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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管理学

家法兰西斯说：

“你能用钱买到

一个人的时间，
你能用钱买到劳

动，但你不能用

钱买到热情，你
不能用钱买到一

个人对事业的追

求。而这一切，都

可以通过企业文
化争取到。”

“
本报记者 陈欣媛 蔡钱英

日前，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企业文

化工作会议，正式公布了《关于命名

中央企业企业文化示范单位的决

定》，中国航油云南公司（以下简称

“云南公司”）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

司第一研究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

一起，共同跻身于 30家“中央企业企
业文化示范单位”。此项荣誉称号是

国务院国资委对中国航油企业文化

建设工作的充分肯定，标志着中国航

油企业文化在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彰

显企业品牌价值、增强企业影响力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自 2007 年正式颁布《中
国航油企业文化建设纲要》以来，云

南公司结合地域特色和企业实际，全

面开展了以“企业文化助推企业发

展”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设活动，取

得了明显成效。

强力打造文化品牌

云南公司成立至今，资产规模增

长超过 38 倍，加油量从 1993 年的
4.13 万吨增长到 2012 年的 54.31 万
吨，实现营业收入 37.08 亿元，2012
年为国家上缴利税 1878.26 万元，是
云南省纳税五百强靠前的企业，多次

受到云南省委、省政府的表彰，是机

场的优秀驻场单位。

事实上，云南公司所取得的成绩与

其构建的特色企业文化是分不开的。

自 1993年成立至今，云南公司
走过了军队式管理时代、指令性计划

经济时代，进入开放自由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时代。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近二

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云南公司形成了

勤劳朴实、团结和谐、互相尊重、执行

力强的原生文化。通过梳理、诊断，云

南公司找到了原生文化与中国航油

愿景文化的落差，缩小、填补直至消

除这个落差，就是建设愿景文化的全

部任务。

云南公司成立了由公司总经理和

党委书记牵头的企业文化建设管理团

队，切实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一把手

工程”列入公司重要议事日程；抽调公

司骨干精英组成项目团队，保证企业

文化建设团队高效和精干。

同时，通过开展“航油文化频道”

企业文化宣讲、拍摄“公司强大、员工

幸福”企业专题片等形式文化理念的

宣贯传播，云南公司全体员工对中国

航油愿景文化的认同度高达 97%，
“公司强大、员工幸福”成为了大家的

共同理想和愿景，“务实、创新、责任、

和谐”的核心价值观逐步深入人心。

文化凝聚内生动力

新文化的落地，需要一定的外

力、强制力的推动，而企业的规章制

度则是最好的载体。云南公司以中国

航油愿景文化 108 字理念体系为武
器，重新梳理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

制度作为载体一旦被灌注以价

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理念，就会成为企

业文化建设最为有效的推动力量。同

时，制度本身也成为企业文化最重要

的一个方面———制度文化。

目前，云南公司已经累计梳理、

完善、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及标准 92
项，将中国航油文化理念渗透到企业

的经营管理、改革发展及员工的思维

方式和言谈举止之中。

精细化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方

向，云南公司着力探索民主管理和精细

化管理方式。大力倡导“合理化建议”弥

补公司创新不足的短板，每年都能收到

各类建议数十条，从技术革新到管理创

效，新老员工齐心参与公司管理和技术

改进让公司不断焕发活力。

班组建设是基层建设的重要载

体，云南公司积极发展各具特色的班

组文化，并明确了各个班组的目标、

使命。“宇雁班组”公司计量化验中

心———严谨求实保障质量，奉献快乐

群雁齐飞；“扁鹊班组”公司航空加油

部特设维修分队———望闻问切，心系

油车……每一个班组都有自己独特

的内涵，都是航油精神的结晶。

企业文化让每个普通员工、每个

班组、每个供应站都焕发出了新动

力。云南公司 2011年成功从泰国 PTT
公司进口石油，打开了东南亚门户，

迈出了资源、市场、国际化重要的一

步。2012年 6月公司顺利完成昆明长
水国际机场转场，是航油公司绿色工

程、精品工程、科技工程的标杆。

全面实施文化强企战略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

“安康杯”竞赛优胜企业、全国青年

文明号……全国许多重量级奖项落户

云南公司这片热土，正是因为企业文

化一直在默默发挥着作用，云南公司

的先进文化把干部和员工、员工和员

工凝聚在一起，迎接挑战、创造奇

迹，10余年来从没有出现过一起员工
上访事件，从没有出现过一起用户投

诉事件。

在云南公司，领导班子没有助

理、没有秘书、没有司机，因此，员工

经常可以看到总经理、党委书记自己

开车、自己撰写材料，亲力亲为地做

很多工作。云南公司致力于形成这样

的一个文化：管理者不是高高在上做

决策，而是通过自己脚踏实地务实工

作，潜移默化地引导员工踏实工作、

认真做事。

此次，云南公司代表集团公司、

航油公司参评“中央企业企业文化示

范单位”并脱颖而出获得荣誉，云南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为新的

起点，继续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企业

文化工作，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全面实施文化强企，积极履

行文化责任，不断增强企业文化软实

力，向着综合性世界一流航油公司的

战略目标不断迈进，全面推进公司科

学健康稳步发展。

中国航油云南公司：

特色企业文化助推发展

天津站交通枢纽轨道换乘中心

(1-17轴 ) 工程承建单位是中铁十六
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薛立强

2001 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地下工
程专业，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国家

注册一级建造师。他先后参与南京地

铁、澳门凼仔地下重型停车场及天津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其施工管理、创

新研究涉及城市地铁明挖、暗挖、盖

挖法车站施工，盾构隧道施工等多个

领域。在多个城市的施工中，他通过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天津站交通枢

纽工程的施工和创优工作中，总结出

了一整套盖挖逆作综合施工技术，获

得国际领先的赞誉，走在了业界前

列。

天津站交通枢纽是天津市重点

工程，它的建设实现了城际列车、长

途汽车、公共汽车、地铁及出租车的

零换乘，大大缓解交通拥挤的局面，

极大地沟通城市轨道交通骨干网络，

构建了完善的城市立体交通体系，形

成连接北京、上海、东北方向的便捷

通道，对缓解天津市内外交通压力，

提升城市载体功能，加速滨海新区开

发开放以及促进环渤海地区经济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是天津市民心工

程，目前已开通运营。

该工程南北向长约 250米，东西向
宽约 30—150米，占地面积约 1.98万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7.2万平方米，
相当于 10 个足球场的面积。工程采
用盖挖逆作法施工，主体围护结构采

用 800mm、1200mm厚地下连续墙，墙

深分别为 49-55米。中间桩桩基采用
F2200mm 钻孔灌注桩，成孔深度 80—
84米，桩长自底板以下长度为 47、50
米，桩基上部设有 F1000mm钢管自密
实混凝土柱。主体结构采用多跨钢筋

混凝土结构，三层底板埋深为 25米，
四层底板最大埋深为 33.5米。工程创
造了当前国内城市地铁施工开挖深

度最深、面积最大、结构形状最不规

则、地质条件最复杂的深基坑工程

“四最”。

如此难的工程技术挑战，加上天

津地质条件不仅较为复杂，而且地下

水丰富，开挖安全也时刻牵动人心。

面对重重困难，薛立强带领的项目团

队科学决策，精细管理，通过分析施

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不良地质情况、

易出现的问题组织施工，做好相应的

施工准备、采取可靠的施工措施，把

握施工中关键控制环节，制订合理的

管控措施，做好风险防控和应急响应

组织工作，积累了一整套复杂地质条

件下超深超大基坑地铁车站的施工

经验。其中，QC 创新成果《确保长大
护筒回收利用率》（注：本工程共计施

工 220根永久桩，施工时加工了 40套
可起拔的钢护筒，每套重复利用 5—6
次，回收利用率 545%，直接节省费用
1800万元人民币）荣获 2009年度北
京市市政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

组一等奖、2009年度全国市政工程建
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一等奖、2009年
度全国工程建设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二等奖；《天津站交通枢纽工程超深

大面积富水基坑盖挖逆作综合施工

技术》荣获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科技进步三等奖、2011年被中国铁建
股份公司评为国际领先水平。

项目管理团队视安全重于泰山，

大力推行集团公司“一法三卡”安全

管理理念，在施工安全、人员安全上

狠下功夫，实现安全生产 2328 天的

优异成绩。2008年，项目荣获天津市
“市级文明工地”称号，并在业主、监

理的安全检查中排名领先。

项目管理团队秉承“持续满足顾

客期望，建精品工程；依法管理兑现

合同，塑诚信企业”的质量方针，制订

质量责任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质量保

证体系。2012年，工程荣获天津市建
筑工程质量类奖项“结构海河杯”、荣

获中国铁建股份公司“铁建杯”优质

工程奖，通过天津市建筑工程质量类

最高荣誉“海河杯”的初审，“詹天佑

大奖”和“鲁班奖”也是项目管理团队

为之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天津站交通枢纽是目前国内同

类项目中功能最齐备的大型工程项

目，是国内首例超大超深软土地基地

下工程，其规划设计起点高，结构设

计难度大，设备系统集成技术复杂，

施工控制要求严格，具有很高的学术

价值和实践价值。该项目的成功实

施，为中铁十六局集团在天津轨道交

通建设市场打开了大门，公司先后中

标了于家堡交通枢纽工程、天津机场

扩建配套交通中心工程、天津地铁 5
号线第 12合同段工程。天津机场交
通中心工程正是天津站交通枢纽的

原班人马为天津建设的另一个标志

性工程，该工程已接近于竣工。天津

地铁 5 号线 12合同段是中铁十六局
以薛立强为项目经理中标的最大单

体轨道交通工程，合同造价 8.19 亿
元，目前该项目已展开施工。

(高明 刘松)

持续满足顾客期望，建造精品工程
“天津站交通枢纽轨道换乘中心(1-17轴 )工程”荣获“全国建设工程优秀项目管理成果奖”

左：项目经理 薛立强

右：项目书记 马运启

工程

史鹏翔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
调动职工积极性和创造力

商道

在当前企业深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深入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全力打造全国一流安全高效煤炭企业和开

展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的新形势下，如何调动和发挥

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使企业不断增强凝聚力、竞

争力和向心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充分调动职

工的积极性和劳动热情，也是搞活企业，提高工作执行力

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广大干部职工的

积极性和创造力就会得到充分发挥，企业就会拥有无穷

的活力。那么，如何调动企业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

呢？我认为，至少应做好以下几方面。

营造和谐氛围

“尊重和理解职工”是调动职工劳动积极性的有效途

径。人是企业的主体，企业要从职工的利益出发，给职工

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为他们提供实现

自我价值的条件和机遇。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职工就会

感到踏实和有奔头，就会更加热爱并关心自己的企业，从

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党政工领导要转

变工作作风，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平易近人。将“尊重和

理解职工”作为一条政治纪律，大力营造尊重和理解职工

的和谐氛围。在工作环境上，企业要尽力为职工营造一个

舒适、安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要积极改造不利于职工身

体健康，影响安全生产的不良环境和设施，在生活上要重

点抓好“两堂一舍”建设，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为职工搞好

福利，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让职工愉快工作，体面生活。

要利用节假日或有计划地组织职工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

文化娱乐活动，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同时，还要为

职工创造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通过开展“创建学习型单

位，争做学习型员工”活动、“岗位练兵”、“技术比武”、“劳

动竞赛”以及小革新、小改制、小建议等“五小”活动，充分

开发人才潜能，激发职工的创造力。

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企业进行员工激励的目的，是要激发员工的内在动

机，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员工的智力效

应，为企业的有效生存和发展做出贡献。常见的激励因素

有：工作安全感、满意的薪酬、丰厚的福利待遇、工作具有

挑战性、安全无乱的工作环境、员工参与决策、晋升的机

会、融洽的人际关系、工作被承认、个人成就感、自我实

现。

物质激励是指通过物质刺激的手段，鼓励职工工作。

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有正激励，如发放工资、奖金、津贴、福

利等；负激励，如罚款等。物质需要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是

人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在实践中，不少单位

在使用物质激励的过程中，耗费不少，而预期的目的并为

达到，职工的积极性不高，反倒贻误了组织发展的契机。

事实上人类不但有物质的需要，更有精神方面的需要，因

此，企业单用物质激励不一定能起作用，必须把物质激励

和精神激励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

性。

虽然提高物质待遇可以暂时弥补员工对精神待遇的

不满，而造成管理上的冲突。但大量企业管理证明，用提

高物质待遇的方法来弥补精神待遇的不满是得不偿失

的，久而久之，企业的薪酬管理还有可能陷入恶性循环。

企业领导只有认识到精神待遇的重要性才能全面地把握

员工的需求。管理者可以通过人性化管理来提高员工对

精神待遇的满意度，如赋予员工管理和控制自己工作自

主权，便可以有效地提高员工对精神待遇的满意度。

企业可以根据本企业的特点而采用不同的激励机

制，例如可以运用工作激励，尽量把员工放在他所适合的

位置上，并在可能的条件下轮换一下工作以增加员工的

新奇感，从而赋予工作更大的挑战性，培养员工对工作的

热情和积极性。企业实行激励机制的最根本目的是正确

地诱导员工的工作动机，使他们在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

实现自身的需要，增加其满意度，从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继续保持和发扬下去。

调动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

一个企业搞得好不好，目标能否实现，就看它能不能

调动起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做到这一点，仅靠

物质手段和行政手段是不行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由金钱和权

力就能刺激出来的，而是经过反复净化和升华了的动机。

只有始终坚持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其优势，才能使

广大职工有前进的精神动力，只有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

素质，才能调动和激励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

使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

企业文化建设是今后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载体，对

企业改革、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企业党组织

应将党的理念有机融合到企业文化之中，在设计企业文

化内涵、建立企业文化形象、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等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培育起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切实

形成一种有别于其他企业，能反映本企业管理风格，被企

业成员所共同认可并自觉遵守的价值观念和群体规范，

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同时，进一步加强思

想道德教育和技术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干部职工的思想

道德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培养一支具有科学理想、先进

技能和创造热情的团队，使企业的发展有不竭的精神动

力和智力保障。 （作者单位：冀中能源邯矿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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