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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

浅谈用“三间”理论“三治”模型 

创建一流企业
李永军[1]

[ 摘  要 ] 建成世界一流企业，不仅要拥有好的产品和服务，还要具备远大的愿景、有效的管理

模式、优秀人才的能力和活力、深厚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以及持之以恒的行动、改进、完善，才

能获得长久的健康发展。实现这些目标，既需要能展现一般发展特点的管理和运营，更需要遵循超

越具体事物的永恒规律，而“三间”理论“三治”模型设想的提出，可以成为一种既体现管理运作

又可上升为“道”的认识方法和思想工具。

[ 关键词 ] 三间理论；三治模型；一流企业 

面对党的十九大确定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

标，面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面对中美贸易摩

擦和新冠病毒疫情带来的影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国只有持续发展这一根本途径。为此，必

须深化改革开放，必须激发活力和创造力，必须实

现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必须创建一批世界一流示

范企业，带动无数企业不断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经济支撑和财力物力保障。

开创一番事业，并能够保证企业长久存续下

去，是每一位领导者经营者创业者的愿望，也是中

国文化的根本之一。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近二十

个朝代，创业和守成、发展和传承历来是明君良

相、志士仁人的最高理想，也是治国理政的最大挑

战。古人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既是成长路径，也是发展方法，

更是学习实践、知行合一的普遍规律。如果脱离这

个基本规律去施政，效果则难以保证。在古代社会，

一个几百人、上千人的家族或部落，传承几代都是

很困难的事情，何况一个国家！一统天下纷争、开

创帝制之先的秦始皇，富有雄图大略和攻无不克的

能力，他曾立下帝国永恒存在，祈愿“后世以数

计，一世、二世、三世至于万世”的理想，可惜秦

朝只传了二世共 15 年就亡国了。古人云 ：“道德传

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

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山东孔孟之家、吴越钱镠之

家都在几十代以上，其家训家风教育和传承作用关

键。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既要学习吸收百年企业和

千年老店的经验和做法，也要开拓创新，围绕落实

战略，实施“四精”管理，既：在经营上精打细算，

在生产上精耕细作，在管理上精雕细刻，在技术上

精亦求精。推进“四精”管理是战略考量，也是提

质增效之必然选择，务要脚踏实地、狠抓落实、解

决问题、抛弃急功近利等错误思想，认真修炼内功。

笔者尝试探讨千年企业的长寿基因和成长之道，以

“三间”理论和“三治”模型推动高质量发展，寻求

一流企业的发展之路。

一、千年企业的基本情况

据互联网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历经千年的企

业接近 10 家，根据记载，目前世界上生存时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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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最古老最悠久的企业是公元 578 年（比隋朝开

国还早三年）在日本诞生的“金刚组”，“金刚组”

负责皇室家族和寺院的建筑，专营木质建筑，历

经 40 代，至今存续已达 1442 年；第二位是东京

附近山梨县的西山温泉庆云馆（705 年～），被吉

尼斯世界记录认定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旅馆”，目

前已是第 52 代传人；第三位是坐落于圣彼得堡

修道院的 Stiftskeller 餐厅（803 年～），它或许是

全球经营时间最长的餐厅。第四位的是位于爱尔

兰的心脏地带，点缀于母亲河香浓河畔的 Sean

酒吧（900 年～）；第五位的是意大利中部小镇

Agnone 的马里内利贝尔铸钟场（1000 年～），铸

钟场曾在纽约、耶路撒冷、南美和朝鲜等国家和地

区修建钟楼。第六位是德国弗赖新巴伐利亚修道院

的 Weihenstephan 啤酒厂（1040 年～），也已近 

1000 年。

根据韩国银行发表的《日本企业长寿的秘密及

启示》，日本拥有 3146 家历史超过 200 年的店铺

企业，为全球最多。而日本调查公司东京商工研究

机构数据也显示，全日本超过百年历史的企业竟达

21666 家之多。超过 200 年历史的长寿企业在欧洲

也不少，德国有 837 家，荷兰有 222 家，有 196 家

在法国。

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但具有百年历史的

企业并不多。依据现有记载和不完全统计，北京六

必居始于明嘉靖九年（1530 年），有 490 年历史；

天津厂芦盐业创立于 1661 年，之后是 1663 年的剪

刀老字号张小泉；著名的同仁堂制药和王致和公司，

于 1669 年创立。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

里程碑，当时开创的一批企业有的至今还在，虽然

1894 年 7 月 25 日甲午海战爆发不久中国战败，李

鸿章一手创立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宣告

破产，但当初在洋务运动中创办的一批制造业企业

并没有完全消失，一些成为民族工业的摇篮和先驱，

有的至今依然存在。如 1861 年曾国藩创建的安庆

内军械所，后更名为金陵机械制造局，1980 年 3 月

与别厂合并改名为南京晨光机器厂，现在为晨光集

团，文具用品是一项重要业务；1865 年李鸿章在

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局，现为江南造船有限责任公

司；左宗棠 1866 年创办的福州马尾船政局是福州

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 ；李鸿章 1872 年创办的

轮船招商局是招商集团、招商银行的前身；1875 年

丁宝桢创立的山东机械局是现在的山东北方现代化

学工业有限公司。另外，张之洞于 1890 年创办了

汉阳铁厂现为武钢集团，著名的全聚德成立于 1864

年，1888 年李锦记创建于香港。其他百年以上的还

有王老吉、张裕葡萄酒、青岛啤酒等。或许我国还

有一些企业因为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已存续几百

年乃至千年而没有被人们发现。据相关报道，现在

在中国，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一般是 7 ～ 8 年，小

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 2.5 年，企业的长久发展已成

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千年企业的长寿之道

无论在中国在日本乃至整体世界，使一个企业

保持长久的繁荣，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而那些经

历时代变迁还能流存至今的企业，都是有着独到的

经营哲学和经商理念。综合研究各个方面的资料，

分析这些老店的经营思想和价值最求，发现他们能

够永续经营并成为百年老店千年企业，都具有五个

突出特点：

（一）讲求诚信

日本帝国数据银行曾对 4000 家企业展开过调

查，请他们用一个汉字概括“长寿秘诀”，选择最多

的是“信”，第二位是“诚”。在日本，这些企业强

调的是以诚实负责的态度经营企业，通过社会美誉

价值的积累，推动企业的长久发展。

（二）专注本业

世界最古老的企业、创建于公元 578 年的日

本金刚组株式会社，四十余代从事寺院建筑；创建

于 1837 年的宝洁，一直在做日用消费品。许多日

本企业不盲目求大，89.4% 的日本百年企业都是员

工少于 300 人的中小企业，多以家庭为单位经营，

经营范围大部分是食品、酒类、药品以及与传统文

化相关的行业。这些规模不大的企业之所以经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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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根本是坚持专注本业，追求极致尚品，精益求

精。而不像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刚刚发展起来

就要搞房地产、做金融，哪行钱好赚、赚得快就干 

哪行。

（三）使命担当

日本的千年企业和一些百年老店，往往是小型

的家族企业，因为继承者是从父辈们手中接下的企

业，所以培养的继承人具有强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有强烈的担当精神，在获得家族内部和社会认同的

基础上，稳定企业的发展，将企业好好管理与经营

下去。

（四）匠人精神

“匠”，日语中为“Takumi”，意为耗费大量时

间精力和资金，以极致的工艺打造器物，以极致的

态度对待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以保证自己的市场竞

争力。在众多的日本企业中，“匠人精神”是企业高

层与员工之间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并由此培育出企

业的内生动力。乔布斯对苹果品牌“追求极致”，从

而打造出全世界都欢迎的产品。我们的一些企业过

分追求快速扩张，却忽视了追求品质的完美，缺乏

永续经营的意识，缺乏做出最优秀企业的思想。

（五）构建灵魂和传承

日本企业多依靠“仁爱”“贵和”等原则，将

修身（注重员工终身培训）、齐家（单子继承制与终

身雇佣）和治国（对社会负责）三者紧密串联起来，

在内部保持了纵向的和谐和横向的弹性，形成了企

业“慈”、员工“忠”的日本长寿企业特点。日本文

化里，把家业传承给自己下一代的意志非常强烈，

这是让企业长寿下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日本企

业家从小就培养接班人，当孩子长大后就让其进入

家族公司，从最基层干起，然后慢慢提拔，以便熟

悉整个公司的运作，锻炼继承人的能力。

三、“三间”理论和“三治”模型设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

现这个宏伟蓝图，离不开经济的支撑和保障，创建

一流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必由之路。中国如何

打造出千年企业呢？在此，笔者提出“三间”理论

和“三治”模型，尝试为打造千年企业提供理论基

础和思想基础。

（一）“三间”理论

所谓“三间”理论，是指成为百年老店、千年

企业最关键的三个评价因素，即空间、时间、人间。

1. 空间。就是做优、做强、做大。专注和持续

改进是做优的保障，优秀是卓越和强大保障，强大

是持续发展保障。但这个做大不是越大越好，绝不

是一味求大。有的行业适合做大，有的就不适合做

大，要根据企业的主业和产品、服务的特征做决定，

盲目的做大可能导致企业短命；做大是在你的地区、

你的行业里适当做大，不是无限大。

2. 时间。就是持续发展，不能十几年或几十

年，要能够上百年，乃至上千年。企业能够保证时

间长久存续是成功的标志，更会在历史上留下一笔。

这既是为员工和人民做出的大贡献，更是为中华民

族和经济社会做出的大贡献。

3. 人间。就是一个企业要有思想、有灵魂、有

精神，有企业独特的文化和价值追求，不光将物质

和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外部，在社会有好的口碑和

美誉度，赢得了大众的认可，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赞

扬。在内部，员工热爱、珍惜企业，在企业里工作，

员工忘记了利益和纷争，而将灵魂、精神、道德、

品质和品牌放在第一位，代代相传。心间发展无限

广阔和无限深邃，而引导个人与企业发展的就是心

间的精神和灵魂。企业家既无私的为国家和社会做

贡献，又能知足而乐，控制物欲，提高精神追求。

（二）“三治”模型

所谓“三治”模型，是指成为百年老店、千

年企业最关键的三个保障因素，即合规治企、活力

兴企、信仰恒企，从三个维度来治理企业，形成铁

三角，持续巩固并不断改进完善，以保企业存续 

经营。

1. 合规治企。就是企业任何经营行为都要依法

进行，合规管理，既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国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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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当地政府规定、企业章程和制度，又接受监

管，做好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审计巡视纪检等监

督，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更好满足消费

者的需求。

2. 活力兴企。就是企业充满活力，人才充满创

造力，并有高尚的道德和文化追求，以爱岗敬业、

积极向上、担当贡献和授权赋能的精神原则，保持

人才的能力和企业的活力。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是

道德理想主义，这种文化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尤其

对领导者要求更高。民间有一副对联，叫“忠厚传

家久，诗书继世长”，非常有道理。某个事业想传承

下去，不仅需要技艺，还需要很好的道德延续。修

养道德的方法，既要躬行，也要学习。而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完整的修德治企之 

要秘。

3. 信仰恒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理想信

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

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

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的说，理想

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

骨病”。国有企业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守

真善美朴、自强厚德、利他立人等传统精神和价值

观，才会产生持久的动力，使企业长久发展。

四、一流企业需要具有超越一般经验的

大道

（一）要有伟大的使命和愿景

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大同社会，实现大同社

会是一个伟大的愿景和使命，正如《礼记》所言：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

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要带领人民实现共产

主义，而在前进道路上取得的每个成绩和进步都是

阶段性里程碑，应继续坚持向前迈进，并时刻牢记

“两个务必”。

1949 年 3 月 5 日至 13 日，在人民解放军取得

三大战役胜利、继续高歌猛进之际，中共在河北平

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专门论述

党的作风建设，郑重告诫全党要做到“两个务必”。

他说：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

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

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

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

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夺取全国胜利，这

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

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

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

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

幕……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

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

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

奋斗的作风。毛泽东之所以提出“两个务必”，是因

为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人民走更长的路。这个思想和

精神对打造百年老店、千年企业同样具有重要启示。

（二）要坚持好的管理模式

管理没有最好，管理既要遵循普遍的管理规

律，也要结合实际创造适合自身企业的最佳管理模

式。因此，长寿企业的总裁既善于学习思考又善于

创新，同时往往都是非常坚实、非常质朴、非常认

真的人。古今中外，为什么创造一个长寿企业非常

难，不仅是争夺市场与客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企

业内部有没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模式和纠偏机制，

从而保证和推动企业始终沿着一个正确的方向、长

久的发展。成立于 1538 年的六必居，成立于 1663

年的张小泉，以及创建于 1669 年的同仁堂（清康

熙八年），为什么历经 300 年而不衰，依然昌盛？

同仁堂质量观形成原因大致有两个：一个是同仁堂

人的自律意识。历代同仁堂人恪守诚实敬业的药德，

提出“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信条，制药过



Journal of BPMTI
2020年5期 43

创新发展

程严格依照配方，选用地道药材，从不偷工减料，

以次充好。另一个是同仁堂的外在压力，即皇权的

压力，因为是为皇宫内廷制药，故来不得半点马虎，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朝廷问罪。究其核心，则是

来自同仁堂创始人定下的管理模式和文化精神一直

在秉持传承，比如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

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虽然加工过程很麻烦，投入的

人工很多，很费力很费时，千万不能偷工减料；虽

然真正的好药材很难得到，但是我们绝不能短斤少

两，要把中药真正的熬成上品。这不仅是口号，更

是一种质量控制制度，正是因为同仁堂有这个管理

模式和文化坚守，才成为持续传承 300 年的企业而

不倒。

（三）要有学习创新完善提高机制

世间一切都在变化，而推动事物变化的本质规

律学习和创新却没有变，企业学习和创新能力是提

高和发展的加速器。自省觉知、自我批判的内生力

量不仅大而且可持续，不仅有利改进还能促进发展。

华为在十几年前遇到了发展中的问题，任正非向最

优秀的企业学习，决定花十余亿元请 IBM 进行咨询

和流程设计，当时很多高管和中层想不通，认为花

这么多钱不值得，然而 IBM 当时做的咨询分析和流

程设计，让华为学到了一流软件和电子产业的真经，

华为能够成为世界一流企业，既和华为的愿景使命

与文化紧密联系， 也和华为的学习精神和追赶一流

精神密切相关。

怎么能够既发扬自己的优势，又虚心学习其

他企业的长处，达到兼收并蓄的境界，《论语 · 子

罕》中的“四毋”可做借鉴。“子绝四——毋意，毋

必，毋固，毋我。”毋意者，不主观臆断；毋必者，

不绝对肯定；毋固者，不固执己见；毋我者，不唯

我独是。这种“四毋追求”是孔子一生以此为戒的

行为道德标准，是孔子超越普通人而为圣人的原因

所在，也是当代企业学习借鉴世界优秀企业应有的 

态度。

1.“毋意”。不要主观臆断，不能凭空想象，要

从实际出发。历史上有“疑邻窃斧”的故事，有人

丢了斧头，心里怀疑被邻居的儿子偷走。因为心存

偏见，所以看邻居儿子的一举一动都像是偷了斧头

的样子，因而对邻居家心怀恨意。而在自己家找到

斧头之后，再看邻居儿子，他的行为神态又全不像

是偷了东西的样子。如果信息和依据不足，人的主

观判断多少会有偏差，因此在谋事过程中不可执着

一己之见。

2.“毋必”。不绝对肯定，规律无时不在、无处

不有，做事要遵循客观规律。对事物不能完全肯定，

也不能完全否定。天下事没有 “必然”，万事均处于

变化之中，《易经》中的八卦，揭示的深刻道理是天

下事无一不在变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讲的就是水时时都

在变，此一秒与前一秒的水已经不是完全一样的水。

甚至人的思想、思维也在变。因此，君子需遵循规

律，懂得变通，会适变，能应变。改革开放就是为

了适应变化做出的伟大决策。

3.“毋固”。不固执己见，听得进别人意见建

议。要树立正确态度，这是做事情、干工作最为关

键的因素，特别要杜绝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一个

人的知识结构、工作能力和社会阅历有限，必须承

认个人的局限性。只有汇集小溪方能成为大江大河，

只有接纳百川方能成为汪洋大海，人只有听取各方

意见，才能避免刚愎自用、固步自封。

4.“毋我”。不唯我独是，不唯我独对。人，不

要认为自己总是、全是对的。孔子反对自以为是。

他虽然学问好，修养高，却认为自己比不上一些学

生。为人处世过程中，先要把自我摆在旁边，遇事

“如心为恕”，将心比心，为人设想，必然会帮助我

们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也能学到真东西，吸收

到宝贵意见。

（四）要有一套保障发展的大“道”

古人把人的职业事业程度划分为七个境界：奴

徒工匠家师圣。一流企业必然拥有一流的企业家和

大批具备匠人精神的管理者、工程师和产业技术工

人。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人人要爱岗敬业、

担当贡献，要积极从奴徒工走向匠家师圣，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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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力、技艺、知识和经验的增长，更重要的是灵

魂的升华、心智的完善，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的素养，

达到无私无我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境地。孔子告诉

人们成长要遵循四条大原则，这四大原则，既适用

于组织（公司、企业）发展，也更适合于个人和团

队的学习和成长，即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

于艺。就是在内心要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一个正

确的方向，企业乃至每个员工要有一个好的德行、

高尚的情操，内心要善良，发挥人性内心的光明和

本真，即王阳明说的那个良知。阳明心学的核心精

髓是知行合一、心即理、致良知，其行动的力量大

无穷。当然，干事业为人民服务不仅要有热情激情，

还必须拥有很强的能力和复合型本领，就是要求具

备很好的技能和工作方法。就像善游泳者必非常自

如而迅速，像庖丁解牛一样不用看而自由自在地工

作，达到这个程度是技能的最高境界。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也是企业

发展的大“道”，它超越具体的工具和方法，能够创

造好的工具和方法。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让，忠、孝、恕、悌，礼、义、

廉、耻，修齐治平、知行合一、内圣外王等思想主

张，以及道家的“道法自然”“道生万物”“天人合

一”“治大国若烹小鲜”“小国寡民”“天下大事，必

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等哲学思想，应该

是长寿企业的共有法则。

如果一个企业和员工能做到志于道、据于德、

依于仁、游于艺这四个方面，则不仅可以立足，而

且可以行走天涯，持续几百年，乃至千年。我在中

学曾读过半部《倚天屠龙记》，当时也在想象倚天

屠龙的场景是个什么样子，好似背靠青天而立，手

握无敌宝剑，然后屠龙，这当然是虚幻的描写，然

而作者描写的是一个多么壮丽的伟大的场景？但是

这个场景的产生需要一把不老的神剑，这个走天涯、

闯天下、治天下太平的剑是什么呢？无论对企业还

是领导者以及员工，实现长久的健康的高质量的发

展，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创建世界一流的示范企

业，屹立于世界经济之林，都就是这四句话：志于

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建成世界一流企业，是当前迫切需要，也是未

来发展之必然，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在集团公司党组的正确领导和指导

下，经过全体人员的同心协力，这个伟大事业一定

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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