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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外媒体报道，2013 年，台湾地区消费

电子公司 HTC 花了 10 亿美元进行了一场炫

目的营销噱头。主题为“变化将至”的广告宣传

活动包括一艘巨大的巨型锡箔游艇（英文缩写

为 HTC）、一辆时髦的潮怪洗车（缩写也是

HTC），以及《复仇者联盟》主演影星小罗伯特·

唐尼 (Robert Downey Jr.) 的客串演出（花费

1200 万美元）。

当时，这家台湾地区科技公司正试图从令

人失望的智能手机 HTC One 中恢复过来。这

款手机获得了行业奖项，但销量不及三星推出

的 Galaxy S4。
HTC 希望，这一营销行动将使其重新成为

全球智能手机技术的领导者，但这只是结束过

程的开始。

小唐尼(Downey Jr.)后来跳槽到了中国智

能手机公司一加(OnePlus)，而中国消费者也同

样善变。今年 5 月，HTC 宣布将退出中国电子

商务平台阿里巴巴和京东。该公司全球智能手

机市场份额已从 2011 年的 10.7%下跌到了

2019 年的 0.05%。在英国，HTC 不再在 Car原
phone Warehouse、O2 或 EE 商店销售手机，这

意味着它的手机只能直接从亚马逊网站或公

司官方网站上购买。那么围绕 HTC 的智能手

机业务，到底发生了什么?HTC 现任和前任员

工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在一个充满挑战的市

场中，面临着艰难的商业决策，高层对于创新

的判断出现失误，以及并不和谐的企业文化。

HTC 的产品很好。2012 年，HTC One X
被称赞为 AT&T 产品线中迄今为止最好的安

卓手机”。但这句话的后半部分讲述了该公司

垮台的部分故事。

将 One X 作为 AT&T 在美国的独家产

品，是一系列运营商相关失误之一;后来，由于

销量持续低迷，运营商根本不愿承接 HTC 的

智能手机，而在 2017 年，U11 只能在 Sprint 公
司的网络上使用。这使得 HTC 的用户进一步

减少，其股价从 2011 年的 42 美元跌至今天的

1.30 美元。

几名 HTC 内部人士表示，该公司可能误

判了定价策略。HTC 虚拟现实头盔项目在深

圳的前任软件工程师 Jeff Xue 表示，HTC 退出

中国大陆市场之前, 采用 2018 年硬件配置的

一款手机定价为 3999 元人民币，而小米提供

了更多最新配置的型号定价为 2499 元:“为什

么要花 3999元购买去年的手机?”
据这位工程师称，HTC 上述的产品和定价

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结果，该公司在中国大陆市

场遭遇了小米和华为等品牌的激烈竞争，手机

销量不断下滑，这意味着该公司订购的零部件

规模较少，推高了智能手机的单位成本和价

格。

一位要求匿名的 HTC 前社区版主也表

达了同样的观点，但他指出:“消费者不会知

道(价格上涨的原因)，他们会比较售价，仅此

而已。”他还指出，HTC 在中国大陆的售后服

务很差，大陆地区只有一家官方维修店，位

于上海。

HTC 负责企业战略和业务发展的副总裁

保罗·布朗(Paul Brown)表示:“HTC 因其快速创

新和执行新产品类别的能力而得到广泛认可。

我们在设想产品之前和之后都有一个积极的

投入周期，我们还与其他公司合作，创造与当

前市场相关的定制产品。”

布朗并不认为 HTC 的创新已经脱离了消

费者的需求。该公司回答了有关其创新和虚拟

现实未来的问题，但没有就进一步的问题发表

评论。

中国大陆是全球智能手机用户最多的市

场，对任何一家消费电子公司来说都很重要。

而在 HTC 公司所在的台湾地区，许多台湾消

费者也更青睐性价比较高的大陆品牌手机。

尽管三星和苹果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智能

手机公司，但 Oppo、Vivo 和华为占据了中国智

能手机市场的前三名，三星和苹果是唯一进入

前十的外国品牌。

HTC 前全球高级社区经理达伦·科瑞普

(Darren Krape)表示，中国大陆企业占领了大陆

地区市场，迫使 HTC 在全球层面与苹果和三

星展开竞争。但将 HTC 推向边缘的不仅仅是

艰难的市场。公司在创新的投资没有回报。

一位 HTC 前雇员（此人要求匿名,曾经担

任全球性职务）特别指出 HTC 的“手机边框压

力触控豪赌”。

2017 年,该公司推出了 U11,手机带有一个

独特的新功能,称之为 EdgeSense,允许用户通

过挤压手机两侧的边缘来激活某些功能,但一

些批评人士描述这一功能为噱头。

HTC 高管布朗为 EdgeSense 进行了辩护，

称“HTC 长期以来开发的技术为智能手机设定

了标准，并最终成为行业的必需品。”这位高管

也提到谷歌在 Pixel 2 以后的手机中也采用了

边缘挤压触控。不过，谷歌采用 HTC 创新并非

偶然。2017 年，这家搜索引擎巨头以 11 亿美

元的价格收购了 HTC 的设计团队。该公司希

望利用 HTC 的设计人才，开拓自己的智能手

机等硬件业务。

HTC 的市场营销可能已经无处不在，但与

此同时，很少有人关注或者质疑公司核心的技

术人才。

成功的产品创新需要有效的营销，尤其是

在消费者可选产品众多的背景下，让新产品抓

住消费者的注意力。去年 HTC U12+发布时几

乎没有引起任何轰动。最近，一些人对 HTC 最

近发布的 EXODUS 1s 持怀疑态度。这是其

EXODUS 1 的廉价版，允许用户访问区块链网

络。

吸引加密货币粉丝群是 HTC 更广泛战略

的一部分，目的是专注于其小众用户，而不是

为了争夺大众吸引力。但上述的社区版主表

示，HTC 向更昂贵的虚拟现实产品的转型，疏

远了该公司的核心粉丝，令这些产品黯然失

色。

被疏远的不只是粉丝。这位挑战 HTC 边

框挤压触控输入的前员工表示，该公司遭遇了

“领导层的可悲失败”，智能手机部门的企业文

化是“恐惧和恐吓”。

Glassdoor 网站上的评论显示，还有其他许

多对 HTC 公司不满的员工。一名前雇员写道，

“公司内部的保密令人难以置信，总部与公司

其他部门之间缺乏信任”。当然也有许多评价

则更正面，该公司的整体评级为 3.2 分(满分 5
分)。

HTC Vive 虚拟现实头盔的成功展示了该

公司一个可行的未来，但它并没有接受自己的

“变化将至”广告宣传活动的理念。

今年 6 月，HTC 宣布在台湾地区推出两款

新的中档手机，令分析师感到意外。该公司的

衰落是漫长、缓慢和痛苦的，但到目前为止，该

公司还没有放弃智能手机“这场游戏”。

渊腾讯冤

甘肃路桥建设集团企业文
化入选“建国70周年·全国
建筑企业文化经典案例”

近日，由中国建筑业协会主办的第四届全

国建筑业企业文化建设经验交流会暨 2019 年

建筑业信息宣传工作会议在武汉举行，来自全

国 500 名建筑业企业代表参加，其中甘肃路桥

建设集团企业文化入选“建国 70 周年·全国建

筑企业文化经典案例”。

近年来，甘肃路桥建设集团党委高度重视

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企业文化在优化企业发展

战略、提高企业管理效能、增强员工认同感和

归属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形成了“筑路架桥、

造福社会”的历史使命、“大道至简，德行天下”

的核心价值观及“打造交通业内领先、全国一

流公路施工企业”的企业愿景，并广泛吸纳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企业管理，逐步

打造了“1+7 特色品牌集群”模式，形成了独具

甘肃路桥特色的品牌文化，得到了行业内广泛

认可。 渊杨萌萌冤

稻花香举办“红心向
党”义务献血活动

日前，在建党 98 周年之际，稻花香集团联

合湖北宜昌市中心血站，在集团厂区内开展“红

心向党”无偿献血活动，集团广大干职员工踊跃

参与，累计献血逾 15000 毫升，以实际行动献礼

党的生日。

此次献血活动分别在集团办公楼、稻花香

酒业“151”包装中心、关公坊酒业公司以及包装

工业园主体办公楼设置 4 个采血点。上午 8:30，
工作人员刚刚准备就绪，就已有多名员工来到

采血车前排队等待献血，参与此次活动的既有

常年坚持无偿献血的爱心人士，也有响应号召

的初次献血者。“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献血，既是

为了帮助有需要的人，也希望能以实际行动展

示我向党组织靠拢的决心。”稻花香酒业电子商

务信息部新进员工邹洋表示。稻花香酒业生产

部瓶子库保管员邵显蓉，多年来坚持参与献血，

一本献血证记下了她多年来的爱心行动，在她

的感染下，她的丈夫、同事也纷纷加入到无偿献

血的行动中来，用行动传递爱心。采血车前，爱

心涌动，员工们在工作人员指导下依次有序进

行，填写献血登记表、测量血压、抽血化验，经血

液检验合格后无偿献血。

据了解，稻花香集团作为“无偿献血先进单

位”，多年来坚持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此次活动

作为集团纪念建党 98 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旨在

发挥广大党员、干职员工的榜样引领作用，吸引

更多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的活动中来，践行企

业社会责任，为和谐文明社会建设贡献力量。

渊黄梦诗 江宁馨冤

姻 程云金

文化是企业发展与创新的不竭动力。当

前，企业之间的竞争已全面升级为文化的竞

争，靠单一的产品输出已不再是企业永葆竞

争力唯一砝码，唯有源源不断的文化输出才

能为企业创造出恒久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一、什么是企业文化

如何理解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概念在

学者中众说纷纭，不同的学者对企业文化有

不同的认识。首先说文化，根据《韦氏新大

学词典》的定义，文化指的是一种“包括思

想、言谈、行动和人造物品的人类行为的综

合形式，并依赖于人们的学习和传递知识的

能力向后代传递”。企业中非正式的文化因

素描述为“我们做事的方式”。通俗理解，企

业文化是一个公司的灵魂所在，他是有多种

内容所组成，有着文化观，价值观，道德观，

企业制度，团队意识，企业形象，精神面貌，

经营理念等。

二、企业文化的价值作用

1、企业文化能催生强大团队凝聚力

企业文化像一块有强大凝聚力的吸铁

石，赋予在职员工以共同的目标、理想和志

向，提供了一系列价值评判的标准，让组织与

内部团队之间关系更紧密，合作更和谐。与此

同时，企业文化还能从多方面满足员工的心

理诉求，使个人对团体和企业组织产生很强

的认同感、荣誉感、向心力和依恋之情。特别

是在企业起步阶段或发展中遭遇危机的时

候，使企业文化强大凝聚的作用更加凸显。与

此同时，企业文化的聚集作用还表现在吸纳

优秀人才，比起一个平淡无奇毫无激情的企

业，一个拥有别具一格充满魅力文化的企业

更能吸引优秀的专业人才。

2、企业文化能产生正向的激励效应

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充分为职工提供发挥

个人才能、自我实现的平台，满足员工积极进

取突破自我的愿望。企业文化对于人力资源

的重视，促使企业理性认识职工在企业中的

地位和效用，让员工把自己当作企业的主人，

激发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工作中更加积极

主动而富有创造热情。企业与员工之间拥有

了共同的价值理念及行为准则，就会在员工

中产生了猛烈的使命感和持久的驱动力，引

导着每一个员工自觉地遵循企业的规章制

度，自发地为完成企业的使命而努力奋斗。

3、企业文化能带动员工规范自身行为

企业文化以精炼概括又富有哲学性的话

语指示企业的前进方向，这些内容经过长时

间的思想教育，已经潜移默化地进入企业员

工的意识里，它不只是引领企业的发展方向，

更以强大的导向力使员工自觉地规范自己的

行为，最终达到企业所期望的标准。在工作和

生活中，员工的行为是企业最好的广告。员工

的一言一行代表了企业形象，从着装、言谈、

行为等无一不在体现自身形象和企业形象。

同时，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培养员工越挫越勇、

迎难而上的高贵品质，在企业遇到危难时，有

力的企业文化甚至能促使员工在阻碍中寻找

机遇，与团队共成长，与组织共进退。

4、企业文化能培养员工的责任担当

职工的素质是整个企业素质的关键，而

员工个人素质能否得到提高，在很大程度上

受制于他所处的环境和得到的条件。拥有出

色企业文化的公司是一所能够给企业职工创

造积极向上勇攀高峰的良性学习和实践氛围

的“学校”。在这样一所“学校”里，人们受到企

业文化的熏陶和教化，树立了崇高的理想，提

升了道德水准，锻炼了意志品格，学到了待人

接物的艺术，收获了责任感，满怀积极的人生

态度，主动地把自身的才干发挥出来，使企业

员工的综合素质得到全方位的发展，这就是

企业文化的教化作用。

三、企业文化建设
需要人文精神为引领

1、培育企业与员工相容互促的价值理

念，发挥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价值观是人们对于本身的存在、行为和

结果进行评价的基本结果，这个观念不是一

朝一夕就能形成的，是人们在长期的工作、学

习经历以后慢慢成型的。松本厚治先生提出，

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无形之手，而企业文化

价值观，就是员工对于企业的存在、行为和结

果进行评价的基本结果，是由全体员工整体

在工作中慢慢形成的。价值观有好有坏，有的

是脚踏实地，诚信为本，而有些则是追逐名

利，不择手段。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企业要做

的长远，一定要有良好的价值观。简单举个例

子，最近特别火爆的 P2P 概念的理财公司，给

你蝇头小利，让你投入个百十块钱，然后返利

一倍，或者是以高利息作为诱惑来吸引消费

者把钱存入这些公司，企业一时风生水起，在

业界创出一个又一个“金融奇迹”，然而不到

一年的时间，有的关门，有的跑路，投资者纷

纷恐慌，血本无归，这些公司就是有着不良的

企业文化、价值观，唯利是图，丢弃了自己的

信用道德，失败是必然的。因此我们必须形成

正确的价值观，发挥正确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让统一价值观引领企业发展和进步。

2、培养员工归属感，提升企业文化凝聚

力

只有不断地提升员工的归属感，企业才

能有良好的发展根基，只有在企业发展的道

路上不断凝聚着社会的支持和鼓励，让员工

真切的感受到了社会和组织的关心，让他们

感受到温暖和爱，他们才能更好地将工作热

情投入到企业发展之中。例如，国内有一家

知名的跨国公司，他们的员工多是离开家乡

远赴万里到非洲工作，公司为了让他们感受

到组织的关怀，每逢员工过生日，公司都会

送来祝福，更有的在员工本人未知的情况

下，给他们带来了有家人问候和祝福的

VCR，在这样的企业工作，还担心员工离职，

不尽心尽力为企业奋力拼搏吗？员工的归属

感是建立在企业人文关怀之下的，只有让大

家发自内心的找到如家庭一般的归宿，员工

才能在公司更加发奋图强，为公司创造出更

大的价值。

企业文化建设的落脚点终究是在人，无

论企业文化理念多么先进、体系如何完善，没

有人去实践终究是空中楼阁，无法落地。员工

是企业价值和财富的创造者，唯有不断加大

人文关怀，从根本上解决员工的工作能动性，

这样的企业文化建设才是成功的、持久的。

近日，南方电网公司党组召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研讨会。会议围

绕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有

关文件精神，通过进一步学习、研讨和交流，

进一步深化认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确保主题教育取

得扎实成效。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公司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曹志安主持会

议并讲话，公司在家领导结合分管领域工作

实际，谈思想认识、谈工作打算。

曹志安指出，要深刻认识主题教育的重大

意义，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站在坚决践行“两个维护”的高度，着力抓实做

表率，高水平高质量地完成好主题教育的各项

目标任务。党员领导干部要切实增强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自觉

性、坚定性，带好头、走在前，做忠诚坚定的表

率、做为民造福的表率、做担当尽责的表率、做

真抓实干的表率、做清正廉洁的表率。着力抓

实政治建设这个根本、作风建设这个重点、履

职尽责这个关键、支部堡垒这个基础，更加自

觉地为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而奋斗。

曹志安强调，要把主题教育和全面履行

中央企业职责使命、推进重点工作结合起来，

和配合中央巡视及巡视整改工作等结合起

来，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营造良好氛围，

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宣传和策划，将主题教育

成效转化为推动公司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

要坚定不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继续

认真配合好中央巡视组开展工作，全力冲刺

半年目标任务，扎实做好迎峰度夏及防灾减

灾工作，加强改革工作统筹力度，推动公司高

质量发展。

曹志安要求，公司领导班子成员要以身

作则，发挥好表率作用。要严格按照中央有关

部署和公司有关要求，坚持两手抓、两促进，

结合分管部门、分管业务特点，做好“结合”大

文章；高质量抓好学习研讨、调查研究、专题

党课等重点工作，督促分管部门、分管领域抓

好主题教育工作，确保主题教育扎实有效推

进。 渊中国电力网冤

外媒揭秘HTC手机“死因”：“令人恐惧”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建设要以人文精神为引领
企业文化对于企

业发展来说是一种精

神引领，准确地认识企业文化价

值作用，才能为企业输出源源不

断的创造动力与活力。企业文化

的落脚点是人，只有坚持以人为

本，强化其发展过程中的引领作

用，自觉主动的形成积极向上的

企业文化，才能对企业未来发展

产生健康的、持续

的、正向的推动力。

南方电网公司党组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研讨会

中国台湾手机厂

商HTC曾经是智能手

机市场的元老企业，但是如今

在市场上已经边缘化。HTC

手机业务为何沦落到今天这

个地步？一家外媒近日揭秘了

HTC 智能手机

业务“漫长、痛苦

的死亡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