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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发展，共筑未来

文中引用古语“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反映了当前市场经济背景下不同

经济体互为磨砺、互相促进的真实场景。在我看来，一个企业要生存、要发展，也要尊重差

异、秉持和谐，才能实现企业发展的常青之路。

首先，企业要实现当前的市场效益，必须兼顾不同的产品市场，容纳不同的发展理念。

唯有兼顾差异、尊重和谐的理念，才能保证企业的生命线、实现基本效益。其次，企业欲图

长期发展、寻求构建“百年老年”的事业基础，必须兼顾差异意见、尊重和谐理念。《论语》

有云：君子和而不同。管理过程中不同意见的碰撞，是实现创新发展的基础。第三，企业管

理的未来趋势，是实现个性化管理、民主化管理。尊重差异、尊重和谐，意味着赢得企业发

展过程中最大的利益共同体，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比如，BAT作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翘楚，均是坚守了差异发展、和谐共生的理念，才能

在世界互联网竞争的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以腾讯为例，起家于即时在线通讯软件，继而

打造在线游戏帝国，走向世界于“微信”，坚持了多元差异的产品线，并把这些产品线统一

在腾讯擅长的互联网技术领域，实现了和谐发展。再如，海底捞在企业创办之初，就赋予普

通员工以管理权，尊重员工的多元创新能力，打造了中国企业发展的新样本。

反之，如果企业发展弃守了差异发展、和谐发展的理念，在管理形式上搞“一言谈”，

在产品理念上造“一枝独大”，近不能实现基本效益、远不能实现长远发展。究其原因在于：

其一，企业发展需要多元资源、多元意见的平衡，唯有平稳发展、才能支撑创新、支持效益；

其二，企业发展需要多元资源、多元意见的碰撞。“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是打造常青基业的基石。

比如，一度作为世界手机销售冠军的诺基亚公司，在智能手机时代到来之时，拒绝创新、

反对多元，仍沉迷于 2G 网络时代，最终被市场遗忘。再如，国美电器发展之初，依靠创始

人的果断杀伐，占据了中国线下电器销售的半壁江山。后因“一言堂”而拒绝民主化管理，

因守旧而拒绝线上销售，导致今天的沉沦。

综上所述，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既要注重效益，也要打造尊重差异、和谐发展的企业文化，

多元发展、和谐发展，才能打造企业发展的常青之路。

知行合一，发展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作为鼓励实干精神、强调实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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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的至理名言。在我看来，企业要发展，就要做到知行合一，以行践知。

首先，企业唯有做到知行合一，才能实现企业生存。企业不是培训机构，“知”最后要

落实到“行”、落实到实践上，实践创造效益、效益赢取生存。其次，企业唯有做到知行合

一，才能实现长远发展。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强调“管理的实践”，实践中试错、发展，

是企业发展的长久之道。第三，企业唯有做到知行合一，才能构建企业文化，强化企业管理。

知行合一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也是当代企业文化的内涵，是实现企业有效管理的价

值标杆。

如，中国华为秉持“创新”理念，以创新为事业报国之“真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不

断打造创新人才团队、明确创新制度建设，以“行”践“知”、以“知”证“行”，在知行

合一中实现企业的不断发展。再如，中国国药品牌“同仁堂”，坚持“修和无人见，存心有

天知”的企业文化，在质量管理、品牌管理等方面，渗透价值观之“知”、践“行”中国古

代商业美德，赢得了世人的口碑。

相反，如果企业仅把创新建设、制度建设等理念停滞到纸上谈兵、坐而论道的层次，不

去践行、不讲实干，既会丧失发展基础，也会失去发展远景。究其原因：其一，如企业唯“知”

而不“行”，就会坐失发展机会；其二，如企业重“知”而不“行”，就会陷入空谈而因循

守旧、落后于时代。

如，“三鹿奶粉”起家于食品行业，当以真诚的价值观回报消费者，但在产品生产过程

中，却知行不一、行弃于知，背弃了企业发展的价值观，最终被市场所摒弃。再如，诺基亚

手机沉湎于属于自己的“街机时代”，把创新停滞在口号、把创新放置于理念，并没有做到

知行合一、以管理而践行真知，最后终成昨日黄花。

综上所述，企业发展既要有明确的价值观、方向观，是为“真知”；也要有敢于践行、

敢于实践的勇气，是为“真行”。唯有做到知行合一，才能实现长远发展。

打造企业文化，实现常青发展

正如材料中所反映的现象，不少企业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只注重效率、效益，忽视企

业文化的健身，甚至认为企业文化建设是“务虚之举”。事实绝非如此在我看来，企业文化

是实现企业常青发展的基础。

其一，企业文化是实现企业效益的基础。唯有尊重市场、尊重客 户的企业文化才能实

现效益，健康积极的企业文化，是实现企业效益的基础。其二，企业文化是实现企业发展的

动力。企业要发展，就要凝聚共识、形成“战斗力”，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够形成抵御市场

风险的战斗力量。其三，企业文化是打造常青基业的基石。符合历史发展、具有时代使命感

的企业文化，才能与时俱进，才能实现企业常青基业。

如，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倡导的“大国工匠”精 神、倡导的“百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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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精神，事实上都是在主导企业文化的建设，以期构建中国本土的“百年企业”；再如，

中国空调知名品牌“格力 空调”，以“好空调、格力造”的企业文化为号召，聚焦于“中

国制 造”的使命感，终成世界级的空调航母。

相反，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如果只注重经济效益、忽略企业 文化在企业发展中的

作用，即使能获取短期效益，也不能实现长久发 展：其一，忽视企业文化的企业，意味着

无法凝聚员工共识，无法形 成坚定的战斗力；其二，忽视企业文化的企业，意味着无法关

注市场变化、无法注重“客户体验”，最终必将丧失市场尊重。

如，曾经是一线企业的“三鹿奶粉”，不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已 经走上了企业发展的

快车道，却依然漠视市场原则、模式伦理底线， 终被市场所唾弃。再如，搭乘共享经济的

共享单车项目，一度陷入“百 团大战”的格局，但诸多企业没有形成尊重市场、尊重客户

的企业文 化，热衷于“挣快钱”、忽视企业内部管理，也成为昙花一现。

由此可见，企业文化建设绝非务虚之举，而是形成企业发展凝聚力、企业发展根本动力

的源泉。唯有注重企业文化建设，才能实现效益、打造常青基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原材料所体现的选择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如此场景：地方经济要发展、要实现经

济效益，但引进的企业有一定的污染性，要么继 续“贫穷”，要么接受污染企业、获得经

济效益。在我看来，经济的发展要以尊重生态文明、尊重自然环境为前提，坚定信仰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经济的发展要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生态文明的基础。

首先，生态文明、自然环境，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污染实现了短期效益，

但无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其次，生态文明、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 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

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才能将经济发 展的效益，转换为实现人幸福的因素；第三，

生态文明，自然环境， 本身也是社会财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自然赐予人类的财富、也

是实现旅游经济、生态经济的基础。 目前不少地区通过“绿水青山”的美好生态，实现了

“金山银山” 的经济效益。

如不少落后地区，借助本地良好的生态环境、绿色资源， 打造生态旅游、农家旅游

的产业链条，既亲和了自然、又脱贫致富， 经济实现了迅速发展；再如，阿拉善沙漠地区

的绿化工程，通过对自然环境的改造，改善了人与自然对抗、对立的关系结构，打造了“绿

水青山”，也赢取了“金山银山”。

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地区为实现经济效益、片面追求 GDP 的增长，以

牺牲自然环境为前提，尽管实现了短期的经济效 益，却破坏了生态平衡、摧毁了人类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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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自然环境。西方资本 主义发展的黄金期，也存在如此问题，如伦敦曾被称为“雾都”，

就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恶化之后，大自然给人类带来的报复。

人类但凡破坏了自然、破坏了生态，就会遭致大自然的疯狂报复， 如中国“黄土高

原”的形成，就是秦汉之际由于关中平原人口激增、 破坏了原有生态平衡，大量原始森林

被砍伐，最终形成黄河流域环境 恶化的结果。再如，传统冰箱所使用的化工合成制冷剂“氟

利昂”， 大量应用于冰箱生产和使用，破坏臭氧层，已在地球两极的大气层变 薄、紫外线

强度增加，造成温室效应，如人类再不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只有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好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关系，

回归“天人合一”的和谐之境，把绿水青山作为金山银山，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长期、

持续发展。

艰苦奋斗，玉汝于成

材料中所反映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多有出现：不少人认为当前 社会经济高度发达，

“艰苦奋斗”的精神，已经过时了，可以过高消费 刺激的生活。事实不然，在我看来，艰

苦奋斗不仅是永不落伍的生活 理念，更应该是企业管理中应当秉承的管理理念。

艰苦奋斗，是企业管理的价值观要求。美国管理学家福特所言，所谓公司就是企业家搭

建了一座“圣殿”，一起为价值观奋斗。艰苦奋斗是人类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应当坚持的正

向价值观。艰苦奋斗，是 企业管理的效益要求。效益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只有艰苦奋斗、

控制成本，才能实现企业的长效发展。艰苦奋斗，是企业管理的精神要求。艰苦奋斗作为“正

能量”，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能够转换成为促进发展的精神动力。

但凡伟大企业，都会秉承艰苦奋斗的精神。以中国华为为例，华为发展史说到底就是

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尽管作为世界知名的通讯设备公司，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先生依然以勤

俭、奋斗为工作和生活理念；再如，世界 500 强沃尔玛公司，管理人员的办公室往往设施

在沃 尔玛超市的地下室里，节省成本的同时又能实现一线管理。艰苦奋斗 呈现出强大的精

神动力和管理能量。

相反，如果企业管理的过程，不注重艰苦奋斗的精神，过分提倡物质刺激、不注意成本

控制和效益管理，最终只能导致企业主体价值观的倾斜、管理成本浪费，既不利于团队成长，

也不利于实现管理目的，更尤甚者导致企业精神的坍塌、企业管理的崩盘。

如，江浙等发达地区一度出现民营企业“富二代”不愿意接班的现 象，究其原因就在

于“富二代”放弃了父辈创业的艰苦奋斗精神、沉湎 于物质生活享乐。再如，前几年出现

的“团购”互联网风向，以美团、拉手、糯米等团购网站牵动“百团大战”，不少互联网企

业不顾公司内 部管理，只管“烧钱”，弃守艰苦奋斗、节约成本的理念，最终只能惨 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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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由此可见，艰苦奋斗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今天依然不落 伍，能够在企业管理

的过程中发挥精神动力和能量源泉的积极作用。

不务虚名、扎实管理

材料中所反映的问题，是当前不少企业面临的问题：要么使用所 谓的“流量 IP”、

明星代言，拉动销量，实现效益；要么低调潜行、扎实管理，向管理要效益、以求企业的长

远稳健发展。在我看来，当前新经济、新常态的市场环境下，后者的选择更为明智，企业唯

有向管理要效益、向管理求发展，才能基业常青、事业永恒。

管理是实现企业生存的基础。美国管理学之父德鲁克指出，现代 企业的标志就是管

理。现实生活中也唯有强化管理、才能实现效益， 才能实现生存。管理是实现企业发展的

前提。企业发展是一个永恒的 话题，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管理是支持企业创新的基石。

创新所需 要的企业能量，也只有在管理效益能实现。只有实现扎实管理，才能 实现企业发

展。 但凡当前行业翘楚、领域前端的企业，都是扎实管理的典范。

如 中国民族企业“华为”，在创始之初，就制定了《华为基本法》，作为 严格管理、

规范管理的“范本”，由此成就“华为”品牌；再如，被誉为 留学生“女神”的“老干妈”

副食品，并没有花费太多精力去关注市场营销、广告推广，而是坚守“酒香不怕巷子深”的

初心，用管理控制品质、 用管理实现效益，成就世界级的食品品牌。这些案例都证明了，

扎实管理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

尽管市场营销、广告推广，有助于实现企业效益，但过于关注所 谓的“流量 IP”、

忽视企业管理，不仅无助于企业生存与发展，更弱化 了管理效益、增加了管理成本，极有

可能成为吞噬企业效益的“黑洞”。 只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以管理为本、以管理为宗，

方是企业成长的人间正道。 当前不少企业关注于明星效益、热点效益，忽略企业的内部管

理， 最终只能昙花一现、遗恨市场的大江大潮。

如，滴滴打车软件，搭乘 共享经济的潮流：“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但被资本裹 挟、忽视内部管理，终于两起顺风车血案，导致口碑尽失、覆水难收。 再如，

诺基亚手机一度成为“机皇”，风靡一时，却拒绝创新管理、漠 视品牌管理，只能是昨日

黄花、沉淀于情怀和思旧中。

综上所述，处理好广告效应、市场效应和管理的关系，不仅关乎到企业的眼前利益，

文都2020考研管综199写作考前必备范文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号学院国际大厦 20 层

网址：kaoyan.wendu.com

更深切于企业的生存之本，只有以管理为本、不务虚名，才能实现企业的基业常青。

得人者兴，失人者崩

材料所引用总书记“金句”，主要是指国家建设需要人才、人才是立国之本。对于企

业来讲，人才是实现企业发展、常青基业的根本。 在我看来，企业管理更要以人才为本，

“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才能 迎抗竞争、走向未来。

首先，人才是企业效益的根本。人才资源、人力资源，是实现企 业效益的根本，重

视不少人才培养，是实现企业效益的生命线。其次，人才是企业未来的基础。企业的创新与

未来，要依靠人才创新、人才的成长。第三，人才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有效的企业资

源、只能效用于有效的空间，唯有人才成长、才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基石。

如，中国华为在创始之初的时候，就注重人才培养，坚持“以人 为本”，坚持人才

培养的创新、核心员工采用“全员持股”，激发了人才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再如，世界

汽车行业的翘楚通用集团，一直坚持人才为先的战略优势，率先采取了“职业经理人”的制

度，尊重 人才、重用人才，保持了行业龙头的地位。

相反，如果一个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尊重人才、不注重人才的价值和作用，即使

获得短期效益，也可能实现长远发展。其一，不尊重人才的企业，不会形成企业发展的凝聚

力，不能形成持久战斗力。 其二，不尊重人才的企业，会钝化于市场发展、落后于科技潮

流，最 终被淘汰于市场。

如，诺基亚一度成为世界 2G 手机的龙头企业，但 3G 时代到来 之际，企业管理者

不注重新代际人才的培养，忽视人才对企业发展的 作用，终成历史；再如，滴滴打车曾经

一度搭乘互联网经济的潮流， 但忽视企业管理人才的培养，企业管理滞后于企业发展，疏

忽人才、 疏忽管理，导致企业事故频发。这些案例，都意味着企业只有重视人 才，才能长

效发展。

综上所述，企业发展更要注重人才的培养和保护，“得人者兴， 失人者崩”，只有

坚守人才创新，才能实现长远发展。

工匠精神，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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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中所反映的“工匠精神”，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通劳动者

所秉承的优秀传统美德，及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付出的艰苦卓越的奋斗精神。在我看来，今

天的企业发展，更要以工匠精神，作为发展之道。

工匠精神，是实现企业效益的基础。以专业的态度，以专注的精 神，致力于技术创新

和管理创新，才能实现企业效益，为企业发展创 造良好基础。工匠精神，是实现企业发展

的动力。工匠精神转化成为 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精神能量，凝聚人心、聚焦发展。工匠

精神， 是打造长青基业的基石。企业发展不仅需要外部环境、经济资源，更 需要“精神内

核”、精神动力，工匠精神尊重了劳动者的首创精神，以此成就企业源源不断的生机。

纵观中国“百年老店”，皆是尊重工匠精神的典范。如，“同仁堂” 秉承专注国药的

初心，进入工业化制药的时代、依然坚守传统工艺， “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把工

匠精神融入到产品中，赢得了消费 者的信赖。再如，当代中国格力，以“好空调，格力造”

的工匠精神，专注于空调技术，成为中国制冷行业的翘楚。这些企业的成功，都证明了工匠

精神是企业发展的动力。

相反，如果一个企业，以谋求眼前利益、而牺牲对产生的“信仰”， 哗众取宠于市场，

一味媚俗于消费，丧失了“工匠精神”的依托，则意味着既无法成就长远发展，也无法适应

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此外，如无工匠精神的依托，更无法凝聚人心、成就价值，所谓

管理只 能流于形式。

如，互联网经济的热潮，带来的“共享热”，一时间共享单车、共 享汽车，甚至于共

享雨伞、共享充电宝，纷纷问世。但能成就品牌、 实现誉名的并不多见，究其原因在于，

只求短期效益，并无工匠精神，不能专注于管理、不能专注于成长。再如，曾经中国三线城

市奶粉的 巨头“三鹿”，丧失对产品的敬畏、丧失工匠精神，最终产品沦陷、成为耻辱。

综上所述，工匠精神是成就企业发展长青基业的基石。对于企业来讲，唯有坚守工匠精

神、坚守初心，才能实现效益和长远发展。

生态发展，未来之路

十八大以来，“生态发展”既是社会热点，也是企业发展的新理念、 新思路，更是未

来经济发展的新契机、新起点。材料中反映的问题， 是不少企业正在遭遇的现实场景：上

马环保设备、成本提高，违背环保思路、企业受罚。在我看来，唯有明确生态发展，既践行

了绿色发 展的理念，也开拓了未来发展之路。

从历史维度出发，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生态发展”的理念，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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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智慧，反对“涸泽而渔”、“焚林而猎”，强调社 会发展要与自然环境承受能力相适

应。从当前现状出发，企业发展要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经济发展并不 能对立于自然环境。从未来发展之路出发，生态发展满足可持续发展、长久

发展的理念，符合人类发展的恒久利益。

以当前“新四大发明”中的共享单车为例，在满足绿色出现需求的 基础上，以“生态

发展”的核心理念作为企业发展新动力，既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取得了卓越的社会效

益。再以当前城市周边的“农 家乐”产业为例，在守土创业、返乡创业的前提上，尊重自

然环境、保护生态基础，向自然要效益、向绿色要产值，是“生态发展”的典范。

反之，如果经济发展不尊重自然、违背“生态发展”的道路，就会遭致自然的报复、社

会的唾弃。不少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以取得短视的经济效益为前提，牺牲环境、破坏生态，

最终害人害己。还有些企业，不能及时把握“生态发展”的新契机，不能及时转变思路，也

只能被历史淘汰。

如，改革开放早期，不少地方发展坚持“唯 GDP”论，把经济发展 凌驾于“生态发展”

之上，尽管取得了一时的经济效益，但也破坏了生 态环境，损伤了人民的健康，产生了不

少“癌症村”、得不偿失。再如， 日本福岛核电站唯利是图、忽视企业生态管理，核泄漏

之后造成后果不可估量的生态灾难，也为中国国内的企业在“生态发展”问题上，提前预警。

由此可见，生态发展符合于生态保护的基本理念、符合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也

是企业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企业未来的 创业热点和发展新起点。

扶贫共富，同建和谐

材料中所反映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主导的扶贫工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

同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起点。 在我看来，扶贫工作的开展不仅具有共同富裕

的伟大意义，对于企业来讲、更具有时代的意义并提供了发展的新契机。

扶贫工作的开展，对于企业发展来讲，是实现新发展的基础。早期改革开放倡导“先富

带后富”，先富地区的企业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扶贫拉动的“后富”效应，给新常态历

史背景下的企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扶贫对于企业发展来讲，是实现市场拓展的基石。市场

的拓展，最终需要终端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支持，扶贫意味着培育了更为广大的新消费人群，

从根本上培育了市场、促进了企业发展。扶贫对与企业发展来讲，更具有深层价值的意义。

企业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 了实现社会共同富裕、同建和谐，扶贫意味着企业应该以更为

积极的 态度参与到这项伟大的社会活动中，把握机遇、创造历史。

以中国互联网企业巨头 BAT 为例，响应了国家“西部大开发”和扶 贫政策的召唤，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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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把企业技术中心、存储中心，建设到西部地区及 云贵地区，既带动了当地“守土创业”、

实现经济脱贫，也培训了市场、实现了双赢。再如，中国企业界知名的“阿拉善论坛”，把

企业家的优质资源、带入到阿拉善地区的经济发展中，以生态发展、绿色发展， 推动扶贫、

引擎发展。

相反，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讲，如不注重扶贫工作、不注重贫 困人口的脱贫工作，

久而久之会造成社会两极分化、消费降级，形成 社会稳定的“隐患”。对于一个企业来讲，

如不能以积极的社会责任感，投入到社会扶贫工作中，则既不能把握历史机遇，更不能实现

长远发 展。其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的全面繁荣在于实现“补齐短板”、培育新 增长，社会

的全面和谐在于共同富裕、共奔小康。

以美国等西方国家频发的经济危机为例，及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经济增长疲软现

象，其深层原因就在“制度问题”，社会发展 呈现两极分化，贫困人口增加越加无力承担

经济增长的代价，最终导致企业无法发展。回顾中国企业发展的历史，如企业仅唯利是图、

拒 绝承担社会责任，则意味着无法在中国市场环境中生存。

由此可见，扶贫工作的全面开展，是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 会的基础，积极参与

扶贫工作既是企业的重要责任，也是培育市场、 健康发展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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