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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和发

展方式问题依然十分突出，资源环境

约束不断加剧，内生性增长动力不足，

国内产业同构化、同质化带来的恶性

竞争、产能过剩的局面仍未根本扭转。

企业要适应新变化、新趋势，形成新动

力，需要特别注重发挥企业文化的引

领和支撑作用。

新形势下高度重视并深入推进企

业文化建设，既是我国企业加快转变

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也是全球竞争

新格局下重塑竞争优势的根本途径。

培育创新意识，增强企业创新能

力。企业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

到经营管理各个环节，不断推进商业

模式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以及其

他各方面创新，形成以技术、品牌、质

量、服务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着力增

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

把创新意识培育和企业转型升级

结合起来。许多企业的实践证明，成功

的企业转型首先来自于发展观念的根

本转变，新型商业模式的建立常常源

于创新的发展理念。例如，开滦集团确

立了“开放融入、调整转型、科学发展、

做大做强”的战略方针，以“六大转型

模式”走出了一条资源型企业转型发

展的新路；首钢集团通过确立“主业做

强、多业协同、打造综合服务商”的战

略思想，支撑企业搬迁转型顺利实施。

可见，企业要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就必

须创新发展理念，以改革求变的精神，

改变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旧观念，

革除落后的生产方式，以新的视角、新

的思路，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创建新的

经营模式。

把创新意识培育和企业技术进步

结合起来。企业技术创新要落实到创

新体系的建设，落实到一种创新意志、

品质和能力的培养。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三部秉持以“求实创新、引领飞航”

为企业精神的“精鹰之道”，通过设置

创新基金、制定创新管理制度、开展重

点创新人才工程建设，营造鼓励技术

创新的机制和氛围，牢牢占据了我国

飞航领域的技术主导地位；中信重工

把“创新是企业的生命”作为核心发展

理念，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工程技术、产

品技术、工艺技术“三位一体”的技术

研发体系，实现研发的新产品产值连

年超过销售总收入的 60%以上。
把创新意识培育和企业品牌管理

结合起来。企业只有把创新思维和创

新精神贯穿于品牌设计、生产、传播、

终端体验的全过程，才能塑造个性魅

力独特的企业品牌。济南铁路局青岛

站创立了全国首家铁路车站服务品牌

“阳光家园”，通过成立“阳光服务超市”

和全国首家“旅客抱怨中心”等创新性

做法，为顾客传递人性化情感服务体

验；山推股份创新品牌传播模式，相继

开展了“万里服务走基层”、“VIP客户
红色之旅”等活动，倾力打造“价值引

领，服务共赢”的服务品牌。

把创新意识培育和企业管理提升

结合起来。管理提升是通过管理转型

升级，提高企业发展质量效益的基本

方法。然而，如果没有企业管理理念的

全面转变，企业管理的方式和手段就

无法创新，管理提升的过程也就无法

启动和落实。

坚持以人为本，提升企业文明素

质。企业文化建设说到底是人的建设，

是通过无形的精神力量激发人的主动

性、提高人的自觉性、增强人的责任

感，进而提升人的价值创造能力。

一方面，立足关心人、尊重人、成

就人，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

要通过为员工创造发展机会，让员工

分享企业发展成果，把员工个人追求

融入企业长远发展之中，实现员工与

企业共同成长。胜利油田坚持“油田与

心田共建，文化与文明共创”的理念，

以 EAP（员工帮助计划）、幸福组织建
设、职业生涯规划、居家养老服务等为

重点内容，推进实施胜利心田工程，营

造出心齐气顺的和谐氛围；天津港把

“发展港口、成就个人”作为企业的最

高追求，为员工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

台；大峘集团探索形成了“以情感管理

为主、以制度管理为辅、以精神自律为

中心、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家文化”，

激发了企业发展活力。

另一方面，立足培养人、教育人、

塑造人，大力提升员工素质和能力。现

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文化建设的重

点放在职工文化知识素养、职业道德

以及专业技能等方面的教育、培训上，

通过积极创建学习型企业和学习型团

队提高员工素质。中国国电在“家园文

化”的引领下，组织实施“职工素质提

升工程”，通过建立全员培训管理体

系、实施东西部干部交流，使企业真正

成为培养锻炼人才队伍的“家园”；国

家电网山东电力公司坚持十年如一日

开展“善小”主题实践，在员工中大力

倡导善小常为、修身立德、爱岗敬业、

奉献社会，提高了员工道德素质和企

业文明程度。

强化责任担当，树立良好企业形

象。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是社

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因此，企业在

经营过程中应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追求效益的同时协调好其他利益相

关者的利益，实现企业发展与经济、社

会、环境的综合价值最大化。

承担对消费者的责任，为市场提

供安全、优质、高效的产品和服务。雨

润集团早在成立伊始就在行业内率先

提出了“食品工业是道德工业”的理

念，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肉制品企业；

中建三局坚持“品质保障，价值创造”

的理念，荣获多项中国建筑工程质量

最高奖。

承担对员工的责任，不断激发全

员奋斗动力。海亮集团奉守“任何时候

都把员工当成是企业的上帝”，通过成

立员工互助基金会、建立特困员工档

案等实际行动引导员工爱岗敬业、共

谋发展；天津郁美净集团倡导“家”文

化，在企业经营困难的时候提出“扶老

携幼向前走，不让一个人下岗”，在员

工中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

承担对社会的责任，积极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万达集团以“共创财富，

公益社会”为企业使命，发展了中国成

员最多、分布区域最广、影响力最大的

企业义工组织———万达义工，产生了

积极深远的社会影响；远东集团坚持

以“和”为本的经营理念，把推进残疾

人事业作为企业义不容辞的社会责

任，成为中国大陆安置残疾员工最多

的民营企业。

承担对环境的责任，大力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华能国际以“绿色文化”

建设为抓手，积极探索“绿色煤电”技

术路线，于 2008年和 2009年先后在
华能北京热电厂、华能上海石洞口第

二电厂建成投产二氧化碳捕集系统，

为我国电力行业节能减排提供了新的

思路和实践经验，使我国的二氧化碳

捕集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先进企业文化
提升企业核心

中国企业联合会企业文化建设委员会课题组

企业品牌建设与危机管理建设
竞争力

积极倡导和培育先进的企业文化，以文化力提升企

业核心竞争力。为学习借鉴先进企业文化建设成功经

验，激励和推动更多企业走上文化强企发展道路，不断

提高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水平，中国企业联

合会多年来积极致力于企业文化建设的探索和组织推

动工作，搭建企业文化交流平台，在企业界发挥了良好

的示范导向和辐射带动作用。

通过对我会多年来开展企业文化

建设工作积累的经验和本届全国企业

文化优秀成果进行总结分析，我们发

现，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在实践中不断

取得新的进展和成就，正在朝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先进企业文化的方向积

极迈进，企业文化建设的自觉性和水

平不断提高，文化软实力逐步培育和

增强，企业总体发展质量显著提高。

企业文化理念突出体现国家核

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在新的时代

背景下，企业更加注重按照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遵循发展先进

生产力的方向，与时俱进开展企业文

化创新，更加强调对国家、民族、社

会、员工、顾客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突

出体现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的经营意识；同时，赋予企业文化

科学发展的内涵，注入和强化以人为

本理念、绿色低碳理念、现代服务理

念、诚信经营理念及社会责任理念。

国家核电的“三和文化”、中电国际的

“静水深流”文化、中国十九冶的“西

部铁军”文化、东方汽轮机的“东汽精

神”、东浩集团的“骆驼精神”、红宝丽

集团的“责任文化”等都是企业根据

实际发展需求在精神领域的创新，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企业中的

具体延伸和生动体现，能够引起员工

在感情上共鸣、在思想上认同、在行

动上拥护，真正成为支撑企业进行价

值判断、战略选择、行为走向、处理利

益关系的根本依据。

企业文化建设更加注重与管理

的深度融合。企业更加注重推动文

化建设与经营管理的目标和重点紧

密结合，与微博、微信、互联网等现代

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形成决策、执行、

监督、考评、奖惩一体化的企业文化

落实机制，确保企业价值主张渗透在

日常管理和各种仪式中，体现于制度

设计、修改、实施的全过程，让员工潜

移默化地感受、接受并融汇到企业所

倡导的文化中。

企业跨文化融合的能力不断增

强。随着当前世界各国利益交融更

加深入，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

展以及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成为

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企业

之间重组、合作、集中的趋势在不断

加强。这时，很多企业高度重视文化

融合对于保证并购重组顺利推进、国

际化经营、集团化管理的重要作用，

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方式的文化

融合模式，通过凝聚文化共识提升企

业优化整合能力。

通过文化融合提升企业跨国经

营能力。海尔在并购三洋白电业务

后，通过全系统并购的方式保证了三

洋原有优秀文化的传承，在此基础上

把海尔“人单合一”双赢模式逐渐融

入到日本团队中，使他们对海尔全球

引领的目标、双品牌战略、“人单合

一”双赢文化高度认同，保障了海尔

系白电在日本家电市场瞬间崛起，洗

衣机和冰箱两大业务分别跻身行业

第三和第四位。

通过文化融合保障并购重组顺

利推进。盾安集团在 2003 年以购并
形式首次进入民爆化工行业以后，凭

借优势的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的输

出，以“三变、三不变、三提高”为整合

理念，实现了未派出 1 个人，成功收
购 60余家企业，成为民爆行业的龙
头企业。2012年，盾安集团民爆业务
的净利润达到了 3.4亿元。

通过文化融合提高集团化管理

水平。山东能源自 2010 年由六家矿
业集团组建成立之后，把“心力”融合

作为第一课题，一手抓战略规划、企

业管控等有形重组，一手抓文化建

设，用“明德、立新、包容、超越”的核

心价值观增加文化认同，用“卓越能

源企业”的奋斗目标引领发展方向，

用“能源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的全

新定位凝聚奋斗力量，建设形成了统

一的“超越文化”，使人心融合成为山

东能源协同发展真正的内生动力。

中国企业文化发展的新脉动和新特点

新时期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向和重点

论坛·观点

从左至右：徐浩然、刘光明、田野、暴洪奎、李晖

远东控股集团资深副总裁徐浩然

能救危机和救自己的只有自己

品牌和企业文化的关系，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对外这一面

社会公众看到的是品牌，对内这一面企业员工能感受到的是文

化，所以品牌和文化紧密相连。所有的品牌建设，就像盖大楼，看

似干得很好，哪怕一件事处理不当，顷刻之间大厦就会坍塌。

中国的企业遇到的危机无外乎这样几个情况，第一是产

业的危机。第二是企业自身的问题。第三就是媒体对企业的曝

光。第四是消费者投诉。包括世界经济环境以及中国经济的持

续滞涨的危机都会带来企业的风险。企业的风险在增加，不确

定性在增加，企业越大遇到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处理危机的

难度就会越强。能救危机和救自己的只有自己，所以我们要保

持危机意识。保持危机意识绝对不会是一件坏事。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光明

企业不能为追求利润放弃责任

人有生命周期，企业也有生命周期。企业要做到百年不衰，

要做到强大，就要符合它的规律。中国有三个部门在抓诚信建

设，一个是商务部，一个是中国银行，还有一个是标准化研究

院。为什么这么重视？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企业不诚信，制造

了很多假冒伪劣商品毒害老百姓。我把企业核心价值观定义为

伦理管理，伦理管理的核心是价值观管理，这是我一直坚持的

观点。

我们是把无中生有作为贬义词理解的，其实世界上所有

的东西都是无中生有的。一个企业一开始是没有或者很小，但

是只要你经营理念、企业文化对路，你就可以慢慢发展壮大，

这是一个规律。企业文化作为管理思想、管理方法，它本身也

来自于实践，而不在于逻辑的推理。

中国十九冶集团董事长田野

诚信做不好会砸了企业品牌

企业文化和品牌是互相渗透的，互相延伸的。一个品牌，它

一定是它的职工通过努力和实际行动对社会的一种承诺，所衍

生出来的一定是这个企业先进的和适应市场的文化。当企业遇

到外部危机的时候，企业文化和品牌将起到大作用。同样在竞

争过程当中，我是品牌企业，我有品牌，我有文化，竞争当中肯

定能取胜。在市场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在产能过剩的情况

下，我相信我还能活下去，所以我要把我的品牌建设好，把我的

文化建设好。文化成了竞争当中的制胜因素。

遇到了危机怎么办？第一个，企业要建立一个品牌危机的预

警机制，就像我们说安全重在防范，要消除隐患，我们品牌危机

管理也是要建立这样一个预警的机制；第二个，出了问题你一定

要讲诚信，敢于担当。敢于担当是你处理问题的最大智慧；第三

个，企业一定要具有一种应对危机、一种让危机向良性转化的能

力。企业要学会把危机化解到最小，使用户更加理解甚至永远支

持，使你的品牌能够永远地让客户满意，哪怕是出现了危机，能

够通过你的努力，让更多的客户理解，而不是变成灭顶之灾。

亿达集团行政副总裁暴洪奎

企业最大危机是价值观危机

我们的企业每一天所做的工作都是在推迟企业的危机，

因为一个企业有生就有死，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个死无限

向后推迟。说到危机，我觉得可能作为一个企业会面临很多管

理经营的问题，企业现金流的问题，企业的领导人、老板有什

么变故，这些都会导致突发性的危机。但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

很多危机最后都会衍生到品牌的危机，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

特有的危机形式。

过去企业很像堡垒，里面是什么样，外界是不知道的，市

场是不知道的。现在不一样了，互联网和通讯信息技术的高度

发达，包括人都一样，将来每个人都会在社会上、在网络上留

下足迹。我觉得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价值观的危机。你可能这

个产品做得挺好，但是你价值观有问题，它可能是一时的，也

许是你的一次漫不经心、你的一次心不在焉，都有可能给企业

造成很大的危机，因为你的价值观出问题了。我想表达的是在

这样一个时代，价值观的危机是最大的危机。

盾安控股集团首席企业文化官李晖

做企业如跑马拉松不能犯规

做企业是跑马拉松的，你今天也许跑得快，但是要小心，

不要犯规，犯规的话有一天把你驱逐赛场，这是最可悲的。只

要能够符合透明度决定公信度、责任决定信任、态度决定角

度，企业的危机公关案例都是好的。

处理危机，一要关注知与行、德与位相配，这是很多品牌

因为忽略这些而倒下的原因。二是主导和主体的关系，决定一

个企业的文化层次是他的主体员工。第三，要注意企业文化的

跃迁跟反向跃迁，要看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

也许一不留神你的企业文化会掉到很低的位置。

雨润集团总裁祝义亮向中国企联驻会副会长尹援平一行介绍企业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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