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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丢失声明

北京超维创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3年 12月丢失
“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两张，发票代码：1100114620，发票
号码分别为：00822952和 00822953。

特此声明！

北京超维创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3年 12月 24日

随着天气转冷，汽车防冻液开始热销。北京市工商局海

淀分局清河所对辖区内的汽车配件市场进行了防冻液市场

专项整治行动。一是检查商家的市场主体资格及经营范围，

确保商家持照、亮照经营，无超范围经营现象。二是核查所

售防冻液商标标识、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商户有无商标授

权等，切实保障注册商标权益。三是以蓝星、长城、美孚、壳

牌等品牌防冻液为重点，对商家的进销货台账等内容进行

逐项检查，做到“检查一家、合格一家”。四是强化对市场主

办方及商家法制意识的宣传，督促商家严格守法合规经营、

杜绝假冒伪劣产品，维护消费者权益、维护自身形象。此次

专项检查共检查汽车防冻液经营户 18户，督导其建立完善
进货查验制度 4户、商标授权
制度 2户。

北京工商清河所
开展汽车防冻液市场专项检查行动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富二代”的管理考验

王运启

2013 年，中国顶级富豪们纷纷
“交棒”给自己的子女，如刘永好传给

女儿刘畅，碧桂园杨国强传于女儿杨

惠妍，娃哈哈宗庆后女儿宗馥莉正逐

步上位，中国民企开始进入“富二代”

时期。

创业难、守业更难。传承人能担

此大任吗？千百亿的资产的传承安全

吗？未来还有哪些风险？实际上，“富

二代”与父辈“创一代”们相比，文化

程度更高、眼界更宽，从西方学习到

的企业管理和发展理念对于他们来

说是巨大的优势，但一个财富帝国的

传承和延续背后更是对“富二代”经

营和管理能力的考验。

90%企业创始人
希望子女接班

改革开放 30多年来，中国民营
经济得到突飞猛进发展，一大批民

营企业由于抓住了改革的契机，通

过短短的十几年，甚至三四年时间，

累积资产就达到上亿，甚至数十亿、

上百亿元。由于抓住改革开放机遇

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家普遍到了

“不惑、知命甚至耳顺”之年，所以普

遍存在着权力交接的问题。现在，很

多民营企业的“富二代”都已参加工

作，企业本身面临着交接班，培养下

一代。对于“创一代”的民营企业家

而言，绝大多数都希望他们的下一

代尽早能握住“接力棒”。有调查显

示，90%的民营企业创始人都希望子
女接班，这种现象已经逐渐成风尚

和趋势。

“创一代”民营企业家在企业发

展过程中都吃了很多苦，在企业经

营管理上有很多经验教训，所以很

多企业家对接班问题早有谋划，很

早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欧洲或美国

等发达国家学习西方优秀的文化和

管理、专业知识。而这些接受了西方

先进文化、理念或专业技术的“富二

代”能否真正担当起“贫一代”创建

的基业呢？很多民营企业家自身和

面临接班的“富二代”对此都很难说

清楚。

实际上，随着被更多的认知，不

少“富二代”已不是一般老百姓眼中

“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王子”、“公

主”。而对于自己的命运，大多数“富

二代”却很少有选择的自由，即使到

其他公司锻炼，目标也是为日后回

家做准备。他们活在父辈的阴影之

下，渴望被父辈和社会认可。他们渴

望自由，又无奈地妥协在对家族的

责任和义务之间。所以，这些接班或

未接班的“富二代”在走上企业的管

理岗位后，有成功，也有失败的，对

此，内外对这种现象褒贬不一。较经

典的是美国最知名的华人企业———

王安电脑，当时几乎和 IBM 平起平
坐，当王安决然将自己 CEO 的位子
传给了儿子后，战略失当，三个元老

级高管都陆续离开了公司，最后公

司破产。

82%的“富二代”
不愿意、非主动接班

但富二代接班成功的也不乏其

例。浙江方太集团的茅忠群亦是在父

亲召唤下放弃学业，回到公司继承父

亲的衣钵，掌门方太。由于有父亲茅理

翔的鼎力支持，茅忠群接手方太的过

程颇为顺利。上任之初，茅忠群在答应

父亲任方太公司总经理时，作为条件，

提出了成立新公司的要求，新公司不

用父亲原公司的员工，而是重新搭建

自己的管理团队，独立运作经理层。目

前，方太集团除董事长、总经理由茅氏

父子担任外，其余中高层管理者没有

一个家族成员或亲戚，都是外聘人员。

茅忠群也在对方太进行一系列变革的

同时，确立了自己在企业中的地位。

有资料显示，“创一代”的民营企

业家们大多在改革开放初期创业，企

业家平均年龄 52岁，未来 10年，都将
进入或者已经完成“接班人”产生与权

力交接过程。然而，目前，18%的“富二
代”愿意并主动接班，82%的“接班人”
不愿意、非主动接班。“富二代”们不愿

意接班，有的是对严厉、小气、事无巨

细、自以为是的父辈不满，有的是对传

统产业毫无兴趣，有的养尊处优惯了

以后不习惯被约束，有的是国外生活

多年不适应国内风格。大

部分接班者都是被动接

班，且接班后与父辈及原

始创业人群冲突显著。如

果让“富二代”上岗速度过

快，会有“拔苗助长”现象。

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

尹明善已经近 70岁，在谈
及下一代的接班问题时，

他却显得颇为无奈。目前，

其子尹喜地出任了力帆足

球俱乐部董事长一职，女

儿正在国外求学。 尽管

儿子已经接班，但人们看到、听到的还

是这位老者的身影、声音。尹明善笑称：

“我有一儿一女，女儿还小，正在念书，

儿子已在企业里给我帮忙，但他对经营

企业的兴趣并不那么浓厚，不像我是个

工作狂，他并不想当什么董事长，也只

好由他了。”由此看来，对于“创一代”和

“富二代”间能否交接好接力棒一时是

扑朔迷离，确实难说。

对“富二代”
接班管理的建议

对于目前“富二代”接班与否，如

何管理企业，为很多民企老板“头

疼”。对此，笔者建议：如果“富二代”

未进入企业，可否让子女先采用“异

地培养”方式：自己找工作，从底层做

起。如果在两三年内能够晋升到中层

管理岗位，并且深得同事信任，则可

以考虑让其回到自己的企业任职。对

于已经接班的“富二代”，建议实行轮

岗制，向企业各岗位的员工学习，了

解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熟知各个环

节的管理重点与难点，让他们参与企

业战略规划的制

订，在企业各个管

理岗位上锻炼一

年半载，把个人的

发展和企业的发

展紧密结合起来，

对日后掌控企业

是大有裨益的。同

时，民企的“富二

代”在管理企业时

需要不断进行完

善：

首先是不惧困

惑完善自身迎挑

战。“富二代”管理

既接手了企业，就

要有充分

自信，不

畏惧困难与挑战。担当的是继往开来

的角色。进行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

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学历方面优势，为

了给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并与其它

相关行业或企业展开合作，投资新的

领域，以后能慢慢做大。

其次是决策协商发挥团队优势。

“富二代”要记住，“创一代”个人魅力

是相当强的，对于一些大的决策上面

得抓住时机，能力挽狂澜，“富二代”在

企业管理重要决策时需与父辈协商，

一方面发挥其旗帜的作用；另一方面

要靠专业化的人才、专业化的团队的

协作、默契和配合，提升管理实力。

第三是管理理念的创新。“富二

代”思维活跃，对新事物敏感，所以可

对企业的管理方式进行升级创新之

后，“富二代”可尝试引导企业涉足一

些自己熟悉的新兴行业或产业。

此外，还需要提醒的是，对于“富

二代”接班或管理问题，民企老板要

正确认识到，假如后辈真的能力有

限，可以学习国外企业职业经理人化

的管理模式，交给职业经理人去管

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纪念日

中国电力新组建（改组）公司成立大

会 2002 年 12月 29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出席大会并作了讲话。

中国电力新组建（改组）的 11家公司
正式宣告成立，实现了厂网分开，引入了竞

争机制，这是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重要成

果，它标志着电力工业在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宏伟事业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新成立的电力公司包括：国家电网公

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华能集

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

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

资集团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

司、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中国水

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和中国葛洲坝集团

公司。

曾培炎强调，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区域

电力市场建设，加快建立电力市场交易中

心，制定电力市场运行规则，构造电力监管

体系，落实电价改革方案，逐步实现竞价上

网，研究制定发电排放环保折价标准，在有

条件的地区开展发电企业向大用户直接供

电的试点等工作。

在推进电力体制改革的同时，根据经

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对电力“十五”规划作

出适当调整，加强电源电网建设。要抓紧电

力项目建设的前期工作，高度重视西电东

送等重点工程的建设，确保建设的进度和

质量。他希望电力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继续

发扬优良传统，加强管理，明确责任，坚守

岗位，保证调度命令畅通和电网安全稳定

地运行，防止发生重大电力安全事故。

（12月 24日—12月 29日）

一周史记
2002年 12月 29日

12月 24 日

1987年 12月 24日，成渝铁路电气化工程建成。
12月 25 日

1993年 12月 25日 , 中国科学家成功跟踪失控返回
式卫星。

12月 26 日

1993年 12月 26日,我国运七 200A型客机首飞成功。
1999年 12月 26日，我国西部的最大水电站二滩水

电站全面建成投产。

12月 27 日

2002年 12月 27日，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典礼举行。
12月 28 日

1988年 12月 28日，胜利油田再次发现上亿吨新油
田。

12月 29 日

2002年 12月 29日，中国电力 11家新组建（改组）公
司揭牌。

中国电力 11家新组建（改组）公司揭牌
解除合同公告

因宋非、孙向安、黄民芳、梁战岭、杨会兰 5人未按单位
发送的《上班通知单》所规定时间到岗上班，属于旷工行为，

严重违反了单位的规章制度及协议内容，现决定给予解除

劳动合同处理。

特此公告

北京中土大厦

2013年 12月 24日

【年度管理关键词之一】

在企业“江湖”中，从来不缺故事，在即将走过的 2013年，同样不乏“刀光剑影”、“合纵连横”的精彩故事。故事的“关键词”虽

然不同，除了远见、知识、冒险、欲望外，其实背后更有中国企业家的管理智慧以及大变革时代的管理创新模式。为此，我们梳理年

度“关键词”，从管理视角，展示企业家的战略思想以及管理新挑战，并借此为更多企业管理者提供借鉴。【 】

接班接班

王利博制图

多次宣称自己比王菲有钱的李亚鹏因此而惹上了点麻

烦，有网友因疑惑李亚鹏的巨额财产而按图索骥，后举报其创

办的基金会以公益为名开发房地产，这位明星生意人不得不

放下架子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明情况。根据相关报道，北京市民

政局已经依法调查此事。有钱人扎堆做公益已经不是新闻，但

是各位企业家的善款最后都流向哪里去了呢？

基金会

很多企业家都会把公益善款投入社会公益机构的基金

会，还有一些企业家索性自己成立公益基金，最后这些善款都

由基金会负责统筹使用。李亚鹏就属于后者。最近一份《全球

百万美元捐赠者报告》称，中国内地以企业及企业基金会名义

所作的大额捐赠比例最高，占所有善款的 57%。在所有捐赠
中，最大的一笔捐赠价值达 8000万美元，是某企业出资成立
一项保护环境的非营利性基金。

从捐赠方来讲，企业及企业基金会也的确占据了大部分

的捐赠，从笔数上来看占 59%，从金额上来看占据 57%。这种
方式对基金会的资质及运作，都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一个

疏忽就可能导致巨额款项打水漂。

直接捐赠

捐款、捐物是最快速、直接的公益方式，虽然有时候这种

方式会因整体统筹不到位而导致救助准确性下降，但还是能

够发挥非常大的积极作用。前几日，马云自创的“马体墨宝”拍

出了 242万余元的“天价”，并承诺捐赠给魔豆宝宝用于公益，
这是对淘宝店主“魔豆宝宝”的非常有效的帮助。陈光标近日

和百名企业家共同宴请 1000多名延安老区贫困学生、老红军
代表、残疾人代表、贫困家庭代表和孤寡老人代表，同时还送

去了最直接的大米、食用油，还有大红包，这是直接捐赠的有

效案例之一。

直接捐赠需要有的放矢，否则可能会闹出屋漏送水、天寒

送冰的笑话。陈光标已经是一名慈善行家，由于经常性的实地

考察和亲力亲为，他的捐助可以说都是箭无虚发，基本上不会

出现温暖送到热带去的现象。

项目扶持

还有一些企业家会以定向投资、项目扶持等方式来发展

自己的公益事业。这种公益方式不仅高端、大气、上档次，还是

一种将公益做成产业的运作模式，当被扶持者有了自我救助

的意识和自我发展的能力，简单的“授人以鱼”发展成“授人以

渔”之时，公益的意义就从最基础的吃饱、穿暖升级为“天下为

公，益满人间”了。

很多企业家会到西部较贫困的地方去，考察当地、引进项

目，当项目合作成功，投资者、被投资者以及受惠的当地产业

都会得利，这就是高层次公益能够带来的多赢的局面。比如这

次陈光标的延安之行，他和企业家们就给当地带来了很多合

作信息和合作项目，如果这些企业家们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在

延安投资创业，助推延安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那将是整个区

域与企业家公益的合作共赢。

企业家公益
钱去哪里了？
严晓雨

mailto:liulingli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