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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你将可以：
●●
解释行业分析的用途以及行业分析与公司分析的关系。
●●
比较公司分类的方法和目前的行业分类体系，根据给定的公司业务描述和分类体系
对公司进行分类。
●●
解释公司对经济周期敏感度的影响因素，解释“成长型”
“防御型”和“周期性”这
类行业和公司描述符号的应用和局限性。
●●
解释如何使用公司的行业分类来确定一个股权估值的潜在“同行组”。
●●
描述一个深度行业分析需要覆盖的因素。
●●
描述行业战略分析的原则。
●●
解释进入壁垒、行业集中度、行业容量和市场份额稳定性对定价权和价格竞争的影
响。
●●
描述行业生命周期模型，将行业按照生命周期阶段分类，描述生命周期概念在行业
前景预测中的局限性。
●●
比较各经济部门代表性行业的特征。
●●
描述宏观经济、技术、人口统计特征、政府和社会等因素对行业成长、盈利性和风
险的影响。
●●
描述一个深度公司分析需要覆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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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行业分析（industry analysis）是对制造业、服务业或商业的一个特定分支进行

的分析。理解公司所处的行业为分析公司个体——即公司分析（company analysis）
提供了一个基础框架。进行股权分析和信用分析的分析师通常会专注于一个或几个行
业，这在收集和解读信息的时候有协同效应并可以提高效率。
在这一部分我们讨论的问题包括：
●●
各种行业分类体系有什么相似和不同？
●●
分析师如何选择一组参照公司？
●●
分析行业的时候需要考虑什么关键因素？
●●
在具有战略优势地位的行业中，公司可以享受哪些好处？
3.2 节讨论行业分析的应用，3.3 节和 3.4 节依次讨论发现相似公司的方法和行业
分类体系。3.5 节覆盖对行业的描述和分析。3.5 节还包含了对竞争分析的介绍，为 3.6
节的公司分析提供了背景。本章最后是小结。

3.2

行业分析的应用
行业分析可以用于许多需要基础分析的投资实践中。它的用途包括：
●●
理解公司的业务和业务环境。行业分析常常是选股和估值初期的一个关键步
骤，因为它能提供对发行者成长机会、竞争动态和业务风险的见解。对于信用
分析师来说，行业分析可以帮助理解公司的债务融资用途是否合适以及在经济
收缩时公司是否有能力履行其付款承诺。
●●
发现积极股权投资机会。采用由上至下投资策略的投资者使用行业分析来判断
行业是否具有正的、中性或负的盈利性和成长性。如果投资者认为预期的行
业前景没有充分地反映在市场价格中，投资者通常会（依据判断）比参照基准
超配、按市场权重配置或低配这些行业。除了股票选择，有的投资者会使用
行业或板块轮动策略——即利用行业基本面和经济周期情况对行业进行择时投
资（这种策略有时也会用技术分析），试图超越参照基准。有的研究发现，行业
因素在选股中至少和国家因素一样重要（例如 Cavaglia，Diermeier，Moroz，
and De Zordo，2004）。此外，有研究发现行业因素可以解释美国企业盈利波
动性的大约 20%（McGahan and Porter，1997），这些研究说明了行业分析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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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组合业绩的归因。业绩归因就是解释投资组合回报的来源，通常是相对于
组合参照基准的回报，归因包括了行业或板块选择。这种业绩归因会用到行业
分类体系。
本章稍后会探讨理解企业业务和业务环境需要考虑什么因素。3.3 节讨论如何将
企业进行行业分类。

3.3

发现相似公司的方法
行业分类试图将企业按照共同点进行分组。在接下来的小节里，我们讨论行业分

类的三种主要方法。
●●
提供的产品或服务。
●●
经济周期敏感度。
●●
统计上的相似性。

3.3.1

提供的产品或服务

现代分类体系最常见的是按相似的产品或服务对企业进行分类。从这个视角
看，行业（industry）被定义为提供相似产品或服务的一组企业。例如，全球重型卡
车行业包括沃尔沃（Volvo）、戴姆勒公司（Daimler AG）、帕卡（Paccar）和纳威司
达（Navistar），它们为载重汽车市场生产大型商用车辆。类似地，全球汽车行业的
一些大公司包括丰田（Toyota）、通用（General Motors）、大众（Volkswagen）、福
特（Ford）、本田（Honda）、日产（Nissan）、雪铁龙（PSA Peugeot Citroën）和现代
（Hyundai），它们生产的轻型车辆是彼此的近似替代品。
行业分类体系通常有几个层次的聚合。板块（sector）这个概念经常被用于指代一
组相关的行业。例如医疗保健板块由一组相关行业组成，包括制药、生物科技、医疗
器械、医疗用品、医院和护理管理行业。
这些分类体系通常根据企业的主营业务将一个企业归入某个行业。一个企业的主
营业务（principal business activity）是企业获得主要收入和利润的来源。例如，主
要收入来源于药品销售的企业包括诺华公司（Novartis AG）、辉瑞（Pf izer Inc.）、罗
氏控股公司（Roche Holding AG）、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赛诺菲 - 安万
特（Sanof i-aventis S.A.），这些公司都可以作为全球制药行业的一部分被归为一组。
当从事的主营业务多于一个时，公司通常在财务报表报告收入（许多时候也包括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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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时分业务部门。

八三

后文会讨论基于产品或服务的分类体系例子，包括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lobal
Industry Classif ication Standard，GICS）、罗素全球板块（Russell Global Sectors，
RGS）和行业分类标准（Industry Classif ication Benchmark）这些商用分类体系。除
了按产品或服务对公司进行分组之外，一些主要的分类体系——包括 GICS 和 RGS，
会把与消费者相关的企业分成周期性和非周期性的，取决于公司对经济周期的敏感
度。3.3.2 节会讨论如何根据经济敏感度对企业进行分类。

3.3.2

经济周期敏感度

行业分类有时会以企业对经济周期的敏感度为基础。这种方法通常会将企业分为
两个大类——周期性和非周期性的。
一个周期性（cyclical）的企业，其利润与经济环境强弱有很高的关联度。这类企
业的需求波动大于平均值——在经济扩张期的需求高，在经济收缩期的需求低；同时
因为经营杠杆高（即较高的固定成本）的关系，企业的利润波动会高于平均值。在需
求这方面，周期性产品或服务通常比较贵，购买行为可以根据需要（例如可支配收入
的下降）推迟。周期性行业的例子有汽车、建筑、基础材料、工业和科技。一个非周
期性（non-cyclical）企业的业绩大体上独立于经济周期。非周期性企业提供的产品和
服务在整个经济周期有着相对稳定的需求。非周期性行业的例子有食品饮料、日用和
个人护理产品、医疗保健和公用事业。
尽管我们讨论的分类体系不会给分类贴上周期性或非周期性标签，但某些板块比
其他板块有更高的经济敏感度。呈现出较高经济敏感度的板块包括非日常生活消费
品、能源、金融、工业、信息技术和原材料。相对地，呈现出较低经济敏感度的板块
包括日常生活消费品、医疗保健、电信业务和公用事业。

例 3-1

关于周期性 / 非周期性分类的描述

分析师常常会碰到一些与周期性 / 非周期性分类相关的标签。例如，非周期性
行业有时会被归入防御型（或稳健型），与之相对的是成长型。防御型行业和企业
是那些收入和利润受整体经济活动波动影响最小的。这些行业 / 企业倾向于生产消
费必需品（例如面包）、提供基础服务（杂货店、药店、快餐店）或是费率和收入受

更多信息参见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 (IFRS) 8: Operating Segments. In IFRS
8，business segments are called operating se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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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政府管制或合同约束（例如受服务成本定价法、投资收益率定价法管制的公用事
业）。成长型行业是那些有着特殊需求势头的行业，强劲的需求势头盖过了宏观经
济或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不管整体经济环境如何，这些行业都有增长产生，尽管
增长速度可能会因为经济下行而减缓。

八四

像“周期性”
“成长型”和“防御型”这些行业和企业标签的用处是有限的。周
期性行业常常也和成长型行业一样包含了成长型公司。尽管受到整体经济活动波动
的影响，周期性行业本身也可以在多个经济周期有超过平均水平的增长。 此外，
八五

当经济活动的波动巨大时，如 2008 ～ 2009 年的大衰退，很少有公司可以逃脱整体
经济环境周期性衰退的影响。
“防御型”标签也有问题。有的行业可能既包含了具有成长型特征的企业也包
括了防御型特征的企业，很难为其选择“成长型”或“防御型”标签。此外，“防
御型”可能无法很好地描述投资方面的特征。例如食品超市通常被描述为防御型
的，但如果发生价格战，其利润也会遭受损失。行业动态有时会使所谓的防御型行
业 / 企业在保护股东资本方面远不具备防御性。

经济周期敏感性是一个连续值，不是“有或无”的问题，将企业划入两大类中的
一类有一定的随意性，这是周期性 / 非周期性分类的一个局限性。严重的经济衰退通
常会触及经济的每一个方面，因此非周期性最好作为一个相对概念来理解。
对全球投资来说，经济周期分类的另一个局限性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常常在不同时间
经历经济周期的各个阶段。可能世界上的一个区域正处于经济扩张期，而另一个区域或国
家正处于衰退期，这使经济周期分类在行业分析中的应用更复杂。例如在经济疲软地区销
售的珠宝零售商（即周期性企业）会呈现出与在需求旺盛地区经营的珠宝企业很不一样的
基本面业绩。比较这两个企业——当前处于不同需求环境的两个相似企业，可能意味着有
投资机会。但是一并考虑这些企业的基本面信息后，建立行业基准值可能就是有误导性的。

3.3.3

统计上的相似性

用统计的方法对企业进行分类通常以历史股票回报率的相关性为基础。例如，用聚
类分析的方法，公司可以（基于历史股票回报率的相关性）被分为不同的组，各组内的
股票相关性相对较高，各组间的相关性相对较低。这种组合方法常常得出很不直观的公
有时“成长型”标签会被用于经济增长迅猛的国家或地区，当地经济活动的波动并没有造成经济产出
的实际下降，仅仅是真实增长率高低的差别（例如中国、印度）。
人们有时会用“增长周期型”标签来描述那些在长期高速增长但收入和利润受经济周期影响程度仍然
高于平均值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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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组，而且各组的构成会因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此外，统计方法依靠历史
数据，但是分析师无法保证过去的相关性会在未来持续。这类方法还具有所有统计方法
的内生问题：①将偶然性错误地认定为相关性；②错误地将实际显著的关系排除。

3.4

行业分类体系
一个设计良好的分类体系常常被用作行业分析的起点。分析师可以用它来比较行

业趋势的差异和同组公司之间的相对估值。具有全球视角的分类体系使基金经理和研
究员可以对全球同一个行业中的公司进行比较。例如，考虑到汽车行业的全球性特
征，深度的行业研究需要包括世界上许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汽车企业。

3.4.1

商用的行业分类体系

主要的指数提供商，包括标准普尔、MSCI Barra、罗素投资、道琼斯和富时指数，
将它们股票指数中的公司按行业进行了分类。这些指数提供商使用的分类体系多数会
包含数个层级，最开始是一个大的经济板块分类，然后通过几个层级将经济板块再细
分或分解为多个“颗粒状”
（即更狭义）的子分类。

3.4.1.1

全球行业分类标准

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是由全球股票指数最大的两家提供商标准普尔（S&P）与
摩根士丹利公司（MSCI Barra）在 1999 年联合制定的。顾名思义，GICS 的设计是为了
方便在全球范围内对行业进行比较，它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公司都进行了分类。
每家公司按照它的主营业务被分入一个子行业。每一个子行业归属于一个特定的行业；
每一个行业归属于一个行业组；然后每一个行业组归属于一个行业板块。在 2009 年 6 月，
GICS 分类结构由四个层级组成，包含了 154 个子行业、68 个行业、24 个行业组和 10 个
行业板块。为了反映全球股票市场的变化，GICS 的构成在历史上的不同时间有过调整。

3.4.1.2

罗素全球板块

罗素全球板块（RGS）使用三个层级将全球企业按它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分类。
在 2009 年 6 月，RGS 分类体系包括了 9 个板块、32 个子板块和 141 个行业。除了层
级上的不同以外，RGS 和 GICS 分类体系还有另一个差别，RGS 有 9 个板块，GICS
有 10 个。例如，RGS 体系没有对电信服务类企业单独设置一个板块。GICS 分类为“电
信服务”的许多公司，包括中国移动、AT&T 和 Telefonica 都被 RGS 分到了一个更
广义定义的“公用事业”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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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分类标准

道琼斯和金融时报指数一同开发的行业分类标准（ICB）使用了 4 层的结构，按
照企业获得主要销售收入的来源进行分类。在 2009 年 6 月，ICB 分类体系包含了 10
个行业、19 个超级板块、41 个板块和 114 个子板块。尽管 ICB 和 GICS 在层级数目
上相同，在企业分组方法上也相同，但两个体系使用了很不一样的命名方法。例如，
GICS 用“板块”来描述范围最宽的企业组，而 ICB 用的是“行业”。两个体系的另
一个不同是 ICB 对消费者产品和消费者服务公司进行了区分，而 GICS 和 RGS 两个
体系都把消费者产品和消费者服务公司一起按照它们对经济活动的敏感性进行分组。
这些风格上的区别到了各体系更细分的层级会变得不那么突出。
尽管有这些微妙的差别，三个商用分类体系都使用相同的方法对企业进行分组，
而且三个体系最顶层的分组十分相似。具体来说，GICS、RGS 和 ICB 都设了 9 个或
10 个大组，将所有其他分类归入其中。接下来，我们将描述一些板块，它们对解释
GICS、RGS 和 ICB 如何进行最顶层的分类比较具有代表性。

3.4.1.4

对代表性板块的描述

基础材料和加工（basic materials and processing）：采矿业和从事建筑材料、化
学品、纸产品和林产品、容器和包装、金属和矿物生产的企业。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consumer discretionary）：收入主要来源于那些需求对经济
周期有较高敏感度的消费者相关产品或服务的企业。营业活动常常归入这一类的有汽
车、服装、酒店和餐饮业。
日常消费品（consumer staples）：营业活动对经济周期敏感度相对较低的消费者
相关企业，例如食物、饮料、烟草和个人护理用品的制造商。
能源（energy）：主营业务涉及勘探、生产或精炼（用于提供能源的）自然资源的
企业；通过向能源公司销售设备或提供服务获取主要收入的多数公司也属于这一类。
金融服务（›nance services）：主营业务涉及银行、金融、保险、房地产资产管理
或经纪服务的公司。
医疗保健（health care）：药物、生物技术产品、医疗器械、护理设备和医疗用品
制造商以及保健服务提供者。
工业 / 生产者耐用品（industrial/producer durables）：资本品制造商和商业服
务提供者；例如，商业活动包括重型机械和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和国防、运输服务以
及商业服务和用品。
技术（technology）：参与制造或销售电脑、软件、半导体和通信设备的公司；经
常进入这个类别的其他业务活动包括电子娱乐、互联网服务和技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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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业务（telecommunications）：提供固网及无线通信服务的公司；有的数据供
应商偏好将电信和公用事业公司归入单个“公用事业”类别。
公用事业（utilities）
：电力、天然气和水务设施；电信公司有时也被包括在这个类别中。
要将一个企业在某个分类体系中进行准确的分类，我们需要各个分类的定义、关
于分类标准的说明，还有被分类企业的详细信息。例 3-2 介绍了一个这种分类的练
习。读者可以使用前面给出的普遍适用的板块定义和对备选企业的产品与服务的了解
来解答该问题。

例 3-2

将企业进行行业划分

表 3-1 重复了正文里定义的 10 个板块。假定企业的主营业务是分类体系的基
础，而我们主要以收入的来源判定企业的主营业务。
表 3-1

10 个板块

板

块

基本材料和加工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日常消费品
能源
金融服务
医疗保健
工业 / 生产者耐用品
技术
电信业务
公用事业

根据给出的信息，决定以下这些模拟公司合适的行业分组。
（1）一家输送和销售天然气的公司
（2）一家重型建筑设备制造公司
（3）一家区域电信服务提供商
（4）一家半导体公司
（5）一家医疗设备制造公司
（6）一家经营连锁超市的公司
（7）一家化学品和塑料制造公司
（8）一家汽车生产公司
（9）一家投资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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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家奢侈皮具的制造公司
（11）一家受管制的电力供应公司
（12）一家无线宽带服务提供商
（13）一家生产香皂和洗涤用品的公司
（14）一家软件开发公司
（15）一家保险公司
（16）一家受管制的提供水 / 废水服务的公司
（17）一家石油服务公司
（18）一家制药公司
（19）一家提供铁路交通服务的公司
（20）一家金属采矿公司
解答：如表 3-2 表示。
表
板

3-2

块

基本材料和加工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日常消费品
能源
金融服务
医疗保健
工业 / 生产者耐用品
技术
电信业务
公用事业

公司编号
7、20
8、10
6、13
1、17
9、15
5、18
2、19
4、14
3、12
11、16

例 3-3 回顾了一些行业分类的重要概念。

例 3-3

行业分类体系

（1）GICS 分类体系以企业的主营业务为基础对其进行分类，主营业务的衡量
主要按照：
A. 资产
B. 利润
C. 收入
（2）以下哪个最不可能被用来正确描述一个周期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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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汽车制造公司
B. 早餐麦片的生产商
C. 目标为十多岁女孩子的新潮衣服生产商
（3）以下哪个是最准确的说法？统计学方法将行业进行分组：
A. 是基于股票历史回报率的相关性
B. 得到的行业组在全世界常常是结构相似的
C. 强调行业描述性的统计特征，包含的公司提供相似的产品或服务
问题（1）的解答：选项 C 正确。
问题（2）的解答：选项 B 正确。谷物等主食生产商是典型的非周期性企业。
对汽车的需求是周期性的——即经济扩张时需求相对较高，经济紧缩时需求相对较
低。此外，对青少年时尚的需求可能比对标准食品如早餐麦片的需求具有更敏感的
商业周期特征。当预算减少时，家庭将避免购买昂贵的衣物或是延长现有衣物的使
用时间。
问题（3）的解答：选项 A 正确。

3.4.2

政府的行业分类体系

当今的政府机构使用的许多分类体系，是按工业或经济活动的类别来整理统计数
据的。各个政府分类体系的一个共同目标是方便数据的比较——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
在使用同一体系的国家之间。数据的连贯性对衡量和评估经济运行情况是至关重要的。

3.4.2.1

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工业分类法

联 合 国 于 1948 年 通 过 了 所 有 经 济 活 动 的 国 际 标 准 工 业 分 类 法（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 ication of All Economic Activities，ISIC），以满足经济
统计数据的国际可比性需求。ISIC 根据实体所执行的主要经济活动类别对实体进行分
门别类。ISIC 分为 11 个大类、21 个部门、88 个分部、233 个组以及超过 400 个小组。
联合国宣称，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要么将 ISIC 作为国家活动分类体系，要么使用从
ISIC 中派生出的分类体系。目前使用 ISIC 的一些机构包括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机构。

3.4.2.2

欧共体经济活动分类体系

欧共体经济活动分类体系（Statistical Classif i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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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Community，NACE）通常被视为欧洲版的 ISIC，它是在欧洲一级与 ISIC
相对应的经济活动的分类。类似于 ISIC，NACE 是根据经济活动进行分类的。NACE
由四级组成——即大类（用字母 A 到 U 标识）、部门（用两位数字代码 01 到 99 标识）、
组（由三位数字代码 01.1 到 99.0 标识）和小组（由四位数字代码 01.11 到 99.00 标识）。

3.4.2.3

澳大利亚标准产业体系

澳大利亚标准产业体系（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 ication，ANZSIC）是澳大利亚统计局和新西兰统计局于 1993 年联合开发的，旨
在促进两国工业统计数据的比较，并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比较。通过将 ANZSIC 与
ISIC 所使用的国际标准接轨来实现国际可比性。ANZSIC 有 5 级结构：部门（最宽的
级别）、分部、组、小组以及最小的级别——子类（仅新西兰有）。

3.4.2.4

北美产业分类体系

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 ication System，NAICS）
由 美 国、 加 拿 大 和 墨 西 哥 联 合 开 发， 于 1997 年 取 代 了 标 准 产 业 分 类 体 系（SIC）。
NAICS 对机构和企业进行区分。NAICS 根据机构的主要业务活动将机构划入行业。
在 NAICS 体系中，一个机构（establishment）被定义为“具有单一的物理位置，在
那里开展业务、提供服务或进行经营”
（例如，工厂、商店、酒店、电影院、农场、办
公室）。一个企业（enterprise）可能在多个地点进行相同或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该
企业的每个机构都根据各自的主要业务活动被分配一个 NAICS 代码。

八六

NAICS 使用一个 2 ～ 6 位的代码将其分类组织成一个五级的结构。代码的位数
越多，类别的定义就越窄。从最宽泛到最窄，类别的五个层级分别是部门（由代码的
前两位数字表示）、分部（第三位数）、产业组（第四位数）、NAICS 产业（第五位数）
和国民产业（第六位数）。五位数的代码是国家间的最大可比程度，六位数的代码提供
更多国家特有的细节。
虽然存在差异，但 ISIC、NACE、ANZSIC 以及 NAICS 的结构相当类似，每个
不同分类体系的许多类别都是相互兼容的。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表格，展示了各种分
类体系之间的相关性。

3.4.3

八七

现有体系的优势和劣势

与商用分类体系不同，大多数政府体系不披露某一特定企业或公司的信息，因
详细信息参考 www.census.gov/eos/www/naics/faqs/faqs.html#q2。
详细信息参考：www.census.gov/eos/www/naics/concordances/concordan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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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分析师无法得知某个特定类别的所有构成部分。例如，在美国，联邦法禁止人口
普查局披露个体企业的活动，因此分析师无法得知企业的 NAICS 和 SIC 的代码。
大多政府和商用的分类体系都会不时地进行复查，必要时会有更新。一般而言，
商用分类体系的调整频率会比政府分类体系更频繁，政府分类体系可能每五年左右才
更新一次。例如，NAICS 每五年会查看是否有潜在的修订需求。
政府分类体系一般不区分小型和大型企业，不区分以盈利为目的和非营利的组织，
也不区分是上市还是非上市企业。许多商用分类体系通过企业与某个特定股票指数的相
关性可以区分大型和小型企业，而且这些体系仅包含以盈利为目的和公开交易的机构。
现有体系的另一个局限是，通常不能将公司所属的最窄分类单元假定为其同行组
来进行详细的基本面比较或估价。同行组（peer group）是从事相似业务活动，经济
和价值的影响因素高度相关的一组公司。将公司与恰当定义的同行组比较可以洞察公
司的业绩表现和相对估值。

3.4.4

构建同行组

构建同行组是一个主观的过程，这一结果常常与商业分类体系中定义的最细分类
别有很大不同。但因为分析师可以迅速地从商用分类体系中发现所选行业中的上市公
司，所以该体系确实为构建相关的同行组提供了一个起点。
事实上，构建同行组的一种方法就是从识别其他在同行业中运营的公司开始。订
阅了一个或多个商用分类体系的分析师能够根据分类体系提供的行业定义迅速生成一
个该行业其他公司的列表，我们在 3.4.1 节中讨论过这些分类体系。然后，分析师可
以仔细查看这些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必要的调整以确保业务真正具有可比性。下面
列出的建议步骤和问题可以帮助分析师在实践中确定同行公司。

构建同行公司初选名单的步骤
●●
如果分析师订阅了商用分类体系，查看这些分类体系。它们常常为识别在同行
业经营的公司提供一个有用的起点。
●●
查阅标的公司（subject company）的年度报告中关于竞争环境的讨论。公司经
常会提到具体的竞争对手。
●●
查阅竞争对手的年度报告以发现其他潜在的可比公司。
●●
查阅行业交易出版物以发现可比公司。
●●
确认每个可比公司收入和营业利润的主要来源与标的公司主营业务的商业活动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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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完善同行公司清单的问题
●●
收入和营业利润的哪些部分是来自与标的公司类似的业务活动？一般而言，比
例越高，比较就越有意义。
●●
潜在的同行公司面临的需求环境与标的公司类似吗？例如，在比较增长率、利
润率和估值时，如果可比公司处在不同的商业周期阶段，那么比较的意义就很
有限（如前所述，这些差异可能是在地域的不同市场开展业务活动的结果）。
●●
潜在公司是否有财务子公司？有的公司经营一个财务分部以促进产品的销售
[ 例如，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 Inc.）和约翰迪尔公司（John Deere）]。为
了让公司间的比较有意义，分析师需要对财务报表进行调整，减轻财务子公司
对各种财务指标的影响。
例 3-4 展示了识别同行组公司的过程，并且展示了在确定同行组时会遇到的一些
实际障碍。

例 3-4

分析师研究布林克家庭安全公司（Brink’s Home Security）的
同行组

假设分析师需要识别布林克家庭安全公司的同行组，用于公司报告的估值部
分。布林克是一家提供电子安全和报警监控服务的公司，其主要的客户是北美的居
民。分析师从查看布林克在 GICS 的行业分类开始着手。如前所述，GICS 所用的
最细分层级是子行业级别。在 2009 年 6 月，布林克属于 GICS 的特殊消费者服务
子行业，行业中的其他公司也一起列出如下。
GICS 行业板块：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GICS 行业组：消费者服务
GICS 行业：综合消费者服务
GICS 子行业：特殊消费者服务
布林克家庭安全公司（Brink’s Home Security Holdings，Inc.）
币星公司（Coinstar，Inc.）
HR 布洛克公司（H&R Block，Inc.）
希伦布兰德公司（Hillenbrand Inc.）
马修斯国际公司（Mathew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预付费法律服务公司（Pre-Paid Legal Services Inc.）
瑞吉公司（Regis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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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服务公司（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苏富比（Sotheby’s）
在查看公司列表之后，分析师很快意识到需要对列表进行一些调整以获得与布
林克可比的同行组。例如，布林克与瑞吉的美发沙龙服务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与希
伦布兰德、马修斯或国际服务公司的葬礼服务业务也没有。事实上，经过仔细检查
后，分析师得出结论：GICS 子行业中其他公司都不是布林克公司好的可比对象。
然后，分析师查阅布林克的最新年度报告，寻找管理层关于竞争对手的陈述。
在布林克 2008 年年报第 6 页的“行业趋势和竞争”一节中，列出了其他业务活动
相似的企业：“我们认为我们在全国范围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ADT 安全服务公司
（属于泰科国际公司）、Protection One 公司、Monitronics 国际公司和斯坦利安全
解决方案公司（属于斯坦利公司）。”分析师注意到列表上的 Protection One 是另一
家公开上市的安全服务公司，很可能会被列入布林克同行组的名单。Monitronics
国际没有上市，详细的基本数据直到现在尚无法获得，因此分析师将其排除在同行
组外。
分析师发现 ADT 占泰科国际公司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很大一部分（2008 年销售
额和利润的 40% 以上），因此可以考虑把泰科国际纳入同行组。分析师可能还会考
虑将斯坦利公司列入同行组，因为该公司 2008 年大约 1/3 的营收和接近一半的利
润都来自安全业务分部。正如分析师查阅布林克最新年报以发现其他潜在可比公司
一样，分析师也应该查阅被列出的其他公司的年报，看看是否还有其他可比公司。
在查阅这三家公司的年报时，分析师发现 Protection One 是唯一一家提到具体竞争
者的，泰科和斯坦利公司只是泛泛地讨论了竞争。
查看完所有年报之后，分析师没有发现额外的可比公司。
分析师决定，布林克的同行组包括 ADT 安全服务公司、Protection One 和斯
坦利安全解决方案公司，但同时也决定在估值中给予 Protection One 额外的权重，
因为与 Protection One 的比较涉及的复杂因素最少。
需要知道与以上讨论相关的一点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美国会计准则要求公
司披露（达到某些条件的）经营分部的财务信息。这些披露为分析师在确定同行组
的时候提供了有用的经营和财务信息。

尽管业务范围窄的公司可以较好地归入单一的同行组，但有多个部门的公司可能
被归入一个以上的类别中。例如，比利时的安海斯 - 布希英博集团（Anheuser-Bu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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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Bev）主要制造和销售各种品牌的啤酒，它可以很容易地与其他饮料公司被归到一
组（主题公园业务占收入总额的比例相对不重要）。然而，美国的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 Company）是一个全球科技和软件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将它归入多个类别可
能比较合理。例如，对个人电脑行业感兴趣的投资者可能将惠普纳入同行组，但对需
要建立信息技术服务供应商同行组的投资者而言，惠普也可能会被包含在内。
总而言之，分析师必须区分公司的所属行业（由一个或多个不同分类体系定义）
及其同行组。公司的同行组应由具有类似业务活动的公司组成，其经济活动取决于相
似的需求驱动因素和相似的成本结构及融资渠道因素。在实践中，这些要求往往导致
一个同行组里的公司比常用商用分类体系最细分类别里的公司还要少（甚至是一个不
同的公司组）。例 3-5 展示了寻找和使用同行组的多方面问题。

例 3-5

半导体行业：商业周期敏感度与同行组的确定

GICS 半导体产品与设备产业（453010）有两个子行业——半导体设备子行业
（45301010）和半导体产品子行业（45301020）。半导体设备子行业的成员包括拉
姆研究公司（Lam Research Corporation）和 ASML 控股（ASML Holdings NV）。
半导体产品子行业包括集成电路制造商英特尔公司（Intel Corporation）和台湾积
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拉姆研究公司是半导体行业世界领先的晶片制造设备和服务的供应商。拉姆也
提供制造成品晶片所需多个单步骤后清洗晶片的设备。通常，拉姆在晶片蚀刻和晶
片清洗产品所引入的技术进步也可用于升级安装好的机床。这一好处为客户扩展现
有晶片制造生产线的性能和产能提供了低成本的方案。
ASML 将自己描述为世界领先的半导体行业光刻系统（蚀刻和晶片印刷）供应
商。ASML 制造对生产集成电路或微芯片至关重要的复杂机器。ASML 设计、开发、
集成、营销这些先进的系统，并提供相关服务，帮助芯片制造商缩小芯片和消费电子
设备的尺寸和提高性能。这些机器成本高昂，对购买者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资本投资。
从销售收入来看，英特尔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商，在个人电脑微处
理器的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英特尔在研发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为新应用开发和生产
新的芯片。
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7 年，是世界上最大的专用半导体
铸造厂（一个制造其他公司设计的半导体的工厂）。它自称提供尖端的工艺技术、
开创性的设计服务、高效的制造和高质量的产品。该公司的收入占半导体行业专用
铸造领域的 50% 左右。

92   

股权估值

以下问题是基于 2009 年年初的视角，当时世界上许多经济体正处于衰退之中。
根据给定信息，回答以下问题。
（1）如果 2009 年年初的疲软经济在未来 12 ～ 18 个月内复苏，那么半导体产
品和半导体设备两个子行业中，哪个更有可能较早地获得业绩的改善？
（2）解释英特尔和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应该被认为属于一个同
行组。
（3）解释拉姆研究和 ASML 是否应该被认为属于一个同行组。
问题（1）的解答：最可能的情况是，设备制造商（拉姆和 ASML）的业务改
善将滞后于半导体产品公司（英特尔和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设备是
一个重大的资本投资。因为 2009 年年初经济疲软，所以在短期没有新增设备的情
况下，过剩的制造产能也应该足以满足集成电路的需求增加。当半导体产品制造商
认为更长期的前景有改善时，它们才会开始订购额外的设备。
问题（2）的解答：英特尔和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不大可能被视为
同一个同行组的可比公司，因为它们的客户群和商业模型不同。英特尔设计和生产
自己专有的半导体产品并直销给客户，比如个人电脑制造商。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为多种集成电路供应商提供设计和生产服务，这些集成电路供应商通常
没有内部制造的能力。在 2009 年年中，标准普尔没有将英特尔和台湾积体电路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分在同一个组，英特尔在半导体 - 逻辑大型企业组；而台湾积体电
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在半导体 - 铸造服务组。
问题（3）的解答：拉姆研究和 ASML 都是领先的设计、制造半导体芯片生产
设备的公司。因为影响它们产品需求的经济因素相同，这两家公司是可比的。它
们的主要客户是半导体芯片公司。在 2009 年年中，标准普尔将两者分在一个同行
组——大型前端半导体设备。

3.5 节讨论描述和分析一个行业的基本方法。

3.5

描述和分析一个行业
分析师的工作包括研究行业趋势与一组经济和商业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他们的

信息来源于经济、工业、商业出版物和互联网资源。他们还从行业协会、正在分析的
标的公司以及这些公司的竞争对手、供应商和客户那里获取信息。对行业特征、情况
和趋势有卓越了解的分析师在评估这些行业公司的投资价值方面具有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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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试图通过使用多种预测方法来得出切合实际和可靠的行业预测。他们经常
为一个反映多种可能情形的变量估计一个预测范围。分析师可能会设法将他们的预
测与其他分析师的预测进行比较，一部分是为了研究预测方法和结论的差异，另一
部分也是为了发现自己的预测和一致预期之间的差异。后一种差异对于发现投资机
会极为重要，这是因为，要获得卓越的投资业绩，除了要正确预测与价值相关的变
量，而且这个预测还要与公开交易证券的价格中反映的一致意见有足够的差异。需
要注意的是，尽管有的市场中有分析师给出的收入预测、盈利估计和评级信息，但分
析师可能难以得到其他分析师工作和假设的细节，因为竞争的原因，这些细节是保
密的。
投资经理和分析师还从其他方面检查行业的业绩：①与其他行业进行比较，以发
现具有较高 / 较低回报的行业；②历史的业绩，以确定行业回报率的历史风险、一致
性和稳定性。这项分析的目的是发现经风险调整后具有最高投资回报潜力的行业。投
资的时间范围可以是长期或短期，就像在轮换策略中，预期在下一个经济周期阶段会
受益的行业组被轮换进入投资组合。
分析师经常会把行业中的战略组（strategic group，行业中具有独立商业模式或
服务特定细分市场的公司组）作为一个单独的行业进行分析。选择战略组的标准可能
包括产品或服务的复杂性、它的配送方式和“进入壁垒”。例如，包机航空公司在“航
空业”中组成了一个与定期航空公司相当不同的战略组；提供全面服务的酒店组成一
个有别于提供有限服务或经济型酒店的战略组；销售专利药品的公司（受专利权保护）
会和销售仿制药的公司（不受专利权保护）在不同的公司组，部分原因是两个组采用
的战略不同，使用的商业模式也不同。
分析师经常根据行业的生命周期阶段（life-cycle stage）来考虑和分类行业。分析
师会判定一个行业是否处于行业生命周期的萌芽期、增长期、洗牌期、成熟期和衰退
期。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产品或行业在经验曲线上的位置经常会被分析。经验曲
线（experience curve）反映出，产品生产（或提供服务）的单位直接成本通常是总累
计产量的递减函数。曲线下降是因为：①随着资本设备利用率的提高，固定成本（管
理费用、间接费用、广告费等）被分摊到更大数量的生产单位上；②生产效率和设施
管理能力的提高；③生产方法和产品设计方面的进步。这样的例子在几乎所有行业中
都能找到，但经验曲线对于固定成本高或生产操作重复（如电子、家电、汽车和飞机
制造）的行业尤为重要。本章稍后将深入讨论行业生命周期。
图 3-1 提供了一个框架，帮助分析师检查他们已经考虑到的可能会影响一个行业
演变的力量范围。它在宏观层面上展示了影响行业的宏观经济、人口特征、政府、社
会和技术因素；然后描述了影响一个行业的其他因素，包括驱动行业竞争的力量（新

94   

股权估值

进入者威胁、替代威胁、客户和供应商的议价力）、行业内部的竞争力量、生命周期问
题、商业周期问题以及行业在经验曲线上的位置。图 3-1 以图片形式总结并汇集了本
节讨论的主题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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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3.5.1

行业分析的框架

战略分析的原则

在分析行业的时候，分析师必须知道各行业的经济基本面因素可能存在显著差
异。有的行业竞争激烈，多数参与者都在为获取足够的资本回报而挣扎，而有的行业
则有极具吸引力的特征，这些特征让几乎所有的行业参与者都能产出健康的利润，图
3-2 展示了这一点。它显示了 54 个行业的投入资本回报率（ROIC） 和资本成本在
八八

2006 ～ 2008 年的平均差异。差异大于零的行业获得的回报高于资金的机会成本，就
像是在赚取经济利润（economic prof it）。这一结果会创造价值——即可能增加资金
提供者的财富。相反，差异为负的行业是在摧毁价值。可以看出，即使在全球同步增
长的时期，有的行业也在为获取正的经济回报（即创造价值）而挣扎，但其他行业在
获取这种回报方面做得很好。
投入资本回报率可以被定义为税后净营业利润除以普通股、优先股、长期债务和少数股东权益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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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有的行业创造价值，有的行业摧毁价值

不同的竞争环境往往与行业结构的特征相联系，这也是行业分析作为公司分析重
要补充的一个原因。要深入地分析一家公司，分析师需要了解公司的运营环境。毫无
疑问，行业分析必须具有前瞻性。图 3-2 中的许多行业在 10 年或 15 年前看起来非常
不同，在考虑价值创造时，这些行业会被分在不同的位置；10 年或 15 年后，许多行
业又会和现在非常不同。当分析师审视一个行业的竞争格局时，他们应该不停地考虑
未来什么属性会发生变化。
重点在于分析环境对企业战略影响的竞争环境分析被称为战略分析（strategic
analysis）。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的“五力模型”框架是战略分析的传统
起点。 尽管其最初目标更多的是企业内部管理者而不是外部的证券分析师，但这个
八九

框架对双方都是有用的。

九〇

波特（2008）确定了以下五个行业竞争强度的决定因素。
●●
新进入者的威胁：这取决于进入壁垒，或新竞争者进入该行业的难度。容易进
入的行业通常会比高进入壁垒的行业有更多的竞争。
最新的表述见 Porter（2008）。
公司哪些方面是重要的对内部和外部分析师来说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关于竞争地位的信息是否被准
确地反映在市场价格中，对外部分析师来说相对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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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它可以提高公司关键要素的价格或限制供给。例如，作为
劳动力的供应方，在高度工会化的公司工作的工人可能比在没有工会的公司工
作的工人拥有更大的议价能力。稀缺或有限制部件、要素的供应商通常具有显
著的定价能力。
●●
客户的议价能力：它会在价格（以及其他可能因素，如产品质量）方面对供应
商施加影响，从而影响竞争的强度。例如，汽车零部件公司通常销售给很少
数量的汽车制造商，在定价的时候，这些客户——汽车制造商会成为强硬的谈
判者。
●●
替代品的威胁：如果客户选择其他方式来满足他们的需要，替代品就会对需求
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在经济衰退期间，消费者可能从高档啤酒改为消费低
价品牌。当消费者的预算受到限制时，低价品牌可能是最接近高档品牌的替代
品，它能降低高档品牌维持或提高价格的能力。替代品不必是相似的产品，但
能够用非常不同的产品满足需求。
●●
现有竞争者之间的争夺：这是行业竞争结构的函数。有许多小的竞争者分割市
场，固定成本高，提供的产品无差异（类似于大宗商品），或者退出壁垒高，这
样的行业通常会比没有这些特征的行业有更激烈的竞争。
虽然这五方面的力量都值得注意，但特别建议将第一点和第五点作为分析的首要
关注点。因为所有公司都有竞争对手，也需要担心有新的行业进入者，所以这两个因
素广泛适用于各行业。此外，在调查这两方面力量时，分析师会了解一个行业现有公
司和潜在进入者的细节，还有这些公司的相对竞争前景。
解决以下问题有助于分析师评估新进入者的威胁和行业的竞争水平，从而为描述
和分析行业提供一个有效的基础。
●●
进入壁垒是什么？对于新的竞争者来说，挑战现有的公司是困难还是容易？相
对较高（低）的进入壁垒意味着新进入者的威胁相对较低（高）。
●●
行业集中度如何？是少数公司控制相对较大的市场份额，还是行业内有很多玩
家，每家的市场占有率都很小？
●●
行业产能处于什么级别？就是说，基于现有的投资，在给定的时间范围内可以
交付多少货物或服务？行业是否长期产能过剩或产能不足，或者行业的供给和
需求是否能比较快速地趋于平衡？
●●
市场占有率有多稳定？公司倾向于快速获得或失去份额，还是行业会保持稳定？
●●
行业处于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它处于增长期还是衰退期？
●●
价格对客户购买决策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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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任何深度行业分析的要素。

3.5.1.1

进入壁垒

当一家公司赚取经济利润的时候，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行业的进入门
槛高，那么公司能够长期维持经济利润的机会就更大。新的竞争者能否轻松地挑战现
有公司往往是决定一个行业竞争格局的重要因素。如果新的竞争者能够很容易进入这
个行业，那么这个行业很可能是高度竞争的，因为投资资本的高回报会很快被急于攫
取经济利润份额的新进入者消除。因为通过提价来提高公司资本回报率的做法最终会
吸引新的竞争者进入该行业，所以进入壁垒低的行业往往没有多少定价权。
如果现有公司受到进入壁垒的保护，新进入者的威胁就会比较低，现有公司或许
可以享有比较良性的竞争环境。通常，这些进入壁垒会导致更大的定价能力，因为潜
在的竞争者会发现很难进入行业和削弱现有公司的定价能力。当然，高进入壁垒并不
能保证定价权，因为现有的竞争对手之间可能会有激烈的竞争。
行业进入壁垒低的一个例子是餐馆。拥有少量资金和一些烹饪技巧的人就可以开
一家餐馆，而受欢迎的餐馆很快就会吸引竞争。因此，该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许多
餐馆在开业头几年就失败。
进 入 壁 垒 的 另 一 端 是 全 球 信 用 卡 网 络， 如 万 事 达 卡（MasterCard） 和 维 萨 卡
（Visa），两者的营业利润往往超过 30%。如此高的利润应该吸引竞争，但进入的壁垒
极高。资金成本是一个障碍，此外，建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处理网络也不便宜。试想一
下，如果一个风险资本家愿意资助建立一个复制现有公司物理基础设施的网络，那么
新的卡处理公司将不得不说服数百万消费者使用新卡，并说服数以千计的商家接受该
卡。消费者不愿意使用商家不接受的卡，商家也不愿意接受很少有消费者使用的卡。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此该行业的进入壁垒相当高。这些壁垒有助于保持现有公司的
盈利能力。
理解进入壁垒的一种方法是思考一下新玩家在行业竞争中需要什么。他们需要花
多少钱？他们需要获得什么样的知识资本？吸引足够多的客户以取得成功有多难？
研究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法是查看历史数据。试图进入该行业的新公司有多常
见？今天的行业参与者名单与 5 年或 10 年前明显不同吗？这些类型的数据是非常有
用的，因为这些信息的基础是许多企业家和企业进行资金配置决策的真实结果。如果
一个行业在过去几年中出现了大量的新进入者，那么壁垒是低的。相反，如果 10 年
前占据主导地位的 10 家公司仍主宰这一行业，那么进入壁垒可能相当高。
但是，不要混淆进入的障碍和成功的障碍。在一些行业，进入可能是很容易的，
但成功到足以威胁现有公司可能是相当困难的。例如，在美国，成立一个共同基金需

98   

股权估值

要的资本投入也许只是 15 万美元——对一个历史上资本回报率很高的行业来说，这
不是一个障碍。但是，投资者一旦设立了共同基金，该基金怎么获得资产？金融中介
不太可能销售一个没有业绩记录的共同基金。因此，基金可能需要承担几年的经营损
失，直到它建立起良好的业绩记录。即使有了业绩记录，该基金也将在一个拥挤的市
场与拥有大量广告预算和高薪销售人员的公司竞争。在这个行业，好的分销渠道可能
比好的业绩更有价值。因此，尽管进入资产管理行业可能比较容易，但成功完全是另
一回事。
此外，进入壁垒高不会自动带来好的定价能力和吸引人的行业经济特征。考虑汽
车制造、商用飞机制造业和炼油工业的例子。在这些行业创办一家新公司非常困难。
除了巨大的资本成本外，还有相当多的其他进入壁垒：新的汽车制造商需要专业的制
造知识和经销商网络；飞机制造商需要大量的知识资本；而精炼厂需要专业的处理知
识和法规审批。
然而这些行业的竞争相当激烈，由于定价能力有限或没有定价能力，很少有行业
参与者能够可靠地获得超过资本成本的超额收益。进入壁垒高但定价能力低，这种看
似悖论的情况有多个原因，其中两个突出的原因是：
●●
首先，这些行业的客户在购买公司产品时，购买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
格。有的时候，原因是公司（如炼油厂）销售的是大宗商品；有的时候，原
因是产品虽然价格高但容易找到替代品。例如，多数航空公司选择购买波音
（Boeing）还是空客（Airbus）飞机时，不是基于品牌而是基于成本相关的因
素。航空公司需要以尽可能低的每英里成本运输人员和货物，因为航空公司向
客户转移更高成本的能力有限。这种考虑使价格成为它们购买决策的一个巨大
组成部分。大多数航空公司在任何时候都是购买最具成本效益的飞机。其结果
是，波音和空客的定价能力有限，难以将价格定在能产生良好投资资本回报的
水平上。

九一

●●
其次，这些行业都有很高的退出壁垒，这意味着它们很容易出现产能过剩的局
面。炼油厂或汽车厂不能用于除炼油或生产汽车以外的任何行业，这使它们在
情况变得无利可图时也很难将资本部署到其他地方或离开该行业。这一壁垒使
这类资产的所有者有强烈动机维持亏损工厂的运转，这当然也会延长产能过剩
的局面。
在分析进入壁垒时，最后要考虑它们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多年前，半导
两家公司的商用飞机部门在许多年都没能可靠地带来明显高于公司资本成本的资本回报率。波音的资
本回报率总体上还可以，但是公司的军用部门比商用飞机部门利润率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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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行业一个潜在的新进入者需要资本和专业知识来建立一个“代工厂”（fab，行业术
语，指半导体制造工厂）。芯片代工厂极其昂贵而且在技术上十分复杂，潜在的新进
入者望而却步。然而，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将芯片制造外包给半导体制造商
变得可行，这意味着芯片设计者无须建立自己的工厂就能挑战制造商。其结果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该行业变得更加分裂。
总的来说，高进入壁垒会导致更好的定价能力和更少的行业竞争，但我们需要记
得重要的例外情况。

3.5.1.2

行业集中度

与具有进入壁垒的行业一样，那些集中在相对较少参与者的行业往往会有相对较
少的价格竞争。这同样也有重要的例外，因此读者不应想当然地认为集中的行业总是
有定价权而分散的行业就没有。
对行业集中度的分析应从市场份额开始：每个大的参与者所占的市场份额是多少，
这些份额相对于它们彼此，相对于市场的其余部分有多大？通常，竞争对手的相对市
场份额与它们的绝对市场份额一样重要。
例如，全球长途商用飞机市场非常集中——只有波音和空客制造这类飞机。但这
两家公司的市场份额基本相似，并基本控制了整个市场。因为两者都没有相对于竞争
对手的规模优势，也因为任何一个企业所获得的都是另一方所失去的，所以竞争往往
是激烈的。
这 种 情 况 与 美 国 的 家 居 改 善 产 品 市 场 形 成 了 对 比， 该 市 场 由 家 得 宝（Home
Depot）和罗氏公司（Lowe’s）主导。这两家公司分别拥有 11% 和 7% 的市场份额，
听起来不太大。然而，下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只有 2% 的市场份额，而且大多数市
场参与者都很小，市场占有率微乎其微。家得宝和罗氏两家公司的历史投入资本回
报率都很高，部分原因是它们可以通过瞄准较小的竞争者而不是通过彼此激烈竞争
获利。
分散的行业倾向于激烈的价格竞争，原因有多个。首先，因为竞争者太多使得每
个行业成员无法有效地监控，所以竞争对手太多导致协作困难。其次，每个参与者占
有的市场份额非常小，以至于获得微小的市场份额也能对其财富产生重大的差异，这
增加了每个公司削减价格以试图窃取市场份额的动力。最后，大量参与者的存在促使
行业成员在考虑问题时是作为一个个体，而不是一个大行业组的成员，这会导致激烈
的竞争行为。
相比之下，在集中的行业，每个参与者都可以相对容易地跟踪竞争对手在做什
么，这使得默契的协调更可行。此外，行业领导者的规模越大也意味着破坏性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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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对它们的损害越大——收益相对更小。大公司的财富更多的是与整个行业绑在一
起，因此它们更有可能考虑价格战对整个行业经济的长期影响。
与进入壁垒一样，在考虑一个行业定价能力的水平时，行业集中度是指导性的而
不是一个简单快速的法则。例如，晨星公司让其股票分析师对行业的定价能力强弱以
及行业集中度高低进行了粗略的分类，表 3-3 展示了结果。括号内是行业中的公司例
子；在右上象限（集中且定价能力弱）中，那些资本密集型并且销售类似大宗商品产
品的行业用黑体表示。
表 3-3

两因素行业分析

集中且定价能力强

集中且定价能力弱

软饮料（可口可乐、百事可乐）

商用飞机（波音、空客）

矫形器材（捷迈、施乐辉）

汽车（通用汽车、丰田、戴姆勒）

实验室服务（奎斯特诊断公司，Quest Diagnostics ；
实验室集团美国公司，LabCorp）
生物技术（安进；健赞，Genzyme）

内存（DRAM&Flash Product、三星、海力士）
半导体设备（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 ；东京
电子）

制药（默克、诺华）

通用药物（以色列梯瓦制药工业有限公司、山德士）

微处理器（英特尔、AMD）

消费电子（索尼电子、皇家飞利浦电子）

工业气体（普莱克斯、空气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个人电脑（戴尔、宏基、联想）

企业存储（易安信）

打印机 / 办公器材（惠普、利盟）

企业网络（思科）

炼油厂（瓦莱罗，Valero ；马拉松石油，Marathon

综合托运（联合包裹服务、联邦快递、DHL 国际快递） Oil）
美国铁路（伯灵顿北部，Burlington Northern）

主要综合石油公司（BP、埃克森美孚）

美国国防（通用动力）

股票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德意志交易所集团）

重型建筑设备（卡特彼勒、小松）
海运铁矿石（淡水河谷、力拓集团）
糖果（吉百利、玛氏 / 箭牌）
信用卡网络（万事达卡、维萨卡）
托管与资产管理（纽约银行梅隆公司，BNY Mellon ；

美国道富银行，State Street）

投资银行 / 兼并收购（高盛、瑞银）
期货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洲际交易所）
加拿大银行业（加拿大皇家银行，RBC bank ；加拿大

道明银行，TD bank）
澳大利亚银行业

烟草（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英美烟草集团）
酒精饮料（帝亚吉欧，Diageo；保乐力加）
分散且定价能力强

分散且定价能力弱

资产管理（黑石，BlackRock；富达国际）

包装消费品（宝洁、联合利华）

营利的教育机构（太阳神集团，Apollo Group ；德锐

零售（沃尔玛、家乐福）

模拟芯片（德州仪器、意法半导体）

太阳能板

工业分销（法思诺，Fastenal；格林格，W.W.Geringer）

住宅建筑

丙烷分销（AmeriGas、Ferrellgas）

航空公司

私人银行（北方信托，Northern Trust；瑞士信贷）

采矿（金属）

大学，DeVry University）

海运（马士基航运，Maersk Line；Fron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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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分散且定价能力强

分散且定价能力弱
化学制品
工程建设
金属服务中心
商业印刷
餐馆
无线电广播
石油服务
人寿保险
再保险
勘探与生产（E&P）
美国银行业
专业金融
财产保险
家庭和个人用品

资料来源：Morningstar Equity Research.

右上象限的行业不遵循“集中有利于定价”的规则。我们在上一节中讨论了商用
飞机制造的例子，但还有许多其他由少数玩家主宰的行业，其竞争环境艰难，定价能
力有限。
当我们审视这些集中但竞争激烈的行业时，可以发现一个清晰的主题：这个象
限中的许多行业（标黑体的）都是高度资本密集型并出售类似大宗商品的产品。正
如我们在讨论退出壁垒时所看到的那样，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可能很容易出现产能
过剩，从而 降 低 了 行 业 集 中 的 好 处。 此 外， 如 果 该 行 业 销 售 的 产 品 很 难（或 不 可
能）加以区分，那么，由于较低的价格往往导致更大的市场份额，价格竞争的动机
增强。

九二

计算机内存市场是一个集中但竞争激烈行业的完美范例。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DRAM）被广泛应用于个人电脑，行业集中，前四强企业占据全球市场的 3/4 左右。
行业也高度资本密集，新工厂的成本高达 30 亿美元。但是一个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芯片和另一个十分相似，经营半导体制造工厂有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这个市场上的
参与者有巨大的经济动机来获取市场份额。因此，价格竞争往往是极其激烈的，面对
这些竞争动态，行业集中本质上就是一个难题。
当然，全球软饮料市场也高度集中，但资本需求相对较低，并且行业参与者销售
的是差异化产品。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公司没有自己的瓶装设备，因此市场占有率的
有少量集中和合理的大宗商品行业，例如钾盐（一种肥料）和海运铁矿石。这些行业与众不同的是，它
们是高度集中的：前两名参与者控制着全球钾肥市场的 60%，而前三名参与者控制着全球海运铁矿石
市场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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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并不会像内存芯片制造商那样影响到它们。此外，尽管内存芯片公司降低价格就
一定可以获得市场份额和增加销量，但相当比例的消费者不会从百事可乐转向可口可
乐（反之亦然），即使其成本比另一个低得多。
一般来说，行业集中是一个行业有定价权和竞争合理的一个良好指标，但其他因
素的影响可能会超过集中的重要性。行业分裂是一个更强的信号，表明该行业竞争激
烈，定价能力有限。请注意，在表 3-3 的左下象限中，分裂的行业很少。
这里讨论的行业特征是协助分析师控制研究方向的指引，不是应该导致分析师忽
略其他相关分析因素的准则。

3.5.1.3

行业产能

行业产能对定价 ( 在给定的时间段内可以提供的最大量的产品或服务）的影响是
明确的：产能的紧张或受限给予参与者更多的定价能力，因为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大
于供给；当过度供应追逐需求时，产能过剩则导致价格的削减和十分激烈的竞争环境。
分析师不仅应该考虑当前的产能状况，还要思考产能的未来变化。行业中的企业能多
快地适应需求的波动？行业在使供需平衡方面有多灵活？这个过程对行业定价能力或
行业利润率会产生什么影响？
一般来说，产能在短期是固定的，而在长期是可变的，因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产能就可以增加（例如可以建新的工厂）。但多少时间被认为是“足够的 "（即在多
短的期限内产能不能增加）在不同行业可能差异巨大。有时，增加产能需要数年才能
完成，例如建造一个“生地”
（greenf ield）——新制药厂或造纸厂，这不仅复杂而且
还受法规约束（例如与工厂排污有关）。在其他情况下，产能可以相对快速地增加或
减少，像在服务行业那样（例如广告）。在周期性市场中，如商业用纸和纸板，产能
状况会迅速变化。在经济复苏的早期阶段，强劲的需求可能导致供应的增加。因为
建制造厂需要的时间很长，在新的供应量到达市场时可能正好遇上需求放缓，产能
快速地由紧变松。这些考虑强调了在评估行业的产能投资时预测行业长期需求的重
要性。
近年，这种过程的一个戏剧性例子是 2003 ～ 2008 年大宗商品热潮中的海运干散
货船市场。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加上全球经济的同时增长，对能运输铁矿石、煤炭、谷
物和其他体积大且价值低的商品的货船需求增加。鉴于货船的供应不能很快增加（因
为造船需要时间，而大型商业造船厂通常有多年的订单），承运人自然利用紧张的全球
货运能力抬高价格。事实上，最大型的干散货船（好望角型的船大致无法通过巴拿马
运河）的租船价格在一年内上涨超过四倍，从 2006 年年初的约 3 万美元 / 天到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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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底的逼近 16 万美元 / 天。
正如人们所料，为了利用看似无法满足的需求和非常有利的价格，该行业争相增
加航运能力，新的干散货船订单在此时期飙升。2006 年年初，船厂订单中干散货船的
数量占全球船队的大约 20%。到 2008 年年底，在订的干散货船数量占全球干散货船
队的近 70%。 当然，额外产能的预期加上全球大宗商品需求的急剧下滑，导致运费
九三

巨幅下降。好望角型的租船费率从 2007 年年底的 16 万美元 / 天高点暴跌至一年后的
1 万美元 / 天以下。
在这个例子中，紧张的供应情况推动干散货船的强势定价是相当清楚的，这些高
价格为干散货船公司带来诱人的资本回报和股票价格表现。然而，细心的分析师将会
根据在订新船的数据来研究未来的供应情况，并预测紧张的供应情况是不可持续的，
干散货承运人的定价能力因此也是短期的。这些预测正是事实上发生的。
请注意，产能不必是物理性的。在 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对美国东南部造成巨大
破坏之后，客户寻求增加针对未来飓风的金融保护，再保险费率迅速飙升。然而，这
些高再保险费率吸引了大量的新资本涌入再保险市场，并成立了一些新的再保险公
司，导致再保险费率下降。
一般而言，如果新的产能是物理的（例如，汽车制造厂或大型货船），新的产
能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建立以满足需求的增长，从而造成较长时间的紧张状况。不幸
的是，产能增加常常超出长期需求，而且因为有形资本往往难以重新安置，依赖于
有形产能的行业可能会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陷入困境，并在较长时期内定价能力
降低。
相比之下，金融和人力资本可以迅速转移到新的用途上。例如，在再保险的例子
中，金融资本迅速进入再保险市场，并利用了产能紧张的条件，但如果进入市场的资
本过多，那么部分资本很容易就会去别处寻求更高的回报。钱可以用于许多东西，但
大型干散货船除了在海上运输重型货物外没有什么别的用途。

3.5.1.4

市场份额的稳定性

审视行业市场份额在长期的稳定性，类似于思考行业壁垒和新玩家进入行业的频
率。事实上，进入壁垒和新产品引进的频率，连同产品差异化等因素都会影响市场份
额。稳定的市场份额通常表明行业的竞争较少，不稳定的市场份额往往表明行业的竞
争激烈和定价能力有限。
参见“ RS Platou Monthly ”(November 2008): www.platou.com/loadf ileservlet/loadf iledb?id=
1228989312093PUBLISHER&key=122898932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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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领域中两个非大宗商品市场的比较说明了这一点。在过去的十年中，骨
科器械行业（主要是人工髋关节和膝关节）一直是相对稳定的全球寡头垄断。如表 3-4
所示，五家公司控制着全球市场的 95%，而这些公司的市场份额在过去几年中只发生
了少量变化。
表 3-4

全球骨科器械行业的市场份额稳定性（数据为市场份额，%）

全球人工髋关节 / 膝关节的市场份额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捷迈

27.9

27.5

27.2

26.0

强生（DePuy）

24.0

23.9

22.9

22.9

史塞克

21.6

21.4

21.5

21.3

施乐辉

9.4

9.8

11.5

12.6

11.5

10.9

10.9

11.3

邦美

资料来源：Company reports and Morningstar estimates.

相反，尽管美国的支架市场（用于撑开阻塞动脉的小型金属网设备）也由少数几
家公司控制，但最近其市场份额从非常稳定变为以迅速变化为标志。强生与波士顿科
学公司（Boston Scientif ic）主导了美国支架市场多年，从 2007 年占据大约一半市场
份额到 2009 年年初仅有 15%。同期，雅培实验室（Abbott Laboratories）将其市场
份额从 0 提高到 25%。这一变化的原因是雅培和美敦力（Medtronic）推出了新的支
架，这从强生以及波士顿科学公司的支架中抢到了市场份额。
骨科器械公司在市场占有率方面有更大稳定性的原因有两个。首先，人工髋关节
和膝关节的植入很复杂，而且每个制造商的产品略有不同。因此，整形外科医生已精
通使用一个或几个公司的设备，可能不愿意花时间和成本去学习如何植入另一个竞争
公司的产品。其次，矫形设备行业的创新速度相对较慢，其过程往往是渐进式的而不
是革命性的，这使得在产品线之间切换的好处相对较低。此外，骨科器械公司的数量
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相对静止的状态。
相反，美国的支架市场因为多个因素经历了市场份额的快速变化。首先，心内科
医生似乎比骨外科医生更乐意植入不同制造商的支架。这一趋势表明，相对于矫形设
备而言，支架的切换成本较低。其次更重要的是，支架市场的创新速度已经变得相当
迅速，这增加了心脏病医生在新支架可用的时候改用新支架的动力，目的是让病人得
到更好的结果。
低转换成本加上相对较高的收益，使得支架市场的市场份额迅速变化。矫形设备
的高切换成本加上缓慢的创新导致了更低的切换效益，从而使骨科设备的市场份额更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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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生命周期

一个行业的生命周期通常会对其竞争态势产生重大影响，其位置成为行业战略分
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行业生命周期模型的描述
与个别公司一样，行业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而且在增长的速度和盈利
水平方面通常会经历重大的变化。正如对个别公司的投资需要仔细监控，行业分析
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要发现可能正在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变化。一个用于分析行业
演变的有用框架是行业生命周期模型，它明确了一个行业通常经历的先后阶段。行
业生命周期模型的五个阶段是萌芽期、增长期、洗牌期、成熟期和衰退期。每个阶
段以不同的机会和威胁为特点。 图 3-3 以各阶段的需求水平和增长率的曲线展示了
九四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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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行业生命周期模型

资料来源：Based on Figure 2.4 in Hill and Jones (2008).

萌芽期。一个萌芽期的行业是刚刚开始发展的行业。例如，在 20 世纪 60 年代，
以下许多关于生命周期的讨论源于希尔和琼斯（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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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半导体行业处于萌芽阶段（它在 2008 年发展成为一个 2 490 亿美元的行业） ，在
九五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全球手机行业处于萌芽阶段（它现在每年生产和销售超过 10 亿
部手机）。萌芽阶段的特征包括缓慢的增长速度和高价格，其原因是客户往往不熟悉
该行业的产品，而且数量还不足以实现有意义的规模经济。提高产品知名度和发展分
销渠道是公司在这一阶段的关键战略举措。这一般需要大量投资，而且失败的风险很
大。大多数初创公司都没有成功。
增长期。增长期行业的特点是需求快速增长、盈利能力提高、价格下降和行业内
企业之间的竞争相对较少。需求是由进入市场的新客户推动的，随着规模经济的实现
和分销渠道的发展，价格也会下降。因为进入壁垒相对较低，新竞争者进入行业的威
胁通常在增长期是最高的。然而，竞争往往是相对有限的，因为快速扩张的需求为公
司提供了一个不需要从竞争者那里获取市场份额的成长机会。随着交易量的增加和规
模经济的实现，行业的盈利能力得到提高。
洗牌期。洗牌期的特点通常是增长放缓、竞争激烈和利润率下降。在洗牌期，因
为很少有新客户进入市场，需求接近市场饱和水平。随着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份额
的增加，竞争变得激烈。随着企业持续投资的速度超过了行业需求的总体增长，行业
产能开始过剩。为了提高产能，以填补过剩的生产能力，企业经常降价，因此，行业
利润率开始下降。在洗牌期，企业越来越注重降低成本结构（重组）和建立品牌忠诚
度。边缘公司可能会倒闭或与他人合并。
成熟期。一个成熟期行业的特点包括很少或没有增长、行业整合和相对较高的进
入壁垒。由于这个阶段的市场已经完全饱和，行业增长往往仅限于替代需求和人口扩
张。由于洗牌的结果，成熟的行业往往会整合并形成寡头垄断。幸存的公司往往有品
牌忠诚度和相对有效的成本结构，这两者都是巨大的进入壁垒。在需求稳定的时期，
成熟行业的公司往往认识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并试图避免价格战。然而，周
期性的价格战确实会发生，尤其是在需求下降的时期（如经济低迷时期）更为显著。
拥有卓越产品或服务的公司很可能获得市场份额和实现超过行业平均的增长率和盈
利性。
衰退期。在衰退期，产业呈负增长，产能过剩以及竞争加剧。这一阶段的行业
需求可能会因各种原因而下降，包括技术替代（例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
和 24 小时有线电视新闻网络获得信息，报业一直在走下坡路）、社会变化和全球竞争
（例如，低成本外国制造商使美国纺织业衰退）。随着需求的下降，行业产能变得过剩，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Factsheet: www.sia-online.org/cs/industry_resources/
industry_fact_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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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通过降价来应对，这往往导致价格战。较弱的公司通常会在此时退出该行业、合
并或将资本重新部署到不同的产品和服务。
当某一行业产品或服务的总体需求下降时，由于降价和产量削减导致单位成本提
高，单个公司赚取高于平均投资资本回报率的机会往往会少于当需求稳定或增加时。
例 3-6 是关于行业生命周期的例子。

例 3-6

行业增长和公司增长

在 1999 ～ 2004 年，因大量低成本抵押贷款融资和其他因素促使个人购买现场
制造的房屋，美国预制装配式房屋（预制好、模块化的住房）的出货量大幅下降。
然而在 1998 年，一些机构预测预制装配式房屋将获得现场制造房屋的市场份额。
在 1998 年的乐观预测和实际情况下，一个典型的预制装配式房屋行业公司的市场
份额可能受到什么影响？
解答：1998 年行业需求增加的预测将会使预制装配式房屋行业的公司有机会在
不互相侵占市场份额的情况下增长，从而减轻该行业的竞争强度。相比之下，在需
求下降和市场萎缩的实际行业情况下，一个预制装配式房屋公司的收入增长只能通
过抢夺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来实现。

2. 运用行业生命周期模型
一般而言，新的行业往往比成熟的行业竞争更激烈（有大量的玩家进入和退出），
成熟行业往往拥有稳定的竞争环境，与获得大量市场份额相比，玩家更热衷于保护自
己拥有的份额。然而，随着行业从成熟走向衰退，随着行业的参与者认为这是个零和
的环境并争夺不断萎缩的市场，竞争压力可能会再次增加。
分析师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一家公司是否根据其行业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
位置“按年龄行事”。增长期行业中的公司在向消费者介绍新产品或服务时，应该建
立客户忠诚度，建立规模，向经营活动进行大规模的再投资，从日益增长的需求中获
利。它们可能没有高度关注内部效率。这些公司很像年轻人，将它们的人力和金融资
本再投资，目标是在生活中变得更成功。增长期的公司通常将现金流再投资于新产品
和产品平台，而不是将现金流返还给股东，因为这些公司仍然有很多机会来部署它们
的资金以获得正回报。虽然这种类比人的生命周期是对模型一种有用的思考，但分析
师也应该知道类比在细节上是不准确的。老牌公司有时会通过创新或扩张进入新市场
的方式来推动增长。人类不可能真正回到青春时代。因此，更精确的表述可能是“按
阶段行事”，而不是按年龄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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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行业的公司可能会追求更新的需求，而不是新买家，它们可能专注于延伸成
功的产品线，而不是引进革命性的新产品。它们也可能把重点放在成本合理化和提高
效率上，而不是获取大量的市场份额。重要的是，这些公司的增长机会比前一阶段要
少，因此进行有利可图的再投资的渠道有限，但它们往往有很强的现金流。鉴于其强
大的现金流和相对有限的再投资机会，大家通常认为这些公司应通过股份回购或派发
股息的方式将资本返还股东。这些公司更像是中年人，它们在收获人生早期阶段成功
的果实。
让人担心的是，一个中年的公司像一个年轻的增长期公司那样为追求规模而将资
本倾入低 ROIC 前景的项目中。许多公司很难适应从增长到成熟的转变，在管理层决
定以更适合公司生命周期阶段的方式来分配资本之前，它们的资本回报和股东回报可
能会变差。
例如，美国三大零售商——沃尔玛、家得宝和麦当劳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
都经历了向成熟期的转变。在 2002 ～ 2005 年的不同时期，这些公司意识到它们的规
模和行业优势意味着主要由新店（或餐馆）开业所驱动的两位数增长的日子已是过去
的事。三者都将资本从开设新店配置到其他领域——即提高库存效率（家得宝）、改善
客户体验（麦当劳）、增加股息和股份回购（三者）。其结果是，每个公司的资本回报
率和股东回报都有所提高。
3. 行业生命周期分析的局限性
虽然各种模型可以为思考一个行业提供有用的框架，但一个行业的演进并不总是
遵循一个可预测的模式。各种外部因素可能会显著影响模式的形态，导致某些阶段比
预期的更长或更短，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某些阶段被完全跳过。
技术的变化可能会使一个行业经历从增长到衰退的突然转变，从而跳过洗牌期和
成熟期。例如，晶体管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取代了真空管，那时真空管行业仍处于增长
期；文字处理器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取代了打字机；如今，随着消费者越来越多地转向
点播服务，例如从互联网或通过有线电视提供商下载电影，电影租赁业正经历着快速
的变化。
监管的变化也会对一个行业的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电信业的管制放松，这使垄断行业转变成了一个竞争激烈的产业。AT&T
被分成地区服务提供商，许多新的长途电话服务进入者（如 Sprint）出现。其结果是，
行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更广泛，价格更低。医疗保健产品和服务的政府偿还率变化会
影响全球医疗保健行业公司的盈利能力（实际也是这样）。
社会变化也能影响一个行业的状况。在过去的 30 年中，休闲餐饮行业得益于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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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家庭数量的增加，这些家庭往往有更多的收入，但在家做饭的时间较少。
人口状况也有重要影响。例如，随着婴儿潮一代的老龄化，对医疗保健服务行业
的需求可能会增加。
因此，生命周期模型往往在行业相对稳定的时期是最有用的行业分析工具。当行
业因外部或其他特殊情况而发生快速变化时，它们就不那么实用了。
模型的另一个局限因素是，行业中并非所有公司都有类似的表现。分析师的主要
目标是找出潜在的赢家，同时避开潜在的输家。高利润的公司可以存在于具有低于平
均盈利能力的竞争性行业中，反之亦然。例如，尽管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运营，诺基
亚在历史上还是能够利用其规模创造出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率。相比之下，尽管软件
行业的增长和盈利能力历来高于平均水平，但没有创造出利润并最终倒闭的软件公司
的例子不胜枚举。

例 3-7

行业生命周期

（1）经历缓慢增长和高价格的行业是以下哪个时期的特征？
A. 成熟期
B. 洗牌期
C. 萌芽期
（2）下列哪些关于行业生命周期模型的表述是最不正确的？
A. 这个模型更适用于快速变化的时期而不是相对稳定的时期
B. 外部因素可能导致模型的某些阶段长于或短于预期，并在某些情况下，某个
阶段可能被完全跳过
C. 不是一个行业的所有公司都有类似的表现，高利润的公司可能存在于一个盈
利能力低于平均水平的行业中
问题（1）的解答：C 是正确的。缓慢增长和高价格都与萌芽期相关。高价格
不是成熟期和洗牌期的特征。
问题（2）的解答：A 是正确的。该表述是最不正确的。该模型最适用于相对
稳定的时期，而不是快速变化的时期。

3.5.1.6

价格竞争

一个分析行业非常有用的工具就是试图像行业的客户那样思考。任何影响客户购
买决策的因素，都很可能成为行业竞争对抗的焦点。一般而言，如果价格是客户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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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中一个很大的因素，这类行业的竞争往往比那些客户更看重其他属性的行业更
激烈。
虽然这种描述听起来可能像是对一个大宗商品行业和一个非大宗商品行业的描
述，但事实上差别会更细微一些。商用飞机和客车肯定比一堆煤或几加仑的汽油有
更多差异性，但价格在飞机和汽车买家的购买决策中很重要，因为相当好的替代品很
容易获得。如果空客对 A320 收费过高，航空公司可以购买波音 737。 如果宝马的
九六

四门豪华轿车价格上涨太高，客户可以转换到奔驰或其他拥有类似功能的豪华品牌。
表 3-3“定价能力弱”一栏中的多数行业，如果发生单边提价，类似的转换是可以
预测的。
将这些行业与资产管理行业进行对比，这是少数几个既高度分散又具有强大定价
能力的行业之一。尽管很多文件说明费用对未来投资回报有影响，但绝大多数资产管
理客户不会根据价格做出决定。相反，资产管理客户关注的是历史收益，这使得这个
高度分散的行业能够保持强大的定价能力。指数基金部门的价格竞争理所当然是非常
激烈的，因为任何指数基金都是另一个追踪同一基准基金的完美替代品。但该行业的
主动管理部门常常能够以一种隐性合作的方式来对其产品定价，使大多数行业参与者
能够在资本上产生持续的高回报，这可能是因为价格在潜在的共同基金投资者心中并
不是最重要的。
回到一个更加资本密集型的行业——重型设备制造商，如卡特彼勒、迪尔和小
松。购买大型轮式装载机或联合收割机需要大量的资本支出，因此价格肯定会在买家
的决策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因为其他因素对客户来说非常重要以至于这些制造商
可以有少量的定价权。建筑设备通常用作大型项目中其他设备的补充，这意味着维修
停机时间会增加成本，因为例如按时计费的工人必须等待推土机被维修好。设备损坏
对于农业用户来说也很昂贵，他们可能只有几天的时间来收获一个季节的农作物。由
于其产品可靠性及其大型服务网络（这些正是重要的“差异化”或赋予竞争优势的因
素）对用户的重要性，卡特彼勒、小松和迪尔在历史上能够对设备进行定价，并获取
投资资本的稳定回报。

3.5.1.7

行业对比

为了说明如何应用这些元素，表 3-5 运用本文中讨论的因素来检验三个行业。

航空业的一小部分特征是“路径依赖”，一家拥有大量某个空客机型的航空公司相比购买波音飞机更有
可能坚持购买该机型，但该机型制造商利用这个可能性的能力极小。

表 3-5
三个行业战略分析的元素

不适用

非常成熟：增长是由人口趋势和
价格推动的
低：缺乏自有品牌的竞争使得定
价 在 已 有 玩 家 之 间 保 持 稳 定， 而
品牌和熟悉度在消费者购买决策
中扮演的角色比价格更重要

很稳定：市场份额几乎不变

不适用：价格主要是由品牌力量
推动的。制造产能影响不大

非常集中：最大的四家公司占据
了 全 球 市 场 的 大 部 分 份 额。 最 近
的并购提高了集中度

甜品 / 糖果
吉百利、好时、玛氏 / 箭牌、雀巢
很低：低金融或技术障碍，但新
玩家会缺乏那些驱动消费者决策
的品牌

低：该行业是不受监管的，但在
很高：所有药品必须获得国家安全监管的批准。 中：监管框架会影响边际能源需求。此外，政府在 发达市场对儿童肥胖的担忧是低程
专利制度在各国不同。此外，医疗保健在大多数国 为勘探与生产公司分配勘探机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度的潜在威胁。同时，高增长的新
政府及监管影响
兴市场可能阻碍老牌玩家进入它们
家都是高度监管的
这可能会间接影响流到服务公司的工作量
的市场，这可能会限制增长
社会影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中 / 高：行业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玩家都必须对研
中 / 高：生物（大分子）药物正在推动新的治疗边
很低：创新在该行业不会发挥重
技术影响
界，而且很多大型药物公司在生物技术方面的占比 发进行再投资以保持竞争力。通过将新程序商业化或利
要作用
用累积的专门知识来实现暂时的竞争优势是可能的。
相对较小
防御型：对大多医疗健康服务的需求不会随着经济周
周期型：需求取决于油价、勘探预算和经济周期， 防御型：对糖果和口香糖的需求
增长 vs. 防御 vs. 周期
期波动，但需求强度可能不足以被认为是“增长型” 是高度变化的
是极其稳定的

品牌药品
石油服务
主要公司
辉瑞、诺华、默克、葛兰素史克
斯伦贝谢、贝克休斯、哈利伯顿
很高：有效竞争需要大量金融和知识资本。一个
中：需要技术专长，但高水平的创新使得利基公司
进入壁垒 / 成功壁垒 潜在的新进入者将需要创建一个相当规模的研发部
可以进入该行业并在特定领域内竞争
门、全球分销网络以及大规模的制造能力
分散：虽然只有少数公司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但许
集中：小部分公司控制了大部分品牌药品的全球 多较小的玩家在特定领域进行竞争。国家的石油公司
集中度
服务部门可能控制着本国的巨大市场份额，一些产品
市场。最近的并购者提高了集中度
线在成熟的美国市场是集中的
不适用：药品的价格主要由专利保护和监管问题
中 / 高：需求可能因大宗商品价格而快速波动，行业
行业产能的影响
决定，包括政府对药品和制造设施的批准。制造产
玩家常常发现它们的员工太少（或太多）
能不重要
稳定：品牌药物市场由主要公司主导，并通过巨
不稳定：市场份额可能因技术供给以及需求水平而
行业稳定性
型合并来整合。但是，当新药品被批准并获得接受
频繁变化
或者失去专利保护时，市场份额会快速变化
成熟期：需求在短期内会随着能源价格而波动，但
生命周期
成熟期：总体需求每年变化不大
正常收入增长仅是 5% 左右
高：价格是购买者决策的主要因素。一些公司由于
低 / 中：在美国，价格是很小的因素，因为消费
者和供应商驱动的去管制医疗保健系统。在单一付 拥有广泛的服务或一流的技术而有一些定价权力，但
价格竞争
款人系统中，有效性门槛更高，价格占决策过程中 如果价格太高，主要消费者（大型油田公司）可以用内
部服务替代。此外，创新往往在整个行业中迅速扩散
更大的部分
正向：发达市场的人口正在老龄化，这稍微增加
不适用
人口影响
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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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8 回顾了在表 3-5 中展现的一些信息。

例 3-8

外部影响

（1）下列哪个行业最受政府监管的影响？
A. 石油服务
B. 药品
C. 甜品 / 糖果
（2）下列哪个行业最不受技术创新的影响？
A. 石油服务
B. 药品
C. 甜品 / 糖果
（3）下列哪个关于行业特征的表述是最不正确的？
A. 制造能力对甜品 / 糖果行业定价的影响很小
B. 品牌药品行业被认为是防御型而不是增长型行业
C. 在全球市场方面，石油服务行业的集中程度很高，服务提供者数量有限
问题（1）的解答：B 正确。表 3-5 指出，药品行业受到大量政府和监管的影响。
问题（2）的解答：C 正确。表 3-5 指出，创新在糖果行业不发挥重要作用。
问题（3）的解答：C 正确，该表述不正确。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个行业被认
为是分散的。尽管少数公司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但许多较小的玩家在利基市场上进
行竞争。此外，国家的石油服务公司控制着本国的巨大市场份额。

3.5.2

影响行业增长、盈利性和风险的外部因素

影响行业增长的外部因素包括宏观经济、技术、人口、政府和社会影响。

3.5.2.1

宏观经济影响

总体经济活动的趋势通常对一个行业的产品或服务需求产生重大影响。这些趋势
可以是周期性的（即与商业周期引起的经济活动的变化有关）或结构性的（即与经济
活动的构成或强度有关）。通常影响行业收入和利润的经济变量包括以下这些。
●●
国内生产总值或衡量由经济体产生的商品和服务价值的指标，无论是以当前货
币还是以不变价格（经通货膨胀调整的）计价。
●●
利率，它代表了消费者和企业的债务成本，是金融机构收入和成本的重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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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
●●
信贷的可得性，它影响企业和消费者的支出与金融偿付能力。
●●
通货膨胀反映了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化，影响了成本、利率、消费者和企业信心。

3.5.2.2

技术影响

新技术创造的新的或改进的产品可能带来行业巨变，也可能改变其他使用该产品
的行业的运营方式。
计算机硬件行业提供了技术变革如何影响工业的最佳例证之一。1958 年发明的微
芯片（也称为“集成电路”，其实际上是在硅片上蚀刻的计算机）使计算机硬件行业最
终为公众创造一个新的个人电脑市场，并快速地在商业、政府和教育机构中延伸了计
算机的使用。
摩尔定律（Moore’s law）指出，可以廉价地放置在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大约
每两年增加一倍。数字技术的其他几项措施在摩尔定律方面有了指数级的提高，包括
组件的大小、成本、密度和速度。随着这些趋势的发展，计算机硬件行业渗透并及时
占据了文字处理、多种形式的电子通信和家庭娱乐的硬件领域。由于创新和生产的资
本成本非常高，计算行业的集成电路创新增加了规模经济并对新进入者形成了巨大的
障碍。英特尔利用了这两个因素，使得它能够获得行业市场的领导地位，并成为个人
电脑行业最高价值组件（微处理器）的主要供应商。因此，英特尔因其成本优势、品
牌实力和资金渠道而成为行业主导企业。
计算机硬件行业一路上得到了计算机软件和电信这两个辅助行业的支持和大力协
助（特别是在互联网的发展方面），同样重要的还有其他行业——娱乐（电视、电影、
游戏）、零售和印刷媒体。越来越强大的集成电路和无线技术的进步，以及互联网和新
的无线技术所促成的媒体融合，继续重塑着个人电脑硬件在商业和个人生活中的用途
和角色。在 20 世纪中叶，世界上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家用电脑有任何用处。今天，估
计大约有 16 亿人，或者说世界上几乎 1/4 的人口，都可以连入计算机网络，对美国来
说，估计至少有 76% 的人口。这一数字在新兴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中要小得多。当今
世界上有超过 40 亿的移动电话订阅 ，移动通信技术的进步显然在未来的几年中将明
九七

显增加这个数字，因为移动电话和计算机硬件技术的融合将提供新的手持型计算和通
信能力。
技术对行业的影响的另一个例子是数字成像技术对摄影胶片行业的影响。数字成
像用电子图像传感器将图像记录为电子数据，而不是胶片上的化学变化。这种差异使
图像处理和传输能力比胶片摄影更大。自从 1981 年被发明以来，数码照相机变得非
参见 www.itu.int/newsroom/press_releases/2009/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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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普遍，目前销量远远超过传统胶片照相机（虽然许多专业摄影师因美学原因或某些
应用的缘故继续使用胶片）。数码照相机有拍摄视频和录音等功能。摄影技术重大变
化的影响已导致胶片和照相机制造商——包括柯达、富士、尼康和宾得影像公司被完
全重组并重新设计它们的产品，以适应新技术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3.5.2.3

人口特征影响

人口规模、年龄和性别分布以及其他人口特征变化可能对经济增长、消费商品和
服务的数量与类型产生重大影响。
人口特征对行业的影响在北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对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影响
中有很好的体现。北美人口中出生于 1946 ～ 1964 年的 7 600 万人影响了他们从摇篮
到童年、青春期、成年、中年和退休所需要的众多产品和服务的构成。20 世纪 50 年
代末和 60 年代的青少年流行文化和所有产品（唱片、电影、衣服和与之相关的时尚），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住房需求激增，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对退休类投资产
品的需求日益增加，这些都代表了人口膨胀通过人口年龄类别来影响的行业范围。
人口特征对行业影响的另一个例子是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日本是老年居民比
例最高的地区之一（21% 的人超过 65 岁），出生率非常低。日本卫生部估计，到 2055
年，超过 65 岁的人口比例将上升到 40%，并且总人口将下降 25%。一些观察人士预
计，这些人口变化将对整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意味着劳动力的
减少。然而，一些经济部门可以从这些趋势中受益，例如医疗保健行业。

例 3-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及其对美国住房行业的影响

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人口出生率（每千
人）持续上升时期的开始。这一上升反映了从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和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艰辛中的解脱、移民的增加（移民往往更年轻，因此比平均更多产）和战
后持久的经济繁荣时期。美国的出生率从 1935 年的每千人 18.7 和 1945 年的每千
人 20.4 上升到 1950 年的每千人 24.1，并在 1955 ～ 1957 年达到每千人 25.0 的高
峰。20 年后，当 1946 ～ 1964 年出生的婴儿进入成年期时，住房行业的需求激增，
推动了新房销售的高增长。在这一时期，新住房的开工率从 1966 年的每千人 20.1
上 升 到 1972 年 的 高 峰 每 千 人 35.3， 并 且 一 直 保 持 到 20 世 纪 70 年 代 末， 除 了 在
1974 ～ 1975 年的经济衰退期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引发的对住房产业的另一个人口影响来自婴儿潮一
代的孩子（也被称为回声潮一代）。回声潮一代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进入多产

第3章

行业与公司分析的介绍

    115

时期，并使出生人数从 1975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低点毎千人 14.8 增加到 1990
年的峰值毎千人 16.7。在 20 年后，回声潮一代对住房需求的影响并没有像他们的
父母那样大，但新住房的开工率仍大幅增加，由 1995 年的每千人 13.7 增加到 2005
年的高位每千人 18.8，容易获得的抵押贷款融资促进了新房的增加。

3.5.2.4

政府影响

政府对行业收入和利润的影响是普遍而重要的。在制定公司和个人的税率与税收
规则时，政府会影响利润和收入，进而影响公司和个人的支出。政府也是一系列行业
的商品和服务的主要购买者。
例 3-10 说明了当政府介入支持或压制证券市场创新时引起的财富突然变化。在
例 3-10 中，收益信托（income trust）是指一种作为信托发行的股票所有权工具单位。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收益信托在加拿大的收益导向型投资者中变得非
常受欢迎，因为在当时的监管下，这种信托可以避免对分配给单位持有人（投资者）
的收益征税，即避免双重征税（一次在企业层面，一次在投资者层面）。如例 3-10 所
述，这项监管许可的税收优惠最终被取消了。

例 3-10

税收增加对加拿大收益信托的影响

在 2006 年 10 月 31 日，为了阻止加拿大股票市场的收益信托结构的迅速增长，
加拿大财政部长詹姆斯·弗莱厄蒂（James Flaherty）宣布，除了被动收取租金的
不动产投资信托免税，今后这些免税穿透实体的收益都要被征税。为了让现有的信
托机构适应，设立了五年的间断期。他说政府需要取缔信托，因为太多的公司主要
为了节省税收而正在转向高收益证券。标准普尔 / 加拿大多伦多收益信托指数在公
布后次日下跌 12%，蒸发了 240 亿加元的市值。

通常，政府通过授权其他监管机构或自律组织（如证券交易所、医疗协会、公用
事业利率制定者和其他监管委员会）管理行业的事务，间接发挥其影响力。通过制定
各个部门的准入条件（如金融服务和保健部门），以及制定公司和个人在这些领域必须
遵守的规则，政府控制了许多产品和服务的供应、质量与性质以及它们对公众的可得
性。例如在金融业，接受储蓄存款和向投资公众发行证券通常受到政府及其机构的严
格控制。这种管制是通过法规来实施的，这些法规的目的是保护投资者免受经营者欺
诈，以及确保投资者能够获得有关其投资性质和风险的充分信息披露。还有另一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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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治疗患者的医生按照政府法律授权的自律组织医疗协会制定
的标准进行培训。此外，病人获得的药物必须得到政府机构的批准。与此略有不同的
是烟草产品使用者购买的产品，其营销费用和销售税受到大多数发达国家政府的严格
控制，并按照政府规定必须向消费者发出吸烟危害的警告。在供应政府部门的行业，
如军队、公共工程和执法部门，政府合同直接影响供应商的收入和利润。

例 3-11

政府采购对航天行业的影响

航空航天、建筑和轻武器行业是政府为主要客户的典型例子，其收入和利润显
著（在某些情况下，主要）受向政府销售的影响。其中一个例子是欧洲航空防务航
天公司（EADS），它是全球领先的航空、国防和相关服务的公司，总部设在巴黎和
德国的奥托邦。在 2008 年，欧洲航空防务航天公司创造了 433 亿欧元的收入，并
雇用了大约 11.8 万的国际劳动力。欧洲航空防务航天公司包括了商用飞机的主要制
造商空客，提供加油机、运输机和执行任务机的空客军事公司（Airbus Military），
全球最大的直升机供应商欧洲直升机公司（Eurocopter）和欧洲空间项目 [ 包括阿
丽亚娜（Ariane）和伽利略（Galileo）] 的领导者阿斯特里姆（Astrium）。阿斯特
里姆的国防和安全部门是全面系统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并使欧洲航空防务航天公司
成为欧洲财团的主要合作伙伴和导弹系统供应商（MBDA）的利益相关者。在 2008
年 3 月 3 日，在美国空军选择其空客 A330 而不是波音 767 后，欧洲航空防务航天
公司的股价上涨 9.2%，该空中加油飞机合同的价值高达 350 亿美元。

3.5.2.5

社会影响

涉及人们如何工作、花钱、享受闲暇时间和进行生活其他方面活动的社会变化对
许多行业的销售都有重大影响。
英国的烟草消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社会影响对行业的作用。政府遏
制烟草广告，立法要求对购买烟草产品发出健康警告和禁止在公众场所吸烟（例如饭
店、酒吧、公共建筑和交通工具），尽管这些措施可能是导致烟草消费变化最明显和
强大的工具，但这一变化的基础力量实际上是社会性的。其社会性体现在一部分人
对吸烟损害烟草使用者及其周边人群健康的意识增强，个人和政府为烟草消费导致
的慢性病支付的成本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吸烟者从社会正确到社会不正确（甚至是
轻率或鲁莽）的公众观念转变。由于这些对吸烟社会看法的改变，英国香烟的消费量
从 1990 年的 1025 亿支减少至 2009 年的不足 650 亿支，对烟草公司的销售量造成了
压力。

第3章

例 3-12

行业与公司分析的介绍

    117

更多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对多个行业的影响

在 1870 年，妇女只占美国家庭外劳动力的 15%。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之
后，这个数字在 1950 年已经上升到了 30%（该数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战
争要求的高生产曾在短时间内更高），到 2008 年达到 48%。妇女从她们在西方社
会中最常见的历史角色——全职家庭主妇转变为更常见的全职劳动者。基于经济推
理，确定应该受益于此社会变化的四个行业。
解答：包括以下行业：
（1）餐饮业。由于妇女的工作职责，她们可能没有时间和精力准备饭菜，所
以餐馆的生意会因需求增加而受益。餐饮业在此时期的增长确实是很高的：餐饮业
从 1950 年美国每 1 美元食品花费的仅 25%，增加到目前每一美元食品花费的 44%，
其中 45% 的现有行业收入来自 1950 年还不存在的一类餐馆，即快餐业。
（2）女性工作服装制造商。
（3）家庭服务和儿童保育服务。
（4）汽车制造商。例如，需要额外的车辆来运送两个家庭的成员去工作，还有
孩子上学或日托。
（5）老龄人住房。随着妇女劳动力的增加，需要照料或监护的老年家庭成员越
来越不能依靠非工作的女性家庭成员在家提供照料。

例 3-13

航空业：多方面影响的例子

从全球航空业可以看到我们所讨论的许多概念和影响的例子。
生命周期阶段
该行业可以用一些成熟期的特征描述，因为全球客运交通的年均增长率在 21
世纪保持（与 20 世纪 90 年代的 4.7% 相比）相对稳定的 4.5%。然而该行业的一些
细分市场仍处于增长阶段，特别是中东和亚洲市场，在未来 20 年里，该市场预计
将增加 6.5%，而北美的增长为 3.2%。
对商业周期的敏感程度
航空业是一个周期性的行业。由于该行业的高固定成本和高经营杠杆，全球的
经济活动造成收入波动，特别是利润率波动。例如，2009 年全球客运量预计将下
降 8%，预计航空公司将报告重大的净损失——接近 90 亿美元，而 2007 年全球的
行业利润为 129 亿美元。该行业倾向于比经济周期变动更早地向上或向下波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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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地区的不同，航空旅行的变化是 GDP 增长的 1.5 ～ 2.0 倍。它受到高度管制，政
府和航空当局在分配航线和机场时段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政府机构和国际航空运输
协会制定了飞机和飞行安全规则。航空公司客户的品牌忠诚度往往较低（除了对最
高和最低价格及服务两个极端），休闲旅游者主要关注价格，而商务旅客则主要关
注日程和服务。飞机、客舱配置和餐饮服务往往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似，在一些特定
价位上的产品和服务差异很小。对于休闲旅游者来说，价格竞争是激烈的，由低
成本的折扣航空公司主导，包括美国的西南航空公司（Southwest Airlines）、欧洲
的瑞安航空（Ryanair）和亚洲的亚洲航空（Air Asia）。对商务旅客来说，主要的
定期航空公司和一些专门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公司（如新加坡航空公司，Singapore
Airlines）是主要的竞争者。燃料成本（通常超过总成本的 25% 且高度不稳定）和
人工成本（总成本的 10% 左右）一直是降低成本管理工作的重点。航空业是高度工
会化的，劳资纠纷常常是阻碍该行业经营的代价高昂的原因之一。技术一直在航空
业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它最初的小螺旋桨驱动飞机到喷气式飞机时代，以及促使自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价格上涨以来的燃油效率提高。技术也以另一种形式对商务航
空旅行的增长构成威胁，即改善的电信技术——特别是电视会议和网络广播。可以
说，航空业在塑造人口特征方面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它使难以到达的地理区域可以
聚集大量的人口。同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大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
一代是导致航空旅行需求增长的一个因素。近年来，社会问题已开始对航空业产生
影响，例如，碳排放已经受到环保主义者和政府的关注。

3.6

公司分析
公 司 分 析 包 括 分 析 公 司 的 财 务 状 况、 产 品 和 服 务 以 及 竞 争 战 略（competitive

strategy，公司应对外部环境威胁和机会的计划）。公司分析是在分析师了解了公司
的外部环境之后进行的，外部环境包括影响行业竞争结构的宏观经济、人口特征、政
府、技术和社会力量。分析师应设法确定该战略主要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以及
该公司打算如何实施该战略。
波特确定了两种主要的竞争战略：低成本战略（成本领先）和产品服务差异化战略。
在低成本战略中，企业努力成为低成本的生产者，以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提供产
品和服务并获得市场份额，同时通过取得更高收入赚取足够的利润，实现较高的回报
率。低成本的战略可以是防御性的——保护市场份额和回报，也可以是进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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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市场份额和增加回报。定价也可以是防御性的（当竞争环境是低对抗时）或进攻
性的（当竞争激烈时）。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定价甚至可能是掠夺性的——即以短
期利润率为代价，迅速将竞争者逐出。这种战略希望的是，在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之
后，公司能够提高价格以获得比之前更高的回报。例如，有分析师认为一些主要航空
公司采用掠夺性战略以试图保护高利润航线免受打折航空公司的抢夺。虽然有关反竞
争行为的法律往往禁止以获得市场份额为目的的掠夺性定价，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产
品或服务的成本很难被细分到足够精确以证明定价是掠夺性的（而不是激烈但公平竞
争的价格）。试图遵循低成本战略的公司必须有严格的成本控制、高效的运营和报告
系统以及适当的管理激励措施。此外，这些公司必须致力于对其生产系统和人工进行
细致的审查，并致力于低成本的设计和产品分销。它们必须能够投资于提高生产率的
资本设备，并以低成本的资金为投资进行融资。
在差异化战略中，公司试图将自己建成在质量、类型或分销方式上独一无二的产
品和服务供应商或生产者。要取得成功，它们的价格溢价必须高于差异化的成本，而
且差异性必须能吸引顾客并在长期可以维持。成功推行差异化战略的公司管理层往往
拥有强大的市场研究团队确定客户需求，并以产品开发和营销满足这些需求。雇用有
想象力和创造性的人对这个策略来说非常重要。

3.6.1

公司分析应该涵盖的要素

一个透彻的公司分析，特别是在研究报告中呈现的，应该：
●●
提供公司概况（公司简介），包括对其业务、投资活动和公司治理的基本了解以
及对其优势和弱点的基本判断。
●●
解释相关的行业特征。
●●
分析对公司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
分析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情况，包括对成本的分析。
●●
解释公司的定价环境。
●●
介绍和解释相关的财务比率，包括趋势对比和竞争对手对比。
公司分析往往包括预测公司的财务报表，特别是当分析的目的是用现金流折现法
来估价公司普通股的时候。
表 3-6 提供了公司分析需要覆盖的要点清单。有时可能需要调整清单以适应特定
公司分析的需求，这个清单不是详尽无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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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公司分析的清单

九八

公司简介
● 确定公司主要的产品和服务、在行业当前的位置和历史
● 销售的构成
● 产品生命周期阶段 / 经验曲线效应
● 研发活动
● 过去和已计划的资本支出
● 董事会的结构、组成、选举制度，反收购条款和其他公司治理问题
● 管理层的优点、弱点、薪酬、人员流动性和企业文化
● 福利、退休计划及其对股东价值的影响
● 劳工关系
● 内部人持股水平和变化
● 法律行动和公司的准备状态
● 其他特殊的优势或劣势
行业特征
● 生命周期阶段
● 商业周期敏感性或经济特征
● 行业中典型的产品生命周期（周期短且以技术过时为标志，或像受专利保护的药品那样周期长）
● 品牌忠诚度、客户转换成本和竞争强度
● 进入和退出壁垒
● 行业供应商的考虑（来源的集中度、切换供应商或进入供应商行业的能力）
● 行业中的公司数量，根据市场份额决定行业是分散还是集中
● 产品或服务差异化的机会，产品或服务价格、成本和质量的相对优势或劣势
● 使用的技术
● 政府监管
● 劳工关系的状态和历史
● 其他行业问题或机会
产品或服务需求的分析
● 需求来源
● 产品差异性
● 历史数据和需求敏感度，以及与社会、人口、经济和其他变量的相关性
● 展望——短期、中期和长期，包括新产品和商业机会
产品或服务供应的分析
● 来源（集中度、竞争和替代）
● 行业产能展望——短期、中期和长期
● 公司的产能和成本结构
● 进口和出口方面的考虑
● 专利产品或商标
定价分析
● 需求、供应和价格之间的历史关系
● 原材料和人工成本的重要性，以及其成本和可获得性的前景
● 基于现状和预期的未来趋势预测销售价格、需求和盈利能力
财务比率和指标（有多年历史和预测数据的电子表格）
I. 运营比率，衡量公司执行回收应收款和管理存货等职能的效率：
产品生命周期（product life cycle）与产品销售阶段有关。经验曲线效应（experience curve effects）
是指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成本随累计产出（增加）而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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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 应收款周转天数（days of sales outstanding，DSO）
● 存货周转天数（days of inventory on hand，DOH）
● 应付账款周转天数（days of payables outstanding，DPO）
II. 流动性比率，衡量公司履行其短期义务的能力：
● 流动比率
● 速动比率
● 现金比率
● 现金转换周期（DOH + DSO-DPO）
III. 偿付能力比率，衡量公司偿还其债务的能力（以下的“净债务”是减去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有息负债金额）：
● 净债务比息税折旧摊销前收益（EBITDA）
● 净债务比资本
● 债务比资产
● 债务比资本（按账面价值和市值计算）
● 财务杠杆率（平均总资产 / 平均股东权益合计）
● 现金流比债务
● 利息保障倍数
● 表外负债和或有负债
● 非公允金融交易
IV. 盈利比率，衡量公司利用其资源（资产）产生盈利性销售的能力：
● 毛利润率
● 营业利润率
● 税前利润率
● 净利润率
● 投资资本回报率或 ROIC（税后净营业利润 / 平均投资资本）
● 资产回报率或 ROA（净利润 / 平均总资产）
● 净资产收益率或 ROE（净利润 / 平均股东权益合计）
V. 财务数据和相关的考虑因素，分析师应该明白的关于公司财务的数据和事实：
● 净销售增长率
● 毛利润增长率
● 息税折旧摊销前收益
● 净利润
● 经营活动现金流
● 每股收益（EPS）
●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
● 与维护和总资本支出相关的经营活动现金流
● 留存现金流的预期回报率
● 债务到期日以及公司再融资和偿还债务的能力
● 股利支付率（普通股股利 /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 表外负债和或有负债
● 非公允金融交易

为了评估公司的业绩，应对表 3-6 中列出的关键指标进行趋势分析和公司（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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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业公司）间比较。以下公式通过追踪利润率、资产使用效率或财务杠杆的变化，
分析公司的 ROE 如何和为什么与其他公司的或自身其他时期的 ROE 不同。
ROE =（净利润率：净利润 / 净销售收入）
×（资产周转率：净销售收入 / 平均总资产）
×（财务杠杆：平均总资产 / 平均股东权益）
一家公司历年的财务报表提供了许多关于行业状况对其业绩影响及其战略成败的
深层信息。如果给定分析师对未来众多变量的假设，它们还可以提供一个预测公司经
营业绩的框架。表 3-6 中列出的财务比率适用于广泛的公司和行业，但其他的统计指
标和比率也常常被使用。

3.6.2

电子表格建模

财务报表电子表格模型已成为公司分析中使用最广泛的工具之一，它可用于分
析与预测收入、经营利润、净利润和现金流。尽管电子表格模型是了解过去财务业
绩和预测未来业绩的有用工具，但这种模型的复杂性有时会成为问题。因为建模需
要分析师在财务报表中预测和输入大量项目，所以模型中做出的假设或公式存在出
错的风险，这些错误会叠加并导致错误的预测。然而因为模型很复杂，这些预测
可能会显得很准确。结果往往是那些依赖模型的人错误地觉得自己理解了和有安
全感。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在模型完成之前或之后对模型进行“现实检查”是有
用的。
这种合理性测试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完成：首先，询问从去年到今年和到明年
损益表项目中几个最重要的变动可能是什么。其次，试图量化这些重大变化或“摆
动因素”对净利润的影响。如果分析师不能用几点总结出哪些因素根据现实的预计
会导致利润变化，或无法让人信服这些假设是正确的，那么该分析师就不是真正
地理解了计算机建模的结果。一般来说，财务模型应该符合公司财务报告或补充
披露的格式，或可以准确地从这些报告中得出。否则当公司发布财务结果时就不
会自然有真实性检查，分析师也无法将其估计与实际报告的结果进行比较。

3.7

小结
在本章中， 我 们 提 供 了 行 业 分 析 概 述， 演 示 了 被 分 析 师 广 泛 用 于 检 查 行 业 的

方法。
●●
公司分析和行业分析密切相关。公司分析和行业分析一起，可以提供对行业收

第3章

行业与公司分析的介绍

    123

入增长来源、竞争对手市场份额以及未来单个公司收入增长和利润率的见解。
●●
行业分析适用于：

理解公司的业务和业务环境；

发现积极股权投资机会；

制定行业或板块轮换策略；

投资组合业绩的归因。
●●
公司分类的三个主要方法是：

提供的产品或服务；

商业周期敏感度；

统计上的相似性。
●●
商用行业分类体系包括：

全球行业分类标准；

罗素全球板块；

行业分类标准。
●●
政府的行业分类体系包括：

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法；

欧共体经济活动分类体系；

澳大利亚标准产业体系；

北美产业分类体系。
●●
现行分类制度的局限性在于分配给公司的最窄分类单位一般不能作为其同行
组，用于详细的基本面比较或估值。
●●
同行组是从事类似业务活动的一组公司，影响其经济和价值的因素密切相关。
●●
建立同行组预选清单的步骤：

检查商用分类体系（如果有）。这些体系通常为识别在同一行业运营的公司
提供有用的起点。

查阅标的公司的年度报告中对竞争环境的讨论。公司经常会提到具体的竞争
对手。

查阅竞争对手的年度报告以确定其他潜在的可比公司。

查阅行业交易出版物以发现可比公司。

确认每个可比对象或同业公司从与标的公司类似的业务活动中获得其大部分
的收入和营业利润。
●●
并非所有行业都是相同的。有的行业竞争激烈，许多公司为赚取超过资本成本
的回报努力挣扎；而有的行业则有吸引人的特征，使得大多数行业参与者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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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健康利润。
●●
不同的竞争环境是由行业的结构性质决定的。由于这个重要原因，行业分析是
公司分析的重要补充。分析师需要理解公司运作的背景，才能全面地了解公司
面临的机遇和威胁。
●●
波特的“五力模型”战略分析框架可以提供一个有用的起点。波特认为，行
业内公司的盈利能力是由五种力量决定的：①新进入者的威胁，其本身是
由规模经济、品牌忠诚度、绝对成本优势、客户转换成本和政府管制决定
的；②供应商的议价能力，这是产品替代可行性、买方和供应商集中度以及
每种情况下转换成本和进入成本的函数；③客户的议价能力，这是客户转
换成本和客户自己生产产品能力的函数；④替代品的威胁；⑤现有竞争者之
间的争夺，其本身是行业竞争结构、需求条件、成本条件和退出壁垒高度的
函数。
●●
进入壁垒的概念是指新竞争对手挑战老牌企业的难易程度，可能是确定行业竞
争环境的重要因素。如果新的竞争对手可以轻松进入行业，行业很可能是高度
竞争的，因为现有企业试图提高的价格会被新进入者削减。因此，进入门槛较
低的行业往往定价能力低。相反，如果现有企业受到进入壁垒的保护，它们可
能会享有比较良性的竞争环境，它们的定价能力比客户更强，因为它们不用担
心新进入者的价格削减。
●●
行业集中度常常（但并不总是）是行业可能有定价能力和合理竞争的标志。但
行业分裂是一个更强大的信号，表明行业竞争激烈和定价能力有限。
●●
行业产能对价格的影响是明确的：紧张的产能给予参与者更多的定价能力，因
为产品或服务的需求超过供给；产能过剩导致价格削减和激烈的竞争环境，因
为过剩的供给追逐需求。分析师不仅要考虑当前的产能情况，还要考虑产能水
平的未来变化——供需实现平衡需要多长时间以及这个过程对行业定价能力和
回报有什么影响。
●●
检查行业市场份额在长期的稳定性类似于思考进入壁垒和新玩家进入行业的频
率。稳定的市场份额通常表明行业的竞争较少，而不稳定的市场份额通常表明
行业的竞争激烈和定价能力有限。
●●
行业在其生命周期中的位置常常对其竞争态势有重大影响，因此在进行行业战
略分析时记住这一点很重要。行业和个别公司一样，往往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
生变化，通常会在增长率和利润率水平方面经历重大改变。正如对个别公司的
投资需要仔细监控一样，行业分析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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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进行，以发现可能发生的变化。
●●
行业生命周期模型是分析行业演变的有用框架，它确定了行业通常经历的阶段
顺序。根据希尔和琼斯模型（Hill and Jones model），行业生命周期的五个阶
段是：

萌芽期；

增长期；

洗牌期；

成熟期；

衰退期。
●●
价格竞争和客户思维是分析行业时常常被忽视的重要因素。影响客户购买决策
最大的因素也很可能是行业竞争对抗的焦点。一般而言，如果价格是客户购买
决策中的重要因素，这类行业的竞争往往比那些客户更看重其他属性的行业更
激烈。
●●
影响行业增长、盈利性和风险的外部因素包括：

技术；

人口特征；

政府；

社会。
●●
公司分析是在分析师了解了公司的外部环境之后进行的，包括回答有关公司如
何应对外部环境威胁和机遇的问题。这个回应计划是单个公司的竞争战略。分
析师应该设法确定战略主要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以及公司打算如何实施
该战略。
●●
波特确定的两种主要竞争战略：

在低成本战略中，企业努力成为低成本的生产者，以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提
供产品和服务并获得市场份额，同时通过取得更高收入赚取足够的利润，实
现较高的回报率。

在差异化战略中，公司试图将自己建成在质量、类型或分销方式上独一无二
的产品和服务供应商或生产者。要取得成功，它们的价格溢价必须高于差异
化的成本，而且差异性必须能吸引顾客并在长期可以维持。
●●
公司分析清单包括对以下项目的彻底检查：

公司简介；

行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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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或服务需求的分析；

产品或服务供给的分析；

定价分析；

财务比率和指标。
●●
财务报表电子表格模型已成为公司分析中使用最广泛的工具之一，它可用于分
析与预测收入、经营利润、净利润和现金流。电子表格模型可用于量化某些不
确定因素变化对各财务报表的影响。分析师应该意识到，模型的结果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所做的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