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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角度考虑 了供应链企业中供需双方信息共享的必要性以及信息共享的价值和共享程
度的问题, 指出现实中供应链企业间信息共享存在的主要障碍以及没有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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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供应链是指从原材料供应直至产品 (或服务 )送抵最终顾客

响: 合作伙伴可能利用合 约中的缺陷而寻找一个更优的机会。机
会主义造成的结果是组织和他的合作伙伴对合约的条件进行重

的整个过程。资源不对称性 (信 息不对称 )的存在, 使得供应链成
员之 间产 生了依 赖性, 由此 导致 了协 调问题 的产 生, 而 信息 共

新谈判, 从而增加了交易 成本。
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不确定性的存在、信息不对称以

享, 无疑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协调问题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因此, 本文从供应链成员间信息共享的必要性出发, 从交易
成本视角 分析了信 息共享的价 值, 并 解释了完全 信息共享 不可

及资源的控制都将增加交易成本。 而信息共享就是减少这些因
素造成的影响, 降低交易 成本的一个有效的途径。下面我们将分
析信息共享的内容及其它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的价值。

能实现的 原因, 最后指出现 实中供应 链企业问信 息共享存 在的
主要障碍以及没有解决的问题。

三、信息共享的价值 及其共享程度的分析
关于信息共享的价值, 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如供应

二、信息共享的必要性— —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
由于有限理性, 交易成本是市场交易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

链实施信 息共享后, 可以提 高企业柔 性, 响应能力 [ 3 ], 降 低库存
水平和节约成本 [ 4], 实现价值增值等 [ 5]。

它主 要源于不确 定性、信息不对称, 资源 的控制, 或市场的 不透
明等。然而缺乏透明性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因为即使时间和

在本文 中, 我们 将从交易成 本理论的 角度看信息 共享在降
低交易成本的作用。 交易成本是指在市场上对交易条款的反复

环境的影响都是可预测的, 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改变价格、
质量和数量等参数 (根据 W iiliam son, 这是“自发适应”的过程 )。

谈判所产生的成本, 它包 括事前交易成本和事后交易成本。事前
交易成本包括: 搜寻和信 息成本; 起草, 议价和决策成本; 维护协

下面我们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来讨论 :
1. 信息不对称

议的成本。 事后交易成本包括: 监 督和执行成本; 适应和讨价还
价的成本; 保证成本和不 适应成本。

在供应链中, 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 1]:
1)主 观因素, 即供应链 上的成员 自身对信息 的收集和 处理

通过信息共享, 不但 可以减少为搜寻信息而付出的成本, 也
减少了因不 确定性而造 成的如供 应商供货不 及时, 商品质量不

不充分, 对信息深层含义挖掘得不够, 自身管理中 的信息系统效
率低下;

合格而导致供求双方不断的协商, 即降低了监督和执行成本; 同
时, 通过共享成本信息和 库存信息, 那么适应和讨价还价的成本

2)客观因素, 即供应链成员间对信息的分散式持有方式。
我们 知道, 在 供求关系 中, 采购 方对市场 信息反应 更快, 如

自然也就降低了。
但是, 如果信息 共享真的可 以降低成 本, 产生 价值, 那么为

果采购方 愿意与其 供应商共享 其市场预 测的信息, 将有助 于供
应商安排生产。

什么不共享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呢?
首先, 我们暂且 不考虑技术 成本等, 那么, 在组织双 方最早

2. 不确定性问题
不确定性的存在是产生交易成本的 一个重要因素。 在供求

开始进行信 息共享的时 候, 信 息的拥有者 必然会选 择共享能给
其自身带来最大收益的那些信息。 但是, 微观经济学理论指出,

关系中, 不确定性的来源除了外部环境的一些因素外, 主要有两
方面: 采购方和制造商方面的因素。制造 商方面的不确定性主要

边际利润随着边际成本的增加而减少。根据这一观点, 信息共享
的边际回报 随着共享的 信息数量 的增加呈下 降的趋势, 这自然

包括交货不及时, 交货数量不符, 质量有偏差等。 采购方的 因素
如订单的取消, 市场需求的变化等。这些 情况的出现都会使得制

会对双方共享信息的积极性造成影响。因此, 当组织间信息共享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可能 会因为缺乏激励而停止, 见图 1[ 6]。

造商和采购方不得不通过协商解决, 从而增加了交易成本, 并最
终影响供应链的整体性能。

其次, 尽管改进运作 效率以后, 进行信息共享确实可以创造
价值, 但同时它也改变了 供求双方相对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信息

3. 资源的控制
这里说到资源的控制主要是指资产 专用性。 资产专用性是

共享初期, 组织之间由于 企业运作, 发展的需要而与别的企业进
行信息共享, 以便 获得掌握在 其他企业中 的但对该 企业而言又

指组织做 关系专属 投资后, 投资的资 产只能用在 该的交易 中而
无法转做它用了。 [ 2]

非常重要的资源。但当信息共享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信息原先拥
有者会发现 他们尽管也 从共享的 信息中受益, 但同 时也由于失

交易成本经济学指出, 由于资产专用性, 交易 双方至少在一
定程度上互相锁定, 放弃了某些独自行动的自由。如果供应商对

去了对这些 资源的控制 而使得自 身的讨价还 价能力降 低, 这也
是影响信息共享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某一产品拥有专利或是产品的价值极为 突出, 不可替代, 那么这
是采购方没有别的选择, 就会作出让步。这造成的结果可能是采

最后信息共享的本质也会对买方或者卖方相对于它们的竞
争者的竞争力造成影响。

用供应商的销售订单, 而不是采购方的采购订单等。
资 产专用 性使 组织更 容易 受其 它组织 机会 主义行 为的 影

因此, 我们在考虑信 息共享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
信息共享的程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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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料 来源: Se idm ann, A . , S unda ra jan, A. . Sha ring L og istics Info rm a tio n A cro ss O rg aniza tio ns: T echno lo gy, C om pe tition and
C on trac ting. 《H ow IT Shapes Com pe titio 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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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主要以制造 业中供应 链中的供求 双方为背 景, 从交 易
成本理论 的角度探 讨了信息共 享的必要 性, 说明 信息共享 在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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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交易成本方面的作用, 同时对信息共享程度进行了阐述。但是
在实施过程中, 仍然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如如何确 保信息共享过

竞争力. 中国管理信息化 [J ], 2006; ( 6): 10- 11.
[ 4 ] Y u Z, Y an H, Ch eng T . M o delling the bene fits o f

程中信息的准确性, 完整性。尽管有不少 学者也提出了用激励机
制的办法来解决, 但是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除此之外, 何 时可
以共享信息, 信息共享的程度应如何控制, 即对哪 些交易伙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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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哪些信息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也都还 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5 ]徐光灿, 许茂增. 供应链中的信息共 享与价值增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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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10页 )技术已经在部分图书馆中实施并运作。
3、档案资源的网络共享化。
当 我们将 电子 档案的 自动 化与 信息化 的全 部工程 做完 之
后, 接下来就是档案资源的共享化管理了。为何要实现网络共享
化呢? 因为, 档案是信息资源的 一部分, 甚至是真实的、原始的信
息来源, 如果不开发和利用这一块儿的信息资源, 对于档案的保
存成本和 时效性来 说, 过期 不用是一 种对资源的 极为可惜 的浪
费与闲置, 无法起到它应发挥的作用。 因此, 网络共享在校 园信
息建 设中及学校 教育教学、质量评 估中, 亦发挥着更 大、更 积极
的作用。
如何实现档案资源的网络共享? 首先, 要在原始资料的大量
搜集上下功夫; 其次, 要在原始资料的积累的多元 化与精品化上
下功夫, 使档案资源提供更有效、更全面的信息服 务; 最后, 利用
网络实现 档案与读 者的互动, 让更多 的信息利用 者参与到 档案
建设中来, 形成独具特色的档案文化, 将档案事业 推到一个新的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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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档案对当 前构建和谐 社会, 落实科学发 展观, 全面推
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改革发展有着特殊的
重要意义。 尤其是档案的现代信息化管理, 预期在不久的将来,
将渗透到我 们生活的各 个领域, 数字化档 案馆将不 断产生和完
善, 真正实现“档案利用现代化, 馆 藏档案数字化, 来馆利用趋零
化”的理想, 这样的构想将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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