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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员

吴东华

总部经济

不等于城市竞争力
珠三角广州、深圳、佛山等城市

都不约而同地提出发展总部经济，尤
其是深圳，把传统制造业外迁，构建
金融总部经济的雏形。实际上，总部
经济相当于一个企业的财务报表落地
而已，把生产车间外迁或外包，这并
不是调结构，而是换汤不换药地上演
空城计，这种总部经济并不能增加城
市地竞争力。

那么，如何才能增加城市竞争
力？

笔者认为，引进人才，提高产品
质量，是一条关键道路。另外如何改
变“小、散、乱诸侯”格局，如何从
区域强企变成中国强企乃至全球强
企，如何从卖产品转向卖市场再到卖
规则，这才是增加城市竞争力的主要
方式。

物业税必须要开征

从接近国家税务总局的权威渠道
处获悉，今年税务部门将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房地产模拟评税，物业税“空
转”工作在部分地区试点了 6 年多之
后，将推广至全国。

物业税的推出，意味着投资性购
房将遭到毁灭性打击，物业税推出之
时就是房地产暴跌之日。

但笔者并不认为物业税马上会开
征，到下半年应该会有实收试点。

从中国税收体制的完善来说，从
中国建立公共财政的大方向来说，物
业税一定会开征，也必须要开征。开
征物业税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绝不可
等闲视之，也不能只局限在房地产市
场调控层面作为政府的投机性短期调
控手段。物业税的开征，意味着中国
土地市场的根本性变革。

【名博观点】

董登新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如何判断股市泡沫？

在 2006 ——— 2007 年的那一场惊心
动魄的大牛市中，全部垃圾股价格无一
例外地“鸡犬升天”，唯有大盘蓝筹
股——— 中国银行不幸地沦为当时最廉价
的股票(即最低价股)。

对此，券商、机构投资者、股民及
股评家展开了一场激烈而争锋相对的全
民大讨论，讨论主要围绕两个论题展
开：其一，中国股市究竟有没有泡沫？
其二，泡沫究竟有害还是有益？很快
地，前一个问题由“全民炒股”的热情
和激情用实际行动作答；后一个问题则
由“买者自负”的口号作答，因为当时
的景象是“凡买必涨”、“凡买必
赚”，因此，结论是“泡沫是可爱
的”。

这是中国银行的尴尬？还是中国股
市的尴尬？无论谁尴尬，但这绝对是中
国股市“泡沫严重”的有力说明。

国际投融资和资本运作论坛
主题：全球视野下的资本运作和国际投
融资
主讲人：陆满平，深圳交易所首席经济
学家，现任综合性券商德邦证券首席经
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
时间： 2010 年 2 月 3 日
地点：济南

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届年会
主题：亚布力 10 年—企业家思想力
时间： 2010 年 2 月 26 日-3 月 1 日
地点：哈尔滨

【财智大会】

经济学专家

□文/张瑞敏 海尔集团 CEO

创新人单合一双赢的商业模式

首先是组织的改变：从正三角变成一个倒三
角。

所谓正三角组织结构，就是领导在上面，然
后主任、处长、组长、员工。企业干得越大，大
企业病就出来了。现在，我们把它变成倒三角：
员工在最上头，领导从原来的指挥员工，变成了
和员工一起听从于用户，从发号施令者变成了资
源提供者。 2009 年 4 月份，我到美国佛罗里达
州跟 IBM 的前 CEO 郭士纳探讨了这个问题，他
说他在 IBM 的时候一直想这么做，最后没能做
起来，但这个方向是对的。

员工的改变是：从原来的受指令者到现在主
动的创造市场价值者。这就改变了一个思维：每
一个人都是自己的 CEO 。我认为企业领导的业
绩不在于创造了多少价值和利润，而在于你能够
创造多少 CEO ，也就是说创造了一个平台和机
制，让每个员工都能够发挥个人价值。

2009 年我还和戴尔公司的创始人迈克尔负戴
尔先生进行过交流。戴尔公司的成功不在于技
术，而在于它商业模式的改变：创新了直销模
式。

当时戴尔本人觉得没有问题了，退居二线，
结果不到四年，戴尔公司市场就出现问题了，戴
尔本人只好再次上任。可见，商业模式的创新不
是静态的，它是动态的，必须根据市场的变化不
断创新。所以我们人单合一的模式也是在不断提
高和优化。

在组织结构改变的基础上，我们创造出了自
主经营体机制。就是倒三角最上面面对市场的员
工，与研发人员、企划人员、物流人员等组成一
个自主经营体，共同满足市场需求。自主经营体
必须具备三个要素：端到端、同一目标、倒逼机
制。

所谓端到端，就是从用户的需求出发到创造
用户的满意。目标不是上级定的，而是根据用户
的需求来创造的。

所谓同一目标，就是定下目标以后，它不是
你个人的，而是所有团队的人员都要按照同一目
标来满足用户需求。

最后是倒逼机制，将用户的要求作为目标，
倒逼海尔内部所有流程。

实施之后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方说海尔
提出“虚实网结合的零库存下的即需即供”商业
模式，不断货，不压货。开始推进的时候，员工
说市场千变万化，没办法做到零库存。但是最后
坚持做下来了，让员工去及时了解用户需求。现
在我们的库存周转天数不到五天，是中国家电行
业的十分之一。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来做？因为如果不这样颠
覆的话，就很容易变成大企业病。 1977 年获得
诺贝尔奖的纳什曾经提出纳什均衡，非合作博
弈，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会
形成“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与其这样倒不如倒
过来，让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博弈。如果不是这么
做的话，会形成很多为了局部的利益损害全局的
利益。就像培根说的：拆掉大家的大厦来煮熟自
己的一个鸡蛋。

我们希望最后要做到的，就是把这个企业组
织变成一种“自组织”。获得诺贝尔奖的普里戈
金有一本书叫《从混沌到有序》，说组织应该变
成一种“自组织”，自动地协调，自动地创造价
值。在外部无序的状态下，企业内部能够有序地
运转。

互联网已经从 Web1 . 0 发展到了 Web2 . 0 ，

相应的，我们也需要从“企业管理的 1 . 0 ”发展
到“企业管理的 2 . 0 ”。

Web1 . 0 的主要特点是用户通过浏览器获取
信息； Web2 . 0 则更注重用户的交互作用，用户
既是网站内容的浏览者，也是网站内容的提供
者。相应的，“企业管理的 1 . 0 ”主要是企业自
身的单向行为，以 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为代
表，以企业为中心提供产品；而“企业管理的
2 . 0 ”更多的是跟社会融为一体，以 CRM(客户
关系管理系统) 为代表，以用户为中心提供服
务。

也就是说打破了科斯定律。科斯定律是说企
业只有成为一种组织才可以把交易成本降到最
低。但互联网可以使交易成本为零，不一定是一
个组织。

最近有一本书叫《免费》，有了互联网，很
多都不要成本。我们现在运作的就是希望能够从
过去企业的 1 . 0 ——— 代表是 ERP ，进入企业的
2 . 0 ——— 代表是 CRM ，也就是以客户为中心。

从卖产品转型为卖服务

现在企业如果再是卖产品，可能很难生存
了，因为这是互联网带来的挑战。现在是营销的
碎片化，过去的营销就是一个整体的，海尔创业
时候生产有一款冰箱卖了十年，而且还要凭票。
现在互联网时代带来的是用户需求的个性化，谁
能满足就要谁的，颠覆了 80/2 0 原则，过去是
20% 的产品占 80% 的份额，现在未必了，现在
这个长尾可以延伸到无限长。就是《长尾理论》
提出的：企业要低成本的提供所有产品，高质量
的帮用户找到它。

互联网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放大器。过去经
典的营销课程里，讲的是一个顾客有可能会影响
25 个人。但现在互联网上一个人会影响多少个
人？这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就有口碑营销，口口相
传，没有什么媒介；到了市场经济发达的时候，
靠广告，广告有 50% 的钱白花了，但是为什么
白花了谁也不知道；现在又到口碑营销，但是这
个口碑营销跟生产力低下的口碑营销完全不同，
现在需要在互联网上增强与用户的联系。

现在我们和用户之间，要变成“零库存下的
即需即供、零距离下的虚实结合”。也就是说：
海尔创新的商业模式是“虚实网结合的零库存下

的即需即供”。
虚网就是互联网，在互联网上了解用户的需

求。在互联网上不是卖货，是提供一个解决问题
的方案。相对过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过
去的创品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现在最流行的
是轻公司，没有那么多资产，但可以创造一个品
牌。最经典的就是亚马逊公司，销量大，却无库
存。互联网会帮助企业实现很多飞跃，这有点像
《红楼梦》里薛宝钗说的一句话，“韶华休笑本
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实网，海尔主要有三个：物流网，营销网，
服务网。我觉得这是企业很重要的竞争力。中国
一共有 280 0 个县，有 3500 0 个乡，有 64 万个
村，如果进入每一个村的话，这需要多大的网？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竞争力。美国的 GE 已经把在
中国的销售全部通过海尔网络来做了。索尼也把
它的一部分产品交给海尔来销售。

农村有很多的需求，举个小例子，我们的产
品到农村很受欢迎，都有防鼠板，防止老鼠把电
线咬断。我们售后服务人员发现之前的防鼠板不
管用，因为原来农村房屋门都是敞开的，大老鼠
随便进出。

现在农村住房改善了，门窗都严密了，大老
鼠进不去了，老鼠发生了变异，只有四公分，以
前的防鼠板防不住老鼠了，于是我们马上采取措
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说，实网就是一条：扣紧用户需求，不
断创造用户需求。

抓住物联网时代的新机遇

有一种说法，计算模式的改变和摩尔定律是
一样的，每 15 年改变一次。 1965 年的时候是大
型计算器时代；过了十五年，是个人计算机时
代；又过了十五年，是互联网时代；又过了十五
年，是物联网的时代。现在马上开始的就是物联
网的时代，企业必须要抓住机遇。

所谓的物联网，就是用射频自动识别技术，
使得物体和物体之间能够识别。

比方说冰箱和冰箱里的产品能够对话，洗衣
机和被洗的衣服可以对话，冰箱和洗衣机之间又
可以对话。然后更重要的是物联网跟互联网之间
的对话。这些整合起来就能和人之间能够对话，
也就是说能够根据人的意志来为我服务。

我觉得物联网时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观念的
改变。德鲁克说过：观念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事实
的本身，但是会改变人们对事实的认识。比如说
时间，不管观念怎么改变都是一天 24 小时，但
是如果观念改变成“时间就是金钱”，那这个时
间就不一样了。

我认为没有永远的成功，只有永远的挑战。
所有的成功都是昨天的。所以对明天来讲没有成
功只有挑战，我们的信念就是永远的要自以为
非，而不是自以为是。要不断改变自己的思维定
式，持续创新。

中国大部分的企业 ERP 不成功，其实也是
观念的问题：有人以为一个很差的企业通过做
ERP 就可以改变，恰恰相反，如果你自己不进行
流程再造， ERP 再怎么做也不行。

《圣经》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没有人把新酒
装在旧皮袋里。流程再造也是一样的， ERP 是
新的，但如果有的组织结构是旧皮袋，那就是油
水分离。其实应该水乳交融。

《周易》的倒数第二卦是“既济”，是成
功；但最后一卦是“未济”，就是未成功。意味
着要永远去追求，去迎接新挑战。我们现在是不
成功的，我们永远为了成功在不断地努力。

（注：本文系作者应本报之约特别撰写）

海尔：从卖产品到卖服务

海尔从 2007 年开始新
一轮流程再造，目的是打造
人单合一双赢的商业模式，
就是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市
场目标。

我们提出了“三转”的
思路：

第一是时代的转变，从
传统经济时代转向了互联网
经济时代；

第二是海尔的转型，要
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

第三是每位员工的转
化，从被动听从上级的指
令，转化为主动满足用户的
需求，从而打造人单合一双
赢文化。

隔本报记者 王景强

“隔行不隔理”。进入白酒行业
不过一年多的山东景芝酒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全平，用一份出色的业绩表
单，再一次验证了这样一个事实：管
理艺术和运营才能是可以在不同的产
业闪现光彩的，哪怕是在白酒这样一
个传统的产业。

景芝原创的芝麻香结束了山东白
酒没有自己代表香型的历史，引发了
业内人士关于鲁酒能否成为继川、
黔、汾酒之后的“白酒第四极”的畅
想；景芝繁密的品牌营销活动，在收
获社会和消费者认同的同时，更收获
了业内的尊敬。

鲁酒振兴，香型突破

2009 年鲁酒振兴中最具价值的事
件，就是芝麻香被确立为鲁酒的代表
香型。

如同酱香之于黔酒、浓香之于川
酒、清香之于汾酒，芝麻香给了鲁酒
极富个性的品牌。

作为芝麻香的原创企业，景芝酒
业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应有的引

领作用。
2006 年 12 月，景芝酒业高端产

品“一品景芝”被国家商务部和酿酒
工业协会授予“芝麻香”型白酒代
表， 2007 年 1 月 1 日，公司起草的芝
麻香型标准成为国家正式标准，芝麻
香型正式确立，成为建国后研发的第
2 个白酒香型，跻身中国 11 大白酒香
型家族。

接任景芝酒业董事长的刘全平，
在继承发扬景芝酒业“精工实料酿好
酒”的基础上，更以其对品质的延展
性理解，下大力气维护、提升芝麻香
这一鲁酒个性品牌。

“品牌源于品质。做好芝麻香，
除了精工实料，更要发挥技术引领、
名品带动、产能扩展的作用。”刘全
平说。

芝麻香的异军崛起，给鲁酒带来
了振兴发展的新机遇。

2009 年 9 月 12 日中国轻工联合
会和省政府联合举办的中国芝麻香型
白酒高端论坛上，正式确立芝麻香为
鲁酒香型代表。

“在如何定位芝麻香时，曾提出
过‘酒国新贵’等概念，最后，是我
们主张的‘芝麻香，中国香’被接
受。”刘全平说。

这一策略，将芝麻国香与茅台国
酒、泸州国窖、汾酒国藏并列为“酒
中四国”，充分展现了芝麻香酒的珍
稀与高贵，成为鲁酒走向全国、走向
高端的“通行证”。

整合营销，品牌突围

如果说以往鲁酒“低”在香型，
“短”则在于品牌营销。

刘全平认为，经历了上世纪九十
年代“广告酒”悲喜剧，鲁酒一度极
为尴尬困顿，陷入集体保守，特别是
在品牌营销方面缩手缩脚，严重制约
了鲁酒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就在鲁酒喘息的这个空档，川
酒以品牌复兴、徽酒以营销创新、苏
酒以品牌+营销的方式大踏步走了上
来，导致鲁酒丧失了一个宝贵的发展
期。”刘全平说。

通过推出“好酒景阳春，好客山
东人”广告，赞助好客山东贺年会等
方式，景芝与“好客山东”品牌紧紧
绑定。

文化是品牌传播的富矿，也是刘
全平努力开掘的方向。刘全平推出了
《景芝峰》杂志，资助出版了《松下

问酒》等景芝酒史著作……
刘全平最满意的还是景芝酒业的

全运赛事营销。虽然不是全运赞助
商，但景芝以较低的成本聚焦了全运
的眼球效应。

培强做大，志在领军

早在数年前，景芝酒业就提出了
“百年景酒”的愿景。

实现这个愿景，实现品牌的可持
续发展，刘全平认为要调动 3 个方面
的积极性：团队的积极性，消费者的
积极性和产业链的积极性。

“这 3 个积极性，归结起来，实
际上就是以人为本。”刘全平追求以
一种和谐的、理性的姿态融入，融入
企业、融入市场、融入产业。

低调沉潜的另一面则是雄心。刘
全平说，鲁酒的崛起，必须发挥品牌
企业的引领作用。“就像五粮液带动
川酒强势出击、口子窖带动徽酒营销
升级、洋河蓝色经典引领苏酒复苏一
样，鲁酒在振兴的过程中，也需要有
领军企业去塑造形象、带动升级、整
合产业。”

如果鲁酒板块不能迅速涌现出领
军企业，必然会有外来企业去担当这
样的角色，反客为主来整合鲁企。

刘全平说，外来品牌如洋河、口
子窖、金六福、汾酒等，在山东市场

采取的多是“蚂蚁雄兵”的策略，虽
然在每个区域市场和当地领先企业还
有一定差距，但多个市场的销量加起
来，已经是相当惊人。

“留给鲁酒领军企业崛起、带动
鲁酒振兴的时间，乐观地估计，也就
是两三年吧。”

刘全平：“鲁酒新帅”演绎品牌营销密码
核心提示： 2006 年底，一种新香型芝麻香在景芝酒业成功创立；

2009 年，山东省鲁酒调整振兴计划出台，并将芝麻香确立为鲁酒代表香型。

一年来，芝麻香原创国标企业景芝酒业和鲁酒企业一道，以大力发展芝麻香为鲁酒振兴的突破口和方
向，强推鲁酒品牌向高端迈进。

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