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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BCG矩阵的我国主要林化产品出口市场细分战略研究 

曹旭平 ，张丽 (1．常熟理工学院管理学院，江苏常熟2155oo；2．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oo95) 

摘要 选取松香、活性炭、松节油和糖醛为研究对象，依据2006、2007年我国主要林化产品各出口市场销售额数据，构建了我国主要林化 

产品出1：7市场的BCG矩阵，对我国主要林化产品出口市场细分战略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主要林化产品明星类出口市场偏少， 

明星类和金牛类市场主要集中于北关、欧洲及东亚地区，糠醛出口的明星类市场最多，松节油出口的金牛类市场最多，松香出口的狗类 

市场最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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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xport M arket Segments Strategy of Chinas Chief Forest Chemical Product by BCG M atrix 

CAO Xu-ping et al (College of Management，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angshu，Jiangsu 215500) 

Abstract Taking rosin，active carbon，turpentine and furfural as study object，and in accordance to the sales amount of principle forestry 
products in each export market，the BCG matrix of the principle forestry products in expo~ market in China was set up．The starish export mar- 

ket of principle products in China was less．Th e star and Taurus market concentrated on North America．Europe and East Asia．Star market nf 

export of furfural was the most．The taturus market of the export of turpentine was the most． 

Key words BCG Matrix；Forest Chemical Product；Market Segments 

林化产品是世界重要的林产品，近年来我国松香、活性 

炭等林化产品出口额增长迅猛，因此有必要对我国林化产品 

出口市场战略进行深入分析。波特细分市场可调整企业关 

注方向和优先发展顺序，有利于企业针对不同市场采取不同 

营销组合战略，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率及收益⋯。笔者采用 

波特 BCG矩阵法分析我国主要出口林化产品的细分市场战 

略，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BCG矩阵法及其原理 

BCG矩阵法是由波士顿咨询公司开发出的一种企业战 

略分析方法。BCG矩阵法将企业每个战略业务单位标于二 

维矩阵图，其中矩阵横轴为市场占有率指标，纵轴为市场增 

长率指标。BCG矩阵战略业务单位有明星、金牛、幼童和度 

狗4种类型。明星类指高市场增长率、高市场占有率的战略 

业务，此情况下的产品虽然市场占有率极高，但产品产量低， 

规模经济效应并未显现，销售额有限，现金流量较小。金牛 

类指低市场增长率、高市场占有率的战略业务，此情况下的 

产品畅销且在该产业中占主导地位，但产品销量增速渐缓， 

市场已接近饱和。幼童类指高市场增长率、低市场占有率的 

战略业务，开发此情况下的业务带有投机性，利润可能较高 

但伴随较大风险。度狗类指低市场增长率、低市场份额的战 

略业务，开发此情况下的业务不可能获得较高的市场占有 

率，也没有较高的市场增长率，此类产品处于衰退期。 

BCG矩阵认为一个企业的所有经营单位都可列入任何 
一 个象限中，并依据经营单位所处的地位采取不同的战略对 

策 。研究采用 BCG矩阵法分析了我国主要出口林化产 

品出口市场的类型，并针对不同类型的出口市场提出了不同 

的应对策略。 

2 我国主要林化产品出口市场的BCG矩阵构建 

2．1 研究对象及数据选取 我国林化产品的出口主要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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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香、活性炭、松节油和糠醛 4类产品，统计数据显示，1998 

～ 2007年上述4类主要林化产品年均出口额之和占我国林 

化产品年均出口额的97．13％。考虑到4类主要林化产品在 

我国林化产业中的代表性地位，选取这 4类主要林化产品出 

口市场为研究对象。BCG矩阵一般分析一个年度的市场数 

据变化量，研究选取 2007年我国主要出口 林化产品各出口 

市场销售额进行分析，市场增长率计算基期为2006年。我 

国林化产品出口国家市场较多，为简化 BCG矩阵图的绘制 

及分析，研究以大洲为市场单位进行研究，将亚洲的东亚、东 

南亚、南亚、西亚单独作为市场单位进行分析，我国4类林化 

产品的出口市场主要分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欧洲、北 

美、南美、非洲、大洋洲、余亚及其他十大区域。2006、2007年 

我国4类林化产品十大出口市场及其出口额如表 1所示。 

2．2 林化产品出口市场 BCG矩阵 根据表 1计算出4类 

林化产品出口市场的占有率与增长率(表2)。 

表2中数据用来绘制中国主要林化产品出口市场的 

BCG矩阵，我国主要林化产品出口市场 BCG矩阵的横坐标 

选取市场占有率指标，以 10％为分界线，纵坐标选取市场增 

长率指标，以10％为分界线。利用二维矩阵，将林化产品出 

口市场划分到 4个决策区。2007年我国松香出口市场的 

BCG矩阵分别如图1所示，同理可得活性炭、松节油和糠醛 

出口市场的 BCG矩阵 ，此处省略。 

3 我国主要林化产品出口市场细分战略 

由林化产品BCG矩阵图可知，不同林化产品出口市场 

的BCG矩阵分布差异较大，4类林化产品出口的明星类市场 

整体偏少，明星类和金牛类市场主要集中于北美、欧洲及东 

亚地区，这些市场是我国林化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 

针对不同类型市场提出相应对策。 

3．1 明星类市场细分战略 明星类市场的占有率和增长率 

均相对较高，因而其产生的和所需要投资的现金数量也都很 

大，该类市场往往代表着最优利润增长率和最佳的投资发展 

机会，市场发展空间很大。我国4类林化产品出口的明星类 

市场整体偏少，其中我国糠醛出口的明星类市场最多，分别 

为欧洲、东亚和北美3个市场，这3个市场是我国糠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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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资料来源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数据；“余亚”为在 COMTRADE无代码的亚洲地区统称。 

N~e：dma come from United COMTRADE databse；Rest Asian place was the general nalnc for places in Asian that had riO COMTRADE cede． 

表2 2007年我国四类林化产品各出口市场的占有率及其增长率 

Table 2 Export markets share and its growth rate of Chinese four forest chemical products in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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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7年我 国松香 出口市场的 BCG 矩阵 

Fig．1 BCG matrix ofthe rosin export marketinChinain 20O7 

重点开发的潜力市场。我国活性炭出口的明星类市场为欧 

洲及东亚，松香和松节油出口没有明星类市场。此类市场的 

最佳战略就是实施拓展战略，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该类市场 

的投资力度，从而维护其有利的竞争地位。 

3．2 金牛类市场细分战略 金牛类市场拥有较高的市场占 

有率和较低的市场增长率，较高的市场占有率能带来大量的 

现金，较低的市场增长率也无需增加大量的现金投入，因而 

金牛类市场通常能产生大量的现金余额。金牛类市场相对 

稳定，不足之处在于该市场往往已经趋于饱和，市场进一步 

开发的空间并不大，因而如何利用金牛类市场产生的巨额现 

金去开拓其他潜力市场就显得十分重要。4类林化产品中， 

我国松节油出口的金牛类市场是最多的，有东亚、东南亚、欧 

洲、北美和南亚5个市场，因此保持已有的金牛类市场份额 

和开拓新的潜力市场成为我国松节油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 

的重要战略措施；松香出口的金牛类市场有东亚、北美和欧 

洲3个；活性炭和糠醛出口的金牛类市场均只有 1个，分别 

为北美和东南亚。对于金牛类林化产品出口市场，主要应采 

取维护现有市场占有率的竞争战略，但要防止对其追加过多 

的人力和物力投入，金牛类市场所得的资金应优先用于维护 

和改进那些无法 自给 自足的明星类市场地位。如果发现金 

牛类中有前景黯淡的市场，应及时采取收割战略，以获取现 

金收入为主。 

3．3 幼童类市场细分战略 幼童类市场拥有较高的市场增 

长率，但其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较高的市场增长率需要大 

量现金投入，但较低的市场占有率限制了大量现金的产出。 

除松香外，我国活性炭、松节油和糠醛出口的幼童类市场均 

相对较多。我国活性炭出口幼童类市场最多，分别为东南 

亚、南亚、南美、非洲、余亚及其他市场，这些市场均是我国林 

化企业应尝试开发的潜力市场，在开发中须十分谨慎。我国 

松节油出口幼童类市场分别为西亚、南美、余亚及其他市场， 

我国糠醛出口的幼童类市场分别为南美、南亚与西亚，我国 

松香出口的幼童类市场为南美市场。长远来看，幼童类市场 

(下转第 106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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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工业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制约和阻碍产业结构的升级和 

经济的持续发展 。 

3 结论与建议 

3．1 第一产业 从产业结构偏离一份额分析结果和第一产 

业动态变化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聊城市的第一产业缺乏竞争 

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力不强。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 

把地方特色的区域农业生产和增强竞争力作为重点。要坚 

持把“三农”作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以增加农民收入 

为核心，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田水利、交通等基 

础设施建设，优化农业生产环境。立足于地方特色，重点打 

造生态农业和农产品深加工，延长农业产业链，优化农产品 

的市场环境。在扩大农产品市场的同时，要加强对优势产业 

的扶持，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技术含量。 

3．2 第二产业 聊城市第二产业在数量上和结构上都取得 

了长足的发展，但在发展的过程中竞争力逐渐下降，说明工 

业在投资建设过程中，还是倚重耗能型的传统工业项目，工 

业增加值中的科技贡献率较低，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在今后 

的发展中，首先应继续加大投资规模。筛选一批投资规模 

大、技术含量高、有利于结构升级和节能减排的重大项目，以 

重点企业为依托，着力加大投资力度。其次要做好产业升级 

工作。调整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淘汰耗能型产业和污染型产 

业，制定和实施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规划，强化政策支 

持和财政投入，避免产业重复投资、重复建设。三是加快传 

统产业升级改造。鼓励企业采用高新技术对产品设计、生产 

制造、市场营销等环节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工艺装备水平和 

附加值。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支持企业广泛运用信息 

技术，提升自动化、智能化和管理现代化水平 。 

3．3 第三产业 聊城市第三产业在数量上和结构上都取得 

了长足的发展，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在以后的发展中，应把 

(上接第10620页) 

具有明星的潜力，该类市场的发展空间较大，有必要加大对 

该类市场的投入，该类市场占有率有可能得到扩大并成为明 

星类市场。当然，并非每个幼童类市场均都能成为明星类市 

场，一旦确认某幼童类市场无法成为明星类市场，应采取放 

弃战略。 

3．4 度狗类市场细分战略 度狗类市场的占有率和增长率 

均较低，低市场占有率意味着少量的利润，低市场增长率表 

明该类市场发展空间不大，此类市场不值得投入大量人力和 

物力。狗类市场一般属于被放弃的市场，但在低利润的狗类 

市场经营仍可获得有价值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明星类和金 

牛类市场的经营成本降低是有帮助的。我国松香出口的度 

狗类市场最多，有东南亚、南亚、西亚、大洋洲、非洲、余亚及 

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作为产业提升的重要内容， 

以商贸物流业、旅游度假业为重点，加快服务业发展步伐。 
一 是突出发展商贸物流业。加快聊城物流中心建设，积极引 

进国内外知名物流企业，打造冀鲁豫交界地区综合物流服务 

枢纽。积极发展第三方物流，使企业从服务客户向服务社会 

转变。二是大力发展旅游度假业。以打造“江北水城 ·运河 

古都”为目标，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项 目带动、市场突 

破，尽快把旅游业培育成战略性支柱产业。加强旅游资源整 

合，积极培育旅游骨干企业。发挥温泉资源优势，整合农业、 

林业、文化等资源，规划建设以温泉为特色的城乡旅游休憩 

带。三是积极发展其他服务业。加快发展信息服务、社区服 

务、中介服务等，拓展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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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共计6个市场。我国活性炭出口的度狗类市场分别为 

西亚和大洋洲，我国松节油出口的度狗类市场分别为非洲和 

大洋洲，我国糠醛出口的度狗类市场分别为非洲、大洋洲、余 

亚及其他地区。可以看出，我国4类主要林化产品出口的庾 

狗类市场主要集中于非洲、东南亚、大洋洲、南亚等小国。用 

于维持度狗类市场所需的各类支出往往超过其现金收入，因 

而度狗类市场往往是资金的陷阱，此类市场建议采取放弃战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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