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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新世纪,是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 是现代化建设进入新
阶段的时期。新世纪, 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 我们更要注重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的统一,注重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永续利用。
回顾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我们清醒地认识到: 破坏环境就是破坏生
产力,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实践证明,实
现环境与经济
“双赢”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一些企业正是通过
对污染的治理,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 从而获得经济效益和市场
竞争力。我们更欣喜地看到, 被称为“朝阳产业”的环保产业, 以及清洁生
产、循环经济正在蓬勃发展, 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把环境保护的理念融入到
生产实践之中。
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十五”计划对可持续发展高度重视,计划
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主要目标是: 生态恶化趋势得到遏制,森林覆盖率提高
到 35%; 城乡环境质量得到改善, 到 2005 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比
2000 年减少 10% ,资源节约和保护取得明显成效。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
国将加快技术改造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 大力推进清洁生产, 推动循环经
济,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新世纪的战略目标呼唤企业界迅速行动起来, 顺
应时代潮流, 促进经济、
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 特别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中国企业管理
者有必要多接触和学习国外企业,尤其是国际知名企业的管理和处理环境
与发展关系的新思路, 以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在赢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
赢得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国际著名企业管理与环境案例》从发展战略、市场营销、会计等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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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介绍了国外企业在环境问题上的一些管理经验, 对中国企业管理者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
200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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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时期,成为国际市场上举足轻重的一
员, 并以其巨大的劳动力与自然资源储藏,在吸引国内外投资方面处于一
个独特的地位。然而, 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有代价的。中国政府认识到在经
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制定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战略。
《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把环境教育定义为能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国
际市场的一条有效战略。随着工商管理学院的日渐增多,中国已开始培养
全新的商务领导者,使他们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复杂关系上能做出英
明决策。
随着社会对富有远见的商务领导者的需求增加,在美国及全球工商管
理学院的课程中,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方面的知识越来越受到欢迎和重视。
美国的 MBA 项目一直在增加资金投入用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首创
性活动,设立研究中心,重新设计核心课程,以涵盖如何从环境的角度制定
商务策略的内容。以上种种的目的就是要将 MBA 学生转变为具备集成可
持续发展和传统商业战略能力的新一代的商务领导者。企业接受并运用
可持续发展战略会为企业带来无限商机, 同时,企业应和政府、公众一起共
同为解决全球范围内的环境问题作出努力。
十多年来,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简称 WRI)通过
培训企业管理者为可持续发展一直致力于加速传统商业管理模式的转变。
贝迩项目 (BELL, Business Environment Learning Leadership) 是其中之一。
2000 年,贝迩项目进入中国, 协助中国的工商管理学院着手融合环境作为
本质的内容贯穿于整个商业活动, 从设计和生产到市场、使用和处置。配
合中国贝迩项目的开展, WRI 专门将一些很有参考价值的国际企业的环境
管理案例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本案例集是 WRI 教学案例的汇编,这些教学案例被广泛地用于管理
课程中。许多商学院, 尤其在美国, 都以超越理论并延伸到实

运作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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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作为首选。通过阅读和讨论本案例集的个案,商学院的学生们将有机会把可持
续的商务理论应用到现实的情景中,并提高未来作为决策者的实践能力。同时, 本案例集
也将满足时下商务领导者的需求,帮助他们在做出影响中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决策时,具备
一定可持续发展观和分析复杂形势的能力。
目前,中国贝迩正和全国工商管理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共同组织编写中国第一本企
业绿色管理教材,并将分发给工商管理学院的老师。同时, 中国贝迩也正积极研究和开发
有关中国企业的案例, 这将有助于学生获取符合中国特点的最好实践经验。案例集、
教材
的出版和案例开发等努力,体现了中国贝迩的使命: 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尽一份薄力。
最后, 感 谢 Alcoa Foundation, GE Fund, Netherland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Boeing 和 Citigroup Foundation 对项目的资助, 感谢中国的全国工商管理硕士教育指导委
员会对贝迩项目的支持。

乔纳森·莱什
(Jonathan Lash)
世界资源研究所所长
200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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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教育主要培养两种人, 一种是职业经理人, 一种是自行创业
的人。这两种人的划分不是绝对的。比如说,一个接受了工商管理教育的
毕业生,可能受聘于某家企业, 担任职业经理, 经过一段时间, 由于出现了
某种机遇,或者他本人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他会辞去原来的职业经理的职
务, 独自或同其他人合作,创办一家企业, 做了创业者。另一种情况是: 他
先自行创业, 企业越开越有成绩,名气也越来越大, 这时, 他被另一家大公
司看中了,被聘请去担任高级主管, 于是走上了职业经理人的道路。无论
是先做职业经理人, 再自行创业,还是先自行创业, 再受聘为职业经理人,
或者在职业经理人和创业者这两条跑道上跨来跨去, 几度更换身份, 都是
正常现象。谁能在取得 MBA 学位时就断定自己这一生只能循一条道路
前进 ?
出色的创业者、
优秀的职业经理人, 通常被称做企业家。这种称呼并
不错,因为企业家从来不是一种职务, 而是代表一种素质。只要具备了某
些素质,就是企业家。在讨论到企业家的素质时, 教科书上一般都把有眼
光、有胆量、
有组织能力包括在内, 这也是对的。但作为一个企业家, 不管
他是职业经理人还是自行创业者, 都必须有社会责任感, 以往某些论著中
把这点忽略了。在有眼光、有胆量、有组织能力之外, 再加上有社会责任
感, 这才全面地、完整地表述了企业家应具备的素质。
对社会负责, 对环境负责, 对历史负责, 这正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的
体现。为什么在工商管理教学内容的安排中要加入环境方面的课程,要让
学生懂得一些有代表性的环境案例,正是从企业家必须具有社会责任感这
一高度考虑的。当然, 任何企业都要知法守法, 认识到破坏环境和造成环
境污染是违法行为。如果一家企业为了牟利而触犯了相关法律法规,无疑
会遭到惩处, 并大大损害企业形象。为此, 企业领导人必须有环境意识和
环境法律意识,必须制定科学的环境管理制度,并严格遵守。但企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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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认识到这些,还只是初步。深入一层看, 如果企业领导人懂得只有实行科学的环境战
略, 推出绿色产品,才能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 只有节约资源, 降低成本, 才能增加竞争
力, 那就又进了一步。但这依旧不够。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领导人,一定要清楚地认
识到,企业的目标是多元的。利润目标即使十分重要, 那也只是目标之一。如果企业只顾
赢利,不考虑环境问题,损害了本企业职工的健康, 损害了社区居民的健康, 损害了产品用
户的健康,那么这肯定是企业领导人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反映。这样的企业领导人岂止不
符合企业家的条件,他实际上是不配担任企业领导人的。他为本企业赚的钱再多, 仍然不
配做企业领导人。为什么 ? 因为他给社会造成了损害。在企业目标多元化的前提下,企
业家必须肩负起社会责任的重担。这里所说的社会责任, 包括对人的关心和爱护, 对子孙
后代的关心和爱护。
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企业打出
“以人为本”的牌子。企业确实应当
“以人为本”。不注意
环境问题,能做到
“以人为本”吗 ? 不关心企业职工, 不关心社区居民, 不关心消费者,不关
心子孙后代的利益,怎能称做
“以人为本”?
在本书出版时,我特地写了上面这些话,作为本书的序言。

厉以宁
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003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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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当劳
麦当劳的环境战略

＊

引言
麦当劳的创建者雷·克洛克(Ray Kroc)制定了麦当劳的经营原则: 高标准的食品质
量, 快捷友善的服务,百分之百顾客满意,清洁卫生和舒适明亮的用餐环境, 物有所值的对
客承诺(quality, service, cleanliness & value)。麦当劳的管理者一直信奉和根植于这些经营
原则,因而成为一个影响其顾客的领导者。这一哲学在麦当劳参与的各类社区活动中得
到了明显体现,这些活动涉及教育、保健、
医学研究、
康复设施。这些活动使得公司形象从
趣味、
娱乐,提升到具有社会责任感。
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麦当劳开始受到对其环境方针的批评,尤其是对周围遍
布的聚苯乙烯包装盒的批评。1987 年,面对公众的批评, 麦当劳将制造餐盒时的发泡剂由
氟氯烃(CFC)换成了较弱的 HCFC －22, 因为公众批评氟氯烃(CFC) 将导致臭氧减少。但
对于这种改 变, 许 多 群 众 性 的 环 保 组 织 认 为 并 不 够。他 们 在“ 公 民清 除 危 险 废 物
(CCHW)”组织的领导下, 正在开展一项名为“Ronald McToxic (反麦当劳有毒物质)”的行
动, 内容包括设立餐馆纠察员和有组织地将餐盒邮寄到约克布鲁克的公司总部。麦当劳
后来测试现场垃圾焚化炉时,“公民清除危险废物 (CCHW)”组织立即将活动名称改成了
“McPuff(反烟)”。1989 年,麦当劳的主要顾客群———学校学生们成立了一个组织, 命名为
“孩子反对聚苯乙烯”。尽管麦当劳不是惟一一家因为可弃包装而遭受批评的快餐店,但
它不能听任形势不断升温。它的一家主要竞争对手———伯克王(Burger King) ,就因为使
用的是纸盒包装而受到表扬,因为一些人宣称纸盒是可以生物降解的。

＊ 本案例在密歇根大学商学院企业战略与组织行为学副教授、
企业环境管理项目 ( CEMP) 主任 Stua rt H art 的指
导下, 由密歇根大学企业环境管理项目经理 Susan Svoboda 编写完成 , 仅用于课堂讨论而不是用于说明管理战略的有效
与否。版权所有———世界资源研究所, 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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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背景
麦当劳公司成立于 1948 年, 从最初在加利福尼亚州 San Bernardino 开设的一家路边
餐馆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饮食服务集团。1991 年, 麦当劳在 930 亿美元(美国)的快餐业
中占有 130 亿美元, 在 59 个国家开设了 12 400 家餐馆。这些餐馆有的是公司独有,有的是
特许加盟,也有的是合资形式。仅在美国,每天有超过 1 800 万人光顾麦当劳。麦当劳的
管理水平因以下措施而在进一步提高: ①扩大现有餐馆的销售和利润, ②开设新的餐馆,
③提高国际盈利能力。
雷·克洛克将他的王国建立在高标准的食品质量, 快捷友善的服务,百分之百顾客满
意, 清洁卫生和舒适明亮的用餐环境, 物有所值的对客承诺这些基本原则之上,并且制订
切实的目标和专门的操作方法来实现他的想法。这些方法通过不断的培训传达给雇员,
甚至雷·克洛克也亲自录制音像制品进行讲解,在现场有众多的审核员监督这些操作的
实施。这些观念被整合到 1991 年麦当劳的 3 个战略重点中, 在年度报告中表述如下:
通过强调其经济套餐,进一步传达麦当劳公司以顾客利益为驱动的信息。
提供超过消费者预期的顾客服务, 包括寻找增进与消费者各种联系的方式, 而不
仅仅限于方便的就餐地点、
迅速的服务、
清洁的就餐环境和高质量的产品。
继续保持公司的高效率,在食品加工、
餐馆建设、
运作流程设计方面寻找创新性的
方法以保持高质量, 从而增进公司在全球的盈利能力。
麦当劳大约有 80%的餐馆都是特许经营的, 他们将每月收入的一定比例交给公司用
以集中的市场调研和产品研发称为特许经营费, 基本可以填补公司各项服务的开支。因
此, 如果特许经营店不赚钱,那么公司也不赚钱。公司管理层认为这种互相依存关系是公
司的一种优势。麦当劳公司的收入来源于特许经营费和公司拥有餐馆的销售收入。美国
本土的麦当劳餐馆大约有 16%由公司经营,在世界范围内这一比例要高一些,因为一般都
是先由公司经营的餐馆进入一个新的国家, 在其站稳脚跟之后再进行特许经营。通常情
况下,麦当劳公司每年要收到 20 000 多个特许经营询问。经过精心筛选的申请者将被授
予 20 年的特许经营权,具有成功纪录的特许经营者可以被分配经营更多的餐馆。
麦当劳的管理风格可以描述为
“内紧外松”———公司制订整体的质量标准,但特许经
营者可以自由地根据当地情况做出决策。许多新产品的发明, 像 Filet O’fish 和 Egg
McMuffin,都是从特许经营店开始的。最近, 为了回应顾客对营养的关心, 麦当劳加强了
新产品研发的力度。但是,副总裁和首席财务官汤姆·格拉斯格雷( Tom Glasglow)担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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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是否可以继续集中精力于那些曾经使麦当劳成功的方面。在 1991 年的年度报告中,他
指出:“我们的业务是提供少品种、
具有大众吸引力的产品。这是我们的利基。
”
麦当劳是世界第二大知名品牌, 每年有 10 亿美元的市场营销预算以保持同样的消费
者认知度。1991 年,麦当劳重点开展了一场新的广告活动:“好产品物有所值 (great food at
a great value)”,这次活动成功地推广了各种经济套餐。由于许多消费者是冲动型消费者,
他们经常因为地理位置的方便性选择麦当劳, 而不是选择麦当劳的竞争对手, 因此, 较高
的品牌认知度是非常重要的。格拉斯格雷在讨论到为什么麦当劳的消费者能在竞争性的
环境中做出这种选择时指出:“我们是最容易到达的。店址最使消费者满意, 给了他们最
大的价值。
”麦当劳对方便顾客的强调从麦当劳把自己描述为快速服务行业的领导者,而
不是快餐业的领导者这点就可以体现出来。
一般情况下, 麦当劳的每个餐馆一天要接待 2 000 人, 他们中的 60%～70%将食物从
餐馆中带走。麦当劳依靠其员工的能力, 在顾客进入餐馆 2 分钟的时间之内,准备出热的、
新鲜的食品并将其交给顾客。为了做到这一点,麦当劳的工程部门为各餐馆仔细设计餐
馆布局和各种设施。图 1．1 展示了在进行准备时, 食品是怎样从后面的厨房到前面,加热
后被放入保温箱,等待分发给顾客的。柜台或者 (外卖时) 窗口的服务员从保温箱或饮料
机处为顾客取来需要的食品。麦当劳运作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估计客流的模式,
根据对销售的历史纪录和趋势的详尽分析,预测消费者的食品选择, 并利用这些信息在恰

图 1．1 麦当劳现有餐馆食品配送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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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时间、
准备恰当数量的各种不同的食品组合, 以便在顾客来到餐馆时, 已为他们准备
好了食品。食品存入保温箱内最多 10 分钟, 如不能卖出, 就要被扔掉。
1991 年标志着餐馆设计
“2000 系列”的引入。这些餐馆只有传统餐馆面积的一半左
右, 却可以满足几乎和传统餐馆同样的销售量,但只需更低的房地产投资。
“2000 系列”的
目标是小城市和主要大都市区。
麦当劳的所有 600 多家供应商都是独立的公司, 麦当劳与它们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
系。这一战略的目的是提高麦当劳集中于其核心业务———餐馆运作———的能力。所有
供应商都在成本加价基础上运作。麦当劳经常为供应商举办各种研讨会以讨论他们的
需求。

联合工作组
认识到麦当劳通过影响其每天的 1 800 万顾客而影响公众舆论的巨大潜力,环境保护
基金会(EDF)1989 年开始与麦当劳接触,讨论与固体废物相关的环境问题。那时, 麦当劳
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环保抗议: 示威、
书信以及消费者将塑料餐盒寄回公司。意识到作为
麦当劳忠实顾客的这些年轻人需要
“更加绿色”的行为, 麦当劳逐步努力进行回收利用。
但是,几个美国城市正联合计划禁止使用塑料包装。陷于看上去与此相冲突的环保目标,
麦当劳欢迎环境保护基金提供帮助。
环境保护基金会是一家全国性的非盈利组织, 它将科学界、经济界和法律界联系起
来, 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创造性的、
经济上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它于 1967 年因纽约
长岛的科学家们反对杀虫剂 DDT 的使用而建立的。现在, 环境保护基金会在其各地的 6
个办公室共拥有 110 多名专家,并得到 20 多万名会员和 100 多个私人基金会的支持。
麦当劳和环境保护基金会建立了一个联合工作组, 他们共同工作,以便了解麦当劳所
使用的各种材料和包装的作用。每个成员在餐馆里工作一天, 工作组与麦当劳的食品和
包装供应商举行会谈, 参观麦当劳最大的配给中心、
塑料和堆制废料设施。

麦当劳的环境战略
联合工作组的第一项成果是发布了强大的涉及整个公司的环境方针, 宣布麦当劳承
诺为子孙后代保护环境,并且认为商业领袖也必须是环保方面的领导者。这一方针采用
全面生命周期方法来降低和管理固体废物。考虑到美国 8 600 家麦当劳餐馆中,每家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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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产生 238 磅垃圾,它的 34 家地区性配送中心, 每家每天还会有 900 磅垃圾,实现这一
目标是个相当大的挑战。
麦当劳也积极引导它的顾客, 告诉他们公司的环保活动和观点。餐馆中有可以随意
取阅的小册子,告诉消费者麦当劳对于臭氧层消耗、
热带雨林、
包装等问题的立场。
麦当劳也努力将其环保承诺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为了实现其环保政策, 麦当劳的环
境事务官员被授权可以强制执行各种标准, 并定期直接向董事会汇报。麦当劳也计划继
续寻求环境专家的帮助,以抓住机会不断改善其在环保方面的表现。作为减少废物行动
计划的一部分,麦当劳承诺每年都对所有的食品服务产品和包装进行审查, 以寻找机会减
少资源的使用。麦当劳认识到, 为了实现其减少废物的目标, 必须与各个供应商进行合
作。为了增进合作,麦当劳举行每年一度的环境会议, 以培训供应商, 并将环境方面的问
题列入了供应商的年度审核和评估中。
联合工作组提议开始进行下述活动。

源头减少
当环境保护基金会与麦当劳接触时,麦当劳已经开始了几项减少废弃物的行动,但随
即而来的讨论引出了一项建议, 希望成立联合工作组以便
“为麦当劳公司就固体废物方面
做决策,建立一种框架、
一种系统化的方法和一个坚实的科学基础。
”环境保护署(EPA)的
废物管理层级成为工作组各项努力的基础。
在联合工作组的报告中,“减少废弃物”被定义为在焚化或填埋之前,任何减少市政废
弃物的数量或毒性的行为。
“源头减少”较之回收利用具有更大的环保意义, 即在产品或
包装使用之前,就减少它们的重量、
体积或是毒性。由于源头减少是在废弃物产生之前,
在产品生产时就考虑到尽量减少或消除废弃物, 这样就使需要再次使用、回收利用、焚化
或填埋废弃物相对减少了。因此,环境保护署将其列为废物管理层级的最高层。工作组
找出了目前可以节约资源的项目(见附录 1) ,这些正处于通过对供应商提出新的产品要求
而进行应用的过程中。年度废弃物特征描述研究即将进行, 以便为衡量今后各项目标的
实施情况设立基准。
为了与麦当劳公司的管理风格保持一致, 工作组认为公司的废弃物管理战略也应当
以内紧外松的方式来进行,因为单靠集中的计划不可能考虑到不同的餐馆及其所在地区
的废弃物处置方式、
基础设施和成本的所有情况。他们也意识到, 在许多情况下, 对于某
一问题并没有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实际上要付出代价的包括对环境的影响、费用和执行
中需要复杂的决策。例如,在包装中增加再生纸的含量可能降低纸的强度, 这样就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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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的厚度以抵偿降低的性能。而且,如果一种包装替代物能够显著降低废弃材料的重
量, 那么,这种材料很可能还没有一种现成的回收利用设施。
在过去 20 年中, 麦当劳在节约资源方面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例如, 在 20 世
纪 70 年代麦当劳的标准餐———一个大汉堡、薯条和冰镇饮料———需要 46 克的包装。现
在, 它只有 25 克,减少了 46%。麦当劳还减少了它的三明治、
热饮的包装和餐巾纸的重量。
在一些海运的情况下, 去掉了起间隔作用的波纹纸, 只要有可能, 都会转而使用散装包装。
节约资源取得的成果总结见表 1．1,那里列出了批准在 1990 年应用的包装方面的改进。
表1．1 1990 年节约资源成果
成

果

重新设计 16oz 冷饮杯
减少大冷饮杯
减小早餐盖子的密度

节约的百分比(% )
10 .2
6 .0
14 .5

减小麦克鸡包装的密度

6 .6

减小小餐盒的密度

8 .5

小纸巾

21 .0

未加涂层的散装餐具

11 .0

改成大卷卫生纸

23 .0

减小圣代冰淇淋杯的尺寸

9 .0

用包装纸替换早餐三明治的泡沫包装盒

59 .0

10∶1 的肉类包装增加波纹纸使用量

15 .0

用包装纸替换三明治的泡沫包装盒
———重量

1 .0

———体积

90 .0

减小 McD .L .T .包装尺寸

32 .0

举例来说,橙汁一直是用独立的包装来运输、
储存和在餐馆使用。这一方式被改变为
由各个餐馆对浓缩汁进行调配, 每年因此一项就可节约 200 万磅包装。一种新的可乐配给
系统可以直接将可乐从配送的卡车中泵入储存箱中, 从而不再需要中间环节的包装。这
一项每年又可节约 200 万磅包装。减轻包装重量, 减少二次包装, 增加使用散装包装使得
每年可以减少包装 2 400 万磅。
麦当劳还从改变生产方式上对环境友好的供应商处采购材料。例如从使用非氯漂白
的纸袋转向利用机械方式而不是化学方式生产纸浆制造盛薯条的纸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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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现源头减少的新机会后,麦当劳会以 1～5 家餐馆作为测试基地, 装备相应的运
作设施并进行研究。在这一过程中,麦当劳仔细观察顾客的感觉。对于过去的节约措施,
绝大多数顾客都无知无觉。

重复使用
对工作组来说,立即找到重复利用材料的可行机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因为搬运、
收
集和清洗所花费的时间将影响麦当劳提供大量快速食品的能力。而且, 委员会的调查也
表明,可以利用的机会对在柜台内与柜台外的运作有着巨大的差异。
在柜台外的选择目前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即使是在一天的高峰时间,麦当劳的顾客也
期望得到快速的服务。麦当劳的运作设计是估计顾客所点食品的内容, 并恰恰在顾客进
店之前准备好相应的食品。但是,麦当劳不认为自己有能力估计顾客选择在哪里就餐,而
绝大多数重复利用的方案要求为在餐厅内就餐或带走的顾客使用不同的食品包装, 顾客
进店后重新包装食品或者直到顾客定餐后才准备食物将会延长服务时间。而且, 卫生问
题也是工作组所要考虑的,因为一次性可丢弃的包装基本上杜绝了与包装相关污染的可
能。餐具的存储,无论是在餐馆内还是柜台里, 还有洗碗机的布置对于麦当劳本来就设计
紧凑的厨房都有潜在的困难。同时也考虑到清洗餐具的过程所付出的环保方面的代价,
因为这将需要能源、
水和清洁剂。
在柜台内的机会看上去是更有前途的: 一项论证研究显示 80%的餐馆垃圾在这里产
生。图 1．2 指出了柜台内和柜台外产生的各种垃圾的比例,这是基于在两家餐馆进行 1 周
观察的结果。对柜台内垃圾的几项易于应用的重复使用方案包括: 重复使用塑料制品而
不是纸板,重复使用盛面包的托盘, 塑料托盘的使用时间至少要比木制托盘长 3 倍。

回收利用
回收利用有两种形式: 使用由回收材料制成的产品, 和回收消费者使用后或工业过
程产生的废弃物。生产中产生的废料,无论是塑料还是纸张, 其回收的许多技术问题已由
供应商内部的下脚料利用过程所解决。但是,对消费者使用过的塑料或纸张材料, 由于其
污染问题,则很少进行回收。不像玻璃或金属材料, 这些材料上的食物残渣和细菌污染可
以通过燃烧去除,而泡沫塑料和纸板则很难清洗干净。
麦当劳在可能的情况下都会尽量使用回收材料。例如, 它是美国最大的再生纸用户
之一。但是, 对于占麦当劳全部包装 42%的直接与食品接触的包装有严格的规定: 不能含
有消费者使用过的再生材料。因此, 麦当劳努力提高非食品包装中再生材料的含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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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麦当劳废物论证研究
资料来源: 麦当劳公司/ 环境保护基金联合工作组报告

如, 根据公司 1990 年的规定,波纹纸箱中必须含有 35%的再生材料。而且, 非食品内容的
包装也使用再生纸,例如, 快乐儿童餐的盒子、顾客带走饮料外面用的盘子以及纸手巾都
是再生纸制成的。
1990 年 4 月,麦当劳发布了
“麦当劳回收利用项目( McRecycle Program)”,承诺每年使
用 1 亿美元的再生材料,尤其是要用于餐馆的建设和改装。1991 年, 麦当劳远远超出了该
目标,购买了超过 2 亿美元的再生材料。麦当劳也建立了环保产品供应商的情报交换服
务, 自从 800 电话开通以后,它已接到了 8 000 多个电话。
对于消费者使用过的和店内产生的废弃物,麦当劳回收利用的焦点一直集中在对聚
苯乙烯的回收。1989 年麦当劳开始了对聚苯乙烯回收的努力, 1990 年麦当劳关于包装方
面的小册子中写到:“聚苯乙烯泡沫可以很容易回收。
”国家聚苯乙烯回收中心( NPRC)主席
肯·赫尔曼说: 1990 年对于聚苯乙烯的回收将是关键的一年。这一年聚苯乙烯回收将获
得应有的发展动力,部分是由于在开发回收设备上的努力, 也还有……餐厅、学校以及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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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公司的承诺。
但是,麦当劳回收项目在执行中显现了任何回收方案固有的局限———只有实际收集
和再生处理的包装才实现了其价值。
麦当劳尝试用 3 种不同投掷标记的说明来引导和帮助顾客进行垃圾分类,但是顾客
经常被说明搞糊涂或者觉得说明太多。那些社区中还没有开展路边回收项目的顾客,比
那些已经在社区中熟悉了垃圾分类处理的顾客,参与的程度要低得多。
内部物流问题增加了回收成本。普通的麦当劳餐馆若有 5～10 包没有正确分类的垃
圾, 这就为处理带来了困难。盒子占用大的空间使得每周必须要清理 3 次垃圾, 导致了昂
贵的拖运费用,因为塑料中 90%都是空气。而且, 国家聚苯乙烯回收中心要求运来的材料
不能有纸张和食物的污染,当时这一标准很难实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麦当劳尝试用垃
圾分类装置来分类、
清洁和压实材料,但成本昂贵。
在这段时间里,麦当劳继续与供应商合作,开发与路边回收项目相一致的包装, 以支
持外卖食品包装材料的回收利用。

堆肥
堆肥还处于成型阶段, 因此,工作组的大量工作集中在更好地了解麦当劳的各种堆肥
备选方案。堆肥是将有机垃圾填埋或焚化的一种有吸引力的替代处理方法, 它还可以提
高土壤的品质。
麦当劳的废弃物中几乎有 50%是纸质包装和食品有机物,这些都能用来堆肥。麦当
劳正在审查各种包装采用堆肥的可能性,并研究各种材料, 例如, 具有涂层的纸质包装材
料, 以检验它们是否会削弱堆肥的性能。只要可能, 他们就会用专门设计的可堆肥的材料
替代不能用于堆肥的材料。
为了使堆肥成为效果显著的方案, 麦当劳正在研究怎样才能: ①回收和分离原料,
②平衡堆肥方法的成本和环境方面付出的代价, ③为用于堆肥的制成品寻找市场。
1991 年 1 月,麦当劳开始测试 9 种包装材料的堆肥性能。几个月以后,缅因州的 9 家
麦当劳餐馆开始将它们的垃圾送往附近的一家堆肥公司
“资源保护服务公司”。这些测试
所得到的数据将用于决定麦当劳的垃圾堆肥的恰当条件以及检测用于堆肥的最终制成品
的质量。

前景
环保组织对政策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 (重要的环保组织概览见附录 2)。而
且, 在过去 10 年中, 许多重要环保组织的会员数都增加了 1 倍。这种增长是由于两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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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一方面是公众担心单靠政府和各行业不足以解决环境问题, 另一方面是由于公众对
环保组织的信心。事实上,最近由格林/ 哈里斯信息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 80% 的受
访者会相信环保组织的报告,而不到 40%的受访者会相信公司报告。
联合工作组是重要的环保组织和主要公司进行的最早的合作方式之一,其目标是为
了改善公司对固体废料的处理。这既为双方带来了机会也带来了挑战。环境保护基金试
图建立一种其他公司也可应用的模式化的方法,但它也面临着来自其他环保主义者批评
的危险。麦当劳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化解公众对于公司环保运作的批评, 但也了解可能
与工作组的不一致所带来的尴尬。
工作组早期的成果是麦当劳采用了废物管理层级。这一层级可以作为指导前期决策
的方法,但是这个项目长期的成功还有赖于双方维护合作关系的能力。
环境保护基金主席佛瑞德·克虏伯( Fred Krupp)说:“环保主义者和工业界人士都在
等待观察麦当劳怎样对待工作组提出的备选方案和建议。这将最终检验我们的努力成功
与否。
”

简要分析
麦当劳系列案例反映的是麦当劳在处理环境问题时的具体做法, 这些案例可以单独
被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案例 A 讨论了麦当劳的环境战略问题,该案例也可以用在战略课程或战略营销课程
中, 它涉及以下问题:
(1) 为什么麦当劳要建立自己的环境战略 ?
(2) 麦当劳的经营原则本身与环境保护的原则之间有潜在的冲突吗 ?
(3) 环保策略是否会增加成本 ? 如果会增加成本,麦当劳应采取何种策略 ?
(4) 如果相关媒体批评麦当劳的环境战略或政策,那么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麦当劳的
形象和销售 ?
(5) 环境问题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麦当劳的长期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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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目前可以节约资源的项目
项目/ 想法/ 概念

可降低的百分比

1 . 冷饮杯
A . 使用未漂白/ 非氯漂白纸
B . 在店内使用不再加盖子
C . 只点冷饮时加盖子

将考虑
将考虑
将考虑

2 . 三明治包装
A . 应用不同的可用于堆肥的防护/ 包装
B . 使用未漂白/ 非氯漂白纸

将考虑
—

3 . 纸盒
A . 将中薯条和大薯条用纸袋包装
B . 纸盒使用新的粘合胶
C . 将经济灰纸盒用纸袋代替
D . 降低快乐儿童餐纸板的使用量

75%
将考虑
75%
20%

4 . 吸管
A . 减小尺寸
B . 变成散装的

6%
20%

5 . 餐具
A . 评估聚丙烯
B . 测试和评估以淀粉为基础的材料

将考虑
将考虑

6 . 泡沫杯和早餐
A . 寻找与聚苯乙烯相比对环境友好的替代材料

将考虑

7 . 波纹板运输包装箱
A . 继续寻找降低纸箱波纹板使用量的方法
B . 检测重复使用的塑料包装箱(配送中心到餐馆
和原材料供应商到配送中心)
C . 测试肉类食品的再生包装

将考虑
将考虑
将考虑

8 . 内部使用的聚乙烯薄膜包装
A . 只有那些不能再生利用的才着色
B . 尽可能改用低密度聚乙烯包装以提高再生性

—
—

9 . 调味品包装
A . 将调味番茄酱包装从现在的 11 克改为 17 克

—

10 . 其他未漂白用品
A . 咖啡滤网
B . 平底锅衬垫

将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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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部分环保组织的情况
有毒废物市民信息交换所(Citizen’
s Clearinghouse for Hazardous Waste) (1981)
使命: 协助民间团体领导人创建和维护本地社区反对有毒污染源和环境废物。
会员: 不详。
国际保护基金会(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1987)
使命: 增进保持生物多样性、
生态系统和生态进程的能力, 以保护地球上的生命。
会员: 55 000 人。
地球第一 ! (Earth First !) (1980)
使命: 保护自然多样性。
会员: 不详。
环境保护基金会(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1967)
使命: 应用多学科方法解决环境问题, 综合科学家、生态学家和律师的力量发现解决这些
问题的环保的、
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会员: 150 000 人。
地球之友(Friend of the Earth) (1990)
使命: 基于本地、本国和世界层面的工作来保护地球;保护生物、
文化和种族的多样性;使
公民可以对影响他们环境和生活的决策发表意见。
会员: 50 000 人。
美国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 USA) (1971)
使命: 通过国际行动保护环境,内容涉及有毒废料、
裁军、海洋生态、能源和大气保护、
热带
雨林保护。
会员: 210 万人。
Izaak Walton League of America(1922)
使命: 通过其地方分会、
各州分部、在美国首都的国家总部的努力,共同保护美国的土壤、
空气、
森林、
水和野生动物。
会员: 52 700 人。
全国奥特朋协会(National Audubon Society) (1905)
使命: 长期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生物、
土地、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推广能源开发和利用
的合理战略; 保护生物免受污染、
辐射和有毒物质之害;解决全球由于人口过剩和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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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损耗带来的问题。
会员: 不详。
自然资源保护同盟(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1970)
使命: 致力于保护自然资源和提高人类环境质量。
会员: 170 240 人。
保护自然(The Nature Conservancy) (1951)
使命: 为保护代表地球生物多样性的植物、
动物和自然群落得以存在而保护土地和水源。
会员: 580 000 人; 405 家公司。
海洋保护者协会(Sea Shepard Conservation Society) (1977)
使命: 为人类的现在和将来保护和保存海洋野生生物及其栖息地。
会员: 17 000 人。
山野俱乐部(Sierra Club) (1892)
使命: 探寻、
欣赏和保护地球荒地;实践和推广对地球的生态系统和资源负责任的使用方
式; 教育和帮助人们保护和保有自然的品质和人类环境;使用合法的方式达到这些目标。
会员: 650 000 人。
荒野协会(Wilderness Society) (1935)
使命: 主要致力于荒野保护和国家公有土地和资源的恰当管理。
会员: 383 000 人。
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 (1935)
使命: 利用最新的科学知识保护自然,并不断加以创新。保护自然区域和野生动植物,包
括濒危物种, 以保持地球生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及生态系统的健康。推广可持续发展的
自然资源再生使用方法;推广更有效的使用资源和能量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污染。
会员: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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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论的背景
麦当劳公司和环境保护基金会的联合工作组在合作的第三个月必须对麦当劳的聚苯
乙烯再生利用项目的推广做出决策。经双方一致同意成立的联合工作组, 一直负责寻找
可行的方式, 通过源头减少、
重复使用、再生利用和堆肥来降低麦当劳公司的固体废物量。
但是,麦当劳公司运作中的一个方面似乎会引起公众的注意, 那就是聚苯乙烯制成的类似
蛤壳的三明治包装。尽管这些包装仅占其全部市政固体废物的极小部分, 但对于公众来
说, 这是
“随便丢弃”废物的象征。
对于麦当劳公司包装材料的争执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 那时公众开始对太多的树被
砍倒用来做包装材料表示忧虑。为了投公众所好,麦当劳公司的创始人雷·克洛克 (Ray
Kroc)委托斯坦福研究院进行了一项环境影响研究,比较麦当劳当时使用的纸壳包装和聚
苯乙烯包装。通过分析这两种包装从制造一直到处理的各个方面, 斯坦福研究院做出结
论: 塑料会更好一些。他们指出,纸盒上的涂层使得纸盒几乎不能被回收, 而聚苯乙烯可
以回收且在制造中使用的能源更少。
因此,麦当劳公司将其纸杯和三明治包装换成了聚苯乙烯材料,并开展了一项环境教
育项目,以便与公众沟通他们从纸壳转向塑料的原因。1989 年, 麦当劳公司在其新英格兰
地区的 450 家餐馆开展了一项回收计划,要求在店内就餐的顾客将垃圾投入指定的分类垃
圾箱中。其中的聚苯乙烯被分别运送到 8 家塑料回收工厂,这些工厂是麦当劳与 8 家塑料
公司分别合资兴建的。这一计划相当成功,不久它应当地政府官员的要求, 扩展到加利福
尼亚和俄勒冈在内的总计 1 000 家餐馆。麦当劳开始计划在全国扩展这一项目。但是,环
境保护基金主席佛瑞德·克虏伯告诉麦当劳公司美国首席营运官埃德·伦斯(Ed Rensi)
将公开拒绝认可这一回收项目, 因为,他不认为这是最好的环境解决方案。

＊ 本案例在密歇根大学商学院企业战略与组织行为学副教授、
企业环境管理项目 ( CEMP)主任 St ua rt Hart 的指导
下, 由密歇根大学企业环境管理项目经理 Susan Svoboda 编写完成, 仅用于课堂讨论而不是用于说明管理战略的有效与
否。版权所有——— 世界资源研究所 , 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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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物在废物中的比重
包装对于产品表现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在生产、
配送和储存过程中保护产品;它能使
得将产品交给顾客的同时,告诉消费者产品的使用方法; 它能将自己的产品与其他产品区
别开来。食品制造商和配送商同时也期望通过包装来保持食品的外观、新鲜程度、味道和
适当的湿度, 以延长食品的在架时间。有效的包装降低了食品的损坏率,避免远比包装本
身重量多得多的东西成为垃圾。
在过去 30 年中固体废物的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纸和塑料合计已经增长到总量
的 50% , 而金属、
食品和庭院垃圾以及玻璃的比重下降。而且, 从 1960—1990 年,市政固体
废物中所有包装的重量已经翻了一番。环保署估计到 2000 年, 节约资源的努力将会使包
装物在全部市政固体废物中的比重降低到 30% (1970 年这一比重高达 37% )。
单亲家庭的增长趋势和越来越多的夫妇都外出工作, 使得一次性用品和使用微波炉
的容器广受欢迎,而当前还没有对这些物品回收再生的设施。这些包装给人们带来了方
便, 但是也替代了那些可以更耐用和可以多次重复使用的用品。如果目前塑料在包装中
所占比重的增长率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到 2000 年这一数字将达到 15%。无论是制造商还
是消费者都高度认同塑料的可塑性、耐用性和绝缘性等性能, 但是, 塑料已经变成了一个
争论的话题, 人们希望能将对便利物品的渴望和环保的态度和谐地统一起来。
最近由沃尔特·汤普森 (Walter Thompson) 进行的 Greenzvatchz 研究表明, 78%的受
访者表示他们愿意为含有可再生或可生物降解成分的产品付更多的费用, 77%回答他们
的购买决策会受到公司在环保问题上的声誉的影响。尽管消费者实际的行为不一定和他
们倾向的行为相一致, 但这种不断增长的情绪正在推动生产商寻找新的技术, 以使他们的
包装更薄更轻从而更
“环保”。而且, 许多公司正在寻找新的方法以改变再生材料不具备
的一些性能, 从而可以真正代替原生材料。

蛤壳式包装、
纸壳包装和软包装
麦当劳基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标准选择包装, 这些标准源自麦当劳建店的基本原则:
质量、
服务、
洁净和价值( Q .S .C .&V .)。他们考虑: 包装物是否容易得到, 包装物隔离食
品和保持食品一定湿度的能力, 包装物打理的方便性, 包装物对顾客的吸引力和包装物的
成本。麦当劳的包装原则是
“发展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各种新的包装方法和材料。如果这
种包装更好, ……我们就会使用”。
一家独立的私营公司 Perseco 公司负责麦当劳食品使用的所有纸质和塑料包装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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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它从 100 多家供应商处采购,种类包括直接用在食品上的包装以及器具、杯子、
袋子
和纸巾。麦当劳食品的包装必须能让顾客很方便的带走食品, 同时保持食品的新鲜、
温度
和湿度,因为典型的麦当劳餐馆每天要为 2 000 人提供服务,他们中的 60% ～70% 会将食
品带出餐馆。
当联合工作组开始审查三明治包装的方案时, 他们基本上有两种选择: 每个三明治
的包装成本大约在 2 .5 ～3 美分的纸壳包装, 或者是 2～2 .5 美分的聚苯乙烯的蛤壳式包
装。为了帮助联合工作组了解在麦当劳运作中包装是怎样使用的, Perseco 公司被要求进
行一次审核, 内容涉及所有在餐馆内使用的包装, 包括主要的、第二位的和第三位的。第
二位的包装是用于盛装和运输供应物, 包括波纹纸板、内层包装膜、包裹和间隔物。第三
位的包装是指那些和消费者相关联的包装,例如各种器具、
纸巾、外卖时的纸袋等。纸制
品占麦当劳主要包装物的 81%。
当工作组开始思考他们所面对的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时, 他们意识到必须建立一个全
面的框架,以便使他们能够评价各种备选方案的优缺点。例如, 某些方案的目标是要改善
包装的某个特定方面, 但可能同时会对环境的其他方面有不利影响。最重要的是, 应该解
决餐盒的问题是要被解决的。尽管目前公众的意见是反对使用蛤壳式餐盒, 但麦当劳在
过去的 20 年中一直使用聚苯乙烯的蛤壳式餐盒, 因为这种餐盒实际上比加了涂层的纸盒
对环境更
“友好”,这种纸盒是不能被回收的。同时, 麦当劳做了坚定的承诺来回收聚苯乙
烯。他们一方面加强同国家聚苯乙烯回收利用中心的关系, 一方面努力引导公众的看法。
当然,普通纸包装作为一项备选方案被否定了,因为它不能将三明治令人满意地隔离开。
联合工作组决定利用废物管理层级理论和生命周期评价方法来指导他们的分析。生
命周期评价考虑在产品或包装材料的生命周期中各个阶段产生的所有方面, 从提取原材
料到生产、
运输、使用和处置。而且, 工作组发现当使用定性的方法来描述公众对于某种
备选方案对环境影响大小的感知程度时, 或者用这种方法来衡量备选方案对麦当劳雇员、
顾客或服务的社区的健康或安全风险, 以及一项备选方案怎样将前期的测试和整体范围
内的推广结合在一起时,花在了解麦当劳的运作、供应和顾客上的时间, 对于他们做出决
策是没有意义的。最终,他们根据许多当地麦当劳餐馆和支持社团的实际情况来考虑各
项备选方案的可行性。

工作组采用了生命周期方法
了解一个包装或者一种产品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间的重要联系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 例如,生产过程中输入的一个变化将相应的导致输出的需处置物特征的变化。由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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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许多输入和输出没有被测量和纪录, 甚至有些不能定量描述,这就使得分析更加复杂。
工作组向专长于生命周期分析的弗兰克林公司( Franklin Associates Ltd .) 寻求帮助, 以便
全面了解各种包装材料相关的优点。关于这种方法的背景情况请参看生命周期分析的
注释。
弗兰克林公司从许多渠道收集数据,这些渠道包括: 原材料生产商、产品生产商、发表
的著作、
政府文件以及弗兰克林公司自己现有的有关原材料和生产内容的数据库。1990
年弗兰克林公司为固体废物解决方案研究会准备的一项研究的数据, 即对聚苯乙烯蛤壳
式餐盒和漂白纸壳餐盒的各种不同回收再生率的数据进行了比较。软包装是一种由纸加
涂层的包装, 在工作组的工作过程中才刚刚推出。它最内层的薄纱纸层使得它不会吸收
三明治的油脂,中间层是薄薄的聚乙烯薄膜, 可以作为食品保持水分的屏障, 并能起到隔
开的作用,最外层是塑料, 增加了纸的强度。这种包装不可回收, 估计每个三明治的包装
成本是 1 .5～2 美分。
由于在过去的 20 年中,无论是公众还是政府部门对于环境问题的更加关注, 所以也
曾进行了多项研究来评价包装物的影响。然而,对于如何衡量和比较与之相联系的所有
各方面的环境风险仍然存在着疑惑。在很多情况下,污染排放的影响一直没有被衡量,而
在另一些情况下,长期的风险性也不确定。生命周期评价方法的假设和限制引起了人们
对于这种评价价值的争论。弗兰克林公司仅能提供生命周期清单———定量的环境变量的
输入和输出详细清单。这种清单通常可以帮助客户进行改进方案的评价———这是一种利
用清单的结果来寻找改进机会的研究。
其他的组织像绿十字(Green Cross)和绿色印章组织(Green Seal)曾经使用过生命周期
数据,试图评估产品对于环境的影响。但是消费品的标签经常表明产品和产品有所不同,
这就还需要收集大量的数据。现在,还没有一种基本的方法可以进行这种比较, 而且对整
个类别的产品进行比较,例如塑料和纸相比, 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科学基础或广泛
接受的标准的环保标签的有效性将继续在环保组织、
商业群体和消费者组织中争论下去。

生命周期清单数据———对蛤壳式餐盒的决策
由弗兰克林公司准备用于帮助工作组进行决策的生命周期清单提供了产品生产系统
的信息,三明治的包装就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这里系统被定义为
“运作的集成,同时也完
成一些指定的功能”。每一个独立的阶段或者进程都可以看作是整个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下面描述了用于生产聚苯乙烯蛤壳式餐盒和纸质三明治包装的系统。纸盒和软包装在生
产中的差别也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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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苯乙烯生产
聚苯乙烯包装是经由多步骤的过程得到的, 其间会得到多种产品, 有多个生产子系
统。下面就介绍一下各过程。
获得原材料
原油生产
原油是通过钻探到地下几千英尺深含有石油的多孔岩石层而得到的。用泵将石油和
混在一起的
“盐水”抽出。在抽出后将石油和盐水分离。大约 90%含有极少石油残余成分
的水被送入专门用于存储这些物质的单独的井中, 而剩下的 10%被排放到地表水中。在
这一过程中也有可能向空气中释放出碳氢化合物,因为许多油井都同时含有天然气。原
油还要经过蒸馏和去除盐分的过程,以便去掉原油中的盐分、
沉积物和水。
天然气生产
尽管天然气可以相当容易地流向地球表面,但它还是需要能量将其用泵抽到地球表
面。这一过程中会释放出碳氢化合物。由于大约有 25%的天然气是和原油一同得到的,
因此得到天然气的过程也会产生盐水。得到天然气的过程也会得到碳氢化合物, 并在井
口通风时释放到空气中。
运输
石油和天然气可以通过卡车或铁路油罐车进行运输, 也可通过油船或者管道运输。
石油泄漏和溢出也是潜在的风险。具有很高的爆炸性危险的天然气的运输需要特别的装
备和安全防范措施。
原料生产
天然气处理
处理工厂使用压缩、
冷却和原油吸取的过程以分离出小分子量碳氢化合物。当天然
气中的一些成分被分离出时,它们一直保存在受控的条件之下, 直到它们被传送到下一个
过程。这一过程的主要污染物是碳氢化合物。在有些情况下, 天然气必须经过“脱硫香
化”过程,这一过程会释放出二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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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烯生产
乙烯是通过一种叫做热裂化的过程生产出来的。碳氢化合物和水蒸气被注入裂化
炉, 在裂化炉中进行加热、压缩和蒸馏。在美国, 这一过程通常的给料比例是 75%的乙烷/
丙烷和 25%的石脑油。
苯的生产
苯是在原油蒸馏进行精炼的过程中自然得到的。苯也可使用乙烯生产过程中已经净
化的石脑油通过重组过程来得到。在长期暴露在高浓度苯环境下的工人中, 发现苯会导
致血液疾病和白血病。这一问题由《全面环境对策、补偿和义务法案》(CERCLA / Super－
fund)、
《资源保护和恢复法案》(RCRA)以及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负责管理和约束。
苯乙烯生产
通过催化剂使乙烯和苯结合,然后对生成的乙苯进行脱氢处理,就得到了苯乙烯。乙
苯是环境保护署列出的易挥发污染物质, 也是水排放检测标准中的优先检测的污染物。
苯乙烯是一种无色、
透明的液体,有毒、易燃, 需要特别的防范措施。接触大量的苯乙烯可
能导致眼睛、皮肤和呼吸道的发炎或过敏。健康危险物评估组织和环境保护署的饮用水
办公室将苯乙烯列为可能致癌的物质;但是, 科学顾问委员会反驳这一说法。苯乙烯的问
题由《全面环境对策、
补偿和义务法案》(CERCLA / Superfund)、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以
及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负责管理和约束。
聚苯乙烯树脂
将苯乙烯保存在密闭空间,在一定的温度下从最终产品中除去溶剂、
未反应的原料物
质以及其他易挥发的物质,就将苯乙烯转化为聚苯乙烯。然后, 聚苯乙烯被注入模具中形
成相应的绳或球。
发泡材料生产
异戊烷、
n 戊烷、异丁烷、n 丁烷, 氟氯烃和高氟氯烃都是泡沫塑料使用的发泡材料。
氟氯烃经常用于聚合体泡沫的生产,但在聚苯乙烯泡沫的生产中仅有 2 .3 %的时间会使用
氟氯烃。在这 2 .3 %中,绝大多数是用于生产绝缘板。聚苯乙烯经常使用的发泡材料是戊
烷和高氟氯烃。戊烷不会影响臭氧层,但如果不能解决, 会产生低空的烟雾。环境保护署
认为高氟氯烃 22 是氟氯烃的一种优秀的替代品,它对臭氧层的危害比氟氯烃少 95%。但
是, 联邦法律要求逐步淘汰所有对臭氧层有损害的化工产品。到 1993 年, 联邦法律将禁止
使用高氟氯烃 22 进行泡沫包装材料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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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产品的制作
在挤压机一定的压力下,结晶聚合体和发泡材料被结合在一起。当它们被从挤压机
中挤出时,压力降低,使得聚苯乙烯发泡成为泡沫。它被制成板型材料并可通过加热成形
制成需要的形状。在这一环节中产生的绝大多数固体废物都被回收。
包装和运输
聚苯乙烯产品通常用聚苯乙烯套子包裹装入波纹板纸箱中, 用卡车或火车运输。
处置
填埋
塑料是一种惰性材料, 它可以加强填埋垃圾的稳定性, 首先是起到衬里材料的作用而
减少垃圾中有毒物质的滤出,其次在填埋后也不会产生甲烷气体。垃圾的特征不会改变
塑料的生物降解能力。塑料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分解, 甚至这么长的时间也仅仅
使它分离成小的碎片, 却仍然保持着同样的体积。但是, 估计对填埋垃圾加压达到每平方
英尺 50 磅时,足以压出塑料中的所有空气,从而减小它的体积。
焚化
塑料很容易燃烧,因为塑料所具有的石油的特性在焚化过程中会释放出来。聚苯乙
烯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热量比一般的固体废物燃烧产生的热量要高得多, 是同样条件下纸
板包装燃烧产生热量的 2 倍。
再生
聚苯乙烯运到再生工厂后被清洗, 食品污染物被冲掉。聚苯乙烯被磨碎、晾干、重新
挤压成型,然后制成颗粒。熔化塑料进行再生需要的能量是最初制成塑料所需能量的
2%～8%。但是回收工作因为经济和运作上的因素而受到阻碍。首先, 相 对 于运 输 成本
来说,聚苯乙烯废物卖给回收者只会得到很少的收入, 因为通常回收材料是以重量来收购
的, 而聚苯乙烯非常轻。其次,残留的食品污染物可能影响回收材料的品质而使得这些材
料可能卖不出去。
在运作上,清洗是一项劳动密集型的工作,而且需要大量的水。同样重量的再生塑料
比首次制成的塑料通常在强度和耐用性上差一些, 因此它们通常会与添加材料混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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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制成多层的物品以增加强度。向可生物降解塑料的努力使得材料再生更加复杂化。
生产商正在努力提高塑料的可降解性以便可以填埋处理。但是, 可生物降解的塑料如果
被回收再生, 将大大降低再生塑料的使用性能。总体而言, 再生只是推迟了对废弃物的处
置, 而没有最终消除废弃物。

纸质材料生产
纸、纸板和软包装是经由多步骤的过程得到的, 其间会得到多种产品, 有多个生产子
系统。除非特别做了说明,各种包装材料的生产过程基本上是相同的。
获得原材料
伐木运作
伐木运作可以分成以下 4 个步骤:
砍伐计划: 相对于预期的需求大量减少的木材供应使得计划阶段更加重要, 以便增
加木材的利用率和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计划决策包括砍伐技术、砍伐量和砍伐的树种以
及道路的分布。
伐木过程: 用电锯将树木在尽可能接近地面的位置伐倒。一种叫做
“feller－bunchers”
的机器将木材截成小的部分并捆到一起以便运输。然后进行粗略称量, 按照最佳用途进
行分类,划分出等级,并测量出长度和直径。
堆放: 用拖拉机或者缆绳拖拽,从森林中运送原木到一个集中的堆场。
装载和拖运: 用卡车、
火车或者船只将原木从堆场运到生产厂家。
砍伐树木会导致土壤受到侵蚀,导致在砍伐前使用的杀虫剂和化肥以及土壤一起被
冲刷进水中。现在存在的侵蚀可能改变整个流域的水土流失方式。电动工具、
拖拉机和
卡车的使用都会消耗能量并产生排放物。
原料生产
制纸浆
在制浆的过程中,用来造纸的原材料———纤维,被从木材的其他成分中分离出来。木
材中 50%都是纤维, 30%是木质素,20%是油和碳水化合物。
物理过程: 不能达到木材质量标准的原木被旋转鼓剥去树皮, 砍成小块后和木材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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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一起投入连续旋转的机器中磨碎, 水流流入研磨机将木浆冲出。像软泥一样的木浆用
泵抽过几道筛子,去除渣子和水, 然后用罐子储存起来, 需要时再取出。物理过程制成的
纸浆是将纤维撕成了小段,纸浆中包含的木质素更多, 这种纸浆制成的纸强度比较低且容
易变黄。
化学过程: 剥去树皮的原木被砍成小段,放入一个叫
“蒸煮器”的巨大钢罐中, 加入苏
打、亚硫酸盐和硫酸盐后, 在很高的温度下一同
“蒸煮”。煮成的纸浆状物质被吹入旋流中
以去除水蒸气和其他气体,然后它们被送入巨大的容器中以去除一起蒸煮时用的化学物
质。用泵抽过几道筛子以滤去水分, 通常每吨纸浆要使用 100～500 吨水。通过压力将纸
浆压紧做成板状,或者直接运到造纸厂。
纸浆和造纸厂生产每吨纸平均要使用 50 000 加仑的水。工厂对水进行循环使用以有
所节省。事实上,总的用水量经常高出实际外面引入水量的 3 倍。而且,工厂使用内部净
化系统来净化制纸浆的水。向空气中排放的物质包括: 二氧化硫微粒和硫的有机化合物。
厂里使用能收集灰尘、净化空气、
具有空气污染控制装置的蒸煮器和炉子来减少排放物。
最终产品的制作
漂白
漂白纸需要对纸浆用氧化剂如氯或者还原剂如硫酸盐的二氧化物进行处理。在漂白
过程中,用盐、
石灰石和硫磺对原料进行处理,大约 10%的氯和木材中的有机分子结合,生
成叫做有机氯的有毒的氯化合物。人们特别关注的有机氯是二氧(杂) 芑。漂白要经过几
个不同的阶段,并且不停地搅拌和清洗,以达到所需的白度。如果自然的棕色的纸可以被
消费者接受或者使用非氯的过程处理如使用氧漂白,那么该漂白过程可以被取消。
包装和运输
纸张用波纹板纸箱包装,用卡车或火车运输。
处置
填埋
由于快速分解所需要的阳光和空气条件不存在, 在现在垃圾填埋中生物降解性能已
不再是一个指标。实际上,亚利桑那大学的
“垃圾项目”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就一直在调查
研究垃圾填埋问题,他们认为 40%～50%的垃圾是纸张, 它们并没有被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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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肥
纸是有机物, 因此只要它没有被蜡封或压层, 就可以用来堆肥。
再生
用和最初造纸同样的方式将废纸制成纸浆, 并且通过过滤除掉各种杂质。如果需要
脱掉墨迹,就可往纸浆中充气, 墨迹就会浮

表面成为泡沫, 用真空吸尘器除去。在某些

处理中,脱除墨迹会使用加热或化学的辅助手段。其他的过程和原木造纸的过程完全
相同。
和原木造纸需要的木材砍伐、生产和运输相比, 废纸再生耗费的能源比原木造纸要
少。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被收集和运输废纸到再生中心所耗费的能源所抵消了。由于
加蜡或含有聚乙烯以及可能的食品污染, 纸板和软包装都不能进行再生利用。

决定
当联合工作组考虑是否认可麦当劳蛤壳式餐盒的再生利用计划时, 他们查看了弗兰
克林公司研究中得到的数据。他们意识到必须对未来的处置方法、无法衡量的影响和消
费者的反应做一些假定。
对蛤壳式餐盒的决定将是一个鲜明的姿态。这个决定不仅将影响到麦当劳公司处理
环境问题的形象,也将影响到人们对于这种类型的联合工作组的有效性的判断。麦当劳
公司是应继续进行蛤壳式餐盒回收的努力,还是取消蛤壳式餐盒的使用 ?

麦当劳的决定
1990 年 11 月 2 日, 麦当劳公司宣布了他们的决定: 用纸质的软包装来替换原来的聚
苯乙烯蛤壳式三明治包装,估计这将减少 90%的包装物体积。发言人还声称,新包装的生
产过程将减少能源消耗、
空气排放和对水的污染。Burger King 公司和 Wendy’s 公司不使
用聚苯乙烯作为三明治的包装;Burger King 公司只使用聚苯乙烯的咖啡杯,并已决定逐步
停止使用。
环境保护基金会 1 月份的会员通信报道了麦当劳停止使用聚苯乙烯蛤壳式餐盒的消
息, 称这是
“环保主义者的一个重大胜利”。但是,它指出用来替代的软包装只是一种
“过渡
方案”。文章引用了环境保护基金会的科学家、
联合工作组成员 Richard Denison 的话:“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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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问,纸也会带来相应的环境问题。我们正在寻找其他方法来降低换用纸质材料 (例如
再生纸或未漂白纸)带来的影响。
”
媒体对这一决定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评论。《纽约时报》报道这一决定的文章时使用了
标题
“包装物和公众形象: 麦当劳公司填了一个大订单”。《芝加哥论坛报》的文章指麦当
劳公司是
“环境进步的范例”。《纽约时报》欢迎
“麦当劳金色的 M 标志变成绿色 (更加环
保)”文章中指
“麦当劳公司至少表明了公司对环境问题的具有麦当劳特色的意识。
”但是,
《广告周刊》的每周营销指责麦当劳公司又一次的换来换去。《洛杉矶时报》指
“估计环保主
义者不会满意,除非麦当劳把汉堡直接拍到我们伸出的手上。如果它是一个汉堡, 征得动
物权力运动协会的同意就是下一步该做的了。有没有人只想吃
‘麦氏豆腐’呢 !”
1990 年 11 月 26 日,《洛杉矶时报》发表文章,希望政府制定再生和焚化的标准、
操作规
范和定义。在评论到逐步停止使用蛤壳式餐盒的决定所隐含的假设时, 作者指出麦当劳
“会发现自己由于错误的原因而做了错误的事”。
麦当劳拒绝继续资助正在几个城市进行的再生中心的建设,这些再生中心已经开始
进行厂房的建设,它们曾是麦当劳在新英格兰进行的聚苯乙烯再生测试的一部分。再生
中心的发言人说,麦当劳的决定不会改变他们建设厂房的计划, 他接着说:“主要的损失是
失去了麦当劳作为教育公众的资源。
”
1990 年 11 月 5 日, 麦当劳 公司聚苯 乙烯材 料的供 应商 之一的 阿莫 科化 工公司
( Amoco Chemical)在《商务周刊》上发布了一个整版广告, 内容是:“一些人认为禁止使用塑
料, 用其他材料替代会解决问题, 我们认为他们没有掌握全部的事实……”接下来阐述的
观点是:“回收再生正在不断发展”和
“阿莫科会帮助这一进程”。
作为联合工作组努力的结果, 麦当劳公司的环保形象得到了提高。一项由剑桥国际
研究机构进行的独立研究显示: 消费者将麦当劳列为最有环保责任感的美国公司。在同
一调查中,环保专家将其列于第二的位置。麦当劳公司也获得了颁发给环保主义者的
1991 年度的
“环境保护挑战总统奖”。

简要分析
本案例承续案例 1A 的背景,但还是一个独立的案例,介绍了麦当劳决定是否放弃聚
苯乙烯材料制成的三明治包装盒的全过程。而考虑这一决策的关键因素不是经济, 而是
环境,因此他们采用生命周期的方法进行了分析,最终选择了更换。该案例可以讨论以下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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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什么麦当劳要利用生命周期法来分析不同包装物的环境影响 ? 它对我们实施
各种环境计划有何启发 ?
(2) 为什么麦当劳的决定会引起媒体、
供应商和其他团体的广泛但不同的反响 ?
(3) 你认为麦当劳的决定会在经济上产生影响吗 ?
(4) 麦当劳的决定会对消费者产生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 ?
(5) 这种决策会有何种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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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到 1993 年春季, 麦当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昆兰(Michael Quinlan)已经非常满
意公司的环保表现。与环境保护基金会的合作关系使得麦当劳公司赢得了顾客的赞誉,
公司减少废物的努力和众所周知的由聚苯乙烯蛤壳式餐盒向纸质三明治包装的转变,使
公司重新确立了保护环境的领导者的地位。但是, 1993 年 4 月, 另外一家非营利性的环保
组织
“Beyond Beef”联合会将麦当劳公司定为其减少牛肉消费运动的目标。这一次,发起反
对麦当劳的环保主义者不是批评麦当劳的辅助业务, 相反, 他们盯上了麦当劳的主要产品
和不断增长的市场。昆兰不希望因为这场运动而削弱公司由于与环境保护基金会的合作
关系而加强的声誉。

麦当劳的运作策略
麦当劳是世界第二大知名品牌, 每年有 10 亿美元的市场营销预算以保持稳定的消费
者认知度。1991 年,麦当劳重点开展了一场新的广告活动:“好产品物有所值”。这次活动
成功地推广了各种经济套餐。紧接着在 1992 年, 公司进行了按单一品牌组织的最大规模
的户外推介活动。推介的内容集中为物有所值和客户满意。由于许多消费者是冲动消
费, 他们经常因为地理位置的方便性选择麦当劳,因此, 较高的品牌认知度是非常重要的。
大约 28%的公司收入来源于特许经营费, 特许经营费按照特许经营餐馆销售收入的一定
比例征收,用以补偿公司服务的开支,例如集中的市场调研和产品研发。
大约 80%的麦当劳餐馆是特许经营店。麦当劳通常都是先由公司经营的餐馆进入一
个新的国家, 在主要城市的中心区开店,待它们站稳脚跟之后再进行特许经营。根据传统
的特许经营协议,特许经营者提供资金、
装备、
标志、座位和装修, 麦当劳公司购买或租用土
地和建筑。初始投资一般在 43 万～56 万美元。60% 的特许经营者会得到经济资助。经

＊ 本案例在密歇根大学商学院企业战略与组织行为学副教授、企业环境管理项目主任 Stuart Hart 的指导下 , 由密
歇根大学企业环境管理项目 (CEMP )经理 Susan Svoboda 编写完成 ,仅用于课堂讨论而不是用于说明管理战略的有效与
否。版权所有——— 世界资源研究所 , 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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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详尽甄别的申请者将被授予 20 年的特许经营权, 具有成功纪录的特许经营者可以开设
新的餐馆。
对于麦当劳的增长战略来说, 开设新的餐馆是非常重要的。1991 年麦当劳推出了
“2000 系列”餐馆设计。这些餐馆只有传统餐馆面积的一半左右, 却可以满足几乎和传统
餐馆同样的销售量,但只需更低的房地产投资。这使得餐馆的建设成本节约了 40 万美元
左右,也降低了设施投入的盈亏平衡点。在一些小城镇和卫星城也开设了麦当劳餐馆,例
如在沃尔玛商店内。
一般情况下, 麦当劳的每个餐馆一天要接待 2 000 人, 他们中的 60%～70%将食物从
餐馆中带走。麦当劳依靠其员工的能力, 在顾客进入餐馆两分钟的时间之内, 准备出热
的、新鲜的食品并将其交给顾客。为了做到这一点, 麦当劳的工程部门为各餐馆仔细设计
餐馆布局和各种设施, 并在 1993 年开发出增强型的生产系统,提高了麦当劳餐馆迅速提供
加热食品的能力。这一系统目前在美国 80%的麦当劳餐馆中应用于供应早餐,一半以上
的餐馆有更全面的系统用于供应午餐和晚餐。依据公司的基本原则: 质量、服务、洁净和
价值( Q .S .C .& V .) ,特别制定操作规范和严格的标准化用来确保所有餐馆的服务一致。
例如,每磅牛肉制作 10 个汉堡,每个汉堡的脂肪含量不高于 19%。
麦当劳运作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估计客流的模式,根据对销售的历史纪录和
趋势的详尽分析,预测消费者的食品选择, 并利用这些信息在恰当的时间、准备恰当数量
的各种不同的食品组合,以便在顾客来到餐馆时,就为他们准备好了食品。为了保证食品
的新鲜,食品存入保温箱内最多 10 分钟,如不能卖出,就要被扔掉。
麦当劳通常不亲自向餐馆供应食品、
纸张和装备。相反,麦当劳将特许经营者介绍给
一个由 600 多家被认可的供应商组成的网络,麦当劳与这些公司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经常为供应商举办各种研讨会以讨论他们的需求。这一战略的目的是提高麦当劳集中于
其核心业务———餐馆运作———的能力。

产品线
1993 年,麦当劳公司的市场营销努力集中在经济套餐,这些经济套餐由它的支柱产品
组成:一个汉堡、薯条和一杯饮料。汉堡是套餐中最主要的部分。麦当劳购买了在美国牛
肉批发销售量的 1%以上。尽管麦当劳声明其目标是提供
“与顾客口味相一致的、种类有
限的高质量产品”,但它仍然在测试各种不同的菜单新品。麦当劳公司认为他们通过如下
方式解决顾客关心的食品营养问题:
严格的食品标准,严格执行的餐馆运作程序, 并与供应商紧密的工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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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确保麦当劳食品的安全性和高质量。
麦当劳公司也公布经济套餐食品的营养和成分信息。他们在店内张贴相关的海报,
或者应客人的要求分发小册子。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 向其他类型文化国家的国际扩张和对当地饮食习惯的迎合使得
麦当劳在不同地区推出了一些新产品。例如, 在马来西亚的麦当劳餐馆可以买到煎蛋三
明治;意大利式细面条作为一种低价产品在菲律宾销售; 在美国试卖过比萨;在印度,麦当
劳将于今后 7 年中花费 2 000 万美元用于建立餐馆连锁体系,同时也可能会推出一种重要
的新品种———羊肉汉堡。
1993 年,麦当劳也在英国的几家餐馆中测试几种产品:蔬菜 McNuggets 和花椰菜奶酪
McNuggets。Burger King 公司在英国出售一种辣豆汉堡,3 年来一直很受欢迎。1992 年麦
当劳在荷兰推出了一种蔬菜汉堡。这种汉堡里面有土豆、豌豆、
胡萝卜、玉米粒、洋葱和调
味料,售价是 2 .70 美元,比巨无霸稍微低一些。麦当劳推出的新产品在测试阶段通常不会
做广告,也很少有销售推广活动。

快速食品行业
估计 1992 年美国整个快餐市场的总值是 814 亿美元。尽管快餐零售商提供的方便迎
合了 90 年代早期家庭数量和旅行者的增多, 但是不景气和激烈的竞争使得整个行业增长
缓慢、
盈利不稳定。尤其受到冲击的是那些独立经营的餐馆, 它们发现很难与汉堡快餐的
连锁经营、
低价竞争策略和强大的广告攻势相抗衡。因此, 按照 Merrill－Lynch 公司副总裁
Peter Oakes 的说法,独立经营的餐馆占美国全部餐馆的比重, 从 1986 年的 63% 下降到
1993 年的 56%。实际上,餐馆行业报告显示,餐馆行业中有限品种供应的细分市场已经饱
和, 迫使以增长为导向的连锁企业寻找国内替代市场,并扩大海外市场。根据餐馆业务增
长指数,这一细分市场在美国国内 1990—1991 年度实际的销售增长仅有 0 .3 %。
尽管寻求快速增长的连锁餐馆使用各种不同的策略, 但顾客满意、
营养和物有所值基
本上构成国内市场竞争的基础。例如, Rally’s 公司的广告语是
“we get it right or you get it
free”;Boston Chicken 公司强调它的食品采用烧、烤、蒸的方法可以更有营养。双向驶入式
汽车快餐连锁企业 Checkers 提供现订现做的更低价的汉堡。1992 年整个窗口外卖行业的
销售收入达到了 250 亿美元。
与美国国内的情况相反,快餐行业的国际市场正在迅速成长。从太平洋沿岸到南美,
美国风格的快餐文化渗入了这些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1993 年, Burger King 在 45 个国家
有超过 900 家餐馆, 肯德基在 63 个国家有 3 712 家餐馆, 达美乐在 30 个国家有 566 家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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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东欧市场相对比较容易进入,巴西的快餐市场在 1992 年增长了 40% ,总值超过了 7 亿
美元而且没有任何增长放慢的迹象。在亚洲,按照香港的一家食品行业咨询公司的说法,
西式的、
服务快速的餐馆被消费者认为是积极的和时尚的, 它们不被认为是垃圾食品提
供者。

(牛肉)汉堡市场
美国国内汉堡市场的竞争依然激烈。消费者要求淡色的、更营养的食物,使得主要的
汉堡连锁店最近都增加了它们菜单上的品种, 而且还有一种新型的双向驶入式的汽车餐
馆开始威胁传统的汉堡连锁企业。一方面, 主要的汉堡连锁企业面临着来自休闲式餐厅
的剧烈竞争, 它们提供一系列定价合理的食品, 例如 OutBack Steakhouse, Chili’s 和 Fri－
day’s。另一方面, 他们面临着双向驶入式汽车餐馆快速增长的竞争,它们为消费者提供基
本的汉堡食品,但服务更迅速,价格更低廉。这些特许加盟餐馆如 Checkers 和 Rally’s ,可
能会取得强劲的国内市场增长。例如,百事集团拥有的连锁企业 Hot’n’Now Hamburgers
计划将其餐馆从 1992 年的 700 家扩大到 5 000 家。牛肉汉堡和奶酪汉堡在 1992 年仍然位
列最受欢迎的食品,在全美餐馆的食品供应中占去了 17%。1992 年美国汉堡连锁企业的
收入总计达395 亿美元。
除了面临来自这些新进入者的压力,价格战也降低了 4 家主要连锁企业的利润空间。
1993 年每家都有了经济餐: Wendy’s 有 7 种 99 美分的食品,而 Burger King 在 1993 年推出
了综合套餐, 一个月以后, Hardee’s 开始了经济餐项目。
世界第二大的连锁快餐企业, Burger King 继续进行大规模的扩张, 在 1992 年每天都
会开一家新餐馆。同时,它也想通过增加客人用餐时的服务和扩大菜单种类来增加现有
美国餐馆的销售收入。同年 Burger King 取得了 6%的利润增长,而同期 Rally’s 的利润增
长达到了 41%。
尽管 30%的销售收入来自于它的超级经济套餐, Wendy’s 在 1992 年取得了 26%的净
收入增 长。这 一增 长的 原 因是 提高 了运 作效 率 和新 开餐 馆高 于平 均 水平 的销 售。
Wendy’s 计划 1993 年在世界其他国家最少再开 75 家餐馆, 主要集中在墨西哥、太平洋沿
岸和沙特阿拉伯。
竞争的压力迫使这些连锁企业重新思考它们的战略, 许多企业认为它们会和各种餐
饮服务进行竞争,例如服务迅速的餐饮机构: 夫妻店,外卖店, 比萨店, 咖啡馆, 街头小贩,方
便食品商店, 熟食店, 超级市场的冰激凌店和微波食品。麦当劳美国公司总裁 Ed Rensi
说: 他已规划了一个项目, 用以渗透国内各种不同的场所,包括超级市场、机场、医院、
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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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售货亭和手推车。
不过,今后增长最重要的来源显然是国外市场。1991 年尽管麦当劳已经在 53 个国家
开设了 3 555 家餐馆, 它也仅仅抓住了国际市场的一角。因此, 为了确保公司长期保持销
售和利润增长的历史, Ed Rensi 宣布扩张国际市场, 以便取得在国际市场上的更大份额。
在今后几年中,麦当劳计划在海外市场每年增加 450～600 家餐馆。

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1992 年 6 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也被大家称作
“地球峰会”
聚集了几乎来自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代表。会议内容集中于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关注, 例如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峰会的中心议题是一项提议———《21 世纪议程》,希望工业发达国
帮助落后国家在不破坏环境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可持续发展”。
例如,美国只有世界上 5%的人口,但是使用了 25%的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总量的
22% ,产值占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 25%。相对照的是, 印度具有世界 16%的人口, 但仅
使用了 3%的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总量的 3% ,产值仅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 1%。因
此, 发达国家享有着工业化带来的舒适, 承受着环境的污染, 希望其他国家避免犯它们的
错误。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急切地希望众多的人口脱离贫困, 他们不想为他们并没有犯
的环境过失而付出代价。
1987 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满足现在的需要,不危及子孙
后代满足他们需要的”经济发展。尽管与工业化国家相关的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很多注
意, 但这仍是清楚地将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同对环境的忧虑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份文件。
《21 世纪议程》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和贫困也是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在今后的
40 年中, 估计世界人口将增长 1 倍,超过 100 亿人, 几乎所有的增长(95% )都来自发展中国
家。如果世界生产总值在 20 万亿美元左右, 那么经济能力必须增长至少 5～10 倍才能满
足这些人口基本的生活福利。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和地球峰会一致强调, 使用现在的
技术和运作模式,养活那么多人口所需的经济生产水平对环境将是破坏性的。
《21 世纪议程》主要针对各国政府和国际间的政治组织, 地球峰会则因有商务社团的
加入而具有鲜明的特色,这一组织(商务社团)就是由瑞典的实业家、具有数十亿美元财富
的 Stephan Schmidheiny 领导的可持续发展商务委员会。该组织的 48 位跨国公司的首席
执行官联合出版了一本书《改变方向》(Change Course) ,书中强调,“如果工业是这一问题产
生的主要方面,那么它也应该成为这一问题解决的重要方面”。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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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全球已经成立了好几家商务组织,致力于提醒各个公司的行为要和已经建立的可持
续发展原则保持一致。这些组织包括全球环境管理行动组织( Global Environmental Man－
agement Initiative,GEMI) ,经济环保责任联合会 (Coalition for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Economies , CERES)和商务的社会责任组织(Businesse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BSR)。

牛肉和环境
1993 年,世界牛肉工业的产值是 400 亿美元, 相当于有 13 亿头牛, 占据了世界将近
1/ 4 的土地。根据美国农业部 1990 年的数据,大约世界粮食的 40% (美国粮食的 70% )被
用来喂牲畜。美国本土约有一半的面积被畜牧行业占据, 用来种庄稼、当牧场和放牧。美
国西部 11 个州约 2 .6 亿英亩贫瘠的公有土地被政府出租给牧场主用来放牧。联邦的放牧
费平均每头牲畜每个月 2 美元,而自由市场上的放牧费接近每头牲畜每个月 9 美元。公有
土地的过度放牧导致了严重的土壤流失和沙漠化。1990 年, 美国土地管理局的报告中指
出, 它所管理的 70%的土地情况很糟,10%的土地已经退化为沙漠。这些地区过渡的放牧
使得牲畜不得不啃食河流边坡的植被,导致洪水带走大量泥土, 加速了土地的退化。
在全球范围内,严重的过度放牧导致每头牛的牛肉产量持续下降。如果使用饲育场
来辅助牛肉的生产,则需每年多收获粮食 700 万吨, 这大约是世界粮食收成年增长纪录的
2/ 3。但是,现在已经很少有更多的肥沃土地可以用来耕种, 许多现有的农场已经使用了
先进的增产技术,这就降低了通过增加种植面积和改进技术来获得更多粮食的可能性。
如果人口像预计的那样每年增加 9 000 万的话, 粮食的生产又不能超过现有水平, 每头牲
畜可得到的粮食供应将以每年两个百分点的速度持续减少。
1993 年,美国仅有 5%的牛肉从中美洲进口。但是, 自从 1960 年以来, 中美洲已有超
过 25%的森林被砍伐来为牲畜建设牧场。据估计,每个牛肉汉堡需要砍掉 6 平方码的森
林来建设牧场。这样一块面积通常会有一棵大树, 20 到 30 个品种的 50 株树苗,几百个物
种的几千只昆虫,还有不知名的多种多样的苔藓、
霉菌和微生物。清除同样大小的一块热
带雨林将向大气中排放 165 磅的二氧化碳,这是一辆普通的美国汽车 20 天的排放量。
据估计,在 1966—1983 年这段时间, 15 000 平方英里的亚马逊热带雨林被清除用来大
规模地饲养牲畜。联合国的一项报告指出: 如果亚马逊的森林流失率继续保持 1987 年的
水平,那么到 2000 年, 超过 15%的植物种类和虽不确定但肯定相当大比重的昆虫物种就将
消失。大规模的清除土地用以进行牲畜的生产同样也会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乡下农民涌入
已经人满为患的拉丁美洲城市。在世界范围内, 森林开伐导致了将近 1/ 3 温室气体的排
放, 生物化石燃料的燃烧导致了另外 2/ 3 温室气体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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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动物将粮食和饲料转化为肉的效率有很大的差异。例如, 为了生产 1 磅肉,鸡需
要消耗 4 .5 磅粮食, 猪需要消耗 6 .5 磅粮食,牛需要消耗 15 .5 磅粮食。
在种植作为牲畜食品的粮食时, 也需使用大量的能源和水。美国农业中能源使用的
一半都用在牲畜生产上,其中的绝大部分是用于肉类食品的生产。实际上, 根据康奈尔大
学的数据,制造 1 磅牛肉需要的能量相当于 0 .25 加仑汽油的能量。而且, 根据加利福尼亚
大学戴维斯分校动物科学专家的说法, 美国有一半喂给牲畜的粮食和干草是在灌溉土地
上种植的。用粮食喂养的牛,每磅牛肉需要 2 500 加仑水。对于一个普通的美国人, 他们
每人每天因此而消耗的水是 190 加仑, 这已是他们每天各种用途的家庭用水的两倍。在加
利福尼亚,牲畜生产占用了几乎全部灌溉用水的 1/ 3。
在粮食生产中,杀虫剂和化肥的使用也为环境带来了负担,因为大量粮食的种植是为
了喂养牲畜。1993 年全球用于玉米、水稻、棉花、
大豆和小麦生产的杀虫剂的销售额超过
210 亿美元。1993 年,玉米的种植使用了 820 万吨化肥, 大豆使用了 100 万吨, 小麦使用了
300 万吨。在粮食生产中,杀虫剂和化肥的使用将污染地表和地下水, 再加上大量的动物
垃圾和食品添加剂,牲畜生产排放了美国的河流、
湖泊和溪流中 40%的氮和 35%的磷。当
牛和其他反刍动物消化草和其他纤维植物时还会排出甲烷这种温室气体, 每头牛为生产
每磅牛肉都会排出 1/ 3 磅甲烷。
尽管自 1976 年起,美国的人均牛肉消费量已经开始降低, 但每个美国人平均每年仍
然要吃掉 65 磅牛肉,占世界牛肉产量的 23%。根据《素食者时代》( Vegetarian Times)1992
年的调查,仅有 1 240 万美国人说自己是素食者。但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来说, 通常
都是低肉食谱。在世界范围内, 仅有 1/ 4 的人食谱以肉为主。从历史上来看, 随着收入的
增长,肉的消费量也增长。例如,自从 1975 年以来,在日本,人均红肉的消费量已经增加了
1 倍。韩国和台湾也出现了相同的趋势。如果要支持目前全世界 53 亿的人口都食用美国
式的食谱,那就需要使用目前全世界用于各种目的 的能源以及世界 每年粮食产量的
2 .5 倍来支持这一食谱。

牛肉从哪里来
“Beyond Beef”联合会将这种
“牛肉文化”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展看作是对全球环境最重
大的威胁之一。该联合会由个人和公司组成, 他们关注环境保护、动物权利、公众健康和
世界饥饿问题。与环境保护基金会一样, 这个组织也将麦当劳视为其运动的目标, 因为麦
当劳是行业的领导者, 也是世界上牛肉的最大用户之一。
该联合会的目标是:美国个人牛肉消费至少降低 50% ;将食谱中的牛肉用有机肥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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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的谷物、
豆类、蔬菜和水果代替;改变目前牛肉行业的操作模式; 向还在食谱中包含牛肉
的人推荐用人工的、
有机物饲养的牛肉代替。
对麦当劳行动的目标是,向麦当劳的至少 100 万顾客介绍牛肉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他
们在全国 1 000 多个地点开展了这一活动,进行大规模的介绍。1993 年 4 月 17 日,该联合
会的几千名志愿者聚集在麦当劳餐馆外, 分发宣传单和儿童印刷品, 向消费者介绍与牛肉
消费相联系的
“实际”付出的社会和环境代价。他们也收集请愿书的签名, 鼓励人们将牛
肉消费量减少 50% ,希望麦当劳在其美国餐馆中增加素食产品,并用 25%的广告费对新产
品进行宣传。
对这场运动的反应各不相同。
“吃牛肉没有什么错,这是美国。
”一位顾客谈到这一运
动时这样说。但是,“Beyond Beef”联合会成员调查的另一位顾客说:“如果麦当劳有无肉的
汉堡,我马上就会试。
”一家特许经营店的拥有者 Dave Dantoro 说:“如果有足够多的顾客想
要, 我们就会做……我们有色拉、荞麦食品和热蛋糕。我们不是凭空想象, 是顾客想要
这些。
”
麦当劳圣何塞的市场部经理 Kim Poston 说:“Beyond Beef”运动“对小公司是一种打
击”,它只是
“边缘活动组织, 不能真正反映我们顾客的需要。
”麦当劳公司的发言人 Ann
Connolly 也说:“最终是由我们的顾客来决定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我们的顾客告诉我们
他们对哪种产品不感兴趣。
”以前是养牛的牧场主, 现在是“Beyond Beef”组织执行主任的
Howard Lyman 回应说:“他们同通用汽车公司认为小型汽车没有市场是一样的思路。大
公司不能看到未来就是因为它们的现状很好。
”

简要分析
案例 1C 是案例 1A 和案例 1B 的发展,相对独立,它涉及一个环保组织对麦当劳汉堡
中牛肉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活动, 它促使我们更好地思考一个产品中涉
及的复杂的环境问题, 该案例我们可以讨论以下问题:
(1)“Beyond Beef”联合会所发起的运动有一个合理的目标吗 ? 它对麦当劳的潜在威
胁是什么 ?
(2) 牛肉存在着环境问题吗 ? 或者牛肉威胁着可持续发展吗 ?
(3) 怎样才算是对环境真正负责, 一个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在哪里, 麦当劳的发言
人最后的评论以及
“Beyond Beef”联合会的回应谁更有道理 ?
(4) 当你遇到这样的问题时,你应该如何处理 ?

36

麦当劳 : 维持麦当劳的环保成果

案例 1A、
1B 和 1C 实际上都反映了麦当劳对环保压力的反应和政策, 但也要避免下
面几个问题:
(1) 经济账 对于麦当劳这样的大公司来说,在面对潜在的环境风险时是难以准确计
算经济利益的,因此,一般会采取在环境上增加投资的策略。案例 1A、
1B 都反映了这一倾
向。而案例 1C 中, 实际上没有构成风险, 因为没有多少美国人会认为吃牛肉影响了环境。
(2) 环保团体本身

案例虽然探讨的麦当劳的行为, 实际上环保团体本身也有营销问

题, 他们一方面要引起公众和新闻界的注目以便获得捐赠资金, 另一方面又要为大公司服
务以获得环保成效,同时还必须开发环保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否则就难以生存下去。而要
为大公司服务,还必须使一个项目为公众所关注,因而要选择注重公众形象的公司。如果
我们将环保团体看成是正义的化身,或者是无理取闹者,就会犯极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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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瓶子
欧共体与丹麦王国的争执

＊

引言
1988 年 9 月欧共体法院必须决定: 是否因为丹麦宣布所有啤酒和软饮料的包装必须
是可回收利用的,而未能履行统一欧洲法案( SEA) 所规定的自由贸易义务, 或者从环境保
护的角度出发,丹麦的决定是否是正当的。

背景
在丹麦,长期以来一直收取出售的啤酒或软饮料瓶的保证金。这促使许多顾客自动
退回空瓶,使得环境免受乱丢空瓶之扰。在只有几种类型的瓶子, 外国进口需要获得许可
或至少在丹麦装瓶的情况下,这套系统一直运转良好。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丹麦
的啤酒制造商开始使用罐装或形状各异的瓶装。为了使保证金系统继续有效,丹麦通过
了新的立法:“限制或禁止使用某些材料或类型的容器……或者要求使用某些材料或类型
的容器”(法案第 297 号,1978 年 6 月 8 日)。
1981 年,作为回收利用纸张和饮料包装的丹麦法律的一部分,丹麦政府重新制定了适
用于啤酒和软饮料包装的法令(法令 397 号, 1981 年 7 月 2 日 )。法令规定, 啤酒和软饮料
只有使用
“可重复使用的包装”才可上市出售。根据法令中的说明, 这意味着大部分已用
过的饮料包装必须重新灌装使用, 因而必须具备一个饮料包装回收和重新使用的系统。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这有效地禁止了塑料和金属材料容器的使用。法令同时要求, 包装的
回收系统需得到丹麦国家环境保护局的正式批准。如果计划中的回收系统不能确保足够
的包装被重复使用,或者有一种相同容量的包装, 如果已经获得批准, 并且适用于相同的
用途,国家环保局可以不批准该计划。
丹麦啤酒商一直无视 70 年代制定的关于包装回收利用的法规, 但是, 他们被迫在回
收利用过程和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投资。到 80 年代中期, 丹麦国内整个行业已经对政

＊ 本案例在伦敦商学院( LBS) 副教授 Scot t Barrett 的指导下, 由博士生 John Clark 编写完成, 仅用于课堂讨论而不
是用于说明管理战略的有效与否。案例的编写得到了世界资源研究所环境与商务管理研究室的支持。版权所有———
世界资源研究所和伦敦商学院( LBS) , 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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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强制实施的回收利用的严格标准应付自如。这些改变得益于丹麦联合酿酒公司 ( United
Breweries)的支持。联合酿酒公司是重要的出口商,同时, 依靠其领导性品牌嘉士伯 (Carls－
berg)和图博格(Tuborg )在丹麦国内啤酒市场所占据的统治地位 (两品牌总共占了丹麦市
场的 70% ) , 它也在丹麦软饮料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在啤酒和软饮料两个市场上, 它拥有
绝大多数当地竞争公司的少量股权,也是丹麦惟一拥有玻璃装瓶设备的公司。
在丹麦国外, 这一法规没有得到赞赏。要不是丹麦的市场容量小,其他国家的饮料和
包装制造商, 其他欧共体成员国代表零售业利益的各种协会会更关注此法规。但是,还是
有一些行业向欧共体委员会抱怨丹麦的这些法规。金属材料包装行业的反响最为强烈。
他们担心,尽管这一法规由于丹麦本身市场的狭小而对其影响不大, 但会作为先例而被拥
有广阔市场的德国仿效。他们争辩说,由于进口商对整个系统管理的难度和建立回收系
统的花费,这项法规具有限制丹麦进口外国啤酒和软饮料的功用。
欧共体委员会支持上述主张,反对丹麦的法令( 法令 397 号, 1981 年 7 月 2 日)。1984
年, 丹麦人修改了这一法令(法令 95) , 允许在下述条件下使用未经许可(金属例外 )的包装
容器: 每个制造商每年的产量在 300 000 升以下, 或者在建立了保证金和回收系统的情况
下, 进行过市场运作的试验。
尽管经过了修改,欧共体委员会还是认为这些措施等同于数量限制而违背了欧洲经
济共同体协议第 30 款。欧共体委员会试图劝说丹麦当局改变它们的立场。但是, 谈判没
有取得成功, 1986 年 12 月,欧共体委员会向欧洲法院起诉丹麦。

环境和统一欧洲法案
这一案例的中心问题是: 欧共体成员国是否可以因环境保护的原因而树立潜在的贸
易壁垒。在 20 世纪 80 年代, 1992 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开放以及自由贸易将带来的巨大利益
是欧洲的主要事务和核心。直到 80 年代末, 环境问题及其意义才开始引起选民、
政治家和
各个行业的思考。1992 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建立意味着在整个欧共体的范围内,将进一步
协调环境政策。
欧共体环境政策建立在
“辅助”原则基础上。辅助原则意味着尽可能不采取统一的环
境政策。统一欧洲法案在 130r 条款中明确表明了对环境重要性的认识, 它指出: 只有在
欧共体层面比各个国家层面更好实现欧共体的环境目标的情况下, 欧共体才会在环境问
题方面采取行动。
如果每个国家都被允许决定各自的环境标准和战略, 在环境质量方面将导致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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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一些国家会设立很低的标准, 这将与统一欧洲法案 (3c 条款) 背道而驰。这一条款
规定欧共体内部公民的自由流动, 其隐含了最低的环境标准, 而不考虑区位。另一方面,
设置较高环境标准的国家将与统一欧洲法案 100a 条款相抵触, 此条款规定了货物的自由
出入。因此,“辅助”原则可能导致环境和统一市场目标间的冲突。欧共体的法规规定由
欧洲法院来决定冲突如何平衡, 丹麦瓶子的案例正好使欧洲法院有机会来处理这方面的
问题。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诸方面
欧洲委员会和丹麦还应考虑另一个可能使问题复杂化的因素: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GATT )可能的介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GATT ) 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
创建于 1944 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作为一个公共机构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GATT )
监控其成员国的贸易政策,服务于它们建立的各种委员会,以帮助解决贸易争端。
决定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GAT T )存在并在其各种协议条款中体现的 3 条重要原则是:
互惠原则: 如果某国降低了他国进口产品的关税,则他国也应相应降低从某国进
口产品的关税。这一原则是基于期望关税递减和不允许各国政府以提高关税相
威胁。
非歧视原则: 每一国都不能给予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贸易上更多的优惠。这被
称为最惠国待遇准则,这意味着, 每个国家除了名称不同之外,都享有相同的贸易
政策。
公开原则: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GATT ) 要求各国以关税来取代各种非关税壁垒
(如进口配额) ,并将关税税率固定下来。其原因在于,非关税壁垒较之关税对经济
发展的不利影响更大。固定税率可以进一步确保议定的关税递减的达成和责任
的承担。
欧洲法院仅能依照欧洲法律来进行裁定。但是,这个案子也可能被提交到关税和贸
易总协定(GATT ) ,以裁定其是否适用××条款。

欧洲委员会的理由
为了理解欧洲委员会提出的理由和论据, 需要首先了解委员会的职能和组织结构。
欧洲委员会(CEC)与英国内务部的职能非常近似。但是它有更大的独立性并负责所有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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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体立法的提议。它由 17 名委员领导,每名委员领导一个部门,称为一个理事会 (Directo－
rate General)。与丹麦瓶子的案子相关的理事会有: 理事会 3, 它负责监管欧共体内部市
场; 理事会 4,它负责管理竞争方面事务; 理事会 11, 它负责管理环境方面事务。理事会 3
主导这个案子的处理, 并反对丹麦的做法。相反, 理事会 11 总体上一直赞同丹麦的解决
方式。
除了欧洲委员会,其他 3 个相关的欧共体机构是:
欧洲理事会: 它由各成员国政府的代表组成,是主要的法律制定者,主要关注整个
欧共体内政治方面的问题。
欧洲议会: 由 518 名从各成员国选举产生的成员组成, 它有权否决由理事会提出
的解决现存问题的建议,也可提议修改。
欧洲法院: 由 13 名法官及 6 名辩护律师组成, 审理案件, 例如丹麦瓶子这种反对
某个成员国做法的案子。它也帮助各成员国的法院解释欧共体的法律。
法律顾问温赖特先生是欧洲委员会的代表。他的主要论点是: 通过进行有效的数量
限制,丹麦违反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协议的第 30 条款。第 30 条款指出:“必须在成员国间禁
止……进口的数量限制以及一切具有相同效果的措施。
”这些具有相同效果的措施包括:
“各成员国实行的各种贸易立法,只要这些法律直接或间接的, 实际上或潜在的阻碍了欧
共体成员国间的内部贸易。
”
欧洲委员会认为丹麦在 5 个方面违反了第 30 条款:
有特定种类的饮料受到影响, 必须用可回收利用的包装才能出售。
用金属容器包装的这些饮料被禁止出售。
必须建立回收和重新灌装使用系统。
某些饮料上市销售前必须取得认证,这也同时带来管理负担。
禁止进口饮料进入丹麦。
因此,丹麦被认为限制进口和保护本国制造商。
欧洲委员会声称丹麦法律的限制效果可以由统计数据加以证实。这些数据显示,自
从相关法律实行以来, 丹麦进口的外国啤酒数量非常少并且在下降。此外, 温赖特指出:
这是由于受到相关法律限制的原因而不是丹麦消费者缺少对外国啤酒的需求。当 1985 年
丹麦啤酒工人罢工而这些法规暂停使用期间, 进口啤酒的数量急剧上升。欧洲委员会认
为这不能只被解释为替代国内产品的需求。
发起这个案子的欧洲各国的制造商和欧洲委员会尤其不满丹麦禁止金属容器包装饮
料的销售。而各国并无对丹麦用金属容器包装饮料出口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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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委员会认为:“如果对于贸易的任何限制性影响都与环境保护的预期目标相均衡
的话”, 丹麦的措施才是正当合理的。而且鼓励回收利用也有可能通过较少的限制措施来
实现。这里重要的概念是均衡性。例如, 在丹麦,对于牛奶、
葡萄酒、
酒类、油或者醋的包装
并没有法律规定的回收系统。所有这些的包装都是自愿交回并被回收而重复循环使用
的, 这套机制的运转令人满意。这就意味着强制的措施是没有必要的, 也是不均衡的。考
虑到在牛奶和葡萄酒市场上, 由于某些原因, 丹麦国内和外国生产商之间没有竞争, 有循
环利用的限制也未造成数量改变,因而欧洲委员会怀疑丹麦王国对于生态问题忧虑的真
实性。温赖特更指出, 丹麦是欧洲最大的啤酒出口国之一。
接下来轮到丹麦外交部的莫德先生来表明丹麦的观点。

丹麦的理由
丹麦政府的主要观点是,由于关注环境保护的合法性, 节约了资源和减少了废弃物的
数量,引起争论的立法是正确的。丹麦的这项立法是非常有效果的: 获得批准的项目 99%
的瓶子得到回收,有些重复使用多达 30 次。
丹麦人认为立法中不包括牛奶和葡萄酒瓶是合理的,因为:
牛奶的包装是不同的,它们常用纸盒包装, 纸盒可以和其他家庭垃圾一起焚烧。
由于丹麦葡萄酒的消费相当有限,葡萄酒的包装不会对环境产生危害。
无论如何, 相关当局正在对牛奶和葡萄酒包装的循环利用情况进行调查。
丹麦也认为, 即使这一法规对贸易带来负面影响, 与市场的容量相比, 这种影响也是
很小的。1984 年,国外啤酒的消费量仅占丹麦全部啤酒消费量的 0 .01%。
第 36 条款规定了第 30 条款所允许的例外。如果不是出于任意的歧视或者用虚伪的
手段限制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那么对于进口的限制甚至禁止都是第 36 条款规定所允许的。
如果这些措施
“遵从公共的道德标准,公共政策或者公共安全;保护人类、
动物和植物的健
康和生命;保护国家的艺术、
历史和考古财富;以及保护工商业的财产”(请注意其与关贸总
协定第××条款措辞的一致性) ,那它们就是正确的。
回到环境方面,莫德先生说:“……近年来, 整个欧洲的生态意识都在不断的增强,这
使得人们将环境保护放在优于货物自由流动问题的解决之上, 尽管货物自由流动仍是我
们的基本目标,但这已不再是一个可以不计任何代价来实现的目标了,而欧洲委员会似乎
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接下来, 他直接反驳了欧洲委员会的建议———用不如丹麦那么有效
的体系也能使环境得到充分的保护, 因为自愿回收系统没有取得满意的结果。没有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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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的包装只能退回给销售这一品牌的零售商, 其他零售商都不会收。因此, 回收的瓶子
较少。
最后,莫德表示, 丹麦政府愿意接受同样有效的替代方案, 但在没有发现可替代的方
案之前,丹麦不能接受一种不太合理、
不太有效的法律来保护环境。

辩护律师的观点
欧洲法院审理的每一个案件都会有一名辩护律师协助, 辩护律师对各方的争辩做出
总结,并作为公正的代言人向法院提出他们自己的建议。他们的观点具有权威性, 并与法
院的判决具有同等的优先权。丹麦瓶子案的辩护律师是戈登·斯林爵士。
在总结了整个案件的历史之后, 戈登·斯林爵士的主要观点是参照
“第戎黑醋栗酒原
则(Cassis de Dijon Principle)”。在作为先例的
“第戎黑醋栗酒”案中 (案例 120/ 78) , 德国
立法禁止酒精含量低于特别规定的酒在德国进行销售。这一立法限制了德国进口法国的
黑醋栗酒,因为这种酒的酒精含量较低。欧洲法院根据第 30 条款的规定完全否决了德国
的该项立法, 并确立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第 30 条款适用于国家间任何贸易措施的裁
定, 这些贸易措施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即禁止在其他成员国合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在某一成
员国市场销售,即使这些措施对国产和进口的货物同样适用。
第戎黑醋栗酒原则( Cassis de Dijon Principle) 允许有例外的情况。戈登爵士指出丹
麦人为保护环境所采取的行动就是一个无可非议的例外情形。他还补充说:“第戎黑醋栗
酒原则并不意味着成员国拥有按自己的意志行动的毫无限制的权力, 就我所理解, 对大家
一致认定需要对之采取环保措施的物品, 其环境保护的水平不应该是过度的, 或者毫无道
理的,而为达到要求所采取的措施则必须是必要的和均衡的。
”欧洲委员会的理由是,丹麦
所采取的措施太过分了,正如戈登爵士所指出的:“丹麦当局应当证明他们所采取的措施
是必要的,同时这些措施并非是不均衡的。
”
在关于该项立法使国外生产商比国内生产商负担较高费用的争论中, 戈登爵士的看
法是:
“……尽管表面上看来,该立法对丹麦国内和国外的生产商不加选择的都适用, 但在
实际操作中, 后者的负担更重些。因此, 以我的理解, 丹麦不能适用第戎黑醋栗酒原则
(Cassis de Dijon Principle) ,这是因为丹麦的有关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不是在形式上的
话)并不能很明显的适用, 即使环境保护可以列入基本规则可能的例外情形之中, 对这一
点我也是认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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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戈登爵士总结说:“我们必须在货物的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这两者的利益间取
得平衡,尽管在取得平衡的过程中, 不得不降低追求环境保护的较高标准。环境保护的程
度必须处于一个合理的水平: 我并不满意在常务理事会中阐述并在听证会中所提到的各
种方法,包括由政府部门或私有企业进行有选择的回收,建立自愿的保证金制度, 对随处
乱扔进行处罚,对公众进行关于废弃物知识的教育, 这些方法都不能建立一个合理标准并
尽可能少的与第 30 条款的规定发生冲突。
”

裁决
根据呈送给他们的证据和戈登爵士的观点,欧洲法院认真考虑其裁决。
1988 年 9 月 20 日, 欧洲法院做出了裁决。
法院在 1988 年 9 月宣布它的裁决时,并不赞同戈登·斯林爵士的许多观点。法院认
为: 丹麦的案例为发现环境保护的紧迫要求可能限制自由贸易规则的应用提供了难得的
机会。
根据法院的裁决,丹麦瓶子的保证金和回收计划是
“确保包装物的再次利用目标的一
个基本条件, 并因此而对实现法规所追求的目标显得非常必要。
”对这一方面的做法,法庭
做出的结论认为,法律对货物自由贸易所制定的限制并非是不均衡的。
但是,对没有采用得到认证的包装物包装的饮料销售量的限制被宣布为非法的,因为
这些瓶子也被回收。法庭做出判决表示, 他们并没有对环境造成危害。并且, 考虑到保证
金和回收系统所设置的进口障碍,其在市场上的销量将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此次判决成为了一个判例,它第一次允许由于环境保护原因而产生对自由贸易的限
制。在英国, 饮料与包装容器生产商对此次判决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一位罐装容器制造商
的官方代表说:“我们非常愤怒,委员会对我们许下许多诺言, 保证不会对不同的包装形式
有区别对待。
”欧洲法院并没有直接提及丹麦对罐装容器的禁令, 尽管英国特意进行了介
入, 以使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得到法庭的重视。英国包装与环境工业委员会(INCPEN)
表示,判决有
“绝对巨大的暗示,如果一项对罐装容器的禁令能与《罗马条约》相一致,那么,
任何对《罗马条约》的偏离,例如强制的保证金制度, 就将不会受到反对。
”
该判决为德国对塑料瓶子实施强制性保证金制度的计划扫清了障碍。丹麦酿酒公会
主席保罗·安东森说: 作为对德国主要的出口商,丹麦的酿酒商在应对德国法律对包装的
严格规定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因为他们有先进的回收利用系统。
类似的,欧洲委员会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因为意大利严格限制使用塑料包装物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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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而把它告上欧洲法庭。同时, 爱尔兰当局因此而将开展对啤酒和软饮料不可重复使用
包装禁令的制定。接下来,欧共体南部国家也开始了有利于本地玻璃瓶制造商的禁用塑
料瓶计划。
判决对环境政策的其他领域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包括丹麦计划实行较欧洲经济共同
体标准更严格的车辆排放限制。

简要分析
丹麦瓶子是一个相当简单的案例,丹麦法律要求啤酒瓶必须回收并重复使用,这虽然
简单,却对进入丹麦的其他啤酒商造成了障碍, 而欧洲委员会认为这一法律违背了共同体
协议,将丹麦告上了法庭。故事从此展开, 由于双方都有理由, 而欧洲委员会的理由更充
分一些,这就看法院的裁决了。从营销的角度来看,它涉及的是绿色壁垒和环境准入问题。
在本案例中, 可以讨论以下问题:
(1) 在哪种情况下,政府的立法要优先考虑环境问题,而非效率和公平问题 ?
(2) 有哪些可能的环境法规可能对市场准入问题产生影响 ?
(3) 你认为丹麦的立法对其他国家的啤酒进入丹麦造成持久的影响吗 ?
(4) 企业如何利用在环境方面的投资来获取相对的竞争优势 ?
(5) 根据已有的资料,你倾向于支持丹麦政府还是欧共体 ?
本案例应该注意的问题:
(1) 立法是否被操纵的。实际上立法也好、法规也好,都是多种利益平衡的结果,作为
企业可以参与并影响立法过程, 但一旦立法成文,就必须遵守法规。中国许多产品都受到
欧洲和日本各种绿色壁垒的限制,但是绿色壁垒实际上是迫使企业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和
技术水平的机会。
(2) 是否小题大做。该案例涉及的问题是小事一桩, 而法院拖延两年才给出判决岂不
小题大做。实际上该案例涉及立法原则问题,这也是该案例传递的重要信息, 即未来环境
问题可以置诸公平、
效率之上,也就是市场准则之上予以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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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山都公司
寻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

生物技术是环境问题的一个有潜在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解决方案, 它不仅可以养活民
众, 而且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脱离贫困所需的经济增长方式…… (生物技术) 使得跨越工业
革命,进入后工业社会成为可能,这不仅在经济上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而且也可维持环境
的良性发展。
———Robert Shapiro

引言
在 1995 年成为化工巨头孟山都 ( Monsanto)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后, 罗伯特·夏皮罗
(Robert Shapiro)就成为可持续发展言论的大力支持者,并寻求依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重
新制定公司的商业战略。夏皮罗的能言善辩引人注目。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和资源集约
农业的扩张, 使得人们陡然面对全球饥饿化和环境退化的幽灵, 夏皮罗正是抓住了人们的
这种忧虑而引起了分析家的注意。夏皮罗发誓要改变公司环境破坏者( 以石油化工为基
础的农用化学品生产者的角色)的形象,他带着一种新的行业———“生命科学”的想法去了
华尔街。通过将以前完全不同的制药、
营养和农业部门整合到共同的生物技术平台,孟山
都公司希望重新恢复自然环境, 并为世界上贫困和无依无靠的人们提供需要的粮食、
营养
和纤维,并通过这种方式给公司带来巨额利润。食品、健康、
希望成了公司的座右铭。
经过短短 3 年的创新过渡,后来又收购了 80 亿美元的资产, 孟山都公司已经只剩下
它曾经辉煌和巨额的化工生意的一个空壳,公司原来的主营业务在 1996 年就开始被替换,
替换所获得的收入用来购买了价值 80 亿美元的种子和生物技术装备。到 1998 年 6 月,孟
山都公司已经以一个纯粹的生命科学公司出现,成为蓬勃发展的农业生物科技方面显而
易见的先行者。孟山都公司现在销售的不是杀虫剂,而是经过基因工程处理的种子,这种
种子可以自然产生对害虫的毒性。
夏皮罗在生命科学上的冒险得到了巨大的回报,1998 年全球基因工程农作物的种植

＊ 本案例在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大学 Kenan－Flagler 商学院教授 Stuart Hart 的指导下, 由 Erik Simanis 编
写完成, 仅用于课堂讨论而不是用于说明管理战略的有效与否。案例的编写得到了 V .Kann Rasmussen 基金会的资助。
版权所有———世界资源研究所,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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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迅猛增长至大约 7 000 万英亩,孟山都公司的品种占据了全部面积的 70% 以上。分析
家预测,转基因 ( 基因工 程 ) 作物 到 2000 年有 30 亿美 元的 市场, 到 2010 年 将增 长到
200 亿美元。孟山都公司从 1993 年起,其扣除利息、
税、折旧和分期摊销(EBITDA) 后的综
合年增长率保持在 15 .5%。仅仅是转 向生命科学后, 其股票持有者 的收益就增长了
285% ,公司的市场资本总额从 1995 年的 150 亿美元左右飞升到 380 亿美元左右。公司最
近宣布与美国家庭产品公司( AHP)合并, 这将使公司的总销售额达到大约 230 亿美元,超
越诺华( Novartis)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命科学公司。
然而,在公司转型和增长的这段时期,欧洲市场对于生物技术和种子的基因工程处理
对人类健康的潜在负面影响和给环境带来的后果提出了质疑。在英国和欧洲的其他地
方, 转基因食品已经被人们认为是“自取灭亡的食品 (frankenfoods)”, 受到各种消费者组
织、零售商和非政府组织的指责。孟山都公司由于它在农业生物科技竞赛中的领导者地
位, 以及它对转基因产品的积极推进, 成了基因工程技术的象征, 成了反生物科技者攻击
的焦点。这种对抗性的冲击也开始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出来, 孟山都公司最近的收购对象,
Delta & Pine Land 公司新近探索并获得专利的一项基因绝育技术 (存留的种子,第二年无
法种植)又进一步引发了这种反对。
这样,在绝大多数方面,夏皮罗出于可持续发展动机而进入生命科学领域确实是成功
的, 股票价格的飙升反映了市场的支持。夏皮罗好像已经证明了利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不是互相对立的。然而,不断增长的消费者抵制和要求食品加工商将转基因粮食和传统
方法生产的粮食区分开来的压力, 给基因工程未来的增长和赢利能力带来了不确定性。
对于这一方面,孟山都公司使投资者进退两难: 孟山都公司的股票还会和前 3 年一样持续
强劲增长,还是有理由认为夏皮罗的战略最终将令人失望 ?

农业: 21 世纪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
在 20 世纪的后半叶,高产的谷物杂交品种、灌溉技术和基础设施以及人工合成的农
业化学产品(如杀虫剂和肥料 )的发展, 使得所有发达国家都采用了对农业进行资源集约
化工业化生产的模式。由此而带来的 20 世纪后半叶的农业产出是相当明显的: 全球谷物
产量翻了一番,人均食品占有量增长了 37% ,人均每天卡路里摄入量提高了 35% , 实际的
食品价格下降了 50%。
然而在世界范围的这一时期内, 营养不良的人数仅仅下降了 8 000 万, 还有 8 .4 亿人
营养不良,每天大约有 4 万人因为饥饿的原因而死去。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地区, 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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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生产能力和一直很高的人口出生率导致了人均食品和卡路里占有的减少。至少一
种微量营养素短缺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在全球范围内,超过 20 亿人由于缺铁而贫血, 每年
有 1 .8 亿儿童由于维生素 A 短缺致病而死亡。
全球食品安全的复杂性由于以下 4 个主要因素而日益提高: 主要谷物的产量下降,人
口和消费的迅速增长, 人口都市化, 以及环境资源的消失和退化。

不断降低的产出
对于世界上的各种主要作物,尤其是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主要食物———谷物,都已
进入了
“产出的高原期”或者叫做
“产出停滞”。从 1961—1979 年, 小麦和玉米产量的增长
率分别从每年 2 .92%降到 1 .78%和每年 2 .88%降到 1 .29%。同时, 世界上绝大多数高品
质的农业用地已经用来耕种,若将仅存的森林、草原和湿地转化为农用地将导致极高的环
境代价。

人口和收入增长
估计在今后的 25 年中,世界人口将增长 20 多亿, 其中 95%的增长是在发展中国家。
平均来看,世界食品消费的 90%是在食品生产国当地。全球收入的增加进一步加重了这
种两难处境。因为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通常消费更多的肉, 肉是一种相当耗费资源的蛋
白质获取方式。通常来说,产生一个单位的肉类蛋白质需要的粮食是产生一个单位的植
物蛋白质需要粮食的 16 倍。

城市化
在今后的 25 年中,估计城市人口将增加 20 亿, 比现在的人数翻一番。与农村人口通
过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或当地市场获取食品不同, 城市人口需要的食品大约有 90%从市
场获得。然而,在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的总人口超过 20 亿, 却只有不足 40%的水稻和
小麦是供应给市场的。

环境
洁净、
新鲜的水正在变得越来越短缺。1997 年联合国的一项研究显示世界人口的
1/ 3 生活在中度或高度用水紧张的国家,在今后 30 年中,这一数字可能上升到 2/ 3。尽管
只有 16%的耕地被灌溉, 农业仍然用去了世界全部河流、湖泊和地下水流量的 2/ 3。而
3/ 4 的可灌溉耕地是在工业化国家。
到 1990 年为止,低劣的农业操作[ 例如, 农用化学品的过度使用、完全的单一作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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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积耕作单一品种作物)、过度犁地] 使得 14 亿英亩的农田退化, 这大约占全世界全部
农田总量的 38%。中等或严重的退化大概影响到 30 亿英亩的农田(基本上与印度和中国
的农田总和相同) ,并且 4/ 5 在发展中国家。退化的主要形式是土壤侵蚀,这主要是由于地
表的土壤被冲走而造成的,大规模的耕作和森林植被被清除加速了这一过程。几乎用任
何方式补充表层土都是缓慢的: 需要 200～1 000 年的时间才能产生 2 .5 厘米(1 英寸)厚的
土壤。而且, 落后的灌溉和排水导致了土壤盐碱化 (盐分聚集) , 影响到 1/ 10 以上的灌溉
农田。
农业的冲击还不仅仅止于在农场的疆界之内。杀虫剂残留物的扩散(杀虫剂通过土
壤扩散、
渗入水源)使得农业成为美国污染最严重的行业, 而(从化肥中)氮流失进溪流和水
系中,导致了富营养化和有毒海藻的泛滥。与不断降低的土壤品质相对应, 工业化国家使
用越来越大量的化肥、杀虫剂和除草剂来保持农作物产量的增长。在美国, 氮肥的使用比
例是每人每年 160 磅,每年美国的农作物使用 22 亿磅杀虫剂。在美国,尽管杀虫剂的使用
从 1945 年以来已经增长了 3 300% ,但农作物因虫害造成的损失并未减少。整体上, 农作
物损失实际增长了 20% ,已经有 500 多种害虫具有了抗药性。

生命科学: 一个正在变革的行业
1996 年出现的生命科学产业,经常被定义为农业综合企业(农业生物科技 )、
制药业和
营养学向一个共同的生物科技平台的集中。它打破了这些传统部门泾渭分明的界线,各
种各样有抱负的企业进行了一系列急速的合并、并购和战略结盟。种子生产商、商用和农
用化学品制造商、
基因研究机构、
制药公司、粮食经营者和食品制造商突然间占据了一个
共同的竞争领域,意识到他们未来的成功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生物科技在生命科学的 3 个分支中任何一个分支的应用,意味着将创造不同的新产
品。在农业领域,例如,来源于生物科技的植物品种可以被设计成能够产生自然的杀虫效
果, 结出的水果或粮食具有更高的营养含量(见下面的
“农业生物科技途径”)。用生物科技
设计的大豆品种,通过它可以制造塑料, 这一品种也正在进行研制, 它是通过使用一种经
过基因工程处理的细菌,它的分泌物可以用来制作一种像莱卡(lycra)一样的纤维。与营养
学联系在一起的商业机会使人们展望下一代的
“营养药品”或者
“功能食品”,这种食品包含
了药物和/ 或具有加强营养的功能。计划中的产品包括含有降低癌症风险的化学物质的
玉米片和含有大豆混合成分对抗骨质疏松症的意大利式细面条。单单在美国这些食品的
潜在市场就相当可观, 1997 年的零售额就达到了将近 50 亿美元。在制药行业,生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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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因技术可以大大加速新药品的发明, 加快开发为病人定制药品的可能性。而且,通过
基因工程可以使植物和细菌制造各种药品。生命科学公司正在寻求利用这些显而易见的
协同优势。
化学公司因为 2 个基本原因而成为这种新的范例的最积极的拥护者。一个原因是,
化工部门长期的生产能力过剩和产品本身的商品属性使得这个部门很难获得超过美国国
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的增长。另一个原因是, 对杀虫剂的管理和原料生产生物科技
的解决方案威胁到这个部门的许多产品, 使它们可能再无用处 ( 见下面的“农用化学产
品”)。在美国,孟山都公司是到目前为止最激进的进行业务投资重组的公司(见下面的
“向
生命科学的转型”)。杜邦公司和道(Dow)公司也积极对自己公司进行重新定位。1997 年,
杜邦公司购买了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公司 Pioneer Hi－Bred 公司 20% (总值 17 亿美元 )的股
份, 以及一家制药合资企业 Merck’s 50%的股份总值为 26 亿美元。杜邦公司也购买了国
际蛋白质技术公司( Protein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这是一家基因大豆蛋白的生产和供
应商。道化学公司的一家子公司 DowElanco, 购买了伊利诺伊基础种子公司(Illinois Foun－
dation Seeds)和美国第四大玉米种子生产商 Mycogen 公司 65%的股份, 总值为 1 .26 亿美
元。道化学公司也花了 12 亿美元购买了一家合资的制药公司 Eli Lilly 40%的股份。许多
欧洲的化工和制药业巨头, 包括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BASF AG) , Bayer 股份有限公司,
Zeneca 公司, Rhone－Poulenc 公司和 Hoechst 公司, 也开始建设它们的生命科学分支机构。
在 1996 年由 2 家在全球开展化工和制药业务的瑞士公司 Ciba－Geigy 和 Sandoz 合并而成
的诺华公司仍然是这一行业的领导者, 其 1997 年的销售额超过 230 亿美元。诺华公司是
世界第二大的保健产品公司、
最大的农业综合公司和第三大营养产品和补充品公司。
考虑到这一行业相对较新和进入者各种各样的背景, 各个公司开展生命科学业务的
方式也是多种多样。但出现了 2 种基本的结构战略: (1)“单一业务”公司, 他们剥离了所
有非生命科学部门(例如, 孟山都公司和诺华公司)。(2)
“混合业务”公司,他们既保持重要
的工业和精细化工部门,同时加强对于生命科学的关注 (例如杜邦公司、
道化学公司、
Bayer
公司和巴斯夫公司)。生命科学 3 个不同分支对于不同公司的财政贡献具有很大的差异。
孟山都公司的财政由它的农业生物科技业务主导。农业方面的产品占总收入的 42% ,制
药方面占 32% ,营养和消费产品占 20% ,其他产品占 6%。与之相对照的是,在 10 家最大
的生命科学公司中有 8 家制药仍是其主营业务部门。例如, 诺华公司 60%的收入来自其
保健部门,27%来自农业综合技术, 13%来自营养部门。这 10 家中的另外 2 家公司, 杜邦
公司和道化学公司, 主体仍然是化工和原料公司, 1997 年它们分别有 6% (25 亿美元 )和
13% (26 亿美元)的收入来自农业生物科技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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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一行业最终的结构仍然没有确定, 但是绝大多数分析师认同生命科学即将迅
猛增长。在孟山都公司 1997 年的年度报告中, 罗伯特·夏皮罗引用了英特尔的首席执行
官高登·摩尔( Gorden Moore)长达一整页的讲话, 将生命科学行业和计算机行业的增长潜
力进行比较, 他认为,“基因信息的实际应用数量每一年或两年就会翻一番,”这就是所谓的
“孟山都定律”。

农业生物科技/ 综合农业业务: 部门概览
农业生物科技/ 综合农业业务的市场总值大约 450 亿美元,可以被进一步划分为两个
部分: (1)农用化学产品,例如, 除草剂、
杀真菌剂和杀虫剂; (2)种子或种质,种质是基因的
传递机制。生物科技的引入已经将这些传统的低增长部门转化为高增长、高技术行业。
生命科学中最早的生物科技应用绝大多数出现在这个部门。

农用化学产品
农用化工行业占农业生物科技/ 综合农业业务销售额的 65% 左右, 市场高度集中,前
10 大公司控制了全球市场的 81% (见图 3．1)。在将农用化学产品市场按照农作物的种类
进行分解时, 各个公司不同的能量就看得非常明显了。例如, 在 1997 年,美国氨基氰公司
( America Cyanamid)控制了大约 65%的大豆除草剂市场, 孟山都公司占有大约 30% 的市

图 3．1

1998 年世界农用化学品销售额

资料来源 : 孟山都公司《农业基本情况》(油印公司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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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在玉米除草剂市场, 诺华公司是主导力量, 占据了市场的 30% , 孟山都公司、杜邦公
司、巴斯夫公司(BASF)每家占有 10%～20%的市场。
从历史上来看,化工生产商高额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成为进入这一行业的一个壁垒。
但是,生物科技和
“绿色化工”的来临使得投资已经从固定资产转向了公司的研究和开发
中心。生物科技和基因研究的高成本使得研究和开发部门的花费已经和制药企业的研发
部门水平相当(销售收入的 10% ～15% ) , 这一投资远远高于基础化工行业 3 .5 %的平均
水平。
估计农用化工产品市场的总体增长水平是每年 1%～2%。这一部门未来的赢利能力
主要受到 3 个方面的威胁: (1)政府部门对于使用传统农用化工产品的限制( 通过食品质
量保护法) ; (2)对农用化学产品环境影响的关注在不断增长; (3) 发达国家农用化学产品
的供过于求。

全球种子市场
1998 年全球种子市场的总值在 150 亿美元左右。这一行业经历过重大的合并, 现在
由少数几家(美)国内/ 国际大的供应商主导, 包括杜邦公司、孟山都公司和诺华公司。通
过它的子公司 Pioneer Hi－Bred,杜邦公司在 1998 年获得了 18 亿美元的销售收入, 控制了
34%的玉米杂交种子市场和 17%的大豆种子市场。孟山都公司通过购并 DeKalb 公司、
Asgrow 公司、
Holden’s Foundation Seeds 公司、
Delta & Pine Land 公司( 有的已收购,有的
宣布收购) ,估计 1998 年种子部门的收入是 18 亿美元。诺华公司 1998 年从其种子业务中
得到了大约 10 亿美元的收入。其他大公司包括 Cargill North America 公司, 法国公司
Groupe Limagrain(1998 年收入 7 .33 亿美元 ) , Astra Zeneca 公司 (1998 年收入 4 .12 亿美
元) ,墨西哥公司 Savia S .A . de C .V .(1998 年收入 4 .28 亿美元)。
与农用化学产品行业一样,许多种子公司主导着某一特定的农作物市场。例如,孟山
都公司的并购目标 Delta & Pine Land 公司, 1998 年控制着北美棉花种子市场的 71%。同
样, 孟山都公司 (通过 DeKalb 公司 )和杜邦公司 (通过 Pioneer Hi－Bred 公司) 总共占据了
1997 年北美玉米种子市场的 52%。

农业生物科技途径
农业生物科技产品可以按照下面的标准来分类: 一类具有导入特征, 一类具有导出
特征,还有一类具有生物工厂的功能。孟山都公司代表着从导入特征到生物工厂功能的
三重波浪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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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导入特征或者说是具有农艺学特征的基因工程作物,因为增加了产量或者降低
了对杀虫剂和肥料的需求而给农民带来价值。孟山都公司绝大多数起始阶段的研发都集
中在这一领域。孟山都公司的 Roundup
“ Ready”系列作物可以不受孟山都公司 Roundup
除草剂的影响,这就使农民可以推迟到庄稼发芽之后再使用除草剂, 从而减少了除草剂的
使用频率和使用量。
“田野卫士”玉米是孟山都公司生产的可以抵抗虫害的作物品种之
一, 它含有一种自然存在于土壤中的细菌 Bt (Bacillus thuringiensis) 的基因, 通过有机培养
这种有机物可以杀死害虫。一旦被加入到农作物的基因组中, Bt 基因就可刺激农作物产
生一种对特定害虫有毒的蛋白质。其他的遗传特性也被注入到同一种作物品种中, 或者
也可以称作
“堆砌”。例如,孟山都公司可以提供一种抗螟蛉蚜虫同时耐受 Roundup 除草
剂的棉花种子。
具有导出特征或者称作高品质特征的农作物,提高了制成食品和纤维的品质,从而给
消费者带来了价值。通过设计可以使农作物集成药物特性、增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
例如,杜邦公司就将其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这一领域, 据估计这一领域的市场总值大概有
5 000 亿美元。杜邦公司和 Pioneer Hi－Bred 公司的这家合资公司 Optimum Quality Grains
公司向动物饲料市场推出了一种高含油量的玉米种子。同样, 孟山都公司正在和 Cargill
公司共同组建合资公司 Renessen。Renessen 公司将为食品处理行业和动物饲料市场开发
生物科技改良的产品。
生物工厂产品是通过基因工程进行改良, 能够比传统方式使用更少的能源,对环境的
影响更小的方式生产产品, 例如生产塑料。Dow －Cargill Polymers 公司, 这家由道农业科
技公司和 Cargill 公司的合资企业,已经成功地以玉米为原料制造了一种塑料,尽管其商品
化要到 2000 年才会考虑。

生物科技和农业供应链
许多工业家相信,生物科技将影响以商品为基础的农业文化的价值链,并对它进行本
质上的重新构架。现代农业生产大量相类似的作物供各种用途使用, 并可以大批量的进
行运输。然而夏皮罗和其他人预言,未来将会是农民专为少数生产商或者消费者种植定
制的作物,因此需要通过价值链的一种新的结构保持这些定制作物的特征。

起始阶段 : 从公司成立到 1972 年
孟山都公司的历史是从约翰·昆尼 (John Queeny)1901 年建立孟山都化工厂开始。
孟山都公司起始阶段的产品是像糖精、咖啡因、
香兰素这样的食品添加剂。到 1917 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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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开始生产石碳酸(一种防腐剂)和阿司匹林,直到 80 年代,公司还一直是阿司匹林最大的
制造商。在约翰·昆尼的儿子埃德加(Edgar)的领导下, 公司开展了多样化经营,橡胶添加
剂、塑料及合成树脂,是公司整个 70 年代的经营重点。阿克利纶、阿斯特罗草皮聚氨酯泡
沫和其他人工合成产品是公司最著名的产品。但是, 孟山都公司也许是经常和臭名昭著
的化学品联系在一起的公司。例如符合政府规定的 Agent Orange, 以及占有统治地位的
产品聚氯联二苯,这一产品在 1976 年禁止生产以前,孟山都公司就已主动停止了生产。
1960 年,公司建立了农业部门。对杀虫剂和肥料生产公司的并购补充了孟山都公司
内部原有的除草剂部门。在 70 年代早期,公司开发了重量级的除草剂 Roundup,一种具有
活性成分草甘膦的广谱除草剂 (对极多种类的植物都有效, 包括对农作物本身 )。草甘膦
有一些对环境有利的特征: 它是非持久性的(可以经过一段时间被生物分解 ) ,它不会通过
食物链在生物体内积累(在食物链中,它的相对集中度不会增加) , 它可以通过土壤中自然
存在的有机物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氮一类的物质, 它对动物没有毒性(草甘膦影响一种蛋白
质的生成,而这种蛋白质只在植物体中存在, 并影响它们的生存) , 而且它与土壤中的有机
物紧密结合, 使得它极不可能渗入地下水中。另外, 不像其他的除草剂, 可以在水的表面
迅速扩散,它是少数几种可以直接作用于水生杂草的注册产品。Roundup 迅速成为世界
上销售最好的除草剂并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专利。孟山都公司开发了众多使用草甘膦作
为活性成分的产品系列, 使用 Roundup, Rodeo, Azural, Accord, Polaris, Roundup Bioforce 作
为商标销售。

为生命科学创造条件
在 20 世纪 70 年代, 孟山都公司经历了它的主营业务———以石油为基础的化工产品
的赢利能力逐渐枯竭的情况。化工行业低增长周期性的属性促使公司重新思考它的方向
和战略。1972 年,杰克·汉雷(Jack Hanley)成为孟山都公司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 上任之
初, 他就开始与美国内著名的科学家探讨技术的未来。
“答案一次又一次的是分子生物学
和遗传学,专家们尤其强调,重点会在人类健康方面。
”
1975 年,孟山都公司已在它的农业部门建立了一个生物学研究项目。形成了一支拥
有在基因克隆、
微生物遗传学、
细胞移植和组织培养、
DNA 转换领域众多著名科学家组成
的团队,开始了孟山都公司向基因工程领域的尝试。1982 年, 孟山都公司的科学家在历史
上首次改变了一种植物细胞的遗传特性, 获得了《华尔街日报》在头版报道的认可。到
1986 年 2 月,对 Roundup 除草剂、
害虫和疾病具有免疫力的西红柿在孟山都公司密苏里州
切斯特菲尔德的温室中种植。仅仅 16 个月后,1987 年 6 月 2 日,美国农业部允许孟山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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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它新建立的试验基地,伊利诺伊州的 Jerseyville 种植转基因的西红柿, 这是转基因植
物首次在户外种植和生长。
同样在 1986 年,孟山都公司用 27 亿美元购买了芝加哥的一家制药公司 G .D . Searle
& Co, 并和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达成了一项 2 300 万美元的研究协议,同
时还花费 1 .5 亿美元在切斯特菲尔德建设了世界一流的生命科学研究中心。

罗伯特·夏皮罗和生命科学: 通向可持续发展之路
罗伯特·夏皮罗 : 可持续发展的远见
1995 年,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罗伯特·夏皮罗开始为这家有 95
年历史的化工公司掌舵。夏皮罗从 1985 年开始了他在孟山都公司的职业生涯。那时,他
是制药公司 Searle 的子公司 NutraSweet Group 的总裁, 他的公司被孟山都公司并购了。
并购之后,夏皮罗被任命为孟山都子公司 NutraSweet Group 的总裁。1990 年,他被选为孟
山都公司执行副总裁, 以及孟山都公司的一个执行部门———农业集团的总裁。3 年以后,
夏皮罗被任命为孟山都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在加入 Searle 之前, 夏皮罗的职业经历
包括: 在西北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担任法学教授, 纽约的律师事务所 Poletti,
Freidin, Prashker ,Feldman,Gartner 的律师,通用设备公司的副总裁和首席律师。
夏皮罗随和, 容易接近, 并且深信对员工授权和管理层扁平化的作用。按照他的风
格, 夏皮罗将孟山都公司在圣路易斯总部的总裁停机坪改建成了员工福利中心, 他拆掉了
高层经理人员的独立办公室,建成开放的空间以促进员工互相间的交流。
1994 年,在他即将被提升为首席执行官之前,夏皮罗寻求重新将孟山都公司的战略方
向集中到他认为正在出现的一个间断点上, 这一间断点是由于人口不断发展的趋势和人
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封闭系统的局限性造成的。
我们认为无限的事物其实是有局限的, 我们正在开始接近这种情况。这将
改变许多现行经济的基本情况, 它将改变价格, 它将改变那些以前社会认可的
事务。
为了明确阐明这个新的使命,夏皮罗组织了一个由 25 位成员组成的跨部门的团队,
这些成员都是孟山都公司现在和将来的领导者,他们被派遣去考虑公司在演变的世界中
的角色。建筑师 Bill McDonough, 商业可持续发展领袖 Paul Hawken 和被请到公司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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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统的非公司员工对公司的核心假设提出了挑战。通过这种活动, 公司集中于可持续
发展成了显而易见的事。
在充满活力、充满感情的内部变革力量的支持下,夏皮罗宣布了孟山都公司引人注目
的新的行动方向, 它综合了简单明了的商业逻辑和对未来全球环境和社会变革的敏锐
观察:
我们认为更加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这种经济方式满足人类需要的同时
也给人们提供了精神上和审美上令人愉悦的环境, 并且能持续地维持生命的生
存———对于这种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能够通过市场表达出来……我们
在本质上是一家技术公司。我们的职责是必须用先进的科技尽可能地创造产
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应该和我们坚信的正在出现并将不断扩大的对于可
持续发展的需求相一致。
夏皮罗公开承诺公司将使用对环境而言是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来解决人口膨胀对于食
品和纤维的需要。实现这一想法, 就必须从以材料为基础的化学学科转向以信息为基础
的生物科技学科,生命科学概念所扎根的平台是实现这一远见所必需的条件。

生物科技与可持续发展
生物科技或者叫做基因工程(见附录 2) , 被公开指出可以为社会和环境带来利益: 改
善主要农作物的营养品质, 增强抗旱能力, 减少因为快速成熟而在收获后造成的损失,提
高可运输性。从理论上说,植物可以通过基因工程的改造, 在环境恶劣或品质差的土壤中
生长,减少要求保护环境敏感的地区农业用地的压力。植入具有抗虫害和加速植物生长
的基因,可以排除对杀虫剂和其他农业投入的需要, 从而避免了世界上的一种主要的污染
源, 也减少了农业加于环境的负担。图 3．2 说明了孟山都公司的 NewLeaf 马铃薯对环境
可能带来的好处,这种马铃薯通过基因工程处理, 可以自身抵御毁灭性的科罗拉多马铃薯
甲虫。与传统的植物培育方法依靠试验和试错相比, 基因工程技术大大降低了识别和分
离需要的遗传物质所需的时间。
不仅仅是私营部门认识到这些潜在的好处。世界各地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们正在致力
于植物的基因工程研究,在许多情况下是因为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瑞士联邦技术研
究所的科学家们正在改善水稻品种,使它含有高水平的微量营养素铁和β胡萝卜素。β胡
萝卜素可以在人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这种
“黄金水稻”, 这样命名是因为它的颜色是黄
的, 可能使亚洲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避免由于长期缺乏维生素 A 而失明或死亡,帮助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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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农业生物科技和可持续发展 : 孟山都公司新叶马铃薯的系统影响

界大约 30 亿人摆脱缺铁的痛苦。洛克菲勒基金会, 这家致力于使穷人维持生活和变得富
足的基金会, 是生物科技的积极支持者,它积极资助在亚洲、
拉丁美洲和非洲进行的研究。
在墨西哥,一家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机构在水稻和玉米中加入了基因, 使得它们可以
抵抗高浓度的铝,含有高浓度的铝是一种土壤毒性问题, 它限制了在热带地区大面积地种
植谷物。在印度,另外一家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机构在水稻中加入了基因, 它可以帮
助植物抵抗被水淹,这在亚洲的部分地区是一个普遍的难题。

实施可持续发展
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夏皮罗依靠最初形成这一想法的团队的能力和创新精神
来推动更多的人参与这一行动。在 4 个月之内,大约有 80 人开始加入进来, 大都是了解了
这一项目后自愿义务参加的。在 1995 年 10 月他们的第一次会议上,他们决定成立 7 个团
队, 分别关注经济效率、
全部成本会计分析、可持续发展性的评价标准、新产品和业务、水、
全球饥饿和全公司关于可持续发展性的培训。
孟山都公司除了其原有的 3 个全球性的业务部门外(农业、
制药和营养) ,新组建了可
持续发展业务部门。
“农业发展持续性”小组负责开展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技术的商业化
工作。
“精确农业”小组研究应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和其他技术来决定一个农场中

58

孟山都公司 : 寻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需要养料和投入的准确位置。还有一个“小农场主”小组负责开发产品、服务、建立合作
关系以满足发展中国家小规模农场的需求。在非洲和东南亚, 它 与 Winsock, Sasakawa
Global 2000 以及其他重要的农业方面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 以求进一步了
解小规模经营农民的需要。
孟山都公司也寻求将小额贷款纳入它的发展中国家战略,它成为了世界小额贷款峰
会组织的经济资助者和积极参与者,这个创建于 1997 年的组织是一个全球性的小额贷款
从业者的网络。这一组织通过对希望进行小规模商业投资的个人或社团发放无需抵押的
小额贷款(经常低至 25 美元) ,帮助他们缓解贫困。1998 年 6 月,孟山都公司的管理人员和
国际公认的小额贷款先行者 Grameen 系列组织准备进行一种独特的合作关系: 在孟加拉
国建立 Grameen—孟山都技术中心, 通过对小规模经营的农民发放贷款,向他们提供现代
先进的农业工具和技术,以帮助他们达到环境可持续发展下的自给自足。
孟山都公司也与肯尼亚、
墨西哥、印度和东南亚的研究机构开展了研发方面的合作,
公司也向当地赠送了自己的抵抗当地物种疾病的专有技术。例如: 在墨西哥, 马铃薯 X
病毒、
Y 病毒、
卷叶病病毒的抗体被移植到当地的马铃薯物种中; 在肯尼亚, 当地的甜马铃
薯物种获 得了甜 马铃 薯羽 毛斑病 毒 ( SPFMV ) 的抗体, 每 一季 甜马 铃 薯羽 毛斑 病毒
(SPFMV)将使 50%～80%的这种作物死亡。

向生命科学的转型
但是将一家具有 95 年历史的化工巨人转型为以可持续发展能力为驱动的生命科学
公司需要对 Monsato 公司的内部结构进行剧烈的变革。
我们公司一方面有化工业务, 另一方面又经营生命科学业务, 这种分歧产
生的问题是, 我们最终不得不使公司文化有所妥协,使这两方面都只能达到次优
……例如,生命科学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与化工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有相当大
的差异,他们不仅具有不同的教育背景,思考方式也不相同。一类人更多地想创
造出一鸣惊人的新产品,而另一类人更多地关注运转良好和消费者的需求。
1997 年,孟山都公司的精细化工业务、大宗化工产品业务和原来公司的核心业务剥离
出去成立 Solutia。调整后的化工部门在 1996 年估计会有 26 亿美元的销售收入和 2 .65 亿
美元的营业收入,而生命科学业务估计有 60 亿美元的销售额。
Donaldson 公司的 Bill Young, Lufkin 和 Jenrette 提出了一些担心,即随着这些业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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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离,孟山都公司对 Roundup 除草剂(孟山都把农业除草剂作为生命科学公司的一部分保
留下来)的依赖程度将会加强。自从大约 25 年前公司推出该项产品开始, Roundup 除草剂
的销售一直以每年 20%的速度增长, 大部分的增长来自于美国之外, 美国是 Roundup 除草
剂的专利能受到保护的惟一国家(该专利到 2000 年到期)。有 2 个主要因素保证了这种持
续的增长: (1)孟山都通过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和提高经营效率, 降低单位成本,从而有能力
为 Roundup 开拓更大的市场; (2)耕地保护运动的不断扩展, 这是由于通过使用除草剂代
替犁地除草的这种耕作方式, 从而减少了土壤流失, 提高了土壤品质, 又由于 Roundup
除草剂的有效性和高效的环保特性,使它 成 为耕 地 保 护 运 动首 选 的 除 草 剂。 1996 年,
Roundup 除草剂的销售占了大约公司全部销售额的 25% ,公司营业利润的 40%～50% ;其
他化工产品占了全部利润的 24%。
同时,夏皮罗采取积极的态势并购具有技术竞争力的公司和对于公司的成功具有关
键意义的资产。仅仅 1996 年,他花费 7 .5 亿美元用于购买几家生物科技种子公司的所有
权和股权: Calgene 公司(54% ) ,DeKalb Genetics 公司(40% ) , Ecogen 公司(10% ) , Agracetus
公司(100% )。
1997 年 2 月,孟山都公司出价 2 .17 亿美元购买了 Calgene 公司其余的股份,并完成了
对 Asgrow Agronomics 公司的并购,这家公司在大豆的研究和育种方面是全球领先的。之
后, 孟山都公司投标 10 .2 亿美元购买私人拥有的 Holden’s Foundation Seeds 公司和它位
于得梅因(Des Moines)的 2 家销售代理商 ( 全国杂交玉米服务公司和玉米国际公司 )。
Holden’s 公司提供的种子占全美玉米种子市场的 35% ,每年获得的收入大约是 4 500 万美
元。夏皮罗还出资 2 .18 亿美元与 Millenium 结成联盟 (更名为 Cereon Genomics) , 这是一
家在遗传学研究方面具有领导地位的公司,它随后于 1997 年 11 月并入孟山都。在 1997
年底,孟山都公司也用了 1 .6 亿美元获得了对 Agroceres 公司的控制权,这是巴西一家主要
的玉米种子公司。
1998 年 5 月,孟山都公司又一次在竞标中胜过对手,以现金 25 亿美元购得 DeKalb 公
司余下的 60%股份。没过多久,公司又宣布了与 Delta & Pine Land 公司的一次价值 18 亿
美元的换股交易,该公司是一家美国棉花种子市场的主要供应商, 占有美国 71%的市场份
额。孟山都公司又在 1998 年 6 月以 14 亿美元兼并了 Cargill’s 公司在中美洲、拉丁美洲、
欧洲、
亚洲和非洲的国际种子分销业务。总共加起来, 在 3 年的时间内孟山都在并购方面
花了大约 80 亿美元。
表 3．1 列出了孟山都公司的生命科学业务在制药、
农业和营养品等 3 个领域中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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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产品及每一部分的财务贡献。
表 3．1 孟山都公司 1997 年度报告 : 分类数据
净 销售额

经营贡献(1)

单位 : 万美元
经营收入(损失)(2)

项 目
1997

1996

1995

1997

1996

1995

1997

1996

1995

农业产品

3 126

2 555

2 134

762

639

508

112

520

478

营养和消费品

1 535

1 581

1 371

304

338

294

211

193

186

制药

2 407

1 995

1 711

340

223

144

318

79

132

446

217

194

(142)

(124)

(84)

(142)

(197)

(98)

7 514

6 348

5 410

1 264

1 076

862

499

595

698

公司和其他
总计

总
项 目
1997

资
1996

产

资 本支出
1995

折旧和摊销

1997

1996

1995

1997

1996

1995

农业产品

4 520

3 007

2 329

341

280

135

208

153

142

营养和消费品

2 646

2 635

2 653

82

98

72

118

125

119

制药

2 865

2 391

2 619

190

89

78

136

130

127

752

581

375

31

33

16

25

15

17

2 623

2 755

11 237

10 731

644

500

301

487

423

405

公司和其他
不能持续经营
总计

10 774

(1) 经营贡献是指除去商誉摊销、重组和其他非经常项目的经营收入。
(2) 经营收入( 损失 )受 1997 年研究和开发购销影响, 以及 1996 年和 1995 年重组和其他非经常项目的影响。

平等的合并
1998 年 6 月 ,孟山都公司宣布了与 American H ome Products ( AHP ) 的合并, 合并
后的公司在生命科学市场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1998 年的预期销售额大约为 230 亿美元。
AHP 是世界上最大的药品和保健产品研发公司, 也是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发明、开发、
生产和销售的领导者。AHP 还是疫苗、生物技术、农业产品和动物保健市场的领导者。
根据当时市场的价格, 新公司的市场价值超过 960 亿美元, 新董事会由 22 位成员组成,
AHP 公司和孟山都公司各占一半。孟山都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
夏皮罗和 AHP 公司的董事会主席、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斯塔福德将是联合主席和
联合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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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工程产品投放市场
农业生物技术时机
孟山都公司在 1994 年推出了它的第一种生物技术产品——— Posilac, Posilac 是一种经
过基因改造的牛的生长激素,它在母牛的垂体腺中产生一种荷尔蒙能刺激牛奶的形成。
注射重组(通过基因改造)的牛的生长激素能使母牛的产奶量提高 10%～15%。由于牛的
生长激素对牛奶的营养质量没有影响, 并且和没有注射生长激素的母牛所产的牛奶实际
上是一样的,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没有要求食品生产商必须标明产品是由注射生
长激素的母牛生产的牛奶制作的。
在欧洲,对疯牛病的恐慌和由此引致对政府管理机构的不信任,从一开始就妨碍了牛
生长激素的销售。最近在英国发现的疯牛病,也叫牛脑海绵组织病, 是一种能造成牛脑退
化的疾病,当它与一种在人体上检查到的类似疾病 (Creutzfeldt－Jacob 病 )联系起来时,造成
了极大的恐慌。欧洲政府官员先前曾经宣称, 疯牛病不会因为吃了受感染动物的肉就传
播给人类。
孟山都公司首批应用生物技术的农作物产品———可以抵御 Roundup 除草剂的大豆
和
“田野卫士”玉米———于 1996 年在美国实现了商品化,这些可以抵御 Roundup 除草剂的
作物含有一种能使植物对草甘膦免疫的基因, 而草 甘膦正是孟山都 公司广受欢迎的
Roundup 系列广谱除草剂的活性成分。因为 Roundup 除草剂对所有植物都有毒性, 包括
对各种农作物,因此通常被用作事前使用的除草剂 (就是在农作物发芽前使用 )。有了可
以抵御 Roundup 除草剂的作物, 农民就可以更好地确定除草剂的使用时机(比如等农作物
已经发芽,杂草也开始生长的时候才开始喷洒除草剂,就能减少除草剂的使用量 )。可以
抵御 Roundup 除草剂的作物也使得应用保护土壤的耕作技术更容易了, 这种耕地保护技
术已经越来越受欢迎(实际上也很重要)。在种植农作物之前, 农民们经常犁地来翻掉草
根和控制杂草(翻动有杂草种子的土壤,可以使杂草不能发芽生长)。但是, 犁地大大增加
了土壤侵蚀和杀虫剂流失。使用可以抵御 Roundup 除草剂的作物, 可以大量减少犁地,甚
至不用犁地, 因为现在在农作物生长的季节, 也可以使用含有草甘膦的除草剂来控制杂草。
“田野卫士”玉米含有一种土壤中的细菌 Bt 的基因 (见前面的“农业生物科技途径”) ,
它能保护玉米免受欧洲玉米钻孔虫(ECB)的危害。在美国大约有 3 700 万英亩的土地种植
玉米,每年玉米的产值在 243 亿美元左右, 在欧盟国家, 玉米的种植面积大约是 500 万英
亩。欧洲玉米钻孔虫(ECB)是一种昆虫, 在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地区, 它的幼虫毁掉了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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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的玉米。通过传统的作物育种方法和生物控制方法 (就是使用吃钻孔虫的昆虫 )的尝
试,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不成功的。而且, 尽管化学的杀虫剂是有效的, 但只有少量的玉
米田通过化学杀虫剂进行治理, 因为杀虫剂的使用需要准确的时间, 而且寻找 (亲自查看
作物)这种害虫也很困难。
在 1996—1998 年这段时间,孟山都公司提供了多样化的产品。可以抵御 Roundup 除
草剂的遗传物质被加入到 canola,棉花和玉米种;抗虫害的遗传物质被加入到马铃薯(新叶
马铃薯)和棉花(Bollgard 棉花)中。新叶马铃薯能抵御破坏性极强的科罗拉多马铃薯甲虫
(见图 3．2)。Bollgard 棉花含有 Bt 的基因,能抵御蚜虫和螟蛉虫。传统的棉花生产使用的
杀虫剂占世界杀虫剂总用量的 25%左右, 仅仅美国棉花种植量最大的 6 个州就要用掉超
过 60 万英镑的杀虫剂和化学肥料。制造一条普通牛仔裤所需的棉花大约需使用 3/ 4 磅的
杀虫剂和人工合成肥料。
加入多种新的遗传物质的作物也进行了商品化。这包括能抵御蚜虫和螟蛉虫同时可
以抵御 Roundup 除草剂的棉花,以及新叶增强型马铃薯和新叶 Y 马铃薯,这两种马铃薯不
仅能抗虫害还能抗两种病毒(分别是马铃薯卷叶病毒和马铃薯病毒 Y)。

生物科技和农民的认可
孟山都公司的农作物生物科技产品不是通过销售, 而是授权农民特许使用。在孟山
都公司
“种子就是软件”的特许使用协定下,农民不能使用除孟山都公司的 Roundup 除草
剂以外的其他含草甘膦的除草剂。而且, 农民不能保留或重复使用种子,并且必须允许现
场监督人员视察农作物的生长状况, 后来这一做法被取消了。孟山都公司经常因为对其
专利的 激 烈 保 护 而 受 到 批 评, 这 些 批 评 因 公 司 在 加 拿 大 雇 佣 一 家 私 人 侦 探 公 司
Pinkerton’s 的事被揭发而达到了顶点。
但是,农业科技产品这种特殊的营销方式好像并没有影响人们对它的使用。孟山都
公司生物科技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从 1996 年的大约 300 万英亩飙升至 1997 年的 1 800 万英
亩, 1998 年更达到了 5 700 万英亩。所有生物科技公司的转基因作物的销售增长了 6 倍,
从 1996 年的 2 .35 亿美元增长到 1998 年的 12 亿～15 亿美元。分析师预计,2000 年这一销
售额将增长到 30 亿美元或者以上, 2005 年达到 60 亿美元,2010 年达到 200 亿美元。
1998 年,美国大豆种植面积约 1/ 3( 大约是 2 500 万英亩 ) 是孟山都公司的 Roundup
Ready 除草剂的大豆品种。在全世界将近 7 000 万英亩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中, 孟山都
公司的品种占了 70%以上。
在地域分布上,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仅美国就占去了 74% ;加拿大占了世界总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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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的 10%。阿根廷的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占了世界总种植面积的 15% , 是发展中国
家中惟一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较大的国家。但是,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 他们有的已经
批准了转基因作物的商品化,有的正处于田间试验阶段。中国在 1997 年批准了转基因作
物的商品化, 其中包括对孟山都公司的 Bollgard 棉花的商品化。南非在 1998 年批准了转
基因作物的商品化,其中也包括对 Bollgard 棉花的商品化,在 KwaZulu －Natal 省进行的多
年田间试验表明,这些产品可增加 20%的产量。世界第三大棉花生产国印度,也在进行测
试和田间试验,它有 2 200 万英亩的棉花种植面积。
1997 年由美国农业部进行的农业资源管理研究显示,农民采用具有抗虫害遗传物质
的转基因作物的主要原因是为了
“通过控制虫害增加产量”(54%～76%的使用者) 和
“降低
杀虫剂费用”(19%～42%的使用者)。

生物科技和消费者的认可
尽管美国农民认可了转基因产品,消费者和非政府组织仍然强烈反对转基因产品,尤
其是在欧洲, 公众担心转基因产品会对人类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以及它们本身会给环境带
来的一些不良后果。环境保护基金(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的资深科学家丽贝卡·
格德伯格(Rebecca Goldburg)指出,通过基因工程在食品中加入蛋白质可能导致某些人对
从前可以吃的食品产生过敏。其他科学家认为,作物中加入的抗除草剂的基因可能会传
递给与作物密切相关的草类植物,制造出
“超级杂草”。依靠土壤中的细菌 Bt 作为天然的
控制害虫手段的
“使用有机方法”的农民担心,在种植数百万英亩的单一作物地区 (田地中
只种植一种单一作物)引入 Bt 基因,将提高害虫对这种有效的生物学控制手段的抵抗力。
还有人对基因使用的伦理学前提提出挑战。
发展中国家的活动人士提出了别的担心。1998 年,他们披露,一项种子绝育技术的专
利被联合授予了美国农业部和孟山都最近宣布的收购对象 Delta & Pine Land 公司。反生
物技术的活动人士给这项技术造了个新名字, 称作
“终结者”, 它能毁坏转基因作物所收获
的种子,使农民不能种植作物收获后留下的种子,从而保护公司的知识产权。但是在许多
发展中国家, 保留种子有几百年的传统。激进主义者和非政府组织也大声呼吁, 他们担心
专利研究的扩大和跨国公司影响力的不断增长,将导致只有那些富裕的农民才负担得起
这些技术,从而进一步拉大了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公司对于种子和作物品种的垄断
可能导致加强基因的单一性和品种的单一种植,因而代替了当地的品种而使得生物多样
性受到损失。因此,一个国家的食品供应可能变得更容易受到病虫害的冲击。而且,被西
方国家政府的知识产权所允许的转基因作物种植的专利模式 (每年购买专利许可才能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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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公开冒犯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并引起平等性的问题。
欧洲消费者、零售商和非政府组织发起运动, 要求对所有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用标
签注明。为了反对这一要求,孟山都公司引用了 1992 年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政策,政策指
出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
“实质上是相同的”。而且, 花高昂的成本将转基因食品和非转
基因食品通过商品流通渠道分离开来,实际上可能做不到,也是没有必要的。来自加拿大
和阿根廷的贸易代表, 以及一些重要的大豆出口国都一致同意这一看法。他们宣称, 处
理、储存和运输的成本将增加 20%。
孟山都也将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对转基因食品作出的实质上相同的鉴定应用到国
际贸易领域, 宣称各国不应该在预防原则的基础上限制转基因产品的进口。在预防原则
下,“为了避免环境退化,缺少科学确定性不能成为拖延使用这种有效方法的借口”。农业
生物科技行业和美国贸易代表担心某些国家将使用预防原则作为借口, 减少进口以保护
本国的农业。

反生物科技运动
在欧洲,由绿色和平组织领导的一场运动[ 有点讽刺意味的是,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 由杰里米·瑞夫金 (Jeremy Riflcin)和他的美国组织———经济趋势基
金会( the Foundation on Economic Trends )所发起的反生物技术的活动]有效地引起了媒体
的广泛报道, 并使科学家和消费者关注着它的最新进展。
令人难忘的活动场景是: 激进主义者坐着救生艇阻止装满谷物的货船在比利时和英
国靠岸;在食品制造商雀巢、联合利华和达能的各国办公室外展现了巨幅标语;人们用喇
叭大声宣传转基因物质的危险; 激进主义者身穿白色排污服, 毁坏转基因作物的试验田;
一卡车的转基因大豆被倒在了欧洲生命科学贸易协会伦敦办公室的门口; 转基因反对者
在科隆大教堂悬挂着条幅,写道
“人类不是上帝———停止基因使用”。
媒体每天对
“自取灭亡的食品 ( Frankenfoods)”的报道导致了消费者和环境组织的进
一步行动。1997 年 9 月, 包括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山脉俱乐部、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
华盛顿特区的国际技术评估中心、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农业和贸易政策研究所在
内的 31 个组织, 提交了针对美国环境保护署的请愿书,指责它在批准基因工程作物这件事
上渎职。请愿书是对这个美国政府部门起诉的第一步。从英国医学协会和英国土壤协会
到地球之友这些更加激进的组织都要求对基因改变的程度进行分级以示警示。名人保
罗·麦卡特尼( Panl McCartney)和查尔斯王子也都公开强烈反对转基因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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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利益团体的管理
政府许可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需要得到政府管理部门的许可。在美国,有
3 个部门介入管理过程: 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 FDA) , 美国农业部 ( USDA ) 和环境保护署
(EPA)。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是认定转基因方法和产品的权威, 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审定营养
组成、
动物实验表现、
加工过程、
对野生生物的安全性、疾病易感性和过敏性。转基因食品
的开发商在产品投入市场前要与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协商, 以确保所有安全和管理问题都
被完全解决(见图 3．3)。美国农业部(USDA)检查它们感兴趣的 3 个方面: (1)这种植物和
与之有联系的物种是否会成为植物的公害; (2) 这种植物是否会与杂草或其他物种杂交;
(3)新的遗传物质是否会改变这种植物对昆虫的敏感性。转基因植物的田间试验需要得
到美国农业部的许可。环境保护署的主要职责是在田间试验前检查和批准转基因杀虫剂
和有杀虫剂成分的转基因作物的使用申请。
欧盟对于转基因作物的批准程序没有这样透明。直到 1997 年, 欧洲各国对于转基因
作物的管理还是不完善的,有的还没有管理程序,转基因作物注册批准过程审订缓慢。例
如, 诺华公司开发的一种抗虫害的玉米用了大约 1 年的时间获得了美国的许可, 但欧盟的
许可需要几乎 2 倍的时间。而且,欧盟的许可并不代表欧洲共同市场的所有国家,1997 年
12 月,奥地利的卫生部长禁止进口转基因的玉米, 认为对这种玉米的测试还不够。
孟山都公司在华盛顿特区设立了一个高效的政府事务办公室, 该办公室负责处理复
杂的政府和贸易事务, 它雇佣了许多前高级政府官员。正像一位作者谈到的,“很少有像
孟山都这样规模的公司能和华盛顿之间有这么好的联系。
”

消费者和国内社会
孟山都公司为了减少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怀疑和顾虑, 使用数百万美元在
欧洲开展媒体攻势, 以传达它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1997 年 8 月, 孟山都选择英国的
Bartle Bogel Hegarty 设计广告。这次活动计划在 1998 年夏天开始。
1997 年 10 月,孟山都公司任命了一位前消费者运动的拥护者、转基因食品行业的批
评家来管理英国的公共关系事务。1998 年 1 月,安·福斯特( Ann Foster)成为孟山都英国
公司公共关系和政府事务的主管。她是苏格兰消费者协会主任和几个英国政府咨询委员
会的成员,其中包括食品和营养的医学影响咨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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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对转基因食品审查和批准流程图

财务和经营业绩
在这个混乱的时期,孟山都公司的财务和经营业绩仍然稳定(见图 3．4)。
夏皮罗在 1997 年给股东的信中指出,孟山都公司的表现应看作是两种基本趋势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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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孟山都公司经营和财务表现

影响的结果: 由持续经营而带来的收入的相当增长,以及为增长而不断增加的支出 (这包
括技术、
基础设施成本和并购对收入的影响)。除去非经常项目, 每年持续经营收入的综
合增长率是 25%。到 1998 年 3 月,孟山都公司的市场总值已经提高到 345 亿美元,比前一
季度增长了 58 亿美元。
Roundup 杀虫剂 20%的销售增长率和生物科技产品的强劲销售,推动了农业部门收
入的增长;5 个药品系列使得 Searle’s 公司( 孟山都公司的制药部门) 的销售收入增长了
21%。但是,营养部门的销售收入 1998 年比 1996 年下降了 3% , 主要原因是甜料调味品的
销量较少。
农业和制药部门都拥有进一步增长的途径。在农业生物科技的 30 种新产品中, 14 种
有产出或生物工厂的功能,这其中包括改进的植物油和彩色棉花。Searle’s 公司的途径是
3 种可能引起轰动的产品(每种药品每年的销售额超过 7 .5 亿美元 ) ,包括期望最高的产品
Celebrex,一种 COX －2 抑制剂,用于治疗关节炎的疼痛和发炎,它没有胃肠副作用。

成功还是生存
花了短短 3 年时间,用了 80 亿美元进行并购之后,罗伯特·夏皮罗将具有 95 年历史
的化工巨人转化为世界领先的农业生物科技公司, 开始了在高成长、高风险的生命科学行
业的竞争。从农民迅速采用孟山都公司的技术和金融市场对公司股票高涨的评价来看,
夏皮罗的生命科学冒险仿佛已经成功,几年来用于成长的开销将给股东带来丰厚的回报。
但是,非政府组织和欧洲消费者反对转基因物质的架势仍是毫不妥协的,媒体的负面
报道也使得孟山都公司对基因工程好处的宣传不起作用。食品生产商也面临着来自消费
者的压力,要求将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分开并在标签上注明。孟山都的媒体攻势会帮

68

孟山都公司 : 寻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助减轻消费者的恐惧吗 ? 一旦含有利于消费者的产出特征的产品被产业化后,消费者的
观点会改变吗 ? 考虑到过去 3 年中转基因作物被农民的迅速采用, 我们必须想一想消费
者的认可是否是转基因作物继续扩张所必需的。
不管如何,罗伯特·夏皮罗的可持续发展驱动型战略是对通常的商业战略的一个变
更。一个将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和公司的赢利联系在一起的新商业范例已经诞生。但它的
结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1998 年: 酝酿危机
1998 年夏天对于孟山都公司的生命科学战略是个关键时期,尤其是在欧洲,一些事件
的发生使得对于农业生物技术的辩论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孟山都公司计划进行一些活
动宣传转基因作物的优点,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还有一些迹象也浮出了水面。

孟山都的媒体行动
孟山都的欧洲广告行动,从一开始就受到孟山都的竞争对手们———欧洲的农业生物
科技公司的批评,因为孟山都公司宣称自己在生物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这次行动也引
起了早已对转基因农产品持怀疑态度的公众的愤怒。查尔斯王子也加入了这场辩论,他
在伦敦每日电讯报发表声明,认为农作物的生物科技使得人类侵入了只专属于上帝的领
域。在欧洲, 国际农村农业基金会 ( FAFI) 的报告宣称: 盖亚基金会 (Gaia Foundation)、行
动援助组织(Action Aid)和绿色和平组织成功地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非洲国家对这次媒
体行动的反对,这远比孟山都得到的那些公开支持要多得多。

Grameen —孟山都合资
在 1998 年 6 月世界小额信贷峰会上宣布成立的 Grameen—孟山都技术中心, 是孟山
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伙伴关系的旗舰,但这一计划从来也没有实现过。Grameen 的创建人
Mohammed Yunus 在峰会结束后刚刚回到孟加拉国, 就被来自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的
几百封邮件所淹没,这些邮件声称他们的组织成了“生物多样性和农民谋生破坏者的伙
伴”(见附录 1)。众多的批评和威胁要切断财政支持, 迫使 Yunus 退出了合资。媒体和非
政府组织认为这种合作关系的失败是对孟山都公司的生物科技和工业化农业产品的
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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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山都和终结者专利
1998 年夏天,一些非政府组织披露, 孟山都公司新近宣布了并购目标——— Delta &
Pine Land 公司(合并正在等待司法部的批准)和美国农业部已经被联合授予了一项基因绝
育技术的专利。这项专利被命名为“技术保护系统”(TPS) , 它将使作物的种子不能繁殖,
从而避免农民通过种植收获种子来
“盗用”公司的基因技术。国际农村进步基金会( RAFI)
将这项新技术命名为
“终结者”。
尽管
“技术保护系统”还需要进行商业化,但非政府组织却迅速做出了反应。在国际
农村进步基金会组织的 10 月写信抗议活动中,来自 58 个国家的超过 2 600 封信发给了美
国的农业秘书 Dan Glickman, 要求禁止使用终结者。这之后不久, 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研究
网络,第三世界国家水稻和小麦种子存货 70%的提供者, 国际农业研究咨询组(CGIAR)宣
称不使用绝育技术。烧毁孟山都行动在印度展开, 农民们烧毁田中种植的孟山都试验作
物, 在孟山都海得拉巴办公室的外面高声抗议。Andhra Pradesh 州政府命令孟山都在当地
的分支机构——— Mahyco 孟山都生物科技公司停止在 7 个地区所有的田间试验。印度农
业部宣布禁令,禁止进口任何含有
“终结者”的种子,巴西政府也接着这样做。据国际农村
进步基金会称,“对
‘终结者’的争论, 从菲律宾到爱尔兰议会广泛展开。
”
然而孟山都公司继续支持用
“技术保护系统”作为保护它的知识产权的工具。

对转基因马铃薯的争论
1998 年 8 月,苏格兰阿伯丁 Rowett 农学院的 Arpad Pusztai 博士在电视上宣布,喂食
了转基因马铃薯后,小白鼠的免疫系统受到了损伤。科学界的结论是,这一研究具有严重
的缺陷,并强烈批评了 Pusztai。他也随后被迫从农学院辞职。

政府的行动
到夏天结束时,几个欧洲国家的政府已经采取步骤, 减缓转基因有机体( GMOs)的扩
散。在 1998 年 7 月,法国宣布暂停种植在欧洲有野生亲缘的转基因作物( 甜菜和油菜 )。
1 个月以后,法国最高法院暂停对种植诺华公司转基因玉米的授权。在同一时间, 希腊禁
止了对转基因油菜籽的进口,而英国宣布暂缓使用(事实上为期 3 年)含有抗虫害基因作物
的农作物。奥地利和卢森堡则禁止销售转基因玉米。

孟山都和 AHP: 合并行动失败
在这之后不久,孟山都公司的麻烦变得不仅仅是公众的意见了。1998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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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山都和 AHP 宣布中止它们拟议中的合并,导致孟山都公司的股票价格在 2 天之内下降
了 32 .4 %。分析师推测合并公司的失败是由于笨拙的联合主席的安排

首席执行官们不

能
“解决利己主义和政治问题”。两个星期后,孟山都公司发布了一个计划: 通过合并金融
交易、
降低成本和资产剥离为其并购种子公司融资。金融交易包括发行大约 10 亿美元的
普通股,7 亿美元的可调整转换率财产担保单位, 25 亿美元的长期、
无担保债券。结构重组
将裁减 700～1 000 个工作职位, 其中有几个是总裁级别的。另外, 资产剥离也将裁减
1 300～1 500 个工作职位。

1999 年: 对转基因有机体支持的崩塌
新年伊始,欧洲议会就命令对转基因农作物和食品贴标签, 孟山都继续反对这一要
求。然而,对农业生物技术的反对不久就随着新的科学证据的发布而获得动力。

蝴蝶和转基因花粉
1999 年 5 月,受人尊重的《自然》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 它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表明转基
因玉米(Bt 玉米 ) 的花粉对黑脉金斑蝶的幼虫有害。文章似乎支持英国最大的医疗组
织———英国医学协会刚刚在两星期前广泛发布的观点: 要求无限期暂停转基因作物的商
业种植。
由 4 名康奈尔大学的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给黑脉金斑蝶的幼虫喂食沾有 Bt 玉米
花粉或普通玉米花粉的乳草叶子 (另一组控制试验喂食没有沾染任何花粉的乳草叶子 )。
乳草在美国各地都有, 通常长在玉米地中,它是这种黑脉金斑蝶幼虫的惟一食物来源。在
4 天之内,有一半喂食了沾有 Bt 玉米花粉叶子的幼虫死掉了,但所有喂食了沾有普通玉米
花粉叶子或没有沾染花粉的叶子的幼虫都活了下来。
生物科技行业,以及一些生态学家和环境科学家担心实验室的条件不能真实反映田
间的条件,玉米授粉的时机也许并不与蝴蝶幼虫出现的时机一致。孟山都公司和其他人
还认为这项研究没有考虑到由于种植 Bt 玉米,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从而对蝴蝶数量产生
了有益影响。尽管文章的作者们指出这些只是研究的初步结果, 由此
“下任何结论认为这
种玉米田对黑脉金斑蝶有危险都是不合适的。
”世界各地的生态学家和科学家对此发表了
审慎的评论, 例如: 以前没有人考虑过这一点, 我们是不是应对此表示担心 ? 是的。现在
有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在环境中传播 Bt 的毒性,这是一种新推出的技术,我们没有真正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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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过所有后果。

非政府组织蜂拥而动
绿色和平组织、
皇家鸟类保护协会和其他环境组织号召暂停进一步种植转基因作物,
它们使用黑脉金斑蝶研究的例子来表明转基因有机体带来的未知风险。在黑脉金斑蝶的
研究发布几天之内,查尔斯王子在英国《每日邮报》上发表文章, 严厉批评转基因产品并指
责缺少对此独立的科学研究。全国妇女学会联盟代表全英国 25 万名妇女, 要求政府禁止
进口转基因食品,直到其消费安全性和对环境的影响完全调查清楚为止。到了 (1999 年)7
月, 基因工程网络组织反基因技术的激进分子身穿白色防污服毁坏了在英国牛津郡的转
基因作物试验田。
整个欧洲主要的超市连锁企业, 包括 Safeway, Iceland, Tesco , Sainsbury 和 Asda, 都禁
止销售转基因食品。联合利华、
雀巢、Cadbury 和北部食品公司保证尽快去除它们食品中
的转基因成分。诺华公司的子公司,美国最大的婴儿食品制造商 Gerber 公司,决定停止使
用转基因的玉米、
大豆和其他食品。重要的谷物加工商——— Archer Daniels Midland 公司
和 Staly 公司宣布, 他们不再购买未经欧盟批准的转基因玉米品种。
孟山都公司在生物科技辩论中的同盟者、长期以来农业生物科技的支持者洛克菲勒
基金会在 1999 年 6 月公开批评孟山都公司。基金会主席 Gordon Conway 公开对孟山都公
司董事会发表演讲,在强调生物科技在缓解全球饥饿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 Conway 批评
了孟山都公司由于匆忙推出转基因产品而带来了对抗反应。在其他方面, Conway 建议孟
山都公司的董事们支持为转基因产品贴标签,不使用
“终结者”技术。

欧盟国家政府的反应
1999 年 6 月 25 日, 欧盟宣布对转基因食品实施新的严格的限制。据德国部长 Juer－
gen Trittin 的说法,这一协议等于宣布
“事实上停止对新的转基因产品颁发许可,直到有新
的产品许可证法律出台、
生效———也许这得等到 2002 年。
”新的措施包括: 在颁发转基因
产品许可证前,要进行更严格的风险评估、更完善的标签, 转基因食品一旦上市后对其实
行不间断的监控,以及 10 年后对转基因食品许可证的再次批准。

转基因有机体 : 市场的较量
1999 年 5 月,德国大法官 Alex Brown 的报告
“转基因有机体死掉了”中引述出现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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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谷物市场, 转基因的玉米和大豆比非转基因的售价要低。7 月份的第二份报告中认为,
欧洲的食品加工商为每蒲式耳非转基因产品多付 1 美元, Archer Daniels Midland 公司现在
为杜邦公司的非转基因大豆每蒲式耳多付 0 .18 美元。
到 1999 年 12 月, 孟山都公司的股票价格已经垂直下降。摩根斯坦利的主席 Witter
和分析师 Mark Witamuth 说:“市场似乎认为孟山都公司的农业生物科技生意没有价值。
”
但不仅仅只是孟山都公司,其他的生命科学公司也经历着股票市场的压力。在 12 月 7 日,
行业巨擘诺华和 Astra Zeneca 公司宣布将退出农业生物科技领域,他们将农业部门分拆成
立了独立的 Syngenta 公司。按照农业研究和咨询公司经理 Sarah Landels 的说法, 萧条的
农产品价格和转基因作物的坏名声导致了战略的转移:“他们本以为在农产品和健康产品
的研发上具有协同性和经济性, 但是这并没有像他们期望的那样节省开销。
”

转基因有机体: 初步的影响研究
农业生物科技的支持者建立了一套评估系统来支持对转基因作物的影响做初步的研
究, 内容包括转基因作物的产量、
杀虫剂使用和农民收入。这些研究由美国农业部的全国
农业统计服务部门和全国食品及农业政策中心完成。主要的研究成果有:
Bt 棉花 1998 年,种植 Bt 棉花使对作物虫害防治的次数总计减少了 5 300 万次。
由于减少了虫害对庄稼的损失, 使得产量增加了 8 500 万磅。这相当于棉花种植
者的净收益为 9 200 万美元。全国食品和农业政策中心的研究报告的作者提醒也
可能有其他的因素影响虫害防治的次数和杀虫剂的使用量, 比如可能开展了其他
的虫害消除项目。
转基因马铃薯

转基因马铃薯 (保护植物免受科罗拉多马铃薯甲虫的危害) 的引

种对于生产成本、
杀虫剂使用或者产量并没有重大影响。因为在这一季中, 种植
者并没有对其他的害虫使用杀虫剂,杀虫剂和喷洒节省的成本非常有限。改进的
马铃薯和原有品种的产量几乎是一样的。
Bt 玉米

对 Bt 玉米的影响是综合性的。1997 年,玉米种植者因为种植 Bt 玉米而

获得 7 200 万美元, 但在随后的一年,由于轻微的欧洲玉米钻孔虫( ECB) 的虫害和
较低的玉米价格,他们损失了 2 600 万美元。考虑到历史上只有 2 .5 %的种植面积
曾经使用过杀虫剂来控制欧洲玉米钻孔虫( ECB) (因为鉴定是否有虫害和决定杀
虫剂的喷洒时间都比较困难) ,研究报告估计 1998 年 8 000 万英亩的 Bt 玉米的种
植面积中仅有 200 万英亩会喷洒杀虫剂。1998 年,每英亩增产 4 .2 蒲式耳,总的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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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面积是 1 440 万英亩,这样就会因种植 Bt 玉米而增产 6 000 万蒲式耳。
由于每年的环境和经济条件有很大差异, 全国食品和农业政策中心的研究报告的作
者认为: 对于这一技术准确的评估需要 10 年的时间或者在更多的土地上种植这些作物。

孟山都公司和生命科学: 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 1999 年 10 月初,孟山都公司公开宣布, 它将不会将 Delta & Pine Land 公司的
“终
结者”技术或者其他的种子绝育技术商业化。1 个星期以后, 罗伯特·夏皮罗通过卫星连
接到正在伦敦召开的绿色和平组织业务会议, 他为孟山都公司在整个转基因问题论战中
的行为道歉:“我认为,我们对于这项技术(基因工程 )的信心和我们的热情已被众人看作
是施恩或事实上的傲慢,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
1999 年 12 月,孟山都公司在联邦地区法院被提起共同诉讼。诉讼指责公司
“没有对
其转基因的玉米和大豆的安全性进行足够的测试, 圣路易斯公司享有专利权的基因对大
宗农作物的影响太大了。
”这之后不久, 环境保护署的科学咨询小组开始起草新的要求以
确保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安全性。一项关于转基因有机体贴标签的议案也提交到了国会。
1999 年 12 月 19 日, Pharmacia & Upjohn 公司和孟山都公司的董事们签署了价值
270 亿美元的合并案, 计划将两家中等的制药业务合并为日益稳固的药品市场上一个强有
力的竞争者。孟山都公司的农业部门将成为一项独立的业务部门, 由它自己的董事会领
导, 该农业部门的 19．9%将在合并的 2 年内上市。Pharmacia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佛瑞德·
哈桑将运作合并后的公司,夏皮罗将是不负责执行的主席,并在 1 年半后退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2 月 20 日,孟山都公司没有签署拟议中的和 Delta & Pine Land
公司合并的文件,原因是由于与美国司法部无法解决冲突。这样, 孟山都公司从来就没有
拥有过
“终结者”技术,然而正是这项技术点燃了公众对孟山都公司和它转基因产品的反
对浪潮。
罗伯特·夏皮罗关于一个生命科学公司的理想正式结束了,农业生物科技的命运仍
然不可预知。经过 3 年蓬勃高涨,农业生物科技行业预期转基因种子销售在 2000 年将持
平或下滑。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一次采访中,夏皮罗坚信生物技术作为供养人类的重
要工具最终将被认可, 并将不断转向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他接着补充说明, 这两项其实是
同时进行的,“民主是一个需要相当耐心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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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分析
孟山都涉及绿色技术和绿色产品的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它的潜在的负面影响,同时
也涉及相关利益群体和消费者态度的转变问题。
在案例前部分重点讨论了以下问题:
(1) 孟山都为什么由一个化工巨人转向生命科学,是巧合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
(2) 孟山都通过大规模并购来实现公司的转型是成功的吗 ? 如何来评价 ?
(3) 可持续发展涉及哪些问题,当一个企业以可持续发展作为其经营理念和市场口号
时, 它应该注意什么 ?
(4) 基因工程与可持续发展有何潜在的贡献和威胁, 为什么会存在反生物科技运动 ?
(5) 农民、
消费者、政府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利益是一致的吗 ? 作为一个企业,在进
行营销时,应该将谁摆在最首要的位置, 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如何,企业能够
加以利用吗 ?
(6) 如果你处于夏皮罗的位置,1998 年你应该采取何种策略,或者你对 1995— 1997 年
高速成长和转型之后会面临的挑战有何准备 ?
本案例后部分进一步讨论了以下问题:
(1) 为什么孟山都 1998 年在欧洲的宣传活动受到抵制,深刻的原因在何处 ?
(2) 孟山都在处理
“技术保护系统”问题上有何失误,如果是你将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
(3) 与 AHP 合并失败的原因及其影响 ?
(4) 为何在 1999 年出现对转基因产品的普遍反对,为什么欧洲显得更积极一些,而在
中国似乎并未有人真正关心转基因产品的案例问题 ?
(5) 你对孟山都最后的结局有何认识,是时代的玩笑还是公司操作上的失误 ?
本案例注意的问题:
(1) 转基因产品和生物科技本身的好坏。这不是案例的重点, 案例中给出了大量事
实, 但仍不足以判断技术本身的客观性。但公众的反应则是一个营销者和经营者必须考
虑的。本案例实际上讲述了一个公众由对生物科技的热烈欢呼到怀疑甚至仇恨的转变过
程, 在这一过程中,孟山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后害了自己。
(2) 道德问题。本案例也不涉及道德问题, 如果偏向这一问题就会误入歧途。甚至案
例中提到的对转基因马铃薯的争论,都是正常的行为。孟山都的一切行为都是商业化的,
它靠收购实现转型, 也因为收购失误而使自己的理想大厦陷于崩溃。从这个角度来看,
“可持续发展”只是孟山都的一个棋子,尽管如此,也无可厚非,也没有什么可惜, 因为这只
是人类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尝试之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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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给 Mohammad Yunus 教授的电子邮件
Mohammad Yunus 教授
1998 年 7 月 4 日
Grameen 银行主席
孟加拉国
E－mail: yunus@citechco .net

亲爱的 Yunus 教授:
几十年以前, 您自己掏出几百塔卡捐给孟加拉国陷入严重饥荒的乡村妇女,开展了一
项名为
“Grameen 银行”的活动, 用小额贷款帮助妇女利用自己的技能、知识、
资源为她们的
产品开拓当地市场,使她们重新有了生活的可能,并因此而提高了她们获得食物的权利。
当您在 6 月 25 日纽约的小额贷款峰会上宣布和孟山都公司合资时,您走向了自己开
展运动的反面,并且正在背叛您长久以来一贯的追求。与 Grameen—孟山都技术中心有关
的小额贷款计划将为孟山都公司的产品创造市场, 而不是为那些真正为孟加拉国农民着
想的产品创造市场。他们不会加强孟加拉国妇女已有的技能、知识和资源。他们将毁灭
那些知识和资源,搞垮妇女们的生计和食品保障。
孟山都公司的技术是属于转基因作物领域。这些作物是为使用更多农用化学品而设
计的,诸如 Roundup,这种广谱除草剂可以杀死一切绿色植物。你们与孟山都公司的合资
将直接资助那些对妇女从田间采集来绿色蔬菜的破坏行为。Roundup 也对鱼类有不利影
响, 而鱼类在孟加拉国提供了动物蛋白总数的 80%。
可持续发展的农业行动推动农业不使用化学品。当农用化学品停用后, 使得产量增
加了 11% ,农民收入增加了 52% , 鱼类可以在遍布孟加拉国乡村的田间和小池塘中大量
繁殖。
与您宣布的相反,孟山都公司的技术不是对环境友好的或是可持续发展的。它们对
生态系统和农业造成了威胁。孟山都公司的技术将使孟加拉国陷于负债, 因为他们必须
花更多的钱来买除草剂、
种子、
特许权和技术费。这种农民负债的上升是农业工业化的必
然,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只有 2%的农民生存了下来,数千印度农民自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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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een—孟山都技术中心将会成为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一员,并因而破坏农民靠这种
生物多样性支持的生计。您将帮助建立对种子的垄断,这通过孟山都公司每年向农民收
取保存种子的专利费或者
“终结者”技术来实现。这种技术使得下一代的种子不能生长,
因此农民必须每年买种子。您的小额贷款对含有
“终结者”种子或专利种子扩散的支持将
不会解除贫困,它将不可逆转的使农民受到奴役。孟山都公司通过最近购买的 Delta &
Pine Land 公司控制着“终结者”技术。孟山都公司还购买了 Cargill Seeds , MAHYCO,
Holden,DeKalb, Agracetus , Calgene, Asgrow 公司, 正在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垄断者, 威胁着
食品安全。
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关注着此事, 并质疑和反对这种垄断。您已经通过您为穷苦人创
造性的行动———建立 Grameen 银行为孟加拉国的乡村妇女服务, 在历史的记录中为自己
赢得了名声。
我相信您不 会 让自 己 的 努 力 被 孟 山 都 公 司 的 市 场 战 略 欺 骗。孟 山 都 公 司 给
Grameen—孟山都技术中心的 15 万美元启动资金仅仅是它在欧洲的一次广告战役花费的
16 亿美元的区区 0．04% ,那次广告活动是为了减轻欧洲消费者对它们公司转基因食品的
反对。我相信您不会在历史中沉寂下去, 您不会和一个与全球公民作对的公司站到一起,
他们介绍毁灭性的技术,在孟加拉国进行垄断, 掠夺乡村妇女的资源、知识和她们生存的
权利。
我希望您能收回与孟山都公司的合作, 并邀请您加入蓬勃发展的全世界人民反对孟
山都公司、
反对对生命施行基因工程和专利的活动中。

您真诚的

Vandana Shiva 博士
科学、
技术和生态研究基金主任
“Diverse Women for Diversity”组织的创建者
资料来源: Vandana Shiva 给 Mohammad Yunus 的个人通信。
网址: http: / / www .corvoratewatch .org,2000 年 3 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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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基因工程技术
人工将基因移植到生物体的受体中有几种方法。其中最古老的方法叫做 DNA 重组,
这种技术依靠生物遗传媒介,如质体或病毒。其他新的基因转移方法是通过电或化学物
质搬移,显微注射或生物发射。

DNA 重组
DNA 重组技术利用生物遗传媒介,如质体或病毒来将外部基因运到细胞内。质体是
在细菌中发现的基因物质, 形似一种小圆片, 可以跨越物种的界限。圆片可以被打开,新
的基因物质可以加到上面。带有新的基因物质的质体可以跨越微生物细胞的界限, 将新
的基因物质和微生物原有的基因搭配。通常,微生物会接受这一基因,并按照它的编码去
制造蛋白质。如果新的基因编码是胰岛素,那么微生物就会在制造其他蛋白质的同时,制
造胰岛素。大量的被改造成制造胰岛素的微生物就成了一种制药工厂。
在基因工程中,病毒也可和质体起同样的作用。病毒是有感染性的微粒,它所含的基
因物质也可加入新的基因。病毒可以在感染细胞的过程中将新的基因传给受体。也可使
病毒丧失能力,这样当它带着新基因进入一个细胞, 它将不能改变细胞的基因机制, 不能
对自己进行复制。

显微注射
其他的方法不依靠如质体或病毒那样的生物遗传媒介。其中一种叫做显微注射,就
是很简单地将含有新基因的物质注射入受体细胞。如果细胞足够大, 像许多动物和植物
的细胞那样, 注射就可以用精致的玻璃针来进行。不太清楚原因, 注入的基因会寻找细胞
的基因并与其结合在一起。

电或化学物质搬移
其他直接进行基因传递的方法是,在细胞膜上弄出小孔或小洞,以便允许新的基因进
入。这可以通过在特制的化学溶液中浸泡细胞,这就是所谓的化学搬移,还可以将细胞放
入弱电流中, 这就是所谓的电搬移。

生物发射
最后,还有一种所谓的发射方法,他用金属条将基因物质传送到细胞内部。小金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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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要射入细胞的直径小得多) 上覆盖基因物质。一种发射方法叫做生物发射,用一支射
枪将金属条射入细胞。用穿孔的金属盘挡住射筒,但要能让金属条通过,然后进入另一端
的活细胞中。一旦进入细胞,基因物质就被运送到细胞核, 在细胞核中和细胞原有的基因
结合在一起。
资料来源: 对某学科感兴趣的科学家联盟
网址: http: / / www .ucsusa .org/ agriculture/ gen . techniques .h tml .2000 年 3 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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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嘉鞋业
创建环保的鞋业公司

＊

引言
朱莉·路易斯(Julie Lewis)对于废物循环利用的兴趣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早期,
那时,废物循环利用还不流行。她家的废物回收是由于生活的必需, 她帮助母亲压扁铝罐
后交到当地的回收中心。当她还是个高中生的时候, 开始关心起环境问题。那时, 第一个
地球日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在她的家乡加利福尼亚节约用水也成了新闻。在老师的鼓
励下,路易斯为一个班级活动制作了一段关于
“环境状况”的电视节目。结合环保意识和
慢慢养成的回收习惯, 她致力于在学生中发起一项活动: 在筛选填埋的垃圾中捡出可以回
收利用的物品。但她的努力碰了壁, 因为垃圾填埋场的拥有者担心因此而承担潜在的
责任。
几年后,当路易斯又开始热衷于环境问题时, 她注意到了现行的回收项目。尽管她所
在的俄勒冈州有美国国内最雄心勃勃的路边垃圾回收项目, 但是回收来的东西很少真正
被循环利用。在生产过程中,绝大多数消费品仍然使用首次利用的材料。回收物品的潜
在利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误解或者未得到开发。缺乏实效的回收项目促使她开始
行动:
强制性项目的问题在于, 回收来的材料没有任何市场, 所以大多数只能堆
放在仓库里并最终被填埋。没有人愿意支付仓库的费用来存放可重复利用的
物品并等着市场发展。我认为, 这太愚蠢了 ! 在发布这些强制性命令之前,他们
本该考虑到市场。于是,创造回收材料的市场成了我使命的一部分,我认为必须
有人做这件事。我想到了鞋,因为回想到我的童年时代,那时我穿墨西哥制造的
便鞋是轮胎橡胶那种鞋底,我想我们应该回收轮胎,并用它们来做鞋底。
路易斯开始给美国南部的工厂打电话,询问用回收材料制作鞋面织物的可能性。每
个工厂都对她的询问置之不理。于是, 她与比尔·布尔曼 (Bill Bowerman) ———耐克公司
的创始人、
俄勒冈州的同乡取得联系,希望讨论用回收材料制鞋的可行性。布尔曼承认制
鞋行业在生产中存在着浪费的情况,并对路易斯提出的用回收材料制鞋的想法产生了兴

＊ 本案例在密歇根大学企业环境管理项目主任 St uart H art 的指导下 ,由 Paul W . Ha rdy 编写完成 , 仅用于课堂讨
论而不是 用 于 说明 管 理 战 略 的有 效 与 否。 感谢 Consumers Power 对 开 发 企 业 环 境 管 理 案 例 的支 持。版 权 所
有——— CEMP, 1996 年。世界资源研究所协助 CEMP 推广本案例。

81

趣。布尔曼命令耐克公司的主管人员帮助路易斯与制造商和产品的设计者打交道。同
时, 路易斯从当地一家机构获得了 11 万美元为用于回收材料、拓宽市场而提供的资金
资助。
有了启动资金和技术支持, 路易斯开始研究创办
“环保的鞋业公司”的战略。路易斯
把回收利用看作是人类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降低将原料转化为垃圾数量的一种方式。德
嘉鞋业( Deja shoe) 开始阶段的原材料有包括聚苯乙烯杯子、文件夹、被扔掉的咖啡滤网、
婴儿尿布、
装牛奶和苏打水的塑料瓶子、纸袋和波纹纸板。除了节省垃圾填埋的空间,她
相信回收利用也可以节省能源, 并有助于减少在首次利用原料的处理过程中对空气和水
资源的污染。她也认为回收利用可以保护自然景观、动物的栖息地, 而为原料而采矿、
伐
木、石油开采以及其他资源开发产业是攫取性的。而且,当消费者把鞋穿坏以后, 他们还
可把它交回德嘉公司重新利用。
路易斯也开始与主要的国际保护组织联系,承诺将其公司税前利润的 5%捐助给位于
瑞士的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下属的濒危物种保护委员会。她努力在发展中国家寻找可持续
供应的原材料来源,这样, 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发展中国家就可以不再砍伐、烧毁农作物或
原始森林。
路易斯清晰明确地阐明了公司
“可持续发展”的使命:
我们坚信,对于个人、
公司和社会,经济的增长都应在自然所决定的生态限
定内进行。为了发展的持续性, 发展必须满足现在人们的各项需求,同时不以影
响子孙后代的需求为代价。
布尔曼和其他耐克公司的主管帮助路易斯实践这个使命。在 Amoco 公司的技术支
持下,路易斯将未使用过的纸尿布废料制造成聚丙烯织物。在耐克公司的一名支持者的
推荐下,阿肯色的一家工厂同意生产 5 000 双鞋, 这批鞋就是用这些原料制成的。但当路
易斯在地下室里包装这些鞋时, 她发现鞋子存在质量问题: 许多鞋或者形状不对, 或者各
部分的接合不合适、
缝合有问题。最后,路易斯只能从这批鞋里挑出一两千双合格的。

管理团队
这次经历使路易斯只剩下了 2 万美元的预算。她意识到, 需要从制鞋业中寻找一个
有经验的管理团队以便使产品生产能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当路易斯得知 Avia 公司的
前总裁迪恩·克罗夫特( Dean Croft)就住在她家附近时, 她就去拜访了这位邻居。克罗夫
特对于路易斯这样一个门外汉所做的一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向她介绍了 Avia 公司的
前首席财务官斯科特·泰勒(Scott Taylor ) ,泰勒又向路易斯介绍了另一位最近刚从 A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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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卸任的布鲁斯·麦克格里格 (Bruce MacGregor)。这位前 Avia 公司负责市场营销的
副总裁也和克罗夫特一样,对路易斯的产品概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麦克格里格在 Avia 公司任职时, 作为副总裁曾经在不同的时期负责过产品设计、
生
产、营销、
产品开发以及广告和推广。泰勒找到他时, 他刚刚从 Avia 公司离职。麦克格里
格叙述了他与泰勒就这家环保鞋业公司工作的初次交谈:
我说我计划休息一段时间, 不想谈工作上的事情。但我从欧洲回来以后,
她一直追着我,我说好吧, 让我们谈谈。我对她的想法很感兴趣。我猜真正打动
我的是让我看到了一种全新 (类型) 的鞋, 这使我大吃一惊。尽管鞋的设计、制
作、舒适性,总之所有的一切其实都非常糟糕,不过, 这是一种全新的鞋。这是我
第一次真正理解她正在努力去做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希望的是什么,我猜,或
许会是脏鞋子或者破鞋子吧 !
1991 年, 3 个合伙人划分了在公司中的管理职责。麦克格里格成为德嘉公司的总裁,
泰勒是首席财务官,路易斯作为研发副总裁负责新产品的开发和原材料的选择、
采购。前
Avia 公司的几位行政官自掏腰包,资助公司接下来半年的运作费用,公司也从路易斯家的
地下室搬到了波特兰地区的办公室,他们开始制定商业计划,筹集资本。
麦克格里格和泰勒在制鞋业的经验和对资本市场的熟悉,以及路易斯清晰的可持续
发展的产品概念获得了风险投资人的认可。1992 年 3 月, 德嘉公司获得了它的第一轮风
险投资: U .S . Venture Partners, Allstate Venture Capital 和 BancBoston 3 家公司共投资
250 万美元。麦克格里格和泰勒在 Avia 公司担任领导职务期间, 这些投资者也曾投资于
Avia 公司,公司的销售额从每年 500 万美元增长到每年 2 亿美元。芝加哥 Allstate Ven－
ture Capital 公司的安·多尔蒂( Ann Doherty)说:
是朱莉对于回收利用技术的远见、热情和创造性的想法, 吸引了这些人的
注意和支持。Allstate 公司每年审查 600 多个遍及各个领域的潜在投资项目,但
是真正的投资仅仅是 8～10 个。德嘉公司有着恰当的组合, 恰当的时机、方向,
最重要的是有一支可以带领公司走向成功的管理团队。

鞋业市场
美国的鞋业市场大约是每年 10 亿双。市场被分为 3 个主要的部分: 运动鞋, 休闲鞋
和另外的一类,包括正装用鞋和专业鞋类在内。
运动鞋占据了全部鞋业市场的将近 35% , 并且竞争异常激烈。运动鞋市场被业界巨
人耐克公司和锐步公司主导,两者共占据了超过 50%其价值为 87 亿美元的运动鞋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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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 公司和锐步公司的运动鞋都是在亚洲制造的, 对这两家公司来说,印度尼西亚和中国
是其第一和第二号的生产基地, 包括泰国、中国台湾、韩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为这
两家公司生产至少 10%的鞋类产品。这两家公司鞋类产品全部利润的 40%来自于亚洲的
低工资率。
耐克公司和锐步公司在美国总部的职能是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市场营销是竞争特
别激烈的领域。市场趋势研究显示: 运动鞋的性能是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一个重要指
标。因此,耐克公司和锐步公司纷纷吸引高出镜率的运动明星支持和推广它们的产品。
耐克公司和锐步公司的收益见表 4．1。
表 4．1 耐克公司和锐步公司的合并收益表
耐克公司

1993 年

1992 年

3 930 984

3 405 211

2 386 993

2 089 089

922 261

761 498

27 214

32 806

费用总计

3 336 468

2 883 393

税前收入

594 516

521 818

营业税

229 500

192 600

净收入

365 016

329 218

销售收入
成本和费用 :
销售成本
销售和管理费用
其他费用

普通股每股净收入
普通股和普通股的等价股的平均数

4 .74

4 .30

77 063

76 602

1993 年

1992 年

2 893 933

3 062 346

1 719 869

1 809 304

769 744

807 078

41 073

188 000

费用总计

2 530 686

2 804 382

税前收入

363 247

257 964

营业税

139 832

143 146

净收入

223 415

114 818

锐步公司
销售收入
成本和费用 :
销售成本
销售和管理费用
其他费用

普通股每股净收入
普通股和普通股的等价股的平均数

2 .53
88 348

1 .24
92 697

说明: 表中耐克公司的数据为截止到 5 月 31 日的财政年度数据; 锐布公司的数据为截止到 12 月 31 日的财政年度
的数据。除每股净收入数据单位为美元外, 所有数据以“千美元”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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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的公司通过开发适用于特定运动项目的比赛用鞋, 从而在专业运动鞋市场上展
开竞争,抢占份额。在 20 世纪 80 年代, Avia Group International,Inc .( Avia 公司)集中于有
氧运动、
多功能训练和网球鞋的生产,而抓住了市场机会。这一策略使得公司在被锐步收
购前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休闲鞋在全部鞋类销售中占据大约 30%的份额,市场价值有 35 亿～40 亿美元。与运
动鞋市场相比,没有主导品牌占据休闲鞋市场。生产高级休闲鞋的公司包括 Rockport (锐
步的一家子公司) ,Dexter ,Florsheim, Nine West (耐克的一家子公司) , Teva , Doc Marten 和
Birkenstock。高级休闲鞋的批发价在每双 20 美元或以上,但绝大多数休闲鞋的批发价格
不高于 20 美元。物有所值是这一市场主要的购买标准, 大约主导了整个休闲鞋市场
的 70%。
Timberland 公司是休闲鞋市场上最大的公司: 公司 1993 年的销售额为 4 .18 亿美元,
占据整个休闲鞋市场总销售额的 10%～12%。位于新罕布什尔的 Timberland 公司总部主
要处理产品设计、
市场营销和投资者关系方面的问题。Timberland 公司的产品主要满足
消费者户外休闲运动、时髦的皮革设计和耐用性方面的需要。Timberland 公司生产的许
多散步鞋和工作靴都是防水和四重缝制的。
Timberland 公司的产品主要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制作,也有一些在中国台湾、泰国和其
他东亚地区或国家制作。直到 1995 年年初, Timberland 公司还与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
州的一些工厂有生产合同,但当海外的制造商也可达到其质量标准, 且只需支付较低的价
钱后,公司便把生产撤出了美国。公司每双鞋的原料和制作成本在 18～20 美元。Timber－
land 公司产品的平均零售价是 80 美元。Timberland 公司的收益见表 4．2。
表 4．2 Timberland公司合并收益表
Timberland 公司

1993 年

1992 年

销售收入

418 918

291 368

成本和费用 :
销售成本

266 211

183 510

111 541
7 043

81 339
7 520

费用总计

384 795

272 369

税前收入

34 123

18 999

营业税

11 602

6 080

净收入

22 521

12 919

销售和管理费用
其他费用

普通股每股净收入
普通股和普通股的等价股的平均数

2 .01
11 206

1 .18
10 922

说明: 表中为截止到 12 月 31 日的财政年度的数据。除每股净收入数据单位为美元外,所有数据以
“千美元”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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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原材料
德嘉公司的鞋是在亚洲生产的。在美国生产就意味着要将美国工人的高工资加进鞋
的成本中去。但是,由于生产量相对较小、开发新原料要有很高的花费, 而且达不到规模
经济以分摊成本,这些原因共同导致了德嘉公司在亚洲生产的成本优势不如运动鞋市场
上的大公司那么巨大。
考虑到起步阶段的运作要求尽可能寻找最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最大的生产灵活性,
麦克格里格找到了他在 Avia 公司时建立合作关系的亚洲生产商名单。但是, 与为传统的
制鞋公司制鞋相比,生产德嘉公司的鞋有很多不同的要求。尽管这些亚洲工厂有丰富的
生产经验,但在生产德嘉公司的产品时,他们仍然经历着学习的过程。
一双鞋由很多部分组成。如果是一家传统的制鞋公司想在亚洲进行生产,
它只需向工厂做出详细的说明, 工厂就会预定原料。或者你也可在该国采购,只
需把详细的说明给工厂人员,他们就会帮你找到这些原料。当我们把详细的说
明书给了亚洲的工厂人员时,“对不起, 这是什么 ? 婴儿用过的纸尿裤 ? 牛奶
壶 ?”很显然,他们不知从哪里开始。
德嘉的管理层意识到与亚洲制造商传统上的行业关系不能满足公司的需要。由于制
造商缺乏回收利用材料的经验, 而且亚洲的回收利用基础设施也不发达,这意味着原料采
购的职责只能由德嘉公司而不是由制造商来承担。原材料资源 (婴儿纸尿裤、牛奶壶等)
在美国、
英国、
加拿大和日本很容易找到,德嘉公司购买后,将这些原料运到处理厂,经过处
理后制成制鞋用的织物、
鞋底和其他各种鞋子的部件。
原材料经过回收处理后,德嘉公司将制成的各种部件运往亚洲的工厂以组装成德嘉
鞋。德嘉的管理层曾经考虑过在原料回收地较近的区域生产鞋子。但是,北美、欧洲和日
本的高工资率使这一方案不可能实现。
德嘉公司内部认为公司深层次地介入采购和制造环节是必要的, 因为,将回收材料应
用到制鞋上, 这是他们的产品与其他品牌本质上的差异。
“我们不得不成为一个材料采购
部门,与传统制鞋公司的创业相比, 事情变得复杂了,但我们必须这样做。
”麦克格里格说。
因为这个原因,德嘉公司制造一双鞋的成本大约在 22 美元。麦克格里格估计,环保的设计
和材料使得德嘉鞋比传统制鞋公司的产品在成本上至少要多出 20%。
在和朱莉进行最初的讨论时,麦克格里格以为朱莉已经成功地开发出用回收材料制
造高强度聚丙烯织物的工艺。然而, 这种聚丙烯织物并不完美。回收的聚丙烯比用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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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原料制造的聚丙烯有更多的瑕疵。在制鞋过程中,回收的聚丙烯熔点较高, 这将损害
挤压机和其他生产设备。因此, 首批产品才开发了一半(在 1993 年春季发布 ) ,管理团队就
不得不寻找代替回收聚丙烯衬垫的材料。麦克格里格描述了在设计阶段中途不得不寻找
替代材料的受挫感:
我们做了调整,找到了加拿大 Eco －Fibre 公司生产的一种帆布。但这和聚
丙烯在技术上根本不是一回事。它和聚丙烯在环保方面或者技术方面是不同
的。在消费者使用之前,婴儿纸尿裤的生产过程中就会产生废弃物,这是一个很
严重的环境问题。另一个很严重的技术问题是聚丙烯令人难以置信的结实和
不透气。因此,我们在改用帆布之前,受了很大的损失。
麦克格里格认为用 Eco －Fibre 公司帆布(回收材料制成) 制成的鞋不如用回收纸尿裤
制成的鞋,后者能使消费者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除了这一点,麦克格里格还担心别的,
麦克格里格知道,尽管有些鞋使用的是帆布材料,但在美国出售的鞋,80%～90%是皮革材
料的,而且,因为一直到设计阶段的后期才改换材料, 所以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测试 Eco－
Fibre 公司帆布的性能。尽管麦克格里格考虑过将鞋子上市的时间推迟到 1994 年春季, 但
德嘉公司与风险投资人的财务协议是以 1993 年开始上市销售为基础的。

德嘉鞋的市场
市场调研首先是从二手资料的研究开始的。路易斯想知道典型顾客的情况, 麦克格
里格一连串地问了她许多问题,包括
“你看什么电视节目,你喜欢吃什么 ? 你的朋友喜欢
吃什么 ? 你都穿什么 ?”路易斯花时间在图书馆里研究消费者的偏好。根据她的研究以及
人们对环境问题态度倾向的调研数据,可以看出,绿色产品会受消费者喜欢。德嘉的管理
层查阅了 1990 年 4 月进行的《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调查结果。这项调查
显示, 60%的人认为从事于环境保护的组织是
“合情理的”, 仅有 27%的人认为它们是
“极端
主义的”。更进一步,71%的受访者认为即使需要更多的花费和多交税, 也需要保护环境。
与以前做的类似调查的数据相对照,也能看出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认可环保主义者。
管理人员估计,美国主要消费群体中的 5%～10%在做出购买决定时, 会将环保的标
准置于其他考虑因素之上。调查的数据也帮助他们估计, 48%～60% 的人把自己看作
“真
心的”环保主义者, 但正如公司的资料所表明的,“这些更注重‘顺便环保 ( conveniently
green)’的消费者是在无需牺牲产品的功能、价值和款式的情况下, 才经常选择环保的
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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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Body Shop, Ben & Jerry, 以及 Patagonia 此类公司的成功进一步证实, 具有社会责
任感的公司推向市场的产品拥有巨大的市场。路易斯和麦克格里格勾画出了德嘉公司核
心顾客的主要特征,见附录 1。麦克格里格总结了整个团队调研努力的成果:
我们做了很多调查,以发现谁认为自己是环保主义者、对环境问题是否敏
感等。这不是仅仅通过一次调研得出的。我们对一系列连续性调查和今日美
国的民意测验做了综合。总体上, 从这些调查中显示,大约 50% 的人口是我们
的目标客户群。特别是女性较之男性对此问题更敏感,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总
体上女性较之男性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 并且可能在政治上更温和,这在现在的
选举中也可看出。我们就是这样进行了调查。
在此基础上, 目标市场被定位于年龄在 30～45 岁之间的休闲鞋市场的客户, 因为市
场调研显示, 这一年龄段的女性是环境意识最强的消费者。德嘉公司即将进入休闲鞋市
场, 而这一市场也正在快速成长中。生活方式向娱乐休闲和休闲服饰转变, 鞋的时尚从运
动风格向休闲风格转变,导致人们对休闲鞋的需求大幅增长。进入休闲鞋市场的另一层
考虑是,这个市场的划分是非常细致的, 这就意味着每个公司都可以参与竞争,而没有占
据统治地位的竞争对手。以路易斯一位朋友的草图为基础, 公司向 30～45 岁年龄段的女
性推出了 Envirolite 牌产品。
德嘉的管理人员认为 18～29 岁年龄段市场,即第 X 代(美国人)市场是公司成功的关
键, 因为这一代人充当着时尚领导者的角色。Doc Marten, Teva 和 Birkenstock 品牌的鞋子
在第 X 代中广受欢迎。为了满足年轻人的需求,设计师设计了 Eco －sneak 品牌的鞋。
与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相一致, 德嘉准备在消费者穿坏这些鞋后进行回收。他们
鼓励消费者把穿过的鞋寄回公司在俄勒冈的总部。这些破鞋子会被回收, 并成为以后产
品的原料。为了方便收回,德嘉的鞋盒可以很容易翻转( 使里面成为外面)。鞋盒里面事
先印刷了写回邮地址的空格,以及描绘各种濒危物种的画。

市场营销和推广
管理人员也推断,绝大多数潜在顾客所居住的当地政府会对环境问题非常重视。这
些地区包括太平洋沿岸和东北部地区, 其次是西北部和落基山所在的各州。管理层决定
雇佣销售代表,以方便与零售商之间的联络。这些销售代表按照地域分布划分了不同的
职责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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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的零 售商都热 情地接受 了德嘉 鞋, 高度 评价 产品概 念的 创新性 和及 时性。
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一次国际研讨会已经将媒体的注意力集中到了热带雨林减少、
生物多样性降低以及其他一些环境问题上。当管理层与销售人员推广德嘉鞋时, 主要的
零售商毫不犹豫地签了合同, 他们相信, 随着消费者环境意识的增强, 德嘉产品所具有的
回收利用概念将迅速转化为销售量。
几个月之内, 许多迎合热心户外运动或绿色环保消费者的零售商,以及主要的百货商
店, 都答应在产品目录和商店橱窗中陈列德嘉的产品。麦克格里格回想起零售商的反
应说:
我们刚刚准备好 1993 年春季系列, 准备向零售商推出……反响让人吃惊。
L .L . Bean 公司,它是一家很保守的公司,他们首次要将我们的产品放进产品目
录中,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Recreation Equipment Inc . (REI)尤其兴奋(也很保
守的公司) ,在春季产品目录中给我们的位置比 Rockport 和 Timberland 公司还
多。接下来, 北加利福尼亚的 Nordstrom 将我们的产品放到了它们春季男性产
品目录的封面。我们刚刚拿出我们的产品,还没有给它们送去一双,零售商们已
经开始热情洋溢地谈论了。
在这一年中(指 1992 年) ,许多其他的零售商,包括 Bloomingdales ,也决定接纳德嘉的
产品。尽管到 1993 年底, 德嘉已拥有 25 名销售代表, 其零售商接近 400 家, 遍及整个美
国, 麦克格里格也很难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德嘉的鞋给零售商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
很难把原因准确地区分开来。如果不成功, 那肯定不仅仅是因为一个因
素, 如果成功了, 那也不是一个因素在起作用。但他们喜欢这个概念, 他们认为
公众的消费理念已经成熟。
绿色环保商店比零售商店更热衷于销售德嘉的产品。包括像
“第七代”这种较大的绿
色环保商店, 以及规模较小的商店, 都非常欢迎这种回收材料制成的鞋。这种商店一般不
经营某类特定商品,而是某些顾客的一站式购物商店, 这类顾客关注环境问题,并以此做
购买决策。在一个绿色商品零售店, 顾客可以找到施用有机肥种植的作物、食品, 用麻制
成的衣服,无氯的再生纸。尽管这些绿色商店对制鞋业没有直接的经验, 也没有卖过鞋,
但都给了德嘉的销售代表相当大的订单。绿色商店虽然规模小, 但它们却是快速增长的
零售部门,德嘉的管理层因而对这种销售方式寄予了更高的期望。管理人员了解到的绿
色产品市场增长状况的数据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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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绿色产品市场数据
新推出的绿色产品占全部推出产品的百分比 , 从 1988 年的 2 .8 %增长到 1993 年的 12 .8 %。
资料来源 : Marketing Intelligence 公司
到 1996 年 , 绿色家庭用品的销售额有望从 1991 年的 21 亿美元增加到 77 亿美元。
资料来源 : 《绿色市场观察》, 1992 年 3/ 4 月号
到 1996 年 , 所有绿色产品的销售额预计将从 1991 年的 261 亿美元增加到 965 亿美元。
资料来源 : 《绿色市场观察》, 1992 年 3/ 4 月号

德嘉公司的回收材料制鞋概念引起了主流媒体相当广泛的注意。波特兰的主要报纸
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路易斯的创业活动。一家大的通讯社也采访了路易斯, 并将德嘉的
事迹传到全国各种媒体。每一次新闻报道之后, 其他媒体、潜在的顾客、零售商和其他商
业伙伴都纷纷向德嘉询问。路易斯回忆, 德嘉鞋的特别报道在《华尔街日报》市场版首页
刊登之后,她的电话就没停过。她说:“每次我外出几小时回来后,我的答录机就被留言塞
满了 !”
公司也获得了几项很高的奖项。1993 年国家回收利用联合会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
召开年度会议,德嘉鞋赢得了
“最佳产品创新奖”。在康涅狄格学院第 75 次毕业典礼上,院
长将第一届
“继承地球奖”颁发给路易斯。
麦克格里格没有忘记媒体的重要作用。相比于主要制鞋厂商巨额的广告支出“低得
多”,营销费用只占这家刚刚起步公司所有费用的 6% ～7%。麦克格里格估计,仅回收材
料制鞋这一概念每年就为他们节省 500 万美元的广告费用。

定价策略
公司的市场调研表明: 5%～10%的人是真正的环保主义者, 他们会出高价购买德嘉
鞋, 而大约 50%～60%具有环保意识的人, 则可能不会出高价购买德嘉鞋。但是, 德嘉的
主要零售商则坚持认为,他们的顾客会为回收材料的产品出高价。他们相信德嘉根本性
的创新将给习惯于设计风格慢慢变化的鞋业市场增添新的活力。
1993 年时,德嘉 Envirolite 牌帆布休闲鞋的批发价是每双 30 美元, 零售价每双 60 美
元, 这时,其他品牌的帆布休闲鞋的零售价在每双 20～30 美元之间。德嘉 Envirolite 鞋比
一般的帆布鞋多了一层能增加支撑的衬垫, 管理人员认为这个衬垫增加的附加值应该可
以用来解释鞋子的高价。但是 Nordstrom 和其他主要零售商对销售这个品牌的热情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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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德嘉公司对
“顺便环保”人的怀疑。麦克格里格介绍他们采用高价定价策略的原因
时说:
对于一种帆布产品来说, Envirolite 的价格确实很高。尽管我们有各种担
心, 但一看到国内 3 家主要零售商有如此的反应,要知道, 他们不仅有丰富经验,
还特别精明。你就会说,“既然他们认为是对的, 那就是对的, 所以我们就这么
做吧。
”

产品发布
1993 年春季系列
1993 年 3 月, Envirolite 和 Eco－sneak 牌鞋子正式在市场上推出。许多商店准备了专
门的橱窗用以展示这种创新的产品, 有些还将德嘉鞋的推广同地球日(4 月 22 日) 联系起
来。但是,尽管零售商大力推广这种鞋,许多主要的零售商店并没有出现大规模销售的势
头。麦克格里格面无表情地形容 1993 年春季出现的情形,“产品运去了,在货架上坐等。
”
尽管有橱窗展示,有环保特性, 消费者还是倾向购买传统的价位在 20～30 美元之间
的帆布鞋。质量问题也为产品带来了麻烦。由于 Eco －sneak 鞋的帆布是由回收材料制成
的, 它的纤维比首次使用的帆布材料的纤维短,所以这种布料并不耐穿。有些鞋子的帆布
鞋面和鞋底分了家,鞋面材料在鞋根处硬生生裂开了。因此,许多鞋子被退了回来。麦克
格里格解释说:“零售商告诉我们,消费者说,‘人们喜欢这个概念,但不喜欢这种鞋’。
”
主要零售商的反应是降低了对于环保鞋的关注。Nordstrom 地球日的展示推迟到了
第二天,许多其他的商店拿掉了橱窗里的德嘉鞋。据路易斯说, 绿色环保商店的销售情况
还可以。但是,与他们拿给德嘉销售代表的大额订单相联系的, 是他们存货周转的低速度。

德嘉的应对
管理层决定, 暂时不推出新的 1993 年秋季系列产品, 而推出新的秋季系列是业内的
常规。尽管对于一家已进入市场的厂商来说, 错过一个销售季节可能导致原来的顾客转
向竞争对手的产品,但这不是德嘉公司现在所关心的。公司正关注如何获得投资用以增
加产品开发的投入。第一轮的风险投资差不多都花光了。但是, 在主要市场上, 公司还没
有一种可以生存下去的产品。
1993 年 5 月公司成功地获得了总计 132 万美元的第二轮投资。公司获得的第二轮投

91

资主要是原有投资集团追加投资,也有少量是管理层个人的投资。德嘉 1993 年共完成销
售额 150 万美元,大大低于管理层和风险投资人制定的 500 万美元的目标。因此, 追加投
资只能用于运营费用的开支和取代不成功的帆布设计。
公司迅速转向开发替代材料。尽管直到 1994 年秋季才会推出新产品, 但对于完成产
品设计、
制造、
并将产品从远东运回美国这一系列过程, 时间还是非常紧迫的。新产品从
设计至推出, 业内一般的时间标准是在 3 年左右, 但德嘉公司在短短 1 年多的时间内完成
了对整条产品线的重新设计,并开发新的材料替代有问题的帆布材料。到 1994 年中期,麦
克格里格激动地宣布:“我们制出了麻布鞋。我们有一种叫 Terra－guard 的材料,不是皮
革, 但外观、
手感、
穿上去的感觉和皮革一样。后来, 我们又在巴西的热带雨林里找到了一
种
‘植物革’
”。
麻是在匈牙利采购的原料, 而 Terra－guard 这种由石油副产品制成的聚亚氨酯材料,
是在日本采购原料,并最终在威斯康星制成的。植物革是由植物的提取物制成的, 它的外
观、手感、
穿上去的感觉也和传统上的动物皮革一样。管理层认为, 找到皮革的替代物是
必需的;麦克格里格知道, 在美国售出的鞋,有 80%～90%是皮质的。路易斯也解释了公
司为什么要制定一项政策: 禁止使用动物皮毛制成的皮革,而是寻找它的替代物。
我们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我们认为: 与森林采伐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有关的
许多生态影响,都与我们过度使用和依赖于野生或家养的动物的肉和皮毛这类
产品有关;而且, 皮毛晾晒的过程也增加了环境中化学物质的污染。因此, 为了
与我们可持续发展的信念保持一致, 我们的公司制定了禁用 ( 真正的) 皮革的
政策。
德嘉从亚马孙流域当地部落处购买植物革,他们可以在热带雨林中得到这种材料,并
且不会破坏热带雨林的生态。出售植物革得来的收入使得当地部落改变了传统的掠夺式
的经济行为, 而变得对环境越来越友好。
由于在原料的采购地巴西附近制造设备不足,德嘉将原料从亚马孙地区运至远东,并
在那里生产鞋的部件并组装。路易斯希望进一步扩大这一项目, 以增进亚马逊地区当地
的经济利益, 从而确保长期保护热带雨林的各种生物资源。因此, 也考虑将来在巴西靠近
原料产地附近生产鞋的部件。
由于没有新的产品带来销售收入, 加之运作和研究费用的不断攀升, 1994 年 6 月,德
嘉进行了第三轮的融资, 从五家投资者处共融资 506 万美元。5 家中有一家是新加入
的——— VMT Enterprise Company, Ltd .———是德嘉在亚洲的代理。1994 年秋季,有新设计
和新材料的德嘉鞋摆上了商店的货架, 他们的销售情况比以前的款式好得多。1994 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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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系列比 1993 年春季系列的销售额增长了 200% , 达到了 300 万美元。
各种奖项和媒体的注意一直没间断。1994 年, 德嘉公司获得了美国市场营销协会为
表彰其在环保方面的成就而颁发的
“爱迪生奖”、联邦的
“时尚行业环保贡献奖”。联邦奖的
题词高度赞扬了公司的
“以减少废弃物和持续利用地球资源为原则生产产品的创举和榜
样作用”。在接受这一奖项时,麦克格里格说: 这表明了我们使得环保主义有意义和效益
的努力在行业内是有潜力的。媒体的注意和奖励使得《国家地理》杂志 1994 年第 6 期做了
关于回收利用的封面报道,并对德嘉鞋进行了特别报道。
随着产品越来越受欢迎,在消费者的要求下, 德嘉公司增加了一些新的零售商。Lady
Footlocker 在两家店试卖德嘉 1994 年秋季系列的产品, 由于产品销售如此之好, 以致 Lady
Footlocker 将 1995 年春季系列的销售扩大到它旗下的 150 家店。公司估计的客户增长情
况见表 4．4。
表 4．4 德嘉公司客户增长情况
客户历史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客户净增家数

400

310

450

650

1 000

1 250

年底客户数

400

710

1 160

1 810

2 810

4 060

每个客户的店面数

1 .25

每个现有店面的销售数量(双)

0

80

95

125

140

175

每个新增店面的销售数量(双)

125

80

85

115

120

130

62

71

141 .7

382 .2

776 .3

预期销量总计(千双)

1 .25

1 .50

2 .50

2 .75

3 .00

1 526 .6

尽管计划中的新客户的增长对于公司的总体成长是重要的, 但公司认为, 加大对于大
客户的渗透程度,使其增加新的店面销售德嘉的产品,也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如果一个大
客户考虑销售某一品牌,通常,他们都会在对这一品牌进行大规模铺店之前选择少量的店
面对这一品牌进行测试。公司现有的许多大客户还没有将产品铺到更多家店面, 这样,通
过现有大客户增加铺到的店面数量,就有可能使公司显著扩大自己的业务。表 4．4 是公司
预期在传统和非传统渠道下的客户增加情况。
公司运营水平的提高表现在: 公司生产每双鞋的成本已经降到 17 .50 美元,接近业内
的平均水平。但为了保证营运资金的需求,包括为了进行 1995 年春季系列产品的生产,公
司进行了第四轮的追加融资, 总计 250 万美元, 由最初的 3 家风险投资公司出资,它们是
Allstate Venture Capital, BancBoston 和 U .S . Venture Partners。公司所有权稀释后的情况
见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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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公司所有权(1994 年 12月 31 日)
所有权项目

普通股等值股

所有权比例( % )

Allstate Venture Capital

2 967 241

35 .2

U .S . Venture Partners

1 346 436

16 .0

BancBoston

1 016 614

12 .1

VMT Enterprise Company, Ltd .

530 000

6 .3

私营部门投资

530 000

6 .3

1 783 741

21 .2

249 439

2 .9

8 423 471

100 .0

管理层的投资 ,含股票期权
其他非管理层投资者
总计

尽管在 1994 年进行了追加融资,但公司还是不能从 1994 年秋季系列得到足够的收入
以进行下一季的设计, 并在 1995 年实现持平。从公司投资于存货到得到销售收入这一漫
长的时间,使得公司出现了现金短缺。麦克格里格又找来 300 万美元的风险投资用以支持
1995 年春季和秋季系列的推出,计划到 1996 年中期公司实现持平。
但是, BancBoston 宣布它将不再参加下一轮的投资, 因为公司在过去的 2 年并没有达
到销售目标, 它认为 1996 年持平是不现实的。Allstate Venture Capital 和 U .S . Venture
Partners 表示他们将继续支持德嘉,并随时准备帮助德嘉寻找代替 BancBoston 的投资者。
管理团队的各位成员对风险投资业和环保社团做了大量工作, 但他们还是没能找到一个
第三方投资者。1995 年 5 月,德嘉公司主动清算资产,以偿还债权人。

简要分析
德嘉鞋业探讨了一家用回收材料和环保材料生产休闲鞋的整个过程。这个案例涉及
市场调查、
产品定位、
目标市场选择、定价和促销等所有的营销问题。但由于该产品是一
种绿色产品, 因此,我们可以以它来讨论如何成功地进行绿色营销的问题。当然由于德嘉
鞋业是一家靠风险资金建立起来的企业, 我们也可以用它来讨论创业营销和创业企业的
管理问题。
在案例前部分有以下问题可以加以讨论:
(1) 朱莉的创意是如何产生的,在创意产生的过程中,是否就有一个概念形成、
检验和
测试的过程, 该产品的定位是清楚的吗 ? 什么样的产品定位才是清楚的 ?
(2) 环保消费者有何特点,如何来确定一个人是或不是环保消费者,环保消费倾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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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度量吗 ? 中国是否存在环保消费者 ?
(3) 德嘉是否充分利用了环保概念来进行促销和建立渠道,效果如何,如何评价 ?
(4) 德嘉的定价策略是否恰当,你认为绿色产品的定价应该如何进行 ?
(5) 如何评价德嘉的整个营销计划,有何突出的优点和缺点 ?
案例后部分可以作为前述问题的小结,并可同时讨论以下问题:
(1) 为何第一次上市失败,是调查不够,定价过高, 品质不好,还是其他问题 ?
(2) 德嘉为何在 1994 年转向皮革替代物 ? 这一转向是对的吗 ?
(3) 为什么各种奖励和媒体的关注并未使德嘉最终生存下来, 企业应该如何对待新闻
宣传 ? 绿色产品又应该如何利用媒体的力量 ?
(4) 为什么德嘉在销售上升,成本下降的情况下被迫清算 ?
(5) 尽管德嘉获得了大量风险资本的支持, 但仍以失败告终, 我们应从中汲取哪些
教训 ?
注意的问题:
(1) 动机问题。路易斯开发回收材料制成鞋子既有环保动机, 又有商业动机, 包括所
有的参与者和风险投资者, 也都是双重动机, 如果陷入对动机的争论, 就不能理解问题的
实质。因为绿色营销本身就是希望通过良性的商业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
(2) 成败问题。可能有人会认为既然失败了,就一无是处,或绿色产品没有希望,这就
可能陷入另一个误区。实际上绿色产品消费本身有一个上市时机、消费群体以及产品类
型的问题。在鞋上不太可行, 并不意味着其他方面不行, 同时 1994 年不行, 也不意味着
2004 年不行,要辩证地看,眼界要开阔。
(3) 绿色消费者问题。有人可能会争论绿色消费者是真的、
假的, 或对的、错的。消费
者的行为都是复杂的, 从营销的角度来看,只要是合法的, 就是合理的,你只有设法去利用
影响消费者的行为,而不施行去抱怨消费者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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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消费者特征
德嘉公司的管理者通过一系列连续性调查和今日美国的民意测验得到下述信息:

真正环保的消费者
美国人口的 22%～29%;
至少一半人在婴儿潮时期出生(30～45 岁) ;
主要是女性;
中高收入;
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
思维全球化, 行动本地化;
对环境问题积极,愿意花钱、
花时间;
对商业主张持怀疑态度;
绝大多数人不会花更多的钱购买环保产品;
环保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
积极参加户外运动;
认为自己行为和想法不一致。

有环境意识的消费者
美国人口的 26%～31%;
绝大多数是第 10 代(18～29 岁) ;
男女比例均衡;
一般是中等收入;
受过教育或者还是学生;
思维、
行动本地化;
环境问题只有影响自己时才行动;
对商业主张持怀疑态度;
绝不会花更多的钱购买环保产品;
容易做到时, 是环保主义的;
对参加户外运动有些积极;
行为和想法更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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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波音公司的管理层真感到茫然失措。经过仔细分析在何处生产新的 777 客机后, 公司
决定扩建在华盛顿州 Everett 市的飞机制造厂。这个决定对于工作在 Puget Sound 地区的
数万名波音职工来说是个巨大的安慰,对当地经济意味着是数亿美元的投资。但是,尽管
这一决定为该市和该地区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 Everett 市经评估后仍要求波音公司拿出
逾 5 000 万美元以减轻这次扩建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现在, 波音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
怎样管理并在账务上处理这笔环保支出 ? 会计准则不能提供这方面的指导, 因为如此大
范围和大数额的环保支出未有先例。这些各种各样的环保开支是被记为资产还是费用 ?
如何在财务报表中列示 ? 对税务的影响是什么 ? 波音的财务、税务和成本会计小组深感
困惑,对此无法取得一致意见。

波音公司和 777
1992 年,波音公司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和航天厂商之一, 它有 2 个主要的产业分
支: 商用飞机和国防与航天用飞机。商用飞机集团主要为商务航空公司开发、
生产和销售
喷气式客机。国防与航天集团则主要为美国政府研究、开发、生产和支持军用飞行器、
航
天系统和导弹系统。
波音公司 1992 年的销售额达 302 亿美元, 比 1991 年增长 3%。1992 年的总资产为
180 亿美元, 比 1991 年的 146 亿美元有所增长。然而, 在 1992 年, 波音的股票总市值比
1991 年下跌了 25%。证券市场的情况也许反映了如下事实: 1992 年, 波音公司净利润为
15 .5 亿美元,比 1991 年的 15 .7 亿美元有所下降。波音公司 1992 年的利润 (和项目利润)
由于民航业的萧条和来自空中客车公司———一家欧洲的商用飞机集团———加剧的竞争
而经受挑战。

＊ 本案例由 Colorado 大学的 Naomi S . Soderstrom 博士和 Texas 大学的 Christopher H .Stinson 博士共同编写完
成, 仅用于课堂讨论而不是用于说明管理战略的有效与否。感谢 Thomas Brucker , Don Cram, Lynn McDown , Christal
M . Hood, Sar ah Jackson , Steve Sefcik 以及 1995 年贝迩年会的与会者。版权所有———世界资源研究所,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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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 777 客机可容纳 375～400 个乘客,其设计填补了波音 767—300 和 747—400 的市
场空隙。波音现存的设施无法生产这种新型的客机。有好几个城市以税收优惠和其他好
处吸引波音前去投资, 或提供比 Everett 市更低的准入和建筑成本、总体上更低的经营成
本。然而,波音最后决定, 为了利用已有 的为生产其他机 型配套的基 础设施, 对位于
Everett 市的现存设施进行扩建。另外,大多数的熟练工人也都住在其附近。Everett 市以
前对波音在那里的投资也曾给予过大力支持。公司预计 777 项目也会有类似的待遇。

Everett 市
长期以来, Everett 市的经济与波音的财富紧密相连。20 世纪 60 年 代末, 公司在
Everett 市生产 747 的决定预示了这个 Puget Sound 海岸边、
距西雅图以北仅 25 英里宁静
的纺织小镇的增长和繁荣。然而,在经历了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快速增长以后, 散乱、
拥挤
和污染威胁着该地区的自然风景。公众的观点转向控制经济增长带来的后果。

《华盛顿州环境政策法案》
一个新项目在得到社区许可动工之前(如波音公司以及它在 Everett 市的扩建) ,必须
依法对所涉及社区的环境影响作出评估。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联邦、州和地方法律及规
章都要求市政当局确保这样的开发合乎环境法律和规章的规定。
《华盛顿州环境政策法案》是影响波音在 Paine Field 扩建的主要法律。它要求所有拟
议中会
“显著影响环境质量”的开发项目准备一份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EIS) , 波音公司拟议
中的扩建,是
“华盛顿州历史上最大的建筑工程之一”, 明显地在《华盛顿州环境政策法案》
所规定的权限内。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要求在任何法定许可被签署前, 应确保环境影响的
披露和考虑。(见附录 1 华盛顿州环境政策法案)

《1991 年增长管理法案》
1991 年,州立法机构决定通过谨慎的立法来管理增长并创造守法的环境。在投票否
决了 Initiative 547(该提议强调州政府的控制和权威) 之后, 1991 年的法规试图在
“自下而
上”的计划和及时解决争议方面达到一种平衡。如地方政府不遵守, 该法案还有强制执行
的条款。那时,对州在指导地方政府时所发挥的适当作用方面也有过不少讨论。各方妥
协的结果是州签发程序性标准。这些标准描述了计划满足既定目标和要求的基本要求。
同时,允许州机构对地方发展计划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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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遵守《华盛顿州环境政策法案》,波音准备了环境影响报告,指明与这次扩建有关
的对环境的显著影响。这份报告被波音和市政当局用以协商环保协议。由于波音拟议中
的扩建完全在 Everett 市辖范围内,《华盛顿州环境政策法案》要求 Everett 市评估波音扩建
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并协商一份协议以补偿这些成本。然而, 法律没有为成本的计算提供
指导,也没有指出补偿机制。在过去,多数社区认为, 私人投资和就业将使税收猛增,超过
社会和环境成本的增加。华盛顿州 1991 年的政治氛围弱化了以前的这种观念, 强化了
Everett 市在波音作出 777 生产选址决定后与之进行环保协商的力量。

环保要求
协商后的协议要求波音提供“厂区周围”和
“特定区域”的环保和减轻
“厂区周围的交
通”和
“其他就业带来”的影响。下面讨论这些在环保协议中涉及的特殊问题 (见附录 2
波音公司和 Everett 市的环保成本协议介绍)。

厂区周围的环保
Everett 市详述了对施工过程的各种限制和强制措施,要求波音公司控制在施工过程
中或完工后工地上一切形式的侵蚀, 包括清除地表积水、
回填临时斜坡和减小斜坡角度。
为了减少灰尘,在干燥季节要实施浇水计划。被破坏了的湿地, 必须以 1∶3 的比例赔偿。
为了厂区四周的交通, Everett 市要求波音建立一套复杂的服务体系。在位于建筑物
和厂区入口附近的方便之处,为公共和专用服务设立运输中心。优先线、
专用线和停靠区
要方便巴士交通。波音要指派 5 个运输、道路共享和大货车停靠的现场协调人, 以促进交
通需求管理计划的实施。

特定地区的环保
为了尽量减少工地施工对环境的破坏, Everett 市要求波音对植被、
湿地和紫杉树采取
预防措施。所有小溪和湿地周围都需要提供植被缓冲带。整个施工活动中, 在敏感地区
附近使用重型设备时, 要求有湿地生物学家在场。这个地区拥有的成片紫杉树能产生一
种抗癌物,为了保护这种资源,波音必须为医学的研究和使用来收集、收割茎皮和针叶,在
必须收割时要负责赔换。被收割的材料应提供给从事紫杉研究的医学或教育机构加以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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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厂区周围的交通拥挤状况
环保协议详述了为分流厂区附近日益增加的交通量而采取的许多改善交通的措施,
涉及总成本 4 746 万美元。缓解交通的工程包括拓宽道路、在 5 号州际公路建造新的道路
立体枢纽,沿用从波音厂区到 5 号州际公路的高密度机动车线, 改造附近的 Mukilteo 码
头。波音同意部分地弥补 Everett 市所做的这些改进, 从 1991—1994 年, 每年分别支付
2 000 万美元、
1 000 万美元、
1 000 万美元和 306 万美元。公司还须购买大约 80 辆大货车和
10 辆公交巴士,估计成本为 440 万美元。这些交通工具属波音所有, 但由当地公交部门
运营。

缓解就业带来的其他影响
为了对该地面临的经济问题进行补偿,波音同意捐赠 25 000 美元以发起一场运动,支
持在 Snohomish 镇周边地区对不动产进行征税的法案的通过。所得的款项用来支持非波
音员工使用低收入者住房。为了发展更多低收入者住房, 波音也同意向地方初始援助公
司(Local Initiative Support Corporation)或者在一项对低收入者住房有利的投资税信贷计
划中投资 200 万美元。波音还同意进行游说,以将对住房压力的规定纳入立法机关正在考
虑的《增长管理法案》中。此外,公司还同意修建 4 个球场,供该市长期使用。

环保最低总开支
厂区周围和特定地区的环保开支并没有明确的说明。然而缓解周边地区的交通压力
的总开支在 1 .882 5 亿～1 .883 5 亿美元之间, 其中波音公司的份额为 0 .474 6 亿美元。厂
区的环保开支还可能使总开支大大增加。

波音的反应
在环保协议谈判过程之中及之后,其他不少地方继续以向波音提供财政优惠的手段,
劝说波音迁走在 Everett 市的设施。由于重新考虑选址和谈判所拖延时间造成的损失太
高, 波音只好就此作罢。协议签订以后, 波音董事长弗兰克·舒朗茨 (Frank Shrontz)对于
“在 Paine Field 的扩建中还要提供 5 000 万美元的环保开支”感到非常愤怒。他告诉西雅
图 Rotary 俱乐部 :“Puget Sound 并不是世界上最适合做生意的地方。
”不久, 舒朗茨又说
到:“下一个新的飞机,一个容量为 800 座的庞然大物将在其他地方生产。
”几位波音的代
表对于在波音开始进行扩建(那时已被批准)后不久, Everett 市做出让步,同意在当地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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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新宾馆一事感到很恼火。

环保工作的会计处理
面对这些环保支出,波音需要决定如何做账务处理和披露。波音的外部审计员写到:
“普遍认可的会计准则没有特别指出这类环保开支, 这些开支一直不很重要, 因而过去没
有进行充分的讨论以引起会计标准设置机构的注意(见附录 3)。
”所以,波音在决定如何处
理这些开支时要尤为慎重。
基于对公认的会计准则和标准的不同解释,争论的核心围绕究竟是将这笔开支作为
资本项目还是作为费用而展开。波音的管理会计认为公司应该主要将它们作为费用。环
保开支不是资产项目开支中一个正常的、预料之中的部分。他们在有关的资产项目中不
增加任何可被计算的价值。另外,将这笔开支作为费用也是波音的惯例 (见附录 4

来自

波音公司管理会计小组的白皮书)。独立审计员认为由于这笔环保开支与能否继续整个
计划直接相关,它们应该被看作是计划的直接开支,应该被用为资本。这种处理将更密切
地反映波音在资产项目中的总投资(见附录 4)。更多的复杂的问题就是有关的税务考虑,
在波音对于税法的解释上,其税务小组认为因为这笔开支在性质上属于资本, 又因为波音
希望能够获得比提供给公众更多的经济收益, 波音必须将这笔环保开支资本化 (见附
录 5)。

思考题
环保开支中的 5 000 万美元(或更多)将在账务上被波音公司处理为财务报告、
内部管
理会计和联邦税收。
(1) 解释对 Everett 市要求的环保开支的不同账务处理方法, 并提出一种理由充分的
方法。这笔开支对像波音这种规模的公司来说是很重要的吗 ? 在财务、管理和税务会计
上这种处理方法有何不同 ? (如果有的话)
(2) 会计标准和管理要求在哪些地方指导了特定的会计处理方法 ? 波音在自己的会
计决策上哪些地方拥有灵活性 ? 其他的决定在管理上意味着什么 ?
(3) 这些环保成本是合理的还是多余的 ? 如何判定它是“公平”与
“合理”的 ? 为什么
所有迁往 Everett 市的公司(如那家新宾馆) 没有被要求支付类似的开支 ? 对于波音支付
这笔开支有何替代方案 ?
(4) 假设你是一位分析家,为进行证券投资而对波音和另一家航空飞行器制造商进行
评估。另外, 假设波音将这笔开销资本化,另一家公司则将其处理为当前费用。两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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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务原则是可比较的吗 ? 为使他们具有可比性, 你会做出哪些调整 ?

简要分析
本案例介绍 20 世纪 90 年代初, 波音公司在实施波音 777 项目时所遇到的环境保护问
题,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税务、
财务会计和企业管理等问题。
60 年代末波音公司的波音 747 项目在 Everett 市的全力配合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随着经济的繁荣,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也越来越强。这次要实施波音 777 项目,尽管
Everett 市依然非常支持,但波音公司不得不面临法律的要求(《华盛顿州环境政策法案》) ,
在项目实施前就要考虑到土地侵蚀、地表积水、珍贵植物存活、医药原材料基地保护和交
通拥挤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并事先要做好财务的安排, 承诺一笔巨大的环境保护支出。
如此巨大的一笔环保开支,给波音公司的税务、
财务会计和企业管理都带来了新的问
题。问题的核心是这笔巨款是应该费用化还是资本化。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会对税务、
公司报表、
企业管理产生不同的影响。譬如, 在波音公司内部有许多责任中心,各责任中
心的业绩与责任中心的报酬是密切挂钩的, 巨额环境保护支出的分摊方法自然会引起各
相关责任中心的高度关注。同样, 波音公司的股东也在密切关注这笔巨额环境保护支出
的分摊方法, 因为不同的会计处理将导致公司好几年会计报表数据的迥异。然而, 公认会
计准则对此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本案例思考的问题:
(1) 如何应用公认会计准则的原理,对这一特殊情况给出合理的解释就成为解决问题
的关键。案例要求读者熟悉公认会计准则,知道哪些方面是有硬性规定,哪些方面波音公
司可以自行决定。
(2) 假设你是一名市场分析员、
税务人员或内部相关责任中心的负责人, 试着分析一
下, 一旦波音公司在允许的范围内做出选择, 将会对你产生怎样的影响。
(3) 除了具体思考这笔环保支出的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外,也许想
想这笔支出为什么产生,数额是否合理更有意思。有一点是非常明白的,那就是在当今社
会, 环保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公司在计划实施大项目时, 必须将环保因素考虑到项目
的开工、
生产、
终结的全过程中,即不能只计算产品的生产成本, 应该在产品的全生命周期
中计算其成本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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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华盛顿州环境政策法案
《华盛顿州环境政策法案》( SEPA) 严格模仿《国家环境政策法案》( NEPA) ,当一个
“严
重影响环境质量”的开发项目被提出来的时候, 法律要求准备一份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EIS)。这份报告须明确指出该项方案对环境造成的严重影响。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要
求是为了保证《华盛顿州环境政策法案》的基本目标之一———对环境质量的披露和考
虑———在任何必要的许可签发前得到确认。
《华盛顿州环境政策法案》部分阐述了它的目
的, 那就是:
(a) 支持和促进公共福利;
(b) 创造和维护人类和自然能够共存的充满生机的和谐环境;
(c) 满足华盛顿州的公民当前以及将来的社会、
经济和其他方面的需求。
波音拟订的与之相似的扩建计划:
代表了华盛顿州历史上最大的建筑项目之一, 对 Everett 市、周边地区, 甚
至是整个州经济的影响都将是巨大的。在 SEPA 评议期间收到许多评论要求城
市
“只要接受项目就行”。然而, SEPA 和好的公共政策都要求,在决策制订者考
虑允许让这样的大型项目上马时,他们应该完全认识到其对环境的影响。因此,
这个计划的有关影响在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中得到了仔细的分析。
一旦准备好了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就像波音公司在这项大型计划中所做的那样,
Everett市就必须了解如何处理好这些已经明确的后果。该市根据《华盛顿州环境政策法
案》有权提出条件,或者进行否决波音所需的许可。在这个案例中, 该市同意了波音的计
划, 但却提出条件要求波音公司改善或缓解扩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缓解工作被定义为:
(1) 通过不采取某种行动或某些行动而避免所有环境影响;
(2) 通过限制行动及其实施的程度和规模来将这种影响降至最低程度; 通过使用适当
的技术,或采取有效的步骤来避免或减少这种影响;
(3) 通过修补、重建或是恢复被影响的环境来纠正这种影响;
(4) 通过整个活动期间的保护和维护工作, 通过时间推移减少或消除影响;
(5) 通过取代、增强或提供替代资源或环境来补偿这种影响;
(6) 监控这种影响并采取适当的矫正措施。
接着,波音就开始了一个引起诸多环境问题的庞大的兴建项目。Everett 市在要求波
音公司支付减少环境压力的费用时, 遵守了华盛顿州的州立公共政策。州法律使得该市
别无选择,只能要求波音出资来缓解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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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波音公司与 Everett 市的环保成本协议介绍
1991 年 7 月 3 日
Everett 市根据《华盛顿州环境政策法案》对波音(Everett )飞机制造设施的扩建
要求波音实施环保工作的决定

Ⅰ 发布之决定符合华盛顿州环境政策法
决议书已起草好, 并由 Everett 市发展与规划局局长颁布。Everett 市法令 1348—87
规定该局局长作为责任官员履行该市的《华盛顿州环境政策法案》的实质性权力。该文件
根据《华盛顿州修订法案》43 .21C .060,《华盛顿州行政法案》197— 11—660 和 Everett 市法
令 1348—87 起草。文件中提到的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支持了波音公司在 1991 年 4 月 15 日
所发布的《环境影响报告草案》;同时,在 1991 年 6 月 24 日发布的《最终影响环境报告》中
得到更新、
充实和分类。在责任官员的判断中, 根据《华盛顿州行政法案》197—11— 660
(2) , 该提案不会因为对环境造成了影响而遭到否决;但是, 根据其第五到第七部分的规定,
这些影响提供了采取环保措施的基础。
《华盛顿州环境政策法案》和 Everett 市对该法律效力的行使,是对制定和推行用以控
制开发项目和运营过程中带来的环境影响的其他政府法规的补充。该市的《华盛顿州环
境政策法案》条文 1348—87 提到:“对于州政府 (包括州各机构、
市政厅、公共公司和各镇)
的各机关在现有权力范围内颁布的法律, 本条文中提到的政策、
程序和目标作为其补充。
”
(见Ⅶ B .1 部分)正如在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中指明的那样, 波音主要开发计划 ( MDP)的贯
彻实施必须服从于一系列的管制。这些管制在该市作出的采取合理适当的环保措施的决
定中已得到确认和评估。文件以后的部分(第二部分———适用于环保的措施和规章)对这
些现有的规定和管制加以明确。不管文件中的规定如何, 波音公司都将有责任遵守其他
适用的规定、条文和法令。
本文件包含了 Everett 市规定的所有条件和环保措施。它依照《华盛顿州环境政策法
案》赋予的实质性权力对波音公司的扩建提案具有强制约束力,就像最终环境评估报告第
二部分中对该提案的详细规定和描述那样。Everett 市要求波音公司实施其提案的所有许
可和批准意见,将根据本文件中所含的条件和环保措施进行相关部分的修正。任何个人
的许可和批准意见不得在任何有关的内容上改变或修正这些条件和环保措施,除非符合
本文件规定。许可签发时所有必要的修正都应得到责任官员的批准。根据《华盛顿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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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法案》43 .21C .075、
《华盛顿州行政法案》197— 11—680 和 Everett 市法令 1348—87,本决
策性文件中提到的和 Everett 市对《华盛顿州环境政策法案》效力的行使, 服从于根据
Everett 市法令 1348— 87 中包含的诉讼程序所提请的诉讼:
(1) 受害团体可于本决策文件颁布之日起 10 天之内向 Everett 市法院提请诉讼。
(2) 提请责任官员作出决定的诉讼费为 100 美元, 可向 Everett 市交纳,连同根据法令
1348—87 第七部分 C 节提写的书面诉讼一并送交市政秘书。

Ⅱ 联邦、
州或地方在缓解确认的环境影响方面的要求
除了州环境政策法案外,州法规,地方执行条例,许多联邦、州和地方法令法规都将影
响波音在 Everett 市的扩建开发项目。这样的法令法规将会限制或者控制扩建计划的许
多环境影响, 并将减轻这些不利影响(《州环境政策法案指导》197—11—660(i) ( e))。这种
对扩建影响的
“法律性缓解”按种类归纳如下:

A . 空气
扩建排放的空气必须遵守适用的联邦、
州和地方的规定。这些规章要求在适当情况
下使用最好的控制技术或者将排放比例降至最低。
(1) 联邦: 环境保护署(EPA)要求州和地方的许可必须贯彻实施修订后的《联邦空气
清洁法案》第 77 款第 392 条的规定。
(2) 州: 1991 年的空气清洁法案 199 章;华盛顿州生态局制定的《防止环境严重恶化
的许可令(PSD)》,《华盛顿州修订法案》173— 403—080。
(3) 地方: Puget Sound 空气污染控制局( PSAPCA)制定的《建设公告与批准申请》,空
气污染控制局 1 号章程,第 6 款。

B . 土地
建设中及建设后斜坡土壤侵蚀现象与填埋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将根据 Everett 市关于
降低坡度、
挖掘、控制和阻碍侵蚀的规定使之部分缓解。见依据 1991 年 3 月 27 日修订的
市条令第 898－82 条而签发的《设计与建设标准及细则》。

C . 地表水
在 FEIS 中描述的东北部扩建地区内, 必须采取控制措施( 包括油水分离和生物滤油
器)对地表水进行处理,避免向周围地区泄漏, 以满足城市要求。见《Everett 市政章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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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28 款。

D . 植物、
动物和湿地
联邦和州的机构将对扩建计划中影响某些溪流和湿地的因素进行控制。此外, 为了
填满扩建地区的一些湿地,必须依据《Everett 市区域划分章程》第 37 节中的规定提供湿地
环保计划。该环保计划必须包括监控和预防措施。
(1) 联邦: 美国军队工 程公司发布的关 于改善湿地和溪流 状况的《404 许可令》,
40 CFR 230 部分。
(2) 州: 华盛顿渔业局颁布的有关在溪流和湿地中作业的《水利计划批准案》,《华盛
顿州行政法案》220 章 110 款。
(3) 地方: Everett 市颁布的《湿地维护和环保法规》、
《Everett 市区域划分章程》第
37 节。

E . 噪音
州和地方噪声法规将规定噪声的程度。
(1) 州: 生态局颁布的《环境噪声可允许的最高级别》173 章 60 节《华盛顿州行政法
案》;《学校地区的批准规定》,《华盛顿州行政法案》248—64—240。
(2) 地方:《Snohomish 镇章程》第 10 章第 1 款;《Everett 市法令》690—80;《Mukilteo 市
条令》655 号。

F . 有害物质
联邦、
州和地方法律对有害物质及有害废料的储存、
使用和处置,规定如下:
(1) 联邦法规
a . 1976 年的《资源保护和恢复法案》(RCRA)40 CFR 262—264,规定了适用于有害废
物产生者及有害物质处理、
借存和处置设备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经营、
维护及安全标准。
b .《有害物质运输法案》C 次章 40 CFR 171— 177 对有害物质的运输进行管理。该法
案出于运输的目的对有害气体进行了列举和分类; 提出了标记或是确认被运输气体的要
求; 同时提出包装方面的要求。
c .《职业安全及健康法案》( OSHA) 29 CFR 1910, 规定了工作场合的安全和健康
标准。
d .《美国政府清洁基金修正案和再授权法案》标题 3 之 40 CFR 355— 372,规定了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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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完成以下事项之程序: (i) 为最大限度减少紧急情况下可能造成的主要排放物的危害,
获得在这些地区使用的有害物质的信息; (ii)获得有关向环境中排放化学物质的信息。
e .《有害物体控制法案》 40 CFR 763, 对其他环境法没有规定的工业用化学原料 (石
棉)的使用及堆放进行了规定。
f .《清洁水法案》 40 CFR 100 —143,规定了保护水生物的健康标准,还规定了可以接
受的对水体取样和测试的方法和材料。
(2) 州法规
a .《华盛顿州修订法案》70 章 95 节的《有害废料管理法案》和《华盛顿州行政法案》173
章 303 节中有相关条文,落实了空气污染控制局的规定,在某些方面比联邦法律更严格。
b .《华盛顿州修订法案》70 章 105 节的《有害物质模型控制法案》和《华盛顿州行政法
案》173 章 340 节的条文,规定了州对有害废料地的清理有权进行指导或直接参与。但是,
只有溢出或排放有害物体会造成环境污染时,才适用于扩建计划。
c .《华盛顿州修订法案》49 章 17 节的《华盛顿工业安全与健康法案》,贯彻落实了联邦
《职业安全及健康法案》,在某些方面比联邦法律更严格。
d .《华盛顿州修订法案》90 章 48 节的《表面积水质量标准》和《华盛顿州行政法案》
173 章 201 节,以此规定建立了从本质上与联邦标准相同的水质量标准。
e .《华盛顿州修订法案》70 章 95 节的《减少废料法案》, 要求每年排放超过 2 640 磅的
有害废料的公司以及使用有害物质的公司,做好其减少有害物质及废料的计划。
(3) 地方法规
《Everett 市废水预先处理标准和许可条件》1308— 86 号条款, 规定了适用于所有进入
Everett 市污水清洁系统的水体的废水预先处理标准。

G . 运输
对来往于扩建地区的雇员的交通管理, 必须符合 SSHB 1671 号中有关高速公路准入
控制的规定和交通需求管理指导。SSHB 1671 号提出
“主要雇主”在准备的
“减少通勤数量
计划”中,必须遵守 Everett 市制定的交通需求管理准则。

H .总结
(1) 《Everett 市政条令》第 19 项《Everett 市区域划分章程》:
a . 26 .01 和 27 .01 部分包括 M－1 和 M－2 地区的使用标准。
b . 37 部分提出了对环境敏感地区的发展计划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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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verett 市政条令》第 16 项《Everett 市建筑条令》。
(3) 修订后的 555—78 条令根据该市法规,要求开发型不动产的拥有者根据城市标准
改善比邻的公共道路。与波音厂区比邻的所有公路都将服从该规定,包括 Boulevard 的海
边公路。如果计划改善某条公路, 申请人须依照城市标准或改善契约致力于公路通过地
区的建设,拓宽并安装路缘、
排水沟和人行道。

Ⅲ 责任官员之环保工作导言
波音在 Paine Field 的扩建计划代表着华盛顿州历史上最大的建设项目之一。对
Everett 市及周边地区,甚至是整个州经济的影响都将是巨大的。实际上, 在对《华盛顿州
环境政策法案》讨论期间, 就有许多意见敦促城市接受这个计划。然而,《华盛顿州环境政
策法案》和良好的公共政策都要求, 在决策制定者考虑允许让这样的大型项目上马时,他
们完全应该认识到其对环境的影响。因此, 这个计划的最终影响在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中
得到了仔细的分析。
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中分析的影响和在本文件中要求采取的环保措施, 是建立在对未
来活动的假设和期望的基础之上的。像波音扩建这样异常庞大和复杂的项目会花上好几
年, 它将检验我们对工程建成后的结果精确预测的能力。这样的计划也检验《华盛顿州环
境保护法案》估计最终影响并阐述环保措施的程序的运用。
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中指出的一些影响有相对的可预测性,适当的环保措施也较容易
得到确认,而其他的如交通方面的事项则更具有猜测性特征。例如, 我们不能准确预测人
们对新的交通需求管理规定会如何反应———一起旅行, 乘坐公车还是货车共用;根据人们
对交通和上班通勤的偏好模式, 来准确预测那些调整人们行为的努力会是什么结果,这不
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另外,在评估交通面临的严重压力和选择环保措施时, 还有很多其他
必须被考虑的变量,如未来在该项目邻近地区的开发行为以及联邦、
州和地方的资金保障。
不确定性不仅仅局限在交通影响方面, 其他方面的影响和必要的环保措施同样很模
糊。尽管如此, Everett 市在从事环境审查和作出环保决定过程中的责任是评估这些影响,
向决策者和公众公布这些影响, 同时建议合适的环保措施。
这些变量使得《华盛顿州环境保护法案》的环保程序, 充其量只是对未来事件的合理
预测和反应。立法机关制定《华盛顿州环境保护法案》是为了保证对环境的管理责任,提
供一种公布程序并在对某一提案作出最后决定的时候,保证将环境考虑与经济和技术考
虑同等对待, 而不是要保证或是责成所有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都被削弱。然而, 决策者和公
众可以认为本决策文件中的规定将得到履行。其中订立的环保程序是动态的,为情况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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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适当变化时提供了灵活机制。
行使《华盛顿州环境保护法案》的实质性效力包括在明确的环境影响、经济现实和技
术考虑之间作出权衡。简单地说, 经济现实指波音是美国西北部经济中惟一的一家大型
私营企业。至于技术考虑,正在复查中的计划包含了质量控制至关重要的业务。高科技
产品的制造, 如航天飞机, 不允许出现低劣的质量。如果没有对技术给予适当考虑, 公众
和飞机都会有潜在的危险。
作出这种困难的权衡, 不论是《华盛顿州环境保护法案》的法律约束还是检查公共事
务官员对政府权力的行使,都是一种合理性的检验。在这里,“合理”要求对公平和实用进
行评估。否定拟议中的扩建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合理的吗 ? 在分析表明这些影响可以被
避免的时候, 还让物质环境恶化是合理的吗 ? 责成开展全面的环保运动以改善仅以模糊
的预测和复杂的假设关系,以及多年后不复存在的因素为基础的条件是合理的吗 ? 依据
联邦、
州和地方法规及指令的现行框架是合理的吗 ?
鉴于 Everett 市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地区, 它的地貌在不断变化, 在相互竞争的政策和
考虑之间进行合理的调整就更加困难了。在地区、
国家甚至是国际经济的变化中, 当地的
经济圈被证明是非常脆弱不堪的。东北部独特的环境更具脆弱性和敏感性。
在取得合理的权衡意见方面, 公众的关心和公共 机构中的专家至 关重要。因此
Everett 市花了很大的功夫来准备全面的环境影响报告。草案获得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评
论意见也被看成是决策程序中的重要组成。
在意识到扩建计划对 Everett 市,乃至州和国家的重要性, 并了解提案中独特的重要
技术时,这些提出的决策和环保措施就反映了一种平衡的方法, 该方法旨在保护那些环境
中比较脆弱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一旦被破坏之后再也无法修复了。

Ⅳ 决策的执行
依照《华盛顿州修订法案》197— 11—660,波音也许会申请批准扩建其设施。该市颁
布的许可令将服从于本文件中提到的环保措施的执行环境, 并包含这些措施, 而该市的条
令和规章也会以别的方式对措施作出要求。某些环保措施包括那些在许可申请被审查时
将被更加完善与发展, 和( 或) 需要对出现的影响及其环保措施进行监控的因素和要求。
还有一些环保措施需要在我们发现新情况时进行修正。在这一揽子措施的框架中, 对灵
活性的需求是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
为执行这一决定所包含的程序,尊重维护波音与计划影响到的其他各方现行关系之
需要。为了贯彻灵活的环保战略,需要有一个框架来定期审查环保计划的各部分, 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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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中所列之条款和条件提出适当建议和替代方案。该管理框架见本文件第七部分
E 条。
责任官员可能会调整这一揽子计划,条件是本文件中已提到这种修正方案;或是它被
责任官员视为与环保要求的目的相同;或是这种改变是有关地方间协议或合同的事宜,协
议和合同依据本文件签署并与其条款一致, 同时这种改动得到了协议或合同中其他团体
的认可。然而,环保条款中的修改不能要求波音方面再承担进一步的财政义务, 除非这种
修正是提案改变的结果,或是法律以其他方式要求的结果,或是波音主动同意。

附录3 特殊的环保措施会计处理审计报告
尊敬的 Budinich 先生:
我们致力于适当地应用公认的会计准则, 对下文所描述的特殊的环保措施进行报告。
本函专供波音公司使用,以助其对此项特殊措施的会计原则进行评价。

事项的描述
贵公司向我们提供的有关此项特殊处理的背景与假设如下:
波音公司为实施 777 计划需在 Everett 市扩建工厂, Everett 市向波音公司索要了一笔
环保成本作为许可波音公司在该市扩建的条件。Everett 市的行动依据是《华盛顿州立环
境政策法案》(SEPA)。
在 Everett 市下发的决策文件中,要求波音公司以建筑许可费的形式支付环保成本:
(1) 增加的雇员和与之相关的人口增长给交通设施造成的影响 (要加宽公路, 提供公
共汽车和货车,鼓励和促进雇员使用公共交通设备)。
(2) 对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影响。文件要求波音公司向一个低收入住房税信贷投资计
划投资 200 万美元。文件同时要求波音公司必须保持其 4 个厂区内球场的设置、
雇员中消
防人员和安全人员的现有比例。
(3) 对于工厂场地本身的环境影响( 土壤侵蚀, 树木的移动, 景观的设计, 野生植物带
的保持)。
环保成本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用于缓解环境影响的成本(决策文件中没有估计成本的
数字)、
4 800 万美元用于交通改善的成本和 200 万美元用于低收入住房的成本。对于后两
种成本的评估依据是预期新增的大量雇员对于当地交通和住房的影响。
因此,支付环保成本是获得必备的建筑许可的先决条件。Everett 市可以通过拒绝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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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这一必备的许可来迫使波音支付这些成本。波音公司已经暂时确定了一些需要财务
支持的特殊的方案,但这些方案仍需调整。这些环保成本将在工厂的扩建期间得到支付
和使用。

恰当的会计处理
根据我们的研究和向德勤国家研究室(会计研究部门) 的咨询结果表明, 一般公认会
计原则并没有特别涉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成本。这种成本问题还没有重要到能引起会计准
则制定机构的注意。这一问题曾出现在“就出现问题特别工作组”( emerging issues task
force)的议事日程中,但后来被删除。与其他会计问题一样,环保成本问题也必须建立在一
定的概念基础之上。
有关环保成本的一个基本的会计问题是这项成本应该被费用化还是资本化。如果采
用资本化的方式,这种成本应被分配到何种资产当中 ? 又该如何确定恰当的摊销期限 ?
在决定是否将环保成本作为资产处理时, 一个核心问题是应该将这些成本视为独立
的, 还是与整体计划有关。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财务会计准则( FAS)汇编》第 34 号《利息
资本化》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指导。该准则指出被资本化的成本是为使资产达到预期使用
状况所必须花费的成本。它的目标是: 获得一种取得成本的方法,以反映公司在资产方面
的全部投资; 与获得一项资源有关的成本, 这项资源能使企业在未来受益, 而不是当前受
益。在此准则中,委员会指出, 被资本化的是这样一些数量的成本———“如果在取得阶段
用于资产的支出没有发生,则该数量的成本理论上可以被避免”, 用于资产的投资和因此
而导致的成本之间的因果关系使得这种成本类似于该情况下的直接成本。
在第 34 号财务会计准则的指导下, 环保成本可被视为整体扩建计划的一部分。因为
从本质上看, 作为允许波音公司扩建的条件,这些成本已被 Everett 市评估为一项许可费。
它是波音决定在 Everett 市扩建工厂导致的结果,只有工厂的停建才能避免这些成本的发
生。这些成本与扩建计划的进展直接相关,可视为计划的直接成本而成为计划的一部分,
不能作为独立的资产。因此,这些成本应被资本化。
资本化的另一种验证方法是在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的定义和要求下分析一项成本能否
被确认为资产。依据上文得出的结果,我们应把扩建方案作为一个整体来展开分析,而不
对环保成本单独分析。
财务准则委员会第 6 号公告《财务报表中的要素》将资产定义为“过去的交易或事件
给企业带来的未来可能获得或控制的经济利益”。资本化的另一个要求是成本可由其回
报弥补。在本扩建方案中,工厂的扩建可以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收益并可为企业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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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费的成本可由未来的现金流弥补, 而不需设备的最终处置收入就能将其收回。这些成
本的支出预期是可以收回的,否则, 管理人员就不会从事这一项目。
一种反对环保成本资本化的观点认为, 资本化会导致方案账面价值超过市场价值。
此观点假设人们在评估方案时不考虑环保成本, 这是不切实际的。另外,一般公认会计原
则并没有要求只能以低于市价的方法记录固定资产的价值, 除非有特殊条件导致资产价
值的长期减损。因此, 我们并不认为这种观点有价值。
总之,我们认为环保成本(公共汽车/ 货车、
球场、消防人员/ 安全人员除外———参见下
文
“其他成本”部分)应被资本化并分配到建筑物、
建筑设备、
土地改良等固定资产账户中,
在其各自的生命周期内摊销。环保成本也可以资本化到设备( 个人财产) 当中,但这还不
具备管理上的可行性。波音公司应在理性和系统的基础上决定恰当的成本分配方法。
其他成本: 投资于公共汽车和货车( 波音公司所有, Everett 市使用 )的 440 万美元可
单独资本化并在其有用期内摊销。公共汽车和货车不适于计入建筑物中, 因为即使它们
不再使用了, 与其相关的成本也还计在波音公司的账簿中。
工厂扩建后, 现存的 4 个球场会被毁坏, Everett 市的决策文件中要求重建这 4 个球
场。球场重建后,波音公司将其资本化,确认为土地改良。新的球场坐落在波音公司的土
地上,未来可使其员工从中收益,可见过去的资本化政策是正确的。
保持消防人员和安全人员的特定比例所花费的成本是不确定的, 因此现阶段公司将
其费用化的做法是正确的。
记录负债的时限: 4 310 万美元(年利率为 7 .5 %时, 含利息在内为 4 800 万美元)的交
通改善成本在 4 年内分批支付(分别在 1991 年、
1992 年、
1993 年、
1994 年的 9 月 1 日分别支
付 2 000 万美元、
1 000 万美元、
1 000 万美元、
310 万美元)。问题是这笔支出应该被看作一
项
“购买承诺”而在其分批支付时入账, 还是应该在决策文件发出时(1991 年 7 月 3 日)就被
全部计入负债。在购买承诺下, 企业并不能马上取得资产而必须等到未来的某个时点。
而本例中,波音公司能够立即受益———取得了建筑权。同时,由于波音公司有能力且有意
图实施整个计划,而且各种环保成本也是固定的, 可以确定的。因此, 在决策文件日确认
全部负债是正确的会计处理方式。

总结性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资本化并摊销环保成本(不包括消防/ 安全人员的成本)的结论遵从
了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我们对于这一特殊处理的判断是建立在对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的正
确运用基础之上的,使用的仅是上文所描述的提供给我们的事实。如果事实或环境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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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结论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
(Deloitte & Touche 签署)

附录 4 来自波音公司管理会计小组的白皮书
环境保护成本的会计处理白皮书
《华盛顿州立环境保护法案》(SEPA)导致了环境保护成本(见表 1、表 2)。除 SEPA 的
规则外,还存在大量其他的规则和要求( 如: 许可规则、区划准则决定、城市政策、
《职业安
全及健康法案》、国家环境保护局 ) , 这些都是扩建计划获得许可的前提条件, 必须得以
满足。
表 1 Everett 市环保要求
项

目

摘

运输和需求管理

非现场影响摘要
要

金额(万美元)

80 辆货车 , 10 辆公共汽车 , 300～400 个停车位, 1 个运输/

615

TDM 方案协调人等
交通

当地道路的增加与改善 , 高车辆覆盖率的道路 , 道路的交
叉 , 坡道 ,Mukilteo 渡口的改善

4 131

住房

对低收入住房计划的投资 ,支持征收房地产税以资助住房

203

计划
波音公司部分

4 949

预计总成本

18 885

其中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部分

13 836

表 2 Everett 市环保要求
项

目

现场影响摘要
摘

要

建筑

侵蚀控制和土壤保护措施(短期沉淀 , 淤泥引导装置 , 减少污染排放的水
资源计划)。

对环境敏感的领域

湿地、溪流、
土生植物缓冲带、野生植物带的开发/ 移位 ; 新丛林与树木的
收集、收割、
移位等。

运输

交通改善措施 ,增加的停车位 ,公共汽车/ 货车上下车站的设置等。

景观设置

植物的移种 ,人行道和灌溉系统要求等。

地表水资源

排水和水质要求(如储水系统 ,用于排放暴雨的沼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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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摘

要

设备运作

燃料方面 : 开发和实施防止燃料泄漏的措施 ;
噪音方面 : 开发和实施防治噪音的措施。

住房

实施最大化本地就业的雇用政策。为州住房影响援助计划的开发提供
帮助。

公共服务

娱乐 : 提供 4 个厂区内的球场 , 以减少对于城市球场的需求。
紧急情况服务 : 保持雇员中消防人员和安全人员的现有比例(估计需要
增加 18 名消防人员和 14 个安全人员)。

为遵从这些规则和要求所花费的成本可按照成本的基本性质予以资本化或费用化。
与成本会计处理决策有关的是这些单独的成本, 而不是导致这些成本的规则( 如: 将土地
上的紫杉树迁往他处的外部要求并不改变与之有关的成本的基本性质,景观改变成本)。
因此,如果环境保护协议要求研究成效,则正常情况下, 这方面的成本应费用化;如果
环境保护协议要求的是对资产进行改变,对土地进行改良, 则这方面的成本应资本化;如
果环境保护协议要求向地方当局支付用于减少交通压力的款项, 由于这并没有增加波音
的现有资产价值,则这方面的成本应费用化。
依据以下判断,我们作出将支付给地方当局的环境保护成本费用化而不是资本化的
决策:
支付给地方当局的环境保护款项不是资本资产成本的正常并可预测的组成部分
(见表 3)。
对于地方当局的环境保护支付并不能为相关的资本资产增加任何可测的价值。
这些成本关注的是地方水平上的空间占用和经营问题(如对交通和住房的影响)。
这种环境保护的收益对于波音公司而言是很小的, 不足以增加公司资本资产的内
在价值。
波音公司资本化措施的一个基本目标是确保记录的资产价值的一致性。波音公
司对于地方当局的环境保护支付是其扩建计划获得许可的前提条件, 这不能作为
资本化的惟一标准。将初步设计、工厂重新整理、特殊再造等其他类型的成本费
用化,是波音建立的惯例。
费用的处理: (1)要与前述措施惯例一致(如 Renton 公园的改良) ; (2)要与取得资
本资产时不免会导致的同类成本的处理方式一致(如初步设计) ; (3)要与为环境
保护成本所代替的税的处理方式相一致(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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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对地方当局的环境保护支付不构成资本资产成本正常的、可预测的部分
文

件

决策文件第 8 页

内

容

“SEPA 的要求体现了对于确认的环境影响、经济实体和技术之间平衡关系的考
虑。
”(注意比较环保协议在 1978 年 Everett 市、
1991 年 Everett 市、1991 年 Spokane
市之间的不同。)

决策文件第 7 页

“不确定性不仅限于对交通影响 , 许多受影响的领域和必要的环保行为都是不明
确的。”

决策文件第 43 页 “很多影响(如雇佣员工所造成的影响)的确定是推测出来的。利用了与之相关
的历史数据、预测的行为模式和对预算与政策分析后推断出的公共部门的行动
等。这里并不具备科学上的精确性和可靠的公式。
”
决策文件第 35 页 “环保基金(如交通缓解基金)并不特别用于某些计划 , 而是要用于为环保目的而
设立的大量可选择的计划。这说明环保基金将被用于解决与波音公司有关的
影响。”
注 : 节选自 Everett 市决策文件(1991 年 7 月 3 日发布) 。

表 4 对地方当局的环境保护支付是一项代替税款的支付
文

件

内

容

决策文件第 43 页 “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提出了一种为公共服务事业建立基金的方法 , 这要依赖于对
税收收入/ 支出的比较分析。本决策文件将这种方法作为减除公共政策方面影
响的另一种选择。这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预算、政策和收入支出方面作进一
步决策提供了机会。
”(附加的重点)
注 : 节选自 Everett 市决策文件(1991 年 7 月 3 日发布) 。

税法和用于支持税收可抵性分析的相关案例并不与成本会计处理决策必然相关。房
地产开发商将环保成本资本化并随房屋的销售按比例分摊到房屋当中, 有关这种决策的
税务案例更多地与直接存货成本的决定有关, 而与一般目的的资本资产成本的决定关系
不大。在任何事件中, 税法都不是必须同财务与成本会计的合理原则相一致( 特别是涉及
收入的提高和社会经济因素时)。
此外, Everett 市环保支出的货币规模并不应该成为最主要的考虑因素。随着环保协
议所要求行动的落实和对城市支付的支出, 环保成本也得到了确认。这时, 这些成本的重
要性就会在 4 年间随着现金的支出而下降。
上文提出的决定与波音公司现存的资本化政策以及保证资产价值记录方面一致性的
基本目的是一致的。对于财务报表和政府成本会计而言, 资本化政策在很多情况下都是
适用的。
作为一种新出现的行业范围内的问题,我们要继续与会计人员和产业界共同努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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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政策能否应对未来的变化。

附录 5 波音公司税务小组做内部报告时提及的营业费用
对税法的解释
公益性支付
公益性支出是指纳税人不期望从纳税行为中获得任何经济利益, 仅将税款贡献给社
会公众。
非自愿支付
即使支出是非自愿的, 即使支出并不直接用于纳税人的生产业务,纳税人也必须将这
些成本资本化。
环保支付
房地产开发商为取得土地许可而支付的影响费应被资本化, 并随房屋销售按比例
摊销。

税收目的的资本支出
用于新建筑、长久改良等方面的支出能增加财产的价值,这些支出不能从当期收入中
扣除,属于资本性支出。
资本支出包括为取得与建设建筑物、
机器设备或其他类似资产而花费的成本,这些资
产的使用期长于其纳税期限。

环保成本的税务处理
通过支付环保成本,波音公司能获得超出公益目的的经济收益(以被认可的环境影响
评估报告) ,因此,这并不是一种公益性支付。
即使在公共设施方面未取得任何有形收益,波音公司的支出在性质上仍属于资本类。
波音公司必须将环保成本资本化, 分配到资产 ( 不包括土地 ) 当中, 通过摊销将其
收回。

对于 Everett 市环保成本的税务会计处理
相关因素:
环保成本由政府机构评定,以抵消对于环境的不利影响。
环保成本的支付是获得必备许可的一项强制性的前提条件。

118

复合涂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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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复合涂料公司(multipaint, INC . MPI)是一个综合性案例, 它是一家生产绿色涂料和
染色剂的虚拟公司。当一则有关一处闲置生产场地存在严重污染的消息泄露给媒体时,
公司召集了一组咨询专家来评价几个备选方案。除了包含财务会计、管理会计方面的问
题外,这一案例也体现了一些非会计方面的问题, 如法律、
道德和公共关系几个方面。表
面上,这一案例似乎仅仅需要一个推理严谨的净现值分析。然而, 当考虑非定量因素后,
合适的行动步骤变得不甚清晰了。

Balmer 咨询公司部门间备忘录
至: 蓝色小组负责人
自: 丹尼斯·威恩( Dennis Wayne) ,合伙人
主题: 复合涂料公司———你们的新任务
日期: 1994 年 5 月 18 日
感谢你愿意在这一较晚时间接管复合涂料公司的事务。正如你已经听说的, 我最初
安排劳艾斯·巴罗(Lois Baron)的绿色小组去处理这一事务。然而, 在南美已经出现了一
个潜在的可赢利项目。鉴于绿色小组的经验及其西班牙语能力, 我决定重新安排劳艾斯
和她的小组到这个新的项目上。
附后为绿色小组几次与复合涂料公司管理层会谈整理的机密记录。你的任务是去解
答列在 1994 年 5 月 13 日那封信上的管理层所关注的话题。向管理层陈述你的口头建议
的截止日期是 1994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管理层计划于 1994 年 5 月 23 日( 星期一)召开
董事会紧急会议。
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我知道你将是 Balmer 咨询公司的优秀代表。我对你和

＊ 本案例由华盛顿大学 (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 的 Robert M . Bowen , Stephan E . Sefcik 和 Naomi S . Soderstrom
共同编写完成, 仅用于课堂讨论而不是用于说明战略管理的有效与否。感谢 Jane Isr ael , Jim Jiambalvo, Susan Moyer ,
Eric Noreen , Bill R esle r , D . Shores 以及参加在华盛顿大学举办的首届大学生会计学案例大赛的选手们。Let hbridge
大学的会计学教育资源中心负责推广发行。作者和会计学教育资源中心保留所有权到 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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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团队充满极大的信任。
抄送: 劳艾斯·巴罗(Lois Baron) ,绿色小组负责人

公司背景
复合涂料公司( MPI)面向全美及加拿大生产、销售其产品。这家公司已有 40 余年的
历史,并在 15 年前上市。尽管有来自国有及私人品牌的激烈竞争, 公司在过去的 10 年里
销售额还是逐年增长, 并且在截止到 1994 年 2 月 28 日的会计年度里第一次超过 1 .5 亿美
元。复合涂料公司已经成为这一行业的大公司之一,拥有 2 .65 亿美元的总资产和 1 .08 亿
美元的总负债。公司的组织机构是集中的,所属的 3 个部门,销售部和两个制造部门———
涂料部和染色剂部,直接向总公司汇报。组织结构如图 6．1 所示。以下分别介绍:
涂料部由彼德·罗宾森( Peter Robinson)领导,它是两个制造部门中相对较老的一个,
直到最近,仍位于市中心附近仓库边的一个 6 英亩的商业地带。开始选择这一地带主要
是由于它位于滨水区, 方便将货物运输到 4 个西岸分销中心 (位于圣迭戈、
旧金山、波特兰
和温哥华)。1993 年 11 月涂料部迁往东郊。这次迁移的原因包括: 工厂设备现代化和资
本扩张的需要,员工交通成本的降低和出售旧的滨水区厂址获取较大利润的机会。新的
工厂靠近州际 90 公路。
1994 年 5 月

图 6．1 复合涂料公司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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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剂部由琼·斯蒂文斯(Joan Stevens) 领导,销售部由约翰·奥克(John Oki)领导,
这两个部门目前都位于距离新涂料生产设施所在的仓库和轻工业建筑地带 14 英里以南
的工业园区中。公司总部也位于园区南部,坐落在 1992 年改造过的一幢独立的设施中。
公司的长期计划是将染色剂部移至新建的东部位置,销售部和公司总部将保留在南区。

管理层的变更导致新的销售活动
罗伯特·考勒( Robert Crowley)于 1993 年 1 月被任命为复合涂料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请注意,这一事件和其他重要的复合涂料公司事件均被列在附录 1 中)。他接替的前任是
一位和蔼可亲的经理, 前任经理拥有在公司 40 余年的工作经历, 并担任了 12 年首席执行
官。考勒在此之前的职位是一家主要竞争对手的营销副总裁。
尽管复合涂料公司的销售额在过去的 10 年里稳步增长, 但边际利润却逐年下降,导
致赢利萎缩。在与管理层、
供应商及主要客户讨论之后, 考勒决定他的第一个行动将是发
起一场新的营销运动。这场运动引进一个全新的公司主题:“粉刷安全、清洁之美国”,这
表达了客户中日渐增长的关心环境的倾向。从考勒的备忘录到管理层摘要概括了影响该
战略的因素如下:
“涂料市场的价格竞争变得更激烈了, 产品差异是赢得高利润的一条途径。假如
我们新的营销运动是成功的, 它将在国内的竞争中先发制人。第一个销售环境友
好型产品的公司易于保持优势。
”
“环境安全是我们顾客群中一个主要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在太平洋西北岸。
”
“具有环境意识的产品在其他市场正被成功地引进(例如 Safer 杀虫剂)。
”
“联邦的规定已经使公司放弃了许多原来在涂料中使用的有毒物质 (如铅和杀汞
菌剂)。因此, 无须立刻投产新产品, 声明复合涂料公司的涂料是绿色的便可轻易
地得到支持。另外, 计划于 1993 年晚些时候上马的新涂料制造厂将更有效率并且
产生更少的废弃的副产品。
”
“我们有机会让几个已经赢得声誉的环境倡导者加入到董事会中。我们期望这些
人的加入能增加公众对我们新环境主题的信任。
”
早期的迹象表明营销运动已经并且还将是成功的。新的董事会成员于 1993 年 4 月
加入董事会(参阅 1993 年 4 月董事会日程表,见附录 2)。由于考勒和新董事会成员对环境
的兴趣,高层管理人员开始参加诸如全面质量环境管理( TQEM)和环境管理系统(EMS)领
域的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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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审核
在一个特别鼓舞人心的讨论会之后,运营执行副总裁唐·梅德 (Don Mader)让内审负
责人艾利斯·雷( Alice Ray)在 1993 年 6 月开始的计划中增加一些环境审核员。唐认为环
境审核员是识别并管理潜在环境问题的一个积极工具。另外, 开展强大的环境审核项目
的公司管理者可能较少面临由于环境问题所带来的刑事惩罚的威胁, 司法部通常会注意
这些环境问题。内审负责人与各个部门经理会晤, 确定审核的特定领域。
1993 年 9 月,在一个审核项目过程中,发现染色剂部违反了《资源保护与利用法案》
(RCRA)对丙酮和甲苯追踪的规定。它们是许多染色剂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一得到审
核结论,内审员就与琼·斯蒂文斯(Joan Stevens)会晤, 希望共同开发一项设计方案去纠正
系统中的问题。审核和系统设计方案( 另附增补的 3 万美元预算要求 )被提交到总公司。
不幸的是, 1993 年的系统开发预算已经完毕,所以, 该方案只能拖延到 1994— 1995 年度。
当系统没有任何改进时,染色剂部一位心怀不满的职工向当地的环境保护署(EPA)办公室
报告了这一违法事件。随后的政府调查确认了几次丙酮和甲苯的装运, 而这些都没有装
运舱单及存货记录。结果,染色剂部被罚款 10 万美元。
这一事件后, 染色剂部的经理斯蒂文斯对审核项目变得缺乏热情,并且向一位高级经
理表示她将来不愿与审核员合作。由于染色剂部的追踪和会计系统由总公司设计, 斯蒂
文斯对罚款的分配特别不满。斯蒂文斯写了一份备忘录给总公司, 陈述道:“我是 Sierra
俱乐部(一个环境保护组织)的成员。很显然, 我关心环境 ! 作为染色剂部的负责人,我已
经努力去遵守所有规则,特别是那些有关环境方面的。想当初, 我自愿作为第一个参与你
们的环境审核项目的部门。鉴于我们的首创精神, 而且由于追踪系统未能按照需求及时
改进,我不认为应该由染色剂部来支付罚款。
”

对复合涂料公司部门结构的粗略观察
涂料部、
染色剂部和销售部的经理们之间似乎存在很强的竞争。两个制造部门按照
部门实际成本与灵活预算对比进行评价。销售部按照实际总收入相对事前确定的目标进
行评价。每年,按照各部门经理的相对业绩, 在他们之间进行所有奖金的分配。在一些年
份里,奖金的分配大致均衡,而在另一些年份里, 一个部门接到了几乎所有的奖金。上面
讨论的罚款毫无疑问将影响年末的奖金分配(除非董事会的报酬委员会代为说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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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这些问题出自复合涂料公司的公司结构和其报酬方案。一旦“环境罚款”解决, 可能
有机会帮助公司进行重要的结构重组。

涂料厂原厂址的处置
截止到 1994 年 1 月,几乎所有涂料的生产已经迁往新厂址。考勒觉得这是出售滨水
区地产的好时机。由于其一流的地理位置,这片场地可用作多种用途,包括建一座高档次
的拥有豪华住宅的商业/ 休闲综合场所。截止到 1994 年 4 月早期, 公司已与当地的一个大
房地产开发商达成初步意向,以 2 200 万美元出售这一地产( 流转税净值加结算成本)。条
件是可以得到建设融资并通过一般检查。基于这一暂定的购买协议, 在批准信用贷款之
前, 银行安排了一次地产评估。
评估暴露了一个重大的环境问题。过去涂料部处置那些有害副产品的方法是将这些
产品装入 55 加仑的铁桶后再埋入地下。在当时,这是标准的行业惯例,并不违法 (事实上,
为了这一目的,复合涂料公司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还购买了额外的土地)。在评估过程中,一
位环境工程师在地下水和从公司到 Puget Sound 的下水道中发现了有害化学物质。他的
结论是一些铁桶内有害物质至少已经泄漏了一段时间。对于此类环境污染的标准补救程
序是挖出这些铁桶,将之放置于可靠的有害物质处理装置中, 然后对整个受污染地段最上
面 10 英尺的土壤进行提纯,安装过滤装置来重新恢复水质,并且监测这一地段以防止将来
的污染。由于污染可能延伸到建筑物之下, 工厂本身可能要被拆毁。银行要求只有这一
地段被清理之后,它才可能贷款给这一地产。

初步意见
在与管理层进行充分讨论之后, 对于处置涂料部原厂址的初步意见罗列如下。每一
种意见都需要大量的外部法律支持。正如唐·梅德听说的,“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 100 万
美元的预算以促成任何一种备选意见的实现。
”请注意,个别意见的讨论没有包含附加的
情况,这些情况被列在附录 2(C)和 2(D)中。

(1) 复合涂料公司清理这一地产 ,3 年之后出售土地
考勒说:“对于环境法规和环境清理我们还有很多要学, 但是,这是有希望的,……在
没有任何主要障碍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能自己解决这一问题。
”这种解决方法需要购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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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237．5 万美元的特殊清理设备。估计该设备在 3 年后的折旧价为 17．5 万美元, 设备的
维护费应该是年均 12 万美元。为维持这一计划需要增加的流动资金是 32．5 万美元,还需
要派一名擅长于危险地带补救工作的经理去监督具体的运作, 他的工资是每年 8 万美元。
另外,也需要雇用其他一些环境专家。不过, 复合涂料公司可以启用原本计划于明年解雇
的工厂工人, 这些工人大多数从事手工劳动。因此, 非管理层的直接的劳动力成本将是每
年 162．5 万美元(包括支付给复合涂料公司先前计划解雇工人的 95 万美元)。因为在补救
过程中,这一地带所有的建筑将被拆毁,一个位于附近的原本可以出租的仓库将至少增加
每年 5 万美元的估计成本。苏珊·怀特( Susan Whitter) , 复合涂料公司的总会计师, 估计
公司管理费用中的 1 218 750 美元将被分配到这一项目。
“……基于我们采用直接劳动力
成本的 75%作为标准负荷率( standard burden rate)”, 然而, 她提到直接与该项目相关的所
增加的管理成本大约是每年 75 万美元。尽管资产约在 3 年之后才可以出售, 但是管理层
相信土地的销售价格将接近最近的谈判价。

(2) 与外部单位签署清理合同,2 年之后出售
管理层已经接到了 3 个从事区域清理的环境承包商的初步报价。考勒说:“公司位于
西北部的一个优势是我们 有很多规模较大 的、经验丰富的 承包商可供选择。
”标价从
1 900 万～2 400 万美元, 且均采用 3 次等额分期付款方式, 在合同签定时付首期, 2 年后完
工时付清。3 家公司都表示他们可以在 2 年内完成工作。另外, 3 家公司都愿意以他们各
自的标价作为限额,保证复合涂料公司不需要花费进一步的清理成本。

(3) 把土地出售给开发商“照现在的样子”
,
,折价出售
“我们没有考虑另一个备选方案: 照现在的样子出售土地。我已与开发商共进了午
餐, 他表达了愿意以合适的价格接手这片土地的愿望。我打赌我们可以让他们出 150 万
美元。
”
管理层相信开发商有能力进行清理。事实上,由于建筑市场的衰退,开发商可以利用
闲置的设备和雇员。罗宾森解释道:“我们记得开发商以前做过类似的改造项目。
”

(4) 捐赠土地
一位复合涂料公司高级执行官建议道:“……从这一混乱中解脱出来的最容易的方
法是以 1 美元的价格把地产出售给政府用作滨水花园, 让政府承担清理的所有债务,并且
保证公司免受将来的任何法律诉讼。
”考勒插话道:“我喜欢这一方案。政府极度渴望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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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增加公园的面积, 而我们拥有这一片滨水区。我们甚至可能要求一块认可复合涂料
公司贡献的永久纪念碑。
”苏珊·怀特特别提到:“对于我们的慈善贡献也存在潜在的巨大
税金节约额。
”尽管管理层的大多数人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公共关系的妙计, 另外的人则认
为这一战略是冒险的。因为它
“……把公司更多地暴露于媒体的监督之下。假如市政府
的人利用这一机会摆出关心环境问题及复合涂料公司管理层可疑动机的立场的话, 那么,
这一赠予计划可能流产”。

(5) 重新开放旧厂址生产
一个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最近已经与复合涂料公司接洽,讨论签订一份生产含铅
涂料的 3 年期合同。这些涂料将被用于重新粉刷该国海军战舰外壳 (环境法规和潜在的
法律诉讼使在美国本土出售这些涂料的代价相当大)。由于涂料部的新生产设备没有被
设计成生产这种涂料, 复合涂料公司可能重新使用它在市中心的旧工厂,并且更换工厂设
备以适应该国海军所需的涂料增长的产量。
为了重新使用位于滨水区的旧工厂, 复合涂料公司将首先不得不听任埋在地下的铁
桶内有害物质泄漏。一位不属于公司的环境工程师声称他确信能在铁桶的周边地带安
装一道屏障。尽管这一行动并不解决这一地区的有害废物问题, 但 是 泄 漏 问 题 将 被 控
制在复合涂料公司的地产上。 包括批 准及安装这套控 制系统在内的 所有费 用大约是
750 万美元。这位 工 程 师估 计 屏障 的 使用 寿 命是 20 年。旧 工 厂 的重 新 启 动 将 需要
277 万美元的现金支出,以重新安置设备并购买特殊的装置。这些设备包括新的生产设备
及更新改进设备,调整后的估计寿命为 20 年,20 年后这些设备基本上就没有价值了。
这份合同要求前 2 年的每一年运送 100 万加仑的涂料,最后一年运送 120 万加仑。约
翰·奥克,即销售部的负责人,对此表示乐观:“这种涂料被用于世界各地的船只。一旦这
份合同结束, 获得相似的合同应该没有问题。
”
只要工厂重新开工,增加流动资金就需要 67．5 万美元。公司的总会计师在表 6．1 中
提供了一份设备更新后市中心工厂的赢利估计报告。在看完总会计师的分析报告之后,
一位高级经理议论道:“我们在匆忙提出这些问题时, 我不太确信我们已经了解了所有的
相关的成本和收益。例如, 假如保持旧厂址生产的备选方案是如此有吸引力, 那么, 在这
些环境问题被发现之前,我们为什么没有考虑到它呢 ?”

①

目前的联邦和州法律不要求一处地带发现污染后立即清理, 只要危害控制在资产上且清理计划被提交 ,允许公

司继续经营它的业务。只要公司在这一地方继续经营, 清理 (但不是污染 ,如必要 )就被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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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复合涂料公司改进工厂建议的第一年分析(苏珊·怀特 ,公司总会计师编制)
项

目

金额(万美元)

收入 : 合同内涂料销售

1 000

直接材料 : 非涂料颜料

(80)

涂料颜料
直接人工

(37．5)
(95)

注

解

每加仑 10 美元
销售额的 8%
每吨 1 500 美元
使用将被解雇的劳工

工厂管理费用 :
新工厂经理薪金
部门经理薪金
机器维护
废物处理成本

(7)

估计

(4．2)

罗宾森薪金的 40%

(6)

卖主提供的估计值

(25)

每年增长 20%

厂房和设备折旧

(13．8)

假定 20 年寿命

控制屏障折旧

(37．5)

假定 20 年寿命

能源和间接人工

(55)

由工厂经理估计

涂料部管理费用

(23．75)

直接人工的 25%

销售部管理费用

(50)

销售额的 5% ①

(71．25)

直接人工 75%

总公司管理费用的分配
总成本
利润总额(税前)

(506)
493．95

① 给定合同性质, 实际的销售成本可以被忽略。

简要分析
该案例是一个不仅包含管理会计、
财务会计、
税务和审计方面的知识, 也包含法律、
道
德和管理等方面内容的综合性案例。
复合涂料公司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官 Crowley 发起一场新的营销运动, 引进一个全新
的公司主题———“描绘安全、
清洁之美国”,表达了客户日渐增长的关心环境的倾向。由于
资本现代化和扩张的需要等原因,涂料部需要迁往东郊。但在 4 月 29 日对涂料部原厂址
的检查过程中,暴露出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地下水和下水道中发现了有害化学物质。
该消息被《华盛顿邮报》披露, 更以漫画形式继续批评复合涂料公司, 使本来敏感的形势更
加严峻,也对公司先前的正面宣传起到了负面作用,给公司未来的发展制造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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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审计师要求复查这一情况,以决定是否存在复查后可能影响财务报表评估和披
露的任何事项。并警告以上事件可能引起的财务报告的审计问题。更坏的情况是将不得
不更改对即将发表的财务报表的意见。银行说,如果这一不幸的事件进入财务报告,可能
被迫减少信贷额度。
面临以上尴尬的处境, 为了尽量减少这一问题的负面影响,复合涂料公司决定委托咨
询公司彻底探查备选方案的所有相关方面,包括任何会计、
管理、
公共关系、
税收、
道德或其
他相关的问题。同时, 需要咨询公司提供有关战略方面的建议, 并且通知任何可能需要的
披露。期间法律部、
税务部和销售部分别从各自的角度陈述了相关观点。
资产的处置方案包括: ①MPI 清理这一地产, 三年之后出售土地; ②与外部单位签署
清理合同,两年之后出售土地; ③把土地出售给开发商,“照现在的样子”, 折扣出售; ④捐
赠土地; ⑤重新开放旧厂址生产。
基于以上材料,站在咨询公司的角度,为复合涂料公司解决目前正面临的问题。
案例末尾分为两个部分对案例进行定量及定性分析。第一部分是一个资本预算决
策, 包括相关现金流、
税收和不确定性的确认。这些建议也涉及大量道德风险和公共关系
等不能被定量解决的相关问题。建立在上述建议之上,第二部分讨论大量的会计和披露
问题。另外, 教学参考也提出了可能涉及的其他领域的讨论,为更进一步的研究做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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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事件年表
日

期

事

件

1993－01

罗伯特·考勒被任命为 CEO

1993－04－25

新董事会成员 , 新环境政策

1993－05－01

开展新的营销活动

1993－05－05

管理层参加全面质量环境管理讨论会

1993－06－01

环境审核建立

1993－09

审核披露了记录保存错误 ,导致了罚款

1993－11

涂料制造厂迁往郊区

1994－02－28

财政年度结束

1994－04－03

谈判出售市中心厂址 ,确定买家

1994－04－29

市中心厂址的检查暴露污染问题

1994－05－04

保险不包括环境危害的损失

信函 : 来自保险公司(2)

1994－05－06

消息泄露给媒体

西雅图邮报文章(3)

1994－05－08

漫画攻击复合涂料公司

1994－05－11

审核人员警告可能会失去资格

审计人员的信函(4)

1994－05－12

银行警告信用限额可能减少等

银行的信函(5)

1994－05－13

复合涂料公司雇佣 BCG

业务信函(6)

1994－05－17

宣布紧急董事会的议事日程

附有议事日程的信函(7)

1994－05－17

内部冲突

备忘录 : 来自涂料部(11)

1994－05－17

销售滑坡是媒体负面宣传引起的吗

备忘录 : 来自销售经理(8)

1994－05－20

Balmer 咨询公司与管理层会晤

1994－05－23

紧急董事会会议

1994－05－31

截止到 1994 年 2 月 28 日财政年度的外部
审计报告

附录 2 相关资料
(1)

董事会日程表
1993 年 4 月 25 日
Ⅰ. 接受并认可前次会议的会议记录。
Ⅱ . 最终确定涂料部大楼的内部布置。

128

相关 表
董事会日程表(1)

复合涂料公司 : 闲置生产场地如何处置

Ⅲ . 销售部财务审计对内审的总结。
Ⅳ . 公司新环境方针的考虑。
a . 在 1993 年 5 月 1 日公布新的营销运动
“粉刷安全、
清洁之美国”。
b . 改变涂料和染色剂标志, 使之包含森林图景。
c . 向关心环境的组织捐赠,如 Sierra 俱乐部、环境保护基金和绿色和平组织, 并考虑
捐赠的相关利益。
d . 在华盛顿大学赞助地球日活动。
e . 在组织内张贴海报,“保护地球———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f . 增加财务报告中环境披露的数量。
Ⅴ . 财政年度总结。

(2) 信函: 来自保险公司
Washington Fidelity
1994 年 5 月 4 日
唐·梅德,复合涂料公司执行副总裁
尊敬的梅德先生:
我遗憾地通知您第 91－145801 号政策条款没有包括你们市中心厂址的化学品泄漏问
题。假如您愿意参阅条款复印件第 28 节 24 段 7A(Ⅲ) , 您将清楚地看到它明确地排除了
公司生产活动直接或间接导致的环境损害范畴。
我们希望能够澄清事实,我们期待着您将来的业务。
马丁·朗,会计经理

(3) 西雅图邮报文章
据来自复合涂料公司的不愿透露消息来源的一条消息披露: 在复合涂料公司闲置的
市中心设备厂区的地下水和污水道中, 已经发现了用于该公司涂料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有
毒化学物质。工厂附近的 3 个休闲河岸今年早些时候已被关闭。这位匿名人士表示这些
场所的关停与复合涂料公司存在的问题有关。在此之前,污染的原因一直未能确定。
复合涂料公司的一位发言人向邮报保证任何有害化学物质的排放一直符合法律标
准。复合涂料公司的发言人说, 在这一行业中, 经常会有利用这种没有根据的传言来反对
公司的事情发生,且通常不会被查到。他表示要彻底调查这种没有根据的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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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来自华盛顿生态部的官员不愿对这一传言发表评论, 但是,他表示复合涂料公司
在其地区调查名单上。复合涂料公司最近由于强调绿色产品营销运动的成功,一直为新
闻界所关注。该公司也是华盛顿大学地球日活动的赞助商之一。
西雅图邮报, 5/ 6/ 1994, p .A2

(4) 审计人员的信函
HSKINS, WHINNEY, &ROSS 注册会计师
1994 年 5 月 11 日
罗伯特·考勒,复合涂料公司 CEO
尊敬的罗伯特先生:
正如我们昨天在电话中所讨论的,我们都关心最近出现在《西雅图邮报》(5/ 6/ 1994)上
的文章。因为非法泄漏是截止到 1994 年 2 月 28 日财政年度内的一个事故,我们有责任去
复查这一情况,以决定是否存在复查后可能影响财务报表评估和披露的任何事项。更坏
的情况是我们将不得不更改即将完成的财务报表。假如您觉得这是有帮助的话, 我们愿
意派出专家小组前往提取一些土样和水样。
高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是很重要的,以使你们的 10 －K 能在财政年度结束的 90 天之前
上交给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我们感谢您在解决这一事务上的帮助。
安吉尔·罗丝,合伙人

(5) 银行的信函
华盛顿 St . Helens 银行
1994 年 5 月 12 日
罗伯特·考勒,复合涂料公司 CEO
尊敬的罗伯特先生:
我代表 St . Helens 银行真诚地感谢您 40 多年的业务合作,并且作为您的私人理财顾
问, 我为我们间的工作往来和私人关系而高兴。我们已经了解到您最近在涂料部厂区的
困难。请不要把这一友好的建议看作“恶毒的威胁”。然而, 在银行业规则与法律的大气
候下,我们的贷款复审委员会不得不极端地保守。您应该清楚任何负面的环境披露都可
能导致您的信贷限额的减少。另外, 如果这一不幸的事件被写入您的财务报告,那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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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违反贷款契约中限制权益负债比率的规定, 我们可能被迫调整您 1994 年 1 月 1 500 万美
元的贷款。
愿您在处理这一棘手的事件上有好运。我期待着本星期六在 St .Helen 的第 14 届年
度答谢客户的高尔夫联赛上与您会面。
琳达·克兰道尔(Linda Crandall)

(6) 业务信函
MPI 复合涂料公司
1994 年 5 月 13 日
丹尼斯·威恩, Balmer 咨询公司合伙人
尊敬的丹尼斯先生:
这封信的目的是委托贵公司帮助我们解决最近出现在公司里的一个重大环境问题。
正如你所清楚的,《西雅图邮报》的文章和漫画加剧了已经非常敏感的形势。不幸的是,我
们担心负面的报道可能仅仅是一个开端, 除非我们能尽快控制这一局面。
如先前所讨论的,涂料部的原址有一个潜在的环境问题。由于在过去几年的营销活
动中,我们一直强调我们的正面环境形象, 因此我们需要减少这一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
响。特别地, 我们想让你审查对该地产的意见并且彻底检查备选方案的所有相关方面,包
括任何会计、管理、
公共关系、税收、
道德或其他贵公司认为相关的问题。
我们也需要贵公司对财务报告的看法(在我们答复外部审计之前)。我们的会计部认
为清理成本应该资本化(按照 EITF90 －8 规定) , 而我们的审计人员似乎关注于我们是否需
要把这一潜在的清理费用记录为一项负债 (按照 SFAS)。请提供给我们有关战略方面的
建议,并且通知我们任何可能需要的披露。
您的建议将于 1994 年 5 月 20 日, 星期五召开的会议上出示给我们的管理层。因为我
们在 5 月 23 日(星期一)有一个紧急的董事会议,所以星期五的会议不能耽搁。
最后,假如这个紧急的问题能被迅速解决,我们可以进一步委托贵公司对我公司目前
的组织结构进行咨询。
感谢您愿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处理这一严重问题。您的报酬将按原来商讨的执行。
罗伯特 S .考勒,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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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有议事日程的信函
1994 年 5 月 16 日
自: 罗伯特·考勒, CEO
至: 彼德·罗宾森,涂料部;琼·斯蒂文斯, 染色剂部; 约翰·奥克,销售部; 詹·威廉斯,公
司法律顾问; 董事会
主题: 紧急董事会
以下是紧急董事会的会议议程, 计划于 1994 年 5 月 23 日上午 10: 00 召开。
请安排好你的时间并准时参加。
董事会会议议程
1994 年 5 月 23 日
Ⅰ . 接受并认可前次会议的会议记录。
Ⅱ . 对涂料部原厂址的战略讨论。
a . 背景———涂料部经理
b . 法律披露———公司法律顾问负责人
c . 建议———Balmer 咨询公司
1 . 对地产的备选方案
2 . 会计和披露的问题
3 . 介绍及媒体关系

(8) 备忘录: 来自销售经理
1994 年 5 月 17 日
至: 唐·梅德,执行副总裁
自: 约翰·奥克, 销售部
主题: 糟糕的公众影响,销售滑坡和士气影响
最近出现在邮报上不太友好的文章、随后的漫画以及无休止的关于复合涂料公司环
境问题的谣言攻击,种种这些对于我的销售队伍正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在过去的两周,
销售额大幅度下滑。几个客户已特别提到我们的环境声誉是他们削减订单的原因。我们
的销售队伍花在保护我们环境政策上的时间比花在促销产品上的时间还多。一个“粉刷
安全、
清洁之美国”的公司怎么有这种问题呢 ? 至少, 我需要使我的队伍确信我们有一个
有效的计划, 以应付现在的负面公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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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假如我能告诉我的销售人员, 我们正商讨针对公司目前状况更改原有的销售配
额, 我将会感觉舒服些。我也愿意在晚些时候与您进行私人会晤以讨论更新我的销售
目标。

(9) 备忘录: 来自法律部

1994 年 5 月 17 日
至: 唐·梅德,执行副总裁
自: 詹·威廉斯, 法律部
主题: 涂料部的原厂址
在未与我们商讨的情况下,请不要采取任何和涂料部原厂址有毒化学物质泄漏相关
的行动。特别是,请不要对公众作出任何公告,因为这些披露可能被作为潜在诉讼的证据。
我们感谢被邀请参加 5 月 23 日的会议。我们应该至少需要 30 分钟的会议时间去回
顾手头的法律事项。

(10) 备忘录: 来自税务部
1994 年 5 月 17 日
至: 唐·梅德,执行副总裁
自: 比尔·鲁伊斯,税务部
主题: 紧急会议日程
当查看即将召开的紧急董事会会议日程时,我们注意到在对涂料部原厂址的讨论中,
没有要求我部参加。我们相信我们参与这一讨论是必要的。任何资产的运用及处置都可
能引发巨大的税务后果,而这是在决策之前必须考虑的。请考虑。

(11) 备忘录: 来自涂料部
1994 年 5 月 17 日
至: 唐·梅德,执行副总裁
自: 彼德·罗宾森,涂料部
主题: 环境成本的分配
我想对染色剂部 RCRA 罚款的会计处理发表看法。我相信,在这一事件上,罚款已适
当地追溯到染色剂部。对于粗心的记录不应该寻找借口, 负责任的人员应该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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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向您保证在涂料部没有此类追踪缺陷。
然而,我关心的是将来所有与环境相关的成本可能自动得到同等的处理。我希望您
仔细地分别考虑每一事件。假如缺陷不能被追查到目前的管理部门, 我认为此类环境成
本应该分配给总公司。

附录 3 有关原涂料生产厂址的其他数据
截止到 1994 年 2 月 28 日结束的财务年度。位于市中心原址的建筑工程和土地的
账面价值是 5．5 万美元,全部属于土地(也就是说建筑物已被全部折旧)。
假如市中心的涂料生产厂一直关闭,那么, 旧设备将停产,对总公司没有净成本。
设备目前 16 万美元的账面价值将被勾销作一笔期间费用。
随着原有低效率工厂的关闭, 公司发现它拥有 600 吨多余的生产含铅涂料所需颜
料的存货, 它们的原始成本是 90 万美元。计划以原始成本的 50%卖掉这些颜料,
约为 45 万美元。然而, 假如旧厂继续经营,每生产 1 加仑涂料需要消耗半磅的颜
料。假如必要的话, 新的含铅涂料颜料估计每吨成本为 1 800 美元。
公司的名义(税后)资本成本是 12%。因为最后几年( 税后) 通货膨胀的作用平均
约是 2%。管理层估计它的实际 (税后) 资本成本大约为 10%。然而, 詹·威廉斯
已经要求我们讨论对于每种意见的合适比率。
为了节约簿记成本, 只要有可能, 公司对无论账面还是税收都采用相同的会计方
法。例如, 复合涂料公司对财务、税务报告均采用直线折旧法。所有收入、费用、
利得和损失的税率均被估计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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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1994 年秋天,沃尔克·利伯耐格( Volker Ribniger)正在为其公司 Platanera Rio Sixaola
S .A . 考虑明年生产香蕉的市场机会。Platanera Rio Sixaola 是世界上第一家赢得 Eco －O .
K .(生态认可)认定的香蕉种植园。
1995 年,利伯耐格希望能将产量扩大一倍多, 从每周生产 3 500 箱香蕉到每周 8 000
箱。然而,生产了 3 年后, 利伯耐格发现生产成本(7 .22 美元 / 18 公斤(箱) ,见表 7．1)仍然超
过了其收入(5 .32 美元/ 18 公斤(箱))。因此, 他考虑两种方法,降低成本或者提高顾客愿意
支付的价格。然而,每一种方法都很困难,因为利伯耐格是一个小的、
独立的香蕉生产商, 而
该行业大约 70%的世界市场都控制在
“三大”公司: 奇魁塔(Chiquita)、都乐( Dole) 和德尔蒙
特(Del Monte)的手中。三大公司中的任何一家每周的供货量都超过 190 万箱香蕉。
表 7．1
项

目

运费

每箱成本(美元)
0 .42

①

劳动力

1 .91

一般管理费

0 .28

包装物(箱、塑料袋、
胶水)

1 .37

种植园供给②

1 .12

财务费用

1 .55

税、调查费及关税

0 .57

合计

72
.2

① 劳动力包括: 田地工人 (0 .27 美元 ) , 生产包装工人 (0 .25 美元 ) ,种植维护工人 (0 .51 美元 ) , 灌溉维护工人 (0 .31
美元) ,管理 (0 .10 美元 ) , 社会安全 ,健康劳动力税 (0 .47 美元) 。
② 种植园供给包括: 有机肥, 生物杀线虫剂, 对付黑香蕉叶斑病的空中喷洒杀菌剂, 防冠状物腐烂的蜡 (0 .93 美
元 ) , 保护性的白色和蓝色袋子 ,塑料麻绳和证明的绶带 (0 .19 美元 ) 。

＊ 本案例在访问教授 Bett y Diener 的指导下, 由位于哥斯达黎加 Alajuela 的 INCAE 的研究员 Hun ter Saklad 编写
完成, 仅用于课堂讨论而不是用于说明管理战略的有效与否。由 INCAE 提供资金, 版权所有——— INCAE 和世界资源
研究所 , 1994 年 ,并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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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历史
沃尔克· 利伯耐格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从德国来到哥斯达黎加,想要经营一个有机
的农场。1988 年,他购买了 Platanera Rio Sixaola 大蕉种植园,这个种植园位于哥斯达黎加
东南部的主要香蕉生产地,占地 120 公顷 (297 英亩) , 邻近 Talamanca 的 Bri Bri。那以后,
从 1988—1991 年,他开始生产有机成熟的大蕉供应给哥斯达黎加的国内市场。1991 年后
期, 为了扩大收入, 他转而生产最高级别的香蕉。到 1994 年 11 月,利伯耐格投资于 Platan－
era Rio Sixaola 的总资本包括 80 万美元贷款和 10 万美元的自有资本。
最初利伯耐格试图把他的有机大蕉农场转为种植有机香蕉的农场。然而,他很快意
识到在哥斯达黎加种植有机香蕉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出现了一种称为黑香蕉叶斑病的
有毒真菌,而这种真菌只能用化学杀真菌剂来控制。作为替代, 利伯耐格先生决定种植尽
可能多的无需化学品的环保的香蕉。1992 年后期, Platanera Rio Sixaola 开始销售使用更
多环保技术生产种植的香蕉。
1993 年,雨林联盟 (The Rainforest Alliance)认可了 Platanera Rio Sixaola 对环境的贡
献, 授予其
“绿色标志”, 宣布其为世界上第一家 Eco－O .K .的种植园。到 1994 年秋天, Pla－
tanera Rio Sixaola 仍是哥斯达黎加销售 Eco－O .K .认定香蕉的两家种植园中的 1 家。然而
有传闻称,奇魁塔(Chiquita)也将在 1996 年销售 Eco －O .K .认定的香蕉。因此,利伯耐格感
到他必须迅速采取措施把他的香蕉和奇魁塔的香蕉区别开来, 并且考虑怎样做才能做得
最好。
从 1992 年 10 月到 1994 年底, 实际上只有 60 公顷 (148 英亩 ) 的土地在生产香蕉。
1994 年 11 月,利伯耐格每周收获和出口 2 000～3 500 箱香蕉。同时, 从 1994 年 8 月开始,
种植园开始向德国市场出口每箱 13 公斤 (29 磅)的较小的 6～8 英寸 (15 .2 ～20 .3cm)的香
蕉。从 1995 年 1 月开始,利伯耐格先生计划每周从其所有的 120 公顷(297 英亩)种植园上
收获 4 000 箱每箱 18 公斤(40 磅)的香蕉。这样,到 1995 年 6 月,农场能达到每周 8 000 箱
的最大产量。
整个 1994 年, Platanera Rio Sixaola 雇用了 40 名工人在其生产香蕉的 60 公顷(148 英
亩)土地上工作, 并预计从 1995 年开始生产的另外 60 公顷(148 英亩)土地上需雇用 8 名工
人, 再加上 3 名管理者和利伯耐格先生本人。一旦 120 公顷 (297 英亩 )种植园全部开始生
产, 利伯耐格先生试图保持大约 1 .7 公顷(4 .2 英亩)/ 工人的比率,这样需 75 名工人和 3 名
管理者。1994 年秋, Platanera Rio Sixaola 每周向德国汉堡的大进口商可巴拿(Cobana)公司
销售 2 000～3 500 箱每箱 18 公斤(40 磅) 和 100 箱每箱 13 公斤 (29 磅)香蕉。18 公斤一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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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香蕉收入为每箱 5 .32 美元,13 公斤一箱的香蕉收入为 3 .70 美元。这些香蕉的一半配销
给利伯耐格先生的家乡汉姆( Hamm) , 其余配销给德国威斯特法伦 (Westphalia)省靠近汉
姆的两座城市。
可巴拿公司将香蕉销 售给威 斯特法伦 省卑利菲 德 ( Bielefeld) 市的一 家“ ripener”。
“ripener”销售绝大部分香蕉给一个大批发商,少数销售给卑利菲德市的果品蔬菜店。接
着批发商销售香蕉给蒙斯特( Munster)市和利伯耐格先生家乡汉姆市的水果蔬菜店。这些
商店向最终的消费者销售香蕉。然而,Platanera Rio Sixaola 无法生产足够的香蕉供应这个
主要的超级市场链。利伯耐格指出:
“就我的香蕉而言,销售给大型超市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们全国所有的分店
都需要同样类型的香蕉,汉堡的香蕉要和杜塞尔多夫、科隆、
柏林的一样。因此,
它们只能从一家像奇魁塔那样的跨国公司那里购买香蕉。
”
1994 年 11 月, Platanera Rio Sixaola 和奇魁塔的标准尺寸的香蕉在德国的零售价格是
一样的,均为每公斤(2 .2 磅)2 .00 美元,一公斤大约有 7 只中等大小(8 英寸)的香蕉。

德国的香蕉市场
香蕉是德国最受欢迎的水果, 以 1994 年 11 月的消费量计算, 德国人每人每年消费 8
公斤(17 .6 磅)或者大约 53 只 8 英寸(20 .32cm)的香蕉,是世界上消费香蕉比率最高的国家
之一。然而, 这依然比两年前的每人每年 11 公斤的比例有所下降。其原因是欧共体的香
蕉进口配额大幅度提高了德国香蕉零售价,每 18 公斤一箱的香蕉从 24 美元涨到 36 美元。
香蕉进口配额是欧共体于 1993 年初设立的, 目的是给予欧共体内的香蕉生产商和欧
共体在非洲和加勒比的前殖民地贸易优势, 该配额限制了拉丁美洲出口到欧共体的香蕉
数量。进口拉丁美洲香蕉的进口商需要持有进口许可证方可进口特定数量的香蕉。欧共
体免费分配许可证给传统的进口商,分配的数量是依据前 3 年进口数量而定的平均份额。
但是许可证可以在进口商间买卖。1994 年秋, 进口每公斤(2 .2 磅) 香蕉的许可证售价为
7～8 美元。
最多只可以用 70%的香蕉进口许可证来进口拉丁美洲的香蕉。拉丁美洲以外香蕉的
进口配额占另外 30% ,但如果它们超过指定的总进口量的 30% , 却无须受罚。配额只允许
进口 200 万吨的香蕉,从拉丁美洲进口的香蕉因此减少了近 100 万吨。1994 年, 配额提高
了 10 万吨。对于任何一位拉丁美洲香蕉的进口商, 超过该水平将使其进口成本每箱提高
到 56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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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许可证引起香蕉供应量的减少, 从而导致欧共体香蕉价格的提高。欧共体对拉
丁美洲香蕉强加的进口许可证, 使得欧共体境内消费的每 18 公斤一箱的香蕉的零售价从
24 美元涨至平均 36 美元,不论这些香蕉是来自于拉丁美洲、欧共体国家还是欧共体国家
在非洲和加勒比的前殖民地。欧共体国家和欧共体国家在加勒比和非洲的前殖民地的香
蕉生产商从涨价中受益,因为他们可以向欧共体持续供应其生产的全部香蕉。只有拉丁
美洲的出口商因需求减少受到影响。

产品分销
利伯耐格选择在其德国的家乡附近配销 Platanera Rio Sixaola 的香蕉, 是因为他在该
地区有许多人际关系, 可以和进口商联系(汉堡进口商可巴拿公司) , 这样就能取得必需的
欧共体进口许可证来使其香蕉进入欧共体市场。他很庆幸自己在欧共体内部有个买家,
因为欧共体对拉美香蕉的进口限额迫使拉美香蕉离开欧共体市场, 这已经引起拉美香蕉
在世界其他市场的泛滥和降价。

促销
“ripener”和 Platanera Rio Sixaola 香蕉的批发商在德国威斯特法伦地区支付有限的电
台广告。1994 年 11 月, 大约有 200 万居民居住在该市场区域。1994 年秋, Platanera Rio
Sixaola 香蕉每月大约花费 1 000 美元做电台广告, 电台广告主要宣传 Platanera Rio Sixaola
香蕉是经 Eco －O .K .认证的。产品没有在印刷媒介上做广告, 但是, 地方报纸每 3 个月写
一篇关于 Platanera Rio Sixaola 注重环保责任的文章。一家国家电视节目制作了一个关于
Platanera Rio Sixaola 环保责任的 10 分钟片断,在一个关于传统香蕉种植与环境危害的半
小时节目中播放。
因为销售 Platanera Rio Sixaola 香蕉的水果和蔬菜商店靠雇员亲自销售, 他们可以把
关于 Platanera Rio Sixaola 香蕉的环保责任介绍给最终的消费者。然而, 不论是 Platanera
Rio Sixaola 还是其配销商都没有给零售商任何激励以促销产品。

香蕉产业
世界香蕉市场 70%的份额控制在 3 家主要的公司: 奇魁塔, 都乐和德尔蒙特的手中。
剩余的 30%分散给许多小的香蕉交易公司。奇魁塔是行业领袖,控制了全世界所有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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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 1/ 3,都乐和德尔蒙特各控制了大约 20%。
这 3 家大公司制定了全行业的质量标准和价格。例如, 哥斯达黎加政府和 3 家公司
之间有协议, 该协议规定了哥斯达黎加香蕉生产商出售香蕉的价格, 1994 年 11 月, 欧共体
境内 18 公斤一箱的协议价格是 5 .29 美元。另外, 不像其他农产品, 香蕉不受美国等级标
准的影响。香蕉的定级标准是由三大香蕉公司制定, 并由其公布市场上所有香蕉的尺寸
和外形。香蕉长度一般在 8 英寸(20 .32 厘米 )到 10 英寸(25 .4 厘米 )长,宽度从 29～38 毫
米, 像稍微握手般轻微弯曲,如果是无疵的,就被定级为
“一级”。几乎所有出口的香蕉都是
“一级”。如果香蕉太直,太弯,太肥, 皮太厚,太短或太长,则通常被降级为不适合出口的产
品, 如果它们是双生(2 个香蕉由一层皮包裹)的或者表皮上有昆虫或枝叶造成的斑点也不
能出口。

香蕉的历史
1950 年,世界上香蕉的消费量是 230 万吨(大约 1 .268 亿箱) ,其中 60%在北美,30%在
西欧,剩下的 10%主要在香蕉生产国。那时,香蕉在东欧和亚洲基本上不为人知。
40 年后的 1990 年, 全世界香蕉的消费数量增加了 4 倍, 并且扩展到全球。截止到
1992 年,欧共体 12 国购买了全球产量的 42% , 北美购买 33 .3 % ,日本和远东购买了 9 .4 % ,
其他西欧国家购买 5 .5 % ,中东购买了 3 .8 %。3%流向前华约国家,拉美消费 2 .1 % ,剩余
的 1%留在加勒比和非洲的生产国内。1982—1992 年这段时期全球的消费量迅速扩张,香
蕉的需求量以平均每年 4 .2 %速度增长,同时期香蕉的出口价上涨了 30%多。1988—1992
年间的发展尤其迅速, 需求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 10 .5 %。
全世界香蕉的消费量在 1992 年刚超过 1 060 万吨(差不多 5 .843 亿箱)。接着, 1993 年
出现欧共体对拉美(
“美元”)香蕉的进口配额机制。1992 年欧共体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香蕉
消费地区,消费量占世界产量的 42% (445．6 万吨) , 拉美是世界最主要的香蕉出口地区,占
世界香蕉出口量的 77 .4 % (820 万吨)。
尽管全世界都生产香蕉,但历史上香蕉的出口是由所谓
“美元”的拉美香蕉生产商主
导。1992 年,拉美的出口量占世界总共 1 060 万吨香蕉出口量的 77 .4 %。其次是菲律宾
9 .4 % ;再次是欧共体国家 7 .5 % ;加勒比地区 3 .8 % ;非洲 1 .9 %。
“美元”香蕉是那些生长在肥沃的火山土上的香蕉, 大多位于中南美潮湿的热带海岸
低地。香蕉行业的专家

为,“美元”香蕉不论从甜度还是尺寸统一来讲都是质量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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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
“美元”香蕉之所以得此绰号, 是因为绝大部分拉美生产的香蕉都是由美国公司种
植和控制的, 通过美元交易,并给该地区国家带来许多美元。

哥斯达黎加在世界香蕉行业的地位
尽管土地面积只有 50 900 平方公里(19 650 平方英里或相当于半个美国田纳西州) ,哥
斯达黎加是仅次于厄瓜多尔的世界第二大香蕉生产国。1993 年, 哥斯达黎加出口香蕉
1 .011 亿箱,厄瓜多尔出口了 1 .396 亿箱,哥伦比亚出口了 8 410 万箱。至 1993 年, 哥斯达
黎加连续 5 年刷新香蕉出口的记录。
从 1992 年到 1993 年,哥斯达黎加香蕉出口量增加了 970 万箱(10 .6 % )。国家香蕉公
司(CorBaNa, Corporation Bananera National) 把产量的增加归因于 3 家中等规模的香蕉公
司进入市场(Geest Caribbean,Difrusa 和 Coriban) ,以及 COBAL(哥斯达黎加的奇魁塔子公
司)的产量较 1992 年大幅增长了 46 .74%。
1993 年,哥斯达黎加境内的世界三大香蕉生产商的子公司将国内香蕉产量的 2/ 3 用
以出口。他们或者在自己的种植园内自行生产, 或者在收获季节向其他生产者购买。标
准水果公司(Standard Fruit,属于都乐公司)出口了 28%哥斯达黎加市场上的香蕉。BAN－
DECO (属于德尔蒙特公司 ) 以 22% 排第二, COBAL 以 18%排第三, 其余 32% 的出口由
8 家中等规模的公司(25% )和 35 家小的独立公司(7% )瓜分。
1993 年,香蕉业总计只占哥斯达黎加全部开垦土地面积的 1% , 却为全国 25%的劳动
力提供了工作。97%的种植面积(全国共有种植面积 49 400 公顷, 122 000 英亩 )位于国家
东岸的潮湿的加勒比低地。事实上,大约一半的香蕉生产地分别属于 11 个大中香蕉出口
公司,并由其管理。剩余一半由独立的生产商掌管和经营。独立生产商通常经营小农场,
只生产少量的香蕉,并把生产的香蕉卖给 11 家较大的出口公司中的一家,通过它们出口和
配销。结果, 1993 年这 11 家公司的出口量大约占哥斯达黎加全部香蕉出口的 93%。
虽然哥斯达黎加每年每公顷平均产量 2 500 箱( 每英亩 1 000 箱 )是世界最高的,但生
产成本也是拉美最高的。哥斯达黎加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例如: 健康保险, 退休金,义务
教育等)使得劳动力成本在拉美地区是最高的。香蕉的外汇收入总计占哥斯达黎加外汇
收入的 27% ,仅次于旅游业(1993 年旅游业首次成为外汇收入最高的行业) ,列第二位。
1993 年,哥斯达黎加香蕉的 99% 出口以下 5 国: 美国 (53% )、比利时 (19% )、德国
(19% )、意大利(7% )和英格兰(1% ) ,其余 1%由欧洲和亚洲不同国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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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达黎加的香蕉市场
哥斯达黎加国内销售的大多数香蕉是那些因为达不到出口尺寸和外观标准而留在国
内的香蕉。这在香蕉生产国中是很普遍的。虽然,留在国内的水果质量也很好, 但出口商
们相信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不愿购买外形丑陋、
尺寸较小和表面有瑕疵的香蕉。
此外,许多留在哥斯达黎加国内的香蕉并没有外观的问题, 只是一把香蕉的数量较
少, 只有二三只。出口商一般不愿出口一把少于 4 只的香蕉。1994 年 11 月初,哥斯达黎加
国内香蕉的市场价为每公斤 34 科郎 (大约每 2 .2 磅 0 .21 美元)。

栽种香蕉的环境问题
与栽种香蕉相联系的环境问题包括大量不能出口香蕉所形成的固体废物、
生产过程
中使用原材料所产生的废物、
采伐森林、
减少生态多样性, 以及大量使用化学品、杀菌剂、
杀
虫剂、
杀线虫剂和化肥。尽管国内香蕉市场消费一部分达不到出口外观要求的香蕉,但由
于国内市场不够大,仍有 15%～20%收获的可食用的香蕉遭到浪费。这些浪费的香蕉的
大部分堆置起来,形成大量的固体废物问题(1992 年超过 159 万吨) ,随着香蕉发酵,排放出
臭气和液体。
此外,全世界香蕉消费量的增加也导致香蕉种植面积的增加。最好的香蕉生长在潮
湿的热带的海岸平地、地球上最丰富和最密集的生态系统栖息地和热带雨林低地。从
1950 年到 1990 年,超过 20 万公顷(50 万英亩)的热带地区被毁用来建造香蕉种植园。毁林
反过来又导致生态多样性的丧失、氧化物、碳沉淀、
土壤侵蚀和土地滑坡。种植园接入水
渠网络,使其与附近的水域相连,目的是把香蕉林无法吸收的雨水排走。由于自然的溪流
系统被打断, 导致了非自然的干旱和洪水,也使河水携带沉淀物、化学废料和垃圾, 污染了
当地的饮用水。
香蕉生长于单一的栽培环境中, 意味着在给定区域只有香蕉一种生物存在。没有自
然的生物多样性来平衡和保护它,单一栽培的农作物系统极易受虫害、
疾病和土壤养分流
失的影响。因此传统的香蕉种植环境需要使用大量的化学杀虫剂、杀线虫剂、除草剂和化
肥来保护香蕉不受损害,同时维持高产。
在热带雨水的冲刷下, 传统香蕉种植园中使用的化学品流入了水域, 杀死鱼、植物和
其他生物。这些化学品对人、
动物和植物的健康是非常有害的。此外, 当香蕉成熟后,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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簇都包裹在一个充满杀虫剂的蓝塑料袋中, 以防昆虫和磨损而留下疤痕。收割香蕉时,传
统的做法是把这些蓝包裹撕开后直接扔在种植园的土地上, 然后被热带的暴雨冲进灌溉
用的水渠和河流中。果实成熟时用来支撑香蕉树的塑料麻线和放在香蕉间防止互相刮擦
的泡沫塑料垫也是如此。通常, 这 3 种东西造成的垃圾堆满了乡村,污染了溪流,甚至流到
大海中,毒死了试图吃它们的大海龟和其他野生生物。
几十年过去后,同一块土地上就不能继续种植香蕉了。因为以前肥沃的环境已变得
贫瘠,水系统也被改变和污染, 土壤和缠绕着的塑料细绳和袋子板结在一起, 从前肥沃的
火山岩表层土已失去了养分。

哥斯达黎加的香蕉政策
哥斯达黎加是最早种植香蕉的国家之一。这些国家出口大量的香蕉, 以至于被说成
是由香蕉公司和种植园主而不是由政府官员来治理的国家。长久以来, 这些拉美国家制
定了使香蕉贸易受益的法律。
然而哥斯达黎加有所不同,很长一段时间,因为香蕉行业是该国惟一的外汇来源,该
国制定了规范行业发展的法律。例如, 香蕉区域内的所有道路和水渠要求有 10 米(33 英
尺)长的自然生长的植被(如树林、
灌木和草地)缓冲;禁止使用美国和欧洲不能使用的化学
品; 所有工人在使用危险化学药品时都要求穿戴严密的服装、面罩和护目镜来保护身体;
给种植园喷洒化学杀线虫剂、
杀菌剂和杀虫剂后, 要求所有工人都洗澡( 书中没有提到处
置蓝塑料袋和麻线的法律)。
但是,哥斯 达黎加几 乎没 有一 条管理 香蕉 种植的 法律 发挥 有效的 作用。例如,
Paraquat (一种自 20 世纪 70 年代在美国各州就禁止使用的化学杀菌剂)仍在香蕉和咖啡耕
种地普遍使用。哥斯达黎加几乎没有任何资金来维持各种的监督机构, 但与此同时,它对
出口的香蕉每箱征收 0 .50 美元的税。强大的香蕉行业通过类似国家香蕉公司这样的组织
来给自己制定政策 (其推荐的标准种植程序, 通常几年后会被写进法律)。

哥斯达黎加传统的香蕉耕作
哥斯达黎加传统的香蕉耕作开始于 19 世纪末。属于一个主人的香蕉农场常常被连
接在一起以提高效率, 但哥斯达黎加仍有大量分开的农场。1993 年, 这些农场的规模小的
只有一公顷(2 .47 英亩) ,大的拥有 3 000 公顷(7 413 英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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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株香蕉树只能生长一簇香蕉。香蕉收获后母树就要被砍倒,一株小树就接着长出
来以生产来年的香蕉。小树从长大到生产香蕉需花 9 个月时间。每簇成熟的香蕉, 通常
有 5～10 只(有时能达到 14 只)大
“手”,每个大
“手”生长 15～20 只超过 8 英寸 (20 .32cm)的
绿色的香蕉。
一旦一簇香蕉接近成熟,工人便用弯刀将其砍下,用缆车将其传送到生产站。当香蕉
进入生产站后,工人摘去塑料泡沫垫(如果使用过的话) ,把大
“手”从叶柄上砍下来,将其倒
入一盆流动的水中,以洗掉砍香蕉时从香蕉皮上自然流出的乳胶, 然后将香蕉送到下一个
生产阶段。剥离下来的叶柄被扔掉,工人开始对下一簇香蕉进行操作。
水流载着大
“手”流向另一名工人,该工人用锋利的刀子切掉大部分冠状物 (香蕉和叶
柄之间的连接物)。接着, 他把大
“手”切成市场接受的尺寸 (4～9 只香蕉的小
“手”)。在这
个过程中,所有不符合出口标准的香蕉被分离出来扔到传输带上, 运到其他地方加工或抛
弃。小
“手”再次在流动的水中前进,香蕉在流动的冷水中至少需要 17 分钟时间以去掉自
然生成的乳胶,水流同时还能清除掉香蕉皮上可能存在的污点。
随后,小
“手”被另一个工人从水中捞出,放置在一个能载重 18～20 公斤的盘子上进行
称重。接着工人给香蕉喷洒化学杀菌剂防止冠状物切口处发生腐烂, 同时另一名工人在
每个小
“手”上贴标签,注明生产商或生产国。
当香蕉烘干后,另一名工人把它们安放在一个波纹硬纸盒中, 系好塑料袋以备船运。
“手”放在塑料袋中时,凹面朝下放在底部堆成四层, 装满 18 公斤(40 磅 )后盖好盖子,这时
箱子就可以运到港口出口了。
传统的哥斯达黎加种植方法造就了世界上最有效的香蕉种植园。这些种植园的所有
者利用绿色革命技术和充分利用土地等优势以获得最大的产量, 小溪边、
路边的每一平方
米土地上都种上了香蕉树。种植者按常规在土地上施大量化肥以保持土壤的肥沃, 这些
养分不断地被饥饿的单一耕作的香蕉树吸收。这些农民也使用许多化学除草剂来防止竞
争性植被在香蕉树中生长,夺走有价值的营养。此外人们还使用化学杀线虫剂来杀线虫,
这些线虫会攻击和破坏香蕉树脆弱的根部系统, 导致香蕉树的死亡。通常每 10 天空中喷
洒一次杀菌剂,因为
“黑香蕉叶斑病”细菌会把香蕉叶变黑,使其不能进行光合作用。
香蕉内部能被感染的黑香蕉叶斑病催熟而外表仍保持绿色。当它们成熟时, 感染病
菌的香蕉会散发出乙烯气体,当这些香蕉与其他香蕉一同运送时, 将引起整船香蕉提前成
熟。因为成熟的香蕉只有 3～7 天保存期,所以这些由于黑香蕉叶斑病而过早成熟的香蕉
便无法销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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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O .K .香蕉的耕作
Eco －O .K .香蕉计划是雨林联盟(the Rainforest Alliance,成立于纽约的一个非盈利的
环保组织)于 1991 年 10 月开始实施的, Fundacion Ambio(哥斯达黎加的一个由关心环境问
题的律师组成的非盈利组织)在 1992 年 3 月加入该计划,该项目旨在建立市场激励以减少
香蕉生产对环境的影响。其章程是:
“Eco－O .K .香蕉计划提供一种机制,使哥斯达黎加的香蕉种植者、环保主
义者、
政府官员和其他利益集团走到一起, 寻求建设性对话,使香蕉生产成为更
环保的行业。通过这些成员的努力,雨林联盟发展了一套香蕉种植的环保标准。
这种标准极富挑战性, 可以显著改善当前的生产程序, 而不会明显地影响香蕉生
产。这些标准将随着知识、
技术和操作的改进而随时修正和加强。任何国家的
香蕉生产者都可以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那些遵守准则的生产者将被授予
Eco －O .K .认定的标志,使其环境健康的香蕉能和其他市场上的香蕉区分开来。
”
为了给予认定,雨林联盟会派出一队科学家对种植园进行审查,所有费用由种植园支
付。3 名调查员评估田地的情况, 接着由一个独立的检查委员会决定最终的认定情况。通
过审查的农场被列为预备认定的(意图取得认定)或认定的。预备认定的农场必须再次进
行审查以成为认定的农场,并且直到完全认定后才能使用 Eco－O .K .的标志。通过认定的
农场可以使用标志,但它们还要接受年度复检和可能任何时候出现的随机现场检查。
1994 年 11 月,有 5 家香蕉种植园已取得认定,有权使用 Eco －O .K .的标志,其中四家
位于哥斯达黎加,第五家在美国夏威夷。事实上只有 Platanera Rio Sixaola 和夏威夷的农
场使用 Eco －O .K .标志改善了它们香蕉的销路。其他 3 家种植园由于都是通过 3 家大公
司中的一家来销售其香蕉,而这 3 家大公司不想在市场中推销 Eco －O .K .的香蕉, 因为它
们同时还销售尚无标志的香蕉。
1994 年 11 月,另外 7 家香蕉种植园获得了 Eco－O .K .的预备认定。所有这 7 家都属
于 COBAL(奇魁塔, 哥斯达黎加)。在此之前 COBAL 已经有两家被认定的农场,并希望到
1995 年初有一半的农场能获得认定。
Eco －O .K .项目要求香蕉种植区与水域和道路之间至少有 10 米的自然树木和植被的
缓冲带,与工人宿舍、
学校、
诊所和其他永久性基地的周围之间有 30 米缓冲区域。自然水
源(泉水)和任何新建的工人永久性基地周围要求有 100 米的缓冲。此外, 项目还要求禁止
清除原始森林,种植园需要有计划地对土壤进行维护。

144

Platanera Rio Sixaola, S .A .公司 : 世界首家获 Eco－O .K .的香蕉种植园

Eco －O .K .也要求所有的工人穿着保护性服装, 在使用化学杀菌剂、
杀线虫剂和杀虫
剂后需要淋浴。工人和他们的家人需要接受关于香蕉种植而引起环境事件的教育。种植
园必须遵守所有地方法律。美国和欧共体禁止使用的物质在种植园中同样不能使用。要
把农用化学品安全妥善地存放,不允许由未成年人管理。对所有使用过的塑料要进行收
集和循环利用。所有 使用过的水 在重新进 入大自 然前要清 除沉淀 物 ( 例如乳 胶等 )。
Eco －O .K .鼓励种植园通过重新使用和循环使用以减少固体废物, 并且为工人住处建立
固体废物的管理计划。
然而,只要能为工人提供恰当的保护性服装和淋浴,并且化学物品的存放也有安全的
保证,即使使用 了禁 用的化 学杀 虫剂、除草 剂、化 肥和 杀线虫 剂, 种 植园 也可 能得到
Eco －O .K .的认定。以上行为都是哥斯达黎加法律已经要求的, 惟一在哥斯达黎加现存法
律之外的 Eco －O .K .的新要求是循环利用的要求。
伯那多·安哥拉(Bernardo Aguilar)就职于哥斯达黎加的土地研究学院( the School of
Field Studies) , 他批评 Eco －O .K .的做法。在 1994 年哥斯达黎加举办的 Biennial 国际生态
经济会议上, 他提交了一份关于香蕉种植的报告。他的研究表明 Eco－O .K .的要求根本就
无助于减少香蕉种植园的能源消耗,他也批评了雨林联盟在 Eco －O .K .的要求或目标中根
本没有关注能源消费问题。

Platanera Rio Sixaola 和 Eco－O .K .香蕉耕作的比较
Platanera Rio Sixaola 是世界上首家 Eco －O .K .认定的香蕉种植园,不需要改变原有的
生产方法。
“对我而言这关系到良心, 我总是尽可能生产有机香蕉。你知道这是关乎
生命的问题, 我们无权破坏环境。
”利伯耐格先生指出。
Platanera Rio Sixaola 几乎超过了所有 Eco －O .K .项目的标准。例如,尽管 Eco －O .K .
项目允许在认定的香蕉种植园内继续使用化学品, 但 Platanera Rio Sixaola 种植的香蕉没
有使用任何化肥、
除草剂或杀线虫剂。利伯耐格先生解释说哥斯达黎加许多种植团体质
疑过这种做法。
“当我开始在农场中不使用任何除草剂、化肥和杀线虫剂时, 其他所有的香
蕉种植者说,‘你发疯了, 你将在你的农场中收获不到一根香蕉。
’
”Platanera Rio
Sixaola 使用有机肥、
生物杀线虫剂, 并种植像 aracis(花生家族的一位成员)和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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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耳”一类的地表生物代替使用除草剂,这些藤本植物也有助于土壤固氮 (一种
对香蕉非常有用的氧分)和防止土壤侵蚀。
Platanera Rio Sixaola 使用沉淀器来除去水中的乳胶, 然后把水流回农场在日光下进
行生物降解, 而 Eco－O .K .允许种植园扔掉乳胶。Platanera Rio Sixaola 所有工人的住处离
种植园至少 1 公里远, 而不是要求的 30 米。Platanera Rio Sixaola 把废弃的香蕉切碎作为
农场的肥料使用。不像其他 Eco －O .K .农场那样使用化学杀菌剂消除生产后的冠状物腐
烂, Platanera Rio Sixaola 使 用 从 大 豆 中 提 炼 的 一 种 有 机 蜡 和 非 洲 棕 榈 油 来 杀 菌。
Platanera Rio Sixaola 从不使用泡沫塑料垫来防止香蕉之间互相刮擦, 并且与其保护用袋
子的供应商签订循环使用的协议。他们也试着通过主要使用白袋 (无杀虫剂 ) ,散置一些
蓝袋在其间(白蓝比率为 80∶20)的方法来保护香蕉簇,从而减少使用杀虫剂。
即使如此,Platanera Rio Sixaola 还是无法避免使用化学杀菌剂来对付黑香蕉叶斑病。
利伯耐格先生为此感到遗憾,但是没有其他对付这种可以席卷整个种植园的危险害虫的
方法。然而, 通过对整个种植园实地检查,利伯耐格把每月 3 次的空中喷洒杀菌剂减少为
每月 2 次,这些都不是 Eco －O .K .所要求的。1994 年 11 月, 利伯耐格购买了 3 000 株具有
可以抵抗黑香蕉叶斑病遗传的香蕉树苗。同时他还通过循环用水的方法来减少农场的能
源消费。

Platanera Rio Sixaola 的环保认证
Platanera Rio Sixaola 是世界上第一家由雨林联盟授予 Eco －O .K .认定的香蕉种植园。
1993 年 7 月 21 日, 在一个由德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和哥斯达黎加农业部长参加的新闻发
布会上,种植园正式收到雨林联盟的认定。

Platanera Rio Sixaola 的策略选择
到 1994 年 11 月, 每一箱 Platanera Rio Sixaola 香蕉的成本仍比收入多 2 美元。利伯
耐格先生正积极地探索各种能提高收入的方法。
Platanera Rio Sixaola 打算对能抵抗黑香蕉叶斑病的香蕉的新后代进行测试。这些香
蕉据说口味更像苹果而非普通的香蕉。利伯耐格先生认为这可能是创造一个新市场的机
会: 提供给消费者一种有机生长的具有全新口味的新水果。如果消费者接受这种香蕉,利
伯耐格先生就面临选择,是部分还是整个 120 公顷(297 英亩)的种植园都重新种植。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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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需要大量的资本支出,同时在等待香蕉成熟时还要承担收入损失, 但完全有机的香蕉也
可能带来更高的市场价格。但是,一些行业专家反对这种香蕉, 因为他们说这些香蕉尝起
来像
“硬纸盒”。
利伯耐格先生正在致力于设计一套宣传战略把他的香蕉和 Eco－O .K .标志区别开来,
因为他的种植园的环境标准更严格。
“我不敢肯定应该如何为我们的香蕉做广告,如何使用或者甚至我们是否
应该使用 Eco －O .K .标志。我们需要宣传农场。另外, 奇魁塔希望其旗下的诸
多农场通过 Eco －O .K .认定, 我相信到 1995 年或 1996 年,奇魁塔就能宣传它的
香蕉是通过 Eco－O .K .认定的。我的农场比它们更
‘有机’,但我们却也是同样的
Eco －O .K .标志。
”
利伯耐格认为应像 Orville Redenbacher 的爆米花一样, 赋予其香蕉一个市场名称(沃
克香蕉) ,并且在香蕉标签和箱子上加上自己的照片。他从独立的实验室取得测试结果,
声称其香蕉平均含 128mg 维生素 C,而他读过一本德国杂志,上面的一篇文章称一般香蕉
只含 110mg 维生素 C。他还请其他独立实验室测试, 证明其香蕉不含任何杀虫剂、杀线虫
剂和除草剂的残留物。
“我正在想办法如何才能使消费者为我农场特殊生产的香蕉花更多的钱。
我不想在我的香蕉上贴两种标签,因为那是跨国公司的策略。例如,‘奇魁塔 /
Eco －O .K .’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意识: 哥斯达黎加存在
着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种植园。那样,消费者们将买我的香蕉,因为他们知道我们
的种植园积极投身于最高水平的环保实践。可我怎么才能做到这点呢 ?”
利伯耐格也想使 Platanera Rio Sixaola 成为旅游者的目的地。他已经得知哥斯达黎加
的一家咖啡农场(Cafe Britt)成功地吸引旅游者到其农场旅游,农场还制作通信录, 使顾客
能收到邮寄的咖啡。但是,利伯耐格先生指出,该方法不适合香蕉销售。
“香蕉的问题是你不能直接销售它们。咖啡、
花卉或苹果可以, 但香蕉你需
要催熟剂。
”
因为香蕉容易腐烂,工人不得不在香蕉还是绿色的时候就把它们摘下来,并在运输途
中催熟。
Platanera Rio Sixaola 距哥斯达黎加首都 San Jose 有 4 小时车程。在附近 20 公里(12
英里)内有 3 处国家公园、美丽的海滩、雨林和大量的观鸟点。种植园也与巴拿马接壤。利
伯耐格正在想办法让他的农场包括在该地区的旅游路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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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分析
本案例介绍一家香蕉种植园 Platanera Rio Sixaola, S .A .的处境———面临行业结构和
成本问题的挑战而无法赢利。
本案例内容包含四部分:
(1) 介绍该种植园的历史、
其在德国的市场份额和销售情况。种植园是世界上第一家
赢得
“Eco －O .K ”
. 认定的香蕉种植园。由于种植园主是德国侨民, 通过其广泛的人际关系
克服了欧共体关于香蕉的进口许可证的限制,其产品在德国市场有很好的销路。
(2) 香蕉行业的特点。香蕉行业是一个高度垄断的行业。世界香蕉市场基本上 70%
的份额控制在三家主要的公司: Chiquita, Dole 和 Del Monte 手中。这三大公司制定全行
业的质量标准和价格。
(3) 哥斯达黎加传统的香蕉耕作方式和
“Eco －O .K ”
. 耕作方式的比较。传统的香蕉
耕作方式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和化学杀菌剂,因此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 Eco －O .K ”
.
耕作方式在不降低香蕉产量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了化学品的应用,保护了环境。
(4) 种植园的环保耕作。种植园在
“ Eco －O .K ”
. 耕作方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除了使
用化学品来清除极具破坏力的
“黑香蕉叶斑病”, 生产方法完全是有机的。但是, 生产成本
也相应提高, 经营了 3 年后, 生产成本 (7 .22 美元/ 18 公斤每箱) 连续超过收入(5 .32 美
元)。种植园处于亏损状态。
联系管理学、会计学原理和知识,我们可以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1) 企业赢利固然决定于企业自身经营,那么与整个国家或地区该产品的生产、
该产
品所处的行业状况以及企业所处的环境等有没有关系 ?
(2) 环境成本作为产品成本的组成部分,在产品质量竞争、
产品成本竞争中的重要性。
(3) 企业是一个盈利性经济组织, 但也是一个社会总体系中的单元和环节, 必须承担
一定的社会责任。因此在考察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要关注环境效益以及两种效益的
组合。这就需要重视环境会计的应用。环境会计在当今的会计理论和实践中占有很重要
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环境成本和产品定价方面。而环境成本在生产过程
中非常分散, 很难统一管理。怎样组织和改进企业的环境会计核算工作,使其为企业合理
选择原材料、合理做出投资决策、
恰当进行产品定价等多方面提供重要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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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玻璃公司
成本会计与有害废弃物

＊

公司、
产品及市场
特种玻璃公司( Specialty Glass ,Inc .)是一家私人企业。其有色片状玻璃的产量占世界
总供给的 30% ,这种有色玻璃主要用于制造有色玻璃窗户及灯具。它是一家高产量低利
润的企业,年销售额 1 200 万美元。其中大部分(50%～60% )是销向彩色玻璃市场(比如工
艺品店、
有色玻璃制品艺术家) ,其余部分则销向海外的灯具制造商, 他们收到运来的玻璃
后, 加工成灯具后再运回美国。尽管在北美还有其他制造商也生产这种专用的片状玻璃,
特种玻璃公司(有 160 名雇员)要比其他竞争者(通常只有 5～6 人)的规模大得多。
公司同时使用罐式加工设备 (这里 24 小时循环不断地熔化、冶炼 )和连续熔炉, 熔化
的玻璃水流出的速度与原材料加入的速度相同,连续熔炉工艺生产出来的玻璃与其他片
状玻璃相比能够承担更大的压强。连续熔炉耗电量极大, 但是由于西北太平洋相对较低
的电价,使得公司能够支付得起这笔费用,而且连续熔炉还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这种高
资本与运营成本使得公司的竞争者无法对类似的设备进行投资, 因而公司在生产这种玻
璃上具有竞争优势。显然,由于全球市场有限,即使是资本雄厚的企业也很难进入该市场。

制造流程
特种玻璃公司按批量生产玻璃。在每个生产循环中, 生产原料 (沙子、碳酸盐和石灰
石)与有色化学物质混合在一起,由于部分有色物质是有害的, 因此要在一个密封的称重
仓中将它们同碎玻璃混合在一起,然后再把它们放入电炉中, 经过熔炼, 称重仓中的尘粒
被导入一个袋状密室(一种隔间,它由一系列能够将空气中的固体颗粒分离出来的同其他
装置隔开的编织制品过滤器所组成)。
在玻璃熔化和有色物质氧化之后,片状玻璃成形,冷却并从电炉中取出。如果玻璃在

＊ 本案 例由 Virginia 大学 Darden 商学院的商务管 理学副 教授 Christine H . St inson 博士 编写 完成 , 仅 用于
课堂讨论而不是用于说明管理战略的有效与否。资料来源于世界资源研究所 ( WRI) 1995 年出 版的企业 环境会计 教
学案例——— Green Ledger s, 由 Da ryl Ditz, Janet Ranganat han 和 R . Da rryl Banks 编辑。版权所有———世界资源研究
所,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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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过程中或者在其他后续操作过程中出现破裂, 那么这些玻璃又要被压成碎玻璃;有时
候这些碎玻璃会重新被加入电炉中进行再利用。但这些碎玻璃也并不总能被再利用,因
为最初混合物当中的部分化学物质在加热时可能会发生了成分变化。
公司的连续制造流程会产生不同的细灰。由于所生产的玻璃种类不同, 这些细灰来
自于袋状密室当中的布制过滤装置。每年公司都会产出 15 300 磅的细灰以及 2 700 磅的
其他有害废弃物。公司花在处理这些细灰和有害废物上的成本约为 1 .75 美元/ 磅 (或
31 500 美元/ 每年)。
成品玻璃制造出来后按照要求被切割成各种尺寸, 然后打包准备海运。由于在发运
的过程中玻璃需要得到完好保护, 打包玻璃的成本也就很高,要占公司整个生产成本的
1/ 10。而剩余下的玻璃片就会被粉碎后重新利用或者变卖。

环境问题
用来作为生产黄色、
桔色和红色玻璃的染色剂的颜料是毒性非常强的化学物质。釉
料和玻璃生产商都曾试图寻找毒性稍小的颜料, 但都徒劳无功。公司是仍在生产红宝石
色玻璃的两家美国制造商之一; 由于环境方面的原因, 它在欧洲的生产已经被欧盟的一个
委员会所禁止。结果, 无论是在佛罗里达建造的教堂还是在北非建造清真寺, 都要从公司
那里购买红宝石玻璃来做彩色玻璃窗。
染色剂是公司引起的诸如有害废弃物、
气体排放等环境问题的首要根源。对于作为
生产红宝石色玻璃的主要染色剂———氧化镉的制造的限制越来越多,足以导致制造商停
止生产这种物质。Asarco 曾经是公司氧化镉的主要供应商, 但是也早已经停止生产了。
现有的制造商也把他们的生产转移到了美国本土之外, 他们把镉熔进玻璃, 然后把玻璃粉
碎用船运回美国,再销往用户。
Greenwire( November 27,1995, Vol .5 , No .144)的一则新闻这样描述了一种人体暴露在
镉当中引起的典型症状:“Toyama Medical 和 Pharwtical V .的一项新研究表明: 高浓度的
镉是导致日本 Toyama 县的 Jinx 河沿岸居民肾功能紊乱的主要原因。1968 年, Mitsui 矿
冶公司向 Sinzu 河倾倒了大量的镉废料, 结果造成至少 181 位 Toyama 县的居民患上了痛
苦的疥疮。这场疾病被认为是一起非常严重的由污染引起的疾病, 在日本, 其严重程度仅
次于 Minamata 汞中毒事件。1984 年和 1995 年, 研究人员检查了 5 个镉废料污染地区的
111 名妇女和未被污染地区的 7 名妇女的尿液,他们发现在 1914— 1929 年间出生的并且在
镉污染发生时生过孩子的妇女的病情要更严重一些。1995 年, 有 63 .1 % 的妇女具有肾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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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紊乱的症状,而在 1984 年,这一比例是 43 .2 %。
”

排放气体
在 1990 年和 1991 年,当州属环境管理人员开始关注来自特种玻璃公司车间烟囱的烟
尘中的
“可视羽状物”时,公司就安装了排放控制装置,清除了所排放气体当中的可见成分。
到了 1992 年, 公司的技术人员意识到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的生产活动很有可能受到在气体
排放方面附加的管制政策所限制。更严重地说, 公司很可能关闭, 他们的工作 (在相对较
小而更专业化的行业中)很可能消失。与此同时, 公司还面临与非特种玻璃制造商同样的
法规限制。例如,不是针对毒性,而是在气体排放所含颗粒方面的限制。但是更加严格的
关于含镉物质的气体排放标准已经摆在了当地空气质量控制委员会的面前, 考虑到这些
新政策的影响和后果, 公司开始就烟囱排放出来的气体进行抽样调查。
抽样结果表明,公司仍在排放可测量到的含镉物质。作为对策,公司采用了前面提到
过的袋状密室,来自称重仓和熔炼炉的以前被排放到空气中的有毒颗粒,有 99 .7 %能够被
熔炉的袋状密室所吸收。这是用于限制镉物质扩散的“现有的最好的技术”(已成为评价
管制准则的标准) , 但是它不能保证未来的准则不发生变化, 如果更先进的技术被采用
的话。

有害废弃物
在制造流程当中,镉在燃烧时会生成有害固体废物,这种废物最终以细灰的形式存在
于烟囱中,玻璃液溅出以及切割玻璃时也会产生有害废物。但是也并非所有的碎玻璃都
会成为有害废弃物。例如,公司将无色玻璃碎片卖给了一家大理石制造商, 该制造商把它
混合在喷洒涂料的罐子里然后用来制造
“工业用大理石”。
公司一直将其含镉废物通过船运往 Oregon 州直到该州不再接收任何含镉废弃物为
止。后来再用卡车将废弃物运至 Arkansas 州的废物处理厂( 这是美国本土惟一接收含镉
灰料的地方)。正如该公司的工程人员指出的那样:“我们已经找到将烟囱中的含镉灰料
同玻璃水混合的替代方法,从而能够生产出内置固体镉的玻璃。这种方法能够防止玻璃
中有害物质的扩散或者流失。但是由于这一固化过程可能会被看作是对有害废弃物的处
理方法(在 RCRA 和有关联邦环境法规的界定下) ,我们还要申请得到允许将其作为一种
治理、
存储和处理废弃物的设备来进行操作, 而且申请过程繁琐代价高昂, 同时我们更得
不到任何我们的建议能够获得批准的保证。
”公司把底层的玻璃碴收集起来再熔制成新玻
璃, 然后粉碎再卖掉,可以作修路之用。这样这些玻璃团就成为了一种产品而不再是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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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了。

定价
特种玻璃公司为不同颜色的片状玻璃制定了差不多相同的价格。这一价格是基于所
有产品所必需的物料与人力投入的平均成本, 再加上一定比例的管理费用制定的。如果
一些有色玻璃的直接物料与直接人力投入比其他类型的玻璃高一些, 那么他们的价格也
就略高一些。比如,有些种类的颜料可能更容易挥发, 那么使用这些种类颜料的玻璃相应
地就需要更多的颜料, 并且因此在生产过程中耗用更多的人力。

问题讨论
1 . 特种玻璃公司将废弃物处理的成本包括到管理费用当中。但是如果处理不同种
类灰料的成本不同,而且对不同种类有色玻璃的成本分别进行直接计算,那么特种玻璃公
司对不同种类玻璃生产成本的估算会有显著的变化吗 ?
2 . 特种玻璃公司是否还引致了其他方面的环境成本 ? 如果有的话, 是哪些 ? 如果对
不同种类型的玻璃生产成本分别直接进行计算,特种玻璃公司对其生产成本的估算是否
有显著的变化 ?
3 . 特种玻璃公司被一个个人所独有,这一事实可从不同类型的产品的成本信息有限、
产品相对较高的盈利水平以及公司的经营风险等几个方面得到反映。如果特种玻璃公司
进行公开交易(或者当前的公司拥有者愿承担公司股票 IPO 发行) 的话, 需要对哪些财务
与经营风险(包括环境方面的风险)进行披露 ?
4 . 对于上述环境问题,特种玻璃公司可以作出什么选择 ? 从财务与战略的角度看,这
些选择的优势和劣势各是什么 ?

简要分析
本案例详细讨论了特种玻璃公司 Specialty Glass 在废物处理与成本会计核算方面的
情况,是一篇有关成本会计和环境的典型案例。
Specialty Glass 由于将特定生产线产生的大笔成本费用( 无论是环境成本还是其他)
分摊到多条生产线的经费开支当中,从而导致对生产线和产品成本估算的失真, 进一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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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身所拥有的成本核算系统发生了混乱, 不能反映其真正的成本。另一方面, 该公司并
没有将含镉废物处理的开销直接同制造红宝石色玻璃联系起来, 这种成本估算“错误”看
起来不太可能低估生产红宝石色玻璃的成本。同时, 该公司的含镉废物还造成了环境成
本以及政府监管成本的增加,案例对于如何将这些成本引入到公司的成本核算系统当中
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最后本案例引入了一个更加精确的成本核算系统,来介绍如何对生
产成本进行追踪核算, 进而更真实地反映公司的成本支出情况。
本案例关注的重心在于通过讨论不同成本核算方法对于生产成本的显著性影响,公
司生产引起的环境成本增加的因素及其环境成本摊销办法, 如何针对不同的摊销方法进
行比较;如何捕捉反映公司生产成本的信息; 进一步揭示成本会计核算系统的经济学和管
理学意义。
这一案例可以面向多种对象: 成本会计的本科生、
硕士生以及环境和管理与环境会
计方面的 MBA、
工科学生、
企业管理人员、
法规制定机构的工作人员等。
本案例可以用于讨论:
(1) 环境成本混合在制造经费中, 对管理层分析产品制造成本带来的干扰;
(2) 讨论传统成本核算系统时,常常忽略财务风险与负债等问题 (既没有包含在管理
费用中,也没有直接对每条生产成本进行追踪核算) ;
(3) 为中小型企业选择可行的方案提供一个机会,这些中小型企业往往在处理由于其
操作导致的环境问题的资金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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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Charles医疗中心
一项关于绿色照明 /能源之星的案例研究

＊

引言
Mike Severns 盯着桌上的报告。作为 St .Charles 医疗中心这家非盈利组织的设备服
务处的主管, 他负责向医院推荐一套节约能源的行动方案。St .Charles 医疗中心当初加入
环境保护署(EPA)发起的绿色照明和能源之星建筑计划, 总地说来像是个好主意, 但是现
在基于严格的财务分析和考虑相关无形因素的影响, Severns 不得不作出决定,这种变换花
样的计划是否真的值得。在阅读这份关于各种能源保护方法(ECMs)的报告时, 他也开始
思考一个用来进行项目分析的策略计划。

绿色照明/ 能源之星建筑
美国国内销售的全部电力中 20%～25% 用于照明。许多组织都认为照明费与能够
带来节约成本的投资机会是相反的,将其看为不可避免的管理费用。为此, EPA 于 1991
年发起了绿色照明计划。这是一个自愿的、
非强制性的计划, 旨在通过提高照明中的能源
利用效率来减少空气污染。绿色照明计划的参加者需要承诺将其现有的办公照明替换为
新的、
更有效率的照明工具和设施, 并对此转换的效果进行观察。如果实施这一项目对参
加者来说有利可图,他们就得同意将在几年内对所有的设备进行更新。参加绿色照明计
划的组织将会节约能源、
减少电费支出, 同时也会减少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以及重金属颗粒的数量。绿色照明计划的参加者也会受到来自 EPA 的支持:
EPA 将向其提供产品信息、
广泛的技术支持和协助推广其环境保护的计划。改进后的照
明设施甚至可以提高工作地点的工作效率,这对于医院这样的机构是尤其重要的。
EPA 又开始致力于公司设备所有方面节约能源的研究。以绿色照明计划作为基础,

＊ 本案例由世界资源研究所 ( WRI ) 的 Julie Jubeir 与 Robert Day 共同编写完成, 仅用于课堂讨论而不是用于说
明管理战略的有效与否。本案例编写通过 Lisboa 协会得到了美国环保署的资助。版权所有———世界资源研究所 ,
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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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 发起了能源之星建筑计划,在 5 个阶段的过程中, EPA 要求参加者进行综合性设施升
级, 包括从系统发动机到空气控制系统和制冷/ 热车间的一系列升级。由于有了绿色照明
计划,能源之星建筑计划的参加者只被要求从事有利可图的改进, EPA 将此定义为 20%的
内部收益率(IRR)。1995 年, 24 个绿色照明计划成员被选为能源之星建筑计划的参与者,
用来论证该计划的有效性。

St .Charles 和绿色照明/ 能源之星建筑计划
St .Charles 医疗中心是俄勒冈州中东部的一家地区级诊断中心,向 2．5 万平方英里地
区的 14 万人口提供服务。由于具有这一地位, 该中心提供除器官移植和大面积严重烧伤
治疗之外的所有医疗服务。又因为其地理位置远离其他的医疗中心以及其和本地区小诊
所的合作关系,所以面对的地区性的直接竞争很少。正因为如此,虽然加入绿色照明/ 能源
之星建筑计划预期可以提高该中心在该地区的公共形象,但对市场的关注还是很小的。
Mike Severns 端详着报告并思考着几个无形因素。首先, 作为照明、制冷/ 热和设备
杀菌等方面的主要电力消费者, St .Charles 医疗中心看来是绿色照明/ 能源之星建筑计划
的主要候选人。St .Charles 是一个非营利组织, 它的使命是“以关爱和同情心来改善服务
对象的健康状况”,因此关注环境应该是这种企业文化很自然的结果。加入绿色照明/ 能
源之星建筑计划会和企业文化融合得很好。
当 Mike Severns 继续翻阅手上的财务数据时, 他意识到还有两个对他有利的主要因
素: St .Charles 和 Johnson Controls Incorporated (JCI)以及 Bonneville Power Authority 都有
密切的关系。业绩签约双方将形成一种以价值为基础的关系———提供财务担保、技术担
保或者两者全部。这样一来,St .Charles 的风险会因为有了与 Johnson Controls 的合约而
大大降低。通过这项合约,St .Charles 的能源成本减少将得到担保, 一旦达不到目标,对于
差额部分,St .Charles 将会得到来自 Johnson Controls 的完全赔偿。Severns 做了这样的
批注:
这正是 Johnson Controls HealthLink 方法的可贵之处。在协议签署和项目
启动之前,医院无需支出一分钱……就是说, 我们不必过多投资, JCI 的财务担保
使我们能很舒服、
很放心地进行投资 !
JCI 的加入使 St .Charles 有足够的资源来进行任何或者全部的设备更新, 如表 9．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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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表 9．1 对能源节约措施 ECMs 的描述
描

ECMs

述

安全出口标志的更换(阶段 1)

把大约 45 个白炽灯更换为荧光灯

高效风扇皮带(阶段 1)

在目标风扇上安装新的高效风扇皮带

荧光装置更新(阶段 1)

减少灯泡的数量, 用增加彩灯瓦数的方法来弥补亮度的减
小 ,这样 , 色彩利用度会提高

水方面的节约(阶段 1)

用已有的冷却塔代替某些医疗冷却时的水冷却

白炽灯装置的更新(阶段 1)

将近 642 个白炽灯泡换成荧光套灯

更换停车场灯(阶段 1)

将已有的停车场水银灯更换为高压钠灯

能源优化发动机(阶段 1)

将过时的电动机更换为新型号的

灯光控制(阶段 1)

安装远红外控制系统以避免浪费

可调节空气量(阶段 2)

将 8 个不变量的加热器更换为可调节量的

热量回收冷却塔(阶段 2)

将过时的水冷却塔换为新型高效的

可变流量泵(阶段 3)

更新中央冷却塔系统

Severns 也知道, 当地的能源公司———Bonneville Power Administration———以 JCI 提
供的一套能源模式为基础,向 St .Charles 提供能源折扣。这项折扣为设备更新提供了巨额
的资金,确实很具有吸引力。这项折扣只面向特定的设备更新, 因此必须要考虑进特定的
项目分析中。这一显著的刺激因素是 St .Charles、Bonneville Power Administration 和 JCI
以及 Central Electric Cooperative 合作的结果。

能源节约措施
Severns 已经有了作决策所需的大部分数据。他正在读的这份报告描述了几项设备
更新项目,或者称为能源节约措施(the ECMs) ,并且提供了每一个项目的成本和带来的节
约。能源节约的计算考虑了电力和热力两方面,成本计算也包含了所有能估计到的成本
(包括可能导致医院不能正常运行的成本)。全部的维护成本和项目有效期内 (这里假定
为 8 年)由 Bonneville 提供的折扣, 在报告中都有列示,归纳如表 9．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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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St .Charles 医疗中心的 ECMs 计划
项目成本
ECMs

每年节约 节约的电 每年节余

节约的热

节约的维

的电力

力成本

的热能

能成本

护成本

(千瓦时)

(美元)

(卡)

(美元)

(美元)

(美元)

EPA 激励
因素(美元)

安全出口标志的更换

2 598

11432

411

0

0

10 907

1 350

高效风扇皮带

2 108

23133

832

0

0

0

1 456

荧光装置更新

214 597

728719

26 234

110 305

145 419

水方面的节约

64 703

187195

6 739

0

0

0

31 823

白炽灯装置的更新

59 650

280970

10 115

0

0

85 309

19 520

更换停车场灯

19 778

42324

1 524

0

0

0

5 280

能源优化发动机

73 818

204285

7 356

0

0

7 090

8 490

7 026

6460

233

0

0

0

490

可调节空气量

724 022

1740844

62 670

130497

48 675

0

400 394

热量回收冷却塔

540 512

84176

3 030

18880

21 910

141 000

0

可变流量泵

380 063

124629

4 611

0

0

0

0

灯光控制

(7 849)

(2929)

最终列入考虑之中的有 11 个不同的能源节约措施(ECMs)方案,各个方案按照在计划
中的应用划分为 3 个阶段。阶段一包含所有的绿色照明计划项目和两个简单的建筑更新
项目。只有那些对医院的照明质量不产生有害影响的项目才会被考虑。能源之星建筑更
新计划基本上被划入第二阶段(可变空气量和控制)及第三阶段中( 热量回收、冷却塔和可
变流量泵系统)。除了明确的能源节约之外, 这些项目还会在将来产生更多的无形收益。
作为一个成功的医院, St .Charles 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已经达到了其现有制冷/ 热系统的
极限。阶段三将解决这个问题, 也将使 St .Charles 符合 EPA 所预期的分阶段停止使用氯
氟甲烷(CFC)的要求,从而避免大量(数字尚不知道)的未来成本。

问题讨论
有了这些信息后, 可以把 Severns 现在面对的问题总结如下:
(1) 在对是否实施这些项目作出决策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
(2) 应该使用哪种财务工具来分析 ECMs 的获利能力,譬如投资回收期、内部收益率
(IRR) 还是净现值( NPV) ?
(3) 请基于对所得到的信息进行的电子表格分析,说明应该采用哪几种 EC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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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Charles 医疗中心 : 一项关于绿色照明/ 能源之星的案例研究

(4) 加入绿色照明/ 能源之星建筑计划后, St .Charles 可以得到哪些无形收益 ?
(5) 将阶段一合为一个整体项目来考虑,会对分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 阶段一和阶段
二合在一起呢 ? 阶段一、
二、
三合在一起呢 ?
(6) Severns 认为阶段三的更新方案将会使 St .Charles 在未来处于一个更好的竞争位
置, 因为它们符合很可能会实施分阶段停止使用氯氟甲烷 (CFC)的要求, 也使医院有更大
的工作能力。这一信息,加上他所了解的其他因为实施项目而带来的无形收益, 会改变问
题(3)的回答吗 ?
Severns 思考了几分钟,然后转向他的计算机……

简要分析
St .Charles 医疗中心案例讲述的是 Mike Severns (St .Charles 医疗中心设备服务处的
主管)在负责向医院推荐一套节约能源的行动方案时, 是如何基于严格的财务分析和相关
无形因素的影响这两个角度,分析这一方案的可行性。
本案例的设计目的,是介绍基本的财务分析知识, 同时初步接触与环境相关的商业
问题。
通过此案例, 我们可以获得以下思考:
(1) 相关项目决策时应该尽可能全面地关注无形因素,可以增加决策的可靠性。
(2) 分析项目的获利能力时,恰当地选择分析工具(回收期、
IRR 还是 NPV)。每种财
务分析工具都有其适用的背景和条件, 财务人员必须根据项目的特点来选择最合适的分
析工具。
(3) 财务分析有一点明显的局限: 需要精确地权衡无形因素的重要性和有形财务成
本———收益的重要性。即使最好的财务分析仍然需要分析者做出一定的价值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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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洁公司
一次性和可重复使用型尿布—
——生命周期分析

＊

引言
当宝洁公司( P&G)于 20 世纪 60 年代发布其
“帮宝适(pampers)”一次性尿布时, 产品
制造商和父母们认为这是近 10 年来的一大突破。到 90 年代初,宝洁公司 240 亿美元年收
入中的 18%以上要归功于公司的这项发明。该产品的出现使消费者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
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选择: 应该使用哪种尿布———一次性的还是可重复使用的 ? 一次
性尿布被环保人员和消费者当作
“抛弃主义”的象征,约占美国每年废物总量的 1%～3% ,
也即 360 万吨。为了减缓公众的批评, 宝洁公司决定着手解决该问题。于是在 1990 年,公
司委托 Arthur D . Little 公司(一个专注于环保问题的国际性管理技术咨询公司)来分析尿
布对环境的综合影响, 或者说对 2 种尿布进行一项生命周期分析,来解决争端。

生命周期分析
生命周期分析(LCA)是一种分析工具,用来测量和详列原材料、能源及废弃物等投入
产出对环境的影响,包括从原材料的获得、半成品生产、
产成品的生产、包/ 分销到消费者
的使用和处理整个全过程。LCA 是一个全程式的产品描述方法(如图 10．1)。

图 10．1

生命周期分析

＊ 本案例由世界资源研究所环境与商业管理学会( MEB)———现在的可持续发展企业项目 SEP———编写完成, 仅
用于课堂讨论。版权所有———世界资源研究所 , 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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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A 经常被用来对比两种相似的产品,以评价哪一个在环保方面更为可取。然而,这
种比较存在着 3 个方面的主要问题。第一, LCA 分析很少能给出某一种产品在环境影响
的各个方面都优于另一种产品。其次, LCA 分析只研究不同产品的一些典型的指标,所以
有很多结论不具有决定意义。还有,处理从 LCA 获得的信息要求管理者去权衡定量化和
定性化的数据。评估范围包括从决定与某一特定污染流有关的健康和环境风险, 到选择
减少空气污染是否比减少水污染更为重要。
许多环境学家认为,总的来说, LCA 分析错过了重点。纽约大学的巴里·考默(Barry
Commoner)就是持这种观点的, 他批评 LCA 以及一些相似的分析方法,认为这些方法生硬
地给现存的污染水平加上了合法的帽子, 而不考虑从社会的角度来说这种污染是否合理。

尿布的生命周期分析
Arthur D . Little 公司的研究人员在开始他们的任务时, 首先确定了一次性和可重复
使用型 2 种尿布的重量和大小,以及各自的每周使用率。他们也描绘了两种产品各自的
生命周期图(如图 10．2、
图 10．3)所示。

图 10．2 可重复使用型尿布的生命周期分析

在构建生命周期图时, 为了简化起见, Arthur D . Little 公司的研究人员对尿布的使用
和处理方式做出了一些假设:
(1) 两种尿布具有相同的日更换率

虽然由于有相对较高的吸水性,一次性尿布的日

更换率应该会小一些, 研究者仍然假设两种尿布具有相同的日更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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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洁公司 : 一次性和可重复使用型尿布———生命周期分析

图 10．3

一次性尿布生命周期分析

(2) 90%的可重复使用型尿布都是在家里清洗的

研究者假设只有 10%的可重复使

用型尿布是用专门的清洗服务中心来清洗的。然而, 其他方面的估计将使这个比率大大
提高。
Arthur D .Little 最终给出了如下结果:
一次性尿布和可重复使用型尿布的生命周期分析
(以尿布的每周使用量为准)
类

别

原材料消耗(磅)

一次性

可重复使用型

25 .30

3 .60

23 290 .00

78 890 .00

23 .60

144 .00

气体排放量(磅)

0 .09

0 .86

污水排放量(磅)

0 .01

0 .12

过程中的固体废弃物(磅)

2 .02

3 .13

消费后的废物(磅)

22 .18

0 .24

总成本(美元/ 周)

10 .31

7 .47～16 .92

能源消耗(Btu)
水消耗(加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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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讨论
1 . 假设你是 Arthur D . Little 项目的领导人,现在需要从 2 种尿布中推荐一种。你做
出的所有假设都是正确的么 ? 基于所给的数据,你会推荐哪种尿布 ?
2 . 除了环境方面的信息,研究也包括了对每种尿布的健康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分析:
健康方面 研究发现,平均而言, 使用一次性尿布发生皮疹 (因皮肤和尿的接触而
产生)的几率会比使用可重复使用型尿布小。
经济方面 为了计算使用不同的尿布给消费者带来的成本, 研究小组不得不对尿
布的清洗成本做出一定的假设。当用最低工资率或稍高的标准来计算在家里清
洗尿布的成本时,会发现使用一次性尿布的成本会较低一些。
关于尿布经济学的假设正确吗 ? 健康及经济数据对你的决策有影响吗 ?应该有吗 ?
3 . 假如你现在是宝洁公司尿布分部门的副总裁。最近,宝洁在《广告时代》( Advertis－
ing Age)的一项调查中被评为
“最具环保意识的公司”。然而, Vermont 州政府却对一次性
尿布实施了一项禁令。你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如果有的话) ?

简要分析
该案例讲述的是宝洁公司为了减缓公众的批评, 对其
“帮宝适”一次性尿布产品所做
的
“生命周期分析(LCA)”。
生命周期分析是一种分析工具, 用来测量和详列原材料、
能源及废弃物等投入产出环
境的影响,包括从原材料的获得、
半成品生产、产成品的生产、
包/ 分销到消费者的使用和
处理整个全过程。LCA 是一个全程式的产品描述方法。LCA 经常被用来对比两个相似
的产品,以评价哪一个在环保方面更为可取。
通过此案例,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层次来对同一个问题进行分析。比如在本案例中,从
全球的角度来看,很难说哪一种尿布比另一种更好一些。然而,在诸如纽约这样的地方,
固体废弃物是他们最为棘手的环境问题, 可重复使用型尿布因此会是优先考虑的对象。
相反,在加利福尼亚这样的缺水地区,会比较偏爱一次性尿布。
当我们为自己的分析结果而庆祝时,回过头想一想:我们进行分析时所基于的假设合
理吗 ? 如果不是, 那么我们的分析结果就没有价值了。这一点在该案例中表现得尤为
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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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汽车
汽车回收和再生战略

＊

引言
1990 年夏末,德国政府针对汽车制造商对其生产汽车所负有的最终拆解及处理责任
这一政策征集行业评论,这也是为了确保每辆车的大部分都可重复利用。这种产品回收
要求的法规对制造商来说是一种潜在的革命。即使是很久以前所卖掉的产品,生产厂商
也要承担起管理工作, 由此而引发的对产品设计、
材料使用以及拆解方法的改变在 10 年前
是无法想象的。而且, 建立一个收集废弃产品的逆向的分配网络, 需要在非生产性资产上
的庞大投资。
在宝马公司, 回收小组(T－RC)的任务是确定公司如何应对这项称之为《联邦政府关于
缩减、
利用拆毁的汽车废弃物的政策法案》的法规草案。Wolf 博士和 Franze 博士将主要负
责宝马公司对德国环境部(BMU)的提议。
对于宝马公司来说, 此项法规草案的内容并不令人惊奇。几年前, 德国环境部部长
Topfer (他也是联邦政府立法的倡导者) 就已经拜访了宝马公司在慕尼黑的总部。Eber－
hard von Kuenheim 主席、T－RC 小组的领导者 Wolf 和 T－RC 小组的发展负责人 Franze 将
宝马公司的环境计划以及现行的汽车回收状况向他做了简要介绍: 由于在汽车制造中运
用材料种类的迅速增加,汽车的可回收性正在下降。这种趋势提高了拆解与销毁汽车的
费用。汽车回收业是由分解和出售汽车零件的拆卸商以及加工回收零件和车身材料的切
碎商两个部分组成,这个行业的生存能力正在日益减弱。
Wolf 和 Franze 十分关注法律规定和回收工业的发展。当 Wolf 前往研究和工程中
心、Franze 回到自己办公室的时候,两人都在思考着这一切对宝马公司意味着什么,考虑回
收的经济效果以及公司如何改变自己的运营和政治策略。

汽车回收业
将近 4 000 个拆卸商和 44 个切碎商回收了将近 95%的德国废弃汽车。1989 年这个回

＊ 本案例在世界资源研究所环境与商业管理学会 ( MEB) Frederick J . Long 和 Matt hew B . Arnold 的指导下 , 由
MEB 的 Christopher A . Cummings 和荷兰阿姆斯特丹 Free University—CAV 的 Frank den Hond 共同编写完成, 仅用于
课堂讨论而不是用于说明管理战略的有效与否。版权所有——— 世界资源研究所 , 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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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网络处理了 210 万辆汽车。拆解工作非常耗费时间, 拆解过程需要手工旋开很多螺丝,
但它对劳动力的要求不是很高。拆解只需很少的资本投入, 但需要一定的固定资产和手
工操作工具。投身这个市场的公司分布在德国各个地区, 通常规模较小, 管理不善。相对
于拆解工作来说,切碎操作需要大型的机器撕碎金属, 巨额的资本投入限制了在这个市场
里的公司数量。切碎公司与拆卸公司都和再制造公司与金属公司有很好的联系, 以确保
他们的市场(参见图 11．1)。

图 11．1 德国回收利用网络流程图

在一个典型的汽车处理过程中, 汽车最后的主人将旧车运送到拆卸商处,并协商拆卸
费用。机型的品牌和状况决定汽车部件和材料的残留价值。较好的品牌和汽车状况将会
有较高的残留价值以及较低的处理成本。是汽车主人付钱给拆卸商, 还是拆卸商付钱给
汽车主人,或是根本没有金钱交换, 这完全取决于汽车的价值和它的状况。拆卸商没有法
律义务去接收使用过的车辆。宝马公司通常从拆卸商那里得到 200～300 德国马克,因为
高价值的部件或金属可以卖给再加工或废金属公司。拆卸商把废汽车拆成零件并把旧的
值钱的零件卖掉。零件经常被重新制造或修理。拆卸公司、一些专门的再加工公司和很
多汽车制造商都会进行零件修理工作。这些旧零件,比如催化转化器、电池、
传动装置,都
以大大低于新零件成本的价格卖掉。拆卸商也将使用过的聚合物零件卖给聚合物供货
商。聚合物供货商们磨碎聚合物并出售再生聚合物。最终,他们排干操作中的液体,压缩
汽车,把剩下的残骸运送到汽车切碎商处。
大多数切碎公司从属于大钢铁公司, 他们使用大型切碎机去处理汽车残块。切碎公
司从拆卸商处购买汽车残块,把这些残块分裂成一个个拳头大小的金属块, 然后用各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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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磁、
空气和水的分离机器将含铁和不含铁的材料分拣出来, 这些材料在金属市场上都
具有再出售价值。含铁的碎片卖给制钢厂, 不含铁的卖给专门的金属公司。汽车切碎残
余(ASR, 在工业中被称为
“毛料”)是这个分离过程的副产品。由于 ASR 是包含塑料、
泡沫
材料、
橡胶、
玻璃和尘土的混合物,所以不能被回收利用,因而对于切碎商来说没有经济价
值。为了完成材料处理循环,无论是填埋或者焚烧,切碎商必须为运送和处置 ASR 付费。
拆卸商和切碎商从一台旧的或拆毁的汽车中能够重获总计近 75%的材料。ASR,这
剩余的 25% ,带来的是对废物管理的挑战(参见图 11．2)。ASR 总共大约为 40 万吨的固体
废料———它占了切碎废料的 75%和每年德国工业固体废物流的 0 .65% 的比重。表 11．1
列出了 ASR 的重要性和欧盟国家的全部切碎废料情况。然而,目前业内大量趋势表明对
于现存的回收系统的挑战正在加剧。

图 11．2

废弃车辆处理中的物流

材料技术特别是聚合物的有关工艺的进步,使得汽车制造商可以充分运用每个零部
件的性能,同时大大减轻汽车重量(参见表 11．1)。重量的减轻改善了燃料的功效和汽车
的操作。然而,这些材料的增加使得拆卸变成了一个更复杂、
更昂贵的过程。其最终导致
了更多的汽车零部件成为 ASR, 降低了汽车的剩余价值,增加了需要被填埋或焚烧的材料
数量。
由于拆解处置汽车的成本增加, 这部分费用分摊到汽车主人身上。有时候,汽车主人
拒绝支付这部分费用, 会试图非法或不适当地丢弃汽车, 从而不付任何费用。因此, 汽车
回收的减少不但影响了拆卸产业, 同时还可能恶化了德国固体废料问题。在环境敏感地
区发现了越来越多的 ASR,越来越多的汽车被送入黑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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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部分欧洲国家的粉碎机废料

国

家

处理汽车量
(千辆)

ASR
(千吨)

粉碎机废料
(千吨)

ASR 占粉碎
机废料的
百分比( %)

所有工业
废料(千吨)

ASR 占工业
废料的百分
比(% )

德

国

2 100

400

530

75 .5

61 400

0 .65

英

国

2 000

465

720

64 .6

50 000

0 .93

法

国

2 000

398

475

83 .8

50 000

0 .80

意大利

1 500

300

—

—

43 700

0 .69

荷

兰

450

115

140

82 .1

17 300

0 .66

丹

麦

75～90

10

40

25 .0

1 600

0 .63

说明: ASR 在数量上的不同反映了废物管理方法的不同。
资料来源: Den Hond, CEST, VDA, Au thor Estimates, 经济合作组织报告。

回收工业第二个令人不安的方面是目前在德国运营的所有拆卸商中仅有 10%获得了
德国环境部(BMU)批准的营运资格。大多数的拆卸商并不具备处理有危险的废料 (如废
油和操作所需的液体)所必需的过滤系统, 同时,其他公司为了得到批准需要努力地进行
补救措施。如果强制执行这些要求,多数的拆卸商将不得不消耗大量资本去满足要求,不
然就会关门大吉。

德国固体废料情况
像许多国家一样,德国也正遭受来自两方面的压力的折磨: 一是人均废物产生量不
断增加;二是公民对传统废物销毁方法越来越无法忍受。因此当垃圾总数在增长的同时,
经济可行的销毁办法正在逐渐变少。对于大型的工业废料产生者来说, 如产生 ASR 的切
碎商,阵痛更加剧烈。在德国最普通的废料销毁方法是填埋和焚化。对于废料产生者来
说, 这两种方法的费用正在逐渐增加到难以承受的地步, 于是他们被迫去寻求更有创造性
的解决方法。

现行办法
德国利用 3 种方法处理每年高达 9 000 万吨的城市及工业废料。将近 50%的废料用
填埋方式处理,将近 35%的废料通过焚化炉转化成能源, 只有 15% 的废料被回收再利用
(参见图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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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20 世纪 80 年代末部分国家的废料处理惯例

德国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废料出口国之一。东德和北海是德国废料的主要处理地。如
1988 年,西德向东德出口了 210 万吨的垃圾。然而, 德国环境部和德国联邦议院(Bund－
estag)最近颁布了禁止输出废料的法规,并且加入了欧盟有关削减海洋处置的协定。现在
德国将独立地对其废料负责。

填埋式处置
填埋处置是众所周知的最古老的固体废料处理方式。近几十年,“不许埋在我的后
院”的群众性运动( NIMBY)使得废料处理公司和地方机关很难找到新的可以用于填埋的
地方,这一运动说明基层群众反对发展更多的填埋地。尽管如此, 很多专家仍认为填埋是
适当的处理方法。如果人口密度低, 空间允许, 不会威胁地下水或者表层水资源, 并且废
料可以大部分被生物降解,那么填埋处置可能是最安全、
最有效的废料处理方法。
过去的 20 年间, 填埋地的选择、
设计以及填埋技术都有了显著进步。以前, 填埋地点
的选择更多地取决于方便程度而不是水文地理方面的环境因素和对环境的潜在影响。典
型的填埋地点是湿地、沼泽地和用过的矿井, 而所有这些地方都是环境敏感地带。填埋地
的设计和填埋技术也都是事后产生的想法。随之而来的是很多填埋地因为对水质和土质
产生不利影响而被当局取缔。
环境影响 过去的一些问题,比如垃圾、
臭气、
鼠类等污染问题, 已经被更严重的诸如
沥出液和甲烷的产生这样的问题所取代。当雨水和废料的水渗入填埋地, 各种垃圾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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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以及其他废料的混合物之间发生各种相互作用从而产生酸性物质时, 就产生了沥出
液。一旦填埋地的存水能力超负荷,沥出液就有可能流入附近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层,污染
生态系统和饮用水。沥出液可能包含有毒金属, 如威胁公众健康的镉和多氯苯酚。一旦
污染产生,将会污染环境, 特别是污染水层,而且很难治理。
甲烷的产生同样是一个环境问题。甲烷是一种具有潜在爆炸性的无色易燃气体。微
生物和废料的厌氧性分解能够自然地产生甲烷。众所周知, 甲烷可以通过耗尽土壤中的
氧气和营养而杀死填埋地附近的植物。最近, 填埋地的甲烷产生问题已经被包含在全球
变暖问题的讨论中。
现行的填埋方法

最新水平的填埋方法已经远比它们的前辈成熟得多:

大地构造和水文特征成为挑选填埋地所要评估的首要问题, 以便把沥出液渗出造
成的污染减少到最小。
塑料和粘土衬垫用于保存渗液。再生系统在沥出液发散到周围生态系统之前捕
捉和处理它们。
填埋地气体系统(LGS)使用甲烷产生能量来用于生产。甲烷被收集、净化后卖给
附近的天然气和能源动力公司,所得金钱用于支付填埋地运作所需费用。回收的
甲烷具有与天然气同样的能量———每立方英尺 1 000 英热单位。尽管世界范围内
只有很少的填埋地气体系统与填埋地系统合二为一, 但以往的经验说明它们提供
了一个平稳可靠的能量来源, 将会被广泛采用。
德国的情况

德国与美国的情况很相似, 过去的 20 年间 , 填埋地的数量在大幅下

降。在巴伐利亚, 填埋所用的场所的数目下降了 99 % , 从 4 000 降至 40, 并且计划在 5～
10 年内关闭剩余的地方。很多消息表明德国将在 5 年之内耗尽所有的填埋处置废料的
能力。
德国大部分填埋地的科技含量很低, 同时公众和国家官员也越来越担心它们对环境
的影响。最近,德国环境部进行了一次法规上的调整, 使得很多废物的排放标准变得更加
严格,尤其是多氯联苯(PCBs)。在这样的要求下, 作为废料进入填埋处的多氯联苯的浓度
水平将在 2 年之内从 50ppm 降至 10ppm。那时候,如果废料送出时的多氯联苯含量水平
超过 10ppm,装载的废料将不被接收并且将会被重新界定为危险废料。在德国, 危险废料
的处置费用大约要比固体废料填埋的费用高出 3～4 倍。汽车切碎残余(ASR)很可能属于
填埋地拒绝接受的废料(参见表 11．2: 现行的和预计的垃圾处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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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现行的和预计的垃圾处理成本
年

份

费用(德国马克/ 吨)

1987

30

1988

40

1989

60

1990

120

1991＊

200

1992—1993＊

400～600

1994—1995＊

500～1 800

＊ 预计数字

焚化
填埋处置带来的种种问题使得人们对固体废料的处理办法进行了新探索。燃烧废料
可以产生能量,也被很多工业国家包括德国认定为第二选择。1987 年, 15 个或更多国家共
拥有超过 350 台
“废物变能源”的设备,一半以上是在西欧。利用高温焚化废料, 可以减少
将近 90%的废料体积(70%的重量)。然而,由于其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昂贵的建设费用、
维
护费用以及对再生利用计划潜在的阻碍限制了其在大范围内作为废料处理主要手段的可
信度。
环境影响 从焚化过程中散发的气体成为影响环境的基本因素。燃烧含氯化合物材
料、金属和塑料都会散发二口恶英、
呋喃和多氯联苯, 这些有毒气体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尽管
多数焚化设备都采取措施控制有害气体排放, 但对于人类健康潜在的负面影响始终困扰
着焚化经营者和地方团体。
残余灰烬的处置也带来了很多问题。虽然灰烬可以用于水泥和石膏的给料或者当作
路基,但不能使用的灰烬通常就被填埋掉了。然而, 灰烬中不能燃烧的金属使灰烬具有剧
毒, 这引发了美国和德国反对用填埋方法处理灰烬的运动。德国政府正在考虑重新把灰
烬界定为危险废料。
焚化的操作 根据燃料的英国热量单位(BTU) 评估垃圾, 废料也许是一种很好的电
力能源。焚化过程在 700～1 200 摄氏度燃烧垃圾,获得蒸汽形态的能量,既可用于电力公
司也可用于附近的工厂。现今设计的焚化设备都具有多重污染控制系统以便减少有害气
体的散发。在德国环境部的要求下,德国所有的焚化厂每天都要报告有害气体的释放情
况, 如果焚化装置违反标准达一个小时,工厂将被关闭。
德国的情况 焚化的出现是德国废料处理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的焚化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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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从 1965 年的 7 个上升到了 1988 年的 47 个。除了一家之外, 他们都有资源可再生的
焚化炉, 集中处理着 35%的德国固体废料。德国政府期望到 1995 年再有 20 个以上的焚化
炉投入使用(到 2000 年达到 35 个) ,这样由他们处理的固体废料的比重将上升到 50%。然
而, 将新的焚化炉投入使用的费用将在 2 .4 亿～3 .2 亿德国马克左右。平均来说, 现在焚
化方式的费用是填埋处置方式的 2 倍。
绿党是一个把改善环境质量作为最基本目标的政治团体。它强烈反对这些计划并且
与地方环境团体合作共同反对建设新的设施场所。对于汽车产业来说, 焚化也许不再是
最可行的汽车切碎残渣的处理办法。现在德国环境部很关心焚化塑料给环境带来的危
害, 而且鼓励回收再生。

汽车工业中的材料趋势及材料选择
聚合物简介
聚合物是由较长的重复的单体链组成———单体链是由碳原子与氢、氮、氧、氟、硫、
溴
或是氯原子连接形成的小分子组。它们经过化学变化而产生塑料。比如, 烯单体经过化
学变化产生聚乙烯。
20 世纪 50 年代末,聚合物首次被应用于汽车工业。早期聚合物,像聚丙烯( PP)、
聚氯
乙烯( PVC) , 相对而言并不昂贵,也不复杂,只被少量地应用于诸如汽车内部装饰之类的地
方。塑料工艺很快朝着高附加值的
“工程”和“专业”聚合物方向发展。这些材料的形成也
显示了为了个别应用需要所调整的特殊的性能,如承受力、
阻热能力。
聚合物通常被分为两类:
热塑性塑料由一捆一捆的像意大利面条一样的聚合物组成, 每个聚合链之间没有
直接的连接(参见图 11．4)。微弱的静电力将一条条聚合链连在一起。这些静电
力在变冷时会加强, 被加热时会减弱,这使得聚合物在某种条件下变得十分柔韧。
所以,热塑性塑料在适当的环境下可以被再生。然而, 其性能会由于分子量 (链的
长度)的逐渐减少而下降。热塑性塑料占了总共生产的聚合物重量的 85%。
与热塑性塑料不同, 热固性塑料是通过化学链连接在一起的。由于它们的十字交
叉链结构, 热固性塑料十分耐热, 而且大多数具有很强的空间稳定性。尽管目前
正在进行很多的研究,但热固性塑料还是很难回收。
化学制品供应商为了使聚合物具有特殊功能以满足顾客需求, 从而改变了原始聚合
物的性能和质量,他们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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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热塑材料和热固材料

供货商控制链的长度和给料混合物的结晶度, 从而改变最终聚合物和聚合混合物
的性能。
加工者使用不同的添加剂,如改变柔韧性的可塑剂、
增加可塑性的润滑剂、增加温
度稳定性的抗氧化剂、
抵抗阳光紫外线的紫外线稳定剂、
火焰延缓剂。
诸如纤维、空玻璃球这样的填充物和补给品可以增强物体的强度和硬度, 白垩作
为普通的填充物而言还可以降低成本。
某些聚合物被混合后产生聚合混合物或合金, 它们使加工者进一步拓宽了塑料的
物理和性能特征。

塑料的优缺点
应用质量 表 11．3 显示了聚合物在汽车工业中应用的不断增长。随着广泛应用于
诸如挡泥板、座位等汽车内部设施, 塑料也越来越多用于一些十分重要的部件上, 如汽油
桶、车身嵌板等。金属依然是车身的重要组成物(比如底盘和发动机 ) ,但塑料的使用也在
逐渐增多。与金属相比,塑料在重量上很有优势。除此之外, 塑料的拥护者还提出了很多
其他优点:
较好的抗腐蚀性和化学稳定性。
能减少生产步骤从而使制造更加简便有效。
由于塑料易于形成繁多的形状,单个部件所需的零件数量大幅减少。
对于生产变化与特殊需要具有多功能性和更好的适应性。
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能量消耗。
降低了单位体积的费用。
批评者则斥责塑料的很多特性始终不适合汽车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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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稳定性较差。
在紫外线照射下质量会下降。
延长了生产时间。
在一些关键的应用中缺少对聚合物的经验。
很难达到一流的表面光洁度。
现在可再生性的水平低。
表11．3 1965—1995 年汽车原料选择

%

1965

1985

1995＊

76 .0

68 .0

63 .0

铅 , 锌 ,铜

4 .0

4 .0

3 .0

塑料

2 .0

9 .0

13 .0

铝

2 .0

4 .5

6 .5

16 .0

14 .5

14 .5

原

料

钢,铁

其他不可再利用材料 (布 , 橡胶 ,玻璃)
总计

100

100

100

＊ 预计数字

由于汽车业界对塑料的接受,促使聚合物生产商努力设计聚合物以形成特殊零件和
应用。道化工汽车发展集团副总裁 Richard Dolinski 说:“一种尺寸不可能适合世界上所
有的汽车材料,金属如此, 塑料也如此。热塑性塑料和热固性塑料对我们而言都很有用。
当它们适合应用时,我们就使用它们。
”结果, 应用在汽车上的聚合物的数量增长显著。一
辆典型的汽车包含 20 多种聚合物和合金。
再生性

现今汽车再生内容的减少使得塑料应用大幅下降。由于金属在使用中很少

会变质,因此金属在二手金属市场上还有价值, 也有比较固定的买主。因此, 经过再加工
的金属仍可以被用到其他重要的地方。当金属的再生是高效的并有利可图时,它通常不
再是
“闭环”再生系统;从使用过的汽车中再生的金属并非经常重新用于新的汽车生产中。
塑料再生工艺和终端市场有着显著的不同。与热固性塑料相比,热塑性塑料的回收
相对简单、
便宜并且更高效。现在很多工业包括汽车工业都使用再生热塑性塑料, 对热塑
性塑料最近的研究表明即使是使用了 10 年的旧塑料也可以被再生。然而, 过去有很多因
素妨碍了再生使用的进行:
只有同类的聚合物才能被再生。在进行再生之前塑料必须被分成不同的废料流。
汽车中使用的聚合物越多, 分离它们的工作就越复杂。尽管 Hoechst Celanese,
Eastman Chemical, 杜邦和其他很多公司已经开发了分离聚合物的方法, 比如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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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聚合物的单体给料中加入合成物添加剂, 但是这些工艺对一些聚合物仍然是无
效的。
塑料部分没有充分的标签说明,这也阻碍了分离和再生的工作。
聚合物会被诸如涂料、胶水或其他连接材料、填充物等普遍使用的材料污染。虽
然某些附加物质,如帮助保持质量的紫外线稳定剂,能够改善聚合物的可回收性,
但是其他的附加物质却会使聚合物变质,因此限制了再生树脂的价值。
聚合物在重新变为颗粒状和再次熔化的过程中降解。这不但降低了它们的质量,
而且阻碍了再生塑料市场的发展。
再生塑料 依照聚合物专家所言,对于应用于汽车中的聚合物而言,原始聚合物和再
生聚合物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尽管降解发生在重新变为颗粒状和再次熔化的过程中,
但为了特殊的应用,再生聚合物经常与原始聚合物互相混合。在这种混合中, 再生塑料不
会超过混合物的 10%。再生聚合物供应量少,因此限制了它们的应用。当再生聚合物被
应用在汽车上时,它们一般被用在不重要的地方, 如不易被见到的降噪音带和行李箱的
内层。

工业材料趋势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在汽车设计与性能中加入对环境因素的考虑成为德国汽车制造
商的关注焦点。在德国环境部与汽车制造商的自愿协定下, 或是出于法规规定, 有了燃料
节省和排放水平的要求。它使得工业发展从重金属向轻金属、高性能材料转型, 以便符合
燃料节省与排放水平的要求。
过去的 30 年里, 汽车的金属净含量下降了 9 .5 % , 与此同时, 塑料的含量增长了 11%
(参见表 11．3)。铁、
钢和其他金属的使用持续下降, 而对铝和塑料的使用却相对上升。近
几年,尽管价格阻碍了铝材使用的增长率,但估计塑料在汽车工业的运用会增长到 15%。
在德国,汽车工业所用的塑料占塑料总消耗量的 7%。
宝马公司的材料选择 当整个产业范围内的趋势指向塑料时, 宝马公司也成为这个
趋势的一分子。图 11．5 显示了近 20 年内宝马公司的主要款式系列采用塑料材料的增长
情况。现在宝马的生产线上塑料占 10%～11%; 玻璃、橡胶、纺织物和其他不可再生材料
占 12 .5 %～15% (参见表 11．4)。表 11．5 记录了现有的宝马 5 系列模型中含有的聚合物及
其含量。Franze 预计 20 世纪 90 年代塑料的使用将继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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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1970 —1994 年宝马车型的塑料成分(单位 : 千克/ 模型)
表 11．4 宝马的产品线———重量和塑料成分
车型

重量(千克)

塑料成分(千克)

塑料成分/ 重量(% )

3 系列

1 050～1 250

130

11 .3

5 系列

1 350～1 475

150

10 .6

6 系列

1 450～1 650

170

10 .9

7 系列

1 550～1 750

160

10 .3

8 系列

1 750

170

9 .7

1 350～1 500

155

10 .5

平均

表 11．5 宝马 5 系列聚合体塑料成分及应用
塑料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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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千克)

在所有塑料中的百分比( % )

Polyurethane ( PUR)

31 .2

20 .9

聚酰胺( PA)

17 .8

11 .9

聚乙烯( PE)

16 .4

11 .0

聚碳酸酯

14 .8

9 .9

聚丙烯( PP)

14 .3

9 .6

不饱和聚酯( UP－GF)

14 .1

9 .5

Polyvinylchloride ( PVC)

10 .6

7 .1

A－B 苯乙烯( ABS)

9 .4

6 .3

亚苯基氧化物( PPO)

6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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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塑料类型

重量(千克)

在所有塑料中的百分比( % )

Polybutylene ( PBT)

5 .6

3 .8

聚甲醛( POM)

3 .5

2 .3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 异丁烯酸盐( PMMA)

1 .9

1 .3

其他

3 .1

2 .1

总计

149 .0

100 .0

各部分塑料消耗

重量(千克)

在所有塑料中的百分比( % )

内部装饰物

86 .5

58 .1

车身

22 .7

15 .2

电气部件

17 .2

11 .5

底盘

12 .5

8 .4

传送/ 发动机

10 .1

6 .8

149 .0

100 .0

总计

德国环境部(BMU)和汽车回收
联邦德国的工业已经决定了要利用它的创造性、
专业性和技术性来持续发
展保护环境的技术。它们已经认识到必须将环境利益 (关于如何控制产品制造
的废物增长的问题)与决策、
规划活动结合起来。我们将环境政策视为全局性、
未来导向性政策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BMU,德国的环境保护
环境政策反映出一种处理制造业废料产生和管理的新方法。行业必须不断检查工业
制成品给环境带来的各种影响, 即
“生命周期分析”(参见图 11．6)。
BMU 这类规则是建立在自愿和行业驱动基础上的,而不是像美国那样采取严格的命
令和管制方法。在这种方式下, BMU 设定污染水平和工业执行目标, 各行各业则结合规
则制定者的意见自行创建自己的系统和指导方针来实现这些目标。虽然 BMU 和行业之
间达成的协议是自愿的,但如果自愿管制的工业不能达到他们的目标,有关机构仍可正式
创建和强化规则以得到他们所期望的结果。例如:
《新废物避免和废物管理法案》 西德联邦议院于 1988 年 6 月通过了《新废物避免和
废物管理法案》( Actungesellscha f t)。该法案的相关条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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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生命周期分析

行业有责任通过废物避免和废物利用使浪费的产生最小化。
废物利用技术优于传统的废物处理。
联邦政府有权颁布基于未来废物管理需求的综合管理条例。
BMU 有权颁布法规避免或减少废物中的有毒物质; 确保对于这类废物进行环境
兼容管理; 加强对这类废物的再利用和再生。BMU 可以在政府和行业间颁布自
愿的协议(Verordnung)以解决特殊的环境问题。
包装物协议(Verpackungsverordnung)

1991 年西德联邦议院联合 BMU 通过了一项针

对包装废物在德国固体废物流中的定位的法令。这条法令给予消费者将所有包装材料直
接退回给销售点的权利,某些商品可能有押金, 同时确保了被退回的包装物将在技术允许
的情况下被回收利用。
汽车再回收利用法案

1990 年 8 月, Toepfer 先生和 BMU 颁布了
“联邦政府关于减

少、最小化或利用废弃车辆废料的政策草案”。这是一项与汽车制造商之间的自愿协议,
显示了他们对旧车辆产生的废物的日益关注。草案的具体条例如下:
汽车制造商和其代理商必须接受最终车辆消费者用过的车辆。
这项交易对最终车辆消费者来说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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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辆处理时,无论技术是否可行、
经济是否合理、
零件和材料市场是否存在, 重新
利用和再生零件及原料的方式都要优先于其他处置方式。
为了达到再生目的, 制造商必须提供可以拆卸的设备,同时发展有效的分离技术,
使可再生的产品与有毒废料及其他不可再生的物质分离。
新车辆的设计必须体现出这一目标,即当车辆使用寿命终结时该车辆的零件及原
材料的可再利用性提高。
草案的最终目标是在 1993 年末启动全国范围的回收系统, 将机动车辆切碎废料从现
有水平减少到每年 20 万吨, 即减少 60%。只要能达到目标, 制造商可以与现有的回收网
络合作,也可以建立自己的系统。为了保证再生聚合物有市场, BMU 也在考虑制定再生
聚合物的构成要求。例如,再生聚合物必须达到制造商耗费塑料总量的 25%。

宝马公司
迅速敏捷地对发展作出反应很重要。同样,尽早地在我们的计划阶段考虑
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也很重要。毕竟,我们今天制造的汽车不会在路上行驶 10 年
或者 20 年之久。所以,我们要塑造未来。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的一种机动灵活
的方式就是去想象那些时下难以想象的东西。
———董事会主席 Dr .－Ing . E .h . Eberhard Von Kuenheim
宝马公司(BMW AG)作为一家高性能发动机制造商成立于 1961 年,总部设在德国慕
尼黑。经过最初在飞机发动机业务上的成功后,公司将业务拓展到了摩托车和汽车领域。
作为汽车和摩托车巡回赛的夺冠制造商, 宝马公司很快提高了其在汽车和摩托车业的声
誉, 这使得公司更多地关注私人轿车市场。今天, 与汽车有关的收入已经占到公司销售额
的 90%以上。
宝马公司由 Herbert Quandt 的后代们控制。 Herbert Quandt 曾在 1959 年为宝马公
司提供了 100 万美元帮它渡过难关。由 Quandt 家族掌控的 65%的股份现在价值约 30 亿
美元。董事会主席 Dr －. Ing . E .h . Eberhard Von Kuenheim 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
20 年。

业务战略和绩效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当它进入高性能汽车市场时,宝马公司因其生产的汽车品质功
能俱佳而享有盛誉。1980 年,宝马公司共销售 339 232 辆汽车和 29 263 辆摩托车, 营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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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达 68 .9 亿德国马克, 税后利润 1 .6 亿德国马克,国内市场份额达 5 .6 %。技术进步、
新产
品推出以及向高端市场的转变迅速提升了公司的销售额, 而 80 年代 300 万辆的国内汽车
市场也推进了收入和利润的增长。1989 年, 尽管全世界市场不景气, 宝马公司还是卖出了
511 476 辆汽车,收入达到 209 亿德国马克,连续 10 年的年增长超过 13% ,公司在国内市场
上的份额上升到 6 .7 % ,占收入的 42%。
生产线

宝马公司一直以来都因其出色的工艺和技术而闻名, 但是它的能力远远不

止于目前的目标市场。从 50 年代到 80 年代初期,宝马公司的生产一直盯在微型功能型轿
车市场上。直到宝马 2 和宝马 3 系列———销售得非常好的微型、两门型汽车———成为整
个公司大众化汽车的基石。
然而,欧洲市场对小型轿车的偏好指引着许多其他德国公司也去关注这一市场。大
众公司( Volkswagen AG)、
福特公司(Ford －Werke AG)、欧宝公司(Adam Opel AG) ,这些拥
有更多样化生产线的大型集团公司使得宝马公司的竞争力严重下降。德国的旗舰汽车制
造商奔驰( Mercedes－Benz)则在高端性能汽车市场上与宝马公司竞争。
1986 年,宝马公司向中高端豪华轿车市场进军(这是一个由奔驰占主导地位的市场) ,
其推出的 7 系列豪华私家轿车成为欧洲市场上 5 万元以上汽车的最卖座产品。
“我们力求
摆脱那种四四方方的轿车外观, 而去创造人们乐意去欣赏和爱抚的车型。
”首席设计师
Klaus Luth 解释道。正是他见证了几种更昂贵、更有挑战性设计的车款。1988 年宝马公
司推出的系列 5 使得该公司在中型豪华轿车市场上获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宝马公司相
信 1990 年的系列 3 轿车将巩固其在豪华轿车市场上的地位。Von Kuenheim 说:“奔驰轿
车垄断豪华轿车市场将近 30 年了, 令他们吃惊的是,我们结束了这种垄断。
”
系列 3、
系列 5 和系列 7 轿车仍然是宝马公司的主要产品, 占公司轿车产品总量的
90%以上。今后,宝马公司将力图每年推出新车型和新引擎并不断对其工艺进行更多的
改进。
研发(R&D)

宝马公司的设计和工艺明显地立足于公司内部广泛的研发上, 对生产

线的不断改进也反映出这一点。例如, 据宝马公司员工所言, 新的 325i 型轿车更大, 马力
增强了 13% ,与原来相比耗油量减少了 11% , 然而价格只有 29 900 美元, 仅比原来系列 3
型轿车贵 4%。
在接下来的 5 年里,宝马公司打算在研发、
工艺改进和自动化上投资 64 亿德国马克
(相当于同期收入的 3% )。近期完成了一项价值 9 .6 亿德国马克的研发和工艺研究中心
的投资。该中心坐落在慕尼黑—明尔斯芬, 那里将作为宝马研发总部, 可以容纳 4 500 名
员工。这一设施使得设计、
开发和生产计划集中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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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公司还宣布它将每年投资 8 亿德国马克来兼并那些拥有与汽车工业直接相关技
术性能力(特别是电子产业) 的公司。例如, 公司最近获得了美国设计公司( DesignWorks
USA)的控股权,这是一家位于加利福尼亚的设计公司, 过去宝马公司曾利用这个公司
“审
查”其内部开发的设计。
市场地位 过去 10 年里, 宝马公司对新的市场机会和需求的敏感已经给它带来了回
报———销售额自 1986 年来每年都以 10%以上的速度增长,大大超过了汽车行业发展速
度。这样的成功大部分归功于该公司在豪华轿车市场上的拓展。宝马公司还通过高效率
地生产半自动化轿车以及降低边际成本, 赢得了更多的优势。宝马公司在欧洲的市场份
额达到了 2 .8 % ,世界市场份额达到了 1 .7 %。(参见表 11．6)
表11．6 部分年份德国宝马公司市场份额数据
1989 年
国

家

市场总销

宝马公司

售额

销售额

单位 : 百万德国马克
1989 年对比
1988 年

1988 年
宝马公司
市场份额
(% )

市场总销

宝马公司

售额

销售额

宝马公司
市场份额
(% )

市场份额
变化( % )

奥地利

276 100

9 600

3 .48

253 300

8 700

3 .43

+ 0 .05

比利时

439 800

11 900

2 .71

427 000

11 300

2 .65

+ 0 .06

法国

2 274 300

30 600

1 .35

2 208 100

31 600

1 .43

- 0 .09

德国

2 831 700

191 000

6 .75

2 803 700

180 200

6 .43

+ 0 .32

英国

2 300 900

48 900

2 .13

2 233 900

42 900

1 .92

+ 0 .09

意大利

2 362 100

27 700

1 .17

2 187 100

23 700

1 .08

+ 0 .10

495 700

10 400

2 .10

481 300

11 600

2 .41

- 0 .31

1 072 000

11 000

1 .03

992 600

9 200

0 .93

+ 0 .10

320 200

13 100

4 .09

320 200

14 100

4 .40

- 0 .31

12 372 800

354 200

2 .86

11 907 200

333 300

2 .80

+ 0 .06

987 600

4 300

0 .44

1 050 700

5 000

0 .48

- 0 .04

美国

9 867 400

64 900

0 .66

10 610 100

73 800

0 .70

- 0 .04

北美

10 855 000

69 200

0 .64

11 660 800

78 800

0 .68

- 0 .04

444 000

4 800

1 .08

403 600

2 700

0 .67

+ 0 .41

83 900

700

0 .83

71 100

600

0 .84

- 0 .01

南非

221 300

18 700

8 .45

230 500

17 500

7 .59

+ 0 .86

日本

4 403 800

33 100

0 .75

3 732 000

26 900

0 .72

+ 0 .03

全球

28 380 800

480 700

1 .69

28 005 200

459 800

1 .64

+ 0 .05

荷兰
西班牙
瑞士
欧洲主要
国家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资料来源: 德国宝马公司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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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记录了宝马在汽车消费者中所获得的特殊地位———“宝马通过向某些人销
售产品而发家。那些人感觉驾驶宝马汽车比驾驶相同价格的其他品牌的轿车能更聪明地
而非更夸耀地展现他们的富有。
”典型的宝马产品购买者需要品质和奢华, 并乐意为此付
费。宝马公司通过加强其工艺力量以获得有吸引力的设计来满足顾客的这种需求, 而不
是牺牲其产品的操作性和灵活性为代价。
虽然宝马公司过去相当成功, 但是与奔驰 ( Mercedes－Benz)和其他欧洲豪华轿车制造
商一样,宝马公司也面临着来自日本低价轿车竞争的巨大挑战。为了攻入欧洲市场,绝大
多数的日本制造商已经在欧洲建立了分厂。本田的 Acura, 丰田的 Lexus ,尼桑的 Infiniti,
三菱的 Diamante 和马自达的新型轿车, 都有很好的顾客满意度以及相对较低的价格。这
些轿车在北美和日本市场都赢得了成功,正准备挑战欧洲市场。Von Kuenheim 对它们的
能力持怀疑态度:“制造豪华轿车和豪华形象需要的不仅是剪刀和胶水。本田和尼桑正在
推出看上去像宝马和奔驰的轿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能像我们一样成功。
”然而, 这个一
度为奔驰所控制的市场已经变成了汽车市场上竞争最激烈的市场之一。
宝马公司的管理人员正关注着公司保持其竞争地位的能力。
“我们真正的困难,”Von
Kuenheim 断言,“并不在于我们能否卖出 60 000 辆汽车还是 90 000 辆汽车, 而是在于当我
们的工人拥有高工资、低工作时间、高福利、
长假期的同时,我们是否更具竞争力。
”

宝马公司与环境管理工作
1972 年,为了满足慕尼黑夏季奥运会运动员和观众的住宿需求,政府在宝马公司的工
厂附近建造了许多房屋,居住人数超过 14 000 人。奥运会结束之后, 宝马公司的许多工人
购买了这些房屋。居住在这些房屋群中的居民开始逐渐关注工厂制造的噪音及排放的废
气。对此,宝马公司委派了一名环保专家分析目前的操作程序, 以减少对当地的影响。
宝马的环境项目自此得以开展, 并认为它的工业生产与环境是可以协调一致的。就
像一本行业杂志所描述的一样,“尽管宝马公司的声誉仍集中于高性能的驾驶上,但其研发
努力表明该公司充分认识到生产无噪音的、
经济的和安全的汽车是它们的责任。
”
零件改造项目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宝马公司开展了一个项目,将一些使用过的但
仍具有较高价值的零件修复或改造, 作为二手部件出售。公司发现用过的发动机经改造
后它的成本仅仅是新发动机的 50%～80% , 除去拆卸成本、物流费及劳动力成本后仍可获
得可观的利润。宝马公司将这个项目推广到 1 700 个独立部件上,包括起动机、转换器、
传
导器、
水泵、
车挡和各种电子零件。宝马公司发言人称:
“这种高价值回收被称为
‘高科技回收’并非巧合: 它运用了最先进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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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超音波清洗和数字化控制打磨系统, 宝马公司的每一个原始变换零部件都是
以严格的质量标准进行仔细检查、
修理和检测的。
”
宝马公司对于重造零件提供与新零件一样的担保条件。那些需要这些零件的人已经
排成了一条长队。1989 年宝马公司重新加工了 18 000 台发动机、
280 000 台水泵、
20 000 台
传导器和 9 500 套电子系统。
这个项目的生态学收益是十分出乎意料的。它杜绝了很大一部分材料进入废物流。
发动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发动机进行改造程序后, 94%被修复, 5 .5 %被熔化再生, 只有
0 .5 %被填埋处置。

宝马公司与循环利用
生产上的循环利用和污染防止 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 宝马公司为生产过
程制定了污染防治策略,执行了众多计划:
作为整个生产活动的一个部分,生产废料 (使用过的油、气、
玻璃和塑料等 )被分离
和再利用。用过的油被重新配制使用于新产品中, 气体被收集起来注入生产和油
漆单元,玻璃和塑料碎片被退回给供应商。
宝马公司要求它的供应商回收所有工厂中的同质塑料废料。宝马公司收集塑料
碎片,供应商将它们打包、
运输并再利用。
主要用于清洗操作中的水,在作为污水被处理掉之前要使用 6 次。
领导着 Konzern Umweltschutz( TSU,环境保护机构)的 Manfred Heller 博士认为这些
努力可以使公司 80%的废料得以重新利用。剩余的 20%被填埋、焚化或者作为特殊废料
被处理掉。据他估计, 虽然这些努力使宝马公司在新设备方面花费了 1 000 万德国马克,
但是它使得公司在原料购置和废物处理成本上节约了超过 7 000 万德国马克。
下游零件循环利用 在与零件生产商和经销商网络的合作中,宝马公司于 1987 年 4
月发起了一项回收接触反应装置的项目, 以便再利用其中的珍贵金属成分。每个接触反
应装置要用 6 盎司的铂和 1 盎司的铑来减少废气排放。但是, 当其使用寿命终结时,这些
金属可以被再利用。经销商从顾客手中回收接触反应装置并给顾客们一定补偿, 然后把
装置运到宝马公司的生产场地, 在那里零件被堆起,金属被重新获得。顾客在他们的户头
得到可以购买其他零件的点数。
下游汽车回收 1990 年 6 月, 公司的管理委员会将宝马公司的回收小组 T－RC 作为
一个正式的部门加入 TSU 的机构。T－RC 小组于 1985 年非正式成立,当时来自各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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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都出于个人的关注和兴趣开会讨论汽车和聚合物回收的问题。 T－RC 由 10 个人组
成, 代表材料、
发展、计划、
生产、
物流以及财务职能。 Horst－ Henning Wolf 博士是这个小组
的主任,他直接对 Bernd Pischetsrieder 先生(生产部的领导及董事会成员)负责。
同月,宝马公司在它的 Landshut 工厂(公司的再造基地) 内建立了一个试验性的拆卸
场地,目的是为宝马汽车研究拆卸和切碎的工艺及经济效果。

竞争
其他德国制造商也采取行动开始研究 ASR 问题, 有一些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不同
方法。
欧宝公司(Adam Opel AG .)

1989 年对于这家美国通用汽车的德国子公司来说是成

功的一年。由于产量几乎达到了 125 万辆,增长了 11% , 公司的收入达到了 208 亿德国马
克, 净利润达 11 亿德国马克, 增长了 10% (参见表 11．7)。欧宝的德国市场份额是 16 .1 %。
公司已经在汽车拆卸和塑料零件再利用上进行了初始调查。欧宝从 1979 年开始使用塑料
零件,已经对塑料的再利用做了初步的研究。最近它在缓冲器上小比例地使用了再生聚
合物,并正尝试在空气净化装置、
地毯和隔音材料中应用它们。
表 11．7 1989 年部分德国公司财务、
产品和市场份额数据

单位 : 百万德国马克

奥迪汽车
公司

欧宝汽车
公司

宝马汽车
公司

福特汽车
公司

奔驰汽车
公司

大众汽车
公司

销售额

12 215 .1

20 805 .8

26 515 .4

19 806 .2

56 367 .0

65 362 .2

利润额

114 .0

1 123 .8

558 .0

362 .2

1 492 .0

1 038 .1

账面资产值

4 855 .6

9 038 .6

20 688 .7

7 824 .5

27 118 .0

56 871 .4

账面净资产值

1 143 .7

2 664 .0

5 370 .6

1 440 .7

4 052 .0

11 505 .8

项

目

财务数据

利润率(% )

0 .01

0 .05

0 .02

0 .02

0 .03

0 .02

资产周转率(% )

2 .52

2 .30

1 .28

2 .53

2 .08

1 .15

资产利润率(% )

0 .02

0 .12

0 .03

0 .05

0 .06

0 .02

权益倍数(% )

4 .25

3 .39

3 .85

5 .43

6 .69

4 .94

账面净资产回报率(% )

0 .10

0 .42

0 .10

0 .25

0 .37

0 .09

产品数据
产量(辆)
比上一年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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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243
- 1 .22

989 385
+ 10 .48

511 476
+ 5 .65

633 340
+ 4 .02

536 993
- 3 .02

1 463 991
+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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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奥迪汽车
公司

欧宝汽车
公司

宝马汽车
公司

福特汽车
公司

奔驰汽车
公司

大众汽车
公司

158 100

455 700

191 100

284 800

259 600

619 100

销售/ 市场份额数据
国内市场销售额
国内市场份额(% )

5 .6

16 .1

6 .7

10 .1

9 .2

21 .9

比上一年增长(% )

- 1 .1

+ 0 .8

+ 0 .3

+ 0 .1

- 0 .8

- 0 .3

欧洲市场销售额

380 000

1 454 400

381 700

1 559 500

433 300

1 335 200

欧洲市场份额(% )

2 .8

10 .8

2 .8

11 .6

3 .2

9 .9

比上一年增长(% )

- 0 .1

+ 0 .4

+ 0 .1

+ 0 .4

- 0 .2

0 .0

北美市场销售额

23 200

N/ A

69 200

N/ A

79 800

155 100

北美市场份额(% )

0 .5

N/ A

1 .6

N/ A

1 .8

3 .6

比上一年增长(% )

0 .0

N/ A

- 0 .1

N/ A

0 .0

+ 0 .1

资料来源: Moody’s In ternational Manual ( NY: Dun & Bradstreet Corp ., 1991); Ward’s 汽车年鉴 ( Detroit . MI:
Ward’s Communication , 1990(52)) 。

福特公司(Ford－Werke AG .)

福特公司在德国市场保持 10 .1 %的市场份额, 利润达

3 .62 亿德国马克。福特正在关注开发新的塑料回收和自动分类技术, 并对塑料零件进行
标记。
奔驰公司(Mercedes－Benz AG .) 奔驰生产将近 26 万辆汽车, 销售额达 563 亿德国马
克, 获利润 14 亿德国马克。奔驰对汽车拆卸的测试很感兴趣,但是并不提倡回收和再利用
聚合物零件。奔驰觉得废塑料最好的用处是
“废物变能源”———焚化的一种变相形式,即
冶炼再利用。制造者使用新设计的熔化反应堆技术切碎高价值部件, 排干操作废液,压缩
体积然后把它们放到 2 000 摄氏度高温的熔化反应堆中。铁被熔化, 重金属和塑料被气
化, 有用的能源由此产生。整个过程中,散发的气体被收集并通过一个优化的气体净化系
统再被净化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奔驰的第一个冶炼再利用设备计划在 1992 年投入使
用, 这个网络的其他附加设备将在这项操作结果的基础上添加。
大众公司(Volkswagen AG .)

大众生产和销售近 300 万辆汽车, 收入达 653 亿德国马

克, 利润达 10 亿德国马克。像宝马公司一样, 大众公司很积极地投身于环境问题的研究
中。从内部来说,它正考虑在某些部件上使用部分再生零件, 并且正在测试将回收的缓冲
器材料用于新零件, 不过这些仍然属于测试阶段。大众也对热塑性塑料零件进行标注。
从外部考虑, 大众更倾向于通过公司和政府的许可, 建立一定数量的地区性拆卸和修复中
心来完成它所有的废弃汽车的拆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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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1974 年, Verband der Automobilindustrie e .V .( VDA, 德国汽车协会)建立了 Forschun－
gsvereinigung Automobiltechnik e .V .( FAT )来研究汽车回收问题。它最初致力于金属和塑
料的再生技术,与塑料、
玻璃、橡胶及其他行业合作开发再生技术。1989 年, 德国 5 大汽车
制造商———欧宝、宝马、
福特、
奔驰、
大众, 也加入这个行列,联手将协会更名为 PRAVDA 。
PRAVDA 向法律制定者和公众表明汽车工业在汽车回收方面的观点。

宝马的选择
Wolf 和 Franze 在一个下午的座谈会上分析了回收和再生战略的相关选择方案。尽
管他们相信宝马有能力回收利用某些聚合物, 但他们对这些再生聚合物能否达到宝马的
严格要求有些质疑。如果再生材料会以质量或产量为代价, Pischetsrieder, Von Kuenheim
和其他经理人员就不会赞同这个方案。Wolf 强调回收的基础设施, 而 Franze 则更注重二
手材料对生产运行究竟有什么作用。
Wolf 在与 Franze 协商后,对可行的回收组织架构提出了如下方案。
方案 1: 反对这项法规

宝马公司可以指出这项法规将极大地提高行业运营成本。

而且,既然 PRAVDA 已经开始致力于类似的事务, 设立这项法规既繁琐又无必要。
方案 2: 成立独立的国内回收下属机构

公司可以成立自己独立的回收机构以处理

宝马汽车。有了这样的网络,所有的宝马汽车就会被运到公司在 Landshut 的拆卸重组基
地, 宝马公司的拆卸人员将聚合物零件拆下粉碎, 通过填埋、焚化或转给塑料供应商的方
式处理剩下的 ASR。这样不仅保证了可再生部件能恢复并回到宝马公司的修复运作中,
而且,还能通过对拆卸模型的开发减少 35%的拆卸次数,降低处理成本。
方案 3: 修改现有的国内回收机构 宝马为了保证可持续生存能力,也可以选择与现
有的废旧车辆处理机构合作。公司可以开发具体模型的回收技术, 并将这种技术传授给
现有的拆卸商。
那天下午的会议还产生了下列关于宝马二手材料战略的方案。
方案 1: 回收车辆, 填埋 ASR 宝马公司倾向于对填埋进行投资来处理剩余的 ASR,
以保证旧车辆的回收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拆卸商和切碎商的运作过程并不作变动,但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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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公司的介入可以提高它们的经济实力。宝马公司将继续在新的汽车生产中使用原始聚
合物。
方案 2: 回收旧车, 焚化 ASR 与奔驰相同,宝马也认为对再生塑料最有效的利用就
是通过
“废物变能源”的焚化。汽车残块仍将被处理以得到有用金属, 但是聚合物和其他
材料如泡沫、毛毯和玻璃等将在熔化反应堆中被气化而产生能量。
方案 3: 为其他行业回收塑料

宝马公司可以从旧车中回收有效材料,供应给其他行

业。如果宝马公司要建立这样的旧塑料市场, 拆卸商就有足够的经济动力去承担部件的
回收拆卸工作。回收塑料可以降低处理成本,进一步减轻切碎工业的经济负担。
方案 4: 将再生聚合物用于宝马车的制造

为创造再生塑料市场,宝马可将再生聚合

物用于某些塑料零件。虽然目前要建立一个
“闭环”再生系统还不现实, 但再生聚合物还
是能在一些特殊方面得以应用。为了评估这个方案, 他们需要设计出能评价替代材料是
否更经济的方案。在 Franze 的建议下, 他们选择了一系列零件, 包括系列 3 汽车的缓冲
器, 来检验原材料成本、
回收成本和回收物流。
方案 5: 环境方法论的结合设计

为适应当今的立法草案,宝马公司可以变动生产和

过程设计以减少、
再生和回收废料。例如,它们可以在聚合物塑料标签零件中加入添加剂
和稳定剂,为塑料部件作标签,力图用再生材料代替原聚合物,使零件尺寸最小化, 并简化
分解过程。
“为环境而设计”可加强旧车的再生力并将最大限度地减少将来处理旧车时对
环境的负面影响。
Wolf 和 Franze 将在这周与 Pischetsrieder 会面。Pischetsrieder 想要听到对此问题的
分析,包括回收行业和宝马公司的废品量、
处理成本以及宝马公司在利用二手原料时必须
考虑的问题。最后,他也想知道为了应付立法草案, 宝马公司应采取何种战略以及提倡什
么系统。有了这些方案,他们就可以谨慎地筹划宝马公司未来的行动了。

部件试验
当 Franze 和 Wolf 考虑宝马的抉择时,他们知道任何关于汽车的回收和再生材料战略
的评估必须包括这个战略的经济影响。这对于考虑之中的两个再生资源计划特别重要,
在宝马的汽车中使用再生的聚合物的决定和“为环境而设计”的方法用于整个设计过程的
决定将要求使用再生的聚合物替代原生的塑料。Franze 和 Wolf 需要考虑这种替代的经
济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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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估计宝马使用再生材料的成本, Franze 建议选择汽车中的一个部件做试验。为
了测定原料流和成本, 回收的费用以及回收的物流, 他们决定选择宝马系列 3 的保险杠作
为考察对象。
假设一家拆卸商把旧汽车里的保险杠回收送到处理商进行清洗并粉碎,然后处理商
会把这些材料送到塑料供应商那里检测和再利用。参与者支付运输费用的余额。
下面为运营和财务数据。
宝马的协商处理价格(切碎商对汽车最终的主人) : 500 马克;
协商处理价格中保险杠成本的比例: 0;
系列 3 保险杠的重量: 9 公斤;
宝马的原生的聚碳酸酯价格: 1 .81 马克/ 公斤;
系列 3 保险杠分解的时间: 4 分钟;
分解的劳动力成本: 25 马克/ 小时;
清洗和粉碎聚合物部件的劳动力成本: 45 马克/ 公斤;
检测聚合物的劳动力成本: 7 马克/ 公斤;
运输和物流的成本: 12 .5 马克/ 吨/ 公里;
参与者之间的距离: 20 公里;
切碎商的利润: 15% ;
处理商的利润: 15% ;
塑料供应商的利润: 25%。

你的任务
1 . 计算系列保险杠中每千克回收聚碳酸酯的费用。
2 . 计算系列保险杠中每千克原生聚碳酸酯的费用。

简要分析
1 . 教学用途
(1) 案例主要适用于
“战略管理”
“
、市场营销学”等课程环境要素方面的教学。
(2) 案例的教学主要是为了使学生了解企业如何有效地制定产品回收决策和流程。
(3) 案例适用于高级工商管理培训班、
各大学院校管理专业的学生,使他们了解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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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经济价值。
2 . 基本特点
宝马公司的案例记述了这样的情形, 这个德国主要的汽车制造商的再生部门的领导
者必须分析两个互相分离但又相关的问题: 宝马应该怎样修正车辆回收流程以及公司应
该如何使用再生以后的原料。两个问题都缘起于 BMU 要求回收在德国的废弃车辆并减
少来自于车辆的废料的法律草案。
3 . 讨论的要点
(1) 公司按照它的目标以及 BMU 的目标修正回收流程的策略。
(2) 公司处理、配置并/ 或者利用二次(再生)资源的策略。
(3) 再生的经济性和二次资源的使用与产品质量、
成本以及市场营销的关联性。
(4) 公司确定处理汽车产业剩余物策略以及获得相对其他制造商的竞争优势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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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发汽车
将生命周期的环境问题纳入产品设计当中

＊

我们正不断调整我们的环境管理体系,以提供适当的工具和方法,确保持续改善我们
在环境方面的业绩。我们承诺在所有的商业活动中,都遵循一套综合的环境管理体系。
丹尼斯·米纳诺(Dennis Minano)
环境能源部副总裁
通用汽车

引言
迈克·巴恩斯( Mike Barns)是阿尔发汽车公司产品设计部的环保倡导者,此时他正边
吃午餐边看《汽车周刊》,其中一个新闻标题引起了他的注意:“在 2000 年前, 每一台沃尔沃
都会被贴上环境标签。
”沃尔沃正在使用一种新的
“生命周期工具”评价其产品对自然环境
的影响,并将在 3 年内,生产出首台可以完全分解的汽车。尽管阿尔发也有环境方面的承
诺, 但巴恩斯期望汽车制造商的进步应不断增加。他做出了一个适时的决定即推进“为环
境而设计”(DFE) : 到时候他将领导第一个在产品设计中进行生命周期分析的探索项目。
如果这个设计小组能够证明以 DFE 为导向的工具和程序是有益处的,管理层可能将它们
永久地纳入产品开发过程。巴恩斯相信这些工具有助于证明对环境有利的决策是正
确的。
阿尔发汽车公司成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试图成为一家目标远大、不断创新的公
司。自成立以来,阿尔发已经培养出一种关注环境问题的企业文化。尽管早期企业主要
关注地方性问题。例如: 生产过程中的排污量和设施选址对当地的影响, 产品本身施于环
境的影响对这家公司的战略而言正变得愈发重要。巴恩斯是这家公司最积极的环境倡导
者之一,他观察到,许多有影响力的公司战略中都有一个共同的转变, 即管理生产过程和

＊ 本案例 由麻省 理工 学院 ( MI T ) Sloan 管 理学院 的 Sandra Rothenberg , MI T 科技 管理 与政 策项 目的 Michael
Lenox , MI T 公民与环境工程系的 Benjamin Jordan 和 MIT 材料科学实验室的 Frank Field Ⅲ博士共同编写完成。感谢
Jake Jacoby 教授对案例的指导和协助 ,感谢汽车联合会提供信息的成员, 感谢 Saturn staff 为案例所做准备工作。本案
例仅用于课堂讨论而不是用于说明管理战略的有效与否。版权所有———世界资源研究所,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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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以及它们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这一战略上的转变, 是由于人们对环
境恶化不断清晰的认识而促成的。人们应不断意识到决策会对环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这有助于避免整个产品生产周期过程中对环境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有助于减少材料
及其处理成本,有助于提高产品对那些关注环境问题的消费者的吸引力。与战略转变相
连的是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环境管理。这样, 将环境问题纳入产品开发过程就被看作是公
司管理环境问题的关键要素。
巴恩斯敏锐地观察到了该行业环境管理方面的变化, 他认为,环境问题事关阿尔发未
来的竞争力, 推动
“为环境而设计”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已说服阿尔发的总裁支持一个探
索项目,来研究如何在产品的设计中使用生命周期设计工具。现在, 他正同专门研究机身
板的设计小组一同工作,帮助挑选出阿尔发小型车系列 XL2000 机身板的制作材料。这个
小组结合传统的决策标准来考虑材料的选择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
影响。

公司背景
阿尔发在 1983 年末被宣布为美国汽车制造商 Mobility 公司的子公司。阿尔发打算
制造能超过日本进口车并赚钱的小型节能汽车,实现美国汽车制造商数十年来一直无法
同时达到的两个目标。阿尔发于 1990 年开始生产, 它的主要产品有轿车,双门小汽车,客
货两用车。
正如起初所宣传的,阿尔发有能力吸引原先属于进口车的顾客和非 Mobility 公司的
消费者。它与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展开正面竞争, 并在大量的新生代 (affluent baby boom－
ers)中建立起忠实的消费群。一半以上的阿尔发购买者说, 如果不是因为阿尔发的产品,
他们也许会购买一辆进口车, 一些阿尔发的购买者说, 他们若没有买阿尔发的产品, 也许
会买一辆非 Mobility 公司的车。除此以外, 61%的阿尔发用户认为, 他们会用他们的旧阿
尔发汽车折价换一辆新的阿尔发汽车。那时,阿尔发只在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销售它的
汽车。然而, 公司内部正在讨论要把市场扩展到欧洲及亚洲更广阔的市场上。
阿尔发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它拥有坚实的品牌识别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公
司优先考虑如何取悦购买者。营销副总裁 Dan Rogers 解释说:“我们努力去帮助人们购
买一辆车,而不是卖给他们一辆车。
”例如, 尽管阿尔发已有几次召回汽车的例子,但它还是
赢得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它直接解决了问题并满足消费者修理的要求。有这样一个例子:
有 1 000 多辆车由于疏忽被灌满了有缺陷的防冻液,阿尔发并没有进行小的修理, 而是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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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了这些汽车。这样的处理使阿尔发赢得了消费者的狂热追求。
连续 3 年,阿尔发都排在了消费者满意指数(I .D .Power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第三位,仅位于 Lexus 和 Infiniti 之后,这也反映了它对消费者的重视。这样的成功无疑部
分归因于公司通过集中培训和指导员工挑选而培养出来的企业文化, 这种企业文化既尊
重消费者,也重视员工。一名行业分析家评论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成就,他们竟
然能够在这家公司里培育出以消费者和质量为导向的公司文化。
”
总之,通过许多产品、
工艺、营销和零售革新, 阿尔发基本完成了其初始使命。然而,
在实现一些商业目标时,也遇到了问题。
“它有一个好坏参半的记录,”一个行业分析家解
释道,“这种汽车有着无可置疑的销售量、质量和营销方面的良好业绩。但是这家公司在
生产能力、
成本和利润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为此, 阿尔发采取了广泛的缩减成本的措
施, 并于 1992 年将雇员的奖金同公司利润联系起来。
除此之外,一些分析家担心,随着竞争的加剧, 阿尔发已运用了长达 4 年的设计会变
得过时。它的主要竞争者已带着其运动型的 Neon 进入市场,定价比阿尔发低 1 000 美元,
约为 14 000 美元,而且配备完善。阿尔发公司最近才开始提供位于乘客一侧的气囊 ,以
此和 Neon 竞争。分析家指出,微型汽车市场对价格极度敏感且反复无常, 他们怀疑如果
阿尔发不扩展它的产品线是否能继续生存下去。阿尔发的官员坚持说, 他们没有提供大
型汽车的计划。

阿尔发的环境管理
自阿尔发成立之日起, 它对顾客和员工的关注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于环境上。阿尔发
最初的经营哲学———罗列在详细的使命、
价值观和哲学陈述中———包括“成为良好市民,
保护环境,节约自然资源”的承诺。自装配工厂建立以来, 阿尔发的环境努力和组织资源
主要集中在改善经营效率,以使产生的废物达到最少量。其中的一项努力是成功开发了
以水为基础的涂塑料的漆,这比传统方法的废物排放量要减少很多。当这个新方法产生
了超过预料的排放量时,阿尔发为吸收这些排放物, 在碳吸收系统上投入了 2 500 多万美
元。另一项正在进行的努力是重新使用或再循环生产废物: 1995 年, 阿尔发大约处理了
59 000 吨废物。
最近,阿尔发开始集中开发产品的环境战略。早先以产品为导向的努力主要集中在
运输工具的节能方面。除了联邦公司平均节能法 (CAFE)的管制外,节能是阿尔发目标市
场上的一个重要的象征。为了制定和实施这个战略,产品开发部在各个环节 (例如, 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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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营销、
产品计划和产品设计)委任了“环境倡导者”。为了减轻汽车重量来节能, 阿尔发
采用了热塑性塑胶机身板,比传统的钢制机身板轻。与热固性这样的聚合体材料不同,热
塑性塑胶是可再循环的。
迈克·巴恩斯是公司里最积极的环境倡导者。他努力将环境问题纳入阿尔发的设计
决策当中,他也是公司环境方面的主要对外发言人。他的大多数成功可以归于他“可为”
的态度和对自然环境的热爱。他的成就是值得赞赏的,因为他平衡了自己的角色, 他既是
环境倡导者, 同时还有许多其他传统的工作职责。
尽管巴恩斯和其他环境倡导者努力让环境问题在产品开发中得到优先考虑, 但公司
独立的分权结构使他们的努力复杂化了。环境倡导者不能根据环境标准下达命令。他们
为设计者列出了环境技术规格单,并将再循环作为产品设计者的主要设计标准, 但其他的
设计问题主宰着决策。在设计过程中,削减成本的压力也降低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
大多数的雇员都理解环境方面的业绩对树立阿尔发的形象是很关键的,关注环境符
合阿尔发以诚信为本的企业形象。一些产品设计者感觉到, 阿尔发的顾客把环境方面的
考虑纳入到了他们的购买决定当中。正如产品计划部的一位环境倡导者所解释的那样:
“在美国,顾客已经把环境方面的考虑融入到他们的价值体系当中, 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尽管在挑选一台车时, 再循环性不会凌驾于质量、
安全性、可靠性和耐久性之上, 但研究表
明, 再循环性的重要性会与日俱增。
”这一信念构成了阿尔发的一些广告活动的基础。在
一个广告中, 巴恩斯设想有一天, 汽车的所有部分都是可以再循环的。由于这些营销努
力, 阿尔发因它独特的热塑性塑胶机身板和对其进行再循环处理而赢得了声誉。
巴恩斯的个人目标就是,使阿尔发越来越多的产品材料可以再循环处理。尽管现有
的废弃材料市场可以再循环或重新使用旧汽车组成部分的 80% , 但剩下的 20%仍旧是个
棘手的问题。在德国, 由于垃圾填埋场地空间的不断减少以及人们对焚烧垃圾的反对,导
致了起草生产商承担处理旧汽车责任的法案。在美国,尽管这样的法案近期看来是不可
能的,巴恩斯仍然十分关心保护阿尔发作为环保带头人的形象, 他推动公司去研究自愿回
收报废汽车并对其进行分解和再循环的可能性。他认为, 如果阿尔发不为 100%循环率而
努力的话,那么它就无从承担起对顾客的责任。他解释到:“建立一个形象很难,但毁掉却
很容易 !”这尤其与一个悬而未决的方案有关: 公司打算转而使用 SMC 制造的机身板。这
种材料是很难再循环的热固性聚合物。又因为缺少 SMC 碎片的销售渠道,所以它或是被
送到垃圾填埋场或是被焚烧掉。
并不是阿尔发所有的经理和设计者都认为环境问题对顾客是如此的重要。尽管市场
调查表明顾客很可能对节能、
可选择的燃料和汽车的再循环处理表现出兴趣, 但他们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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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这些性能支付更高的价格。结果,环境问题就陷入了产品设计的
“沟渠”, 环境标准总
是第一个被砍掉的衡量标准。在阿尔发公司里, 产品设计是靠市场推动的, 一些人认为,
这样的态度很难改变, 除非产品设计者能够勾画出一个清晰的市场推动的环境产品战略。
巴恩斯意识到阿尔发的许多雇员并没有像他那样为提升阿尔发的环境绩效而付出热
情。另外,大多数的雇员并不理解他们的决定是如何影响自然环境的。然而, 巴恩斯通过
密切关注大公司的管理行为,已开始意识到如果阿尔发要维持其环保带头人的形象,就需
要更系统地将环境问题纳入到产品设计流程当中。虽然以前阿尔发已经在设计决策中考
虑到了环境问题,但它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考虑环境问题的。巴恩斯认识到了这个所
谓
“为环境而设计”的概念,并且认为阿尔发需要建立它自己正式的 DFE 程序。他对在设
计流程中使用生命周期分析方法(LCA)的可行性特别感兴趣。他认为,只有从产品的整个
生命周期来考虑其对环境的影响,阿尔发才能作出正确的设计决定, 才能避免使其环保形
象有所损害。

为环境而设计和汽车工业
在环境管理的大部分历史中,企业往往通过对生产废物流附加除尘器和过滤器诸如
此类的排污控制装置来达到政府各种规章的要求,以此实现其控制污染的战略。尽管污
染控制设备使生产商得以保持现有的产品特性和生产流程, 这些生产商越来越认识到在
源头控制污染会更有成效。通过改变产品和生产流程可以减少废物———避免由于污染控
制装备而使成本逐渐升高。
“为环境而设计”(DFE)源自 20 世纪 80 年代的抵制污染运动。少数公司开始寻求将
环境问题纳入产品开发过程的方法。尽管“绿色”设计的观念已被讨论了几十年, 但是在
大的跨国公司之间将这种实践程序化仍是一个新问题。在这些领导者当中有汽车行业的
代表,包括宝马、大众、
沃尔沃和福特。
AT&T 贝尔实验室的研究者采用
“为环境而设计”这个名词, 将它与为一整套被称作
“为 X 而设计”的同步进行的产品设计实践联系起来,这里的 X 代表生产能力、
服务或安装
等诸如此类的设计特征。
“为 X 而设计”的动机是将非传统的标准纳入设计过程当中。对
于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而言, DFE 是
“为 X 而设计”这个概念的逻辑延伸。
从一开始,DFE 就与生命周期分析方法(LCA) 紧密相连。LCA 是一种系统方法, 其
特征是分析一种产品、工艺或流程的整个生命周期的能源和资源利用以及环境影响,如从
原材料处理到加工、
利用以及最终的废弃物处理处置。LCA 被视为形成 DFE 的一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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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工具, 如图 12．1 所示。

图 12．1

LCA 流程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 LCA 被首次用来量化同产品相关的能源。早在 1969
年, 可口可乐公司就运用
“资源和环境简要分析”(REPA)来比较各类饮料容器。从那时起,
一些公司就开始在它们的内外部使用 LCA———在内部借助它来量化产品在整个生命周
期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在外部,用它来比较两个或更多的相似的制成品 (例如, 棉制尿布和
一次性尿布)。
许多潜在消费者对这项技术的应用很感兴趣。消费者和消费者利益集团把 LCA 看
作是向消费者告知各种产品所产生的相对环境影响的途径, 希望能向生产者施加市场压
力。立法者和政策制订者将 LCA 看作是能引导环境政策发展和评价环境法律及规章有
效性的工具。生产商还关注 LCA 的内部使用, 借助它来研究和分析战略, 以迎接环境方
面的挑战。
工艺和产品开发人员使用 LCA 这个方法将环境方面的问题纳入到他们的设计过程
当中,借助它来预测和避免潜在的危险。LCA 的力量来自它根植于传统的工艺和流程分
析, 来自于对它形成中含蓄的深意的识别,即采用技术的结果并不仅限于单一工艺或变化
的业绩,人们还必须考虑那个工艺或变化的前因和后果。
LCA 的基本目标是引导决策者(无论是消费者,工业家, 还是政府政策制订者) , 引导
他们在推进其他目标的同时,能选择和设计对环境的不良影响最小化的行动。因此,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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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在使用的同时必须与决策的传统目标一致,包括经济的、
工程学的和社会的目标。
LCA 通常被表示成 5 步骤的流程:
(1) 目标确认: 弄清生命周期分析的具体目标和使用者的需要,然后据此指导分析流
程中的其他决策。从一开始就应弄清楚 LCA 的目标,因为分析中所收集和使用的信息的
深度和广度要由研究的目标和范围来界定。
(2) 库存分析: 需要搜集与 LCA 有关的数据, 以此来量化产品的生命周期和生产流
程的投入(所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和产出 (产生的污染物和固体废物)。为了保证数据的
透明度和可复制性,需要从一个特定的时间段收集数据, 所使用的技术及其他假设也要清
晰地表述出来。整个生命周期的库存数据都要收集起来。
(3) 分类: 库存数据要按照在库存中量化的投入/ 产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来分组或
分类。
(4) 评价和影响评估: 对考察的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所消耗的全部资源和所释放
的污染物对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环境及生命的健康所造成的广泛影响, 需要进行评
估。这个步骤是 LCA 过程中最有争议的步骤之一, 因为其中会出现许多偏差和分歧。人
们所关注的问题包括与环境有关的流程及影响的界定, 众多影响的累计,以及对不同种类
影响的权重分配。
(5) 改善: LCA 的分析结果可以在一个更大的决策框架中得到使用。人们使用环境
的和其他的重要标准来作出与所考虑的体系有关的决定。在提出行动建议时要参考这个
最终的评价结果。
许多 LCA 的重点放在了“做什么”和“如何 做”上面。像环境毒 理学和 化学协会
(SETAC )和环保署(EPA) , 这样的组织正在开发一整套用来收集、组织 LCA 过程中所得
到的信息的程序。然而,在搜集完毕后许多研究者却不知如何处理这些信息。
“简言之”,
使用 LCA 的目标是减少环境影响。不幸的是, 除了最简单的情况外, 很难决定如何用这
个总目标来指导具体的问题,这已被越来越多的应用 LCA 的实践者所认识到了。
困难来自多方面。其中最明显的是人们对释放于环境中的污染物和环境损害之间的
关系的认识仍处于最初阶段,当人们必须把许多释放的污染物放在一起考虑时尤其如此。
然而,这个困难似乎并没有限制 LCA 方法论的发展和应用。
最终的改善分析步骤证明是 LCA 最复杂的方面。改善分析潜在地假设人们可能从
众多选择中辨别出
“最佳”的行动。在一些简单的情况中, 可能发现一个对环境的所有影
响都有所减少的方案;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最佳”选择依赖于分析所表明的每一种可能结
果的相对重要性。这个相对重要性反映出目前正在考虑的问题的战略目标, 而不是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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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技术分析的结果。基于这个区别, 在将 LCA 应用到行业和社会的广泛的政策问题
之前还要克服许多障碍。

车篷组件的选择
在设计过程的初期,迈克·巴恩斯就必须作出基本的设计决定,如面板材料。他的上
司已要求他在下一周的 XL2000 计划会之前提交他的设计小组有关折叠车篷组件材料的
建议。先期的研究表明,该折叠车篷组件的技术上可行的选择是钢、铝和 SMC 塑料。这
个选择将事先确定下来,而不考虑其他机身板的选择。
由于要考虑材料选择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并加入其他传统的决策标准,所以这个
决定不同于巴恩斯先前所做出的产品决定。他决定: 评价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的最先进
方法是 EPS 方法(environmental product strategy in product design) ,它是由瑞典的产品生
态技术项目开发出来的。他选择这个体系是因为: (1)它把环境影响简化成了一个单一的
数字; (2)它超越了排污量的细目表而直接去探究材料选择对环境造成的实际影响; (3)它
允许改变基本的假设和敏感性分析(见附录 1)。
然而,在这一阶段,阿尔发尚未准备好选择生命周期工具。总裁已同意试用一个由当
地大学开发的建立在为 XL2000 选择材料的 EPS 体系之上的电子制表软件。随后将凭借
这个实验来决定公司是否采用这个体系。巴恩斯已被赋予职责: 在为折叠车篷选择材料
时使用 EPS 体系并帮助总裁了解它的能力和问题。
巴恩斯和设计小组的其他成员面临的挑战是选择最适合各种标准的折叠车篷组件。
这些标准包括折叠车篷组件的技术性能,生产成本及其他成本,以及环境问题,如可再生
性、生产过程的排放量和节能性。没有给出具体的限制, 只是规定选择的车篷组件要使成
本和环境影响最小化, 而性能最大化。任何决定都必须有让管理层满意的充分的分析来
支持。巴恩斯已搜集了各个标准的技术信息。
这个大学开发的基于 EPS 体系的电子制表软件包括 5 个表格: 材料, 生产成本,使用
期满后的回收操作,处理费用和环境影响。
材料表格含有关于生产折叠车篷所需原材料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的数量的
信息。
生产成本表格含有原材料、
生产和处理的成本。可以据此计算出一个折叠车篷的
总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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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使用期满后的回收操作表格上的数据, 巴恩斯可以计算出在 XL2000 使用期
结束后对其进行回收所能得到的( 可能的 )回报。产品的回收率反映出了在使用
期结束后可回收的汽车的比率。
处理费用表格包含了与生产废料和报废车有关的信息。
环境影响表格运用了从 EPS 系统(包含在同一个工作单中)那里得来的数据,用它
来评估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通过分析表格中 EPS 这一部分,迈克可以弄清楚它是
如何给不同的环境影响分配权重的。

简要分析
这一案例的主要教学目标是让学生对生命周期分析和将生命周期工具纳入产品设计
过程当中所涉及的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对虚拟的生命周期工具的体验能使学生迅速
地理解生命周期分析和他们在使用这些工具去进行设计决策时所遇到的问题的复杂性。
通过本案例, 我们主要掌握:
(1) 生命周期分析,包括生命周期分析的步骤、目标定义、
数据库分类等。
(2) 生命周期分析中的评价,讨论与环境风险分析及环境降级相连的主要问题。基于
这些问题,评价过程中的想法有多大的可行性;这些评价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有多深。
(3) 在产品设计决策时生命周期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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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产品的环境战略体系(EPS)
产品的环境战略体系是由瑞典行业联合会开发出来的一种生命周期工具。EPS 为具
体的材料或产品选择提供一个单一的衡量环境影响的全面的标准。EPS 体系的基本计算
原理是:
环境负荷单位(ELU ) = 环境负荷系数(ELIs)×产品数量
在这里 ELIs 是关键的系数,它显示某个产品或材料的生产、使用和处理对环境造成
的影响的相对值。各种因素的加权是以瑞典议会的环境目标为基础的。作为一个中间环
节, EPS 将材料的生产、
使用和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所有物质结果同它影响的 5 个环境的
“保
卫对象”( safeguard subjects)联系起来: 生物多样性,人类健康,生物生产, 资源和美学价值。
因为对任何一个保卫对象所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有若干种形式, 所以 EPS 允许对每一
个结果进行单独的考虑,称作
“单位影响”(unit effects)。人们在确立哪些影响会成为单位
影响时要运用两个标准: 对环境的可持续性所造成影响的严重程度以及在传统的经济范
围内能够确立该影响的量化价值。例如对人类健康的单位影响包括: 由于癌症发生率的
增加所带来的死亡,由于增长的最高温度所导致的死亡和全球变暖所带来的食物生产能
力的下降(以及饥饿范围的扩大)。
一旦独立的单位影响得以确立, 它们的相对价值就必须确定下来。在评价过程需要
以经济价值和相关的风险因素来表示每个单位影响。通常, 每一个单位影响的价值要与 5
个因素( F1～F5)的产出相等。F1 是衡量避免单位影响所需总成本的货币尺度。受影响区
域的范围(F2) ,在受影响的区域的发生频率( F3) ,单位影响的持久性 ( F4)代表了与有毒风
险评价过程中运用的标准相似的“风险因素”。F5 是一个标准化因素, 设置它是为了让
F1～F5 的产出与避免在 1 000 克材料的使用或生产的过程中会出现的单位影响的成本相
等。这 5 个因素对影响环境负荷的特定单位影响产生作用。对每一个单位影响的价值的
总和产生了环境负荷系数(ELIs) ,即消费或处理单位材料的环境负荷量。因为这些单位影
响是根据它们同 5 个保卫对象的相关性而规定的, 所以 ELIs 代表了整个过程的环境负荷
(或影响)。
表 12．1 中的信息说明了代表一氧化碳(CO)的空气排放的 ELI 是如何被估计出来的。
最开始的两个信息栏表明两个具体的单位影响———损害和病残———所带来的影响是如
何被纳入反映 CO 排放的整个 ELIs 当中的。根据各种研究, 额外的损害和病残的量分别
被估计为 102 和 105 ELU/ 人·年(注意, 根据 F1 的定义, 这些量是以欧元计量的、为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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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单位影响的估计成本)。更进一步,对这些影响的发生率的估计是根据世界城市人口
而作出的,假设 CO 发生的危害水平仅是当时的 10% ,且分别有 0 .1 %和 10%的人口受到
这个影响。鉴于 16 亿公吨的一氧化碳正在被排放到空气中,再排放 1 000 克的 CO 的边际
效果是 1/ 1 600 000 000 000 个 F5。F1～F5 要被乘在一起, 然后加总单位影响, 以计算在
ELU/ 千克中反映 CO 排放量的 ELI。有了这个数字, 通过对反映 CO 排放的 ELI 进行乘
积运算可以得出揭示 CO 排放的任何生命周期的数据值。将 EPS 体系设计成可计算出反
映所有排放和耗费资源的人类活动的 ELIs;这样, 任意两个生命周期数据库的 ELUs 都可
以进行计算和比较。
表 12．1 计算向空气中排放 1000 克一氧化碳的环境负荷系数(ELI)
单位效 果

厌

恶

忧 郁

二氧化碳的影响

氧化物的影响

保卫对象

人类健康

人类健康

全部

全部

影响指标

一氧化碳集中程度

一氧化碳集中程度

二氧化碳等量物

乙烯等量物

100

100 000

0 .088 87

0 .000 5

F2 受影响的人

750 000 000

750 000 000

1

1

F3 频率或密度

0 .1

0 .001

3

3

F4 持久性

0 .01

0 .01

1

1

F5 对总的效果的贡献

6×10 - 13

6×10 - 13

1

1

ELI 的贡献

0 .000 045

0 .000 045

0 .266 620 2

0 .001 5

F1 的值

ELI (1 000 克的一氧化碳排放物)

0 .268 152

保卫对象是从环境
“资本”(生物多样性,资源和美学价值 )和生产能力( 生产和人类健
康)的角度来代表环境的可持续性的。为每一个保卫对象所在环境的变化设定价值。这
个评价的过程传统上是以经济为基础的, 用货币(因此, 一单位 ELU 等同于 1 欧元或约等
于 0 .8 美元)表示。支付意愿(即为挽救一个物种,避免生产的下降, 避免死亡或不幸,或维
持既定的审美水平而支付金钱) 这个定义被用来为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影响确定价值。这
样, 为环境变化进行评价的过程在性质上既有客观的因素又有主观的因素。
人们可以根据计算出来的 ELIs 为 3 个主要阶段中材料的选择计算出 ELUs: 生产、
产品的使用和维护。下面的例子说明了如何为聚丙烯桶的生产过程计算出 ELU。跟在指
数量的增多的详细目录的后面,与各个子过程有关的环境负荷被计算出来。把子过程的
环境负荷指数加总后可以得到总指数,它表示与生产 1 000 克该种材料相联系的整个环境
负荷。
例12．1 ELU 计算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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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由聚丙烯材料制造的桶对环境影响的程度有多深 ?
重量: 0 .7kg
材料: 聚丙烯,环境负荷指数(ELI) = 68 ELU/ kg
程序: 浇铸模型

环境负荷指数 = 0 .08ELU/ kg

总的 ELU = 0 .7(0 .68) + 0 .7(0 .08) = 0 .54 E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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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实施 ISO14001
考虑 ISO14001 环境管理系统
1995 年秋天,田纳西州 I HP (International Hardware Products, Inc)公司的质量保证经
理 Rick Thompson 得知位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即将通过环境管理系统
(EMS)国际标准草案。该标准将描绘出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指导组织处理环境问题的
组织系统框架。由于强烈期望像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标准认证一样再次取得成功, Rick
正着手搜集关于 ISO14001 规定的标准和认证程序的基本信息。
ISO14001 标准成文于 1996 年末, Rick 仔细衡量了认证的意义① 。他的工厂总是处于
本行业新兴发展的最前列并以创新闻名于整个公司。例如, 田纳西州工厂是整个公司内
部因其质量管理程序第一个通过 ISO9001 认证的工厂, Rick 对此引以为荣。事实上,这个
程序的结果给人印象深刻———既改善了产品质量又增加了财务收益 (降低了单位成本和
因提高顾客满意度增加了销售收入)。此外, 作为一个执行 ISO9001 标准的先驱者,工厂在
其他方面也获益不少。例如,通过给公司其他部门提供培训,田纳西州 IHP 公司已经赢得
了一定的声誉,更实际的好处是,接受这些部门的直接划款作为报酬。这些报酬尤其受欢
迎, 因为工厂的总公司非常关注成本并将每一个部门作为一个严格的利润中心。
Rick 考虑是否竭尽全力地去争取认证。有利的一方面, 他听说已经通过 ISO9001 认
证的公司已具备通过新标准认证所需的许多适当的组织基础。此外, 总公司在公司政策
报告中已经提到它对环境的承诺。许多理论家和实践者也主张以更加积极的方式解决环
境问题可以带来成本节约甚至竞争优势。另一方面, Rick 有些对于认证是否会带来财务
效益(他确信
“当局”将会更关心这一问题)有所疑虑。他无法确定成本节约来自何处,而执
行 14001 标准的费用是确实存在的。咨询人员提出项目启动与通过标准认证的总费用将

是 10 万～15 万美元。而这一估计还不包括维持项目的运行费用, 还有持续不断的管理、
培训、
审核及其他与系统相关的费用。同时他还不能确定 IHP 的客户对 ISO14001 认证如

＊ 本案例由 Tennessee at Knoxville 大学的 Thomas J . Dean 教授和 Gerald E . Fryxell 教授共同编写完成, 仅用于课
堂讨论而不是用于说明管理战略的有效与否。由于本案例是建立在与该公司咨询的基础之上, 因此假定已得到公司的
认可。版权所有———世界资源研究所, 1997 年。
① 这些标准共同称为 ISO14000, 惟一的认证的具体标准为 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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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IHP 的许多客户要求其通过 ISO9001 认证, 但他们是否希望进一步要求通

过 ISO14001 认证还不清楚。如果是的话,他的工厂与公司可以赢得十分有利的竞争优势。
Rick 个人认为 ISO14001 认证将会帮助他在田纳西州的工厂持续处于行业发展的最前沿
和保持它在公司内部的声誉,因此他必须向公司提交一份强有力的、清晰的有关该项目费
用、效益和可行性的方案。使问题有些复杂的是, 总公司当前正集中精力于收购。总公司
今年已经进行了一些收购,据传言它很快将完成它最大的交易。Rick 深知为 ISO14001 认
证争取额外的财力将是一个艰难的交涉。

田纳西州的 IHP 公司
田纳西州的 IHP 公司是一个中等规模的生产冲压金属制品的制造商,它拥有 320 名
员工和 225 000 平方英尺的厂房。尽管公司也生产其他各种金属器具产品,它的大多数产
量和收入来自于门折页、搭扣、支柱和角铁。有时, 公司承包生产特制产品从而得到高利
润。例如,公司最近完成了一项订单———为一家大型计算机芯片生产企业生产用于建筑
施工的五金器具。这些产品要求特殊的搪瓷涂层, 因为在制造微处理器时必须考虑粉尘
因素。
I HP 的生产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过程。从钢铁生产商那里购买轧钢板材然后用冲压机
切割、
压制成各种形状。同时,视产品的不同需要加入一些其他的成分。例如, 生产门折
页需要加入钉。其他产品包括其他一些生产程序, 如电焊、电镀、压纹或着色。许多零部
件要求电镀———一种使用几种有害物质的防锈程序。附录 4 中列出了生产流程中主要的
废物流。
这些产品的质量确实与客户批量购买决策有关。例如, 门窗的生产商可能会讲究外
观和耐用性, 但是价格不容置疑是绝大多数购买者的主要驱动力。因为这种产品差异化
的机会很少, 厂商不得不关注成本和保持较高的生产率水平。由于产品的简单性和质量
管理体系的共同影响, 公司计划停止检验工作。
生产出来的产品被装进板箱里用货车运往分销仓库。在那里,产品被卖给五金经销
商, 然后由他们将产品销往五金商店、门窗生产商和大的承包商。最近几年, 直接将产品
销售给如 Home Depot 和 Lower’s 这样的大零售建筑供应公司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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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公司
田纳西州 IHP 公司是 IHP 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总公司实行多样化经营, 在北美、
欧洲
和亚洲拥有许多其他制造业务。公司生产和销售一系列相关产品, 包括手工工具、夹具、
弹簧、
金属紧固件和为小型设备制造厂家生产成型零件。在所有的经营中, I HP 公司共雇
用了 8 000 多人。
公司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并通过工程技术革新、
低成本生产及满足客户需求来保
持其领先地位。它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取得年平均 8%的销售额增长、
11%的税后销售利润
率和 16%的平均权益收益率。下列 3 种制造业发展趋势是公司战略的基本驱动力: (1)公
司要以更低的成本和快速响应顾客需求来提供质量更好的产品; (2)和少量供应商建立更
紧密的关系; (3)行业合并和规模经济使领先企业受益。因此, I HP 的战略定位于满足顾
客需求、
不断降低成本和通过收购实现战略扩张。

公司环境方针和业绩
在田纳西州 I HP 公司形成自己的环境方针时, Rick 调查发现总公司已经制定了正式
的环境方针。对于公司环境方针的内容, Rick 有些吃惊,甚至有些担心。IHP 公司的环境
方针是:
以安全和合法的方式使用和处理所有的物质和废物,避免危害人类健康和
环境。为了执行这一环境方针, I HP 承诺:
(1) 遵守相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2) 分析、
识别和减轻 I HP 经营对环境、健康和安全(EHS)的危害;
(3) 采取措施确保了解、遵守适用的法律和有能力应对紧急情况。
环境方针同时建立了一个 EHS 委员会来监督该方针的执行。这个委员会由公司的
法律顾问 Walter Lundgren 领导, 每年举行 2 次会议。该环境方针要求分公司或子公司总
经理负责整个工作的执行情况、工厂经理负责自己厂内的执行情况。此外, 该环境方针要
求所有的工厂经理必须意识到环境风险和标准、管理这些风险并采取适当的措施确保
执行。
经济优先委员会( The 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 CEP) 是一个为公众提供大公司

207

在一系列社会问题上业绩信息的私人组织。在关于 I HP 的报告上, CEP 用有限的田纳西
州 IHP 公司的信息对公司业绩进行概述。报告中的环境信息包括毒物排放量(TRI)、未决
诉讼和与美国环保署(EPA)合作的积极性。
毒物排放量(TRI)

将 IHP 作为一个企业与同行业的其他企业进行比较。据报道

I HP 的总排放量
“好于平均水平”。然而这种低排放水平主要是由于 IHP 的规模小于同行
业平均水平。当 TRI 数据与销售额相比, IHP 在它的对照组中是最糟的。考察 TRI 数据
的另外一个方法是看时间趋势。1988 年 IHP 释放了 95 万磅毒气(或每 1 美元销售额释放
1 .1 磅) ; 1989 年是 56 万磅; 1990 年是 36 万磅(或每 1 美元销售额释放 0 .65 磅)。对于 IHP
田纳西州工厂,主要的毒物释放是锌化合物, 这种毒物被转移到封闭场所。
未决诉讼 美国 环保署认为 IHP 是 4 个 super－fund side 潜在的 责任方。除了与
super－fund side 有关的诉讼, 自 1986 年 1 月到 1993 年 12 月, CEP 没有发现涉及 IHP 的与
环境相关的重要诉讼。同一期间,有 3 个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都是涉及违反危险废
弃物规定,公司没有为此受到任何惩罚。
与美国环保署合作的积极性 IHP 没有参加 EPA 的 2 个主要的自愿性项目———工
业毒素方案(industrial toxins project)(33/ 50)———该项目力图减少 17 种剧毒化学物质的生
成, 和
“绿灯( Green Lights)”项目———该项目力图改善照明效率。

ISO14001 和环境管理系统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一个为了促进国际制造、
贸易和交流的标准的发展而于 1946
年成立的世界联盟。ISO 的最初成立是由于需要通用的度量和技术规范来推动各国贸易
和产品的使用。多数国家在 ISO 内部设有代表, 美国国家标准化组织( ANSI) 就是美国的
代表。在 ISO9001 质量管理标准之前, ISO 颁布的所有标准都是技术方面的。
随着 ISO9001 的成功和对 1992 年里约地球峰会(Rio Earth Summit)的关注, ISO 开始
制定一系列的环境管理标准和准则来帮助企业处理环境问题。这一系列的环境标准是通
过一个国际 公认 程序面 向所 有有 关人 士形 成的 ( 尽 管主 要代 表 了工 业 ) , 并被 称为
ISO14000 系列。标准的发展由 ISO 技术委员会 ISO/ TC207 监督。文献概括地以环境标
志、生命周期分析、
环境管理系统和环境业绩评估为主题。整个 ISO14000 系列的一个重要
方面是严格自愿;然而,如果 ISO9001 是一种标志,某些顾客, 尤其是那些欧盟的顾客,将可
能要求通过认证来进行业务往来。
ISO14000 系列中最重要的是那些与环境管理系统有关的内容。相关的两个文件则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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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注明环境管理系统(EMS)。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是 ISO14001, 它给出了认证标准 (即为了
使一个组织通过认证, 环境管理系统必须符合的条件)。对绝大多数的企业来讲, 取得认
证是他们对 ISO14001 感兴趣的主要原因。此外, ISO14004 为组织提供了执行环境管理系
统时可以参考的有用的指导 (但是认证时这些并不要求)。
EMS 是企业用于环境管理的正式系统。在某种程度上, 所有具有环境问题的组织都
有环境管理系统,但是如 ISO14001 认证系统所说明的,环境管理系统的特点和范围可能会
与一个企业现存的系统大不相同,多数企业具有达到标准的程序但是仅此而已。ISO14001
标准的形成说明了世界上的组织处理环境问题的基本方式的变化, 即超越从政府法规的
角度来看待环境问题, 向不断减少其产品和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这一原则发展。这一
基本原则在组成环境管理系统标准的五个基本准则中列明, 即承诺、计划、
执行、衡量和评
价以及持续改进。简而言之,这些准则要求一个企业:
(1) 制定环境方针;
(2) 识别组织的环境因素;
(3) 决定组织的环境目标;
(4) 为实现目标开发正式的程序和体系;
(5) 控制和记录与目标相关的业绩;
(6) 持续评审和改善该系统。
一个有效的、起作用的环境管理系统将带来环境绩效的改善,这一前提是标准成功与
合格的关键。事实证明原则上的基本变化能够帮助组织改善环境绩效、降低环境管理成
本、改善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此外,标准要求组织为他们重要的环境因素设置目标。它
同时要求组织承诺持续改进和防止环境污染。因此, 没有污染程度的降低可能很难保持
通过标准认证。
然而,有些人争辩说该标准所带来的环境利益并不像那些人宣称的那样大。他们的
主张为 ISO14001 不是一个环境业绩标准这一事实所支持。事实上, 在该标准中没有一处
规定了行业或企业污染标准。因此,可以想象一个具有相对较高的排放程度的组织最初
可能会通过 ISO14001 认证。ISO14001 同时在目标选择上留有一定余地,这样组织只需要
关注那些重要的和愿意承诺的方面。此外,由于环境改善目标是自愿承诺的, 一个通过认
证的企业的环境业绩可能和另外一个企业不同。尽管这种不同似乎不公平, 但是成文的
标准仍为大批组织所使用。事实上,标准可能运用于具有各种各样的环境因素、文化和行

①

ISO14001 的认证通常由第三方、独立的认证机构给出 ,该机构对组织进行审核确定其是否符合标准, 并准予通

过认证 ( 或在欧洲注册) 。ISO14001 也可以是第二方认证的基础 , 即一家客户确信其供应商符合标准, 和第一方认证的
基础, 即组织自己宣布已经达到了 ISO14001 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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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背景、
技术水平、
基本设施和资源的企业。此外, ISO 对
“组织”的书面定义使它可以灵活
运用于不同的组织层次。这意味着整个企业可以通过认证, 也可能单个工厂或营业单位
要求通过标准认证。多数组织寻求第三方认证 (例如, 来自环境管理系统的审核组织 ) ,
ISO14001 同时允许第二方审核(如确定供应商是否符合标准) ,甚至允许自己宣布。

行动时机
现在最终标准已经颁布, Rick 知道他需要进一步知道是否要将田纳西州工厂维持在
发展的前沿。他关心高级管理层对方案的承诺是否真的对公司有利, 最重要的是执行方
案需要的时间和成本。为了使成本最小化, 他已经决定由公司人员来设计系统而不是雇
用昂贵的咨询顾问来做。这种方式同样有利于要求其他管理人员更多的参与, Rick 确信
他们的参与对成功是必要的。但是 Rick 同时担心他对 ISO14001 和环境管理系统知之不
多。咨询人员的审核情况 (见附录 2)说明工厂遵守适用的法律, ISO14001 差距分析 (见附
录 2)表明当前的环境方案远远超出了 ISO 标准对系统的预期。差距分析对 ISO14001 标
准的要求和 IHP 当前的经营状况进行了比较, 结果表明一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做得
比较好,但是还没有达到 ISO14001 的要求, 另外一些方面则完全不妥当。结论是 IHP 当
前的环境管理系统要求进行实质上的改进和发展以符合标准, 其大多数不足是同缺少正
式的程序或仅关注环境合格相关。
接下来的一周, Rick 计划就 ISO14001 认证和它的成本与收益向公司管理人员进行汇
报。他们将决定是否建议继续开发一个通过 ISO 认证的环境管理系统。如果他得到许可
继续进行, Rick 要向 14001 执行小组提供初步的环境方针、
环境因素列表和工厂的一些目
标和指标。
当着手准备环境方针的陈述时, Rick 意识到他不想仅仅是复制 I HP 公司的环境方
针, 他想要田纳西州工厂给出一个更加详细明确的承诺。持续增长的全球化努力是如何
影响 I HP 的策略的 ? 他应当使政策遵守或接近可持续发展的工商业章程( 国际商会出版)
吗 ? 他同时计划以其他被视为环境管理领域领导者的公司为标准对方针进行改进。当
然, 他也意识到工厂的报告必须同 I HP 公司的环境方针一致, 最重要的是同 ISO14001 标
准一致。ISO 认证要求方针包括承诺持续改进、
污染预防和遵守相关法律和制度。
制定目标和指标似乎是一项更困难的任务。首先他需要识别组织环境因素( 环境因
素是指一个组织可能影响环境的活动,无论是不利的还是有利的)。他知道他想要公司朝
生命周期的思维方向发展,并与供应商就环境绩效共同合作。他同时有一个关于废水和
审核结果的非常好的构想。然而, 一切似乎十分含糊不清: 一旦我们确认了一些主要方
面, 目标应当如何制定 ? 预计减少多少 ? 应当把重点放在何处 ? 我们能够从哪里着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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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废物减少来节约大部分的资金 ? 如何来衡量结果 ? 还有, 他必须为下周的会议整理基
本思路。

简要分析
本案例主要适用于
“战略管理”
“
、市场营销学”等课程环境要素方面的教学, 主要是为
了使学生了解 ISO14001 的本质特点。本案例适用于高级工商管理培训班, 各大学院校管
理专业的学生,使他们了解企业的环境政策如何不断适应 ISO14001 的要求。
I HP 案例就 ISO14001 环境管理具体标准和公司决定采用标准时所面临的问题给出
了一个很好的概述,它同时提出了一些实施标准方面的问题。
本案例主要涉及 ISO14000 和 ISO14001 标准的特点; IHP 的状况以及采用标准相应的
优点和缺点; 如何识别环境状况、
制定目标和相关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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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IHP 环境管理系统差距分析
背景
本报告的目的是说明 I HP 公司的现行做法并将其和 ISO14001 标准的要求进行比较,
找出存在的差距,为将来采取措施来开发一个通过认证的环境管理系统提供建议。
IHP 公司 ISO14001 差距分析
本部分列出了 ISO14001 要求的环境管理系统的核心内容以及对 IHP 公司当前每项
要求情况的评价。ISO14001 标准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一个法律条文, 因此, IHP 当前实
践和标准之间的任何不足仅表明当 I HP 决定要通过认证时需做出的改变。I HP 环境工作
的资料来源于对工厂人员的调查访问。标准的核心内容是:
1 . 组织应制定环境方针。IHP 具有正式的环境方针。文件要求每一个员工知道该
方针并遵守它。然而方针似乎没有在田纳西州工厂普遍使用, 也没有按照标准的要求规
定确保方针执行和其有效性的程序。为达到 ISO14001 标准,田纳西州 IHP 工厂对公司环
境方针的使用将需要重大调整。
2 . 组织应建立并保持识别环境因素的程序。I HP 没有正式的识别环境因素的程序。
3 . 组织应建立并保持能识别和满足适用于其环境问题的法律及其他要求的程序。
I HP 没有正式的程序来识别它的法律要求。但是公司确实审查所有的许可和达标文件,
由公司法律顾问来做。IHP 大约每 3 年进行一次内部环境达标审核, 员工有时参加行业
推广会。认证将要求有正式程序。
4 . 组织应建立并保持正式的环境目标和指标。公司环境方针列出了一般环境目标
但是没有具体的指标, I HP 的员工似乎不是普遍熟悉公司的目标。此外,田纳西州工厂通
过认证将要求它制定自己的一套目标和指标(将和公司的目标相关)。
5 . 组织应制定并保持实现目标及指标的程序。IHP 没有实现公司目标的程序。没
有目标从而就没有实现目标的程序。
6 . 组织的高级管理层应委任代表并规定其对 EMS有监督和报告的职能,并应提供执
行 EMS必要的资源。尽管委派人员负责 I HP 的制度达标,高级管理层没有委任代表专门
监督 EMS。Rick Thompson(质量经理)和 Sandy Jones(总工长)是这一措施的推动者。该
项目有限的人力和资金暂时为高层管理所认可。
7 . 组织应建立并保持员工培训程序。IHP 提供了法律要求的处理危险材料和废物
的培训。然而培训仅仅是照章办事,对已经进行的培训,似乎没有任何正式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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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组织应建立并保持促进内部和外部的信息交流的程序。除了法律规定的之外,
I HP 没有自觉地就环境问题进行外部信息交流。内部信息交流同样局限于法律的要求以
及仅仅是关注是否达标。
9 . 组织应建立并保持描述 EMS 核心内容的文件, 提供查询相关文件的途径。IHP 没
有正式的 EMS, 从而没有文件来描述它。
10 . 组织应建立并保持文件控制程序。I HP 执行正式的公司文件存档和分发政策。
该环境文件政策主要集中于达标,要根据 ISO14001 进行大幅度修正。
11 . 组织应为识别环境因素相关的活动制定操作程序。当前的操作程序强调质量与
安全而没有提及环境问题。
12 . 组织应建立并保持应急准备程序。I HP 有正式的应急计划。该计划主要关注人
员安全,没有特别强调减轻环境影响。但是, 田纳西州 IHP 目前正致力于防止泄漏控制和
防范程序(规章要求)。
13 . 组织应建立并保持程序对可能影响环境的运营进行监测、测量,并保持程序来遵
守相关的环境制度。I HP 没有正式的方法监督对环境的影响或遵守环境制度情况的程
序。但是,它确实执行了认证所要求的测量程序。
14 . 组织应建立并保持程序来明确调查、
减少和纠正不符合的责任。没有现存的正式
的程序。镀锌工段的总工长负责确保环境与要求的一致性, 但是没有正式的方法。
15 . 组织应建立并保持程序来保存环境记录。IHP 在其 ISO9000 方案中有保存质量
记录的程序, 这为保存环境记录提供了基础。目前, 尽管没有正式的程序, 危险废弃物处
理培训记录和环境审计结果已被保存下来。
16 . 组织应建立和执行 EMS 定期审核程序。IHP 没有 EMS, 因此就没有审核程序,
尽管如讨论的那样他们确实实行了定期达标审核。
17 . 组织的高级管理层应当定期评审 EMS, 以确保其持续适用性、充分性和有效性。
I HP 没有 EMS 从而就没有评审。
这些方面的每一项都在附录 2 中进行了概括。本目录说明 IHP 在环境遵纪守法上确
实做得不错, 但是在污染预防、
减少和正式程序方面还不够。要取得认证还有大量的工作
要做以及需要在时间和财力上的投资。反之, 有这么多工作要做说明工厂在取得认证过
程中也会收获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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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IHP 差距分析总结
ISO 核心内容

田纳西州 I HP 状况

环境方针

有———但需要改进

识别环境因素

无———关注遵纪守法

识别法律要求

有———但是没有正式的程序

目标和指标

有/ 无———有一些目标 ,没有指标

实现目标和指标的方法

无

批准的使用的资源

有———但用于认证不足

培训程序

有———但是没有正式的程序

信息交流

有———但是需要改进

文件管理

无———没有 EMS 因而没有文件管理

文件控制

有———但是需要改进

运行控制

有———但是关注质量和安全

应急程序

有———但是需要改进

监测和测量

有———但是需要正式的程序

纠正不符合

有———但是需要正式的程序

保持记录

有———但是需要改进

审计

有———但是仅关注遵纪守法

评审

无———没有 EMS 来评审

附录 3 IHP 环境遵纪守法调查
I HP 公司生产用于门窗及其他装置上的冲压金属制品。工厂有一些小型的附属建筑
物, 但是主要的建筑物为 4 英亩的室内建筑。它容纳了所有的厂房、仓库和办公室。公司
大约有 320 名雇员。
I HP 最近采用了 ISO 家用产品质量管理标准方案并计划在 ISO14001 标准发布后采
用它。新兴的 ISO14001 标准是关于环境活动管理的。它和 ISO9000 没有正式的关系。但
是这两个标准都强调制定一个系统的计划、执行、检查、
纠正偏差和定期由高层人员评审
的程序。
在下面的篇幅里,我对 IHP 在废物处理及履行处理各种化学物质可能带来的其他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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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方面的遵守制度情况进行了论述和评论。

废水
I HP 将卫生废水直接排放到公用处理厂( POTW)。工厂排放并预处理镀锌或铬涂层
转换过程产生的废水。每天监测和时常调节进行中的 pH 值确保预处理过程的影响符合
所有污水处理的要求。IHP 公司说没有来自 POTW 的报怨。
我建议你们寻取一份污水管理条例。它对于确切地知道对工厂排放的要求十分
有用。

雨水
I HP 有一份 NPDES(国家污染物排放系统 )的雨水排放许可证。他们的雨水保护项
目方案(SWPP)计划由田纳西州的专业注册工程师制定。每年将适当的样品严格地汇报
给田纳西州环境和保护部门(TDEC)。

气体排放
I HP 已经具有锅炉、
袋滤捕尘室 (收集磨削操作产生的粉尘) 以及增亮电镀槽散发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s)和有毒气体污染物( HAPs) 的许可证。I HP 最近聘请顾问对工厂
气体排放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IHP 的电镀增亮操作每年可能排放不到 5 吨的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因此 TDEC 把 IHP 当作一个
“区域来源”。光亮剂的采购记录被保存用于证明
使用。

《资源保护与回收条例》(RCRA)危险废弃物
I HP 产生大量的《资源保护与回收条例》中列出的危险废弃物。它从废水预处理过程
中每月生成多于 2 200 磅的 F006 矿泥。运输和处理危险废弃物的清单按照要求制作、
监
督和保存。每年的危险废弃物报告要呈交给 TDEC。
I HP 按照要求准备了一份危险废弃物减少计划( HWRP)来满足对危险废弃物生成者
的要求。HWRP 包括所有要求的条件。
我没有详细地审查该危险废弃物减少计划,但是认为你可以发现将危险废弃物的产
生与产生废料的具体原因相结合可以带来更好地控制。如我们所讨论的, 工艺中的计数
作业很少能真正地发现为什么会产生废物。

215

回收油
I HP 排放大量的油,主要由公司许多金属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合成液体和润滑液组成。
已经进行了分析来证明燃烧进行能源回收时该油不从属于 40 CFR part 261。回收的油用
标有美国环保署标志的运输装置运往规范的燃油厂。

存储油
I HP 目前在它的工厂地面上储存了超过 1 320 加仑的燃料油。因此公司有责任履行
40CFR112 要求的石油防止溢漫、保存和控制 (SPCC)规则。IHP 有 1 项 SPCC 计划, 但是
计划没有按照要求在专业工程师的监督之下制定。
通常,已经在专业工程师制定的雨水污染防止计划 (SWPP) 中制定的内容将符合
40CFR112 的要求。我认为你应当让制定 SWPP 计划的专业工程师将这 2 个计划合并。

特殊废物
I HP 完全了解 TDEC 对特殊废物的要求并已取得相应的许可。

附录 4 废物流分析
废

物

每年数量

处

镀锌品

1 800 000

金属回收

热压辊

1 800 000

金属回收

黄铜带

1 900

金属回收

黄铜锻件

6 800

金属回收

182 000

金属回收

36 800

金属回收

不锈钢

2 900

金属回收

铝

1 900

金属回收

24 600

油水分离

理

废金属(磅)

可锻铁
管材

回收油(加仑)
回收油或油滴(磅)
桶———塑料或金属(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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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30
280

燃烧

配油

清洗或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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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废

物

涂料过滤器(件)
涂料桶(件)
集尘室粉尘(磅)
废漆(加仑)

每年数量

处

1 943

埋于地下

122

埋于地下

6 840

金属回收

98

理

燃烧

空袋(化学制品包装)(件)

1 600

埋于地下

砂滤器砂(磅)

1 850

稳定或埋于地下

油滴或吸收剂填充物(饱和的)(磅)
废水处理析出物(F006) (磅)
用过的酸和碱性清洗剂(加仑)

990
324 000

燃烧
金属回收

18 900

中和或处理

溢出的提纯残余物(磅)

1 990

中和或处理

零件清洗残余物

3 690

中和或处理

油罐余留(磅)

废荧光灯泡(磅)
废电池(件)
废镇流器(件)
研磨粉(磅)
用过的离子交换树脂(磅)

760

回收利用

6

回收利用

49

回收利用

1 800

稳定或埋于地下

38

稳定或埋于地下

加工工具产生的研磨粉
来自 EDM 机械的水(加仑)

金属回收
142

清除溢出的残留物
报废的货架和木箱(立方码)

中和— POTW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2 870

地面排除法—现场拆除

包装材料

回收利用

埋于地下

纸板

回收利用

埋于地下

带材(金属或塑料)

埋于地下

金属回收

厕所和食堂垃圾

埋于地下

纸

埋于地下

包装材料

埋于地下

上光剂滤芯

埋于地下

热转移色带

埋于地下

工厂垃圾(立方码)
医疗垃圾(磅)

2 900
89

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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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国际商会 可持续发展环境管理企业宪章(第 5 版)
序言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每一个企业都必须将环境保护作为最重要优先项目之一来考虑。
在 1987 年的重要报告
“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环境与发展委员会(Brundt land Commis－
sion)强调了环境保护对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为了帮助世界上的企业改善其环境绩效, 国际商会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宪章。
它包括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 16 个环境管理的准则。
本宪章帮助企业全面履行其环境工作责任, 符合国内和国际环境管理准则和标准。
它正式发起于 1991 年 4 月在鹿特丹举行的关于环境管理的第二届国际行业协商会议,并
一直为世界所运用和认可。

导言
可持续发展指满足当前的需要而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经济增长为更好
地保护环境提供了条件,环境保护同其他人类目标一样,对取得持续发展是必要的。
反过来,那些灵活、
积极、
反应灵敏的盈利企业是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动力, 也是为了
迎接环境挑战而提供管理、
技术和资金来源的动力。以企业主动性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对
实现上述目标至关重要。
因此,企业应当具备这种观点即无论是对当代还是对后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
应当有共同目标而不是冲突。
使市场力量在类似 ISO14001 这样的标准的帮助下, 以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的方式运
行, 和在协调的规章制度下明智地运用经济手段是世界进入 21 世纪所面临的挑战。
这一挑战在 1992 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上为世界各国所公认。该会议呼吁企业
合作共同应对这一挑战。最后, 企业领导者在单个企业内及通过部门内部和跨部门之间
联合采取行动。
为了使更多的企业加入到这一行动中来和使他们的环境业绩持续改进,国际商会继
续号召企业及它们的联盟将下列准则作为取得这种改进的基础并公开表示对这些准则的
支持。
执行这些准则的个别方案将反映企业之间在规模和职能上的广泛不同。
目的仍然是使尽可能多的企业按照准则履行其改进环境状况的职责, 用适当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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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影响这种改进,衡量它们的进程, 向内部、
外部报告它们的进展。

规则
1 . 企业优先项目: 承认环境管理是企业最重要优先项目之一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
素; 从有利于环境的角度为经营制定政策、
方案及规则。
2 . 综合管理: 将这些政策、
方案及规则完全整合到每一个企业作为其各方面职能管
理的必要元素。
3 . 改进的过程: 考虑技术发展、科学理解力、消费者要求和社会期望, 以法律制度为
起点,持续改进企业政策、方案和环境业绩;国际上运用同一环境基准。
4 . 员工教育: 教育、
培训和激励员工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行事。
5 . 预先评价: 在开展一项新的活动或项目、关闭一家工厂或离开一个场所前评估其
环境影响。
6 . 产品和服务: 开发和提供没有不利的环境影响、
正确使用下安全、
有效使用能源与
自然资源、
可回收、
再利用或安全处理的产品或服务。
7 . 用户建议: 建议或培训消费者、分销商和公众安全使用、运输、
储存和处理所提供
的产品,对服务同样如此。
8 . 设备与经营: 开发、
设计和操作设备与从事经营时考虑能源和材料使用的效率、
可
再生资源的持续使用、使不利的环境影响和废物产生最小化、
安全可靠地处理残余废物。
9 . 研究: 从事或支持与企业有关的原材料、
产品、加工、排放及废物对环境影响及减
少这种不利影响的研究。
10 . 预防方法: 按照科学和技术的理解调整生产、
营销、产品或服务使用或经营行为,
防止严重的或不可逆转的环境退化。
11 . 承包商和供应商: 促进承包商采用这些准则, 使他们从企业角度行事,鼓励和相
应的要求其改进实践使之与企业一致;鼓励更多的供应商采用这些准则。
12 . 应急准备: 存在重要危害的方面的针对性应急服务、主管部门和地方团体制定和
执行相关的应急准备计划,意识到潜在的外部影响。
13 . 技术转让: 致力于有利于环境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在整个产业部门和公共部门的
转让。
14 . 致力于共同努力: 致力于增强环境意识和保护的国家政策、企业、政府和政府间
的项目和教育创新的开发。
15 . 对有关方面开放: 促进对员工和公众的开放与对话,预期和回应他们对经营、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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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废物或服务潜在危害的考虑,包括区域间的或全球意义的。
16 . 符合和报告: 衡量环境业绩; 对遵守公司要求、
法律要求和这些准则的情况进行
定期环境审核和评估; 定期向董事会、
股东、
当局和公众提供相应信息。
注意: 本文件所使用的环境一词,同时也指与健康、
安全和产品功能有关的环境方面。

宪章支持
国际商会力图鼓励其成员公司与其他企业表达它们对宪章及其准则的支持和执行意
愿。这些公司的名单可以从国际商会总部得到。国际商会同时定期出版宪章通报, 提供
更多的关于宪章准则和可能的不同解释的特殊信息———这是该宪章一个广为赞扬的
特点。
可持续发展企业宪章的第一版于 1990 年 11 月 27 日为国际商会执行委员会所采用,
并首次发布于 1991 年 4 月。它由国际商会可持续发展工作小组制定并修订。
主席: Peter Scupholme (British Petroleum) 和副主席 W . Ross StevensШ(Du Pont )。
国际商会感谢大量公司和企业组织对制订和修订宪章所做的贡献。详细信息请与巴黎国
际商会总部的项目经理 Oliver Keserue 联系。
可持续发展企业宪章为全世界各个公司或企业组织行为提供了基本框架的参考。它
被认为是环境管理系统的一个补充。为此, 国际商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UNEP) 和国际
咨询工程公司联盟(FIDIC)开发了一套软件帮助企业将环境管理系统并入日常管理中去,
这是与宪章目标相一致的措施。
企业宪章已经以 20 多种语言出版, 包括所有的联合国官方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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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1995 年 9 月, Jan Kjellman 接任瑞典家具巨头宜家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分支机构北美地
区总经理一职。此刻, Jan Kjellman 正坐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宜家总部的阳光明媚的
办公区里,他的助手,服务中心业务经理,坐在离他几英尺远的办公桌前,员工们从办公区
一侧穿过走向咖啡间。在经理办公室下面的楼梯平台上是一个上面放着巨大灰色岩石的
基座,该岩石产自瑞典 Smaland 省的一个多石且贫瘠的小村庄, 宜家的创始人就出生在那
里, 现在,宜家公司的设计与生产中心仍旧坐落在那里。
Jan Kjellman 深思着已回瑞典负责全球营销和欧洲零售店的前任 Goran Carstedt 的
成功。Goran Carstedt 从 1991 年开始接手工作,使公司的销售额增长到 7 亿美元, 一跃成
为美国市场的第三位。Kjellman 欲拟定一项议程来巩固这个成功。
议程中重要一项是公司在北美的环境立场。在过去几年中, 宜家制定了强有力的环
境政策,并在母公司得到了很好的执行。结合斯德哥尔摩的自然阶梯组织( TNS)制定的环
境原则,宜家已形成了自己的环境政策、
产品设计政策、供应商关系政策、
运营策略及提供
给零售店顾客的培训材料。TNS 是一个为那些希望限制自己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公司
提供实践指导的教育组织(见附录 1)。3 位曾受过 TNS 培训的员工返回北美,在零售店里
培训员工,并与某些北美的供应商就公司的环境价值观和 TNS 的原则展开讨论。
Kjellman 反思了斯堪的纳维亚/ 欧洲和北美市场的差异。在德国的领导下,许多欧洲
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几年来积极地利用公共政策和规则来鼓励公司就环境问题进行竞争
和创新。美国、
加拿大市场通常在这些领域都追随欧洲市场, Kjellman 确信宜家的环境战
略在这里同样可以成为其竞争优势。在北美,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十分强烈, 地方政府
正经受越来越多的关于保护环境资源和处理公众健康问题的压力 (如有毒物质、填埋式垃
圾处理和清洁水)。联邦政府最近做出的向减少或消除对环境控制的政策转变不会消除
环境问题,反而会更加需要私人公司与地方政府和消费者积极的合作以解决问题。
Kjellman 考虑了可能性。他应该鼓励零售店做更多吗 ?“垃圾即金钱”的废物减量计

＊ 本案例在 Virginia 大学 Darden 商学院的 Andrea Larson 指导下, 由 Joel Reichert 编写完成。得到世界资源研究
所( WRI)的大力支持, 版权所有——— 世界资源研究所,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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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在瑞典的 Gothenberg 进展良好,可在所有分店中执行。或者重点应放在生产方面以及
加快与北美供应商共同考虑这些问题的速度。通过将欧洲标准应用于北美供应商, 宜家
已经进行了一些创新, 但是仍有改进的余地。

宜家的起源和历史
宜家(IKEA)来源于其创始人 Ingvar Kamprad 与他的农场 Elmtarad 及他所在的乡村
瑞典南部的 Agunnaryd 三个词的开头字母的缩写。1943 年, 17 岁的 Kamprad 在贩卖鱼、
杂志和种子中开始创业。接下来的几年中, Kamprad 将宜家发展成为出售多种消费品和
家居用品的邮购公司。他的产品线中包括家具( 由他的合同商生产) , 该产品很快成为新
公司最初的经营核心。
战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随着订制家具世代相传的瑞典传统开始走向衰退, 年轻家
庭开始需要新的、
便宜的家具。与此同时,瑞典家具制造商通过在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签
订联盟协议来人为地抬高家具价格,其结果是家具价格相对于其他家居用品的价格上涨
了 43%。大多数家具制造商和零售商都在生产那些只有少数相对富裕的人才买得起的精
美的新家具。这种局面在 Kamprad 看来既是一个社会问题又是一种商机。Kamprad 看到
了家具背后的家居用品, 决定将宜家产品依据大多数平民的喜好来设计。Kamprad 的理
念是以比竞争对手更低的价格提供广泛的、可供选择的、具有完美设计与功能的家居用
品。低成本和高质量将成为宜家哲学的核心。
为实现这个目标,宜家形成了许多保留至今的产品设计、供应商关系和顾客服务活
动。通过依赖于制造商的设计专长和生产知识, Kamprad 与最初的家具制造集团亲密合
作来生产能够满足宜家特殊设计要求并且易安装、
低成本的产品。在一种史无前例的战
略的指引下, 家具散件被装进统一包装运往商店。家具零件在大厅地板上展示, 并伴有详
细的说明,这些说明允许顾客在没有店员帮助的情况下进行自助服务。顾客在商店里或
通过产品目录购买商品,并在一站式库房中取走他们购买的商品。然后顾客将商品包运
回家中自己组装。消费者与宜家同时从这种销售方式中获益。宜家注重制造、装运、储
存、营销环节中的成本节约,并将这种节约以低价销售方式让渡给顾客。
然而这种战略却是对瑞典家具零售商的一大挑战。零售商们企图通过禁止 Kamprad
参加家具展览会和迫使供应商停止对宜家供货的方式挤垮 Kamprad。而独立的制造商却
鼓励 Kamprad 自己设计家具来遏止这些零售商,并且发誓他们会生产他的产品。结果是
Kamprad 与他忠实的供应商一道紧密合作来进一步降低成本, 继而对现有竞争对手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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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威胁。
Kamprad 满足于公司的缓慢成长,容许公司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允许在顾客需求明确
时才进一步发展产品目录和零售店。位于 Almhult 的首家店是一个由工厂改造成的展示
厅。顾客们驱车从远处赶来参观并触摸家具。开始,作为全新的削减成本策略, 销售人员
不在大厅而是协助出纳员的工作, 以便创造顺利运行的自助式购物方式。这种战略使销
售额迅速增长,并且为新公司树立了卓越价值的口碑。1965 年, 第二家店在 Stockholm 城
外开张(见附录 7) , Kamprad 又一次挑战了现有的零售模式, 把商店建在地价低而开车容
易到达、
拥有大型停车场的城外。Kamprad 意识到顾客由于受限于汽车承载量的多少而
所购有限,他以成本价提供车顶支架以便让宜家的顾客能够将更多的扁平型的家具绑捆
在车顶上。产品目录中添加了产品信息, 提供给顾客的产品标签列明了产品的尺寸、颜
色、材料和来源。所有家具都贴着瑞典家具研究协会的质量认证标签,这些标签向消费者
保证了高质量的工艺、性能和耐久性。通过关注顾客需求, 公司能够满足顾客需求并创造
性地削减费用,低价销售。
家具供应被称作是基础环节, 它是宜家业务的核心。但是宜家商店很快开始出售其
他家居用品。Kamprad 的目标是家庭能够在一个提供一整套家装用品的商店获得令人愉
快的经历。店铺数量扩张的同时,商店里也开设了餐厅以便顾客休息、用餐后继续购物。
后来商店里又增加了为孩子们准备的游戏乐园, 并且为带婴儿的父母准备了换洗区。各
商店迅速采用了瑞典国旗的明黄色和蓝色,并且引进了新商品, 包括玻璃器皿、瓷器、
餐具、
地毯、
墙纸、
灯具、
厨房用品、
洗浴设备以及孩子的装饰和教育用品。顾客开始定期光顾,产
品和店铺被改装以适应顾客需求并使购物过程轻松而有趣。

Ingvar Kamprad 和宜家理念
宜家是由创始人 Ingvar Kamprad 创立的, Ingvar Kamprad 受实际商业利益和社会价
值所激励,他曾写道:
“与大多数人站在一起是我们事业成功的社会基础。宜家的使命是为大众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我们通过以大多数人承受得起的低价来提供各种精心设
计, 性能卓越的家装用品来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的经营理念。我们知道将
来我们可能对国内外的民主化进程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
1976 年 Kamprad 将他的哲学系统地表述于
“家具商之约”( 见附录 2)。这项工作成为
在整个企业宣传宜家独特文化的重要手段。这在当时尤为重要, 因为公司国际化扩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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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升级和随之而来逐渐远离了瑞典,而在瑞典保持独特文化并不困难。在 Kamprad 手册
的帮助下,宜家培训了特殊的
“宜家大使”, 他们被安置在关键岗位上以起到模范作用并直
接向员工宣传文化信息。
扎根于 Kamprad 的家乡 Smaland———瑞典历史上最穷的地区之一,宜家保持了 Sma－
land 的简朴、
节约、
创新和诚实以及强烈的职业道德的特征。1995 年, 产品开发、质量控制
和商品目录生产都集中在 Almhult, 经理与员工们被积极鼓励去参观 Almhult 以获得对企
业更深刻的认识。向新员工介绍企业的公司手册反映了创始人的远见与根基:
“所有的都是关于员工、
关于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和我们周围的世界,关于
勤俭和努力工作、
谦卑和意志力。我们的文化要求不同类型的员工之间毫无障
碍。我们知道所有的任务都是重要的,我们彼此互相需要。宜家精神的真谛是
建在我们的热情、
我们持续革新的意愿、成本意识、
我们承担责任和帮助他人的
意愿、
我们在任务面前的谦卑和我们行为的直率的基础上的。
”
Kamprad 的简朴和敬业道德的故事已经普及并且已经成为宜家文化陈述和传奇经历
的一部分。他特别关注生意中的细节,一位经理这样评述道:
“在一个有 600 个部件的组合中, 他会问到其中某一个产品,知道它的价格、
成本、
来源,而且他认为你也应该知道这些。他经常跳过正式的等级结构而直接
询问第一线经理,特别是设计者和采购团。
”
在宜家的德国 Hamburg 分店的开张仪式上,商店经理早上 6: 30 就到了, 发现 Kam－
prad 已经在那里呆了一个多小时了。他下榻的酒店价格十分便宜, 然而他还是对经理们
声称 5 马克的价格太贵了。无论 Kamprad 什么时候访问分店, 他总是努力与每一位员工
会面和握手, 并且对他们说几句称赞和鼓励的话。
办公室的感觉同样能反映出公司的价值。一眼就能感受到的是不拘礼节。便装就是
标准,办公室的空间宽敞且明亮。除了关键岗位的管理人员, 他们不用任何头衔, 员工们
相互间直呼名字。员工们通过自己的职责和业绩相互区分, 业绩由建立在年度个性化的
目标和广泛的指导基础上的评价系统来评判。首创精神和企业家想象力受到强烈鼓励。
当员工们相信他或她能够承担更大的责任,他就会去寻找新的机会, 当发现了新的责任区
时, 就会进行面谈和受到雇用。
宜家的座右铭
“零售即细节”是它的管理风格的表述,强调了顾客服务和细节。经理
和公司员工被期望理解宜家商店运营的各个方面。为了实现此过程和与存在于多数公司
的官僚主义斗争,公司每年都要开展反官僚主义周活动, 在这一周里经理们在销售员的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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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工作,负责把家具装到顾客的汽车上, 从卡车上卸载货物到仓库, 获取一线零售工作
的感受。
成本意识是宜家经营的一大特色, 正如 Kamprad 写道“在宜家资源浪费是道德犯罪”
和
“没有价签的念头是永远不被接受的”。花销大的解决方案是平庸的。从设计和原料筛
选到店面陈列的每一个运作环节都被仔细检查以确保低成本, 尤其是长期成本,“总是有
更多的可以去做”被奉为信条。自我称赞和躺在荣誉上睡觉是有悖于文化理念的。经理
的额外补贴不复存在。经理们以可行的、花费最少的方式出差并住在经济型旅馆中。所
有员工都在每天对公众开放的商店食堂里吃饭。
创新和创造性被高度赞赏。工人们被期望在最小的监督下履行职责。改进意见时常
涌现。改善经营的意见在整个组织被标准化确定下来。北美区的前任运营总裁 Goran
Carstedt 曾写道:
“我们鼓励实验。每一个工人都可以尝试新方法,我们鼓励购买者抓住供
应商库存过多的时机。我们已经由总部下达指令, 来传达如何识别外部机会的
一般原则。通过制定一般战略方向来指导具体目标和政策,我们授予地区商店
经理权利和自由,以在令人满意的方向上重组战略。宜家是一个授权的组织,员
工经常被邀请参与创新过程。
”
为了推进地区化策略, 宜家在 1992 年废除了内部预算。管理层发现计划系统越来越
费事,节约的时间可以更有效地用在其他事情上。管理者开始关注保持低的固定成本与
销售收入的比率。

20 世纪 90 年代的宜家
到了 90 年代,宜家已成为世界上物美价廉的功能型家具的最大的设计商与制造商。
整个产品线包括照明设备、
地毯、
针织品、厨房和洗浴用具、装饰用品、墙纸、壁画和其他家
庭常用品。世界范围内的零售店拥有 20 000 种商品,其中 12 000 种为核心产品在所有商
店出售。斯堪的纳维亚式设计以简约的线条为主,但是为满足特定国家的消费者口味,也
会接受一些外部设计。80 年代, 一系列办公家具被设计并成功推出。到了 90 年代中期,
宜家在 24 个国家拥有 120 个零售店,分发了以 12 种语言印制的 4 500 万份商品目录。宜
家声称每年有 1．16 亿人光顾宜家, 这个数字相当于世界人口的 2%。1994 年全球销售额
48 亿美元,公司在过去 7 年中平均以每年 33%的速度增长。到 1995 年, 在北美已开了 21
家店。外部观察家估计它有 8%～10% 的毛利率使宜家不需借助传统的资本市场就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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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扩张。顾客拿出大量的时间在宜家购物。在商店门前, 他们会拿到一卷尺子、一支钢
笔、便签和商品目录以便帮助他们选购商品。商品通过清晰的标签分类摆放。员工们随
时准备解答疑问。但是购物方式是被设计成让顾客们自己选择、订货、提货和运送。通过
对成本的关注使消费者在宜家购物能比在其竞争者那里节省 25%～50%。
宜家的管理层次如同其家具包装一样是扁平化的。从首席执行官到出纳员或仓库职
员只有 4 个层级。本质上,宜家将自己视做反官僚主义的, 客户由服务于他们的商店直接
指导。商店反过来由地区办公室支持。Carstedt 这样认为:
“最终, 在底端———我的意思是底端———是宜家服务的中心 (总部 ) ,这也包括我。一
个以顾客为导向的公司是不能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领导结构中得以生存的。管理不能在
某处的 27 层楼上,远离员工和顾客。总的来说, 我认为美国和一些欧洲管理者在命令式的
管理方面投入了过多关注。相反,管理者应该首先学会成为服务者。
”
这种结构使得宜家保持了每年 30%的稳定的和可控制的增长速度。因为公司没有分
发红利或满足股东的需要, 所有的收入都投入了经营中,宜家能够专注于它的目标, 正像
Carstedt 所说的
“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家具装修公司”。

供应商
宜家只生产其产品线上的很少一部分。由于宜家设计和出售所有的家庭用品, 它与
供应商的关系就十分重要。宜家拥有 70 个国家的, 包括 2 300 多个供应商的网络,这些供
应商将成品运往 14 个大的地区仓库。Almhult 总部用电子化方式监控全世界商店的销售
和装运以使每个仓库的供需平衡。有时供应商将商品直接运到商店, 但是关键商品的通
常程序是由至少两个供应商供应某种商品的某部分。因此商品在仓库里安装再被运往商
店。由于产品的部件是由顾客买回家后再组装到一起的, 供应商必须严格执行质量标准,
所以他们必须证明他们具有有效的质量控制系统。
批量购买协议和积极的从非传统渠道大量采购的能力确保了低成本。例如, 宜家与
雪橇制造商签订协议生产桌子。有了这样的协议,宜家在仓库保持大量的存货, 但是这种
购买所提供的批量节约使存货合理。一个经理这样评论道:“通过确保供应商运送计划的
安全和利用它们所能够达到的生产能力,我们可以保持独一无二的价格水平。
”长期供应
商同样打进了国际市场,并且在宜家工程部的帮助下改进生产以达到世界质量标准。
宜家在较为棘手的地区与供应商建立了许多合资公司, 以从低价资源上节约成本。
保加利亚、
波兰、俄罗斯、
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的家具制造商得到了资金、
新技术、
工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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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工业知识的援助。宜家通常通过租赁方式为这些供应商提供信息、
资金和机器,并
同意回购所有产品。通过这些合作关系, 宜家确保了低成本供应, 并向供应商和雇员支持
急需的资金。
此外,宜家最近拥有了自己的工厂以供应关键原材料,如纤维板。宜家行事谨慎,目
的是与供应商维持灵活关系以适应市场变化。一些设施被用来培训供应商, 为生产、质
量、环境意识设立标准。

宜家与环境
宜家系统化的环境计划始于一个问题。德国法律规定, 纤维板的甲醛辐射不能超过
“E－1 标准”,这相当于一亿分之一。在 80 年代初期, 宜家销路最好的书架,称做
“比利”,被
检测出超过此标准。宜家家具大量使用纤维板, 问题的严重性就显而易见了。如果制造
产品的板材被认为有危险性,所有用这种板材的产品都有同样的危险性。不利的公众影
响要求快速采取行动。宜家的策略是与板材供应商紧密合作, 确保符合德国标准。但是
宜家并没有将
“E－1”标准仅仅应用于德国, 而是将其确立为每个供应商的标准。
逻辑很简单。首先,这一战略是最简单的执行方案。宜家不需要担心未来有关确保
任何不符合 E－1 标准的板材不流入德国市场的物流问题。其次, 既然 E－1 是世界上最严厉
的标准,这项方案便能确保宜家能满足其他国家的未来的任何甲醛辐射标准, 因此避免了
再改进的成本并保持竞争力。在加利福尼亚的投票者通过了 65 号提案之际, 便被证明这
是正确的策略。这项提案不仅严格化了纤维板产品的甲醛辐射标准, 而且为诉讼那些不
服从的公司的公民提供了一部分奖励。
“环境奖金搜寻者”会访问加利福尼亚各地的零售
机构并询问他们的产品是否达到了标准。那些未达到标准的商店或不知道怎么做的商店
会立即被提请调查或诉讼。宜家的执行官访问了加利福尼亚大律师, 告知他关于这些检
验和公司执行的标准(超过加利福尼亚标准) ,因此避免了与改变生产线相关的诉讼、
再改
进及物流花费。最后, 宜家知道这种辐射确实危害顾客健康。在全公司执行世界上最严
格的辐射标准与
“为大众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的公司理念是一致的。同样, 宜家在其他领
域也执行了最严格的地方标准, 如关于泡沫的火苗延迟的指导和完全自愿地接受对设备
及各零售商销售的产品的 UL 检测。这项战略被认为是具有长远眼光的: 超越了最严格
的控制标准, 确保了宜家在世界范围内 10～15 年的竞争优势。
在甲醛事件的痛苦经历后,宜家的瑞典执行官就可能存在的企业环境问题求助于环
境组织,然而许多组织却更善于描述问题而不是提出解决方案, 只有 TNS 是例外。宜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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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S 早在甲醛事件发生前就取得了联系。现在宜家正与 TNS 的 创始人 Karl－Henrik
Robert 合作,去参与问题的解决, 而不仅仅是对问题做出反应(见表 1)。在 Robert 帮助下,
宜家意识到环境问题必将成为宜家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宜家的环境规划
在宜家,我们应当一直努力减少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危害, 这些危害可能是
我们行为的结果。环境方针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需要首创精神、
创造性和非传
统的解决方案。
由于资源保护的成分体现在基本运营中, 宜家的环境规划在许多方面被理解为公司
文化的自然延伸。用于产品目录和广告传单的简易包装和无氯纸张就是公司崇尚简朴和
使命的两个例证(见附录 5)。由于某些原因, 宜家从来不过分夸大自己在环境方面的成
就。经理们说,保护环境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吹嘘自己的成就同样是与公司谦虚的文化准
则相左的。
“当你把自己树立成一个典型时, 自满就要来临, 而大部分事情还没有做。
”
Goran Carstedt 说道。此外,还需要关注公司认为有改进余地的方面。人们很容易指出宜
家在整体上缺乏努力的领域。因此信息通过产品信息标签、商店说明书或回答提问、
直接
与顾客交流的方式传递给顾客, 而不是向媒体直接宣传自己的环境政策。
TNS 框架的威力在于它是建立在基础科学原理上的模型: 物质和能量是不能被创造
也不能被消灭的,封闭系统(如地球)会随着时间而趋于无序。在这些规律的基础上, Karl－
Henrik Robert 提出了四种可持续系统条件。
首先,地球地壳中的物质(如化石燃料中的二氧化碳) , 特别是那些在生物圈中稀少的
物质,不会在生态圈中系统地增加。其次, 人造的永久性的化合物 (如 CFCs) , 没有自然循
环和储藏,不能够在生态圈中系统地增加。这两个系统条件背后的逻辑是生态圈吸收废
物的能力是几百万年来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逐步演化而来的。快速的高强度的断裂对生
态系统是有害的,因为没有给予自然系统足够时间做出反应。
第三种情况, 生物圈的自然生产能力不能由于人类活动而随着时间逐渐减少。森林、
农业用地、
渔场都是可再生的资源,具有有限的维持自我能力。为使它们持续发挥作用,
这些资源的利用必须在此限度之内。
最后一种情况是前三种的结论, 为了满足人类现在和未来的需求,必须合理和有效地
分配资源。
TNS 模型既列出了经济发展中引发出环境问题的不可持续的活动,又描述了经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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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的特征。在提出 TNS 的框架时, Robert 指出了改变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的事
实。然而在可持续方面既有长期的又有短期的商业机会, 关键是对于每一项新投资,除了
要减少其对环境的影响之外,必须把它设计成可以沿着这一道路持久发展的阶梯。利用
这种系统条件,宜家制定了一项环境政策(见附录 3、
附录 4)和以此为基础的行动计划。
宜家的责任感体现在 1996 年的商品目录中: 宜家首席执行官的照片与宜家的环境理
念首次一起出现在这份目录上。将执行官的照片放在产品目录上是有悖于宜家文化的,
但是为了向顾客与员工传达这一强有力的信息故而破例。

1993 —1996 年宜家的环境行动计划
1993—1996 年宜家的环境行动计划涉及 6 个主要方面: 管理与员工;产品与原材料;
顾客;供应商;设备与易耗材料;运输。为了改变宜家在这些方面的经营, Kjellman 要求从
公司许多经理那儿买进鼓励各层次的创新方案。TNS 模式因其为组织环境事务和开展对
话的有力沟通工具,在攻克这项挑战方面同样有效。
管理与员工 1994 年公司通过一项管理层和员工的培训计划来处理涉及各个职能部
门的环境问题。公司鼓励店铺每个员工与当地社团组织合作参与环境项目。考虑到宜家
的位置,在店铺内建立环境数据库以识别店铺中存在的环境问题,并提供信息。环境信息
被发送到宜家各个店铺。最后, 宜家同样探讨了在其影响范围内对环境问题研究进行奖
励的可能性。
产品与原材料

宜家对产品所用材料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对产品的环境影响进行

了生命周期分析。选择利于环境的表面处理系统的方针及树木物种的使用被批准, PVC
指导原则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瑞典宜家( 负责设计和生产 ) 决定哪些材料被替代或淘
汰。环保产品被列为宜家产品线的组成部分。
顾客

在宜家的每一个商店都明确标有关于使用材料的明确信息和每种产品的可再

回收性。关于宜家是否应该主动再回收产品和再利用家具的问题将在 1996 年被确定。环
保产品将在商店里和目录中重点说明。产品目录的可再生性正在持续改进。此外宜家向
顾客提供关于产品与原材料的环境问答表格,并且管理者承诺在收到回执表格的 2～4 周
内给顾客答复。关于再回收包装、
目录和废弃的宜家家具的可行性研究也在进行。一项
关于来往于商店的公共交通路径的调查也正在进行。公司正在检查基础运输设施以便为
再生的目的而整合未利用的资源。
设备与易耗材料 1993 年公司草拟了一份有关 IKEA 商店如何适应环保的清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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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经理研究了在每个地点回收废物的可能性。废物分离计划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得以执
行。宜家积极对地方政府和废品公司施加影响,以鼓励可再生材料市场的发展。
环境意识已被灌输进宜家拥有或经营的每一个组织。1993 年公司草拟了一份检查
单。所有易耗材料(例如影印机、办公设备、荧光管、
装饰材料、洗手间纸、
咖啡杯 )都被检
查, 以选择那些在价格和质量上相当的环保产品来替代。同样, 大多数在价格上和质量上
相当的环保产品被用于生产如升降机、
起重机和公司小车等。
运输

宜家设计了多种可供选择的包装方式以最大效率地利用运输空间。
“联合运

输”用铁路做长距离运输。宜家注重尽可能利用有效率的交通工具以减少运输的数量和
容积,减少汽车和卡车空驶的次数, 最大化地利用货运空间, 确保返回的车辆也能加以利
用, 错过交通高峰时间。在欧洲,宜家选择在噪音和排放方面符合欧共体标准并使用环保
材料的交通公司,最初的措施是与那些有意愿的货运商谈话。Karl－Olof Nilsson 是宜家在
Almhult 的环境小组执行人员,他对这些努力表现了谨慎的乐观。
“我们已经开始同我们的运输区域的货运商们对话。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
环境领域,但是我们需要在基本训练之外对运输商们做更多的培训。我们现在
还没有做到让供应网络满负荷运转, 因为我们需要弄清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
我们不能对货运商提出比对我们自己更高的要求。
”

实际结果
培训

到 1995 年,宜家在北美以 TNS 的原则为核心实施了环境培训计划。关键岗

位的员工接受了培训, 然后被派往各零售商店去进行信息传播。和经营有关的各种环境
问题的详细信息传递给了宜家各地分销商, 这些信息被陈列在展厅以解答顾客提出的与
环境有关的各种问题。宜家将环境培训放入对新员工的培训中, 这样每一个宜家员工都
充分理解了宜家的环境立场。一些员工自愿组成了环境行动小组, 通过安排定期会议和
讨论宜家如何在各店铺继续努力的方式来自发地实施宜家的环境计划。
垃圾即钞票 环境问题新思维的结果之一是始于瑞典高斯伯格的“垃圾即钞票”计
划。此计划由该店的经理发起。典型的宜家商店产生大量的废物, 高斯伯格的商店也不
例外。1979 年该商店投资了一个小型的设备,该设备将纸板与木材分类以便回收,而其他
所有的东西则当作废物处理。在 90 年代初期, 商店经理开始探索将此过程用于其他材料
的机会。未分类废料的处理费用每年以 20%的速度增长, 环境顾问们确信分类废料的市
场机会将会在近期增长。一个星期二的早晨, 地方垃圾处理厂无法处理溢出的垃圾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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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刺激了这位经理, 他将容器中的垃圾倒在停车场, 和工人们检查了所有的东西, 将可
能被再回收利用或作为资源出售的每一件东西都分离出来。
1993 年 9 月,一座一流的现场垃圾处理厂破土动工, 该项目斥资 140 万瑞典克朗 (合
168 593 美元)。工厂包括大型和小型的再回收利用设备, 用来对各种材料、褶皱纸板处理
机、废料和塑料压模机进行分类回收。被分类的材料还包括褶皱纸板和标准纸板、油料和
溶剂、
荧光管、塑料图片框盒子、床垫边沿的保护装置、金属、白纸、玻璃和植物/ 土混合
废料。
1991—1994 年之间总废品由 966 吨减少 至 620 吨。废物回收百分 比由 50% 增至
85%。到 1995 年商店使 34 636 美元的成本转化成了小额利润。此外在商店里出售的废木
材每年带来 20 万瑞典克朗(合 28 333 美元 )的额外收入。
“垃圾即钞票”的名声由此得来。
未来计划中包括对餐厅有机废料的现场处理单元和回收顾客旧家具以再循环利用的
项目。
Stephen Pltinkett 负责加拿大客户服务工作,他在接受 TNS 的培训后对加拿大 8 个零
售店员工进行了培训, 目前正在鼓励商店采用
“垃圾即钞票”计划。废物管理公司作为再
循环的立约者,对加拿大的商店进行废物审查, 并建议采用即使不能产生利润也能使废物
管理更有效的系统。宜家的风格是设立目标, 但给员工决定达到目标的方法的自主权。
Pltinkett 为他的商店制定了环境方针,但他的角色却是加拿大服务中心的代表。加拿大的
可再生材料市场日益成长,价格也逐渐提高。例如 1995 年多伦多的纸板销量从不久前的
0 美元达到现在的每吨 250 美元。他评论道:
培训提高了人们的敏感度,因此改变了日常行为,使再生循环成为自然之
事。但是由于地方法规和收费不同, 因而各地点的激励状况也不同。废物是一
种资源。我们欢迎管制,它使我们能够将管制变成竞争优势。
目录 1992 年初,宜家负责产品目录册的经理同一位来自绿色和平组织的纸张专家
坐在一起,共同为 1993 年的产品目录册制定目标和方针。宜家每年要在产品目录和广告
邮寄材料上用掉 4 万吨纸,是世界上最大的彩印行业用户之一, 任何资源的节约都会对产
业产生巨大的冲击。他们的目标是杜绝使用以原始森林的木材为原料的纸张和尽可能少
地使用有毒化学物质和含氯漂白剂。通过与供应商的紧密合作, 宜家不仅实现了最初的
目标,并且在不影响印刷和图片质量的情况下, 成功地从产品目录册中完全消除了含氯漂
白剂。另外, 宜家还回收自己和其他公司的旧的产品目录以再利用。
宜家在这一领域的成功使绿色和平组织的国际纸浆和纸张运动的 Mark Floegel
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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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家的商品目录册不含氯的事实证明高质量印刷纸张的使用者目前可以
转而使用不含氯的替代品,宜家要求它的纸张供应商保证商品目录所用纸张不
含任何用原始森林的树木制成的纸浆, 这表明消费者可以采取行动挽救数以百
计的,在不受任何保护的原始森林中的濒危植物和动物物种。如果我们以可持
续方式使用我们的地球资源,我们必须制造和使用耐久的产品。通过每年仅仅
发放一种产品目录,并将它们再回收利用,宜家正在履行保护树木而不是将它们
置于废物篮里的承诺。
照明

Per Tovas 是宾西法尼亚州的 Plymouth Meeting 的宜家商店负责店面整体维

护的员工。他的工作包括照明设备和器械的维护、技术和机械设备的购买。Tovas 从 1985
年起在宜家工作,是一个谦虚和气、说话柔和、
友好、尽职尽责的人。90 年代中期他开始了
解荧光灯的效率问题并且开始研究这种照明设备的优点。在收集了有关信息后, 他开始
试验不同种类的荧光管、
整流器和反射装置, 试验它们的可靠性、
声誉、外观和性能。
1992 年北美宜家签署了美国环保署的绿色照明计划, 承诺公司在 1997 年之前整修
90%以上的荧光设备, 目的是将北美宜家商店每年所消耗的 3 500 万千瓦小时的能量减少
15%。参与计划的公司通过定期报告并接受工程与咨询服务而保持与美国环保署同步。
Tovas 自愿负责领导 Plymouth Meeting 的绿色照明计划,他分别与 7 个咨询顾问签订
协议来研究宜家家具展示厅并提出适宜的整修计划。由于他们的分析观点相互冲突而且
顾问们缺少对宜家商店照明水平的需求和照明质量的理解, Tovas 决定亲自实施整修计划
和整个商店的能源监控。
从最开始的实验到最后的分析结果, Tovas 花了 4 年的时间于 1995 年初完成。被测
验的照明设备包括各种各样的灯泡、整流器、镜头和反射镜。 Tovas 列出了与宜家现有的
装置最匹配的 3 种选择。在效能估计的基础上,他预计如果替换成霓虹灯的话, 商店每月
可在使用和维护上节约数千美元。他对太阳能同样感兴趣。他考虑了天窗照明的成本,
但是却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商店现有的交叉式天花板结构无法使用这种天窗装置。
Tovas 的分析结论是引人注目的, 宜家的控制者们更倾向于在所有主要投资上两年
就能得到回报。Tovas 估计, 花费 151 000 美元的代价, 费城店每年可在用电、维护、现场
AC 能源发电上节省 85 322 美元,这样未贴现的投资回收期是 1 .78 年。这些节省来自于几
方面,最明显的节约来自减少直接用电消耗, 新灯和整流器的运行需要较少的电能。他们
也比老式的灯更耐用, 这也意味着工人们可以抽出身来从事其他工作。同样, 老式灯产生
大量的热量而不得不装上空调来降温。因为灯的需求量减少了, 重置成本也就减少了。
最后,新的照明系统使照明强度得以改进。因此新的照明系统不仅节省了大量的资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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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提供了优质的照明效果。来自控制者们的最初的阻力大多源于对 Tovas 能力的不信
任, 最终宜家决定接纳他的改进方案。Tovas 这样写道:
“改进整个建筑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节约和收益, 这也是目前这个年代应
该做的事情。它会使我们进一步实现绿色照明计划的承诺。这项改进同样能
使参观者看到宜家的环境意识。
”
宜家计划用 Tovas 推荐的照明系统改进所有的美国分店。1995 年 8 月, Plymouth
Meeting、
Burbank 和 Baltimore 商店已完成改造, Long Island 商店的改造也在进行中。所有
这些带给 Tovas 强烈的个人满足感, 当被问到他最初实施这项庞大计划的原因时, Tovas
以宜家的方式回答:“有时你会发现你必须去做的事。当然还有许多其他领域也同样需要
改进。
”
供应商

供应商关系是重要的焦点问题。为了影响宜家产品的生产者和供应商,每

一个采购部门都要负责确保供应商知道他们所在国家的环境要求, 并在选择供应商时使
用环境问卷。
环境问题通过产品规格延伸至供应商, 瑞典宜家制定了面向全世界供应商的规范。
150～200 个供应商为北美商店提供商品。这其中 85 个负责家具部件。经过 10 年的努力,
家具来源从原来的 100%来于本土之外到现在的 50%来自北美, 至目标 100%由本地供应。
1995 年北美销售额约 7 .4 亿美元, 60%来自家具。以前很少有大的家具供应商, 因为许多
大家具制造商已建立了产品线, 这些公司自行制造装配,制定价格, 顾客购买他们所提供
的商品。宜家的经营改变了这种模式。通过制造易组装家具( RTA ) , 宜家与那些收入低
于 2 .5 亿美元的小型或中型供应商打交道,这些供应商很少有同国际顾客打交道的经验,
RTA 家具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经历。1995 年 RTA 在美国市场上占到大约 6%的份额。
Robert Paolozza,这位负责供应商质量与环境问题的经理, 将与新供应商的合作描述
为富有挑战性的。多数供应商惊异于与产品规格合二为一的环境要求, 因为没有其他厂
家有同样的要求。关键性要求是关于有害化学物质和木材来源(如雨林木材)。环境要求
延伸至包装材料,这些材料必须能够再回收或再利用并且不含 PVCs。Paolozza 将与新供
应商的关系做了如下描述:
大量的工作、教育和培训。这需要做出许多解释和劝说, 所有这些都很耗
时。对于大多数供应商而言,这是第一次有人对他们提出这些问题。
在含甲醛板材事件中, 美国板材制造商遵循的是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制定的传统
的政府标准。由于宜家的标准比这个标准更严格, 这意味着 Paolozza 必须到处游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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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材的协议者。转包商与供应商不得不达到宜家的涂于木材之上的漆器的标准, 这是一
个市场上没有任何人要求的标准。与供应商的亲密合作使宜家避免了采用这些措施的高
成本。通过选择 3～4 家美国与加拿大的供应商并将他们与转包商联合,宜家成功地建立
了供应网络并达到了自己的标准,这使宜家在北美经营发展中建立起竞争优势。
Paolozza 看到了 6 年来的变化。每一方面都变得更加敏感( 化学品,再循环,再利用,
原材料使用)并正在达到欧洲水平, 即使这不能同较早提出严重污染问题和原材料紧缺问
题时的欧洲意识相比较。
1996 年初,北美地区室内装饰与织物的开发者 June DeBoemers ,打破了有机材料使用
的常规。经过数月的与有机棉种植者的调查和讨论, 与种植者和独立的编织公司的合作
开始了。种植、
纺织和编织有机棉成为织物产业的新兴领域。DeBoemers 说:“这好像 20
年前的自然食品,你必须到偏僻的小店以高价买健康食品。今天你可以到 Fresh Fields 和
其他连锁超市,那里经常供应有机食品(那些没有使用杀虫剂的食品和不含抗生素的肉 )。
”
建立宜家风格的有机织物需要同设计者、棉花种植者和专业的有机棉纺织者开展广泛的
合作。自 1996 年引进以来,消费者可以买到这种有机材料制造的沙发和商店里其他的床
垫、窗帘等,这些材料是以码来购买的。宜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两个供应商制定
正确的价格, 以便保持高质量和低价格的原则。转而用有机棉使宜家达到了 TNS 的第二
号系统标准(见附录 1)。DeBoemers 相信顾客在差不多的价格下和能够选择时愿意购买有
机织物。通过宜家与供应商的合作关系而可能产生的大量销售, 刺激供应商们降低成本
以达到宜家可以接受的水平。

下一步是什么
商店可能是环境问题下一步工作的重要领域。Jan Kjellman 从他在瑞典的设计和生
产领域的工作中感受到那里可以产生主要的进步。宜家从对 TNS 计划的承诺中制定了
可以应用于经营领域的指导原则。公司环境方针提出了进一步的关注焦点和优先工作内
容。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北美计划, 而是哪些方向能为宜家的近期和长远
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影响和竞争优势。TNS 的框架怎样才能帮助宜家制订下一步的方案 ?

简要分析
1 . 教学用途
(1) 案例主要适用于
“战略管理”
“
、市场营销学”等课程环境要素方面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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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案例的教学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环境经营方面的分析判断能力, 以及利用新学
到和掌握的理论知识, 对具体的企业环境经营管理问题进行决策的能力,锻炼企业家式的
绿色思维创见与魄力。
(3) 案例适用于高级工商管理培训班,各大学院校管理专业的学生,使他们了解绿色
经营是如何对企业竞争力产生影响以及如何在企业实践中贯彻绿色概念。
(4) 管理专业的学生可以通过本案例的学习了解绿色战略管理的最新发展和实践。
2 . 基本特点
本案例主要是让学生从全方位的角度了解宜家的环境发展战略和具体的实践。宜家
的环境战略最大的特点在于他们从价值链的各个方面都严格地体现了绿色经营的理念,
并建立了相应的标准, 而这些又都构成了宜家核心能力的组成部分, 具体讲, 宜家的环境
战略主要反映在:
(1) 在全球推行严格高标准的环境标准,将此作为树立宜家环保产品形象的起点。
(2) 将环境标准作为企业文化加以贯彻,确立“保护环境仅仅是一件应当做的正确的
事, 吹嘘自己的成就同样是与公司谦虚的文化准则向背的”意识。
(3) 将企业对环境的关注融入到对顾客的经营中。
(4) 对环境的关注和高标准延续到供应商管理中。
(5) 在物流配送管理中确立相应的绿色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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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Karl－Henrik Robert 和自然阶梯
Karl－Henrik Robert
20 世纪 80 年代, Karl－ Henrik Robert,瑞典的一位杰出的癌症研究者和医生,意识到了
现在环境争论的基本问题。人类对地球环境的破坏从 20 世纪初起正在呈指数增长。直
到近几十年这个问题才变得广泛和显而易见, 并且需要全球的共识。大众媒体上关于环
境的例子是很多的。臭氧层的破坏,全球变暖,人口爆炸, 永久性有毒化学物质的排放,史
无前例的物种灭绝,大面积的砍伐森林, 酸雨和日益严重的沙漠化, 这些仅仅是问题的一
部分。
而且 Robert 意识到, 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重复且可预见的问题,这些问题通常似乎是
环境争论的焦点问题。氟氯烃(CFC)排放是酸雨的主要成因吗 ? 自然过程如火山喷发也
能造成破坏吗 ? 如果臭氧层破坏的危险是事实的话, 那么氟氯烃排放在何种水平是生物
圈所能容忍的 ? 经济增长是有害的吗 ? 或者它是提供保护环境的技术和资源的惟一手
段 ? 地球自然资源可以养活多少人口 ? 什么是防止人口过剩的最佳的可以接受的手段 ?
发达国家是否有权要求发展中国家停止或减少环境破坏活动 ? 一国是否可以做一些建设
性的事情保护地球环境 ? 国际会议和执行机构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上是否是必要的 ?
根据 Robert 的观点,这些问题是分散人们注意力的, 充其量是不必要的, 大部分忽视
了重要问题, 在众多事例中是难以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的。例如, 我们无法准确预计到,
在因温室效应引起的极地冰山融化和由此带来的第二次大洪水前, 地球生物圈可以承受
多少吨二氧化碳排放量。我们不能准确得知时间框架和容量的原因是因为有机体的自然
差异,生物系统的无限复杂性使我们无法准确预计,无法为无休止的争论提供资料。这些
问题在与环境问题的枝节相比较, 却忽视了环境问题的主干。虽然这些枝节非常关键但
却是孤立的和有争议的环境问题,而这些主干却是核心问题。近 50 年来科学界已达成一
致意见, Robert 和与他合作的科学家认为众多环境问题的本质在于现代人类社会构建基
础中的系统错误。如果能在改正主干问题的错误上达成一致, 细枝末节自然就会从中
获益。
Robert 认为短期利益的细节和差异方面的争论是环境领域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他
写道:“环境运动就像眼看着房子被烧毁, 执行者却还在争论应该如何组织消防队。
”他接
下来写了关于基础的和无可争议的问题的一致意见。尽管在最初的草稿中一致意见仅仅
存在他的头脑中,完稿后被送到了瑞典 50 位不同政见的杰出科学家手中,并请求他们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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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提出建议, 修改后送回校正。科学家们的答复和随之而来的交谈使 Robert 调整和精
炼了他的概念和语言。Robert 将此过程重复了 21 次,直到在代表基础环境问题的教育包
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不久以后教育包被做成配有磁带的图画手册, 分发给瑞典的每一户
家庭和学校。同时, Robert 为他的教育计划向企业和其他组织申请并获得了资金支持。
他甚至向瑞典国王和众多明星申请援助,国王成了他项目的赞助者。1989 年 4 月自然阶
梯正式实施, 并在一家全国性的电视网上播出。

一致意见
作为著名的瑞典癌症研究员和临床医生, Robert 长期以来致力于研究细胞的改变。
并不意外,在细胞层次上的问题已经开始达成一致意见。Robert 声称当人类的细胞与其
他生物体的细胞包括植物细胞进行比较时,它们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原来想象得那么大,事
实上,我们必须在分子水平上观察这些差异。Robert 认为,我们身体的基础结构和功能几
乎与鹰和海豹的相同。因此从生物学的观点看人类并不是自然之主, 而仅仅是自然的组
成部分。这一逻辑还将继续。
细胞仅仅与维持和繁衍生命所必需的条件相联系。地球的历史是一个缓慢的周期性
演化的封闭的物质系统,这个演化过程使得生命繁衍兴旺。地球从太阳那里获得光并且
向外辐射红外线,这两种光线的热动力能量的差异提供了生物圈的自我组织的环境。个
体植物细胞通过光合作用,利用能量分解废料,用以延长植物的生命和自我繁殖。因此细
胞是生命出生、
生长、
死亡、
腐烂和再生的自然循环的基础。当生命过程耗尽了所有的自
然资源时,太阳和绿色细胞就充当起周期地再生和更新组织死去物质的质量机器。这样
健康细胞生命的过程依赖于地球生物圈巨大的封闭系统的再生循环过程。
理解循环系统是在此框架下工作的关键。循环系统不停地自我更新, 而线性的过程
最终必然终止。TNS 认为人类利用资源的线性方式破坏了自然的循环过程。资源用于工
业社会时变成了巨大的垃圾堆, 大部分垃圾是以我们看不见的空气、水和土壤的分子污染
物的形式存在的。大部分污染物不被自然循环系统吸收。自然循环系统不能分解和再利
用这些物质, 如有毒金属和在试验室里人工合成的非自然的稳定的化合物, 特别是由于它
们不能以可以利用的形式返回自然界, 废料也无法通过工业循环进入生产过程。结果是
在增加污染物和积累废物的同时又相应减少了自然资源。此外, 该过程的结果是不可预
计的,这是因为生态系统自身的复杂性、
延迟机制和循环过程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我们难
以知道其吸收分子垃圾的能力。
Robert 认为的结果是,人类在本质上是反进化过程的, 这一点被物种的迅速灭亡、
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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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效应和所有其他对自然界的破坏所证明, 这种破坏是我们对现行线性过程持续依赖的
结果。Robert 写道:
“当我们拆毁的比我们重建的更多时, 我们就是在奔向陷入巨大的垃圾堆
里的世界范围的贫穷。暂时的贸易平衡、虚幻的银行账户和伪科学的争论不能
将我们从这样的后果中拯救出来, 惟一能做的就是恢复循环过程。在愈来愈广
泛的范围内捕捞日趋减少的鱼群将是更加昂贵的, 让水重新变得适于饮用也同
样是更加昂贵的,我们甚至还没开始清理我们一直丢弃到自然界的有毒金属、
放
射性和其他类似物质。
”
Robert 的结论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种线性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与财富、人类自身和
生态系统的健康都是不协调的。Robert 认为人类社会需要在与自然循环过程相协调的循
环过程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自我组织, 因为其他做法会导致难以想象的后果。为了实现这
个过程,他与其他科学家达成了关于约定 4 种系统条件的一致意见, 如果人类希望逃过此
劫, 个人、
市政当局、公司和国家必须努力达到这个要求。
系统条件 1 本质上,取自地壳的物质不能系统增加: 这些物质 (化石、矿物质、一些
重金属等)容易从地壳中提取因而消耗速度日益增长。然而, 它们通过自然循环的同化和
再沉积过程却是非常缓慢的,结果这些物质在自然中系统积累的同时也带来了工业和消
费污染。必须通过减少采矿,减少消耗化石, 增加再循环和再利用来减少废物蔓延。问题
是此行动能减少化石燃料和矿物资源的使用吗 ?
系统条件 2 本质上,社会中产生的物质不能系统增加: 许多在自然界中积累的化合
物是人为造成的和永久性的。这意味着它们不能轻易被再利用。它们会比自然矿物质和
化石燃料腐烂得更慢, 在某些情况下不能通过自然过程加以分解。它们沉积的后果等同
于在条件 1 中讨论的物质。问题是此行动能减少长寿命的合成物质的使用吗 ?
系统条件 3 自然生产率和物质多样性的物质基础不能被系统减少。假定人类的繁
荣和健康依赖于自然通过循环废料以再利用来提供给我们持续发展的能力,那么, 我们开
发自然的速度不能超过自然再繁殖自身的能力。不仅是自然资源的数量必须维持, 资源
的质量也不能下降,因为适当和有效的自然循环取决于生物系统的活力。问题是这种行
动有保持或增加自然多样性和生态循环的能力吗 ?
系统条件 4 能源和其他资源不能被不合理和无效利用: 人类基本需求必须通过最
能有效利用资源的方法和可行技术来满足。此外, 不发达国家的基本需求要求自然资源
的公正分配并保证人口和生物系统的健康。这要求全世界更高的技术和组织效率。问题
是这种行动能减少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消耗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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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TNS,当所有 4 个系统都正常运转时,可见的和分子的废物就会不再存在。为了
做到这一点, 要求我们重新考虑短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以克服社会对自然的线性依赖。
行动的关键是将这些利益与系统情况融合考虑以形成循序渐进的战略计划。这些措施并
不违背资本主义的原则, 因为一旦有效实行, 它就会回报个人。事实上, 如果人类仍维持
现有资源消耗和人口增长路线的话, 长远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投资回报日益减少。这
是因为随着自然资本的枯竭,获取资源将会变得更加昂贵。Robert 写道:
不可持续发展会被想象成陷入越来越深的漏斗, 空间变得越来越窄小。对
于那些想进行投资的个人、
公司、市政当局或国家,关键是必须直接向漏斗的开
口处而不是向内壁进行投资。事实上, 这意味着精明的投资者使自己尽可能少
地依赖于对系统条件的持续侵犯。

自然阶梯
1995 年,自然阶梯是由约 1 万个成员组成的 16 个职业团体和一系列支持性的网络工
作组成的组织。尽管只有 6 个全职员工, 自然阶梯的职业网络在 Robert 的最初同意文件
和 4 个系统状态的基础上产生了全体一致的报告。最终报告被用来指导决策制定, 并通
知专家和公众。1995 年自然阶梯网络诞生, 致力于在能源、金属、交通、政治经济措施、农
业、林业、
塑料、
文化和道德、
经济计划和生态战略方面达成一致文件。随着自然阶梯所宣
传的理念和它们的实际应用的全球性传播, Robert 正在受到日益广泛的国际关注, 并被邀
请在一流大学做演讲, 与公司执行官进行交谈。1995 年美国自然阶梯机构成立, 1996 年初
已经开始训练个人,并与美国本土的 10 个主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起工作。

附录 2 宜家家具商的诺言
为大众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我们决心永远与绝大多数人站在一起。从长远来看, 对我们的顾客有好处的事情,同
样对我们自己有利。这个目标需要责任。
在所有国家和社会制度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绝大部分资源是被用来满足一小部
分人的需要。例如在我们的事业组合中, 太多的设计精美的新产品只有一小部分富余的
人买得起,宜家的目标是改变这种局面。
在经过 20 多年的经营后, 我们确信我们已取得一些成绩。一位著名的实业家与政治
家曾说过宜家比许多结合的政治手段对民主化进程产生的影响都大。我们也认为我们的
活动激发了许多竞争对手沿着同一方向努力。在过去的 20 年中宜家改变了瑞典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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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家具业的面貌。我们革命性的设计、
制造和分销方法不仅能够制造出精美的家具,
而且能使大多数人买得起。
但是我们依然雄心勃勃。我们知道我们实际上能对整个市场产生影响。我们知道将
来我们可能对国内外的民主化进程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我们知道更多系列产品能使我们
在现有基础上形成新的优势,新的市场允许更大的冒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以扩张为己
任的原因。
实现我们目标的手段的特征是公正的方法、
差异化的产品线和我们归于简朴以及以
率直的方法对待他人和我们自己的努力。更美好的日常生活同样意味着抛弃地位与世
俗, 更加自由和随心所欲。我们的努力是使之在这一领域成为准则, 为了我们自己的欢乐
也同样使我们周围的人欢欣鼓舞。这是一个自由与责任的问题,我们对自己要求很多。
没有比一个好的例证更有效的方法了。
我以前说过我们对民主进程的贡献。为了更安全起见我愿意补充一点, 这样做我们
就无法在薪金的平等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了。你可能会说我们也希望从另一个角度解决
这些问题。
下面的部分描述了作为我们工作的支柱的产品线和定价哲学。另外, 我们描述了成
为我们经营思想的基石的规则和方法, 这些经营思想和方法已经并将继续使宜家成为独
一无二的公司。
1976 年 12 月 20 日
Ingvar Kamprad

1 . 产品线———我们自己
我们将以大多数人承担得起的价格提供广泛的设计精美和功能优良的家居用品。

范围
我们的雄心壮志是覆盖整个家居行业,包括室内与室外,随意摆放的和固定安装的家
具。这个范围可能也包括家居的工具和装饰品, 以及为家居领域不同程度的
“自助式安
装”提供的零件。这个范围同样受到限制以不危及整体价格形象。我们的精力永远要集
中在每个产品组合的主要产品上面。

轮廓
我们的中心永远在我们的基础范围上———“典型的宜家”的一部分。基础范围应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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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轮廓。它必须反映我们的理念, 像我们自己一样简单和率直。它必须有耐久性和
亲和力。它要表达一种更简单的、
更自然的、更自由的生活方式。它要表达图案、色彩、
欢
乐和所有年轻心灵的青春特征。
在斯堪的纳维亚,我们基本的产品线应该被认为是典型的宜家风格,而在斯堪的纳维
亚以外则是典型的瑞典风格。一项规定要求是所有物品必须适合斯堪的纳维亚市场。
在基本产品线之外可能有一些更具传统特征的有限的商品,这种传统风格是建立在
许多人的爱好的基础之上,并且能够与宜家的基本产品范围相结合。这部分产品在斯堪
的纳维亚以外应受到严格限制。

2 . 功能/ 技术质量
“用了就扔”的产品不是宜家的产品。
消费者会因他购买的商品而享用好多年, 这就是为什么功能和技术质量必须优良的
原因。但是质量自身是永无止境的, 它必须适应消费者的需要。一个工具桌的表面处理
必须比一个书架的隔板更加坚固。这会花费更多, 但是能让消费者获得使用更持久的产
品。书架的昂贵的表面处理对消费者是不利的, 因为这会抬高价格。质量永远应该满足
消费者的长远利益。我们的指导原则是
“Mobelfakta”的基本要求或其他合理的标准。

有意义的低价
大多数人的资金来源是有限的。为了服务于多数民众, 我们必须永远保持极低的价
格水平。但那必须是有一定意义的低价。我们决不应该在产品质量或功能方面做出
妥协。
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降低价格, 应该永远保持一个远离于竞争对手的价格水平,我们
应该能够在家具装修的各个领域提供最低的价格。在每个产品组合中应该有一些高价的
商品,但是这个范围不能扩大到危及整体价格形象。有意义的低价向我们所有人, 包括能
够影响我们采购价格和所有其他成本的所有成本单位, 如产品开发者、设计者、采购者、
管
理者、
仓库工作和员工,都提出了很多要求。没有低成本, 我们就无法达到目的。

3 . 利润带给我们资源
为大众创造更美好的日常生活 ! 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拥有资源———不仅
仅是在财务方面。我们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
利润是个奇妙的字眼 ! 让我们看看这个词以外的戏剧效果。政治家经常使用或是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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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个词。利润带给我们资源, 你可以用两个方法获取资源,通过利润或通过津贴。所有
政府津贴都来自于政府活动的利润或通过你和我都必须支付的税收。当我们必须创造财
政资源时让我们依靠我们自己。
积累财政资源的目的是获得长远的最好结果。你知道先决条件。我们必须有最低价
形象。同时我们必须把低价与优质结合,如果我们定价过高, 我们将无法维持低价形象;
如果我们定价过低,我们将无法获取资源。一个奇妙的问题, 它使我们以更经济的手段来
开发产品、
更经济地采购和持久节约成本。这就是我们的秘诀, 我们成功的原因。

4 . 用较少的资金达到最好的结果
一个旧的宜家理念看起来越来越有趣。我们已无数次证明通过很少的资金或极少的
资源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在宜家, 资源浪费是致命的罪过。忽略相关成本去实现目
标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花 1 000 美元去设计一张桌子对家具设计者是很容易的。但是,
只有最优秀的设计者才能花 50 美元设计出一张功能良好的桌子。对所有问题的昂贵的
解决方案经常是平庸的标志。除非我们知道花费多少, 否则我们对解决方案毫无兴趣。
没有价签的主意是永远不可能接受的。在选择方案之前, 将方案与成本结合起来考虑。
只有这样你才能评价方案。
资源的浪费是人类最致命的顽疾。许多现代建筑与其说是需求的理性的解决方案,
不如说是人类愚蠢的纪念碑。但是小规模的浪费同样是昂贵的。将你永远不再需要的文
件归档,花费时间来证明无论如何你是正确的, 将问题推迟到下一个会议上仅仅因为你不
想现在就承担责任,当你可以写信或发传真时却打长途电话。这样的事情举不胜举。
以宜家的方式利用你的资源,你就会用很少的资金得到很好的结果。

5 . 简约是美德
如果许多人必须在社会或团体里协同工作时, 就必须设立规则, 你让这些规则越复
杂, 它们就越难被遵守。复杂的规则会使人麻痹。
历史的负担、恐惧和缺少责任感是官僚主义滋生的温床。缺乏决断力导致了更多的
统计数据、
调查和会议———更多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造成复杂化并使人麻痹。
计划往往等同于繁文缛节,当然计划为你的工作建立提纲和使公司长远运行是必要
的, 但是不要忘记过度的计划可能是致命的 ! 过度的计划限制了你的行动自由, 减少了你
实际工作的时间。一个复杂的计划程序会使人麻痹。让简约和明智主宰你的计划吧。
简约是我们引以自豪的传统,简单的程序意味着更引人注目的能力,简单的行为带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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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力量。简单和谦虚成为我们之间相互关系、
我们与供应商的关系、
与顾客的关系的特
点。我们不住豪华旅馆并不仅仅是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我们不再需要任何豪华轿车、
给人印象深刻的头衔或其他地位的象征。我们依赖自己的力量和意志。

6 . 与众不同的方法
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请教专家如何在像 Almhult 这样的小村庄建立宜家这样的公司
的话,他们肯定会劝说我们不要这样做。然而家具业最大的公司之一今天恰恰就坐落在
Almhult。
我们敢于与众不同,因此我们找到了新的方法。我们拒绝接受既定模式,因此我们走
得更远。我们不仅关注重大问题,而且重视解决日常的琐碎问题。
我们的顾客开始向窗户制造商购买桌子和向做衬衫的购买坐垫的事实决非偶然,而
是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必须以传统的方式处理问题 ?”
我们对既定规则的反抗是永无止境的。但是我们必须形成和改进有目的的意志。
我们的发展必须是强有力的。既然如此, 我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有两家一模一样的
商店。我们知道刚刚开业的商店肯定会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但是在所有的商店中它仍
然是最好的。想要试验的健康的想法永远指引着我们前进。“为什么”仍然是一个重要
的词。

7 . 集中精力——— 我们成功的关键
那些分散精力的普通人都避免不了失败。就连那些有多种才能的运动员也会遇到问
题。应该在哪一方面如何集中精力呢 ?
我们只能集中我们的精力。我们不能在同一时间做多件事情。我们的产品线不能延
伸到所有的领域。我们不可能满足所有的品位。我们必须集中于我们自己的特征。我们
不可能同时在我们所有的产品中进行促销。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我们不可能同时占领所
有的市场,我们必须关注于效率,同时为了集中于重要的市场而放弃其他的市场。当我们
建立了一个市场以后, 我们就关注这个市场本身的效率。我们会解决临时的存货和日常
的工作问题。精力集中要求我们在一些重要阶段不得不放松对一些本来也很重要的系统
(例如那些本来就是重要的安全系统)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于员工的忠诚和诚实
要求特别高的原因。
集中精力,这句话本身就蕴含着力量,运用到你的日常工作中就会有很好的结果。

243

8 . 承担责任——— 一个特权
在每一个社会、
公司和阶层里都有一些人愿意自己做出决定,而不愿意躲在人后。这
些人就是那些愿意承担责任的人。这样的人越多,组织里的繁文缛节就越少。会议的僵
局和不停的争论一般都是因为那个负责的人没有决断力。有时候人们会把这些归咎于民
主或者向别人咨询的义务。
承担责任与教育、
经济和地位没有关系。那些有责任感的人随处可见。他们对于所
有的系统都是必要的。他们对于所有的项目都很重要,因为他们保证了项目的正常运行。
在宜家大家庭里我们想做到以人为本并互相支持。我们都有权利和义务,在享受自
由的同时也要承担责任。你我的主动和能力, 我们的责任感和决策能力都是有决定性意
义的。
人只有睡觉的时候才不会犯错误。犯错误是积极的人的一个特权———就是那些可
以从头再来并敢于面对失败的人。
我们的目标要求我们不断地训练自己的决策能力和责任感,并不断地与对错误的恐
惧作斗争。对错误的恐惧是官僚主义的根源和所有革命大敌。没有哪个决定是惟一正确
的。一项决定背后的动机决定了它是否正确。一个人必须被允许犯错误。一个平庸的人
是消极的并花时间来证明自己没有错。一个坚强的人是积极的、向前看的。一般是那些
有建设性的人最后获得胜利。他们总是给自己和周围人带来快乐。但是他们的胜利并不
代表着别人的失败。最辉煌的胜利是双赢。
如果有人从我们这里偷走了样品,我们不会起诉,因为诉讼是消极的。我们应对的方
式是开发一种更好的样品。
用你的特权———你的权利和义务来进行决策和承担责任。

9 . 还有许多事情等着做———辉煌的未来
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的感觉就像是安眠药起了作用。一个人如果在退休的时候
觉得自己的事情已经完成了,那他就会很快衰老下去。如果一个公司这样思考自己的目
标, 那么它就会很快停滞并失去活力。快乐不在于结果, 而在于过程。我们的辉煌未来正
是起步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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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宜家环境性敏感措施的实施
1 . 从 1992 年 8 月开始,宜家全球的目录册都印在脱氯的纸张上。这在印刷业是一个
非常重大的进步,因为宜家的目录是全球最大的印刷工作之一, 而人们原来以为没有漂白
剂, 图片的印刷质量就不可能达到这么高。同时, 宜家的目录册还包含可回收的纤维。环
保协会和绿色和平组织都赞赏宜家的目录册项目。
2 . 宜家与马克纸业公司( Marcal Paper Company)一起开发了一个项目, 使得顾客可以
把旧的宜家目录册或者其他公司的目录册送回到任何一个宜家商店。然后马克把目录册
回收为可利用的纸张。马克是最早的 100%回收纸制品的公司之一。
3 . 到 1993 年 9 月,除非没有其他替代品, 宜家已经不再开发含有聚氯乙烯 ( PVC)的
新产品。PVC 产品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绿色和平组织对这一重大进展也表示
认可。
4 . 宜家的新发明: OGLA 椅子由 100%再生塑料制成。
5 . 宜家不会有意购买来自不可再生森林的热带木材。
6 . 宜家的购物袋由 30%的用后回收塑料制成。
7 . 宜家提供一系列的没有漂白过的产品———包装纸、波状储存纸板盒和棉织品。
8 . 宜家生产很多由橡胶树木材做的家具,这些橡胶树都已经不能再产生橡胶。以前,
这些树不是被烧掉,就是被扔掉。
9 . 宜家提供一系列的小型荧光灯泡。这些灯泡比一般灯泡节约 75%的能源。
10 . 宜家目前在尝试着用可反复使用的袋子代替纸板盒递送定制的室内装饰品。
11 . 所有的宜家店铺和公司办公都使用可以回收的纸张用品。
12 . 多年以来, 宜家都把可以组装的产品平板包装,以此来节约运输和储存的空间,同
时也减少了浪费。当然,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减少了能源的消耗和排放。

附录 4 宜家的环境方针
“在宜家,我们一直努力将所有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危害减至最低, 这些危害可能是我
们的活动所致。
”
因此,我们一直努力确保产品流程, 包括原材料、生产、
分销、
使用和废弃都是环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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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一直努力确保来宜家购买商品的顾客能感受到他们在通过自己对产品的
选择来为创造更美好的环境做出贡献。我们提供给顾客关于产品特征、材料构成等的实
际信息,以便顾客获得这些信息后做出购买决定。
因此,我们一直努力确保使用那些环保的、
可再回收利用的材料。根据集团管理的评
估, 如果产品或原材料可能被淘汰或被更环保的替代品取代,它们对环境将产生破坏性
影响。
因此,我们一直努力确保发生在我们的商店、
仓库、
办公室、港口的所有内部活动都能
以一种有利于创造更美好环境的方式进行。我们的员工将获得有关环境问题的必要的教
育和信息。对环境有益的措施的建议将被积极鼓励和采纳。
因此,我们一直努力确保下列活动在我们经营范围内被积极鼓励和支持: 研究对环
境有益的产品、
原材料和生产过程。
此外,我们一直履行我们的基本原则, 也就是维持产品真正的价格优势, 从我们客户
的角度看就是可以与我们的竞争对手相比较的,并且是在每种功能上提供最好的产品。
每一个经理都要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负责上述方针的计划和实施。
(1991 年经董事会批准的环境方针,资料来源: 宜家与环境培训者文档)

附录 5 宜家开始为大众创造更美好的日常生活
现在和将来
宜家位于瑞典的 Smaland,那里的人们生活简朴,“不浪费, 不奢求”是其生活方式。我
经常在想这一点与宜家的环保工作之间的关系,以及宜家最初的理念与它在保护环境方
面的努力之间的关系。
宜家已经制定出为大众创造更美好的日常生活的宗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对于它我有很深的个人感情。这一宗旨用来解释宜家和它的环保的时候同样重要。我问
自己: 现在和将来,“为大众创造更美好的日常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 ?

我们的公司是一个具有重大责任的大公司
我的工作要求我经常出差。不管到哪里, 我对那里的环保都很感兴趣,并且发现人们
对宜家的期望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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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环境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我经常谈到
“kretslopp”(瑞典的一个词,意思是从自然界
取得的资源可以反复使用或被返回到大自然) , 以及宜家人如何以一种新方式在重新认识
生产和消费。我们想为创造一个建立在自然循环基础上的社会而做出努力。在这样的社
会中,所有的资源可以回收再利用, 无论是被人或是被自然界。
在宜家,仅仅增加亚麻纺织品、
棉纱和未经处理的松木家具的使用不是解决问题的办
法。我们不想欺骗你, 宜家的顾客, 或者我们自己, 说我们已经用这个方法解决了环保问
题。相反,我们在想办法满足自然自身循环的要求。我们正在从宜家内部开始这项工作。

宜家的每个员工都在接受培训来思考资源的回收和保护问题
这种新的思考带来新的改善了的环保途径。我必须承认我对每一个细小的提高都感
到非常高兴。例如,我们的墙纸、
家庭纺织品和家具中的 PVC( 聚氯乙烯)已经用其他材料
替代。我们已经解决了家具中使用的泡沫材料的 CFC 问题。我们已经尽力去除产品中的
甲醛成分。
当涉及热带木料的时候,宜家只使用人工林的木材。你可能发现我们的某些家具是
用橡胶树做的,你可能会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 理由很简单: 这种树是人工种植的, 而且我
们只用那些已经不再产橡胶的橡胶树。

我们的目录册是完全不含氯的
我们的目录册全都印刷在脱氯(TCF)的纸张上。纸张中可以回收的成分已经达到了
10%～20%。
你也可以想办法使你的目录册在用完后进入回收系统,从而对环境作出贡献。

宜家的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已越来越普遍。人们把玻璃、
电池、纸张、有机物等分开回收。宜家也在全
球的所有店铺实行了垃圾分类。这可以使我们减少垃圾和提高物品回收的数量。

我们的环保工作才刚刚开始
有更多的环保工作在等着我们去做。但是我们会试着用一种应有的方式去处理问
题。简单地说: 我们想做正确的事情,并且从一开始就正确地去做。我相信努力工作和改
变现状的决心是对我们后代负责的惟一方法。许多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已做了父母亲,
我自己也已身为人父。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的后代以及后代的后代将不得不接受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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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年所做的决定而产生的结果。
在我看来,节约资源不仅仅是宜家的理念。
这个问题远胜于此。
宜家首席执行官 Anders Moberg

附录 6 对宜家印刷材料供应商的环境要求
如果没有进一步的通知和其他特殊许可, 该合同下所供应的纸张应遵循下列环境
规格:
1 . TCF 纸浆
用于生产纸张的纸浆漂白时不使用氯作为漂白剂。如果在纸浆脱污过程中不使用
氯, 使用后的再循环纸浆则为 TCF 纸浆。
2 . 原生纤维———原始森林
生产纸张的原生纤维不应来自濒危森林, 即原始森林。
3 . 光学增白剂
生产纸张不能使用光学增白剂。
4 . 再生纤维含量
纸张生产必须含有至少 10%经再循环处理废纸而成的再生纤维。
这些是我们对目录册纸张的要求,这是我们所了解的。
至于印刷,我们回顾情况后认为废纸是最重要的方面。当今西方世界都棘手于垃圾
和废弃物。因此在评估印刷商时必须优先考虑其再循环能力。在大多数脱墨设施中墨、
胶水和绾带必须是可脱墨的。
5 . 我们不放弃甲苯墨和热溶胶
这些是最容易脱墨的。水墨不能被成功地脱墨( 会产生劣质的印刷效果 ) ,而且水胶
易于在机器中淤积。我们还是积极参与水墨测试来扩展我们的知识和技能以应对未来它
们变得日益广泛的用途。
6 . 甲苯和其他环境因素
印刷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释放一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甲苯看起来是其中的主要
问题。在 1994 年间我们与欧洲印刷商一起测试并积极参与欧洲凹版印刷协会 (ERA)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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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确立了减少残余甲苯的标准。我们与一些印刷商一起将分发给分销商的目录册的残
余甲苯从 900PPM 降到了 400PPM 以下。除此之外,我们在选择新的印刷商前将评估其内
部环境状况作为一个主要考虑因素,我们坚信我们的印刷商是世界上最好的。
7 . 印刷厂和清样中使用的化学制品
几种有害的化学物质, 其中一些包含重金属(以可控的形式 )在印刷界中使用。我们
对解决这些问题的贡献就是不使用胶片工作 (数字化的) , 由此避免了对化学制品的使用。
对于凹版印刷机,我们对除一台以外的所有印刷机成功地进行了数字化 (100% 在美国 )。
在印刷领域我们现在引导着世界对这种机型的购买。
8 . UV 绾带
我们已基本上禁止使用这种高光泽度的绾带,因为它会在印刷厂和脱墨过程中产生
不利影响。如果印刷机有能力处理和控制这些不利因素,我们准备做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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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Wendy Stockley, Honda 在俄亥俄州的两个汽车制造厂的环境经理, 将接受来自日本
Honda 总部的高级环境官员 Suzuki 先生的来访。 Honda 公司最近对新的 ISO14000 环境
管理体系标准的认证很感兴趣。Suzuki 要求 Stockley 根据 ISO 标准评价俄亥俄工厂的环
境状况。特别让他感兴趣的是, 作为 Honda 高质量制造运作基石的精益制造实践,能否改
善环境绩效, 或者只是一种阻碍。
Suzuki 认为, ISO14000 将是消费者、政府和当地团体评价制造厂的标杆。如果他的判
断正确的话, 那么了解 Honda 的生产系统和这些标准是否相一致,对公司的许多决策都十
分关键。
尽管美国其他汽车公司的制造厂都根据联邦和州法规明确地制定了环境方针, 但是
Honda 试图制定出与其精益生产理念相一致的环境方针。这些方针将比传统的做法更为
灵活,并将着眼于效率这一最终目标,而不仅仅是遵守政府的法规。Stockley 希望找到与
ISO14000 标准更相适应的 Honda 方法。
为了满足 Suzuki 的要求, Stockley 收集了位于俄亥俄州的 East Liberty 和 Marysville
的两个工厂的环境管理和绩效的资料,并从她的助手那里获得了工厂的总生产量、质量状
况和环境规则等方面的资料,最后, 她雇用了一位咨询顾问, 比较美国 Honda 和其主要竞
争对手 Toyota 的环境策略。

背景情况
Honda 发动机公司由 Soichiro Honda 成立于 1948 年,以在日本摩托车行业进行竞争。
1962 年, Honda 生产了它的第一辆汽车。1995 年, Honda 集团制造、销售和修理摩托车、
汽
车和其他动力产品,汽车业务占其销售额 78% 的业务,摩托车占 14%。1995 年, Honda 的

＊ 本案例由马萨诸塞州技术研究院与 JSI 研究培训所的 James Maxwell 博士和 Forrest Briscoe, 英特尔的 Brian
Schenk, MI T 的 Sandra Rothenberg 共同编写完 成, 仅用于课 堂讨论而 不是用于 说明管理 战略的有 效与否。版 权所
有——— 世界资源研究所 ,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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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销售额大约为 400 亿美元, 在世界各地的员工数达到 92 000 人。
作为最早在美国建厂的日本汽车制造商, Honda 于 1979 年就开始在美国俄亥俄州的
Marysville 生产摩托车。1983 年 Honda 扩展了其在 Marysville 的工厂,生产 Accord 汽车。
这样做的原因是 Honda 的
“本土化”政策,其中包括产品、效益、生产和管理 4 个方面。作
为本土化政策的一部分, Honda 试图在它的主要消费者市场上进行生产活动。随着公
司进军美国市场的加快, Anna 发动机厂在 1985 年开始生产汽车和摩托车发动机, 并于
1989 年在俄亥俄州的 East Liberty 开设了第二家汽车装配厂(这 两个 厂总 称为 Honda of
America,或 HAM)。 Honda 的这两家工厂在所有在美国开设分厂的公司中, 产量是最
大的。
Honda 在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 Toyota 汽车制造公司 (Toyota Motor Manufactuniy,
TMM)。与 Honda 相比, Toyota 在 1995 年的净销售额超过了 1 200 亿美元, 雇员超过
97 000 人。TMM 与通用汽车公司在加利福尼亚成功地合资生产汽车,4 年后又在印第安
纳开设卡车装配厂,1988 年在肯塔基州 Georgetown 的新工厂内开始生产 Camry 汽车。

HAM 的精益生产
“柔性”或者
“精益”生产是一个描述日本汽车制造系统的概念, 这一系统会给大批量
生产的制造厂带来高质量和高效率。精益生产的基石是不断努力地改进质量。对 Honda
和 Toyota 来说,质量是他们在世界范围内运作的首要原则。
如名所示,精益生产的特点是生产的精益性。之所以这么命名在于它对效率的关注。
在 JIT(Just－in－time)基础上的运作是由较低的库存、
相对较小的生产批量和最小的缓冲组
成。这样,该系统能对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做出及时的反馈,通过跟踪和分析生产数据 (这
一任务常常由生产人员执行) ,进行不断的改善, 以减少浪费。
JIT 制造只是精益生产的一个方面, 除了通过最小化缓冲提供更为灵活的制造系统
外, 精益生产还包括扩展人员能力的工作系统。精益制造系统的特征是多任务工人、
多任
务团队及紧密的供应商关系,精益生产中的人力资源政策奖励创新性的问题解决方案以
及高水平的组织贡献。
HAM 的运作依赖于 Honda 日本母公司的精益生产理念和工作系统。Honda 的管理
理念向美国的转移,受到了其本地化政策的影响,因为 Honda 正试图将自己公司的文化与
当地文化结合起来。在美国和日本管理人员的帮助下, HAM 开发了一套独特的管理理
念并使这种结合成为现实。尽管在某些方面已“美国化”, 但 Honda 的许多管理实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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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 仍完整保持。使用公司制服、
公用的餐厅和停车场,以及 Honda 的专业培训等, 培育
了 HAM 文化。另外, HAM 有选择地招聘, 保证了员工能适应其管理理念。这些人力资
源政策与灵活的技术和 JIT 供应商的关系等共同作用, 在美国创造了高效率的运作。

ISO14000
Stockley 担心 Honda 总部所津津乐道的新 ISO14000 标准会成为其在美生产厂的一
种负担。据调查,这一标准在实施过程中好像具有灵活性,然而忧虑仍然存在。
ISO14000 标准是指导环境管理体系的一系列的自愿性标准, 由日内瓦的国际标准化
组织(ISO)发起,在目前被广泛采用的 ISO9000 标准上建立的。ISO14000 系列标准并不具
体针对哪一个行业,而是可以广泛应用于生产或服务领域。
ISO14000 更多的着眼于控制运营过程的环境管理结构,而不仅仅是过程本身。这就
使它在很多方面具有了灵活性。这一标准要求企业能参与到环境管理的活动中来, 比如
环境审计、
员工培训、
绩效评价和生命周期评估。
对于 Honda 和大多数其他公司来说, ISO14001 标准是 ISO14000 系列的关键。它为实
施环境管理标准提供了一个框架,在组织内增强了环境活动的一致性和积极性以及促进
了员工对于环境管理的参与度。它要求企业开展工厂范围内的有关环境问题和公司环境
方针上的培训。此外, 所有的员工, 从基层到高层都必须承担相应的环境角色。公司必须
依据 ISO14001 标准进行内审和外审。

环境方针和管理
为了对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有关环境问题的政治上的日益关注作出反应, Honda 加
强了其全球范围内的环保参与。1992 年 Honda 采纳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规
定了每一个 Honda 分公司都将努力地评估其活动的环境影响,在其产品设计中,减少对资
源和能源的使用,对资源循环并有效利用; 提高雇员和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 其中包括认
同像《21 世纪议程》这样的章程中的一些普遍接受的准则。根据公司文化, Honda 强调每
一个相关者(生产工人)在环境活动的设计和实施中的责任。
为了实施这些环境方针, Honda 依赖于公司总裁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号召,指导在工厂
一级形成特定和具体的目标。过去几年, 这些号召已逐步集中到环境问题。公司的文件
和海报中经常强调这一方面,以激励工人朝向共同的环境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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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da 的环境问题和解决方法
由于环境管制和公众压力,汽车制造商必须检查和改善环境绩效。汽车装配厂向大
气、水体和土壤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且要耗费大量能源。
汽车厂油漆车间排出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s) 是最严重的污染物,它会形成城市
烟雾,且具有潜在的毒性。VOCs 是在使用油漆及用溶剂清洗零部件时排放出来的。1996
年 Honda 从 Marysville 工厂排放了大约 120 万磅有毒大气污染物, 其中大部分来自油漆
车间。
汽车厂排放 VOCs 的水平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比如油漆成分 (溶剂的含量高还是
低)、
使用技术、
转移效率及 VOCs 处理技术。油漆是靠油漆枪来喷射的,而油漆枪常常需
要用溶剂来清洗,然后烘干, 这样就会排放出 VOCs。大部分排出物会在排气孔被捕获并
焚化,但有一些会泄漏到空气中。用剩的油漆被捣成浆状, 但仍有部分会随着废水排出。
这样一来,3 种媒介(水,空气,土地)都被油漆污染了。
总的来说, Honda 及其他的分公司对日本的环境管制方式更熟悉。尽管日本的环境
规则也管制大气、
水体和土壤污染, 但这些规则更灵活, 更多地是基于合作, 而不像美国的
“命令和控制”方式。实际上, 自愿协定应该与正式法律同样重要。例如“Keidanren 全球环
境章程”自 1991 年以来就一直指导着环境方面的经营管理。这一章程很像 Honda 的环境
章程,强调跨组织边界与等级的合作的、
多部门的环境方法。

精益制造如何对环境作出贡献
Honda 将环境管理方法与其精益生产的制造策略和运营理念结合起来, 这样它就有
别于那些将环境问题看作是管制问题, 运用法律手段和事后处理技术的美国企业。相对
于美国企业, 日本企业建立起与生产问题结合的环境计划。他们不设立只关注政府管制
而游离于核心生产活动之外的环境专员, 例如 EPA 的代表是从各部门选派任命的而不是
集中设立一个独立的部门。
精益制造工厂致力于废弃物减量的理念,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标。尽管无法与他们
日本同行的效率水平相比,这种作用在 HAM 也是相当明显的, 废弃物最少化激励了许多
环境活动。例如,油漆车间的废弃物减量,使 VOCs 大为减少。事后处理方法被看作是对
资源的浪费, 只有迫不得已才采用。 HAM 的一位油漆车间经理解释道:“事后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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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了我的许多时间和精力,而对生产能力几乎没有作用,我只想摆脱它们。
”

Honda 的人力资源政策和环境
精益生产系统不是将生产工人看作仅仅是生产系统的延伸,而是更强调每个工人的
生产能力。详细的员工选聘标准,通过培训和工作轮换开发员工的能力,质量小组和建议
系统等创造力引导,这些都增加了员工之间的相互尊重,激励他们不断改进。这些人力资
源政策在环境方面的好处也是显然的。
Honda 人力资源政策的第一个步骤是员工选拔过程, 即挑选适合公司文化的员工。
第二个步骤是员工开发,包括对于问题解决技巧的培训。在技巧方面, HAM 培养工人解
决问题的大量技巧,如因果关系图(鱼骨图)、Pareto 图、PD CA( Plan －Do －Check －Act )战略,
以及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监测小组进步的对策。在 HAM,这些解决问题的技巧经常用于
环境策略。
员工培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交叉培训和工作轮换, 开发员工的多种工作技能。
在 Honda,由于雇员很少依赖专家而拥有较宽泛的责任,这一过程尤为深刻。环境、
健康和
安全部(EHSD)的员工将这种方法应用于管理,确保所有的部门在 EHSD 接受交叉培训。
一位 EHSD 员工评论道:“我们的观点是看重长期利益, 因此这种交叉培训的投入能确保
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多种技巧会有助于我们解决所面临的环境挑战。
”
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的第三个方面是运用一种机制, 使员工有机会可以实践他们所学
到的技巧和其他的技能。质量小组(quality circle)这个研究各种问题和提出解决办法的团
体大大改善了工厂的环境绩效。
Honda 的问题解决小组, 称为 NH 小组( NHCircle)( NH 表示
“ now Honda, new Hon－
da, next Honda”) ,由 5～10 个成员自愿组成,以解决各种问题。他们利用自由的、
无等级限
制的头脑风暴法来讨论各种问题。
“废弃物减量者”就是这样一个 NH 小组, 他们培训车
间工人如何做好油漆间清洁工作, 设计新的设备以防止员工直接将清洗溶剂倒入水中。
由于这些对策,加之更好的清洗技术,二甲苯(xylene)的回收增加到 95% ,其用量也相应减
少了。另一个 NH 小组从 1988 年开始从事回收硬纸板的项目。
建议系统为雇员参与问题解决提供了另一个机会。HAM 为每个员工的建议得以考
虑提供了一个标准程序,大约 90%的建议会被采纳。这些建议系统是两个工厂环境改善
的重要想法来源。
Honda 还以奖金或其他形式来鼓励员工的这些活动, 让员工感到受重视,并与公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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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分享他们想法的效益。奖励是要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与环境有关的问题解决中来。
HAM 为最好的环境健康和安全建议提供了特殊的奖励。获奖者受到特殊的认可和更多
的终生参与点———“NH 点”,根据这个点数,以后可以获得红利和同伴的认可。这样就可
以鼓励员工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并积极地寻找改善的办法。

信息系统
对于环境问题的识别和解决来说, 获得准确的信息是关键。精益生产包含了一个监
测系统,快速地跟踪每一个缺陷,一旦发现, 能确定其最终原因。为了对所有工人, 包括生
产工人传播关键信息, 精益生产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记录和传递关键变化。这种记录和
传递也能用来达到环境目标。
HAM 记录和图示了大量环境绩效测量值,如各种运作中所使用的能量和材料,以促
进持续改进的目标。每个工厂的设备小组向其经理提供能量和水的使用信息。而这些信
息的具体程度依赖于各个工人的计量能力。
图示信息成为部门每季或每月评价工厂管理的一部分。任何超过或低于预定使用量
的情形,工厂都必须在评价时作出解释,以了解部门的生产工艺。同样的方法也应用于固
体废弃物管理和回收。这些信息传递到每个部门, 让所有成员监控并采取行动。

环境管制、
公共团体和自愿标准
HAM 积极与政府及公共团体在地区和国家水平上发展友好关系。早在 90 年代初,
联邦政府提示 HAM 经理制定更为前瞻性的环境制造策略。国家环境组织, 包括国家资
源管理委员会和绿色和平组织, 都对 Honda 产生了兴趣。
HAM 环境领导以其独特的
“Honda”方式强调其环境绩效, 在与日本的总公司讨论了
它的策略后, HAM 的管理层采取了一种强调效率、灵活性和创造性, 追求从根本上解决
HAM 环境问题的方法。这个过程受到了 1992 年的《里约宣言》的引导。具体实施步骤包
括: 参与由 EPA 发起的自愿环境计划,利用精益生产组成新的环境成员职能,采取积极的
办法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并达到法规要求的最低值以下。
HAM 首批参与了由 EPA 发起的、
最初被称为 33/ 50
“工业有毒物项目”的自愿减少排
放物项目。在这一项目中, Honda 同意到 1994 年减少 25%的有毒物排放量, 到 1995 年减
少 50%。 Honda 通过对新技术的大量投资,减少了 2/ 3 的大气排放物(以每单位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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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技术包括减少消耗臭氧层的排放物及引进全新的油漆工艺。

Honda 的竞争对手
汽车行业公司历来对其竞争对手的活动特别关心。Honda 的主要竞争对手 Toyota
也以精益原则为基础进行运作。两个公司对环境的关注是有区别的,Stockley 雇用了一个
咨询公司研究此事。咨询公司发现,两个公司对环境管理的差异似乎反映了总体组织结
构上的差异。
一个最主要的区别是海外分公司和母公司的关系上的区别。正如前面所讨论的,
Honda 的本地化政策是鼓励开发当地的能力。为了设定环境目标, 指导环境活动, 有大量
的委员会在企业和工厂水平上运作。HAM 的环境委员会是典型的以项目为导向,如 CFC
减量委员会, 解决的是分公司而不是总公司水平上的问题。这种结构导致了与公司总部
和决策者的非正式联系,与制造有关的大部分环境决策都授权给 HAM 的经理。HAM 也
与新近建立的美国研发部门及当地供应商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以增强当地的决策能力。
与此相对, Toyota 为确保所有生产工厂的一致,具有更结构化和集中化的管理结构。
大部分的生产技术研究人员都集中在日本, 绝大多数影响生产参数的技术决策都必须送
到那里获得批准,这种方式极大地限制了 Toyota 工厂经理的自主性。
同样, Toyota 的环境管理组织结构也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方式。Toyota 的环境委员会
是总公司水平上的组织,在总裁的年度报告中勾勒出总体目标。为了更具体地解决环境
问题,该委员会分解为车辆和设备委员会,由此形成解决具体问题的更小的委员会。在日
本的设备委员会监督一个有关生产工程的委员会, 该委员会为日本和美国的生产设备制
订目标和主题。为鼓励有效地沟通和监督美国的环境问题, Toyota 在美国设置了一个日
本的环境协调员以协调其美国经营。这使得 TMM 可以讨论发生在日本的环境问题。
Honda 和 Toyota 的这些区别也反映到工厂水平上。例如, HAM 没有很多的环境专
员, 总公司层面上的环境健康和安全组织(EHS)位于 Marysville,为 Marysville 和 East Lib－
erty 负责日常环境事务的 EHS 管理人员提供支持。在分公司和总公司的人员都负责与资
源有关的问题(水和能量)。
TMM 的方法明显不同。环境人员由 22 个全职雇员组成,处理所有的设备管理、
环境
质量试验室及环境事务。因此, Toyota 更依赖环境专家和管理者。在每一个生产车间,至
少有一个废弃物最小化协调员, 负责实施某种思想,并在整个工厂内宣传。这些协调员每
月和环境废弃物最小化专家讨论一次。这种正规的控制, 尽管限制了生产工人提建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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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却让产品和工艺保持一致。

面临的挑战
Stockley 想向她的日本同事深刻地描述 Honda 植根于精益生产环境管理的活动现
状, 在未来将会完美无比。她相信, 这一分析的中心要素包括俄亥俄的工厂如何获得
ISO14000 认证,为此现有的组织结构将要承担的重任。
Stockley 也想对未来进行前瞻性分析。正如在第一轮与一流企业的对比分析中所显
示的,她认为 Honda 已成为环境绩效方面的领导者。她希望把 Honda 的状况与其主要竞
争对手 Toyota 以及其他领先制造商进行比较。
而且, Honda 的方法还会具有一些长远的全球性影响。她认为, 这是因为 Honda 能够
灵活地满足各地的环境要求以及相关利益团体的要求,并能保持全球经营的一致性。
当 Stockley 整理她的思路时,她想起了最后一点: 尽管她自己坚信环境管理对 Honda
未来的重要性, Suzuki 也相信这点,但她必须以她所提议的变化能够带来的经营效率与利
润方面的利益来说服高层管理人员。

简要分析
本案例主题是精益生产与环境管理,讨论汽车公司在平衡生产效率、
提高质量目标与
优良环境目标时,在战略、组织和运营上的决策。案例取材于美国 Honda 在俄亥俄州的
East Liberty 和 Marysville 的两个制造工厂的真实经历。整个案例围绕着对这两个厂的战
略目标、
管理模式、
人力资源、信息系统及环境政策等的分析, 并与其竞争对手 Toyota 公司
进行比较而展开。
1 . 教学目的
本案例可以讨论在考虑战略决策和组织设计时,如何平衡公司内部因素(比如精益生
产战略)和外部环境(比如环境法规制定方的压力 )的问题。在做这些权衡时管理决策是
很复杂的,常常很难进行量化分析而又包含了很多不确定性。通过此案例也可以培养学
员处理复杂、非定量,又包含不确定性问题的综合能力。
2 . 讨论要点
(1) 美国 Honda 的环境管理问题是什么 ? 在环境管理上所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
(2) 精益生产与环境问题。精益生产强调减少浪费, 环境中的精益指的是什么 ?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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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否足以满足社会和公司的所有环境目标呢 ? 精益生产如何影响物种和生态系统保
护的 ?
(3) 尽管企业在精益理念下努力实现零缺陷,但他们能否采纳零排放的环境目标呢 ?
(4) 如果你认为环境问题必须与生产目标相协调,那么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出权衡 ?
(5) ISO14000 的本质和特点。
(6) 公司的管理模式、
管理方法等与环境目标之间的关系如何 ?
(7) HAM 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来平衡精益生产和美国环境法规的限制 ? 那么时间
如何影响你的答案 ? 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的外部环境会发生变化, 这个可能影响一种方
法的有效性。
(8) 环境组织问题。如果美国的环境法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么你对以上问题的回
答会有怎样的不同 ? 比如, EPA 正在考虑修改工业环境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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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达公司
TQEM 在柯达园公用事业分部中的推行

＊

“我们的使命是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公司, 并成为保护环境质量, 维护员工、
客户、
经营空
间健康安全的领头人。
”
R .Hays Bell
副总裁, HS&E 负责人
HS&E 年报,1994

引言
1993 年中期,位于纽约州罗切斯特的柯达园 ( Kodak Park)的公用事业分部主动发起
了一项长期的以预防为主的环境管理战略。这个部门是柯达公司在美国最大的制造基
地, 主要提供蒸汽机、
电力、
制冷、空气压缩、焚化和给排水、污水处理处置服务。柯达园的
地区服务项目经理 Jeffery Matthews 说:“如果这个事业分部由于某些法规上的问题而不
能正常运作, 那么整个公司的工业设备运营就要停止。
”
在参考了众多的环境管理系统后, 最终选定了由大湖产业委员会 (Council of Great
Lakes Industries)所提供的全面质量环境管理 (TQEM) 矩阵系统。公用事业分部的经理
Peter Loberg 指出:“这个系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定位于文件化的方法, 规范我们的环境管
理进程。
”公用事业分部中负责健康、安全和环境 ( HS&E) 的 Robert Gomperts 分管此项计
划的前期执行。
到 1995 年后期,在此项战略执行的近两年时间中,每年 HS &E 有 12%的人员参与其
中。尽管成本的减少并不明显, 但这种向事前预防措施的转变将使 HS&E 年度的人工成
本到 1998 年下降 25% ,到 2000 年下降 40% ,达到一个较高的人员投资的收益。Loberg 和
Gomperts 准备与 Matthews 讨论在 ISO14000 认证条件下, 柯达园将来在环境管理方面所

＊ 本案例由 Ca rnegie Mellon 大学的 Lester B . Lave, Noelette Conway－Schempf 和 Arpad Horvath 共同编写完成, 仅
用于课堂讨论而不是用于说明管理战略的有效与否。版权所有——— 世界资源研究所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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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的一些工作,并思考在其他部门推广 TQEM 的可能性。TQEM 确实能满足公用事业
分部的要求吗 ? 这个系统对柯达园其他部门是否同样适用 ? 系统是否符合 ISO14000 的
规定 ?

Eastman Kodak 公司
背景情况
该公司是研发、
制造、营销传统及现代电子影像技术的世界一流公司,成立于 1882 年,
创始人 George Eastman 是摄影术的有功之臣。今天,柯达色彩和品牌是被世界最广泛认
同的品牌之一,在美国也是最受消费者欢迎的第五大品牌。
然而近年由于连续的利润下滑, 公司于 1993 年聘请了原摩托罗拉公司的乔治·费舍
(George M .C .Fisher)作为新的 CEO。费舍在任期内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 降低成本、
迅速
决策以及向积极的商业战略的转变。作为一名不拘一格的职业经理人, 他改变了公司僵
化的等级制的组织结构,将决策权下放至各直线经理, 这一管理上的举措也导致各项活动
更为集中,使公司在 1994—1995 年度全球范围内总共裁员 9 000 人, 接近全体员工数的
10% ,同时也使公司在 1995 年获得了 12．52 亿美元的净收入。

环境举措
柯达公司向 来注重 HS&E, 于 1936 年 创建工业 药剂实 验室, 表 示公司 正式实施
HS&E。截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 公司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 HS &E 政策与业绩标准,以及
公司内部的评价体系。除此之外, 公司还将 HS&E 列入到整体的战略规划过程中,于 1989
年成立了由高层管理人员组成的 HS&E 管理委员会,为 HS &E 的一系列活动提供直接的
指导,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调整实施绩效。到 90 年代, HS&E 的准则已经包括了绩效的
追踪和一些事前的预防措施。在柯达的远景陈述中也将 HS&E 的实施纳入其中, 费舍还
采纳了一个 HS&E 战略框架和全球实施规划。
柯达在 HS&E 方面的努力 50 年来有目共睹,例如, 40 年代公司因生产低可燃性的电
影胶片受到电影艺术学院的嘉奖,公司还经常获得各种环保奖励 (如 1994 年的 CLIO 奖)。
柯达首创了对一次性相机的回收系统,胶卷用可回收的纸板盒包装, 另外胶卷及其套筒都
是可回收的。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禁用氟氯烃之前已经率先在公司内停止了使用, 并在自
愿达到 33/ 50 的排放物削减标准方面, 得到了美国环保署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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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达园的环境问题和反响
环境问题
在美国, 柯达的大部分工业都位于纽约州的罗切斯特柯达园区, 其产量占公司全球产
量的 50% ,有 18 000 名员工,是密西西比地区最大的美国制造基地。
柯达园区考虑的主要的环境问题包括:
(1) 法规和排放许可的要求和复杂程度越来越高: 柯达园受到多种环保条例的约束,
如《有毒物质控制法案》( TSCA)、
《资源保护及再生法案》(RCRA)、
《空气净化法案和综合环
保反应》、
《赔偿和责任法案》(CERCLA)等,纽约州立的环保部门是通过联邦环境法规授权
管理柯达园的主要机构,它定期对园区实行检查。
(2) 关于有毒排放物的标准:柯达园的制造基地有 200 幢主要工业设施, 这些工业设
施几乎排放了柯达公司的所有的有毒化学物质。
(3) 对于规章、政府及周边反应的关注: 依据一项高度公开的地下水污染事故评价,
1998 年一条地下管道破裂泄漏了 25 000 加仑的有机溶剂, 加之另一些事故,使得柯达园的
环保行动受到当地越来越多的注视。在 1994 年与环保署达成的协议中,作为对 1990 年以
前违规行为的补偿, Eastman Kodak 公司承诺付出 500 万美元的罚金实施环保计划, 并全
面升级改造柯达园的工业下水道系统。
(4) 工业设施上庞大的环境开支: 1995 年美国柯达用于污染防治、环境管理、废料管
理方面的开支总计 1．06 亿美 元, 主要用于 柯达园, 而公用 事业分部 的开支 占其中的
40%～50%。

柯达园的环保反应
公众及公司内部对排放物及废料的关注给柯达园提出了比达标更苛刻的要求。由于
公司周边是大片的居民区,所以公司的环保举措更加强调当地社区的积极参与。例如,将
HS&E 的最新资料分发到距生产地最近的 13 000 个家庭和商家( 其中 20% 是柯达园的员
工)。从 1990 年以来,公司采取了各种措施,其中包括每月与居民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举行
一次会议,印发各种宣传资料, 明确公司的废料及水质管理的措施, 建立一个居民环保交
流中心。
到 1995 年后期,柯达园分部包括法规和工程支持小组, 已经有 100 人为公司的环境管
理提供了各种服务。总的来说, HS&E 的责任已被分散到各个部门与 HS&E 工作人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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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从 1990 年以来公司在环保工作中直线人员的参与已经有了显著的增加。
最近柯达园在 HS &E 方面的工作主要包括: 减少排放物, 承诺改造升级工业下水道
系统和其他一些环境改造项目, 环境管理控制系统的记录成文以及继续保持达标和积极
采取预防措施。
1995 年,由于柯达园在防止污染、
减少废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受到了纽约州政府的嘉
奖。柯达园还由于其立足于社区的环保交流项目受到其他奖励。

环境管理系统
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公司推行了一系列的 HS &E 计划,设计了资源手册用于
为解释 HS&E 的条款提供指导;制定了一个环境审核计划。一项对于此审核计划的独立
评估表明,在某些领域这项计划甚至超过了外部审核所预料的结果。公司于 1977 年实行
了一项详细的能源管理计划,但是这项计划直到 1993 年才在各个地区开始执行。在 90 年
代执行的其他计划还包括一项污染防治和废料最少化的计划, 一系列减少废料和污染的
目标和战略。在实施减少废料的计划中还运用了多媒体技术, 公司和园区特有的一些项
目也应用到了 HS&E 中,其中包括 KP4 计划(完美的生产过程造就完美的产品)与周期性
的削减计划。此外公司还将 HS&E 计划纳入柯达园的一个为期 5 年的战略规划, 作为首
要的考虑因素。
设备上的巨大开支,对于达标的要求和积极的环保措施,都表明实施严格的环境管理
系统对于公司的正常运营和长期利润的维持是至关重要的。于是公司在 1993 年评估了两
个候选的 EMS: 全球环境管理倡议发起的自我评估计划和大湖产业委员会提供的 TQEM
矩阵系统。这两个系统都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 评价这两个系统的主要标准是看它
们是否满足达标的要求以及所要耗费的成本和预期的收益 (如顾客及股东的满意度提高、
环境负债的减少)。
最后选定 TQEM 来评价园区各个部门的管理系统, 而公用事业分部更进一步在其 6
个部门中主动推行 TQEM 矩阵。

公用事业分部
柯达园的大部分废料都由公用事业分部就地及时处理, 这样做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了
异地间处理的废料数量,从而更有利于对废料的集中管理,分部由 Peter Loberg 分管,废料
处理过程中的供应过程对于整个公司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
公用事业分部有 6 个分支机构 (蒸汽机/ 电力、制冷/ 供水、化学废料、水质管理、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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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及地下水水质控制) ,总计员工约 420 人。直到 80 年代晚期, 分部的主要工作重点仍放
在维护和技术等实际操作上。HS&E 职能在园区内部是集中进行的。到 90 年代初,每个
分部都有了 HS &E 人员。公用事业分部的 HS&E 项目由 Robert Gomperts 负责管理。除
了负责整个分部的 HS&E 部门外,每个分支机构中均有适当的人员担任环境或 HS&E 协
调员。
运抵公用事业分部的废料依据生产这些废料的车间或单位分类并编码,对于废水的
处理同样要追根溯源, 公用事业分部依照所处理的废料数量向各个生产部门收取费用,而
这些费用再重新被分摊到产品和特定的生产过程中。虽说制造单位的废料削减可以减少
废料的处理成本,但由于固定成本在产品中的分摊使得成本的减少并不呈线性变化。公
用事业分部成本的增加转化为向各部门收费的增加, 减少公用事业分部的环境成本也会
减少收费。除了挖掘减少成本的潜力外, 公用事业分部无法控制所需处理的废弃物产量。
作为一项社区服务,公用事业分部还帮助焚烧少量的特殊废料,如帮助罗切斯特警署
焚烧没收的非法武器和毒品。

环境管理系统(EMS)
概述
EMS 系统应该确保在全公司范围内引起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并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
监督评估活动。成功的推行此系统应该提高公司对环境事故和风险的防范能力, 从而降
低各项环保成本和负债,改善企业的履法状况。
1993 年,在柯达园评估现有的 EMS 系统时, 欧美的其他公司正开始使用一系列的环
境管理纲领和系统。不仅如此, 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在为各类组织设立国际环境管理标准
ISO14000,也将 EMS 的使用纳入其中。这样,选择的 EMS 系统也必须满足 ISO14000 认证
标准。
柯达园所选中的 TQEM 是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的标准建立的,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是
由 W . Edwards Deming 和 Joseph Duran 于 50 年代初提出,由日本的公司在 70 年代率先
引入环境管理中,而 TQEM 在美国公司中的推广则是最近的事情。柯达园中的 TQEM 是
全面质量管理的自然延伸,基本要素包括:
高水准的管理投入;
强调以顾客和股东为中心,注重团队合作;
管理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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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不断的改进;
充分的信息支持决策;
预防措施。

大湖产业委员会的 TQEM 矩阵系统
新创立的这种 TQEM 旨在为各地区的环境管理工作提供一个量化的工具,矩阵系统
模仿全面质量管理的评估范畴和标准,是一种为自我评估而设计的工具,公司运用这个矩
阵系统来判定环境管理工作的不足,制定可用于长期追踪的量化积分,同时根据其他的公
司和单位进行标杆管理。
附录 3 中的 TQEM 矩阵系统分为 7 个大类:
领导: 高层管理人员的参与;
信息和分析: 有效收集和分析信息,指导并推进环境工作;
战略规划: 将顾客及股东们对环境的要求融于公司的整体商业战略规划中;
人力资源: 在 TQEM 工作中成功有效地运用人力资源;
环境业绩的质量保证: 确保各单位 TQEM 的有效性, 其中包括持续改进和预防
措施;
环境效果: 估计 TQEM 所产生的改进效果,证明 TQEM 的卓越;
顾客及股东的满意度: 有效判断并满足顾客及股东的要求。
矩阵系统中的每一大类都有特定的权重,且对所取得的成果有严格的等级。一个公
司在实施时是随矩阵向上发展,不断增加自己的积分。公司可以依据自身的情况对矩阵
中的目类及其权重加以调整和修改,或为各个不同的等级赋上数值, 以便公司跟踪绩效的
改进。总的说来, TQEM 是用于评价公司推行 EMS 进程的重要工具。
大湖产业委员会总结了这个矩阵的价值如下:
为具体实施提供了一个固定的框架;
提供预防措施,并不断改进绩效;
为取得优异的成果建立了标准;
通过将环境目标纳入公司的整体战略规划, 为公司经济收益及环境的不断改善创
造途径;
加强合作, 促进信息共享;
在信息准确的前提下,为环境目标在商业领域、
政府和公众之间达成对目标设定、
计划和资源使用上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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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各个部门中推广环境管理工作。

环境成本
在公司的运营过程中, 其他的环境成本还是相当可观的, 例如:1988 年国家环境调查
中心( NEIC)审核柯达园的环境管理, 对柯达园处以 500 万美元的罚款, 预计在今后的 10
年中还将会有 1 200 万美元的开支用于对资源及排放物的削减项目。1992 年, 对 HS&E
的内审发现了近 200 处问题需要在以后的 3 年中 予以解决。据 Gomperts 推测, 如果
TQEM 执行得当,国家环境调查中心也许就不会进行调查, 公司也就不会再受到罚款。
“部门中所有人都希望有一个运行得当的环境管理系统, 以降低总的成本”, 另外一些近期
的例子也表明了这方面的开支实在太大, 如在管道和储存设备的升级改造上花费了 1 亿
美元,而每年花在对地下水质的监控上的费用约在 500 万～1 000 万美元之间。
对于公用事业部门来说达到一定的环境要求是必须的, 而维持这种状况的费用又是
十分巨大的。这些成本中有事前预防的、事后补救的和一些相关费用,有固定成本也有可
变成本,包括设备、
人力、
培训、
管理费用、
物流和 HS&E 执行中的开支,附加一些现在不太
明显的成本, 诸如未来的负债、
补救费用,及维持良好的社区关系的费用,一个积极正常运
作的 EMS 系统能在不断改进环境状况的同时显著降低环境成本。
Gomperts 希望在 TQEM 实行的最初五六年时间中, 除去通货膨胀因素后可以降低
25%的总管理成本, 这个数字中还包括一些无形的收益:由于突发事故及超标的减少使公
众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减少,员工的积极性和满意度的提高, 高质量的生产运作和废料的
减少等。
用于维持达标的成本是很高的, 柯达园资本预算的绝大部分都用于环境开支,其中的
50%用于公用事业分部,因此分部的成本降低对于整个柯达园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同时也
会潜在地影响产品成本的降低。

公用事业分部的实施效果: 我们不再需要惊喜
作为公用事业分部的经理, Loberg 认为 TQEM 矩阵系统在公司部门中的运作, 不仅
可以为 EMS 的实施提供相应的规范, 还可以对其进行追踪、量化。在公用事业分部对
TQEM 系统进行试点之前,其他柯达园的部门均用 TQEM 对现有的环境管理工作进行了
评估,对于矩阵中各目类的理解因各个部门的不同而有差异, 所以最终由矩阵测评所得出
的分数,从最低的 100 分到最好的 900 分不等,这种情况就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评分标准。
推行工作得到了柯达园高级管理层的全力支持, 由 HS&E 的经理 Gomperts 负责

269

TQEM 的日常工作, 对这项工作充满热情的 Gomperts 说:“ TQEM 为我们将来的工作指明
了一条光明大道,但是非常富有挑战性,使我们对未来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他希望通过
EMS 的良好运作,使后续的反应性环境成本的降低足以弥补前期的预防性环境成本的
增加。
TQEM 在公司中的实施非常正式和严肃———分部的商业运作计划已将 TQEM 矩阵
系统及战略融为一体, 其中包括年度的运作计划、
为期 5 年的战略量化规划、绩效评估计划
也将考虑的 TQEM 测评分。
分部 TQEM 执行的目标:
改进环境质量,不仅只停留在达标的水平;
形成合理的内外部审核体系;
使分部的运作日臻完善,不仅仅是表面上而已;
加强在环境方面的成本管理;
达到公司及基地的环境目标;
使客户达到满意;
坚持持续的质量检测;
提供文字记录以备案;
明确责任;
实现责任从员工向直线管理人员的转变;
增强对环境的关注;
在公司中形成一种长期的环境管理文化。
在公司中由 6 个参与部门的环境协调员负责 TQEM 的计划、培训和具体的操作,总
体的 TQEM 执行步骤可以细分如下:
理解矩阵中的 70 个单元格,依据各个分部/ 基地的具体情况进行理解,在评分标准
上形成共识;
确定单元格的要求, 以及需要
“充分分散”的行动项目;
进行基准分析;
确定年度目标;
进行差异分析;
制定部门计划;
确保知识的共享;
确定达到目标/ 缩小差距的过程中各个部门的地位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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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评分。
参与实施的各个部门都已理解并接受了这个矩阵系统及其子系统的运作。这种矩阵
评估体系已被广泛用于柯达园人员绩效和部门管理绩效的目标制定与具体评估过程中。
TQEM 的首要任务就是依据原始矩阵中的各项目分类, 反映各部门的特征并且达成一致
的评分标准, 执行小组的人员反映这部分是最耗时也是最难的。针对矩阵中的每一个单
元格,都有相应的行动计划矩阵用以描述具体的行动和期望,行动计划矩阵如附录 1 所示。
只要制定好针对公用事业分部的矩阵并经过认可, 其他 6 个参与部门就可以分析他
们的 TQEM 基本得分了,然后环境协调员和 Gomperts 就可以为各个部门确定目标,以便
开展一系列的 TQEM 员工培训计划。 TQEM 的最终结果还和员工及部门绩效评估的水
平有关。
部门经理确定总体的 TQEM 目标;
具体或个人的目标则由分支机构的负责人确定;
矩阵的评分标准与部门的绩效评估过程紧密相关, 同时也可以对个人的绩效进行
评估。
TQEM 的推行十分耗时,对系统的执行与维护要求在今后的几年中进行大量的时间
投入,据 Gomperts 估计,在计划执行的 6 年中将用去 50 000 工时,具体的时间分配如下:
1993: 2 000 工时
1994: 8 000 工时
1995: 14 000 工时
1996: 15 000 工时
1997: 8 000 工时
1998: 3 000 工时
还有每年 2 000 小时的维护时间。
总的时间投入占了 HS&E 人员工时的 12% ,但就 EMS 的预防特性而言, 是希望降低
人员用于事后补救和确保达标上所耗费的时间的。
1994 年, TQEM 矩阵已经延伸到 HS&E 的所有部门,到 1996 年公用事业分部已经建
立了一个综合性的 TQHSEM(全面质量、健康、
安全和环境) , 而 TQEM 的意义也不仅局限
于分部的环境管理, 还可用于指导评估公司中的其他运作过程。其中一些后续的计划
包括:
环境管理控制系统———一系列适用于不同部门的达标手册, 确定各个部门的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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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计划———绩效、
计划、过程———包含 HS&E 标准的人员绩效评估系统。
柯达园的废料削减及防治污染计划———在全公司范围内减少资源浪费。

实行结果
HS&E 行动概述
起初,公用事业分部对 TQEM 充满疑惑, 也遇到阻力。但是通过人员培训, 向他们具
体解释行动及预期结果,员工很快转变了态度, 逐渐理解了 TQEM, 尽管由于对行动过程
成文的要求比预想的要高,致使对人员的培训、
沟通和执行速度放缓,但到 1995 年底,大部
分的 TQEM/ TQHSEM 已经成文, 而且情况正在不断地改进。计划的执行对基层人员的
参与要求比较高,但是沟通过程却在高层管理人员中进行得比较好。相对于用于防范的
时间, HS&E 人员用于事后补救的时间已经减少了很多。
Gomperts 说,公用事业分部的环境协调员认为 TQEM 为改善环境提供了正确的标准
和切实可行的途径。通过此项计划的施行,分部将于 1996 年进行内审,并对审核的结果充
满信心,希望这次审核的结果可以使规范部门满意, 减少定期检查的次数, 为公司减少在
这方面的长期成本。

TQEM 的评分
从附录 2 所显示的各个分支在 TQEM 中的得分来看,各个分支历年来都有显著的提
高, 都已经达到或超过了矩阵所规定的最低要求 400 分,这个积分已经达到了 EMS 专家所
设定的 ISO14000 标准。

环境管理绩效
分部的环境管理有了明显的改善, 近年来造成严重或者较严重后果的环境事故已达
到了最低程度。
公用事业分部在柯达园于 1996 年 6 月进行的内部环境审核中超过了其他所有分部,
也是惟一一个没有犯重复错误的部门。尽管审核的次数在不断地增加, 但新的问题却没
有因此而增加,不仅如此, 在所发现的问题中,后果严重的明显减少, 弥补所花的时间也少
很多。据 Gomperts 介绍, 1992 年审核中所发现的问题要花费 50 000 工时解决, 而在 1996
年审核中所发现的问题仅用 2 500 工时即可解决。公用事业分部的审核员说:“我们真的
要掘地三尺才能找到一些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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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成效使一些公司的经理们纷纷向他们讨教成功的秘诀, Gomperts 说:“总的说
来就是我们拥有最好的工具,而且它确实管用。
”

成本节约
截止到 1995 年,成本有所下降, 但还难以用确定的数字表示。由于分部的环境开支
主要来源于长期持续的改进工作,属于资本成本,所以很难降低。Gomperts 认为分部主要
应通过削减内部的人力资源成本来降低成本,一旦计划开始执行,预计人力成本到 1998 年
可下降 25% ,到 2000 年下降 40% ,其中还包括用于处理审核中发现问题的工时减少。同
时他还希望这些节约可以在将来的审核、债务成本及罚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1996 年中期,Gomperts 和 Loberg 将向 Mathews 和柯达园的环境管理领导小组呈报
实施结果, Mathews 想要知道的是: TQEM 是否符合公用事业分部的要求 ? 有什么经验可
供参考 ? 对于其他部门是否适用 ? 推行 EMS 的成本和收益如何 ?

简要分析
1993 年,总部设在纽约州罗切斯特的 Kodak Park 的公用事业分部, 主动发起了一项
长期以预防为主旨的环境管理战略。案例围绕着这个长期环境管理战略的制定、实施和
评价而展开。该案例可帮助学员加强对绿色运营管理的意义和目的的理解, 探讨绿色运
营管理的各种方法和手段的运用。该案例最适用于掌握了绿色运营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手
段, 且有一定实际经历的学员。
该案例讨论了以下问题:
(1) 公用事业分部与 Kodak Park 公司的关系,以及公用事业分部的职能。为什么说
“如果这个事业分部由于某些法律或规制上的问题而不能正常运作,那么整个公司的工业
设备都将不能工作”?
(2) Kodak Park 公用事业分部的环境问题是什么,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
(3) Kodak Park 公用事业分部对环境问题的响应如何,具体采用了什么措施 ?
(4) 为什么 Kodak Park 公用事业分部主动发起了长期以预防为主旨的环境管理战
略 ? 其原因、目的和意义何在 ?
(5) TQEM 矩阵系统的内容,是否像公用事业分部的经理 Peter Loberg 指出的那样:
“这个系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集中、公正规范我们环境管理进程的方法”?
(6) 你对公众参与、
环境信息规范化和环境信息公开是如何看待的 ? 它将对企业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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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什么样的正反影响 ?
(7) TQEM 与 HS &E 的关系如何 ? 有何区别与联系 ?
(8) 如何对绿色运营管理的绩效进行评价 ? 常用的分析与评价方法有哪些 ? 它们的
适用性如何 ? 你对这个案例有何认识 ? 如果你处于决策者的位置你将如何考虑这些问
题 ? 你是否要在其他部门推广 TQ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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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公用事业分部———个性化矩阵
TQHSEM 矩阵评估———领导
领导方块的目标:
用于评估高级管理人员在创造 TQSHEM 价值时是否成功, 并将这些创造出来的价
值用于公司的运作中。这个方块的得分将直接反映部门在通向成功的过程中的具体表现
如何。
等级

期望的绩效

要点(可以通过审核加以证实)

10

依据大家公认的标准 , 公司是最好的

全面质量管理的规则在全部门范围内非常
的明显 ,各级的责任明确

9

高级管理层主动参与在 HSE 领域的公共政策决 部门带头人积极倡导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决
策过程
策过程中, 并在适当的管理层中加入战略
因素

8

高级管理层的外部活动反映了部门对 HSE 准则 管理层与顾客和股东探讨 HSE 的标准和目
的认可和遵守, 同时鼓励员工也能有同样的行为 标 ,并在管理层和其相关部门中经常探讨有
关绩效评估准则、
评估结果等问题

7

高级管理层利用质量管理过程实施不断的改进 , 部门中用绩效的评估来推动目标的达成 , 管
管理绩效评估的标准主要依据 HSE 目标而制定 , 理层在决策过程中考虑 HSE 各方面的因素
决策与公司的远景规划相融合
(战略框架、HSE 管理控制手册和全面质量
管理)

6

管理层在 公司的 各个领 域运用 激励机 制加 强 组织中的作业和行为都包含 HSE 成分 , 员
HSE 管理 ,同时员工的绩效期望也将被记录成文 工的 HSE 期望也将会受到关注

5

管理层在决策过程中考虑 HSE 的因素

4

针对 HSE 标准在管理层与顾客和股东之间进行 运用分部 中的信息交 流网络 处理所 有的
对话
HSE 问题、特殊状况、
适当的文字记录

3

在全部门范围内推行 HSE 计划

2

管理者作为领头人参与到 HSE 质量管理的 过 在 HSE 手册中记载各个部分的地位与作用
程中

1

在部门内部对 HSE 的任务、目标、准则和期望效 部门的目标、规程和期望都被记录成文 , 每
果有准确的界定和全面的理解
年予以参考

将 HSE 计划的程序、培训、信息/ 分析、
变化
和管理系统与决策过程融于一体, 其中还包
括达标的要求

商业计划中包括 HSE 战略 , HSE 反映了年
度的目标 ;各个部门之间的差异会导致新的
执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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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HSEM 矩阵评估———信息和分析
信息和分析方块的目标:
评价在 HSE 计划和改进过程中对信息收集分析和运用的有效性,这个方块的得分将
直接反映部门在通向成功的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如何。
等级

期望的绩效

要点(可以通过审核加以证实)

10

在指导改进的过程中对信息收集、分析和运用做 对数据的收集、
分析和运用进行部门内部和
得最好的
外部的分析比较

9

对 HSE 数据的分析对 计划的实行起到积极 的 有实例证明优先处理 HSE 数据的积极效果
作用

8

在商业计划中运用 HSE 数据

将短期和长期的 HSE 因素纳入公司的商业
计划中 ,也有实力证明在公司的商业计划中
确实用到 HSE 数据

7

在制定新的运作和资金计划时考虑 HSE 因素

有文字记录的运用过程

6

对 HSE 数据的收集分析和交流有一套评价和优 有文字记录证实部门定期评价数据的收集 ,
化体系
确保数据适当有效

5

运用 HSE 数据优先进行改善措施

有实例证明的优先使用 HSE 数据的项目或
计划

4

有一套评价 HSE 数据的体系

有文字记录

3

HSE 数据记录成文 ,确保有效性

有文字记 录部门如何 确保收 集数据 的准
确性

2

在数据库中处理收集的数据

部门有供收集数据处理和分析的系统

1

收集 HSE 数据支持部门的运作

部门有文字记录对 HSE 要求数据的收集 ,
并且能够展示所收集到的数据 , 例如 : 评估
结果、HSE 事故、行为等。已经证实的数据
必须符合公司的条例和规程

TQHSEM 矩阵评估———战略规划
战略规划方块的目标:
评价将顾客和股东的环境要求整合进公司商业计划中的有效性。这个方块的得分将
直接反映部门在通向成功的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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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期望的绩效

要点(可以通过审核加以证实)

10

标杆管理说明在 HSE 战略规划方面做得最好的

标杆管理过程符合公司标准 , 表明在利用目
标方法上的一流水平

9

HSE 改善计划已完全融入到部门的长期和短期 内部评估证实所确定的战略规划得到了始
商业计划中
终如一的贯彻执行

8

组织中的 各级部 门都有 相应的 改善计 划支 持 依照已经确定的商业计划制定目标
HSE 目标的达成

7

在行为和绩效激励机制上建立的战略规划过程

6

存在将顾 客和股 东行为 纳入战 略规划 过程 的 部门推行的过程中要求客户和员工的正式
机制
投入

5

制定长期和短期的 HSE 改善计划 , 至少要求每年 要求商业计划中包括具体的 HSE 改善计
都有改进
划 ,商业计划重点包括 : 主要的收效、
将来预
期的状态、差异分析、改进计划、改进目标、
资源预测和左右主要活动的成本等

4

要求资源的分配符合 HSE 执行计划的要求

要求在部门的商业计划和年度运作计划中
针对 HSE 的要求包括一个具体的资源预
测/ 计划。商业计划包括 :主要的收效、改进
计划、
改进目标、资源预测和左右主要活动
的成本等

3

部门各级对 HSE 管理计划和执行的积极支持

要求在商 业计划和年 度运作 计划中 针对
HSE 明确地位和责任并确定具体的质量期
望。商业计划包括 :主要的收效、
改进计划、
改进目标、主要的 HSE 风险、
资源预测和左
右主要活动的成本等

2

存在将现有和将来的 HSE 规范和要求同战略规 在商业计划和年度运作计划中明确表明针
划过程相连接的质量管理系统
对 HSE 要求的地位和职责。运用 HSE 信
息交流网络和等级制度在 HSE 质量手册中
表述具体的过程

1

针对 HSE 要求制定一个短期 (1～2 年)和 长期 在商业计划中提到 ,在 HSE/ 质量手册中描
(2～5 年)的计划
述部门的期望

部门行为与 HSE 目标保持一致 , PPP 过程
中也包括了 HSE 评价

TQHSEM 矩阵评估———人力资源发展
人力资源发展方块的目标:
是部门认识到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在推行 TQHSEM 中的作用。这个方块的得分
将直接反映部门在通向成功的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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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期望的绩效

要点(可以通过审核加以证实)

10

标杆管理

暂时没有

9

在 HSE 管理中可以得到广泛的职业生涯发展和 持续性的计划
培训机会

8

为员工提供教育和个人发展的机会 ,并同 HSE 管 每个员工都有培训计划并与 HSE 目标紧密
理目标、
战略战术相联系
相连

7

HSE 的结果是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奖励和结果都有文字记载

6

有效及时的员工培训

文字表述如何确定对于新员工、转岗的员工
培训计划是否及时 , 是否符合再培训的要
求。文字描述培训是否有效

5

员工态度向 HSE 的转变

参考结果

4

每个员工都接受了 HSE 的培训 , 并有定期的再 对于已接受培训的员工有文字记载 ,并有再
培训
培训的要求

3

有针对所有员工的适当的培训计划

培训过程和计划均有文字记载 , 并在 HSE
手册中记录培训的要求

2

为发展和推行 HSE 培训分配资源

依据有文字记录的商业计划分配资源

1

在组织的各级中明确分配 HSE 责任

部门中各级都有文字记载的责任, 具体的工
作任务和培训工作

TQHSEM 矩阵评估———环境保证质量分析
环境保证的质量分析方块的目标:
强调在不断改进和预防的条件下确保 TQHSEM 系统的有效性。这个方块的得分将
直接反映部门在通向成功的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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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期望的绩效

要点(可以通过审核加以证实)

10

标杆单元 代表在 环境管 理中质 量保证 做得 最
好的

9

在各个领域中对产品、运营和服务的环境管理绩
效进行不断的改进

8

考虑股东投入, 为环境管理的绩效改进制定正式 证实的目标设定有文字记载 , 包括所有要求
的计划
的股东投入———调查、HSE 团队和基地的
要求

7

环境专家参与的跨组织团队为现有产品、生产过 HSE 人员参与到 MESH 团队、核心团队等
程和服务提供帮助
其他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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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等级

期望的绩效

要点(可以通过审核加以证实)

6

利用股东投入为产品、生产过程和服务达到环境 有文字记录描述如何参与到具体的实施过
管理的目标服务
程中

5

对于环境管理的量化目标已经渗透到组织中的 每年确定 HSE 目标
各个部门

4

精力仍集中于预防为主(例如预防污染) , 解决问 文字记载 :
题仍是用因果分析法 ; 运用审核系统确保管理的
HSE 评估
不断改进
目标设定
变化的管理/ 过程回顾
事故回顾———因果分析

3

对于现有的产品、生产过程和服务确保达标 , 使用 文字记录变化的管理和文件的控制
文本控制

2

确保将环境条例转变成具体的政策 , 确保新的产 文字说明 HSE 行为如何进入每天的政策和
品、
生产过程和服务达到环境管理的要求
运作中 ,文字记录以作参考

1

确保评价体系的精确 , 拥有内部的评价标准

文字记录确定运用统计和非统计技术是否
适用 ,确保 HSE 行为的准确性。(如 : 月评
估、
认证的实验室、管理回顾等)

TQHSEM 矩阵评估———管理结果
管理结果方块的目标:
在量化标准的基础上确定 TQHSEM 改进的有效性,证明这个矩阵的优越性。这个
方块的得分将直接反映部门在通向成功的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如何。
等级

期望的绩效

要点(可以通过审核加以证实)

10

标杆单元代表最出色的

确定外部的标杆 , U .E 被公认为是在 HSE
管理上的领头人
持续追踪 HSE, 表明三年来的进步

9

在各个领域中的环境管理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8

确定了标杆 ,并依此采取了行动

在公司内部确定了标准 , 并对 HSE 标准达
成一致 ,开始采取初步的行动

7

绩效激励机制用于加强环境管理的不断改善

分部或者分支机构中的 HSE 措施对个人/
团队 的工 作 绩 效起 到 作 用, 开始 认 识 到
HSE 的作用 , 并通过绩效的激励进一步推
动 HSE 的施行

6

每年至少更新一次标准 , 反映股东的投入

年度的计划制定过程中包括股东的投入 , 目
标或者具体行动的计划保证正确或者适时
地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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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等级

期望的绩效

要点(可以通过审核加以证实)

5

主要领域中的明显改进趋势

追踪监督进行的效果 ,体现年度的改进效果

4

某些领域中的明显改善趋势

追踪监督低权重部分的进行状况, 体现在基
本要求之上的某些改进

3

为改进环境管理而制定的管理系统 ; 在一些主要 通过使用和分析信息、预防/ 反应性的调查
领域已有所改进
结果、
实用性的检查和评估结果 , 利用数据
的作用进一步推动 HSE 的改进。寻找机
会 ,制定战略和计划 , 优化使用资源

2

建立最基本的管理体系

利用适当的数据建立基准和目标

1

确定绩效评估标准

通过 HSE 的绩效评估确定先进和落后的部
门 ,用于年度的参考并记录备案

TQHSEM 矩阵评估———顾客及股东的满意度
顾客及股东的满意度方块的目标:
评价在确定和达到顾客及股东满意度方面的有效性。这个方块的得分将直接反映部
门在通向成功的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如何。
等级

要点(可以通过审核加以证实)

10

标杆单元代表在顾客及股东满意度 确定公司的标准 , 利用目标衡量最优的水平
方面做得最好

9

对于产品、
生产过程和服务持续不断
的改善过程中强调顾客及股东的积
极参与
顾客和股东积极参与到环境问题的
解决过程中

8

7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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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的绩效

利用单元格 8 的展开 , 确定改进措施有持续积极的效果
(大于 3 年)

在 HSE 的改进活动中有文字记载的股东投入活动 , 其中
包括 : 确定何时需要顾客和股东投入的方法 ,如何获得这
种投入并用于具体的工程中(如 :由顾客监控的团队、分
部的 HSE 团队 ,管理回顾等)
在公司的所有职能部门中都将客户 见战略规划方块中的单元格 7 和 8
和股东的满意度数据纳入整个的改
进过程中
在公司的某些职能部门中都将客户 见战略规划方块中的单元格 6
和股东的满意度数据纳入整个的改
进过程中
顾客和股东的满意度向积极的方向 在 HSE 管理控制系统和质量手册中分析顾客和股东满
发展
意度的数据 , 同时记录过程 , 确定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柯达公司 : TQEM 在柯达园公用事业分部中的推行

续表
等级

期望的绩效

要点(可以通过审核加以证实)

4

对于顾客和股东满意度的测量考虑 顾客 : 部门制定在 HSE 管理控制系统和质量手册中测评
到环境因素
顾客 HSE 满意度的程序 ,运用正式的顾客满意度测评方
法(如调查)
相关部门 : HSE 的分部调查
管理层 : 在商业计划中回顾管理过程

3

积极采取事前措施确定顾客和股东 顾客 : 部门制定在 HSE 管理控制系统和质量手册中明确
对于环境方面的考虑因素
顾客 HSE 要求的程序 ,运用正式的方法获得顾客的投入
并对此做出积极的反应(如双向协议、
定期与顾客举行的
会议)
相关部门 : HSE 的分部调查 , 包括后续行动计划和一些
诸如 HSE 告示牌的举措
管理层 : 在商业计划回顾中与管理层讨论相关事宜

2

对于顾客和股东关于环境方面的问 在 HSE 管理控制系统和质量手册中对于顾客和股东的
题积极响应
HSE 问题做出响应 ,具体行动包括 : 明确地位和责任、文
字记录和跟踪反馈

1

现有机制确保达到顾客和股东对于 在 HSE 管理控制系统和质量手册中与顾客和股东针对
产品、
生产过程和服务在环境方面的 HSE 的标准进行交流意见 , 并最终确定。具体的行动包
要求
括: 明确地位和责任 ,及时和频繁地沟通

附录 2 TQEM 实施后的部分结果
a) 柯达园基地和公用事业分部的事故总览
柯达园基地
年

公用事业分部

度
高

中

高

中

1990

5

33

4

14

1991

7

18

3

6

1992

5

10

4

4

1993

7

5

2

2

1994

1

7

1

4

1995

5

1

1

0

注 :“高”和“中”是柯达园用来描述环境事故的 , 如泄漏或者特殊物质的排放。
“高”表示事故会对柯达园的员工、设
备或者地上和地下水造成严重危害。
“中”表示事故会对地上或者地下水造成危害, 需要及时报告 , 或者需要采取补救
措施, 或者造成两三户邻居的抱怨, 或者造成轻微的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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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从 1993 年到 1995 年的评分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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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1993

1994

1995

蒸汽机/ 电力

80

300

420

制冷/ 供水

80

265

450

化学废料

100

500

590

水质管理

130

450

550

下水道

420

550

地下水水质控制

250

400

AT&T
环境与安全问题

＊

“正如质量方法论所言,满意的绩效是一个动态的目标。在像环境这样一个重要而多
变的问题上, 我们的客户、股东、
环保团体、公众以及我们自己的员工都希望 AT&T 能成为
起带头作用的领导者。
”
David R . Chittick
副总裁(环境与安全工程)
1991 年

引言
1984 年 1 月 1 日, AT&T 将地区性的各贝尔电话公司剥离。这一事件使公司致力于
重新塑造新的企业形象与使命。而环境问题———据高级管理人员称———随之“销声匿
迹”,因为公司还有更基本的业务需优先考虑。
在随后的岁月中,由于立法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的增长,环境问题对于企业变得
越来越重要。随着 1986 年《综合基金修订与再授权法案 (SARA)》的颁布, AT&T 越发认
识到自己在环保方面责无旁贷。

AT&T 公司背景
AT&T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为全世界的商务、
消费者、
电信服务商以及政府机关提供
通信服务和产品。它的目标是在促进人类交流沟通方面成为世界翘楚———随时随地为人
们的彼此交流以及获取信息和服务提供方便。1991 年, 该公司平均每个工作日在全世界
范围内的网络承载超过 1 .25 亿条语音、
数据、影像和传真信息。在这一年中通信最繁忙的

＊ 本案例由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 James Patell 和 MEB 的 Marcy Trent 共同编写完成 ,仅用于课堂讨论而不是用于
说明管理战略的有效与否。版权所有———世界资源研究所, 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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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即美国感恩节之后的星期一, AT&T 接拨了 1 .58 亿次通话, 仅 211 次通话未能一次
接通。

AT&T 与环保法规
1984 年,位于印度博帕尔的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一家化工厂释放出的毒雾,造成近
3 000 人死亡、约 25 000 人受伤。作为这一事件的结果, 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基金修正与
再授权法案》第三章,向公众保证博帕尔事件永远不可能在美国发生。《综合基金修正与
再授权法案》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规定: 谁污染谁治理。该法案的第三章要求各公司向政府
报告每年有毒化学物质的库存量和排放量。“按《综合基金修正与再授权法案》第三章中
规定,仅公开排放量一项, 就足以刺激公司在政策、
态度和行为上做出改变。
”公开排放量也
为一些社会激进团体和媒体提供了新的武器。
随着
“毒物排放量统计办法”的引进, 公司可以追踪生产过程中有毒化学物质在何处
被使用,以及哪些地方化学物质最有可能通过空气、水、土壤等媒介排放到环境中。这在
许多公司都是第一次。
“由于 AT&T 按照《综合基金修正与再授权法案》第三章的规定收
集了排放数据,公司可以知道它的烟囱中排放出了多少磅物质。公司希望这个数字能够
显著减少。
”
废物生产的经济学问题在很多公司也提上了议程。它们开始把污染当作是生产工艺
低效的一个标志,并把废物看作不可回收成本。随着法规的增加, 废物处理和排放的费用
也随之增加, 并由于竞争日益加剧, 公司被迫将防污纳入其经营管理之中以降低成本。
正如 AT&T 在其《1992 年度环境与安全报告》中阐述的那样:
环保法规给我们带来的负担是沉重的。仅在美国, 联邦和州政府自 1981 年
以来已经制订了超过 8 万条环保法规。光是追踪和阅读这些法规就已经是一项
十分惊人的工作量了, 更不用说理解并将其应用到公司经营之中。
很多公司已将防污纳入到现有的全面质量管理 ( TQM)制度之中。全面质量管理强
调
“持续提高”产品质量的观念,并且强调
“零缺陷”和
“以消费者为核心”作为制造业的两个
目标。消除污染符合这些总体目标,因为污染被看作是生产工艺中的缺陷, 而出色的环保
成绩对于公司所有顾客来说都有相同的价值,包括员工以及当地社区。
防污在许多行业被作为质量措施而出现。工厂管理人员试图通过在从原材料输入到
末端排放整个过程中进行检查来削减废物排放,以替代像
“人工清洗”这样的
“事后”控制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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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解决方案。

破坏臭氧层的物质
像 AT &T 这样的公司受国际环保条约的影响也越来越强烈。1987 年 9 月, 60 个国
家制定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简称《蒙特利尔议定书》, 以期减少被
称为氟氯烃的工业化合物的生产、
消费和使用,避免破坏大气平流层内的臭氧层。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 科学家们就提出氟氯烃使平流层(地球表面以上 10～50 千米处)的那些保
护地球表面免受由紫外线辐射可能造成灾难的臭氧浓度的减少。紫外线辐射的具体影响
很不易理解, 然而科学家们都同意它的增强会威胁人类的生命, 损害森林、
渔场、农业,甚至
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几乎在该议定书谈判的同时,氟氯烃的用量和种类仍在迅速提高,新
的化合物被不断制造出来。氟氯烃被认为是相对有利的: 不易起反应、无毒、不易燃烧,而
且资源丰富、应用广泛、
价格便宜。氟氯烃广泛存在于成千上万种产品中,包括液化喷雾、
工业溶剂、
空调和冷冻设备、
绝缘泡沫等。
《蒙特利尔议定书》于 1989 年 1 月 1 日在 29 个签署国家与欧共体正式生效,它们共占
氟氯烃全球消费量的 83%。然而,新的科学发现表明条约的规定仍然不够严厉。1990 年 6
月《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伦敦修正案,显著加快了减少使用的步伐,并且规定到 2000 年全面
停止使用氟氯烃及其他破坏臭氧层的物质,进度如下:
氟氯烃

1995 年减少 50%
1997 年减少 80%
2000 年完全停止

甲基氯仿(三氯乙烷)

1993 年冻结在 1989 年水平
1995 年减少 30%
2000 年减少 70%
2005 年完全停止

Halons(碳、
溴或卤化物)

1995 年减少 50%
2000 年完全停止

四氯化碳

1993 年冻结在 1989 年水平
1995 年减少 85%
2000 年完全停止

注 : 减少量以 1986 年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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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政府甚至制定了更紧促的期限来推动分段减少的时间表。美国前总统乔
治·布什(老)宣布美国到 1995 年 12 月将停止一切氟氯烃以及其他破坏臭氧层物质的生
产。这给使用这些物质的工业用户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实际上, 包括 AT&T 在内的整个
电信产业在他们的整个生产过程中都使用氟氯烃及其他破坏臭氧层物质。
《1990 清洁空气法案》的规定更严格地限制了氟氯烃的使用,要求所有含破坏臭氧层
物质的产品都要贴上警告标签。到 1992 年末, 环保署还没有规定是否产品生命周期内的
所有供应商都需要用破坏臭氧层物质警告标签来标明它们的成分。标签规定表明会进一
步促使公司停止所有的氟氯烃和破坏臭氧层物质的使用。

AT&T 环境与安全管理
1986 年《综合基金修正与再授权法案》第三章颁布之后不久, David Chittick 接管了环
境与安全部门。2 年之后公司内与环境和安全有关的部门与之合并。新的队伍承担着提
出目的、
目标和战略性的计划来帮助 AT&T 保持其在环境与安全方面执行高标准的任
务。Chittick 的目标是使 AT&T 成为环境与安全方面的领导者, 就像公司在电信产业内
的领导者地位一样。他与其他高级经理们一同制订了比法律、规章、国际标准所要求的更
高、更快的目标。AT &T 的政策同时也着眼于指引公司从源头入手防止污染,而不再是单
纯依靠事后处理,因为后者成本更高。虽然事后处理利用人工清除或其他手段可能会减
少污染的排放,但 Chittick 不相信这是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法。

环境与安全目标
1990 年的股东大会上,主席 Bon Allen 代表公司公开承诺 5 个环保方面和 6 个安全方
面的目标。这些目标适用于全世界范围内的 40 个主要生产厂和 2 500 个非生产性单位。
以 1986 年为基准年,这些目标给公司标明了一个清晰的进程。
AT&T 为了达到它的环境与安全目标采取了三项基本措施:
第一,我们把质量原则应用到所有的业务环节。我们要在所有的业务环节更有效的
使用原材料, 并且最小化废物产出。每次有毒物质排放、
每种污染物质、每磅固体废物都
是同质量管理精神不符的成本, 都是我们要求的质量过程所不允许的。第二, 我们正在用
技术来解决环保问题。我们正在使用新的制造技术并探索信息技术新的应用。第三,我
们正在加速现有的项目,例如循环利用和革新产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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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 的环境目标
氟氯烃的减少停止使用

提高废纸回收

到 1991 年减少 50% ;

到 1994 年提高废纸回收率到 35% ;

到 1994 年减少 100%。

到 1994 年减少纸张使用 15%。

总体有毒空气排放的消除
到 1991 年消除 50% ;

提高安全
更多地参与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项目。

到 1995 年消除 95% ;
到 2000 年达到 100%。
生产过程总体废物产生减少
到 1994 年减少 25%。

到 1991 年底为止,公司的环保目标取得了实质性的进程,成果得到了大量的嘉奖(表
17．1)。
表 17．1 AT&T 在环保方面所受褒奖
1990 年因氟氯烃缩减计划获经济优先目标理事会企业善心奖。
1991 年因低固体熔剂工作获新泽西州长污染预防杰出成就奖。
1991 年因公司回收利用计划获美国环保署长奖(二区)。
1991 年因氟氯烃缩减计划获全国环境发展协会荣誉奖。
1991 年因氟氯烃缩减计划获全国环境管理协会杰出奖。
1991 年因氟氯烃缩减计划获总统环境与节约挑战奖。

AT&T 的合作伙伴
AT&T 同 北方 电 信以 及 美国 环 保 署一 同 建立 了“臭 氧层 保 护工 业 合作 组 织”
(ICOLP)。这个组织的目的是鼓励交流旨在停止破坏臭氧层物质所使用的非专有性技术。
AT&T 也是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员, 在 12 个成员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中, 从事解决发
展中和工业化国家氟氯烃替代物问题。参加
“臭氧层保护工业合作组织”和参与其他外部
活动而带来的研究和技术转让成果,大大鼓舞了 AT&T 与其他公司形成合作伙伴关系来
分享环保方面的信息。
“全球环境管理论坛”就是这种合作伙伴关系之一。这是一个环境与安全方面专家的
行业协会,通过世界范围内的活动来推动对环境卓越的不断追求。AT&T 环境与安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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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主任 Tom Davis 是
“全球环境管理论坛”的质量管理委员会主席, 他同其他成员一同分享
AT&T 在防污方面行之有效的全面质量计划。AT&T 发起的另一个计划是
“环境管理圆
桌会议”,是一个由行业高级主管们在一起讨论并分享共同的环境与安全问题的团体。
1992 年, AT&T 成为
“总统环境质量委员会”的
“质量环境管理”任务执行小组的成员。
“总统环境质量委员会”由布什总统于 1991 年 7 月组建,由 25 个环境、企业、
科研和基金会
领导者组成。在任务执行小组中公司的代表 Tom Davis 要求: 选定一个在 AT&T 工厂执
行的项目,以示范全面质量管理原则如何贯彻到制造工厂的污染预防计划中。来自环保
署的代表和一个环保团体也被要求成为项目的一部分, 以表明可以通过企业、社会、政府
之间的团队合作使环境质量得到提高, 由此提供经济上可行的选择以替代政府法规。这
个项目可以给 AT&T 一个机会来检验是否公司与其他公司的伙伴关系在生产厂这个层
次上可以获得与公司层次上一样的有效和成功。

哥伦布生产厂
1992 年 10 月, AT&T 的哥伦布工厂庆祝建厂 35 周年。这家包含贝尔实验室分支、
生
产通信设备的工厂是 AT &T 仍在运营中的最久的工厂之一。150 万平方英尺的厂房位于
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市郊,大约有 6 000 名员工。
超过 10 万种定制的产品是在哥伦布工厂生产的。虽然一部分产品被直接卖给了外
面的客户,但是工厂服务的大多数顾客是 AT &T 属下的其他公司。例如, 哥伦布厂生产
的长途电话交换系统卖给 AT&T 自己的长途电话公司。其他的电子设备是其他工厂装
配的更大系统的一部分。哥伦布厂为 AT&T 的 3 个经营单位提供设备, 它们提供以下
产品:
无线通信系统。
“Autoplax 系统 1000 系列”是支持移动电话系统的数字信号的基
础性工作站。
长途电话交换系统。
“4ESS 交换机”是一种在当地转接长途电话的长途交换系统。
网 络系统。“Data Kit Ⅱ仿 真电路板 系统”使不 同类型 的电脑之 间可以 交流。
“BNS2000”使电话公司能够给他们的客户提供一系列综合数据以及高速网络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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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安全结构和质量构造
哥伦布工厂的环境与安全小组由 Ranck 领导,有以下的成员及其分工: Gordon Ber－
sebach, 工业卫生;Jerald Garrett, 安全工程; Dale Howell, 环境工程; Liebschner, 紧急计划;
Neil Marquard,工业卫生;Barbara Thompson,环境工程; Fred Wiles ,火险预防(图 17．1)。

图 17．1

哥伦布工厂环境与安全组织

哥伦布工厂控制着约 2 万种该厂在用或曾用的化学品。在一种新的化学品被加入到
哥伦布工厂的生产过程之前, 它需要通过核查程序。首先, 它必须符合 AT&T 与贝尔实
验室的产品标准;然后它要转给 Gordon Bersebach 或者 Neil Marquard 来确认其预期使用
符合 AT&T 安全标准(通常比联邦法规更加严格) ;然后它被提交给 Barbara Thompson 来
决定这种化学物质是否必须按《综合基金修正与再授权法案》第三章的规定监管备案,或
者使用这种化学物质的生产工艺产生的气体排放是否需要新的许可; 最后, 由 Dale Howell
决定如何根据联邦和州的法规处置该化学品。
“俄亥俄州没有任何法规在联邦的污染要
求之上。
”俄亥俄环保署的 Mike Kelly 这样说,因此如果哥伦布工厂符合了联邦的规定,那
么也就符合了地区和州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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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厂已有的正式报告制度, 哥伦布工厂还有一项建于 1987 年的非正式的“质量
体系结构”(图 17．2)。这种结构源于 AT&T 对全面质量管理应用方面的日益重视。1982
年, 哥伦布工厂设立了质量管理小组,以授权工人们解决生产工艺的低效率以及防止不合
格产品。这个小组后来演化成所谓的
“细胞小组”, 包含监督者和工艺工程师, 他们通常每
月开两次会。在一些职能科室如环境与安全科中成立了工艺管理小组。那些
“细胞小组”
或工艺管理小组解决不了的问题,会被层层上交给一个生产或工艺小组,如果范围包括了
整个工厂的话,还会提交给工厂或公司高层班子。

图 17．2

质量构造组织机构图

环境与安全质量是公司整体质量计划的一部分。AT&T 特别强调全面质量管理的 6
条原则:
1 . 顾客优先;
2 . 质量靠人来实现;
3 . 通过计划来预防;
4 . 所有的工作都是整体过程的一部分;
5 . 质量提高永无止境;
6 . 供应商是业务整体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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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预防
1988 年,《哥伦布信使报》将 AT&T 称为俄亥俄州的第二大空气污染源(图 17．3)。

图 17．3 报纸刊登的俄亥俄州总体空气污染图表
注释: ( 图中横轴数字代表)
1— Reynolds 铝业, 二氯乙烯 ; 2— 3M Auld , 三氯乙烯; 3— Dupon t ,二氯甲烷
4— 富兰克林市郊的 Rockwell 国际公司, 全氯乙烯 ; 5— AT & T ,三氯乙烯
6— Licking 市郊的 Rockwell 国际公司 ,全氯乙烯 ; 7— Mead 公司, 氯仿
8— FL 航空航天公司, 全氯乙烯 ; 9— Liebert 公司, 三氯乙烯
10— AT & T ,全氯乙烯; 11—美国国民罐头 , 乙撑氧

AT&T 如电子行业的许多其他公司一样, 大量使用全氯乙烯在焊接后除去焊接剂( 附录
1)。AT&T 认为这个图表有误导之嫌,因为它显示的 1987 年的数据仅挑化学物质排放而
不是一个工厂总体有毒气体排放。然而, 这次负面曝光还是迫使哥伦布工厂采取了一个
更加积极的污染预防计划。就像哥伦布工厂的高级工程师 Girish Parikh 所说:“我们必须
将不良影响消除。
”
工厂中第一个将质量过程与污染预防结合起来的是焊接细胞小组, 即负责组装电话
交换系统的电路板的质量小组。该组过去在焊接后用全氯乙烯来清理电路底板。负责监
督电路底板组装的工艺工程师 Parikh 和 Gerry Renner 联系了新泽西的贝尔实验室以获取
关于全氯乙烯替代物方面的研究成果。然而,贝尔实验室不是去研究其他的清洁剂,而是
发现了一种低凝固性的焊接剂。这种物质在使用均匀、
数量适当的情况下, 将不会遗留下
需要清理的粘性残留物。因此, 这两位工程师不再试图寻找全氯乙烯替代物, 而是重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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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了焊接工艺,从而不再需要清洁过程。如图 17．4 所示。

图 17．4

新旧程序比较

为了应用新的焊接程序,工艺工程师们需要设计一种生产过程中在电路板上喷洒焊
接剂的新机器。一年内,一种新的、在电路底板送去焊接之前向其喷洒可控制数量的低凝
固性焊接剂的设备就被安装在焊接细胞小组工作场所。全氯乙烯的大罐被彻底地从这个
地区移走,为工人们消除了令人讨厌的气味。新的工艺从本质上减少了原材料成本,并且
腾出了空间留作它用。新设备的回收期还不到 12 个月。
全氯乙烯也被应用在小连接产品的焊接上, 以生产一种光滑的最后的产成品。工程
师们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来执行这种操作。由于顾客几乎从不观察焊接处, 并且一个光
滑的焊接对于连接操作并不重要,工程师们决定采用最终不光滑的产品,可以不需要被清
理。工厂停止每年购买 35 000 加仑全氯乙烯, 大量减少了它的有毒气体排放。这一行动
也停止了对工业卫生和环境检测方面的相关需要, 总共节省了成本 21 万美元。
1990 年,当 AT&T 建立它的环境目标时, 哥伦布工厂已经能够很好地符合目标期限
的要求了。该厂计划停止使用氟氯烃的时间是 1992 年底,比公司的 1994 年这个目标提前
了 2 年。除了全氯乙烯, 氨也在该厂停止使用。这些措施使有毒气体排放在 1987 年和
1992 年期间减少了 84% (比 1986 年) , 与此同期,整个公司减少的水平为 73%。

“总统环境质量委员会”
项目
1992 年初,David Chittick 参观了哥伦布工厂,并被环境与安全部门所介绍的工厂向着
AT&T 公司的环境与安全目标努力的成果深深打动。他看到了厂长 Bill Robinson 对环境
问题的热衷及广泛使用全面质量管理工具来解决环境问题的行为产生了浓厚兴趣, 于是
推荐这所工厂作为本公司
“总统环境质量委员会”项目候选单位。该项目由“总统环境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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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委员会”下设的
“质量环境管理任务执行小组”负责,目的是制定并实施一项计划,以证明
可以应用全面质量管理原理来防止污染、改善环境。
由于哥伦布工厂于 1992 年结束使用氟氯烃———环境与安全的第一个目标,即分阶段
结束生产过程中的氟氯烃排放, 已经成功实现了。公司的第二个目标,即结束所有有毒气
体的排放,还没有完全达到。Rauck 任命环境工程师 Barbara Thompson 负责此项目,她原
来负责与《综合基金修正与再授权法案》第三章有关的采集有毒物质排放总量的统计数
据, 并负责遵循《空气清洁法案》的要求。她的第一个任务是深入调查哥伦布工厂是如何
利用全面质量管理原理来全面消除工厂有毒气体的排放。
Thompson 开始利用她已经收集的 1991 年有毒物质排放总量的统计数据 (图 17．5) ,
用图表来表示所有有毒物质排放。到 1992 年底, 氟氯烃 －113 已停止使用。该厂 1991 年另
一个排放量最大的化学物是三氯乙烯。哥伦布工厂使用三氯乙烯的车间按计划将于 1993
年底停止。Thompson 分析了减少三氯乙烯使用的各种可选替代物, 发现在资金限制下,
坚持现有的阶段消除计划是最合算的。

图 17．5

哥伦布工厂 1991 年有毒气体排放

注释: 图中横轴数字代表
1—氟利昂 113 ; 2—三氯乙烯; 3— 1, 1 , 1－三氯乙醚 ; 4—电镀与废水处理
5—全氯乙烯; 6— 氨

轮到三氯乙醚时, Thompson 发现了一个机会( 附录 2)。环境与安全部门还没有将三
氯乙醚作为减少的目标。这种化学溶剂在《蒙特利尔议定书》中被列入破坏臭氧层物质一
类。而三氯乙醚在俄亥俄州的有毒物质排放总量统计报告中是被最普遍使用的清洁剂。

295

依靠 1991 年有毒物质排放总量的统计数据, Thompson 确定了哪些业务部门是最严重的三
氯乙醚排放者(图 17．6)。Thompson 不仅能按业务部门分析排放量, 她也能按车间确定使
用和排放的数据。每个车间代表了业务部门的一个工艺部分, 负责该车间的工程师汇集
的使用和排放的数据, 最终被纳入有毒物质排放总量统计中。Thompson 绘制了以下这张
表(表 17．2)来列出占 1991 年三氯乙醚排放 78%和三氯乙醚使用量 84%的车间。

图 17．6

1991 年哥伦布工厂机构的三氯乙醚排放
表 17．2 三氯乙醚数据

业务部门

车

间

三氯乙醚使用 (磅) 三氯乙醚排放 (磅)

工程师

50 －交换机

组装

2 446

1 991

Terry Keating

50 －交换机

电路板修理

2 440

1 279

Ron Mack

50 －交换机

电路板组装

960

960

Girish Parikh

10 －维护

工具房 \ 机器维护

4 750

650

Jim Caudill

50 －交换机

微型跳线继电器

686

686

Jim Buckenberger

50 －交换机

电路板与线路装备检测

280

280

Gary Sheeler

Thompson 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大量排放三氯乙醚的车间上,并选出这些车间的工程师
加入专门为减少使用三氯乙醚而建立的
“工艺管理小组”。 Thompson 召集了工艺管理小
组的第一次会议,并邀请质量管理方面的高级质量专家 Gerald Comisford,还有工业卫生工
程师 Neil Marquard 也加入这个小组。这个小组的减少目标是: 到 1991 年底减少使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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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三氯乙醚的 50% ,到 1995 年底完全停止三氯乙醚的使用和排放。
减少量将通过 Thompson 收集的月度有毒物质排放总量数据来测量。该小组采用了
一种排序法来确定三氯乙醚的减少和停止使用的方案。
1 . 停止使用三氯乙醚的制造工艺
举例: 如果三氯乙醚被用来清洁产品仅仅使其更有吸引力而不是更有效率, 这种清
洁工艺就可以被中止。
2 . 用无毒化合物替代三氯乙醚
举例: 如果三氯乙醚是被用来与另一种化学物质合用达到一定反应, 那么就可能会
有一种无毒替代物存在,既可以达到同样效果, 又无需按照《综合基金修正与再授权法案》
第三章要求的那样备案,也不含氟氯烃。
3 . 用毒性较低的化学物替代三氯乙醚或减少三氯乙醚的使用
举例: 同上。
4 . 安装排放控制设备
举例: 设计一种排风系统将挥发的三氯乙醚从员工身边抽走, 并且将三氯乙醚装进
储藏罐,以便当作危险性的废物被运走。
在哥伦布工厂停止使用三氯乙醚的收益以及相关的障碍也得到了明确。
收益:
改善环境: 工厂内部和外部。
可能的成本节约: 材料、设备、
原料与废品管理。
减少了法规要求与备案: 《综合基金修正与再授权法案》、
《职业安全与健康法
案》等。
改善公众印象。
破坏臭氧层物质标签的要求: 1993 年 5 月 15 日生效。
到 1995 年 12 月全面停止使用破坏臭氧层物质。
障碍:
财政紧张, 此时不能分配更多的资金。
缺少资源投入到项目中。
在车间中实施的改变引起停机。
可能需要设计人员和顾客的赞同。
其他备选方案可能引起其他的环境安全问题(如: 许可证)。
产品生命周期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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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
“工艺管理小组”确定了项目的目标、收益、障碍以及衡量尺度, 小组成员在他们
自己的专业范围内想方设法来减少三氯乙醚的使用。为了停止使用三氯乙醚, Thompson
相信:“你必须对整个工艺进行追踪。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将不能彻底了解它被使用在何
处。
”工艺工程师们相互分享那些有关化学替代品和改进制造工艺设计方面的信息, 特别
是那些已在其他防污项目中行之有效的。在工艺工程师们于 1992 年 7 月提出初步减少计
划之前,该小组于 1992 年 5 月和 6 月两次开会。从那时起,小组仅在有需要的时候碰面,
但是计划有望立刻开始实施。

电路板组装方面的持续改进
通过这个小组的工作, Thompson 认识到三氯乙醚在各车间的广泛使用 (表 17．3)。大
量使用这种产品的 Parikh 最近将三氯乙醚引入他的车间,作为停止全氯乙烯使用的一种
工艺变化。一台交换机电路板的最末端排列着一系列的“金手指”, 即那些如纤纤细指般
的镀金接线柱,用于同交换机上的其他零件相连。以前, 这些金手指被浸入全氯乙烯中以
使它们保持清洁和平滑,并且由于全氯乙烯干得非常快, 可以立刻形成一个塑料盖防止落
上灰尘。Parikh 用一种酒精(用来清洁)和三氯乙醚(用来进行平滑 )的混合物来代替全氯
乙烯,并且在蒸发器排气孔下使用, 以便把有毒气体从员工周围吸走。Parikh 联系了普林
斯顿的贝尔实验室来寻求解决方案。贝尔实验室曾研究过像三氯乙醚这样的破坏臭氧层
物质的不同替代物的选择,并让 Parikh 用化学物质丁基卡必醇试试看。
表 17．3 哥伦布工厂的三氯乙醚使用图表
商用产品
50－交换机

50－交换机

车

间

组装

电路板修理

三氯乙醚的使用

状

况

清洁墨迹以及用来标明电路板上

到 1992 年用丁基加必醇来

号码的滚轮

替代

清洁检验不合格的产品

停止作为常规清洁剂使用 ,
到 1992 年减少使用 98%

50－交换机

电路板组装

平滑电路板上的
“金手指”

如果有新的干燥方法 ,就用
丁基卡必醇来替代

10－保养

工具房\ 机器
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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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修理设备进行清洁以及去除油污

用去污剂清洁品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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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商用产品
50－交换机
50－交换机

车

间

微型跳线继电器

三氯乙醚的使用

状

况

去除焊接剂 , 对跳线继电器进行清

研究贝尔实验室提供的替

洁和除去油污

代品

电路板与线路装

三氯乙醚被喷洒以对设备清洁和

研究可提供的替代品 ;可能

备检测

除去油污

是 HCFC 或丁基卡必醇

Parikh 发现丁基卡必醇既能清洁又能平滑, 也不再需要三氯乙醚和酒精溶剂。然而,
这种化学物很不易干, 他需要定购特别的干燥设备以使机器的操作者可以立刻覆盖住金
手指。丁基卡必醇有其他一些令人惊喜的优点。这种化学品没有被“职业安全与健康管
理局”限制接触, 并且没有引起火灾的危险。这种化学品按《综合基金修正和再授权法案》
第三章要求仍然必须备案, Thompson 的想法是最终为丁基卡必醇找到一种不需备案的替
代品。她认为:“工艺变化永无止境,你只能一步步做下去。
”

交换机组装质量管理
三氯乙醚也被用在交换机的装配工艺中, 用来清理墨迹和清洗在电路板上印刷永久
性编码系统的墨水滚轮。为了生产 4ESS 和 5ESS 交换系机系统, 一系列编码数字被手工
盖印在电路板上用来标明连线位置以及为部件连接进行说明。三氯乙醚作为一种溶解剂
被用来清洗盖章的印刷设备。这一过程中的主要排放源就是清洗站, 在这里刷子和布片
被放置整夜。每使用 1 加仑三氯乙醚,只有一半能被回收,另一半则挥发了。
引进三氯乙醚的替代品激起了负责交换机装配的工艺工程师 Terry Keating 的浓厚
兴趣,他的部门中存在很多印刷程序。工人们喜欢用三氯乙醚是因为它干得快, 如果他们
在印刷工艺中出了错, 字迹可以很快就被清理干净重新印刷。由于丁基卡必醇要花很长
时间才能干透,工人们在这些地方重新印刷之前不得不用一块干布来擦去这种化学物品。
虽然工人们对使用比三氯乙醚毒性低的清洁物品很感兴趣, 但他们也想保持他们的生产
率。Keating 试图使他们相信丁基卡必醇是最好的替代品。

绕线器减少污染
1992 年之前,氟氯烃 - 113 被用于电话交换系统中的绕线机的清洁和脱油。当哥伦
布工厂开始在生产工艺中停止使用氟氯烃之后,氟氯烃 - 113 被三氯乙醚所替代。在寻找

299

氟氯烃和破坏臭氧层物质替代物的过程中, 贝尔实验室已经测试了一系列能被生物所分
解的天然化学品。早先, Thompson 和工艺工程师们试用了从橙子皮中提取出来的化学溶
剂, 但是发现这种物质对工人的皮肤会造成损害。然后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们发现了一
种味道像甜瓜的化学物品 n －丁基丁酸盐。这是一种很好的溶剂并能够在生产过程中替代
三氯乙醚。
Thompson 接到了一个俄亥俄报纸记者的电话, 想了解这种“甜蜜”的发现的相关信
息, 以及它会怎样影响哥伦布工厂的生产,但是她对这种三氯乙醚的可能的替代品却一点
都不了解。这种 n－丁基丁酸盐仍在 AT&T 的 North Andover 工厂中试用,关于这种化学
物质的信息还没有传给其他的 AT&T 工厂。Thompson 希望这种物质能够成为绕线器生
产中使用的三氯乙醚的绝好替代品,她开始给贝尔实验室和 North Andover 工厂打电话以
获取关于这种化学物质的更多信息。如果 North Andover 工厂进行试用的效果良好,哥伦
布工厂计划试着用 n －丁基丁酸盐来作为绕线器车间中三氯乙醚的替代品。

同外部有关各方建立合作关系
按照
“总统环境质量委员会”的“质量环境管理 任务执 行小组”的 目标, 两个来自
AT&T 公司之外的代表被要求为
“总统环境质量委员会”的项目工作。他们是俄亥俄环保
署的污染防治负责人 Mike Kelly, 以及
“俄亥俄公民行动会”的环境政策主任 Ed Hopkins。
“总统环境质量委员会”希望有政府和社会团体的代表来参与项目, 以增加项目进展报告
的可信度。由于这套班子是由环保过程中的有关方面以合作伙伴关系形成的, 所以,“质
量环境管理任务执行小组”的目标之一就是利用一个公司所能获得的所有知识以减少目
标物的排放, 这也包括了来自公司外部的知识。
Hopkins 的组织
“俄亥俄公民行动会”是一个民间团体,曾经在报纸上的卡通画上把
AT&T 的名字写在有毒废物桶上。许多工业成员认为这个团体具有争议性。在 Hopkins
看来,请
“俄亥俄公民行动会”加入这个项目“表明了 Al Rauck 和 Barbara Thompson 的开
明”。Hopkins 和 Kelly 都和 Thompson 讨论过在工厂减少三氯乙醚排放的计划,虽然他们
没有提供技术方面实质性的建议,但是每个人都认为在哥伦布工厂进行的
“总统环境质量
委员会”的项目是一个单一媒介而非多媒体计划。Kelly 警告说这个项目应该
“把持续改进
的思想用于污染防治,”而不是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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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结果
三氯乙醚停止使用的计划没有立刻产生材料成本的节约。然而, 作为一种在《蒙特利
尔议定书》认定的破坏臭氧层物质, 三氯乙醚由于生产量减少, 被认为会更加昂贵。1989
年, 1 加仑三氯乙醚的价格大概是 5 .80 美元。此外, 为破坏臭氧层物质贴标签的要求将于
1993 年 5 月 15 日生效。哥伦布工厂的工艺工程师将负责把任何新的破坏臭氧层物质标
签逐步加入到使用三氯乙醚的工作站中。AT &T 估计,就全公司而言,新的追踪和标签规
定的要求会在管理成本方面花费几十万美元。
Rauck 和 Thompson 相信这个项目帮助他们找到了在制造工厂中执行污染预防计划
会遇到的困难,方方面面都在争夺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的宝贵时间。他们都相信, 对于工厂
来说,这个项目之后下一步的行动应包括:
将处理危险材料的开支转移到生产成本中。环保开支当前没有被计入每一业务
部门的成本,而是作为全厂的一个开支中心。除非这些成本被分摊到各业务部
门,否则经理们都不会有足够的动力去尽可能减少废物。
将环保措施综合到工艺设计之中而不是进行事后处理。工艺工程师总是在他们
遇到违规问题时才找到环境与安全部门。过去的解决方法就是安装设备来管理
废物流而不是改变生产工艺中的操作来停止产生废物。人们需要改变行为方式,
把环境与安全部门看作是生产工艺设计的顾问。
推动伙伴关系。AT&T 要成为社会的永久一员,必须认识到有必要倾听并向外部
有关各方学习。

简要分析
本案例用在战略管理、市场营销、
企业组织与环境等企业管理专业或 MBA 课程的教
学过程中,主题是关于企业如何在经营过程中协调自身的发展与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之间
的关系。随着中国与 WTO 的接轨,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受到各种法规、公约的限制。如何
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 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在研究本案例之前,应当了解案例相关的国际条约及法规的相关内容,并且对整体环
境质量管理的相关内容有所了解。
本案例的关键是对臭氧层有损害的化合物。案例中提到的两种物质是全氯乙烯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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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乙醚,都属于在《蒙特利尔议定书》所列出的对臭氧有破坏作用的物质。《蒙特利尔议定
书》从 1989 年 1 月 1 日开始生效,并且其目标的实现通过《伦敦修订案》的规定正紧锣密鼓
地进行。在这里你可以针对《蒙特利尔议定书》进行更广泛的讨论。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超级基金修正与再核定法案》第三章:《超级基金修正与再核定法
案》包含了比其自身更多的条款内容,并且整个潜在的影响与对企业成本的影响比其原本
的影响要广泛得多。其许多影响已经从其设计的初始延伸到非常下游的领域,并且对其
进行具体的衡量是非常困难的。由此导致了不充分的信息被“反馈”给产品设计者和工艺
工程师。最后的流程图应该是全面能适应各种变化的情况。
关于测量方法的讨论可以描述出测量最终排放与估计生产过程导致的排放能力之间
的不同之处。这在质量管理中是重要的一点,关于这一点你可以讨论以下问题: 经典的质
量管理方法(排列图,工艺流程图, 鱼骨图, 障碍与资助分析) ; 利用 Baldrige Award 标准来
测量环境质量; ISO14000 标准。
本案例还可以用于其他专题的教学参考:环境成本系统、环境审计和债务评价、环境
法规、
国际公约(如,《蒙特利尔议定书》)、
外在性方面的经济学理论、绿色产品设计、
绿色市
场营销和社会关系。
阅读本案例时可以思考的几个问题:
(1) 以一幅流程图理解 AT&T 所面对和担当的风险。图表上应该指出成本在哪些
地方将会增加,以及哪些地方的成本可以被减少。
(2) 针对在哥伦布工厂的总体环境质量管理方面的问题, AT&T 将如何进行下一步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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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全氯乙烯材料安全数据表单
物理/ 化学特性
外表: 无色液体。
气味: 类似醚类。
沸点: 华氏 250 度(摄氏 121 .1 度)。

健康危险信息
眼睛: 可引起疼痛。可引起眼睛轻度发炎;
皮肤: 长时间或重复接触可引起皮肤发炎, 甚至灼伤, 重复接触可引起皮肤干燥或
脱落;
吸入: 在密闭或通风不良的空间内蒸汽会很快汇聚起来并能引起昏迷和死亡。百万
分之 200 就可引起头晕眼花; 浓度逐步提高也可引起鼻腔发炎、
恶心、不协调、醉态;超过百
万分之 1 000 就会昏迷或死亡。
癌症信息: 这种化学物品被列为可能的致癌物质。全氯乙烯在实验室的某些老鼠身
上已经引起恶性肿瘤, 其产生的几率提高了。
婴儿畸形: 由此引起婴儿畸形不太可能。与此接触对母亲如果没有影响,则对胎儿
亦无影响。

处置时需考虑事项
任何处理方法必须服从于联邦、州/ 省以及地区所有的法律和规定。将材料保存在密
封的容器中。不允许排放到任何下水道中以使其流入地面或水中。不允许排入城市废物
处理系统。不允许排入公众供水系统。不许掩埋。首选的废物管理是将其送给适当的法
律许可的回收商、
回收装置或是焚化装置中。

法规信息
《综合基金修正与再授权法案》第三章: 这种物质要求按 1986 年的《综合基金修正与
再授权法案》第三章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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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产品被认为符合《综合基金修正与再授权法案》危险品以下种类:
立刻会影响健康的危险品;
延后影响健康的危险品。
资料来源: Dow 化学公司材料安全资料表。

附录 2 三氯乙醚材料安全数据表单
物理/ 化学特性
外表: 无色液体。
气味: 高浓度时有刺激性气味。
沸点: 华氏 165 度(摄氏 74 度)。

健康危险信息
眼睛: 可引起疼痛。可引起眼睛轻度发炎导致对角膜的轻度伤害。
皮肤: 长时间或重复接触可引起皮肤发炎, 甚至灼伤。重复接触可引起皮肤干燥或
脱落。
吸入: 最小限度的麻醉或产生幻觉影响的浓度范围是在百万分之 500～1 000 之内。
浓度逐步提高超过百万分之 1 000 就可引起头晕眼花、恶心;不到百万分之 10 000 就能引
起昏迷和死亡。这样的高浓度也会引起心脏的心律失常。在密闭或通风不良的空间内蒸
汽会很快汇聚起来并能引起昏迷和死亡。
婴儿畸形: 由此引起婴儿畸形不太可能。与此接触对母亲如果没有影响,则对胎儿
亦无影响。在动物身上做的实验表明不会对生殖造成障碍。人造环境基因诱变的测试结
果为阴性。

处理需要考虑的事项
首选的废物管理是将其送入适当的法律许可的回收商、回收装置或是焚化装置中。
任何处理方法必须服从于联邦、州/ 省以及地区所有的法律和规定。不允许排放到任何下
水道中以使其流入地面或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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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信息
《综合基金修正与再授权法案》第三章: 这种物质要求按 1986 年的《综合基金修正与
再授权法案》第三章备案。
这种产品被认为符合《综合基金修正与再授权法案》危险品以下种类:
立刻会影响健康的危险品。
资料来源: Dow 化学公司材料安全资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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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es公司
分析一个新设计选择

＊

引言
Tempes 公司制造用于
“极限”运动中的计时器、测量仪以及其他器材。公司的产品得
到潜水、
徒手攀岩以及高山索降爱好者的推崇。Tempes 由 2 名职业潜水员和攀山运动员
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成立,现已在这一类型体育器材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此外, 在过去
的 15 年中,公司的器材在科学研究中也有重要的应用。科学家运用 Tempes 的计时器、
测
量仪及监测器,在深海条件下将它们放置在潜水钟和海床遥控探测仪中,也用于如南极大
陆这样的恶劣气候条件中。公司位于麻省西部,靠近 Berkshire 山。Tempes 在制作高质量
专业产品方面享有盛誉,产品吸引着专业人士和真正的内行人们。
最初, Tempes 只是出售用于极限压力(如高海拔和深度) 环境下的计时器和测量仪。
在其早期设计中,公司只制造仪器外部的外壳部分, 内部的电子、机械零件则对外采购。
但在过去的 25 年中, Tempes 逐步扩展它的产品线并已扩展至产品的整个制作过程。1981
年, 公司与一家小规模的瑞士体育制造商签定了分销协议, 公司因而大大增加了在欧洲市
场的占有率: 现在公司的销售收入中约有 1/ 3 来自欧洲。公司 1994 年的全球销售额超过
4 000 万美元。公司在市场营销和策略上趋于保守, 在专业技术和客户服务方面有很强的
声誉。在经营上, Tempes 采取的是宽松的管理方式,并激发员工和客户强烈的忠诚度。公
司在 80 年代公开上市,股票在其后的 10 年中有良好的表现。
根据波士顿一家著名咨询公司的建议, 公司的管理层决定利用最新的科技成果对其
重要的产品系列———“Water Moccasin”监视器进行修改。具体说,希望在计时器和测量仪
的制作装配上得到改进。这些变化涉及重组
“Water Moccasin”的制作过程。整个决定旨
在提高产品的整体质量和运作效率。
“Water Moccasin”用于深海潜水,它能提供深度 (米和英尺 )、
压力(大气压)和温度(摄
氏和华氏)数据。它也可纪录在水中消耗的时间, 计算 (根据压力、
经过的时间、体重和年
龄)潜水员在水下剩余的时间,以避免危险发生。所有的型号都可计算潜水员在下一次下

＊ 本案例由 Lawr ence Molinaro, William Lovejoy 和 Christ opher A . Cummings 共同编写完成, 仅用于课堂讨论而不
是用于说明管理战略的有效与否。经过 Sloan 管理学院与马萨诸塞州技术研究院的 Anjali Sastry 和 Henry Jacoby 的修
改。得到世界资源研究所( WRI)的大力支持 ,版权所有——— 世界资源研究所 , 1995 年, 并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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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或经历压力变化(如在高空飞行) 前在正常大气压 (即在水上、海平面) 下必须经过的时
间。另外,“Water Moccasin”能测定钠、钾和锌的离子浓度,尽管休闲潜水者一般并不需要
这些功能。
在公司经理的要求下, 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出具有可比性能的两款设计方案。两个方
案的主要结构一致: 都包括一个监视
“头”, 用于放置发光的显示读表盘和一个基座, 可以
手持或附于潜水员的潜水设备上以利于携带。对压力敏感的测量仪和电极放置在监视头
中, 并带有延伸至基座部的附属设备。

设计方案
方案 A 的外壳由 3 个单独的部分组成: 基座、
监视头以及监视器的盖子。独立的基
座和盖子意味着修理相对容易。这种装配也为仪器提供了最佳的强度。但这种设计需要
采用聚丙烯作为主要材料,并且要求所有的金属元件用镉作涂层以隔绝水和盐引起的腐
蚀。镉被美国环保署列为危险废弃物,它的使用需要得到许可和必需的处理技术。此外,
聚丙烯产生大量的危险废弃物, 必须得到恰当的处置。
与方案 A 相对照,方案 B 只需要装配 2 个部分。通过注入一种新的工程热塑材料,可
以使基座和监视头融为一体并保持强度。这种新材料可以再重复利用,但比方案 A 使用
的传统聚丙烯要贵 50% (相同重量情况下)。在制作过程中添加的回收程序实际上消除了
热塑料残余物,因为可以把热塑料残余物重新输回原材料的循环使用过程中去。如果包
括回收过程, 方案 B 的材料成本增加部分大约为 23%。但回收程序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
方案 B 中
“Water Moccasin”的所有修理都需要拆开监视盖, 所以这个方案对修理技
师来说不是很方便。但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凸缘和扣件, 发生极具破坏性渗漏的可能性大
大降低。熔铸的整体, 加上热塑料的特性使得方案 B 可以承受巨大的压力,尽管它的压力
承受度被认为比方案 A 稍逊。

Tempes 的决定
苏珊·巴克莱( Susan Barclay)是“Water Moccasin”的业务经理, 她需要在 2 个设计方
案中作出选择。尽管她最初因为成本低而倾向于方案 A, 但她知道工程技术人员更喜欢
作为
“为效率设计”范例的方案 B,即采用最少量的部件从而使制造过程更容易。从公司内
部以及外部咨询公司获得的市场数据表明, 人们对水上运动和潜水的兴趣在上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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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洋研究和极地大气效应的资助增加也意味着潜在的巨大市场。然而, 鉴于高度的专
业性,这个市场相对仍是较小。第一年销售额的可靠估计值为 14 000 个,每年的增长率约
为 10%。
无论是哪一种新设计,对现有的
“Water Moccasin”生产设备都需要重组。附录 1( A)列
出了每个方案所需的资本投资。每种设计所建立的新工厂每年的生产能力均为 35 000 个
而不需要进一步投资。产品的生命周期估计为 8 年, 然后将被更新的技术产品取代。方
案 B 的高可变成本使得该模型比方案 A 成本高(见附录 1(B)所有相关假设)。但是方案 B
的圆滑性和防渗漏性可使卖价比方案 A 略高一些。方案 A 单价大约在 550 美元左右,方
案 B 单价大约是 615 美元。

你的任务
作为
“Water Moccasin”业务经理的助理,你的任务是计算方案 A 和方案 B 的现金流
量。你将采用 Tempes 传统的资本预算方法, 即只利用本文件中的信息以及制造、设计和
财务部门同事寄送的备忘录(附录 1(A )、
(B)、(C) )。巴克莱要求你给她一份数据表,表明
每种方案的每年现金流量的计算,以及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

考虑环境影响: 原料、
成本、
表现、
监管和营销
遵照 Tempes 公司传统的资本预算方法,已估算出设计方案的现金流量和其他财务指
标。但是
“Water Moccasin”业务经理苏珊·巴克莱并不满意: 在查看现金流量分析后,她
意识到这些数据并没有反映一些潜在的重要因素的影响。特别是, 她担心环境问题可能
影响预估现金流量。毕竟,公司经理要求准备 2 种设计方案, 从而可以将再循环工程热塑
设计的成本收益与传统的设计相比较。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理解这些权衡。
第一步是更多了解塑料和镉以及它们对公司设计选择的影响。巴克莱已向她的同
事, 特别是环境事务人员询问所考虑使用材料的信息。她已经收到了一份汇总了一些文
章和信息的备忘录(见附录 2)。
虽然搜集资料的结果不能表明一种设计明显地优于另一个, 但足以供业务经理考虑。
巴克莱召集了一个非正式会议, 请她的同事提出一份表单, 包括所有可能影响成本、表现、
营销、
法律遵守和债务的环境因素。随着会议的进行, 他们已经非常清楚环境因素对设计
方案的选择关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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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任务
以史密斯的备忘录为出发点,准备一份可能影响方案 A 和方案 B 的主要环境因素列
表。你可以和你的同事组成一个工作小组, 你也可指出在哪个方向上环境因素影响公司
成本和收入。尽管你可能对排列顺序有不同意见, 你应该按可能的重要性将影响因素
排序。

在分析中包含环境影响
业务经理苏珊·巴克莱在看完潜在环境影响清单后, 意识到她需要重新考虑有关新
设计决策的最初分析方法。
最近和有关人员的讨论已表明很多因素在未来可能变得很重要。例如, 塑料工业可
能由于公众对深井灌注废物越来越多的批评而遭受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 方案 A 的关
键原料聚丙烯的价格会上升,因为制造商要应付越来越多的监管、废物处理的限制以及清
理过去泄漏的法律诉讼等。但是,如果聚丙烯的价格上升, 工程热塑的价格也可能攀升,
结果是方案 B 的成本也会上升。
与职员的讨论中,巴克莱也在思索如何将他们已经确定的潜在重要因素量化。如何
将传统的资本预算修改,以纳入欧洲法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地下水泄漏的风险、或者消
费者对再生材料的偏好变化 ?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公司组成一个任务小组。这个小组包
括 Tempes 法律人员、
工程人员(设计组和工厂运营的人员)、采购部门代表, 以及公司的环
境官员、
北美和国际营销经理。
任务组的出发点是先前讨论归纳出的问题清单。随着工作会议的进行, 经理们清楚
地意识到他们需要在分析方法上达成一致。
任务组很快同意开始时如果以一个设计为
“基准”, 然后看可变因素对另一个设计的
影响,这样分析起来会比较容易。用方案 B 作为基准可以将分析集中在方案 A,看看影响
两个方案不同的因素。例如, 如果由于污染不断增加, 全球对极限运动的兴趣降低, 两个
设计方案可能会受到相同的影响。但是, 另一方面, 聚丙烯的价格上升而工程热塑价格稳
定, 方案 A 的成本相对于方案 B 的基准成本会上升。
下一步是确定如何估算这些影响。一个工程经理建议用
“期望值”方法, 基于可能的
成本和收益影响以及每项重要因素发生的可能性。在会议期间,他坚持认为:“运用成本
和概率的数据,我们可以估算出每个事件的期望值, 诸如我们上星期讨论的镉泄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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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将期望值加进电子数据表以计算对净现值的影响。我承认精确地估算概率很
难, 但我想我们应该尝试一下,我们可以在同样的基础上比较每件事情。
”
环境经理很快就表示了他的不同意见,并提议采用情景分析方法。他认为:“要不然,
你只是为永远不会发生的
‘平均’事情作计划。
”我们不可能有十万分之一的泄漏。我们要
么有泄漏,要么没有。所以,我们应该看最好的情况(无泄漏)、
坏情况( 小泄漏)和糟糕的情
况(大泄漏)。然后我们可以比较不同的情形。
”
营销经理们也同意情景分析方法。
“假定关于再生材料的看法改变,”其中一个说道,
“这就会造成回收法律生效而带来的一系列法规的变化, 消费者愿意为再生产品以及原材
料价格的变化付高价。所以我们讨论过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独立的。我们可以总结出一致
的情景来显示在未来几年我们的经营环境的不同情况。
”
“因为会有几个不同情况, 你还是没有想出相对的概率,”工程经理指出:“但我们可以
用敏感度分析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敏感度分析中,我们问的是要是我们作出相反的选择,
所作的假设需要怎样的改变。
”

你的任务
这时,业务经理认为你在一天中已了解足够多的情况。现在需要的是第二轮的财务
分析。苏珊·巴克莱结束了会议, 要求你和其他工作组成员回到原来的资本预算数据表
以测评他们已讨论的影响。
“如果你们打算构造不同情景, 请整理出 3 个你认为可能的情
形。或者你选择做敏感度分析。无论采取哪种方法, 我希望你写下你所作的新的假设并
解释你这样选择的理由。
”
在走向她的办公室的时候,巴克莱想是否她刚布置给工作小组的任务会产生更多的
新问题,比刚解决的还多。她想
“至少我们正在处理应该处理的问题”。

简要分析
Tempes 是制造用于
“极限”运动设备的公司。在对一项重要产品的改良设计中, Tem－
pes 必须在两个方案中做出取舍。方案 A 因为运用已经证明的技术而有吸引力,但它的环
境风险很显著。考虑环境因素,方案 B 比方案 A 更有吸引力,但方案 B 采用的技术没有定
论, 因而在市场上有风险。分析人员面临的难点是如何评估有关环境的定性的信息并将
其纳入传统的现金流和净现值等的投资分析中。为了对两种设计做出一个明智的商业决
策, 需要对市场和环境的利弊权衡做进一步研究。因而该案例不仅包含了一般的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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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财务指标的计算,也需要使用者运用所学习的公司战略管理和营销的相关知识进行分
析, 从而将定性的分析进行财务的量化。
本案例分为三部分:
(1) 对两个设计选择按传统的现金流量分析方法进行分析。需要将各个部门, 如生
产、研发和财务部门提供的数据汇总后计算各个方案的净现值。方案 B 的设计在这样的
初次审查时, 虽然更符合政府的环保政策,但在财务上的吸引力不如方案 A。
(2) 确定在最初分析中忽略的环境因素。这涉及可能的政府环保政策的变化、
新的替
代产品的出现以及消费者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等。这部分要求的是细致的定性分析,
虽然总结出各种潜在环境影响因素并不是很困难, 但问题的关键是明确这些因素如何可
能影响 Tempes 的净利润数字,以及重要程度, 并挑选出比较重要的因素。
(3) 通过构造不同情景, 运用敏感度分析将 B 部分总结的环境风险和问题纳入折现
现金流量(DCF)分析中。可能的情景包括影响收入方面的销售量问题、
影响成本方面的原
料价格问题, 极端情况的出现如有毒物的泄漏等。不同的假设会导致不同的结论, 也可能
需要更多的信息材料才能做出关于 A 和 B 的选择。
Tempes 的案例说明了潜在的环境风险可能来自于监管政策的变化、披露要求的变
化、环境事故的发生以及消费者的环境意识等。在传统的资本预算方法净现值的分析中,
可以通过直接量化风险降低现金流,也可调高折现率来反映环境的影响并结合敏感性分
析和情景分析强化投资选择。但必须指出的是,净现值的方法并不能全面反映环境带来
的影响,例如品牌的效应、企业的社会形象以及员工的福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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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制造、
设计和财务部门备忘录
(A) 方案 A 和方案 B 资本成本
备忘录
至:“Water Moccasin”组
自: 帕特·库培(Pat Cooper) ,制造部
关于: 产品设计修订———资本成本
应你们的要求,我已计算出所需资本投资数字。这些数字包括用于将机械设备重组
和启动新的制作过程的前期成本。
我们估计制作过程的修改需要一年时间安装并达到完全运作。所有的资本支出将在
这一年发生(我们称为第 0 年)。这意味着从下一年年初开始产生收入。
因为我们预期这项技术将在成品生命周期结束时过时,因而项目的残值为 0。任何在
期末由工厂残余品获得的收入和其他工厂或设备的处置成本相抵消。方案 A 和方案 B 资
本成本如下表所示:
单位 : 万美元
项

目

生产设备
再循环设备
安装劳动成本

方案 A

方案 B

1 300

1 250

n/ a

350

120

165

启动成本

15

20

环境许可费(一次性费用)

15

15

(B) 方案 A 和方案 B 营运成本和收入假设
备忘录
至:“Water Moccasin”组
自: 克里斯·李(Chris Lee) , 设计部
关于: 营运成本、维修费和收入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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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从设计和营销人员那里收集信息。这份备忘录会令你们对两种设计方案的营运
成本、
维修费和收入有所了解。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也确认了我们的估计, 因而我们确
信该数据的准确性。
对任何设计方案,我们估计第一年的销售量均为 14 000 个。根据我们的研究,其后每
年的销售量增长率为 10%。当然, 这是指在我们预期的 8 年产品生命周期内。我们预计
在这一期间结束时,需要一个全新的产品设计。
一些营运成本和维修费列表如下,额外的信息列在注释中。
单位 : 美元/ 个
项

目

方案 A

方案 B

200

245

人工

30

40

处置费用

10

n/ a

镉环境管理费

15

n/ a

营运供给

15 .5

原材料

注:

9

可变的一般管理费用是人工成本的 10% 。
两个方案每年固定的工厂管理费均为 10 万美元。
再循环使得方案 B 每年固定的工厂管理费增加 5 万美元。
销售、综合和行政费 (SG &A) 是销售收入的 5 %。
税率是 34%。
折旧时间表 ,两个方案一样 , 列在财务部的备忘录中。

(C) 项目融资和折旧时间表
备忘录
至:“Water Moccasin”组
自: 亚力克斯·泽曼斯基(Alex Zemansky) , 财务部
关于: 产品设计修订的融资和折旧策略
应你们的要求,对财务方法进行一些说明。按照近年公司的融资做法,任何设计选择
的投资都将来自保留盈余。项目不借债。
扣除通胀的因素,公司的实际资本成本为 15%。为了简化分析,财务部建议在分析中
忽略通货膨胀的影响。

316

Tempes 公司 : 分析一个新设计选择

最后,我们目前的折旧时间表如下:
折旧时间表
年

数

折旧率(% )

1

2

3

4

5

6

7

8

14 .3

24 .5

17 .5

12 .5

8 .9

8 .9

8 .9

4 .5

附录 2 潜在的环境问题备忘录
有关塑料和镉的材料
备忘录
至: 苏珊·巴克莱
自: 莱斯利·史密斯(Leslie Smith) ,环境事务官
关于:“Water Moccasin”修改———潜在的环境问题
在上周我们的谈话之后, 我已经为你收集了关于影响产品设计的潜在问题的信息。
我在此强调两个关键问题: (1)塑料, 包括再循环; (2)镉。
首先是塑料。这是《波士顿环球报》最近一篇文章的节选:
Baton Rouge———今天, 州环境官员开始就一家地方化工厂发现的泄漏对
地下水供应造成的有毒污染进行评估。Acrylon 是一家生产多种化学品的公司,
公司官员说它的工程师在上个星期天晚上发觉到硫酸的泄漏。公司的环境事
物官员 John Muller 宣称泄漏已被控制,公司的员工正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保
证公众的安全。
这一事故引起地方市民团体再次行动, 呼吁禁止有毒废物的地下储存, 即
“深井灌注”。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担心这种方法可能会对饮用水供应造成污染。
大约只有 20 个州还允许这种废物处理方法。公共事务官员说现在确定污染的
程度还为时尚早。聚丙烯是很多塑料制品和合成光纤的一个重要成分, 从汽车
尾灯到建筑板材和隐形眼镜都有应用。Acrylon 公司以 Polymite

品牌销售聚

丙烯。
有关再循环的规定和关注也影响了对塑料的需求。近来, 再循环吸引了立法者、
设计
人员以及消费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例如, 我从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中发现这份报告:

317

Doreen McCallum,新闻广播员———美国总统希望国会重新批准《资源保护
和恢复法案》,这一法案监管固体和有毒废弃物的产生、
运输和处置。对现行《资
源保护和恢复法案》的法律修订已经在国会山进行。
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 Greg Edwards 报告———两项旨在要求更严格地管理
有毒废物的法案正在讨论之中。被认为是参议院环境问题领袖的参议员 Bob
Bentley,预计将在今天早上提出他自己的议案。近来, 美国工业受到环境组织的
抨击,指责他们没有减少废物数量。如果这些法案通过,将会增加有毒废物处置
的成本。
Bentley 的提案估计将借鉴德国 1989 年的一项计划: 德国环境部长 Klaus
Töpfer 下令要求通过垃圾填埋或焚化炉处理的民用垃圾必须减少 30% ,根据所
用材料的不同,私营企业必须在 1995 年前达到 80%～90%的再循环目标。德国
也严格了垃圾填埋的标准,可能将禁止填埋塑料。如果一个产品不能达到规定
的再循环标准就不能存在。欧共体委员也正考虑在欧共体内采纳类似的立法。
根据 Bentley 的说法, 对塑料和再循环的规定是计划的核心。对于这个新的法
案, 总统表示欢迎新的想法,但将尊重美国环保署的具体想法。
注意西欧将成为 Tempes 产品的重要市场, 它在公司的年销售中占有越来越高的比
例。同时公司中欧洲收入的 1/ 4 来自德国。
再循环问题已经使设计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正如《商业周刊》的文章所述:
问题: 在制造汽车、
计算机、
洗衣机、电冰箱, 甚至茶壶等时, 你用了很多塑
料。塑料废物正在这个国家到处堆积, 要求对这些材料再循环利用的社会和政
治压力越来越大,你该怎么做 ? 解决方法: 把塑料设计成可分拆的。简化部件
和材料,使它们很容易也很便宜地得到拆卸、分类和再循环。
正如《商业周刊》所说,有 3 个因素不利于再生的塑料: 再生的塑料,特别是经过几次
再循环过程后的性能和承受度还没有完全定论; 再生塑料的外观美感降低, 消费者可能视
为
“低价值”产品;第三, 缺乏再循环的基础设施 (包括市场和再生编码系统) 也对消费者使
用后的再循环造成阻碍。
镉也有潜在问题。这种金属被美国环保署列为有毒废物并被禁止作为市政垃圾填
埋。我们的一个主要担心是制造扣件、螺钉, 特别是线状螺丝, 这些制作过程通常包括一
个或多个清洗 步骤。即 使严格遵 照标准 程序, 镉 还是有 可能流到 公共下水 道。尽管
Tempes 公司的操作一直以来没有产生过地下水污染事故,我还是建议对室内镉的使用更
加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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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就提议的
“Water Moccasin”重新设计而言更是如此。我记得你曾提及至少一
种设计要采用镉涂层的法兰盘和扣件。你也说过其中的一个步骤要用到水洗。请告知详
细情况,因为我们可能需要与工程部门和操作部门协调, 制订一个新的有毒废物的回收计
划。这一过程可能需要经过州管理人员的审核。
你也曾问到报告要求和潜在的债务。关于报告,根据 SARA 第三款,任何镉的应用必
须经过审计并需报告。有几家这个领域的咨询公司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关于潜在债务,我已经估算出制造用镉对地下水污染的可能性。污染的预计概率、
补
救成本和按照现今法律的处罚是:
概率: 在 8 年运营期每月 1/ 100 000
补救: 1 200 万～4 000 万美元
罚款: 100 万～300 万美元
注意这些成本没有考虑未来的法律要求、可能的损失赔偿和其他财务影响(如出让污
染土地的困难)。如果发生地下水污染或在公司的土地上溢散, 我们可能被要求为防止再
发生事故而采取更严格的措施。(如安装更贵的新的废水监控设备或实施过程改造)
我希望这对你有所帮助。如果需要更多的信息,请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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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证明再提炼润滑油的效果和初榨润滑油的效果是一样的, 跨国公司已广泛使用
再提炼润滑油。

引言
1969 年陈周(Chow Cheng)开办了一家企业, 采用香港市场上没有的新模铸技术、机
械、工具和精加工材料。那时候香港是一个工业生产中心, 登威尔通过不断地创新和开发
新产品逐渐成为市场的领头羊。举例来说,在 80 年代它是香港最早使用高速冲压机来生
产录像带的本土企业, 在 90 年代它最先引进抗化学的环氧地板。
慢慢地,登威尔的产品越来越多。1993 年登威尔工业(控股 )有限公司集团化,管理不
断增加的下属企业。同时公司搬入了位于香港新界的元朗工业区,新公司占地 10 万英亩。
现在,登威尔公司已经拥有亚洲最大的独立废油加工和处理工厂, 是世界上最大的磁介质
金属组件的生产商, 同时又是第一家被香港工程师协会 ( Hong Kong Institution of Engi－
neers)确认可以培养专业的
“A 计划”环境工程师的公司。
2000 年登威尔成立了登威尔环境技术(控股)有限公司, 该公司向顾客的环境需求提
供一条龙的产品和服务。图 19．1 显示了登威尔目前的组织结构。登威尔环境技术 (控股)
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和发展集团现在和将来的与环境相关的业务, 登威尔工业( 控股) 有限
公司作为母公司管理着所有的下属企业。表 19．1 列举并描述了登威尔下属的商业和控股
企业。
随着公司的发展,公司创立人陈周的 4 个儿子先后加入了管理层,协助管理不断增长
的、业务逐渐多样化的公司。丹尼尔·M·陈, 所学专业为工业工程, 现在是集团的管理经
理。陈周的 4 个儿子在回到香港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前,都在美国学习、
生活和工作。
埃尔文·M·陈所学的是化学工程, 里奇·M·陈是会计专业,詹姆斯·M·陈是信息技
术专业。他们每个人都是执行董事会的成员, 而陈周是董事长。公司现在在元朗工业区

＊ 本案例由 John E . Butler 博士 , Margaret Kwan－Liddle 女士和叶广涛先生共同编写完成 ,仅用于课堂讨论而不是
用于说明管理战略的有效与否。版权所有——— 香港理工大学环境管理教育与发展中心 , 2001 年。世界资源研究所协
助香港理工大学推广本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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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100 余名雇员, 在大陆也有销售代表。

图 19 .1

登威尔公司组织结构

表 19．1 登威尔工业(控股)有限公司下属分公司的业务描述
分公司名称
登威尔环境技术(控股)有限公司

业务描 述
管理及发展集团现在和将来的与环境相关的业务

登威尔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润滑油产品的废油再提炼、混合和市场营销

登威尔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收集和处理废油以及受到废油污染的废水

登威尔工程公司

咨询、
设计和安装工业废水处理系统 ; 推销环境技术

Analysts(亚洲)有限公司

新/ 废油、
燃料和油脂的分析服务

Chematco 有限公司

制造合成环氧复合物 , Hi－POLY 环氧树脂地板和推销特
种化学品及撒布设备

登威尔工业有限公司

制造磁介质中的高精度的金属配件

虽然陈氏兄弟所学的专业都不一样, 但管理公司时总能达成一致,而不是建立在各自
分工的基础上。虽然每个董事会的成员都有自己分管的事务或者是分管的一个公司的事
务, 但董事会还是积极参与每个公司的管理。公司管理系统看上去十分成功, 因为公司获
得了两个香港工业奖( Hong Kong Awards for Industry) ,一个是生产效率奖, 一个是技术进
步奖。公司还获得了工业工程奖和环境表现奖,另外公司还获得了 ISO 9002 认证。
通过发展、
宣传和出版公司的环境方针,登威尔公司是香港在环境事务上较活跃的几
个公司之一。公司尤其注重在商业运营中加强和保持对环境的关怀。1999 年,在公司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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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成立 30 周年的同时,它还通过了 ISO14001 的内部审核。登威尔公司的环境方针是:
我们的宗旨是保护地球的自然资源 , 把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小。
作为一家环境和工业公司, 登威尔的环境政策要求公司在从事商业活动中取得并保持较高的环
境标准。
登威尔的环境管理致力于公司环境绩效的不断提高 ,通过采用最先进的环境技术 , 改变客户需
求和社会期望。
登威尔公司环境政策的特别之处在于 :
遵守或超过现行环境法规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将公司运营、
生产和服务所带来的对环境的负
面影响减少到最小 ;
保证公司的职工、
客户和供应商充分了解公司的这一政策 ,保证公司客户在和登威尔发生商
业关系时了解他们的环境责任;
不断向员工提供培训以提高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 ;
采用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来识别、控制和监视公司运营所造成的环境影响 ;
不断地研究、
建立或支持各项用于保护和回收资源的活动 , 将垃圾的数量减少到最小 ,尽可能
使用回收产品 ;
帮助普及教育当地的企业家和公众, 告诉他们什么是他们的环境责任、处理垃圾的正确方法
和再次使用自然资源。

香港的法律环境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 有毒废物越来越成为香港的一个紧迫的问题。公众和企业界对
化学废物生产和处理的危害性的认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化学物质不加区别地倒入下水
道, 导致地表水对人的身体健康构成了威胁, 倾倒这些化学物质还引起了对环境的严重
破坏。
当时的法规———《废物处理法规》, 给废物管理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但是它在定义
和控制化学废物时不太成功。于是, 那些化学废物包括强酸、强碱、浓缩金属盐和有机溶
剂直接排入下水道系统或倒入城市废物收集系统, 这就对下水道工人和海洋生物构成了
很大的威胁, 并间接地对公众形成了威胁。
1989 年,《香港的污染: 该采取行动了》白皮书出版,该书制定了一个详细的 10 年计划
来阻止香港环境问题的恶化。其中的一大进步是要保证提供环境可接受的、但价格昂贵
的废物处理设施。该书还建议制定一些补充性的法规来保护社会的健康和福利, 通过对
废物的储藏、收集、
加工和处理进行管理,避免这些废物对环境所产生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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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项研究的发布和逐渐增长的压力, 1991 年香港政府承认需要加强管理和控制
化学废物的生产、
储藏、
运输和处理,以及减少境内产生的有毒废物的数量。《废物处理法
规》也得到了修订,对化学废物重新进行了分类。
香港的制造工厂规模一般都不大, 且位于一些多层建筑物里。由于这些建筑物一般
都没有处理处置设备, 于是工厂使用后的这些强酸、
强碱、氰化物、
重金属溶剂、
溶剂和矿物
油就直接被倒入公共的下水道。这些废物一般具有腐蚀性、可燃性和毒性, 对香港市民的
健康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但是, 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因素使政府下定决心采取行动,即这
些废物对下水道处理系统极为不利,产生了许多下水道处理问题,同时还破坏下水道系统。
为了规范危险废物的处理,政府认为需要对多种产品的使用进行追踪。于是在 1991
年的法规中还规定了一项登记计划,这样环境保护署就可以追踪生产商、
运输公司和处理
公司使用某些化学品, 如: 石棉、
皮革的固体废物和聚氯联二苯的情况。1992 年后期,预期
的 8 000 种产品中有 6 196 种化学废物已经被登记。政府写信警告那些没有登记的公司,
如果仍然不登记,将要被处以 20 万美元的罚款和 6 个月的监禁。警告信很起作用, 截止
1993 年 5 月,所有登记工作基本上全部完成。
1 个月之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第一个联合化学废物处理厂开始动工, 这是由一家叫
Enviropace 的公司经营的,工厂的厂址坐落于青衣岛。Enviropace 将这些废物焚烧,并从政
府处得到补贴,用于弥补操作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差额。Environpace 现在处理每 200 升废
油索价 570 港元,但随着政府取消补贴,价格将来会涨到 1 600 港元。中心采用先进的技
术, 该技术使用 9 个独立的步骤来处理化学废物,包括水/ 油分离系统,不同的物理和化学
系统和一个高温焚烧系统。废油只是该工厂众多
“产品”中的一种,但是 1999 年废油处理
占该厂处理的全部化学废物的 9 .082% ,也就是 7 342 吨。

《废物处理法规》的影响
新的法规强制要求那些生产、储藏、运输和处理化学废物的个人和企业承担一些义
务, 并且还要出台一些程序监视和控制这个过程。这些义务包括:

废物制造者的职责:
必须了解废物的成分和性质。保证安全储藏,用文字或标志清楚地标示。
储藏地点必须符合法规的要求。
转移和运输废物时, 必须雇用持有执照的废物回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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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废物回收公司开据一张签名的路程票据, 另附两份复印件和安全处理废物所必
须的信息。
保证已经正确地对废物进行分类、
描述、
称量、标示和委托废物公司运送。
保留路程票据的复印件 1 年以上。
化学废物必须被安全地放置,以防这些废物泄漏、
火灾或其他安全危险。如果任何被
储藏的废物有可能威胁公众安全和健康, 或引起污染,环境保护署可以强制搬走它。为了
控制废物的运输, 政府要求废物的收集和运输必须由那些拥有执照的承包商来执行。
Enviropace 有限公司拥有一些特殊 设计的卡车和水箱 来收集废物。它还拥有一艘叫
“MARPOL”的驳船, 专门用来收集当地船舶和停靠香港码头船舶的油状物和有毒废物。

废物回收公司的职责 :
提供路程票据需要的任何信息。
检查废物制造者提供的信息是否正确。
拒绝承运任何包装标签错误或者是路程票据有问题的废物。
在运输化学废物时, 承运商必须保留 1 份原始路程票据的复印件。
必须在 48 小时内将废物运至废物处理厂。
将原始路程票据上交给废物处理工厂的指定经理。
保留路程票据的复印件 1 年以上。
为了防止非法的废物处理,每次废物运输都必须要附带 1 张电脑打印的路程票据,每
一方都要保留票据的复印件。因为每一方都要把废物一点不少地交给下一方,这就可以
保证废物的处理不是非法的。从废物的制造到最终的处理, 这套信息系统一直对它保持
追踪。在化学废物处理中心,这套信息系统还和计算机形成一体, 以允许环境保护署可以
密切地监视那些化学废物相关方的管理状况。违反这些规定的个人或企业将受到一定的
处罚,从 6 个月监禁和/ 或处罚 5 万港元到 20 万港元不定。

化学废物处理收费计划
除了对废物进行追踪, 化学废物处理中心免费向废物制造者提供服务,以鼓励他们在
1995 年 4 月前不要不加区别地倾倒此类废物。但是政府的工业顾问建议引进收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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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收回废物处理的成本。从 1995 年 3 月 16 号起, 根据《废物处理规定》(LN30/ 95)中心开
始向废物处理收费,1996 年和 1997 年 2 次调整了收费。为了收费而将废物分成 2 类: 化
学废物和特殊化学废物。
(1) 化学废物
定义如同《废物处理法规》中关于“化学废物 ( 普通)”的定义。实际收费将按照《废物
处理收费法规》中第一条办理。
(2) 特殊化学废物
此类废物的定义根据《废物处理收费法规》:
a . 含有聚氯联二苯的废物。
b . 在预期使用中状态不稳定或者已经形成不稳定状态的废物,不论是否因为:
i . 没有达到预期使用目的的规格要求;
ii . 已经超过有效功能的日期;
iii . 已经被破坏或受影响,而无法正常行使原有功能。
c . 因为需要处理而被进口到香港境内的废物。
《废物处理收费规定》的第二条规定了处理此类废物的收费。
需要指出的是,处理那些油水混合物和海上船舶制造的化学废物的收费, 将根据《商
业运输(防止和控制污染)法令》进行收费。
为了鼓励正确使用化学废物处理厂, 收费计划执行缓慢。处理废物的收费计划其实
是政府采取的一个经济激励机制,旨在鼓励企业减少废物的产生, 进行技术升级和利用回
收系统。但是,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这是政府想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内地,因为那里的环境
法规不是太严格。为了减轻收费带来的后果, 对大部分的废物最初只征收所有费用的
20%。这就给废物制造者足够的时间, 通过技术升级和循环使用, 来调整生产过程以减少
废物。
现在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法律, 而且罚款也可以按照触犯者的经济实力进行调整,而
不是简单地以造成的损失再加上环境补救所需要的费用乘以一定的比例。但也有批评认
为, 这些罚款已经成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做生意可以接受的一部分了,他们指出尽管政府
有权力对触犯法律的人处以 6 个月监禁的惩罚, 但是至今没有人受到这样的处罚, 甚至有
些人数次违反也没有被监禁。

回收利用企业的机会
1989 年一家澳大利亚企业打算在元朗工业区建立一个石油回收利用厂。这个建议十
分吸引人,原因是他们使用和 Enviropace 公司不同的技术, Enviropace 公司仅仅是把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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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而这家澳大利亚公司是把废油回收利用。因为香港政府开始监控废物处理, 这家澳
大利亚公司认为可以用较便宜的价格来购买这些已经用过的石油, 去除杂质, 重新加工,
然后再把它们卖出去。从化学角度来看, 循环使用的油和初炼的油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
一般来讲,循环使用的油比初炼的油要便宜。
这家澳大利亚的公司由外国的经理经营,这些人具有丰富的专业技术。他们在工业
区建起了工厂,在工程截止期前开始运营。但是他们对当地市场缺乏了解, 当他们向当地
废油回收商购买废油时,被告知废油供应量不足。实际上, 那些当地的回收商正囤积废油
以图抬高它的价格。这家澳大利亚公司不得不向废油回收商支付一定的佣金来获取足够
工厂有效运作的废油。这样一来, 香港当地的回收商一开始就可以从这家公司获得一笔
佣金,而这家不了解香港本地市场的澳大利亚公司还以为废油短缺是一个事实。
这家澳大利亚公司本来可以承受比较高昂的废油价格, 但是需求方也采取相同的做
法。当地的供应商低估了市场对再生油的需求,这就导致了公司不得不降低再生油的价
格。虽然确实有人不太想使用再生油, 但这并不影响当地分销商的销售价格。这就使这
家澳大利亚公司陷入了最坏的境地。他们收购来的废油高于市场的价格, 卖出的再生油
却比市场价要低。在这种双重压力下,这家公司不得不在 9 个月后关门大吉。

登威尔伸出救援之手
政府花了很大的精力来寻求这家澳大利亚公司的买家,但直到 1993 年 8 月登威尔同
意收购这家公司之前, 一直不是很成功。由于工厂一直处于空闲状态,登威尔花了 1 年的
时间来升级设备、
作必要的改进。登威尔还雇用了一些原公司的员工,因为他们了解运作
这家企业的知识。1995 年 3 月 16 号,登威尔从环境保护署获得了处理废物执照,从而成为
香港第一家、也是惟一的一家具备执照的废油再提炼工厂。
另外一个在环境立法部分已经讨论过的因素也帮了登威尔的大忙。政府的追踪计划
要求油品的使用者提供证明说明他们在适当地处理废油, 这项计划在 1994 年已经相当成
熟了,这就意味着并不需要到市场上去买废油。登威尔处理废油的价格是大约每桶 200 港
元, 而不像那家澳大利亚公司那样, 每桶还要付出差不多的价钱。由于登威尔的经理都是
香港本地人, 他们对当地的情况十分了解,对供需情况也把握得比较准确。他们还和几家
当地的废油供应商建立了业务关系, 这样就能保证有一个固定的废油供应。登威尔环境
管理有限公司直接负责废油和其他废物的收集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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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登威尔处理的废油大约是 50 吨(1 吨 = 1 000 升 )。废油一般经过除水、
排出存油
和除膜蒸发, 其中除膜蒸发是最关键的一个步骤。在高温下, 处于真空状态的油就好像蒸
馏一样被蒸发、
浓缩。
政府有关废油回收的法规是非常有效的。就目前而言, 登威尔认为所有香港的废油
都已经回收、循环利用了。虽然登威尔可以处理比目前香港市场上更多的废油, 但是想要
政府同意把中国大陆的废油运到香港来, 由登威尔处理,好像还不太可能。丹尼尔·陈同
意在中国大陆的某些城市处理再生油是可行的,然而他同时还说公司现在还没有考虑进
军中国大陆的打算,但如果能找到当地的合作者,计划还是值得考虑的。

产品和市场营销
一旦废油被再提炼,同时加入多种附加剂混合在润滑油中,这些产品就被运到中国大
陆、海外市场和香港当地市场。虽然登威尔公司已经成功地说服一些香港的大型组织指
定使用再生油,但还是有一些人拒绝使用再生油, 他们担心那些制造商可以借口使用再生
油而取消对某些产品担保和保证。如果登威尔又有了新的废油供应, 这可能成为一个问
题, 但在目前,所有登威尔的再生油都卖出去了。

其他环境服务
登威尔的其他两家环境子公司都是比较专业的。登威尔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系统建
设公司。它从全世界不同国家购买所需的产品,然后将其装配和调试以满足客户的需要。
公司的业务包括工业废水处理系统、
破乳系统(emulsion breaking system)、
清淤系统和生物
废物处理系统。
分析家(亚洲)有限公司[ Analysts( Asia)Ltd .]专门向客户提供技术专业知识。他们向
润滑剂使用者进行维护计划的咨询。废油分析项目帮助客户鉴定是否零件过度磨损、
燃
料泄漏、
冷却液污染、
吸入污物和机器运作状况。这就有助于客户减少停工期,更有效地
规划生产设备的需求。目前,这家公司的美国合作伙伴每月要进行超过 5 万项这样的测
试, 客户从各种各样的私营企业到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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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况和将来
香港的大多数企业都在竭力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目前, 登威尔在大陆大量销售它生
产的再生油、设备和其他产品。登威尔同时也开始开发生物柴油燃料,认为自己有能力生
产这一产品。他们最近做了一项实验,把一家速食店用过的废油转化成生物燃料, 这些生
物燃料能够有效地和现有的石油燃料混合在一起。如果政府要求使用清洁燃料, 这项技
术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混入生物燃料的现有燃料所造成的污染将比现有燃料造成的污染
要小。
中国大陆的环境法规也将日益严格。这就意味着登威尔的专业知识将成为它打开新
市场、
建造新工厂的有利工具。

简要分析
本案例属于环境与战略管理部分, 主要通过介绍香港环境规制的变化以及登威尔在
应对这种变化的过程中,如何开展相应的业务,从而创造新的市场和业务领域。
该案例揭示了如下几点: (1) 香港颁布的《废物处理法规》是如何影响企业经营的;
(2)回收利用既是环境保护的方法也是蕴藏巨大收益的商机; (3) 登威尔公司如何根据当
地市场的情况有效运作回收业务。
本案例主要适用于
“战略管理”
“
、市场营销学”等课程环境要素方面的教学。可以使
学生了解随着环境规制的不断加强, 企业应该如何塑造核心能力。本案例适用于高级工
商管理培训班,各大学院校管理专业的学生, 使他们了解企业对环境的关注同样也会给企
业带来巨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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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做这件事, 每个人都要尽力。就 ISO14000 而言,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获得
14001 的认证。
”艾玛·王在员工休息室里充满自信地对绿岛公司的每个员工, 尤其是考
尼·楚宣布她的观点。但是其他人都继续他们刚才的谈话, 只有考尼·楚接起话题, 并很
快作出反应。考尼和艾玛是一对好朋友, 但是两个人看问题的角度往往不尽相同, 下面的
对话就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
考尼清楚地表达了她的观点:“艾玛, 这些天来你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像一个环境保护
主义者了 ! 作为公共事务负责人,也许在你的工作中增加环保责任, 就真实的商业社会而
言, 你变得有点太
‘绿’了 ! 你考虑过这里的成本没有 ? 我指的并不是我们现在所做的
‘环
保事情’的成本, 而是通过认证的成本。
”
“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你是个典型的成本会计师。你的职业使得你只会注意一件事情
的成本,而不是它的价值。我们是别无它法。从短期来看, ISO14000 会让我们受一点损
失, 但是这只是在 21 世纪商业社会里生存的成本,我们必须通过 14001 的认证。
”

引言
当考尼端着她的咖啡, 艾玛端着她的茶回到各自的办公室的时候, 很明显关于 ISO 的
对话将要继续下去,可能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类似这样的谈话会发生在咖啡屋、商店大
厅和公司办公室等地方。一旦这个问题被提出,关于它的争论就包含了许多相似的子话
题。ISO14000 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 它究竟会使你具备什么样的优势 ? 它的成本又有多
大 ? 绿岛公司可能认为这个问题很独特, 事实上, 水泥行业正面临困绕其他许多行业的同
样的问题。虽然问题有它的普遍性, 但每个公司各有不同之处。绿岛公司并不是一个古
老的水泥公司:它属于长江实业,长江实业又属于李嘉诚的企业集团。该集团在香港股市

＊ 本案例由香港科技大学 John F . Hulpke、
香港城市大学 Marga ret A . Fidow 和 Col orado at Boulder 大学 T homas
J . Dean 共同编写完成, 仅用于课堂讨论而不是用于说明管理战略的有效与否。版权所有——— 香港理工大学环境管理
教育与发展中心 ,2001 年。世界资源研究所协助香港理工大学推广本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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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恒 生 指 数 ”中 占 了 1/ 4 的 价 值, 相 当 于 一 个 在 美 国 的 企 业 集 团 占 了
“道·琼斯指数”的 1/ 4 强 !绿岛公司本身并不是一个大公司, 但它属于一个庞大的企业集
团。集团越大,对环境问题就越敏感。不能让绿岛公司给整个长江实业带来坏的影响。
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组织是否要通过 ISO14001 认证 ? 21 世纪的初期,和发生在绿
岛公司员工休息室里的谈话相类似的讨论正在全世界范围里进行着。同时, 绿岛公司的
许多员工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在是否要通过认证这个问题的后面, 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问
题: 我们究竟要对环境友好到什么程度 ? 每一环境质量的提高都需要考虑成本的因素,究
竟是成本大呢 ? 还是利益大 ?
下面的内 容讲 述了 绿 岛公 司必 须考 虑的 诸 多问 题中 的一 部 分。首 先, 什 么是
ISO14000 ? 特别是艾玛极力推行的 ISO14001。在经过对水泥行业的一般讨论之后,我们回
到一个关于环境的问题:水泥行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问题 ? 一个通常被认为是“有点
脏”的行业会变成一个绿色的行业吗 ? 可能绿岛公司的名字会给他们开个好头, 但是要符
合 21 世纪的环境标准仅仅有一个好名字是远远不够的。历史数据表明,绿岛水泥公司具
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记录,继承了良好的
“环境遗产”。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ISO 认证
还需要考虑一个时机的问题。

ISO究竟是什么 ? ISO14000 和环境管理系统
国际标准组织(ISO)是一个成立于 1946 年的全球性的组织, 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发
展国际生产、贸易和通信标准。最初, ISO 是出于一个简单的目的而成立的:为了推动商业
以及便利同一商品在不同国家使用而需要一些普遍适用的规则和技术准则。大多数国家
在 ISO 组织里都有他们的代表。在 ISO9000 质量管理标准出现之前, 所有 ISO 宣布的标
准都是技术标准。
随着 ISO9000 的成功, 以及 1992 年里约热内卢高峰会议所带来的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ISO 开始制定一系列环境管理标准和指南用于帮助企业处理环境事务。该系列的环境标
准是建立在全球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的, 任何对该标准感兴趣的组织都可以参与到标准的
制定中来(当然, 大部分是来自各个行业的代表) ,这就是大家知道的 ISO14000 系列。标准
制定的整个过程都受到国际标准组织 207 号技术委员会的监督。ISO14000 系列主要包括
环境标志、
产品生命周期分析、
环境管理系统和环境绩效评价等若干方面。重要的是, ISO
认证完全是企业自愿的行为;但是通过 ISO 认证也是一种证明, 某些客户( 特别是来自欧
洲的客户) 往往 要求 公司 必 须通 过 ISO14000 认 证。虽 然在 全 世界 其 他 范围 里 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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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4000 认证颇费时间,但它最终还是成长起来了。在 21 世纪初,美国的汽车制造商(通
用汽车和福特)宣布他们将要在所有的一级供应商中推行 ISO14000 认证。
ISO14000 系列中最重要的是属于环境管理系统(EMS)的一些标准。有 2 个文件直接
阐述了环境管理系统。ISO14001 无疑是最关键的,该标准是 ISO14000 的主体标准(任何组
织要想成为 ISO 的 注册 成员, 就 必须 通 过 EMS 的 要求 )。对 大多 数企 业而 言, 成为
ISO14000 的注册成员, 能获得相应的利益是主要原因。另外,“ ISO14004”是企业在实施
EMS 过程中很好的指南(但在注册过程中这是不需要的)。
EMS 是企业在管理商业活动中的有关环境事务的一个正式的系统。从某种程度而
言, 任何一个有环境事务的企业都有一个环境管理系统,但是在 ISO14001 中规范了环境管
理系统的性质和程度, 可能 ISO14001 所要求的管理系统和企业本身存在的管理系统有着
很大的不同。大 多数公 司仅仅 拥有一 些需 要被动 遵守 的管 理程序, 而不 是超 越它。
ISO14001 标准的出现代表了在组织管理哲学上的改变, 这种改变是全世界范围的。变化
的趋势是改变原来的企业被动遵守的出发点( 那时只有政府才关注环境问题 ) ,现在任何
一个组织都开始努力地减小产品和生产过程给环境带来的影响。
EMS 标准中的 6 条基本准则体现了这些哲学。这些准则包括职责、计划、实施、
检查
评审以及持续改进。简单地说, 这些准则要求企业满足: (1)制定环境方针; (2) 了解组织
的环境因素; (3)决定组织的环境目标; (4)确定实现组织环境目标的正式的程序和系统;
(5)对环境目标的控制和文件记录; (6)经常性检查并改进该系统。
EMS 标准能否成功和为大家所接受,其关键在于, 在提高企业环境管理水平方面,它
是否切实有效、
发挥作用。有证据表明,环境原则的根本性改变有助于企业提高环境管理
水平,降低环境管理的成本, 改善和股东们的关系。另外, EMS 标准还要求企业在它主要
的环境方面设立目标, 同时也要求企业不断改进、提高并防止污染。因而, 在没有减少污
染的情况下, 企业要维持这个标准就有点困难了。
但是有些人争辩说该标准所带来的环境利益并不像其他人宣称的那样多。ISO 并不
是一个环境绩效标准的事实支持了他们的观点。事实上, EMS 标准中没有一处是关于某
种特定行业或商业的污染标准。因此可以想象:虽然一家企业有很高的污水排放量,但它
也有可能通过 ISO14001 的认证。关于这一点人们编了许多笑话来批评 ISO 系列, 有一些
笑话是关于我们在这篇文章里讨论的水泥行业。ISO14001 允许企业在设立环境目标时有
相当大的自由度,因此每个企业可以根据自身不同的情况确定优先的目标, 以及要担负的
职责。另外, 因为提高环境的目标是企业自己设立的, 每一个 ISO 注册成员的执行情况都
可能和另一个登记成员的执行情况不相同。虽然这显得有点不公平, 但是这样一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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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适用于各种各样的组织。事实上, 该系列标准可以应用于不同的公司, 这些公司可
以拥有对环境方面的不同考虑、不同的文化和工业背景,以及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和资源
上的差别。另外, ISO 关于组织的定义可以非常灵活地运用于各种形式的组织。这意味着
一个大公司可以成为认证成员, 也可能是该公司的一个工厂或一个商业单位先通过了认
证。多数组织寻求第三方认证(比如通过一家 EMS 审核机构) , ISO14001 允许第二方审核
(比如确定一家供应商是否达到了标准) ,甚至是自我宣布。

绿岛水泥: 一个领导者,但它应该变得多绿呢 ?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美国的许多水泥厂因为环境清理的成本太高而不得不
关门大吉。位于加州的玛茅斯(Mammoth)水泥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虽然玛茅斯水
泥公司自己认为它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尘埃远远构成不了什么环境问题, 但加州的法律
却不这么认为。这家距离洛杉矶以北一个半小时车程的企业不得不在 90 年代倒闭了。
类似的故事在欧洲也时常有报道。水泥行业拥有大量脏旧的工厂, 从经济的角度而言,要
把它们改造成“干净又绿色”的企业, 所花费的成本太大了。水泥工厂的尘埃太令人讨
厌了。
制造水泥是一个复杂、不太干净的过程。水泥的生产过程被分成多个基本上互相独
立的步骤。每个步骤都会潜在地污染环境。原材料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 留给地表一个
大洞并产生大量的灰尘。石灰石采石场产生的粉尘可能并不像“烟雾”中的化学微粒一样
有毒,但它们还是污染了空气。
将原材料从开采地运送到工厂是另一个潜在的污染, 灰尘从卡车、
火车和驳船上泄漏
出来。一旦被运到工厂,它们就立即被倒入一个大搅拌器之中, 这时更多的灰尘进入了空
气之中。一些宾夕法尼亚的城市报道中说,该生产过程导致了这些城市的天空是灰色的。
各种原材料的混合物, 包括石灰、
硅、
铁渣和粉煤灰等, 被彻底烘干、碾磨之后, 依次被倒入
一个大容器。在容器里各种原材料被彻底搅拌,以保证原料的一致性, 然后放入一个大
熔炉。
把熔炉里的温度加热到 1 450 摄氏度就产生了熟料。顺便提一下,将这么多的原料加
热到 1 450 摄氏度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 这又是一个“污点”。通过“巨型烟囱 ( smoke－
stacks)”将热量排放出去, 同时,不可避免地将灰尘也排放了出去。
“巨型烟囱”在行话里叫
做
“烟道(flues)”。巨型烟囱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
“政治上正确”的名词了。
接下来,在
“熟料”中再加入定量的石膏,然后进行碾磨。邻近的工厂经常抱怨水泥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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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透过密封的门户, 甚至是玻璃窗。虽然很明显这只是一种夸张, 但水泥灰尘的确很厉
害, 一阵微风可以将它从工厂吹到很远的学校的运动场上。
然后我们把水泥装进口袋( 又是一个让灰尘进入空气的“大好良机”) , 购买者通常把
水泥装入一个混凝土搅拌车后运走。把水泥变成混凝土也存在问题, 最起码的一点就是
它需要大量的水,但人们对它所引起的对环境破坏的愤怒还不是很强烈。可能也有一些
人反对使用混凝土, 但是反对使用水泥的人就太多了。许多人认为水泥的生产过程太
脏了。
如上所示,水泥的生产过程非常脏, 即使回到 20 世纪中期, 它也不会成为环境主义者
的宠儿。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有许多比水泥更严重的环境问题。全球变暖正日益受
到大家的关注,现在有人把它和水泥联系在一起。很多人知道水泥的生产过程制造了大
量的灰尘,使得邻近的城市常年保持了灰调, 但是在 20 世纪末,人们开始担心对光的影响。
一篇发表在《工程新闻资讯》(《Engineering News Record》, 1998 年 11 月第 23 期)的文章是
这么讲的: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行业, 建筑业经常和环境发生冲突。但是有谁会想到
生产水泥能和全球变暖问题联系在一起 ? 去年,一些混凝土专家宣布说,水泥生
产过程中排放出的二氧化碳占全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的 7%。其中在石灰石变
成熟石灰的过程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占了全部排放量的一半。剩下一半的排
放量来自将氧化钙和硅转化成水泥熟料过程中所消耗的燃料,这个过程需要消
耗大量的能源。
”
“建筑业该如何应对 ? 要以多快的速度来应对 ? 自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
对全世界的气温有准确记录以来, 20 世纪 90 年代的全球平均气温是历史上最
高的。根据上个月在旧金山召开的一个关于“混凝土、粉煤灰和环境”论坛上所
引用的数据,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 1 100 年以前的含有 280TPB,上升到现在
的含有 360TPB。
”
环保人士的活动十分活跃的行业总是最先感到压力。对于在旧金山论坛上所描述的
情况其实并不令人惊讶。但是, 继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商业全球化浪潮之后,在 21 世纪开
始了环境保护运动的全球化。绿色和平组织在香港也开设了分支机构, 地球之友 ( Friend
of the Earth)在整个亚洲都很活跃。叶广涛( Plato Yip) 是香港地球之友开展活动的负责
人, 他仿佛出现在每个地方,不停地让人关注这个或是关注那个。是否香港的工业也开始
面临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工业所面临的压力,特别是水泥行业 ?
压力已经初露端倪。香港特区首席行政官在 1999 年的
“政策报告”中强调了要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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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1999 年初期的一份《时代》杂志中描述了香港当时的情景:
今年冬天的大部分时候, 香港被一层黄色的烟雾所笼罩, 往日迷人的远景
也无法观赏到。这并不是詹姆斯·克莱夫( James Clavell) 小说中所讲的那种湿
润的迷雾,而是干燥的、
沙砾般的烟雾, 呛人的咽喉, 并给这座城市笼罩了一种深
墨般的色泽。
“如果人们再不关注环境问题, 任其恶化, 这会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
”库
克(Cook)先生说道,他是香港著名的李嘉诚企业集团下属一家水泥混凝土公司
的负责人,“企业不希望他们的员工在一个环境恶劣的地方工作, 他们不会来这
种地方投资, 不会把人员和设施搬到这种地方来”。
《时代》刊登的事实: 一位来自水泥企业的管理人员呼吁要改善空气质量可能会让很
多人大吃一惊。但是香港的环境保护活动家叶广涛 ( Plato Yip) 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当我们看见错误的行为时,地球之友会向人们呼吁改进。但是, 当我们看见人们正确的
行为时,我们也会赞扬。你应该去看看绿岛水泥公司, 他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
绿岛公司公共事务发言人艾玛·王也不惊讶,虽然库克先生的一番言论被认为是改
善环境的宣传。艾玛还在和他的好朋友考尼( 绿岛公司的成本会计师)的争论中引用了这
番话。
“让我们面对这个事实,如果我们的首席执行官(CEO)到处发表改善环境的
演讲,而不通过 ISO14000 认证, 别人会怎么看我们 ?”艾玛问考尼:“我们绿岛公
司要被视为环境保护的领头人, 我们必须在 ISO 认证方面带头 !”
考尼终于同意了艾玛的观点,但只承认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你是对的。我
们是环境方面的领导者。我们还要继续下去。这是公司文化的一部分。如果
你雇用一个
“恰当”的顾问,付给他足够的钱,你就能通过 ! 但你仍然是一个污染
环境的企业 ! 举个例子,通过 ISO14001 只不过意味着公司拥有一个计划、一个
系统来监督你如何处理环境问题。你可以拥有一个伟大计划通过认证, 但仍然
污染环境 ! 困扰我的问题是你花在建立系统、雇用顾问使你通过认证上的钱 !
艾玛,你要现实一点 ! 牢记我们领导常说的话 ! 花钱是为了保证我们公司成为
环境最友好的企业……不要把钱浪费在文件和表面文章上 ! 也要读一些商业
期刊,如《商业周刊》和《财富》。是哪些企业在做最耀眼的广告,说他们如何成功
地处理环境事务 ? 这些企业往往是被当地的环保部门罚款罚得最多的, 像那些
石油公司、
化学公司……, 绿岛公司是想有些作为的。但是把钱仅仅花在认证上
并不是明智之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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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分析
本案例属于环境与战略管理部分, 主要通过绿岛水泥是否要进行 ISO14000 认证,来
揭示 ISO14000 的本质以及企业在绿色实践中面临的困境或矛盾。
该案例揭示了如下几点要素: (1)ISO14001 标准的出现代表了在组织管理哲学上的
改变,这种改变是全世界范围的。变化的趋势是改变原来的企业被动遵守的出发点 (那时
只有政府才关注环境问题) ,现在任何一个组织都开始努力地减小产品和生产过程给环境
带来的影响。(2)水泥行业长期以来是一个被认为破坏环境的行业, 但是绿岛水泥在此方
面正在做出一定的努力。(3)企业是应该付出一定的代价通过 ISO14000,从而获得良好的
社会形象,并促使管理的变革,还是应当埋头加强对环境的关注, 而不要追求 ISO14000 的
认证 ?
该案例主要适用于
“战略管理”
“
、市场营销学”等课程环境要素方面的教学。可以使
学生了解 ISO14001 的宗旨和企业认证的本质。该案例适用于高级工商管理培训班,各大
学院校管理专业的学生,使他们了解对环境污染较大的行业在如何有效地实施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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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迩项目(Business－Environment Learning and Leadership Project, BELL)是美国世界资
源研究所 (Th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定位于环境与管理教育相联系的专业项
目, 在欧美国家有多所大学商学院参与有关活动,包括年度学术会议。
1999 年 11 月,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在中国推出其亚洲贝迩项目。2000 年初, WRI 与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宣教中心联袂,共同策划中国贝逊项目。
中国贝迩工商管理与环境教育项目这几年非常活跃。2000 年 10 月在北京举办的第
一届贝迩工商管理与环境教育国际研讨会, 是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主办, 世界资源研究
所、全国工商管理硕士 MBA 教育指导委员会联合发起和主持的, 并得到加利福尼亚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马萨诸塞大学、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大连理工大
学、香港理工大学等多家中外大学商学院和工商管理教育中心的响应和支持, 从而正式开
始在中国大学商学院启动和推广环境管理教育。会议就工商管理与环境教育主题进行了
广泛研讨,并提出绿色管理课程建设任务。2002 年 4 月北京第二届贝迩工商管理与环境
教育国际研讨会上,各院校交流了绿色管理课程的初步建设成果。接着由国家环保总局
宣教中心、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世界资源研究所主办、以
“企业环境管理实务及对环境
管理人才的需求”为主题的企业环境管理论坛, 得到了许多国内外大企业的关注。随后,
又在大连理工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相关论坛, 听众反应强烈。2002 年 10 月上海贝
迩工商管理与环境教育案例开发研讨会, 把课程建设工作进一步细化。2003 年 4 月,在成
都电子科技大学举办了
“绿色演讲”系列讲座。下半年计划在重庆举办贝迩工商管理与环
境教育区域性研讨会, 在复旦大学召开第三届贝逊工商管理与环境教育国际研讨会。
作为绿色工商管理课程建设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贝逊项目推出译自世界资源
研究所提供版权的《国际著名企业管理与环境案例》。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主体。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会产生相当多的环境、资源
和生态问题。保护环境与生态, 合理利用和节约自然资源, 贯穿于企业生产的全过程、
甚
至是产品生命周期的全过程。企业的战略规划、生产流程设计、
原材料和设备的选择、
营
销策略、
人力资源管理等, 都不同程度地与环境保护有关。当前在消费者、
政府、社区、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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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和企业所有者等利益相关方以及竞争者的压力驱动下, 我国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环
境战略及管理对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影响。于是,如何拓展中国企业环境战略创新及环境
管理能力建设的途径, 是企业管理者面对着的严峻的、
现实的挑战。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对
其人才的环境管理知识提出要求。
企业采纳环境管理就动机而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循规守法。这类企业由为了
避免因不遵守环境标准而受到惩罚,不情愿地被迫保护环境。二是发展所迫。这类企业
有意识地实施环境战略,从发展环保产品中找出路。三是树立市场形象。这类企业在营
销和公关活动中特别强调自己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 打绿色牌。四是实施环境战
略, 这类企业通过清洁生产、节能降耗等环境策略, 重视财务、
环境和社会责任“三重底线
( triple bottom line)”,自觉地把环境保护融入企业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应该认识到, 环境保护不是企业的惟一目标。对自身产生的污染物进行治理,只是其
中一小部分工作。企业还有其他目标,包括获取盈利、提高企业价值等。只有在环境保护
有利于其他目标的实现,或至少对其他目标的实现不造成过大妨碍的前提下, 企业才会有
保护环境的主动性。保护环境与生态,合理利用和节约自然资源, 贯穿于企业生产的全过
程、甚至是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企业的战略规划、生产流程设计、原材料和设备的选择、
营销策略、
人力资源管理等,都或多或少地与环境保护有关。因而企业管理人员应该从企
业经营的全局,来考虑环境保护问题。
MBA 学生应该具备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管理能力。目前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工商管
理学院中,已经相当普遍地开设与环境管理有关的课程。以美国的工商管理学院为例,至
少有 60 多所大学(包括 25 所领先大学中的大多数)开设环境管理方面的课程,近一半的工
商管理学院开设两门或两门以上的环境管理选修课 。从这个角度说,开设
“环境管理”选
修课,也是我国工商管理教育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一个组成部分。
环境管理课的出发点是帮助企业处理好经营绩效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授课对象
不是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也不是环境保护部门的管理人员, 而是在校 MBA,即
未来的企业管理人才。在环境保护方面, 政府和企业的出发点是不同的。政府可以不考
虑企业盈利, 企业却不可能不考虑自身盈利。因而 MBA 教育中的环境教育,必须考虑如
何把企业绩效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
我国主要的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环境教育,目前正在逐步展开。MBA 环境管理课程
是为了培养适应环保要求的企业管理人才,在教学内容上, 除了一部分环境经济学基本理

①

参见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双年度调查研究项目“大学商学院 MBA (工商管理硕士) 教育与社会和环境责任相融

合”。2001 年度调研报告的题目是
“Beyond Grey Pinstripe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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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损害评估方法和环境管理手段以外, 重点应该放在环境管理与企业各项管理的结
合上。开设环境管理课程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组织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共同完成,包
括大学以外实业界的专家。课程内容至少应当包括 (但不限于 )以下内容: 环境管理一般
知识,包括环境管理的理念、
环境损害的衡量、
环境管理手段、战略管理中的环境问题(包括
自然资源密集型企业战略管理、环保组织战略管理等)、
绿色作业管理、绿色营销、
项目生命
周期评估、
环境管理审核认证的国际标准 ISO14000 系列、环境报告与信息披露 (包括环境
会计与信息披露、
环境审计)以及环境管理案例。
我国企业经营管理案例的搜集、整理与分析, 相对于工商管理教育迅速增长的需求来
说, 存在着相当的滞后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内大学使用的案例,许多
直接采用报纸、
杂志甚至传记文学的内容, 缺乏对企业管理过程的专业性审视和洞察,难
以进行深入的专业化分析。第二,一些院校和企业使用的国外案例, 大多数是直接从国外
“拿来”的, 由于国外企业的制度背景和文化与中国有很大不同,对中国企业的适用性较差。
而对于案例教学来说, 由于学生缺乏对国外案例的制度背景、市场情况、人文环境等方面
的了解,因此难以进行全面分析和形成较为真实的管理感受。第三, 我国现有的案例研究
落后于国际企业管理的潮流。例如, 国际经济正向着一体化发展, 而我国有关跨国投资、
国际企业管理、
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国际法等方面的案例及教学相当薄弱。第四, 由于
国内没有统一编选、
制作、覆盖工商管理的案例库, 因此在企业经营与管理、企业管理人员
培训中,缺乏共同的研讨基础和统一的背景条件。
传统的工商管理教育一直存在着重理论轻实务、重宏观轻微观、重传授轻参与等缺
陷。案例教学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 是现代管理学教育中一种不可替代的重要方法。用
于教学的案例,是运用语言形式或视听手段来描述真实的特定管理情景,将企业和现实再
现于课堂,让学生通过自己对案例的阅读与分析, 以及在群体中的共同讨论, 进入特定的
管理情景和管理过程, 建立真实的管理感受和寻求解决的方案。案例教学的主要功能是
培养学生的实际管理能力,其中综合运用所学理论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能力, 处理人际关
系的能力,沟通说服能力, 系统分析能力等,并极大地丰富学生关于各行业的背景知识,帮
助学生树立管理权变论的理念。
我国企业的发展规律和人文传统都具有中国特色。在改革开放的 20 多年中,我国已
有一批企业跻身于世界先进之行列, 不少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他们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值得总结。当然也有一些企业有失败的教训, 同样给人们以启迪。管理是一门
科学,也是一门艺术,管理学没有固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管理的艺术性决定了
管理学没有绝对的真理。建立中国自己的企业管理案例库, 搜集、整理案例, 提供交流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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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供应网络,以及配备适当的检索、
借阅、
订购系统和相应的管理制度势在必行。
《国际著名企业管理与环境案例》作为绿色工商管理课程建设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世界资源研究所提供的这 20 个案例, 从内容上划分为六个
单元:绿色营销、环境与战略管理、
社会责任、
环境与金融、
环境会计与业绩、绿色运营管理。
参加翻译的学者来自多所大学的商学院, 大家合作完成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参与本书翻译及审译的人员有: 清华大学陈章武、
宋学宝, 北京大学王立彦, 中国人民
大学徐二明、宋华、
向东,复旦大学朱道立, 大连理工大学吴伟、
何威, 北方交通大学高红岩,
世界资源研究所的 Rick Bunch、
Wendy Tao 、
Sara Standish ,国家环保总局宣教中心焦志延、
贾峰、
江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刘大澂。参加翻译工作的还有沈磊、杨松、吕小九、马文
杰、李忠阳、
董琼、
付瑞平、
陈姝妮、
曾凡婷、
邹巍、
余瑞卓、张彦、
宋丽等。
本书面向的读者群,包括管理学院的师生和工商界人士等。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和
理解,也有助于教师在教学中有效使用案例, 译者针对 6 个案例单元写了导读说明,主要说
明本单元案例的共性特点,以及本单元若干个案例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针对每个案例的导
读说明,主要说明案例主题、
与所涉及工商管理主题的直接或间接联系以及潜在的管理学
含义。这样的安排,将会为读者提供方便,也有助于教学和阅读参考。我们希望这样的安
排能够收到预期效果。
由于经验不足,本书中肯定有不少错误或不全面的地方,恳请有关专家学者以及广大
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王立彦 (lywang@gsm .pku .edu .cn)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江莲 (lian_jiang@sina .com)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宣传教育中心
中国贝迩项目办公室
2003 年初夏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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