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供应链战略

学习目标
●

介绍了企业供应链与供应链管理的基本概念，并揭示了供应链管理的发展演变历程
及其发展趋势。

引

●

讨论了技术对企业供应链的影响。

●

讨论了供应链中牛鞭效应。

●

深入讨论了基于功能模式与基于产品不确定性的供应链战略。

●

阐明了成功构建供应链战略的必要条件。

●

指出了供应链中物流的角色。

●

给出了在途库存成本的定义，并揭示了其对运输方式选择决策的影响。
例

伟创力国际：从代工商到全球供应链整合者

作为消费者，或许没有多少人知道伟创力国际（Flextronics International Ltd，NASDAQ ：
FLEX），然而，几乎所有的电子消费者每天都在接触伟创力国际产品，从通讯设备到汽车电
子，从医疗仪器到工业产品，从移动通讯到电子消费，伟创力国际供应链遍及人们日常生活
的各行各业。
伟创力国际是全球第一大电子合约制造服务商（EMS），名列《财富》世界 500 强，2012
年营业收入是 236 亿美元。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伟创力国际的股票市值已经从低谷上升
了 409.75%，市场资本总值 500 多亿美元，市盈率为 19.85 倍，员工超过 20 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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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www.nasdaq.com/symbol/ﬂex/real-time, 2013/07/26.

随着电子制造服务行业在全球迅速发展，伟创力国际已成为全球杰出的供应链整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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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球领先的原始设备生产商（OEM）和原始设计生产商（ODM）创造定价优势和供应链
竞争力。伟创力国际在全球五大洲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拥有功能完善的制造基地和物流设
施网络，以满足跨国以及区域性 OEM 和 ODM 客户不断增长的外包需求，并在提高产品上
市速度的同时控制合理的预算，在关键地区，将供应商安排在工业园制造和物流设施的周
边，以提高物流效率，缩短周转时间并降低运输和产品成本。为实现核心业务规模经济的最
大化，2007 年 6 月 1 日，伟创力以 36 亿美元收购了全球第三大电子合约制造服务商旭电公
司（Solectron Corp.），旭电公司凭借先进的制造技术、快速反应市场的能力、低生产成本以及
有效利用资源的竞争优势，与 OEM 和 ODM 客户建立了密切无缝的合作关系。旭电公司也是
唯一一家两度获得马尔科姆·鲍德里奇国家质量奖（Malcolm Baldrige National Quality Award）
的电子制造服务企业，这足以证明旭电供应链对产品卓越品质的不懈追求。
通过提供包含全面设计、制造以及物流服务在内的完整、可靠的全球供应链服务解决方
案，伟创力国际始终保持着业界的领先地位，成为全球领先企业理想的合作伙伴，2012 年伟
创力国际 47% 的净销售收入来自前 10 大客户，包括苹果、思科、福特、惠普、爱立信、华
为、联想、微软等。其中，福特汽车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授予伟创力国际“世界杰出供
应商”（WEA）奖，这是享有美国三大汽车巨头之一美誉的福特汽车公司，每年在全球近千家
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中综合评选出的当年的“世界杰出供应商”奖。
资料来源：Malcolm Baldrige National Quality Award-Proﬁles of Award Recipients.（http://www.quality.mist.gov）；
2013 Flextronics Annual Report（http://www.ﬂextronics.com/）；http://www.nasdaq.com/symbol/ﬂex/,
2013-07-24.

21 世纪的竞争不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和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这主要是
源于以下的原因：首先，互联网的持续发展和快速普及，全球电子商务和移动商务的广泛应
用，给企业带来了以创新和动态变化为特征的超强竞争环境，今天的任何一个顾客，无论在
家里、办公室、路上……，都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全球电子商务和移动商务，弹指之间从世界
每个角落在线购买产品，这就大大加剧了企业动态竞争，迫使企业寻找新的竞争优势，实现
企业可持续发展。其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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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企业为了可持续发展，为了能够对变化莫测的市场需求作
出快速反应，企业需要把资源集中在核心竞争力上。为了拥有核心竞争力，企业外包自身的
非核心业务，在所产出的产品以及所提供的服务中所外购的比例比以往更多。比如在很多情
况下，原材料的采购成本要占到销售成本的 60%，甚至更高。因此，现在的企业更加依赖于
其供应商，需要与供应商建立起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此外，随着全球物流速度，特别是运
输与配送速度不断地提高，现在的企业有能力将其供应链延伸到全球任何角落。
为了适应日趋复杂的市场环境，企业正面临着不断降低库存的压力，这也进一步加剧了
企业对其供应商的依赖程度。为了能够降低库存，企业引入了诸如寄售库存和供应商管理库
存（vendor-managed inventory, VMI）或供应商管理库存（supplier-managed inventory, SMI）等
库存管理方式，这些都将在本章中进行详细的讨论。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借助于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工具，使得企业对供应链管理更
加得心应手，包括电子数据交换以及企业对企业电子商务平台等。同时，供应链管理对于企
业的重要作用日趋加强，也使得传统的采购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传统上，采购部门与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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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之间只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在供应链管理环境下，这种传统意义上的交易关系正
转向亲密的合作关系，很多企业正把与供应商建立密切无缝的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了支撑企
业取得长期成功的战略地位上。历史悠久的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经过 170 多年的洗
礼，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利用专有设备生产洗涤剂、美容用品等消费日用品生产商。2003 年
之后，宝洁通过不断外包非核心制造业务，成功转型为一个由众多供应商支持的致力于创造
和建设品牌的产品集成商，2012 财年，宝洁公司年销售额近 840 亿美元，其中年销售额超过
10 亿美元的品牌达到 25 个，包括玉兰油、帮宝适、护舒宝、汰渍、飘柔等美容美发、居家
护理、家庭健康用品等品牌。

3.1

供应链管理的定义
图 3-1 所示的是构成企业供应链的主要成员，即围绕核心企业将其供应商、分销商直到

最终客户联结而成的网链结构。其中，涉及从供应商采购直到向企业供货的物流网链，被称
为内向物流。而当企业将采购的产品或服务等投入通过增值转换之后，涉及将最终的有形产
品和无形服务发送到分销商乃至最终客户手中的物流网链，被称为外向物流。
企业
二级
供应商

一级
供应商

分销商

转换过程
内向物流

图 3-1

最终客户

外向物流

企业的供应链

广义而言，供应链可以定义为“为有效地满足最终客户的需要，而将涉及产品或服务提
供给最终用户活动的上游与下游组织所形成的一个整体的网链结构”。这里，供应链从原材料
开始，直至最终产品发送到最终客户或最终消费者手中。举例来说，若最终产品是一套红木
家具，那么供应链将从最下游的最终客户往前追溯，包括：①为最终客户提供红木家具的零
售商；②运输公司；③红木家具制造商；④红木家具生产工具的提供商；⑤木材公司。再如，
若最终产品是超市中的金枪鱼刺身，那么供应链包括：①超市；②运输公司；③金枪鱼刺身
加工商；④金枪鱼供应商即金枪鱼渔民。
不同企业的供应链结构差别很大，甚至对于同一个行业的不同企业而言，也是如此。此
外，就对供应链控制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不同企业差别也很大。就拿上述所举的一般超
市中金枪鱼刺身的供应链，与坐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历史悠久的施本格海鲜馆
（Spenger’s）的金枪鱼刺身的供应链相比，以往施本格海鲜馆的金枪鱼等各种刺身鱼都是由施
本格的渔船自行捕捞并自行加工成金枪鱼刺身的（施本格海鲜馆创始于 1890 年，1994 年在最
后一个渔夫退休后卖掉了渔船，现在，它是从中间商或与海鲜馆有合作关系的渔夫那里采购
金枪鱼）。
再譬如亨利·福特为了支持设在密歇根州底特律的 River Rouge 大型汽车制造厂，曾经在
铁矿、森林、煤矿，甚至在航行于大湖（Great Lakes）运输原材料的货船上都投过巨资，在
巴西还投资了 250 万英亩的橡胶种植园。福特的资本运作目标是控制整个供应链——后来意
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就供应链而言，控制得越广越宽，纵向一体化程度就越高；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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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单纯制造与装配汽车的企业相比，福特汽车公司的运营是高度纵向一体化的。而这种基于
产权交易与资本运作的高度纵向一体化管理模式，在变幻莫测的市场需求环境下，使得企业
管理成本急剧上升，却难以瞄准市场机会和客户需求并作出快速反应。所以，福特汽车需要
把资源集中在核心竞争力上，将其核心业务“轿车和卡车制造与装配”之外的其他相关非核
心业务进行外包，以虚拟一体化来代替纵向一体化，与供应商建立起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综上所述，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合作能力已成为供应链管理的一个重要部分，从而使得
供应商能够为企业提供高质量而且价格上也很有竞争力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客户与供应商关
系的紧密程度在很多方面因供应链类型而异。采用供应链管理来取代以往的企业内部的物料
管理或采购管理，这也反映了企业高层管理者对供应商在企业长期成功中所起到的战略作用
的认可。今天全球互联网上 80% 的信息流量是经由思科公司（Cisco）的路由和交换等产品传
递的，自 1990 年上市以来，思科年销售收入已从 6 900 万美元上升到 2012 财年的 461 亿美
元，思科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工厂，在全球范围内的员工超过了 66 600 名，然而，思科坚持
“如果我们不擅长某件事，我们有硅谷，那是我们的实验室”；倘若觉得自己被对手甩得太远，
没有时间从零开始生产某种产品，那么就把目光放到合作伙伴那里。思科自己只保留了 25%
的生产能力，其余 75% 的产品生产与交付都外包给了供应商，思科与主要供应商建立了紧密
的合作伙伴关系，因而客户无法区分哪些产品是思科的工厂生产的，哪些产品是思科供应商
制造的。

3.2

供应链管理的发展过程
供应链管理的概念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提出以来，已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管理理论。在供

应链管理的萌芽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传统的管理理论认为若企业的三大主要职能之
一运营职能的转换过程即企业的技术核（technical core），可以从动态多变的、不确定的外部
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分离或缓冲出来，那么企业运营效率就可以大大提高（见图 3-2）。
为了将企业的技术核从供应商和客户中分离出来，企业建立了大量的原材料与产成品库
存，如图 3-2a 所示。通过库存缓冲，一方面大大提高了企业运营效率，但同时也使得企业的
技术核对市场变化的反应速度降低了。企业不能够快速响应顾客需求和偏好等的主要原因在
于，企业在为顾客提供新产品之前，必须先消耗完所有的原材料和产成品库存。
在这种运营环境下，企业很容易与供应商产生对抗关系。企业每一个采购项目都面向多
个供应商招标，让这些供应商之间相互压价，这样企业就可以获得最低的采购价。由此可见，
价格是供应商中标而获取合同的主要标准。因此，中标的供应商非常清楚这种合作关系只是
短期的，对下一次招标的成功并没有多大的作用，故只会相应地根据客户合同要求投入一定
的资金与时间，而不会考虑长期的投资。正由于供应商与企业之间这种短期的合作关系，导
致双方没有激励去共享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型企业的采购活动通常是由运营主管负责
的，目标就是以最低的价格采购原材料和零部件。
在供应链管理的初级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消费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消费市场需求变化多样，为了对顾客需求作出快速的反应，企业需要导入 JIT 理念，与供应
商紧密合作，大大降低库存，甚至消除以往建立的缓冲库存，如图 3-2b 所示。
准时制生产方式（JIT）是由日本丰田汽车公司首创的，主张通过不断减少原材料和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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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库存来暴露管理中的问题，找出这些问题的根源，并采取相应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不
断消除浪费。然而，采用 JIT 方式的企业必须要求与其供应商建立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参见
“运营实践 3-1：供应商的火灾导致丰田停产”）。
制造型企业

a）分离技术核阶段
供应商
（多）

技术核
原材料库存

客户
产成品库存

b）JIT 理念导入阶段
供应商
（少）

技术核

客户

c）物流伙伴导入阶段
供应商
（少）

内向物流

技术核

外向物流

客户

合作伙伴
d）供应商融入企业阶段
供应商
（少）

图 3-2

技术核

外向物流

客户

供应链管理的发展过程

在供应链管理的形成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初～ 21 世纪之初），继导入 JIT 理念之后，供
应链管理发展到将企业所有的运输与配送功能外包给第三方物流公司的阶段，如图 3-2c 所
示，这就产生了第三方物流（third-party logistics, 3PL）与无缝物流的概念（以前，企业需要面
向多个运输公司谈判，并以价格为主要选择标准），也促进了第三方物流市场的蓬勃发展，图
3-3 正揭示了 1996 ～ 2012 年美国第三方物流市场的发展。
举例来说，2013 年全球第三方物流 50 强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绿湾的施耐德物流公司
（Schneider Logistics），在 1996 年秋天，就与全世界最大的轻型和中型工程机械制造商和经销
商凯斯公司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根据合作协议，施耐德物流公司承包了凯斯公司以前与全
球约 2 000 家物流公司合作的内向物流业务，以及将 40 000 套设备运往全球约 150 个国家的
外向物流业务。2012 年施奈德物流公司营业收入达 35 亿美元，在全球拥有 1 400 多个办事处，
拥有超过 9 600 台货车，并能动用外部契约合作伙伴车辆 14 400 多台，业务遍及北美、欧洲、
亚洲和拉丁美洲，在《财富》世界 500 强中，有超过 2/3 的企业是施耐德物流公司的客户，
包括沃尔玛、福特汽车、通用汽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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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2 3PL Market Analysis and 2013 Predictions Report，Armstrong & Associates，May 2013.

进入 21 世纪以来，供应链管理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为了获取供应链快速反应能力、客
户化定制能力、与最终需求同步的供应柔性等，供应链管理发展到通过虚拟整合将供应商融
入企业阶段，视供应商为企业的一部分，不仅让供应商参与早期产品开发和产品设计，而且
供应商的员工到企业现场进行工作。戴尔公司的虚拟整合与后文中关于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设
在巴西的新汽车装配厂的案例都是很好的例子，如图 3-2d 所示。
戴尔公司是按订单定制（built-to-order-only），客户定制的既可能是台式机，也可能是笔记
本电脑或服务器，既可能只订 1 台，也可能是 10 台或 100 台。通过全球供应链网络，戴尔和
上游配件供应商组建了虚拟企业，每一个供应商变成了戴尔的一个零部件供应部门，互相之
间联系很紧密。当戴尔在线接到客户定制订单，在线配置中心会把整张定制订单分解成一张
张的零部件采购订单，迅速在线（Valuechain.dell.com）发给配件供应商，各个配件供应商在
线接收到订单，马上会组织零部件生产，在指定的期限内发货给戴尔，收到所有零部件，戴
尔只需要在生产线进行组装，便可以把客户定制的成品直接运送到客户手上，而这些零部件
在戴尔停留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但是戴尔生产线定制化程度却很高，很可能前一台和后一
台都不一样，每一个批量也许就是一台。
运营实践 3-1
供应商的火灾导致丰田停产
日本丰田汽车装配所需的刹车阀 99% 是由日本 Aisin Sekei 株式会社供应的。丰田公司采用的
是准时生产制，每个汽车装配厂的刹车阀库存仅供 4 小时装配。1997 年 2 月 1 日，一场大火烧毁
了 Aisin Sekei 株式会社的制造设备，丰田公司因此被迫停掉了 20 个日产出量为 14 000 辆的汽车
厂。尽管许多专家预测 Aisin Sekei 株式会社需要几周时间才能恢复生产，而丰田公司却在 5 天后
就恢复了生产，这要归功于丰田其他供应商整日整夜地为丰田公司赶制刹车阀。
2011 年 2 月 15 日上午 9：50，丰田公司生产混合动力车 Prius 的日本 Aichi Tsutsumi 工厂发生
了一场起火事故，而此次丰田公司在 5 小时后就恢复了生产。
资料来源：Valerie Reitma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8,1997, p. A1. Copyright ©1997 by Dow Jones & Co., Inc.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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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管理发展趋势

3.3.1

供应商数目的减少

很多企业在其供应链计划中都大大减少了供应商的数目。当今的管理者认为，与其拥有
很多供应源，还不如与固定的几个供应商建立长期可信赖的合作关系。很多国际知名企业的
供应商数目都在大大地减少，但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企业所提供的产品种类却是更加多样化。
作为全球“一个福特”（one ford）战略组成部分，福特汽车将其全球范围内的供应商数目从先
前的 3 000 家削减至 750 家，全球采购订单的 2/3 交给福特首选零部件供应商（preferred parts
suppliers）。海尔集团通过整合内部资源、优化外部资源，建立起强大的全球供应链网络，供
应商由原来的 2 200 多家优化到 721 家，其中世界 500 强企业有 59 家。

3.3.2

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

正如沃尔玛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科特（Lee Scott）所言，沃尔玛的市场就是全世界。
随着电子商务和移动商务的应用普及，全球物流配送系统的迅速发展，跨地区、跨国界网络
交易行为的边际成本趋平，任何一家企业都将面临国际化、全球化市场竞争，企业为了获取
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必须不断推出新产品，从而引起产品生命周期相应地缩短。为了适应
动态多变的市场需求而快速地推出新产品，企业需要能够快速地转换新产品需求的柔性运营
方式，而柔性也能够通过赋予供应商更多的责任而获得。

3.3.3

供应商管理库存的增加

为了降低采购交易成本和监视成本，现在许多企业开始采用一种称之为供应商管理库存
（supplier-managed inventory, SMI）的管理方法，也称之为供应商管理库存（vendor-managed
inventory, VMI）。这种管理方法有时被称为“面包商法”。这一术语来源于商业面包房，这些
面包房的面包商或销售商需要确定发送到每个面包零售点的面包数量，并且负责把面包放到
零售点的货架上。如果有面包没有卖出，零售点可以全部退回没有卖出的面包，并按实际售
出的面包数量结账。
在供应商管理库存中，企业首先需要确定每种物品的最高库存以及最低库存水平，然后，
再授权予供应商，确定如何及时补充这些物品的库存。此外，供应商还可以直接参与到企业
的生产现场，直接确定需要及时补充的库存数量，这样企业就可以取消仓库了。而且在供应
商管理库存方法下，供应商是不依赖于企业的订单而直接进行库存管理的，故下单、跟单、
催单、收货等订单管理工作也大大减少了。同样，有关收货验货的工作、将物品从仓库发送
到生产现场的工作以及相关工作人员都大大减少了。
尽管如此，在供应商管理库存实践中，强势企业很容易通过设定过高的库存水平上限和
下限，将库存的压力转移给供应商，迫使供应商承担更多的风险。

3.3.4

寄售库存的增加

近几年来，企业的资产管理越来越受到重视，资产管理的绩效是用资产回报率来衡量的，
许多企业管理者的薪酬多少都与资产回报率直接相关。在资产负债表中，库存被视为资产类，
即库存越少，则资产回报率越高。因此，为了减少库存，同时又不影响企业的生产运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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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交货给客户，企业开始普遍采用一种新型库存管理方式——寄售库存。寄售库存是企业
物理意义上的库存，但实际上仍由供应商拥有库存，所以寄售库存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并
不作为资产出现。直到企业将这些寄售库存真正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时，其所有权才转移到
企业。但此时，最终产品几乎马上就要运抵顾客手中了，因此，通过寄售库存方式，企业可
以把维护库存的财务负担转嫁给上游的供应商。寄售库存方式也被应用于服务业中，一些像
超市等零售商直到把制造商的产品卖到了最终顾客手中后才付给制造商的货款。
通过寄售库存方式，戴尔供应链的物流速度非常快。在戴尔供应链中，戴尔需要什么零
部件就直接下订单给供应商，供应商要按戴尔的订单要求，把自己的零部件转移到第三方物
流仓库，这个零部件到了戴尔生产线上才进行产权交易，之前的库存所有权都属于供应商的。
戴尔根据客户定制订单确定生产计划，并将数据传递给本地供应商，让其根据戴尔的生产要
求把零部件提 出来放在戴尔工厂附近的第三方物流仓库，做好送货的前期准备。戴尔根据具
体的订单需要，通知第三方物流仓库，通知本地供应商把零部件送到戴尔生产线上，戴尔生
产线在八小时之内把成品组装出来，然后直接送到客户手中。

3.3.5

全球一体化供应链的优化

“全球化”下的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平坦”！移动互联网技术如闪电般迅速地发展，使
得全球的每个角落都在经历着全球化竞争，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全球化竞争会越来越剧烈。
因此，供应链相应地被延伸成了一个跨地区、跨国界的全球一体化的供应链，通过供应链合
作伙伴（从供应商的供应商到客户的客户）之间的战略合作，充分利用世界不同地区在资源、
技术和能力方面的竞争优势，不断对全球一体化供应链进行优化，从而不断地降低整个供应
链成本，提高客户服务水平。

3.3.6

风险共享与降低供应链风险

开发新产品的成本越来越高，而产品生命周期正在不断地缩短，因此，新产品的风险也
越来越大。为了降低财务资金风险，许多企业要求与供应商一起分担风险。大众巴西的新汽
车厂就是与供应商共同承担风险的典型案例（参见“运营实践 3-2 ：大众在巴西组建的与众不
同的装配厂”）。
运营实践 3-2
大众在巴西组建的与众不同的装配厂
大众在巴西雷森德组建新的卡车与巴士装配厂，与全球其他汽车装配厂不同的是，大众巴西
装配厂供应商的员工与大众的员工一起并肩工作，这种最新的供应链管理思想是大众的采购负责
人何塞提出来的。因此，在大众巴西装配厂的 1 000 名员工中，只有 200 名是大众的员工，其他都
是外包商雇用的员工，如供应发动机和传动器的曼哈姆 – 康明斯公司（MWM-Cummins），供应车
轮悬挂装置的罗克韦尔公司（Rockwell）。
通过这一系列的变革举措，大众巴西希望能够提高卡车与巴士装配的生产率和质量。同时，
大众巴西的供应商也分担了一定的创新风险，承担了相当一部分的固定运营成本。作为回报，供
应商希望能够与大众建立起并维持长期的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
资料来源：Edvaldo Pereira Lima, “VW’s Revolutionary Idea,” Industry Week, March 17,1997, and Diana J. Schemo,
“VW’s New Plant Lean, or Just Mean?”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9, 1996.

55

56

第一部分

当今全球化环境下运营管理与战略思维

大众汽车公司（VW）

如汤姆·索耶（Tom Sawyer）和他的篱笆画一样，何塞在巴西雷森德设计了大众新型的卡
车厂，使大众从中获利匪浅。大众巴西装配厂也为供应商在厂中安排了工作岗位，由供应商派
员工到装配线上参与卡车的装配。作为装配厂中的一小部分，大众的员工负责监督管理以及成
车的检验工作。只有当卡车质量合格时，供应商才能获得货款。
KEY
罗克韦尔公司
车轮悬挂装置

零部件

供应商专用组配线

零部件

供应商专用区
曼哈姆 – 康明斯公司
发动机和传动器

罗蒙公司
车轮和轮胎
巴西
伊马公司 零部件
底盘
路面
测试

主装配线

零部件

主装配线

德国艾森曼
公司汽车喷
漆系统

验收
零部件
德国 VDO 公司
汽车室内装饰

德尔格公司
汽车装配系统 零部件

资料来源：Graphic from Diana J.Schemo,“Is VM’s New Plant Lean, or Just Mean?”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9,
1996.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3.4

技术对供应链管理的影响
技术的发展对供应链管理一直有着巨大的影响。电子数据交换（EDI）为制造商的数据库

和供应商的数据库之间提供了直接的连接。此外，个人电脑的普及使得顾客可以直接与供应
商系统进行沟通交流。譬如，联邦快递的顾客可以通过个人电脑直接订购上门取货和跟踪包
裹的快递服务。
企业对企业电子商务是互联网中发展最快的一部分。电子市场和 B2B 市场的兴起是其快
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B2B 市场是一种把买家与卖家联系在一起的虚拟市场。通常，B2B
市场集中在特定的行业或特定的产品类别上，买卖交易的对象主要是一些不上货架的产品。
如美国通用电气电贸网将互联网作为采购平台，从而大大节省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采购成
本。电子市场使得逆向拍卖成为可能。当一个企业需要在电子市场中竞价采购物品时，便产
生了逆向拍卖。逆向拍卖是以初始价起拍并随着时间推移潜在供应商报价逐次降低，直到竞
价底线或只剩下最后一个供应商（即最低报价的供应商），这个供应商获胜并取得企业整批物
品采购的订单。在逆向拍卖过程中，任何时刻的任何一个竞价者都有可能出到最低价，从而
获得这份订单合同。逆向拍卖的主要问题在于它通常是一锤子买卖，难以与供应商建立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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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关系。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adio frequency identiﬁcation, RFID），也称为电子标签技术，能够通
过无线电波识别和追踪供应链物流的货物并读写相关物流数据信息。RFID 标签类似于条形
码，不同的是：条形码必须近距离地逐个扫描，通常是手工扫描，而 RFID 标签并不需要处
在 RFID 识别器范围之内，RFID 识别器能够同时自动识别读取多个 RFID 标签；由于条形码
的载体是纸张，通常是贴在外包装塑料袋、纸盒或纸箱上，很容易受到污染和折损，而 RFID
标签对水、油和化学药品等物质具有很强的抵抗性，同时，RFID 标签是将数据存储在芯片中，
RFID 标签在读取上则不受尺寸大小与形状限制，不需要像条形码那样为了读取精确度而配合
纸张的固定尺寸和印刷品质，因此，RFID 标签呈体积小型化、形状多样化发展；由于 RFID
标签承载的是电子信息，其信息内容可以经由密码保护，使信息内容不易被伪造及变造。一
维条形码的容量是 50 个字节，二维条形码最大的容量可储存 2 ～ 3 000 字节，而 RFID 最大
容量有数兆字节，随着记忆载体的发展，数据容量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随着移动技术的发展和移动设备的普及，移动商务（m–business）环境下的供应链管理实
现了 3A 化（Anyone–Anywhere–Anytime），即任何一个供应链最终用户都能够随时随地利用
移动终端提交信息，经由移动通信服务商传输给集成运营商，再由集成运营商对这些信息进
行超空间地实时处理，并将处理好的信息通过互联网发布到移动供应链管理平台上。任何一
个供应链成员企业都能够随时随地将需要发布的信息提交到平台，再由平台传输到互联网上，
集成运营商接收到信息后，进行超空间地实时存储、转化和分离，最后再把分离的信息发送
到最终用户的移动终端上。
与此同时，通过先进信息技术和移动技术的使用，在很多情况下，也为供应商提高了竞
争者进入的壁垒。顾客通常通过电子数据交换只与几个供应商联系。潜在的新供应商必须提
供在价格上或质量上有更大优势的产品，这样顾客才有动力去构建一个新的电子数据交换系
统。因此，像联邦快递的客户就不太愿意更换供应商，因为客户们不愿在得不到更多的收益
的情况下花精力去学习一种新的电子数据系统。目前，全球应用较广泛的供应链管理系统有
快速反应（quick response，QR）和有效消费者反应（efﬁcient consumer response，ECR）。

3.4.1

快速反应

快速反应是指供应链成员企业之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利用 EDI 等信息技术进行信
息交换与信息共享，利用多频率小批量配送方式实现连续补货系统，以实现缩短交货周期，
减少库存，提高顾客服务水平和企业竞争力。
快速反应发展得非常快，根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一项调查表明，68% 的被调查企业已
经实施了或正计划着实施快速反应系统。快速反应以条形码扫描和电子数据交换为基础，其
目的是在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建立一个及时的快速补货系统。事实上，所有的大中型零售企
业都使用了通用产品代码（universal product code，UPC）的条形码进行扫描。90% 的被调查
企业在电子收款机（point–of–sale, POS）处使用了价格查询编码体系（price–look–up，PLU）。
快速反应的成功实施必须具备以下五个条件。
（1）改变传统的经营方式，创新企业的经营意识和组织结构。
（2）开发和应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这是成功实施快速反应的前提条件。这些信息技术
包括商品条形码技术、物流条形码技术、电子订货系统、EDI 系统、电子支付系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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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供应链各成员企业之间必须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
（4）信息必须能够在供应链战略合作伙伴之间实现共享，要求供应链各成员企业通过合
作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5）供应商必须有能力缩短生产周期，降低商品库存，实现多品种少批量生产和多频率
小批量配送。

3.4.2

有效消费者反应

有效消费者反应是快速反应与电子数据交换的变体，在超市行业中是作为一种竞争战略
被采用的。有效消费者反应是一个需求分销商、供应商和零售商等供应链成员紧密合作，更
好、更快并以更低的成本满足消费者需求为目的的供应链管理系统。供应链成员可以使用条
形码和电子数据交换来降低供应链成本和减少库存。
ECR 的实施策略主要涵盖四个核心过程，即有效的商品组合和货架管理、有效的新品开
发和市场投入、有效的商品补货，以及有效的促销活动。其中，ECR 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品类
管理（category management，CM）。品类管理是通过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将品类作为战略业
务单位（SBU）来管理，通过创造商品中消费者价值来创造更佳的经营绩效。
ECR 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
（1）管理意识的创新。传统的供需双方是一种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win-lose）的对立型
关系，即交易双方以对自己有利的买卖条件进行交易。而 ECR 则要求供需双方的关系是一种
合作伙伴关系，是一种建立在共同目标基础上的双赢（win-win）或多赢关系。
（2）供应链整体协调。ECR 要求消除各个职能部门、各个企业之间的隔阂，进行跨职能、
跨企业的管理和协调，使物流和信息流在企业内和供应链内顺畅地流动。
美国零售业咨询公司库尔特 – 萨尔蒙（Kurt–Salmon）的一项调查研究指出，有效消费者
反应使得美国日杂百货业的供应链整体的成本节省了超过 300 亿美元，供应链库存周转率从
104 天降低到 61 天。另一项来自美国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的调查研究表明，美国日杂百货业
的商品价格因为实施了有效消费者反应而降低了 10.8%。
没有运用有效消费者反应时，从生产厂家的角度看，由于日杂百货技术含量不高，大量
无差异的商品投入市场，加剧了生产厂家的竞争，因此，生产厂家只能以低价方式向零售商
促销，即每年生产厂家分几次以较低的价格给零售商大量地送货——这是前向采购。接着，
生产厂家还要与超市合作，推出各种优惠措施，来刺激消费者在促销期间的购买行为，而没
能够促销卖掉的商品则纳入超市的库存以等待下次的促销机会。从消费者角度看，过度竞争
导致忽视消费者需求。
有效消费者反应强调企业需要真正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而不是依赖于厂家的促销活动
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顾客通过向零售商购买产品来拉动生产厂家的补充供货，从而减少
了供应链系统中的库存。
詹姆斯·库克引用美国零售业咨询公司库尔特 – 萨尔蒙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美国日杂
百货业分销商 80% 的商品是通过生产厂家的促销活动而销售出去的。分销商一年采购四次来
补充库存，只有整个行业从促销等手段中解脱出来，真正从消费者需求出发，所有的大量补
货技术才会变得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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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实践 3-3
沃尔玛用信息代替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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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国家的电子商务和移动商务网站。
1987 年，沃尔玛的卫星网络在阿肯萨斯州本顿比勒建成，从而为技术如何影响供应链的结构
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这一卫星网络支持数据、音像的传送并可以实时记录和传送销售情况
和库存信息。
到 1990 年，沃尔玛已与其 5 000 余家供应商中的 1 800 家实现了电子数据交换。它通过 EDI
向供应商发出电子采购订单和获取电子收据等，成为了 EDI 技术的全美国最大用户。
1991 年，沃尔玛建立了覆盖全球的零售网，允许它的供应商直接进入零售终端 POS 系统，实
时采集销售数据，从而有利于供应商作出更准确的预测，有利于供应商进行库存管理。因为 POS
系统的销售数据是直接来源于零售终端的，供应商对其商品销售情况和库存情况可以做到实时监
控。在沃尔玛的零售网中，有关计划、付款等模块还包括了相应的电子邮件功能。同时，沃尔玛
的零售网中还包括了微软的 Excel 电子表格功能，这样供应商可以随时访问零售网中的电子表格
数据。
利用零售网和 POS 系统的销售数据，一些与沃尔玛建立了真正合作伙伴关系的关键供应商据
此就可以自行作出补货决策，他们只需直接访问 POS 系统，了解货架情况，并自行下达采购订单。
沃尔玛一直希望能够在全球实现电子数据交换，但在美国以外，沃尔玛遇到了太多的连电子数据
交换也没有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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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财年沃尔玛的销售收入达到 4 692 亿美元，全球员工总数超过 220 万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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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供应链中的牛鞭效应

3.5.1

牛鞭效应的定义

沃尔玛供应链的高效信息系统，让供应商能够共享零售商的销售数据的能力可以大大减
小牛鞭效应。通常来说，牛鞭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供应链各成员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不
畅。牛鞭效应（bullwhip effect）是指在供应链中，最终客户需求的微小变化沿着供应链，向
零售商、分销商、制造商乃至供应商等供应链成员的传递过程中，出现了逐级放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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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零售商向分销商发出的订单需求大于最终用户的实际需求，分销商向制造商发出的订单
需求大于零售商的订单需求，以此类推，从而出现了上游企业的需求波动程度大于下游企业
的需求波动程度的效应。由于这种需求信息发生扭曲的放大作用在供应链图示上很像高高扬
起的牛鞭，如图 3-4 所示，因而被形象地称为牛鞭效应。
制造商
需求

分销商
需求

需求量

60

零售商
需求
最终客户
需求
O

图 3-4

3.5.2

时间

供应链中牛鞭效应

牛鞭效应的成因

牛鞭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供应链成员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企业的批量订货
策略、提前期策略、促销策略以及客户的短缺博弈行为，等等。

1．需求预测更新
在供应链成员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的环境下，供应链中上游企业主要依赖于下
游企业的直接订单作为更新市场需求预测的基本依据，这是导致牛鞭效应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下游客户发出直接订单，上游企业以此作为未来需求的信号，并据此采用移动平均法或指
数平滑法来更新调整其需求预测值，然后在此预测值的基础上，再向其上游企业发出客户订
单。以此类推，从而导致需求信息沿着供应链往上游有逐级放大的现象，而且供应链中每增
加一级成员企业，牛鞭效应就放大一次。

2．批量订货策略
供应链中企业采购一般采用批量订货策略，这主要是因为存在着固定的订货成本以及通
过集中采购的规模经济效应，从而导致上游供应商接收到的下游企业的客户订单，并没有真
实体现客户的实际需求量。

3．提前期策略
无论采用定量订货方式还是定期订货方式，企业为了防止缺货的发生，会持有的安全库
存水平分别为 SS=ZσL 和 SS=ZσT+L，其中 L 为提前期；σL 和 σT+L 分别为提前期内需求的标准
差、盘点期加提前期内需求的标准差；Z 为安全因子，表示在给定的服务水平条件下不发生
缺货的概率。由此可见，提前期 L 越长，企业持有的安全库存 SS 也越多；提前期越长，牛鞭
效应也越严重。

4．促销策略
在实际中，许多企业为了提高市场份额、增加市场占有率，经常会采用价格折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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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等促销手段来刺激客户购买欲望，而正是这些促销策略促使客户大量购买的同时产生大
量库存。在商品促销期间，客户会购买比实际需要多得多的商品，以备以后使用；在商品价
格回复到正常水平时，客户将减少或停止购买行为，直到库存耗尽。因此，促销策略使购买
行为与实际需求相脱节，客户的购买数量无法反映实际的需求数量，并且购买数量的变化程
度远远大于客户实际需求的变化程度，从而导致牛鞭效应，同时，促销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
越大，牛鞭效应也越大。

5．短缺博弈行为
当需求大于供给时，供应商常会根据客户的直接订单需求进行比例分配。客户为了使自
己获取更多的商品，达到利润最大化，就会进行博弈，增大订货数量。在众多客户博弈达到
均衡时，所有客户的订货量都将是实际需求的某个倍数，从而引起牛鞭效应。在这种情况下，
所有客户都夸大了其真正的需求，使供应商无法准确地了解真实的需求信息。

3.5.3

牛鞭效应的减小和消除

尽管牛鞭效应难以完全消除，正本清源，了解牛鞭效应的主要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有
效地减小和消除牛鞭效应相应地有以下四种策略。

1．供应链成员之间信息共享
供应链成员企业之间通过电子商务、移动商务和 EDI 共享销售数据等信息，使得上游企
业能够直接掌握客户需求信息，从而提高市场需求预测的精度，可以降低牛鞭效应。宝洁公
司通过与其零售商和供应商进行信息共享，从而提高了供应链的协调性。

2．减少价格波动
沃尔玛的“天天低价”
（EDLP）策略，就是为了减少提前购买行为，减少因为促销策略所
导致的价格波动而带来的客户需求的不确定性，这样可以降低牛鞭效应，简化供应链物流系
统，带来超过促销策略给企业带来的利润；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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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better!）根据英国《经济学人》估计，沃尔玛的“天
天低价”策略，每年可为其遍布在全世界的消费者节省 120 多亿美元。

3．缩短提前期
订货提前期是指发出订单直至收到货物之间所需的时间。采用第三方物流系统，可以缩
短提前期，实现小批量订货的经济性，从而减少牛鞭效应；同时，又能够进一步发挥第三方
物流系统集中库存和联合运输的规模经济效应，从而减少整个供应链的库存成本，降低整个
供应链的物流运输和配送成本。

4．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供应链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以改变信息共享和库存管理的方式。在供应商管理库存
（vendor managed inventory，VMI）中，供应商与零售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供应商直接管理
零售商的库存，由供应商来确定零售商的安全库存和补货数量，以实现小批量、多频次的连
续补货的过程，供应商通过共享零售商的库存信息和销售信息，不依赖于零售商的直接订单
进行连续补货决策，因而彻底避免了牛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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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当供应链战略合作伙伴能够相互合作、充分共享信息时，也可以减少客
户的短缺博弈行为，从而可以减少由于短缺博弈所造成的牛鞭效应。

3.6

供应链战略

3.6.1

基于功能模式的供应链战略

有效的供应链战略是企业竞争战略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企业如何才能成功地选
择有效的供应链战略呢？费希尔（Fisher）认为有效的供应链战略设计的首要任务是明确客户
对企业产品需求特征是什么？是满足其基本需求呢，还是满足其个性化需求或时尚需求？产
品需求预测、产品生命周期、产品边际贡献、产品多样性、订单提前期等都是供应链战略设
计所需考虑的重要产品需求特征。不同的需求特征决定了不同类型的产品，不同类型的产品
需要不同的供应链战略。

1．产品类型
根据产品的需求特征，可以将产品分为功能型产品和创新型产品。功能型产品主要是那
些满足客户基本需求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需求较为稳定，易于预测，产品生命周期长，但是，
产品技术更新速度慢，产品差异性不大，竞争较激烈，边际利润较低，如食品、日用品、石
油、天然气等产品。相反，创新型产品是指那些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或时尚需求的产品，这
些产品技术更新速度快，产品生命周期短，产品差异性大，边际利润很高，但需求极不稳定，
难以预测，如时装、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流行音乐等产品。表 3-1 比较了这两种不同类型
的产品需求特征。
表 3-1

产品需求特征的比较

需求特征

功能型产品

产品需求预测

创新型产品

需求稳定且可预测

需求不确定且不可预测

两年以上

三个月至一年

产品边际收益率

5% ～ 20%

20% ～ 60%

产品差异性

较低

很高

预测误差率

10%

40% ～ 100%

平均缺货率

1% ～ 2%

10% ～ 40%

平均季末降价幅度

几乎为 0

10% ～ 25%

订单提前期

六个月至一年

一天至两周

产品生命周期
①

①产品边际收益率（contribution margin）=（价格 - 可变成本）/ 价格。

由表 3-1 可以看出，功能型产品生命周期较长，具有稳定的、可预测的需求，市场供需
平衡比较容易实现，但是由于功能型产品边际利润较低，大多数功能型产品对价格很敏感，
因此，供应链的物流成本最小化就成为功能型产品供应链战略目标。相反，创新型产品生命
周期短，市场需求具有不确定性，难以预测，加上创新型产品边际利润高，供不应求时将增
加缺货风险，而供过于求时又将增加产品积压风险。因此，创新型产品供应链战略设计目标
聚焦的是通过市场调节功能应对供需失衡问题而非物流功能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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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应链功能模式
根据不同的供应链功能模式，可以将供应链战略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效率型供应链
战略（efﬁcient supply chain strategy）和反应型供应链战略（responsive supply chain strategy）。
效率型供应链战略主要聚焦于供应链的物流功能的优化，即以最低的成本将原材料转化成零
部件、半成品、产成品并实现在供应链中的运输、配送等；而反应型供应链战略主要聚焦于
供应链的市场调节功能，实现市场供需平衡，对未来不可预测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需求作
出快速反应。这两种类型的供应链战略的比较如表 3-2 所示。
表 3-2
比较项目
基本目标
管理核心
库存策略
提前期

两种类型供应链战略的比较

（市场）
反应型供应链战略

（物流）
效率型供应链战略

迅速地对不可预测的需求作出快速反应，使缺货、
降价、废弃库存达到最小化
配置多余的缓冲库存

以最低的成本供应可预测的需求
保持较高的平均利用率

部署好零部件和成品的缓冲库存，应付充满不确定
性的需求

降低整个供应链的库存
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尽可能缩短
的提前期

大量投资于缩短提前期

供应商选择

供应商选择的重点是依据速度、柔性、质量

供应商选择的重点是依据成本和质量

产品设计策略

采用模块化设计，尽量延迟产品差异化

采用标准化产品设计

3．供应链战略与产品类型匹配矩阵
企业在明确了产品类型和供应链功能模式之后，如何进行供应链战略设计呢？是选择
（物流）效率型供应链战略？还是选择（市场）反应型供应链战略？设计策略见图 3-5 中的供
应链战略与产品类型匹配矩阵。矩阵中的四个象限，分别代表四种不同的产品类型和供应链
类型的组合。在这四种组合中，（物流）效率型供应链与功能型产品相匹配，（市场）反应型供
应链与创新型产品相匹配，而当创新型产品采用效率型供应链或者功能型产品采用反应型供
应链时，产品类型与供应链战略是不匹配的，就会出现问题，使产品供应链既不能很好地满
足市场需求，又会使供应链缺乏市场竞争力。这是因为，对于创新型产品，增加市场反应的
投资回报率远大于增加物流效率的投资回报率，因为增加市场反应速度的投资将会减少市场
供需失衡所造成的损失。一般而言，创新型产品的边际利润率为 40%，平均缺货率为 25%，
那么，由于市场供需失衡造成的损失就高达 40%×25%=10%。同时，功能型产品的边际利
润率一般只有 12.5%，平均缺货率也只有 1.5%。这样，由于市场供需失衡造成的损失只占
12.5%×1.5%=0.187 5%。显然，对于创新型产品，物流效率型供应链战略投资是失败的；同
样，对于功能型产品，市场反应型供应链战略投资也是低效的。
功能型产品

创新型产品

效率型供应链战略

匹配

不匹配

反应型供应链战略

不匹配

匹配

图 3-5

供应链战略与产品类型匹配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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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品不确定性的供应链战略

1．产品不确定性
从产品的需求不确定性的角度来看，宝宝尿不湿、沐浴露、洗发香波等日用品，以及电
力、石油、天然气等功能型产品由于产品生命周期较长，边际利润较低（见图 3-6a），产品技
术更新速度慢，产品的需求不确定性低，需求比较稳定，需求预测精度高，库存单品（stock
keeping unit，SKU）数量高，库存成本和缺货成本都很低；而时装、平板电脑、智能手机、
流行音乐等创新型产品因为产品生命周期短，边际利润很高（见图 3-6b），产品技术更新速度
快，产品的需求不确定性高，需求极不稳定而难以预测，库存单品数量低，库存成本和缺货
成本都很高。
营业收入（百万美元）

净利率（%）
3.9

600 000

3.6

3.4

500 000
3.0

400 000

3.4

3.6

3.3

3.5

3.3

3.2

3.6
3.5

4.0
3.5
3.0
2.5
2.0

300 000

1.5

200 000

1.0
100 000
0

0.5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0.0
（年）

a）沃尔玛公司 2002 ～ 2013 财年营业收入与净利率
营业收入（百万美元）

净利率（%）

200 000.00
180 000.00

23.9

160 000.00

26.7

21.5
14.6
14.9

80 000.00
40 000.00

9.6

15.6

15.0
10.0

10.3

5.0

20 000.00
0.00

25.0
20.0

120 000.00
100 000.00
60 000.00

30.0

2006 2007

0.0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年）

b）苹果公司 2006 ～ 2013 财年营业收入与净利率

图 3-6

功能型产品与创新型产品边际利润比较

尽管如此，功能型产品的供应流程和供应源，并非总是比较稳定。举例来说，世界各地
每年诸如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以及电力、原煤、汽油等功能型产品的需求是比较稳定且可
以预测的，但是这些蔬菜、水果、电力、原煤、汽油等功能型产品的供应，却取决于每年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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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区的气候条件，供应流程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相反，像时装、个人电脑、智能手机等
创新型产品的需求不确定性高，非常难以预测，然而，通过供应链合作伙伴的可靠的供应基
地和成熟的产品工艺和制造技术，其供应流程和供应源却是比较稳定的。因此，根据产品的
供应特征，可以将产品的供应流程分为稳定型供应流程（stable supply process）和进化型供应
流程（evolving supply process）。表 3-3 比较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产品供应特征。
表 3-3
产品供应特征

产品供应特征的比较
稳定型供应流程

进化型供应流程

故障

故障少

易发生故障

产量

产量高、稳定

产量低、不稳定

质量问题

质量问题少

存在潜在的质量问题

流程变化

流程变化少

流程变化多

流程柔性

流程柔性低

流程柔性高

产能约束

产能约束少

存在潜在的产能约束

转换

易于转换、转换成本低

难以转换、转换成本高

供应提前期

提前期确定

提前期不确定

供应源

供应源多

供应源有限

供应商

供应商可靠

供应商不可靠

2．根据产品不确定性协调供应链战略
不同类型的产品不确定性要求不同的供应链战略，以降低需求不确定性和供应不确定性，
从而形成了以下四种不同的供应链战略，见图 3-7 中的供应链战略与产品不确定性匹配矩阵，
也即效率型供应链战略（efﬁcient supply chain strategy）、风险共享型供应链战略（responsive
supply chain strategy）、反应型供应链战略（risk-hedging supply chain strategy）以及敏捷型供应
链战略（agile supply chain strategy）。
需求不确定性
低

供应
不确定性

高

功能型产品

创新型产品

低

稳定型供应流程

效率型供应链战略

反应型供应链战略

高

进化型供应流程

风险共享型供应链战略

敏捷型供应链战略

图 3-7

供应链战略与产品不确定性匹配矩阵

（1）效率型供应链战略。与“稳定型供应流程的功能型产品”相匹配，在产品需求不确
定性和供应不确定性皆较低的环境下，效率型供应链战略旨在聚焦于成本领先战略，努力改
善供应链效率，创造超过竞争对手的成本竞争优势。例如，T 恤衫、羊绒衫等基本服装，以
及宝宝尿不湿、沐浴露、洗发香波等日用品等，都是适合效率型供应链战略的很好例子。
（2）风险共享型供应链战略。与“进化型供应流程的功能型产品”相匹配，在产品需求
不确定性较低而供应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下，风险共享型供应链战略的焦点旨在汇集和共享
供应链资源，从而共担供应中断的风险，以保证功能型产品的及时供应。企业可以通过建立
和维持多个的供应源或替代供应源，来降低供应中断而发生缺货的风险，特别是对于需要频
繁地应对供应中断风险的企业，也需要持有一定的安全库存来降低缺货风险。相应地，企业
也需要考虑与其他企业或供应链成员通过共享供应源和分担集中库存费用，这样既发挥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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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库存策略的规模经济优势，又可以分散供应中断风险。例如，新鲜的蔬果沙拉等食品、电
力、汽油和天然气等功能型产品是最适合采用风险共享型供应链战略。
（3）反应型供应链战略。与“稳定型供应流程的创新型产品”相匹配，在产品需求不确
定性较高而供应不确定性较低的环境下，反应型供应链战略旨在对客户不断变化的、多元化
的需求作出迅速而灵活的反应。大规模定制、延迟差异化是非常适合反应型供应链的战略。
例如，时装、个人计算机、流行音乐等创新型产品是适合反应型供应链战略的最好例子。
（4）敏捷型供应链战略。与“进化型供应流程的创新型产品”相匹配，在产品需求不确
定性和供应不确定性都较高的环境下，敏捷型供应链战略旨在对客户需求作出快速灵活的反
应，同时通过汇集库存或其他能力资源来应对供应中断而缺货风险。敏捷型供应链战略结合
了风险共享型供应链战略和反应型供应链战略的综合优势，顾名思义，敏捷型供应链战略之
所以敏捷，是因为其有能力对下游的不断变化、多元化和不可预测的客户需求作出快速反应，
同时还能够尽力降低上游供应中断风险。例如，高端的半导体芯片、高端电子消费产品、电
动汽车等新产品，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最适合敏捷型供应链战略。举例来说，随着信息网络
技术进入移动云时代，为满足客户快速变化的需求，面临着日新月异的互联网的软硬件设备
产品在供需两方面的巨大不确定性，全球领先的互联网设备供应商思科公司（Cisco）与虚拟
化软件供应商思杰公司（Citrix）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帮助企业和运营商客户实现真正的云服
务自动化。
如图 3-8 所示，当企业开始能够识别产品的需求不确定性和供应不确定性时，通过供应
链战略与产品不确定性匹配矩阵，可以引导企业开发有效的供应链战略。从长期来看，企业
通过成功的供应链战略甚至能够影响到产品的需求不确定性和供应不确定性，继而可以转换
到相对较不富挑战性的供应链战略。例如，如果企业开发的供应链战略能够成功地降低甚至
消除牛鞭效应的影响，此时的供应链就能够进入一个更趋稳定的需求环境，因而更加适合转
换到与功能型产品相匹配的供应链战略。同样，如果企业通过供应商早期参与产品开发过程，
能够成功地降低进化型供应源的风险，此时的供应链就能够进入一个更趋稳定的供应环境，
所以适时地从风险共享型供应链战略转换到效率型供应链战略可以获取成本效益，创造成本
领先的竞争优势。
需求不确定性
低（功能型产品）
高（创新型产品）
供
应
不
确
定
性

低（稳定型
供应）流程
高（进化型
供应）流程
需求不确定性降低
转换战略

图 3-8

3.7

供应不确定性降低
转换战略

供应链战略与产品不确定性匹配矩阵

成功构建供应链战略的条件
在成功实施供应链战略的过程中，有以下几个要素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这些要素是相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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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成的。

3.7.1

信任

信任是供应商和客户之间建立成功合作关系的基本要素之一。没有信任，其他因素都将
失去意义。信任使得供应商也参与企业的新产品的研发，并作出应有的贡献。

3.7.2

长期合作关系

供应商在企业中战略角色的确立意味着双方需要从战略层面上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而这
种长期的合作关系通常称之为常青合同，暗示着只要供应商表现良好，那么双方的合作关系
就会长久维持。

3.7.3

信息共享

成功的供应链管理需要供应商与客户之间信息共享，这些需要共享的信息包括从新产品
的设计规格到能力计划与调度等各方面的信息，甚至需要共享客户的整个数据库信息。

3.7.4

成员实力

如果企业与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那么双方就开始了长期的同舟共济的关系。
因此，企业也需要考虑供应商的利益以追求“双赢”，这样才能增强供应链的竞争力。
供应商的选择也是供应链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了财务优势以外，供应商在产品的
生产和交货方面也需要具有竞争优势。这样，企业就可以把供应商的这些优势结合到自身产
品中，从而提高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3.8

供应链中物流的角色
现在的供应商和顾客都处于全球化环境之中，从而使得供应链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

上都变得越来越长，因此，在供应链中有关企业的原材料和组件的供货以及顾客的交货过程
中，物流功能就变得更加重要。尽管如此，供应链的拉长使得企业有悖于对柔性的要求，在
过长的供应链中，企业难以实现快速地交付顾客所需的多种多样化产品。
公司因此也采取了各种战略举措来弥补过长的供应链带来的劣势，譬如，有的公司在距
离顾客市场比较近的位置建立配送中心，以更好地响应市场需求服务顾客。

3.8.1

物流合作伙伴关系

为了应对过长的供应链带来的劣势，企业还可以与专业运输公司或专业物流公司结成战
略联盟或合作伙伴关系。例如，著名的户外用品和服饰邮购公司比恩公司就与联邦快递公司
建立了这样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合作伙伴关系下，联邦快递派员工直接到位于美国缅因州自
由港的比恩公司进行全职工作，负责比恩公司所有发送给顾客的外向物流，包括发送给 UPS
由其快递的包裹。
此外，还可以与第三方物流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第三方物流公司的分销中心或配
送中心存储商品。企业在分销渠道中的配送中心设置库存缓冲，可以大大缩短关键商品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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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时间。举例来说，一些制药公司在联邦快递公司设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主配送网络中心
存放供应药品，这样，很多药品就可以在当天（最多在第二天清早）送至美国各个药品供应
点。全球著名的英国时装及饰品连锁企业劳拉·阿什利公司（Laura Ashley）也同样在孟菲斯
市的联邦快递主配送网络中心设立了畅销时装及饰品的库存，这样，各家零售店在时装及饰
品售出的第二天便可以立即补充进货。

3.8.2

在途库存成本与运输方式选择

供应链正向着全球各个角落延伸，使得企业管理者开始更加关注与产品交付有关的各种
交货成本，这些交货成本通常称之为在途库存成本。它一般是指有关企业的原材料和组件的
供货的内向物流成本，这是因为供应商的货物大多数是以 FOB 方式卖给企业的。离岸价方式
（free on board，FOB）指的是卖方货物到岸（即买方处）以后，货物的所有权即由卖方转移至
买方，也就是说，由供应商转移至企业。
在决定采用哪种最经济的运输模式时，企业管理者一般考虑两种成本：实际运输成本和
在途库存维持成本。在途库存维持成本基本上是由采购供应商的货物所发生的资本成本构成，
因为这些货物在到岸之前，企业是不能使用的（有关资本成本的详细内容请参见第 12 章）。
一般来说，运输方式越慢，则运输成本就越低；运输时间越长，在途库存成本就越高，如图
3-9 所示，因此，企业在决定采用哪种最经济的运输模式时，需要权衡这两种成本的利弊。每
年从供应商那里运输货物的总成本可以表示为：
总成本＝运输成本＋在途库存维持成本＋采购成本
TC ＝ DM ＋（X/365）iDC ＋ DC
式中

TC——年总成本；
D——年总需求量；
M——单位运输成本；
X——在途运输天数；
i——年资本成本的百分率；
C——货物单价。
总成本
资本成本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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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成本

运输时间

图 3-9

运输成本与运输的资本成本之间的权衡

实例
康涅狄格哈特福特的一家公司需要从加拿大范库弗峰采购一批货物。哈特福特的代理商
给出了两种运输方式：卡车运输和货船运输。如果采用卡车运货，需要 14 天，单位运费为
3.00 美元，包括穿过美洲大陆及报关费用；如果采用货船从巴拿马运河运货，需要 45 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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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运费为 1.50 美元。公司预期每年以 150 美元的单价采购 2 000 件货物。在途库存维持成本
估计是年资本成本的 20%。那么，代理商会选择哪一种运输方式呢？
解答
两种运输方式的相关成本总结如下。
运输方式 1（卡车）
附加数据

运输方式 2（货船）

在途天数（X）

14 天

45 天

单位运费（M）

3.00 美元

1.50 美元

在途库存维持成本的百分率（i）

年资本成本的 20%

年总需求量（D）

2 000 件

单价（C）

150 美元 / 件

TC1 ＝ DM1 ＋（X1/365）iDC
TC1 ＝ 2 000×3.00 ＋ 14/365×0.20×2 000×150
TC1 ＝ 6 000 ＋ 2 301.37
TC1 ＝ 8 301.37 美元
TC2 ＝ DM2 ＋（X2/365）iDC
TC2 ＝ 2 000×1.50 ＋（45/365）×0.20×2 000×150
TC2 ＝ 3 000 ＋ 7 397.26
TC2 ＝ 10 397.26 美元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采用卡车运输更为经济，即使每单位的运费是船运的两倍。请注意，
当评价同一个供应商的不同运输方式时，货物的采购成本是相同的，因此，为简单起见，本
例中忽略了采购成本。

3.8.3

直接模式

直接模式一词是由未来学家斯坦·戴维斯（Stan Davis）创造出来的，是指企业通过消除
供应链中的中介角色而直接面对供应商和客户的商业模式。
随着供应链的级数增加，供应链中所需持有的安全库存随之增多，产品从制造商到最终
客户所需要的物流时间和物流费用也随之上升，供应链的牛鞭效应也随之放大。随着移动互
联网技术的发展，B2B 和 B2C 电子商务和移动商务以及集中型配送中心策略，大大简化了供
应链中间物流环节，使得企业与供应商和客户面对面的直接模式得以有效实施。例如，沃尔
玛就将建立大型区域性配送中心作为企业战略的一部分，以解决为其零售店及时供货的问题，
这样，无论是配送中心还是配送中心的库存管理，都需要沃尔玛投入巨资。为此，沃尔玛开
发了一种称之为直接转运的方式。在直接转运方式下，通过合理安排供应商的车辆到达配送
中心时间，货物从供应商的车辆上卸下之后，立即转移到运往沃尔玛的零售店的车辆上以及
时向零售店供货。货物在沃尔玛的配送中心停留时间很短，通常不超过 12 个小时。借助于直
接转运方式，沃尔玛提高了向零售店供货的频率而无须增加配送中心的数目或扩大配送中心
的规模。
为了实施直接转运方式，沃尔玛在阿肯色州本顿比勒建成了一个卫星网络。正如本章前
文所述，沃尔玛允许它的供应商直接实时地进入它的零售终端 POS 系统，清楚地了解各零售
店的销售情况，从而有利于供应商及时作出为沃尔玛的各零售店进行补货的决策。而且在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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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况下，这些供应商可以做到直接就向零售店补货，而无须进入配送中心进行转运。
实施直接模式的另一个案例就是航空业的例子。现在航空公司正不断致力于直接与乘客
联系，而不是通过代理商以节省代理费用。航空业之所以能够实施直接模式，是由于乘客可
以到航空公司订票网站直接订票以及电子票据的普及使用。
成功实施直接模式时，供应链的合作成员之间需要更紧密的协调和计划。

本章小结
随着企业越来越依赖于他们的供应商，
供应链管理也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①更
加强调企业的核心竞争力；②企业更加需要
柔性；③在新产品的开发过程中需要分担风
险。因此，供应商的角色从仅仅是单纯的低
成本交易关系转向参与企业战略决策的合作
伙伴关系。供应商角色的巨大转变使得企业
趋向于与少数供应商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和供应商建立短期交易

关系。
竞争的加剧也迫使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
找供应商，这样，物流以及远距离运输发生
的相关成本就成为企业选择供应商时需要考
虑的主要因素。
然而，国际供应商的选择使得供应链拉
长，这就要求企业消除供应链中的许多中介
角色，采用直接模式就成了供应链管理的一
种趋势。

复习思考题
1．企业选择少数几个供应商有何利弊？
2．本章介绍的供应链管理方法基本上是源于
制造业的实践，那么，服务业的供应链管
理方法有何不同？ 请举出一个例子。
3．技术是如何影响企业的供应链并使得直接
模式成为供应链管理的一种趋势？

4．请指出供应商的员工到企业来工作与企业
的员工做同样工作的主要差别。
5．请说出你在麦当劳买一个汉堡包所涉及的
整个供应链。如果你是在发达国家的麦当
劳买一个汉堡包，情况又有何不同？

互联网练习
请访问表 13-1 所列出的供应链管理软件
公司中任一公司的网站，了解该公司提供的

供应链管理软件的价格、大小以及功能。

习题
1．位于俄亥俄州一个汽车公司从距离他们
装配厂 50 英里 的一个供应商那里订购
一

100 000 个轮胎，每一个轮胎的单价为 40
美元；因为距离很近，供应商免费送货；
汽车公司又发现在亚洲有一个愿意以单价
为 35 美元供货的厂家，但是每个轮胎需
要花费 4.5 美元从亚洲运到俄亥俄州，运
一

1 英里≈ 1.61 千米。

输时间大约是 6 周。对于汽车公司来说，
资本成本大约是每年 20%。请问汽车公司
应该选择哪一个供应商来采购轮胎？
2．位于波士顿的一个电脑公司最近从墨西哥
提华纳市的一个供应商那里以单价为 26
美元采购了一批电子元件。公司的采购员
最近在评估两种运输方式：第一种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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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是在陆地上用卡车运输，单位运费是
2.5 美元，运输时间约 2 周；第二种运输
方式是空运，单位运费是 3 美元，运输时
间为 2 天。电脑公司每年需要采购 25 000
个电子元件，公司的资本成本约是每年
18%。请问你会为电脑公司推荐哪种运输
方式？
3．劳伦斯·格力奥是法国中部一家小型公司
的采购代理，最近对外发出一份询价单，
要求采购用于组装汽车部件的小型发动机。
公司每年需要 25 000 个这样的小型发动机，
格力奥估计在途库存成本约为每年 25%。

供应链战略

第一份报价单来自东南亚的一个公司，单
价为 45 法郎，单位运输成本 4 法郎，若
采用货船从东南亚运货需要 50 天。第二
份订单是来自墨西哥的一家公司，他们很
想在欧洲开拓市场，单价为 43 法郎，每
单位运费是 6.5 法郎，若采用空运大约需
要 10 天。
（1）请评估哪个公司是最经济的选择，你
会推荐哪一个公司（请给出具体计算
过程）？
（2）除了成本，最终供应商的选择还需要
考虑哪些因素？

案例分析 3-1
惠而浦供应链创新战略
30 年 来，SEC 作 为 美 国 史 丹 利 公 司
（Stanley Works）的分部，一直致力于家电用
门闩的制造（微波炉门闩用于在微波炉用电
或气体自动清洁时锁住门）。在顾客心目中，
SEC 是一个顾客定制型的低成本化供应商，
SEC 的最大客户是惠而浦公司。惠而浦公司
是全球家电业的巨头，也是家电市场的领导
者。SEC 给惠而浦公司提供微波炉门闩的历
史已超过了 20 年。
在 1993 年的早期，惠而浦公司通知其供
应商以及潜在供应商，要求他们进行质量创
新，实施全面质量管理，这将直接影响其顾
客与供应商的关系，即现在惠而浦公司需要
它的供应商成为它的合作伙伴。与以往相比，
以往的顾客与供应商的关系主要是以价格为
采购标准的交易关系。现在，惠而浦公司要
求其潜在供应商提供额外的增值服务并鼓励
他们：①成为精通惠而浦公司业务的合作伙
伴；②加入顾客与供应商团队；③了解惠而
浦公司的顾客需求。
惠而浦公司要求其供应商跟随惠而浦公
司的战略目标，提供超越顾客期望值的世界
级产品。惠而浦公司战略的主要部分是惠而
浦公司一直承诺进行的持续质量改进。惠而
浦公司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就是因为它能够
推动供应商改进技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供应商要有足够的柔性去改善产品质量。除
此之外，惠而浦公司的供应商必须能以低成

本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同时也提供额外的服
务，包括免费咨询，还要采纳降低产品成本、
提高产品质量的方法。
惠而浦公司的另一个目标是减少其供应
商的数目。除了微波炉门闩之外，惠而浦公
司鼓励 SEC 生产微波炉门上的铰链，这一新
增产品被视为 SEC 公司的产品线自然延伸，
因为铰链也是金属组装品。如果 SEC 能够为
惠而浦公司提供微波炉门闩和铰链这两种产
品，那么惠而浦公司就可以相应地减少供应
商的数目。
SEC 为了满足惠而浦公司这些新需求对
其组织进行了很多调整。例如，现在对 SEC
产品质量和成本的改进期望远远超过了它以
前的改进构想。此外，SEC 公司还要承担巨
大的风险，其先前的供应模式虽然并不是完
全没有风险，但它是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
而且 SEC 知道它的竞争力所在：低成本产品。
此外，在全面质量管理的情况下，给惠而浦
公司做供应商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和损失。如
果 SEC 不能满足惠而浦公司的需求，那么惠
而浦公司就不会认为 SEC 是一个潜在的供应
商。没有了惠而浦公司的业务，SEC 会产生
20% 的直接损失以及巨大的沉没成本损失，
这意味着 SEC 经营完全失败。
SEC 需要为惠而浦公司考虑改变其运营
方式，而且它现在的和将来的公司都必须接
受这种新的运营方式，因为 SEC 不愿同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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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模式下运营。SEC 选择全面质量管理作
为竞争优势并承担失去某些顾客带来的损失。
在这方面，SEC 认为惠而浦公司的要求是一
个机遇，这迫使它改变并接受全面质量管理。
SEC 同时也要转变其经营理念，从一个
低成本的供应商变成一个业务合作伙伴。SEC
应该考虑它所有的产成品，而不是局限于其
供应的产品。SEC 想在许多方面进行改变。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SEC 让其员工与惠而
浦公司的员工一起生产开发微波炉门闩和铰
链，即使这时候并没有从惠而浦公司那里得
到任何业务订单承诺。SEC 的员工愿意在惠
而浦公司提供免费内部咨询，这表明他们承
认自己是惠而浦的一个业务合作伙伴。
惠而浦公司希望其供应商可以保持那种
可持续的、有竞争力的优势并与惠而浦公司
的 战 略 一 致。 惠 而 浦 公 司 并 没 有 直 接 经 营
SEC，只是表明自己的要求。为了实现惠而
浦公司的目标，供应商就要制定相应的战略。
惠而浦公司不提供详细计划，而是由 SEC 公
司自主制定并实施战略计划。
惠而浦公司也要求 SEC 公司参与预测顾
客的消费趋势。惠而浦公司征求 SEC 的意见、
建议及产品问题的解决方案，其中大部分问
题是与 SEC 提供的问题无关。在没有签订正
式合同之前，SEC 又给惠而浦公司免费咨询
了一次。
惠而浦公司战略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有
效管理基于供应商的优选技术”。为了实现
惠而浦公司的战略目标，SEC 与其所有的员
工和供应商沟通，让他们了解惠而浦公司的
目标。惠而浦公司要求获得高质量、低成本
且能及时交货的产品，SEC 要满足这些要求。
惠而浦公司要求其供应商是同行中最好的，
并且目标与惠而浦公司目标是一致的。
1995 年，惠而浦公司的采购主管认可了

SEC 的设计并与 SEC 签订了订购微波炉门闩
和铰链的正式合同。SEC 于 1996 年早春开始
向惠而浦公司小批量地运送微波炉门闩和铰
链。1996 年中期，惠而浦公司又与 SEC 签订
了一个有关抽油烟机和管材组件的供货合同。
从 SEC 第一次为惠而浦公司提供新的产品开
始，惠而浦公司已经每年多付给 SEC 500 万
美元，同时，其他供应商就相应地损失了这
500 万美元。
实施全面质量管理之后，SEC 成为了一
个成功的竞争者。1993 ～ 1997 年，SEC 提供
给惠而浦公司的产品销售量增长了 125%，其
生产率增长了 76%。同时，SEC 提供给其他
顾客的销售量（一开始不接受全面质量管理的
顾客）增长了 25%。对于 SEC，虽然实施全
面质量管理是困难并有风险的，但却是很成
功的。SEC 意识到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提供最
好设计和最高品质的产品。作为一个供应商，
SEC 需要不断提出创新的思想，就如实施全
面质量管理的企业必须时刻准备着变革一样。
讨论题
1．在全面质量管理的引导下，SEC 和惠而
浦公司之间的供应商和顾客关系是如何演
变的？
2．惠而浦公司是如何帮助其供应商更好地理
解惠而浦公司的质量要求的？惠而浦公司
还应提供更多的帮助吗？
3．SEC 是 如 何 做 到 使 惠 而 浦 公 司 的 产 品
更好？
4．将全面质量管理这类新的管理理念引入企
业的供应链，有何好处和坏处？
资料来源：Condensed from Christopher J. Roethlein
and Paul M. Mangiameli, “The Realities of Becoming a
Long-Term Supplier to a Large TQM Customer,” Interface
29, no. 4（1999）, pp. 71-81.

案例分析 3-2
ZARA：快速时尚供应链
西班牙莎拉公司（ZARA）是国际知名的
大 众 快 速 时 尚 服 装 连 锁 企 业。 自 1975 年 阿
曼斯科·奥特加（Amancio Ortega）在西班牙

拉科鲁尼亚开设了莎拉公司第一家专卖店开
始，当时以 5 000 比塞塔（西班牙货币，相当
于 30 欧 元） 开 了 一 家 服 装 小 店， 到 了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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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扩大到了六家，1985 年，确立印第迪克集
团（Inditex）为集团的母品牌，从而为日后集
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88 年在葡萄牙波尔
图市开设了第一家海外门店，20 世纪 90 年代
开始真正向海外大规模扩张，渗透到了欧洲、
亚洲、美洲的 29 个国家和地区。2001 年在西
班牙上市，2012 年 6 月 1 日，印第迪克收盘
时的市场价值达到 323.6 亿英镑，远远赶超了
西班牙最大的国际银行 Santander 和电子企业
Telefonica，成为西班牙最大的上市公司。
2008 年 8 月，印第迪克集团季报显示该
集团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服装品牌商。正
如图 3B-1 所示，2012 年印第迪克集团全球销
售额已经增长到 159.46 亿欧元，净利润上升
百万欧元

供应链战略

到 23.67 亿欧元，在全球 86 个国家和地区开
设了 6 009 家专卖店。今天的印第迪克集团拥
有 八 个 著 名 的 时 装 品 牌， 包 括 ZARA、Pull
and Bear、Massimo Dutti、Bershka、
Stradivarius、Oysho、ZARA Home 等，但印第
迪克集团能有今天的地位，主要得益于旗下
的旗舰品牌莎拉的快速发展。2012 年莎拉公
司在全球 86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1 925 家专卖
店，占印第迪克集团所有专卖店数的 32%，
但是莎拉公司在全球的销售额却高达 105.41
亿欧元，占印第迪克集团总销售额的 66% 以
上，从而进一步让印第迪克集团创始人阿曼
斯 科· 奥 特 加 取 代 了 沃 伦 – 巴 菲 特， 成 为
2012 年全球排名第三的富豪。
EBIT

净利润

EBITDA

销售收入
15 946

11 048

10 407

1 253 1 609

2 187

1 314 1 729

2008 年

1 732 2 290

2 374

13 793

12 527

2009 年

2 966

2010 年

1 932 2 522

3 258

2 361 3 117

2011 年

2012 年

14%
美洲

全球专卖店

45%
欧洲
（西班牙以外）
2008

2009

4 264

3 913

4 607

图 3B-1

2010
5 044

2011
5 527

2012（年）
6 009

20%
亚洲及其他地区

21%
西班牙

2008 年以来印第迪克集团销售收入和利润与全球专卖店分布状况

一直以来，欧洲是莎拉公司的主要市场，
但现在，莎拉公司也开始向美国、日本等全
球市场渗透。莎拉公司的时装品质虽然未必
上乘，莎拉快速时尚的追随者就表示对于这
样的时装一般最多只穿 10 次，但是，莎拉公
司胜在能够紧贴瞬息万变的时装潮流，致力
于提高供应链柔性，天天新款，以诱人的价
格，尽快满足那些买不起顶级品牌却又喜欢
时尚设计的年轻人的消费需求。

莎拉公司每年生产的服装款式超过
12 000 种，考虑到颜色、衣料质地和号码大
小，莎拉公司的库存单品（stock keeping unit，
SKU）高达几十万，相比之下，它的竞争对手
只有 2 000 ～ 4 000 种，所以，莎拉公司能比
竞争对手在更多流行时装上提供更多快速时
尚的选择。莎拉公司每两周向全球各家连锁
专卖店供货一次（在美国、日本等海外市场，
莎拉公司采用空运的方式进行补货）。如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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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且近乎连续的补货策略，有效地降低了各
家连锁专卖店的库存并避免了时装过时的现
象出现。
莎拉公司并不需进行市场推广，而是通
过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使其对客户偏好变化有
着快速的反应。全球各家连锁专卖店的店员
使用信息系统及时记录下客户的偏好和购买
倾向，定期派人在全球收集时尚领袖们的潮
流，并每天将这些市场潮流信息和每天的实
际销售数据，通过互联网报告给莎拉公司的
西班牙总部，以便驻总部的设计师随即调整
现有设计和创制新系列。
莎 拉 公 司 特 别 强 调 速 度 的 重 要 性， 宣
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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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莎拉公
司并没有像其主要竞争对手一样采用外包策
略，即将服装加工外包到亚洲（其中以中国
为主）。莎拉公司的服装产品大部分都在西
班牙本地的顶级制衣厂加工，因此，在第一
场时装发布会举行后的两周内，莎拉公司就
可以完成从服装设计、加工，再运送至各家
连锁专卖店的全过程。相比之下，其主要竞
争对手如美国最大的服装连锁企业盖普公司
（GAP）和瑞典服装零售巨擘亨尼斯 – 毛里茨
公司（Hennes & Mauritz，H&M）等服装品牌
商，大部分采用轻资产模式，即只掌控服装
品牌的运作、服装产品的设计与销售，而将
服装产品的生产环节外包到发展中国家，这
种模式最大的优点就是制造成本低，但缺点
也是明显的，即延长了整个供应链的运营速
度，与莎拉公司的两周提前期相比，他们都
需要 5 周～ 5 个月的提前期来完成从接受订
单到发货直至各家连锁专卖店的全过程。
与盖普公司、亨尼斯 – 毛里茨公司等主
要竞争对手相比，莎拉公司每一款服装的生
产批量都非常小，而且采用小批量的配送策
略，这样不仅减少了任何单款的陈列，同时
也人为地创造了一种稀缺。越是不容易得到，
就越能激发人的欲望，也越发令人向往，顾
客购买的积极性也会越发增加。更重要的是，
若哪一款式服装产品卖得不是很好，在季末

打折销售时也就没有太多需要处理的库存，
也不会影响公司最终的利润。
莎拉公司所有的服装产品，无论是公司
的内部产品还是外部供应商的产品都要经过
莎拉公司的两个中央配送中心，然后，每周
两次直接从中央配送中心送到全球各家连锁
专卖店，从而充分发挥物流配送的规模经济
效 应。 莎 拉 公 司 75% 的 服 装 产 品 是 通 过 卡
车由第三方物流配送到西班牙、葡萄牙、法
国、比利时、英国和德国等欧盟国家的连锁
专卖店，而其他 25% 的服装产品是由 KLM
或 DHL 以空运的方式送到亚洲、美洲、东欧
等较远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到欧洲专卖店
的空运时间一般是 24 ～ 36 小时，而到欧洲
以外的连锁专卖店的空运时间一般是 24 ～ 48
小时。因此，全球莎拉公司的铁杆消费者甚
至都能够掌握到每周哪些天莎拉送货卡车到
达哪家专卖店，然后就赶去购物。每隔 3 ～ 4
周，莎拉连锁专卖店中 3/4 的服装产品都会发
生改变。莎拉公司平均每个消费者每年购物
次数高度达 17 次，相比之下，其他竞争对手
的消费者每年购物次数只有 3 ～ 4 次。
莎拉公司在它运营的每个国家和地区的
连锁专卖店都用当地货币给服装产品标上价
格。莎拉服装产品在北欧的价格平均比在西
班牙的价格高 40%，在欧洲其他地方的价格
比在西班牙的价格高 10%，在美国的价格比
在西班牙的价格高 70%，而在日本的价格比
在西班牙的价格高 100%。
资料来源：Freiman, Singh, Arrington and Paris, “Zara”,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 Case, SKS P267-279; Zeynep
Ton, Elena Corsi and Vincent Dessain, “Zara: Managing
Stores for Fast Fashi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Case 610042; http://www.inditex.com/en/shareholders_and_investors/
investor_relations/annual_reports, 2012.

讨论题
1．西班牙莎拉公司是凭借怎样的供应链战略
颠覆百年时尚产业的游戏规则的？
2．这样的供应链战略能够让莎拉公司在全球
化市场中获取的竞争优势持续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