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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企业家精神对我国社会伦理道德的建构

常立农，肖龙辉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省、长沙市，410082）

摘要：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时代，商业伦理规范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企业家精神是现代商业

伦理规范的精髓与要义所在，主导了企业及企业家通过企业文化对企业共同体实现全面塑造的全部维度。

我国从业人员体量庞大，企业家精神的影响面与影响力之巨，足以对处于转型时期我国的社会伦理道德发

挥举足轻重的建构作用。培育与弘扬企业家精神也就成为了转型时期实现我国社会伦理道德系统文明有序

回归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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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来，我国商品市场负面事件的不断披露时常引爆社会舆论的燃点：涉及食品安

全问题的如双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广州“毒大米”事件、“地沟油”事件、双汇“瘦肉精”

事件等；涉及环境保护问题的如沙漠排污事件、地下河排污事件、“癌症村”事件等；涉及

医疗问题的如山东过期疫苗事件、“毒胶囊”事件，魏泽西事件等；涉及商业秩序问题的如

葛兰素史克行贿事件、大连万达行贿事件等；涉及居住问题的如商品房房屋开裂事件、假水

泥事件、装饰建材甲醛含量超标致白血病事件等等……这些几乎覆盖了社会所有层面的商业

负面事件的曝出，一次又一次挑动社会公众的敏感神经，除了对当事人构成的巨大伤害外，

其频发态势已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社会公众对生存环境的普遍焦虑，生活安全感的缺乏对公

众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逐步加剧，有不少持悲观情绪的学者甚至认为中

国已经陷入了“互害模式”的困境。

中国社会正在进行再一次的全面改革转型，这已是基本的社会共识：改革开放至今将近

四十年的时间里，一方面，由于我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转型，体量庞

大的传统农业、手工业人员逐步转为现代化管理与发展模式企业的从业人员，社会系统的结

构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果，社会管理思维与方式

转变的紧迫性、社会利益分配机制改革的迫切性以及大众社会心理对社会变化的适应性等

等，这些都已累积到需要尽快转型的临界点。在社会物质水平较高而社会精神层面较空泛且

社会转型方向与出路尚不够清晰明确的当下，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商业伦理规范的失序

对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系统造成的冲击已十分巨大，这一局面亟待改观。

一、商业伦理失序：市场秩序紊乱引发社会焦虑

商品市场乱象引发社会焦虑不安的背后，既是商业伦理失序的直接结果，也有政府监管

缺位因素的助长作用，前者直接导致了市场秩序的紊乱，后者则加剧了前者负面因素的放大，

继而构成对我国社会伦理道德系统的巨大冲击。

1.市场秩序紊乱

最近几年来，商品市场秩序的紊乱情况可谓让人眼花缭乱而心怀愤懑 ，通过综合各主

流媒体的深度调查报告以及相关新闻报道不难看出，上至大型国有企业，下至个体经营户，

从涉及民生的服饰、食品、医疗、教育、地产、建材行业，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及国家安全

稳定大局的金融、油气、矿冶行业，各个行业、各类型企业几乎无一幸免。

具体乱象最常有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各种山寨、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商品市场，

由于不少科技手段的普及任用，致使普通社会大众想要自行甄别的难度不断加大，防不胜防；

然后，市场同行之间或恶性竞争、不正当竞争手段频出，或相互联合起来囤积居奇、哄抬价

格，企业自身往往因为价格战也深陷泥淖，而有消费需求的社会大众则苦不堪言；其次，虚

假广告遍布、虚假营销遍地，营销方式则套路丛生、潜规则盛行，消费者叫苦不迭；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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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消费者发现权益受损，也往往因防范意识疏忽，导致举证不易、维权困难，或者因为监

管部门效率低下甚至不作为，简单的维权事件也变成成本高、耗时长的生活负担，对损失较

小的一般侵权，只好选择忍气吞声、不了了之。

市场秩序紊乱所导致的正当权益受损和维权举证不易与成本高企，是当前社会大众焦虑

情绪的重要来源之一：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时时防范、小心谨慎，心理负担也就无

形中增大，社会心理的不稳定性因素也随之增加，严重时悲观消极情绪蔓延；另一方面，对

一般损失较小的侵权因为举证维权与成本高企，于是选择忍气吞声，则反而降低了不良商企

的违法成本，助长了其继续违法违规的心理，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市场秩序愈加混乱

不堪，直至商业伦理逐渐失序，以致对社会伦理道德系统构成冲击。

2.商业伦理失序

毋庸置疑，商业伦理的失序是当前我国商品市场秩序紊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只需对这些

乱象背后的原由稍加梳理和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

首先，企业无视伦理道德、唯求获取暴利。企业作为一般经济单位，追逐利润是其正当

权益，但与此同时，企业作为社会系统的一员，也理当主动遵守社会伦理道德公约，树立良

好的企业形象，但我们在市场乱象中可以看到，很多企业为了寻求暴利，无视社会伦理道德，

甚至打起了法律的擦边球，不惜游走在违法违规的边缘。

然后，企业无视法律法规，公然毁约失信。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原本就是一般契

约关系——你提供我所需的商品，我支付你足额的货币。可以看到，在这些市场乱象的背后

往往是企业背弃了消费者的信任：生产假冒伪劣恶质产品，通过显性或隐性的恶意营销手段，

公然违法违规欺骗消费者，由于手段隐蔽或特殊，又使得消费者往往举证艰难，维权困难。

其次，企业无视责任担当、肆意破坏环境。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方，对自然环境的

保护人人责无旁贷，特别是制造业、矿冶行业等类别的企业，对生态环境有很大的依赖，尽

管近年来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在持续加强，但依然可以看到很多企业无视责任担

当，肆意破坏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环境污染，对企业员工或居住地的民众生命健康造成不

可逆的伤害。

最后，企业内部管理混乱，安全事故频发。对从业人员的关怀是商业伦理的重要内容之

一，也是企业的责任担当所在，但是，近年来由于企业内部管理混乱或管理不科学周密所导

致的生产安全事故却频发不止，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事件更是不在少数，每一次事故，无不

对企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道德、法律、诚信、责任、环境保护、人性关怀等等，这些由于商业伦理失序造成的社会底

线的长期失守，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产生的大小不一的伤害，都被社会大众所逐一承受，而政

府的监管或缺位或效率有限，社会整体变得焦虑不安也就不足为奇了。

3.政府监管缺位

政府监管的缺位是市场秩序紊乱的又一基本因素，客观上助长了商业伦理的失序，并导

致社会公众生活安全感的缺失，继而加剧了社会焦虑情绪的程度。

首先，贪腐之风盛行、懒政惰政、不作为等等，是导致监管缺位的首要因素。一方面，

从已经被查处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企业之所以敢为虎作伥，公然违法违规行事，

并长期得不到法律的制裁，往往是背后的“老虎”、“苍蝇”在撑腰；另一方面，有很多面向

基层的政府机构，懒政惰政、不作为的现象也比较严重，或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两者综

合起来，违法违规者得不到及时严肃的彻底处理，社会大众的正当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商

业伦理也就因市场紊乱但监管缺位而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

然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薄弱且保护力度不够，也是当前商品市场的一大症结所在。

一方面，就现行法治环境来看，不良商企生产、销售山寨、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成本太低，

对其处罚力度明显不够；另一方面，对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或不正当竞争，特别是涉及到知

识产权侵权问题的法律制度仍待不断完善，当前执法力度也十分有限，最终往往是企业与作

为消费者的社会大众皆受害。

最后，市场体量庞大而人手配套不足也是导致政府监管缺位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至今

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市场发展飞速，至今已体量庞大复杂，巨量市场面的违法违

规问题往往是防不胜防，监管起来心有余而力不足，也使得不少不良商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

成功躲避监管，为所欲为，事后即使发现并依法作出处理，但对社会的伤害却已造成，甚至

难以挽回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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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业伦理失序对社会伦理道德系统的冲击

市场经济越发达、企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商业伦理规范通过市场面覆盖所产生的社会

影响力也就越大，正面与负面的道德信仰都能通过市场面的扩散，对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

心理状态与行为方式构成较大显性或隐性的冲击，继而构成对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系统的巨大

冲击。

1.社会价值观扭曲

当前社会价值观扭曲的现象较为普遍，体现在社会各成员普遍缺乏诚信意识，社会契约

建立的成本高企，并且由于对物质财富的盲目崇拜成风，致使被引向唯利是图的社会公众往

往不择手段，而对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担当意识则十分薄弱甚至缺乏。过去为实现国家综合

国力的快速提升，在奉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认识下，集中力量开展经济基础建设，

忽视了精神层面的追求，最后在整个社会层面累积形成“以对物的态度对人”
[1]（p187）

的社会

认识，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社会整体从“物质不满足时代”开始转向“精神不安宁时

代”
[1]（p187）

，如何在物质创造的同时，确保商业伦理的规范有序，继而促使精神追求的回归，

是转型时期我国社会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2.社会心理亚健康

在扭曲价值观的驱使下，商品市场乱象中类似“投机钻营挑捷径、剑走偏锋谋利益”的

诸多恶习开始蔓延至社会生活实践的各个层面，社会心理呈现亚健康的态势发展。一方面，

商品市场的潜规则盛行与政府监管的缺位状况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于是潜规则意识在社

会层面蔓延，导致社会大众对其他日常事务的处理也不得不遵从潜规则来运作，正当的思维

难以在现实中得到有效体现，正当渠道办事则反而不受推崇，社会心理状态随之发生颠覆性

改变；另一方面，商品市场的不道德甚至不法逐利得不到有效的遏制与相应的处罚，“笑贫

不笑娼”的畸形社会心理在社会大众之间蔓延，盲目的物质崇拜在社会大众之间获得了较为

普遍的心理认同，能赚到钱就是真理。社会心理随之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安全感的缺失、

价值观的扭曲、与内心的浮躁，最终导致社会行为的失理性。

3.社会行为失理性

社会行为的失理性已发展为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不管是在社会中高层精英阶级中还是

在底层普通民众之间，社会戾气都呈现极易被激发出来的状况，社会大众的浮躁不安、不道

德行为更是十分常见。一方面，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不道德行为非常频繁，由于社会整体风气

上对物质利益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精神追求的推崇，尽管在官方与公益机构的积极努力下社

会大众的意识有所觉醒，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道德的约束力依然十分有限；另一方面，社

会戾气的爆发呈现突发的迹象较为明显，表现在即使简单的生活矛盾也能在不经意间引发出

暴力相向的局面，社会行为有呈现明显的暴力倾向。

社会行为的失理性对社会系统所有成员的生存生活都是非常不利的，它是加剧社会伦理道德

系统陷入恶性循环的最后一个环节，例如过去我们推崇“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基本底线就已

遭突破，而法律制裁的滞后效应，对社会行为失理性无法实现实时的约束，也就加剧了社会

的不安全感。

三、企业家精神是商业伦理规范的精髓

企业家精神是现代商业伦理规范的精髓与要义所在，两者共同构成了商业文明的基础，

在经济市场的发展过程中通过紧密的互联互动，既相互要求又相互塑造，共同影响着经济市

场的运行秩序与发展质量。

1.企业家精神的实质

国内外学界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虽并未达成彻底的共识，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实践中的丰富经验积累与长期的实证研究，对企业家精神的

理论内涵已有了相对较为清晰的认识：

首先，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在成长、学习、管理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精神品质”
[2]（p61）

；然后，根据经济学家汪丁丁的观点，企业家精神有三个主要内容，即“熊彼特所说

的创新精神、韦伯所说的敬业精神、诺斯所说的合作精神”[3]（p163），有学者还提出企业家精

神应当从“政治精神、工业精神、商业精神、社会精神和人格精神”等五个维度出发进行分

析
[3]（p163）

；最后，有学者认为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可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其中微



http://www.sinoss.net

- 4 -

观层面即企业家个体，应具备“自觉地学习、进去”的精神，中观层面即企业的组织，应“创

建具有企业家精神特质的企业文化和制度”，宏观层面即社会整体，应“引导社区、国家创

建具有企业家精神特征的文化，是企业家精神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以最大限度地

激发整个社会的创新与创业热情”
[3]（p162）

。

笔者认为，企业家作为经济市场的活跃主体，其与商业活动密切相关的诸如“创新”、

“冒险”、“合作”等精神品质固然不可或缺，但从我国近几年的市场乱象甚至最近一次全球

金融危机的爆发来看，失去了伦理道德约束内涵的企业家精神是不可持续的，非但不能为经

济市场的持久健康发展与增长提供足够的动力与活力，反而容易成为脱缰的野马，扰乱经济

市场的同时，还危及到整个社会系统的健康与稳定。因此，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在内涵商业

发展基本精神要求的同时，也应当内涵社会整体健康持续发展的伦理道德责任，两者缺一不

可，甚至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日趋成熟，后者的在实践中的实际作用会更加重要。

2.商业伦理规范的要义

商业伦理是经济市场除法律之外的重要基础规范，与社会伦理道德之于社会整体的重要

意义类似，商业伦理是企业及企业共同体在其长期商业活动形成的并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

它归属与社会伦理道德系统，“商业伦理的核心要素有两个维度，一是诚信，二是生态责任”
[4]（p320）

。

第一，诚信是商业伦理规范的首位要义：经济市场能够有序发展的基础就是各个关系要

素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即诚信，既包括企业之间内涵合作精神的诚信，也包括企业与消费

者之间内涵契约关系的诚信。

第二，责任是商业伦理的另一重要内容：经济市场能够健康发展离不开各个关键要素对

其所关联的关系客体的责任担当，对企业及企业家而言，他们的责任担当既包括对企业同行

的知识产权的尊重、对企业共同体的利益保护，也包括对消费者权益的维护，以及对所依存

的生态环境的保护责任。

作为社会伦理道德系统重要组分之一的商业伦理规范，它的基本内涵既来源于社会伦理

道德系统，又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时代适宜性革新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3.企业家精神与商业伦理规范互动

企业家精神与商业伦理规范在其各自的系统归属与伦理内涵意义上有着十分积极的关

联互动。

首先，商业伦理规范对企业家精神有着明确的外延要求。商业伦理对诚信与责任的要求

为企业家精神及在此指引之下的企业行为规范划定了基本的原则与底线，任何突破了该原则

与底线的企业家精神内涵都会丧失现实的根基，而企业的行为也会不被社会所认可，这也就

无可避免地危及到经济市场的规范有序发展，往往对整个社会系统也造成难以预见与防备的

伤害。

其次，企业家精神对商业伦理规范的内涵塑造意义重大。企业及企业家作为经济市场的

活动主体，是商业伦理的规范对象主体，也是商业文明形成与革新的活力根源所在，而企业

家精神主导了企业及企业家通过企业文化对企业共同体实现全面塑造的全部维度，可见企业

家精神对商业伦理规范的内涵塑造意义重大，是确保商业伦理规范保持时代适宜性的根本内

涵来源。

最后，企业家精神与商业伦理规范紧密的互联互动，共同影响着经济市场的运行秩序与

发展质量。商业伦理规范划定了企业家精神的伦理道德原则与底线，而企业家精神则为商业

伦理规范注入时代的鲜活血液，保持其时代的适宜性，两者在实践中既相互要求又相互塑造。

四、转新时期企业家精神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建构

从失序走向规范是转型时期社会系统运行状态的最大变革，影响这一变革进程的因素是

多方面的，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商业伦理规范的失序对社会伦理道德系统的巨大冲击，而

社会伦理道德回归规范有序是诸多积极因素中的关键所在。企业家精神是现代商业伦理规范

的精髓与要义所在，主导了企业及企业家通过企业文化对企业共同体实现全面塑造的全部维

度。我国从业人员体量庞大，企业家精神的影响面与影响力之巨，足以对处于转型时期我国

的社会伦理道德发挥举足轻重的建构作用。

1.企业家精神主导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经济社会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物质创造与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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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总和，它既包括企业所创造的具体的物质产品，也包括企业共同体所追求的价值理念、

秉持的思维模式和遵从的行为规范，是企业贯穿于实践整体的独有特质所在，体现在企业的

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每一方面。

企业家精神对企业文化的主导，体现在企业家以正确的人性观、财富观和事业观对企业

文化的正向塑造上，并将商业伦理“诚信”与“责任”的价值核心贯彻到企业文化的理念覆

盖中，来塑造企业及企业共同体。“真正的企业家赚钱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只是事业的

保障，其精神世界里有一种一般企业家难以企及的境界——能够不断探索、不断学习、不断

创新，并对自己的价值观如宗教般坚定追求。”
[5]（p3）

2.企业文化对企业共同体的塑造

企业文化是企业哲学、企业思想与企业智慧的符号化集中，它对企业共同体的价值观念、

思维模式以及行为方式的塑造是全维度的。一方面，企业家及企业管理决策层对企业文化的

建构有着十分巨大的主观控制空间，他们通过企业文化对企业及企业共同体进行的主观文化

干预是直接且直观的，具有一般文化不可比拟的灵活性与强制性；另一方面，企业文化对企

业及企业共同体有着与一般文化功能相类似的塑造力，它既是从精神层面对企业的人格化塑

造、从物质层面对企业的生活化控制，也是从制度层面的强制性理念灌输。

在市场经济系统日益成熟的当下，现代企业的管理专业化、分工精细化程度不断地得到提高，

由企业家及企业管理层主导的企业文化对企业共同体的塑造愈加强化，其社会影响力也十分

巨大。

3.企业共同体占据社会伦理道德的基本面

改革开放至今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我国从业人员已体量庞大，这也是转型时期我国社

会性质逐步发生结构质变的基本特征所在，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来看，必须在社会

生产效率与技术实力的提高之路上愈加精进，那么更多的传统农业、手工业人员转为现代化

企业的从业人员将是必然趋势，而且这一人口基数只会越来越庞大，最终彻底成为社会的主

流从业人群。

我们已经可以预见到，企业从业人员将占据社会伦理道德的主要基本面，这一群体俨然

已在经济上占据了社会的主要基本面，并且正面临着与之社会地位相匹配的社会意识层面的

转型，首先便是社会伦理道德层面的意识与行为的转型，即如何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在社会

物质水平较高而社会精神层面较空泛且社会转型方向与出路尚不够清晰明确的当下，回归有

序状态。

四、企业家精神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建构

随着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果，社会管理思维与方式转变的紧迫性、社会利益分配机制

改革的迫切性以及大众社会心理对社会变化的适应性等等，这些都已累积到需要尽快转型的

临界点，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商业伦理规范的失序对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系统造成的冲击

已十分巨大，由于我国从业人员体量庞大，企业家精神的影响面与影响力之巨，足以对处于

转型时期我国的社会伦理道德发挥举足轻重的建构作用。

1.企业家精神对社会伦理价值观的建构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跨越二十年时间的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家大多具有比较强的创新意识

和企业家精神，对人性、对员工有积极正面的看法，重视企业的持续发展、员工成长和自身

精神境界的提升，同时，比较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关注整个社会的商业文明进程。”
[6]（p20）

企业家作为企业家精神的承载者、企业文化的创立者，通过内涵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文化对企

业及企业共同体的价值观塑造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企业家所秉持的价值观、伦理观汇集于

企业家精神中，对企业共同体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的正向或负面塑造，都将在一定程

度上，使其影响力延伸至企业共同体的“八小时工作”之外，即深入企业从业人员工作之外

的社会生活之中，继而对社会伦理价值观的建构发挥作用。

2.企业家精神对社会道德履责心理的建构

企业家精神内涵的责任担当，对企业共同体以及由此延伸至社会公众的道德履责心理的建构

是普遍存在的。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研究成果，企业家精神内涵积极的方面展现在“不

少企业家能够超越个人和企业的本位责任，克服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带领企业持续发展、关

心员工利益、提升企业信用、参与社会公益、助推经济转型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表现出积极

的态度和行为”
[6]（p20）

，但同时存在明显的不足，“由于市场秩序、管理体制、社会环境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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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因素以及个人价值取向等原因，一些企业领导人的认识以及企业文化导向在履行社会责

任方面还存在着一定差异”
[6]（p20）

。稍加深入分析即可看到，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取得的

巨大成果，离不开企业家精神里内涵的对包括社会道德履责在内的社会责任的正向认识，而

市场乱象的背后则多由对社会责任特别是社会道德履责的差异性存在而造成，对社会伦理道

德系统产生了性质恶劣的负面冲击，由此对社会道德履责心理产生建构作用。

3.企业家精神对社会伦理道德实践的建构

企业家精神对社会道德实践的建构作用，体现在企业家对企业及企业共同体的具体伦理

规范与道德要求及相应的感召力上。一方面，伦理价值观与道德履责心理最终都需要通过伦

理道德实践来得以实现，这是企业家精神促使社会伦理道德有序回归的关键环节；另一方面，

“企业家精神里包含由他们的担当而发展出来的社会责任”
[2]（p61）

，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实践

是企业家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家精神影响力与感召力的现实回应。

总而言之，在我国经济基础建设已取得较大成就、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的当下，企业家精

神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建构，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五、结语

商品市场乱象的背后是商业伦理的失范，社会焦虑情绪的加剧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

社会转型期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与解决方法，而转型时期企业家精神对我国社会伦理道德的

建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培育与弘扬企业家精神也就成为了转型时期实现我国社会伦

理道德文明有序回归的重要途径。培育与弘扬企业家精神，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需要认识到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有学者的研究结果表面

“体制转轨时期中国企业家精神和技术发明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7]（p132），企

业家精神是现代商业伦理规范的精髓与要义所在，对商业文明的形成与成熟、对经济市场规

范有序发展起着积极正向的推动作用，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然后，社会的贪腐之风对企业家精神的打击不容忽视。前面笔者已提到，贪腐之风助长

了经济市场不良商家的违法违规行为，继而严重威胁到商品市场的正常秩序，有研究证明“腐

败会打击企业家创新和创业精神”
[8]（p99）

，相反，市场化则对企业家精神的价值发挥具有明

显的促进作用，“腐败对企业家创新和创业精神的打击力度会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而呈现

出非线性的变化，即当经济体跨过市场化进程的门槛时，腐败对企业家创新和创业精神的打

击力度会弱化，甚至不明显。”[8]（p99）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市场经济愈成熟，对企业家精神的培

育愈有利，而经济社会对腐败的抵抗力也愈强。

最后，制度建设是培育与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必要途径。经济市场的规范有序对企业家精

神的正向促进作用是转型时期我国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关键节点，而制度的配套设计与建设

是社会有序不可或缺的保障，“中国企业的问题不在于它们的规模，不在于它们的资金，只

在于中国企业没有建立起一套具有法律意义、数字意义的制度。”
[8]（p329）

历史经验证明，“专

利制度、反托拉斯法、破产保护、银行体系”
[9]（p634-637）

等是促进创新型企业家精神的制度，

而这些恰好是当下社会转型时期我们的经济社会建设的短板所在，即使改革开放已将近四十

年，市场经济改革也有三十五年，这些短板依然存在。

企业家精神的培育离不开自由开放的文化沃土，改革开放至今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我

国经济社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果，离不开“不断解放思想”的认识与实践，当下，处于社会

转型时期的我们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培育发展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企业家，以及弘扬

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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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era of developed commodity economy, the influence of business ethics on social ethics

is extensive and far-reaching.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 the essence of modern business ethics and the

essence of the law, leading enterprises and entrepreneurs through the corporate culture of the enterprise

community to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shape of all dimensions. The influence of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 enough to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social ethics of

our country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Cultiva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spirit of entrepreneurship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orderly return of our country's social ethics system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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