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章

商业环境

学习目标
在学习这一章后，你应当能够：
1. 描述商业环境中各种变化的情境力量如何影响企业的竞争地位。
2. 理解全球化的作用，包括贸易协议和贸易组织在塑造商业环境中的作用。
3. 明确企业外部环境的主要维度都是什么，包括总体环境和作业环境中的组成部分。
4. 区分企业内部环境的四个组成部分：所有者、董事会、员工和文化。

开篇自测
你和你的商业环境
审视、捕捉你的商业环境，并从中学习的能力，是一项重要的管理胜任力。请在每一
项内容后回答“是”或“否”，以评估你在这一领域的胜任力。
1. 我阅读商业刊物中的文章，并上网了解最新的时事新闻。
2. 我知道技术的发展和使用是如何影响外部环境的。
3. 我追踪经济数据，并视之为衡量外部环境表现的指标。
4. 我能够察觉出影响外部环境的社会文化趋势。
5. 我理解人口数据是如何辅助商业决策的。
6. 我了解企业是在全球环境下运营的，并因此关注那些发生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事件。
7. 当分析一家企业时，我会找出企业的竞争者以及它们对企业的环境的影响。
8. 我理解在塑造企业的环境时，客户和供应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9. 我理解企业里的不同所有制结构，以及企业董事会起到的管治作用。
10. 我了解企业的员工及其文化是重要的内部环境因素。
如果以上多项内容你回答“是”，那么你就对你的商业环境有所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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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综述

概述
企业及其领导者并不是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运营的。它们是一个总在持续发展变化的庞

大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在第 1 章中讨论的，如今的商业环境是 VUCA——突变的
（volatile）、不确定的（uncertain）、复杂的（complex）和模糊的（ambiguous）。成功的企业领
导者会对 VUCA 的全球商业环境中的变化做出回应，并尽力影响这些变化。一些领导者将
主要精力放在通过游说来影响政府在其环境中扮演的角色。另外一些领导者会找到成长中的
细分市场或目标客户群体，通过开发产品和服务来满足特定的需求。还有一些领导者通过投
资研发来使技术创新商业化。通过这些方法，企业的领导者不仅采取积极姿态回应环境，还
积极主动地管理其环境并制定相应的战略调整。1
前十年的环境为商业环境如此迅速的变化提供了翔实的证据。这些变化要求管理者的适
应性更加敏捷。各类企业的管理者都面临信贷危机的影响；银行及其他机构向家庭和次级客
户贷款加剧了这一问题。美国房价在 21 世纪的前 10 年里急速上涨，人们并未察觉到问题。
购房增加也推动了许多其他行业，包括汽车、家居装饰、家用电器、景观美化等。但是，到
2007 年年底，许多客户无法再负担按揭贷款，他们的无力还款造就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崩溃。
到 2008 年年底，金融巨头雷曼兄弟、美国国际集团和美林均无以为继。此外，许多老牌企
业也纷纷破产，比如有 86 年历史的 KB Toys 和 60 年历史的 Circuit City。短短几年之内，整
个商业格局发生了巨变；客户多疑、资金紧张、员工不安，管理者必须在这样一个新环境中
争相寻找出路。美国的失业率从 2007 年的 4.6% 增长到 2010 年的峰值 9.6%。2 当失业率从
2010 年的峰值持续下降时，很多人，包括新近的大学毕业生，要找到和他们的技能、教育和
经验匹配的工作非常困难。
2008 年后的衰退余波并未孤立地作用于美国。金融危机全球性地辐射到欧洲的许多国
家，特别是希腊和西班牙，它们遭受着沉重的债务和非常高的失业率。而欧洲与世界其他地
区的挣扎，又反过来影响了美国企业的成功，这证明着全球经济互为依存的关系。正如我们
将在本章中看到的，管理者不再只关注美国经济——他们必须更好地了解全球经济。
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许多看似混乱的事件，但它们恰恰体现了商业持续变化的本
质。这些事件对管理者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表 2-1 列出了过去 100 年构成道琼斯工业
指数的企业名录。我们可从中观察到这种变化是多么剧烈，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着企业的沉浮。
表 2-1
1896 年 5 月 26 日

1896、1956、2015 年道琼斯工业指数组成
1956 年 7 月 3 日

2015 年 1 月 31 日

美国棉油公司

联合化学公司

3M 公司

美国晶糖厂

美国制罐公司

美国运通公司

美国烟草公司

美国冶炼公司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芝加哥煤气公司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波音公司

蒸馏与牲畜饲料公司

美国烟草公司

卡特彼勒公司

通用电气公司

伯利恒钢铁公司

雪佛龙公司

Laclede 煤气公司

克莱斯勒公司

思科系统公司

国家铅业公司

玉米产品精加工公司

可口可乐公司

北美人航空

杜邦公司

杜邦公司

田纳西煤铁公司

伊士曼 – 柯达公司

埃克森美孚公司

美国皮革公司

通用电气公司

通用电气公司

美国橡胶公司

通用食品公司

惠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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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1896 年 5 月 26 日

1956 年 7 月 3 日

2015 年 1 月 31 日

通用汽车公司

家得宝公司

固特异公司

英特尔公司

国际收割机公司

IBM

国际镍业公司

摩根大通公司

美国国际纸业公司

强生公司

佳斯迈威公司

麦当劳公司

美国国家酿酒公司

默克公司

美国国家钢铁公司

微软公司

宝洁公司

耐克公司

西尔斯 – 罗巴克公司

辉瑞制药公司

加州标准石油公司

宝洁公司

美国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

旅行家集团

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

联合科技公司

联合碳化公司

联合健康集团

联合飞机公司

威瑞森通信公司

美国钢铁公司

VISA 信用卡公司

西屋电气公司

沃尔玛百货

伍尔沃斯公司

沃尔特·迪士尼公司

资料来源：“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Components,” available at Dow Jones website at http://www.djaverages.
com/,accessed January 31, 2015.

1956 年出现在道琼斯指数中的 30 家企业，仅有 7 家仍旧出现在 2015 年；其中有两家
企业（雪佛龙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这 59 年间一次或多次被移除。2013 年，在道琼斯指
数中上榜长达 54 年的美国铝业公司被耐克所取代。当前的榜单中也包括了一些新工业巨头，
如卡西欧、微软和沃尔玛。这些公司都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上榜，然而，有一家企业，却在
时间的考验中屹立不倒。
通用电气公司，在其 1896 年最初出现在道琼斯工业指数之中后始终存在。通用电气通
过不断地适应和改善其策略与业务流程，确保它的产品和服务保持相关性。比如，如果你
反观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通用的业务组成，你会发现其中 75% 的业务是基于制造业，另外
25% 是基于服务。而到了 21 世纪，这些数字却完全颠倒过来：75% 的业务基于服务，另
25% 来自于制造业。3
在其整个历史中，通用电气能够不断重塑自身。例如，其首任首席执行官（CEO）查尔
斯·科芬（Charles Cofﬁn）创建了一种集中控制的基于功能的组织结构，而这又被继任的喜
欢分散结构的首席执行官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所废除。在 50 年代末期与 60 年
代初期，其首席执行官拉尔夫·科迪纳（Ralph Cordiner）投资于计算机，而继任的弗雷德里
克·博尔奇（Frederick Borch）则取消该投资。在 70 年代后期，首席执行官雷金纳德·琼斯
（Reginald Jones）建立了企业高级管理层，并投资了一个煤矿。几年后，首席执行官杰克·韦
尔奇（Jack Welch）放弃了此类部门的设置方法，并卖了那个煤矿。这样的公司重塑一直在继
续。随着韦尔奇投资保险以及许多金融业务，他的继任者杰弗里·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
则放弃了很多这样的业务（见图 2-1）。通用电气公司具备在如此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保持其
相关性的能力，正是各任首席执行官能够精确读懂和影响全球环境的明证。这是通用电气始
终能够在道琼斯指数保持其地位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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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电气历任 CEO（1892 ～目前）

资料来源：Anthony J. Mayo.

不断增强的市场全球化加速了变化的速度和强度。为了保持竞争力，公司不能仅在国
内市场销售。例如麦当劳、星巴克、苹果和 Facebook 这样的公司都经历过在本土的缓慢增
长。为了应对该趋势，这些公司（麦当劳在 1967 年，苹果在 1980 年，星巴克在 1996 年，
Facebook 在 2006 年）均冒险尝试国外市场，来寻找新的增长来源。到 2014 年，国际市场的
收入占据了这些公司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麦当劳的 67%，苹果的 62%，星巴克的 31%，以
及 Facebook 的 54%）。4 在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和印度，有着更大的机会。2012 年，中国的中
产阶级人数已达到了 2 亿人，几乎等同于美国的总人口数。5 到 2020 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人
数预计将达到 5 亿人。作为一个整体，亚太地区的中产阶级将占世界的 54%（见图 2-2）。6
这样的发展为那些可以有效跨越不同区域的企业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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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2020 年和 2030 年全球中产阶级分布

资料来源：“Hitting the Sweet Spot: The Growth of the Middle Class in Emerging Markets,” Ernst & Young,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ey.com/GL/en/Issues /Driving-growth/Middle-class-growth-in-emerging-markets--China-and-India-tomorrow-s-middle-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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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也带来了挑战，包括在许多行业中新出现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计算机行业，
戴尔和苹果必须与中国的联想公司（联想曾收购了 IBM 的个人电脑业务）进行竞争。在汽车
行业，如通用公司此类全球生产商必须面对中国的奇瑞汽车和吉利汽车的竞争。家电和电子
行业也出现了一些强大的新竞争对手，包括中国的海尔、韩国的三星和 LG 公司。
把握全球商业环境对企业维持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许多公司在全球化拓展的过程中遭受
了失败。一个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保持成功的国际化公司就是可口可乐。
在本章中，我们将探索全球化的力量以及那些组成企业商业环境的内外部因素。掌握竞
争格局，理解如何、何时去应对威胁和机遇对一个公司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案例 2-1

可口可乐公司
从 2000 年到 2012 年一直占据全球企业榜首的可口可乐公司，在 2014 年举办了其
128 周年庆典，并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品牌公司。7 与通用公司一样，可口可乐公司在长达
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保持着企业的相关性和市场生存力。与通用公司不同的是，可口可乐在
其大部分历史中，更关注于自身核心产品线的延伸和扩散。核心产品线的基础是从 1936
年到 2011 年存储在亚特兰大 SunTrust 银行的一个地下室的秘密可乐配方。作为品牌 125
周年庆的一部分，该秘密配方被重新安置在了公司总部，被包装在特别的外壳下，展示于
可口可乐的新互动世界。
约翰 S. 彭伯顿（John S. Pemberton）是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一名药剂师，他在 1886
年创办了这家公司，当时他把一种独特的糖浆和碳酸水混合在一起，在雅各布斯的药房里
卖汽水。其中有一位顾客叫阿萨·坎德勒（Asa Candler），他的同事向他推荐了这款饮料，
来治疗他的持续性胃部不适和头痛。咖啡因和碳酸盐的结合似乎减轻了坎德勒的痛苦，他
很快就迷恋上了这个产品。
在喝了这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一杯饮料之后，坎德勒从彭伯顿手中买下了配方，并开始
了一场积极的促销活动，以扩大可口可乐的销售。到 1895 年，可口可乐的身影出现在了
美国的每一个州和地区。
坎德勒在美国以外的第一次扩张是在 1906 年，当时在加拿大、古巴和巴拿马开设了
装瓶业务。也是这一年，坎德勒签署了 D’Arcy 广告公司作为可口可乐公司的购买代理商。
这段关系持续了 50 年，并创造出许多令人难忘的广告和促销活动，其中包括可口可乐的
圣诞老人形象。挖掘公司的社会意识对销售可口可乐及其成为美国和全球品牌标志性产品
至关重要。一个对于可口可乐公司在历史上的商标宣传语的快速调查，突显出该公司与美
国民众建立联系的方式（见表 2-2）。
表 2-2
年份

宣传语

可口可乐的宣传语（节选）
历史背景

1900

头痛疲劳，请喝可口可乐

定位为药用产品，最初在药店出售

1906

伟大国家的无酒精饮料

由于美国的禁酒运动，定位为酒精饮料的另一种选择

1929

清凉一刻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大繁荣时期，定位为放松机会

1937

简单又便宜

大萧条时期，被定位为性价比高、方便简易的产品

1949

沿着公路走四方

可乐随美国的郊区化而扩张

1960

可口可乐，一起放松

可乐的营销开始适应 20 世纪 60 年代的随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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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年份

宣传语

历史背景

1971

我愿拥有可乐世界

1990

挡不住的诱惑

抵挡来自百事和其他可乐产品的竞争

2005

要爽由自己

可口可乐持续努力将自己定位为首个原创可乐品牌

“冷战”期间，可乐与促进世界和平的自由精神保持一致

资料来源：Coca-Cola Company, “Coke Lore: Slogans for Coca-Cola,” available at http://www.thecoca-colacompany.
com/heritage/cokelore.html, accessed July 18, 2012.

当坎德勒发起可口可乐第一次全球化运动时，是罗伯特·伍德拉夫（Robert Woodruff）
非常有责任感地要将可口可乐塑造成一个真正的全球品牌。 伍德拉夫在 1923 年成为公司
总裁，并服务了六十多年。 他在广告方面投入巨资，并于 1926 年成立了可口可乐外国事
业部，为世界各地的罐装商服务。此时，可口可乐在比利时、哥伦比亚、德国、墨西哥、
西班牙等地都开展了装瓶业务。
可口可乐是在二战期间被大力推向了世界舞台。当时伍德拉夫宣布，可口可乐将以仅
仅 5 美分的价格提供给在海外服役的士兵们。通过这个看似慷慨的提议，伍德拉夫便能够
获得在战争期间被严格定量配给的糖。如果一家公司证明其产品达到了某种重要的军事功
能，就可以取消配给限制。尽管人们很难想象可口可乐是一种军事需要，但该产品确实为
军队提升了士气，而伍德拉夫则利用士兵和美国人之间的联系来推进他的事业。这一策略
的效果非常好，该公司获得政府补贴，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 64 个装瓶厂，最终导致了超
过 5 亿瓶可口可乐的消费。美国士兵喝可乐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成为该公司的全球营销大
使。8 当战争结束时，该公司拥有现成的全球基础设施，在全球定位上拥有巨大的领先优
势。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外国销售额约占公司总收入的 1/3。
在其历史的前半段时间里，该公司只销售了一种产品——可口可乐。1955 年，意大利
那不勒斯公司引入了芬达橙，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当产品在意大利大获成功，它被带
到了美国。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系列新产品被陆续推出，包括 1961 年的雪碧、1963 年的
TAB、1966 年的 Fresca、1972 年的 Mr. PIBB、1979 年的 Mello Yello，以及 1982 年的健
怡可乐。
可口可乐在全球扩张的努力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例如，1979 年可口可乐成为第一家
重返中国的美国公司。20 世纪末，该公司已在中国设立 28 个装瓶厂，到 2008 年中国举办
夏季奥运会的时候，可口可乐已与多家本地企业合作，共同研发和分销多种饮料。9
可口可乐公司在全球舞台上取得的最大成功是在墨西哥，那里的软饮料消费是世界上
最高的。可口可乐在墨西哥经营了几十年，其主要增长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当时墨
西哥政府取消了销售、包装和销售碳酸饮料的规定。新法律使得可口可乐公司可以扩大和
利用其在该国的分销网络。分销在墨西哥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该国的大多数苏打水的消费
者不是在家，而是在现场消费。随后，消费者立即退还这些瓶子，以获得退款。对于可口
可乐来说，拥有一个强大的分销网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可口可乐能够定期、系统地补充
小型本地零售商店的供应。该公司还通过收购一家大型的果汁产品，增加了在墨西哥的业
务。10 该公司的努力使可口可乐产品的人均消费量大幅增长。11
到 2014 年，可口可乐已经扩展到 600 多个品牌，其中 7 个产生了超过 10 亿美元的
收入，分布在 200 多个国家。12 在 2013 年公司产生的 469 亿美元收入中，约 45% 来自北
美以外的销售。虽然该公司饮料的人均消费量在美国较高，但在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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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消费量却较低。虽然与美国和墨西哥相比，这些消费数量较小，但却在显著增加。1992
年，俄罗斯和中国的消费量缓慢增长液量盎司，而印度的消费量几乎为零。13
该公司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推动在美国的销售。一个表现出希望的运动是“分享可
口可乐”。2014 年夏天，可口可乐将 250 名最受欢迎的青少年和千禧一代的名单放在可乐
瓶上。该运动还包括可在流动亭上提供的个性化罐子，以及可在个人媒体中共享的“虚拟”
个性化可乐瓶。结果是国内消费增长了 2%，这是数年来的首次上涨。14 公司通过推广其
核心的可乐产品，以及适应当地的风俗和口味，来推进公司的发展。
案例思考
1. 是什么因素造就了可口可乐公司成为如此强大的国际品牌？
2. 可口可乐公司是如何在 128 年中保持相关性？
3. 为什么在创立 50 年后，可口可乐公司改变了其产品策略？
4. 墨西哥与美国的饮料市场有何不同？
5. 可口可乐公司将如何增加如印度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的饮料消费？公司是否应该多
关注于本土品牌或努力增加其核心产品的消费？

2.2

全球化
全球化（globalization）指的是不同地域之间在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之间的

整合与相互依赖。15 全球化的概念可追溯至数千年以前。其早期形式出现于罗马帝国时代，
当时罗马帝国所征服的领土广泛而遥远，这些地区就吸收了帝国的文化和产品，并作为原
材料和珍贵商品的来源。这条通往全球一体化的路径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断断续续地发展
着，直到 16 ～ 17 世纪随着葡萄牙和西班牙帝国的出现而达到高潮。这两个国家都扩大着探
索与商业活动。
同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开始了亚欧地区之间的贸易关系。作为第一家跨国公司，荷
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 1602 年，旨在以商人协会来减少竞争、实现规模经济以及增加全球贸
易。它也是第一个给股东发行股票的公司。到 1670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富有
的企业，雇用人数超过 50 000 人。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仅是荷兰的金融资产，也是其政治资
产。公司被荷兰政府赋予了广泛的自主权与活动余地，例如有权力建设军事要塞，维护军队
力量，以及与当地君主达成条约。在强有力的领导者的带领下，公司击败了英国舰队，并取
代了东印度群岛的葡萄牙，进一步巩固了荷兰在这些区域的贸易。结果，荷兰东印度公司在
16 ～ 18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繁荣，并协助了荷兰从西班牙独立出来的战争。16
随着欧洲的帝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国际贸易加速发展，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及之后的时期里逐渐衰落，战争的灾难导致许多国家转向自我依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
多领先经济体和政治体更加大力地推动全球化，减少贸易保护主义。这样的举措促成了一些
国际贸易协议与机构的建立，包括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东南
亚国家联盟（ASEAN）、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以及其他联盟。所有这些机
构的出现，促进了国家之间的贸易开放，打开了更好的投资通道。

2.2.1

全球贸易协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英国与加拿大政府开会设计了一系列国际联盟和机构，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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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界经济。通过这些会议，一些重要的国际机构出现了，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同时，世界大国们尝试去建立一个能够调节关税的国际贸易组织。在这个组织
还没有建立之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就作为降低关税的临时措施。此协议基于三
大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以及共识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指的是，如果一个
GATT 的成员就任何一项产品的关税或其他方面给予另一成员以好处，它就必须立即和无条
件地将这一优惠待遇给予其他成员。国民待遇原则要求成员方对进口产品与本国同类产品给
予相同的规则约束和待遇。共识原则指的是贸易争端会通过争端各方的一致协议而解决。17
通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诸多谈判会议，贸易商品的关税从 1940 年的平均 50% 减少到
1980 年的 40%。181985 年到 1994 年，关贸总协定举办了“乌拉圭回合”谈判，进一步削减
关税并创建一系列包括服务业、资本、知识产权、纺织业和农业等各个领域的贸易协议。乌
拉圭回合更值得注意的是，它推出了关贸总协定的继承者——世界贸易组织（WTO），用来
监督和自由化国际贸易。世贸组织的建立，是为了形成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贸易的规则，谈判
与实施新的贸易协定，并监管成员方遵守这些条款。19

2.2.2

国际贸易和自由贸易组织

国际贸易由世界出口商品的价值所定义，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其一年内大约
下降了 12%。接下来的时间里，全球贸易逐渐有所提升，但平均每年增长低于 3%。如 2013
年，世界贸易大约只增长了 2.5%。金融危机对世界贸易的余波冲击，也可以体现在全球国
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缓慢上。全球 GDP 于
2013 年 增 长 了 2.2%， 并 预 测 在 2014 年 会 增 长
3.1%，远远低于 20 年间（1983 ～ 2013）的平均
增速 5.3%。202013 年，全球范围内的 GDP 增长并
不一致：发达经济体的增长为 1.1%，而新兴 / 发

表 2-3

各地区 GDP 与贸易额（年度变化百
分比，2012 ～ 2013）
GDP

出口额

进口额

全球

2.2

2.5

1.9

地区
北美

1.8

2.6

1.2

展中经济体的增长为 4.4%，其中以中国的 7.5%

中南美

3.0

1.4

3.1

和印度的 5.4% 最为领先（见表 2-3）。

欧洲

0.3

1.5

-0.5

独联体

2.0

0.8

-1.3

非洲

3.8

-2.4

4.1

中东

3.0

1.9

6.2

亚洲

4.2

4.7

4.5

一系列自由贸易协议支持了世界贸易，这些
协议是根据众多国家 / 地区之间的谈判而确定的，
并受世贸组织的监督。2015 年，WTO 便监管了将
近 400 份区域性贸易协议，其中以欧盟、北美自
由贸易协定、东盟和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
为最大代表者（见表 2-4）。北美洲、欧洲与亚洲
的贸易远远高于非洲、中东地区、南美洲和中美
洲的贸易。欧洲具有最高的贸易集中性（指的是贸

资 料 来 源：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orld
Trade Report 2014,” available at WTO Web site, http://
www.wto.org /english/res_e/booksp_e/wtr14-1_e.pdf,
accessed January 31, 2015.

易集中于特定地区的一些国家），而非洲则具有最低的贸易集中性。例如，2013 年，62% 的
欧盟商品出口于欧盟成员国，而非洲则仅有 16% 的商品出口于非洲国家，其主要的出口市
场为欧盟。21
表 2-4
贸易协定
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

部分区域性贸易协定
代表国家

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
国、越南

第2章

商业环境

（续）
贸易协定
中美洲共同市场（CACM）

代表国家
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

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角、科特迪瓦、冈比亚、加纳、几内亚比绍、利比里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
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多哥

欧盟（EU）

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
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
森堡、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
牙、瑞典、英国

海湾合作委员会（GCC）

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

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

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委内瑞拉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

加拿大、墨西哥、美国
安哥拉、博茨瓦纳、刚果、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莫桑比
克、纳米比亚、塞舌尔、南非、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

1. 欧盟（EU）
1950 年，欧洲国家希望寻找促进区域内政治与经济稳定性的途径，这便是欧盟的起源背
景。它最初以欧洲煤钢共同体（该组织是为了减少欧洲国家煤炭与钢铁的贸易壁垒）为人们
所熟知，1993 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建立了欧盟的法律框架，这使得欧洲煤钢共同
体最终发展为当前的形式。欧盟的形成创建了一个统一市场，由适用于所有成员国的法律系
统运作，保证了人员、商品、服务和资本的流动自由。22
1999 年，欧盟推出了其共同货币——欧元，由欧元区（28 个欧洲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联
盟）的 17 个成员国所采用。这个单一的货币代替了多种国家货币，并统一了共同市场，使
欧盟成为与美国抗衡的经济体。23 欧元的设计，是为了帮助欧洲建立一个单一市场，缓解公
民与商品的旅行障碍，消除汇率问题，提供价格透明度，创建一个单一的金融市场并确保价
格的稳定和较低的利率。24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于欧盟来说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包括波兰、爱尔兰、意大利、
希腊和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下滑，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和失业率达到前所
未有的严重程度。一些欧元区国家领导人与欧洲央行在稳定欧洲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
们鼓励优惠贷款，推进整个欧洲地区的财政改革。尽管如此努力，但问题依然存在。2013 年，
欧盟的整体失业率达到 10.5%，其中希腊超过了 16%，而西班牙和葡萄牙更是高于 25%。更
令人不安的是，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公共债务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 120%。25 基于该情况，鼓励欧盟内外贸易十分重要。
2.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1994 年，随着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签署了消除三国之间贸易关税的协定，《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开始生效了。今天，以成员国的 GDP 总和来看，该组织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贸易集团。从一开始，成员国之间的大部分商品关税被减少或取消，但贸易集团仍存在一些
主要限制，主要集中于特定的农产品上。通过该协定，美国与墨西哥加强了它们之间的经济
与政治联系。美国在世界上的最大商品出口国是加拿大，占据了其出口总额的 19% ；其次为
墨西哥，占据 14% ；接着是中国，占据 7%。262014 年，美国向墨西哥出口了超过 2 210 亿
美元的商品，向加拿大出口了超过 2 800 亿美元的商品。27
开放的贸易与关税的减少，让各国许多行业受惠，其中包括汽车业、建筑设备制造业以

27

第一部分

管理学综述

及农业公司，三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额也大幅增加。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开始，美国
与协定伙伴国之间的贸易增加了 208%。28

冰岛

瑞典

芬兰

挪威
俄罗斯
爱沙尼亚

欧盟

拉脱维亚

爱尔兰

丹麦

立陶宛

①

英国

白俄罗斯
荷兰
比利时

卢森堡

法国
Alex and Anna /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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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波兰

德国

乌克兰

捷克

摩尔多瓦

奥地利
罗马尼亚

克罗地亚
波黑

葡萄
牙

西班牙

意
大
利

塞尔维亚

黑山共和国

希腊

保加利亚

土耳其

①英国目前正在进行脱欧谈判。

3. 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于 1967 年建立，以达成区域的三个主要目标，包括①加速经济增长；
②促进社会与文化发展；③确保和平稳定。东盟最初的成员国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在此之后，另外五个国家也加入了联盟，它们是文莱、柬埔寨、老
挝、缅甸和越南。在世界上主要的贸易组织中，东盟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具备最多样化的
群体：成员国新加坡的经济总量是该组织中最落后国家——缅甸的 80 倍。这样的差距从人
口基数上也可以看出：印度尼西亚的 2.3 亿人口是新加坡的 50 倍左右。29
如此多样化的成员组成使得东盟在促进区域整合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挑战。正如图 2-3
所示，东盟贸易的活跃度远远低于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组织。为了加速区域整合，东盟成员
国创建了“东盟经济共同体”（AEC）来促进贸易自由化，它能够让区域内的商品、服务和投
资更为自由地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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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快速发展联盟靠近中国、印度的大型发展机遇，这为未来扩张
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东南亚国家联盟与中国的贸易已经翻
了三番，而与美国的贸易则停滞不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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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贸易区的商品出口明细（2013 年）

资料来源：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14,”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 /
its2014_e/its14_toc_e.htm, accessed January 31, 2015.

4. 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
南方共同市场是世界第四大区域贸易组织，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和委内
瑞拉。与其他贸易组织类似的是，成立于 1991 年的南方共同市场也是通过减少关税、自由化
商品流通来促进区域的经济增长。南方共同市场致力于在南美洲建立起世界经济的主宰力量。
与东盟类似，南方共同市场在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增长率方面不断努力着（见图 2-3）。燃
料与矿业产品是其重要的出口基础，该组成部分在不断增长；2012 年获批加入组织的委内瑞
拉石油资源丰富，将有可能使区域内部和外部的燃料贸易比重更大。31
5. 自由贸易有利于全球经济吗
一般来说，贸易联盟的扩散推动着世界贸易的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的国家与公司提供了
经济机遇。尽管许多批评者谴责这些协议的一些副作用，但整体经济影响通常还是正向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是非黑即白，贸易限制措施可能会对一些公司的生存产生严重的影
响，例如金吉达（Chiquita）。
香蕉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受人欢迎的农产品之一，每年的产量超过 7 000 万吨。在 20 世
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金吉达公司在国际香蕉产业里占据着统治地位，该公司于 1994 年曾被
估值为 51 亿美元。1993 年，欧盟启用了新的香蕉进口制度，对进口自拉美国家的香蕉进行
限额，而拉美国家正是金吉达公司的香蕉来源地。32 同时，欧盟免除了来自其他国家如多米
尼加、圣卢西亚、圣文森特、格林纳达的香蕉关税。新政策的制定，为这些贫困地区的经济
增长提供了保障。最终，金吉达公司丢失了其市场份额的 20% ～ 50%，其股票从 1991 年的
40 美元下跌至 1994 年的 13.63 美元。331996 年，世界贸易组织明令欧盟停止强制限额措施，
因其涉嫌贸易限制与保护主义。
正如你所看到的，贸易限制对于公司的财富具有重大的影响。在金吉达的事例中，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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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导致公司丢失了其最重要的目标市场。尽管有一些支持欧盟政策的意见，但最终限额
政策对于市场上的大多数高效生产商是不利的。
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们认为，减少贸易壁垒可以让全球经济变得繁荣。这些支持
者们用比较优势理论来证明他们对全球化的看法。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家应该专门生产本国
机会成本最低的产品。34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持续、专业地生产这类产品或商品，那么它就是
更高效的生产者。35 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可以使资源分配更加有效，因
为自由贸易鼓励国家去专业化生产其机会成本最低的产品。最终，所有国家将受益于更低价
的产品。一般来说，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可以带来更低的价格、更高的就业率、更广泛的出
口，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还有更高的生活标准。36

2.3

外部环境
全球化的力量显著地影响着商业环境的各个方面，但是正如我们在第 1 章的沃尔玛案例

中看到的，企业运营的各方面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复杂。为了能够持续地成功，管理者必须理
解企业运营所处的商业环境的全貌。企业的外部环境（external environment）是指所有影响
企业经营的外部势力。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将企业的外部环境分成两个部分：总体环境（general environment）
和 作 业 环 境（task environment）（见
图 2-4）。图的外层由企业的总体环境

总体环境
作业环境
内部环境

全球环境

组成，表示影响企业的主要外部势力。
技术

其中的一些因素与其他因素相比，会

经济

对企业产生更大的影响。例如，政治
与法律势力在美国的医疗行业很有影

客户

响力，它们对医疗保险和制药企业的
运营方式有重大影响。社会文化和技
术 的 力 量 则 在 Facebook、Twitter 和

所有者、
董事会、
员工、文化

LinkedIn 这 类 社 交 网 站 的 扩 张 中 扮 演

竞争者

供应商

重要角色。全球以及政治势力也影响

社会文化

着那些依靠石油、天然气和木材这类

政策与法律

原材料进行生产制造的企业。
中间层由作业环境组成。企业的作
业环境是指持续对企业造成直接影响的
实体，包括竞争者、供应商和客户。当
苹果公司在 2010 年推出 iPad 时，它不
仅仅创造了一种新的计算平台，还对其

图 2-4

企业的商业环境

资 料 来 源：Adapted from L. J. Bourgeois, III, “Strategy and
Environment: A Conceptual Integr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5, No. 1, January 1980, p. 26.

竞争者随后推出相似产品造成了巨大压力。包括摩托罗拉、戴尔和东芝在内的一些企业快速响
应，在 iPad 推出仅仅一年后，市场上就有了 11 个品牌。37 与总体环境中的各个维度相比，这
些群体能够对企业施加更加巨大且快速的影响。

2.3.1

总体环境

尽管总体环境中的各个维度并不像作业环境中的那样直接地影响企业，但由于它们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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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会对企业及其行业造成影响，理解它们仍是十分重要的。这些维度构成了战略环境的基
础，一个行业内的所有企业都在其中竞争。38
管理者所要做的第一步是找到与企业相关的外部维度，并开发应对的战略。我们先看看
总体环境中的外部维度是如何影响麦当劳的（见图 2-5）。
总体环境
作业环境
内部环境

全球：
• 新店铺遭受文化阻力

技术：
• 新咖啡机

经济：
• 2002 年首次经
历季度亏损

客户：
• 每天 5000
万 人、 变
化的口味
社会文化：
• 饮食方面价
值观的改变

所有者、
董事会、
员工、文化

竞争者：
• 快餐
• 星巴克

供应商：可口可乐
公司、J.R. 辛普劳

图 2-5

政策与法律：
• 关于肥胖的
诉讼

麦当劳的商业环境

1. 技术维度
技术维度（technological dimension）是指一家企业用于制造产出的方法，或是企业用于
达成产量的体系或流程。技术维度通常包括企业生产线依托的技术，或是企业运行配给系统
所需的软件和硬件。这一维度在过去的 20 年间经历了愈加快速的变化。
尽管技术以多种方式对企业和行业造成影响，成功的企业却能利用新的创新。有时候，
长期看来最为成功的企业，并不见得是那些率先将技术商业化或是实施创新的企业。比如，
Napster 公司最早引发了在线数字音乐革命，并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但由于它没能意识到包
括政府监管机构、艺术家和唱片公司在内的其他关键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致使它为苹果公
司引进一种让各部分群体都得到满足的商业模式做了嫁衣。
尽管麦当劳的业务并不像其他企业那样密切地受到技术力量的驱动，但它确实要依靠技
术来驱动新商业机会，并让经营有效运转。前几年，麦当劳首次引入了特色咖啡饮料售卖。
这一举动是它作为快餐连锁店的一次尝试，巩固了其在快速早餐服务行业的领先地位。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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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市场是麦当劳最为重要的利润丰厚的产品线之一，公司曾受到逐渐增长的竞争威胁困
扰。2013 年，麦当劳的市场份额占到快速早餐行业的 19%，其竞争对手星巴克与邓肯甜甜
圈各自占 7% 的市场份额。39
为了帮助麦当劳引进包括浓咖啡和卡布奇诺在内的一系列特色咖啡饮品，企业需要借助
新技术。2007 年年末，麦当劳开始为特定的店铺发放自动咖啡机。与星巴克的需要大量手动
操作的咖啡机不同，麦当劳的咖啡机可自动实现从烹煮到调味的全部功能。这些机器与麦当
劳的核心理念是相匹配的，即关注有效生产，并帮助麦当劳保持其严格的服务时间和交付标
准。浓缩咖啡机只是麦当劳建立麦咖啡的努力之一，另外还包括了允许让顾客在免费无线的
环境中消磨时光，享受着更多选择的糕点、冰沙和其他早餐类别。

2. 经济维度
企业的经济维度（economic dimension）通常包括企业经营所涉及国家的 GDP、通货膨
胀、失业率、消费者情绪和利率。理解全球商业环境的经济维度，对于想要经营海外市场的
管理者是尤其重要的。为了获得这些知识，管理者应该掌握一些经济要素，即在其商业范围
内的国家的结构、资源定位、货币以及劳工问题（见表 2-5）。
表 2-5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特点

一

世界区域

经济状况

北美

北美地区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组成，并以美国为主导。2013 年，美国经济总量为 16.7 万亿美元，
墨西哥为 1.8 万亿美元，加拿大为 1.5 万亿美元。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制造业工作岗位向海外转移，美
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了 79%。由于出口 1.58 万亿美元，进口 2.27 万亿美元，美国 2013
年的贸易逆差为 690 亿美元 40

欧盟

欧盟由 28 个成员国组成 ，2013 年的 GDP 为 15.9 万亿美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拥有一个开放
的内部交易市场，与世界其他地区保持相对开放的贸易，保持中性的贸易逆差。41 由于欧盟的工会化、
工作规则和政府运作的社会制度水平程度较高，欧盟企业的成本高于其他大多数地区

中国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中国逐渐从封闭的计划经济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型，逐步推行改革。这
些改革加上效率的提高，导致了巨大的经济增长。自 1978 年以来，中国的 GDP 增长了 10 倍以上。2013
年，中国的 GDP 以 13.4 万亿美元的规模位居世界第三①，年增长率为 7.7%。尽管如此，在中国从商仍要
克服一些问题，包括知识产权盗窃、人口众多且老龄化、国内通货膨胀、环境污染，以及由于收入分配
不佳导致的消费需求不足等问题。42 如今商界领袖们的一个担忧是，中国经济可能出现放缓。许多国家
依赖中国作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其经济的任何放缓都可能影响全球金融危机的脆弱复苏

印度

印度是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达到 5 万亿美元。尽管有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受雇于农业，但全球化的知
识服务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占印度产出的一半以上。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印度一直在通过
放松管制、私有化上市公司、减少对对外贸易的控制来发展开放的市场经济。在此过程中，面对的主要
挑战包括大范围贫困、基础设施不足以及国民难以获得高等教育等社会问题 43

日本

日本是 20 世纪后半期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 世纪 60 年代增长 10%，70 年代增长 5%，80 年代
增长 4%。以生产汽车、电子产品、机床、金属、船舶、化学品和纺织品闻名的日本，目前是第五大单国
经济体，2013 年 GDP 为 4.7 万亿美元。但是，由于日本政府目前的债务占 GDP 的 226% 以及人口老龄
化，日本经济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 44

① 此处作者疑以“大中华区”为统计口径，加入了当年港澳台等地的 GDP。“世界第三”，亦以区域为比较基础
得来（中国当年 GDP 以近 10 亿美元位列世界各国第二位）。特此说明。——编者注

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德国等发达国家具有较高自由度的市场原则，这和美国是
类似的。这些国家有着稳定的经济条件，在通货膨胀与利率方面的变动性比发展中国家低。
一

英国已经脱欧、现在为 27 个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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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欠发达国家，因为其经济处于不稳定的初级阶段，通货膨胀与利率的波动性有可能会
很大。管理者在进军新市场时，必须能够考虑到这些因素。而在企业已经开始经营后，这些
因素依然需要重点考虑，这是因为它们可能会影响区域内的消费需求以及企业的日常经营。
管理者还必须考虑到全球不同地区的资源定位。大多数的区域市场在资源发展和利用方
面和美国并不一样。在美国，大多数管理者将通信网络、高速公路系统等各类基础设施看成
是理所当然的，但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正好相反，它们没有可靠的高速公路系统，
这就可能成为在这些国家开展商业的障碍。面对欠发达的资源定位和基础设施，全球管理者
需要在跨市场的商业运作中保持灵活的姿态。
管理者在跨界运营商业时还需要调查货币问题。通常来说，大部分发达国家具备稳定的
货币流通，币值在一个相当可预测的范围内波动。但在欠发达地区，当地的货币可能每日都
剧烈地摇摆不定，并改变着消费者的购买力。这让企业利用全球区位为当地消费者进行分配
面临难题。当本地货币兑美元大幅度贬值时，企业如果无法及时面对差距而采取价格调整，
就有可能产生经济损失。
最后，管理者在全球市场中需要考虑劳动力现状。全球市场的劳动力在技能掌握与受
教育程度方面参差不齐。对于那些在高科技领域与高技能制造业的公司而言，拥有稳定的高
级员工群体对于企业的成功尤其重要。通常而言，一个公司想要从国内扩展为全球范围的运
营，员工的搬迁成本是非常昂贵的。很多公司只会调任其高层执行官，而很少调任大量的底
层员工，这是因为其成本效益太低了。许多全球化公司主要依赖本地人去做底层工作。当前
在美国，发放给技能工人 H1B 签证（该签证可以令掌握某些技能的人在美国工作）的数量成
为争论的焦点。许多信息科技公司正在游说政府增加该签证数量，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科技技
能方面的需求。
住房建造行业尤其容易受经济变化的影响。托尔兄弟（Toll Brothers）是美国最大的单户
住宅和规划社区的建筑商之一，在 2003 年至 2006 年间每年增长 30%。45 低利率和便利融资
造就了这一惊人的增长。但至 2007 年，随着住房建设陡然减少，这家企业遇到了巨大障碍。
建造完工的新房数量从 2006 年的 198 万个单位跌至 2007 年的 150 万个单位，并且继续下滑，
直到 2011 年的 584 000 个单位。46 这一衰减是许多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 GDP 疲于增长，
失业率增加，信贷市场紧缩，以及利率增长。47 住房建设通常作为经济格局可能趋向的指引
者。从 2011 年至 2014 年，新房建造数量增至 883 000 个单位，仍然比八年前的一半还低。48
自 1948 年创立起，麦当劳在全球 121 个国家拥有超过 36 000 家餐厅。在 2014 年，企
业销售额为 274 亿美元，净利润 48 亿美元。然而，尽管这些数字看起来很厉害，但在过去
的一些年里这家企业也经历了苦苦挣扎的阶段。据报道，从 2011 年开始其销售额与利润呈
持平或下跌状态。这样平庸的业绩使其在过去的十年里变动了三位首席执行官。麦当劳的问
题是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日益增长的竞争、消费者口味的变化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
我们将在接下来关于企业总体环境的各个维度的讨论中予以解答。

3. 政策与法律维度
外部环境中的政策维度（political dimension）是指市场中会对企业造成影响的政治事件
和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经营的企业会遇到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比如，当地政府的政策制定
者可以通过限制原材料获取或是改变高昂的许可证费用来影响企业的可能机遇。本质上，他
们具有改变竞争格局的力量。49 例如在 2013 年，印度撤销了辉瑞的抗癌药物的专利——索
坦，以让当地的制造商生产一种更便宜的药物。尽管印度法院要求专利局重新评估这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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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这也表现了企业在市场运营中面对不同监管制度时所遇到的挑战。50
许多国家每天都在上演着骚乱和暴力。这个因素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营全球市场的
公司。当平民骚乱导致了公司财产的损失时，这种影响就是直接的。在第 1 章中的必和必拓
铜矿案例中，政治敏感的情况已经演变成了在煤矿的骚乱，迫使管理者不得不解散和废止商
业活动。政治骚乱也会间接地影响公司，例如破坏国家的消费信任度。最终，许多公司需要
在探索评估中对全球特定市场的潜力有所意识。比如，这就是许多国际石油公司在过去的数
十年间，于全球不同地区开展商业时反复遇到的问题。
2010 年 9 月，斐济政府撤销了大卫·罗斯（David Roth）——斐济水（占据了斐济国家
出口的 20%）在加利福尼亚州总部的当地经理的签证。他被控告在向其母国美国出售水时人
为压低价格，以降低对斐济的义务税。斐济官方同时也警告斐济水公司，如果不及时解决这
一税务问题，那么也将撤销作为公司产品来源的地表含水层通道。 51 在这样的争议中，该公
司一度决定暂停在斐济的业务，但最终还是重新开业，并同意遵守新的税收政策。这个案例
说明了，过多地依赖单一产品以及单一产品来源对一个公司而言是多么不稳定。从那之后，
该公司拓展了其新的产品线：特选葡萄酒。
法律维度（legal dimension）是指企业在市场中需要遵循的政策和法规。在一些行业
里，法律和法规决定了企业制作产品（如食品行业）或市场营销（如制药行业）的方式。例
如，美国国会最近就是否提高在美国销售的所有汽车的燃油效率标准产生了争论。国会提议
截至 2016 年，将燃油效率标准从 27 英里每加仑 提高到 35 英里每加仑。这一立法的提出
一

是为了回应人们对于由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全球变暖步伐加快的担心。如果这一立法被通
过，美国所有的汽车销售企业都将直接受到影响，许多企业将被迫彻底更改其发动机和燃油
系统的设计。2012 年，奥巴马当局又提出，截至 2025 年，燃油效率标准要高达 54.5 英里每
加仑。52
过去的十年里，麦当劳因为其出售的食物而接受严格的监督。一般情况下，麦当劳菜单
中主打巨无霸和麦乐鸡此类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许多批评声音指
向麦当劳，认为其应对成人和儿童肥胖症日益高发的情况负有直接责任。2001 年，一位律师
写了一份针对麦当劳的责任诉讼书，声称其当事人在吃了麦当劳之后变得肥胖。53 尽管这份
诉讼最终被驳回，但公司需改善菜单的压力日益增大。2012 年，麦当劳与一些其他快餐连锁
店达成协定：将菜单上每项食物的卡路里公布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对消费者更加透明，
使其更好地了解自己的选择。54 麦当劳公布卡路里的行为并非完全利他主义。作为奥巴马总
统的第一个任期期间医疗改革的一部分，20 个或更多地区中所有的餐馆最终将不得不公布其
每项菜单中的卡路里数值。在这方面，麦当劳试图在被联邦强迫要求之前就开始行动了。

4. 社会文化维度
外部环境的社会文化维度（socio cultural dimension）是指人口方面的特征以及社会的价
值观和风俗。人口老龄化和种族结构的变化是能够对企业造成更显著影响的人口力量。管理
者在运营业务和招聘员工时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在 21 世纪中期，超过 20% 的美国人口的
年龄将达到 65 岁；在 2015 年这一数字为 15%。5565 岁以上人口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婴儿潮（美
国最大的一波人口激增）一代的老龄化。婴儿潮指的是在二战之后的 1946 ～ 1964 年期间，
美国诞生了超过 7 800 万人口，其中最早的一批人在 2011 年达到 65 岁。日本和德国 65 岁以
一

1 英里 =1 609.344 米；1 加仑 =3.785 41d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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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口比例的增长更为迅速，而印度和尼日利亚人口却年轻许多（见图 2-6）。考虑人口统计
学上的经济效应，日本和德国甚至为鼓励国民生更多的孩子提供经济激励。两国希望更多的
新出生人口能最终产生更广泛的就业基础，以便支持预期会增长的照顾老人的成本。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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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S. Census Bureau, 2015.

随着美国人口年龄的增长（见图 2-7），许多
大型企业将会面临将很大一部分高层管理者替换
为更加年轻的员工。许多企业将在更小的人才储
备中选择这一代的接替者。为了完成这一工作，
企业很可能需要放眼公司外部来填补关键岗位。
这种做法与先前许多大型企业从组织内部任用和
提升的传统经历完全不同。其他企业可能会着眼
于那些富有经验的高龄员工，并提供给他们第三
甚至第四段职业生涯。这种情况下，这些企业可
以通过灵活的工作安排和轮班制度来延伸高管们
传统意义上的退休年龄。
人口老龄化对企业还有额外的意义，尤其是
对那些想要开发针对这一人群的产品和服务的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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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14.8%
26.1%
35.9%
23.2%

图 2-7

2025
18.8%
23.4%
35.2%
22.6%

2035
20.9%
22.6%
34.4%
22.0%

2045
20.8%
23.6%
34.0%
21.6%

2055
21.3%
23.4%
33.9%
21.4%

美国人口年龄分布

资 料 来 源：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
projections/data/national/2012/summarytab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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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而言。由于老年人群体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他们对于许多行业来说都是特
别具有吸引力的目标市场。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PGA）曾经展开一项研究，出生于婴儿
潮的人的参与是业务增长的关键，因为这一群体组成了打高尔夫球人群的近 40%。随着男性
和女性年龄的增长，他们将步入打高尔夫球最为活跃的年龄段，且 PGA 的官员们声称培养
这一代人的参与对今后的体育事业而言是关键。57 婴儿潮这一代人也比前人更加在意外表，
影响了整形外科行业。一项 2002 年发起的研究表明，从 1997 年到 2001 年，整形外科行业
的外科手术业务增长了 352%，65 岁以上个体的隆胸业务增长了 300%。由于婴儿潮一代注
重外表，医生们对行业继续经历快速增长抱有信心。58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也为许多公司带来了利润丰厚的市场。到 2030 年，中国 65 岁以上
的人口数大约要比 2014 年的 1.1 亿翻一番，达到 2.1 亿。为了更好地服务这一发展的市场，
像雅培公司（Abbott）这样的保健品制造商开始为中国的老年人开发新的营养饮品，又如金
佰利公司推出了一系列关于成人纸尿裤的新广告。中国本土公司同样将目光瞄准了老年市
场。例如，阿里巴巴专门为其 200 万 50 岁以上的在线用户开发了新的购物版块；中国电子
产品公司海信推出一种新的智能手机，有易于使用的手电筒和便捷的医疗救助通道。59
除了老龄化，企业还必须调整或开发战
略来应对人口种族结构的变化（见图 2-8）。
在未来的数十年间，美国的拉美裔人口预
计比其他群体的增长更快，到 21 世纪中
期将超过 26% 的比例。60 与那些以老年群
体为目标市场的企业相似，一些企业选择
针对不同的人口子群体开发产品或服务。
例如，家得宝公司（Home Depot）在 2005
年发起了一个叫作“ Colores Origenes ”的
活 动， 这 是 公 司 首 次 出 品 反 映 西 班 牙 历
史的拥有 70 种鲜亮颜色的配色涂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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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视觉的产品。61 公司将产品命名为 Azul
Cielito Lindo（可爱的蓝天）和 Chayote（合
掌瓜），因为公司认为西班牙人会更喜欢购
买由西班牙语命名和宣传的颜色。62
为了迎合拉美裔人口在购买力方面的
增长，做商场开发的 Macerich 公司与房地

图 2-8



美国人口种族分布

资料来源：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projections/
data/national/2012/summarytables.html.

产经纪人 Jose Legaspi 一起，将加利福尼亚州与亚利桑那州的闲置或利用的购物中心，转变
为目标购物中心。例如，空置的 Mervyns 被转成 Mercado 商场，并布置了鳞次栉比的主题零
售摊点。商场还举办拉丁风格的主题音乐会和烹饪活动，以服务当地社区。最终的结果是，
商场的最低效益线立即提升了几乎 30%。63
尽管全球化的力量导致人们文化品位和行为趋于统一，全球许多市场在重要的文化维度
上依旧截然不同。对于管理者而言，当需要尝试在国外经营时，第一步就是去获取或感受新
的文化。许多国家在宗教信仰、社会规范和语言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语言，可能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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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公司之间的贸易产生巨大的影响。据估计，使用同一语言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比使
用不同语言的要高出三倍。64
宜家公司在进入泰国市场时，就经历了语言和社会规范的影响。许多宜家家具采用了好
玩的北欧名字，但有时这些名字在其他语言中有着不同的含义。65 例如，宜家的 Redalen 床
取名自挪威的一个小镇，在北欧很受欢迎，但在泰国，这个名字就有明显的色情含义。像宜
家这样拓展至全球的公司，需要对语言和当地习俗足够敏感，以避免冒犯或误解。对宜家而
言，它的全球吸引力一部分来源于它的快速和产品有趣的北欧名字，因此这样的权衡取舍是
艰难的。
如果说语言障碍是容易克服的，那么社会价值观对于一个想要在全球范围内发展的公司
而言，则是更大的挑战。社会价值观（social values）指的是个人在其生活和社会交往中的扎
根深处的行为准则。66 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会在两方面影响一个公司。首先，一个国家的社会
价值观会影响公司本地员工的行为方式；其次，它还会影响消费者对于某个商品属性的喜好
程度。下面来讨论社会维度中一些更重要的方面（见表 2-6）。
表 2-6
社会维度

通行的社会维度
描述

权力距离
被低权力距离吸引的人偏好共同决策与达成共识，而赞成高权力距离的人则偏好尊重权威。低权力
高低
距离指的是民主的社会，如奥地利和丹麦；高权力距离指的是专制的社会，如部分拉美国家
个体主义
个体主义倾向于关注个人目标与成就，而集体主义倾向于关注集体目标与关系。美国主要是个体主
与集体主义 义，而拉丁美洲国家显示出较强的集体主义
被合作型关系吸引的人偏好合作和团队参与，而被竞争型关系吸引的人偏好个体成就、竞争与独断。
合作性与
以往的研究将此维度分为女性气质的（合作型）与男性气质的（竞争型）。美国和德国倾向于竞争型，
竞争性
而瑞典则更多聚焦于关系的合作方面
一个社会的成员如何应对最小化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高不确定性规避的国家，如大部分拉丁美洲
不确定性
国家，偏好更多的规则、计划与结构；而低不确定性规避的国家，包括爱尔兰、瑞典、丹麦和新加坡，
规避的高低
则能较为轻松地应对模糊性
长期导向
在做出商业决策时，所赋予考虑的未来与条件的重要性。亚洲国家往往具有长期导向，而西方国家
与短期导向 则为短期导向
资料来源：Based on data from Geert Hofstede and Michael H. Bond, “The Confucius Connection: From Cultural Roots
to Economic Growth,”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Vol. 16, Autumn 1988, pp. 4-21, and David Livermore,
Expand Your Borders.（East Lansing, MI: Cultural Intelligence Center, 2013）.

在表 2-6 中所列举的五个维度可以帮助管理者更好地解释一个特定国家的社会价值观
（见图 2-9）。然而，请记住这些维度代表的是特定社会的泛化情况，在不同国家内会有所变
动。公司可能会遇到一些完全不同于这些泛化情况的个人或企业。为了提高效率，管理者应
该掌握他们想要入驻的市场中的文化，并据此采取适应性策略。我们将在第 19 章重点讨论
跨文化交流的问题。
我们在前面一节中提到过，在过去 10 年中，麦当劳因为菜单和许多消费者价值观的改变，
受到了严格的监督。肥胖症和糖尿病在儿童和成年人中的比例已经增长到了警戒水平。随着这
些趋势的显现，许多消费者开始改变他们关于饮食和健康的观点及价值体系。除此之外，许多
人开始公开批评麦当劳这样的快餐连锁店，暗指肥胖率增长和销售额增长之间的关联。
在广受欢迎的纪录片《超码的我》（Super-Size Me）中，导演打算在一个月里每餐都吃麦
当劳的食品，看看这会对他的体重和健康造成怎样的影响。这种媒体对于企业有毁灭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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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由于这部电影以及其他像《快餐国度》
（Fast Food Nation）这样的批评书籍，麦当劳开始
接受社会价值观的转变，对饮食和健康予以关注。麦当劳停止供应超大装的薯条和饮料，并
在其菜单中增加了更加健康的新产品（比如沙拉、燕麦片和新鲜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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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Geert Hofstede and Michael H. Band,“ The Confucius Connection: From Cultural Roots to
Economic Growth.”Organizational Dynamics, Vol. 16, Autumn 1988, pp. 4–21.

麦当劳充分利用了环境中的全球机遇，这一点超过了其他大多数公司。麦当劳在上百个
国家运营餐馆，并每天服务于 6 900 万人。67 这家企业在莫斯科和科威特城这样遥远的地方
也拥有餐厅。2014 年，越南的第一家麦当劳开业。对许多人来说，麦当劳餐厅提供了品尝美
国滋味的机会。但是，其他人却批评这家企业的扩张，声称这家连锁店使得许多地区的文化
认同度降低。不管怎样，环境的全球维度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增加了营业额和企业知
名度。

2.3.2

作业环境

企业的作业环境包括是指 那些以更为快速的方式对企业造成直接影响的实体，包括竞
争者、供应商和客户。与总体环境中的各个维度不同，这些团体有能力对企业造成更大、更
持续的影响。再一次，我们将借助麦当劳公司的事例，在接下来的几节中逐个讨论这些组成
部分。

1. 竞争者
任何一个与企业有同样的目标客户群，并为之生产产品和服务的组织，都是企业的竞争
者（competitors）。技术的扩张、全球化的快速步伐以及创新的速度，都极大地改变了竞争格
局。技术和全球变化使得包括电子工业、汽车业和计算机产业在内的许多行业的竞争加剧。
美国汽车制造业在过去的十年中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变。第一，作为新兴市场的中国和
印度成为增长最迅速的地区，这要求美国汽车制造商为适应二者而设计新的汽车。第二，美
国汽车制造商还要面临与这些新兴市场的本土汽车制造商的激烈竞争。中国和印度的汽车产
量在 2003 ～ 2007 年间保持了每年两位数的增长率，使得这些企业具有了进入国际市场的
经济实力。印度塔塔汽车公司在 2008 年从福特手里购买了捷豹和路虎，中国的吉利公司在
2006 年成为首个现身底特律车展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 2010 年从福特收购了沃尔沃，其
他一些企业与西方企业联合，扩大对美国市场出口，甚至在美国投放新产品。68
美国半导体行业正面临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压力。随着 2004 年中国芯片制造商中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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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SMIC）、炬力（Actions）和中星微电子（Vimicro）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相继上市，种种
迹象表明中国将会迅速占领这一行业。692003 年到 2013 年，中国的半导体行业的复合年增
长率达到了 23%，半导体消费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19%，而世界平均水平才 6%。截至 2013
年，中国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上的份额超过了 55%，同时中国主流半导体公司的数量增长到
50 个。70
麦当劳的竞争者名单相当广泛。这家企业自然与当地市场的所有其他餐馆都存在竞争，
当地的中餐馆、墨西哥餐厅和印度餐馆都是麦当劳的竞争者。但是，麦当劳认为其他的快餐
厅才是它的直接竞争者。像 Wendy’s 汉堡、汉堡王、塔可钟和 Hardee’s 汉堡，都提供了与麦
当劳相敌的产品。近期，麦当劳需要与大量更集中的休闲快餐厅竞争，如 Panera Bread。在
其传统的汉堡领域，Five Guys 和 Shake Shack 成了它强大的竞争对手。71 事实上，如果你沿
着美国的任何一条商业街驱车行驶，你很可能会看到这些餐馆彼此紧邻。尽管这些企业组成
了公司的传统竞争者，麦当劳还将许多其他企业（如星巴克）纳入竞争者范畴。如我们早先
看到的，2005 年星巴克为各个店面引入了早餐三明治。对麦当劳来说，这一举措意味着巨大
的威胁，因为消费者们现在可以从星巴克获得一份完整的早餐，而不是在星巴克购买一杯咖
啡后再来麦当劳购买早餐三明治。

2. 供应商
供应商（suppliers）为企业提供资源或服务，来帮助其创造产品和服务。在许多情况下，
企业在内部生产所有的东西并不经济。例如，苹果公司仅生产 iPhone 手机 10% 的硬件，其
余 90% 都由其供应商生产。除了拥有很多彼此独立的供应商，企业通常还会在特定部分持
有多个供应来源，以减少对某一特定企业的依赖性。
像许多公司一样，麦当劳也有一长串的供应商。公司依靠特定的企业供应薯条所需的马
铃薯，汉堡所需的碎牛肉，以及饮料中的苏打水（可口可乐）。2010 年，麦当劳购买了 8 亿
磅 的牛肉（美国消费了其中的 3%），2.31 亿磅的奶酪，7.5 亿磅的鸡肉和 6 亿磅的苹果。72
这些年来，从供应商的角度来看，麦当劳赢得了作为合作者和客户的好名声。这家企业倾向
于挑选几家供应商，并与之建立长期、深厚的关系。在谈判中，麦当劳的关注点是产品质量
和精确规格。例如，麦当劳汉堡中的肉饼必须由 83% 的食草牛精瘦肉（肩肉）和 17% 的饲
养牛精选肥牛肉（下肋骨）组成。73 这种细致程度使得企业全球连锁店中的操作和产品都能
保持一致。
一

3. 客户
企业的客户（customers）是指购买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人或其他组织。对许多管理者来
说，客户代表着企业环境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如果没有客户和销售，企业将无法生存。在许
多企业中，你会听到“客户就是上帝”和“客户永远是正确的”这样的口号。这些描述反映
出作业环境中这一部分的重要性。许多企业有着不同的客户群。例如，一家像 Staples 这样
的企业既有零售客户，也有商业客户。事实上，或许你可以被视作这家企业的零售客户，如
果你购买了其文具的话。不过，企业也拥有一长串的商业客户名单（比如，本地企业），它们
使用其产品作为办公用品。尽管这两种客户对企业来说都很重要，企业与此二者的关系和销
售流程却有着极大的区别。
尽管麦当劳在为客户提供方便且始终如一的产品方面已是先驱，它仍旧尝试通过引入开
一

1 磅 =0.453 6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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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乐园餐和室内游乐场来吸引更多的客户。通过这些努力，麦当劳正试图服务于那些提倡方
便快捷的客户，以及那些寻求特定就餐体验的客户。尽管麦当劳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始终如一
的就餐体验，这家公司还是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过程中尝试了对地区菜单进行改良。像麦当
劳这样的公司，经常必须考虑的问题是在跨区域的经营中，如何标准化定价其产品与服务，
才能更好地适应本土市场。
2003 年，麦当劳在中东地区引入了 McArabia 三明治，以在这个地区的消费者中树立品
牌。这种三明治比美国菜单中的产品要辣很多，并加入了一种蒜香芝麻酱。但是，为了迎合
摩洛哥当地客户的独特品味，这种产品在摩洛哥分店中被改良的痕迹更为明显。比使用芝麻
酱更甚，麦当劳这次使用了莳萝、胡荽、辣味番茄酱、灯笼椒和圆面饼。麦当劳也在中国香
港出售虾堡，在日本出售柠檬胡椒沙卡鸡肉饼，并在新加坡出售新加坡红辣椒风味的早餐。
这仅仅是麦当劳为了适应世界各地客户的口味而进行的食谱改良中很少的几个例子。74

2.4

内部环境
企业的内部环境（internal environment）是由企业内部对企业造成影响的许多维度组成

的。企业内部环境的典型组成部分包括所有者、董事会、员工和文化。这里面的每个维度都
直接影响着企业的业绩和竞争地位。

2.4.1

所有者

企业的所有者（owners）是指拥有对组织的法律控制权的人或机构。在许多情况下，企
业被一个人或一小群人所拥有（见图 2-10）。事实上，独资企业构成了美国企业的主要部分；
79% 以 上 的 美 国 企 业 雇 用 人 数 少 于 10 人
（比如，当地干洗店和比萨店）。75 其他企业




也许具有更大的规模，但还是保持了私有



制。这些企业并不在纽约证交所这样的地方



交易它们的证券。它们用一定数量的股票代



表所有者在企业中的权益。一些企业避免公
开上市，从而逃避来自华尔街对季度收益实
现预期的压力和审查。






另一方面，许多大型企业却由股东公开



持股，并在股票市场上频繁交易。在股票市



场上交易的上市公司，必须遵守联邦和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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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美国企业员工规模分布

若干政策，例如定期公开报告其收益情况。

资 料 来 源：U.S. Census Bureau,“ Number of Firms,

对麦当劳来说，个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共

Number of Establishments, Employment, and Annual Payroll by

同拥有这家企业。你可以立刻上线并购买麦
当劳的股份。尽管你持有的股份非常少，你

Enterprise Employment Size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States,
Totals: 2012, ”released January 23, 2015.

仍被认为是企业所有者中的一部分，并被赋予投票的机会。麦当劳这类企业同样拥有法人股
东（例如，富达投资集团和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加州的养老金体系）。通常来说，法人
股东拥有企业的几千甚至几百万股份。因而，法人股东能够对企业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并时
常向企业施压，改变战略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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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s）是指一群由股东选举产生的个体，负责监督企业的整体方
向。尽管股东是公司的部分拥有者，但他们很难监督管理者在做什么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因此，董事会作为中间组织可以监督管理者，确保其为股东的利益服务。董事会可以以多种
形态和规模出现。一些企业的董事会主要由企业高管组成，而另一些企业的董事会则由非高
管的实质代表组成。近来，企业开始让董事会的结构多元化，以回应 21 世纪最初几年里的
一些企业丑闻。对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这类企业的董事会的主要批评是缺乏监管。董事会的
一大功能是监督企业的战略和管理实践。许多批评者发出质疑，当安然公司高管操纵大量财
务舞弊时，董事会又在做些什么。由于这些事件的发生，许多企业开始让其董事会更加独
立，并减少高管中的人选。
当安然申请破产、世通严重误报年度收益时，许多腐败被揭露，立法行动也立即产生。76
至 2002 年 7 月，《萨班斯 – 奥克斯利法案》通过，从根本上改变了董事会成员在企业中扮演
的角色。董事会成员不再负责监督企业的整体运营，而是被授权编制财务报表和确保正面报
道。这一法案进而为企业高管、企业董事、律师和会计规定了新的职责，使得一切都在新监
管委员会的监督之下。77 尽管这为上市公司建立了更为严格的规则，但它也增加了许多项目
的成本，比如审计费用、诉讼费用、董事薪酬以及保险费。不过，这一法案仍被认为是有效
的，因为企业和审计自此之后产生了一套严格的财务纪律。78 如今若发生舞弊行为，股东可
以向董事会追究责任。
麦当劳的董事会由高管、非高管成员，以及其他对麦当劳业务和客户有所了解的企业
中的许多个体组成。2015 年，麦当劳的董事会包括了其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伊斯特布鲁克
（Steve Easterbrook）和 12 位非高管成员，如美泰公司前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艾科特（Robert
Eckert）、芝加哥艺术学院院长瓦尔特·马西（Walter Massey），以及耐克董事长珍妮·杰克逊
（Jeanne Jackson）。

2.4.3

员工

企业的员工（employees）是企业内部环境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企业的员工是指那些
制造产品并提供服务以使企业生存下去的人。如果没有能干且积极的员工，一个企业将无法
在市场中具备竞争优势。许多企业既有永久员工，也有临时员工。永久员工是指那些工作合
同中并未标注到期日的员工。而另一方面，临时员工可能只是在繁忙的圣诞季被雇来帮忙。
例如亚马逊公司就与城镇中一些距离分销仓库很近的休闲车公园合作，让节前销售高峰雇用
的临时工住在那里。一些想挣点外快或者寻找新体验的退休人员聚集在这些“亚马逊城镇”
里，一住就是几个月。亚马逊公司在休闲车公园的表演中征募新的临时工，并承诺为其解决
停车费用。亚马逊通过这样的方法解决了临时工的问题。79
正如企业的外部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复杂，企业内部环境的复杂性也因为新员工的加入而
上升。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甚，工作场所正充斥着各种性别、种族、信仰和国籍的人。
如前面提到的，成功的企业要学会如何利用这种多元化。
员工的工会地位也可以作为区分他们的特征。一些员工属于正式的工会或群体，这些组
织帮助他们与雇主讨价还价并谈判。尽管近来美国工会人数在减少，许多行业（如航空、汽
车和电影行业）仍很大程度上受工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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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当劳的 190 万员工可以被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在位于伊利诺伊州的公司总部，
企业数千名员工从事市场营销、财务和运营工作，支持着全球的所有公司。这些员工执行的
是企业的一些传统活动。与许多企业一样，麦当劳通过汉堡大学项目为它的员工提供培训机
会。而在零售方面，企业有一些员工是餐厅管理者，也有一些是雇用的钟点工，他们在柜台
后面负责食品的准备和递送。虽然麦当劳在过去的这些年中一直因为这类员工的待遇而受到
指责，但这家公司确实为这些雇员直接提供了晋升为餐厅主管或是到总部工作的机会。事实
上，40% 的执行官最早都是麦当劳地方餐厅的工作人员。80

2.4.4

文化

文化（culture）这个词对你来说或许意味着什么。人们总爱讨论某一家企业、学校、班
级或运动队的文化。你或许曾谈论过你大学班级的文化是轻松且合作的。事实上，你学校的
文化或许正是你决定加入它的原因之一。尽管文化这个词在描述某个组织时几乎无所不在，
但它却很难定义。就其核心而言，文化体现了一个组织究竟是什么，或代表着什么。
一些人基于像企业的实体环境这样的有形因素来界定企业的文化。这些可以观察到的特
征可能包括企业的实体空间、人们的穿着方式、工作安排的时间与模式，以及企业成员的整
体行为。81 基于这些观察，许多人将某一特定的文化打上正式或非正式的标签。然而，这些
可视的标志只是企业的人为产物，并不能代表文化本身。
从本质上讲，文化是对一个组织应当运转的方式以及一个组织中的个体彼此间应有的行
为的一种基本假设模式。当成员加入一个组织时，他们被或明确或含蓄地教导什么才是他们
的预期行为。82
企业文化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对许多企业来说，文化是创始人性格的副产物。在许
多情况下，企业是以某一个人或一个小群体的价值观、信念与设想为基础的。史蒂夫·乔布
斯对苹果文化的影响、赫布·凯莱赫对西南航空文化的影响、理查德·布兰森对维珍文化的
影响超越了几十年。在其他一些企业中，文化则是企业所在的社会的产物。
像许多企业一样，麦当劳的文化可以追溯到它的创始人雷·克洛克（Ray Kroc）。在 20
世纪 50 年代，克洛克从加州麦当劳兄弟处购买了特许经营权。克洛克看到了这家餐厅在全
美范围内经营的巨大潜力。他同样也看到了向食品准备和递送过程引进严格的流水线纪律所
能带来的惊人利润前景。这种对细节的关注造就了公司总部的文化，并可以在全世界的许多
店铺中寻到踪影。尽管这种快餐公司面临着频繁的人事变动，麦当劳却能够将这种文化传播
到上千家店铺，使得消费者无论是在威斯康星还是在莫斯科，都能够获得同样的服务，品尝
到同样的巨无霸。
一个企业的文化对于吸引、发掘并维持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以及在市场格局中打造竞
争优势，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第 8 章组织文化中，我们将更为详细地讨论这一话题，
以及解释一个管理者如何借助文化的发展和成长来对企业做出积极的影响和改变。

本章小结
1. 各种环境力量的结合，创造了一个比 10
年前更加全球化的市场。全球化的产生，
来源于世界范围内贸易壁垒的消除和关税

的减少。尽管全球化导致工作机会从成本
较高的地区流转到成本更低的地区，但它
带来的仍主要是积极的影响。面向全球开

第2章

放的市场为公民和消费者的就业、商业与
产品带来了机遇。
2. 尽管全球化让很多人生活得更好，它却对
企业的管理者提出了不小的挑战。即使并
没有进入全球的竞技场，他们也必须意识
到全球商业环境对其企业或行业的影响。
在更少的贸易壁垒下，企业将会面临更激
烈的竞争。诸如关贸总协定、北美自由贸
易协定、东南亚贸易联盟以及南方共同市
场等贸易协议，以及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
贸易组织，也改变了管理者对竞争的思考
方式。
3. 企业的外部环境包括两个主要部分——总

商业环境

体环境和作业环境。总体环境是指那些对
企 业 造 成 重 要 影 响 的 外 部 势 力， 包 括 技
术、经济条件、政策和法律框架、社会文
化因素，以及全球化。作业环境是指那些
对企业有更为直接的影响的维度，包括竞
争者、供应商和客户。
4. 除了回应并影响外部环境，管理者还需要
密切关注企业内部的作业环境。内部环境
是由那些影响企业运营方式的维度组成
的，包括所有者、董事会、员工和组织文
化。 这 里 面 每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都 需 要 特 定
程 度 的 关 注， 以 创 造 和 保 持 企 业 的 竞 争
优势。

关键词
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s）
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
竞争者（competitors）
客户（customers）
经济维度（economic 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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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external environment）
总体环境（general environment）
全球化（globalization）
全球维度（global dimension）

内部环境（internal environment）
法律维度（legal dimension）
所有者（owners）
政策维度（political dimension）
社会价值观（social values）
社会文化维度（socio-cultural dimension）
供应商（suppliers）
作业环境（task environment）
技术维度（technological dimension）

课后练习
讨论话题
1. 为什么一些公司在全球化扩张中比其他公
司更成功？在全球化扩张的过程中，管理
者应当思考哪些因素？
2. 你认为一个美国公司向中国或印度这样的新
兴市场扩张更容易，还是中国或印度公司向
美国扩张更容易？如果你是这两类情景下的
公司的广告商，你可以做些什么？两类广告
的相似处在哪里？不同处又在哪里？
3. 你认为全球扩张具有最大机遇的市场在哪
里：亚洲、南美或是非洲？为什么？
4. 贸易联盟和区域贸易协议的优缺点是什么？

它们对商业和社会带来好处了吗？谁是区域
性贸易联盟的最大受益者？为什么？
5. 在公司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商业过程中，社交
媒体具有怎样的影响？你认为还有什么科技
力量会在未来五年中影响全球经济格局？
6. 在总体环境的主要维度（技术、经济、政策 /
法律和社会文化）中，你认为哪种是最复杂
的？管理者如何影响它们中的每一个？
7. 美国人口老龄化带给商业什么样的机遇？
又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
8. 公司应当如何看待美国正在不断变化的人
口种族结构？这样的变化带来了什么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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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挑战？借力这样的大变动，什么公司可
以有所作为？
9. 管理者如何影响公司的内部环境？
10. 在未来的 10 年内，你认为麦当劳将会处
在怎样的地位？公司的关键优势和潜在
挑战有哪些？
管理研究
1. 通用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保持了超过 100
年的相关性。为什么？找出一个保持相关
性至少 50 年的公司，思考其成功的秘诀
是什么。
2. 选取一家你可以进行环境分析的企业。思
考如下问题。
• 指出并描述影响其外部环境的各种势力。
• 指出企业内部环境的各个组成部分，以
及它们如何对企业产生影响。
• 请你预测，未来五年中哪些相关势力会
对企业造成更大影响。评估这些势力对
企业意味着机遇还是挑战。
3. 找到一家最近不得不应对危机的企业。
• 哪些环境因素导致了这场危机？
• 画出时间轴，展现管理者是如何应对这
场危机的。
• 管理措施都是有效的吗？
• 管理行为都是合乎道德的吗？

行动练习
1. 与一个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共同工作，接触
组织的内外部环境。与同学分享你的评定。
• 你对非营利组织的评定与营利组织相比
有何不同？
• 企业能够从非营利组织的环境中学到什么？
2. 用影像记录你所在的大学城中一家零售企
业的商业环境。影像中应当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 分析企业利益相关者
• 讨论企业外部环境的不同维度
• 讨论企业如何管理其竞争者和供应商
• 分析其目标客户
• 讨论企业的组织文化以及文化如何影响
业绩
3. 找到出生在不同国家的两位管理者。利用
表 2-6 中的国家价值取向的霍夫斯泰德模
型，让两人按照以下的维度来回答各自国
家的价值观：
• 低权力距离 vs. 高权力距离
• 个人主义 vs. 集体主义
• 合作精神 vs. 竞争精神
• 长期取向 vs. 短期取向
在每个人回答了各自国家的价值观后，
询问这些价值观如何影响其领导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