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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阶段,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加,我
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新常态的出现表明,我国经济逐步从量变开始向质变转
型。在此过程中,企业也面临巨大考验,如何在经济新常态下,找到符合自己企业发展的路径,对于企业的
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要想实现企业转型,企业工商管理创新势在必行。本文着重分析经济新常态
下企业工商管理的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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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 China’s economy has experienced a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However,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China's economic volume, China’s economic growth
has gradually slowed down,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normal shows that China’s economy is gradually transforming from quantitty to quality. In this process,
enterprises are also facing a huge test. How to find a path in line with their own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 the
new normal economy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achieve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enterprise business management innovation is imperativ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novation
path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new norm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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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工商管理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的基础,
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约束和指导
作用。经济新常态下,很多企业都面临转
型等问题,企业工商管理创新可以提升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企业发展提供动
力。对于企业面对经济新常态,提升企业
经营效益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此
展开研究,着重分析经济新常态下企业
工商管理如何创新路径才能实现企业的
可持续发展。

1 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工商管理
的现状
经济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

图1

1990-2017 年我国 GDP 增速和财政收入增速(数据来源：国际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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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行企业工商管理创新的

阶段必然会面临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体

术的不断发展,很多企业的管理方式已

量的不断增大,我国经济增长的上行压力

经严重与社会脱节,但是仍然不愿意改

不断增加,经济发展不能再以GDP增速作

变其管理方法。以很多零售企业为例,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面临人力成

为唯一的参考标准,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应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网络经济已

本不断提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困境,

该开始从量变向质变进行转变。这必然会

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网上

转变企业工商管理模式,让企业不断创

让我国的经济出现增速下降问题,根据我

购物也日益成为人们消费的新习惯,但

新工商管理理念,可以让企业及时进行

国GDP增速数据统计,从1978年开始,我国

是很多零售企业面临这种情况仍然不

转型,提升企业工作效率,也可以在一定

GDP一直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但是从

能及时转型,采用陈旧的管理方法,仍

程度减少企业运行中的消耗成本,提升

2012年开始逐步放缓,开始以6%左右的速

然采用线下销售一条渠道,导致产品滞

企业创新力度,让企业更具竞争力,促使

度增长,具体如图1所示。在此背景下,企

销等问题,从而出现企业倒闭现象。以

企业可持续发展[2]。其次,创新工商管理,

业转型成为必然。我国早期因为人数众多,

河南省洛阳市关林市场为例,关林市场

可以使企业在面临问题时及时更新观念,

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具有较强的人口红

曾经是洛阳市最繁华的的零售批发市

对问题进行统筹规划、管理。优化内部

利优势,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老龄

场,也是北方较大的市场,曾有“北关

管理,促使企业转型升级,让企业获得更

化的出现,人力资源成本不断增加,在此

林、南义乌”之称。但是随着我国经济

大利润。另外企业工商管理创新还能让

背景下,企业有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

的转型,义乌及时进行转型,而关林则

企业更加清晰自己的发展方向,在原有

转变成为必然。而企业要想转变,必然要

仍然管理方法陈旧,不愿意接收新事物,

业务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业务模式,

进行工商管理创新,然而当前我国工商管

导致关林市场出现萧条的现象,甚至大

在原有企业的目标上进行进一步发展,

理企业普遍存在管理观念老套,管理方法

量的店铺倒闭。

让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占据有利位

陈旧,创新意识不足等问题。

意义

1.3创新意识不足

置。最后企业工商管理创新可以使企业

创新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在发展的过程中资金得到有效配置。企

经济新常态只是经济增速放缓,经

自2014年,我国企业工商管理部门就积

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当前很多

济增长更加注重质量的发展,而不是GDP

极响应国家号召,要求企业逐步进行转

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仍然采用粗放式的

没有要求,其本质仍让是经济持续稳定

型,让企业从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型转变,

经营方式,生产过程中出现大量的资金

发展。整个企业发展应该注重管理理念

[1]

不断创新管理方法 。但是在实际发展

浪费,使得生产出来的产品缺乏竞争力。

的更新,当前我国很多企业工商管理管

过程中,很多企业并没有响应号召,仍然

而企业工商管理创新可以提高资源利用

理观念仍然陈旧,当面临经济新常态后,

是采用传统经营管理方式,创新严重不

率,使资源合理配置,提升企业员工积极

无法及时调整,企业经营仍然以劳动密

足,致使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严重

性,从而使企业可持续发展。

集型为主,导致在发展的过程中人力成

问题。以我国手机制造为例,2010年之后,

3 工商管理创新路径

本不断提升,公司运营出现较大问题,使

随着小米手机高性价比、低价格及网上

3.1创新技术

得公司处于亏损状态。企业面临亏损,

饥饿营销的出现,让小米手机迅速抢占

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仍然是以老一套管理方式解决问题,认

中国智能机市场。在此基础我国很多手

也是提升企业效率的基础,技术创新是

为只要加大资源投入就可以,致使很多

机制造商都看到了这其中的利润。大量

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3]。

企业在面临经济新常态时大量的向银行

的制造商转型做手机,一时间我国手机

要想实现技术创新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

借款,借款后加大资金投入,但是确不愿

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
“大可乐、锤子、

改进。第一,企业工作人员根据市场发展

意转变管理理念,创新力度不足,让企业

小辣椒、360、中兴、华为、vivo”等手

对市场进行调研。企业业务的拓展离不

面临破产的境遇。

机品牌不断涌现,但是同质化严重,很多

开市场调研,同样新技术的引入也离不

1.2管理方法陈旧

都是主打高性价比、低价格。而华为及

开市场调研,通过调研,根据市场规律及

工商管理要求在企业管理的过程

时转型做高端市场,不断创新自己的技

时调整企业生产技术,保障产品、服务的

应该科学,根据社会经济的变化不断调

术,迅速占领了我国的高端市场。很多手

质量、效率。同时保障自己员工,尤其

整企业管理的方法。但是在经济新常态

机企业确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不愿

是研发人员,保障其工资水平处于市场

下,很多企业无法及时进行转型,管理

意创新,致使后期很多手机制造商出现

较高的位置,从而留住人才。在市场调

方法陈旧,仍然以传统管理方式为主,

倒闭现象。可见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很多

研后,企业要及时进行技术创新,大量

导致管理效率低下,尤其是随着信息技

企业的创新意识仍然不足。

引进人才,进行技术创新,让自己企业

1.1管理观念老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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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技术的领先位置。比如大疆无人机,

应,巩固企业市场地位；第二,完善企业

会经济发展情况,及时转变企业工商管

就是凭借技术优势占领国际无人机市

管理制度,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引进

理思想,不断调整管理方式、管理模式、

场的重要位置；第二,了解外部市场对

数字化管理系统,对员工工作情况实时

管理体制以及管制制度等,以创新为引

企业的影响。除了市场调研保障企业内

监控,了解员工能力,根据员工贡献给员

领,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对于企业发展

部资源配置和产品质量外,了解企业外

工匹配的薪资待遇。比如在公司引进现

具有重要的意义。

部市场也非常重要,如自己公司与外部

代化人资管理系统,从而对员工实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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