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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有企业的管理实践中, 人本管理已得到普遍认可并取得显著成效,但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着

一些问题。而在国有企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和发挥重要作用的基层党组织,其自身的建设与完善对企业人本管

理意识的落实与提高将产生重大推动和促进作用。国有企业积极依托基层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政治核心

地位, 发挥其在员工思想政治教育、企业文化建设及制度建设等方面的作用,对于提高企业自身的人本管理意

识和整体管理水平, 以及实现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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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有企业加强人本管理的重要意义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人本管理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一种新型模式而风靡全球。由于其管理理

念与我国传统儒家文化一脉相承,因而在我国也受到企业界和管理界的广泛关注。所谓人本管理,简言

之就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它是把 人 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和组织的最重要资源, 把组织内全体员工作

为管理的主体,围绕如何充分利用和开发组织的人力资源,服务于组织内外的利益相关者, 从而实现组

织目标和组织成员个人目标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活动的总称。著名管理学家陈怡安将其提炼为三句

话:点亮人性的光辉、回归生命的价值、共创繁荣和幸福。

人本管理的本质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核心思想是建立一种能够满足人性需要的组织环

境,使组织成员因受到尊重、关心、培养等关怀而激发出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进而产生自愿合作的意

愿。企业在进行管理活动时,要始终把人放在核心位置,以提高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创造精神为出发

点,以满足人的各种需求为手段,以实现企业持续发展和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 充分调动员工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最终使企业获得最大效益。

总之,人本管理的提出是现代管理思想更新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使管理者加强了对企业管理中人

的因素的重视,确立了以人为主体的管理原则,因此被视为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

在知识经济时代, 人 在企业中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已不言而喻, 而人本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出

现符合了当今时代的要求,同时也为正处于改革攻坚阶段的国有企业指明了方向。因此, 提高国有企业

的人本管理意识对国有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提高人本管理意识有助于实现和巩固国有企业员工的主人翁地位。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国有

企业员工的主人翁地位。但随着国有企业资产实现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的变化以及企业劳动用工制度

的改革,使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发生了动摇,也使之缺乏积极性和凝聚力。而提高国有企业的人本管理意

识,不仅会使企业坚持以员工为本,一切从员工出发,积极倡导民主参与管理和全员共同管理,也会提高

员工的积极性和向心力,增强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可以说,坚持并提高国有企业的人本管理意识是实现

和巩固企业员工主人翁地位的重要途径。

2. 提高人本管理意识有利于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当下,一些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竞争力

亦不够。究其原因在于没有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员工人心思去, 消极怠工,从而导致企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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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下。而提高人本管理意识对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 通过提高国有企业

的人本管理意识,可以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 提升他们的

工作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 人本管理意识的加强将直接提高

国有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素质,进而提升国有企业的整体活力和竞争力。

3. 提高人本管理意识有利于实现国有企业管理的科学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所有权与经

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而这种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管理必须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 要达到这一

要求就必须提高人本管理意识,实施人本管理。这是因为: 一方面人本管理更新了现代管理思想,并被

广泛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的实践之中;另一方面人本管理是企业管理的基础,企业的硬件管理也必须由

人来完成,如果管理人员缺乏积极性, 不及时进行企业管理创新, 再完善的硬件管理也难以发挥功效。

员工只有真正在思想上关心企业,在行动上配合企业,才能使企业的各项管理活动顺利实施并取得预期

的效果。因此,提高人本管理意识有利于实现国有企业管理的科学化。

二、国有企业人本管理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的人本管理正在逐步得到加强和发展, 主要表现

在:一是在管理理念上,正在由 物本 管理向 人本 管理转变,这不仅使企业开始摆脱以往的单纯考虑

经济效益的思维模式,也使企业日益关注 人 在企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二是在管理方法和机构设置

上,国有企业坚持深化改革,努力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人性化和柔性化的管理方法和模式, 同时为突出

人力资源的重要地位,开始设立独立的人力资源部门, 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 人 在企业中的作用。

三是在员工管理方面,国有企业日益关注员工的长远发展;在员工的激励中,除物质激励外,开始强调精

神激励和情感投资。四是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国有企业不断加强自身的企业文化建设, 并将人本主义

的思想融入其中,使企业更具凝聚力和向心力。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使以人为本的治国

方略和管理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也为国有企业开展和深化人本管理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虽然国有企业的人本管理已有了相当大的改观,但在思想观念和具体做法上还存在以下一些需要

改进的问题。

1. 人本管理的理念没有完全确立和落实。尽管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已认识到实施人本管理对企业发

展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管理观念的影响,国有企业在管理过程中仍过多地依赖于行政管理和

规章制度,从而抹杀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及劳动热情,表现在: 一是情感管理不到位。企业中以

权代情、以法代情、以理代情等现象的存在,使得管理者与员工之间感情淡薄, 甚至产生种种排斥力, 导

致员工士气下降且责任感不强。二是激励机制长期处于失效状态。激励手段过于单一和僵化,企业偏

重于物质激励,忽视了人的社会心理需要,忽视了良好的企业组织环境的培育。虽然物质激励可以换来

一时的劳动热情,但却缺乏长期性和持久性,容易使员工在思想上产生拜金主义的思想倾向, 使企业缺

乏凝聚力,员工缺乏归属感。

2. 人本管理的理念缺乏个性化。目前,一些国有企业在落实人本管理理念过程中,虽然采用了一些

人本管理的方式或方法,但效果不佳,究其原因是人本管理理念缺乏个性化。所谓个性化是指企业人本

管理理念应当体现出企业的发展历史、企业文化、企业核心价值观以及行业特点、人文环境、员工队伍素

质等。它不要求面面俱到,但是一定要深入人心,能够产生广泛的认同感。

3. 缺乏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的构建。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 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尽

管国有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对企

业文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使得企业文化与人本理念难以融合。二是部分国有企业的领导者片面追求

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建设,而忽视了企业价值观和企业精神的培育, 忽视了把正确的价值观渗透到企

业人本管理之中。三是企业文化和员工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有效结合, 从而导致企业文化建设不能很好

地融入企业人本管理中去,员工缺乏活力和动力。

三、基层党建提升国有企业人本管理意识的动因

在国有企业中,基层党组织与工会、董事会一样,是企业有机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其自身的建设与完善为国有企业提升人本管理意识提供了可能。

1. 基层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基层党组织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在国有企业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一是基层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发挥着政治核心的作用。具体表现为 六管 ,即管 自身 、

管 方向 、管 干部 、管 监督 、管 思想 和管 文化 六个方面。二是基层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发挥

着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基层党组织通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不仅在

群众中具有一定的威望,也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从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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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此外,基层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还发挥着服务员工群众、促进企业和谐、推动企业发展等作用。

2. 以人为本是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核心指导思想。企业基层组织建设之所以坚持以人为本的核

心指导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企业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必须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 而科学发

展观的提出为其指明了方向,其核心思想就是以人为本。二是企业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归根结底是做人

的工作,这就要求贯彻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在建设过程中,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身建设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以人为本作为

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核心指导思想, 不仅符合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而且与人本管理的精神不谋而

合,同时也为国有企业人本管理意识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3.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可以为企业人本管理的实施开辟道路。首先,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可以为

国有企业人本管理的开展营造良好的企业环境。通过企业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一方面可以帮助企业摒

弃旧有的管理观念,完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机制,为人本管理理念的引入和实施扫除障碍; 另一方面

通过参与企业文化建设,促使人本管理的理念和方法与企业文化相融合,可以为企业人本管理的实施营

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其次,加强企业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可以为国有企业人本管理的实施打下良好的群

众基础。企业的基层党组织是广大员工根本利益的维护者,通过先锋模范作用和组织宣传作用的建设

与发挥,不仅可以调动全员学习和掌握人本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可以使人本管理的理念深入人

心,从而为国有企业人本管理意识的提高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所以, 企业国有企业人本管理的实施离

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四、基层党建助推国有企业人本管理的策略

党组织的自身建设为国有企业人本管理意识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很强的可行

性。国有企业应抓住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这一有利契机,通过与基层党组织的密切配合, 全面提升企业

的人本管理意识。

1. 强化基层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政治核心地位。牢固的政治核心地位是基层党组织能够充分发

挥作用,促进企业人本管理实施的前提。因此,国有企业要提升人本管理水平, 就必须不断强化基层党

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并使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正确认识和理解基层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 重视和帮助基

层党组织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同时,国有企业领导者要因势利导,充分利用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

位,积极鼓励和支持基层党组织发挥管 自身 、管 方向 、管 干部 、管 监督 、管 思想 、管 文化

的政治核心作用,从而为国有企业人本管理的实施创造良好的企业环境。

2. 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国有企业人本管理水平的提升, 需

要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这是因为企业基层党组织是企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其

成员也是企业的职工或管理者,企业基层党组织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强自身先进性建设的过程, 也

就是企业人本管理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此外,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对于非党员职工可以起到带头和

示范作用,从而可以为人本管理意识的传播和实施起到促进作用。因此,作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要积

极鼓励和支持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 通过 先进带落后 的方式, 利用党组织的

宣传和党员的示范,将人本管理的理念融入企业,以实现企业人本管理水平的提升。

3. 加强国有企业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企业基层党组织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对员工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良好的员工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有利于稳定企业员工队伍,增强员工的忠诚度, 而且有利于亲近员

工,赢得员工的信任与认同。因此,国有企业要想实施人本管理,并被广大员工接受和认同,就应充分利

用基层党组织的这一优势,在稳定员工队伍的同时,构建企业 基层党组织 员工三者之间的双向沟通

渠道, 积极向员工传达有关人本管理的理念和精神。同时,企业还应鼓励和支持基层党组织不断创新员

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改进员工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方式,切实做到因势利导, 潜移默化, 注重实效,从而

为国有企业人本意识的传播和人本管理水平的提升创造条件。

4. 注重国有企业的文化建设。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 没有自己文化的企业是没有发展后劲的。

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国有企业除自身的努力以外,还应学会 借力 , 即利用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

契机,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具体措施包括: 一是将基层党建工作与企业文化

建设相结合,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企业文化建设,从而使以人为本的理念更好地融入企业文化之中。二是

通过基层党组织的桥梁作用,将企业的人本管理理念、方法以及规章制度等传达给广大员工, 以期更好

地被员工所理解和接受。三是在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的指导下,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协调作用,及时化解

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从而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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