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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完善,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发展
空间和机遇,企业经济管理作为企业战略发展中的核心要素,基于市场营销环境下,企业经济管理需要针
对当下的企业经济环境,结合企业实际发展情况,制定出符合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经营模式；在企业发展过
程中,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制定,不仅要符合自身企业的经济利益,还需要履行社会责任,为社会经济体系
建设作出一定的贡献,高质量的企业经济管理模式能够增强企业市场核心竞争力,便于企业决策层及时
调整发展方向和战略目标。基于此,文章基于市场营销视角下,阐述了市场营销在企业经济管理中的重要
性,对企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度挖掘,并从市场营销视野下,提出优化企业经济管理结构、加
强企业经济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健全企业经济管理制度的解决策略。以期充分发挥出市场营销在企业
经济管理模式创新中的作用,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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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 Economic Management Mode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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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it brings a bigger development space and opportunities for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marketing environment, enterprise economic management, as a core el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strategy, need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enterprise economic environment, combines
the actu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enterprises, formulates a business model in line with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In the process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the formulation of enterprise economic
management mode, not only needs to meet their own enterprise economic benefits, but also needs to fulfill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contribute for the social economic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the high quality enterprise
economic management mode can enhance enterprise core competitive ability, and facilitate the
decision-making level of the enterprise to adjus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strategic objectives in time.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ing, expounds the importance of marketing in the
enterprise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deeply excavat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enterprise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ing, it puts forward the resolution strategies of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economic,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 economic management talent
team, and improving the economic management system of enterprises,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marketing in enterprise economic management mode innovation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Key words] marketing; enterprise economic management; mode innovation; economic system; risk management
市场营销是指企业针对自身产品需求和品牌需求制定的产

象、增加产品市场份额,在企业经济管理模式改革中,可以从市

品推广、服务推广的方案,优质的市场营销能够提高企业品牌形

场营销视角出发,结合企业的发展需求和业务需要制定出符合

60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经济学

Economics

第 5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企业发展的经济管理模式,有效的改善传统企业经济管理制度
落后、结构混乱、人才质量不佳等问题；让企业经济管理成为
企业发展的助推器。

分发挥出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价值。
另一方面,部分企业虽然出台了相关企业经济管理制度,但
只停留在制度层面,执行力较弱,在具体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

1 市场营销背景下企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

决策层的个人意识较为明显,容易出现决策层意见凌驾于企业

1.1能够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经济管理工作流程上,使得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不能实现全过程、

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不仅在于市场份额和业务量的提升,

全方位的企业管理,造成企业经济管理工作实施效率不高,工作

企业经济管理对于企业的稳定发展、发展目标制定等都起着至

内容流于形式。

关重要的作用,合理、科学化的企业经济管理能够帮助企业制定

2.2企业经济管理结构不佳

合理的发展目标和生产规划,让整个企业处于有序运转阶段,避

企业管理结构是企业经济管理的基础,是发挥出企业经济

免出现生产与市场脱节、企业业务发展与生产不匹配等问题,

管理工作优势的重要载体,现阶段,大部分企业管理结构较为单

企业经济管理能够帮助企业更快的实现发展目标和规模扩大；

一,不能有效的满足企业经济管理工作内容开展,企业经济管理

基于市场营销背景下,企业经济管理需要深度挖掘市场信息资

工作需要贯穿到企业的生产、销售、运营等多个环节,但目前部

源,针对有效信息进行高效分析,并融入到企业经济管理中,进

分企业将企业经济管理设置为独立部门,组织结构成员都是企

一步完善企业经济管理内容,使得经济经济管理为企业创造更

业管理层,这样使得企业经济管理工作脱离了企业各部门实际

多的市场经济价值和市场影响力。

需求,造成企业经济管理策略与企业实际脱节,此外,部分企业

1.2有利于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

对企业经济管理组织结构设计较为混乱,不能针对企业经济管

随着社会经济多元化发展,企业在市场经营过程中,市场核

理与企业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做出有效的职责划分,这样容易出

心竞争力是拓宽企业发展空间和增加市场份额的重要因素,市

现人人可以管,人人可以不负责”现象,主体责任不明确,严重影

场竞争力的提升会带动企业的经济效益,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

响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

续发展,企业内部人才优化、市场营销手段、产品升级等都是企

2.3缺乏高素质的企业经济管理人才

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的指标,企业经济管理能够将不同的指标进

人才是落实企业经济管理策略的关键,是企业经济管理工

行针对性整合,并通过有效的管理方式,来提升各项指标,由点

作的实施者和执行者,由此可见,高素质的企业经济管理人才是

及面的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在内部人才优化方面,企业经济管

增强企业经济管理工作质量的核心要素,目前大部分企业对企

理能够从企业外部业务发展情况来进行企业员工组织结构优化,

业经济管理人才重视程度不够,在企业经济管理人才队伍上,多

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人才培养和潜力挖掘。避免出现企业人才结

数以企业管理层担任,这样使得企业经济管理队伍出现一定的

构臃肿,发展动力不足问题,在市场营销方面,企业经济管理能

经济专业能力,不能更加高效的为企业经济管理作出价值引导

够帮助企业制定科学、合理的营销策略及战略发展方向,将内部

和方向规划。遏制了企业经济管理工作效率的提升。

条件与外部市场进行充分整合,制定科学化的生产策略和营销

3 基于市场营销的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创新策略

策略,从而提升市场营销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以此来保障企业在

3.1健全企业经济管理制度

社会市场的稳步发展,从而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让企业在日

企业想要充分发挥出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优势,增强企业经

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赢得先机。

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首先要构建完善的企业经济管理制度,借

2 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助制度的力量来约束企业经济管理工作,推动企业经济管理工

2.1企业经济管理制度有待完善

作的高质量发展,从而为企业经济发展做出有效决策,进而提升

现阶段,大部分企业缺乏完善的经济管理制度,在具体的经

企业经济效益,让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稳定发展；因此,

济管理中都取决于企业决策层的个人意志和商业眼光,不能形

企业决策层需要高度重视企业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结合市

成系统化、流程化的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体系,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场发展规律和企业发展情况,制定一套符合自身企业发展的企

这样现象尤为严重；企业经济管理制度不完善会对企业发展造

业经济管理制度,首先,企业决策者需要基于市场营销视野下认

成较大的影响,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市场营销和生产发展,具体表

知企业经济管理工作,借助市场营销规律来推进企业经济管理

现在,一方面,会让企业业务流程混乱,各部门之间联动性不强,

制度建设,让企业经济管理工作内容更加贴合企业的发展情况,

在具体工作中,只能依托企业决策层的规划进行工作开展,导致

实现企业经济管理工作的全过程,企业也能够通过企业经济管

企业各部门在工作中不能形成系统化的工作流程,在具体工作

理来拓宽企业发展空间,对企业各方面业务做到统筹规划,其

中往往是接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缺乏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

次。企业决策在企业经济管理制度建设中,需要针对企业的发展

这样不能充分发挥出企业员工的工作价值,不利于企业的科学

情况和市场规律不断的完善,让企业经济管理工作更具有针对

技术创新和工作模式改革,同时,管理制度的不完善,也不利于

性和有效性,以此来推进企业经济管理工作提升和优化。最后,

企业经济管理工作的实施和规划,导致企业经济管理缺乏针对

企业可以借助绩效考核制度来增强企业经济管理工作的执行力,

性和有效性,相关管理措施难以落实到企业的各个层面。不能充

将企业经济管理工作内容纳入到绩效考核指标中,通过考核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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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来增强企业经济管理工作的实施力度和执行力,让企业各部
门能够充分认知到企业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价值意义。
3.2借助市场营销内容优化企业经济管理结构
企业想要充分发挥出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价值和优势,必须

企业经济管理人员深度学习市场营销内容,提升企业经济管理
人才队伍的知识储备,如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方式来提升
企业经济管理人员的知识储备和能力培养。

4 结语

建立完整的企业经济管理结构,首先,在企业经济管理结构建立

企业经济管理工作是增强企业经济效益,提高企业市场竞

中,也可以借助市场营销内容,针对企业的生产、销售、运营等

争力的重要举措,现阶段,我国企业经济管理模式较为落后,严

业务种类进行针对性构建,这样有助力增强企业经济管理工作

重制约了经济管理模式创新和发展,因此,改革企业经济管理模

的有效性,其次,企业经济管理结构需要系统化、流程化,企业管

式势在必行,基于市场营销的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创新研究能够

理层可以针对企业市场营销流程进行组织结构建立,这样确保

增强企业经济管理价值,推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企业经济管理能够符合企业业务的发展方向,避免出现企业经
济管理工作与企业运营脱节。最后,在企业经济管理中需要充分
考虑到企业市场营销的发展方向和营销目的,从而借助企业经
济管理来增强企业市场营销效果,同时,也能借助市场营销内容,
来推动企业经济管理的组织机构优化和管理内容调整,让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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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水平,从而实现人才的内部升级。最后,企业也可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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