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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alue creation, value transmission, value exchange and value capture of the participants are driven by the business model of internal value-sharing. The fairness of economic value-sharing within the enterprise employees experience has great impact in shaping the behavior of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value-creating. This thesis deduced and discussed the conceptions, mechanism
and relations of value chain and value-sharing, operation structure of business model and the logic of value-driving, the fairness of employee economic value share and behavior shaping in value
creation; the manager could create more value for the enterprise by more reasonable and fair
economic value share mechanism, shaping the behavior of value creation needed by the enterprise. This study is conducive to explore a more challenging field in studying the influence and the
drive that business model value sharing mechanism has impact on the attitude of the value 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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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商业模式的价值分享机制内在驱动着参与主体的价值创造、价值传递、价值转换、价值获取活动。员工
经受的企业内部经济价值分享的公平性对其生产经营价值创造行为具有塑造作用。本文推演论述了企业
商业模式价值形成链与内外部价值分享、商业模式运行结构和价值驱动逻辑、员工经济价值分享公平性
及其价值创造行为塑造等概念和机理；认为管理者可以通过公平合理的经济价值分享机制，塑造企业所
需要的员工价值创造行为并使之固化，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本研究有助于开拓商业模式价值分享
机制对其价值创造主体态度行为的影响与驱动，这一富有挑战性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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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企业商业模式的本质可以界定为：企业特定事业投入产出系统的商业结构形式、价值创造体系和利
润实现机制的总和。企业商业模式的建立和运行遵循价值创造、价值传递、价值获取和价值分享的价值
驱动逻辑，商业模式价值分享机制是企业维系和激励内外部利益相关者，持续生存与发展的核心动力和
商业基石。在任何企业经营中，员工是其投入产出系统的商业模式价值创造的最能动、最核心要素。因
此，聚焦研究商业模式价值驱动机制和企业内部员工经济价值分享公平性及其影响，对于企业以公平科
学的利益分享机制来驱动商业模式利益相关主体的价值创造行为，开发人力资源的最大效用，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 企业商业模式价值形成链与内外部价值分享
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概念自 20 世纪 90 年代被广泛使用和传播以来，人们对其本质的认识一直
存在分歧，但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商业模式从根本上讲是企业价值创造逻辑的学说[1]。毫无疑问，价
值创造是企业存在的根本理由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企业所有经营活动的核心主题。著名管理杂志
《Long Range Planning》2009 年归纳的商业模式本质、功能、架构、构建途径等前沿探索四大类重要主
题中，就包含有商业模式是企业进行价值创造的总体逻辑之说(David J. Teece，2009)。从企业价值来源或
价值形成角度研究商业模式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共识。Amit 和 Zott (2001)认为，商业模式是企
业创新的焦点和企业为自己、供应商、合作伙伴及客户创造价值的决定性来源[2]。Dubosson 等人(2002)
认为，商业模式是企业为了进行价值创造、价值营销和价值提供所形成的企业结构及其合作伙伴网络，
以产生有利可图且得以维持收益流的客户关系资本[3]。Chesbrough 和 Rosenbloom (2002)则认为，商业模
式是反映企业商业活动的价值创造、价值提供和价值分配等活动的一种架构。其价值的内涵不仅仅是为
企业创造利润，还包括为客户、员工、合作伙伴、股东提供的价值，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企业竞争力
与持续发展力[4]。该论断明确提出了商业模式中应包括价值分配的过程。国内学者翁君奕(2004)将商业
模式界定为一个类似“魔方”的三维空间，由价值主张、价值支撑和价值保持构成的价值分析体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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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商业模式构思和决策的一种思维方法[5]。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商业模式的核心在于，第一，如何
更好地创造价值，第二，如何在价值链分配价值[6]。综合国内外学者从价值或价值来源角度对商业模式
的解读，本文认为企业使用商业模式进行价值创造的总体逻辑可以表达为由价值创造、价值传递、价值
获取、价值分享诸环节组成的商业模式价值形成链条(见图 1)。
在图 1 的商业模式价值形成链条中，价值创造环节包括劳动、资本和客户及合作伙伴共同进行的价
值创造总和，企业最基本的是产品和服务等业务组合的价值创造活动；价值传递环节主要是指企业产品
或服务价值的提供、传播和送达活动；价值获取环节则是以企业产品和服务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参与主体
的价值交换、收割过程；而价值分享环节应是企业商业模式价值链所有参与主体对所获取价值的收益分
配活动。图 1 中从价值创造到价值分享的实线表示了商业模式价值链的形成与驱动过程，而价值分享到
价值创造的虚线表示着商业模式价值链的反馈和牵引促动作用。就商业模式中的企业本体而言，价值创
造、价值传递、价值获取与价值分享是相互关联、次第传动的企业价值生产闭环活动，尤其是其价值创
造的目的是价值分享，而价值分享的基础则在于价值创造。这种价值形成与驱动逻辑是企业商业模式良
性运转的根本保证，是支持企业可持续发展价值链循环的内在机制。
在企业使用商业模式进行生产经营体系架构内，劳动者、投资者和客户、供应商、合作者等分别是
来自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价值创造主体，他们合作创造的价值最终会按一定机制进行彼此的价值分享，从
而驱动商业模式的价值生产和再生产循环活动。这就是说，企业商业模式价值应当是企业内外部利益相
关者参与商业模式建构和运行活动所共同实现的价值。企业外部的商业模式价值创造和分享主体一般包
括企业、供应商、顾客、合作伙伴等，企业内部的商业模式价值创造和分享主体一般包括企业内的股东、
管理者、一般员工等，所以商业模式的价值分享理应由企业外部价值分享和内部价值分享两大类构成，
涉及商业模式价值链条的诸种利益相关者。商业模式经济价值的企业内部分享可主要分为股东按资分配
的分红所得和企业员工按劳分配的薪酬所得。
在有关商业模式的价值问题现有文献中，人们更多的是从资本、客户等外部价值驱动力角度展开探
讨，而对于人力资源这一最具有能动性的企业价值来源研究较少，特别是把员工这种“人”的态度行为
作为企业商业模式价值驱动链条的起点，把人的价值分享作为整个价值链驱动过程的根本动力源来研究
者更为稀少。显然，若在“人”这一要素出现“动力不足”问题，商业模式价值驱动链条的整体效率就
会受到影响，甚至“中断”[7]。所以，从商业模式的价值形成与驱动逻辑来研究员工经济价值分享性状，
以及对其价值创造活动态度行为的影响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3. 商业模式运行结构和价值驱动逻辑
在商业模式结构体系研究方面，Mark W. Johnson (2008)等人提出的商业模式由顾客价值主张、赢利
模式、关键资源以及关键流程等四模块组成说影响较大。Rita Gunther McGrath (2009)提出了商业模式由
基本业务单元和关键流程矩阵构成的两分法说；而商业模式结构(Business Model Construct)作为相关功能

Figure 1. Value chain of business model
图 1 商业模式的价值形成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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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成体，是研究价值创造过程机理的最有效的理论分析单元。Afuah 等(2001)把商业模式定义为企业获
取并使用资源，为顾客创造比竞争对手更多的价值以赚取利润的方法。国内学者原磊(2007)提出了商业模
式的“3-4-8”构成体系，认为商业模式说明了企业如何通过对核心价值、价值网络、价值维护和价值实
现四个方面的因素进行设计，在创造顾客价值的基础上，为股东及伙伴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8]。
李东、王翔(2006)应用 Meta 方法对商业模式以往文献进行分析归纳，得出了商业模式的 Meta 要素，最
终把商业模式创新表达为三类基本类型创新的组合：1) 顾客价值转换；2) 成本结构转换；3) 利润保护
方式转换[9]。然而，目前尚无有效文献能够说清，价值分享是如何驱动价值创造、价值传递、价值获取
等商业模式价值链的？员工价值分享又是怎样传导和作用于企业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活动的？对于这一
重要命题的解答，需要将商业模式运行结构体系与其价值驱动逻辑结合在一起研究探讨。总结价值创造
等理论思想，基于商业模式是一个组织关于价值创造的主要逻辑(Linder & Cantrell，2000)视角，可以描
绘一般商业模式组成结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中商业模式结构三角形的上层部分表示凝集和开发企业核心动力的过程，核心动力是商业模式
得以持续盈利的内在因素，是指企业所具有的资源禀赋和能力，回答了价值源泉是什么的问题。对企业
来说，最宝贵和不可复制的资源是组织化的员工，他们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者和支撑者。中层部分
是商业模式的业务组合部分，它回答了商业模式的价值载体是什么的问题。作为价值载体，业务组合是
基于核心能力的产品、服务等设计和生产，它决定了企业为顾客创造的价值是什么，以及企业的主要价
值收入和结构是什么。底层部分则是其价值交换——实现模式，包括收入模式、资源模式和运营模式。
通过这三种模式的复合作用，完成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传递和获取的落地过程，它回答了如何传递、
交换、获取或实现商业模式价值的问题。
商业模式结构体系所创造并获取的价值，通过企业外部价值分享来切割企业与供应商、客户、合作
者等外部商业模式贡献者的利益回报，通过企业内部价值分享来决定企业所获价值在其股东、管理者、
一般员工等内部商业模式贡献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从而完成商业模式的价值分享环节。企业获取的
部分价值回馈给参与价值创造的员工，员工在价值分享中所获份额一般与其在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中贡
献相关，这就对员工的劳动行为直接形成了激励。于是，在价值分享机制下，价值创造活动与价值分享
活动紧密相关，员工价值创造劳动权益通过价值分享机制得到保障，得到利益保障和报酬预期的员工才
会在价值创造过程中释放出其价值创造的能量。
因此，商业模式的建立、运转和成功的内在价值逻辑在于：商业模式参与主体的价值分享内在地驱
动着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价值传递、价值转换、价值获取活动。如果把商业模式的结构层次内在运行
逻辑和其价值链驱动逻辑组合考虑，可以描绘出价值驱动逻辑下的商业模式运行与员工行为的响应和传
导关系如图 3 所示。
图 3 所对应的商业模式结构的核心动力内层部分是价值分享而凝集和开发企业核心资源的过程，商
业模式结构的业务组合中层部分以及其收入模式、资源模式和运营模式的外层部分，则是价值的创造、
传递和实现过程。这也就是说，依靠核心动力(资源禀赋和能力，人力资源是唯一主动性要素)，企业设计
和推出业务组合进行价值创造，通过收入模式、资源模式和经营模式来实现价值的提供和获取；而且这
一价值链条的动力源头则是利益相关者对创造价值的合理分享，尤其是企业获取价值给予员工的公平合
理共享(薪酬分配是其主要形式)。

4. 员工经济价值分享公平性及其价值创造行为塑造
在上述商业模式运行结构和价值驱动逻辑的基础上，必须厘清员工经济价值分享的公平性又是如何
影响其价值创造行为，进而影响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与形成活动。根据公平分配理论，公平合理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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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Business model structure and value drive logic
图 2. 商业模式组成结构与价值驱动逻辑

Figure 3. Business mode operation and value logic
图 3. 商业模式运行与价值逻辑

价值分享机制，会积极影响员工的组织公平感，激励其更加努力地进行价值创造活动，使企业获得更多
价值，也会给员工带来更多的价值回报，从而形成商业模式运行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可以从商业模
式价值分享的视角来诠释薪酬管理活动对员工组织公平感的影响，发掘这种影响关系对企业内部价值分
享机制建构及其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环节的传导机理和影响效用。
员工在企业中的价值分享包括经济价值分享和非经济价值分享两类。经济价值是指能够直接或间接
地以金钱形式来衡量和表现的与经济物有关的各类价值；非经济价值是指难以用金钱形式来衡量和表现
的，员工个人对工作或工作环境在心理或精神上的需求满足。由于非经济价值难以进行定量研究，本文
把员工价值分享限定在经济价值分配范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员工在企业中的经济价值分享实质上是
一种源自雇佣劳动的工作收益——劳动报酬，包括直接的现金收益、间接的福利以及其他形式收益(安全、
地位、挑战性工作等)三大部分，其中前两者称为薪酬形式的报酬，是企业等用人单位工作报酬管理中最
敏感、最重要、关注度最高的部分，也是薪酬管理的研究对象[10]。员工经济价值分享活动主要体现于企
业的薪酬分配之中，在创造企业价值同时让员工得到公平合理的经济报酬，使其能更好地为企业工作，
是企业薪酬管理的根本目的之一。员工对薪酬的满意程度是衡量薪酬管理成效的重要标准之一。如果员
工对于企业给予自己的经济回报——薪酬不满意，会导致不良的工作态度与行为表现，体现在员工价值
创造和价值传递活动中，表现为工作效率低下、工作不投入、创新不足等，影响到企业的利润获取和商
业目标达成。
以斯金纳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的操作性学习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并非由反射或先天决定的，而是后天
习得的。在具体的行为之后创设令人满意的结果(强化物)，会增加这种行为的频率；即人的行为是其结果
的函数[11]。这一学习——行为塑造原理可以通过图4显示其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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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Operational learning model
图 4. 操作性学习模型

根据这一理论，在以商业模式为核心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员工的一般行为目的是为了从环境(企
业、社会等)得到奖励或回报。如果员工的劳动创造价值行为能够获得公平合理的报酬，即内部价值分享
活动创设令其满意的行为后果，使其获得满意感，则这种劳动创造价值行为就能得到正强化并增大其以
后的发生概率。由图4操作性学习模型可知，人的行为很大程度取决于该行为所产生结果对自己的利害程
度，员工经受的企业内部经济价值分享的公平性对其商业模式价值创造行为具有塑造作用，薪酬等经济
分配物即是这种行为塑造的重要强化物。在此意义上看，员工在组织中的价值创造行为乃是环境的产物，
管理者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来影响或管理这些行为，刺激员工的积极行为或者限制其出现消极行为。管理
者可以通过公平合理的经济价值分享机制，采用有规律、循序渐进的薪酬分配管理举措，塑造企业所需
要的员工价值创造行为并使之固化，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
企业围绕员工工作行为所创设的后果，包括经济价值分享的公平性程度，会影响员工对于自己所分
享经济价值部分(薪酬)的满意程度，这需要员工对所获薪酬情况通过其主观的观察、认知选择、组织比较、
归因解释等做出反应，经济价值分享公平性的感知即是这种中间认知的重要内容之一。公平是企业薪酬
管理系统的基石之一，只有在企业成员认为薪酬管理系统公平合法的前提下，才可能对其分配结果认同
和满意。公平同样是商业模式价值分享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关于商业模式凝聚相关利益主体，激励
其价值创造活动，恰当协调其多样化价值诉求的基本准则。就企业内部的员工经济价值分享公平性而言，
薪酬分配公平与否，直接地影响到员工的薪酬满意感，进而影响员工的劳动积极性，并会作用于商业模
式的价值创造、价值传递、价值获取诸环节之中。图 5 即显示了围绕企业内部经济价值分享公平性的组
织环境刺激——员工感知——工作行为之关系。
公平的价值分享机制能够强化员工的积极工作行为，企业将所获部分经济价值公平合理地分享给员
工，会使员工提升工作满意感，进一步提高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商业模式价值驱动逻辑下的价
值链条良性循环。就商业模式和价值理论视角来看，企业的薪酬管理活动本质上是把其商业模式的业务
组合及其实现模式所创造和获取的部分企业价值，对企业内部员工进行分配的价值分享过程。薪酬管理
状况直接影响到员工的价值分享公平感、满意度，促动其组织行为和工作绩效，影响着企业商业模式得
以正常运转和利润获取的动力源，并以复杂形式传导和作用于其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的活动之中。企业
通过设计科学、公正的经济价值内部分享制度，持续改善薪酬管理的公平与效率，可以调节员工的组织
公平感，诱导其工作动机，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促成企业的预期
经营成果和商业价值的创造与获取。
综上所述，如何从商业模式价值形成视角来认识企业价值的来源和创造主体，如何通过公平合理的
价值分享来塑造商业模式参与主体的价值创造行为，进而有效驱动和牵引企业经营活动，乃是这一领域
值得开拓的重要研究主题。目前，从价值链视角对商业模式的研究基本聚焦于商业模式的价值主张、价
值创造、价值实现等方面，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回答了商业模式为谁创造价值？创
造什么价值？如何创造价值？怎样实现价值？诸如此类的命题。其研究的共性是在解答商业模式价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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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stimulus, employee
perception and working behavior
图 5. 组织环境刺激、员工感知和工作行为的关系

何“来”的问题，但对于商业模式价值如何“去”的问题，即商业模式所形成价值的价值分享及其对参
与主体的价值创造活动影响作用，尚未见到规范而系统的科学研究。根据经济分配原理和商业模式价值
运行逻辑，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分享紧密联系，互为驱动，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主导，而后者则
是前者的牵引和动力。遗憾的是，有关企业内部经济价值分享公平性和员工满意感及其行为的相关研究，
目前大多数止步于组织公平感的几个维度的影响研究，局限于薪酬管理公平性的某一成分与薪酬管理满
意感的某一分类之间的关系研究，尚未能上升到企业内部经济价值分享的共性层面，未能基于商业模式
的价值驱动逻辑来探讨经济价值分享公平性与员工经济价值分享满意感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认为，可以
借鉴组织公平理论、薪酬管理公平性与员工薪酬满意感关系的相关研究，建构员工经济价值分享公平性
与员工经济价值分享满意感的概念模型，界定其可测度变量并进行系统的量化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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