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8章  国际化战略 



8.1 先行案例: TCL集团的跨国并购 

 1999年，李东生领导TCL集团，以全球化
的前瞻视野，率先挺进国际市场，开启了
“中国制造”国际化的探索之旅，从此，
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以勇气与智慧展开
了与跨国巨头的正面较量。十几年的历练
和坚持，如今的TCL，经过国际化的严酷
洗礼，完成了涅槃式的“鹰之重生”，进
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8.1.1  TCL集团的崛起 

 TCL集团的早期雏形是1980年的惠阳地区
电子工业公司。1981年，惠阳地区电子工
业公司与港商一起创办了全国最早的12家
合资企业之一的“TTK家庭电器有限公
司”，生产录音磁带。 



 



 四年之后，又兴办了中港合资TCL通讯设
备有限公司，次年开发出我国最早的扬声
免提按键式电话机，通过了生产定型鉴定
并创立了“TCL”品牌。三年之后，TCL电
话机产销量跃居全国同行业第一。 

 



 1992年，TCL投资2000万元进军彩电行业。
彩电行业当时的背景是供过于求，全国100
多条生产线几十个品牌，国家不再批准设
立新的彩电厂。但原来在80年代建立的生
产线绝大部分只能生产21英寸以下的中小
屏幕彩电，只有很少的企业能生产25英寸、
29英寸以上的大屏幕彩电。市场上进口品
牌占80%以上的市场份额。 



 当时进口品牌在国内没有办厂，走私货居
多，价格很贵。1992年，大屏幕彩电市场
增长率超过了25%，而普通彩电的增长率
只有10%~15%。TCL抓住大屏幕彩电的机
会，通过这个增长很快的分支，迅速形成
局部优势，使TCL品牌成功延伸到彩电行
业。 



 在开始的几年里，TCL彩电并没有自己的
生产基地。先是与国内的熊猫电子合作，
TCL选择国内区域市场中有代表性的中心
城市进行有计划的市场推广，取得了成功，
后来由于某些原因，双方停止了合作。
1995年4月，TCL与香港长城电子集团各投
资50%，组建了惠州王牌视听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长城是香港一家上市公司，且在惠州建有
长城工业村，拥有现代化彩电生产线，有
多年生产彩电、音响等家电产品的经验和
一定的海外市场。长城主要为海外客户做
来料加工，彩电产品没有自己的品牌，渴
望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却又缺乏独立的开
拓能力。 



 TCL集团正好利用长城的资金、技术和设
备，发挥自己的品牌效应和国内市场已有
的营销网络优势，迅速打出自己的“王
牌”。同年，TCL王牌彩电跃居全国同行
第六位，大屏幕彩电全国销量第一。 

 1996年3月，长城电子集团控股权发生变
动，终止了与TCL的合作，使TCL面临
“无米之炊”的尴尬局面。 



 6月，TCL与香港陆氏公司达成协议，TCL出资
1.5亿港元，兼并陆氏公司的彩电项目。 

 1997年TCL与河南新乡美乐彩电合作，注资6000

万元，成立了河南TCL——美乐电子有限公司。
这使TCL的彩电生产能力增加了2倍，达到年产
300万台的生产能力。 

 



 1998年，TCL以家用PC作为切入点进入IT

行业。1998年5月，TCL与台湾GVC公司
各注资5000万元建立TCL致福电脑公司，
进入家用PC领域。 



 TCL借助台湾供应商的工厂组织生产，充
分利用其完备的配套资源和丰富的规模制
造经验，选择一体化设计的准系统（除内
存、硬盘、CPU外一应俱全）作为低价PC

的主干，配备可在赛扬和奔腾间自如转换
的双子星主板，极大地缩短了产品制造和
系统测试的时间，为TCL PC的快速发展奠
定了基础。 



 到2001年，TCL电脑已跃居家用PC行业第
三位。 

 



 1999年3月，TCL进入手机制造业。TCL精
心选择市场切入点，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文
化相结合，把手机当作艺术品来制造，率
先向市场推出钻石手机、宝石手机，引起
业内强烈震撼。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TCL相继推出了深
受消费者喜爱的9910、9920、9930、
9930DF、9980、999D、8系列手机、6系
列手机及商机3000Q等产品，其中999D型
手机在2000年10月被《中国青年报》等10
多家北京权威媒体一致评为国产品牌中
“最高档的手机”。这些产品迅速打开了
国内市场并畅销海外，产品供不应求。 



 2001年，TCL移动通讯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30亿元，利润超过了3亿元，成功树立了
“中国手机新形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基本具备了与世界同行企业同台竞技的能
力。 

 



 TCL几乎在其所有进入的领域，都实现了
后来居上： 

 在彩电行业，1992年进入市场，1996年进
入三甲，2001年产销量达到613万台，跃
居行业第一。在全国彩电行业普遍亏损的
情况下，TCL彩电仅2001年的赢利就达
3.58亿元。 



 在PC行业，TCL 1998年进入市场，2001

年TCL PC已跃居家用PC市场第三位。 



 在手机行业，TCL手机1999年进入市场，
2001年，TCL手机在国内手机厂商中排名
第二。 

 2002年上半年，TCL跃居国产手机销量第
一，在国内市场中外手机品牌中仅次于诺
基亚和摩托罗拉，跃居第三位。 



 2001年，TCL集团实现销售收入211亿元，
利润7.1亿元，上交税金10.8亿元，出口创
汇7.16亿元。 

 2002年，TCL实现营业收入319亿元，赢
利超过15亿元，在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中排

名第四，在中国最有价值品牌榜中排名第
六。  

 



8.1.2  进军国际市场 

 在国内市场取得初步成功后，TCL的国际
化开始正式启动并开始全面发力新兴国家
市场，这一步是从越南市场开始的。 

   



 1998年TCL开始尝试进入越南市场，然而
由于产品缺乏针对性，第一年就出现了50

多万美元的亏损。 1999年，TCL根据情况
制定了18个月扭亏的目标和具体的产品推
广方案，并在进入越南第18个月的时候实
现了当月收支平衡。 



 



 如今，TCL在越南市场的占有率已超过20%，进
入当地市场前2名，连续4年被评选为越南优质产
品，成为当地著名的国际品牌和最有影响力的企
业，而且这种成功开始延伸到周边的泰国、菲律
宾、印尼等市场。 

   



 在菲律宾，TCL产品深得当地消费者和国家元首
的推崇，被誉为最具国际形象的中国品牌；据泰
国权威报纸调查，泰国人对TCL的认知度达到
17.4，名列中国第一；印尼、新加坡市场TCL品
牌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成为当地最有影响力的
中国品牌。 

   



 越南市场的成功，让TCL的国际化意志更加坚定。
1999年TCL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TCL

从组建TCL国际事业部开始拓展海外市场，并采
取“步步为营、先易后难”的发展策略，在东南
亚、中东、东欧、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
以推广TCL自有品牌产品为主，逐步建立自己的
销售网络。 

   



8.1.3  收购德国施耐德公司 

 2002年9月初，德国媒体纷纷报道中国企
业将收购德国名牌企业施耐德（Schneider）
的消息，并称这在德国是“从未有过的事
情”。 

 



 施耐德电器有限公司位于德国土尔克海姆
（Tuerkheim），成立于1889年。它最初
从事木材加工，1953年进入音响制造领域。
1983年，施耐德生产出第一台电视机。
1986年，施耐德成为一家上市公司。进入
90年代，施耐德开始亏损。 



 2002年年初，这家具有113年历史的老牌
企业宣布破产。 

 施耐德有3条彩电生产线，可年产彩电100

万台，在欧洲有颇为畅通的销售渠道。即
使是在破产前的2001年，施耐德的销售收
入也有2亿多欧元。 



 施耐德的市场主要集中在德国、英国和西
班牙，旗下有两个著名品牌：施耐德
（Schneider）和杜阿尔（Dual），其中，
施耐德号称“德国三大民族品牌之一”。 



 另外，施耐德还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和雄心
勃勃的高技术计划，打算生产激光彩电。
然而它已经没有这笔资金了。 

 



 双方经过大半年的接触和谈判，终于在
2002年9月20日达成收购协议。 

 TCL 全面收购施耐德，不仅包括施耐德旗
下的商标、生产设备，还包括其研发力量、
销售渠道和存货。收购价格为820万欧元。 



 2002年10月25日，TCL 国际控股董事局主席李
东生在TCL集团的新成员德国施耐德电子公司开
业仪式上表示：“这次收购施耐德的资产将有助
于我们开展欧洲市场的业务。位于 Tuerkheim的
厂房将会是我们针对欧洲市场生产电视及其他家
庭误乐产品的基地。施耐德旗下的多个品牌全是
著名的电子品牌，我们由此获得了它的分销网
络。” 

 



8.1.4  重组汤姆逊公司彩电业务  

 2003年11月， TCL与法国汤姆逊公司签订
彩电、DVD业务合并重组意向书。TCL出
资5.6亿美元，以旗下的电视机业务与法国
消费电子巨头汤姆逊公司合资组成新企业。
在新成立的企业中，TCL占有67%的股份，
预期年销售额达35亿美元，年销售彩电
1800多万台——远超出行业第二名多达
600万台。 



 该协议是当时中国公司获得西方企业控制
权的最大的并购案之一。协议的签署使李
东生有效地控制了汤姆逊公司在法国、波
兰和泰国的电视机厂的运作，还有位于美
国印第安纳州布明顿的附属企业RCA。  



 2004年1月28日，TCL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李东生与法国汤姆逊公司首席执行官达哈
利在法国总理府签订共同成立TCL—汤姆
逊电子有限公司(TTE)的合同。双方在携手

缔造全球彩电大王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
一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法国总理拉
法兰等两国政要出席了签字仪式。 

 



 TCL—汤姆逊电子有限公司将会把双方的
彩电业务重组在一起，创造良好的协同效
应与庞大收益。新公司的目标是建立并巩
固在全球彩电行业的领导地位，提供从基
本到创新的全线优质产品系列，以高效率
的成本优势增加在所有市场的竞争力，把
握高速成长中的中国市场机会。 
 



 TCL—汤姆逊电子公司采取多品牌策略进入不同
的市场，在亚洲及新兴市场以推TCL品牌为主，
在欧洲市场以推广THOMSON品牌为主，在北美
市场以推广RCA品牌为主，并视不同的市场需求
推广双方拥有的其他品牌。以当时TCL与汤姆逊
的年销量计算，合资公司将以年总销量1800万台
的规模成为全球彩电行业的领导者。 

 



 TCL国际控股将会成为合资公司的主要股
东，占67%的股份，汤姆逊则会持有余下
的33%股份。合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由
TCL方面派出，总裁由汤姆逊方面派出。
TCL—汤姆逊电子公司将由一支来自TCL

和汤姆逊的跨国多元文化的团队管理。 



8.1.5  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 

 2004年8月31日， TCL移动的控股公司----TCL通
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TCL通讯）与全球电信网
络设施、应用及服务的领导者阿尔卡特共同成立
的全新全球手机公司正式投入运营。新手机公司
被命名为TCL阿尔卡特移动电话有限公司
（TAMP）。  

    



  

 TAMP总部设在香港，其初始净资产约为1亿欧元，
TCL通讯持55%的股份，阿尔卡特持有45%的股
份。     

 阿尔卡特mPD的移动电话业务在法国和在中国的
所有600名手机业务的雇员都已成为TAMP的雇
员。  

     



 TAMP已与TCL移动达成正常商业关系的制造协
议，根据此协议TCL移动将参与TAMP手机产品
的设计和制造。TAMP的研发小组将分别位于法
国的哥伦布和中国的上海。TCL移动计划与
TAMP合作，通过分享双方的研发资源，开发新
一代手机技术，并通过其各自的分销和销售网络
分销对方的产品。 



 TCL移动和阿尔卡特认为，TAMP将使其能够把
各自在竞争激烈的移动电话市场上的强项结合起
来，并成为全球领先的手机厂商。  

   



8.1.6  跨国并购：遭遇血与火洗礼  

 从2002年到2004年，TCL先后并购了德国施奈德、
法国汤姆逊、法国阿尔卡特。这些并购曾让TCL

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视厂家，TCL的手机也因此进
入全球前几名。TCL原来希望借助收购当地品牌，
能快速地进入差异较大的欧美市场。但缺乏国际
并购经验的TCL，却因此栽了个大跟头，令TCL

全球化之路显得愈发曲折艰难。 

   



 时任TCL欧洲业务中心总经理的阎飞仍然记得那
段痛苦的历程，“每天一睁眼就亏50万欧
元。”2005年、2006年TCL集团连续两年亏损，
2006年亏损额度高达19.3亿元。 



 没有现成经验可参考，作为探路者的TCL做错了
3件事情：汤姆逊当时在北美亏得多、欧洲亏得
少，但实际上欧洲的问题更大，这就是因为在并
购之前没有做运营尽职调查；第一次并购汤姆逊
没有将其销售业务纳入其中，2006年再重组其销
售业务时又因为当地工会势力强大，导致TCL必
须支付高昂的遣散费（约4.5亿元人民币）；在管
理跨国企业的能力和人才上储备不足，2004年至
今TCL与汤姆逊的合资公司(TTE) 和后来进行架
构调整之后的TCL多媒体共换了5任CEO。 
   



 可以说，TCL踏入欧美之后，其实就是掏巨资收
拾“烂摊子”的开始。李东生事后回忆，“跨国
收购后（2004年），原来预计一年半内扭亏，但
没有实现。面对员工、投资人、同行、政府，感
到很是内疚惭愧，自己的情绪甚至一度有点失
控。” 



 事实上，当时李东生的压力还不只来自欧
美，因为在同一时间段里，新兴市场也不
是一盘已经下好的棋。比如印度市场的重
建，还有更多的新兴国家市场需要攻克。 



 那一段时期，成为李东生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一
段日子。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李东生的体重急剧
下降，瘦了20斤。“跨国并购就意味着拿着别人
的旧机器，不要指望给他加加油，小修小补，机
器就能高效运转。而是要有决心，把系统重新梳
理，建立。”李东生此后承认，如果在2004年就
下决心对汤姆逊进行大规模再造，代价不会这么
大。 



8.1.7  全球业务整合 

 2005年底，李东生果断地以16.9亿元高价卖掉了
当时盈利不错的TCL国际电工公司和智能楼宇公
司。当时李东生的这种做法还是备受质疑，因为
毕竟是卖了盈利的资产、而保留了亏损的资产。
从2006年开始，李东生发现，现在要做的是解决
问题，如同鹰活到40岁时必须敲掉自己的喙，然
后等待150天长出新的喙才能获得重生。这就是
当时著名的《鹰的重生》。李东生平心静气地调
整了TCL的全球化步调。 



 首先针对亏损严重的欧洲业务，2007年重新构建
了欧洲业务的组织架构。阎飞也就是在那时开始
接手欧洲业务的。调整之前的组织架构是传统的
金字塔型，总公司(汤姆逊与TCL的合资公司TTE)

设在法国，并在7个国家设有独立核算的分公司，
公司设总裁1人，副总裁5人，各部门还设有总监
等管理层干部，而每个分公司又都设有总经理和
管理层，导致成本昂贵、管理散乱。 

   



 调整之后，全欧洲业务只设一个新公司，其他国家和地区
不再设任何分公司，也只有一个总经理，统领全欧洲20

多个国家的业务，下设财务和信息管理、售后服务等8个
部门。公司下面有4大业务平台——法国、波兰、俄罗斯/

乌克兰和中国，前3大业务平台负责欧洲市场的开拓与销
售，而中国平台则远程提供全方位支持，负责协调供应链
的各个环节和订单的顺利实现，主要业务包括：产销计划
的制定、生产订单的处理、财务和信息管理、人事管理、
产品管理及营销策略的制定等。 

   



 欧洲公司的事务职能中心（包括财务）由巴黎移
至中国，中国总部成为协调TCL全球资源的中心，
而欧洲当地公司更像一个销售平台。结构调整之
后，欧洲公司员工数量仅是原来的20%。在管理
结构调整的同时，还进行了欧洲供应链的整体梳
理，关闭取消了欧洲当地的8大仓库，最终形成
了这样的流程：由中国总部协调订单，组织散件
发往波兰工厂或指定工厂进行组装，组装完成后
直接转到经销商仓库。 

   



 欧洲业务管理架构的调整，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
果，2007年下半年，欧洲业务中心的毛利损失已
由6.6%降到0.1%，物流费用由5.5%降到4.3%，
固定运营成本由10%降到4%以下，毛利则从
3.6%上升到17.3%，从2007年9月开始实现月月
经营性盈利（2008年因俄罗斯一笔坏账影响账面
利润）。 

   



 欧洲业务的重新梳理，也带动了TCL对全球化业
务的整体调整。目前，由中国业务中心、新兴市
场业务中心、欧洲业务中心、北美业务中心构成
的全球化业务，全部归属到TCL多媒体上市公司
旗下，之前设有的TTE公司已没有职能作用。 



 四大业务中心有各自的财务、市场、销售等部门，
但整条供应链的管理及资源协调归属TCL多媒体
总部。和欧洲业务一样，北美市场和新兴市场给
总部提供销售订单，由总部组织订单的生产，比
如根据发货的地点，来组织哪个工厂进行生产。
目前TCL在波兰、泰国、越南、墨西哥设有工厂，
可辐射不同地区以规避关税。 



8.1.8  鹰之重生 

 经过三年国际化的严峻考验，TCL集团终于在
2007年实现整体赢利，取得了国际化战役的初步
胜利，开始走上健康发展轨道。这对于TCL的国
际化事业，对TCL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  



 一直备受争议的TCL全球化，虽然曲折坎坷，但
已经完成了对全球主要市场区域的进入，以及对
管理架构、全球供应链到人才梯队的全面建设，
摆在眼前的是一盘思路清晰的全球化棋局。TCL

内部已明确，2010年TCL全球化进入“成长”阶
段，前两个阶段被标注为“扭亏”和“健康”，
并已经走完。  



 TCL多媒体在中国、新兴市场、欧洲和北
美的产业布局和渠道架构基本形成；欧洲
业务采用了“无边界集中”的创新运营模
式并已实现经营性赢利；北美、新兴市场
业务继续保持稳步发展；中国业务继续保
持国内领先。 



 通过国际化并购，TCL实现了由扎根本土
的中国企业向放眼全球的国际化企业的历
史性转变。 



 2009年TCL全球营业收入442.95亿元人民
币，销售超过1428万台彩电，1612万部手
机。 



 2012年TCL全球营业收入696.29亿元人民
币，68000名员工遍布亚洲、美洲、欧洲
、大洋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80多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销售机构，销售旗下
TCL、Thomson等品牌彩电及TCL、
Alcatel品牌手机。2012年TCL液晶电视销
量1578万台，占全球彩电市场份额第四；
手机全球销量4260万台；TCL还拥有液晶
面板工厂；生产家用电器等产品。 



 TCL集团旗下主力产业在中国、美国、法
国、新加坡等国家设有研发总部和十几个
研发分部。在中国、波兰、墨西哥、泰国
、越南等国家拥有近20个制造加工基地。 

 



 201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53.24亿元，
同比增长22.86%；实现净利润28.85亿元
，同比增长126.66%。 



 TCL多媒体销售LCD电视1,718.4万台，全
球市场占有率为6.5%，排名全球第三位，
并以18.1%的市场占有率继续位居中国市
场第一位。 

 



 手机出货量居全球第5位，其中智能手机出
货量全球排名第10位。 

 - 中国市场  483.4万台 

 - 海外市场  5,036.7万台 

 合计  5,520.1万台 

 其中：智能手机 1,755.5万台 



 华星光电投入玻璃基板139.65万片，销售
液晶面板及模组产品2,162.75万片，全年
满产满销，实现销售收入155.31亿元，盈
利22.62亿元。华星光电已成为全球第五大
液晶电视面板提供商。 



 2013年TCL品牌价值达639.16亿元人民币
，继续蝉联中国彩电业第一品牌。 



TCL主营业务分布图 



供讨论的问题 

 1、请分析TCL集团跨国并购的动因。 

 2、如何看待TCL集团跨国并购中出现的重
大挫折? 

 3、TCL集团的跨国并购对中国企业的国际
化有何启示?   



8.2 全球化 

 世界市场变化多端，机会有时转瞬即逝。
在国家经济保护下的当地产业在全球统一
市场上受到来自国外厂商的挑战，在自由
化和私有化的冲击下，国家界限越来越淡
化。这导致世界资本市场日益大规模地流
动，许多企业能够跨国界地利用知识和能
力。 



 如果企业处于汽车、银行、电子消费品、
娱乐、制药、出版、旅行社、洗衣机这样
的行业，即使在最大的本土市场中的最大
的企业也不能想当然地生存。 



 它们不得不在全世界的市场中尽力扩大份
额，而不是最大限度地寻求本土市场的最
大份额。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基于以下认识
的一种倾向：世界越来越趋于同一，各国
市场之间的区别不仅正在削弱，对于某些
产品，这种区别将最终消失。因此，企业
必须针对市场、成本、环境、竞争等因素，
系统地提出市场战略计划，使战略全球化。 

 



 全球化可以被看做进入国际市场、进行扩
张、达到高潮这一系列过程的结果。在全
球化之前，企业在很大程度上采取多国战
略（multidomestic strategy），每一个
国家是一个利润中心。每一个国家实体针
对不同的顾客群，利用不同的战略，推销
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国与国之间很少或者
没有协调。 
 



 然而，随着业务的扩张，使用这种战略出
现了无效。伴随着外部力量对世界市场的
整合，在如何提高各市场之间的协调性方
面，开始出现压力。 



8.3  全球化的推动力量 

 外部和内部因素都可以为全球战略的发展
和资源的配置提供适宜的条件。这些因素
可以分为市场、成本、 环境和竞争等方面。 



1、 市场因素 

 消费者消费习惯的趋同。例如，Kenichi 

Ohmae划分了一组新的消费群，它是由北
美、欧洲和远东的三部分消费者组成，销
售商可以将其单独看成是一个有相同消费
习惯的市场。 



 这一市场大约有6亿消费者，他们有相似的
教育背景、收入水平、生活方式、休闲时
间利用和追求。 



 他们在需求上相似的一个原因是购买力水
平较高。 

 另一个原因是发达的基础设施——拥有电
话、传真、调制解调器、柏油马路——导
致对其他产品的需求。在这三个地区，产
品可以用来满足相似的需求，这些相同点
也能促进其他产品元素的相互转换。 

 



 同时，分销渠道也日益全球化。也就是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零售商在进入新市场时表
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一些已经成为世界
巨头（例如麦当劳），而其他厂商正在野
心勃勃地寻求增长（如宜家）。跨国零售
联盟也很突出，它使零售商在新的市场上
迅速扩大知名度。 

 



2、成本因素 

 避免无效和重复是两个最强大的全球化推
动力。以制药业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
研究一种新药要花费1600万美元和4年的
时间。药品在英国或者在美国生产，然后
出口。现在在竞争紧随其后的条件下，研
制一种新药的成本在2.5亿—5亿美元之间，
时间长达12年。 



 只有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国际产品才能够承受那种
风险。规模已经成为一项主要资产，它部分地解
释了在过去几年里出现的许多兼并。在制药产业
有拜尔（Bristol Myers）和施贵宝（Squibb），
以及史克（SmithKline）和必科姆（Beecham）；
在航空业有洛克希德（Lockheed）和马丁玛瑞塔
（Martin Marietta），波音（Boeing）和麦道
（McDonnell Douglas）。 



 在竞争激烈的消费品领域，创造一个新品
牌需要1亿美元，这意味着像联合利华
（Unilever）和宝洁（Procter & Gamble）
这样的公司未必打算为一个国家的项目花
费宝贵的资源。 

 



 在许多情况下，扩大市场参与和活动的重心可以
加速积累学识和经验。通用电气的哲学是要么在
一行业做世界第一或第二，要么不做。 

 这一点从它在全球发展CT（一种诊断扫描系统）
可以看出来。1987年，GE将电子消费品业务与
法国汤姆森的诊断显像业务互换。同时，GE以
Yokogawa医疗系统（GE占有75%的股份）为依
托，在东京建立了GE亚洲医疗系统。 



3、环境因素 

 过去的几年里，在促进市场的全球化和为
企业的活动提供便利上，政府的阻碍作用
已经大大减小。 



 例如，推动泛欧洲市场的力量非常强大：
欧洲消费者越来越富裕，流动性越来越大
（因为宽松的移民管制），信息跨国界的
加速流动，在个人喜好不深入的地方引入
新产品，对整合过程的宣传，这一切都促
进了全球化。 

 



 同时，快速的技术演变也有助于这一过程。
例如．福特汽车公司运用新的通信工具来
完成它的全球化过程，诸如远程会议和
CAD／CAM联结，以及在不同的大陆巡视，
管理错综复杂的汽车公司。 



 通过经济发展的跳跃式前进，新出现的市
场也得益于先进的通讯手段。直到最近还
很少与外界接触的越南、匈牙利、巴西，
现在正迅速达到远程通讯的目前工艺水平，
以促进内部和外部的发展。 

 



 一组新的全球竞争者正在利用当今更为开放的贸
易地区，更为新颖的技术。与跨国公司以前不得
不在每一个国家建立工厂相比，销售额在2~10亿
美元的微型跨国公司（Mininational）或新公司可
以利用许多制造基地为世界市场提供服务。微型
跨国公司规模小，官僚主义较少，能够快速地抓
住新市场，开发新产品。 



4、竞争因素 

 许多产业都已经被国际竞争者占领，他们
正试图利用前面提到的三个因素。要保持
竞争力，一个企业不得不成为第一，或者
能够与竞争者的行动相匹敌或先发制人。 



 现在产品引入、升级和分销的速度是10年
前不可想象的。缺少全球网络，辛苦研究
出来的想法可能会被别的竞争者所窃取。
面对花王公司（Kao）的浓缩清洁剂的攻
击，宝洁和联合利华模仿花王的产品，并
率先引入了美国和欧洲市场。 

 



 由于北美和欧洲市场增长速度平平，竞争极为残
酷，许多销售商开始寻找新市场和新的产品种类，
以求得增长。 

 例如，雀巢正把目光投向增长迅速的亚洲消费市
场，尤其是中国。它通过兼并爱康（Alcon）进
入了制药领域，还成为了世界第一的化妆品公
司——法国欧莱雅公司（L’Oreal）的大股东。 

 



 卡特彼勒面临来自小松公司（Komatsu）的全球
竞争，但是发现，加强产品和业务并不足以迎接
挑战。虽然日本是世界市场的一小部分，但作为
一个牢固的本土基地（没有真正的竞争者），它
为小松公司产生了80%的现金流量。 

 检查一下主要竞争者的市场份额和现金流量，卡
特彼勒与松下（Matsushita）组建了一个重型设
备合资公司服务于日本市场。 



 同样地，当联合利华企图在美国兼并李查
德维克（Richardson-Vicks）时，宝洁认
为这是对公司本土市场地位的一个威胁，
于是出高价将对手打败。 



8.4  企业国际化的动机 

 一般情况下，管理层只有在一定因素的驱动下才
会考虑国际活动。促进和推动公司走上国际化道
路有很多原因，既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反应
性的）。主动性动机是公司实施战略转变的主要
原因。反应性动机是促使公司对外界环境变化做
出反应和调整的原因。换句话说，具有主动性动
机的公司从事国际化业务出于他们的自身愿望；
而那些具有反应性动机的公司则是迫不得已走上
国际化的道路。 



1、主动性动机 

 利润是从事国际商务活动最主要的主动性
动机。 

 管理层可能会把国际化作为实现利润最大
化和企业增值的潜在源泉。 



 另一种重要的动机是获得独特的产品或技术优势。 

 一个公司可以生产国际竞争对手无法生产的产品
和服务。在这里，实际的优势和预测的优势仍有
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许多公司认为，它们可
以为市场提供独一无二的产品和服务，但是一旦
进入国际市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但不管怎么
说，只要产品和技术具有独特性，公司就必然拥
有一定程度的竞争优势。 



 了解国外消费者和市场中的某些特殊因素
是另一种类型的主动性动机。 

 这种了解可能来源于公司与国外消费者之
间的接触，对国外市场的深入调查，或者
是设身处地的感受和体验。尽管取得这些
优势的动机可能是公司从事国际商务活动
的初始动机，但这种动机并不具有长久的
效应——至少在中期可以这样说，因为竞
争者很快就会获得这种信息优势。 



 另一种动机反映了管理者对国际商务活动
的期望、动力和热情。 

 管理层对国际化的投入是对企业持续增长
和市场扩张的一种期望。 

 



 税收优惠也是一种重要的国际化动机。 

 许多政府采取优惠税收政策以鼓励本国出
口，例如在美国，一种被称之为国外销售
公司（foreign sales corporation，FSC）
的税收机制，允许公司延缓纳税款，从而
提高国际商务活动的利润水平。 



 最后一种重要的主动性动机是规模经济。 

 国际商务活动可以使公司增加自己的产量，因此
可以沿着自己的学习曲线更快地进步。波士顿咨
询公司的研究结果表明，产量增加1倍时，生产
成本可以减小30%。因此，生产的扩大有助于降
低国内销售产品的成本，增加公司的国内竞争力。 



2、反应性动机 

 第二种类型动机的特征在于它是被动地反
应，是公司对环境变化和压力所做出的反
应，而不是主动地改革。 



 竞争压力就是一个例子。 

 一个公司可能会担心把自己的国内市场份
额拱手让给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竞争对手，
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可以通过国际商务活
动弥补自己在国内市场上的损失。此外，
公司也许会担心自己的国外市场份额被新
的竞争对手占有。 



 生产能力过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如果生产设备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公司
就会把国际化扩张作为一种理想的方式，
更好地分摊固定成本。 



 还有一种反应性动机是接近消费者和运输
港口。 

 从地理上和心理上接近国际市场是公司从
事国际商务活动的一个重要动机。 

 



 总之，对于那些在国际商务活动中取得成功的公
司而言，它们进入国际市场的动机通常都是主动
性的，换句话说，是来自于公司的内部原因。 

 与那些被动进入国际市场的公司相比，这些公司
具有更强烈的服务意识。此外，它们还具有更主
动的营销意识和战略意识，这也是它们在生产经
营中考虑的主要问题。 



 在这两种公司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在于它
们进入国际市场方式的不同。 

 具有主动性动机的公司很有可能是在进入
国际市场之前主动寻求订单，而具有反应
性动机的公司则很有可能在接到了国外订
单之后才开始进行国际商务活动。 



8.5  国际性扩张的进入模式 

 当一家企业首次进入国际市场时，会遇到
许多复杂的问题，因此企业通常会从小规
模起步，慢慢地尝试，如果成功了再进一
步扩张。 



 进入国外的市场有多种不同的模式，这些
模式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几种不同的形态，
包括出口（exporting，国外销售），授权
与特许经营（licensing and franchising，
契约安排），合资以及完全独资（joint 

venture and subsidiaries，国外投资）。 



 这几种进入模式在母公司的所有权及控制
权、投资的风险上是有差异的。一般说来，
企业刚开始进行国际化时，通常都会采取
较低风险、 较低控制程度的进入模式；当

企业有了一些国际市场的经验之后，才会
尝试采取比较高风险且控制程度高的进入
模式。 

 



1、出口 

 出口是许多跨国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早期
最常采用的战略。此时，企业仍然将他们
的生产设施留在国内，只是将产品运往国
外去销售。出口的优势是不需要在国外设
点，只是需要在国外寻找合作代理商，以
合约的方式让代理商在当地销售该公司的
产品。 



 采用这种战略的国外投资金额是最少的，
因为工厂及设备仍然留在国内，产品可以
直接运送到客户的仓库中。但是，这种方
式的缺点是运输成本过高，而且还要处理
进出口时政府管制、文化差异及外汇市场
中的汇率等问题。 

 



2、授权与特许经营 

 授权与特许经营是进行国际扩张时常采用
的两种契约形式，两者都涉及不同国家的
两个组织之间的商业约定。不过，特许经
营比授权的方式涵盖了更多的层面，而且
持续的时间也更长。 



 授权的方式是指某一国家的公司可能在某个限度
之内，将著作权、商标、技术、管理方式等权力
与资源开放给另一国家的某家公司使用。也就是
该国外获得授权的公司能够与授权给他们的公司
一样，在他们国内生产制造与销售相同的产品。
通过这种方式在国际间扩张的公司，可以不需要
在海外真正设立生产与销售的据点。例如，Walt 
Disney授权世界各地的许多公司，生产与销售印
有米老鼠图案的衣服。 
 



 特许经营的方式则通常涵盖了更大范围的
权力与资源的共享，例如生产设施、证明
可行的管理系统、标准的作业流程、广告
与促销系统、借贷与融资、产品的改善，
以及一般管理协助。麦当劳是以特许经营
进军国际市场的典型个案，这种方式不仅
可以开拓新的事业，也可以提升企业在市
场上的渗透能力。 



3、合资与完全独资战略 

 在国际化的进入战略中，涉入程度最深的
应当是在另一个国家直接投资。这种方式
是以公司的资金直接在海外的某个国家投
资。这种战略与其他进入战略相比，拥有
较大的控制权，但是，海外直接投资所冒
的风险也是最大的。 

 



 因此，许多跨国企业为了避免单独面对这些风险，
选择合资的进入战略。也就是联合两家位于不同
国家企业的力量，建立起独立自主的企业组织。
两家公司都必须负担建立这家公司所需要的成本，
两家公司也都可以分享这家公司所获得的盈余。
世界汽车行业中有许多关于合资的典型案例。例
如，尽管Mazda公司在日本国内市场销售状况不
佳，但是却与福特汽车公司建立了成功的国际合
资企业，使两家公司都从中受益。 
 



 另外一种可行的进入战略是，由企业在海
外成立独资子公司，拥有所有的控制权。
这样做的好处是，公司能够缩短配送渠道
并简化整个物流系统。此外，从管理者的
角度而言，在海外设立分公司可以让驻外
的经理人员对当地的文化、经济、政治环
境的转变有快速且清楚的了解。 



 然而，在国外建立独资公司，公司必须进
行财务和管理方面的投资，这种投资也必
须承担更大的政治和经济上的风险。这种
战略对于那些已经有开拓国际市场经验的
公司来说，或许有较大的成功机会。 



8.6  国际企业的战略选择 

 在国际市场上企业采用四种基本的竞争战
略：国际战略、多国战略、全球战略、跨
国战略。每一种战略都有其优缺点。某种
战略是否适合一个企业与该企业所承受的
成本压力以及顾及地域差别的压力有关。 



1、国际战略 

 采用国际战略的企业通过把自己有价值的
技能和产品推向外国市场而创造价值。这
些市场中的当地竞争者们缺乏这些技能和
产品。大部分的国际企业把在本国开发的
各种不同的产品推向新的国际市场并且通
过这种方式创造了价值。相应地，这些企
业把产品开发功能放在本国进行。 



 然而，它们也倾向于在有业务的主要国家
设立生产和营销功能。虽然它们也根据当
地的条件制定产品和营销战略，但这种行
为的规模是有限的。国际企业的总部最终
保持着对营销和产品战略的牢牢控制。 

 



 国际型企业包括阿优玩具公司、麦当劳、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以及宝洁公司。在50年
代和60年代向海外扩张的大多数美国企业
都属于此类。 



 当企业拥有宝贵的核心能力而市场上的竞
争者又不具备这种能力、并且企业所面临
的顾及地域差别的压力和成本压力较小时，
采取国际战略就是有道理的。在这种情况
下，国际战略能够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 



 然而，当顾及地域差别的压力较大时，采
取国际战略的企业将输给那些更加重视产
品和营销战略本地化的企业。不仅如此，
由于生产设施的重复性建设，采取国际性
战略的企业将付出较高的经营成本。因此
当成本压力较高时企业采取这种战略就不
合适。 

 



2、多国战略 

 采用多国战略的企业致力于最大程度地顾
及地域差别。与采用国际战略的企业相同
的是，多国战略型的企业也倾向于把在本
国所开发的技能和产品向海外市场转移。
然而，与国际战略型企业不同的是，多国
企业广泛地调整它们的产品和营销战略，
使它们适应各国不同的情况。 



 与这种战略一脉相承的是，它们还倾向于
在有业务的主要国家建立一整套的价值创
造活动（包括生产、营销和研究与开发）。
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企业无法获得经
验曲线经济以及区位经济的好处。很多多
国型企业的经营成本很高。 

 



 当企业照顾地域差别的压力较大而降低成
本的压力较小时，采用多国战略是最有意
义的。 

 由于生产设施的重复性建设所造成的高成
本，这种战略不宜在那些成本压力很大的
行业中使用。 



 这种战略的另外一个缺点是很多多国型企
业最后发展成为由较为独立的各国子公司
组成的松散的联盟。结果经过一段时间以
后，公司丧失了把核心技能和产品向全球
各子公司转移的能力。 

 



3、全球战略 

 采用全球战略的企业通过实现经验曲线经
济和区位经济而降低成本，增加盈利。也
就是说，它们采用的是低成本战略。采用
该战略的企业把它们的生产、营销和研究
开发活动集中在少数几个最有利的地点进
行。全球型企业一般不针对各地的情况调
整它们的产品和营销战略。因为这种调整
会增加成本（因为这涉及到较短的生产周
期和生产部门的重复）。 



 相反，全球型企业喜欢在世界范围内行销
某种标准化产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的最
大好处。它们还倾向于利用自身的成本优
势来支持在世界各地市场上强有力的定价
策略。 

 



 当降低成本的压力很大而顾及地域差别的
压力很小的时候，这种战略是最适宜的。
在许多工业产品行业，上述这些条件越来
越普遍。例如在半导体行业，全球标准已
经形成，从而产生了对全球性标准产品的
巨大需求。 



 相应地，像英特尔、德州仪器和摩托罗拉
公司都采用全球战略。然而，正如前面所
看到的，在很多消费品市场上这些条件尚
未形成。在这些市场上，人们对地域差别
的要求仍很高。当顾及地域差别的压力很
大时这种战略是不适宜的。 

 



4、跨国战略 

 克里斯托弗·巴特利特和萨曼托·戈夏尔认为
在当今环境中，国际市场的竞争是如此激
烈，以至于企业若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发
掘以经验为基础的成本经济和区位经济，
它们必须在企业内部转让与众不同的能力。
与此同时，企业还必须时刻注意顾及地域
差别。 



 这两位学者还注意到，在现代跨国企业中，
独特的能力并不仅仅存在于母国，这些能
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企业的任何一个业务
地点形成。 



 因此他们认为，企业的经营才能和产品的流动不
应该是单向的，也就是仅仅从母国企业流向海外
子公司，就像国际性企业所做的那样。相反，经
营才能和产品应该从国外子公司流向本国，并且
从一个国外子公司流向另外一个国外子公司。这
两位学者把这个过程叫做全球学习。巴特利特和
戈夏尔把试图同时实现这些目标的企业所采取的
战略称为跨国战略。 

 



 当企业面临的降低成本的压力以及顾及地
域差别的压力很高时，采用跨国战略是最
适宜的。 



 采用跨国战略的企业试图同时取得低成本
和产品多样化的优势，然而采用这种战略
并非易事。顾及地域差别的压力和降低成
本的压力对企业提出了互相矛盾的要求。
顾及地域差别就会增加成本，从而很难实
现降低成本的目标。那么，一家企业如何
才能有效地实施跨国战略呢？ 
 



 卡特彼勒公司也许能带来一些启示。 

 为了能够与日本的小松制作所这样的低成本竞争
者一争高下，卡特彼勒公司必须努力实现更大的
成本经济。与此同时，建筑实践和政府法规方面
的差别意味着卡特彼勒公司必须顾及到当地的要
求。因此，卡特彼勒公司同时面对着很大的降低
成本的压力和顾及地域差别的压力。 

 



 为了应付成本压力，卡特彼勒公司通过使
用许多相同的零部件重新设计了它的产品，
并且公司在有利的地点投资建造能够大规
模生产零部件的设施。卡特彼勒公司这样
做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全球需求并且实现规
模经济。这家企业还通过在主要的全球市
场上建立装配线而扩大了它的集中零部件
生产体制。 



 在这些厂房中，卡特彼勒公司为产品增加
了地方特色，使得产品能够符合当地的要
求。因此，卡特彼勒公司一方面实现了全
球性生产的好处；而另一方面，通过在不
同的市场上实现产品区别，这家公司也很
好地照顾了地域差别。 

 



 再看看联合利华（Unilever）的例子。 

 联合利华曾经是一家典型的多国型企业，然而在
最近几年中，该企业却不得不向跨国战略转换。
由于低成本竞争加重了成本压力，联合利华不得
不对它的洗衣粉业务进行合理化调整。80年代的
时候，联合利华在欧洲共有17个各不相同，各自
为政的企业，因此企业在资产和营销方面的重复
投资是巨大的。 



 由于这种支离破碎的局面，联合利华要想
在欧洲引进一种新产品需要花费4年的时间。
现在联合利华正试图把它的欧洲企业合成
一个整体；洗衣粉将在少数几个高效率的
工厂中生产，并且企业将在整个欧洲采用
统一的包装和营销策略。 



 根据该企业的预计，这种做法可以节省2亿
美元的成本。 

 与此同时，由于各国在销售渠道和消费者
对品牌认知程度方面的差别，联合利华意
识到，尽管企业正试图把生产和营销集中
在最佳地点而实现经济效益，它仍然需要
顾及地域差别。 



8.7  全球本土化 

 法塔克(Phatak)构造了“全球本土
化”(glocalization)这个单词来说明公司应该如何
对整个公司的跨国定位做出回应。全球本土化是
从全球角度思考，但是从当地角度采取行动，它
是母公司控制与附属公司本地主动权的最优组合，
这种结构平衡对于有效管理的全球公司来说是重
要的。 



 全球本土化的象征口号：“核心全球化，行动本
土化”(Beglobal，actlocal)。 

 一个成功的全球本土化战略包括了下列互相关联
的元素：管理、外国分支机构、出口、产品和产
量。 

 



1、管理的全球本土化 

 在不抑制当地主动性的前提下采取全球化战略需
要一种微妙的平衡行为，这常常意味着给予区域
机构或附属机构的经理们制定子公司产品、营销、
融资以及产出计划的自由，这些计划与当地的政
治、经济、法律和文化需求相一致。 



 在索尼公司，除了执行从东京传递下来的长期战
略，区域经理可以进行他们自己的投资和产品决
定。全世界的索尼附属公司的最高经理们一年会
进行两次会晤来敲定公司经营的具体细节。内部
人认为这种国与国间的高层会晤安排是使索尼公
司具有适应市场变化、迅速开发新产品能力的主
要原因， 

 



 全球本土化的管理哲学在东芝和松下电气公司也
有明显体现，它们将决策权授权给区域总部。东
芝拥有亚洲、欧洲和美国三个区域管理机构，每
个区域经理拥有关于制造、销售及一些研发的决
策权。 



 松下电气公司在亚洲、欧洲和美国的区域总部分
别建在新加坡、伦敦和新泽西，大多数地方决策
在当地制定，三位最高区域负责人都是松下电气
董事会的成员，每个区域都有制造、营销和产品
相关研发的能力，松下也计划发展一些基本的区
域研究设施。 

 



2、外国分支机构的全球本土化 

 在外国市场上占据强势地位要求在该市场
上拥有制造设施。各国政府都正在降低国
际公司的市场准入条件，只要公司的管理
层同意在外国建立产品的生产基地，别的
都不是问题。国际公司也认识到，作为好
的公司法人，它们应该为当地的经济发展
和社会福利做出显著的贡献。  



 向当地国家转移产品技术以及在生产过程
或最终产品中增加当地生产项目的比率是
两种向当地国家经济作贡献的方式。培训
和发展当地的组装供应商可以加强一个国
家的技术基础，这种技术转移可以通过与
当地合作者签订技术合作协议、与当地资
本组成合资公司或者建立全部出资的由母
公司所有的附属公司来实现。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以及当地合
作者的市场规模和生产力也常常决定了合作的模
式。例如，日本制造商选择通过合资公司的方式
进入欧洲市场，是由于这种合作的优惠条件以及
欧洲政府表现出的对日本全资持有公司的敌意。
在美国，日本公司显示出乐于建立全资工厂的偏
好，尽管它们也与美国公司建立了几个合资公司。 

 



3、出口的全球本土化 

 使用外国的生产工厂作为向第三国市场出口的基
地，这是在外国成为一家“本土化”公司的另一
种方式。日本一直将美国制造的日本汽车销回日
本或销往欧洲，许多跨国公司使用相同的策略，
在亚洲或其他地区生产产品，再出口到本国。出
口的glocalization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它可
以通过出口增加东道国的外汇收入，使公司成为
东道国的好成员，所得来的好处要比经济上的利
益大得多。 

 



4、产品的全球本土化 

 公司是应该只生产标准化的产品，不考虑各地不
同的偏好和品味，还是应该根据不同国家的偏好
而生产不同的产品?这个问题总是不停地被争论，
而最后得出的答案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实
行标准化生产。有的产品可以按标准化生产，如
传真机和电话；而像咖啡和汤这样的产品，生产
时则应当考虑各国各地区不同的习惯和口味。 

 



 通过分析，公司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解决标准化和
当地化的困境，将产品中的核心技术部件或核心
元件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标准化生产，而一些表面
不重要的部件则根据各国的需求做相应变化。 



 比如，惠而浦公司发现印度中产阶层、夫妇双方
都工作的家庭数量不断上升，随着这个变化，市
场上洗衣机的需求也将上升，而在欧洲或美国销
售的洗衣机不能洗印度妇女习惯穿的五码(1码：
0.9 144米)长的纱丽长袍，为此，惠而浦公司在
印度建立了一家合资企业，来生产西式的全自动
洗衣机，但是对这些洗衣机做调整，使得它们能
更好地适合印度的家庭布局，并且使用特别的搅
拌器来防止长的纱丽被搅坏。 



 同样地，公司在巴西和墨西哥也这样生产和销售
洗衣机，将同样的洗衣机做一点改变，使公司成
为真正的世界洗衣机厂。根据前面所提到的出口
的全球本土化，惠而浦公司将这些工厂生产的洗
衣机出口到亚洲和拉丁美洲市场，除了细枝末节
上做了一些修改外，洗衣机的主要部件都是标准
化的，它们都只能洗11磅(1磅：0.45 359 237千
克)的衣服，是美国洗衣机容量的一半。惠而浦公
司这样解释产品的全球本土化：在世界范围内实
行标准化，遇到困难时做相应修改。 
 



 快餐连锁店也已经放弃了在世界上使用同样的菜
单标准。为了满足当地文化要求，麦当劳公司已
经修改了它在印度的餐厅菜单，由于印度教徒不
吃牛肉，麦当劳在印度不售牛肉汉堡，有一段时
间，它用羊肉汉堡代替牛肉汉堡，但是这种行为
后来也停止了，因为有人怀疑麦当劳在羊肉中掺
杂了牛肉。现在，麦当劳在印度提供无牛肉菜单，
如炸鸡、蔬菜、芝士等。 

 



5、生产的全球本土化 

 国际公司将其生产的各个环节分散在世界各地，
它们这样做是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的好处，由
于各国的比较优势，在有的国家进行生产的某个
环节会比较有利，比如有的国家会离终端市场较
近，或是人力成本较低，或是没有政治风险，或
是有税收优惠、国家补贴等。 



 日本的汽车公司早就因为亚洲各国汽车市场的长
期发展潜力，而想将生产活动扩张到各国。日本
汽车扩张的第一步就是东南亚，这形成了它的一
个初步供应网络。日本的轿车制造商们为了获得
规模经济效应，将不同的生产环节分配到不同国
家，比如日产，它就想在泰国专门生产柴油发动
机，在印度尼西亚生产机械配件，在菲律宾生产
配线，在马来西亚生产离合器和电力配件。丰田
汽车也在做相同的准备。 

 



 将不同的生产环节分散到各国逐渐发展成将最终
产品也分散到各地。一个公司可以生产相同产品
的不同机型，可以在一个国家建立一个工厂专门
生产一种机型，而在另一个国家建立工厂生产另
一种机型，这样，两家子公司互相出口产品，每
个子公司在自己的地区就都拥有两种机型，但是
它们都只负责一种机型的生产。这种战略在国际
汽车产业很普遍，福特汽车在欧洲已经实行了这
种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