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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

未来十年将是中国木窗行业快速

发展的十年。在第 24届哈洽会上，森鹰
木窗作为中国木窗行业的龙头企业，受

到来自国内外客商及普通参观者的广

泛青睐，而其参展的 PASSIVE 120节
能铝包木窗，更是凭借全球顶尖的节能

标准，收获无数赞誉。森鹰木窗董事长

边书平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国家全面推

进“绿色建筑行动”，相关政策陆续出

台，这无论对行业，还是对森鹰这样专

注于节能木窗生产的企业而言，都是难

得的发展契机。

据介绍，我国目前建筑能耗已超

越生产能耗，占到社会终端能耗的

46.7%。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在今年年

初发布了《绿色建筑行动方案》，而北

京等地区率先修订《居住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全面执行 75%的建筑节能标
准。中国木窗产业联合会有关负责人

认为，国家重视标准的提升，是木窗产

业提高市场占有率，形成万亿级产业

集群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建筑金属结

构协会会长姚兵也明确表示：“我国木

窗产业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然而面对新的发展机遇，中国木

窗产业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在不

久前结束的首届全国高性能节能木

窗推介会上，所展示的木窗产品的传

热系数都是在 2.5到 1.5之间，而森鹰
的 PASSIVE 120 等个别产品传热系

数甚至低于 0.8，已经达到欧洲标准。
边书平告诉记者，在绿色节能的全球

趋势下，欧洲节能木窗的市场份额已

高达 35%，而在中国市场木窗占有率
仅为 0.3%，基本仍是铝合金窗和塑钢
窗的天下，而这两类窗的传热系数在

3.2 到 2.5 之间，显然是导致“建筑能
耗黑洞”的主要原因之一。

记者了解到，与欧美相比，中国

木窗产业缺乏标准及行业自律，偷工

减料、低价竞争等行为严重阻碍了行

业的发展。而森鹰木窗作为中国节能

木窗的先行者，始终专注于节能木窗

的研发与制造，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

的成就。本次哈洽会上的“绿色明星”

PASSIVE 120节能铝包木窗，已通过
德国被动式房屋研究院的认证，成为

国内首家通过 PASSIVE HOUSE 认证
的木窗企业。另外，森鹰今年又推出

了一款 PASSIVEA+铝包木窗产品，整
窗传热系数在 0.6以下，在中国木窗
产业堪称一骑绝尘。

边书平坦言，一枝独秀不是春，

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中国的木窗企

业应该将视野放在全球竞争的舞台

上，从一味扩大规模、追逐短期利益

的短视行为中走出来。而森鹰木窗将

会一如既往地深耕节能木窗领域，致

力于成为推动中国建筑节能发展、引

领全球绿色未来的重要力量。

蔡钱英

如何分析中国当下的企业和企

业家，我和年轻的学者郭宇宽有共

识。这就是建立一个类似于弗里德曼

“经济自由度指数”的“企业家开放力

指数”，用一个清晰的模型和更加清

晰的数据，来为企业做具体的调查与

鉴定。

的确，这样的构想有些激动人

心。事实上郭宇宽的书《开放力》，已

经把问题意识建立在开放社会和企

业家模式的中间地带。如此，在价值

观和田野调查的双向层面，我以为这

样的工作，价值不菲。中国近代化以

来，如果要选择唯一一个关键词，毫

无疑问就是开放。开放与反开放，构

成一种张力，国家的转型与企业家的

思维方式，或者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与微观经济层面的商业模式之间，构

成一种关系。紧扣这个主题，既能发

掘大量的价值判断，也能找到更多的

商业方法。

重要的是，沿着这样的维度，有

思考力的人们，能通过经济史和企业

史，找到这个国家艰难的发展轨迹。

因此，这既是一次细节和故事的呈

现，也是一场大历史的梳理。而后者，

正是我最近一些年的工作和郭宇宽

的工作在学术路径上高度契合的地

方。以我的工作为例，我的观点的确

就显得非常简单，如果没有 1820年
以来输入性的开放市场经济架构，晚

清不可能在最后 80 多年的时间之
内，诞生出一系列具有自由竞争特征

的企业家。这是必须重申的基础性描

述。将这样的观点延伸到郭宇宽的工

作的层面，正是中国社会的有限开放

精神，我们的企业家精神和商业模式

才得以形成。开放成为我们的动力，

也成为我们分析问题的学术基准。把

握住了这一点，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认

识，就会有豁然开朗的气象。

从自由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晚清

时代事实上经历过一次真正意义上

的“改革开放”，将近 80 年的经济腾
飞，很快让晚清政府的 GDP水平跃居
到亚洲第一的位置。1883年是一个需
要中国人反复思考的年份，这一年爆

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郝延平详细记

录了这场金融危机带给晚清经济的

冲击。不仅是上海这样重要的通商口

岸和金融机构的大面积破产，不仅仅

是刚刚兴盛起来的本土工业资本主

义企业的凋敝，真正严重的后果是，

清政府在李鸿章等一批的主持之下，

开始大面积兴起以官商结合为主要

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出现了

所谓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企

业形态，官僚资本主义在接下来的 20
多年的时间之内，似乎站住了脚跟，

并支持了晚清政府的政治局面，以至

于李鸿章在谈及官商结合模式的商

业形态时，自认为是中国人在经济领

域的新发现。这就是被后人反复研究

过的洋务运动，遗憾的是，历史作证，

洋务运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的

工业化运动，其失败不在于外国资本

的进入，而在于晚清政府的国家机会

主义，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进工业

化，用政府权力主导市场，全面扼杀

了私人自由企业的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观点也简

单明了，教科书里呈现的洋务运动，

是对历史的遮蔽与误读，真正意义上

的洋务运动，是对开放力的一种抵

制，甚至是对开放力的一种倒退。费

维恺的观点值得借鉴。他认为，从洋

务运动开始大面积发展的官督商办

工业，最终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全面走

向市场经济的基础，相反，这甚至成

为市场化的阻力，并且构成了一种具

有中国特色的工业组织的模式，这种

模式将在中国继续下去，直到 20 世
纪中叶。显然，费维恺的分析有道理。

晚清政府通过政府主导洋务运动的

方式，大面积参与到市场经济事务之

中，这一方面阻断了市场的分工，另

一方面让大量有志于近现代工业的

企业家，产生出与政府权力有关的严

重的路径依赖。

郑观应是百年不遇的企业家人

才，他有着惊人的思想能力，真正的

思想型企业家。但是，他的思考过于

关注时代的变迁和国家的自强，以至

于忽略了企业发展本身的逻辑。宏大

叙事的错误正是如此，郑观应和政府

权力的合作，断送了他的企业家前

程。唐廷枢、徐润当然是难得的职业

经理人，属于买办型企业家。但是，当

他们卷入不确定性的官商结合模式

之后，那些从买办阶层积累而来的现

代企业管理经验，迅速被强大的官场

博弈碾碎。胡雪岩是少数几个真正从

民间开始，积累起惊人财富的商人，

属于产权清晰的私人企业家。不过这

种民间市场的力量，草根阶层的市场

探索，仅仅在早期的创业阶段有效，

胡雪岩要想做大企业，与左宗棠这样

的官僚合作，就是必然的选择。胡雪

岩起步于市场，却败于官场，这几乎

是所有中国私人企业家的宿命。盛宣

怀将官商结合模式的效用发挥到了

极致，他官拜邮传部部长，私人财富

更是富可敌国，是标准的官僚型企业

家。盛是一个矛盾的载体，一方面他

得益于官场政治，一方面他又极力构

建产权清晰、市场开放的企业制度建

设。不过在官僚政治的面前，盛宣怀

依然是牺牲品，他的结局是亡命日

本，他的企业也只能灰飞烟灭。至于

口碑卓著的张謇，在人格意义上，属

于儒家政治伦理体系中的“君子”和

“士大夫”，他放弃了自己的官场生

活，建立起产权清晰的近代企业，在

中国企业史的流变之中，这样的经

历，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他是真正的

“士大夫型”企业家，不过他的士大夫

济世情怀，可能遮蔽了他的企业家精

神，他的非理性的企业扩张，并没有

一个更加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作为

支撑，张謇虽然声名远播，道德照人，

但也只能以企业的破产告终。

所谓前车之鉴，在深入了解这些

大名鼎鼎的晚清企业家和他们的商

业模式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郭宇宽记

录下的今天的企业家精神与他们的

商业模式，是不是有一种相似之感?
或许历史的真相在于，100多年之间，
在开放力的问题上，尤其是在开放力

与企业家的关系命题上，我们还陷在

问题之中，并没有走出陷阱，今天我

们面临的大问题，依然是开放与反开

放的问题。虽然历史过去了 100 多
年，但很遗憾，我们的进步不大，我们

对于开放力的理解还很浅薄。

建立中国企业家开放力指数

美欧打造
全球经贸新格局的背后

在近日结束的八国集团峰会上，最引人注目的经贸话题

莫过于美国与欧盟即将就“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

(TTIP)正式展开谈判。至此，美国一边在太平洋积极推进“跨太
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也译作“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谈
判，一边又在大西洋启动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

其联合欧盟打造“太平洋—大西洋(两洋 )经贸框架”，并在此基
础上建立以美国—欧洲为核心的全球经贸新格局的战略构想

已经完全显现。

美欧经济的困境催生了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

美欧通过制定一个规模巨大、具有全面性和高标准的贸

易与投资协定,以促进其经济增长。
2011年 11月，美欧首脑峰会首次就建立“跨大西洋贸易

与投资伙伴协定”进行探讨，同时美欧联合组建“就业与增长”

高级别工作组研究制定提高美欧贸易及投资水平的政策方

法，目标是增加就业、推动增长并提升国际竞争力。2012年 6
月 19日，该工作组发布中期报告指出，美欧的 GDP总量占全
球 1/3，贸易量占 30%，双方的相互直接投资超过 3.7 万亿美
元，跨大西洋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是世界经济的核心所在。2013
年 1月 11日，该工作组向美欧首脑提交了最终报告，建议双
方在跨大西洋的贸易与投资领域达成一项全面协定。2013年
2月 1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了该工作组的建议，声称将
与欧盟就“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进行谈判，欧盟对

此积极响应。同年 6月，美欧首脑借八国集团峰会宣布，两方
将于 7月在华盛顿启动正式谈判进程，用两年左右时间签署
最终协定。

根据美欧就“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发表的声明内

容来看，它主要是要制定一个规模巨大、具有全面性和高标准的

贸易与投资协定,以促进美欧的经济增长。其直接目标包括：一
是进一步开放美欧彼此的市场；二是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投资，

增进美欧投资关系；三是消除所有贸易关税；四是处理非关税壁

垒问题，包括阻碍农产品流动的贸易壁垒；五是增进服务贸易市

场准入；六是通过加强兼容性、透明度与合作，大量减少监管与

标准方面的差异，同时维持卫生、安全与环保方面的高标准；七

是制定全球关注的规则、原则与新型合作方式，包括知识产权和

市场机制等议题；八是促进中小企业全球竞争力。

推动“两洋经贸框架”是
美欧重塑全球经贸格局的核心举措

美欧建立以北美—欧洲地区为核心的全球经贸新格局，

是借机实现遏制新兴经济体，维护并制度化其超级垄断地位

和利益的意图。

2008年，伴随着“重返亚太”战略构想的不断成熟，美国宣
布将通过谈判加入由智利、新加坡、新西兰、文莱 4国于 2005年
建立，并于 2006年生效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而越
南、澳大利亚、秘鲁迅速响应，予以跟进。2010年，该协定成员开
始正式进行谈判。由于美国的介入和主导，此时该协定俨然已经

成为美国主导亚太经贸格局的主要平台。截至 2013年 6月，该
协定已经完成 3轮扩容，增加吸收了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 3
国，举行了 17轮谈判。预计，“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将有
可能早于或者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同时达成结

果，如是，则美欧通过这两个协定同时完成了对太平洋、大西洋

的经贸框架布局，其深层意义不容忽视。

第一，美欧依靠“太平洋—大西洋(两洋)经贸框架”直接提
升对外贸易和投资，扭转复苏乏力的被动局面。“跨大西洋贸

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包括 28个经济体，8亿人口，GDP 总值
31.634万亿美元，全球占比 45.4%，它将有效消除非关税壁
垒，刺激投资潜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包括 11个
经济体，GDP总值 20.368万亿美元，全球占比 29.2%，将为美
国创造数十万个工作岗位并有效拉动增长。

第二，美欧凭借“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和“跨太平

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两洋对称型的跨洋

经贸框架，塑造全球经贸新格局。这两个协定基本以北美自贸协

定为蓝本，令美国有较强的谈判主导能力。38个经济体聚合于
“两洋经贸框架”之内，相当于建立了 1个以美国为核心，联系东
西的规模达 36.917万亿美元的超级经贸联合体。

第三，美欧是利用“太平洋—大西洋(两洋)经贸框架”发展
“新一代”自贸规划，弱化世贸组织作用。美欧甩开世贸组织，

将两洋地区主要发达经济体纳入这一框架，发展“新一代”自

贸规划，实际上是想弱化世贸组织的作用，弱化新兴经济体在

世贸组织框架内争取合理利益的可能性。

第四，美欧是通过“太平洋—大西洋(两洋)经贸框架”谈判
设置新的市场准入障碍，遏制新兴经济体。美国通过“跨大西

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巩固与欧盟的经贸关系，通过“跨太

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拓展与亚太部分新兴经济体的经贸

往来，在提升发达经济体间经贸合作水平的基础上,以新贸易
规则等非关税壁垒将亚太主要新兴经济体排除在外，遏制亚

太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势头和全球影响力，进而削弱亚太

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潜力和创新能力。

第五，美国以全球经贸新格局和准入规则强化美元的国

际结算货币及储备货币地位。美国通过货币超发向全球转移

通胀并收取巨额铸币税，同时利用美元的国际结算功能左右

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及货币市场以攫取超额利润。

综上所述，推动“两洋经贸框架”是美国和欧盟在后危机

时代重塑全球经贸格局的核心举措，在提升其对外贸易及投

资水平的同时，建立以北美—欧洲地区为核心的全球经贸新

格局，并借机巩固美元和欧元的国际地位，实现遏制新兴经济

体，维护并制度化其超级垄断地位和利益的意图。

从洋务运动开始，
大面积发展的官督商
办工业最终没有成为
中国经济全面走向市
场经济的基础，相反，
这甚至成为市场化的
阻力。

森鹰木窗董事长边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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