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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传承
越来越多的企业家

在为企业和社会创造财
富的同时，也实现了自
身价值，迈入财富榜、慈
善榜，成为新闻人物，赢
得社会关注，同时获得
政治荣誉：“五一劳动奖
章”、劳动模范、政协委
员、人大代表，甚至进入
政府机构任职……在
2011年全国两会代表委
员名单上就有 1000 多
名企业家，占出席人数
的 25%。

国企改革发展
系 列 报 道绎人本篇绎

于德清/文

于涛/文

管彤贤说：“当第一次听到人们把
我叫做企业家，我先是愣了一下，随
即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感觉：我不再
仅仅为振华（振华科技，SH600000）负
责，我管彤贤已经与这个社会、这个
时代、这个国家联系起来。而且我不
是一个人，和我一样的人还有很多，
有些甚至就是我身边的朋友。”

和管彤贤同样有这样感受的是张
中 正 ， 这 个 工 龄 和 滨 州 化 工
（SH601618）司龄几乎相同的董事长，
尽管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每天都
去生产一线的习惯，但与从前的不同
仍然自然而然地展露无遗：他对于行
业数据的背诵如流正在无限制地向
宏观向全球化漫延，他的决策也早已
超越了生产经营，向社会环境、慈善
教育等方向拓展。

在圆明园东门，有一个小院，有一
个小公司叫“东方简易”，公司只有几
个小年轻人，却在周末吸引了来自中
关村的很多知名公司的老总，老总们
在这里聊天、打太极拳、和高知人群
开读书会，组织者说：“这个阶层的人
需要有人为他们做事。”

曾经被消灭，随市场经
济浪潮强力归来

这个阶层，被叫做“企业家阶
层”。这是一个在中国可以上溯百余
年、又突然在上世纪 50 年代倏然消
失的人群。随着荣毅仁和乐松生分
别被任命为上海市和北京市的副市
长，公私合营宣告成功，从而那个二
三十年代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企业
家人群在中国大陆的历史使命戛然
中止。
之后的二十多年，被前来参观的

日本人称作“没有企业家，只有车间
主任”的历史。而没有和拥有企业家
阶层的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前后呈
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

与这一态势并行的则是市场经济
的勃兴。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郑海航
提出，“计划经济的突出特征是一种
纵向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突出特
征是一种横向的经济体制。企业是由
各种生产要素按一定的比例和方式
组合起来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而
展开活动的经济组织；而企业家则是
这样一个组织开展一切经济活动的
组织者，是组织内各种要素资源有
效、合理组合并发生作用的粘合剂。”
纵向经济产生的是工业官员，横向经
济产生的是经营链条的整合者，具有
整合思想并转化为实践的，就是企业
家。

如果说 32 年来的最大成果是市
场经济替代了计划经济，那么这
一市场经济的重要成果之一 ,就是
让 一 个 曾经 基 本 被 消 灭 的 群
体———企业家群体重新走入我们
的视野，并以其卓然的成就赢得
了社会的尊重和关注。

企业史学家吴晓波在杭州的
家中纵观了中国形形色色的企业
家，他发现：“到现代社会，在当
下，企业家群体的地位已经稳固，
并且成为社会上被认可的一个阶
层，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 2000
多年以来最大的进步。中国社会
的进步有很多元素，我们说它是
文化进步、思想进步、道德层面进
步，所有这些进步都会有很多争
议，但只有一个进步是不会有争
议的，就是中国的商业史的进步，
100 多年前我们是穿麻布，现在穿
五颜六色的衣服，原来没有灯，现
在有很好的灯，原来用马车，现在
是汽车。商业进步带来那么多物
品，使城市改善的那么一群人，我
们叫他们做企业家阶层。”

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在为企业
和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实现
了自身价值，迈入财富
榜、慈善榜，成为新闻人
物，赢得社会关注，同时
获得政治荣誉：“五一劳
动 奖 章 ”、劳
动模范、政协
委员、人大代
表，甚至进入
政府机构任职
…… 在 2011
年 全 国 “ 两
会”代表委员
名 单 上 就 有
1000 多 名 企
业家，占出席
人数的 25%。

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

企业家队伍的发展壮大，折射出来的
也是中国企业发展和时代发展规迹。

企业家精神正在中国复兴，对世
界的影响不可忽视。他们是创新的催
化剂，通过把热情与技能、决心结合
在一起，将思想智慧转变为了物质成
果。

多元并行，青春期企业家
群体阳光饱满

中国杰出企业家在中国社会和
经济转型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其超商
业的影响力并不逊色于比尔·盖茨的
技术革命、稻盛和夫的商道法则、乔
布斯的创新理念……
他们富有创造性：以合乎法制、

道德的手段，在阳光下的利润区内，
积极扩大企业与资产规模，实现财富
增值；

他们富有责任感：遵守法律法规
及商业道德，诚信经营，提升产品质
量及品牌美誉度，对内实现及维护员
工和企业的共同利益，对外积极参与
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尽量避免各类
公关危机，面对争议性事件，能够积
极高效地应对；
他们拥有榜样的力量：通过打造

品牌，提升企业及个人的影响力，扩
张人脉，担任相关社会职务等途径，
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
他们肩负使命感：使企业在符合

法制与道德的轨道上良性发展，为员
工创造良性职业与成长环境，维护业
内良性竞争秩序，对社会公益及慈善
事业做出应有贡献，保护环境，实现
可持续发展；

同时他们也存在着矛盾性：他们
一方面欢呼与激赏市场的伟大，一方
面对政府和旧路径又有很强的依赖
性，甚至迷恋政府权力带来的机会和
对资本效率的提高，这使他们很难把
目光投向更有保障当然也需时更久
的法治上，等等。
他们作为一个阶层还呈现出多

元化和多样性。这是由于中国的企业
家阶层由不同经济形态下的企业家
构成，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
济多元化时代，国有、民营、外资、个
体私营……历史的延革又将不同年
龄、不同行业、不同出身、不同文化的
中 国 企 业 家 推 上 了 同 一 起 跑
线······财富获取的手段日益多元
化，资本运作、资源开发、地产等等不
一而足，产生的企业家群体也各有其
性状差异。

当然只三十年的岁月事实上无
法塑造一群性格清晰完整的人群，他
们至今仍在人格尚未定型的青春期。
但略有迷茫的青春期，也意味着希
望。

企业家价值，人力资本
一次透彻的穿行

承认并实现企业家价值，就是全
面、深刻地理解人力资本要素的作用
和价值，承认一个特殊的人、一个伟
大的人在企业发展中所做出的特殊
贡献。吴晓波十分肯定地说：“企业家
值得而且应该成为全社会最受尊敬
的人。没有成熟的企业家阶层 , 就没
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同时他把这个
阶层的力量等同于国家的力量，要认
识到“这个阶层与国运的关系”，认为
“国力的较量在于企业；企业的较量
在于企业家；企业家的较量在于胆
识、见识、学识、悟性、韧性、理性。”

那么如何评价一个企业家的价
值？特别是如何评价一个国有企业企
业家的价值？

市场机构曾给青岛双星集团总裁
汪海评估身价定为 10.2 亿元，可他当
时每年的收入只有 3 万元。他对企业
的贡献是从 1980 年到 2000 年，双星
集团的资产总额由 1000 万元增加到
26 亿元。汪海坦言，随着市场化进程
的不断深入，要求人仅凭道德和觉悟
去努力工作是不现实的。“只有用市
场化的标准来评价企业家的价值和
贡献，中国的企业家才能焕发出新一
轮的创业精神，带领企业勇敢步入全
球市场一体化的新的竞争舞台。”

制度化是企业家价值实现的基本
途径。只有通过制度化，企业家的价
值在实践中才不会走样，才能展现她
的领导能力、管理能力、经营能力、创
新能力、执行能力，才不会异化成腐
化行为，也才能对企业家产生足够的
激励。价值评估是企业家价值实现的
前提，其实现方式应尽可能股权化，
这样，既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成本，同
时也能够将企业家价值与企业价值、
企业利益紧紧捆在一起，有利于企业
的长期稳定发展。而在承认企业家价
值方面，理论明显落后于实践。这个
问题不解决，就会制约国企的发展。

2005 年 3 月 20 日，在首都企业
家俱乐部成立 20 周年的庆祝活动
上，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
会名誉会长袁宝华充满激情地喊出
了“企业家万岁”的口号。

中国企业家，一个始终潜伏、在
漫长得让人感到压抑的岁月中历经
波折而不覆的群体，在中国社会和经
济转型中释放出巨大能量的群体，还
将从这个民族强大的躯体中汲取养
份，怒放灿烂的花朵。

这是人类进化的花朵。贫困者因为
这花朵变得富裕，富有者因为这花朵变
得高尚，迷茫者因为这花朵变得坚定，蒙
昧者因为这花朵变得文明。

（上接第五版）

国企英雄

第一代企业家们的道路并不平坦。倪润峰未能
等到长虹改制这一天便饮恨而退了，汪海虽然最后
通过成立双星名人公司实现了这个目标，但制鞋业
发展的高峰期已过。而其他企业家们在未能实现这
个路径另寻其他路径时，则纷纷落马。伊利的郑俊
怀、健力宝的李经纬、科龙的潘宁等也在企业体制改
革中成为悲情的“国企英雄”。
时代的局限不能不深深地在他们身上打上烙

印，这些企业家以治世的方式治理企业。这种情结体
现在企业管理中，树立个人权威无疑是最通用的方
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努力仅仅停留在权力把持上，
而是要把他的思想渗透到每个员工的脑海中。而这
种努力不仅变成标语写到墙壁上，还要成为各种管
理制度、文化宣传深入到人的内心。在当时，企业家
的“胸怀”表现在他们不但要改造客观世界，还要改
造人的主观世界，甚至人们的灵魂。

但时代赋予他们的并不是政治使命，而是创建
企业。抹不去的政治理想终究还要落到实处，于是在
这些企业中，企业治理政治化的色彩就更加浓厚。权
力的制衡，权威的树立，各种内部势力的消长，平息
矛盾，消除分裂，协调与主管部门的关系……翻开这
些企业内部发展史有如一部斗争史。甚至可以说，这
些企业，特别是脱胎于国有制或集体制的企业，基本
上是在解决外部矛盾与内部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
的。这些企业家不可避免地有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
色彩。

国有企业企业家的结局往往有三种：一是“商而
优则仕”，向政府官员过渡，有些企业家实现了这一
目标；二是谋求在企业中长期的领导地位；三是“到
点下班”，按时退休，当一名退休职工。在第一种目标
难度巨大、第三种结局不愿意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家
就必须长期保持在企业中的强势地位。
所以对市场的力量的呼吁，对让企业家从官员

中完全分化出来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正当神州大地上长江后浪推前浪般地推出三代

企业家时，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企业家队伍也正发生
着新一轮的革命性变革：工业巨子向信息巨子交接
财富棒，制造业企业家向信息服务业企业家过渡。

企业家阶层在中国被认同的复杂性由来已久 ,
企业家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感在 30 年前的数百乃至
上千年曾经非常薄弱。自古以来 ,对经商者身份的鄙
视不仅仅来自统治者及知识分子阶层 , 甚至连他们
自己也对此颇为不齿。费正清就曾经说过 ,“中国商
人最大的理想就是 ,他的子孙不再是商人”。形形色
色的大小商人穿梭于中国漫长时代的舞台，他们如
草根蜉蝣般默默耕耘于江湖之远。

正如 1949 年后的中国每个人都在追寻翻身解
放，而改革开放的 30 年，每个人也都像大树的枝叶
向上寻找着阳光和空气。当一个人可以光明正大地
以自己所创造的财富证明自己的身份时，他的内心
应该是从未有过的畅快，特别是在人的本能和人的
身价刚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异化时代之后。

社会开始赞赏企业家们层出不穷的商业智慧，
慨叹他们曲折的奋斗身世。既欣赏他们大手笔的运
筹帷幄、攻城略地，为他们能够矗立于荣耀之巅而
喝彩，同时也惋惜于他们马失前蹄、意外翻船，愤怒
于他们的唯利是图、贪得无厌。

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社会对这种企业家
身份及其价值的认同依旧还不够全面、深入。目前对
这种企业家价值的认识，更多的还是停留在社会精
英层面，而不是停留在大众百姓层面上。这种认识上
的不深入也常常使各种大的改革上面思想不解放。
而且由于财富分配上的差距，这种差距又被几千年
来形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心态放大，仇富心态就
有了生存的土壤。这些土壤，往往会从各个方面，产
生很多阻碍企业家进一步发展壮大的不利因素，甚
至严重到了直接伤害企业家生命的程度。

对这种企业家身份及其价值的认同还不够全
面、深入的另一种表现则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们，
他们在工作中，既要考虑企业的经济目标，又必须
注意政府的其它要求，既要对企业负责，更要服从
上级的安排。于是，他们的追求往往具有双重性：经
济效益好坏和上级满意不满意。这种身份的双重
性，势必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甚至扭曲他们的人格。
产权制度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必须顺利进
行，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要逐渐完成角色的转换，从
行政的附属物和国家指令性计划的执行者逐步转
变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企业家，企业家的身份明晰
了，他们才会从心态上完全进入应有的角色。

人是复杂的，也是简单的，身份认同和身份定位
将使这个社会在价值尊重中有序发展。从组织资
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标准区分，北京工业大
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陆学艺教授在其主编的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把社会群体划分
为十大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产业
工人阶层，十占其三，这是历史发展使然。

身份觉醒：
企业成长的人本诉求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社会

对这种企业家身份及其价值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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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宝华充满激情地喊出了“企业家万岁”

观察

企业家，一个社会阶层的成长

体归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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