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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家族企业的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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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中国私营企业的治理形式普遍存在家族化，即“古典锁定”现象。该文从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
学的视角对当前家族企业的制度建设问题进行分析和评价，并概括了家族企业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现实
问题，对提升家族企业的价值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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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由婚姻、血缘或收养而形成的亲属间的共

为通畅，企业行为效率较高；家族式管理具有很强的

同生活组织，它是基本的生活单位。企业是建立在

亲和力、凝聚力等等。“家族式组织和企业网络是

契约基础上的社会组织，而企业的契约具有不完全

亚洲经济组织的一种特征，这种特征本身是效率中

性和不对称性，它是功能性组织。当家庭涉足企业

性的，即家族式组织不一定是低效率的，在特定的情

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环节中，将伦理规范、

况下甚至比市场或科层更有效率和竞争力”。从种

家庭制度等置于企业活动中时，就会形成家族式企

种优势出发，他们认为对于私营企业特别是小型企

业。“家族企业是指一个或数个具有紧密联盟关系

业来说，家族式管理是一种成本低、效率高的管理方

的家族，持续掌握着该企业的产权，也即掌握着企业

式。

的重要剩余控制权；当企业向经理企业的转型过程

其实，私营企业采用家族化治理模式并不是企

中，家族能够在所有权份额相对下降时，持续拥有对

业主理性设计的产物。大部分私营企业实行家族经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决策能力。”

营，一方面是根据自身发展要求作出的，另一方面是

适应市场化发展进程的结果。诚然，私营企业的创
１

家族企业产生和成长是市场选择下的一

种适应性组织形态
“适应是有生命的物体、有机体或组织针对环
境进行调整的一个过程”。在市场条件下，“优胜劣
汰”的竞争法则使得较优的企业制度、治理结构才
会被选择，才得以生存下来。这里并不赞同这种选
择是一种“强式选择”，相反“弱式选择”更符合实
际。因为市场竞争的结果并不是只有最优的组织才
能生存，较有优势的组织形态也往往存在。市场竞
争就像自然选择一样，有效率的企业组织会把无效
率的企业组织淘汰出市场，这时的企业是被动的被
选择。
许多学者认为：在企业初始阶段，采用家族式经
营，初始融资具有优势；所有权与经营权相结合，有
较低的管理成本；易于形成扁平化组织，内部信息较

建者对企业采用何种治理模式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但是，私营企业之所以采取家族化治理模式是市场
对企业组织形态的一种“弱势选择”和企业经济活
动自生自发地的演进的结果。
在市场条件下，“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使得具
有优势的企业制度、治理结构得以生存下来。当前，
私营企业普遍采用家族化治理模式，这正说明在这
个时期家族治理模式是适应外部环境和企业自身情
况的。即使同样是家族化治理，不同的企业也会出
现形态各异的形式，同一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
家族治理模式也会有差异。企业作为组织，有学习、
模仿、适应能力，因此，私营企业的家族治理模式并
非静止不变，企业天生的学习、模仿、适应能力使家

族制治理处于不断的优化调整之中。可以说家族企
业的产生和成长都是演化的结果，是一种适应性组
织形态。

２制度建设是家族企业演化到一定阶段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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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要求
在中国，私营企业生长在特殊的政治、经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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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社会环境中。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由于

是组织的一种学习能力。家族企业需要不断进行制

私营企业面临特殊的外部环境：在职业经理人市场

度创新，以适应变化和发展的环境，这种创新并不是

上，信用建设落后，企业主不信任经理人，经理人得

政府强制的，而是企业自身演进的自然产物。这种

不到剩余控制权，“被雇佣的经理人将成为企业的

创新表明家族企业具有组织学习能力。演化经济学

决策领导者，享有足够的剩余控制权，否则，他就不

认为：市场选择和适应性的学习是演化的两种机制。

能充分地发挥其企业家精神”；在资本市场上，银行

因此，它是演化机制作用的结果。然而，这种机制却

存在“金融恐私症”，私营企业贷款存在困难。为克

又具有滞后性，因为企业的学习往往是在问题出现

服机会主义，将代理成本和经营风险降为最小，私营

的时候进行的，是一种被动的适应。

企业普遍采用家族化治理，这是明智的制度选择。

随企业规模的扩大，作为企业所有者的企业主，

在不完善信息市场中，特别是人力和资本市场不健

应该具备理幽毙力，积极地在适当的时候推进家族

全的条件下，家族企业是转轨时期一种适应性的治

企业的制度建设，把这种被动的学习变成主动的适

理模式。

应。

然而企业达到一定规模时，这种管理方法就不
适应企业发展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单纯的家

３

家族企业制度建设方面存在问题

族式企业的缺陷越来越明显：由于家族式企业内部

制度建设是家族企业演化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

产权界定不清，同患难易共富贵难，企业一旦做大容

要求。在家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的制度建设

易产生纠纷，出现父子反目、兄弟成仇的局面，造成

往往是落后的，因为大多数家族企业的制度建设往

企业动荡。企业和家族、家庭是完全不同性质的组

往都是一种被动的学习，或者虽然有些业主具有这

织，家族和家庭以非利益纽带连接，而企业的唯一纽

方面的预见性，然而却又由于各种局限，无从着手，

带就是利益（失去利益的牵制，企业事实上就退化

采用“模仿”的形式，照抄别人的经验。虽然模仿也

成了民间慈善团体），一旦在家庭关系中有了利益

是一种主动的学习，但是那却是经常效率低下，企业

的成分，那么亲情的瓦解就有了很大的可能性。其

应该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积极主动地学习。下面简

次，随企业的发展，人才越来越成为企业的稀缺资

要概括了家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制度建设方面存在

源，然而，长期的家族制管理使企业缺乏人才而艰难

的几个主要问题。

成长，却又很难创建获得和留住人才的环境。

（１）缺乏明文的企业制度，或者漠视企业制度

在企业的初创阶段，采用家族制管理可以降低

的价值。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往往是企业主想把企

企业内部合作的共同信息，降低合作的成本，大家

业的决策权、管理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其实，对一

同心合力，创造出良好的经济效益。但是随企业规

个企业来讲，即使“拍板”者素质很高，也不能一个

模的扩大（撇开家族内部人员同患难易共富贵难的

人说了算，因为一个人的智力和能力总是有限的。

因素），外部人员开始进入企业，并逐步掌握企业的

企业是一种团队生产，需要群策群力。企业制度往

一部分剩余控制权，而在家族制企业里，企业主又存

往能起到降低团队合作成本，提高团队合作的效率

在内部人控制的倾向，这就加大了企业合作的成本，

的作用。因此应当充分认识到企业制度的重要性，

加上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往往又是不对称的，

适时积极推进家族企业的制度建设。

损伤了企业的合作效率。然而，由于家族制管理是

（２）酬薪制度不合理，或者具有很大的空洞性。

企业的一种“惯例”，随企业规模的扩张，把家族制

其结果是企业主或老总说了算，不是多劳多得，少劳

企业不分适宜地演变为现代企业是不科学的。看到

少得，而是凭感觉，然而真正做事的人往往是做得

这种“路径依赖”，就应该随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环

多，错得多，受罚的也多；少做事的甚至不做事的人，

境（主要是规模的扩大）的变化，完善家族制治理。

做得少，错得少，受罚的也少。这就割裂了剩余索取

制度建设就是应对这种需求而产生的。家族企业的

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匹配，损伤了效率。因此，企业需

制度完善过程是由经济系统运动的内在逻辑决定，

要不断为建立科学和完善的酬薪制度而努力。

它是企业自身的因素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３）人事制度上缺少激励机制，或者激励不科

随内外部环境变化而产生家族企业的制度完善过程

学，没做到能者上，庸者下。在企业中往往无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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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家族成员）占居主要岗位瞎指挥，有能管理

图１中，纵坐标表示企业的净利润，即企业每年

者无法发挥能力而辞职。绝大多数家族企业的一线

的收入总额扣除掉各类成本及正常开支的余额。横

员工还是来自于家族之外，而直接创造企业财富的

坐标表示企业的寿命。则企业的价值就是各年的企

正是一线员工。在家族企业的同一工作层面上，来

业净利润总和。由于通货膨胀率等各因素的影响，

自于家族的员工往往有一种优越感，即使他们与家

不同年份即使获得一样的净利润，但它们对企业的

族之外的员工相比，对企业的贡献不多一些甚至还

影响是不一样的。为了消除这个影响，需要给每一

少一些，但却能较家族之外的员工更容易被赏识和

年所获得的净利润赋权，然后再相加。因此，企业的

信任，影响外部员工的工作热情。企业不去设计员
工的职业生涯，不去培训和提拔员工，从而导致员工
无上进心，不利于员工积极性充分发挥，员工流动性

ｎ

价值可以用数学公式表示为：，，＝∑Ｗ≯；，ｉ代表
面

企业创建后的年份，ｎ代表企业的寿命，ｘ代表企业

太大。这些严重地影响着企业的发展，需要不断完

的年净利润，ｗ代表年净利润的权重。适时积极推

善企业的人事制度和优化企业的治理结构。

进家族企业的制度建设正可以作用于关系企业价值

（４）企业的制度权威受到业主权威的挑战。在
有些家族企业里，即使有了一套完整可行的企业管

的这两个关键维度，通过增加企业的每年净利润和
延长企业寿命来提升企业价值。

理制度，可是执行过程中，企业主往往先破坏了自己

当前，中国的许多家族企业都已经具备了一定

的法。家族企业大部分都采用“中央集权制”，“我

的规模，家族制企业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制度创新，这

说了算”是大多数家族企业主的思想，这使有效的

种创新并不是政府强制或学者教导的结果，而是企

企业管理制度的约束力降低甚至成了废文。企业主

业自身演进的自然产物。家族企业制度建设不仅要

应该着眼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对损害企业发展的观

靠企业主和管理者的推动，也需要政府力量。政府

念应该变更。

要成为可靠的财产权利的保护者和诚信原则的维护

者等，为家族企业的制度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４

适时积极推进家族企业的制度建设。提

升家族企业的价值

综上所述，企业特定的组织形态是一定条件下
企业内外环境的产物，家族企业产生和成长是市场

家族企业的制度建设过程中除了上述几个主要

选择下的一种适应性组织形态。制度是关系家族，

方面存在问题，还存在其它问题，如财务制度不规范

企业成败兴衰的关键，家族企业制度建设是家族企

等等。家族企业的制度建设是一个渐进的完善过

业演化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要求。针对家族企业在

程。只有针对家族企业制度建设方面的问题适时地

制度建设过程中呈现的各种问题，只有在遵循家族

进行制度改革和创新，才能使家族式企业有一个更

企业演化规律的基础上，从家族企业存在的各种具

好的发展，才能不断提升家族企业的价值。

体问题出发，在企业主重视、全员参与下，适时积极

如何衡量家族企业的价值呢？可以用企业每
年的净利润（为了分析简单，这里撇开了其他非物

推进家族企业的制度建设，企业的价值才能得到大
大提升，家族企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质要素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和企业寿命这两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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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企业年净利润与企业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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