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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the researcher interviewed 98 middle managers and 

employees of 27 state-owned enterprises under Benxi SASAC.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Benxi City are mainly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 innovation sources of enterprises 

are mainly internal, and purchasing and learning are the main ways of external knowledge sources. Technical 

training, rationalization suggestions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re the main forms of internal 

employee innovation. 2. Corporate innovation cultur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mployees'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culture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improvement of 

employees' knowledge and skills. 3.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employe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employees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innovativ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rganizational support, publicity and training, and material assurance of enterprises. 4. 

Enterprise innovation culture plays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employees'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employees are the important dimensions of individual creativity. The individual 

creativity of employees influences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employees are the 

genes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the enterprise culture and employee knowledge and skills are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enterprise core competence. 5. The innovation culture level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Benxi 

is lower than that of sample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and Liaoning Dimension level. Finally, the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ree aspects: 1. Build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culture; 2. Improving employee knowledge 

and skills; 3. Carrying out various employee innovation activitie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culture in Benxi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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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者从组织创新视角对本溪市国资委下属的 27 家国有企业的 98 名企业中层管理者和员工进行了访

谈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1.本溪市国有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创新来源以内部为主，购买

和学习是外部知识来源的主要途径，技术培训、合理化建议和技术创新竞赛是企业内部员工创新的主

要形式。2.企业创新文化显著影响员工的创意和创新。组织支持和企业创新文化显著影响员工的知识

和技能的提升。3.员工知识和技能是最重要的企业创新因素，员工知识和技巧显著影响企业的创新型

文化特征、组织支持、宣传培训、物质保证这些企业创新文化制度。4.企业创新文化对员工知识和技

能提升作用最重要。员工的知识和技能是构成个体创造能力的重要维度，员工个体创造力影响组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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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力，员工的知识和技能是企业创新的基因，企业文化和员工知识和技能是企业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5.本溪地区国有企业创新文化水平低于上海地区、辽宁地区样本企业创新文化维度水平。最后

从三个方面提出措施：1.构建企业创新文化 2.提升员工知识和技巧；3.开展形式多样的员工创新活动，

推动本溪国有企业创新文化的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本溪，国有企业，发展状况，调查 

1. 引言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在国民经济的关

键领域和重要部门中处于支配地位，为确保国民经济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国有企业改革

问题一直是地方政府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从 2019 年辽

宁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最

大的问题是资本监管和运营、制度改革。
[1]
国有企业与

民营企业相比，最突出的企业管理问题是创新氛围问题。

在企业整个生命周期阶段，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首要最

重要的能力，如果企业创新能力居于其它能力之后，那

么企业将从盛年走向死亡。 

2. 研究过程与结果 

2019 年 10 月-2019 年 11 月，团队实施网络观察，

收集国有企业管理信息。2019 年 11 月，设计半开放访

谈问题。通过亲朋好友各种人际网络关系找本溪市国资

委下属国有企业中层管理者，对他们进行访谈。2019 年

12 月，实施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本溪国资委下属国有

企业员工和管理者，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调查报告写作。 

2.1. 本溪国有企业基本状况 

1.本溪市国有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 

走访调查的本溪市国资委下属的 27 家国有企业，

企业规模小于 50 人的占 48%，企业规模在 50-249 人的

占比 24.14%。500 人规模以上的只占有 13.79%。企业规

模以中小企业为主。 

2.所属行业以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为主，其次是第

二产业制造业。 

走访调查的本溪市国资委下属的 27 家国有企业，

其它服务业占 46.55%，第一产业占比 10.34%。其次是

制造业、污水处理、运输、食宿、房地产业等。 

2.2. 本溪国有企业创新状况 

在企业整个生命周期阶段，创新无处不在。如果创

新在企业管理中居于次位，那么企业将进入衰退期，直

到最后死亡阶段，企业基本没有创新了。所以创新对于

一个企业至关重要。 

1.企业创新来源以内部为主。被调查的 27家企业，

37.93%无外部创新来源。31.03%的企业主要依靠政府的

推动进行创新。创新重要的来源客户、供应商、研究机

构只占到 24.14%、8.62%、6.9%。 

越来越多的企业创新边界从内部向外部拓展。企业

创新的发起者有多种，在众多的创新来源发起者中，员

工、商业伙伴和顾客成为最重要的创新来源。 

2.购买和学习是外部知识来源的主要途径。 

访谈中，询问被访问者“企业引入外部知识创新的

具体做法”时，50%左右的调查者的答案是购买，其余大

部分是交流学习，个别企业将业务花钱外包给外部专业

团队。 

3.技术培训、合理化建议和技术创新竞赛是企业内

部员工创新的主要形式。 

调查者追问了企业内部员工创新的形式，主要形式

有技术培训、合理化建议和技术创新竞赛。个别企业有

专门的研发中心，大部分企业靠人事部门和工会组织技

术培训。将近 40%的企业没有专门组织创新的部门。 

2.3. 企业创新文化和员工创新活动、技能的
关系研究 

企业创新文化是为了适应高速发展变化的市场竞

争环境，企业在创新和创新管理活动中所创造和形成的

并对企业创新具有导向、牵引作用的活的新型文化（刘

朝臣等，2008）。本次调查的创新文化维度的含义包括：

公司关注市场需求，客户的难题就是创新的课题；公司

不断强调一种理念，即勇于超越，力求尽善尽美；我的

上级允许我有一定的自由度和时间弹性；在我们公司，

直接沟通交流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在公司，具有创

新精神的员工更容易得到重用和提拔；组织响应迅速，

易于变化。企业创新文化主要有以下特征：挑战与参与

（对于组织的长期目标和成功，员工是否给以认同，为

其投入且受其激励？），自由（员工是否能够独立定义

他们的工作，实施自由决定权，并且在日常工作中采取

创新的态度？），信任和开放（员工是否支持和尊重彼

此？），创意时间（员工在采取行动之前是否有时间寻

找新的创意？），乐趣和幽默（员工场所是否是随意的

和有趣的？），冲突的解决（员工在做出决策和解决问

题时是基于组织的利益还是基于个人的利益？），辩论

（是否允许员工表达意见和提出参考建议？），冒险（管

理者是否愿意承受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员工是否会因冒

险而受到奖励？）。 

本次调查的员工创新活动包括产品创意、测试和传

播活动。产品创意，指消费者提出新品构念或对现有产

品提出改进意见；产品测试，指在产品正式上市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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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对产品进行试用，反馈产品试用问题，提出产品试

用问题的解决方案；产品促销，指产品上市后，早期使

用新产品的消费者可以对新产品进行口碑传播，以此形

成产品品牌价值。 

本次调查的员工创新技能主要包括知识和技巧。科

技要素和文化要素构成了社会创新系统的核心软、硬件。

企业创新文化能够激励员工进行创新活动。反过来企业

创新文化对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起到促进作用。 

2.3.1. 企业创新文化对企业员工技术创新活
动的影响 

假设有自变量是企业创新文化，因变量是企业员工

技术创新活动。本节利用 SPSS21.0 统计软件，自变量

对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采取逐步进入的方式，变

量进入模型的标准是 F 的概率值小于或等于 0.001。结

果表明：企业创新文化维度显著影响员工的创意活动和

方案遴选和实施维度。组织支持和企业创新文化显著影

响员工的知识和技能的提升。 

公司关注市场需求，客户的难题就是创新的课题；

公司不断强调一种理念，即勇于超越，力求尽善尽美；

我的上级允许我有一定的自由度和时间弹性；在我们公

司，直接沟通交流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在公司，具

有创新精神的员工更容易得到重用和提拔；组织响应迅

速，易于变化。这些创新文化将显著影响员工提出新想

法、产生新措施的行为，和提升寻找新工具、运用新理

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员工的知识和技能是构成个体创造能力的重要维

度，员工个体创造力影响组织创造力，员工的知识和技

能是企业创新的基因，企业文化和员工知识和技能是企

业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Prahalad 等，1990；

LenardBarton，1992；埃里克森等，1998）。对员工的

创新成果给予公正的评价、支持我的创新活动、为员工

提供进修机会，鼓励参与学习活动这些组织支持行为，

将有利于员工知识和技巧的提升，进而提升整体组织的

创新能力。 

2.3.2. 企业员工技术创新活动对企业创新文
化的影响 

假设有因变量是企业创新文化，自变量是企业员工

技术创新活动。本节利用 SPSS21.0 统计软件，自变量

对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采取逐步进入的方式，变

量进入模型的标准是 F 的概率值小于或等于 0.001。 

结果表明：员工知识和技巧显著影响企业的创新型

文化特征、组织支持、宣传培训、物质保证这些企业创

新文化制度。员工具备创新知识和技巧，对公司产品很

熟悉，很熟练地使用公司产品的各项功能，知道公司产

品的优缺点，对公司产品创新了解更多，对公司产品创

新信心十足，更能够了解为企业创造什么样的创新文化、

提供什么样的组织支持、物质保障、以及如何进行宣传

培训、项目管理。 

2.4. 对标省内外企业 

通过上面的回归分析可以发现，员工知识和技能是

最重要的企业创新因素。企业创新文化对员工知识和技

能提升作用最重要。员工的知识和技能是构成个体创造

能力的重要维度，员工个体创造力影响组织创造力，员

工的知识和技能是企业创新的基因，企业文化和员工知

识和技能是企业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Prahalad 等，

1990；LenardBarton，1992；埃里克森等，1998）。企

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对于企业进入多个市场提供了通

道，对最终消费者的福利做出巨大的贡献，同时企业获

得超额利润。这对于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福祉的提升

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本研究对影响本溪国有企业创新

文化、员工知识和技巧与辽宁地区和其它地区做了比较

研究。受到研究经费的限制，其它地区企业采取抽样调

查的方法，研究者通过亲朋好友关系网络，辽宁抽样调

查了 118 家企业，北京抽样调查了 69 家企业，上海抽

样调查了 43 家企业，广东抽样调查了 31 家企业。 

利用 SPSS21.0 对数据进行单因素 ANOVO 分析，比

较本溪、辽宁、北京、上海、广东企业在员工知识和技

巧、企业创新文化维度的差异。之所以将本溪企业与这

三个地区企业对比，因为这三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全国

屈指可数，企业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石，这三个地区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表现优异。 

本溪地区国有企业创新文化维度与上海地区、辽宁

地区样本企业相比存在显著差异。辽宁地区、上海地区

样本企业创新文化维度水平显著高于本溪国有企业创

新文化维度水平。 

本溪地区国有企业创新文化维度与上海地区、辽宁

地区样本企业相比存在显著差异。辽宁地区、北京地区、

上海地区样本企业创新文化维度水平显著高于本溪国

有企业创新文化维度水平。 

企业是市场最活跃的因素，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

贡献者，通过比较辽宁省 14 个市 2018 年 GDP 水平，本

溪位列第 9。本溪国有企业在企业创新文化、员工知识

和技巧方面有待提升。 

3. 对策建议 

3.1. 构建企业创新文化 

很多研究表明企业创新文化是员工创新活动的推

动力，本研究实证表明，企业员工技术性创新活动可以

推动企业创新文化的发展，有些观念性的企业创新文化

如市场导向，被员工创意活动的显著影响程度很小，需

要企业管理者构建。有利于创新的企业文化包括：自由

（个体对自我工作和创意的控制感或自主决策做什么、

如何去做）、好的项目管理（管理者热情、有良好的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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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技巧、做到人岗匹配并设定清晰的目标而非严密监

督）、充足的资源（如设备、资金、人力、信息等）、

鼓励（鼓励新想法，创造出一种自由的氛围）、各种组

织特征（新创意的评估机制、跨层级和部门的产品、创

新受到奖励，而失败无可厚非的氛围）、重视（创新工

作会受到适当的反馈、认可和回报）、充足的时间（考

虑问题的时间，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索而不是用既定的

方法）、挑战（问题自身或对组织的重要性引起的挑战

感）、压力（来自于组织外部竞争或渴望完成某些重要

事情的紧迫感）。企业在构建创新文化时，可以从这几

方面入手，形成企业的理念创新文化和制度创新文化。 

3.2. 提升员工知识和技巧 

根据调研的结果，本溪国有企业在构建企业创新文

化时，需要在员工知识和技巧、培训宣传工作、组织支

持方面多加努力。除了在人才招聘时注重个体知识和技

巧的背景，构建员工成长的土壤对员工知识和技巧的积

累也是极其重要的。 

培训宣传工作员工需要多加注意知识非正式、非制

度化的一面，并特别重视通过暗喻、图片和经验获得高

度主观的灵感，企业员工知识增长需要社会化过程，这

个过程是员工默契地分享缄默知识的过程。员工通过对

话、讨论、经验分享和观察来提升个人的学习，从而推

动这种学习，促进员工知识和技能的积累，提升个体和

组织的创新能力。 

组织支持需要德才兼备的管理者和减少企业中的

政治行为。组织支持指公司能够对员工的创新成果给予

公正的评价；员工所在的团队支持员工的创新活动；公

司为员工提供进修机会，鼓励参与学习活动。组织支持

让员工感受到了企业对自己的重视和企业的发展，从而

提高员工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和对企业的归属感。政治

支持感需要公正性。管理者的道德感是公正性产生的前

提。道德会让一个组织产生最高的效率，管理者的德才

兼备对于企业核心竞争力基因的产生极其重要。公正性

会受到企业政治行为的影响，所以在企业管理过程中，

应该尽量避免政治行为。政治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员

工之间的竞争激烈，竞争结果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高。

可以采取以下方法来应对评价的不公正性：尽可能清楚

和具体地阐述目标和标准。将具体的行为和绩效结果与

奖赏联系起来；进行有结构和专业的检查，包括可观察

的绩效的具体例子和所有的评级的解释；在不断发展的

基础上提供绩效反馈，而不是一年一次；承认评价政治

的存在，并将这一问题作为整个组织不断深入探讨的焦

点。 

3.3. 开展形式多样的员工创新活动，推动企
业创新文化的完善和发展 

企业通过开展群众性创新技术活动，员工参与活动，

从创意开始，员工需要花大量时间整理筛选那些帮助他

们产生新想法的信息，向他人寻求新点子并寻求支持，

仔细考虑不同来源的信息以产生新的想法，能够针对问

题提出有创意的解决办法。这个过程可以促进企业创新

理念的发展，不断为员工提供学习培训，提供公正的评

价，并建立物质和声誉激励制度，让员工有组织支持感。 

企业员工通过创新活动，提出问题切实可行的解决

方案并将创意点子转化为有用的实践，这个过程促进了

形成创新型组织特征：宽容、不指责、通过正常途径可

以获得创新相关的信息资料等；促进组织对实施过程提

供资金、场地、设备等物质保障；促进企业项目管理的

科学性。 

这些企业创新文化的发展反过来可以促进企业员

工创新活动的开展，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形成企业竞争

优势。 

员工参与创新活动，意味着企业智力资本的增加，

可以扩大传统的靠研发部门进行创新的知识搜索范围，

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通过访谈和调研了解到企业内部

员工创新活动主要有以下 7 种形式：技术培训（79%）、

技术创新工程(发明创造)(71%)、技术创新竞赛(岗位练

兵，技术比武)(66%)、合理化建议(56%)、开展科研立项

活动(44%)、劳动竞赛(29%)、群众小改小革(23%)。本溪

国有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现有员工创新活动形式

的基础上，开展更多形式创新活动，激发员工的创意，

提升员工方案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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