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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百年老店式”企业及顶级公司 

发展特征分析 
 

 我国企业都梦想成为业内顶尖并打造百年老店。但真正有多少企业实现

了基业长青呢？据统计，世界 500强企业的平均寿命为 40-50年，而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平均寿命不足 10 年，高科技企业更是只有 3 年。

随着环境的变化和竞争的加剧，企业更新换代的速度不断加快，生命历

程的长度日益缩短。因此，研究“百年老店式”企业的兴衰起伏，借鉴

其成功经验，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通过对 36家“百年老店式”企业的样本的研究分析，得出“百年老

店式”企业的成功之道在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确立不同的战略核心和经营

重点：一是在企业初创期，顺应形势，把握机遇；二是在企业发展期，

明晰战略，有效执行；三是在企业成熟期，塑造文化，打造品牌；四是

在企业转型期，依托创新，实现转型。 

 本文基于对 18家顶级公司的案例研究，总结出顶级公司的“六个维度”

的成功之道：一是机遇把握有速度；二是战略定位有高度；三是产业领

域有宽度；四是技术创新有深度；五是管理模式有精度；六是人才储备

有厚度。 

 要实现“百年老店式”顶级公司的梦想，我国企业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

入手：一是高端特色，明确战略定位；二是顺应形势，构建管理模式；

三是塑造文化，打造品牌形象；四是以人为本，提供人才保障；五是依

托创新，实现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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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我国企业都梦想成为业内顶尖并打造百年老店。但真正有多少企

业实现了基业长青呢？据统计，世界 500强企业的平均寿命为 40-50

年，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平均寿命不足 10年，高科技企业更

是只有 3年。随着环境的变化和竞争的加剧，企业更新换代的速度不

断加快，生命历程的长度日益缩短。因此，研究“百年老店式”企业

的兴衰起伏，借鉴其成功经验，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把打造“百年老店”和顶级公司比作通向“罗马”，“百年老

店式”企业和顶级公司都走出了一条顺应形势、响应市场、适应自身

的道路，这些经验和探索是需要认真总结、深入学习的。本文通过分

析“百年老店式”企业和顶级公司共性、规律性、可学习性的发展特

征，总结其经时间和实践检验过的成功之道，据此提出我国企业打造

“百年老店式”顶级公司的政策建议。 

一、“百年老店式”企业的发展特征 

“百年老店式”企业是特定行业内具备明晰战略定位、先进企业

文化和突出品牌效应，稳定运营在百年以上的企业。 

（一）“百年老店式”企业的发展特征 

从 36 家“百年老店式”企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呈现出以下特征： 

1、企业初创期，机会驱动，顺利起步 

初创期的企业刚刚成立，企业经营的重点是从现有业务中获得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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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利润，才能存活乃至继续发展。机会对于企业的生死存亡起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企业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机会的创造和把握。 

“百年老店式”企业之所以从初创期脱颖而出，在于具备灵活弹

性的特点，善于从政策导向、形势趋向和客户取向发现并把握机会，

从而获得了业务发展的第一桶金，确保了企业的存活乃至继续发展。 

2、企业发展期，战略驱动，快速发展 

度过起步的适应期，企业已经全面成长。但随着企业管理的内容

增多、难度加大，很多企业对未来发展缺少明晰的可持续的战略指引。

找准市场定位、明晰发展战略是发展期企业能走多远的决定因素，而

战略执行和风险防控是企业能走多快的关键因素。 

“百年老店式”企业从战略高度审视自身发展和行业趋势，从内

外部环境发现问题和不足，明晰了战略指引和市场定位，通过有效的

战略执行和严格的风险控制，确立了坚实的客群基础和市场份额。 

3、企业成熟期，文化驱动，保持稳定 

步入成熟期的企业已经形成相当规模，但缺乏对企业文化的坚守

和调整，导致内部弊病和问题接踵而来，企业品牌价值和客户信任度

也连带受到损害。本阶段企业需要塑造与环境相适应并不断调整的企

业文化。 

“百年老店式”企业通过塑造企业文化，打造了企业的品牌形象

和核心竞争力，实现了能力提升、管理提升和效率提升，有效解决了

制约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管理短板和隐患。 

4、企业转型期，创新驱动，完成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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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衰退期，企业很多方面呈现出从高峰滑落的态势，企业亟待

转型和再生，因此本阶段也是企业转型期。 

“百年老店式”企业突破了原有的经营理念和业务范围，通过业

务模式和产品服务的创新和变革，实现了企业的转型和再生，确保了

企业的持续成功。 

（二）“百年老店式”企业的成功之道 

通过对“百年老店式”企业的发展特征分析，总结出其成功之道

在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确立不同的战略核心和经营重点：一是在企业初

创期，顺应形势，把握机遇；二是在企业发展期，明晰战略，有效执

行；三是在企业成熟期，塑造文化，打造品牌；四是在企业转型期，

依托创新，实现转型。 

二、顶级公司的发展特征 

顶级公司是特定行业内少数处于市场主导地位和资本技术前沿，

引领行业发展趋势并持续创造稳定收益的企业。 

（一）顶级公司的发展特征 

从 18 家代表性企业的案例研究来看，顶级公司主要有以下六种

特征： 

1、顺应形势，抢抓市场机遇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顶级公司具备灵敏的商

业嗅觉和快速的应变能力，确保抢在同业之前顺应政策形势、捕捉市

场机遇，实现业务的快速发展。 

2、战略先导，坚持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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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很多顶级公司在发展过程中

都有明确的战略定位作为指引，通过坚持有效的战略执行，确保企业

始终站在趋势的前沿和产业的顶端。 

3、产业延伸，开拓业务蓝海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部分顶级公司注重挖掘产业链

环节的新盈利点和高价值点，通过延长产业链条，开拓了业务蓝海，

形成了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和多业务领域的发展推力。 

4、技术创新，适应客户需求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部分顶级公司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

引导产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以适应客户的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满

足客户不断提升的价值追求。 

5、管理驱动，发挥管理优势 

“管理来自于实践”。部分顶级公司在发展之初就构建了顺应市

场形势和适合企业发展的管理模式，挖掘管理的潜能，发挥管理的优

势，从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的精确化角度打造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6、以人为本，提供人才保障 

“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在核心领军人物的指引和规划下，顶

级公司通过建立符合企业需要的人才战略和选拔培养机制，培养了

“创新、敬业、合作、诚信、执着”的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确保了

优良的员工素质和厚实的人才储备，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智力支

持和人才保障。 

（二）顶级公司的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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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顶级公司发展特征的分析，总结出其“六个维度”的成功

之道：一是机遇把握有速度，顺应形势实现业务布局及发展；二是战

略定位有高度，站在趋势的前沿和产业的顶端；三是产业领域有宽度，

延长产业链条和拓宽业务领域；四是人才储备有厚度，提供坚实智力

支持和人才保障；五是管理模式有精度，实现管理理念和模式的精确

化；六是技术创新有深度，适应客户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 

三、“百年老店式”企业和顶级公司对我国企业的启示 

要实现“百年老店式”顶级公司的梦想，我国企业需要从以下五

个方面入手：一是高端特色，明确战略定位；二是顺应形势，构建管

理模式；三是塑造文化，打造品牌形象；四是以人为本，提供人才保

障；五是依托创新，实现转型升级。 

（一）高端特色，明确战略定位 

基于“定位高端、差异经营、有效控制、防控风险”的思路制定

战略：一是定位高端。创建中国乃至世界顶尖企业之一；二是差异经

营。找准自身定位，树立异于同业的经营特色；三是有效控制。战略

需要坚持有效的执行和适时动态的调整，实现战略控制的良性闭合循

环；四是防控风险。严守风险底线，有效防范和控制经营风险。 

（二）顺应形势，构建管理模式 

从战略高度审视产业发展的机会和挑战，从内外部环境发现自身

的优势和劣势，构建顺应形势和自身发展的管理模式：一是构建精确

化和有效化的管理模式，实现粗放式管理向专业化、精细化管理的转

变； 二是把握政策导向、形势趋向和客户取向，根据内外部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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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调整战略重点。 

（三）塑造文化，打造品牌形象 

通过塑造与内外部环境相适应并不断调整变化的企业文化，打造

基于企业文化的品牌形象和核心竞争优势：一是明确企业文化内涵，

构建企业文化和价值体系，塑造与内外部环境相适应并不断调整变化

的企业文化；二是基于企业文化，明确服务理念和市场定位，打造企

业的品牌形象和社会影响力。 

（四）以人为本，提供人才保障 

把人力资源提升到战略高度，对人才进行全局性统筹和安排：一

是建立符合企业需要的人才机制，塑造具有“创新、敬业、合作、诚

信、执着”的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确保充足的人才储备和智力支持；

二是建立激励约束、激发员工潜能、动态竞争为核心内容的人力资源

管理体系，增强企业凝聚力。 

（五）依托创新，实现转型升级 

突破原有的经营思维和业务范畴，从管理理念、经营模式和产品

服务三个维度进行持续的变革和创新，以实现自身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一是创新管理理念。树立管理理念的“市场化和服务化导向，标

准化和系统化管理，人本化和模式化运作”，加快内部体制机制改革

和转型； 

二是创新经营模式。重新审视客户的价值主张，超越原有的业务

范围和管理边界，从“再造业务流程”、“整合业务渠道”和“优化价

值链”三个方面创建互利共赢的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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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创新产品服务。从“产品设计和营销为中心”向“客户需求

和体验为中心”转变，提高营销水平和服务能力，为客户提供高附加

值的创造性和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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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百年老店式”企业及顶级公司发展特征分析 

 

我国企业都梦想成为业内顶尖并打造百年老店。但真正有多少企

业实现了基业长青呢？据统计，世界 500强企业的平均寿命为 40-50

年，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平均寿命不足 10年，高科技企业更

是只有 3年。随着环境的变化和竞争的加剧，企业更新换代的速度不

断加快，生命历程的长度日益缩短。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互

联网的迅猛发展以及“互联网+”的不断深入，世界 500强的平均寿

命已经迅速减少到 15年。因此，研究“百年老店式”企业的兴衰起

伏，借鉴其成功经验，显得尤为重要。 

谚语有云：“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把打造“百年老店”和顶

级公司比作通向“罗马”，尽管起点不同，途径各异，重点有别，“百

年老店式”企业和顶级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都走出了一条顺应形势、响

应市场、适应自身的道路，这些经验和探索是需要认真总结、深入学

习的。本文通过分析“百年老店式”企业和顶级公司发展过程中呈现

出的共性、规律性、可学习性的特征，总结其经时间检验过、被实践

验证过的成功之道，提出了我国企业打造“百年老店式”顶级公司的

政策建议。 

一、“百年老店式”企业的发展特征分析 

 “百年老店式”企业定义为：特定行业内具备明晰战略定位、

先进企业文化和突出品牌效应，稳定运营在百年以上的企业。本文从

企业寿命、企业定位、企业文化和企业品牌四个维度对“百年老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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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进行了研究。 

图 1：“百年老店式”企业概念内涵 

 

（一）“百年老店式”企业的发展特征 

根据对“百年老店式”企业的概念界定，本文选取银行业、餐饮

业、零售业、石化业、汽车业、电气业、IT业和通讯业 8个行业的

36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企业名单见附件 1）。 

从企业的发展历程来划分，企业生命周期包括初创期、发展期、

成熟期、转型期四个阶段。每个发展阶段，企业均面临不同的外部环

境和内在需求，进而对企业的运营和发展产生影响。 

本研究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探究“百年老店式”企业在不同

阶段的发展特征，分析其与外部环境和自身特点相适应、并不断促其

发展延续乃至长盛不衰的动力来源，从而揭开其共性特质的神秘面纱。 

 

 

 

 

 

企业寿命

• 寿命要在一
百年以上，
并且依然具
备旺盛的生
命力

企业定位

• 具备明晰的
战略定位，
并确立不可
替代的行业
地位和市场
份额

企业品牌

• 建立先进的
企业文化，
从而打造自
身特色的核
心竞争优势

企业文化

• 构建突出的
品牌效应，
积累良好的
业界口碑，
培养相当数
量的客户群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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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企业生命周期图 

 

 

 

 

 

 

 

 

1、企业初创期，机会驱动，顺利起步 

本阶段是“通向罗马”的万里长征第一步。企业刚刚成立，生存

性较弱，抵抗力较差，较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企业组织较为简单，

人员和业务规模比较弱小，市场份额较低，管理水平偏低，运营成本

较高，盈利能力存在较大的波动性。企业经营的重点是从现有业务中

获得足够的利润，才能存活乃至继续发展。 

机会对于本阶段企业的生死存亡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的发

展动力主要来自机会的创造和把握。“百年老店式”企业之所以从初

创期脱颖而出，就是在于具备灵活弹性的特点，善于从政策导向、形

势趋向和客户取向发现并把握机会，从而成功获得了第一桶金，迎来

了喘息和调整的机会。雀巢集团、壳牌公司的原股东之一壳牌运输贸

易公司、荷兰银行以及福特汽车都是顺应形势和把握机遇的典范。 

 

 

  

成

长

性 

时期 

初创期 

发展期 

成熟期 
转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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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百年老店式”企业初创期对策及收益 

企业名称 形势机遇 企业对策 发展成效 

雀巢集团 19世纪 60年代，无法

食用母乳的婴儿可选

择的婴儿食品种类少、

质量差 

内斯特尔发明了一种可

替代母乳的婴儿用乳制

品 

内斯特尔借机创立了以自

己名字命名的公司，并迅

速占据了欧洲婴儿食品市

场的主要份额 

壳牌贸易

运输公司 

1886 年内燃机的面

世，激发了对燃料的需

求和燃料运输业务的

兴起和发展 

Samuel 兄弟承包了一支

蒸汽船队从事石油运输。

并成为首艘穿越苏伊士

运河的油轮 

垄断了石油运输的半壁江

山，奠定了壳牌运输贸易

公司在运输业的扛鼎地位 

荷兰银行 荷兰作为世界经济中

心时期，与其他国家和

殖民地之间有大量的

金融往来的需求 

为振兴荷兰与东印度之

间的贸易关系提供金融

支持，威廉一世成立荷兰

银行的前身 

借助荷兰世界经济中心的

地位，一跃成为世界主要

银行之一 

福特汽车 20世纪初汽车业兴起

并快速发展，民用汽车

成为行业发展的趋势 

凭借“制造人人都买得起

的汽车”的梦想和远见，

亨利福特建立了福特公

司。1908年生产出世界

上第一辆属于普通百姓

的汽车——T型车 

为“装在汽车轮上的美

国”立下了不朽功勋，直

接引发了世界汽车工业革

命 

2、企业发展期，战略驱动，快速发展 

度过起步的适应期，企业已经全面成长，企业文化和品牌逐渐形

成，市场竞争能力和自身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市场份额和经营业绩逐

步提高。企业经营的重点在于快速占领市场，扩大企业规模，具备足

够大的市场份额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但随着企业管理的内容增多、

难度加大，很多企业陷入了盲目性和主观性的泥潭，对未来发展缺少

明晰的可持续的战略指引，或者创业过程中缺少对方向性的把握和持

续性的探索，或者之前的战略已经不能适应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找准市场定位、明晰发展战略是企业能走多远的决定因素，而战

略执行则是企业能走多快的关键因素。“百年老店式”企业从战略高

度审视自身发展和行业趋势，从内外部环境发现问题和不足，明晰了

http://baike.baidu.com/view/6148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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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指引和市场定位，通过有效的战略执行和严格的风险控制，确立

了坚实的客户基础和市场份额。富国银行和杜邦公司提供了成功的素

材，德意志银行和通用汽车则不幸成为失败的案例。 

表 2：“百年老店式”企业的战略定位对比分析 

案例 企业 

名称 

战略定位 战略执行 成功/失败原因 

成功 

案例 

富国 

银行 

四大战略：一是坚持社区银

行和批发银行为主、财富管

理为辅；二是根植本土市

场，审慎国际开拓。依托兼

容并购，提升规模效益；三

是准确定位网点，满足客户

需求。强调专业服务，提升

客户体验；四是严控经营风

险，专注小微业务能力培养 

形成了“战略制定

—战略执行—风险

防控—战略调整—

战略再执行”的闭

合良性循环 

社区银行和批发银行

的定位为富国确立了

坚实的客户群体和市

场份额。“坚持责任、

坚持操守、贷款分散

化、财务保守性”的

风险文化帮助富国在

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 

杜邦 

公司 

“三道曙光”战略：（1）短

期，提高公司效率，保持企

业健康；（2）中期，股东价

值增长；（3）长期，有新的

突破，创造新业务，改造现

有业务 

为适应全球经济一

体化，杜邦积极对

其战略进行调整：

（1）加强型战略；

（2）混合式多元经

营战略和横向一体

化战略；（3）防御

性战略 

“重点发展优势产

业、不断提高技术含

量”的发展思路，以

及善于顺应市场的变

化而做出调整，保持

了杜邦200余年的持

续发展和长盛不衰 

失败 

案例 

德意志

银行 

投行战略：顶级的全球投资

银行，具有强大且高利润的

私人客户网络，在所有核心

业务发掘增长机遇 

新的管理层沿用业

已失败的投行战

略，投资重点则是

过时领域的固定收

益交易 

金融危机后，投行业

务充满风险性和不确

定性。巴塞尔协议Ⅲ

的出台，投行业务受

到更严格限制和监管 

通用 

汽车 

扩张性和多元化：多品牌战

略，多条产品线并存 

从格兰特、斯隆、

威尔逊、史密斯、

到瓦格纳，通用汽

车沿袭了一贯的经

营思想和理念 

缺乏明确的战略方

向，犯了多品牌定位

不明确的错误，难以

建立其自身优势，并

在战略的实施和控制

中不能及时修正 

3、企业成熟期，文化驱动，保持稳定 

经历了长途跋涉，畏难退缩情绪和患得患失心态开始作祟。步入

成熟期，企业已经形成相当规模，很多都成为业内骨干和明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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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过对研究样本的分析，发现企业弊病和问题也接踵而来：一方面，

混乱的组织架构，严苛的管理层级，束缚创新的制度，管理层缺乏对

企业的有效管理和控制，员工的素质和能力大大落后于企业的发展速

度。内部问题又传导到企业外部，企业品牌价值和客户信任度也连带

受到损害。这一切的根本症结都在于企业文化，或者缺乏对既有企业

文化的坚守,或者需要对原有文化进行调整或再造；另一方面，企业

为了获取规模效益而进行金融并购，重组后的企业也存在文化兼容的

问题。 

企业文化代表企业所特有的、员工共同遵循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

范，是企业品牌形象的内核，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百年老

店式”企业通过塑造与环境相适应并不断调整的文化，确立了企业的

品牌形象和核心竞争力，进而提升了企业管理水平、员工素质和工作

效率，有效解决了制约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管理短板和隐患。从通用

电气、福特汽车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以及通用汽车和美国在线的不

同结局可以看出，在“官僚主义”和“大企业病”肆虐的成熟期，企

业文化塑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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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百年老店式”企业的文化革新/融合对比分析 

案例 企业 

名称 

企业现状 文化变革/ 

文化融合 

成功/ 

失败原因 

成功 

案例 

通用 

电气 

老迈的管理层，无序的

内部管控，臃肿的组织

机构、浓重的官僚氛围、

对质量控制和风险防控 

对外将通用的发展战

略、企业目标和企业精

神传达给公众，藉此得

到公众的支持，对内改

变整个企业的文化和员

工的思考模式，营造快

速适应市场动态和团队

合作的文化机制 

实现了能力提升、管

理提升和效率提升，

通用电气得以重塑品

牌形象 

福特 

汽车 

日本同行“低价高质”

入侵，行动僵化、反应

迟钝等“官僚主义”问

题和机构冗余、畏惧创

新等“大企业病”缠身

的福特经历阵痛 

确立新的企业文化四要

素：具有全球化想法，

注重客户需求，持续追

求成长，深信“领导者

是老师”。并分阶段实施

文化改革教学计划 

企业文化逐渐产生一

些化学变化，福特公

司成为顾客导向的企

业，再造了核心竞争

力 

AT&T 20世纪 70年代开始，外

部面临政策的改变、计

算机的易用、高技术的

发展以及国外同业的竞

争，内部管理效率低下，

缺乏创新 

对原有文化因素去粗取

精：确立风险导向的管

理方法、积极进取的市

场手段和反应敏锐的决

策能力、以顾客为中心

的责任感、职工一体化

的统一感 

AT&T迅速适应了联邦

政府针对企业的两项

法令，并成功击退了

国内外同业的冲击 

失败 

案例 

通用 

汽车 

固步自封的企业文化：

对异议毫不容忍，不喜

欢作困难的决定，心态

狭隘，对社会问题缺乏

重视 

2009年 6月，通用汽车

破产重组，期待通过重

建，打造更精简、更贴

近消费者、更具竞争力

的通用 

重组改制后依然没有

摆脱旧文化的束缚，

畏惧创新、害怕承担

责任的问题依然存在 

美国 

在线/

时代华

纳 

2011年 1月，借助资本

市场的东风，迅速崛起

的互联网新贵美国在线

并购老牌传媒时代华纳 

传统内容服务商的时代

华纳，与美式资本新贵

的美国在线形成了巨大

的地位差异和文化碰

撞。随着互联网泡沫的

破碎和美国在线业绩的

下滑，双方矛盾达到顶

点 

双方始终未形成共同

的团结核心，缺乏共

同的文化。2003年公

司涉嫌诈骗受到美国

政府调查，超级联姻

以悲剧告终 

4、企业转型期，创新驱动，完成再生 

随着越来越接近罗马，企业前行的动力在一点点流逝。企业进入

了发展停滞乃至衰退阶段，很多方面都呈现出从高峰滑落的迹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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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业务已不具备竞争力，原有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各项指标大幅下

滑，产品亟待更新，市场份额急剧下降，前景黯淡不明，企业濒临破

产或崩溃的边缘。继续前行需要新的动力，企业亟待转型和再生，本

阶段也是企业的转型期。 

创新是实现企业持续成功的必要要素。“百年老店式”企业突破

原有的经营理念和业务范围，通过对业务模式和产品服务进行创新和

变革，确保企业持续占据竞争的主动权和产业的制高点，从而实现了

企业的转型和再生。创新有两种类型：一是理念创新，企业管理理念

和运营模式的创新；二是技术创新，企业核心技术和主营产品的创新。

具体方式有三种：一是依托现有资源，进行自主创新；二是协调或引

入外部资源，实现合作创新或吸收创新；三是综合创新，兼具自主创

新和合作创新或吸收创新。IBM、梅西百货和美国银行分别是三种创

新方式的代表。 

图 3：创新类型及方式 

 

 

 

创新类型 创新方式 
 

 理念创新：管理理念和

运营模式 

 技术创新：核心技术和

主营产品 

 自主创新 

 合作创新或吸收创新 

 综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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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百年老店式”企业的创新对比分析 

创新类型 企业名称 面临问题 创新措施 创新效果 

自主创新 IBM （1）20世纪 70年代，

市场主流从大型机转

向小型机；（2）20世

纪 90年代，相比于聚

焦渠道优势的竞争对

手，没有成本优势 

（1）确立横向开放

的运营模式；（2）

从产品和技术领域

向高附加值的企业

服务市场转型 

IBM 两次实现转型

新生，处于 IT服

务市场的最前沿 

合作创新/吸

收创新 

梅西百货 互联网深刻改变了全

球零售业的产业生

态，零售业进入了“价

格透明的新纪元”，传

统零售业跌入冰点发

展期 

全渠道销售策略：

其中，成为首批支

持 Apple Pay 移动

支付的零售商、iOS

和安卓版的购物

APP、Shopkick逛街

应用都是合作创新

和吸收创新的典范 

2014年逆市而上，

实现了 20%多的经

营增长 

综合创新 美国银行 银行业竞争日趋激

烈，守旧的运营模式

和产品服务难以为继 

成立创新实验室：

“六西格玛管理模

式”的应用；开展

网上银行和手机银

行业务；“保存零

头”的服务模式 

美国银行有了更

大的市场规模，更

低的成本支出，和

更长久稳定的利

润回报。稳定占据

世界 500强的前

列，2014年第 66

名，银行业第 9名 

（二）“百年老店式”企业的成功之道 

通过对 36 家“百年老店式”企业的发展特征分析，发现“百年

老店式”企业的成功之道在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确立不同的战略核心和

经营重点： 

1、企业初创期，顺应形势，把握机遇 

“百年老店式”企业从初创期脱颖而出，就是在于具备灵活弹性

的特点，善于从政策导向、形势趋向和客户取向发现并把握机会。在

行业崛起和发展的市场化浪潮中，“百年老店式”企业都是把握市场

机遇最快、适应客户需求最好的弄潮儿，因此也成为时代的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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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发展期，明晰战略，有效执行 

在发展期，“百年老店式”企业通过明晰战略和找准定位，确立

了发展的立足点和方向性，锁定了坚实的客户群体和市场份额。另一

方面，通过战略执行和风险防控，把战略理念和战略规划转变成整个

企业的实际行动，有效地贯彻了战略意图，确保战略落到实处、目标

得以实现。 

3、企业成熟期，塑造文化，打造品牌 

进入成熟期后，“百年老店式”企业塑造了与环境相适应并不断

调整的企业文化，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管理水平、员工素质和工作效率，

有效解决了制约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管理短板和隐患。在此基础上，

打造了自身的品牌形象和核心竞争力，从而确保了自身的经济实力和

市场地位。 

4、企业转型期，依托创新，实现转型 

面临转型期，“百年老店式”企业通过突破原有的经营理念和业

务范围，对业务模式和产品服务进行创新和变革，促进了企业组织形

式的改善和管理效率的提高，适应了企业不断发展的需要，进而占据

了竞争主动权和行业制高点，实现了企业的转型再生和持续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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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百年老店式”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 

 

二、顶级公司的发展特征分析 

顶级公司的定义为：特定行业少数处于市场主导地位和资本技术

前沿，引领行业发展趋势并持续创造稳定收益的企业。本文根据数量

少、规模大、实力强、影响力强四个特点对顶级公司进行了研究。 

图 5：顶级公司特点 

 

（一）顶级公司的发展特征 

顺应形势

把握机遇

明晰战略

有效执行

塑造文化

打造品牌

依托创新

实现转型

数量少：一
般为行业前

五名

规模大：资
产规模大，
公司市值位
于行业前列

影响力强：
站在行业的
资本高端和
技术前沿

实力强：居
于行业市场
主导地位，
具备稳定的
盈利来源

企业初创期 

企业发展期 

企业成熟期 

企业转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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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顶级公司的定义，参照 2014年世界五百强排名，本文选取

银行、IT、石化、汽车、日用品、饮料、电梯、咨询 8个行业的 18

家代表性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企业名单见附件 2）。 

从顶级公司的发展历程来看，主要呈现出有以下六种特征： 

1、顺应形势，抢抓市场机遇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面对转瞬即逝的政策形

势和市场机遇，顶级公司凭借灵敏的商业嗅觉和快速的应变能力，摸

准了形势的脉搏，跟上了变革的节奏，确保了业务的快速发展，和企

业的做大做强。 

并购是银行业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而摩根大通就是其中抢抓机

遇的翘楚。1996年，美国《州际银行法》颁布，摩根大通前身 JP摩

根顺应政府允许跨州设立分支机构和分业经营的形势，通过与大通曼

哈顿银行和芝加哥第一银行的强强联合，大大扩展了势力范围，创造

了经营业绩的一路攀升。而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摩根大通又低价收

购了华盛顿互惠银行和贝尔斯登银行，实现了“业务多元化、收益领

先化、风险分散化”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终于成为全球性全能金

融服务集团。对行业风向的准确判断和业务机遇的快速把握，使得摩

根大通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并购优势发挥到极致，确保其长久地

矗立在顶级公司之列。而不能适应形势发展、无法把握市场机遇的公

司注定会走向消亡，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残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互联

网是近年来市场形势的浪潮中对企业冲击最大的一个，互联网的兴起

和发展显著加快了企业新陈代谢的速度。随着互联网与产业融合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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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深入，世界五百强的平均寿命已从 70年减少到 15年。（1995 -2014

年世界五百强前十名的变迁见附件 3）。 

图 6：摩根大通的并购发展历程 

 

2、战略先导，坚持有效执行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顶级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都有

顶尖的战略定位作为指引，通过坚持有效的战略执行，确保企业始终

站在趋势的前沿和产业的顶端。 

 

 

 

 

 

 

 

 

JP摩根：顺《州际银
行法》形势进行合并

• 大通曼哈顿银行

• 芝加哥第一银行

摩根大通：借次贷危
机东风进行收购

• 华盛顿互惠
银行

• 贝尔斯登银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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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部分顶级公司战略定位 

序号 企业名称 战略定位 

1 法兴银行 服务客户和全球经济的银行 

2 摩根大通 以第一流的方式做第一流的业务，成为世界上最好的金融服务公司 

3 荷兰国际 一家“可信赖、创新、e 化”的公司，一家能提供“全世界最好的金

融理财服务公司” 

4 苹果 让每人拥有一台计算机 

5 壳牌 持续增强油气行业领导者的地位，以负责任的方式满足全球能源需

求并提供竞争性的股东回报 

6 埃克森美孚 在秉承可持续发展的宗旨的同时，以高效、负责的方式提供高品质

的石化产品和服务，为客户和股东创造卓越价值 

7 宝洁公司 我们提供世界一流的产品和服务，以美化消费者的生活。作为回报，

我们将会获得领先的市场销售地位、不断增长的利润和价值，从而

令我们的员工、股东以及我们生活和工作所处的社会共同繁荣 

8 可口可乐 以可口可乐为核心，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具有卓越品牌与服务的世

界性系统。藉由这一系统，我们的授权商与生意伙伴可把满意与价

值传递给顾客与消费者。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个与可口可

乐有联系的人都能享用最好的饮料及受惠 

9 奥蒂斯公司 以比世界上任何一家同类公司都要高的可信度，为任何一家客户提

供一种将人和物上下左右左短程移动的搬运工具 

10 微软公司 这样一个战略左右我们的一言一行：每个家庭，每台桌子上都有一

台电脑，使用着伟大的软件作为一种强大的工具 

11 英特尔 成为全球新计算机行业最重要的供应商 

12 麦肯锡 帮助杰出的公司和政府更为成功 

注：以上由民生银行研究院整理。 

正是因为顶尖的战略定位，才促使法兴银行、荷兰国际、壳牌、

宝洁等公司从底层做起，持续发掘自身的潜力，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顶级公司的创建道路。 

3、产业延伸，开拓业务蓝海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对行业激烈的竞争，部分顶

级公司注重挖掘产业链环节的新盈利点和高价值点，通过延长产业链

条，开拓业务蓝海。 

现代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日新月异，谷歌公司为如何长久地保持竞

争优势提供了学习的典范。以搜索引擎起家的谷歌，在继续深耕本行

http://www.managershare.com/wiki/%E5%88%9B%E6%96%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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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以外，依托技术和模式的双重优势，不断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

持续拓展新的业务领域，陆续涉足互联网的其他领域和相关产业。从

自驾汽车、可穿戴技术，到社交网络、手机操作系统、电子商务，面

面俱到，不一而足。通过产业延伸，谷歌开拓了业务蓝海，实现了新

业务与传统业务的优势互补，形成了“整体优化、产业协同”的发展

态势,谷歌也稳居全球最成功的互联网巨头之列。 

图 7：谷歌的产业拓展路径 

 

4、技术创新，适应客户需求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部分顶级公司以客户需求为中心，

进行持续的技术和产品创新，以引导产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 

从 ipod随身听、imac个人电脑、Marcbook笔记本电脑，到 iphone

手机、ipad平板电脑、iwatch手表,苹果公司的技术和产品创新一直

引领着行业的发展，持续刷新着世界对于科技创新的期望值。苹果公

司的秘诀在于产品创新的三台阶：一是适应客户需求，产品的设计和

研发首要考虑客户需求；二是超越客户需求，创造客户想要但还未想

自驾汽
车

可穿戴技
术

社交网络

手机操

作系统

电子商务

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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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功能和效果。三是提升客户价值，通过技术创新帮助客户成长和

发展。苹果公司成为顶级公司是偶然，更是必然，偶然在于 1997年

乔布斯的王者归来，而必然则是苹果对于技术创新的不懈追求，对于

客户需求和价值的持续挖掘。而曾经的网络通讯设备王者诺基亚就是

因为无法持续的创新以适应客户手机智能化的需求而被苹果取代。 

图 8：苹果公司的产品创新三台阶 

 

5、管理驱动，发挥管理优势 

“管理来自于实践”。部分顶级公司从驱动企业发展的管理轮子

中寻求机会，将管理理念的精确导向和管理模式的有效落实作为立足

的根本和发展的动力。 

作为汽车行业的后来者，丰田公司在技术研发方面难以比肩欧美

列强的先天优势，因此，强化管理、挖掘管理优势和潜能就成为丰田

公司抗衡欧美列强的本钱。通过结合单件生产和批量生产的特点和优

点，创造了多品种、小批量混合生产条件下高质量、低消耗的“精益

生产管理模式”，其管理模式与公司环境和企业文化高度融合，完美

契合了汽车市场需求多样化、质量严格化的潮流，从而奠定了丰田公

适应客户需求 • 产品的设计和研发首要考虑
客户需求

超越客户需求
• 创造客户想要但还
未想到的功能和效
果

提升客户价值 • 帮助客户成
长和发展



    

17 
 

司在全球汽车市场上的领先地位。在缺乏技术优势的情况下，丰田公

司立足自身实际，依据汽车市场的潮流，构建了顺应市场形势和适合

自身发展的管理模式，实现了内外部资源的优化整合，提高了企业的

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 

图 9：丰田公司管理模式的确立 

 

6、以人为本，提供人才保障 

“千金易得，一将难求”。顶级公司都拥有核心领军人物，确立

了符合企业需要的人才战略和人才机制。 

首先，核心领军人物是企业灵魂指引。领军人物是团队形成和发

展的关键，是企业对外宣传的“精神标杆”。像微软的盖茨、苹果的

乔布斯、谷歌的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丰田公司的丰田喜一郎等

都是各自企业的核心领军人物，企业的成功离不开他们的指引与规划。 

其次，人才战略是企业前进动力。由于人力资源具备多层次和维

度的属性，因此顶级公司都有“独辟蹊径”的人才战略。在人才战略

中，企业家战略是很重要的一环。当今世界正处于一种新的商业和经

济发展的大潮中，企业家正是其中的催化剂。企业家战略是在公司内

精益生产管理模式

融合公司环境和企业文
化

契合汽车市场潮流和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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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塑造具有“创新、敬业、合作、诚信、执着”的企业家精神的管理

者，企业家战略已经成为很多顶级公司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最后，人才机制是企业主要支撑。顶级公司都建立了选人、聘人、

用人和培养人的标准和要求。正是信奉“人才为本”的理念，有了这

些“身怀绝技”的人才和“不拘一格”的人才机制，微软、丰田、英

特尔等顶级公司才打造了人力资源这一企业资源的核心要素，确保了

优良的员工素质和厚实的人才储备。 

表 6：部分顶级公司人才战略 

序号 企业名称 人才战略 

1 壳牌公司 “发现未来的老板”：注重人才的三个能力：人际关系能力、分析能

力和成就能力 

2 微软公司 寻找“聪明”的员工，即受过挫折的“失意者”和具有冒险精神的

员工 

3 苹果公司 以科学管理为核心：专业的 iHR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人本管理；以

创新为导向的研究员计划 

4 埃克森美孚 从内部选拔管理人才，工作表现决定薪酬高低，忠诚者获得奖励 

5 丰田公司 基于精益生产战略的人才选拔标准，超越“岗位职责”的要求招聘员

工，严格的选拔程序和多重选拔技术，候选人高度参与 

6 宝洁公司 独具慧眼，校园招聘；内部提升，足够的发展空间；培训体系，价

值积淀；薪酬福利，留住优秀的雇员；在职训练是最好的训练 

7 可口可乐 从物质激励、精神激励、荣誉激励三方面进行人才激励；从基础培

训、管理技能培训、业务技能培训三个方面进行人才培训 

8 麦肯锡 “UP OR OUT” 

9 英特尔 认同企业文化，在这方面得到 3 分（中等偏上） 

注：以上由民生银行研究院整理。 

（二）顶级公司的成功之道 

根据对顶级公司的发展特征分析，总结出顶级公司“六个维度”

的成功之道： 

1、机遇把握有速度，顺应形势完成业务布局及发展 

顶级公司灵敏的商业嗅觉和快速的应变能力, 确保其抢在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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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抓住市场机遇，积极调整观念和思路，及时制定对策和措施，实

现了业务的快速发展，顺应了新形势和新需要。 

2、战略定位有高度，站在趋势的前沿和产业的顶端 

很多顶尖公司在发展之初就明确了顶尖的战略定位作为参照，立

足实际，谋求深远，通过坚持有效的战略执行，确保企业底层起步却

始终站在趋势的前沿和产业的顶端。 

3、产业领域有宽度，延长产业链条和拓宽业务领域 

部分顶级公司通过延长产业链条，开拓了业务蓝海，形成了全产

业链的竞争优势和多业务领域的发展推力，实现了“整体优化、产业

协同”的一体化效益。 

4、人才储备有厚度，提供坚实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在核心领军人物的指引和规划下，通过建立符合企业需要的人才

战略和选拔培养机制，顶级公司培养了“创新、敬业、合作、诚信、

执着”的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充分调动了员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确保了优良的员工素质和厚实的人才储备，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

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5、管理模式有精度，实现管理理念和模式的精确化 

部分顶级公司在发展之初就构建了顺应市场形势和适应企业发

展的管理模式，挖掘管理的潜能，发挥管理的优势，从管理理念和管

理模式的精确化角度打造了顶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6、技术创新有深度，适应客户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 

部分顶级公司通过持续的技术和产品创新来引领产业发展的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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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和趋势，充实对客户的服务内容，提高对客户的服务水平，从而满

足了客户多元化和个人性的需求，以及不断提升的价值追求。 

图 10：顶级公司的成功之道 

 

三、“百年老店式”企业和顶级公司成功之道的异同 

“百年老店式”企业和顶级公司之所以成功，在于都坚持了明晰

的战略和有效的执行，并根据环境变化进行文化调整和持续的创新。

但成功之道也存在不同之处： 

表 7：“百年老店式”企业和顶级公司成功之道的异同 

企业 

类型 

相同点 不同点 

成功持续性 定位明确性 品牌独特性 产业专注性 

“百年

老店

式”企

业 

明 晰 的 战

略，有效地

执行； 

与环境相适

应并不断调

整的企业文

化； 

持续的创新 

成功更为持

久更加有效 

某一领域或细

分行业确立稳

定的市场地位，

更针对性的锁

定客户群体 

品牌形象更鲜

明更具历史底

蕴 

大多专注于

某一专业领

域进行深度

经营 

顶级公

司 

持续成功有

待时间检验 

战略定位高端，

即行业的前五

名，以获取更广

泛的行业受众 

产业领域相对

较多，在整体

上欠缺更具自

身特色的品牌

形象 

更注重深挖

产业链上新

赢利点和高

价值点，以开

拓业务蓝海 

四、“百年老店式”企业和顶级公司对我国企业的启示 

机遇把握
有速度，
顺应形势
完成业务
布局及发

展

战略定位
有高度，
站在趋势
的前沿和
产业的顶

端

产业领域
有宽度，
延长产业
链条和拓
展业务领

域

人才储备
有厚度，
提供坚实
智力支持
和人才保

障

管理模式
有精度，
实现管理
理念和模
式的精确

化

技术创新
有深度，
适应客户
多元化和
个性化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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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综合对“百年老店式”

企业和顶级公司发展特征和成功之道的分析，要实现“百年老店式”

顶级公司的梦想，我国企业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一是高端特色，

明确战略定位；二是顺应形势，构建管理模式；三是塑造文化，打造

品牌形象；四是以人为本，提供人才保障；五是依托创新，实现转型

升级。 

图 11：我国企业打造“百年老店式”顶级公司的思路 

 

（一）高端特色，明确战略定位 

立足自身实际，基于长远性、全局性的发展谋划，根据“定位高

端、差异经营、有效控制、防控风险”的思路制定战略，确保企业始

终站在趋势的前沿和产业的顶端： 一是定位高端。以行业顶尖公司

为榜样，创建中国乃至世界顶尖企业之一；二是差异经营。找准自身

定位，树立异于同业的经营特色，培养坚实的客群基础和市场份额；

三是有效控制。战略需要坚持有效的执行和适时动态的调整，实现战

高端特色

明确战略定位

顺应形势

构建管理模式

塑造文化

打造品牌形象

以人为本

提供人才保障

依托创新

实现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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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控制的良性闭合循环；四是防控风险。严守风险底线，加快推进全

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强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风险精细化管理，

有效防范和控制经营风险。 

（二）顺应形势，构建管理模式 

从战略高度审视产业发展的机会和挑战，从内外部环境发现自身

的优势和劣势，构建顺应形势和自身发展的管理模式：一是挖掘管理

潜力，发挥管理优势，构建精确化和有效化的管理模式，实现粗放式

管理向专业化、精细化管理的转变； 二是把握政策导向、形势趋向

和客户取向，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调整战略重点。 

（三）塑造文化，打造品牌形象 

通过塑造与内外部环境相适应并不断调整变化的企业文化，打造

基于企业文化的品牌形象和核心竞争优势： 

一是从外表层的物质文化、中间层的制度文化和内核层的精神文

化明确企业文化内涵，构建企业文化和价值体系，塑造与内外部环境

相适应并不断调整变化的企业文化； 

二是基于企业文化，明确服务理念和市场定位，从三个方面打造

企业的品牌形象，提升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建立不可代替的市场

辨识度和客户认可度：一要转变思想观念，强化品牌意识；二要加强

品牌管理，树立品牌形象；三要发挥品牌效应，提升品牌价值。 

（四）以人为本，提供人才保障 

把人力资源提升到战略高度，与企业整体战略紧密结合，对人才

进行全局性统筹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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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立符合企业需要的人才机制。优化员工结构，提升员工素

质，塑造具有“创新、敬业、合作、诚信、执着”的企业家精神的管

理者，确保充足的人才储备和智力支持； 

二是建立激励约束、激发员工潜能、动态竞争为核心内容的人力

资源管理体系。调动员工积极性，激发员工潜能，开展内部合理竞争，

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能力，增强员工事业心及敬业精神，增强企业凝

聚力。 

（五）依托创新，实现转型升级 

面临日益严峻的市场形势和竞争态势，企业要突破原有的经营思

维和业务范畴，从管理理念、经营模式和产品服务三个维度进行持续

的变革和创新，以实现自身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一是创新管理理念。树立管理理念的“市场化和服务化导向，标

准化和系统化管理，人本化和模式化运作”，加快内部体制机制改革

和转型； 

二是创新经营模式。重新审视客户的价值主张，超越原有的业务

范围和管理边界，从“再造业务流程”、“整合业务渠道”和“优化价

值链”三个方面创建互利共赢的经营模式； 

三是创新产品服务。从“产品设计和营销为中心”向“客户需求

和体验为中心”转变，提高营销水平和服务能力，为客户提供高附加

值的创造性和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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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百年老店式”企业研究对象》 

序

号 
行业 企业 

寿命

（年） 

成立

时间 

序

号 
行业 企业 

寿命

（年） 

成立

时间 

1 

银行 

 

苏格兰皇家

银行 
288 1727 19 

零售 
克罗格 132 1883 

2 美国银行 231 1784 20 玛莎 131 1884 

3 荷兰银行 191 1824 21 

石化 

杜邦 213 1802 

4 富国银行 163 1852 22 巴斯夫 150 1865 

5 瑞信银行 159 1856 23 
埃克森

美孚 
133 1882 

6 巴克莱银行 153 1862 24 壳牌 125 1890 

7 法兴银行 151 1864 25 BP 106 1909 

8 
加拿大皇家

银行 
146 1869 26 

汽车 

戴姆勒 129 1886 

9 德意志银行 145 1870 27 福特 112 1903 

10 

餐饮 

 

卡夫公司 163 1852 28 通用 107 1908 

11 嘉吉公司 150 1865 29 

电气 

施奈德 179 1836 

12 雀巢集团 148 1867 30 西门子 168 1847 

13 百威英博 139 1876 31 
通用电

气 
137 1878 

14 百事可乐 117 1898 32 ABB 132 1883 

15 玛式公司 104 1911 32 
霍尼韦

尔 
130 1885 

16 

零售 

梅西百货 157 1858 34 日立 105 1910 

17 巴黎春天 150 1865 35 
计算

机 
IBM 104 1911 

18 森宝利 146 1869 36 通讯 AT&T 138 1877 

注释：以上由民生银行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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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顶级公司研究对象》 

序号 行业 企业 2014行业排名 

1 

银行 

法兴银行 1 

2 荷兰国际 3 

3 摩根大通 4 

4 计算机  苹果 1 

5 计算机软件 微软 1 

6 互联网 谷歌 2 

7 半导体 英特尔 1 

8 

石化 

壳牌 1 

9 埃克森美孚 4 

10 BP 5 

11 

汽车 

大众 1 

12 丰田 2 

13 戴姆勒 3 

14 家居，个人用品 宝洁 1 

15 饮料 可口可乐 1 

16 电梯 奥蒂斯 1 

17 咨询 麦肯锡 1 

18 航空 波音 1 

注释：以上由民生银行研究院整理。排名参考 2014年财富世界 500强。银行业排名为剔除

了中国银行后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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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995-2014 年世界五百强前十名变迁》 

2014 年排名 企业名称 2013 年排名 企业名称 2012 年排名 企业名称 2011 年排名 企业名称 2010 年排名 企业名称 

1 沃尔玛 1 壳牌 1 壳牌 1 沃尔玛 1 沃尔玛 

2 壳牌 2 沃尔玛 2 埃克森美孚 2 壳牌 2 壳牌 

3 中石化 3 埃克森美孚 3 沃尔玛 3 埃克森美孚 3 埃克森美孚 

4 中石油 4 中石化 4 BP 4 BP 4 BP 

5 埃克森美孚 5 中石油 5 中石化 5 中石化 5 丰田 

6 BP 6 BP 6 中石油 6 中石油 6 日本邮政 

7 国家电网 7 国家电网 7 国家电网 7 国家电网 7 中石化 

8 大众 8 丰田 8 雪佛龙 8 丰田 8 国家电网 

9 丰田 9 大众 9 康菲 9 日本邮政 9 安盛 

10 嘉能可 10 道达尔 10 丰田 10 雪佛龙 10 中石油 

2009 年排名 企业名称 2008 年排名 企业名称 2007 年排名 企业名称 2006 年排名 企业名称 2005 年排名 企业名称 

1 壳牌 1 沃尔玛 1 沃尔玛 1 埃克森美孚 1 沃尔玛 

2 埃克森美孚 2 埃克森美孚 2 埃克森美孚 2 沃尔玛 2 BP 

3 沃尔玛 3 壳牌 3 壳牌 3 壳牌 3 埃克森美孚 

4 BP 4 BP 4 BP 4 BP 4 壳牌 

5 雪佛龙 5 丰田 5 通用汽车 5 通用汽车 5 通用汽车 

6 道达尔 6 雪佛龙 6 丰田 6 雪佛龙 6 戴姆勒 

克莱斯勒 

7 康菲 7 荷兰国际 7 雪佛龙 7 戴姆勒 

克莱斯勒 

7 丰田 

8 荷兰国际 8 道达尔 8 戴姆勒 

克莱斯勒 

8 丰田 8 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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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石化 9 通用汽车 9 康菲 9 福特 9 通用电气 

10 丰田 10 康菲 10 道达尔 10 康菲 10 道达尔 

2004 年排名 企业名称 2003 年排名 企业名称 2002 年排名 企业名称 2001 年排名 企业名称 2000 年排名 企业名称 

1 沃尔玛 1 沃尔玛 1 沃尔玛 1 埃克森美孚 1 通用汽车 

2 BP 2 通用汽车 2 埃克森美孚 2 沃尔玛 2 沃尔玛 

3 埃克森美孚 3 埃克森美孚 3 通用汽车 3 通用汽车 3 埃克森美孚 

4 壳牌 4 壳牌 4 BP 4 福特汽车 4 福特汽车 

5 通用汽车 5 BP 5 福特汽车 5 戴姆勒 

克莱斯勒 

5 戴姆勒 

克莱斯勒 

6 福特汽车 6 福特汽车 6 安然 6 壳牌 6 三井 

7 戴姆勒 

克莱斯勒 

7 戴姆勒 

克莱斯勒 

7 戴姆勒 

克莱斯勒 

7 BP 7 三菱 

8 丰田 8 丰田 8 壳牌 8 通用电气 8 丰田 

9 通用电气 9 通用电气 9 通用电气 9 三菱 9 通用电气 

10 道达尔 10 三菱 10 丰田 10 丰田 10 伊藤忠 

1999 年排名 企业名称 1998 年排名 企业名称 1997 年排名 企业名称 1996 年排名 企业名称 1995 年排名 企业名称 

1 通用汽车 1 通用汽车 1 通用电气 1 三菱 1 三菱 

2 戴姆勒 

克莱斯勒 

2 福特汽车 2 福特汽车 2 三井 2 三井 

3 福特汽车 3 三井 3 三井 3 伊藤忠 3 伊藤忠 

4 沃尔玛 4 三菱 4 三菱 4 通用汽车 4 住友 

5 三井 5 壳牌 5 伊藤忠 5 住友 5 通用汽车 

6 伊藤忠 6 伊藤忠 6 壳牌 6 丸红 6 丸红 

7 三菱 7 埃克森 7 丸红 7 福特汽车 7 福特汽车 

8 埃克森 8 沃尔玛 8 埃克森 8 丰田 8 埃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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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通用电气 9 丸红 9 住友 9 埃克森 9 日商岩井 

10 丰田 10 住友 10 丰田 10 壳牌 10 壳牌 

数据来源：1995-2014年财富世界 500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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