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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美国管理学会都会邀

请一位全球最有影响力 
的企业高管在该学会的年会上演

讲。2013年，当张瑞敏在年会上

演讲时，无疑传递了一个信号：中

国已经有了自己的第一位哲学家

C E O。与杰克•韦尔奇（J a c k 
Welch）、雷富礼（A. G. Lafley）
一样，张瑞敏为人所知，不仅是

因为他领导着一家卓有成效且真

正有创业精神的全球公司，更是

因为他围绕着一个概念框架组

织这家公司，这个框架已经指导

公司发展多年 — 对于海尔，这基

本上是从其创业之初就开始的。

海尔集团既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

电器制造商，又是全球“白电”市

场份额最高的公司，它在一个至

少有七大竞争对手的市场中拥有

14%的份额。海尔也是全球商业

创新的领导者，以及中国最大的

非国有企业之一。对于一家曾经

窘迫到其CEO必须举债给工人

发工资、很多产品需要维修后才

能使用的公司而言，能取得现在

的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

但张瑞敏从不认为局限是永

久性的，包括将海尔定义为制造

业企业。如今，海尔将自己重新

定位为解决方案提供商，不仅销

售家用电器（主要产品线包括冰

箱、洗衣机、烘干机、娱乐电子、

空调、净水器），还提供包括水安

全信息和其他帮助中国和其他发

展中国家消费者改善生活质量的

服务。为了实现这个定位，张瑞敏

稳健地发起了公司结构的转型，

不断地转向参与式管理、去中心

化决策、自主但自我问责的工作

团队和平台。

海尔在商业创新上的胆识使

得它能够不断提供满足消费者独

特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比如能够

洗涤巴基斯坦长袍的大号洗衣

机，洗涤中国精致衣物的小号洗

衣机，为中国农村准备的能够洗

蔬菜的带有大号软管的耐用洗衣

机。海尔的生产线还会为消费者

特殊需求进一步定制，它的净水

机能够帮助中国22万个社区清除

掉特殊的污染物（海尔与陶氏化

学联合拥有20多项水质净化专

利）。今天，海尔销售的每一件电

器都可以定制；由消费者指定颜

色和功能，然后订单从互联网直

接传递到工厂。

张瑞敏于1984年加入海尔，

当时他25岁。那时，海尔是一家

处于困境的企业，由青岛市持有

一部分资产，青岛是中国第一批

经济特区之一。张瑞敏当时在青

岛市家电公司做副经理，他的任

务原本是寻找一位能够帮助企业

摆脱困境的高管，但除了他自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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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找不到愿意攻克这一难题的

人。他开始快速地自学商业管

理，并运用这些洞见把海尔变成

提供优质产品的中国领先的制造

商 — 首先满足了中国爆发的消费

人口需要，然后满足了世界其他

地区的需要。

随着海尔转变为一个平台企

业，组织的每个部分都自负盈

亏，能自主做出决定（包括决定与

海尔的哪些其他部门合作），且

能独立地与用户、潜在员工和合

作方接触。研发项目现在常常跨

出了海尔内部，涉及外部学者、独

立设计师，甚至竞争对手。张瑞

敏将这些看作所有大公司的自然

变革，尤其对那些专注于互联网

时代下企业创新的公司。他决心

让海尔变为第一家能够让这类管

理方式有所成绩的公司，即使是

公司内（及公司外）还有人不确定

如何每天将这样的管理想法付诸

执行。

《战略与经营》在海尔青岛

总部采访了张瑞敏。本次访谈在

口译员的协助下用中文和英文进

行，让我们得以了解一个颇具天

赋的CEO如何带领企业实现更伟

大的创新和全球影响力。

《战略与经营》：我们在采访其

他受访者时，经常请他们列出一

些能够通过独特能力而获得持续

成功的公司，海尔经常名列其中。

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张瑞敏：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公

司的业绩相对优于另一些公司。

你可以说这些是杰出的企业，能

力出众的公司。但当今这些公司

中的大部分 — 其中包括许多国

际大公司 — 想要永远保持其领

先地位，将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在海尔有一句话：“没有

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

我们相信这句话，有两个理由。

第一，从外部角度看，时代变化很

快，要能跟上时代步伐是非常难

的。第二，从内部角度看，公司会

失去创业精神。一旦公司变大，

员工就学会按照公司规则行事。

规定越多，公司管控员工越严格，

每一个人就变得非常善于执行命

令。他们对市场的敏感度就会相

应地降低。 
公司的顶层领导者也不免于

此。吉姆•柯林斯和杰里•波勒斯在

《基业长青》一书中写道，许多首

席执行官都是“报时人”。他们创

造出色的产品和服务，但他们的

价值只在他们个人存在的时候存

在。领导者应该更像“造钟师”：

关注于建造一家伟大的公司 — 在
这样的公司中，即便领导者离开，

员工也能像领导者那样用创业者

思维思考。企业应该变成一个系

统，而不是依赖于现任领导的心

血来潮和幻想。

缺乏创业精神是大企业竞争

力降低乃至最终崩溃的一个主要

原因。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这个问

题尤其困难。过去，中国的商业

领导会告诉员工应该爱厂、爱公

司如家。那时，员工与企业的关

系就是这样设计的。今天，成功

的企业与其说像家，不如说是一

个创业的平台：一个进行创新型

工作、让员工实现个人价值的基

地。这种转变对于很多员工而言

很难接受。

创新的精神

《战略与经营》：您不是从公司

创立之初就一直维护着这样一个

创业平台吗？

张瑞敏：没有达到我们今天这个

程度。当然，我们自从1984年开

始重建公司，就一直感到一种紧

迫感。

海尔的前身是一家濒临倒闭

的企业。那时，员工的整体素质

很低，整个厂大概只有两名大学

生。我们从一开始就感到，我们

离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要求差距非

常大。这个差距我们必须迈过

去。唯有通过不断地自我改进，

才能生存下去。 
在我们重新站起、开始盈利

之后，我们朝上看，注意到周围

许多公司，包括一些比我们业绩

还要好的公司都相继倒闭。这就

进一步加强了我们的紧迫感。我

们发现，面对的不只是一天两天

的挑战。对于我们而言，生存和

竞争是整个公司的长期挑战。因

此，我们有一种自以为非的文化。

每个人都不断挑战自己的观念，

不断超越自己。

1999年起，我们进入了海外

市场，在美国等地开设工厂。那

时，我们将GE作为标杆。如果这

个行业是一个拳击场，那么我们

就是无名小卒对阵泰森。按照传

统标准，我们当然没有希望获

胜。但我们公司有一句话：“下棋

找高手。”

《战略与经营》：为了在海尔培育

创业精神，您具体做了哪些工

作？

张瑞敏：最近，我们进行了结构

重组。对于中国国内的营销，我们

曾经使用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

负责销售的人员要在全国、省级

和市级层面管理业务。

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我们

意识到在这种正三角科层制结构

下，人们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

所以我们进行了重组，成为一个

创业平台。我们进行了全面扁平

化，去除了全部中间管理层。我们

进行了结构去中心化，以2,800
个县为基础。每个县组织人数不

超过7人。 

“企业应该变成一个系统，而不是依赖
于现任领导的心血来潮和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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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变充满挑战。在这个

转变过程中，原来4,000多个员工

一下子就失业了。[很多人迅速被

邀请重新申请高位，不过这次是

在海尔品牌下的创业岗位。]现
在，至少在中国，像我们这么大的

企业，这么做的好像还没有。 

培育用户洞见

《战略与经营》：这对企业内部

人员有何影响？

张瑞敏：你只要进行这种变革就

会有很多员工非常不满，因为你

就会触动他的利益。有的人可能

在这里不能够适应，要离开到其

他地方，就不一定能找到非常好

的工作，所以他们当然会有抱

怨。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解决的

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给员工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

机会。但是实际上这也不行，因

为有些员工实在没有这个能力，

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也是我们现

在还没有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要解决的

就是使得企业真正没有边界。我

们用互联网把组织变成了一张网

络，用信息化把每个人连接起

来。刚才你说的是我们怎么在 
“企业内部”，其实现在我们已

经不这么考虑了，就是不存在“内

部”和“外部”这个关系。作为海

尔的管理者，我的目标不再是做

家用电器，而是要做人们之间 — 
无论他们身处何方 — 交互和互

联的黏合剂。我希望我这个企业

变成一个互联网的企业，已经没

有边界的关系。谁有能力就和我

们一起工作。

海尔现在已经有很多创业

者，并不是企业内部的人。有的人

想留在社会上不想加入公司，但

与我们企业合作，用我们的平台

做创新工作。而企业内部的人也

可以随时离开公司，虽然不再为

企业工作，但仍然利用海尔的平

台。长远来看，其实就不存在海

尔企业内部员工这个概念了，而

是海尔平台的概念。

我们与用户交互也是类似的

方法。过去用户通过广告宣传了

解海尔什么产品好，就买什么样

的产品。现在用户必须要参与，

而且全流程的参与。不是再像过

去那样关起门来设计东西。比如

说，空气盒子[海尔在2014年推

出的一款由智能手机控制的智能

设备，能与暖气、空气净化机和

空调等设备连接，用于监控和管

理室内环境]就是在很多用户建

议的基础上开发的。这些建议在

我们解决一些问题时起到了指导

作用，比方说空调，能不能同时

测空气的清洁度，能不能智能控

制。然后我们引入了三星、苹果

这些资源，以满足用户的需求。

最后就出现了一个和过去不一样

的产品。空气盒子不是仅为海尔

产品服务的，所有厂家的空调器

都可以用这个空气盒子来控制。

这完全是一个交互和合作出来的

结果。

我们的所有产品都与互联网

进行了整合。如果一个家电不能

连接至互联网，它就不应该存

在。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加

强和电器本身和用户的交互。

《战略与经营》：这样创建平台

型公司的优势何在？

张瑞敏：平台的概念与我们过去

管理企业的方式有着强烈的反

差。第一，平台让我们能够引进

并整合大量资源，所有资源都可

以无障碍地进入。而在过去，一

直是有边界、有障碍的。第二，所

亚瑟•克莱纳
kleiner_art@ 
strategy-business.com
是《战略与经营》杂志主编。

“如果一个家电不能连接至互联网，它
就不应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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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加入这个平台的资源，应该得

到利益最大化。而在以前，总是

以企业利益最大化为先。这在以

前限制了我们能做成的事。 
现在这样平台化运作了之

后，就不再是由我们海尔的人去

主持。我们起着黏合剂的作用，

把一切结合起来。这个黏合剂很

难做，我们要想各种办法怎么去

管理那些资源。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专门做

水质处理的交互平台。我们并不

是自己去发明我们这个领域里销

售的所有产品，而是像一个黏合

剂一样，将世界各地的水处理公

司的智慧和努力整合起来，如果

可能的话，整合到这一个平台

上。我们还要通过与用户直接交

互，来了解和满足他们的需求。

我们的水交互平台团队现在就要

做到这一切。

《战略与经营》：这种产品研发

的新方法是怎么产生的？

张瑞敏：大约在2010年，我开始

感觉到，我们有很多产品非常努

力地想办法去了解和满足用户的

需求，但是它的结果总是事倍功

半。互联网普及之后，用户偏好

的快速演进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

压力。我们有很多产品，本来觉

得这个产品绝对没问题，而且我

们自己研发的也觉得很好，但是

推到市场上它的效果就是不好。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不断地发现

新的需求，所以要把握住用户到

底想要什么，是极为困难的。

所以我们就在思考：怎样从

原来发问卷、打电话了解用户需

求，转变成现在更直接地和用户

互动。 
所以我们就提出了一些概念。

比如说，对于一些电器，我们设

计了一系列不同的模块，让用户自

己来选择想要的颜色和设计。结

果我们在互联网上一天就卖掉了

1万台电视机。这让我们意识到，

我们原来那些旧方法和经营思路

完全要改变了。

许多员工，尤其是管理层的

员工，一开始很难接受这种方

法。我们要求产品开发必须有用

户参与前端设计，员工就不知所

措了。有的员工直接拒绝，有的则

是[消极地]不愿意去做。帝樽和

天樽空调系列就是一个起始点。 
[这些创新产品能够实现精确的

温度控制，通过智能手机遥控，

天樽空调还能根据室内空气质量

显示不同颜色的灯光。] 
一开始，我们告诉这些团队

中的员工，就算失败了也无所谓，

这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结果他

们成功了。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求

其他所有产品都必须这么去做，

让用户成为交互的合作方。从那

时候开始，我们告知所有传统广

告合作方，我们不再进行硬体广

告。结果很多广告商对此非常不

满，抱怨如果不做广告，他们就

无法维持下去了。但是，改为直接

通过网络和消费者接触，效果要

好得多。 

从想法上差异化

《战略与经营》：您是如何区分企

业的哪些方面应该开放，应该有

创业精神，哪些因素 — 企业身份

的核心元素 — 应该保持不变？

张瑞敏：这倒是一个非常难以回

答的问题，我们也还在探索答

案。[我们认为]过去有许多禁区，

不能动的、不能开放的，现在必

须要开放。比如说，过去处理专

利问题时，新的技术、新的产品

都要严格保密到新品推出市场之

时。而如今，我们让用户在研发阶

段就参与进来。就算产品成功

了，我们还要不断地进行修改，

在这个过程中邀请用户还有竞争

对手来参与。比如说，我们研发

的海尔“无尾家电”，邀请了全球

行业内的竞争对手共同参与。

一开始，我们对此非常不适

应。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再像过

去那样，不再有绝对的秘密了。

一件事情，如果不能让所有的人

都得益，这件事情就不会成功，

即便成功也是暂时的。在过去，

这句话并非完全正确，但现在互

联网时代，真的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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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与经营》：与其他公司相

比，海尔最独特的一套核心能力

是什么？

张瑞敏：海尔和其他公司最大的

不同，就是我们自我颠覆的能

力。很多公司的运作和思维成型

后，僵化定势，很难改变，特别是

组织架构。在中国企业，要动一

个业绩不佳的管理者，尤其是中

高层的管理者，非常困难。但是

在海尔，我们可以很快地改变。

像在副总这一级，我们随着时代

的发展，有一大半以上被淘汰或

者换掉。

这种区别的主要原因就在于

我们的文化。海尔内部的人，特

别是一些管理者，他们都知道必

须要适应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

适应环境的变化。一些曾在海尔

工作后来到其他公司工作以后，

给我来信说，他们感到新公司和

海尔最大的不同，就是海尔透明

的人际关系。他们认为在其他公

司这个是做不到的。

《战略与经营》：从用户和顾客

的角度，他们觉得海尔跟其他公

司相比有什么不同？

张瑞敏：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海

尔和其他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讲

诚信。我们也有一句广告语叫 
“真诚到永远”。用户可能感觉

其他企业对用户的一些需求比

较怠慢，而海尔是马上就为他们

解决。特别是售后服务，这是用

户普遍感觉海尔和其他公司最

大的不同。当然这是海尔在过

去，长期能够快速发展很重要一

个原因。

现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希望

用户有全流程的最佳体验。我们

现在正在推这个概念，还没有让

用户感到非常突出。我们知道的

是，用户对我们的分销还是比较

满意的。比如说我们承诺在全

国，24小时内按约送达，超时免

单。其他没有一家公司敢于这样

承诺。另外一个，就是海尔是在大

件家电厂商中，唯一可以做到送

装同步。这也是[互联网电商]阿里

巴巴和我们合作的一个原因。这

些例子都是归功于我们的后端平

海尔的能力体系

思略特开展了一项有关独特能力及能力连贯性的研究项目，深入研究了12家

企业，海尔便是其中之一。

价值主张：自张瑞敏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任CEO之后，海尔在市场中的竞争方

式（其价值主张）不断拓宽。海尔起初是单一品类中的领头羊，凭借其有口皆碑的

优良品质而在中国拥有最高的市场份额。随后，海尔转型成为定制商（使产品满

足顾客需求）以及解决方案提供商（协助消费者解决例如水质改善与居家设计等

问题）。如今，除销售家用电器以外，海尔还提供相关服务，以满足中国以及逐渐

扩张的海外市场的消费者需求。海尔凭借四种不同的卓越能力支撑其竞争方式。

来源：思略特能力型企业研究项目；《核心优势：如何凭借能力驱动战略致胜》，作者：林文德(Paul Leinwand)与
马赛斯(Cesare Mainardi)，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1年

顺应消费者需求的
创新（企业内部称
之为“顾客服务领
导力”）：快速针
对本土市场与特殊
的顾客需求（近期
表现为中国新兴中
产阶级的需求）定
制产品与服务

卓越运营：通过企
业的持续改善、零
缺陷与内部竞争文
化，以很低的成本
生产高质量的产品

管 理 当 地 经 销 网
络：在中国高度分
散化的价值链中逐
渐 形 成 的 一 种 能
力，应用于新兴市
场与其他地区中

按需生产与运输：
集成了拉式经销体
系与零库存物流，
保证以最低的成本
应对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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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与经营》：在这种背景下，

您怎样看员工的成长和发展？

张瑞敏：过去，我们学习西方企

业，用“选育用留”的方法招录员

工。这种按企业需求像卡模子一

样培养出来的员工，他会认同企

业的文化而且执行力也很强，但

是缺乏创造力。并不要求员工具

有创新的能力，这其实是非常大

的一个问题。

在互联网时代，应该更多地

鼓励员工独立思考。培育他们的

创业创新的精神，而不仅仅是一

个执行的角色。今后，海尔这种

企业会成为一种生态系统的概

念。可能很多人昨天还不认识，今

天就要在一起工作，明天可能又

分道扬镳。这就是按单聚散，大

家为某个项目聚在一起工作，项

目介绍后就解散。所以变成一种

流动、动态的安排。

《战略与经营》：这一波创新的

浪潮能否将您带到您需要去的地

方？ 
张瑞敏：这是个永恒的问题。

简单地说其实就是一句话：

永远不走一条路。就像熊彼特[在
1939年的著作《商业轮回》中]所
说的，创新就是生产要素的重新

组合。你和竞争对手具有差不多

的资源，只有通过不断思考重新

组合各种要素，才能与众不同。

这就和打扑克牌一样，每次拿在

台。前端在信息交互领域，我们还

需要加快推进。

《战略与经营》：我们知道，您个

人非常关注管理学领域的趋势。

您在为公司指引方向时，哪些理

论或理念对您影响最深？

张瑞敏：对我个人而言，对我影

响最大的就是德鲁克。德鲁克所

说的主要聚焦到两点。第一，从

外部用户来讲，企业的增值唯一

正确有效的定义就是创造顾客。

第二，从内部员工来讲，员工不应

该是一个执行者，而应该通过做

决定体现自身价值。一直以来，我

们企业中的各种角色，基本上就

是按照德鲁克的理论来组织的。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对

我们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的一些专

家，比如克里斯•安德森的长尾理

论和创客[和数字化建造相关]，
另外还有克莱•舍基的《人人时

代》[企鹅出版社，2008年]等。来

自美国的许多关于互联网的阐

述，对我们的变革起了非常大的

作用。

我们尝试把这些观念灌输给

员工。比如，每周六我们在管理

会议上宣讲这些理念，鼓励大家

改变思考方式。同时，我们还在

推行这些理念。推行的时候，为

了避免出现大的失误，往往先做

小的样板。这个样板做成功了，才

会大规模地推广。

手里的牌都是一样多，如何出牌

才能最终定胜负。+
再版刊号 0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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