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广义上讲，网络经济是从经济的
角度对未来社会的描述。从工业社会的
产业经济向未来社会的网络经济的转化
是一种经济的变迁。在农业经济时代，很
多产品都直接进入市场，中间环节较少。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分工逐渐
细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见面的交易
方式越来越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由此
产生了商业这一中间机构，传统商业把
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时空上分割开来，这
大大促进了工业企业的专业化、规模化
的发展，但同时由于层层的中间环节，交
易成本也随之增加，生产者和消费者在
某一程度上产生隔阂。而信息技术的发
展，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
直接对话，不仅可以大大降低成本，而且
可以使交易双方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更大
的活动范畴，可见，网络经济应是没有时
空、地域限制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见
面的经济，即社会化了的经济。

网络经济不是信息经济，也不是服
务经济，而是两者的结合。没有信息技术
支持的服务经济不是网络经济。值得注
意的是，信息经济并不等于信息产业。信
息经济不只是产业经济，也不是信息技
术在各个产业中的应用，信息经济是一
种生产方式，是与工业经济时代不同的
生产方式，而网络生产方式则是在更高
程度上的直接经济。从全局的角度来看，
网络经济将对以工业经济为主的国民经
济全局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网络经济对企业管理的影响和变革

自然资源和信息资源在生产过程中
的地位开始发生逆转，信息管理应运而
生。众所周知，企业经营与管理的核心是
资源，企业管理中对各类资源都有相应
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手段。对人有人力管
理，对物有生产管理，对资金有财务管
理。在传统的工业时代的主要资源是自
然资源和资金，信息只是处于从属地位，
某一企业的资金和自然资源丰富，生产
的成本低，他就会占领市场，就是赢家。
当今的网络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面对
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已经意识到在
企业的管理活动中，不仅需要好的产品
和优质服务更需要有对多样化需求和
“透明”的市场反应能力，而要做到这一
点，就得靠丰富的信息资源和信息管理。
信息资源已成为独立于人、物质资料和
资金资源之外的另一种重要资源，并处
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的主要地位。信息
管理的目标是力图能够将最恰当的知识
在最恰当的时候传递给最恰当的人以便
使他们作出最好的决策。在这种管理方
式下，生产的组织上，不再以传统的物质
和资金为基础，而是以高速网络所支持
的信息流作为运行基础，创造性地开发
和利用信息技术对企业的信息进行有效
的管理是网络经济时代企业管理的特
征，是企业新经济增长点的源泉。

管理组织由垂直结构向开放结构转
变。在传统的企业管理方式上组织形式
是从上至下的垂直结构，即从董事长到
职员方式管理信息传递一层一层下达，
这样工作效率大打折扣。在网络经济时
代伴随着纵横交错的计算机网络的应
用，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速度大大提高，
管理组织中原来上传下达的中层组织逐
渐消失，高层决策可以与基层直接联系，
基层执行者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地
进行决策，组织形式由垂直结构向水平
的矩阵式结构转变。

企业管理从自动化走向合理化。信
息技术对企业财务管理的最基本而普遍
的方式是运用信息、技术部分地或全部
地取代以人工方式进行的活动和业务职
能，促进财务管理过程的自动化，用以提
高效率和降低成本。如工资核算电脑化、
会计电算化、报表生成自动化、商业和服
务业结账POS化等。随着自动化程序的
提高，原有的手工管理方式，步骤和环节
在自动化运作条件下会暴露出不适应和
不合理性，显现新的瓶颈和问题。在这种
情况下，网络信息技术对企业的作用将
会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即促使管理过程
的合理化，以进一步提高效率，能力和水
平。

例如在传统的手工财务处理业务

中，要周期地对明细账目和总账进行校
核，防止人工计账可能出现的差错，但在
会计电算化系统中，系统本身的运行方
式就可以避免这类差错的产生，因此账
目核对这一业务环节在会计电算化系统
中已无必要，从“自动化”到“合理化”，
是信息技术应用于企业的初级阶段。

从过程重构走向全新管理模式。无
论是企业运作过程的自动化还是合理
化，都是在原有的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
基础上进行的。然而，对这些过程的重
新研究和设计，将会在更高的层次上形
成企业的竞争优势，提高企业竞争能力，
这就是世界普遍关注的一个方向———企
业过程重构（BPR）。BPR 是立足于从
企业的经营目标出发，从根本上重新分
析和设计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的职能
和过程，简化或省略重复性和非增值过
程。应用网络信息技术可以彻底全面地
改造重构职能运作方式和业务工作流
程，使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能力和水平
全面提高。然而信息技术对企业的作用
还不仅限于此，从更高的层次出发应用
网络信息技术还可以对企业的管理模式
和经营理念产生根本的变化，改变企业
的产品或服务领 “自动化” 到 “合理
化”、到“重构”乃至“模式与理念变
化”，体现了网络信息技术对企业产生

作用的不同方式和程度。举一个形象的
例子来讲，“自动化”相当于给我们传统
的人力车加装了节省体力的发动机，
“合理化”主要是对动力传动机构进行
改造以提高效率，而企业过程重构是要
从动力源角度研究是选择柴油、汽油还
是电力而提高整体上的质量和效率，那
么管理模式与经营理念的变化就相当于
摆脱地面拥挤的交通，转向空中发展一
样。

分工化与结构变革。面对网络经济
的蓬勃发展，传统的大中型企业面临新
的挑战和机遇，传统的管理模式和经营
模式都发生变化，有形作业将逐步被无
形的数字化作业模式所取代。全球化的
网络结构和 PC技术的不断发展，又为
中小型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基
于 INTERNET 的经济模式，将使传统
的中小型企业获得与大企业等量齐观的
竞争力。Internet、ATM 等技术的广泛
应用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时空观念，地球
变得越来越小，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
密切，企业间的联系更加方便。网络通
信使得分布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企
业者随时聚在一起研究他们共同关心的
问题。这就不必像过去那样，把所有的
业务都有一个公司处理，而是根据业务
的内容委托给相应的公司分别处理以提

高效率，这就是所谓的“分工化”。与拥
有各种各样功能的大企业相比，规模小
的、专业性高的企业反而更有竞争力。

同时，信息网络的有效使用使个人
工作的生产能力也可大幅度地提高，过
去多人无法完成的工作，现在也许一个
人便能完成。由此可见，拥有许多人员的
大企业反而受到冲击。可以预见，当网络
技术达到更高的应用水平，很有可能发
生大企业转为中小型企业的结构变革。

改变企业竞争形象。在传统的经营
管理过程中，企业往往是借助媒体新闻
出版行业通过做广告和公关活动来树立
企业的竞争形象，这种方式费用非常大
而且工作复杂，同时各种活动不利于企
业形象的统一。网络经济为企业提供了
一种可以全面展示其产品服务和数量的
虚拟空间，制作良好的主页和网络广告
能够起到提高企业知名度和商品信誉的
作用。网络经济中的在线购物实践表明，
如网络上公司可以为顾客提供品种齐全
的产品，灵活的折扣条件，可靠的安全性
和友好的界面，那么，在线消费者将会向
传统商场购物一样，对企业的信誉产生
好感，从而增强企业竞争能力。

总之，网络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形式
的出现将为我们企业管理无论是在观念
上，还是在结构上和竞争方式上都会带
来巨大的变革，今后的经营管理者，必须
充分学习网络经济的新知识，顺应社会
发展潮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辛 涛

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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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的出发点应该是爱。”某公司
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以来，提出要在公司企
业文化框架体系下，打造具有“家文化”属性
的企业文化，并提出了“责任、诚信、友爱、实
干”的员工职业操守。公司领导身体力行，员
工们积极响应，“家文化” 氛围日益浓厚，公
司干部职工良好的精神面貌给前来调研考察
的领导留下深刻印象。

一、扎好理念的“根”

企业文化之树要枝叶繁茂必须先要扎
好理念的“根”。为促使“家文化”理念落地
生根，某公司年初制定了企业文化建设推进
计划，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公司“家文化”
建设。

公司将各项活动作为企业文化理念 “扎
根”的重要入口，传播“家文化”理念。2014
年 5 月份举办的“我爱我家”职工趣味运动
会，从主题设定到项目设计，都让人时时感受
到亲如一家的浓厚氛围。开幕式上，88 名健
儿身着红色运动衫、白色运动裤，面带微笑，
在音乐的伴奏下，以整齐划一的动作、恢弘磅
礴的气势变幻出“工人”、“五环”、“灯笼”、
“和谐中国”等各种队形，给现场观众带来了
一场难忘的视觉盛宴，传达出团结友爱、和谐
进取的“家文化”理念。

“我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心态积极，不
拖延，不偷懒，感恩工作，尽职尽责，努力创
造最优业绩，让每一天都成为我人生的代
表作……”公司举行员工职业操守宣誓活动，
职工们精神饱满的举起右拳，以铿锵有力的
誓言，表达自己遵守员工职业操守的决心。同
时，公司还广泛开展企业文化培训活动，公司
党群部门精心准备培训课件，并于 2014 年 7
月份首先分 3 批对管理人员、青年职工、普通
职工进行企业文化培训，之后，二级单位也相
继开展培训活动，培训所举的案例多以员工
身边发生的故事、案例为主，进一步加深了员
工对“家文化”理念和员工职业操守的认识
和理解。

以“安全、责任、本质脱困”为主题的演
讲比赛是华泽铝电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
举措之一，演讲比赛前后经过半年的时间，经
过二级单位选拔赛、公司预赛，13 名选手脱颖

而出进入决赛。决赛当日，公司领导悉数到
场，发表即席演讲，将选手们演讲的标题串联
成慷慨激昂的抒情短文，将比赛再次推向高
潮。决赛后，各位选手又深入生产现场进行了
4场巡回演讲，每场演讲座无虚席。这场演讲
活动是对企业文化理念的一次深度普及，真
正让“家文化”理念深入到职工的内心，为公
司改革发展、扭亏脱困传递了正能量。

经过近一年来的持续宣贯，“家文化”理
念和员工职业操守已经渗透职工的思想意识
深处，并逐渐成为绝大多数员工的自觉行动。

二、让职工感受“家”的温暖

要让职工把企业当成“家”，必须让职工
在“家”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避免从
“理念”到“理念”的单纯说教。某公司注重
将理念落到实处，通过为职工解决实实在在
的困难，增加职工福祉，让职工在企业大家庭
中感受到真真切切的温暖。

“电解工是重活，体力消耗大，以前上夜

班，总要琢磨着带点儿吃的，半路充饥；现在
好了，每天晚上都有人准时从食堂把饭送到
现场。”一位在电解厂上班的员工高兴地说。
从 2013 年 11 月份开始，为倒班职工提供免
费夜班餐，截至目前共发放 20余万份。

走到质检楼后面，从前从办公室窗户垂
下来、用来给电瓶车充电的电源线和电插板
不见了，楼下散落摆放的车子也不见了。从
2014 年 4 月份开始，自行车、电动车们都有
了“新家”，整整齐齐停放在生产现场新建的
4 个车棚里。“这下可解决了我们一大难题，
以前一下雨车子准得淋成 '落汤鸡 '，每天拎
着电瓶上下楼也很费劲，现在可以直接在车
棚充电，真要感谢公司处处为咱们职工着
想。”

质检计控中心一名员工边停电瓶车，边
感慨地说道。

炎炎夏季，高温、艰苦岗位的职工喝到了
解暑的绿豆水和饮料；天冷了，单身宿舍的职

工们又收到了工会干部送来的加厚毛毯。大
病救助、特困帮扶更加注重及时性，金秋助学
把及时雨一样的救助及时送给困难家庭的学
子。工会主席反复叮嘱工会干部：“职工的心，
企业的根，工会就是要把帮扶救助送给最需
要的人、送在最需要的时间，让职工感受到大
家庭的爱。”

真正了解职工的所思所想，才能把事情
办到职工的心坎上。公司任何一名职工，可以
随时走进总经理办公室反映问题。公司设立
总经理信箱，开展季度员工思想调研分析，党
员干部开展走动式管理，及时了解员工心声。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公司领导
班子开会专题研究职工提出的意见建议，逐
个讨论，分类答复、限期解决。

春风化雨润无声。“家文化” 如三春新
雨，滋润着公司员工的心田，公司也催生着事
业的参天大树，向着丽日蓝天蓬勃生长。

金树宝

春风化雨润无声

企 业 文 化

上半年各单位公司级媒体用稿统计

单位名称
有色报
用稿数

有色电视台
用稿数

合计
用稿

冬瓜山铜矿 165.5 28 193.5

铜冠物流公司 115.5 25 140.5

铜山矿业公司 86 22 108

天马山矿业公司 74 22 96

金昌冶炼厂 69.5 33 102.5

铜冠冶化分公司 61.5 21 82.5

凤凰山矿业公司 58 17 75

安庆铜矿 52.5 27 79.5

铜冠建安公司 52.5 22 74.5

铜冠机械公司 49.5 23 72.5

铜冠电工公司 40 19 59

金冠铜业分公司 38 19 57

铜冠矿建公司 38 10 48

稀贵金属分公司 31 18 49

金威铜业公司 23 11 34

矿产资源中心 18.5 6 24.5

铜冠（庐江）矿业公司 18.5 10 28.5

有色置业公司 16.5 7 23.5

技术中心 13 8 21

铜冠投资公司 13 8 21

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1.5 8 19.5

铜冠地产公司 11 7 18

金隆铜业公司 10 13 23

仙人桥矿业公司 8.5 2 10.5

工程技术分公司 8.5 2 10.5

张家港联合铜业公司 7.5 10 17.5

铜冠池州公司 6.5 2 8.5

铜冠黄铜棒材公司 6 3 9

金泰化工公司 6 8 14

安庆月山矿业公司 5 7 12

铜冠铜材分公司 3.5 2 5.5

安徽铜冠铜箔公司 2 7 9

铜冠新技术公司 1.5 2 3.5

动力厂 1 1 2

中科铜都公司 1 1

赤峰金剑铜业公司 1 1 2

鑫铜监理公司 1 1

五松山宾馆 1 1

《矿山霓裳》 杨新柱 摄

我读了 《创造成就未来》“我和我
的铜陵有色故事集” 中陶寿荣所写的
“我所知道的冬瓜山铜矿工程建设点
滴”的文章，感触很深。

文章叙述的内容虽然称为冬瓜山工
程建设中的“点滴”，但其中包含的内容
却很丰富。它是铜冠矿建公司经过 15
年的艰苦奋斗，完成了 56 万立方米开
拓工程量的庞大工程。它囊括了竖井，平
巷，天溜井，斜坡道，硐室，采准，井筒安
装等矿建施工的全部内容。文章列举了
几个单位工程项目，那全是冬瓜山铜矿
新区建设以及老区技措，技改项目建设
关键路线中的重点工程。

在重点工程建设中遇到各种各样艰
难险阻，矿山工程与水文地质条件复杂，
施工设备缺乏，凿井设施简陋，作业环境
恶劣，老区和新区边生产边施工，相互交

叉作业。深井中，有主井和两条风井是从
地表破土动工的，其余井筒为老井延伸
改造。为了不影响狮矿生产和抢工期，即
在老井井底预留保安岩柱的掩护下，向
下延伸井筒。从而增添了施工难度。临时
工程量增加了，井筒提绞布置受到了限
制，制约了设备能力的发挥，影响了建井
效率，延缓了施工进度。

在冬瓜山主井工作过的工人，由于
受到井筒裂隙硫磺水的侵蚀，个个“体
无完肤”。深井地热的释放，造成井下环
境温度近 40 摄氏度，工人们即使赤膊
上阵，也会汗流浃背。他们的双脚和双腿
几乎整天都浸泡在装满汗水和井下淋水
的胶靴里。这就是老一辈矿建工人“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硬骨头精神”。在
诸多困难条件下，广大职工不畏艰险，仍
然满腔热情和顽强拼搏，依靠自己的勤
劳和智慧，建成了冬瓜山铜矿，使公司的
矿建事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

冬瓜山铜矿竣工，它标志着该矿作
为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主
力矿山，将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矿
建公司的职工，我深感光荣和自豪。在过

去的年代里为工程建设所付出的千辛万
苦，是有价值的，值得的。

文中提到的 5 条深井总深度 5152
米。从深度1125米的冬瓜山主井的施工
实践，充分证明了为其主要工序的机械化
设备配套是合理的，行之有效的，完全达
到了机械化施工的设计要求。同样的设
备，经过完善后，在另一个深井冬瓜山进
风井的使用，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平
均月成井速度有了很大的提高，达到 67
米 /月。并且尚有潜力可挖。成为今后深
井施工装备的样板，为矿建公司凿井技术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成套的深井
施工装备和相应的施工工艺技术，当时在
国内是少有的。凭借这一施工优势，承接
了国内外多个千米以上深井工程。比如，
在国外中标的赞比亚中色非洲矿业公司
东南矿体的主井，净直径 6.5 米，井深
1165米；副井净直径7.2米，井深1120
米。在国内的甘肃，新疆，内蒙古，安徽，辽
宁等省也承接了多个千米以上的深井。如
辽宁本溪龙新矿业有限公司思山岭回风
井，净直径7.5米，井深1458.5米。

我有幸参观了思山岭铁矿回风井地

面提绞布置的现场。感觉气势壮观和现
代化，使人惊叹和兴奋。原来在冬瓜山
主井工程使用的，当时在国内最大的单
筒直径 2.8 米卷扬机，现已改换成直径
5.0 米单筒提升机。另一台卷扬机的滚
筒直径 5.0 米的双筒提升机。40吨改进
型悬吊稳车，7 米高的伞钻，4 立方米吊
桶，4.5 米高的活动金属模板，大斗容的
中心回转抓岩机，以及重量为 100 吨的
施工井架。这些匹配的设备缠绳量大，
静张力大，生产效率高。

竖井掘砌为矿建施工中的关键，对
此，矿建公司经过不断创新和改造，已形
成了较强的核心技术优势。凭借这一优
势和百米成井的实绩，近日又中标了本
溪大台沟矿业有限公司的 3 号探矿井
（副井）工程，井筒净直径 9.5 米，井深
1506.2 米。

冬瓜山住井下掘 994 米时，井筒发
生突水淹井，当时的涌水量一小时即可
淹没井筒 30 米以上。在有色公司的直
接领导下，和长沙矿山设计研究院共同
研究治理和攻关。企业采取了“底卸式
吊桶水下抛渣封底，单管水下渣堆注浆

构筑封水层，工作面浇筑混凝土止浆垫
及探水注浆”的治理方案，获得成功。“铜
陵冬瓜山铜矿深井高压大水淹井治理的
技术研究”获得了中国有色总公司科技
进步一等奖。这一技术成果，矿建公司在
新疆富蕴矿业乌吐布拉克铁矿主井淹井
治水过程中投入使用。注浆构筑封水层的
封水效果达到 100%，井筒很快下掘到
底。矿建公司的防治水的施工技术得到了
进一步提升，并赢得了赞美的声誉。

铜冠矿建公司在不断提高和增强井
巷施工机械化作业线技术装备水平的同
时，也密切注重在 50年的矿建施工实践
过程中的工艺技术水平的总结提高和创
新创造。目前，公司发布工法 45项，其中
关键技术达到省（部）级先进水平的省
（部）级工法 28项。群众性质量管理中
的QC小组发布的QC成果 24项，其中
有 6项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的奖励。

注浆堵水工艺“一种孔口管埋设方
法”取得了国家发明专利。2012 年 3月
7 日，由本公司科技人员自行设计，具有
新颖结构，原理独特，取样可靠的“一种
深水取样检测装置”得到了国家知识产

权局授权并颁发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2015 年 2 月 18 日，矿建公司的“一种
矿井井下低压循环水管路降温系统的减
压装置”和“一种井下多通道长距离通
风装置”取得了国家级实用新型技术专
利。这两项技术成果对深井地下矿山基
建和生产均具有广泛的通用性。

矿建公司始终坚持走自主创新之
路，结合施工实践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开
展一系列的科技攻关和群众性的合理化
建议活动，扫除施工障碍，解决施工难
题。研发出多项行业领先水平的高新施
工技术和相应的产品，取得了丰硕的科
技成果。

目前，矿建公司已获得了省科技厅，
财政厅，国税局，地税局联合颁发的“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这标志着矿建公司
实现了由传统企业向高新企业的转变。
我深刻地体会到，身经百战的矿建公司
用科技发展观统领全局，加快科技创新
创造，突出主业优势，强化现代化企业管
理，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矿建施工企
业，在不断扩大的国内外矿建市场的拼
搏中，定能再创辉煌。

加快科技创新创造 企业才能持续发展
———《我和我的铜陵有色》故事集读后感

牟以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