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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中所列公司代表了一个广泛的现象：全世界快速发
展经济体成功本土公司的崛起。我们对任何公司在表中的
罗列不应该被认为是对这一公司未来成功的担保或者被用
作支持任何个人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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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关于快速发展经济体（Rapidly 
Developing Economies－RDE）公司

“走出去”，占领海外市场的故事已经写

了很多。（其中，波士顿咨询公司的

《新全球挑战者》系列就深入剖析了

这一趋势）。但还有一批同样重要的

快速发展经济体企业正“守卫本土”并占

领国内市场。这些公司中的许多正利

用真正创新的业务模式击败两类竞争

对手：正在这些市场寻求份额的跨国

公司和已经存在的本土老牌企业（其

中许多为国有企业）。

我们称这些公司为“本土巨擘”。
它们关注于国内，至少现在是，并且

设计出了令人生畏的业务模式去驾驭

生机勃勃的本土市场。

希望在这些市场抓住增长机遇的

跨国公司往往会惊讶于这些本土巨擘

企业的竞争力之强。更令人不安的

是，许多跨国公司发现他们雄厚的财

力、坚实的专利库、广泛的经验、成

功的业务模式和聪明的员工并不足以

帮助他们在本土市场应对这些本土巨

擘。如何在当地与这些公司对抗成为

了许多全球最大最强公司价值几十亿

美元的挑战。

本报告有两个主要目标：首先，
介绍这一正在全球快速发展经济体市

场发生的现象，这些本土企业正有效

对抗更大的外国竞争者阻止他们蚕食

这些市场；其次，帮助读者了解他们

是如何做到这一点。他们的成功因素

在哪里？本地企业使用了什么战略和

战术以获得超越更大、更有经济实

力、经验也更丰富的外国对手的竞争

力？它们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在关注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向愿

意参与到快速发展经济体市场的跨国

公司证明，时机未晚。多家跨国公司

正赢得这些市场。成功之路包括了从

本土公司身上学习并借用他们的方

法，同时以本土公司不可比拟的方式

引入跨国公司自己的实力。

我们希望您觉得这份报告对您的

思考有所帮助，我们也愿意与您讨论

我们的研究发现对于您的业务的影

响。

更多联系：
如果您希望与我们做进一步的探

讨，尽请联系作者：

Arindam Bhattacharya
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

BCG新德里

+91 124 459 7000

麦维德

资深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

BCG北京

+86 10 8527 9000

本报告获得了BCG全球优势专

项研究组的大力支持。想获得这

一专题的进一步信息，请联系我

们此专项的三位领导人：Arindam 
Bhattacharya；Jim Hemerling，
B C G洛杉矶和上海办公室资深合

伙人兼董事总经理，以及B e r n d 
Waltermann，公司新加坡办公室的

资深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

� 波士顿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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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作者对所有为本报告出版做

出努力的同仁表示感谢。我们特

别想感谢B C G的赞助人和顾问：
James Abraham, Macros Aguilar, 
Jesús de Juan, Stephan Dertnig, Jim 
Hemerling, Josef Rick, Hal Sirkin和
Bernd Waltermann。他们担任了我

们的顾问，支持我们完成了这一报

告。我们也要感谢该报告的项目顾

问和研究员团队：Aditya Agrawal, 
Mauricio Comi, Eduardo León, Sean 
Lin, May Liou, Fernando Machado, 
Michael Meyer, Andrew Mo, Justin 
Palmer, Andrew Schmid, Laurent de 
Vitton, Chun Wu, 和Victoria Zhou。
我们也要感谢《哈佛商业评论》资

深编辑Anand P. Raman。他帮助

我们发展了我们的观点并且在相关

文章（《本土企业如何打败跨国巨

头》，见《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

2008年3月号）加以介绍。这篇文

章是基于本报告的一部分，Raman
先生的指导和关注为本报告和该文

章做出了特别贡献。最后，我们感

谢编辑和制作团队的成员：G a r y 
Callahan，Kim Friedman，Gina 
Goldstein，Kathleen Lancaster，
Sara Strassenreiter，以及我们中文版

的制作团队成员：蒋冬冬，姚朔，
蒋雯，程苭茹，梁瑜以及顾瓅。



一个拥挤的中国办公楼等待缓慢升降的电

梯时，江南春突然有了一个关于广告的创

意。所有在电梯间等候的人们，这些中国

新中产阶层的成员，形成了暂时可以被抓

住而又没有东西可看的受众。这一情景每

天在中国上千个写字楼的电梯间上演̶而在同时，越

来越多不满的中外广告客户争相寻找成本效益比在电视

频道、报纸、或者在布满灰尘的公交车亭打上自己的标

志等宣传方式更高的广告渠道。

今天，刚刚过去了5年，江南春创立的分众传媒̶
已经成为全中国范围的媒体巨头。其收入接近中国传统

媒体巨头中央电视台广告总收入的20%。分众传媒是中

国最大的户外广告公司，也是本土同类机构中最大的之

一。其LCD屏广告播出网络已经触及全国13万个地区，
而且公司已经扩张进入了相关领域，例如：移动电话，
影院和英特网广告。摩根士丹利报告说，分众传媒占有

发现市场机遇

在

� 波士顿咨询公司

该领域95%的市场份额，每年收入增长170%，由于广告

客户珍视其服务，分众在2007年将价格提高了40%。这

一业绩带来了公司股价的上涨，2008年初的市值已经超

过50亿美元。

分众传媒也超越了户外广告的世界两大领导者：美

国清晰频道通信公司(Clear Channel Communications)
和法国德高(JCDecaux)。清晰频道在中国的业务于1998
年建立名为白马传媒的合资公司开始，到2006年，其总

收入还不到分众传媒的一半。德高2005年通过兼并两家

现有企业进入中国，它并没有报告其在中国的收入，但

它仅在20个内地城市开展业务，远不及分众传媒90个城

市的数量。当清晰频道和德高过去十年在中国进行了一

系列兼并的时候，分众传媒利用了17个月（从2005年10
月到2007年2月）完成了5项重大交易，奠定了其在本土

市场的领导地位。



本土革命

众传媒正是快速发展经济体大量企业的一

个缩影，他们创造并执行卓越战略、建立

大型业务并且证明是本土和全球公司持久

的竞争对手。

在墨西哥，Grupo Elektra已经成长为零售和金融

服务领域的领袖，超过了沃尔玛。在印度，消费品公司

CavinKare集团已经对像宝洁这样的外国竞争对手形成威

胁。在巴西，TOTVS是ERP软件的领导者，成为SAP的
主要竞争对手。使用TOTVS软件的巴西公司很有可能也

在使用Grupo Positivo生产的电脑。Grupo Positivo是该

国领先的电脑生厂商，其本土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惠普

和戴尔的总和。（参阅图1）在俄罗斯，Wimm-Bill-Dann
食品（WBD）领先于其跨国对手达能。

再回到中国，本地因特网企业百度和腾讯及其西

方对手Google和Yahoo!相比更有优势。在中国的旅游

行业，网上订票代理商携程也超越了国外对手和老牌

国有旅行社。在中国的公用设施领域，由一名前出租

车公司经理创立的新奥燃气控股现在已成为成熟的液

化石油气供应商，为中国60多个城市的家庭和企业提

供服务。

这些充满活力的本地企业是由新一代雄心勃勃的管

理层领导的富有活力的私营企业。它们既不是国有大

鳄，也不是历史悠久的老牌巨头。

BCG本土50强巨擘企业

这些被称为本土巨擘企业的公司给在快速发展经济

体市场寻求增长的跨国公司带来了新的威胁。在以后的

年月中，跨国公司同本土巨擘之间以及本土巨擘企业之

间将在快速发展经济体国家内部进行更多的正面交锋。
这些交锋的激烈程度将随着快速发展经济体市场的增长

而升级。巨擘企业数量将增加，并且对于商业世界的影

分
响将加大。因此，现在是研究这些公司，理解他们战略

战术的时候了。近距离观察它们的业务方法给所有在这

些市场寻求成功的公司上了重要的一节战略课。我们已

经看到有的跨国公司已经学到了这些教训并正在享受获

得巨大成功带来的喜悦。

我们列出了50家在本土市场制胜的公司名单。（参阅

图2以及附录“筛选BCG本土50强巨擘企业的方法”）我们

所选企业全部是私有领域的市场领导者，它们击败了外

国及传统的附属政府的本土公司。它们代表了非常广泛

的群体。一些是新兴公司，一些已经存在多年。但是所

有这些公司都超越了本地的同行并且实现了巨大的竞争

优势。

我们并不想说这些公司是不可比拟或者唯一值得研

究的。但是，它们展示了一系列最佳实践，并且我们相

信大多数将在本土市场保持强大的竞争地位。当然，一

些公司可能因为运作环境充满挑战、变化迅速而落后甚

至失败。在此我们并不断言任何公司未来的成功。但

是，我们相信更多这样的公司将出现并且成功。上榜企

业的成功的核心都是坚定不移关注于本土市场并创造和

贯彻完全适应本土环境的业务模式。

它们来自哪里

本土50强巨擘企业来自于全球10个快速发展经济体

国家：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墨

西哥，波兰，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和泰国。（参阅图3）
我们根据经济规模、GDP实际增长率以及对于跨国公司

的重要性（由我们的全球客户的广泛利益代表）选择这

些国家。我们排除了韩国和中国台湾市场，因为这些市

场已经基本成熟并且增长缓慢。10个被选快速发展经济

体国家中的4个，即中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占了名

单中公司的大多数（41家）。以下，我们简单讨论这些

国家和每个国家正出现的巨擘企业的类型。

BCG本土�0强巨擘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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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国消费者正蜂拥上网。15家中国巨擘企业

中的4家都是因特网公司̶百度，携程，盛大网络和腾

讯。百度大多数西方人都很熟悉，但是相对不太知名的

腾讯拥有2.5亿的活动用户，旅游业巨擘携程通过网络和

现代呼叫中心让中国客户简便安排其行程。另一家上榜

企业同样借助于暴涨的中国网民数量：招商银行因卓越

的网上银行服务而著称。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的语言培训学校展示了中国消

费者对教育的兴趣，尤其是在新兴中产阶层之中。这一

中产阶层寻求更好的住房和更干净的能源̶他们的需

求被房地产商万科以及公用设施公司新奥燃气所分别满

足。中国的中产阶层也在不断发展的本地零售商的店面

购物，比如国美电器，他们还购买知名本土品牌产品，
比如说儿童用品制造商好孩子。

印度。11家印度巨擘是多元化的，提供给社会所有

阶层产品，从穷人到富人。SKS 小额信贷满足了印度贫

穷、农村和境遇不佳人口的需求，它给妇女提供小额贷

款帮助她们实现经济独立。

一些印度巨擘企业满足中产阶层对于医疗保健、通

讯、教育和食品的需求。Apollo医院提供了该国经费不

足的公共医疗系统的良好替代。Bharti Airtel抓住了不

断增长的手机用户。NIIT给希望获得更好工作的人提供

电脑课程。Amul提供多种食品饮料。对于富人而言，
印度酒店公司以Taj酒店品牌运营着该国最好的一些酒

店。

巴西。9家巴西本土巨擘企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它

们提供的服务质优价廉。Gol Transportes Aéreos用新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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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选择对由我们客户所代表的跨国公司有
着特别兴趣的快速发展经济体。关注点是经济规模，
实际GDP增长率和市场潜力，我们选择了10个国家：
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墨西
哥，波兰，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和泰国。

选择每个市场内的公司，我们使用了两个步骤
的定性研究方法。首先，我们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寻找关注国内市场的成功公司。我们寻找获得强大
市场地位的高增长公司，同时这些公司不具有快速
发展经济体老牌企业的传统基础，比如说：政府所
有，广大土地拥有权或者继承，或者垄断牌照。我
们也寻找被本地分析师和同行看作获得巨大市场成
功的公司。这一研究包括了全球同行的努力，特别
是在这10个国家的BCG专家，他们了解这些经济体

筛选BCG本土50强巨擘企业的方法

和改变经济环境的这些本土公司。研究产生了一个
候选公司的长名单。

我们的第二步，也是更艰难的工作是选择真正可以
称作巨擘企业的公司。我们的主要标准是每个公司要
有一个专门适应快速发展经济体独特挑战的原创业务模
式，而且要么是赢得了其本国市场，要么是名列顶级竞
争者行列。在选择�0家公司的过程中，我们试图找到一
些最佳诠释本土巨擘企业现象的代表例子。这一系列的
公司来自迥异的行业和地区，规模和利润大不相同。他
们绝对不是获胜的仅有公司。我们的名单忽略了许多同
样引人注目的公司，而且每天有更多公司正在出现。我
们名单上公司的共性是它们的原创业务模式和高度竞争
环境下的卓越表现。通过对它们的洞察可以研究如何在
快速发展经济体市场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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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提供便宜的机票，Casas Bahia帮助低收入家庭通过信

贷销售购买品牌设施。

许多巴西的巨擘企业在新行业运作，证明一个事

实，就是：新一代的公司从创新和思想中创造价值。
巴西的巨擘企业包括：B2W，该国领先的网上零售

商；TOTVS，巴西最大的ERP开发商，
目标关注于中小企业；T V  G l o b o，
每天有8000万电视观众；个人融资公

司Votorantim Finanças；还有Grupo 
Positivo，在教育和出版以及IT行业成就

卓著。

墨西哥。我们六家墨西哥本土巨擘企业的一半经

营零售行业。服装零售商Controladora Milano和基于

信贷的多品类零售商Grupo Elektra满足客户购买质优

价廉商品的需求。药品连锁店Farmacias Guadalajara
在统一便利的地点同时提供药品和食品。同时Sigma 
Alimentos，作为批发商，也给客户提供便利的速冻食

品。Desarroladora Homex满足购买住房的需求，CIE为
其客户提供一系列的娱乐产品，包括：主题公园，音乐

会，赛马和展览。

它们代表的行业

显然，本土巨擘企业代表了广泛的行业。他们的战

略和活力在他们进入的每个行业都有所体现，无论其是

给中产阶级销售婴儿车或公寓还是给商业市场提供计算

机软件或是乙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选的巨擘企业

中，有20%是从事IT或者网络/高科技行业。在整体来

看，30家公司提供服务，20家从事制造业。制造业中，
仅有5家从事工业品。（参阅图4）

它们服务的市场

我们所选的巨擘企业主要关注企业对消费者的市

场，并且其产品主要服务中产阶层。只有一家企业，印

度酒店公司，目标是高收入客户群，管理了一系列连锁

奢侈酒店；但是，该公司正迅速扩张一个经济型连锁酒

店，使用Ginger品牌。有趣的是，50家公司中的10家关

注很多公司都忽视的庞大群体：穷人。（参阅图5）

从这方面来说，印度引领了潮流，事实证明只要使

用正确的方法，服务穷人也可以有所收获。在消费品方

面，CavinKare进入市场时以很便宜的价格销售小袋洗发

香波给农村客户。Titan实业每年生产700多万块手表，
其第一品牌Sonata价格低于25美元，还带有1年质保。
（参阅附录“Titan实业是世界第六大手表制造商”）仓储

零售商Subhiksha给许多印度人的生活带来低价和便利，
将小型超市设置在客户身边。印度巨头ITC通过将科技

引入他们的业务和个人生活中，提高了其农民供应商的

生活。在金融服务业，ICICI银行是这个

国家市值上看最有价值的银行，目标市场

是农村。SKS小额融资进一步满足该国农

村穷人的需求，为他们提供小额贷款帮助

其建立盈利的小企业。

虽然公司不能获利于以现有的业务模

式服务于这个客户群，但是该群体还是提供了机遇。有

些巨擘企业和一些全球公司已经证明，这里是有利可图

的̶但是需要采取创新的方法。Samuel Klein̶巴西

零售巨擘企业Casas Bahia创始人̶通过服务穷人建立

了价值50亿美元的生意。他在2002年《华尔街日报》中

说：“我的才能在于信任穷人并且给予穷人好的服务。”

它们创造的价值

我们名单上的50家企业中，有37家是本土市场领域

的领导者，而其余的则是顶尖业内公司并且增长迅速。
20家在2006年的收入超过10亿美元，整体收入达到600
亿美元，实现了52%的增长（从2005年到2006年）。在

同一时期，标准普尔500和财富全球500强企业增长则缓

慢得多，仅分别为10%和8%。（参阅图6）

就利润而言，32家上市巨擘企业2006年的平均边际

运营利润为20%。在这个方面而言，他们的业绩超越了

标准普尔500和日经以及德国DAX指数公司的全球同业。
（参阅图7）

除此之外，我们的50家本土巨擘企业给股东提供了

巨大的回报，从2004年1月起的4年中，市值增长了4倍
还多。在2004年1月投资的100美元，在2007年12月31
日将带来411美元的回报，而同一时期在MSCI新兴市场

指数投资回报只有59美元，在标准普尔500企业的投资

回报仅有42美元。在4年中，这些公司的年均复合增长

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CAGR）达到了

50%，而MSCI新兴市场指数和标准普尔500公司的这一

数字仅为12%和9%。（参阅图8）

十家巨擘企业定位于

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客

户群体：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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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对于手表行业的大牌都很熟悉：欧米茄，劳
力士还有斯沃琪。也许大家不那么熟悉的品牌就是印
度的Titan实业，至少在西方是这样。但是Titan每年生
产�00万块手表，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手表制造商。除
此之外，Titan不仅仅生产上百万的廉价塑料手表，也
在有着��00多万的客户基础上，提供�个子品牌的产品

覆盖了社会各个阶层的需
求̶从公司管理人员到
儿童，以及经济型客户。

公司的成功来源于他
们了解到虽然人们的经济
实力有限，但是人们不愿
意因此牺牲质量和风格。
即使是最便宜的Sonata品

Titan实业是世界第六大手表制造商

牌，如这里所展示的，售价每块不足2�美元，然而该
产品还是有品牌的，承诺一年保修还防水。在Titan进
入市场之前，低端市场唯一可以买到的手表都是质量
低下，缺少质保和服务网络。所以Sonata品牌是非常
受欢迎的，每年的销售量超过�00万块。公司也销售流
金手表，售价在1000美元以上，同时自称是世界上最
薄的手表。

Titan在�000多家销售点建立了广泛的销售网
络进行销售活动。并且为了激励并且留存其前线员
工，Titan制定了新的计划，称作Titan之脸（Face of 
Titan）。该计划包括了对每个员工的��0度测评，该
测评超越了销售本身，并且使用定制的软件抓取数
据。这一活动使得公司获得了200�年印度零售行业员
工满意度最高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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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希望获得业务增长的跨国公司正把目

光转向快速发展经济体市场的消费者和

B2B客户。在2006年BCG对跨国公司管理

人员的调研中发现，68%的回应者希望大

幅度增加其努力以增加2005年到2010年在

快速发展经济体国家的销售。1

这并不令人惊讶。根据《经济学人智库》预测，到

2010年，新兴市场将占到全球GDP的45%̶以及GDP
增长的60%。比如说，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
摩托车和冰箱市场，并很快将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市

场。快速发展经济体市场的增长也远远高于发达市场。
印度零售业市场在2005年价值超过2300亿美元，每年以

6%速率增长，预测将于2010年达到3100亿美元。东盟国

家也越来越重要。他们整体的GDP占到全球GDP的4%，
并以每年5%以上的速度迅速增长。

错失市场机遇

虽然这些增长带来了希望，但是进入这一市场的跨

国公司冒着错误判断抓住市场机遇的风险。但是，在试

图占有快速发展经济体市场份额的进程中，确实有很多

不是很成功的例子。Yahoo!和eBay在中国市场上却步。
许多西方汽车制造商在印度试图建立业务，却步履艰

难。NEC和松下退出了中国的手机市场。日本零售商八

佰伴放弃了其在中国的运营。许多跨国公司没能抓住机

会，而生机勃勃的国内公司̶就像我们列表中的50强
企业̶却抓住了这些机会。跨国公司错失了什么？

在我们看来，太多的跨国公司将其快速发展经济体

战略基于过时的预测。快速发展经济体现在如此生机勃

勃，也如此复杂，简单认为这些市场“落后我们的本国

市场X年”或者借鉴本国的业务模式作为推荐的快速发展

经济体市场成功之路已经不再有用。中国肯定不会看起

快速发展经济体市场
巨擘孵化器

近
来像其它市场那么简单：固定资产占到每年GDP消费的

40%，拥有着世界上最多的手机用户，并有2.1亿家庭

上网。同时，3亿农村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7
亿人口生活在农村，超过1.4亿农民工在和美国面积相

当的区域内流动。

在印度也存在相似的情况，靠土地吃饭和广泛的移

动通讯连接共存，华丽的宝莱坞电影工业与复杂的宗

教、社会与文化多元性共存。大量的低成本劳力和一些

世界上受过最好教育的人群共存，原始的制造业与农业

方法和世界最先进的科技共存。

赢得复杂市场

赢得这样市场环境的公司将具有以下特质：理解这

些矛盾、就它们创造的机遇持有宽容的看法、并且建立

正确的业务模式解决它们。许多在快速发展经济体发展

的成功西方企业已经掌控了本土市场环境和其母国市场

基础之间巨大的差异。

比如说，通用汽车了解到，中国的豪华车用户往往

雇佣司机开车，自己坐在后排。因此，今天通用在中

国推出的别克车就在后排安置了空调和音乐控制钮，现

在，通用已经占有了激烈竞争的中国市场第二名的地

位。LG电子也是一样，在了解到印度许多电视消费者居

住环境嘈杂，从而对声音的关注高于对画面的关注。LG
现在印度销售的廉价电视都有巨大的扬声器，使得LG成

为了市场的领导者。

另一个例子是意大利糖果和口香糖制造商不凡帝范

梅勒公司。该公司从印度市场的大战中吸取了许多教

1. 见2006年3月出版的BCG报告《组织中国、印度和其它快速发展经

济体的全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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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比如说，它了解到，全国板球大赛提供了绝佳的推

广机会，现金不足的零售商在你增加访问频率从一周一

次到一周三次的时候会购买更多你的产品，还了解到，
印度广大的农村是巨大的市场。公司修改了产品以适应

当地口味，并且重新设计其产品以满足目标价格点。它

也修改了包装的视觉效果以吸引印度消费者，并且修改

包装大小以适应在小型印度商店销售。不

凡帝范梅勒现在是印度糖果和口香糖的

市场领导，推出了上百种产品和20个品

牌̶高出其最近的竞争对手箭牌许多。
值得注意的是，不凡帝范梅勒40%的销售

来自于印度少于10万人口的小镇。

不凡帝范梅勒在印度农村的成功加强

了广泛看到快速发展经济体市场机遇的重要性。更传统或

者狭隘的观点将得出印度市场没有吸引力的观点̶因为

消费者收入太低，分销成本太高。但是，通过重新设计产

品、市场和分销，不凡帝范梅勒给自己创造了比任何竞争

对手想象更大的机遇。根本来讲，其将印度分散的分销和

偏远的农村市场“障碍”转换成了重大的竞争优势。公司建

立了5000人的分销网络，将产品分送到70万个分销网点。
不凡帝范梅勒相信，这些所带来的市场触及规模是其一般

竞争对手的两倍，也是其成功的关键。

重新定义机遇开启快速发展经济体市场之门

从快速发展经济体成功的公司中可以看到，在发

达市场被看作是成熟业务模式成功障碍的条件在以新

的观点看的时候实际是可以创造增长力和竞争优势源

泉的。比如说，中国的盗版软件对于微软和索尼这样

的视频游戏机制造商的业务模式是根本性的障碍。在

盗版充斥的地方，出售低价的游戏机，通过卖高价软

件赚钱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中国视频游戏机

软件市场2005年的销量仅为1600万美元。这个数字与

全球每年上万亿的行业收入和中国广大的游戏人口相

比，是极小的数量。

中国的本土公司看到了这一机遇，并且通过创造替

代性的防盗版视频游戏创造利润，那就是建立大量多

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Role-Playing Games－MMORPG）。这一另类行业在

2006年的收入达到6.6亿美元，相比2005年的增长达到

70%。

这一游戏的关键在于，成千上万的游戏玩家同时在

线对战。这一多玩家的体验是不可能盗版的，因为其通

过运营该游戏公司的复杂努力创造了“活力”。中国的年

轻人，愿意获得娱乐享受，很愿意购买主宰该领域的像

盛大这样公司的服务。美国的游戏开发商Electronic Arts
公司，在决定如果以传统基于软件销售的业务模式进入

中国将问题重重之后，购买了盛大本地竞争对手之一九

城公司15%（1.67亿美元）的股份。

盛大也解决了另一个障碍，就是在电

子商务没有广泛流行而且信用卡仍是相对

新鲜概念的国家，如何解决支付的问题。
本地的游戏玩家不需要通过网上渠道支付

网上游戏费用，而是通过在本地商店购买

预付费游戏卡，在线玩一定时间的游戏。
这一对于标准游戏业务模式的独特变化解

决了支付的挑战。但是，这也帮助盛大在别的领域创造

卓越的需求。盛大需要让其点卡在全国的商店有售，一

方面创造广大的游戏群体，另一方面与竞争对手对抗。
除此之外，公司要开发一系列渠道伙伴。因为许多中国

玩家在网吧玩游戏，游戏公司需要保证他们的产品在全

国网吧成千上万台的机器上得到安装、能够运行并且可

见。

从劣势中创造机遇

不凡帝范梅勒和盛大的故事聚焦了快速发展经济体

市场机遇不可预料的本质。谁会想到印度农村消费者会

成为全球第二大糖果和口香糖市场以及一家意大利糖果

公司的全球战略市场？谁会想到中国的城市消费者会蜂

拥参与网络游戏？有超过5000万人经常玩MMORPG游

戏，并乐意支付费用。

事实上，通过创造克服困难实现机遇的业务模式，
公司为自己创造了市场机遇。同时，他们关闭了追随

者的门。不凡帝范梅勒广泛的分销网络既是其成功的源

泉，也是印度差劲的基础设施建设之下对于其它进入者

的障碍。盛大新的业务模式方法不仅仅克服了盗版问

题，而且创造了大量忠实的用户。当这些用户花费大量

时间在虚拟世界参与游戏，他们不会像玩视频游戏机的

用户那样简单得换玩新的游戏。当他们换游戏的时候，
很有可能还是玩盛大的游戏。

生机勃勃的快速发展经济体公司在将发展中市场障

碍看做设计新方法、提升现有或已经通行作法的机遇时

非常在行。因为他们的模式很灵活，障碍往往将他们指

向先前没有察觉到的其它可选道路。相反，不成功的跨

国企业往往试图强行而过，结果往往自寻烦恼。

在发达国家被认为是

障碍的条件，在快速

发展经济体却能创造

优势。



什么使得巨擘企业与众不同？他们做了什

么获得了优势？我们找出了区别这些公司

与不太成功公司的六大成功因素。我们研

究的许多公司都同时持续执行了这六点中

的几点，从而适应并保持业务模式在快速

发展经济体环境中生存。这六大因素是：

◊ 适应本土需求

◊ 设计创新业务模式克服本土挑战

◊ 使用最新科技

◊ 受益于低成本劳动力并且克服技术人才短缺

◊ 快速扩大规模

◊ 保持长期超高速增长而不出现内耗

下面，我们单独讨论每个成功因素，并且从我们的

50强名单中找出相应的案例。

适应本土需求

本土巨擘企业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深入了解本土市

场。许多跨国公司通过进口发达市场证明成功的产品和

服务到快速发展经济体市场竞争，结果发现这并不成

功。相反，本土巨擘企业经常创新现有的方法，创造更

加符合本土市场需求引人注目的产品和需求。以下是一

些例子。

腾讯。即时通讯（Instant Message－IM）服务抓

住了中国用户对便宜低成本沟通方式的需求，帮助大批

联络群或者社区之间的沟通。腾讯更进一步抓住了客户

对于创新、个性化和增强功能的需求。该公司高度受欢

六项关键成功因素

是
迎IM产品QQ的特点就是：高度定制的数字形象，用户

可以个性化其形象的衣服、发式甚至是其开的车。中国

的网民有70%在30岁以下，腾讯通过关注年轻人市场获

利丰厚。从其可爱、圆滚滚的企鹅标志到极其简单的界

面，QQ对年轻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参阅附录“QQ形

象比跨国公司对手的更酷”）

Grupo Elektra。墨西哥零售和金融服务巨头Grupo 
Elektra的成功来源于满足了每日生活费不足10美元，也

没有银行帐户的客户群的需求，并获取利润。公司开始

于提供信用产品，这样使低收入人群也可以买得起大件

商品，如电视、洗衣机和电冰箱。在和客户建立起联系

之后，并且在信贷诊断、风险控制和债务人账簿管理方

面创造能力之后，公司将银行服务加入了其服务行列。
在2002年，它允许其广大的商店网络成为了银行的分

行，人们可以在那取钱、存钱和汇款，以及申请贷款。
这一单独却整合的业务Banco Azteca服务了传统银行忽

视的客户群。今天，这一客户群是Elektra业务的重要部

分。Banco Azteca从一开始就以40%的年增长率增长。
到2007年第三季度，该银行已经拥有740万储蓄帐户了

800万贷款帐户。

新东方。中国的新东方学校为准备参加英语能力测

试的中国学生提供量身定制的课程。课程设计为符合学

生喜爱的学习风格。新东方招聘在英语水平测试中取得

优异成绩的本地大学毕业生担任老师和模范，并采取互

动和团队学习的方法̶与传统的机械学习法迥然不

同。结果是，其学生数量在2年内增长到1.5万人，新东

方现在占有了英语水平测试准备市场55%的份额。

CavinKare。印度的个人护理产品公司CavinKare
使用对于客户需求的深入理解增长其业务从一个一个人

的小作坊，变成了上百万美元的工厂，其模式也被著名

控股公司所学习。在20世纪80年代，大型公司以标准

大小的包装通过传统零售商销售洗发水，CavinKare将
其Chik品牌洗发水包装于小袋中，在农村地区小商店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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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随后采取了营销工作包括展示给人们（很多人还使

用肥皂洗头）使用洗发水的好处，并且分发免费小样。
很快就获得了大的市场份额，并且继续扩张，其组合包

括了一系列质优价廉的头发和皮肤护理产品。

SKS小额融资。印度小额融资公司SKS提供一系列

专门为满足印度农村贫穷妇女需求的产品，这些妇女都

无法得到银行的贷款，甚至不能进入临近的银行。该组

织提供培训并提供贷款，贷款人可以使用贷款进行产生

收入的项目。SKS不要进行担保，仅要做出口头承诺。
但是，它仅向妇女借款，以降低风险。因为他们认为妇

女比男人更有金融责任感。公司也将借款人组成五人一

组，这样各个成员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互相帮助实现支付

责任。这一新的方法带来了超过100万的客户基础和99%
的偿还率。同时，也提升了千家万户的生活。

设计创新业务模式克服本土挑战

当跨国公司往往在快速发展经济体市场面临“不能克

服的障碍”时，本土巨擘企业已经建立了不仅能面对这些

挑战，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将它们转换成增长和竞争优势

源泉的业务模式。这些业务模式也许不是革新性的，但

是适应了市场和消费者行为的特点。

携程。中国的在线旅游预订机构携程（ctrip.com）
没有采用其西方同业如Orbitz和Travelocity已经验证的

业务模式，而是很早就认识到中国的客户不愿意参与电

子商务，主要是由于不信任感。即使在今天，携程大概

70%的收入来自于线下销售，主要由呼叫中心为偏好通

过人工获得服务的客户下订单。携程也改变了在主要门

户网站进行线上广告的战略，而是采用销售人员在机场

和火车站进行直销，鼓励人们注册。

分众传媒。中国的广告客户常常都被高成本和国有

传统媒体的有限效果所困扰。历史上，这些是触及客户

的唯一媒体选择。分众传媒却为大型广告客户提供高度

目标化的广告服务包。比如说，广告客户可以选择在主

要产品上市的一周触及到全国所有高端办公楼、仅仅在

某个周末的触及某个城市的户外商场、或者在春节前一

天采用一系列线上、影院和购物中心混合的广告组合。
和传统服务相比，这是很有吸引力的̶̶这也是为什么

中国的报纸广告有所下降，而新的选择正在出现。

Gol。当这一巴西廉价航空公司应用了美国和欧洲

低成本航空的许多理念之后̶比如说使用同一机型。
该公司进一步采取其业务模式更好服务巴西消费者的需

求。Gol意识到对于本土旅游者来说，与发达市场的同业

不同，价格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位列便利性和速度之

如果你将QQ的形象和其它IM公司的对比，简直没
有可比性。QQ的形象不仅真实，甚至可以自由定制无

数种方案。用户能够
选择大量的装备、背
景、发式和附件来增
强形象的外形。特别
是女孩，专注于浏览
充满箱包、鞋子、帽
子和珠宝的页面创造
新的风格。对于腾讯
来说，这是个不错的
生意。当客户第一次
注册服务的时候，其
形象仅穿着内衣。当
然，没有人会仅穿个
内衣在网上聊天，因

此用户使用能表达其独特风格的方法装备其形象。每个

QQ形象比跨国公司对手的更酷

购买的物件都要付一定费用，完整的形象需要1美元左
右。这也许不是什么大数额，但是乘以其大量的注册应

户̶至少超过�亿人
而且还在不断增长̶
这带来了巨大的收入
流。腾讯的 IM产品提
供了大量的功能，无缝
整合了一系列其它QQ
服务内容，包括用于分
享视频的QQ视频、类
似于del.icio.us的QQ书
签、新闻和娱乐门户
QQ.COM、反病毒软件
QQ医生、免费邮箱服
务QQ邮箱、下载工具
QQ下载、听歌用的QQ 

音乐播放器、和网上约会用的QQ爱情缘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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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因此，Gol没有像低成本领袖西北航空那样开拓更多

直航路线，而是采用多停靠站的行程安排以将其服务拓

展到先前无利可图的目的地。为了最大化飞机的使用，
Gol在晚上、早晨或者全天安排航班。客户接受不方便的

飞行时间获得更多选择和更低成本。Gol的低价吸引了大

量巴西旅行者，其飞机上座率一般为80%。

好孩子。由于许多中国夫妇只有一个

孩子，比起有着大家庭的夫妇，他们花在

养育孩子身上的时间更多。由于都是第一

次养孩子，他们也需要指导和帮助。婴儿

产品制造商好孩子很聪明的将消费者教育

整合到其业务模式之中，从而利用了这一

机会。公司注重让中国父母了解婴儿和儿童产品及实践

的发展，在国内组织成立了上百个好孩子会员俱乐部。
它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专门的婴幼儿网站，通过这个网

站可以联系到200名经验丰富的医生、心理学家和教育工

作者，或接入儿童歌曲、故事和游戏库。

盛大网络。我们已经介绍了盛大使用了多人在线游

戏战略克服软件盗版问题。最近，其将业务模式从注册

转换成“随到随玩”。意识到可以通过去除月租的方式扩

大其游戏人群，现在提供免费接入。它的收入来源于虚

拟商品的销售，比如说：武器和其它装备。虽然这一转

换导致了短期内的收入下降，新的战略是健康的。市场

回报了公司，其股价在2007年12月之前的12个月期间增

涨了将近50%。

使用最新科技

科技在许多本土巨擘企业战略中扮演了重大角色。
快速发展经济体公司没有遗留基础架构或根深蒂固的旧

方法的负担，它们可以自由试验最新的创新。通过将这

些技术整合到他们的业务模式之中，巨擘企业能够提供

更好的客户体验，也可以比其竞争对手更快上规模。

Apollo医院。印度的Apollo医院除了招聘印度国内

外最好的医生以外，还使用了一系列尖端的诊断设备，
比如最新一代的MRI扫描仪和心血管造影系统。除了其

基本医疗设施网络以外，Apollo通过装备有随身卫星连

接设备的移动医疗小分队扩展其业务。这些“车轮上的医

生”在农村工作，可以让医生将诊断影像传输给Apollo大
医院的专家。

Gol。Gol的多停留模式̶使得其飞机在空中的时

间比竞争对手要长̶如果不是使用是最新一代波音737

系列先进机型的话，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Gol在2004年
购买了15架飞机̶拉美航空公司历史上最大的订单，
这使得公司可以大量提出对飞机特性的要求。新飞机给

了Gol很多好处，包括大幅度降低的维护成本、更少的延

迟、更快的飞行时间、以及旅客享受更好的整体飞行体

验。Gol对科技的应用延伸到了其运营的其它部分，也是

公司低成本战略的核心部分。它是巴西第

一个发售在线电子机票的航空公司。旅客

可以在网上、通过手机或者在机场柜台办

理登机手续。除此之外，Gol的呼叫中心

使用了最新的自动语音识别科技仅用很少

的人员处理大量的呼叫。结果是，Gol将
每座位成本降低了75%。

Grupo Elektra。由于大多数Grupo Elektra的消费

者没有信用历史，其银行分支开发了贷款处理系统，利

用了先进科技和墨西哥廉价的劳动力。公司有4000名骑

摩托车的贷款官。当潜在的借款人提出申请，贷款官会

在24小时内来到他/她家。贷款官会和家庭成员谈论财务

状况，并将回答输入手持电子设备，传输回公司的运营

中心。中心返回一个确认，告知贷款官他/她是否能授权

贷款，还是能提供更小额度的贷款。一旦贷款申请被批

准，消费者能在同一天来到分行取钱。如果他们忘带身

份证明文件，指纹识别可以确认其身份。

Amul。也被称作Gujarat牛奶市场营销联盟合作社。
Amul是印度最大的食品饮料产品营销公司。通过使用最

新科技，合作社每天平均从1.3万村庄收集650万升牛奶。
随着印度牛奶业放开所带来的新竞争，Amul的现代化使

得其260万成员生产商可以有效对抗本土和海外的公司。

Amul运营的核心是其牛奶收集系统。每天，农民将

牛奶送到离其农场不到10英里的临近收集中心。在几分

钟之内，牛奶被称重、其脂肪率被电子测量，并且支付

给农民钱。这一高效流程和老的系统形成强烈反差，在

老系统中，取样之后要几天后才能从中心机构获得脂肪

内容监测。不仅农民需要等上几周才能拿到钱，缺乏透

明也导致了大量欺诈。为了连接其运营，Amul使用卫星

通讯技术收集和跟踪所有交易数据。除此以外，定制的

ERP系统协调所有后台功能并且进行复杂的数据分析，
比如做出预测以决定农民是否应当增加产量。

受益于低成本劳动力并且克服技术人才短缺

在大多数本土巨擘企业竞争优势的核心是采用触及到

快速发展经济体市场广大低成本劳动力的业务模式。通过

巨擘企业将障碍转

换成增长和竞争优势

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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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将大量本地雇员用作自己优势的方法，本土巨擘企业

完全取代了发达经济体尽量减少人力依赖的业务模式。

在人力等式的另一边，巨擘企业面对了信息经济体

市场的另一个现实：劳动力中严重缺乏经验丰富的管理人

才。最好的本土公司已经找到了吸引并留存最佳本土管理

人才的方法。事实上，这些公司正成为许多

人才的选择̶与许多在这些市场运作的跨

国公司相反̶他们给员工提供通向影响

力、地位和创造财富机遇的工作机会。

分众传媒。分众传媒利用液晶显示

器在办公楼的大厅播放广告。实际上，
其服务这些屏幕的方法的科技含量却不高：在遍及全国

的雇员网络下，其雇员骑着自行车来到一个个大楼手工

更换屏幕的DVD碟片或闪存卡。虽然中国有着现成的

通讯网络，可以通过电子链接这些液晶显示屏，但是出

于成本和灵活度的考虑̶自行车队伍的解决方案非常

适合这一完全技术解决的业务模式。

Apollo医院。Apollo通过聘用、培训和保留印

度最好的医生和护士建立了卓越的品牌形象。其不可

比拟的质量是差异化的关键点，使得其收费是公立医

院的十倍。为了保证增长期间这一卓越的医疗服务，
Apollo采用该国大量的人力，并且开发了自己的培训

项目教育其员工。除此之外，为了补充国内不足的专

科医生队伍，Apollo将其招聘工作拓展到了海外的印

度医生。它甚至成功将这一技术劣势转换成了其优

势̶建立一个独立的业务  Medvarsity在线，提供

多个与医疗相关的课程。这一在线业务不仅仅给公司

带来利润，而且帮助在全国建立技术基础，在长期为

Apollo带来利益。

携程。创造了庞大的团队并且持续维护公司的中央

订票数据库，该数据库和其主要宾馆和航空合作伙伴数

据库相连。在中国分散的酒店市场，这一数据库具有独

特竞争优势。同时，3000名销售代表的队伍关注于客户

服务，给公司先进的呼叫中心带来活力。携程通过全国

低成本递送网络支持其主要的线下销售，这一递送网络

使用自行车和轻摩收钱和送票。

中国招商银行。虽然招商银行比许多其本地对手都

小，许多分析家和消费者认为其是中国最好的银行，部

分是因为其卓越的客户服务。在缺乏客户服务的行业，
招商银行通过严格的前线人员和管理人员培训项目实现

了卓越服务。组织也很注重招聘，重点放在大学毕业

生，其中90%的招聘来自于本地大学新毕业学生。经过

了包括笔试、口试、案例研究、小组讨论和模拟的一系

列严格筛选流程之后，银行选取最聪明和工作最努力的

候选人。

快速扩大规模

当新的市场机遇在快速发展经济体市

场变得显而易见的时候，许多对手迅速出

现，试图在市场占据一席之地。特别是在

中国和印度，大量的城市、省份和州使得

许多公司可以独立在不同地域发展。快速

实现全国规模可以帮助公司实现规模效益

优势。对于本土巨擘企业而言，成为市场老牌企业往往

包括平衡激进的有机增长和目标并购。

腾讯。对于腾讯上升为老牌企业，主要是其重点关

注创新和新产品开发的结果。腾讯在三个月之内开发了

其第一个自己的IM软件，Open ICQ。从那以后，它一

直位列其跨国竞争对手之前，它快速整合最新的功能，
引入新产品。比如，QQ的用户界面已经经历了多轮重大

变化以满足变化的口味。当中国的公司限制QQ在办公

室的使用时，腾讯引入了两种面向商业的IM产品：腾讯

Messenger和Real Time Exchange。腾讯也通过提供各

种延伸自其核心IM品牌的服务促进公司的增长。这包括

休闲游戏、社会网络服务、在线视频以及客户对客户的

拍卖系统。

分众传媒。公司早期面临许多小的对手，分布于中

国各个城市，各家的理念都很相似，就是销售基于屏幕

的广告服务。分众传媒采取了激进的扩张和兼并战略，
包括了几项重大交易。其业务起步于大城市写字楼和公

寓楼大厅，现在其业务已经扩张到全国，这对于广告客

户极有吸引力，并且消除了地方对手的竞争。今天，分

众传媒的屏幕不仅存在于写字楼和公寓楼，也出现在了

许多其它地方：零售连锁店、购物中心、饭店、医院、
药店、美容院、健康俱乐部、高尔夫球俱乐部、宾馆、
机场和机场巴士。

Wimm-Bill-Dann食品。俄罗斯的WBD主要通过一

系列进行成功并购和悉心管理的供应和分销网络获得其

全国的规模。从2002年到2006年，部分得益于2002上市

募集的资金，WBD收购了13家本地竞争对手，将其生产

线从1992年租赁的一条拓展到2006年的33条。在分销方

面，WBD在俄罗斯广大的疆域建立了一系列的贸易公司

和分销商。为了解决全国奶牛数量的下降，WBD开展了

自己的牛奶河项目，将昂贵的农场和奶设备租赁给供应

巨擘企业通过降低

管理层变化保持长期

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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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获得生产的增长。通过整合、授权和连锁，WBD的全

国分销和生产网络现在服务于2.8亿消费者。这一广泛的

触及确保公司拥有竞争对手无法撼动的优势，包括外国

食品巨头达能公司。

好孩子。这一儿童用品公司使用有机增长建立自

己行业内最广泛的本地销售和市场营销

网络。1990年，好孩子还是昆山（上海

旁边一个小城市）一个亏损的工具制造

厂。今天，公司控制着差不多本土市场

80%的份额，在昆山的生产基地有12000
公顷，是世界上最大的儿童车工厂，在

中国的沿海城市宁波也有两家工厂。除

此之外，其网络包括了35家分支公司，每家在其省份或

城市内工作建立分销协议并且开办新的零售网点。好孩

子管理着1600家独立专营店和商场柜台（店中店）。面

向未来，好孩儿计划通过更多的店铺、旗舰零售中心和

在线销售渠道扩展其业务。

Cosan集团。巴西的糖和乙醇生产商通过兼并快速增

长其业务。1936年建立第一家工厂开始，公司现在有17家
工厂，2个精炼厂，两个港口和无数的库房。今天，在2007
年8月的上市中，募集到了12亿美元。管理层仍然关注于增

长，但根据市场行情，收购价格太高了。它目前的战略是

扩展现在的生产设施并且投资新的领域。它拓展了自己传

统的糖生产业务以包括乙醇生产̶对于全世界寻求替代

能源会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业务。另外，作为世界上最

大的糖甘蔗种植和加工商，这巨大的规模可以使其灵活转

换糖与酒精生产的组合，以最佳利用优势的市场条件。

保持长期超高速增长而不出现内耗

对于快速发展经济体的公司，垮台和停滞的风险一

直存在，特别是在考虑到管理人才在这些市场的稀有。
使用兼并的新公司面临整合同样没有经验组织的难题。
本土巨擘企业和其不太成功同业的关键区别因素就是在

维持长期高速增长的能力。巨擘企业实现这一点主要是

靠保持低的管理层流失率、持续通过兼并创造价值、投

资在人力资源上、并且制定帮助增长的巨擘企业应对复

杂情况的业务流程。

携程。在中国的旅游业运营并非易事。挑战包括广大

范围和现代支付系统的缺失，以及监管和牌照障碍。每次

携程在新城市建立门店，它都得从当地政府获得执照̶
当地政府往往拥有自己的与之竞争的旅行社。在组织销售

团队和在100多个城市提供服务也是挑战。携程已经耐心

地克服了这些障碍，建立了涉及全国的旅行业务，与5600
家宾馆合作，并与中国所有的航空公司结盟。

认识到携程是广泛分散的组织，高管层建立了全公

司的管理文化̶携程之路，关注于在全公司采用通

用的业务流程。携程甚至建立了六个字的客户服务运营

标准，希望其员工能实现。除此之外，
公司有强大的管理团队，其创始人中的

多位仍然在位。携程击败了多个外国竞

争对手，比如说̶Travelocity的Zuji.
com和Expedia的eLong.com̶以及

TravelSky，2001年由中国国有航空公司

与外国投资人创建的在线门户。同时，许

多人相信TravelSky有着强大的政府背景和与国有航空公

司的关系，应当成为本土的赢家。但是，公司的面向消

费者旅游业务还未能撼动携程的领先地位。

Wimm-Bill-Dann食品。在多年内，WBD采取了一

系列管理措施保证其快速增长。这些措施包括保持一个稳

定、多元的高管团队、投资人力资源和保证质量和成本的

最佳平衡。公司5名发起人中的4名现在仍任职董事会。
2006年WBD雇佣了一位在可口可乐工作了20年的人担任

公司新的CEO，并且提供了跨国的管理。WBD也采取了

一系列人力方面的最佳实践，包括所有业务单元的关键绩

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KPI）标准，前500
员工的个人发展计划、基于业绩的薪酬以及高管层的期

权。最终，WBD在优化其业务流程降低成本上获得了成

功。它提高了预测和需求规划、重组了流程以大幅度削减

官僚作风、简化法律架构并且采用新的IT系统。

新东方。公司在市场上缺乏本地经验丰富经理的情况

下，使用中心辐射的模式保持扩张和收入增长。通过建立共

享中心学校行政和管理资源的新学习中心，新东方能够在不

受到资源重压的情况增长其学生数量并且扩张地域覆盖。

O Boticário。巴西化妆品公司O Boticário大量投资

于集中化的计算机管理系统以连接其2400个店铺的销售

点。在公司采取全面革新之前，每个店铺负责在本地购

买自己的电脑，并且根据预先批准的清单安装软件。随

着店铺数量的增长，公司认识到集中系统的重要性，使

得其可以远程解决问题并且管理重要通信。

融合六大成功因素

成千上万的快速发展经济体公司正使用部分上面讨

论的成功因素。真正区别我们研究的50强巨擘企业的是

我们的本土巨擘企业

同时并持续追求多个

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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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追求建立几个成功因素的能力，如果不是全部的

因素，这为它们带来远远超越竞争对手的增长水平。在

快速发展经济体极具挑战性的运营环境中，这的确是令

人惊叹的成就。

低成本墨西哥房地产商Homex是将所有六个因素有

效融合的绝佳案例。Homex是该国最大的低收入房地

产开发商。2006年的收入达到11.8亿美元，比2005年增

长46%。有14万家庭居住在它们的房子里，Homex不仅

仅简单满足消费者获得廉价住房的需求，而将自己看做

是社区的建设者。这些不仅仅是口头承诺。公司建造学

校、日托中心、公园和教堂，并将他们捐赠给建设的社

区。它也建立了社区中心鼓励邻居的沟通，帮助接入资

源和工具，比如因特网。

Homex改变其业务模式适应墨西哥变化莫测的资

产市场，反应了该国大型政府支持的信贷组织的借贷循

环。公司仅仅在拥有了批准买家之后才开始建造新家。
它随后通过使用标准化假设方法使得整体建设时间保持

在10-14周之间（根据房屋情况而定）降低流动资本需

求。它拥有支持整个业务的自主开发的IT系统，保证标

准化的业务流程和精心管理的增长方式。在人力资源方

面，Homex受益于墨西哥的低成本劳动力，而其高管层

成员有着平均15年的管理经验。

从1989年开始，Homex就是该国发展最快的开发

商。2006年，它在18个州的28个城市有着67个开发项

目。同时，Homex的管理层学会采取系统、保守的方式

处理其所有土地。到2006年底，Homex有着5300万平方

米的土地储备，足够建筑265000间房屋。公司不断评价

这一组合。公司目标在于降低过多的存货，试图保证3年
项目建设所需的土地储备水平，根据经验，Homex认识

到这一时间用来进行开发和最终的销售正好。

就像Homex例子展示的，通过同时采取一系列战

略，巨擘企业建立了难以效仿̶甚至更难击败̶的

强大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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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外国公司在快速发展经济体市场中开展

与本土巨擘企业的竞争，一个事实非常引

人注目：在这些市场中全球公司的优势急

剧下降。全球企业之前得心应手的领域现

在已经成为了本土企业的天下。例如，
本土巨擘企业从积极配合的国际供应商那里获得领先的

技术。他们采用本土或全球培训的工程师来迅速对技术

进行客户化。他们不仅可以获得全球资本，而且跟全球

公司相比，他们更快地将资金用于业务增长，甚至在内

部分配这些资金。同样的，他们可以充分利用全球管理

人才，精挑细选国外公司最优秀、经验最丰富的本土人

才。他们要求顶级金融机构帮助开展复杂的收购和兼

并，因此巩固国内的行业。

在快速发展经济体的外国公司业务领域面临着迅速

缩小的风险。随着这些活跃的快速发展经济体本土公司

的扩张，越来越多的公司在快速发展经济体中挑战其他

高速增长的市场，外国公司能做些什么呢？他们能否在

快速发展经济体中打造有竞争力的业务？

在我们看来，寻求应对本土巨擘企业带来挑战的外

国公司面临两种必要措施：

◊ 自己成为巨擘企业。跨国公司应该认真思索下本土

巨擘企业的经验并用各种方式效仿。最重要的是，
他们应该按照巨擘企业的速度、灵活性和承诺来开

展在快速发展经济体的业务。否则，他们将会从策

略上被对手胜出。

◊ 在他们自己的领域打败本土企业。跨国公司应该采

用他们的全球优势，比如广泛、深入的创新能力以

及很强的品牌认知度，来开展本土巨擘企业做不到

的事情。他们应该采取有针对性的步骤实现差异化

竞争。

综合使用上述两种必要措施至关重要。外国企业只

与强者对决
新规则，新战术

随
有将两种措施结合在一起，才能找出针对快速发展经济

体的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这并不是一个理论模式；一

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外国公司正在这些经济体采取这一方

法，他们中的一些已经痛击了本土和国际竞争对手。

百胜品牌

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是美国的百胜（Yum! Brands），
旗下拥有包括肯德基和必胜客两个快餐品牌。百胜像

巨擘企业一样抓住了快速发展经济体的机会，同时也利

用自己的全球专长来推出些国内竞争对手无法复制的业

务。结果，该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已经占据了全球利润的

20％，然而它在印度的业务，虽然规模小些，但是收入

每年仍然以超过30％的速度增长。

百胜凭借巨擘企业的热情抓住了这些市场。举例来

看，公司发展速度非常快，不到五年时间在中国就开了

1200多家肯德基餐厅；现在将近2000多个地方都有他们

的业务。他们意识到真正在全国开展业务的重要性，如

今全部餐厅数量覆盖了中国420多个城市。公司的长远目

标是在中国建立15000家肯德基餐厅。而且，他们也将同

样地快速扩张策略应用到必胜客。现在中国将近300个地

方有必胜客餐厅，公司长远的目标是扩大到全国7000个
地方。百胜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本土品牌餐厅̶提供

中餐的东方既白。现在，公司每天都在中国开设一家新

的餐厅。

百胜在中国已经超过了麦当劳。在2002年，旗下的

肯德基餐厅在中国的数量是766家，而麦当劳有538家。
到2007年，百胜旗下的肯德基已经扩张到1900家，而麦

当劳有812家。

百胜通过几种方式将业务模式应用到快速发展经济

体，通过每年推出许多“本土风格”的食品来定制菜单、
定制餐厅形式来适应当地消费者偏好和行为。例如，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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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客为对就餐比较讲究的人口创造了独特的高端就餐体

验。随着本土行为的不断发展，百胜快速更新餐厅样

式；例如，随着中国“有车一族”人数的增多，必胜客在

一些城市将“免停餐厅”引入进来。针对年轻人的市场营

销活动将重心放在学习上，这对于看重教育的中国父母

非常有吸引力。百胜不仅将他们的网点定位于餐厅，也

定位于娱乐场所；公司在中国的肯德基网

点平均每天就有两场生日聚会。

百胜也将低成本劳动力引入到业务模

式中。在中国的肯德基餐厅招聘了7500多
人，培训他们来微笑、快速地服务客户。
为了保证餐厅的迅速扩张，一个由500人组成的强有力的

团队专门侧重在成立新餐厅上。

同时，百胜引入了重要的全球专长来实现与本土餐

厅的差异化。它建立了IT推动效力强、管理严谨的供应

链来支持快速的全国扩张：一个有11个分销中心的网

络、五个卫星分销中心和两个加工中心。公司的采购能

力与这种复杂的分销相补充。为了应对中国复杂的供应

链挑战，百胜有严谨的挑选供应商政策来保证一直提供

高质量材料。它也运营一些自己的食品筹备设施来保证

材料的及时供给。

另外，公司利用全球声誉和资源来影响中国有关食

品安全和供应链管理的政府政策，参与到政府食品标准

的制定工作中。通过这种方法，保护了本地声誉，建立

了政府关系，并以积极的方式影响了整个行业结构。

百胜的成果在中国不容易被对手研究或是模仿：拥

有当地特色、差异化的就餐体验、在全国上千个地方都

适用的便捷型餐厅。在进入中国市场初期，百胜就通过

几种方法来建立持续的优势。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百

胜对市场更为了解、拥有更广泛的实能力，更大规模的

管理团队，更大范围的供应商以及更高的市场营销费

用。另外，公司在推广新店品牌和概念上有很强的立

场。对于那些考虑市场进入的国内和国际公司，百胜品

牌是一个非常强劲的竞争对手。

诺基亚

另一个行动迅速并赢得快速发展经济体市场的全球

公司是诺基亚。它在中国和印度的领先地位得益于过去

五年不断积极的举措，使他领先于很多全球同业和当地

对手。例如，从2003年开始，这家芬兰公司就击败很多

中国的竞争对手。同时，诺基亚也正在追随着摩托罗拉

在中国的脚步，而且许多当地的公司与许多国外的小型

品牌也都大胆积极地向这个市场进军。

国内的公司，如宁波电子信息集团和TCL公司̶
重点培养被忽视的新市场：许多拥有上千万中低端客

户、非沿海中型城市。宁波电子信息集团和TCL公司积

极地通过现代化、价格适中产品来进军这

些细分市场，他们建立了第一家手机零售

网点，并在十多个城市培养分销能力。虽

然外国国内公司在他们的目标城市和细分

市场拥有很强的业务，他们突然发现一个

全新的细分市场正在出现̶并且正迅速

远离他们。

面对这些挑战，诺基亚开始反击。它采取了一些巨

擘企业正在使用的举措：快速在中国建立广泛的销售和

分销网络。他将最复杂的销售队伍IT系统̶提供有关

销量和竞争对手报价的实时信息̶与拥有3000多名店

内促销员和成千的销售人员的队伍融合在一起。它从其

他以消费者为主导的跨国公司招聘新一代经理，并在中

国主要省份增加了一些新的本地分销商作为合作伙伴，
专注于渗透到新市场和细分客户。

同时，诺基亚推出了很多巨擘企业不太拿手的举

措。它极大地推动全球产品开发项目，定期推出一系列

各个价位的创新产品。（结果，中国现在是诺基亚低端

手机和高端手机的最大市场。）它整合了全球供应链来

保证快速、稳定地提高产品销量。它通过全球购买力来

确保实现具有很强竞争力的成本地位。目前，诺基亚是

中国市场的领头羊，极大地超过了所有其他国际和国内

公司。其他公司没有一家建立了如此大范围的分销网络

或是产品线。本土公司的产品创新能力也不敌诺基亚，
这一劣势也导致了恶性循环：有吸引力的产品数量很

少，导致销量减少，也使零售商的兴趣减弱。这限制了

他们在购买和研发中的规模经济效应，导致成本增加。

诺基亚也主导了印度市场，占有了60％以上的市场

份额。虽然在印度市场的本土竞争对手不多，诺基亚公

司还是采取了各种巨擘企业战略，以及基于其全球能力

的各种策略。

现代

一些韩国企业，不久之前是本国的巨擘企业，也成

功进入了了快速发展经济体市场。现代汽车公司在过去

几年已经积极地进入快速发展经济体市场，并取得了很

百胜 (Yum!) 用多种

方式建立持续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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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功。在中国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现代汽车的市场

份额从2002年刚进入市场的零份额，增长到2006年的

7％。累计销量在汽车推出后的40个月中冲破了50万辆大

关。现代汽车在1998年进入印度市场，现在位于市场的

第二位̶落后于铃木印度子公司（Maruti Suzuki），
那家公司在印度已经有25年以上的历史，占据了18％的

市场份额。在2006年，现代公司在中国和

印度总销量接近50万辆。

现代如何做到这些成绩的呢？一方

面，他采取了巨擘企业的措施，包括使产

品和业务模式适应当地产品和市场，积

极、迅速地扩大，以及利用当地劳动力供

应。凭借这一点，他战胜了很多外国公

司。另一方面，公司通过向市场引入已有专长、经验和

产品，作出了很多当地对手无法做到的事情。公司通过

锁定未被满足的需求进入中印市场，这些需求却被其他

汽车公司所忽略。这些不是基于猜测或臆想。

现代的成功得益于细致的规划。首先，派出销售团

队花几个月时间开展市场调研，了解客户需求。发现外

国公司占据了高端市场，而本土汽车公司则主攻低端市

场。但没有一家公司能够推出高质量、价格适中的车

型。现代汽车进入后弥补了这个空缺。在印度，外国公

司出售旧款车型。现代则向消费者推出在本国给经销商

出售的同一款车型，也针对印度公路条件不好、气温高

的特点设计了Santro车型。现在汽车通过Visto品牌在

韩国销售。在中国和印度，现代汽车的价值主张是相同

的：推出有吸引力的价格、质量高的汽车。

现代也定制它的业务模式。中国要求外国汽车公司

以与国内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进入市场。这种安排

很容易使外方公司失去控制权，而合作关系也时常遇到

内部猜疑和矛盾。从一开始，现代就掌握了运营控制

权，但同时又寻求与他们的合作伙伴̶北京汽车工业

集团建立健康的工作关系。一种方法是要求所有在中国

工作的韩国员工学习汉语。在运营方面，现代汽车通过

采用BAIC旧的但是性能良好的产品线来最大限度减少

预付投资和持续的运营成本，该产品线采用低成本劳动

力。公司通过要求韩国供应商在中国设立工厂来帮助汽

车公司克服关税壁垒并提供物流效率，
因此进一步降低成本。

在印度市场，现代汽车在韩国以外

成立最大的生产工厂，帮助实现规模经

济效应。公司也快速本土化发展供应链

来进一步削减成本，并实现高价值的承

诺。在市场营销方面，当公司最初来到

印度时并不非常知名，所以他们邀请了著名的电影演员

沙鲁克汗（Shah Rukh Khan）来做品牌宣传。这是印

度电影明星第一次同意为汽车做宣传，这极大的提高了

现代的知名度。

现在产能有限是现代汽车的一个问题；他们也宣称

这是导致2007年在中国市场销量下降的原因。为了应

对这个挑战，现代在中韩两国投资了数十亿美元设立

新工厂并使公司达到实现销售价格适中、高质量汽车

并保证公司盈利所需的规模。公司希望产能的提高将

帮助他实现2008年的销售目标̶印度和中国全部销

量达到100万辆。当然这些快速发展经济体的成功将帮

助现代汽车实现自身更长远的目标，即成为全球前五

名的汽车制造商。

这些例子表明：倘若跨国公司恰当地调整业务模

式，他们在快速发展经济体中有很强的获胜优势。尽管

巨擘企业擅长采用我们介绍的六项战略，管理得当的外

国挑战者可以采用上述战略或是更多。总之，他们可以

采用令本土企业很难招架的“组合拳”攻势。

现代采取了类似巨擘

企业的措施，并且做

了本土企业无法做的

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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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高速增长的快速发展经济体市场的吸引力

仍很强大，那里的国内竞争也日益加剧。许

多情况下，本土巨擘企业占据主流̶并发

展壮大。努力从快速发展经济体市场寻求收

获的跨国公司必须解决几个根本问题：

◊ 在你的目标快速发展经济体市场和接壤市场中巨擘

企业有哪些？机会在于巨擘企业已经在该领域开展

业务，你是否知道？你是否正予以关注？

◊ 这些巨擘企业今天如何开展竞争？他们的能力如何

得以改进？他们在寻求新的机会领域时如何克服困

境？在三年后的情况将会如何？你将如何应对这种

竞争？

◊ 你的公司与本土巨擘企业相比，哪些方面有所缺

失？哪些领域你不敌巨擘企业？（例如，扩张速

度、调整业务模式、满足客户需求、利用低成本人

力、吸引并挽留高管人才）？

存     疑

虽
◊ 你在推动快速发展经济体活力上有何计划？妨碍你

公司活力的内部壁垒有哪些？如何从全球范围组织

你的公司来支持在快速发展经济体的增长？

◊ 你如何打败本土巨擘企业？特别是你能采用哪些全

球能力来在快速发展经济体中确立出本土企业很难

模仿的优势？

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充分决定公司在快速发展

经济体以及世界的发达市场的成功。随着时间推移，巨

擘企业可以更好地了解、适应并占据了重要的快速发展

经济体市场。无论你的公司在快速发展经济体市场中是

否活跃，你需要留意这些市场中的知名企业，因为许多

今天的本土巨擘企业将成为明天的新全球挑战者。

BCG本土�0强巨擘企业 2�



推荐阅读

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了其他的相

关报告和文章，可能对开展全球化

业务的公司高管层有所帮助。内容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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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BCG100新全球挑战者：快速

  发展经济体百强企业如何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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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现金陷阱：高利润时期价值创

  造的挑战》
BC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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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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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创新的生产力》
工业品行业的当前契机

2005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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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的全球化：通往盈利之路》
运营专项的当前契机

2005年5月出版

《研发的全球化：推倒壁垒》
运营专项的当前契机

2005年5月出版

《躲避供应链的海难：行驶在外部采

  购的险滩》
运营专项的当前契机

2005年3月出版

《中欧东欧的机会：服务西欧建立全

  球优势》
BCG聚焦报告

2005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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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全球优势：领先的工业企业如

  何通过在中国、印度和其它一些低

  成本高价进行采购和销售实现行业

  变革》
BCG报告

2004年4月出版

《全球化对你的企业影响何在》
工业品行业的当前契机

2004年2月出版

2� 波士顿咨询公司



推荐阅读

BCG本土�0强巨擘企业 2�



2� 波士顿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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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8



阿布扎比

阿姆斯特丹

雅典

亚特兰大

奥克兰

曼谷

巴塞罗那

北京

柏林

波士顿

布鲁塞尔

布达佩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

芝加哥

科隆

哥本哈根

达拉斯

底特律

迪拜

杜塞尔多夫

法兰克福

汉堡

赫尔辛基

香港

休斯顿

雅加达

基辅

吉隆坡

里斯本

伦敦

洛杉矶

马德里

墨尔本

墨西哥城

迈阿密

米兰

明尼阿波利斯

蒙特利尔

莫斯科

孟买

慕尼黑

名古屋

新德里

新泽西

纽约

奥斯陆

巴黎

费城

布拉格

罗马

旧金山

圣地亚哥

圣保罗

汉城

上海

新加坡

斯德哥尔摩

斯图加特

悉尼

台北

东京

多伦多

维也纳

华莎

华盛顿

苏黎士

bc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