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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悖论与企业信息战略管理
孔学峰
（金元证券，深圳，５１８０３４）

摘要信息悖论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认识到它的危害性。本文认为

信息悖论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企业缺乏整体的信息战略管理，并且提出只有加强信息战略管理，才
可以摆脱信息悖论的困境，发挥信息技术的真正力量。
关键词信息悖论；信息战略；战略信息管理
伯拉图的２０／８０定律，即利用２０％的信息技术

息技术的应用使得他们拥有了可观的信息资源，但

投资获得８０％的商业利润，已经被每个企业家所熟

常常缺乏所需的特定信息。另外。这还可以引出一个

知。随着企业信息化浪潮逐步趋于理性，大多数企业

被称为“ＩＴ黑洞”的问题。即ＩＴ项目实施的失败将企

家意识到一个与伯拉图定律相左的现实问题。即“信

业拖人无底的信息深渊。然而，最清晰的认知莫过于

息悖论”。很多案例都表明“信息悖论”存在的危险

下面这些数据：１９９９年奈替仁（Ｌｙｙｔｉｎｅｎ）对３６５家

性．企业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革新自身的信息

公司的调查表明３１％的项目完成之前被取消，５３％

管理战略。

的项目超预算并且没有达到预定功能。奈替仁还指

一、信息悖论

出在３ ６８２个项目中只有１２％按时和按预算完成。

１９８０年代人们就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越来越

２０００年库利（Ｃｕｒｉｅ）的一份报告指出，对５７个项目

多的钱投向了信息技术，但信息技术难以创造商业

的调查结果是４６％的项目延迟．５９％的项目超出预

价值。这就是“信息悖论”。人们原以为信息技术的投

算。美国Ｄｅｌｏｉｔｔｅ顾问公司对财富５００强中６４家企

资是百利可图的．但大多数走向了反面：投资信息技

业进行问卷调查显示１／４的厂商承认实施ＥＲＰ后，

术与商业利益毫不相关。我们可以从许多角度来理

经营业绩不升反降。１９９０年代后期，国内咨询公司

解信息悖论。首先，可以从信息技术价值观来理解。

引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ＭＩＴ）一份名为《九十年代

信息技术可以减少大量的显性成本。却带来了相当

的管理》的报告中关于“ＩＴ黑洞”的观点研究中国企

大的隐性开支。这就决定了信息悸论的一个特质，即

业的ＥＲＰ实施。研究表明中国１９８０年代ＭＲＰＩＩ

信息技术商业利益的高风险和严重的不确定性。其

（ＥＲＰ的前身）投入约８０亿元，成功率不到１０％。众

次，还可以从实际中工人和管理者的角度看。由于信

多投资ＩＴ的企业如同把钱扔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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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中。

略是相对的、分层次的，一般可分为公司的总体战

国内对信息悖论的成因分析，咨询专家张后启

略、战略业务单元层的竞争战略、经营层的职能战

的观点获得广泛认同。也就是说由于很多ＩＴ系统的

略。总体战略主要应对的问题是确定企业的整体经

应用仅仅是模仿旧的手工业务流程，企业并没有改

营范围。在全企业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竞争战略解

变工作方式，而且．在对外向顾客提供服务的过程

决企业如何选择经营的行业和如何选择在一个行业

中。由于系统将原有的无效果任务“自动化”，往往会

中的竞争地位的问题。职能战略则主要决定如何提

把这些任务坚固地锁定在流程里，使企业管理更加

高企业的竞争力。而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企业战略主

僵化。基于这种判断，张后启指出，“信息系统应用需

要包括两个层次，即经营战略和职能战略。１９８０年

要实施业务流程重组”，“信息系统应用是一项管理

代，由于信息技术在发达国家的部分企业逐渐成为

改造工程，需要专业管理咨询公司提供帮助”，也就

核心技术。信息战略开始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对象。

是要对信息实施战略管理。

１９９０年代之后。美国著名大学商学院出版的“企业

时至今日，距离ＭＩＴ那份《九十年代的管理》已

战略管理”教材中普遍增加了“信息技术（ＩＤ／信息系

经１０多年过去了。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在新

统ｆＩＳ）”的章节，这标志着信息战略正式成为企业战

技术的驱动下，管理新理念、新工具更是层出不穷。

略家族的一员。

当时有关信息悖论所引发的“ＩＴ黑洞”成因分析和

信息技术战略是企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关于

结论已经不能完全解释和指导实践中暴露出来的诸

信息功能的目标及其实现的总体谋划。信息战略与

多问题。

企业战略的关系如图１。

事实上企业由于缺乏信息战略管理，而导致了

公司ＩＳ／ＩＴ战略可以理解为广义的信息管理战

信息系统实施的失败。这些企业起初在选用某种应

略或信息战略。从功能划分的角度来讲，信息战略是

用软件时，最关心的是某个单一的核心应用，没有或

一类独立的战略：但从信息功能实现角度来看，信息

者说没有能力考虑这些不同的应用系统之间的关

战略又必须与业务战略相整合，因为无论信息多么

系。而且，常见的现象是，项目实施各自为政，结果是

重要，它都处于从属的地位，是为业务功能的实现而

数据库不统一、操作平台不统一、显示模式不统一、

存在的。因此荷兰信息管理学专家德波尔（Ｋ．Ｇ．Ｖａｎ

开发语言不统一。一方面造成更大的信息孤岛，另一

ｄｅｒ Ｐｏｅｌ）把信息战略定义为：“信息战略是一组模糊

方面由于系统之间的功能冲突造成ＩＴ投人和回报

的或清晰的目的、远见、方针和计划的复合体，该复

的递减效应。更为常见的是纷繁复杂的应用环境，服

合体与一个组织的正式信息的需求与供应相关，被

务器、ＰＣ机、交换机、路由器、ＰＣ外设等各种品牌、

组织高层管理者认可，目的是支持组织的长远目标

型号集于一处。说得夸张些，与其说是ＩＴ应用环境，
倒不如说是ＩＴ产品博物馆。为了让这个博物馆有活
力。隐性成本如维护成本、咨询培训费用等往往居高
不下。企业的决策层也越来越感到ＩＴ正在不断蚕食
企业的有生资源。不同于以往单一应用实施困境的
是，复杂的应用环境与多种应用系统之间的冲突正
形成一个新的信息悖论。
二、企业战略与信息战略
图１

对于多元化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来讲，企业战
一３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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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之适应环境的变化。”

们以战略管理的角度将战略竞争过程解构为战略设

其实企业信息战略是企业的职能管理战略之

计、实施及设计与实施匹配的三个步骤——信息是

一，是企业信息功能要实现的任务、目标及实现这些

战略设计的素材和重要资源；信息处理和信息基础

任务和目标的方法、策略、措施的总称。信息战略本

结构所支撑的信息行为是确保战略实施成功的前提

身还可以划分为信息技术战略、信息资源战略、电子

条件：信息又是战略设计和战略实施匹配的纽带。这

商务战略、信息组织战略等功能或管理战略。相对的

三个步骤构成了战略信息管理过程，揭示了组织竞

还有很多的理论模型，如基于信息资源的理论模型、

争的基础是有效地获取、处理、理解和利用信息的能

基于信息战略的理论模型、基于信息化的理论模型

力，而不是信息技术本身，明确了企业信息管理的最

等，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战略的展开就是战略

终目的是支持企业决策过程和竞争战略，并进而把

信息管理过程。

企业战略信息管理和学习型组织联系起来。而且战

三、战略信息管理

略信息管理成为了信息技术、信息资源的粘合剂，从

１９８０年代中期，马尔香和霍顿在《信息趋势：如

而能够走出信息悖论，发挥信息技术的真正力量。

何从你的信息资源中获利》一书中将信息管理过程

四、发挥信息技术的真正力量

划分为五个阶段．即：文本管理——信息的物理控制

总体来看。重塑企业流程及处理和传输信息资

阶段、公司自动化技术管理阶段、信息资源管理阶

源是信息技术的两大功能。这两种功能又分别可以

段、竞争者分析和竞争情报阶段、战略信息管理阶

通过“过程化”模型和“数据化”模型解释。过程化模

段。战略信息管理是企业信息资源管理发展的高级

型强调识别和分析一个组织的各种活动、工作流程、

阶段．同时也被称为知识管理阶段．知识本身被视为

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试图将这些活动、过程、

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知识管理成为企业管理哲学的

环境及其关系解构为可管理和可理解的部分，然后

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所有管理层面得到采纳和运用。

予以模型化：其目的是实现组织业务流程和管理活

由于知识管理的深入人心，企业本身也变得“聪明”

动自动化。而“数据化”模型是强调数据结构和数据

起来。而且从领域分析的角度来考察，战略信息管理

组成的元素。强调构成信息系统主体的数据和信息

可以视为一个跨越所有企业活动领域的相对独立的

的理解、分析和文献化；其目标是识别数据元素，分

功能领域．是围绕信息、信息技术、信息人员、信息设

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在组织中的含义。
信息悖论产生的“ＩＴ黑洞”所讨论问题之一就

备及其他相关资源实施规划、预算、组织、指挥、控
制、协调和培训等活动的多功能领域。

是软件包的功能和业务流程之间的匹配。企业信息

其实，很多的专家学者都认为信息技术最初的

化不是用信息技术模拟手工作业，而是信息技术使

规划是清晰的．那就是要通过高速数字计算机帮助

管理变革成为可能，以防止出现“汽车跑牛路”——

组织实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提供正确的信

新技术迎合老流程的现象。然而，即使汽车跑在空空

息”的目的。但目前而言实现这个目的显然比预想的

荡荡的高速公路上，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道路的

要艰难得多。换言之，信息技术存在许多难以逾越的

设计时速并不等于汽车的实际时速。从企业的整体

局限性．解决问题的答案也不在信息技术之中，问题

战略信息管理的角度看。这仅仅是信息技术两个功

的关键是把信息技术本身与企业战略联系起来。

能中的第一功能——“重塑企业流程”的具体化和局

战略信息管理理论中比较有特色的是基于信息
资源的战略信息管理理论。它是安永国际咨询公司

部化。同时企业优化重组的流程，应该与企业竞争战
略相关的战略信息管理一致。
另一个问题是数据处理的结果与现实需要的差

的迈克基和普鲁塞两位专家在１９９３年提出来的。他
一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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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如果把高速通讯网络比作“路”．把信息系统比

信息悖论给企业家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

作“车”，那么由人类所开发、组织、积累并输入到计

面对这种尴尬，企业家们开始重新审视信息技术投

算机的这部分信息资源就是人们所理解的“货”了。

资及其应用的综合管理。现在的情形是，一方面，还

“顾客”就可以用信息技术从众多“货”里面找到自己

没有哪一种软件能够为企业提供所有的应用；另一

要的东西，也就是知识了。这也是信息技术的第二功

方面，由于商家的急功近利，愿意从企业信息战略和

能，也是企业中信息管理系统的核心功能。

战略信息管理的全局入手推出自己的产品与解决方

从美国著名信息管理学家诺兰（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

案的公司更是少之又少。信息悖论可以得出一个结

Ｎｏｌａｎ）所提出的“数据处理发展六阶段模型”来看，

论：企业信息化需要自己的信息战略与管理，只有这

信息技术的第一功能和第二功能在企业中是顺序扮

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信息技术的真正力量。

演主要角色的。前三个阶段被称为计算机时代，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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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ｕｎｉｔａｒｙ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ｏｎ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ｏｘ，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