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大中型国企改革必经之路
--实施 ERP，走企业管理信息化之路
胡文艳（四班华东区经理）
摘要： 笔者从公司的治理体系开始分析，解释企业信息化，企业管理信息化，及其与 ERP 的关
系等， 提出实施 ERP，走企业管理信息化之路是大中型国企改革必经之路。 指出目前在国企
管理信息化进程中必须澄清的几个问题，并提出下一步怎么办的几个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国际经济的竞争，实际上就是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这是一个不可争辨的事实。世界一流
的企业都是具备很高的信息化水平。如瑞士雀巢总部利用信息化系统，对分布在全球 400 多家
企业的财务、资金、质量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总部随时监控资金在世界各地运作的状况，在几
分钟内就能调动散在全球的几十亿，上百亿资金 1。

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情况如何呢？

根据国家经贸委信息中心于 2001 年对 520 家国家重点企业和地方骨干企业的信息化情况的调查
报告，我们痛心地看到，企业信息化标准规范应用水平很低。一是企业编码标准实现的程度
低。产品编码标准全部实现的企业占 18.8%。管理科目编码标准全部实现的企业只占 5%；二是
使用国际标准的企业比例极低。产品编码使用国际标准的企业只有 2.8%，管理科目使用国际标
准的企业比例更低，只有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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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企业编码标准是实现企业管理信息化的基础之基础。企业内部没有统一的产品/管理科目编
码，就不可能知道自己有多少原材料，在制品，产品，有多少资金；也无法统一调度，无法对
市场变化作出快捷反应；国有企业国际标准编码使用率如此低，在当今时代是难以与国际企业
交流的！

二、几点概念

1. 公司治理体系

一般而言，存在两种体系，一种称为基于关系的治理体系(Relation-Based Governance System)，
另一种称为基于规则的治理体系(Rule-based Governance System)。基于关系的治理体系固定成本
低，但随着交易量的增加，其边际成本会越来越高。这是因为对每个交易伙伴需要进行筛选、
测试、监督。因每个人又只有有限的授权范围，于是随着交易量业务量的增大，企业的机构越
来越臃肿，平均成本越来越大，信息失真逐渐加大，企业整体反应变得迟钝。基于规则的治理
体系，固定成本高，因为需要先建立起复杂的基础设施，如计算机网络系统，企业基础信息编
码，企业信息传送规则，岗位权利与义务的定义、解释、执行、实施、基本信用制度的建立等
等。但是随着信息量/业务量的增加，边际成本逐渐下降，从而使整个平均成本下降。下图表示
出这两种治理体系下平均成本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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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关系的治理体系成本
成本

基于规则的治理体系成本
成本

边际
成本
高

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高
固定成本
交易量或经营伙伴数量

交易量或经营伙伴数量

治理体系平均成本比较

基于规则的平均成
本

基于关系的平均成本
临界点

交易量或经营伙伴数量

基于关系的治理体系初始成本低，是一项“中国奇迹”，如蓬勃发展的早期的乡镇企业、私营
企业, 我国农村改革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等。在交易量低的情况下，这种管理体系
有其优势。

对我国大中型国营企业而言，其交易量或经营伙伴数量大大高于临界点。 这种基于关系的治理
体系所带来的问题也就是我国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多级法人制”的存在，其
结果是资金分散、内部利益冲突、“利益转送”等等一系列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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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国大中型国企的改革，必须建立一套基于规则的治理体系。这套基于规则的治理体系
完全可以通过实施 ERP，走企业管理信息化的道路来实现。

2. 企业管理信息化定义

企业信息化是采用先进的管理理念，应用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按一定的规则整合企业的生
产、经营、制造、管理等，以便对外界需求作出迅速反应，从而加强企业的生存力与竞争力。

企业信息化分两条线。一条是以计算机为辅进行设计、制造、工程等的技术主线，另一条是以
物流、资金流带动信息流为主的管理主线，也就是本文所讨论的主要内容。

3. ERP 是企业管理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管理信息化中提到的先进管理理念是什么呢？答案是企业资源计划，即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 ERP 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见下图比较表。

ERP 物料需求计划

MRPII 制造资源计划

ERP 企业资源计划

时间

1965

1980

1990

发起人

美国生产与库存管理协会

美国生产与库存管理协会

美国 Gartner Group

管理思想

独立需求与相关需求

管理会计， JIT

供应链管理，价值链，

物料需求时段的概念
计算机技术

计算机体积不断缩小，

敏捷制造等
技术渐入辉煌，可扩充内存等

EDI，Internet 技术等

物流、资金和信息流

企业内外，供需链合作伙 伴之

功能不断增强
信息集成

物流与信息流集成
间的信息集成

解决问题

无短缺，无积压

伴之间的信息集成
财务信息滞后生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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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我们看出，任何想在当今竞争环境中取胜的企业必须利用供应链管理思想，采用先进的计
算机技术，以一种基于规则的治理体系，实现企业信息集成，以达到合作竞争，协同商务的目
的。而我国大中型国企连内部的编码系统这一基本的规则都不全，达到 MRP 物料需求计划的
要求还有差距。如今我国已进入 WTO，如何与国际企业竞争？ 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通过以上几个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如下：我国大中型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生存、获胜，
必须建立一套基于规则的治理体系，一套有效的管理信息化系统，而 ERP 这一先进的管理化理
念与手段是建立这套信息化系统的唯一手段。

三、实施 ERP 走管理信息道路必须澄清的几个问题

1. 企业管理信息化是为了企业内部采用高度的计划经济，以适应外部变化的市场经济

当市场经济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的时候，人们均以谈市场经济为荣，甚至在大大小小的企业内
部也搞起市场经济。

我们知道，“对一个国家而言，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在于可以利用行政手段动员资源，并把它
们用到国家指定的用途上；而它的致命弱点则在于有过高的信息成本和缺乏激励导致的过低经
济效率”³。因为效率过低，计划经济体制才逐渐被人们放弃。

然而，随着企业内部管理信息化的普及，尤其是在企业实施 ERP 系统后，企业的信息成本大大
降低，激励机制在通过企业文化，企业管理规则加以界定后，企业内部实行计划经济就有了条
件。本文开始所属述的雀巢公司就是这样的典范。

2． 企业管理结构必将扁平化，原企业中完成上传下达的中层职位将无存在的必要

天津 (亚洲总部) 电话: +86 - 22 - 28401500 网址: www.fs.com.cn
上海: +86 - 21- 63758877

北京: +86 - 10 - 64689110

Email: asiainfo@fs.com.cn

广州: +86 - 20 - 83311500

5

文章
正如吴敬琏教授在“应对信息化挑战”这一讲话中所指出：“信息社会是一个每一个站点都面
对一切其它站点的网络，是一种全面的横向联系” 4。在实现企业管理信息化之后，每一个在系
统里的人，都将按既定的规则，对企业的信息作出反应，该反应将立即传递到企业内其它相关
人员中，信息传递不再是单线联系，层层上报，层层分解传达。传统企业中所设置的诸如完成
上报下传的中层职务将随着 ERP 的实施，企业管理信息化的推进而失去存在的必要。

3． 管理信息化的过程是实现从“人治”到“法治”(the Rule of Law)转变的过程

管理信息化的过程就是要将原来基于关系的治理体系利用先进的管理理念与规则，通过采用计
算机网络技术转变为基于规则的治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管理信息化不单纯是个技术问
题，它涉及到企业的方方面面，它是一个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过程。它必将涉及到企
业组织框架的重组，流程的再造，也就意味着权利和利益的再分配。

“中国的‘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对国家而言，法治是建立在立法和司法程序的透明性上，
这就是说，立法在前，执行在后，不可以回溯，保证人们行为的法律后果只有可预见性。”

4

对企业而言，法治就是建立在明确的岗位责任，每个人对自己所处理的信息数据来源去脉了如
指掌，并且按企业既定规则作出相应的反映，承担相应的责任。

举个简单的例子，采购人员接到他人通过系统传递过来的需要采购 100 吨钢材的计划时，他可
以通过系统了解到为什么需要采购这 100 吨钢材，用于什么目的。根据他的授权，他可以根据
系统提供的以前供应商的供货业绩，选择最优供应商立即下达订单。在这个过程中，他不能根
椐个人关系，在没有需求的情况下，擅自下达订单，也不能把订单下达给与他关系好但供货表
现差的客户，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均面向企业网络中的许多使用者，他个人的信用也如同供应
商的供货业绩一样，记录在管理信息系统中。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法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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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实现管理信息化？

1． 企业管理信息化，领导是关键。必须加快完善我国公司治理体制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企业管理信息化是要建立一个企业内部的计划经济体系，管理体制扁平
化，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公司领导的参与和支持是不可能
做到的。

目前国营企业尚无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公司治理体系，公司执行机构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对
CEO 授权不足，无法形成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沿用“集体领导”方式造成决策延误和无人负
责现象，以及对执行人员缺乏足够激励等等。在没有很好解决这一问题之前，要让企业的领导
人去推动企业管理信息化，实施 ERP 系统是不现实的，无数对外宣传成功的国企 ERP 系统，
实则失败的例子数不胜数。

当然，在我国国企领导中，也不乏有许多具有良好的企业家素质，良好的职业经理道德，为国
营企业改革立下汗马功劳的厂长经理。正是由于有一批这样的领导，我国的国企中才有一批通
过实施 ERP，成功实现企业管理信息化的企业。徐州工程机械厂以及江苏扬州群发化工集团就
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们实施的是美国四班（Fourth Shift）ERP 系统。

2． 采用拿来主义

国外 ERP 的概念，企业管理信息化的发展已走过几十年的路程；国外企业通常是委托专业咨询
公司和系统集成商来完成信息化工作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拿来为已所用呢？这恐怕是中国传统的小家经济，自给自足的狭隘思想在作
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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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一直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即工业化的过程中。就工业社会所需要的经
济制度结构而言，中国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努力总算入门了，但市场制度的建立还远远没有完
成，在有些重要方面甚至还处于‘过大关”的过程之中。然而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信息化的问
题又摆到了我们面前。信息化意味着更大跨度的社会变迁。” 4

在此关头，我们还能等待吗？我们还能大谈特谈中国特色而裹足不前吗？采用兼收并蓄，拿来
主义，不失是一条可行之路。

3． 加快企业、个人信用体系建设

企业管理信息化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要加快建立和完善有关企业信用方面的法律法
规。对不讲信用的企业，要通过建立记录体系，公布于世，让其在市场经济中无立椎之地。要
加快人才市场的发展，倡导职业精神，对信用好的个人，应广而告之，让其在人才市场中升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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