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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智库

王运启

动漫教父宫崎骏的告别，令一代

动漫迷们感伤。而在财富界，一些企业

创始人也在 2013年选择隐退。有宗庆
后、刘永好这样的家族企业让位给富

二代，也有马云这样的电商领袖走下

国王宝座。

有人评价当年比尔·盖茨的隐退

是“自我驱动型隐退”，认为这是盖茨

留给微软和企业管理界最重要的“礼

物”。作为企业灵魂人物、精神领袖的

创始人的隐退会给企业发展带来什么

样的影响？如何理解他们的隐退？

经理人制度
中国落后欧美 30年

当下，尚且年轻的知名企业家高

调宣布隐退似乎成为了一种“时尚”。

大佬们隐退吸引了人们的眼球，然而

这些习惯于各种光环鲜花下的企业大

佬们真的能够退下来去游山玩水吗？

他们真能隐退吗？这个疑问似乎可以

从之前的王石、柳传志等企业家的“隐

退”举动中得到解答。用复星集团董事

长郭广昌的话说就是：隐退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隐退，外界的错误解读是因

为他们没有理解“隐退”的精髓。

事实上，对于商界领袖任正非、柳

传志、张瑞敏、李东生们，作为第一代

企业家仍难以彻底隐退，既有行业的

原因，有些企业也有公司制不够完善

的原因，在接班人选择上存在掣肘；而

对于史玉柱这种站在第一代和第二代

企业家交界地带的创业者，或者马云、

张朝阳这样的第二代创业家而言，似

乎反倒是建立了更好的经理人制度，

更容易退出。

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曾说：“一个机

构是一个人影响力的延伸。”对于白手

起家的中国企业家们，这再恰当不过。

20世纪 80年代经理人制度开始在欧
美成为主流，中国目前可能落后 30
年。当然，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创

业成功由创业者、企业家所决定，而越

来越多的企业后续运营将由经理人决

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其

认为：“一个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之后，

这个企业的最高领导人如果仍然年富

力强，或者还没有必要在比较近的将来

对自己的接班人做出安排的时候，可以

把自己一部分工作让另外一个人承担，

使自己更加专心致志地想这个已经比

较大的组织将来大的战略问题。”

同时，还有管理专家认为，年轻的

公司需要爱冒险，具有企业家精神的

领导，而成熟的公司则需要善于运营

的经理，很少有创业者也是一个好的

管理者的案例。并且，使中国的商业领

袖们萌生退意的更关键因素或许源于

其所在产业竞争的高水平，无论是哪

个行业，竞争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层

次。由于他们在企业生存和发展中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经常是只要靠

威信就能维持企业的正常运作，有的

企业领导者本人就是企业制度的化

身。但是，作为职业领导者必须意识到

成熟企业强调的是企业文化和机制，

而不是领导者个人。当企业发展到一

定规模，面临着从爆炸性增长到稳定

持续性增长的转变时，企业的领导者

也面临着转型：从叱咤风云的开拓者

向专业的领导者转变。

隐退更像一场
“接班秀”

有人把企业家隐退分成了几种模

式，即：彻底隐退、被动隐退、先隐退再

“就业”、享乐式隐退及最意味深长的退

而不休。一些企业家退而不休，隐退更

像一场“接班秀”，具有企业家基因的

人，只要身体许可，不可能真正隐退。

一些教父级的隐退企业家，影响

力、控制力还在，他们开始专注到未来

战略决策，将前线指挥棒交给接班人，

由大众见证接班仪式，换句话说，这也

成为他们的隐退仪式。有人感叹大企

业家们盛年而退，是个奇怪的现象。事

实上，交棒后真的去做闲云野鹤的很

少，大佬们多半退而不休。马云和史玉

柱便属于这个模式。退位却依然有拍

板的权力。而 PC教父柳传志从未离开
江湖，他最近玩的是农业，不久前还为

旗下的“佳沃”蓝莓高调站台。任志强

也过着越退越忙的日子，写回忆录、开

读书会，炮手本色在微博上大放异彩。

此外，台湾的企业家张忠谋 80多岁了
还身兼董事长与 CEO，经营之神王永
庆更是 92岁不隐退，在巡视美国业务
时病逝。连续 3年中国首富的娃哈哈
集团董事长宗庆后针对隐退潮表示：

“工作就是享受，要是让我退下来，说

不定明天就老年痴呆了。”

在公司稳定的前提下，企业家何

时隐退是个人选择，扯不上责任、诚信

等大是大非，与外部环境关系不大，美

国华尔街资本家们或者硅谷的新贵

们，不乏成功一单就功成身退洗日光

浴的案例，也有的坚守到生命最后一

刻。只不过有的人隐退作秀的成分多

些，有的人隐退更坦诚直白，有一点是

共通的，真正的企业家不可能真正隐

退，即便退了也闲不住。

实事求是地说，企业家们无论是

隐退、复出还是坚持，都是自己的人生

选择，都值得尊重。但我更尊敬那些真

正具有企业家精神，胸怀使命感，给企

业界带来正能量的企业家们。而将自

己从公司日常事务解放出来，战略性

把握行业趋势，开辟新战场或许是不

少企业家“回归原点、退一进二”的妙

招。这些企业领袖早已经过深思熟虑

考查安排了能继续贯彻其战略的执行

者，马云选择了陆兆禧，史玉柱选择了

刘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

坚认为，更新换代是民营企业发展的

契机，也面临挑战，这是一个十字路

口，未来中国经济能否靠年轻一代企

业家再次开拓辉煌，关键的问题还是

要有坚定不移的创新精神。就像日本

著名实业家稻盛和夫曾给中国企业的

一句忠告：“我们的企业家们确实要回

到原点，回到创业最初的心态和状态

中，继续保持长期奋斗的企业家精

神。”而真正企业家的字典里昭示着

“做到真正的隐退其实是不容易的”。

“ 一个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之后，这个企

业的最高领导人如果仍然年富力强，或者还

没有必要在比较近的将来对自己的接班人做

出安排的时候，可以把自己一部分工作让另

外一个人承担，使自己更加专心致志地想这

个已经比较大的组织将来大的战略问题。

【年度管理关键词之五】

从开拓者向专业领导者转变

一看净化方式

据了解，净化方式从能动的角度来分，主要分为被动净化式、主
动净化式和主被动复合净化式三种。被动净化只能把空气中的污染
物吸引进机器，通过滤网过滤空气。主动净化式却能主动出击，去除
房间每一个角落的细菌和异味。复合净化式顾名思义，集合了上述两
种形式，滤网和杀菌技术相结合，双重净化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二看净化技术

空气净化器分多种不同的技术和介质，常见的有负离子技术、臭
氧技术、光触媒技术、净离子群技术等等。

负离子技术的主要原理是运用静电释放负离子，吸附集中空气
中的粉尘起到降尘作用，同时负离子对空气中的氧气也有电离成臭
氧的作用，对细菌有一定的杀灭作用。

臭氧技术对细菌的灭活反应很迅速，杀菌很彻底，但超标的臭氧
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严重。它强烈刺激人的呼吸道，会引起呼吸困难、
头晕头痛等不良反应。

光触媒技术是纳米材料在光的照射下，把光能转变成化学能，促
进有机物的合成或使有机物降解。
“净离子群”空间净化技术是夏普公司于 年独自成功研发

的一种技术，是通过等离子放电产生出与自然界相同的正负离子，由
正负离子组成的净离子群，附着在浮游菌表面，形成强氧化力的
氢氧根离子，对浮游菌或病毒表面蛋白质进行去除和分解，从而达到
净化空气的效果。

以上各种技术，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很难理解。专家建议消费者
最好选择经过权威部门检测和验证过的技术。据专家的介绍，夏普净
离子群与自然界存在的离子种类是一样的，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
全球 家检测机构和实验室的验证。权威检测报告数据显示，搭载
“净离子群”技术的夏普空气消毒机，现场除菌性能 ，模拟现场
除菌性能 ，而对 空气污染颗粒祛除率 ，甲醛去除率

高达 。夏普空气净化器取得了中国卫生部消毒器械认证，消费
者可以放心购买。（以上数据来源于：上海市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总站检测数据）

三看滤网

滤网是空气净化器的核心部件，其数量和材质对净化效果有很
大影响。室内环境问题有很多种，有异味、有 、有甲醛……好
的空气净化器会通过多重过滤解决不同的问题。从市场上了解到，各
个品牌的空气净化器滤网一般有三四层，夏普空气消毒机一共有五
层滤网：第一层是前置滤网，它能够过滤掉五百微米的颗粒，比如家
里的宠物毛发、春天的杨絮，都可以通过前置滤网过滤掉；第二层滤
网是除臭滤网，主要就是可以有效地去除异味；第三层滤网针对装修
污染，叫做除甲醛滤网，它是活性炭成分的，能够有效去除室内空气
当中的甲醛；第四层滤网是 滤网，夏普净化器可以达到
以上的 去除率，主要就是靠高性能的 滤网。

四看空气净化效率

净化效果的好坏还有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净化器对室内空气的
置换效率。空气转换效率是由气流设计决定的，若想实现完全、均衡
的净化效果，最好选择大风量、高风速、倾斜吹出的气流引导设计，减
少风量的流失，使净化技术能够释放到房间的各个角落，发挥到一个
最大的功效。

五看加湿方式

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日益提高，对空气净化器的需求不
再是单纯的净化室内空气，加湿型空气净化器受到了广泛的认可。
市面上很多加湿器采用“雾化加湿”技术，工作原理是通过超声

波高频振荡，将水化为水雾扩散至空气中，实现加湿效果。这种加湿
器对水质有一定要求，如果水质较硬（如自来水），则喷出的水雾会产
生水垢，呈白色粉末状，不及时清除，会对室内环境造成一定污染。另

外，这种加湿器一般都没有传感器，常发生加湿过度的问题，即使湿
度已经超过 或 也会盲目的加湿。研究显示，室内最适当的
相对湿度是 。如果湿度高于 的话，会促进霉菌，细菌，
螨虫等的滋生。
与“雾化加湿”不同的另一种加湿方式是“自然汽化”。自然汽化

方式加湿，释放出更接近自然界的纯净水分子，不会产生水雾，加湿
更均匀，更有利于人体健康。自然汽化是较为健康的加湿方式，常见
应用于净化器产品。除采用“自然汽化”加湿，还搭载有湿度传感器，
当湿度传感器测定到湿度已经达到 ，它就会自动停止加湿。此
外，加湿功能运转时，加湿滤网慢慢地旋转，水均匀地遍布在滤网上，
水垢不易附着，长期保持加湿性能。加湿功能停止时，滤网转到水浸
不到的地方，能保持干燥，清洁。
著名家电专家、中国电子商会副秘书长表示，目前市场上所售的

空气净化器良莠不齐，消费者在选购时应从净化方式、净化技术、滤
网、气流设计、加湿功能等多方面考量。除此以外，最好选择能够提供
第三方权威机构检验报告的品牌产品，确保其净化效果和安全性。

随着 等空气污染问题越来越受重视，空气净化器逐渐被人们所青睐，被视为守护室内环境健
康的“卫士”。但市场上的空气净化器品种五花八门，专业术语晦涩难懂，消费者无法判断净化效果到底如
何。那么，面对名目繁多的产品，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呢？

著名网络营销实战专家

肖震 二维码能帮助企业带来什么？

你所看到的二维码可以将网址、文字、照片等信息通过相

应的编码算法编译成为一个方块形条码图案，手机用户可以

通过摄像头和解码软件将相关信息重新解码并查看内容。与

以往所有的营销手段相比，这像是拥有了一家便捷的移动商

铺。二维码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工具，究竟对企业的营销将

发生怎样的改变呢? 二维码蓬勃的趋势背后其实是整个世界
的互联网化，这一趋势要求信息以更为简单有效的方式从线

下流向线上。如果拿二维码做个比喻的话，它就是服务和产

品流动的“加速器”。

企业战略专家

宋新宇 最好应收款管理是没有这项管理

稻盛和夫提出了财务的“一一对应原则”，通俗地说就是

采购的东西要当期用在生产上，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当期卖

掉，卖掉的产品要当期回款。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管理上的

简单：我们不需要复杂的原材料库存管理，我们不需要复杂

的成品库存管理，我们不需要复杂的应收款管理，我们不需

要复杂的管理手段，而且我们可以在每个环节都节省成本！

从这个角度上看，最好的应收款管理是没有应收款，是根本

不让应收款产生，因为如果应收款产生了，我们就需要使用

我文章开头讲到的复杂的流程和制度设计来做复杂的管理。

新浪博客推荐博主

贾春宝 以不变应万变是企业制胜法宝

如今变化并没有让人有片刻的安宁，当我们目不暇接于变

化所带来的新鲜与刺激，更多的是恐慌与焦虑。这种感觉时刻

让人感觉焦虑与恐慌，要想根治这种不安全感，需要拥有一个

原则，那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相比于变化与应对变化之策，不变

的更为重要。也只有不变的东西多了，才会给人以安全感。因为

只有成熟了之后，才会提高不变所带来的确定性，所谓安全感

是互动的，你给了别人安全感，也会得到别人反馈回来的安全

感。

著名企业管理专家

王希苏 管理未必是领导

“管理不是领导吗？”不是，管理和领导是企业工作中不能

相互替代的两个侧面。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这两者融为一

体，无须有意识地将两者区分开来，特别指明某项工作是管

理，或某项工作是领导。管理和领导没有高低主次，也没有轻

重缓急之分。企业管理发展到今天，经理人的领导力受到越

来越广泛的关注。优秀企业在考察、提拔人才时，十分注意领

导素质。一些世界级的公司更提出最新的管理理念：多一些

领导，少一些管理。可见，管理和领导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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