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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本报记者 江雪/文

一代企业家的兴起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中国企业
家的成长受益于改革开放，但同时也承担了改革的风
险与成本。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企业家的成长受到诸
多因素的制约，同时也遇到一系列包括制度性障碍等
的商业环境的影响。这其中特别是制度的创新，还需要
破解许多的迷失。“大力加强人才制度建设”也同样写
进了国资委人才发展纲要的文件中。

其实一个企业能够搞好，除了大的形势还要有三
个条件：产品、人、制度。同样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的成长
需要科学的制度的激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
会长杨启先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中国企业家成长
所需要的制度创新一定程度上来自实践的先行，改革
开放初期经过一个时期“摸着石头过河”，许多企业是
自下而上的提出了制度改革的要求。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把当时孕育中国企业家的土
壤分为好坏两种，并且认为“其实好与坏都是有道理
的”。好是因为规则不是刚性的，可以偷漏税、可以破坏
环境，越是不规范越容易产生神话，欧美企业家群体就
很难产生这样的奇迹。从中国首富每年都在换就能说
明这个现象。不好的方面在于，因为没有规则，很容易
给企业带来危机，有点像冒险家，企业家觉得冒险成本
低，又可以带来好处，就去冒险。

1983 年，步鑫生对海盐衬衫厂这个小国企的改革
在碰到难题时，只能来硬的，“你砸我牌子 , 我砸你饭
碗 !”并且只能去寻求上级领导的支持，而对他没有制度
依托的改革，和他合作的管理层中有的人只能选择退
出。

正是在那一年的 12 月 20 日，福建省 55 位厂长
(经理 )为冲破旧的管理体制束缚，争取企业经营自主
权，联合向福建省委、省政府发出了“松绑”放权的呼
吁书。

青岛双星的汪海也在那一年提出企业家制度创
新，但并没有很大的进展。他呼吁企业家从培养成长到
竞争上岗、到激励制衡，需要有一套制度。他甚至提议
搞一个类似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一样的企业家市场。
这个朴素的设想其实演化成为了后来普遍的资格认
证。

吴晓波在谈到“制度建设”时认为，特别是国有企
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企业家应该承担什么角色，国家
应该承担什么角色，通过法制是可以分得清楚的。国企
管理者无法摆脱的行政化使得企业家疲于应对行政管
理的某些桎梏，从而会减弱对市场的专注。国企经营管
理者都是上级任命的，由于种种原因，包括自己的努
力，把企业搞好了，这太偶然，也形不成气候。不通过市
场配置，可能任命对了也可能任命错了。搞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企业家就是我们最缺少的一种资源，要形成气
候必须有一种制度，必须解决行政任命经理的问题。专
家指出，中国改革在设计时忽略了权力资本化和资本
权力化的问题，致使改革中不断出现权力对资本的掣
肘。但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认为，从制度
建设看，国企的财会制度比较严格，权力寻租已受到较
大制约。

企业家在转型中承担着制度创新实施者的角色，
是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国家要加强对企业家经济
政策支持和引导，制定保障企业家发展的一系列政
策、制度等，这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
的重要内容，也是企业家成长的核心所在。制度建设
的关键在于政府对其职能的重新定位，要逐步转向
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尤其是现代市场所需要的产权
保护、维护公平竞争和保障合同执行的健全的法律
体系。

而普遍让企业家头疼的制度性商业环境还有转型
期社会信用体系的薄弱。因为企业信用不高或失信问
题，我国每年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数千亿元人民币。没
有有效地对失信者进行约束和惩戒，大大影响经济运
行的速度、效率和质量。

培养一个企业家如十年树木 ,毁掉一个企业家如
巨斧砍树。企业分配制度的滞后曾经给予了我们深
刻的教训，因此吴晓波认为，光靠企业家无法改变体
制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家阶层形成集体的力
量。

吴敬琏则对转型时期的贫富差距所引起的民众对
企业家阶层的偏见表示过强烈关注，他认为，“华人是
天生企业家，但大陆华人企业家的成长环境亟待改进。
不善待企业家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但他同时也
希望企业家需要有更多的自觉和更多的努力。

好在社会在向前走，人们对于企业家的认知度也
在向更好、更宽容的方向走。美国企业研究所（AEI）6 月
20日公布调查报告，比较美国、欧洲及中国民众对企业
家的看法与创业精神，显示中国民众普遍肯定企业家
的贡献及精神。在题目“企业家创造的新产品和服务让
我们所有人雨露均沾”中，美国民众同意此论述者有
94%，中国民众有 87%，欧洲民众只有 78%。此外，不论
是美国、欧洲或中国民众，都不约而同认为繁琐的行政
程序会阻碍创业。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的商业
环境潜藏着诸多风险与不确定因素。对企业家而言，过
去辉煌的成功经验不仅不能用做炫耀的资本和奉为圭
臬，有时甚至会成为前进之路上的羁绊。新的商业竞争
环境正如台风般毫不留情地摧毁着旧的经济世界。现
实面前，我国企业家所面临的挑战和竞争将日趋激烈，
而且还将与来自全球的企业巨头、企业领袖们面对面
过招。那些梦想着在世界舞台上一展风采的企业家们，
需要思考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佼佼
者。

陈青松/文

企业家崛起的
环境及其机制

“企业家的创新精
神难能可贵，是企业持
续发展的重要保证。”这
个创新不仅仅是产品的
创新，还包括价值观。企
业家的价值观可以带来
更大的价值，这已是一
个不争的事实。

国企改革发展
系 列 报 道绎人本篇绎

根据彼德·德鲁克的企业家精神定
义，在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以创
新、务实和可持续的方法解决企业发展
问题。所以，对企业家有着很好理解的复
星集团老总郭广昌曾经发誓，“我做企业
的目的只有一个，把自己修行成一个企
业家，把荣辱放在一边，以进取的精神做
理智的决策”。

商业从来不是平静的“港口”。那些
不愿意冒险，不善于冒险的人是难以成
为企业家的。

那么，成就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基因
是什么？这种记忆支撑着怎样的财富灵
魂？

爱国主义情怀

中国商人的爱国主义情怀从不需用
费力地去寻找。当 21位盐商、铁商、流通
商、金融商等 21位富豪神采飞扬地出现
在司马迁《史记》中时，商人阶层的崛起
已经成为盛世“文景之治”的一道风景。
正如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在企业家

论坛上所言：在书写企业家传奇的路上，
我的精神一直仰视着中国的晋商、湖商，
他们的故事一直提醒我，我们要创造的
不仅仅是一个被消费者接受的优质产
品，企业更大的创造在于一个富有感染
力的企业精神与企业人格，并以之引领
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一种有品位
的人生境界，甚至去影响一个时代的文
化价值观。

在中国，每次当学者和经济学家们
探讨到商人的精神基因话题时，最初的
激动都会被“结果”弄得感伤：因为在将
近 2000多年的时光里，在国家主义思想
影响下，制度带来的对商业、商人的“矛
盾纠结”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商人的精
神也出现了断裂。
改革的中国终于迎来了“开放”的世

界。这个世界呼唤着一种新型企业家精
神：振兴民族工业，形成强大的企业家阶
层。因为任何人都不反对，中国社会需要
更多的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推动社
会进步，成就新时代的商业文明，真正成
为国际经济舞台上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一届“金马奖”获得者、原东北某

造纸厂厂长孟广海就属于少有的“光荣退
休”的企业家。因为 20个获奖者陆续出
现问题给他带来了深深的遗憾。退休后
他远走他乡，隐蔽而低调地过着“工程师
生活”。记者翻开 1998年采访他的笔记，
他的话依然清晰：当改革开放的大门大张
旗鼓地向世界开放时，断裂的历史是需要
有责任精神的人来续接的。我们国有企
业厂长经理都有着尴尬的身份，“一半在
商场之内，一半在商场之外”，但正因为历
史上传承下来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血
脉”，使得这些人感到“再也耽误不起生
命”了。“实业报国”之梦必须圆。

有梦想一定要实现

原深圳某厂厂长是“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20年奉献给“深圳速度”。1998
年，当他带着优质产品与北京人民大会
堂签约时，这位汉子落泪了。

2011年 6月 25日，记者打通了他
的电话。这位参加过两届“企业家活动
日”的企业家激动地说：“这一个月我的
孩子们都在唱红歌，这让我想起自己入
党宣誓时说的话。我一辈子都是按照自
己的誓言去实践的。当年的行动比不上
如今企业家的时髦，但是梦想都实现
了。”
中华民族文化的书写中，沉淀着很

多企业家的思考，包括上个世纪 80年
代、90年代的创业时期。

自中国企业家协会每年一次的“企
业家活动日”以来，每个层面的企业管理
者、企业家都用心聆听着某种声音，辨析
着方向。
“中国企业家开始认为自己具备身

份认同是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研
究者在 1997年的结论。
但是，最令研究者头痛的事实是，国

有企业管理者在成为“企业家”道路上所
付出的代价。之前，很多经济学家都知
道，经济学家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分
析了中国儒家思想和道教对经济生活的
理性化能力问题。他断言，无论是哪种都
不具备新教那样的责任伦理观，中国对
世界所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
改造的态度。

从这个观点中可以看
出，中国企业家虽然具备爱
国主义情怀，实现理想的激
情、奉献精神，但又的确缺少
“承担风险和创造”的先天基
因。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事

实，是韦伯无法看透的，那就
是中国企业管理者的历史
“背景”。经过“文革”时期“憋
闷”了很久的智慧已经“泛
滥”成了另一种精神：“弄潮

儿精神”。
就在很多商业人士研究和探讨东方

文明为什么无法诞生资本主义的 2011
年，记者采访了女优秀企业家哈尔滨凯
莱商务酒店董事长王桂兰。她说：北京企
业家的记忆里一直有颗星，那就是首钢
厂长周冠五。他站在高耸的炼钢大炉前
的“英雄形象”和冯根生站在惊涛拍岸的
大海边遥望远方的“伟人形象”照片一
样，影响了我们很多人。

无法否认，在那个黄金时代，优秀企
业领导者坚毅的笑容和伟岸的身姿成为
不同层面企业家的精神安慰。毕竟“弄潮
儿”不仅仅体验惊涛拍浪的潇洒，更多的
是“如履薄冰”。

修养，永远的课程

1994 年，时任中国企业家协会会
长袁宝华在“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研
讨会”上提出企业家队伍要坚持的几个
标准：经营管理能力，驾驭市场能力，
为人处事能力，政治上的高素质。他
“告诫”企业家，“只有这些精神素质
组合成功，才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国有
企业领导者。”

一个掌管着几万人命运的国有钢铁
企业管理者、连续两届当选浙江省人大
代表的企业家 2011 年退休时接受了
《中国企业报》的采访。他说：具备政
治素养对国营企业领导来说非常关键。
我肯定不是全才，但是我要努力带领队
伍奔这个标准去。“担当”是我的精神内
核，但是“政治修养”才是使精神内核演
变出很多种能力的保证。国有企业的功
劳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但是如果出现
大失误，那一定是我自己的。这是我的清
醒之处。”

发展中的中国企业家队伍一直有
老兵和新兵。优秀的企业也都在默默地
培养着接班人。政治修养、道德修养、文
化修养都是老一辈企业家要“交接”的
内容。
海尔总裁张瑞敏说：个人才华很难

复制，但是，企业家精神可以传播。尽管像
国企很难把企业家精神全部贯彻到位，但
是，大部分企业股东代表和经理人还是要
追随着“企业家精神”来实现梦想。这在创
业前和创业中都要成为必修课。

柳传志与王石、任正非、任志强等优
秀企业家就像“英雄”，在传承“基因”的
道路上前仆后继，无怨无悔，承担着伟大
的使命。从这个事实上看，企业家从来都
是社会的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
主义集团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既然企业
家的精神必须是群体精神，才可以影响
这个国家，成就这个国家，那么，企业家
群体就一定要明确自己的精神定位：做
顽强的骆驼。

这符合基因学说，也符合未来的呼
唤。

时代的建设者

延续着“爱国主义”精神基因的中国
企业家们，在 2008年感受到了世界金融
危机带来的恐惧。
“从未有过的残酷现实提醒着我，你

有强大坚韧的精神内核吗？你可以把梦
想坚持下去吗？因为不断有经济学家、社
会学者提示我们：经济危机下的自我救
赎，永远是企业
家一个人的战
斗。而这种战斗
最有利的武器
就是企业家精
神。”这是上海
某乳业领导写
的博客。

田溯宁曾经在 2011年写过文章《不
要放弃这代人的勇气和梦想》。他说：我
们要感谢这个时代的给予。很多人难以
想到，在美国我学习的是草原专业，今天
却成为互联网公司的领袖和投资人。企
业家精神有时候是沉睡的，需要梦想来
唤醒。企业家的精神有时是停顿的，需要
危机来刺激。关键是我们要时刻建设企
业家精神。我们要分析，李嘉诚、默多
克身上持续的激情和动力从何而来？

其实，田溯宁就是谈中国企业家与
世界上优秀企业家在整体素质上的差
距：科学的冒险精神。因为失去对世界
建设性的创造，企业家个人的精神也会
渐渐枯萎。中国国有企业某高管坦言：
部分企业家由于没有坚韧的精神内核，
更缺乏世界性眼光，靠的是一次偶然的
机会成就了辉煌，所以在企业再继续发
展过程中常因为实力不如对手，导致决
策失误，最后衰败。

2011年 6月 25日，在中石油北京
分公司表彰优秀党员的现场，一位当年
的优秀企业家获得者表示，中国各界呼
吁“创新制度，保护企业家资源”的理
想一直难以实现。很多老一代企业家手
里都保存着的袁宝华的 《论企业家修
养》里讲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胸
怀全局，脚踏实地；艰苦创业，无私奉
献；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丢掉幻想，
搏击市场；锲而不舍，刻意创新。既然
企业家资源如此稀缺，那么，我们只能
在社会大环境还没有那么完美的时候，
从失败的逻辑中找到让自己可以避免的
“隐忧”。

一位企业家思想研究者日前发表
《企业家修养》：解读那些国有企业管理
者从优秀人才到罪犯的命运，一定要解
读他们的思想逻辑和情感逻辑，那些表
面上的“修养缺欠”是难以掩盖属于内
心的精神焦虑的。

张瑞敏的思想简单而坚定：活到老
学到老。中国企业家尤其要做到这一点
并发扬光大。他喜欢读 1997年一家杂
志“创新”了的广告语，“这是一本可
以改变你命运的杂志”。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某高管对记者
说：1997年以后，自己真的是和几位
企业家朋友一边调侃“可以改变我的命
运？”一边悄悄掏钱买思想，“梳理心
性，反思成功与失败，做人格建设。

2000年 4月 21日，中国企联会长
陈锦华在第七届全国“企业家活动日”
上再次强调：“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难能
可贵，是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这个创新不仅仅是产品的创新，还包括
价值观。企业家的价值观可以带来更大
的价值，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企业家如何认识自己的价值？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指出：企业

家价值的高低体现在为社会贡献的大
小：为社会创造多少财富、为群众提供多
少有效的劳务、解决多少人的吃饭就业
问题、为国家提供多少税收、企业以多快
的速度成长、在世界竞争中给国家带来
多大的荣誉等。

我们欣喜地看到，经过几百年的历
史变迁，中国一个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已
经诞生。这个队伍中既有怀着爱国主义
情怀的傅成玉、柳传志、任正非、宁高
宁、王石、冯仑、冯根生、宗庆后、李东
生、张瑞敏、金志国，也有继承传统同时

开创新商业文明的张朝阳、
潘石屹、丁磊、马化腾、马云、
杨元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
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
题在这些优秀企业家的资源
互补中得到了科学解决；中
国企业家阶层新的价值观的
形成也同时奠定了思想基
础，并带来了全球化视角，其
群体精神得以提升。

企业家在转型中承担着制度创新

实施者的角色，是推动制度变迁的主

体。国家要加强对企业家经济政策支

持和引导，制定保障企业家发展的一

系列政策、制度等，这是建立市场经济

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也

是企业家成长的核心所在。
企业家基因：实业报国 前赴后续

神永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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