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中小企业 

实施标准化战略的分析与研究 
■文／李忠涛 徐 冉 

中小企业竞争力的形成与提高的 

途径有很多，而标准化恰恰叉是虽有 

效的 手段之一 。当前流行 的 “三流企 

业卖力气．二流企业卖产品．一流企 

业卖技术．超一流企业卖标准”的说 

法十分形象地启示我国企业要想在日 

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盛不衰，必须 

走出卖力气和卖产品的低层次阶段 

因此．我国的中小企业要想生存发展 

壮大 ，不仅 要有效地使用 标准化 战略 ， 

而且要 不断地推进 标准化 战略的发晨 

及创新 

实施标准化战略的必要性 

随着改革开 放的进一 步深化 ，中 

小企业 已成 为推动 围民经济 发展 ．促 

进社会稳定 的基础 力量 但是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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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周中小 企业存在严 重战略 缺失。 首 

先，我国的 中小 企业缺乏 战略思想 ，短 

期行为严重。一提到战略，通常人们 

觉 得好像 是火公司 、太企业 的事。其 

实，战略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更为重要 

其次，我国的中小企业定位不准，容 

易脱离实际。中小企业应根据 自身实 

力选择一个可以发挥自身特长的经营 

领 域。 而我国许多 中小企业 在创业 以 

及经营 了相当 K的一段 时 间后，仍无 

法明确自己的定位，总是跟在别人后 

面 ，结果总是 处于被 动的局 面和利润 

最薄的下层，一有风吹草动．就被竞 

争 出局。最后 ，许多 中小企业 没有战 

略，但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有计划。有 

的企 业就把计 划与战略 混淆 ，错 把 汁 

划 当战略 ，结 果耽误 了企业发展 。 

实施标准化战略的作用 

如果说一 项 幸利影响 的只是一个 

企业 ．那 么一个标 准影响的则 是整个 

产业，标准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行业领导权的兴衰 标准作为经济和 

产业的秩序 ，担 当着规范产业 内部秩 

序、节省生产和交易成本以及提升产 

业竞争优势的重要角色。实施标准化 

战略对我 国中小企业 提升竞争 优势的 

作 用主要表 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一)实施标准化战略可以推动 

我国中小企业创新生产要索，促进企 

业产 业链纵 向发展。市 场准人所设 定 

的标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 

促使 中小企业 加快技术 创新和生 产要 

素创新 同时，标准具有加快技术扩 

散的作 用。中小企 业对新标准 的采用 ， 



会对处于该产业链的上下游产业产生 

巨大的 波及效 应。 在高标 准企业 的影 

响下．处于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都必 

须提高其生产技术水平，与高标准企 

业要求相 适应 。 

(二)实施标准化战略可以促进 

我国中小企业淘汰落后产品和技术． 

优化产业结构。标准作为淘汰落后产 

品和装备的有效手段，不仅可以通过 

政府有意识地推动实现产业结构的调 

整和优化，而且可以通过市场的力量 

来提高标准的技术指标，提高市场准 

入门槛．加快企业优胜劣汰的进程．从 

而达到优化产业结构的目的。 

(三)实旌标准化战略可以严厉 

打击假冒伪劣。营造良好的市场经济 

秩序。标准化战略的实施有利于推动 

企业质量振兴活动、创名牌产品活动 

和质量保证活动的开展。促进管理水 

平和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使无法按 

标准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厂家被迫 

退出市场，使产品形成一定的产业规 

模．从而使规模经济成为可能，增加 

国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促进产业内 

高水 平的竞 争。 

(四)实施标准化战略可以促进 

产业集聚．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在 

具有动态技术竞争的领域，合作发展 

技术标准日益成为中小企业台作与集 

聚的重要动力与纽带。通过以一批上 

规模中小企业为龙头的制造企业间所 

形成的产业集聚，加太在研发与设计 

上的投入．将改善区域内单个企业技 

术水平以及研发水平落后的现状，加 

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从而提升 

产业的 整体竞 争能力 。 

(五)实施标准化战略可以促进 

对 外 贸易 ．提高产 业的 国际竞 争力 。标 

准化是保 证产 品质量 和沟通 国内外 市 

场的重要 手段 。在 当今的 国际贸易 竞 

争中．以技术标准为核心的技术壁垒 

已成为发达国家限制进口，保护本国 

产业的主要手段。要使更多的产品打 

人国际市场，必须按国际标准尤其是 

先进的国际技术标准组织生产，推行 

国际通行的体系认证。 

(六)实施标准化战略可以促进 

中小企 业 推行 科学 管 理 ．促进 经 济 

增 长 方式 的转 化 。标 准化 是减 少产 

业内资源浪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 

由粗放 型 向集 约型 转 变的 重要 手段 

之一。而标准作为一种工具 ，能有效 

克服目前中小型制造企业管理不善 

操作无标准、消耗无定额等问题。对 

于促进中小企业推行科学管理，促 

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重要的 

作 用。 

实 

近年来 ．发达国象在国际标准 

领域展开角逐．困为他们逐渐意识 

到，一项标准一旦被国际采用．往往 

决 定一 个行 业 的盛 衰 以及整 个 国家 

的经济状况。这种影响在广度和深度 

上不是单纯的知识产权所能替代的。 

在标准化战略的时代下，面对发达国 

家凭借标准搭起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我 国中小 企 业实 施标 准 化战 略对 于 

构建创新型国家起着重要的推动作 

用。 

(一)我国中小企业应该彻底转 

变观念．充分认识实施标准化战略的 

重要性 。 

现在 ，我国很多的中小企业由 

于人才，技术、资金等种种条件的限 

制，根本没有认识到实施标准化战略 

的重要 性 ．认为实 施标 准化 战略是 大 

企 业的 专利 ，这种 观念 存在于 大多数 

的中小企业当中，这种观念对于中小 

企 业来 说是致 命的 。因此 ，我 国的 中 

小企业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彻底转变 

观念，充分认识实施标准化战略的重 

要性 。 

(二 )我国 中小 企业应 该建 立企 

业 标准 体 系 。企业 在建 立 标准 体系 

时除在以技术标准为主体，井配套 

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形成整体外， 

还应符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 

实施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 

地方 标 准 企 业在 建立 标准 体系 时， 

应以满足企业内生产、技术和经营管 

理的需要为基础．在企业标准体系的 

框架 下制 定．和其它 管理 体系 ，如质 量 

管理 体系 、环境 管理 体系 、职 业健康 卫 

生安 全体 系等 融 台， 以最 大化 促进 兼 

容。因而 企业 在建立 标准体 系时 ，应 具 

有目的性，原则是服务于企业和有利 

于企 业的 发展 ． 同时 企业 在制 定标 准 

时应 充分 考虑 市场 的 需要 ，考 虑标 准 

的集成性、层次性，动态性和超前性， 

考虑 与国 际标 准 、国 外先 进标 准的 接 

轨 ，甚 至超 越它们 的要 求，即 采标 ，从 

而使 企业 占领 市场 先机 和 市场 的话 语 

权 ，促 进企业 全方 位的 进步 。 

(三)我国 中小企业 应该 配备实施 

标准化战略的人才。我国的中小企业不 

仅要吸收经验丰富，高学历 高紊质的 

人才 ．还要 在企 业 设置 相对 较高 的职 

位 ，否则 既培养 不出人 才，也吸 引不到 

人才．自然就没法制定有竞争力的标 

准，也无 法高质 量地进 行标 准化审 核。 

根据工作实践要求来看．标准化工作人 

员应具备以下五条基本索质：(1】具备 

较强超前意识，因为高科技领域的标准 

先行才能控制市场占有力t(2)熟悉现 

代管理理论和方法，因为企业标准化 

体系是一个企业的战略问题t(3)具 

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因为标准是 

协调生产和贯彻执行的·(4)具有较 

强的综台归纳文字能力．因为标准是规 

范、严肃，精练的一种文件-(5)具备 

较好 的外语 水平 ．因为 标准 要推 向国际 

化和 采用国 外先进 标准 。 

(四)我国中小企业应该不断提高 

技术标准水平，推进标准化战略的发展 

与创新。我国的中小企业应该不断地提 

高技术标准水平，这也是企业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但是，这是建立在企业具有 

了标准化战略思想和相关技术以及标准 

化人 才之后 所要做 的事情 。 

总之 ，只 有不 断地发展 和创 新 ，才 

能使企业富有生机和活力．才能在激烈 

的市场 竞争 中立于 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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