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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企业大谈转型之道时，家

族企业也在悄悄酝酿着一场变革，其

中就包括了领导力的变革与转型。领

导力有助于家族企业不断改革创新，

理顺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产品质量，

提高顾客满意度，从而赢得持续竞争

优势。本文分析了家族企业领导力的

形成基础、发展困境，得出了领导力

变革的方法，以期对家族企业建立领

导力提供建议。

一、领导力成因探寻

对家族企业而言，在企业的初创

和先期成长阶段，领导者和管理者主

要是由兄弟姐妹等近亲组成。由于创

始人的身体力行，在极其艰苦的环境

下团结一致，从而使企业在成长初期

有了一个飞跃。由于产权明确，家族

利益与企业长期利益保持一致，创始

人的领导力主要依靠血缘关系维系，

没有委托代理的管理成本，内部诚信

度较高，因此信息传递、相互沟通程

度高、速度快。这样企业就能够在重

大决策中快速谨慎地做出判断，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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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家族企业的竞争力。该阶段领

导力的形成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

第一，天然的利益共同体。在家

族企业的股东、管理者、职工的利益

结构中，股东和其后二者很大程度上

是一体的。没有代理人的代理成本，

使企业能够更多地关注其中长期利益。

并可以在近期利益、直接利益方面做

出牺牲以便谋取企业利益最大化。

第二，相互信任。依靠家族、亲

情式管理的纽带来维系，不存在类似

于对职业经理人的不信任，从而达到

企业的稳定和管理团队的团结。企业

的决策可以更直接且能够得到有效的

贯彻，无须顾忌太多。

第三，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创

业精神。在家族企业中，利益关系之

上有着亲情的关系，不计报酬地吃苦

耐劳，往往比非家族企业的员工要明

显得多。

第四，稳定的社会网络。在创业

时期，凭借家族成员间的血缘关系、

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等相关的社会网

络资源形成领导力，可以以较低成本

迅速集聚人才。与此同时，家族企业

能够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获得竞争优

势，较快地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 

这些因素都促使创业者的领导力

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企业中的成员

对创业者的向心力很强。

若安天下 , 必须先正其身 , 未有身正而影曲 , 上治而下乱者。——李世民 《贞观政要》

图 家族企业领导力变革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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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霸男装

——筚路蓝缕创业路

现已进入第三代传承的中国男装

品牌劲霸（K-BOXING），发端于福

建省晋江市英林镇。1980 年，洪肇明

于46岁生日之际，以两块门板做裁床，

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路。早期的劲霸

男装得以生存下来，得益于家族齐心

共谋生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以及

依靠地缘社会网络打造自主品牌。

第一，家族齐心共谋生计。洪肇

明有三个姐妹，自己排行老二。创业

之初，洪肇明的兄弟姐妹、叔伯堂兄

“合兵破曹”，兄弟合伙在晋江、石狮

等地的服装市场闯出了名声，生意越

来越好。

第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洪

肇明开始做服装生意之时，条件有限，

没有技术，他就把旧衣服拆了，照着

样子裁剪 ；没有工人，他就将材料拿

去会缝纫的家庭分做，完成后再收集

去石狮贩卖。

第三，依靠地缘社会网络打造自

主品牌。八十年代中后期，资讯还不

发达，1984 年，洪肇明兄弟联手注

册“佳丽”商标，从晋江县工商局开

始，到泉州市，到福建省，再到全国

工商总局，这个流程花了一年半时间，

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该商标已经被

人注册了。洪肇明之子洪忠信得知隔

壁的金井镇有人在北京从事商标注册

工作，便毅然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当

时，国家正在推动自主品牌建设，在

家乡朋友的指导下，最终于 1989 年

成功注册了“劲霸”商标。

二、领导力发挥受阻

随着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一

般会受家族的阻碍和制约。家族管理

模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影响领导力的

发挥。由于家族企业的管理是靠血缘、

亲缘关系维系，这种任人唯亲的现象

导致了人员文化素质低，人力资源招

聘渠道狭窄，家庭亲情与商业法则混

淆，缺乏严格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制

度等弊端。更严重的是，在重大决策

上产生了企业成员间的内讧，成员间

矛盾增多，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领导

力的发挥，让人担忧企业会印证“富

不过三代”之说。影响家族企业领导

力发挥功效的根本原因在于 ：

第一，体制缺陷。家族式企业管

理体制与现代企业管理体制冲突，制

约企业做大做强和可持续发展。家族

企业管理结构和领导力构建不是建立

在市场竞争原则的基础之上，其组织

行为不是依据市场规则，而是依据伦

理规范。重大决策的形成没有基于市

场的需求或检验，而是取决于成员之

间的情感和信任关系，这样就容易形

成家族企业领导人管理素质与现代管

理者角色需求的矛盾。

第二，人员排外。家族成员排斥

外部员工，优秀的外部专业人才无法

进入企业核心阶层，进入企业的优秀

人才不能公平地提拔重用，这不利于

企业管理现代化和规范化，也导致家

族以外的管理者和员工没有归属感，

挫伤了员工的积极性。

第三，家庭矛盾渗入企业。在家

族企业中，家庭和家族矛盾与企业中

的矛盾相互纠缠在一起，解决起来极

为复杂。当企业的核心领导层出现意

见相左的情况时，企业将陷入僵局，

效率也会越来越低，甚至存在企业分

离和解体的风险。

第四，决策风险越来越大。由于

家庭企业创业者领导风格以独裁型为

主，而个人能力又有所局限，再加上

家族成员有同一家族思维的相似性，

对此当企业发展至一定规模后，面对

千变万化的市场竞争时，其决策的风

险相对要大得多，而一旦决策有大的

失误，企业将会陷入灭顶之灾。

王守义十三香

——叛逆三代遇风险

王守义十三香是中国调料品行

业的领军品牌，其背后凝聚了一代家

族作坊、二代现代管理、三代品牌创

新三代人对复兴“兴隆堂”老字号的

承诺与坚守。但是，老字号在发展中

也屡次面临风险与挫折。由于老一辈

劲霸男装创始
人洪肇明依靠
地缘社会网络
打造自主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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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没有受过系统正规的教育，王

氏家族对后代的教育特别重视。第三

代传人王太白 16 岁便自身前往英国

读书，年轻、冲动、敢于冒险的他豪

情万丈地立下誓言 ：30 岁之前要赚

够一个亿，一下子买入曼彻斯特十几

套房产，信心百倍坐等房价上扬。不

料 2008 年席卷而来的全球金融风暴，

一下子夭折了曼城房价。一夜

间，王太白的资产蒸发掉了三

分之二。第一次感到商海无情，

尝到人生低谷的无奈，让两代

人的沟通更加困难。后来，年

轻气盛的王太白又一头扎进国

内的地产市场，一年多之后地

价高涨，此次转手进账了数亿

现金。虽然满足了自己 30 岁

的愿望，但王太白意识到现金

流的重要性，明白了父辈保守

并不代表落后，也明白了财富

的真正含义。王太白在家族企业三进

三出，他拥有创业的热情，但深知不

能拿十三香做试验田，在外面的世界

放开手脚历练充分之后，他会回到家

族，做一个负责任的传承人。

三、领导力变革导向

鉴于上述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产

生的领导力弊端，企业创始人必须意

识到家族企业并不等于家族管理，家

族企业领导力和治理模式的转型已势

在必行。因而，作为创始人必须改造

家族企业的管理结构，提升自身以及

领导班子的领导力，主要从以下几个

方面着手 ：

第一，加强企业治理制度创新，

实现治理结构规范化。家族企业在坚

持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前提下，

结合实际发展情况，建立现代规范化

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将所有权和经

营权从合二为一转向相互分离，以理

性代替感性和亲缘，可以聘请职业经

理人，从事日常的经营管理。充分发

挥专业管理人才的专业技能以及他们

在企业发展和决策过程中的自主选择

和创新。

第二，在公司治理中，注重成员

多样化。减少家族成员在公司核心领

导层的人数，克服家族情节的缠绕，

突破家族管理的束缚，同时吸收专业

人才，选举员工代表、工会代表，成

立公司管理委员会，并且充分予以授

权。公司所有的重大决策、制度创新、

分配制度等等，先通过管理委员会，

充分民主讨论形成若干方案后报股东

会讨论决定。通过有效地拆解所有权

和经营权，科学划分股东会和公司管

理委员会的权限，确立制约监督机制，

从而实现治理机制的创新和治理结构

的规范化。

第三，转变高层领导方式，构建

学习型组织。作为公司的创办者和所

有者，董事长应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

理事务中解脱出来，将重心转移到研

究和探讨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上。为

了提升自身的领导能力，家族企业创

始人可以研修管理课程，并通过实践

转化来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实现领

导方式的根本转变。同时，带领专业

团队，尽可能地搜集市场信息及相关

竞争者的竞争力、技术及重要客户的

信息。实现组织自身的能力及其履行

既定战略目标的可行性。

第四，修订和优化企业的组织架

构，优化公司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开

展管理制度创新，实现管理专业化，

通过管理层次的细化及岗位职责的明

确，重组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

另外，完善绩效考核制度、财务管理

制度、监督管理制度，通过一系列制

度规范来实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双

赢，从而确立科学管理体系，提升企

业创始人的领导力。

方太集团

——独尊儒道求变革

方太集团是中国厨电行业的优秀

代表，而茅理翔、茅忠群父子在二十

年创业和接班的历程中，通过创办学

院，建立了方太儒道、“身股制”、口

袋理论等企业文化和管理法宝，构建

方太打造了一间实验
性质的时间超市，所
有商品只能用时间购
买 ： 售 价 两 分 钟 的
碟 子 、 五 分 钟 的 水
果……小票打印的时
间就是妈妈清洗商品
的时间，方太以此为
创新点推出“妈妈的
时间机器”——水槽
洗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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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矿集团公司与延长石油及其旗下上市公司兖州煤业，共同组建了一家

新兴的以煤制柴油组分为主要产品的未来能源公司。由于我国石油产业链具

有上下游高度一体化的特点，未来能源公司的产品在油品领域处于产业链末

端，因此只能与其他石油产品混合使用，这种产品特点决定了煤炭液化企业

必须与石油炼制企业联合才能生存。

当今，企业间的竞争已经由单个企业的价值点竞争，演变为企业间合作

价值链间的竞争，甚至是多方合作形成的价值网络之间的竞争 ；企业自身资

源能力的禀赋在竞争优势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小，而企业撬动资源能力的

大小，已成为企业能否获得持久竞争优势的关键。未来能源公司必须要加入

到石油下游产业链条中，依托煤炭嵌入石油产业链的竞合策略、充分体现提

质增效功能的产品定位策略、以技术服务带动产品销售的拓展策略和以网上

金融平台为纽带的交易策略，形成循环共生的商业模式。

循环共生模式是通过公司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形成环状价值网络，使

得合作者之间形成了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保证了合作公司间能够发挥优

势、取长补短。构建以企业、物流、客户、互联网平台为节点的上下游一体

化网格式商业模式，各节点共赢共生，资金流、物流、信息流、商流相互结合，

不断循环地产生价值，创造财富。

循环共生模式的内在机制

未来能源公司及其母公司在购、产、销各经营环节都对物流企业及其他

关联方有着巨大的服务需求，而这些物流企业和其他关联方本身又为石油炼

制企业的客户，根据三方的合作及需求互补的特点，试图寻求三方可行的合

作模式，三方合作存在物流、信息流、商流、资金流运行畅通及监管困难，

关键词：未来能源公司  循环共生模式  上下游一体化  战略联盟

未来能源的循环共生

文/张新文

企业产品特点决定了企业的商业模式，充分发挥自身特点，借力打力，

发现产品在经营环节的每一个价值增长点，变不利为有利，化解弱点，

强化优势，是商业模式创新的精髓所在。

了独特的思想体系和管理系统，可谓

“二代儒商第一人”，实现了茅氏家族

管理时代 2.0 的完美转身。

第一，创办家业长青接班人学院，

思考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2002 年，

茅理翔提出了“最具中国特色的现代

家族企业管理模式”，2006 年成立了

家业长青接班人学院，开始正式传授

家族传承课程，致力于创办中国民营

企业接班人的“黄埔军校”。

第二，建立了一套中西合璧的

儒家管理模式。茅忠群提出了方太儒

道的四个总纲领 ：中学明道、西学优

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 ；“人格领

导”的领导力 ；“道之以德、齐之以

礼、有耻且格”的经营管理精髓 ；回

到“仁”“道”的经营本质。

第 三，“ 身 股 制 ” 全 员 覆 盖。

2010 年 5 月，“身股制”经过 16 度易

稿，在大量征询意见之后开始正式推

行并不断进行合理化调整。方太每年

拿出上年度净利润总额的 5% 作为分

红，分给所有入职满两年的员工，对

员工进行激励。2011 年，身股制已

经延伸至各个事业部及分布在全国各

地的 49 个办事处，受益员工人数超

过 6000 名。

第四，独创的口袋理论，分享

家族治理理念。茅理翔主张家族企

业治理模式是三层治理，即董事会、

监事会（家族会）和经理会。他又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口袋理论，第一

个口袋是家族企业与外部的股权必

须要清晰，同时保证家族控股 ；第

二个口袋是避免家族纷争，家族内

部的股权要清晰 ；第三个口袋是家

族内部要分开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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