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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馥莉的本土化是娃哈哈转型关键

每日微评

QE3退出推迟有利于中国市场化改革

核心

提示

投稿邮箱：

cdsbsypl@163.com

宗馥莉是市场风向标之一。

她引起关注不仅仅因为其富二代的

身份，更因其罕有的百无禁忌的言论。宗

馥莉曾表示自己这一辈与父亲那一辈不

同，并称跟政府打交道“让人头痛”，还指

出企业有外迁可能。其父宗庆后遇袭，有

传闻称与娃哈哈内部的改革有关， 虽然

警方的答案已经明确， 虽然宗庆后本人

出面表示并无大碍， 但江湖传言仍然纷

扰不绝，余波荡漾。

与李嘉诚展开国际布局的同时还在

大声呐喊不离开内地不离开香港相比，

宗馥莉尚未布局就吆喝着可能离开，不

由让人摇头感慨这是初生牛犊。 给人希

望，留下余脉，才是传统的持平之道。

宗氏父女在治理理念上存在明显差

异。 以前娃哈哈以传统的强势模式进行

治理，媒体称之为一个大脑：自

1989

年正

式注册成立，到目前发展成巨无霸，娃哈

哈集团俨然如“一个人的公司”：从未设

立副总，事无巨细均需宗庆后亲自审批。

但一个模式不可能永久持续， 娃哈哈在

产品创新、 营销渠道等方面都进入了瓶

颈，因此必须变革。

宗馥莉接受过西方教育， 比起一个

大脑的强势统治， 她更强调制度的重要

性。 与父亲表面强势实则掺杂人情社会

的做法不同，宗馥莉以“铁娘子”姿态打

造制度文化，凡事注重规则与效率。

进入公司

7

年后，宗馥莉于去年

10

月

接受采访时表现出折中态度，称“并没有

说西方的制度特别适合于中国， 也并不

一定是说它的制度一定非常好， 应该在

不同环境下， 怎样去找到合适自己的管

理模式……我应该强调西方国家一些制

度管理，能够提高效率，加强团队合作的

精神。同时，我应该要去接受中国一些本

土文化， 能够更好地去了解员工内心的

真实想法， 如果能够得到这两方面的结

合我觉得比较完美。”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 建立较完

善市场制度的过程同样会十分漫长。宗

馥莉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或者品牌国

际化， 或者以西方之制度糅合父亲的中

式强势与人情味， 前一条路对扎根本土

的娃哈哈来说绝不容易， 而后者则要靠

天大的悟性与运气才能成功。 理想很丰

满，现实很骨感。转型时期，调和油式的制

度是不存在的，本质上两种制度可能会发

生冲突。如企业希望迁移总部、境外投资，

与当地经济、 官员政绩有着密切关系；如

企业内部需要裁撤掉不成功的部门时，会

带来巨大阵痛。

以失血的娃哈哈商业公司为例，《中

国房地产报》

9

月

17

日报道， 独立负责商

业运作的娃哈哈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下

称“娃哈哈商业公司”）出现高管集体停

职待岗现象， 该公司运作实质上已陷入

停滞状态。宗庆后本人否认此事，但不可

否认的是，娃哈哈的零售转型之路、商业

地产之路都不算成功， 与其他传统商家

一样，面临来自互联网的强劲挑战，商业

地产上面临已经布局大商业、 大体验消

费的万达等企业的巨大压力。

宗氏父女对娃哈哈的瓶颈看得非常

清楚，敢言的宗馥莉表示，娃哈哈的多元

化业务已到了“泛滥”的程度，经销商体

系已成为公司的弱势， 对经销商的控制

力削弱，渠道争夺加剧。宗馥莉认为，娃

哈哈集团目前已处于比较危险的境地。

指望一天建成市场体制是不现实

的。 在经济与企业转型的过程中失去人

脉、失去政府支持、失去渠道是不可承受

之重， 摆脱路径依赖没有几十年不可能

成功，而稍有不慎可能血肉模糊。

如果娃哈哈转型成功， 我们看到的

宗馥莉必定是个强势而柔和的人物，对

中国经济环境、制度空间了然于心，传统

行业的困境与转型、年青一代的本土化、

本土化中的创新，都会体现在她身上。

市场对美联储

9

月开始削减

QE3

的

预期一度非常强烈，直至

19

日前夕，全球

主要投行和经济学家几乎无人预测到美

联储会在

9

月按兵不动。但

19

日凌晨公布

的美联储政策会议结果却显示： 不仅维

持低利率不变，而且维持每月

850

亿美元

购债规模不变， 同时有将

QE3

退出时间

表大幅推后的意愿。 这大出市场意料之

外，美元指数由此创下近半年来新低。

美联储的决定出人意料吗？非也。我

9

月

1

日接受《瞭望》周刊采访时曾明确表

示：美联储

9

月开始缩减

QE3

的时机不成

熟， 真正开始行动的时间表很可能推迟

至

10

月之后。而到上周，竞争美联储下任

主席呼声最高的前财长萨默斯突然宣布

退出提名竞争， 这不仅为鸽派色彩浓厚

的美联储现任副主席耶伦角逐大位扫清

了障碍，而且向市场暗示：总统此时不喜

欢具有鹰派色彩的美联储主席继任者。

奥巴马为什么“劝退”萨默斯？这是

因为后者一直力主强势美元战略， 一旦

他当选美联储主席， 美国的货币政策将

转向“快速收紧”，美元将出现较大幅度

反弹。而这显然不符合奥巴马的心愿。奥

巴马早就说得很清楚： 高通胀已经不是

美国经济最大的隐患，美国需要保增长、

保就业。对奥巴马来说，相对宽松的货币

政策目前是保增长的唯一指望， 而他唯

一能够左右的就是美联储主席继任者的

提名。 萨默斯的突然退出应该让市场明

白， 未来的美联储主席不仅是奥巴马的

“马前卒”，更要充当保增长的舵手。

在美联储的会议纪要公布后，市场人

士都在抱怨美联储背信弃义，金融巨鳄罗

杰斯甚至说，美联储主席都是“哈巴狗”。

罗杰斯说的对吗？ 应该只是表象！在

经济全球化走向金融市场全球化这个大

背景下，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保持步调

基本一致非常重要。当前全球经济最需要

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大约有两点：一是保

增长，二是促改革。在刚结束的

G20

峰会

上，多国领导人都对美联储是否会匆忙退

出

QE

表示出忧虑， 包括

IMF

领导人都对

奥巴马提出建议：不能太急。我们应该注

意到，奥巴马在

G20

峰会时不仅重申了全

球各国保增长的重要性，而且提出只有保

增长才能促改革，并清晰地指出美国会逐

步分阶段地退出量化宽松，而退出过程会

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何谓合理？很显然，

奥巴马所思考的美国未来货币政策或曰

美元战略必须服从两个大局： 一是要为

国内经济保增长、促就业保驾护航；二是

通过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全球化

包括金融市场全球化进程， 包括稳住新

兴经济体的市场化改革方向。

很多人以为，奥巴马与美联储的货币

政策是以邻为壑，比如他们指出中国经济

的很多问题都与美联储的超宽松货币政

策相关， 当美国开动印钞机应对危机时，

中国等新兴市场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出现

诸如热钱涌入、货币升值，房价暴涨伴随

高通胀等现象。这种认识有些偏颇。不能

完全否认美联储超宽松货币政策对全球

经济的严重影响，但也不能将所有问题都

归结于美联储的超宽松。实际上，全球主

要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都是超宽松的。

而长周期超宽松趋势之所以形成，各国有

各国的原因。但总的看，低增长与低通胀

长周期的出现，才是很多国家敢于维持超

宽松大环境的主因。目前看来，这个大环

境并未改变，保增长与适度提高通胀率水

平对很多国家而言还是当务之急。

中国经济也要保增长， 更需要推进

改革， 因此需要适度宽松， 需要全球热

钱。 美联储退出

QE

的时间表适度推后，

对中国经济是好事情。更重要的是，中国

人民币汇率自由化改革， 需要全球市场

流动性充裕、稳定，需要稍微弱一点的美

元（否则很容易引发资本外流）。美联储

推迟退出

QE3

不能不说有配合中国市场

化改革的意味———起码在客观上如此。

总之，当前世界经济仍面临诸多风险

和挑战，复苏基础脆弱，但趋势已经向好。

此时此地，不仅美联储需要谨慎，其他国

家也会很谨慎，不会出台激进而反复无常

的货币政策，在实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时

更要充分考虑到新兴经济体的反作用力。

基于此点，美联储

9

月会议决策是正确的，

起到了全球央行老大的作用。

美联储会不会信守承诺在年内开始

退出

QE3

，这几乎没有疑问。但在经济全

球化背景下， 美联储退出

QE

的时机选择

不仅要看美国经济是否稳步向好， 还要

看其他国家， 包括欧日经济是否真正复

苏，也包括中国能否实现软着陆，市场化

改革能否初战告捷。我相信，当更多证据

显示全球主要国家经济稳步复苏， 美国

经济复苏势头一定更稳固； 当新兴经济

体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 金融市场全

球化趋势更明确， 全球市场也就不再需

要那么多流动性。届时，美联储退出

QE

的

决心将更坚定，退出步伐也会适当提速。

□

何志成 独立经济学家

马光远

知名经济评论员

在国际金融界没有话语权的新

兴市场，只能随着美联储的指挥棒

翩翩起舞，任何时候都是美联储政

策的羔羊和祭品。 对于中国而言，

美联储的出尔反尔意味着，绑架了

中国经济的房地产市场在躲过了

最大的不确定性之后将继续狂奔，

相对于美联储而言，我们更不知道

我们在房地产狂欢的盛宴中能否

平安着陆。

邱晓华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现阶段中国之所以需要继续实

施宽松宏观经济政策， 不仅因为美

国没有放弃宽松宏观政策， 中国没

有必要为他国实施宽松政策可能带

来的负面影响埋单。更重要的是，眼

下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基础还不牢

固，应继续支持微观经济恢复活力。

屈宏斌

汇丰银行亚太区董事总经理

伯南克为何改口并退迟

QE

缩

减？ 形势比人强。 虽然美股一路上

升，但经济复苏比預期要慢，退出预

期引发的债券收益率回升也间接地

拖慢了复苏步伐， 这可能暂缓新兴

市场的贬值压力， 但不可能扭转这

些国家经济下滑的趋势。 外需前景

仍不乐观， 目前内需回暖仅仅是局

部的， 不能忽视也可能出现掉头回

落的风险。

孙思远

新浪财经纽约站记者

周三美联储声明一出， 引得华

尔街一片哗然。 一名纽交所交易员

表示 ， 现在就是缩减

QE

的最好时

机，市场已经做好了准备，甚至提前

消化了利空， 伯南克却选择按兵不

动， 甚至连一点象征性的表示都没

有，“这要么是伯南克脑子进水了，

要么就是美国经济其实还隐藏着更

大的危机，想想都觉得恐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