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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营销审计的战略营销分析方法 

李 弘，娄 青，张 骞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 16023) 

摘 要：尝试把营销审计工具引入到战略营销分析中，在此基础上把战略营销分析分戍三阶段：审计阶段 (进行 

营销审计)、分析阶段(利用审计结果)和结果阶段 (制定目标与战略)。创新之处为：在以定性为主的战略营销分析中 

融入比较全面、系统、定期和定量的营销审计技术，使 目标与战略的制定更具科学性，使战略再造更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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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周刊》的一期头版报道中称 ：战略已经成为美国企 

业实现真正增长的关键。随着战略观念的发展，战略营销的理 

论与实践也在不断地深入与发展。虽然没有人给战略营销下 
一 个明确的定义，但从众学者的观点中可以总结出：战略营销 

是把营销活动建立在战略导向基础之上的～种营销观念与方 

法，具体内容包括：制定营销目标、战略和计划。 

虽然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战略营销并且制定营销 

战略，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的变化，有两个问题 日显突 

出。首先 ，战略营销在制定与实施中缺少一种标准、有序、科 

学、全面的方法。其次，现今的许多公司发现他们的营销战略 

在迅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下经常变得陈旧、过时，他们希望他们 

的营销战略被有规则地重新评价和修订。 

l9世纪 50年代出现，近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盛行的 

市场营销审计，尽管还不能说已经发展成一个标准化的管理 

工具，但它已经基本建立起了一套理论体系，包括营销审计理 

论基础、营销审计内涵、内容方法、程序等。由于市场营销审计 

具有全面、系统、独立及定期的特点，又以不断发现问题、识别 

机会等活动来提高市场营销绩效为基本目标 ，越来越多的战 

略制定者已经在强调它对于形成有效战略的潜在贡献。正因 

如此，本文提出了基于营销审计的检查和评价之上如何制定 

营销 目标与战略的一种方法。 
一

、战略营销分析的审计阶段：进行营销审计 

(一)营销审计方法的优势 

战略营销就是由确定目标市场和进行市场定位这两个核 

心要素驱动的一个决策过程，可以用 Means—end Theory来帮 

助做出正确的决策。不管用何种方法得出决策，首要的是详细 

地了解公司的营销能力及面临的环境实质，这里笔者认为最 

好的方法就是通过营销审计，原因分别从营销审计的内容、方 

法及特点三个角度加以论述。 

1．营销审计发展到今天，整个内容已经比较完整、全面， 

涉及市场营销评价和控制的所有重要领域，对于～家公司制 

定其营销战略来说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比如 Philip Kotler在 

(Marketing Management~中将营销审计的内容归纳为六个部 

分：环境审计 ，战略审计 ，组织审计，制度审计，生产率审计和 

功能审计 。 

2，市场营销审计常用的方法有两种：即问题清单法和关 

键指标法。通过这两种方法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可 

以说能够比较科学、系统地审查出企业市场营销状况。 

3．营销审计具有全面、系统、独立和定期的特点，这四点 

使营销审计具有在战略营销分析的准备阶段其他方法所无法 

比拟的优势。从全面性来看，营销审计防止被表面现象所愚 

弄，确保发现真正的问题、深层的原因。从系统性来看，营销审 

计遵循一种逻辑严密、预先确定的框架，并按一系列有序的诊 

断步骤进行。从独立性来看，审计人员和被审计人员在财务利 

益、精神态度、组织地位和调查自由四个方面保持独立 ，保证 

了客观、公正的审计结论。最后分析最重要的一点 ：定期性。引 

言中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随着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营销战 

略会变得过时，但现今的企业不管是一些商业巨头(如通用汽 

车、Sears零售连锁店)，还是一些小公司都没有营销战略再造 

的机制 。虽然营销审计不能完全代替营销战略再造，但它的确 

能够提供一种机制来追求这种必要的工作。 

(二)便于战略营销分析的营销审计重点内容 

本文探讨的是基于营销审计的战略营销分析 ，因此总结 

出便于下一步战略营销分析的营销审计重点内容。其中关键 

成功因素审计和收益审计是从市场、顾客角度出发的，利益包 

审计和产品周期审计是从产品、服务角度出发的。 

1．关键成功因素(CSFs)。在任何一个细分市场中都存在 

着 CSFs，它是帮助公司在这一领域取胜的因素，如果缺少它 

成功率会大幅下滑，通常不超过5个。这种技术有三种好处： 
一 是迫使人员思考各领域的关键成功因素；二是当测量主要 

竞争对手的 CSFs时提供了相对的竞争地位 ；三是强调了哪些 

领域应该是最有发展的。 

2．收益审计。顾客买产品或服务是因为想取得一系列收 

益 ，公司提供的收益是区分本企业产品与竞争者产品的方法， 

可以通过收益审计表格完成。 

3．利益包审计。通过这项审计可以发现公司的产品中哪 
一 项在市场上最具优势 ，同时能提供对每项产品或服务应做 

出那些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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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品周期审计。根据销量(纵轴)和时间(横轴)描绘出 

不同产品的生命周期图，结合 McDonald在 (Marketing Audit： 

Translating Theory into Practice)中列出的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 

的特征，便于下一步制定营销目标和战略。 

二、战略营销分析的分析阶段：利用审计结果 

完成前面的营销审计之后。应根据审计结果进行概括性 

地分析，即利用 Boston矩阵来进行 SWOT分析。首先，绘制当 

前产品组合的 Boron矩阵，然后参照前文提到的营销审计重 

点内容预计出产品组合的未来 Boston矩阵。进行 SWOT分析 

中一些最有价值的信息来自产品生命周期审计和产品组合审 

计，产品生命周期审计给出了未来前景的信息，然后把这些信 

息使用到产品组合中去。 

三、战略营销分析的结果阶段：制定 目标与战略 

1．制定营销 目标。由于营销目标只关心产品和市场 ，所 

以可以用安道夫(Ansoff)矩阵来制定目标，安道夫矩阵把营销 

目标分为四种类型：市场渗透、市场延伸、产品开发、多样化。 

安道夫矩阵如图 1。第一步：把公司的产品和市场填入安道夫 

矩阵中，这样得到了业务领域的四个大体方向。第二步：结合 

前面的 SWOT分析，选出具有 良好前景的领域制定具体的 目 

标 ，应该包括：(a)产品／服务 (b)销售量 (c)顾客／市场细分 

(d)市场份额 

图1安道夫(Ans0伍)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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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定营销战略。根据已制定的四种营销目标，提供一 

种相当直接的识别最优营销战略的方法 ，见表 1。 

四、结束语 

把营销审计工具引入到战略营销分析中的目的是：在以 

定性为主的战略营销分析中融入比较全面、系统、定期和定量 

的营销审计技术。文章首先从制定目标与战略出发选择了一 

部分审计内容和技术。接着在每一阶段中举例说明各个审计 

内容和技术 ，体现出营销审计是一种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工 

具。笔者认为引入营销审计对战略营销有两点贡献：一是使 目 

标与战略的制定更具科学性 ；二是使战略再造更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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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不同类型产品的不同营销战略 

主要因素 明星 现金牛 狗类 问题 

为增长而投资 维持市场位置 准备退出 有机会的发展 

市场份额 维持或提高支配地位 维持或少量增加 放弃市场利润 有选择地投资 

产品 差异化、生产线扩张 关键市场差异化 大幅削减 差异化产品线扩张 

价格 引导以市场份额为目的的积极定价 稳定或提高 提高 为市场份额采取的积极定价 

促销 积极促销 限制 减到最小 积极促销 

分销 加宽分销渠道 广泛分销模式 逐渐减少渠道 有限的范围 

成本控制 紧控为产生规模经济 降低成本(变动成本) 降固定和变动成本 紧控，不在花销上 

生产 扩张投资(收购、合资) 生产能力最大化 释放生产能力 投资 

研发 扩张、投资 集中在特别项目上 不投资 投资 

人员 关键职能领域升级 考虑效率：缩紧组织人员 削减人员 投资 

投资 资金增长 限制固定投资 最小适时退出 资金增长 

运营资本 减少过程、扩大信用 缩紧信贷、减少应收帐款、 大幅减少 投资 

提高存货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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