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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洋：发展民营经济长效机制是改革，
而非行政命令

用更加制度化手段管理机构

《公益时报》：北大国发院是
经济学家 、 管理学者云集的机
构 ，汇聚各学派高端智囊 ，作为
院长，你如何管理这样一个特殊
的机构？

姚洋：北大国发院的特点就
是名人比较多，管理这样的一个
机构最好的办法就是搭建一个
开放的平台，让每个人在这个平
台上展现最好的自己。

林老师（林毅夫）和周老师
（周其仁） 并未对我提出什么要
求，但我会在心里有疑问的时候
去找他们聊， 他们都会指点我，
为我出主意。 对我来说，最大的
挑战就是如何更好地过渡。 林老
师作为创始人，可以用个人的影
响力来管理机构；周老师被广泛
尊重， 可以用精神力量影响大
家；到我这里我就需要用更加制
度化的手段来管理这个机构。

过去这几年， 我最大的一
个挑战就是如何建立起北大国
发院内部的管理制度， 从而做
到透明、公正。 北大国发院员工
的队伍比老师的队伍大， 员工
的管理也比较特殊， 虽是一个
学校机构， 但它在某些方面又
像企业，却又不是企业，所以得
在其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
要建立起一套制度来， 同时又
要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 我
们是一家同仁机构， 要在规则
和灵活性、积极性、认同感之间
找到平衡点。 经过这几年的摸
索， 这方面基本上是调整到位
了，运作起来也比较流畅了。

《公益时报 》：作为 25 家国

家高端智库之一，北大国发院自
身区别于其他智库的定位是什
么？ 北大国发院的学术研究、学
员培养是不是也和这个定位紧
密相连？

姚洋： 我们是高校的智库，
区别于政府部门的智库，政府部
门的智库有很多国家的任务。 高
校智库不擅长做国家直接的任
务， 更擅长做一些分析性的工
作，离政府稍微有些距离，这样
反而能把政府的运作、政策看得
更清一些。 在参与一些政策的讨
论过程中我们会关注一些中长
期的问题，关注一些国家比较深
层次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想我们
和学校外面的智库比起来有很
大的优势。 和其他高校智库相
比，我们的规模比他们大，另一
方面我们非常注重学术研究，所
以，我们的智库有一个原则———
用学术推动中国的进步。

北大国发院的学术研究、学
员培养也是和这个定位紧密相
连的， 我们的教育项目囊括了
政、商、学三个方面，我们帮学校
管理南南学院，该学院是培养官
员的；我们有 MBA，是培养商业
领袖的； 我们还有学术项目，是
培养学术性人才的；我们还有一
个本科生双学位项目，那是普及
性的项目， 一年一届招生至少
700 多人，规模较大。我们的教学
项目很多，学位项目有约 10 个，
教学任务很重。

发展民营经济长效机制是
改革

《公益时报》：前段时间，“民
营企业退场论 ”引发热议 ，你近

期也针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
改革问题进行了发声。 你认为，
实行国企混改制究竟有哪些利
弊？ 在国有资本相对强势的情况
下，国企收购民企股权会带来哪
些方面的影响？

姚洋：今年上半年股市股价
下降了超过 30%， 很多民营企业
下降更多，有的下降达 70%，很快
面临着平仓线。 但是这些企业其
实都很好， 如果被强制性平仓，
那它的资产、价值就会变得极其
低，远远低于它应该有的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资
金短缺， 只有国有企业有钱，因
此国有企业就开始收购这些面
临平仓的民营企业。 我觉得这样
的收购要从纯粹商业的角度来
看，没有问题———你既然这么困
难，我来收购你，还帮你把债务
负担了， 这属于纯商业的行为。
问题是，在我们国家，特别是过
去半年里，民营企业受到很大的
压力，又出现“民营企业退场论”

这种说法，如果国企还去收购民
企，就会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
号———“民营企业退场论” 是真
正地实施了。 这样就会打击民营
企业的信心，这当中很多都是民
营企业家一生的积累，一夜之间
变得一无所有， 这个影响太大
了。 这就像当年的“宝万之争”，
宝能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也没什
么错，但是放大了说，一个“野蛮
人”跑来把企业收购了，并且一
脚把创业人踢开， 这个影响很
大。 国家在过去一个多月里，出
台了很多的政策，“民营企业座
谈会”的召开对提振民营企业的
信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现在来
看，市场处于基本稳定了，这是
一件好事情。

《公益时报》：11 月 1 日，习
总书记邀请民营企业家召开座
谈会，并针对当前民营企业发展
环境提出了 6 方面政策举措。 那
么 ，你认为 ，此次座谈会将为民
营企业具体带来哪些利好？ 接下

来，你认为民营企业还将会遇到
哪些挑战和危机，应如何发展民
营经济？

姚洋 ：习主席、刘鹤副总理
带着银行三会的领导出来讲话，
这是个非常强的信号，提出的六
方面政策举措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救急的，救急的那些措施
现在看来在陆续推出，起到了非
常好的作用； 另一类是长期的，
长期而言如何给民营企业提供
比较充足的金融资源？ 这个需要
具体事件具体分析，比如郭树清
提出的“一二五”概念，其实股市
对这个反应是非常负面的，提出
来第二天银行股集体跳水了近
3%，说明大家不看好。

我们要意识到中小企业融资
难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难题， 在这
个问题上不要带上太多所有制的
成分， 即认为这主要针对民营企
业。其实国有企业如果规模太小，
也照样贷款很难，所以，这不是所
有制的问题，就是小企业风险大。
在这种情况下， 非得让银行给它
贷款，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我觉得长效机制还是改革，
不能靠行政命令，对正规银行要
允许它们对风险进行定价，中小
企业风险高， 若去银行贷款，银
行觉得资质可以但风险很大，
12%的利率能否接受？ 中小企业
要到“影子银行”去筹款，恐怕也
是这个利率，甚至更高。 所以，一
定要允许银行对风险进行定价，
现在的定价机制太死板。 北大国
发院多年来提出的利率市场化
事实上还没有实现，如果把这项
改了， 会是一个技术性的改变，
它的作用就会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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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的办公室在朗润园 501，这是个不大的办公室。
进门处有两张书桌，一张临窗，一张面墙。 面墙的书桌上摆放了电脑和家人的照片，连在一起就占据

了屋里一整个角落。 桌旁是椅子，椅子旁摆放着小沙发。 除了这些简单的陈设，剩下便是满屋子的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院长和著名经济学家已经成为了姚洋身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北大国发院”），这个中国顶尖学术大咖云集的地方，汇聚了各

个学派的高端智囊。 北大国发院前两任院长是林毅夫和周其仁，姚洋觉得，前者是北大国发院的旗手，后
者是精神领袖，自己在管理方面没有两位前任“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因此，他强调用更加制度化手段管
理机构。

作为北大国发院的院长，除了搭建开放的平台，让每个人在这个平台上展现最好的自己外，姚洋也
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大胆招贤，他认为人才的聚集能够发挥集聚效应。 “你要去找那些比你更有能力的
人。 ”姚洋说，“所以我把张维迎和陈春花两位老师都请来了。陈春花老师很特别，她在管理学方面能力特
别突出，而且还有担任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CEO 那样实际的管理经历。 她来了之后我们做了一对
一导师制度，每一个 MBA 学员都有一个业界的导师；对 EMBA 也进行了改革，加入了很多实用的课程；
此外，陈老师跟业界的联系比较多，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业界的资源，包括资金方面等。 但是由于她是教研
系列的第一位非‘海龟’学者，还是引起了大家很多轮的讨论。 ”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姚洋在今年上半年对民营企业做了调研，在“民营企业退场论”引发热议时，他
及时针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发声。

“从研究角度来讲，我们不可能做政府关注的日常工作的研究，这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或者国际
交流中心负责，社科院也相对更近，在这方面北大国发院没有太强的竞争力。 我们做的最重要的、最常规
的，还是通过媒体和公共空间的讨论，通过舆论影响政府的决策。 ”姚洋告诉记者，从名字看，“国家发展
研究院”是一个与中央比较接近的单位，但是原来两者的距离，比很多人想象中的要远很多，而北大国发
院离社会和百姓，比我们想象得要近的多。

12 月 21 日，2018 中国公益年会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姚洋受邀在年会发表主旨演讲。 姚洋
认为，中国公益年会应该变成企业家互相交流公益经验的一个平台，而公益的最高境界则是将其做成企
业战略的一部分。

朗润园一隅（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