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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七版）
在武汉，有一个医药企业向汉口饭店发放的一笔委

托贷款，占了企业自身流动资金的六成，利率高达 20%。
显然，这样的“盈利”模式不是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
样的企业在2011年的中国屡见不鲜，实如过江之鲫。

近年来，一些本与房地产无关的企业进军楼市，推动
地价、房价上涨，打破了行业本身的平衡。过多的实体经
济被吸入虚拟领域，一方面扰乱了资本市场，使得资本市
场越来越像一个赌场，人人都抱着侥幸心理打算挖一桶
金带走；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科技竞争实力受到削弱，导
致制造水平回落到世界末流水准，让我们在各方面的技
术都受制于人。

粮企不产粮，油企不出油，机械企业不钻研技术，科
技企业不研究创新，而纷纷转向不仅削弱了行业整体竞
争实力，产品质量停滞不前，还会给外资企业以进入我国
市场的可趁之机。这就是目前中国企业界的乱象！

任何公司都有主营业务，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角
度看，企业的投资项目选择应当更多地考虑战略上的相
关性，把资源主要投入到主营业务中，这样才能保持其在
主营业务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从而稳健地创造利润。企业
的多元化经营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运作得好，可以推
动企业的高速发展，运作不好，就可能成为一个沉重的包
袱而将企业拖垮。倘若所有企业都偏离主业，挖空心思在
所谓的“钱”途领域挖一桶金，我们的国民经济必然陷入
一个混沌和无序的状态。

学习德国企业的“定力”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201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有着鲜明的文化指向，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
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这种氛围便是文化环境建设。
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定下心来，能够耐得住寂寞，抵制得了
诱惑。有时候的诱惑是昙花一现，有时候的诱惑甚至是海
市蜃楼，这个时候企业的定力尤为宝贵。

德国企业在虚拟经济诱惑到来时，有一种定力，这种
定力就是文化，是实体文化。欧洲危机国的泡沫经济值得
我们深思，而同在欧洲的德国实体经济更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应当学习德国，学习德国的实体文化。如果说中华民
族的核心价值体系有待重建，那么就从实体文化做起吧。

面对德国的实体文化，我们很多企业应当感到羞愧；
学习德国的实体文化，我国企业应当奋起直追。

（上接第七版）
实体经济需要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责任在政府，路

径也在政府。目前，各地各企业都在倡导经济转型，但是
绝不是靠几个文件、几次会议就能奏效的。

政府的作用在哪里，在于环境治理上。集中起来，环
境建设表现在十个方面。

引导企业从“速度优先”回归“主业优先”，以正确的
考核指标引领企业的政治环境。国内企业尤其是作为经
济支柱的国企，不要再将速度作为评判企业是否发展的
唯一标准，而应该立足主业，拓展与主业直接相关的上下
游产业，不一味追求高利润率，特别是抓好制造业的建
设。

扶持重点由虚向实，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环境。
一方面，要打破垄断，给民间投资者创造进入垄断行业的
基础和条件，且不是口头上的准许，而是提供实实在在的
空间；另一方面，通过政策的倾斜、资金的扶持、税费的减
免、资源的优先配置等，让实体产业具有与虚拟产业竞争
的条件和回报。

金融创新由远而近，形成支持经济的金融环境。满足
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成长阶段企业融资需求，推动
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
放松，继续抑制房地产投资投机炒作；金融货币政策要坚
持面向三农和中小型、微型企业，从制度规则、渠道和监
管上解决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问题。

加快人才和资金扶持，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人才环
境。要想发展好实体经济，首先就是要把人才和资金拉回
来。多管齐下，引导人才和资金回归实业，特别是人才和
资金更多地向实体领域聚集。

要把企业发展与结构调整紧密结合起来，形成支持
实体经济的宏观环境。壮大实体经济，不能走老路，必须
同步调结构、上水平，加快转型升级，下大力气发展国家
鼓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加大技术改造以提
升竞争力，保持实体经济的长久活力。

改善和健全政府服务，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运营环
境。要让各类市场要素，政策措施更加有助于发展实体经
济，切实减轻实体经济负担，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拓宽
投资空间，增强实体经济的吸引力。

扶助资金采用由“漫灌”式转向“滴灌”式，形成支持
实体经济的效率环境。不妨参考以色列的滴灌技术，把资
金引导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最大化资金利用效率。

采取“实体做虚”转变为“实体做实”的办法，形成支
持实体经济的投资环境。地方政府在制定发展规划、发展
目标时，能够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均衡发展放在突
出位置，让民间资本不再把眼睛盯住楼市等虚拟经济，而
转向更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实体产业。

加强对投机资本的监管，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法制
环境。要规范财政投资的项目运营方式，严防产业垄断资
本和金融投机资本互相结合非法牟利，严厉打击一些企
业从“以价补量”的盈利模式中寻租的腐败行为。要改变
个别领域非理性暴涨、轻易获取暴利的状况，遏制投机炒
作。

倡导企业价值观念由“投机致富”回归“勤劳致富”，
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文化环境。必须从宏观层面创造良
好的环境，全社会形成勤劳致富的氛围，在全社会进行
“回归主业，实业报国”的现代企业价值观教育，最大程度
地发挥企业家精神，形成扎实做好实体的强大凝聚力。

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
讲强调，中国将改善商业投资环境。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
服务型政府，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继续优化
公共服务和管理，不断完善市场体系。这是中国政府对世
界的承诺，也是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承诺。

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数月乃至稍长时间，实体经济
在政府强力扶持下，会出现一个由虚到实、充满活力的局
面。

面对德国的实体文化
我们感到羞愧

企业发展需要的
“十个环境”

这是一个实业家变身投资家的大
转型时代。

这是一个需要重铸企业精神的时
代。

马克思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
境也创造人。”历史走进21世纪，仅仅
10年时间，虚拟经济在中国的加速膨
胀，导致与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继
之，是精神世界的严重失衡。这种现象
来得静悄悄，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当新的价值观悄然占领这个国家多数
企业，我们忽然发现曾经崇尚的道德
准则和价值观念已经远去，贪婪、投
机、浮躁、自私，资本至上，以钱换钱，
个人主义，几成我国当前社会的绝症。
我们不仅痛从心生，泱泱大中华何至
于此？！

时代需要新的价值观，历史呼唤
新的价值观。中国企业需要时代精神
与民族精神的再度熔炼，需要伟大精
神的引领。

时代的呼唤 现实的催迫

虚拟经济迅速膨胀，金融危机经
久不去。

在这个时代，资本投资化身游行
的撒旦，趁着实业面临诸多艰难之际，
诱惑着经营实业的企业家们。一些企
业家发现，真正搞实业的净资产收益
率能达到10%—15%就是很高了，但
是搞一次创业板投资可能利润就高了
60、70倍。在资本的利润率比实业不
知道高多少倍的情况下，企业、企业家
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选择。
资本天然的逐利性，使得实业家

们经不住诱惑、耐不住寂寞了，利用
“钱能生钱”来赚快钱、赚大钱，几乎成
了一种合乎理性的选择。随着苏泊尔
卖给老外、央企涉足房地产开发、温州
中小企业接连倒闭……人们引以为豪
的“中国制造”或是易手他人，或是“不
务正业”，或是玩起了“圈钱游戏”。实
业报国，这个在洋务运动、在改革开放
时期都曾鼓舞了无数中国人的词汇，
渐渐被抛诸脑后。取而代之的是投机
主义的盛行。
为何“温州现象”会变成“投机经

济”？为何上市公司会变成“圈钱公
司”？为何央企变成“地王”？这些背后
都是一份“贪心”，对资本的贪心。要使
温州重新创业，要使上市公司重塑形
象，要使国企央企重回主业，绝不只是
制度规范层面的事情，而是价值观的
问题。在“资本至上”的价值观主导下，
中国实业空心化是必然的结果。中国
有很多的制度和规范，中国企业也不
缺对制度的理解，而是对制度的不尊
重。中国缺的是敬业爱国，缺的是对未
来经济的负责，缺的是对道德和良知
的敬畏。

有人认为，中国企业精神大滑坡
都是虚拟经济的过错，其实并不尽然。
前数日，有一家银行行长在高层论坛
上坦诚地说，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
润这么高，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向外
宣布。显然，这位行长有种勤劳致富的
根深思想，有种藏之内心的知耻心。其
实从事虚拟经济的企业家中，也不乏
慷慨解囊、解民于水火的壮举。每一个
企业家内心深处都有种积极向上的精
神追求，都有种敬业爱国的内在自觉。
目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重要

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和转型期。随着市
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发生深
刻变动，利益格局出现深刻调整，带
来了社会思潮的空前活跃，价值取向
的复杂多样，没有指导思想、理想信
念、精神支柱和道德规范的统一与共
识，便不足以构建中国企业家们共有
精神家园，不足以巩固全国人民团结
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甚至不足以凝
聚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强大力
量。

从万丈豪情的实业报国，到纷纷
黯然离场于主业，日夜沉迷于投机经
营、快速生钱，这种江河日下的低迷景
象，在多少企业家身上演绎。不管是实
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中国企业发展
呼唤核心价值观的回归。在这个中国
产业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重大时刻，
在这个稳中增长的关键节点，更需要
实业家们远离对一夜暴富的贪恋，远
离不劳而获的期望，远离个人主义的
诱惑，转而披荆斩棘、全力以赴，投身
于实体经济。时代需要我们对中国企
业精神做出新的概括。

在这一次大转型当中，中国要坚
持什么样的价值观？
“立足主业、科技创新、勤劳致富、

实业报国”。
这十六个字是历史的昭示，时代

的结论，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
“立足主业”是中国企业发展的根

基所在，“科技创新”是中国企业的活
力所在，“勤劳致富”是中国企业发展
的状态所现，“实业报国”是中国企业
发展的宗旨所在。这十六个字的价值

体系是国家和政党主流意识形态的集
中体现，既是我国当今复杂的社会意
识形态的主体和灵魂，也是时代精神
与民族精神在企业领域的汇聚。它的
作用在于引领社会思潮，目的是在企
业界、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
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和
基本的道德规范。

深刻的内涵 严密的逻辑

这是倡导实业经济时期呼唤出来
的时代精神，也是当代中国企业精神！
是金融危机教训对中国企业的精神馈
赠。
立足主业讲的是要立足主业不放

松，警惕盲目多元。对企业而言，一定
要集中时间和精力用在主业发展上，
警惕多元化的诱惑。这就像是乔木和
灌木的生长。乔木是树木中寿命最长
的，这和它找准了主干不无关系、乔木
集中养料在主干发展上，所以长得高
且快；灌木因为枝枝丫丫非常繁多，养
料被分散消耗，于是长得矮且慢。选准
主业需要战略和眼光，突出主业需要
决心和勇气，做好主业需要毅力和技
巧。中国企业要具有世界一流的规模
和实力，必须坚持发展主业不动摇。对
于选准的主业，在行业处于低谷时，不
能丧失信心，更要抵挡住多元化的诱
惑，不可盲目涉足其他行业。而是要围
绕主业，抓住机遇，采取有效措施，推
动继续发展。所以一旦选准了主业，就
要全力去做优做大做强。

科技创新讲的是保持创新不停
息，切忌安于现状。改革创新是中国改
革开放时代的产物，凝结在实体经济
中更多地表现在科技创新上。寿命最
长的山鹰可以活到70岁。但是当它活
到40岁时，肢体老化，翅膀沉重，飞翔
吃力。它必须将自己的头部与嘴巴往
悬崖壁上狠命摔打，直到皮开肉绽，老
的组织完全剥离，开始滋生出新血肉，
才能开始新的生命，再活30年。企业发
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出现继续成长的
停滞状态，这样的停滞是因为旧有管
理经营模式、旧有技术方式的捆绑和
束缚。要想获得新生，企业需要冲出
“猪栏理想”，敢于打破现状，进行科技
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
等。创新，意味着抛弃过去的生命，延
续新的生命，这显然是件艰难和痛苦
的事。在艰难痛苦面前，企业是选择安
于现状、无所作为？还是迎难而上，义
无反顾地让自己的身心在崖壁与烈火
中摔打燃烧？凤凰和山鹰的故事给了
我们答案。

勤劳致富讲的是勤奋劳动不怕
苦，拒绝不劳而获。张謇说：“吾观于
此，乃知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
为成功之不二法门。”荣德生总结自己
创业成功的经验也概括为“勤、俭”二
字，在获得“面粉大王”的名声后，丝毫
不敢懈怠，毫不自夸，勤俭不改，事必
躬亲。老温州树立了勤劳致富，艰苦创
业的榜样。大虎打火机的创办者孙大
虎，下岗后把家里50多平方米的楼隔
成两层，上面的小阁楼睡觉，下面就把
打火机的零部件组合在一起卖打火
机，慢慢发家致富。终至中国的打火机
占了世界70%到80%的市场，而大虎
打火机占了中国60%的市场。江泽民
在温州调研时就赞叹不已：这是温州
的模式，也是勤劳致富的模式。回想当
年，那是多么美好的温州。仅仅过去10
年，温州却变成以钱炒钱、投机取巧的
代名词，历史不堪回首。

实业报国讲的是矢志实业，报恩
于国家，脱一己之利。鸦片战争后，中
国第一场大变革便是实业报国的洋务
运动。洋务时期的实业家荣德生说：
“非恃有充实之资本，乃有充实之精
神，精神为立业之本。”那时的工商界

中，有识之士有以实业兴国的抱负，把
办工商业同振兴中华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自己办的实业为振兴中华贡献一
份力量。现在的中国面临着新使命，国
际竞争力的提升有赖于经济的强大。
“实业报国”的使命把经营企业上升到
了报效祖国的高度，开辟了更加广阔
的发展空间。你听听吧：

张瑞敏的“我能够尽力去做的，就
是使海尔成为中国民族企业的脊梁”；

柳传志的“我们愿景第一条就是
以产业报国为己任”；

宋世平的“要为祖国有一往无前
的心气，这是我们公司的精神”；

梁稳根的“关系民族厉害，我们只
能出头”。

多么铿锵有力，这就是当代实业
报国者的心声。

这就是当代企业家对实业报国的
历史的传承和时代的表白。

思想的引领 实践的融合

推进中国企业核心价值观是一个
历史过程，是思想与实践中顿悟回到
现实中的践行过程。需要完成对企业
家、企业界和整个社会的三个层次的
内化，这是当前中国企业界的一个重
要而又迫切的文化使命。

这十六个字，要内化为一种企业
家精神。

人无志而不立，人是需要有精神
支撑和价值导向，企业家同样需要正
确的价值导向。中国著名爱国实业家
卢作孚曾说：“天下事业之成，必有一
批人披肝沥胆、推心置腹，以相纠其
短、相携于义，此种精神亦正待吾辈倡
之。”中国经济发展之成，必须有中国
企业家们披荆斩棘共同创造。而经济
事业发展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而且是
社会层面的，其中的核心就是企业家
的精神。企业家精神，是实体经济得以
发展壮大的灵魂，亟须培育、传播和呵
护。为此，要格外重视企业家的精神，
重视企业家的价值观。

当代企业家应该发扬“科技创新、
勤劳致富”的精神，以“立足主业、实业
报国”取代单纯赢利性的经济使命，自
觉地将企业组织使命与国家民族命运
融为一体。企业家自身如果没有正确
的价值导向和精神支撑，一遇风吹草
动，精神就会萎靡不振；或遇到各样的
诱惑，就会受到污染而误入歧途，这样
何谈带领企业的发展，甚至国家经济
的发展。如果企业家能够心怀大志，笃
定自身抱负，就会像张謇、刘华国、卢
作孚那样，心里充满阳光，精神充实，
办实业就有强劲动力，什么苦都能忍
受，什么环境都能适应。就能超出狭隘
的个人利益天地，把经营企业看做是
对社会的责任，他一定会将企业带领
成为最成功和久远的企业。

这十六个字，要内化为一种企业
精神。

在外部快速变化和内部不断变革
的环境中，维系企业健康持续的生命
也需要将价值观内化为一种企业精
神，能够成为企业员工所具有的共同
内心态度、思想境界和理想追求。
“立足主业、实业报国”要成为企

业经营宗旨和价值准则，“科技创新、
勤劳致富”要落实在企业生产经营的
实践之中，以各种形式在企业组织过
程中得到全方位强有力的贯彻，以激
发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的活
力。十六个字的价值观一旦融入企业
当中，就会产生巨大的有形力量，就能
对企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起到潜移默
化的作用。因此通过培育和再塑企业
价值观，有利于建设一支富有战斗力
的、能够完成企业既定任务的有实力、
有品位的员工队伍。同时，通过企业价
值观的建设和传播，塑造优秀的企业

形象，增强企业的知名度和社会美誉
度，从而最终达到提高企业核心竞争
力的目的。十六个字的价值观不可成
为“口头价值观”、“墙上价值观”。毛泽
东治军的高明之处就是善于将政治思
想中的各项要求通过简单易行的方式
灌输到队伍，从而形成一支有明确政
治纲领、愈战愈勇的军队。企业家也要
让自己的行为处事成为价值观的一部
分，这才能使价值观成功落地企业内
部，内化为企业精神。

这十六个字，更要内化为一种社
会精神。

社会精神是回顾、观察、预见一个
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尺之一，它是社会
存在和发展的强力支撑。中国经济社
会，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
可能自立于世界经济之林。中国经济
的发展，不仅仅需要企业家的创造，更
是需要整个社会和国民的担当与责
任。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全民
炒股、全民借贷等现象，说明整个社会
都处在一种虚荣和浮躁当中，被资本
至上错误的价值观所包围、所洗礼。中
国企业乃至整个社会需要回归正确的
精神支撑和价值引导。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我们曾经形
成过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
神、西柏坡精神与沂蒙精神等优良价
值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曾经
形成过大庆精神、鞍钢精神、雷锋精
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优良价值观；在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曾经形成过“64
字创业精神”、“九八”抗洪精神、抗击
非典精神、航天精神、青藏铁路精神等
优良价值观。这些精神支撑和价值引
导曾经鼓舞了中国社会的生生不息和
发展壮大，是中国人民在未来的岁月
里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
力。

经济转型时期，更需警惕错误价
值观的诱惑。“立足主业、科技创新、勤
劳致富、实业报国”这一价值体系，是
对现行社会当中存在的错误价值体系
积极扬弃的基础上的，是在吸取以往
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极因素的基础上建
立起来，是在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深
层次冲击后空前明朗起来的，是一种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向、以人民利益
为目标的价值体系。改革创新是时代
精神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糅合其中而提炼出的中国企业精
神。当这十六个字价值观内化为一种
社会精神，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追求，外
化为人们的行为自觉，市场经济发展
和社会发展才会不偏离正确的道路。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精神的民
族，中国也是一个崇尚精神的国家。
“变动不居，生生不息”，这是《易经》中
被伏羲描绘的宇宙精神，被中华民族
视为自己的主体精神，横亘数千年，畅
达不息。即时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
我们依然能够坚持本民族的精神，这
才有了令我们为之骄傲的中华历史。
当个人主义、侥幸心理和投机主义盛
行的这个时代，更需要不灭的企业精
神来照亮中国经济的美好前景。一个
生生不息的精神，也同样会激活和保
持企业、社会创新的活力。只有培育
回归中国企业精神，精神的力量才可
以支撑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健康有
序的发展。

当今中国，呼唤企业精神，犹如枯
禾望春雨，寒夜盼天明，溺者有待援
手，浪子有待拯救！

当今企业，呼唤精神支撑，犹如大
厦赖于桥梁，生命赖于血液！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伟大的企业
精神正在向我们走来，这就是：立足主
业，科技创新，勤劳致富，实业报国！
（作者系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

长、研究员，实习生贺璐婷对此文做
出贡献）

李锦

时代呼唤中国企业精神
———十评发展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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