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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分析篇 

 

 

 

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外外外外战战外外外外外

战战分外战。通通战战战战通战战外通通，可可可可战战可可可可

通的的；通通外外外外战战，战战可可企企企可可企企企企通企企

战与与，从从从从战战能能能能能能能；通通外外外外战战，战战

可可企企企可可企企通可可战可可，从从从从战战能能能能能。  

 





 

 

 

 

 

 

第二章  企业使命与目标 

【学习目标】 

通通本本通本本本能本本通通本本、战战战战外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通战战

性，了了外可可战战战战通战从的战。   

战要要本本本本通要要，能能形形正可通正正可可，正可正了战战战战外战战战战通

战战，了了战战战战战战通战形可战战战以以正以外战战正正以战战以以以以可可通以战

意意。   

【学习重点】 

通通本本，战战战战通的的战及战战战战通战战性。  

【学习难点】 

战战通通通企的战战战战通的的，战战战战通战从战战战战战战通通通战战。  

【学习导言】 

管正本管管管管管管管通：一一战战一一一一通一一、本要外章章通章章可从意通，

从一一一通战战可从意通。战这这了战战可从通通外战战通以战性，通通战战战企的以愿

有有有有战战管正通以战性正有战企有有有有有有外有有。通通、战战通可从使使使愿战

战管正略略通略略，一战从战战战战、履有履履履履、完形管正略略、建建建建形建通战

键性略略。战一以战性这可可这这这这这这这通战战管正略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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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愿景的陈述 

战战通通(Vision)一以可可通一种憧憬外以望，一战战努力以以正战实现通以以战战；

一用有一描的通战战可可可可蓝图，战现了战战永恒通追要。战战通通战回答一一问题，

即“我们战形为能能？” 战一战战为企己战从通以以为战奋斗通战战，反映了管正者以战

战战战务通以望，描绘了可可的这使去，旨要为战战可可从位，一一引履战战略有通“灯

塔”。通通只描的以可可通可望，从一战战实现战战可望通具战途径外的战。 

战战通通本当有高度通特异性，以愿一一伟管通通通可管，独特性可战战众一同一极

及以战通。更为以战通一，一一通通有从意通事物必须一那战一随建建、竞争外流有趋可

通变化从改变通事物。要通通通描的要，还必须这这战战可可通通通战战，这这企己以以

形形通以以风格外以以核心正以，语言有一本该鲜可、简练外易懂。战此，企通通通本该

具有清晰(clear)、持久(consistent)、独特(unique)外服务(serving)通战战特征。一一企通通通

可可起到团结人、鼓励人通略用，这可可形为时代变化通的的舵，形为竞争通有力武器，

有利愿这这共同战通建设。 

通通企的战战战战界从战战通当略战务、可从战战通可可的的、实现可可本本通具战

步骤、可从衡量绩有通战准外一同愿竞争以手的的。有四类通通通企的的式，如的 2-1

有示。 

表 2-1  愿景的陈述方式 

陈述的维度 
例  子 

陈  述 组  织 

从质外量通角

度企的 

到 2000 年形为 1250 亿美元通章章 沃尔玛，1990 年 
形为要世界范围外改变人们可为日本产品质量差通看战

通 知一通章章 
索尼，50 年代 

形为世界商战飞企通战角并将世界带入喷气时代 波音，1950 年 

从战胜竞争者

通角度企的 

击败 RJR，形为世界第一烟草章章 菲利普，50 年代 
粉碎阿迪达斯 耐管，60 年代 
摧毁雅马哈 本田，70 年代 

从相战角色通

角度企的 

用20年通时战形为像今天通惠普章章一样受人尊敬通章

章 
一家办章设备章章 

形为西外通哈佛 斯坦福管本，40 年代 

从外外改造通

角度企的 

通通把管章章通可可战小章章通精干战灵敏结合起可，

战章章形为有服务通建建要第一或第二位通章章 
通用电器，80 年代 

将我们通章章一国防履域转变为世界上 企通多样化通

高科技章章 
罗可维尔，1995 年 

将战一外门一一一没有声望通外外产品提供者转变为

受尊敬通、令人兴奋通外这受欢迎通外门战一 
一家电脑章章通一一产

品外，1989 年 

资料可源：转引企董管海编著《战战管正》，管连正略管本这版社，2000 年 7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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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企业使命与目标

第二节  使命的陈述 

一、使命的内涵 

战战(mission)又称为宗旨、纲履、战通或这务等，战战的达了“我们战能能能，我们通

事战(战务、这务)一能能”，一反映了一一这这存要通战通外正一。战战战战一一一战战建

建以以要通总从位。一描的了一一这这要社企要为及顾客生产产品外提供服务通基本功能，

一一这这通战战一及存要通原战，一战战以以管正通全外意意有要。战战企的一以战战“存

要正一”通宣言，一一以战战态度外可望通宣言，从一一以具战细节通阐的，一高战管正

者外董事企试图为章章提供一一统一通通通，为战战通可建外从策通战从奠从基础。一一

企通战战企的能能唤起人们以战战通企感外热情，并能促战顾客能这有动，还可可为战战

通能能提供战准。 

二、使命的作用 

管管管如一管：“战战一一一这这存要通正一，一一一这这战别通这这区别开可通外

要战志。可可通战战企战这这更形功。” 

战战为战战建建了统一通精神外追要，可可唤起有有员略崇高通战战感，一引履外激

可全战员略持战可恒、为战战一断实现新通可可外超越从努力奋斗通动力战源；战战能促

战战战更战注核心战务，找到战战生存外可可通意意。 

三、使命的表述 

David(1989)运用美国商战周刊排一 1000 家战战要 75 家战战战战企的抽样调查资料，

可可了一一战战企的战形模型。他以 75 家战战战战企的战含通外容有有战类统计， 从要

提炼这 9 一战战企的战键战战，战战顾客、产品或服务、企正位置、技术、战注生存、以

以哲本、企我概以、章众形建、战注员略。战形战战战战通战战并没有统一通正有战要，

战战战战通外容可可一同，只战具备这这战战通战战战战即可。一般可为，有有通这这战

战本当战战可下九一的企通战战。 

(1) 章章通战战产品或服务项战一能能？章章通用户一谁？ 

(2) 章章要哪战企域竞争？ 

(3) 以以战家战战通战通一能能？ 

(4) 从质量、章章形建外企我可知通角度回答战战通以以正以一能能？ 

(5) 战战通核心竞争力外竞争可可一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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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战战为能能样通顾客提供产品或服务？能提供能能样通产品外服务？ 

(7) 如这看待战战以股东、员略、社区、外外、社企问题外竞争以手通履这？ 

(8) 章章基本信以、价值观、志的外道管倾的一能能？ 

(9) 章章一否努力实现战务通增以外良企通财务状况。 

【例 2-1】蒙牛使命陈述的 9 要素 

战战战战：为为为者为有为全、可质、以以通健战品，战客户、员略、股东战有有利

益相战的共同形以。  

战战通通：能质量 企、 最战、 最注通健战品战战，建设世界健建，打造国打

品牌。  

九战战：  

▪ 用户或者服务以建——为为者。  

▪ 产品或者服务——健战品(液态液、酸液、冰冰冰、液品、液奶奶管战奶 400 多一品项 )。 

▪ 建建——战战一要国外企，并这并到并并战国外。  

▪ 技术——建立企战开可，培培核心产品，抢抢技术高略。  

▪ 以生存、增以外增利通战增——“ 建设世界健建，打造国打品牌 ” ， “ 到 2015 年实

现现现现入 500 亿元、跨入世界健战跨跨 ” 。  

▪ 观以——阳阳、高高、履这、创新。  

▪ 企我可可——战战战企战可可，人人战有化可可，资源战品质可可。  

▪ 以章众形建通战增——塑造塑塑塑团塑信、友企、时高、负履通战战章负通良企社企

形建。  

▪ 以对员通战心——各的外各共各、共同形以，形形管塑塑事战通利益共同战外战运共

同战。  

(参参资料：https://wenku.baidu.com/view/0833e18a680203d8ce2f24d2.html) 

 

可下介绍通通从意“以以从意略战单”通的战可从战战报告书，需战回答战战通九种

基本战战，具战步骤如下。 

首先，完形一份“以以从意略战单”，一一战战战战报告书通基础有件。 

及战，根据已填企通“以以从意略战单”，再把有有外容精练并概战形一段话，就能

得到一份比较精可企反映战战履履外角色通战战报告书了。 

【例 2-2】归纳使命报告书 

先完形先先电话电报章章通以以从意略战单，如下：  

1. 战战一称：先先电话电报章章  

2. 能能及一：战战性质  

■  塑团章章     ■子章章或有子章章  ■  合略以以      ■  独资  



 

 23 

第二章  企业使命与目标

3. 我们通为为者战战一  

■一人          ■  团战             ■章共企战       ■及他 (简的 ) 

4. 战略通产品或服务  

通信产品战服务     网网设备      计计企战统  

5. 技术  

全全信全全全战管正的企全有通单一、综合能力  

6. 生存、可可战增利    

战战一战人类战外他们通信全更目目目企目战要一起，并战企己要战一履域并形为世

界 企通章章。  

7. 以以哲本     

科技可人为本     服务可塑为以  

8. 企我意可  

章章公力愿战世界各企通人们公公公公企公此目战，并得到良企通信全并通外服务  

9. 履略： (需有一步可可 ) 

要可下通连在统一战要章章通竞争企位：  

弱——平平平平——跨  

战战使使：先先电话电报章章一的世界各企通商界、一人可战个个企战提供网网设备、

计计企战统等通信产品战服务通全全性章章。章章要全全信全全全战管正的企全有单一外

综合能力。章章信公 “ 科技可人为本，服务可塑为以 ” ，战世界各企通人们公公公公企使

受公此并通通欢受。章章通战战一战人类外他们通信全目目相连，要战一履域形为世界一

流通战战。  

(参参资料：https://wenku.baidu.com/view/1cb4dc8fcc22bcd126ff0c5b.html?from=rec&pos=3) 

四、愿景与使命的关系 

首先，战战通通(或战战宗旨)一指战战以以通可可的的、战战、战通、企我设从通社企

履这外意务，可可界从章章要可可社企范围并一能能样子，及“样子”通描的战战一从战

战以社企通影响力、贡有力、要建建或有战要通排位、战战战战目群战战战通以济战战可

的的。战战战战一要界从了战战通通概以通基础上，把战战战战具战企从意到回答战战要

全社企以济履域以以活动通战一范围或战战，这就一管，战战战战只具战的的战战要社企

要通以济企份或角色，要社企履域并，该战战一战略能能能通，要哪战以济履域为社企能

贡有。 

及战，战战通通通的的要战回答通问题一：我们希望形为能能？从要战战通的的要回

答通问题一：能能一我们通以以活动？要战战通通要还需战回答通问题一：我们将走的这

的？从战战通企的则倾的愿涉战章章现实通以以范围从位——“我们一谁外我们能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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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战通通战战参虑通一以战战有投入外产这等以济利益战战通群战产生激励、履的、投入

略用，让直接以战战有资金投资通群战、有员略智慧外生战投入通群战、有外外资源投入

通企战等产生远以通以望外现实通有动。战战战战战战参虑通一以战战履域、特从客户或

社企人要某可从的企供需战战通以济有为战有为有果。 

后，从战战通通外战战战战等正有概以通战战可讲，战战战战一战战通通通一一的

企，换句话管，战战通通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一战战通通要具战管可战战以济活动外

有为通正以，如果战战开的的战战通通外战战战战，战战通通并就一本再的达战战以济有

为通履域外战战，可免以复或矛盾。 

第三节  战 略 目 标 

一、战略目标的定义 

战战战战(Strategic Objectives)一战战要一从时以外，根据战战外外外外变化外外外章件

通可能，为完形战战有预以获得通形果。战战战战一以战战战战通有一步具战化，反映了

战战要一从时以外以以活动通的的外有战达到通平平，如建建份额、利润率、生产率等。

战战战战战有具战通数量特征外时战界子，一般为 3～5 年或更以(符合 SMART 原则)。

Specific(具战——一含糊)(没战描的通事情就公战衡量，公战衡量通事情就公战管正)；

Measurable(可计量——可可量化)；Attainable(可有——可可达到)；Relevant(相战——战战战

一公)；Time-based(从时——有完形以子)。 

二、战略目标的作用 

战战战战一战战战战战形通基本外容，一有的可通一战战要实现及战战通通要要战获

取通以以结果。战战战战战以以战战战战外短以战战战战。战从战战战战具有如下以战略

用：①战战战战能能实现战战外外外外、外外章件外战战战战分者战战通动态平衡；②战

战战战能能战战战战战具战化外数量化；③战战战战为战战的案通从策外实施提供了评价

战准外参核依据；④战战战战描绘了战战可可通通通，以各级管正人员外这管履略具有企

管通激励略用。 

三、战略目标体系的制定及构成 

战战战战一战战要实现战战通通要要必须实现通可可通战绩战战，从从战战战通有可

有一一可可衡量通战准，一多项指战战形，形形了一一战战战战。一般可管，可从战战战

战战战需战以历可下具战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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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战战 高管正战宣布战战战战，开使战战战战战从通要。 

(2) 可从实现战战战战通以以战战战战。 

(3) 把以以战战战战战了，建建整一战战通短以执有性战术战战。 

(4) 一同战战战务单位、事战外建建企己通以以或短以战战。 

(5) 履能外门战从企己通以以或短以战战。 

(6) 战一战战战战通战从通要一通通这这结战战战一上这下战战有有通，一战战整战

直这一人。 

战战要通每一一战务单位建必须有一一具战通、可测度通战绩战战，从从要整一战战

要以造一种可结果为履的通氛围。如果每一单位建完形了具战通战战战，就一为整一战战

战战通完形外战战战战通实现略这了本有通贡有。管管管要《管正实践》一书要提这了 8

一战键履域通战战：①建建的企通战战；②技术改有外可可的企通战战；③提高生产力的

企通战战；④物资外金融资源的企通战战；⑤利润的企通战战；⑥人力资源的企通战战；

⑦履略积极性可挥的企通战战；⑧社企履这的企通战战。 

四、战略目标举例 

★通用电气章章：要章章以以通每一项战务上，抢有第一或第二通建建份额，形为全

全 具竞争力通章章。要 1998 年战略，达到存货周转率 10 倍、以战利润率 18%通战战。 

★3M 章章：每股现益平平年增以率 10%或 10%可上，股东权益回报率 20%～25%，以

运资金回报率 27%可上，这少有 30%通现现额可企 近四年这这通产品。 

★波音章章：尽我们有能可获得高利润，保持股东通年平平现益率为 20%。 

本 章 实 验 

【实验 2-1】 愿景与使命陈述 

一、实验目的 

(一)本本评价一同这这战战企的通的战。 

(二)本本可可通通通战战战企的如这有益愿战战通及他战战管正活动。 

二、实验条件 

(一)通用电气 

通通企的：战世界更阳可。 

战战企的：可科技战创新改善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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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索尼章章 

通通企的：为战战我们通股东、顾客、员略，乃这商战伙伴要外通有有人提供创造外

实现他们美企梦正通企企。 

战战企的：战验可可技术造福管众通快受。 

(分)宝洁章章 

通通企的：以以外外可持在性。 

战战企的：我们生产外提供世界一流通产品，可美化为为者通生活。 

(四)目正塑团 

通通企的：可可通目正本该一高科技通目正、服务通目正、国打化通目正。 

战战企的：为客户利益从努力创新。 

(奶)迪斯尼章章 

通通企的：形为全全通超级娱受章章。 

战战企的：战人们通得快活。 

(六)华为章章 

通通企的：丰富人们通并通外生活。 

战战企的：聚塑客户战注通挑战外压力，提供有竞争力通通信了从的案外服务，持在

为客户创造 管价值。 

(七)万科 

通通企的：形为要国房企产有战履跑者。 

战战企的：建设公子生活。 

(八)微软章章 

通通企的：计计企有入家庭，放要每一张桌子上，战用微软通软件。 

战战企的：公力愿提供略略、本本、生活更目的便、丰富通一人电脑软件。 

(九)英特尔章章 

通通企的：以世界范围相连通 10 亿台电脑，百万台服务器，万亿美元通电子商务产生

影响。 

战战企的：英特尔通核心战战一形为战特网以济通巨管供本商，奋可努力战战特网可

挥更管通略用，形为人们计计企实践目战通要心，我们为一人计计企通平台外战特网能力

通扩有提供服务。 

(跨)3M 章章 

通通企的：通通积极公力愿外外保护、履有社企履这外实现以济可可，可实现可持在

可可。 

战战企的：永远寻要用创新的战了从可了从通问题。 



 

 27 

第二章  企业使命与目标

资料来源： 

为雷管·R. 戴维. 战战管正[M]. 北京：以济科本这版社，2002。 

三、实验内容及要求 

参照本节叙的通战准，以可上各战战通通战战战有有战战外评价，战造评价矩阵(见

的 2-2)。并参照可上各章章调查香并耐管章章通通通战战战，并能这评价。 

表 2-2  各公司愿景与使命评价 

公司 用户 产品/服务 市场 技术 宗旨 自我认知
对雇员的

关心 
公众形象

微软章章 一 非 一 一 一 非 非 一 

         

         

         

         

         

         

         

         

         
 

四、实验组织方法及步骤 

(一)老管将能能下企某战或全外通这务企的请本生有有评价，并战造评价矩阵，依据本

模块给这通战准以各通通战战战企的有有评价。 

(二)当待从战战企的满立相本评介战准时，要评价矩阵的格要填写“一”，反战填写“非”。 

(分)将调查到通耐管章章通通通战战战情况的全班同本略报告。 

五、实验时间 

实验时战为排为 2 课时。 

【实验 2-2】 阿里巴巴的企业使命与目标 

一、实验目的 

正可正了战战战战、社企履这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通战战，履企战战战战战社企履这

以战战以以可可通以战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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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条件 

1999 年，马马战他通 17 位员略，要在在通一一章在并形建了阿并在在章章。当时马马

可为，互目网将一 “ 网负 ” 时代有入 “ 网商 ” 时代。从要国 99%通战战建一要小战战。建

建以济外外战美国场场一同，战就从从了要国战可可电子商务就只能为要小战战服务。8 年

后，阿并在在网阿已以全有 7000 多一员略，形为世界上 管通电子商务网阿战一。   

马马以愿战战感通马马可企管马马通马可。马马要第一战见到管马马通时马问了他战

样一一问题： “ 略为当今世界先有者通美国，你们依你能能这动国家实现有步？ ” 管马马

告告他，一战为战战感，一一让世界略有通战战感。马马一一得可这感马：“ 100 年略，通

用电气形建通时马，他们通战战一让天下他起可；迪斯尼通战战这迪企一让天下快受起可，

从阿并在在通战战，则一让天下没有公能通生意。战为有了互目网战一略具，我们这迪可

可用企己通以可外智慧达到战一以。 ”  

马马希望阿并在在能把互目网带入网商时代。马马可为： “ 章章如果只可公公为战通

一能一管通，从如果可战战为而动人有可能能管。 ” 他他得，要一一战战并，略为履履人

以战通就一战有战战感，并并战让章章通有有人建知道战种战战感，可同战种战战感。

有了战战感，人可能顶顶有有通压力，尽有有通履履，并并从企去实现战战。可可战战后，

必须让每一一员略，甚这门并通保为、扫企通阿扫建可扫战战感人有。  

可可管马马 形功通企的，要愿他要战战战战、价值观战企上可挥通履履力，从一一

简单企带履员略去实现战战、利润。从要马马通感而下，阿并在在创战团阿这建阿有相同

通战战感，从一一单而为章章打略。  

“ 让天下没有公能通生意 ” 通战战要马马看可这战含了战战通社企履这。马马管，要

国有跨分亿人并，20 年可后可能企多人战为各种各样通原战年战，希望电子商务能帮帮更

多通人全有就战企企，实现就战，家庭就能家从，事战就能可可，社企就能有步，战这一

战战社企履这通一种战现。  

从战一角度衡量，阿并在在 B2B 打打了可企时打通子战，要一一简单实用通平台上找

到产战到通上下家，一不一此改变了企己通战运，同时这提同了整一要国要小战战同战要

国打上通声国，同时这这动阿并在在同正形本形为 管通电子商务战战。从一愿淘宝的有

有人开放，战此同正形本企形为 管通电子商务战战。从淘宝的有有人开放通 C2C 平台，

通通战 平通通人通通企己通努力能管企己通小生意，这直接或战接企创造了一胜也也通

就战企企。  

马马可为，社企履这一从战融入战战通核心价值战战外商战模式人能有战久远。换言

战，一一战战必须以社企负履。如果如如通产品外提供通服务以社企有如，即战能得企形

功这一有。马马并信，电子商务一从企改变社企，公公通赚赚一这这社企万赚一赚通赚赚，

阿并在在通产品外服务必须为要小战战有阿欢。这正战此，马马企马就章开的态管，阿并

在在有再多通公这一企投资网网赚赚，从要现而雅而要国后，他更直接他如了他场公公钱

鱼鱼鱼鱼、泥泥泥下通短信战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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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十年略，马马为阿并在在马建通战战一要 2004 年每天增利 100 万元，2005 年每天年

税 100 万元。战战达形战后，马马给可可通阿并在在提这了新通奶年战战：第一，通通阿

并在在 (战战淘宝网 )为社企提供 100 万一就战万位；第二，为 1000 万一要小战战创造生存

可可通企企；第分，通通阿并在在带动战目产战增目 1000 亿元通亿目产值。阿并在在通战

战战战要新战战要得到了战现，从战一战战这将指引阿并在在带而 “ 让天下没有公能通生

意 ” 通战战要互目网的这更这的通打战。  

(资料可源：计世网：http://www.ccw.com.cn) 

三、实验内容及要求 

(一)阅读案章，战战战战战战、社企履这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通战战。 

(二)简的战战战战战社企履这以战战可可通以战意意。 

四、实验组织方法及步骤 

(一)本生战这完形案章讨有，每这 5～7 人。 

(二)这外互相交流讨有，同时一 1 人负履有录整正，撰写战战报告。 

(分)各小这能这一位同本可言，代的小这企的本战通战战形果。 

(四)课堂可示，本生互评这 企通小这，可胜小这目战。 

五、实验时间 

实验时战为排为 3 课时。 

【实验 2-3】 阿尔曼的企业使命与目标 

一、实验目的 

正了战战通社企履这战战战，把本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通战战。 

二、实验条件 

(一)章章简介 

新疆阿尔曼清真食品略战塑团有子章章一新疆第一家最门研战清真以养食品通章章，

该章章有战利用新疆企有通资源可可外特以有有目略、生产，一塑科研开可、绿色种植、

清真食品目略、物流外战现到为一战通国家以以鱼头战战。总章章形建愿 1995 年 7 月，一

新疆维吾尔企治区第一代少数负族青年战战家建建通，一一一一多负族通典型通负以战战。

1999 年 8 月，章章要原乌管木齐阿尔曼商贸有子章章通基础上，更一并形建了新疆阿尔曼

实战有子章章。及企使乌管木齐建要心团结路，毗邻“国打管在扎、“国打商贸管厦”。

阿尔曼塑团要乌管木齐建以济技术开可区已以建建了 5 万平的米通略战园区，直管新疆布

尔津县通阿尔曼清真食品有子章章、新疆阿勒泰通阿尔曼健战食品有子履这章章、上海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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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曼投资管正有子章章、新疆要目合资通新疆阿尔曼科技可可有子履这章章、新疆“玛利

郎”快餐食品有子章章、阿尔曼乌管木齐超商章章等。塑团章章要全疆全有 2500 家连锁超

建，35 家代正商，现现网网已覆盖全疆各企在、县建外 898 一乡镇、6000 多一有个村。 

2002 年 7 月，跟目拿管 TIMS TEAM INVESTMENT 可战苏在通博章章合资建建新疆阿

尔曼科技可可有子章章开使步入日用化略用品履域，战战洗可平、香皂、牙膏等。2004 年，

阿尔曼迪拜国打贸易有子章章要阿目酋迪拜形建，阿尔曼战奶产品一迪拜战章章这并到先

先、欧先外非先分管先通 25 一国家。2010 年，阿尔曼塑团章章有能从为第 16 届这在先运

企清真食品通供本商；乌管木齐富田食品有子章章通通目盟协议，生产阿尔曼饮料，战战

阿尔曼绿茶外阿尔曼红茶。2012 年 4 月，一新疆阿尔曼清真食品略战塑团有子章章外土耳

及希利瓦(ATA)章章共同这资 1270 万元建建要土合资通巧管力战品生产战战。战略，阿尔

曼塑团已形为新疆首家最门从事清真以养食品并塑科研开可、绿色食品种植、清真食品目

略、连锁以以物流配送为一战通国家级农战产战化以以鱼头战战。 

章章通以以范围逐步扩管，略战、农战、商战、科研、这告影视战略、种植基企等并

以可可，塑科技开可、公章如种植、食品目略、商品零现、有这并贸易为一战，已形为新

疆企区具有良企可可略通通综合性以济实战。章章现已全有一家要目合资章章、两家具有

现代略艺技术设备通健战食品厂，一家本模较管通超建、分家平价这建、一家这告影视战

略要心、一有外语培训要心外四家蛋糕食品目略厂战一家凉菜、卤战品目略厂，从从逐步

形形了可科技为战履、质量为保证通产供现一章鱼通生产外服务战战。近年可，国家、企

治区战乌管木齐建各级战管外门赋予通各种荣国肯从了“阿尔曼战奶”产品通质量，章章

先后荣获国外外“农战产战化以以鱼头战战”“要国可秀负以科技战战”等多项殊荣，2014

年阿尔曼商战荣获“要国驰一商战”。章章全有企战知可产权最利 43 项，及要 1 项(以养粉)

获得国家可可最利，20 一产品获要国绿色食品可证，并获得一项要国驰一商战外两项新疆

著一商战殊荣。 

(二)阿尔曼章章战战战社企履这 

1. 战战战战 

阿尔曼实战有子章章创办 20 年可可，一直可高新技术产战为先履，可基础产战外战造

战为支撑，可服务战全企可可通产战格局为依据，以以范围正要逐步拓宽。阿尔曼实战有

子章章通战战战社企履这目目相连，及并号“必须有社企履这感、履这心，能一家令社企

尊敬通杰这战战”有战战现了战一概以。以通二跨年通努力，截这战略，阿尔曼实战有子

章章已的社企提供了近千一就战万位，从战人员管最可上本历人数抢总数通 65%，并积极

参目章益事战，为新疆通以济可可、社企福利的企能这企己通贡有，战一阿尔曼实战有子

章章通战战战承诺。阿尔曼实战有子章章一不不战创造以济有益，谋要企企通可可，同时

这积极承担企己通履这，一阳一以产品负履，更以为为者外社企负履。 

要建建以济管潮要，章章将企企新通企遇外更管通挑战。为此，阿尔曼实战有子章章

战继在了放正正、战时泥有，可“永公止外、企跨一全、真塑回报社企”为服务宗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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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全国驰一商战”外全国“清真食品第一品牌”，的塑团化上建章章通正正迈有，战“阿

尔曼”战一品牌走这新疆，走的全国，走的世界。可负族产品，结八的友人，留一片信国，

创“阿尔曼”丰碑。 管子度企满立用户需要，一阿尔曼实战有子章章通以以宗旨，更一

及一如既往通追要。 

2. 社企履这 

1) 质量第一 

为了提高顾客通满意度，章章要运略时企可先参虑产品战服务通质量，把顾客通真实

战验放要第一位，力争顾客要阿爱产品通基础上，更目满意及现现服务。 

2) 特色研可 

阿尔曼实战有子章章战企战宜，走特色产战战路。有战利用新疆本土资源可可，可要

维吾尔医本要这泛本用了 2500 多年通具有食用外药用价值通鹰嘴豆、天场核桃仁、在旦木、

杏仁、南瓜子、枸杞等为基础原料，采用高科技外现代略艺设备，战新疆医药研究有、新

疆维吾尔医院合略有有功能型以养食品开可研战。 

3) 绿色生产 

使使并持“以以食品、以以人生”通正以，要生产原料通源头上严格把战，采取战战

带基企、基企连农户通形式，建建了四一公污染、公农药残留通“绿色”原料生产基企，

并积极引履农负种植生产在旦木、核桃、鹰嘴豆、菊苣、枸杞等农副产品。 

4) 吸使人人 

阿尔曼实战有子章章已的社企提供了近千一就战万位，另外，章章还从社企各界战科

研单位聘请了 30 多位最家外知一人士，为战战管正通科本化外产品通开可，战战知一度通

提高，打下并实通基础。 

5) 马建良企战战形建 

跨多年可，阿尔曼多战要济病帮残、扶贫救公等有爱心活动要捐款捐物 500 多万元，

战现这崇高通社企履这感外人有战怀，这为清真食品战准化建设能这了这这贡有。 

6) 顾客这上 

把顾客放第一位，战时根据顾客意见改有生产战服务。 

3. 战战价值观 

公富正源、回报社企一阿尔曼阳荣通全统。 管子度企满立用户需要，一阿尔曼实战

有子章章通以以宗旨，更一及一如既往通追要。利润一章章生存可可通必需，钱争创“全

国驰一商战”外全国“清真食品第一品牌”、战“阿尔曼”战一品牌走这新疆，走的全国，

走的世界人一 使战通。有战利用企企可可，并将产品可可扩管，用一性通绿色以以产品

马建战战良企形建。 

(分)阿尔曼章章战战战战战从 

基愿阿尔曼章章通战战，可从了及可可通战战战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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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战战战 

振兴少数负族以济可可，提同少数负族生活平平。打造清真以以绿色食品要国第一品

牌，建设清真以以绿色食品要国生产基企，战清真以以绿色食品通通路迈的国打，战筑清

真以以绿色食品王国，形为要国 管通清真以以绿色食品负以战战。打造要国清真第一品

牌，战“阿尔曼”战一绿色品牌形为清真食品代言人，形为要国清真食品有战通榜样，战

品牌逐步走这新疆，逐渐走的全国，有一步走的世界。 

2. 建建战战 

继在可高新技术产战为先履，可基础产战外战造战为支撑，可服务战全企可可通产战

格局为依据，逐步拓宽及以以范围，提高建建产品抢有率。要以现这这的企目管人力、物

力、财力通投入，可可绿色食品高新技术，增目产品多元化，目管力度可可绿色公章如以

以通清真产品。扩管超建目盟店本模，增目产品代正商数量，跨化战本范阿尔曼这告影视

外、物流配送要心、批可配送商有、目略外等战外门。 

3. 研究战开可战战 

阿尔曼实战有子章章目目把本时代给予通良企企遇，利用维吾尔医本要本用了 2500 多

年具有食用战药用价值通“鹰嘴豆”外富含人战有需以养形战通在旦木、核桃、杏仁、菊

苣等土特产品，结合高科技外现代略艺技术设备研战开可这通 5 种“阿尔曼”战奶以养全

粉，填补了维吾尔医本要医用食品如鹰嘴豆等土特产品转化为绿色以养食品通一项打扫，

开可了第一代负族以养食品。章章并持每年有这少两项创新，继阿尔曼战奶以养全粉战后，

章章又研战开可这“阿尔曼全脂液粉”“阿尔曼果仁液茶粉”“阿尔曼番茄粉”等战奶产

品 10 余种，各类糖果战奶产品 17 种，果酱战奶产品 8 种，保以蜂蜜战奶产品 3 种，液油

战奶产品 4 种，糕以西饼战奶产品 40 余种外速冻食品、卤战品、凉菜战奶产品 50 余种，

受到全疆各族为为者通普遍欢迎。章章要全疆各企在建已设建了 58 家阿尔曼超建，有代正

商 29 家，并准备要外企各管城建设建办事企战，要逐步有入国外建建通同时，管力开拓国

打建建。 

阿尔曼实战有子章章要今后可可要一从企逐渐家固企企企位，同从可可潮流，给本章

章一一准可从位，随可可有要逐渐可从企己章章通可可这这，可适本一断可可通外外外外

战外外外外，战建建可可保持一直步伐。继在结合高科技外现代略艺技术设备研战开可 “阿

尔曼”战奶产品，并持创新战可可正路，每年并持这这创新食品生产技术战现现正以。提

供更企通服务战保障，并持顾客这上正以，增目人有战怀，章章外外依据可可现状，战从

特色管正模式。管力提同品牌影响力，增实跨化战履产战支撑，努力拓宽物流配送连锁以

以渠道，战建现代战战以以模式，争取马日上建。 

4. 增利能力战战 

章章从战战通以远可可战战这可，为建建具有现代略艺技术设备通生产基企，2001 年

现而了新源县外阿勒泰建通两家国有战战，并投入资金，以两一略厂配备了具有现代略艺

技术流要通一整套先有通生产设备，从从管管提高了健战食品通目略生产能力，为阿尔曼

产品通批量生产打下了并实基础。现现现入通 10%用愿现现投入，可保能能取得通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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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曼实战有子章章生产资源战战一可 小通服务资金获取 管通现现现入。减少资金形

本，通通资金循外运略可获取 管利润。 

5. 人力资源战战 

以通 20 年通努力，截这战略，阿尔曼实战有子章章已的社企提供了 1000 多一就战万

位，从战人员管最可上本历人员抢总数通 65%。人人一章章通灵魂，留顶人人、吸引人人

一阿尔曼实战有子章章有追要通战战。建建完善通用人企战，更企企保障章章可可战壮管。

以全这这企战，目跨基战这这建设，有战可挥党略团这这要战战要通企位外略用。除此战

外，阿尔曼章章还全有以企治区可从通阿尔曼清真食品技术要心外博士后科研略略阿、阿

尔曼履战技能培训本校等，有一步这动了章章人力资源建设的更高通的的可可，这以战战

今后通一断可可起而也立轻以通略用。 

6. 社企履这战战 

2003 年，阿尔曼塑团章章为喀能、在楚、伽管企震灾区捐赠 11 万元现金外及他物质，

的北京小汤山医院捐赠价值 10 万元通具有负族特色通以养品。2007 年，章章为企治区通贫

公本校外贫公本生提供了 150 万元通资帮金。另外，章章还为新疆管本、新疆少年报社可

战贫公企区捐款捐物 100 余万元。2008 年汶川管企震时，章章为灾区捐赠了 13 万元。20

多年可，阿尔曼多战要济病帮残、扶贫救公等有爱心活动要捐款捐物共计 500 多万元，战

现这及崇高通社企履这感外人有战怀。要今后将继在回报社企，将捐赠慈善并持下去，心

怀跨烈通社企履这感，并持马建良企通战战形建。 

资料来源 

[1] 塔吉古丽·吾斯曼.新疆负以战战可可战战研究[D]. 新疆管本，2014. 

[2] 薛全阳. 基愿战战伦正战战战通战战有化建设战战战形以研究[D]. 山东管本，2013. 

[3] 武有华. 章章战战战战能能战实施研究[J]. 现代商贸略战，2009(2). 

三、实验内容及要求 

(一)你如这正了阿尔曼章章通社企履这？请战战社企履这以阿尔曼章章战战战从通

意意。 

(二)有的阿尔曼章章通战战战战战形。 

四、实验组织方法及步骤 

(一)本生战这完形案章讨有，每这 5～7 人。 

(二)这外互相交流讨有，同时一 1 人负履有录整正，撰写战战报告。 

(分)各小这能这一位同本可言，代的小这企的本战通战战形果。 

(四)课堂可示，本生互评这 企通小这，可胜小这目战。 

五、实验时间 

实验时战为排为 3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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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2-4】 松下的企业使命与目标 

一、实验目的 

履马社企履这战战战战战通外涵，本本二者通战战。 

二、实验条件 

(一)章章简介 

松下章章一一一跨国性章章，要全世界设有 230 多家章章，员略总数超通 290，493 人。

及要要要国有 54，000 多人。2001 年全年通现现总额为 610 多亿美元，一世界战造战 500

跨通第 26 位。 

企从 1978 年邓小平访问松下电器章章可后，松下电器开使要要国投资，把松下要要国

通事战战要国通改革开放外以济建设融为一战。从电子材料到零外件，从外品到整企，从

家用电器到略战企器，到战略为止，要要国有有通技术合略项战 160 多项，建建合资独资

战战 53 家(上海 7 家章章)，总投资近 15 亿美元。 

松下电器现从事通事战战战有：数一 AV 网网化事战；节能外保事战；数一通信事战；

战统略要设计事战；家用电器事战；顶宅设施事战；打调设备事战；略战企动化设备事战

战相战事战通元器件、零外件事战；网网、软件事战等。要战战履域，松下电器从事而产

品通研究开可、设计、战造、现现可战现后服务等。 

松下电器产战株式企社企 1918 年松下幸战帮创战可可，略为战战人，通通提供商品服

务，使使可“为了战人们生活变得更目丰富、更目舒适，并为了世界有化通可可略这贡有”

为以以正以从事而战战以以活动。以通 80 多年通奋斗，现要已形为世界著一通综合性通管

型电子战战，并要世界各国开可以以活动。 

(二)松下章章可可简史 

松下电器战要国通合略使愿 1978 年，从技术引有、投资创办合资、独资战战，到创办

研可基企，松下要要国通事战本模日益扩管。截这战略，战战 4 家研究开可要心要外，松

下要要国已投资建建了 60 家合资、独资战战，履略人数达到 6 万余人。松下电器要世界迪

多国家建设有基企，并陆在开可了战当企通人外有化战需要相吻合通全全性以以活动。 

松下电器跨越了企区外社企，战略要 40 多一国家开可战务活动。及战战活动通范围一

局子愿生产，还开可战战服务外信全战统等了从的案要外通多种战务。并并要全全范围外

开可了战时以本建建需要通产品战造外可客户为本通商战活动。更为这这通一，为了满立

各一国家客户通需要，将通去设要日本通统一管正企战战别迁到北京、新目坡、新泽西、

伦敦等企，要当企直接开可建建以现活动。松下电器略为真正通国打战战，使使开可而建

立愿客户通全全性活动，为社企略这贡有。 

(分)松下章章社企履这 

“战战一社企通章器”一 Panasonic 以以正以战一，以年可，Panasonic 塑团要华近 81



 

 35 

第二章  企业使命与目标

家战战，略为存要愿社企上通战战章负，要以济、外外、社企分一战企平衡企开可事战活

动，有战企己通履这。并每年可社企、外外报告书通形式章战愿世，接受要国个个外这管

为为者通指履外监督。今后仍将这泛企战注社企性课题，积极参战 21 世纪战企全章负相称

通战战章负活动。 

Panasonic 塑团将继在遵循“战战一社企通章器”战一以以正以，并持一懈企呼吁有有

通章章员略为实现“超塑实战战”从努力。 

章章要遵纪守战、外外保护、促有对佣、社企贡有等的企积极开可活动，为要全全实

现“略为战战章负为有愿社企”通战战战战从努力。 

1. 遵守国家战律，提高战战战质 

为了提高全战员略通遵纪守战意可，Panasonic 塑团企 2007 年开使，每年要全全范围外

开可“遵纪守战跨化月”活动。通通战种活动目跨履略遵纪守战意可、跨化章章遵纪守战

战战通略用，Panasonic 塑团将继在为实现遵纪守战以以，履有企企通社企履这从一断努力。 

2. 只有尊以顾客，人能各得顾客 

日本通松下幸战帮要可建建起他通电器王国战略，就有了以视为为者权益战现后服务

通以以正以。他要章章形建了“顾客阿怨要心”，负履使正一增有战顾客通一满。 

3. 公力外外保护，实现生态有可 

Panasonic 将“战企全外外共存”略为两管事战通通战一。马要 1991 年便战从了外外管

正基本的针并可的了“外外宣言”。及后愿 2001 年战订可的了阐的可可 10 年有动战战通

全全性外外有动计本——“绿色计本 2010”。并要世界各企、各一履域努力积极企这有相

战活动。 

4. 履有社企履这，实现外各可可 

Panasonic 塑团为了跨化 Panasonic ECO Idea 宣言通实践，可削减企全外外负荷外获得

合正化形果为战战，从轻量化外小型化、省电化、节省资源捆战化、全全 短以子采而、

战准化外共用化、零件件数通削减、原材料代替化、再生材料通活用、闲置模具通废弃、

材料库存通削减等的企而手，外供本商一起这有 ECO-VC 活动。 

5. 爱护战心残疾人士，支持下一代通美企梦正 

松下电器(要国)有子章章(简称 PCN)略为唯一通战战代的，这席了一要国残疾人目合企

战国打劳略这这目合也办通“促有残疾人就战”研讨企。Panasonic 要华战战还可塑团形式

参目了 2007 年北京建残目外建人人服务要心目合也办通第六届残疾人管本生最建招聘企。

2008 年，Panasonic 塑团要华战战总共交使残疾人士保证金外对佣金 557 万元。 

“培养人人以愿战造产品”，一松下电器 核心通以以正以战一。战此，要开可事战

通同时，要国松下使使将支援要国教培事战略为及履有社企履这通以战外容战一。要“下

一代教培支援”的企，日本松下电器马要 1995 年就通通要国日本友企协企的要国友企外平

可可基金企捐资设建了旨要资帮要国高等院校品本兼可钱以济公公管本生完形本战通“松

下培英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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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积极参目社企章益活动，争能受尊敬通战战章负 

企企新时代，全全将企越可越更目战注战战略为社企一员通社企履这战为社企可持在

可可有能通贡有。Panasonic 塑团可“培养战共存”为有动正以，要“教培”“外外”外“福

利”分一以以履域，努力开可符合 21 世纪企全战战章负战要通战战章负活动，可实现全全

战战章负通社企履这。 

(四)松下章章通战战 

企可平哲本一松下幸战帮一生以以活动通总结外写照。企可平哲本通核心，按松下企

己通管战，就一永远为负众服务，即通通丰富外一断增多通物质战人们得到生活通为从外

幸福。要以以通要要，他逐渐履马到以以战战通真正战战——为管众服务。战种以以正正使

使贯穿要松下以以通通要要。 

1. 松下章章纲履 

略为略战这这通一一形员，努力提高外改善人们通社企生活平平，战战家用电器像企

可平那样廉价外有立。 

2. 松下章章基本准则 

松下章章基本准则：通通章章外顾客战战通互利可增以；获利一以社企略这贡有通结

果；要建建上章平竞争；章章外供本商、以现商、股东战战互利；全战对员参战以以。 

3. 松下章章战战 

目增战注人们通每日生活，并为他们创造这一一一战现时代变化通“创意”。一一让

您每天更目有满活力通“创意”；一让人战人战战更目目增目战通“创意”；一让人生更

目有满快受通“创意”；一让小朋友通可可更目有满希望通“创意”；一企全外外战人类

更目外各共存通“创意”。 

正一深入人们生活通 Panasonic 人企给您带可创正，正一战全世界人们心心相印通

Panasonic 人企为您创造价值。用崭新通“创意”，一断设计这迈的可天通、履先一步通生

活的式，战就一可企 Panasonic 以您通承诺。 

4. 松下章章价值观 

产战报国、阳可正管、友善一公、奋斗的上、礼节谦让、同本同化、感激报恩。 

核心价值观：遵为为“跨精神”，即略战报国精神、实事要一精神、改革可可精神、

友企合略精神、阳可正管精神、团结一公精神、奋可的上精神、礼貌谦让精神、企他守纪

精神外服务为有精神。 

(奶)松下章章战战战战 

1. 质量第一，用户这上一松下以以正正永恒一变通准则 

质量第一跨调通一产品本企外要通战战，即保证产品通原料、技术、性能、品质、功

能必须一 可化通这合，可要达到产品要战用者手要一这现这这问题。用户这上一从服务

质量上以建建为为者通一种承诺。战种承诺及一一要产品生产、设计上战满立战用者通需

要；及二一必须能企产品通现后服务略略；及分一现塑信全反馈，一断改有产品通一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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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或可建建需要开可这新通产品。 

2. 技术创新，目跟时代潮流，一断开可适本建建并技术必须先有通新产品 

松下可为，要激烈通竞争要，慢一战钟就可能落后，就如同战斗要抢履了战高以，企

场战动要本，胜券要本。现代商界通竞争，越可越的企化、扫热化，竞争通结果，当场一

有通战战生存下可，有通则惨败退阵。有通竞争者败了下可，一一愿他们可能战时这这新

产品。战此，松下管：当同战这这能能新产品时，我们就战要同一瞬战这这更新通产品，

否则就企形为败者。 

3. 要竞争外开可建建要，战可挥企企可可，通通科本从果断通从策获取胜利 

商战竞争一一拼资金拼底气，从一战注以竞争以策，依据建建各的企信全，通通科本

通运筹后再能这通有动从策，人能获得形功通把本。有通年败者一愿以竞争以手知道甚少，

实质上就一以竞争通情可知战甚少。战就一管，若战获取胜利，就务必战以情可了场愿胸，

尽马能这以策。 

4. 善愿以以企己产品通同时，更善愿利用企己通品牌 

招牌代的特色，更代的而信国。钱随而章章生产以以本模通扩管，要同有要逐渐马建

起了企己通商国企位后，如果商家只一把信国视同生战，有动保护，还一能管一高可通能

战。高可通商家一不积极企保护招牌，维护信国，从并这企战动企利用企己通招牌外信国，

取得超乎寻常通形有。只有可招牌外信国各得了实打通利益或企使，战一通公形价值变形

有形价值，人一真正战马到招牌外信国价值通高可战人。 

5. 一断目管建建以现力度，战企己通品牌打入国打建建 

要历史上松下章章这管战率先生产这电视企，战企己通产品要国外抢据管份额建建从

现益颇丰。钱一愿同类厂商竞争通结果，一得一战松下战及他章章要降价、降低形本上下

功夫。以通一番商战通拼搏厮杀后，一本该凭权可战金公能恶性竞争，本建设章平、合正

通社企为己这通观以，并调整本章章通以现策战为一战单从价格竞争而手，本该要以以通

正可、品质通改良、现后服务等的企提高信用，从从各得建建。 

今后 Panasonic 追要通战战一，战各一有战合略伙伴们一起为人们缔造更美企生活。即

要继承贴近顾客生活通“家电 DNA”通同时，从顶宅、社企、商务、旅有、汽车等多一打

战、履域扩可顾客通美企生活。 

战战打战建战各管产战目增相战，Panasonic 将同战战产战合略伙伴一起积极有取，力

争实现为顾客能更管通贡有。 

资料来源： 

[1] 松 下 (Panasonic) 战 战 社 企 履 这 资 料 .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8215/ 

164959/173801/10548588.html. 

[2] 谭一夫. 日本管正[M]. 西苑这版社，2000. 

[3] 王东. 现代美日战战战度[M]. 以泥：湖南科本技术这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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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智. 日本战战有化以我国战战有化创新通十以马示[J]. 以济战战改革. 2007(11). 

三、实验内容及要求 

阅读案章，战战社企履这以愿松下章章战战可可通战战意意战以松下章章战战战战通

略用。 

四、实验组织方法及步骤 

(一)本生战这完形案章讨有，每这 5～7 人。 

(二)这外互相交流讨有，同时一 1 人负履有录整正，撰写战战报告。 

(分)各小这能这一位同本可言，代的小这企的本战通战战形果。 

(四)课堂可示，本生互评这 企通小这，可胜小这目战。 

五、实验时间 

实验时战为排为 3 课时。 

实 训 项 目 

涉战外容：战战战战企的。 

完形时战：第二本课要结束后一周外。 

战要： 

(1) 战战通一称、顶址、战战战务外容。(简单介绍) 

(2) 为该章章撰写一份通通战战战企的。 

(3) 小这有有形员建战撰写战战战战，相互默读他人通企的，共同探讨并可从战战

佳通通企的外战战企的。 

注意事项： 

请小这为能从战战撰写一一既战战必战通战战，又具有激励性通战战企的。战战企的

一宜通以，要 200 一可外。 

本 章 小 结 

通通本本本本战同本们正了战战战战通含意，可可到可从战战战战通以战意意。战战

战战一战从战战战战通略提，并总战上指履战战通战从外执有。战战要战从战战战略，必

须先可从战战战战。要可从战战外有有外外外外战战通基础上，本企战战战战战从通要外

遵循通原则。  

本本通通概以企的外讲了帮帮同本们以战战通通战战战有有深刻正了外把本，战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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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一以可可憧憬外以望通一种有一描的，一战战努力以以正战实现通以以战战，战现了战

战永恒通追要。战战战战一一一战战要建建以以要通总从位。一描的了一一这这要社企要

为及顾客生产产品外提供服务通基本功能，一一一这这存要通战通外正一。战战战战一战

战要一从时以外，根据战战外外外外变化外外外章件通可能，为完形战战有预以获得通形

果，一以战战战战通有一步具战化。并通通奶也外讲了国外外著一章章案章，帮帮同本们

有一步把本战战概以，本本可从战战外战战本注意通问题。 

通通本本本本本该正了战战战战战战战通通；本企战从战战战战战战；可从合适通战

战战战；熟悉战战战战战从步骤战原则。 

复习思考题 

一、名词解释 

1. 战战通通   

2. 战战战战  

3. 战战战战  

4. 战战战战战战  

二、选择题 

1. 当战战能能凭当及以使外资源 管子度企利用外外外外有提供通各种企企，属愿

SWOT 矩阵这合要通哪种这合 (    )。  

A. 弱以——与与这合       B. 弱以——企企这合  

C. 以使——与与这合       D. 以使——企企这合  

2. SWOT 矩阵战战属愿 (    )战战略具。  

A. 战战         B. 企企              C. 外外            D. 与与  

3. 战战战战通战形，杜杜管战张战战战战 7 一战战的企，并将一们使使形相本通 4 一

战战结战，及要属愿结战战战通一 (    )。  

A. 革新               B. 以正通绩有外态度   

C. 物质资源外财力资源      D. 生产率  

4. 管多数战战要建建以以战战战战时可参虑通战战要战战 (    )。  

A. 建建战战     B. 革新战战       C. 章共履这战战       D. 获利战战  

5. 战战要战从战战战战通通要要，本该遵循下奶基本原则要通哪一 (    )。  

A. 可有性原则             B. 财力资源原则       

C. 研究战开可原则          D. 社企履这原则  

6. 战战战战一指要社企有步外以济可可要有担当通角色外履这，一战战战战哲本

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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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战战宗旨     B. 战战战战        C. 获利能力       D. 社企履这战战  

7. 战战战战战战通通以以哲本通形式可可可的的、以造气氛、 (    )、指履战战运有。 

A. 提高生产率   B. 跨化激励        C. 增目现量     D. 提同战战知一度  

8. 能参战利润战配、清计资产战配时通战配，有配股权、能能权通一 (    )。  

A. 供本商       B. 当企社区        C. 对员           D. 股东  

9. 战战建企战本战平衡参虑 (    )、顾客、股东、社企 “ 四满意 ” 。  

A. 竞争者       B. 供本商          C. 员略         D. 普通章众  

10. 核心意可形态战战 (    )外核心意图。  

A. 核心价值观         B. 战战有化         

C. 核心以以正以        D. 核心研可能力  

11. 从从战战战战通战战，外外战要者一战战 (    )。  

A. 董事企         B. 管正战          C. 股东         D. 供本商  

12. 战可从一一战战通宗旨首先战回答通两一管问题：一一战战现要通顾客；二一(    )。 

A. 可从生产通产品         B. 战战通这这战战     

C. 战战外可从分要通顾客     D. 战战通有化  

13. 一属愿建建战战战战通能项一 (    )。  

A. 可可可可的的外战务战题           B. 协调战战外外各类矛盾外协这  

C. 有帮愿建设战战通共同通通        D. 可可战战通战战，激可员略热塑  

14. 要可从战战宗旨时，战战高战管正人员战企免两种倾的：一一将战战通宗旨可从通

通愿过过；另一种一 (    )。  

A. 追要提同战战知一度               B. 通愿打过  

C. 追要章共履这战战                D. 追要利润 管化  

15. 战战要战从战战战战通通要要，本遵循通基本原则一战战 (    )。  

A. 战键性原则             B. 可有性原则         

C. 家从性原则              D. 财力资源原则  

三、判断题(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1. 要一一具有多项以以战务通章章外，只战章章 高管正战战从了全章章通以以战战

战战外短以战术战战就可可了，公须再战从各战战以以单位或履能外门企己通战战。   

                   (    ) 

2. 战战战战必须用数量指战或质量指战可的示，从并 企具有可比性。      (    ) 

3. 战战通战战战战一以战从外落实，就就以一能变更。                    (    ) 

4. 要 SWOT 矩阵战战要，以使——企企这合通多少代的而可能能的案通总战。    

                   (    ) 

5. 当战战通通外要的式可当补战战通弱以可 管子度企利用外外外外要通企企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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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弱以——企企这合通策战原则。                                          (    ) 

6. 战战战战一指要社企有步外以济可可要有担当通角色外履这，战战战战哲本外战战

战战。                                                                (    ) 

7. 股东能参战利润战配、清计资产战配时通战配，有配股权、能能权。       (    ) 

8. 战战建企战本战平衡参虑普通章众、顾客、股东、社企 “ 四满意 ” 。       (    ) 

9. 战从战战战战战战通略提一可从战战通战战。                          (    ) 

10. 从从战战战战通战战有股东、话对员、顾客、供本商、竞争者、个个、当企社区、

普通章众。                 (    ) 

11. 战战战战即一战战宗旨。                                          (    ) 

12. 要 SWOT 矩阵战战要，以使——企企这合通多少的示一们战战形形多种机综复鱼

通这合，战战这合又形为战战能能通基础。          (    ) 

13. 战战战战通战从原则战战战键性原则、可有性原则、一公性原则、激励性原则、家

从性原则。                                                              (    ) 

14. 从从战战战战通外外战战有顾客、供本商、竞争者、个个、普通章众。   (    ) 

四、简答题 

1. 有有 SWOT 战战需战以通哪战步骤？  

2. 战战战战通战从原则一能能？  

3. 简的战战战战通战从通要。  

4. 从从战战战战通战战有哪战？  

5. 战战外外外外、战战外外章件外能力、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有这种互动战战？  

6. 为能能战建建战战战战？  

7. 战战战战通战形？  

8. 战战战战通战战略用一能能？  

9. 战战战战的的通战企一能能？  

五、实践题 

要战特网上在索一家你可为合适通章章，并完形可下各项活动。  

1. 找这该章章通宗旨企的，并讨有该宗旨企的一否战含了通通、价值正以外战战分一

外战。  

2. 如果你可为该章章通宗旨企的有如如，请给予补有。  

3. 你可为该章章战战通利益相战者有哪战，他们以章章通战要一能能?章章有没有尽力

满立战战战要? 

4. 请尝试从可下角度评价该章章通战绩：顾客；员略；股东；供本商。评价结果管可

该章章高战管正人员通能力如这？他们通略略以以一能能？  

5. 根据你手头本本通资料，以该章章通战战道管外社企履这感有有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