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张维迎 

中国经济在 21世纪能否实现飞跃，能不能像预期的那样成为世界 

经济大国，很大程度上要看经济增长的源泉能不能从新的小企业的进入 

转向现有企业的扩张 换句话说，现有企业的规模不能扩大，经济增长 

的速度就根难继续保持下去。国外最近一项对43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研 

究发现，80年代这 43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 2／3来 自现有企业规模的扩 

大 1／3来自新企业的进入 在中国，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统计研究， 

但估计至少有2／3的增长来 自于新企业的进入，不足 1／3的增长禾自现 

有企业的扩大。这种趋势会不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这个问题与职业经 

理人很有关系。 

所谓职业经理，是针对所有者经理而言。所有者经理是为 自己花自 

己的钱，为了自己办自己的企业，而职业经理却为别人的利益花别人的 

钱，为了别人的利益管别人的资产。在法律上，所谓职业经理，简单的 

说 就是企业代理人，代理人作为所有者的代表，他们掌握着或在很大 

程度上行使着企业管理经营的职能，他们对所有者负有责任 这种责 

任 主要是对企业的忠诚。然而这种忠诚，在法律上非常难于定义。好 

比说，如果一个经理在一个企业中持有 20％的股票，在另一个企业中 

持有 50％的股票，那么他就很可能有积极性把第二个企业卖给第一个 

企业的产品价格抬高，从中多赚取 30％的利润。这样的行为严重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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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经理人的职业道德，但是在事实 

认定方面有相当大的困难。这就要 

求经理人在行使管理经营职能的时 

候，能够以一个像所有者对待 自己 

资产那样的一种道德规范去处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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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企业的事务，否则的话所有者 

不可能愿意把资产交给他们 正 

像我们下了火车之后 ，没有人愿 

意把 自己扛不动的行李交给一个 

素不相识 的人 来看管一样。所 

以，在这种意义上讲 ，中国企业 

规模能变得 多大，很大程度上要 

依赖于我们能够有 多少合格的具 

备职业道德的职业经理人 员。 

最近几年 ，我们看到 中国的 

好 多企业，它有非常快的规模增 

长，但是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 ， 

这些企业都垮下来了。理论界 、 

学术界、政府部门对此进行 了非 

常 多的分析 经常被注意到的是 

经理能力问题，或者是由于他的 

战略制定有问题，好比他应该专 

业 一点，结果他 变得 多元化 经 

营 ；但是 ，从 另一个 角度讲 ，如 

果仔细分析一下这些案例 ，我们 

发现，好多企业垮下来了是 因为 

它们的经理人 员，不是在为企业 

努力，而是在为 自己努力。一个 

很好 的例子是郑 州百文的兴 衰 

郑州百文原是搞小百货批发的公 

司，逐渐建立起了全国最大的营 

销 网。据说 长虹的销售主要就 是 

靠郑州百文，但长虹电视去年的 

销售 出现 了一些 困难 ．主要是 与 

郑州百文垮下来有关。郑州百文 

是怎么垮下来的?是因为一些外 

地销售分公 司的经理利 用郑 州百 

文的钱建起 了自己的销售网。这 

种例子过去早就有过 ．例如山西 

票号各地掌柜的都是从平遥、太 

谷 派出去的 ，他们不敢 用 当地的 

人，主要就是信任问题。许 多公 

司在扩展的过程中，也都不敢用 

当地人而是从 总部派人，但总部 

专家视角 

的人力供给能力总是有限的，海 

尔也遇到 了同样的情况。很 多外 

企进入 中国后 ，希望 员工本地 

化 。但难度很 大 ，关键 是找 不到 

能力上合适且又忠诚的人。许 多 

经理利 用跳槽 来与公 司讨价还 

价 。致使 外企 员工 本地化 的速度 

放慢。 

但是我们看到的西方企业却 

并不如此。一些外资企业比如说 

摩托罗拉，它们要在中国开展业 

务的时候，派来了中国地区的总 

经理 ，中国地 区的 总经理 经过 十 

年、十几年后，使得摩托罗拉在 

中国的业务变得非常壮大。我们 

可以想象，如果我们 中国的一个 

总经理。派到英国去建立一个这 

样的企业，很可能几年之后 ，这 

个企业已经不存在 了，或者说这 

个经理很 可能把它 变成一 个独 立 

企业，而不再是原来企业的一部 

分。如果这样的情况不改变，我 

想未来我们国家不可能有真正的 

跨 国公司。外国的企业进入 中国 

之后大都在香港、台湾、东南亚 

雇用那里的华人来大陆经营企 

业。他 ．]为什 么不在中国大陆雇 

用本地的经理?有人 可能会说是 

中国缺 乏具有足 够经营才能 的 

人，但最重要的原 因是他们对中 

国的经理没有信任。而这一点又 

与职业经理的职业道德有关。我 

们经常谈到中国缺少企业家，中 

国缺 少具有 高素质经营才能的 

人。但我的看法是这样：我们不 

需要担0缺少企业家。中国人中 

不乏充满了企业家冒险、创新意 

识的人，中国要担 的是没有足 

够的良好职业道德和职业行为的 

职 业 经 理 。如 果 最后 一 点达 不 

到，我们就是有再多的教育和再 

多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我们的 

企业，仍热只能是一个处在中国 

的企业。因为，如果我们的地基 

只能盖三层的大楼 ．就不可能盖 

出摩天大厦。如果我们一定要盖 

高，那么肯定要垮 下来。可以 

说，中国的企业能不能长大，中 

国的民营企业能不能发展 ，很 大 

程度上取决 于职业经理人的道 德 

水平。有人悲观地说，华人世界 

的大部分企业都是 小企业，就是 

因为职业经理人的道德水平有 问 

题。偶 尔有个像李嘉诚那样的企 

业出现 ，也不过是靠家族管理来 

维持的。企业靠家族、朋友、老 

乡来管理 ，终究会受到人力资源 

的限制。更何况 ．如果道德 水准 

不高，家族、朋友、老乡也会背 

叛 企业。 当然 。对 于企业而言 ， 

小企业也可以活得很 好 ，不一 定 

非得长大。但对于国家来说 。如 

果缺少有竞争力的大企业，经济 

发展就会受到很 大的影响。那 

幺，我们今后应该怎么办，或者 

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措施来建立 

中国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呢? 

我提出四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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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最关键的是产权制度的 

改革 产权是道德的基础。所谓道 

德，从本质上讲，是为了长远的利 

益，而牺牲眼前的利益。在国有企 

业制度下，每个人都只是进行一次 

博弈，他们没有未来，他们未来职 

位不取决于他们现在的努力。所以 

我们看到，国有企业的经理从制度 

上就 决定 了他 们只能进行 一锤 子 

买卖，只会是短期行为．他们不可 

能有真正的职业道德的需要，而且 

国有企业制度也缺少了真正去约 

束这些经理人 员行为的激励 因 

为，国家是通过政府官员系统来实 

现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形式的，这些 

政府官员 仍然是短期行为 我们 

批评过去的皇帝，其实皇帝有一个 

很大的长期行为的激励，因为天下 

是他的 、还要传给他的儿子 但是 

我们政府不可能这样，因为政府是 

要换届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 

家不可能有积极性来培养真正的 

具有职业道德的经理人员、我们中 

国近20年来，一直在演出一场戏， 

这戏就是安徒生的 《皇帝的新 

衣》 如果我们老是在这样一个根 

拳的 问题上躲 躲闪 阏．中国的社 

会，不仅仅是效率低 下．而且是一 

个不会有真正的道德水准的社 

会 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产权改 

革，也是为中华民族的真正的社会 

职业道德的建立而作出的努力。 

第二，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法 

律的完善 我们的公司法、证券法 

等法律中，缺少保护投资者、保护 

出资人这样一个灵魂。西方的那些 

法律，它是怎样形成的?那就是为 

了保护弱者、保护出钱人的利益不 

受到经理人员的侵害。反过来说， 

这些人的利益保护越好 ．他们就越 

愿意把钱拿出来，交给经理人员进 

行经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保 

护授资者的利益，同时也就是保护 

职业经理的利益。但我们国家法律 

缺少这样一个目标。好比我们发行 

股票，都强调是怎么帮助国有企业 

解田．而不是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我们甚至把抬高股价，让股票价格 

上涨，增加总需求，当作我们发展 

股票市场的目标之一 用这种长期 

制度建设的损害采换取短期需求 

的增长，对国家未来制度建设是一 

个极大的伤害，会带来极大的损 

失。目前中国法律的供给远远快于 

法律执行能力的供给，法律每条的 

增加远近快于合格的法律 、法官人 

才的增加，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 

重视 

第三，是企业内部激励机制问 

题。其核0就是如何使企业的职业 

经理真正把 自己的利益与企业的 

利益统一起来。任何一种激励机制 

的设计，核0是这一点 ，出发点是 

这一点，归宿也还是这一点。如果 

离开 了这一点，我们企业制度的改 

革不可能成功，经理人员的职业道 

德也不可能建立。 

第四，对职业经理人员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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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 光华管理学院强调的一 

点是我们培养的人才，不仅仅是应 

具有管理技能、管理知识的人才， 

而更应该是具有职业道德的人 

才。我们把这种职业道德的教育， 

灌输在整个教学当中。我们认识 

到，如果仅仅培养有能力的人，但 

没有职业道德．是不会受到企业的 

欢迎，至少不会受到外企业公司和 

私人企业的欢迎 。 

张 维 迎 教 授 简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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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 

位【M Ph『1》，1994年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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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现为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 

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 

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日寸兼 

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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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教授的企业理论 

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 

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 

有厂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 

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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