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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元素到全球管理理论
———中国管理研究回顾与展望

□ 李家涛

　本文专为 《管理学季刊》而作。感谢杂志编辑李炜文教授、李新春教授和井润田教授的热情邀请，感

谢李海洋教授和井润田教授的建设性意见。感谢我的博士研究生 ＣｈａｒｌｅｓＣｈｅｎ、ＪｕｎｏＬｉ、ＪａｍｉｅＱｉａｏ和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Ｚｈａｎｇ对本文的大力协助。本文还包含多年来与共同作者和已毕业的博士生的研究成果，同样感谢他们的贡献。

本文研究部分由香港研究资助局资助 （ＨＫＵＳＴ＃１６５０７２１９）。

①　本文的统计不包含出国学习的中国港澳台地区杰出学者，如 ＡｎｎｅＴｓｕｉ、ＬａｒｒｙＦａｒｈ、Ｍｉｎｇ－ＪｅｒＣｈｅｎ、

ＲｏｓａｌｉｅＴｕｎｇ、ＣｙｎｔｈｉａＬｅｅ和已故的ＫｗｏｋＬｅｕｎｇ。

　　摘　要：２０２０年，距离中国 （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不包括港澳台）学者首次在顶级

管理期刊发表论文已过３０年。本文首先回顾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管理学者发表在顶

级期刊上的文章，概括了这些文章的研究主题。其次，总结了宏观制度环境和组织层

面研究中的中国元素，并以我的文章为例说明如何在管理学研究中融入中国元素。最

后，针对如何利用中国元素发展管理理论，实现与主流管理理论的对接提出了思考。

关键词：中国管理学者；理论发展；中国元素；全球管理理论；叙事视角

一、引言

近３０年来，中国经历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

之一，为国内外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会，并且跻身世界政治经济的核心参与者行

列。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激发了越来越多的与

中国情境相关的学术研究。３０年前，鲜有来自中国的管理学者参与到国际主流管理学

研究的对话中，中国问题对管理学研究的启发也很有限；如今，中国已成为除美国以

外最受学者关注的经济体之一，中国学者也逐渐活跃在国际管理学界的舞台。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了首批出国攻读管理学博士学位的学者①。２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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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９０年代，这批学者首次在国际顶级管理学期

刊上发表文章，２０２０年恰逢文章发表 ３０周年。

本文首先回顾了我本人和９０年代其他中国管理

学研究先行者们的学术经历；接着结合自身的

研究经历，讨论目前中国管理研究取得的成果，

并阐述中国元素在研究中的重要性①，希望对中

国管理研究感兴趣的学者能从这部分内容中获

得一些启发，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最后，本

文提出了一些有益于未来研究的思考供大家

参考。

二、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在欧美的

中国管理学者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波出

国攻读商业和管理学博士学位的留学潮，我有

幸成为其中之一。１９８５年９月，我前往美国攻

读ＭＢＡ学位。１９８８年８月，我选择在得克萨斯

大学达拉斯分校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ｘａｓａｔＤａｌｌａｓ，

ＵＴＤ）继续攻读管理学博士学位。当时 ＵＴＤ管

理学系的系主任是 ＳｔｅｐｈｅｎＧｕｉｓｉｎｇｅｒ。他是国际

管理研究先驱，非常支持学生进行国际商务与

跨国领域的研究。我以国际留学生身份来到美

国求学，加之ＵＴＤ良好的学术环境，我自然而

然地对战略和国际商务产生了研究兴趣。

我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探讨影响在美外国公

司绩效的基本因素。过往研究大多关注外国公

司的投资动机，我的这项研究侧重比较在美外

国公司和美国本土公司的存活率。我和导师

ＳｔｅｐｈｅｎＧｕｉｓｉｎｇｅｒ收集新数据，对现有研究结论

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拓展，相关研究成果于

１９９１年在 《国际商务研究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ＩＢＳ）上发表。作为

一名初出茅庐的学者，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

让我信心倍增、动力十足。得益于院系提供的

良好研究环境，我在那四年里成长迅速———在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便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ＪＩＢＳ上发表了两篇论文 （Ｌｉ＆Ｇｕｉｓ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②。

其间我还参加了各种专业协会和学术会议，

这让我有更多机会接触最前沿的研究成果，扩

展学术视野。１９９０年，我参加了自己学术生涯

的头两次学术会议：美国管理学会 （ＡＯＭ）组

织的旧金山会议和国际商务学会 （ＡＩＢ）组织

的多伦多会议。除了在会议期间展示自己的研

究，我还参加了ＡＯＭ国际管理学部组织的博士

生论坛并从中获益匪浅。次年，我参加了 ＡＯＭ

迈阿密会议上的商业政策和战略分部的博士生

论坛。这两个博士生论坛让我有机会与沃顿商

学院的ＢｒｕｃｅＫｏｇｕｔ和ＳｔｅｐｈｅｎＫｏｒｂｉｎ、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的ＪｏｓｅｄｅｌａＴｏｒｒｅ和西北大学凯洛格

管理学院的ＥｄｗａｒｄＺａｊａｃ等资深学者进行交流。

同时我也发现，在这两个博士生论坛的参与者

中，来自中国乃至亚洲的博士生人数极少，这

可能也是造成学术界对于中国市场的研究兴趣

不足的原因之一。

１９９２年８月，在取得战略和国际管理学博

士学位后，我入职夏威夷大学马诺亚分校商学

①

②

这里的 “中国元素”是在中国管理情境下特别鲜明的制度和组织因素，但未必是中国独有的因素。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经

济体，也会有类似的制度和组织因素。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我早些年培养的香港科技大学博士生钱翠丽如今也已经成为ＵＴＤ终身教授。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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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担任管理学助理教授，略带焦虑又满怀期

待地开启了我的学术职业生涯。我注意到那一

代中国青年学者普遍十分刻苦，我也非常努力

地工作。在１９９４年７月，我仅用了两年时间便

晋升为副教授。

此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得州几所研究型

大学的管理学系会组织召开一年一度的得州组

织研究会议 （Ｔｅｘａ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这个会议聚集了得州各个学校的杰出教

师和优秀博士生。主讲人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

ＤｏｎａｌｄＨａｍｂｒｉｃｋ、沃顿商学院的 ＢｒｕｃｅＫｏｇｕｔ、

斯坦福大学的Ｋａｔｈｌｅｅｎ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以及得州农工

大学的ＭｉｋｅＨｉｔｔ和 ＪａｙＢａｒｎｅｙ等。多年后，我

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时，还有幸邀请到 Ｄｏｎａｌｄ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共同开展关于中国市场相关问题的研

究。合作是我学术生涯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早期的很多研究都得益于成功的合作。例如，

我在 《美国管理学会学报》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Ｍ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就是在时任犹他大学副教授的 ＳｔｅｐｈｅｎＴａｌｌｍａｎ

来到夏威夷大学访问期间合作完成的。当时我

们讨论并深入研究了国际多元化与企业绩效之

间的关系，最终将成果于 １９９６年发表在

ＡＭＪ上。

三、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国管理

学者发表在顶级期刊上的文章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一批杰出的中国管理学者

的职业生涯开始起步。为了更清楚地追踪其学

术发表历程，我和我的博士生们对 ＵＴＤ－２４

（通常被认为是顶级期刊）中的６本顶级管理学

期刊进行了详尽的搜索。搜索范围包括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９年的 《美国管理学会学报》 （ＡＭＪ）、《美

国管理学会评论》（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

ｖｉｅｗ，ＡＭＲ）、《行政科学季刊》（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ＡＳＱ）、《国际商务研究学报》

（ＪＩＢＳ）、《组织科学》（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Ｓ）和 《战略管理学报》（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ＭＪ）。我们首先筛选出至少有一位作

者含有中国姓或名的论文，然后再根据作者的

简历，筛选出曾在中国学习，并在海外 （不限

于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作者。统计结果显示，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共有２１位学者在上述６本顶级期

刊上发表了 ４７篇论文 （见表 １）。值得注意的

是，由于其中最早一批的学者在８０年代中期才

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因此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并

未有发表文章的记录。

表１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学者发表在顶级管理学期刊上的文章

作者英文名

（毕业院校及年份）
中文名

发表

数量

发表

年份

发表

期刊
发文时所属机构 文章名称

ＷｅｉｊｉａｎＳＨＡＮ
（ＰｈＤ１９８７，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

单伟建 ６

１９９０ ＳＭＪ 宾夕法尼亚大学
Ｓｈａｎ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ｅｓｂｙ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ｉｒｍｓ

１９９１ ＪＩＢＳ 宾夕法尼亚大学
Ｓｈ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ｉｓｋｓａｎｄｊｏｉｎｔｖｅｎｔｕｒｅ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１９９１ ＳＭＪ 宾夕法尼亚大学
Ｓｈａｎ＆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ａｎｄ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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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文名

（毕业院校及年份）
中文名

发表

数量

发表

年份

发表

期刊
发文时所属机构 文章名称

ＷｅｉｊｉａｎＳＨＡＮ
（ＰｈＤ１９８７，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

单伟建 ６

１９９４ ＳＭＪ 摩根士丹利
Ｓｈａｎ，Ｗａｌｋｅｒ，＆ＫｏｇｕｔＩｎｔｅｒ－ｆｉｒｍ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ｔａｒｔｕｐ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９９７ ＪＩＢＳ 摩根大通

Ｓｈａｎ＆Ｓｏ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ｒ
ｃｉｎｇ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９９７ ＯＳ 摩根大通
Ｗａｌｋｅｒ，Ｋｏｇｕｔ，＆Ｓｈａｎ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ｈｏｌ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ｈａｏＣＣＨＥＮ
（ＰｈＤ１９９２，
纽约州立大学

布法罗分校）

陈昭全 ４

１９９１ ＡＳＱ
纽约州立大学

布法罗分校

Ｃｈｅｎ＆Ｍｅｉｎｄｌ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ｉｍａｇｅｓ
ｉｎ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ｐｒｅｓｓ：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ＤｏｎａｌｄＢｕｒｒ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ＡＭＪ 罗格斯大学
ＣｈｅｎＮｅｗ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ｒｅｗａｒｄ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Ｓｉｎｏ－Ｕ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１９９７ ＪＩＢＳ 罗格斯大学
Ｂａｉｌｅｙ，Ｃｈｅｎ，＆Ｄｏｕ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ｌｆａｎｄ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ｉｎｔｈｅＵＳ，ＪａｐａｎａｎｄＣｈｉｎａ

１９９８ ＡＭＲ 罗格斯大学
Ｃｈｅｎ，Ｃｈｅｎ，＆ＭｅｉｎｄｌＨｏｗｃａ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ｓ
ｔｅｒｅｄ？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

ＪｉａｔａｏＬＩ
（ＰｈＤ１９９２，
得克萨斯大学

达拉斯分校）

李家涛 ５

１９９１ ＪＩＢＳ
得克萨斯大学

达拉斯分校

Ｌｉ＆Ｇｕｉｓ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ｆａｉｌｕｒｅｓｏｆｆｏｒ
ｅｉｇ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ｆｉｒｍ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９２ ＪＩＢＳ 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

Ｌｉ＆Ｇｕｉｓｉｎｇｅｒ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ｕｌｔｉ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ｉａ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Ｊａｐａ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９９５ ＳＭＪ 麦肯锡咨询公司
Ｌ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ｎｔｒｙａｎｄ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ｓ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

１９９６ ＡＭＪ
麦肯锡咨询公司 ＆
夏威夷大学

Ｔａｌｌｍａｎ＆Ｌｉ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ｎ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ｒｍｓ

１９９９ ＯＳ 香港科技大学
Ｓｈｅｎｋａｒ＆ Ｌｉ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Ｘｕｅ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ＰｈＤ１９９１，
斯坦福大学）

周雪光 １ １９９３ ＡＳＱ 康奈尔大学

Ｐａｌｍｅｒ，Ｊｅｎｎｉｎｇｓ，＆ ＺｈｏｕＬａｔｅ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ｍｂｙｌａｒｇｅＵ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ＴａｉｌａｎＣＨＩ
（ＰｈＤ１９９０，
华盛顿大学）

池太岚 ２

１９９４ ＳＭＪ
威斯康星大学

密尔沃基分校

ＣｈｉＴｒａｄｉｎｇｉ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１９９６ ＪＩＢＳ
威斯康星大学

密尔沃基分校

Ｃｈｉ＆ＭｃＧｕｉｒ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ｖｅｎ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ｐｔｉｏ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ｅｎｔｒｙ
ｍｏｄ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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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院校及年份）
中文名

发表

数量

发表

年份

发表

期刊
发文时所属机构 文章名称

ＪｕｓｔｉｎＴＡＮ
（ＰｈＤ１９９３，弗吉尼亚
理工学院和州立大学）

谭劲松 １ １９９４ ＳＭＪ
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

州立大学

Ｔａｎ＆Ｌｉｔｓｃｈｅｒ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ｉｔ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ｉｍｉｎＹＡＮ
（ＰｈＤ１９９３，
宾夕法尼亚州立

大学）

阎爱民 ３

１９９４ ＡＭＪ 波士顿大学

Ｙａｎ＆Ｇｒａｙ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ｎ
ｔｒｏｌ，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ｈｉｎａ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

１９９８ ＪＩＢＳ 波士顿大学
Ｙａ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ｉｎｔ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１９９９ ＪＩＢＳ 波士顿大学

Ｙａｎ＆Ｚｅ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ｉｎｔｖｅｎｔｕｒｅ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ｆｕ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ｈｎＺｈｕａｎｇＹＡＮＧ
（ＰｈＤ１９９１，
哥伦比亚大学）

杨壮 １ １９９４ ＪＩＢＳ 福特汉姆大学

Ｂｅｅｃｈｌｅｒ＆ Ｙａ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ｅ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ＪｉａｌｉｎＸＩＥ
（ＰｈＤ１９９２，
肯高迪亚大学）

谢家琳 ２

１９９５ ＡＭＪ 多伦多大学
Ｘｉｅ＆ＪｏｈｎｓＪｏｂｓｃｏｐｅａｎｄｓｔｒｅｓｓ：Ｃａｎｊｏｂｓｃｏｐｅｂｅ
ｔｏｏｈｉｇｈ？

１９９６ ＡＭＪ 多伦多大学

ＸｉｅＫａｒａｓｅｋ’ｓ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
Ｃｈｉｎａ：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ｊｏｂｄｅｍａｎｄ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ＲｏｎｇＸＩＮ
（ＰｈＤ１９９５，
加利福尼亚

大学尔湾分校）

忻榕 ４

１９９５ ＡＭＪ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Ｔｓｕｉ，Ａｓｈｆｏｒｄ，Ｃｌａｉｒ，＆Ｘｉｎ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ｄｉｓｃｒｅｐ
ａｎｔ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ＡＭＪ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Ｘｉｎ＆ＰｅａｒｃｅＧｕａｎｘｉ：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ｓ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ｆｏｒｆｏｒｍ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１９９８ ＯＳ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Ｆａｒｈ，Ｔｓｕｉ，Ｘｉｎ，＆Ｃｈｅｎｇ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Ｇｕａｎｘｉ：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ａｓｅ

１９９９ ＡＳＱ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Ｐｅｌｌｅｄ，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 Ｘｉｎ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ｂｌａｃｋ
ｂｏｘ：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ｗｏｒｋｇｒｏｕｐ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ＹｕａｎＬＵ
（ＰｈＤ１９９１，
英国阿斯顿大学）

吕源 １ １９９６ ＯＳ 剑桥大学
Ｃｈｉｌｄ＆Ｌｕ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ＹｉｇａｎｇＰＡＮ
（ＰｈＤ１９９１，
哥伦比亚大学）

潘意刚 ６

１９９６ ＪＩＢＳ
俄勒冈大学 ＆
德保罗大学

Ｐａ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ｑｕｉｔｙ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ｌｅｖｅｌｉｎ
ｊｏｉｎｔｖｅｎｔｕｒ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１９９６ ＪＩＢＳ
俄勒冈大学 ＆
德保罗大学

Ｐａｎ＆Ｔｓ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ｒｍｓｉｎａｎ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１９９７ ＳＭＪ 俄勒冈大学
Ｐａ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ａｎｄＵＳｅｑｕｉｔｙ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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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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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期刊
发文时所属机构 文章名称

ＹｉｇａｎｇＰＡＮ
（ＰｈＤ１９９１，
哥伦比亚大学）

潘意刚 ６

１９９７ ＪＩＢＳ 俄勒冈大学
Ｔｓｅ，Ｐａｎ，＆ＡｕＨｏｗＭＮＣｓｃｈｏｏｓｅｅｎｔｒｙｍｏｄｅｓ
ａｎｄｆｏｒｍ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９ ＳＭＪ 俄勒冈大学
Ｐａｎ＆Ｃｈｉ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ｏｆ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１９９９ ＪＩＢＳ 俄勒冈大学＆香港大学
Ｐａｎ，Ｌｉ，＆Ｔｓｅ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ｏｒｄｅｒａｎｄｍｏｄｅ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ｅｎｔｒｙ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ｓｈａｒｅ

ＭｉｋｅＷＰＥＮＧ
（ＰｈＤ１９９６，
华盛顿大学）

彭维刚 ３

１９９６ ＡＭＲ 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

Ｐｅｎｇ＆Ｈｅａｔｈ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ｍｉｎｐｌａｎ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ｈｏｉｃｅ

１９９８ ＪＩＢＳ
俄亥俄州立大学 ＆
香港中文大学

Ｐｅｎｇ＆Ｉｌｉｎｉｔｃｈ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ｆｉｒｍｓ：Ａｎｏｔｅ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９ ＪＩＢＳ 俄亥俄州立大学
Ｌｕｏ＆ Ｐｅ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ｃｏｍｐｅｔｅｉｎａ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ＨａｉｆａＳＵＮ
（ＰｈＤ１９９７，
香港中文大学）

孙海法 １ １９９６ ＪＩＢＳ 香港中文大学

Ｌｅｕｎｇ，Ｓｍｉｔｈ，Ｗａｎｇ，＆ ＳｕｎＪｏｂ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ｉｎ
ｊｏｉｎｔｖｅｎｔｕｒｅｈｏｔｅｌ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ｕｓ
ｔｉ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ＮｅｎｇＬＩＡＮＧ
（ＰｈＤ１９９０，
印第安纳大学）

梁能 １ １９９７ ＪＩＢＳ 罗耀拉学院
Ｌｉａｎｇ＆ Ｐａｒｋ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ｅｒ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ＹａｄｏｎｇＬＵＯ
（ＰｈＤ１９９６，
天普大学）

陆亚东 ３

１９９７ ＯＳ 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

Ｌｕｏ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ｇｓｕｃｃｅｓ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ｏｆｊｏｉｎｔｖｅｎｔｕｒｅｓｗｉｔｈｆｉｒｍｓｉｎ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

１９９８ ＪＩＢＳ 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
ＬｕｏＴｉｍｉｎｇ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ａｎ
ｓ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１９９９ ＪＩＢＳ 夏威夷大学

Ｌｕｏ＆Ｐｅ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ｃｏｍｐｅｔｅｉｎａ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ＣＨＥＮ
（ＰｈＤ１９９５，
伊利诺伊大学

香槟分校）

陈晓萍 １ １９９８ ＡＭＲ 香港科技大学

Ｃｈｅｎ，Ｃｈｅｎ，＆ ＭｅｉｎｄｌＨｏｗｃａ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
ｆｏｓｔｅｒｅｄ？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ｃｏｌｌｅｃ
ｔｉｖｉｓｍ

ＢｉｎｓｈｅｎｇＴＥＮＧ
（ＰｈＤ１９９８，
纽约城市大学）

滕斌圣 １ １９９８ ＡＭＲ 纽约城市大学
Ｄａｓ＆Ｔｅ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ｐａｒｔｎｅｒ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ＭｉｎｇＺＥＮＧ
（ＰｈＤ１９９８，
伊利诺伊大学

香槟分校）

曾明 ２

１９９８ ＯＳ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Ｈｅｎｎａｒｔ，Ｋｉｍ，＆Ｚｅ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ｊｏｉｎｔｖｅｎｔｕｒｅ
ｓｔａｔｕｓｏ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ｏｆ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ｔａｋｅｓｉｎＵＳｍａｎ
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ｓ

１９９９ ＪＩＢＳ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Ｙａｎ＆Ｚｅ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ｉｎｔｖｅｎｔｕｒｅ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ｆｕ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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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ｉａｎｇＬＩＮ
（ＰｈＤ１９９４，
卡内基梅隆大学）

林志昂 １ １９９９ ＪＩＢＳ
得克萨斯大学

达拉斯分校

Ｌｉｎ＆ＨｕｉＳｈｏｕｌｄｌｅａｎ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ａｓ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ＹｕｚｈｅｎＬｉｓａＺＨＡＯ
（ＰｈＤ１９８７，
康奈尔大学）

— １ １９９９ ＳＭＪ 密歇根州立大学

Ｓｏｎｇ，Ｂｅｎｅｄｅｔｔｏ，＆Ｚｈａｏ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ｎｉｎ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注：①表示表１和表２都包含的文章，属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研究；②发表期刊名称英文缩写：《美国管理学会学报》 （ＡＭＪ）、
《管理学会评论》（ＡＭＲ）、《行政科学季刊》（ＡＳＱ）、《国际商业研究杂志》（ＪＩＢＳ）、《组织科学》（ＯＳ）和 《战略管理杂志》（ＳＭＪ）。
③ “—”表示 “暂未查到”。

　　为了更好地理解早期中国管理学者的研究，

我们归纳和分析了这些文章发表的时间、期刊

和主题。首先，中国学者发表文章的数量随时

间推移明显上升。从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４年的五年，

仅有８位中国学者发表了１２篇文章；但从１９９５

年到 １９９９年的五年，中国学者共发表了 ３５篇

论文。在这４７篇文章中，发表在ＪＩＢＳ上的论文

最多，共计１９篇，其余依次为 ＳＭＪ９篇，ＡＭＪ

７篇，ＯＳ６篇，ＡＭＲ３篇，ＡＳＱ３篇。

在这 ４７篇文章中，有 ２２篇聚焦于中国情

境。本文采用 Ｌｉ和 Ｔｓｕｉ（２０００，２００２）的方法

对这２２篇文章的主题进行编码，将其划分为制

度／宏观视角和心理／微观视角两大类。本文主

要关注制度和战略主题下的文章，共计 １８篇。

这类文章中，有 ３篇发表于 ９０年代上半叶

（Ｓｈａｎ，１９９１；Ｔａｎ＆Ｌｉｔｓｓｃｈｅｒｔ，１９９４；Ｙａｎ＆

Ｇｒａｙ，１９９４），其余１５篇都发表于９０年代后半

期。在这期间，学者们大多热衷于研究外国企

业如何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中国市场的条件如

何影响外国企业的绩效 （Ｐａｎ，１９９６；Ｐａｎ＆

Ｔｓｅ，１９９６；Ｔｓ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７），这也与当时国

际经济发展的形势息息相关。此外，中国学者

还格外关注关系 （Ｘｉｎ＆Ｐｅａｒｃｅ，１９９６）和对外

开放政策 （Ｌｕｏ，１９９７；Ｐａｎ＆Ｃｈｉ，１９９９）等

中国特有的现象。

上述１８篇文章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可以分

为两类：①对中国本土企业的研究；②对在华

跨国企业的研究。表２总结了两类研究的主题。

为了保持与已有研究的可比性，本文采用与 Ｌｉ

和Ｔｓｕｉ（２０００，２００２）以及 Ｌｉ（２００１）类似的

分类方法。

对中国本土企业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会涉及

有关中国特色元素影响的探讨。例如，Ｔａｎ和

Ｌｉｔｓｓｃｈｅｒｔ（１９９４）应用了战略—环境—绩效的

方法来研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中

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境非常适合考察企业对环境

不确定性的反应。而对在华外国企业的相关研究

中，许多文章都探讨了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时

的战略选择。Ｓｈａｎ（１９９１）关注外国企业在计划

经济体中控制和管理环境风险的方法。Ｐａｎ及其

合作者研究合资企业的参与方之间如何开展合作

（Ｐａｎ，１９９６，１９９７；Ｐａｎ＆ Ｔｓｅ，１９９６；Ｐａｎ＆

Ｃｈｉ，１９９９）。Ｌｕｏ及其合作者同样关注跨国合资

企业，探讨了合作伙伴的选择 （Ｌｕｏ，１９９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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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时机 （Ｌｕｏ，１９９８）和外资企业在华经验对其

绩效的影响 （Ｌｕｏ＆Ｐｅｎｇ，１９９９）。我当时主要

研究外国投资者如何选择中国合作伙伴。我和

Ｓｈｅｎｋａｒ合作研究发现，建立股权式合资企业是

中国本土企业向外资企业学习隐性、嵌入式知识

的有效方式 （Ｓｈｅｎｋａｒ＆Ｌｉ，１９９９）。

表２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管理学研究主题 （制度／宏观视角）

企业类型 研究主题

中国本土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乡镇企业或集体企业

制度层面
－中国文化对自我概念的塑造 （Ｂａｉｌｅ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领先战略 （Ｓｏ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组织层面
－中国市场转型中的企业绩效与增长 （Ｔａｎ＆Ｌｉｔｓｓｃｈｅｒｔ，１９９４；Ｐｅｎｇ＆Ｈｅａｔｈ，１９９６）
－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国企投资决策 （Ｃｈｉｌｄ＆Ｌｕ，１９９６）
－民营企业中的 “关系”（Ｘｉｎ＆Ｐｅａｒｃｅ，１９９６）

在华跨国企业
外商独资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

制度层面
－外国投资者在计划经济中的投资策略 （Ｓｈａｎ，１９９１）
－决定外国企业进入模式的独特中国因素 （Ｔｓ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７）
组织层面
－中方在合资企业中的弱议价能力和对绩效的弱管控力 （Ｙａｎ＆Ｇｒａｙ，１９９４）
－外资在合资企业中的优先权和特许权 （Ｐａｎ，１９９６）
－中国情境下的合作战略 （Ｐａｎ＆Ｔｓｅ，１９９６）
－中方在国际合资企业中的战略和组织特征 （Ｌｕｏ，１９９７）
－股权合资企业的特点 （Ｐａｎ，１９９７）
－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新兴经济体的时机 （Ｌｕｏ，１９９８）
－企业在中国的经验对其绩效的影响 （Ｌｕｏ＆Ｐｅｎｇ，１９９９）
－市场进入的时机、方式和市场焦点 （Ｐａｎ＆Ｃｈｉ，１９９９；Ｐ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中国本土企业在国际合作中的知识搜寻 （Ｓｈｅｎｋａｒ＆Ｌｉ，１９９９）

四、中国管理研究与中国元素

过去３０年见证了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蓬勃发

展。中国学者的研究多次出现在顶级期刊中，

并且在数量上与日俱增，内容上百花齐放。这

些研究囊括了丰富的主题和情境，例如国有资

本 （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企业中政治关联和政

企关 系 （Ｓｕ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大股东利益侵占 （Ｌｉ＆Ｑｉａｎ，２０１３）和

地缘政治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１）等。与此同时，更

全面和更高质量的数据库为学者们提供了更丰

富的研究机会，使其得以研究不同的组织形式，

例如上市公司 （Ｌｉ＆Ｑｉａｎ，２０１３）、创业公司

（Ｌｉ＆Ｔａｎｇ，２０１０；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国有企

业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Ｊ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在华跨

国企业 （Ｋｕｉｌｍａｎ＆Ｌｉ，２００９；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和国际合资企业 （Ｌｉ＆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２００５；Ｙ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等。

伴随着中国管理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学者

们开始探讨中国管理研究未来应当何去何从。

Ｂａｒｎｅｙ和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９）开创性地提出了开展

中国管理研究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将外国情境

下创建的已有理论代入中国，从而进一步验证

和完善这些传统理论；另一种是围绕中国的独

特性，构建关于中国本土的管理理论。这一框

架既总结了已有研究成果，又指出了如何利用

中国情境推动管理理论的发展。除此之外，在



　 管理学季刊

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 ９　　　　—

本刊 （Ｃｈｉ，２０１９；Ｌｉ＆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６；Ｓｈｅｎｋａｒ，

２０１７）和其他刊物上，关于中国管理研究和本

土理论的讨论也如火如荼 （Ｂｒｕｔｏｎｅｔａｌ，

２０２１；Ｊ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在已有的讨论之上，本文将探讨以下问题：

作为一个检验和发展理论的研究情境，中国的

特别之处何在？尽管中国情境的特殊性时常被

提及，但学界对中国情境特殊性的具体内涵及

其对于管理研究的意义，仍然缺乏系统性的归

纳总结。

本文后续部分通过以我自己的研究为例，

尝试从不同视角对中国元素进行分类与总结，

并阐述了中国元素在理论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１９９３年前后，我开始与夏威夷大学的 Ｏｄｅｄ

Ｓｈｅｎｋａｒ合作开展与中国情境相关的研究。在当

时，鲜有管理研究关注中国本土企业。我们利

用上海市外国投资促进中心发布的一份寻求国

际合作的本土企业名单，研究它们如何开展跨

国合作，这在当时的国际商务研究中是一个相

当新颖的视角。我们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了

该研究成果，并发表在１９９９年的 《组织科学》

（ＯＳ）上。

下面主要以我的 １８篇中国管理研究为例，

具体讨论管理研究中的中国元素。这１８篇研究

中有１５篇发表在 ＵＴＤ－２４期刊上，３篇发表在

ＦＴ－５０期刊上。表 ３对这些论文的主题进行了

总结。这１８篇文章既涉及制度环境的问题，如

政策和法规、薄弱的制度基础、政府对资源配

置的影响和地区异质性，也涉及组织层面的问

题，如国有产权、政治关联、本土企业薄弱的

知识基础，以及控股股东和集中的所有权结构。

表４总结了这些研究中所包含的中国元素、被

检验的理论，以及中国元素如何被恰当地应用

于理论和假设发展之中。

表３　文章作者在ＵＴＤ－２４和ＦＴ－５０期刊上发表的１８篇中国管理研究的主题

企业类型 研究主题

本土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上市公司

制度层面
－对小股东的保护不足和大股东侵占 （Ｌｉ＆Ｑｉａｎ，２０１３）
组织层面
－国企并购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出口与组织学习 （Ｘｉｅ＆Ｌｉ，２０１８）
－ＣＥＯ傲慢、公司冒险行为和创新 （Ｌｉ＆Ｔａｎｇ，２０１０；Ｔ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组织学习与国外合作伙伴选择 （Ｓｈｅｎｋａｒ＆Ｌｉ，１９９９）
－民企的政府征收风险 （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组织异常行为的正常化 （Ｌｉ＆Ｎｇ，２０１３）

跨国企业＆
外国企业

外商独资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
外国企业

制度层面
－“一带一路”项目的地缘政治张力和东道国企业参与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１）
－亚种群的合法性溢出 （Ｋｕｉｌｍａｎ＆Ｌｉ，２００９）
组织层面
－跨国企业的动态能力建设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２１）
－发达国家企业的逆向知识采纳 （Ｈｕａｎｇ＆Ｌｉ，２０１９）
－外国市场准入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从失败中进行替代学习 （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不同进入模式的合法性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组织成立和准入前阶段 （Ｋｕｉｌｍａｎ＆Ｌｉ，２００６）
－合资企业高管团队的组成和互动 （Ｌｉ＆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２００５；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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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理论发展的中国元素：来自文章作者在ＵＴＤ－２４和ＦＴ－５０期刊上发表的１８篇中国管理研究

理论观点 中国元素对理论发展的贡献

制度环境：

政策和法规：
－分阶段对外开放和建立经济
特区

－吸引和引导外商直接投资 （例

如，准入前与本土企业合资或设

立代表处）

－“走出去”战略
－“一带一路”倡议

－组织学习
－组织生态学和制度视角
－政治经济学和地缘政治
－知识基础观和动态能力
理论

－高阶梯队理论

－经济特区影响地区开放程度，进而影响出口对创新的贡献程度 （Ｘｉｅ＆
Ｌｉ，２０１８）
－跨国企业利用中国的外资鼓励政策来获得合法性和在东道国的接受度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来自不同国家的企业相继进入过程有助于揭示合法化的多层次性
（Ｋｕｉｌｍａｎ＆Ｌｉ，２００９）
－外资银行准入前的强制规定有助于说明合法化的多阶段性 （Ｋｕｉｌｍａｎ＆
Ｌｉ，２００６）
－“一带一路”中地缘政治引发的国际合作问题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１）
－中国企业通过走出去了解新的客户需求，获得新发展 （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２１）
－中外合资企业的管理团队组成非常多样化。团队的组成差异和行为整
合带来的挑战有可能导致合作失败 （Ｌｉ＆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２００５；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

制度基础薄弱：
－产权保护不健全 （如侵占小股

东权益和贷款违约）

－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薄弱
－缺乏专业市场中介机构

－信号理论
－代理理论和制度经济学
－制度理论
－组织学习

－对小股东的保护不足会导致大股东侵占问题 （Ｌｉ＆Ｑｉａｎ，２０１３）
－对债权人利益保护不善会导致贷款违约，使异常行为正常化 （Ｌｉ＆
Ｎｇ，２０１３）
－法律和市场制度不发达使中国的技术环境复杂多变。在此环境中除了
法律保护之外，专利还起到了重要的信号作用 （Ｈｕａｎｇ＆Ｌｉ，２０１９）
－市场中介发展水平影响着不同地区的知识整合与吸收 （Ｘｉｅ＆Ｌｉ，
２０１８）

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干预
－未经授权的摊派

－制度经济学
－作为企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政府可以影响企业行为，例如获取企业
资源 （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地区异质性：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地方政府制定的区域性政策
－制度发展水平不一致
－地区文化差异

－制度视角

－市场中介的地区差异影响专利对技术潜力和市场机会的信号作用
（Ｈｕａｎｇ＆Ｌｉ，２０１９）以及企业通过出口进行学习的效果 （Ｘｉｅ＆Ｌｉ，
２０１８）
－股东权利保护的地区差异影响了企业大股东获利机会和对公司收购的
抵制 （Ｌｉ＆Ｑｉａｎ，２０１３）
－法律体系发展的地区差异影响着地方政府对企业资源的获取 （Ｚｈｏｕ
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组织特征：

国有产权：
－政府作为最终控制人
－国企的半政治性质

－交易成本理论
－高阶理论和管理自由裁
量权

－组织形式和组织身份

－中国国企的半政治性质是信息不对称和缺乏合法性的来源，破坏了与
国际合作伙伴的战略联盟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国家作为所有者和利益相关者可以影响企业战略决策，限制管理层的
自由裁量权 （Ｌｉ＆Ｔａｎｇ２０１０；Ｔ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国企的政治联系使其更容易拖欠贷款 （Ｌｉ＆Ｎｇ，２０１３）

政治关联：
－政府任命高管
－高管在政府任职

－高阶管理理论
－代理理论
－制度经济学

－政府任命ＣＥＯ带来了潜在的政府干预，限制了ＣＥＯ的管理裁量权 （Ｌｉ＆
Ｔａｎｇ，２０１０）
－有政治关联的ＣＥＯ会由于自己的政治前途，出现与控股股东不一致的
利益目标 （Ｌｉ＆Ｑｉａｎ，２０１３）
－企业所有者的政治关联可以降低其被当地政府影响的风险 （Ｚｈｏｕ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本土企业薄弱的知识基础：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本土企业技
术和商业知识落后

－组织学习

－向合作伙伴学习的动机使许多中国本土企业开展国际合作。知识互补
是选择合作伙伴的一个重要标准 （Ｓｈｅｎｋａｒ＆Ｌｉ，１９９９）
－知识基础薄弱的中国企业通过出口寻求国外的新知识 （Ｘｉｅ＆Ｌｉ，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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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理论观点 中国元素对理论发展的贡献

大股东和集中的所有权结构
－上市公司所有权普遍集中于控
股股东

－代理理论
－所有权集中和大股东权力导致大股东侵占问题 （Ｌｉ＆Ｑｉａｎ，２０１３）

五、中国的制度因素

（一）特殊政策和法规

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中国经历了经济体制

和社会结构等各方面的重大变化。改革离不开政

府颁布的政策和法规，这些政策和法规有些针对

特定的行业或地区，有些则针对特定的组织或市

场主体。政策的落地往往会催生新的组织形式和

实践方式，同时也为研究提供了许多独特的机

会。我有４篇文章便围绕政策和法规所带来的变

化展开 （Ｋｕｉｌｍａｎ＆Ｌｉ，２００６；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Ｘｉｅ＆Ｌｉ，２０１８；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１）。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中国开始分阶段实行对

外开放。１９８０年，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

个经济特区建立。１９８３年，开放范围扩展到海

南岛和１４个沿海城市，随后又进一步扩展到长

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

等地。渐进式的开放政策造成了不同区域开放

程度的差异，进而影响了区域间的资源流动和

国际商务活动。我们的其中一篇文章就研究了

市场开放程度的差异如何影响出口企业的学习

行为，并且发现本土知识与外来知识之间存在

替代效应 （Ｘｉｅ＆Ｌｉ，２０１８）。

对外开放有效吸引了外来企业对华的直接

投资，推动了产业升级，促进了高技术产业发

展，带动了区域经济。鼓励外商投资也是推进

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重要

内容。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外商投资企业在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往往能获得比本土企业更多

的政策优惠 （Ｌｏｎｇ，２００５）。这直接导致了外商

投资企业和在华跨国企业的增加，同时也为研

究企业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情境。

以此为基础，我和合作者们开展了多项关

于合资企业 （ＪｏｉｎｔＶｅｎｔｕｒｅｓ，ＪＶｓ）和外商独资

子 公 司 （Ｗｈｏｌｌｙ Ｏｗｎ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

ＷＯＦＳ）的研究 （Ｓｈｅｎｋａｒ＆Ｌｉ，１９９９；Ｌｉ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以

此加深对组织学习、组织生态学和制度理论的

理解。下面我以一篇关于在华外商独资子公司

合法性的论文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为例。这种组

织形式具有不同的组织身份，并且需要学习和

适应东道国的特定社会规范 （Ｒｏｍａｎｅｌｌｉ，

１９９１）。另外，由于制度距离和外来者劣势，

ＷＯＦＳ比ＪＶｓ更难在东道国获得认可。根据制度

理论，由于合法性压力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Ｐｏｗｅｌｌ，

１９８３），外国投资者应该优先以合资企业的形式

进入中国，然而这一理论无法解释外商独资子

公司怎样才能在东道国获得合法性。在中国政

府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背景下，我们的研

究表明，随着在华投资的外商企业不断增加，

社会公众的接纳程度不断提高，外商独资子公

司将更容易获得合法性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然

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加强了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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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外商投资领域的管制。１９９５年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发布的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规

定，外资银行必须先在上海设立代表处或外国

分行，然后才能进入中国其他地区。在这种限

制下，外商投资过程呈现出多阶段的特征。这

一特殊政策使管理学者 （包括我自己在内）得

以研究种群层次和预进入要求对组织成立的影

响 （Ｋｕｉｌｍａｎ＆Ｌｉ，２００６）。

中外合资企业高管团队内部的交流与互动

也是十分有趣的研究议题。通常中外资双方都

会向合资企业的高管团队派驻代表，这些人员

在人口统计特征、认知风格和文化背景上具有

显著的不同 （Ｌｉ＆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２００５）。此外，来

自中外各方的代表也常常会出现利益或意见相

左的情况。这种情况虽然在世界各地都十分常

见，却很少受到学者的关注。我和我的合作者

在深入考察中国合资企业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

理论模型，用以解释高管团队的派系分歧如何

引发冲突，进而威胁到合资企业的生存 （Ｈａｍ

ｂｒｉ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Ｌｉ＆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２００５）。我

们利用在华合资企业的数据检验了这个模型，

并且探讨了这一模型对跨国管理的普遍意义。

２０１３年，中国政府启动了 “一带一路”的

合作倡议。这一发展倡议旨在建立陆上和海上

基础设施，连接包括中国在内的至少７１个欧亚

地区国家。这一倡议的推进和各种跨国合作项

目的实施将可能改变地缘政治态势，并且影响

来自世界各国的参与企业间的关系。例如，中

国国有企业在东道国有限的合法性往往会增加

东道国的议价能力，增加当地企业或第三国投

标企业中标 “一带一路”项目的可能性 （Ｌｉ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

（二）薄弱的制度基础

改革初期的中国制度基础相对薄弱，因而

一些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常常存在模糊性。

现有管理理论很难应对这种情形下出现的管理

问题，而我的部分研究则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

（Ｌｉ＆Ｑｉａｎ，２０１３；Ｈｕａｎｇ＆Ｌｉ，２０１９）。

自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至今，中国民营经济

蓬勃发展，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

量。然而早年间关于产权保护的法律基础相对

薄弱 （Ｄｈａｒｗａｄｋａ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Ｐｅｎｇ＆Ｈｅａｔｈ，

１９９６），债权人和股东 （尤其是少数股东）的

利益容易受到侵害。这一背景催生了与代理理

论、产权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相关的研究。我的

一篇关于大股东侵占和企业收购的论文 （Ｌｉ＆

Ｑｉａｎ，２０１３）便探讨了这一现象，中国资本市

场对小股东保护不足，导致大股东侵占问题突

出。这一问题虽然重要，但在制度相对健全的

情境中并不常见，因此基于发达国家和市场的主

流理论并不能很好处理这一问题 （Ｆａｃｃｉｏｅｔａｌ，

２００１；Ｓ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Ｙｏｕ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我们发现控股股东

的侵占动机使其不愿放弃对企业的控制权，因

此阻碍企业的收购行为 （Ｌｉ＆Ｑｉａｎ，２０１３）。

债权人的利益也时常受到威胁。不良贷款

和拖欠行为在某些行业和地区一度相当普遍。

我与ＣａｒｍｅｎＮｇ利用 ３７５１家中国公司的数据，

研究了这种反常现象的 “正常化”过程，并探

讨了何种类型的公司相对更少产生拖欠行为

（Ｌｉ＆Ｎｇ，２０１３）。

知识产权保护是国际广泛关注的问题。知

识产权保护完备性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中国复杂多变的技术发展态势。以此为研究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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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我和ＫｅｎｎｅｔｈＨｕａｎｇ在一篇文章中聚焦和探

讨了逆向创新这一现象 （Ｈｕａｎｇ＆Ｌｉ，２０１９）。

逆向创新是指最初在新兴经济体内产生的研究

技术而后被引入到发达国家的过程 （Ｇｏｖｉｎｄａｒａ

ｊａｎ＆Ｒａｍａｍｕｒｔｉ，２０１１；Ｉｍｍｅｌ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Ｒａｍａｍｕｒｔｉ，２００９）。我们的研究发现，专利不

仅对研究技术起到法律保障作用，还能释放积

极的市场信号。中国研发的专利能够展现其技

术潜力和市场机会，进而促进美国企业采纳相

关技术 （Ｈｕａｎｇ＆Ｌｉ，２０１９）。

此外，中国市场曾长期缺乏专业的中介机

构，例如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

所、咨询公司和行业协会等 （Ｄｈａｒｗａｄｋａ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而这些中介组织与企业的知识和

资产转移成本密切相关，在资源流动调配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Ｋｈａｎｎａ＆Ｐａｌｅｐｕ，２０１０）。

以出口活动为例，虽然出口是中国企业了

解外国市场的重要途径，但通过出口获得的知

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化为己用，取决于国内市

场中介机构的发展程度。中介机构可以大幅降

低知识转移成本，帮助出口企业调整和重组知

识。我和谢真臻的研究发现，在市场中介机构

更发达的地区，企业出口与创新之间的正向关

系更强 （Ｘｉｅ＆Ｌｉ，２０１８）。

（三）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在中国，政府对于经济资源的流动配置拥

有重要且广泛的影响。例如，许多大型银行由

政府实际控制，政府在贷款决策中拥有重要的

发言权。此外，政府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常常间接影响企业的活动。在一篇聚焦中国创

业公司的论文 （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０）中，我们具

体探讨了政府摊派行为对企业家的影响。利用

民企的调查数据，我们发现企业所有者的社会

经济地位会显示出企业的资源禀赋，使企业成

为政府摊派的目标；此外，我们的研究还进一

步阐述了政治关联如何降低企业被摊派的风险

（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四）地区异质性

中国各省份和地区的经济、文化和制度环

境各异，地方政府在制定当地政策和法规时也

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地区间的差异有助于检

验包括制度理论在内的许多理论和话题。国民

经济研究所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ＮＥＲＩ）推出了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

并且定期持续更新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该

指数包含：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

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

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五

个方面。我在多个研究中利用了该指数衡量制

度的整体发展 （Ｌｉ＆Ｑｉａｎ，２０１３）、市场中介

机构的效率 （Ｘｉｅ＆Ｌｉ，２０１８；Ｈｕａｎｇ＆Ｌｉ，

２０１９）和法律体系的健全程度 （Ｚｈｏｕ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

六、组织层面特征

（一）国有产权

国有资本占比大、影响范围广是中国经济

的突出特征之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Ａｓｓｅｔｓ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ＳＡＣ）负责管理国有资产和

监督国有企业的运营。中国的国有企业集中分

布在能源、基础设施、矿产等关乎国计民生的

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Ｊｉａｎｇ＆Ｋｉｍ，２０１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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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国有企业的制度逻辑和组织形式与民营企业

非常不同 （Ｍｕｓａｃｃｈｉ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政府是国企的实际控制人，因而国企天然

具有半政治性质，使国企在国际化进程中可能

面临外国企业和外国投资者的特殊考虑。我和

合作者研究发现，在跨境收购过程中，国企往

往会被认为存在着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从而影

响其收购的顺利完成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国企

的半政治性质使其很多内部信息受到较高程度

的重视和保护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Ｃｈｅｎ＆

Ｙｏｕｎｇ，２０１０），因此也导致信息不对称，进而

引发境外交易方的忧虑。另外，国企的经营不

仅考虑盈利能力，同时还会兼顾社会效益，因

此其运营效率和财务绩效也可能成为其完成跨

境收购的阻碍。我们利用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的跨境

并购数据分析发现，信息不透明确实是国企收

购成功率不高的原因之一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国有参股也会影响企业的高管人员，例如

其自由裁量权。过往研究主要关注行业增长、

组织结构和高管自身因素对其管理自由裁量权

的影响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１９８７），而我

们的研究发现国有股东通常掌控企业议程的制

定，从而影响国企高管的自由裁量权 （Ｌｉ＆

Ｔａｎｇ，２０１０）。具体来讲，国有产权会影响企业

的战略目标和决策，例如使企业实现一些与政

治和社会相关的目标，并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方

式干预企业活动 （Ｌｉｏｕｋａ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３）。因

而，国有产权会影响 ＣＥＯ的决策，削弱其自由

裁量权。基于这一逻辑，我们发现国有产权会

弱化ＣＥＯ自负倾向与公司冒险行为之间的关系

（Ｌｉ＆Ｔａｎｇ，２０１０）。

（二）政治关联

企业的政治关联通常以公司管理者或所有

者个人政治关系的形式存在，并对中国企业的

经营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企业往往会主动寻求建立政治

关联。其中一种做法是选取担任人大代表或政

协委员的高管进入管理层或董事会。然而政治

关联在帮助企业获得资源的同时，也会给企业

带来一些特殊限制。我与唐翌的一篇论文探讨

了政府任命 ＣＥＯ对企业所造成的限制 （Ｌｉ＆

Ｔａｎｇ，２０１０）。为了加强国家对于国有企业的控

制 （Ｆａｃｃｉｏ，２００６；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５），国企的高

管成员，例如总经理，通常由政府任命，但这

种政治任命会限制国企总经理的管理裁量权

（Ｌｉ＆Ｔａｎｇ，２０１０）。

此外，政治关联能减弱 ＣＥＯ在并购等重大

战略事件中受到的冲击。我与钱翠丽关于大股

东侵占和代理问题方面的研究发现，有政治关

联的ＣＥＯ会相对更少地遵循控股股东 （政府除

外）的意愿，进而降低对股东权益侵占的可能。

具体来讲我们发现，若公司 ＣＥＯ曾担任政府官

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公司第一大股东对

公司收购的抵制作用会被削弱 （Ｌｉ＆Ｑｉａｎ，

２０１３）。在最近的另一项研究中我们也发现，民

企所有者的政治关联可以降低政府摊派风险

（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三）本土企业薄弱的知识基础

如今，部分中国本土企业已跻身世界技术

前沿，但在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本土企业的技

术水平普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实现技术进

步一直是中国企业的主要目标，外商直接投资

政策也一直致力于促进本土企业的技术学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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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例如，中国鼓励中外企业合作建立研发

中心以帮助本土企业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实现

中外优势互补 （Ｌｉ，２０１０；Ｌｉ＆Ｚｈｏｎｇ，２００３）。

我与ＯｄｅｄＳｈｅｎｋａｒ（Ｓｈｅｎｋａｒ＆Ｌｉ，１９９９）的论

文利用寻找外国合作伙伴的本土企业数据，研

究本土企业的学习动机如何影响跨国合资企业

的成立。在寻找外国合作伙伴时，本土企业会

寻求与其已有知识基础相近的企业，以便学习

和吸收知识 （Ｃｏｈｅｎ＆Ｌｅｖｉｎｔｈａｌ，１９９０；Ｚａｈｒａ

＆Ｇｅｏｒｇｅ，２００２）。与此同时，本土企业还会积

极寻求其已有知识基础之外的知识，以此补充

自身的不足 （Ｈａｒｒｉｇａｎ，１９８８；Ｓｈｅｎｋａｒ＆Ｌｉ，

１９９９）。具体来讲，在合资企业中，当本土企业

主要负责提供管理知识时，其更有可能向外资

寻求技术或营销知识；反之亦然。

（四）集中的所有权结构

中美上市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存在显著区别。

美国上市公司的所有权一般比较分散，机构投

资者持股占比很少超过５％。而在中国，大股东

持股常常会超过 ２０％或 ３０％ （Ｊｉａｎｇ＆Ｋｉｍ，

２０１５）。这些大股东通常是国有机构、国有企业

或家族。大股东有监督管理者的动机和权力

（Ｊｅｎｓｅｎ＆Ｍｅｃｋｌｉｎｇ，１９７６），从而可以避免委

托－代理问题导致的公司治理弊端，但股权的高

度集中也可能引发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利益

冲突，例如大股东可以通过关联方交易、任命

不称职的高管等方式侵犯少数股东的权益

（Ｄｈａｒｗａｄｋａ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在制度基础较为薄

弱的新兴市场中，这类公司治理问题尤为突出

（Ｙｏｕ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我的一篇论文研究了大

股东侵占问题对中国企业收购行为的影响。由

于控股股东可以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牟取私

利，他们倾向于抵制其公司被收购。地区的制

度发展水平会对此起到调节作用，因为强有力

的制度能够限制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利用中

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我们研究发现，当公司所

在地区制度较发达时，大股东对于企业收购的抵

抗作用往往会被削弱 （Ｌｉ＆Ｑｉａｎ，２０１３）。

七、总结：构建全球管理理论

上文仅是对部分中国管理研究的简要回顾，

此类研究还有很多，并且还在持续增加。在制

度和组织研究中，中国元素并非唯一的元素，

但是经常被管理学学者运用到研究当中。尽管

某些中国元素只存在于特定时期或背景，但同

样十分重要。通过对管理研究中的中国元素进

行系统性的总结，管理学者能够更好地利用中

国管理特色来做出理论贡献。中国情境不但能

用于检验现有理论，也能够拓展、挑战甚至重

建理论。

回到Ｂａｒｎｅｙ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９）关于发展中

国管理研究方法的讨论。在认识到中国元素潜

藏的研究机会之后，我们还需要努力在主流对

话中展示这些中国元素。Ｂａｒｎｅｙ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９）提供的两种方法———检验现有理论或发

展本土理论，能够将中国情境与已有管理研究

结合起来。这两种方法不仅强调了中国情境的

特殊性，还指明了向更广泛的读者呈现这种特

殊性的方法。

在发展本土理论之外，中国元素还可以用

于构建普遍适用于多数情境的全球管理理论。

中国元素包含了独特的研究机会，有助于阐明

被目前学界所忽视或被实证因素所限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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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机制。以我和 ＤｏｎＨａｍｂｒｉｃｋ关于派系断

裂带的论文 （Ｌｉ＆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２００５）为例。我

们关注了中外合资企业高管团队的组成特

征———派系断裂带，并建立了这种派系断裂带

削弱团队绩效的理论。中外合资企业中普遍存

在着来自不同股东公司的高管，因而派系断裂

带问题在中国颇受关注。但事实上，团队中的

断裂带是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组织中的问题，

因而在中国情境中提出的相关理论可以适用于

更广泛的情境。这说明中国情境蕴含着丰富的

机遇。作为管理学者，我们不仅需要努力向全

球读者展示中国元素，还需要思考这些元素如

何为全球管理理论做出独特的贡献。我希望上

述例子能够说明这一点，并激励学者们在前沿

管理研究中加入中国元素。

八、中国与未来管理研究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企业创新日渐活跃，

企业管理日益成熟。本部分将以此为背景提出

两点启示，阐述如何更好地利用中国情境推动

管理学研究的发展。

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企业的发展将持续

为管理研究提供丰富的情境。历史表明，如果

没有强劲而持续的经济增长，边缘经济体很难

获得学界关注并催生有影响力的研究。美国目

前在管理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与美国在世界中的

政治和经济地位密切相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

本经营理论的流行也得益于日本经济的繁荣。

中国在近几十年不仅经历了经济腾飞，也发生

了诸多社会层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也为管理学

研究提供了丰沃的土壤。管理学者需要立足实

践，深刻理解中国企业在这一时期发展的经验

以及遇到的机遇和挑战，从而为全新时代下企

业的持续成长和创新提供洞见。因此，中国管

理研究的未来与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和中国管

理的未来相互交织。学者应当从中汲取营养，

并将之转化为研究成果，不断推动中国管理取

得新的成功。

近年来，中国学者已经开始更加深入地研

究中国企业的变革与创新经验，在此基础上提

炼新时代的中国元素，并且将之融入现有的管

理学框架，从而构建崭新的全球性管理理论。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并且一直在积

极推动技术进步、创新商业模式和参与全球化，

其技术赶超、数字经济和 “一带一路”倡议都

非常值得学界关注。我和合作者在数字经济的

背景下提出了 “生态系统特定优势”的概念，

强调了平台公司和参与者之间的资源整合、共

同合作、有效治理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这项研

究最初的想法来自对小米和京东国际化过程的

案例分析，但我们提出的 “生态系统特定优势”

概念更具普适性，适用于所有计划在全球扩张

的平台公司。因此，我们虽然是从中国企业的

经验出发，但目标在于构建全球性的管理理论。

未来可以应用 “生态系统特定优势”视角进一

步探索平台公司与传统跨国公司的差异，以及

平台公司提升生态系统优势的方法。

发源于新兴市场的创新成果如何在国际扩

散也十分值得研究。我与ＫｅｎｎｅｔｈＨｕａｎｇ研究了

中国企业在美国申请专利所产生的影响，揭示

了知识从新兴市场到发达经济体的 “逆向溢出”

过程 （Ｈｕａｎｇ＆Ｌｉ，２０１９）。这一结果表明，新

技术、新知识不仅会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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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随着新兴市场的经济和科技崛起，新兴国

家的创新成果可以成为技术潜力和市场机会的

信号，从而给发达国家提供借鉴和启示。这项

研究虽以中国为背景，但对致力于创新国际化

的新兴市场企业具有普遍意义。未来可以研究

影响企业知识逆向溢出的因素，以及新兴市场

企业在海外的知识产权保护。

以上例子表明，中国元素的独特性未必会

阻碍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的发展。相反，

这种独特性还能够促进理论创新。那么，如何

将中国元素嵌入主流管理理论，并且在世界范

围内传播这些融入了中国元素的理论呢？一项

学术成果能否为学界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其如何表达、阐释与沟通，因此叙事学的视角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或许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

问题。例如，在创业情境中，学者们发现，创

业者怎样讲述自己的故事将会影响初创企业能

否有效建立其合法性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以及可否获

得投 资 和 其 他 资 源 （Ｇａｒｕ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Ｌｏｕｎｓｂｕｒｙ＆Ｇｌｙｎｎ，２００１；Ｍａｒｔｅｎ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又如，我近来从叙事经济学视角对 “一带一路”

倡议开展的研究 （Ｃａｓａｓ－Ｋｌｅｔｔ＆Ｌｉ，２０２１）表

明，中国如何沟通和推广该计划将对全球化和

企业国际战略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管理研究的

传播过程也可以从叙事学的角度加以理解，学

者识别中国元素并将其融入管理理论的方式，

影响着人们对其研究的认知和接受度。

什么决定了一种叙事方式的合法性和接受

度？在构建叙事时，人们往往需要在其独特性

和合法性之间权衡取舍———适当的独特性可以

彰显优势、脱颖而出，但是过犹不及、过分标

新立异则会加大理解难度、引发质疑，因此需

要寻求一种最优程度的独特性 （ｏｐｔｉｍａｌｄｉｓｔｉｎｃ

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Ｌｏｕｎｓｂｕｒｙ＆Ｇｌｙｎｎ，２００１）。Ｍａｒｔｅｎｓ

等 （２００７）发现，有效的创业叙事应当能够向

投资人传达其可信度，清晰详细地阐明其提案

背后的逻辑，并把人们尚不熟悉的陌生元素整

合进一个熟悉的情境中，从而使之更容易被理

解和接受。开展中国管理研究也类似于创业。

要将中国元素引入主流管理理论，在进行高质

量的研究之外，要巧妙地将中国元素融入到当

前主流的学术范式中。本文的上一部分列举了

中国故事获得认可的具体例子。早年间，中国

情境在以美国为主导的主流管理学界缺乏合法

性，因此许多研究工作仅仅是将学界已熟知的

理论简单应用到中国。如今关于中国研究日渐

增加，中国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学界对中国情

境也越来越熟悉和重视，所以中国元素可以更

鲜明地融入理论中，源于中国情境的新颖观点

也更有可能获得认可。我关于 “一带一路”倡

议和逆向创新的论文便是例证 （Ｌｉｅｔａｌ，

２０２１；Ｈｕａｎｇ＆Ｌｉ，２０１９）。因此，学者们需要

发掘中国情境中与全球管理相关的问题，并运用

更宽广的视角来理解中国情境、构建管理理论。

启示１：中国管理研究既要利用中国情境的

特殊性，也要寻求与全球管理思维的融合。

一种叙述方式的被接受程度还取决于外界

对该叙述方式的兴趣 （Ｓｈｉｌｌｅｒ，２０１７）。以 “一

带一路”倡议为例，若要其全球化叙事获得国

际认可，必须承诺 “一带一路”惠及中国与其

他国家，必须邀请其他国家共同参与建设，必

须基于广泛共享的价值观，并及时应对实施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新挑战和新问题 （Ｃａｓａｓ－Ｋｌｅｔｔ

＆Ｌｉ，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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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中国管理研究要获得国际认可，必

须强调其研究成果有利于提升中国及他国企业

的商业绩效和社会绩效 （见表５）；其见解必须

新颖独到，这样才能引起国际同行的兴趣，并

进入主流对话；同时，这些见解还需要具有可

推广性，才能持续吸引全球学者的关注，成为

全球性管理理论的一部分，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一种叙事方式的传播力还取决于其对本国以外

参与者的开放程度。明确呼吁开展跨国合作研

究，能够提升中国管理研究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并且激发国际学者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和传播中

国管理研究成果的兴趣热情。我们可以通过举

办国际会议，支持外国学者在中国开展实地研

究等多种方式促进中外学者合作。

表５　提升中国管理研究全球影响力的因素

因素 含义 对中国管理研究的启示

惠及全球
提高中国及其他国家企业的经

营绩效和社会绩效
从中国管理研究中产生的见解必须为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商业和社会发展创造价值

开放合作 呼吁世界学者跨国合作 中国管理研究界必须鼓励国际合作，吸引其他国家的学者来中国开展研究

价值导向
传达清晰、一贯的价值观，具

备包容精神

中国管理研究的核心价值必须是以最高的科学和伦理标准推动社会科学研究，并对商业和

社会产生积极而持久的影响

及时性 适应突发事件和问题
中国的管理研究必须不断进步，及时应对技术发展和重大挑战 （ｇｒ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带来的
新管理问题

　　一种叙事方式要得以广泛传播，它所传递

的核心价值需具有明确的意义并具有广泛的受

众。叙事或多或少都会包含讲述者的价值观。

中国管理研究最基本的价值必须是以最高的科

学和伦理标准推动社会科学研究，才能对商业

和社会产生积极而持久的影响。中国管理研究

的价值不能仅仅局限在中国，而要具备包容精

神，与世界各国的价值观求同存异。只有这样，

中国管理研究才能通过在国际会议与顶级期刊

上展示研究成果，以及评审和编辑期刊在国际

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可并且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管理研究必须不断向前发展，才能解

决层出不穷的管理问题。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

和全球经济、技术格局的变革日益凸显了现有

主流理论的局限性，但同时也为中国管理研究

提供了机会。中国企业同样面临这些全球性的

挑战，它们在应对这些新兴问题时遇到了怎样

的难题、采取了怎样的举措、积累了怎样的经

验，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话题，并可以为全球

其他国家提供参考和借鉴。中国管理学者应该密

切关注这些前沿领域，带着全球性的理论视角重

新审视这些问题，从而提出崭新见解。

启示２：中国管理研究成果要获得广泛接

受，必须：①惠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和社

会发展；②邀请其他国家的研究者共同参与；

③坚持最严谨的学术规范和最高的道德标准；

④能够回应新挑战和新问题。

翻　　译：罗银燕

校　　订：李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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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管理学发展

三十年

□ 武常岐

　　摘　要：伴随着中国崛起和中国企业发展，对于中国企业管理的研究受到越来

越多的重视。而早在３０年前就有一群先行者率先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研究成果，分

析中国企业面对的挑战和取得的成就，把中国情境、中国元素和中国模式介绍给世

界管理学界。这些学者的开拓精神和工作对于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乃至全球管理学的

构建奠定了基础。中国企业的快速发展为现代管理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对于

现有的理论形成了挑战。基于中国企业实践的理论构建是摆在中国管理学者面前的

重要任务。

关键词：中国企业；制度环境；企业发展；管理学研究

一、历史的脚步

中国崛起是过去百年世界历史中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综观人类发展史上

从来也没有过如此大的群体，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实现如此规模、如此快速的经济

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积

弱国家迈入了全面小康的中等富裕国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堪称 “人间奇

迹”。而真正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的进程主要发生在过去的３０

年。李家涛教授的文章把握住了过去 ３０年中国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这一重要的历

史阶段，作为亲历者和观察者通过自己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欧美留学的特殊学者群体

的学术发展经历和独特视角，揭示了中国历史性变革的一个侧面，回顾了中国经济

改革和企业发展对于管理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管理学的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

企业变革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李家涛教授多年来通过个人的研究和对

中国企业的深入分析，揭示了不容易被人们观察到的重要现象，丰富了管理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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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世界管理学界对中国企业的了解。作

为李家涛教授长期的同事，并且有着相似的

经历，我非常高兴分享一些个人的观察和

思考。

虽然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走过了４０多年的历

程，但在这一历史进程的不同时期面对的主要

挑战和经济发展的目标有很大的不同。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主要任务是逐步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的转变。中国内地改革开放早期的基本

特征是对于经济转型的探索。在改革开放之前，

当时的中国内地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决

策和行为能力的企业，所有的只不过是在整体

国民经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厂。而市场经济

体系的建立和价格机制的形成就要求企业本身

具有经营自主权，当时经济改革的措施就包括

逐步扩大国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建立市场秩

序，这需要解放思想，用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

来经营企业。工业现代化的实现是和作为微观

单元的企业能力相辅相成的。

改革开放初期，一批优秀的年轻人走出国

门到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

在这一大背景下，国家领导人意识到企业管理

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众多出国留学学习

科学技术的青年学生中有一小部分是出国学习

现代企业管理的，希望学成后为中国的经济建

设和企业管理服务。我和李家涛教授，以及李

家涛教授文章提到的２１位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

论文的学者大都属于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出国留

学学习企业管理的第一批学人。在当时经济学

似乎更吸引人，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也

做出了很大贡献，吸引了数批年轻学者赴美学

习经济学，而从事管理学研究的学人数目就少

之又少。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日本企业如日

中天，除了派出少量留学生赴欧美之外，政府

和企业在企业运营和管理科学领域派出相当一

部分管理人员到日本，学习日本企业的管理方

法和管理模式。

在８０年代初出国学习企业管理学的年轻学

子主要是系统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

下的企业管理，而这些国家的市场环境和企业

形式与当时中国企业的现实迥然不同，很难直

接运用学到的方法来分析中国企业的问题，对

于管理学的研究特别是市场条件下的管理学研

究很难应用在中国的企业，而且研究的条件也

不具备。因此，当时这批学者的主要工作是用

学到的方法研究发达国家企业的管理问题，就

像李家涛教授、单伟建、陈昭全教授等早期在

顶级期刊发表的文章和中国企业情境直接关联

性不大。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进入

了一个新的阶段。经过了大约十年的转型期，

中国经济逐步从计划经济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而作为计划经济组成部分的生产车间逐步演变

成具有现代企业组织的雏形。特别是邓小平发

表南方谈话之后，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决

心已下，更加积极地推动企业改革，并且以更

加开放的姿态和措施吸引外来投资。这时第一

批出国留学从事管理学研究的年轻学者也相继

完成学业，有能力开展高水平的研究。当时虽

然发达国家的管理学术界对中国的了解不够，

而对于日本企业的兴趣更大，但是发达国家的

跨国公司对于中国市场的潜力还是有认识的，

欧美跨国公司对于中国市场和中国经济越来越

感兴趣，投入也在不断增加。而中国内地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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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的学者具有独特的优势，早期的研究是围

绕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活动，包括合资企业

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跨国公司如何在中国这

样的市场获得成功。

１９９１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香港科技大

学的成立。虽然这件事看上去不十分起眼，但

对于中国内地管理学教育和研究的改革起到了

重要作用。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香港科技大学

会集了一批内地到欧美留学完成学业的学者，

李家涛教授、徐淑英教授、忻榕教授、项兵教

授等当时都在香港科技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

作，并且利用香港科技大学这个平台服务内地

大学的管理学教育。香港科技大学成立不久恰

逢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

天。毗邻深圳的香港也重新振作起来，进入了

快速发展的时期。这批学者近距离地观察中国

企业和中国管理学教育的变化，积极参与到这

一过程中。徐淑英教授主持的青年教师管理学

研讨班持续多年，为国内各个高校管理学培养

了一批人才。我和李家涛教授当时都在香港科

技大学商学院任教，我于２００１年离开了香港科

技大学，加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而李家

涛教授至今仍然担任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的讲

座教授。

１９９１年也是中国内地设立工商管理硕士

（ＭＢＡ）学位的第一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

入新阶段，作为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产物和经济

全球化标志的ＭＢＡ教育正式纳入中国的教育体

系，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事件。ＭＢＡ教育的开

始和采用了国际通行的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

为十年之后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

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做了人才方面的准备。ＭＢＡ

教育的开展和企业对于受过系统管理学教育的

管理者的需求对于管理学者而言无疑是一个福

音。另外，由于内地对于管理学教育和实践的

需求与日俱增，当时回到国内的一批管理学学

者就难以潜心从事学术研究，而主要从事现代

管理学的推广与教育工作。

由计划经济脱胎而来的市场经济具有转型

经济的特征，作为微观基础的企业和企业的经

营管理者如何转型成为现代企业的管理者、经

营者，对于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至关重要，同

时也对管理学的研究提出了重大挑战。经过了

过去３０年的发展，中国成为了世界主要经济

体，中国企业的成长对于世界也变得日益重要。

不论是管理学者、企业领导者还是政策制定者，

现在都无法回避中国企业成长的现象。在这个

大的背景下，李家涛教授的研究和以他为代表

的一批优秀的中国学者的研究就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这些研究把围绕着中国企业发生的事情

通过现有的管理学理论框架和方法，进行分析

和描述，使更多的管理学者了解中国企业的管

理理念、模式和发展，把中国管理学研究介绍

到全世界，融合为有待构建的全球管理理论的

主要内容。

中国企业的成长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企业

成长有其共性，但同时也有特色，这也就是李

家涛教授文中提到的中国元素。文中分析的

２１位学者的４７篇高水平的论文，从不同的视

角研究了中国问题，有些采用了中国情境，有

些着眼于中国现象，内容非常丰富。然而中国

企业的管理实践和创新在哪些方面仍然困惑着

管理学者，或者是在哪些方面中国企业的行为

有可能丰富现有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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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就我的观察和思考从以下四个方面和大家

交流。

二、中国企业成长之谜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堪称 “世界奇迹”的话，

中国企业整体的增长也毫不逊色。１９９１年 《财

富》世界５００强中的中国企业只有中国银行一

家，２００１年这个数目也不过１２家，中国企业在

２０２１年 《财富》世界５００强排名中的数目达到

了创纪录的１４３家。

Ｐｅｎｒｏｓｅ（１９５９）提出了关于企业成长的理

论，认为核心问题不是企业会不会增长，而是

指导企业增长的原则是什么？企业能够增长多

快，可以持续多久？６０年后的今天可以针对中

国企业提出和Ｐｅｎｒｏｓｅ一样的问题：我们并不是

在问中国企业会不会增长，而是要问造成中国

企业快速成长的因素是什么？中国企业能否实

现可持续发展？

李家涛教授在管理学的很多方面都颇有建

树，涉及中国经济、企业改革的各个方面，在

文献回顾中将这些研究按照制度环境和组织特

征进行了一个大致的分类。李家涛教授文中就

企业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制度环境和组织能力做

了细致的分析。这也和管理学的宏观和微观的

分类相吻合，我也沿着这两条主线进行讨论。

从企业发展的角度看，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

素一个是制度环境，一个是组织能力。

确实，关于企业成长的速度对于中国企业

来说不是一个主要问题，问题在于造成企业成

长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企业的制度环境和发达

国家的情况不同，常常被界定为新兴市场经济

国家。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新兴市场

经济国家制度不健全，法律不完善，产权不清

晰，不尊重知识产权，政企不分，贪腐严重，

不同企业间的待遇不公平，总体来说就是市场

制度发育不健全。然而就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

中国企业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成长。如果以过去

３０年做横向比较，制度环境较为完善的经济体

中，特别是和中国毗邻的日本企业，企业的成

长乏善可陈，而制度环境相类似的新兴市场经

济国家，比如和印度相比，中国企业的成长也

是名列前茅。

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私有产权、市场经济、放松管制为核心的华盛

顿共识被认为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然

而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实践的结果不尽如

人意。高盛的经济学家Ｒａｍｏ（２００５）提出以有

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渐进式改革为特征的北京

共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和企业发展提

供了一个不同的选择，提升了中国模式的合法

性。显然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因素起到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市场的培养和企业的发育需要时

间，但在现有的管理学理论中并没有充分的叙

述。中国企业作为一个群体的成功实践对于管

理学提出的挑战还没有被系统地回答和理

论化。

而从企业的组织层面看，在过去的 ３０年，

关于中国企业组织层面的研究也乏善可陈，基

本上还是大量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的管理理念

和方法。有些企业家就中国企业的管理问题进

行了深入的思考，比如海尔的张瑞敏、中国建

材的宋志平等都从企业管理的实践中归纳和总

结了企业成功的经验 （Ｆｒｙｎａ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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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ｗ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宋志平，２０１９），但如何和

现有的管理理论对接和沟通，以至于形成全球

影响力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

日本企业的突飞猛进引发了美国管理学者的关

注，日本企业的管理方法甚至被一些全球型的

跨国公司广泛采用。相比之下中国企业的发展、

中国企业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确还没有形成这

样的格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于２０１２

年曾启动 《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创新研究》

的重点项目群集中研究，陆亚东教授也参与了

研究，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带来了更多的

思考。就这一点来说李家涛教授提出把中国管

理学作为全球管理理论构建的一部分非常重要。

从制度的视角解释企业的异质性，特别在

研究中国企业的过程中，制度的变化和调整应

该是中国情境可能对于管理学研究做出贡献的

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国企业在４０多年的时间

里走过发达国家数百年走过的发展道路，如果

没有制度的变革是不可能的。比如，在过去３０

年中宏观层面制度安排的最大变化就是 《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

１９８２年 《宪法》经过多次修订，对于公民的私

有财产的保护力度不断增强，直至在 ２００４年

《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

有财产不受侵犯。而中国经济改革和企业的特

点不是改革的初始阶段设计完美的制度，而是

制度不断地探索、调整、迭代，以及和企业发

展交织互动过程。中国内地营商环境的改善也

反映了这一特点，按照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排

名，中国内地从 ２００６年全球 １９０个经济体的

第 ９１位 上 升 到 ２０２０年 的 ３１位 （Ｂｅｓｌｅｙ，

２０１５；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２１）。制度变革和制度

柔性以及这种变革带来的企业组织的变革应该

成为中国情境对于管理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

贡献。

三、政府的作用和国有

企业的角色

　　和美国的社会组织不同，东亚国家的制度安

排中，政府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儒家思想中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至今对年轻人还

有着重要的影响，政府系统集中了一批社会精

英。政府的经济功能和组织能力对于经济和企业

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转型经济国家尤其重

要。市场发展是需要规则的，而规则的建立和改

变在市场建立和发育的初期需要通过有为政府和

社会组织来实现，通过不断的改革，建立有效市

场。中国正式的专利制度于 １９８５年正式建立，

中国的反垄断法在２００８年才开始实施。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受到新自

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英国

首相撒切尔是这一思潮的政治代表人物。同一

时期中国在推动经济改革，苏联和东欧国家也

启动变革，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经过

了３０多年的发展，原有的社会和经济矛盾日益

突出，国家的作用被重新提升到重要的地位。

这在国际贸易领域变得如此突出，去全球化和

经济脱钩也放到了某些主要国家的政策层面。

一批中国优秀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受到打压和限

制，这对于研究中国企业发展的管理学者未来

的研究不可能不产生影响。而政府参与经济活

动的方式，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主要表现为国

有企业的存在及其组织形式。下文主要涉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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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有企业的角色和国企的改革，这些年我也

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和探索。

和政府作用相关的就是在经济活动中国有

企业的角色。李家涛教授文中的学术群体主要

是在美国学习和成长起来的学者，在美国的社

会组织中，联邦政府层面主要承担外交和国防

的事务，对于企业本身参与程度很低。而对于

很多欧洲国家来说，国有企业经历了一个较长

的发展阶段。有成功和失败的社会实践，对于

国有企业的管理也有成熟的经验。全球最大的

汽车集团之一德国大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国有

企业，而法国电力现在还是国有企业。战后７０

年，全世界的国有企业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

过程，但在大多数国家中，国有企业还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 （Ｔｏｎｉｎｅｌｌｉ，２０００）。过去３０年国有

企业的改革是中国企业改革的一条主线。因为

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企业的发展在管理和经营

方面与全世界任何国家的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区

别，而恰恰是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以及国有企业的管理方法、治理结构、激励手

段和评估标准在全球层面具有实践意义 （Ｌｉ＆

Ｗｕ，２００２）。在这方面中国的企业一直在摸索

中前行，中国的管理学者也做了一定的研究和

探讨 （武常岐等，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９）。时至今

日，严格意义上中国国有企业的实体基本上实

现了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表现形式是国有资本

作为一种资本形态参与市场主体。未来的挑战

是如何实现国有资本实力、民营资本活力以及

人力资本能力有效融合的治理结构、组织形式

和运作机制。在这方面，国际合资企业的有效

经验对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有重要启示。

李家涛教授在他的研究中提出了有价值的成果

（Ｌｉ＆Ｓｈｅｎｋａｒ，１９９６；Ｌｉ，２００１），白重恩、陶

志刚和我基于中国中外合资企业的有效合作和

治理也有些研究发现 （Ｂ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四、企业创新发展

随着中国企业的成长，企业的创新能力也

有很大提高，虽然目前大部分中国企业的技术

水平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前沿技术相比较，还是

在跟跑，但有一部分领先企业已经走在全球技

术发展的前沿，实现了并跑，在个别领域甚至

实现了领跑。近年来对于中国国有企业创新活

动的研究也多了起来 （Ｊ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Ｚｈｏ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有了一些重要的发现，这些研究的

实证检验大多用专利申请或授权的数量作为衡

量创新活动的指标。这些指标对于科学研究单

位来说或者对于创新型企业长期发展来说非常

重要，但对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以问题和目

标导向的创新活动来说，标志性成果常常成为

衡量创新活动的更有意义的指标。而和其他以

企业和个人经济活动为主导的经济体比较，以

及和中国国内的私营企业相比较，中国国有企

业创新活动和其他行为如果放在整个经济体系

的逻辑框架里重新审视会带来不同的解读。中

国企业的创新活动是在中国国家创新体系下发

展起来的，过去３０年中国企业乃至国家的创新

发展基本采取了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的

方式，依赖于技术的跨境转移和应用，而在未

来中国企业本身的研究能力和创新活力，以及

制度安排，如同李家涛教授研究发现的一样

（Ｊ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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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企业的实践对于构建

全球管理学的贡献

　　中国企业管理的实践以及对于管理学的理

论贡献有待于管理学界的共同努力。研究中国

企业在过去３０年的发展要用动态的视角和历史

的视角，而在主流管理学的理论研究中这两个

方面都尚且不足。在过去的３０年，西方发达国

家的制度环境几乎没有大的变化，而在中国不

仅是制度环境，而且在企业组织层面也发生了

凤凰涅?式的变化，更主要的是随之而来人们

认知的变化。这种认知的变化以及中国规则的

变化和演进就如同中国许多城市的市容市貌发

生巨变一样。我于１９８３年出国留学，学校是设

立于１４２５年的鲁汶天主教大学。几十年过去

了，回到鲁汶天主教大学，今天的面貌和当年

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而今天的上海与３０年前的

上海相比却有着惊人的变化。在一个相对稳定

和缓慢变化的社会环境中的思考可能和巨变大

潮中的思考有着不同。世界上相当数量的国家

可以被称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就是制度环

境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由此而来的微

观组织也不尽相同。而中国企业的发展经验、

发展路径和管理理论对于这些国家的企业来说

应该有更多的启示。

制度理论是近年来广泛应用于分析企业异

质性和国际商务活动的重要工具。长远来看，

只有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制度安排才能带来可持

续的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的企业成长受限，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制度空缺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ｖｏｉｄ）（Ｋｈａｎｎａ＆Ｐａｌｅｐｕ，２００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ｕｄｉｅｓ于２０１７年

曾经出版专刊，讨论制度空缺概念在国际商务

领域研究中的作用 （Ｄｏ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制度

空缺理论在概念上的缺失而导致在实践中的失

败在于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制度现实缺乏研究，

忽略了制度演变过程和路径的重要性。中国企

业发展的现实至少检验了所谓制度空缺理论的

局限性。制度空缺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

对固定理想制度模式的思维定式，试图讨论如

何去填补所谓的制度空缺。把有着悠久文明和

历史的经济体的制度安排看作制度空缺，其实

是缺乏对于不同制度逻辑的理解。两千多年前

的中国就有了较为完善的制度安排，有了汉承

秦制的制度选择，但当时的制度安排和现代市

场经济中的制度安排是不同的，但不应该称之

为制度空缺。经历过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

的一代人，都熟悉关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的大讨论。在中国急剧变动的制度环

境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和企业家同在发达国家相

对稳定的市场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和企业家

有着不同的能力特质。中国企业在成长过程中

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通过不断地试错和改进

探讨企业成功发展的路径。而面对中国经济发

展的奇迹和中国企业的崛起，中国管理学者要

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在这样的制度变迁中哪些

企业成功了，哪些企业失败了，成功的企业究

竟做对了什么？

中国可以贡献给全球管理学的还有历史的

视角。中国五千年的不间断的文明为管理学的

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２０１４年 Ｔａｌｈｅｌｍ及其

同事运用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方法，认为中国的

南方和北方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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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气候环境有密切关系 （Ｔａｌｈｅｌｍ 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种植水稻的历史可能使南方省份的人群

更加倾向于采取整体性的思维方式，行事更加

集体主义，人与人之间也更加相互依赖；以小

麦种植为主的北方省份的人群更倾向于分析性

思维和个体主义。这也就是所谓的 “大米理

论”。这个研究结果发表在 《自然》杂志之后

引起了学界与公众的广泛关注。从理论基础、

研究方法到历史实践来看，“大米理论”是从一

个微观的个体视角，基于有限的样本，讨论一

个影响到民族和社会发展的文化构成的问题。

毋庸置疑，由于中国国土的辽阔，不同地域的

气候和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人和自然界的关系

也是错综复杂的。然而，社会的发展在更大程

度上取决于社会组织的行为，而不只是社会个

体的认知。面对着不同的自然环境，特别是恶

劣的自然环境，个体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在

更大范围内的合作和不同形式的协同就变得十

分重要。这样的环境也就构成了集体主义文化

的自然环境基础。人们认识到只有在更大范围

和更大程度上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才能克服

或度过恶劣的自然环境给社会整体带来的挑战。

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与地处南方的长江流域相

比较，自然环境更加恶劣。同时，外族的威胁

往往来自中国的北方。综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大规模的合作和建设往往发生在中国北方，比

如大禹治水的传说、长城的修筑、大运河的开

凿和黄河的治理，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协同和组

织这些工程是不可能实现的。正是恶劣的生态

环境和来自自然及外部的挑战，使中国历朝历

代大规模经济合作的社会组织和中央集权的政

治组织成为中国社会和经济的主要组织形态。

而这种社会组织对于文化的形成以及现代社会

中微观层面的企业组织有着重大的影响。应该

说中国南方和北方个体之间的合作形式存在不

同，而不能简单地得出中国南方更加集体主义

而北方更加个体主义的结论。在现代管理学的

研究中，对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还有待于进

一步拓展，而中国长远的历史脉络和探索实践

为管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六、结语

李家涛教授和以他为代表的最早在国际顶

级期刊发表研究成果的一批中国学者是一个重

要的学术群体。因为在中国内地大学完成了基

础教育，他们了解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发

展，而且在发达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受到严格的

学术训练，在理论和方法方面有坚实的基础和

良好的直觉。在过去 ３０年中，这些学者有情

怀、有追求、有思想，一直关注着中国内地企

业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研究问题和分析结论。

确实，在过去的３０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作

为后发国家，中国企业作为后发企业，从技术

到管理，还是要从其他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和

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学习很多东西。这批先行者

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在中国内地

的传播推广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因此中国的管

理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

进步。我于２００１年加入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其博士项目刚刚起步；２００４年北大光华启

动了国际博士生项目，对标国际高水平研究的博

士生培养；到２０１６年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取得博士学位毕业的年轻学者已经有１３位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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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了研究成果 （张志学和徐淑

英，２０１８）。作者根据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数据库检

索发现，２０２１年一年里ＵＴＤ－２４期刊上就有３９９

篇论文冠以中国内地学术机构和管理学者的名

字，中国内地培养的管理学者已经走向世界大学

的讲堂，３０年前的涓涓细流已经成为大江大河。

中国企业未来发展还面临着重大的挑战，

而中国管理学者的任务也更加艰巨。不同国家

对于企业的经济活动、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以

及技术流动的限制又有增加的趋势，试图减缓

或者是逆转过去３０年的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

这样的环境下，如何通过客观分析，破解中国

企业成长之谜，回答 Ｐｅｎｒｏｓｅ在 ６０多年前提出

的问题，发现导致中国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原因，

通过现有的和有待建立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

在科学的基础上，讲述中国故事，发现管理的

规律和法则，为不同制度环境、文化背景和发

展阶段的国家的企业提供管理启示。同时，中

国的经济发展和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有待于中

国和全球的管理学者对企业成长规律的研究和

发现。真正能够传世的学说和理论，一定是回

答了经济社会和企业面对的大的问题。迈克

尔·波特的竞争战略和一系列著作之所以能够

有持久的影响力，主要是回答了 ２０世纪 ７０年

代美国企业在遇到日本企业正面冲击条件下如

何重新提升竞争力的问题。而中国的管理学者

在世界格局巨变的背景下，一定能够为全球管

理学构建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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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研究中的 “中国元素”：从情境

到理论
———兼评李家涛 《从中国元素到全球管理理论———中国管
理研究回顾与展望》

□ 魏　江　陈光沛

　　摘　要：战略管理领域著名学者李家涛教授是最早一批来自中国并在国际上取得

杰出声誉的学者之一，在中国学者于国际顶尖刊物发表论文三十周年之际，他撰文分

享了关于中国管理研究的思考。我们认真阅读了李家涛教授的文章，认为中国管理研

究要想打破桎梏，必须向国际管理学界贡献真正有中国经验和东方智慧的知识与洞见，

做好中国情境与中国元素的具象与结构化，开发和完善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我们还认

为，李家涛教授在这篇文章中所抛出的诸多观点和命题，如果得到适当回应，将有助

于提升中国学者在主流管理领域的话语权，促进管理与组织科学的进化。同时，本文

对李家涛教授提出的 “中国元素”研究框架和学术倡议进行了补充和延伸。

关键词：中国情境；本土理论；制度；创新追赶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用短短四十年的时间，在社会、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

被称之为 “跨越式”的突破，被西方学者视作一个 “奇迹”。我们认为，西方之所以

称之为 “中国奇迹”，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经济崛起出乎西方意料，另一层是西方怎

么也想不明白非他们认为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国，怎么能取得如此成就。之前，西

方学者用 “新兴经济体” “转型经济体”等适用范围较宽泛的术语来指代中国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Ｙ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Ｐｅｎｇ＆Ｚｈｏｕ，２００５），认为中国正从集权经

济转型为自由经济，从非市场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于是，把中国看作与巴西、印

度、南非等国家或地区一样，正在向西方国家体制机制靠拢。

而后，西方学者发现，中国的制度情境与其他转型经济、新兴经济并不相同，

难以用那些通用的名词来刻画，需要找到指向性更精确的术语。例如，有学者用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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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负的经济体”（ａｓｐｉｒａ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ｙ）来形容中国

那不逊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与制度力量 （Ｂｒｕｔｏｎ

ｅｔａｌ，２０２１）。“中国奇迹”对学术研究的直接

辐射影响至少有二：首先，为当前主流管理理

论或所谓 “通用理论”的外部效度提供了新的

检验环境 （Ｆｉｌａｔｏｔｃｈｅｖｅｔａｌ，２０２１），毕竟无论

是否真的 “通用”，这些被部分学者奉为 “金

科玉律”的管理理论和概念至少在根源上受限

于特定时空。如 ２０世纪 ６０～８０年代日本的崛

起，其制度情境与中国有天壤之别。那么，在

２１世纪的中国，这些被标榜具有普适性的管理

理论是否能继续具备指导企业实践、解释管理

问题的效力，需要整个学术社区共同寻找答案。

其次，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

取得的成就向管理学界抛出了若干亟待探索的

重大命题，这些命题对管理研究的进步与完善

至关重要，吸引了海内外学者尤其是华人学者

的目光。２０２０年是距离最早一批来自中国的学

者于国际顶尖刊物取得论文突破的第三十年，

而李家涛作为在国际高层次学术舞台讲述中国

故事、中国智慧、中国理论的先行者之一，在

这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时间点对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

中国管理学者发表在国际主流期刊上的研究成

果进行了整体性回顾。进一步地，他尝试在自

己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元素进行整合、

提炼，让其从较为模糊的情境和抽象的概念走

向更为具象、可用的构念甚至是变量，并就如

何围绕中国元素构建新的本土理论，或补充发

展旧的通用理论指明方向。本文将就李家涛教

授这篇文章进行概括性评述，以凝练其核心思

想与观点，并试图提出启发中国管理学者、对

话西方学术权威的若干粗浅看法。

一、讲好中国故事，携手

中国学者 “走出去”

　　李家涛教授是最早一批出海求学的中国学

者之一。他于１９８５年赴美国，七年后获得得克

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管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

留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直到１９９７年返回中国

香港，继续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虽然在学术

生涯的早期，他在与中国相隔了一个大洋的美

国做研究，但这丝毫不妨碍他比大部分学者甚

至是留在本土做学问的中国学者更贴近中国实

际，始终处于解释 “中国奇迹”的理论开拓前

沿。这一评价并不是源于他读博时期展现出来

的高水平文章写作和发表能力，而是源于对中

国问题的浓烈兴趣、持续关注和学术责任。在

他之前，中国一直被视为 “学术戈壁”，来自这

里的管理问题很难进入主流学者的研究视野，

也难形成基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学术研究团

体，更无从谈起去构建有独特经验和独到智慧

的中国管理理论学派。

那么李家涛是如何做到用好、写好、讲好

中国故事的？从其学术作品看，我们认为需要

具备两个必要条件。条件一，李家涛教授是为

数不多的真正懂中国的中国学者。如今遍布全

球的华人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不少发表成

果往往只抓住了肤浅的表象，习惯性掺入自己

的想象，甚至不惜 “削足适履”，改造中国现实

以迎合西方品味，而李家涛教授三十年来研究

的对象和主题，从政治关联到政府摊派等 （Ｌｉ＆

Ｔａｎｇ，２０１０；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０），都是事关中国

企业发展甚至存亡的真命题。条件二，李家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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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具有极高的学术纪律性，严格使用规范的研究

工具和方法来论证、叙述和刻画对象，尤其擅长

遵循实证主义进行定量研究，这使他想传达的中

国故事首先在形式上就较早具备学术合法性。

不过，中国学者要想在国际管理学界建立

自己的阵地并取得相当分量的话语权，绝不是

有一两个模范人物在前方单打独斗就能实现的。

李家涛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如他自己所言，合

作构成了其整个学术生涯的重要一环。除了与

海外著名学者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他将更多

精力用在集结和号召中国学者 “走出去”，用今

天时髦的话说就是 “破圈”。别人把中国视为

“学术戈壁”，那我们就硬要种出一片 “绿洲”，

而这一种就是 ３０年———自 １９９１年独自代表华

人学者将成果发表在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Ｓｔｕｄｉｅｓ上算起，李家涛已与４０多名海内外

华人学者成功将作品带到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等曾经

鲜见中国学者身影的国际顶尖期刊上，其中有

不少于１０位有至少三次以上的合作①。而这些

作品中的大多数是根植于中国情境、脱胎于中

国故事的。可以说，中国管理学界能够争取到

今天这样还算有些许分量的话语权，必须感谢

像李家涛教授这样敢于主动把责任和使命扛在

肩上的优秀学者。

二、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

我们走到了哪儿？

　　除了对自身求学与研究经历的详细叙述，

由点及面地刻画了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中国

管理学者在研究成果国际化方面做出的杰出贡

献，李家涛教授在文中还对中国管理研究国际

化全貌做了系统描绘。通过对六本国际顶尖管

理期刊的追踪②，作者识别了 ２１位于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９年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成果的华人学

者，他们总计贡献了４７篇文章，其中绝大部分

发表于９０年代后半段，有明显加速的态势。从

李家涛的总结来看，当时华人学者对中国管理

问题的兴趣主要聚焦在认识对象和定义问题层

面，虽然有零星的高水平学术产出，但基本属

于向西方介绍我们所思考的 “Ｗｈａｔ”的问题，

并没有尝试回答 “Ｗｈｙ”和 “Ｈｏｗ”的解释性

研究。在这个阶段，讨论最多的是改革开放背

景下外资企业来华投资问题和市场转型情境下

国企民企的改革与 “松绑”问题，他们特别想

要搞明白脱胎于计划经济的市场经济到底是什

么样子，改革开放等政策究竟能否吸引到 ＦＤＩ，

境外资本进来后又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是否

能全然按照西方资本主义那套制度，对于中国

本土的合作伙伴又如何进行选择……这些研究

话题无不鲜明地突出了彼时中国管理研究的整

体进程和学者对中国管理问题的认知程度，至

少在国际化发表层面。

如今，对中国情境下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研

究，成为全球管理学界重点关注的焦点之一。

我们对全球最大的文献数据库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进

行了粗略检索，按照 “ＴＳ＝（（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Ｒ（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Ｒ（Ｃｈｉｎａ

①

②

资料来源：Ｓｃｏｐｕｓ作者记录，合著作者统计参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ｃｏｐｕｓｃｏｍ／ａｕｔｈｉｄ／ｄｅｔａｉｌｕｒｉ？ａｕｔｈｏｒＩｄ＝８９５５３２４４００。
分别为：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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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ＯＲ（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Ｒ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的检索式，数据库

设置为核心合集，研究方向设置为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最终得到超过 ６６０００条检索结果，

其中竟然有６５０００条出版于２０００年之后。即使

把时间窗口缩小至近五年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也

依然有接近 ３３０００条，几乎为总数的一半。由

此，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呈现出来———中国管

理研究的国际化进程在急剧加速，这与李家涛

教授针对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顶尖管理杂

志分析得到的结果保持一致，甚至更为激进。

近年来许多主流管理期刊还以 “特刊”的形

式凝练和聚合中国管理问题，中国元素的影响

力也可见一斑。

学术关注度快速提升带来的直接结果是研

究视角的下沉。初步形成对中国独特制度情境

的认识后，学者尝试进行解释性研究，借助西

方主流管理研究的成熟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情

境究竟如何影响企业战略制定与组织管理的过

程和机制开展进一步研究。这个阶段，仅仅寻

求建立两个或多个变量间联系的描述性研究已

经 “落后”了。但需要注意的是，可能由于采

用了常见于西方情境中的研究工具，抑或受学

术视野和研究水平的局限，当前的华人学术社

群仍主要将目光聚焦在诸如投资并购、战略联

盟、研发网络、国际商务等领域的传统命题。

例如，部分华人学者关注国企或混合所有制企

业的国际化问题，试图探究国家所有制、隶属

关系或高管政治经历等对企业跨国并购、ＯＦＤＩ、

投资区位选择等国际化行为与绩效的影响 （Ｂａｉ

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Ｘ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以上这些研究对中国管理理论研究具有

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由于忽视对中国独特

的本土命题和真实管理问题的提炼，要构筑

起中国本土的理论和范式是非常困难的，因

为难以走出 “西方判断标准”。一个形象的

比喻是，如今的中国学者已经站在了国际管

理研究舞台的正中央，与西方学者一同分享

聚光灯，但身上却仅披了件西服，缺了中国

的内核。

三、从情境到理论，中国元素的

独特性究竟如何刻画？

　　李家涛教授在文章中提到，在过去 ３０年

间，中国管理研究在对象、主题、情境、研究

方法上呈现出日趋多元的特征。诚然，在规范

的方法论指导下，中国学者对于套用普适的管

理理论解释独特的中国问题以形成高水平的文

章越发娴熟甚至精通，在 ＵＴＤ－２４等国际一流

期刊上的发表成绩也是一年比一年喜人。但是，

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仍悬在我们头上，那就是

中国情境或者 “中国元素”（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究竟是什么？如何结构化地刻画出来？又如何

被用于补充和发展旧的管理理论，或被直接用

于开发新的本土理论？尽管目前还没有准确的

答案，但至少应该存在一个基本的共识———中

国元素绝不等同于现阶段学者在文章引言或数

据部分对中国作为研究情境的泛泛勾勒，也一

定不是在给中国贴上所谓 “有抱负的经济体”

等时髦标签时所定义的几组简单特征。李家涛

教授专门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总结，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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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学术成果基础上，从中宏观产业及区域

和微观组织特征两个维度对中国元素进行了归

类，这也与我们对中国管理问题的基本认知和

一般分析框架保持一致。

（一）规制、政策与资源配置

李家涛教授认为，定义中国元素的核心需

回到制度层面，并将其解构为特殊的规制与政

策、欠发达的制度基础设施、政府对资源配置

的影响、区域异质性四部分。囿于篇幅限制，

笔者主要对中国特殊的制度和政府对资源的配

置权两方面进行评述和补充。

首先，中国政府在国家整体层面的制度设

计和政策制定表现出显著的独特性。譬如，李

家涛认为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及后续跟进的

一系列区域发展计划，的确吸引来了大量外资

企业来华设立合资企业或绿地投资盘活当地经

济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当合资和外资控股这两

种常见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内的经济组织出现

在受政府强力管控和频繁干预的中国市场上时，

诸如高管派系冲突、不当市场竞争等问题也自

然涌现出来 （Ｌｉ＆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２００５）。随着开放

程度的加深，合资企业和部分外商全资子公司

几乎完全摆脱了规制的束缚，放开手脚与本土

企业开展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通过

资源支持、主持或参与议价过程等方式，为本

就 “积弱”的本土企业提供保护，保持其与外

资企业的竞争能力 （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Ｘｉａ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将战略目

光投向海外，发起了 “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

倡议，背后的核心逻辑依然是利用政府 “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带动本土企业创新创

业，而企业在开发新产品、新技术的过程中也

的确会在很大程度上从政府的这些创新政策中

获益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８），甚至出现一些 “政策

投机型”企业。

最近有学者开始提 “新型举国体制”的

概念，即在铁路、桥梁等我国屡创奇迹的领

域内，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和执行机构，

在国家力量的背书作用下，指挥经济主体并

调动市场资源，激发和创造本不存在的产业

创新能力 （路风和何鹏宇，２０２１），如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之于高铁 （路风，

２０１９；贺俊等，２０１８）、中央专委之于 “两

弹一艇一星”（路风和何鹏宇，２０２１）等。

再比如，在中央政府和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有意设计下，铁路产业的型态由过去

单纯服从行政指令的计划经济快速转向由供

需关系决定的市场经济，形成 “有控制的竞

争关系”（贺俊等，２０１８）。这些都是在中国

这个复杂而独特的制度网络结构中，天然也

是必然存在的管理现象和问题，饱含中国管

理哲学的深厚智慧。

在中国，资源作为一种制度工具在塑造市

场结构和驱动企业创新的过程中具有特殊作用。

尽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阻

碍资源自由流动的制度藩篱，并将许多非核心

却依然有价值的资源从公共系统中剥离，但转

型期中国政府仍控制了土地、资金、技术等大

量关键资源 （魏江等，２０２０ａ），能够直接影响

甚至决定企业乃至整个产业的盛衰兴废。李家

涛教授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文中提到中国大

型银行归国有，导致政府在借贷决策上拥有最

终的 “拍板权”。政府对核心资源的控制和分配

还直接导致了国有企业的 “预算软约束”，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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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可能引起国企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更会加

剧抑或扭曲国企与民企作为两大市场主体的竞

争关系 （Ｌａｚｚａｒｉ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Ｚｈｏ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此外，政府尤其是具有 “锦标赛”压

力的地方政府可能因天然的垄断地位而形成对

价值资源的 “猎食性”。例如，李家涛发现政府

可能根据所有者的社会地位来判断企业是否掌

握有价值的资源，因为这些企业有可能通过

“摊派”的形式进行侵占 （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因此，可以说资源同制度共同构成了政府调控

宏观经济和影响企业行为的 “组合拳”，使中国

政府不像西方经济学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仅仅发

挥弥补市场失灵的干预职能，而是能够与市场

并驾驱动经济。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媒体指出，“全国上下

一盘棋”的整体性政策框架和 “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资源配置能力保障了经济持续发展，并

认为这种体制在多个领域成功激发出创新，但

也有声音认为，这种高效的制度免不了被贴上

“集权主义”“贸易保护主义” “政府寻租”等

常见于西方价值体系中的负面标签，导致中国

企业在国际化发展中面临独特的来源国劣势 （魏

江等，２０２０ｂ；Ｐａｎｔ＆Ｒａｍａｃｈａｎｄｒａｎ，２０１７）。例

如，李家涛教授就注意到在 “一带一路”倡议

落地的过程中，一些政治性的考虑会降低中国

企业的议价权，并增加东道国或第三国企业入

围的可能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１）。笔者研究团队也

观察到类似现象的存在并展开研究，发现来源

国劣势会使中国出海企业面临严重的外部 “合

法性赤字”，要解决这些赤字，就必须要探索独

特的海外研发网络结构 （魏江等，２０１４）、海外

子公司同构模式 （魏江等，２０１６）等。

（二）国家所有权与政治关联

李家涛的研究，把中国元素在组织特征层

面的映射归类为国家所有权、政治关联、本土

企业弱知识基础和股权集中度四部分。这四个

方面的特征是非常契合中国实际的，但国家所

有权、政治关联更加凸显了中国企业面临的组

织独特性。

李家涛在国家所有权层面的研究认为，中

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独树一帜，

政府通过国资委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把控了国

家经济的大动脉。尽管 “国家资本主义”因其

与自由资本主义相区别的制度逻辑而被学者广

泛关注，但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是构成了一种独

特的、半政治半经济的组织形式，需要被单独

考察。首先，国企被讨论最多的悖论在于对资

源的获取和利用。一方面，国家所有权已被大

量研究证明有益于企业获取关键的战略资源，

且国家持股比例越高或所属政府级别越高，就

越能依托所获得的关键战略资源实现持续竞争

优势 （Ｂ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Ｌａｚｚａｒｉ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１；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另一方

面，组织结构僵化、委托代理问题、制度逻辑

不一致等内部原因，加之政府对国企的角色定

位在于改善公共福祉而非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

国企被发现并不能很好地利用这些资源，导致

创新绩效普遍低于预期 （Ｇｅｎ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１；

Ｌａｚｚａｒｉ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１）。因此，兼具制度力量和

效率优势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正逐渐重新成为学

界关注的焦点 （Ｂ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１）。李家涛还关

注了国家所有权与ＯＦＤＩ的关系，认为国家所有

权作为一种 “负债”会拖累中国企业 （Ｌｉ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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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２０１９；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当然，也有学者

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答案，认为与国家所有权相

绑定的制度安排在很多情境下反而是中国企业

国际化和创新追赶的 “法宝”（Ｂａｉｅｔａｌ，

２０２１；Ｒａｍａｓａｍ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Ｃｕｅｒｖｏ－Ｃａｚｕｒ

ｒａａ和Ｌｉ（２０２０）对此进行了系统总结，认为如

果主要基于代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新制度

主义理论推演假设，得到的结论大概率是国家

所有权并不利于企业开展ＯＦＤＩ活动；但如果借

助经济发展理论、资源基础观和交易费用理论

来推演，则可能发现国企在国际化过程享有的

“福利”要远超由国家所有权带来的 “负债”。

李家涛识别出中国企业组织特征的另一个

因素是政治关联。尽管不同国家不同制度下都

存在或紧或松的政治关联，但中国的政治制度

和社交文化还是赋予政治关联以特殊意味。李

家涛认为，政治关联作为一种制度资源具有

“双刃剑效应”。一方面，政治关联能对 ＣＥＯ个

人起到保护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来自政府

的价值侵占 （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２０），能通过制度

和财务资源支持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深度的

政策和海外投资信息供给 （Ｌｉ＆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７）

乃至外交站台 （Ｃａｎｎｉｚｚａｒｏ＆Ｗ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８）等

形式促进企业国际化和创新绩效。但另一方面，

政治关联可能以职务委任 （如企业高管被推选

为两会代表）等形式成为政府向企业施加压力

和控制的一种手段，反而成为 ＣＥＯ的负担，限

制其决策自主权 （Ｌｉ＆Ｔａｎｇ，２０１０）。显然，与

政府保持密切联系需要支付巨额 “对价”，包括

满足政府的特定期望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７），从制

度逻辑角度去获得合法性等 （Ｚｈｏ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

四、展望未来，中国学者

应该去往哪里？

　　李家涛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了三个极富洞察力

和启迪性的倡议，呼吁中国学者：①关注中国企

业的成长，看他们如何在庞大的消费者市场、薄

弱的技术体制等独特情境中实现产品、技术、流

程以及商业模式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学者要具

备从这些中国管理智慧中汲取营养并反哺到指导

企业创新实践的能力。②要努力尝试将中国元素

整合入主流管理理论，为此需要中国学者形成和

保持开展高水平研究的能力，并且在中国情境的

独特性和学术范式的普适性之间寻求平衡。③要

想获得更为广泛的国际认可，中国学者应该努力

探寻能够让中国和非中国的社会均可受用的研究

发现，打破 “圈子”的民族边界，通过主办国际

会议、鼓励联合发表、支持外国学者来华开展实

地研究等形式，构建多元并包的学术社群。同

时，研究还需要能够代表和传递有关学术严谨性

与伦理性的最高标准，能够解决不断涌现的重大

前沿命题。李家涛的这三个倡议十分清晰地指明

了未来中国管理学界需着力的重点和突破的难

点。那么，作为中国管理学者，我们应该如何从

思想和行动上去响应李家涛的倡议？鉴于李家涛

已身体力行地向我们示范了如何通过合作等形式

加快中国管理研究 “走出去”的探索，我们也就

如何解构中国情境、开发本土理论等方面阐释和

补充自己的理解。

（一）具象化和结构化中国情境与元素刻不

容缓

尽管现有研究成果在具象化和结构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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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上有了长足进步，但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

放到整个管理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中，那么中国

管理研究才仅仅算是 “亮相”，初步获得国际主

流学界的合法性和注意力。要推动中国管理研

究更进一步，让生长在他国异域的海外同行能

够真正读懂中国故事、品析中国智慧，我们国

内学者首先自己就要搞懂中国情境，不能仅仅

停留在抽象的认识和粗糙的描述上面，要学会

利用科学的方法去定义、解构以及具象地刻画

这些中国元素。正如李家涛所说，大家都注意

到了中国情境的特殊性，但究竟哪里特殊，这

种特殊性又如何表征并影响企业战略与组织管

理实践，一直缺乏明确的答案和系统的洞见。

学者们只是笼统地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即

中国是崛起的、巨型的、有抱负的新兴力量，

但对于这幅画的细节未予呈现，有时仅仅是照

猫画虎。例如，大量西方学者和华人学者习惯

用 “制度真空”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ｖｏｉｄｓ）来形容中

国的制度环境。从字面理解，“制度真空”指代

的对象几乎没有制度可言，这显然是严重不符

合事实的，即使作为比喻以突出制度不健全性，

也是过于极端的 （Ｃｕｅｒｖｏ－Ｃａｚｕｒｒａａ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因为中国是有独特且完整的制度体系

的，不能因为与欧美不一样就认为制度缺失或

者 “不完美”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还有，学者们习惯

于用政府对市场活动的强干预来表征中国制度

的独特性，但站在国外读者角度，仅仅知道政

府与市场之间存在强作用关系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 “政府干预市场”是个存在了将近半个世

纪的一般共识，早已被 “新凯恩斯主义” “北

京共识”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所解释。我们

需要回答的是，中国的制度到底哪里不完善，

这种制度的不完善又如何表征在企业行为上，

或者说，中国政府究竟通过何种方式干预市场，

与西方经济学中的 “干预主义”有何不同。

笔者长期受李家涛教授启发，从２０１０年前

后开始关注中国独特情境的系统解构，提出了

基于市场型态 （ｍａｒｋｅｔｒｅｇｉｍｅ）、制度型态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ｉｍｅ）及技术体制型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ｒｅｇｉｍｅ） 的 ＭＩＴ情 境 框 架 （魏 江 等，

２０２０ａ）。市场型态层面，中国拥有 “大市场”

“巨型市场”，表面是巨大的体量和开发潜力，

更深层而独特的特征还在于市场结构的两个悖

论———不均衡悖论和动荡性悖论，前者表现为

区域间和区域内的市场需求差异巨大，由此产

生的错位需求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梯

度空间；后者则表现在市场需求多变、市场机

制不稳定和部分市场中上部 “沦陷”等方面。

但与西方理论所预言的不同，这些特征交织在

一起时不仅不会构成一种 “负债”，反而还会

形成一条天然的 “隔离带”，成为中国企业参

与国际博弈的强大力量，对企业全球化和创

新追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制度型态层面，

不能仅仅停留在所有权、政治关联上，更要看

到政府是最大的所有者、需求者和生产者，这

种国家资本集权模式在转型经济时期是有独特

效应的，比如，我们 “制度型市场”的存在

为企业创新追赶提供机会窗口 （Ｗｅｉ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技术体制层面，尽管李家涛 “客气”

地说，今天许多中国企业已站在世界科技的最

前沿。但笔者认为中国绝大部分产业和企业仍

很落后，弱知识基础和技术体制仍将在未来相

当长的时间内存在。那么，我们需要学会借助

这些特性，去制定具有中国智慧的创新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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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

（二）开发和完善中国本土管理理论适逢

其时

李家涛在未来研究展望中提到，中国情境

在过去极度缺乏合法性和关注度，导致学者不

得不引用甚至生硬地套用西方主流理论以提高

发表概率。但今天，中国情境已经在国际学术

界攒聚了相当的合法性，并吸引了足够多的学

术注意力，是时候该大胆地将中国元素整合入

理论的构建过程中了。笔者也认为，李家涛对

中国管理研究所处的阶段判断十分准确，非常

赞同其提出的 “形成拥有核心知识产权和独到

思想内涵的理论体系”的倡议。形象地说，随

着中国在学术以及学术之外的各个领域的影响

力急剧提升，中国管理研究该是告别生搬硬套

的 “拿来主义”的时候了，中国学者尤其是青

年学者也自然不应该再一味迎合西方评审人的

偏好去做研究，更不应该凭空想象、改造现实

（Ｍａｒｔｉ＆Ｇｏｎｄ，２０１８），把原本深刻而有趣的本

土故事硬生生改成徒有 “中国”标签的浅显而

枯燥的逸闻。相反，应该带着更具前瞻性和系

统性的眼光审视源自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研究

命题。何谓前瞻性和系统性的眼光？即超越短

期的发表，看到十年、二十年之后的管理学术

生态，使中国管理学界能凝心聚力，为国际学

术社区贡献真知灼见，能够形成与西方平等对

话的学术体系。

与所谓具有高度普适性的通用理论相对

（Ｆｉｌａｔｏｔｃｈｅｖ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ＶａｎｄｅＶｅｎ等

（２０１８）将本土研究定义为使用本土语言、本土

对象、本土构念以及本着构建或检验能够解释

本土现象的理论的目标开展的科学研究。根据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２０２１）对理论的定义，本土理论可

以被理解为由过程机制等学术观点支撑的，用

于解释某一具体现象的一组相互关联的本土构

念，其实质是描述和解释本土事件的过程及其

内在因果逻辑的故事。从中国管理实践看，是

否必要以及如何去构建系列本土理论值得我们

探讨。我们认为，只要扎根真实的中国管理现

象，从中提炼出真问题、真观点，并在系统科

学的方法指导下开发逻辑贯通的本土构念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２０２１），辅以修辞性和深入对象内

部结构的叙述 （Ｐｅｎｔｌａｎｄ，１９９９），应该有可能

形成具有较高内部信度和效度的理论体系。中

国学者不应该对本土理论创新缺乏自信，更不

要担心所开发出的理论不被外界认可和采用。

实际上，目前国际通用的主流管理理论 （如代

理理论、资源基础观等），其在形成之初也是因

不具备外部效度而饱受质疑的本土理论，甚至

即使到后来被整个管理学界所广泛使用，也依

然无法解释远离其发源地的管理现象，因为这

些理论背后的基本假设和边界条件是动态变化

的 （Ｂｒｕ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Ｚａｈ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因此，高度内嵌于中国独特情境的本土理论涌

现，不仅不会造成分裂，还会给源于复杂现象

的重大管理问题提供新的、互补的、有益于促

进学术争鸣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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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Ｚｈｏｕ，Ｊ，ＧｅＬＧ，Ｌｉ，Ｊ，＆Ｃｈａｎｄｒａｓｈｅｋ

ａｒ，ＳＰ２０２０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ｅｘ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Ｅｎ

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４：３９６－４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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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中国元素，建立全球性管理理论
———读李家涛 《从中国元素到全球管理理论———中国管理
研究回顾与展望》有感

□ 贾良定　万国光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企业专业化管理研究”（编号：７１６３２００５）的支持。

　　摘　要：李家涛教授提出 “超越建立本土管理理论，建立全球性的管理理论”，

即深入理解情境，开发情境元素进行理论建构，其目的并非本土化，而是普适化。

本文通过六篇研究，分析李家涛教授如何开发中国元素以建立全球性管理理论。在

他的观点的基础上，我们提出站在全球学术体系中，通过理论对话，促进全球性相

互认识和理解，这是管理学研究者的重要使命之一。

关键词：中国元素；中国管理研究；全球性管理理论；全球学术体系

李家涛教授和南京大学有着非常深厚的学术联系，在香港科技大学，由他所指

导的博士生中，有七位原先毕业于南京大学，这些毕业生现在北美洲、澳大利亚、

欧洲、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等著名高校任教。近几年李教授定期访问南京大学，其

中给工商管理博士生开设战略管理专题研讨课。课程不仅讲解战略管理发展脉络和

主要理论，还以自己发表于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ｕｄｉｅｓ等期刊上的文章，

讨论如何选题、解题和对话。作者现身说法，传道授业解惑，同学们受益良多。近

年来，李教授特别关注 “一带一路”、新技术等对企业国际化和战略管理的影响，新

兴市场企业向发达市场创新转入的逆向创新现象等新话题。作为国际商务学会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院士和副主席兼理事会成员，他以会议主题、特

刊征稿等形式积极推动学术社区开展这些话题的研究。

今天阅读李家涛教授 《从中国元素到全球管理理论———中国管理研究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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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非常亲切。李教授回顾了从中国出

去留学的学者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在国际化和战

略领域发表的重要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大多数

我们都阅读过，启蒙了我们的学术生涯；李教

授还着重以自己的研究为内容，分析如何开发

情境中的中国元素从而做出理论上的贡献。在

这篇文章的最后，李教授提出 “超越建立本土

管理理论，建立全球性的管理理论”的观点：

深入理解情境，开发情境元素进行理论建构，

其目的并非本土化，而是普适化。李教授知行

合一。在这篇文章中，李教授以自己主导或指

导完成的１８篇发表于ＵＴＤ－２４和ＦＴ－５０期刊上

的有关中国管理研究的文章为例，分析如何开

发中国元素以建立全球性管理理论。下面选择

其中六篇，以我们的视角来分析。

《派系群体：工作团队中人口学特征断层、

冲突和行为解体的新视角》（Ｌｉ＆Ｈａｍｂｒｉｃｋ，

２００５）是李家涛教授在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上发表的第一篇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研究。

基于断层 （ｆａｕｌｔｌｉｎｅｓ）文献，Ｌｉ和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

（２００５）发展出派系群体 （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ｏｕｐｓ）的概

念。他们认为，派系群体间人口学特征的差异

会导致任务冲突和情感冲突，从而影响高管团

队行为整合并最终影响组织绩效。基于中国合

资企业样本的数据分析，总体上支持了该假设。

这篇文章很好地诠释了利用中国情境的特殊性

给全球管理理论做贡献。该文章与 “断层”这

个全球性管理学话题进行对话，因此 “派系群

体”这个概念可以应用于非常广泛的各种类型

的团队，包括研发、并购和跨职能工作团队等。

同时李教授又应用了中国合资企业的特殊性。

当时中国合资企业蓬勃发展，各个国家的管理

团队和中国管理团队的人口统计学差异如性别、

年龄和教育背景等的差异非常大，给断层理论

的检验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文章研究设计严谨，

在当时普遍使用截面问卷调研的情况下，通过

跨时间的问卷调研设计，检验理论假设。

《ＣＥＯ自大与中国企业冒险行为：管理自

由裁量权的调节作用》 （Ｌｉ＆Ｔａｎｇ，２０１０）是

早期李家涛教授在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

ｎａｌ上发表的另一篇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研究。基

于高阶理论 （ｕｐｐｅｒｅｃｈｅｌ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ｙ），文章探索

ＣＥＯ自大和公司风险追求之间的关系，并且探

讨ＣＥＯ自由裁量权对这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

用。高阶理论认为，企业是 ＣＥＯ及其高层管理

团队的反映，ＣＥＯ及其高层管理团队的认识和

价值观影响企业的战略行为，并且影响程度要

看ＣＥＯ及其高层管理团队的自由裁量权 （ｍａｎ

ａｇｅｒｉａｌ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的大小。自由裁量权越大，

影响程度越大，反之则越小。根据心理学有关

自大 （ｈｕｂｒｉｓ）的研究，如果 ＣＥＯ自大，则其

“在解读组织环境时会认为风险比真实情况小”。

然而，ＣＥＯ的这种解读是否能最终成为企业的

战略行为 （在该文中由 “企业承担风险行为”

来表示），取决于 ＣＥＯ的自由裁量权。文章引

入环境的 （如市场充裕性、复杂性和不确定

性）、组织的 （如企业年龄、规模、研发密度和

ＣＥＯ两职合一）以及中国情境相关的 （如中国

国有企业所有权和政治任命）共三大类九个调

节变量，来检验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在企业

ＣＥＯ自大与冒险行为之间的关系。该文章不仅

对话了高阶理论，同时利用中国广泛存在的国

有股份和政治联系拓展了管理者自由裁量权的

政治方面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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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逆向创新来吸收知识？来自发展中经

济的跨国专利与信号》（Ｈｕａｎｇ＆Ｌｉ，２０１９）是

李家涛教授近期在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Ｓｔｕｄｉｅｓ上发表的一篇跨国情境下美国企业

对源起于中国的创新的反向知识吸收，利用中

国情境拓展了逆向创新 （ｒｅｖｅｒｓ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理

论。具体而言，美国企业在吸收源起于中国的

创新的知识时，由于信息不对称他们担心无法

成功利用该创新。但是当该创新如果在中国本

土成功申请到了专利，那么信息不对称下降，

他们也会更多地吸收和利用该创新。同时，

Ｈｕａｎｇ和Ｌｉ（２０１９）运用调节变量探测了信息

不对称的作用机制。比如，如果专利是来自复

杂技术类型如计算和信息，那么专利在中国获

得批准所传递的信号更强，起源于中国的创新

越可能被美国公司吸引。文章的视角可以应用

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创新和发达国家对其创新

的知识吸收，对于新出现的一些现象有了很好

的解释和分析。文章方法上非常严谨，采用双

重差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方法来研究

设计，用以检验假设。实验组是同样一项来自

中国的创新同时在中国和美国被申请了专利，

对照组是该创新只在美国被申请了专利，时间

变量是在中国申请的专利获得批准的时间点。

《不透明性带来的困难：中国国有企业国际

并购的完成可能性》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是近期

李家涛教授在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上发

表的一篇中国企业管理研究。该文章基于透明

性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的文献，通过对中国的国有

企业的海外并购现象的研究发展出不透明性

（ｏｐａｑｕｅｎｅｓｓ）的概念和理论。文章认为国有企

业海外并购没有完成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不透明

性带来的。具体而言，国有企业由于各种原因

（比如政府可能有些不愿意公开的目标或增加政

治的柔性，管理者个人可能也不太愿意公开一

些事务给公众审查）会比私有企业更加不透

明，这放大了国企本身的一些令东道国利益相

关者不喜欢的特征，比如政治特征和委托代理

问题等，因此，国企的并购更加难以完成。不

透明性理论是对透明性理论的一个拓展，而且

可以应用于其他场景。文章方法严谨，对 “不

透明性”这一中介机制做了探析。他们发现，

国企和并购完成可能性之间的负相关被不透明

性 （比如是否上市、是否在发达国家上市、是

否使用了有声誉的审计师事务所）所部分

中介。

如果说上述是利用中国情境给普遍管理理

论增添色彩、进一步发展普遍管理理论的话，

那么李教授近期的研究更注重有机融合中国情

境和全球理论，发展出新的全球理论。《一带一

路上的对外直接投资：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１）是李家涛教授在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ｕｄｉｅｓ上发表的一篇基于中

国情境的理论论文。他们基于中国企业 “一带

一路”对外投资的现象以及地缘政治学的文献

发展出了企业直接对外投资的地缘政治学视角。

具体地说，他们研究了地缘政治因素如何影响

中国企业在 “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是否接纳东

道国的公司或者第三方国家的跨国企业来一起

参与项目。比如，如果这个项目涉及的地缘政

治的重要性越大，那么中国企业就更可能接纳

东道国公司参与。同时，他们认为东道国或者

第三方国家的企业的地缘政治博弈行为可能会

加强上述地缘政治的影响。该视角虽然起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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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有的现象，但却是一个针对企业直接对

外投资的全球管理学的视角和理论。

《在国际数字商务中的生态系统的独特优

势》（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是李家涛教授近期在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ｕｄｉｅｓ上发表的

另一篇理论文章。该文章不仅比较了跨国公司

网络治理和平台中心的生态系统治理，而且提

出了国际数字商务当中生态系统的独特优势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这些优势包括

异质性资源和生态系统参与者贡献的创新，生

态系统参与者之间的合作以及生态系统参与者

间的多边相互依赖性。同时，他们探讨了这些

优势在向新市场转移时的成本和难度，并特别

强调了瓶颈的概念。最后他们提出一个聚焦于

用户、互补产品供应商和平台企业的理论框架。

这是一篇关于数字平台为核心的生态系统的理

论文章，讲述的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但是

由于中国的平台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因此诸多

优秀中国公司的案例如阿里巴巴给文章提供了

证据支撑。

上文用六项李家涛教授所做的管理研究为

例，分析了李家涛教授如何充分开发中国情境

元素，建立全球性的管理理论。在 《从中国元

素到全球管理理论———中国管理研究回顾与展

望》中，李家涛教授总结道：“中国管理研究既

要利用中国情境的特殊性，也要寻求与全球管

理思维的融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学研究

特别是管理学研究是开展一场理论对话；从情

境中发展出概念及概念间逻辑关系，这是构建

理论；通过理论对话增进全球各国家、各地区

间的相互认识和相互理解。根据布瓦索

（Ｂｏｉｓｏｔ，２０００）的信息空间理论，不同国家或

地区的情境间相互理解的深度、广度和速度，

取决于对情境中现象的概念化程度；衡量概念

化程度有两个主要指标：抽象度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和编码度 （ｃ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李家涛教授用诸多抽

象度和编码度都很高的概念，刻画中国情境中

的管理现象，如派系群体 （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ｏｕｐｓ）、

不透明性 （ｏｐａｑｕｅｎｅｓｓ）、逆向创新 （ｒｅｖｅｒｓｅ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生态系统的独特优势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等，进一步完善和拓展已有

的管理理论，从而在全球性管理学知识的框架

下，认识和理解中国管理现象及其运行机理。

由于在共同的知识框架下对话，因此对中国管

理现象及其运行机理的认识和理解又会加深对

其他情境中管理现象及其运行机理的认识和理

解。李家涛教授站在全球学术体系中，通过理

论对话，促进全球性相互认识和理解。所以，

他强调 “超越建立本土管理理论，建立全球性

的管理理论”。

接受编辑：ＨａｉｙａｎｇＬｉ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０日

接受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４日

作者简介：

贾良定，南京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育

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ｓｙｃｈｏｌ

ｏｇｙ（ＪＡ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Ｍ）、Ｈｕ

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Ｒ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ＭＯＲ）、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ＧＳＪ）和 《经济研究》《管理世界》

《心理学报》等期刊上发表论文７０余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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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专著２部，译著 ４本，参编教材 ３部。目

前担任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组织与战略管理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管理学季刊》第一届

和第二届领域编辑、第三届联席主编。

万国光，南京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助理

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博士。研究方向是人力资

本、社会资本、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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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研究需采用整体策略
———对李家涛 （２０２２）的评述

□ 杨静钰

　　摘　要：本文在李家涛 （２０２２）基础上，对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思

考和讨论。通过分析李家涛 （２０２２）一文，结合中国管理学界近年来的各种学术观

点和辩论，并受到国际商务研究中全球整合和本土响应框架的启发，本文建议中国

管理研究应该采用整体策略，以期为本土和全球管理知识做出贡献。

关键词：中国管理研究；情境化；全球理论；整体策略

作为最早一批在香港科技大学受教于李家涛教授门下的博士毕业生，我非常荣

幸受邀评论李教授在本期 《管理学季刊》上的文章 （李家涛，２０２２）。２０２０年是中

国改革开放后，首批赴海外留学的中国学者在顶级管理期刊上发表论文３０周年。作

为这批学者之一的李教授回忆了自己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学术历程，并对在此期间这

批管理学者在国际顶级管理期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进行了回顾。之后，李教授以自

己发表的与中国情境有关的研究为例，概述了中国管理研究中基于制度和宏观视角

的多个不同的研究主题，突出了中国元素在情境化中的重要性，并探讨了如何将具

体的中国元素融入到现有的管理理论中。最后，李教授把中国管理研究视为一种

“专业叙事”，认为中国管理研究需要参与到主流对话之中，并影响全球管理思维。

与李教授的洞见类似，这篇评论基于笔者自己的研究经验、观察和思考，对中国管

理研究提出了一些拙见和拓展思考。

一、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管理

丰富实践的一群学者

　　李家涛 （２０２２）列举了一批来自中国 （不包括港澳台）、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启

海外学术生涯的杰出中国管理学者。这２１位有着中国背景的学者 （见表１）和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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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的华人学者以及外国学者一起，在２０世纪

八九十年代纷纷开始将中国相关的管理研究引

入主流对话，极大地提高了世界对中国管理实

践的认识 （Ｐ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这三类学者都

认同中国管理具有独特性，并强调需要拓展现

有理论或提出新理论来解释中国情境下组织管

理的独特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国情境中

诞生的三个新概念 （Ｊ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市场转

型 （Ｎｅｅ，１９９２）、网络资本 （Ｂｏｉｓｏｔ＆Ｃｈｉｌｄ，

１９９６）和关系 （Ｘｉｎ＆Ｐｅａｒｃｅ，１９９６），都是在

９０年代提出的。可见，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出现了

一群具有凝聚力的重量级学者。他们描绘了中

国管理和组织的研究前景，并形成了一股合力，

推动中国管理研究崛起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Ｃｈｅｎ，２０１１）。

表１　对李家涛教授１０篇特定情境文章的分析

文章
特定情境研究

特定情境的问题 特定情境的新概念 使新颖熟悉化 在哪个部分描述情境

Ｋｕｉｌｍａｎ和
Ｌｉ（２００６）

外资银行从设立代表处 （这是进入中

国市场的必经阶段）转变为创收银行

的可能性有多大？

将在华设立代表处的强制性阶段概念

化为外资银行独特的准入限制。这为

组织理论家提供了极佳的研究机会，

有助于研究驱动组织意图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ａｔｔｅｍｐｔ）转变为实际成立事实 （ａｃｔｕ
ａｌｆｏｕｎｄｉｎｇ）之间的过程机制

理论／假设和方法

Ｈｕａｎｇ和
Ｌｉ（２０１９）

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逆向创新的增

加，发达国家的企业将如何采纳这种

逆向创新产生的知识？

逆向知识采纳

将发达国家企业的 “逆向知识采纳”

概念化为一个克服逆向创新发生国

（如中国）的信息不对称的过程

理论／假设和方法

文章 特定情境的问题 特定情境的新概念 使熟悉新颖化 在哪个部分描述情境

Ｓｈｅｎｋａｒ等
（１９９９）

在国际合作企业中， （中国）国内企

业的知识寻求行为与外国合作伙伴有

何不同？

将 “国际合作企业”重新定义为中国

企业寻找具有互补知识的外国合作伙

伴的工具

方法

Ｌｉ等 （２００７）
中国早期影响外资企业设立全资子公

司的合法性来源有哪些？
外商直接投资社区

将 “外国全资子公司” （一种熟悉的

公司进入模式）重新定义为一种独特

的组织形式，需要在中国等东道国获

得合法性

理论／假设和方法

Ｌｉ和Ｔａｎｇ
（２０１０）

中国经理人的认知偏差如何影响公司

冒险行为？

在中国情境中重新定义和情境化 “管

理裁量权”

引入、理论／假设和
方法

Ｌｉ和Ｎｇ
（２０１３）

为什么一些中国企业不能像其同行那

样实现持有逾期债务的规范化？

引入规范化视角，而不是从新古典经

济学视角来理解中国企业的逾期债

务，以及企业和ＣＥＯ的认同如何影响
企业的规范化倾向

引入、理论／假设和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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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文章 特定情境的问题 特定情境的新概念 使熟悉新颖化 在哪个部分描述情境

Ｌｉ和Ｑｉａｎ
（２０１３）

在中国既存在委托代理 （Ｐ－Ａ）冲
突，又存在委托人－委托人 （Ｐ－Ｐ）
冲突的情况下，Ｐ－Ａ冲突如何影响
Ｐ－Ｐ冲突？

将ＣＥＯ具有政治联系重新定义为ＣＥＯ
具有多重身份，挑战了Ｐ－Ｐ冲突视角
的假设

理论／假设和方法

Ｌｉ等 （２０１９）
与非国企相比，国企的信息不透明如

何影响其跨境收购的成功率？
不透明劣势

将国有企业信息透明度重新定义为整

体不透明状态
理论／假设

Ｚｈｏｕ等
（２０２０）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企业家是否面临

不同的政府征收风险？

将企业家的社会经济地位重新定义为

政府征收的无意识信号

引入、理论／假设和
方法

Ｚｈａｎｇ等
（２０１９）

随着全球异质性需求的增加，中国跨

国企业的动态能力会有所增强吗？
全球异质性需求

不单纯将全球的异质性需求视作一种

压力，而是认为全球的异质性需求也

为中国跨国企业创造了学习和提高动

态能力的机会

方法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范围内中国香

港的多所大学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对中国管理研

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Ｐ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９７）。在

李家涛 （２０２２）列举的２１位中国学者中，有７

位①于９０年代在中国香港发展其学术生涯，或

在这一时期与香港的大学有密切合作。在此期

间，香港地区的多所大学不仅吸引了多位出生

于港台地区的优秀管理学者 （如徐淑英、樊景

立、梁觉等），也吸引了许多致力于中国研究的

欧美知名学者 （如 ＯｄｅｄＳｈｅｎｋａｒ、ＪｏｈｎＣｈｉｌｄ以

及ＫｌａｕｓＭｅｙｅｒ等）。外国学者将香港地区视为

观察和研究中国管理现象的重要窗口，他们经

常访问香港，并与香港当地的学者进行交流。

例如，Ｈｏｆｓｔｅｄｅ就曾公开承认第五个文化维

度——— “长期与短期导向”的发现来源于其亚

洲之行，特别受益于香港中文大学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ｏｎｄ

的思想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２００７：４１８）。

２０００年８月笔者来到香港，开启了笔者在

香港科技大学 （ＨＫＵＳＴ）管理学系攻读博士学

位的旅程。在这六年令人难忘的博士学习期间，

笔者有幸与李家涛、ＡｎｄｒｅｗＤｅｌｉｏｓ、徐淑英、

樊景立、周雪光、吕文珍教授以及其他几位刚

刚开始在港科大工作的年轻学者一起工作过。

笔者和其他博士生也受益于彭维刚、ＯｄｅｄＳｈｅｎ

ｋａｒ、ＫｌａｕｓＭｅｙｅｒ及其他访问港科大的知名学者

进行直接交流的机会。此外，港科大还鼓励博

士生参加在香港地区其他大学举办的工作坊、

研讨会和课程。在那里我们遇到了很多中国管

理和组织研究的著名学者，并与他们进行交流，

包括ＤａｖｉｄＡｈｌｓｔｒｏｍ、刘忠明、吕源教授等。回

望那些日子，笔者和其他几位博士生经常穿梭

在各种各样的工作坊、研讨会和博士生讨论会。

我们针对中国 （和亚洲）管理研究的概念、方

法和理论进行的热烈讨论和激烈辩论，生活忙

碌而充实。

在当时香港这种有利的研究环境和领先学

者们对中国管理研究的丰硕成果的浸润之下，

① 这七位学者分别是李家涛、忻榕、吕源、潘意刚、彭维刚、孙海法和陈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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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在香港各大学工作和学习的青年教师和博

士生，包括笔者，都选择把我们的职业生涯致

力于中国相关的管理研究。这其中的许多人现

已成为其所在领域的知名学者。不可否认，在

八九十年代乃至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香港地区

在提倡、推动和完善中国管理研究方面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管理研究的制度

学派和情境化

　　中国管理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流派，

即文化学派 （即心理／微观视角）和制度学派

（即制度／宏观视角）（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１；Ｌｉ＆

Ｔｓｕｉ，２０００，２００２；Ｐ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李家涛

（２０２２）在表１列举的４７篇文章中，有２９篇属

于文化学派，只有１８篇属于制度学派。这印证

了：与相对成熟的文化学派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１９８７； Ｅａｒｌｅｙ， １９９３；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２００７；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Ｂｏｎｄ，１９８８；Ｒｅｄｄｉｎｇ，１９８７；

Ｗｈｉｔｌｅｙ，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相比，制度学派的研究仍处于 “青春

期”（Ｐ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１０１）。这并不奇怪，

因为制度理论 （Ｐｏｗｅｌｌ＆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２０１２）在

整个９０年代乃至今天，都仍处于发展阶段。

制度学派关注的是除文化之外的其他解释，

这些解释有助于揭示中国管理者和组织的运行

方式。因此，制度学派引入了各种广泛的因素

来解释中国的组织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作

用 （Ｐｏｗｅｌｌ＆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２０１２；Ｐｅｎｇ＆Ｈｅａｔｈ，

１９９６）。李教授用自己及其合作者发表的属于这

一学派的研究作为例子，总结于表 ３和表 ４

（李家涛，２０２２），向大家展示了研究各种类型

中国企业的不同话题，每个话题都聚焦于特定

的中国元素。李家涛 （２０２２）还进一步讨论并

强调了如何将这些特定的中国元素融入到理论

和假设之中。

最近，本土和全球管理学界都开始呼吁情

境化研究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尤其是特

定情 境 的 研 究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ｍｂｅｒｇｅｒ，２００８；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６；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Ｆｒｉｅｄ，２００１；Ｍｉｃｈａｉｌｏｖａ，２０１１；Ｔｓｕｉ，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Ｗｈｅｔｔｅｎ，２００９）。笔者分析了李

教授的１８篇文章，并将其中的 １０篇界定为特

定情境研究①。为区分其对全球管理做出贡献的

方式，笔者将这些特定情境研究进一步分为两

类：“使新颖熟悉化” （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ｎｏｖｅｌａｐｐｅａｒ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的研究和 “使熟悉新颖化”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ａｐｐｅａｒｎｏｖｅｌ）的研究 （Ｔｓｕｉ，２００４；

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６）。经分析 （如表 １所示）发现，

这１０篇文章不仅填补了现有研究的空白，还指

出并解决了有关中国情境的特定研究问题。大

多数文章在引言部分就描述了相关的中国情境，

并将情境融入到了理论和假设之中。

“使熟悉新颖化”的研究共有８篇。这些文

章通过由外而内引进其他情境中发展出的概念

或模型，或是①通过引进新的视角重新定义该

概念；或是②提炼和拓展概念使之适用于中

国情境；又或是③指出边界条件来讨论此概念

① 笔者的分析剔除了两篇非实证研究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１）。另外，基于笔者的分析，Ｌｉ和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
（２００５）、Ｌｉ等 （２００３）、Ｋｕｉｌｍａｎ和Ｌｉ（２００９）、Ｔａｎｇ等 （２０１５）、Ｘｉｅ和Ｌｉ（２０１８）以及Ｙａｎｇ等 （２０１５）这六篇文章也不属于对情境
敏感的研究。虽然这六篇文章的观察或现象源自中国情境，但其理论发展、研究发现和贡献并不局限于中国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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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情境下的关系 （Ｔｓｕｉ，２００４；Ｍｅｙｅｒ，

２００６）。例如，Ｓｈｅｎｋａｒ和 Ｌｉ（１９９９）将 “国际

合作企业” （一个已有的概念）重新定义为中

国企业为寻求知识互补的外国合作伙伴的工具。

Ｌｉ等 （２００７）将 “海外独资子公司” （ＷＯＦＳ）

这个已经经过大量研究的海外进入模式重新定

义为一种需要在东道国 （如中国）逐渐获得合

法性的独特组织形式。他们还提出了 “外商直

接投资社区”这一新概念 （ＦＤＩ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并证明了其是影响合法性的一种重要来源。Ｌｉ

和Ｔａｎｇ（２０１０）研究了中国ＣＥＯ的心理偏差对

公司冒险行为的影响，并探讨了 ＣＥＯ管理裁量

权在中国情境下的特殊现象。Ｌｉ和 Ｎｇ（２０１３）

跳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解释，引入了 “规

范化”视角来解释中国企业的逾期债务问题。

Ｌｉ和Ｑｉａｎ（２０１３）认为中国企业ＣＥＯ的政

治关联表现为其兼具多重标识和身份。通过给

“政治关联”赋予新的含义，Ｌｉ和 Ｑｉａｎ（２０１３）

对中国情境中的大股东－中小股东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Ｐ－Ｐ）冲突的假设提出了挑战，探讨

了代理人的独立性或委托人－代理人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ａｌ－ａｇｅｎｔ，Ｐ－Ａ）冲突对企业Ｐ－Ｐ冲突的影响。

Ｌｉ等 （２０１９）提出了新概念 “不透明劣势”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ｏｐａｑｕｅｎｅｓｓ），表示中国国企的信息

不透明影响其跨境收购的成功率，并对其进行

实证检验。Ｚｈｏｕ等 （２０２０）将中国情境下的

“社会经济地位”重新定义为一种无意识的信

号，认为在中国，企业家的社会经济地位发出

了一种信号，有可能因此而提高了政府摊派。

Ｚｈａｎｇ等 （２０１９）则没有单纯将全球的异质性

需求视作一种压力，而是认为全球的异质性需

求也为中国跨国企业创造了学习和提高动态能

力的机会。

其余两篇文章属于 “使新颖熟悉化”的研

究。这两篇文章采用由内而外的方法，专注于

发现新现象、提出新概念或挖掘中国情境中新

的重要关系，然后开发新理论或拓展现有理论

（Ｔｓｕｉ，２００４，２００６）。这类研究往往运用归纳

分析来开发或完善理论和构念，并通过与现有

文献相结合，将其传达给读者 （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６）。

两篇文章都通过对相关中国情境的详细描述，

构建了概念之间的关系。Ｋｕｉｌｍａｎ和 Ｌｉ（２００６）

研究了中国早期的一个独特现象：外资银行必

须先设立代表处，而后才能成为创收的银行。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准入限制非常独特，为组织

理论家提供了极佳的研究机会，有助于研究组

织从成立意图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ａｔｔｅｍｐｔ）转变为实际

成立 事 实 （ａｃｔｕａｌｆｏｕｎｄｉｎｇ）的 驱 动 因 素。

Ｈｕａｎｇ和Ｌｉ（２０１９）考察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

日益增多的逆向创新所引发的新现象。随着中

国逆向创新的增加，Ｈｕａｎｇ和 Ｌｉ（２０１９）研究

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如何采纳利用新兴经

济体的逆向创新所产生的知识。这篇文章提出

了 “逆向知识采纳”（ｒｅｖｅｒｓ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ｄｏｐ

ｔｉｏｎ）这一新概念来反映该新现象，并将发达国

家企业的 “逆向知识采纳”概念化为一个克服

逆向创新发生国 （如中国）的信息不对称的

过程。

上述分析印证了李教授的结论：“中国情境

不但能用于检验现有理论，也能够拓展、挑战

甚至重建理论”（Ｌｉ，２０２２）。在第二部分的最

后，李教授进一步强调了利用中国元素构建适

用于不同情境的全球管理理论的潜力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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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管理研究的整体策略

２０１５年，ＩＡＣＭＲ的创始主席徐淑英评论

道：“中国管理研究现在是一个健康的幼儿。它

还在蹒跚学步 （还不能跑），但它越来越有信

心，且一步步走得越来越稳。”随着学术研究的

发展，学者们开始讨论最适合中国管理研究的

方法，这种探索逐渐演变为一场大辩论 （Ｂａｒ

ｎｅｙ＆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９）。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管理

研究应该利用中国情境的特殊性，建立和拓展

全球管理理论已经提出的概念，使其适用于不

同的情境，以此为全球管理贡献智慧 （Ｂａｒｋｅｍａ

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２１；陈明哲，２０１６；

李海洋和张燕，２０１６）。这种由外而内的方法将

西方情境下发展起来的现有理论视为一个开放

系统 （Ｆｉｌａｔｏｔｃｈｅｖｅｔａｌ，２０２１），而中国管理研

究可以进一步完善和丰富现有理论。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管理研究应该基于中

国情境的特殊性开发本土理论 （Ｂｒｕｔｏｎｅｔａｌ，

２０２１；Ｊ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２；井润

田等，２０２０）。本土理论旨在针对特定情境提出

详细而深入的见解，专注于识别和检验本土现

象，以理解问题、行动者及其在特定环境中的

行为 （Ｂｒｕｔ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１）。这种现象驱动或

由内而外的方法有助于发现全球管理学者都关

心的新研究问题 （ＶａｎｄｅＶ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中国管理学者渴望为本土和全球管理知识

做出贡献 （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６；Ｔｓｕｉ，２００４）。为了

实现这两个重要又略显矛盾的目标，我们有必

要同时采用两种方法。例如，Ｍａｒｃｈ（２００５）建

议，中国学者需要开发组织现象相关的本土话

语，并与全球理论中对相关现象的讨论松散地

结合起来。Ｃｈｅｎ和 Ｍｉｌｌｅｒ（２０１１）提出了一种

双元文化的方法，试图搭建起东西方管理研究

之间的桥梁。Ｓｈｅｎｋａｒ（２０１７）提出中国管理研

究需要采取 “混合方法”。因此，与其争论哪一

种方法应该占主导，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讨论两

种方法分别更适用于哪些情境。

管理理论的发展是为了解读组织问题。同

一个组织问题可能存在于一个或多个情境中；

同一问题在不同的情境中可能会出现相似的或

不同的影响或结果。我认为，使用哪一种方法

取决于焦点组织问题的全球普适性及其本土特

殊性。受全球融合和本土响应框架 （Ｇｌｏｂａｌ－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的

启发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Ｇｈｏｓｈａｌ，１９８７；Ｄｏｚｅｔａｌ，

１９８１），本文对中国管理研究提出了一种分类方

法 （见图１），把不同的组织问题分别归入不同

类型的理论、模型和知识。

普适理论用于解释在不同情境 （象限Ⅰ）

中相似的组织问题和现象。本土理论则更适用

于解释那些具有特殊性、只存在于少数情境

（象限Ⅱ）中的问题和现象。而对于那些同时具

有高全球普适性和高本土特殊性的跨国问题和

现象 （象限Ⅲ），研究者需要具备更强的主观能

动性 （Ｂａｒｋｅ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５）。这要求研究者明

确选择研究哪些新的管理问题或难题，解决哪

些经济或社会问题，而不是仅仅由现有范式中

“给定”的理论差距所驱动 （Ｂａｒｋｅｍａ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４７５）。这种方法 “类似于早期管理理论

家所采用的方法，将会产生丰富多样的概念、

理论和范式”。尽管研究者需要证明其新开发的

概念和理论对现有概念和理论有何增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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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得益于当代更先进的研究方法。象限Ⅲ的

全球管理理论是为解决跨情境问题而产生的理

论 （模型、范式和知识），与象限Ⅰ的普适理论

和象限Ⅱ的本土理论都不相同。

图１　一个关于中国管理研究问题与理论的对应关系的框架

　　最后，李家涛 （２０２２）对中国管理研究的

未来方向提出了两点启示：①中国管理研究既

要利用中国情境的特殊性，也要寻求与全球管

理思维的融合；②中国管理研究若能对中国和

其他国家的情境都产生洞见，能邀请中国之外

学者的共同参与，坚持最高标准的学术严谨和

学术道德，并能够解释突发挑战和新兴现象，

那么中国管理研究将获得全世界更广泛的接受。

这些建议恰好契合了本文象限Ⅲ的研究类型。

李教授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并在西方多元文

化中学习和研究，具备双重背景。与许多具有

双重背景的中国管理学者一样，李教授在开发

全球管理理论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李教

授的中国管理实证研究中，大多数 （１６篇中有

１０篇）侧重于开发全球理论，还有一些是对普

适理论的提炼和拓展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Ｙ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以上只是中国管理研究整体策略

的一部分，还有其他的策略可供选择。

如果把中国管理研究比作 （学术）创业，

我们可以合理地预期，不同的创业者 （研究者）

可能会为不同的客户 （读者）开发不同的产品

（理论）。本文提出了一个针对不同情境和不同

理论类型的框架，认为研究者 （学术创业者）

应当采用不同的方法 （策略）来解决不同的研

究问题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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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战略等。其研究发表在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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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ＬｏｎｇＲａｎｇ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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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２（１）：

１－１３

［３４］Ｔｓｕｉ，ＡＳ２００４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ｔｏ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ｃａｓｅｆｏｒ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１（４）：４９１－

５１３

［３５］Ｔｓｕｉ，ＡＳ２００６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

ｖｉｅｗ，２（１）：１－１３

［３６］Ｔｓｕｉ，ＡＳ２００７Ｆｒｏｍ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ｌｕｒａｌ

ｉｓ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５０（６）：１３５３－

１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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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Ｔｓｕｉ，ＡＳ，Ｓｃｈｏｏｎｈｏｖｅｎ，ＣＢ，Ｍｅｙｅｒ，

ＭＷ，Ｌａｕ，ＣＭ，＆Ｍｉｌｋｏｖｉｃｈ，ＧＴ２００４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ｓｔ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ｉ

ｅｎｃｅ，１５（２）：１３３－１４４

［３８］ＶａｎｄｅＶｅｎ，ＡＨ，Ｍｅｙｅｒ，ＡＤ，＆Ｊｉｎｇ，

Ｒ２０１８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ｏｆｅｎｇａｇｅｄ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１４（３）：

４４９－４６２

［３９］Ｗｈｅｔｔｅｎ，ＤＡ２００９Ａｎ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

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ｙ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

ｖｉｅｗ，５（１）：２９－５５

［４０］Ｗｈｉｔｅ，Ｓ２００２Ｒｉｇｏｒ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ｉｎＡｓｉ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ｈｅｒｅａｒｅｗｅａｎｄｗｈｅｒｅｃａｎｗｅ

ｇｏ？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２－３）：

２８７－３５２

［４１］Ｗｈｉｔｌｅｙ，ＲＤ１９９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Ｆｉｒｍｓ，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ａｇｅ

［４２］Ｗｈｉｔｌｅｙ，ＲＤ１９９０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ｓｉａ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ｏｒｍｓ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１（１）：４７－７４

［４３］Ｗｈｉｔｌｅｙ，ＲＤ１９９１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２

（１）：１－２８

［４４］Ｘｉｎ，ＫＲ，＆ Ｐｅａｒｃｅ，ＪＬ１９９６Ｇｕａｎｘｉ：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ｓ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ｆｏｒｆｏｒｍ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ｐ

ｐｏｒｔ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３９：１６４１－１６５８

附：李教授的１８篇中国管理研究

［１］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ＤＣ，Ｌｉ，Ｊ，Ｘｉｎ，Ｋ，＆Ｔｓｕｉ，

ＡＳ２００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ｇａｐｓａｎｄ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ｓｐｉｒａｌｓｉｎ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ｉｎｔｖｅｎｔｕｒ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２（１１）：１０３３－１０５３

［２］Ｈｕａｎｇ，ＫＧ，＆Ｌｉ，Ｊ２０１９Ａｄｏｐｔｉｎｇ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ｆｒｏｍｒｅｖｅｒｓ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ｉｇ

ｎａｌｉｎｇｆｒｏｍａ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５０（７）：１０７８－１１０２

［３］Ｋｕｉｌｍａｎ，Ｊ，＆ Ｌｉ，Ｊ２００６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ｒ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ａｎｋｓｉｎＳｈａｎｇ

ｈａｉ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７（３）：３８５－４０１

［４］Ｋｕｉｌｍａｎ，ＪＧ，＆Ｌｉ，Ｊ２００９Ｇｒａｄｅｓｏｆｍｅｍ

ｂｅ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ａｎｋｓｉｎＳｈａｎｇ

ｈａｉ，１８４７－１９３５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５２

（２）：２２９－２４５

［５］ Ｌｉ，Ｊ，＆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ＤＣ２００５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ｅｗ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ｎ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ｆａｕｌｔｌｉｎｅｓ，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ｏｒｋｔｅａｍｓ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４８（５）：７９４－８１３

［６］Ｌｉ，Ｊ，＆Ｎｇ，ＣＫ２０１３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ｄｅｖｉａ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Ｔｈｅｎ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ｌｏａｎ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１１４（４）：

６４３－６５３

［７］Ｌｉ，Ｊ，＆Ｑｉａｎ，Ｃ２０１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ｕｎｄｅｒｗｅａｋ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ａｋｅ

ｏｖｅ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３４（４）：

４９８－５０８

［８］Ｌｉ，Ｊ，＆ Ｔａｎｇ，ＹＩ２０１０ＣＥＯｈｕｂｒｉｓａｎｄ

ｆｉｒｍ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ｒｏｌｅ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５３（１）：

４５－６８

［９］Ｌｉ，Ｊ，Ｌｉ，Ｐ，＆Ｗａｎｇ，Ｂ２０１９Ｔｈｅｌｉａｂｉｌ

ｉｔｙｏｆｏｐａｑｕｅｎｅｓｓ：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ｏｆｄｅ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４０（２）：３０３－３２７

［１０］Ｌｉ，Ｊ，Ｑｉａｎ，Ｃ，＆Ｙａｏ，ＦＫ２０１５Ｃｏｎ

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ａｎｄｉｎｔｒａ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ａｒｋｅｔｅｎｔｒｙ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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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ｌ，３６（６）：９１８－９２９

［１１］Ｌｉ，Ｊ，ＶａｎＡｓｓｃｈｅ，Ａ，Ｌｉ，Ｌ，＆Ｑｉａｎ，

Ｇ２０２１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１８

［１２］Ｌｉ，Ｊ，Ｙａｎｇ，ＪＹ，＆Ｙｕｅ，ＤＲ２００７Ｉ

ｄｅｎｔｉ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Ｈｏｗｗｈｏｌｌｙｏｗｎｅｄｆｏｒ

ｅｉｇｎ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ｅｓｇａｉｎ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５０（１）：１７５－１９０

［１３］Ｓｈｅｎｋａｒ，Ｏ，＆Ｌｉ，Ｊ１９９９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ｖｅｎｔｕｒｅ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０（２）：１３４－１４３

［１４］Ｔａｎｇ，Ｙ，Ｌｉ，Ｊ，＆Ｙａｎｇ，Ｈ２０１５ＷｈａｔＩ

ｓｅｅ，ｗｈａｔＩｄｏ：Ｈｏｗ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ｈｕｂｒｉｓａｆｆｅｃｔｓｆｉｒｍ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４１（６）：１６９８－１７２３

［１５］Ｘｉｅ，Ｚ，＆Ｌｉ，Ｊ２０１８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ｎｇａｍｏｎｇ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ｆｉｒｍｓ：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ｒｏｌｅ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４９（２）：２２２－２４５

［１６］Ｙａｎｇ，ＪＹ，Ｌｉ，Ｊ，＆ Ｄｅｌｉｏｓ，Ａ２０１５

Ｗｉｌｌａｓｅｃｏｎｄｍｏｕｓｅｇｅｔｔｈｅｃｈｅｅｓ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ｒｏｍｅａｒｌｙｅｎ

ｔｒａｎｔｓ’ｆａｉｌｕｒｅｓｉｎａ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６

（３）：９０８－９２２

［１７］Ｚｈａｎｇ，Ｘ，Ｘｉｅ，Ｌ，Ｌｉ，Ｊ，＆ Ｃｈｅｎｇ，

Ｌ２０１９“Ｏｕｔｓｉｄｅ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ｄｅｍａｎｄ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１４

［１８］ Ｚｈｏｕ，Ｊ，Ｇｅ，ＬＧ，Ｌｉ，Ｊ，＆ Ｃｈａｎ

ｄｒａｓｈｅｋａｒ，ＳＰ２０２０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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