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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信用商品市场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给市场监管、消费者选择和企业逆向淘汰造成困
难。信用商品信号的释放提升了消费者的感知价值,从而增加了消费倾向,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绩效。本文
以茶叶这一典型的可信产品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广泛收集数据样本,研究缺乏有效信息的消费者如何
感知可信商品的映射价值,以及它如何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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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is obvious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 the credit commodity market,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market supervision, consumer selection and reverse elimination of enterprises. The release of credit
commodity signals improves the perceived value of consumers, thus increasing the propensity to consume and
further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takes tea, a typical trusted product, a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extensive collection of data samples, to study how consumers who lack effective
information perceive the mapping value of trusted goods, and how it affects the business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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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过经济政策宣传的方式,及时获取

企业绩效管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体现在对市场的监

最新的经济政策,使市场主体根据经济政策的变化进行业务调

督和管理上。只有加大市场监管力度,才能有效发挥市场监管对

整,及时申请相应的优惠。同时,通过企业绩效管理部门作为“中

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对市场上的不正当竞争进行监督,增加

介”,可以进一步改善市场信息不对称,平衡市场供求。依托大

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和成本。市场主体为了垄断市场或增加市场

数据技术、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促进市场交易信息的

份额,在经营过程中会采取低价竞争的方式。建立更加完善的市

透明化,因为市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纠纷和问题将越来越少,市

场体系,可以有效发挥企业绩效管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市

场主体可以在更加诚实、公平的市场体系中进行经营活动。完

场信息不对称、劣币驱逐良币、恶性竞争对市场环境造成了负

善的市场体系建设需要发挥企业绩效管理职能,推进垂直管理

面影响。企业绩效管理应发挥其整体调控作用,促进更加完善的

体系建设,从订单管理到产品质量管理,对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行

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发展。首先,根据当前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

综合管理和约束。只有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企业绩效管理才能

趋势,有效平衡了不同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比如目前的环保产

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和价值。

业是重点发展的产业,但是它起步比较晚,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

根据产业组织理论,信用商品是指消费者享用后质量仍难

更多的帮助来完善它的市场。相对而言,重工业市场发展较为完

以确定的产品,如保健品、食用农产品等,以及一些质量披露不

善,但存在的市场体制僵化等问题也需要企业绩效管理来引导

充分的产品。而信用证商品市场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买卖双方的

其改革。在资源配置方面,可以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加大对新兴

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卖家保留的产品信息较多,不方便消费者在

产业的支持和关注,促进社会各界协调发展。其次,市场信息不

短时间内识别产品质量。因此,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市场失灵和高

对称问题也会使企业绩效管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大降

昂的交易成本加速了市场“逆淘汰”。一些农产品具有典型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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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商品特征,如茶叶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难以实现标准化、管理

生性的影响。本文对信用商品信号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进行了

标准化和信息标准化。并且产品质量信息和生产过程信息披露

多维检验,并以企业产品质量认证信息作为信用信号的替代变

不充分,使消费者对产品档次的判断产生混淆,给生产劣质产品

量进行了实证分析。信用商品信号对企业绩效仍有显著的正向

的企业制造了可乘之机。

影响。在中介效应分析中,中介变量的效应通过了检验,进一步

1 企业绩效管理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证明了结果的稳健性。

1.1信用商品与企业业绩

2.2企业绩效管理模型框架

信用商品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往往伴随着逆向选择和道德

将信用商品、消费者感知价值和企业绩效纳入统一模型框

风险,导致企业层面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用商品可能无法

架,研究信用商品信号释放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以消

满足消费者的质量要求,导致卖家失去消费者粘性。尤其是高品

费者感知价值为核心的中介变量,解释了信任信号影响企业绩

质的产品不能对消费者的意愿起到积极的作用。信息不对称带

效的机制。结果表明,信任信号的有效释放可以显着提高企业绩

来了一定的市场分割,加强市场监管可能收效甚微。因此,对于

效,信任信号的外部信号比内部信号更能有效地提高企业绩效。

企业而言,寻求更合适的质量信息发布方式是解决信用商品市

消费者感知价值是信任信号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传递机制。首

场问题的关键。对于一些大企业来说,低价竞争对其整体利润影

先,在信用商品市场中,逆向选择现象的严重根源在于商品信息

响不大,但此举会对整个市场的价格产生影响,一些中小企业的

披露的缺失。不断完善信用商品信息标准化建设和公开机制是

经营也会受到低价竞争的影响。在市场竞争和宣传过程中,一些

根本,需要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和市场监管。其次,在信用商品

企业会夸大产品的功效,出现误导性广告。对市场行为进行细致

市场,为防止反向淘汰,生产优质产品的企业应关注消费者的多

的监督管理,对出现的不正当竞争等行为进行严厉处罚。只有这

元化感知价值,释放多维度的产品信号,提高消费者粘性。第三,

样,才能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让市场主体在公平公正的氛围中

解决信托产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既要有规范的信息发布

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自然也就促进经济发展。

机制,也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

1.2信用商品和消费者感知价值

对于企业来说,企业绩效管理模型框架中加大创新投入是

消费者感知是指消费者接受外部信息并将其映射到自身需

一项重要的投资决策,会影响企业的价值。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

求的过程。消费者感知随着产品的垂直差异而变化,不同的选择

行技术创新,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占据垄断优势,获得超额利润,

代表着多样化的价值满意。消费者根据价值信息进行理性选择,

开拓新市场；采用新的生产工艺,可以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

实现效用偏好最大化。然而,消费者的购物选择是基于特定环境

占据竞争优势；创新商业模式,或者说组织管理模式,颠覆行业

下的产品信息。当信誉商品只展示部分产品质量信息时,谨慎的

秩序,优化内部流程,可以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获得更多的行

做法是展示更多反映产品质量的环境信息,让消费者根据自己

业利润。因此,从整体上看,加大创新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

的实际需求进行感知价值权衡的选择。因此,信用商品信号的释

创造价值,有利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绩效。但考虑

放提高了消费者的感知价值。

到创新投资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积累和知识溢出等特点,可能

1.3消费者感知价值与企业绩效

无法显着提升当期业绩,但创新投资的累积效应会显着提升企

消费者感知价值是由一系列消费倾向信息构成的,消费倾

业业绩。因此,企业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会滞后。单

向信息决定了消费者的消费倾向。在消费者的消费倾向中,消费

一的探索性创新和开发性创新均可提高企业绩效,但也可能损

者的感知价值越丰富,消费者的消费倾向就越高。消费者感知价

人不利。建议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开发性创新,提高产

值会影响其对产品的购买行为,尤其是对于初次消费的消费者,

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要进行探索性创新,特别是优化企业资源配

会增加消费者粘性和品牌满意度。消费者感知价值对应于顾客

置,平衡两种创新方式的投入比例,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

价值和消费者感知。消费更加多样化的顾客往往会给企业带来

于不败之地。

更高的收入和业绩。在信用商品市场中,消费者感知价值通过异

3 企业绩效管理发展方向

质性的消费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交

3.1创新投资的投入

易效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信用商品信号的有效释

对于企业而言,创新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而创新离不

放提高了企业绩效；信用商品的外部信号比信用商品的内部信

开对产品和技术的研发投入,但大量的创新投入能否有效顺畅

号更有效地提高企业绩效；信用商品的有效释放增加了消费者

地转化为企业绩效,提升企业价值,是理论界和实践界都非常关

的感知价值；消费者感知价值的增加提高了企业的绩效。

注的问题。现有文献对创新投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存在争议。

2 企业绩效管理数据分析与模型框架

有研究认为研发投资能够显著促进当前企业绩效,也有研究认

2.1企业绩效管理数据分析

为研发投资回报滞后。有研究指出创新投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茶叶是一种典型的信得过商品。本文选取茶叶企业和消费

是非线性的,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只有少数文献不仅讨论了创

者作为研究对象,收集一系列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控制

新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而且还讨论了企业绩效对创新投资

了企业特征和消费者特征的影响,通过固定效应进一步降低内

的反向影响。由于管理在创新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近年来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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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创新的研究层出不穷,但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高管的

竞争关系,探索性创新和开发性创新如果同时存在于同一企业,

背景特征或高管激励方面。很少有文章讨论管理人员自身能力

会分散企业的资金和资源。这样可能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讨论管理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

也有学者认为探索性创新和开发性创新是互补的,可以给企业

响,以及管理能力的提高是否能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向企业

带来积极的影响。但探索性创新的研发周期较长,企业需要在这

绩效的转化。探索性创新就是在企业已有知识和技术的基础上,

一过程中巩固自己的市场地位。在这个阶段,他们需要开发周期

学习新知识,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但它是一种根本的创新

短的开发性创新来弥补。这样企业既可以保持长期的核心竞争

方式,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资金,风险也很高。在探索性创新的

力,又可以保持短期的竞争优势,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积极的

过程中,由于存在高度不确定的因素,短期内可能没有预期的回

促进作用。

报。如果企业进行过度的探索性创新,可能会适得其反,最终对

4 结语

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开发性创新是一种渐进式创新。其目

结果表明,信用商品通过社会价值、功能价值、投资价值和

的是弥补不足,优化组织结构,改进运营流程。开发性创新可以

服务价值来提高企业绩效,从而影响消费者的注意力。本文从实

看作是探索性创新的继承和发展。早期探索性创新的效益在开

证层面揭示,信用商品的商品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市场信

发性创新的作用下能够更好地体现出来,进而促进企业绩效的

息不对称的程度,企业的经营业绩离不开市场价格机制引导下

提升。

信息的有效传递。研究进一步对企业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中的产

3.2管理能力的调节
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指出,管理能力是指管理人员利用有限
的企业资源为企业创造收益的能力。首先,管理能力越强,可以
观察、接触、收集和掌握的信息就越多,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分
析和整合的能力也就越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创新过程中
信息匮乏的问题。其次,管理能力越强,越能提高资源配置能力,
有效缓解代理冲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绩效。第
三,管理能力越强,从声誉的考虑出发,重视提高创新产出和企
业绩效。企业创新投资对企业绩效成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
促进作用滞后。企业绩效的提高可能会削弱企业的创新动力,
降低企业未来的创新投入。管理能力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绩效,

品开发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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