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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主 义市场主体之间是 服务关系。 名牌企业把“用户是上帝”奉为生产 经营的永久信念, 他们
开展服务创新, 增加产品功能, 提供特殊服务和超值服 务, 不断满足顾客的新需求。 他们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
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境界, 积极支援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扶贫济困, 使为顾客服务的实践活动超越了普通竞争 策
略而上升为一种道德境界, 在人民心目中树立了道德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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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经营效益。 市场经济 有句名言: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

群众的 需求向高水 平、多层 次、多 样化方向发 展。 群众不

是生命。”这 句话足以表达 时间和效率 在人们经 济活动中

仅需要优质产品, 同样需要优质服务。 我国众多名牌企业

的份量。 如 果消费者对新 买的商品性 能不够熟 悉或使用

把为 用户服 务当 作生产 经营 的重要 组成 部分, 甚至 把本

不 当, 常 常耽 误宝贵 的时 间, 而时间 的浪 费, 必然影 响效

企业 产品的 使用 现场视 为本 企业生 产系 统的空 间延 伸,

益。 以电脑 业为例, 在现代社 会, 每一 次计算机 系统停机

他们 开展服务创新, 把“用户是上帝 ”奉为 服务信条, 把让

所造成的损失都是巨大的。 相同“内瓤”的电脑, 在不同厂

用户 满意作 为最 终目标, 使 为顾客 服务 的实 践活动 超越

商 的维护、服 务水平 下, 将给 用户带 来截 然不同 的效 益。

了普 通的竞 争策 略而上 升为 一种道 德境 界, 为在市 场经

随着 家庭电 脑市 场的扩 大, 越来越 多的 非专 业人士 将使

济条件下 实现社会主义 生产目的、弘扬新 道德, 增 添了一

用电脑这 一高科技产品, 而他 们使用的水 准如何, 能否最

道靓丽的风景。

大限 度地利 用电 脑以产 生最 大效益, 也 将在 很大程 度上
取决于供应商的服务水准。 第三 , 服务可提高消费者生活

一
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 主体之间 是服务关系。 作 为市场

质量。 现代人生活节奏 加快, 竞争激烈, 精神压力增大, 迫

主体的企 业或个人, 生产商品 的目的不是 为自己消费, 而

切希望业 余时间休闲, 使用具 有优质服务 的商品, 可以为

是为 获得利 润, 这就必 须向 他人转 让自 己商 品的使 用价

家庭带走一份烦恼, 增加一份温馨。 用户需求是市场运行

值, 即以自己的商品为他人服务。 正如马克思所说: “谁要

的风向标 , 设法满足 用户的需 求, 必然 使众多企 业在竞争

生产商品, 他就不仅 要生产使 用价值, 而且要为别 人生产

中把服务推向更高水平。

二

使用价值, 即社会的使用价值。” 商品交换的原则是等价
[ 1]

交换, 这就决定了市 场主体之 间的关系是 平等关系, 它们

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 企业 销售商品的 过程, 也就是商

交换产品, 实际上是交换服务。 市场主体利益的实现要通

品的 价值实 现过 程和企 业经 济效益 实现 的过程 , 而 这种

过向他人提供服务去实现。 向他人提 供的服务越好, 利益

过程必 须通过顾客的 购买行为才 能完成。 顾客 是独立自

就越多。

主的利益 主体, 对商 品有选择 的自由, 他们的购 买行为受

正是由 于市场主体的 利益只有通 过为他人服 务才能

着自身需 求、爱 好、收入 水平、经济支付能 力、售 中售后服

实现, 那么, 竞争必然 发展为 服务竞 争。 因为: 第一, 服务

务等因素的影响。 顾客的购买行 为是最有权威的裁判, 他

成为消费者购物选择的重要因素。 同 类产品, 如果其科技

们对产品 及其服务的满意 程度决定产 品的销售 额和市场

含量、性能、质量、功 能基本处 于同一层次, 则消费 者选择

占 有率。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商 品形态变 化一节中

商品的侧重点就会转向服务方面。 第 二, 服务可以提高用

写 到: “商品 价值 从商品 体跳 到金体 上, 像我 在别处 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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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是商品的惊 险跳跃。 这个 跳跃如果不 成功, 摔 坏的不

牌企业的做法是: 永远谦让。 谦让是一种姿态、一种境界,

是商品, 但一定是 商品所有 者。”因此, 名牌企业视 用户为

是心灵沟通的桥梁。 误会一旦消 除, 名牌企业得到的是客

衣 食父母, 以 “让顾 客满 意”作为企 业生 产经 营的出 发点

户更大的支持和对自身服务理念的认 同。

和最 终目的, 以“顾客是 上帝”作为企业的 永久信念, 在为

第 五, 提供 超值服务, 给客户 意外的满 足。 超值服务

顾客 真诚服务中, 突出本企业 特色, 赋予“服 务顾客”以新

是指名牌 企业不仅生产 经营质量 好、价格 低廉的商 品, 而

的时代内容。

且 主动承 担风 险, 增 加服 务内 容, 提 供快 速便捷 服务, 并

第一, 增加产品功能, 提供特殊服务。 一般来讲, 每种

随时准 备提供意想不 到的情况下 的服务。 超值 服务赋予

产品 都有其 特定 功能和 使用 范围, 只要 能在 指定范 围内

了市 场观念 新的 内容, 它既 超过了 服务 本身 所具有 的价

正常使用, 就是合格产品。 但是, 由于 顾客需求的多样性,

值, 也超过了顾客对 服务的期 望值, 使 企业的行 为从被动

经常希 望产品能达到一 物多用的 效果。 比如海尔 集团专

转变 为主动, 更 有利于 企业 建立良 好的 市场 信誉和 社会

门为四川 农民设计了可 以用来洗红 薯、洗 菜的洗衣机, 首

形象。[ 5 ]小天鹅人的“金 卡送承诺”就提供了这种超值的服

次生产一万台, 立即销售一空。 他们还为部队设计了可以

务。 1992年, 购买小天鹅全自动洗衣机的用户都意外地得

满足各兵 种在临战、野战、战时等各种 环境下使用 的迷彩

到 一张卡片。 金色的卡片 上“金 奖产品质 量信誉卡”几个

[ 2]

洗衣机, 受到官兵的普遍欢迎 。

字闪闪发亮。 金卡上的 “用户须知”有五条, 清清楚楚地告

第 二, 明察 秋毫, 于细微处见 精神。 周到的服 务不仅

诉用户: 买了小天鹅 洗衣机可 以终身享受 上门服务; 有关

表 现在产 品设 计和人 力、财力、物力 的巨 大付出 上, 更多

您洗 衣机上 的资 料已经 输入 公司电 脑, 公司 将不定 期与

的表现为 不起眼的细枝 末节, 正是在这些 细节服务上, 才

您 联系, 了解 有关信 息, 征求 您的意 见; 凭卡 享受整 机免

能反 映经营 者殚 精竭虑 为顾 客服务 的精 神, 这种精 神对

费保修五 年的优惠; 洗衣机如 发生故障, 公司得 到报修信

消费者有 极大的感召力, 人们 一旦为这种 精神所折服, 所

息后, 指 定服务 单位在 一周 内既无 答复 又未 上门进 行服

产 生的经济上、道德 上的影响是 无法估量的。 如 1998年

务, 您将有权索取 每愈期一天 给予 5元的 信誉赔偿 费; 小

12月 21日, 南方航空公 司广州乘务大队春 晖组的空姐们

天鹅 洗衣机 自售 出之日 起, 已由公 司代 您在 太平洋 保险

执行 319香港至北京的航班。 由于北 京下大雪, 首都机场

公司办 妥责任保险。 用 户发现, 就近服务 部地址、电话号

关闭, 飞机在香 港延误了 11个小 时。 空姐们精心 照料好

码和责 任人姓名均一 一列在卡上。 这 是全国洗 衣机行业

每一位旅客, 还将她们自己的食品分发给需要的旅客。 当

第一 张质量信誉 卡。[ 6] 别人没有想 到的, 小天鹅人 想到了

飞机到 北京降落时, 天还下 着大雪。 为了 让旅客走好, 乘

做 到了, 别人 不敢承 诺的, 小 天鹅人 承诺 了, 这种超 值的

务员穿着 裙装, 冒着 严寒扫除 客梯上的积 雪并铺上报 纸,

服务, 满足了顾客, 也取得了经济效益。

以防打滑, 然后搀扶 着每一位 旅客走下客 梯车, 此 情此景

总之 , “用户是上帝”这一 经营理念, 在名牌 企业发展

感动了每一位旅客。 乘务员良好的个 人素质和敬业精神,

的过程中 , 作用是巨 大的, 已经产生了 明显的经 济效益和

像 一股温 暖的春 风融化 了旅 客心中 的“积雪 ”, 展示 了优

社会效益。 随着现代科技和国际 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名牌

良的职业道德风范。

[ 3]

第 三, 加强 服务规范, 塑造企 业形象。 服务是 生产过

企业将赋予这一理念以更丰富、更深刻的内容。

三

程 的延伸, 服 务质量 的高 低, 是企业 素质、人 的素质 高低

党的十四届 六中 全会 通过 的《中 共中 央关 于加 强社

的标志。 加 强规范服务, 是提 高服务质量、树立企 业形象

会主义精 神 文明 建 设 若干 重 要问 题 的决 议》 明确 指 出:

的重要环节。 小天鹅空调器 有限公司创造了“五星服务”:

“为人民服务是 社会主义道德 的集中体 现”, “社 会主义道

一 双鞋 (自带 拖鞋进入客户 家中 ); 两句话 (进门 说: “对不

德建 设要以为人民服 务为核心、以集体 主义为原 则”。 这

起, 添 麻烦 了。”“我现在 为您 服务。” ); 三 块布 (带好 机垫

就更加明 确了为人民服务 在社会主义 道德建设 中的重要

布、擦机布、放 工具 布 ); 五 不准 (不准 在客 户家 中抽 一口

地位。 为人民服务不仅是我们党 的一贯宗旨, 而且成为全

烟、喝一口水、吃一顿 饭、索 要东西及乱 收一分钱 )。 他们

国人民 的道德信念。 在社 会主义社会 每个公民 都有享受

的艰辛努力得到顾客的好评。

他人为之 服务的权利, 又有为 他人、为 社会服务 的责任和

第四, 永远谦让, 视用户为衣食父母。 为用户服务, 不

义务。 为人民服务有不同的层次 , 实现共同富裕是为人民

仅只是提 供产品, 更 重要的是 和客户心灵 的沟通, 思想的

服务的最高境界。 我国的名牌企 业作为民族工业的精华,

交 流。 美国缅 因州 弗里波 特的 L. L. 比 恩公 司贴出 布告

不仅 以优质 的产 品和服 务奉 献社会, 更 可贵 的在于 他们

说: “顾客是 我们 工作的 目的 所在, 我们 为他 服务不 是对

把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最高的价值 追求。

他 的照 顾, 而 是他 给了 我 们一 个服 务 的机 会, 照 顾了 我

共同 富裕是为人 民服务的最 高目标。 为人 民服务就

们。 顾客不是我们与之争论和斗智的 对象, 谁也不能在与

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一切为人民着想。 人民利益具

顾客的争执中取胜。” [ 4]当服 务人员和顾客发生误会时, 名

体表现在 经济、政治 和精神文 化等方面, 其中经 济利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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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人民经济利益的具体体现就是 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

其迅速实 现技术上的飞 跃, 从 而提高产品 质量, 降低生产

富裕, 是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 也是社 会主义和一 切剥削

成本, 摆脱困境。 1997年青岛啤 酒集团公司以其享 誉“中

制度的 根本区别。 实现共 同富裕是几 千年来人类 追求的

国第一啤 酒 品牌 ”的 骄人 业 绩, 吸 引了 众 多啤 酒 厂投 靠

美好理想, 也是道德的至善境界。 然而这个美好理想的实

它, 青啤 对实 施兼并 的企 业输 入工艺、技 术等成 套软 件,

现, 要经过全国 人民长期的 艰苦奋斗。 在 这个过程中, 我

并注 入了大 量资 金进行 启动, 大大 提高 了这 些啤酒 的质

国的众多 名牌企业拥有以 现代科技为 标志的生产 力和先

量, 形成了青啤系列 酒, 使 过去销路不 畅的产品 成为了畅

进的管理, 拥有崇高 的信誉和 强大的竞争 力, 是同 行业的

销品。

领头 羊, 他们在 帮助和 带动 落后企 业和 地区 的共同 发展

名牌企业直接投资, 扶贫济困。 名牌企业有高度的社

中, 自身的道德境界也毫无疑义地得到升华。

会责任感 , 他们在不 断挖掘自 身潜力, 提高经济 效益的同

名牌企业为国家基础建设提供资金 、物资支持。 它们

时, 还重视社会效益, 开展扶贫活动, 走共同富裕道路。 冀

经 济实力 雄厚, 效益 可观, 为 支持国 家经 济建设, 提 供大

东水泥 集团投资 320万元帮助贫 困乡— — 丰南 县大齐乡

量 的优质 产品, 为国 家发 展电 力、交 通、通信、水 利、文教

建立 了水泥 厂; 投资帮 助贫 困村丰 润县 东湖 村办起 了小

以及援助贫困地区提供资金和物资支持 。 例如, 五粮液集

学, 并扶植周围十几 个乡镇建 起了福利工 厂, 为 残疾人就

团 1998年上缴 利税 12. 5亿元, 505集团公司截止到 1997

业创造了条件。

年 1月向 国家上 缴税 金和 资助科 技、教育、文化、体 育卫

综 上 所述, “服 务”是市 场经济 的固 有属 性和永 恒的

生 及 老 龄人、 残疾 人 等 社 会公 益 事 业 共 计 贡 献 1. 6亿

话题。 在市场主体的服务实践中 , 不断为这一话题增加新

元。[ 7 ]以大量的资金支援了国家建设。

的内容。 而名牌企业将服务提升 到了更高的层次, 并在人

名 牌企业 以先 进的技 术和 管理 救活了 困难 企业, 使

们的心目中树立了道德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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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stract: T he relat ionsh ip betw een the m ain pa rts is the re lat ionsh ip o f m u tua l serv ice. “ T he
C on sum ers a re ou r G ods” is the ev er last in g faith fo r p rodu ction and m a rke ting o f the fam ou s
en te rp rises T hey are ve ry innov at ive in their serv ices, and supp ly to the con sum ers specia l and
ou t standing serv ices all the t im e. T hey are v ery suppo rt ive o f the na t io n 's capita l const ruct ion, and
rescue the despera te ly poo r and he lp tho se w ho are in dif ficu lty, and t ry w h at they can to se rv e the
people w ith the nob le idea l o f pro spe rity fo r a ll. T heir serv ices have com e up g reat ly in m o ra l standa rd
and hav e a lo t o f c laim s on adm ir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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