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家族企业不可小视 

家 誊 
经营或家族成员控制企业主要领域的一 

种企业形态。家族企业最主要的特点是 

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基本上由家族成员 

掌握。 

家族企业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不可忽视。全球绝大部分企业是家族企 

业，世界 500强中家族企业占 1／3。有 

研究表明：在美国，80％ 多的企业为家 

族所有 (Zeitlin，1976)。对美 国新增 

岗位的贡献率达 78％，其占美国雇员人 

数的 65％，创造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半数以上。家族企业在我国所有企业中 

的比重也很大。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 

全国工商联研究室共同组织对 21个省、 

市、自治区的250个市、县、区的 1947 

家中小私营企业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 

有近 80％是家族式或泛家族式企业。据 

2000年底的统计数字，私营企业在全国 

大约有 200万户。私营企业的总投资超 

过 2万亿人民币，雇佣的人数将近 8000 

万 。 

中美家族企业的差异分析 

尽管家族企业在中国和美国都有着 

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但 

是由于种种原因，两国的家族企业也存 

在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 8个方 

面 ： 

1、发展历程不同。美国家族企业 

产生于 18世纪末 19世纪初，经历了约 

200年的发展历史。如美国现代化工业 

之父——杜邦公司成立于 1802年 4月， 

至今整整有 200年的历史。中国的家族 

企业产生于近代社会，其间由于重大历 

史事件的影响，曾产生了某种程度的间 

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现阶段中国 

家族企业产生于 1978年，伴随着市场 

价值取 向的改革而快速 发展 。时至今 

日，中国家族企业才走过 20余年的历 

程 。 

2、经济体制环境。经过 200年的 

发展之后，目前美国家族企业处于发达 

的市场经济环境之中，并极大地推动了 

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在完备的 

市场机制下，美国家族企业高效率地运 

行 ，发挥着 资源配置的作用。而 中国 

家族企业的成长是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的经济转轨密不可分的。具体表现 

在 3个方面：第一，从市场发育来看， 

家族企业具有明显的自发性。20世纪70 

年代末，传统集体农业已经无法调动农 

民的积极性，于是农民自发创造了家庭 

联产承包，从而家族企业蓬勃发展，弥 

较 及 启 示 

■ 杜治洲 

补了计划经济造成的市场短缺；第二， 

从计划体制角度看，家族企业具有浓厚 

的实验性；第三，从整个转轨过程看， 

家族企业具有内生性。家族企业中，开 

“夫妻 店 ”的并不 占多数 (城镇不超 

过 30％，农村不超过 20％)，农村企 

业主的配偶大多数 (49．6％)仍是农 

民；而 城镇 家 族企 业主 的配 偶 多数 

(57．5％)仍在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事 

业单位从事原来的职业，相当多的家庭 

仍然是脚踏两只船，仍未摆脱与原职业 

、 原单位所有制的联系。可见 ，家族 

企业深深地烙上了转轨的印迹。 

3、法制环境。美 国家族企业之所 

以发展迅速，影响巨大，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其良好的法制环境。私有财产受到 

宪法的明确保护。完备的法律体系为家 

族企业增加了丰富的信用资源，简化了 

交易程序，节约了大量的交易成本，提 

高了管理效率。中国家族企业处于法制 

不健全的时期，市场秩序不规范，企业 

主法制意识较单薄，许多家族企业仍处 

于 “人 治 ”的阶段 。 

4、表现形式。美国家族企业具有 

明显的公开性，家族姓氏成为其企业文 

化的一部分；而中国的家族企业具有极 

大的隐藏性 ，主要是为了寻求适应性保 

护。 

在美国，家族企业的创业者往往偏 

爱将 自己的姓氏和企业紧密地联系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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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他们不仅将公司和 自己姓名合为一 

体，有的还将自己的名字印在产品标签 

上，更有甚者将它们刻在办公大楼的上 

面。企业家从中得到 自我表现的满足感 

和荣誉感。当企业在家族 内传递时，家 

族姓氏就成了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有利 

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为了维护家族声 

誉，员工对商品的质量极为关注，因为 

老板的名字就印在商品上面。如福特、 

杜邦 、麦克唐纳 、迪斯尼 、沃尔 ·玛 

特等等，不一而足。而中国的家族企业 

总是像个害羞的姑娘，“欲抱琵琶半遮 

面 ”。这 主要有两个 原因 ：一方面 ， 

以往主流宣传认为家族式管理是一种落 

后的、低效率的、没有前途 的管理方 

式，从而使人们对家族企业存在偏见。 

所以，家族企业主不愿承认 自己的企业 

是家族企业。另一方面 ，在家族产权 

得不到应有保护的情况下，企业只能戴 

上一项集体企业甚至 国有企业的 “帽 

子”，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 。 

5、权力结构。 

美国家族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对 

分离，家族以掌握企业控制权为主；中 

国家族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密切结合， 

家族成员一般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 

在美国，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相对达， 

股票基本上能成为衡量公司价值和考核 

经理业绩的指标。在家族成员机会成本 

较高的情况下，当公司发展稳定成熟之 

后，他们往往通过控股掌握 公司控制 

权， 日常经营管理交给职业经理去完 

成。1911年老福特控制福特公司后，他 

的儿子埃德塞尔 ·福特第二担任总经 

理。20世纪 70年代福特家族第三代牢 

牢地控制着该公司，亨利 ·福特第二担 

任董事长 ，老二本森 ·福特是董事、 

副总经 理兼营业委员会主席，老三威 

廉 ·福特也是董事、副总经理 。 

在我国，家族企业主及其家族成员 

股份之和占企业总股份的80％以上 (张 

厚义 、明立志，2000)， 已上市 的家 

族企业中，康美药业由马兴田家族控股 

66．38％，太太药业 由朱保国家族控股 

74．1 8％，广东榕泰 由杨启昭家族控股 

67．19％。家族不仅是最大股东，而且 

是主要的企业经营者。这既有家族企业 

规模有限的原因，又与职业经理市场不 

完善有直接关系。 

6、家族成员内部的产权关系。 

美国的家族企业中，家族内部产权 

明晰。例如，1903年福特公司成立时， 

亨利 ·福特只占有 25．5％ 的股权 。后 

来福特逐步买断了合伙人 的股份，到 

1919年，福特家族掌握了该公司的全部 

股权。H ·J·Heinz公司运作 20年之 

后，企业的主要创始人 Henry Heinz出 

钱使 自己的兄弟和堂兄放弃了这个公 

司 ，后经几代家族成员的努力，使调 

味番茄酱家喻户晓。可 以说，家族成 

员在经济上的关系非常清楚，对企业的 

管理也较少受到血缘关系的影响。 

中国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内部产 

权模糊不清，这往往是企业最后分崩离 

析的最大隐患。在创业初期，家族成员 

齐心协力，只考虑如何把企业办好、做 

大，并未过多的考虑产权关系。原因主 

要是 ：在创业之初 ，一方面 ，企业规 

模小，产权结构未能引起家族成员的足 

够重视；另一方面 ，大家励精图治、 

艰苦创业，所有矛盾都被激情所掩盖。 

但是，当企业达到一定规模时，每个人 

的想法都会不一样，对待荣誉和金钱的 

看法也会有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一山 

不能容二虎，即使是亲兄弟之间，父子 

之间都难免出现反 目现象，甚至另立门 

户。在中国家族企业里，这是屡见不鲜 

的事。 

7、激励模式。美国家族企业中的 

激励模式是一种 “效率激励”，它以公 

平竞争为基础，以效率最大为 目标。在 

用人问题上，无论是对族外人还是族内 

人，都适用 “能者上庸者下”的原则。 

这种优胜劣汰的机制是市场竞争条件下 
一 种有效的激励机制 。而我国家族中常 

常采用 的是 “道德激励 ”，推 崇 “孔 

融让梨”的品格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 

“谦让 ”，而 在 “长子 ”地 位较 高的 

环境 中，“谦让 ”的结果常 常是 “长 

子”获得更多的权力 ，更多的机会 。 

这既不是公平的，更不是有效率的，因 

为 “长子 ”并不一定比其他子女能力 

强 。“效率激励 ”是一种硬措 施 ，而 

“道德激励 ”是一种软约束 ，它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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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不到 “效率激励 ”的效果 。 

8、权力交接。在美国，家族企业 

的创始人能够在 自己年寿已高、精力不 

济的情况 下把权力的接力棒交给下一 

代，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梅隆银行的 

前身为托马斯 ·梅隆父子公司，1908 

年父亲去世之前，儿子理查德和安德鲁 

已经接管公司。希尔顿饭店公司成立于 

19l9年。1966年，公司的创始人康拉 

德 ·N ·希 尔顿 将 位子 让给 了儿子 

Barron。在掌舵 30年后，Barron决定 

放弃最高决策权，只任董事长，公司总 

裁和 C EO 移交给 SteP0h0n·F· 

Bollenbach。 

在中国的家族企业中，权力交接存 

在极大的障碍。家族企业移权于下一代 

的最大障碍，是其创业者陷入了权力陷 

阱，对权力怀有一种深深的眷恋。在这 

些创业者看来，家族事业是由他在一穷 

二 白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家族企业的 

旗帜是由他勤劳的双手亲 自升起来的， 

家族企业王国只有在他的统领下，才能 

运转 自如，才能生机勃勃，繁荣富强。 

因此，他在家族企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 

绝对权威 ，他有着别人无法 比拟的 自 

信。对他来 说，家族企业就是权力 、 

地位和荣誉的象征，甚至代表着他的生 

命，要他从权力交椅上走下来，那就是 

在贬损他的生命价值。或者担心子女不 

能担此重任而不愿放权，甚至根本就未 

在权力交接上作长远打算，往往七八十 

岁还没有退休的打算，以至于其某一天 

辞世时，权柄的归属突然成为该家族的 
一

个严峻的问题。 

三、给予的启示 

1、不能因为 目前家族企业存 在一 

些暂时的问题而全盘否定家族企业。美 

国家族企业实力强，效率高，一个很重 

要的问题在于其历史较长。我国家族企 

业可以说才起步，规模及管理方面存在 
一

些局限是可以理解的，不要因此而对 

家族企业怀有偏见。 

2、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职业经 

理市场的发展与成熟。许多家族企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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