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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互联网+”和“大众创业”的风潮之下，越来越多的电商企业被投资创立，但大多在创业期

及成长期忽略了战略成本控制而导致最终的失败。以酒仙网为案例，分析其在创业期及成长期的战略成

本控制举措，发现我国创业电商企业通常存在过于关注融资与流量而忽视成本控制、营销成本居高不下

等问题。在此阶段电商企业应关注战略成本思维：培育核心业务并确保业务毛利率；加强经营创新、拓宽

收入来源；完善融资和现金流计划；运营成本要随着业务量增长而下降到合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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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商企业创业期及成长期的战略成本管理
——以酒仙网为案例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概

念不断被提及，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涉足互联网业

务，同时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创办电商企业，使得原本

就“口水战”“价格战”不断的电商行业的竞争进一步

加剧。有媒体整理出 2015年上百家电商企业的“死

亡名单”，其中不少企业创立不过一两年。尽管如此，

仍有不少企业正在进入或准备开启电子商务。

学者们对企业为何涉足电商以及如何应对电子

商务热潮，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徐振宇（2014）认
为电子商务和快递业跨界经营的动因是受外部环境

变化的影响，企业为降低交易费用而扩大企业边界。

薜伟贤（2004）认为企业开展电子商务后可变成本大

量地沉淀为固定成本，同时企业交易成本、生产成

本、管理成本规模相对收缩。虽然开展电子商务预期

可为企业带来诸多好处，但为何大量电商企业尚未

等到预期的成本收缩就先倒下了，对此还未有大量

和系统的分析研究，笔者认为其原因之一是忽视了

战略成本管理。

二、创业期与成长期电商企业的战略成本管理

思维

对于创业期与成长期的电商企业来说，传统的

本量利分析法、目标利润分析法等成本管理工具不

太适用，但并不意味着企业就不需要成本管理思维，

此时需要的是以战略为导向的成本管理思维。

1.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与战略成本管理思想。自

1959年马森·海尔瑞首次提出用生物的生命周期思

想来分析企业的成长后，不断有学者围绕此主题进

行拓展研究。伊查克·爱迪斯（2004）认为企业生命周

期曲线可以延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而实际上很多

企业还没有走完这条完美的曲线就消失了，有的仅

仅存在几年、十几年，在成长期时就夭亡了，原因是

企业成长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陷阱。当前我国电商企

业成批倒下的现状与此描述极其相似。

电商企业要想度过最危险的创业期和成长期，

应建立以战略为导向的成本管理思维，结合互联网

思维，整合资源。肯尼斯·西蒙兹认为战略成本管理

是“通过对企业自身以及竞争对手的有关成本资料

进行分析，为管理者提供战略决策所需的信息”（何

瑛，2004）。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在提出了运用价值

链进行成本分析以确定战略定位的方法，如五力模

型等。我国学者焦跃华等（2001）认为战略成本管理

的基本思想包括成本的源流管理思想、与企业战略

相匹配思想等。傅代国等（2008）认为基于价值链的

战略成本管理以提升企业竞争优势为目标，比起传

统成本管理是一大进步，但在价值链中企业成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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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消彼长的，使得这种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受到极

大限制，应该引入星系概念形成价值星系，以“全面

成本合理化”作为战略成本管理目标导向。李海舰等

（2013）对传统成本管理与战略成本管理进行对比分

析，认为就思想突破而言，传统成本管理更加注重局

部细节，具有成本管理与战略管理相分离、成本与资

本相分离的特点；战略成本管理更加注重整体环节、

消费者成本及商业模式，具有成本管理与战略管理

相结合、成本与资本相融合的特点。就实践特征而

言，传统成本管理更加注重企业内部及实体运作，具

有以成本决定价格、追求单体企业成本最低、降低成

本不可持续的特点；而战略成本管理更加注重企业

外部及虚拟运作，具有以价格决定成本、追求价值网

络总体成本最低、降低成本可持续性的特点。

如今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对各行业内外环境的冲

击不容小觑，需要企业快速变革以适应环境，尤其是

身处变革大潮中的电商企业，同样应根据企业所处

环境与发展阶段确定适合的战略成本导向。

2. 创业期与成长期电商企业财务特征及战略

成本管理要点。电商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面临的风

险不同，企业主要财务特征也有区别。如在创业期电

商企业通常面临的经营风险大，资金需求巨大，而在

成长期其经营模式较为稳定，虽然投资需求仍然巨

大，但融资渠道有可能拓宽（刘思等，2015）。
综合分析我国在创业期与成长期夭亡的电商企

业的特点发现：创业电商以从事商品流通业或服务

业为主，统计数据也显示我国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在

餐饮业、家电家具业、电子耗材业、服装业等涉及民

生行业的发展规模高于其他行业（候丽君，2015），而
且其创始人之前大多有相关行业的实体经济从业基

础，在获得启动资金后，开始建设网站、入驻平台或

开发APP，同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营销以获得顾客，

运营一段时间，获得第二轮至第三、四轮不等融资

后，继续投资市场提高流量，到资金消耗结束，幸运

的还能转卖，而大多只能关门结业。

从这些共同特点可以确定，排除因营销推广而

实施的低价，电商企业从事的业务都有一定的毛利，

因主要面向最终个人消费者而几乎没有应收款，甚

至还有顾客的预付款（如吸引顾客储值消费）。但企

业获得的毛利以及经营现金流入根本不足以覆盖软

件投资、员工工资、固定设施消耗等固定成本，而且

营销推广费用居高不下，因为一旦营销投入不足顾

客就转向竞争对手。因此企业虽有毛利，但没有盈

利，更没有经营现金净流入，基本是靠不断融资来维

持日常运营，一旦资金链断裂，企业就倒下了。

基于创业期电商企业的特征，笔者认为其相应

的战略成本管理思维在于：保证融资资金流入能满

足企业开展业务的需要，尽快明确并突出核心主业，

在众多电商竞争中通过营销投入迅速打开市场，获

得顾客认同，形成下一轮融资基础。对于经营必需的

固定成本投入需要量力而行，尤其是在创业初期业

务量不足以覆盖固定投入时，应尽量控制总固定成

本。而到了成长期，电商企业应在保持核心业务竞争

力的基础上，适当拓宽扩展业务，增加收入来源，弥

补大量固定支出；此时可能存在其他融资渠道，但因

企业仍在大量资金投入期，还需要以股权融资为主；

在同行业竞争中，营销投入应当已经形成比较稳定

的顾客流量，此时应当注重运营、物流配送等常规经

营环节的成本控制，根据业务量发展调整自建自营

或外包策略，并计算业务发展到稳定期时这些运营

环节是否成本可控。

三、酒仙网创业期与成长期战略成本管理分析

酒仙网 2009年 9月在山西太原创办，其创始人

之前也从事过酒水销售的实体业务，曾是山西最大

的酒类代理商。初始酒仙网作为垂直电商网站并不

被外界看好，且市场上已有三四家酒类电商企业占

据了一定市场份额，但在经过三四年的创业期后，酒

仙网在 2013 ~ 2014年获得多笔上亿元的融资，同时

销售量迅速与竞争对手拉开差距，企业快速发展，到

2015年 10月 29日在新三板挂牌上市，是目前我国

最大的酒类电商企业，回顾其创业发展道路，可以总

结出以下特点：

1. 创业期明确核心业务，发展过程中保证核心

竞争力而不盲目扩张经营品类。酒仙网自成立时就

将网上销售酒水定为核心业务，这当然与其创始人

在此前已经营多年的实体酒水销售业务有关。但从

成立之时到新三板挂牌上市，酒仙网一直专注于酒

品销售，虽然也曾经在初期寄希望于发展多种产业

（如果汁、饮料销售等），但最终没有盲目扩大经营范

围。酒仙网主要销售白酒与红酒，顾客基本属于较高

收入的群体。有咨询机构认为其可以增加如保健品

等经营品类，但酒仙网一直围绕“酒”这一核心开展

业务，从营销上确保了核心业务竞争力，在财务上能

充分分摊总固定成本。

电商企业增加一个新的经营品类，并不仅仅是

在网页上增加一些商品内容，其采购、仓储、运营成

本都需要增加，这些成本大多为固定成本；又因为新

业务开展初期，业务量往往达不到预期，如果经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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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间经营没有起色，固定成本无法分摊，就陷入到

底是“取”还是“舍”的困境。这类问题在中国电商企

业中最常见，尤其是经过创业期的电商企业容易陷

入扩大经营品类从而扩大规模的误区。

在创业初期的垂直电商，尤其是酒类电商并不

被外界看好。2009年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顾客的购

买品种大多是图书、服装及3C电子产品等易于储存

及配送的产品。当时线下有无数家酒类实体店，酒企

总部与地方经销商将销售渠道牢牢把握在手中，酒

类电商要打开一个新局面就必须专注于核心业务，

保证自身毛利，并不断扩大销售，使客户认可酒水的

网上销售方式。

从表1所示酒仙网2013 ~ 2015年的酒品销售相

关数据来看，主业收入增长较快，2014年比 2013年
增长约61%，2015年比2014年增长约52%，毛利率基

本上稳定在 15%左右。酒仙网在酒品销售上是怎么

盈利的呢？根据酒仙网所披露的销售信息：高端酒水

（单价 300元以上）占总销量的 32%，中端酒水（单价

在 200 ~ 300元之间）占 11%，低端酒水（单价 200元
以下）占57%。其中，高端酒水基本为“茅五剑”，这些

产品的毛利率普遍不高，但由于单价较高，即便毛利

率不高也可以获得可观的毛利，所以高端酒水的低

定价并不妨碍盈利；中端酒水一般是地方酒，这部分

酒水的消费者通常对酒水品牌比较依赖，而且这部

分酒水并不是在任何电商平台都能买到，所以酒仙

网在这部分酒水的定价方面有着一定的优势，可以

保证一部分的利润；销量占57%的低端酒水，一部分

是由于某些小品牌形成垄断，一部分是因为销量大

以及代运营合作模式，酒仙网能够以最低的价格进

货，会获得可观的利润。

2. 成长中不断创新业务模式，深度拓展收入。

进入创业后期及成长期，酒仙网也在拓展收入，只是

不同于其他电商扩大经营品类的做法，其拓展的核

心依然围绕“酒”字展开。如酒企代运营、酒快到

APP、与酒厂合作研发专供酒品、提供酒水私人定制

等。其中较典型的是代理运营酒企互联网店铺业务，

简称“代运营”。代运营是酒仙网在其发展中创新的

一项业务模式，由酒仙网与酒企共同签订合同，合同

的大概内容是：酒企每年向酒仙网支付一定的费用，

酒仙网则帮助酒企运营其在各个电商平台的店铺，

并保证该酒企旗下的酒水在各平台总销售额达到当

年合同规定的数量，各平台均由酒仙网代为发货，也

就是说，各平台共享酒仙网的仓储及物流设施等。这

种运营方式整合了各个不同电商平台的销售资源，

而集中使用仓储物流设施则充分分摊了酒仙网的总

固定成本，大大降低了单位固定成本。

酒仙网提供的代运营业务报价有298万元、198
万元、98万元几个挡位，也就意味着每个需要代运

营服务的酒企每年最少向酒仙网支付98万元，事实

上对于营销费用充足的酒企来说，前两个价位是销

售主力，最低价位少人问津。截至2013年底，酒仙网

代运营的酒企旗舰店有177家，为200多家酒企提供

代运营业务，这意味着酒仙网每年至少可获得 2亿
~ 3亿元的收入，事实上 2014年财报中披露的此部

分收入超过2亿元。

对于各酒企而言，尤其是实力较弱的中小地方

酒企，因为酒类商品在物流要求上的特殊性，如果单

独建设一个网站或独立运营一个网店（包括其需要

的物流设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更大的

问题是不确定能在多长时间内能达到运营目标，可

电子商务的浪潮又不能落下，此时选择酒仙网的代

运营业务至少能使其总体成本可控，而承担代运营

业务的酒仙网更是有利可图。

假定酒仙网代运营业务由代运营团队负责，主

要成本包括：工作场地租金、人员工资、基本设施的

配备与维护损耗。工作场地每年的租金约为 200万
元。酒仙网代运营团队共300余人，由总经理直接负

责整个团队，其下属有 20个运营部门，每个部门包

括一个总监、10 ~ 20个运营人员、2个美工。由于代

运营身兼运营与销售，工资中提成部分不易估算，但

根据专职销售部门1%的提点来估算，一年的总提成

为总销售额的 1% ~ 2%。基本工资方面，总经理年薪

约 20万元，总监年薪约 10万元，美工年薪约 10万
元，而占整个团队绝大部分的运营人员的流动性很

大，每年至少有100人离职，空缺很快会被实习生占

满，这部分实习生月工资为前两个月 1500元、之后

每月2500元，其他运营岗位基本工资在3500 ~ 5500
元之间不等。据此推算，整个团队的基本工资不超过

2000万元。从其报表披露的技术服务收入及成本数

据来看，毛利率约为 60% ~ 80%（详见表 2），明显高

于酒水销售业务，当然报表中的成本只包括技术服

指标

酒品销
售收入

酒品销
售成本

毛利率

2015年

2053878800.44

1753184779.33

14.64%

2014年

1347749368.12

1128606123.73

16.26%

2013年

838477914.56

707301559.83

15.64%

表 1 酒仙网酒品业务毛利率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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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直接成本，不包括上述人员工资、折旧分摊等共同

成本，但即便扣除以上估算的人员成本，利润依然可

观。经过持续两年的增长后，2015年其技术服务收

入出现大幅下降，但依然超过1亿元。

3. 股权融资流入与投资及经营现金流量匹配。

提到电商，就不得不说“融资”和“烧钱”。自亚马逊开

创的电商估值模式不以利润而以流量为主要衡量指

标后，电商企业在创业期及成长期几乎全都将目光

集中于如何提高流量，为此不惜提供各种免费方式

来吸引顾客增加流量，因此“烧钱”成为电商的特征

之一。“烧钱”的资金是从投资人处获得的融资，而不

幸的是许多电商在获得一两轮的融资后，没等到企

业实现营业现金流入，也没等到下一轮融资，就已经

“弹尽粮绝”。这些夭折的电商企业通常未能做好创

业期与成长期的现金流预测与控制，也没有把握住

融资与投资现金流的匹配关系，往往是获得一笔资

金后就开始“烧钱”运营，快没钱时又匆忙找投资继

续“烧钱”运营，一旦未能顺利融资，企业就面临关门

危机。酒仙网从成立至2014年一共获得七轮股权融

资，总金额多达5亿元，具体如表3所示，融资金额基

本能满足运营资金需求，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入保证

了其业务的持续开展。

表 3根据酒仙网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2013年
至 2015年第一季度）附注中股权变动部分整理而

得，表4中数据主要来源于其财务报表。

国内电商企业在创业期从银行获得贷款比较

难，进入发展期后即使可以获得一些银行贷款，但仍

以短期融资为主。酒仙网在2015年先后获得了锦州

银行1亿元和中国银行2亿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总额

度达到了 4亿元，而在此前授信额度仅 1亿元。其主

要的资金还是股权融资资金，从创业开始大量股权

融资资金的注入保证了酒仙网能够投资建设仓储中

心以及维持日常运营。由表 4可知，截至 2015年，酒

仙网还未实现盈利，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也仍为净

流出，从2013年至2015年每年通过融资获得的资金

在2亿到6亿元间，满足了初创期和成长期的经营与

投资现金需求。

在酒类电商中，较有名气的有三家企业（除酒仙

网外，还有中酒网与 1919）曾有一段时间竞争十分

激烈，在此期间酒仙网拿到了多轮融资，于是另两家

开始把枪口对准酒仙网。但这些企业既没有争取到

融资，又没有集中力量进行核心业务的发展，错过了

当时发展的最佳机会。

4. 自建仓储中心，提高运营能力，充分利用自

有设施。电商企业与传统零售业最明显的区别就是

用互联网销售平台取代实体店，节约了店租，但需要

送货上门，因此物流对电商而言非常重要。到目前为

止，酒仙网在上海、广州、天津、武汉、成都共建有总

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仓储中心，这五个大型仓储中

指标

技术服
务收入

技术服
务成本

毛利率

2015年

138271836.60

28843090.32

79.14%

2014年

230094226.35

42142617.81

81.68%

2013年

26095945.15

9056603.77

65.29%

时间

2010年5月

2011年3月

2011年11月

2012年4月

2012年7月

2013年12月

2014年3月

2014年6月

增资原因

注册出资

增加注册资金及
资本公积

增加注册资金及
资本公积

增加注册资金及
资本公积

增加注册资金及
资本公积

增加注册资金及
资本公积

增加注册资金及
资本公积

增加注册资金

融资金额

200万元

2150万元

7000万元

1000万元

11000万元

16500万元

16500万元

784.97万元

与上次
融资间隔

—

10个月

8个月

5个月

3个月

17个月

3个月

3个月

表 2 酒仙网技术服务业务毛利率 金额单位：元 贷款相关
数据

短期借款
（期末余额）

长期借款
（期末余额）

利息支出

现金流量表
相关数据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15年

101240000.00

45000000.00

10858903.34

2015年

-306671040.73

-44005846.06

454893847.79

2014年

180500000.00

—

7488397.34

2014年

-472330447.00

-61217169.54

642103284.60

2013年

58896515.40

—

3494329.94

2013年

-145875843.05

-10003218.82

206591385.29

表 3 酒仙网财报中所有者权益变动历史数据

表 4 酒仙网财报中融资有关数据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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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与快递公司构成了发达的物流配送网络，使得其

经营的近 5000种单品可以迅速发往全国 2000多个

城市。酒产品不仅是易碎品，又因安全规定的要求

只能陆运，因此酒类商品的包装要求不同于其他商

品，在包装方面，酒仙网作为专业酒类电商，包装成

本比综合电商更有优势。

从2010年开始，电商之间的竞争关键影响因素

之一便是物流服务，次日达、当日达等服务标准被

一些大型综合电商不断提及，由此也抬高了顾客对

网购速度的要求。电商企业如果想在送货速度方面

缩小与竞争对手差距，加大物流投入是必然的。酒

仙网近几年持续投入约十几亿元用于仓储中心建

设，形成大量的固定成本，若没有代运营业务分摊

固定成本，沉没下来的就不仅仅是建设资金了。目

前酒仙网的配送服务在全国四十多个城市可以做

到次日送达，两百多个城市可以做到三日送达，边

远地区可以做到七日送达。

大量的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投资提高了酒仙

网的运营效率，有利于提高顾客满意度，稳定客流。

酒仙网的固定资产中，电子设备约占一半，仓储设

备约占 1/4，运输设备和办公家具各占 1/8；无形资

产中，90%为2014年购置的土地使用权，其余为电脑

软件等。酒仙网在2013年和2014年投入大量资金建

立物流仓储设施（详见表 5），尤其是 2014年共投入

6000多万元用于仓储中心建设，到2015年建设步伐

有所放慢。自 2014年后，其年折旧成本在千万元以

上，因此其在主营的酒水销售业务未能充分利用仓

储设施之前，利用已有的仓储设施为其他酒企提供

代运营业务，能充分分摊这部分固定成本。

5. 销售费用与员工薪酬费用较高，通过业务发

展逐步控制成本、实现盈利仍有压力。B2C电子商务

的领跑者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开创了电商亏钱的

模式，正如《时代周刊》对其评价：“他试图依靠增长

速度，而不是利润来建构一个公司。”亚马逊在创业

前期将大量资金用于建设运营中心和物流系统，同

时给顾客极大的折扣。国内电商吸引顾客的法宝之

一也是免费使用，因此电商给顾客留下的第一印象

就是便宜，甚至免费，顾客网络比价又非常方便，因

价格而转投其他企业相对比较方便。对于电商企业

来说，如何不断获得流量，并且把流量尽可能高地

转化为购买行为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为此不少电商

企业的销售推广费用远远高于传统实体店。酒仙网

也不例外，平日各种媒体广告不断，每年“双 11”投
入巨额促销费用，营销推广成本居高不下。近两年

推出OTO业务“酒快到”后，又开始了一场“烧钱”

大战。“酒快到”软件应用推出时设置了奖励机制：

若顾客下单后9分钟内未收到商品，则可获得“酒快

到”赔付的50元代金券，每天限一次；如果“酒快到”

的入驻商户成功在 9分钟内送达商品，则奖励商户

10元现金券，每天最多三次。如果以其公布的4万个

活跃用户计算，“酒快到”运行一个月的推广费用可

能上千万元。

虽说“烧钱”与“亏损”对电商行业来说不是新

闻，但要把增长速度、规模和流量转化为利润并不

容易。2015年酒仙网因自营酒水业务占比上升（详

见表 6），此业务毛利率大大低于技术服务业务（代

运营业务）的毛利率，因此总收入增长而毛利率大

幅下降。但随着业务量的增长，营销成本有所下降。

报表项目

固定资产净值
（期末余额）

本期购置固定
资产

本期计提折旧

无形资产净值
（期末余额）

本期购置无形
资产

本期计提摊销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2015年

32969446.53

9412655.35

15998439.15

42281138.96

1559136.01

3405429.16

24258046.06

2014年

40176092.87

27758099.00

10270107.64

44127432.11

44342174.68

2058823.90

61217169.54

2013年

22688101.51

16734603.90

3435085.12

1844081.33

1758451.32

517985.29

10003218.82

表 5 酒仙网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有关数据

指 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
占收入比

其中：
职工薪酬

其中：
推广费

管理费用中
职工薪酬

2015年

2192150637.04
1782027869.65

18.71%
528558099.87

24.11%

153332693.56

118267224.47

40979618.96

2014年

1577843594.47
1170748741.54

25.80%
550222249.98

34.87%

154926039.30

131276636.89

38840891.18

2013年

864573859.71
716358163.60

17.14%
326763028.87

37.79%

55136768.39

115442114.13

19733340.24

表 6 酒仙网销售费用与职工薪酬费用 金额单位：元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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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014年销售费用占收入三成以上，2015年
主要因收入增长，销售费用占收入比重下降到不足

三成。若不控制销售费用，尤其是市场推广费用会对

利润产生重大影响；若控制销售费用，企业要想持续

在激烈的商战中保有原来的市场份额面临不小的挑

战。此外，其物流运营模式中自动化程度较低，员工

人数多而使员工薪酬费用较高，近年国内劳动力市

场人员成本上升明显，电商企业必须不断提高运营

效率，否则增加的人员成本会不断蚕食利润。

四、电商企业创业期及成长期战略成本控制

启示

许多创业电商的创始人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找

钱”和“烧钱”，忽略了企业成长中的各项成本控制。

创业电商企业容易被“以流量估值”误导了思维，认

为“流量至上”，以“烧钱”换流量，完全不考虑盈利目

标，认为仅以流量就可为下一轮融资奠定基础。可事

实上资本是逐利的，风险投资在短期内不求利并不

代表其不重视盈利，那些让风投看不到盈利希望也

看不到快速成长趋势的创业企业，毫无疑问在经过

同行比较后，会被投资者看作一个烧钱无底洞而放

弃。所以创业电商企业的“烧钱”不仅是要获取流量，

还要成为同行中成本最可控或市场前景最好、最有

希望实现未来盈利的企业。酒仙网创始人也认为零

售B2C的本质是零售而不是 IT公司管理，而零售的

本质还是成本控制。

电商企业的营销推广要有“度”，更要有沉淀下

来的成果。很多电商每年开展各种购物节花式促销

活动吸引顾客，在花费真金白银后电商企业是否有

计算过其带来的回报是否合理？是否仅仅带来阵痛

式的销量爆发、物流爆仓、加班费暴增，造成表面的、

短期的数据繁华而没有实质利润增长？企业应该在

营销推广后至少两三个月期间计算实际增长的顾客

与收入。自 2015年开始，服务类OTO电商暴增，洗

车、美发等各种创业项目层出不穷，顾客们轮换享受

着各家电商提供的免费午餐，经过一两年的市场洗

礼，目前又所剩多少电商呢？所以电商企业的营销推

广要给企业带来一定沉淀比例的顾客量，才能使企

业价值真正得到增长，才有助于企业实现盈利。陈佑

成等（2015）在分析若干个OTO案例企业的商业模

式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时，所采用的 3W2H理论模

型 中 2H 就 是 关 于“如 何 实 现 价 值（How to
achieve）”以及“如何盈利（How to make money）”，
创业电商企业从一开始就要思考各种营销活动是否

增加了企业价值，是否正在实现盈利的路上。

因此，我国电商企业在创业期及成长期并不太

适用传统的成本管理工具（如本量利分析），但并不

是不用考虑成本控制，更重要的是结合企业所处阶

段考虑战略成本控制对策：培育好核心业务，确保基

本业务毛利，不盲目扩大品类，使固定成本总体可

控；加强经营创新、拓宽收入来源，分摊各项固定成

本；在“烧钱”之前要有完善的融资和现金流计划作

为后盾；运营成本要随着业务量增长而下降到合理

范围；营销投入要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增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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