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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探讨 

张春雷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江西新余 

【摘要】随着我国国际地位和市场影响力的不断提高，我国经济形势也呈现出一片大好局面，在这种

条件下，企业经济管理创新也越发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因此，文章加强对企业经济管理的研究和探索，

了解企业在经济管理创新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和缺陷，有针对性的提出企业经济管理创新方法，力求为企业

管理水平和经营能力提高指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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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 economic managemen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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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market influence, China's 
economic situation is also showing a good situation. Under this condition, the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 economic 
management has also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erefore, the article strengthens the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f enterprise economic management, understands the drawbacks and defects of enterprise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management innovation, puts forward targeted methods of enterprise economic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strives to point out idea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level and oper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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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经济发展的影响推动下，各行业领域都迎来

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产品质量都

出现巨大变革。在这种条件下，各种国有企业和私

有企业都在加快改革创新的步伐，通过了解市场环

境和经济运行轨迹，制定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方案。

各企业需要抓住这次创新变革的机会，坚持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出发，研究符合自身管理和经营

的经济管理方法，为企业转型升级奠定基础和保障。

推动企业经济利益提高和综合实力加强。 
2 企业经济管理创新含义与价值 
企业生产经营离不开经济管理活动的支撑和保

障，企业经济管理可以提高综合实力与发展水平。

企业开展经济管理活动可以保障资金和生产要素有

序分配，提高企业经营增收能力，经济管理活动作

为企业管理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和创新容

易受到社会环境影响。新时代背景下，企业创新经

济管理活动具有很强的优势性和社会价值。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各种类型

的经济组织纷纷涌现出来，传统经济管理方式很难

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经济管理理念也存在严

重的滞后性，传统企业组织结构与资源分配方案都

存在很多弊端和缺失，很多经济管理制度都面临淘

汰和替换，市场环境和消费者需求日益转变，企业

生存与发展面临极大考验，因此企业要结合自身经

营能力和发展水平，制定符合科学依据的经济管理

政策，确保企业管理能力和经营水平都能迈向更高

台阶。企业在经济管理创新过程中，要做好各种类

作者简介：张春雷（1980-）男，汉族，助教，江西南昌，主要从事工商管理方向的研究。 

https://jmba.oajrc.org/�


张春雷                                                                        新形势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探讨 

- 62 - 

型资产的配置和优化，避免出现资产管理不到位或

者运用不科学所导致的权益损失，加强对企业经济

管理的创新和重视，能够为企业管理水平和经营能

力提高奠定扎实基础。推动企业平稳向前发展。 
3 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的特征 
1）企业经济管理要具有系统性和综合性，企业

经济管理活动本身比较复杂，在实际开展过程中需

要考虑很多影响因素和干扰条件，企业开展经济管

理工作可以确保财产资源有效分配，增强资金和生

产要素的利用效果，确保企业管理水平和获利能力

都能达到科学要求。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与普通管理

活动大不相同，经济管理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

系统性，需要管理人员结合企业经营管理现状，有

针对性的制定企业发展运行策略，确保企业经济水

平和管理目标都能有效提升，推动企业经营决策能

力发展。 
2）企业开展经济管理活动，需要借助各种计算

方法和分析工具，计算并得出相应的数据报表，了

解数据报表所代表的内容和情况，综合分析企业发

展状况和经营模式，了解企业经营管理存在的不足

和缺陷，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法和改进意见，企

业在国际形势与市场环境瞬息万变的情况下，通过

加强经济管理创新，可以提高经营与管理决策的准

确性以及实用性。 
3）企业经济管理活动具有很强的持续性和连贯

性，企业从生产加工到运输销售都离不开经济管理

政策保障，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势必会涉及到资金和

材料的变动，就现存的经济管理制度来说，企业各

项生产经营以及经济活动都离不开经济管理的参与

和约束，企业管理水平和经营能力也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经济管理的准确性。 
4 新形势下企业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 
4.1 管理思想比较落后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呈现出一片繁荣

景象，很多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缺乏长远目光，

只注重当前得失与利益，在管理方法上也缺乏创新

性和科学性，这对企业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很多企业管理人员都存在严重的滞后性和传统性，

管理思想与管理理念比较落后，与时代发展方向严

重背离。一些企业对经济管理工作缺乏有效重视和

关注，在经济管理活动投入的精力和成本都相对较

少，企业经济管理工作容易受到综合因素的干扰与

影响。不论是管理部门还是基层工作人员都存在管

理意识薄弱、管理思想不先进的危害。 
4.2 缺乏专业管理人员 
企业生产经营离不开管理工作的保障和促进。

当前很多企业缺乏凝聚力和团结精神，造成管理部

门与基层工作者流动性比较强，不利于人才积累和

储备。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作为一项系统性、综合性

比较强的管理活动，其对管理人员的要求和限制自

然高出很多。由于很多经济管理人员都缺乏专业性

和科学性，因此经济管理成效一直处在较低水平上，

再加上工作经验缺失，导致各项管理内容和经济活

动都缺乏科学依据。由于管理人员专业水平和综合

实力都比较低，因此企业经济管理创新得不到有力

保障，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也很难彻底提升。 
4.3 经济管理组织结构不完整，管理制度不健

全 
很多企业经济管理活动仍处在发展提升阶段，

企业管理结构和制度条例都存在很大欠缺，组织结

构不完整或者制度条例不健全都会造成经济管理水

平降低，企业综合实力与竞争优势也会大幅下降，

进而影响企业经营获利能力。很多企业在经济管理

体系创建过程中容易出现应付心理，经济管理内容

与框架形式化问题严重。更有甚者会出现经济管理

条例与公司经营发展状况不相符的情形，企业在经

济管理发展创新阶段很容易遇到困难和阻碍，稍有

不慎就会造成企业经济利益下降，或者管理经营瘫

痪情况。 
5 新形势下企业经济管理创新策略 
5.1 加强经济管理思想创新 
企业经济管理成效与思想观念密不可分，经济

管理工作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

理成效与企业经营发展水平有着很大联系，企业生

产经营离不开各项管理举措的保障和约束，了解企

业管理目标与核心价值可以推动企业管理水平快速

上升。企业管理思想和观念缺乏先进性会导致管理

人员积极性不高或者热情度下降，最终造成经济管

理活动缺乏活力和必要价值，因此，企业加强经济

管理创新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经济价值。为了确保

企业经营管理能力能够符合科学要求，企业管理经

营活动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首先，要考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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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济利益和投资回报情况，排查并消除可能给企

业经济管理活动造成不良影响的危害因素；正确理

解和看待企业经济管理创新工作，确保管理思想得

到创新与变革；其次，提高工作人员管理意识和责

任水平，推动企业经济管理内容创新；第三，详细

了解企业经营能力和发展成果，根据企业综合实力

制定相应的经济管理计划；第四，注重经济管理内

容的落实与分配，学习并参考其他国家的优势和长

处，增强本国企业经济管理能力，让企业经济管理

成效迈向更高台阶。突破传统观念的局限和束缚，

让经济管理创新更具生机与活力，推动企业经营管

理能力发展，让企业综合实力与市场地位得到彻底

巩固。 
5.2 加大对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企业经营发展离不开管理人才的保障和推动，

经济管理活动作为企业管理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管理人才的专业性与可靠程度对经济管理成效产生

深远影响，因此企业要加强管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确保人才储备积累能够符合企业建设要求。企业管

理人员应当具备很强的专业性和科学性，注重对管

理方法的创新，同时学习各种先进管理知识。当前

我国企业在经济管理活动中都存在人才匮乏情况。

因此有关企业要加强对管理人才的关注和重视，坚

持从人才招聘和培养环节严格把关，定期组织管理

人员参加培训交流活动，拓宽管理人员的认知和视

野，为后续企业经济管理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企业

管理部门要制定并出台相应的奖惩机制，调动工作

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热情性以及积极程度，确保工作

人员管理意识和行为操作都能符合企业发展要求，

以联想企业销售激励措施为例。 
5.3 加强企业经济管理结构创新 
企业经济管理活动需要制定相应的框架体系，

同时出台并完善一系列管理制度。新时代背景下企

业经营管理水平出现快速提升，企业投资决策和管

理工作需要从市场环境和社会变化趋势出发。企业

管理水平提升需要做好制度体系建设与维护工作，

具体包括组织框架建立以及制度条例创新。企业管

理部门可适当突破传统思想的局限与束缚，有针对

性的建立管理组织和结构框架，注重管理过程优化

同时把各项管理举措落到实处。企业可建立专门的

信息数据库，为管理人员工作学习提供有效指导，

彻底改变传统管理形式单一或者管理结构固定的局

面，让企业经济管理活动更具灵活性和科学性。企

业既要注重管理结构和框架的完善工作，又要加强

对制度条例的创新，避免出现组织结构与管理条例

不相符的情况。 
5.4 补充和完善企业经济管理制度 
企业经济管理质量与实际成效离不开制度条例

的保障和约束。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和社会生产力的

不断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也面临很大挑战，在

这种条件下，很多企业制度条例都存在滞后和缺失

情况，与时代发展和经济变化趋势严重不符。因此

企业开展经济管理活动需要注重制度内容的补充和

完善，坚持经济管理创新与制度内容完善协调发展，

增强企业经济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和适应能力，为企

业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联络创造有利条件，与此同

时，随着企业管理结构调整与框架体系的完善，很

多管理内容和制度条例都需要做出改进。企业管理

内容的完善也能推动企业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新

时代背景下，企业管理制度的出台要坚持从自身经

营状况出发，准确分析企业经营水平和发展能力，

有针对性的建立管理制度和约束条例，合理的管控

条例能够增强企业生产运行的健康程度，降低企业

在市场竞争中可能遭遇的风险和隐患，增强企业经

济管理活性，为企业持续稳定经营注入更多新鲜血

液[1]。 
5.5 注重管理制度创新 
企业经济管理水平高低与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有

关，企业经济管理工作越规范，企业生产经营的获

利能力就越强，从企业经营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发展

情况来看，当前企业经济管理活动面临的主要困境

就是管理制度不先进、不科学，这也造成企业管理

体系和管理方法缺乏有效性与实用性。众所周知，

管理制度是管理工作的约束和保障。因此管理制度

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经济管理活动的正确性。

相关企业要不断加强管理内容和制度创新，确保经

济管理活动有章可循，为经济管理创新奠定基础和

保障。现代企业经营需要得到经济管理工作的保障

和约束，经济管理活动可以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合

理划分企业生产资金，让企业生产成本创造出更高

的经济价值。企业经济管理创新不仅是模式更新更

是制度改进，可以对产品质量性能和使用价值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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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规范和引导作用。企业在开展经济管理工作时，

要充分调动广大工作人员的热情性和配合程度，尽

可能实现全员参与共同维护的有利形势，让企业生

产经营更具活力和激情，增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

柔韧性和适应程度。企业在管理制度制定与创新过

程中，需要从制度条例的实用性和影响价值出发，

尽可能淘汰一些可实施性不强的制度条例，注重实

用性制度的出台和确立，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健康

环境[2]。 
5.6 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创新 
企业持续稳定运行离不开专业人才的保障和维

护，专业人才引进和培养需要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来

体现，因此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具有很强的必要

性，企业加强对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的重视性，可以

确保人才引进与培养工作平稳有序进行，为企业生

产经营积累更多实用性人才，企业经济管理活动也

能得到彻底保障和创新，基于此，企业人力资源管

理创新能够推动经济管理活动创新。金融危机影响

过后，很多企业纷纷开始精简裁员，人力资源部门

首当其冲，企业为了控制生产经营的成本费用，开

始缩减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或者投入资金，短期来看

这种做法能够为企业节省很大一笔开支，随着市场

环境的激烈变化，企业后期人才管理与分配就会遭

遇挫伤。因此精简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不是科学的发

展策略，有关企业要加强对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视和

关注，注重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真正意义上实现企

业协调发展的目标[3]。 
6 结论 
综上论述，企业经济管理活动对企业生产经营

能力的影响不可小觑，因此加强企业经济管理创新

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必要价值。随着经济发展和社

会生产力的提高，企业市场竞争面临的挑战和压力

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条件下，经济管理活动更要注

重思想内容创新、同时加快制度完善与出台，确保

企业经济管理活动能够成为生产经营的驱动力，为

企业市场地位巩固和综合实力提升创造更多有利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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