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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是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

证券时报记者 付建利

史无前例！

9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下发了一份文件。 文件的名称叫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

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

企业家作用的意见》。 这份近

6000

字的

文件从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

法治环境等

10

个方面提出了

29

条具体

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首次

以专门文件的方式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

位和价值。而在资本市场，企业家精神就

是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是投资者在

决定是否购买一家上市公司股票时，需

要重点考量的因素。

企业家精神是稀缺资源

企业家精神到底是什么？ 虽然不同

的人对此有不同的理解， 但企业家精神

都包含着创新、冒险、坚韧、诚信、担当、

进取等优秀品质，《意见》用三个“弘扬”

勾勒了新时期优秀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

涵： 弘扬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

奋斗的精神； 弘扬企业家创新发展专注

品质追求卓越的精神； 弘扬企业家履行

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 由于文化

的导向是“重农抑商”，中国的商业文化

并不发达，企业家精神更是无从谈起。改

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 中国涌现出了一

大批知名企业和企业家， 无论是民营企

业，还是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家们用于创

新，抢抓市场机遇，给社会创造了巨大的

物质财富，解决了无数家庭的就业问题，

也创造了优秀的精神财富。 以民营企业

为例，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善于在激烈

的社会竞争中抓住机遇。 企业家们敢于

拼搏，敢冒风险，把企业从小做大。 这些

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 是中国优秀文化

的重要部分。

企业家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主

体。 企业家精神中的务实、创新精神，十

分契合当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要

求， 也是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

急需的精神资源。当下，民间投资的活力

要进一步增强， 民营经济要进一步发展

壮大， 国有企业有大力开展混合所有制

改革，都离不开企业家精神的滋养。

精神是灵魂。 再难的事业，再大的困

难，只要有了坚韧不拔、勇于拼搏、善于创

新的精神， 就一定能够到达成功的彼岸。

这些优秀的品质，都是企业家精神原本具

有的优秀内核。 所以，在当下进一步彰显

企业家精神，明确企业家精神的价值和地

位，有利于进一步激发中国经济的创新动

力和发展活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

升级，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投资须考量企业家精神

一个社会要彰显企业家精神。对于一

个企业来说， 更是需要彰显企业家精神。

好的企业，一定是企业家打造出来的。 海

尔的张瑞敏、万科的王石、新希望的刘永

好、哇哈哈的宗庆后、联想的柳传志、华为

的任正非、腾讯的马化腾、苹果的乔布斯

……这些优秀的企业，总是打上了相关企

业家鲜明的符号。企业家们以自己灵敏的

商业嗅觉、坚韧不拔的拼搏劲头、不创新

毋宁死的胆量和勇气， 以及格局观和境

界，带领企业一路向前，虽九死其犹未悔，

最终拨云见日，把企业带向一个又一个新

的境界。 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优秀的企

业，背后都有一个优秀的企业家。

在

A

股市场的上市公司， 更是中国各

行各业的优秀企业代表。 上市公司能够走

多远，能否适应互联网时代新的发展趋势，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企业的领头人是否

具备企业家精神。 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企业

领导者，会有一流的商业竞争力，以及强烈

的股东回报意识，扎扎实实做实业的态度，

立志于把企业打造成为“百年老店”，让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 护城河不断拓

宽，同时为员工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广大

中小股东负责， 绝不是像有些上市公司的

老板，上市就是为了圈钱，股东回报意识淡

漠， 热衷于制造题材概念， 这样的上市公

司，只会对

A

股市场造成伤害。

A

股市场需

要的上市公司， 就是企业的领导者具备企

业家精神。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如何判断一个企

业的领导人是否具备企业家精神，简单地说

就是

6

个字：听其言、观其行。上市公司的老

总说的、做的，投资者如果仔细研究，是可以

大致判断出这家企业的老板是否在认真做

实业，是否有股东回报意识，是否具备灵敏

的商业嗅觉和强有力的执行力，以及战略格

局观。对于那些不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上市公

司老板，投资者完全可以用脚投票。

为肯定企业家价值点赞

程喻

六十多年以来，首次以文件的精神

肯定企业家的价值。 在我们还没留意

时，公司老大就在朋友圈内转发了这篇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

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

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 对于一年都更

新不了几次朋友圈的人，只能说，企业

家果然反应敏锐。

很多时候，老板之所以能够成为老

板，是因为他们能够看到，想到其他人

看不到的事情，就像富二代创业会比普

通人要容易得多。 其原因是他们在小时

候，就看到父母做生意的各种举动。 小

时候的记忆能力好， 潜意识正在发育，

看到眼里都会深刻在记忆里。 看父母如

何待人持物，如何客套说一些生意场的

话。 同时，父母带他们去各种各样的场

合，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给他们创造了

一种先天的优势。 言传身教，给以后的

经商带来了很多帮助，所以畅销书上的

“商道”，如果不能活学活用，就算倒背

如流也用不到点子上。

企业家对政策的敏锐还体现在行动

力上。 听来一个故事，那是

5

年前了，十

八大后不久，一位企业集团领导说，近期

考察了

10

个乡镇， 对乡镇有了新的了

解。这家从事现代服务业的企业集团，业

务似乎与乡镇没有什么关联。 这位企业

家说，“党的十八大提出工业化和城镇化

良性互动、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

调， 推进新型城镇化会带来巨大的市场

空间，产生很多的商机，我认为在推进城

镇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轮空’，我们要

抓住发展机会。可是我们对乡镇不了解，

所以我带了市场、投资、财务等部门经理花

两个月时间走了周边

10

个乡镇，掌握了第

一手资料，做市场分析，再看看国家和地方

的政策，选择一个合适的点进去。 ”不同人

看政策，有不同的角度，普通人看态度，现

在政策鼓励什么， 反对什么； 企业家看角

度， 想的是从哪个角度切入进去可以做成

生意，而且会抓紧时间去落地。

但对于企业家， 我们又经常陷入一个

误区，言必称马云、王健林、柳传志，好像只

有他们才称得上企业家。要知道，中小企业

数量占到了全国企业总数的

99%

， 贡献了

八成以上的城镇人口就业， 他们才是本次

中央文件的真正受益者。 比如加强企业家

教育培训、加大对企业家的帮扶力度。除此

之外，还有涉及“真金白银”的改革方案，比

如意见中说 “要依法保护企业家自主经营

权，建立完善涉企收费、监督检查等清单制

度，清理涉企收费、摊派事项和各类达标评

比活动，细化、规范行政执法条件，最大程

度减轻企业负担、减少自由裁量权。 ”光是

这一条， 企业家们就举双手欢迎。 近几年

来，虽然取消、停征和减免了多项收费，但

只要下基层问问，大多数企业家都会叫苦：

有的涉企收费表面上被清理了， 但地方依

然在收取；有很多收费被清理了，但新增收

费项目又被“发明”出来。当然，这样的话不

敢明说，背后的牢骚可是不少。

取消不合理收费的关键，还是要把收

费权真正关进制度笼子， 并破除地方利

益、部门利益。 除了中央层面重拳出击之

外，具体执行层面，也不妨兼听企业家意

见。 这是因为涉企收费究竟有多少，哪些

收费不合理、企业负担有多重，企业最清

楚。 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还是要看

落实到行动上。

9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下发了一份文件。文件的

名称叫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

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

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 这

份近 6000 字的文件从营造

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

法治环境等 10 个方面提出了

29 条具体的意见。

做投资也要看企业家精神

证券时报记者 王一鸣

近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

《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

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

家作用的意见》（简称《意见》）。 意

见明确指出， 企业家是经济活动

的重要主体。 这也是中央首次发

文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

值，引起国内各界广泛讨论。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

云更是直言，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是

2000

年来中国在思想领域的一

大进步。 认可企业家才是真正相信

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 什么是企

业家？什么又是企业家精神？对于投

资者而言，这些又意味着什么？

“企业家”这一概念由法国经

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

1800

年首

次提出。 企业家“

entrepreneur

”一词

是从法语中借来的，其原意是指“冒

险事业的经营者或组织者”。 关于

“企业家精神”的确切含义，学者们

有不同的看法， 但大多数人都赞同

其中最关键、 最核心的两个特质应

该是“承担风险”和“创新”。“企业家

精神” 指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

理企业的综合才能的表述方式，它

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

素。例如，在西方，人们会认为，沃尔

特·迪斯尼最伟大的创造不是《木偶

奇遇记》，也不是《白雪公主》，甚至

不是迪斯尼乐园，而是沃尔特·迪斯

尼公司及其使观众快乐的超凡能

力。萨姆·沃尔顿最伟大的创造不是

“持之以恒的天天平价”而是沃尔玛

公司———一个能够以最出色的方式

把零售要领变成行动的组织。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大

批优秀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迅速

成长， 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企业不断涌现，为积累社会财富、

创造就业岗位、 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 增强综合国力作出了重要贡

献。 其中，浙商的成功就是一个典

型例子。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

称道： 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烈企业

家精神的地方。 浙商的创业欲望

和创业能力， 就是一种资源和竞

争力。 他们每到一地，带去的是实

干聪明的企业家精神， 留下的是

为当地创造的就业和税收。 更重

要的是， 他们的观念和思路是一

颗启蒙的种子， 这是浙商对全国

人民的贡献。

从企业角度来看，企业家对于

一家企业的价值不言而喻。 企业家

是企业的灵魂，具有决策能力、推动

能力和管理能力， 是价值贡献的重

要主体。 而知名企业家自身就是

IP

，具有价值影响力和传播力。 就

马云对于阿里巴巴而言， 其已经成

为超级

IP

，具有巨大的传播力和影

响力， 是企业品牌和商誉的核心部

分。从投资角度看，除了要看所处行

业及前景，更要看所投企业的人，尤

其是领军人物和他的团队。 领军人

物是否德才兼备， 并具有企业家精

神， 通俗些就是看他是不是想做事

情，拿完投资资金，要把资金用在想

要开展的业务，而不是去买车买房。

当年马云去说服孙正义投

资，

6

分钟就谈成了。 马云对孙正

义说，“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不

管你相不相信， 它是一个非常有

前途的事业， 我是拿生命去完成

这个事业的。 ”正是这句话打动了

孙正义。 同样， 雷军投资欢聚时

代、拉卡拉，更看重创始人的人品

和企业家精神， 对他们具体做什

么则相对其次。 雷军相信孙陶然

不管做什么都能成功， 目前拉卡

拉的市场估值已经很高。

二级市场投资亦类似。 一位

业内著名的专注医药股投资的基

金经理曾说，他买医药股很看重实

际控制人是不是有企业家精神。因

为目前一些医药股基本都民营，老

板都相当富裕不用为稻粱谋，所以

看这个董事长是不是还有拼搏干

事业的理想很重要。如果老板热衷

高尔夫、时尚和娱乐，不再把上市

公司业务当做事业在拼甚至想着

如何炒作自家股票，那么就只能与

这样的公司说再见。

诚然，优秀的企业家精神成就

优秀公司，优秀的业绩也为股东创

造价值（盈利增长，净资产或者分

红增长），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

而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

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

作用， 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信这也

是本次《意见》出台的初衷。

官兵/漫画

那些撕掉“土豪”

标签的企业家们

见习记者 王媛媛

打小长在浙江小镇，“企业家” 这个词我是近几

年接触财经新闻才开始用的。以前，我们叫这些生意

人“老板”。 浙江方言也不会说企业家，就说老板，有

上市公司规模的则叫大老板。

上大学时候流行一个词———土豪。 几个关系好

点的朋友在一起，家里有企业的小伙伴，总是被我们

这些平头百姓家的孩子黑成“小土豪”。 朋友总要辩

驳一下，“我又不是读书不好，哪里土了？ ”到现在大

家还觉得“土豪”这个词实在太土，刻板印象给一巴

掌全拍死了。那时候从校园内视角看来，做金融搞法

律的人，既有知识又专业，会赚钱还绅士淑女，就是

所谓“精英”的样子。

现在我回家，几个朋友偶尔聚一下，见的比较多

的是老高。老高是做生意的，每次回家我都跟视察慰

问一样———最近生意做得怎么样呀？ 老高千年如一

日地回答，“辛苦啊，每天都在忙。 ”我奇怪，“难道不

是应该想上班就上班，不想上班让其他人做事吗？ ”

老高说，“大家做生意都很辛苦的，每天都要跟紧，有

时赚、有时赔，我也怕发不出工资。 我大伯老早不想

管公司了，钱赚够了，就不想开厂了。 但是不得不开

啊，要是关了一个厂，那么多工人怎么办？”我第一次

觉得老高可以戴一个“企业家”帽子了，说出的话有

那么点儿“使命感”。

我们镇叫杨汛桥，

2004

年可能是最辉煌的时候，

3

年上市了

7

家公司。

2004

年拿了个好牌头———中

国上市第一镇。杨汛桥虽然经济发达，但环境并不好。

当年起来的一批企业，玻璃、水泥、印染这些行业，污

染都挺大。 绿化做得不错，可惜路边的叶子上总是蒙

着一层灰。 几个大的印染厂没倒的时候，走近能闻到

刺鼻的味道。

2008

年经济危机时倒下一批企业，

GDP

肯定是降了，但对环境却有了益处，有些原来建厂的

大片地，后来建成了学校，变成了商场。其实就乡镇科

技来说，更重要的可能是推动原有制造企业的科技化

升级。 在保证老百姓生活条件的同时改善生态环境，

这确实只能由企业而非个人来完成，我们可以把它称

作“企业家使命”。 自从欧洲诞生了这种人多力量大、

控制个人所承担风险的公司制后，人类历史的进程总

摆脱不了公司的巨大推动力。

总有人讨论， 为什么上海就诞生不了伟大的企

业？因为上海是金融中心嘛。在上一个经济发展阶段，

民营企业家要做出一个伟大的企业，个个都是有勇有

谋得肯干。做企业不是坐办公室电脑上打打字就能完

成的风吹、日晒、雨淋，一个看不清楚的未来，跟今天

有明确上升路径的咨询机构、券商不能同日而语。 那

种一开始艰苦卓绝的小生意，不是大多数处在金融中

心的高学历人群愿意尝试的。今天的企业家并不是我

小时候以为的“土老板”，一直以来在说的开拓精神永

远都在，只是在这个时代被赋予了创新的含义。 前段

时间参加了一个企业组织的活动， 董事长依旧满口

“浙普”，站在自家公司请来的明星代言人旁边，的确

显得不够精英。但这家民营企业聘请了中国顶级经管

学院的研究生担任公司董秘，组建了一支专业公关团

队，是老一代企业向新时代不断发展革新的缩影。

上海能不能诞生伟大的企业？ 未来这个问题或

许会被塞进历史的仓库。 我们看到中国的企业在朝

着科技和创新发展，上海也在全力发展“科创中心”，

至少我们相信， 未来伟大的企业会诞生在科技创新

行业，这也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不遗余力在做的事。

老一代企业里确实有不少投机客， 但在新的中国经

济环境下，这种投机机会显然减少。 在这个市场上，

老企业家和新企业家正在开始一场角逐， 一个是自

我革新，一个是另行创新，他们正在推动着一个新的

历史激荡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