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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经营的方式和状态也在随之改变,传统的企
业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当下的社会发展现状,因此,为适应市场,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需在管理上与时
俱进、持续发展,不断改革创新来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本文对企业管理创新与经济发展方式变化
的对应关系进行了分析,以供企业管理创新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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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the mode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state also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enterprise development mode has not
adapted to the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status, therefore, to adapt to the market, improve enterpris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need to reform in management innovation to adapt to the wa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change for the reference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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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经济格局不断变化,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随着

2.1企业主动创新,积极适应经济发展变化

社会的发展也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

企业能够持续性发展的前提就是迎合市场的发展,在经济

企业积极加强管理创新,提升企业活力和效率,积极适应新的经

发展形势不断变化中,市场格局也随之改变,这就需要企业准确

济形势下的发展,本文就企业管理创新与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

分析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并主动进行管理创新,通过创新提高

关系进行分析,以助力企业在管理上积极创新,迅速适应经济形

企业的管理水平,提高管理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开拓市场

势的变化。

等来更好的适应市场经济变化。随着市场的变化,对于企业的要

1 企业管理创新与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对应关系

求也越来越严格,作为企业,在管理上都在积极进行创新来提升

近年来随着经济战略性结构的快速调整,全球化经济一体

自身的软实力,以在激烈的市场中抢占份额。在具体的创新过程

化的进程越来越快,给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带来了较大的改变,

中,通过创新努力适应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并根据市场变化、经

且变化的周期也越来越短。为有效适应经济发展环境,在快速变

济发展方式变化不断对企业管理进行动态调整和优化,与市场

化的市场中寻求发展,企业必须正确分析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

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步；并在管理理念的思想上不断创新,

现状,认清经济变化所带来的阻碍和阻力,在管理上积极创新,

在经营方式和战略发展策略上积极转变,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从经济、文化、政治等不同角度进行改革,通过创新,让企业适

增强企业的综合实力,以快速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

应市场、适应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2.2认清形势,契合时代发展特点

在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中与时俱进,提高企业综合实力,顺应时

我国经济近年来的发展速度比较快,且科学技术领域的发

代的发展。

展也日新月异,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如不及时更新,将无法与时

2 在经济发展方式变化下企业管理创新的必然性
72

代发展相同步。如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线上销售渠道成为很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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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主要销售方式,如企业不拓展线上销售,将迅速被市场淘汰,
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因此,企业在认清社会整体形势

3.3企业管理思路上的创新
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给企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机遇和挑战,

的前提下,积极布局、管理创新,通过在人才引进、业务外包等

企业如能够迅速调整、积极开拓,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

多重创新模式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并通过加强创新模式

会在新的市场环境中脱颖而出,屹立于不败之地；如企业仍沉浸

的深化研究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传统的管理思路、管理模式中,将无法适应经济的发展,很快

3 为适应经济发展方式变化企业管理创新采取的
措施

被市场淘汰。因此,在企业管理思路上要积极创新,通过管理思
路的创新转变,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促

3.1企业管理理念上的创新

进企业的稳定、快速发展。如管理思路上的精细化管理,在具体

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引起市场随之改变,企业要想存活和

表现上,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变化,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确,对于分

发展就必须要努力适应市场环境,从自身的综合实力上加强,以

工专业化的要求也越来越精细,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屹

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企业的创新首先是从思想上的改变,思想

立不倒,除了要具备优秀的产品、优质的服务,还需要在管理思

是行动的先导,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用创新的思想来指导行动,

路上精细化、精准化,以更高的标准、更精细的服务来提高企业

[1]

部署企业的未来发展和转变 。作为企业的决策者在认识到管

运行效率,占据市场份额。过去传统的粗放式的企业管理思路能

理创新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要意识到经济形势下的紧迫感,一旦

够勉强适应当时的经济环境,但发展到今天,经济格局发生了较

企业在管理上无法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变化节奏,将会直接影响

大变化,社会分工愈发明确,分工细化、术业专攻,精细化的管理

企业的发展。因此,在企业管理理念上,不断加强创新力度,更新

才能有效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通过管理思路的

管理理念,不墨守成规,加强技术创新步伐等,来切实提高企业

精细化能够细化岗位分工、提高工作效率,推进资源的整合利用,

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的长期发展。企业管理制理念的创新,

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是一种优质、高效的管理制度,能够更好的对企业内部各方的利

3.4企业组织结构上的创新

益进行协调,包括企业所有者、经营者以及劳动者等,推动企业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经济发展增速较快,给很多企业带来了

[2]
管理效率的提升 。但在创新过程中需要注意,管理理念的创新

较大的市场,且对于企业的自身水平要求并不苛刻,在这种现状

要符合科学发展规律,不盲目、不盲从,针对企业的自身特点,

下,很多企业盲目的自信,失去了对自身企业真实管理水平的客

有针对性的选择创新点,并通过创新来实现预定的目标,必要时

观评价。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对企

要及时对创新内容进行动态调整,以确保创新的效果；另外,在

业的专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努力提高管理水平,降低成

管理理念的创新上不能生搬硬套,要量身定做契合企业发展的

本,提高效率,企业才能获得利润,保持企业的发展。国内许多中

理念,来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小企业不愿调整自身的管理模式,在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难

3.2企业发展模式和产业体系构建上的创新

[3]
以发展 。究其原因,大多是企业组织结构不完善造成的。因此,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不同时期的企业面

在复杂的市场经济发展形势下,企业应该能够做好组织结构的

临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因此,也要通过不断调整企业的发展

创新。一是优化组织结构。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下,简化组织、简

战略来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在具体表现中,企业的发展模

化流程是必要的。通过改变过去垂直模式的管理结构,建立扁平

式、产业结构体系的布局创新等都需要与经济发展相同步。如

化的组织结构模式,减少人员支出,使企业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取

当前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信息能够更加准确的掌握精准客户,因

得显著成效；其次,建立人性化的组织结构模型。企业是一台大

此,企业应从发展模式的创新入手,积极开拓网络推广渠道和销

机器,其组织结构也是保证企业运行的工具,最终来保证运行的

售方式研究,通过聘用互联网类专业人才,构建网络推广的主导

还是企业的员工,因此,坚持以人为本,采用人性化的组织结构

部门来形成专业性较强的线上业务渠道,从而适应市场环境,增

模式来充分调动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企业活力和促进

加市场份额的抢占。随着整体社会结构的变化,企业要在产业体

企业的发展。

系、产业布局上积极创新,来适应市场的发展。如近年来国家对

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全球一体化经济联系日

于装配式房屋的政策扶持力度较大,且装配式建筑是未来的发

益紧密,使得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频率越来越频繁,同时也

展方向,在这种背景下,建筑企业需要积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

会受到国际环境、国内环境、自然环境、社会因素等诸多因素

改变传统的产业布局,增设装配式构件工厂,为以后的市场变化

的影响。使得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越来越难以把握,市场环境越

做好准备,跟上国家时代发展的步伐,适应建筑市场的快速变

来越复杂和不可预测。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要想生存和发展,

化。又如传统的餐饮企业,在新的经济环境下,通过线上引流、

就必须在管理上积极创新,顺应时代发展特点,顺应经济发展环

线上推广等渠道能够有效增加客源,提高企业的经济收入。可见,

境,满足市场需求,提高自身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企业在发展模式和产业体系构建上要跟上时代步伐,在激烈的

企业在发展中应该能够有效地利用外部资源和环境,找到适合

市场竞争中找准定位,通过发展模式转变、产业体系布局等来适

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如今,企业处于经济发展阶段,在激

应经济发展的转变。

烈的市场竞争中,应重点加强和发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开展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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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新活动。现代企业只有提高自身的综合实力,这样才能制定

市场的发展,在市场的活跃中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两者

长远的发展目标和战略,进一步推动企业在发展的道路上走得

之间属辩证关系。作为企业,在洞悉企业管理创新与经济发展方

快、稳、好,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取得良好的经济管理

式变化的关系后,要根据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积极在管理上创新,

[4]

效果 。从企业的战略角度看,只有不断进行战略创新和调整,

创新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思路、创新产业结构布局等来推动企

才能充分发挥企业的潜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发展。创新是当前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企

为社会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企业自身也要通过技

业的生存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企业要积极根据市场形势的变

术研发、营销创新、培育企业品牌价值等方式进行管理创新。

化,做好相应的管理创新,不断推动企业的快速发展。

通过技术研发,利用先进技术制造高性能产品,提高企业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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