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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所具有的认识、调节和管理情绪、情感的能
力，它综合反映了企业内不同层次的员工间
关系的和谐程度，企业与其外部环境间关系
的协调能力。企业情商是企业所有员工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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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反映，其中企业领导层的情商对企业
情商高低起着决定性作用。可以认为，一个
成功的企业，./!归功于企业智商，B/!应归
功于企业情商。

高情商企业的特征
高情商企业具有系统观、全局观，能够以
全方位的思维模式突破传统狭隘的思考，既
见树木，更见森林；具有动态的、发展的眼光，
能够站在战略高度把握全局，了解企业“牵一
发而动全身”系统变化的特点，能够审时度
势，开创企业经营的新局面。高情商企业的
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团结和谐的员工队伍
员工具有共同目标的团队精神是知识经
济时代企业追求成功的关键。过去那种单打
独斗的“独行侠”已不适应企业的需要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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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些与团队融为一体的员工才能视为高情
商企业团队的协作对象。高情商的企业中，
员
工把企业视为自己赖以生存的“家”
，员工间
营造彼此尊重、融洽的气氛，建立起员工的相
互信任，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企业文化，员
工甘心愿意为团队的成就奉献，形成团队知
识分享、知识创造的学习氛围；企业拥有良好
的学习环境，员工能够很方便、快捷地获取所
需的各种信息，建立了企业信息管理系统以
满足员工在成长过程中其他方面的学习需
求。高情商企业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团队精
神、团队合力是企业提倡和追求的目标，员工
由衷地做好本职工作，为企业的生存、
发展尽
自己最大的力量。
#"高情商的领导核心层
企业的经营效益取决于企业家的综合素

据统计研究发现，每年有很多企业由于

念，认为情商是指一个人了解自身感受、控制

质，而以企业家为核心的领导核心层情商在

无法理智处理所遇到的某些突发问题，而将

冲动和恼怒、理智处事、面对各种考验时保持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经营的成败。我国经

原来可以化了的小事而变成了影响企业长远

平静和乐观心态的能力。通俗地说，是对自己

济学家吴稼祥在《体制障碍还是人格障碍》一

发展的不良事件，引起一系列的恶性循环而

情绪的把握和控制，对他人情绪的揣摩和驾

文中认为，很多企业陷入经营困境的原因是

最终导致企业经营失败。究其经营失败的主

驭以及对人生的乐观程度和面临挫折的承受

由于企业家的人格缺陷造成的，最终导致企

要原因在于这些企业控制情绪的能力比较低

能力。情商包括四个方面A情绪的知觉、评估

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结局，从一定程度

下，这与企业情感智商有着密切关系。

和表达能力；思维过程中的情绪促进能力；理

上反映了企业家的情商对企业的重大影响，

解和分析情感并获得情绪知识的能力；对情

可以认为“有多大的人格，办多大的企业”（
吴

绪进行成熟调节的能力。在一个员工职业生

稼祥，
233B）。其中的人格是表达企业情商内

涯中，智商决定其是否被录用，情商决定其是

涵最通俗的方法之一。因此，也可以这么说，

否被提升。他认为，一个成功的人，./!归功

“有多高的企业情商，就有多大的企业”
。高情

情商和企业情商
2330 年，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
尼尔·戈尔曼（456789 :;98<56）在《情感

于他的智商，B/!归功于他的情商。

智商》一书中全面地分析了 情商

企业情商（$;CD;C5=7;6 @<;=7;659

（
"<;=7;659 >?;=786=，简称 @>）的概

>?;=786=，简称 $@>）是指企业作为一个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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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领导核心层是高情商企业的具体表现，
也是所有成功的长寿企业的共同特点之一。
$"畅通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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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全体员工情商数据库，为企业管理和决

能教育，而对员工的情商方面培训重视度不

要保证之一。它具体表现为：员工间多角度、

策提供情商信息支持的系统。企业情商管理

够。在现代企业培训中，企业情商培训应成

双向的、多级的交流，企业内部构建起全方位

信息系统应是企业管理系统的核心之一，其

为企业培训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包括：（2）

的沟通体系，具有核心领导层与中层领导、中

主要功能包括：（
2）遵循人才管理的规律，建

以高情商而成功的企业为榜样。通过高情商

层领导与一般员工、基层管理层与一般员工

立人才管理信息系统，存储经过计算机整理、

企业和企业家成功的事例启发员工，鼓励全

畅通的沟通渠道是企业维持高情商的重

以及一般员工间的多层次对话沟通机制，使

归类的有关全体员工情商的信息；（.）获取

体员工模仿学习其行为，从一点一滴做起，
从

企业中各阶层在价值观、道德观、经营哲学等

各种情商专业人员的经验总结，科学化地进

小事做起。以情商低而失败的事例为借鉴，
培

方面达成一致，使每个员工都有参与企业管

行人才的培养、使用、储存、流动工作，应对企

养员工用信心和乐观战胜困难的勇气，树立

理、发表意见的机会，逐步形成企业内领导与

业可能面临的各种内外部危机；（7）企业在

用双手创造幸福的理念，以战胜困难为寻求

员工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感情交

使用人才的过程中，及时更新与维护情商数

人生的乐趣，实现人生的价值。（
.）在员工中

流的氛围；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持沟通渠道的

据库，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情商资源的共享

普及心理学知识，加强员工的挫折教育，注意

顺畅，企业内部还建立有信息沟通反馈机制，

和交流。建立企业情商管理信息系统，有助

在逆境中培养人、教育人，提升员工心理承受

使上下级之间、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较为对

于企业充分利用情商信息资源，对企业自身

力。通过企业情商管理信息系统宣传在艰苦

称的流动，业务流、信息流、制度流更为通畅，

的具体情况有更清楚的认识，能够自如地驾

环境中成才的案例，提高员工情商的整体水

防止各种“垃圾信息”的干扰，避免信息在执

驭企业的发展趋势，不断培养企业自我分析、

平；（7）通过培训将企业情商与企业文化相

行过程中的变形，使在传递中信息保持原始

自我认知能力，觉察细微的、不寻常的变化，

互交融。企业文化是企业长期生产经营活动

状态，确保沟通中信息的准确性；高情商企业

防微杜渐。当企业面临危机时，企业情商管

中所自觉形成的，并为广大员工恪守的经营

能够及时有效地疏通企业内的各种沟通渠

理信息系统能够全面检查企业运行中员工各

宗旨、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准则的综合反映。

道，对企业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

方面的优势、劣势，及时地分析、评价并有针

企业文化的核心层是企业员工理念，是企业

用，有助于避免各种反企业文化思想的滋生。

对性地进行行为修正，防止因决策失误而影

文化的最深层，是在长期的生活和工作中逐

响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

渐积淀而成的，它决定着企业员工的行为。将

!"良好的企业形象
高情商企业能够正确认知企业内外部系
统的构成、运作方式及其对企业的重要作用，

$%完善企业领导的选拔制度

企业情商融入企业文化中有助于更好的把握

意志、品质、毅力、专心度和稳定乐观

企业情商的精髓，将企业情商理念传播到企

根据内外部系统的变化不断地做适应性的调

心态等心理素质是企业领导人的基本素质，

业的各个角落，也同时提升企业文化的实质

整，以达到内外部系统的和谐。高情商企业在

是影响企业成功经营的关键因素，是企业情

内涵。

外部具有良好的信誉和社会形象，企业内部

商的重要内容。很多智商平平的人，因为具

则上下级关系和睦，左右同事关系融洽，“外

备了高情商完成了高智商者所不能完成的事

据报道，跨国企业的平均寿命是 2/ 岁:

求发展，内求团结”的管理艺术是高情商企业

例举不胜举。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荷尔姆斯

2. 岁；《财富》
0// 强企业的平均寿命是 7/

追求的目标。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企业最重要

运用情商理论，测试了美国历任总统的情商

岁；在我国，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是 ; 岁:<

的无形资产之一，是企业步入良性循环、不断

水平。他发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都是

岁，小企业的平均寿命是 7 岁:= 岁；美国每

开拓进取的基础。良好的企业形象有助于企

二流智商、一流情商的政治家，是举世公认

年有近 2/ 万家公司倒闭，中国每年则有

业开发市场，增强顾客对企业及其产品的信

的卓越总统，造就了一段辉煌的美国历史；

2// 万家公司倒闭。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

任感，提升社会公众的消费信心；有助于拓展

而尼克松总统拥有一流智商，但因其情商低

所面对的市场环境危机四伏，危机管理能力

企业的融资渠道，以良好的企业形象作为抵

下而黯然下台。类似的，在企业领导人选拔

是高情商企业最重要的表现，是现代企业最

押进行筹资可以提升投资人和债权人对企业

中，情商应是最重要的考核指标之一，是企

重要的课题之一。危机是企业的威胁也是企

的信心，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资金问题；有助于

业情商从理论贯彻到实践的重要环节。以美

业的机会，对于一般企业而言是威胁大于机

企业形成强烈的向心力，形成员工对企业的

国 通 用 电 气 公 司 为 例 ， 杰 克·韦 尔 奇 在

会，而对高情商企业来说却是机会大于威胁。

荣誉感、认同感，从心理上把自己当作企业的

.//2 年 8 月离任时，选择了杰夫·伊梅尔

高情商企业具有很强的应对危机的能力，化

一员；有助于维持良好公共关系，提高企业的

特接任其要职。回顾韦尔奇选择接班人的历

解危机的艺术，通过危机暴露发现出企业管

知名度，创造企业的声势和信誉，给公众留下

程，共历经 9 年时间，他开始选择了 7/ 个候

理体制中的很多漏洞，提供给员工更多的沟

美好的印象。

选人，对他们进行逐一考察，其中情商测试是

通和相互了解的机会，使员工借机调整在企

最主要的考核项目之一，筛选出其中最具潜

业中的角色和检讨工作中不足之处，以改进

力的候选人，逐步把候选人队伍缩减到 7 个

自己今后的工作，利用危机的处理提升企业

提高企业情商的途径

!%提高企业危机管理的能力

人，经过最后的选拔才确定为伊梅尔特。他是

管理水平。高情商企业为防止“煮青蛙现象”

#"建立企业情商管理信息系统

韦尔奇万里挑一选出来的继任者。伊梅尔特

的发生，通过危机处理以检验与锻炼企业团

控制情绪能力被视为未来每个企业都应

是以其杰出的社交才能、公认的高情商而获

队反应能力，当危机出现时，企业形成应对危

具备的核心素质之一，是企业情商水平的体

得韦尔奇的最后青睐。在我国的企业领导人

机的内外部系统，有助于形成系统的协作精

现，它有赖于企业情商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

选拔制度中，依然是重智商而轻情商，情商因

神，逐步成为企业内部与外部系统的各个组

企业情商管理信息系统（$345&6）是以计算

素还没有成为选拔考核的重要内容，完善我

成部分，形成共谋、共生、长期稳定的体系，进

机技术为基础，用系统工程的观点和方法，借

国企业领导人选拔制度还任重道远。

而提升整个体系应对危机的能力。

助计算机综合分析研究企业情商管理的内在

&%健全企业员工情商培训机制

规律，获得准确、快速、全面的处理信息，建立

企业传统的培训主要还是拘泥于知识技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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