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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信息社会,信息正成为继物质和能源之后并与之并列的人类社会三

大资源。企业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同时也是信息

的需求者和提供者。从信息的视角来看,企业本身是由信息构成的,同时也

不断地生产和提供大量信息。同时,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决策需要大量的外

部信息。对于企业而言,大量的内部和外部信息需要进行组织、整合、管理、

挖掘和利用。可见,信息是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对于企业管理、工商管理、信息管理和情报学等学科来说,企业信息学

是一门基础学科。到目前为止,关于企业信息学方面的专业教材几乎很少

出版。当前,学生学习所需要的企业信息知识分散在许多学科和教材中,难

以进行系统性学习,这对于学生管理信息意识的提升非常不利,基于以上原

因,笔者独立编著了本书。本书的写作目的在于,通过信息的视角,帮助读

者和研究人员了解企业的生产、管理、营销、决策,认识企业运营的基本规

律。

本书包括九章:第一章是企业信息文化及其特征、功能、系统、机制、评

价,我国企业信息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信息文化的构建;第二章主要分

析了企业信息资源类型,包括宏观信息和微观信息,涵盖了政法、经济、科

技、社会和文化,以及产品信息、生产信息、技术信息、专利信息、财务信息、

人力资源信息;第三章介绍了企业信息获取的现状、瓶颈、渠道、技术和方法

等;第四章针对企业信息能力,分析了企业信息能力的分类、形成与传导机

制、技术创新能力传导机制、企业信息能力对竞争优势和营销绩效的传导模

型和路径、企业信息能力评价、企业信息能力培养与构建;第五章分析了企

业信息组织,如企业信息集成、企业信息组织机制、企业信息组织方法;第六

章介绍了企业信息管理及管理体系、管理技术;第七章就企业信息门户,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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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企业信息门户的应用、门户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企业信息门户架构;

第八章在概述企业信息安全的基础上,阐释了企业信息安全分析及评价、企

业信息安全预警、企业信息安全架构和企业信息安全管理;第九章介绍了企

业网络危机信息及管理,分析了企业危机信息的产生与传播,总结了网络危

机传播的基本规律、危机信息管理以及危机信息的管理机制与体制。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注重教材的实用性,突出信息的中心地位,在阐明

信息的基础上,从信息文化、信息资源类型、信息获取、信息能力、信息组织、

信息管理、信息门户、信息安全、危机信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本书

的特色如下:

(1)创新性。本书突出了企业信息管理的现实需求,突破了一般信息管

理学或资源管理学的结构俗套,强调信息文化、信息能力、信息危机与信息

资源、信息组织、信息管理并重,实现了从信息理念到信息能力、再到信息危

机的结构创新。

(2)时代性。笔者将自己主持的2013年上海市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网

络社会危机传播理论研究”的成果作为本书第九章的内容,体现了教材适应

时代需求的特点。

(3)专业性。本书以信息及其管理为中心内容,不同于一般的信息管理

学教材以理论为中心、理论占重要地位,而是大幅度介绍企业信息及其管理

的全流程,其专业性集中体现为企业信息和管理,而不是泛泛论及信息资源

管理。

(4)拓展性。企业信息是企业的基本面,它的重要性对企业不言而喻。

本书不仅局限于企业自身的信息,更注重竞争对手信息的获取,介绍了获取

信息的方法、渠道等,将信息从企业个体拓展到企业群体,突出了企业生存

竞争的现实性。

(5)实用性。信息是现实的反映,企业管理很大程度上是信息管理。本

书通过对企业信息及其管理全过程的完整介绍,使学生能够比较完整、更加

接近地了解企业及其管理,同时注重企业信息能力提升,而不是大篇幅介绍

理论,远离企业现实。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信息管理类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图书馆

学、情报学、档案学、公共管理等)、企业管理类专业和其他相关专业本科生

和研究生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作为相关领域科技工作者、企业管理者或各

类企业的参考书。

笔者历时三年完成了本书的撰写,并得到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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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和华东理工大学教材规划项目的资助,使本书得以如期出版。本书在

写作过程中参阅和借鉴了许多同行专家和学者的案例、观点及理论,笔者指

导的研究生张宇、李玲玲和科技信息研究所的王凯、袁硕娜、李佳茜等研究

生参加了本书文稿的校对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限于本人的知识

水平和专业能力,书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与遗漏,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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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企业信息文化

第一节 信息文化与企业

网络时代,信息化已经从全方位、多层面影响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从企业层面看,信息化正快速改变着企业的外部环境,并重塑企业内部的管

理模式、管理理念和行为准则等。最突出的表现是企业信息资源的财富贡

献率在所有企业资源中所占的份额正逐步上升,并占据了主导地位。
企业信息化带来了企业文化的变革,由此产生了信息文化。信息文化

可以理解为是企业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信息使企业内各个组织要素联

系更加紧密,作为管理的基础、决策的依据、竞争的第一要素,正成为企业的

关键成功因素。人们开始把信息和物质、能源一样看成是企业的重要资源,
这种认识被称为“信息意识”;通过学习来掌握“信息能力”,包括信息识别能

力、信息收集能力、信息保存能力、信息处理能力与信息利用能力等,运用信

息技术和信息资源来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与效能。同时,人们普遍达成一

种共识:现代化的人必须具备“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遵守

“信息规范”。这些内容构成了现代人的“信息素质”,也成为企业信息文化

的基础。

一、信息文化概述

1.信息文化起源

信息文化的概念形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首先,是未来学家对信息

社会文化的研究;其次,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提出此概

念,即企业采用计算机系统进行管理后,形成的新型企业文化与传统企业文

化之间的区别。郑金帆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信息文化源远流长。
人类社会自形成以来,就开始信息文化因素的原始积累,因而孕育中的信息

文化是随着历史的演变而逐渐萌芽的。罗沛霖认为,信息文化的实质是文

化领域的产业革命将形成一个先进的文化信息系统,并产生许多新的文化

形式。信息革命推动了信息文化质变,形成了新文化模式———由社会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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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转向主流文化。

2.信息文化的学科界定

作为新的文化形态,信息文化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展开,形成了经济学、
社会学、物理学、传播学及文化学的学科界定,这些界定对信息文化概念产

生了不同影响。
(1)信息经济理论。 1962年,马克卢普在《美国知识的生产和分配》一

书中提出了知识产业的概念,分析了知识生产和分配的经济特征及规律。
马克·波拉特继承发展了马克卢普的研究成果,在《信息经济论》一书中全

面阐述了信息经济的含义、信息经济规模测算的理论和方法等。这类学说

为信息社会及其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信息社会学说。 1973年,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

书中,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
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全面阐述了“后工业社会”学说,并对“后工业社会”的特

征做了概括。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明确提出:人类在经历农

业化浪潮、工业化浪潮后,信息化浪潮即将到来。1982年,约翰·奈斯比特

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提出“信息社会”的学说,指
出人类必将从工业社会转变为信息社会。

(3)技术文化学说。 这种学说认为,信息文化是信息技术向社会生活全

面渗透的结果。正如卢泰宏指出的,信息文化的支撑点或生长点不是文字、
宗教、建筑或艺术,也不是理念或道德,而主要是技术。信息技术带来了信

息革命,产生了信息文化,因此,从这一层面上讲,信息文化是一种技术

文化。
(4)网络文化理论。 信息文化是一种依靠网络传播的文化。严康敏、赖

茂生提出,网络的出现会影响人类各领域的活动方式和内容,特别是人类文

化生活,因而信息时代可预期产生的新文化方式和内容称为“网络文化”。
信息文化的内容涵盖原有的各种文化内容以及活动方式,因被纳入网络系

统进行制作、加工、传递和交流而发生变化;人们经常大规模运用网络系统

从事各行各业、各种社会活动,进而形成一种崭新而独特的文化形态。
(5)文明新态学说。 信息文化会产生和导致信息文明。柴庆云等人认

为,信息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并依据信息文化主要是精神文化、时域

文化、全球文化、科技文化的观点提出:“信息文化是产生和发展在信息时

代,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和支柱,能同时表达语音、文字、图像的全球性文化。”

3.信息文化的定义和特征

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信息文化是科技与文化创新

的产物,它集中体现着文化的内容、表现形式和传播手段。卢泰宏最早在其

《信息文化导论》一书中指出,“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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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形成一种新文化形态———信息文化”;党跃武在《信息文化简论》一文

中,将信息文化定义为:“信息文化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内容和表现手段的文

化形态,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依赖于以信息、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为支点的

信息活动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可见,信息文化是由信息技术和信息

革命带来的人类社会彻底变革的文化映射,是以信息技术和设施为基础,以
信息为内容,形成的具有资源型的产品,影响人类的全面社会活动,进而创

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综上所述,信息文化可定义为:是以现代信息技术的广

泛应用为基础,以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为支柱,以信息和知识的生产、分配、
传播、交流及使用为人们普遍的活动内容,通过社会信息化过程,引起人类

生存方式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信息时代的文化形态。它是一种独特而丰富的

文化价值和文化精神,并对其他文化形态产生着重要影响。
信息文化可分成三个层次:物质形态的信息文化、精神形态的信息文

化和制度形态的信息文化。因而信息文化的特征具有物质特征、精神特

征和制度特征。物质特征表现为数字化、智能化、虚拟化、网络化、快捷

化,精神特征表现为时代性、交互性、开放性、渗透性、人性化,制度特征

表现为全球化、平等化、多元化、自治化。此三类特征构成了网络文化的

基本特征。

4.企业文化的内涵与特点

企业文化不是简单的“企业”与“文化”的叠加,不是企业借以装饰的文

化,而是企业的精神主宰。企业文化的内涵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狭义

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的管理规范、企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广义的

企业文化不是纯粹的企业经营管理思想、行为和过程,而是指在一定的社会

经济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成员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

念、职业道德、生活习俗、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的总和。
企业文化的内容可理解为六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顾客,二是如何看待

员工,三是如何思考和定义竞争,四是如何考虑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五是

如何考虑合作与竞争,六是如何认识成本和利润。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在于,
它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亦被称为企业的“灵魂立法”,它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

的各个方面,指导企业的各种经营管理活动,与其他管理思想有着本质区

别,更不是某个具体的管理过程和管理行为,具有独特性、难交易性、难模仿

性等三个特点。

二、企业信息文化

1.企业信息文化的定义

企业信息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信息文化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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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企业文化是由企业领导层提倡、上下共同遵守的文化传统和不断

革新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体现为企业价值观、经营理念和行为规范,渗透

于企业的各个领域和过程。因此,企业文化内涵包括如下几个方面:①企业

文化质的规定性在于,它是一种企业经营理念、价值观和企业人的行为准

则;②企业文化无时无处不在,充满企业运行的一切时间和空间,体现于企

业人的一切行为之中;③企业文化与企业相伴相生,它是继承下来的,但又

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④企业领导层在企业文化形成

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企业文化通常体现企业创办人及其后继者所提倡的文

化和经营思想。
其次,企业信息文化是在信息化时代,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企业经营管

理中的应用、网络经济的出现、知识管理兴起而出现的一种新型企业文化。
从企业文化的角度看,企业信息文化是企业文化的内涵之一,它可以理解为

企业认识到信息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而逐渐培育起来的、有助于加强信

息管理和推进企业信息化的企业文化,是在现代信息管理的基础上,企业及

其成员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形式的总和,是企业个人

和群体精神的、内化的信息意识和信息素养的体现,以及企业文化在现代信

息社会下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企业信息文化的建设,对信息技术和信

息系统在企业中发挥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企业信息文化的内涵

文化变迁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发展的结果,信息文化也

是如此。文化变迁是指一个社会或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逐渐放弃旧的行为

选择标准体系而接受和形成新的行为选择标准体系的过程。每当一种新的

生产力及它所影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出现,总会导致新的文化要素的产生。
文化变迁理论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处于变迁、发展之中,其变迁的幅度、快
慢、方式、方向、性质等则因时因地存在极大差异。从文化变迁理论以及人

类文化发展史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文化总是在“变迁”(变化发

展)的;②文化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迁的;③文化变迁主要是由技术革命

所推动;④文化变迁的实质是价值观的转变。人类正进入信息时代,信息取

代能源成为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它所产生和释放的巨大能量引起一系列新

技术革命,同时必将导致文化的再次变迁。
企业信息文化的表现:一是物质表现,具体表现为厂容、厂貌、厂标、厂

服及媒体广告等;二是规范化表现,具体表现为企业的信息组织、信息标准、
信息法规、信息系统的运行模式等;三是意识表现,具体表现为信息意识、信
息观念、信息精神等,是信息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埋藏在信息文化的深处,渗
透在员工的心里。信息文化这三种不同的表现形态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

制约、相互转换、相互渗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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