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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只要存在于一定的组织中，这个人的角色或是管理者，或是

被管理者，或是自我管理者。管理是人类改变与创造世界的主动性力量，管理学是现代社

会中一门集科学性与艺术性为一体的生存与发展性的学问，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对这

门学问的掌握，将使一个人一生受益无穷。作为管理者，需要熟练地掌握管理这门学问，

提高职业管理水平；作为被管理者，需要了解管理这门学问，提升自身所期望的未来职业

发展目标；作为自我管理者，需要超越管理这门学问，成为管理王国中游刃有余的领导者。

通过本书的学习，学生对管理学会有一个总体的认识，理解管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和基本方法，了解管理科学发展的新理论与新思想，掌握现代管理一般方法并树立科学的

管理理念，为进一步学习专业课和日后的实际管理工作奠定理论基础。

管理学原理是工商管理专业的必修核心课程，管理学是一门系统地研究管理活动的

普遍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尽管各种具体的管理活动千差万别，但管理者在处理问题

时，都要通过一定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等职能来实现组织的目标。在实施这些管理

职能时，其方法会有所不同，遵循的基本原理却是一样的，这就是管理的共性，也是管理学

所要研究的对象。管理学是一门建立在经济科学、数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基础之上

的应用科学，以它为基础派生的课程已成为相关专业的专业理论与技术课程，诸如市场营

销、战略管理、生产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信息管理、运营管理等。

为使本书成为不同背景的初学管理学的人士的一本好用又易懂的入门自学教材，我

们努力以描述性的语言，循序渐进地介绍管理原理和方法。在管理理论的内容取舍与安

排上，力争做到系统完整而又突出重点，并注重由浅入深地引起学生的思索，用案例反映

当代现实管理工作，用逻辑顺序来阐述管理过程的有关知识与应用。本书具有以下几个

特色：

１．管理理论内容全面适度。一本理想的教科书应该能将该领域的重要理论都涵盖

在内，本书在理论内容上努力达到系统全面，理论深度上努力做到适度。本书除了包含过

去管理学教科书重要的理论观点外，还将一些已逐渐稳定与被接纳的最新管理理论也包

括在内，以使最新理论的发展与教科书的内容相结合，一方面能让读者学习管理学过去的

１



经典理论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对最新发展的理论有所了解。

２．注重案例教学。本书尽可能以各种案例来帮助读者理解理论，将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透过熟悉的组织案例，本书将帮助读者以更贴近、更有趣、更容易的方式来学习管

理学。

３．教学内容灵活安排。本书共有十五章，如果以一学期的时间来看，可以有两种教

学方式来学习本书内容。一是课时较多，每周大约可以讲授一章的内容；一般而言，如果

学生能在课前稍加预习，这样的进度对于老师和学生并不会造成困难。二是课时较少，有

第二种教学建议可供参考。老师希望能在重点内容上进行教学的话，可以讲授如下内容：

第一篇“导论”，有第一章“管理概述”、第三章“管理思想的演变”；第二篇“计划”，有第四章

“计划”、第五章“决策”；第三篇“组织”，有第七章“组织概述”、第八章“组织设计”；第四篇

“领导”，有第十章“领导理论”、第十一章“激励”；第五篇“控制”，有第十三章“控制理论”。

其他内容有机会可在相关课程中学习（例如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

４．教学媒体多样。文字教材系统、全面、准确地阐述了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在原理的

阐述和案例的列举中联系实际管理工作，使之既忠实于学科原貌，又通俗易懂。音像教材

中突出使用典型案例剖析管理实务，紧密联系实际，分析案例，解决实际管理问题，把学科

理论的学习融入对管理活动实践的研究和认识之中，切实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同时安排必要的作业，给学生接触实际、动手分析的机会。

本书教学媒体有：第一，《管理学原理》文字教材，陈洪安、朱姝、张广利编著，华东理

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本课程的主要文字教材。第二，《管理学原理》音像教材，华东理工

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陈洪安教授主讲，对课程内容进行系统讲授。第

三，《管理学原理》ＰＰＴ，《管理学原理》课程教学使用的多媒体讲授课件。第四，《管理学原

理》案例教材：《微权利：小员工发挥大力量》，陈洪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出版，需要

者可与本书作者联系，联系电子邮箱：ｃｈｅｎ１９８９＠ｅｃｕｓｔ．ｅｄｕ．ｃｎ或ｃｈｅｎｈａ１９＠１６３．ｃｏｍ。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大力支持，为本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

意见，他们是：郭毅（华东理工大学管理学教授）、徐蕾蕾（青岛红水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总经理）、骆守俭（复旦大学博士）、陆春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系

统处处长）、王化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管理总部副总监）。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相关著作、教材和案例资料，在此谨向这些作者、译

者表示由衷的感谢。在编写过程中，李乐、范顺厚、刘俊红、胡佳、崔光永、郑玥、关奉民、杨

秀林、王梓臻、陶歆、王一民、曾招荣、郑俊虎、邱继婷、孙艾菊、邓亚男、杨浩、蒋佶、褚志强、

白宇涵、鲁露等人做了查阅资料等工作。

由于时间有限，加之作者水平有限，本书一定存在不少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家人也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和鼓励，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陈洪安

２０１６年２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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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导　　论

管理是一种工作，它有自己的技巧、工具和方
法；管理是一种器官，是赋予组织以生命的、能动
的、动态的器官；管理是一门学科，一种系统化的
并到处适用的知识；同时管理也是一种文化。

———德鲁克







第一章　


管理概述

［学习目标］

１．理解管理的含义；　　　　　　　　　２．明确管理的任务；

３．掌握管理的性质； ４．掌握管理的基本职能；

５．了解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６．描述管理者的类型、技能、角色。

第一节　管　　理

一、管理的概念

“管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古已有之。管理是人类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社

会现象。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管理问题，就要产生管理实践。在原始社会氏族内

部，男女之间便有了明确的分工，人们推选出酋长或首领来处理氏族内部的管理工作，在

这些具体的生活问题中就已经体现出了管理的雏形。从古代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万里

长城，到微软视窗软件、神舟系列飞船、火星探测行动，都是相应管理实践的产物。由于人

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反映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管理水平的管理概念也必然随之变化，所

以，管理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随着社会的进步，管理日益受到重视，逐渐形成了系统

的科学知识体系。管理对象不同、内外部环境不同、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导致人们的管

理实践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而管理实践的差异进一步导致人们对管理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和认识，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解释管理，即使在理论界也是如此。

哈罗德·孔茨（ＨａｒｏｌｄＫｏｏｎｔｚ）及其追随者们不断地修改着关于管理的定义，他们认

为，管理就是设计并保持一种良好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的过程。亨

利·法约尔（ＨｅｎｒｉＦａｙｏｌ）认为，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赫伯特·

Ａ．西蒙（ＨｅｒｂｅｒｔＡ．Ｓｉｍｏｎ）认为，管理就是决策。泰勒认为，管理就是确切地告知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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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去干什么，并使他用最好的方法去干。在泰勒看来，管理就是指挥他人能用最好的方

法去工作。① 员工如何能寻找和掌握最好的工作方法以提高效率；② 管理者如何激励员

工努力地工作以获得最大的工作业绩。小詹姆斯·唐纳利（ＪａｍｅｓＨ．Ｄｏｎｎｅｌｙ）等人认

为，管理是由一个或更多的人来协调他人活动，以便收到个人单独活动所不能收到的效果

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彼得·Ｆ．德鲁克（ＰｅｔｅｒＦ．Ｄｒｕｃｋｅｒ）认为，管理是一种工作，它有自

己的技巧、工具和方法；管理是一种器官，是赋予组织以生命的、能动的、动态的器官；管理

是一门学科，一种系统化的并到处适用的知识；同时管理也是一种文化。

今天，许多学者主张以系统的观点来理解“管理”。系统理论认为，从管理的组织环境

中输入并利用资源是任何组织的共性，这些资源（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包括人力、财力、

物力和信息资源，而管理就是通过组织和协调这些资源以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和活动。

虽然不同学者对“管理”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管理的众多解释之间并不矛盾，都有其合理和

可取之处，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管理思想，对管理实践产生了积极的指导作用。透过

不同的解释，可以发现管理工作的诸多基本点，如管理的目的性、管理职能的重要性、管理

工作与一般作业活动的区别等。

基于这样的基本点，本书强调管理的职能，并把管理定义为：管理是在特定的环境

下，对组织所拥有的资源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的活动，以实现组织目

标的过程。如图１ １所示。

图１ １　管理活动

这一定义强调了如下几点：

第一，管理的对象是一切可以调用的资源，包括人员、资本、土地、信息、顾客等。在这

些资源中，人处在一种特殊的地位，在任何组织中，存在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

关系的协调是以人为中心，人与物的关系的协调，最终要通过人来实现，最终表现为人与

人的关系。因此，管理对象实质上是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的。

第二，管理的载体是组织。管理是人类的基本行为，它存在于社会的各项活动之中。

每个人都要管理其时间和金钱，都要努力实现个人设定的目标。从广义上说，这些都属于

管理活动。但是，管理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个人目标，更重要的是实现组织

的整体目标，是通过管理活动产生“１＋１＞２”的倍增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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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管理的约束条件是组织环境。任何组织都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并受到环境

的约束。在一定意义上说，企业就是一个转换器，通过生产过程将输入的资源转换为产品

或服务，并通过市场分销活动将产品或服务提供给客户。有效的管理能够提高资源的配

置效率，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第四，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组织的目标。该目标仅凭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管

理将人力和物质资源引入动态组织以达到其目标。没有目标，就不会有成功的管理。企

业的目标包括：提高组织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利用效果；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以便获得更好

的发展空间；不断开拓市场，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效益；提高消费者的满意程度；创造条件

促进职工发展；等等。但不管是什么样的组织，都要重视效率和效果问题，效率和效果是

衡量管理工作的重要标志。效率反映输入与输出的关系，管理就是要使资源成本最小化。

效率涉及活动的方式，而效果涉及的则是活动的结果。

第五，管理的职能是对管理工作的实质进行的概括。管理的职能就是管理者执行其

职责时应该做什么。“职能”一词在这里指的是“活动”“行为”的意思。管理工作是由一系

列相互关联、连续进行的活动构成的。管理职能是管理者开展管理工作的手段和方法，也

是管理工作区别于一般作业活动的重要标志，是每个管理者都必须做的事情，是管理理论

研究和管理实践的重点，它不被社会制度、组织规模和管理者的喜好所左右。管理的基本

职能是由计划、决策、组织、控制、创新等一系列相关的活动构成的。

二、管理的性质

（一） 管理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管理具有两重性，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他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的管理不仅

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

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决定

的。”①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两重性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

两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资本

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管理的自然属性由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管

理与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具有组织技术属性（自然属性）；管理的社会属性是

由一定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管理与生产关系、企业制度相联系，具有社会经济属性（社

会属性）。

管理两重性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一方面，管理的自然属性不可能孤立存在，它

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关系下发挥作用；同时，管理的社会属性也不可能脱离

管理的自然属性而存在，否则，管理的社会属性就成为没有内容的形式。另一方面，两者

又是相互制约的。管理的自然属性要求具有一定社会属性的组织形式和生产关系与其相

适应；同时，管理的社会属性也必然对管理的方法和技术产生影响。马克思所述的管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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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性原理具有重要意义：① 两重性原理是我们正确分解资本主义管理和社会主义管理的

共性与个性，大胆学习外国先进管理经验的理论依据；② 由于管理具有社会属性，因此，

学习外国经验不能照搬照抄，必须结合国情、企业情况兼收并蓄，为我所用，自我一家；

③ 两重性理论是我们认识和掌握管理的特点和规律，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的指

导思想。

（二） 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
科学是通过观察、实验和论证而获得的系统化知识，艺术是以个人的经验和熟练程度

为基础的技艺和技巧。管理具有科学性与艺术性。

１．科学性

管理是一门科学，自从有管理活动出现以来，它一直是以已证实的知识体系为基础

的，而且科学方法正在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企业管理。管理是一种人类的理性活动，人们经

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成功，通过从实践中收集材料、归纳整理、提出假说、验证假说，抽象与

总结出管理过程的客观规律和方法，这些规律和方法等都是管理科学性的体现。管理学

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揭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应用价值的管理规

律，总结出了许多管理理论与原则，这些理论和原则是由许多的学者和实业家在长期总结

管理工作的客观规律基础上形成的，是理论与实践高度融合的产物，这是管理学作为一门

科学的具体体现。它不会因为地域、文化乃至社会制度的差异而不同，也不以人们的主观

意志为转移。

２．艺术性

管理的另外一个特性是它的艺术性。管理一方面依赖于科学，而另一方面还必须依

赖于管理艺术。管理艺术是指管理者能够熟练地运用管理知识并且通过巧妙的技能来达

到某种效果。管理艺术强调管理实践的创造性，没有创造性的管理实践，也就没有管理艺

术。真正掌握了管理知识的人，应该能够熟练、灵活地把这些知识应用于实践，并能根据

自己的体会不断创新。

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并不相互排斥，它们是相互补充的。不注重管理的科学性而

只强调管理工作的艺术性，这种艺术性将会更多地表现为随意性；不重视管理工作的艺术

性，管理科学将会是僵硬的教条。管理的科学性来自管理实践，管理的艺术性要结合具体

的情况并在管理实践中体现出来，两者是统一的。可以说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

术，有效的管理者必须把科学与艺术结合起来。

三、管理的应用范围

管理普遍适用于任何类型的组织。因为任何组织都有特定的组织目标，都有其一定

的资源调配和利用问题，因此，任何组织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都有管理问题。

营利性组织需要管理，这类组织十分重视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十分强调对资源的利用

效率。同样，非营利性组织也需要管理，不仅政府、军队、公安等组织需要管理，学校需要

管理，医院、诊所和医疗保险单位需要管理，研究所、报社、博物馆以及大众性广播、邮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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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服务单位需要管理，而且各种基金会、联合会、俱乐部，以及政治党派、学术团体和宗

教组织等也都需要管理。

人们往往认为只有大企业才需要管理，因为大企业拥有更多的资源，职工人数更

多，更需要有周密的计划和高效率的沟通与协调。事实上，小企业同样也需要管理。

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小企业破产倒闭，究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小企业拥有的资源

少，更重要的是管理方面的问题。管理活动遍布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无时不在，无

处不有。

第二节　管 理 者

管理作为一系列的活动必然有主体和客体。管理主体是指管理活动的发起者、执行

者，即管理者。史蒂芬·Ｐ．罗宾斯（ＳｔｅｐｈｅｎＰ．Ｒｏｂｂｉｎｓ）认为：管理者是在组织中工作

的，但是组织中的人不一定都是管理者。管理者（ｍａｎａｇｅｒｓ）是指挥别人活动的人，是有下

级的人。

关于谁是管理者的问题，许多管理学家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有人主张把执行管理

任务的人统称为管理者，将管理者定义为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组织中的活动一般可

分为管理活动和作业活动两大类，组织是对完成特定使命的人们的系统性安排。将组

织的成员分为两种类型：操作者和管理者。操作者是这样的组织成员，他们直接从事

某项工作或任务，不具有监督其他人工作的职责。但这两大类的划分具有一定的相

对性，这必然导致按此定义划分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也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从而不够

确切。

更多持传统观点的管理学家认为，管理者是指在各类组织中对别人的工作负有

责任的人，或者是指挥别人活动的人。还有学者提出管理者与非管理者的区别在于，

前者有下属，后者则没有，因此有没有下属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谁是管理者，谁不是管

理者。

可是非正式组织中也存在着能指挥别人的人，由于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并不是管理

学中所说的管理活动，因此他们虽能指挥别人活动，但并不是管理学意义上的管理者。

于是许多管理学家不赞成上述观点。彼得·德鲁克对上述观点进一步提出了异议。他

认为，指挥别人并不是管理者的全部工作内容。一个人是不是管理者，更不能以他有没

有下属而定。他认为，管理者泛指那些由于其职位和知识，必须在工作中做出影响组织

整体工作成效的决策，对该组织负责并做出贡献的知识工作者、经理人员和专业人员。

德鲁克的定义与传统的观点相比有两个特点：首先，他强调管理者必须是决策者，必须

承担对组织做出贡献的责任。这是判断是否是管理者的真正标准，否则即使拥有主

管的头衔，因他只是执行命令，照章办事，对组织目标的实现并没有较多的影响，也不

能算作管理者。其次，他强调管理者除负责决策的主管之外，还包括组织工作者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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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即使这样的人没有下属，只要能具体地影响组织的决策及成果，也属于管

理者。

将传统观点和德鲁克的定义对照可以发现，两者在对“管理者”概念的理解上有明显

的不同。从概念的内涵上看，前者认为对管理者概念的理解是以正式职位和职权为基础

的，管理者必须是居于“主管”职位、有权指挥别人的人员；而后者则强调责任，认为管理者

必须是通过行使他的职能做出决策，对组织目标的实现产生较大影响、做出贡献的人员，

而是否拥有主管的职位、是否具有下属并不是判断的关键。从概念的外延上看，前者认为

只应将经理人员或者主管人员列为管理者，而后者则认为将少数能做出可影响组织目标

实现决策的知识工作者和专业人员也应列为管理者。简言之，前者强调职权，后者强调责

任。而实际上职权与责任本来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职权与责任在管理者的工作中

应该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因此，反映管理者概念本质的基本属性应该是两个，而不是一

个。这两个基本属性是：一是在组织中拥有正式的主管职位而能进行指挥；二是通过决

策等管理工作承担对组织做出贡献的责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管理者是正式组织内拥有正式职位，运用组织授予的制度权力做

出决策，负责指挥别人的活动并承担对组织实现预期目标做出贡献的责任的各类主管

人员。

应明确的一点是，在一个组织中，除了最高层主管，其余绝大多数管理者的身份都具

有相对性和两重性，他既是其下属的管理者，同时又是其主管的被管理者；既是管理的主

体，同时又是管理的客体。再有，管理者的人格是双重的，即每一个管理者都位于组织的

某个职位上，是该职位责任和权力的化身，是一定组织利益的代表，同时每一个管理者又

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人，是自身利益的代表。这两种利益有时是一致的，但有时又是矛盾

的。管理者要进行有效的管理，提高管理效益，保证组织目标和个人在组织中价值的实

现，就必须处理好这对矛盾。

一、管理者的任务

管理者做什么？不同的人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回答。我们可以通过研究管理者在组

织中执行哪些基本职能或扮演什么角色来了解管理者在组织中所承担的任务。

（一） 管理者的基本职能

１．管理的基本职能

管理的职能可以理解为管理系统所具有的功能和职责。最早系统地提出管理的基本

职能的是法国管理专家亨利·法约尔（ＨｅｎｒｉＦａｙｏｌ）。他在１９１６年出版的《工业管理与一

般管理》一书中提出，管理可以分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五项职能。后来，许多管

理学者对管理的基本职能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但从总体上看，这些不同

的阐述只是表述不同，并没有原则上的区别。他们对管理的基本职能的划分如表１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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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　不同学者对管理的基本职能的划分

年份 学　　者

管　理　职　能

计

划①

组

织

指

挥②

协

调

控

制③

激

励④

人

事

调剂

资源

沟

通⑤

决

策

创

新

１９１６ 法约尔 △ △ △ △ △

１９３４ 戴维斯 △ △ △

１９３７ 古利克 △ △ △ △ △ △ △

１９４７ 布朗 △ △ △ △ △

１９４７ 布雷克 △ △ △ △

１９４９ 厄威克 △ △ △

１９５１ 纽曼 △ △ △ △

１９５５ 孔茨和奥唐纳 △ △ △ △ △

１９６４ 艾伦 △ △ △ △

１９６４ 梅西 △ △ △ △ △

１９６４ 米勒 △ △ △ △ △ △

１９６６ 希克斯 △ △ △ △ △ △

１９７０ 海曼和斯科特 △ △ △ △ △

１９７２ 特里 △ △ △ △

　　注：① 计划包括预测；② 指挥包括命令、指导；③ 控制包括预算；④ 激励包括鼓励、促进；⑤ 沟通包括报告。

图１ ２　管理的五项基本职能

表１ １展示了众多学者对管理的基本职

能的不同划分方法，但现今国内外许多学者认

为五项职能基本能概括管理者所做的工作，这五

项职能就是本书对管理所下的定义中所说的计

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管理者通过执行这

五项基本职能以实现组织目标，如图１ ２所示。

（１）计划职能。计划（Ｐｌａｎｎｉｎｇ）职能是指

管理者对实现的组织目标和应采取的行动方

案做出选择和具体安排，包括明确组织的使

命、分析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确定目标、制订

战略和作业计划、制订决策程序等。任何管理活动都是从计划开始的，因此计划是管理的

首要职能。正确发挥计划职能的作用，有利于组织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和环境变化，根据组

织的竞争态势，对生产经营活动做出统筹安排；有利于组织正确地把握未来，对付外部环

境带来的不确定性，在变动的环境中稳定地发展；有利于使全体员工将注意力集中于组织

的目标；有利于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和使用，以取得较高的效率和效益。

（２）组织职能。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职能是指管理者根据计划对组织活动中各种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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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们的相互关系进行合理的安排，包括设计组织结构、建立管理体制、分配权力和资源、

配备人员、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网络、监督组织运行等。组织工作是计划工作的自然延

伸，其目的是把组织的各类要素、各个部门和各个环节，从劳动的分工和协作上，从时间和

空间的联结上，从相互关系上，都合理地组织起来，使劳动者之间以及劳动者和劳动工具、

劳动对象之间，在一定的环境下形成最佳的结合，从而使组织的各项活动协调有序地进

行，不断提高组织活动的效率和效益。

（３）领导职能。每一个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管理者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指导和协调

组织中的人，这就是领导（Ｌｅａｄｉｎｇ）。领导职能是指管理者带领和指挥下属努力实现目标

的过程。有效的领导是管理者在合理的制度（领导体制）环境中，针对组织成员的需要和

行为特点，运用适当的方式，采取一系列措施去提高和维持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下属

一般愿意服从那些能理解其思想的行为并且能满足其需要的领导者，所以领导职能包括

运用影响力、激励和沟通等。

（４）控制职能。控制（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职能是指管理者在建立控制标准的基础上，衡量

实际工作绩效，分析出现的偏差，并采取纠偏措施的过程。控制职能与计划职能密不可

分，计划是控制的前提，为控制提供目标和标准，没有计划就不存在控制；控制是实现计划

的手段，没有控制，计划就不能顺利实现。

（５）创新职能。管理者提出计划，进行组织、领导、控制是保证计划目标的实现所不

可缺少的。从某种角度讲，它们是管理的“维持功能”，其基本任务是保证系统按预定的方

向和规则进行。但是对于在动态环境中生存的社会经济系统来说，仅维持是不够的，还必

须不断调整系统活动的内容和目标，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要求，这就需要进行创新。创新首

先是一种思想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是一种原则以及在这种原则指导下的具体活

动，是管理的一种基本职能。任何组织系统的任何管理工作无不包含在“维持”或“创新”

中，维持和创新是管理的本质内容，有效的管理在于适度的维持与适度的创新的组合。

２．管理职能间的关系

管理的五项职能是相互联系的，它们既相互依存，又各自发挥其独立的作用。一般情

况下，管理的创新职能要和其他四项基本职能相互配合。组织中的管理者都要执行管理

的四项基本职能，但处于不同层次的管理者在这四项职能上所花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随

着管理者职位的提升，他们将从事更多的计划工作和更少的直接领导工作。例如，高层管

理者要花更多的时间考虑组织的发展战略和整个组织的设计，而基层管理者则要更多地

考虑如何激励下属和小组或个人的工作设计。

从理论上说，管理职能之间存在某种逻辑上的先后顺序关系，即这些职能通常是按照

“先计划，继而组织，然后领导，最后控制”的顺序发生。但从实际管理过程来看，在计划制

订后付诸实施的组织、领导、控制过程之中，有时可能会边执行边要求队员将计划做某种

修改、调整，甚至还可能需要启用应变的备用计划或者编制全新的计划，这样，某一职能进

行中就有可能穿插着其他的职能活动。因此，管理过程中的各项管理职能在现实中并不

是被严格分割开来进行的，它们经常会有机地融合成一体，形成各职能活动相互交错、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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