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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今年企业界的热词，“小趋势”源
于知识服务商和运营商“罗辑思维”“得到”
App 创始人罗振宇的跨年演讲。“势”在中
国语境中含义丰富，无论是顺势而为还是
逆势而上，都代表着一种进取精神。马克·
佩恩在其《小趋势》一书中认为，“小趋势是
决定未来大变革的潜藏力量”。“小趋势制
胜”也成为今年全球木兰论坛暨 2019（第
十一届）中国商界木兰年会嘉宾对话探讨
的主题之一。

何为小趋势

有一句用来形容小趋势再合适不过
了，“趋势里面的人看，是大海；外面的人
看，是一滴水”。那么，企业家如何看待小
趋势的？

在中关村从事制造业 35 年的时代集
团公司总裁王小兰认为，小趋势是与大潮
流相对应的、具有小而美特点、体现时代特
征的发展趋势。“如果把小趋势放到行业层
面去理解，就是要把主业做精，同时要建立
起具有长寿企业生存基因的环境。日本是
世界上拥有百年企业最多的国家，他们的
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王小兰说。

“小趋势是一个创新探索的过程，这个
过程非常可能引领下一个大趋势，能在一
定程度上代表企业的未来。”探路者集团董
事长兼 CEO 王静认为：“小趋势与大趋势
并不矛盾，两者是承前启后的关系。把握
小趋势对企业的挑战非常大，要有长时间
的积累。把一个想法变成现实，变成呈现
在消费者面前的新的、时尚的、青春的产
品，这就是一个小趋势。”

“小趋势能变成大趋势很好，即便不能
变成大趋势也没关系。在中国这个拥有近
14亿人口的国家，把一个小趋势放大14亿
倍也很了不起。”嘉御基金创始合伙人兼董
事长卫哲以鸭脖子为例解释说，一种零食

“吃”出了一个小趋势，并实现了品牌化，支
撑起湖北 3 家上市公司——周黑鸭、煌上
煌、绝味。“小趋势也能成大事，其魅力甚至
可以超越大风口。”卫哲说。

洞察背后的机遇

“对于企业家来说，拥有‘发现能演变
成大趋势的小趋势’的能力难能可贵。”上
海连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 王静颖认
为，小趋势一直存在，今天存在、过去存在、

未来也存在。企业家要善于发现那些有可
能演变为大趋势的小趋势，才能引领企业
跨越周期。

卫哲表示，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观察小
趋势以及其背后蕴藏的机遇。“从横向看，
还是以鸭脖子为例，一个人吃一根鸭脖子
没什么，很多人吃鸭脖子就会成就一个大
市场；从纵向看，年轻人消费能力不可小
觑，加上国家鼓励生育二胎，必然形成积少
成多的新趋势。”

“可以从‘趋势’和‘小’两方面来理解
小趋势。所谓‘趋势’就是指企业家要先于
别人看到未来，看到别人没看到的机会；所
谓‘小’并不是说机会小，而是说很多机会
虽然初看起来不起眼，但频次可能比前 10
年、20年更多。”知名特色民宿和短租房预
订平台“小猪”CEO 陈驰表示：“趋势对企
业家来说一定不是风口，因为风口形成时
已经是一片红海。把握小趋势，就是要深
刻洞察更局部、更垂直的领域。”

创新赢未来

无论是小趋势还是大趋势，对企业家
而言都是需要关注的“势”。对话嘉宾普遍

认为，做好自己、不断创新才是企业最应该
做的事情。

“随着科技的发展，企业要从依靠资本
驱动发展向依靠创新能力为社会作出贡献
转变。”王小兰认为，企业首先应当“做好自
己”，只有真正做好主业，才能真正体会到
什么是趋势。

王静则认为，对企业来说，每个板块都
拥有不同的小趋势。一个个被突破的小趋
势累积起来会带来企业的大变化，这是一
个不断探索、创新、突破的过程。

“小趋势也好，大趋势也罢，变化都是
贯穿始终的。”王静颖认为，企业应抓住当
下，用数据和智慧去发现潜藏的趋势；做好
当下，赢得将小趋势变成大趋势的机会。

“ 小 趋 势 ”制 胜
本报记者 吴 浩

中国商界木兰年会探讨如何穿越周期——

以 转 型 应 对 挑 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莹莹 吴 浩 崔国强

上海铂利德钻石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钻石

小 鸟 ”）创 立 于 2002

年。当年，我们率先把

“鼠标+水泥”模式引入

网络奢侈品领域，现已

在全国 14 个城市设立

了线下体验中心。从线

上线下到O2O融合发展，每个时代我们都面

临着商业模式的新挑战。

以前我们总是强调公司管理层亲自上

阵，但做着做着你会发现，自己可能会变成公

司的天花板。真正的企业家应该当好公司的

“地板”，让团队在上面起舞。

于是，从 2018 年开始，钻石小鸟开始进

行大幅度调整，我负责人才培养、文化建设、

业务孵化工作，我的哥哥、创业伙伴徐磊开始

专攻产品战略创新。我还成立了“钻石小鸟”

商学院，在内部培养未来有可能担任CEO的

人选，大家组成三角架构，各负其责。

其实，组织生命成长和个体生命成长的

原理是相通的，想明白这一点，将为企业带来

巨大的内生动力。（本报记者 崔国强整理）

要穿越周期需要激

活公司。在这个过程

中，首先要激活自己，再

激活员工，最后才能激

活顾客。

1999 年，我从 5000

元起步开始创业。如

今，旺顺阁已经在全国

拥有 25家门店，员工规模达 3000人，年接待

客户300万人次至500万人次，年营业额超过

10亿元。

2016 年前后，旺顺阁年营业额有 5 亿元

了。当时，餐饮业整体陷入低迷，我也给自己

放了个大假，打算好好陪陪家人。刚开始，我

挺开心的，可没过多久，我就感觉心里空落落

的，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所在，于是我又开始专

心工作了。以前我总认为创业就是为了养家

糊口，现在我把它当成一项使命。把企业做

好了也是爱国，不是吗？

2017 年，旺顺阁开始采用合伙人制度，

又把中高层都激活了。学会和大家分享，不

仅让我自己过上好日子，还得让员工过上好

日子，这是激活全体员工的根源。

之后，我们又开始尝试，取消所有区域总

监，让他们到最困难的店里去当店长，管理3

个月，如果效果不好就关闭这家店。这样一

改，管理就扁平化了，顾客也被激活了。

旺顺阁（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集团总裁、木兰汇理事张雅青：

激 活 公 司

我们这个行业已经

经历了好几个周期。我

的体会是，每一个阶段

都要主动拥抱变化，以

创新方式走属于自己的

发展之路。电商平台竞

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时，

我们从线上转到线下，

学习开实体店；新零售来了，我们又重新学习，

尝试重构“人货场”。

在数字时代，协同比分享更有价值，所以

公司上下开始探索全链条协同。我们还连接

起全链条上下游各个渠道的合作伙伴，因为

我们坚信“连接比自己拥有更加重要”。我们

要打破现行企业的边界，和上下游合作伙伴共

生共融共同成长。

回顾过去几年，应该说，打通线上线下只

是第一阶段，当我们打通整个生产链条，推动

全渠道共生共融，质的变化发生了。它意味

着我们不需要亲力亲为做好生产链上的每一

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以依据自己的比较优

势集中发力，这可能是数字时代带给我们的

最重要的启示。

乐友孕婴童创始人兼 CEO、木兰
汇理事胡超：

拥 抱 变 化

上海铂利德钻石有限公司联合
总裁徐潇：

当好“地板”

4 月 13 日 ，

全球木兰论坛暨

2019（第十一届）

中国商界木兰年

会在北京召开，

上千名创业者齐

聚于此，探讨如

何穿越周期，实

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企业

家》杂志社供图）

4 月 13 日，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
木兰汇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全球木兰
论坛暨 2019（第十一届）中国商界木兰年
会在北京召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
运、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国家税
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北京大学国家发
展研究院教授陈春花、如是金融研究院院
长管清友、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周宏骐、
阿里巴巴产业互联网研究中心主任陈威
如等知名专家以及近百位企业家齐聚一
堂，就企业如何穿越周期等问题探讨解决
之道。

扑下身子，提升供给质量

中 国 知 名 母 婴 电 商 蜜 芽 创 始 人 兼
CEO、木兰汇理事刘楠坦言，未来5年预期
新生儿数量将减少 30%至 35%，已成为横
亘在蜜芽面前的一大考验。

“母婴行业正面临市场严重缩水的现
实。别人为什么要下载一个独立的 APP
来买在京东、淘宝、天猫上可以买到的东
西？如果没有回答好这一问题，我们就会
在周期里死去。”刘楠说。

刘楠认为，坚持特色是唯一的解决之
道。“没有特色的蜜芽随时可能被大平台
取代，有特色则意味着拥有给用户创造不
一样价值的机会。我们要以精选品为切
入口，既要发现符合消费趋势的好产品，
又要在它们还没有形成品牌溢价的时候
以相对平价推送给大家，帮助消费者发现
价值。”刘楠说。

盛来运建议企业家，要穿越周期，首先
要适应周期，需要把握逆周期调节的政策
机遇；其次要保持定力，加快技术创新和转
型升级，以确定的转型升级应对不确定的
风险挑战。

盛来运表示，近两年虽然经济增速回
落，行业企业分化明显，但高技术制造业、
高技术服务业的增速比工业和服务业平均
增速普遍高出 4 至 6 个百分点。在多种政
策的支持下，市场预期已有明显改善。企
业家们要珍惜经济在逆周期调节下获得的
难得战略机遇期，扑下身子，狠抓技术创新

和产品升级，用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提升
供给质量。

“纵观国内外市场，只有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企业或紧跟消费升级趋势的企业才有
可能不惧怕外部冲击和周期性调整的挑
战。我国正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只有
各微观企业主体通过技术创新实现高质量
发展，整个宏观经济才能实现高质量发
展。”盛来运说。

“中国一定会出现经济稳定增长的长
周期，因为科技创新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
的重要引擎。我们需要高质量发展，不需
要数量扩张型的、耗尽自然资源、破坏生态
环境的高增长。”吴晓求分析说。

北京顺为资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投资
合伙人周航说，从去年开始，他就一直在思
考，如果自己是一名创业者，今天该怎么办。

周航说，过去 10 年间，中国互联网特
别是移动互联网创业迎来了一波浪潮，但
其本质是资本驱动的创业，也即用融资和
估值直接评价一家公司。去年，情况发生
了“微妙变化”，大家发现不能再快速用高
估值融到更多钱了。

“很多人问这是资本寒冬么？能不能
忍一忍就过去呢？坦白说不能。它不是冬
天，是一个代际的替换。”周航总结说：“创
业者应当认识到生存方式变了，要主动作
出调整，不能盲目扩充组织团队，不要再
用更高的成本去换取收入。要重新补上
管理课。”

周航还建议，企业家应努力“把事情做
少”，创业公司最好全力以赴做一件事情，
而不是试图抓住所有出现的机会。

“过去我们都喜欢更快的成功，但现在
需要适应与过去不同的时间感，一想就要
想 10 年，这样格局观会很不一样，应该用
更大的耐心去迎接下一个属于你们的时
代。”周航说。

看准方向，做好长期规划

“今后，谁能够看准方向、形成准确判
断，谁就能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如果只是守住现在的产品和服务
质量，不能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的话，就
很可能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遇到很大困
难。”许善达认为，企业要“穿越周期，到达
春天”，必须深入研究所在行业，看准方

向，对企业未来 3 年、5 年的发展做出准确
的判断。

在紫牛基金创始合伙人、“少年得到”
董事长张泉灵看来，满足真需求、提高效
率、在产业链中最终形成定价权是一桩好
生意的3个明显特征。

城际整车运输互联网交易平台福佑卡
车创始人单丹丹费了一番周折才摸索出如
今的商业模式。

“快运、零单、整车……一开始，福佑快
运什么都做，后来发现错了。一家创业公
司没有那么多资源把行业的每个垂直细
分领域都做好，聚焦非常重要。”于是，单
丹丹作出决定，砍掉快运，聚焦整车，做

“B2B的撮合”。
“我们入局时，市面上已经有 200 多

家车货匹配平台了，所以只能守正出奇。”
单丹丹说，她利用自己在物流行业多年的
积累，先后说服德邦物流、京东物流、顺丰
物流等有整车外包需求的企业把货物

“放”到自己的平台上，将上游货主与下游
的经纪人、司机等组织起来，从而改变市
场价格不透明的痛点，大幅提升产业链的
效率。

“仅仅提升信息的效率是远远不够的，
还要提升资产的效率。我们通过智能调度
系统‘计算’订单，通过计算给下游分配运
力，让资产效率成为我们长久的护城河。”
单丹丹说。

“选择大产业，赛道足够长、足够宽；切
入小痛点，在大蛋糕里拿到属于自己那一
份。”这“一大一小”，是专注于同城速递行
业的互联网公司“闪送”联合创始人于红建
的创业心得。于红建说，闪送切入快递物
流行业的关键词是“专人直送”。

“一个项目从思路到开发出来大概需
要半年时间，可闪送只用了 7 天就把模型
做出来了。我们并没有假想一套逻辑，而
是用最简单的方式——1部电话机和50名
闪送员，去验证这个想法是否成立。”于红
建说。

用“土方法”起步的闪送从此一发而不
可收。创业前 4 年，没有任何广告的闪送
每年增速达300%。

“我们的秘诀是口碑传播，因为口碑是
最长久、最稳固的增长手段。除了要找到
真需求、真痛点，还要在运营过程中让用户
获得超出心理预期的体验，用户自然就会
向朋友推荐。”于红建说。

顺势而为，方能走得长远

魔方生活服务集团 CEO 柳佳 2014 年
进入公寓行业时，商业连锁公寓行业几乎
是一片空白。

“那时候我们所有员工都感到非常困
惑，但大家始终坚信一件事情，那就是客户
需要我们这样的消费升级产品，需要一个帮
助他们在异地工作居住的平台。”柳佳说，去
年开始，国家陆续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住房租
赁资产证券化、公租房市场化运营等，有力
推动了行业发展。

“到底是运气呢，还是因为我们的努
力？”柳佳认为，真正的原因应当是“顺势而
为”。“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会有越来越多
的人‘流动’起来。有预测认为，到2020年
中国会有约2.5亿的流动人口，这是个巨大
的市场。作为新兴事物，长租公寓引发争
议并不奇怪，但只要我们能够为客户创造
价值，就有存在的意义。”柳佳说。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文静
同样极其关注信念的力量。2018 年 10 月
份，蓝帆医疗耗资近60亿元收购新加坡柏
盛国际 93.37%股份，为资本市场留下一个
教科书式的经典案例。

“在新时代，企业要拥有更强大的生存
和发展能力，需要组织的变革、体制机制的
配套、人才与组织能力的支撑等，这一切的
核心是直面挑战的勇气和应对挑战的信
心。”刘文静说。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企业家是对变
化极其敏感，而且能够把变化变为机会的
人。”陈春花表示，当下企业家正面临 3 个
挑战，信息过载的焦虑、增长逻辑改变带来
难以评估的风险、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求
确定性。

她将未来企业领导人的特点拆解成五
个维度，美感度、开放度、定力、同理心和思
辨力。“定力首先来自于你一定对自己从事
的事业抱有信念，其次来自于长期努力，这
样才能穿越周期。”陈春花说。

“第一，要坚持你的热爱。有了热爱，无
论遇到什么，你都能成为‘折不断的竹子’。
第二，不能失去敬畏。不能一味扩张，要经得
住诱惑，分得清是非。第三，要有工匠精神。
做企业是‘慢活’，每一步都扎实才能走得长
远。”《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何振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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