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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建设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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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强有力的企业文化是市场经济竞争的一个法宝，甚至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企业文化

建设创新是提升新形势下企业竞争力的关健。现有企业文化在特色、深度、创新等方面尚存在不足；企业文

化建设应与区域文化有机结合。在规范中创新，彰显特色，刚柔相济，融进员工的意识，企业文化管理应该尽

快走向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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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文化建设是打造企业

核心竞争力的关健要素

(一)加强新形势下企业文化建设，能够优化企

业员工的人文素质

企业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

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本企业特色

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一般而言。人的行为方式

受人的思维方式、处世态度、外围环境等因素的影

响。而文化对这些因素的作用过程和结果有显著导

向。《辞海》里这样定义“文化”：“从广义上讲，文化

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指社会的意识

形态．以及与之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可见“文

化”是人们在群体生活中长期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

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是人们行为方式的决定性因

素．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行为。【l】企业文化

是一种能够深层次地干预员工行为的文化力量，能

帮助员工提高思维力、创造力、亲和力。一般来说，

管理出效益。文化出动力，员工的精神状态能够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企业的经济效益。

企业文化反映一个企业的本质特征，能在心理

上对消费者甚至竞争对手形成强烈的震憾。美国哈

佛大学的约翰·科特、詹姆斯·赫斯克特两教授深入

研究了企业文化与企业长期经营业绩之间的相关

性，并在《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一书中指出：“企业

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大的作用。我们发

现具有重视所有关健管理要素(消费者要素、股东

要素、企业员工要素)，重视各级管理人员领导艺术

的公司。其经营业绩远远胜于那些没有这些企业文

化特征的公司。在11年的考察期中，前者总收入平

均增长682％，后者则仅达166％；前者公司股票价

格增长为901％，而后者仅为74％；前者公司净收入

增长为756％，而后者仅为1％”。121可见，企业文化功

能之强大。

(二)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能够迅速提升企业竞

争力

企业竞争力是指在竞争性市场中．一个企业所

具有的能够持续地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提

供产品或服务、并获得赢利和自身发展的综合素

质。在以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企业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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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更加激烈，中国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

力，如何有效地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使企业能

够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企业文化是市场经济

竞争的一个法宝，甚至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是企业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企业可持续发展

的一个动力源泉。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发展既是企业

在市场竞争条件下生成、发展的外在需求，也是实

现企业管理现代化、科学化的内在要求。在我国的

传统文化里，忠君思想、强权思想、宗派思想和家族

观念根深蒂固，强调个人依附并效忠于其家庭、家

族、机构和国家，权力也往往集中在少数人、家族和

政治实力派手中，这种文化的优点就是团队精神

强。凝聚力较好。【3】在中国的思想领域中，作为社会

主流思想的儒家思想有着更深远的影响。“诚与天

道”是其基本原则，[41强调入的道德的自我约束。《中

庸》上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大

学》里也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止于至

善”，这里所谓的“至善”就是指“极尽天理，而无一

毫人欲之私”，只要放弃人欲而合于天理，也就达到

了“天人合一”的最高道德境界。可见，儒家所说的

“诚”就是人心与天道合一。天道天理就是人的本心

本性。[41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粘合剂，它能够将本来有

着不同愿景，不同人生目标的人聚集在一起。为一

个目标前进，那就是企业的整体生存力。

企业文化所形成的企业内部环境和价值导向

能够起到精神激励的作用。将员工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激发和调动起来。使这个企业保持活

力，同时也不断地激发入的创造力。优秀的企业文

化是企业巨大的无形资产，物质资源总有一天会枯

竭，但是企业文化却是生生不息的，它会成为支撑

企业可持续成长的支柱。

(三)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能够促进企业社会责

任意识的不断增长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并对企业

所有者(股东)负责的同时，更应该追求所有利益相

关者的价值最大化，要积极承担对员工、社会和环

境的社会责任，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社会伦理道

德、行业规则、职业道德，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积

极投身公益事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以实现企

业、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追求企业和社

会的长远利益和长期绩效最大化。

实施企业社会责任并不一定会导致企业高成

本的付出。如对职工的激励有物质的、精神的，在物

质一定的情况下，多给员工精神上的激励和关怀，

将更能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忠诚度。

企业要把承担社会责任融人到企业长期战略

中去，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

要性，协调处理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提高绩

效的关系，使两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企

业发展。企业不是“经济入”．而是一个“社会人”。在

新形势下企业应审时度势。努力做一个“社会公

民”。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企业不仅要追求利润最大

化，而更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企业与社会是利益共

同体。要追求企业与社会的长期“双赢”。翻

(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能够不断提高企业经

济效益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的时代命题，确定了文化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核心

地位，肯定了文化在推进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

用。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

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

因素。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

这是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㈣文化
与经济相互交融的经济发展新趋势。需要提升文化

转化为经济实力的能力，优化经济结构环境，让文

化与经济相得益彰。

以安徽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在金融危机时，企业效益下滑，如何坚定职工战胜

困难的信心呢?该公司把增强企业文化建设。树立

职工责任感、归属感、自豪感。作为企业与职工同舟

共济、共克时艰的动力源泉。公司党政一班入深深

意识到：企业是树，文化是根。要想打造百年企业，

就得用优秀的企业文化来凝聚职工队伍，近年来，

该公司克服原矿品位低、开采难度大等困难。依靠

职工群策群力，共克难关，已连续6年实现经营目

标。2009年11月．该公司被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授

予2009年度全国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正是该

企业不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才促使其经济实力不

断增长。进入全省第一方阵。

二、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一)企业文化建设特色不明显

目前，各地企业文化建设虽然有声有色，但是

企业文化特色不明显。相当多的企业在企业文化建

设中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注重企业文化的形式而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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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其内涵；将企业文化完全等同于企业精神而脱离

企业管理实践：忽视了企业文化的个性化、区域性

等。企业文化是某一特定文化背景下该企业独具特

色的管理模式。是企业的个性化表现，而不是标准

统一的模式口号，更不是迎合时尚的标语。综观我

国许多企业的企业文化，方方面面都大体相似，缺

乏鲜明的个性特色和独特的风格。其实，每一个企

业都会有自己的特色，不可能完全雷同。凡成功的

企业能形成较稳定的企业文化特色，拥有其独特的

个性文化。例如。同样属于美国文化，惠普公司的企

业文化强调对市场和环境的适应性；IBM公司的企

业文化强调尊重人、信任人，善于运用激励手段。在

我国．海尔公司体现的是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川苏

宁电器追求的是至真至诚、阳光服务。他们都是特

色鲜明，很值得企业管理者深思和借鉴。

不少企业缺乏长远的品牌规划，没有真正的品

牌文化建设，多数企业只是初步贯彻实施了CIS战

略，漠视消费者的接受度和满意度，这是多数民营

企业的顽疾。

实际上。各地企业所处的环境不同，民族和地

区文化传统不同，企业产生背景乃至企业领导与员

工个性、素质不同，导致了企业文化的多样性。独特

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显著特征，是

企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虽然许多民营企业也提

出了经营的理念、使命、价值观等，但都具有较强的

模仿性，缺乏个性和特色：一是没有考虑企业的文

化传统与风格：二是没有考虑所在行业的特点；三

是没有考虑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四是没

有考虑企业所处的文化环境。

(--)企业文化建设深度与优质化有待思考

企业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寻求更科学、更系统、

更完整的管理体系，企业文化建设也是如此。企业

文化提供了必要的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但目

前大部分都显得较肤浅，深度广度不够，特别是在

区域性、特色化等方面欠具体、欠深入。许多企业认

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外表形象。因此，把文化建

设定位在形象设计上，把形象建设仅仅看作是视觉

上、外观上的东西，只重视表象建设，不重视企业文

化内涵的挖掘。他们把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形象策

划混为一谈，于是请来咨询公司把企业从建筑、标

识、口号、目标、宗旨、信条、典礼、仪式上上下下都

设计了一番，自以为就进行了企业文化建设，实则

在盲目地追求其文化的形式．而忽略了其文化的内

涵。

一般来说，一个企业的文化，除了具有优质成

分，还存在劣质成分。不管是“优质成分”，还是“劣

质成分”，都对企业与员工产生重要的影响。最近频

发跳楼伤亡事件的深圳富士康集团，事发员工年龄

绝大部分在18到23岁之间．新员工刚进厂没多久

就出事，深刻暴露了富士康企业文化建设的极度之

“冷”，管理制度是冷冰冰的。工作环境是冷冰冰的，

富士康在管理和企业文化方面确实存在许多需要

“检讨”的地方。在连续有员工跳楼之后，其他员工

和管理层反应冷漠，有人将那种没有同情和悯惜的

心理称之为“狼性化管理”所导致的自私和偏激。也

曾有记者通过深入采访后．直截了当地批评富士康

就是“血汗工厂”。可见“劣质企业文化”的危害性，

“劣质企业文化”不仅能毁灭员工，也能毁灭企业。

让员工把心留下，这历来都是企业经营者孜孜

以求的管理之道。事实上。企业经营是人心的经营，

是创造家的温馨。这可说体现了企业文化建设的深

层次的精神追求。通用电气公司在日本有个经营石

油的子公司叫左光公司。该公司一直靠感情化管理

占稳市场．年销售额在通用电气的所有海外子公司

中独占鳌头。该公司规定，即使是公司经营最困难

的时候也绝不许辞退任何一个员工，公司要与员工

共渡难关。左光公司注重通过加强经营者与员工之

间的情感和信赖，最大限度地减少公司内部人际间

的紧张关系，不断将企业做大做强，我们应从中受

到有益的启迪。企业文化建设并非是表象的华丽装

饰，而是内在的深层次的渗透与积淀。因此，企业文

化建设还应注重在深度与优质化方面发掘提炼，深

入扎实地构筑优秀的企业文化体系。用先进的与时

俱进的文化理念凝聚广大员工的思想与行动，提高

企业的管理品质，最大化地发挥企业文化之功能。

(三)企业文化建设创新尚欠火候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不进则退，创新是对旧

事物的发展与否定，是企业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

企业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企业文化要想始

终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只能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

不断创新，不断为企业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因时而

变，因地而变，因人而变。例如，在海尔全面推行国

际化战略后。海尔文化节也在持续不断地创新，我

们可以从海尔的宣传上看出它的变化：海尔以

“HAIER AND HIGHEER(海尔永远创高)代替了海

尔发展早期的“真诚到永远”，以旧换新并不忘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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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从而促使其国际化战略的成功，使海尔在

2008年6月“全球最具声望大企业600强”评选中

排名第13位。是排名最靠前的中国企业。lglZ29

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是企业文化的出色实践

者。从二战到上世纪80年代，正是日本的企业文化

形成并推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日本的企业

文化最重要的部分包括三方面：其一，具有高度责

任感的敬业精神。其二，密切的团队合作精神。其

三。质量文化。日本的企业文化曾为世界各地企业

推崇和效仿．但是文化背景的差异早已证实在全球

推行这一文化是一条行不通的路。日企在全球扩张

的过程中遭遇文化冲突不可避免，丰田的“召回门”

事件多少与此相关。强烈的使命感和集体主义精神

可以让日本日复一日地进行简单、重复的工作而毫

无怨言，但当像丰田这样的企业向全球扩张时，却

无法也无力要求全球雇员共同实践“爱企业如爱

家”的文化理念。19]曾以“质量文化”享誉世界的“日

本制造”如今在扩张面前无力把持，充分证明文化

创新刻不容缓。

从目前来看．大部分企业对企业文化的研究相

对薄弱。大多数是以介绍和探讨企业文化的意义及

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企业创新等的辩证关系为

主，真正有理论根据的定性研究和实证研究为数甚

少，这些都制约着企业文化的发展、创新和深入。

三、企业文化建设的对策

(一)企业文化建设应与区域文化有机结合

以安徽为例，安徽由于历史原因和地形、地貌

的特点，形成三大文化圈，属于区域文化，各具特

色，影响深远。第一个文化圈：淮河文化。跨河南、安

徽、江苏三省，和齐鲁文化、楚荆文化、吴越文化并

立而互相渗透。第二个文化圈：新安文化。由于徽商

足迹遍天下，新安文化也广为传播，影响之深，波及

上海、杭州、南京、广州等地。这个文化圈省内则可

伸延至宣城地区以及芜湖等地。第三个文化圈：皖

江文化。以皖江城市带为基轴及周边地区。伴随区

域经济和文化的融合更加深入．也对企业文化建设

提出了竞争、合作、多赢、发展的新理念。淮河流域

不仅是道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魏晋建安文学、怀

河学派的发祥地，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许多杰出

人物；新安文化中的重商取利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源

于本地区较为狭窄恶劣的生存环境；皖江流域自古

以来，文风鼎盛，人文荟萃，尤其是桐城派文化影响

广大深远。001皖江经济一直比较活跃。一方面，我国

东、中、西地区经济进一步融合，要求企业文化与区

域经济、文化更好地衔接；另一方面，大型企业集团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进一步融合。要求学习借鉴合

作方的先进文化。特别在当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上升至国家战略这一有利形势下，企业

文化建设不仅要与区域文化有机结合，而且还应该

与长三角文化有机结合起来。

(二)企业文化建设应在规范中创新，在巩固中

彰显自身特色

创造鲜明的个性特色和独特风格的企业文化

是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一般来说。对企业

全体员工而言，可以通过各种创建活动，指明员工

奋斗目标，规范员工行为，振奋员工精神，凝聚员工

力量，使广大员工爱岗敬业，忠于职守，自觉遵守职

业道德和行为规范。使员工行为、目标、利益更接

近，激发员工主人翁责任感，发挥更大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在企业和员工中形成一个共同价值

观和行为准则．构成浓郁的文化氛围，进而将职工

凝聚成一个坚强的整体。It]同时应结合本企业的发

展历史、产品特征、员工工作特点等。积极构建具有

本企业个性特色的企业文化，在共性中彰显个性，

在多元中体现特色。如此才能使企业文化更具生机

与魅力。

(三)企业文化建设要做到刚柔相济，深入基

层，文化与管理一体，隐性与显性相融

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处于不败之地乃至领先地位。必须要加强企业

文化的建设，以文化带动企业管理能力的提高，以

文化提升竞争优势。通过刚性约束和柔性导向的优

势互补，文化与管理一体，隐性与显性相融，推动企

业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悬浮的企业文化不会发挥作用，只有深入到基

层管理部门，根植于每一个员工心中才能起到导向

的作用。基层文化建设便是企业文化建设的着力

点，是企业文化落地之根，也是企业文化建设链条

中的重要环节，企业文化建设应该在这方面进行创

新实践。很多著名的文化理念，都是源于基层广大

员工经营管理、生产活动的实践。比如大庆铁人精

神、三老四严的作风和岗位责任制等都是源于大庆

油田最基层的单位和广大基层员工的实践经验总

结、提炼。从基层火热的生活中提炼价值观，更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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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力。这些从基层提炼出的企业理念，根据企业整

体情况和企业战略的需要。经过系统化整理，最终

形成企业文化体系。

(四)企业文化建设要以人为本，走向员工，融

进员工的意识中

企业文化是凝聚人心、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无形

资产和力量。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原动力。对外，它

是企业的一面旗帜；对内，它是一种向心力。大量事

实证明，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和人本管理是企业走向

成功的一条重要途径，强有力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发

展的推进器。企业文化更是一种信念的力量、道德

的力量、心理的力量．这三种力量相互融通、促进，形

成了企业文化优势，这是企业战胜困难，取得战略决

策胜利的无形力量。

强有力的企业文化可以成为企业的指导思想，

能够产生较好的经营结果，无论是在市场上的竞争，

还是为客户提供服务。在其企业文化面前，职工会自

觉地按照企业的共同价值及行为准则去工作、学

习、生活，发自内心地为企业创造财富，这种作用是

难以估量的。

(五)企业文化管理方法和手段要不断创新，要

尽快走向量化管理

从目前企业发展的情况来看，企业竞争的硬性

成本基本趋同，关健的影响因素变成了软成本，即

企业文化成本——包括员工的情绪、敬业精神、忠

诚度等。但企业文化对企业究竟能影响到什么程

度?新形势下企业文化怎样才能帮助企业把资源激

活呢?这些都是传统企业文化管理方法无法回答的

问题。

时代呼唤企业文化管理的新方法、新手段，新

形势下企业文化管理应该从定性走向定量，但不是

片面数据化，而是具体化和精细化。【11】在企业文化管

理中．一方面，要对企业文化管理所表现出来的现

状进行分析、量化评价，包括定序、定比、定量、定距

等．当然量化的尺度要有科学性。另一方面，对照目

前本企业文化管理存在的短板，再因地制宜地制定

精细化的管理策略，当然要有的放矢。只有这样，企

业文化建设才会迈上新台阶，企业经济效益才会有

更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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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 Culture

Wang Yuefei，Wang Yane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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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Tongling University，Tongin9244000，China)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vigorous enterprise culture functions as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surviving

the competition of market economy，and even consists of the core competitive edge of an enterprise．In the

new economic situation．the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 culture iS the key to sharpening the

competitive edge of the enterprise．But the existing enterprise culture has many weaknesses in the aspects

of feature，depth and innovation，etc．Therefore，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 culture

be combined with the regional culture and be innovated within the norm．And it also should bring out its

own unique features。keep a balance between force and flexibility，fus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staff,and

exercise quantitativ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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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彭华平.张金茂 建设企业文化的重要性 -大众科技2009(10)
    文章从现代企业核心竞争力转向企业文化的趋势,探讨了建立企业文化的重要性.

2.期刊论文 吴倩 谈旅行社企业文化的建设 -商场现代化2007(17)
    旅行社是整个旅游业中最具活力与能动性的一个行业,各社之间竞争十分激烈,而旅行社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必将是企业文化之间的竞争,旅行社要想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大力提升自身的企业文化,增强竞争的筹码.本文从多个角度提出了如何建设和提高旅行社企业文化的方式,从而使

旅行社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3.学位论文 葛迎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用企业文化打造核心竞争力研究 2008
    中国建设银行伴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铿锵步伐，经历了五十多年的风雨历程。从最早的财政部下属的进行基建投资拨款监督工作的专业银行发展成

为在我国金融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日前揭晓的英国《银行家》杂志2008年度世界银行1000强排名中，中国建设银行位居第13位。

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加快了我国金融市场全球化的进程和金融企业改革的步伐，使银行业的竞争越来越白热化，我国的商业银正饱受来自外资银行

全能化经营、科学化管理的革命性挑战。中国建设银行也面临着同样的局面。如何借鉴国外银行的经营管理经验，主动适应革命性的环境变化，努力建

设新的稳定、成熟、符合中国建设银行长期发展战略目标要求的企业文化，提高银行的竞争力成为业界所关注的焦点。本文从企业文化视角，研究了中

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如何用企业文化提高核心竞争力。众所周知，企业的兴衰在于管理，管理的生命来则自于企业文化。本文通过借鉴美国银行、花旗

银行等国外商业银行用企业文化打造核心竞争力的经验，剖析了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在用企业文化打造核心竞争力的现状和存在的不足之处，结合影

响核心竞争力的最主要因素，提出了建行上海分行如何用企业文化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思考和建议。

    如今，金融全球化、—体化、自由化、电子化和信息化已成为大势所趋，这给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个金融企业如果没有自

己强势的企业文化，必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笔者在导论中介绍了选题的背景、研究的意义、研究的基本框架、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以及国内外学

者对企业文化与核心竞争力研究现状。

    第二章中笔者详细阐述了银行企业文化与核心竞争力的关系。首先要正确认识银行企业文化和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内涵以及两者的关系。随着人们对

企业文化认识的不断加深，企业文化与核心竞争力的关系也逐渐清晰。企业文化作为“企业之灵魂，行为之基因”就是一种核心竞争力。

    在第三章中，笔者借鉴了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用企业文化打造核心竞争力的成功经验，着重介绍了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是如何培育自己的价值观

，以及美国银行的服务文化、花旗银行的品牌战略，进一步说明了用企业文化提升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第四章中，笔者从建行上海分行企业文化建设问卷调查入手，列举了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用企业文化打造核心竞争力方面已开展的工作，从机

构设置到企业文化宣传载体，从价值理念的培育到服务文化和品牌文化建设，同时又指出了该行在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进一步分析了建

行上海分行未能用企业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原因。

    本文的核心内容是对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用企业文化打造核心竞争力提出的建议。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涵盖范围十分广泛，笔者从建行上海分行

的实际出发，结合影响其核心竞争力五个最主要的方面，即企业价值观、人本管理、服务文化、品牌文化和引入考核机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规划

，提出对建行上海分行用企业文化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企业文化的考核机制，银行的企业文化建设需要与其他业务类考

核指标一样，既能考证过程，又能考核结果，只有这样才能为建行上海分行形成长久不衰的生命力、蓬勃向上的驱动力、永葆竞争活力，在竞争激烈的

现代金融社会中扬帆远航提供切实保证。

4.期刊论文 邓小波.江东权 浅论转型时期中国企业文化的建设--海尔企业文化成功建设案例的启示 -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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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结合海尔企业文化成功案例,对我国企业文化建设作了有益的探索并提出几点看法.

5.期刊论文 时帅力.Shi Shuaili 浅谈建设"管用"的企业文化 -大庆社会科学2006(1)
    如今企业文化被纳入许多企业的发展战略.企业发展,文化先行已成为企业界人士的广泛共识.然而,在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中,许多企业经营管理者都

感到企业文化"管说不管用",说起来作用非凡,用起来却收效甚微.因此,本文就如何建设"管用"的企业文化展开探讨,从理论层面提出了企业持续发展是建

设"管用"企业文化的终极目标,企业发展实践是建设"管用"企业文化的根本尺度,从操作层面提出了形成员工共识是建设"管用"企业文化的核心环节,融入

企业行为是建设"管用"企业文化的生效环节.

6.期刊论文 赵新琦 略谈企业文化与时俱进 -广东科技2009(14)
    本文从企业文化与时俱进的必要性出发,结合作者本人多年从事企业管理工作在着力建设企业文化的实践过程中,所经受过的挫折及取得的经验和教

训,就如何与时俱进地建设企业文化问题,斗胆提出:充分认识企业文化的本质特征、构成要素、功能和作用,是与时俱进地建设企业文化的前提条件;善于

学习和借鉴其他企业的文化建设经验,是与时俱进地建设企业文化的必要补充:以不断创新的精神来建设企业文化,是与时俱进地建设企业文化的明智之举

等观点.试图与业内人士一道,共同研究和探索新时期建设先进企业文化的有效途径,去把握其中的规律性,以致力于更为有效地推动企业的健康和快速发

展.

7.学位论文 徐世长 对建设银行企业文化的研究 2005
    企业文化是一个团体，在适应外部环境与内部整合过程中习得的、不断了解形成的一套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基本的假设，团体的成员以此作为了

解感知思考相关问题的基础。建设银行的企业文化伴随着建设银行从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直至股份制商业银行转轨进行的50年的风雨历程，从萌

芽、初创到目前的形成阶段，初步形成了以“家园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文化。但是，由于历史经营管理体制的局限性，建设银行企业文化的理论体

系还不够完善，企业文化对经营管理的支撑作用还没有充分体现。

    建设银行“家园文化”遵循了企业文化体系建设的要求，一是体现在形成了建行价值观体系。包括核心价值观、建行发展目标、建行精神、建行作

风。二是体现在形成了建行理念体系。包括主理念、警言、座右铭、形象宣传主要用语和业务营销广告用语等。建设银行的企业文化在建设银行的历史

发展进程中，尤其是在国有商业银行向股份制商业银行转轨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通过对照世界著名企业来比较分析，还存在着一定的缺

陷。一是企业文化体系建设中的理论缺陷，主要表现为建设银行的特点不够突出，核心理念过于宽泛。世界著名公司的核心理念或强调本公司能为社会

做些什么、提供什么，或表明本公司产品的定位，或表明对待员工的态度，很少象建设银行提到的“为股东创造价值”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词句。

二是建设银行企业文化实施过程中的执行缺陷。对建行企业文化认识的模糊性，导致实施的片面性；将企业文化等同于企业精神，使企业文化脱离企业

管理；将企业文化视为传统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直接运用；企业文化创新动力不足，实施过程不重实效。

    要切实加强和完善建设银行的企业文化建设，推动企业文化与生存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磨合与调整，保障建设银行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的实现。就要

加强企业文化理论体系研究，加强CRM，即comprehensivecustomerrelationshipmanagement(客户关系管理)。利用CRM系统可将企业的市场营销、生产研

发、技术支持、财务金融、内部管理这五个经营要素全部归集到能否提高客户满意度上来。强化建设银行企业文化的传播，增强对文化力量的认同感。

企业文化内部传播中要注重管理者的培训，使之真正发挥作用；要注重传导的方式，引起社会的共鸣；要建立健全与企业文化及其价值理念体系相适应

的管理体制、机制和制度；要在业务活动和员工行为之中充分体现家园文化及其价值理念。

    建行建设企业文化的着力点主要是营造一个具有凝聚力的企业氛围，包括人尽其才的舞台、团结和谐的环境、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和持续创新的活力

。即基础氛围-搭建人才施展才华的舞台；主体氛围-营造团结和谐的大家庭环境；核心氛围-树立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动力氛围-保持持续创新的工作气

氛。

8.期刊论文 杨桂侠 浅谈绿色企业文化的构建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9(19)
    绿色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及其员工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为全体职工所认同、遵循、具有本企业特色的、对企业成长产生重要影响的、

对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及其与企业成长有关的看法和认识的总和.绿色企业文化在绿色管理体系中具有多种功能;必须构建企业绿色文化,实现企业经济

、社会、环境三个效益的统一与协调发展.

9.期刊论文 徐军 浅谈建设和谐的企业文化 -科学咨询2008(17)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努力构建和谐的企业文化,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本文就和谐文化的源流、和

谐企业文化的内涵及特征、建设和谐企业文化的意义、如何建设和谐企业文化进行了探讨.

10.期刊论文 林武 改进和建设我国企业文化的对策 -中国科技信息2005(14)
    企业文化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是把精神文明建设同企业特点和市场对企业发展的要求结合起来的一个重要形式,是借助文化力量的管苘理方式,良

好的企业文化能为企业保持长久的竞争优势.本文针对我国的企业文化现状,提出了一些改进和建设企业文化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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