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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有关巴西、中国、印度、墨西

哥以及俄罗斯等快速发展经济体

(RDE)的崛起，已无需多加介绍。这

些RDE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贸易

和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之快，在工

业化国家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
与RDE出现相伴的是全球挑战者开

始崛起̶这些RDE国内的冠军企

业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大业务，
并向行业领先老牌企业发起挑战。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首先看到

挑战者快速成为全球领先者以及背

后的驱动因素。与我们上两期新全

球挑战者报告一样，我们公布了

2009年BCG100新全球挑战者的名

单。有些公司已经获得全球领先地

位，有些则展示出非凡的雄心和能

力来实现大规模的全球扩展。我们

对这些全球挑战者所采取的战略加

以研究，从而找出它们成功的根本

原因。同时，我们分析了它们如何

在压力加剧的情况下改革并增强业

务。最后，我们归纳出这些重要发

展对挑战者和老牌企业的启示。

我们欢迎您提供反馈意见，并

希望有机会与您讨论它对您业务的

影响。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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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市场中的资深顾问的支持。我们

还要特别感谢对本报告作出重要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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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与全球各行业领先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和其它高管访谈发现，大家对新一批全

球挑战者涌现在世界舞台上并不惊讶。
真正感到惊讶且经常会震惊的是它们以

如此快的速度占据许多行业的领先地

位。从2006年到2008年仅两年的时间里，英国《金融时

报》公布的2008年全球市值500强企业排行榜中来自巴

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公司数量增加了四倍之多，
从15家增加到62家。同时，与这些快速成功的公司一

样，来自RDE的许多其它公司也已瞄准全球市场。

全球挑战者所处的行业、采取的业务模式和战略各

有不同，这使我们很难对其一概而论。然而，大多数挑

战者展现出几项核心特点，这在其角逐全球领先地位时

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特点包括它们在RDE国家处于有

利起点，使它们优先进入高增长市场，获得自然资源和

建立低成本人才库，并能摆脱高额成本和陈旧遗留资产

的束缚，而这正是在高成本、低增长经济体的公司经常

遇到的问题。挑战者在本国市场获得最初优势地位的能

力为其日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多数挑战者共有的第二个特点是其雄心勃勃的所

有者和创立者拥有的愿景和意愿，他们在追求全球领先

地位上承担着巨大的风险。第三个特点是这些挑战者走

出本国市场、快速学习和适应所需业务模式的能力。在

这个过程中，许多企业选择国际并购作为打造具有全球

竞争力业务的快速途径。

引      言

波士顿咨询公司

为了更好地从整体上了解这些公司，我们为2009年
BCG100新全球挑战者榜单甄选出100家全球挑战者作为

样本。这些来自多个地区和行业的公司构成了一个多元

化的整体。在与它们许多首席执行官和高管的访谈中，
我们了解到有关国际扩张战略、未来方向和当前挑战的

内在看法，以及它们如何在全球当前动荡的经济形势下

发展和调整。我们还开展更多调研来充实这些看法。

RDE企业获得规模并转战全球市场的过程，仅是漫

漫征程的第一步。但是，全球挑战者和行业老牌企业间

的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特别是由于当前经济不稳

定、价格动荡、汇率波动以及对客户、供应商、原材

料、人才和品牌认知度都存在激烈竞争，两个阵营都将

互有胜负。一些挑战者企业能够以最快的速度适应动荡

时期的环境，这将使其在继续打造领先地位时处于有利

地位。一些公司最终不敌本行业的老牌劲旅，或是被全

球化业务刚起步的新兴挑战者所超越。另外一些挑战者

则无法逾越快速的全球扩张所带来的巨大风险，或无法

偿还为积极增长而筹集资金所欠下的债务。老牌企业则

必须警惕全球挑战者为其业务带来的威胁，并必须继续

挖掘新优势来捍卫和提升其领先地位。



新
全球挑战者是实力强劲的竞争对手。它

们在许多行业已经建立了全球领先地

位：我们榜单中几家公司的市场份额已

跻身行业的前五位。而将它们的成功归

结于低利润率、出口导向型业务的看

法，则有失公道。在那些由发达国家大型老牌跨国公司

主导的行业中，许多挑战者已经取得成功。这些挑战者

凭借其在RDE建立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强劲的业

务和分销网络。

全球挑战者作为行业佼佼者的崛起有助于其与老牌

企业进行竞争。这种竞争并非局限于市场份额，还包括

争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才以及其它资源，这

标志着被BCG称之为“全球性”新纪元的到来̶̶当前极

具差异性的竞争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这些挑战者所改

变，这些精益、雄心勃勃且足智多谋的RDE企业不受遗

留问题或传统业务方式的束缚。1  因此，关键是要了解

这些挑战者如何迅速成为各行业的佼佼者。出于这个目

的，我们看看它们取得的一些成就：

一些挑战者是当今自然资源行业的世界霸主。巴

西淡水河谷公司(Vale)是全球铁矿石和球团矿产品的

佼佼者。俄罗斯基元集团(Basic Element)和中国铝业

公司是铝产品生产上的国际领先公司。巴西工业集团

(Votorantim Group)是全球前五大锌生产商。俄罗斯

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是主要的天然气生产企

业，而马来西亚国际船运有限公司(MISC Berhad)是液化

天然气的主要运输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的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则在收入上跻身全球前十大能源公司行列。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兴是领先的电信设备制造

商，而中国移动则在用户数量上成为全球最大的通讯网

络供应商。在电子制造业领域，格兰仕集团、德昌电机

挑战者迅速实现全球
领先地位

�

和美的集团分别在微波产品、小型电车和电风扇上占据

领先地位。

一些挑战者企业在物流行业表现十分突出。中远集

团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运公司之一，它还是中集集团的股

东，而后者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运集装箱生产商，也是一

家挑战者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

造船公司之一。同样，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子

公司上海振华港机（集团）公司在制造集装箱起重机上处

于领先地位。

虽然还没有一家汽车领域的挑战者在市场份额上跻身

世界领先的乘用车制造商行列，但是许多挑战者已经在汽

车零部件制造方面拥有宝贵的专长。万向集团是生产万向

节轴承方面的领先公司，而印度巴拉特铸造公司(Bharat 
Forge)则在底盘部件上享有领先地位。巴西马可波罗公司

(Marcopolo)是一家领先的汽车车身和零部件制造商。

在快速消费品领域，也有不少挑战者确立了领先

地位，包括家纺领域的巴西Coteminas、肉类出口方面

的巴西JBS-Friboi、茶叶行业的印度塔塔茶叶公司(Tata 
Tea)、家禽方面的巴西Perdigão公司和酒类方面的印度

联合酒业(United Spirits)。

挑战者还在其它许多行业占据领先地位。中国比亚

迪集团在充电电池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准并扩大其汽车

OEM业务。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生产世界领先

的支线喷气机。印度信诚集团(Reliance Group)是聚酯纤

维产品的佼佼者，而印度塔塔化工公司(Tata Chemicals)
则是世界顶尖的碳酸钠生产商。

200�年BCG100新全球挑战者

1. 关于全球性话题的创新性讨论，请参阅Harold L. Sirkin, 林杰敏

和Arindam K. Bhattacharya所撰写的《全球性：在任何地方与任何

人进行任何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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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它们在各个领域取得的突出地位相比，这些挑战

者实现的速度之快更是令人惊叹。对于这些新生力量的

崛起，老牌企业必须非常警惕。新挑战者的崛起将是一

种长期存在的趋势。

举例来说，墨西哥Mexichem在2002年拥有强劲的

国内业务，年销售额高达2亿美元。（为保持一致，除非

另有注明，本报告中所有货币金额都以美元计价）在接

下来的五年内，公司主要凭借境外并购开展大规模的国

际扩张。2007年，公司收入增至21亿美元，年均复合

增长率高达60％。与此同时，Mexichem通过收购南美

的Petroquímica Colombiana（2.5亿美元），中美洲的

Grupo Amanco（5亿美元）以及美国的Bayshore Vinyl 

Compounds（1,600万美元），牢牢占据了西半球的领先

地位。通过这一系列积极的收购，Mexichem的聚氯乙烯

(PVC)和塑料管道产品在拉美大部分地区占据第一或第二

的位置。

中国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在2004年并不为本国

以外的市场所熟悉，那时其销售额仅有8,500万美元。然

而，在中国较低的生产成本以及创新承诺的驱动下，公

司在以后三年迅猛发展，销售额达到13亿美元。

这一系列成就非常引人注目。问题自然产生，这些

挑战者是如何做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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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
战者打造领先地位的途径与其本身一样

各有千秋。但是许多挑战者拥有许多共

性，这成为其在全球舞台上崭露头角的

强大动力。这些特点包括由于地处RDE
带来的早期优势、追求全球领先地位的

雄心和决心以及通过“走出去”实现快速增长的意愿。

早期优势

挑战者来源国的商业环境对其发展起到了关键作

用。挑战者拥有如下早期优势：优先进入高速增长的市

场并获取资源，免受高成本、发展缓慢国家遗留资产的

束缚以及能够获得低成本的劳动力。

优先进入市场并获取资源。受到保护或高度管制的

市场环境为挑战者提供了获取宝贵的自然资源或进入快

速发展市场的先机，这些市场最初并未受到全球竞争者

的威胁或所受威胁不大。许多挑战者在进行全球化运营

之前已经建立了竞争优势，这使得它们在本国市场（或

出口市场）大获成功。它们能够“乘胜追击”并迅速扩大

规模来争夺全球范围的领先地位。在一些情况下，其所

在国的政府也采取一些保护手段来防止全球老牌企业或

来自其它RDE国家的挑战者冲击本土市场。

免受遗留资产束缚。与老牌对手不同，挑战者不需

要纠缠于上一波全球化浪潮留下的过时资产或技术。同

样地，它们与供应商、分销商或工会间不受旧有协议的

束缚。此外，它们可以选择所要进入的高成本且发展放

缓的发达市场（如果存在）：这一优势能使它们更加灵活

地制定未来发展路线。

获得低成本的劳动力。RDE企业从低成本的劳动力

中受益，这为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对手在劳动密集型业务

挑战者如何实现领先地位

上开展竞争时提供了成本优势。同时，作为其本国规模

最大、发展速度最快且最令人激动的公司，挑战者通常

为新入职的员工提供有竞争力的职业机遇，而且一些公

司还有能力以低于竞争对手的成本雇用和培训员工。

印度雷迪博士实验室(Dr. Reddy’s)介绍了吸引和保

留最佳人才的几项驱动因素，包括提供更丰富的学习经

验、向员工授权和创造一种受员工重视的企业文化。提

供职业机遇也很关键。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认为，作

为一家大型企业，为员工提供能为行业带来真正影响的

机遇是吸引新员工的重要因素。

全球挑战者也有能力以低于竞争对手的成本招聘和

培训员工。这在印度的IT行业最为明显，因为人才管理

是培养竞争优势的关键杠杆之一。例如，为了吸引新员

工来促进公司积极增长，印度维布洛科技公司(Wipro)积
极地招聘传统工程和计算机工程学科之外的人才，寻求

在其它科学领域才华横溢的人才。公司支付的培训增量

成本要低于支付给许多工程专业毕业生的新增工资。同

样地，印度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CS)与当地大学建立了合

作伙伴关系来提供入学培训。塔塔咨询服务公司还为理

科毕业生提供了IT技能培训项目。

获取全球领先地位的雄心

建立全球领先地位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对于许多

致力于加速增长、扩大业务种类并提高国际知名度的公

司来说，这是其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它们也要面临

巨大的风险。只有拥有非凡雄心的挑战者才会踏上这个

征程。

优先进入高速增长的市场并获取资源，免受高成

本、发展缓慢国家遗留资产的束缚以及能够获得大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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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劳动力等优势，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提供了基

本平台，但是单靠这些优势还不足以打造出全球挑战

者。的确，享有这些优势的许多公司会满足于驰骋本土

市场，而非转战海外。全球挑战者则不然。一些因素激

发它们走出去，开展更高级别的竞争。它们

大胆举措背后的雄心和风险承受能力都可以

直接与其创立者和领导者的愿景挂钩。

本报告介绍的一半以上全球挑战者企业

是在公司的创立者、家族成员或公司元老的

带领下发展。同样，只有23％的挑战者对高度多元化的股

东负责；其余则是私营企业或由有限的股东来有效控制。

在我们榜单上的公司所在国中，中国拥有最集中的

股东结构；我们榜单中大多数中资挑战者都是政府控

股。相比之下，印度的挑战者则拥有一个更为多元化的

股东结构。然而，即使是在多元化的股东集团中，创立

者或家族成员的影响力依旧很强，正如许多印度挑战者

的情况一样。

这些受到严格控制的所有权结构极大地影响着挑战

者争夺全球领先地位的雄心和能力，从而使它们对风险

有很强的偏好、对资本成本的感知度低以及对收购开展

有效防御。

风险偏好强。海外扩张经常要面临很大风险。因此，
许多所有者或创立者自身蕴含的企业家精神会对公司的成

败发挥重要作用。另外，由于许多挑战者企业的所有者拥

有的大部分财富与公司紧密相关，因此他们对多元化的态

度与机构投资者的态度大相径庭。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一些

挑战者发展成为多元化的集团公司，其中包括土耳其的科

奇财团(Koç Holding)和印度的塔塔集团。

对资本成本的感知度低。在为增长融资时，跨国公

司通常会考虑债务成本和股权成本，分别代表了债务的

实际成本和股东预期回报的成本。相比之下，公司的国

有股东在很多议程上不局限于股东回报，例如还包括保

证获取自然资源或降低失业率，这都会降低他们对投资

的预期回报率。同样地，一些家族企业的挑战者拥有长

远的投资目标，它们作出的决策可能会与资本成本不太

一致。这种对待资本成本的不同方式能使挑战者在竞购

目标或进行海外投资时比老牌竞争企业更加积极。

有效防御收购。由于挑战者由家族成员或政府控股，
因此它们很少被恶意收购。事实上，在挑战者企业中，突

然被家族其他对手成员收购的情况要比恶意收购更普遍。
免受恶意收购带来的益处值得商榷，但是受其保护的经理

们无疑更敢于承担更大的风险。

通过“走出去”实现快速增长的意愿

尽管这些挑战者的管理人员拥有积极的

扩张计划并具有很强的风险承受能力，但是很少有挑战

者采取单边战略寻求全球领先地位。大多数挑战者都认

为，通过与老牌企业或其它挑战者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跨境收购公司以及网罗国际化的管理人才可以带来巨大

机会。对许多挑战者来说，走出本国市场利用国际经验

和资源的能力是一项关键的成功因素。

合作建立世界级能力̶快速。挑战者经常通过与

老牌企业和其它挑战者建立国际合作关系来填补能力差

距。这些合作关系包括技术转让安排、销售和分销协议

等。有效开展合作关系可以帮助挑战者迅速克服准入壁

垒并挖掘全球市场。

利用收购作为通向全球领先地位的快速途径。挑战

者具有很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因此通常将国际并购作为

迅速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的优先方式。

在我们榜单的100家新全球挑战者中，处在自然资源

和冶金行业以及服务行业的企业最有可能通过并购发展

业务。2000年1月到2008年中期，这些挑战者平均分别

开展了9.5和5.3笔境外并购交易。相比之下，耐用消费品

行业的挑战者（不包括汽车OEM和零部件供应商）大多

主要依赖有机增长，在这段期间平均每家公司仅开展1.4
笔交易。（参阅图1）

全球挑战者显然非常热衷于创造价值的并购交易。
然而，成功的海外并购可以为取得全球领先地位奠定

基础，但是失败的收购则会使挑战者的大好前程毁于一

旦。有效管理并购流程以实现价值创造最大化并非易

事。墨西哥宾堡集团(Grupo Bimbo)是一家主要通过并购

在海外推广品牌的烘培公司。它们认为全面的尽职调查

和规划对于降低并购失败风险来说至关重要。

一些因素促使全球

挑战者参与更高级

别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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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者正日益增加同私募基金公司等外部伙伴的合

作，共同开展并购活动并获取最大利益。这些合作伙伴

关系可以是双赢关系：挑战者提供运营专长，而私募基

金公司协助获得融资和监管审批。一些被视为国外收购

的交易往往会招致负面的公关影响，这时与

合作伙伴结盟也可以化险为夷。然而，这种

合作也并非万无一失。华为联手美国贝恩资

本(Bain Capital)一起收购美国的网络设备公

司3Com，但最终以无法获得监管机构审批

而告终。

企业在收购后采取的措施也至关重要。中国石油财

务总监王国樑认为20％的风险来自并购过程，而另外

80％的风险则来自于并购后的阶段。在交易达成后，挑

战者采取多种方法来整合公司。一些挑战者倾向于尽量

少变动所收购的业务、保留现有管理团队并在现有公司

内开展有限的正式整合。塔塔集团的“低干涉”战略正说

明了这一点：它依靠现有稳定的管理团队购买业务并尽

可能少地干涉公司运营。这一战略是塔塔集团成为RDE
国家中规模最大的多元化集团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样，
印度Vedanta Resources公司没有开展正式的兼并后整合

活动，但是依靠管理层的讨论、座谈会和审计工作来确

保子公司按照集团内制定的最佳实践开展运

营。

还有一些公司则正好相反。它们坚持的

理念是：系统化整合被收购企业、寻求协同

效应最大化并在收购方和目标企业间分享最

佳实践。例如，墨西哥耐马克公司(Nemak)非常重视进

一步整合所带来的效益。它在2007年推出一项举措来整

合之前收购的各个公司。

用全球化思维打造管理团队。许多挑战者正通过网

罗本土市场以外的人才来建立一支全球化的管理团队。
虽然许多挑战者进军国际市场的时间不长，但是其董事

会已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一样非常国际化。如

管理并购流程以实

现价值创造最大化

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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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集团和印度塔塔钢铁公司(Tata Steel)等企业已经真

正从国际化的管理团队中受益，并且被收购公司的人才

也都予以重任。科威特Agility公司也打造出一支高素质

的国际化管理团队，并派驻到全球各地的总部机构。这

些国际经理人被授权承担风险并作出重大决策，而总部

则发挥治理的作用。Agility公司将这种方法视为竞争优

势的主要来源，帮助公司在新兴市场承接令竞争对手望

尘莫及的项目。随着挑战者全球化步伐的加大，国际化

管理团队的趋势将很有可能继续发展。未来对这些RDE
国家的挑战者来说，它们的董事会与许多老牌企业相

比，将很可能更具国际化特色。

为了更好地了解新挑战者如何影响全球商业格局，
我们首先了解其中一些领跑者̶100家积极寻求全球领

先地位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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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前两次一样，BCG今年甄选出一个由

100家全球挑战者构成的名单，它们都是

规模很大、积极开展海外扩张并获取全

球资源的企业。我们对其创新的业务模

式、近期取得的成功以及其所面临的挑

战和克服的困难予以分析，从而帮助我们了解挑战者总

体上是如何发展和变化的。（参阅图2）

在编辑本年度榜单时，我们再次采用缜密的甄选流

程来挑选出最能代表全球挑战者特点的100家企业。（参

阅附录“2009年BCG100新全球挑战者的甄选方法”）

今年新上榜企业

这份报告的老读者将会注意到今年有19家新企业取代

了去年榜单中的19家公司。在大多数情况下，未出现在今

年榜单上的企业仍在各自行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其国

际业务发展势头则不敌上榜的其它公司。尽管如此，虽然

未能蝉联上榜的公司在其国际增长趋势上略有逊色，但其

收入的增长速度仍高于发达国家的同业。对于一些已经历

或正在重组或发生潜在变化的公司来说，我们会等到其未

来架构进一步明朗时再考虑将它们列入榜单。

在2009年BCG100新全球挑战者榜单中，新上榜的

19家企业分别是：

◊ 科威特Agility是一家全球排名前十位的物流公司，
2007年实现收入63亿美元，在100个国家设立分公

司并积极开展跨境并购活动。公司由三个相关联的

业务集团组成：全球一体化物流、防御和政府服务

以及投资。从2004年起，Agility每年以127％的速度

增长，收入总额达到5.41亿美元。

2009年新全球挑战者

◊ Camargo Corrêa集团是巴西最大的集团企业之一，
业务包括建筑和工程、鞋类、纺织、基础设施、建

材和房地产。2007年，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为64亿
美元，在拉美、西班牙和非洲设立分公司。在2005
年到2007年间，Camargo Corrêa集团规模翻了一

番，预计国际业务收入增速更快。

◊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是一家化工企业，2007年收入预

计达到145亿美元。公司在国内外市场发展迅速，
部分原因在于积极的海外扩张。2007年，中国化

工集团公司收购了英国的Fibres Worldwide公司和

法国的Rhodia Silicones公司。它还对Nufarm（一

家澳大利亚的农业化工集团）发起数十亿美元的竞

购，但最后没有完成。

◊ 大连机床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机床公司，2007年收

入达到14亿美元。集团通过积极收购海外机床公

司或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获取专利技术。大连机

床集团购买了美国Ingersoll International的两个

部门，并购买了德国机床制造商兹默曼公司 (F . 
Zimmermann)的多数股权。

◊ 迪拜世界(Dubai World)是一家多元化的控股公司，
主营业务包括交通和物流、干船坞和海运、城市开

发、投资和金融服务等。公司在全球100多个国家

拥有80多家子公司。2006年，迪拜世界的港口运营

公司DP World斥资68亿美元购买了P&O集团，成

为世界上第四大港口运营商。2007年，迪拜世界的

投资公司Istithmar World收购了美国知名零售企业

Barneys并大力投资MGM Mirage。公司的股权投

资额超过26亿美元。迪拜世界旗下的房地产开发商

Nakheel在迪拜打造了地标性建筑Jumeirah Palm，
现在正通过项目使迪拜的海岸线增加1,000多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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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联酋埃玛尔地产(Emmar Properties)是一家房地

产开发公司并被列入《金融时报》全球500强榜单

中。公司坚持高度全球化的方针，2007年收入为

48亿美元。埃玛尔成功地在中国、印度、沙特阿拉

伯和其它国家建立合资企业。公司主要关注新兴市

场，但在2006年进入美国市场后，斥资10亿美元收

购了John Laing Homes。

◊ 阿联酋航空公司(Emirates Airline)是一家拥有现代

化机队且国际业务迅速增长的乘用航空公司。公司

在全球航空业迅速崛起，2007年收入高达106亿美

元。自1985年成立以来，公司除了前三年运营出现

亏损外，其余每年从未出现亏损。截至2008年10
月，公司现拥有122架正在使用中的飞机以及另外

174架飞机的确定订单，这充分显示了公司雄心勃

勃的扩张计划。

◊ 阿联酋电信公司(Etisalat)是一家电信服务供应商，
2007年收入为58亿美元，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等

地区的16个国家开展业务。公司不断进行收购，包

我们采用与过去几年同样严格的甄选流程，产生了
今年的BCG100榜单。我们致力于挑选出能够代表全球
挑战者特点的公司。今年的报告侧重于以下地区的国
家，包括亚洲、中东欧、独立国家联合体(CIS)、中东
和拉美。我们没有将亚洲的新兴工业经济体（“亚洲四
小龙”）和南非的新兴工业体纳入报告中。

在确定了调研的地域范围之后，我们拟定出一份
原始主名单，由来自这些国家的�,000多家候选公司组
成。这一清单参照了各类本地公司的排名。我们剔除了
合资公司和拥有大量海外股权的公司。我们决定纳入一
些总部在诸如伦敦、香港和新加坡等金融中心的公司，
这些公司主要在RDE国家运营。由于主要在RDE地区进
行运营，所以这些公司被归为这一类。

下一步，我们采用一系列定量和定性标准来分析榜
单的其余公司。我们将公司规模视为一个重要因素，因

2009年BCG100新全球挑战者的甄选方法

为规模较小的公司在推动积极的全球化业务时所拥有的
资源较少。我们关注公司的全球化潜力，寻找那些在全
球化运营中已经拥有一定业绩的公司（体现在国际化收
入或大规模的跨境并购交易上）以及真正致力于全球扩
张而非建立出口加工模式的公司。我们采用几项评分标
准来确定全球化潜力，包括各个公司的国际业务、过去
五年开展国际投资的数量和规模、为国际扩张融资所获
得的资本、知识产权的范围和深度以及价值主张的国际
吸引力。最后，我们将各个公司的规模与所在行业的其
它挑战者和老牌跨国公司进行对比，从而确保榜单上的
所有公司都是各行业领先地位的有力竞争者。

通过这样的过程，产生了候选企业名单。利用最初
标准对这些企业打分，再加上BCG行业专家的意见综合
考虑，最终挑选出了BCG100挑战者。

括近期斥资9亿美元收购印度的Swan电信45％的股

份，这都清晰地表明公司致力于在2010年跻身全球

前二十位电信公司的愿景。

◊ 俄罗斯Evraz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垂直一体化钢铁

和矿业公司，2007年收入达到128亿美元，在欧洲

和北美设有子公司。自2005年至2008年中期，公

司完成了几项重要的海外收购，包括斥资21亿美元

收购美国Oregon Steel Mills、4.14亿美元收购美国

Claymont钢铁控股公司以及29亿美元收购加拿大

IPSCO。这些收购使Evraz成为北美地区第二大大口

径管道制造商。

◊ 智利Falabella是拉美一家快速增长的零售商，其多

元化业务分布在百货商场、超市、家居装饰、零售

金融服务（如信用卡和保险）、购物商场和旅游服

务等，2007年收入达到66亿美元。与其它挑战者一

样，Falabella采用一个“多重本地化”战略来进行扩

张，在寻求适合当地市场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保留

了全球统一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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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Gedeon Richter是东欧领先的独立医药公司

之一，生产仿制药和原研药。2007年，公司收入达

到12亿美元。自2000年至2007年，受国际销量增加

的驱动，Gedeon Richter的收入以25％的年均复合

增长率增长。

◊ 墨西哥Mexichem是一家主要通过在拉

美地区开展非有机增长来扩大PVC和萤

石市场份额的化工公司，2007年收入

达到21亿美元。公司对业务进行垂直整

合；现在运营氯乙烯链的盐矿和萤石链业务上世界

最大的萤石矿。

◊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是一家积极收购海外资源的冶金

和矿石资源开发和交易公司，2007年收入为163亿
美元。中钢不生产钢铁，而是为钢铁行业供应矿

石、机械和增值服务。中钢是中国第一家发起恶意

收购的国有企业，斥资总额13亿美元收购了澳大利

亚铁矿石制造商中西部公司(Midwest)。

◊ 俄罗斯Sistema是独联体地区最大的非能源集团公

司，专注于电信、其它消费服务和高科技领域。公

司在欧洲和亚洲增长迅猛，2007年收入达到137亿美

元。其子公司Mobile TeleSystems是俄罗斯和独联体

地区最大的移动电话运营商。Sistema拥有印度电信

公司Shyam Telelink的多数股权。公司将印度视为业

务长期发展的潜在立足点，包括公司可能利用积累

的专长涉足其它领域，如房地产、零售、旅游、高

科技、电影制作和大众媒体等。但是Sistema电信业

务的首要重点还是俄罗斯和独联体地区。

◊ 中国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

能光伏发电制造商之一，2007年收入达到13亿美

元。尚德几乎所有收入都来自于出口到主要太阳能

市场所得的收入。除开展快速的有机增长外，尚德

太阳能电力公司还收购了日本MSK公司和德国KSL-
Kuttler自动化系统。

◊ 印度塔塔化工公司是一家非有机化学制造商，其碳

酸钠占据全球大部分市场份额。公司在肯尼亚、荷

兰、英国和美国设立工厂，2007-2008财年收入达

到15亿美元。公司2008年斥资10亿美元收购美国通

用化学工业产品公司(General Chemical Industrial 
Products)后，成为全球第二大碳酸钠生产商。

◊ 印度联合酒业的前身是McDowell&Company有限公

司，现在是UB集团下的酒品部门。公司创建于1826
年，当时是独立的酒品企业，20世纪50年代被UB集
团收购。2007年公司收购了英国知名的苏格兰威士忌

公司Whyte&Mackay，并跻身全球酒业产量

的前三甲，仅次于Diageo和Pernod Ricard。

◊ 印度Vedanta Resources是一家在英国上

市的控股公司，子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铜、
锌、铝和铁矿石。2007-2008财年收入总额为

82亿美元。Vedanta在澳大利亚、印度和津巴布韦开

展业务。Vedanta在2004年收购了津巴布韦的铜矿，并

于2008年竞购美国第三大铜矿生产商Asarco的运营资

产。Vedanta Resources采用精益生产模式，凭借低廉

的劳动力和专门的发电厂来提高矿业资产的利润率。

◊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丰益国际(Wilmar Inter-
national)是一家总部设在新加坡的农业集团，由新加

坡和印度尼西亚的两名企业家创立而成。集团一体化

的业务模式侧重于棕榈油、含油种子和粮食的加工和

推销，2008年上半年收入达到150亿美元。丰益国际在

四大洲20多个国家设立160多个加工厂并开展运营，
主要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中国、印度和欧洲地

区。它是亚洲领先的农业集团之一。

另外，前几期报告介绍过的四个新全球挑战者的母

公司也被添加到今年的榜单中，因此我们将其子公司名

称从今年榜单上剔除。这四个母公司分别是多元化的工

业控股公司基元集团，它是United Company Rusal、
Ingosstrakh保险公司和汽车制造商GAZ集团以及其它

资产业务的母公司；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是一

家持有上海振华港口机械公司股份的国际建筑承包商；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是上市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的国有控股股东；以及巴西Odebrecht集
团，它拥有一家全球建筑承包公司Construtora Norberto 
Odebrecht以及一家石化公司Braskem。

2009年BCG挑战者所处国家和行业

2009年BCG100新全球挑战者是一个极具多样性的群

体。它们来自14个RDE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中

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科威特、马来西亚、墨

西哥、俄罗斯、泰国、土耳其和阿联酋。其中一些总部设

一些挑战者采取 “多
重本地化” 的方法进

行全球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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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伦敦和新加坡；它们上榜的原因是其在RDE国家

中业务广泛或历史上和RDE联系紧密。（参阅图3）

就各国上榜公司数量来看，中国仍以36家公司名列

今年榜单之首，其次是印度（20家）、巴西（14家）、墨

西哥（7家）和俄罗斯（6家）。进入今年榜单的候选公

司，即那些规模大、快速全球化的公司也都来自于这五

个经济体。来自阿联酋和科威特这两个RDE国家的代表

是首次入围该榜单，体现了这些国家的企业在全球化服

务和发展上非常迅速。

新全球挑战者代表的行业也非常多元化。自然资源

和冶金行业有20家公司上榜，占据榜单很大一部分，其

次是食品和饮料公司（13家）以及汽车OEM和零部件供

应商（10家）。

经挑战者反复验证的六项全球化战略

在2006年的报告中，我们总结了挑战者在寻求扩张

时使用的六种全球化模式：

◊ 将RDE品牌推向全球

◊ 使RDE制造工程参与到全球创新中

◊ 寻求特定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

◊ 将RDE自然资源储备货币化

◊ 把新业务模式推广到多个市场

◊ 获取自然资源

这些战略仍是挑战者开展国际扩张时采用的主要方

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战略并不互相排斥，一些挑战者

有效地采用其中几项战略来赢得全球领先地位。

今年榜单中一半以上新上榜公司强调“使RDE制造工

程参与到全球创新中”或“把新业务模式推广到多个市场”
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这些仍是新兴挑战者全球化进程

中的重要选择。新上榜的自然资源公司通过获取自然资

源实现全球化。几家挑战者在特定领域寻求全球领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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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包括塔塔化工公司的碳酸钠产品在2008年排名全球

第二。印度联合酒业是将RDE品牌推向全球的典范，公

司继续在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扩大其一系列酒业品牌的

分销。

BCG100的表现

由于2008年经济出现动荡，上榜的这

100家企业作为一个群体并未能像以前那样

创造那么多的价值。尽管如此，它们在维持较高利润增

长水平的同时，继续在2007年和2008年初实现收入的快

速增长。它们也发挥了强大的购买力并展示出对并购交

易的良好偏好，总体上对风险持大胆态度。

经济动荡时期的价值创造。2008年对于挑战者创造

价值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因为全球低迷的经济形

势对公司之前飙升的股价带来不利影响。（参阅图4）按

照在主要股票交易所公开交易的78家挑战者的市值̶
加权综合指数来衡量，在2008年前十个月中，全球挑

战者的股东总回报业绩落后于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的同

业。业绩不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几家超大型挑战者的

股价大跌所致，而其余挑战者的表现继续优

于其它同业。许多因素促使挑战者在过去几

年内迅速发展，如高杠杆率；而现在这些因

素正在经济急剧动荡时期为它们提出新的挑

战。在这个100挑战者榜单中将会产生赢家

和输家，经济动荡为其能否最终确立并维持

全球领先地位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强劲的收入和利润。挑战者在2005年到2007年间每

年以29％的惊人速度增长，体现出积极的扩张势头。这

种出色的业绩大大超过了标普500、日经225和DAX30的
表现。（参阅图5）挑战者的销售总额在2007年达到了1.5
万亿美元，其中6,000亿美元的销量来自本国之外的市

场。这种趋势持续到2008年上半年，那时挑战者的收入

2009年全球挑战者

是一个极具多样性

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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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飙升至将近32％。然而，受信贷危机的影响，一

些挑战者对新收购业务的融资能力受到限制，因此其增

长率在近期内很难得以维持。

此外，挑战者不仅仅是在牺牲利润的情况下争夺市

场份额。2007年，这100家挑战者的平均运营利润率达到

17％，明显高于标普500公司14％的平均运营利润率。这

种高利润率在推动挑战者的海外扩张时发挥了关键作用。

强劲的购买力。全球挑战者正对整个供应链带来影

响，其许多合作伙伴和供应商也从它们的崛起中受益匪

浅。从BCG100挑战者创造的1.5万亿美元收入来看，它

们也是从铁矿石到纸夹等各方面的大买家就不足为奇

了。2007年，这些挑战者在原材料和零部件上的购买金

额预计达到6,000亿到8,000亿美元，服务开销达到800亿
到1,000亿美元。这与2006年的开支相比有大幅增加，部

分原因与这一期间较高的商品价格相关。

极强的并购偏好。2007年，这些BCG100挑战者开展

了至少88笔境外并购交易，与2000年预计的19笔交易相

比有了大幅增长。2007年公布的交易平均额非常高，将

近6亿美元。（参阅图6）（绿地投资和有机扩张也在挑战

者的海外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占2007年国际收入增

长的70％左右。）

挑战者开展境外并购交易的目标地区很多。欧洲是

印度和俄罗斯挑战者开展并购交易的目的地，而中国挑

战者境外并购目标在地域上则更加多元化，26％的交易

在欧洲，26％的交易在美国和加拿大，其余则广泛分布

在全球各地。（参阅图7）然而，有趣的是，尽管许多备

受瞩目的境外交易来自中国，但是中国36家挑战者作为

一个群体在收购力度上不敌20家印度公司或6家俄罗斯公

司。巴西和墨西哥的挑战者在拉美地区开展的境外并购

交易数量远高于其它挑战者，而巴西挑战者也是美国和

加拿大地区的主要收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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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对待风险。国际扩张中的风险无处不在，这也

是大多数挑战者在寻求全球领先地位时要面临的问题。
然而，在艰难的经济形势下，它们对待风险的态度很容

易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撤退公司或甚至破产。截至

2008年11月，18家挑战者的负债股本比率比同业高出

30％或出现很低的偿债率。由于2008年底美元突然升

值，导致一些公司蒙受巨额的外汇损失。这些因素加上

经济危机引发的信贷市场紧缩，威胁到一些挑战者的生

存，它们在经济繁荣时期依靠高杠杆来维持增长。相应

地，在经济动荡时期，一些挑战者将很可能通过大规模

的业务重组来谋求生存。

挑战者经常通过购买少数股权而非全面控制收购公

司来最小化并购交易的内在风险。在挑战者境外交易

中，获得控股权交易的比例从2004年的84％左右降至

2007年的68％以下。获得少数股权的并购交易在自然资

源和冶金行业以及电信等服务行业最为普遍。许多情况

下，公司通过购买少数股权来实现战略目标，而不必克

服全面并购所面临的额外监管和整合壁垒。境外并购通

常具有风险，但是购买少数股权能够降低兼并后整合失

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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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
战者现在面临来自多方的压力，如更大

的成本波动、政府首要措施的变化以及

国际品牌认知与世界级研发能力的需

求，但是这些压力并没有阻止挑战者实

现它们的增长雄心。从整体上说，它们

通过适应和增强自身业务来应对这些压力。

更大的成本波动

从2005年到2008年初，挑战者发现其运营利润率受

到多种成本上升的挤压。结果，它们的平均运营利润率

从2005年和2006年的18%下降到2007年的17%。

在2007年和2008年初，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几乎影

响到了所有的全球挑战者，使得大多数企业成本上升，
同时也使得少数企业利润提高。很多拥有资源的企业得

益于历史高位的价格，而其中一些遇到了利润率方面的

巨大挑战。2007年，制造业领域的挑战者面临多种材料

成本的大幅上升，如塑料和钢铁，但又无法通过涨价转

嫁这些成本。随着2008年底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于高

价资源的担心被全球经济不稳定的急迫挑战所替代。

挑战者采取了多种战略来对抗大宗商品价格的波

动。比如，塔塔化工公司选择生产更多的天然碳酸钠

（天然碳酸钠与合成碳酸钠之比为60：40，而世界平均

值为30：70），这与老牌企业的传统战略明显不同。天

然碳酸钠会导致运输成本上升，但是生产合成碳酸钠却

要耗费更多能源。塔塔化工公司的战略带来了益处，在

2007年和2008年初的能源高价时期，那些专注于合成碳

酸钠的老牌企业就处于成本上升的不利地位。

同样，高能源价格也导致其它挑战者更仔细地寻找

提高能效的机会。俄罗斯谢韦尔钢铁公司(Severstal)提

挑战者正如何应对压力

到，能效问题已经开始在其业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公司

正采取多项措施来改善这方面的工作。基元集团也推出

了一系列措施提高生产设施的能效。

许多RDE国家在2007年和2008年出现了劳动力成本

显著上升的情况，而一些地区在同期内也出现了劳动力

短缺的问题。针对这些情况，基元集团等挑战者开展了

新的教育计划来吸引和保留娴熟的制造工人。

但是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尽管RDE国家的工资最

近有所上升，但是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劳动力成本差距

仍然较大，且在短期内难以弥合。因此，RDE国家在劳

动密集型产业方面仍将具有高度竞争力。RDE国家的生

产力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劳动成本的上升。

除了成本上升之外，一些RDE国家的货币升值也影

响了挑战者2007年的全球销售额。一些挑战者的货币受

到严格的货币管控，使得挑战者通过金融对冲应对风险

的能力有限。货币升值问题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不

同RDE国家的挑战者。同样，2008年底美元的突然升值

也凸显了货币风险的重要性，因为许多挑战者并没有采

取适当的对冲措施来应对这些风险。

当上述的许多成本压力超越某个公司所能控制的范

围时，挑战者正采取各种战略来应对并减小其影响。这

些战略就包括地域多元化、优化供应链、提高生产力、
转嫁成本以及寻求政府支持等。

地域多元化。挑战者的地域扩张可以作为劳动力成

本上升和汇率波动的间接对冲方式。比如，虽然联想总

部在中国，但是其生产网络却遍布欧洲、北美、南美和

亚洲，从而有效地抵挡了人民币可能升值的风险。同

样，俄罗斯谢韦尔钢铁公司通过平衡在发达国家和新兴

市场的业务增长来管理风险：一方面进入高增长并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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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现金的新兴市场，另一方面在发达市场竞争保持稳定

并发展能力。

优化供应链。挑战者寻找优化供应链的方法来降低

成本、减少不确定因素以及阻断风险。战略

包括将生产或组装基地重新安置在低成本地

区或靠近最终用户的地区。一些挑战者在低

成本地区生产复杂度低的部件，并利用高成

本国家的工厂生产需要与客户进行频繁互动

的高度复杂部件。

提高生产力。挑战者通过投资于新技术和降低或更

有效地利用劳动资源的方式提高生产力。比如，印度维

布洛科技公司应用了精细化生产的概念开发软件，使得

每个项目的效率提高10%以上。泰国联合冷冻食品公司

(Thai Union)提到其一直致力于提高运营效率，保持低成

本生产商的地位，从而在寻求低成本和全球送货能力的

OEM客户面前保持竞争优势。在某些情况下，提高生产

力也是靠外力驱动，如中国政府将经济转移到高附加值

领域的期望等。印度Vedanta Resources也将生产力看作

是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关键杠杆。

转嫁成本。尽管面临销售下降的潜在风险，一些挑战

者还是认为提价以应对宏观经济成本上升是较为稳妥的作

法。这一战略的成功当然是依赖于具体的市场情况。

寻求政府支持。在某些情况下，拥有政府大力支持

的挑战者利用这一关系来应对成本上升带来的利润下降

问题。中石化是中国最大的石油加工企业，利用政府补

贴抵消了一部分由于价格控制而造成的利润损失。一些

发达国家却采用了相反的方法，那里的政客们可能要求

对当地石化行业的老牌企业征收暴利税。

政府首要措施的变化

在任何RDE国家，人们经常担心的问题之一就是政

府的政策变化。RDE国家政府经常改变其贸易、外商直

接投资、国内补贴和行业重组或整合等方面的政策。与

政府优先政策保持一致的挑战者能生存下来，不能则需

谨慎运营。

最近，随着全球金融危机于2008年底开始扩大，
全球政府通过推出一系列监管措施来迅速应对。这些计

划对挑战者的竞争地位具有直接影响，既包括正面的影

响，也包括负面的影响。说到底，大多数挑战者必须要

同时应对国内外多个政府的监管。考虑到金融危机的范

围和政府应对措施的多样性，整个行业将被重组。对于

所有挑战者而言，无论是来自哪个国家和哪

个行业，它们都要有效应对这些复杂的新环

境。

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老牌跨国企业竞

争者经常提到RDE国家政府为其国内冠军企

业所提供的优待，包括减税、低融资成本、各类补贴、
优先获得资源以及对外国竞争者的贸易壁垒。但是，并

非所有挑战者都从其政府获得了这些优待。有些反而受

到了本国政策变化的不利影响。比如，中国正致力于缩

小国内炼铝业规模并使其实现现代化，因为大量效率低

下、规模较小的铝厂正在大量消耗国内珍贵的电力资

源。为此，政府削减了铝业的增值税退税和电力补贴，
并且对铝厂限定了最低规模要求。中铝是中国最大的铝

业生产机构，也是世界第二大铝业企业。中铝通过提高

国内资产的生产力、减少国内绿地投资和积极扩张海外

来应对这一变化。2008年，中铝合资在沙特建立了年产

100万吨铝的工厂，并和Alcoa共同购入了Rio Tinto价值

140亿美元的股份。

除了希望升级到高附加值的产业之外，中国也希望

改善其员工的工作环境。2008年初，中国进行了大规模

的劳动法改革，包括无固定期限合同和员工裁员补贴。
这些改革使得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本上升。

Gedeon Richter也经历了政府支持的重大变化。匈

牙利共产党下台之后，该公司不得不在政府有限支持的

情况下建立自己的分销网络。2006年实施的一系列新

医药法规进一步削减了该行业的利润、降低了普通药品

30%-50%的价格并额外增加了12%的赋税。

挑战者可以采用主动的方法，在组织内建立严格的监

管流程和措施来更有效地与政府各个层级的人员接洽。

国际品牌认知与世界级研发能力的需求

许多挑战者仍在建立国际认知品牌和世界级研发能

力方面努力，而其它一些挑战者则已经在这些领域获得

了巨大优势。

挑战者正试图

降低成本压力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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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国际品牌认知。管理并发展有力的品牌仍是全

球挑战者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许多企业在本国市场已

经建立了强大的品牌，但是在国外的知晓度仍然很低或

被打上了质次的标签。随着这些企业扩大生产线的全球

业务，改变这些成见将变得尤为重要̶尤

其是在进入更高端的市场，包括发达市场和

中高端市场时，品牌是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

的基础。

现在，全球挑战者在建立强大全球品

牌方面的成功还很有限。中国移动、海尔集团和联想

集团都成功获得了品牌的全球认知度，而有些公司则

直接从国外收购了知名品牌，如墨西哥宾堡集团购买

了Plus Vita和Orowheat等海外品牌。泰国联合冷冻食

品公司认识到，要想建立可持续的竞争地位，就需要

不只是成为OEM。为了实现这一战略，其购买了著名

的Chicken of the Sea金枪鱼品牌，从而强化了行业地

位并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市场份额。但是，这些公司

还仅仅只是特例。一旦提到品牌，挑战者和老牌对手

之间的差距还很大。

我们榜上的挑战者采用了四种品牌战

略：获得其它RDE的现有本地品牌、获得发

达市场的现有本地品牌、获得现有国际品牌

和让RDE品牌国际化。获得现有品牌能迅

速进入其它市场，而有组织地建立全球品牌

则提供了更灵活的品牌定位。希望有组织地

实现自身品牌国际化的挑战者往往专注于差异化和高质

量。例如，海尔集团就通过这一路径进入了发达国家市

场。海尔集团现在还只是新进入者，因此必须解决消费

者的成见和缺乏对品牌的了解等问题。

全球品牌营销的成本不能小觑。塔塔茶叶公司收购

Tetley集团花费了4亿美元以上，海尔集团每年花费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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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亿美元的品牌广告费用。因此，规模是实现国际品牌认

知的关键成功因素。

为了降低这类大宗投资的内在风险，许多挑战者正

采用转型品牌战略。比如，联想在购买了

IBM的个人电脑业务之后获得了IBM品牌五

年的使用授权，并且仅在3年之内就使用了

自己的品牌。同样，印度巴贾吉汽车公司

(Bajaj)和Kawasaki的合作使双方共同生产和

销售，并获得了全球许多重要市场，还提高

了Bajaj汽车的质量和价值声誉。这两个挑战者都选择利

用现有老牌企业的品牌来树立高质量产品的名气。

利用世界级水平的研发，以创新者的姿态进行竞争。
全球挑战者的研发费用正在上升，但是它们若想保持世界

级水平的竞争力，就需要弥补与老牌企业研发费用的巨大

差距。许多挑战者才刚刚开始这场旅程，但是它们拥有潜

力重塑其行业，因为其能够抓住创新的价值和微妙之处。
但是，学习的道路仍然很曲折。拥有创新成功所需的决心

和长期目标的挑战者最终将成为全球冠军。

正如Gedeon Richter的首席执行官Erik Bogsch所指

出，普通医药行业的最大赢家都从创新中赚钱。雷迪博

士实验室的首席执行官G.V. Prasad也表达了类似的看

法，强调了一般企业和创新企业之间的差别正变得日益

模糊。中石油将创新视为关键战略重点，深海石油开发

和煤层气开采已经为未来增长带来巨大潜力。

RDE国家企业往往不被看作研发的先驱。它们之中

许多受困于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从而降低了针对国

内市场研发投资的价值。但是，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主

要RDE国家的专利申请数量正在快速增加，虽然这一数

字仍然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参阅图8）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挑战者正采用全面知识产权战

略并在国内外注册越来越多的专利。2008年，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将华为评为世界第四大专利申请人。但是，还

有许多挑战者需要专注于该领域更多的资源以达到老牌

跨国企业的标准作法。除此之外，投资于知

识产权保护能够通过使挑战者成为创新的净

出口者，从而缩小并最终改变“专利差距”。

挑战者的创新往往不是从零开始，而是

采用合作和收购的方式来获取世界级的技

术。印度的风能专家苏司兰能源公司(Suzlon Energy)购
买了德国第三大风力电机制造商REpower Systems，以

获得其最新的风力技术并扩大工程师人才库。大连机床

集团也采用了类似的战略，购买了F. Zimmermann和美

国Ingersoll International的两个部门，从而获得了能融

入集团生产线的先进机床技术。这一方法在一些情况下

面临监管或其它方面的障碍。比如，德国的监管要求苏

司兰能源公司将其在REpower Systems中的少数股权增

持为多数股权来保证获得企业的核心技术。

考虑到RDE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在那里的研发投

资杠杆回报率远高于发达国家的类似投资。在许多RDE
国家，挑战者可以雇用当地科学家和工程师，而成本仅

为发达国家类似人员的很小一部分。这一成本差异使得

RDE市场的科技和工程人才竞争更加激烈。除了吸引

合格人才之外，Gedeon Richter等公司也认识到持续投

资于研发基础设施的需要；否则，就像首席执行官Erik 
Bogsch所说： “你光脚跑步，而对手却穿着跑鞋。” 现在

的Richter花费大量精力进行原药研发和普通药品开发，
是中东欧地区研发费用最高的企业之一。

挑战者往往通过

合作获得世界级

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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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
战者发现自己处于十字路口。它们正在

扩张和建立全球业务，而同时老牌跨国

竞争企业正在挑战者的母国市场建立更

坚实的地位。压力正在上升，而同时进

入发达市场的好处，包括高利润、高消

费水平和人才库与科技库，正被国内外新兴市场的巨大

增长机会所替代。相应地，挑战者一定要更快作出决

策：在哪里建立防御性的竞争地位以及希望在哪里成为

领导。如果不能作出这些艰难的决策将使得它们处于不

可持续的地位，既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有力的竞争地

位，也无法在本地获取强劲的竞争力。

挑战者的未来方向

挑战者企业管理人员将稀缺资源投资海内外市场的决

策将使得它们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相应地，挑战者应当

小心选择其目标。大多数挑战者将出现以下五种结果：全

球行业领先者、细分市场领先者、专注于某个地区、回归

国内市场或与老牌企业合作/合并成就全球霸业。

全球行业领先者。多个全球挑战者已经成为了自身行

业的全球领先者，而还有许多企业将建立全球领先地位作为

自己的目标。Vale已经成为全球铁矿石和矿砂领域的领先企

业，为全球钢铁公司供货。同样，塔塔茶叶公司也是全球第

二大茶叶生产商。随着这些企业继续发展，它们所面临的挑

战将更加类似于老牌企业，而不再仅仅是新兴挑战者。一些

挑战者可能走得更远，重新定义全球转型业务。

细分市场领先者。许多挑战者在短期内不一定能成

为全球领先者，但是在某些利润丰厚的领域将保持长期

竞争优势。一些企业已经得益于细分市场领先地位的优

势，并且在此优势地位上继续发展。比如，当挑战者耐

马克公司在总体收入上逊色于汽车零部件制造商Delphi

未来将会如何?

和Bosch时，它已经建立了铝制发动机缸盖和缸体的领先

制造地位。

专注于某个地区。一些挑战者要么关注于其它新兴

市场，要么关注于发达市场。其它企业将选择建立强大

的地区领先地位而非扩张到其它地区。中国机械工业集

团公司现在主要专注于新兴市场，因为其低成本地位使

得公司在竞标中能比发达市场竞争对手更有优势。尚德

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却恰恰相反，它将大量产品出口到

对太阳能产品拥有巨大需求的发达国家。

回归国内市场。对于许多挑战者而言，RDE仍然是

重要的增长市场。一些挑战者可能选择重新将重心放在

获取国内市场份额上，然后再积极进军海外。在某些情

况下，这一选择代表了雄心勃勃的增长计划；在其它情

况下，这也是对老牌企业或另一个挑战者直接竞争威胁

的回应。

与老牌企业合作/合并成就全球霸业。挑战者也可

以选择将大量股份出售给老牌企业，以成就全球霸业。
这一方法能帮助新兴企业得益于挑战者和老牌企业的双

重优势̶既可以利用挑战者的低成本和灵活能力，也

可以依赖老牌企业的财务基础、强大品牌和顶级创新

能力。2008年，这一方法正被Ranbaxy Laboratories的
CEO和推广人Malvinder Mohan Singh所使用。他将大量

股份出售给日本制药企业第一三共株式会社。(参阅附录

“与老牌企业合并：Ranbaxy交易”)

给挑战者的建议

考虑到所面临的大量问题和机遇，挑战者应当如何

在未来找到最佳的可行路径？它们如何能加速业务变

革？我们建立它们遵循以下六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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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占创新高地。极少数挑战者能娴熟使用创新作为

获得竞争优势的方法。但是那些在创新方面获得成功的

企业将能在快速变革的行业中具有成为全球领导企业的

优势地位。

除此之外，挑战者一定不能放松建立全

面的知识产权战略。主动保护自身投资的企

业将受益于专利支出的减少、获得新的专利

收入来源并保护市场不被侵入。

在动荡时期寻找机遇。现在的挑战者面临许多底线

压力。它们不应该采用被动应对战略。相反，它们应当

仔细计划，进行正确的交易、在合理项目上进行投资并

进入合适的市场。同时，它们也要保证能有效利用珍贵

的资源、使成本最小化并寻找机遇购买海内外经营不善

的公司和资产。

保护核心RDE市场。随着这些挑战者企业在全球

范围内增长，它们不能因在本国市场取得成绩而沾沾自

喜。如果挑战者的本国市场受到老牌企业或其它挑战者

的攻击，那么它将无法取得可持续的全球领先地位。

RDE中端市场，即入门级和高端级之间的市场，预计在

未来10年内将出现非常迅速的增长。许多老牌跨国企业

在本国市场增长缓慢，可能使得它们改变自身产品和服

务来获取RDE国家的市场份额。

提高生产力是当务之急。提高生产力 
̶既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力，也包括人力

资源生产力̶将是挑战者在动荡时期保持

成本竞争力的关键杠杆。实现重大和持续的

改进将需要在投资、培训和目标成本削减方面保持平衡，
以达到世界级的生产力水平。管理业务以提高生产力的挑

战者将找到实现未来发展的新优势。

管理业务风险。挑战者就像所有企业一样，必须及

时了解其业务面临的风险。这些风险以各种形式和规模

存在，包括原材料价格风险、汇率风险、法律监管环境

风险以及其它风险。忽视这些风险将使挑战者的核心竞

争优势杠杆处于压力之中。

成功规划并管理这些风险的挑战者将能成功应对未

知挑战。也许最重要的是，挑战者应当保证不会因为承

2008年6月，日本制药企业第一三共株式会社宣布
收购印度最大药厂Ranbaxy Laboratories的多数股权。
这标志着BCG100新全球挑战者榜单上的公司将多数股
权出售给老牌企业的第一笔交易。我们约见了Ranbaxy
的CEO兼总经理Malvinder Mohan Singh，以便更好地
了解这一交易的战略考量。

Ranbaxy是印度第一家跨国药厂。它在20世纪70
年代初就开始关注海外市场。那个时候，印度的经济
还是高度封闭，制药能力很弱。Ranbaxy前首席执行官
Parvinder Singh认识到，全球化是其年轻公司实现增长
的必经之路，因为印度市场仅占到全球制药市场不到
1%的份额。现在Ranbaxy已经在49个国家建立了自己
的业务，2007年的销售额达到16亿美元，并且在欧美和
许多新兴市场的普通药品市场占据重要地位。

Malvinder Singh认为，在下一波的全球化浪潮中，
新兴市场将生产很多创新产品。普通药和创新药的业务

与老牌企业合并: Ranbaxy交易

模式也将出现融合，使得企业能更好地服务于不同市场
的客户和股东。为了在战略上应对这一融合，Ranbaxy
决定先行一步。正如Malvinder Singh所说：“要定制菜
单，而不是等待以后不得不从有限的选择中选取（合作
伙伴）。”

第一三共株式会社正是Malvinder Singh寻找的合作
伙伴。两家公司都认识到合并的巨大潜力和协同效应。
Ranbaxy能够利用第一三共株式会社的创新研发能力及
其在日本和其它发达国家的商业地位；而第一三共株
式会社也可以得益于Ranbaxy的低成本、高销量和全球
业务。为了使这一合并成功，两家企业决定保留各自的
实力，在具有协同效应的具体领域上通力合作。因此，
Ranbaxy将在合并后继续独立运营。

其它挑战者应当考虑与发达市场老牌企业战略合并
的利益和风险，特别是在全球规模和业务范围对成功至
关重要的行业。

挑战者正在改变全

球的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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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了高于自身承受能力的压力而失败。（参阅附录“采用

世界级的风险管理体系”)

开发全球知名品牌。希望实现海外领导地位的企

业，特别是消费品企业，一定要持续建立并开发自己的

品牌或寻找其它方式来达到相似的结果。希望开发因质

量或价值而得到国际认知的品牌，挑战者需要特别专注

于这个领域。

给老牌企业的建议

老牌跨国企业现在也面临和挑战者公司相同的压

力，同时还要加上遗留资产的问题以及现有挑战者和新

兴挑战者所带来的威胁。老牌企业如何才能稳固并进一

步增强其全球领先地位呢？

如果老牌企业准备应对全球挑战者的崛起，就要注

意可能的行业格局变化、评估自己的潜在风险、防御挑

战者侵入自己的业务以及在困难时期获得优势。

注意可能的行业格局变化。10年前，大多数全球挑

战者规模仍较小，还处于具有远大目标的国内巨擘企业

阶段。这些挑战者的快速崛起和迅速获得全球领先地位

有可能改变许多行业格局，并且改变现有的秩序。在某

些行业中，这一变化已经发生或成为了迫切的威胁。而

在其它行业中，这一风险才刚刚显现。

挑战者带来的行业格局变化形式多样。有些挑战者

正改变其国家的竞争格局，使得老牌跨国企业无法在这

些快速发展的本地市场上站稳脚跟。（一些本地创新企业

也为这一现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在其它文章

中将这些企业称之为本土巨擘企业。）2

挑战者也正在改变全球的竞争格局。巴西航空工业公

司在支线喷气机市场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该领域的竞争态

势。印度塔塔汽车公司的入门级汽车在新兴市场对跨国汽

车巨头形成了巨大威胁。一些挑战者的低成本结构，如墨

西哥耐马克公司，正在改变整个行业的竞争规则。

这些例子都涉及到直接争夺客户。但是，挑战者也

正在和老牌跨国企业争夺人才和资源。为了在竞争激

最近全球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波动以及快速变化
的商业环境将挑战者置于先前完全没有估计到的不稳定
情况之中。挑战者快速扩张所带来的问题进一步加剧了
其面临的风险。除了成功的业务模式之外，挑战者需要
获得世界级的企业风险管理体系来系统地识别风险（财
务、法律、政治和其它），评估潜在业务影响并制定缓
轻战略。缺乏这些能力的企业将面临风险，从而影响其
高速增长。

世界级的风险管理体系包含五项关键特性：

◊ 与公司战略保持一致的清晰风险政策 

◊ 量化风险并优先排序风险管理工作的实用工具

采用世界级的风险管理体系

◊ 不同类型风险的管理机制

◊ 风险管理各个方面的清晰治理和责任

◊ 提供风险整体视角的执行信息系统

企业可以利用有力的企业风险管理来创造巨大的价
值。比如，它们可以利用风险管理来降低整体的现金流
波动，更有效地利用资本并降低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实
际上，风险管理能带来整体的现金流净增，因为风险管
理能预测负面的价值影响并积极管理这种影响。采用风
险管理措施在制定公司战略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
这有利于管理人员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对风险的取舍具有
清晰的认识。

2.参阅BCG于2008年3月出版的报告《BCG本土50强巨擘企业：生

机勃勃的快速发展经济体企业如何驾驭国内市场̶跨国公司需要借

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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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印度人才市场上吸引优秀的工程师，维布洛科技

公司和信息系统技术公司(Infosys)等挑战者企业正通过

非物质的激励政策改变人才竞争基础，如为员工提供

培训和发展的机遇。同样，中钢集团、Vale和Vedanta 
Resources等公司也与老牌跨国企业直接竞争

获取世界矿产资源。

这一类竞争威胁将随着更多RDE企业致

力于获得全球竞争地位而不断增加。

老牌跨国企业应当注意到行业重组可能已经或正在

发生的讯号，并且应当制定战略来保护其投资并维持增

长。老牌企业应当在两个维度上评估自己的弱点：行业

的弱点和具体公司的弱点。（参阅附录“评估你行业的弱

点”和“评估你公司的弱点”）

如果这些问题显示行业重组可能发生，那么老牌企

业就要进一步评估自己的现有地位：是处于弱势？还是

能从变化中获益？

企业往往对于行业格局的变化后知后觉。因此，老

牌企业需要经常了解新兴RDE竞争对手的全球愿景。工

业品制造领域的一家老牌企业就根据其中国和印度竞争

对手的产品（包括仿制品和创新品）质量和跟踪这些对

手从事业务的地域范围来追踪这些对手的变化。

当然，老牌跨国企业应了解其全球对手在RDE市场

的动向。虽然2004年IBM将个人电脑业务出

售给联想集团是对行业产生巨大影响的事

件，但是却并没有对戴尔和惠普等行业领先

企业造成直接影响，因为这仅仅是将一家老

牌企业对手变成了一家挑战者企业对手。在

2007年和2008年，戴尔和惠普仍是行业老

大，而联想在市场份额方面已滑落到第四位，位居台湾

电脑厂商宏碁之后（宏碁收购了Packard Bell和Gateway
之后）。其它行业的老牌企业也不断发现，它们必须同

时与老牌同业和全球挑战者竞争。

防御挑战者侵入自己的业务。与挑战者相比，大多

数老牌企业已拥有更好的起点。但是那些无法快速适应

当前趋势的企业将发现其优势会慢慢丧失。企业必须充

分保护其业务模式或快速寻找与新兴挑战者竞争的新基

础。

老牌企业可以采取以下四种方式来应对挑战者的崛

起和直接竞争：

并非所有行业都易受到RDE竞争者带来挑战的攻
击。为了评估你行业的弱点，可以问问自己以下问题：

◊ 成本对于竞争优势是否重要？低成本竞争者是否
能进入这一市场？

◊ RDE是否驱动了大多数行业的增长？这一增长是
否大大有利于本地企业的发展？

◊ 国际市场客户需求和偏好的多元化趋势是否正在加
剧？

◊ 价值链是否具有被解构或改变的风险？

◊ RDE是否出现了新的业务模式，从而可能产生新
的进入者？

评估你行业的弱点

◊ RDE企业是否已经建立了国际地位，无论其采用
有机增长方式还是对外并购方式？

◊ 监管是否限制了全球产品推广？

◊ 中端和低端市场增长是否快于高端市场，从而降
低了无品牌竞争对手的进入门槛？

◊ 该领域的创新速率是否较慢，从而降低了现有老
牌企业的竞争优势？

◊ 老牌企业是否可以成为快速发展挑战者的并购对
象？

无法快速适应当前

趋势的老牌企业将

丧失其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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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传统跨国企业实力，如品牌和创新

◊ 利用RDE机遇来提高其核心业务的成本基础

◊ 使业务模式适应RDE环境

◊ 变革全球业务

增强传统跨国企业实力。老牌跨国企业仍具有一些

不容忽视的竞争优势，其中最重要的优势包括业已建立

的品牌地位、对研发的现有投资以及挑战者无法简单复

制的创新。在这两类中，挑战者和老牌企业之间的差异

仍然明显。老牌企业不应立刻停止这些投资来与海外新

挑战者竞争，而是应当增强投资并将其作为应对战略的

核心部分。这一方法在老牌企业和挑战者在中端市场上

的碰撞升级时将变得尤为重要。中端市场往往是指高端

市场和低成本细分市场之间的市场，前者往往由老牌跨

国企业主导，而后者通常被挑战者企业所占领。

利用RDE机遇来提高其成本基础。虽然许多RDE国
家的成本正在上升，但是这些成本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

的水平。因此，老牌企业应当继续寻找机遇利用RDE资
源来降低自己的成本。这一流程往往需要多次反复，就

像艾默生电气公司(Emerson Electric)的情况那样。20世
纪80年代，为了应对市场增长放缓和巴西低成本竞争对

手的出现，Emerson推出了“最佳成本”措施来在全球范围

内开发质优价廉的产品。结果，2000年到2007年之间，
企业在其“最佳成本”地区大量增加人员和外包活动。

使业务模式适应RDE环境。老牌跨国企业成功的业

务模式往往在RDE国家面临挑战。消费者需求、监管

环境和竞争格局的差异要求它们采用量身定制的竞争方

法。诺基亚展示了其在中国等市场的灵活性，其使用多

层级分销的战略深入到中国的四级城市和农村地区。此

外，诺基亚的产品线也满足了RDE国家的客户需求。例

如，诺基亚的产品包括了特别为农村市场所设计的1,000
个系列。诺基亚在了解RDE各种客户细分群体需求上加

大投资力度，并开发产品来满足这些需求，同时建立销

售渠道来获得这些客户。

变革全球业务。上述措施并不足以保证老牌企业在

与挑战者竞争时立于不败之地。一些跨国企业正在寻找

更加积极的方式来快速进入RDE市场并获取资源，甚

至将整个部门迁移到那里。虽然此种方式的风险不容小

觑，但是这些大胆的行动也许正是应对全球挑战者在这

些市场上快速增长所需要的。

在困难时期获得优势。老牌企业不应当过分担心短

期内由于经济环境不佳所带来的压力，而应当认识到这

个时期的巨大机遇。这正是改变游戏规则的时候。

你的公司很可能正与一个或多个RDE挑战者共同竞
争国内外的市场份额。为了评估你的公司面对格局变化
的弱点，问问自己以下问题：

◊ 公司的成本结构是否比挑战者更具竞争力？

◊ 公司的生产地点是否在最佳成本地区？

◊ 公司对RDE市场了解如何以及在高增长市场的销
售情况如何？

◊ 公司是否拥有有效的计划来应对行业的新兴挑战
者，将它们视为竞争者、合作伙伴或潜在客户？

评估你公司的弱点

◊ 公司利用RDE低成本科研和工程人才库的情况如
何？

◊ 公司应对新竞争威胁的组织灵活度如何？

◊ 公司在进入RDE中端市场时，是否为“下一个十亿”
消费者提供了令人心动的价值主张？

◊ 公司在国际市场上收购或整合其它企业的能力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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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牌企业应当寻找机遇收购优秀的挑战者或其它

RDE企业，从而在这些高增长市场获得一席之地。但

是，鉴于许多挑战者都是国有企业或家族企业，期望

收购它们的老牌企业也要看到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2008年，第一三共株式会社收购了全球挑战者Ranbaxy 
Laboratories的多数股权，建立了合资公司，从而充分利

用了第一三共株式会社在创新和知名品牌上的优势以及

Ranbaxy在低成本研究和生产能力上的优势。在某些情

况下，这一收购往往出于财务的考虑，因为一些挑战者

在全球扩张中的杠杆过高。此时正是老牌企业按照自己

的想法收购或与挑战者合作的大好时机。

即使没有合适的收购目标，老牌企业也应寻找主动

进攻的机会。许多老牌企业仍固守于RDE市场的高端

领域，但它们应当寻找进入这些国家迅速发展的中端市

场。

挑战者作为业务机遇的重要性不应小觑。挑战者可

以作为极其重要的合作伙伴和客户，因为它们位于快速

发展的市场，对老牌企业具有战略重要性。一些老牌企

业已经利用了这一机遇。比如，Schlumberger为RDE国
家的石油企业建立了一整套的服务体系。其它老牌企业

也已经与挑战者合作作为进入RDE的第一步。我们名单

上的每一个汽车OEM挑战者都拥有与外国车厂合资合作

的重要关系。
 

展望

全球挑战者的崛起远没有结束：这一趋势才刚刚开

始，还远未结束。挑战者正不断迅速获得领先地位，改

变许多行业的现有秩序。虽然金融市场的波动和其它风

险给挑战者带来了各种障碍，但是挑战者也正迅速学会

如何管理这些问题，并从中建立起更强大的业务。老牌

跨国企业也要密切关注挑战者的动向并准备面对快速变

化的业务环境。游戏还在继续，而速度却在不断加快。

本报告中所述的企业仅是新全球挑战者的一个缩

影。榜单之外还有许多具有全球雄心的挑战者。它们之

中有的还处于全球化的起步阶段，有的现在还仅关注本

国市场。但是，其中许多挑战者都具有报告中这100家企

业的特点，并拥有争夺全球领先地位的潜力。我们期待

更多的挑战者在未来几年内不断涌现。有些企业可能会

因其业务模式的问题而失败，有些则在经济危机的打击

中难以生存。但是，总有一些企业将会成功，并最终在

全球的领袖企业之林占据一席之地。



�2 波士顿咨询公司

推荐阅读

波士顿咨询公司出版了其它相关

报告和文章，可能对开展全球化运营

的高管人员有所启迪。近期出版物包

括：

《全球性：一个超越全球化的世界》
BCG管理新视野

2008年7月出版

《石油零售：如何在“金砖”四国赢得

  胜利》
BCG聚焦报告

2008年7月出版

《墨西哥在全球化中的地位日升》
BCG聚焦报告

2008年4月出版

《BCG本土50强巨擘企业：生机勃勃

  的快速发展经济体企业如何驾驭国内

  市场̶跨国公司需要借鉴的经验》
BCG报告

2008年3月出版

《获取巴西下一个十亿消费者: 业务

  增长指南》
BCG聚焦报告

2008年2月出版

《开拓视野：快速发展经济体的收购

  风险管理》
BCG聚焦报告

2008年1月出版

《赢取本地化游戏：跨国汽车公司和

  供应商如何实现在中国和印度的战

  略潜力》
BCG报告

2008年1月出版

《下一个十亿移动用户的铃声已经响

  起: 加快印度电信业增长路线图》 
BCG报告

2007年12月出版

《合理规划人才 成就全球优势：世

  界顶尖企业的人才开发之道》
BCG聚焦报告

2007年9月出版

《得民心赢天下：把握中国消费者的

  消费心理和趋向》
BCG聚焦报告

2007年9月出版

《从中国采购：来自领先者的经验》
BCG聚焦报告

2007年7月出版

《从中东欧采购：被忽视的机遇》
消费品行业的当前契机  
2006年9月出版

《组织中国、印度和其他快速发展经

  济体的全球优势》
BCG报告

2006年3月出版

《新的全球优势经济学：低成本+高
  资本回报率》
运营专项的当前契机 
2005年7月出版

《驾驭五大全球化潮流：领先企业如

  何把握全球优势》
BCG聚焦报告

2005年1月出版

  BCG所著的新书

《全球性：在任何地方与任何人进行

  任何的竞争》
作者Harold L. Sirkin, 林杰敏和

Arindam K. Bhattacharya



如需获得有关BCG的详细资料，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www.bcg.com 
或登陆我们的大中华区网站： www.bcggreater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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