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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很多企业管理者忙于埋头做事，而忽略了抬头

看路。企业抬头看路，就是要看、要学别人的成功经验，以

防止别人已经走过的弯路或失败在自己的企业身上重演，

要善于“取他山之石”，这才是企业获得智慧的捷径。同时

与不同的企业进行比较和学习，才能促进自己的企业快速

发展成长。

据有关统计，世界 500 强企业的平均寿命为 40 岁至 42
岁，1000 强的企业平均寿命为 30 岁；欧美企业平均生存的
年限是 12.5 年，日本企业寿命略高，平均为 30 岁。而在中
国，集团公司的平均寿命是 7 至 8 岁，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
只有 2.9 年，由于中国 90%以上的企业是中小企业，据此推
算，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约 3.5 岁。中小企业绝大多数是民
营企业，由此推断，我国民企的平均寿命不足 3 岁。

在笔者人生 50 年的历程中，自 1987 年下海经商、创办
企业已经 26年，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实践者和受益者，是
上世纪 80 年代最早一批创办企业的人，也是那个时代创办
的企业能走到今天存活下来的极少数民营企业之一。从自

己创业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一个民营企业能够健康成长必

须经历四个阶段：

家族企业

我国的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初，多是以“小作坊”、

“夫妻店”和“父子厂”为形式的家族企业，也是中国民营企

业最早、最广泛的构成形式。这种形式，由于血缘和亲缘关

系具有特殊的凝聚力和较高的信任度，家族企业成员往往

具备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不计劳动时间、不计劳动报酬，

很多人往往在企业最困难的时期，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作

为企业的流动资金或发展资金，使企业内部形成强大的合

力，而且管理成本和监督成本大大降低，使一部分民营企

业和微小企业能够坚挺的存活下来，这就是中国民营企业

的第一个阶段。

制度建设

创业，靠家族亲情起步；成长，靠家庭强大支撑；发展，

靠制度创新实现。民营企业经过第一个阶段之后，应该适

时转入第二个阶段———制度建设。这个阶段，企业生产、经

营规模都有一定的发展和壮大，单纯以亲情和血缘关系组

成企业人员，在人力上明显不足。这时，就要面向社会大量

吸纳外来人员进入企业，而这些人员进入企业后，不会像

第一阶段企业人员中大多数家族成员所具有的那种亲情形

成的强大凝聚力，这些人就会要求按时上班、按时下班，谈

待遇、谈福利等等问题。那么，这个时期就应该进行制度建

设，以制度管人，以制度管事，也就是企业立法，即“企业制

度建设”。

在制度建设过程中，还应注意不要照抄、照搬优秀企业

的制度，要制定适合自身企业实际的制度。否则，不及时进

行制度建设或设计的制度不适合自己企业，就会出现效率

下降，出现跑、冒、滴、漏现象，人员出工不出力，偷拿、拉出

（分裂）去另办企业等，使原企业无法做强做大，更谈不上

发展壮大。

文化建设

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邓小平

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民营企业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阶段之后，应该由第二

个阶段转入第三个阶段———文化建设。在我 26年企业发展
的艰辛历程中，我深知：一个人要是没有文化，注定他一生

要吃苦力；一个产品要是没有文化，注定它不会被更多的

消费者所接受；一个企业要是没有文化，注定它不会走向

百年；一个民族要是没有文化，注定这个民族会被外敌侵

略。

一个产品的外观，是直接代表产品内在质量和企业能

否形成强大品牌力的载体，我们注重产品的外观形象，更

应该注重产品的内在质量以及安全性和可靠性，还应该不

断地在大众媒体传播品牌和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选择我

们的企业、选择我们的产品，使我们的民营企业通过文化

建设走得更长、更远、更高，也就是做强做大。

股权分配

民营企业经过文化建设阶段之后，应该由第三个阶段

转入第四个阶段———股权分配。

在进入这一时期之前，对待扩张上还应该特别慎重。特

别是对不熟悉的行业、产业的扩张，同时，还要检查是否有

充足的资金储备；否则，容易出现对形势和前景预期过高，

一旦出现困难时，特别是资金链一旦断裂，就会发生新上

项目夭折。

另外，企业股权改制或股权分配一定要注意时间节点，

切不能盲目上阵，过早或延迟。股权改制的目的，就是要将

已经发展起来的企业，由于吸纳了广大的社会人员进入企

业工作，而出现的涣散现象重新再回到创业时期那种强大

的凝聚力。使更多的异姓员工能够具有与血缘和亲缘关系

一样所具有的特殊凝聚力和高度认同感、归属感，使企业

内部再次形成强大的合力。这一时期就要及时进行股权改

制、股权分配，使员工更多享受企业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使

员工收益得到更大的提高。

（作者系陕西君寿堂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本报记者江雪

当商业与文化艺术不再纠结

近期，投资家们热议两件事：一

是法国佳士得公司捐赠圆明园十二

生肖青铜兽首中的鼠首和兔首；二是

两个有百年历史的外资拍卖公司佳

士得与苏富比正式进入中国内地市

场。

一些对艺术“敏感”的企业家从

“佳士得与苏富比这对百年竞争对

手”的背影中看到了中国文化市场的

“机会”。

艺术终于和企业家们
牵手了

很多“92派”企业家表示，“艺术
终于正大光明地和富豪、企业家们牵

手了”。

其实，他们都是收藏高手。但是，

由于历史原因，价值观带来的纠结一

直让他们隐藏在“角落里”。当中国商

人抢购黄金成为令华尔街惊讶的事

实时，中国举办的“第八届艺术北京

博览会”上，全球 150家画廊投资者、
艺术品投资商、传统企业管理者、富

豪们再次携手，打造出了强大的市场

购买力。企业家们认定，艺术品只有

与市场拉手，进入各类交易、拍卖环

节，才可以取得最大价值。

享受高雅艺术，做艺术品收藏、

投资、慈善捐助等，在西方一直是备

受敬重的文化事业。但是，在中国，正

如一位企业家在微博中写道：收藏艺

术品需要社会大环境，需要文化传统

和知识支撑。企业家不能像读书、听

音乐会那样随时随地分享精神上的

收获，也是遗憾。

郑好当私人美术馆老板前是个

“对艺术热情极高的商人”。2012年他
举办的盛大个人藏品展“轰动业界”。

“单独收藏，那是圈钱的方式。而

办美术馆，那是企业家的责任。美术

馆代表一个方向、一种标杆、一种观

念。就是慈善学校，给予孩子，却修炼

了自己。”郑好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从爱好者到藏家到商人、创业

者、企业家，再到美术馆馆长，郑好让

中国公众看到了创业者的另一种精

神境界。

文化的积淀永远不作废

在上海、温州有很多类似郑好的

企业家与艺术品收藏有着天然的联系。

2011年开始，每周跑一次香港的
北京某投资公司老板近日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1973年香港苏富比成立时
他还不到 10岁。生在上海，并学习美
术专业的他就知道未来会与艺术品

收藏有牵连。因为事实上，中国与世

界艺术市场的缘分从未剪断。“只是

上一个时代所有的系统是散乱的，藏

家与作品没有互动起来。”

温桂华，在行业内声誉不亚于马

云、王石的企业家，成为合资经营的

苏富比(北京)拍卖有限公司总裁后，
变为了“敏感人物”。读了多篇专业人

士文章后，他认为“是给其职业生涯

一份文化纪念品”。

按照 1982年 11月 19日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

不是商品。私人收藏的文物，除了送

给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收

购，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经

营文物收购业务。

依然记得“1992年北京国际艺术
品拍卖会”上原建设部一位老领导对

《中国企业报》记者说的，禁锢的文物

艺术品市场被打破是缘于亚运会的

举办。1992年，创始人陈东升酝酿创
办拍卖公司。1993年 5月 18日，中国
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在

北京成立，次年 3月在北京举行首届
大型春拍，“92派”企业家陈东升成为
标志性人物，与中国艺术拍卖市场结

下不解之缘。

用他的话说：“中国内地文物艺

术品收藏不但具备了市场力量，也有

了文化支撑。”正是企业家陈东升的

文化精神带动，中国很多不愿意透露

姓名的企业家，20 年时间里默默为
“内地拍卖市场力量的逐渐壮大”不

遗余力。

中国的艺术市场需要更多的企

业家参与投资建设。文化的积淀永远

没有浪费。

艺术的力量
需要企业家传递

2009年，苏富比正式建北京代表
处的第二年，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迎

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书画拍卖

的世界纪录三度被打破，首次出现亿

元拍品。

曾经写下《春天的故事》歌词的

深圳企业家就表示过“中国艺术品亿

元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中国资本时代

的到来”的观点。当年，正是深圳企业

家纷纷牵手艺术家购买很多原创艺

术品，中国美术馆、广东美术馆才有

了今天很多价值连城的馆藏品。也是

在“资本的狂轰滥炸”之下，中国文物

艺术品拍卖市场也自 2010年以来赶
超英美，跃居全球第一。

“资本魅力的一部分是文化”是

西方企业家、慈善家、投资者、收藏家

的共识。2013年，中国开设了约 390
家博物馆，中国收藏家在世界各地的

拍卖会上参与度也显著提高。

二十世纪中国艺术资深专家柴

宁表示：苏富比、佳士得公司都具有

200余年历史，人文精神无与伦比。中
国企业家、艺术投资家要好好学习。

文化，就是打开中国历史的钥匙。文

化，也是打开中国市场的钥匙。

苏富比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

北京保利执行董事赵旭、北京华辰拍

卖董事长甘学军都纷纷表示：能想象

十年以后中国市场是怎样的，我们要

虚心学习百年品牌文化，像专家提示

的那样：人家可以为十年以后去耐心

铺路，我们中国企业家一定不要忘记

十年之后位置在哪里。

公众看到，私人美术馆多在上

海，拍卖公司多在北京，国际博览会

多在香港。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大的有

形的艺术市场格局。

中国艺术的力量需要企业家传

递。

文化

今年的米兰设计周期间，德国红

点奖委员会主席彼得扎克宣布：联想

客户体验与设计团队荣获红点大奖

最高荣誉“年度设计团队”。这是继保

时捷、宝马、博世、阿迪达斯、索尼、苹

果设计团队后第一个获得此项殊荣

的中国设计团队，也是最近五年来第

一个获得此项殊荣的亚洲品牌。

“在自己的文化中
找到自己”

彼得扎克在致词中高度评价了

联想设计在近十年中取得的重要成

就，他说：“在过去的八年间联想设计

已经有 23个产品获奖，而 2013 年，
更是联想设计最硕果累累的一年，共

有 8项设计产品同时获奖，这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成就。正是这些持续不断

的努力，使得联想设计团队摘取了

‘年度设计团队’这个全球设计团队

都追求的最高荣誉。”

米兰理工大学设计学院院长阿

多罗表示，联想在米兰设计周开幕之

际获得八项红点设计大奖，见证了联

想从最大迈向最好的决心和能力，中

国企业家要向联想学习速度。

联想获三项红点设计奖的事实

鼓舞了很多设计师。他们表示：在当

代艺术方面，中国还是一个新手，中

国现在在逐渐摆脱别人的影响，在中

国自己的文化中找到自己，也是一个

回归自己的过程。

“中国设计世界看见”

在米兰设计周期间，以“中国设

计，世界看见”为主题的 2013 北京原
米兰姊妹设计周互访活动 4月 10日
在米兰安莎尔多中心隆重开幕。

中国企业家表现出来的自信、热

情的态度就是成功。让外国人看到、

感受到并承认“中国设计无论大小，

都有一贯性、整体性，从一个茶杯到

一把椅子再到一个城市，设计精神是

一样的。”

原创俱乐部的车建芳谈到“中

国设计，世界看见”时表示：中国家

具品牌来到米兰家具展是成功的第

一步。很多外国人认为中国没有设

计，只有生产。我们要改变外国人对

中国家具的看法。倡导原创就是不

能仿制别人的，否则就是很悲哀的

事情。

著名音乐人朱哲琴回忆自己发

起的当代民艺设计展“大中国的味

道”时表示，按照“身处家中”、“舒适

之居”、“茶的故事”、“杯碗壶瓶”四个

场景进行陈设，每个场景都配着香港

知名设计师陈幼坚挑选的、来自上个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复古插画，将中国

的宴饮艺术、用餐礼仪等物质及非物

质文化以及传统与现代的气息进行

了完美融合，演绎出当代大中国艺术

与设计的跨界精神。她说：“未来 30
年是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最关键的 30
年，发现民艺与设计的内在关联具有

重要的意义。”

而在 2013北京国际设计周上，来
自两岸三地的 40多位著名设计师、几
十家中国原创企业参与的设计作品超

过 400件，显示了“让世界看见”的决
心。企业家们认为，这是本年度中国当

代设计最重要的国际推广活动。

主办方认为，米兰有着历经 50
余年打磨的成熟经验，中国设计的高

品质海外推广平台正在逐步搭建完

善，中国设计界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

流正在逐步常态化、深层次化。

中国设计艺术与世界的亲密接触
本报记者 江雪

如同电影电视产业的兴起和蓬勃，中国企业家开始在国际艺术拍卖市场上大显身手，“迎来了文化的春天”。
这是一名参加北京春拍的武汉企业家的感慨。商业与艺术，被商人和企业家、投资家演绎出了别样风情。

在当代艺术方面，中国还是一个新手，中国现在在逐渐摆脱别人

的影响，在中国自己的文化中找到自己，也是一个回归自己的过程。

中国民企
健康成长四阶段
许君寿

（上接第三十一版）

1998 年的中国，在团队作战和

单枪匹马两种形式之间，前者“已经

成为一种共识”，但业界认为，像马化

腾这样“选择性格完全不同，各自有

自己特长的人组成一个创业团队是

很少见的”。这种罕见的兄弟组合，没

有如传奇故事那样煽情感性，相反，

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特别的“理性”色

彩，并由此奠定了稳健基础。

工程师出身的马化腾对于合作

框架的理性设计，成就了腾讯五人组

的昨天和今天。

当时，5 位创始人凑了 50 万元，

其中马化腾占了 47.5%的股份，张志

东占 20%的股份，曾李青占了 12.5%

的股份，许晨晔和陈一丹各占 10%。

虽然主要资金都由马化腾所出，他却

自愿把所占的股份降到一半以下，因

为他不希望“形成一种垄断、独裁的

局面”。

保持稳定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就

在于搭档之间的“合理组合”。为避免

彼此争夺权力，马化腾在创立腾讯之

初就和四个伙伴约定清楚：各展所

长、各管一摊。

据说，腾讯五人组的 QQ 号是

从 10001到 10005。亲密无间的创业

五兄弟，亦被业界视为难得的“团队

标本”———因为直到今天，五人团队

还基本是保持这样的合作阵形，只有

COO 曾李青挂着终身顾问的虚职

而退休。

企业家兄弟情：
那些年，我们共同度过

感悟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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