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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分享

文化昌盛 企业旺达 我与京新共同成长
7 月 7 日半年度会议公司隆重发布并现
场宣贯新版企业文化袁 随后公司不同层面进
行了宣贯落实遥 现主要就本人对企业文化的
理解以及落地执行谈自己的感受心得遥
一尧企业文化的理解
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无形
资产袁长远来看会影响到企业的兴衰遥企业发
展到一定程度需要用文化来引导人的行为袁
并服务战略落地遥 公司新版企业文化内容通
过系统的不同层面不同阶段的人员尧 不同历
史时期事件信息提炼以及为适应公司未来发
展需要提倡的内容也进行了增加遥
对照 2001 版本企业文化袁 本版高度提
炼又具有指导框架袁 特别在员工行为准则中
有明确的参照标准袁 提倡什么拒绝什么非常

清楚袁可以更加有效指导员工日常行为遥 个人
2004 年进到公司实习期间都有对企业文化
的学习和考试袁随着工作时间的推移袁自身对
本版本的文化内容完全认同遥
二尧企业文化的落地
作为一个部门负责人袁 需要思考以下内
容院首先袁学习和理解袁对标文化遥看看我们自
己有多少做到了袁哪些方面需要改进袁我们自
己是否完全理解和认可遥 这会直接影响到本
部门的落地执行效果遥
其次袁挖掘典型袁扩大影响遥 一个部门
内部一定有符合企业文化特质的个体袁 作为
部门负责人袁首先要先强化影响这一部分人袁
让他们完全站在统一战线上袁 鼓励他们去影
响团队中的其他成员袁 让更多的人接受和认

可企业文化袁先让一部分人发挥起来遥
三尧经常对标袁逐步引导遥
在日常工作中要注意关注团队成员的哪
些行为比较符合文化要求袁只要能对标上的袁
就要给予鼓励与肯定袁逐步引导袁即便个体某
些模块还未达到标准也不影响对这个做得好
的点的肯定遥
四尧工作布置尧强化引导遥
在部门月度重点工作中要有针对性布置
一些工作袁 这些工作内容的过程或结果能够
反应文化特质袁或有利于文化落地的引导遥
五尧文化落地尧
内容要大于形式遥 文化宣贯落地其实就
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袁 是我们部门管理很好
的提神剂袁可以在部门月会尧日常面谈尧鼓励

浅谈京新文化的核心价值
京新的企业文化内容不是很多袁可却包
含了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遥 其中的价值
观也是京新对员工所传输的重点遥 作为一
个京新人袁 进入京新时首先接触的企业文
化内容就是其价值观院务实尧创新尧包容尧共
赢遥 简单的八个字袁却蕴含了京新所一直秉
承的文化传承遥
在京新的价值观中袁第一项就是务实袁
所谓的务实就是遵守规则袁崇尚合法尧守则
的行为袁做事踏实尧认真袁讲究实效袁一切从
实际出发遥 从最基础的东西开始学习袁从最
基本的事情认真做起遥 万丈高楼平地起袁只
有将基础打好袁 才能有往上发展的动力与
潜力遥 务实袁是每个京新人所必须具有的尧
做到的基本品质遥
创新袁拥有野归零冶的心态袁不断自我更
新袁不断超越袁用新思路尧新方法袁创造性的
解决问题袁追求更高的目标遥 而想要有所创

何为企业文化钥 初次入职的员工可能对
此了解不多袁简单来说袁企业文化就是一个
组织由其价值观尧信念尧仪式尧符号尧处事方
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袁 简单而言袁
就是企业在日常运行中所表现出的各方各
面遥
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袁企业生产
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该企业特
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遥 它包括文化观
念尧价值观念尧企业精神尧道德规范尧行为准
则尧历史传统尧企业制度尧文化环境尧企业产
品等遥 其中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遥 企业
文化是企业的灵魂袁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
动力遥 它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袁其核心是
企业的精神和价值观遥 这里的价值观不是泛
指企业管理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袁而是企业或
企业中的员工在从事经营活动中所秉持的
价值观念遥

提升药品质量
7 月 15 日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
公告袁指出长春长生科技有限公司冻干人
用狂犬疫苗生产存在造假等行为袁这是该
公司自 2017 年 11 月被发现百白破疫苗
不符合规定后不到一年时间再次曝光疫
苗质量问题袁给社会造成极大恐慌遥 长春
长生疫苗案件令人痛心袁同事也值得京新
每一位员工深思遥
自 7 月份公司企业文化大纲发布后袁
公司组织了员工文化大纲培训学习袁我深
有感触遥 野精心守护健康冶的京新人的新使
命是我们每一位京新人对社会做出的庄
严的承诺遥
十八大以来袁习总书记提出了野中国
梦冶这一使命袁而我们京新也提出了野成为
中国精神神经袁 心脑血管领域的领先者冶
这一愿景袁野2028 年袁 进入中国医药工业

文化是企业的灵魂袁将来自五湖四海的
京新人凝聚在一起袁共同为京新这条大航母
助力袁心往一处想袁力往一处使袁 达成野2028
年进入工业 50 强冶的目标袁坚守精心守护健
康的使命遥
首先谈谈对企业文化的理解袁 务实尧创
新尧包容尧共赢的核心价值观袁高度概括京新
人的行为准则遥 务实袁践行认真做事袁踏实做
人的准则袁充分诠释京新人低调尧真诚尧高效
负责的特质曰创新袁是打破常规尧开拓进取的
体现袁不仅体现研发阶段开发产品袁对于平

共筑野京新梦冶

50 强冶的目标遥京新作为药企袁生产出高质
量的药品也可以说是在医学领域中铸就
野中国梦冶的基石遥 质量不仅仅是企业的生
命袁也是消费者生命安全的保障袁同时也
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袁是企业通向成功的钥
匙遥 优质产品是企业市场竞争的法宝袁是
企业发展力量的源泉遥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
商品袁其质量关系这国民健康遥 保证质量
是京新发展的重中之重袁提升药品质量是
京新服务社会的根本保证遥
为了进一步拓展市场袁促进公司的可
持续的健康发展袁 公司不断改善生产条
件袁不断引进各种先进生产设备袁用以提
高我们的产品质量遥 2016 年 3 月袁车间进
行了环丙羧酸新工艺试产袁全工段人员每
天坚持在生产第一线袁不分昼夜的投入到
生产试运行中的每一个环节遥 大家积极开

精心守护健康

新袁 就必须具有务实的基础袁 只有了解基
本袁才能在之上进行创新遥
包容袁就是要懂得吸收消化各种问题尧
各种人才袁能够基于信任开展有效的合作袁
能够与变化和不确定性和谐相处遥在日常工
作中袁时常会遇到或大或小的问题袁此时的
我们必须将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充分的解读袁
了解吸收袁助使我们成长袁使其在日后的工
作中不再是问题遥
最后的共赢袁 只有拥有了务实的基础袁
开拓的创新袁懂得了包容袁才能创造出共赢
的局面遥 为他人创造价值袁他人为我创造利
益袁只有如此袁才能有多方共赢的结果遥
京新的文化有很多袁单单一个价值观就
能使我们京新人得到巨大的收获袁创造不菲
的价值遥 如果能将京新文化充分解读运用袁
我相信京新必将有着辉煌的未来遥
渊韦同太冤

动脑筋袁 凭借各自的精湛的生产经验袁从
设备尧工艺各个方面袁踊跃提出自己的见
解和合理化建议遥 积极为此试产的技术改
造袁生产管理出谋划策袁通过全工段人员
的奋力拼搏袁 减少了批量生产的磨合时
间袁节约了生产成本袁提升了生产效率袁最
终药品质量得以大幅度上升遥
伴随这国家医药体制改革的进一步
深化袁各种质量事件频频爆发袁人民的生
命健康不断受到威胁和伤害袁 全社会的
幸福指数有着降低遥 我们京新人将永远
本着野务实尧创新尧包容尧共赢冶的价值观袁
野京新梦袁精心造冶的质量理念和野提质
量尧强服务尧赢客户冶的生产理念进行生
产和管理袁勇筑 野京新梦冶的基石来实现
野中国梦冶遥
渊陈勤冤

京新文化入我心

凡的岗位也同样需要创新精神袁 合理化建
议尧精益化生产等等均是京新人日常创新的
表现曰包容袁对己自我反省袁知错则改袁对他袁
团队协作袁发挥所长袁包容其短遥 每个人不可
能尽善尽美袁但发挥所长袁精而专袁同样可以
创造价值曰共赢袁与供应商的长期合作关系袁
而对于我们袁也是部门尧同事之间的合作共
赢关系袁不过分计较得失尧职责袁为了达成共
同的目标袁付出更多的努力袁携手共进遥
这些都是理论上的文字理解袁那如何将
这些文字烙印在每个京新人的心里钥 那需要

根据行为准则袁一步步地践行浴 员工行为准
则是一条条的条款袁 需要我们联系工作尧目
标袁一步步分解到分子公司尧部门尧岗位尧人
员等等袁从而更具操作性袁更能从野理冶到野行冶
的跨越袁 而不仅仅停留在文字的理解上遥 如
野走黄线内冶已非常深入人心遥
对此袁我有以下建议院
1.建立企业文化墙袁对内自省袁对外宣传曰
2.行为准则具体化袁根据部门尧岗位进行分
解遥
渊李萍冤

内容尧具体工作上得以体现袁不能变为教条主
义遥
六尧树立部门典型尧记录身边事件遥
部门负责人需要关注团队成员成长袁记
录身边的典型事件或个人袁 可以建立团队成
员成长卡袁在一定的阶段给予反馈和肯定袁如
果足够典型袁要呈报公司宣传遥
企业文化的学习尧 落地执行应该作为指
导日常工作的指导思想袁 关键是要体现到日
常工作中袁 这是一线长期的工作也是日常工
作袁最关键的首先要认可袁日常工作无形中就
会有应用袁同时需要对照标准引导遥
文化昌盛袁 企业旺达浴 我与公司共同成
长浴
渊徐焕根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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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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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尧价值观念尧职业道德尧行为规
范和准则的总和袁 是一个企业或
一个组织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
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管
理模式遥 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与
组织管理实践相融合的产物遥 基
于这些袁 董事长及其京新药业共
同摸索出属于自身的企业文化遥
而京新药业的企业文化可分为使
命尧愿景尧目标尧价值观尧理念这几
个方面遥 具体是院淤京新使命院精
心守护健康遥 于京新愿景院成为中
国精神神经尧 心脑血管领域的领
先者遥 盂京新目标:2028 年袁进入
中国医药工业 50 强遥 榆京新价值
观:务实尧创新尧包容尧共赢遥 正是
基于京新的使命尧愿景尧目标尧价
值观袁引出了一系列的理念遥 其理
念具体为院发展理念院专业尧协同尧
创新尧共享曰人才理念院创享价值袁
共同成长曰研发理念院满足临床需
求袁创造市场价值曰营销理念院树
品牌袁精专业袁强执行曰质量理念院
京新药袁精心造曰生产理念院提质
量袁强服务袁赢客户曰投资理念院强
主业袁拓边界遥 可以说京新企业文
化是京新企业的灵魂遥
而企业文化有其存在的意义袁其意义可从这
几个方面论述院淤企业自身的需要院企业文化是
企业概念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遥 尤其对现阶段
处于由人治向法治转换中的公司袁健康的企业文
化将能削弱甚至取代个人影响力在企业中的过
分存在袁为企业的平稳发展创造条件遥 于管理制
度实施的需要院没有完美的管理制度遥 制度中存
在的各种漏洞导致的后果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员
工对企业的忠诚度遥 盂人才竞争的需要院对共同
价值的认同袁会使员工产生稳定的归属感袁从而
吸引尧留住人才遥
就其京新价值观中务实而言遥 务实就是做事
认真尧踏实袁一切从实际出发袁讲求实效遥 务实又
具体表现为院淤对人诚实守信遥 对客户守信尧对同
事坦诚尧对企业忠诚袁真诚对待他人袁对人不隐
晦袁有话直说袁言行一致遥 于对事认真负责院严格
履行自身职责袁按时按量的完成本职工作曰做事
不做形式主义袁坚持把事落实到具体曰做事一丝
不苟尧精益求精袁追求完美遥 盂对事业敬业奉献院
客观尧正向地看待工作安排袁没有任何不满和埋
怨袁并接受组织对个人的工作安排曰全心全意为
公司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袁愿意为目标达成付出
额外的努力袁不计个人得失遥 榆对于做事尧问题要
实事求是院一切从实际出发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袁
不机械尧不僵化袁灵活的解决问题遥 如片剂压片其
片重有一个值遥 但非一定要每一片都要达到这个
值袁可以有上下小范围波动遥 虞对工作要以结果
为导向院以完成任务指标为天职袁对指标负责袁对
工作结果负责遥 愚做事要高效执行袁果断决策袁工
作要迅
牢记企业文化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公司袁
让双方都能赢遥 企业文化与我同行浴
渊焦璐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