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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超级
竞争者
能够利用自身核心能力的企业将改
变行业的发展方式。

插画作者：Javier Jaen

作者：托马斯•贺伯特（THOMAS N. HUBBARD）
林文德（PAUL LEINWAND）
马赛斯（CESARE MAINARDI）

从20世纪90年代中开始，企业竞争优势的根基 自己一直卓尔不群的那些独特能力才是价值创
一直在变化。过去的领先企业通常是多元化经 造的来源。这类企业的战略方针基于唯一且有
营的集团型企业，其竞争战略基于资产、市场 力的价值主张并辅以数种相辅相成的能力，从
地位以及规模经济。相比之下，今天的市场领 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由于围
先者是业务更为集中的企业。他们并不遵循传 绕这种战略方针不断前进，他们从根本上重塑
统的业务组合战略，即在任何可能的领域寻求 了自己所在的行业。
短期的盈利或增长机会。相反，他们认识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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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拥有这种影响力的企业称为超级竞争
者。超级竞争者，专指那些利用自己独特的核心能力
成功参与市场竞争，并最终改变了商业运行环境的
企业。其中所谓的核心能力，是指能够持续实现明
确的业务佳绩的能力，这通常需要横跨职能部门对
业务流程、工具、知识、技能以及组织架构进行整
合。超级竞争者之所以能够在今天涌现，是因为无
论在哪个行业，少数独特的核心能力都能契合行业
要求且能大面积推广，而绝对规模等其他竞争优势
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
以超级竞争者亚马逊在许多领域和市场中的影
响力为例，该公司从网上书城起步，逐渐掌握了如
何开发独特的网上零售界面，从而以清晰直观的方
式呈现复杂的信息。亚马逊将这种能力与自己世界
级的IT能力、供应链能力，以及独特的销售手段相
结合，根据销售和偏好数据向客户自动推荐合适的
产品。凭借这些相辅相成的能力，亚马逊将所覆盖
的品类扩大至家用品、服饰，以及基于云计算的计
算机服务。截至2013年，亚马逊的销售额已经接近
750亿美元，是整个图书出版贸易行业销售总额的
四倍多。苹果和谷歌等信息技术行业知名的超级竞
争者也在瞄准跨行业领域，将其自身独特的核心能
力体系应用于所从事的所有业务。
其他行业也不乏超级竞争者的身影（见图一）。
宜家创建了以价格实惠的家居用品为主的全球可扩
展商业模式，引领了家居行业的革命；星巴克利用自
己在体验设计和客户吸引方面的超凡能力，在全球
营造了独特的咖啡屋氛围；丹纳赫通过复制集团内
部的卓越运营经验，重新定义了企业集团，在科技
工具市场中攫取了丰厚的利润；租车公司Enterprise
Rent-A-Car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汽车租赁业务模式，
为人们临时的交通需求提供服务；Inditex集团创造
了一种独特有效的快时尚服饰商业模式；麦当劳凭
借全球供应链和营销能力成为了最具标志性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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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亥俄州立大学菲舍尔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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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托马斯•A•斯图亚特亦对本
文做出贡献。

球品牌之一；高通拥有研发突破性技术并提供专利
技术许可的实力，引领整个手机行业走向智能机时
代；而丰田即便在前几年遭遇了经营困境，也仍然
是其他汽车制造商争相模仿的生产体系的创造者。
这些超级竞争者的成功和影响力开始改变商界
战略家对行业发展和竞争本质的观念。对于想要在
行业中占领杆位的商界领袖而言，认清新超级竞争
者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面临着如今激烈的竞争
和动荡的行业，这些超级竞争者已经找到了控制自
己命运的方法。
行业的发展之道
在如今充满不确定性、竞争异常激烈的商业世界
中，受技术变革、全球化，以及产品服务逆向工程的
发展等外部力量的推动，优势已经转移到了具有独
特核心能力的企业身上。由于竞争优势所持续的时
间越来越短，成功的企业不能再依靠较大的规模作
为竞争的筹码；同样也不能再依赖一到两种资产、
产品或服务。企业需要源源不断的竞争优势，而这
只有核心能力可以做到。这样的能力并不容易建
立，它们复杂而且成本高。许多成功的企业只能承
担一些（通常是三到六种）核心能力的建设，并有
针对性地投入大量人、财、力。
毫无疑问，这些企业不会选择涉足自己不擅长
的领域。亚马逊为客户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
务，覆盖书籍、鞋子、电子产品、云计算服务等，但
从未开设需要面对面销售能力的实体店。宜家生
产各式与众不同的家居产品，但从来不通过其他企
业的零售渠道进行销售。高通研发出了突破性的技
术，但从来都是通过将技术授权给其他公司进行消
费者推广。
无论何时，每个行业中都可能有一两个或者几
个超级竞争者存在。生物学中关键物种会改造环境
来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求，而这些新的市场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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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超级竞争者的成功和
影响力开始改变商界战略
家对行业发展和竞争本质
的观念。

图一：超级竞争者和其独特能力
价值主张（市场中的竞争方式）

独特能力（价值主张的实现方式）

苹果

苹果融合了创新者、集成者和体验提供者三个角 • 消费者洞察体现了对人们生活、工作和娱乐的深刻理解，并应用于领
色。它的电脑、平板和智能手机产品构成了当今多媒 先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和营销。
体数字生活方式的核心。
• 直观且简单的设计，体现在产品、软件、零售店体验（包括Genius
Bar），以及联机环境。

丹纳赫

作为“打造企业的企业”，该科技集团通过企业并 • 收购和整合那些现状不佳，但纳入其业务体系后会蓬勃发展的公司。
购和卓越运营来增加价值。这使得其成员企业成为 • 领导力发展能吸引员工学习先进的量化管理方法。
B2B领域中的领导者，持续地提供高品质、可靠的产
品和解决方案；否则，它将只是一家涉及专业服务、 • 密集的持续改进（丹纳赫业务体系）可以应用到不同产品和旗下公
司，推进在质量、服务、可靠性和成本等方面进行运营改进。
医疗、工业和商业的多元化集团。

宜家

宜家提供的家居摆设实用、时尚、价格低廉、客户参 • 对客户如何居家生活这一问题具有深刻理解，可以应用到各种设计、
与度高。它既是价值提供者（价格竞争），也是体验 产品以及零售活动中。
提供者（建立情感联系）。
• 设计实用、时尚的产品，并将其控制在既定成本和物流参数范围内。
• 将高效、可扩展且可持续的运营应用于供应链、制造和零售流程中。
• 以客户为中心的零售设计，提供灵感和独特的“度假式”购物体验。

注：关于作者对能力驱动战略的相关研究，请参阅strategyand.pwc.com/cds；欲了解用于识别超级竞争者的竞争原型，请参阅strategyand.pwc.com/cds-wayto-play
信息来源：思略特能力型企业研究项目

也在采取行动，逐渐使产业动向朝着有利于自己的
方向发展。确定最重要的核心能力后，这些领头羊
们大量投资于这些能力的建设。由于这些与众不同
的能力成本固定且适用范围广泛，出于经济上的考
虑也会有巨大的动力去广泛运用。这些企业能够更
有效地为客户提供价值，因此其产品和服务对客户
有更大的吸引力。
大部分的超级竞争者也通过企业并购来实现成
长。根据思略特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成功的并购

者选择并购的动机不是提升现有能力，就是更好的
发挥现有能力，或者两者兼得，这些公司的股东回
报率年复合增长率比同行业同地区的并购案平均高
出12%。
（详见杰拉德•阿道夫（Gerald Adolph），
马赛斯（Cesare Mainardi），杰•尼利（J. Neely）撰
写的文章《并购中的能力溢价》“The Capabilities
Premium in M&A”，
《战略与经营》杂志，2012春
季刊）。这为行业间一些超级竞争者的兼并提供了
进一步的数据支持。许多超级竞争者利用并购，吸

title of the article

• 技术整合，确保其产品（和第三方开发者提供的产品）作为无缝的整
体进行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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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大范围市场营销和创新职能（详见伊丽莎白•哈
特利（Elisabeth Hartley）、斯蒂芬•劳斯特（Steﬀen
Lauster）和杰•尼利（J.Neely）撰写的文章《小品牌
有大作为》“The Big Bite of Small Brands”，
《战略
与经营》杂志，2013秋季刊）。
随着大型包装消费品企业的领导者逐渐意识到
企业的自身优势在削减，他们开始反思战略。领导
者们选择了那些企业最有竞争力的业务，与自己的
优势最匹配的产品线以及价值主张，而不是维持现
有的大规模产品组合。 他们加倍投资于企业核心
能力的发展，收购相匹配的业务，并退出不匹配的
业务（见下页图三）。
以卡夫为例，从2005年左右开始，卡夫时任首席
执行官艾琳•罗森菲尔德（Irene Rosenfeld）看到了
根据企业的核心能力优化产品线的机会。卡夫将重
点放在了零食业务上，收购了与旗下乐之和奥利奥
饼干能力相符的达能饼干业务。最终卡夫食品拆分
为二：卡夫保留了传统的杂货业务，而新公司亿滋则
接管了即食业务（包括零食等）。在罗森菲尔德的带
领下，亿滋在短短几年内就将原卡夫旗下的零食业
务规模扩大了数倍。
另外我们以在21世纪初就开始战略调整计划的
莎莉集团为例。该计划在2012年中期达到了顶峰，
莎莉剥离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Douwe Egberts咖
啡品牌，建立了一家名为D.E Master Blenders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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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在行业里受冷落但能够与自己一起茁壮成长的
产品和服务（丹纳赫以此闻名），寻找可以对自身能
力形成互补的企业进行合作（亚马逊经常使用此战
略），剥离无法从自身核心能力中获益的业务。这些
举措吸引了更多的技能型人才，他们发现在经营战
略集中的企业工作可以使得他们的才能和兴趣得到
更好的发挥。最有经验的供应商和经销商也与超级
竞争者十分合拍，经常受邀扮演战略角色，工作也
更受重视。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向心力对整个行业会产
生深远的影响，与擅用自身能力的企业之间也会联
系得更加紧密。许多行业因此形成了新的格局，即
具有某种相适应的独特价值主张和能力体系的超
级竞争者瓜分了市场（见图二）。
包装消费品行业的演变就是一个很有力的例
子。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包装消费品行业由销
售食物、饮料和个人护理品的大型多元化企业所
主导。联合利华、宝洁、卡夫、高露洁、雀巢、莎莉
（Sara Lee）各自都拥有众多品牌和业务线，其中大
多数是通过并购而来。这些行业巨头的成功归因于
规模经济和议价能力：通过控制的零售渠道推广各
种消费品，而规模上的优势又有助于降低后台职能
部门以及昂贵的有线电视广告投入的成本。
但是好景不长，品牌和产品以如此松散的方
式组合在一起使得企业运营变得太笨重，难以维
持。以卡夫为例，卡夫的经营覆盖乳制品（包括卡
夫美国起司、费城奶油干酪）、冰冻食物（迪桥诺
比萨）、巧克力（吉百利）、口香糖（Trident木糖
醇、Chiclets）、零食（乐之、奥利奥）多种产品。这
些不同种类的食品需要完全不同的生产能力和营销
方法。比如，口香糖的成功主要依赖于快速的口味
创新、能占据收银台边货架的直送店铺模式，以及
可以覆盖各便利店和加油站的分销链。但对于卡夫
的奶制品和肉类等其他业务而言，这些能力远不及
商品价格管理和技术性创新的作用大。联合利华、
宝洁、莎莉的经营范围更加多样化，涉及个人护理
品、食品以及家用品，其中联合利华还经营精细化
学品，而莎莉还经营连裤袜、手提包等产品。
从本世纪初开始，随着包装消费品市场的竞争
越来越激烈，管理各个事业部所面临的能力挑战变
得越来越令人怯步。随着信息技术成本降低和外包
服务日益流行，任何规模较小的公司都能通过使用
第三方的云服务租用一个以往只有大型企业才能有
机会使用的成熟的后台管理系统，企业的大规模优
势也开始削弱。小公司（如Annie’s Homegrown、
绿山咖啡、Applegate Farms等）也都能通过沃尔玛
等全球零售商或者互联网获得更好的市场销售渠
道。这些小公司的蓬勃发展更多地是另辟蹊径地依
托一些专业能力，而不是一般规模较大的企业所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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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竞争者如何茁壮成长
超级竞争者如今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涌现，而行业
对于超级竞争者的接受程度主要取决于潜在的竞争
思维。能够适应这种变化的行业一般具有两种基本
特点，首先是这种超级竞争者的核心能力具有可扩
展性。潜在超级竞争者的能力体系必须适用于广泛
的（且不断扩大的）产品、服务和客户，由此，业务能
力的大量固定成本（如IT、供应链、人才成本）可以
因为广泛的应用而摊薄。
从约翰•萨顿（John Sutton）的著作《垄断的
秘密：沉没成本与市场结构》（Sunk Costs and
Market Structure: Price Competition, Advertis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centration，麻省理
工学院出版社，1991）开始，一系列近期研究都指
向了行业里这种可扩展能力的重要性。萨顿的研究
显示，当企业赖以竞争的能力涉及到沉没成本（即
一旦发生就不可收回的成本）时，市场环境会朝着
只有超级竞争者方能茁壮成长的方向发展。在这种
环境下，即便市场规模很大，行业的竞争思维仍然
会使得具有核心业务能力的企业获得更大利益。那
些无法建设自身核心能力，或者无法通过创新或其
他方式扩展这些能力应用范围的企业终将被市场
淘汰。

让我们来考虑低端餐饮连锁企业和高档餐厅
之间的区别。虽然同属于餐饮行业，但两者的竞争
思维有着巨大的差异。连锁企业的竞争主要基于
可扩展应用于不同地区的能力（通常是营销和运
营能力），而高档餐厅的竞争主要是基于高品质的
食材、每天变换的专业菜单，以及更加个性化的服
务。成功的高档餐厅通常具有非常强大、与众不同
的能力去吸引客户，但这样的能力很难跨区域扩展
运用。缺乏可扩展性使得在高档餐厅中鲜有超级竞
争者，而平价连锁餐饮企业中的超级竞争者却能如
鱼得水。
花卉公司Gerald Stevens成立于20世纪90年
代后期，创始人是两位曾经在影像租赁公司百视达
（Blockbuster）中工作多年的职员，以惨痛的代
价认识到了可扩展性的重要性。与百视达一样，
Gerald Stevens着手收购并整合全美的花商，试
图打造一个全国品牌。但事实证明，花商所需具备
的某些重要能力无法扩展到各分店，比如为当地
的各类活动（婚礼、葬礼和其他集会）提供鲜花，
以及管理库存以防滞销。最新鲜的鲜花应该卖给
对新鲜度要求最高的客户（有些顾客为家庭购置
鲜花，会将鲜花摆放好几天，相比为酒店晚宴购置
鲜花作为餐桌装饰品的客户来说对新鲜度要求高
很多）。正因为不具备可扩展性的核心能力，所以
Gerald Stevens最终将收购的花店卖还给原来的
业主，整个公司业务才重新回到盈利状态，但这为
公司带来了超过1.7亿美元的损失。
相比之下，看上去同样难以整合的眼镜业务最终
却都被亮视点（LensCrafters）成功接收。亮视点利
用它的一小时技术（以及可扩展的营销、时尚设计
和客户服务的能力体系）取得了市场份额，并且收购
了大多数在北美与之竞争的连锁眼镜零售店。
宜家利用可扩展的能力取得了市场领导地位，
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家居用品企业。对宜家而言，竞争
对手几乎无法构成威胁，以至于战略负责人甚至都
不会持续追踪竞争者的动向。高端家具生产商等竞
争者不具备可扩展、可复制的能力；而传统风格家居
产品生产商或者进口商等其他竞争者，与宜家所面
对的不是同类型的客户。有些竞争者在本土市场与
宜家会形成直接竞争，但是其与宜家在能力体系的
建设上存在巨大的差距，以至于很难平起平坐。
第二个影响行业对于超级竞争者的接受程度的
因素，是与客户相关的差异化。差异化是指企业在
顾客广泛重视的方面，力求在行业中独树一帜。这
种策略可以通过提供更高的价值（如沃尔玛和亚马
逊），或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如苹果和星巴克），
或双管齐下（如麦当劳和宜家）的方式来实现。潜在
相关性并不只取决于能力体系，它还取决于客户的
兴趣和需求。

features

公司，而拆分后的北美烘焙和熟食肉业务现在改名
为Hillshire Brands。虽然拆分后公司的规模缩小，
已不在标准普尔500指数的采样范围之内，但盈利
能力却变得比以前更强。一系列的资产剥离使得莎
莉股东们的公司资产价值翻了一倍多（泰森食品在
2014年与Hillshire Brands合并）。2014年事态的进
一步发展再一次证明了能力体系建设的价值。亿滋
宣布剥离包括Jacobs和Tassimo品牌在内的咖啡业
务，并将其与D.E Master Blenders合并，从而建立一
家名为Jacobs Douwe Egberts的新公司。当这些咖
啡品牌还隶属于卡夫和莎莉时，它们从未将潜能完
全发挥出来；而合并后，它们可能成长为全球最大的
单一咖啡经营企业，重点关注那些能够维持现有市
场地位所需的核心能力建设。
这种能力驱动的变革在行业里非常典型。一项
针对全球最大的15家包装消费品企业（根据市值排
名）的研究发现，这些企业在1997年到2013年间的
规模和业务范围都有明显的削减。平均每家企业的
业务领域从4.3个降到了3.1个。联合利华退出了医疗
和化学品业务；宝洁卖掉了食品和饮料部门。同时，
各类业务的平均收入（去除市场自然成长的影响）
从89亿美元增长到了112亿美元，增加了25个百分
点。由于这些企业关注核心业务的能力建设，他们
在精简后的品类业务中实力更强，主导地位更加稳
固，成为了超市货架上的超级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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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美国国防市场
在能力无法扩展和差异化相关性低的市场，想要突
破局限的企业必须以其独特的能力为依托，提出行
之有效且新颖的价值主张，这点在美国国防承包这
一曾经看似难以撼动的行业中已经得到了验证。
数十年以来，美国国防市场已经被大约50个历
史悠久的大型政府承包商所占据，他们几乎是以同
样的方式进行竞争，仅仅是在所提供的产品上有所
区分。这些承包商都是从零开始设计精密的武器系
统和平台的专家，其产品都服务于美国军方这一大
客户的需求。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新型军事威胁
的出现，国防部门的首要任务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
让传统的承包商饱受压力。转瞬之间，他们现有的
产品对其首要客户变得不再不可或缺，但是各承包
商并没能快速地适应这个趋势。新的企业趁势进入
这个行业：部分企业建立起有针对性的能力体系以
服务于军方的新需求，有些则采用了在其他市场中
已经取得成功的差异化能力体系。这些行业新军以
及经历过大浪淘沙而存活下来的传统承包商，都在
寻找机会成为超级竞争者。尽管该行业中的大部分
企业都曾经遵循相同的基本竞争方式，但现在行业
内已经有四种截然不同的企业类型。
• 系统整合者，如雷神（Raytheon）和洛克希
德•马丁（Lockheed Martin），遵循传统的政府承包
商业务模式来创造价值。这些传统企业继续建立和
管理大量的尖端项目，如开发周期长达20多年的战
斗机。
• 规模驱动者，即遵循规模经济的标准化产品供
应商，包括ManTech International和FLIR Systems。
这些企业将以效益为本的能力系统用于传感器、工
具、仪器、制服以及某些IT服务等极少需要定制化的
产品和服务,，以公道的价格提供可靠的产品服务，并
且将国防部门当做无需区别对待的大客户进行大规
模销售。
• 机敏客制者，如空中客车直升机（A i r b u s
Helicopters）、Austal（铝合金舰船），以及纳威司
达（Navistar，卡车、发动机）。这些企业调整自己

特定类别的技术能力，从而为快速发展的国防需求
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其中许多企业成功地兼顾了
国防业务和商业业务，因为可以使用相同的能力体
系服务于不同的客户，其中包括在全球范围内采购
零部件和灵活地调整生产规模的能力。
• 行 业 颠 覆 者，包 括 通 用 原 子（G e n e r a l
Atomics、无人航空载具）和iRobot（军事、警务和消
费机器人）等硅谷企业，其快速创新、快速交付和跨
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反映了硅谷背景。他们已
经推出了新型武器和国防器械，例如无人驾驶车辆、
反简易爆炸装置产品和检测威胁的视频监控。
这些类型中的各家企业都采用不同的竞争方式
和能力体系，每个类型都有少数几个超级竞争者。
但只有“系统整合者”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就在行
业中具有影响力。在其他三种类型中，国防承包往
往是从公司主要的商业业务中衍生出来的新业务，
这确实会让销售、记录保存、IT安全等领域变得更
复杂一些。但由于利用的是相同的能力，商业和军事
业务仍然保持较高的一致性。与这四种类型相联系
的能力将会决定未来国防行业的胜负格局。

如何在变化的行业中取胜
在思考战略问题时，高管们经常把他们的注意力放
在行业的限制和约束上，例如牢固的竞争地位和传
统的领域。在这种背景下，超级竞争者的出现很可
能是对您企业的一个新威胁。但是，展望未来行业
即将发生的格局变化，您可通过变革新的方式重新
考虑业务组合。您可以事先考虑，如果行业发生如同
包装消费品和美国国防工业一样的变革，您应该如
何取胜？如何将注意力集中在公司最擅长的事情上
并将其打造成更理想的发展平台？为了探究您所在
行业超级竞争者的潜力，并且理解它将如何改变您
企业的战略，我们需要了解四个方面的因素。
一、
您所处的行业将如何演变。思考以下的问题：
• 行业中的领袖与十年之前是否不同？是否曾经
的行业领袖深陷困境，而后起之秀获得了巨大的行
业影响力？
• 企业是否纷纷选择了不同的竞争方式，而每
种类型中只有少数几家企业成功？
• 当今的行业领袖和后起之星是否采用和以前
的行业领袖不同的方式进行竞争？综合型企业或集
团企业是否面临解散？
• 行业主要竞争对手的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
而非其资产或者产品组合？
• 行业领先企业的核心能力是否可扩展？是否
能在不大幅增加成本的条件下扩展？
• 差异化的吸引力高吗？差异化的吸引力，是指
大量的消费者看重从能力衍生而来的产品和服务的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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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说，每种品类都会有关注某些显著
要素的受众群体。但是由于竟品已经达到了“足够
好”的程度且具备实用性，有些品类面临着客户忠
诚度不断下降的窘境。例如，纸巾的生产商通过纸
巾的厚度、吸水性、环保性以及成本来实现差异化，
但是貌似很少有顾客会在意这些因素。同样，对于
火柴和牙膏等实用产品以及大客流线路的旅行服务
而言，也会遭遇相似的问题。
（这就是航空公司非常
依赖于常旅客忠诚度项目的原因。在航空业各种差
异化项目中，忠诚度项目是极少数能够长期吸引客
户的项目。）

展望未来行业即将发生的格
局变化，您可通过变革新的
方式重新考虑业务组合。

如果您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大部分都是肯定的，
您所处的行业很可能已经准备好迎接已经存在或即
将诞生的超级竞争者了。此时，您需考虑的是如何定
位于取得成功。
如果您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大部分是否定的，您
可能需要追问：行业中的企业都错过了哪些机会?我
们应该如何探究这些机会的可行性？
二、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超级竞争者及其能力。
这个问题的要点在于对未来的展望。如果您相信超
级竞争者即将出现，他们将会以怎样的面貌出现？
请不要以某个具体企业为参照，而是考虑竞争对手
的类型或者典型。比如在航空业，成功的企业有些
定位为低成本承运商（类似西南航空和易捷航空），
有些定位为高端竞争者（新加坡航空、阿联酋航空）
，有些定位为目的地和航线综合者（英国航空、达美
航空）。另外一些常见的超级竞争者类型有声誉享
有者（丰田）、 快速追随者（LG）、体验提供者（迪
斯尼）。
（如果对鉴别潜在超级竞争者有兴趣，还有
一系列典型可作参考，详情参见strategyand.pwc.
com/cds-way-to-play。）
根据最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将名单缩减至3-5
种典型，然后深入分析每种超级竞争者模式：价值
提供者、高端竞争者，从而发现其背后的关键能力。
这些企业为何能够发挥其所长？这些能力是否真的
可以加以扩展？是否能够吸引足够大的消费群体？
三、您的致胜能力。您的目标是识别出潜力最大
的成功路径，根据贵公司已经拥有或者可能发展的
能力，寻找最合适的超级竞争者的类型。暂时不考
虑当前现实中的其他限制（例如，在业务组合中的事
业部数量和类型，或者需要在短时间内交出令人满
意的财务业绩），而是创想贵公司利用现有的优势，
在未来获得成功的图景，然后思考现在该如何建设
以达到目标。怎样的竞争方式能在新的行业环境中
给贵公司带来致胜能力？企业需要怎样的能力体系
来实施该战略？哪种潜在的致胜方式最有实施性？
同时预测您的竞争对手可能往哪个方向发展，

鉴别出那些试图和您用同样的方式为顾客创造价值
的企业，他们是您真正的竞争对手。因为超级竞争
者会是某个行业细分领域中价值创造的主导者，不
会允许其他企业以同样的方式与其竞争，所以您必
须击败这些竞争对手。
四、您的转型线路图。制定计划，明确哪些能力
需要投入并加强。应该如何扩展最重要的能力，然
后将其与竞争对手无法超越且相辅相成的系统关联
起来，并成功应用于所有的产品和服务之中？您需要
收购和剥离哪些产品、品牌和业务？应该如何防止
其他公司抢占相同的能力版图？
这样的战略评估可能需要持续好几周时间，是
一系列战略抉择中重要的第一步。如果能得到有效
的执行，它可以协助您谨慎地选择出精力和资源应
该集中的领域，而不是全面出击。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成为超级竞争者的野心
会改变一个企业定位的核心。当企业明确了最强的
潜在能力并围绕其制定竞争战略，他们不仅仅在建
设自己的竞争优势，还将塑造行业的未来。+
再版刊号0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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