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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同时,企业面临的市场竞
争也越来越激烈,尤其是中小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充分把握发展机遇,解决发展过
程中的问题,重视企业管理在自身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企业工商管理是辅助企业管理和决策的重要
依据,对现代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根据实际情况简要介绍企业管理,然后分析中小企
业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中小企业工商企业管理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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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ing about the Effect of Enterprise Business Manage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Medium-sized Enterprises
Yixuan Zhai
Luoya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Under the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speed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ccelerating and the market economic syste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erfect. At the same time, enterprises
are facing more and more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especially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survive and develop in the fierce competition, they must fully grasp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in its
own economic development. Enterpris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s an important basis to assist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decision-making, and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nterprises.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introduces the enterprise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n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enterprise manage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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