确组织能力的欠缺，根据数字营销准备度指数进行有目的有针对性

的数字营销增长的组织能力建设

建立定量/结构化的方法，帮助企业动态监控数字营销增长能力的提升

指导企业的营销增长战略转型，优化企业的营销预算投资，帮助企业

提升增长实战效果

拓展企业的市场洞察及竞争视野，深度理解增长趋势及方向

指导企业的人员招聘、数字化营销人才的长期培养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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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勒增长产品：科特勒数字营销
增长能力测评

7大核心价值

对营销从业者的

1
2
3
4

5
6
7

定位个人数字营销增长能力水平

给出营销增长能力的学科边界，指导个人对齐专业基准线

比对行业平均水平，明确个人业务及专业能力长短板

通过测评报告给出全面专业的精准诊断，辅助个人制定定向增长能力

学习计划

通过定量、结构化的方法，动态监控数字营销增长能力的提升

提升专业基本功及实战能力，帮助从业者获得晋升、加薪等机会

拓展前沿视野、了解增长学科的发展趋势、明确个人长期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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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勒增长产品：科特勒增长
训练营

科特勒增长训练营，为科特勒增长实验室的重磅核心产品，分为toB专场+toC专

场。旨在为企业家、CMO、 CGO等最高管理层梳理增长战略的知识框架，提供增长

战略到战术落地的增长 解决方案，阐述增长前沿洞察，揭秘行业及细分领域的增

长方法论，拆解超新星品 牌重磅案例，为企业管理层提供扎实、务实的决策依据。

增长训练营每年定期举办三次，力邀营销增长领域的产学研与企业界的顶尖专家、

学者、投资及研究机构、超新星品牌企业家共聚一堂，深入探讨交流，赋能亿元规

模企业增长。



科特勒增长产品：科特勒增长
训练营

曹虎
科特勒咨询集团全球
合伙人、中国区总裁

吴光权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

高书林
天虹股份公司董事长

乔林
科特勒咨询集团中国区
合伙人、咨询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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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级品牌营销专家

闫国涛吴晓兵 
科特勒咨询集团中国区管理

合伙人、华东区总监

王赛
《增长五线》作者、科特勒

咨询集团中国区合伙人

梅波
弯弓Digital创始人

张骞
CBInsights China

资深分析师 
万鹏

开峰科技创始人&CEO

方立松
  新潮传媒CGO 

吴婷
嘉宾商学创始人

历任增长训练营导师及评委



科特勒增长产品：科特勒增长
训练营

1
2
3
4
5
6

2天1夜，科特勒增长战略及战术方法论全面创新

涵盖全球/ 中国前沿企业增长模型、超级案例复盘

企业真实案例场景深度诊断

团队小组协作，刻意练习，定向输出方案

涵盖科特勒增长能力测评、增长能力星系图现场解读

引入科特勒家宴，深度专业学习与社交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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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训练营精彩花絮

科特勒增长产品：科特勒增长
训练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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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训

16

战略变革类

1
市场战略类

2

销售策略类

4
营销管理类

3

增长五线：数字时代，企业
如何设计增长大棋局

增长新引擎：营销战略的7
大变革
营销5.0：从公司职能到公
司增长引擎

数字时代的竞争战略：从
先胜后战到不战而胜

经典核心：菲利普·科特勒
营销管理深度解析
品牌战略：从定位到数字化

销售三部曲一：行动销售

销售三部曲之二：有效的
谈判
销售三部曲之三：战术销售

营销团队技能开发与管理

公司品牌创建与管理

营销决策指南：消费者洞察
与市场亚久
水平营销
科特勒营销力：创造顾客
价值



科特勒增长实验室会员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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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勒增长实验室是一个成长型企业加速项目，于2020年正式建立。它由科特勒

咨询集团联合国内外行业伙伴和顶级专家团队发起并运营，通过“轻咨询+训练

营+资源整合”服务，为中国亿元企业快速实现增长进行长期赋能。

它长期专注于新快消、大健康、趣科技、新文创领域，依托于科特勒咨询集团（

KMG）多年来在市场战略和科技产业战略的全球性咨询优势与资源， 帮助入驻实

验室的会员企业在“新技术、新人群、新渠道、新传播、新场景”的合力下，打造专

属增长模式并获取关键能力，助其成为新一代品牌王者。

长期专注四大领域： 大健康高科技 新消费 新文创

企业端

营销从业者
核心数字营销
人才培养

数字营销增长
能力评定

从业者/员工增长
学习路径规划

营销增长专项课程
学习及能力提升

营销增长学科
知识体系构建

员工绩效考核 企业数字化转型
及增长能力提升

赋能场景



科特勒增长实验室会员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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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勒增长实验室目前面向会员，主要提供增长训练营（线下）、轻咨询、资源对
接等全方位服务。

作为成长型企业加速项目，科特勒增长实验室目前已迎来近30家会员企业的
成功入驻⸺包括韶音科技（骨传导耳机领域隐形冠军）、51Talk在线青少儿英
语（在线英语教育）、深圳全标药业、御窑元华堂陶瓷（国家级非遗）、陈与陈设计
等。

2021年，会员权益将全面升级！正式会员企业仍在招募中。实验室将通过「定战
略、助落地、引资源」的方式，帮助入驻会员企业打造专属增长模式并获取关键
能力，助力亿元规模企业成为新一代品牌王者！

助落地定战略 引资源

面对面企业深度沟通和辅导

提供包括线上直播课、线下训练营、内参等综合营销增长辅导
  
享有「数字化人才琅琊榜」服务(猎头服务) 及深度战略资源对接服务



科特勒品牌内容产品：科特勒营销
增长专业书籍

19

洞察营销增长前沿，科特勒持续进行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将最前沿的洞见带

给中国营销人



科特勒品牌内容产品：每周一咖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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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伊始，疫情突如其来，全球经历黑天鹅事件。在当下的特殊时期，消费者行

为和商业环境发生巨变，企业如何应对如此严峻的挑战？科特勒咨询集团·科特

勒增长实验室推出「破解新营销·系列公益直播-每周一咖」，邀请各界专家学者与

行业领袖分享经验并探讨热门话题，从各个角度诠释黑天鹅后企业如何做“增长”，

帮助企业共渡难关。

 

历任直播行业大咖有：现代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先生；科特勒咨询集团全

球合伙人、中国区总裁曹虎博士；科特勒咨询集团中国区合伙人、《增长五线》作

者王赛博士；Google中国区副总裁林妤真女士；SWISSE中国渠道总经理邢宇先

生；新营销倡导者刘春雄先生；现象级品牌营销专家空手先生；梦洁家纺COO王

博先生；企业战略和营销增长专家李觉伟先生；女子刀法创始人刀姐doris女士等。



“科特勒内参”为会员服务的核心产品。

科特勒增长实验室每周撷取重磅新闻、行业知识、精彩案例等内容，汇
编成内部参考资料，供会员学习参考。

内参聚焦行业前沿实战案例，对最新鲜的案例和事件进行深度解析，并
透过科特勒营销增长理论进行解读。通过深度分析，会员可逐步建立增
长知识框架，并结合当下自身品牌的营销实践，进行反思与应用。

科特勒品牌内容产品：科特勒营销
增长内参

21



品牌内容产品：科特勒行业白皮书

22

自2019年开始，科特勒增长实验室以每年一部的节奏，持续推出“增长系
列白皮书”，并不定期发布行业增长指南、轻研究报告和案例研究文章，并
每周推出“科特勒内参”。

“增长系列白皮书”：针对企业在战略层面遇到的增长问题，比如市场战
略、增长地图构建、数字化转型、品牌战略等问题，进行深度和全面的分
析研究，给出解决方案和参考案例。
适合人群：企业创始人、CEO、CMO等

参考案例：《首席增长官崛起白皮书》《超新星品牌白皮书》

 
“行业增长指南系列”：从具体行业切入，包括行业发展趋势、行业营销

痛点、行业解决方案以及行业具体参考案例分析。
适合人群：该行业的从业者、营销人

参考案例：《大健康行业增长指南》《美妆行业案例报告》

 
“轻报告系列”：针对营销战术层面的某一具体问题，比如会员营销、单

客经济、顾客运营等，进行深度分析，给出具体的方法论、操作路径和参
考案例。
适合人群：市场、营销、广告、公关、产品、运营、客服、销售等

参考案例：《单客经济研究报告》《会员营销研究报告》



科特勒品牌活动产品：虎哥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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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哥饭局定位为企业家的深度增长交流与社交产品：由科特勒咨询集团中国区总
裁曹虎博士阐述超新星品牌崛起方法论，企业家进行提问与深度交流，获得增长
战略与决策启发。



 

  

科特勒品牌活动产品：科特勒未来
营销峰会

24

自2005年起，国际顶尖咨询机构美国科特勒咨询集团（KMG）开始着手打造一年
一度的“科特勒未来营销峰会（简称KMF），希望通过一个常设性的年度营销盛会
来持续提升中国企业的营销能力和营销水准。这是中国最高级别的营销大会，由
科特勒集团倾尽资源打造。

峰会旨在搭建一个高水准的营销决策层平台，为品牌主、企业家、高级营销专家而
设，在战略的层面讨论营销技术，为企业赋能。

在KMF，你将有机会聆听商业大咖们的思考和洞察，并面对面结识各大公司决策
层，CEO，CMO，以及最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



 
科特勒品牌活动产品：科特勒未来
营销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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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公司决策层参与

营销之父发起 行业大咖演讲

海量媒体资源

1st
行业第一

20+
大咖演讲

营 销 学 之 父 科 特 勒 博 士 亲 临现 场 ， 参 加 晚
宴更有机会与他近距离交流。这将是中国最

高级别的营销盛会。

过 百 家 高 质 量 主 流 媒 体 联 合报 道 ， 企 业 获
得 精 准 投 放 高质 量 流 量 。 线 上 直 播 同 步 进

行，这将扩大峰会的影响力。

臻选行业领军者发表演讲，领略企业家风采。
赞助活动，将让 您 有 机 会 向 行 业 领 导 者展示
您的企业实力。

引发行业关注的年度峰会，将吸引企业决策
层的参与，您 有 机 会 结 识 各 大 名 企 的CEO，
CMO等，并且让您的企业信息直达他们。

1000+100+
职业精英媒体曝光



 
科特勒品牌活动产品：【中国礼物】
品牌盛典即超新星品牌培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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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守护中国元素、提升中国技艺、弘扬中国文化、赋能中国创造，在国家工信部消
费品司指导支持下，经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中国礼仪休闲用品工业协会在行
业内展开“中国礼物品牌培育活动”，活动定位于“品牌”、“文化”、“创意”和“大众”。
该活动是国家品牌战略在行业中的重要体现。

为使活动获得更广泛的传播和话题度，由中国礼仪休闲用品工业协会主办、北京
领兵科技有限公司承办、中国通信工业协会直播电商分会及中国礼仪休闲用品
工业协会互联网经济工作委员会运营支持，科特勒咨询集团（中国）赋能服务的“
中国礼物“品牌培育活动年度盛典及社交晚宴将于2021年1月20日晚盛大召开。

届时，“中国礼物“品牌培育活动执委会将发布由科特勒咨询集团（中国）牵头研
究制作的《“中国礼物”白皮书》，该白皮书将从“中国礼物”的定义、市场需求、顾
客价值、产业链提升、品牌特征及品牌塑造策略等方面深度解读“中国礼物”的内
涵和外延。

其次，“中国礼物”部分首届入围企业亦将闪亮登场，更有精彩的文艺演出及“中
国礼物”产品展示环节。本次活动将为“中国礼物”品牌培育活动普及起到官方传
播作用，也为入选企业品牌塑造超级话题，形成整合传播，引爆行业！



 

科特勒咨询集团

科特勒咨询集团中国总部（深圳）

-中国区业务咨询热线-
4008800231

-科特勒官网网站-
www.Kotler.com.cn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国际商会大厦A座1806-18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