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章  纵向整合 

 



5.1  先行案例：耐克公司的虚拟生
产模式 

 总部位于美国俄勒冈州Beaverton的耐克公
司是全球著名的体育用品制造商。该公司
生产的体育用品包罗万象：服装、鞋类、
运动器材等等。 



 耐克公司用自身骄人的业绩印证着其创始人比
尔·鲍尔曼(Bill Bowerman)曾说过的一句话："只
要你拥有身躯，你就是一名运动员。而只要世界
上有运动员，耐克公司就会不断发展壮大。"  



耐克公司标识 



5.1.1  耐克公司的崛起 

 1958年，菲尔·耐特(Phil Knight)是俄勒冈
（Cregon）大学田径队的一名中跑运动员。
他在许多场合向自己的教练比尔·鲍尔曼抱
怨，美国缺少真正的好跑鞋。他当时学习
会计专业，毕业后回到了他的家乡，俄勒
冈州的Port Land教书。 



菲尔·耐特(Phil Knight) 



 后来，菲尔·耐特制定了一个在日本制造而在美国
销售低成本跑鞋的计划，这是他为取得斯坦福大
学（Stanford University）MBA学位所做的一次
作业。毕业后，耐特与比尔·鲍尔曼——从前他在
俄勒岗大学的田径教练——合作，把他的计划变
成了现实。因为鲍尔曼的爱好是制作手工的轻便
跑鞋，他的专业才能对耐特非常有价值。1964年，
鲍尔曼和耐特每人出资500美元成立了蓝带运动
公司（Blue Ribbon Sports）。 



 耐特和一家日本运动鞋制造商奥尼塔克·泰
格公司（Onituka Tiger Co．）谈判，生产
鲍尔曼设计的跑鞋。由于耐特在一次田径
会上成功地发送了虎牌（Tiger）运动鞋，
蓝带运动公司的鞋开始受到专业跑步运动
员的关注。 

 



 刚开始，耐特凭借他在运动界的关系，开
着一辆旅行车在各类田径赛上兜售他的跑
鞋。他从日本进口各种跑鞋，但他常常感
到有一种潜在的需求：即美国需要自己设
计的跑鞋。在耐特不断探索时，耐克跑鞋
的销售势头非常好，这使得耐特完全有能
力建立自己的鞋厂。但他决定继续利用日
本厂商的制鞋公司。 



 1971年，蓝带运动公司取得了“斯伍士”
（Swoosh）商标，并在同年推出了“耐克”
（Nike）品牌。蓝带运动公司1972年正式
更名为耐克公司。耐克是希腊胜利女神的
名字。 1972年，耐特与日本厂商签定了第

一份合同，开始生产完全由美国人设计的
耐克鞋。 

 

 



 在随后几年中，日元对美元逐渐走强，日
本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这使得日本生
产的鞋价格升高。为了削减生产成本，耐
克公司在1975年将其生产能力从日本转移
到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当时这两个地方
的工资成本相当低。耐克的成本因此大幅
度下降，这使得公司为未来产品的开发与
营销积累了更多的资金。 
 



 当时，在美国运动鞋市场占据统治地位的
是阿迪达斯(Adidas) 、彪马(Puma)和Tiger。
20世纪70年代初期，慢跑热逐渐兴起，数

百万人开始穿用运动鞋，因为运动鞋不仅
穿着舒适，而且还是健康而年轻的象征—

—这就是大多数人向往的形象，运动鞋即
将流行起来，但以阿迪达斯为首的“铁三
角”没有掌握这一发展趋势，耐克却跑步
进入了。 



 耐克鞋的第一次革命性变革是在1975年，
起因竟是一块华夫饼。 



 那天，鲍尔曼和家人饭后吃华夫饼。华夫饼那密
布的小细孔及其松软富有弹性的质地使他突发联
想：要是在鞋底贴上一块华饼那样凹凸不平的橡
胶块，情况会是怎样呢？ 

 于是，他立即着手制作。当他把压出来的橡胶块
贴在太太的鞋底上试穿时，奇迹发生了：太太感
到穿上它脚底有弹性，走路既轻松又舒适。 



 后来鲍尔曼又几经改进终于制造出了第一
双全新的耐克牌运动鞋，公司很快将它作
为拳头产品推向世界市场，果然，财源滚
滚流向鲍尔曼和耐特的公司。 

 



 耐克1976年的销售额从前一年的830万美
元猛增到1400万美元。耐克像野火一样发
展起来。  



NIKE Fire 

 



 公司为开发新样式跑鞋而花费巨资，到20

世纪70年代末，耐克公司有将近100名研
究人员，其中许多人有生物、化学、实验
生物学、工程技术、工业设计学和多种相
关领域的学位。 



 这种雄厚的研究力量开发出140余种不同式样的
产品，其中不少产品是市场最新颖和工艺最先进
的。这些样式是根据不同脚型、体重、跑速、训
练计划、性别和不同技术水平设计的。这些风格
各异、价格不同和多种用途的产品，吸引了成千
上万的跑步者，使他们感到耐克是提供品种最齐
全的跑鞋制造商，数百万各式各样、各种能力的
跑步者都有了这种观念，这在一个正在发展的行
业里是个非常吸引人的形象。 
 



 到了1979年，耐克通过策划新产品的上市
及其强劲推销，市场占有率达到33％，终
于挤进原来由阿迪达斯、彪马和Tiger所建
的“铁三角”，成为销售明星。到了1981
年，其市场份额甚至达到50％，遥遥领先
于阿迪达斯，而耐特本人也跑步进入了
《福布斯》杂志令人垂涎的美国最富有的
400人之列。 
 



5.1.2  挫折 

 到1984年，耐克公司连续5年的年增长率
都是44％。不过，耐克错过了新兴有氧运
动鞋市场。当锐步开始向女性大量销售时
髦的有氧运动鞋时，它成了运动鞋市场的
领先者。1984年耐克的股价下降了60％，
1983年至1985年间的利润减少了80％。  



 一些分析家认为，股价和利润的下降是公
司经理们的过错，他们在公司早期成功之
后产生了自满情绪。80年代早期，菲尔·耐
特集中精力开展国际经营，他将日常决策
留给了其他经理。其他高层经理工作频繁
变动，这使公司在设计、市场营销、产品
方面的协作很差。 



 1985年，耐克过剩的库存运动鞋达到2200

万双，这迫使耐克降价减少存货。过剩库
存也使耐克放弃了远东地区的一些生产能
力，其中大部分后来被锐步得到。耐克失
去行业顶级地位之后，不得不在1986年裁
减了350名员工。 

 



 菲尔·耐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重建耐
克在行业中的统治地位。他组建了一个小
管理团队集中做小市场。他停止让高层经
理变动工作。新广告运动强调制鞋技术。
专门的团队负责确定顾客对运动鞋的需求。
公司也开始在新产品中加入时髦的东西，
包括颜色。 



 耐克开始关注由年轻、时髦的青少年和成
人构成的目标市场，正是这一消费群购买
了最大份额的流行商品。但这一市场对设
计极度敏感及其易变的特性，对厂商而言
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耐克意识到为了扩
大销售额，自己必须从专业运动鞋市场向
大得多的关注时尚的少年青年所接受的市
场转移。 



 这是最初由锐步公司占领的阵地，锐步提
供了优质的产品，也进行了被耐克公司不
屑的公共关系活动。菲尔·耐特认为自己的
公司是“运动产品的最佳表现”，而锐步
的保罗·法尔曼批评他“只是一个做鞋的”。 



 为了回击锐步公司，耐克公司开始在新运
动鞋设计开发上投人大笔资金。最成功的
设计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耐克气垫
鞋”。 



 “直观上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技术”一家美国
工业时事通讯《运动产品通讯》的发行人
约翰·霍兰说，“对消费者来说，如果你把
一个气囊放在脚下，它就很明显地会起到
缓冲作用。” 

 但是直至20世纪90年代“耐克气垫鞋”才
被投入市场，并开始把成功带给耐克公司。 



 经过20世纪80年代近十年的困难和革新，
耐克公司认识到必须在设计上创新并进行
持续研发。耐克公司的市场份额从1989年
的25％上升到1990年的28％；而锐步公司
的份额从24％下降到21％。 



5.1.3  进军全球市场 

 耐克公司诞生初期，整个世界运动鞋市场
被德国的阿迪达斯和彪马把持着。耐克公
司的决策者迎难而上，依靠产品的质量和
款式，用强有力的营销手段，主动出击国
际市场。 



 德国的阿迪达斯是耐克在欧洲的最大竞争
对手。欧洲人出于本能，偏爱欧洲大陆上
生产的一切。阿迪达斯正是利用这点向耐
克展开强大的攻势。此外，耐克运动鞋价
格昂贵，每双售价高达80—200美元，使
一些欧洲人难以接受。 



 针对这一状况，耐克公司刻意揣摸迎合欧
洲人的心理特点。比如法国青年好标榜，
耐克就在鞋上贴上价格标签，以满足法国
青年的身份表现欲。荷兰25岁以上的人喜
欢穿白色的动动鞋，25岁以下的人则喜欢
色彩鲜艳的运动鞋，耐克就区分对待。 

 



 在日本，虽然市场不易打开，传统习惯也
较难改变，但年轻人在体育上追随美国的
潮流远比西欧迅猛，加上国家小而人口密
集和市场活跃，人均国民收入高，耐克就
以较小的分销成本去开拓市场，与日本企
业建立联营机构，共同经营，结果，耐克
产品在日本长驱直入，大获成功。 
 



 在海外市场，耐特担心耐克鞋正在失去原
有的正宗、做工一流的形象。这一切归咎
于忽视营销策略以及销售体系松散。外国
零售商也是怨声载道，耐克公司总是采用
高压手段强迫他们早早地订购耐克鞋，而
只有美国零售商才习惯这种方式。 

 



 为了加强国际行销力量，耐克逐渐买断在世界各
地的分销权，以使公司行使更多的控制权。耐克
一方面要让好生意从国外市场不停地冒出来，另
一方面以维护耐克的品牌为宗旨。 

 一些“为耐克所拥有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加
坡、中国的台湾和香港、新西兰、韩国、日本和
马来西亚。耐克将31个欧盟国家的分销中心合并
成为一家设在比利时的分销中心。 



 1985年耐克公司的全球利润为1300万美元，
1994年公司的全球营业额达48亿美元；其
市场占有率独占鳌头，是位居第三的阿迪
达斯公司的两倍多，为24%。 



 此后，耐克公司的成长步伐并未减慢，
1995年与1994年相比，全球销售额上升
38%，税前利润增长55%。耐克公司股价
上涨更是令人称奇，由1993年的每股43美
元，猛涨到1995年的每股103美元。 



5.1.4  虚拟生产模式 

 耐特认为他的成功秘诀是：首先是热爱体
育，而后是打破商业行为中的条条框框。 

 



 耐克公司突破了原有的生产流程组织模式，
走出了一条全新的经营之路。 



 耐克公司将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
源集中起来，全部投入到产品设计和市场
营销这两大部门中去，全力培植公司强大
的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能力。耐克公司认
为，在运动鞋生产领域，最重要的职能，
一是产品的设计和开发；二是商品的市场
营销。 



 在运动鞋生产经营的价值链条上，价值含
量最高的环节也都集中在这两个部分。 

 耐克公司形成了强大的设计和营销部门，
以至于人们一提起耐克，就感觉到它是新
产品的代名词。产品设计和品牌营销成了
耐克的两件有力的竞争武器。 

 



 与此同时，耐克公司将产品的生产任务外
包，形成虚拟生产组织形式。 

 在生产职能这一块，耐克公司的实力为零，
它既没有生产加工车间，也没有雇用任何
生产第一线的工人。 



 耐克公司的全部鞋类产品都是通过承包合
同进行生产的。耐克公司的工作人员主要
负责生产过程的服务部分，包括产品的设
计、开发、市场营销以及分销。例如，通
过他们的“未来”库存控制系统，耐克公
司可以准确地预测市场需求，从而保证生
产规划的精确性。这种系统可以避免库存
过多出现的现象，也可以获得适当的承包
价格。 



 为了与供应商之间保持稳定、灵活的关系，
耐克公司通过三种不同的承包商建立了自
己的生产网络： 

 



 第一类是现有合作商，他们是公司最重要
的一个群体，这些承包商共同参与产品的
开发过程，负责新产品的设计。这些承包
商一般设立在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但
是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一些劳动密集
型的活动已经转移到其他国家，现有合作
商根据按月份提供的订单专门为耐克公司
生产产品。 
 



 耐克公司的第二类供应商被称为待发展资源，他
们为耐克提供了低价格劳动力以及转移生产地点
的可能性。目前，这些供应商主要是在中国大陆、
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几乎所有的供应商都是耐克
公司的独家生产商，因此他们在进行产品升级改
造的过程中都可以得到公司的帮助。他们将成为
耐克公司的第二代现有合作商。 

 



 第三类供应商被称为批量制造商，为大量
的其他独立采购商生产产品。通常，他们
只为耐克公司生产特定品牌的产品，但并
不参与新产品的开发，因为公司担心他们
可能向竞争对手泄露信息。对于这些承包
商来说，耐克公司为他们提供订单的时间
并不固定，各月之间订货数量的波动范围
一般在50%左右。 
 



 外包一直是耐克公司的主要生产方式。例
如在印度尼西亚，耐克公司与12家工厂签
订了承包协议，这些工厂每年生产7 000万
双运动鞋。 

 



 耐克公司的外包活动采取了一种以地区为标准的
模式，以至于加蒂弗莱明（Jardine Fleming）公
司开发的“耐克指数”可以用于跟踪一个国家的
经济发展水平。 

 当一个国家开始生产耐克产品的时候，说明这个
国家已经进入了发展阶段（例如印度尼西亚是在
1989年，越南是在1996年）。 



 当劳动力开始从基本行业（例如制鞋行业）流入
其他更为先进的行业的时候，例如汽车生产和电
子产品（香港是在1985年，韩国是在1990年），
说明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当一个国家成为耐克产品主要市场的时候（日本
是在1984年，新加坡是在1991年，韩国是在
1994年），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已经完全达到了
发达国家水平。 

 



 耐克虚拟生产组织形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存货控制体系。这种体系被称为“期
货”，是耐克能够持续创利的关键所在。
耐克要求零售商必须提前6—8个月就预订
其总购量的80%，只有这样耐克才能保证
发货时间并给予10％的折扣。 



 结果，由于耐克公司对供订货情况了如指
掌，它有足够的时间按订货来安排生产。
这就避免了过多的库存，同时也确保了能
从其亚洲各分厂获得较理想的出厂价。零
售商们讨厌这种制度，因为一旦他们对市
场的估计出现差错，他们就会被这些鞋困
住。 



 但是耐克的市场吸引他们去试试运气。虽
然耐克的竞争对手也在做同样的事，但当
耐克公司按照已经达成的交易开始发货时，
它就已经领先对手一程。锐步公司的卡莫
迪说：“耐克拥有一个强大的后勤体系，
比我们的后勤体系要强大的多。” 



  

 美国商业杂志FastCompany网络版日前发布
了“2013年世界上最具创新力公司50强”
榜单，耐克、亚马逊居首，谷歌第11名，
苹果第13名，腾讯排第16名，Facebook与
Twtter落选。耐克荣获2013年最具创新企业
第一名。 



 2012年，Nike的实验室经历了两次分化，
首先是150美元的运动腕带Fuelband，它可

以测量人们一天的运动所消耗的全部卡路
里，这是Nike公司将力量投入数字领域最

为明显的标识；而另一项创新则是
Flyknit——一种鞋面轻量化的技术，这是
Nike对于制造过程的重新思考，在让鞋子

减重的同时也使鞋子更加环保，当然，也
降低了长期的生产成本。 

 



 在一年之内完成这其中的一项创新已经是
极罕见的，尤其是这种有44000名员工的大
企业，但是Nike公司CEO Mark Parker知道

一家公司不能仅仅依靠明星代言，还需要
其他的东西来打败Adidas以及Jawbone和
Fitbit等新老对手。 



 在FastCompany看来，有4点因素成就了耐克的创

新神话。首先，一旦想发明有突破性的技术，就
会全部投入。比如，为了Flyknit，公司专门构建

了一套全新的生产程序，而它也改变了公司的供
应链。其次，预测产品的演变，Nike会保持自己
的超前的思维。在Fuelband发布后，Nike就已经

想到要做一款可以监测太阳穴了解运动员身体状
况的眼睛。再次，耐克擅长与合作伙伴合作，在
Parker看来，在一个快速反应的世界里，一家公
司没有必要自己开发所有的技术。所以Nike才会

与更多的工业设计公司合作。最后，在全公司建
立运动的文化氛围。  

 



 2014年营业收入258.36亿美元，增长7.1%

；利润24.85亿美元，增长11.8%。  

  2014年世界500强排名第 462 名。 

 在2014年《财富》全球最受赞赏的公司排
名中耐克排名第13 。 



供讨论的问题 

 1、请简要归纳耐克公司经营模式的特点。 

 2、耐克公司为什么要将生产活动外包？ 

 3、耐克公司为什么要对零售商进行一定的
控制？  

 4、你认为耐克模式面临哪些威胁？ 



5.2  纵向整合的分析框架 

 迈克尔•波特在《竟争战略》一书中指出：
许多纵向整合的决策都是有关“生产还是
购买”的，集中在这样一个决策所需的财
务计算上。也就是他们专注于估计整合后
的成本降低和与之相平衡所需要的投资。
然而，纵向整合决策的含义要比这些广泛
得多。纵向整合决策的关键不是财务计算
本身，而是作为计算的原材料的数字。 



 决策必须超出对成本及投资要求的分析范
畴，要考虑更广泛的有关整合与利用市场
交易的战略问题，以及在管理一个纵向整
合的实体时所遇到的能够影响整合企业成
功的许多复杂管理问题。这些是很难量化
的。纵向整合的利益和成本的战略意义和
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直接的经济范畴内，
而且还间接影响它的组织，这是决策的实
质。 



 在这里，我们要考察纵向整合的经济和管
理的效果，以便帮助管理者决定在一个战
略环境中的纵向整合的适当程度，指导做
出纵向整合或分解的决策。要找到企业纵
向整合的适当程度，需要使纵向整合的经
济和管理上的成本达到平衡。这种平衡，
以及某些特定的成本与利益本身依产业及
企业的特定战略状况不同而不同。 



 企业执行的是部分整合政策（内部生产一
部分自己需要的产品，另外一部分从外部
得到），还是完全整合政策，也会影响利
益与成本。另外，通过准整合，整合的许
多利益有时可以在无成本发生的情况下获
得。 



 所谓准整合，即是利用债务或共同投资以
及其他方式，不要求全部的所有权，在纵
向相关企业之间创造联合。这种分析框架
不是一个公式，而是一种引导，着重强调
纵向整合的成本和利益的重要性，提醒管
理者对纵向整合可能暗伏的危险保持警惕。 



 这种框架还需两个方面的连接，一是对特
定情况下的产业和竞争的细致分析，另一
方面是通过分析企业制定的纵向整合决策
进而对其战略作细致的评估。 



5.3  纵向整合的成本和利益 

 首先，纵向整合不可避免地有成本支出，
也不言而喻地有利益期望。在这里简要概
括这些成本和收益，以便对后面展开针对
具体的前向整合公司或后向整合公司的某
些结论的检验作好准备。 



5.3.1  纵向整合的利益 

 1、整合的经济性 

（1）合并作业的经济性。 

（2）内部控制和协调的经济性。 

（3）信息的经济性。 

（4）回避市场的经济性。 

（5）稳定关系的经济性。 



 整合的经济性是分析纵向整合的核心，这
不仅因为它本身的重要性，而且它将对以
下要讨论的整合中的其它一些问题有重要
意义。 

 



 2、开发技术 

 3、确保供应或需求 

 4、抵消侃价实力与投入成本扭曲 

 5、差异化能力 



 6、提高进入和移动壁垒 

 7、进入高回报产业 

 8、防止被封阻 

 



5.3.2  整合的成本 

 1、克服移动壁垒的成本 

 2、增加经营杠杆 

 3、降低改换伙伴的灵活性 

 4、较高的全面退出壁垒 

 5、资本投资需求 



 6、封阻获得供应商及顾客的研究或他们专
有技能的通道。 

 7、保持平衡 

 8、弱化激励 

 9、不同管理要求 

 



5.4   交易费用与纵向一体化 

 交易费用的概念是罗纳德•科斯首先在他的
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的。
科斯提出下述问题：既然经济理论强调了
竞争市场机制的效率，为什么许多经济活
动发生在这个价格系统之外，也就是在以
集中指挥取代了市场交易的厂商内部？科
斯的结论是，使用市场一定产生了成本，
并可以在厂商内部得以消除。这些成本就
被称为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包括谈判、制定和执行契约的时
间和费用。交易费用产生于交易的一方或
多方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的时候，即追求最
小成本和最大收益。交易费用还包括机会
主义行为的不利后果，以及试图阻止机会
主义行为的成本。 



5.4.1 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主要观
点 

 1、分析市场交换成本的出发点是对契约的
分析。因为除了简单交易以外，其他所有
交易都会使得一方当事人面临贸易伙伴的
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所以需要契约。完
备契约（为关系中的各方当事人提供全面
详细的权利和责任描述）可以完全地保证
当事人不受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 



 但是，签订完备契约的要求是极端苛刻的，
所以大多数现实的契约在一定程度上都是
不完备的。 



 不完备契约在描述契约的各方当事人应该
做什么、拥有什么权利上，包含一定的模
糊不清的描述或开放式结尾。通常，这种
模糊不清的描述或开放式结尾只有在契约
展开以后，才会表现出来。 



 2、契约不完备的原因有许多。它们包括有
限理性、详细指定或衡量绩效的困难，以
及非对称信息：关于与契约相关的参数或
意外事件的隐蔽行动。 



 3、在不完备缔约环境下，契约法减少了依
赖契约的成本。契约法的原则减轻了当事
人在每桩交易中签订小概率意外事件的必
要性。但是诉讼成本很高，所以契约法通
常不是完备契约的完美替代品。 



 4、如果交易包括关系专用性资产，机会主
义行为的问题就会特别严重。当交易包含
关系专用性资产时，交易的当事人不可能
不耗费成本就转换贸易伙伴。 



 涉及关系专用性资产的交易在缔约可能性
的性质上，涉及一个根本性转变。在作出
关系专用性投资之前，厂商会面临多家潜
在贸易伙伴的竞标情况。但是，作出投资
以后，厂商就只有少数（如果还有）可供
选择的贸易伙伴。资产的专用性有多种形
式，包括物质资产的专用性、地点的专用
性、贡献资产和人力资产的专用性。 



 5、在厂商内部组织交易（纵向一体化）可
以避免市场交换中的交易费用。纵向一体
化可以降低由于不完备契约和要挟问题产
生的交易费用，原因有三： 



 第一，治理安排。在厂商内部组织交易开
辟了形式独特的治理安排的机会，在解决
争议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强的影响力，
以及在未预测的环境变化上交易的适应能
力更强； 



 第二，重复关系。厂商内部交易的当事人
可以在重复关系中处理问题，这样可以降
低不确定性，提高关系专用性资产的投资
盈利能力； 

 第三，组织影响。 例如组织文化，提高了

当事人以合作模式，而不是对立模式，进
行交易的意愿和能力。 



5.4.2 关于使用市场的收益和成本
的观点 

 收益： 

 1、市场厂商可以达到规模经济，而只供内
部需要的生产不能达到。 

 2、市场厂商受到市场规则的约束，它必须
是有效率的和有创新性的，才可以生存。
但是，企业整体上的成功可能掩盖内部部
门的无效率和缺乏创新性。 



 成本： 

 1、当某项活动是向一家独立的市场厂商购买，
而不是内部生产时，纵向链条中生产流程的协调
可能会受到损害。 

 2、当某项活动是由一家独立的市场厂商执行，
私有的信息可能会被泄露出去。 

 3、可能产生与独立市场厂商的交易费用，而在
内部完成此项活动则可以避免该成本。 



5.5  纵向关系设计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只不过对纵向一
体化和买卖双方的直接交易进行了简单的
比较。事实上，买卖双方在互相作用和协
调各自利益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关系。 

 



5.5.1  长期合同和“准纵向一体化” 

 在讨论市场交易时，我们只把重点放在了
现货交易上。所谓的现货交易就是单个的
现时交易行为，比如，一位采购者从面包
坊购买了一块长条面包，一位经纪人在纽
约股票市场上卖出100股IBM的股票，美国

石油公司从科威特石油公司采购了一油轮
原油。 



 但是，现货交易并非企业间的惟一交易方
式，甚至并非最常用的交易方式。向生产
性企业供应零部件和原材料通常会在供货
商与企业之间建立起一种长期关系。同样，
生产商、分销商和零售商之间的供货关系
也是长期性的。 



 有时候，长期关系以书面合同的形式明文
规定，协议的条款和双方的责任白纸黑字，
一一载明，而有时候这种长期关系则建立
在信任和互相理解的基础之上。 

 



 如果买卖双方数目众多，产品标准化和双方所需
的交易专用性投资极少，现货交易方式就非常有
效。如果买卖双方数目很少，产品或服务根据顾
客要求提供，或者交易专用性投资较大，那么，
长期合同就可以很好地代替纵向一体化发挥作用。
要是纵向关系非常紧密，具有长期性，那么，这
样的长期合同就可以称为“准纵向一体化”或增
值伙伴关系。 

 



 在不同的关系类型中进行选择和设计合同形式时，
两个因素对效率至关重要： 

 1．风险分配 

 除了现货交易之外，任何一种协议都得处理好合
同期限内的不确定性。任何合同都有一个重要的
特点，那就是它的条款都涉及到合同双方的风险
分配问题，尽管这种分配通常并不以明确的文字
形式进行。 



 风险该如何分配?这主要取决于双方的协商能力
和效率因素。在汽车生产商和零部件供应商之间
的合同中，价格通常6个月或12个月固定不变，
由于在合同期内，成本经常发生变化，所以这样
的合同实际上就是由供应商承担了风险。在天然
气供应合同中，诸如电厂这样的大买家可以固定
的价格购买天然气，而交易实力较弱的小顾客，
比如住户，就只能接受供应商有权变动价格的合
同。  



 2．激励结构 

 一份合同要想降低交易费用，它就必须能
够为合同各方提供一些合适的激励措施。
比如，一份为建筑项目提供现成混凝土的
供货合同，如果合同没有明确规定水泥、
沙子和碎石的混和比例，那么，供应商就
有偷工减料的动机。 



 但是，如果在合同中详细规定各项要求，
交易费用就会增加。通常最有效的激励方
式就是未来业务的许诺。许多供货协议并
没有正式的合同规定，但双方都明白，每
笔交易的满意程度和反应情况都比较合意
的话，双方就能建立起长期的业务联系，
这是最成功的长期性纵向关系。 



 但这样的关系型合同也可能会导致机会主
义行为的出现，所以必须有一些保证措施
存在，合同各方的交易专用性投资就可以
充作“交易质押”，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
发生。 

 



Marks & Spencer公司的供应商关
系管理   

 Marks & Spencer公司无疑是英国20世纪
最成功的零售商。从19世纪90年代创立以
来，公司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近半
个世纪里，收入和利润持续增长。 



Marks & Spencer公司标识 

http://www.marksandspencer.com/b/42966030/275-0528112-3641269?ie=UTF8&intid=gnav_hp_img&pf_rd_r=108QTBT4H55MJBFZT3JC&pf_rd_m=A2BO0OYVBKIQJM&pf_rd_t=101&pf_rd_i=42966030&pf_rd_p=467211433&pf_rd_s=global-top-3


 公司最早以服装为主要经营品种，但20世
纪70年代开始向食品领域进军。坚持高质
量和物有所值，坚持将所有的商品以Marks 

& Spencer公司专用的 The St Michael商标出
售，这是公司战略的核心因素。 



 用一些报纸上的话来说，这家公司等于引
起了一场社会革命。因为原先从人们的衣
服穿着上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阶层，但由
于Marks & Spencer公司以低廉的价格提供

制作考究的服装，使得人们花钱不多就可
以穿得像个绅士或淑女，以“貌”取人的
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动摇。 



 

http://www.marksandspencer.com/b/42966030/275-0528112-3641269?ie=UTF8&intid=gnav_hp_img&pf_rd_r=108QTBT4H55MJBFZT3JC&pf_rd_m=A2BO0OYVBKIQJM&pf_rd_t=101&pf_rd_i=42966030&pf_rd_p=467211433&pf_rd_s=global-top-3


 

Limited Collection Leather Ribbed 

Cuff Biker Jacket 

 £120.00  



 

Limited Collection Long Sleeve 

Cable Knit Cardigan with Wool  

£49.50  



 

Limited Collection Velvet 

Belted Dress with Silk 

 £45.00  



 今天，Marks & Spencer是全英国服饰商品
的领导通路商，并透过不同的品牌系列，
为不同的年龄阶层与生活族群，提供最棒
的英国流行服饰商品。尤其，男装的Blue 

Harbour系列，目前是全英国最大的男装休
闲品牌；女装的Autograph系列，更是将具
设计师品牌质量的服饰向一般大众推广的
成功案例。  



 



 



 Marks & Spencer坚持Quality品质、Value

价值、Service服务、Innovation创新、
Trust信任的五大品牌哲学 。 



 Marks & Spencer公司不但为顾客提供满意
的商品，还提供最好的服务。该公司售货
员的礼貌服务，在素以彬彬有礼闻名的英
国成为一个典范。 

     



 Marks & Spencer公司在让顾客满意的同时，
还做到了让员工满意。公司对员工要求极
高，但为员工提供的工作条件在全行业中
也属于最好的，员工的工资也最高，还为
员工设立保健和牙病防治所。由于这些优
越条件， Marks & Spencer公司被人称为
“一个私立的福利国家”。  



 Marks & Spencer公司为什么能够坚持物美
价廉呢?原因就在于它的供应商关系系统。 

 这些关系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长
期性（通常都超过十年），同时，这种关
系建立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双方并无明
文规定。 



 没有正式的合同可以提高灵活性，大大提
高双方进行复杂的协作的可能性。例如， 

Marks & Spencer公司在很多方面都干预了

供应商的经营活动，包括产品设计、质量
控制、原料采购、生产技术、人力资源和
供货日期。供应商在这样的关系安排下，
就有动机根据Marks & Spencer公司的特殊
要求，在设备和工艺方面进行大量投资。 



 为什么供应商愿意依赖公司并根据公司的
要求进行大量投资呢? 

 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激励结构。 



 公司的采购政策历经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和
完善，早已名声在外，人们都知道公司在
公平交易方面的卓著声誉。每一个新的供
应商都已经看到， Marks & Spencer公司的

供应商得到了公平的对待，双方之间的长
期合作关系为许多供应商创造了丰厚的利
润。由于声誉已经成了一笔巨大的无形资
产，公司不可能发生一些有关损自身形象
的机会主义行为。 

 



5.5.2 合作关系：日本的分包商网
络和企业集团 

 相对于美国和欧洲的工业厂商，日本工业
厂商的纵向一体化程度较低。它们的规模
较小，并且在纵向链条中更加专业于某一
特定领域。例如，日本十家最大的汽车厂
商向外部采购75%的零部件；在美国，只
有克莱斯勒接近该水平。 



 日本厂商不是通过公平契约来组织纵向链
条，而是依靠纵向链条中上、下游厂商之
间长期的、半正式关系的复杂联合体。 

 



1、分包商网络 

 许多日本制造商广泛采用独立分包商网络，
并保持紧密的长期关系。这些关系不同于
美国和欧洲厂商与他们的分包商之间的关
系，主要表现在日本的厂商之间一般涉及
较高水平的制造商和分包商之间的合作，
并且赋予分包商一系列更复杂的责任。 



 尼森甘奇研究了电子产业中日本和英国的
分包商后，指出了这些差异。在英国，电
子制造商通常依靠分包商从事特定的、具
体定义的工作。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由有关
价格和绩效的契约调解的，并且很难持续
超过少数几个明确的交易。分包商较少为
满足特定买者的需要作出贡献，供应商通
常也比相应的日本分包商的规模大。 



 相反，日本的电子制造商和它的供应商之
间关系通常可以持续较长的时间，有时甚
至是几十年。分包商一般执行更复杂和全
面的任务。例如，分包商不仅仅是制造零
部件，还可能涉及设计和样品测试。另外，
分包商视自己的角色不单纯是完成客户的
订单，而是更广泛地将自己与买者的操作
一体化。 



 例如，为买者的产品建造专门化的组装线，
开发专用机器从而可以更有效地满足客户
的规格要求，或者与客户紧密合作改善生
产过程。尼森甘奇的结论是，对比英国的
相应关系，日本的电子制造商和供应商之
间的关系明显涉及更多的资产专用性。 

 



2、企业集团 

 企业集团是与分包商网络紧密联系的，但
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一系列更正式的
机构联系。6家最大的企业集团（三菱、三
井、住友、芙蓉、三和、第一劝银）各自
拥有超过80名的成员，并由一家核心银行
协调成员之间的关系。 



 企业集团包含了纵向链条中的大多数主要
部分，从银行、生产设施到分销渠道。企
业集团内部的厂商互相交换股权，并且互
相进入各自的董事会。例如，三菱和三井
企业集团的核心银行派遣近200名代表参与

其他成员的董事会，并且有效地选择了大
约20%成员厂商的CEO。 

 



 在正式联系之外，企业集团内的厂商之间
还存在着非正式的私人关系。高层的执行
官员属于同一家俱乐部，并且经常互相交
往。某位经理退休以后，例如丰田，有可
能到丰田企业集团的一家零部件供应商中
工作。 



 企业集团的每位成员都认为未来商业交易伙伴的
首选是企业集团中的另一家厂商。所以，每个成
员都投资于学习其他成员的业务、库存需要、营
销实践等。如果某个企业集团成员遇到需求的突
然增长，它可以相信企业集团内的供应商可以在
不提高供应价格的情况下增加生产。 

 如果一家企业集团成员要求产品转型，它也可以
相信供应商会参与到设计讨论中。 



5.6  纵向关系的新趋势 

 由于长期性的“关系型合同”既有市场交
易的灵活性，又可以避免现货合同所导致
的许多交易费用，所以在西欧和北美的许
多产业里，都出现了一股强劲的远离纵向
一体化的势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日
本企业的启发，因为许多日本企业都与自
己的供应商建立起了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丰田和日产公司自
己直接创造了产品价值的20%到23%，而
福特约为50%，通用汽车则高达70%左右。
然而，日本汽车生产商通过在技术、质量
控制、设计、生产安排与销售安排方面建
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西方企业的反应包括两个层次： 

 1．企业重新定义与供应商的关系。 

 生产商们不再依赖于竞争性的报价供货和书面合
同，而更加注重长期合作所带来的灵活性和密切
协作关系。在汽车制造业和电子产品行业，大公
司纷纷减少供应商数目，并推出供应商认证项目，
即由供应商自己证明能够达到生产商提出的标准，
这样，双方的关系就越来越少地依赖于法律形式
的合同，而更加注重信任和长期合作的互利互惠
了。  



 2．企业集中精力于少数纵向活动，而将更
多的零部件和服务业外包。 

 受压缩成本的驱动，企业对价值链的每一
项活动都进行了详细考察，如果哪项活动
外部供应商的效率更高，那么就将其外包。
北美和欧洲公司的外包引起了零部件和服
务业务的全球采购趋势。 

 



 来自许多企业和行业的证据都表明，这些新纵向
关系在提高企业绩效方面非常成功。 IBM公司和

克莱斯勒公司曾经都是高度一体化的企业，后来
它们将部分零部件和服务业务进行了外包，重建
了供应商关系，结果成本大幅度降低，灵活性大
大提高，新产品开发周期也有了一定的缩短。惠
普、思科和太阳微公司的协作型供应商关系都是
各自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 

 



 外包和反向一体化催生了一种新的组织形
式：虚拟公司。这种公司的主要职能是协
调众多供应商的活动。虽然虚拟公司在灵
活性方面有很大的优势，也能够从外部能
力中进行选择， 但它也有一个重大缺陷，

因为它过于依赖外部技术和生产能力，所
以很容易蜕化为空心公司。 



 渐进的外包活动虽然能够提高成本效率，
但从长期来看，企业将会丧失创新和发展
能力。这与“核心竞争力”有密切的关系。
对一个企业来说，涉及到整合不同知识基
础的能力是最有价值的能力，也是最难于
被其他企业复制的能力，当越来越多的活
动被外包时，企业的核心技能就越来越少
了。 



 哈默和普拉哈拉德认为，核心竞争力体现
在核心产品之上。在很多情况下，核心产
品就是零部件，例如，汽车的发动机和电
脑的微处理器。如果一家企业不断地进行
外包，不断向装配者和销售者角色演变，
那么它的长期竞争力就有危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