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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网科技公司发展战略研究 

摘  要 

当前，快速发展的数字化技术，使网络虚拟世界和物理现实世界紧密交融，给人

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变化。截至 2020 年 3 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 64.5%，覆盖

人口达 9.04 亿。但随着普及率的提高，人口流量红利逐渐减少，企业竞争逐渐从争

取新用户过渡到运营老用户。积分作为提升顾客终身价值的主要手段，越来越受到企

业重视。一方面，传统企业纷纷进行数字化转型，开始加强自身的积分网络渠道建设，

另一方面，电商头部企业也通过发行积分或相似形式来留存会员，使积分市场迅速增

大。但积分价值感弱、来源渠道散乱、难于兑换心仪商品等消费者固有观念却不是短

期可以改变，市场仍处在早期发展阶段。润网科技公司（以下简称“润网”）成立于

2016 年，经营上以润网顾客忠诚度计划为基础，向市场提供积分服务，缺乏长期发展

战略给公司发展带来了很多困扰，因此急需研究实施发展战略，以获得快速、健康、

持续发展。 

本文研究目的是制定润网的发展战略。在战略管理相关理论的指导下，首先，分

析其外部环境，包括宏观环境分析（采用 PEST 工具）、行业环境分析（采用五力模

型），并借助 EFE 矩阵对分析出的因素进行总结与评价，得出主要面临的 5 大机会

和 6 大威胁，机会大于威胁；其次，分析其内部环境，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资源、

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三方面进行了归纳。并借助 IFE 矩阵对公司分析出的因素进行总结

与评价，得出内部主要拥有 5 大优势和 5 大劣势，优势强于劣势。最后，结合公司的

愿景、使命和目标，借助 SWOT 矩阵和 QSPM 矩阵对公司发展战略进行了制定与决

策，得出最佳发展战略是加强型战略，其主要内容为：聚焦通用积分服务、塑造品牌、

丰富营销传播渠道、以数据智能驱动业务发展。最后，为战略的实施制定了实施计划，

并给出保障措施。 

希望可以通过本论文的研究，为润网科技公司明确发展战略提供有效支撑。为同

类公司提供一些经验借鉴，减少未来不确定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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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RUNWANG TECHNOLOGY CO., LTD. 

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network virtual world 

and the physical real world are closely integrated, bringing great changes to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By March 2020, China's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was 64.5 percent, 

covering 904 million people. However,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enetration rate, the dividend 

of population flow is gradually reduced, and the competition of enterprises is gradually 

transitioned from striving for new users to operating old users. As the main means to enhance 

the customer's lifetime value, integral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enterprises. 

On the one hand, traditional enterprises carry ou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e after another 

and begin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own points network channels. On the other 

hand, e-commerce leading enterprises also retain members by issuing points or similar forms, 

which rapidly increases the points market. However, consumers' inherent concepts, such as 

weak sense of value of points, scattered source channels and difficulty in exchanging favored 

goods, can not be changed in a short term. The market is still in the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Runwang Technology compan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Runwang") 

was established in 2016, the manage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Runwang customer loyalty plan, 

provide integration services to the market, lack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company development has brought many problems, therefore, it is urgently needed research 

and implemen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o obtain rapid,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formulate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Runwang. Guided 

by the theories related to strategic management, firstly, analyze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ncluding macro environment analysis (using PEST tool), industry environment analysis 

(using five-force model), and with the help of EFE matrix, summary and evaluation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ain face of 5 big opportunities and 6 big 

threats, and opportunity is greater than the threat; Secondly, analyzing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company,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summarized the resources, 

ability and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ompany. With the help of IFE matrix, the factors 

analyzed by the company are summarized and evaluate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ompany 

mainly has five advantages and five disadvantages, and the advantages are stronger tha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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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dvantages.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company's vision, mission and goals, with the 

help of SWOT matrix and QSPM matrix, the company's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formulated 

and decided, the best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the enhanced strategy, its main content: 

focusing on universal points service, building brand, enriching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 driven by data intelligence business development. Finally,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is formulated, and the safeguard measures are given.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effective support for the clear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Runwang Company. To provide some experience for similar 

companies to reduce the risk of future uncertainty. 

 

Keywords: Runwang, Integral Points, strategic management, SW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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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作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互联网技术给世界带来巨大变化。近年来，互

联网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结合，推动人民生产生活进入全新阶段。网

络渠道消费从年轻人青睐逐渐被社会全面接受，2019 年，中国电商网上零售额 10.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5%，全年交易额达 34.81 万亿元[1]，电子商务成为最重要的互

联网产业。国家推出多种政策鼓励产业发展，并发布了《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

法》等法律法规对产业进行规范引导，为产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人口流量红利逐渐减少，企业竞争逐渐从争取新用户

过渡到经营老用户，“经营老用户，挖掘新价值”逐渐成为企业的共识。积分作为提

升顾客终身价值的主要手段，越来越受到企业重视。一方面，传统企业纷纷进行数字

化转型[2]，开始加强自身的积分网络渠道建设，另一方面，电商头部企业也纷纷通过

发行积分或相似形式来留存会员，使积分市场迅速增大，入局者越来越多。但积分价

值感弱、来源渠道散乱、难于兑换心仪商品等消费者固有观念却不是短期可以改变，

国外市场标杆企业如英国 Nectar 的成功经验，因国情不同，国内从业企业也难于借

鉴，当前国内积分市场仍处在早期发展阶段。 

润网成立于 2016 年，是一家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积分电商公司，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面向全国开展积分业务，2020 年营收逾 2 亿元，以 25 到 45 岁的家庭顾客

为目标客户，华南地区客户占比最高，内部管理上采取职能制，有积分管理部、忠诚

度管理部、互联网科技部、财务与经营分析部等实体部门和采购委员会、IT 治理委员

会两个虚拟部门。自成立以来，为较快解决盈利问题，除积分业务外，还曾在跨境电

商和金融小贷两方面进行过业务探索，但受困于跨境电商竞争压力较大以及金融监管

政策较为严格等因素，压力难于承受，又分别退出。 

总体来看，缺乏明确的发展战略是润网发展受阻的根本原因。不同行业上的业务

尝试首先是缺乏对积分业务的长远思考，其次是低估了进入其它行业的难度。错误的

尝试不仅影响员工士气，也造成了很多资源上的浪费。积分业务也因为缺乏投入增长

受到制约，技术支撑体系逐渐落后，润网作为积分行业的领跑者，却一直没和后来者

拉开明显差距。 

当前，一方面，公司迫切希望能快速发展，少走弯路，另一方面，新开展积分业

务的企业越来越多，竞争压力逐步增大。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润网迫切需要制定适

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发展战略，以争取更多的市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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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希望通过对润网发展战略的深入剖析，可以帮助润网和类似企业清晰定位，丰富

战略管理实践，引导行业方向，促进行业良性循环。 

(1)  助力润网明确发展战略，聚焦积分市场服务。本文为公司规划发展战略，促

进公司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润网公司抓住目前企业由竞争增量会员到竞争存量会员引

发的积分市场契机，提高整合资源的能力，塑造积分品牌，全力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

也力求提升业务经营能力和组织管理水平，使之在竞争中领先。 

(2)  同类公司可以借鉴润网的发展经验。润网业务面向充分竞争性市场，相比同

类企业更早进行战略制定和探索，其发展战略、职能组织、市场要素分析过程、保障

举措等对同类企业有非常强的借鉴意义，可以总结教训，吸取经验，减少未来不确定

性的风险。 

(3)  润网公司的发展案例可以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理论的一个实践素材。润网发展

战略的主要内容是以润网顾客忠诚度计划为基础的积分服务，相比国际市场上领先的

标杆企业英国 Nectar 公司，进行这方面探索的国内企业才刚刚起步，是企业服务不成

熟还是消费者习惯偏好不同等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因此，润网的发展战略可以作为一

个案例分析，促进发展战略理论的提升。 

1.3 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内容聚焦在润网的发展战略，研究其面临的市场环境、内部资源、核心

能力等，通过企业战略理论的分析和求解，得出其最合适的发展战略，以及需要的保

障措施，希望为其未来发展或同类企业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主要内容如下： 

(1) 分析外部市场环境，并形成关键要素矩阵。对外部环境，采用 PEST 工具分

析其面临的社会、技术、社会、经济等因素，采用波特的五力模型分析其所在行业竞

争因素，并用 EFE 矩阵综合各因素进行评价。 

(2) 分析企业内部环境，并形成关键要素矩阵。首先对公司情况进行了介绍，重

点总结了积分、跨境电商、金融小贷等不同业务的发展，并对积分业务收益情况进行

了说明，随后分析了公司当前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如数据资源、技术资源、积分经

营能力、组织能力等，最后用 IFE 矩阵综合各因素进行评价。 

(3) 采用 SWOT 和 QSPM 工具分析备选战略方案并量化评价，制定总体战略并给

出主要内容。采用 SWOT 方法对公司外部机会、威胁，内部优势、劣势一一匹配，得

出对应的 SO、WO、ST、WT 四类备选战略方案，然后结合 EFE 和 IEF 矩阵的各要

素及权重，利用 QSPM 方法对各备选战略方案进行评价，量化得分，得出最优战略类

型，最后基于企业的愿景和使命等，进行战略制定，对战略的总体内容做出说明。 

(4) 详细说明实施计划和保障措施。实施计划上以三年目标为基础，积极在通用

积分建设、塑造润网品牌、丰富营销传播渠道、以数据推动业务发展等方面推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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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措施主要包括组织资源、营销资源、流程优化等方面的保障。 

1.4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了以下研究方法： 

(1) 文献调查法 

文献调查法是了解国内外对相关课题的已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及理论依据的一

种研究方法，要求通过文件检索收集和梳理研究所需要的各种文献资料。 

本论文的战略管理等理论和分析工具的应用均采用了这种方法。 

(2) 专家会议法 

专家会议法是一种发挥专家集体智慧对服务对象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判断的方

法，专家需保持一定的数量，选定和组织会议都必须按规定的原则和方式执行。 

本论文在润网外部环境分析和内部环境分析时使用此方法确认关键因素的权重，

在备选战略选择时使用此方法确认吸引力评分。 

1.5 研究思路 

以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为基础，按照总结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向，通过

对润网内外部环境、积分市场竞争情况、自身资源及能力状况等进行研究分析，为润

网规划发展战略及保障措施。技术路线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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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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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理论及分析工具 

2.1 企业战略管理层级 

伊戈安索夫认为，企业战略应面向组织行为导向，本质上是各种决策规则的统称。

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战略的本质是企业的市场活动要与竞争对手差异化，以避免

因相互模仿而与竞争对手产生在目标市场上的过度竞争，从而促使企业达到一种独特

的价值。总结来说，企业战略就是谋求企业的基本生存、长远发展和持续竞争优势，

是对企业目标和方向的制定，以及在实现目标和方向的途径方面开展的一系列长远规

划，能够识别企业内外部环境资源和能力是制定企业战略的基础[3]。 

战略管理按层级不同，可划分为三个层级： 

第一层级是企业总体战略，它告诉企业应该做什么业务和如何发展，是企业的行

动总路线，保障企业达到愿景、使命和战略目标，主要由公司管理层制定。 

第二层级是业务经营战略，它告诉公司在特定的业务赛道上如何获得可持续竞争

优势，在企业总体战略之下，对业务活动进行规划，主要由公司管理层和经营团队制

定。 

第三层是职能战略，它是企业内各部门为支持总体战略和业务经营战略所采取的

方法和手段，主要由各职能部门制定。 

 

图 2-1 战略管理的分层 

(1) 公司层战略 

1.一体化又可以分为前向一体化，即取得下游企业的所有权或者增加控制权，主

战略管理

公司层战略

一体化 增加对供应商、分销商或竞争者的控制权

多元化 增加新的产品或服务

加强型 加强营销力度，改善产品或开拓新地域

防御型 收缩、剥离、清算

业务经营战略

成本领先 将现有产品或服务做到最低销售价格

差异化 提供独特的产品或服务

集中化 聚焦细分市场提供特定产品或服务

职能战略

市场

产品

技术

财务

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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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企业的分销商或零售商；后向一体化，即取得上游企业的所有权或增加控制权，

主要是企业的供应商；横向一体化，指取得竞争对手企业的所有权或增加控制权。 

2.多元化可以分为相关和非相关多元化，即增加新的相关和非相关的产品或服务。 

3.加强型战略可以分为市场渗透，即提高企业在当前市场条件下的市场份额，主

要通过加大现有产品或服务的市场营销力度；市场开发，即开发新地域，将现有产品

或服务引入；产品开发，即努力增加销量，主要通过开发新产品或提升现有产品及服

务的水平。 

4.防御性战略可以分为收缩，即改变企业的销售额与利润下降的局面，主要通过

降低成本、裁员或资产重组；剥离，即卖掉企业的一部分或一个部门；清算，即卖掉

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资产。 

(2) 业务经营战略 

业务经营战略即传统上的竞争战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由波特教授提出，分为成

本领先、差异化和集中化三个基本战略[4]。 

成本领先意味着企业要高度重视产品或服务的整个生产过程以及内外部经营活

动中的成本降低，以向消费提供较低价格。 

差异化是指一个企业为了达到吸引消费者关注并进一步购买的目的，取得高于竞

争对手的收入或利润，从而让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与同行业中的竞争对手不同，有一种

或多种其他企业所不具有的特质，最终赢得市场。 

集中化意味着企业以更敏捷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主要通过聚焦某个

特定的消费者群体、某一个特定的细分区域市场或者某个供应链的一个环节，从而超

越同行业的其它企业。 

(3) 职能战略和企业内各职能部门一一对应，并不限于市场、财务、产品、技术

和人力资源等。体现为各部门的发展符合公司战略，并在实际行动形成合力，有 1+1>2

的效果。职能战略是对企业总体战略的支撑，和总体战略不同。首先，职能战略较为

具体，强调职能部门如何行动。其次，职能战略的实施时间要短，便于总结评价和改

善。 

本文旨在研究润网公司的发展战略，属于公司层战略。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在这方

面进行了归纳概括，本文将在第五章以此理论为指导开展研究工作，对备选战略措施

进行汇总并匹配到公司层战略，制定出润网的具体发展战略。 

2.2 企业战略管理过程 

战略管理过程包括战略分析、制定、实施、控制等方面，是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一种动态途径[5]。 

(1) 战略分析 

企业是不能封闭的，需要的各种资源和信息，都从环境中交换而来，因此其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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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必将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对于企业来说，重要的是认识环境特点，预测

和把握环境的变化趋势，并有准备的适应之。因此企业要进行战略管理，必须全面地、

客观地分析和掌握环境的变化，明确企业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并以此为基础，

制定出总体的可实施的战略目标。 

环境分析包含企业外部和内部环境两个方面，外部环境又分为宏观环境和行业环

境。宏观环境是当前社会条件下各行各业企业共同面临的环境，可以通过政治、政策、

法律、经济、社会、技术发展和文化等方面来具体分析。行业环境是企业所投入竞争

的一个或几个行业，行业因素包括行业的发展阶段、规模、趋势、有关新产品或替代

品的对行业的影响等，一般采用波特教授的五力模型来分析行业的竞争结构。企业内

部环境是指企业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内部资源和能力。内部分析主要是对企业所拥有

资源的和能力分析，资源分为有形资源如办公楼宇等、无形资源如品牌声誉等，能力

是能够发挥资源价值达到企业战略目标的技能，如营销能力、技术能力等。 

(2) 战略制定 

战略制定主要分为企业环境要素输入、战略方案匹配和决策三个阶段。在企业环

境要素输入阶段，将在分析过程中形成的外部优势和劣势以及内部机会和威胁等因素，

按重要程度打分形成关键要素矩阵，作为战略制定的信息输入，这个阶段运用到的工

具主要有外部因素评价（EFE）矩阵和内部因素评价（IFE）矩阵。在战略方案匹配阶

段，主要基于内外部关键要素，运用工具优势-劣势-机会-威胁（SWOT）矩阵，生成

可行的备选战略措施。在决策阶段，主要使用定量战略规划矩阵（QSPM），QSPM

能够量化各个备选战略的相对评分，客观上为选择特定的战略奠定基础。 

战略制定的内容包括拟定公司愿景、使命、目标，确认公司的总体战略、业务竞

争战略和职能战略等。 

(3) 战略实施 

战略实施是战略管理的行动阶段，要求企业细化战略目标，如年度、季度或营销、

财务等，并基于细化目标制定配套政策、配置资源、营造战略支持文化、优化组织架

构等，确保战略得以实施。战略实施过程是企业管理层和员工之间信息双向传递的动

态过程，即在管理层“分析－决策”和员工“执行－反馈”的不断循环中达成战略目

标。 

(4) 战略控制 

战略控制是对战略措施的不断修正，保障战略执行效果和进展不偏离预期目标。

主要活动有三个：一是评价实际战略执行结果；二是计算预期结果与实际结果的差距；

三是采取改善措施，以保证行动与计划的一致。战略制定、实施和控制是一个动态的

过程，不需要等到战略完成时才开始控制，而是可以分阶段对战略进行控制和调整。 



8 

 

 

图 2-2 企业战略管理过程 

资料来源：贾旭东《现代企业战略管理--思想、方法与实务》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企业战略管理过程是本文开展研究步骤的依据，研究内容据此划分章节，将润网

外部环境分析、内部环境分析、战略制定与选择、战略实施与控制按顺序分为论文第

三、四、五、六章，并按过程每一步骤的要求阐述研究内容。 

2.3 企业战略管理主要分析工具 

(1) PEST 分析 

美国学者 Johnson·G 与 Scholes·K 于 1999 年提出了 PEST 模型。PEST 旨

在分析企业当前所处的宏观环境，P 是 Political，即政治环境分析，E 是 Economic，

即经济环境分析，S 是 Social，即社会环境分析，T 是 Technological，即技术环境分

析。 

政治环境主要包括国家的社会制度，政府政策、法律等，不同的社会制度会在不

同层面制约企业的经营活动。经济环境主要包括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宏观主要是国家

的城镇化进展、人口结构等，微观主要是企业所服务地区的消费水平、就业及收入等，

这些因素决定着企业的规模和利润。社会环境主要包括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价值

观念会影响居民对企业活动的认可，生活习惯会影响居民对企业活动方式的接受程度。

技术环境主要包括企业开展经营活动的直接相关的技术手段，也应参考领先企业的技

术研究或资本届对技术的投入重点等。 

本文在第三章中利用 PEST 分析润网公司当前的外部环境，总结其面临的机会和

威胁。 

(2) 波特五力模型 

企业开展经营活动时面临的主要环境是行业环境，可选战略也和行业竞争规则息

息相关。企业及所在行业的最终利润潜力取决于五种基本作用力。这五种作用力分别

为： 

1. 客户的讨价还价能力 

客户对行业的压力使行业利润降低，采用的手段包括要求降低价格、更多的服务

选项或更高的质量等。当客户大批量购买、转换成本低、自身盈利低和掌握较充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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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时具备较高的议价能力。 

2. 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 

供应商可以通过提高企业采购价格而让行业失去利润，或降低企业所购产品或服

务的质量给与行业中的企业威胁。当供应商集中度高或其产品是行业主要原料时会引

发这种压力。 

3. 潜在进入者的威胁 

当潜在进入者进入企业所在行业时，客户竞争加大，会造成行业利润降低，或因

向供应商的采购增加，使成本上升。行业的进入壁垒和进入者可能遇到的反击决定了

威胁的大小。进入壁垒主要体现在产品差异化、客户转换成本、规模经济等方面。 

4. 替代品提供者的威胁 

替代品限制了一个行业的潜在收益，从而企业无法突破利润上限，识别替代品关

键是去寻找能够实现本行业产品同种功能的其它产品，与替代品竞争则需要行业内所

有企业的共同行动。 

5. 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 

当行业内存在众多水平相仿的对手、退出壁垒过高、行业增长缓慢或存在高额战

略利益时极易引起竞争行动。一个企业的竞争行动可能会引起其它企业的强烈报复，

从而升高整个行业运营成本。 

本文在第三章中利用五力模型分析润网公司当前的行业环境，梳理其在竞争中的

位置，以及行业发展带来的机会和威胁。 

(3) SWOT 分析 

SWOT[6] 四个英文字母分别代表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

（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s）。优势和劣势来源于对企业内部环境的分析，体现在

企业资源和能力上，机会与威胁来源于对企业外部环境的分析，体现在企业面临的宏

观市场和行业竞争上。 

SWOT 分析有利于人们对企业所处情景进行全面、准确地研究，它动用系统分析

的思想，按照矩阵形式排列企业环境分析中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等因素，并把

各种因素相互匹配起来加以分析，从而得出一系列相应的结论。采用这种分析，有助

于企业制定较正确的发展战略，以及与之相应的发展计划。 

本文在第五章利用 SWOT 矩阵分析润网面临的机会、威胁、优势、劣势等因素，

并在 SO、WO、ST、WT 四个方向上总结备选战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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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润网科技公司外部环境分析 

外部分析旨在分析润网面临的外部机会和威胁要素情况，从而利用外部机会加快

自身成长，或减小自身面临的威胁。本章以 PEST 工具分析宏观环境，以波特五力模

型为工具分析行业竞争环境，并采用 EFE 矩阵总结关键要素，给与要素评价。 

3.1 宏观环境分析 

3.1.1 政治环境分析 

润网公司业务面向国内大陆市场，未来几年亦暂无国际市场发展计划，因此不受

国际政治环境影响，国内政治环境稳定，对润网公司业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润网以互联网技术提供积分形式的交易服务，是电子商务的一种，在产业政策方

面，国家对互联网和电商的发展始终是鲜明的鼓励态度，近十几年来，各级政府组织

出台了非常多的政策支持电商发展。 

在法律方面，润网保存有个人信息数据及系统 24 小时运行，受限制较多。《个

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个人信息处理一系列规则，全面加强了法律保护。《网络安全

法》更是针对系统安全、运营安全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化主体责任和公共利益导

向。顾客交易则必须遵循《电子商务法》的要求，必须保障交易真实性、具备争议解

决渠道、允许用户注销等，对经营商家和平台运营方等参与主体都划分了责任和要求。

《数据安全法》将数据和个人信息区分开来，强调对数据进行分类分级保护，开展数

据活动必须履行数据保护义务并承担社会责任等。 

表 3-1  部分产业政策和法律 

发布时间 具体名称 发布组织 

2005 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

干意见 

国务院 

2006 2006━2020 年国家信息化发

展战略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3 关于实施支持跨境电子商务

零售出口有关政策的意见 

国务院、商务部 

2015 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

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 

2017 网络安全法 全国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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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电子商务法 全国人大 

2020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全国人大 

2020 数据安全法（草案） 全国人大 

监管日趋严格，润网业务受挑战较大。在积分交易方面，法律明确规定客户交易

信息必须保管 3 年以上，并不得“刷单”，虚构交易信息。在客户信息方面，法律明

确规定未经客户同意不得收集个人信息，并需提供客户账户注销服务。在商品方面，

法律明确规定不得删除不利评价，以提升信誉等。 

总体来看，润网在当前政治环境下发展较为顺利，法律约束条件的增多，虽然意

味着业务投入的增多，但法律对整个行业是公平的，相关企业都需要投入，润网在这

方面亦不会受到歧视。 

3.1.2 经济环境分析 

积分是企业在售卖商品时给与消费者的奖励回馈，润网利用网络向全国开展积分

业务，受网络零售市场的影响较大。 

当前行业内多采用 1 元积 1 分标准，即每售出 1 元商品，回馈消费者 1 个积分，

因此积分市场总规模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①呈正相关关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增长意味着积分市场的增长。截止 201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 41.16 万亿元，

年均增长约达 7.36%，积分市场规模也同步扩大。 

 

图 3-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电子商务网上零售额的增长意味着互联网电商服务的增长。2019 年电子商务交

易额达到 10.63 万亿元，约占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25.83%，同比增长 16.5%。 

 
①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企业（单位）通过交易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产、非经营用的实物商品金额，以

及提供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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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2011-2019 中国网上零售额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积分市场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润网潜在的积分来源增多，网上零售额的高速增长意

味着客户仍在采用网络渠道购买商品，并且购买额度越来越高，润网积分商城做为一

个电商渠道，业务发展仍存在较大机会。 

经济环境特别是零售市场的变化显著利好于润网的发展。 

3.1.3 社会环境分析 

润网的主要顾客为 25~45 岁间的家庭顾客，华南地区占比最高，对社会环境变化

感受明显。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变化十分迅速，整体稳定之下结构化矛盾突出，人口老

龄化、晚婚化、城镇化都在增长。老龄化带了整体主流消费人口的减少，晚婚化带来

了家庭人口的减少，城镇化则与此形成了对冲，大量乡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由于

城镇的数字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促使这部分增量人口开始接受数字化生活方式。 

 

图 3-3  1998-2018 中国城乡人口数量对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城镇化人口增量多流入华南、华东等区域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以华南地区广东

省为例，近年来，相比江苏等其它发达省份，常住人口增量最大，多年为全国第一。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升级为国家战略，也吸引更多人口的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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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2010-2019 广东、江苏常住人口及增量对比 数据来源：广东省、江苏省统计局 

城镇人口是润网的潜在目标顾客，任何公司的发展都依赖于目标顾客群体的扩大，

在社会环境的变化中，老龄化、晚婚化需要的变化时间较长，城镇化则变化较快，因

此整体上看，目标顾客群体的增长较快。 

润网不仅受益于潜在目标顾客群体的扩大，同时华南也是润网消费场景较多的优

势地区，对将潜在目标顾客转化为真实顾客也是很大的促进。 

3.1.4 技术环境分析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非常迅速，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近几年

获得了巨大发展，并落实到了企业的生产服务中。当前对润网影响比较大的技术主要

有： 

(1) 云计算 

云计算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按需使用计算机软硬件资源和信息的方式。在云计算

方式下，用户不再需要了解如内存分配、处理器调度、磁盘堵塞等基础设施的细节，

不必具有如分布式下数据同步和异地多活等相应的专业知识，也无需直接进行计算资

源的增加和缩减控制。云计算描述了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新的 IT 服务交付模式，主要

特点有：动态可扩展、按需部署、灵活性高、可靠性高等。 

(2) 大数据 

相比传统数据，大数据具有数据规模大、数据流转快、数据类型多和价值密度低

四大特征，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等方面都需要新型的数据软件进行处理。大数

据技术的目标不在于存储纷繁复杂的大量数据，而在于处理这些数据以发现数据中蕴

含的价值。大数据技术大幅度提升社交、电商等网络服务的个性化和智能化水平，驱

动企业管理模式变革。 

(3)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指由人制造出来的机器表现出来的智能，是机器从特定的大量数据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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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规律，归纳出某些特定的知识，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

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人工智既包括执行具体任务的“弱

人工智能”，也包括能够模仿人类思维，有自我意识和行动的“强人工智能”。人工

智能目前已实际应用在语言和图像理解、指纹识别、智能搜索、智能控制等方面。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和其它众多政策都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做未来重点发展技术予以支持，指导和促进各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互联网电

商企业是将这些技术应用的最深最广的行业，不仅诞生了像阿里云、腾讯云等大型云

计算厂商，生物识别等人工智能也得到广泛应用，极大提高了消费者体验，创造了顾

客价值。 

润网的客户管理、商户管理、积分交易等都依赖于技术体系，并且在流量上具备

促销时峰值数百倍高于平时的特点，并且因为缺乏智能推荐，使顾客查找自己心仪商

品时比较费时，顾客体验查。 

润网目前技术支撑体系以前后端分离、微服务架构、人工运维等为主，虽然好于

传统企业，但落后于已采用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领先企业，处在行业中游水

平。为解决业务中的问题，需要在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方面加大研发投入，

向领先企业看齐，给公司带来财务压力。 

3.2 行业环境分析 

行业环境分析采用五力模型方式，五力模型是波特教授将产业组织经济学的研究

成果引入企业战略管理后提出的一个分析框架，旨在分析企业所在的行业环境中的竞

争性因素，揭示企业面临的竞争态势。下面逐一在积分行业下对这五力做出分析。 

3.2.1 客户的讨价还价能力 

客户的议价能力比较高。润网乃至整个行业的最终客户都是普通消费者，在积分

消费中，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使积分价值和商品价格都比较公

开透明，并且消费者在多个商城或其它消费场景下的迁移成本也很低，企业只能通过

提供优质商品、增大营销力度、增加消费场景等进一步吸引消费者。 

客户来自行业内企业自身的拓展，为扩大积分规模和增加消费场景，行业内企业

多和其它企业组建积分联盟，使企业和联盟伙伴的客户存在一定重叠，但两者互不影

响，不会使企业受制于某个伙伴，联盟仅限于积分合作，不包括客户信息的合作，大

家都受益于积分市场规模的扩大，联盟伙伴只是企业的积分供应商。 

3.2.2 供应商讨价还价的能力 

润网积分业务用到的关键资源主要有两类：积分、商品，积分是顾客权益，商品

是积分兑换标的。供应商也分为积分和商品两类供应商，积分供应商主要有中国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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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邮储银行、南方航空等，商品供应商主要有京东商城、顺电、万家超市以

及净蓝、橙券等虚拟商品供应商。这两类资源供应商不相同，其讨价还价能力也不相

同： 

(1) 积分供应商拥有中等的议价能力 

积分供应商主要是润网归集和累积积分的合作企业，市场上积分供应商虽然很多，

如众多中小零售企业都采用积分回馈顾客消费，但由于积分来源散乱、兑换价值不统

一、技术标准不统一等，虽然行业内企业都需要为顾客提供积分聚集途径、提供较多

的积分累积渠道、提供较多的积分消费场景等，但整合众多中小企业积分成本极高，

使其议价能力极弱，因此，各大电信运营商、航空公司、连锁酒店、电商平台等成为

行业的主要供应商，虽然积分当前不是这些供应商的主营业务，但这部分供应商较少，

其议价能力相对较高，提升了整个积分供应商的议价权。 

(2) 商品供应商拥有较弱的议价能力 

商品供应商主要提供顾客兑换积分的商品，润网积分商城是顾客积分兑换商品的

主要场所，但在供应商提供商品时可以提供现金商品，售卖时实现转换成积分定价即

可。因此可提供商品的供应商较多，议价能力较弱。对于特定的票券类虚拟商品，如

腾讯视频 VIP 券、超级猩猩健身券等，这部分商品可以向外部票券平台集采，不用直

接向原厂家采购，而外部票券平台不止一家，可选择性强，因此其讨价还价的能力也

不高。 

3.2.3 潜在进入者的威胁 

积分行业对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壁垒主要体现在规模经济，由于单个积分价值较低，

因此积分经营需要有较高的顾客基数，能够持续的向顾客提供消费场景，能够以积分

促销等权益手段持续活跃会员，这些都意味着中小企业不适合做积分经营，中小企业

不具备这些资源积累也很难有资金优势强行进入。单消费场景企业也不适合经营，但

不排除单消费场景企业和其它企业联合运营。因此潜在的进入者多为大型企业，可分

为如下三类： 

(1) 国内传统线下面向顾客的大型业务集团 

这些企业深耕线下多年，服务过海量顾客，并到现在一直在服务，服务质量受人

好评，积累下大量资源和能力。以中国移动为例，其业务覆盖全国，和顾客电信业务

深度绑定。当前已积累 13 亿会员，有积分的会员超 6 亿，积分价值超过 200 亿元，

如其将积分作为主业经营，将对积分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2) 大型电子商务平台顾客策略的转型 

这些平台本身不仅有顾客数量优势，还拥有众多不同业态和众多商户，并且擅长

线上交易的设计运营，资源最多，能力最强。以阿里巴巴为例，以阿里生态优势为基

础，2018 年 8 月 8 号推出了“88VIP”会员计划，为会员提供淘宝购物优惠及吃喝玩

乐一条龙服务，并打通了万豪酒店等外部商户权益，推动从单一功能的会员到生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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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转型。如果再打造其生态内通用积分服务，将对行业产生直接竞争。 

(3) 国际上专业积分运营商的进入 

其对积分手段提升顾客忠诚的研究较早，具备最丰富的忠诚度计划运营经验。以

Nectar 为例，Nectar 是英国也是全世界都很著名的顾客忠诚度计划运营商，成立于

2002 年，会员覆盖了 54％的英国家庭，超过了英国总人口的一半，在 2004 年的总营

收己达 2.4 亿英镑，并创造 5500 万英镑的毛利。当前 Nectar 由 Sainsbury’s 集团拥有，

其是一个多元化经营的集团，旗下有超过 1400 家超市，800 家百货店、400 家服饰

店、400 家家装店、以及银行等。Nectar 是润网参考的标杆，如果其进入国内，预计

会吸引大量商户的加入，对当前行业产生很大的竞争。 

表 3-2  潜在进入者威胁分析 

潜在进入者 代表性企业 威胁程度 威胁分析 

传统大型业务集团 1.电信系积分商城（中

国移动/联通/电信） 

2.银行系积分商城（招

商/工行/建行等） 

高 自身提供积分和兑分服务，有独

立的积分商城，有运营经验。但

属于非核心业务，无重点推广，

流量不高。 

大型电商平台 1.京东（京豆/钢镚） 

2.阿里（天猫积分） 

中 自身提供积分和兑分服务，无独

立的积分商城，非核心业务。 

国外知名顾客忠诚度

计划运营商 

1.Nectar 中 有成熟的积分产品体系和国际

运营经验，但不熟悉中国国情。 

得益于润网以较早时间进入此行业，目前已拥有数千亿积分，并通过近几年的运

营以较好的服务形成了相对优势。与第一类企业相比，润网具备差异化优势，已经建

立了较完善的产品服务体系，累积了运营经验。与第二类企业相比，已经初步形成了

积分应用的润网品牌。与第三类企业相比，已经和众多电信运营商、银行、航司等建

立了积分联盟关系，筑起了高高的护城河，并且熟悉中国国情。但是这些优势都还不

是绝对优势，潜在进入者都是各行业的大公司，有资源，有能力，对润网的威胁仍大。 

3.2.4 替代品提供者的威胁 

积分是企业提升顾客忠诚得一种手段，企业通过分析顾客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如新加入、活跃、沉睡、流失等，以积分手段不断干预其生命过程，吸引顾客长期使

用企业服务。与积分相似的手段还有现金促销和付费会员等。 

(1) 积分与现金促销相比更易作为长期运营手段 

现金促销主要包括限时优惠、折扣、免邮、团购、满一送一等或类似活动，对顾

客来说，现金促销更为暴力直接，易于接受，是留存和活跃会员的最佳手段。积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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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价值感低，对顾客吸引力并不明显。但是现金促销并不长久，易引起商家亏损，多

为一时之快，积分作为一种可长期的顾客运营手段，依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2) 积分与付费会员相比通用性更强 

付费会员是指会员预先购买企业的一个特定权益包，如 5 折停车、9 折购书、特

定平台 VIP 等，会员付出现金购买后，迁移成本高，会长期使用该企业服务。积分仅

是会员购物时的一个奖励回馈，不如付费会员的价值高，受替代威胁较大。但积分拥

有通用性强、门槛低、可跨企业兑换、集少成多等方面优点，依然可以和付费会员手

段并存，共同提升顾客价值。中小企业权益较少，很难打造付费会员服务，积分仍是

首选。 

3.2.5 行业内现有竞争者的竞争 

对行业内现有竞争的研究关系到企业利润及发展战略等，可以分竞争对手、行业

增长空间、行业内竞争者的发展程度、退出壁垒等几个方面来分析。 

当前行业内企业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传统含积分业务的企业，以中国电信等电信

企业为代表，提供积分商城服务，目的是为主营业务服务；二是新推出积分服务的企

业，以复星和中信集团等为代表，分别推出了“复星有叻”“中信优享+”顾客忠诚

度计划，开展积分业务，尚处在集团内的培育孵化阶段；三是以积分为主营业务的企

业，以润网和畅由公司为代表。 

对于前两类企业，积分业务主要为集团内其它主营业务服务，依赖于主营业务的

发展，且多由集团内某个部门管理运营，并不面向市场直接竞争，因此，畅由公司目

前是润网的主要竞争对手。 

(1) 竞争对手正在高速成长 

上海分互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畅由公司”）由鑫网易商集团、建银国际、

银联商务共同发起，特邀中国移动、中国银行以及东方航空共同参与的积分联盟公司。

当前是润网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两者对比如下： 

表 3-3  畅由公司成长性分析 

 畅由公司 润网公司 

成立时间 2017 年 2016 年 

主要市场区域 国内大陆区域 国内大陆区域 

业务 数字积分商业生态联盟(简称“畅由

平台”) 

以润网顾客忠诚度计划为基础的

积分市场服务 

具体产品 1. 积分支付系统 

2. 金融合作业务 

3. 积分商城 

1. 积分联名信用卡 

2. 积分联盟 

3. 积分商城 

主要营收来源 积分差值（畅由积分永久有效） 积分差值和残值（润网积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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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 

财务数据 收入：2018 年 5100 万元，2019 年

2.04 亿元，同比增加约 300.2%。 

收益：2018 年-2.64 亿，2019 年-1.95

亿，扭亏 0.69 亿元。 

无具体财务数据公开，但整体情

况好于畅由公司。 

畅由公司的亏损主要是前期商品、研发、促销等方面投入较多，其公司成立及运

营比润网少了近一年的时间，但仍保持了 300%的增长速度，并且亏损逐步降低，符

合互联网业务高速成长的特点，有望在未来进一步爆发。 

(2) 行业还具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积分作为消费者消费的奖励回馈，一般是 1 元积 1 分，价值约为 3 到 4 厘，有效

期 3 年或更久。按 201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1 万亿元人民币粗略计算，可产生

41 万亿个积分，价值 1640 亿元，3 年存量为 4920 亿元，加上历史存量积分，具备非

常大的市场空间。近两年，随着积分运营商的增多，及消费者对于积分过期的投诉增

多，一些企业如畅由公司等已开始将积分设为永不过期，使行业空间更大。 

(3) 当前仍处在行业发展的初级阶段 

国内企业逐渐转向存量会员价值挖掘推出积分服务目前仍是刚刚开始，如畅由公

司是 2017 年成立、“复星有叻”也是 2017 年推出、“中信优享+”是 2018 年推出

等。并且从润网和畅由公司的发展来看，虽然营收高速增长，但总额很低，不足 5 亿

元，相比积分市场的数千亿空间，显示行业仍在发展初期。 

另外客户对积分的固有观念如价值感弱、来源渠道散乱、难于兑换心仪商品等也

未完全改变，仍需要进一步的引导教育，也意味着行业刚刚起步。 

(4) 退出壁垒中等 

退出壁垒和进入壁垒相辅相成，根据上面的分析，积分经营具备较高的进入壁垒，

此时，如果退出壁垒高，意味着对企业回报高，风险也高，经营不好的企业会在行业

内殊死搏斗，拉升整个行业的竞争成本。如果退出壁垒低，则对行业是最优解。积分

经营的退出难度体现在顾客积分的处理和积分联盟商户的财务清结算，一般通过引导

顾客积分兑换商品进行，并加以促销活动等，企业成本在于退出时间会拉的比较长，

对商户清结算的财务流程也会拉的比较长，但也不容易出现法律方面的纠纷，出现群

体舆情事件等。 

整体来看，积分市场具备良好的市场空间，但正处在爆发的前夜，众多企业开始

认识到积分的价值，部分企业已经开始行动，陆续将相关服务推向市场，但尚未到充

分竞争的阶段，润网当前处在领跑者的位置上。未来更多企业的进入有利于市场的发

展和对消费者的教育，对润网是利好消息。但随着时间的拉长，润网必然会开始和其

它大型企业的竞争，需要尽早提升市场份额和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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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外部环境分析要素与评价 

3.3.1 关键要素及权重确定 

各要素及权重由专家会议法确定，会议时间为 2020 年 7 月润网年中商业计划总

结会后。专家分别为润网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积分管理部负责人、忠诚度管理部

负责人、财务与经营管理部负责人，共五人。会议按先讨论充分了解相关信息后总结

并分配权重的流程进行。专家层次较高，和市场联系密切，且职责不同，数据较有代

表性。 

外部分析的目的在于总结企业面临的机会和威胁，综上所述，总结润网当前面临

的关键要素为： 

(1) 机会方面 

1. 国家政策仍在规范和鼓励行业发展； 

2. 国内消费及网络销售持续增长，利于积分规模的扩大和积分商城； 

3. 行业具备较大成长空间，且位于发展初期； 

4. 人口仍在流入润网的优势市场地区，带来发展优势； 

5. 进入壁垒较高，积分替代品少。 

(2) 威胁方面 

1. 数字化技术高速发展，需要成本投入； 

2. 积分价值逐渐被认识，进入者开始增多； 

3. 退出壁垒不够低，会加剧竞争； 

4. 消费者具备较强的议价能力； 

5. 电子商务领先企业转型以积分为主营业务； 

6. 国外积分服务商进入国内市场。 

3.3.2 EFE矩阵量化评分 

EFE(External Factor Evaluation Matrix)评价矩阵是一个战略工具，用来评估外部

因素对公司的影响，揭示公司的机会和威胁，建立 EFE 矩阵分为 5 个步骤： 

1. 列出与企业面临的机会和威胁相关的主要外部因素。 

2. 为每个因素从 0.0 到 1.0 赋予权重。所有权重系数的和必须等于 1。权重意味

着该因素对企业对所在产业取得成功的影响的重要程度。 

3. 为每个因素从 1 到 4 进行评分，4=很好，3=高于平均水平，2=平均水平，1=

很差，评分针对企业，反映企业现有战略的对该因素的响应程度。 

4. 计算每个因素的加权分数，用权重乘以评分。 

5. 计算企业总分，将所有因素的加权分数求和。 

依据上述规则，基于 PEST 和五力模型的分析，制定润网 EFE 矩阵如下： 

表 3-4  润网 EFE 外部要素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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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外部因素 权重 评分 加权分数 

机会 1.国家政策仍在规范和鼓励行业发展 0.05 2 0.1 

2.国内消费及网络销售持续增长，利于积分规模的扩

大和积分商城 

0.1 2 0.2 

3.行业具备较大成长空间，且位于发展初期 0.15 3 0.45 

4.人口仍在流入润网的优势市场地区，带来发展优势 0.1 3 0.3 

5.进入壁垒较高，积分替代品少 0.1 2 0.2 

威胁 1.消费者有极强的议价能力 0.05 1 0.05 

2.积分价值逐渐被认识，进入者开始增多 0.1 3 0.3 

3.数字化技术高速发展，需要成本投入 0.05 2 0.1 

4.电子商务领先者转型以积分为主营业务 0.15 3 0.45 

5.退出壁垒不够低，会加剧竞争 0.1 4 0.4 

6.国外积分服务商进入国内市场 0.05 2 0.1 

总计 1  2.65 

EFE 矩阵加权分数最高为 4.0，最低为 1.0，平均为 2.5，无论其含有多少机会和

威胁要素。润网当前得分为 2.65，高于平均值，表明润网对产业内的机会利用和威胁

消除有不错的响应，但仍然有很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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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润网科技公司内部环境分析 

4.1 公司概况 

4.1.1 公司简介 

润网 2016 年成立，注册资本 3.5 亿元，于 2018 年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2019 年通过信息安全管理 ISO270001 认证，截止 2019 年，已取得 23 项软件著作权，

2 项发明专利。拥有一支行业经验丰富、专业能力过硬的专家队伍，注册地点和办公

地点均在广东省深圳市。面向国内大陆市场经营，无国际业务。 

润网以积分业务为主，但积分价值感低，并且来源渠道较为散乱，顾客难于归集，

也难于兑换有价值的商品，靠积分盈利需要一段时间的顾客认知培育过程。润网为增

加营收，培育业务发展点，较快解决公司盈利问题，曾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对另外两

个方向进行了重点探索： 

第一是跨境电商，计划依赖临近香港及可以全球采购的供应链优势，采用国外直

邮或保税区途径服务消费者，但随着国内电商巨头如阿里国际和京东全球购的快速发

展，以及像小红书之类专业跨境社区等新服务的蓬勃兴起，商品服务从热门的母婴品

类也已经扩展到日常消费品，已然竞争过大，于 2018 年底退出。 

第二是金融小贷，润网发起成立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子公司，2017 年取到小贷牌

照，并陆续推出“员工贷”“业主贷”等产品，3 个月内放款突破 1 亿元。相比其它

金融公司同期的蓬勃发展，作为政策要求，小贷业务受普惠金融限制，利率和坏账率

都不能过高，致使发展较慢。P2P 金融乱象②爆发后，国家加大了对金融服务的调整

和监管，小贷服务的定位及空间受到调整和挤压，于 2019 年退出。 

 

图 4-1  润网业务发展阶段 

 
② P2P 金融乱象指在个人对个人的放贷中，中间撮合平台大量失联潜逃，致消费者利益受损。 

2016年

•开始会员服务

•开始积分联盟
服务

2017年

•探索跨境电商

•探索小贷业务

•开始联名信用
卡服务

2018年

•退出跨境电商

2019年

•退出小贷业务

•开始积分商城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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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退出跨境电商和润信小贷后，当前润网公司是一家以润网顾客忠诚度计划为基

础的互联网积分电商企业。经营产品以积分业务为主，主要是归集积分、累积积分、

兑换积分三个服务，分别对应润网积分联盟、积分联名信用卡、积分商城三款产品。 

截止 2019 年，数据业务尚未向市场投放任何产品，计划未来推出数据洞察及营

销获客等产品，当前主要工作是搭建大数据基础平台，以润网顾客和积分数据为核心，

完善数据一致性、整合及清洗数据、实现分析算法等。 

润网顾客忠诚度计划是个基础性平台，负责会员和积分的各种基础规则和系统的

实现，如会员的成长值计算与级别晋升、会员接触渠道（微信、短信等）建设、积分

的效期计算及清零、商户财务的清结算等。 

会员业务和积分业务是以润网顾客忠诚度计划为基础的盈利性业务。会员业务是

指以会员非积分权益为主的交易性业务，积分业务是以积分权益为主的交易性业务，

截止 2020 上半年，润网尚未开展会员业务，主要开展的是积分业务。 

 

图 4-2  润网当前业务 

4.1.2 积分业务 

(1) 发展现状 

虽然当前国内很多服务型企业都推出了积分奖励机制，消费者对积分也并不陌生，

但消费者在使用积分的过程中满意度非常低，总的来说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积分查询极不便捷。消费者要查询自己的积分，需要登录官网，如果有多种积

分，就要分别登录多个网站，操作门槛太高。 

2.积分种类太多导致兑换繁琐。消费者普遍拥有积分在 5 种以上，一一兑换过于

繁琐，耽误消费者过多时间。 

3.单个积分价值低，且过于分散，使消费者难于兑换到心仪商品。 

润网业务现状

数据业务 尚未开展

润网顾客忠诚度计
划

会员业务 尚未开展

积分业务 开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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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上述问题，创造顾客价值，润网积分业务的核心在于打造“归集积分-累积

积分-兑换积分”的服务闭环，建设积分服务生态，方便顾客一站式使用积分。当前，

润网的营收也主要来自积分业务，积分兑换时的差值和积分失效后的被回收的残值是

主要营收和利润来源。 

图 4-3  润网积分业务服务闭环 

1.归集积分 

推出润网积分联盟服务产品，积分联盟是顾客把外部积分汇入汇出润网的主要方

式，也是润网获取差值收益的重要途径。积分联盟的建立，扩大了顾客的积分来源及

消费场景。目前包括中国移动等运营商、南方航空等航司、国家电网、京东钢镚等，

积分可按一定比例汇入到润网，在润网内使用，也可以汇出润网，在联盟方使用。积

分汇入和汇出时的兑换比例由润网和合作商户商定，与实际价格间有一定的差值，此

差值部分为润网的收益。 

2.累积积分 

推出润网积分联名信用卡服务产品，积分联名信用卡是顾客累积积分的重要方式，

是润网重要的收入来源。润网联名信用卡由润网和工商银行、邮储银行、浦发银行、

民生银行等共同发行。顾客消费时，可获得润网积分而非银行方积分，积分价值由银

行方支付给润网，润网负责提供众多消费场景及商品等，帮助银行提高刷卡率。 

3.兑换积分 

推出润网积分商城服务产品，积分商城是顾客的主要兑分场所，是润网获取差值

收益的重要途径。积分商城采用 B2C③方式建设，润网作为平台方，通过引入电商商

户提供服务，主要包括实物商品采卖，如日常百货、电子产品等，虚拟商品采卖，如

电话充值、油卡充值、腾讯视频 VIP 券等。商品采用积分定价、订单采用积分支付。

定价高于合作商户商品价格的部分即为润网收益的差值部分。 

 
③ B2C：Business to Customer，指由企业向顾客销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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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商城亦是润网留存顾客活跃顾客的主要场所。多种拉新促活等营销行为均是

通过积分商城开展，如通过秒杀等形式向顾客提供超值商品等，也通过丰富顾客触点，

如 APP、微信小程序、公众号等方便顾客使用。 

(2) 积分收益的计算 

积分收益的核心是积分差值和积分残值。 

以企业 A 为例，假设其年收入为 1000 万元，成本是 900 万元，利润是 100 万元，

拿出利润的 10%作为即 10 万元发行 1000 万个积分回馈顾客，则企业 A 的积分总价

值为 10 万元，单个积分的价值为 0.01 元，这些积分是企业 A 对顾客的负债，是其营

销成本。但积分并不是总能被兑换，如果积分有效期为 1 年，且 1 年后仅 500 万个积

分被兑换，即积分兑换率为 50%，则企业 A 实际支付成本为 5 万元，剩余的 500 万

个积分失效，其对应的积分成本企业 A 不需要再承担，称为积分残值。 

当多个企业间的积分进行兑换时，由于每个企业对积分的定价不同，会产生不同

的兑换比例，如企业 A 的 1 积分为 0.01 元，企业 B 的 1 积分为 0.001 元，理论上兑

换比例为 1：10，即 1 个企业 A 积分兑换 10 个企业 B 积分，实际上由于兑换服务需

要盈利、积分促销批次成本差异、商品运费等各种现实因素的存在，兑换比例会进行

一定幅度的调整，调整后的差异称为积分差值。 

如下图所示，润网在积分商城上的收益主要是顾客兑换商品时的积分差值，在积

分联盟上的收益主要是顾客将积分汇出或汇入到润网平台的积分差值。在联名信用卡

上的收益有所不同，顾客使用信用卡消费时，银行向顾客发行润网积分而非银行方积

分，对应积分价值由银行方支付给润网。 

所有润网积分的有效期均为 3 年，如果 3 年内积分未被顾客兑换，其残值主要由

润网享有。 

 

 

 

 

 

 

 

 

 

 

 

 

图 4-4  润网积分收益流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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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标客户 

润网的客户以 25 到 45 岁的家庭客户为主。截止 2020 年上半年，会员账户已达

1.2 亿，以积分变动计算，月度活跃用户超过 1000 万。近五年来，润网已建立以手机

端为主的顾客接触途径，包括润网 APP、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并且在很多合作伙

伴的途径中也给顾客开通了触点。在顾客消费或促销时，亦可以通过短信、微信消息

等通知顾客。 

华南地区是润网顾客占比最高的服务区域，其次是华东和西北等。 

(4) 合作伙伴 

积分联盟商户和积分商城电商商户是润网的重要合作伙伴，积分资源主要来自积

分联盟商户，商城商品资源则主要来自电商商户。润网已建立起强大的商户积分清结

算系统，财务上日清月结，和各商户关系融洽。截止 2019 年，积分和电商商户总和

超过 5000 家，主要合作商户包括万家系列超市、万象城系列购物中心、中国移动、

邮储银行、国家电网、京东钢镚等。 

4.2 资源分析 

对资源的分析在于识别哪些资源可以产生竞争优势，以及评估资源的稀缺性和不

可模仿性，稀缺资源意味着自身拥有而别的企业缺乏，会对满足顾客需求产生重要作

用，并变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4.2.1 组织资源 

为集约化管理，发挥专业力量，充分复用相关技能，润网在管理上以职能制为主，

仅在支持跨境电商和金融小贷业务探索时实施过事业部制。目前主要部门及职责如下： 

总经理办公室：负责公司的战略规划、业务决策、人事安排、安全审计等，设总

经理和副总经理各一名。 

忠诚度管理部：负责公司的会员管理、数据管理、品牌培育等业务运营和数据管

理及数据平台建设规划，设部门负责人一名，业务板块负责人各一名。 

积分管理部：负责公司的积分业务，包括积分商城、积分联盟和联名信用卡，以

及积分相关的业务拓展、营销促销等，设部门负责人一名，业务板块负责人各一名。 

财务经营与分析部：负责公司的财务规划、预算管理、经营分析、安全审计、政

府优惠政策对接等工作，设部门负责人一名。 

互联网科技部：负责公司的产品设计、技术规划、系统实施、运维及安全等，是

公司对外服务的生产制造部门。设部门负责人一名，产品、技术、运维负责人各一名。 

综合管理部：负责公司的人力资源、行政管理、法务管理、企业文化、员工培训

等，设部门负责人一名。 

采购委员会：负责公司的对外采购审批，并对接集团的各项采购要求。为虚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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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由总经理负责，法务、财务和业务方各出一人参与，财务经营与分析部负责落实。 

IT 治理委员会：负责公司的整体 IT 规划，并对接集团的各项 IT 事项要求。为虚

拟组织，由副总经理负责，产品、数据、技术、运维、安全各出一人参与，互联网科

技部负责落实。 

 

图 4-5  润网组织架构 

4.2.2 数据资源 

润网的数据资源主要包括会员数据和积分数据。经过近 5 年的发展和经营，截止

2020 年上半年，会员数据已累积 1.2 亿会员数据，其中约 4000 万会员包含手机号等

具体信息，并在积分消费、APP 和小程序浏览点击等方面记录了会员行为数据。以积

分变动计算，月均活跃会员超过 1000 万。积分数据包含每年新汇入的近 3000 亿积

分，以及积分的汇入、汇出、兑换、过期等多种记录，自润网成立以来，已累积管理

逾万亿个积分。 

4.2.3 消费场景资源 

消费场景是指会员在消费时所处的时空形态，如万家 Mart 超市提供早八点至晚

十点以集市形态向消费者提供生鲜和家居百货的售卖等。目前，润网业务触点已覆盖

4000+万家超市门店、500+太平洋咖啡店、60+万象系列购物中心等消费场景，顾客可

以使用润网会员码或者手机号进行各种积分权益活动，如多倍积分、咖啡九五折、积

分缴停车费等各种优惠活动。这些场景中，用户流量大，和附近居民关系紧密，顾客

忠诚度高，和润网的线上服务构成线上线下闭环，极大的提高了润网的服务范围。 

4.2.4 财务资源 

截止 2019 年底，润网负债率较高，总资产约为 3.1 亿元，总负债约为 1.9 亿元，

资产负债率为 61%，面临的一定的财务压力。在退出跨境电商和金融小贷后，润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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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增加较快，2020 年营收逾 2 亿元，已实现盈亏平衡。 

润网实物资产较少，办公场地、信息系统服务器等资源多为租用。 

润网当前主要客户多为大型企业，并且国企较多，合同款项回款有保障，基本不

产生坏账。 

向其它竞争对手相比，润网财务资源不强，不占优势，仍属于中小企业。 

4.2.5 技术资源 

经历了近 5 年的发展，润网忠诚度计划下各系统已基本完成，包括会员、积分、

清结算、商城、消息中心、营促销等，并完成了和外部商户的系统集成，较好的支撑

了业务的发展。系统高性能高可用，数次支持大型促销活动，如万家全国大促、万象

城全国大促等，满足数万人并发性能需求，高可用率达到 99.99%，属业界较高水平，

并建设了异地双活保障。 

特别重视系统数据安全和业务安全，防止信息泄露和被薅羊毛等事件发生，几年

来，无会员信息泄露事件发生，无较大安全事件发生。并于 2019 年通过了 ISO270001

国内和国际安全标准双认证。 

整个技术团队约有 50 人，角色全面，含前端、APP、后端、安全、运维和架构

等，经验丰富，平均年龄 29 岁，全部为本科以上学历，离职率低，核心人员比较稳

定。多数来自外部大型科技公司，具备零售、金融、区块链等技能背景。 

4.3 能力分析 

能力不像定义资源那样容易被界定，它是一种将人力、资源和生产整合到一起的

能力，实现企业投入和产出之间的转化。润网的关键能力主要包括积分业务经营能力、

商务拓展和生产服务能力。 

4.3.1 业务经营能力 

积分业务是润网的主要业务，也是主要盈利来源，当前积分业务已构建起良好的

产品生态和价值获取能力。 

(1) 良好的产品生态 

润网积分联盟、积分联名信用卡和积分商城三款产品相辅相成，构建了顾客“归

集积分-累积积分-兑换积分”的服务闭环，为顾客创造了极大价值。积分不能由某企

业凭空发行，必须是对顾客消费的真实奖励回馈，这么多年来，顾客的积分散落在各

个企业，归集使用是顾客的最大痛点，积分联盟解决了这个问题。借助于银行卡支付

的普及，联名信用卡则为顾客提供了除润网外的更加丰富的消费场景，在支付时可以

便捷的获取消费积分。积分商城通过引入适合积分价值的各种商品，方便顾客兑换。

三者构建起正反馈的积分生态，吸引顾客和消费企业进一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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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润网积分产品生态 

(2) 积分经营能力 

随着积分产品生态的逐步完善和运营经验的增加，润网积分经营能力亦逐步成熟，

从整体上看，自 2016 年至 2019 年，已累计管理近万亿个积分，积分商户 5000 多个，

跨场兑分率提升超过 150 倍，积分清结算约千亿笔，无一出差错，亦无积分数据泄露

等安全事故发生。与竞争对手畅由公司相比，积分收益增长较快，亏损额大幅小于畅

由公司，预计 2020 年即可扭亏为盈。积分业务团队离职率低，勇于拼搏，保持了很

高的成长性。 

积分联盟目前已上线运营超过 20 家商户，除主流的电信、航司、酒店外，在电

网、出行和互联网平台实现突破，和国家电网、携程、京东、新浪微博等实现了积分

互通。2020 上半年实现积分汇入近 20 亿个积分，同比增长 10 倍以上，业务仍在快

速发展。 

积分商城当前约有 10000 个不同品类商品在售，并实现了和京东商城商品供应链

打通，为持续顾客提供高性价比的适合积分的商品，开展了积分兑话费、积分兑油卡

等服务，并提供虚拟商品的兑换，如腾讯视频 VIP 券、万家超市现金券等，极大的方

便了顾客。2020 年上半年，商城兑分同比增长约 3 倍，利润提升近 4 倍。 

截止 2020 上半年，润网已和工商银行、民生银行、邮储银行、浦发银行、中信

银行等累计发放润网联名信用卡超过 220 万张，平均激活率超过 60%，累计消费金额

超 780 亿，发放润网积分突破 300 亿，兑分率持续提升达早期近 10 倍。先后获得 “最

受常旅客喜爱的创新信用卡”、“工银爱购金牌合作伙伴”、VISA 卡组织“2018 年

度卓越联名卡合作伙伴奖”、“2019 年度 Visa 杰出合作伙伴奖”等荣誉，深受顾客

喜爱。 

当前经营虽然已经形成了“归集积分-累积积分-兑换积分”的商业闭环，发展步

入正轨，但潜在问题在于零售积分占比过高，超过 80%，不利于润网进一步打造积分

生态，还需要进一步做好积分联盟建设，提高出行、餐饮等积分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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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商务拓展能力 

得益于进入积分行业较早，润网拥有了优秀的商务拓展能力。主要体现在： 

(1) 和业内主要大积分商户建立了合作关系，如电力行业的中国电网、零售行业

的万家超市、电信行业的中国移动、银行业的工商银行和邮储银行等，这些商户不仅

丰富了润网的积分服务生态，也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对未来吸引更多商户也打下了

良好基础。 

(2) 不仅有线上，同时也对线下商户进行了开拓，以万象城等商圈为核心，对重

点餐饮、娱乐、服饰等商户进行合作，会员在这些商户的消费，都可以获赠多倍积分，

提升了消费者的积分价值感知。 

众多商户的加盟，不仅有利于培育润网积分生态，也让润网得以保持轻资产运营，

是润网快速成长的关键。 

4.3.3 生产服务能力 

润网作为一家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企业，已建立起产品设计、研发生产、上线

运营的完整流程。产品研发流程以敏捷交付为主，以“小步快跑”的增量迭代形式做

最小可体验产品上线，收集用户数据后进一步提升，平均两周一个迭代，较好适配互

联网发展快速变化多的特点。交付流程以业务团队提需求到产品团队，产品完成交互

和界面设计方案交由研发团队实施，然后经测试发布上线。 

初步建立起了生产合规能力。对服务购买、商务招投标、财务审计、安全审计、

人员晋升惩罚等方面新建和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并成立采购委员会和 IT 治理委员

会两个虚拟组织来承担相关职责，协调发展。 

技术基础、产品交付流程、合规建设等生产服务能力为润网的长久发展奠定了基

础，行稳方能致远。 

4.3.4 核心竞争力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并结合行业竞争情况，润网的核心竞争力有两方面： 

(1) 积分基本盘较为稳固。 

经营以来，润网累积管理逾万亿个积分，这些积分分散零售、电信、银行、酒店

等多个合作伙伴中，并且已合作了较长时间，各主要伙伴的继续合作意愿较高，单一

合作伙伴的离开对润网的影响也比较有限。相比后续进入积分行业的其它企业，润网

的积分基本盘较为稳固。 

(2) 积分业务支撑产品系统较为完善。 

支撑积分业务发展的产品和信息系统，经过长时间的研发和迭代，已比较完善，

并且具有完整的知识产权，大数据分析等系统逐步投入使用，将进一步推动业务的发

展。核心人员对产品和系统都比较熟悉，对积分业务的熟悉，也可使发展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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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内部环境分析要素与评价 

4.4.1 关键要素及权重确定 

各因素及权重由专家会议法确定，会议时间为 2020 年 7 月润网年中商业计划总

结会后。专家分别为润网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积分管理部负责人、忠诚度管理部

负责人、财务与经营管理部负责人，共五人。会议按先讨论充分了解相关信息后总结

并分配权重的流程进行。专家层次较高，和市场联系密切，且职责不同，数据较有代

表性。 

内部分析的目的在于总结企业自身的优势和劣势，综上所述，总结润网当前面临

的关键要素为： 

(1) 优势方面 

1. 积分基本盘较为稳固； 

2. 丰富的消费场景； 

3. 良好的商务及生产服务能力； 

4. 已拥有 1.2 亿会员及数千亿积分数据； 

5. 已拥有自研的会员、积分、商城等核心系统。 

(2) 劣势方面 

1. 资金紧张； 

2. 盈利业务规模小； 

3. 非零售积分占比不足； 

4. 营销欠缺多样性； 

5. 组织流程不够敏捷。 

4.4.2 IFE矩阵量化评分 

IFE(Internal Factor Evaluation Matrix)评价矩阵是一个与 EFE 类似的战略工具，用

来做企业内部分析，总结和评估各职能领域的优势和劣势，建立 IFE 矩阵分为 5 个步

骤： 

1. 列出内部分析中与企业相关的优势和劣势两方面的关键因素。 

2. 为每个因素赋予权重，按重要程度低到高从 0.0 到 1.0。所有权重系数的和必

须等于 1。权重表明各因素对于企业在产业中成败影响的相对大小。 

3. 使用数字 1~4 对每个因素进行评分，1=重要劣势，，2=次要劣势，3=次要优

势，4=重要优势。 

4. 计算加权分数，权重乘以评分。 

5. 计算企业总分，求和所有因素的加权分数。 

依据上述规则和分析，制定润网 IFE 矩阵如下： 

表 4-1  润网 IFE 内部要素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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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内部因素 权重 评分 加权分数 

优势 1.积分基本盘较为稳固 0.1 3 0.3 

2.丰富的消费场景 0.2 4 0.8 

3.良好的商务及生产服务能力 0.05 3 0.15 

4.拥有 1.2亿会员、数千亿积分数据 0.1 4 0.4 

5.已拥有自研会员、积分、商城等核心系统 0.05 3 0.15 

劣势 1.资金紧张 0.15 1 0.15 

2.盈利业务规模小 0.1 1 0.1 

3.非零售积分占比不足 0.15 2 0.3 

4.营销欠缺多样性 0.05 2 0.1 

5.组织流程不够敏捷 0.05 2 0.1 

总计 1  2.55 

IFE 矩阵加权分数最高为 4.0，最低为 1.0，平均为 2.5，无论其含有多少优势和

劣势因素。润网当前得分为 2.55，高于平均值，表明润网公司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劣

势，发挥了优势，但在运营、组织、营销等方面有较大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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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润网科技公司发展战略制定与选择 

5.1 润网发展战略目标体系 

企业作为一个集体组织，是由愿景和使命来引领前进的。愿景表明企业想成为什

么样的企业，使命表明企业的业务是什么，愿景和使命有助于企业形成统一的价值观，

塑造和谐的文化氛围，使企业经营目标不易出现分歧，并使目标具体化，从而使成本、

时间、业绩等得以控制和衡量。 

5.1.1 愿景 

结合上面的分析，描述润网的愿景为“成为以润网顾客忠诚度计划为基础国内领

先的数据科技公司。” 

5.1.2 使命 

结合上面的分析，描述润网的使命为“借助先进的互联网技术，使“润网”成为

国内卓越的积分市场服务品牌，并与合作商户共享价值。” 

5.1.3 目标 

战略目标承接企业的愿景和使命，具有全面性、可接受性、可挑战性。战略目标

不应追求最大化短期利润，只有持续的对业务能力、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的投入才能

保持长期核心竞争力，才能具有长远盈利的可能。 

基于此，设定润网战略目标为：“利用三年时间，成为自身优势地区市占率最高

的积分生态运营商，润网品牌和积分概念显著关联。” 

(1) 市场目标 

将目标设定为“三年后，成为华南地区积分市场份额第一，其它地区不落后于前

三”。 

此设定主要是综合市场基础和竞争对手两方面考虑。从市场基础上看，华南地区

当前是润网顾客最多的区域，同时也是润网优势最集中的区域。从竞争者来看，主要

竞争者畅由公司成长于华东区域，润网成长于华南区域，对当地环境更加熟悉，有望

占据最高市场份额。并把实际竞争中带来的经验复制推广到全国，使公司在其它地域

也能保持相对优势地位，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2) 营销目标 

将目标设定为“三年后，吸引优质积分企业加盟数提升 2 倍，跨场积分兑分率提

升 1 倍，营业额年均增长超过 50%”。 

此设定主要是考虑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开展业务的企业成长规律，如京东、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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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唯品会等的快速成长，普遍呈现出“业务爆发速度快、赢者通吃”的特点。近几

年来，积分市场增加很快，不仅大型企业入局越来越多，也出现了不少专业的积分运

营商，消费者也对积分权益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国外 Nectar 等公司的发展也进一步证

明了积分服务的前景，整个市场越来越热。润网作为早期入局者，有望吸引更多的积

分企业加入，扩大顾客消费场景和积分来源。优质积分企业指可以和润网每年通汇超

过 30 亿个积分的企业。 

跨场兑分是指跨产业的积分兑分，如顾客在万家超市消费后累积积分然后又在万

家用积分兑换商品，称为“本场积本场兑”，如果是在万象城用积分兑换商品，称为

“跨场兑分”。计算方式为顾客年度跨场兑分总数除以本场累积积分总数。 

优质积分企业联盟的增加和跨场兑分率的提升不仅意味着润网对各联盟企业的

赋能，发挥了顾客在各企业间的协同效应，也意味着顾客活跃率高、商品受欢迎、消

费场景丰富，这些将共同促进营业额的提升。 

(3) 品牌目标 

将目标设定为“润网会员总数达到 2 亿，以积分变动计算，月度活跃会员超过 2000

万”。 

此设定主要是考虑品牌的最终落脚点是提升顾客的忠诚度，可以吸引到更多的顾

客加入润网，并持续使用润网的积分服务。截止 2020 年上半年，润网会员数已达 1.2

亿，以积分变动计算，月度活跃会员超过 1000 万。随着品牌宣传的推进，公众关系

的改善，“润网”品牌美誉度的增加，会员总数和使用积分的会员数必会大幅增加。 

5.2 润网发展战略备选方案制定 

(1) SWOT 矩阵分析 

备选方案分析采用 SWOT 分析工具。SWOT 分析矩阵共有八个格，四个因素格，

分别填入 IFE 和 EFE 矩阵中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各因素，四个战略格，“优势

-机会”（SO）战略、“劣势-机会”（WO）战略、“优势-威胁”（ST）战略、“劣

势-威胁”（WT）战略，分别将优势、劣势、机会、威胁两两匹配后填入，最后产生

四个战略方向及内容。 

结合润网的外部和内部关键因素分析，制作其 SWOT 分析矩阵如下： 

表 5-1  润网 SWOT 分析矩阵 

 优势-S 劣势-W 

 1.积分基本盘较为稳固 1.资金紧张 

 2.丰富的消费场景 2.盈利业务规模小 

 3.良好的商务及生产服务能力 3.非零售积分占比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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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拥有 1.2亿会员、数千亿积

分数据 

4.营销欠缺多样性 

 5.已自研会员、积分、商城等

核心系统 

5.组织流程不够敏捷 

机会-O SO战略 WO战略 

1.国家政策仍在规范和鼓励行

业发展 

1.加大积分市场渗透力度，加

强营销（S2，S4，O2，O3） 

1.探索开展付费会员业务（W1，

W2，O4，O5） 

2.国内消费及网络销售持续增

长，利于积分规模的扩大和积

分商城 

2.塑造润网品牌（S1，S2，O3，

O3，O5） 

2.推进通用积分联盟建设（W3，

O2，O3） 

3.行业具备较大成长空间，且

位于发展初期 

3.发展数据智能能力，提升竞

争壁垒（S4，S5，O4，O5） 

 

4.人口仍在流入润网的优势市

场地区，带来发展优势 

  

5.进入壁垒较高，积分替代品

少 

  

威胁-T ST战略 WT战略 

1.消费者有极强的议价能力 1.提升积分差值收益，增加盈

利（S2，S4，T2，T3） 

1.外部股权融资发展（W1，W3，

T3，T4，T2） 

2.积分价值逐渐被认识，进入

者开始增多 

2.深度运营消费场景（S1，S2，

T1，T4，T5，T6） 

2.探索新的其它业务（W2，T1，

T2，T5） 

3.数字化技术高速发展，需要

成本投入 

  

4.电子商务领先者转型以积分

为主营业务 

  

5.退出壁垒不够低，会加剧竞

争 

  

6.国外积分服务商进入国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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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在 SWOT 矩阵的四个战略方向中，SO 方向意味着企业利用内部优势抢占外部机

会，属于积极增长型。WO 方向意味着企业借助外部机会弥补内部劣势，能看到市场

机会，希望业务能增长，但比较谨慎，强调先弥补劣势。ST 方向意味着企业利用内

部优势减少外部威胁，只强调威胁而忽视了外部机会，属于积极防御型。WT 方向意

味着企业既要想办法弥补内部劣势又要想办法减少外部威胁，属于纯防御型。 

(2) 备选战略设计 

依据上述 SWOT 分析矩阵，润网可以采用 SO、WO、ST、WT 四个战略方向下

共 9 个战略措施。依据企业战略理论，可以划分为加强型战略、防御型战略和多元化

战略，如下表： 

表 5-2  润网战略措施分类表 

序号 加强型战略 防御型战略 多元化战略 

1 加大积分市场渗透力度，加

强营销（S2，S4，O2，O3） 

提升积分差值收益，增加

盈利（S2，S4，T2，T3） 

探索开展付费会员业务

（W1，W2，O4，O5） 

2 塑造润网品牌（S1，S2，O3，

O3，O5） 

外部股权融资发展（W1，

W3，T3，T4，T2） 

探索新的其它业务（W2，

T1，T2，T5） 

3 发展数据智能能力，提升竞

争壁垒（S4，S5，O4，O5） 

  

4 推进通用积分联盟建设（W3，

O2，O3） 

  

5 深度运营消费场景（S1，S2，

T1，T4，T5，T6） 

  

在战略选择阶段，将对这三种战略进行深入比较分析，从而得出符合润网实际的

发展战略。 

5.3 润网发展战略选择 

战略选择主要采用 QSPM 工具，定量战略规划矩阵 QSPM（Quantitative Strategic 

Planning Matrix）以 IEF、EFE 和 SWOT 分析矩阵为基础，通过计算各个备选战略的

吸引力总分表明哪种备选战略是企业的最佳选择。 

QSPM 矩阵的第一列和第二列是来自 IEF 和 EFE 的关键因素和权重，后面是各

个备选战略，每种备选战略下分列吸引力评分及吸引力总评分。吸引力评分

（Attractiveness Score，AS）表示单个战略在所有备选战略中的相对吸引力，采用具

体数值表示，1=没有吸引力，2=有些吸引力，3=有较强吸引力，4=有极强吸引力，吸

引力总评分（Total Attractiveness Score，TAS）表示单个因素下各备选战略方案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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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数值等于 AS 和权重的相乘，数值越大，表明备选战略方案越优秀。 

吸引力分值由专家会议法确定。会议时间为 2020 年 7 月润网年中商业计划总结

会后。专家分别为润网公司积分管理部负责人、忠诚度管理部负责人、负责润网积分

联盟、积分商城、积分联名信用卡的市场人员，共五人。会议按先讨论充分了解相关

信息后总结并给予分值的流程进行。专家对市场和合作伙伴等联系密切，且职责不同，

数据较有代表性。 

根据以上规则，润网的 QSPM 矩阵如下： 

表 5-3  润网 QSPM 分析矩阵 

  备选战略 

  加强型战略 多元化战略 防御型战略 

关键因素 权重 AS TAS AS TAS AS TAS 

机会（O）        

1.国家政策仍在规范和鼓励行业

发展 
0.05 3 0.15 3 0.15 3 0.15 

2.国内消费及网络销售持续增长，

利于积分规模的扩大和积分商城 
0.1 3 0.3 2 0.2 3 0.3 

3.行业具备较大成长空间，且位于

发展初期 
0.15 4 0.6 2 0.3 3 0.45 

4.人口仍在流入润网的优势市场

地区，带来发展优势 
0.1 3 0.3 1 0.1 2 0.2 

5.进入壁垒较高，积分替代品少 0.1 3 0.3 2 0.2 2 0.2 

威胁（T）        

1.消费者有极强的议价能力 0.05 1 0.05 1 0.05 1 0.05 

2.积分价值逐渐被认识，进入者开

始增多 
0.1 3 0.3 1 0.1 2 0.2 

3.数字化技术高速发展，需要成本

投入 
0.05 1 0.05 1 0.05 1 0.05 

4.电子商务领先者转型以积分为

主营业务 
0.15 3 0.45 1 0.15 2 0.3 

5.退出壁垒不够低，会加剧竞争 0.1 1 0.1 3 0.3 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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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外积分服务商进入国内市场 0.05 1 0.05 3 0.15 2 0.1 

优势（S）        

1.积分基本盘较为稳固 0.1 4 0.4 2 0.2 3 0.3 

2.丰富的消费场景 0.2 4 0.8 4 0.8 2 0.4 

3.良好的商务及生产服务能力 0.05 3 0.15 1 0.05 2 0.1 

4.拥有 1.2亿会员、数千亿积分数

据 
0.1 3 0.3 1 0.1 2 0.2 

5.已自研会员、积分、商城等核心

系统 
0.05 3 0.15 1 0.05 2 0.1 

劣势（W）        

1.资金紧张 0.15 1 0.15 3 0.45 2 0.3 

2.盈利业务规模小 0.1 1 0.1 2 0.2 3 0.3 

3.非零售积分占比不足 0.15 3 0.45 1 0.15 2 0.3 

4.营销欠缺多样性 0.05 1 0.05 3 0.15 2 0.1 

5.组织流程不够敏捷 0.05 1 0.05 1 0.05 1 0.05 

总计   5.25   3.95   4.35 

根据 QSPM 矩阵 TAS 总分数，加强型战略得分最高，为 5.25 分，得出润网最佳

发展战略为加强型公司战略。 

5.4 润网发展战略主要内容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战略目标体系，总结其主要内容为： 

(1) 聚焦通用积分服务。 

通用积分有两种形式，一是多个企业间各自发行积分，但积分可通汇通兑的积分

联盟形式，二是多个企业发行同一种积分，积分天然可以互用的形式。但第二种对企

业间的利益分配、权责划分等要求较高，并且无法解决各企业历史上的已发行形式，

很少被使用，国内多采用第一种积分联盟形式。 

润网目前有大量的积分，并且已经和部分航司、电信、酒店等形成积分联盟关系，

具备良好的基础来打造通用积分。但在建设联盟的过程中，仍有两点需要加强，首先，

联盟企业选择上应考虑生态互补性，润网当前积分以零售积分为主，应多考虑和出行、

饮食、酒店等消费企业合作；其次，应建立和合作企业的利益共享机制，在积分的汇

入、汇出、效期残值等环节深度绑定，共建共享，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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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网积分联盟和积分商城共同形成了顾客“归集-兑换”的积分使用，积分商城亦

应持续提升商品性价比，采取多种营销措施，吸引顾客使用。 

润网和积分联盟商户的合作不仅是积分的合作，也间接带来了消费场景的合作，

如万家超市等拥有各门店的消费场景，需要润网去深度运营，可以弥补润网无线下渠

道的不足。 

(2) 提炼价值主张，塑造品牌。 

品牌贯穿顾客忠诚度提升的每一个阶段，最高级的忠诚即顾客行为上对品牌的忠

诚，只愿享受某一品牌的产品或服务。品牌是一个特殊的标识，用以识别某个企业的

产品或服务，并区分竞争对手。价值主张从一开始就把你的产品或者服务能带来的好

处清晰明了的传达给消费者，是品牌能否占领消费者心智的决定因素，是企业通过产

品或服务向消费者提供的价值。 

润网作为积分服务商，虽然处在行业发展的早期，仍应该尽早进行品牌的规划和

价值主张的设计，以便占用顾客一部分的心智，避免后期投入较高的成本。 

“积分不浪费，就用润网兑”是当前建议使用的“润网”品牌的价值主张，以积

分价值感知为核心，提醒顾客积分是可享受的已有权益，也暗示顾客可以将积分汇聚

到润网，发挥更大的价值。这样价值主张就包含了顾客、联盟商户和润网三方的利益，

也有利于提升联盟商户对润网公司的正面看法。 

(3) 丰富营销传播渠道。 

传播渠道是连接消费者和企业服务信息的管道，起到传播企业价值的作用，是营

销核心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传播渠道越来越复杂，传统的电视、报纸、电台，

新兴起的抖音、微信、直播等，每个渠道后面都对应着不同的人群和消费市场，润网

应建立一个传播矩阵，筛选目标顾客，完成信息传递。 

润网目前传播以微信公众号和合作伙伴消费场景内广告露出为主，除加强这部分

外，还应加强以下两方面： 

首先，加强短视频建设。随着抖音、快手和淘宝直播等平台兴起，特别是新冠疫

情发生后，短视频和直播以良好的直观性和互动性已成为国民应用，抖音 APP 会员

日活超过 4 亿，淘宝 2019 年直播带货总成交额超过 2 千亿元，消费者观看和消费习

惯已经完全建立。润网应增加对视频内容和直播渠道的投入，积极拥抱新形式，引入

擅长视频策划和运营的人才， 形成和微信渠道侧重点不同但相辅相成的新传播形式。 

其次，投入公共关系建设。公共关系是指通过新闻、演说、公益、热点事件等传

递企业精神，相比广告，公共关系具备公信力更强、更容易打动人心等特点，可以帮

助企业塑造美好形象和建立信誉，也有利于低成本启动市场。2020 年 3 月初，在武

汉新冠疫情艰难之际，润网和三九药业开展“小积分、大爱心”公益积分捐赠活动，

顾客捐赠积分将转化成三九防疫药剂送到武汉，活动吸引了大量关注，仅 20 天，捐

赠积分已接近 2000 万，捐赠用户分布全国，多达二十余家主流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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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活动不仅支援了疫区，也使润网品牌声誉也受到很大提升。国家和地方包含很多

公益平台，如慈善基金会、希望小镇等，润网应该继续与这些平台合作，提升品牌美

誉度。 

(4) 以数据智能驱动业务发展。 

润网志于未来成为一家数据科技公司，必须在这阶段做好数据管理，建设数据平

台，研究人工智能并应用在具体业务中。 

随着电商产业竞争的加剧，以及 AI 技术的发展，阿里、京东等领先者已经开始

根据用户数据推荐关联商品，APP 等产品不再是千人一面的页面，而是根据会员画像

产生的个性页面，满足了用户的消费需求，缩短了下单路径，提高了成交。 

润网作为后进入者，必须适应用户已有习惯，尽快建立智能营销能力。首先，收

集会员数据，做好数据标准化，对历史数据进行清洗、合并，建设数据仓库。其次，

深入算法层，对数据进行关联性分析，对会员进行画像，建设标签系统。最后，和现

有系统深度融合，基于会员标签，产生商品、广告、促销等方面的推荐。 

基于润网业务实际情况，规划打造基于数据智能的应用产品矩阵，发挥数据价值。

在会员营销层面，实现千人千面的个性体验，在交易链路层面，实现对各环节的分析

优化，在运营层面，及时生成销售报表，在安全层面，可根据历史商品浏览交易等情

况，监控被“薅羊毛”等风险。 

5.5 润网职能战略 

职能部门在解决现代企业管理的复杂性时日益重要。在制定战略时不仅要提供建

议，同时在实施战略时也必须与战略内容协调一致。市场、生产、人力资源和财务是

润网各职能部门需要承担的关键战略。 

(1) 市场战略 

按润网的组织架构，积分管理部主要负责市场战略，忠诚度管理部协同。市场战

略的目的是获取和维护顾客，在润网的整个战略中承担内容最多，包括营销渠道的建

设、润网品牌的塑造、推广通用积分服务等。 

润网的市场战略开展首先需要梳理当前的营销资源，包括顾客接触渠道、应用产

品、优势服务区域、优势合作伙伴等。其次是在资源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战略内容，

向市场进行调研，了解顾客对公司服务的进一步需求，了解合作伙伴对公司的支持力

度，确定具体营销策略。第三是在公司内提前进行人力和资金的预算安排。第四是建

设周期性的对各项工作推进的回顾制度，确保与合作伙伴的合作风险在低水平，对顾

客的服务落到了实处。 

(2) 生产战略 

互联网科技部负责生产战略。生产战略的目的是向市场提供足够优质的产品，主

要承担润网战略内容的以数据智能驱动业务发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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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战略的开展首先需要对润网当前的数据情况进行统计，确定拥有的会员、积

分、商品等方面的数据，并进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研究，两方面可并行开

展。其次是基于研究成果对需要的 IT 资源进行预算安排。第三是进行小范围产品验

证活动，就智能化水平进行评估，以客户满意为前提向市场发布产品。第四是就系统

安全进行配套建设，不泄露客户数据，不带来安全风险。 

(3) 人力资源战略 

综合管理部负责人力资源战略，人力资源战略的目的是满足市场和生产战略需要

的人力资源，其虽不承担当前战略内容中具体任务，却是战略能否成功的基石。 

人力资源战略的开展首先建立人力资源业务伙伴制度，向市场和生产下的各职能

部门派驻员工，专门负责对接协调工作。其次是补充市场和生产各职能部门所需的人

才招聘，并协助完善员工职业规划。第三是面向所有员工开展培训和甄选工作，既普

及公司当前战略目标，也要发现有志于实施目标的特殊人才，做好人才结构优化。第

四是用人要考虑降低成本，对于短期需求，适当借助于外部研究院、媒体机构等供应

商解决。 

(4) 财务战略 

财务与经营管理部负责财务战略。财务战略的目的是通过对资金的最优化利用，

保证各部门的经营活动对资金的需要，从而保证企业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财务战略的开展首先要确立“追求现金流不追求盈利”的原则，当前，润网负债

率较高，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过于追求各项经营活动的利润不利于业务的开展。其

次是制定财务预决算制度，对接各部门的资金需求，并给出资金使用建议。第三是缩

短和联盟伙伴间的结账周期，尽量按季度结算，提高资金周转率。第四是积极向银行

融资，润网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当地政府有一定的扶持政策，银行融资利率较低，

又不需出售股权，是首选的融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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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润网科技公司发展战略实施及控制 

战略实施阶段虽然是战略制定阶段的延续，但是内容操作上却截然不同，更困难。

制定阶段是思维过程，强调分析能力，注重效益，实施阶段是操作过程，强调组织能

力，注重效率。战略实施需要调整组织结构、建立年度目标、优化资源、匹配绩效和

成本等。本章从年度实施规划方面阐述润网公司的战略实施举措，以及如何保障实施

成功的举措。 

6.1 实施计划 

润网积分业务探索较早，已初步形成了积分产品生态，培育了一批顾客，但公司

及行业都仍在起步阶段，市场发展尚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稳扎稳打，将长

期目标转化为短期目标，将战略规划转化为日常经营活动，踏实推进。 

以三年发展目标来看： 

(1) 第一年，增加营收及稳定现金流。 

抢占积分市场份额仍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由于润网前期探索开展跨境电商和金

融小贷业务消耗资源较多，当前仍需加强营收和现金流管理。 

发展积分联盟，和外部积分企业建立通汇关系是快速增加现金流的主要手段，通

汇包含汇入（外部积分兑换为润网积分）、汇出（润网积分兑换成外部积分），可在

这两方面设置兑换比例和价差，提升盈利空间。同时，应面向顾客打造爆款商品，以

吸引顾客进行积分通汇，提升汇兑次数和总量。 

增加润网联名信用卡发行是增加营收的主要手段，信用卡是和银行合作，并由银

行付费给润网公司，虽然商务流程、产品开发、市场推广等较困难，但稳定性高，合

作期限长，仍需要大力发展。 

积分管理部是积分联盟和联名信用卡的主责部门，需要承担这部分责任。财务及

经营管理部需要站在专业角度做好对积分管理部的支持，加强财务分析及预测等工作。 

(2) 第二年，重点塑造“润网”品牌，丰富营销传播渠道。 

强化“积分不浪费，就用润网兑”宣传，将积分和“润网”进行概念关联。通过

官方新闻媒体，尝试树立积分公益形象，发起“小积分，大爱心”等活动，为“润网”

增加美誉度。 

建设视频内容，组建视频策划、编导、表演等团队，采用文字、图片、声音等多

种内容形式，将内容形象化、情感化，便于顾客接受。开通抖音和微信视频号等新宣

传渠道，贴近顾客宣传。 

加大促销力度，以积分商城为依托，积极开展有积分特色的各种活动，参考电商

“双 11”购物节，探索开展积分特权节等新活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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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度管理部是品牌塑造的主责部门，积分管理部是积分商城的主责部门，应担

负起相关责任。由于新媒体人员缺乏，综合管理部应配合忠诚度管理部完成新媒体人

员的招聘工作。 

(3) 第三年，重点依据数据智能，改革业务运营流程。 

随着持续的人力和资金等投入，大数据平台和数据智能体系应该在这一年发挥作

用，变革感性运营为数据指导下的业务运营，在获客、留存等会员全生命周期各环节

梳理关键指标，有针对性的进行会员关怀，激活会员。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依据会

员标签进行分类运营。依据地理围栏技术，在某地理范围内精细运营。依据不同状态、

不同等级、不同地域等情况，规范不同的运营流程，可规模化批量操作，降低运营成

本。 

忠诚度管理部是大数据平台和数据智能体系的主责部门，应担负起相关责任。 

互联网科技部、综合保障部和财务与经营管理部属于公司的中后台部门，除重点

保障上述业务的开展外，仍有其它方面需要注意，财务方面应加强对财务模型和现金

流的管理，确保明星业务和潜在明星业务的发展。技术应紧跟业务运营发展，不过度

追求技术先进性，聚焦在大数据及智能能力，提升数据精细化程度。人力以提升组织

效能为主，加强市场化人才获取，创新流程制度，为员工提供更大的发挥空间。 

6.2 控制措施 

围绕战略计划的实施，公司需投入大笔资金并开展很多项目和行动。与此同时，

外部环境和公司内部情况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战略控制成为指引公司方向的必不可

少的环节。战略控制旨在引导公司在变化与发展中前进，以便更好地适应自身的战略

行动和方向。针对润网公司的实际情况，可以采取以下控制措施： 

(1) 预算控制 

润网当前面临一定的财务压力，同时又需要加强营销投入和技术投入，因此必须

加强预算控制。在战略实施前，必须厘清欲采取的各个动作的轻重缓急，划出依赖关

系，按次序执行。公司管理层应适当提升预算审批权限，确保资金投向优先事项。除

年度预算编制外，应按每季度就上季度预算使用情况进行回顾，并对下季度预算使用

进行适当调整，以满足市场形势变化较快的要求。通过在优先级、权限、时间等多维

度的调节，从而达到战略控制的目的。 

(2) 质量控制 

润网通过网络渠道服务客户，网络渠道是非接触性渠道，即销售员无法和客户面

对面服务，公司 APP 和小程序等间接充当了销售员的角色，因此必须提升 APP 和小

程序的质量，降低客户使用时的出错率，收集客户反馈，并及时修改完善。公司应对

此开辟专门的客服渠道，加强客户体验。通过质量控制倾听市场声音，避免出现对形

势上的误判，从而少走弯路，达到战略控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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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力资源控制 

人力资源管理包括招聘、培训、绩效、奖惩等多方面。润网作为一家互联网企业，

依赖员工的智力服务，因此人力资源控制首先必须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将战略目

标和绩效考核进行公开公平处理，使员工有奋斗方向，可以享受到奋斗成果的合理回

报。其次应提供专项奖励，对在市场开拓、营销创意、技术创新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

员工给予回报，并在公司内形成榜样，鼓励全体员工学习。也必须对损害公司效益的

员工进行惩罚，奖惩结合的措施，不仅有利于达到人力资源控制的目的，也有利于形

成公司的价值观。 

6.3 保障措施 

(1) 组织资源保障 

传统行业拥有大量的积分，润网为做好对接，除拥有互联网人才，也拥有大量传

统行业人才，并且每年都在招聘新人，组织资源的保障重要在于要使全体员工思想统

一，步调一致。 

首先，企业培训从强调制度到强调敏捷。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的传播范围越

来越广，更新的频率越来越快，各种商业模式的探索如雨后春笋，成功者迅速发展壮

大，如抖音 2016 年上线，2019 年即占据最大市场份额，短短三年时间成为国民应用，

对腾讯等巨头企业也形成了极大压力。润网更应对员工强调加快对环境变化的响应速

度，简化或弱化非关键节点的制度管理。 

其次，绩效管理从采用 KPI④方式到 OKR⑤方式。KPI 和 OKR 都被用来做绩效管

理，但在应用上还是有很多不同。KPI 指标的制定是从上到下的，有很多过程指标，

不好衡量对整体目标的影响，内容不公开，只有上级能看到下级指标，员工容易只专

注于个人指标，而忽略他人协作。OKR 指标的制定在满足整体目标的前提下，关键

结果可以由员工个人决定，并且公司范围内公开，十分有利于协作，也满足了员工个

性发挥。润网发展以员工智力服务为主，需要快速应对市场变化，非常适合 OKR 形

式。 

(2) 营销资源保障 

营销资源是润网拓展市场和塑造品牌的关键资源，目前润网的宣传多以合作伙伴

门店内的品牌露出为主，作为一家以网络为销售渠道的公司，这是远远不够的，应该

在人才和资金等方面加强投入。 

1. 招聘新媒体人才，运营新媒体流量。相比电视台、报纸等传统媒体，抖音、小

红书、微信视频号等新兴媒体占据着巨大的流量优势，是品牌运营的必争之地。润网

 
④ 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关键绩效指标，一种员工绩效考核方式。 

⑤ 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目标与关键结果，一种员工工作目标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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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媒体仅微信公众号，内容也为常规文章，对顾客吸引力不大。应增加流量运营

和视频内容，并招聘专业人士负责，纳入公司绩效考核。 

2. 投入营销资金。相比传统宣传，互联网流量更为集中，引发热点传播殊为不易，

因此，营销策划更为困难，所需营销资金更多。润网在这方面经验较少，应提前做出

年度营销预算，予以专门安排。并对能策划传播热点的人才给与奖励。 

(3) 技术能力保障 

技术能力是润网的生产能力，为保障产品生态优势，必须先于竞争对手提供优质

服务，对技术能力的要求更高。现在常规互联网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快速发展中的基

于数据的智能技术可以提供给业务运营最好的支撑，是重点投入方向。应在三个方面

投入保障： 

1. 数据资源的获取和标准化。每个数据源都是一个小河，最终汇聚成一个大海，

润网应持续和各消费场景对接，获取相应的数据，并按会员、积分、交易、商品等维

度分类，同时基于国家和行业标准进行数据规范，如地域、身份标记等，分类和标准

化的数据才能作为原材料被加工分析。 

2. 数据应用平台的建设。核心是算力和算法的投入，算力是应用的基石，必须要

投入足够的硬件资源，算法是应用的灵魂，必须要精心设计、验算和调整，不怕失败，

针对不同应用做出多种算法。 

3. 数据人才的招聘。相比其它人才，当前数据人才在市场上比较紧俏，供不应求，

因此，在用人制度上要专门设置，提高待遇，不能因循守旧，致人才缺失。 

(4) 流程优化保障 

目前润网管理是较典型的上下级科层制，招聘流程、招标流程、审计流程等都较

为复杂，审批耗时长，仍需要改善。 

1. 优化内部职能制，增强市场反应能力。目前润网内部组织架构采用职能制，可

以从专业分工中收益，也有利于减少人员成本，比较适合追求规模效应。但是也存在

只看到个人短期职能目标而忽视全局目标的现象，使职能团队协同受阻。因此，借鉴

互联网产品敏捷交付管理方式，可以将业务、运营、研发、法务等组合成一个虚拟的

敏捷团队，为同一个目标奋斗，面向用户，及时调整各种服务策略。 

2. 市场化激励，员工充分授权。润网当前仍属较小规模，员工激励机制方面和市

场上互联网电商企业有差距，激励额度和方式方法都有所欠缺，优秀人才容易留不住。

因此，这方面应该要突破限制，对员工充分信任，充分授权，对在业绩上有突出贡献

的个人和团队加强专项激励，营造人人争先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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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7.1 主要结论 

本论文以战略管理理论和相关工具为指导，研究润网公司面临的发展问题并制定

发展战略。 

首先分析了公司所处的宏观环境和行业环境，得出面临的 5 大机会和 6 大威胁，

机会大于威胁，机会为：一是国家政策仍在规范和鼓励行业发展；二是国内消费及网

络销售持续增长，利于积分规模的扩大和积分商城；三是行业具备较大成长空间，且

位于发展初期；四是人口仍在流入润网的优势市场地区，带来发展优势；五是进入壁

垒较高，积分替代品少。威胁为：一是数字化技术高速发展，需要成本投入；二是积

分价值逐渐被认识，进入者开始增多；三是退出壁垒不够低，会加剧竞争；四是消费

者具备较强的议价能力；五是电子商务领先企业转型以积分为主营业务；六是国外积

分服务商进入国内市场。其次分析了公司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及核心竞争力，得出 5 大

优势和 5 大劣势，优势大于劣势，优势为：一是积分基本盘较为稳固；二是丰富的消

费场景；三是良好的商务及生产服务能力；四是已拥有 1.2亿会员及数千亿积分数据；

五是已拥有自研的会员、积分、商城等核心系统。劣势为：一是资金紧张；二是盈利

业务规模小；三是非零售积分占比不足；四是营销欠缺多样性；五是组织流程不够敏

捷。最后结合公司的愿景、使命和目标，借助 SWOT 矩阵和 QSPM 矩阵对公司发展

战略进行了制定与选择，得出润网的最佳发展战略是加强型战略。 

根据分析，润网的战略目标为“利用三年时间，成为自身优势地区市占率最高的

积分生态运营商，润网品牌和积分概念显著关联”。细分总目标划为市场目标、营销

目标和品牌目标，市场目标为“三年后，成为华南地区积分市场份额第一，其它地区

不落后于前三”，营销目标为“三年后，吸引优质积分企业加盟数提升 2 倍，跨场积

分兑分率提升 1 倍，营业额年均增长超过 50%”，品牌目标为“润网会员总数达到 2

亿，以积分变动计算，月度活跃会员超过 2000 万”。可以通过四方面战略内容达到

目标：一是聚焦通用积分服务，二是塑造品牌，三是丰富营销传播渠道，四是以数据

智能驱动业务发展。并制定了年度实施计划，第一年：增加营收及稳定现金流。第二

年：重点塑造“润网”品牌，丰富营销传播渠道。第三年：重点依据数据智能，改革

业务运营流程。为保障战略实施的顺利，公司应在组织资源、营销资源、技术资源、

流程优化等方面加大投入。 

只要以上各项战略措施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我们坚信润网能通过发展达到

公司的战略目标，收获预期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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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未来展望 

未来数年，相信数字化技术及数字经济仍会高速发展，在消费者端，对于互联网

存量会员的价值挖掘将会进入更加激烈竞争的时代，以顾客忠诚度计划为基础的积分

市场服务也必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投入，笔者由于自身能力和经验有限，论文

分析难免高度不足，对产业趋势也难有完全准确的把握，结束后，笔者仍将密切关注

产业环境变化和企业发展，及时总结，弥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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