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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弹指一挥间。这句话用在“92
派”企业家身上似乎很不合适，因为他
们曾经经历了几次弹指、几次挥，已经
说不清楚了。

尽管也有人不认同92派企业家这
一说法，但是，92派企业家这个圈子已
经形成，这是不可否认的。2012年2月4
日，92派集体亮相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
坛，他们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热点。
“92派”企业家，成长于一个特殊的

年代，在他们身上，带着时代打下的深深
烙印。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先驱，就像小马
过河一样，多数的企业还是在摸着石头
过河，一脚深一脚浅，有的过去了，有的
摔倒了，有的摔倒又爬起来继续上路。

这些企业家当年有些来自机关，有
些出自学校，他们大部分上过大学但不
甘于重复与单调，他们多为60后，既懂
得实业报国，也接受资本运作，他们学
会了四两拨千斤，成为中国经济的脊
梁。

沿着这个圈子里企业家的发展走
向，我们试图通过梳理他们的发展轨
迹，来解读改革开放、尤其是邓小平
1992年南巡讲话以来中国企业家的成
长脉络。

公知派：放不下责任感

代表人物：冯仑、潘石屹、王功权、
毛振华等。

“92派”企业家是由曾经的政府官
员、知识分子等社会主流精英下海组成
的，责任感、使命感是这个圈子的集体
宿命。

92派企业家开始起家是游走于商
人之间去获取机会，这些人开始都没
有原始积累，但是随着历史的循环，成
为纵横天下的一方诸侯。这些企业家
是那些通过宏观考验的企业家，在这
个过程中他们开始学习如何从老板做
到真正的企业家。

当初潘石屹们到海南创业，遭到
银根紧缩的灭顶之灾，后来他们回到
北京，依靠观念和思路在地产界东山
再起，这群人从浑水里爬出来，到现在
终于站稳脚跟，这就是最大的生存智

慧。他们在“狗群中学狼叫”，甚至可以
做到在“痞子堆里边比痞子还痞，在文
人堆里也能谈经论道”。

这其中，有“中国期货教父”之称
的田源已经彻底转身，成为“致力于中
国企业家国际化”的中国企业家论坛
主席，而中诚信集团创始人毛振华的
新浪微博认证上也赫然标出“人民大
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

冯仑，北京万通集团董事会主席。
他在成功地完成从教师到房地产商人
的发展之路后，获得了“房产教父”、
“房产界思想家”等一些眼花缭乱的
美。在推出“一本讲述民营企业家的心
灵史和观察中国社会生态繁荣过程的
书”《野蛮生长》的同时，他的个人电子
杂志《风马牛》也在尝试增加更多的栏
目来吸引读者。他相信“思想有多远，
一个人就能走多远”；他正在努力地把
自己变成一个思想传播者。新书《理想
丰满》的出版，也将92派企业家骨子里
那永远放不下的文人心态显露无遗。

潘石屹，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
长，也是中国网络时代与大众传媒最
早的拥趸之一。通过博客、网聊、微博
以及众多重要的会议，向公众宣讲行
业趋势和更广泛的社会话题。目前已
出版《我用一生去寻找》、《投诉潘石屹、
批判现代城》等8本书。《我用一生去寻
找》在全部坦承了自己的成功经验之
后，潘石屹延续务实的理想主义者的
思考逻辑，放眼未来，对渐呈趋势的
“未来新世界”作出了不同凡响的描
述。他也反思自己的成功以及成功之
后的迷茫，意欲寻找一条从物质到精
神的解放之路。
在美国，“公共知识分子”是个很

了不起的称号，因为它不仅意味着这
人是个社会学者，资历过关，受过优秀
的高等教育，并在某个社会研究领域
严谨治学，拥有著作若干；更重要的，
是他能够运用自己的丰富知识和强有
力的笔头来分析热点问题，以科学的
态度冷静而热情地为弱势群体说话，
往往对抗大公司或者政府谎言，追求真
相与“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

而在当今的中国，真正推动社会进
步的知识分子，才有资格称其为公共知
识分子。

92派企业家责无旁贷。

实战派：永远的主流精英

代表人物：陈东升、郭凡生、易小
迪、朱新礼、黄怒波、俞敏洪、禹晋永等。

92派企业家的另一类是一直坚持
做企业，尤其是做实业。任志强认为，92
派企业家不是在贪婪分享财富，而是分
享当驴拉磨的过程。

陈东升自称“92派”，也是1992年
从体制内向商界移动的那一批人中成
功的一位。他和张瑞敏、王石、柳传志
等处在先驱者地位的精英们一样，成
为社会“主流精英”，不但率先引进各
种企业管理理论、销售模式、文化理
念，还逐渐成为行业内的标杆企业。

朱新礼，北京汇源饮料食品公司
董事长。他创办的企业不仅构建了一
个庞大的产业化经营体系，带动了整
个中国果汁行业的发展，促进了水果
种植业、加工业及其它相关产业的现
代化发展，帮助百万农民奔小康。如
今，朱新礼依然在为自己“大中国，大
农业，大品牌，大有作为”的理想实践
着。正是因为“92情结”，2009年，当可
口可乐收购汇源案被商务部驳回时，
他说出这样的话：“我没有任何的怨
气，我觉得我必须服从国家，因为国家
给你提供了平台，让你创造了这个品
牌，国家它不需要让你卖给可口可乐，
那你就完全无条件地服从于国家的这
种安排，所以一个爱国的人他不会和
国家去作对。”

日后，在92派企业家聚会的时候，
朱新礼表示，“我们对于国家的这种归
属感、这种感情，感情后边就是责任。
一个企业家它对于国家的这种归属感
应该要有强烈的意识。”
这就是那个特殊年代造就的92派企业
家的境界。

92派企业家还有一个特点，大部
分属于“红顶商人”。北京中坤投资集
团董事长黄怒波就是一个代表。地产
业，黄怒波已经成为一个符号，这个符
号给他的地位很特别。

2012年1月的“冰岛政府阻止黄怒
波提出的800万美元购地交易，是因为
对方忌惮他的中共党员身份”消息很
快传遍中国乃至世界。正因为是属于

92派，黄怒波一直表示“不会就此罢
手”，走出去是企业的长期战略。

实战派永远不怕环境困难。

公益派：庄严的使命感

代表人物：刘晓光、冯仑、陈东升、
袁岳等。

中国有这样一群企业家，他们在
一起不谈商业利益、不谈投资热点，而
是会为了追求同一个梦想而争执的
“面红耳赤”。阿拉善SEE协会这个囊括
了国内百余名活跃企业家的组织里治
沙、环保成为了他们共同的使命。他们
共同的身份也是92派。

2004年6月5日，由王石、刘晓光等
百位中国企业家在广袤的腾格里沙漠
里排成一道历史性的风景———中国首
家以社会责任为己任, 以企业家为主
体，以保护地球生态为实践目标的
NGO(非政府组织)公益机构———阿拉
善SEE协会成立了。刘晓光认为，一个
好的企业家，不仅应具有强大的经济
价值，而且应具有强大的社会价值，
体现人类新的理想、新的精神、新的
信念。阿拉善应该是中国企业家集体
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崭新的开
始。

92派企业家、零点研究咨询集团
董事长兼总裁袁岳认为，现在的公益
有的是精英主导的公益，他们也容易
得到更多的资源，有的是草根主导的
公益，他们的处境更困难。政府资源应
给予草根公益更大的公益，因为精英
们可以自己动员不少社会资源，而草
根资源少，但数量多分布广，他们也许
参差不齐，但是在群众性的公益中，他
们总会产生不少有价值的典范。袁岳
正全身心投入到零点青年公益创业发
展中心（YES）发起“白领黑苹果”系列
活动中。

历来企业家群体中会有一大批人
变成慈善家。企业家赚钱的时候很凶
猛，他们捐助的时候也非常慷慨，但是
慈善家的概念并不是捐助很慷慨，而
是能够很专业的，懂得把私有财产通过
最好的现代方式用于公益事业。

92派企业家因其原有的精英品质
而成为专业公益事业主导者。

本报记者 张艳蕊

“92派”的定义来自陈东升：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社会
主流精英下海组成的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家群体。

1990年，俞敏洪离开北大英语系，创办“新东方”。
1991年，冯仑和合作者分头借钱，筹钱 3万块，成立海南

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公司。
1992年，郭凡生被下海，创办“慧聪”。
1992年，田源下海，创办“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1992年，原深圳蛇口工业区常务副区长武克刚被下海，

创办“通恒”。
1992年，副县长热门人选朱新礼下海，创办“汇源”。
1992年，胡葆森离开河南省外经贸委，创办“建业”。
1992年，苗鸿冰离开石油部办公厅，创办“白领”。
1995 年，黄怒波去职中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创办“中

坤”。

92派纪事

王石：我有底线，不行贿

我当然有妥协，但是我有底线。社会的本身就是妥协，理
想主义和妥协不矛盾。刚才说的不行贿，就是我的底线，如果
我不行贿，我经营的企业生存不下去我宁肯关门，我宁肯出国
当二等公民。

袁岳：我没有回扣、返回扣这些事

没有回扣、返回扣这些事，不用一天到晚账目倒来倒去
的。不管谁进去了，跟我没关系。不拿回扣的时候，客户对公司
是挑剔的。拿了回扣，活干得不好也会有人帮你过关。

毛振华：92年下海企业家并不仅仅是想发财
我们也觉得在中国搞市场经济，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的

确我们觉得应该自己投身于这种实践中去。当然那时候还没
有什么当大老板、发财的感觉，就觉得这是国家需要，要搞市
场经济我们应该要投到里面去。

郭凡生：让尽量多的人成为股东天经地义

让尽量多的人成为股东。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是一种必
须做的行为，并不是什么高尚的行为。现在我给企业家讲股
改，他们最纠结的是把钱分给别人舍不得。

田源：我推动了中国改革和各行业发展

这几件事全是推动中国改革和各行业发展的大事，它主
要得益于我的经历。比如期货行业，我在美国考察、学习国外
经验，再引入中国。我当时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建议，建立中国
的期货市场。

武克钢：我不在原来工作的系统做生意

我没有在原来工作的地方或系统里做过生意。我是有意
识的。这一块做好了，别人说你过去是区长、局长，靠得这个；
做得不好，万一出点烂事，别人把你骂死，原来名声还行，一世
英明毁在这。

王功权：我渴望一个公民社会

我不觉得自己是英雄。我没有什么英雄梦。我内心渴望社
会，是一个公民的社会，没有英雄、没有伟人，但每一个人都能
够活得自由，同时也有自己的尊严，尊重自己的权利，也尊重
别人的权利。

黄怒波：我就是想要留住那种原乡文明

安徽宏村是我一手做的世界文化遗产。我就是想要留住
那种原乡文明，留住那种古典主义的浪漫。我希望在稀缺的旅
游资源基础上，给人提供第二生活空间，创造关于文化和自然
的享受。 （江雪编辑整理）

1992年，大批就职于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邓小平“南巡讲
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一个以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
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其中包括“万通六
君子”———冯仑、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刘军、王功权。

“92派”共识：重振企业家精神

2012年的第十二届“亚布力中
国企业家论坛”选择了“纪念邓小平
南巡二十年”为主题。

毛振华并不讳言：“20 年之前，
下海的都是体制内的佼佼者，充满精
英感，觉得能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
20年后，大家的精英感差不多都消
逝了。再成功的企业家，在一个科长

面前可能也要低眉顺眼的。如今离开
体制的，多数是被扔到海里的，体制
的磁力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亚信科技原 CEO 张醒生慨叹：
“企业家朋友普遍对未来有较大不
确定性和担忧感。我突然想起在上
世纪 80年代时有首歌是‘明天更美
好’。1992年邓公南巡，社会为之振
奋，有了《走进新时代》这首歌。今
天，哪首歌可代表我们现在的时代

精神呢？”
当年的“92 派”们，大都是体制

内的精英，下海，是他们的一种历史
选择。

如今，中国的公务员已成第一
国考。下海，已是一个陌生词语。

一位署名林杨林的新浪博主发
出了这样的疑问：当年，年广九受到
保护，如今吴英被判死刑。……改革
如果继续停滞，20年后，还会出现今

天这样一群卓越的“92派”吗？
吴英死刑案，“92派”企业家发

出呼吁，表现出对邓小平“南巡讲
话”的切实纪念，也是对改革精神的
呼吁。“92派”企业家们的心声是一
致的，希望中国强大，希望中国继续
朝前走。

纪念“92 派”，是希望 20年之
后，社会公众依然从他们的历史脚
印中读到中国企业家精神。

严蕊

向“92派”企业家致敬
解读

他们

20年前，88岁高龄的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宣告启动
新一轮改革，将中国带入一个新的方向。市场地位被确立，社
会创造力被激发，个人价值被尊重，中国经济在那一年后实现
了新的起飞。
“92派企业家”是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成长起来的

一批企业家，泰康人寿董事长兼 CEO 陈东升是“92派”这个名
词的发明者。

1992年，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转折年。邓小平发表南巡
讲话后，国家体改委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
有限公司暂行条例》，党的十四大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
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当时，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
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他们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
在企业运作上有现代观念，他们也是上世纪 90年代经济增长
的主要推动力量。

这一代企业家也被称为中国第二代企业家，之前的企业
家是国企初步改革的厂长、经理们，或者是乡镇企业、“红帽
子”企业的最高管理者们，他们所受束缚太多，有人认为，他们
甚至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但是后来者从他们身上汲取
营养，成为新一代企业家。

正是 92派，将商业价值推上了社会主流价值观，不少主
流精英们下海创业，开创了现代企业发展和经济变革的新篇
章。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摘要：
———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不要吹嘘自己，尤其是报刊宣

传要谨慎。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

一样。
———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建立充满生

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有些理论家、政治家，喜欢拿大帽子吓唬人，“左”的

东西在党的历史上很可怕！
———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

社会主义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
———整个改革开放过程都要反腐败。对共产党员来说，廉

政要作为大事来抓，还要靠法制。

历史

“92派”企业
家，成长于一
个特殊的年
代，在他们身
上，带着时代
打下的深深
烙印。他们是
改革开放的
先驱，就像小
马过河一样，
多数的企业
还是在摸着
石头过河，一
脚深一脚浅，
有的过去了，
有的摔倒了，
有的摔倒又
爬起来继续
上路。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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