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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第三届《中国商业年度调查》，在各方的支持和帮助下顺利完成。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研究团队将调查结果总结为年度报告与读者分享。

今年参与调查的本土企业和在华外资企业的高管人数创下历年来新高，在此我们衷心感谢他们在

百忙之中为此次调查所做出的宝贵贡献。特别要感谢的是中欧广大校友以及在读MBA、EMBA、	

Exec	ED同学的积极参与。我们同时要感谢以下组织的支持和帮助：

n    上海汉易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上海瑞士中心

n    中意商会

n    印度工业联合会

n    墨西哥商会

我们感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研究基金的支持，感谢校友办公室、MBA、EMBA、Exec	ED办公室

在发放问卷方面给予的帮助。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过我们的人。

本次调查，高层管理者以及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积极参与，为调查结果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视角。

他们不仅帮助我们了解了其公司2012年在中国的经营状况，也帮助我们了解了这些公司对2013年

以及未来的期望。

共有1,214名高管参与了调查，其中76%为决策者：539名首席执行官、总经理、企业主，388名

副总裁、副总经理或总监。其余24%来自不同职能部门：商业开发以及项目管理、人力资源、财

务、研发、运营、物流、市场营销和销售。

81%的高管来自中国大陆，3%来自台湾、香港或者澳门、16%来自其它28个不同国家。大部分

高管（92%）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具有20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占了40%。有17%的高管为女

性。

图表 1： 您目前的职位是？总数：1,214

44%

32%

4%

7%2%

3%

4%
2%

2%
首席执行官/总经理/企业主

副总裁/副总经理/总监

项目经理/商业开发经理

人力资源

运营或物流

市场营销、销售

财务

研发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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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

范悦安博士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

他是以下6本书的作者：《中国CEO》，《中国国有企业的改

革》，《中国CEO:	指南》，《中外企业家》，《中国企业家》，

《2010年在华企业运营调研》。他在美国、印度、日本、韩国、英

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就他的中国企业研究发表演讲。	

许斌博士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副教务长，获

复旦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许斌博士的研究着重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战

略，以及新兴市场的贸易和金融问题，其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国

内知名刊物，并著有《国际贸易》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他曾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咨询。

周东生博士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清华-中欧-哈佛

高层经理培训项目的学术主任。周博士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

学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周博士的研究侧重于营销战略、博弈论、跨国企业的中国战略、和

中国民营企业。周博士的研究成果发表于多种英美学术刊物，如

《管理杂志评论》、《国际商业评论》、《国际营销评论》等。周

博士还曾为多家公司（如	IBM、杜邦等）作咨询。

卜悦乐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研究员。在美国斯坦福商学院获得MBA

学位，西班牙	萨拉戈萨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卜悦乐毕业后在宝洁公司工作，之后在欧莱雅奢侈品营销部门担任

高级职务。来中欧工作之前，她是自由职业者，为国外企业开发中

国市场提供咨询服务。

李俊骏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研究员。她在华东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学

士学位。李俊骏的研究领域是营销战略，协助撰写了多个教学案例

并参与了多个公司咨询项目。	

!范悦安教授

!许斌教授

!周东生教授

!卜悦乐研究员

!
李俊骏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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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参与2013年中国商业调查的企业高管来自多个不同行业，他们为本次调查提供了诸多值得进一步

关注的观点。

2012年是自199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慢的一年，中外企业在应对现有挑战的同时积极调整

战略适应新的商业环境。

虽然中外企业对中国商业前景的信心指数比往年有所下降，但总体来说态度还是乐观的。大部分

企业的利润和销售收入都增长了。企业对2013年尤其是未来五年的中国商业发展仍然具有信心。

本次调查采用了两类新的业绩指数来更好地进行趋势分析：当前业绩指数和预期业绩指数。调查

表明，在华外企正在将原先过高的预期下调，以适应中国新的商业环境。与往年调查相同，外企

和本土企业的乐观程度有一定差距，外企更乐观一些；但这个差距有逐渐缩小的趋势。调查显示

企业开始注重产品和管理方式方面的创新以增强竞争力。大部分本土企业越来越注重改进质量和

管理体制，而外企则更关心如何降低成本。另外，本土企业正在向海外市场发展，而外企则继续

在中国国内市场增加投入。总体来看，所有的企业为了增加市场竞争力，都在增加研发和市场营

销方面的投入。

2013年，企业在中国的成功将取决于其应对挑战的能力。	中外企业在很多方面都面对相同的困

难：找到并留住合适的人才、劳动力成本上升、竞争加剧以及中国经济放缓。

受访企业称目前在中国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研发、产品创新、打造品牌来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

量。较强的企业文化与高质量的管理团队也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各企业一直致力于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提高企业归属感、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路径、高于市

场平均水平的薪酬、建立奖励和表彰系统。

然而，中外企业面对的具体问题有所不同。外企仍需深入理解中国法律法规环境，与总部保持在

中国问题上的沟通。另外，知识产权侵权对外企而言所造成的影响比本土企业大。

本土企业遇到的具体问题为公司治理和融资。虽然大型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相对容易，但多数受访

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还是自有资金，只有少部分来自资本市场。

最后，我们的调查还就中外企业对竞争的不同看法提供了有价值的观点。本土企业认为竞争对手

在品牌、营销能力以及产品质量方面更强。外企则认为竞争对手的优势在于成本优势、低价、政

府关系和其它关系。两类企业都认为最有力的竞争来自于中国民营企业。外企认为来自其它外企

的竞争也同样激烈。	



第一部分：

公司背景

本部分介绍了参与本次调查的各公司的详细情况，内容有：

	

n 公司类型（中资或者外资），所处行业和业务类型。

n 总部所属位置

n 中国以及全球员工总数

n 中国销售收入情况

n 中国登记注册类型	

n 成立时间

本部分有助于读者大致了解参与本次调查各公司概况，从而了解本次调查的范围以及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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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公司背景

我们的样本包括768家（占63%）中国本土企业（即中资持股比例超过50%）以及446家（占

37%）在华外资企业（即外资持股比例超过50%）。

就业务类型而言，样本的分布很均匀：596家企业的主业为制造业，618家企业的主业为服务

业。74%的制造业企业生产工业品，其余则生产消费品。服务业企业则分为三类：专业服务

（38%）、消费者服务（36%）、工业服务（26%）。

就市场地位而言，样本中的企业多数位于中高端市场，几乎有一半的企业认为自己是市场领导

者。调查数据显示1，样本中的452家企业（45%）位于高端市场，其余512家（50%）位于中端

市场，只有49家（5%）位于低端市场。445家企业（44%）认为自己是行业内的市场领导者。

受访企业的全球总部所处位置分布见下图：

 

85%的受访企业的中国总部位于沿海地区（上海、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其中外企中国总

部在沿海地区的集中度高于本土企业。（外企93%而本土企业81%）

2012年，受访企业在华的总销售收入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在华员工总数超过400万。

其中，42%的本土企业和36%的外企2012年在华的销售收入超过9亿元人民币。19%的本土企业

和20%的外企2012年在华销售收入为3~9亿元人民币。2

1 该调查问题所获的样本总数为1,013。
2 根据中国官方定义，年销售收入超过3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为大型企业。

图表 2：贵公司的全球总部位于？总数：1,214

103 美国

6 墨西哥

1 厄瓜多尔

1 秘鲁

5 智利

1 挪威

154 欧盟

68 瑞士

14 印度

9 新加坡

2 印度尼西亚

1 巴西

1 阿根廷

797 中国

1 土耳其

1 俄罗斯

9 日本

2 韩国

21 香港
9 台湾

3 泰国

3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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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商业报告

3	 我们的调查将企业按照员工人数分为小型（少于300人）、中型（300-1,000人）、大型（多于10,000人）

图表 3：贵公司2012年的销售收入预计将达到？

多数受访的外资企业从全球来看属于大中型企业(38%有300-9,999名员工，43%有超过1万名

员工)。而其在中国的公司的规模则属于中小型企业（48%的员工数少于300名，44%的有300-

9,999名员工）。3

图表 5：在华外企 — 贵公司在全球有多少员工？
（总数：443）

1-49

50-299

300-1,999

2,000-9,999

10,000-49,999

50,000 以上

 0% 5% 10% 15% 20% 25%

8%

9%

19%

19%

21%

22%

图表 4：贵公司在中国有多少员工？

9亿人民币以上

3亿－8.99亿人民币

3千万－2.99亿人民币

3千万人民币以下

本土企业 (总数：768) 在华外企 (总数：425)

以上

本土企业 (总数：768) 在华外企 (总数：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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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起的经济改革的成效在我们的调查中可见一二（参见图表

7）。改革将许多国有行业民营化，促进了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

 

第一部分：公司背景

图表 7：贵公司在中国的成立时间为？ 

31%的受访企业为中国民营企业，16%为中国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4，10%为中国非国有股

份制企业。样本中有9%为合资企业，中外方投资比例各不相同。	多数外企为外商独资企业

（WFOE）,其它外企则以代表处（RO）或者分公司的形式存在。

图表 6：贵公司在中国的登记注册类型是？总数：1,210

31%

16%
10%

29%

9%

1%
4%

中国民营企业

中国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

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非国有控股）

外商独资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

代表处/分公司

其它

4“中国国有企业”指的是中方控制权属于国家的企业，包括国有控股。

中国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 (总数：191)

中国民营企业 (总数：381)

外商独资企业(总数：356)

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非国有控股) (总数：117)

中外合资企业 (总数：102)

1979以前 1980-1989 1990-1999 2000-2009 2010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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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商业指数

商业业绩指数包括:

n 当前业绩指数	(CPI)

n 期望业绩指数	(EPI)

今年的调查新增了两类指向性指数用于衡量受访公司当前业绩及期望业绩的变化。每个指数的设定（范

围从0到100）与广为人知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相似:	若指数显示为50，则表明业绩保持不变；若

指数高于50，则业绩有所改善；若低于50则业绩下滑。指数离50越远，给定时间内发生的变化越大。

业绩指数的设定是基于问卷中的多选题，备选答案有5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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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信心指数包括：

n 明年的商业信心指数	

n 未来5年的商业信心指数

商业信心指数用来衡量受访高管们对其公司未来中国业务的乐观程度，分为明年（2013年）和未来五年
（2013年至2018年）。	

给定的选择范围是0到10（0表示非常悲观，3表示悲观，5表示中性，7表示乐观，10表示非常乐观）。
受访高管们按照问卷要求给出短期（明年）和中期（未来五年）的信心程度。

自三年前首次进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商业环境调查开始，我们就设立了这两类指数。连续三年的数据使
我们不仅对每年的情况有所了解，还能对其发展趋势进行追踪。

5	指数	=	(P1*1)	+	(P2*0.75)	+	(P3*0.5)	+	(P4*0.25)	+	(P5*0)
P1	=	选择“业绩显著提高”的比例
P2	=	选择“业绩提高”的比例.
P3	=	选择“业绩没有变化”的比例
P4	=	选择“业绩下滑”的比例
P5	=	选择“业绩显著下滑”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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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当前业绩指数 - CPI

大部分公司的销售收入呈现增长，而利润却有所下降。

中国本土企业的CPI是63，	在华外企的CPI	是61。由此可见，不论是本土企业还是外企，其2012

年的业绩与2011年相比都有改善。相比较而言，样本中的本土企业比外企的改善稍多些。业绩的

衡量是基于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变化。

CPI指数的计算结合了调查中两个数据：销售收入和利润水平。每个变量所分配的权重相同。

2013年中国商业报告

销售收入:	超过半数的受访企业表示2012年的销售收入与2011年相比是增加的（比例为62%，包

括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20%的企业表示销售收入与2011年持平。这些数据表明，在全球经济

不稳定的环境下，中国商业发展依然稳健。然而2012年的情况不如2011年的好：去年75%的受访

企业表示销售收入有所增长，15%的企业表示销售收入持平。

样本中还是有些企业的增速放缓：18%的受访企业表示销售收入减少了，而去年这个比例为10%

（今年收入减少的公司约是去年的两倍）。

利润：大部分公司还是盈利的，但总体来说盈利幅度下降了。而亏损的外企比去年较多增加。

总的来说，75%的受访企业2012年是盈利或者大幅盈利的，11%的企业亏损。外企的情况相对糟

糕些：14%的外企亏损，而去年这个比例是10%。9%的本土企业亏损（与去年的10%接近）

图表 8：贵公司2012年的预计销售收入与2011年相比
情况如何？

图表 9：贵公司2012年的预计利润与2011年相比情况
如何？

显著减少
(< -15% )

显著减少 
(by >15%)

减少(-3%
to -15%)

减少 (by 3% 
to 15%)

不变 (-2%
to 2%)

不变
(+-2%)

增加 (3%
to 15%)

增加 (by 3%
to 15%)

显著增加
(>15%)

显著增加
(by >15%)

本土企业 (总数：768)       在华外企 (总数：423) 本土企业 (总数：768)       在华外企 (总数：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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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商业指数

2.2. 预期业绩指数 - EPI

调查显示2013年的前景较为乐观

大部分受访企业对2013年的形势比较乐观。中国本土企业的预期业绩指数为68，外企的为65，可

见两类企业2013年的预期业绩好于2012年。71%的受访企业预期2013年业绩比2012年好或好很

多，17%的受访企业则认为没有变化。看起来本土企业比外企稍乐观些。

EPI指数的计算基于调查中一个描述未来商业变化的多选题。	(见图表11).

图表 10：贵公司2012年在中国的盈利情况如何？

这种乐观还体现于在华投资计划中，76%的受访企业表示将增加在华投资，这个比例高于去年。

仅有2%的企业表示将减少在华投资。另外，在中国从事研发活动的企业中，98%的企业表示将增

加或者保持目前的研发投入。

图表 11：您觉得贵公司2013年的业务与2012年相比
会有什么变化？

图表 12：贵公司是否计划2013年在中国增加投资？

大幅亏损 亏损 收支平衡 盈利 大幅盈利

本土企业 (总数：768)       在华外企 (总数：427)

比今年差很多 比今年差 没有变化 比今年好 比今年好很多

本土企业 (总数：768)       在华外企 (总数：446) 本土企业 (总数：768)       在华外企 (总数：441)

减少投资或
退出中国

保持不变 增加
1-9％

增加
10-19％

增加
20-29％

增加30％
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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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商业信心指数 - BCI

对明年以及未来五年的乐观看法

在2013年的调查中，本土企业和在华外企对明年及未来五年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信心程度都显示接

近“乐观”。

图表 13：— 中国本土企业 -您对贵公司明年以及未来5年在中国经营成功有多大
信心？总数：767 

图表 14：— 外企-您对贵公司明年以及未来5年在中国经营成功有多大信心？ 
总数：438

0=非常悲观, 3=悲观, 5=中性, 7=乐观, 10=非常乐观

0=非常悲观, 3=悲观, 5=中性, 7=乐观, 10=非常乐观

2011 调查 2012 调查 2013 调查

2011 调查 2012 调查 2013 调查

对明年的信心             对未来五年的信心

对明年的信心             对未来五年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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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图表中可以观察到三个重要趋势：

	

1.相比外资企业的高管，本土企业的高管在表述其对短期及中期业务成功的信心程度时更加谨

慎。

这个趋势与当前业绩指数和预期业绩指数反映的情况有所差异。这两个指数是基于销售收入和利

润变化给出的定量数值，本土企业的这两个数值都比外企高。

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解释为本土企业高管习惯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因而制定了更加激进的目标；

也可以解释为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影响了他们的信心程度。（样本中为本土企业工作的高管

有96%是中国人，而这个比例在外企中只有55%）

2.	三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不管从短期还是中期看，本土企业和外企的信心程度之间的差距正在缩

小。

2008-2009年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6于2010年底结束，因此在2010年第一次调查的时候，中国经

济发展势头依然强劲.	中国市场对外企的吸引力大于其本国市场，所以外企在2010年底的时候对

中国市场的预期可能过于乐观了。而本土企业对中国经济形势更为了解，对经济放缓已经有了准

备。从本次调查来看，外企已经根据中国经济现状调整了其预期，与本土企业信心程度正在逐渐

接近。

3.	本土企业和外企对中期的信心都高于短期，这与前面两次调查结果相同。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尽管中国经济处于调整期，受访高管仍然相信中国经济仍将稳步发展，

他们预计公司能解决目前面对的挑战，未来在中国的经营能够继续成功。

	6	指中国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出台的四万亿人民币的刺激计划。

第二部分：商业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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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挑战以及成功因素

本部分介绍了受访企业在中国遇到的困难以及它们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分析了中国本土企业和在华

外企所遇到的不同情况以及它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n 外部挑战

n 管理挑战

n 成功因素



16

3.1. 外部挑战: 

受访公司在中国遇到的三大主要外部挑战分别为：“人力成本上升”，“激烈竞争”，“中国经

济放缓”。本土企业的第四大挑战为“政府政策不利”，而外企的第四大挑战为“全球经济复苏

缓慢”。

在以往的调查中，企业也表示出类似的顾虑。与2012年调查结果明显不同的是，今年本土受访企

业将“政府政策不利”列为第四大挑战，而非三大挑战之一。

第三部分：挑战以及成功因素

调查结果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转变。高管们的三大挑战-人力成本上升，激烈竞争，中国经济放缓-

说明了中国正在经历的变化：即从以廉价劳动力为驱动的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

就企业所面临的挑战程度和类型而言，本土企业和外企之间还略见不同。

-	“人力成本上升”：虽然两类企业都将其列为第一挑战，本土企业的感受更深（本土企业

65%，外企57%）。这一结果与样本分布情况一致，样本中本土企业的中国员工数量要远远大于

外企（本土企业平均员工数大于4,000人而外企平均员工数大于2,000人）

-	“地方保护主义不断升级”：16%的外企选择了此项，而只有8%的本土企业选择此项。出现这

种结果可能是由于外企在处理中国各省之间差异的时候有困难，而且外企更集中在沿海地区，仍

需要学习如何向内陆渗透。

-	受访的本土企业认为“政府政策不利”对它们是一个重要挑战，相对来说，这一因素对外企的

影响稍小（本土企业34%，外企27%）。

图表 15：贵公司在中国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为？

人力成本上升

激烈竞争

中国经济放缓

政府政策不利

全球经济复苏缓慢

原材料价格上涨

人民币升值

法律环境不利

地方保护主义不断升级

本土企业 (总数：758)       在华外企 (总数：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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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贵公司在中国面临的最大的管理挑战为？

3.2. 管理挑战: 找到并留住人才是中外企业的最大挑战；与组织相关事项则排在第二，比例

远低于第一选项。

“找到并留住人才”在中国经营的企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本土企业和外企都有70%的高管选择

这项）。这个结果与往年调查一致。

与组织相关事项排在第二，而中外企业的情况非常不同：

49%的本土企业高管担心“公司治理”，而只有24%的外企高管担心这个难题。出现这种情况可

能是因为外企的管理体系已经较为完善了，而许多本土企业才刚刚开始规范其内部管理。

另外，对外企高管而言，“总部的支持”是第二大挑战（27%）。这个结果证实了远程管理还是

存在一定问题的。

26%的本土企业和22%的外企选择了“渠道难题”，说明将产品和服务输送到中国不同地区的目

标客户仍然难度不小。

“知识产品侵权”对外企影响更大（20%比9%）。这个结果与第四部分（4.2.2）的发现一致:受

访外企知识产权受到的侵犯次数比本土企业更多。在华外企倾向于在设计以及创新方面投资，因

此更容易受知识产权侵权的影响。

“服务以及材料质量”对19%的受访外企和8%的本土企业是个挑战。在华外企通常定位在高端市

场，终端产品的质量取决于原材料的质量。可见此项对外企的影响更大。尤其在我们的样本里，

65%的外企定位在高端市场，而这个比例在本土企业中只有34%。

“与财务相关困难”对21%本土企业和11%的外企是个挑战（详情见第五部分5.2）

2013年中国商业报告

本土企业 (总数：768)       在华外企 (总数：437)

找到并留住人才

公司治理

渠道难题

与财务有关困难

获得相应的执照有难度

知识产权侵权

服务及材料质量

总部的理解和支持不够

对政策理解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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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成功因素：产品及服务质量应排在第一位

受访企业都认为在中国的成功离不开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以及如管理团队素质、公司文化价值

观等隐性因素。

本土企业认为其他与产品相关因素也很重要，如“研发以及产品创新”、“品牌塑造”。而外企

则注重“品牌塑造”和“适当地选拔、培训人才”。

第三部分：挑战以及成功因素

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外企业都将“找到并留住人才”视为最大挑战（本土企业72%，外企

70%），有46%的外企认为“适当地选拔、培训人才”是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而这个比例在本

土企业里只有28%。

外企还比本土企业更重视“品牌塑造”（外企45%，本土企业38%）。	

 

图表 17：下面哪些是贵公司在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in 3 main area

本土企业 (总数：768)       在华外企 (总数：445)

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管理层素质

较强的公司文化和价值观

研发以及产品创新

品牌塑造

关系以及社会网络

成本控制

适当地选拔、培训人才

好的合作伙伴

良好的评估和激励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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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专题讨论

本部分按以下主题进行介绍：

n 市场环境

本章内容涉及竞争、法律环境以及影响企业在华运营的政府相关事项。

n 创新、研发以及知识产权

本章内容有关企业如何在华从事研发活动。如企业经常从事的研发种类，受访高管如何看待在中国

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

n 走进中国/走向世界

本章深度介绍了中国市场在受访外企的全球业务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历年来的变化。同时，我们分

析了受访本土企业海外扩展的重要性。

n 合资企业

本章详细介绍了样本中的合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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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市场环境 

4.1.1. 法律环境以及中国政府

对多数企业来说，政策以及法规的影响为“中等”或者“没有影响”，而政府关系则非常重要。

根据调查，腐败是一直存在并有待解决的问题。有意思的是，当被问及本行业腐败程度的时候，

受访者认为程度较轻。

样本中的多数企业认为政策以及法规对它们的影响程度为中等或没有（40%中等，32%没有）而

19%的受访企业（不论是本土企业还是外企）所处的行业受到中国法律法规的限制很大。

另外，90%的受访高管认为与中国政府搞好关系对其企业重要或者非常重要。中外企的情况都一

样。有53%的外企宣称在中国为了维系关系投入的资源比在本国市场多甚至很多。

图表 18：在华外企 - 与母公司所在国家相比，贵公司在中国为了与政府机构建立/
保持良好关系所投入的资源 总数：436

企业对中国政府及相关部门提供的服务的满意度不高。样本中大约有一半本土企业认为政府服务

不力，表示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只有10%的企业表示满意。

有关中国政府和法律环境的主要顾虑：

法律法规不清晰并经常变动；政策调整以及腐败

本土企业和外企的看法略有不同。

外企一般不熟悉中国的法律法规，因此“法律法规不清晰，经常变动”对它们来说是比较大的顾

虑（61%），而“腐败”则位于第二。（45%）

第四部分：专题讨论

大幅增加 增加 一样多 减少 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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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9：在中国政府政策和法律环境方面，贵公司最担心的是？（可多选）
本土企业总数：640, 在华外企总数：380

对本土企业而言，最大的顾虑是“宏观经济调整”：46%的本土企业将其列为主要顾虑，而这个

比例在外企中为37%。究其缘由，或许从全球环境角度来看，很多外企感到中国的政策调整与欧

洲或者美国的相比还是要温和许多。“法律法规不清晰，经常变动”是本土企业的第二大顾虑

（42%），说明这在中国市场上即使是本土企业也会因政府的政策问题而为之头疼。

各地对中央政府政策执行不一也是企业的一个顾虑。这个问题影响了本土企业和外企向中国内陆

扩张（本土企业36%，外企39%）。

中国的腐败问题: 

所处行业与其它行业相比；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

当被问及腐败问题时，绝大部分企业（83%）认为腐败在中国是个问题（比较严重或非常严

重）。然而，当被问及自身行业内的腐败时，认为问题严重的受访者人数少了大约一半。中外企

业的情况相同，与往年的调查结果也相同。大多数企业认为2012年行业内的腐败问题与2011年相

比没有什么变化。

2013年中国商业报告

本土企业 (总数：642)       在华外企 (总数：380)

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法律法规不清晰和经常变

腐败动

各地对政策执行不统一

国进民退的发展

政府管制越来越严

获取行政许可/执照等的困难

环境保护政策

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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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您认为总体而言腐败在中国严重吗？贵公司所在行业呢？ 总数：1,202

图表 21：贵公司所在行业存在腐败问题吗？

有关腐败问题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相较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认为总体腐败以及行业内腐败的影

响都没有那么严重。

4.1.2. 竞争环境及市场优势

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激烈竞争可被视为主要竞争威胁。中国本土企业认为竞争对手的优势是品牌

和市场营销能力，而外企则认为竞争对手的优势是低成本和关系。

本土企业和外企都认为中国市场上竞争激烈。86%的企业（高于去年的80%）认为它们在中国市

场上要面对激烈或者非常激烈的竞争，仅有2%的受访企业认为竞争不激烈。

第四部分：专题讨论

非常严重

比较严重

有但不严重

没有腐败问题

中国总体腐败问题 行业内腐败问题

没有腐败问题 有但不严重 比较严重 非常严重

中国国有企业 (总数：190) 中国股份制企业 (非国有控股) (总数：115) 

中国民营企业 (总数：379) 外商独资企业 (总数：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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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贵公司在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属于下列哪一类型？ (可多选)

多数受访高管尤其是本土企业的高管指出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为中国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是本土

企业的第二大竞争对手（43%）。而外企将外商独资企业（62%）列为第二大竞争对手。

当被问及竞争对手有何优势的时候，本土企业与外企的看法不同，非常有意思。

本土企业提及的竞争对手三大优势与产品和服务以及营销方式相关：“品牌认知”（47%）、

“营销与销售”（39%）、“产品”（36%）。

而外企则认为竞争对手在“价格”（44%）、“政府关系及其它关系”（44%）以及“成本优

势”（42%）方面强过自己。

“不道德行为”被28%的受访外企和14%的本土企业视为竞争对手的优势之一。虽然环保与可持

续发展问题在中国显得日益重要，外企认为它们在工厂采取了更严格的环保政策，因而增加了产

品的成本。

2013年中国商业报告

本土企业 (总数：768)       在华外企 (总数：446)

中国民营企业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外商独资企业

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非国有控股)

中外合资企业

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

我们没有主要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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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越来越强”是大约三分之二的受访企业面临的最大难题，接着是“不公平

竞争”和“国有企业拥有的不公平竞争优势”，不过选择后两者的人数不到三分之一。值得一提

的是，26%的受访外企认为法律监管不力而只有16%的本土企业这样认为。

图表 23：贵公司在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可多选）

图表 24：在市场竞争方面，贵公司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可多选）

定位于高端市场的企业（25%）比其它企业（13%）更担心法律监管不力。另外，外企相对来说

在高端市场（48%）比中低端市场（中端33%，低端27%）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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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企业 (总数：759)       在华外企 (总数：436)

品牌认知

营销和销售

产品

政府关系及其它关系

成本优势

定价

技术

分销 (区域网络等)

不道德行为

本土知识

本土企业 (总数：760)       在华外企 (总数：434)

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越来越强

不公平竞争

国有企业拥有的不公平竞争优势

来自外国企业的竞争越来越强

法律监管不力

没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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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国的创新、研发和知识产权

受访企业不仅在产品服务层面进行创新，还在新的管理形式方面进行创新。尽管研发投入的资金

各不相同，大部分企业愿意在未来三年增加研发投入。虽然受访企业声称知识产权侵权案例发生

次数不多，但对中外企业都造成了损害。

4.2.1. 2012年中国的创新和研发

2012年中外企业进行了多种大量的创新。被提及最多的创新类型为管理方法改进和在现有产品线

基础上开发新产品/服务。改进服务和在现有产品线基础上开发新产品/服务也是2012年重要的创

新类型。受访企业尤其是外企还在工艺流程改进方面下了功夫。

2012年约有60%以上的受访企业对产品和服务进行了创新。这一数据与研发方面的数据一致：

66%的受访企业在中国进行研发（75%的本土企业，52%的外企）

63%的受访本土企业正致力“改进管理方法”（外企的比例是41%）。在中国企业努力发展管理

系统，赶超国际对手的大势下，出现这一结果是不足为奇的。同样，调查也反映出中国企业正在

提升产品质量：34%的本土企业在“质量控制改进”方面做过创新（外企的比例是28%）。

40%的受访外企在“工艺流程改进”方面做了创新，本土企业这个比例是26%。这一结果说明在

高度竞争环境下，效率以及成本控制对外企的重要性。回忆上一章有关竞争的话题，外企认为竞

争对手的优势在于低成本和低价格，因此它们需要创新以克服劣势。

图表 25：自今年年初开始，贵公司在哪些方面进行了创新？（可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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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企业 (总数：721)       在华外企 (总数：394)

管理方法改进

在现有产品线基础上开发新产品/服务

改进服务

在新产品线上开发新产品/服务

质量控制改进

工艺流程改进

采购新机器设备

没有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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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企业2012年的研发支出互不相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的投入不到销售收入的2%，另外三

分之一的投入在2-5%左右。然而，66%的受访企业计划未来三年在中国加大研发投入或增加研

发活动。

图表 26：贵公司每年研发支出约占销售收入的百分之
多少？ 总数：658

图表 27：未来3年，贵公司在研发方面有何打算？ 
总数：658

4.2.2. 2012年中国的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侵权对企业造成了损害。与过去三年相比，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知识产权对中国所有商业都很重要，对大多数受访企业而言也很重要（只有14%的企业认为不重

要）。认为知识产权“非常重要”的外企比例（44%）大于本土企业的比例（28%）。

图表 28：知识产权对贵公司的中国业务是否重要？

第四部分：专题讨论

以下 以上

保持相同的水平:

加大研发投入或
增加研发活动:

减少研发投入或
减少研发活动:

本土企业 (总数：722)       在华外企 (总数：397)

不重要 有些重要 重要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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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三分之二的受访企业在中国从事研发，它们当中只有半数在过去两年获得了专利。中国最

常见的知识产权为专利和商标，接下来是工业品外观设计和版权。

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在中国仍然有待解决。大部分受访企业认为知识产权侵权对其业务造成了损

害：61%的企业认为有损害但不严重，27%的企业认为有严重或者非常严重的损害。不过中外企

业都认为侵权行为并没有频繁出现（多数受访企业称发生频率为“有时”或者“很少”）。

外企遇到的侵权行为似乎比本土企业多（多数外资企业选择“有时”而多数本土企业选择“很

少”或“有时”）

此外，受访企业普遍认为过去三年内，知识产权被侵犯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多数企业

（71%）称被侵权的次数基本没变，而35%的企业则认为被侵权的次数增加了。

三分之二的受访高管（他们是市场营销、销售、研发部门的负责人）称侵犯其知识产权的为中国

竞争对手。27%的高管不清楚侵犯者是谁，接下来的选择依次是客户、员工和供应商。

中外企业对侵犯者是谁的看法略有不同：14%的外企认为客户是侵犯者，而本土企业的比例是

8%；6%的本土企业认为侵犯者是合资公司合伙人，而外企的比例只有2%.

	

受访本土企业指出，新产品投入市场以后，竞争对手很快就会推出类似产品或者复制品（4-6个

月），外企则认为超过一年市场上才会出现类似产品或复制品。

图表 29：知识产权被侵犯对贵公司中国业务造成的损
害有多大？总数：940

图表 30：在中国，哪些人是知识产权的侵犯者？ 
总数：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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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损害 有但不严重 严重 非常严重

中国竞争对手

不清楚

客户

员工

供应商

外国的竞争对手

合资公司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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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知识产权保护方法是在中国注册商标或专利（58%）。排在第二位的是使用法律途径打

击侵权者（47%）。排在第三位的则是运用人力资源管理（45%），如合同和公司法规里注明法

定期限、选择诚实的雇员、知识产权培训等等。

另外一个比较普遍的做法是让商业机密难以被窃取以减少被侵权的可能。

4.3. 走进中国/走向世界

4.3.1. 外企在中国

与前几年相比，今年的调查发现外企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在中国做生意的意愿有所增强。

从总体看，中国业务占全球业务的比重预期增加，同时在华投资也预期增加。市场营销的支出在

增长，研发活动的数量与去年相比也急剧增加。

一半受访外企在中国的销售收入占全球收入的10%以上，由此可见外企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

图表 31：在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有效方式有哪些？总数：935

图表 32：贵公司2012年在中国的销售收入预计占全
球销售收入的比例为多少？总数：436

图表 33：这个比例与去年相比有何变化? 总数：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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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注册商标或专利

使用法律途径打击侵权者

人力资源管理

让商业机密难以被窃取

通过市场来追踪竞争者对商标的侵权行为

让尽可能少的员工了解该知识产权的相关内容

鉴别侵权的技术 (比如隐秘的标记)

避免知识产权密集型流程

在产品设计里放入一些误导性的特征

小于 

大于

显著增加

增加

与去年相同

减少

显著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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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52%的受访外企表示中国销售占比比去年增加或者显著增加（只有15%的外企选择减

少）。另外，60%的受访外企将中国列为投资的前三大选择地之一。	

66%的受访外企将增加2013年在华投资。	有21%的外企计划增加20%的投资。提及最多的2013

年中国投资地点为上海（55%）、北京（35%）、江苏及浙江（34%）、广东和深圳（33%）、

四川（22%）、天津（16%）和重庆（15%）。

图表 34：在华外企 -贵公司是否计划2013年在中国
增加投资？总数：435

图表 35：在华外企 -贵公司打算在国内哪些地区进行投资？
(可多选) 总数：288

图表 36：在华外企 - What贵公司每年的销售费用约占销售收入的百分之多少？
总数：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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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30％及以上

增加20-29％

增加10-19％

增加1-9％

保持不变

减少投资或者退出中国

上海
北京

江苏、浙江
广东 (包括深圳)

四川
天津
重庆

河北、山西、山东、内蒙
河南、湖北、湖南
安徽、福建、江西

辽宁、吉林、黑龙江
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
广西、贵州、云南、西藏、海南

以下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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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8%的受访外企（高于去年的20%）将中国销售收入的10%以上用于中国市场上的营销和销

售，这一趋势再次证明了外企耕耘中国市场的意愿。受访中外企业在营销和销售方面的支出水平

相当。	

52%的外企目前在中国从事研发，比去年的39%上升显著。三分之一的受访外企将销售收入的5%

以上用于研发，表明了外企在中国对创新相关投资的重视。

4.3.2. 中国企业全球化

2012年中国本土企业出口额增加，向海外投资的意愿也增强了，表明中国本土企业将继续全球化

的步伐。

中国本土企业向海外市场发展最常见的方式是出口。约有一半的受访本土企业将产品或者服务出

口到海外。出口总额与2011年相比大大增长，达到销售总额的三分之一。亚洲和欧洲市场并列为

主要出口市场，接下来是北美市场。

33%的受访本土企业在海外有投资，地点多为临近的亚洲地区，其次是美国和欧洲。这些情况与

往年类似。有42%的企业表示计划在未来三年增加海外投资。

三分之一的本土企业在海外设有工厂，多数集中在亚洲地区。

本土企业出口贸易: 与2011年相比

约有一半的受访本土企业将产品和服务出口到海外，出口额占总体销售额的三分之一。另外，大

部分企业2012年的出口额比2011年增加了。

图表 37：本土企业 - 贵公司2012年的出口收入较
2011年 总数：366

图表 38：本土企业 - 贵公司主要出口到哪些国家和
地区？(可多选) 总数：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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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15%

大幅减少:
7% 大幅增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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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持平: 

33%

亚洲

西欧

美国和加拿大

拉丁美洲

东欧

非洲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31

图表 39：本土企业 - 您的海外投资地位于哪里？  
(可多选) 总数256 图表 40：本土企业 - 贵公司在海外有投资吗？

亚洲和欧洲并列为主要出口市场，其次为美国和加拿大。

本土企业海外投资: 与过去两年情况相似，但投资意愿增强

与过去两年调查相同，33%的受访企业在海外有投资。56%的企业青睐的投资地为亚洲（香港和

台湾，中东，新加坡等），40%的企业青睐的投资地为美国和加拿大，35%的企业青睐的投资地

为欧洲。

	

55%的受访企业对它们的海外投资情况评价为中立。只有一小部分的受访企业（7%）表示不满

意。

本土企业走向国际的主要挑战为文化差异、法律法规以及找到合适的人才。

但这些挑战都不能阻止中国企业走向国际的脚步，企业的海外投资呈上升趋势：今年调查中42%

的受访企业表示计划在未来三年投资海外市场，高于去年的33%。未来投资地的偏好与目前投资

地一致。

对这些在海外投资的企业作进一步分析时，我们发现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在海外市场投资的比例

相对较高（41%），接下来为非国有控股股份公司（36%）和民营企业（27%）。

我们还发现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地的选择更分散。他们的首选地为亚洲（67%），然后是欧洲

（41%），其中西欧38%，东欧7%，接下来依次是美国及加拿大（35%），非洲（22%），拉丁

美洲（17%）及澳大利亚（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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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美国和加拿大

西欧

拉丁美洲

非洲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东欧 国有企业 (总数：187) 

非国有股份公司 (总数：111)

民营企业 (总数：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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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国有控股股份公司首选亚洲（67%），接下来是美国（38%）和西欧（21%）。它们在其它

地区的投资非常少，比例不到10%）

中国民营企业青睐的投资地依次为亚洲（49%）、美国（46%）和西欧（26%）。

本土企业海外工厂：多数在亚洲

样本中35%的在海外有投资的中国制造企业在海外设有工厂（占整体中国本土企业的14%）。三

分之二的企业对海外投资情况表示满意。这些工厂多数位于亚洲（56%），其余的分布在多个地

区。	

 

图表 41：本土企业 -您的海外投资地位于哪里？(可多选)

第四部分：专题讨论

亚洲 西欧 美国和 非洲 拉丁美洲 澳大利亚 东欧
  加拿大   和新西兰

国有企业 (总数：161)                         非国有控股股份公司 (总数：61)

民营企业 (总数：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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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合资企业

一半合资企业的外方伙伴来自亚洲。

311位受访高管称在合资企业工作或者所在公司旗下拥有合资公司，占所有样本的26%。其中9%

的受访高管直接为合资企业工作（105位）。

受访合资企业中有52%是中方控股（中方所占股份大于50%）。

图表 42：贵公司主要外资合作伙伴来自哪个地区？
总数：237

图表 43：双方合作融洽吗？

51%的合资企业的外方或非大陆合作伙伴来自亚洲地区，其中超过半数来自香港，24%的来自西

欧，23%的来自美国和加拿大。

当被问及与合资伙伴合作是否融洽时，外方反映的问题比中方多（37%的外方认为不融洽，15%

的中方认为不融洽）。合作中遇到的问题依次为：管理风格或经营理念的差异，文化差异，沟通

问题，战略分歧以及关注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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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澳门

西欧

美国和加拿大

其它亚洲地区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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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
非常不融洽 不融洽 融洽 非常融洽

本土企业 (总数：197)       在华外企 (总数：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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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职能领域讨论

本部分对三大职能领域做了讨论，旨在帮助读者理解不同职能领域的受访高管所面对的问题以及相关的

成功因素。

n 人力资源

本章涵盖了受访企业在中国面临的人力资源问题，并对受访高管们认为最有效的挽留人才的方式进

行了深入探讨。

n 融资

本章根据企业类型对受访本土企业的最常见融资来源进行了介绍。

n 市场营销、销售和分销

本章对受访企业所处细分市场以及企业在各细分市场之间的转换做了介绍。本章还详细介绍了受访

企业尤其是领导企业采用了哪些最有效的市场营销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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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人力资源

找到合适人才以及人力成本上升是在中国经营遇到的头号人力资源问题。

5.1.1. 中国人力资源的首要问题

和前几次调查一样，人力资源问题是在中国经营的公司面临的首要挑战。尽管高管们一直在努力

解决这些问题，但他们还没有找到完善的解决方案。

	“找到并雇佣合适人才”	是中外企业面对的最大挑战（78%）。人才的问题在工程师和技师以

及管理层面（中高层）尤为突出。问题的根源在于人才缺乏或者企业无法负担合适人才。

	“人力成本上升”	被视为第二大人力资源挑战，也是在中国经营的头号外部挑战（见第三部

分）。

	“激发员工的忠诚度”	排在第三位(43%)。

	“年轻一代不切实际的期望”被33%的受访企业提及，排在第四位，比往年调查（10%）更受重

视。也许是因为现在新的一代开始走上工作岗位了。

虽然以上问题在受访企业内普遍存在，不同注册类型的企业还是稍有不同。

-	“找到并雇佣合适人才”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控股股份公司来说，困扰稍小些。可能这两类企

业对人才的吸引力更大些。

图表 44：在中国，贵公司面临的主要人力资源问题是什么？（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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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企业 (总数：676)       在华外企 (总数：288)

找到并雇佣合适人才

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

激发员工的忠诚度

年轻一代不切实际的期望

解雇员工的困难增加

挽留员工

不愿意改变工作地点

不道德的行为



36

-“激发员工的忠诚度”和“挽留员工”对外企来说更成问题。尤其是“挽留员工”这一项被

38%的外企选择，而只有16%的本土企业选择此项。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外企可选择的人才

范围比本土企业小。

-	“解雇员工的困难增加”	这个问题对国企和合资企业（中方通常是国有企业）来说更严重些。

这在其它国家的国有企业中也是个突出问题。

5.1.2. 挽留员工的最有效措施

为了挽留员工，受访企业提到的有效举措包括提高公司认同感和归属感（69%）和提供良好的

职业发展路径（66%）。有意思的是，高管们认为这两项举措优于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薪酬

（51%）以及奖励和表彰系统（47%）。公司声誉和培训计划也是比较有效的手段。

中外企业对以上举措的观点大部分一致而略有不同：

有72%和68%的本土企业认为“提高公司认同感和归属感”和“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路径”有

效，而外资企业这两项比例较低，分别为63%和61%。

选择“股权激励”的企业相对前几项较少,	但相对而言本土企业应用得更成功，比例较高（本土

企业39%，外企15%）。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法律法规对中国公民持有外国股权的限制。

图表 45：在中国，贵公司面临的主要人力资源问题是什么？(多选)

第五部分：职能领域讨论

找到并雇佣合适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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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雇员工的困难增加

挽留员工

中国国有企业 (总数：160)        股份公司 (总数：102)

中国民营企业 (总数：348)        外商独资 (总数：232)

合资企业 (总数：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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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外资企业更强调“奖励和表彰系统”（外资企业50%，本土企业46%）、“公司声誉”

（外资企业44%，本土企业36%）、“与直接领导建立良好关系”（外资企业34%，本土企业

24%）

图表 46：就贵公司而言，最有效的人才挽留手段包括 ?（可多选）

5.2. 融资

只有本土企业参与本章调查。

三分之二的受访企业称主要资金来源为自身的资本积累。约半数企业选择了银行贷款，接下来是

资本市场（23%）和来自私人投资者（16%）或者民营企业的投资（16%）。值得注意的是，风

险投资（只有6%）或者政府、外商投资的比例很少。

图表 47：本土企业 - 贵公司目前的主要资金来源是？ 
总数：684

图表 48：本土企业 - 贵公司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吗？ 
总数：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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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企业 (总数：296)      在华外企 (总数：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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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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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

其它

非常困难 困难 容易 非常容易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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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的受访企业比较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这也从侧面证实了银行贷款的普遍性。而企业在非银行

市场上获得融资相对比较困难。政策限制是最多被提及的障碍。

5.2.1. 不同注册类型的企业的融资情况

中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本企业的资本积累”,	“银行贷款”	以及	“国有企业的投资”并列为受访国有企业的主要资金

来源，比例均为51%。“资本市场募集”紧随其后，比例为42%。

22%的国有企业将“政府投资”作为主要资金来源。

中国非国有控股股份公司

65%的中国非国有控股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本企业的资本积累”	，接下来依次是“银行贷

款”（48%），“资本市场募集”（45%），“国内私人投资者投资”（25%）和“民营企业投

资”（17%）。虽然此类企业中仅有11%采用“风险投资”的资金，但相比其他类型的企业，这

个比例还是高的。

中国民营企业

69%的中国民营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为“本企业的资本积累”，远高于第二位的“银行贷款”

（39%）。这与下一部分我们将提到的内容一致：企业规模越小越难获得银行贷款。从均值看，

民营企业比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以及非国有控股股份公司的规模小。59%的民营企业为中小型企

业，而只有22%的非国有控股股份公司为中小企业，14%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为中小企业。

图表 49：本土企业-贵公司在非银行市场上（如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融资困
难吗？总数：675

非常困难 困难 容易 非常容易 不需要

第五部分：职能领域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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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0：本土企业 - 贵公司目前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可多选）

图表 51：本土企业 - 贵公司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吗？

5.2.2. 不同规模企业的融资情况

在调查样本中，我们发现企业年收入水平与银行贷款的应用成正比关系	。较大规模的企业（58%

的年收入为3-8.99亿元的企业，54%的年收入超过9亿元的企业）将银行贷款作为主要资金来

源。

我们发现特大规模企业（44%的年收入超过9亿元的企业）倾向于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

中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总数：159)       中国非国有控股股份公司 (总数：103)       中国民营企业 (总数：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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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困难 困难 容易 非常容易

3千万人民币以下 (总数：60)   3千万－2.99亿人民币 (总数：229)

3亿－8.99亿人民币 (总数：134)   9亿人民币以上 (总数：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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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也和企业规模相关。规模越大的企业越容易获得银行贷款：67%的

小型企业称获得银行贷款“困难”或者“非常困难”，这个比例在中型企业中为52%，在大型企

业和特大型企业（年收入超过9亿元）中分别为30%和20%。

“民营企业投资”和“私人投资”虽然不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但相对来说更受到中小型企业

的青睐。

“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虽然和“外商投资”及“风险投资”一起被视为非主流的融资

渠道，但前两者在受访的特大型企业（年收入超过9亿元人民币）中相对重要。

5.3. 市场营销、销售和分销

细分市场和市场间转换: 清晰的市场定位，稍有向高端市场转变的趋势。

受访企业大多定位于中高端市场，比例分别为50%和45%，只有5%的企业定位在低端市场。

虽然大部分企业计划未来仍然在现有细分市场内发展（77%的高端市场企业和62%的中端市场企

业），仍有很大一部分企业计划向其它市场发展。尤其是中端市场企业有36%计划向高端发展。

另有22%的高端市场企业计划向中端市场发展。

市场营销预算以及最有效战略：中外企业之间没有太大差异。

图表 52：本土企业-贵公司目前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可多选）

第五部分：职能领域讨论

3千万人民币以下 (总数：60)      3千万－2.99亿人民币 (总数：229) 

3亿－8.99亿人民币 (总数：134)      9亿人民币以上 (总数：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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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营销预算和战略方面，我们发现B2B企业和B2C企业之间有明显差异。而中外企业的情况

基本相同。

不足为奇的是，B2C企业的营销预算较高（有一半企业的预算占总收入的比例高于10%）。大部

分预算都投入到传统广告（电视、纸媒）和互联网广告上。其它营销手段为公关、新闻简报和电

子邮件。当被问及在中国取得成功的营销方面的重要因素时，企业最多提及的是好的分销渠道、

开发强势品牌和广告。

相比之下，B2B企业更青睐研讨会、论坛和其它公关活动，其次是在中国举办的商品交易会。

提及最多的帮助企业成功的营销方面的因素则为好的服务、高质量以及开发强势品牌。

分销网络:

仅有20%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全国分销网络低效或者非常低效。它们的主要问题是缺少专业人士

（50%），其次是渠道过于分散和地理限制（20%）。中外企业在这个问题上观点一致。

市场领导者的关键成功因素：

445家受访企业（44%）自己为行业内的市场领导者。

它们成功的关键是具有竞争优势、更了解市场、质量适合于市场需求。(见图表54)	中外企业在这

个问题上观点一致。

 

图表 53：贵公司每年的销售费用约占销售收入的百分
之多少？

图表 54：市场领导者-贵公司为什么处于这个地位？
(可多选) 总数：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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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适合于市场需求

竞争不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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