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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oblem of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of family business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not only the family business 

itself, but also the stability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al contract, the paper analyses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reputation, trust and social networks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of family business. The paper also proposes 

the optimization of family business governance model and the building of stabl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family business on the basis 

of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enterprise internal relational contrac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business towards standar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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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问题不仅对家族企业本身影响重大，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也会产生较大影响。文章从关系型

契约入手，分析了声誉、信任、社会关系网络等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积极作用，提出在合理利用企业内部关系型契约的基础上，

优化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构建家族企业稳定的制度框架，促进家族企业走向规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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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是一个深受家族文化传统影响的国度，家族可

以说是影响中国人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核

心因素。在世界各国，家族企业都大量的生存和发展着，

并且占据着企业规模总量的半壁江山。中国新兴的家族

企业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兴起的，经过三十几年的

风雨搏击，家族企业掌权人的交接班问题迫在眉睫。企

业家希望“家业常青”，代际传承却陷入“富不过三代”。

据 Astrachan(2000)统计，即使在美国，整体商业环境相

对比较稳定，私有财产保护政策比较到位，也只有 30%

的家族企业能成功地过继给第二代；12%的家族企业能

成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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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继给第三代；3%的家族企业能成功地过继给第四代。

即便如此，在中国现有环境下，子承父业的代际传承模

式依然是家族企业的合理选择。 

家族企业的经营成功主要源自于创业家族对企业的

巨大贡献，因而家族企业在企业所有权、控制权、经营

管理权和继任者选拔等治理行为上与一般公司有显著差

别。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目前主要有关系治理和契约治

理两种形式。不同家族企业由于在企业规模、经营理念、

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的差异，其所偏好的治理模式有所

不同。但家族企业基本共同的治理目标主要有两个：一

是通过选择合适的企业治理模式减少代理成本，降低交

易风险，实现家族企业价值的增值；二是通过家族财富

的代际传承实现基业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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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系型契约与家族企业传承 

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重视关系的社会中，家族企业

的创业者往往会根据自己对企业员工的信任程度和彼此

的接触程度，将员工分为自己人、中间人和外人。在此

基础上，华人家族企业的内部契约有三种类型：市场契

约、关系契约、责任契约 [1] 。关系型契约的思想最早源

于美国法学家 Macneil (1978)所提出的关系型契约理论 

(relational contract theory)。Macneil 把契约分成：个别性

契约（discrete contract）和关系型契（relational contract）

两种形态。其中关系型契约“是当事人之间规划将来交换

过程的各种关系，必然具有关于未来合意的性

质”Macneil 认为，契约的关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交换物一般难以测量，交换中嵌入了私人关系，契约

将在长时间内持续且难以被转让，事先一般难以对交易

进行精确的计划，由契约双方共担成本、共享收益，契

约双方认识到在履约过程中会存在很多困难，参与者需

要通过彼此的协调来加以解决，契约中的内生性义务不

需要明文规定等。当交换关系中出现较强的关系性时，

关系型契约就会形成[2]。 

家族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关系型契约。

家族企业以血缘、亲缘、地缘等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为

依存，其中相对稳定的关系群体有利于信息的高速准确

传递，基于声誉机制的关系型契约可发挥的空间很大，

关系型治理在这些群体中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家族企

业的代际传承不仅是企业资产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转移，

更重要的是能否实现企业家的社会文化资本的传递[3]。

但关系型契约本身非正式、自我实施的特点，对家族企

业的创业者和继任者而言，很难进行有效的转移或传递，

因此如何尽可能实现关系型契约的有效传承，对家族企

业来说是一个较大的挑战。 

3. 关系型契约的作用机理 

Macneil 认为，关系型契约是一种默认契约、长期

契约，它主要依靠交易双方彼此之间的长期交往、沟通

交流来达成共识，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充实，确

保实现契约各方的互惠互利。关系型契约的表现形式是

非常多样化的，家族企业老板与下属之间的默契信任是

典型的关系契约。很多家族企业在其高层管理人员的劳

动合同中并未明确其工作任务分配、晋升、奖惩、终止

雇佣条件等，但这并不影响企业经营的正常运行；家族

企业的供应链也很有特色，很多企业与供应商在长期合

作中形成了高度的默契，交易双方之间甚至没有正式的

采购合同，双方出现纠纷时也主要靠互相沟通来解决，

通常不会诉诸法律。任何契约的实施都需要一定的机制

保障，关系型契约是依靠契约双方的自我履约机制来实

现的。 

在关系型契约的自我履约机制中，信任是一个重要

的影响变量。家族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信任

基因，企业内部的管理团队通常对创业者具有强烈的信

任，创业者往往以其独特的管理艺术、人格魅力，形成

与雇员之间的高度信任与良好互动，这是家族企业关系

型契约的特色所在。而在企业外部，家族企业的创业者

通过多年累积的社会资本及其与外部利益相关者长期合

作所积聚的声誉、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等专有性资产，

借助信任确保关系型契约的执行效力得以有效保障[4]。

企业声誉也可看作是关系型契约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变

量。声誉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企业的良好声誉可以

为其创造融洽的合作气氛，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对内

对外都可为企业的长期稳定经营提供一种保障。在关系

型契约的自我履约过程中，经常借助于某种私人惩罚的

形式来惩戒不诚信的经营行为。如果企业有不诚信行为，

其市场声誉被破坏，他人对该企业的信任度就会降低，

必然增加其在日后经营中的交易成本。 

4. 关系型契约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积极作用 

中国的多数家族企业产生并发展于农村，在发展早

期创业者们面对纷繁复杂的市场环境、政商关系，不得

不依赖于基于血缘、地缘而形成的人际关系，不自觉地

依靠当地政府，并与他们达成广泛的关系型契约。大家

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家族企业创业者的声誉、社会关系

和政治关系、企业家精神等专用性资产是很难复制或转

移给继任者的。如果创业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企业家

精神等作为关系型契约中的重要内容不能传承给继任

者，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就是失败的。 

4.1  强化内部关系型契约，优化家族企业治理模式 

家族企业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是家族与企

业的统一，企业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家族成员

之间存在着以(血)亲族身份为纽带的人格化关系契约。

家族企业与其他企业的本质特征差别就在于，它是一种

“嵌入”于家庭组织结构及其治理机制之上的关系契约。

这类契约的缔结、执行、维护和变化均以家族内部人格

化关系契约为基础，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融洽与否会给

企业内部关系契约带来不同的执行结果。 

在中国目前法制环境不够完善，职业经理人制度不

够健全的情况下，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长处在于，家族

内部产生的继任者受到忠诚和伦理关系的约束，会自觉

克制自己的不良行为和隐藏信息的动机，减少继任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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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如果家族的某个成员选择背叛企

业内部的关系型契约，他就会失去其在家族生活博弈中

所长期积累的物质财产(的分享权)以及利用家族人际网

络融通家族资本的可能性，这些构成了家族人力要素背

叛企业(家族)利益目标的强大“退出成本”。[5]正因如此，

家族企业内部关系型契约的执行和维护具有很强的自我

实施、自我维系特征。信任和忠诚密切相关，忠诚是在

对企业价值和目标利益高度认同基础上的服从和效忠，

经过良好培养的继任者会表现出某些利他主义的行为特

征，主动承担更多风险而不计个人得失，具有高度的敬

业奉献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基于家族企业内部关系型

契约的家族治理模式，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而且有

利于加强企业内部控制，保证企业决策在执行过程和执

行效果反馈的迅速性。 

4.2  破解家长式权威，构建家族企业稳定的制度框架 

目前大多数的中国家族企业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

起来的，成功的家族企业创业者通常都具有卓绝的领导

能力、准确的判断能力和敏锐的市场开拓意识、超强的

风险承受能力，他们在长期的企业经营管理中用企业家

的魄力、能力建立起强大的家长式权威。在企业创业和

快速成长阶段，凭借这种家长式权威可以在企业内部迅

速决策，快速执行，准确抓住市场机遇，获得明显的市

场竞争优势。但家长式权威往往意味着过分集权，将创

业者的个人意志凌驾于企业制度和组织架构之上，这就

会对继任者的事业传承产生很大负面性。 

为保证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顺利进行，创业者应有

意识地提前破解自己的家长式权威，在企业内部建立比

较正式的规章制度，构建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促进家

族企业真正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运作。在此基础上，创

业者同时应有计划地开展继任者培养计划，为继任者创

造各种条件，在实践中培养其经营管理能力和权威。有

条件的企业应该让继任者独挡一面，培养其对市场的把

控能力和竞争意识。 

4.3  合理利用社会资本，促进家族企业走向规范化发展 

家族企业的成功传承意味着企业至少有一个或几个

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独特核心要素在代际间的顺利留

存或转移[6]，其中社会资本属于家族企业典型的异质性

资源，是家族治理模式的优势来源。在家族企业中，创

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信任、声誉、共同愿景等都是社

会资本的主要内容。丰富的社会资本意味着企业更容易

获得经营所需的各种资源以及其他方面的支持，但是社

会资本是创业者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带有浓郁的人格化特征，一般很难在个体、组织之间转

移或传递。因此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企业社会资本在代际间的传承效果。 

社会资本可分为组织社会资本和个人社会资本两类，其

中组织社会资本包括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和家族内部的

社会资本；个人社会资本主要指家族企业创业者个人的

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与企业本身高度融合，属于企

业自身资源，是可以顺利传承和发展的。[7]个人社会资

本与创业者本人相关，像企业主的个人声誉、人脉、政

商关系等在代际传承中会部分或完全失效，不仅会对企

业造成较大损失，甚至可能导致代际传承的失败。要维

持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确保代际传承的顺利进行，企

业的继任者培养计划是关键一环。创业者需在继任者培

养阶段开始，通过各种有意识的行为，使得继任者有机

会从各个方面接触、并融入到创业者创立的各种关系网

络中，给继任者充分展示的时间和空间，有计划、有目

的地推动企业管理层和外界对继任者的认同感，树立继

任者的信心和动力。同时，企业应尽量强化组织社会资

本的建设，弱化个人社会资本的功效。比如家族企业向

外推广企业时，尽量以企业名义参加，创业者以企业身

份参与各项活动，减少对企业主的个人崇拜宣传；企业

也要强化正式关系网络的建设，弱化非正式关系网络的

作用。家族企业的百年基业终归需要走上规范的市场运

作，尊重市场竞争规律，依靠正常的商业往来与合作、

健康的政商关系是家族企业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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