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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 您目前在贵公司担任何职？ 调查总数：10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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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第九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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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读者分享。

今年参与调查的本土企业和在华外资企业的高管很多，在此我们衷心地感谢他们在百忙之中为此

次调查作出的宝贵贡献。感谢中欧广大校友以及MBA、FMBA、EMBA，和高层经理培训课程在

读学员的积极参与。我们同时还要感谢以下组织的支持和帮助：

n  上海瑞士中心、瑞士驻华大使馆、瑞士商务促进中心、瑞士科技文化中心、瑞士商会、汉易

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我们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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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部、FMBA	 课程

部、EMBA课程部和高层经理培训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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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次调查中，受访企业高层管理者及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的积极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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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公司2018年在中国的经营状况，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

公司对2019年以及未来的期望。

2018年11月-12月期间，共有1018名高管参与了我们的调查，其中683位来自本土企业，335位

来自外资企业。从职位上看，受访者中有454名首席执行官、总经理、企业主，315名副总裁、

副总经理或总监，其它管理人员则来自不同职能部门，包括人力资源、金融财务、市场营销、销

售、营运物流	及研发部门。	从归属地来看，87%的高管来自中国大陆，2%来自中国台湾、香港

或澳门，11%来自其它国家和地区。在今年的样本中，45%参与调查的高管有着超过20年的工作

经历。我们的调研样本中67%为中资企业，另外33％为外资企业。参与调查的高管覆盖面广、管

理经验丰富，有助于提高本次调查的代表性与权威性。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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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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悦安教授曾参与《America	 Latina	 en	 China》、《中国CEO》、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国CEO：指南》、《中外企业家》及

《中国企业家》等6本著作的撰写。他曾在美国、印度、日本、韩

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越南、蒙古及加纳等国发表演

讲，介绍他的中国企业研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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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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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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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层经理培训课程学术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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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东生博士的研究侧重于营销战略、博弈论、跨国企业的中国战略

及中国民营企业。他的研究成果发表于《管理杂志评论》、《国际

商业评论》、《国际营销评论》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他还曾为多

家公司（如	IBM、杜邦等）提供咨询服务。

卜悦乐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研究员。她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获

得MBA学位，在西班牙萨拉戈萨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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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曾参与撰写《America	 Latina	 en	 China》一

书。

黄鑫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决策科学系的研究助理。他毕业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获管理学硕士学位。加入中

欧前，他曾是万科集团商业地产业务的管培生。在硕士学习阶段，

他曾参与过多个研究项目，其中包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 范悦安教授

! 许斌教授

! 周东生教授

!卜悦乐研究员

黄鑫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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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In ChIna

本部分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参与本次调查的公司及其详细信息：

	

n 公司类型（中资或外资）、所处行业和业务类型

n 总部所在地

n 国际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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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概况、调查的范围及背景。

第一部分：

公司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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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018位高管参与了本次调查。我们的样本包括683家（占67%）中国本土企业（即中资持股

比例超过50%）1	以及335家（占33%）外资企业（即外资持股比例超过50%）。

就业务类型而言，样本的分布非常均匀：39%的企业主业为制造业，61%的企业主业为服务业。

样本中70%的企业生产工业品，服务其他企业；另外30%的企业生产消费品，直接为消费者提供

产品与服务。

这些受访高管来自不同行业，其中以工业产品及服务业居多（254家，占25%），接下来是消费

品及服务业（246家，占24%）、金融业（209家，占21%）、科技及电信行业（118家，12%）、

医疗保健行业（84家，8%）、能源（49家，5%）、以及基础材料（如化学品、林业及矿业）

（46家，5%）。金融类企业中，中资企业占比比外资企业高（中资企业占26%，外企占10%），

这可能是由于该行业对外商投资的限制较多。工业品企业中，外资企业占比较高（中资21%，外

资34%）（详见图表2）。

图表 2 - 贵公司属于哪个行业？

就市场地位而言，样本中的企业多数位于中高端市场。调查数据显示，450家企业（50%）位于

高端市场，另外416家（46%）位于中端市场，只有36家（4%）位于低端市场。此外，273家企

业（30%）认为自己是行业内的市场领袖，395家企业（44%）认为自己在行业内排名前五位。

外资企业样本中位于高端市场的企业占比明显高于本土企业（外资企业77%，本土企业38%）。

而外资企业样本中位于中端市场的企业占比低于本土企业（外资企业23%，本土企业57%）。

第一部分：公司背景	

中资企业（总数：678）                     外资企业（总数：335）

金融

消费品

工业品

科技及电信

医疗保健

能源

基础材料

1	包括中资控股的合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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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aiwan

62 美国

1 加拿大

87 欧盟

132 瑞士

1 非洲

2 列支敦士登

1 开曼群岛

4 新加坡

1 英属维尔京群岛

2 澳大利亚，新西兰

702 中国

1 俄罗斯

15 香港、澳门
4 台湾

2 日本

1 泰国

图表 3 - 贵公司全球总部位于何处？总数：1018

2018年，受访企业在华的总销售收入超过6500亿元人民币，在华员工总数超过650万人。

在受访企业中，63%的本土企业以及53%的外资企业属于大型企业2（详见图表4）。	

第一部分：公司背景	

图表 4 - 贵公司2018年在中国的销售收入是多少？

中资企业（总数：667）        外资企业（总数：319）

12亿元人民币以上

3亿-11.99亿元人民币

3000万-2.99亿元人民币

3000万元人民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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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企业全球总部的地理位置分布如下图所示：	



8

第一部分：公司背景	

图表 5 - 贵公司在中国有多少员工？

图表 6 - 贵公司在哪里运营？

在这次的受访企业中，36%的企业有海外业务。样本中有76%的外资企业属于国际企业，还有

24%的外资企业只在中国境内开展业务，这些企业都是外国创业者在中国新创立的公司（详见图

表6）

在过去几年的调研中，我们发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下面的图表显示了在过

去五年中资企业对海外扩张的兴趣程度的演变，以及他们对扩张地域的偏好变化。

中资企业（总数：681）         外资企业（总数：331）

超过50000人

10,000-49,999

2,000-9,999

300-1,999

50-299

10-49

1-9

在中国以

及中国以

外地区

76%

仅在中

国运营

24％

中资企业（总数：681） 外资企业（总数：333）

在中国以

及中国以

外地区

36%
仅在中

国运营

64％

受访企业规模不一，有在华员工总数不到10人的，也有在华员工总数超过5万人的。样本中的本

土企业规模总体上超过外资企业。本土企业平均在华员工数超过4800人，而外企平均在华员工数

为1600人以上。	30%的外企员工数少于50人，而本土企业的这一比例仅为13%。（详见图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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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 - 国际化企业-贵公司在全球有多少员工？

同时在中国及海外市场运营的企业中，中资企业的全球运营规模总体比外资企业大。42%的国际

化中资企业全球雇员人数超过1万人，而同类外资企业的这一比例为34%。（详见图表9）。

图表 7 - 海外扩张对贵公司的重要性

第一部分：公司背景	

2019中资企业               2014中资企业

非常重要

(排名前三)

重要

(但不是排名前三)

有些重要

(但不是高优先级)

不重要

图表 8 - 未来三年贵公司海外投资的偏好地域

2019中资企业               2014中资企业

亚洲

美国和加拿大

欧洲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非洲

拉丁美洲

中资企业（总数：239）        外资企业（总数：252）

超过50000人

10,000-49,999

2,000-9,999

300-1,999

50-299

10-4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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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 - 贵公司何时在中国成立？

从上图可以看到，样本中多数民营企业（88%）成立于1990年以后，这与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

末、90年代初发起的经济改革有关，因为经济改革促进了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详见图表11）。

相比之下，样本中约有一半（38％）国有企业成立于1990年以前。

图表 10 - 贵公司在中国注册为何种类型的企业？总数：1012

中国民营或民营控股企业

中国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

外商独资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

外企代表处/分公司

中国无企业

其他

2414 21

57

265

95

536

53%的受访企业为中国民营或民营控股企业，9%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合资企业占样本的6%，

且中外双方在这些企业中的投资比例各不相同。多数外企为外商独资企业（WFOE，占26%），

其它外企则以代表处（RO）或分公司的形式存在（详见图表10）。

第一部分：公司背景	

1979年之前        1980-1989        1990-1999        2000-2009        2010-2014       2015年之后

中国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总数：95）          中国民营或民营控股企业（总数：536）
中外合资企业（总数：56）                            外商独资企业（总数：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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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围绕4个指数展开论述：

n 2个商业业绩指数：衡量受访公司当前业绩相比上一年度的变化，以及对下一年度的期望业绩。这2

个指数的计算以当前和预期的销售收入及利润增长数据为基础。

n 2个商业信心指数：衡量受访高管们对其公司未来业务的乐观程度及信心。

商业业绩指数包括：

n 当前业绩指数	(CPI)

n 期望业绩指数	(EPI)

第二部分：

商业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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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2013年的中国商业报告中首次引入了这两个业绩指数，旨在衡量受访企业当前业绩和期望业绩之间

的变化。每个指数的设计（变动范围从0到100）与著名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相似:	若指数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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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时间

内发生的变化越显著。业绩指数的统计以问卷中的多选题为依据，每题有5个备选答案。3

商业信心指数包括：

n 来年商业信心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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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来年（2019年）和未来五年

（2019年至2023年）的商业信心指数。	自9年前首次开展中国商业调查以来，我们一直沿用上述两类指

数。借助这些数据，我们不仅能准确把握每年的情况，还能对其发展趋势进行追踪。

商业信心指数给定的选择范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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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们对公司短期（来年）和中期（未来五年）业绩的信心做出

评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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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的业绩指数相比去年有所下降（去年的业绩指数是自2012年调研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

尽管如此，与2017年相比，我们样本中的公司在2018年仍表现出强劲的业务增长，总体而言，他

们预计将在2019年继续增长。

CPI指数的计算综合了调查搜集的两个数据：销售收入和利润水平。每个变量所分配的权重相同。

当指数高于50时，这表示当年的业绩有所改善；指数离50越远时，则代表指定时间内发生的变化

越显著。业绩表现主要基于当前的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变化。

2018年，所有受访企业的CPI均高于50。由此可见，不论是本土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其2018年的

业绩相比2017年均有所提升。在我们的受访企业中，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业绩指数均为69。然

而，与2017年相比，这些指数在2018年表现略有下降，它们恢复到接近2016年的水平。

	

图表 12 - 当前业绩指数

由于CPI指数综合了销售收入与利润两个要素，我们可以单独逐一分析这两个业绩指标以更深入

地了解受访企业2018年增幅的上升趋势。

销售收入：

我们在2017年和2018年的调查中都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您认为贵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收入

与上年相比出现何种变化？”	 图表13和14概括了受访高管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我们发现2018

年70%的中资企业完成的销售收入高于或明显高于上年，	2017年，这一比例是79%。在受访企业

中，2018年70%的外资企业实现销售收入增长，2017年这一数字是69%。

第二部分：商业指数	

中资企业         外资企业 

指数高于50：当年业绩好于去年

50=与去年相比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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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 - 您认为贵公司2017年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收入
相比2016年有何变化？

图表 13 - 您认为贵公司2018年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收
入相比2017年有何变化？

利润：

在今年的调查中，75%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实现盈利，而只有12%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出现亏损。图

表15分别分析了样本中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2018年的盈利情况。

图表 15 - 您认为2018年贵公司在华业务的盈利情况如何？

第二部分：商业指数	

中资企业（总数：642）      外资企业（总数：311）

大幅下降

（降幅超过15%）

有所下降

（降幅3%-15%）

基本相同

（增减不超过2%）

有所增长

（增幅3%-15%）

大幅增长

（增幅超过15%）

中资企业（总数：378）       外资企业（总数：225）

大幅下降

（降幅超过15%）

有所下降

（降幅3%-15%）

基本相同

（增减不超过2%）

有所增长

（增幅3%-15%）

大幅增长

（增幅超过15%）

中资企业（总数：665）        外资企业（总数：317）

大幅亏损          亏损          不亏不盈          盈利          盈利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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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商业指数	

 

图表 16 - 您认为2018年贵公司在华业务的盈利情况如何？ 
盈利或盈利颇丰-按行业划分

盈利，盈利颇丰

健康医疗

金融

能源

基础材料

消费品

工业品

科技及通信

从行业类别来看，基础材料类和能源类企业在盈利方面表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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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预期业绩指数 - EPI

此次参与调查的中外企业对2019年的增长预期低于上次参与调查的企业对2018年的增长预期。

大部分受访企业依然对2019年的形势表示乐观。4中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预期业绩指数分别为72

和69，可见两类企业预期2019年的业绩会增长。这些EPI值低于去年针对中外企业的调查中公布

的值。中国企业在2017年和2016年对未来尤其乐观，现在又回到2015年的水平。外国公司表现

出与两年前即2016年一样的EPI指数。

EPI指数的计算综合了调查获取的两个数据：2019年的预期销售收入和利润水平。每个变量所分

配的权重相同。

第二部分：商业指数	

图表 17 - 预期业绩指数

中资企业      外资企业 

指数大于50：预期业绩好于去年

指数等于50：与去年相比没有变化

4	指数高于50表示销售和利润的预期增长，离50越远，变化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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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审视与增长预期密切相关的2019年在华投资计划时，我们发现中外企业的乐观情绪都有所下降。

第二部分：商业指数	

图表 19 - 中资企业 - 贵公司是否计划在下一年在中国
增加投资？

图表 18 - 外资企业 - 贵公司是否计划在下一年在中国
增加投资？

2013年调查-外资企业                   2014年调查-外资企业

2015年调查-外资企业                   2016年调查-外资企业

2017年调查-外资企业                   2018年调查-外资企业

2019年调查-外资企业

2013年调查-中资企业                   2014年调查-中资企业

2015年调查-中资企业                   2016年调查-中资企业

2017年调查-中资企业                   2018年调查-中资企业

2019年调查-中资企业

减少投资或退出中国                保持不变                       增加投资 减少投资或退出中国                保持不变                       增加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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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商业信心指数 - BCI 

受访的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对来年的商业信心和对未来5年的商业信心有所下降。样本中的中资

企业没有外资企业乐观。

两个信心指数的计算均以以下问题为基础：“对于贵公司来年以及未来5年在中国市场的成功经

营，您有多大信心？”该题分值的选择范围为0（非常悲观）到10（非常乐观）。

2018年，相比去年的调查，我们的样本企业经理对自己企业未来成功的信心有所下降。

对来年的商业信心：中资企业对明年的信心降至6.1，为9年前指数开始以来的最低水平。外资企

业宣布明年的信心为6.4，略高于中资企业。作为参考，7级表示“自信”，6级表示“中立”。

第二部分：商业指数	

图表 20 - 您对贵公司来年在中国市场的成功经营有多大信心？
0=非常悲观；3=悲观；5=中性；7=乐观；10=非常乐观

中资企业（总数：400）               外资企业（总数：242）

2011
调查

2012
调查

2013
调查

2014
调查

2015
调查

2016
调查

2017
调查

2018
调查

2019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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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商业指数	

图表 21 - 您对贵公司未来5年在中国成功经营有多大信心？
0=非常悲观；3=悲观；5=中性；7=乐观；10=非常乐观

按行业分析，我们发现医疗保健行业的受访企业对2019年和对未来5年的商业前景最有信心，指

数分别为6.6和7.0。

中资企业（总数：400）               外资企业（总数：242）

2011
调查

2012
调查

2013
调查

2014
调查

2015
调查

2016
调查

2017
调查

2018
调查

2019
调查

图表 22  -  按行业分析  -  您对贵公司来年以及未来5年在中国成功经营有多大信心？

在下一年            在未来五年

医疗保健
 (81)

金融
(205)

能源
(48)

基础材料
(46)

消费品
(242)

工业品
(249)

科技及
电信
(115)

对未来5年的商业信心：我们注意到，在连续三年乐观情绪高涨之后，高管们对企业未来五年成

功信心有所下降。中外资企业的信心水平都非常接近，分别为6.6和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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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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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外部挑战

n    内部挑战

n    成功因素

本部分旨在探究受访企业在华经营的主要挑战，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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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

挑战以及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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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3 - 贵公司在中国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有哪些？

3.1. 外部挑战

这是五年来首次“激烈竞争”不是受访企业面临的首要外部挑战，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

69%的比例成为第一大外部关键因素。“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企业面临的第二大压力问题，“激

烈竞争”则是第三大担忧。

尽管最紧迫的问题发生了变化，但是过去五年中中外资企业的前四大外部挑战依旧未变：“中国

经济增长放缓”，“劳动力成本上升”，“激烈竞争”和“政府政策及法律环境不利”。

中资企业 - 前四大外部挑战

 2019年调查    2015年调查

1	 劳动力成本上升（60%）	 激烈竞争（64%）

2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60%）		 劳动力成本上升（62%）

3	 激烈竞争（57%）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53%）

4	 政府政策及法律环境不利（51%）	 政府政策及法律环境不利（31%）

外资企业 - 前四大外部挑战

 2018年调查    2015年调查

1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56%）	 激烈竞争（62%）

2	 激烈竞争（53%）	 劳动力成本上升（57%）

3	 劳动力成本上升（47%）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45%）

4	 政府政策及法律环境不利（41%）	 政府政策及法律环境不利（39%）

第三部分：挑战以及成功因素

劳动力成本上升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竞争激烈

政府政策及法律环境不利

中美贸易摩擦

人民币汇率波动

知识产权侵权

腐败

中资企业（总数：675）         外资企业（总数：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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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对比中国国有企业，中国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时，我们观察到了一些差异。值得一提的

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似乎更多地影响到我们样本中的国有企业，而不是民营企业。相对国

有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影响更大。

图表 24 - 按公司类型分: 贵公司在中国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是什么？

图表 25 - 中资企业: 5年外部挑战变化对比

第三部分：挑战以及成功因素

中国民营企业（总数：529）      中国国有企业（总数：95）       外资企业（总数：261）

劳动力成本上升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竞争激烈

政府政策及法律环境不利

中美贸易摩擦

人民币汇率波动

知识产权侵权

腐败

劳动力成本上升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政府政策及法律环境不利

中美贸易摩擦

知识产权侵权

人民币汇率波动

腐败

中资企业 2018                  中资企业 2014



24

图表 26 - 外资企业: 5年外部挑战变化对比

第三部分：挑战以及成功因素

劳动力成本上升

政府政策及法律环境不利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中美贸易摩擦

知识产权侵权

人民币汇率波动

腐败

外资企业 2018                    外资企业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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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内部管理挑战 

前三大内部管理挑战与去年调查相同：“找到并留住人才”、“创新能力”及“市场营销能力”。

对比过去五年的调研结果，我们发现前三大内部管理挑战基本保持一致。“找到并留住人才”

（65%），“创新能力”（50%）及“市场营销能力”（42%）。中外企业的第四大内部管理挑

战互不相同。在“公司治理”问题上，两类企业之间的差异较大（中资企业41%，外企29%）。

前几年的调查结果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外企高管们提及“总部的理解与支持不够”较中资企业

多（36%，而中资企业仅为9%）。这一结果与往年一致，说明远程管理还是存在一定问题。

中资企业 - 前四大内部管理挑战

 2019年调查    2015年调查

1	 找到并留住人才	(66%)	 找到并留住人才	(61%)

2	 组织内的创新能力	(55%)	 组织内的创新能力	(51%)

3	 市场营销能力	(42%)	 市场营销能力	(40%)

4	 公司治理	(41%)	 公司治理	(36%)

外资企业 - 前四大内部管理挑战

 2019年调查    2015年调查

1	 找到并留住人才	(65%)	 找到并留住人才	(58%)

2	 组织内的创新能力	(42%)	 组织内的创新能力	(36%)

3	 市场营销能力	(42%)	 市场营销能力	(35%)

4	 总部的理解和支持	(36%)	 总部的理解和支持	(26%)

第三部分：挑战以及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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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8 - 按公司类型分: 贵公司在中国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是什么？

另一个内部管理挑战是“金融财务相关问题”，这困扰34%的中国民营企业。相比之下，中国国

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这一项挑战的比例分别为19％和12%。此外，组织内的创新能力是受访的69％国

有企业最关心的问题，而中国民营企业为52％，外商独资企业为45％。

图表 27 - 贵公司在中国面临的最大的管理挑战有哪些？

第三部分：挑战以及成功因素

找到并留住人才

组织内缺少创新能力

市场营销能力不足或对市场理解不够

公司治理

融资及财务相关困难

渠道难题

总部的理解和支持不够

中资企业（总数：672）        外资企业（总数：325）

找到并留住人才

组织内缺少创新能力

市场营销能力不足或对市场理解不够

公司治理

融资及财务相关困难

渠道难题

总部的理解和支持不够

中国民营企业（总数：527）      中国国有企业（总数：94）       外资企业（总数：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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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9 - 中资企业：5年内部挑战变化对比

图表 30 - 外资企业：5年内部挑战变化对比

第三部分：挑战以及成功因素

中资企业 2018                  中资企业 2014

外资企业 2018                  外资企业 2014

找到并留住人才

组织内缺少创新能力

市场营销能力不足或对市场理解不够

公司治理

融资及财务相关困难

渠道难题

总部的理解和支持不够

找到并留住人才

组织内缺少创新能力

市场营销能力不足或对市场理解不够

总部的理解和支持不够

公司治理

渠道难题

融资及财务相关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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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成功因素

产品和服务质量以及成本控制能力是当前经济环境下的关键成功因素。其次是品牌创造和产品创

新。

受访的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都认为在中国的成功离不开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中资企业选择成本

控制和运营效率为成功的第二关键因素，创新能力为成功的第三关键因素。外资企业则更重视品

牌意识和创新，紧随其后是成本控制。这主要是因为如今中国激烈的竞争环境迫使企业更加注意

控制运营成本以此来求生存和谋盈利。

公司文化和价值观等软性因素也成为2018年调查的四大成功因素。	“员工选拔和培训”虽然不

在前四名，但外资企业比中资企业更频繁地选此为成功的关键因素，（26%的外资企业vs.	18%

的中资企业）。

中资企业 - 前四大成功因素

 2019年调查    2015年调查

1	 产品和服务的质量（57%）	 产品和服务的质量（55%）

2	 成本控制和运营效率（37%）	 公司文化和价值观（45%）

3	 研发和产品创新（34%）	 管理团队的能力（44%）

4	 公司文化和价值观（32%）	 研发和产品创新（42%）

外资企业 - 前四大管理挑战

 2019年调查    2015年调查

1	 产品和服务的质量（69%）	 产品和服务的质量（68%）

2	 品牌接受度和影响力（40%）	 品牌接受度和影响力（48%）

3	 公司文化和价值观（33%）	 管理团队的能力（46%）

4	 成本控制和运营效率（32%）	 成本控制和运营效率（44%）

图表 31 - 哪些是贵公司在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第三部分：挑战以及成功因素

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成本控制及运营效率

研发及产品创新

较强的公司文化和价值观

品牌接受度和影响力

关系及社会网络

品牌塑造

优秀的合作伙伴

绩效与激励体系

有效选拔、培训人才

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

中资企业（总数：674）         外资企业（总数：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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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3 - 中资企业：5年成功关键因素变化对比

图表 32 - 按行业分析：哪些是贵公司在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将调查数据按行业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了一些差异：来自能源行业的受访企业（51%）更倾向

于将“成本控制及运营效率”视为重要成功因素。科技通信与医疗行业将研发和产品创新视为关

键的因素。（分别是51%与41%）。

第三部分：挑战以及成功因素

医疗保健 (82)                           金融 (207) 
能源 (49)                            基础材料 (46) 
消费品 (242)                            工业品 (249) 
科技及电信 (116)

成本控制及运营效率 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品牌塑造研发及产品创新

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成本控制及运营效率

较强的公司文化和价值观

研发及产品创新

品牌塑造

关系及社会网络

优秀的合作伙伴

有效选拔、培训人才

绩效与激励体系

中资企业 2018                  中资企业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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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4 - 外资企业：5年成功关键因素变化对比

第三部分：挑战以及成功因素

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品牌塑造

成本控制及运营效率

较强的公司文化和价值观

有效选拔、培训人才

研发及产品创新

优秀的合作伙伴

关系及社会网络

绩效与激励体系

外资企业 2018                  外资企业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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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职能领域讨论

本部分探讨了下列职能领域：

n    人力资源

	 本章涵盖了受访企业在中国面临的头号人力资源问题，并对受访高管们认为最有效的人才挽留方式

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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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详细介绍了受访企业

采用了哪些最有效的市场营销战略。

n    研发

	 本章基于受访企业提供的信息对研发趋势做出了总结。

n    政府政策与法律环境

	 本章探讨了受访企业对于与中国政府搞好关系的重视程度，以及受访高管们对自身所在行业和整个

社会腐败问题的感受。	



32

图表 35 - 按企业类型分析 - 与2017年相比，贵公司2018年的员工人数？

4.1.人力资源 

在2018年有超过半数（56%）受访企业增加了员工人数，低于去年调查中发现的64%的比例。员

工增幅最大的是中国民营企业，以及在快速增长的行业（包括医疗健康、科技及电信）。找到合

适人才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在中国经营遇到的头号人力资源问题。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来说，培

养对公司企业的归属感是减少员工流失率的关键。而对中国国有企业来说，提供职业发展路径是

减少员工流失率的关键。

4.1.1. 劳动力变动、员工流动和薪酬趋势

超过半数的受访企业在2018年增加了员工人数，这与受访企业在2018年对中国经济持有更加审慎

的态度一致（请参考本调查的2.1节），增加员工人数的受访企业比例低于上一年：53%的中国国

有企业、57%的中国私营企业和51%的外资企业（2017年分别为67%、69%和58%）。

按行业分析，我们发现，2018年医疗健康行业增加员工数的比例最大，达到了72%。2018年服

务领域的公司有59%增加了员工人数，而制造领域仅为49%，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经济转型的轨

迹。

在加薪和员工流动方面，与中国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相比，中国民营企业的数量最多。

第四部分：职能领域讨论

全部样本 (总数：805)                                 中国国有企业 (总数：66) 

中国民营企业 (总数：466)               外商独资企业 (总数：195)

增加                       减少                     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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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7 - 按领域分析 - 与2017年相比，贵公司
2018年的员工人数？

图表 36 - 按行业分析 - 与2017年相比，贵公司2018
年的员工人数？

4.1.2. 中国人力资源的首要问题

和前几次调查一样，“找到并雇佣合适的人才”，“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激发员工忠诚度”

是在中国市场经营的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共同面临的头号挑战。相对中国国有企业而言，外

商独资企业和中国民营企业更难找到并雇佣合适的人才，（外商为84%，中国民营企业81%，中

国国有企业为76%。）行业的发展速度不同也导致企业在找到并雇佣合适人才方面遇到的难度不

同。

图表 39 - 2017年和2018年员工流失率的对比：图表 38 - 2017年和2018年总体工资涨幅的对比：

第四部分：职能领域讨论

增加                       减少                      保持不变 增加                  减少                保持不变

医疗保健 (总数：65)                金融 (总数：155) 
能源 (总数：38)               基础材料 (总数：40)
消费品 (总数：188)                工业品 (总数：213) 
科技及电信 (总数：99) 

制造业 (总数：297)             服务业 (总数：498)  

总数 (总数：465)                      中国国有企业 (总数：36) 
中国民营企业 (总数：239)                      外商独资企业 (总数：112)

总数 (总数：465)                      中国国有企业 (总数：36) 
中国民营企业 (总数：239)                      外商独资企业 (总数：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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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0 - 按企业类型分析 - 在中国，贵公司面临的主要人力资源问题是什么？

图表 41 - 按行业类型分析 - 在中国，贵公司面临的主要人力资源问题是什么？

第四部分：职能领域讨论

中国民营企业 (总数：466)     中国国有企业 (总数：66)                    外商独资企业 (总数：195)  

找到并雇佣合适人才

劳动力成本上升

激发员工的忠诚度

年轻一代不切实际的期望

挽留员工

解雇员工的困难增加

科技及电信 (总数：99)                   工业品 (总数：213)
消费品 (总数：188)                   基础材料 (总数：40) 
能源 (总数：38)                   金融 (总数：156) 
医疗保健 (总数：65)    

激发员工的忠诚度

找到并雇佣合适人才

劳动力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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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挽留员工的最有效措施

在挽留员工最有效措施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培养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至关重要，占比为59%。

其次是“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途径”，占比为52%。再者是“超过市场水平的薪资报酬”，占比

为40%。按行业类型分析，我们发现相较于民企和外企，有更多的中国国有企业选择“提供良好

的职业发展路径”。下表反映了不同类型公司之间的不同战略相对权重的差异。

图表 42 - 总体受访企业情况 - 贵公司最有效的人才挽留手段是：

图表 43 - 按企业类型分析 - 就贵公司而言，最有效的人才挽留手段包括：

第四部分：职能领域讨论

培养归属感

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路径

高薪(超过市场平均水平)

奖励和表彰制度

股权激励

公司声誉

工作生活平衡

与直接领导建立良好关系

培训计划

员工辅导

留任奖金

总体 (总数：807)

培养归属感

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路径

高薪(超过市场平均水平)

股权激励

奖励和表彰制度

公司声誉

工作生活平衡

培训计划

与直接领导建立良好关系

中国民营企业 (总数：468)        中国国有企业 (总数：66)                              外商独资企业 (总数：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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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4 - 贵公司在中国面临的竞争激烈程度如何？

4.2.市场营销及销售

4.2.1竞争

受访企业中87％的中资企业和88％的外资企业认为中国的竞争激烈或者非常激烈。这与我们在本

调查的第3.1节中发现的竞争是我们受访企业面临的十分紧迫的外部挑战相一致。

多数应答者指出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为中国民营企业（本土企业80%，外资企业67%）。中资企

业将国有企业列为第二大竞争对手（44%），而外资企业也将其他外商独资企业（57%）列为第

二大竞争对手。这些结果与往年调查一致。

中外企业对非本国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有着不同的看法。本土企业提及的国外竞争对手的优势与

品牌塑造、卓越的产品和技术相关，而外企则认为中国竞争对手在“成本优势”、“价格”以

及“政府关系及其它关系”方面占优。

图表 45 - 贵公司在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属于下列哪一类型？（可多选）

第四部分：职能领域讨论

非常激烈             激烈         有点激烈        不太激烈

中资企业（总数：681）                        外资企业（总数：334）

中资企业（总数：676）     外资企业（总数：325）

中国民营或民营控股企业

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

外商独资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

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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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细分市场和细分市场间转换

受访企业大多定位于中高端市场，比例分别为50%和46%，只有4%的企业定位在低端市场。外资

企业比本土企业更偏向高端市场：77%的外资企业将产品和服务定位于高端市场，而本土企业的

比例为38%。就细分市场流动性而言，我们看到大多数公司计划在现有细分市场内增加未来销售

额，但也有很大一部分公司计划向其他市场发展。这个趋势对于位于市场最低端的公司来说更为

明显。

图表 46 - 按行业分析 - 贵公司在中国面临的竞争激烈程度如何？

图表 48 - 贵公司在中国的主要当地竞争对手有何竞
争优势？可多选

图表 47 - 贵公司在中国的主要海外竞争对手有何竞争
优势？可多选

第四部分：职能领域讨论

医疗保健 
(n=84)

金融

 (n=208)
能源 

(n=49)
基础材料 

(n=46)
消费品 

(n=246)
工业品 

(n=252)
科技及电信 

(n=118)

非常激烈           激烈      有点激烈或不激烈

品牌认知

产品

技术

市场营销和销售

成本优势

资本渠道

分销

价格

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

本土知识和覆盖面

政府关系及其他关系

专利和知识产权

不道德行为

成本优势

价格

政府关系及其他关系

市场营销和销售

本土知识和覆盖面

分销

不道德行为

品牌认知

产品

资本渠道

技术

中资企业不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

中资企业（总数：108） 外资企业（总数：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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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0 - 贵公司对未来有何计划？图表 49 - 在中国，贵公司的产品/服务主要针对的市

场是：

4.2.3.市场营销、销售和分销战略

营销和销售支出：

中外企业在营销成本和销售支出方面无太大差别。但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计划在未来一年增加投

资。此外，受访的B2C企业比B2B企业在营销方面的预算更多。

从行业角度分析，医疗健康行业中有59%的受访企业表示营销费用占收入的10%以上。紧随其后

的是消费品和服务行业（38%）以及金融业（35%）。相较于位于高端市场的企业，位于中低端

市场的企业的营销支出更高。

销售战略：

受访的B2B企业多数认为服务和高质量是最重要的成功因素，而B2C企业则认为销售渠道和广告

宣传很重要。

营销战略：

受访的B2B企业提及最多的营销活动为对客户（或潜在客户）的拜访，接下来是参加研讨会/会议

与商品交易会。相反，B2C企业最青睐社交网络、互联网营销以及传统广告。	

分销网络：

20%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中国市场的分销网络低效或非常低效，51%的受访者认为其分销网络够

用，29%的受访者认为分销网络有效或高效。

第四部分：职能领域讨论

高端市场              中端市场              低端市场

中资企业（总数：623）    外资企业（总数：279） 高端 (总数：445)               中端 (总数：413)              低端  (总数：35)

卖出更多高端产品         卖出更多中端产品          卖出更多低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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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2 - 中外企业：贵公司对来年有何计划?

图表 54 - 按B2B/B2C分析：贵公司对来年有何计划？

图表 51 - 贵公司每年的营销和销售费用约占收入的百
分之多少？

图表 53 - 按B2B/B2C分析: 贵公司每年的营销和销售
费用约占收入的百分之多少？

第四部分：职能领域讨论

中资企业（总数：616）       外资企业（总数：275）

B2C企业（总数：250）        B2B企业（总数：639）

中资企业（总数：615）       外资企业（总数：276）

B2C企业（总数：250）        B2B企业（总数：639）

0%                低于5%               5%-10%             高于10%

0%               低于5%            5%-10%            高于10%

增加预算                保持不变                减少预算

增加预算              保持不变                减少预算

卖出更多高端产品         卖出更多中端产品          卖出更多低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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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5 - 按行业分析 - 贵公司每年的营销和销售费用约占收入的百分之多少？

图表 56 - 按细分市场分析 - 贵公司每年的营销和销售费用约占收入的百分之多少？

第四部分：职能领域讨论

医疗保健
 (n=71)

5％以下                              5%-10%                       10%以上   

5％以下                              5%-10%                           10%以上

金融
 (n=185)

能源 
(n=41)

基础材料 
(n=43)

消费品
 (n=210)

工业品 
(n=226)

科技及电信 
(n=106)

高端市场（n=441）                  中端市场（n=411）                  低端市场（n=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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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7 - 按B2B / B2C分析 - 贵公司在中国取得好的销售业绩的最重要因素
（可多选）

图表 58 - 按B2B/B2C分析 - 就贵公司而言，下列哪些营销手段效果最好？
（可多选）

第四部分：职能领域讨论

服务

高质量

性价比

研发

分销渠道

开发强势品牌

渗入市场的速度

广告活动

市场研究

低价

B2B企业（总数：639）     B2C企业（总数：251）

B2B企业（总数：633）     B2C企业（总数：245）

客户拜访

参加研讨会/会议

参加中国商品交易会

公关活动

社交媒体

互联网营销

传统广告

电子邮件，简讯推送



42

图表 59 - 按细分市场分析 - 就贵公司而言，下列哪些营销手段效果最好？
（可多选）

图表 61 - 按B2B/B2C分析 - 您是如何评估贵公司在中
国市场的分销网络？

图表 60 - 您是如何评估贵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分销网络？

第四部分：职能领域讨论

客户拜访

参加研讨会/会议

社交媒体

公关活动

参加中国商品交易会

互联网营销

传统广告

电子邮件，简讯推送

低端市场（总数：35）     中端市场（总数：404）    高端市场（总数：438）

中资企业（总数：612）                   外资企业（总数：274）

非常高效         高效         相对高效        差            很差

B2C企业（总数：248）                  B2B企业（总数：636）

非常高效        高效         相对高效          差            很差



43

图表 62 - 按细分市场分析 - 您是如何评估贵公司在
中国市场的分销网络？

图表 63 - 按行业分析 - 您是如何评估贵公司在中国市
场的分销网络？

图表 64 - 贵公司是如何成为市场领军企业？

图表 65 - 按中外企业分析 - 贵公司是如何成为市场领军企业？

第四部分：职能领域讨论

高效/非常高效           相对高效         差/非常差
高效/非常高效           相对高效         差/非常差

高端市场 (总数：273)        中端市场 (总数：216)         低端市场 (总数：18)

医疗保健
 (n=71)

金融
 (n=182)

能源 
(n=42)

基础材料 
(n=43)

消费品
 (n=209)

工业品 
(n=225)

科技及电信 
(n=105)

竞争优势

市场理解能力

适应市场的质量

性价比

分销网络

竞争者很弱

市场领军企业（总数：452）

竞争优势

市场理解能力

适应市场的质量

性价比

分销网络

竞争者很弱

中资企业（总数：172）                外资企业（总数：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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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研发

从问卷调查可看出受访企业对创新的重视程度。有67%的受访企业在2018年推出了新产品或新服

务。此外，有更多的中资企业引进了新的管理技能。

受访的中外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水平类似。但有更多中资企业表达了在未来三年增加研发支出的

意愿（中资企业58%，外资企业44%）。相较于中国国有企业，中国民营企业更有增加研发投资

的意愿。

按行业分析，我们发现在科技及电信行业中，大力推动研发的企业（把5%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研

发）占比最高（73%），紧随其后的是医疗健康行业（68%）。

图表 66 - 2018年贵公司在哪些方面进行了创新？

第四部分：职能领域讨论

新产品/服务

新的管理方法

提升服务水平

生产质量控制改进

引进新的技术

流程改进

采购先进设备

没有任何创新

中资企业（总数：650）          外资企业（总数：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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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8 - 未来三年，贵公司在研发方面有何计划？
图表 67 - 贵公司每年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百分之多
少？

图表 69 - 按公司类型分析 - 贵公司每年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百分之多少？

图表 70 - 按公司类型分析 - 未来三年，贵公司在研发方面有何计划？

第四部分：职能领域讨论

中资企业（总数：494）        外资企业（总数：164） 中资企业（总数：644）        外资企业（总数：303）

保持相同水平           停止研发投入 加大研发力度或
扩大研发规模

 降低研发力度或
缩小研发规模

   1%以下                   1-2%                   2-5%                 5-10%               10%以上

中国国有企业（总数：58）       中国民营企业（总数：396）      外商独资企业（总数：137）
1%以下                1-2%                    2-5%                  5-10%             10%以上

中国国有企业（总数：85）       中国民营企业（总数：512）      外商独资企业（总数：240）

保持相同水平           停止研发投入 加大研发力度或
扩大研发规模

 降低研发力度或
缩小研发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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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1 - 按行业分析 - 2017年贵公司是否引入新的产品或服务？

图表 72 - 按行业分析 - 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5%以上

图表 73 - 按公司分析 - 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5%以上

第四部分：职能领域讨论

医疗保健    金融        能源     基础材料     消费品      工业品    科技及电信

医疗保健    金融        能源     基础材料     消费品      工业品    科技及电信

引入新的产品或服务

5％以上

5％以上

中国国有企业
（总数：58）    

外商独资企业
（总数：137）

中国民营企业
（总数：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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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4 - 与中国政府机构建立/保持良好关系对企业成功有多重要？

图表 75 - 按行业分析 - 与中国政府机构建立/保持良好关系对企业成功有多重要？

4.4.政府与法律环境

4.4.1.政府关系 
在受访的中外企业中，有69%认为与中国政府搞好关系对其企业重要或者非常重要。然而，对这

一关系最为重视的还是中国国有企业。在我们的样本中，有53%认为这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按行业分析时，我们发现不同行业对政府关系的重视程度各有不同。从调查结果来看，金融，

能源，和医疗健康行业对这一关系更为重视，各有88%，81%和77%的受访企业视之为重要或关

键因素。

第四部分：职能领域讨论

中国国有企业（总数：95）        中国民营企业（总数：534）       外商独资企业（总数：264）

不重要有好的关系固然
不错，但无关大局

企业成功重要因素非常重要
企业成功关键因素

医疗保健
 (n=92)

金融
 (n=181)

能源 
(n=66)

基础材料 
(n=70)

消费品
 (n=241)

工业品 
(n=295)

科技及电信 
(n=115)

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             不重要或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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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腐败

腐败变化指数的设定所依据的问题是“贵公司所在行业的腐败问题与去年相比有什么变化？”指

数计算方式与著名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相同5。指数为50说明腐败情况没有变化；大于50说明

有改进；小于50说明情况恶化。指数离50越远，给定时间内发生的变化越大。

在2012年至2015年的调查中，多数受访者认为当年的腐败情况比往年有所改善。然而，2016年

腐败情况有些许恶化，这个趋势持续到2017年和2018年。这一趋势还在持续，尽管幅度不大。尽

管如此，腐败指数仍然高于50，说明2017年与2018年腐败情况还是有所缓解。但数值比前几年

要小。

在历次调查中我们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受访者都认为中国整体腐败情况比自己所处行业的腐

败更为严重。当被问及中国的整体腐败情况时，大多数受访者（62%）认为问题严重（	“比较严

重”以及“非常严重”）。	然而，当被问及自己所在行业内的腐败情况时，认为有问题的比例降

至31%。这个现象在各类企业（中国民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以及不同行业都有出

现。此外，不同行业对腐败程度的看法也不同。

图表 76 - 按公司类型分析的腐败变化指数（贵公司所在行业的腐败问题与去年相
比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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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腐败有所改进

= 50：腐败不变

< 50：腐败有所恶化

中资企业          中国国有企业  中国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5	指数	=	(P1*1)	+	(P2*0.75)	+	(P3*0.5)	+	(P4*0.25)	+	(P5*0)
P1	=	选择“显著改进”的比例。
P2	=	选择“改进”的比例。
P3	=选择“没有变化”的比例。
P4	=选择“恶化”的比例。
P5	=选择“显著恶化”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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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7 - 总体而言，您认为腐败问题在中国严重吗？在您的行业内呢？
总数：626

图表 78 - 按公司类型分析 - 贵公司所在行业的腐败问
题有多严重？

图表 79 - 按行业分析 - 贵公司所在行业的腐败问题有
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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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整体腐败情况                        所在行业的腐败情况

非常严重

比较严重

有但不严重

没有腐败问题

中国国有企业 (总数：163)  中国民营企业 (总数：595)  外商独资企业(总数：362) 

不严重或没有腐败问题          比较严重或非常严重 不严重或没有腐败问题         比较严重或非常严重

医疗保健      金融       能源     基础材料     消费品     工业品    科技及电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