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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导向下的供应商关系管理策略研究:形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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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我国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形态视角出发,辨识低碳导向下的供应商关系管理实践,在

此基础上设计并实施大样本调查,以各种供应商关系管理实践的不同实施方式或侧重点为聚类标

准,用聚类分析的方法探索出由不同供应商关系管理实践组合而成3种策略形态。结果表明,低碳

导向下制造企业对供应商的关系管理实践是有差异的,并且呈现出了一定的组合规律和特征。根

据每种形态的不同特征,本研究分别将其命名为交易型、利用型和开发型供应商关系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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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manufacturingenterpriseforinstanceandfromtheperspectiveofconfiguration,
afteridentifyingallofthepracticesoflowcarbon-orientedsupplierrelationshipmanagement,the
differentimplementationmodesfororemphasisonvarioussupplierrelationshipmanagement
practicesareusedasclusteringcriteria,withalargesamplesurveydesignedandcarriedout.Clus-
teranalysisisusedtoexplorethreestrategicconfigurationscomposedofdifferentsupplierrela-
tionshipmanagementpractices.Theresultsshowthatthepracticesoflowcarbon-orientedsup-
plierrelationshipmanagementaredifferent,displayingcertaincombinationrulesandcharacteris-
tics.Accordingtothedifferentcharacteristicsofeachstrategy,theyarenamedastransactional,
utilizableandexploitativesupplierrelationshipmanagement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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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理论界和实

践界均将企业降低其对环境影响的行动视为企业的

社会责任,企业往往也会出于道德义务而主动承担

保护环境的责任。然而时至今日,这种“道德责任”
动机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学者们和企业家已经更多

地认识到企业在环保与低碳方面的实践与其组织绩

效之间的紧密联系[1]。许多企业甚至将企业对环境

问题的关注视为其增强品牌价值、吸引具备环保意

识消费者的绝佳机遇。因此,企业参与低碳方面的

管理实践已不再仅仅是出于道德责任的考虑,而是

将其作为降低成本、提升收益的新途径。

如今随着企业产品生产方式的供应链化和网络

化,企业必须从供应链/网络角度整体考虑环保与低

碳问题[2]。
企业在控制自身碳排放的同时,不得不同时严

控其供应商及下游配送环节的碳排放。与供应商对

买方企业产品的经济方面价值影响相比,其对产品碳

足迹的环境影响更强。选择低碳排放的供应商成为首

要任务,然而单纯以低碳为目标,大范围、高频率选择、
更换供应商势必影响企业成本、质量、创新等其他战略

目标的实现。同时在当今长期导向合作伙伴关系的趋

势下,贸然更换供应商也将影响企业的灵活性,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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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企业带来供货不及时等风险,与供应商协作共同

努力降低碳排放成为必然选择[3]。
现有学者提出了两种可行的与供应商合作减少

碳排放的策略:命令或者合作[4]。然而,近来一些研

究成果认为这种分类方法是不完整的[5]。因为企业

管理者需要在众多的关系中做出决定和选择,所以

实践中需要将关系分成可管理的类型。针对这一问

题,目前国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供应商参与低

碳产品开发[6]、低碳物流[7]、碳排放信息管理[8]、供
应商专项投资[9]等单个实践方面。尽管单个实践可

能会在一个方面对企业实现低碳做出贡献,但从整

体角度系统探索能够降低企业碳排放量的供应商关

系管理实践组合无疑更具价值。而我国在这一领域

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针对管理者应该如

何运用、组合供应商关系管理实践以形成最优的管

理策略,学术界尚未给出完整的答案。因此,本研究

将在明确低碳导向下供应商关系管理实践的基础

上,运用聚类分析的方法,从形态视角探索低碳导向

下现实中企业界采取的供应商关系管理策略形态,
探明这些实践组合的特征和规律,为我国制造企业

有效利用供应商降低碳排放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1 理论背景

1.1 形态方法

形态方法最初应用于战略管理研究领域,现在

不仅在运作管理领域获得了应用,并开始在采购与

供应 管 理 领 域 使 用 形 态 的 研 究 方 法[10]。比 如,

Chen[5]利用形态的方法对服饰供应链中的供应商

关系的类型进行了研究。可见,使用形态的方法对某

一特定目标的供应商关系管理实践进行研究开始成为

一种趋势,并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特别是针对

低碳导向下的供应商关系管理实践的组合有哪些,是
怎样的一种形式,目前学术界还不清楚。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汇聚现有的企业现象,调查哪

些实践能够组合成某种有意义的供应商关系管理

策略。

1.2 低碳导向下的供应商关系管理实践构成分析

为了在供应链中传播低碳目标,企业可以通过

创新管理体系来实现,比如在供应商有关的风险和

绩效管理方面[11],或是开发一种具体的低碳产品的

供应链[12],从而形成不同的供应链形态。有学者证

实,通过整合供应商关系管理实践可以提升制造企

业与供应商关系质量[13],从而减少冲突,并提供适

当的条件来实现供应链中的低碳目标[14],企业需要

通过影响供应商的行为来减少碳排放。

学术界通常从资源投入、合作和关系治理三个

维度来对组织间关系进行解释。

1)资源投入

许多学者在探索伙伴间整合和创造有价值的资

源和能力时,都提到了资源投入的概念[15]。
低碳供应链中的企业间知识交换涉及的实践主

要是在企业间转移或传播碳知识,从而开发新的低

碳管理能力。组织学习的文献表明,基于知识共享

的组织间学习对竞争优势至关重要[5]。企业在面对

如何有效实施低碳的复杂实践时,其员工大多数情

况下并不知道如何进行碳管理[16]。现有文献中总

结了四种低碳供应链的知识交换实践:向供应商传

递低碳需求、分享核心业务的低碳知识、交换信息以

帮助建立低碳计划、提供低碳技术咨询[12]。企业可

以直接向供应商进行资金和设备投入以促进供应商

在新产品开发过程和工艺方面的创新,对供应商进

行培训、邀请供应商人员到企业学习也被认为是供

应商关系管理的有效实践[8-9]。

2)合作

沟通被认为是企业间进行低碳合作不可或缺的

重要实践,Lee(2011)[17]认为碳减少沟通对于企业

实现碳减少目标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企业外部的

沟通。低碳的动机和目标需要向另外一个组织进行

传递,组织间组建跨职能团队能够进行有效的低碳

沟通。
另外,获取碳信息也对低碳至关重要,如果没有

获取到充分的碳排放信息,企业管理者将很难制定

出好的低碳策略,因此需要企业和供应商间有很好

的碳信息管理,来识别碳排放边界并进行碳信息

披露[8]。
在企业实践中,为了应对环境压力,企业可以采

用多种合作实践来减少碳足迹,比如供应商参与低

碳产品开发、低碳物流等。

3)关系治理

在供应商关系中,治理机制通常被划分为正式

治理和非正式治理[18]。Wang[18]将正式机制和非正

式机制相结合,引入了关系治理的概念。在有关低

碳供应管理的研究中,正式的治理机制有与供应商

制定碳减少计划,明确碳减少目标[14],要求供应商

进行碳排放信息的披露和报告[16],要求对供应商进

行低碳认证、实行低碳采购等[16-17]。非正式的治理

机制 有 供 应 商 的 低 碳 承 诺[19],双 方 的 碳 排 放

信任[14,20]。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辨识出了低碳导向下的

供应商关系管理实践,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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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低碳导向下的供应商关系管理实践

Tab.1 Practicesoflowcarbonorientedsupplierrelationshipmanagement

维度 要素(实践) 来源

资源投入
碳知识共享 Bai,etal(2017)

低碳投入 Dou,etal(2015)

合作

碳信息管理 Dou,etal(2015)

碳减少沟通 Dou,etal(2015);Tidy,etal(2016)

供应商参与低碳产品开发 Böttcher& Müller(2013)

低碳物流 Lee&Vachon(2016);Böttcher& Müller(2015)

关系治理

正式

非正式

碳减少计划 Dou,etal(2015);Tidy,etal(2016)

碳披露和报告 Hsu,etal(2013)

低碳采购 Lee(2011);Hsu,etal(2013)

信任

低碳承诺

Baietal(2017);Tidy,etal(2016)

Alvarez,etal(2010)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测量

本研究希望通过探索上述11项实践不同侧重

点、不同目的、不同实施方式等的组合所形成的低碳

导向下的不同供应商关系管理策略,因此本研究对管

理实践的测度更关注从各实践活动的不同侧重点、不
同实施方式、不同目的等角度出发的测量工具,在文

献研究的基础上,共设计了33个题项进行测量。

2.2 样本选择和数据获取

本研究充分考虑调查行业、企业特点、与项目组

有合作关系以及本校知名校友、MBA、EMBA学员

关系等因素,确定最终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样本,共向

陕西、四川、重庆、江苏、广东、山西、山东、辽宁、上
海、湖南、湖北11个省市的110多家样本企业发放

问卷710份,其中包括行业中具有代表性的大型企

业集团,如:华晨集团、中国重汽、宇通集团、陕重汽

车、上海通用、上海大众、比亚迪、郑州日产等。最终

收回问卷536份,有效问卷381份,占总回收的

71.08%,符合受试者与题项比例大于5:1,且受试

样本总数大于100的标准。为准确获取企业实施低

碳导向下的供应商关系管理实践的现状,在发放问

卷时,主要考虑企业采购部门主管、首席采购官、集
团总部主管采购的高管等人员,作为问卷调查对象。

3 实证检验

3.1 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研究首先用Cronbachα值检验量表的信度,

测量同一维度下各变量间的一致性以及量表整体的

一致性。一般来说,Cronbachα在0.6以上,表示量

表信度可接受;若Cronbachα在0.7以上,表示具

有高信度。另外,组合信度和平均方差抽取值同样

也是也测试信度的重要指标,当组合信度大于0.6、
平均方差抽取值大于0.5时,数据信度较高。本研

究的信度检验指标见表2。从结果中可看出,各变

量的Cronbachα都大于0.7、组合信度都大于0.6、
平均方差抽取值都大于0.5,符合信度指标要求。

表2 组合信度和平均方差抽取值

Tab.2 CompositereliabilityandAVE

变量 Cronbachα 组合信度
平均方差

抽取值

碳知识共享 0.813 0.815 0.568

低碳投入 0.852 0.826 0.605

碳信息管理 0.815 0.854 0.569

碳减少沟通 0.864 0.836 0.598

供应商参与

低碳产品开发
0.895 0.900 0.604

低碳物流 0.866 0.862 0.635

碳减少计划 0.812 0.749 0.658

碳披露和报告 0.816 0.840 0.674

低碳采购 0.836 0.745 0.596

信任 0.825 0.811 0.687

低碳承诺 0.826 0.903 0.682

  效度检验主要包括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内容

效度依靠规范的理论依据和完善的量表设计来保

证。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检验数据的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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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效度,当卡方自由度比值χ2/df介于1~3之间、
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小于0.1、调整拟合优度

指数 AGFI大于0.8、拟合优度指数 GFI大于0.85、

比较拟合指数CFI大于0.8时,表明效度较高。这

些指标见表3,从结果中可以看出,符合聚合效度指

标要求。

表3 拟合情况统计

Tab.3 Fitstatistics

变量 χ2/df GFI AGFI TLI CFI RMSEA

碳知识共享 1.252 0.944 0.945 0.991 0.938 0.027

低碳投入 1.421 0.994 0.952 0.974 0.993 0.042

碳信息管理 1.323 0.942 0.968 0.984 0.996 0.036

碳减少沟通 1.352 0.984 0.996 0.982 0.994 0.036

供应商参与低碳产品开发 1.236 0.981 0.977 0.996 0.987 0.038

低碳物流 1.258 0.989 0.961 0.967 0.995 0.035

碳减少计划 1.158 0.986 0.997 0.991 0.997 0.042

碳披露和报告 1.527 0.968 0.990 0.994 0.993 0.045

低碳采购 1.312 0.985 0.992 0.994 0.987 0.036

信任 1.320 0.962 0.964 0.988 0.991 0.037

低碳承诺 1.452 0.974 0.986 0.979 0.991 0.036

3.2 聚类分析过程

1)样本分类

a)确定聚类标准

聚类标准的选择决定了聚类结果是否具备科学

理论解释性。现有的形态视角的研究方法为实现对

低碳导向下的供应商关系管理实践不同组合的探索

和辨识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该部分在前文所述

11项管理实践测度设计的基础上,以各种管理实践

具体实施方式或侧重点为聚类标准。

b)选择聚类算法

本研究结合应用层次聚类和 K-Means快速聚

类算法,即首先采用层次聚类确定合适聚类数量和

聚类中心,其次以层次聚类所确定聚类数量和聚类

中心为基础采用K-Means快速聚类算法,确定样本

的聚类情况。

c)确定聚类数量

在确定聚类数量时,依据层次聚类算法中聚类系

数的变化来确定。聚类系数越小,表明聚为一类的两

个样本类别相似度越高。本研究样本数据的聚类数

量当4变为3时,聚类系数变化增大至97.6%,远大

于其他聚类系数变化百分比,故确定将样本数据划分

为3类。确定聚类数量之后,依据聚类数量和层次聚

类算法得出的聚类中心进行快速聚类。

2)分类稳定性校验

本研究利用判别分析来检验分类稳定性,结果

显示样本同样被分为3类,验证了聚类分析结果的

稳定性。

3.3 分类结果

为方便对各类群进行理论分析,本研究对最终

聚类中心数据进行了汇总整理,以3.0为标准保留

主要实施方式,见表4。

1)类群1的实践组合

聚类分析发现,企业在该类群对供应商关系管

理采取的实践有:偶尔会被动向供应商共享减少碳

排放知识,但却几乎不向供应商投入资源来支持供

应商低碳;能够很好识别与供应商之间碳排放边界,
会与供应商在业务部门层面对减少碳排放的具体措

施进行沟通,不重视供应商在低碳指标的参与作用;
同时,会监控供应商物流运送过程中的碳排放,对供

应商有正式的低碳目标要求,但是企业只要求供应

商披露所供应货品的碳排放情况,也只关注供应商

提供产品的低碳情况;在其它指标满足时,会因为低

碳不达标而更换供应商,对供应商提供的碳排放数

据信息心存疑虑,同时要求供应商对自己产品低碳

水平做出承诺。
可以看出,该类群的企业对供应商虽有低碳要

求,但却既不注重利用供应商的低碳能力,也不注重

对供应商低碳能力的培养,同时也不会为了供应商

而“浪费”过多的资源,如果供应商达不到低碳要求,
就会更换供应商,这是典型的一种依靠交易进行管

理的策略,故将类群1命名为“交易型”供应商关系

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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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最终聚类中心筛选

Tab.4 Filteroffinalclustercenters

供应商关
系管理

聚类类群

类群1 类群2 类群3

碳知识共
享(CKS)

CKS2
(3.637)

CKS2
(4.057)

CKS4
(4.326)

CKS1
(3.632)

CKS3
(3.241)

低碳投入
(LCI)

LCI3
(4.521)

LCI2
(3.268)

LCI1
(4.786)

LCI2
(4.102)

碳信息
管理(CIM)

CIM1
(3.317)

CIM1
(4.156)

CIM2
(4.712)

CM1
(3.697)

CM2
(4.675)

CM3
(3.652)

碳减少沟
通(CRC)

CRC2
(3.806)

CRC2
(3.874)

CRC1
(3.143)

CRC2
(3.148)

供应商参
与低碳产
品开发
(SILCP)

SILCP4
(4.325)

SILCP1
(3.254)

SILCP3
(3.365)

SILCP1
(3.365)

SILCP2
(4.425)

低碳物
流(LCL)

LCL3
(4.478)

LCL1
(3.647)

LCL1
(4.436)

LCL2
(4.472)

碳减少
计划 (CRP)

CRP1
(4.610)

CRP1
(3.366)

CRP1
(4.106)

CRP2
(3.320)

碳披露和
报告(CDR)

CDR2
(3.235)

CDR1
(3.614)

CDR1
(4.032)

低碳采
购(LCP)

LCP1
(3.658)

LCP5
(3.357)

LCP2
(4.152)

LCP3
(4.178)

LCP2
(4.057)

LCP3
(3.305)

LCP4
(4.302)

信任(T) T1
(4.711)

T2
(4.100)

T2
(4.871)

T3
(4.632)

低碳承诺
(LCC)

LCC1
(3.261)

LCC1
(3.884)

LCC2
(4.271)

  2)类群2的实践组合

聚类分析发现,企业在该类群对供应商关系管

理采取的实践有:企业偶尔会被动向供应商共享减

少碳排放知识,同时企业会被动学习供应商有关减

少碳排放的经验技术和技能;与直接投入资金和设

备相比,企业更倾向于向供应商提供培训和咨询来

支持供应商低碳,企业能够很好识别与供应商之间

碳排放边界,并且能够获取到供应商的碳排放信息;
企业与供应商业务部门之间会对减少碳排放的具体

措施进行沟通,企业在开发新产品时,重视供应商在

低碳指标的参与作用,并且会让供应商在产品工艺

设计阶段参与新产品开发过程;在物流运输上企业

与供应商会优先选择低碳的运输方式,企业对供应

商有正式的低碳目标要求,并要求供应商披露自身

整体碳排放情况;在选择供应商时更关注供应商的

低碳能力,企业对供应商低碳认证有一套认证方法

和程序,企业相信供应商提供的数据是真实的,要求

供应商对自己产品低碳水平做出承诺。
可以看出,相对于类群1,该类群的企业除了对

供应商有低碳要求外,已经开始关注并利用供应商

的低碳能力,会让供应商开始参与产品开发,也关注

供应商自身的低碳情况,并愿意通过培训和咨询来

帮助供应商,偶尔也会从供应商那里学到低碳知识

和技能,对供应商有一定的信任。这些说明,企业不

仅仅要求供应商低碳,也开始利用供应商的低碳能

力,故将类群2命名为“利用型”供应商关系管理

策略。

3)类群3的实践组合

聚类分析发现,企业在该类群对供应商关系管

理采取的实践有:会主动向供应商共享减少碳排放

的关键技术和经验,同时会主动学习供应商有关减

少碳排放的经验技术和技能;不仅愿意向供应商投

入资金和设备来支持供应商低碳,也会向供应商提

供培训和咨询来支持供应商低碳;能够很好识别与

供应商之间碳排放边界,能够获取到供应商的碳排

放信息,还能够利用供应商的碳排放信息进行分析;
与供应商的高层之间和业务部门之间会对减少碳排

放的具体措施进行沟通;在开发新产品时,重视供应

商在低碳指标的参与作用,供应商在产品的构思概

念形成阶段参与产品开发过程,在物流运输上与供

应商会优先选择低碳的运输方式,为了减少物流运

送过程中的碳排放,与供应商会使用新的技术和科

技手段;对供应商有正式的低碳目标要求,有一套相

对完整的降低供应商碳排放的规划,要求供应商披

露自身整体碳排放情况,选择供应商时更关注供应

商的低碳能力,对供应商低碳认证有一套认证方法

和程序,会为了低碳目标而对供应商进行培训和开

发,相信供应商提供的数据是真实的,并承诺会帮助

供应商改进低碳水平而不是更换。
可以看出,相对于类群1和2,该类群的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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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已经往前跨越了“一大步”,从交易型的低碳管

理到开始利用供应商的能力,再到已经开始学习供

应商的碳管理能力和知识;在物流上也与供应商开

展合作,寻求最优选择。同时,也会“不遗余力”地投

入资金、设备、培训等资源来帮助供应商,有计划地

开发供应商的能力,充分信任供应商并向供应商做

出承诺。这些实践不仅说明企业要利用供应商来实

现低碳,同时更要积极挖掘供应商的低碳能力,故将

类群3命名为“开发型”供应商关系管理策略。

3.4 结果讨论

本研究认为,这3种策略形态代表了我国制造

企业在低碳导向下的供应商关系管理上的3种典型

实践组合。在交易型策略下,制造企业更注重通过

选择“要求”供应商低碳,以简单、直接的管理方式来

促使供应商提供低碳产品,从而降低企业碳排放。
在利用型策略下,制造企业开始关注供应商的低碳

能力,注重利用供应商的资源,开始愿意培训供应

商、传授技能,偶尔也会向供应商学习,充分利用供

应商来帮助制造企业低碳。在开发型策略下,制造

企业已经不愿意通过简单更换供应商来实现低碳目

标,开始全方位利用供应商,并向供应商投入更多的

资源来提高供应商的能力,最终来促进制造企业

低碳。

4 结 论

本研究探索出了低碳导向下供应商关系管理实

践的分类,以各管理实践的不同实施方式和侧重点

为聚类标准,从形态理论视角揭示出低碳导向下各

种供应商关系管理实践因相互依赖而组合形成的3
种不同策略形态,将其命名为交易型、利用型和开发

型策略。结果表明,现实中企业在对低碳导向下供

应商关系管理的实践是有差异的并呈现出一定的规

律和特征,在三种不同策略下,制造企业对供应商关

系管理采取的实践组合是不同的,分别有所侧重。
交易型策略下,企业倾向于采取简单、直接的方式来

要求供应商低碳;在利用型策略下,企业开始注重利

用供应商的能力来帮助企业低碳;在开发型策略下,
企业更希望培养提高供应商低碳能力,最终促进企

业自身低碳。这一发现有利于企业更加准确把握低

碳导向下的供应商关系管理的特点,从而选择提供

更加有效的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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