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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财眼透视

美的完美交接，雷士内讧没完

纠结的民企“交棒”模式
本报记者 仲爱梅

其实，在经济不景气的
当下，有着良好市场表现的
白酒行业早已被各路资本紧
紧盯上，收购大戏在白酒江
湖频频上演。

在传闻收购孔府家酒之
前，“饥渴”的联想控股一直
没有停止收购其他酒业的步
伐。

2011年6月，联想控股收
购泸州老窖(000568 .SZ)旗下
湖南武陵酒业39%的股权。武
陵酒是中国十七大名酒，与
茅台、郎酒并称为酱香型三
大名酒，2011年，“武陵酒”品
牌荣获“中国驰名商标”称
号。

此后的半年时间内，联
想控股频频出击，先后斩获
了河北乾隆醉和四川蜀光。
其中乾隆醉酒业以板城烧锅
酒闻名，板城烧锅酒拥有中
国驰名商标、中华老字号、非
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等多项荣誉。目
前在河北省内市场占有率大
约是20%，2011年的年销售额
超过10亿元。联想控股表示，
将通过运营升级，使板城烧
锅酒重新成为河北白酒的第
一品牌，到 2 0 1 5年的销售额
规划达到30亿元。

记者从联想控股官方网
站了解到，尽管联想酒业控
股公司仍在筹备，但公司计
划在未来2-3年，继续加快并
购步伐，持续收购优质的白
酒品牌，并寻求全国性白酒
品牌的整合机会，成为经营
和管理众多优质酒水品牌的
控股公司。

除了联想的高歌猛进，
近期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目
前全球排名第一的帝亚吉欧
酒业集团完成对全兴集团控
股，从而间接控股水井坊，这
也是我国首例外资控股白酒
企业的案例。此消息一出，便
引起了业内的广泛关注，也
让本就不平静的白酒市场再
起波澜。

为何各路资本纷纷进入
白酒市场？业内人士认为，在
各 行 业 增 速 下 滑 的 大 背 景
下，酒水消费市场高速的成
长性成为最大的吸引点。

根据A股白酒企业披露
的 2 0 1 1年财报显示，1 0家酒
企在2011年均因企业销售势
头强劲、产品价量齐涨、严控
销 售 结 构 等 因 素 使 业 绩 飙
升，其中沱牌曲酒 2 0 1 1年度
净利润为 1 . 9 5亿元，增幅达
155 . 25%，居各企业之首 ;五粮
液2011年度净利润为61 . 93亿
元，增幅达40 . 9%。

然而同样不能忽视的是
白酒业的产能过剩问题。目
前国内白酒企业有 1 8 0 0 0多
家，未来白酒行业必然走向
产区集中、产业并购的行业
格局。酒业资深专家舒国华
认为，未来几年不仅行业外
的资本会加速白酒行业的并
购，行业内龙头白酒企业的
并购也会提速，白酒市场将
资本涌动。

(上接B01版)

白酒收购不断

江湖资本暗涌就在美的顺
利交接时，另一家上

市企业雷士照明，却在经
历着因管理权内讧带来的
一系列阵痛。8月29日，就
在记者发稿前不久，雷士
董事会发表一纸公告称，
因对公司未来战略方向存
在意见分歧，该公司独立
非执行董事Alan Russell
Powrie辞职。一个月内,雷
士已有4位高管辞职。

其实，雷士内讧最早
发生在5月底。那时，公司
创始人、时任董事长吴长
江宣布辞任公司董事长及
CEO职务。有人猜测这与
吴长江被政府部门带走调
查有关。随后吴长江要求
回归董事会，但遭到以董
事长阎焱为首的董事会反
对。此后，围绕着吴长江的
回归问题，雷士照明上演
了一出精彩绝伦的资本悬
疑剧，包括公司员工罢工、
经销商另立门户、供应商

停货及高层辞职等在内
的诸多事件轮番登
场，情节可谓跌宕
起伏。

但 对 业 界 而
言，雷士风波之所

以如此引人注目，还因其
背后反映的创始人与出资
人、创始人与职业经理人
之间的深刻矛盾博弈。吴
长江离职之后，其职位分
别被第一大股东私募资金
软银赛富和第三大股东国
际产业巨头施耐德取代，
这一权力的更替，被外界
解读为“创始人被代表了
外国资本的职业经理人狼
狈地赶出了一手创办的公
司”。这样的说法，不禁让
人联想到数年前的“国美
之争”。

不过，与当年国美之
争引发的“挺黄”、“挺陈”
派激辩不同，雷士照明此
次的情况却完全是一边
倒：不仅网络和年轻人批
判喧宾夺主、“鸠占鹊巢”
的软银赛富代表阎焱，雷
士照明的全体中层、普通
员工、供货商、经销商也史
无前例地组成了统一战
线，一致打出横幅向高层
喊话要求吴长江回归。

创始人与出资人、创始
人与职业经理人，究竟孰是
孰非？作为公司创始人，吴长
江是否应该回归？时至今日，
雷士内讧的最终结局依然没
有出现，但雷士照明的业绩
已经备受伤害。

美的去家族化
何享健，美的集团创始

人。1942年出生于广东顺
德。1968年5月，他和23位居
民集资5000元，创办了“北
街办塑料生产组”，1980年
开始制造风扇；1992年推动
美的股份制改造；1993年在
深交所上市，成为中国第一
家由乡镇企业改组而成的
上市公司。方洪波，男，45
岁，硕士，1992年加入美的，
从基层员工干起，成为企业
业务骨干，曾先后担任美的
空调事业部国内营销公司
总经理、空调事业部副总经
理和总经理、美的电器副总
裁、副董事长等职。美的集
团提供的资料显示，在方洪
波的带领下，美的空调业务
目前位居全国第二，近年更
是通过收购小天鹅、荣事达
等企业进入了洗衣机和冰
箱领域。2010年，美的集团
营收达到千亿元。

8月25日，美的集团对外
宣布，集团创始人何享健将
不再担任集团董事长，而改
由方洪波接替，后者同时还
将担任上市公司美的电器董
事长、总裁。与此同时，原日
电集团总裁黄健担任集团总
裁，原机电集团总裁蔡其武
担任美的集团高级副总裁，
原集团副总裁袁利群、黄晓

明分别担任集团高
级副总裁，栗建伟担任
美的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调整完成后，美的集团
董事会将由清一色的职业
经理人担任。据公开资料显
示，新一届董事会成员方洪
波、黄健、蔡其武、袁利群、
黄晓明、栗建伟、李飞德等
大多都具有硕士学历，年龄
介于35-45岁的个人事业
黄金期，平均为公司服务15
-20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将企
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的
同时，美的集团还宣布了创
始人何享健及其独子今后
的去处：何享健个人并不退
休，只是更多进行分权管理
和授权经营，将继续以创始
人和大股东的身份关心支
持美的发展。而何的独子何
剑锋，则会以大股东的身份
列席美的集团董事会，但不
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也不参
与美的的日常经营管理。

“美的职业经理人接
替企业创始人，开了中国
民营企业传承的先河。资
产超千亿元的民营企业
中，据我了解，这是第一

家。”著名管
理 专 家 王
吉鹏称。

雷士管理权内讧

“交棒”难题
美的与雷士，何享健与吴长

江，恰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从
不同角度反映了摆在国内民企面
前的一个共通问题：企业管理权
变更的逻辑是什么？是任用职业
经理人还是由股东及其继承人继
续把持？

公开资料统计显示，未来5至
10年，我国将有300万家民营企业
面临接班换代的问题。很显然，中
国民营企业在走过了近30年的历
程后，第一代企业家经过多年的
艰辛创业，已集体临近退出商业

舞台，许多企业正进入一个新老
交替的阶段，而如何将手中的接
力棒交给下一代，以保持企业的
可持续发展是这些企业面临的一
个重要问题。

有调查显示，90%的家族创始
人都希望由自己的子女来接班，在
他们眼里，自己辛苦打下来的江山
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交给“外
人”。让企业家们不敢放权的原因
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
是，当前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制度并
不完备，职业经理人在职业操守方
面仍然存在不少瑕疵。尤其是前期
发生的“国美事件”，更让他们担心
此类事件会在自己身上再度上演：

在企业家们眼中，国美事件就像是
一次生动的管理风险案例课，清楚
地展示了一个心怀野心的职业经
理人，是如何利用高超的专业技
能，引进其他同样带有嗜血本能的
投资基金，来抢夺一家民营企业的
控股权。

是儿女接班，还是任用职业
经理人？尽管从公司治理角度而
言，二者并无天然的优劣之别，但
是，随着第一代创业者逐步退出
历史舞台，第二代、三代后继者未
必热心企业管理，职业经理人登
上历史舞台成为企业管理的主角
是迟早的事。或许美的自内而外、
历时15年的“去家族化”路径，可

以为民营企业家们提供这样一条
启示：对一个实行了所有权、经营
权、监督权三权分立的现代企业
而言，完全可以从内部培养出紧
凑型的职业经理人团队；而创始
股东即使并不亲历公司运营，也
完全可以借助股权约束，在股东
大会和董事会层面影响甚至决定
企业航向。

“当然了，国家用严刑峻法确
保职业经理人能够勤勉尽责，是
股东放心放权、职业经理人忠实
履行其职责的必要制度保障，也
是我国商事立法重要的发展趋势
之一。”山东政法学院讲师马凤春
博士说。

重庆力帆集团的董事长尹明善：“我知道，如果我把班交给家族成员，我们的企业就会慢慢死掉；而如果我急急忙
忙地交给职业经理人，我们企业就会快快死掉。在慢慢死掉和快快死掉之间，我选择慢慢死掉。”

华为董事长任正非：“华为又不是朝鲜，华为的文化基础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是大家拼命拱，才拱出了
华为的今天。”根据华为对外界公布的股权结构，仅持股1 . 42%的任正非以如此微弱的持股来指定接班人，无疑是极为
困难的事情。这样的股权结构，使得华为最可能采取的接班方式是“群体接班”，而其背后就是著名的EMT(华为日常
经营的最高责任机构，编者注)。

企业家

声音

“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美的正在打破这个古老的传统。8月25日，这家国内数一数二的家用电器生产

巨头对外宣布，集团创始人何享健将不再担任集团董事长，而改由方洪波接替。方洪波的就任，被外界解读为

“职业经理人接替企业创始人，开了中国民营企业传承的先河，资产超千亿元的民营企业中，这是第一家”。就

在美的顺利交接时，另一家上市企业雷士照明，却在经历着因管理权内讧带来的一系列阵痛。


	B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