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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鉴读博客

宗庆后
管好自己

刘汉元
眼光要长远

李剑阁
防范“内忧外患”

企业家建言激荡 2012春天
春天的脚步和着铿锵的声音

中国企业家肩负
着的责任再一次在两
会期间得以体现。他们
无论是对“走出去”的
建言，还是对拉动内需
需要硬功夫的提案，对
商业企业、工业企业、
金融业管理者和广大
消费者都是喜讯。2012
年 3月 ，企业家的激
情再次激荡。

本报记者 江雪

【江雪编辑整理】

自知之明

苗鸿冰：当别人批评你、严厉指出你的问题
时，不高兴了，甚至狡辩或顶撞时，你离死不远
了！自私自利、吸毒成瘾了，拦都拦不住了，你就
离死不远了！

好朋友

袁岳：陌生人其实都是熟人，熟人原来都是
陌生人。人们在寻找朋友时，有以下几样往往起
到关键作用：一是身份具有某种关联兴趣；二是
有某种自然的共同话题；三是有某些可以共同谈
及的朋友。如果有了这几样背景，陌生人转化成
熟人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汉字哲理

字强：淤忙：心亡则忙，心亡易忘，无论多累，
都记得让心休息；于骗：一旦被人看穿，“马”上就
会被人看“扁”；盂值：人站得“直”，行得正，才能

体现活人的价“值”；榆舒：“舍”得给“予”他人，生
活才能舒心；虞起：起点虽低，但是不放弃不抛
弃，自“己”就能“走”出自己的路。

2013楼市
任志强：我不觉得 2012年房地产商就过不

下去了，但是 2012年如果不做调整，2013年一定
出问题。最危险的是 2013年。
话说投机

许小年：投机和投资不以道德区分，因为道
德标准随人而异。投资定义为基于基本面价值的
经济活动，不根据基本面价值行事就是投机。然
而基本面价值也是人的主观估计，并且所有的投
资都带有非基本面因素，投资和投机因此是不可
分的，只能道义褒贬，不能由法律奖惩。

投资故事

徐小平：王强用英国 18世纪贵族绅士游历

巴黎罗马的历史说明：获得环球意识和先进技艺
的留学生，应该把眼中映射的文明之光投向最需
要照亮的地方。我则引用约翰丹佛的歌：乡村路，
带我回家，去一个地方，我心所属。去哪里是人身
自由，心在哪里则是宿命。

智慧之人

欧阳国忠：1.睿智的人看得透，故不争；2.豁
达的人想得开，故不斗；3.得道的人晓天意，故不
急；4.厚德的人重谦和，故不躁；5.明理的人放得
下，故不痴；6.自信的人肯努力，故不误。
做人之道

姜岚昕：1、有人缘则有福，结好人缘就是最
大修行。2、得理应饶人，理直应气和。3、欣赏别
人，就是庄严自己。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4、人
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
已远离。5、待人退一步，爱人宽一寸。6、改变自己
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

积极做“民生操盘手”

宗庆后说，要限制商场、超市的促
销服务费等各种费用。

外国商业大企业带给中国的是一
种商业模式而不是商品本身。这就是
家乐福全球总裁到中国家乐福考察时
惊讶地对着卖米缸、大闸蟹缸喊到“这
是家乐福吗”的原因。

商业家都在积极地改进自己，以
求适应任何一个新市场。
但是很多人说，中国今天的商业

态势不容乐观。这种态势包括企业家
经营思想偏于落后，对高端化服务陌
生以及日常服务体现出的文化粗糙。

这与国际化的距离非常巨大。无
论外表包裹的多么光鲜，犹如俏江南
餐饮品牌等，也难逃出投资大鳄的挑
剔眼神。

2011年的中国商业史上，出现了
中外合资商业企业如家乐福、沃尔玛
等“欺骗消费者”的严重问题。给中国
商业市场和零售业的企业家提出一个
课题：“不重视消费者，不尊重消费者，
你长远的利益、效益从何而来？”

中国古老的商业精神是什么？
童叟无欺。
做生产企业 20多年的娃哈哈董

事长宗庆后，今年两会的提案共 11
项，其中一个是针对自己所处行业。他
的建议是：要限制商场、超市的促销服
务费等各种费用。

这个议题的理由记者知道的背景
是，目前，中国的绝大部分商业超市收
费之高，令产品企业望而生畏。层层管
理加价，导致企业内部和外部相互勾
结，销售一些劣质产品和过期产品。
这也成为了民生大问题。
生产企业的企业家认为，无论是

什么理由，商场、超市作为商业终端，
都不应该拿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做交
易。这是其他国家不会发生的事情。

有明眼人提出一个严肃的话题
是：为什么中国的学者很少去关注产
品企业经营成本高的关键原因呢？中
国恐怕是主流经济体中唯一允许超市
收取高昂费用的国家，超市变成了类
金融。这些占到零售价格 30%以上的
各种收费，最终会反映到零售价上面，
都需要消费者和生产者兜着。

对此话题有特别注意的《中国企
业家》杂志社社长何振红表示：“商业
地产的类金融化问题是比较严重了。
必须呼吁更多的代表共同商议这个话
题，并给出积极的建议。”

一位生产民需产品的企业家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生
产的民用小家电是拥有科学家技术专
利的产品。10多年投资也近亿。跑科
技部时的激情让我不舍得放弃这个产
品。但是，由于进不去二线城市的大型
商业超市，只能走农村市场。但是农村
市场又被低档产品占据江山，中小企
业无奈，只有销售给小小超市或者三
线城市。想不到的是，商业地产的类金
融化在二三线城市也愈演愈烈。中小
企业更是艰难应对。”
经济学家对这样的提案并不表示

过多的热情，是因为多年来的探讨，他
们知道，即使是宗庆后这样大的企业
家提出警示，但是社会上相关机构不
形成合力，这个商业市场的突出问题
也是难以解决。尤其是这个话题与楼
市话题胶合得那么紧密。
也就是说，地产业的问题依然在

某种程度上主宰着金融业、商业等行
业的走势。中国楼市生态转换到了最
紧要关头。
不容回避的是，房地产调控越是

深入，所遇到的阻力就越大。围绕着是
否该优惠所谓的“刚性需求”及增加改
善性住房、销售住房市场到底该如何
“去投资化”的宏观调控政策激烈博
弈。

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
所研究员易宪容说，今年两会热点之
一依然是楼市。

从当前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形势来
看，一方面，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
宏观调控态度十分坚决，坚持要让住
房市场的价格回归到理性水平，坚决
打击住房的投机炒作，以便保证住房
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另一方面，无论
是地方政府还是社会上各种与房地产
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种势力，都在千方
百计地要求调整住房市场的宏观调控
政策，要求宏观调控松绑的呼声十分
强烈。

房地产开发商的代表及一些地方
政府官员都提出了提案。两会前夕的 3
月 3日，企业家的博客上就开始了激
烈博弈。

这激烈博弈必定会延伸到两会。
观点一：出现中国式次贷危机，会

把中国带向经济衰退的深渊。
观点二：国内住房市场的价格回

归理性。
公众都在猜测：今年的两会上，中

央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宏观调控措施
来“去投资化”或去住房市场赚钱效
应？中央政府对此有没有政策上的储
备工具？

2010年以来，无论是中央政府关
于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文件，还是中央
领导人的讲话，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市
场居住功能的界定、对遏制住房投机
炒作等方面的态度都是十分坚决的，
这些核心内容基本上写进了这几年关
于房地产宏观调控各次政策文件中。

企业家们焦虑的话题是百姓焦虑
的话题吗？

要透析“新财富观念”

李剑阁说，中国经济当前存在许
多“内忧外患”的问题。

百姓要住房子。
企业家要卖房子。
市场到底是有房子还是没有房

子？
价格回归会归到何处？
到目前为止，各方有关房地产税

收的讨论一直很热烈，但也仅仅停留
在讨论阶段。

而百姓对于纳税改革的呼声也一
浪高过一浪。

企业家呼吁减税，那是对个人企
业以及行业、产业、中国经济的整体思
考。百姓纳税意识更是伴随着国家民
主进程而有所提升。

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人们看到和
听到的是，房地产市场“雷声大雨点
小；而个人纳税范围还要加宽”。

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的提案在
2012年 3月 4日的博客上公布：今年
2月 20日，国家税务总局表示，加班费
需按工薪收入纳税。个税收入增加如
此迅猛，为何还要盯住工薪阶层的辛
苦加班费？这无益于缩小贫富差距，反
而会加大。因此建议将加班费纳入国
家统一规定发放的津贴、补贴范畴，免
征个税。

跟帖者很快超过万人。
“简化个人所得税率档次，降低最

高税率”是全国政协委员、中金公司董
事长李剑阁的建议。他说：继续减轻居
民和企业税收负担，免除小额纳税人
的负担，应尽快实行个人所得税综合
计征，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
点，简化个人所得税率档次，降低最高
税率是根本。

记者观察到，近一时期，伴随着减

税的话题还有民间融资的沉重课题，
企业家都感觉缓不过气来。《中国企业
报》2月 28日头版头条署名文章写道：
2月 27日，财政部官员称中国商品含
税高不意味总体税负重的新闻报道见
诸新华网、人民网等重要门户网站，在
网上引起了广泛争议。该官员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称，“中国商品含税高，并
不意味着我国的总体税负就比发达国
家重。衡量一个国家宏观税负水平，通
常使用指标是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
重。2011 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在
30%左右，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在 40%
以上，我国总体税负水平仍处于合理
区间。”而在网上的讨论中，绝大多数
网友对上述观点持否定意见。网络舆
情显示，绝大多数人认为税负过重。

企业急了。
企业家急了。
远东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蒋锡培

表示：我们做企业，一定要求真务实，
尤其是在市场环境不景气的今天，不
能只想着抄近道，走捷径，否则容易走
进死胡同，陷入绝境。但是。苦练内功
的同时，也呼吁外部环境的积极配合。

两会期间，舆情调查也显示，减税
问题依然是百姓最关心的话题之一。
企业家代表愿意带着这个使命与其他
代表们共商大计。

“钱庄阳光化”是唯一出路

刘汉元说，相关部门应尽快完善
并出台《放贷人条例》。

作为通威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全
国政协常委的刘汉元新鲜的建议是：
尽快完善并出台《放贷人条例》：央行
虽然早在 2008年就着手起草了《放贷
人条例》，试图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规
范民间借贷，将所谓的“地下钱庄”阳
光化，但历经前后 4次修改，《放贷人
条例》依然未能通过，希望相关部门应
尽快完善并出台《放贷人条例》，加快
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保障有
资金者的放贷权利，使民间借贷的合
法性得以确认。

2012年 3月 3日采访中，刘汉元
仔细地分析说：相对银行等金融机构
而言，个体放贷人更具灵活性，效率非
常高，能最大限度满足各种中、小、微
型企业的融资需求。我们必须正视这
个现实，它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一个方
式，关键是给他们一个合法的身份，才
可以科学管理。

从 500元起家到如今全球行业领
袖、有无数光环的优秀民营企业家刘
汉元特别理解中小企业主贷款无路的
痛苦和焦急。他说：很多企业管理者、
企业主完全不是为了个人的经济利
益。员工的生存、国家经济的发展都是
这些中小企业企业主做出巨大的努力
和奉献。所以，刘汉元深入的理解是，
要主动积极地降低民营信贷机构成立
门槛，鼓励更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机
构，促进民间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有效
缓解民企融资难。

作为一个积极建言者，刘汉元和
宗庆后等老一辈企业家还有着更深的
远虑，所以他的 3个提案中还有一个
是“如何拉动未来的内需”。

他的建言得到了经济学家成思
危的赞同：拉动内需是一个大课题。
因此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长一点。
中国未来的产业要向光伏和风电转
移，以取代传统的汽车、地产两个行
业的垄断。如果政府眼光远，中国的
将来行业老大将是光伏产业和风电
产业。

从危机处理
看企业家智慧

王石再聪明、智慧，也想不到 2012年的 2月底，迎接万科
的竟然是摆到公司总部门口的“花圈”。但王石明白“兵来将
挡”的道理不是在今天。

这花圈意味着什么，他清楚。是哀悼、是祭奠一种万科表
面上已经看出来的精神“给消费者以尊重”。

比起网上的万言怒骂“熊企业”，王石对“花圈式指责”能
思考到什么？万科人是否通过这个“花圈”再次警醒自己“我们
必须明白，公众在祭奠什么、哀悼什么！”

龙年，似乎真的没有那么平静。
无论是对国家、企业还是企业家个人。
中西方经济理论者一直都有这样的观点认同：中国经济

奇迹背后是极其脆弱的基础。这种脆弱包括道德、文化、常识
以及理念。这些理论者也不停地在世界各地的经济论坛上讲
解着这些理论的依据，希望中国的企业家和政府相关管理着
听得进去并早日正视，以实现美好的愿景。

政府一边高调地承诺给予“民生待遇的提高”，一些企业
一高调地减少“给予民生的待遇”，比如产品的价值和质量。这
使得受众在终端依然享受不到温暖和尊重，“有尊严的生活”
只是一种口号和梦想。

是的，急躁使得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显出了脆弱。遗憾的
是，更多的企业家依然急躁地走在发展的道路上。无论是对于
亚洲金融风暴，还是欧洲债券问题的严重警示，他们都认为那
是“他人的事”。仿佛除了议论欧洲和北美时多了一个讽刺和
嘲笑之外，更加找到了证据，证明自己的道路是对的：改革开
放初期，一切都是有代价的。

于是，这种错觉掩饰了一种可怕的现实。
就在上周，笔者看到很多新闻评论针对两大企业。一是轰

轰烈烈的“熊胆”；一是遮遮掩掩的万科。牵扯的问题极其相
似：企业，良知何在？企业家，良心何存？

上海复旦一名艺术系教授在网上说：你问我近期忙什么？
忙着给自己的国家找回良心、找回道德。

可是，很多企业家的冤枉情绪再一次让公众困惑。
正如“熊老板”的哭诉：“要知道是这样，我们就不上市

了。”似乎，企业和企业家的痛苦是来自“上市”这个极其正常
的公司融资之路，而不是公司的经营理念，已经严重地背弃了
一个世界人共同推崇的真理：不经营危机！

看不到危机，是眼睛出了问题？还是思想、心理出了问题？
这是一个有待时间给予的结论。
此刻，我们把目光放在企业家处理危机的态度和方式上。
问题比较大的是“熊企业”。评论者说她们讲道德建设是

个“冷笑话”。
公司多年经营“动物胆”的事实，客观地出现了与世界人

们的良心觉醒发生严重的“背离现象”。所以，当他们怀着极其
良好的愿望向着更快、更好、更高发展时，猝不及防地遭到了
公众的唾弃，铺天盖地的谴责使企业创始人遭遇了可谓是“灭
顶之灾”。著名编剧全勇先在《悬崖》电视剧热播之际看到此消
息，再也按捺不住往日的低调，几次就受媒体采访时大声呼
吁：“企业家需要补德。”

2012年 2月 24日，笔者与他微博互动时他再次表示：企
业家们要极其重视这个信号。因为事件已经发展到了更加恶
劣的程度，企业不惜重金“公关出丑”，这会引起更大的公愤。

此事件还处于“发展、观察阶段”，但是企业采取的一系列
“公关手段”使得市场再一次出现了“品牌危机”。显示出了一
个经营者的管理模式、文化常识是多么的薄弱。当消费者在终
端市场开始背弃企业、背弃产品时，真正的危机已经到来。

另一个是问题看似较小的万科公司。
因为是被“有问题的供应链企业牵扯进来”的，因此，在事

件的处理过程中，大气的万科显得“不慌不忙”。但是“坚决保
护消费者利益”的态度给予了企业一个空间和时间显示智慧。

2012年 2月 25日，王石以不同主题的演讲在香港、北京
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专注是企业的使命，也是王石的使命。

在哈佛读书一年的王石心里明白：翻云覆雨是万科的命
运，也是中国的命运甚至是世界的命运。只要真诚地站在维护
消费者权益的立场，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何为危机？
看来，企业家首先要把危机这个问题想明白。想明白了，

想透彻了，想无私了，危机才是机遇。
两个事件都在调查、处理中，那么，我们把思考范围拉大

一下：从企业家对“危机”的处理，可以看出哪些差距？这差距
给予其他人什么启示？

尊重手中的权力。
当民营企业呼吁政府、公众给予自己公正平台发展时，是

否真心把自己“遵纪守法”的商业道德放在首位？是否把国有
企业的弊病彻底摒弃？不然，民营企业的信誉建立极其艰难。

主动消灭“利益圈子”，减少“合伙欺骗”。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容易出现利益结合的地

方就容易出现腐败和欺骗。行内人的龙头企业基本把持着半
壁江山，供应链利益就是最大的“权力”。所以，管理好自己的
企业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管理好其他相关企业也更是责
任。苹果公司就是一个“反例”。当人们喜欢苹果而忽视其他商
业链道德问题时，企业家自己是不可以“装傻”的。不然，“殃及
池鱼”的事件早晚发生。一荣共荣，一损俱损。

万科主动调查“地板商”可谓是一个积极的反应。
正如企业家必须提高经营道德门槛。要看到，人类社会的

进步带来了公众的集体意识大提高，聪明智慧的企业家要透
视表面现象看到本质：消费者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专注产品
的企业，是否坚持住理念，把把关的工作细致入微地做好，不
让消费者“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为企业找出破绽？”正如有评
论者说：“万科销售突破 1000亿元，早晚都会有问题出现，不
出问题是不正常的。关键是未来的路如何走，何况，地产的竞
争是那么无情。”

我们回头再看看万科门口的花圈，似乎不那么紧张而沉
重了。那是市场的一种呼唤，期待王石精神的真正回归。

无数事实说明，只会谋取短期利益的是商人。真正成功的
企业家一定是无私的、敢于正视问题并解决好问题的人。

正如企业家汪潮涌说：真正成功的企业家大多把美誉度看
得比财富更重要，他们往往会放弃那些有损声誉的不道德的赚
钱机会，因为失去社会的认同，拥有再多的财富也是失败者。

既然王石在美国不是读管理而是商业道德，那么，“磨刀
不误砍柴工”的道理看看是否能够体现在万科的文化发展上。

有过危机处理经验的张瑞敏 2012年 2月的新观点是：我
觉得商业模式能不能真正成功，能不能持续创新，重要的是在
员工。海尔集团有一句话，叫“我的用户我创造，我的增值我分
享”。

就是说每一个员工，都有他的用户，都要给用户创造价
值，为用户创造价值的增值部分可以分享。

是的，只有时代感、责任感强烈的企业家不那么脆弱，中
国经济还有可能不那么脆弱。

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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