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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竞争与动态平衡思维

开拓并长期管理了在中国首
家获得官方批准成立的跨国管理咨
询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并被誉为中

谢祖墀 原创 | 2014-11-28 09:37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边缘竞争

国管理咨询业的先锋和最富有经验

动态平衡思维

的管理专家之一。他为跨国公
司、中国本土公司、世界银行以及

谢祖墀

中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咨询意
见，在汽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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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包括全世界在内的所有企业来讲，所谓的优势或者竞争优势都是短暂的，没有持
续或者长期的竞争优势，我们要不断思考新的行业态势，探索动态平衡，建立新的公司
管理组织架构，这样才能较为长久的发展好我们的企业。

感谢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邀请我来分享一下我对企业战略的一些观点，我很有幸六
七年来每年都参加亚布力论坛冬季年会和夏季高峰会，在这个过程里我认识了很多中国
的优秀企业家，也收获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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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企业转型必须全系统颠覆
企业转型看四个变化
在互联网转型下的难点

中国管理咨询仍处空白

大数据时代的转型
传统企业转型逻辑

我是香港人，但回到内地已经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一直在做管理咨询。1992年以来先
后在波士顿和博思咨询公司工作。2014年4月开始，我和一些合作者成立了高风咨询公
司。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咨询这个行业被一些大型的外资咨询公司垄断，以麦肯锡为
首，包括波士顿和博思都很强。中国现在已经发展到全世界第一、第二大的经济体，在
全球已有很庞大的实体公司，例如互联网方面马云的阿里巴巴。中国已经不单是一个庞
大的经济体了，也是一个正在孕育很多创新的地方。但在以知识为主的行业里，中国并
没有一家有代表性的机构，所以我成立了一家公司。
在过去几年里，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整体市场提供了一个
非常好的发展机会，很多企业能尝试创新，利用良好的土壤创业。在全球范围内，中国
也已不仅仅是所谓的市场和生产基地。

互联网创业者启示录：四大赌徒心态
互联网创业者错在哪
这是最好的互联网创业时代
互联网创业熬得住才有红利
“餐饮老板内参”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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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企业的发展来讲，这是一个很有能量或
者说充满创新可能性的时代。

2015年4月 [ 1 ]
2015年1月 [ 4 ]
2014年12月 [ 1 ]

第二，很多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包括已经成功的和还在探索路上的，都在不断尝试新
的管理和经营方法。探索出一套源于中国，也能适用于全球，属于中国企业家自己的管

2014年11月 [ 2 ]
2014年9月 [ 2 ]
[查看更多]

理理念，争夺新时代话语权，是我们高风公司的目标和使命。
赞助商广告

“互联网思维”这个词很热，而互联网思维到底是什么？就是所谓的以客户为中心，网
络化思维，开放平台。在现在所谓的互联网时代里，中国优秀的互联网公司都提出了自
http://www.chinavalue.net/Management/Blog/20141128/1126445.aspx

1/4

2015/9/23

边缘竞争与动态平衡思维  谢祖墀  职业日志  价值中国网

己的观察，都很有道理，但还没有一套把这些观察系统化的整体管理战略，这是我们在
做的。传统里企业是时代的产物，而工业时代企业的形成方式与现在完全不一样，传统
企业结构很清晰，从上到下的单向组织机构和方法。而互联网时代这种传统的组织框架
已经不可持续，往往很多企业都要建立一种所谓网络式的网状组织架构中，强调体验、
沟通和参与。对内对外都要建立起所谓的生态系统，也就是说公司如何与其它公司合作
形成平台，就像马云强调下一步要要建立他们的生态系统。时代变了，企业组织的概念
和距离构成已经有很大改变，老的思想逐渐已经落伍，一定要引入一种新的思想。但这
种过渡究竟怎样进行和优化，对很多企业来讲，对企业的CEO来讲非常重要。
企业发展新思路
第一个是边缘竞争。去年在哥伦比亚商学院的麦克拉斯写了一本《竞争优势的终
结》，对企业来讲其实已经没有所谓竞争优势或者持续的竞争优势。我是1988年在美国
进入麦肯锡，当时做培训“一个企业是否成功是因为他有所谓的持续的竞争优势”，持
续竞争优势就是核心竞争力，但现在企业在快速增长快速转变的经营环境里，其实已经
没有所谓持续的竞争优势，也就是说所有的竞争优势都是过渡的，今天你很强，明天人
家可能就会追上你。对我们中国很多企业来说，我们的竞争优势是什么，这种竞争优势
是否能持续下去，假如不能我们怎样不断的去发觉新的竞争优势，这对中国企业来讲是
很重要的事，也就是从战略布局来讲我们该怎样思考我们的问题。
第二个是企业发展的节奏。对一个企业来讲，产品、品牌、价格和渠道这些核心竞
争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在很多企业里，还有另外一套核心竞争力往往是看不见摸
不着的，并且对一个企业来说可能更重要，那就是企业发展的节奏。企业的吸引力能不
能奏效？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没有足够的韧力和弹性？我和很多中国民营企业在合作
的时候，中国的民营企业往往做的不错，但国有企业往往就不行。
我这段时间在不断的归纳和思考，中国经济不断快速转型和增长，我们在考虑一个公
司的发展战略和管理模式时，需要在不同的维度，不同的时间里取得动态的平衡。因为
旧工业时代的控制、集权、解决眼前事，维持目前状况的老做法，已完全不适应新的环
境。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很成功的企业家，包括雷军、马云、马化腾等人，讲了一些新理
念，但究竟哪些适合我们的公司，哪些只适合他们，我们要考虑清楚。
核心竞争力的概念来自于西方，原意是说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就绕着
这个方向继续发展。资本市场后来理解为一个企业不要超越自身的业务范围，即所谓的
行业聚焦。所以在西方市场在美国，往往会看到很多企业的重组，包括最近惠普宣布把
公司拆分为两块，就是这个原因。
边缘竞争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思考的方式可能更适合我们目前中国市场以及国外
一部分市场。对企业的战略组织来讲，关键是在混沌期间取得控制，所谓互联网快速增
长时代，是混沌的时代。凯文·凯利的《失控》在国内也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因为互联
网以及其它科技的发展，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开始失控，其实是说失控的反面还是有一套
另外的规则，还是可以控制的，这点和我的理论不谋而合。
动态观察行业生态未来趋势
对包括全世界在内的所有企业来讲，所谓的优势或者竞争优势都是短暂的，没有持续
或者长期的竞争优势，今天的脸书网好像很成功，但实际上其影响力和优势已经逐渐下
降，谷歌也是一样。所以企业家一定要去思考，怎样不断去挖掘新的优势。战略是多样
化的，没有简单的战略，包括现在的小米。雷军要把手机做好，聚焦在这件事情，和客
户零距离，软件每个星期都能更新。这想法是对的，也做的很好，但实际操作上是非常
复杂的事情，而且没有一家公司的战略部署不能是有点停留在本来定位的，脸书网一定
要改变，不改变的话一定会死。亚马逊在不断的发展新目标，一个企业不能停下来，包
括受国家扶持的电信公司现在都感觉到一些危机，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因为很多新的竞
争对手也嵌入到他本身的行业边界里，所以对企业来说尤其是民营企业，需要不断的重
新思考究竟我的企业是什么，我要解决什么问题，我的战略方式是什么，我的主体形态
是什么。
以前那些庞大的自上而下的官僚式的在新的时代已经完全不适应了，一定要不断的思
考，究竟我们的主体应该怎样调整？对企业来讲，它的组织应该是尽量简单化，简单的
组织，但是它的作用要极大化。举例来说，家电行业白色家电，张瑞敏基本上把他本来
http://www.chinavalue.net/Management/Blog/20141128/112644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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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的公司破坏掉了。这不是一种恶性的，是良性的破坏，他要推翻再重组，以张瑞敏
的眼光来讲传统的做法已经不行，我们要把这种大型的企业打碎，要让下面的让都能建
立小微的公司，每一个人成为他所谓的创客，都是创业者，海尔就提供这个平台，在这
个平台上大家可以去争取。张瑞敏有这样大的魄力，把一个非常成功非常庞大的工业公
司打破，重新发现，自己重新去做。
思考一下五年以后我们的企业所处于的所谓行业它的边界将会是什么，未来的边界和
现在的边界差距有多大？三年之后五年之后究竟我们这个行业变成什么，甚至我们这个
行业还是否存在，对于不少企业来说是一个战略的思考。
未来除了自己所处的这个生态系统之外，肯定还有其他生态系统，他们是什么，这些
人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和他们竞争？除了行业边界之外，还有所谓竞争的新的变异，
不单是变异，同时也是合作，在合资之余也可以竞争，竞争之余也可以合作，这个生态
系统未来是什么，很值得大家思考。
因为经营环境的改变，给予大家很多新的考虑问题，其实无论大家对马云、阿里巴巴
的看法怎么样都无所谓，作为咨询顾问我研究他们，他们能从零开始，现在到美国去成
为最大的IPO案子，还是有一套方法的。一个是所谓跳跃法的，一个是坚持。跳跃，从
P2P，跳到C2C，跳到支付宝，跳到阿里云做起来。最初马云肯定是没有这种理念的，
当时只是一个创业家，他看到机会就去做了，我们很多企业，草根的企业家都是这样出
来的。但我们逐渐的知道，他以及他的团队逐渐把自己的经验归纳出来，形成一套自己
的规律并不断的去演变，以适应这个市场。现在在美国上市以后，筹集了大量资金，下
一步可能也有新的战略方法。总的来讲在过去的十五年，我可以说这套方法在美国是一
定做不成的，就算把亚马逊这个他们互联网公司里最为有创业能量的公司，亚马逊的发
展都没有马云这么快速。
当然除了阿里之外，中国其实不少优秀的企业家，都在不断的探索他们的做法，包括
百度、雷军、360，他们都不断的努力去思考，去尝试，这种创业的精神，在全世界企业
家范围里都是最为澎湃的。很多国家还完全不是这样的，还是在静态的环境里思考，跟
中国这些企业家想的问题不一样。
中国企业尤其民营企业该如何发展
一、对外国的环境要保持很高的警惕性，要关注环境和市场的改变，未来五年十年的
发展比过去五年十年的发展更要快，更要彻底。
二、行业的边界不断的改变，要思考一下未来处于的环境是什么，包括我们作为企业
家，我的业务应该做什么。
三、核心竞争力仍然非常重要，我们挖掘、发展出的一套竞争力不要丢弃，但同时也
不要被西方的核心竞争力狭义定义把你自己限制在比较小的范围里，去开拓一点思路，
从原有的核心竞争力出发，不断的挖掘新的竞争能力，寻找新的合作者。因为时代在改
变，而且改变的速度是多维度的改变在同时发生，往往一个企业是否会成功，持续下去
是取决于企业家自己的思想，他的胸襟有没有足够的容量去接受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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