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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isation and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Implications for Nations, Business and Finance
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动态变化-对国家、商务和金融的影响

The World Today – What’s Changed ?
今日世界---变化所在？

Why Go GlobalWhy Go Global – Are there choices ?
为什么要全球发展---机遇在哪里？

The Global Business ModelThe Global Business Model – When, Where and How?When, Where and How?
企业全球化发展的模式企业全球化发展的模式------时间、地域、怎样发展？时间、地域、怎样发展？

Practitioners TalesPractitioners Tales –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实践者的故事---好的、不好的和最糟糕的

Best PracticesBest Practices – from a World Journeyman
最好的实践---举例说明一个公司的全球化过程

The Global Imperative in a Brave New World – PredictionsPredictions
在这个全新的世界中，全球化发展是当务之急在这个全新的世界中，全球化发展是当务之急



Casting an Eye on the World’s Financial 
Crisis – What’s changed ?

瞩目金融海啸---世界变更之所在？



Who said these words and When
谁说过这些话？又是什么时候？

“I believe the banking institutions are more dangerous to our liberties 
than standing armies. If the American people ever allow private banks to 
control the issue of their currency, first by inflation, then by deflation, the 
banks and corporations that will grow up around the banks will deprive 
the people of all property until their children wake up homeless on the 
continent their fathers conquered”

Thomas Jefferson, 1778

“对我们的自由而言，我相信银行机构比军队更危

险。如果美国人民永远让私人银行控制本国货
币，首先由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银行和
企业，将围绕银行成长起来, 结果是我们的财产将

被剥夺，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在父辈征服的大
陆醒来时，已是无家可归。”

---托马斯·杰斐逊，1778



And what about these…
再来看看这番话…

“The budget should be balanced, the Treasury should be 
replenished, Public debt should be reduced, the arrogance of 
officialdom should be tempered and controlled, and the 
assistance to foreign lands should be curtailed, lest our Nation
become bankrupt. People must again learn to work, instead of 
living on public assistance”

----Marcus Tullius Cicero, 55 BC
“预算应该是平衡的，国家财政应充裕，公共债务应减少，傲慢的
官僚应该锻炼和控制，以及对外国援助应有限，否则我们的国家
就要破产。人们必须重新学会工作，而不是依靠公共援助。”

-----西塞罗 公元前55年



But the eye on the World shows lotslots of 
changes….its not just the finances….

但是,眼中的世界已经在很多方面发生了巨大的改变…不
仅仅是金融风暴…



变化中的世界 – 改变从没有如此之快

通讯的速度加快 – 距离的消失

全球化 – 欧盟的扩大 – 27国5亿人口

安全的来源

组织结构的扁平化 – 网络化而不是等级化

创业的机会

技术的影响

学习新的技能

永久的 “临时工”
变迁之中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

亚洲超级大国的崛起 – 中国和印度 – 及南美和东欧的
发展。



世界范围的变化

环境问题

不再顺从权威

新的就业模式

组织机构

全球化

技术



持续的技术革新对世界的影响-
与2003年一天的对比

Source: Analysys, World Bank and ITU

所有国际长途电话1971

所有飞行旅客1975

所有手机1984

所有电子邮件1992

所有短信1998



各种技术交叉融合-三种普遍交叉的技术平台

生物科技
医药
诊断

研究/资讯

工具
工业

基因组学
生物信息学
蛋白质组学

信息科技
硬件
软件
通讯

纳米科技
电力
结构

生物医学
能源和环境

生物传感器

生物芯片生物电子学
微流体学

纳米生物技术
药物释放

纳米器件
纳米传感器
纳米电子学



全球化变迁 – 世界制造业的转移

全世界五分之二的人口居
住在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
地区 – 中国和印度

教育、财富创造及新知识
是亚洲经济规划的核心

亚洲的增长远远超出欧洲

中国工业制造基础和能力
的快速提高

中国强大的金融和智能储
备。

中国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
优势



竞争力决定因素

创造力 风险

速度 声誉

成本 价值

学习 资讯



Courtesy of Asia Pacific Foundation

The West’s Competition ??
西方怎样竞争？？



Crisis ?.......or Opportunity?Crisis ?.......or Opportunity?
危险？或是机遇？危险？或是机遇？

危机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beat Despair any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beat Despair any 
day! Call to action for day! Call to action for EntrepreneursEntrepreneurs

开拓和创新可以转危为安！企业家们行动起开拓和创新可以转危为安！企业家们行动起
来！来！



India/China Vs The G6
印度/中国 与 法日意德美英六国



CHINA IN TOMORROW’S WORLD
中国在明日世界中的地位

--- Emerging New Dynamics of Globalisation
新兴经济的全球化新动态

China –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Personal Thoughts
中国-从历史和我个人角度看中国崛起

EntrepreneurshipEntrepreneurship – Mindset for The FutureMindset for The Future
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未来的思维观念未来的思维观念

A New BalanceNew Balance and a New World OrderNew World Order
世界新平衡和新秩序世界新平衡和新秩序

Is China Ready for World LeadershipWorld Leadership ? – and The Challenges for The Challenges for 
ChinaChina
中国准备好了领导世界吗？中国准备好了领导世界吗？--中国在未来世界中所应对的挑战中国在未来世界中所应对的挑战

The Vision of Vision of A World Without Borders A World Without Borders and some concluding 
inspiration –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世界无国界” 的目标和精神---为了下一代实现此目标努力



Why do some in the West worry about a strong and growing China ?
为什么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担忧？

Do they suspect….
他们猜想….

A Growing Sense of Power and Superiority
与日递长的权力和优势

+
Newly Acquired Economic Power 

新兴的强大的经济实力

=
Threat to the World!?

威胁世界？



My understanding – in China, still today…. 
A Philosophy that

Seeks to 
Avoid Extremes

and Hold a Balanced,
Moderate Position.

我的理解是-至今为止，中国仍然信守“中厥执允”
的中庸哲学，不施霸权，保持与他国和平相处。



Innovation, Inven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创新、发明、科学和技术

“90% of all the scientists born in the human 

race are alive today”

世界人类科学家中，90%的科学家今日仍健在。

Prof. John Story - INSEAD



Who likes HEROES ? Are 
Innovators Heroes ?

谁喜欢英雄？创新者是英雄吗？

The Spirit of Exploration and Adventure
探索和冒险的精神

Thinking of Change and Innovation -Is History 
helpful ? Thinking of a few great Innovators….

想到变革与创新，历史最有说服力
想到少数最伟大的创新者改变了世界...



Do HEROES change World ? – what are they good 
at? ……could it be….
英雄们改造了世界？ ---他们有哪些特质？

Exploring…… 探索精神

Discovering….发现精神

Risking……… 冒险精神

Believing……. 坚定的信念

Creating…….. 创造精神

Changing……. 改变精神

Enabling…….. 实干精神

Visualising….. 想象力/预见性



Spirit of Enterprise and Innovation
Discovery and New Knowledge – Going 

Global was never easy….
企业家精神、创新、发现和新知识

走向全球从来没有容易过…





Imagination helps a lot….
想象力对我们帮助很大



Einstein on IMAGINATION….
爱伊斯坦看待想象力

“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 Knowledge is limited. 
Imagination encircles the world”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而
想象力能囊括整个世界。”

Albert Einstein 1879 – 1955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879--1955



Insanity: doing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expecting different 
results.

智慧的缺失：使得
一遍又一遍做同样
的事情，并期待不
同的结果。

Albert Einstein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7

What Innovation is NOTWhat Innovation is NOT



Leadership, Vision and Achievement –
Balancing Vision with Plans and Action

领导力，预见和成就 –
计划和行动平衡目标

Vision without Action is a Daydream….
没有行动的空想是白日梦

Action without vision is a Nightmare….
没有预见的行动是一场噩梦



“You look at things and ask - why?
“你看到事物并问 - 为什么？

“but I dream of things that 
never were and ask –

Why Not？“
但我梦想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并问

-为什么不能是这样呢？

George Bernard Shaw乔治·萧伯纳

And an Entrepreneurial Mindset helps 
even more…. 

企业家式的思维模式更有助于



And so to CHINA….
再来看看中国

Two more Chinese Heroes – who changed 
the World……to introduce some facts, 
realities, thoughts and personal views on

China in TomorrowChina in Tomorrow’’s Worlds World

另外两个中国英雄另外两个中国英雄 –– 他们改变了世界他们改变了世界... ...... ...介绍一介绍一

些事实，现实，思想和个人的意见些事实，现实，思想和个人的意见

中国在明天的世界中国在明天的世界



Confucius and “imagining the middle 
way”….

孔子与“中庸思想”...



““To get rich is To get rich is 
GLORIOUSGLORIOUS””

““致富光荣致富光荣””
Deng Xiaoping 1982

And a more recent Chinese Hero
当代中国英雄





Some Questions we face as we decide about Going 
Global 

我们决定我们走向全球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Why bother? – Do all companies have choices ? – What are the 
risks ?
何必呢？ - 是否所有的公司都有不同的选择呢？--- 有哪些风险？

Where ?....to start?  And sequence?
哪里?....怎样开始？和步骤是什么？

Do we have a strategy - clear direction and purpose?
我们是否有一个战略 - 明确的方向和目的？

What’s happening in the industry ? Competition ?....
行业情况如何呢？竞争对手是谁?....
When?....Timing……
什么时候?... 时机…



Timing can be everything….
Is the time right?....

时机意味着一切
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吗？

““There is nothing more powerful than There is nothing more powerful than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没有什么比一个时机成熟的好想法产生的没有什么比一个时机成熟的好想法产生的
威力更强大的了威力更强大的了””

Jules Verne
儒勒·凡尔纳



This strange looking team started in a   
recession….but got their timing right

这个看上去怪怪的团队在经济衰退时组建，开始
他们的业务…但他们的事业恰逢其时



And became one of the WorldAnd became one of the World’’s most s most 
successful companies successful companies –– they changed the world!they changed the world!
并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之一并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之一 -- 他们改变了世界！他们改变了世界！

Microsoft Corporation, 1978



Thinking on your feet….or in the air…. 
Innovation and riskrisk

想想你的脚想想你的脚……或在空中或在空中......
创新与风险创新与风险



Going  Global – Getting Positive….
走向全球---积极并充满希望

“Who Dares Wins”
“勇者制胜”

It’s easier to ‘dare’ with a clear plan and a well prepared, trained 
team
如果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训练有素的团队，我们更
容易“敢” 去走向全球。

Small can be beautiful and successful, and grow bigger – but 
““too smalltoo small”” may be a problem
小公司一样可以绚烂和成功，发展壮大 - 但“太小”可能就会有问题

People development, fulfilment, cultural and world knowledge 
can be enhanced alongside sales and profits ! The Human Human 
BonusBonus……..
雇员的个人发展，成就感，企业文化和世界知识，可以提高销售雇员的个人发展，成就感，企业文化和世界知识，可以提高销售
和利润！员工给企业带来的额外收获和利润！员工给企业带来的额外收获......。。



One reason “why to” – Product Life Cycle
首要原动因“为什么走向全球”

---产品生命周期

Innovation Growth Maturity Saturation and decline

£

Time

Sales

ProfitsProfits



New Markets, not just Product Enhancements, extend Life Cycle
新市场不仅提高产品产值而且延长产品生命周期

Innovation Growth Maturity Saturation and decline

£

Time New market
entry

0

Extension

Sales

ProfitsProfits



Going Global – People, Skills and 
Management – be prepared….

走向全球-员工、技能和管理---预先准备好

Overseas Partners and Customers will want to see the 
evidence….海外合作伙伴和客户想看到证明…

Inspired Leadership

精神领导力

Enthusiasm 热忱

Bullshit 废话

Courage 鼓励

Optimism 乐观Vision 目标

C
reativity

创
造
性

Management 管理

Research &Analysis

研究与分析

Caution 警觉

Process 进展

Financial Control 财务控制

Market Knowledge
市场知识



Going Global - memories of things pastthings past
走向全球走向全球--以往经验以往经验

the the ““GoersGoers”” I have seen in actionI have seen in action……..
我见过的我见过的““过来人过来人””的经验的经验

Life long learners 毕生的学习者

Practical Geographers 掌握不同地域的实际知识

“World Thinkers” 头脑中装着整个世界

Have bag will travel 总是提包就走

Cultural Inquisitiveness 好奇并想了解不同文化

Sleep well on airplanes 能在飞机上睡好觉

Thrive on disorder and chaos 在无序和混乱的情况下
游刃有余



Going International-some of the options …..“How to?”
走向全球--- 不同的方式----“怎样做？”

Full Service Subsidiaries 分公司

Branch Offices 办事处

Joint Ventures 合资企业

Alliances/Partnerships

战略联盟/合作伙伴

Full Service Distributors

分销商

VARs零售商

Dealers经销商

Agents代理

Manf
Reps
销售
代表

Do Nothing

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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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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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How to assess risk?
Where is the greatest risk on the 
scale?
What about the margin?



“如何全球化”

---直接和通过第三方间接进入国外市场的优、缺点对比

分公司
需要投入成本

有相当的周转资金

对应收款项或不良债务的潜在风
险

直接控制自己的市场

如果有机会，增加投资的灵活性
和 可利用资源的快速增长

可控制技术资源，整体质量和客
户服务

独立分销商或代理商

很少启动费用

没有直接的营运成本

分销商可以分担部分债务

对经销商的人员控制少

分销商可能不愿意投入更多：丧失
国外机会

有限的技术资源的控制权和客户服
务质量控制小



Getting the MindsetMindset right
理顺思路

Some Issues for the aspiring global companyIssues for the aspiring global company
有全球化发展想法的公司有以下几点需注意：有全球化发展想法的公司有以下几点需注意：

Understanding custom, practice, and culture
理解当地的客户、商务操作和文化

“World think” - company-wide
“全球化思路”---公司要包容和扩大

Implications of global competitiveness
全球竞争力的影响

Organising across time zones
跨不同时区管理

Logistics and distribution
物流和分销

Training, trainers, coaches and mentors
培训、培训者、教导人员和智囊

Sources of appropriate people
信息来源于合适可靠的人



Maybe we have something special ?– putting 
technology to work – a new Global Business Model
可能我们能提供特别的模式？-让高技术可以更好的发展

----一种新型全球化的商业模式

Technology
技术

Customer 
need

客户需求

Innovative 
service company

创新型服务公司



Completing the Jigsaw – Service 
Delivery Innovation

完成拼图 ---创新服务创造创新技术

Technology
技术

Customer 
need

客户需求

Innovative service 
company

创新型服务公司

Let’s look at a World 
Leader that went Global 
from day one- with this 

model – and did the IPO in 
USA and Europe 

simultaneously….a rare 
technology licensing 

success….

让我们看看当今世界的全球
科技领导公司，他们运用了
此模型从公司第一天建立就
开始了全球化 – 然后是在美
国和欧洲同时上市...一个难
得的技术授权成功案例...





Willett International威利特国际公司

Coding and Labelling – Going Global as a latecomer 
and “bootstrapper” – as it happened….

编码和标签 - 作为一个行业后来者走向全球并“引导全球” ---
它是怎样发展的...



Willett’s Business - Coding and LabellingCoding and Labelling –
complex combination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威利特的业务 - 编码及标签 - 复杂的工程和技术的结合



Life Cycle - equipment & consumables
产品生命周期 - 设备及耗材

TIME
时间

SA
LE

S

Equipment
设备

Consumables
耗材



Founded 1986
Sales  £100m + by 2003 
Compound Growth 30%
Operating in 100 countries
27 Subsidiaries
80 Distributor Partners
Manufacturing in:
- UK - North America 
- South America
- India - China

Willett International
威利特国际简介

成立于1986年
2003年销售收入1亿英镑
复合增长率30％
在100个国家经营
27家子公司
80个分销合作伙伴
制造工厂设在：

-英国 - 北美洲 - 南美洲
- 印度 - 中国



威利特国际有限公司如何从
弱势得到快速发展？

定位，差异化和品牌

“世界的编码公司”
“没有另一家喷墨公司”
杰出的领导人，具有“全球化定位思维”
更广泛的产品范围

出色的营销

“最佳”的技术服务和支持

重点是培训 - 员工和经销商



威利特集团2004年时的销售业绩

94％的业务在英国境外

没有上市

销售“绿色”增长

创业 精神- 财务控制下的快速增长

为未来的发展公司重新思考和重组，因为它被
并购。

当年1亿英镑销售 - 3年目标瞄准2.5亿英镑





Willett Sales
in Millions

威利特销售表 （以百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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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ingGlobal – Key Words “TTR”
全球化发展---核心缩略语“TTR”

TRUST !!TRUST !!
信任信任

TRANSPARENCYTRANSPARENCY
透明度透明度

RELATIONSHIPSRELATIONSHIPS
合作关系合作关系



合作伙伴关系---核心

坦率和信任

清晰的共同目标

长期关系

主动而非被动

最高层
承诺

引入相关的原则

灵活性

携手工作

全面质量管理



回想...这是一个积累技能和经验的过程 - 没有捷径…

远景与

目标

奖励及
识别系统

团队合作精神/
团队建设/团队工作

知识与学习条件

技术及产品发展
与管理

强有力的财务管理
国际市场推广与

销售

措施与问责制 号召力领导

明确的目标

共同的文化和
分享不同的价值观

良好的管理

明确方向



Telecom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ransportation, power generation
Chemicals and petrochemicals 
Bio-tech 
Agriculture/ food processing 

UK and China ….UK Capabilities fit well 
with China's priorities areas

英国的能力与中国的重点领域有着良好的匹配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also with:
Consumer goods, environment and pollution control, healthcar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
潜在的机会还存在于:
消费品、环境和污染控制、医疗保健、教育和培训及金融服务

通讯、信息科技
交通、发电
化工及石油化工
生物科技
农业/食品加工



The D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 Knowledge and Engineering  Intensive

对医疗技术和设备的多样性 - 知识和技术密集型

医院高精度仪器设备 如：磁共振成像扫描仪

诊断 - 摄像头丸，内窥镜

远程医疗，远程保健

病人监护仪，生物传感器等

便携式装置，无线，移动技术

神经刺激器，心脏起搏器

药物释放系统，可植入陶瓷骨

一次性-导管，注射器，伤口护理。

康复设备

O.T.C.产品 – 如糖尿病，怀孕检测等

注射器和针头…和许多简单的产品和技术



Some UK advanced Innovative Directions….
英国一些先进的创新方向...

早期诊断和预防

更多地使用体外诊断和成像

生物传感器

药物基因组学，药理学

辅助技术

体积更小，更轻的设备

先进材料

I.T.包括生物信息学的发展

为人口老龄化而提供的技术

骨科植入物

神经再生技术

药品/设备组合

药物涂层支架

血糖传感器和输送泵

闭环治疗系统



And moremore exciting prospects….
人体组织再造
更换角膜组织，神经和血管
更换肾脏，肝脏和胰腺，干细胞
仿生眼植入，助听器
结合生物技术和医用电子工程

纳米技术
纳米技术促使人体组织增长
纳米粒子作用于肿瘤细胞

机器人
骨科植入物
神经再生的技术 - 干细胞

I.C.T.
心脏起搏器，去纤颤器，成像，诊断
生命维持和监护设备



The Global ImperativeThe Global Imperative in a Brave New World
在这个勇敢的新世界中，全球发展势在必行

金融形势要求创新
创业精神胜过悲观失望的捶胸顿足！
保护主义只会使问题更糟
不论哪里的单一市场都是有限的 - 全球发展势在必行

竞争将更加激烈
保守的应对危机只能求得一时平安 --- 但一时平安并不意
味着成功…
谁有“全球化思维”，谁将有更大的机会
“勇者制胜” - 但“勇者”必须辅以成熟的计划…
只有“团队成员”的努力才能带来事业的成功和满足…



Our “Can Do” summing up….for The Next 
Generation….

我们的 “勇于实践”总结….给下一代.
IMAGINE AND HAVE 

VISION
CREATE

INNOVATE
INVENT

“WORLDTHINK” –
GLOBAL VIEW

ACQUIRE KNOWLEDGE
PLAN AND PRACTICE

NETWORK! NETWORK!
INSPIRE OTHERS

TRUST AND RESPECT
ENJOY!

想像并具有远见

创造
创新
发明

“全球化思维” – 全球视野
不断获取新知识

计划和实践
建立网络!建立关系!

鼓舞他人
信任和尊敬

享受!



In In Pursuit of Global Excellence !of Global Excellence !
追求卓越追求卓越 !!

“Excellence can be achieved, if we:
Care more than others think is wise,
Risk more than others think is safe,

Dream more than others think is practical,
Expect more than others think is possible.”

卓越是可以达到的，只要我们:
超出别人认为智慧的界限，更加智慧；

超出别人认为安全的界限，冒更大风险；
超出别人认为可行的界限，梦想更多；
超出别人认为可能的界限，期望更高。”

Deborah Johnson-Ross
德博拉·约翰逊·罗斯



Bridging the East-West Leadership Gap:
寻求东、西方领导方式的互补

Achieving Leadership Potential 
in the Global Economy

成为世界经济的潜在领军人物！

ht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