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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电子商务时代企业文化的再造 电子商务 企业文化 电子商

务时代企业文化的再造 【中文摘要】企业文化是指在一定的

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成员遵循的

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

它是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实践相融合的产物，在管理实践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给经济、

社会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观念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本

文针对如何在电子商务时代下进行中国企业文化的再造进行

了讨论。 【英文摘要】 The enterprise culture is the sum of

common consciousness, value sense, career morality, behavior norm

and criterion which is formed through social practice under some

social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followed by all members. It is a

particular culture management model, with value as its core, form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n enterprise or an organization. The

enterprise culture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ation of social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practice, 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nagement practice.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commerce ,it brings out a large revolution of economic

、social、behavior norm and value sense.This article discussed how

to rebuild the Chinese enterprise culture in the time of electronic

commerce. 【中文关键词】 电子商务.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再造 

【英文关键词】electronic commerce.enterprise culture.the



rebuilding of the enterprise culture 随着网络时代电子商务大规模

发展，电子商务企业文化随之产生，它在一个企业在产生的

一种新的价值观，使企业内部资源得到从新整合，在为企业

带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缩短生产周期等诸多好处的

同时，也对已有的企业文化发起了挑战。电子商务的兴起是

一场由技术手段飞速发展而引发的商业运作模式的变革，传

统经济活动的生存基础、运作方式和管理机制均发生了彻底

改变，传统的企业文化也面临着巨大的冲击。 一、企业文化

对企业价值的贡献 文化现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的主要见

证。广义的文化，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

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

杂整体。作为“亚文化”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文化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

产物，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体现企业的竞争实务、竞

争精神和整体形象。所谓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经营管理哲学

，企业面对所处的社会和商业环境，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

中，形成全体员工所接受和认同信守的、为争取事业成功的

一套非正式规则。它表明企业奉行何种管理哲学，以及企业

通过管理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是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

之一。企业文化意味着一个公司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成

为公司员工活动和行为的规范。 企业文化的本源问题是如何

增加企业利润，降低企业的成本和费用。它的要义就是怎么

使企业能够有效的整合资源，以达到对外部的适应性，使公

司在竞争中生存，进而实现持续发展。企业文化建设为企业

开展文化管理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目

的是建设能够对外竞争环境具有高度适应性，并能根据环境



变换做出迅速反应的行为方式能力，这种能力其实就是企业

所拥有的根据外部竞争的环境需要而对内部资源进行整合运

用的能力。企业文化建设应促进这一能力系统的形成，并维

持好这一能力系统。中国的许多企业例如海尔、联想等企业

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发展了一整套公司理念、经营哲学，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 1、企业文化体现企业的形象和

精神。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需要企业文化的支撑。现代企

业，从领导水平到员工素质，从产品质量到管理设施，从环

境建设到产品开发，无不渗透文化的因素，无不体现企业形

象。企业的良好形象（即“商誉”）本身就是一笔无形的财

富和资产，以展示“名牌效应”赢得社会与公众支持，符合

现代公共关系和市场营销理论。从现代管理理论看，企业精

神反映企业群体的理想目标，显示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经营宗

旨，代表企业的未来和前景，使企业的每个成员都能够自觉

自愿地为组织目的实现做出贡献，从深层推动企业在激烈的

竞争中技压“群芳”。 2、企业文化作为新的管理理论，在

企业建设中发挥着极其重用的作用。 其一，有利于营造灵活

协调的企业营运环境，企业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不断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社会环境

相对与企业而言更具有客观性，企业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

研究环境变化的规律和要求，明确与经济发展趋势相适应的

社会需求及潜在需求，完善企业的各种薄弱环节，调整企业

战略，塑造全新的企业文化，在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中达到动

态平衡，为企业营造良性循环的市场环境，促使改制以后的

股份制企业进入良性运作状态。 其二，有利于形成企业整体

运行的价值观。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发展的深层动因，价值观



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一个组织和企业的基本概念和信念。

对企业来说，其核心任务是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谋求生

存，为消费者提供适用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对核心任务的认

同并不自动保证企业成员具有共同目标。价值观的确立，为

企业极其员工的行为准则界定了成功和追求的目标。 其三，

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培养合作意识。企业文化的构

成，包括思想文化、技术文化、管理文化、品质文化和娱乐

文化，这些文化的整合与相互作用，一方面促进整个员工素

质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共同文化的熏陶，形成共同的意识

和行为导向，保持和维护了团结、协作、融洽的员工关系，

客观上加强了团结奋斗、共同创业、整体发展的效能。 3、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一种内涵。有别于周围环境的企业自成系

统，其内部各种机制的协调运行离不开企业文化。一方面，

企业文化直接影响到员工的行为准则、职业道德与夹子指向

，培育和发展企业文化，能够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增加企业员工的满足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企业

文化对企业的重大决策、公司的长远目标、策略以至规章制

度的执行都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二、企业文化塑造与变革的

必要性 进入21世纪，中国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遇到了多重挑

战：知识经济的到来，为企业文化提出了如何提升知识价值

，如何面对知识员工的新课题；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使得在

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企业文化老方法、老套路屡屡失灵；而

网络技术的兴起，又为催生新的企业文化提供了利器。一句

话：机制变了、时代变了、技术变了，于是许多企业都面临

着重塑企业文化的问题。郭士纳在拯救蓝色巨人时，首先是

明确地改变了IBM企业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创立了IBM的新文



化，这就是“力争取胜（Win）”“快速执行（Execute）”

和“团队精神（Team）”。郭士纳说“作为IBM的领导人，

你当然需要领导的规划和具体的项目。但是你的职责还包括

带领员工、建立工作团队、并创立高绩效的企业文化。”GE

前CEO韦尔奇也认为：“我们的活力曲线之所以能有效发挥

作用，是因为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在我们企业里建立起一种

绩效文化。” 从我国企业文化的发展现状来看，只能说尚处

于较底层次，“企业文化战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企业

文化的培养缺乏系统理论的指导，企业文化大多是传统文化

在企业中的缩影这样的企业通常活力不够，死气沉沉，缺乏

优患意识，严重者可能离心现象严重。从总体上看我国企业

文化存在较多缺陷与错误现象，我国企业文化常见错误有：

1、文化愚民现象。此类现象常见于那些领导人专权或者经营

出现问题的企业。表现为领导人极端强调某种文化价值观念

，推广教育手段过激。它产生的原因多数是因为领导人希望

在企业内部实现。 2、无文化现象。通常表现为企业有十分

系统和严明的各种规章制度。这些制度规定了员工必须怎样

做和不能怎样做，但没有明确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倡导，疏于

对员工的教育与培训。此类现象多产生于工业制造企业，产

生的原因多数是因为领导人本身素质不高，或对企业文化缺

乏认识。个人崇拜或者希望掩盖某种事实真相。该类企业通

常易产生盲目崇拜或者对领导人的噤若寒蝉的情况。 3、文

化理想现象。它常见于那些有年轻人作为创业主体力量的新

兴企业。表现症状为这些企业会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远大抱

负和文化理想，其倡导的理念中会有种超出企业范围、改造

世界的使命感。“大而空”的口号使人们可望而不可及；宏



伟、统一的崇高目标往往缺乏实实在在的客观基础。此类现

象产生的原因多数是因为领导人具有过于远大的人生理想和

缺乏笾的工作精神。该类企业员工表现多数都激昂澎湃，但

可能忽略了眼前的险恶形势和今天该干什么。 另外，许多企

业的企业文化抑制了人的个性，在企业中只重视人的“集体

性”，抹杀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小生产观念下产生的“

集体主义”，难以形成企业的内聚力。 现在的竞争异常激烈

，优胜劣汰成为游戏的新规则，我国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较

美国、日本已落后许多，现在如不急起直追，在竞争中失败

将在所难免。所以，全新的企业文化的塑造与变革工程是我

国企业的一项时不我待的新课题。 三、电子商务时代我国企

业文化塑造与变革的思路 1、 分析内外因素，提炼速度文化

和创新文化 在电子商务时代一个企业选择什么样的核心价值

观是创造企业文化的首要问题。信息经济就是“速度经济”

，速度已经成为企业一个提高竞争力的工具。因特网的出现

，使得世界的变化越来越快，可谓一日千里。因而基于因特

网的电子商务可以迅速地了解市场信息，快捷地收集客户需

求，广泛地进行产品宣传，即时地完成网上交易结算，众多

的商务活动都可以瞬间完成，企业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

提高。一句话，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电子商

务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得以大大降低。现在全世界都在讲创

新，因为在今天的经济环境里，唯一不变的规律就是一切都

在变。对此，任何组织和企业如果不时时变革和创新，就不

可能维持自己的竞争优势。“不创新，就死亡”，创新已成

为一个企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只有通过自身创新的确

定性才能来对付快速变化的不确定性。在信息化背景下，创



新的作用得到了空前强化，并升华成一种社会主题。在电子

商务时代，创新逐渐成为企业的生命力源泉，传统的生产规

模、成本优势等因素不再决定未来，企业唯有通过持续不断

的创新才能生存发展。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是根本无法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的，企业要想在未来的全球化竞争中

拥有一席之地，就必须突破传统的思想禁锢和思维定式，大

胆创新，牢牢把握瞬息万变的商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