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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中的热点问题分析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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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最近的几年时间里，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从而推动了各个行业的稳步发展，为我国工商管理相关
研究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就现如今我国工商管理实际情况来说，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整体水平还存在明显的差距，
所以我们需要综合自身各方面实际情况来对其他国家成功经验进行借鉴，从而推动工商管理行业的稳步健康发展。为了促使
工程管理工作能够在企业发展中发挥出积极的影响作用，推动企业朝着现代化、规模化的方向迈进，我们需要拥有足够的专
业工商管理团队，并且要对工商管理热点问题以及未来发展形式进行综合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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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level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ch promotes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ndustries and creates good conditions fo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siness management related research work. As far as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s concerned, there is still an obvious gap with the overall level of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Therefore, we need to integrate our own actual situation to learn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so as to promote the steady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dustry. In order to promot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enterprises to move towards modernization and
scale, we need to have enough profess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eams and should conduct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research on
hot issues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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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工商管理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其涉及到管理科学技术、工程技术等多个领域，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在制定工商管
理工作目标的时候，应当将最先进的工商管理理念加以运用，不断提升工商管理工作的整体水平，将工商管理工作的
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

1 工商管理的主要热点问题
1.1 企业发展战略管理工作的研究
就企业的发展形势来说，高效的发展规划能够对企业发展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企业在运营发展过程中，往往需
要遇到各种问题，所以企业应当对可能遇到的问题加以预判，针对性的制定预防和解决方案。如果企业对于自身发展
战略缺少重视，而只是对当前管理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那么对于企业的稳步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并且也无
[1]
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
1.2 企业文化管理工作的研究
因为受到以往老旧模式的运营管理模式的限制，部分企业对于企业文化这种在企业发展中影响较小的方面缺少基
本的重视。但是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明显的裱花，企业对于管理机制的调整以及创新工作
方面的研究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企业文化逐渐的转变成为了企业的主要研究对象。综合我国传统文化以及企业发展价
值观来实施综合性的研究，企业运营过程中对企业文化的创建工作在工商管理工作中也是一项重点工作，企业在落实
文化建设工作的时候，往往都会将企业发展理念、企业社会形象以及企业发展目标进行结合，从而从整体上对企业运
[2]
营加以管控，这样对于企业在整个行业竞争中保持良好的综合实力能够起到积极的辅助作用 。
1.3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研究
企业的良好发展是不能脱离企业员工工作的开展的，并且人力资源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加大力度
对企业人力资源进行综合管理和整合是确保企业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人力资源的价值逐渐转变成为了企业发展的重
要基础，企业务必要利用有效的方式方法来将员工的价值充分的发挥出来，并且企业需要对员工工作积极性加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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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动，并且要尽可能的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企业要综合各方面实际情况来创设企业运营激励机制，确保员
工工作积极性能够始终保持在最佳的状态，这样对于企业的良好发展也可以起到良好的作用。现如今我国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工作所侧重的是创设激励机制、调查员工满意度，企业薪资结构设计等多项工作。在社会经济粉丝发展以及科
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带动下，企业的管理模式以及运营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样也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添加
[3]
了诸多的新的研究内容 。

2 改进工商管理活动方法
2.1 健全管理制度
就企业来说，要想将工商管理工作的作用充分的施展出来，那么最为重要的就是需要制定针对性的管理制度。换
句话说就是，良好的管理制度能够促进企业稳定健康发展。如果缺少健全的管理制度的保障，那么必然会导致管理工
作丧失其基本的作用。就现如今实际情况来说，部分企业管理工作存在失控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制度的不健全所造
成的，如果制度存在不切使用或者是不完善的情况，那么管理工作是无法保证其规范性的。针对这个问题，企业务必
要对工作的重点进行合理的调控，要重视管理制度的创设。在制定管理制度的时候，工作人员需要遵从一定的规律，
[4]
先制定一个整体框架，随后对内容进行细分，这样才能确保制度具有良好的完整性和可信性 。
2.2 重视引导、管理工作
首先，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务必要充分结合现实情况，对市场发展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和掌握，这样才能为后期制
定企业发展方案提供有力的支持。其次，管理部门需要借助恰当的方式方法，在拥有良好的理论依据的基础上，还需
要提升制度的综合性能，为企业开展各项工作给予规范性的指导。最后，企业从各个细节入手进行全面的管控，避免
发生危险事故。

3 工商管理发展趋势
3.1 知识管理上升成为企业的核心管理
企业知识管理工作其实质就是说企业借助各种有效的方式方法来提升各类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企业稳定持续健
康发展，并且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其次，要提升知识的共享范围，利用最先进的信息技术，在综合当代管理方式方
法的基础上，全面推进管理工作的落实。再有，要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企业在落实工商管理工作的过程中，
需要对知识管理工作给予重点关注，知识管理在工商管理工作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切实的落实知识管理
[5]
工作，不但可以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且还可以增强企业自身的综合实力，推动企业稳定健康的发展 。
3.2 学习型企业建设备受关注
首先，需要对各项规范进行全面的了解。就以往企业开展工程管理工作来说，企业只要保证遵从行政机构以及地
方政府制定的相关法律条款就可以保证稳定的发展，并且取得良好的经济收益。而学习型企业需要在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落实各项工作的前提下，还需要创设完善的企业文化，推动企业发展能够与市场经济发展相统一。其次，针对企业
价值观念加以正确的理解。以往工商管理工作的核心目标就是保证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在整个行业中占据不败
的境地，而学习型企业要在不断扩展收益的基础上，还需要树立良好的社会责任意识，全面的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
最后，综合企业各方面实际情况，为学生发展制定全新的目标。传统工商管理工作都是以企业良好发展为目标，而在
社会不断发展的影响下，企业应当充分的担负社会职责，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促使企业在发展的同时，以解
决社会问题为发展目标，使工商管理得到升华。
3.3 国际化管理水平的提升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前提下企业要想取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必须学会与国际上的企业进行接轨，以此来提高
企业的整体层次。在保证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提升发展的国际化水准，将作为工商管理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企业想要
在国际上进行深层次的发展，提升国际化管理水平，必须以自身的发展战略作为基石，不断改进企业原有的经营理念
和方法。

4 结束语
综合以上阐述我们总结出，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带动下，企业工商管理工作越发的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这样不
仅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机会，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所以相关部门务必要正确的对待自身的问题，全面的落实工商管理
工作。详细的来说，企业要关注战略、人力、文化等多个方面的管理，一步步提升员工素质，为企业运行注入不竭动
力。同时，要看到他人的优势，善于学习，并与自身情况相结合，实现管理手段、模式的创新，促进企业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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