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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元化企业必须拥有处理实施多元化战略所带来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管理协调能力。建立了一个供应链

整合对实施多元化（竞争）战略效果影响的模型，
并基于此模型提出：
同步实施多元化战略以及供应链整合战略的企业，
其绩效将高于仅仅实施多元化战略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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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又可以划分为两种，即相关产品多元

的现象。

化与非相关产品多元化。企业的成本与利润

产品多元化所导致的复杂性要求企业

基于不同原因，企业会选择实施多元化

会随其实施多元化战略方式的不同而产生

必须协调好企业内部各个业务单元之间的

战略。但是随着多元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将

较大的差异。相关产品多元化与非相关产品

组织联系，并正确处理企业外部与供应商以

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环境要求，企业由于多

多元化相比较，相关产品多元化更容易产生

及分销商之间的交易联系。整合供应链的目

元化所产生的组织管理和协调成本也会随

协同效应，但是要求企业加强其内外部成员

的正是加强联系，在企业内外部供应链成员

之提高［１］。

之间的紧密联系。如果企业不能在公司战略

之间实现有效的沟通、协同，所以实施多元

尽管我们已经比较了解供应链整合战

层次上建立不同产品线之间的关联，即使产

化战略的企业如果能同时有效整合其内外

略的重要性，但是并不清楚如何将供应链整

品是相关的，但由于企业的各个相关业务单

部供应链的所有成员，则对产品多元化战略

合战略与企业的其它竞争战略（如市场以及

元之间缺乏协同，这种松散联系的多元性将

的成功实施能够产生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产品多元化战略）
联合运用［２］。本文在研究供

导致管理的复杂度随产品线的增多而递增，

即如果企业的战略资源以及管理能力能够

应链整合战略对于多元化（竞争）战略实施

而无法发挥产品多元化的协同效应，因而将

支持实施产品多元化战略，则企业能够由于

效果影响的基础上提出：同步实施多元化战

会缺乏产生范围经济的来源，导致更高的管

实施产品多元化战略而获取更多以及更长

略以及供应链整合战略的企业，其绩效将高

理成本。适中规模的产品多元化与过低规模

。
久的
“递增租金”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ｎｔｓ）

于仅仅实施多元化战略的企业。这一结论与

或过高规模的产品多元化相比较，前者的绩

供应链整合可以划分为内部供应链整

业界实践情况也是比较相符的，因为众多企

效表现要优于后两者，即产品多元化与企业

合（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以及外部供应链整合

业往往追求同时拥有一些发展的动力和战

绩效之间呈现出一种非线性关系。Ｇｅｒｉｎｇｅｒ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４］。企业通过内部供应链

略。

１ 供应链整合对于多元化战略实施
效果的影响
１．１

供应链整合对产品多元化战略实施效

果的影响
按照产品多元化的相互关联程度，产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指出：产品多元化与企业绩效

整合，可以建立相应的整合组织形式以及运

之间存在一种非线性、倒置的 Ｕ 型曲线关

营关系，实现信息的高度内部共享以及各功

系 ，即产品多元化率在企业发展初期对企

能（如生产、物流、营销等）之间的高度协同，

业绩效的促进作用会呈现边际收益递增的

从而分散由于产品多元化所导致的经营风

［３］

现象，但是随着产品多元化率的增加，相应

险，并且通过供应链整合，企业能够拥有比

的管理复杂度会不断提升，因而多元化率对

整合程度低的企业更高的柔性制造能力和

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会呈现边际收益递减

管理能力，从而保证产品多元化战略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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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以及在实现产品多元化战略时依然保

缺乏管理多元化的经验，所以此类企业缺乏

证成本优势，获取比整合程度低的企业更高

实施多元化所需的关键竞争力，同时企业的

的边际利润。

组织结构也缺乏适应多元化的结构能力，因

企业在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同时实施供

而企业将难以解决由市场多元化所带来的

应链整合，能够更加有效地将产品多元化和

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加强与

市场多元化所积累的知识相互分享，从而产

供应商以及顾客的协作来加以解决，即供应

生一种经济的外部性，即基于供应链的知识

链整合具有替代产品多元化的作用，使得企

共享将导致范围经济，从而提高多元化企业

业能够在不具备产品多元化的情况下也能

绩效。比较相关产品多元化与非相关产品多

够有效实施市场多元化。因为通过与供应商

元化，通过加强供应链整合，前者能够更加

的有效合作能够帮助企业借鉴供应商所拥

有效地共享或集中使用相关领域的特定知

有的市场多元化管理经验，培养自身系统管

识、经验或诀窍，这种学习效应将有助于降

理和组织多元化的技能，并且通过与供应商

低企业的相关技术投入，提高企业技术能

以及顾客之间的有效协同，使企业能够有效

力；后者则由于多元性的产品之间只是一种

地分散因多元化所导致的产品或市场的多

脆弱的联系，比较难以通过单一供应链整合

样性和复杂性，从而保证市场被分割后的各

来加强积累学习经验，但是通过跨越不同供

个子市场都有效发展。即使是实施集中策略

应链的供应网链整合，如固定资产或者智力

的产品单一化企业，也能通过整合外部供应

资产的共享，则同样有助于学习经验的积累
和转移，发挥范围经济的作用。虽然效度与
相关多元化相比较要差一些，但是与未同时
实施供应链整合的企业相比较，实施非相关
产品多元化战略的风险则大为减少。
１．２

供应链整合对市场多元化战略实施效

果的影响
由于多元化的市场之间在产品供应商、
消费者类型、市场结构、营销渠道以及分销
物流等方面存在相似性，所以企业如果能够
在不同的市场之间分享或协调其运营过程，
就可能为企业带来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
济的来源。在企业由于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
而潜在获益的同时，产品供应、物流成本、贸
易障碍以及制度文化差异等因素会导致企
业所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尤其是制度和文
化的差异会妨碍企业竞争优势在不同市场
之间的转移［６］。为了实现有效的市场分割，企
业必须有效控制大量复杂的内外部交易因
素、有效处理繁芜杂乱的内外部信息、合理

链而获取市场多元化所带来的利益，即在不
具备产品多元化的情况下，市场多元化也能

能力 ［６］，否则多元化就容易成为人们所谓的
“多元化陷阱”
。为了保证多元化战略成功实
施，本文提出企业应该同步实施多元化战略
以及供应链整合战略，降低由于多元化所产
生的组织管理成本和协调成本，在保证内部
协同的同时满足外部市场需求，从而有效发
挥多元化战略的作用，
更高提升企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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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产生显著影响，因为外部供应链的整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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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有效的外部供应链整合能够扩展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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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空间，推迟企业的边际收益递减，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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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多元化与市场多元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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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再显著。
同步实施多元化和供应链整合战略能
够使企业不同业务单元之间的资源能够更
有机会发挥协同作用，因而同时实施多元化
以及供应链整合战略的企业比单纯实施多
元化战略的企业更容易获取范围经济和规
模经济。即使是非相关产品多元化与市场多
元化的供应链整合也能够促使企业获取稳
定收益，因为产品的多样性本身就能够有效
分散市场系统风险，从而使多元化企业拥有
其它实施单一策略的企业所不具备的、难以
模拟的协同效应和风险分散效应 ［２］。

地配置企业内外部资源、加强企业内外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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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沟通、协调好企业外部关系（如与政府、

化还是市场多元化，供应链整合均有助于积

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供应商、顾客等的外部关系）
，否则市场多元

极调整多元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反映在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ｆｉｒｍｓ

化将只是市场的简单开拓和复制，企业的绩

附图中，即供应链整合对于多元化与企业绩

［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４０ （４），
７６７

效无法达到累积放大的效应，反而可能会由

效具有的正向调节作用则是将多元化与企

于资源的过度分散而导致企业绩效的增加

业绩效的关系曲线向右上方移动。

与市场的增加不成比例，甚至于随着市场风
险的升高而导致企业绩效下降。

［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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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一个实施产品单一化的企业是难以实

多元化企业必须拥有处理实施多元化

施市场多元化的。因为这些公司的管理人员

战略所带来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管理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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