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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交流…….

移动互联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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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营销管理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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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市场学研究会                     理事                         
北京知本创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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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访问学者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     访问学者   
英国South Ampton大学                      访问学者

擅长领域:
企业战略规划、商业模式导入、管理团队建设、营销渠道设计、互联网金融研究
服务客户：
北京鹰彤金融集团营销战略规划    北京电视台战略规划     山东三角集团营销战略规划        

宁夏烟草总公司客户信息系统设计 中海油配餐公司商业模式设计 国电英力特内部管理

13519218500（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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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移动互联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

3 移动互联时代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

CONTENT

洞察移动互联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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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术

学
习

察势

明道 优术

势：形势，背景剖析，代表预判力。

道：规律，原则思路，代表决策力。

术：战术，操作手法，代表执行力。

道

察势以论道，论道以优术，优术以增势。

巧妙顺势，辅以借势，以求造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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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移动互联之势1
互 联 网 + 传 统 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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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准国家政策的脉搏1

掌握技术进步及动向 2

3

4

看准产业链的发展趋势5

如何洞察变化

产品体验优化设计

市场研究及CE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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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生活-支付

01 02 03

04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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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生活-读书

l 传统式书店：新华书店、图书馆 l 体验式书店：梅溪书院、席殊书屋

l 互联网书店：亚马逊、当当网、京东商城 l 移动互联时代的读书：微信读书、掌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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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企业

“与其担心技术夺走就业，不如拥抱技术解决新问题。”

——马云

“过去，中国企业主要扮演的是新技术的跟随者，但是今天

我们需要成为新技术的驱动者和贡献者。”

                                                 ——马化腾

“互联网人口红利结束了，未来发展的动力就是AI。”

——李彦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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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视频

更多精彩视频请关注蓝墨云班课(班课号50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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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纪”突然来临

当下

“世界上最
远的距离，
不是生与死
的距离，而
是我们坐在
一起，你却
在玩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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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当前最大的 移动互联时代的全
方位变革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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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时代的全新特征

   “移动互联”是手机等移动互联终端与各行各业的智慧融合，作为全新的商业模

式，其集中共性为：

1、三互基因：互联、互享、互动（信息+资源；时间+空间）。　

2、生态系统：通过开放集聚众多资源和能力，将价值链所有环节全部互联互通，

跨界整合，通过线上与线下O2O一体化运营实现生态系统的高效协同（长极理论）。

技术为魂      用户为王      数据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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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
思维

基于产业层面

产品研发、生产和
服务环节

销售和服务环节

用户
思维

大数据
思维

迭代
思维

极致
思维

简约
思维

平台
思维

社会化
思维

流量
思维

       贯穿整个
价值链的始终

战略、商业模式
和组织形态层面

1

移动互联时代的思维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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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技术

01 03 05 07

02 04 06

移动互联时代的技术之变

定位服务LBS 人工智能 移动支付

物联网 大数据 虚拟增强现实技术

 

08 
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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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过提炼和加工，产出源
源不断的大数据，也成为下一
代信息传播科技的主要材料。

大数据成为核心资源
它不仅可以带来生产力的提升，
更将全盘改造互联网的产业链
条和传播链条。

人工智能成为撬动发展的主要力量

未来传播将是高度智能化的，
也是场景化的，它能够根据每
个人的时、空、关系、行为、
需求与习惯，提供订制化的传
播内容。

场景化成为基本传播模式
一方面物联网将需要更智能化
的传播纽带，另一方面网络传
播也将获得更多的工具、渠道
与平台。从智能家居到云计算，
网络传播将渗透到方方面面。

物联网成为主战场

移动互联时代的场景之变



移动互联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2
互 联 网 + 传 统 产 业



       “中国企业基于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根本构不成商业模式，
中国企业要获得真正的竞争力，迟早要转向对商业模式创新
关注！”----《基业长青》》《从优秀到卓越》作者吉姆·柯林斯

战略方向不对！20%

战略落地不力！23%

商业模式创新力不足！57%

企业失败
的原因



企业竞争的三个层次

高级层次竞争：
资源整合、体系创新

思维突破
（资本、资源、互联网、平台）

较高层次竞争：
市场、营销

工具运用
（经验、技巧、团队）

基础层次竞争：
产品、服务

基础条件
（产品过硬、服务领先）



竞争优势层级

持续竞争优势 •比的不是技术和产品
而是整体竞争优势

比较竞争优势 •技术先进一步
•产品超前一点

竞争平势
•技术相仿
•产品相似
•渠道相同

竞争劣势 •产品、技术等各方面不如别人



打破客户
边界

打破需
求边界

   打破行
业边界

无边界
竞争

打破产业链
边界

客户选择的创
新，发现新的

细分市场

创新客户需求，发
现和满足未被满足

的精准需求

打破行业壁垒，从线性价
值链到网络化价值创造，

创新价值，创造方式

打破产业链原有的竞争规则，
在新的价值创造领域重构竞

争规则

打破边界



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1

价值
创造

价值主张

实现方式核心能力

为目标客户创造核心价值

向目标客户提供产品与服
务并获取利润

超越竞争对手，为客户创造更
多或更大、更新的价值



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2

客户
价值

战略定位

盈利模型价值网络

战略控制

企业进入的价值领域和从事业
务以及所要达到的目标，决定
了企业的立足点和发展方向

建立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使其免受竞争
对手和客户势力的侵蚀，强化客户忠诚与
产业链地位，有效避免模式被抄袭和模仿

企业通过内部资源优化与外部资源整
合，依托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构建其
价值系统，创造网络化价值，实现低

成本或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企业选择进入利润区和利润获
取方式，以最优的成本结构创

造最大的价值

超越竞争对手，为客户创造更
多或更大、更新的价值



生态创新系统与企业能力培养

企业四大
创新能力

模式创新
•发现新的客户价值
•塑造独特的体验

技术创新
•高新技术应用
•互联网融合

资本创新
•投融资模式

•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
•产业结构的资本运行

管理创新
•平台化、扁平化
•客户化、价值化



商业模式就是赚钱的方式；

没有不能赚钱的行业，只有赚不到钱的模式；

研究表明，技术创新不再是伟大公司区别优秀公司的要素，必须
超越技术层面，进行商业模式创新；

按商学院的法则说：经商最重要的不是资金，不是人才，而是模
式；

最好的模式一定是最简单的模式，只需要一次创意的、可以低成
本扩张的、有门槛的并直入需求本质。

商业模式是企业的核心



商业模式创新

• 是所有企业经营的核心和基础！

• 是所有企业家必须掌握的思考逻辑！

• 是企业投资融资的前提条件！



商业模式创新解决的是企业根本问题

• 属于企业顶层战略范围顶层设计！
• 宁愿“管理混乱但赚钱，也不需要管

理有序但亏损！

• 用战略竞争的全局观和顾客价值创造

的前瞻性来经营企业！



商业模式创新的常见问题

1、认为商业模式创新就是资源整合
2、认为商业模式创新就是技术创新
3、认为创新模式创新就是一个创意和点子
4、在商业模式创新时没有找到精准需求
5、把战略规划等同于商业模式创新



商业成功的“小成”和“大成”

小成

大成

•找一个机会
•做一个生意
•赚取财富、买房买车
•衣食无忧
•术、器层面
•低境界

•做一份事业
•解决客户的某种需求
•实现某种社会价值
•留名千古
•道、法层面
•高境界



商业模式创新模型
             模式架构

商业

模式

组织模式

竞争模式

   关注重点

• 交易结构

• 组织能力

• 战略定位

• 战略定位



创新商业模式的核心要素

创新商业模式

客户价值

开放平台

核心能力

内外资源

生态系统

持续赢利



互联网时代商业模式创新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品类创新

资源整合创新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品类创新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品类创新

组织架构创新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管理与
流程创新

服务创新与
价值增值创新

营销创新

经营模式

运营模式

商业模式

全方位、全系统创新



创新商业模式的六大特点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品类创新

特点四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特点三

特点二

特点一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品类创新

整合和嫁接资源：善于整合和嫁接资源，
不为企业所有，但为企业所用，形成有价值的生产力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顾客价值的挖掘、满足、实现：满足顾客未被满足的精准
需求，不断挖掘顾客的潜在需求，并能持续不断地满足

有一定门槛，不易被模仿：不能让企业
马上被竞争对手或潜在进入者模仿

独特性、创新性：使自己的商业模式有
别于其他企业，能持续发展和赢利。

品类创新

特点六

特点五 品类创新

生态系统：企业必须敏锐感知外部环境的变化，
随行业环境变化，与时俱进、自我调节，形成生态运营系统

核心能力群组：企业必须构建多个竞争力，
形成竞争力群组，有效屏蔽竞争



创新商业模式的五个步骤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品类创新

盈利模式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价值实现

价值构建

客户定位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品类创新

盈利模型和成本结构：你的企业提供什么样的
价值客户才愿意购买，你企业如何在系统中有效控制成本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核心能力和价值整合：明确你企业需要什么样的
核心能力来实现客户价值，要进行什么样的价值整合

战略定位和价值主张：你企业满足了客户的
什么需求，为客户创造了什么样的独特的、有差异化的价值

目标客户定位和精准需求洞察：
明确你企业的目标客户是谁，你企业在为谁创造价值

品类创新战略控制 品类创新运营系统和竞争壁垒：
你企业需要构建什么样的系统才能有效运营



商业模式创新价值实现路径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品类创新

组织管理创新：
完善管理控制系统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形成价值链：处于价值链
最优环节，形成生态创新体系

资本运营
价值放大

未被满足的精准需求洞察：
产业链洞察、发展趋势洞察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品类创新

构建运营系统，竞争壁垒
价值整合形成核心能力群组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设计多元化盈利模式
构建融资系统

开放式创新，整合资源
整合互联网，构建平台

明确的价值主张和战略定位：
突破边界，找到促进企业成长的空间

①

④

②

③

⑤⑥

⑦

⑧



•整合内外资源

•形成产业价值链优势

•构建单一竞争力

•打造高效运营体系

•最求高利润率

•构建开放平台

•互联网、高新技术、
信息的深度应用

•打造竞争力群组

•构建生态创新系统

•追求最大价值

商业模式创新的内涵变化

商业模式创新 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



互联网时代企业创新的三个层次

大            

获
取
价
值
大
小            

小  

易                                            实施难易程度                               难    

微创新

蓝海式创新

颠覆式创新

l技术、产品层面
l竞争过度
l胜出的可能性很小

l市场、营销层面
l竞争激烈
l有一定的机会

l商业模式、顶层战略层面
l操作难度大
l胜出的可能性很大



颠覆式创新与传统创新的区别

颠覆式创新 传统创新

顶层
设计

可同时做到总成本领先战略、差
异化战略、目标集聚战略，使产
品价格更低、品质更好、服务更
优、并且胜出速度更快

只能关注某一个战略，不能同
时做到价值更低、品质更好、
服务更优、花费时间较长

市场
营销

针对所有目标人群展开抢夺，瞬
间完成市场占领，并跨界延伸到
任何你想不到的市场

针对某一目标客户，建立样板
市场，反复复制

创新
原则

构建开放平台，低成本甚至免费 通过资源整合的方式和内部创
新



移动互联时代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3
互 联 网 + 传 统 产 业



中国企业
生于机会，死于变化！

• 失败的企业是过度沉湎于自己的世界，忽视了环
境的变化，忘记了改变！

• 成功者都有自我变革的内驱力，如果等着环境逼
迫你改变的时候，你已经慢半拍了！

• 但，越是危机的时刻，越是创新的最佳机会！！



客户要求越
来越高

原材料价格
不断上涨

员工成本不
断提高

人才流失
严重

利润越来
越小

企业管理
难度加大

融资渠道
不畅

贷款利息
上升

市场空间
缩小

1、产品基本饱和
2、需求相对稳定
3、行业增速平稳
4、利润水平较低



中国企业发展的四个阶段

商业模式思维时代

工具效率时代

营销广告时代

产品销售时代

【2008年以后】竞争充分，需求过剩

【20世纪90年代】需求大爆炸

【20世纪80年代】产品供不应求

【21世纪初】竞争激烈，规模优势凸显



企业经营“思维变迁”

过去 未来

粗放经营
依靠关系
依靠资源
机会主义
投机心态
模仿跟随

精益创业
扎实经营
知识密集
人才导向
系统逻辑
价值创新



企业经营的本质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品类创新

互联网时代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盈利能力

商业模式

客户价值创造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品类创新

任何时代，企业经营的本质但未曾改变过：
提供独特的价值满足客户的精准需求！发现最优客户价值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眼睛仅仅盯着利润的企业，有一天是没有利润的；盈利能力
不是企业经营活动的目的，而是企业经营的限制条件

企业经营的根本就是客户价值，
商业模式的核心是“利他”，以客户的视角看问题！

是企业经营的本质：企业经营的目的是创造
客户，为客户提供产品或服务，而不是利润的最大化



传统商业模式的基本逻辑

获得资本 资本
做什么 为谁做 用什么做

融资模式 需求/产品/服务 战略定位 材料/采购/物流

获取利润 提供给
需求者

用什么
方式 怎么做

差价/服务费 目标客户群 流通渠道 生产方式

从钱、到产品、再到钱



移动互联时代的中国经济环境

1.互联网时代的冲击
2.跨界融合趋势明显
3.分工越来越专业化
4.顾客主权时代到来

     专业分工和顾客需求个性化趋势促使企业生
产由大规模、标准化向小批量、多品种过度，
规模经济被价值经济、专业经济取代。



正在重塑的商业世界
互联网正在重塑整个商业世界：
       1.互联网颠覆传统企业的经营逻辑和方法；
       2.互联网时代的行业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进入无边界
竞争状态；
       3.进入商业X时代，一个未知的、未来不确定的、没有
规律可循的时代；
       4.最前沿的技术和最创新的商业模式往往共同演进，成
功的创新商业模式能把技术创新的价值最大化；
       5.市场在变，环境在变，企业的发展必须保持实时变化，
紧跟时代的步伐；
       6.唯一没有变化的是商业的本质：以客户为中心，为客
户创造独特价值的本质越发地迫切和急需。



供过于求的市场

①供过于求的结果是降价竞争，微利拼杀； 
②企业生存越来越困难，逼得企业不断推成
出新，战略调整步伐加速。

全球化竞争

①全球化威胁着中国企业的生存； 
②随处可见的生活产品（手机、汽
车、护肤品、服装等几乎全部被外
资品牌主导； 
③全球化1.0版“国家”，2.0版
“跨国公司”，3.0版网络相连、来
自全球的“个体和小团队”，必须
提高在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整合
的能力。

处于产业链的低端

①原材料上涨、人力成本提升使得“中国制造”
不具备更多优势，被迫进入“微利”空间； 
②在“研发设计、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物
流配送、市场销售”产业链中，大多处于“生
产制造”的最低端，没有任何附加价值； 
③互联网科技研发仍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互
联网亦处于产业链的低端。

移动互联时代传统企业面临的共性难题



缺乏成熟的商业模式运营机制

①企业的成长便随着机会主义和投机主义； 
②依靠稀缺资源和独特的关系，没有好的模式照样赚钱；
③机会主义和暴力思维误导着企业家的意识，依靠资源、机会、关系经营的思路已经过时；
④苦练内功、转换思维、扎实企业经营功底、打造独特的具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运行机制、
提升核心竞争力，才是王道。

移动互联时代传统企业面临的共性难题

企业缺乏发展方向，不知该何去何从。01 战略
失灵

02 市场竞争如履薄冰，传统的营销策略不再有效。
营销
失灵

03 消费者距离我们的企业渐行渐远，越来越不忠诚。
产品
失宠

04 市场饱和，企业的发展逐渐触碰到了成长的边界。
发展
失速



企业规模增长的陷阱

①习惯于追求规模发展，发疯似的不停扩大产能、延伸业务、发展多元； 
②奉劝处在传统意识中的中国企业，最求规模增长不是目的，提高企业生存价值、
提升企业盈利能力，成为强者，持续经营才是根本。

互联网时代传统企业面临的共性难题

有待完善的金融投资环境

①相比发达国家，我国金融投资环境还非常不成熟； 
②企业忽视了战略规划，陷入为了融资而融资的怪圈； 
③企业缺乏成熟的运营机制和商业模式体系，无法得到金融机构的信任，中小企业
融资难；
④只有完善企业经营体制、创新企业经营思路，才能给金融投资领域营造好的环境。

       中国企业正处于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巨大的竞争压力、前所未
有的挑战、全球化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机遇，优胜略汰、造就强者！
       必须理清思路、创新思维、做好基本功，创新商业模式，因难而上。



第四阶段

第三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价值链层面互联网化：
经营逻辑重构、业务流程重构、
生态系统重构

供应链层面互联网化：
C2B出现、柔性化生产

渠道层面互联网化：
网上店铺、网上销售、
O2O出现

传播层面互联网化：
网络宣传、新媒体传播

传统企业互联网化的四个阶段



传统企业“互联网+”改造流程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品类创新

运营大数据
数据价值化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技术驱动
提升竞争实力

走向物联网
一切智能化

创新商业模式
建立新的经营逻辑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品类创新

管理体系变革
平台化沟通

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

升级供应链
促进产业协同

改造生产流程
打造智能制造形态

重塑产业价值链
提升运营效率

①

④

②

③

⑤⑥

⑦

⑧
在线：交易信息化

流动：信息数据化

应用：数据金融化



撼动的是传统思维（数据化、精准化、移动化）

改变的是行为方式（个性化、碎片化、定制化）

颠覆的是社会结构（互联网、物联网、社交网）

形成的是消费主权（选择权、评价权、推荐权）

移动互联时代商业逻辑的变与不变

变

客户持续的需求不会变

商业的原发初心不会变

商业的本质规律不会变

不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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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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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交流…….

移动互联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