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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
战略规划专题

编者按：今年，集团公司拟制定公司未来 3 年发展战略规划。 目前，企划部
对有关信息的收集、整理、归纳、分析和对区域子公司的调研等工作正紧锣密鼓
的展开。 从本期开始，我们开设
“
企业发展战略规划专题”栏目，对我们在制定公
司发展战略规划中收集、整理的有关信息和学习心得陆续进行刊登，与大家一
起学习交流，也欢迎各位同仁在此发表相关的想法和建议。

关于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的几个问题
■集团企划部

一、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的定义和作用
企业发展战略规划是指企业在对现
实状况和未来趋势进行综合分析和科学
预测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的长远发展目
标与战略规划。战略规划是指相对较长时
间段内的具体目标和策略。
企业发展战略规划有两方面的作用：
第一， 发展战略可以为企业找准市场定
位。 定位就是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
中找准位置。 只有定位准了，才能赢得市
场，才能获得竞争优势，不断发展壮大。第
二，发展战略是企业执行层行动指南。 发
展战略指明了企业发展方向、目的与实施
路径。描绘了企业未来经营方向和目标纲
领，是企业发展蓝图，关系着企业长远生
存与发展。

二、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的立体结
构和三个层级
1. 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的立体结构包
括企业的使命、企业的远景和企业战略三
个方面内容。 企业的使命，简单的说就
是企业为什么要存在于社会，它的存在有
什么意义；企业的远景是指希望企业发展
成什么样， 描述了一个鼓舞人心的事实，
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实现；企业的战
略就是击败现有和潜在的竞争者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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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系列的决策和举措，会随着市场和消
费者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和完善。
２. 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分为三个层
级，即生存战略、发展战略和机会战略。生
存战略是最基本的战略， 其核心是利润，
要解决的问题是企业有哪些业务、有哪些
产品和服务、能够分别为企业带来多少利
润、其中的核心业务是什么；发展战略是
在生存战略基础上的第二层战略，其核心
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要解决的问题是
有没有新的业务、有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
能够支持企业的发展；机会战略是在第二
层战略的平台上再构建第三层战略，其核
心是机会，即企业要通过宏观的经济系统
分析找到其在未来的核心业务并做出准
备，才能够把握各种机会。

三、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制定的两
大步骤
１.建立科学的分析系统，明确企业
理念。通过回顾企业发展历程和对企业现
状进行全面科学的系统分析，总结企业的
成功要素和失败教训，确定企业的使命宣
言、经营理念、核心价值观以及企业文化，
了解企业目前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准确的
定位，做出合理的决策。
２.确定企业战略。 即明确企业目标
定位，以此为核心来制定企业的竞争策略

集团公司于 2011 年出台了《集团公
司中高级管理人员廉洁从业实施细则》，
规范中高级管理人员从业行为，归纳为集
团内部“十条禁令”。现进行重申和简要解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
5.禁止利用职务之便选择公司领导（经
读，供大家参考学习。
1.禁止违反“
三重一大”制度的决策原 营班子）的直系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做供应商
则和程序，擅自决定企业经营的重大决策、 或联营商；禁止利用公司的商业秘密、业务
重要人事任免、 重大项目安排及大额度资 渠道为本人或他人从事谋利活动。
解读：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各级管理人员
金（20 万元及其以上）运作等事项。
解读：按照《供销集团
“
三重一大”决策 有近亲属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6. 禁止本人或者亲友接受业务单位
制度》规定，集团及各出资公司重大决策、
重要人事任免、 重大项目安排及大额资金 的商业贿赂，以虚高采购进价，造成公司
运作应由各级领导班子集体研究， 按照法 利润跑冒滴漏；禁止收受折扣费、中介费、
回扣、佣金等不正当利益。
定程序共同决策，不得出现
“
一言堂”现象。
2. 禁止为集团公司以外的企业或私
解读： 公司经营活动中任何形式的收
人拆借、挪用资金；提供抵押、担保。
受回扣、佣金、折扣费、中介费等，均属于违
解读：资金管理须严格执行集团公司 法违规行为。
相关财务制度，确保资金安全。
7. 禁止主要负责人在确定建设项目
3.禁止私设“小金库”或“账外账”，截 时不执行招投标制度，不实施公开、公正
留、转移、违规使用企业资金。
的招投标程序； 或敷衍实施招投标制度、
解读：公司应按《国有及国有控股单 泄露标的，谋取不正当利益。
位“小金库”专项治理实施办法》和《会计
解读： 建设项目需按 《招投标法》和
法》规定加强财务管理，不得出现违规挪 《招投标法实施条例》实行招投标，否则，
用、占用资金行为。
出现敷衍或泄露标的、谋取私利的行为均
4. 禁止安排企业领导的直系亲属在 属违规违法行为。
公司所属的核心部门 （即采购、 财务、人
8.禁止奢侈浪费，超过预算标准业务
事）任职。
招待，擅自购买高档办公用品、交通工具、
解读：企业管理人员的任用参照《党 或高标准装修办公室。
政领 导干 部选 拔 任 用
解读：依据《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工作条例》规定，需 实 若干准则》和中央《八项规定》，企业领导
行亲属回避制度，需回 干部及管理人员应本着勤俭办企业的思
避的亲属关系为：夫妻 想，自觉抵御“四风”，廉洁自律。
关系、 直系血亲关系、
9. 禁止违背集团公司股东会、 董事

和职能战略，具体明确企业的阶段性发展
目标及战略、组织优化战略、资源整合战
略以及市场竞争战略， 以及人力资源、财
务管控、品牌发展等一系列的具体操作策
略。

四、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的主要内容
1.研究行业及市场环境，发现机会与
威胁。 主要包括对宏观环境及政策的分
析、行业环境及竞争对手分析、行业竞争
分析(波特五力模型分析、关键成功要素，
替代品、渠道变化等）及具体经营环境的
分析等。
2.评估公司资源能力，找到优势与劣
势。 包括对公司业务结构及成长性分析、
财务分析、公司业务组合分析、价值链分
析、公司资源和核心能力分析、内外部结
合分析等。
3.公司发展战略定位。 包括公司发展
目标定位、目标体系的确立（使命、愿景、
价值观）及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确定。
4.竞争战略的制定。 包括对区域典
型竞争对手分析、 竞争对手的表现、 与
标杆企业的对比、 差异化竞争战略的制
定等。
5.职能战略的制定。 公司治理结构和
机制的保证、各职能战略的制定（人才、采
购、财务、信息、品牌等）。

学习“十条禁令”
会、公司会议决定、决议及领导批示要求；
或执行不力、拖延时间。
解读：依据《公司法》，公司股东会、董
事会决策事项具有法定效力， 要严格执
行。
10.禁止因个人原因造成集团政令不
畅通而延误工作； 禁止出现有令不行、有
禁不止的管理行为。
解读：企业各层级管理人员应遵守企
业的各项规章制度，保证政令畅通，如出
现因个人原因造成工作延误或其他违规
行为，应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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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宝洁创新中心
看商超经营之略
三、经营策略因卖场定位而不同
在宝洁， 有一批专业人员专门从事市场
预测和分析，模拟设定未来 5-10 年的商超模
型，在这里，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未来商业发
展趋势，也可看到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它无疑
是商超从业人员最好的体验中心。
据宝洁资深人员介绍， 宝洁将消费者的
消费习惯定位为高端、品质、小康、温饱四个档
次，高端是买我想买的，价值体验；品质是买需
要的，注重购物环境、过程及对商品品质的需
求等；小康是高性价比商品；温饱是买我必须
的，主要指日常消耗品。从定位来看，品质和高
端人群占比少，但毛利较高，小康和温饱人群
对价格的敏感度较高，相对毛利率较低，带来
的收益较小。 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提升品类结
构档次，培养品质和高端人群。 这也是宝洁总
结的 30%的消费者创造 70%的销售，30%的类
别创造 70%的销售规律。
在大卖场经营上， 我们可以借鉴宝洁的
思路有以下几点： 一是入口处做新品展示中
心，可以有效扩大品牌知名度，丰富商品品类，
提升新品销量和毛利； 二是增加体验中心，未
来将是一个体验式消费时代，增加消费者体验
中心，可以有效迎合消费者需求，采取先体验
后消费的方式，引导顾客消费，提升高端、品质
部分的消费群体，达到提升毛利的目的；三是
无限货架购物，传统店面空间有限，货架上能
摆放的货品也有限，而
“
无限货架客户端”正是
基于货架无限扩展的概念而特别开发的货架
软件。 我们可以通过二维码扫描等方式，让消
费者轻松浏览上万款没有摆放在传统货架上
的精美产品，极大的丰富消费者的需求，引发
购买欲望， 再与公司开发的电商有机结合，逐
步形成线上线下的一体化营销， 促进销售提
升。 四是让顾客买多、买大、买贵，本着从消费
者出发的原则，通过简化购物程序、品类关联
组合陈列、顾客的引导教育、开展主题式营销、
关注收银线陈列、线上线下互动等方式，突出
重点商品、高端商品的售卖，提升客单价。
在便利店经营上， 我们可以借鉴的思路
有：一是充分做好黄金产品分销，特别是针对
区域重点人群的特色商品展销推广；二是力求
简单清晰的促销，如直接换购、降价等；三是线
上线下销售同步，将便利店实体作为线上销售
的载体，辐射周边区域，形成线上线下的互动；
四是增加服务项目等内容， 如快递收发点、缴
费充值点等，通过让消费者随手购、随心取、拼
购物密码取货等方式，达到客流提升，客单提
升的目的。
在母婴店的经营上，2014 年，国家计生政
策出台，部分城市已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这对
于朝阳行业母婴用品来说更是利好消息，母婴
服务市场的需求将日趋增大。 因此推进母婴
用品专营店或专区建设，将是提升企业盈利能
力的又一重要途径。 我们可以借鉴的思路有：
一是扩大经营区域，增加经营品项，将怀孕期、
初生期、 首一百天至后续成长过程连续起来
做，逐步达成一站购足的要求；二是注重奶粉
和尿裤等品类陈列，提升客单价。同时，给消费
频率高的商品足额货架，给高端商品最好的陈
列位置；三是增设儿童娱乐中心，开展儿童文
娱体育活动，吸引消费人群。
在宝洁创新中心一天的体验， 让我们进
一步了解了当前和未来零售市场的新变化，汲
取了在竞争中取胜的新思路、新方法，这将为
我们下一步经营活动的开展提供权威的和先
进的参考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