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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的企业平均寿命不到6.8年，小微企业寿命平均只有3.7年；小微企业从业人员众多、是社会最基层的经济组织、为社会经济的发
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很大贡献。是什么原因造成小微企业的短命呢？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影响企业发展的因素有很多；环境、战略、人才、
资金、制度、技术等等。但调查发现，很多的小微企业并不是因为生存的原因而倒闭的，更多的原因是因为合伙人之间出现了矛盾、企业组
织出现了问题而倒闭。追根溯源，如何完善合伙制、如何打造自我更新、自我强化的股东组织，是小微企业基业长青的根本。
[关键词] 企业的社会发展；生命周期；发展要素；治理格局
1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的历史文化

会明显增强。在这个时期：大家的心绪都会慢慢沉静下来，对组织成员的

文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

优点和缺点也会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包容性增强。组织愿景更加客

从手工作坊到流水线，不断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生活。企业是社会

观真实，组织成员之间信任感增强。也有人把这段时期比喻为组织的秋季，

的基本经济组织，他按一定方式组织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是社

秋天如人到中年：少了一份轻狂、多了一份沉静；没有了鲜花而拥抱了果

会经济活动的基础。

实；秋天让我们拥有了一份“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文明程度越高、社会化分工越细。当今社会
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要想做点事，要么加入
一个组织、要么创建一个组织，用组织的力量去实现我们的愿景。

天上云卷云舒”的淡定。
衰老期：就象没有长生不老的人一样，也没有永生的组织。当组织发
展的一定阶段以后，也会象人样老去。我们不要试图去改变这种规律，更

中国人、两千年来文化的积淀、很多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基因。“生

重要的是去尊重和享受这种规律带来的美好经历！冬天来啦，春天还会远

意好做，伙计难搁”的谚语充分说明了合伙做事的难度；兄弟式合伙仇人

吗？当一个生命老去的时候，另外一个生命就要涎生了！所以我更喜欢把

式散伙成为很多企业的真实写照。中国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思想，也极

这个时期称作转型期。

容易分裂组织、另起炉灶、另立山头；但山头太小就容易被消灭。这也是

3 现代企业发展三要素：领导人、战略、执行

小微企业生命力不长久的最主要原因。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企业首先要解决生存的问题。中国伟大的企业

2 组织的生命周期

家之一史玉柱先生曾说过：不盈利的企业是不道德的。阿里巴巴的创始人

根据组织周期理论：每个组织都经历一定的生命周期，一般来讲有四

马云先生也说过：企业的第一战略是生存！今天很难、明天更难、后天很

个阶段：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老期。
初创期：是指组织的创立初期，这段时期明显的特征是：兴奋、对未

美好；可惜明天晚上你倒闭了，就不能看到后天的太阳！
改革开改三十年、中国企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经过了一个翻天

来充满憧憬、对组织成员的缺点呈显极大的包容性、对组织成员的优点扩

覆地的历程。很多企业在兴起消亡，有一点正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所认同：

大；有人也把这个时期称为亢奋期、还有人把这段时期比喻为组织的春季

现代企业发展三要素：领导人、战略、执行。

或蜜月期。
成长期：是指组织经过蜜月期后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的特征是：对

领导人：是起带头作用，指导被领导者朝既定的目标前进的人，是
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运用权力向其下属施加影响力的一种行为或过程。

组织成员的缺点扩大，对优点熟视无睹、包容性下降；组织中充满抱怨、

在任何组织中都必须有一个最高领导人，雁、无头不飞。领导人是带头

恼怒、消极的工作氛围；对未来的前景没有信心，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感

大哥、是旗帜、是灯塔、是领路人。领导人的战略眼光、管理思维、人

下降。有人把这段时期也称为混乱期；也有人把这段时期比喻为组织的夏

格魅力、心胸格局、整合资源的能力，是组织能否取得最终成功的决定

季或危险期。在这个季节、有狂风有暴雨、甚至还有冰雹，很多小微企业

性因素之一。

组织都是在这个阶段倒闭的。

战略：战略是通过定位，以建立持久的竞争优势为目的的一系列基于

成熟期：就像婚姻一样，渡过了三年之痛七年之痒，婚姻的牢固性就

配称的协调的行动。原来的企业管理理论认为：细节决定成败；现在的企

撑,围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以“股份

“猴子搬包谷”,全县要将农业产业提升到10年规划甚至20年规划,一届政

农民”为核心,大力推进经营主体与贫困群众多形式开展“合股联营”,

府接着一届干。

因地制宜推进土地经营权入股、土地流转、订单生产等多种经营方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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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管理理论普遍认为：细节决定好环，不能决定成败；战略才决定成败。
执行：执行是战略落地的过程，没有执行一切等于零！三分战略七分
执行。知易行难！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论中，大家普遍认同企业留人的方法有：待遇留人、感情留人、事业留人
三方面。在小微企业，待遇留人很难做到；即使做到、待遇留人是最不长
久的方法。感情留人是很好的方法，但董事长的精力和时间必竟有限，感

4 企业组织的三足鼎立治理格局

情留人需要认同，需要敬佩；感情留人只能是小众。实践证明、事业留人

三角形的稳定性理论告诉我们，在组织中、如果能建立起三足鼎立的

是最好的方法。董事长要利用不同的时间、地点，用不同的方法给大家编

治理格局，组织的稳定性就相对较高。以董事会为决策机构、以监事会为

织蓝图、描绘梦想、宣传企业文化。在组织中必须形成共识，要自觉维护

监督机构、以总经理为执行机构，三个机构三个层面、相互支持、相互促

董事长的权威。要形成以董事长为核心的决策组织，组织成员要用不同的

进；组织的自我更新能力和免疫力就会大大加强。

形式来强化董事长的核心地位。

董事会的建立及运行；小微企业在创立的初期一般都是从一个人开始

整合资源能力是董事长实力的展现，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更多更

的，靠的是老板个人的能力在带领着企业前进。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

高的资源。董事长要利用自身的优势，将企业的资源短板补充上来，缺什

段之后，个人的力量就不足以支撑企业发展的动力，就需要寻找合伙人来

么就补什么。

共同发展。这时就有了董事会的组建，由个人决策转变为集体决策、由单

建立集体学习的机制；现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当你的能力不足以撑

一动力转变为联合动力。实践证明，在创建董事会和股权分割时有很多的

起你的野心的时候，学习是唯一的方法。在企业治理的过程中，为什么会

科学方法。方法用对，会起到如虎添翼的作用；方法用错，又一个悲惨故

出现严重分歧呢？因为大家各自学习经历不同、工作经历不同，所获得的

事就要发生了。

经验也不同。所以对问题的认知不同，认知的不同解决问题的思路就不同。

董事会是决策机构，人数上以5人或7人为宜。不宜过多，更不宜过少。

所以、当出现分歧时、集体学习是解决分歧的最好方法。在这一点上，董

二人出现分歧时没有人调和，三人容易出现站队情况。知易行难、董事会

事长作为企业的领头人，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认知意识。通过集体学习、把

成立容易，如何使董事会成为强有力的决策机关是很难做到的。一个组织

大家的思维统一到一个频道上来。

能否最终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合伙人的组建，这个团队否是具备合作

建立轮值制度；甘蔗甜不甜，只有亲自尝一尝才知道其中的滋味；建
立轮值制度、让每一位董事定期负责活动和会议的组织。只有亲身体验后

意识、坚韧意志、逆境情商、开拓精神！
董事会要非常清楚董事会的责任和权利，董事会的责任和权利有：负

才能把问题看的更清，才能更加全面的看待问题。

责招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作工作报告；制定战略规划和年度目标；批

监事会的建立和运行；监事会的建立和运行是企业成败的关健要素之

准重大投融资计划；审核和批准薪酬设计；审核和批准组织架构设计；任

一，监事会是企业组织的监察机关、是啄木鸟、是唱黑脸的人。他可以提

免和考核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审核和批准公司基本管理制度。共七大权力

前发现企业存在的问题，并通过组织反馈来及时解决问题、把隐患消灭在

和职能。这也是董事会的职能所在。

萌芽状态。

在小微企业实际的管理过程中、董事会成了权力分配的机关。在合伙

监事会最好由不在公司任职且股份相对较多、敢于讲真话的股东担

的过程中，合伙人的层次一般相差并不大，只是在某一方面某个人比其他

任，一方面由于经济利益驱使，他对公司的发展比较关心；另一方面敢于

人稍微强一些。不会出现一个人比其他人的战略眼光高很多，如果真高很

讲真话、才能使公司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但是、在小微企业实际的管理中，

多也不可能在一起合作。中国人好面子、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思想在此表

监事会基本上形同虚设。大家都是董事，碍于面子，都不愿意提出很尖锐

现得淋漓尽致。在公司的治理上，为了突现自已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就会

的问题。

不遗余力的发表自已的见解。本来管理的方法就没有原则上的好环，只会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实行轮值，加强考核，量化考核标准；形成定

有一些导向或结果的差别，但这些差别不经过实践又很难看出来。于是乎，

期监督报告制；监事会牵头，在全公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机制。以此

无休止的争论就开始了。刚开始还在说事，可争到后来就争的是个态度、

不断强化组织肌体的免疫力。
总经理的产生和战略执行：总经理的工作在企业管理中是至高无上

是个尊严！
如何让董事会健康运行呢？实践过程中总结了几种方法谨供参考。

的、也是永无止境的。他代表股东领导一个企业，并对股东负责。

阶段性神化董事长。董事长是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只有具备让组织成

如果把董事会比喻为大脑，那么总经理就是脖子、是神经传输的交通

员敬佩的人格魅力才能更好的带领组织前进。能当选董事长，一般来讲都

要道。他要通过自已的智慧，将董事会的战略决策落地生根。一个企业的

是组织成员中最优秀的人。董事长要牢记自已的三大使命：战略决策、卖

治理有四个方面的任务，定战略、搭框架、建流程、带队伍；除定战略之

梦、整合资源。非董事长三大使命以外的事尽量不做，否则只会降低自已

外，有三个与总经理密切相关。总经理必须是一个坚定的执行者。

的威信。董事长一般都是管理的高手，但是如果董事长直接插手公司日常

总经理最基本的工作就是组织架构的设计，组织架构设计是落实战略

管理，会适得其反。因为董事长也是人、是人就有喜怒哀乐，当董事长有

定位的一项最重要工作。合理有效的织架构、是保证组织健康发展的基础。

个人情绪时，就会严重影响董事长在企业中的威信。

组织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工作的开展，组织架构不能一成不变，他要随着

如何行使战略决策权呢？董事长最好是只行使拍板权，不要轻意讲出

公司战略定位的变化和组织的发展不断进行合理调整。

自已的看法；自已的看法最好通过董事会秘书长、总经理或其他董事讲出

流程的建设是以总经理为首的管理团队提升管理水平的基础工作。流

来。让其他董事来讨论，形成基本意见时来拍板就可以了。董事长不要轻

程建设的完善度是提升工作效率的最好保障。流程的建设要始终保持持续

意表态，但该表态时一定要坚决表态，否则会有没主见之嫌。董事长要定

更新的意识并做好成果归档。

期召开董事会，小微企业每半年召开一次为宜。但要每个季度召开一次碰
头会，以增进董事之间的情感和友谊。董事长要对每次会议召开的议题、
时间、地点、流程亲自把控，包括预测结果要做到心中有数。
董事长首先必须是一个卖梦的高手！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企业管理理

40

带队伍，是以总经理为首的管理团队永远的命题，带队伍水平的高低、
管理的行为艺术，是管理水平提升的标致。

5 退出机制
中国有句古话：
“未虑胜先虑败”
；在合伙的过程中，退出机制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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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制，没有之一。一个好的退出机制可以避免合伙的过程中，出现不可

选要基本确定、要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来确定董事长的接班问题；在第二任

调和的矛盾后，不致于出现仇人式散伙的局面。退出机制的设置必须遵循

期时、董事长后备人选就要逐步参与到董事会的决策活动中来。董事长的

认下几个原则：

选拔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过程，交接的好、企业会平稳过渡，把企业领上新

平衡原则：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大家一起做事最初的出发点一

的发展高度。

般来讲都是为了财富的增加。当出现矛盾时，能够带走基本合理的财

监事长的接班人计划：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小微企业，大

富分配是很重要的一项原则。一些看似合理的净身出户制度会让人反

家一般都会忽略监事的作用。实践管理过程中，监事的作用非常重要。他

目成仇。

可以有效的避免组织中出现拉帮结派，一言堂等不利于组织成长的环境。

简单原则：分家的时候，往往伴随着对资产的评估；建议小微企

监事长的接班人可以参考董事长的接班人计划。

业不要采用评估的方法，因为我们国家的评估机制不建全。在评估的

总经理的接班人计划：总经理的工作在企业管理中是至高无上的、也

过程中，留下的人希望评估的价值越低越好，而离开的人希望评估的

是永无止境的。总经理的工作是决定企业好坏的决定性因素。在总经理的

价值越高越好。因此、合伙人的矛盾会进一步加深、最终造成仇人式

接班人计划中，有一些理论认为总经理用职业经理人为好。我不这么认为：

散伙的悲剧。

在大企业，因为其组织架构，管理流程、监督制度相对完善，使用职业经

扶助原则：按照法律规定，当某位股东或高层离职时，对企业有一个

理人是可以的。但在小微企业，使用职业经理人的弊端很多。我认为在小

从业保护期。但在实际管理中，离职合伙人除了从事本行业外，根本没有

微企业，还是用股东中具有开拓精神，创新思维、逆境情商高的人员来担

其他生存的道路。况且中国的各行各业，都没有达到行业饱和度；市场很

任，其管理的知识的不足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最重要的是不要使用空降

大，为什么不能帮助朋友重新创办一家同类的企业呢？给别人一条生路也

兵，不要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好好培养自已的接班人，给优秀的员工

是给自已一条生路，也许以后两家企业还可以成为战略合作单位呢！

打开一个无限上升的通道。

6 接班人计划

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接班人计划：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真正把战略执

在上文中我们提到现代企业发展三要素：领导人、战略、执行；排在

行落地的人，还是中高层管理人员。企业要想基业长青，只注重高层的接

第一要素的就是领导人。现代管理理论人为：企业基业长青的最根本要素

班人计划是不行的。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选拔、培养干部的机制

就是接班人的问题。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想使企业生命力延续，首要问

同样也是企业成败的关健要素。建立企业大学、使行轮岗制就是一种很好

题就是接班人的问题。当接班人出现问题的时候，即使是很好的企业也会

的方法。今天的中层就是明天的高层，今天的高层明天就会是一名很好的

在很短的时间内倒掉。

总经理人选。如果再施以一定的股权激励措施，企业就为年轻的员工打开

在企业管理中，起决定性要素的人物是董事长、监事长、总经理三个
人。接班人计划首先考虑就是这三个岗位的接班问题。
董事长的接班人计划：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董事长的重要性。董事长
是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带头大哥、是旗帜、是灯塔、是领路人。小微

了一条职业上升的通道。

7 总结
在小微企业的管理过程中，影响企业发展的要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
还是人的因素！接班人计划、领导人思维、是企业成败最关健要素！

企业一般都是从事的传统行业，高精尖行业小微企业也很难介入。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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