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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沟通对企业战略执行的影响研究 

任一平 

格林维尔（厦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厦门 

【摘要】沟通是人类生存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在企业发展中，有效的内部沟通系统可以确保企业内部

管理的有效性，推进战略执行和实效。通过管理沟通有利于达成企业战略共识、实现战略执行的协同以及

战略执行控制，从而推动企业持续化发展。本文就从管理沟通与企业战略执行的影响上分析当前存在的问

题，结合企业实际提出一些措施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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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munic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nt of human surviv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 effective internal communication system can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enterprise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y and effectiveness.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strategic consensus, the coordination of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and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control, so a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from the influence of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and enterprise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and opinion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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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本理念下的现代化企业管理，是把员工看

作自己的客户对待，充分体现出员工的主体性和价

值性。但是就目前企业发展来讲，在企业管理中更

加注重对外的沟通塑来造企业良好形象，忽视了以

员工为主体的内部管理沟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员工主动性和贡献性，从而阻碍企业战略的实施。

沟通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可以

说是企业的生命线。因此企业在发展中，要认识到

管理沟通对于企业战略的重要性，并且主动积极去

探究加强管理沟通的方法和策略，从而提高企业管

理效率和促进战略发展。 
1 管理沟通与企业战略执行之间的关系 
1.1 管理沟通概述 
沟通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基础，而管理沟通则是

企业为了实现战略目标，在管理过程中有计划的职

务沟通活动和过程。在现代化企业管理中，沟通已

经不仅仅表现为人际沟通，还是在体现于沟通上的

企业管理制度和机制。管理沟通作为一种新型的现

代理念，也是人本理念的体现[1]。企业在开展管理

沟通活动的时候，常见的方法有发布指示、会议制

度、个别交谈、网络沟通、建立沟通网络。比如会

议制度，企业通过举行会议对每一位员工进行约束，

通过沟通完成信息传递，完成工作的汇报、讨论等

具体内容。 
1.2 管理沟通与企业战略执行的作用 
企业战略是企业在发展中的所有战略统称，是

企业根据环境、发展、自身资源和实力所制定的发

展战略目标。企业战略的制定和执行是企业发展的

重点工作，一旦企业战略出现问题，直接影响的是

企业存亡。而有效的管理沟通可以为企业战略执行

提供基础保障，对其具有积极影响。 
企业管理沟通有利于达成企业战略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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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管理沟通活动，让企业所有员工对企业战略执

行有着一定的认识和理解，实现信息的分享和透明

化，而且根据组织架构的分层管理沟通，让不同结

构组织都能有着独特的解读，完成战略信息的传递。

比如面对企业战略执行，各组织部门都会结合其部

门特点和职责来对战略执行进行解读，在企业战略

下，技术研发部则从技术研发方向出发，沟通其具

体的执行目标和职责，项目投资、技术咨询、设备

供应等各部门各个员工对企业的愿景、目标等重大

战略问题达成一致认识，把企业目标分到个人目标，

一起推动企业战略执行和目标实现。 
管理沟通帮助企业实现战略执行协同，企业的

战略在制定执行过程中，是在总战略上细化分工到

各个部门各个员工，大家各司其职、有机协同，共

同执行完成。因此企业战略最终是分解为具体的实

际工作任务，自上而下划分到组织部门，组织部门

在划分到各个员工。因此管理沟通可以被看作是战

略执行的黏合剂，实现单元任务之间的协调，部门

之间的衔接，把战略分化再汇总，推动企业朝着目

标不断前进[2]。 
管理沟通加强对战略执行的控制，战略控制是

确保战略执行和目标实现的重点工作，而管理沟通

就是控制有效性的直接体现，沟通反馈越强，控制

效率就越高，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确保战略

的有序执行，不发生偏离。 
2 企业战略管理沟通存在的问题 
2.1 企业战略执行中管理沟通现状 
沟通作为管理中的重要部分，但是目前对于管

理沟通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很多企业在研究和优化

管理的时候更多是关注管理思想、方法、技术，忽

视了沟通的重要性。因此在对于管理沟通与企业战

略执行上的作用和影响更是被忽视。导致企业在战

略执行中，总是效率不高，容易出现：信息传递不

到位、部门目标不明确、内部员工只知道干活，特

别是基层员工对企业战略可谓是丝毫不知。企业虽

然已经把人本理念融入到管理中，开始关注员工主

体性，但是更多只是体现在对于员工鼓励，忽视了

沟通在其中的重要性。 
比如企业管理层指导企业是属于高新技术企

业，对于企业的经营方向、战略目标有一定了解，

但是基层员工却对企业概念比较模糊。基层在餐厨

垃圾处理中心以及粪便垃圾处理的时候，却对企业

技术产品、设备供应、项目投资方面不了解，对于

企业在生态环保理念也不明确。这些问题也是管理

沟通不足造成的，没有合理的沟通，就无法完成信

息的传递和共享。 
2.2 企业管理沟通存在问题 
（1）企业不重视 
很多企业都没有认识到管理沟通的重要性，因

此也不会把精力和关注点放在管理沟通上，而且在

日常工作开展中，也没有注意会议、指示、洽谈就

是管理沟通的一部分，只是把这些看作企业内部管

理的一部分，管理沟通这一词汇没有进入到管理层

的视野中，也就谈不上对提高管理沟通有效性的方

法探究。对于企业员工参与度，研究发现员工对于

企业战略不了解，数据显示只有 30%员工能够说出

企业的大部分战略重点，其余员工只能说出一项或

者两项战略，甚至还有少部分员工根本不知道。 
（2）沟通管理方式传统 
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管理沟通机制，内部管理

沟通没有清晰的方向，不具备规范性，影响整体工

作效率。另一方面则是管理沟通方式相对比较单一

和陈旧，员工参与度比较低。比如企业在管理沟通

活动中，以上层下发指示的方式向下层传递信息，

员工具体的执行结果是反映在发工资上；部门之间

的横向沟通不足，各部门自成一派，互不干扰，合

作沟通偏少；自下而上的沟通，是汇报时的硬性沟

通。这样的现状下导致信息传递受到阻碍，思想紧

固，认识不全面等都会直接影响职业战略执行和目

标任务的完成。 
3 企业战略执行加强管理沟通措施 
3.1 建立管理沟通制度，更新观念 
企业管理沟通对于企业战略执行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要想提高企业战略执行的有效性，首先企业

的领导者必须引起重视，在优化和创新内部管理时，

重视管理沟通的重要性，建立战略管理沟通制度。

企业应该结合战略目标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沟通制

度，包括了沟通方式、语言行为，把沟通也纳入到

内部管理和考核中，激发内部管理沟通的积极性。

然后是企业管理者把沟通放在战略执行之前，充分

发挥员工主观能动性，为其建设沟通渠道。结合整

个结构层次，针对每一个层次都需要确定有效的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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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渠道，比如高层管理者要向全体员工解读企业战

略核心价值和未来发展方向；而中层管理者则侧重

于战略执行的具体任务，针对具体的任务事项作出

解释和分配；而基层管理者则通过沟通引导员工去

理解自身任务、工作责任，引导其积极主动去完成

任务，推动战略任务的落地执行。而在整个沟通中

的重点在于有效性，并不是完成信息传递就是完成

沟通，而需要关注在沟通中对方是否准确地理解意

图和沟通的内容，才能说管理沟通高效完成。需要

注意的是每一个层次的沟通都需要有制度规范和约

束，并且把沟通与绩效和奖惩挂钩[3]。 
另外，为了充分提高管理沟通效率和发挥其在

企业战略执行中的作用。企业可以专门成立一个管

理沟通小组，专门负责企业内外管理沟通事项，确

保战略目标的实施。 
3.2 掌握沟通技巧，创新沟通渠道 
只有在掌握了沟通技巧的基础上，才能提高沟

通效率。所以企业管理者也应该要重视管理沟通内

容和沟通技巧。这里如何提高沟通技巧，不是说通

过利益、奖惩等方法强迫员工参与到沟通中，而是

要通过社会学、心理学等方式提高企业员工道德品

质，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以绩效考核基准，从精

神心理多方面来强化员工战略沟通的参与度。最为

关键的是要开展沟通技能的培训，不同组织架构的

员工进行针对性培训，比如高层管理者、中层管理

者、基层管理者、基层员工结合自身工作职责该如

何有效的沟通，提高人际沟通能力。 
创新沟通渠道，为了提高全员战略沟通参与性，

只是按照传统的指示传达、会议制度等是无法达到

理想效果，因此需要创新沟通方式。其实企业在现

代化管理中，引入信息技术，实现网络沟通，最为

明显的就是各部门为了提高沟通建立微信沟通群，

但是仅限于部门内部。而且企业也有专门的企业公

众号或者企业网站、软件，但是其重点在于企业宣

传，而不是沟通交流。 
个人认为在基础上增加沟通，其中企业公众号

更适用于对外沟通，完成对外宣传企业文化和产品

形象，操作起来也方便简单，只需要打开微信关注

公众号就可以。但是对于内部管理沟通，微信公众

号则无法满足其要求，存在局限性，虽然可以另外

创建一个公众号却也无法满足管理沟通多样化的要

求。为此企业可以投入资金专门设计企业内部 APP，
企业员工下载 APP，可以在 APP 上完成基本的日常

工作：考勤打卡、工作汇报，还能为每一个部门提

供一个沟通渠道。利用 APP 向员工传达企业战略思

想和目标，并且为员工提供一些学习资料，包括了

技术、专业、管理、沟通等全方位的学习材料。在

APP 内开设互动功能，增加企业内部员工互动，打

破部门之间的距离。员工可以获取和了解企业内部

信息，这种在线工具弥补了传统沟通工具的局限性。

为了提高员工参与的积极性，可以设计一些优秀员

工展示墙、意见收集箱等功能项目，以及小测试等，

让员工主动进入到管理沟通中，提高沟通的自主性。 
3.3 丰富管理沟通活动 
除了已经存在的沟通方式之外，比如会议、上

级指示、个别私下沟通、网络沟通，还应该进一步

丰富管理沟通活动，逐步把沟通活动与企业文化建

设联系起来，让管理沟通成为企业文化内容之一。

通过多样化活动刺激员工沟通积极性，让其可以主

动配合和参与管理沟通，提高企业凝聚力。充分挖

掘员工潜力，发挥其价值，促进企业战略执行的效

率。 
一方面管理引入人本理念，一切的管理以员工

为中心，重视员工需求和问题，主动关心和帮助员

工，让其感受到被重视、被认可，自然而然就可以

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会更加努力为企业做贡献，

更加努力提升自我，发挥其价值。把企业战略目标

与个人发展目标联系到一起，比如其在生产率、产

品、资金、技术研发、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战略目标，

就需要细化到每一个员工，可以把战略目标和企业

组织架构结合起来，进行细化分类，责任到每一个

部门、小组、成员上，每一个部门在明确目标任务

的同时也需要明确完成目标所带来的成果和奖励，

在奖励激励下，提高员工积极性。把其与绩效、工

资、福利、晋升等结合到一起。 
另一方面创新活动，比如通过企业文化活动来

优化管理沟通。除了我们还比较熟悉的团建之外，

还可以适当增加一些技术类的比赛以及以企业战略

目标为核心的比赛内容，比如对于技术研发，那么

就可以举办与之对应的技术讨论大会，让员工都参

与其中，提高技术水平。又比如针对垃圾处理方面，

就可以以基层员工分享当前城市垃圾类别、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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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技术部门的技术研究提供依据。 
4 结束语 
本文明确了管理沟通对于企业战略执行的积极

影响，也结合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优化管理沟通

的建议，希望具有参考价值。目前对于现代化企业

管理发展来讲，管理沟通最为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缺乏全面性，本文虽然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是还存

在不足，也希望各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发展不断优

化管理沟通，认识到管理沟通对于企业战略执行的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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