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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调查

未来十年，中国的民营企业
将集体进入“二世”时代。

有调查显示，现在中国第一
代民营企业家的平均年龄达 55

岁至 75 岁。未来 5 至 10 年内，全
国将有 300 多万家企业面临传承
问题，传给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
子女，成为大多数第一代企业家
的首选，“富二代”接班潮汹涌而
来。

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要素的
民企的接班人，这些“富二代”如
何进入角色，不只是一个家族的
权力接替，更是影响深远的公共
事件，他们的志趣与胆识，他们的
奋斗与挫折，将直接关乎中国经
济未来的发展与前途。

八成民企面临交接班

“为中国贡献 60%GDP 的民
营企业有 80% 面临接班的问题，
其中又有 80% 存在接班危机。”

叶婷现在大部分时间都要呆
在慈溪市杭州湾新区的办公室
里。

尽管已经过了两年的历练，
谈起公司的远景规划来头头是
道，但这个 24 岁的姑娘在待人接
物上依然显露着同龄女孩子该有
的生涩。

她是宁波妈咪宝婴童用品制
造公司董事长叶伟德的女儿。作
为家里的长女，叶婷从小就被父
亲灌输了长大后继承家业的理
念。两年前从浙江理工大学本科
毕业后，她顺理成章地回到了家
族企业。

两年来，作为董事长助理，她
并没有直接参与管理公司的生产
和销售业务。“现在主要还是在学
习。”叶婷话语轻柔，人看起来也
颇为文静。

公司依然是父亲大权独揽，但
叶婷也开始有意识地给公司打上
自己的印迹。她带着一个年轻的团
队做企业战略，她认为父亲的企业
十几年来走过了生存的阶段，现在
到了求发展的时候了。

她很佩服父亲的经营能力和
硬朗的处事方式，“我一直在往父
亲的那个角色靠近，但女孩子难
免有情感化的东西。”

叶婷尽量从自己身上挖掘能
与父亲互补的方面，“父亲在管理
上、生产上很通，人脉也很广，而
高科技的、现代的东西，我们身上
有，我和他想达到 1 加 1 大于 2
的效果。”

46 岁的父亲还没有给她明确
的接班时间表，不过父亲并没有
放弃任何能提高她工作能力的锻
炼机会。公司的企业文化由她全
程参与搭建，公司有了大项目，她
也要亲自去见客户，和客户谈。

虽然决定接班，但叶婷还是
发现如今打理企业并不比父亲当
年创业容易，想将企业更加发展
壮大更不简单。而整个中国，家
族企业的传承实际上一直都困
难重重。

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
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和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2010 年
的联合调查显示，接受问卷的
3033 家企业中，48% 的企业主对
子女有无接班意愿并不清楚，子
女没有接班意愿和有接班意愿
的分别占 33% 和 19%。进一步针
对年长企业家的子女意愿的调
查统计发现，年龄在 50 岁以上
的 1014 位企业家中，子女有接
班意愿的占 35%，虽然超过了没
有接班意愿的 31%，但是年长企
业主的子女不接班意愿仍处在
较高水平。

今年 3 月，上海交通大学教
授余明阳带领的团队给出的数
据更严峻。他们所调查的中国家
族企业最杰出的 182 家中，只有
18% 的“第二代企业家”愿意并
主动接班，多达 82% 的“接班人”
不愿意、非主动接班。

“为中国贡献 60%GDP 的民
营企业有 80% 面临接班的问题，
其中又有 80% 存在接班危机。”
长期关注民营企业接班问题的
余明阳说，他所调查的 182 家创
始企业主平均年龄 52 岁，以 65
岁退休计算，10 年后都将由二代
接班，而接班人培养有个周期，
不可能一蹴而就，那么这些企业
现在就得着手培养接班人。

两代人如何交接班

老一辈企业主在交班上一定
要做到“大胆交、坚决交、彻底
交”，年轻人也要“认真接、大胆
接、积极接”。

在慈溪，叶婷曾两次进入当
地的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
校，和其他“富二代”学员一起，学
习如何接好父辈的班。

地处沪、杭、甬经济三角中心
地带的慈溪市有 6 万多家企业，
其中 90% 以上是家族企业，大部
分都已面临接班问题。

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是较
早意识到民营企业接班危机的，
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正
是出自他的手笔。

创办民企接班人培训学校，
茅理翔另有深意。在放心将方太
传给儿子茅忠群后，茅理翔经常
获邀讲述方太企业传承的经验，
他看到在交接班问题上，有老一
辈的企业主不愿交班，觉得孩子
不成熟、不争气，也有儿女不愿意
接班，两代人为此都很痛苦。

“企业交不好班，就面临被淘
汰的危险，这威胁着民营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在未来的 5 至 10 年
内，将会有一部分家族企业在交
接班中消亡。”2007 年，66 岁的茅
理翔开始了所谓的“第三次创
业”，把方太的案例直接拿到培训
班上给年轻的“富二代”们分享。

1994 年，茅理翔一手创建的
飞翔集团以生产打火枪坐上了业
界全球第一的位置，但这个技术
含量不高的产业引来了众多跟风

者，茅理翔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
项目。

茅理翔把点火枪的老摊子交
给性格泼辣的女儿茅雪飞打理，
想让在上海交大读计算机的儿子
茅忠群回来协助自己进行产业转
型。1994 年从上海交大硕士毕业
后，茅忠群原打算赴美深造，但眼
见父亲的企业陷入困境，他还是
回到了慈溪。

1994 年下半年进入企业后，
26 岁的茅忠群以理工科出身的严
谨态度做了市场调研，决心做适合
中国人自己的油烟机，并取名“方
太”。

茅理翔秉承“带三年，帮三
年，看三年”的宗旨，希望能用九
年时间完成企业的交接班。

头三年里，茅理翔让儿子共同
参与销售，不过茅忠群更专注于产
品研发，1997 年后几乎每年都有
新的机子出来，这让茅理翔觉得儿
子在头三年就用高科技改变了传
统产业，完成了产品的创新转变。

第二个三年，茅理翔连市场
营销权也下放给了茅忠群，后者
则顺利完成了产品从推销向营销
的转变、定牌生产向自主品牌生
产的转变，茅理翔随之放心地让
他参与公司的管理。

最后三年，茅理翔彻底下放了
管理权，放手让茅忠群去干。这三
年，方太完成了管理转型和文化转
型，实现了目前的家族控股、职业
经理人管理的现代家族制模式。

茅理翔总结，老一辈企业主
在交班上一定要做到“大胆交、坚
决交、彻底交”，年轻人也要“认真
接、大胆接、积极接”。

从“富二代”变成“创二代”

二代接班并不是简单地继承
家族企业，光守不行，必须得攻，
得有创新，“以孝来看待家业，以
忠来对待中国的民营企业。”

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缺乏让民
营企业主只能把宝压在子女身
上，在课堂上，茅理翔和企业主探
讨职业经理人接班，但90%的企业
主还是决定把企业传给孩子。

他觉得中国要有家族企业百
年老店，老一代要积极引导第二
代去接班，第二代接班后还要培
养第三代。“孩子要把基础打好，
书读好，人做好，到了一定时候，
比如到了高中，就该灌输接班的
思想了。”茅理翔自己就这样做
了，他让19岁的外孙也来参加董
事会、家族会议，9岁的孙子虽然
年龄尚小，也会被带着去参观工
厂，耳濡目染公司的各种事物。

二代接班并不是简单地继承
家族企业，从“富二代”变成“创二
代”，这是茅理翔和他的家业长青
学校的目标。他以自己的儿子为
例，“方太是二次创业，是儿子和
父亲共同创业，这种交接班不是
从老企业里传帮带。”他觉得茅忠
群其实就是个“创二代”。

“现在的二代从某种角度讲，

比他们的父母还要艰难，金融危
机、国进民退，这些对民企发展极
为不利，是安稳地享受老爸的财
富，还是超越父辈？”市场的激烈
竞争已经让守业变得不再可能，
光守不行，必须得攻，得有创新，
在课堂上，茅理翔激发这些“富二
代”的责任感，“以孝来看待家业，
以忠来对待中国的民营企业。”

坚守实业

“年轻二代更愿意投资虚拟
经济，而不是做实体经济，可能会
导致我国制造业过早地退出和转
移，而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又没有
发展起来，这将会危害到国民经
济的健康发展。”

创业一代和二代的差异天然
地存在，他们有隔阂，甚至很难消
弭。

在余明阳看来，第一代身上
还有着创业的“江湖气”，而现在
的第二代更信奉管理科学和工业
文明。第一代创业凭意气、胆色，
现在得靠科学、理性，靠市场调
研，按数据说话。这让两代人的差
异愈发明显，矛盾也开始出现。

在家里在公司没法进一步沟

通，茅理翔只好把两代人都召集
到课堂上，让他们各自站在对方
的立场上考虑如何顺利接班。

同样参加过家业长青培训的
胡霞敏对此深有感触。

“ 70 后”胡霞敏在 2010 年底
完全接手家里的企业，现任宁波
市开利刀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
理。一头短发、性情豪爽的她在培
训课上会被“ 80 后”的二代叫声

“姐姐”，然后请教她关于接班的
问题。

胡霞敏是家中独女，中学的
时候就被父亲灌输了接班的理
念。一直以来，她都在感受着父亲
创业的艰辛。

“小时候，父亲做木家具生
意，一到年底就出去讨债，有企业
倒闭了，欠父亲十几万，人家就拿
物品高价抵债。读高中时，父亲做
过化工，找专家来研发，他不懂，
就自己买书来研究，有次做实验，
试管就爆炸了……”这些艰辛的
创业史无不在坚定着胡霞敏把企
业办好的决心。

从宁波工程学院毕业后，学信
息技术的胡霞敏应聘到宁波一家
网络公司上班。两年后，做剃须刀
生产的父亲决定不再通过外贸公
司出口，自己直接做外贸，英语障
碍促使他赶紧把女儿请了回来。

回到家后，胡霞敏从业务员
开始干起，自己背着材料跑广交
会。两年后她才开始带团队，做业
务经理、主管营销中心，一步步晋
升，而企业核心的生产环节则由
父亲一直牢牢管控。在公司前后
干了近 10 年，父亲才放心把公司
的管理权交到胡霞敏手里。

说起来，胡霞敏觉得自己其
实也是“创二代”，跟着父亲一步
步把剃须刀出口做到全国最大，
在经过金融危机的考验后，她又
开始谋划在国内市场销售剃须刀
产品，走品牌化路线。

她看到不少已经在家族企业
接受接班培训的二代其实还缺少
从基层做起的经历，他们更愿意
去做虚拟经济，而不是跟工厂车
间打交道。

这一点也让余明阳感到困
扰，“年轻二代更愿意投资虚拟
经济，而不是做实体经济，可能
会导致我国制造业过早地退出
和转移，而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又
没有发展起来，这将会危害到国
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胡霞敏觉得实体经济才是
根，“实体经济永远是扎根在下
面的，是基础性的，电子商务要
以之为依托。做虚拟经济，你可
能头破血流，那是飘的、浮的，最
后心都要沉下来，而实体经济能
让人把心沉下来，是个修身养性
的过程。”

茅理翔一直坚守实业报国的
梦想，“实体经济对民族工业贡献
很大，实业救国，二代要坚持实
业，在此基础上，再创新发展。前
30 年的改革开放靠的是实业，未
来 30 年还是靠实业，第一代辛苦
创下来的基业不能丢。”

民企接班得靠
“创二代”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龚龚海海

未来十年，中国
的民营企业将集体
进入“二世”时代。随
着父辈的老去，这些
民企的“富二代”将
陆续接班，他们如何
进入角色，不只是一
个家族的权力接替，
更是影响深远的公
共事件，将直接关乎
中国经济未来的发
展与前途。

“ 企 业 交 不 好
班，就面临被淘汰的
危险，这威胁着民营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未来的5至10年内，
将会有一部分家族
企业在交接班中消
亡。”富二代”变身

“创二代”，民营经济
才有希望。

▲方太集团董事长
茅理翔退居二线后，致
力于帮助民营企业培养
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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