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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

大变局时代，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显得尤为重要。

鉴于政府和企业之间是一种“扯

不开”、“惹不起”又“躲不掉”的关系，

部分企业刻意与握有审批、补贴实权

的政府做“朋友”。

然而，做“朋友”后，部分政府与

企业却又发展成扭曲的油水关系。

专家指出，建立新型的政企鱼水

关系势在必行。

企业希望和政府做朋友

近日，著名企业家孙大午发微博

阐述政府与民企关系。微博的主要内

容，是中国民企面对政府的担忧和未

来发展的不确定感。

与十年前相比，大午集团政策环

境宽松了许多，但孙大午仍然认为，

现在一方面法律越来越健全，另一方

面地方政府部门还是对民企多有刁

难，以为寻租之策。

十年前，大午集团老板孙大午曾

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获刑，引

发全国关注。

孙大午承认，自己当初获罪，显

然和政企关系没处理好有关。

和孙大午一样，部分民企老板在

面对政府时的心态很是复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企负责

人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达了他的

看法：在社会转型期，企业和政府之

间，说到底是一种“扯不开”、“惹不

起”又“躲不掉”的关系。

他话锋一转，“相反，如果和政府

的关系像朋友一样密切，企业发展自

然会受到方方面面照顾。比如审批进

程、各种补贴等。”

目前部分地方政府的调控能力

非常强大，除了产业调控，政府每年

都将大量资金花费在扶持项目上，几

乎每个部门都掌握了专项资金。由此，

政府部门成为了企业争相结交的对

象。企业希望从政府部门那里获得利

益，如土地、扶持资金等。

这位民企负责人说，当前政府官

员尤其是手握实权的官员影响力非常

大，企业同这些官员搞好关系好处多

多，否则会在经营管理中遇到麻烦。正

是基于这种考虑，部分企业刻意要和

政府搞好关系，以利于自己的发展。

3 月 1 日，上海美国商会发布
《2012—2013年中国商业报告》，报告
显示，官僚主义(81%)、监管环境不明
确(75%)和税收管理(73%)仍然位列今
年在华美国企业主要挑战的“前三

强”。

有在华美国企业高管反馈，在中

国经商不仅要和政府打交道，还要加

强与当地层级的沟通，熟悉当地的

“法律”。

同样的调查还有近日由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发布的“2013年中欧国际
工商学院中国商务调查”显示，90%的
受访高管认为与中国政府搞好关系

对其企业重要或者非常重要，中外企

业的情况都一样。有 53%的外企宣称
在中国为了维系关系投入的资源比

在本国市场多。

《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发现，美

国、德国等在华外资公司都专设有与

政府接洽的岗位，且正在热聘“熟悉

政府事务的负责人”。

不恰当的油水关系

调查显示，除了和政府做朋友，

企业还想方设法进入政府相关机构，

获得话语权。

一位河南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

表示，企业要发展就必须要处理好官

商关系。其一，首要是不对抗，避免成

为牺牲品。其二，是要依靠，但不要依

赖。其三，是掌握平衡术，掌握这些宏

观的动向，提前行动。绝对不能搞对

抗型，适时进行交易，绝不叫板。

这位董事长同时兼任地方政协

委员，他说，企业家们为了争取地位，

拼命地挤进人大和政协，希望政府听

到自己的声音。

分析指出，企业如果刻意与政府

搞好关系，政企关系就变得微妙甚至

扭曲：有的官员可以利用权力费尽心

机捞好处。企业忙于应付、打点、揣摩

握有实权的官员心思，投机钻营的关

系学大行其道。因此，公平竞争的市

场规则和法治原则就会被践踏，环境

污染、假冒伪劣商品现象层出不穷。

“人情费”、“好处费”、“过节费”

……“朋友”的关系下，很快形成“权

钱交易”的权利变异。部分干部靠权

力寻租，部分企业乘机捞好处，时间

一长，“油水关系”自然形成。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认为，在现

有体制下，各级政府和大型企业很容

易因利益关联而走到一起。政府需要

大企业，大企业也需要政府，一不小

心就会形成政企“共谋”。

庸俗的油水关系下，对企业发展

不利，也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南通市环保

局窝案，正是这种扭曲关系的反映。

南通当地一些环保官员和污染企业

合力“勾兑”，导致多人锒铛入狱。

不仅如此，过度亲密的“油水关

系”对企业而言还是一服毒药，比如

遇政府换届、主管领导调离等，人脉

流失后，企业会突然间失去依靠，利

益链条突然断裂造成风险可能置企

业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新型政企关系：鱼水关系

“无论是刻意的朋友关系，还是

不正常的油水关系，都不是科学的政

企关系。”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民企

负责人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政

府是宏观调节主体，企业是市场经济

主体，二者分工不同。当下宜构建良

好的政企关系，关键是分工明确，政

府进行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从管制

本位向服务本位转变，这才是健康和

谐的政企关系。“打个比喻，应是鱼水

关系，相互促进，相互提高。”

中国政法大学民法学博士后马

更新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建立

和谐的政企关系，最应解决的是努力

打造一个服务型的政府。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

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认为，政府则

应当尽可能地退居幕后，做好组织、

协调和服务工作。

在新型政企关系模式下，政府为

企业提供平等公平的公共服务，而绝

非与个别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打造

服务型政府，建立政企关系，势在必

行。

日前，上海综保区启动亚太营运

商计划，欲将政府改革方向与企业发

展“捆绑”在一起。与此前不同，地方

管委会与企业签约，按照企业提出的

亚太总部定位目标和发展计划，为企

业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服务环境。

在采访中，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主任张维认为，我们

的企业家一定要知道，我经营企业所处的环境是什么，那么环

境就包括我们的体制环境。政府的某些干预、某些管制、某些其

它的行为，一定会影响到企业的所谓的绩效或者它的结果，所

以企业家必须得明白这个事情，他必须得善于利用这些东西，

但必须是合理利用。

管理既是科学也是艺术

记者：星云法师说过一句话，要管理好人，要先学习被人

管，最后才是管理别人。他认为管理是一门艺术，你怎么理解他

这句话的意思？

张维：管理它也不是艺术，它也不是科学，管理本身是人

类的一种活动，看你怎么定义这件事情了，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那么这种活动，它是有比较普遍的规律的，那么这部分的知识

总结出来，它就叫做科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管理是科学。

但另一方面，因为管理是由人来进行的活动，而人的这种

思维方式、习惯、文化背景、历史、宗教信仰，其它各种方面，大

家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即便尽量进行同样的活动，有些情况下，

它的结果是不可以重复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那就需要

靠你个人直觉、顿悟来进行一些活动以及相应得到一些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没有那种普世性的规律，它这种规律可

能是很个性化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我们管它叫艺术，所以在

这个意义上你说管理是艺术，它也是对的。

我想星云法师说的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你作为领导者，

去领导你的下属的时候，组织你的下属去做事情的时候，你要

充分地理解你的下属的情况，所以你要先学习被别人管，就是

你要换位思考，你要站在你的下属的角度基础上来考虑问题，

然后你才能够有效地去管理这些下属。如果你不懂得这种规

律，你就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命令人家做那些事情的话，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强扭的瓜不甜”。所以我觉得星云法师大概

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这个事情，但是管理不仅仅是管人。

回避政府会丧失机遇

记者：网上有评论说，中国企业家不太“懂政治”，但是也有

一种声音说，中国企业家很“懂政治”，你怎么看？

张维：我不太知道怎么叫不懂政治？我想如果跟西方的企

业家比较起来，有可能是这样，因为我刚看了哈佛教授的那篇

访谈，我们的教授在哈佛，我们的教授说，我们的企业家像一个

白衣骑士，跟政府这样一种敌人始终在斗争，他说但是在发展

中国家，他说可能恰恰是相反，政府并不是敌人，政府可能是你

的朋友。那么你需要了解政府，知道政府的想法，知道官员的想

法，通过这种关系能够获得一些企业发展的机会或者资源。所

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我们企业家不能说，如果管这个

玩意儿叫“懂政治”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比西方企业家更明白，

政府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记者：如果企业家如此喜欢和政府官员做朋友，这里会不

会有引发腐败的空间？

张维：那就取决于我们怎么去规制各方面的行为，实际上

企业不是处在一个真空里头，我们的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和纯

粹的西方企业的领导人，他的目标可能都是不太一样的，那么

当然会影响他们的行为，我觉得这是自然的事情。如果你做的

事情都是属于符合法律规定的，我觉得这是底线，否则的话就

会出现腐败的问题、贪污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出现。那

么政府也有它自己的底线，政府的官员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

情不能做。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方面其实还有很多模糊的地方，

这也是社会要前进，要改革。政府之所以存在，它其实是为社会

提供一种服务。

记者：你认为企业家应该怎样处理政企关系？

张维：我们的企业家一定要知道，我经营企业所处的环境

是什么，那么环境就包括我们的体制环境。政府的某些干预、某

些管制、某些其它的行为，一定会影响到企业的所谓的绩效或

者它的结果，所以企业家必须得明白这个事情，他必须得善于

利用这些东西，但是我说的是合理利用。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

例子，我是一个科技企业的创办者，我自己在那儿拼命努力地

去工作，然后我现金流短缺了，我到处到市场上去要去，到处碰

壁，但是我不知道，政府还有一个叫做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我可

以申请这个的。

那你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信息，我也从来不跟政府部门

打交道，那么你显然就会丧失这样一些机遇，而这些机遇可能

就是你成功的其中的某个因素。所以我想不能够抽象地谈什么

叫“懂政治”或“讲政治”，而是说他怎么理解他自己所处的这个

经营环境，怎么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在符合一般道德的

约束的情况下，利用这样一些规律，利用这样一些环境，帮助企

业成长，健康地成长，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摘自网易财经《问答商学院》

“油水”变“鱼水”：
政企关系找寻新路径 企业家

可合理利用政企关系

本报记者 陈青松

立春过后，乍暖还寒。

2月 28日，七级大风袭击北京，
首都遭遇今年首次沙尘天气。黄沙飞

扬，街上裹得严严实实的人们行色匆

匆。

然而，《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北京

西站北广场过街天桥下，看到四五个

人正在向拖着大包小包、刚下火车的

来京务工人员免费分发一本装帧精

美的小册子《打工者融入城市手册》，

每发给一个务工者，分发人员都友好

地提示对方“有不懂的可以看看册子

里的东西，有困难可以打册子背后的

咨询电话，我们将提供法律咨询和法

律援助”。

有趣的是，记者也被热心的工作

人员当成进城打工者分发了一本手

册。

劳工 NGO新现象

记者仔细翻阅这本由“小小鸟打

工互助组织”编写、发放的小册子发

现，里面内容详尽，有从理念上告知

进城务工者认清自己的社会角色、及

早融入城市，有从实务上提示进城务

工者掌握公共资源信息以及维护自

身权益的法律知识，甚至还有指导进

城务工人员规划自己的职业未来。

“小小鸟”相关人员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他们将免费赠送给 1 万
名打工者小册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农业与产业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王

春光表示，《打工者融入城市手册》为

打工者提供了很实用的知识和信息，

让打工者对自己的发展事业有更深

的认识，可以更好地融入社会，成为

一个新的城市公民。

现场发放这本小册子的公益律

师江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这些

年小小鸟做了很多有益于社会、有益

于打工者的事，也替政府部门分担了

许多工作。

王春光表示，“小小鸟机构做的

工作有助于改善政府与打工者的关

系。”

据了解，小小鸟成立于北京，一

直致力于为打工者提供服务和帮助。

十多年来，小小鸟筹集善款 700多万
元，35万多打工者从中直接受益。

除了小小鸟，去年被传得沸沸扬

扬、被当地相关部门打压的深圳劳工

NGO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等组织正
在招兵买马。

去年 9月，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

务部、手牵手工友活动室等十余家劳

工 NGO先后遭当地多个部门上门检
查，紧接着房东断水断电，以各种理

由提前解除租房合同，要求搬迁，甚

至出现暴力逼迁，导致这些劳工 NGO
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一时引起社会舆

论广泛关注。

当《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深圳

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时，其负责人张

治儒正在接待一名受伤的工友，为其

解答维权事宜。

张治儒向记者表示，现在打压劳

工 NGO的风声暂时告一段落，目前
他们已经有了新的办公室，工作没有

受到影响。

劳工 NGO微妙处境

据记者了解，在深圳，劳工 NGO
有十余家，主要分布在宝安和龙岗两

个外来劳务工比较集中的区域。

截至目前，仅“小小鸟”就已在深

圳、北京、上海、沈阳四地建立了分支

机构，具备了每年为 1万名劳务工提
供法律服务的能力。

一面是务工者尤其是新生代务

工人员对目前用工待遇和条件不满

足，另一面是诸多劳工 NGO 组织致
力于为劳务工提供职业安全培训、心

理咨询、法律宣传和咨询等社会服

务，积极为务工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而很多工人有困难则愿意找他

们、信任他们，把这里当成了“家”。

那么，作为负有监督企业、为广

大员工提供帮助之责的政府相关部

门，是否有缺位之嫌呢？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王江松

看来，劳务工 NGO配合政府做维权，
既可以让政府不再大包大揽，承接政

府职能转移，也有利于消化一部分社

会矛盾，推动政府的社会管理水平。

不过，有劳工 NGO负责人向记
者表示，现在政府对劳工公益机构比

较不信任，不太愿意让社会组织参与

对社会或企业的服务，主要原因一方

面是政府担心劳动 NGO的目的。
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

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

嵘表示，基层政府应该转化角度，对

于劳务工组织，要去政治意识形态

化，给他们的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容

的环境。

“政府部门针对社会事务不可能

面面俱到，有些事情政府不方便也没

法做的小事情，这就给我们社会公益

机构提供了服务空间。”张治儒表示，

“政府依法行政，企业遵守法律规定，

这是最基本的。”

借力 NGO组织改善政企关系
本报记者 陈青松

专访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主任张维

无论是刻意的朋友关系，还是不正常的油水关系，都不是科学的政企关系。当下宜构建良好的政企关系，关键是分工明
确，政府进行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从管制本位向服务本位转变，这才是健康和谐的政企关系。打个比喻，应是鱼水关系。

趋势

王利博制图

不能抽象地谈什么叫“懂政治”或

“讲政治”，而是应该理解企业所处的

经营环境，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
在符合一般道德约束的情况下，利用

这样一些规律，利用这样一些环境，帮

助企业健康成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