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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管理

近日，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了《中
国职业经理人调查报告 2011》。《中国
企业报》记者研究了自 2005年以来的
《中国职业经理人调查报告》，发现在
多项调查结果上与近两年的调查并无
显著不同，这意味着经过改革开放以
来国家对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的培
养，已经结束过去 30年中企业经营管
理人才队伍迅速增长的时期，初步形
成了一支职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和国
际化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职业经理人
队伍培养和发展进入常态。

职业经理人的供需矛盾的隐性
化，将使我国职业经理人队伍数量不
足、整体素质不高的问题更难得以解
决。甬温线“7·23”事故的发生突出暴
露了我国经理人队伍在职业技能、职
业素养和职业精神方面存在的问题，
是我国加强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的一
个契机。新年伊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在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调研时说，
“7·23”事故教训了我们，称中国的高
铁事业要发展，要重视人的管理。

职业化认可度提高

本次调查对职业经理人队伍“四
化”水平测量采用 5分制评分的方法。
1为最低评价值，5为最高评价值；中
值 3为中性评价，评价值在 1—3之间
为负面评价，评价值在 3—5之间为正
面评价。
数据显示，我国职业经理人“四

化”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职业化、专业
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其中得分最高的
职业化为 3.94，最低的国际化为 3.45。
而在 2008年度的相同调查中，参

加调查的职业经理人对国际化现状给
出的分值是 3.26；对市场化现状给出
的分值是 2.99；对职业、专业化给出的
分值是 2.90。

与 2008年度的调查结果相对照，
职业经理人对职业化现状的认可度大
幅度提升，由原来接近中性的评价提
升到正面评价，评价值提高达 30%。
这表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职业
经理人的职业化、专业化取得了显著
进步。

调查同时显示，职业经理人“四
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四
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一个因
素的变化将导致另一个因素同方向的
变化（同时变大或变小）。职业经理人
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
都具有较高的相关关系，而专业化则
与市场化相关性最大。

补齐管理短板

在接受调查的职业经理人中，有
81.3%的人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其中，企业部门经理中有 16.2%的具
有硕士以上学位，企业副职领导中的
这一比例为 19%，企业主要领导则达
到 28.6%。随着企业管理职位的升高，
高学历学位所占比例升高。
本次调查显示，职业经理人中管

理专业占比较高，管理工作趋于专业
化。企业主要领导中管理专业所占比
例达到 64.5%，部门经理中管理专业
比例为 51.4%, 远高于相同职位其他
专业所占比例。

而在 2008年度的调查中，职业经
理人的第一学历中的专业分布集中在
工学、管理学以及经济学三大领域，占
接受职业经理人总量的近 70%。其
中，工学背景的职业经理人最多，占到
27%；管理学占 24.6%；经济学占
16.5%；另有 5.7%的职业经理人没上
过大学。
与 2008年度的调查相比，其中有

管理学背景的经理人比例显著提高，
由 2008年度的 24.6%，提升到 2011
年度的超过半数，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是 2008年度的调查中侧重的是第一
学历，而 2011年度的调查则是最高学
历。这一比例的提升表明，职业经理非
常注重管理学基础和素养的提升，许
多职业经理人在第一学历的基础上又
进修管理学历。
本次调查同时显示，与其它性质

企业相比，外资企业中管理专业的职
业经理人所占比例较高。不同性质企
业中职业经理人的管理专业所占比
例，外资企业为 64.2%，民营企业为
50.6%，国有企业为 48.6%。外资企业
更倾向于职业经理人的管理专业化。

职业角色意识养成

大多数中国职业经理人忠于企业
和职业角色，善于规范化工作。这是本
次调查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经过多
年的职业化建设，我国职业经理人的
职业素养、职业规范、职业道德受到普
遍认可。调查显示，有 74.9%的参加调
查者认为“职业经理人注意保守公司
秘密，维护公司利益”；有 71.6%的人
认为“所在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信守承
诺，忠诚于职业角色”；71.3%的人认
为职业经理人“善于把工作规范化、规
则化”。

在职业素养的细化方面，职业信
用受到职业经理人和企业的普遍重
视。一方面，职业经理人非常注意维护
自身职业信用，以保持其良好的职业
发展；另一方面，我国企业日益重视对
职业经理人职业信用的调查和评估，
更加关注职业经理人的背景，包括职
业经历、相关方评价等，以降低用人风
险。调查显示，有 82.3%的被调查者认
为“职业经理人的个人信用会影响其
以后的职业生涯”，70.6%的人认为
“企业在招聘职业经理人时会进行背
景调查”。

职业经理人角色意识的形成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工作满意度。本次调查
发现，职业经理人在企业中受到高度
重视，被赋予较高的职责，因此职业
经理人对企业所赋予工作的重要性
满意度较高。但与此同时，职业经理
人对自身获得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满
意度不高。不同背景职业经理人对企
业的总体满意度存在差异，外资企业
职业经理人对企业的总体满意度高
于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
的总体满意度则高于民营企业；女性
职业经理人对企业的总体满意度高
于男性职业经理人；41—50 岁的职
业经理人对企业的总体满意度高于
其他年龄的职业经理人；30 岁以下
和 51—60 岁的职业经理人对企业的
总体满意度较低。

中国企业联合培训中心副主任王
建军表示，建立职业经理人责权利相
对应的制度体系，有利于发挥他们的
聪明才智，增强他们对企业的认同感。

“四化”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本次调查发现，不同背景职业经
理人“四化”存在差异：外资企业职业
经理人的“四化”水平高于其他类型企
业；民营企业则在市场化、专业化和国
际化方面高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只
有职业化方面略高于民营企业。民营
企业职业经理人的国际化高于国有企
业的职业经理人。这说明，现在越来越
多的民营企业开始走向国际化，要求
其职业经理人具备国际化经营的素
质。

王建军表示，不同所有制企业中
职业经理人的“四化”水平存在显著差
异，这表明内资企业在管理机制上还
不是十分有利于经理人“四化”水平的
提高，同时，也表明不同所有制间职业
经理人的流动依然存在障碍，市场在
经理人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依然
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要从职业经
理人发展的体制机制入手，改革国有
企业职业经理人的管理方式，改革国
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目前实际仍具有
的“官员化”、“行政化”身份。通过市场
化改革，打破体制壁垒，增强市场在职
业经理人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建立职业经理人人才市场，促进职业
经理人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合理流
动。坚持政企、政事分开，转换用人机
制，把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选用交给
市场。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的战略性任务。职业经理人数
量的多少与素质的高低，会对经济发
展方式的转变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与
用工荒和资金荒相比，职业经理人荒
是隐性的，在短时间内可以用“矬子里
拨将军”的办法得以缓解，但是，这种
方式会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的结构调
整和产业升级，也会影响到劳动效率
和经济运营效率的提升，并进而影响
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企业国际
竞争力的提升。因此，建立职业经理人
发展综合推进机制，造就一支职业化、
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的职业经理人
队伍应当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
的头等大事。

本报记者 丁明豪

江铜集团是我国铜行业中、也是江西省最负盛名的企
业之一，然而就在上月初，有媒体报道江铜集团涉及乐安河
流域的污染问题，该消息一经传出，江铜集团立刻变身为公
众心目中不负责任的“污染企业”。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报道中，媒体称“江铜将污染责
任推给古人”，此语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公众更是一片哗
然。

江西省乐平市环保局办公室主任黄某表示，目前当地
确实存在重金属污染等问题，江西省环保厅、乐平市政府正
联合江西铜业解决媒体报道的问题，委托了相关环境科学
院对污染问题进行调查，调查有了结果之后才可以下结论。

事实究竟如何？为了解污染事件背后的实际情况，日
前，《中国企业报》记者走进江铜集团实地调查，探访污染消
息被报道之后的江铜集团。

对于“将污染责任推给古人”一说的来源，记者采访了
德兴铜矿党委书记周犇，他表示，我们根本不必将污染责任
推卸给历史，因为事实上，乐安河流域河水的污染来源确实
和过去采矿通道形成的“老龙废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这是业内对此众所周知的。对此，铜矿特别建设了两个水库
用来拦截和储蓄“老龙废水”，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历史
遗留的污染问题。

对此，江西省环保厅厅长邓兴明也投了赞成票，认为承
认历史不是推卸责任，乐安河的污染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

产铜基地，一向是公众心目中的“污染高发地”，然而，
事实上，与人们印象中的传统有色金属生产企业不同，江铜
厂区绿化面积还是相当不错，记者触目所及之处，也并无看
见浓烟、闻到异味。

在铜矿一位职工的带领下，记者先后参观了德兴铜矿
的采矿、选矿、硫化铜处理、污水处理、硫酸尾气处理、废渣
循环利用等流程，在被问及前段时间的污染事件，江铜集团
分管生产和环保的副总经理董家辉无奈地告诉记者，德兴
铜矿污水如果任其排放，周围 10 平方公里范围内早就寸草
不生。

数据显示，江铜集团的工业总用水量为 3.6 亿吨，其中
工业用水复用率 8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30 个百分点，每
年节约水资源 3 亿吨，节约取水资金 2000 万元。

走进德兴铜矿污水处理车间，记者注意到污水监测设
备仪表上所显示的数值为 7.6。同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显
示数值代表水的 PH 值，这已经达到国家一级排放标准，国
家标准值为 6—9，这意味着此时，经过 DHS 系统处理的水
可以直接排放或循环利用。

江西省乐平市环保局一位负责环境监控的黄主任告诉
记者，江铜集团下属的德兴铜矿的排放水达到了国家排放
标准，硫酸尾气排放未监测出超标。

让人疑惑的是，既然江铜集团的废水废气的排放均已
达到国家排放标准，那么，乐安河流域的污染源又来自何处
呢？难道真应由历史背负这一责任？

重金属污染是一个历史长久的沉淀过程，鉴定方法和
程序比较复杂，但是已经委托了相关环境科学院对其进行
调查，调查有了结果之后才可以下结论。江西省环保厅办公
室主任杨华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针对江西乐安河的污染问题，究竟江西铜业
下属矿山企业是否对污染负有责任，眼下仍没有权威部门
的清晰界定。

专家认为，环保问题如今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事涉环
保，江铜集团理应高度重视。实际上，即使排放达标，仍然会
有体量很大的达标废水排出，这就可能对环境造成一定影
响。

此外，该专家认为，针对外界的质疑，作为负责任的国
企，江铜集团理应拨出专门的资金，用于回馈和补偿当地居
民，也应该进一步加大环保投入，进一步降低生产过程对环
境的影响，当然，这些措施和信息同样需要及时地传递给公
众。

事实上，德兴铜矿附近的村民告诉记者，该铜矿每年都
会给当地居民一笔很可观的经济补偿，环保投入应该来说
是江西省最全的企业。以德兴铜矿为例，养活了德兴泗洲镇
近 4 万人，镇上的居民生活水平也可比拟一般的县城。

据了解，舆情传播开后，引起江西省政府及环保部门的
重视。江西环保厅于去年 12 月 9 日在德兴召开乐安河流域
环境综合整治现场督办会，表示省厅将安排 3000 万元专项
启动资金用于乐安河流域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今后每年
逐步加大专项资金的投入。

此外，污染事件被报道之后，面对舆论问责，应对方式
如此恪守“沉默”，成为江西铜业此次“污染舆论”中一个值
得关注的“软肋”。

近几年，众多央企均有感觉，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
临，任何细微的风吹草动，经过舆论的推波助澜，都有可能
演变成“四面楚歌”之势，让企业陷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意味着，企业实在应该在埋头经营的同时，确实应学
会如何与公共沟通，适应新传播时代的“游戏规则”。

中国经理人职业化
呼唤管理机制变革

江铜：
污染舆论背后
本报记者 江丞华

建立职业经理人发展综合推进机制，造就一支职
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的职业经理人队伍应当
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的头等大事。

上海苍南商会年会暨苍南政府招商引资说明会于 1
月 14日在上海浦东环球金融中心召开，与会上海苍南商
会会员、在沪苍南籍党政军知名人士及上海苍南两地有
关领导等两三百人，欢聚一堂，共话合作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苍南人敢为天下先，曾在国内首创
了挂户经营、浮动利率、农民集资建城、用地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股份合作制、农民承包民航班机航线等
全国第一，从而使苍南成为温州模式的主要发祥地，形
成了印刷包装、塑料制品、轻纺、商务礼品、仪器仪表、
食品加工等多个支柱产业。

据了解，目前在上海的浙江苍南籍人员有 3万余人，
在上海创办了 2000多家企业，创造产值数百亿元，创造
就业岗位 10万多个。商会企业会员 300来个，分布在商
务礼品、印刷包装、五金机电、服装、房地产、家装家电、机
械制造等领域。上海苍南商会自成立以来，积极发挥政府
和企业平台对接作用，为政府招商引资牵线搭桥。苍南政
府充分利用本次年会的有利契机，同与会企业家进行沟
通和交流，重点宣传了“浙台经贸合作区”等“三区一带”
产业基地建设情况，对当地投资环境和招商引资重点项
目进行了推介。 （应玉云）

上海苍南商会
召开引资说明会

中国职业经理人“四化”水平

不同年龄职业经理人“四化”水平比较

不同性质企业中职业经理人“四化”水平比较

对“职业经理人保守公司秘密和维护公司利益”的认可度

不同管理工作年限职业经理人“四化”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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