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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皓：公益将是财富的归宿
� � 据统计，目前中国民营企业
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 70%以上，
50 岁以上的民营企业家占比
67%，这也意味着，三分之二的民
企须直面接班问题。 然而，家族
企业及家族财富传承一直是个
世界性的难题，全球多个权威调
研数据显示，家族企业及财富从
一代传承到二代的成功率不超
过 30%，从一代传承到三代成功
率不超过 5%。 长久以来，中国家
族传承更是背负着“富不过三
代”的“魔咒”，令许多企业家倍
感压力。

家族传承断代、家族财富毁
灭的背后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
的力量？ 家族慈善信托和家族
基金会未来在中国的发展态势
将会如何？ 什么因素决定了中
国企业家的捐与不捐？ 当下中
国家族财富传承有无可参照的
典范……

带着这些疑问，《公益时报》
记者于 2 月 17 日在“2019 亚布
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九届年
会”现场专访了清华大学五道口
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
心主任高皓。

高皓从 2008 年就开始研究
国内外家族企业传承问题。 2015
年，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
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高皓担任负责人并组建专业团
队潜心钻研相关问题，三年多下
来， 他突破了旧有的研究窠臼，
总结了不少宝贵的学术经验，对
家族企业传承的“前世今生”有
了更为系统深入的剖解和审视。

“传承是财富的意义，公益
是财富的归宿。 ”采访中，高皓告
诉《公益时报》记者，这两句话是
他这么多年研究家族财富传承
总结出来的核心理念。

高皓认为，家族慈善信托和
家族基金会是中国财富家族良
性传承的重要抓手，前提是相关
法律及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和行
业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

高皓呼吁民政部门加大调
研，深入了解目前我国民营企业
家对公益慈善活动的现实想法。
一方面研究和学习欧美发达国
家的先进经验，一方面给民营企
业家创新的空间和余地，允许企
业家们在公益慈善活动中予以
探索和尝试。

“我认为监管是一门科学，
也是一门艺术，如果一开始就束
缚得特别紧， 那就会扼杀创新，
更无从谈‘发展’。 对公益慈善的
监管也可以借鉴金融监管中的

‘监管沙盒’理念 ，实现推动创
新与风险管控的双重目标。 可
以通俗地理解为，划出‘安全空
间’，在边界清楚的前提下，‘安
全空间’里面可以先行先试，出
现问题，及时纠正；没出问题，
就放宽条件，继续发展。 对于某
些公益慈善领域的创新， 或许
可以先在海南或者深圳先行先
试， 我想这样对于中国未来公
益慈善的发展进步会有巨大意
义。 ”高皓说。

家族传承的重要推手

《公益时报》：从现实操作层
面来看，家族基金会目前有什么
发展特质和趋势？

高皓 ：首先，从捐赠额度来
讲，设立基金会的家族显著地超
过了那些没有设立基金会的家
族，也就是说，家族基金会这种
制度安排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设
立了家族基金会就意味着家族
公益慈善工作的机构化、专业化
程度更高，专职的工作人员再加
上专业的落地执行，会让慈善捐
赠变得更为系统化和持续化。

在研究中，我们将超高净值
家族的捐赠行为按两个维度进
行划分， 进而分成了四种类型。
简单说， 一个维度是有钱没钱，
另一个维度是捐或不捐。 你会发
现， 有些人是在有钱的时候捐，
没钱的时候就不捐了，这种我们
称为“财富驱动型”，这类占比最
大。 第二种是有钱的时候捐，资
金不那么充裕的时候也捐，我们
称之为“坚持捐赠型”。 这种就属
于专业化、机构化、持续化程度
比较高的，有更为长期的捐赠布
局，而这些捐赠往往是通过基金
会来实现的，这是我们非常鼓励
的。 还有一些属于“事件驱动
型”，比如发生地震、水灾等自然
灾害时进行捐赠，这部分企业家
会主动捐赠。

总体来说，设立家族基金会
的民企，捐赠的绝对值和持续性
是显著更好的。 所以我认为，从
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应该大力
提倡和促进家族公益基金会的
设立。

我认为， 中国家族企业财富
传承要想有发展， 两个抓手应该
同步推进，一个是家族基金会，一
个是慈善信托。如果真的可以，那
我们就真的迎来了中国家族慈善
的春天。 对整个公益慈善行业来
说，有了发展资金的源头活水，才
会有更多专业人才的流入； 有了
更多具备公益情怀和专业水准的
人才，才能推动行业进步。

捐与不捐，五味杂陈

《公益时报》：我曾经采访过
中国加入“捐赠誓言”的企业家，
也侧面向一些企业家了解过对
比尔 .盖茨和巴菲特发起的“捐赠
誓言”的看法。 我发现，是否愿意
将身家捐出来，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企业家本人对于财富的认识
及其对财富支配和使用的安全
感。 根据你的研究，还有哪些因
素也会影响企业家的慈善捐赠
意愿？

高皓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
企业家捐与不捐其实有很多影
响因素，这里我随机列举一二。
有人会说：“我现在财富还不够
多，我首先要证明自己是一个特
别成功的人，等完成这个夙愿之
后，我再去捐。”比如一位国内知
名企业家， 他曾说过：“我先要

当上世界首富，等我达到这个目
标再去捐， 盖茨你现在去做慈
善， 是因为你已经达到那个点
了。 ”这种心态跟咱们中国人常
说的“立功、立德、立言”相吻合，
有些企业家认为“我要先把‘立
功’这件事情做好，再去‘立德’
和‘立言’”。

第二种情况是他觉得自己没
有找到合适的管理及运用庞大公
益慈善资金的有效方式， 即便自
身乐善好施， 也会因为缺失科学
严谨、机构化、体系化的方法，对
“人员是否足够专业、是否具备足
够的奉献精神” 等多种因素不能
充分掌握， 因而长期以来对大额
捐赠始终保持着观望心理。

就现实状况而言，虽然中国
第一代企业家已经拥有足够多
的财富，但因为他们大都经历过
人生动荡和命运变迁，某段时期
的个人挫折较大，安全感仍然有
所缺失，因此对完全投身公益慈
善的信心和决心依然不足。 与第
一代企业家相对应的，70 后、80
后的企业家们就没有那么多困
扰和障碍，他们在投身公益慈善
的规模、效率、速度、包容度和开
放度等诸多方面与上一代企业
家表现迥然。

外部因素加内部动因，就构
成了企业家们是否要投入公益
慈善的综合条件，这其中涉及的
方方面面堪比人性一样复杂。 所
以，一个企业家捐或者不捐的决
定，都是经过“五味杂陈”的思想
糅合后诞生的产物。

公益是财富的归宿

《公益时报》：你认为家族传
承与公益有很多结合点，而且世
界上成功的财富家族在这两个
领域都有很大的交集。 从深层次
如何理解这个问题？ 为什么你觉
得“只有公益才是财富的归宿”？

高皓 ：我有一个观点，可以
用两句话来总结：“传承是财富
的意义，公益是财富的归宿”，这
两句话是我多年来研究家族财
富传承总结出来的核心理念。 经
常有人说，只有中国家族才重感
情，“血浓于水”， 好像欧美国家

就没有那么讲感情、 重亲情，把
孩子养到 18 岁就完成了义务，
剩下的就靠子女自己去打拼了，
但事实其实也并非完全如此。 家
族代际传承是人性本然。 当老一
代故去，留下的遗产通常都是给
孩子，这不仅给财富的创造赋予
了超越有限生命长度的意义，也
为后代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和
发展平台，既让孩子衣食无忧的
同时，可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这一点对于中外企业家都
是相似的思虑和考量———如何
将自己的财富、事业、精神传承
下去。 正因为个体生命的有限
性，才促使我们去寻找人生和财
富的价值。 这就是为何我要说
“传承是财富的意义”。

说到“公益是财富的归宿”，
我曾经在课堂上做过很多次实
验，听课的有的是非常成功的企
业家，有的是从来没有走出过校
门的学生。 我对学生说：“你现在
闭上眼睛，假如你现在突然有了
十个亿、一百个亿、五百亿……
你要做什么？ ”当学生们开始认
真思考这个问题时，意识到这些
财富可能自己花不完、甚至自己
的子孙后代也花不完的时候，他
们一定会想到，这个世界还有很
多需要帮助的人，还有许多亟待
解决的复杂棘手的社会问题。 在
这个过程中，不管是否有宗教信
仰，还是无神论者，当他们明白
自己当下所拥有的财富都是来
自与社会的给予，他们也一定会
拿出一部分去回馈社会、帮助那
些需要帮助的人。

欧美国家的企业家在财富
积累比我们更早，作为现代公益
慈善的奠基人、美国企业家卡耐
基就曾说过：“在巨富中死去是
一种耻辱。 ”他在美国修建了近
3000 家公共图书馆，留下了永久
及美好的慈善印记。 卡耐基也不
否认，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
为当时一位家族顾问告诉他：
“你的财富像雪崩一样到来，你
必须要处理好你的财富，否则这
些财富不但会压垮你，还会压垮
你的儿子，甚至你儿子的儿子。 ”

我们必须明白，财富非常容
易腐蚀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奋斗

精神，甚至扭曲一个人的灵魂。
为什么中国人常讲“富不过

三代”，而不是“富不过二代”，一
个原因是第二代人还有贫穷的
经历，还有与父辈共同奋斗的经
历，可是第三代人一出生就含着
金汤匙，他们对世界和社会并不
具备客观清醒的认识。 如果后天
成长过程中也没能形成很好的
三观，那么这种认知上的盲目和
缺失会给未来发展带来很大的
负面影响，到最后他不但无力驾
驭财富， 反而可能会受其所累。
当我们说“财富成为家族传承的
双刃剑”时，公益在这个层面上
就真正成为“财富的归宿”。

我们说财富有两种用途，一
种是投资，一种是消费。 除了这
两种基本用途之外，走向公益是
财富拥有者的必然选择。 当然，
也不排除所谓的“守财奴”，可是
你去看这些守财奴的下场，往往
都很惨。

说到这一点，我经常会以爱
马仕家族举例。 2013-2014 两年
间，我曾经多次去巴黎拜访爱马
仕家族，他们创办于 1837 年，到
现在已是 182 年的历史了，已经
传承到了第七代。 我当时去见该
家族第五代的掌门人，他跟我说：
“爱马仕不是我从父母手里继承
来的， 而是我从子女手中借来
的。 ”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
法———如果是从父母手里继承来
的，那这笔钱就是我的，用的好不
好都无所谓，因为是我的，归我支
配，随心所欲，破产都没关系；但
如果是从子女手中借来的， 那意
味着终有一天， 你要把这个财富
还给你的下一代。 而当你把财富
交到下一代的时候， 要比你从上
一代手里接过来的时候更好才可
以，才对得起先人和后人。

所以说，财富的代际传承能
让人有敬畏之心， 警醒人们不要
为短期利益所迷惑， 做那些竭泽
而渔、饮鸩止渴的不明智行为。公
益之所以是财富的归宿， 是因为
公益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财富的
价值， 如果财富不能够被很好地
支配和使用， 那它充其量就是一
堆数字而已， 很有可能还会产生
消极的、甚至毁灭性的副作用。

高皓在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授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