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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商管理与企业科技创新存在密切的关系。市场化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企业要依靠科技创新
增强自身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工商管理主要是对工商企业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涉及的内容较广,
其对企业科技创新可以起到促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促使企业内部科学技术核
心体系更加完善。并且工商管理可以及时发现企业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对于进一步提高企业科学技术创
新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就工商管理对企业科技创新促进作用进行分析,希望可以凸显工商管
理的优势,在提高企业工商管理水平的基础上,加快科学技术创新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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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corporate technology innovatio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s mainly the study of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economic management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enterprises, involving a wide range of content. Its role in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enhancing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f enterprises and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re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in enterprises. In addition,
business management can timely discover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operation of enterpris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of business management in promoting enterpri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oping to highlight the advantages of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accelerate the pa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improving the level of enterprise busines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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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规范化发展离不开工商管理。新经济环境下工商管理

探索适合自己的管理模式和管理体系,并制定工商管理体系完

越来越重要,工商管理有助于加快企业科学技术创新的脚步,能

善策略。但是据调查目前我国多数的企业现存的工商管理体系

增强企业灵活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工商管理作为企业经济管

依然不完善,难以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此外,多数企业很

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大量实践

难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时间久了导致企业难以获得在

证实工商管理在优化企业生产结构,规范企业运行机制,防范市

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主动性。

场风险等方面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企业发展过程

1.2工商管理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中如何凸显工商管理的积极作用是相关领域非常关注的内容。

工商管理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高是现阶段非常重要的问

1 工商管理在企业科技创新中遇到的问题

题。按照综合素质的高低,工商管理人才可以分为三个等级,分

1.1工商管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别是高级、中级以及初级。但是据调查我国目前以初级和中级

工商管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是目前工商管理在企业科技

工商管理人员居多,高级工商管理人员严重不足。在人员素质有

创新中遇到的问题之一。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积极鼓励企业改

限的情况下难以充分体现工商管理在加快企业科技创新方面的

革,改革之后的企业可以实现稳步发展。与此同时,企业要努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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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工商理念较为落后
工商管理理念较为落后也是目前工商管理在企业科技创新

品,将研发实用价值较高的产品作为企业科技创新的目标。
2.5有助于创新企业管理路径

中遇到的问题。企业管理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工商管理,工商管

工商管理有助于创新企业管理路径。企业在经营管理的过

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加快企业发展的脚步。积极向上的工商管

程中要善于借助所研发的科技成果,以此促使企业管理体系更

理理念可以加快企业的运转。但是据调查目前我国有些企业存

加完善,创新原有的管理系统,依靠完善的管理体系推动企业的

在的工商管理理念较为落后,使得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难以保持

有序发展。企业管理体系中要纳入全部的工作部门和工作状态,

领先的地位,对此就需要进一步创新工商管理理念,以此全面发

以此进一步完善管理体系,发挥管理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

挥工商管理在企业科技创新中的推动作用。

用,尽可能降低企业运营中的各方面的内耗。如果工商管理部门

2 工商管理对企业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

发现企业核心竞争力衰弱,此时企业需要分析市场对同一类型

2.1有助于提高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

产品的需求,并编制成产品需求调查表提交给科技研发部门,科

尽可能维持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稳定是工商管理的主要目

技研发部门则可以展开全面的分析,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前提下

的,工程管理可以增强企业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对于加快企

创新产品研发方案,并将创新后的研发方案交给企业生产部门

业科技创新的脚步具有重要意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

和管理部门,相关部门认可同意后,由财务部门核算研发需要的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作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强

资金,设置专项资金,这笔专项资金在使用时要得到研发部门和

大力量,需要企业在工商管理引导下意识到全面落实科技创新

财务部门的共同审批

的重要性,从思想上将科学创新作为企业发展强大的支撑。企业

3 充分发挥工商管理在企业科技创新中积极作用的
措施分析

要善于借助工商管理手段培养优秀的科技创新人才。企业可以

[3-4]

。

定期举办知识竞赛、创新技能大赛等活动,借助此种类型的活动

3.1创新工商管理体系

激活员工的创新意识,为科技创新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要想确保工商管理的作用在企业科技创新中积极凸显出来

2.2有助于加大科技创新方面的资金投入

就需要创新工商管理体系。健全完善的工商管理体系可以指导

工商管理有助于加大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经济投入。企

企业工商管理有序落实,企业所开展的工商管理工作要上升到

业的有序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资金管理模式,良好的资金管理模

战略层面,将其作为企业战略发展体系非常重要的内容,为科技

式可以确保企业科技创新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企业管理者在投

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战略体系支撑。企业科技创新涉及的内容较

入用于科学技术创新的资金时,要严格控制资金投入的数额,避

广,要求企业将各类资源整合在一起,全面落实科技创新管理工

免投入较大数额的资金,导致企业用于其他方面生产的资金链

作。此外,要构建专业的组织结构和协调机构,该机构可以为科

断裂,进而影响企业正常有序生产。为了有效避免上述问题,企

技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落实企业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各部门

业要善于借助工商管理的优势,以此合理化控制所投入的资金,

要彼此协调,并将协调机制纳入企业各部门工作体系中,以此形

确保企业生产经营和科技创新均有足够的资金支撑。

成强大的合力推动企业科技创新工作有序展开。再者企业要意

2.3有助于扩充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识到内部体系和外部体系的重要性,二者结合在一起为企业科

企业科学技术的创新离不开强大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工

技创新提供有力的体系支撑。企业还可以与行业协会和行业商

商管理在企业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方面可以发挥非常显著的促

会展开新合作,依托行业协会和行业商会为平台,使得科技创新

进作用。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推动,人才作为企业发展的核

得到更多外部力量的支撑。

心动力,要求企业意识到科技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新经济

3.2创新管理模式

环境下,企业要在管理的过程中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构建先进的

企业自身经营结构和管理体制都是管理模式的体现。新形

企业文化,积极引入高素质先进的管理人才,为企业的发展做出

势下企业要意识到创新管理模式的重要性,新技术和新方案是

正确的决策,有序开展企业科学技术研发工作,帮助企业最大程

否启用要得到企业管理层人员的认可,随后可以拟定工商管理

度规避发展中遇到的财务风险,增强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核心

策略,在科学完善经营管理策略指引下研发新的产品。由此可见,

竞争力。

管理模式的创新可以为科技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的

2.4有助于提高产品监测效果

基础,能更加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环境。企业在制定管理

企业在获取科技创新成果之后,要采取技术化手段监测科

战略时需要全面展开市场调研,随后进一步规划决策,以此不

技产品,确保科技产品有较高的实用价值。企业在监测科技产品

断推动企业又好又快地发展。最后企业还需要制定合理化的

时可以借助工商管理方式,以此作为产品质量监测的有效手段。

员工考核方案,以此体现出企业管理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确保

伴随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企业原有的一些科技产品逐渐被市

每位员工身上都可以体现出工商管理的细则,加快企业经济发

场淘汰,此时企业需要不加快科学技术创新的脚步,则难以在激

展的脚步

[5-6]

。

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领先的地位。因此针对问题企业要全面有

3.3升级管理平台

序落实对科技产品的质量监测,及时淘汰监测不合格的技术产

升级之后的管理平台可以促使工商管理在企业科技创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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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得到最大程度体现。企业现有的管理平台较多,比如人力

存下来。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企业要想长远发展下去就需要立

资源管理平台、财务共享管理平台、信息共享平台以及员工素

足制度层和思想层方面考虑,深入了解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各级

质考核管理平台等。上述平台均可以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有力

地方政府部门要带领企业落实科技创新,完善政府在科技创新

的支撑。

中的顶层设计,正确把握企业发展和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汇总

3.4增强科研队伍创新意识

企业科技创新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完善企业管理模式。此外,企

工商管理与企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工商管理可以推动企业

业要构建合理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注意保护知识产权,成立科

科技创新,促使企业科技创新体系更加完善。如今工商管理逐渐

[9-10]

技成果转化交易平台,促使科技成果最大程度转化

。

在我国各大企业贯彻落实,在工商管理理念指导下需要积极引

4 结语

入现代化的高精尖科研人才。企业可以借助对外招聘的方式吸

综上所述,工商管理可以加快企业科技创新的脚步,二者存

引更多高素质的科技创新型人才,也可以对内部科技岗位工作

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以上就是本文分析的工商管理对企业科技

人员进行培训,促使他们掌握更多关于科技创新的知识和技能,

创新的促进作用,希望可以进一步凸显工商管理的优势,加快企

以此增强整个企业科技创新意识和科技创新能力。

业科技创新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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