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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

一线

11 月 21 日，财政部、监察部和
审计署联合印发《中央金融企业负

责人职务消费管理暂行办法》，颁

布 12 项禁令，规定自今年 12 月 1
日起，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不得违

反规定用公款进行高消费娱乐活

动，不得用公款支付应由个人承担

的住宅购置、住宅装修、物业管理

费等。

关于国企领导层的职务消费向

来就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也是中央

治理的重点。针对国企领导层的职

务消费管理，过去中央层面已经出

台了多个规定。2006 年国资委就下
发过《关于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职

务消费的指导意见》。2009 年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国有

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

对该群体的职务消费再提新要求。

今年 5 月，多个部委联合发布《国有
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明确列出严禁超标准购

买公务车等多条有关职务消费的禁

令。

中央层面屡屡出台新规，一方面

显示了中央治理国企领导层职务消

费的坚定决心，另一方面也折射出

一个我们不太愿意直视的事实：我

们治理职务消费的理想并没有完全

照进现实，目前国企领导层职务消

费仍是一大顽疾。公开资料显示，包

括金融央企在内的众多国企中，不

少国企管理层的职务消费并没有公

开透明，存在项目杂乱、支出随意、

管理失控等问题。

毋庸讳言，我国国企领导层是一

群特殊的“企业家”。一方面，他们掌

管关系国计民生的国之大企，是企

业家；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具有行政

官员的背景，多数都有行政级别。在

某种意义上，国企领导层和行政官

员一样，消费的也是公共财富资源。

国企领导层职务消费混乱不仅会造

成国有资产流失，而且还隐藏着腐

败，甚至拉大了收入差距。

年底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就要出

台，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多部委联合

印发《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职务消

费管理暂行办法》，被认为是中央层

面再次针对国企领导层职务消费治

理祭出的重拳。暂行办法相较以前

的规定更细化，也更有针对性，我们

有理由对其抱有一份乐观；然而，这

次依然没有就“职务消费”本身作出

界定，让职务消费的治理的前景多

了一些黯然。

对职务消费本身的界定，一直是

职务消费治理的老大难问题，也是

中央层面屡出禁令却效果不佳的重

要原因。长期以来，我们对职务消费

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就像外界

所说的“职务消费成了一个筐，什么

都可以往里装”，职务消费成了一种

“不揣腰包的腐败”。

所谓职务消费，简单地说，就是

因职务需要而进行的消费。职务消

费的主体是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员、

职员，职务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满足

官员、职员行使职务的需要。职务消

费大致有三个层次：一是必要的消

费；二是过度消费；三是完全假公济

私的消费，只不过借助职务之便而

已。必要的消费不仅是可以的，而且

是应该的。民众痛恨职务消费的乱

象，痛恨的是过度消费，更是指假公

济私的所谓“消费”。

2004 年，由华信惠悦公司和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调查的国企

领导人薪酬调查的报告中说：隐性

收入和职务消费已成为国有企业负

责人薪酬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和主要

部分。在不少国有企业，包括住房、

汽车、通讯、勤务人员乃至公务宴

请、出国考察、旅游、体检、疗养、办

公室装修等，均可纳入职务消费范

畴。这家薪酬调查机构评述说 :“据
保守估计，国企领导的职务消费额

一般是其工资的十到二十倍。一些

隐性收入已不仅仅是企业内部的管

理问题，甚至涉及侵吞国有资产或

侵害企业所有者利益的违法犯罪问

题。”

对于这些过度消费、假公济私

式的消费的治理，我们必须在“职

务消费”本身的界定上下足功夫，

哪些可以算职务消费，哪些不能

算，必须有一个清楚的界定。不然，

即使有再多的禁令和规定，恐怕也

难以刹住借职务消费假公谋私的

歪风。

在职务消费的界定上我们不妨

取取德国的经。据媒体报道，德国前

总理施罗德，因为离婚三次而“财气

大伤”，为了省钱，他私事外出时一

般都乘火车，有时干脆开着自己老

掉牙的“大众”，德国政府给他配的

高级防弹轿车因为不是其个人财

产，如果周末使用必须自己按规定

付费，所以在郊区，时常能看到这样

的奇怪场景：一辆破旧的大众在前

面开，后面跟着一辆防弹的豪华轿

车，上面坐满了保镖。

在某种意义上，多部委这次出台

的禁令，只能算国企管理层职务消

费治理迈出的第一步，下一步还有

不少的事情要做。笔者认为，下一步

我们不妨就先从界定职务消费本身

开始。

治理金融高管“职务消费”乱象
应从界定入手

刘春雄 价格战不是低水平的营销

（郑州大学管理工程学院副教授）

如果认为价格战是没有技术含

量的弱智营销，这种想法本身就有点

弱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那些以价

格战闻名的中国企业，在产业发展过

程中，基本上都是最后的胜利者。敢

于发动价格战，打出高水平的价格

战，并在价格战中赚钱，这是战略思

维。

价格战不是谁都能玩的。如果不

是行业巨头，发动价格战也没人应

战，也不会改变行业的价格体系。能

够发动价格战，能以价格战改变价格

体系，并最终改变行业格局，这样的

价格战为什么不能打？

王吉鹏 如何衡量并购成功与否？

（国内知名管理咨询专家）

麦肯锡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过

去 20 年全球大型企业并购案取得预
期效果的低于 50%，具体到中国，则
有 67%的海外收购不成功。

好的并购应该能创造价值，能够

实现生产要素，包括技术、品牌、资

金、渠道、生产能力和管理经验的重

新组合和配置，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

能力。另外，在商业价值以外，这些并

购还能改善市场环境、创造消费者价

值、增加就业等等。

姜汝祥 一流企业家别被江湖绑架

（锡恩首席顾问）

江湖文化是所有中国企业很难

过的一道坎，更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的最大障碍。过不了坎的企业，我甚

至建议它们不要做大，否则很容易外

强中干，甚至形成巨大的泡沫。

中国的江湖文化已经深入各个

角落。企业、企业家的任何行为都被

迫要对江湖负责。这种以人际关系的

和谐为皈依，而不是个人价值为宗旨

的制度体系，必然难以持久，它也没

有任何终极的价值追求。中国需要一

流企业家，不屈从于江湖的绑架，在

战略、管理去江湖化方面做出努力的

探索。

杜绍基 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

（德鲁克管理学院院长）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最高境界，

是营造一个多赢的格局，包括企业本

身。因此，管理者要以更广阔的视野

来认知企业社会责任，明白它是一种

让企业持续发展的投资行为，对品

牌、企业形象、营销、吸引并留住人

才、降成本增效益等各方面均有裨

益。要记住“社会或经济体系能让任

何企业在一夕之间就消失无形，唯有

当社会或经济体系相信某个企业能

有所作为，而且是必要、有用及有建

设性的企业时，这个企业才能存在。”

汪中求 诚信不等于契约精神

（北京大学精细化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人常说的“诚信”，其实并不

能与契约精神完全等同。

一般来说，中国人通常只在他们

的家庭亲属朋友之间讲诚信，对与自

己毫不相关的人则很少受诚信的约

束。通俗地说，如果彼此不认识，没有

情感牵连，守信与否无关紧要。中国

人并没有形成“每一句话都是信用”

的概念。毫无疑问，这种以诸种“缘”

为基础的信用观其实是自私的表现，

它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形成契约

精神的最关键因素。

查 钢 做好商标不要空谈品牌价值

（资深营销策划人）

宝洁的成功与其说是品牌管理

的成功，不如说是企业卓越绩效管理

的成功。没有宝洁公司的公司品牌背

书，靠单一商标要想成为“10 亿美元
俱乐部”几乎是不可能的。品牌基因

好是一方面，更主要还是要后天的努

力。

品牌必须树立竞争者无法超越

的功能利益区隔，但专业与高质的基

因优势在同质化严重的竞争业态下

显得较为单薄，因此，全方位的品牌

基因必须构建，专业、高质与高效将

成为品牌最有力的竞争势能，品牌基

因优势要转化为品牌竞争力，就如阿

基米德用以拉动地球的支点一样。

加斯·塞隆纳认为创新是可以被“传授”的，因此与全世

界的人们共同分享知识经验，培养他们的领导力、创造性思

维，掌握领导技巧，这本身也是商学院应有的责任。

创新可以被“教授”出来

记者：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要求学生们每天都能从学习中

获益，而且在学校学习的经历能让他们毕业后受益 20年，您
认为什么样的教育模式才能对他们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加斯·塞隆纳：你说的对，我们对学生的教育是持续终

生的，并非只是在商学院学习的几年；关注点在于向他们提

供管理学的基础知识，但在此之外，我们更希望能让他们掌

握领导技巧，这些技巧将在以后的日子给予他们帮助。

当谈论领导技巧时，涉及三方面核心因素，一是决定性

的分析思维，学生们需要非常清晰和分析性地评估问题，但

是他们也要创造性地提出解决方案，而这不是一个分析性

的过程而是创造性的过程。最后，他们需要与其他人合作实

施他们确认的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个人领导能力。

因此，上述三点非常重要：决定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

通过个人领导力执行解决方案。这是领导力的关键因素，能

在毕业后的二十或三十年里很好地给这些学生提供帮助。

记者：在您看来，在工作和学习的时候，领导力和创新

之间有何关系？

加斯·塞隆纳：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管理领导能力和业

务挑战者。当面对问题的时候，你需要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来

克服这些问题。因此，创新是领导力的一个基础部分。领导

者需要能够想出目前的情况存在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问题以及如何在我的组织内使改变发生。这正是领导力所

在，创新密切地包含其中。

中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记者：管理学是全球各国的高等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科目，它也和我们的生活以及工作有很大关系，因此，您认

为，什么才是真正的管理？是要改变我们的世界还是控制我

们的世界？

加斯·塞隆纳：正如你刚才提到，我们的口号是“改造生

活、改造组织、改造世界”，因此我们认为管理不是为了实现

控制，而是为了给世界带来积极的变化。我们所教育的那些

领导人，他们希望帮助把世界变得更好的，让人们过上更好

的日子。

记者：您认为，中国的管理与西方国家的管理有何差

异？

加斯·塞隆纳：我认为中国现在是一个非常具有活力、

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尽管增长速度最近有所放缓。你只有亲

自到中国来，才能领悟到中国的真正活力。我认为中国在世

界经济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中国，创新和创业不断兴起。我认为这有点类似于硅谷

的历史，我们看到中国正在建立类似的机构。如果你想要有一

个充满活力的创业社区，我认为有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容

忍和谅解新企业遭遇的失败，这种精神已经在硅谷确立。

很多的企业未能获得成功，为了能让人们愿意承担风

险，我们需要包容谅解并且支持创业的环境。如果他们全力

以赴、制定良好的计划，并且非常重视获得的投资，尽管起

步的时候具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最终会获得成功。我认为这

种环境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确立的。

记者：您认为，怎么才算是优秀的管理？

加斯·塞隆纳：我认为，优秀的管理在于让组织发生积

极的变化，但应该通过能为社会和组织本身创造价值的方

式来实现。

中国学生也能成优秀创新者

记者：您曾几次提到创新，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创新，

您认为能在学校里面学会创新吗？

加斯·塞隆纳：我们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非常关注创

新，我们对于如何教育创新有深刻的理解。关键在于教育创

新或者令学生形成创造性思维，我们使用了所谓的设计思

维来帮助教育创新。

其中包括两项关键因素，一是重视和理解你尝试服务的

客户，我们了解到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一半的创业家希望

坐在客户的办公室并想象最终的客户是怎么样的，我们了解

到这种独特的亲密关系能在最初帮助了解客户的需求。

第二是我们所谓的“快速原型设计”，你不再等待直到

认为自己找到全部的最终解决方案，而是提出有关你的产

品或者服务的大概想法，之后获得市场的反馈，然后在此基

础上改进。我们发现，相对于坐在办公室思考然后尝试推出

新产品，这种办法更可能得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记者：我们知道斯坦福大学有很多留学生，其中有不少

是中国学生。我们中国学生学习非常刻苦，但是缺乏创新能

力，您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您能否提出一些建议？

加斯·塞隆纳：我们发现，来自世界任何角落的学生都

能学会创新，只要他们参与到以创新为主要关注点的课程。

我们也有很多的中国学生，他们在硅谷度过了一些时间，之

后回到中国进行创新。我们认为中国学生只要获得合适的

教育，也能成为优秀的创新者。（摘自《网易财经会客厅》）

管理不是为了实际控制
而是带来积极变化
———专访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加斯·塞隆纳

孟书强

对于这些过度消

费、假公济私式的消

费的治理，我们必须

在“职务消费”本身的

界定上下足功夫，哪

些可以算职务消费，

哪些不能算，必须有

一个清楚的界定。不

然，即使有再多的禁

令和规定，恐怕也难

以刹住借职务消费假

公谋私的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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