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必刷 ５５０ 题

第一章　战略与战略管理

扫 我 做 试 题

１． 甲企业是国内大型乳制品企业， 受二胎政策的影响， 国内奶制品的市场环境发生一些变

化， 为了保证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该企业需要重新制定未来的发展战略， 那么， 该企业

需要做的第一步工作是（　 　 ）。
Ａ． 战略分析 Ｂ． 战略选择

Ｃ． 战略实施 Ｄ． 战略控制

２． 甲公司的创始人在创业时就要求公司所有员工遵守一个规定： 在经营活动中永远不做违

背道德和法律的事情。 从公司使命角度来看， 此规定属于（　 　 ）。
Ａ． 公司目的 Ｂ． 公司宗旨

Ｃ． 经营哲学 Ｄ． 公司目标

３． 正大集团为了确立企业产品差异化的发展方向， 大力培养创新的核心能力， 该公司的人

力资源部门就必须制定政策体现对创新的鼓励， 比如要重视培训， 鼓励学习； 把创新贡

献纳入考核指标体系； 在薪酬方面加强对各种创新的奖励。 这体现的战略是（　 　 ）。
Ａ． 竞争战略 Ｂ． 职能战略

Ｃ． 公司战略 Ｄ． 业务单位战略

４． 甲公司认为企业的目标是对企业使命的具体体现， 在进行最终的战略决策时选择对实现

企业目标最有利的战略方案。 甲公司选择战略的方法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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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根据企业目标选择战略 Ｂ． 提交上级管理部门审批

Ｃ． 民主投票 Ｄ． 聘请外部专家

５． 下列关于战略管理表述的选项中， 错误的是（　 　 ）。
Ａ． 战略管理是企业的综合性管理

Ｂ． 战略管理必须由企业的高层领导和职能管理者来推动和实施

Ｃ． 企业战略管理活动应适应企业内外部各种条件和因素的变化进行适当调整或变更

Ｄ． 战略管理的对象包括各项职能战略， 以及竞争战略和公司层战略

６． 甲公司是一家生产奶制品的企业， 甲公司预测， 随着国民健康消费意识

的逐步提高， 未来奶制品市场会大幅度提升， 所以甲公司进一步扩大奶

制品的生产。 然而， 随着三鹿奶粉损害婴幼儿健康的事件的爆发， 奶制

品的需求迅速下降， 导致甲公司的库存大量堆积。 这体现了战略

的（　 　 ）。
Ａ． 应变性 Ｂ． 计划性

Ｃ． 长期性 Ｄ． 风险性

７． Ａ 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 近年来发展较为迅速。 但是受 ２００８ 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公

司原有业务出现大幅萎缩。 为明确公司下一步发展方向， 公司创办人号召公司最高管理

层和下属各职能部门积极献计献策， 为公司未来的发展选择战略。 在此基础上， 通过上

下级管理人员的沟通和协商， 制定出了适合企业发展的战略。 根据以上信息可以判断，
Ａ 公司形成战略的方法是（　 　 ）。
Ａ． 团队结合 Ｂ． 自上而下

Ｃ． 自下而上 Ｄ． 上下结合

８． 甲企业面临比较窘迫的状态， 所以想实施新的战略， 但在选择新的战略之前， 要进行战

略分析， 下列关于战略分析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Ａ． 市场部经理说对竞争对手的目标进行分析， 从而制定出公司的竞争战略

Ｂ． 信息部经理说可以从最近政府政策的倾向和产业发展的大环境角度分析

Ｃ． 生产部门经理说可以从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角度分析， 注意建立起企业核心竞争力

Ｄ． 职工代表说可以利用通用矩阵认真分析一下企业外部环境情况

９． 下列关于企业各层次的战略与所涉及的管理层次对应不正确的是（　 　 ）。
Ａ． 总体战略→公司最高管理层

Ｂ． 业务单位战略→职能部门管理层

Ｃ． 业务单位战略→事业部门管理层

Ｄ． 职能战略→职能部门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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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战略选择过程组成部分的是（　 　 ）。
Ａ． 制订战略选择方案 Ｂ． 评估战略备选方案

Ｃ． 选择战略 Ｄ． 选择适当的组织协调和控制系统

１１． 主营生产葡萄糖饮品的康健公司最初生产的葡萄糖饮品定位于帮助儿童发育和病人康

复。 后来， 随着保健品市场的蓬勃发展， 康健公司逐渐摒弃原有定位， 转而瞄向日渐

增长的健康市场， 将它作为一款提高运动效能的饮品重新推出。 康健公司的做法体现

出的战略创新类型是（　 　 ）。
Ａ． 产品创新 Ｂ． 流程创新

Ｃ． 定位创新 Ｄ． 范式创新

１２． Ａ 公司是一家生产高端家电产品的进出口公司， 在 ２０１８ 年中美贸易战中遭受重大损失，
该公司最高管理层根据最新的全球经济环境， 重新确定未来 １０ 年的战略规划， 决定转

向国内市场， 生产面向大众的产品， 降低产品生产成本， 扩大客户群体， 并根据这一

规划明确了企业人财物的配置。 这种战略属于（　 　 ）。
Ａ． 总体战略 Ｂ． 竞争战略

Ｃ． 业务单位战略 Ｄ． 职能战略

１３． 根据不同层次管理人员介入战略分析和战略选择工作的程度， 可以将战略形成的方法

分为自上而下的方法、 自下而上的方法和上下结合的方法三种形式。 三种方法的主要

区别在于战略制定中对（　 　 ）的把握。
Ａ． 民主与集中程度 Ｂ． 变化与稳定程度

Ｃ． 开放与封闭程度 Ｄ． 集权与分权程度

１４． 甲公司在原有手机、 ＩＴ 和房地产业务的基础上， 决定进军新能源产业。 为此集中各部

门的精英骨干组成项目小组对该方案进行评估。 项目小组在评估时主要关注了该方案

的收益、 风险， 以及企业目前和未来可能的资源。 根据以上信息可以判断， 甲公司进

行战略方案评估时主要的标准是（　 　 ）。
Ａ． 可行性标准 Ｂ． 可接受性标准

Ｃ． 适宜性标准 Ｄ． 合理性标准

１５． ＭＢ 单车创建了全球首个智能共享单车模式， 下列表述中可以作为其公司宗旨的

是（　 　 ）。
Ａ． 让我们生活的城市更美好

Ｂ． 用人人可负担得起的价格提供共享自行车服务

Ｃ． 使人们更便利地完成城市内的短途出行

Ｄ． 帮助减少交通拥堵， 帮助减少环境污染

１６． （２０２０ 年）天鸣公司是全球领先的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 该公司在网站上显

著位置有如下说明： 致力于把数字科技带入每个人、 每个家庭、 每个组织， 构建万物

互联的智能世界。 天鸣公司的上述说明体现了该公司的（　 　 ）。
Ａ． 目的 Ｂ． 目标

Ｃ． 经营哲学 Ｄ．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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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２０１９ 年）云飞公司最初是一家电子商务企业， 后来成长为业务涵盖网上商城、 餐饮、
酒店和物流的大型多元化公司。 云飞公司的发展体现了公司（　 　 ）。
Ａ． 经营哲学的变化 Ｂ． 宗旨的变化

Ｃ． 公司目的的变化 Ｄ． 战略层次的变化

１８． （２０１８ 年）２０１６ 年以来， 生产安保设施的天盾公司先后收购了两家同类企业， 在扩大生

产经营规模、 降低成本的同时， 开发出功能优于其他同类产品的新产品。 天盾公司的

上述收购行为属于该公司的（　 　 ）。
Ａ． 总体战略 Ｂ． 业务单位战略

Ｃ． 职能战略 Ｄ． 混合战略

１９． 甲公司是一家集团企业， 主营业务为家电制造， 其余业务为房地产、
交通运输、 酒店经营。 在国家开始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宏观调控后， 房

地产业务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 并对其他业务也产生了连带作用。 经

慎重分析后， 集团领导决定将房地产业务进行剥离， 将其出售给另外

一家大型企业， 并将此交易中获得的资金用于其他业务的发展。 该公

司的这一做法属于（　 　 ）。
Ａ． 总体战略

Ｂ． 职能战略

Ｃ． 财务战略

Ｄ． 业务单位战略

２０． 下列各项战略中， 不属于职能战略的是（　 　 ）。
Ａ． 研究与开发战略 Ｂ． 生产运营战略

Ｃ． 成本领先战略 Ｄ． 财务战略

２１． 下列选项中， 属于业务单位战略的是（　 　 ）。
Ａ． 甲集团领导决定将房地产业务进行剥离， 将其出售给另外一家大型企业

Ｂ． 乙房地产公司投资设立新型建材生产基地

Ｃ． 丙电器公司降价以增加市场占有率

Ｄ． 丁快递公司重整其人力资源管理， 提升员工的服务能力

２２． 目前家电行业的竞争重点是降低成本， 企业进行创新的驱动因素是降低成本、 提高质

量等当面的压力。 据此， 家电行业所处的创新生命周期阶段是（　 　 ）。
Ａ． 流变阶段 Ｂ． 差异化阶段

Ｃ． 成熟阶段 Ｄ． 衰退阶段

２３． 达能实业正在考虑如何分配企业内的工作职责范围和决策权力， 下列不属于达能实业

需要考虑的是（　 　 ）。
Ａ． 企业的管理结构是高长型还是扁平型

Ｂ． 决策权力是集中还是分散

Ｃ． 企业的组织结构类型能否适应公司战略的定位

Ｄ． 企业员工的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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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文昌公司是美国一家打印机生产企业， 随着时代的发展， 公司大力进行业务改组， 成

功地从一个以黑白模拟打印机为主要产品的公司转型成为一个数字化、 彩色和文件解

决方案的供应商， 实现了从“我们生产打印机”向“我们提高办公效率”转变。 其中“我
们生产打印机”和“我们提高办公效率”属于（　 　 ）。
Ａ． 公司目的 Ｂ． 公司宗旨

Ｃ． 公司的目标 Ｄ． 经营哲学

２５． Ｃ 国的汽车制造业目前处于创新生命周期的过渡阶段。 下列属于过渡阶段主要元素的

是（　 　 ）。
Ａ． 竞争重点是功能性的产品性能

Ｂ． 创新的主要类型包括随着生产规模扩大， 要求出现重大流程创新

Ｃ． 生产流程高效， 通常形成资本集约化并且相对严格

Ｄ． 产品线呈现多样性

２６． 下列属于战略目标体系建立的目的为公司赢得的结果是（　 　 ）。
Ａ． 良好的现金流以及公司的信任度

Ｂ． 在国际市场上建立更强大的立足点

Ｃ． 投资回报率

Ｄ． 股利增长率

２７． 安心保险公司通过对轿车市场的调研， 决定针对容易发生事故的婴儿推出一款新的保

险种类， 并提供双语咨询、 协助就医等特色服务。 同时保险公司基于效率原则积极优

化办公手续。 安心公司推出的上述业务体现的战略创新类型包括（　 　 ）。
Ａ． 产品创新 Ｂ． 流程创新

Ｃ． 定位创新 Ｄ． 范式创新

２８． 下列属于财务目标体系表明公司必须致力于达到较好的结果有（　 　 ）。
Ａ． 市场占有率

Ｂ． 收益增长率

Ｃ． 投资回报率

Ｄ． 股票价格评价

２９． 下列选项中， 属于战略创新的类型的有（　 　 ）。
Ａ． 产品创新 Ｂ． 流程创新

Ｃ． 定位创新 Ｄ． 范式创新

３０． 下列各项分析中， 属于企业内部环境分析的有（　 　 ）。
Ａ． 产业环境分析

Ｂ． 竞争环境分析

Ｃ． 企业资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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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企业核心能力分析

３１． 康健集团正在进行企业战略选择， 目前出现了用多个指标对多个战略方案的评价产生

结果不一致的情况， 此时康健集团可以考虑的方法有（　 　 ）。
Ａ． 根据企业目标选择战略

Ｂ． 提交上级管理部门审批

Ｃ． 聘请外部专家进行战略选择工作

Ｄ． 民主投票

３２． Ａ 国的食品饮料行业的竞争重点是功能性的产品性能。 根据创新生命周期理论的相关知

识， 处于该阶段的企业可能存在的主要元素有（　 　 ）。
Ａ． 产品线多样性

Ｂ． 生产流程变得越来越严格和明确

Ｃ． 创新的主要类型是渐近性的产品和流程创新

Ｄ． 产品经常性的发生主要变化

３３． 与传统职能管理相比， 现代战略管理的特征包括（　 　 ）。
Ａ． 战略管理是一项涉及企业所有管理部门、 业务单位及所有相关因素的综合性管理

活动

Ｂ． 战略管理重在提高效率， 职能管理重在改进管理的职能

Ｃ． 战略管理通常由职能部门经理来推动和实施

Ｄ． 战略管理是企业的一种动态性管理

３４． 下列各项与公司总体战略有关的有（　 　 ）。
Ａ． 涉及整个企业的财务结构和组织结构

Ｂ． 保证企业的竞争优势， 有效控制资源的分配和使用

Ｃ． 为各级战略服务， 提高组织效率

Ｄ． 选择经营领域， 合理配置企业经营所需的资源

３５． 下列关于公司战略层次的说法中， 不正确的有（　 　 ）。
Ａ． 在职能战略中， 协同作用只体现在单个的职能中各种活动的协调性与一致性

Ｂ． 三个层次的战略都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侧重点和影响范围是相同的

Ｃ． 各职能部门的主要任务不同， 但是关键变量是一致的

Ｄ． 总体战略的重点是提高企业资源的利用效率

３６． 甲公司拟制订战略选择方案， 对于战略形成的方法还没有最终确定， 根据不同层次管

理人员介入战略分析和选择工作的程度， 可供选择方法有（　 　 ）。
Ａ． 自上而下的方法 Ｂ． 自下而上的方法

Ｃ． 内外结合的方法 Ｄ． 上下结合的方法

３７． （２０１８ 年）逸风公司是一家手机游戏软件开发商。 该公司为实现预定的战略目标， 借助

大数据分析工具， 及时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调整产品开发和经营计划， 成效显著。 以

下的表述中体现逸风公司上述做法的有（　 　 ）。
Ａ． 逸风公司的战略是理性计划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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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逸风公司的战略是在其内外环境的变化中不断规划和再规划的结果

Ｃ． 逸风公司的战略是事先的计划和突发应变的组合

Ｄ． 逸风公司采取主动态势预测未来

３８． （２０１４ 年）下列关于公司建立战略目标体系目的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提高股利增长率 Ｂ． 获得满意的投资回报率

Ｃ． 提高公司在客户中的声誉 Ｄ． 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

３９． （２０１４ 年）下列各项中， 属于战略实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　 　 ）。
Ａ． 企业的组织结构是否有效

Ｂ． 企业战略、 结构、 文化和控制诸方面是否协调

Ｃ． 企业自身所处的地位是否有利

Ｄ． 人员和制度的管理是否合理

４０． （２０１４ 年）下列各项中， 属于企业内部环境分析常用的战略分析工具有（　 　 ）。
Ａ． 波士顿矩阵 Ｂ． 通用矩阵

Ｃ． ＳＷＯＴ 分析 Ｄ． 成功关键因素分析

４１． （２０１３ 年）公司战略的现代概念强调战略的（　 　 ）。
Ａ． 全局性 Ｂ． 竞争性

Ｃ． 风险性 Ｄ． 应变性

４２． 甲公司聘请著名的 Ｍ 咨询公司进行战略咨询， 在对已提出的三个战略方案进行评估的

时候， Ｍ 公司项目组组长建议主要考虑选择的战略能否被大股东以及高层经理们接受，
能否通过财务方面的可行性分析。 Ｍ 公司评估战略备选方案使用的标准有（　 　 ）。
Ａ． 适宜性标准 Ｂ． 外部性标准

Ｃ． 可行性标准 Ｄ． 可接受性标准

４３． 战略管理流程是一个相互连续的循环过程， 构成这一循环过程的战略核心领域包

括（　 　 ）。
Ａ． 战略变革 Ｂ． 战略实施

Ｃ． 战略分析 Ｄ． 战略选择

４４． （２０２０ 年改）ＶＤ 公司诞生于 ２０１３ 年底， 当时已有 １５ 年儿童英语培训工作经历的方雯决

定创办一家在线英语教育服务公司， 以解决线下英语师资良莠不齐、 同质化、 教学内

容陈旧、 价格和时间成本高等问题。 借助互联网的手段， 专注于为 ４－１２ 岁少年儿童提

供“一对一”的在线英语教育服务， 采用碎片化的、 性价比高的、 与纯北美外教老师进

行渗透式学习的交流方式， 因材施教， 给每个孩子带来个性化的学习体验， 这是 ＶＤ 公

司的基本业务模式。
ＶＤ 公司在教学设计上摒弃了传统教学模式， 迎合儿童特点， 将英语教学与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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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相结合， 寓教于乐， 激发小学员们的兴趣， 也让教和学成为师生情感交流的平台。
ＶＤ 公司选择自主研发教材而非原版引进， 为中国小朋友量身定制最适合他们的教材。
ＶＤ 公司一直坚持研发高品质产品， 形成了各个单元课件， 其后又通过不断对产品的打

磨， 构建了包括教学大纲、 教学内容课件、 课前课后的练习、 教师教案以及教师培训

等整套线上的教研体系。
线下教育对于北美本土的教师来说， 要放弃当地生活或者拖家带口来到中国， 困

难是非常大的。 线上模式则使这一困境得以根本改变。 北美现有符合 ＶＤ 公司招募条件

的教师总数接近 １ ０００ 万人， 通过在线方式， ＶＤ 公司可以筛选出其中最优秀的 １％， 通

过招募成为 ＶＤ 外教后， ＶＤ 平台通过一系列在线教学交流分享， 帮助每一位老师成为

线上“专家”。
ＶＤ 平台帮助小学员从几万名老师中匹配、 推荐、 自主选择老师。 这在传统的线下

培训中是不可能的。 同时， 根据儿童教育规律， 让孩子与五名左右的不同的老师去学

习和交流， 以达到提升认知度和理解力的最好效果。
自 ２０１３ 年成立以来， 引领线上教育的 ＶＤ 公司一直在快速壮大。 由于 ＶＤ 公司近乎

极致的规划设计与极其周密的运作， 使竞争对手难以复制和超越。
要求：
根据资料判断本案例中， ＶＤ 公司战略创新的类型。

４５． （２０２０ 年改）在汽车产业电动化、 智能化、 网联化、 共享化融合变革之际， 被称为“造车

新势力”之一的家家智能汽车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正式成立， 家家公司的董事长兼创始人王

向认为， 汽车制造业已经进入 ２ ０ 数字时代， 其特征是电机驱动＋智能互联； 而汽车

３ ０ 时代是人工智能时代， 其特征是无人驾驶＋出行空间。 为了赢得 ２ ０ 时代， 并参与

３ ０ 时代的竞争， 家家公司开始全面布局： 通过三轮融资获得资金， 拥有了自己的制造

基地， 与国内最大的出租车网约平台合作切入共享出行领域， 积极投资产业链（包括投

资孵化自动驾驶系统供应商 ＭＪ 公司、 专注自动驾驶中央控制器的 ＺＸ 公司以及研发生

产激光雷达的 ＬＨ 公司等）。
王向认为， 未来企业竞争的关键要素， 是具备快速成长能力的公司组织。 他把

６０％的时间用于组织管理， 以是否具备创新能力与价值观而非是否来自成功大企业为标

准选拔人才； 帮助团队中每一个人成就心中的事业追求， 去挑战自己和团队成长的

极限。
家家公司的第一款产品 ＳＥＶ 面向国内外共享汽车使用群体， 续航里程将超过

１００ 公里。 但是， 两年筹备之后， 由于低速车的合法性以及海外分时租赁市场实际容量

的局限， 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还是夭折了。 面对挫折， 王向立即将公司产品开发重心

转移到中大型 ＳＵＶ 的“家家智造 ＯＮＥ”。 为了实现“没有里程焦虑”， “家家智造 ＯＮＥ”采
用全新的形式———增程式电动。 王向认为， 相对于 Ｕ 国 ＴＬ 等电动车采用的充电桩 ／ 换
电站等方式， 中国消费者更需要从产品本身去解决问题的产品。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晚，
备受汽车及科技界人士瞩目的家家公司新车———“家家智造 ＯＮＥ”于 Ｂ 市正式发布。 这

场发布会没有明星大腕捧场助阵， 全程由王向一人直接以大量数据对比和充满硬核知

识的干货完成了自我演绎， 让消费者在各类新产品中有了清晰的比较。 王向表示， “家
家公司智造 ＯＮＥ”定价不会高于 ４０ 万元， 而增程式电动技术显著难于纯电动车， 因而

“家家智造 ＯＮＥ”的性价比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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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家家公司以 ６ ５ 亿元收购 ＬＦ 股份公司所持有的 Ｃ 市 ＬＦ 汽车公司

１００％股权， 被业界称为家家公司“完美避开进入门槛”， 取得了新能源汽车的生产资

质， 以实现王向掌控并引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梦想。 而此举对于 ＬＦ 股份公司而言是其

战略重组的一部分， 将经营不善的 Ｃ 市 ＬＦ 汽车公司剥离出去， 以应对流动资金不足的

困境。 家家公司与 ＬＦ 股份还签署了为期 ３ 年的框架合作协议。 双方将通过资源互补、
技术互补等方式， 在新能源技术开发、 车联网、 人车交互及数据共享等领域形成技术

联盟。
要求：
（１）根据资料判断本案例中， 家家公司战略创新的类型。
（２）根据资料判断本案例中， 家家公司战略创新赖以实现的关键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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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战略分析

扫 我 做 试 题

４６． 对于产品质量差异较小的软饮料行业而言， 最重要的企业资源是（　 　 ）。
Ａ． 财务资源 Ｂ． 企业文化

Ｃ． 商誉 Ｄ． 技术

４７． 下列关于技术资源的描述中正确的是（　 　 ）。
Ａ． 技术资源一般都反映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

Ｂ． 技术资源的战略价值可通过查阅企业资产负债表确定

Ｃ． 技术资源具有先进性、 独创性和独占性

Ｄ． 技术资源涉及设备、 专利、 原材料

４８． 某银行为了减少顾客等待的时间， 提高银行效率并为顾客创造价值， 开发了一种叫号

系统， 这种系统能使客户知道自己的等待时间并提示他们要办理业务的柜台号。 根据

以上信息， 从价值链分析的角度可以判断这个活动属于（　 　 ）。
Ａ． 服务 Ｂ． 采购管理

Ｃ． 技术开发 Ｄ． 企业基础设施

４９． 对竞争对手进行分析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 分别是竞争对手的未来目标、 假设、 现行

战略和潜在能力。 下列各项中属于对竞争对手的能力进行分析的是（　 　 ）。
Ａ． 竞争对手未来的发展目标是成为行业领袖

Ｂ． 竞争对手现在采用的是成本领先战略

Ｃ． 竞争对手有很强的销售队伍培训技能

Ｄ． 竞争对手自视为低成本生产者

５０． 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业从导入期进入衰退期， 其财务风险（　 　 ）。
Ａ． 不断提高 Ｂ． 先提高后下降

Ｃ． 先下降后提高 Ｄ． 不断下降

５１． ２００８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波及我国大部分金融企业。 在此期间， 国

外投行 Ｋ 预计其竞争对手中国的甲银行将会逐步降低权益类投资， 并

逐渐降低对客户的理财产品的收益率。 投行 Ｋ 对甲银行进行的上述分

析属于（　 　 ）。
Ａ． 财务能力分析

Ｂ． 快速反应能力分析

Ｃ． 成长能力分析

Ｄ． 适应变化的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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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美发店应配备充足的、 受过培训的初级理发师， 雇用他们来为顾客洗头、 打扫美发馆

和进行一般性的勤杂工作。 这样能确保造型师集中精力为美发店创收而不会浪费时间。
从价值链分析角度看， 这一措施属于企业的（　 　 ）。
Ａ． 必要活动 Ｂ． 支持活动

Ｃ． 基本活动 Ｄ． 主要活动

５３． 波士顿矩阵中， 决定整个经营组合中的每一经营单位所应当奉行战略的两个基本参数

是（　 　 ）。
Ａ． 市场增长率和相对市场占有率 Ｂ． 市场增长率和产业规模

Ｃ． 市场份额和销售额 Ｄ． 市场份额和产业规模

５４． ２０１８ 年双十一某购物网站一天的交易额就超过 ２ １００ 多亿， 从之前传统的实体店交易，
到目前各行各业网上购物交易的普及， 体现的是（　 　 ）。
Ａ． 经济发展水平与状况 Ｂ． 消费心理

Ｃ． 价值观 Ｄ． 生活方式

５５． 某企业要在国内开设食品厂， 而我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 从

事食品生产、 食品流通、 餐饮服务， 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 食品流通许可、 餐

饮服务许可。 该企业在设立食品厂之前对我国的上述许可制度进行了分析， 这体现的

是（　 　 ）。
Ａ． 社会和文化环境分析 Ｂ． 政治和法律环境分析

Ｃ． 经济环境分析 Ｄ． 产业环境分析

５６． 一家食品公司准备在中东开设连锁店， 但是不出售猪肉类食品， 这说明该食品公司在

战略分析中考虑了（　 　 ）。
Ａ． 政治和法律因素 Ｂ． 经济因素

Ｃ． 社会和文化因素 Ｄ． 技术因素

５７． 甲公司所处产业属于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产业， 用户对资讯产品的品牌依赖度较大。
只有建立起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 方能取得客户的信任， 相关产品和服务的推

出、 升级、 更新换代才能被市场快速接受。 甲公司给潜在进入者设置的进入障碍

是（　 　 ）。
Ａ． 规模经济 Ｂ． 资金需求

Ｃ． 现有企业的市场优势 Ｄ． 现有企业对关键资源的控制

５８． 两家饭店提供类似食物， 但是所处地理位置不同。 极佳的地理位置属于（　 　 ）。
Ａ． 资源的稀缺性 Ｂ． 资源的持久性

Ｃ． 资源的不可模仿性 Ｄ． 资源的不可替代性

５９． Ａ 省甲啤酒公司收购 Ｃ 省的两家啤酒公司的股权， 从而进入 Ｃ 省市场。 几个月后， Ｃ 省

的乙啤酒公司也收购了 Ａ 省的三家啤酒公司的股权， 进入 Ａ 省市场。 根据以上资料可

以看出， 乙啤酒公司进入 Ａ 省的报复手段是（　 　 ）。
Ａ． 限制进入定价 Ｂ． 进入对方领域

Ｃ． 恶意竞争 Ｄ． 降低价格

６０． 游戏产业是一个高科技产业， 对于自主开发产品的企业来说， 创意、 美工、 开发团队

的资金耗费占了大头。 一般来说， 一款网络游戏的研发费用要接近千万人民币， 即使

是低成本运营的游戏也要耗费几百万左右， 这对于多数资金并不充足的网络游戏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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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该资料体现了产业潜在进入者威胁中的（　 　 ）。
Ａ． 规模经济 Ｂ． 客户忠诚度

Ｃ． 资金需求 Ｄ． 分销渠道

６１． 纳爱斯集团曾经提出“让雕牌洗衣粉一统天下”的宏伟目标， 但是洗衣粉市场竞争日益

激烈， 越来越多的竞争者进入， 下列不属于其产品替代品的是（　 　 ）。
Ａ． 汰渍洗衣粉 Ｂ． 奥妙洗衣粉

Ｃ． 立白肥皂 Ｄ． 洗洁精

６２． 国内豆浆机市场在 ２００８ 年出现了井喷， 新增豆浆机企业 ８００ 多家， 其

中具有自主品牌的就有 １００ 多家， 大型家电集团也陆续跟进， 消费者

对豆浆机品牌的选择开始出现多样化的态势。 从竞争格局来看， 这种

变化属于（　 　 ）。
Ａ． 替代品

Ｂ． 产业内现有企业竞争

Ｃ． 购买商

Ｄ． 供应商

６３． 甲公司是一家零售商店， 其经营地点位于某市的“睡城”。 近年来， 随着周围的经济发

展， 企业数量增加， 人流量明显增多。 在甲公司周围出现了若干家商店。 从波特的五

力模型分析， 新店的开张对这家零售店的影响是（　 　 ）。
Ａ． 买方议价能力的威胁 Ｂ． 潜在新进入者的威胁

Ｃ． 替代品的威胁 Ｄ． 同业竞争者的威胁

６４． 成功关键因素是指公司在特定市场获得盈利必须拥有的技能和资产。 下列各项中， 属

于与市场营销相关的成功关键因素是（　 　 ）。
Ａ． 劳动生产率很高 Ｂ． 礼貌的客户服务

Ｃ． 固定资产很高的利用率 Ｄ． 质量控制诀窍

６５． 乙公司是一家刚成立的公司， 主营业务是生产经营洗衣皂。 由于公司刚成立， 公司没

有自己的品牌效应， 于是与某著名洗衣粉品牌达成协议， 进行捆绑销售， 这属于企业

价值链活动的（　 　 ）。
Ａ． 生产经营

Ｂ． 人力资源管理

Ｃ． 服务

Ｄ． 市场销售

６６． 乙公司是一家生产中档汽车的企业。 在下列表述中， 乙公司的主要直接竞争对手

是（　 　 ）。
Ａ． 属于不同战略群组的绿色汽车企业

Ｂ． 生产低档汽车的企业

Ｃ． 属于同一战略群组的汽车企业

Ｄ． 生产高档汽车的企业

６７． 在利用波特钻石模型分析德国或日本的汽车产业时， 发现这些国家的汽车产业背后都

有强大的钢铁、 电子等产业存在， 这属于（　 　 ）。
Ａ． 生产要素 Ｂ． 需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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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 Ｄ． 企业战略、 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

６８． 波特将生产要素划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 下列属于钻石模型分析中的初

级生产要素的是（　 　 ）。
Ａ． 交通基础设施 Ｂ． 信息基础设施

Ｃ． 资金 Ｄ．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

６９． Ａ 集团是一家美容美发连锁集团， 为了进一步巩固企业的竞争优势， Ａ 集团推出了一系

列新举措， 下列各项属于价值链活动中基本活动的是（　 　 ）。
Ａ． 定期开展公司文化学习的活动

Ｂ． 对于顾客评价高的理发师经过考试可以提升等级和薪水

Ｃ． 店庆日发放优惠券招揽顾客

Ｄ． 为店内美发师做培训

７０． Ａ 企业是一家历史悠久的中药企业， 在消费者中拥有极高的声誉， 形成企业独特的核心

能力。 这种市场声誉从企业资源角度分析属于企业的（　 　 ）。
Ａ． 有形资源 Ｂ． 财务资源

Ｃ． 人力资源 Ｄ． 无形资源

７１． 某企业以出售茶叶为主， 该企业在南方拥有一座山， 景色优美， 成为一个小的旅游景

点， 企业可以在此景点内的度假村出售自己的茶叶， 也形成了很强的竞争优势。 从决

定企业竞争优势的企业资源角度分析属于（　 　 ）。
Ａ． 稀缺资源 Ｂ． 不可被模仿的资源

Ｃ． 不可替代的资源 Ｄ． 持久的资源

７２． ２０１６ 年， 多年成功经营的啤酒生产企业宝泉公司投资新建了一家果蔬饮料生产企业，
但因管理不善出现持续亏损。 最近宝泉公司组织果蔬饮料生产企业的管理人员到本公

司的啤酒生产企业调研、 学习， 收效良好。 宝泉公司所实施的基准分析的类型属

于（　 　 ）。
Ａ． 顾客基准 Ｂ． 一般基准

Ｃ． 内部基准 Ｄ． 竞争性基准

７３． 甲公司是一家铝罐生产商， 他把自己的生产工厂建在啤酒厂的附近， 用顶端传输器直

接把产品传送到啤酒厂的装瓶线上， 这样可为啤酒生产商节约生产安排、 装运以及存

货等费用。 从企业资源能力的价值链分析理论看， 该公司是运用了以下哪一点（　 　 ）。
Ａ． 确认那些支持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性活动

Ｂ． 明确价值链内各种活动之间的联系

Ｃ． 明确价值系统内各项活动之间的联系

Ｄ． 明确那些对企业降低成本起关键性的活动

７４． 国家计划出台更严厉的政策， 严禁在公共场所吸烟， 这对于香烟行业构成了（　 　 ）。
Ａ． 机会 Ｂ． 劣势

Ｃ． 威胁 Ｄ． 优势

７５． 甲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彩电生产的企业。 根据五力模型分析， 下列各项中， 可以直接

体现产业内现有企业竞争激烈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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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进入彩电业的资金障碍比较小

Ｂ． 互联网、 手机电视的出现

Ｃ． 彩电产品差异化小， 消费者的转换成本比较低

Ｄ． 平板电视的主要硬件供应商也开始生产平板电视

７６． 下列选项中， 能够形成企业核心能力的是（　 　 ）。
Ａ． 甲公司斥巨资购买了一套先进的 ＥＲＰ 系统

Ｂ． 乙公司有一批高素质的会计专业人才

Ｃ． 丙公司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企业文化

Ｄ． 丁公司制定了一套科学合理的生产制度

７７． 价值链中的每一项活动都能分解为一些相互分离的活动。 这些活动被分离的基本原则

不包括（　 　 ）。
Ａ． 在成本中所占比例很大或所占比例在上升

Ｂ． 能显著改善与顾客的关系

Ｃ． 对产品差异化产生很大的潜在影响

Ｄ． 具有不同的经济性

７８． 丁公司是一家钢板加工企业。 下列关于该公司的各种活动中， 属于外部后勤活动的

是（　 　 ）。
Ａ． 生产设备维修 Ｂ． 接受客户的订单

Ｃ． 在有关媒体上投放广告 Ｄ． 聘请咨询公司进行市场预测

７９． Ｓ 公司新研发的产品由于其自身特性， 加之公司的大力宣传， 广受顾客青睐。 该公司所

在产业的产品市场增长率很高， 虽然现在的相对市场占有率不是很大， 但是未来发展

的空间很大。 根据波士顿矩阵理论， 下列关于该产品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Ａ． 该业务正处于最差的现金流量状态

Ｂ． 该业务的管理组织最好采用事业部形式

Ｃ． 该业务属于问题业务

Ｄ． 该业务应该采取的战略目标是发展

８０． 下列各项中， 属于产品生命周期中导入期特征的是（　 　 ）。
Ａ． 需求大于供应， 产品价格最高， 单位产品净利润也最高

Ｂ． 产品用户很少， 虽然设计新颖， 但质量有待提高

Ｃ． 产品价格开始下降， 毛利率和净利润率都下降， 利润空间适中

Ｄ． 产品差别小， 价格差异也缩小， 产品质量可能会出现问题

８１． 在元宵节这个传统节日， 市场对元宵的需求量就会大幅增加， 而食品

企业也不会放过这个销售黄金时间， 纷纷从品种和价格上下功夫， 提

高销售量。 从环境分析角度看， 这属于（　 　 ）。
Ａ． 政治和法律因素

Ｂ． 经济因素

Ｃ． 社会文化因素

Ｄ． 技术因素

８２． 下列关于五力模型的说法中， 不正确的是（　 　 ）。
Ａ． 产业发展缓慢， 产业内现有企业的竞争会比较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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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现有企业如果控制了关键资源， 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威胁就比较大

Ｃ． 现有产品的转换成本越低， 替代品的替代威胁越大

Ｄ． 任何一个产业内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互补互动的产品或服务业务

８３． 可口可乐诞生于 １８８６ 年， 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但它仍然没有进入成熟期， 随着

时间的推移， 可口可乐日益富强、 经久不衰， 有调查称， 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一眼

就认出可口可乐的标签。 该资料说明了可口可乐公司拥有强大的企业资源是（　 　 ）。
Ａ． 品牌 Ｂ． 专利

Ｃ． 组织经验 Ｄ． 人力资源

８４． 丁公司的 Ａ 类业务是资源的主要消耗者， 需要大量的投资。 该公司决定积极扩大 Ａ 类

业务的经济规模， 提高市场占有率。 根据波士顿矩阵理论， Ａ 类业务属于（　 　 ）。
Ａ． 问题业务 Ｂ． 现金牛业务

Ｃ． 瘦狗业务 Ｄ． 明星业务

８５．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产业及市场迅猛增长。 国内汽车制造商华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进入新能

源汽车制造领域， 但是受技术和管理水平制约， 其产品性能欠佳， 市场占有率较低。
根据 ＳＷＯＴ 分析， 该公司应采取的战略是（　 　 ）。
Ａ． 增长型战略 Ｂ． 多元化战略

Ｃ． 防御型战略 Ｄ． 扭转型战略

８６． （２０２０ 年）广记公司是一家卤制品生产企业。 该公司凭借其长期积累形成的原料配制秘

方和生产工艺诀窍等资源生产的多种卤制品， 深受消费者喜爱， 近年国内市场占有率

一直位居第一。 在下列资源不可模仿性的形式中， 广记公司的上述资源属于（　 　 ）。
Ａ． 具有经济制约性的资源

Ｂ． 具有因果含糊性的资源

Ｃ． 物理上独特的资源

Ｄ． 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资源

８７． （２０２０ 年）宝灵公司是一家牙膏生产企业。 目前牙膏行业的销售额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各个企业生产的不同品牌的牙膏在质量和功效等方面差别不大， 价格竞争十分激烈。
在上述情况下， 宝灵公司的战略重点应是（　 　 ）。
Ａ． 扩大市场份额

Ｂ． 争取最大市场份额

Ｃ． 提高投资报酬率

Ｄ． 在巩固市场份额的同时提高投资报酬率

８８． （２０２０ 年）Ｔ 公司是国际著名汽车制造商， 该公司 ２０１９ 年预计随着环保理念的普及和相

关技术的进步， Ｚ 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其竞争对手 Ｚ 国的汽车制造

商 Ｓ 公司将减少传统燃油汽车的生产量， 增加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生产量。 Ｔ 公

司对 Ｓ 公司的上述分析属于（　 　 ）。
Ａ． 成长能力分析

Ｂ． 快速反应能力分析

Ｃ． 适应变化的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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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财务能力分析

８９． （２０１９ 年）实行多元化经营的达梦公司在家装行业有很强的竞争力， 市场占有率达 ５０％
以上。 近年来家装市场进入低速增长阶段， 根据波士顿矩阵原理， 下列各项中， 对达

梦公司的家装业务表述正确的是（　 　 ）。
Ａ． 该业务应采用撤退战略， 将剩余资源向其他业务转移

Ｂ． 该业务应由对生产技术和销售两方面都很内行的经营者负责

Ｃ． 该业务的经营者最好是市场营销型人物

Ｄ． 该业务需要增加投资以加强竞争地位

９０． （２０１９ 年）２０１２ 年政府颁布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然而， 由于相关设施和技术等方

面的原因， 国内一些地区的自来水水质短期内还不能达到标准。 同时， 近年随着国内

经济迅速发展， 国民追求健康和高品质生活的愿望不断提高。 通过对上述情况的分析，
华道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从国外引进自来水滤水壶项目， 获得成功。 本案例中， 华道公司外

部环境分析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　 　 ）。
Ａ． 产品生命周期分析 Ｂ． 五种竞争力分析

Ｃ． ＰＥＳＴ 分析 Ｄ． 钻石模型分析

９１． （２０１９ 年）龙苑公司是一家制作泥塑工艺品的家族企业。 该公司成立 １００ 多年来， 经过

世代相传积累了丰富的泥塑工艺品制作经验和精湛技艺， 产品远销国内外。 目前一些

企业试图进入泥塑工艺品制作领域。 根据上述信息， 龙苑公司给潜在进入者设置的障

碍是（　 　 ）。
Ａ． 资金需求 Ｂ． 学习曲线

Ｃ． 行为性障碍 Ｄ． 分销渠道

９２． （２０１９ 年）专为商业零售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的智信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预测中国的实体百

货零售业已进入衰退期。 该公司作出上述预测的依据应是（　 　 ）。
Ａ． 实体百货零售业投资额增长率曲线的拐点

Ｂ． 实体百货零售业利润额增长率曲线的拐点

Ｃ． 实体百货零售业工资额增长率曲线的拐点

Ｄ． 实体百货零售业销售额增长率曲线的拐点

９３． （２０１８ 年）以生物药品研发为主营业务的康力公司多年来不断完善科研管理体制建设，
为科研人才的创造性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使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

了明显的优势， 康力公司的竞争优势来源于（　 　 ）。
Ａ． 物理上独特的资源 Ｂ． 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资源

Ｃ． 具有经济制约性的资源 Ｄ． 具有因果含糊性的资源

９４． （２０１８ 年）Ｈ 公司经营造船、 港口建设、 海运和相关智能设备制造四部分业务， 这些业

务的市场增长率分别为 ７ ５％、 ９％、 １０ ５％和 １８％， 相对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１ ２、 ０ ３、
１ １ 和 ０ ６。 该公司四部分业务中， 适合采用智囊团或项目组等管理组织是（　 　 ）。
Ａ． 港口建设业务 Ｂ． 造船业务

Ｃ． 相关智能设备制造业务 Ｄ． 海运业务

９５． （２０１８ 年）甲公司是国内一家中型煤炭企业， 近年来在政府出台压缩过剩产能政策， 行

业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 经营每况愈下， 市场份额大幅缩减， 根据 ＳＷＯＴ 分析， 甲公

司应采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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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扭转型战略 Ｂ． 增长型战略

Ｃ． 防御型战略 Ｄ． 多种经营战略

９６． （２０１８ 年）甲公司是 Ｃ 国著名的生产和经营电动汽车的厂商， ２０１７ 年， 公司制定了国际

化战略， 拟到某发展中国家 Ｎ 国投资建厂。 为此， 甲公司委托专业机构对 Ｎ 国的现有

条件进行了认真详细的分析。 根据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 下列分析中不属于钻石模型

四要素的是（　 　 ）。
Ａ． Ｎ 国电动汽车零部件市场比较落后， 供应商管理水平较低

Ｂ． Ｎ 国电动汽车市场刚刚兴起， 市场需求增长较快

Ｃ． Ｎ 国政府为了保护本国汽车产业， 对甲公司的进入设定了限制条件

Ｄ． Ｎ 国劳动力价格相对 Ｃ 国较低， 工人技术水平和文化素质不高

９７． （２０１７ 年）近年来， 国内空调产业的销售额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不同企业生产的空调

在技术和质量等方面的差异不明显， 空调生产企业的主要战略路径是提高效率， 降低

成本， 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目前国内空调产业所处的阶段是（　 　 ）。
Ａ． 导入期 Ｂ． 衰退期

Ｃ． 成长期 Ｄ． 成熟期

９８． （２０１７ 年）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 Ｓ 公司在作为 Ｐ 公司最大的元器件和闪存供应商的同时， 推

出了原创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成为 Ｐ 公司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市场主要的竞争对

手， Ｐ 公司很想摆脱对 Ｓ 公司的依赖， 但由于 Ｓ 公司在生产关键零件方面的能力显著强

于其他公司， 因而短期内 Ｐ 公司仍离不开 Ｓ 公司， 这一案例中， 影响 Ｓ 公司对 Ｐ 公司讨

价还价能力的主要因素是（　 　 ）。
Ａ． 业务量 Ｂ． 产品差异化程度与资产专用性程度

Ｃ． 纵向一体化程度 Ｄ． 信息把握程度

９９． （２０１７ 年）近年来， 国内智能家电产业的产品销量节节攀升， 竞争者不断涌入。 各厂家

的产品虽然在技术和性能方面有较大差异， 但均可被消费者接受。 产品由于供不应求，
价格高企。 在产品生命周期的这个阶段， 从市场角度看， 国内智能家电产业的成功关

键因素应当是（　 　 ）。
Ａ． 建立商标信誉， 开拓新销售渠道

Ｂ． 保护现有市场， 渗入别人的市场

Ｃ． 选择区域市场， 改善企业形象

Ｄ． 广告宣传， 开辟销售渠道

１００． （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６ 年， Ｒ 国汽车制造商 Ｇ 公司预计随着绿色环保理念的普及和政府相关

产业政策的推出， Ｒ 国的新能源汽车将迎来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 其本国竞争对手汽

车制造商 Ｓ 公司将凭借雄厚资金实力和强大科研能力， 把投资和研发重点转向新能源

汽车领域。 Ｇ 公司对 Ｓ 公司的上述分析属于（　 　 ）。
Ａ． 财务能力分析 Ｂ． 成长能力分析

Ｃ． 适应变化能力分析 Ｄ． 快速反应能力分析

１０１． （２０１７ 年）西康酒店是一家位于中国西部某著名旅游景区的五星级酒店， 为了提升管理

水平， 西康酒店定期派人去东部旅游景区的五星级酒店学习， 从而逐步提升了服务质

量和财务业绩。 西康酒店进行基准分析的基准类型是（　 　 ）。
Ａ． 内部基准 Ｂ． 过程或活动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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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一般基准 Ｄ． 竞争性基准

１０２． （２０１７ 年）根据波特的价值分析理论， 下列属于企业支持活动（辅助活动）的是（　 　 ）。
Ａ． 聘请咨询公司实施广告策略 Ｂ． 物流配送产品

Ｃ． 通过互联网进行广告宣传 Ｄ． 生产设备维修

１０３． （２０１７ 年）环美公司原以家电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主， 近年来逐渐把业务范围扩展到新

能源、 房地产、 生物制药等行业， 依据波士顿矩阵分析， 下列对业务定位错误的

是（　 　 ）。
Ａ． 家电业务的多数产品进入成熟期， 公司在家电行业竞争优势显著， 公司应加大投入

力度， 以维持优势地位

Ｂ． 新能源行业发展潜力巨大， 前景广阔， 公司该领域竞争优势不足， 公司应对新能源

重点投资提高市场占有率

Ｃ． 房地产进入寒冬期， 公司房地产业务始终没有获利， 应果断撤出

Ｄ． 生物制药行业近年发展迅猛， 公司收购的一家生物制药企业由弱到强， 竞争优势迅

猛展现， 公司应在短期内优先供给其所需资源， 支持发展

１０４． （２０１７ 年）扬帆集团是一家中药企业， ２０１５ 年以前， 主打的 Ｑ 产品治疗热毒肿痛功效

显著， 很受市场欢迎， 被认为是国宝名药。 近来中药市场需求旺盛， 但此公司 Ｑ 产品

销售增长缓慢， 公司业绩与市值增长指标不如其他著名中药企业， 据 ＳＷＯＴ 分析， 此

集团目前应采取的战略是（　 　 ）。
Ａ． 增长型战略 Ｂ． 防御型战略

Ｃ． 扭转型战略 Ｄ． 多种经营战略

１０５． （２０１６ 年）甲专车公司是基于互联网的专车服务提供商。 甲专车公司采用“专业车辆、
专业司机”的运营模式， 利用移动互联网及大数据技术为客户提供“随时随地、 专人专

车”的全新服务体验， 在专车服务市场取得很大的成功。 甲专车公司给潜在进入者设

置的进入障碍是（　 　 ）。
Ａ． 规模经济 Ｂ． 资金需求

Ｃ． 价格优势 Ｄ． 产品差异

１０６． （２０１６ 年）哈佛商学院教授亚非在波特教授五种竞争力研究基础上， 提出了影响产业利

润的第六个要素。 下列各项中， 体现该要素作用的是（　 　 ）。
Ａ． 某火力发电企业并购了一家煤矿， 降低了原材料成本

Ｂ． 某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促进了该地区房地产业的发展

Ｃ． 某牛奶供应商控制了全市的销售渠道， 使其他牛奶供应商在该市难以立足

Ｄ． 两家大型超市通过降低销售， 争夺消费者

１０７． （２０１６ 年）Ｍ 国的甲航空公司专营国内城际航线， 以低成本战略取得很大成功。 专营 Ｈ
国国内城际航线的 Ｈ 国乙航空公司也采用低成本战略， 学习甲公司的成本控制措施，
在 Ｈ 国竞争激烈的航空市场取得了良好的业绩。 乙公司的基准分析类型是（　 　 ）。
Ａ． 内部基准 Ｂ． 竞争性基准

Ｃ． 一般基准 Ｄ． 过程或活动基准

１０８． （２０１６ 年）西江公司是一家拥有 １００ 多年历史的医药公司， 其使用国家级保密配方配制

的某种药品， 从 ２０ 世纪初推出以来， 疗效显著， 一直深受患者欢迎。 西江公司拥有的

具有不可模仿性的资源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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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物理上独特的资源

Ｂ． 具有因果含糊性的资源

Ｃ． 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资源

Ｄ． 具有经济制约性的资源

１０９． （２０１６ 年）东海公司为了提升公司的信息化管理水平， 聘请某知名咨询公司为其开发一

套管理信息系统。 东海公司的上述活动属于价值链支持活动中的（　 　 ）。
Ａ． 采购管理 Ｂ． 人力资源管理

Ｃ． 公司基础设施 Ｄ． 技术开发

１１０． （２０１６ 年）受国家政策扶持， ３Ｄ 打印产业及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 智

创三维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 ３Ｄ 打印设备制造商， 该公司通过仿造国

外同类产品， 制造用来打印珠宝、 齿科产品等中小型产品的 ３Ｄ 打印

设备。 但是， 受技术水平的制约， 其产品质量欠佳， 故障率明显高于

国外同类产品。 根据 ＳＷＯＴ 分析， 该公司应采取的战略是（　 　 ）。
Ａ． 增长型战略 Ｂ． 扭转型战略

Ｃ． 防御型战略 Ｄ． 多元化战略

１１１． 乙企业是一家家具生产企业， 在研究某地市场需求时， 该公司市场人员首先搜集了该

地区近几年家庭数量及每年新婚数量的数据。 根据以上信息可以判断乙企业在做决策

时非常看重（　 　 ）。
Ａ． 政治环境 Ｂ． 经济环境

Ｃ． 社会文化环境 Ｄ． 技术环境

１１２． 丰益百货商场位于新疆南部某二线城市， 为了提升管理水平， 丰益百货商场领导派出

考察小组去北京王府井百货商场进行考察学习， 从而逐步提升了商场服务质量和经营

业绩。 丰益百货商场进行基准分析的基准类型是（　 　 ）。
Ａ． 内部基准 Ｂ． 过程或活动基准

Ｃ． 一般基准 Ｄ． 竞争性基准

１１３． 王老吉在对市场进行分析后得到一个结论， 即在消费者的认知中， 饮食是上火的一个

重要原因， 特别是“辛辣”“煎炸”饮食， 因此王老吉在维护原有的销售渠道的基础上，
加大力度开拓餐饮渠道， 在一批酒楼打造旗舰店的形象， 重点选择在湘菜馆、 川菜

馆、 火锅店、 烧烤店等销售王老吉， 迅速占领了市场， 这体现了企业能力中

的（　 　 ）。
Ａ． 研发能力 Ｂ． 生产管理能力

Ｃ． 营销能力 Ｄ． 组织管理能力

１１４． 甲公司是一家连锁经营川式火锅的公司， 在行业景气度一般的情况下经营业绩高速增

长。 甲公司的竞争优势来自其优质的服务， 包括每个分店都有一支长期训练有素的服

务人员队伍， 在顾客就餐时熟练表演“街舞拉面”的技艺。 顾客都对公司的服务交口称

赞。 甲公司的具有不可模仿性的资源是（　 　 ）。
Ａ． 物理上独特的资源

Ｂ． 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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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具有因果含糊性的资源

Ｄ． 具有经济制约性的资源

１１５． Ｂ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啤酒，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新开辟了一种品牌，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初该品牌啤

酒前两个年度的市场增长率就达到 ２５％， 并且已经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 下列关于

该业务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
Ａ． 此业务属于现金牛业务

Ｂ． 此业务处于最差的现金流量状态

Ｃ． 对于此业务该公司的战略是积极扩大经济规模和市场机会， 加强竞争地位

Ｄ． 该公司应该整顿产品系列， 将此业务与其他事业部合并， 进行统一的管理

１１６． Ｃ 公司是我国一家汽车制造企业， 旗下车型包括轿车、 皮卡等， 既出口也内销。 现在

Ｃ 公司对其海外出口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 在下列表述中， 不符合该公司 ＳＷＯＴ 分析

要求的是（　 　 ）。
Ａ． 东道国对进口整车的政策和关税限制日趋严格， 公司具有稳固的国际营销网络， 应

采用 ＳＴ 战略

Ｂ． 东道国对进口整车的政策和关税限制日趋严格， 公司市场份额较小， 应采用 ＷＴ
战略

Ｃ． 东道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 公司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技术以及良好的客户关系， 应

采用 ＳＴ 战略

Ｄ． 东道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 公司具有稳固的国际营销网络， 应采用 ＳＯ 战略

１１７． 甲公司利用通用矩阵对公司旗下五种业务进行分析。 经过测算， 五种业务的指标结果如下：

序号 竞争地位 产业吸引力

① 中等 高

② 中等 中等

③ 强 中等

④ 弱 中等

⑤ 强 弱

根据以上结果可以判断， 甲公司各项业务中， 适合采用增长与发展战略的是（　 　 ）。
Ａ． ①、 ②和④ Ｂ． ①和③
Ｃ． ①、 ②和⑤ Ｄ． ③和④

１１８． 乙公司自 １８８０ 年成立以来一直在 Ａ 国从事烟草经营。 近几年 Ａ 国居民健康意识逐渐

提升， 加之 Ａ 国政府不断提高烟草税收， 使乙公司的营业额持续减少。 且在 Ａ 国烟草

行业各企业的产品差别小， 价格差异逐渐不明显， 产能严重过剩， 判断乙公司在 Ａ 国

烟草行业所处的阶段（　 　 ）。
Ａ． 导入期 Ｂ． 成长期

Ｃ． 衰退期 Ｄ． 成熟期

１１９． 甲公司是一家综合性上市证券公司， 目前该公司的市场部正在调研自己的投资顾问产

品， 在调查过程中， 发现本公司的投顾产品一直在本区域内处于领先地位， 但受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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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市场环境低迷， 当前投顾产品一直处于难以拓展的情况， 根据波士顿矩阵的原

理， 对其投顾产品应该采用的策略正确的是（　 　 ）。
Ａ． 加大宣传力度， 利用强大的市场定位营销

Ｂ． 维持现状， 以保持现有市场份额为主

Ｃ． 继续对投顾产品的研究开发， 推出更具竞争力的投顾产品

Ｄ． 市场环境低迷， 应该果断退出投顾领域， 转向其他领域

１２０． 下列关于波士顿矩阵中问题业务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
Ａ． 问题业务市场增长较低、 相对市场占有率较低， 因此企业通常都

不能产生大量现金， 而出现负现金流

Ｂ． 问题业务市场增长较低、 相对市场占有率较高， 因此企业通常都

会实施多元化战略去获取更高的利润

Ｃ． 问题业务市场增长较高、 相对市场占有率较高， 因此企业通常都会将其问题业务

淘汰

Ｄ． 问题业务市场增长较高、 相对市场占有率较低， 因此这类业务通常处于最差的现金

流量状态

１２１． 王某经营一家蛋糕店， 尝试利用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分析向顾客提供服务的各项活动。
针对下面的几项活动， 比照价值链五种基本活动的概念及解释， 下列活动中属于蛋糕

店生产经营活动的是（　 　 ）。
Ａ． 聘请广告公司为企业进行广告策划

Ｂ． 蛋糕样式的设计制作

Ｃ． 接受顾客订单

Ｄ． 将定制的蛋糕送到顾客指定的地点

１２２． 山东某钢材生产企业在对自身所处的宏观环境进行分析， 下列分析中属于政治和法律

环境分析的是（　 　 ）。
Ａ． 去年欧盟针对中国钢铁产品采取了反倾销措施

Ｂ． 环境制约更加严厉， 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大

Ｃ． 银行严控钢铁企业的贷款规模， 钢铁企业面临着不予增量、 续贷困难、 涨息和抽贷

等问题

Ｄ． 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 汽车消费增多， 带动钢铁需求

１２３． 甲公司的投资报酬率、 销售利润率和资产周转率等指标均比同行业其他企业高， 则说

明甲公司具有较强的（　 　 ）。
Ａ． 生产管理能力 Ｂ． 筹集资金的能力

Ｃ． 使用和管理资金的能力 Ｄ． 组织管理能力

１２４． 运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也受到一些批评， 原因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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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各阶段的持续时间随着产业的不同而显著不同， 并且一个产业究竟处于生命周期

的哪一阶段通常不易区分清楚

Ｂ． 产业的增长并不总是呈“Ｓ”形
Ｃ． 公司可以通过产品创新和产品的重新定位， 来影响增长曲线的形状

Ｄ． 与生命周期每一阶段相联系的竞争属性随着产业的不同而不同

１２５． 对于旅游企业来说， 下列因素中属于宏观环境因素的有（　 　 ）。
Ａ． 该企业常去的旅游景点连续暴雨

Ｂ． 国家调整假期刺激国人出境旅游

Ｃ． 旅游景点居民收入水平逐年提高

Ｄ． 国内居民用于旅游的消费支出增长明显

１２６． 关于无形资源，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
Ａ． 无形资源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来源

Ｂ． 企业的全部无形资源全部列示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

Ｃ． 无形资源是指企业长期积累的、 没有实物形态的， 甚至无法用货

币精确度量的资源

Ｄ． 商誉是一种关键的无形资源

１２７． 国内卫浴产品企业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知名的国际品牌企业， 其产品实现了功能性和

外观时尚性的完美结合， 但研发和投资成本都很大， 产品价格高； 第二类是国内老品

牌企业， 其产品的功能性和外观性都与国际品牌产品有较大差距， 价格也显著低于国

际品牌产品。 有专家建议， 在激烈的竞争中第二类企业应当增强售后服务功能以提升

竞争力， 因为国内各类企业都没有对该功能给予应有的重视。 依据战略群组分析理

论， 下列各项中， 对专家建议理解正确的有（　 　 ）。
Ａ． 了解战略群组内企业竞争的主要着眼点

Ｂ． 了解各战略群组之间的移动障碍

Ｃ． 运用战略群组分析发现战略机会

Ｄ． 了解战略群组间的竞争状况

１２８． 甲公司是一家钢铁企业， 在下列市场环境分析中， 属于企业技术环境分析的

有（　 　 ）。
Ａ．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 推动钢铁行业技术进步在钢铁生产方面也出现了许多专

利， 如冷轧硅钢片、 彩涂板、 镀锌板等

Ｂ． 世界经济的发展， 新技术、 新设备、 新材料、 新工艺的采用， 信息与自动化技术的

发展， 为钢铁行业降低成本、 提高产能提供了条件

Ｃ． 近年来国家致力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工业中有重要地位的钢铁行

业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Ｄ． 国家完善各项法律法规体系， 保障钢铁企业在经济纠纷和国际贸易中的权益

１２９． 下列关于产品生命周期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以产业销售额增长率曲线的拐点划分， 产业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导入期、 成长期、
成熟期和衰退期 ４ 个阶段

Ｂ． 成熟期开始的标志是竞争者之间出现挑衅性的价格竞争

Ｃ． 与产品生命周期每一阶段相联系的竞争属性随着产业的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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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一个产业所处的生命周期具体阶段通常比较清晰

１３０． 天翔航空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初率先布局航空互联网。 现在该公司已有 ５０ 多架飞机完成改

造和机组培训， 为乘客提供了稳定的互联网接入服务， 并由此赢得了明显的竞争优

势。 下列各项中， 属于天翔航空公司竞争优势来源的资源有（　 　 ）。
Ａ． 物质资源 Ｂ． 文化资源

Ｃ． 人力资源 Ｄ． 技术资源

１３１． 国内某大型服装生产销售公司通过并购， 收购了其最大的竞争对手。 为了更好地进行

并购后的管理， 要对其自身的组织管理能力进行衡量。 该公司可以选择的角度

有（　 　 ）。
Ａ． 市场决策能力

Ｂ． 职能管理体系的任务分工

Ｃ． 集权和分权的情况

Ｄ． 管理层次和管理范围的匹配

１３２． 按照波特的价值链理论， 企业的下列各项活动中， 属于基本活动的有（　 　 ）。
Ａ． 某电器商场提供电器产品的安装服务和售后支持

Ｂ． 某食品企业进行营业推广， 增加产品销量

Ｃ． 某快速消费品公司组建运输车队提高送货速度

Ｄ． 企业成立法务部处理企业的相关法律事务

１３３． 通用矩阵改进了波士顿矩阵过于简化的不足， 其横轴反映企业竞争地位， 影响经营业

务竞争地位的因素包括（　 　 ）。
Ａ． 相对市场占有率 Ｂ． 市场增长率

Ｃ． 产品差别化 Ｄ． 生产技术

１３４． 研发和生产家用滤水壶的汇康公司秉承“使员工幸福， 让顾客满意”的理念， 建立并持

续实施了一套以顾客需求为导向、 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的管理体制， 使该公司的技术

发明专利数量、 盈利率和顾客满意率长期稳居行业前列， 显示出难以模仿的竞争优

势。 汇康公司的资源不可模仿性主要表现为（　 　 ）。
Ａ． 物理上独特的资源 Ｂ． 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资源

Ｃ． 具有因果含糊性的资源 Ｄ． 具有经济制约性的资源

１３５． 根据波特的五力模型， 下列各项中， 可以提高购买者议价能力的原因有（　 　 ）。
Ａ． 购买者主要为零散的个人， 但是通过协议方式进行集体大量购买产品

Ｂ． 市场上的替代产品多

Ｃ． 购买者对于产品的性能、 规格、 质量以及售价信息很了解

Ｄ． 购买者对于产品的供应时间要求迫切

１３６． 甲公司是一家日用化学品生产企业， 在对本产业进行分析时， 公司管理层认为产业竞

争出现加剧的迹象。 下列选项中， 帮助该公司管理层判断产业竞争可能出现加剧现象

的有（　 　 ）。
Ａ． 产业发展缓慢

Ｂ． 产业内有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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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产业中存在过剩的生产能力

Ｄ． 顾客认为生产的产品具有同质性

１３７． Ｓ 公司是一家电子工业企业， 其中 Ａ 产品的市场份额达到了 １７％， 该产品市场上最大

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为 １５％， 通过各项数据分析表明 Ａ 产品的市场增长率为 ７％， 假

设以 １０％作为市场增长率高低的界限。 据此判断， 下列各项中符合 Ａ 产品在波士顿矩

阵中所属业务特征的有（　 　 ）。
Ａ． 业务处于成熟的低速增长的市场中

Ｂ． 业务处于迅速增长的市场， 具有很大的市场份额

Ｃ． 可以为企业提供大量资金

Ｄ． 企业资源的主要消费者， 需要大量投资

１３８． 香港半岛酒店位于九龙半岛的天星码头旁， 占据有利的地理位置， 游客可以遥望对岸

香港岛和维多利亚港美不胜收的海景和夜景。 关于半岛酒店这一大特色， 以下表述正

确的有（　 　 ）。
Ａ． 是半岛酒店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的无形资源

Ｂ． 是一种稀缺性资源

Ｃ． 有助于半岛酒店获得竞争优势

Ｄ． 是一种有形资源

１３９． （２０２０ 年）英华公司是一家从事少儿智力开发的企业。 该企业成立十几年来， 凭借其自

主研发的独特高效的教育训练方法、 国内一流的少儿智力开发团队和多年打造出的

“英华”品牌， 在业内一直占据龙头地位。 随着业务量的持续快速增加， 该企业在保持

营业收入和利润不断增长的同时， 把收费降到行业最低水平， 使许多试图进入该行业

的企业望而却步。 英华公司给潜在进入者设置的进入障碍有（　 　 ）。
Ａ． 限制进入定价

Ｂ． 规模经济

Ｃ． 现有企业对关键资源的控制

Ｄ． 现有企业的市场优势

１４０． （２０２０ 年）凯阳公司拥有发电设备制造、 新能源开发、 电站建设和环保 ４ 部分业务， 这

些业务的市场增长率依次为 ５ ５％、 １１％、 ５％和 １３％， 相对市场占有率依次为 １ ３％、
１ １％、 ０ ８％和 ０ ２％。 根据波士顿矩阵原理， 上述 ４ 部分业务中， 可以视情况采取收

割战略的有（　 　 ）。
Ａ． 发电设备制造业务

Ｂ． 环保业务

Ｃ． 新能源开发业务

Ｄ． 电站建设业务

１４１． （２０１９ 年）惠丰公司是一家柴油机生产企业。 最近， 该公司拟把业务延伸到农机生产领

域。 下列各项中， 属于惠丰公司进入新产业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有（　 　 ）。
Ａ． 现有农机企业采取限制进入定价行为

Ｂ． 现有农机企业的品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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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政府颁布的农机产业进入政策

Ｄ． 现有农机企业对销售渠道的控制

１４２． （２０１９ 年）巨能公司是多家手机制造企业的电池供应商。 根据波特的五种竞争力分析理

论， 下列各项关于巨能公司与其客户讨价还价能力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
Ａ． 巨能公司能够进行前向一体化时， 其讨价还价能力越强

Ｂ． 巨能公司提供的电池差异化程度越高， 其讨价还价能力越强

Ｃ． 巨能公司的客户购买量越大， 巨能公司讨价还价能力越强

Ｄ． 巨能公司掌握的客户的转换成本信息越多， 其讨价还价能力越强

１４３． （２０１８ 年）近年来国内洗涤品生产企业面临日益沉重的竞争压力。 国外著名洗涤品公司

加快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 原材料及用工成本不断上涨； 国内洗涤品生产企业众多，
产品差异较小， 消费者选择余地大； 新型洗涤品层出不穷， 产品生命周期缩短， 原有

洗涤品不断遭到淘汰。 从产业五种竞争力角度考查， 国内洗涤品生产企业面临的竞争

压力包括（　 　 ）。
Ａ． 产业内现有企业的竞争 Ｂ． 购买者讨价还价

Ｃ． 供应者讨价还价 Ｄ． 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威胁

１４４． （２０１８ 年）甲公司是一家电力设备制造企业。 为了正确评价自身的核心能力， 甲公司选

取了国内一家知名的同类上市公司进行基准分析。 下列各项中， 属于甲公司选择基准

对象时应关注的领域有（　 　 ）。
Ａ． 能够显著改善客户关系的活动 Ｂ． 能够衡量企业业绩的活动

Ｃ． 能够最终影响企业结果的活动 Ｄ． 占用企业较多资金的活动

１４５． （２０１８ 年）甲公司是一家互联网叫车平台公司， 目前经营处于培育客户的阶段。 该公司

通过支付大量的营销费用来培养客户通过互联网叫车的习惯。 下列各项中， 属于甲公

司现阶段经营特征的有（　 　 ）。
Ａ． 经营风险非常高而财务风险非常低

Ｂ． 具有中等的股利分配率

Ｃ． 价格 ／ 盈余倍数非常高

Ｄ． 主要资金来源是风险资本

１４６． 下列各项中， 属于价值链辅助活动的有（　 　 ）。
Ａ． 一个小型企业初期没有独立的会计部门， 随着经营发展的需要， 也建立了财务管理

部门

Ｂ． 某公司的业务流程中， 只要有错误或者潜在的危险， 员工的电脑上都会有所提示

Ｃ． 某购物网站在接收到订单后， 异地采用快递的方式， 同城采用直接发送的方式

Ｄ． 某品牌的空调除了安装以外， 三个月内还免费清洗一次

１４７． ＳＷＯＴ 分析是美国哈佛商学院率先采用的一种经典分析方法。 贾某是

某知名大学的应届毕业生， 正在面临找工作问题， 了解 ＳＷＯＴ 分析的

基本原理后， 结合自身的基本情况， 对自己进行了 ＳＷＯＴ 分析。 下列

选项中属于贾某所处外部环境机会的有（　 　 ）。
Ａ． 口才很好， 交际能力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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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中国 ５００ 强甲企业近期来学校做宣讲

Ｃ． 在某一领域拥有专业的系统知识， 给人一种很“渊博”的形象

Ｄ． 学校每年针对应届毕业生提供出国留学的名额

１４８． 产品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应该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途径， 下列说法正确的

有（　 　 ）。
Ａ． 甲企业投资于研究与开发和技术改进， 提高产品质量， 说明处于导入期

Ｂ． 乙企业采取的战略路径是进行市场营销， 确定企业的价格和质量形象， 说明处于成

长期

Ｃ． 丙企业的经营战略的重点转向巩固市场份额的同时提高投资报酬率， 主要的战略路

径是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说明处于衰退期

Ｄ． 丁企业通过控制成本， 经营战略目标首先是防御， 获取最后的现金流， 说明处于衰

退期

１４９． 作为国家级、 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Ｊ 公司不仅追求企业自身发展， 更注重

与上下游产业协调发展， 带动了奶牛养殖、 饲草饲料、 交通运输、 包装装潢等 １０ 多个

相关产业的发展， 使农牧养殖业形成良性循环， 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价值链角度分析， Ｊ 公司的下列经营活动中属于基本活动的有（　 　 ）。
Ａ． 拥有自己的车队， 专门向各个销售网点配送产品

Ｂ． 与各大超市、 批发市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Ｃ． 由专门的职工负责原料的验收入库

Ｄ． 企管部组织开展新入职员工的培训

１５０． 问题类业务通常是现金流量最差的， 例如在产品生命周期中处于引进期、 因种种原因

未能开拓市场局面的新产品即属此类问题的业务。 下列关于问题类业务的表述中正确

的有（　 　 ）。
Ａ． 对于问题类业务应该采取选择性投资战略

Ｂ． 那些经过改进可能会成为“明星”业务的要进行重点投资， 提高市场占有率， 使之

转变成“明星”业务

Ｃ． 对问题产品的管理组织， 最好是采取事业部形式

Ｄ． 问题类业务的相对市场占有率较低、 市场增长率较高

１５１． 下列各项中属于企业营销能力的有（　 　 ）。
Ａ． 质量管理能力 Ｂ． 销售活动能力

Ｃ． 组织管理能力 Ｄ． 产品竞争能力

１５２． 近年来， 国内房地产企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压力： 其一， 海外房地产企业不断通过收

购国内品牌或在国内直接收购地皮建商品房进入国内市场； 其二， 原料成本、 用工成

本不断上涨， 同时由于国内企业众多， 产品差异小； 其三， 近年来银行贷款政策越发

苛刻， 购房贷款更是审核严格。 从五种竞争力及其互动互补作用力角度考虑， 国内房

地产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包括（　 　 ）。
Ａ． 互动互补作用力

Ｂ． 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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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供应者讨价还价

Ｄ． 购买者讨价还价

１５３． 丙公司是从事传统运输与仓储的大型国有企业。 为了转型成为第四方物流（即一站式

集成服务）， 丙公司进行了 ＳＷＯＴ 分析。 下列各项表述中， 符合该公司 ＳＷＯＴ 分析要

求的有（　 　 ）。
Ａ． 丙公司拥有全国性的网络和许多运输和仓储资产， 在我国社会物流需求保持适度

增长的情况下， 借助外部市场机会， 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 采用 ＳＯ 战略

Ｂ． 丙公司拥有全国性的网络和许多运输和仓储资产， 但目前电商及国内一些大型企业

集团也在致力于自有物流业的发展， 竞争非常激烈， 应采用 ＳＴ 战略

Ｃ． 人力资源体系不完善， 专业物流人才紧缺， 导致普通劳动工人成本逐渐增加， 丙公

司决定与 Ｆ 人力资源服务公司进行合作， 应采取 ＷＯ 战略

Ｄ． 我国社会物流需求保持适度增长， 但是丙公司自身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客户服务体

系， 应采取 ＷＯ 战略

１５４． （２０１９ 年） 海浪水泥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主要从事水泥及其熟料的生产和销售，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成功上市。

海浪水泥总部坐落于 Ａ 省。 Ａ 省是全国水泥生产主要原材料石灰石储量第二大的

省份， 且石灰石质量较高。 海浪水泥凭借先天条件坐拥原材料成本和质量优势。
水泥产品体积大、 单位重量价值低， 而且其资源点和消费点的空间不匹配， 这些

是造成水泥行业运输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海浪水泥利用自身位居长江附近的地

理位置优势， 积极推行其他水泥企业难以复制的“Ｔ 型”战略布局： 在拥有丰富石灰石

资源的区域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熟料基地， 利用长江的低成本水运物流， 在长江沿岸拥

有大容量水泥消费的城市群建立粉磨厂， 形成“竖端”熟料基地＋长江水运、 “横端”粉
磨厂深入江、 浙、 沪等地市场的“Ｔ 型”生产和物流格局， 改变了之前通过“中小规模

水泥工厂＋公路运输＋工地”的生产物流模式， 解决了长江沿岸城市石灰石短缺与当地

水泥消耗量大之间的矛盾。
海浪水泥不断完善“Ｔ 型”战略布局， 率先在国内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低投资、 国

产化的研发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这标志着中国水泥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跨入世界先进

行列， 确保公司为市场提供规模可观的低价高质产品； 公司在沿江、 沿海建造了多个

万吨级装卸水泥和熟料的专用码头， 着力建设或租赁中转库等水路上岸通道； 集团下

设物流公司， 在集团总部设立了物流调度中心； 公司强化对终端销售市场的开拓， 推

行中心城市一体化销售模式， 在各区域市场建立贸易平台； 公司物流体系实现了工业

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 以 ＧＰＳ 和 ＧＩＳ 为核心的物流调度信息系统实现了一体化、 可

视化的管理。 通过“ Ｔ 型”战略的实施， 海浪水泥进一步巩固了其“资源—生产—物

流—市场”的产业链优势。

·７２·



２０１８ 年海浪水泥年报显示： 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７０ ５０％， 净利润同步增

长 ８８ ０５％， 净利润增长幅度超过营业收入增长幅度。
要求：
（１）从企业资源角度， 简要分析海浪水泥的竞争优势； 分析海浪水泥资源“不可模

仿性”的主要形式。
（２）简要分析海浪水泥企业能力。

１５５． （２０１８ 年）２００３ 年， “电池大王”环亚公司收购了一家汽车制造公司， 成立了环亚汽车

公司。 环亚汽车公司将其电池生产技术优势与汽车制造技术相结合， 迅速成为国内新

能源汽车领域的龙头企业。
新能源汽车生产的关键在于掌握三大核心： 电机、 电控与电池的生产制造技术以

及具有完备的整车组装能力。 环亚汽车公司下大力气增强企业这些关键性活动的竞争

优势。
环亚汽车公司在包括电机、 电控与电池生产领域投入的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比例

达 ４ １３％， 远高于国内同类汽车生产企业的研发投入占比， 与国际知名汽车品牌企业

相当。 环亚汽车公司自主研发的磷酸铁锂电池（锂电池的一种）及管理系统安全性能

好、 使用寿命长； 环亚汽车公司的锂电池专利数量名列国内第一。 环亚汽车公司自主

研发的永磁同步电机功率大、 扭矩大， 足够满足双模电动汽车（拥有燃油驱动与电能

驱动两种动力系统， 驱动力可以由电动机单独供给， 也可以由发动机与电动机耦合供

给， 与混合动力汽车并无差别）与纯电动汽车的动力需求。 环亚汽车公司自主研发的

动力系统匹配技术能够保证动力电池、 驱动电机及整车系统的匹配， 保证整车运行效

率。 此外， ２００８ 年环亚汽车公司以近 ２ 亿元的价格收购了半导体制造企业中达公司，
此次收购使环亚汽车公司拥有了电动汽车驱动电机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 ２０１１ 年环

亚汽车公司与国际知名老牌汽车制造企业 Ｄ 公司成立合资企业， 借助 Ｄ 公司掌握的汽

车结构以及安全领域的专有技术， 增强了公司在汽车整车组装方面的研发能力和生产

能力。
为了进一步扩大新能源汽车生产制造规模， 环亚汽车公司又将在新能源轿车制造

的优势延展至新能源客车制造。 ２００９ 年环亚汽车公司以 ６ 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收购国内美

泽客车公司， 获得客车生产许可证； ２０１４ 年环亚汽车公司又与国内广贸汽车集团分别

按 ５１％和 ４９％的持股比例合资设立新能源客车公司， 注册资本 ３ 亿元人民币。
近年来， 环亚汽车公司开启了向产业上下游延展的战略新举措。 ２０１５ 年环亚汽车

公司收购专门从事盐湖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的开发、 加工与销售的东州公司， 这一收购

整合了环亚汽车公司汽车零部件的生产。 ２０１６ 年环亚汽车公司以 ４９％的持股比例， 与

青山盐湖工业公司及深域投资公司共同建立合资企业， 注册资本 ５ 亿元人民币。 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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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实现了环亚汽车公司的动力锂电池优势与盐湖锂资源优势相结合。 ２０１５ 年环亚汽

车公司与广安银行分别以 ８０％和 ２０％的持股比例合资成立环亚汽车金融公司， 注册资

本 ５ 亿元人民币。 这是环亚汽车公司向汽车服务市场延伸的一个重大事件。
到目前为止， 环亚汽车公司是全球少有的同时掌握新能源电池、 电机、 电控及充

电配套、 整车制造等核心技术以及拥有成熟市场推广经验的企业之一。 环亚新能源汽

车的足迹已遍布全球的 ５０ 个国家和地区。
要求：
简要分析环亚汽车公司在分析自身的资源和能力， 从而构筑其竞争优势的过程

中， 是如何体现价值链分析方法的。

１５６． （２０１７ 年）据专家预测， 到 ２０２０ 年中国葡萄酒消费量将进入世界前三位， 全球葡萄酒

过剩时代结束， 即将步入短缺时代。
葡萄酒界流传着“七分原料， 三分工艺”的说法， 意即决定葡萄酒品质最重要的因

素是葡萄产地。 Ｇ 省的葡萄种植基地、 葡萄酒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西北黄金产业带上。
适宜的纬度、 最佳光热水土资源组合， 加之大幅度的昼夜温差、 适宜有效的气温和干

燥少雨的气候， 使 Ｇ 省成为国内生产葡萄酒原料的最佳区域之一。
Ｇ 省葡萄酒产业发展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赞美葡萄酒的诗歌经久不衰。 从历史史料中不难看出， 自汉朝以

来的 ２ ０００ 多年， 西北黄金产业带的葡萄酒， 一直闻名遐迩， 享誉盛赞。
然而， Ｇ 省葡萄酒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地位却不尽如人意。 ２０１１ 年国内四大葡

萄酒知名品牌占据国内市场份额 ６０％左右， 而 Ｇ 省最具竞争力的高华品牌只在华南和

西北地区占有很低的市场份额， 省内另外几家企业的葡萄酒基本未进入省外市场。
２０１１ 年 Ｇ 省葡萄酒企业年销量仅占全国销量的 １ １％。

以下三个方面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Ｇ 省葡萄酒企业的竞争力。 其一， 相对于

国内东部产区而言， Ｇ 省产区交通条件欠发达， 因此葡萄酒产品在外运过程中成本较

高。 其二， 随着市场的发展， 包装对于葡萄酒来说不仅是保护商品， 方便流通的手

段， 更成为一种差异化、 准确定位目标市场的营销方式。 而 Ｇ 省与葡萄酒产业相关的

包装印刷业发展缓慢。 企业产品包装品的制作和商标的印刷主要依靠南方地区的企业

提供。 其三， Ｇ 省绝大多数葡萄酒生产企业规模小且分散， 产品销售网覆盖地区有限，
彼此之间的竞争不够充分。

近年来， 为了进一步完善本地葡萄酒企业发展环境， Ｇ 省酒类商品管理局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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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团走出去， 择优引进来”的策略， 通过开展品牌宣传， 招商引资等多种手段， 努力

提升 Ｇ 省葡萄酒在国内市场的知名度。
要求：
（１）根据钻石模型四要素， 简要分析 Ｇ 省葡萄酒产业发展的优势与劣势。
（２）根据企业资源的判断标准， 简要分析 Ｇ 省葡萄酒企业资源的“不可模仿性”有

哪几种形式。

１５７． （２０１６ 年）２００４ 年， 春城白药开始尝试进军日化行业。 而此时日化行业的竞争已经异

常激烈。 Ｂ 公司、 Ｌ 公司、 Ｄ 公司、 Ｈ 公司等国际巨头们凭借其规模经济、 品牌、 技

术、 渠道和服务等优势， 基本上占领了 Ｃ 国日化行业的高端市场， 占据了 Ｃ 国牙膏市

场 ６０％以上的份额； 清雅公司、 蓝天公司等本土日化企业由于普遍存在产品特色不突

出、 品牌记忆度弱等问题， 加上自身实力不足， 因而多是在区域市场的中低端市场生

存。 整个产业的销售额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且市场基本饱和。 谁想要扩大市场份

额， 都会遇到竞争对手的顽强抵抗。
已有相当数量的本土日化企业淡出市场。 价格竞争开始成为市场竞争的主要手

段， 定位在高端市场的国际巨头们也面临着发展的“瓶颈”， 市场份额、 增长速度、 盈

利能力都面临着新的考验， 它们的产品价格开始向下移动。
春城白药进入日化行业先从牙膏市场开始。 春城白药没有重蹈本土企业的中低端

路线， 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通过市场调研， 春城白药了解到广大消费者对口腔健康日

益重视， 而当时市场上的牙膏产品大多专注于美白、 防蛀等基础功能， 具有更多口腔

保健功能的药物牙膏还是市场“空白点”。 于是， 春城白药创出了一个独特的、 有助于

综合解决消费者口腔健康问题的药物牙膏———春城白药牙膏， 并以此树立起高价值、
高价格、 高端的“三高”形象。

春城白药进入牙膏市场短短几年表现突出， 不仅打破本土品牌低端化的现状， 还

提升了整个牙膏行业价格体系。 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 随着春城白药推出功能化的高端产

品， 国际巨头们也纷纷凭借自身竞争优势推出功能化的高端产品抢占市场。 Ｂ 公司推

出抗过敏牙膏； Ｌ 公司推出全优七效系列牙膏； Ｄ 公司推出去渍牙膏； Ｈ 公司推出专

效抗敏牙膏。 这些功能性很强的口腔保健牙膏定价都与春城白药牙膏不相上下。 这些

功能化的高端牙膏产品出现后， 消费者的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 整个市场呈现出“销
售额增长大于销售量增长”的新特点。

要求：
（１）简要分析春城白药进军日化行业时， 日化行业所处的产品生命周期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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