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章    基本的竞争战略 

 



4.1  先行案例：西南航空公司的竞
争战略 

 总部设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Dallas，Texas)的西
南航空公司 (Southwest Airlines Co.)被誉为全球
低成本航空运营模式的鼻祖， 长期以来，在美国
遍地哀鸿的民航业中一支独秀，连续保持盈利的
记录。  





 西南航空公司被美国运输部列为最准时、行李托
运服务最好、顾客投诉最少的航空公司。《财富》
(Fortune)杂志将西南航空公司列入最受尊敬的公
司及100家最值得为其工作的公司。 



4.1.1  创立 

 据西南航空公司内部传言，公司建立的创意于
1967年在一块餐巾上形成。当时，投资顾问罗
林·金(Rollin King)正和他的律师赫布·克勒贺
(Herb Kelleher)讨论在得克萨斯州的三个主要城
市之间开通一条低价、实惠的航线的主意。 



 那时，金正经营着一项不盈利的往返于得克萨斯
州各小城市之间的特许经营航班服务。有一天，
金的银行主约翰·派克(John Parker)建议金的航线
集中于得克萨斯州的三个主要城市之间。派克认
为，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原因在于他最近
往返于这几个城市总是订不上座位，而且机票价
格也很贵。 



 金知道以他当时的实力难以在竞争中取胜，于是
他决定建立一个更大的航空公司。他制订了一项
计划，并做了可行性研究，就来找克勒贺。 



 在那次会面中，金随手在鸡尾酒会的餐巾
上画了三条航线，并标明休斯敦(Houston)、
达拉斯(Dallas)、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

三个城市，说道：“赫布，让我们建立自
己的航线吧。”克勒贺解开他的领带，皱
皱眉头，回答道：“罗林，你疯了。但让
我们开始吧!” 



休斯敦(Houston)、达拉斯(Dallas)、
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 



 克勒贺完成了开办西南航空公司的必要文件。
1968年2月20日，得克萨斯州航空委员会批准了
他们在三个城市之间开通航班的计划。 

 



 第二天，这家刚建立的公司即遭到已在得克萨斯
州运营的几家航空公司严厉的抵制。1968年2月
21日，布兰尼弗(Braniff)、得克萨斯国际(Texas 

International)、大陆(Continental)等航空公司用
官方一个临时性的禁令抵制了上述批文。他们争
辩说，得克萨斯不再需要另外一家航空公司。 



 竞争对手不惜使用各种政治和法律的手段，进行
了为期4年的司法诉讼。诉讼的结果是以当时美
国众议院发言人詹姆斯·莱特命名的莱特修正案
(Wright Amendment)颁布实施。该法案禁止从得
克萨斯州及与其相邻的俄克拉何马州、路易斯安
那州、阿肯色州、新墨西哥州以外的地区飞往
Love Field。 



 这就意味着那些在这几个州以外的乘客要想飞往
西南航空公司在Love Field的飞行基地，无法直
接到达，只能分别购买机票，中转后才能到达，
携带的行李也无法一次安检后就到达最终目的地。
而且，禁止航空公司和旅行社对途经Love Field

的航线进行广告宣传。表面上看该法案是为鼓励
达拉斯Fort Worth机场中心的运营，实际上则是
想让西南航空停止飞行。 

 



 在以后的3年中，西南航空公司一直在为获得在
三个城市之间的飞行权与这些公司进行不懈的斗
争，无法具体开展业务。 



 1971年，公司终于赢得了飞行权。 1971年6月18

日，总部位于达拉斯市Love Field的西南航空公
司开始了飞行运营。当时它有3架波音737客机，
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休斯敦、圣安东尼奥之
间提供服务。  





 为赢得飞行权的努力赋予了金、克勒贺及公司其
他员工以无比的激情，并进而形成了公司文化最
重要的部分。公司创立人之一，当时的公司顾问，
之后长期担任CEO的赫布·克勒贺说：“你知道，
愤怒会成为伟大的动力。这成为我事业的开始。
我是一名从穆斯林手中解放耶路撒冷的十字军战
士。” 



 然而，公司的前景依然堪忧。在为赢得飞行权的
法律纠纷之中，航线停运，公司陷入了债务危机。
在其运行的第一年，公司亏了370万美元，以后
的一年半依然没有盈利。但是，到1973年，公司
开始盈利并一直保持盈利的记录。西南航空公司
成为全美国最具盈利能力的航空公司之一。 

 



4.1.2  发展 

 在70年代，西南航空公司只将精力集中于得克萨
斯州之内的短途航班上。它提供的航班不仅票价
低廉，而且班次频率高，乘客几乎每个小时都可
以搭上一架西南航空公司的班机。 



 到1975年，它在得克萨斯州的另外8个城市扩展
了业务。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已成为得克萨
斯市场上的老大。它主要的诉求对象为经常出行、
并偏好低价的顾客。 



 进入80年代，西南航空公司开始以得克萨斯州为
基地向外扩张，它先是开通了与得州毗邻的4个
州的短途航班，继而又在这4个州的基础上开通
进一步向外辐射的新航班。不论如何扩展业务范
围，西南航空公司都坚守两条标准：短航线、低
价格。1987年，西南航空公司在休斯敦一达拉斯
航线上的单程票价为57美元。  



 80年代是西南航空公司大发展的时期，其客运量
每年增长300％，但它的每英里运营成本不足10

美分，比美国航空业的平均水平低了近5美分。  



 到1995年，西南航空公司的航线已涉及15个州的
34座城市。它已拥有141架客机，这些客机全部
是节油的波音737，每架飞机每天要飞11个起落。
由于飞机起落频率高、精心选择的航线客流量大，
所以西南航空公司的经营成本和票价依然是美国

最低的，其航班的平均票价仅为58美元。  



 低价位的西南航空公司航班成为美国乘客心目中
的“黄金航班”。1994年2月，西南航空公司开
通了前往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航线。到年底，
克利夫兰霍普金斯机场的客流量比1993年上升了
9．74％。该机场的一位经理说：“今年机场客
流量突破了历史高记录，这些新增的乘客几乎全
是西南航空公司送来或接走的。”  



 

 面对咄咄逼人的西南航空公司的扩张势头，许多
竞争对手不得不调整航线，有的甚至望风而逃。
例如：当西南航空公司的航班扩展到亚利桑那州
凤凰城时，面临破产危险的美国西方航空公司索
性放弃了这一市场；而当西南航空公司进入加利
福尼亚州后，几家大型航空公司不约而同地退出
了洛杉矶——旧金山航线，因为它们无法与西南
航空公司59美元的单程机票价格展开竞争。在西
南航空公司到来之前，这条航线的票价高达186

美元。  



 

 一些西南航空公司尚未开通航线的城市主
动找上门来，请求克勒贺尽快在自己的城
市开设新线。在1994年，西南航空公司一
共收到了51个类似的申请。  



 西南航空公司的低价格战略战无不胜，到
1995年，克勒贺发现已找不到什么竞争对
手了。克勒贺说：“我们已经不再与航空
公司竞争，我们的新对手是公路交通，我
们要与行驶在公路上的福特车、克莱斯勒
车、丰田车、日产车展开价格战。我们要

把高速公路上的客流搬到天上来。”  



4.1.3  战略 

 在赫布· 克勒贺领导下的西南航空公司，其运营
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这促成了它的成功。公司
总是能够在战略机会刚刚出现的时候就迅速抓住
它。其他关键性的因素包括它谨慎的发展模式、
成本控制政策、员工的责任感等。 

 



 克勒贺总是抵制扩张过快的企图。他的理念是只
有当一个新的地方能够每天提供容纳10—12个航
班，而不是一两个航班时才向那里扩张。多年来
他抵制了开展跨大陆飞行业务的诱惑，也不与主
要的竞争对手在远距离航线上直接开展竞争。 



 但即便是采取谨慎的态度，西南航空公司的扩张
步伐依然很大。它的负债水平在美国航空公司中
是最低的，公司由于具有A等的评级而在全行业
中信用等级最高。 

 



 西南航空公司以专注于高频率、低费用大量运载
短途旅客(通常飞行时间在1小时及1小时以内)而
著称。它避免采用主要竞争对手采用的轮轴—轮
辐运营办法，将旅客直接从一个城市运送到另一
个城市。 



 它同样避免那些拥挤的大机场，而喜欢降落在小
的卫星机场。克勒贺发现了这一适合公司发展的
战略，因为他注意到其他航空公司建立了轮轴—

轮辐运营体系，它们将旅客先运送到主要的中心
机场，再转乘飞机达到目的地。 



 “我们开发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适合我们自己的市场。
我们是世界上惟一一家短途、高频率、低价、点
到点的航空公司……我们开发了一个只属于我们
的细分市场，公司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如何以可
能的最高效率、最经济的方式服务于这一细分市
场。” 

 





 然而，这一战略可能正在发生变化。西南航空公
司开始开辟新的长途、无经停航线，如从马里兰
州的巴尔的摩(Baltimore，Maryland)到内华达州
的拉斯维加斯(LasVegas，Nevada)(航程2 099英
里)、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
矶(航程1 234英里)。 



 一站经停的航线也在中部城市开辟，如纳斯威乐
(Nashville)和堪萨斯城(Kansas City)，实现了从
海岸到海岸的旅行。 



 西南航空公司大规模发展长途航线的前景正如摩
根斯坦利·迪·威特(Morgan Stanley Dean Witter)

公司的分析师科伟· C ·玛菲(Kevin C Murphy)所
说的:“聪明的竞争者总是希望它不要加入进来”。
他认为，西南航空公司将继续它的扩张并“将改
写航空产业的经济学”。 



 当然，公司80％航线仍不到750英里的事实使上
述转型战略大打折扣。“我们是针对短途市场而
建的公司，我们知道这个。”公司的CFO加
里· 凯利(Garye  C. Kelly)这样说。 



 

 克勒贺解释说，公司之所以进入1 000英里以上
的市场，是因为为了适应1997年联邦机票税收的
变动，这一变动是由几家大的航空公司所推动的。
新的税收体系以直截了当、事先确定的税收代替
了比例税率，对短途营运的航空公司极为不利。 

 



 竞争对手认为随着税收体系的变更，西南航空公
司将以更加有力的步伐进入远程市场。“他们已
经挖完了所有的浅洞，”联合航空公司的高级副
总裁罗那·J · 达塔(Rona J · Dutta)说。他还注意
到主要竞争对手的低价竞争手段加剧了西南航空
公司所在核心市场的竞争程度。 



 短途航线，如美国航空公司的大喷气式飞机、联
合航空公司的穿梭飞机以及三角形快速飞机，可
能影响西南航空公司的获利水平，但分析家们认
为，凭借其低价及高超的财务平衡能力，西南航
空公司能够在竞争中保持优势。 

 



 西南航空公司继续保持市场上最低价的地位。尽
管大航空公司努力与西南航空公司的打折票保持
大致相近的水平，但却不可避免要招致实际亏损。
西南航空公司每座·里程(座位数乘以飞行里程)的
运营成本比竞争对手平均低15％—25％。 



 之所以能够保持如此好的纪录，主要原因之一是
它的飞机都是统一的波音737飞机，这就大大节
约了公司的培训、维修、零配件库存成本。由于
所有的公司乘务员对737飞机的内外部设置都很
熟悉，因此在紧急情况下他们能够迅速地从一架
飞机转到另一架飞机以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 



 另外，公司认识到，飞机只有飞行才能赚钱，因
此公司通过各种努力以缩短飞机在地面的周转时
间。大多数航空公司需要超过1小时的时间来完
成旅客下飞机、清扫飞机、补充给养、新旅客登
机等工作。而西南航空公司的大多数航班却只要
20分钟甚至更少的时间。熟悉737飞机的所有知
识有助于取得这一成绩。 

 



 西南航空公司在顾客服务方面同样降低了成本。
由于它的航线大多为1小时甚至更少，它不提供
正餐，只供应坚果和饮料。登机牌是可以重复使
用的塑料卡片，由于不固定座位，使得登机时间
可以很短。公司也不提供任何集中的预订服务，
甚至不转运行李去其他的航班，而是由旅客自己
负责。即便服务如此简单，但由于价格低廉，还
是很受旅客欢迎。 

 



 西南航空公司甚至形成了一种令其他公司都很嫉
妒的团队精神。原因在于公司真正相信员工第一
而不是顾客第一。公司因为向员工提供大量的有
助于他们了解公司及其任务、客户、竞争状况等
情况的信息而著名。公司相信信息就是竞争力。
正是这种资源使员工的工作做得更好，服务质量
更高，与公司打过交道的顾客很少再选择其他公
司。 

 



 尽管强调协作，公司却制订出了一套弹性化的制
度以满足快速周转的时间表的要求。飞行员帮助
乘务员打扫飞机，帮助地面人员卸行李的事情屡
见不鲜。因此，员工的工作效率很高，使得公司
的员工队伍很精干。在景气时期，克勒贺抵制住
了过多地增加新员工的诱惑，这使得在萧条时期
不需要大量裁员。 



 39年中西南航空公司只解雇了3名员工，并很快
又重新雇佣了他们。这种保护员工的政策有助于
员工形成安全的心理感受，培养员工对公司高度
的忠诚感。西南航空公司的员工把自己看成是十
字军战士，他们的任务是能够让普通人有机会乘
坐飞机旅行。 

 



 实现利润最大化是公司的主要目标。这一目标形
成了一股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的驱动力。公司理
想的产品是安全、高频率、低价的飞行服务，使
得旅客能够准时到达目的地，这一目的地离他们
的最终目的地要比大的航空公司近，因为大的航
空公司喜欢使用离城市很远的大机场。 



 西南航空公司使用达拉斯的拉弗(Love)机场，休
斯顿的霍比(Hobby)机场、芝加哥的米得威
(Chicago’s Midway)机场，这些机场离城市都很
近，也不拥挤，因此对公务旅客来说十分方便，
有助于他们及时开展工作。 

 



 公司承诺安全、可靠、低价、服务到位的航空运
输。由于遵循承诺，公司在它服务的每一个市场
上都获得了很高的信赖度。 

 



 美国运输统计局（U.S. Bureau of Transportation 

Statistics）报告指出：尽管2009年全美旅客人数
减少5.3%，约达7亿4300万人次，但西南航空公
司 (Southwest Airlines Co.) 全年载客量则高达1

亿134万人次，名列第一；西南航空公司2008年
载客数为1亿192万人次。 

 美国航空公司排名第2，2009年载客数为8,570万
人次。  



 路透社报道，就业网站Glassdoor.com 2009年12

月16日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西南航空公司
(Southwest Airlines)名列全美50家最佳雇主榜单
之首。  



 西南航空是2009年实现盈利的3家美国航
空公司之一。另外两家实现盈利的航空公
司是捷蓝航空(JBLU)和穿越航空(Air Tran)。 



 2010年9月27日，西南航空公司宣布，以
14亿美元收购美国穿越航空公司（Air 

Tran）。这次收购将成为西南航空39年历
史上最大的一次收购案，并使西南航空客
机可以使用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亚特兰
大机场。 



美国穿越航空公司（AirTran）N278AT号波音737-700型飞机  



 西南航空并购穿越航空以后，保留了其飞
往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际航线。西
南航空将构建一个新的海外订票系统，并
计划在休斯敦的荷比机场建造一个国际候
机楼。一直以来西南航空以安全可靠、票
价低廉享誉全美，此次建造国际航站楼是
一个显著的转型信号，西南航空将逐渐开
辟国际市场，意味着西南航空逐步向网络
型航空公司转型。 



 西南航空执行副总裁兼首席商务官鲍勃•乔
丹（Bob Jordan）表示，走出美国是西南
航空并购穿越航空的初衷。乔丹透露：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一个扩展海外市场的
切入点。”因此，西南航空将穿越航空的
员工、机队以及他们在亚特兰大哈兹菲尔
德-杰克逊国际机场的基地都写进了并购合
同。 



 完成并购后，西南航空占据了大约25%的
美国国内航空客运市场，并有上升空间。
目前，西南航空的国际航班仍然由穿越航
空执飞，每天20多个班次，且正在计划增
加班次。然而，这些航班最终将以西南航
空之名执行，并延续西南航空票价低廉的
发展策略。由于近期经济不稳定、燃油价
格波动，西南航空为节省10亿美元的成本
已经推迟了30架波音737-800客机的交付
时间，增强了公司资金链，但这并不会影
响西南航空开辟国际市场的计划。 



 乔丹表示国际航线会秉承西南航空的票价
低廉、正点率高和服务优质等特点。他说：
“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国际航线不会打任
何折扣，我们的服务、班次、低票价，是
公司的立足之本。” 



 2012年，西南航空运送旅客1.09亿人次；
营业收入170.88亿美元，增长9.1%；利润
4.21亿美元，增长136.5%。 



 2014年营业收入176.99亿美元，增长3.6%

；利润7.54亿美元，增长79.1%。  

 在《财富》杂志发布的“2014全球最受赞
赏公司排行榜”中，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在
整体排行中排名第9。 



供讨论的问题 

 1、你认为西南航空公司是否存在一种基本
的竞争战略？这种战略应该如何概括？ 

 2、你认为西南航空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来
源于哪些方面？这些优势是否能够持久？ 

 3、你认为西南航空公司的经营模式对中国
廉价航空公司有何启示？ 



 迈克尔•波特指出：长时间维持优于平均水
平的经营业绩，其根本基础是持久性的竞
争优势。尽管企业相对其竞争对手有很多
优势和劣势，企业仍然可以拥有两种基本
的竞争优势：低成本或差异化。 

4.2  三种基本竞争战略 



 一个企业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的显著性最
终取决于企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相对成
本和差异化有所作为。成本优势和差异化
又由产业结构所左右。这些优势源于企业
具有比它的对手更有效地处理那五种作用
力的能力。 



 竞争优势的两种基本形式与企业寻求获取
这种优势的活动景框相结合，就可引导出
在产业中创造高于平均经营业绩水平的三
个基本战略：成本领先、差异化和目标集
聚。集聚战略有两种变形，即成本集聚和
差异集聚。这些基本战略见图4—1 



图4—1：三种基本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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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种基本战略都涉及通向竞争优势的迥
然不同的途径以及为建立竞争优势采用战
略目标景框来框定竞争类型的选择。成本
领先和差异化战略在多个产业细分的广阔
范围内寻求优势，而集聚战略在一个狭窄
的单个细分中寻求成本优势（成本集聚）
或差异化优势（差异集聚）。 



 尽管选择和推行一种基本战略远非轻而易
举之事，他们却是任何产业必须认真探索
的通向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  



 基本战略概念的深层含意是竞争优势为任
何战略的核心所在，而创造竞争优势要求
企业做出选择－－如果企业要获取竞争优
势，它必须选择它所要获取的竞争优势的
类型以及活动于其中的景框。“事事领先，
人人满意”的想法只会导致平庸战略和低
于平均水平的经营业绩，因为它常常意味
着企业根本没有任何竞争优势。 



 成本领先战略大概是三种基本战略中最明
确的一种。在这种战略指导下，企业的目
标是要成为其产业中的低成本生产厂商。 

 低成本生产商必须发现和开发所有成本优
势的资源。典型的低成本生产商销售标准
的、实惠的产品并且极力强调从一切来源
中获取规模经济或绝对成本优势。 

4.2.1  成本领先战略 



 如果企业能够创造和维持全面的成本领先
地位，那它只要将价格控制在产业平均或
接近平均的水平，它就能获取优于平均水
平的经营业绩。在与对手相比相当或相对
较低的价位上，成本领先者的低成本地位
将转化为高收益。然而，成本领先者不能
无视差异化战略。 



 成本领先者尽管依赖于成本领先来获取竞
争优势，但仍必须在相对竞争对手差异化
的基础上创造价值相等或价值近似的地位，
以领先于产业平均收益水平。 



 差异化的价值近似意味着为获取满意的市
场份额而进行的必要的削价不会抵消成本
领先者的成本优势，因此成本领先者能赚
取高于产业平均水平的利润。 



 成本领先的战略逻辑要求企业就是成本领
先者，而不是成为竞争这一地位的几个企
业之一。成本领先是一种格外依赖于先发
制人策略的一种战略。 



 第二种基本战略即差异化战略。在差异化
战略的指导下，企业力求就客户广泛重视
的一些方面在产业内独树一帜。它选择被
产业内许多客户视为重要的一种或多种特
质，并为其选择一种独特的地位以满足客
户的要求，它因其独特地位而获得溢价的
报酬。 

4.2.2  差异化战略 



 这种差异化的方式为各产业所独有。差异
化经营赖于建立的基础是产品本身、销售
交货体系、营销渠道及一系列其它因素。 



 一个能创造和保持经营岐异性的企业，如
果其产品价格溢价超过了它为产品的独特
性而附加的额外成本，它就成为其产业中
盈利高于平均水平的佼佼者。因此，一个
差异化厂商必须一直要探索能导致价格溢
价大于为差异化而追加的成本的岐异经营
方式。 



 由于差异化厂商的价格溢价会被其显著不
利的成本位置所抵消，所以它绝不能忽视
对成本地位的追求。 



 差异化战略的逻辑要求企业选择那些对于
竞争对手相对有利的并使自己的经营独具
特色的那些特质。企业如果期望得到价格
溢价，它必须在某些方面真正标岐立异或
被视为具有岐异性。 



 如果存在多种为客户广泛重视的特质，产
业中将可能有不止一种的成功的差异化战
略。 

 



4.2.3  目标集聚战略 

 第三种基本战略是目标集聚战略或称集中战略，
因其着眼于在产业内一个狭小空间内做出选择，
这一战略与其它战略相比迥然不同。实施集聚战
略的企业选择产业内一种或一组细分市场，并量
体裁衣使战略为它们服务而不是为其它细分市场
服务。通过为其目标市场进行战略优化，集聚战
略的企业致力于寻求其目标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尽管它并不拥有在全面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集聚战略有两种形式：在成本集聚战略指
导下企业寻求其目标市场上的成本优势，
而差异集聚战略中企业则追求其目标市场
上的差异优势。 

 实施集聚战略的企业可以通过专门致力于
这些细分市场而获取竞争优势。集聚战略
的精髓是就一个狭窄目标市场与产业平衡
的差异大做文章。 

 



 采取集聚战略的企业从广设目标的竞争对
手的两个方面的任何一个取得次优的优势。
竞争对手也许会在满足特殊市场需要方面
表现欠佳，这打开了实施集聚战略可能性
的大门。 



 如果一个企业能够在其细分市场上获得持
久的成本领先（成本集聚）或差异化（差
异集聚）地位，并且这一细分市场的产业
结构很有吸引力，那么实施集聚战略的企
业将会成为其产业中获取高于平均收益水
平的佼佼者。 



4.3  夹在中间 

 所谓“夹在中间”，即是一个公司未能沿
着基本战略的方向制定自己的竞争战略，
它既没有与竞争对手“打低成本牌”的决
心和勇气。也不具备在全产业范围内追求
差异化的能力，同时也未能在某个细分的
市场建立起独特的产品差异或低成本优势，
结果公司被竞争者夹在中间。 



 夹在中间的公司不具有任何竞争优势，因而注定
是低利润的。 

 由于成本领先厂商、差异化厂商和目标集聚厂商
在任何细分的市场都占据十分有利的竞争地位，
夹在中间的企业或者失去要求低价格的大批量客
户，或者必须从低成本公司手中争夺生意而在竞
争中丧失利润；对于一些高利润业务，由于无法
战胜那些专攻高利润目标的公司或做到了全面产
品岐异的公司，而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利润流进竞
争者的腰包。 



 即使夹在中间的企业饶幸发现了一种有利
可图的产品或客户，拥有持久竞争优势的
竞争者也会迅速将胜利果实抢夺一空。 

 



 陷入夹在中间的境地通常是企业不愿就如
何竞争做出抉择的后果，因为获取不同类
型的竞争优势往往要求采取相互矛盾的实
施步骤，由于企业在建立竞争优势时目标
和措施摸糊不清，结果一事无成。 

 



4.4  追求多种基本战略 

 每一种基本战略在创造和保持一种竞争优
势方面都有不同的途径，它将企业寻求竞
争优势的类型和战略目标的空间结合起来。 



 通常企业必须在几种战略之间做出选择，
否则将陷入夹在中间的困境，如果企业同
时服务于范围很广的细分市场（成本领先
或差异化），那么它将无法获得针对特别
目标市场（集聚战略）的战略优化所产生
的收益。 



 同时获取成本领先和差异化的竞争地位通
常也是互相抵触的，因为差异化本身通常
成本高昂。与此相反，成本领先战略常常
因为要求企业产品标准化、降低营销费用
等而不得不放弃某些岐异性。 



 降低成本并不总是意味着岐异性的牺牲。
很多企业发现了一些在削减成本时通过实
施效果更好的实际步骤或采用不同的技术，
不仅不会损害岐异性，反而能增强岐异性
的方法。然而，成本节约与创造成本优势
不是一回事。 



 当面对努力成为成本领先者的有力竞争对
手时，企业最终必然会遇到进一步削减成
本将不可避免地牺牲经营岐异性的问题。
正是这个时候，基本战略会互相抵触，企
业必须做出抉择。 

 



 如果企业能同时获得成本领先和差异化的
竞争优势，回报将是巨额的，因为收益是
累加的－－差异化会带来价格溢价，与此
同时，成本领先则意味着成本的降低。 



 在三种情况下，企业能同时取得成本领先
和差异化的优势地位： 

1、竞争对手夹在中间 

2、成本受市场份额或产业间相互关系的强烈
影响 

3、企业首创一项重大革新 



 或许那些成功整合了低成本和差别化战略
的企业所实现的主要收益在于其一般很难
为竞争者复制或模仿的优势。组合战略可
使企业向顾客提供两类价值：差别化特征
（如高质量、品牌认同和声誉）和较低的
价格（由于企业在价值创造活动中的成本
较低）。于是，目标就变为以有效的方式
向顾客提供独特的价值。 



 有些企业能同时获得两类优势。例如，因
为在制造中很少需要返工、正当索赔很少、
顾客服务部门很少有解决顾客投诉的要求，
高质量就可以产生较低的成本。因此，组
合优势的收益就扩大了，而不是只能得到
两者中的一种。 



 自动化与柔性制造体系利用制造技术上的
进步，如CAD/CAM（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计
算机辅助制造）及信息技术，很多企业能
够制造低成本、小批量的独特产品，即
“大规模定制”。制造者可以满足顾客对
高质量产品的要求，提供大量不同的特色，
并实现统一的一致性和较低的价格。 



 企业应该一直积极探索所有不牺牲经营岐
异性的成本节约的机会。企业也应该追求
不以付出高昂成本为代价的差异化的机会。
然而，除此之外，企业应该准备对其最终
的竞争优势做出选择，并相应解决权衡取
舍的难题。 



4.5  持久性 

 一种基本战略如果不具有相对于竞争对手
的持久性，就不能为企业带来优于产业平
均水平的经营业绩。三种基本战略的持久
性决定了企业的竞争优势能否抵御竞争者
行为或产业发展带来的侵蚀。 



基本战略的风险 

 成本领先战略的风险： 

竟争对手模仿 

技术变革 

经营歧异性的相应地位丧失 

成本集聚的企业获得细分市场上更低的成本 

 



 差异化战略的风险： 

竟争对手模仿 

歧异的基础对客户的重要性削弱 

成本的相应地位丧失 

目标集聚的企业在细分市场获得更具歧异性的
经营 

 



 目标集聚战略的风险： 

结构侵蚀 

需求消失 

多目标竟争对手主宰细分市场 

 

 



 一种基本战略的持久性要求企业具有增加
战略模仿困难的壁垒。任何一种基本战略
都面临竞争对手攻击的风险。例如，一个
追求差异化战略的企业，可能会受到扩大
成本差距、缩小岐异性程度、把客户渴求
的岐异性转移到其它方面或采用集聚战略
的竞争对手的攻击。每一种基本战略都易
受到不同的攻击。 



 在很多产业里，只要企业寻求不同的竞争
优势，或者选择差异化战略或集聚战略的
基础不同，这三种基本战略就有可能共存，
一些产业中几个强大的企业如果在追逐以
客户价值的不同来源为基础的差异化战略，
这个产业的获利情况常常就会十分理想。
这将有利于改善产业结构并且导致稳定的
产业竞争。 



 然而，如果两个或更多的企业选择建立在
相同基础上的相同战略，这样的争夺可能
是一场无利可图的持久战。 



4.6  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的比较
分析 

 



4.6.1  成本优势的经济学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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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差异化优势的经济学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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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价值链与成本优势 

 完整的成本分析需要将企业的价值链进行
分解，以便能够确认： 

每项活动对总成本而言的相对重要性； 

企业实施每项活动的相对效率； 

每项活动对总成本而言如何影响其他活动的成
本； 

哪些活动应该由企业自己进行而哪些应该外包。 

 



 对企业成本地位的价值链分析包括以下几
个主要阶段：  

 1．将企业分解为独立的活动。 

 决定正确的价值链活动是一个判断问题，
它需要对整个业务流程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包括从投入到产出的转换过程和产出到客
户的发送过程。 



 

 考虑的重点是： 

一项活动从其他活动的分离； 

每项活动的重要性； 

每项活动就成本驱动因素而言的不同点； 

与竞争对手相比，开展特定活动的方式的差异
程度。 

 



 2．确立不同活动在产品总成本中的相对重
要性。 

 需要将注意力放在那些决定产品成本的重
要源泉上。在成本分解时，应该将经营成
本和资产详细分配到每项价值活动上去。 



 虽然采纳以活动为基础的成本分解方法可
以更容易地获得成本数据，但详细的成本
分配方法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即使没有
详细的成本数据，通常我们也可以确认关
键活动，确认哪些活动的实施效率相对较
高而哪些活动的效率相对较低，辨别成本
驱动因素和提出相应的建议。 

 



 3．以活动来比较成本。 

 为确认企业进行的活动中哪些效率相对较
高哪些相对较低，企业应该与竞争对手对
比，为每项活动制定一个标准的单位成本。 

 



 4．辨别成本驱动因素。 

 对每一项活动来说，哪些因素决定了企业
相对于其他企业的成本水平?有些活动的成
本驱动因素很明显，仅仅根据成本结构和
活动性质就能辨别出来。对于资本密集型
活动，比如汽车厂里的车体成型操作，影
响成本的最重要的因素包括资本装备成本
和周产量等。对于劳动密集型的装配线，
关键因素就是工资水平、工作速度和次品
率等。 
 



 5．确认内在联系。 

 一项活动的成本可能会部分地由其他活动
的实施方式所决定。对一个阶段上出现的
错误进行仔细的追踪，找出前一阶段的错
误源头，这是全面质量管理的一个关键因
素。近年来，对整条价值链的活动进行最
优化已经成了削减成本和加快速度的主要
源泉，也成了计算机整合生产面临的一大
挑战。 
 



 6．确认成本削减机遇。 

 确认了每项活动的成本驱动因素，找出了
相对无效领域，削减成本的机遇就很明显
了。 



 例如： 

如果规模经济是主要成本驱动因素，那么能否
扩张生产能力呢? 

如果工资成本是关键因素，那么能否通过直接
削减或转移生产地点来削减工资成本呢？ 

如果特定的活动无法由自己高效实施，那么能
否外包或由外部购入呢? 



4.8  价值链与差异化优势 

 差异化战略要取得成功，使企业创造某种
差异化的能力与顾客对其的需求相匹配是
关键之所在。价值链就是这样的一个有用
工具。 



 使用价值链识别差异化优势的机遇涉及四
个主要阶段： 

 1．为企业和顾客建立一条价值链 

 在建立价值链时，不仅要考虑直接的顾客，
还要考虑到价值链下游的其他企业。如果
企业为不同的顾客提供产品，比如钢铁企
业可能既向汽车生产商提供钢板，也向白
铁制品生产商提供同一产品，那么就应该
为每一主要类型的顾客分别建立一条价值
链。 
 



 2．识别每项活动独特性的驱动因素 

 对企业价值链上的每项活动进行仔细研究，
找出那些可以使本企业与其他企业区别开
来的变量和行为，就能对企业对其产品进
行差异化的潜力作出恰当的评价。 



 3．为企业确定最有前途的差异化变量 

 在我们所识别出来的独特性的驱动因素中，
应该选择哪一个作为企业差异化战略的基
础呢? 



 从供给方面来看，可以考虑的重点有这样
三个： 

 首先，我们必须确定，与竞争对手相比，
企业在哪些方面拥有较大的差异化潜力，
或者差异化的成本更低。这需要对企业的
资源和能力等内部优势进行一定的分析。 

 



 其次，为了识别差异化最有前途的方面，
我们还需认清各项活动之间的联系，因为
有些差异化变量涉及到几项活动之间的相
互作用。例如，产品的可靠性就可能是下
列几项互相联系的活动的结果：对外购投
入品的监督、生产工人的技术和动机、质
量控制和产品测试。 

 



 最后，还要考虑到维持不同类型的独特性
的难易程度。需要大量个体之间的复杂协
作的技术和特殊资源是差异化的基础之一，
如果企业的差异化对这些方面的依赖程度
非常高，那么竞争对手要想模仿这些差异
化源泉的难度就越大。 



 4．设定企业自身与顾客价值链的联系 

 差异化的目标就是为企业获取一定增值的
价格，这就需要企业的差异化为顾客创造
价值。为顾客创造价值有两种实现方式：
一是为顾客降低成本，二是有助于顾客的
差异化战略。 



 为了找出为顾客创造价值的方法，企业应
该从顾客的活动出发，确定自身的差异化
与顾客的成本压缩和差异化之间的联系。 

 



 对这些联系的分析也能评价差异化的盈利
潜力。企业为顾客创造的价值是顾客愿意
向企业支付的最高溢价。 

 



 与低成本优势相比，差异化作为企业竞争
优势的基础更有持久性，这就是它的引人
之处。而且，差异化优势不易受外部环境
变化的影响，竞争对手要想模仿也比较困
难。 

 



 对任何一项经营业务来说，差异化的潜力
都是巨大的，既可以通过产品外观进行差
异化，也可以通过补充服务进行差异化，
既可以是有形的差异化，还可以是无形的
差异化。差异化超越了技术、设计和营销
的层次，囊括了企业与顾客关系的方方面
面。 

 



 差异化优势的核心是提高顾客可察觉的价
值，其途径要么是比竞争对手的效率更高，
要么是成本更低，这需要企业将自己的差
异化能力与顾客对差异化的需求和偏好相
匹配。 

 



 价值链为差异化优势分析提供了一个有用
的分析框架。价值链通过对如何为顾客创
造价值的分析和对企业每项活动的差异化
机会的评价，协调了差异化的供给方面和
需求方面。 

 



 成功的差异化既需要敏锐的分析，又需要
有创造性的想像力，这两者并非水火不相
容。一个好的差异化分析的系统框架也能
够激发创新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