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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获取视角的信息技术分类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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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并不是所有 ＩＴ 都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也并不是对竞争产生重大影响的 ＩＴ 一定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

势。对于前者，从竞争优势获取视角将应用于企业价值链上的 ＩＴ 分为 ５ 类，即支撑型 ＩＴ、工具型 ＩＴ、功能型 ＩＴ、流程型
并区分了这 ５ 类 ＩＴ 对竞争的可能影响；对于后者，归纳了企业应用 ＩＴ 获取竞争优势的两个关键策略：
ＩＴ、跨企业型 ＩＴ，
提高 ＩＴ 战略与企业战略协同水平、以及培养与应用 ＩＴ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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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ＩＴ，并区分了这 ５ 类 ＩＴ 对竞争的可能影

支撑型 ＩＴ 构成了整个价值链 ＩＴ 应用的

响；同时分析了 ＩＴ 战略与企业战略协同与

基础，工具型 ＩＴ 是指能够改变各个价值活

当信息技术（以下简称“ＩＴ”
）在企业内的

竞争优势的关系，以及 ＩＴ 能力与竞争优势

应用演化到战略信息系统时代（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ｎ－

动之细分活动价值创造的 ＩＴ。这两类 ＩＴ 对

的关系，归纳了企业应用 ＩＴ 获取竞争优势

竞争基本上没有作用，因为竞争对手们已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ｒａ） 时，理论普遍认为 ＩＴ

的两个关键策略，即提高 ＩＴ 战略与企业战

是企业的竞争武器，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

广泛应用这种技术。前者如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ｎｔｒａｎｅｔ

略协同水平、
培养与应用 ＩＴ 能力。

技术，浙江省几乎所有样本企业都已经应用

０ 前言

（ＭｃＦａｒｌａｎ，
１９８４）。然而对于企业来说，在经
过数年的技术应用后，其内部存在的各种各
样的 ＩＴ 不仅未给企业带来预期的竞争优

１ 竞争优势获取视角的信息技术分
类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
１９９８）。我们 ２００３ 年对浙江省企
业 ＩＴ 应 用 的 调 查 也 发 现 了 这 一 问 题 ，如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两年样本企业中 ＩＴ 应用的总效
益与总投入之比为 ０．８４。表层原因很多，但
透过深层次的分析，我们认为“ＩＴ 悖论”的产
生源于所选择的 ＩＴ 对竞争的影响不高、ＩＴ
战略缺乏与企业战略的协同、以及忽视了 ＩＴ
能力的培养与应用等方面。总的来说凸显了
并不是所有的 ＩＴ 都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
势，也并不是对竞争产生重大影响的 ＩＴ 一

如今，不同产业、不同规模的企业中具有
各种各样的 ＩＴ。以 ＩＴ 改造价值链的层次及
对竞争影响的程度为维度，可以将企业中的
ＩＴ 划分为支撑型 ＩＴ、工具型 ＩＴ、功能型 ＩＴ、
流程型 ＩＴ、
跨企业型 ＩＴ（如附图所示）。

流程型 ＩＴ

于企业价值链上的 ＩＴ 分为 ５ 类，即支撑型
ＩＴ、工具型 ＩＴ、功能型 ＩＴ、流程型 ＩＴ、跨企业

革命性变化

弱
附图

功能型 ＩＴ 是指能够改变 ９ 种基本价值

也要比上述两种类型 ＩＴ 的要强，如应用到
价值链之人力资源活动中的人力资源管理
种技术。创新性地应用这类 ＩＴ 能为企业带
来竞争优势，但随着竞争对手的模仿应用，

渐进变化

这种先行优势将很快消失。

支撑型 ＩＴ
低

都要建立在它们的基础上。

系统时，浙江省有 ６３．３％的样本企业应用这

功能型 ＩＴ
工具型 ＩＴ

竞争的必需，因为价值链上的其它 ＩＴ 应用

较上述两种类型 ＩＴ 的要少，对竞争的影响

跨企业型 ＩＴ

改
造
价
值
链
的
层
次

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应用，但它们却是企业

活动及价值创造的 ＩＴ。应用这些 ＩＴ 的企业

高

定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这一现实。
本文首先从竞争优势获取视角将应用

计细分活动价值创造的 ＣＡＤ，浙江省已有
７５％的样本企业应用这种技术。虽然它们很

势，反而导致了投资的浪费、甚至是竞争劣
势，即产生了“ＩＴ 悖论 （ＩＴ Ｐａｒａｄｏｘ）”问题

这些技术；后者如改变价值链生产活动之设

对竞争的影响
基于价值链的 ＩＴ 类型及其特征

强

流程型 ＩＴ 是指能够改变整条价值链（包
含 ９ 种基本价值活动的一种或多种） 价值创
造的 ＩＴ，跨企业型 ＩＴ 是指能够改变价值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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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包括上游价值链或下游价值链）价值创造

织体系结构和流程、
ＩＴ 体系结构和流程四大

术资产和关系资产 ３ 部分组成。Ｂｈａｒａｄｗａｉ

的 ＩＴ。这两类 ＩＴ 已被企业及较少部分竞争

部分组成，彼此之间相依相连。四大部分之

（２００２） 认为与组织绩效正相关的是 ＩＴ 能力

对手应用，对竞争影响较大。前者如 ＥＲＰ，浙

间的协调一致是企业应用 ＩＴ 获取竞争优势

而不是 ＩＴ，这种能力是指企业采用与其它资

江省只有 ７．９％的样本企业应用这种技术，

的关键所在。模型中较重要且具有战略管理

源和能力相结合的方式调动和配置 ＩＴ 资源

并且显著提升了应用企业的生产率；后者如

意义的协同模式有 ４ 种：战略执行观点，强

的能力，由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 ＩＴ 激活的

ＳＣＭ，浙江省只有 ５．１％的样本企业应用这种

调组织通过适当的组织体系结构和流程设

无形资产 ３ 部分组成。Ｔｉｐｐｉｎｓ ＆ Ｓｏｈｉ（２００３）

技术，并且显著降低了库存、提高了市场反

计及发展所需的 ＩＴ 体系结构和流程以支持

认为 ＩＴ 能力是企业有效利用 ＩＴ 管理组织内

应速度。这两类 ＩＴ 由于改变了多个活动的

企业战略；技术转换观点，强调企业战略的

信息的程度，
由 ＩＴ 知识、ＩＴ 运作、
ＩＴ 实物（包

价值创造乃至企业所在价值网的价值创造，

执行最好是以新 ＩＴ 战略及 ＩＴ 体系结构和流

括人）３ 部分组成。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虽

很难被竞争对手模仿应用，能够帮助企业获

程的制定和执行来实现，而非设计有效的内

然大家对 ＩＴ 能力的认识不一致，但都强调

部组织体系结构和流程来实现；竞争潜力观

了 ＩＴ 能力由人力资产、技术资产、关系资产

从附图可以看出，从支撑型 ＩＴ、工具型

点，强调根据新 ＩＴ 战略来调整企业战略，并

等资源及其所包含的知识、
技能所组成。

ＩＴ、功能型 ＩＴ 到流程型 ＩＴ、跨企业型 ＩＴ，改

据以设计组织体系结构和流程；服务水平观

造企业价值链的层次越来越高，对企业竞争

点，强调 ＩＴ 战略及 ＩＴ 体系结构和流程间垂

能被总结为 ３ 种基本模式，分别为竞争优势

以及获取竞争优势的影响也越来越强。其

直向的战略性协调，所产生的能力以支持企

驱动型、能力驱动型以及战略驱动型。企业

中，从支撑型 ＩＴ、工具型 ＩＴ 到功能型 ＩＴ，改

业组织体系结构和流程以符合使用者的需

采用竞争优势驱动型路径时特别强调竞争

求。

优势的驱动作用，即企业首先定位所要获取

取持久竞争优势。

造价值链层次的递增过程与对竞争影响的

企业应用 ＩＴ 能力获取竞争优势的路径

的竞争优势类型，然后制定支持竞争优势获

递增过程都是渐近变化的过程，因为这 ３ 类

企业战略同 ＩＴ 战略协同的目标是利用

ＩＴ 都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应用、应用这 ３ 类

ＩＴ 获取竞争优势。应用 ＩＴ 实现那些可以加

ＩＴ 的企业也比较广泛；从功能型 ＩＴ 到流程

强组织赖以成功的因素或改善核心竞争力

后培养 ＩＴ 能力。企业采用能力驱动型路径

型 ＩＴ、跨企业型 ＩＴ，这是一个革命性变化的

的企业战略，从而获取竞争优势。企业可通

时特别强调 ＩＴ 能力的驱动作用，即企业首

过程，因为这两类 ＩＴ 很难被竞争对手模仿

过这个模型发展出自己的企业战略和 ＩＴ 战

应用、应用这两类 ＩＴ 的企业也比较少。

略的协同模式，或者利用已定义出的模式来

在 Ｐｏｒｔｅｒ ＆ Ｍｉｌｌａｒ（１９８５）看来，ＩＴ 已经渗

当作实行的依据，进而制定出支持企业战略

透到企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改变了企业价

与 ＩＴ 战略协同的技术组合。而支持企业战

值创造的方式，能够影响企业价值链各环节

略与 ＩＴ 战略协同的技术组合往往具有多样

的成本与差异性，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提供

性，一些组合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往往带

了可能。而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ＩＴ 能够对

来暂时微弱的竞争优势，另外一些组合则很

企业竞争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会随着 ＩＴ

难被竞争对手模仿，往往表现出持久显著的

类别的不同而不同，能够改造价值链较高层

竞争优势，这是因为不同类型 ＩＴ 往往具有

次的 ＩＴ 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但这种竞

不同的被模仿性。因此，企业不仅要重视 ＩＴ

争优势的强度与持续时间也会随着 ＩＴ 类别

战略定位，选择适合自己的企业战略与 ＩＴ

的不同而不同。但是不是能够改造价值链较

战略协同模式，而且在选择技术组合时，要

高层次的 ＩＴ 一定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

充分考虑到竞争对手对技术组合的模仿应

更何况是持续竞争优势呢？ 我们认为不一

用。

定，这还要视 ＩＴ 战略与企业战略的协同水

３．２

平以及 ＩＴ 能力水平能不能支持企业获取竞

取的业务战略以及与之匹配的 ＩＴ 战略，最

先评估基于资源的 ＩＴ 能力，然后基于 ＩＴ 能
力制定业务战略以及与之匹配的 ＩＴ 战略，
最后基于战略的有效实施获取竞争优势。与
前两条路径不同，企业采用战略驱动型路径
时特别强调战略的驱动作用，即企业首先制
定业务战略以及与之匹配的 ＩＴ 战略，然后
通过有力的战略执行培养出所需的 ＩＴ 能
力，同时获取竞争优势。这 ３ 条路径为企业
运用 ＩＴ 能力获取竞争优势提供了可能选
择。实践中，企业可综合所秉承的战略哲学
思想、能力基础以及产业特征等因素选择可
行路径，如企业秉承结果导向的战略哲学，
可选择竞争优势驱动型路径，这也是美国企
业常选的路径；日本企业则往往选择能力驱
动型路径，这是因为他们秉承动因导向的战

ＩＴ 能力培养与应用与竞争优势获取
在开放的技术市场中，相对较难模仿应

争优势而定。

用的 ＩＴ 组合也能很快被竞争对手模仿和学

３ 竞争优势获取视角的信息技术应
用

习。企业资源观（Ｂａｒｎｅｙ，１９９１）认为，
企业特有

略哲学；欧洲企业则因重视战略执行而往往
选择战略驱动型路径。

４ 结束语

的、难以模仿和替代的、能够创造价值的资

如今，
ＩＴ 已经渗透到企业价值链的各个

源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企业应该加

层次与环节。以 ＩＴ 改造价值链的层次及对

ＩＴ 战略与企业战略协同与竞争优势获

大投资培养自己独特的 ＩＴ 能力。Ｒｏｓｓｅｔａｌ．

竞争影响的程度为维度，可以将企业中的 ＩＴ

（１９９６）认为，企业的成功不是因为拥有独特

划分为支撑型 ＩＴ、工具型 ＩＴ、功能型 ＩＴ、流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Ｖｅｎｋａｔｒａｍａｎ（１９９９）提出的

的、最先进的 ＩＴ 应用，而是发展了一种应对

程型 ＩＴ、
跨企业型 ＩＴ。这 ５ 类 ＩＴ 都能够对企

战略协同模型，可以用来指导 ＩＴ 战略管理。

环境持续变化的 ＩＴ 能力，这种能力是指控

业竞争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会随着 ＩＴ 类

此模型显示出组织中企业战略和 ＩＴ 战略之

制 ＩＴ 相关成本、交付必要系统以及通过实

别的不同而不同，改造价值链较高层次的 ＩＴ

间的协同模式，模型由企业战略、
ＩＴ 战略、组

施 ＩＴ 实现企业目标的能力，由人力资产、技

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但这种竞争优势的

３．１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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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工业园区的区位模式
郭

翔，
钟书华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生态工业园区是生态学的思想在工业中的应用。在简单回顾区位理论的基础上，
对影响生态工业园区的主

要区位因子进行了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对生态工业园区的区位模式进行了概括，将其分为选择模式、拓展模式、营造模
式和集聚模式。
关键词：
生态工业园区；区位因子；
区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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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Ｅｄｇａｒ Ｍ．
（Ｂｅｒｔｉｌ Ｏｈｌｉｎ）廖什（Ａ．Ｌｏｓｃｈ）

能获得比单个企业通过个体行为的最优化

Ｈｏｏｖｅｒ）等一大批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

所能获得的效益之和更大的效益。”［２］这一概

区位是指社会、经济等活动在空间分布

工业区位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１］。二战后

念的提出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从其理论

上的位置，而区位模式则是指这些活动在空

随着科学技术和各门学科的发展，区位理论

渊源上看，工业区位理论是其理论的基本来

间分布上的一般规律取向。１９０９ 年，德国经

再次得到空前的发展。

源之一。

济学家韦伯
（Ａｌｆｒｅｄ Ｗｅｂｅｒ）
发表了《论工业的

生态工业园区是“建立在一块固定地域

众多的学者都对区位理论中的区位因

区位》
一书，
提出企业应选择成本最小的地方

上的由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形成的企业社

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概括出了大致相

设厂，并指出 ３ 个影响工业企业区位选择的

区。在该社区内，各成员单位通过共同管理

近的区位因子［３］。具体就生态工业园区而言，

主要因素：运输成本 、劳动力成本和聚集经

环境事宜和经济事宜来获取更大的环境效

重要的区位因子可以概括为以下 ６ 个：基础

济。这标志着工业区位论的问世。尔后，
俄林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整个企业社区将

设施、交通运输、自然地理条件、信息系统、

强度与持续时间也会随着 ＩＴ 类别的不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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