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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随着个体企业间的竞争日益演变为网络组织与网络组织的竞争，价值创造活动正逐步由个体企

业的行为演变为网络成员的共同努力（Holmetal.，1999；Kothandaraman & Wilson，2001；Allee，2000；
Normann & Ramirez，1993；Moore，1993，2006；Stabell & Fjeldstad，1998），参与价值网络建构并获取网

络租金逐步成为企业成长的重要方式。租金创造和租金分配是网络组织价值治理的两个核心命题，

关系到企业如何创造价值和如何实现盈利的最终结网目的。目前许多文献从提升竞争优势的视角探

讨网络组织的价值创造方式（Grant，1991；Dyer & Singh，1998；Gulati，1999；Lavie，2006），但是，大多数

观点聚焦于网络整体价值而非参与者个体利益（王琴，2011），而网络整体价值最终还原为参与者的节

点价值创造，应以“网到点”视角关注内生性租金的动态价值创造；同时，企业战略思维应从个体转向

其所处的价值网络，以“点到网”思维关注参与者与网络整体价值创造的关系，“资源—能力观”能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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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理解企业网络租金的价值创造机理。然而，企业结网收益并不均等，租金分配会影响网络组织的

稳定性。近年相关学者开始试图揭开网络组织租金分配的“黑箱”（Jeffrey et a1.，2008；孙凤娥等，

2013，2015；杨娟等，2015），提出“资源位—谈判能力—租金分配”的逻辑并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认

为，如何创造价值以及如何实现价值分配，是两种不完全相同但又密切相关的逻辑关系，厘清租金创

造机理能够更好的理解网络租金的价值分配，本文拟仍从“资源”和“能力”方面探讨改善企业网络收

益的因素和占据较高网络租金的实现机理，实现租金创造与租金分配有效融合的价值生态经营理念。

二、价值网络中的租金来源

网络的形成是企业自有资源与从其他企业所能获取的资源相匹配的结果（Ahuja，2000），形成的

这种网络资源是网络租金和竞争优势的来源。资源观的支持者（Dyer & Singh，2008；Lavie，2006；王

琴，2009）提出，网络参与者的租金来源为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私有资源产生的私有租金；二是结网企

业间的共有资源带来的共有租金的可占用部分。

1. 私有租金

私有租金是网络参与者的私有资源（非共享资源）产生的专属于本企业、不与伙伴企业分享的自

有收益（Lavie，2006）。但是，这会因网络效应产生增值和溢出部分，包括“内部准租金”和“溢出租

金”。内部准租金涉及内部租金和准租，是不考虑企业结网其自有资源产生的“内部租金”与因结网产

生的自有资源增值部分即“准租”的统称。私有租金还包括溢出租金，在网络组织内，溢出租金虽然产

生于企业的自有资源，但是会在参与者之间不可规避的进行转移，形成“流入溢出租金”和“流出溢出

租金”，即一个企业会因为结网合作关系流出自有的溢出租金，同时也会流入伙伴企业的自有溢出租

金（Lavie，2006）。租金的转移并不能提高网络总租金，但却是参与者租金来源的一部分（王琴，

2009）。

2. 共有租金

共有租金是网络成员通过资源的共享、交换、组合而获取的超额收益。共有租金来源于两方面构

成：一是Dyer和Singh（1998）提出的因网络合作产生的一种共同收益形式即“关系租金”，二是网络作

为创新集散地，网络组织中的企业能从网络的价值创造“域”中吸收的价值网络“系统租金”。其中关

系租金关注的是企业间一对一的对偶关系基础上获取的租金（刘林青等，2008），而当关注点转向群体

间的部落关系，自然产生出系统租金。

3. 网络租金

网络租金是网络参与者因结网而从合作中获得的总体收益，是共有收益与私有收益的加总（Jef⁃
frey etal.，2008）。因此，可以这样描述网络参与者的租金来源：网络租金＝内部准租金＋溢出租金净

值（Σ 流入溢出租金- Σ 流出溢出租金）＋可占用的关系租金＋可占用的系统租金。

Lavie（2006）构建了一个由两个参与者（焦点企业A和伙伴企业B）联盟合作的简单网络，来解释

焦点企业的租金来源，认为溢出租金的来源基础既包括共享资源也包括非共享资源。王琴（2009）提

出，内部租金、溢出租金应该是网络参与者的私有资源（或非共享资源）的函数。本文认为，Lavie提出

的来源于共享资源的溢出租金部分可以归入共有租金中探讨，私有租金是企业自有资源产生的自有

收益，包括内部准租金和溢出租金。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三个参与者A、B、C构成的价值网络租金

来源，如图1所示。

假定网络合作会产生关系租金为πr，其中企业A可占用的部分为πra，企业B可占用的部分为πrb，

企业C可占用的部分为πrc，则πr=πra+πrb+πrc。同样描述网络参与者可占用的系统租金为πs，则πs=π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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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价值网络参与者的租金来源

注：参与者A、B、C既可以描述为价值网络中同一层次的节点企业，也可以用
来描述处于不同层次的DIM厂商。资料来源：根据Lavie(2006)的观点改编
绘制。

πsb+πsc。假定企业A的私有资源产

生的内部准租金为πa，企业A向B
的流出溢出租金为πa→b，这也是企

业B的流入溢出租金，企业A向C
的流出溢出租金为πa→c，这也是企

业C的流入溢出租金。企业B的私

有资源产生的内部准租金为πb，企

业B向A的流出溢出租金为πb-a（企

业A的流入溢出租金），企业B向C
的流出溢出租金为πb→c（企业C的

流入溢出租金）。企业C的私有资

源产生的内部准租金为πc，企业C
向A的流出溢出租金为πc→a（企业

A的流入溢出租金），企业C向B的

流出溢出租金为πc→b（企业B的流

入溢出租金）。

假定企业A因结网而获取的网络租金为πA，企业B因结网而获取的网络租金为πB，企业C因结网

而获取的网络租金为πC，则参与者的网络租金来源表示为：

πA=πa+（πb→a+πc→a）-（πa→b+πa→c）+πra+πsa （1）
πB=πb+（πa→b+πc→b）-（πb→a+πb→c）+πrb+πsb （2）
πC=πa+（πa→c+πb→c）-（πc→b+πc→a）+πrc+πsc （3）
整个网络组织创造的总租金为：

πA+πB+πC=πa+πb+πc+πr+πs （4）
同理，上述网络可以扩展至由 n（n=M1，M2，…，I1，I2，…，D）个参与者构成的DIM厂商的价值网

络 [1]。网内单个参与者可以通过提高共有租金及其分配份额，或提高内部准租金和溢出租金净值来实

现从网络合作中的获益。企业结网进行资源整合与互补，形成竞争优势并共同创造网络租金，如何从

网络中获取尽可能多的租金收益，才是企业网络化成长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王寅等，2013）。

三、网络租金的价值创造途径

网络组织特有的资源与能力是网络租金形成的根源（卢福财，2006）。资源观强调异质性资源是

企业租金价值创造的基础（Barney，1991），也是企业间结网的动机。而网络资源是租金价值创造的静

态因素（Dyer & Singh，2008），从动态角度上，价值创造还依赖企业配置资源的能力（Gran，1991）。因

此，网络关系视角下的“资源—能力观”有助于更好的理解网络租金的价值创造途径。

1.“网到点”视角下的价值创造

现有研究从网络整体视角（Conner，1991；Jap，1999；Gulati & Nohria，2000）到个体视角（Salnan &
Saives，2005；Lee，2007；Dyer & Singh，2008）对网络资源和能力的分类为本研究提供了借鉴。无论价

[1]李海舰，魏恒（2007）提出，一个完整的价值网络体系一般包含三个层次厂商：规则设计商、系统集成商和模块供

应商，即DIM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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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网络的研究范围如何扩张，企业的主体地位不变，企业层面的租金应该在整个价值网络的租金体系

中处于核心位置，且是内生性的（刘林青等，2008）。因此，无论网络参与者的内部准租金、溢出租金，

还是可占用的关系租金和可占用的系统租金，本质上都属于内生性的租金（Lavie，2006）。这种内生

性的企业层面租金源于资源和能力的价值创造，主要包括：凭借企业独特资源的“李嘉图租金”；依靠

企业动态能力的“熊彼特租金”；基于垄断能力提升的“垄断租金”（Teece et a1.，1997）。

资源基础观认为，经济租金产生的资源挑选机制促使企业培育异质化资本，重视自身资源的独特

性、稀缺性、高价值和难以替代性，形成核心能力。在资源占优的市场挑选中，企业凭借异质性资源结

网并基于这种高价值、稀缺性、难以模仿、难以替代的VRIO资源来获取市场溢价的“李嘉图租金”，基

于VRIO资源的李嘉图租金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Barney，1996；罗珉，李亮宇，2015）。企

业与其他合作伙伴基于各自异质性和互补性资源在网络组织中进行专有性资产投资，共同形成网络

资源的过程也具有异质性和路径依赖性，独特的网络资源同样具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难以

替代性以及共享性（Gulati，1999）的特质，网络组织凭借VRIO网络资源获取竞争优势并创造网络租金。

企业获取李嘉图租金的VRIO资源会随时间而改变。网络参与者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知识溢出，也

会进行有目的的知识传递，这也是部分企业参网的动机。对网络合作中的新知识、新信息进行学习吸

收基础上的创新能力会改变企业VIRO资源基础及其资源位，为企业输送本质为动态能力的“熊彼特

租金”，又称为“创新租金”。能力理论认为创新特别是创新的能力是企业利润的真正源泉（卢福财，胡

平波，2006），不仅能够赢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先发优势，而且能够在一个较长期的动态成长过程中获

得优越的知识甄别能力、资源筛选能力、讨价还价能力等核心能力，从而培育企业独特的资源禀赋，为

企业源源不断的输送李嘉图租金（Makadok，2001）。但是，合作企业之间的机会主义行为（Kale et al.，
2000）和较强的吸收能力会产生学习竞争和“特洛伊木马”（Hamel，1991），这些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

租金流失，不利于创造协同价值和网络组织的稳定。为避免被模仿而丧失租金来源，企业必然采用隔

离机制对自身的异质资源进行有效保护（Rumelt，1984）。适度的隔离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异质性

竞争，也会因此形成较高的壁垒，对网络创新产生阻碍。此外，对异质资源的防范溢出，会减少网络连

接密度，降低对知识或信息传递的积极效果，有悖于强调网络密度的柯尔曼（Coleman）租金的价值创

造，影响价值网络的稳定性。

关注价值创造的代表性观点认为，创新能力是企业价值创造的内生性动力，通过不断的创新能够

为企业带来资源的持续价值力，然而，资源的真正价值最终取决于市场力量（罗珉，刘永俊，2009），企

业培育的VRIO资源的核心能力以及创新能力都必须转化为基于市场势力的垄断租金才是企业的真

正目标（刘林青等，2008）。企业通过系统资源整合、平台模式创新，或者专利技术、产品和工艺创新、

营销创新等，只要在其标准集成创新下或者模块创新中，生产的产品（包括服务）能够获取高度的市场

认可和独一无二的顾客价值偏好，尤其是在当今互联网商业模式中形成有效的社群隔离，企业就能凭

借卓越的市场垄断能力攫取垄断租金。

2.“点到网”思维下的价值创造

企业战略思维再从个体转向其所处的价值网络，以“点到网”思维关注节点企业与网络整体价值

创造的关系。在“核心型”网络组织中，基于全球化寻源的核心企业是网络结成的推动者，关注网络治

理寻求网络稳定发展并激励网络成员进行最大化关系资产投资，从而提升网络整体竞争优势，创造更

大化网络租金。因此，占据网络结构洞中心位置并扮演桥联其他网络的代理人角色的核心企业常常

被隐喻为“网”的概念，同样，网络体系亦具备“网”的概念特质。

一方面，节点企业可能拥有特定的资源、区位、规模、劳动力、甚至是核心技术和专利知识等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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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值、稀缺性、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等特质的资源和能力要素，但是，节点企业的这些优势往往

需要与核心企业的技术标准、商誉、市场网络、社群关系等高位资源结合，通过网络体系优势才能发挥

资源和能力要素的最大效用（王玲，2010）。另一方面，网络组织通过独特而又难于模仿的市场定位和

体系优势，吸引大量节点企业的中、低位资源向核心企业的高位资源集聚，这种对隐性资源和能力的

归拢作用通常也是市场难以充分做到的（刘雪梅，2012）。凭借网络体系对优质资源的系统集成，网络

组织能够产生单个企业优势资源难以达到的效果，并且具有竞争优势的网络体系相较于其他价值网

络而言，能够攫取较多的竞争优势租金。可以说，网络体系是实现节点企业租金价值和网络整体超额

利润的重要孵化器，而具有竞争优势的网络体系则涉及网络治理的相关概念。网络体系强调的“互

惠、相互节制以及信任”等概念（Nooteboom，2000）是企业间建立并改善网络中的特定关系，加强资源

联合、交换和规则共享的共同意愿的基础（Burt，1998；Coleman，1990），能够激活关系治理所建立的

“游戏规则”效果，使得网络参与者之间的伙伴关系更加密切和融洽，增加网络组织的界面关系厚度，

提升适应环境的网络柔韧性。网络参与者依靠关系专有性资产投资、知识共享惯例、资源互补性、有

效治理这四种渠道联合创造共有租金价值（Khanna et al.，1998；Lavie，2006）。网络合作的关系渠道，

汇集成知识和资源的共享域，促进知识和资源的融合和创新，实现价值创新（余东华，苗明杰，2008）。

网络组织的这种共有资源不仅会对参与者共有租金的价值创造和分配产生直接影响，还可能改变参

与者内部租金、溢出租金的流入流出效应，间接影响私有租金。

四、网络租金的价值分配

网络租金的价值创造以及价值分配，是两种密切相关但并不完全相同的逻辑关系，网络租金的价

值分配根植于网络关系治理。参与者从网络关系中所获取的总的租金是共有租金加上私有租金之

和，但不论是共有租金还是私有租金，实质都是内生性租金，因而影响其租金分配的因素正是网络关

系中产生共有收益和私有收益的决定要素。此外，网络组织作为一组异质资源的联盟集合体，资源依

赖理论的核心观点能够有效解释，共有租金在资源彼此依赖的各方之间进行的直接分配；企业从网络

联盟关系中所获取的私有租金，虽然不参与直接分配，但是可以从相关资源视角、结构洞视角和资源

开发视角共同进行解释（Dyeret al.，2008）。因此，总的租金在网络关系的合作伙伴间的分配，可以综

合以上理论，从“资源”和“能力”要素角度予以全面解释。

1. 共有租金的价值分配

价值网络的本质是一种契约关系，网络超额利润的分配实质上是双边或多边代理人在不同谈判

结构下的讨价还价问题。网络合作产生的共有租金通过参与者之间的谈判进行直接分配，企业结网

初期是否具有较强的事前讨价还价力量主要取决于网络组织对其依赖程度。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如

果网络组织对企业依赖程度较高，则企业的不合作行为将对网络组织构成较大的威胁，该企业的退网

行为，会使得整个网络组织绩效受到很大影响（孙凤娥，2013）。而依赖程度的高低源于“资源”和“能

力”要素两个方面。

（1）资源贡献度

结网初期，企业凭借各自异质性、独特性和互补性资源在统一的规则标准下进行网络合作，这种

资源通常是包括规则、标准、专利、技术、声誉等，有价值、稀缺性、难以模仿和难以替代的资源，是企业

的“VRIO资源（Barney，1991）”，在合作基础上形成的网络资源域，也正是网络组织的VRIO资源，具备

价值创造功能。由于网络租金是需要多种企业资源协调配合，并非由一项独立资源产生或者多项资

源的简单加总，而每项VRIO资源对网络组织来说都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任何一项VRIO资源的

90



经济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7/4· ·

退出都可能导致网络组织的巨大损失，甚至无法运行（孙凤娥，2013）。因此，网络租金的分配首先是

依据各项VRIO资源对网络组织的资源贡献进行价值衡量。由于无法通过计算得出每项VRIO资源

对网络组织的边际贡献，网络参与者通常会进行事先谈判，谈判中的每一方都会判断合作伙伴所拥有

的VRIO资源，这些资源对构成网络组织VRIO资源的关键程度，并且以此判断合作伙伴被取代的程

度，以及伙伴如果被取代将会对共有租金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所带来的影响。依据企业进行专有

性投资中所贡献的VRIO资源的相对价值，对形成网络组织的VRIO资源越关键的企业，以及与该企业

合作将会比与其他任何企业联盟创造更大的租金价值，则该企业VRIO资源位相对越高，网络组织对

其依赖程度较大，在未来对这些资源产生的租金分配谈判中企业的讨价还价力量越大。谈判各方就其

所拥有的VRIO资源和这些资源对共有租金的贡献度进行判断并达成共识，签订事前租金分配契约。

企业VRIO资源对网络组织的贡献可分为高位资源贡献和低位资源贡献[1]两部分。高位资源贡

献主要体现在对网络体系的规则标准设计和关系资源集成的影响上，比如，若网络组织中的某企业具

有较强的市场影响力和较高的声誉，这类企业的入网行为不仅会大幅提升网络组织“身价”，还能够吸

引更多的优质企业入网，形成优质的关系资源集成平台。若网络组织中的某企业创新规则标准体系，

市场预测在此体系下能够开发引领消费者需求的导向产品并产生超额利润，则具备相关开发或创新

能力的其他企业会努力创造适应该规则标准接口的中间产品，表现为网络资源逐渐向高位资源集聚

的结构洞，处于网络组织结构洞中心位置的企业，通过统一标准界面平台，迅速向市场投入创新产品，

实现撇脂战略。低位资源贡献主要指对网络组织的技术、渠道、品牌等方面的影响，比如，若企业专利

技术是实现最终产品的核心部件、核心功能，或是具备消费者对产品核心诉求的网络外部性，随着消

费者使用数量的提升，网络正外部性越来越大，从而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购买，增加网络未来的总

剩余，则拥有此项技术的企业对网络低位资源贡献较大。

总的来说，企业在网络组织的合作关系中占有较大租金份额的关键因素是使伙伴相信自身拥有

VRIO资源，且这种资源将会为网络组织的租金创造带来比与其他任何企业结盟更显著的价值效应。因

此，企业为网络组织贡献越关键的（有价值、稀缺性、不可模仿、难以替代）资源，企业自身的VRIO资源位

越高，将占据更高比例的网络租金（Pfeffer & Salancik，1978；Asanuma，1989；Coff，1999；Dyeret al.，2008）。

（2）资源风险度

在网络组织合作中，企业作出资源贡献的同时，也面临一定程度的投资风险。一般来说，企业的

VRIO资源更多的是以无形资产而体现的，相对于VRIO资源，另一部分企业资源体现为有形资产，如

厂房建设、机器设备购置、土地租用等，这里称为网络组织的关系“专用性”资产投资。相对于企业

VRIO资源的“专有性”投资，关系专用性资产投资较难转化为其他用途，一旦面临谈判破裂，企业事前

专用性资产投资的可逆程度较低，风险承担程度较大。出于理性预期，避免事后的“锁定”风险，风险

规避企业事前的专用性资产投资也是不充分的。由于无法在契约里完全规定企业的事前关系资产投

资，形成了网络组织的“不完全契约关系”（Grossman-Hart，1986）。每个企业都希望自身拥有更多的

VRIO资源，减少对不可逆资产的投资占比，合作伙伴在交易专用资产中所作的非对称投资程度将影

响谈判力量，投资较少的一方对组织的依赖程度较低，其租金分配的讨价还价力量较大。但是，为了

获取最大化的网络租金，激励合作伙伴充分进行资源投资，出于远期合作考虑，一些网络组织会在事

后再分配中对风险承担程度较高的一方进行利益补贴。

[1]这里的高位资源贡献和低位资源贡献是源自企业VRIO资源位的划分，依据VRIO资源所蕴含的人类智慧含量

程度的相对高低，是战略意义上的相对高低，并非贡献度的高低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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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垄断能力

企业在事前租金分配谈判中，影响其讨价还价力量的因素，不仅是相对静态的独特性资源，还有

企业具备的卓越能力，即垄断能力，表现为市场势力。如果企业在所处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市场势

力较大，网络组织无法或较难找到其他替代企业，一旦谈判破裂，更换同类可替代中间品而生产出的

最终产品的潜在竞争力和预期利润将远远低于与该企业合作的销售盈余，则网络组织会对其依赖程

度较高，从而企业在谈判中拥有较强的定价权，能分得较高的租金。Porter（1980）的研究已表明，市场

势力对企业利润有显著影响。

此外，企业在所处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市场势力的强弱，并会对其利润产生

影响。价值链中相邻区段产业的相对市场势力是企业的相对市场集中度的函数，这也得到了很多实

证研究的支持。Lustgarten（1975）和Ravenscraft（1983）通过研究发现，行业的成本利润率与买方的市

场集中度呈负相关。因此，市场集中度为实现定价决策并最大化利润提供了条件，市场集中度更高的

一方在谈判中拥有改变价格的主要力量（孙凤娥，2013）。

2. 私有租金的价值攫取

（1）基于VRIO资源的价值攫取

网络组织中企业的私有收益本质上主要是李嘉图租金（Lavie，2006），源自企业自身拥有的独特

性资源，正是这种资源的价值性吸引网络组织对其结网并产生不同的依赖程度。因此，企业VRIO资

源作为其核心能力的资源基础，也是企业私有收益的资源基础，拥有更具价值、稀缺和不可模仿的资

源的企业能够获取较高的私有租金价值。

企业为网络组织贡献其一定程度的VRIO资源作为关系专有性资产投资，参与共有租金的价值创

造和分配，其VRIO资源的剩余价值则是企业的私有收益。此外，企业也会因网络合作，在参与网络组

织VRIO资源的形成过程中，生成企业新的VRIO资源，提升其资源价值或者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获

取私有收益中除李嘉图租金之外的增加价值，即准租金。比如，企业加入某个具有较好声誉或者较高

品牌价值的网络组织中，在合作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并参与共有租金分配的同时，也会增加企业自身

的声誉和产品品牌价值，改变其VRIO资源基础，这会比未加入该网络能获取更高的私有收益。

（2）基于创新能力的价值攫取

企业掌握的异质性资源是其租金攫取的基础，但是从时间维度上看，企业自身VRIO资源的独特

性是短暂的，而且创造网络租金的某些VRIO资源会伴随网络组织的存亡而存亡，谈判能力（事后讨价

还价力量）也会随时间发生变化。因此，合作伙伴必然依靠创新和模仿来打破现有格局。企业的创新

能力是保持企业VRIO资源位和改变VRIO资源相对价值的动力要素，也是影响议价能力随时间变化

的主要因素，较强的创新能力能够攫取较高的私有租金。

网络组织的价值创新实质是知识或资源创新，学习并获取伙伴VRIO资源的程度会影响创新和价

值攫取。一方面，网络结构和网络位置会影响到资源的可获性，这对于创新绩效具有重要作用。一般

来说，占据网络中心、结构洞（Burt，1992）等良好网络位置的企业能获得更多的“位置租金”，这是因为

网络位置代表了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机会（胡保亮，方刚，2013）。由于网络信息和知识在网络组织中的

分布是不均匀的，正如 Szulanski（1996）指出的，没有预先设定的关系，信息和知识很难流动。而“关

系”为信息和知识的流动提供了渠道，处于网络中心、结构洞等位置的企业拥有更多的关系，可以获得

和支配更多的资源和信息，因而能够促进创新，提升创新绩效（Tsai，2001；Kim & Park，2010）。另一

方面，资源相关度会影响私有收益。基于相关资源理论、资源发展理论，企业通过加入与自身VRIO资

源较为相关的网络组织，或者议价能力较强的企业在事前谈判中尽可能的通过规则标准等获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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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资源的有利倾斜，则企业VRIO资源与网络资源“相关”的战略性资源重合度越高，企业资源发展

的机会越多。Markides和Williamson（1996）指出，当企业与网络关系中的合作伙伴在顾客（相似统计

口径下的共同顾客群体）、渠道、原料和供应商、工艺流程（相似的产品开发、制造和服务环节）以及技

术知识库（专利权/知识产权、专有技术、市场研究）等某一个/某些领域有共同之处时。企业拥有的知

识或资源和从网络中获得的知识或资源在战略上是相关的，则有助于企业创造更高的私有租金价值

（Dyer et al.，2008）。

五、结论与启示

（1）企业因其稀缺性、不可替代性和独特性资源而对网络资源产生贡献，对网络贡献的VRIO资源

越关键，其资源位越高，对共有租金的创造具有更重要的作用，拥有这些资源的企业通常在网络组织

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租金分配中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并能够从中获取较大份额。基于企业VRIO资源的

核心能力是网络合作的基础，也是企业自身收益的基础，如专利权、技术、品牌、声誉、系统集成能力等

资源。企业与合作伙伴在网络VRIO资源中的相对价值决定了其资源位，提升VRIO资源的相对价

值，并且能够让伙伴企业了解其所拥有的VRIO资源的重要性、让伙伴企业认识到与之合作所获取的

绩效将大于与其他企业合作的绩效，企业就能改善共有租金的事前分配份额和私有租金收益。

（2）企业在网络中的议价能力并非一成不变，其VRIO资源位也会随时间而改变，企业保持VRIO
资源位并获取源源不断的相对价值收益的动力因素是创新能力。企业结网的重要意图是获取网络资

源和知识，占据网络结构洞或者网络中心等丰富信息位置的企业能够获取企业战略“相关”资源，而创

新能力正是对占据的网络资源和知识的学习吸收基础上的价值创新。从动态角度来看，技术创新、营

销创新、系统集成创新等会改变企业自身的VRIO资源，企业的创新能力越强，其相对VRIO资源位越

高，就会降低伙伴企业在网络中的地位而提高自身的事后议价能力，改变租金分配的平衡。一旦缺乏

创新能力，企业基于VRIO资源的核心能力也终将随时间而失去竞争力，创新能力是企业获取持续租

金的源动力，也是企业成长和具备竞争优势的关键驱动力。

（3）企业的VRIO资源位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最终目的都希望转化为其市场势力，形成垄断的市场

势力是企业具备的卓越能力，能带来超额垄断利润。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工艺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

新、系统集成创新等，引领市场终端消费导向、开发和满足市场需求，或者通过互联网商业模式中的社

群隔离形成连接红利（罗珉，李亮宇，2015）等，都会凭借卓越的市场势力在租金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

攫取本质为垄断租金的网络超额利润。

网络合作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在网络合作的不同阶段参与者的资源基础不同，而且其资源基

础会随着合作关系的深入而不断改善。表现为租金创造和租金分配也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对于

网络组织绩效，需要重视事前租金分配和事后租金再分配，重审网络稳定性；对于个体参与者绩效，注

重VRIO资源的培育以及明晰创新、资源位与市场势力的动力机制，会有效提升企业的议价能力和总

的网络租金攫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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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nt Creation and Allocation in Network Organizations
Zong Wen Lin Yuanyuan Jin Yujian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opinion that the network coopera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can increase com⁃
petitive edges and create rent is supported by more and more evidence while it lacks in-depth discussion
how enterprises achieve the goal of making network profits and occupying more network rent, which will af⁃
fect enterprises’motive for maintaining the network.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nt of network participants,
analyzing the mechanism for rent creation and rent allocation in the conception of value ecology based on
such elements as“resource”and“ability”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Enterprises’VRIO resources is a
critical resource basis for the negotiation on the prior allocation of private and public rent; innovative ability
is a significant force to change the rent allocation afterwards; resource and ability is ultimately oriented to be⁃
ing transformed to market power. Finally, enterprises with market monopoly power have the bargaining power
in the negotiation and grab super monopoly profits

Keywords: rent allocation; rent creation; public rent; private 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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