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运营战略与企业竞争力

学习目标
●

介绍了运营战略的基本概念和内容，揭示了其与企业各个层面战略之间的联系；

●

阐明了运营战略的实质就是实现客户的增值；

●

提出了一般战略模型；

●

指出了构成运营战略的各种不同的、能够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要素；

●

介绍了不同的竞争优势要素之间的“均衡”理念，以及企业整合其竞争优势要素以
满足特殊市场需求的必要性；

引

●

阐明了针对“订单资格要素”和“订单赢得要素”的不同运营战略之间的区别；

●

阐述了企业如何运用制造与服务融合战略，以实现客户增值的乘数效应；

●

讨论了生产率的测算及其多种度量方式。
例

青橙定制手机

无可争议，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和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2013 年 3 月，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上，三星、诺基亚和苹果分别以 21.8%、8.4% 和 8.3%
的关注比例稳居三甲。国产手机品牌虽然也有一定的市场，但是与三星、诺基亚和苹果等行
业巨头相较量，竞争实力上还是有一定差距。
为了寻求新的竞争优势与竞争模式，有效利用电商平台的聚合与分散能力，针对不同手
机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利用自身的全产业链优势，立足自有研发团队、自有工厂制造技术
与经验，开拓移动互联应用、立体式融合移动通信和移动互联，2013 年 3 月刚刚荣获国内“十
大最具影响力通信品牌”的青橙手机，正式宣布推出全球首款一对一定制手机——青橙 N1。
青橙 N1 为 5 寸大屏、全金属超薄窄边框机身，为手机用户提供外观定制、硬件、软件、
配件、售后等全方位的一对一定制服务，让手机用户真正意义上体验专属的乐趣。在硬件方
面，青橙 N1 提供适合不同用户需求的 RAM 和 ROM、前后摄像头、触屏；在软件方面，青
橙 N1 提供用户指定软件预装、用户个人 APP 制定等服务。用户个人 APP 定制包含机主的照
片、联系信息、个人爱好、社交网站更新内容等，机主可以通过个人专属 APP 让新朋友马上
了解自己的各个侧面；此外，青橙 N1 还提供个性化外观定制、多样化的周边附件选择。青橙
N1 在交货时间上，仅需一周时间，用户即可收到一台独一无二的定制手机。
青橙依据运营战略的理念设计并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运营流程。为了在交货速度、顾客定
制、质量和价格等方面与对手竞争，青橙定制手机流程分为两个部分：前端的手机主体生产
部分仍然通过流水线完成，个性化需求的实现在手机生产的后端进行。青橙的上海青浦工厂
和广东惠州工厂都为用户定制部分预留了专门的柔性生产线，根据每个手机用户订单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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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诸如前后摄像头、软件灌装、个性化外壳等，最终完成用户专属的充分个性化的定制
手机。借助青橙自有的成熟生产线优势，每台定制手机的个性化成本增加可以控制在 15% ～
20%。
资料来源：《2013 年 3 月 中 国 智 能 手 机 市 场 分 析 报 告》，ZDC 互 联 网 消 费 调 研 中 心，2013 年 4 月；http://
www.51greenorange.com/liaojieqingcheng.aspx?id=133101100，2013-05-06.

在日趋复杂多变的全球动态超强竞争环境中，在全球气候变暖、自然资源日益短缺、全
球主权债务危机笼罩、自然灾害肆虐的发展环境下，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的运营战
略为企业进行合理配置和利用其赖以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运营资源提供了一个战略决策框架。
当今的运营经理面临着许多战略问题的新挑战，从有效的运营战略开发到在企业中全面有效
地实施运营战略不一而足。
众所周知，有许多外部因素影响着运营战略的决策，包括由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发展引
起的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因此，在很多情况下，现在的运营经理必须要求做到兼“多”并
“少”——“多”是要求更快的交货速度、更多样化且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更高品位的服务；
“少”
则是要求更低的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以及更少的等待时间。
与此同时，企业的管理者也非常清楚，他们使用的成功战略往往很快会被竞争者模仿并
应用到市场竞争中，从而导致成功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很快就会被模仿者削减一些，
因此，管理者就必须从战略的角度时刻保持着对未来的警觉，不断地寻找能够使企业与众不
同的新战略。

2.1

运营战略总览

2.1.1

运营战略的发展简史

二战之后，美国的企业通常是通过其市场营销和财务职能部门来开发企业总体战略的。
由于战争期间产品极为匮乏，使得战后的美国对产品的需求急剧高涨，因而那一时期的美国
企业得以以相当高的价格售出他们的任何产品。此外，由于美国当时的两个主要工业对手德
国和日本的工业在战争中被摧毁，美国企业几乎没有任何国际竞争的压力，他们甚至连国内
市场的需求都来不及满足，更不用说出口全球了。
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制造或运营职能部门的职责就只是以最少的成本产出最多的标准
化产品，而无须考虑企业的总体目标，从而使得运营职能部门把精力都集中在了如何获得低
成本的原材料、低成本的劳动力（并不考虑其技能水平）和建立高度自动化的流水装配线上。
由于不存在国际竞争压力和持续旺盛的国内需求，20 世纪 50 年代～ 20 世纪 60 年代初，
运营管理在企业发展中的角色基本没什么变化（事实上只起到了降低成本的作用）。但是到
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末，被称为“运营战略之父”的管理大师哈佛商学院的韦克·斯金纳教授
（Wick Skinner）认识到了美国制造业的这一隐患。他建议企业开发运营战略，以作为已有的
市场营销和财务战略的补充。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斯金纳就提到了生产运营与企业总体战略
脱节的问题。
由 哈 佛 商 学 院 的 埃 伯 尼 斯（Abernathy）、 克 拉 克（Clark）、 海 斯（Hayes） 和 惠 尔 莱 特
（Wheelwright）进行的后续研究，继续强调了利用企业生产设施和劳动力的优势作为市场竞争
武器的重要性，并强调了如何用一种战略的长期眼光去展开运营管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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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战略对客户价值的增值

企业竞争优势就其本质而言，来源于一个企业能够为客户创造的价值。今天的客户通常
面对众多可以满足其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如何作出选择呢？客户一般是根据自己对产品和服
务所提供的价值的感知作出选择，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客户希望他们物超所值”。客户希
望他们的钱花得更有价值，或者说花同样的钱得到更多的价值，也就是说，他们在所消费的
产品和服务中得到了更多的价值。
客户在判定一个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时，考虑的是由这个产品和服务带来的收益与购买产
品和服务的全部成本之间的差异。需要指出的是，客户常常并不能够精确分析出一个产品和
服务的价值和成本 , 而是根据他们的感知价值判定。如果对客户感知而言，其收益超过成本，
那么所购的产品和服务就是有价值的，收益超过成本越多，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就越大。
换言之，客户价值主张可以用下面的价值等式来表达：
客户感知价值 = 产品和服务的总收益 / 产品和服务的总成本

（2-1）

当客户感知价值比率大于 1 时，客户就认为该产品和服务有价值，比率越大，价值越高；
当客户感知价值比率小于 1 时，客户认为该产品和服务物非所值，感觉有损失，以后就不愿
再购买该产品了，而研究表明获取新客户的成本是留住老客户成本的 5 倍，更糟的是，一个
满意的客户会把物超所值的经验平均告诉三个人，而一个不满意的客户会把物非所值的经验
平均告诉 10 多个人。
客户价值主张也可以用另一种价值等式来表达：
客户感知价值 = 总收益 - 总成本

（2-2）

当收益与成本的差值为正值时，客户认为该产品和服务有价值；而为负值时，则认为产
品和服务物非所值。
因此，企业运营战略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最大化增值，如图 2-1
所示。
最大化增值

投入（原材料 / 顾客）

图 2-1

转换过程

产出（产品和服务）

在运营中为客户实现最大化增值

在运营转换过程中为客户增值有多种形式，因客户不同而不同。由式（2-1）与式（2-2）
可见，增加客户感知价值的方法之一就是降低成本，例如亚马逊网上书店、京东商城、天猫
等通过 B2C（business-to-customer）电子商务平台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增加客户感知价值也可
以通过增加顾客购物的便利，例如热线订购日用品或在网上购买照相机；增加客户感知价值
也可以通过提供给顾客快速的服务，例如高速公路快速车道上的自动付费服务；增加客户感
知价值还可以是给顾客提供信息服务，例如亚马逊网上书店可以告诉你，与你看中同一本书
的顾客还订购了其他什么书，又如全美最大的在线旅游网站易斯彼迪亚（Expedia.com）为客
户提供飞往特定城市不同航班的列表及其价格比较；此外，增加客户感知价值也还可以是个
性化的服务，例如你入住一家宾馆时，宾馆已根据你上次光顾的客户记录为你选择好你喜欢
的房间，又如当传统大型的实体书店鲍德斯（Borders）能够提供 10 万本图书时，亚马逊网上
书店能够提供远比 10 万本图书更为丰富的图书选择，亚马逊网上书店有 25% 的图书销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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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排名在 10 万位之后的图书长尾市场贡献的，而这个传统的实体书店力所不能及的长尾市
场的规模远比人们想象的大。
开发运营战略的一个关键内容就是为客户创造附加价值，使得客户感知所购得产品和服
务的成本低于所购得产品和服务带来的收益。

2.1.3

影响运营战略决策的新趋势

两个主要影响运营战略决策的新趋势是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技术发展的新趋势，特别是
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

1．全球化
正如第 1 章所述，由于经济全球化与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世界正在快速地成为一个
“地球村”；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大多数行业的竞争都在不断加剧。不确定的“超竞争”
（hyper-competition）的趋势也会一直延续下去，但同时全球化也为企业提供了新的机遇。通过
打开一些尚未打开的市场，企业不但可以销售其产品，更可以利用新市场的新资源和原材料
来降低自身的成本。
全球化趋势促成了全球单一市场经济的出现，主要原因有：
（1）不断发展的信息网络技术，使得人们可以便利、迅捷地远距离实现资源共享，使人
们能够透明地使用资源的整体能力并按需获取信息；
（2）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欧盟（EU）及亚
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ﬁ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之类的国际组织促进了国际贸
易壁垒的不断降低；
（3）运输成本不断降低；
（4）新兴市场（Emerged Markets）中高利润率市场的出现和高速增长，这与高度发达国
家饱和的市场和收缩的利润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2012 年金砖国家（BRICS）的经济
增长率分别为 1%、3.5%、5.1%、7.8% 和 2.4%，除巴西之外，其他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均
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其中，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 7.8%，比整个发展中国家 5.1% 的平均增长
率高出 50% 以上，也是 2012 年全球平均增长率 2.2% 的 3 倍多。
面对经济全球化，管理者在开发运营战略时就应该采用跨国界的广阔视野，如在劳动力
价格低廉的东南亚建立制造厂，或在爱尔兰设立呼叫中心，充分利用爱尔兰当地价格适中、
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和现成必要的基础设施。
除了设施选址这样的结构性战略决策，企业在全球实施其运营战略时，还要准确地评估
当地的基础设施水平，并考察当地劳动力的教育程度、语言、当地法律和顾客等因素。譬如，
爱尔兰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又如，德国法律规定，每年某些周内
雇员工作时间可达 70 小时（无须支付加班费），但在另外某些周内，却只能让雇员工作 30 小
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因此，研究一个最合理的雇用时期（如 6 或 12 个月），使雇员周工作时间
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是很有必要的。

2．技术
斯坦·戴维斯（Stan Davis）和克里斯·梅尔（Chris Meyer）在他们的著作《模糊》中，
认为对商业活动最有影响力的三个显著特性为：①联通性；②快速性；③无形性。融合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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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三个特性的变化一旦出现在商业活动中，那么过去只能依赖比率分析的经理们就会觉得眼
前一片模糊，这也是他们定此书名的原因。
这三个特性的出现都与技术的发展直接相关。联通性是指当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电子邮
件、互联网、移动通信等电子化手段相互联系。此外，很多企业通过网络提供了 24/7 式（每
天 24 小时，每周七天）的服务以取代传统的 9/5 式服务（从周一到周五朝九晚五的八小时工
作制），如银行服务、股票交易服务、航运服务和客房预订服务等。由于联通性的出现，信息
得以在几秒钟或者几分钟就被传送，而过去则需要几天（或者几周）的时间。联通性和快速性
的共同影响，使得企业把精力集中在无形业务上，开始为客户提供更好或者更具创新性的服
务去获取市场的竞争优势。
正如下文即将介绍的内容，技术对运营战略的基本理念也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使企业
对竞争优势要素的权衡发生了变化。由于技术的发展，管理者已不必像过去那样只能选择一
个竞争优势要素，而是可以整合多个竞争优势要素去参与竞争，这一变化也导致了竞争特性
曲线的移动（我们将在本章后面部分详述）。

2.2

一般战略模型：SPP 模型
企业战略是对企业使命和远景目标的勾勒及其实现路径进行整体性、长期性、指导性谋

划。企业竞争力（competitiveness）是指企业在产品和服务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企业战略确定
了能形成企业竞争力的竞争维度。基本的五个竞争维度是成本维度（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优势）、
质量维度（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柔性维度（客户需求量与产品组合变化的快速反应能力）、交
货维度（产品和服务的交货速度）以及服务维度（技术支持和售后支持）。

2.2.1

竞争优势要素

开发有效的运营战略的关键在于理解如何为客户创造和增加价值，特别是通过选择可支
持特定战略的竞争优势要素来实现增值。任何一个产品和服务给客户创造和增加的价值都不
是单一的，而是包含多个价值点的价值组合，这些价值点对各个客户的重要程度是不同的，
最能促发客户购买意愿的价值点被称之为产品和服务的价值焦点，也即产品和服务的竞争优
势要素（competitive priorities）。
斯金纳等人最初定义的“四种基本竞争优势要素”为：成本、质量、交货和柔性。这四
种基本竞争优势要素直接表示了企业可以实现客户增值的不同运营过程的特性。之后，又出
现了第五种竞争优势要素——“服务”，这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企业为获取差异化竞争优势而
首选的竞争优势要素。进入 21 世纪以来，又出现了“生态化”、“信息化”等竞争优势要素。
运营实践 2-1
日本个性化自行车的生产
你的自行车是你想要的样子吗？你想要一辆适合自己的自行车吗？现在只要你愿意付出比批
量产出的自行车高 20% ～ 30% 的价格，那么你将可以买到一辆大小、重量以及颜色都非常适合你
的松下牌自行车，而且在订货后三周内，这辆自行车就可以送到你的手中（在日本境内则只需要两
周）。这一切都是由“松下顾客定制系统”
（Panasonic Individual Customer System, PICS）来完成的。
日本东京的松下自行车工业公司（National Bicycle Industrial Company, NBIC）巧妙地运用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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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和少量的工人，就可以完成顾客个性化要求的自行车的定制生产。
松下自行车工业公司是电子巨人松下公司的一家附属公司，从 1987 年开始生产松下牌自行
车。由于该公司在日本市场引入了个性化订单系统（personalized order system, POS）而日益受到国
际的广泛关注（PICS 是为海外市场而研制的系统），并成为吸引顾客消费群的典范。
松下自行车厂拥有 21 名雇员和一个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computer-aided design，CAD），顾
客可以在 18 种模式、199 中颜色的模型中选择赛车、脚踏车和山地车等 800 万种车型。
松下顾客定制系统的工作程序如下：顾客先到当地松下自行车零售店，在一个专业的车架上
接受测量，然后店主将顾客要求的自行车的说明书传真给松下自行车厂的主控室。在那儿，数据
被输入计算机中，然后自动生成自行车的初步蓝图，并且产生一个条形码（CAD 设计只需 3 分钟，
而以前手工绘图员则需要 3 个小时），接着条形码被贴到金属管架和齿轮上，最后经组装就生产出
满足顾客个性化要求的自行车了。在自行车生产的不同阶段，一线工人通过察看条形码标签和扫
描仪就可以知道顾客的要求，显示在扫描仪的显示器终端的信息直接传到计算机局域网控制的机
器上。在生产的每个阶段，先由计算机读入条形码以分辨出属于定制自行车的零部件，然后告诉
机器人在哪里进行焊接，告诉喷漆工人按哪种模式喷漆。
尽管使用了计算机和机器人，自行车生产过程并非高度自动化。自行车齿轮就是手工装配的，
装配线也是人工操作的，顾客的姓名也是手工丝印的。完成一辆自行车的加工和装配总时间是 150
分钟，松下自行车厂一天可产出 60 辆自行车，而松下自行车工业公司的大批量生产工厂（产出量
占公司年总产出量的 90%）可以在 90 分钟内完成一辆标准的自行车的生产。也许有人会问：为什
么 3 小时之内就能作出的车顾客却要等 3 周之久才能拿到？销售经理这样回答：“我们是可以缩短
时间的，但是我们想让顾客感受那种期待着某种独特产品的激动心情。”
为了与顾客保持更多的联系，松下自行车厂将同顾客建立直接联系作为自己的责任。收到顾
客的订单后，松下自行车厂立刻将由计算机生成的顾客定制的自行车图样连同一封感谢顾客惠顾
的信函一起寄给顾客；3 个月后寄出第二封信询问顾客对自行车的满意程度；最后，寄出一张“自
行车生日卡”与顾客共同庆祝这辆由顾客定制的自行车的周岁生日。
资料来源：Suresh Kotha, The National Bicycle Industrial Company: Implementing a Strategy of Mass-Customization,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Case 395-040-1, New York University.

1．成本
低成本竞争优势要素，能够为企业建立先入为主的经验效应与客户口碑效应的竞争优势，
增加潜在竞争者的投资回报风险，使企业得以最优价格迅速扩大市场份额。例如，成立于
1995 年的亚马逊网上书店就是利用互联网带来的低成本优势迅速抢占电子商务市场，当全球
最大的图书连锁零售商巴诺书店（Barnes & Noble）于 1997 年开展网上业务时，亚马逊已经
在图书网络零售上建立了巨大成本优势，并于 2009 年开始进入世界 500 强，2013 年亚马逊
公司（Amazon.com）在世界 500 强企业中排名第 149 位，年营业收入超过 610 亿美元。
在每个行业中都存在着严格遵循低成本原则的细分市场。为了在这个细分市场中生存，
企业必须以低成本生产，即使这样做也不能保证企业能够获利并取得成功。
日用品市场就是典型的严格遵循低成本原则的市场（如面粉、石油和食糖）；换句话说，
由于这些产品是无差异的，因此，客户把成本作为其购买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
但是这个细分市场往往非常巨大，许多企业被潜在的巨额利润所吸引，因而大批量地生
产产品，致使这个市场的竞争变得异常激烈，从而导致失败率也高得惊人。毕竟只有一个企
业能够成为成本最低者，通常它也将决定市场中产品的价格。譬如，凯玛特宣告破产，首要
原因就是它无法与低成本的沃尔玛竞争。由于沃尔玛庞大的规模，可以依靠规模效应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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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运营成本，从而使其成为零售业中的成本最低者。如果凯玛特还未破产，那么它一定需
要在降低成本之外寻求新的竞争优势要素来进行竞争。

2．质量
正如第 8 章“质量管理”所述，客户口碑效应将直接影响到客户满意度和客户忠诚度，
通常一个不满意的客户会将其经历告诉其他 10 ～ 20 人。因此，许多优秀的企业从一开始就
尽可能地将产品和服务做到最佳质量。
质量可以分为两类：设计质量和过程质量。在产品和服务设计中，设计质量水平根据所
针对的目标细分市场的不同而不同。显然，为儿童设计的首辆两轮童车的质量要求和世界级
自行车运动员的赛车的质量要求有显著的差异。加厚多层钢板和油漆额外部件的成本使梅赛
德斯 – 奔驰汽车的质量与现代汽车的质量特性也显然不一样。高质量的产品决定了其在市场
中的高价格。
建立适当的设计质量标准可以集中全力满足客户需求。质量超标准的优质产品会因为价
格过高而无人问津。相反，设计质量达不到标准的产品又将使客户失望而失去顾客。过程质
量对于任何细分市场都是很关键的，不论是童车还是国际比赛用车，不论是奔驰汽车还是现
代汽车，客户都希望购买到的是无缺陷的产品和服务。所以，过程质量的目标就是产出和提
供无缺陷产品和服务。

3．交货
交货速度是顾客消费时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企业提供符合客户要求的快速交货服务
的能力，可以使企业避免支付额外赔偿的危险。“行贵速焉，慢则人先”。莎拉公司特别强调
速度的重要性，认为：
“对于我们来说，距离不是用千米来衡量的，而是用时间来衡量的。”与
莎拉公司的两周提前期相比，其主要竞争对手都需要五周到五个月的提前期来完成从接受订
单到发货直至各家连锁分店的全过程。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初级咨询师乔治·斯托克认为，交
货速度不但关系着企业竞争力，还与企业的利润和市场份额直接相关。 除了交货速度，交货
可靠性也同样重要。交货可靠性是指企业在承诺交货期准时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换句话
说，应该使交货时间的波动尽可能的小。

4．柔性
从运营战略的观点上看待企业的竞争力，柔性是由与企业运营过程设计直接相关的两个维
度组成的。第一个维度是企业为客户提供多种产品的能力，最大的柔性意味着为每个客户量身
定制产品的能力，以满足其独特的需求，这常被称为“大规模定制”。在大规模定制方面，戴
尔公司和日本松下自行车公司非常成功（参见“运营实践 2-1：日本个性化自行车的生产”）。
另一个维度是指企业快速转换工艺生产新产品的能力或者快速转换服务流程提供新服务
的能力。由于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这方面的柔性变得越来越重要。苹果公司快速开发新型
智能手机的能力就是很好的例证，由于其良好的转换柔性，苹果可以很轻松地用新型的智能
手机代替传统手机。

5．服务
由于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当今的企业更倾向于模仿而不是自主研发新产品。结果造成
了产品的无差异性，价格成为决定客户消费决策的首要因素。PC 行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由
于不同厂家生产的 PC 产品之间的差异性相当小，所以价格就成为消费者主要的选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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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中，企业为获取竞争优势，开始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这不论是
对提供产品还是提供服务的企业都是重要的。原因很简单，正如桑德拉·范德墨菲（Sandra
Vandermerwe）所言：“市场力来源于服务，因为服务可以增加客户的价值。”
（本章末将介绍一
个制造业企业如何通过服务获得竞争优势的案例）
在服务行业中，波士顿普特南投资公司（Putnam Investment）是一家为独立经纪人提供多
种共有基金的公司，它通过服务成功地获得了竞争优势。例如，他们制作的多种关于共有基
金的说明小册子，24 小时为经纪人提供。中国银行手机银行提供的随身金融服务，全面管理
客户零碎时间，无论是在出差途中、候车、超市排队结账时……客户弹指之间，就可以理财、
生活和工作皆不误。

2.2.2

下一个竞争优势要素

管理者始终在寻找能使其企业在竞争中独具一格的方法。现在，又出现了两种可能为企
业提供竞争优势的趋势：
●

生态化；

●

信息化。

1．生态化
随着自然资源日益短缺、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肆虐，现在的消费者对生态环境越来
越敏感，他们更倾向于购买对生态环境无害的生态化产品。马来西亚 ECOMAX 浓缩洗衣粉
就是一种 100% 可被生物分解的清洁剂，采用天然酶、矿物盐和植物油基清洁剂精心配制而
成，能够提供最佳的清洁功效，同时又能呵护衣物和保护生态环境。在汽车产业生态化中，
丰田汽车公司推出了混合动力汽车，通用汽车公司推出了电动汽车，梅赛德斯 – 奔驰则推出
了 F125 氢动力概念车。美国麻省西福特的皇品公司（Veryﬁne）生产果汁饮料时，也采用了可
高比例回收的瓶罐和外包装，提高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

2．信息化
由于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云计算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海量数据得以准
确地运算和存储。企业开始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想方设法地寻求竞争优势。IBM 公司（国际商
业机器公司）的大数据分析平台产品（IBM InfoSphere Streams）能够对诸如气象信息、通讯
信息、金融交易信息等海量数据管理中流动数据进行动态捕捉，进行实时分析，其实时分析
反应速度可以控制在毫秒级别。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医疗系统和美国存储业巨头 EMC 公司都
在销售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的产品，这些信息产品一旦在运行中发生问题或发现有潜在问题，
产品中内含的子系统会自动与提供商联系。许多时候发生的问题或发现的潜在问题都可以通
过远程方式来解决，这样就减少了甚至避免了信息产品在运行过程中发生中断。

2.2.3

核心能力与独特能力

企业的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y）是企业独有的、难以被其他组织模仿的、能够创造比竞
争者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的独特能力（distinctive competency）。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为
核心能力的竞争，提到“核心能力”术语通常可以与“独特能力”互换，这是因为从战略视角来
看，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特别是服务创新，由于服务的无形性是无法取得专利的，很容易被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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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复制、扩散。因此，企业核心能力的主要特性就在于它的独特性，是企业独有的、能为消
费者带来特殊效用的，从而使企业在产品和服务市场上具有长期竞争优势和获得稳定超额利润的
内在能力。同时，它还具有不可模仿、不可替代、能为企业带来持久竞争优势等重要特性。
可见，核心能力是企业获取持久竞争优势的源泉，核心能力是企业的生命，因此构建和
培育企业核心能力是企业战略管理的关键。企业战略依据其影响区域和职能可划分为三个层
次：公司层、业务层和职能层战略，如图 2-2 中的一般战略模型所示。
外部环境

竞争者战略

企业总体战略

客户需求

业务单元战略

企业总体战略渗透着对竞争环境
的理解
业务单元战略聚焦一个目标市场

竞争优势要素 / 定位：成本、
质量、交货、柔性、服务

市场营销战略

运营战略

市场营销组合策略
（4Ps）

结构化
设施选址

（6Ps）

运营能力

（4Cs）

虚拟一体化

（4Rs）

运营流程

…

非结构化

其他市场营销要素

劳动力

业务单元战略决定了竞争优势要
素——市场竞争维度

职能战略，无论在职能部门内部
还是跨职能部门，都需要与竞争
优势要素协同一致。每个职能战
略决策都可能影响到其他职能战
略决策

质量
计划 / 控制策略
组织结构

运营流程：
面向外部和内部

绩效衡量：
客户满意度
（外部和内部）
市场份额
质量
成本

图 2-2

建立运营流程，以支持职能战略

运营流程绩效的衡量，应根据更
绩效衡量反馈给 高层次的战略目标来评估运营流
战略动态调整
程绩效

一般战略模型：SPP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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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战略
公司战略也称企业总体战略（corporate strategy），或方向性战略，核心内容解决的是企业
战略发展方向问题。公司战略是由企业最高管理层制定，包括 CEO、董事会成员、总经理及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专业人员。许多企业尤其像通用电气公司（GE）、惠普公司和海尔集
团这样的大型集团企业，都是涉足不同行业、经营多种业务的多元化企业。以 GE 公司为例，
从白炽灯到广播电视，几乎无所不包。企业总体战略是企业为寻求持久竞争优势而作出的关
于企业整体业务组合的谋略，以及相应的获取资源和配置资源的筹划。在杰克·韦尔奇掌管
GE 公司期间，GE 公司的总体战略就是从打造国际一流的传统制造型企业，转变为打造国际
一流的涉足广播和金融等服务的服务型企业。

2．业务战略
业务层战略也称业务单元战略，或竞争战略。每个独立经营业务在集团企业中通常被
称为“战略业务单元”（strategic business unit，SBU），每个 SBU 的战略就称之为竞争战略
（business strategy），主要涉及每个 SBU 如何在市场中竞争，即每个 SBU 应该提供哪些产品和
服务，以及应该向哪些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因此，竞争战略不但界定了每个 SBU 的业务范
围和边界，更指明了 SBU 如何在其目标市场中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策略。
不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获得成功，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每个 SBU 更应该有自
己独特的使命和竞争战略。在如此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顾客将只愿意购买最便宜的产品，
企业只能降低产品的价格，从而导致其边际利润的降低，因此，只有成本低的公司才可以获
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收益，在竞争对手失去利润的时候，仍然能够成功地获取利润。因此，
作为当今竞争战略最权威的专家，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提出企业
可以有三大竞争战略获取竞争优势，其中第一个竞争战略就是低成本战略（low-cost strategy），
尽管低成本战略也有一定的风险，因为低成本优势并不意味着竞争优势。
除了低成本战略之外，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提出，企业还可以选择另外两种竞争战
略：细分市场集中战略（market segmentation strategy）和差异化战略（product differentiation
strategy）。差异化战略的基础是通过差异化产品将自己与竞争对手区分开；细分市场集中战略
则以集中资源在行业内很小的细分市场中寻求成本优势或差异化优势，挤走竞争对手而占有
市场。

3．职能战略：运营战略
职能战略（functional strategy）是指为在企业的职能领域内（像运营、市场营销、人力资
源等）取得竞争优势，以支持和配合企业竞争战略而开发的在职能领域内实施的战略。一个
企业或一个 SBU 的竞争力（competitiveness）指的是在市场中的相对市场地位，这取决于与行
业内其他企业竞争的能力。作为一个职能战略，运营战略（operations strategy）指的是在运营
管理职能领域内如何支持和配合企业在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可见，运营战略目标必须始于
顾客、竞争者及其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
运营战略包括一系列的行动方向性和指导性决策，从而选择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及其流程
定位。从竞争角度，使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处于有吸引力、难以被复制、难以被超越、具有长
期的竞争优势的地位。
运营战略可以分为两大类：结构性战略（structural operations strategy）——包括设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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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运营能力、虚拟一体化和运营流程选择（这些都是长期的战略决策问题）；基础性战略
（infrastructural operations strategy）——包括劳动力问题（数量和技能水平）、质量问题、计
划和控制策略以及企业的组织结构（这些也常被认为是战术决策问题，因为其时间跨度相对
较短）。
开发有效的运营战略的关键在于理解如何为客户创造和增加价值，特别是通过选择可
支持特定战略的竞争优势要素来实现增值，而企业的运营战略正是由企业的竞争优势要素
（competitive priority）构建的。竞争优势要素包括：①低成本；②高质量；③快速交货；④柔性；
⑤服务。
企业的核心能力是企业独有的、难以被其他组织模仿的、对竞争优势要素的获取能力，
因此，企业的核心能力必须要与竞争优势要素协同一致。
在整个运营战略开发过程中，首先将企业整体战略和竞争战略目标分解到运营战略，分
解到运营流程，并根据环境的变化和运营流程的运营绩效变化不断对企业各个层次的战略目
标进行动态调整，从而形成一个有效的、有系统逻辑的运营战略开发框架体系——SPP 模型
（strategy-process-performance model，战略 – 流程 – 绩效模型），如图 2-2 所示。

2.3

运营战略的形成：权衡与聚焦
对于战略的形成，真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设计学派就将战略的形成看作是一

个概念作用的过程；计划学派将战略的形成看作是一个正式规划的过程；定位学派将战略的形
成看作是一个分析的过程；企业家学派将战略的形成看作是一个预测的过程；认识学派将战略
的形成看作是一个心理过程；学习学派将战略的形成看作是一个应急的过程；权力学派将战略
的形成看作是一个协商的过程；文化学派将战略的形成看作是一个集体思维的过程；环境学派
将战略的形成看作是一个反应的过程；结构学派则将战略的形成看作是一个变革的过程。
综上所言，正本清源，战略的本质就是权衡（tradeoff），战略的形成本质就是一个有所为
而有所不为的权衡的过程，而作为职能层面的运营战略，运营战略的形成本质则是权衡后聚
焦的过程。运营管理层必须首先能够权衡在运营转换过程中哪些是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
优势要素，而后能够聚焦这些关键优势要素的获取和实现。其原因在于企业不可能同时满足
所有竞争优势要素，“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于是，管理者必须要进行权衡以
确定哪些是决定企业成功的关键优势要素，并集中企业资源去实现它们。对于那些拥有大型
制造设备的企业，斯金纳（Skinner）提出了厂中厂（plant-within-a-plant，PWP）的聚焦理念，
即在企业内的不同地方装上不同的生产线，每条生产线都拥有独特的竞争优势要素。在 PWP
方式下，甚至可将工人按照竞争优势要素分组，以避免工人因运营战略转换而导致混乱。
例如，如果一个企业希望提高交货速度，那么它能够提供不同种类的产品的柔性就不会
很高。又如，麦当劳提供的就是非常快速的服务，但其提供的食品却仅限于高度标准化的食
品；相反，温迪（Wendy）可以按照您的要求订货，但交货速度却比较慢。同样，低成本策略
与快速交货和高柔性策略也难以相容，放弃高质量也可以视为选择低成本策略的代价。
服务企业也广泛认识到了集中资源聚焦在竞争优势要素上的必要性。美国著名的连锁酒
店管理集团万豪（Marriott）和假日酒店（Holiday Inn）将市场进行了细分，并提供品种广泛的
服务产品，每个产品都是针对目标细分市场的。例如，万豪集团的费尔菲德酒店（Fairﬁeld）
针对的是偏好经济客房的顾客；万豪的度假酒店（Resorts）是提供会议服务和针对要求全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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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顾客；万豪的居家酒店（Residence）提供多种服务项目以满足不仅仅需要客房服务的顾
客；而万豪的庭园酒店（Courtyards）则强调为客户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例如提供餐饮，但
也同时强调廉价。斯金纳的 PWP 聚焦理念同样可以应用于医疗行业，“医院中的医院”是指
医院用特别科室专门治疗特别的疾病。譬如，印第安纳州比奇格鲁伍的圣弗朗西斯科医院的
重病特护部就只接收长期重病患者，并独立为其进行手术。由于医疗资源只聚焦在一个方面
即重病特护，使得重病特护的运营成本比一般医院护理成本降低了 50%。
另一个在服务业中进行集中运营的例子则是波士顿银行的个人服务部，他们集中资源为
贵宾提供全套的服务，即“银行中的银行”，与斯金纳的 PWP 聚焦理念非常相似。又如，加
拿大多伦多的 Shouldice 医院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疝气专科医院，专门为疝气患者服务，开辟了
特别的“疝气之旅”项目。患者被安排在多伦多风光旖旎的别墅式病房中。医院运营的每个
细节都是集中在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疝气护理和舒适的环境的宗旨上。患者们成群结伴地享
受着自我放松的治疗体验。由于患者太多，以至于每年一度的病友聚餐总订不到座位。这种
资源高度集中的服务使 Shouldice 医院不但有效地降低了成本，而且在医疗和患者服务两方
面都保持了高质量。虽然由于成为了一家专科医院，Shouldice 医院失去了经营其他医疗项
目的能力，但 Shouldice 医院这种集中运营模式的利润还是非常可观的，而且也成为全球的
运营典范。

2.3.1

权衡

随着世界正在快速地成为一个“地球村”，拥有多家公司的企业集团都纷纷采用了国际化
视角来审视制造和市场活动。由于在国际竞争环境中要面临更多的竞争对手，同时也蕴藏着
更多的商机，因此，竞争也更加异常激烈。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使得那些被称为有着“世界级运营”的
优秀企业，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运营战略，尤其是对竞争优势要素进行必要的权衡。但是企
业管理者开始认识到他们并非一定要在旧有范围内进行权衡，而是应该以满足市场的驱动
力——客户需求为目标，去重新构建竞争优势要素的层次结构。图 2-3 按年代顺序地显示了
不同经济时代的不同优势的竞争优势要素。
成本
质量
竞争优势要素

交货
柔性
服务

20 世纪
20 世纪
年代： 50 年代
60 年代
运营管理
成本最小化
范式：
竞争优势
资料来源：

20 世纪
70 年代

基于制造的技术

图 2-3

20 世纪
80 年代

20 世纪
90 年代

?

22 世纪

增值最大化

基于信息网络的技术

不同年代的优势的竞争优势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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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 20 世纪 70 年代初，由于受制造业的唯一目标——成本最小
化理念的影响，成本一直是首要的竞争优势要素。但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生产低成本
产品，企业又开始寻求能使其产品具有差异化的方法。竞争优势要素转向了质量，那时的企
业开始通过生产高质量的产品来获取竞争优势，虽然价格仍然是影响客户消费决策的主要要
素之一，但高质量的产品仍可以以较高的价格售出。但是，竞争对手也迅速作出了反应，大
家都开始向市场提供价格在可接受范围内的高质量产品了。
为了获得新的竞争优势，一些企业开始用交货的高速度和高可靠性来与对手竞争，这时
竞争的博弈转变成了既提供价格合理的高质产品，又能够快速而可靠地把产品交付给客户。
20 世纪 80 年代，管理界权威小乔治·斯托克（George Stalk Jr.）预见性地指出，交货速
度是决定企业能否成功的主要因素。由此，企业纷纷集中资源去减少订货到交货的周期，产
生了戏剧性的效果。过去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企业，现在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所有
的工作。
这样一来，市场竞争优势要素再度发生了变化。有闯劲的企业又开始寻找新的途径获得
竞争优势。这次柔性被选中了，它代表着企业“客户定制化”个性化产品的能力。这时市场
需要的是融低价格、高质量、客户定制化、快速交货等竞争优势要素于一体的产品。
由于运营战略的“规则”从低成本转变为融合质量、交货速度、柔性和服务等诸多竞争
优势要素，运营管理部门的战略同样也发生了转变，即由成本最小化战略转变为客户增值最
大化战略。
这种不再限于聚焦一个竞争优势要素的竞争的出现，可能会导致不再有权衡问题发生的
结论——这是不正确的。现在，需要对图 2-4 中的竞争优势曲线进行权衡。

高
A1

成本

B1

A3

A2
原竞争优势曲线 A

B3
B2

低
快

图 2-4

新竞争优势曲线 B

交货速度

慢

竞争优势曲线的权衡示意图

在转向高竞争优势曲线上，管理者已不再只考虑内生要素的权衡问题，即沿着竞争优势
曲线移动，如图 2-4 中从 A1 点转移到 A2 点。新的思路是，在同样的交货速度上，降低成本，
如图 2-4 中从 A2 点转移到 B2 点；或者在同样的成本水平上提高交货速度，如图 2-4 中从 A1
点移到 B1 点；第三种思路是同时提高交货速度并降低成本，如图 2-4 中从 A3 点转移到 B3 点。
以上三种向高竞争优势曲线的移动都是为了实现客户的增值。

2.3.2

订单赢得要素和订单资格要素

伦敦商学院的德瑞·黑尔（Terry Hill）教授首创了订单资格要素（order-qualiﬁer）和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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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要素（order-winner）这两种运营战略概念。订单资格要素是允许一个企业或其产品参与
市场竞争，甚至是成为进入市场的一个潜在的最低条件或标准。例如，目前在欧洲大多数企
业都要求其供应商通过 ISO 9000 质量体系认证（这一认证保证了企业所有的业务流程都具备
正式归档的文件），因此，ISO 9000 认证就成为进入欧洲市场的订单资格要素。相比之下，美
国的大多数企业并未通过 ISO 9000 认证（而通过 ISO 9000 认证的美国企业得以率先进入欧洲
市场）。故对于美国企业来说，通过 ISO 9000 认证就成为订单赢得要素（也就是说，通过 ISO
9000 认证的美国企业就显得比其未通过 ISO 9000 认证的竞争对手更具优势）。
订单赢得要素是指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优势于其他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最终赢得客户
订单。基本上，如果只有少数企业具有某种竞争优势要素，如高质量、客户定制化或出色的
服务，那么这个竞争优势要素就可认为是订单赢得要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
的企业开始具备同样的竞争优势要素，那么订单赢得要素就转变成了订单资格要素。换句话
说，这一竞争优势要素转变成了所有竞争者进入市场的资格条件，从而导致消费者用新的竞
争优势要素去要求企业。图 2-5 显示了竞争优势要素从订单赢得要素向订单资格要素的转变，
纵轴代表的是市场中可提供具备某种竞争优势要素的企业的比例，图中把 50% 的比例作为订
单赢得要素与订单资格要素的分界点，实际上则需要根据行业的具体特点而定。
具备某种竞争优势
要素的竞争者比例

100%
成本

质量

速度

客户定制

服务

50%

时间
成本

质量

速度

客户定制

服务

订单资格要素

成本

成本和质量

成本、质量

成本、质量

和速度

速度和客户定制

订单赢得要素

图 2-5

2.3.3

订单赢得要素与订单资格要素的比较

聚焦核心能力

为了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企业中成功地实施运营战略，就要明确地界定企业的核心能力。
企业的核心能力是企业独有的对竞争优势要素的获取能力，因此，核心能力也可以定义为由
企业运营管理部门开发出的某种或者某系列能够使企业在竞争中差异于竞争对手的能力。类
似地，企业其他职能部门的核心能力也应该界定出来，而且这些职能部门的核心能力还应与
企业的总体目标保持一致。例如，在本章引例中，为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戴尔公司就具
备了快速定制不同的新产品的核心能力。
为了聚焦核心能力，不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的企业，都开始消除其业务流程中对企业
成功无关紧要的活动。在制造业中，越来越多原来自制的组件和部件现在被外包，由其供
应商及时供货。这样一来，近年来在绝大多数制造业的企业中，原材料成本在生产总成本
中的比重有了显著的增加；但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的比重却大幅地减少了，常常低于总
成本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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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核心能力对服务行业也同样有效，越来越多的原来由服务企业自行提供的辅助性服
务项目被外包出去，这样的战略同样可以使服务企业集中精力地去提高其核心能力。例如，
很多大学都把餐厅和书店分别外包给了以提供后勤保障服务为主业的法国 Sodexho 餐饮公司
和美国最大的（也是全球最大的）连锁书店巴诺公司（Barnes & Noble）。再举一个例子，身居
世界 500 强的也是世界最大的专业服务公司美国光华服务公司（ServiceMaster），成功地为医
院和政府提供家政服务，从而大大降低了客户的日常开支。在很多情况下，企业会发现外包
一些辅助性服务项目比企业自行提供的好处在于可以实现更高的运营效率和更低的成本。聚
焦核心能力进一步支持了“价值链”的理念。如果价值链上的每个企业聚焦于其核心能力，
那么提供给客户的最终产品就能最大化地增值（值得注意的是，随意地把非核心能力的业务
外包出去，也可能会导致企业专门人才的流失，而这些专门人才对企业的具体运营非常了解
并能够处理例外的非常规业务，因此，这也将危及核心业务）。

2.4

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战略
正如我们在第 1 章讨论的，在现今的社会生活中，大多数产品都包含着有形产品和无形

服务两种形式。今天我们购买的大多数产品实际上是一束利益组合（bundle of beneﬁts），包含
了有形产品和无形服务。企业要维持较高的边际利润率，保持持久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企业
管理层尤其是运营管理层，越来越注重顾客利益组合中的无形服务。高质量的有形产品已不
再是顾客购买其利益组合的唯一评价标准。更确切地说，按照德瑞·黑尔教授提出的运营战
略概念，高质量的有形产品是订单资格要素（order-qualiﬁer），是允许一个企业或其产品参与
市场竞争，甚至是成为进入市场的一个潜在的最低条件或标准；相反，订单赢得要素（orderwinner）是指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优势于其他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最终赢得客户订单，通常
是顾客购买的利益组合中所包含的无形服务部分。
换言之，在超强竞争环境下，高质量的有形产品是订单资格要素，是企业进入市场的通
行证；而订单赢得要素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如何通过制造与服务融
合战略，不断地创造新的差异化优势，实现客户利益组合的增值，才是企业在超竞争环境中
的运营战略选择，这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来说都是如此。
譬如，丽思·卡尔顿连锁酒店集团瞄准的是市场高端的 5% 的份额，他们安排了专门的
接待员处理拥有 800 个客户容量的预订服务，而不是简单地采用更为经济的订单预订软件系
统。尽管订单预订软件系统更为经济，但丽思·卡尔顿的管理者理解高端客户不会愿意在这
样一个软件系统中浪费时间。同样，马萨诸塞州曼兹费尔德的美国 CTI 低温技术公司（CTICryogenics）是计算机芯片制造设备真空泵制造业的领头羊，他们有一个即时保障服务程序
（guaranteed up-time service，GUT）。一旦真空泵损坏，很容易影响到计算机芯片制造设备的
正常工作，这将意味着超过 10 亿美元的损失。因此，公司为客户准备了 800 免费服务热线，
客户可以随时与工程师联系来及时诊断故障并在 24 小时内发出所需的维修件，从而使得计算
机芯片生产线可以尽快地恢复生产，尽可能地缩短停工时间。

2.4.1

客户活动生命周期

为了构建一个有效地整合制造与服务的框架，桑德拉·范德墨菲（Sandra Vandermer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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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客户活动生命周期（customer’s activity cycle，CAC）的概念。如图 2-6 所示，客户活
动生命周期（CAC）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①购
购买前活动

买前活动；②购买活动；③购买后活动。
购买前活动注重的是响应客户询问和展示产
品技术特性的能力；购买活动注重的是实际销售、
产品的交付与催讨付款的能力；购买后活动包括
售后支持服务和产品保证。

购买活动

购买后活动

优秀的企业能够识别和掌握客户活动生命周
期的每一阶段的特征，并尽可能地利用客户活动

图 2-6

生命周期来获得竞争优势。换句话说，企业越是

客户活动生命周期

能够掌握和利用客户活动生命周期，其在市场中的地位就越强。作为客户活动生命周期概念
的一部分，范德墨菲建议企业转变服务理念，即从仅仅出售产品给客户（即仅出售有形产品）
到帮助客户解决问题（即提供服务）。
世界最大的滚动轴承制造公司之一瑞典 SKF 公司（Svenska Kullager Fabriken）也不再仅
仅是生产球形轴承，而是向客户提供各种售后支持服务，像备件管理、培训、安装以及采用
更好的预防性维护方法以延长轴承的使用寿命。
传统的砖头 – 水泥型（brick-and-mortar）零售商的主要限制之一就是地理区位因素，如果
消费者地理分布太过分散就等于没有消费者。如图 2-7 所示，无论是制造型企业还是服务型
企业，正越来越聚焦于服务差异化战略，尤其对于亚马逊等有形产品的在线零售商（internetbased retailers）或电商（e-tailers），超过一半的收益来自其传统的砖头 – 水泥型竞争者无法提
供的长尾产品，而且，这个收益比例仍在年复一年地上升。换言之，它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
融合了线上信息服务优势和线下供应链物流服务优势，能够随时随地为世界各个角落的顾客
提供传统的砖头 – 水泥型零售商那里根本找不到的产品。
100%
有形产品

100%
服务
有形产品所占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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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银行

砖头 – 水泥
型零售商

电商

传统银行
服务所占
比重（%）

汽车租赁
汽车

图 2-7

2.4.2

服务差异化战略

面向下游服务

理查德·怀兹（Richard Wise）和彼得·保曼加特纳（Peter Baumgartner）为制造型企业开
发了四种服务战略，每种服务战略都是面向制造流程的下游的，原因是与产品相关的服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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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比制造产品本身的市场大得多。譬如，在汽车和个人计算机市场，与产品相关的服务的产
值是产品销售额的 5 倍。此外，与产品相关的服务的利润也明显地超过产品本身的利润。
怀兹和保曼加特纳开发的应用于下游服务的四种服务战略是：
（1）嵌入式服务；
（2）综合服务；
（3）整体解决方案；
（4）配送控制。
嵌入式服务是由产品自身的特殊功能构成的。例如，美国霍尼韦尔公司（Honeywell）开
发的飞机信息管理系统是一种飞机设备的自测系统，而过去这些测试都是通过机械师手工完
成的。综合服务则是将附加服务“嫁接”到产品中去，以促进产品的销售。如通用电气资产
公司向通用电气机车制造公司的客户提供股权和资金，以促进通用电气公司制造业务的壮大。
整体解决方案注重的是用产品和服务的无缝结合来满足特殊的客户需求。世界最大的移动电
话公司芬兰诺基亚公司，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移动电话的推广的。配送控制是指制造商为
下游的公司承担配送的责任，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由下游的公司来承担，如美国可口可乐公司
现在接手了饮料罐装和配送的业务，而事实上过去这些业务是由独立的下游罐装厂来完成的。

2.4.3

实现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战略的其他方法

1．示范专业知识及专家技术
蔡斯和加里指出，企业可以通过示范其生产流程中的专业知识和专家技术获取竞争优势。
通过向客户展示生产流程中的各种步骤和质量保证措施，可以获得高水平的客户满意度。特
别是像成熟的高科技产品之类，产品内部的特殊细节难以为人领会时，常常适用这种方法。
让消费者参观工厂，向他们介绍产品，使他们有所选择。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霍普金顿
的 EMC 公司是全球资讯储存领导者，专门生产电子存储设备。公司很懂得向客户甚至是潜在
客户提供工厂参观的益处。通过每年超过 1 000 多次客户参观，EMC 公司在生产过程中的各
个阶段所采用的高水平测试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确保了客户相信 EMC 公司交付
给客户的产品的高可信度。同时，企业员工也很乐意回答参观者提出的任何问题。通过公司
高级经理戈顿·尼古尔斯对客户参观计划的成功运作，EMC 使超过 90% 的潜在客户购买了
该公司产品，而且事实上，他们购买的经常比计划的更多。
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财富》世界 500 强之一的过程控制设备行业的领头羊福克斯波罗
公司（Foxboro）也鼓励其客户和潜在客户参观其马萨诸塞制造厂。参观者进入工厂，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公司近年赢得的诸多奖项，如美国最佳企业奖、麻省质量奖、工业周刊年度奖等。
在参观生产的过程中，企业员工常常停下手里的工作，向参观者介绍他们为提高产品质量和
生产效率所采取的特别措施。他们也向客户再现生产工艺和产品环节需要加强的知识和技巧。
示范专业知识和专家技术的好处不仅仅局限于高技术产品。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
绿巨人公司（Green Giant）主要生产冷冻罐装产品，其产品曾一度难以进入日本市场。在邀请
日本的经销商参观工厂并为他们展示了生产工艺和成品后，其产品成功地进入了日本市场。

2．客户培训
一些制造企业认识到为广大客户提供使用产品的培训是很有好处的，通过这种培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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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可以让客户很快地熟悉产品的使用方法，还可以提高竞争对手进入相似产品市场的进入壁
垒，从而获得竞争优势。例如，一个企业为何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金去培训员工应用另一
个产品，虽然他们对现用的产品很满意而且也已经进行过培训了。联邦快递公司在服务业中
实施客户培训就非常出色，即便是每天只运送几个包裹的小客户，联邦快递公司也为其提供
了能够直接连接到联邦快递公司系统的专用计算机，并教会每一位客户如何使用。这是竞争
者很难挖走联邦快递的客户的一个主要原因。
再举一个例子，坐落于法国里摩日的 Le Grand 公司生产诸如插头、开关、接线盒等家用
电器零配件。为获取竞争优势，Le Grand 公司在里摩日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培训中心，邀请各
家建筑商和电器承包商参加，为他们展示品种繁多的产品并提供产品在各种设置下安装的培
训。为了增强培训效果，培训中心被分成了不同的房间，以进行家用电器零配件安装的实景
展示，包括厨房、浴室、居所的卧室，甚至还包括医院的病房。
前面提到的福克斯波罗公司是通过客户培训使自己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在其产品交货前，
客户就被邀请参观了福克斯波罗公司的生产车间，亲眼看到了设备的安装并学会了如何在福
克斯波罗公司培训人员的指导下使用设备，这就是福克斯波罗公司拥有高比率的回头客的秘
诀之一。

2.5

生产率
运营管理是对企业为客户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增值过程所涉及的组织资源的有效利用

进行管理。生产率（productivity）一般用来反映产出（产品和服务）与运营过程中的投入（劳
动、材料、能量及其他资源）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对评价指标，通常可以表示为产出与投
入之比：
生产率 = 产出 / 投入

（2-3）

从本质上讲，生产率反映了投入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反映了一个部门、一个企业、一
个行业或一个国家的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通过测算生产率，可以对一个部门、一个企业、
一个行业或一个国家的整体竞争力作出评价。从图 2-8 可以看到，20 世纪 90 年代～ 21 世纪
之初，在互联网技术和网络经济的推动下，美国的生产率每年都有显著的增长，这也是那 10
年中人们所看到的美国经济繁荣的主要因
素。 然 而， 随 着 网 络 经 济 的 神 话 在 2001
年破灭，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美国的生产
率每年也都在急剧地下滑，到了 2008 年
遭遇华尔街金融风暴之后，更是与美国经
济一起跌入低谷。
生产率的测算可以通过单要素度量、
多要素度量和总体度量三种方式来进行，
如表 2-1 所示，与这三种不同的度量方式
相对应的生产率分别为单要素生产率、多
要素生产率和总体生产率。

变化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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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1980 ～ 2012 年美国年生产率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ﬁce,
Januar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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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的测算

单要素度量方式

单要素生产率 = 总产出 / 单要素投入

多要素度量方式

多要素生产率 = 总产出 / 多要素投入

总体度量方式

总体生产率 = 总产出 / 总体要素投入

实例
美国制造商 LUSH 公司及其在中国内地的分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数据如表 2-2 所示：
表 2-2

LUSH 公司财务数据
美国母公司

产出数据

销售数量（单位）

投入数据

原材料

中国子公司

100 000

20 000

20 000

劳动力（小时）

15 000

US$20 000

RMB ¥20 000 ①

60 000

设备（小时）

5 000

① 1 美元 =6.14 元人民币。

下面，我们将结合该年度 LUSH 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投入和产出数据，采用三种不同的度
量方式，来测算 LUSH 公司与其子公司的单要素生产率、多要素生产率和总体生产率，具体
的生产率测算过程及测算结果，如表 2-3 所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中国分公司的设备
生产率和原材料生产率都高于美国总公司，但美国总公司的总体生产率还是高于中国分公司，
因此，LUSH 公司正在考虑将中国分公司的生产基地迁回美国本土。
表 2-3

生产率的测算实例

美国母公司
单要素
度量方式

多要素
度量方式

总体
度量方式

总产出 / 劳动力 = 100 000/20 000 =5

中国子公司
劳动力生产率 =20 000/15 000 =1.33

总产出 / 原材料 = 100 000/20 000 =5

原材料生产率 =20 000/20 000/6.14 =6.14

总产出 / 设备 = 100 000/60 000 =1.67

设备生产率 =20 000/5 000 =4

总产出 /（劳动力 + 原材料）
= 100 000 /（20 000+20 000）=2.5

总产出 /（劳动力 + 原材料）
= 20 000 /（15 000+20 000/6.14）=1.10

总产出 /（劳动力 + 设备）
= 100 000 /（20 000+60 000）=1.25

总产出 /（劳动力 + 设备）
= 20 000 /（15 000+5 000）=1

总产出 /（原材料 + 设备）
= 100 000 /（20 000+60 000）=1.25

总产出 /（原材料 + 设备）

总产出 /（劳动力 + 原材料 + 设备）
= 100 000 /（20 000+20 000+60 000）=1

总体生产率
= 20 000 /（20 000+20 000/6.14+5 000）=0.71

= 20 000 /（20 000/6.14+5 000）=2.42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正在考虑将原先位于海外的生产基地搬回美国本土，越来
越多的制造业产品正在摇身变为“美国制造”，其中包括消费品巨头佳顿、工程机械制造商
卡特彼勒、汽车巨头福特公司等。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供应链管理专家大卫·辛奇 – 利维
（David Simchi-Levi）对 108 家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公司最新调查显示，有 14% 的跨国公司明
确打算将部分离岸（offshoring）制造业迁回美国本土，1/3 的企业表示正在考虑为制造业回岸
（reshoring）采取措施，因为美国本土生产不仅总体生产率更高，而且还能够带来更快速的市
场反应时间，以及运输费用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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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运营战略理念在企业长期决策中扮演
着 重 要 的 角 色。 开 发 企 业 的 运 营 战 略， 就
意味着在企业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交付上
有 效 地 增 值。 价 值 有 多 种 形 式， 因 此 企 业
管理者就必须将运营战略与企业其他职能
部 门 的 职 能 战 略 加 以 整 合， 并 与 企 业 的 总
体战略保持一致。
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发展导致了当今的超

竞争市场环境，管理者必须随时寻找更新的、
更具创造性的战略，以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
为了适当地实施这些战略，管理者要清楚地
界定企业核心能力，并将企业资源集中在维
持和提高这些核心能力上。
如今成功的企业谋求将产品和服务融合
起来的战略，尝试着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
即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售出产品。

复习思考题
1．描述竞争力的含义。
2．构建运营战略的不同类型的竞争优势要素
有哪些？不同经济时代的竞争优势要素有
何变化？
3．请描述最适合各个竞争优势要素的市场
特征。
4．订单资格要素与订单赢得要素之间有何
区别？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随时间变
化的？
5．解释企业核心能力的概念。
6．如何理解客户活动生命周期与企业获得市
场竞争优势的关系？
7．用 你 的 观 点 分 析 商 学 院 有 无 竞 争 优 势
要素？
8．为什么那些世界级企业的“正确的”运营
战略总是持续地在改进？
9．如何理解“制造业进入了信息时代”？
10．请描述一次长途飞行的客户活动生命周
期，如何才能使乘客的旅程更加便捷？

11．对于以下的产品和服务来说，你认为哪
种信息可以为客户增值：
（1）二手车；
（2）坐落在异国城市的宾馆；
（3）巡逻艇；
（4）大学。
12．请描述哪种类型的服务可以使下列商品
更能够吸引消费者：
（1）套装；
（2）二手车；
（3）个人电脑；
（4）水果和蔬菜。
13．请指出下列项目的订单资格要素和订单
赢得要素：
（1）选择出行的航空公司；
（2）选择购买杂货的超市；
（3）购买一部移动电话；
（4）挑选一家度周末的餐厅。

互联网练习
登录麦格劳 – 希尔公司主页（www.mhhe.
com/pom），浏览几家企业，主要是了解各家

企业的竞争优势要素。然后，说出各家企业
的主营产品及其相应的竞争优势要素。

案例分析 2-1
沃尔玛：为你省钱，让你生活更美好
1962 年零售业传奇人物山姆·沃尔顿以
“沃尔玛”（Wal-Mart）为名在美国阿肯色州创

立了第一家沃尔玛折扣百货店。山姆·沃尔
顿 1918 年出生在美国阿肯色州的一个偏僻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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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1940 年获得密苏里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
1942 年作为预备役军官训练团员应征入伍，
1945 年二战结束后回到家乡，加盟本·富兰
克林杂货连锁店，专卖 5 ～ 10 美分的商品，
开始尝试直接向制造商进货，这样可以节省
约 25% 的费用，零售价也随之得以降低。由
于加盟连锁店合约到期，1951 年山姆·沃尔
顿全家搬到美国阿肯色州的一个只有 3 000 人
口的农村边远小镇，离最近的城镇罗杰斯也
有 10 公里，在这里买下了一家名叫哈里逊的
杂 货 店， 并 命 名 为“沃 尔 顿 5 ～ 10 美 分 商
店”。 经 过 十 来 年 不 断 探 索，1962 年 7 月 2
日，第一家沃尔玛折扣百货店在罗杰斯城开
业，第一次打出“沃尔玛”品牌和“天天低价”
的口号：“为普通百姓节省每一分钱，使他
们能与富人一样生活得更美好（Save money，
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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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better!）”，推行“一站式”购物理念（onestop shopping）。
沃尔玛承诺每一位顾客可以在最短的时
间内以最低的价格最快的速度购齐所有需要
的商品，顾客在沃尔玛购买的任何商品如果
觉得不满意，都可以在一个月内退还商场，
并获得全部货款。在沃尔玛顾客永远无须等
待降价，沃尔玛认为价廉物美的商品就是最
好的广告，每年只在媒体上做几次广告，大
大低于一般的百货公司每年 50 ～ 100 次的水
平，沃尔玛很少做广告。据调查显示（见表
2-4），全美零售业排名第一的沃尔玛的广告投
入占销售收入的 0.5%，而排名第三的西尔斯
是 3.8%。沃尔玛不希望顾客买 1 美元的东西，
就 得 承 担 20 ～ 30 美 分 的 宣 传、 广 告 费 用，
那样对顾客极不公平。

沃尔玛及主要竞争者在 2013 年度《财富》世界 500 强排名与主营业务收入
世界 500 强排名

营业收入（百万美元）

净利率（%）

资产收益率（%）

2

469 162.00

3.6

8.4

塔吉特（Target）

113

73 301.00

4.1

6.2

西尔斯（Sears）

262

39 854.00

-2.3

-4.8

梅西百货（Macy's）

419

27 686.00

4.8

6.4

沃尔玛（Wal-Mart）

资料来源：http://money.cnn.com/magazines/fortune/fortune500/2013/ , Issue date: July 8, 2013.

现在沃尔玛的零售业态主要分为四种：
折 扣 百 货 店、 山 姆 会 员 店、 购 物 广 场 和 社
区店。
（1）折扣百货店。现在的沃尔玛折扣百
货店，相当于普通折扣店 300 ～ 2 000 平方米
的面积，卖场面积平均 9 300 平方米，并力
图为顾客提供品种较齐全的商品及部分食品。
作为沃尔玛核心业态之一的折扣百货店业务，
占到沃尔玛总销量的 65% 和利润的 87%。
（2）山姆会员店。沃尔玛第一家山姆会
员店 1983 年成立，是以创始人名字命名的会
员制大型仓储式购物商店，面向小企业或需
要大量购买的顾客，通过缴纳一定的会员费，
然后根据一次性消费额或多次累计消费额享
受不同的价格折扣。营业面积超过 1 万～ 3
万平方米，主营商品上万种，其中，食品（主
要包括水果、蔬菜、鲜肉、牛奶制品、冷冻
品、罐头、粮食制品、饮料、小吃、甜食和
酒类等）占 40% ～ 50%，非食品（主要包括

家电、办公用品、体育用品、日用品、家具、
家庭装饰品、纺织品、玩具、工具和园艺品
等）占 50% ～ 60%。
（3）购物广场。沃尔玛第一家购物广场
1988 年成立，与折扣百货店一样，购物广场
也是针对低收入家庭阶层消费者，营业面积
超过 1 万～ 5 万平方米，以“天天平价”为
基础，追求“一站式”购物理念，并为顾客
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大卖场购物体验。
（4）社区店。沃尔玛第一家社区店 1999
年成立，是对前三种零售业态的一种补充，
以社区内的常住人口为服务对象，主要是针
对 中 上 层 家 庭 消 费 者， 坚 持“便 利、 优 质、
平价”的经营宗旨，但又区别于沃尔玛购物
广场和山姆会员店，营业面积平均 4 000 平方
米左右，最大的也不过 5 000 平方米。
沃尔玛在商店网点的选择上，以方便顾
客购物为首要考虑因素。发展初期，沃尔玛
重点聚焦在被塔吉特、西尔斯等其他零售商

45

46

第一部分

当今全球化环境下运营管理与战略思维

所不屑一顾的小城镇这个细分市场上，从明
尼苏达到密西西比，从南加州到俄克拉荷马，
沃尔玛无所不在。只要哪座偏远乡村小镇缺
乏廉价商场，沃尔玛就在哪里开业，这样，
沃尔玛得以在一个有需求、缺竞争、低成本
的环境中悄然成长。在小镇取得成功之后，
沃尔玛开始逐步扩展到城市去。1983 年已是
零售业区域霸主的沃尔玛开始“农村包围城
市”，选择城乡结合部进军全美市场。随着城
市的不断外扩发展，这些城乡结合部逐渐成
为城市的主要区域，沃尔玛也就以较低的成
本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同时，沃尔玛并
未放弃小城镇定位，仍然把小镇作为自己发
展的“根据地”。1990 年沃尔玛终于超过了
百年老店西尔斯，成为全美第一大零售商。
1991 年沃尔玛开始进军海外市场，1992
年沃尔顿荣获美国自由勋章，却在同年 4 月 5
日与世长辞，但随着沃尔玛业务在全球拓展，
表 2-5
年份

沃尔玛的平民精神依然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
中得以传承（见表 2A-2）。首家沃尔玛商场经
理回忆道：“沃尔顿先生要求我们重视每一分
钱的价值，从来不允许我们商品价格虚高。
比如一件商品的售价定为 1.98 美元，但实
际上我们只花了 50 美分。他会纠正道，‘不
对，我们只付了 50 美分，那么我们只需在
此基础上增加 30% 出售就可以了。无论我
们 得 到 多 少 利 润， 都 要 将 它 转 移 给 我 们 的
顾客。’当然，这是我们应做的。”
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沃尔玛已经成为美
国最大的私人雇主和世界上最大的连锁零售
商，并于 2002 年开始八次荣登《财富》世界
500 强榜首及当选“最受尊敬企业”，如表 2-5
所示。截至 2013 年 1 月 31 日，沃尔玛（纽交
所：WMT）在全球开设了超过 10 700 家商场，
员工总数 220 多万人，分布在全球 27 个国家
和地区，每周光临沃尔玛的顾客 2.45 亿人次。

沃尔玛 50 年的发展状况

营业收入（万美元）

利润（万美元）

开店数（个）

1962

70

—

1

1968

2 137

61

27

1970

4 429

165

38

1978

90 030

2 945

229

1979

1 248 00

4 115

276

1988

2 064 900

83 722

1 364

1998

13 052 200

439 700

3 591

2008

40 560 700

1 340 000

7 873

2012

46 916 200

1 699 900

7 873

沃尔玛物流配送成本占销售额 2%，是
竞争对手的 50%，而物流成本占整个销售额
一般都要达到 10% 左右，有些食品行业甚至
达到 20% 或者 30%。沃尔玛物流配送中心一
般设立在 100 多家零售店的中央位置，运输
的半径既短又均匀，基本上是以 320 公里为
一个商圈建立一个配送中心。沃尔玛各分店
网点的订单信息通过沃尔玛的高速通讯网络
传递到配送中心，配送中心整合后集中向供
应商订货，从牙膏到电视机，从卫生巾到玩
具，应有尽有，商品种类超过 8 万种。沃尔
玛的配送中心平均面积超过 11 万平方米，相
当于 24 个足球场那么大。供应商将商品送到

配送中心后，整包装的商品将被直接送上传
送带，零散的商品由工作人员取出后，也会
被送上传送带。商品在长达几公里的传送带
上进进出出，通过激光辨别上面的条形码，
把它们送到该送的地方去，传送带上一天输
出的货物可达 20 万箱。对于零散的商品，传
送带上有一些信号灯，有红的、黄的、绿的，
配送中心的一端是装货平台，可供 130 辆卡
车同时装货，在另一端是卸货平台，可同时
停放 135 辆卡车。配送中心 24 小时不停地运
转，平均每天接待装卸货物的卡车超过 200
辆。沃尔玛用一种尽可能大的卡车运送货物，
大约有 16 米加长的货柜，比集装箱运输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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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更长或者更高。在美国的公路上经常可
以看到这样的车队，沃尔玛的运输卡车都是
自己的，司机也是沃尔玛的员工，他们在美
国各个州之间的高速公路上运行，而且车中
的每立方米都被填得满满的，这样非常有助
于节约成本。沃尔玛的运输卡车全部安装了
卫星定位系统，每辆车在什么位置、装载什
么货物、目的地是什么地方，总部都一目了
然。因此，在任何时候，调度中心都可以知
道这些车辆在什么地方，离商场还有多远，
他们也可以了解到某个商品运输到了什么地
方，还有多少时间才能运输到商场。灵活高
效的物流配送使得沃尔玛在激烈的零售业竞
争中技高一筹。沃尔玛可以保证，商品从配
送中心运到任何一家商场的时间不超过 48 小
时，沃尔玛的分店货架平均一周可以补货两
次，而其他同业商场平均两周才能补一次货；
通过维持尽量少的存货，沃尔玛既节省了存
贮空间又降低了库存成本。
苹果公司总裁乔布斯曾说过，倘若全球
的 IT 企业只剩下两家，那将只有戴尔和沃
尔玛。沃尔玛正是利用贯穿供应链的高效信
息系统取代了持有大规模库存以支撑庞大物
流配送体系的需求，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随
时随地都能节省开支，生活得更好，无论是
在零售店、网络以及通过手机等，每周超过
2.45 亿名消费者和会员光顾沃尔玛在 27 个国
家和地区拥有的 69 个品牌下的 10 700 多家
分店以及遍布 10 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子商务和
移动商务网站。1987 年沃尔玛的商用卫星网
络完成，这是美国最大的私有卫星系统。从
1990 年年初开始，沃尔玛就开始强制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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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进行信息系统对接，2004 年，沃尔玛要
求其前 100 家供应商，在 2005 年 1 月之前向
其配送中心发送货盘和包装箱时使用无线射
频识别（RFID）技术，2006 年 1 月前在单件
商品中投入使用。2012 年 4 月，沃尔玛则推
出了网购现金支付系统，允许消费者网上下
单购买商品，然后在附近的沃尔玛实体零售
店进行支付。沃尔玛借助自有的卫星通讯系
统和 RFID 技术，很便捷地实现了企业内外部
信息系统的全球联网，使得全球 10 700 多家
商场可在一小时之内对每种商品的库存、上
架、销售量全部盘点一遍；使得沃尔玛能与
供应商每日交换商品销售、运输和订货信息，
实现商场的销售、订货与配送保持同步。沃
尔玛每家商场通过收款机激光扫描售出货物
的条形码，将有关信息记载到计算机网络当
中。当某一货品库存减少到最低限时，计算
机就会向总部发出购进信号，要求总部安排
进货。总部寻找到货源，便派离商场最近的
配货中心负责运输路线和时间，一切安排有
序，有条不紊。商场发出订货信号后 36 小时
内，所需货品就会及时出现在货架上。
讨论题
1．这个时代像沃尔玛这样的大型零售商的企
业使命是什么？
2．沃尔玛成功的企业总体战略和竞争战略分
别是什么？
3．沃尔玛是凭借怎样的运营战略在全球大型
零售市场中获取竞争优势的？
4．沃尔玛的订单赢得要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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