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1

主编：庞珂 编辑：李为学 2015 年 4 月 13 日 星期一

Tel

：(0755)83501531

A7

聚焦家族企业交接班

A股家族企业忙交班 80后上位创一代“留一手”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营业收入

125.67

亿元、 净利润

13.68

亿元！

这是天士力

(600535)

少帅闫凯境

自去年

3

月

28

日从其父亲闫希军手

中接过董事长以来， 回馈给投资者的

2014

年年度业绩， 各项主要经营指标

均创历史新高。

同样，“新希望系” 掌门人刘永好

于

2013

年

5

月份将新希望（

000876

）

董事长职务交由女儿刘畅后， 新希望

两年来的业绩亦不负众望。

上个月，得利斯（

002330

）实际控制

人郑和平与女儿郑思敏实现职位交接，

后者接任得利斯董事长。就在上周，正邦

科技（

002157

）实际控制人林印孙之子林

峰出任总经理，年仅

29

岁。

新生代上位的现象正在悄然发

生，发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创一

代”们已逐步走向耳顺甚至古稀之年，

他们的精力不足以继续支撑日渐庞大

的家族产业， 寻找接班人延续家族产

业遂成当务之急。 于是，二代们被顺势

推上历史舞台，当然，他们往往会被贴

上“富二代”的标签。

“我觉得接班是个伪命题，不能说

今天我做董事长了， 然后我就接班成

功了。 ”去年

11

月份，刘畅曾公开表

示，富二代不是负面代名词。

在一众接班人中，“

75

后”乃至“

80

后”正在快速崛起，他们渐成接班人团

队的主力军， 大有取代父辈成为公司

主宰人物的趋势。 与父辈们不同的是，

接班人们普遍未曾经历改革开放初期

的所谓“原罪时代”，无论是生活环境

还是教育经历，他们均远胜于父辈。

然而， 良好的教育经历并不足以

让接班人们完全取信于父辈， 很多时

候，接班人们实际上处于“半接班”状

态。 这种半接班的状态体现在，父辈们

交出董事长职务的同时并不会立即交

出控股权，而是要“留一手”；或者说，

父辈们退居二线，仍会保留董事、监事

或其他相关职务， 从而对接班人形成

控制权或职务层面的牵制。

80后当权

据福布斯中文网去年

9

月份发布

的数据显示，

2011

年

~2013

年间，国内

共有

74

家上市家族企业完成包括经

营权力在内的代际交接， 约占当时全

部

747

家家族企业的

9.9%

。 此处家族

企业是指至少有两名家族成员在公司

担任要职的民营上市公司。

去年以来， 接班现象同样此起彼

伏，在可统计的

7

家上市公司中，有

4

家上市公司的接班人是

80

后，其中有

两位接班人还是

85

后。

以中路股份（

600818

）为例，该公

司实际控制人陈荣系

1958

年生人，目

前业界对陈荣的评价是“国内最低调，

也是最务实的风险投资家和天使投资

人之一”，其经历颇为传奇。

公开资料显示， 陈荣以中路股份控

股股东上海中路集团为主体先后投资了

不下

160

个项目，包括雷士照明、数字政

通等，还曾控股南江

B

前身

ST

大路

B

。

就连中路股份本身，亦是陈荣

2001

年以

民营资本改组的前国有企业。

从

2007

年开始，陈荣直接介入中

路股份日常经营出任董事长， 直至去

年

11

月份，陈荣决定对中路股份董事

会实施全面改选。 就这样，陈荣辞去中

路股份一切职务， 其子陈闪接任董事

长， 与陈闪一起当选的其他

4

名董事

均系去年

11

月份才履新， 属于新班

底。 不过中路股份

5

人董事会中两名

非独立董事王进、 刘堃华分别是上海

中路集团的人力资源部负责人、 财务

总监，与陈荣关系密切。

陈闪出生于

1987

年，在出任中路

股份董事长之前曾在该公司旗下上海

永久自行车公司工作数年， 历任上海

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上海宣桥镇第三

届人大代表。 一段鲜被提及的资料显

示，陈闪

23

岁时花费

100

万元用于中

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 令永久牌得以

重生，由此被称为“异类”富二代。

值得一提的是， 陈闪并非陈荣独

子，在安排权力交接时，陈荣对两个儿

子陈闪、陈通均有照顾。 目前陈闪、陈

通均持有上海中路集团

25%

股权，对

中路股份间接持股比例相当， 但均不

构成实际控制，不同的是，陈闪取得了

中路股份经营权。

几乎与陈闪同一时期接班的还有

南洋科技现任董事长邵奕兴， 巧合的

是，邵奕兴与陈闪同龄。 与陈荣年龄相

仿， 南洋科技实际控制人邵雨田今年

才

52

岁，不过仍决定辞去南洋科技一

切职务， 将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职务

悉数交给儿子邵奕兴， 目前邵奕兴的

舅舅冯江平在南洋科技担任董事。

履新仅

1

个月后， 邵奕兴主导南

洋科技于今年

1

月份抛出了一份

11.38

亿元的再融资方案，其中邵奕兴

拟出资

10.58

亿元。 不难猜知，邵雨田

应该是最终的出资方。

此外，武汉凡谷董事长孟凡博、鄂

尔多斯董事长张奕龄均系去年以来才

接班的

80

后。 其中张奕龄系鄂尔多斯

实际控制人王林祥的女婿， 张奕龄妻

子王臻并未女承父业接任董事长，却

于今年

3

月

31

日起当选鄂尔多斯总

经理。

与之类似的是， 万马股份董事长

何若虚（

1979

年生人）亦是实际控制人

张德生的女婿， 其妻张珊珊则出任副

董事长。

事实上， 国内家族企业在选择接

班人时一般很少选用子女以外的第三

方非直系亲属， 部分公司尽管存在女

婿、侄子接班等现象，但很少能够最终

取得控制权， 仅有零七股份实际控制

人练卫飞以女婿身份在接班后不久取

得控股权等少数案例。

历练与辅佐

记者掌握的一段背景材料显示，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山东西王村投资

2400

万元的以玉米淀粉发酵制取甘油

的项目因市场环境恶化亏损

3000

余

万元， 当地一百多户村民签字按手印

要求分厂房及资金。

上述现象是西王食品及西王系列

公司创业初期的写照， 包括西王食品

实际控制人王勇在内的多数创一代民

营企业家， 普遍都遭遇了创业期的诸

多窘迫，包括政策环境、资金压力等，

天士力实际控制人闫希军凭借复方丹

参滴丸创业时亦是如此。

相比于王勇、 闫希军等父辈企业

家， 西王食品及天士力现任董事长王

棣、 闫凯境等人的经商环境则优越许

多。 记者注意到，创一代们在安排接班

问题上可谓费尽心血， 以努力维系来

之不易的家族商业帝国。

以出生于

1979

年的闫凯境为例，

他是闫希军的独子， 早期在英国阿斯

顿大学学习信息系统和商业计算机，

接着进入英国雷丁大学学习国际证

券、投资与银行，并获得硕士学位。

2005

年，

26

岁的闫凯境以天士力

未来接班人的角色进入天士力控股股

东天士力控股集团工作。 从接管天士

力控股集团投资部、 创建天津崇石创

业投资公司， 再到成立华金国际医药

医疗基金、 策划完成天士力

2010

年

10.68

亿元的定向增发，闫凯境进入天

士力之前的工作主要是投资并购，并

未涉足天士力医药主业。

通过天士力控股集团磨砺闫凯境

的同时， 闫希军在天士力内部亦早有

安排。 彼时天士力总经理系南开大学

社会学博士、注册执业药师、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李文， 后者在天士力的

10

年总经理生涯中，天士力营业收入、净

利润、市值分别增加

9

倍、

5

倍、

14

倍，

客观上为闫凯境执掌天士力提供了必

要基础。

于是在

2012

年

10

月份， 闫凯境

从李文手中接过天士力总经理一职，

李文则就此离开。 李文在离开天士力

后曾对外称，“我培养的团队， 他们正

勤奋的工作着， 不会因为我的离开而

受丝毫影响，相反，因为我的离开更能

激发他们的创造性， 而能持续地为企

业带来价值。 ”

去年

3

月

28

日，闫凯境正式从父

亲手中接手天士力董事长一职， 而闫

希军则安排了天士力控股集团另一位

资深医药行业职业经理人朱永宏出任

天士力总经理， 用以辅佐闫凯境。 目

前， 在金融投资领域浸淫多年的闫凯

境正在攻读天津大学药事管理博士及

天津中医药大学中药学博士， 闫希军

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正由于创一代们将接班人问题视

作公司战略层面的问题， 因此实务中

为数不少的

75

后甚至

85

后接班人尽

管年龄并不大， 但管理经验却普遍多

于同龄人。

如科达股份（

600986

）董事长刘锋

杰 （

1981

年生人）

22

岁从中国海洋大

学毕业后， 马上进入科达股份从事经

济管理工作。 两年后，刘锋杰赴英国曼

彻斯特大学攻读项目管理专业， 毕业

后先在东方资产工作，

27

岁时再度进

入科达股份，至

29

岁时接任父亲刘双

珉董事长职务。

大湖股份董事长罗订坤也是

29

岁接替父亲罗祖亮出任董事长。 在履

职前， 罗订坤以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

国际经济学学士和中国社科院金融研

究所研究生的身份先后就职于北京天

惠参业公司、 泛海控股集团等公司，

2011

年

6

月份才进入大湖股份出任董

事长。

至于西王食品董事长王棣， 则一

度被称为 “最不像富二代的富二代”，

因为王棣在西王食品控股股东西王集

团中起步于一线工人， 父亲王勇对其

异常严苛， 要求王棣必须具备扎实的

基层工作经验。

部分创一代们虽未急于退休，但

已在着手培养接班人。 例如长城影视、

长城动漫实际控制人赵锐勇之子赵非

凡今年仅

32

岁，去年先后出任长城影

视总经理、副董事长。

记者注意到， 除了接班前在学业

及履历方面悉心栽培外， 创一代们在

接班人履职后依然维系高效的管理团

队，以促成父子代平稳交接。 如西王食

品、济民制药、新希望等公司在接班人

们到位后均迅速重新选聘职业经理人

辅佐少帅。

半接班

相对于创一代， 接班人们普遍拥

有海归背景及高学历， 在对商业环境

的认知及企业的战略考量方面， 并不

与父辈始终保持一致。 实务中曾出现

接班人在接班后， 对上市公司实施手

术式资产重组，甚至彻底改变主业，如

江南嘉捷、零七股份等。

更有甚者， 个别公司还出现接班

失败的现象。 海翔药业原董事长及实

际控制人罗煜竑

2007

年从父亲罗邦

鹏手中接班后， 于去年将海翔药业控

股权转让给东港集团董事长王云富，

家族产业由此付诸东流。

更多的案例表明，除非创一代年岁

很高以至于精力不足以参与经营， 大多

数创一代在正式退休之前往往会给接班

人留下一段缓冲期。在此期间，接班人们

的接班行为相当于“半接班”。

上述半接班现象体现为， 创一代

们并不会大面积从公司“裸辞”，他们

一般会留任董事、监事等非核心岗位，

个别情况下会担任副董事长。 有时，即

便创一代们未能在上市公司保留职

位， 也往往会在控股股东等关联公司

任职，至于控股权，创一代们不会轻易移

交给接班人，哪怕接班人已经

50

岁。

其中，典型的案例是模塑科技，该公

司实际控制人曹明芳今年已

71

岁高龄，

后者早在

2001

年即辞任董事长， 其子曹

克波当年就任模塑科技总经理，

2006

年

接任董事长。不过，曹明芳辞任董事长后，

并未从模塑科技管理团队淡出，始终担任

董事，并于

2006

年起出任副董事长。而目

前

46

岁的曹克波也并非模塑科技实际控

制人，他仅持有模塑科技控股股东江阴模

塑集团

18%

的股权。

至于

75

后接班人中的半接班现象则

更为常见，如西王食品实际控制人王勇目

前担任公司监事，新希望实际控制人刘永

好也担任公司董事。金固股份实际控制人

孙金国、 孙利群夫妇之子孙锋峰

26

岁出

任公司总经理，

32

岁出任董事长，孙金国

2007

年起则一直担任董事。

据不完全统计，接近半数的存在接班

情况的上市公司中，创一代们均会在董监

高中适当保留一定的职位。尽管他们不再

担任董事长，但作为创始人、实际控制人

或灵魂人物列席董事会等高层会议，创一

代们对会议的控制力度及对接班人的心

理威慑不言而喻。

有时，即便创一代们未继续在上市公

司任职，也会在关联公司担任要职。 如中

路股份实际控制人陈荣目前便是该公司

控股股东上海中路集团董事长，鄂尔多斯

实际控制人王林祥亦是公司控股股东内

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董事局主席。

特殊情况下，当创一代们不幸故去或

因其他方面的原因无法继续履职及控制

上市公司时，接班人们便会顺理成章地从

半接班变成全接班。如兴民钢圈原实际控

制人王嘉民于

2011

年

4

月份病逝， 其子

王志成（

1990

年生人）即时继承控股权，

女婿高赫男（

1981

年生人）亦于同期接任

董事长，去年

3

月份则兼任总经理，兴民

钢圈由此被动完成接班。

再如闰土股份原董事长阮加根去年

9

月份逝世，原系闰土股份董事的长女阮

静波 （

1987

年生人） 随后接任董事长职

务。 今年

1

月下旬，阮加根法定继承人经

商议决定，阮静波继承阮加根大部分股权

（阮加根与妻子张爱娟共同财产之外），遂

与母亲张爱娟、妹妹阮艺媛联席控制闰土

股份。

实际上，不管是半接班还是被动全接

班，基于代际传承的大方向，创一代们将

产业全盘移交给接班人仅是时间问题。由

于中国内地上市家族企业历史并不久远，

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典型性接班案例，随

着时间的推移，

A

股或将出现越来越多的

家族产业接班现象。

上市家族企业

是否富不过三代？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中国有句俗语，叫“富不过三

代”，大意是家族财富在进行代际

传承过程中容易缩水甚至灭失，

守业更比创业难。 如果这是具备

中国特色的财富衰减魔咒， 那么

创一代们的焦虑可想而知， 他们

不希望穷尽毕生创造的财富在后

辈手中付诸流水。

随着中小板、 创业板乃至全

国股权系统的急速扩容与升温，

中国民营企业的家族财富正在迅

速攀升。相关数据显示，仅广东地

区自今年

3

月份以来即诞生了

12

名身价超过

10

亿美元的超级

富豪， 这便是现今资本市场造富

的新常态。

有充分的案例表明，创一代们

普遍不会激流勇退， 如果能不退

休，他们愿意一直执掌家族产业。

记者曾梳理过

A

股市值靠

前的约

100

家拥有实际控制人的

民营上市公司董监高任职情况，

发现夫妻店、兄弟店、父子店等家

族痕迹极为明显的公司其实并不

多见。

换言之，目前

A

股泛家族化

上市公司在相当程度上具备社会

化属性，系社会公众公司，特别是

在举牌大战迭起的背景下， 其社

会化属性更强。 广州某民营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曾一再对记者及

其他人士强调，公司系公众公司，

不是他们家的私人产业。

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是社会化

属性再高的民营上市公司，一旦将

接班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家族化属

性便立即凸显，这时公众公司在某

种程度上可视为家族产业。

于是， 创一代们首先考虑的

问题是， 接班人们是否具备承继

家族产业的能力， 这种能力体现

为接班人们能否像父辈一样控制

或平抑董事会， 能否继续维系正

常的商业运作。

上述顾虑绝不是多余， 大多

数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30%

，尤其

是新兴科技类公司 （融资及股权

激励大幅稀释控股权）更是如此，此

时公司便可能出现控股股东之外的

强势股东或强势董事， 他们慑于创

一代的威望和能力甘当财务投资

者， 但面对下一代的接班人未必会

如此。

实务中已出现接班失败的案例，

或者是接班人丧失上市公司控股权，

或者是无力经营公司。 总之，接班人

们能够在所有权及经营权两方面守

住父辈产业是接班的基本条件。

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原则， 上市

公司股东所有权与经营权应适度分

离，不过

A

股公司并未建立起普遍

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大多数民营企

业是所有权与经营权一手抓， 这更

加要求接班人们具备必要的企业政

治手腕和经商头脑。

当创一代们发现潜在直系接班

人不具备上述能力或无直系接班人

时， 可能就会考虑将经营权外包给

职业经理人团队， 寄望于职业经理

人帮他们延续家族产业。数据显示，

A

股约有

10%

左右的家族上市公司

未进行正常的代际传承， 该部分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均系职业经理人，

少数公司董事长也是职业经理人。

中国民营企业是否会前赴后继

地陷入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胡润研

究院曾发布了一份 《胡润全球最古

老的家族企业榜名单》，包括日本金

刚组、 意大利

Antinori

等在内的家

族企业均已传承数百年甚至千余

年，这对中国企业尤其是

A

股民营

企业是一个启示。

另一份数据显示，

2003

年

~

2008

年，

A

股曾出现了第一批接班

潮，如永鼎股份、华测检测、浙江龙

盛等。从目前情况来看，接班人们基

本上守住了父辈们传承的家业，个

别公司甚至还完成产业创新升级。

将家族企业接班现象延伸至整

个

A

股领域不难发现，相当一部分

实际控制人缺位的公司创始人极为

强势， 甚至已成为公司灵魂人物和

行业领军人物，如中国平安马明哲、

万科王石、

TCL

集团李东生等，这些

公司实际上也面临创始人彻底退休

后的接班问题， 与家族产业接班存

在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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