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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第七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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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中意商会

我们还要感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研究基金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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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在中国的经营状况，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公司对2017年以及未来的期望。

2016年10月-12月期间，共有1300名高管参与了调查，其中843位来自本土企业，457位来自外

企。从职位上看，受访者中有558名首席执行官、总经理、企业主，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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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财务、市场营销、销售、运营及研发部门。

从归属地来看，88%的高管来自中国大陆，2%来自中国台湾、香港或澳门，10%来自其它国家和

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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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1 - 您目前在公司担任何职？ 调查总数：1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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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悦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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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东生教授

!卜悦乐研究员

戴玉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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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玉雯博士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和决策科学系的研究员。她

毕业于英国约克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加入中欧前，她在澳

大利亚，美国，英国有着多年的教学经验。戴博士曾为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和亚洲开发银行(ADB)提供咨询工作。她也曾参与

撰写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版的《Power	Play:	Energy	and	

Manufacturing	in	North	America》一书。



热门话题

本部分内容涉及的主题与当今中国商业发展息息相关。

n 在华企业认为改革效应尚不强烈

n 营造组织的创新氛围

本部分以研究团队针对本土企业和在华外资企业的调查为基础，深度概括我们在上述领域的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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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话题

在华企业认为改革效应尚不强烈

近年来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着决策两难。一方面，产能过剩等问题变得非常严重，威胁着经济

的长期健康增长，需要深层次的结构改革。另一方面，维持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压力导致政府不能

摆脱对短期刺激的依赖，导致供应侧改革的进程有所延缓。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政府的政策优

先顺序在保增长和促改革之间摇摆，由此造成的对深化改革的高期待和对其实施效果满意度之间

的落差，在我们对1300名高管的调查结果中有明显的反映。

参与《中欧中国商业调查》的中外高管在过去几年里表达了对中国政策结构改革的高度期望。在

2014年调研中，我们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1017名高管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新领导层提

出的改革倡议，包括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反应非常积极。在2015年调查中，参与的高管认为

2014年开展的新一轮经济改革措施将有助于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2016年

调查中，我们发现中国和外国高管的商业信心水平在2015年末达到最低水平，这部分解释了政策

重点从改革转向刺激政策。中国政府通过2016年春季《人民日报》上一位匿名“权威人士”的声

音，表达了进行结构改革的坚定意志，开始实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政策。正是在这

种背景下，2016年年底1300名高管（65％来自中国公司，35％来自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回

答我们的在线调查问卷。在本文中，我们总结他们对改革观点的调查结果。通过将结果与以前调

查的结果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今年的结果特别具有揭示性。

产能过剩严重，但相应政策的效应尚未显现

在2017年调查中，产能过剩是几乎一半公司主营业务所在行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在2016年

底参与调查的1,290位公司高管中，18％表示产能过剩的程度“极高（超过30％）”，31％表示

“过高（15％－30％）”（见图2）。若按中资和外资公司类型来分析，类似的结果在来自840家

中国公司和450家外国公司的样本中都存在。	只有19％的受访高管没有将产能过剩视为公司的一

个问题（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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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话题

图表 2 - 贵公司主营业务所在行业的产能过剩的程度是多少？ （2017年调查）

图表 3 - 贵公司主营业务所在行业的产能过剩的程度是多少？ 
（2017年调查，按中资/外资分）

在2016年，中国政府实施了一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三去”政策。在最新的调查

中，我们向高管询问他们的公司如何受到这项政策的影响。在回答这个问题的1,290位高管中，

45％和36％的人表示，这项政策不影响或轻度影响他们的公司，只有16％的人说这项政策对他们

的公司有很大影响（见图4）。这项政府政策对中国公司的影响大于外国公司。	56％的中国企业

高管表示他们的公司或多或少受到此项政策的影响，而只有46％外资公司高管表示他们受到政策

的影响	。总体而言，我们样本中的中国企业和外国公司受到产能过剩政策的影响很小;	44％的中

国公司高管和54％的外国公司高管表示他们的公司不受这项政策的影响（见图5）。

总样本（总数：1290） 

极高(>30%)    过高(15%-30%)  中等(5%-15%)   很低或无(<5%)  

极高(>30%)       过高(15%-30%)     中等(5%-15%)     很低或无(<5%)  

中资企业（总数：840）                 外资企业（总数：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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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话题

图表 5 - 中国政府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政策对贵公司有何影响？
 （2017年调查，按中资/外资分）

对上海自贸区的高期望和企业感受的实际效应有落差

在2014年调查中，参与调查的高管对2013年9月29日正式启动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表示了高

度的期望和强烈的兴趣。在2013年11月/12月的调查中，针对“你对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期望是什

么？”的问题，有31％的中国公司高管和21％的外国公司高管对此抱有很高的期望，并将其视为

中国未来经济的典范。此外，55％的中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56％的外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都有

适度的期望，并关注自贸区的政策走向（见图6）。在回答“贵公司对上海自由贸易区是否有兴

趣”的问题时，59％的国有企业和50％的私营中国企业表示有兴趣。可以理解的是，许多高管特

别是来自外国公司的高管认为没有足够的信息使他们可以判断该自贸区是否会对他们的公司有利

（见图7）。

没听说过        没有影响         微弱影响          很大影响         极大影响

图表 4 - 中国政府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政策对贵公司有何影响？ 
（2017年调查）

没听说过        没有影响         微弱影响       很大影响         极大影响

总样本（总数：1290） 

中资企业（总数：841）                 外资企业（总数：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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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 你对上海自贸区的期望是什么？ （2014年调查）

图表 7 - 贵公司对上海自贸区有兴趣吗？ （2014年调查）

2016年9月29日是上海自贸区成立三周年。在2017年调查中，我们提问“贵公司如何受到上海自

由贸易区建立的影响”。	在2016年末回答这个问题的1289位高管中，79％表示他们的公司没有

受到上海自贸区建立的影响，只有19％的公司表示他们受到自贸区带来的正面影响（见图8）。

值得注意的是，有24％的外国公司的高管表示自贸区带给他们公司正面的影响，这显然高于中国

公司高管16％的比例（见图9）。

高                             中                             低                        不确定

有                                    无                                 信息不够

中资企业（总数：505）                 外资企业（总数：345）

中国国企 (总数：138)                        中国民企 (总数：377)                         

外商独资 (总数：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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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结构改革的期盼和企业感受的实际进展程度有落差

上海自由贸易区不是唯一被认为不如管理人员所希望的那样有效的改革政策。当被问及“你对中

国2016年经济改革的步伐有何看法”时，在1291位高管中只有11％选择“进展良好”，而选择

“进展缓慢”的有55％，选择“没有进展	”的有17％。甚至有16％的人选择“有倒退”（见图

10）。当我们将样本分成841个中国公司高管和450个外国公司高管时，我们发现中国公司的高管

中只有9％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在2016年取得了“良好进展”，而13％的外国公司高管有此看法。

相比之下，超过一半的受访高管认为，2016年中国经济改革“进展缓慢”（57％来自中国公司高

管，50％来自外国公司高管），以及三分之一的受访高管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在2016年“没有进

展或倒退”（31％来自中国公司高管，35％来自外国公司高管）（见图11）。

图表 9 - 贵公司如何受到上海自贸区成立的影响？ （2017年调查，按中资/外资分）

图表 8 - 贵公司如何受到上海自贸区成立的影响？ （2017年调查）

没听说过                没有影响                正面影响                负面影响

总样本（总数：1289） 

没听说过                 没有影响                 正面影响                负面影响

中资企业（总数：839）                 外资企业（总数：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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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 你对中国2016年经济改革的步伐有何看法？ （2017年调查）

图表 11 - 你对中国2016年经济改革的步伐有何看法？ 
（2017年调查，按中资/外资分）

2016年经济改革政策的影响并不强烈。近年来，高管认为经济改革政策的影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

性。	在2015年调查中，我们问了“您认为您的公司将来会否从当前的改革政策中受益”的问题。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731名高管中，43％的中国公司高管和57％的外国公司高管说他们不确定（见

图12）。

进展良好           进展缓慢           没有进展          进展倒退            不知道

进展良好           进展缓慢           没有进展          进展倒退            不知道

总样本（总数：1291） 

中资企业（总数：841）                 外资企业（总数：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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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 - 你认为贵公司将来会从现行改革政策中受益吗？ （2015年调查）

对政策优先顺序的考量

企业高管期待的经济改革类型是供给侧改革。在2015年调查中，我们向已经从2014年实施的新

改革政策中受益的136位公司高管询问了一个后续问题。他们的回答揭示了公司所期待的改革领

域。对于回答这个问题的99位中国公司高管，28％将“减少行政法规”列为从改革中能获得的最

重要益处。	对于回答这个问题的37家外国公司高管，41％将“增加市场开放程度”	列为从改革

中能获得的最重要益处（见图13）。	这些答案表明，公司更喜欢供给侧改革政策，并增加市场的

作用和减少政府的作用。

是                                    否                                不确定

中资企业（总数：389）                 外资企业（总数：342）

图表 13 - 哪种改革政策在2014年对贵公司有益处？ （2015年调查）

中资企业（总数：99）                   外资企业（总数：37）

减少行政审批

提高市场开放度

城镇化改革

平等对待不同类型企业

混合所有制

财税体制改革

价格改革

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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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着一个困难的选择，一方面，促进其影响通常不会立即感觉到

的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保持中高速度增长，这是中国政府的任务，以履行其对中国人民实现

到2020年实际收入翻一番的承诺。2015年下半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中国政府政策转向短期刺

激政策，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这导致了	2015年下半年和2016年初房产价格的大幅增长。房价

飙升威胁到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所以中国政府扭转了政策方向，采取了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来冷却

房地产市场。	不夸张的说，中国人2015-2016年在房地产市场有过山车的经验。

在2017年调查中，我们问了“贵公司如何受到中国房地产市场过山车变化的影响？	在回答这个

问题的1290位高管中，35％表示他们公司受到负面影响，而只有8％的高管声称其公司受到积极

影响。	此外，我们发现房地产政策的影响，无论是负面的还是积极的，对中国企业比对在华的

外国公司更为明显。	在我们调研的中国公司高管中，38％报告了负面影响，10％报告了正面影

响。	相比之下，在外国公司高管中，31％报告了负面影响，5％报告了正面影响。	尽管有些微差

异，但很明显，国房地产市场的过山车变化对大多数在中国经营的公司产生了负面影响。

图表 14 - 贵公司如何受到中国房地产市场过山车变化的影响？ （2017年调查）

没有影响                 正面影响                   负面影响                    正负抵消

总样本（总数：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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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话题

图表 15 - 贵公司如何受到中国房地产市场过山车变化的影响？ 
（2017年调查，按中资/外资分）

总结

最后，我们对本文的研究结果做一个小结，同时对如何解读本文的结果提出一个附加说明。首先

是小结。供给侧改革需要时间来执行，其效果和影响也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体现。虽然我们在2016

年底的调查结果显示高管对改革没有很大感觉，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改革政策是无效的。在我们

的调查中所发现的对改革的薄弱感觉可能部分来自于政策执行速度和力度低于预期，另外部分原

因是政策的一些影响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体现。以上海自贸区为例，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宏观经

济环境的变化，该自贸区制定的一些政策，如自由贸易账户，已被搁置。然而，该自贸区制定的

一些其他改革政策，例如“负面清单”政策，正在测试和改进的过程中，	其影响尚未被感觉到的

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些政策的无效性。

第二是附加说明。参与我们调查的高管有一些独特的特征可能影响对调研结果的解释。大多数调

查参与者是中欧国际商学院的校友或学生，他们大多数来自各行业排名较高的公司。以2017年调

查为例，被调查高管的公司大多在市场的中端和高端。在我们的2017年调查样本中，48％的公司

主要在高端市场，另外48％在中端市场，只有4％在低端市场。此外，34％的公司认为自己是其

主要业务线的市场领导者，43％的公司认为自己是他们主要业务线的前5名。考虑到样本的这种

“向上偏差”，我们需要更仔细地解释结果。例如，“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的政策可能在

不同类型的公司中不均衡地被实施。这种政策可能更频繁地应用于管理较差的公司，而这些公司

正是此项政策的目标。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的结果有待进一步分析。

没有影响                 正面影响                   负面影响                    正负抵消

中资企业（总数：841）                   外资企业（总数：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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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mckinseychina.com/the-china-effect-on-global-innovation/

热门话题

营造组织的创新氛围

创新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也是中国经济繁荣的关键因素。个人和团队的创造

力可以通过营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以及通过实施提高创造力技能和行使正确的领导风格的过

程来形成。

自从我们7年前开始中国商业调查以来，我们提出的问题之一是处理在中国开展业务所面临的最

紧迫的挑战以及主要的成功因素。在过去五年中成为最关键的因素是激烈的竞争，而且其重要性

在年复一年地增加，并在2017年调查中占据主导地位。竞争的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几年前，在

华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国际公司，但现在中资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是最强的竞争对手。同

时，劳动力成本一直在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竞争的一种方式是更高效和降低成本。在我们的样

本中，许多中资企业在我们的调查中反映了这种情况。在当前的2017年版本的调查中，成本控制

和运营效率已成为第二重要的成功因素，而五年前这两个因素还不属于前四大成功因素。

中资企业 - 前四大外部挑战

 2017 调查	 	 	 	 2013 调查

1	 激烈竞争	(63%)	 	 	 	 劳动力成本上升	(63%)

2	 劳动力成本上升	(62%)	 	 	 激烈竞争	(55%)

3	 中国经济放缓	(55%)	 	 	 中国经济放缓	(54%)

4	 政府政策和法律环境	(39%)		 	 政府政策和法律环境	(34%)

中资企业 - 前四大成功因素

 2017 调查    2013 调查

1	 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51%)	 	 	 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56%)

2	 成本控制和运营效率	(40%)		 	 管理团队的素质	(43%)

3	 管理团队的素质	(33%)	 	 	 公司文化和价值观	(42%)

4	 公司文化和价值观	(33%)	 	 	 研发和产品创新	(41%)

然而，主要侧重于降低成本的战略具有局限性，因为最终利润率将会下降，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会

受到损害。另一个策略则是创新。创新使公司能够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同时提高运营效率。

创新不仅仅是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更是改进公司运营环境和效率的过程，或两者兼而有之。麦

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报告“中国对全球创新的影响”于2015年10月发布1，该报告表明中国可以从

创新吸收者转变为创新领袖。报告并指出，中国面临着创新的迫切需要。由于前两个经济增长来

源（劳动力扩张和重大资本投资）正在失去重要性，创新对未来GDP增长至关重要。根据麦肯锡

预测，2020	-	25年GDP增长的50％将需要来自创新（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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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麦肯锡的报告，中国在某些行业已经表现良好，主要是以消费者为中心和效率驱动的行业。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行业的一些例子是家用电器，智能手机制造或互联网服务。效率驱动行业的例

子包括太阳能电池板制造或半导体。然而，还有其他行业的改进潜力仍然很大，主要是工程和科

学活动。有些实例是医疗器械，品牌药品或生物技术。考虑到创新对中国企业和中国未来的重要

性，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促进组织的创新。

组织如何促进创新？

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创造力来自我们的天资，有一些“幸运的少数”天生就具有创造力。但事实

上研究表明，创造力是一种可教导和可学习的技能。它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充分的实践，以及培

育创造力的环境来加强。为了促进创新，企业需要具备三件因素：创新过程的氛围，指导创新的

工具，以及正确的领导。让我们看看这三个创新因素。

图表 16 - 麦肯锡的预测: 创新驱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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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氛围

创新的
组织

创新过程和
工具

领导力

1.创新的气氛

什么使一个人有创意？哈佛大学的Teresa	Amabile教授用一个模型总结了她对创造力的研究，其

中包含了如何使一个人变得有创造性2。有三个因素可以使个人产生创意或创新产品：1）人在试

图创新的领域的专业知识;	2）创造力技能，或思维技能和态度，帮助我们采取新的观点和愿意冒

险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和3）动机，或者从事任务的愿望，不仅是由于外部的奖励或要求，更是因

为此项任务对个人来说是有趣的或可以激发个人斗志。工作环境影响所有这三个必要因素，特别

是任务激励。因此，某些工作环境增强了创造力和创新，而其他工作环境则压制了它。

考虑到创新对中国企业的重要性，今年我们在中国商业调查中提出了一些问题来衡量他们所在组

织的创新氛围。有三个影响个人或团队创造力的组织部分：管理实践，组织动机，和资源。管理

实践需要鼓励员工的自主权和对他们工作的控制感，提供富有挑战性的工作，鼓励个人贡献和支

持开放式沟通。组织动机需要培养鼓励创新的公司文化，而不是而是通过诸如苛刻的批评或内部

政治等障碍来阻止它。员工也需要获得资源，包括充足的时间，信息和工具，也包括符合实际情

况的工作量。

我们从Amabile教授研发的问卷中选择了以下问题3，这些问题衡量以上所讨论的培育创新氛围的

三个组成部分。（局限于我们的样本大小，若采用全球范围的大型数据库，会涵盖更多Amabile

教授原调查问卷中的创新相关内容）（图17）。

2 Amabile, Teresa M., Regina Conti, Heather Coon, Jeffrey Lazenby, and Michael Herron. 
  “Assessing the Work Environment for Creativity.”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No. 96-004, July 1995.
3 KEYS® to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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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动机管理实践

中国国企                中国民企                  外商独资

管理实践

中国国企                中国民企                  外商独资

创新动机

中国国企                中国民企                  外商独资 中国国企                 中国民企                  外商独资

资源

资源 创新结果

创新结果

图表 17 - 2017调查关于创新的问题

贵公司如何鼓励员工的主动性？

我有自由决定如何执行工作项目

我从事挑战自我的工作项目

我们的管理层鼓励和支持有创新想法的工作

我所在的工作小组有进行自由开放的沟通和交流

我们鼓励员工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我们的组织文化鼓励创新

通常情况下，我可以得到在工作上所需要的资源

在我们的工作中没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或过大的压力

我们的组织非常有创意

从不	 			有时	 							经常	 							总是

图18按公司类型划分，比较了中国国有企业，中国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WFOE）创新氛围的结

果。刻度从1到4：1	=从不，2	=有时，3	=经常和4	=总是。中国民营企业在培育创新氛围的三个

组成部分（管理实践，组织动机和资源）上取得了最高分，而国有企业则表现出最低分。获得所

有公司最低分的是得到适当的资源，包括开展创新工作所需的时间是。在感知的创造性结果（无

论人们相信他们实际上是从事创造性的工作）方面，中国民营企业和WFOE都在2.4，在“有时”

和“经常”之间。国有企业的得分较低，为2.3。

图表 18 - （按公司类型分）创新氛围

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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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按行业划分比较了培育创新氛围的组成部分。我们观察到，技术和电信行业在促进创新的管

理实践和组织动机方面得到最高分。然而，他们不是获取资源方面的领先行业，也许是因为行业

的快速步伐导致压力高涨或不切实际的期望，这对创新不利。工业和基本材料行业是获得资源的

领先行业（包括有形资源，如基金，设施，但也有创新的时间）。

图表 19 - （按行业分）创新氛围

基础材料    消费品       能源          金融     健康医疗     工业品  科技&通信

管理实践

资源 创新结果

基础材料    消费品       能源          金融     健康医疗     工业品  科技&通信

资源

基础材料    消费品       能源          金融     健康医疗     工业品  科技&通信

创新结果

基础材料    消费品       能源          金融     健康医疗     工业品  科技&通信

创新动机

让我们现在看看创新方程的第二个因素。

2.采用促进创新的过程和工具

用于创造性解决问题和创新的一种成功方法是设计思维	(Design	Thinking)。因为设计思维基于成

熟的工具和技术，它被世界各地的公司和组织所使用，以提高个人和团队的创造力。该方法结合

了许多步骤：用开放的心态观察手头的问题;通过接触用户并从他们的角度来研究和获得新的视

角;使用发散思维来尽可能多地解决问题;使用收敛思维来缩小最有希望的想法;快速建立模型和测

试;从成功和失败中学习直到达到目标。

d.school学院隶属于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设计研究所，其目标是传播设计思维的使用。它是在全

世界传播这种创造性增强方法的各种机构之一。学校与行业，研究人员，非营利组织和政府组织

合作，解决需要创新思维的复杂问题。他们的模型包括创新过程中的五个步骤：

创新动机管理实践

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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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CEIBS)创建了eLab，将创新带给我们的学生，在中国传播创新实践。

资料来源:	斯坦福设计学院(Stanford	Design	Institute)

了解您正在
提供设计
服务的
受众

推己及人

定义

设计

成型

测试

集思广益
并提出
创造性的
解决方案

返回到
原始用户组
并测试您的

想法以获取反馈

构建一个
或多个

有您创意的
模型并

展示给他人

构建基于
用户需求
和见解
的观点

然而，如果没有领导者支持，创新模型是不完整的。

3.正确的领导力

正确的领导力对营造创新氛围和挖掘个人和团队的潜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创新精神的领导

者允许追随者进行实验，冒险，甚至失败，只要他们从错误中学习。有创新精神的领袖为他们的

下属提供了表现自己的空间。有创新精神的领导力可以定义为4：能够引导人的想象力并带领团队

走向一个有新意的目标。这需要一个领导者沟通和合作的能力，在此过程中有时也需要打破等级

制度的障碍。

在本文中，我们讨论了创新对中国企业未来的重要性，以及促进企业创新的必要因素。将传统的

组织转变为创新的组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老子曾经说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我们就从

这里开始我们的创新之旅。

图片来源: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的eLab.

4 Gerard Puccio, Marie Mance, & Mary Murdock. (2011). Creative Leadership: Skills That Drive Change.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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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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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

消费品

金融

科技 & 通信

健康医疗

能源

基础材料

中资企业（总数：849）          外资企业（总数：454）

共有1300位高管参与了本次调查。我们的样本包括843家（占65%）中国本土企业（即中资持股

比例超过50%）5	以及457家（占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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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的企业主业为制造业，52%的企业主业为服务业。

样本中75%的企业生产工业品，服务其他企业；另外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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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家，占27%），接下来是消

费品及服务业（278家，占21%）、金融业（206家，占16%）、科技及电信行业（132家，

10%）、基础材料（如化学品）、林业及矿业（92家，7%）、能源（79家，6%），以及医疗保

健行业（107家，8%）。金融类企业中，中资企业占比比外资企业高（中资企业占21%，外企占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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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外资32%）（详见图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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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5家企业（48%）位于

高端市场，另外524家（48%）位于中端市场，只有44家（4%）位于低端市场。此外，377家企

业（34%）认为自己是行业内的市场领袖，470家企业（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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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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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本土企业28%）。

受访企业全球总部的地理位置分布如下图所示：	

	

第一部分：公司背景	

图表 20 - 请问贵公司的主营业务属于哪个行业？

5	包括中资控股的合资企业
6	总数：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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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aiwan

107 美国 

130 欧盟

105 瑞士

2 南美
12 新加坡

1 马来西亚

2 印度

883 中国

7 日本

2 韩国

30 香港、澳门
14 台湾

1 印度尼西亚

2 泰国
1 菲律宾

3 加拿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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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受访企业在华的总销售收入超过8800亿元人民币，在华员工总数超过950万人。

在受访企业中，60%的本土企业以及65%的外资企业属于大型企业7（详见图表14）。	

图表 22 - 贵公司在2016年中国区的预估销售收入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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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人，而外企平均在华员工

数为2800人以上。	20%的外企员工数少于50人，而本土企业的这一比例仅为12%。（详见图表

15）

第一部分：公司背景	

中资企业（总数：828）         外资企业（总数：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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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21 - 贵公司的全球总部位于何处？总数：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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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的受访企业有海外业务。样本中有79%的外资企业属于国际企业，还有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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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图表 23 - 贵公司在中国有多少员工？

图表 24 - 贵公司在哪里运营？

在中国以
及中国以

外地区
79%

仅在中
国运营
21％

中资企业（总数：847） 外资企业（总数：453）

在中国以
及中国以

外地区
37%

仅在中
国运营
63％

同时在中国及海外市场运营的企业中，外企的全球运营规模总体比本土企业大。53%的国际化外

企全球雇员人数超过1万人，而同类本土企业的这一比例为32%。样本中的国际化本土企业多数

属于中小型企业（21%的企业员工数少于300名，48%的企业拥有300-9999名员工）8		（详见图

表17）。

	

第一部分：公司背景	

中资企业（总数：847）                    外资企业（总数：452）

超过50000人

10,000-49,999

2,000-9,999

300-1,999

50-299

10-49

1-9

8	我们的调查将企业按照员工人数分为小型（少于300人）、中型（300-1000人）和大型（多于10000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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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5 - 国际化企业: 贵公司在全球有多少员工？ 

46%的受访企业为中国民营或民营控股企业，13%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合资企业占9%，且

中、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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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其

它外企则以代表处（RO）或分公司的形式存在（详见图表18）。

图表 26 - 贵公司在中国注册为何种类型的企业？(总数：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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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113

368

166

604

第一部分：公司背景	

中资企业（总数：315）         外资企业（总数：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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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贵公司于何时在中国设立？

第一部分：公司背景	

中国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总数：166）         中国民营或民营控股企业（总数：604）

中外合资企业（总数：113）                           外商独资企业（总数：367）

从上图可以看到，样本中多数民营企业（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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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相比之下，样本中约有一半（44％）国有企业成立于1990年以前。

	

前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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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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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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报告中首次引入了这两个指数，衡量受访企业当前业绩和期望业绩的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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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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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和未来五年

（2017年至2021年）的商业信心指数。	自六年前首次开展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商业环境调查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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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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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一年度相比，大部分公司的销售收入和利润都有所增长，但增幅出现下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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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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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其2016年的业绩

相比2015年均有所提升。虽然2015年的CPI指数均低于2013年和2014年的水平，2016年似乎有

复苏的迹象，主要表现在这些企业公布的销售收入与利润增幅与2014年相当。2016年中外企业的

CPI指数分别为69和65，而2015年的CPI指数分别为63和59。本土企业的业绩提升略胜于外企。

(注：若指数高于50，则业绩有所改善；指数离50越远，指定时间内发生的变化越显著。业绩的

体现在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变化。)

			

图表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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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入

地了解受访企业2016年的增幅下滑趋势。

销售收入：

2015年和2016年的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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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会出现何种变化？”图表11和12概括了受访高管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我们发现，2015年

60%的中资企业完成的销售收入高于或明显高于上年，但到了2016年，这一比例上升至69%。与

此同时，2016年实现销售收入增长的外资企业超过半数（56%），只有11%的外资企业的销售收

入不增反减。对比之下，在2015年有22％的外企的销售收入呈现递减。

您认为贵公司2016年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收入相比2015年有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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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对比2014年，您认为贵公司在2015年中国
市场的销售收入有何变化？    
 

利润：

在今年的调查中，76%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实现盈利，而只有9%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出现亏损。对比

去年的调研，出现亏损的企业占13%。图表23分别分析了样本中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2016年的盈

利情况。

图表 31 - 您认为2016年贵公司在华业务的盈利情况如何？  

从行业类别来看，健康医疗(87%)和基础材料(85%)类企业在盈利方面表现最好。紧随其后的是金

融业(79%)，消费品(76%)，和工业品(76%)。在2016年，健康医疗，工业品，和科技类企业在盈

利能力方面的提升最为显著，三个行业分别有87%,	76%和67%的企业预计在2016年能实现全年

利润增长（2015年的比例分别为76%,	47%和59%）。

		

第二部分：商业指数	

中资企业（总数：454）               外资企业（总数：334）

中资企业（总数：824）        外资企业（总数：433）

图表 29 - 对比2015年，您认为贵公司在2016年中国
市场的销售收入有何变化？   

中资企业（总数：812）         外资企业（总数：427）

大幅下降

（降幅超过15%）

大幅下降

（降幅超过15%）有所下降

（降幅3%-15%）

有所下降

（降幅3%-15%）基本相同

（增减不超过2%）

基本相同

（增减不超过2%）有所增长

（增幅3%-15%）

有所增长

（增幅3%-15%）大幅增长

（增幅超过15%）

大幅增长

（增幅超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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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或大副盈利 盈利或大副盈利

健康医疗

金融

能源

基础材料

消费品

工业品

科技 & 通信

健康医疗

金融

能源

基础材料

消费品

工业品

科技 & 通信

图表 33 - 按行业分: 2015年贵公司在华业务的盈利
情况如何？

图表 32 - 按行业分: 2016年贵公司在华业务的盈利
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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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预期业绩指数 - EPI

对2017年的增长预期比2016年有所上升	。

大部分受访企业依然对2017年的形势表示乐观，而且增长预期超过我们在去年的调研中所发现的

结果。	中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预期业绩指数分别为76和69，可见两类企业预期2017年的业绩会

好于2016年（注：若指数高于50，则业绩有所改善；指数离50越远，指定时间内出现的变化越显

著）。

EPI指数的计算综合了调查获取的两个数据：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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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34 - 预期业绩指数  

企业的投资计划与增长预期紧密关联。针对2017年在华投资计划的调查显示，受访企业均表示谨

慎乐观。59%的受访外资企业表示2017年将增加在华投资，仅有4%的外资企业表示将减少在华

投资。这样的结果令人振奋，与去年相比，外资企业的投资意愿是略有上升（去年56%的外资企

业计划增加投资）。	另外，我们发现最近几年中资企业增加在华投资的意愿相对稳定（2013年

为67%，2014年为71%，2015年为73%，2016年为72%，2017年为72%,	详见图表28）。

第二部分：商业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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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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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6 - 中资: 贵公司是否计划在来年增加在中国
市场的投资？  

图表 35 - 外资: 贵公司是否计划在来年增加对华
投资？ 

第二部分：商业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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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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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 或 大幅亏损                                        持平                                       盈利 或 大幅盈利
亏损 或 大幅亏损                                        持平                                       盈利 或 大幅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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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商业信心指数 - BCI 

受访高管的信心依然存在。他们对2017年的前景保持适度乐观，但更加看好未来5年的发展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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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的调查中，中资与外资企业对于来年及未来五年在华经营的信心度都接近“乐观”（详见

图表30、31）。（商业信心指数为6.6）。展望未来五年，中资企业的商业信心指数为6.9，	高于

外资企业的6.7。

回顾过去七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外企业对于来年经营的信心指数到2015年双双降至6.2

（详见图表30），但在2016年有所反弹。这个趋势表明在华企业都调整了预期，接受了中国经济

“新常态”，开始整固回暖，为未来的增长带来期许（详见图表31）。	

图表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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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商业指数	

中资企业（总数：560）                     外资企业（总数：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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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业看，我们发现不同行业对经营前景的信心存在差异。医疗行业的受访企业对2017年最有信

心。而基础材料与工业品行业的受访企业对2017年的信心分别为6.5和6.6，较去年的5.7和5.8有

较大提高。（详见图表32）。

图表 40 - [2017调查 vs 2016调查] (按行业分) 您对
贵公司来年在中国成功经营有多大信心？

图表 39 - 按行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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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商业指数	

图表 38 - 您对贵公司未来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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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                     外资企业（总数：449）

来年                        未来五年
2017 调研, 来年信心指数      2016 调研, 来年信心指数

健康医疗
 (107)

健康医疗金融
(196)

金融能源
(72)

能源基础材料
(92)

基础材料消费品
(269)

消费品工业品
(334)

工业品科技及
电信
(127)

科技及
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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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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 2017调查: 贵公司在中国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有哪些？ 

第三部分：挑战以及成功因素

3.1. 外部挑战

激烈竞争依然是所有受访企业面临的首要挑战。此外，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经济放缓，与政府

政策及法律环境相关的不利因素依然存在。

对比过去五年的调查结果，我们发现困扰中外企业的前四大外部挑战均出现显著变化：

对于样本中的中资和外资企业而言，“激烈竞争”跃升为头号挑战，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和

“中国经济放缓”也很让他们头疼，分别在第二和第三的位置。但对比我们五年前的调研，这两

个外部不利因素被当时的受访企业列为首要挑战。这个现象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商业环境

在过去五年中的变化。尽管排名前后有所变动，中外企业在华面临的前四大外部挑战基本保持一

致。

中资企业 - 前四大外部挑战

	 2017年调查    2013年调查

1	 激烈竞争（63%）	 	 	 劳动力成本上升（63%）

2	 劳动力成本上升（62%）		 	 	 激烈竞争（55%）

3	 中国经济放缓（55%）	 	 	 中国经济放缓（54%）

4	 政府政策及法律环境不利（39%）	 	 政府政策及法律环境不利（34%）

外资企业 - 前四大外部挑战

	 2017年调查    2013年调查

1	 激烈竞争（69%）	 	 	 中国经济放缓（60%）

2	 中国经济放缓（60%）	 	 	 激烈竞争（59%）

3	 劳动力成本上升（53%）	 	 	 劳动力成本上升（57%）

4	 政府政策及法律环境不利（34%）	 	 全球经济放缓（36%）

	

本报告第四部分	“职能领域讨论”将进一步探讨“劳动力成本”与“竞争”两大因素。

激烈竞争

劳动力成本上升

中国经济放缓

政府政策及法律环境不利

全球经济放缓

人民币汇率波动

知识产权侵权

腐败

中资企业（总数：843）         外资企业（总数：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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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挑战以及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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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创新能力”及“市

场营销能力”在此次的调研中比在2013年的调研显得更为重要。这符合中国经济所经历的变化，

因为当一个经济体发展到成熟阶段，竞争会日趋激烈，推出创新产品与服务以及实施有效营销策

略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中外企业的第四大管理挑战互不相同。在“公司治理”问题上，两类企业之间的差异较大（中资

企业40%，外企30%）。前几年的调查结果也是如此，但今年中资企业的比例有所下降（四年前

为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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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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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四大管理挑战

 2017年调查    2013年调查

1	 找到并留住人才	(65%)	 	 	 找到并留住人才	(63%)

2	 组织内缺少创新能力	(60%)		 	 组织内缺少创新能力	(50%)

3	 市场营销能力不足或对市场理解不够(47%)	 市场营销能力不足或对市场理解不够(38%)

4	 公司治理	(40%)	 	 	 	 公司治理	(36%)

外资企业 - 前四大管理挑战

	 2017年调查    2013年调查

1	 找到并留住人才	(62%)	 	 	 找到并留住人才	(67%)

2	 组织内缺少创新能力	(53%)	组	 	 织内缺少创新能力	(31%)

3	 市场营销能力不足或对市场理解不够(45%)	 市场营销能力不足或对市场理解不够	(29%)

4	 总部的理解和支持不够	(34%)	 	 总部的理解和支持不够	(29%)

	

本报告第四部分	“职能领域讨论”将进一步探讨“找到并留住人才”与“创新能力”这两大头号

管理挑战。

图表 42 - 2017调查: 贵公司在中国面临的最大的内部管理挑战有哪些？ 

中资企业（总数：842）         外资企业（总数：443）

人才问题

创新能力

市场营销能力

公司治理

融资问题

渠道问题

总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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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3 - 2017调查: 在华经营的内部管理挑战 - 金融相关问题

第三部分：挑战以及成功因素

中国民企 (总数：597)                  中国国企 (总数：165)   

外资 (总数：358)  

金融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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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4 - 2017调查: 贵公司在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有哪些？ 

第三部分：挑战以及成功因素

3.3. 成功因素

成功没有秘诀，是各种不同因素起作用的结果。不同行业之间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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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司文化与价值观、管理团队素

质等隐性因素。当然，品牌塑造、研发与产品创新、以及有效运营的能力也不可或缺（详见图表

35）。

中资企业 - 前四大成功因素

 2017年调查    2013年调查

1	 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51%)	 	 	 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56%)

2	 成本控制和运营效率	(40%)		 	 管理团队的能力	(43%)

3	 管理团队的能力	(33%)	 	 	 公司文化和价值观	(42%)

4	 公司文化和价值观	(33%)	 	 	 研究投入和产品创新	(41%)

外资企业 - 前四大管理挑战

	 2017年调查    2013年调查

1	 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58%)	 	 	 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64%)

2	 品牌接受度和影响力	(40%)		 	 管理团队的能力	(50%)

3	 成本控制和运营效率	(38%)		 	 公司文化和价值观	(48%)

4	 公司文化和价值观	(35%)	 	 	 品牌接受度和影响力	(45%)

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成本控制和运营效率

公司文化和价值观

管理团队的素质

研发和产品创新

品牌的认知度

关系和社会网络

合作伙伴的合适度

员工的业绩和激励机制

员工的选拔和培训

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

中资企业（总数：843）         外资企业（总数：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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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企业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基本相同。有趣的是，虽然中外企业都将“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视为最重要的成功因素，但外企的比例更高（外企为58%，中资企业为51%）。	（详见图表

36）。此次的调研中，“成本控制和运营效率”的重要性也比五年前更加凸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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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品牌接受度和影响力”对外资企业显得尤为重要。在我们此次的调研中，有40%的外企

将“品牌接受度和影响力”列为重要因素。对比之下，中资企业的占比只有27%。

其他因素，比如“公司文化和价值观”也被列为前四大主要成功因素。

“员工培训”虽不在前四大主要因素，但也被中企和外企认为是一个相对重要的成功因素，（中

企24%，外企16%）。

将调查数据按行业进行分析后（详见图表37），我们发现了一些差异：来自能源、基础材料及消

费品等成熟行业的受访企业更倾向于将“成本控制及运营效率”视为重要成功因素（能源行业为

48%、基础材料行业为47%、消费品行业为46%）。相比之下，医疗、金融等新兴行业中提及这

一要素的受访企业相对较少（分别为30%和24%）。

医疗、能源、基础材料、科技及电信行业比其他行业更重视“研发及产品创新”（分别为48%,	

48%,	47%	和45%），这与金融行业形成鲜明对比（18%）。

在中国乃至全球，互联网都在不断革新企业的经营方式。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现阶段，互联网对

各个行业的影响不尽相同。同其他行业相比，科技及电信行业更加依赖“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

式”，此次调研结果为28%。对比之下，能源类为1%，基础材料类为3%。

	

				
图表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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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医疗 (107)                金融 (204) 

能源 (77)                 基础材料 (91) 

消费品 (276)                工业品 (345) 

科技 & 通信 (130)

成本控制和运营效率 研发和产品创新 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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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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趋势做出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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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

职能领域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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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人力资源 

2016年，有超过半数（55%）受访企业增加了员工人数。员工增幅最大的是医疗健康、金融、科

技及电信等快速增长行业中的中国企业。平均工资涨幅和员工流失率因公司类型和行业的不同而

存在显著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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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职业发展途径和培养对公司企业的归属感是减少员工流失率的关键。

4.1.1.趋势: 劳动力, 员工流失和薪资增长的变化

在2016年，大部分受访企业的员工人数有所增加（中国国有企业62%，中国民营企业59%，外资

46%）。在所有受访的企业中，中国的国营企业呈现出工资提高率低和员工流失率低的现状。

本次对受访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经济正从重工业和制造业为主向服务和科技业为主的现代

经济转型。按行业分析，我们发现，2016年医疗健康行业，金融业，与科技及电信行业分别有

70%，66%和59%的企业增加了员工人数，占比最大。与之相反，工业品行业增加员工人数的企

业占比则只有46%（图表39）。

我们注意到，在各行业中，2016年服务领域的公司有61%增加了员工人数，而制造领域仅为49%

（图表40），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经济转型的轨迹。

	

第四部分：职能领域讨论

图表 46 - 按公司类型分: 对比2015年，贵公司在2016年的员工人数有何变化？  

总样本 (总数：1020) 
中国国企 (总数：119) 
中国民营 (总数：533) 
外资 (总数：246)

增加                                      减少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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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8 - 按领域分: 对比2015年，贵公司在2016年的
员工人数有何变化？

图表 47 - 按行业分: 对比2015年，贵公司在2016年
的员工人数有何变化？  

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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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号挑战。难以找到合适的人才

（尤其在科技、电信、金融和医疗健康等“热门”行业），以及不断提升的劳动力成本是主要问

题。

受访中外企业面临的难题与前几年相同：“难以找到并雇佣合适人才”、“劳动力成本不断提

高”、以及“激发员工的忠诚度”。与国有企业和外企相比，中国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使其在找

到并雇佣合适人才方面遇到的困难更多（有86%的受访民企表示存在这一困难，而国企和外企分

图表 50 - 对比2015年，贵公司在2016年的总体员工流
失率为多少？

图表 49 - 对比2015年，贵公司在2016年的总体工资
涨幅为多少？

第四部分：职能领域讨论

总样本 (总数：1000)                   中国国企 (总数：119) 

中国民营 (总数：520)                   外资 (总数：242)

总样本 (总数：993)                   中国国企 (总数：118) 

中国民营 (总数：518)                   外资 (总数：239)

增加                                      减少                                 不变

增加                           减少                           不变
健康医疗 (总数：83)              金融 (总数：157) 
能源 (总数：63)              基础材料 (总数：65)
消费品 (总数：226)              工业品 (总数：267) 
科技 & 通信 (总数：105) 制造业 (总数：464)     服务业 (总数：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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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1 - 按公司类型分: 贵公司所面临的人力资源问题主要有哪些？ 

别为75%	和80%）。医疗健康、消费品和科技及电信等行业在中国快速发展，人才问题也是它们

2016年的首要问题，表示“难以找到并雇佣合适人才”的企业占比分别达86%、85%和85%。另

外，工业品和健康医疗等行业的企业也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挑战”，比例分别为79%	和73%

（图表43）。

图表 52 - 按行业分: 贵公司所面临的人力资源问题主要有哪些？  

第四部分：职能领域讨论

中国民企 (总数：532)             中国国企 (总数：120)             外资 (总数：246)  

找到合适的人才

劳动力成本上升

员工忠诚度的培养

年轻员工不务实的期望

留住合适的员工

遣散不合适的员工

找到合适的人才

劳动力成本上升

员工忠诚度的培养

科技 & 通信 (总数：105)   工业品 (总数：267)

消费品 (总数：226)    基础材料 (总数：64) 

能源 (总数：64)    金融 (总数：157) 

健康医疗 (总数：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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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3 - 按公司类型分: 贵公司流失员工的常见原因是什么？ 

在受访企业中，提及最多的员工流失原因是照顾家人、自主创业或跳槽至其他中国民营企业。外

资企业（外商独资）也有员工跳槽至其他外资企业，但跳槽至本土企业的情况较为少见。另外，

跳槽至中国民营企业的以中国国企员工居多，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国民营企业的员工跳槽至其他中

国民营企业的情况则较为少见（图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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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路径”至关重要，占比66%

（图表45）。从受访企业的情况来看，文化契合度似乎也是挽留员工的重要因素（56%的应答者

认同“培养归属感”），此外就是提供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薪酬（44%的应答者认同）。	

中外企业对以上举措的观点大部分一致，仅略有不同。较外资企业而言，更多本土企业倾向于采

用与报酬相关的的举措。相较于国企和外企，有更多的中国民营企业选择“高于市场水平的薪

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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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尽管“股权激励”不是普遍做法，在本土企业（民企40%，国企26%）中比在外资企业

（外商独资11%）中运用得更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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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外资企业更强调“公司声誉”，认为这是留住员工的一个有效举措（图表46）。

图表45：总体受访企业情况——贵公司最有效的人才挽留手段是：

第四部分：职能领域讨论

中国民企 (总数：530)              中国国企 (总数：121)             外资 (总数：241)  

照顾家人

创业

去中国民企工作

移民

去中国国企工作

全日制学习

去外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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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5 - 按公司类型分: 贵公司最有效的人才挽留方法有哪些？ 

图表 54 - 总样本: 贵公司最有效的人才挽留方法有哪些？ 

第四部分：职能领域讨论

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途径

培养对公司的归属感

超过市场水平的高薪

奖励和表彰机制

股权激励机制

和领导的关系

公司的声誉

员工培训计划

员工辅导

员工留任奖金

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途径

培养对公司的归属感

超过市场水平的高薪

股权激励机制

奖励和表彰机制

和领导的关系

员工培训

公司的声誉

总样本 (总数：1020)

中国民企 (总数：532)             中国国企 (总数：121)             外资 (总数：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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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市场营销及销售

4.2.1竞争

受访企业将竞争视为三大外部挑战之一，有85%的受访本土企业和89%的受访外资企业认为，中

国市场存在着激烈或非常激烈的竞争。总的来说，竞争环境还是比较公平的（图表47和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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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72%）。中资企业将

国有企业列为第二大竞争对手（42%），而外企也将外商独资企业（59%）列为主要竞争对手。

这些结果与往年调查一致（图表49）。

中外企业对非本国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有着不同的看法（图表50和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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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的受访外企和1%的本土企业将“不道德行为”视为非本国竞争对手的优势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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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的外企和8%的本土企业将“本土知识和覆盖面”视为非本国竞争对手的优势。

	

图表 56 - 贵公司在中国所面临的市场竞争有多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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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9）                        外资企业（总数：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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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7 - 贵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有哪些？ 

图表 58 - 按行业分: 贵公司在中国所面临的市场竞争有多激烈？  

图表 60 - 贵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主要本土竞争对手有何
竞争优势？  

图表 59 - 贵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主要海外竞争对手有
何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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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企业（总数：826）         外资企业（总数：439）

中国民营企业

中国国有企业

外商独资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

来自进口商的竞争

没有主要对手

健康医疗 
(N=106)

金融 
(N=201)

能源 
(N=77)

基础材料 
(N=89)

消费品 
(N=276)

工业品 
(N=345)

科技 & 通信 
(N=131)

非常激烈                   激烈          有点激烈或不激烈

品牌
产品
技术

市场营销和销售
成本优势
定价优势
资本来源
分销渠道

政府及其他关系
本土知识

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
不道德行为

中资企业（总数：165） 外资企业（总数：433）

成本优势
定价优势

政府及其他关系
不道德行为

本土知识
市场营销和销售

分销渠道
品牌
产品

资本来源
技术

不具竞争力的中资企业
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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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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和48%，只有4%的企业定位在低端市场。外资

企业略微比本土企业更偏向高端市场：78%的外资企业则将产品和服务定位于高端市场，而本土

企业的比例为38%（图表52）。

大多数企业计划未来仍然在现有细分市场内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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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计划向低端市场发展，另有22%的中端市场企业计划向高端市场发展。

对目前在高端市场的企业来说，有32%在考虑向中端市场发展（图表53）。

	
图表 62 - 贵公司对未来有何打算？图表 61 - 贵公司在中国主要针对的市场是？

4.2.3.市场营销、销售和分销战略

中外企业之间没有太大差异，而不同企业和行业之间有差异（是B2B企业还是B2C企业，是处于

高端市场还是中端市场）。B2C企业的有效战略较为复杂。社交媒体成为B2C企业的一个主要营

销工具。

营销和销售支出：

和前几次调查一样，中外企业在营销成本、销售支出以及来年开支预算方面无太大差别。而B2C

企业比B2B企业在营销方面的预算更多。这一结果也不足为奇，因为在中国市场，针对消费者的

广告、促销活动成本很高。

从行业角度分析，医疗健康和科技及电信行业中有较多受访企业表示营销费用占收入的10%以

上，而基础材料和工业品行业分别有60%	和45%的受访企业表示，它们的营销和销售费用不到收

入的5%。（图表55和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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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素很重要	(图表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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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                          中端                       低端

中资企业（总数：740）                   外资企业（总数：353）

高端 (N=518)                   中端 (N=522)           低端  (N=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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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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战略：
受访的B2B企业提及最多的营销活动为客户（或潜在客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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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58）。
将社交媒体作为营销工具的企业主要有哪些呢？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后，我们发现处于低端
市场的企业占56%（同时它们还采用其他一些营销手段），处于中端市场的占33%，处于高端市
场的占27%（图表59）。

分销网络：
21%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全国分销网络低效或非常低效，49%的受访者认为其分销网络够用，30%
的受访者认为分销网络有效或高效。

受访的中外B2C企业对分销网络满意度高于B2B企业（图表61和62）。处于低端市场的企业在分
销网络方面的满意度最高（49%），对比之下，处于中端市场的企业的满意度为26%，处于高端
市场的企业为32%。

与坚守传统渠道的企业相比，以互联网作为销售渠道的企业满意度更高，其中有35%表示对其分
销网络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而不依托互联网开展销售业务的企业只有26%对分销网络感到满意
（图表63）。

图表 63 - 按B2B/B2C分: 贵公司的年度营销费用约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为多少？ 
  

图表 64 - 按行业分：贵公司的年度营销费用约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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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C企业 (总数：269)    B2B企业 (总数：811) 

0                                 <5%                              5-10%                         >10%

<5%                                   5-10%                         >10%

健康医疗
 (N=89)

金融
 (N=178)

能源 
(N=62)

基础能源 
(N=68)

消费品 
(N=231)

工业品 
(N=282)

科技 & 通信 
(N=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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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5 - 按细分市场分析: 贵公司的年度营销费用约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为多少？ 
    

图表 66 - 按B2B/B2C分: 贵公司在中国取得好的销售业绩的最重要因素
  

图表 67 - 按B2B/B2C分: 贵公司在华经营效果最好的营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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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企业 (总数：817)    B2C企业 (总数：269) 

B2B企业 (总数：802)        B2C企业 (总数：265) 

<5%                                5-10%                      >10%

高端 (N=515)         中端 (N=518)                      低端 (N=44)

服务

高质量

性价比

研发

分销渠道

品牌

市场渗透度

市场研究

广告

低价格

客户拜访

研讨会

公关活动

交易会

社交媒体

网络营销

传统广告

电邮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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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0 - 按B2B/B2C分: 您如何评价贵公司在中国
市场的分销网络？ 

图表 69 - 您如何评价贵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分销网络？ 

图表 68 - 按细分市场分析: 贵公司在华经营效果最好的营销手段  

第四部分：职能领域讨论

低端 (总数：43)             中端 (总数：510)          高端 (总数：512) 

客户拜访

研讨会

公关活动

交易会

社交媒体

网络营销

传统广告

电邮简讯

中资企业（总数：738）                   外资企业（总数：348）

非常高效                   高效                      够用                     低效                 非常低效
非常高效                   高效                       够用                      低效                    非常低效

B2C企业 (总数：269)        B2B企业 (总数：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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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2 - 按有无互联网销售渠道分析: 您如何评价
贵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分销网络？ 

图表 71 - 按细分市场分析: 您如何评价贵公司在中国
市场的分销网络？ 

图表 73 - 按行业分: 您如何评价贵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分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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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非常高效                      够用                      低效/非常低效

高效/非常高效                      够用                      低效/非常低效

高效/非常高效                      够用                      低效/非常低效

高端 (N=517)                        中端 (N=518)                      低端 (N=44)

有互联网销售 (N=502)                        无互联网销售 (N=578)

健康医疗
 (N=88)

金融
 (N=178)

能源 
(N=63)

基础材料 
(N=68)

消费品
 (N=231)

工业品 
(N=285)

科技 & 通信 
(N=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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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4 - 在2016年贵公司在哪些方面进行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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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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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63%，外资44%）。

我们的样本也显示，服务进步，电子商务的应用，以及生产流程的提高也很重要。

受访的中外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水平并不一致，本土企业投入规模大，居领先地位，数年前的形

势得以逆转，当时外资企业往往愿意拿出更多收入开展研发（据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60%

的受访本土企业表示在未来三年有意增加研发投入，外资企业为48%。	这一发现预示着本土企业

未来几年在研发投入上的领先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图表68）。

在按行业研究研发投入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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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紧随其后的是医疗健康行业（56%）。相反，研发投入达

到此等水平的基础材料企业分别仅占15%	（图表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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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企业（总数：796）         外资企业（总数：402）

新的产品或服务

新的管理技能

提高服务水平

引进电子商务

改进流程

生产质量控制

采购先进设备

没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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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7 - 按公司类型分: 未来三年，贵公司在研发方面有何计划？

图表 75 - 贵公司的年度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为
多少？  

图表 78 -  按行业分: 贵公司在2016年有推出新产品或新服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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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6 - 贵公司在未来三年对研发有何计划？ 

中资企业（总数：629）         外资企业（总数：255）

中资企业（总数：791）         外资企业（总数：399）

<1%                  1-2%                 2-5%                   5-10%               >10%
保持相同水平                 加大研发力度                减少研发活动                停止研发投入

保持相同水平                加大研发力度                减少研发活动                 停止研发投入

中国国企 (总数：147)                中国民企 (总数：572)               外资 (总数：327)

健康医疗       金融              能源          基础材料        消费品          工业品      科技 & 通信

推出新产品或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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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9 -  按行业分: 年度研发支出超过销售收入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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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医疗       金融               能源          基础材料        消费品            工业品      科技 & 通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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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政府与法律环境

4.4.1.政府关系 

政府关系被视为企业成功的一项重要因素，医疗健康，能源和金融行业的企业以及中国国有企业

对此尤为重视。

在受访的中外企业中，有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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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有企业。在我们的样本中，有38%认为这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图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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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3%和86%的受访企业视之为重要或关
键因素。（图表72）。

图表 80 - 您认为和中国政府机构维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有多高？  

图表 81 -  按行业分: 您认为和中国政府机构维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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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企 (总数：164)               中国民企 (总数：596)               外资 (总数：362)

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成功的重要因素             有用但不重要                      不重要

健康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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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信 
(N=115)

重要                               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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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腐败
我们的调查显示，腐败被公认为是中国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不过，从2013年起，人们感觉腐败情
况逐年好转。所有组别的腐败变化指数均超过50，表明大家认为2016年中国各行业的腐败情况比
2015年有所好转。按行业分析，医疗健康行业有较多受访企业认为腐败问题比较严重。按企业类
型分析，国企比民企或外企对腐败问题更为乐观。	

在2012年及之前的调查中，多数受访者认为当年的腐败情况与往年没什么变化。然而，到2013
年，我们注意到所有类型的企业都认为腐败情况有所好转。2016年，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在
认为情况好转的受访企业中，尤以国有企业占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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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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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公司类型分析，通过与去年的调查比较（图表73），我们发现所有类型的公司，不论是本土企
业还是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认为2016年的腐败行为减少了，其中国有企业最为
乐观。这一结果与2014年和2015年的趋势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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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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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图表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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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行业对腐败程度的看法不同。认为行业腐败问题比较严重或非常严重的主要是医疗健康企
业，占比高达54%。相反，科技信息类行业的受访企业对其行业腐败最为乐观，认为其所在行业
没有腐败问题或问题不严重的占比高达76%（图表75）。

按企业类型分析，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认为腐败问题更严重，不论是被问及中国整体腐败
情况还是所在行业内的腐败情况均是如此（图表76）。	

图表 82 - 按公司类型分: 腐败变化指数 

66

73

63
6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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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                     国企                        民企                       外资

> 50：腐败情况好转

= 50：腐败情况没有变化

< 50：腐败情况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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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3 - 您认为腐败问题有多严重？总数：1285 

图表 84 - 按公司类型分: 您认为贵公司所在行业的
腐败问题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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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5 - 按行业分: 您认为贵公司所在行业的腐败问题
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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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企 (总数：163)     中国民企 (总数：595)          外资 (总数：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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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医疗         金融           能源         基础材料     消费品         工业品   科技 & 通信



62

SECTION 5: FOCuS by FuNCTIONS

图表目录

图表	1	-	您目前在公司担任何职？	调查总数：1300人	.............1

图表	2	-	贵公司主营业务所在行业的产能过剩的程度是多少？	

（2017年调查）........................................................................7

图表	3	-	贵公司主营业务所在行业的产能过剩的程度是多少？	

（2017年调查，按中资/外资分）	.............................................8

图表	4	-	中国政府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政策对

贵公司有何影响？	（2017年调查）	..........................................8

图表	5	-	中国政府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政策对贵

公司有何影响？	（2017年调查，按中资/外资分）	.....................

图表	6	-	你对上海自贸区的期望是什么？	（2014年调查）	......9

图表	7	-	贵公司对上海自贸区有兴趣吗？	（2014年调查）	......9

图表	8	-	贵公司如何受到上海自贸区成立的影响？	

（2017年调查）......................................................................10

图表	9	-	贵公司如何受到上海自贸区成立的影响？	

（2017年调查，按中资/外资分）	...........................................10

图表	10	-	你对中国2016年经济改革的步伐有何看法？					

（2017年调查）......................................................................11

图表	11	-	你对中国2016年经济改革的步伐有何看法？					

（2017年调查，按中资/外资分）	...........................................11

图表	12	-	你认为贵公司将来会从现行改革政策中受益吗？	

（2015年调查）......................................................................12

图表	13	-	哪种改革政策在2014年对贵公司有益处？								

（2015年调查）......................................................................12

图表	14	-	贵公司如何受到中国房地产市场过山车变化的影响？	

（2017年调查）......................................................................13

图表	15	-	贵公司如何受到中国房地产市场过山车变化的影响？	

（2017年调查，按中资/外资分）	...........................................14

图表	16	-	麦肯锡的预测:	创新驱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6

图表	17	-	2017调查关于创新的问题	.......................................18

图表	18	-	（按公司类型分）创新氛围	....................................18

图表	19	-	（按行业分）创新氛围	...........................................19

图表	20	-	请问贵公司的主营业务属于哪个行业？	..................22

图表	21	-	贵公司的全球总部位于何处？总数：1300..............23

图表	22	-	贵公司在2016年中国区的预估销售收入是多少？	...23

图表	23	-	贵公司在中国有多少员工？	....................................24

图表	24	-	贵公司在哪里运营？	...............................................24

图表	25	-	国际化企业:	贵公司在全球有多少员工？	................25

图表	26	-	贵公司在中国注册为何种类型的企业？(总数：1300)	..25

图表	27	-	贵公司于何时在中国设立？	....................................26

图表	28	-	当前业绩指数	..........................................................29

图表	29	-	对比2015年，您认为贵公司在2016年中国市场的

销售收入有何变化？	...............................................................30

图表	30	-	对比2014年，您认为贵公司在2015年中国市场的

销售收入有何变化？	...............................................................30

图表	31	-	您认为2016年贵公司在华业务的盈利情况如何？	...30

图表	32	-	按行业分:	2016年贵公司在华业务的盈利情况如何？	..31

图表	33	-	按行业分:	2015年贵公司在华业务的盈利情况如何？

................................................................................................31

图表	34	-	预期业绩指数	..........................................................32

图表	35	-	外资:	贵公司是否计划在来年增加对华投资？	.........33

图表	36	-	中资:	贵公司是否计划在来年增加在中国市场的

投资？	.....................................................................................33

图表	37	-	您对贵公司来年在中国市场的成功经营有多大信心？	

................................................................................................34

图表	38	-	您对贵公司未来五年在中国市场的成功经营有多大

信心？	.....................................................................................35



63

图表目录

图表	39	-	按行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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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图表	40	-	[2017调查	vs	2016调查]	(按行业分)	您对贵公司来年

在中国成功经营有多大信心？	.................................................35

图表	41	-	2017调查:	贵公司在中国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有						

哪些？	.....................................................................................38

图表	42	-	2017调查:	贵公司在中国面临的最大的内部管理挑战

有哪些？	.................................................................................39

图表	43	-	2017调查:	在华经营的内部管理挑战	-	金融相关问题

................................................................................................40

图表	44	-	2017调查:	贵公司在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有						

哪些？	.....................................................................................41

图表	45	-	哪些是贵公司在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42

图表	46	-	按公司类型分:	对比2015年，贵公司在2016年的员工

人数有何变化？	......................................................................44

图表	47	-	按行业分:	对比2015年，贵公司在2016年的员工人数

有何变化？..............................................................................45

图表	48	-	按领域分:	对比2015年，贵公司在2016年的员工人数

有何变化？..............................................................................45

图表	49	-	对比2015年，贵公司在2016年的总体工资涨幅为				

多少？	.....................................................................................45

图表	50	-	对比2015年，贵公司在2016年的总体员工流失率				

为多少？	.................................................................................45

图表	51	-	按公司类型分:	贵公司所面临的人力资源问题主要有

哪些？	.....................................................................................46

图表	52	-	按行业分:	贵公司所面临的人力资源问题主要有							

哪些？	.....................................................................................46

图表	53	-	按公司类型分:	贵公司流失员工的常见原因是什么？...47

图表	54	-	总样本:	贵公司最有效的人才挽留方法有哪些？	.....48

图表	55	-	按公司类型分:	贵公司最有效的人才挽留方法有							

哪些？	.....................................................................................48

图表	56	-	贵公司在中国所面临的市场竞争有多激烈？	...........49

图表	57	-	贵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有哪些？	...........50

图表	58	-	按行业分:	贵公司在中国所面临的市场竞争有多							

激烈？	.....................................................................................50

图表	59	-	贵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主要海外竞争对手有何竞争						

优势？	.....................................................................................50

图表	60	-	贵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主要本土竞争对手有何竞争						

优势？	.....................................................................................50

图表	61	-	贵公司在中国主要针对的市场是？	.........................51

图表	62	-	贵公司对未来有何打算？	........................................51

图表	63	-	按B2B/B2C分:	贵公司的年度营销费用约占销售收入

的百分比为多少？	...................................................................52

图表	64	-	按行业分：贵公司的年度营销费用约占销售收入的		

百分比为多少？	......................................................................52

图表	65	-	按细分市场分析:	贵公司的年度营销费用约占销售					

收入的百分比为多少？	...........................................................53

图表	66	-	按B2B/B2C分:	贵公司在中国取得好的销售业绩的最

重要因素	.................................................................................53

图表	67	-	按B2B/B2C分:	贵公司在华经营效果最好的营销手段	...53

图表	68	-	按细分市场分析:	贵公司在华经营效果最好的营销				

手段	........................................................................................54

图表	69	-	您如何评价贵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分销网络？	...........54

图表	70	-	按B2B/B2C分:	您如何评价贵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分销

网络？	.....................................................................................54

图表	71	-	按细分市场分析:	您如何评价贵公司在中国市场的				

分销网络？..............................................................................55

图表	72	-	按有无互联网销售渠道分析:	您如何评价贵公司在				

中国市场的分销网络？	...........................................................55

图表	73	-	按行业分:	您如何评价贵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分销							

网络？	.....................................................................................55



64

SECTION 5: FOCuS by FuNCTIONS

图表目录

图表	74	-	在2016年贵公司在哪些方面进行了创新？..............56

图表	75	-	贵公司的年度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为多少？	.. 57

图表	76	-	贵公司在未来三年对研发有何计划？......................57

图表	77	-	按公司类型分:	未来三年，贵公司在研发方面有何				

计划？	.....................................................................................57

图表	78	-		按行业分:	贵公司在2016年有推出新产品或新服务吗？	

................................................................................................57

图表	79	-		按行业分:	年度研发支出超过销售收入的5%	..........58

图表	80	-	您认为和中国政府机构维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有						

多高？	.....................................................................................59

图表	81	-		按行业分:	您认为和中国政府机构维持良好关系的			

重要性有多高？	......................................................................59

图表	82	-	按公司类型分:	腐败变化指数	..................................60

图表	83	-	您认为腐败问题有多严重？总数：1285	.................61

图表	84	-	按公司类型分:	您认为贵公司所在行业的腐败问题有

多严重？	.................................................................................61

图表	85	-	按行业分:	您认为贵公司所在行业的腐败问题有多				

严重？	.....................................................................................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