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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21世纪,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

争越来越表现为一种企业制度的竞争,企业的制度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作用

越来越重要,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基石和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
对于企业而言,民间制度具体反映在企业的价值观、经营理念、经营方

式、士气和沟通的方式中,也具体反映在全体员工的行为习惯中。这充分说明

民间制度与企业的生存及发展息息相关,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作为电子产

业的知名企业中国海尔,日本SONY,韩国LG,他们在各自的国家都属于龙

头企业,他们的企业文化、价值观、用人理念等这些民间制度对其他公司有着

重要的启示借鉴作用,所以针对民间制度的研究凸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分

析这三家企业的企业制度,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找出其共性,并提出相关的

建议。
关键词:民间制度 企业文化 价值理念

一、有关的概念界定和相关企业介绍

(一)有关的概念界定

1.制度。一般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也指在一定

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或一定的规格。

2.民间制度。社会制度是为了满足人类基本的社会需要,在各个社会中

具有普遍性、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里具有稳定性的社会公治制度。而人们在生

产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被人们所认可的维持社会经济文化和谐互动的自

治制度,如行业规则等,就是民间制度。

3.企业文化。是一个组织由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

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

4.创新。是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征的一种概念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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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制度作为一种非社会制度,对企业、员工等的行为约束体系中,具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在社会制度形成和得以实施之前,人们的经济行为往

往依赖于民间来维持和约束。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民间制度约束着人们

行为选择的大部分空间。因此,研究民间制度无论是对企业还是企业员工都有

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并且对促进企业的经济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本

文选择中日韩三国的电子产业代表企业———海尔、SONY、LG三家知名企业,
针对其民间制度如企业文化,价值观,理念等的特色进行比较分析。

(二)相关企业介绍

1.海尔

海尔集团作为世界白色家电第一品牌、中国最具价值品牌的企业,其在全

球建立了29个制造基地、8个综合研发中心、19个海外贸易公司,全球员工

总数超过6万人,已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跨国企业集团。2009年,海尔品牌价

值高达812亿元,并且自2002年以来,海尔品牌价值连续8年蝉联中国最有

价值品牌榜首。
据世界著名消费市场研究机构欧洲透视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海尔在世界

“白色家电”品牌中排名第一,全球市场占有率5.1%。这是中国白色家电首

次成为全球第一品牌。同时,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分别以10.4%与8.4%的

全球市场占有率,在行业中均排名第一。海尔是唯一一个进入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管理决策层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代表。2009年6月,IEC选择海尔作为

全球首个 “标准创新实践基地”。

2.索尼

索尼,这家代表着 “日本制造”到 “日本创造”的标杆企业,曾经是无数

企业学习的榜样。1946年,索尼公司由井深大、盛田昭夫以19万日元共同创

立,到20世纪50年代,其开发出小型晶体管收音机,并且开始使用SONY
商标。经过十余年的发展,通过激烈的品牌、质量和技术竞争,索尼在电视机

行业建立起世界龙头企业的地位。辉煌时期,索尼拥有全球价值720亿美元的

消费类电子产品市场,在电影以及音乐等大众传媒上的成功,也让索尼公司成

为前卫潮流的代名词。
在公司发展的60多年时间里,作为一家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全球化企业,

索尼一直致力于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优秀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全新的生活方

式。公司最根本的经营理念是通过索尼的创新技术和优秀产品帮助人们实现享

受更高品质的娱乐生活的梦想。目前,索尼公司在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

立了分子公司和工厂;集团70%的销售来自于日本以外的其他市场;全球超

过70%的员工是非日本籍员工;数以亿计的索尼用户遍布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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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公司是世界上民用或专业视听产品、游戏产品、通讯产品和信息技术

等领域的先导公司之一。它在音乐、影视、计算机娱乐以及在线业务方面的成

就也使其成为全球领先的个人宽带娱乐公司。公司在截至2010年3月31日结

束的2009财年中的合并销售额达796.18亿美元。总资产达到1237.39亿美

元,雇员数量为167，900人。

3.LG
在韩国,公司被视为以往促进社会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方式。从20世纪60

年代起,公司在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强劲的出口驱动增

长,韩国成为国际市场的主要竞争者。

LG集团创立于1947年,是领导世界产业发展的国际性企业集团。事业

领域覆盖化学能源、电机电子、机械金属、贸易服务、金融以及公益事业、体

育等六大领域。而LG电子是LG集团最大的子公司。
作为一个国际化的企业,LG一直致力于全球发展研发,开创引领全球时

尚的设计,并要将更高端、更前沿的产品提供给消费者。LG在韩国的地位,
相当于海尔之于中国,尤其在这个民族性非常强的国家,国产品牌的受欢迎程

度还要更高。即便在于1997年底出现的金融危机使得韩国经济危机陷于瘫痪

的情况下,LG集团仍然以 “选择和集中”为基本原则,扎扎实实地推进企业

结构调整,成为韩国企业的经营楷模。

2009年,在全球金融海啸的大背景下,对于全球的家电制造业是充满艰

辛与挑战的一年。各家企业无不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生存压力。但对于LG
电子来说,却是充满着机遇与收获的一年。2009年,LG电子季度销售额连创

新高,凭借在手机、LCD电视和家用电器方面的抢眼表现,LG电子超额实现

年度目标,在销售业绩和收益率方面位列行业第三,并成功降低开支约3.2兆

韩元 (28亿美元)。LG集团不仅成功克服了经济危机带给公司发展的阻碍,
而且迎难而上,再创新的辉煌。在世界经济低迷不振的情况下,LG的 “美好

生活”理念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而且精细的做工、人性化的设计以及实用亲

民的形象,让LG在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

二、比较分析

(一)海尔

海尔作为中国电子产业的龙头企业,企业的发展和壮大与民间制度密不可

分,从企业角度看,民间制度的核心就是企业文化。张瑞敏这样定义企业文

化:“企业发展的灵魂是企业文化,而企业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应该是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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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将企业文化分为三个层次,最表层的是物质文化,即表象为发展速度。海

尔的产品、服务质量等等;中间层是制度行为文化;最核心的是价值观,即精

神文化。
海尔的价值观就是两个字:创新。海尔的科研人员平均每个工作日开发

1.3个新产品,每个工作日申请2.5项专利,是中国企业中获专利数量最多的

企业。海尔文化的这种创新,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给每一位员工提供一个创新的

空间。海尔的小改小革造就了员工中的不少 “名人”,也给企业创造了巨大效

益。张瑞敏说,这种小改小革不仅仅在于产生多少效益,更在于员工所表现出

的创新精神。在海尔,你甚至不用与员工交谈,便可感受到使他们充满活力的

精神世界,平凡而机械的工作与远大的目标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变成为愉快的

创造。从当年创造中国冰箱的金牌,到今天努力跻身世界五百强,海尔人靠它

振奋精神,战胜自我,永远创业,创新进取。
就是在这种积极的价值观和企业质素的影响下,截至2009年年底,海尔

累计申请专利9738项,其中发明专利2799项,稳居中国家电企业榜首。仅

2009年,海尔就申请专利943项,其中发明专利538项,平均每个工作日申

请2项发明专利。在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上,海尔已参与23项国际标准的制

定,其中无粉洗涤技术、防电墙技术等7项国际标准已经发布实施,这表明海

尔自主创新技术在国际标准领域得到了认可;海尔主导和参与了232项国家标

准的编制、修订,其中188项已经发布,并有10项获得了国家标准创新贡献

奖;参与制定行业及其他标准447项。海尔成为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最多的家电企业。
同时,海尔在用人方面更有其独到的见解。它的用人理念是人人是人才,

赛马不相马。
现代企业制度中心在于解决运行机制的问题,关键是要建立运转有效的人

事制度。张瑞敏的看法是:人,当然包括企业领导人,是企业的战略资本,是

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支撑者,因而企业制度创新的根本在于 “改人”。海尔把实

施人才战略看做是转换经营机制的重要一环。早在20世纪80年代,领导层就

意识到企业发展最缺的是人才,谁不抓紧引进人才,谁就会丢掉市场。海尔为

此提出 “大量吸收,大胆信任,大力加压”十二字用人方针。
“伯乐相马”,在封建社会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相马”作为一种人

事制度,不规范、不可靠,这种把命运拴在别人身上的机制出人才的效率是很

低的。要做到用人的公平、公正、公开,“赛马”才是真正值得信赖的好制度,
它能激发人的活力,让人才脱颖而出。在这种健康向上的制度影响下,企业为

每个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在海尔,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更加努力的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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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机会,争取更大的发展前景,也就为企业价值创造和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可估

量的效果。
那么海尔的企业制度为什么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又为什么能促进经营业绩

的增长呢? 简单来说,其原因有三点:第一,积极的企业制度能够带动员工树

立明确的目标,并在为此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保持一致的步调。在今天专业化

程度很高、分工复杂的世界中,做到这一点极为不易。第二,企业文化能够在

员工中营造出非同寻常的积极性,因为企业成员共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使

得他们愿意为企业出力。第三,合理的企业制度还提供了必要的企业组织结构

和管理机制,从而产生了一个合适的积极创造的压力水平。
(二)SONY
针对SONY公司,其企业文化制度有着自己的特色:

1.重视科学技术,不断创新。索尼之所以能聚集人气,在电子产品方面

形成自己独特的竞争能力,其中很大的原因就在于索尼在技术和管理上对于创

新的不断追求。现在索尼每年推出约1000种新产品,平均每个工作日4种。
在技术方面索尼一直很重视企业的独创性和技术能力的培养。索尼公司在成立

初期,就确立了公司的经营理念。在早期的 《成立意向书》中,就明确宣言:
享受有益于公众的技术进步、技术应用和技术革新带来的真正乐趣;弘扬日本

文化,提高国家地位;做开拓者,不模仿别人,努力做别人不做的事情;尊重

和鼓励每个人的才能和创造力。
索尼公司在引进技术,开发新产品之际,非常注重开发、培养自己的核心

技术。每当出现新的技术,只要与自己的研究、生产活动相关,就马上抓住机

会,迅速应用到自己公司产品中来。有些技术,在欧美刚刚出了实验室,索尼

就开始考虑购买其专利,实现商品化。新产品不断打破日本和世界纪录成为首

创的产品。
表1 索尼公司的首创产品

年份 产品 年份 产品

1950 磁带录音机 (日本) 1961 盒式录音机 (世界)

1954 半导体 (日本) 1962 微型电视机 (世界)

1955 晶体管收音机 (日本) 1964 台式计算机和家用录音机 (世界)

1957 袖珍式晶体管收音机 (世界) 1966 手提式录音机、IC收音机 (世界)

1958 FM/AM晶体管收音机 (世界) 1968 单枪三束彩色电视机 (世界)

1959 晶体管电视机 (世界) 1969 彩色录像系统 (世界)

  仅仅在20世纪50~60年代,索尼公司就成功地开发了5个日本首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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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世界首创的产品,研究员江崎还由于在半导体隧桥技术方面的突破,获得了

诺贝尔奖。正是有了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索尼被公认为是勇于创新的企业。

2.互敬、互爱、互相尊重。索尼公司从总裁、总经理到每一位员工,都

一视同仁,互相敬爱,互相尊重。上班时间,大家都穿一样的夹克衫,在不分

等级的餐厅里一起就餐,像一个融洽的大家庭。索尼公司的高级主管、各厂厂

长都没有单独的办公室,而是与工人们在一起,以便尽快地认识、熟悉他们。
在培养员工方面,公司很注重 “主动性”,因而鼓励员工主动地去做他们认为

应该做的事情。SONY希望所有员工的灵感都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并鼓励所

有思想在公司里融会碰撞。提倡培养员工的创新精神和国际化意识,也是

SONY企业文化的重要部分。 “创新精神”是公司的DNA。对于很有发展潜

力的员工,公司还会安排海外工作或实习机会。

3.人尽其才。索尼公司对于人才的重视在日本有口皆碑,在吸引人才方

面也是在华日资企业中的佼佼者。索尼甄选聘用人才的目标很明确:识别并雇

佣那些有知识、有技巧、有能力的人来做好公司工作。公司大胆起用新人,每

年直接从应届毕业生中挑选工作人员,并采用定期引进有经验的工作人员的制

度。为了让职员人得其位,位得其人,索尼公司设计出一种能够利用不同个人

才能的人才开发方案: “内部招聘制度”———公司每周出版一次的内部小报,
经常刊登各部门的 “求人广告”,职员们可以自由而且秘密地前去应聘,他们

的上司无权阻止。另外,公司原则上每隔两年便让职员调换一次工作,特别是

对于精力旺盛、干劲十足的职员,不是让他们被动地等待工作变动,而是主动

给他们施展才华的机会。这种 “内部跳槽”式的人才流动正为那些上进心强、
干劲大、有能力的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这样,公司内部各层次人员的积

极性都被调动起来。当每个干部职工都朝着 “把自己最想干的工作干好,把本

部门最想用的人才用好”的目标努力时,企业人事管理的效益也就发挥到了极

致。索尼总是流动着自由豁达的空气,保持着不断追求 “更新”、“更有特色”
的历史。这种独特的人事管理哲学使公司充满活力,不仅大批人才不拘一格脱

颖而出,新产品不断问世,更为公司带来了巨额财富,赢得了强大的市场竞争

优势。
(三)LG
“韩国人做事,特别较真。今日事,必须今日毕。这在有些人看来,觉得

不可思议、小题大做。其实,只有从细节入手,从身边做起,才是取得成功的

第一步。LG不仅教会LG人怎么有效地去工作,更教会他们怎么去做人。”

1995年1月1日,高士达公司正式更名为LG集团。LG的新的航程开始

了。一个新的公司标识开始起用,其核心也就是新集团的口号——— “面向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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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个口号表达了5个关键概念:世界、未来、青年、人、技术。这些概念

被认为是LG未来成长和繁荣的关键。
公司员工的工作态度就是最明显的韩式风格,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强烈的自

我牺牲精神是员工的共性。此外,在LG晋升相当困难,每一个管理人员都是

通过实际工作中的表现与成绩一点点提上来的,每走一步都要付出艰辛的

努力。
在人才培养上 “不做旁观者”的LG,以旨在培育 “向国际市场输出中国

管理人才”的LG商学院为平台,通过GlobalJobTraining、组织创新教育以

及代表未来趋势的 Mobile-Learning等制度和方法,培养出符合LG的 “人
才”而非 “通才”,并将这些 “人才”置身全球市场舞台,锻造其经营和能力

的国际化,实现人才与企业的共同价值。LG在培训时会重在培训领导型人

才。随着国际化战略的推进,LG集团的培训则是显得目标明确,对于培训对

象的选择更加有针对性。培养 “全球性领导人才”的培训目的决定了培训内容

和方式也必须有很强的针对性和专业性。1947年成立的LG集团,已经年过

半百。尽管企业文化比较成熟,但旧的企业文化 (稳重、协调、尊重)显然存

在一个转型的问题。通过内训延续和更替企业文化是培训常规的工作。LG旧

的企业文化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稳定、协调和尊重。在适当保留一部分旧

文化的同时,LG的最高管理层努力建立和强化以下四种新的文化:挑战、速

度、简单化、无界性。有了这个目标,对员工的企业文化培训已经是不可缺少

的重要的培训内容了。

LG的人才发展战略是同企业经营战略高度相符的。 “为顾客创造价值”
和 “尊重人的经营”是LG的经营理念,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下,LG的员工与

企业的关系就不只是 “劳动者与经营者关系”,而是我们的 “创造价值的劳动

关系”。“创造价值的劳动关系”是将个人蓝图与企业蓝图结合起来,是所有组

织成员共同创造人才的价值与企业的价值,是为未来事业奠定基础,不断提高

生活品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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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海尔、SONY、LG企业创新措施比较

企业名称 创新措施

中国海尔

  海尔价值观的核心灵魂是创新,包括 “否定自我,创造市场”,

以变制变的创新策略 “创造新市场、创造新生活”的海尔技术创新理

念,以一系列创新的观念为先导的,不断地自我否定和超越。

日本SONY

  在技术和管理上对于创新的不断追求。在技术方面索尼一直很重

视企业的独创性和技术能力的培养。在管理创新方面,在管理方面索

尼公司一直致力于学习型组织的建立。通过各种不同人员发知识碰

撞,产生新的知识和灵感,有利于组织的研究开发。

韩国LG
  无界性的企业文化。技术创新被认为是LG企业未来成长和繁荣

的关键。

表3 海尔、SONY、LG企业人才制度比较

企业名称 企业人才制度

中国海尔

  海尔把实施人才战略看做是转换经营机制的重要一环。用人理念

是人人是人才,赛马不相马。人,包括企业领导人,是企业的战略资

本,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支撑者,企业制度创新的根本在于 “改人”。

海尔为此提出 “大量吸收,大胆信任,大力加压”12字用人方针。

日本SONY

  人尽其才。索尼公司对于人才的重视在日本有口皆碑,索尼甄选

聘用人才的目标很明确:识别并雇佣那些有知识、有技巧、有能力的

人来做好公司工作。并且公司大胆起用新人,实行 “内部招聘制度”,

公司内部各层次人员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

韩国LG

  LG的人才发展战略是同企业经营战略高度相符的。在人才培养

上 “不做旁观者”的LG,以旨在培育 “向国际市场输出中国管理人

才”的LG商学院为平台,通过GlobalJobTraining、组织创新教育以

及代表未来趋势的 Mobile-Learning等制度和方法,培养出符合LG
的 “人才”而非 “通才”,并将这些 “人才”置身全球市场舞台,锻

造其经营和能力的国际化,实现人才与企业的共同价值。

三、相关结论与建议

(一)相关结论

对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互动社会进行整合以形成和谐社会的机制是制度,这

套制度包括产权、契约、企业行业制度、法律等制度。其中,前三类制度是自

治制度,后一类制度是公治制度,这套制度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将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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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整合为一个良性互动的和谐社会整体。产权制度、契约制度从基础层面保

证了市场经济的良性互动,但经济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两类基础性制度仍然不能

解决市场经济运行所面临的全部矛盾。于是,一种以解决公治制度不能化解的

矛盾的民间制度就应运而生,这在大部分企业和行业中就表现为企业制度和行

业规则。民间制度的诞生,实现各市场主体更高层面的良性互动,使良性社会

的生成具备更强大的经济基础。离开了企业制度对市场经济运行中各种行业性

矛盾的调控,各市场主体之间广泛存在的矛盾将难以获得有效、及时、全面地

调控,也难以实现市场经济的良性互动,社会的良性互动、和谐运行亦是困

难的。
针对以上对三国企业民间制度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其重视人才、追

求创新是三个企业共同的民间制度。企业对人才的重视大力推动了企业健康发

展。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正是三个企业拥有了充足的人才,
企业才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经济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而人才和创新也存

在着紧密的关系,创新需要人才,人才需要创新,人才只有在创新的实践中才

能真正的成长起来。所以这三个公司的民间制度中都同时出现了 “创新”二

字。德国经济学家德里希·李斯特在100年前曾有过一句名言:“一个国家可

能很穷,但它若是有创造财富的生产力,它的日子就会越过越富;财富的生产

比之财富本身不知道要重要多少倍。”富于进取精神的日本人,凭借创新将

“财富的生产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让世界看到了今天的日本。不仅日本如此,
回顾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发展史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各国的实

践均证明了创新是人类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根本所在。因此,创新是这三个

企业经济增长和创造财富的关键,是符合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也是三家企业

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
(二)建议

1.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方面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直接决定着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企业有了较强的技术

创新能力,才能研制、开发并生产出满足市场需求的高科技含量和高质量的产

品。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与世界优秀的跨国公司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企业缺乏对技术创新的重视、对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不

足、企业的生产和研发相分离、对于引进的生产技术缺乏消化吸收和自主提高

的思想,这些因素都会制约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

力,可以通过以下几条途径:
(1)提高科研水平,加大对企业研究和发展费用 (R&D)的投入。R&D

经费是企业获取自主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基础,因为只有在充足的资金保证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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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企业才能完成科研项目。我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在R&D的投入上差距甚

大,我国是企业和研究机构占主要比例,而国外则是企业和高等学校占主要比

例。因此,国内企业要加大对新技术、新工艺的R&D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将生产和研发结合起来,促使形成企业生产成为研发的投资主体,研发为

企业生产提供服务的模式。
(2)重视对科研人员的引进和培养。市场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

竞争。任何目标的达成都是以人为基础完成的,因此企业技术创新要注重对高

科技人才的挖掘和培养,从而解决企业技术人才缺乏的窘境。企业要在现有技

术条件的基础之上,有条件地以各种形式吸收技术人员和研发机构进入企业,
增强研发力量;注重对员工的再培训,加强员工理论知识的学习,提高员工的

知识素养。
(3)积极探索技术创新模式。发挥自己的优势,加大科技攻关力度;积极

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结合自身的实际状况,以市场为导向将其转化

为自身的技术,生产自己的核心产品;吸引高校的科研力量进入企业,促进科

学成果向生产力方向转化。
(4)建立行之有效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通过对企业制度的深化改革,形

成有利于调动员工积极创新的管理和薪酬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员工的创

新潜能。

2.企业管理创新方面

要保持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仅仅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是不够的,它需

要通过管理创新来协调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对有限的企业资源进行整合和有效

配置,及时调整生产关系,建立新的企业运行模式和经营策略,提高企业的管

理效能。我国家电业的旗舰———海尔集团,在管理理论创新方面就推出了 “斜
坡球理论”和以OEC、SST及市场链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型管理模式,使得海

尔集团 “站稳国内、走向世界”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因此,可以从下几个方

面来实现企业的管理创新:
(1)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制度的优化是培育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前提

和保障。它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其体系的合理与否对企业的生存和壮大起着重

要作用。因此,建立起产权明晰化、企业地位法人化、治理结构规范化、出资

者责任有限化、管理制度科学化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必需的。
(2)建立学习型组织,推进组织结构的调整重建。知识经济的来临使企业

环境瞬息万变,要适应变化取得竞争优势,就要求企业改革、调整传统组织结

构,构建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遵循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

景、团队学习以及系统思考五项原理,建立完善的学习机制,让企业通过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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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使企业的经营行为具有动态性、实效性,从而使企业的内部资源适应环

境变化,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3)重视人在企业中的核心地位,实行人性化管理。“人”是企业核心竞

争力的培育者和运用者,更加是企业一切创新的源头,因此注重对人才的开

发、培育和使用,充分考虑个人的心理需求和生理需求,尊重个人的个性和追

求,在实现企业发展的同时个人价值也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从而达到最佳的

经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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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mparativeAnalysisoftheInfluenceofFolkInstitutioninChina,
JapanandKoreatotheDevelopmentofEnterprises

LIXuguang,LiManzhu,WangDan,LiuYitong
(CollegeOfBusinessAdministrationLiaoningUniversity)

Abstract:Inthe21stcentury,withthedevelopmentoftheknowledge
economy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competition among enterprisesis
becomingthecompetitionoftheinstitutionofenterprises.Thecompetition
institutionofenterprisesisbecomingmoreandmoreimportantforthe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has become a cornerstone of
competitivenessofenterprisesandthekeyfactorsintheprocessofcompany.

Fortheenterprises,folkinstitutionisreflectedinthespecificvalues,

managementconcept,managementmode,themodeofcommunicationand
moraleanditisalsoreflectedinthespecificbehaviorsofstaff.Thiscan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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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inthefolkinstitutioniscloselyrelatedtothesurvivalanddevelopmentof
thecompany,whichalsodeterminesthesurvivalofenterprises.Famous
enterprisesintheelectronicindustrylikeHaierinChina,SONYinJapan,LG
inSouthKoreaaretheleadingenterprises.Thecorporatecultureandvalues,

theideaofchoosingandemployingemployeeshaveimportanceforthe
referenceforothercompaniesasfolkinstitution.Sothestudyoffolk
institutionisespeciallyimportant.Thisessaymakessomesuggestionsforthe
electroniccompaniesthroughanalyzingandcomparingenterpriseinstitution.

KeyWords:nongovernmentalsystems;corporateculture;ideaof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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