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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胖东来为例探究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文化建设途径
■集团企业管控服务中心 张婧
胖东来商贸集团成立于 1995 年，从
一家营业面积只有 40 多平米的经营糖烟
酒的小杂货店起步， 发展到现在拥有 30
多家连锁店、 年销售 50 多个亿、7000 多
名员工，集超市、百货、专卖店、便利店为
一体的商业集团公司， 产业涉及服饰、珠
宝、医药、餐饮等，为许昌市本地首屈一指
且当之无愧的商业巨头，也已成为中国商
业零售界最具知名度、 美誉度的企业之
一。上海连锁经营研究所所长顾国建和中
国连锁协会会长郭戈平参观完胖东来，如
此感叹道：“这绝对是中国最好的店！ ”
由一间毫不起眼的烟酒小店，在短短
十余年内成长为如此一颗令人瞩目的参
天大树， 必然有着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但最重要的是离不开其别具一格的企业
文化，这也是其他企业学不会胖东来的根
本原因。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无形资
产，是一个企业的灵魂，良好的企业文化
可以为企业树立积极的形象，可以增强企
业的凝聚力，可以提高企业的效率乃至创
新能力。 但是，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够成
功塑造自己的企业文化。 取人之长，补己
之短，胖东来无疑是个极好的榜样。 本文
尝试以胖东来为例，探究基于提升核心竞
争力的企业文化建设的途径，以期对我们
的企业管理有所启示。

企业核心竞争力
与企业文化之间的关系
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能够在竞争中
保持长期的优势，并且获得超额利润以及
持续发展的能力。 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独特性：一个企业所特有的，不易被
其他企业模仿并且难以替代；第二，动态
性：会随着企业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的变
化进行动态调整；第三，盈利持久性;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属于无形资产，能为企业带
来持续性的利润。
企业拥有核心竞争力才能确保持续
稳定发展，一个企业是否具备核心竞争力
取决于它的技术和管理，而管理的关键是
文化， 文化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高级阶段。
在企业内部， 文化强调的是以文化人，通
过价值观的传递使得员工实现从理念到
行为习惯的转变，以此形成企业的向心力
和凝聚力；在企业外部，文化建设增强了
企业面对激烈市场竞争的应激力和动力，
对于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有重要作用。胖

东来的企业文化一直是其最核心的竞争
力， 许多人说胖东来之所以做得这么好，
主要是因为服务好， 其实好的服务是表
相，好的企业文化才是根本，因为只有强
文化，才能培植出强品牌。因而，企业只有
不断地进行文化建设与创新，才能提升其
核心竞争力，培育其品牌力。

建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企业文化途径
（一）注重人本管理
人本管理就是要充分激发和调动人
的积极性，以此实现企业和个人共同发展
的管理活动。 俗话说的好，得人心者，得天
下。 企业无论大小主体总是人，必须研究
人、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企业管理真
正做到以人为本，才能快速健康发展。
胖东来在近二十年的成长过程中形
成了一种以公平、快乐、博爱、自由为主题
的企业文化信仰，无不是以尊重人关心人
为其主导思想的。 主要表现在：一是以高
工资、高福利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于东来
的理解是：想让员工好好工作，先把他们
的生活解决好。 如果员工自己都不快乐，
又怎么能让顾客快乐？二是给员工以公平
的制度和成长的空间。高工资能调动员工
的积极性，但时间长了之后这份积极性就
会削减，而胖东来维系这份长久快乐和激
情的是公平的制度和成长的空间，胖东来
的用人制度是全体员工范围内的竞聘制，
给员工权利和机会的平等；还给员工制定
出了具体可行的人生职业发展规划。三是
情亲式管理。 在胖东来，课长的一项重要
工作就是常找员工聊天，了解员工的家庭
情况，时刻发现员工的困难，给予帮助和
安抚；胖东来还有一个特别的制度——
—平
安短信，员工下班回家，都要向他的主管
发一个平安短信，以确定其安全。 真正的
发自内心的去爱员工、成就员工，让胖东
来的明天越来越好，一直是胖东来追求并
执行的企业文化。
（二）严格的管理制度
企业管理制度是指企业为了获取最
大利益，在生产管理活动中制定的各项条
例，其中包括必须履行的义务和能够享有
的一些权利， 以此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
优秀的企业管理制度必定是科学的、完善
的以及实用的。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是企业制度文化，它是企业文化得以形

成的关键载体。
于东来说：“只有严格的制度才能培
养一流的团队。 ” 胖东来的每一个员工都
要受到非常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训练。 在胖
东来，对业务、技术、商品、品质、服务等层
面的高标准、严要求是决定员工是否有资
格得到公司高薪酬、高福利的重要考量机
制。胖东来的规章制度明细就涵盖 20 个大
项、近千条小项，细化到员工八小时以外的
安全，违反将遭受毫不留情的惩罚，一旦严
重违纪将对当事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值
得一提的是，除了严格的公司制度外，胖东
来对员工的严格要求还包括社会公德，即
对员工工作场所以外的行为规范有着详
细规定，这在企业中恐怕不多见。
（三）营造良性的文化氛围
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不仅要通过培
训学习、文体活动等传统形式，更要激发
员工的事业心和对企业的责任感,只有将
企业与个人统一起来,才能建立起员工对
企业、对奋斗目标的坚定信念。
让我们来看看胖东来一次日常会议
纪要的内容：1、 团队学会承担责任；2、用
服务社会的心做工作；3、 懂才会喜欢；4、
明白道理工作轻松；5、 嫉妒是万恶之源、
贪婪让人痛苦；6、放权成就下属；7、我们
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人更加自
由、个性、自信、幸福的生活；8、用理性控
制欲望；9、不要让错误成为遗憾。 看得出
来，在胖东来，这种思想性、人性化的教育
与引导，已经深深地植入每个员工工作的
日常。
（四）构建学习型组织
企业的发展要依靠优秀的人才，人才
素质的不断提升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而建立学习型组织，是提升人才素质的最
佳方法。如何将员工个性与企业共性实现
统一，必须要通过学习，树立共同价值观，
建立共同愿景，才能实现企业集体利益和
个人利益的协调统一，以此达到增强企业
凝聚力的目的。
于东来希望达到的目标是：“让员工
感受到企业给他们带来的希望，觉得在这
个企业里有干头，能学到更多的道理和技
能，能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出来，能提高自
己的生活质量，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胖东
来制定有一个让员工目标明确、充满希望
的职业规划，它清晰地告诉员工应该怎么
从普通员工向课助、课长、处助、处长、店
助、店长等管理型人才进发；怎么从营业

员一步步成长为岗位标兵、 岗位明星、资
深员工等专业型人才；怎么从营业员一步
步走向技术标兵、技术明星、资深技术员
等技术型人才。 管理人员毕竟是少数，胖
东来呈现给员工的是你在任何一个领域
能都成功。 在员工的眼中，胖东来是一个
学校，不懂可以培训，只要肯学，就能变成
行业的专家；它还是一个舞台，你也许学
历不高，只要你肯努力，就给你展现的机
会。胖东来从课长到店长所有管理人员没
有一个是“空降兵”，全是从基层做起，他
们共同的特点是工作、学习能力强，态度
认真，认同胖东来的文化，工作时间长。

小结
为使企业科学、可持续地发展，必须
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建设
是一项长期持续的艰巨工程， 必须通过
系统的持续不断的工作才能落到实处。
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必须从企业的实际
情况出发，发挥优势创出自己的特色，从
而形成一个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文化。 当前，我们新合作集团正处在业务
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时期， 公司在业务
发展及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将会不断推
进， 也必将激发出公司的内生动力与活
力。 我们每一位新合作员工应该树立学
习意识、创新意识、担当意识、合作意识
和服务意识，提升能力，把个人发展和公
司愿景紧密结合起来，奋勇争先，共同塑
造我们新合作集团特有的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企业文化。

后记：今年 3 月份，在部门日常学习交
流分享会上，我做了题为《从企业文化角度
解读胖东来》的 ppt 说课，内容是我从网上
大量的关于论说胖东来的文章中搜集整
理出来的，主要有对胖东来《企业文化手
册》的解读、胖东来管理案例、门店经营场
景、顾客评价以及创始人于东来本人的思
想、经历等等，大都是一些形象感性的材
料，分享起来生动有趣，受到了领导同事的
好评。 此后， 我就想将这些感性的叙述材
料上升到理论高度，尝试进行关于企业文
化建设的探究，使之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于是，我研读了一些关于企业文化建设的
理论性文章，将这些感性材料“生搬硬套”
了进去，就有了这篇浅见拙文。

山东新合作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升公司软实力
■山东新合作 陈军先
山东 新合 作公 司 将 2017 年 确 定 为
“经营管理创新年”，按照 2017 年度工作
的统一部署， 公司将逐步增强企业文化
感召功能，不断丰富企业文化内涵，切实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大力提升公司软实
力。
加强员工培训。 采取“走出去、请进
来”的方式，加强对员工的培训。 上半年，

东经贸职业学院的教授和北京汇普集盛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专家来公司进行专
业培训。 经过学习和培训，员工开阔了视
野、找出了差距、丰富了知识、理清了思
路，为建设以“经营管理创新”为主要特色
的企业找准了方向。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活动。
开展各类企业文化活动 7 项， 参与人数

赛”；开展了“大手拉小手”让孩子到超市
参与实践活动；推行“旬会”和“月会”制
度，每月 1、11、21 日下午 2 点固定召开采
购联席会， 每月 11 日上午 9 点半固定召
开经营分析会；组织竞聘店长考试；组织
了向社会公开招聘优秀人才的考试。还通
过组织演讲比赛、知识竞赛等活动，开展
企业文化宣传，强化“辛勤、勇往、合作、奉

利用互联网微信加强企业管理和营
销。 一是加强微信群管理， 公司设立了
“新合作大家庭群”、“新合作业务群”和
“新合作办公群”三个微信群，对各个群
的功能职责进行了分工， 提高了办公办
事效率；二是设立企业公众号，并加强管
理，具体开设了“山东新合作资讯”、“生
活小常识”、“魅力新合作”、“商品促销”

由董事长带队，组织所有管理人员、部分
优秀员工，分别到兖州新合作、泰山新合
作等兄弟单位实地考察交流学习；聘请山

300 余人次。 组织职工趣味运动会，共有
50 余人报名参加；举办“喜迎新春 我爱我
家”联欢晚会；组织“消防安全知识大奖

献”的企业文化意识，引导干部职工增强
主人翁意识，自觉维护公司大局，珍爱公
司声誉。

等栏目，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目前吸引
粉丝 10 万多人，互联网宣传营销能力进
一步增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