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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日益复杂不确定环境下，跨界成长日益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经营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受到国
内外理论界和实业界的广泛关注。着重围绕企业跨界成长这一主题进行系统性文献回顾和研究述评，首先
对跨界成长相关概念、测量指标进行内涵界定和维度辨析，然后从不同学科视角梳理跨界成长的发展脉络，
最后通过阐述企业跨界成长研究基础、影响因素及其效应，构建企业跨界成长研究模型，并对未来相关研究
领域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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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互联网 + ”时代背景下，企业所处外部环境日益充满复杂不确定性，为实现持续经营发展，跨
2014 年 9 月 16 日，中国人保、腾讯、麦盛三方共
越传统的组织与区域边界成为主流发展趋势 。 例如，
同发起设立的深圳市人保腾讯、麦盛能源投资基金企业与中石化销售有限公司签署《关于中国石化销
售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标志着腾讯跨界石油产业。2015 年 8 月 19 日，微影时代宣布与蒙牛乳业正
式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投入 10 亿资源，拓展电影 O2O 市场和娱乐营，这意味着蒙牛正式跨界娱乐业。
［1］
近年来，跨界成长已成为西方组织理论与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 。 从大的方面来看，包括石油企
业跨界环保、电力企业跨界汽车、安全企业跨界家居等；从小的方面来看，包括自行车企业跨界户外装
备、园艺企业跨界家庭防雾霾、煎饼果子跨界互联网营销等。目前学术界以跨界及其相关领域为主题
衍生出了很多研究方向，形成了一股颇具前景的学术潮流，并产生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鉴于此，
本文对企业跨界成长主题文献进行系统回顾和述评 ，首先对跨界成长相关概念内涵、指标测量进行界
定和辨析，然后从不同学科视角梳理跨界成长的发展脉络，最后构建企业跨界成长研究模型，并对未
来相关研究领域进行展望。
二、企业跨界成长的概念与维度解析
( 一) 概念界定与辨析
根据 2012 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 第六版） ，“界”（ boundary） 的原始含义表现为四个方面，分
别是“边界，疆界”、“界限，界线”、“地域，境域”以及“一定范围 ”。 由此可知，“界 ”作为一个概念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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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国家地理领域，起初是各个国家为确定自己的领土范围，采用山或河作为分界线，就此划分属
于自己的势力区域。尽管“界”最初是作为划分各国势力范围出现，但并不意味“界 ”是固定、一成不
变的。事实恰恰相反，欧洲地图各国的领土范围一直处于变动中，这说明“界 ”具有变动性，不同的参
与者以不同的方式对同一个客观事物进行观察 ，会对这个事物的边界产生不同理解，“界”既可以被创
造，同时也可以被消除。
进一步地，“跨界”（ boundary-spanning or Crossover） 作为一个概念最早出现在 1957 年福特公司推
出的埃德塞尔（ Edsel） 汽车广告杂志，其原意是“转型、转向 ”的意思，目前更多地被引申为“跨界合
作”，即跨越两个或者多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文化等范畴而产生的新行业、新领域、
新模式、新风格等。目前“跨界”一词已经广泛应用在企业，本文接下来的讨论也侧重企业跨界含义。
［2］
最开始的企业跨界多指企业走出国门 ，实现全球化发展，或者和国外的企业合作联盟 。 随着全球化
的进程加剧，不同国家或者区域间的开放性进一步扩大 ，单纯的跨区域已经不能满足企业自身发展需

求，企业家寻求各种方式来实现持续经营发展 ，跨界成长的概念内涵及其应用范围日益广泛 。 归纳起
来，企业跨界成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种是外生方式，即企业与其他企业强强联手，以自身资源
能力为依托，借用他人的优势发展壮大，实现互利共赢，主要表现在产业跨界、跨界并购、跨界联盟
［3］
等 ；第二种是内生形式，就是企业不断开发自身的潜力，发挥资源整合的优势，不断适应市场的发
展，进入新的业务领域，以此来适应外部世界的动态竞争 。
综上，企业跨界成长具有独特的概念内涵，这与广为熟悉的企业成长或者转型存在较明显的差
别。其中，企业成长意指企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不断变革的过程，包括企业规模或者企业素质。
企业转型更多地意味着企业放弃原有业务 ，转而进入其它性质不同的产业经营领域。 而跨界成长则
是指企业通过跨越不同“界面”（ 包括行业、区域或者职能等 ） 获得持续经营发展的资源条件，以实现
自己价值的最大化。特别地，在“互联网 + ”时代，企业跨界成长方式和形态日益多样，往往打破不同
行业、地区（ 国家） 以及职能环节之间的界限，其实质是创新和颠覆，更是一种思维模式的突破和创新 。
( 二) 企业跨界成长的维度与测量
本文综合考虑国内外企业实践活动表现及跨界成长相关研究文献 ，将企业跨界成长划分为跨区
、
域 跨行业以及跨职能三个维度，并系统梳理相应的维度内涵和测量 。
1． 企业跨区域成长
（1） 维度内涵。跨区域成长是企业扩张的一种重要方式，国内外学者已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概念
［4］
内涵及其维度测量。例如，Kang and Johanson 指出，跨区域成长是企业寻求新的市场力量 ，选择进入
［5］

一个新的区域市场，或者以此来提高自身能力获取持续发展。 汪建成 将企业区域跨界分为三种方
［6］
［7］
式：在当地市场扩展、在外地市场扩展、向国外市场扩展。 徐明霞等人 和黄嫚丽 在以往研究的基
础上将企业的地域多元化概念进行了更加具体的划分 ，认为地域多元化是企业跨越本地区边界或本
国国界的业务扩张行为，即企业把某一类或某几类产品或服务从原有市场扩张，包括市、省、国家、区
域、国际乃至全球市场。
（2） 维度测量。跨区域成长包括国内区域和国际区域两个面向。 进一步地，依据涉及空间范围
［8］
划分为市、省、国别、区域、洲际、全球等维度 。 关于跨区域成长的测量方法，现有研究相对比较一
［9 － 11］
。 尽管该指标存在一些缺
致，较多采用外地销售额占企业总销售额的比重衡量跨区域扩张程度
陷，但与其他指标相比，仍具有相当的优越性，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还有些研究采用外地资产占企业

总资产的比重、涉及地域的数量、外地（ 海外） 员工占企业总员工的比例，或者基于外地销售收入比重
［11］
计算的熵值来测量跨地域扩张程度 。
2． 企业跨行业成长
（1） 维度内涵。跨行业成长通常体现为企业业务在相关多元化与非相关多元化战略行为之间的转
1957 年美国战略学家
换。关于多元化战略的定义，
早期和现代学者对其进行了界定并不断延伸。例如，
伊戈尔·安索夫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多元化战略”（Strategies for Diversification） 一文，首次提出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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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化是“用新的产品去开发新的市场” ；Penrose 认为，多元化是企业在基本保留老产品生产线的情况
扩张其生产活动，
开展若干新产品的生产。目前多元化经营已成为世界上大部分企业普遍采用的一
下，

种行业跨界行为，
比如商业大佬们纷纷进军农业领域、
柳传志种蓝莓、
联想佳沃蓝莓凭借其规模化的种植
、
基地成为国内最大的水果全产业链企业 恒大从卖房到卖水现在又跨界卖粮油和奶粉等。
（2） 维度测量。现有文献大多采用业务多元化程度作为测量指标 ，即赫芬达尔指数 （ Herfindahl
index） ，这一测量指标考虑了企业所涉及业务的数量及每项业务对企业销售收入的贡献程度 。 此外，
Jacquemin and Berry［14］提出的基于标准行业分类编码的熵指数也是一种测量跨行业成长的方法 。 我
们认为，根据前文定义，跨行业成长可通过企业相关多元化与非相关多元化战略行为之间的转换来测
［15 － 16］
，以主要产品集中度 （ PPSＲ） 即主导业务的销售份额
量。具体而言，借鉴现有研究的战略分类法
与 0. 7 进行比较判定。PPSＲ ＜ 0. 7 表明企业采用非相关多元化，PPSＲ ＞ 0. 7 则表示企业采用相关多
元化战略，由相邻两年的主营业务所占比例是否发生变化 （ 包括 PPSＲ ＜ 0. 7 与 PPSＲ ＞ 0. 7 之间的相
互转变） 来确定跨行业成长状态。
3． 企业跨职能成长
（1） 维度内涵。从企业组织角度而言，
职能是指一系列相似知识、技能、行为与态度的组合，跨职能
活动有助于提升组织个体或者群体的工作成效，
进而带动企业整体及其相关结果因素的变化。现有研究
［17 － 19］

，
表明
企业内部职能具有不同表现形态，
比如生产运作 / 制造、
研发、
金融与财务、
市场营销与公共关
系、
法律、
商业管理、
行政管理（ 含政府职员、
党务、
工会等） 等，
而且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
（2） 维度测量。跨职能维度表现为企业在职能上和核心能力上的扩张 ，即价值链的整合，包括下
［20］
［8］
游的纵向一体化或者职能多元化程度。Kim and Pantzalis 、毛蕴诗 认为，企业内部职能多元化程
度可由涉及制造、物流、营销、服务等业务活动的多少与组合来衡量 。
结合上述企业跨界成长不同维度的概念内涵及其测量 ，表 1 汇总了不同维度下企业跨界成长的
内涵界定、测量方法及指标体系。
表1
跨界成长维度

测量方法
战略测量法

业务维度
客观测量法

相对比例法
地域维度
绝对数量法
价值增值法
（VAS）

职能维度

纵
向
一
体
化
程
度

企业跨界成长不同维度的概念内涵与测量
内涵
更多地依赖主观判断，较少依赖于客观
数据的一种测量方法
采用企业业务客观数据测量法，比如利
用企业相关多元化与非相关多元化战
略行为之间的转换来进行测量
采用外地销售额占企业总销售额比重
进行测量，是目前采用最多的一种测量
方式
采用海外或附属子公司数目，这种方法
简单方便，不易受外汇波动、不同流通
转换率或者诸如转移价格政策等国际
财务运作方法的影响。
采用附加价值与销售额的比值来衡量
纵向一体化程度

纵向产业相
关 指 数
（VIC）

将企业的业务按重要性划分成主要和
辅助两类，用辅助业务占所有业务的比
重来反映纵向一体化程度；该比例与企
业纵向边界成正比。
以投入产出矩阵为基础，在技术相关程
度上构造了给定厂商的纵向产业相关
指数。

投入产出法
（I / O 表）

根据投入 － 产出表数据，计算行业或者
厂商的纵向一体化程度。

主辅分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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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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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digan（19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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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跨界成长研究脉络梳理
尽管直接研究企业跨界成长问题的理论文献较少 ，但相关探讨可谓源远流长。 迄今为止，学术界
沿着不同的学科发展脉络探析企业跨界成长相关问题 ，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观点和理论流派 。
( 一) 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企业跨界成长研究最早可追溯至古典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 1776 年提出的劳动分工理论，即劳动
［29］
1853 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基于企业的规模经
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导致规模经济效益 。之后，
济理论，重点探讨了企业的规模与企业跨界成长关系问题，认为大企业之所以能不断代替小企业，并
成为企业跨界成长的一种趋势，主要原因在于规模经济对企业成长的作用。1965 年新古典经济学派
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指出，企业跨界成长是因为存在规模经济 ，企业成长过程在一定阶段被认
为是寻求最优规模的过程。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发展了马歇尔的理论，在 1912 年出
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其作用在于创造性地破坏市场的均衡 （ 即
“创造性破坏”）［30］。企业跨界成长表现为敢于否定自己和创新，并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是一种
“创造性破坏”的螺旋式前进过程。罗纳德·科斯从交易成本概念出发，认为企业是一种契约机制，在
［31］
不同领域的跨界可以使交易成本突破性地降低 ，实现跨界后利润和企业多重的成长 。 随着契约理
论应用不断深入，这一理论为企业边界提供依据———企业边界的决定最终以最大化准租为前提。 进
一步地，根据爱迪思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 ，当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企业的边际经济利益将开始下滑，
［32］
为获得更多更长久的经济利益，企业会在原有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走新型跨界道路 。 总
之，经济学视角研究的前提是“经济人”假设，而基于这一视角的研究难免忽视组织的社会 、文化、心理

属性。因此，为弥补经济学视角跨界成长研究的不足，将企业资源、能力及其技能作为研究对象和管
理学视角跨界成长研究，有助于拓宽企业跨界成长问题的研究视野 。
( 二) 基于管理学视角的研究
从管理学视角研究企业跨界成长问题 ，最早可追溯至安索夫 1957 年在《哈佛商业评论 》上发表的
“多元化战略”一文，认为企业成长的实现可以通过选择市场渗透、市场开发、产品开发及多元化经营
四种不同战略。除了市场渗透外，其它三种战略均有助于促进企业的跨界成长 ，尤其是非相关多元化
战略可能导致更加明显的跨界成长 。之后，阿尔弗雷德·钱德勒 1962 年在《战略与结构 》一书中，以
杜邦、通用汽车、新泽西标准石油和西尔斯四家公司为主要案例 ，详细考察了 20 世纪前期美国大企业
从直线职能结构向多部门结构转变过程 ，认为企业在多元化扩张战略的引导下，规模逐步扩大，当积
［33］
累一定资源后，会 开 始 向 不 同 地 区 或 者 不 同 产 品 市 场 的 方 向 发 展 。 进 一 步 地，资 源 基 础 观 认
［34 － 35］
，企业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企业拥有的资源禀赋并不完全相同，这种
为
［36］
异质性决定了成长的内在动力和竞争优势的差异 。核心能力理论 研究表明，由于核心能力具有延

展性，能够给企业衍生出一系列新的产品 / 服务，使企业得以扩展到新的相关业务领域。 不过在动态
变化的环境中，企业原有的核心能力可能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包袱”，难以解释动态市场上企业如何
［37］
获取竞争优势以及为什么某些企业具有持续竞争优势 。在此背景下，Teece et al．
提出了改变能力
，
，
、
、
的能力 即动态能力的概念 并将动态能力定义为公司整合 构建 重新配置内部和外部能力以应对快

速变化环境的能力，由此对企业跨界成长的动机和范围做出新的解释 。 由上可知，管理学视角的企业
跨界成长研究呈现出从一般性管理理论向战略管理领域发展延伸的态势 ，企业跨界成长过程战略论
的提出，使企业跨界成长与管理学科的结合更紧密 ，并引导人们从战略管理的角度探讨企业跨界成长
问题。
( 三) 基于组织生态学视角的研究
组织生态学（Organizational ecology） 作为在组织种群生态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交叉学
科，
主要运用生态学的概念、
模型、
理论和方法对组织进行分析，
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组织随时间的发
展而变化。基于组织生态学的经典组织成长理论是 1931 年的吉布莱特定律（Gibrat's law），该定律认为
企业规模在每个时期预期的增长值与该企业当前的规模成比例，
而处于同一行业中的企业，无论规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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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小，
其成长的概率在同一时期内是相同的，
即企业的成长率是独立于其规模的变量 。不过吉布莱特定
对组织自身因素和行业环境因素也缺乏考虑，因而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进
律忽视了组织的出生和死亡，

Mc Cloughan［39］指出，
行了拓展。例如，
随着规模的扩大和年龄的增长，
企业成长的可变性降低，
这意味着
，
，
企业在某年内高速成长 则其在次年高速成长的可能性更大 总的行业进入率和退出率之间呈正相关关
［40］
［41］
系。Sutton 认为，
企业成长率随着规模的扩大和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詹姆斯·穆尔 在《哈佛商业评
论》上首次提出商业生态系统的理论，
从生命、
生态的角度研究企业规模与成长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

企业之间、
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商业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演化与成长机制以及人类活动对企业
组织生态学认为环境因素将决定企业的生存、成长和死亡。企业无论扩大自
生态环境的影响等。总之，
己的能力还是开发新市场，
均需与其他企业携手创造消费群体，为此企业必须培育以发展为导向的协作
建立“多元化商业生态系统”。组织生态学视角下的企业跨界成长是一种系统行为，不仅涉
性经济群体，
及企业自身因素，
也涉及企业外部环境，
绝非企业的个体行为。换言之，
企业的诞生、
死亡，
企业在特定产
业内排序的更叠、
变化，
企业对特定产业的迁入、
迁出，
均与相关企业的行为选择关系密切，
因而组织生态
学为企业跨界成长问题提供了一种新颖的研究视角。
( 四) 基于认知心理学视角的研究
1958 年英国著名实验心理学家唐
认知心理学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兴起于欧美经济发达国家，
纳德·布罗德本特（ Donald E． Broadbent） 出版的《知觉与传播 》一书最早提出“工作记忆 ”的概念和
“注意是资源有限的加工系统的工作结果 ”的想法，并为认知心理学取向奠定了重要基础 ；而认知心理
［42］
学这一术语的正式定案则是出现于美国认知心理学家奈瑟尔 （ Ulrich Neisser） 出版的著作《认知心
理学》。认知心理学作为人类行为基础的心理机制 ，旨在研究记忆、注意、感知、知识表征、推理、创造
力及问题解决的运作，其核心是输入与输出之间发生的内部心理过程 。 在现代企业并购频发、业务流
程再造、战略联盟形成、企业规模收缩、多元化和国际化战略实施等组织变革以及网络型组织 、虚拟组
［43］
织等新型企业组织形态的出现，均要求企业变革自己的认知信息处理模式 。 例如，Porac et al．
针对
苏格兰针织品制造商的案例研究表明 ，管理人员心智模式对于企业战略结果和其它组织过程具有重
［44］
要影响。Tripsas and Gavetti 考察宝丽来公司从模拟成像到数字成像转变过程，发现高管人员认知
［45］

对组织能力的积累进而变革方向具有显著影响 。 杨林和俞安平 基于美国苹果公司和大样本统计
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家认知会对企业战略变革前瞻性产生显著影响。 前述的企业跨界成长理论研究
强调企业作为物质、技术系统的存在，而忽视了企业组织的社会心理系统特征。 实际上，企业不仅是
经济契约的集合，更是心理契约的集合，是一个社会建构的复杂的群际系统和网络系统，因而认知心
理学视角的研究为企业跨界成长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洞见 。
由上可知，“界”具有多层面、多层级以及各学科相互交叉性，它不仅仅是行政和地理政治概念，还
［46］
体现了经济、文化、心理及社会内涵，有许多不同的意义和功能 ，因而企业跨界成长是一种相当复
杂的现象。从某种程度来说，“界”是企业甚至行业在某个发展阶段所抵达的时空范围。 尽管随着全

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界”并不意味就此消失，但其内涵和外延的边缘化、模糊化将成为当今全球化发
展的一种趋势，由此也可能导致企业跨界成长研究日益具有挑战性 。
四、企业跨界成长研究模型构建
( 一) 企业跨界成长的影响因素
1． 宏观和制度层面影响因素
［47］
该层面影响因素具有多种表现形式 ，主要包括目标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 、不确定性政治
［48］
［49］
［50］
［51］
［52］
环境 、市场开发 、文化距离 、制度健全程度 、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互依性 、新市场进
［53］

、渐进式经济转轨特征［54］等。归纳起来，上述因素对企业跨界成长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对企
业的跨国内或者国外区域市场合作偏好 、国外市场进入战略选择等。

入经验

2． 产业层面影响因素
产业层面影响因素主要涉及产业本身演变、产业经验，以及不同产业之间内在关系等方面。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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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如，Nerkar ＆ Ｒobert 以美国制药行业作为样本对象研究表明 ，企业技术和产品 － 市场经验有助于促
［56］
进新产品引入的成功，进而能够促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Li，Wei，Liu 发现创业导向与市场导向之
［57］

间的交互作用会对知识并购产生正向影响 。 杜晓君和刘赫 研究跨国并购战略类型与企业成长的
关系，并探讨中间变量组织结构、组织经验、文化距离和相对规模对跨国并购战略类型与企业成长的
［58］

调节作用。李元旭和姚明晖
长产生倒 U 型影响关系。

基于广东省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表明 ，产业集聚度会对企业成

3． 企业间层面影响因素
企业间层面的影响因素涉及不同企业间的竞争关系或者合作联盟关系 ，不同性质的企业间关系
［59］
会对企业跨界成长产生差异性影响 。例如，Lai et al．
研究表明，国际战略联盟一般经验以及联盟伙
伴的国家来源和联盟类型等特定经验均具有积极价值性 ，并揭示了国际战略联盟经验的权变效应 ，即
技术合作经验及新兴国家联盟伙伴经验促进了企业价值 ，而联盟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则会放大经验学
［60］
习的效益。Vandaie and Zaheer 针对 1990—2010 年期间美国电影工业中小型、独立工作室联盟活动
与成长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 ，与大合作伙伴（ 即大型制片厂） 进行更高层次联盟活动的企业，从其
［61］
认为，战略多样性能够促进新创企业成长，不过独
内部能力获取的成长利益更低。Larraeta et al．
［62］
资型新创企业能够获得更高的成长率 。郑丹辉、李新春和李孔岳 探讨了相对关系导向与新创企业
成长之间的倒 U 型关系模式影响效应。

4． 企业内部影响因素
现有研究表明，企业跨界成长的内部相关影响因素具有多种表现形式 ，既涉及“人”的因素也涉及
“物”的因素。其中，“人”的因素主要包括创始人离任模式［63］、高管人口统计特征［17］［19］； 而“物 ”的因
［64］
［65］
素主要包括绩效和规模目标的期望水平 、创业导向 等。
( 二) 企业跨界成长的影响效应
1． 跨界成长的价值溢价
规模经济理论认为，
企业跨界成长可以减少内部交易成本，
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达到管理上的协同
后者能使企业在生产、
人力和资金上共享，
如在营业收
效应和范围经济。前者能使企业达到节税的目的，
企业设备、
人力资本和资金成本并没有增长一倍，因此从投入产出角度看，跨界能带来企
入增长一倍时，
Gugler et al． ［66］对 1981—1998 年间美国、英国、欧洲、日本等国家的跨国并购
业整体绩效的提升。例如，
尽管国别和行业并没有对并购后的利润产生显著影响，但平均而言并购后并购企业
样本进行研究发现，
［67］
的利润显著增加。姜付秀等人 利用我国上市公司 2001—2004 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跨界对企业价
［68］
值具有正的影响。Schilke 提出成功的跨界现象比比皆是，合适的战略加上良好的市场契机必能创造
价值，
提高企业绩效。上述研究均表明，
跨界成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企业价值。

2． 跨界成长的价值折价
现有文献研究表明，跨界可能增加企业的价值，但也可能企业价值产生损害作用。 例如，Servaes［69］发现，多元化跨界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消极的影响 。Gugler［70］对 1981 至 1998 年美国、日本等发
达国家及其他国家发生的跨国并购进行比较分析 ，发现各国企业跨国并购后的 1 至 5 年中，经营绩效
［71］
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反而销售收入显著降低。 在国内，柳建华 认为，跨界战略会降低企业价
［72］
值，即所谓的跨界折价现象。邓新明 以民营企业为样本发现，总体上企业跨界多元化与绩效呈负

相关关系，非相关跨界负向影响绩效。由此企业跨界成长存在损害企业绩效的负向效应 。
3． 跨界成长的价值中立性
［23］

关于跨界成长的价值影响效应，国内外有少数研究间接显示其价值中立性 。 例如，Gort 通过产
业数量、专业化比率来衡量跨界的程度，并对 1947 年至 1957 年美国 111 家大公司分析结果显示，跨界
［73］
与利润率之间基本不存在相关性 。Grinyer et al．
对 48 家英国企业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跨界战
［74］
略与公司绩效没有明显的关系。李梅 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经营绩效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跨国并

购的长期绩效整体来看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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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现实情形是，部分公司因实施跨界战略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部分公司却因跨界而陷
入困境乃至破产。因而，难以准确地说跨界成长必定是一种成功的战略或者失败的战略 ，企业跨界成
长的价值效应存在明显的复杂性和情境依赖性 。
( 三) 研究模型构建的基础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从不同角度直接或者间接探讨了企业跨界成长问题 ，从演进过程来看这
些研究视角可划分为外生、内生和复合视角三大类。首先是外生基础观的企业跨界成长研究 ，涉及新
古典经济学对企业成长规律的阐述 、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波特的产业组织定位学派、爱迪
斯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纳尔逊和温特经济变迁演化理论等。 该视角的理论强调外部因素尤其是市场
结构对企业跨界成长的决定作用 ，但忽视了企业内部资源的促进作用 ，具有一定局限性。 其次是内生
基础观的企业跨界成长研究，涉及彭罗斯生产资源基础观、钱德勒企业管理与技术基础论、巴尼资源
基础观、普拉哈拉德和哈默核心能力观、蒂斯动态能力观等。 该视角的理论认为企业的内生性因素
（ 资源、能力、知识等） 决定了企业成长的程度和范围，是企业跨界成长的主导因素。 最后是复合基础
［75］

观的企业跨界成长研究。例如，陆亚东和孙金云

提出了一种复合基础观的中国企业成长战略，即

企业对拥有或从外部购买的资源 ，通过创新、整合的方式进行使用，从而创造出独特的竞争优势或发
［60］
展路径。Vandaie and Zaheer 结合企业能力内部维度与外部观，分析美国小型独立电影公司与大型

合作伙伴联盟活动对成长收益的影响效应 。
总体而言，企业跨界成长理论研究经历了由外生基础观到内生基础观再向复合基础观的演变 ，反
映了研究者对企业跨界成长的认识从静态到动态 、从被动到主动的发展趋势，这些理论演进脉络在认
识上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思想轨迹 ，即企业在“积累→扩张→再生”的不同生命状态中，体现不同的知识
和管理要求。结合前文对于“界”这一概念丰富内涵与外延的阐述 ，未来对于企业跨界成长的研究，应
该立足于复合基础观，综合考虑企业跨界成长的前置变量因素及后置影响效应 ，同时深入剖析不同变
量因素对企业跨界成长的作用机理 ，从而形成更加系统且具前瞻性的相关研究成果 。
( 四) 企业跨界成长研究模型构建
综合考虑现有研究局限性及未来发展趋势，本文构建企业跨界成长研究概念模型如图 1 所示。
由此可知，企业跨界成长（ 包括方向和方式） 可能受到权利主体和非权利主体特征的直接影响与间接
影响，而这两类主体特征又会受到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组织条件的驱动影响作用 。 进一步地，不同维
度企业跨界成长战略选择可能会导致差异性的组织后果 ，而反过来不同组织后果也可能会诱发企业
跨界成长的发生。因此，企业跨界成长的发生、实现及其后果具有复杂联动影响效应 ，需要系统思考、
整体设计及协同推进。

图1

企业跨界成长研究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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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 一) 现有研究局限性
由上可知，迄今国内外学者已经从多个角度直接或者间接地探讨了企业跨界成长相关问题 ，并形
成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和启示。 不过，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
性，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1） 从研究主题来看，现有研究对于“界”的理解范围较为狭窄或者零散，大多侧重于企业跨地理
区域尤其是跨国界，缺少对“界”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系统性阐述，对企业跨界成长维度的划分以及如何
对企业跨界成长进行测量尚未形成定论 。 这既与企业跨界成长概念缺乏一致认可的标准化定义有
关，又与企业跨界成长构成维度和测量的复杂性有关 。
（2） 从理论基础来看，现有文献中几乎没有直接针对企业跨界成长理论的研究 ，而是大多偏向于
企业成长、变革或者转型等。由此导致尽管现有文献已经形成了企业成长的完整理论体系 ，但缺乏对
企业跨界成长的理论研究，进而使得国内外围绕企业跨界为主题的研究流派纷呈 ，但研究内容显得较
为零散，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 。
（3） 从企业外部情境来看，现有研究大多立足于传统制造业环境 ，而没有充分结合当今日益突显
的“互联网 + ”情境。随着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多样化及大数据云计算能力，各传统行业尤其是零
售、金融、制造、医疗、教育等将与互联网加速融合，“互联网 + ”势必对各行业企业产生颠覆性影响 。
（4） 从战略决策主体看，现有研究要么侧重于企业跨界成长战略决策的物化因素 ，要么侧重于部
分个体的因素，而没有立足系统观同时纳入“物”和“人”两方面重要因素，并综合考虑“物”、“人”以及
“物”与“人”之间的不同关系模式，进而系统地考察企业跨界成长相关问题 。
（5） 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对于跨界成长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上，定量分析研究较为缺乏，
即便现有少数相关实证研究也大多侧重探讨企业成长和跨国并购的影响因素及其对有关变量的影响
效应等，而缺乏根据国家、企业外部和内部环境提出适用于企业发展的跨界成长方式和方向，更没有
围绕企业跨界成长构建一个完整性的理论分析框架 。
（6） 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研究侧重采用描述性方法或者统计分析方法进行相关研究 ，而缺乏综
合采取理论演绎、统计分析、典型案例以及实验模拟相结合方法，对此命题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和
探讨。
( 二) 未来研究展望
为进一步拓宽企业跨界成长的研究空间 ，未来相关研究可侧重于以下四方面。 其一，全面系统地
界定企业跨界成长的概念内涵、维度划分并设计相应的测量指标体系。 鉴于能否准确界定并测量企
业跨界成长概念维度，直接构成企业跨界成长前置影响因素和后置影响效应的基础 ，进而影响企业跨
界成长的解释功效，未来研究需要考虑如何设计企业跨界成长概念维度的不同测量方法和指标体系 。
特别地，在具体测量时，变量维度的构建不仅需要关注企业跨界成长本身 ，还可关注其维度层面 （ 比如
跨界成长方式、方向） 的构念，从多维度立体式界定企业跨界成长 。其二，深入挖掘和提炼企业跨界成
长的内在理论基础。由于现有研究大多源于企业成长 、变革或者转型等领域知识，而缺乏直接针对企
业跨界成长的相关理论探讨，由此将会限制企业跨界成长研究的应用范围 ，未来需要借鉴多学科前沿
成果并采用典型案例等不同方法 ，着力构建企业跨界成长的完整理论体系 ，从而为全面系统地考察企
业跨界成长的前置影响因素、后置影响效应，以及中间的作用机理、路径、模式及其治理等命题提供基
础。其三，立足于“互联网 + ”情境拓宽企业跨界成长研究范围和新视野 。随着“互联网 + ”时代的来
临，行业边界越来越模糊，任意两个不相关企业在某种程度上都能实现跨界合作，由此企业经营环境
日益出现显著变化，不同产业结构必然发生调整、演变及融合，企业跨界成长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复杂。
因而企业跨界成长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需做出相应拓展 ，比如将知识理论、演化思想、复杂性科
学等前沿研究理念与方法嫁接于企业跨界成长过程 。 其四，综合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方法探析企
业跨界成长的前因、后果及其机理。目前国内外直接针对企业跨界成长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定性描述 ，
— 104 —

JOUＲNAL OF NANJING UNIVEＲ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尚缺乏深入系统地理论研究，相关实证研究则更显不足。考虑到跨界成长的丰富内涵与外延，未来研
究需要结合不同研究方法，深入挖掘和剖析企业跨界成长过程中的关键性影响因素 ，致力于探讨企业
跨界成长的形成机制、作用机理和路径，以及跨界成长对企业绩效和竞争优势的影响效应等相关
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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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cross-border growth： concept explanation，
research context and model building
YANG Lin，LIU Juan，CHEN Jiling
（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In the ever-increasing complex and uncertain environment，cross-border growth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ic choice for an enterprise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hich is widely regarded by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heories and industry．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topic of cross-border growth and tries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First，the concept of cross-border growth and its measurement indicators are systematically defined． Second，the development veins of cross-border growth from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re reviewed． Finally，the paper，
through analyzing the research basis，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ir effects of enterprise cross-border growth，constructs the research model of enterprise cross-border growth，and further proposes the future research fields．
Key words：enterprise cross-border growth； concept explanation； research context； model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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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人文社会科学学报、江苏省一级期刊、江苏省期刊方阵优秀提名期刊。 为中国期刊网、中文科技期
刊数据库、CEPS 中文电子期刊服务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 （ 光盘版 ） 全文收录、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
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设置的主要栏目有名家专稿、国民经济与产业经济、金融与财税、财务与会
计、工商管理与公共管理、服务经济与服务贸易等。为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加强学术交流，诚挚向全
国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社会各界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征稿 。
1． 投稿网址：http： / / njjj． cbpt． cnki． net / 。
2． 稿件要求：来稿内容与栏目相契合，字数 8000 － 12000 字为宜。
3． 优稿优酬：本刊实行匿名审稿制度，所有录用稿件免收版面费，并酌情给付稿费，优稿优酬。
4． 请勿一稿多投。2 个月内未收到本刊的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文稿。
5． 欢迎各位学者来电或邮件咨询，电话：025 － 86718789，
83495963；Email：ncbjb@ nufe． edu．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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