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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企业研发成功是每个高管的工作重
心。不过，创新投资实际带来怎样丰厚的
回报方面相差悬殊。因此，研发常常被视
作黑盒子（black box）：大笔资金投入进
去，创新型产品和服务却只是偶尔出现。
思略特咨询公司（Strategy&）《全球创新
1000强》是针对全球最大的1000家上市公
司开展的研究，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阐明
事实，并找到各种各样的企业都可以普遍
适用的原则。

长达十年的研究为全球企业

揭示了未来十年的最佳研发战略
文/巴里·雅鲁泽尔斯基、沃尔克·斯塔克和布拉德·戈勒　　

全球创新1000强：
创新的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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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雅鲁泽尔斯基 
barry.jaruzelski@
strategyand.pwc.com
是思略特驻新泽西弗伦翰帕克
办事处高级全球合伙人兼工程
产品及服务咨询业务的全球负
责人。他于2005年创建了全球
创新1000强研究，并一直带
领该研究。他为高科技和工业
品客户提供企业和产品战略、
核心创新流程转型等方面的服
务。

沃尔克·斯塔克
volker.staack@
strategyand.pwc.com
是思略特驻芝加哥办事处全球
合伙人兼创新咨询业务的资深
领导人。他为汽车、工业品和
高科技客户提供战略到实施的
创新能力打造、改善型产品开
发效率和战略性产品成本削减
方面的服务。

布拉德·戈勒 
brad.goehle@
strategyand.pwc.com
是思略特驻华盛顿办事处总
监，亦是创新咨询业务团队成
员。他协助航空国防、工业品
和汽车客户推动增长和改善整
个产品生命周期的创新表现，
包括全程的战略规划、产品开
发和产品组合管理。

同时感谢《战略与经营》特约
编辑鲍勃·诺顿以及思略特高级
经理乔斯琳·辛普森、高级分析
师詹妮弗·丁和经理克里斯滕·艾
斯法哈尼。

2014年是这项研究的第十个年头，我们回顾了十年

来对研发开支模式的研究以及对创新主管的调查，另

外介绍了企业如何一直在改善创新绩效。我们还调查

了各大地区、各大行业领域的大小企业中的500多名

创新领导人，询问他们在过去十年为何有些投资成功

而有些投资却不尽如人意。我们发现，其实没有想象

的那么神秘：这些年来，我们确定了可提高企业研发

投资回报率的核心战略，还见证了围绕业绩提升的关

键因素达成了一番共识。比如说，我们听到的主要讯

息之一是，创新领导人觉得在更有效地利用研发投资

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尤其是通过这些手段：更紧密

地结合创新战略和业务战略，更深入地洞察客户已表

明和未表明的需求。实际上，2014年44%的接受调查

受访者表示，如今他们企业的创新工作比十年前做得

更好；另有32%的受访者表示，比十年前好得多。只

有6%的受访者表示，比十年前还差。

在2014年的研究中，我们还展望了未来十年，询问受

访者他们预计创新实践会有怎样的变化。我们发现了

巨大的改进机会：只有27%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已掌

握了未来十年创新成功需要的要素。由于企业的创新

目标在将来会随之变化，获得这种专长会很重要。许

多受访者表示，他们企业打算在未来十年调整研发支

出结构，重心由渐进性创新转向新的创新和突破性创

新，由产品研发转向服务研发。

我们的研究还介绍了研发开支领域在过去十年的一

些趋势。全球创新1000强在2014年的创新支出增长

率大幅放缓，仅为1.4% — 这是全球1000家研发支出

最多的企业在过去十年来增长率最慢的一年。（研发

支出在这段期间只出现过一次缩减：金融危机和经济

衰退后的2010年，当时还只是小幅缩减。）

近两年增长放慢：2013年增长3.8%，2014年仅有

1.4%，这或许归因于大环境：如今的全球经济弥漫着

不确定性，或者全世界非同寻常的地缘政治动荡。不

过纵观这十年的数据，可能得出另一个更简单的解

释：回归均值。增长放慢之前的2011年（10.3%）和

2012年（9.7%）是增长高于平均水平的两年：研发支

出增长可能会逐渐回归2005年到2014年之间5.5%这

一平均年复合增长率。也可能是创新支出在市场颠覆

后大概五年出现放缓。纵观过去，研发支出增长率最

低的一年是2006年，那是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五年

之后（见图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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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研发支出增长放缓，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些

年来，许多企业一直在学习少花钱多办事。比如说，研

发强度（创新支出占收入百分比）长期以来的增长率

在过去十年每年以2%的平均年复合率递减。这也反

映了全球创新1000强研究在过去十年中每年都得到

证实的一项主要研究结果，那就是，就总的研发资金

或研发占收入百分比而言，可持续的财务业绩与研发

支出之间并不存在具有统计意义的关系。我们在

2005年首次开展的《全球创新1000强》研究的主题

是《钱不是万能的》（Money Isn’t Everything），研
究发现，研发支出水平对销售额增长、毛利润、企业

利润、市值或股东回报并没有明显的影响。从那时

起，我们先后做了10000多项统计分析，剖析研发支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来源：彭博社数据、capital IQ数据、思略特分析

图1：2005年至2014年的研发支出增长

除了2010年外，每年的全球创新1000强研究都见证了研发投入增长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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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率　　

单位：10亿美元
研发支出总额

9年的年均
复合增长率：5.5%

出与企业成功的关系，结果无一例外地得出了同样的

结论。唯一的例外出现在企业的研发支出与同行的支

出相比处于最低十分位值时，这确实影响了业绩。

已故的创新大师史蒂夫·乔布斯在1998年的《财富》

杂志上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创新与你拥有多少研发

资金毫无关系。苹果当初造出Mac时，IBM的研发支

出至少是我们的100倍。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你有

怎样的人，如何领导这些人，以及你对创新的理解有

多深刻。”

软件行业和中国双双崛起 

在全球创新1000强过去十年的总研发支出中，诸行

业表现一如既往：计算机及电子产品、医疗，以及汽

车三大行业共占总支出的三分之二。不过，研发支出

增幅比例最大的却出现在软件及互联网，这个行业在

过去三年从个位数提速至两位数。计算机及电子产品

和医疗行业在过去两年出现了增长放慢，而汽车行业

和工业行业的支出继续稳步上升（详见附文《全球创

新1000强剖析》）。值得关注的是，后两个行业以及

航空航天及国防行业的研发支出增长可能主要体现

在这些企业在软件方面的新支出，起因是软件和计算

机控制系统在产品制造和工厂自动化系统部署中都

日益流行。

伟世通（Visteon）专门为汽车厂商供应驾驶舱电子产

品和加热及冷却热管理系统，该公司分管设计、营销和

联网服务的副总裁蒂姆·耶顿（Tim Yerdon）说：“十年

前，汽车收音机是带有双行显示屏和一堆按钮的收音

机。而今天，收音机基本上是连到汽车的电脑，配备大

尺寸显示屏，从6英寸到17英寸（比如特斯拉）不等。软

件降低了硬件复杂性，因为不仅可以为该显示屏添加软

件，还可以添加到不同的车系上。”

1000

只有27%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已掌握了未
来十年创新成功需要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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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研发支出最多的前20家企业

排名

2014  2013

企业 行业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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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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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

三星

英特尔

微软

罗氏

诺华

丰田

强生

谷歌

默克

通用汽车

戴姆勒

亚马逊

福特

本田

IBM

葛兰素史克

思科

欧洲

韩国

北美

北美

欧洲

欧洲

日本

北美

北美

北美

北美

欧洲

北美

北美

北美

欧洲

日本

北美

欧洲

北美

前20名总计

2013年研发支出最多的两家企业：大众和三星保持排名不变。虽然它们各自所在的汽车行业和医疗行业继续称霸该榜单，但软件及互联网行业在今年的
前20强榜单上势头强劲，亚马逊首次上榜。

自2005年以来年年跻身研发支出最多的前20家企业榜单的企业

辉瑞

赛诺菲

来源：彭博社数据、Capital IQ数据、思略特分析

强势增长了3.7%（达到184000亿

美元）。因而，研发强度（创新支出

占收入百分比）略下降至3.5%，接

近长期平均水平（见图A）。

2014年创新总支出增长放缓是大

企业的现象：创新支出最多的前

100家企业在2014年研发支出增幅

中所占百分比不到1%，与上年的

45%形成鲜明对照。不过尽管前

100强在总体上增长放缓，但同时

跻身2013年和2014年榜单的企业

全球创新1000强
剖析
在世界经济前景不明的大环境

下，全球创新1000强的研发支出

在2014年共计6 470亿美元，比

上年仅增长1.4%。这是增长率连

续低于平均水平的第二年，之前

创新支出在金融危机后出现了反

弹，2011年和2012年的增幅异常

强劲（增长率约10%）。同时，全

球创新1000强的收入在2014年

以1998年为基础=1

1.0

1.5

0.5

2.0

2.5

3.0

3.5

20052000 2010

销售收入

研发支出

研发支出占销售
收入百分比

图A：研发和收入
2014年研发支出合计6470亿美元，比2013年仅
增长1.4%。

来源：彭博社数据、Capital IQ数据、思略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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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近60%增加

了研发支出。（根

据企业在上一财

年报告的研发支

出来计算，截至2014年6月30日。

欲了解更多详细信息，详见附文《调

查方法》。）

虽然大企业的研发支出增长率出

现缩减，但它们依然在研发支出

总额中占了大头。实际上，排名前

20名的企业在2014年研发支出

总额中占了25%以上。前20名当

中出现了几张新面孔，包括亚马逊

（第14名）、福特（第15名）和思

科（第20名）（见图B）。不过总体

来看，前20名榜单在我们分析全

球创新10 0 0强的过去十年基本

保持一致。有1 3家企业年年上

榜：葛兰素史克、本田、IBM、英

特尔、强生、微软、诺华、辉瑞、

罗氏、三星、赛诺菲、丰田和大

众。

2014年创新支出总额增长放缓体

现了我们跟踪调查的九大行业中

五个行业走下坡路。虽然航空航

天及国防、医疗、计算机及电子产

品，以及消费品行业的研发支出

减幅不到2%，但由于这四大行业

的支出占全球创新1000强研发支

出总额的53%，这些缩减尤其令

人关注。电信行业减幅最大，减少

7.5%。这延续了2013年的颓势，

当年电信行业的研发支出下降了

2.2%。价格压力，加上需要增加资

本支出以便将网络升级到最新技

术，可能导致电信企业将投资从研

发方面转向其他方面。化学品及能

源、工业和汽车这三个行业的创新

支出小幅增长，而软件及互联网行

业增幅最大，足足增长了16 . 5% 

（见图C）。

在全球创新1000强研究的这十年

中，软件及互联网行业的研发支出

复合平均增长率最高，达到近12%，

且在过去三年中，每年都有两位数

增长。考虑到这个行业具有的活力，

这不足为奇。不过可能让人惊讶的

是，化学品及能源部门和工业行业

在2014年和过去十年居然都拥有第

二高和第三高的增长率。

尽管软件及互联网行业的创新支出

增长惊人，但2014年另外四个行业

的研发投入绝对金额更多：它们是

计算机及电子产品行业、医疗行业、

汽车行业和工业行业（见图D）。实

际上，在过去十年的每一年，其中三

个行业：计算机及电子产品、医疗和

汽车的研发投入比软件及互联网行

业还多。这表明，硅谷及其他科技集

群外的创新支出数额巨大，过去如

此，现在依然如此。 

综观地区数据，2014年研发支出

增长在北美和欧洲均有所放缓，增

幅分别为3.4%和2.5%（见图E）。
同时，日本继续缩减支出。继2013
年减少3.4%之后，2014年日本企业

图C：2013年至2014年各行业
在研发支出方面的变化

今年五个行业减少了研发支出，但软件及
互联网行业支出猛增了16.5%。

来源：彭博社数据、Capital IQ数据、思略特分析

加权
平均值：1.4%

软件及互联网  16.5%

计算机及电子产品-1.8%

消费品-1.8%
电信-7.5%

航空航天及国防-0.5%

医疗-1.2%

汽车  2.1%

其他  3.2%

化学品及能源   4.2%

工业  4.1%

高=相比2013年的支出变化

宽=2013年研发支出

图D：2014年各行业研发支出情况

计算机及电子产品行业仍是研发支出最大的行业，
医疗行业紧随其后。

来源：彭博社数据、Capital IQ数据、思略特分析

电信   2.1%

其他   1.7%

航空航天及国防   3.3% 

消费品   3.3%

计算机及电子产品   25.9%

医疗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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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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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大行其道，这意味着汽车供应商比之前加大了

创新力度，加快了创新步伐。“如果将汽车行业看

作三个旋转齿轮，汽车就是一个相当大的齿轮，以

四年为一个旋转周期，因为研发一款车通常需要四

年。消费类电子产品这个齿轮的转速要快六到八

倍，因为每隔半年就有一款新的手机或者其他设备

或应用。作为一家跨国供应商，我们就好比是两者

之间的啮合齿轮。”耶顿这样认为。

综观诸地区，我们看到了过去十年研发支出模式出现

的渐进性变化和根本性变化。一方面，总部位于北

美、欧洲和日本的企业在全球研发支出总金额中继续

占大头。然而，尽管这些地区占主导地位，但欧洲的

份额在过去十年保持不变，在30%左右徘徊；北美的

份额从42%降到40%，日本的份额更是从24%跌到

18%。另一方面，中国成为崛起的创新大国，令人刮目

相看。中国的研发支出呈飙升的势态，一直保持两位

数的增幅；最近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在加大创新力

度，并与西方国家的老牌企业展开了更激烈的技术竞

争（详见附文《中国的创新引擎》）。

结合力和洞察力

十年来的分析表明，许多企业一直在树立创新的新标

杆，为此致力于两大方面：打造业务能力和完善组织

及流程。按提及频率排序，受访者最常提到的过去十

年有所改进的五种具体的能力和流程为（1）结合创

新组合与客户要求和需求，（2）培养及留住拥有合适

技术知识的人员，（3）确保创新领导人与业务领导人

步调一致，（4）了解与新产品和新服务有关的技术和

趋势，以及（5）奉行精益产品开发。分析还表明，这

种专注带来了回报：按可持续财务业绩衡量排名处于

前25%的企业专注于数量较少的几种创新能力，而不

是试图样样擅长。

上述观察结果与早期的研究得出的主要结果相符。比

如说，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声称，他们企业的创新战

略与业务战略的结合变得更紧密了。这是贯穿于《全

球创新1000强》研究的一大主题，在2011年研究《为

什么文化是关键？》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阐述。我们发

现，相比业务战略与创新战略结合较差的业界同行，

两者结合更紧密的企业其在三年期间内的经营收入增

幅高出40%，总股东回报率高出100%。

来源：彭博社数据、Capital IQ数据、思略特分析

图E：2013年至2014年各地区研发
支出的变化

尽管其他地区出现了研发支出增长放缓或减少
的现象，但总部设在中国的企业继续大力投资
研发。

日本

2.5%

欧洲

3.4%

北美

12.9%

世界其余
地区

45.9%

中国

–14%

加权
平均值：1.4%

的研发支出又减少14%。全球其余

地区（包括巴西和印度）的创新支出

猛增1 2 .9 %，不过与2 01 3年的

1 3 . 7 % 增幅相比还是略有下

降。2014年整体形势普遍欠佳，而

中国是唯一的亮点，研发支出猛增

了45.9% — 与2013年的增幅34.4%
相比有了进一步增长。（想深入了解

中国这个冉冉崛起的创新大国，详

见附文《中国的创新引擎》）。

尽管不乏几个亮点，但2014年支

出增长总体放缓，且过去十年仍

然是持续投资的时期。即便深陷

经济衰退，创新支出也只是略微

缩减，远少于资本支出或收入的

下降。实际上，企业入围全球创新

1000强所需的研发支出金额已翻

了一番还多，已从2005年的3700
万美元增至2014年的8300万美

元。跻身20强榜单的支出金额门

槛提高了46%，从2005年的41亿
美元增至2014年的5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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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及饮料生产商雀巢公司分管项目及创新组合管理

的负责人奥利弗·努斯利（Oliver Nussli）说：“过去

十年，大家竭力主张将研发工作与业务工作结合起

来，这方面变得更紧密了。许多企业简化了研发组合，

因为开展的项目有太多毫无进展或者成功的机会不

大。”努斯利表示，最近雀巢完成了一项研究，以便设

计出更好地满足老年人需求的食品（由于骨骼、关节

和肌肉等状况不同，老年人的营养需求有别于年轻

人）。业务部门和研发部门积极参与其中；因而，他

说：“业务部门知道想获得怎样的产品，研发部门知

道要开发怎样的产品。”

雀巢最近的研究还印证了往年的另一个重要研究结果：

更深入地洞察了解客户的需求和要求很重要。今年，四

分之三以上的受访者表示，过去十年对客户的了解变得

更深入细致了。化学品制造商亨斯迈公司（Huntsman 
Cor porat ion）的创新经理法兰克·德蒂尔（Fra n k 
Dethier）说：“其中一大变化是企业洞察消费者的方式。

十年前，企业或行业决定市场的需求。而如今，消费者不

仅要求给予建议、发表意见，还在决定产品和服务应该

是什么样子，甚至可以在Kickstarter之类的众筹平台上

自行推动和设计产品。”

正如我们在2007年的研究《客户关系》中指出，企业

可能加大投资金额，聘请一流的工程师，研发最佳技

术，并开展最精准的商业市场调研，但除非它们在从

事研发工作前已透彻深入地了解客户的需求，否则业

绩将不尽如人意。我们测试了这个假设，结果发现：在

三年内，相比于间接获取客户洞察力的业界同行，直接

获取客户洞察力的企业其经营收入增幅高出三倍，资

产收益率高出两倍，而且总股东回报率高出65%。

需求搜寻者的优势

十年来的研究和洞察还阐明了三种不同的企业创新方

法各自具有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2007年，全球创新

1000强研究确定了三种基本类型的企业，各自以独特

的方式管理研发流程以及与客户和市场的关系，每家企

业往往采用这三种创新模式中的一种。我们因此将企业

分为需求搜寻者（Need Seeker）、市场阅读者（Market 

Reader）或技术推动者（Technology Driver）。

当然，这三种模式的创新目标大体都一样。每家企业

都希望拥有卓越的产品性能和质量，与客户建立起紧

密的联系，并对创新组合满怀激情和自豪感。这三种

模式都致力追求业务能力，以便了解新兴技术，与客

户互动，并且管理产品平台。不过，每种模式也有迥异

的特点和优先能力，这些能力影响着企业如何研发及

发布新产品和新服务。

以苹果、宝洁和特斯拉为代表的需求搜寻者注重利用

透彻的客户洞察力，构思新的想法。它们获得这种洞

察力的方式是，直接与客户互动（比如苹果经常了解

零售店的客户互动情况），并借助包括分析大数据分

析在内的其他手段。最重要的是，它们在深刻了解终

端用户的基础上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其目标是，找

出客户未表明的潜在需求，然后第一个满足要求。它

们的文化鼓励接受来自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以及

其他行业的新想法，它们注重直接获取的消费者/客

户洞察力和全企业发布能力。我们估计，全球创新

1000强企业中25%是需求搜寻者。

“过去十年，大家竭力主张将研发工作与业务工
作结合起来，这方面变得更紧密了。许多企业简
化了研发组合，因为开展的项目有太多毫无进展
或者成功的机会不大。”雀巢公司分管项目及创
新组合管理的负责人奥利弗·努斯利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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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星、卡特彼勒和伟世通为代表的市场阅读者在全

球创新1000强企业中约占40%。它们创造价值主要是

通过对市场上取得成功的产品进行渐进式创新。它们

运用各种手段来构思想法，主要是密切关注市场、客

户和竞争对手。这意味着一种更谨慎的方法，这种方

法依靠的是自己成为市场上的后发者或“快速跟进

者”。其具体的创新目标是针对本地市场定制产品和

服务，并推崇跨职能跨地域合作的文化，注重管理资

源需求以及与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互动的能力。

以谷歌、博世和西门子为代表的技术推动者主要依赖

内部的技术能力来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它们充分利

用研发投资，同时推进突破性创新和递增式变革。它

们希望，如果按照自己发现中所暗含的需求去做，自

然就能满足客户的已知和未知需求。其独特的创新目

标是，开发出技术价值出众的产品，其文化体现了对

技术知识和人才的推崇和尊重。全球创新1000强企

业中约35%是技术推动者。

根据我们对这些战略的长期分析，我们认为如果执行

得当，每种战略都能成功，并让企业超过其竞争对

手：苹果、三星和谷歌都极具创新精神，这一点可以

通过创新领导者对我们十大最具创新企业的投票反

映出来（详见附文《最具创新精神的十家企业》）。一

般而言，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是，企业在执行选定的战

略上表现有多好—无论是否结合创新战略与业务战

略，是否优先注重合适的能力，是否有相应的文化来

支持战略，以及是否运用与创新模式一致的，帮助企

业构思新想法、开发新流程的工具。所有这些要素的

结合程度很关键，这比研发支出金额还重要。

我们越来越认为，需求搜寻者战略具有天生的优势。

这不是唯一的成功模式，却是最屡试不爽的模式。我

们十年来的分析支持这一结论。比如说，声称创新方

面现在比十年前做得更好的需求搜寻者其比率远高

于奉行另外两种战略的企业；而且它们中表示财务业

绩胜过竞争对手的比例更高 — 我们的分析支持了这

个说法（见图2）。

国的研发活动后，中国早已是企业

创新支出的第四大地区，现在的排

名无疑还要高。

中国已俨然成为创新引擎，这归因

于典型的中国特色，这是一种自上

而下的、快速的、果断的创新方

法。在中国活力四射的市场，国内

公司和跨国公司之间竞争激烈，竞

相满足中国成千上万中层市场消费

者的要求和需求。创新常常是中国

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责任，中国企业

试图迎头赶上发达国家更有经验

中国的创新引擎 
文/朱利安、范贺文

2005年，只有八家中国企业跻身

全球创新1000强。到2014年，数

字已飙升到114家，猛增1325%。

中国企业加大研发支出的步伐也

比其他地区的企业快得多：2014
年增长率为46%，而欧洲和北美

的增长率却只有寥寥的个位数。

此外，这些数字没有充分体现出

在中国的全部创新活动，因为它

们并没有反映总部在其他地区的

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大笔研发支

出。比如在2 0 0 8年，全球创新

1000强研究考虑到跨国公司在中

的竞争对手。又由于如果中国想摆

脱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企业

势必要转向附加值更高的活

动，所以创新也是中央政府的首要

任务。

我们的研究发现，外国人常以为

中国企业思维僵化、只会模仿；恰

恰相反，中国企业不但乐于接受

外界想法，采取大胆务实的试验，

而且果断抛弃失败的项目。它们

愿意而且能够迅速调整业务模

式，对发达市场的企业实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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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对需求搜寻者的分析表明，它们往往专注于

更紧密地结合创业模式与业务模式。2011年的研究中

发现，让需求搜寻者脱颖而出的是执行战略的能力 —
将创新的所有要素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推崇支持创

新的文化。2012年，我们联合旧金山湾区委员会经济

研究所（Bay Area Council Economic Institute）开展

了一项研究，结果发现，被归为需求搜寻者的企业中

直接向首席执行官（CEO）汇报的技术领导人要多得

多；他们的创新议程极有可能自上而下地制定，并明

确传达给企业基层员工。他们也极有可能提到产品开

发是对本企业的权力体系影响最大的职能部门。（这

同一项研究还发现，硅谷企业奉行需求搜寻者模式的

可能性几乎两倍于一般的企业：46%比28%，这归因

于初创企业/风险投资的理念，即将业务战略与技术

战略紧密结合起来。）

2014年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结果：相比市场阅读者或技

术推动者，声称创新战略与业务战略高度一致的需求

搜寻者其比例要高得多（见图2）。这种结合的出现对

需求搜寻者来说水到渠成，因为它们的整个精神植根

于通过直接面对最终用户，了解和贴近客户，而不是

依赖市场分析或中介机构的观点。令人关注的是，最

近的研究发现，需求搜寻者这个战略在中国企业中比

在全球创新1000强中来得更普遍。

图2：需求搜寻者的成功

相比市场阅读者和技术推动者，需求搜寻者更常表示业务战略与创新战略
高度一致、财务业绩胜过同行。

57.6%

44.9%

平均值
46.2%

39.9%

财务业绩胜过竞争对手的
企业所占百分比

需求
搜寻者

85.1%

市场
阅读者

54.8%

需求
搜寻者

市场
阅读者

技术
推动者

技术
推动者

60.6%

平均值
64.5%

业务战略与创新战略高度
一致的企业所占百分比　　

来源：思略特2014年全球创新1000强研究数据和分析

并购，获得自己需要的技术，联想

就是个佐证。如此看来，在过去三

年，我们连续开展的《中国创新调

查》结果表明，具有优势的需求搜

寻者战略在中国企业中比在全球

创新1000强中还要流行：在2014
年 的《中国 创 新 调 查 》研究

中，37%的中国企业采用了这种

模式，只有25%的全球创新1000

强采用该模式。

这些努力得到了回报：接受2014年

《中国创新调查》的在华跨国企业

主管中三分之二表示，一些中国竞争

对手在创新方面与本企业相比毫不

逊色。实际上，像海尔和小米这些中

国领军企业已经在研发先进的创新能

力，让它们得以凭借热销的高科技产

品，在全球市场争夺份额。

随着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化，它们会

开始树立更高的创新标杆。87%的

中国全球化企业提到创新是三大战

略性优先事项之一（31%的全球化

企业声称创新是头号优先事项）。

它们已准备走出中国，向价值链上

游进军，尤其是在专业买家对品牌

往往不大敏感的B2B行业。为此，

它们采用的方式既具有中国特

色，又越来越效仿其他地区的跨

国企业，即向全球拓展业务时，收

购和整合本地的能力，而不是将

这种知识带回到本国总部。

朱利安(john.jullens@strategyand.pwc.
com)和范贺文(steven.veldhoen@strateg-
yand.pwc.com)均为思略特全球合伙人。

1000

10

特
写 
— 
创
新



最具创新精神的
十家企业
全球的创新主管们认为哪些企业

在发现并研发新产品和新服务，

并且在投放市场方面做得最出

色？在过去五年的全球创新1000
强研究中，我们年年提出了这个

问题，大多数受访者一贯将苹果

和谷歌列在榜首。今年，亚马逊

的排名继续上升。2012年，它首

次上榜，排名第10位，2013年跃

长至第4位，随后在2014年又蹿

升到第3位，三星的排名因而下

降一位。2013年，特斯拉首次上

榜，排名第9位，2 014年上升到

第5位，这可能不仅体现了其备

受好评的汽车，还体现了单方面

允许竞争对手随意使用其专利的

大胆举措。宝洁去年跌出榜单后

重新进入榜单，排名第10位，而

去年排名第10位的Facebook跌
出榜单（见图F）。

前十大创新者在市值增长率、收

入增长率以及EBI T DA（息税折

旧摊稍前利润）占收入百分比方

面的表现再次胜过前十大研发支

出企业，这与全球创新1000强研

究在过去十年发现的其中一种基

本概况相一致，即加大研发投入

并不会带来更多的创新，也不会带

来更佳的财务业绩（见图G）。十家

最具创新精神企业所在行业中有

几个同时还跻身于前十大支出企

业榜单：软件及互联网、计算机及

电子产品和汽车行业。但令人关注

的是，没有一家医疗企业被我们在

过去五年调查的研发主管选入最

具创新精神的十家企业，尽管每年

十大研发支出企业中至少有四家是

医疗企业。一个可能合理的解释

是，医疗企业的创新与其品牌的联

系往往不太紧密（可能医疗业专业

人士不这么认为）。

相比之下，四家最具创新精神的企

业：苹果、谷歌、亚马逊和三星提

供的品牌产品和服务都与大多数

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它们

经常发布新产品。不过在媒体上

抛头露面绝非企业入选的必要条

件：稳扎稳打也能致胜。比如

说，3M一贯保持相对低调的媒体

形象，但其产品应用广泛，在我们

提出这个问题的五年当中，年年入

选最具创新精神的十家企业。

来源：彭博社数据、Capital IQ数据以及思略特2014年
全球创新1000强研究数据和分析

图F：最具创新精神的十家企业

亚马逊和特斯拉的排名继续上升，都名列前五位。

宝洁重返榜单，名列第十，挤掉了Facebook。

企业

32

9

14

2

440

79

30

4

18

70

苹果

谷歌

亚马逊

三星

特斯拉

3M

通用电气

微软

IBM

宝洁

2.6%

13.3%

8.8%

6.4%

11.5%

5.6%

3.3%

13.4%

6.2%

2.4%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4

3

9

5

6

7

8

-

自2010年以来每年跻身最具创新精神的十家企
业榜单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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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十大创新者与十大研发支出
企业情况对比

按指数化计算，十大创新者连续第五年在三个财
务指标方面一路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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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彭博社数据、Capital IQ数据以及思略特2014年
全球创新1000强研究数据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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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

作为2014年研究的一部分，我们让参与者畅想未来，

请他们谈谈未来十年在创新议程方面的期望。我们发

现，全球创新1000强企业有一些共同的期望和目标；

它们对希望在哪些方面改善创新业绩有一些共同点。

它们认为，使业务战略与创新战略具有一致性将是推

动创新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值得关注的是，这和另外

几个关键方面正是需求搜寻者如今已经在关注的共同

点（见图3）。所有受访者声称，他们计划将现有的研

发支出结构由渐进性创新转向更多实质性创新和突破

性创新。如今，58%的研发支出投入到渐进性创新或

更新式创新，只有28%投入到新的创新或实质性创

新，仅14%投入到突破性或根本性创新。受访者预计，

十年后，情况会大不一样（见图4）。

能源和化学品集团信实工业公司（R e l i a n c e 
Industries）是印度最大的私营企业，该公司分管研发

和技术的集团总裁阿吉特·萨普雷（Ajit Sapre）预计，

新的创新、实质性创新或突破性创新方面的研发支出会

有所增长。信实致力于能源和材料方面潜在的突破性

创新，有望帮助印度满足对能源和基础设施日益增长

的需求 — 尤其是通过赶超发达市场所使用的现有技

术。萨普雷说：“突破性创新的前景比较模糊，而且风

险高得多；但如果我们成功，这些创新会带来根本性转

变（paradigm shift）。要是你过于注重短期目标，可能

会错失长远发展机会。”渴望找出新的创新和实质性创

新，这种心情可以理解，肯定会给一些创新者带来回

报。然而，想如此大幅度地重新分配支出，许多企业需

要对自身的创新方法和业务能力进行重大调整。比如

说，突破性创新带来了比渐进性创新更高的风险，所以

既要确保这些创新目标从企业的市场地位和战略来看

很合理，还要确保打造了相应的风险管理能力，以处理

颠覆性更高的创新组合，这点很重要。正如加拿大飞机

和火车制造商庞巴迪（Bombardier）的先进设计和战

略技术主管法西·卡夫维卡（Fassi Kafyeke）所言：“新

的研究项目将继续牵涉更多的合作者，包括大学、供应

商及其他行业合作伙伴。最终，这将使产品开发更稳

健，实现更大的技术飞越，同时降低风险和成本。”

企业还期望加大分配给服务提供的研发支出，减少分

配给产品的研发支出。当前的分配体系略偏重于产品

研发，两者比例是52%比48%。到2024年，受访者预

期这种关系会倒过来，服务方面的研发支出增加到

62%，产品方面的研发支出减少到38%。比如在伟世

通，蒂姆·耶顿正领导一个小组，探究与联网汽车和智

能交通系统有关的服务。该小组已经取得了一些成

果，比如车载无线充电，正积极开发让汽车能够彼此

联系的无线通信技术。耶顿说：“对一家总部位于美

国中西部的汽车配件公司，甚至对一家像伟世通这样

的全球供应商来说，这不是传统的业务模式。这更像

是硅谷的一家高科技企业。”随着更多企业考虑向服

务大力转变，确保企业的创新目标与企业战略相一

致，而且业务模式包括一个能够使设想中的服务创新

货币化的计划，这显得很重要。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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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者的成功诀窍

尽管需求搜寻者模式具有先天优势，但并非适合每家企

业。的确，如果市场阅读者专注于其所独有的能力、目标

和特长，那么相比努力向需求搜寻者模式靠拢，结果半

途而废，它们会获得更大的成功。对奉行技术推动者模

式的那些企业来说，也是如此（见图5）。

需求搜寻者应该磨练其独特能力，这包括直接获取深入

的客户洞察力、全企业发布以及技术风险评估方面的水

平。需求搜寻者在2014年的研究中提到事关未来成功的

一个优先事项是开放式创新，这对其创新方法形成了有

益的补充，因为让它们能够跳出企业和传统合作伙伴的

范畴，从外界的网络社区寻求新的想法和洞察力。它们应

寻求来自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及其他行业的新想法，并

且打造专业的技术创新网络，从而确保产品和服务具有

优势。它们应该充分利用前端数字化辅助手段，比如可视

化和互动工具。

市场阅读者应该继续开发在管理资源需求以及供应商

和合作伙伴参与方面的能力。为了确保将来的创新取得

成功，它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创新领导人与业务领导

人步调一致。成功的市场阅读者会迅速而巧妙地复制

并改进竞争对手的创新。它们的目标应该包括针对本地

图4：未来的研发投入

受访者预计会将研发投入结构由渐进性创新转向实质性创新和突破性
创新。

突破性/根本性创新

新的/实质性创新

渐进性/更新式创新

研发支出平均分配到创新类型上的情况

目前的分配 未来十年的分配

0%

10%

20%

30%

40%

50%

60%

来源：思略特2014年全球创新1000强研究数据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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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 3: The Key Areas of Innovation Focus 
Survey respondents across all three innovation models report similar areas of focus for their R&D programs over the next 10 years—and most are areas on which 
Need Seekers have already been focused.

Source: Strategy& 2014 Global Innovation 1000 survey data and analysis

过去十年 未来十年

市场阅读者 技术推动者需求搜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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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创新关注的主要方面
无论采用三种创新模式中的哪种，受访者未来十年研发项目的关注方面很类似—大多数是需求搜寻者已经在关注的方面。

来源：思略特2014年全球创新1000强研究数据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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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定制产品，打造跨职能、跨地域合作的文化，以便

实现快速顺畅的响应。它们需要善于评估来自销售、客

户支持和传统市场调研的反馈。监控工具和想法捕获工

具等数字化辅助手段至关重要，并与这种模式的要求相

一致。

技术推动者应该继续完善产品生命周期管理功能。它

们的优先事项是管理战略性平台，并深入了解与产品

和服务有关的新兴技术和趋势，这类公司需要擅长技

术路线图规划以及与外部技术社区互动。数字化辅助

手段对它们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包括大数据、客户分

析和协同设计工具，以及连接远程团队、客户关系管

理（CRM）系统和企业资源规划（ERP）平台的协作

环境。

当然，全球创新1000强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关键事项，
适用于力求创新成功的所有企业：

• 定义创新战略，向整个企业传达战略，并确定最终名

单，表明需要哪些创新能力来支持战略。

• 使业务战略与创新战略具有高度一致性。

• 确保创新文化与创新战略相一致，并支持创新战略。

• 致力于直接联系并观察使用产品的最终用户，获取

深入的客户洞察力。

• 确保技术社区在决定企业议程的会议上有一席之地。

• 有条不紊地管理研发组合，大胆砍掉希望不大的项

目，确保相应的风险管理能力落实到位，支持高风

险项目。

图5：佼佼者具备的能力

按财务业绩，更深入地分析采用各种战略模式的前25%的企业专注于哪些

能力。

来源：思略特2014年全球创新1000强研究数据和分析

将消费者和客户的需求转为产品开发

市场潜力评估

开放式创新

技术风险评估

严谨的决策

直接获取深入的客户洞察力和数据分析

全企业产品发布

资源需求管理

开发过程中供应商/合作伙伴的参与

深入了解新兴技术和趋势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需求搜寻者 市场阅读者 技术推动者

新的研究项目将继续牵涉更多的合作者，
最终，这将使产品开发更稳健，实现更大
的技术飞越，同时降低风险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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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 
与过去九年的全球创新1000强研

究一样，今年思略特从全球选出了

过去一个财年（截至6月30日）研

发支出最多的1000家上市企业。

企业想入围，必须具有公开的研

发支出数字。如果财务结果已包含

在母公司的财务报表，在此期间

50%以上归单一母公司所有的子

公司排除在外。全球创新1000强

企业的研发支出总额占到全球研

发支出总额的约40%，而排名其

后的1000家企业的研发支出仅占

3%。

2013年，思略特对数据收集方法

做了一些调整，以便更准确、更全

面地了解创新支出。往年，资本化

研发支出和已摊销研发支出都不

包含在内。从2013年开始，我们

在计算研发投入总额时包括最近

一个财年相关企业的资本化研发

支出的摊销，同时继续不包含任

何非摊销资本化成本。我们现在

将这个方法运用到全部十年的数

据；因而，2014年及今后研究中

引用的历史数据并不总是与2005

年直到2012年的研究中发布的数

字相一致。

对于每一家前1000强企业，我们

从彭博社和C a p i t a l I Q获得了

20 09年至2014年的主要财务指

标，包括销售额、毛利润、经营利

润、净利润、往年的研发支出和市

值。采用外币的所有销售额和研发

支出数字都根据相应期间的平均

汇率换算成美元；至于股价数据，

我们采用了当期最后一天的汇

率。

根据彭博社规定的行业名称，所有

企业被编入九个行业（或“其他”）

中的一个，并被归入五个地区中的

一个，取决于企业报告的总部所在

地。为了在诸行业之间进行有意义

的比较，我们将每家企业的研发支

出水平和财务业绩指标与其所在行

业的平均水平挂钩。

为了知道过去十年企业创新发生

了怎样的变化，并深入了解未来十

年会出现怎样的趋势，思略特对

全球467家企业的505名创新领导

人开展了一项在线调查。参与调查

的企 业其 研发 支出总额 将近

13 0 0亿美元，占今年全球创新

10 0 0强研发支出总额的20%。

它们涵盖所有九大行业、所有五

大地区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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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重要。颠覆市场格局

的创新突破寥寥无几，更多的例子是许多企业很难从

创新投资获得足够丰厚的回报。不过，虽然创新有别

于运营、销售和营销，却是个可以管理的职能部门：有

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则，可以打造的能力，以及可用来

逐步改善方法的明确手段。这方面下苦功夫能收到很

大成效—创新业绩方面的差异表明，从研发支出获得

更多价值以及改善竞争地位和财务业绩方面都大有机

会。+

重印刊号 No. 00295

创新是个可以管理的职能部门：有一些众
所周知的原则，可以打造的能力，以及可
用来逐步改善方法的明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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