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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管理

摘要  由于具有 “家族”与“企业”双元特征，家族

企业的组织决策逻辑需要在“家族”情感维度和“企业”

经济维度之间取得相合，才能保证家族创业的持续性。

本文基于制度逻辑理论，以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典型代

表正大集团为例，构建了制度复杂性下的家族企业成长

模型。研究发现，随着家族企业的成长，组织内部制度

复杂性经历了“同盟期—维持期—主导期”的演变过程。

本文进一步明晰了不同阶段中家族企业的能动性响应过

程。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家族孝悌、文化传承并重，是

华人家族企业有效平衡家族逻辑与企业逻辑关系的关键

机制。本文揭示了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制度复杂性演

变及组织主体能动性的作用过程，同时也部分反映出海

外华人家族企业成长中的企业家精神特质，对探索构建中

国家族企业独特的成长路径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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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学界关于家族企业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家族”

组织（家族成员涉入与传承）及其独特的社会心理属性

（如利他主义、传承、管家主义和社会情感等），分析家

族企业的治理、创新和国际化等战略问题。在这个意

义上，家族企业是融入“家族性”因素的企业。虽然现

有文献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家族因素如何影响企

业”的作用机制，但在家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家族情

感依附和企业经济理性之间的交互影响过程还有待深

入探究。新近的制度逻辑观点认为，“家族”和“企业”

之间共融的关系实际上形成了组织决策逻辑的复杂性，

家族企业其实是在一个双元逻辑共演过程中实现家族

传承与企业成长。[1]

传统的新制度理论强调制度对组织行为趋同的影

响，[2] 而制度逻辑理论则是把社会体系视为一种存在潜

在矛盾的制度间系统，解释了多层次制度逻辑的冲突所

导致的组织变迁和多样化。[3] 近年来，多元制度逻辑对

个体组织的影响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4,5] 家族

系统的涉入，使家族企业“本原”地受到家族逻辑和企

业逻辑的双重影响，这两种逻辑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影响

着家族企业的持续成长。[6] 在传统理论视角中，关注非

经济导向家族福祉的家族逻辑和关注经济导向的企业逻

辑，通常被视为是相互矛盾、难以相合的。这也解释了

为何大量的家族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步进行“去家族

化”的战略决策行为。然而，过度、不适时地强调“去

家族化”往往会激发家族内部矛盾，剥夺企业独特的

战略性资源，[7] 导致家族企业系统的崩溃，进而陷入小

规模、分家的逻辑陷阱和历史轮回。[8] 因而，对于家族

企业而言，正确理解、回应乃至顺势而为地利用由于家

族因素涉入而引发组织内部的制度复杂性便显得尤为重

要。特别是，随着家族—企业双元系统的成长，制度复

杂性下的企业战略回应空间是如何变化的？作为行为主

体的企业，如何在特有家族企业制度复杂性下发挥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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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避免进入逻辑陷阱，进而从家庭作坊式家族企业

成长为国际化的现代企业家族？可惜的是，当前学界对

此仍知之甚少。[9,10]

因此，本文从制度逻辑理论出发，试图辨析家族

企业发展过程中，由家族逻辑与企业逻辑所构成的双元

逻辑组织特征，及制度复杂性下家族企业动态成长的演

变过程。本研究将问题聚焦于伴随着家族企业成长，由

家族逻辑与企业逻辑组成的内部制度复杂性是如何演化

的。并关注这一制度复杂性下的组织战略决策空间及企

业如何发挥其主体能动性，使之成为制度的主动者，而

非制度的被动者。通过选取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典型代

表——正大集团进行单案例分析，本文构建了制度复杂

性下的家族企业成长模型，期望能够从一个新的理论视

角，为中国家族企业传承和持续创业成长提供理论参考，

并探索构建中国家族企业独特的成长路径，在一定程度

上深化学界对于制度复杂性下企业主体能动性的理解。

一、文献回顾

1. 制度逻辑观与制度复杂性

制度逻辑理论的观点源起于对社会科学领域长期忽

视社会因素的批判，认为无论是基于理性选择假设的经

济学还是以权力为导向的组织理论，都忽视了社会背景

（Social Context）的影响。[11] Fr iedland 等 [11] 提出，只有

置于具体的社会背景之中，才能准确地理解个人和组织

的行为，而社会是由多重制度逻辑建构的、存在潜在矛

盾的制度间系统（I nte r i ns t i t u t iona l Sys tem）。一个完善

的社会理论必须同时在三个层次进行研究——彼此竞争

和谈判的个人、处于冲突和协调中的组织、彼此矛盾和

相互依赖的制度。这一观点后来得到诸多组织理论学者

的认同，这些学者批判新制度主义缺乏对能动性个体

谋求自我利益（Self-interest）的关注，以及无法解释趋

同压力下的组织异质性现象。[12] 因此，制度逻辑观发源

于又有别于传统的组织分析的制度理论。

早期的制度逻辑研究关注单一的“主导逻辑”及其

变迁在产业层面和组织场域中的作用。[13] 如 T hor n t on 等

研究了 20 世纪末美国高等教育出版业由“编辑逻辑”向

“市场逻辑”转变的过程，[14,15] 及这一过程对组织结构和

决策的影响。这些研究为制度逻辑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

出的贡献，并吸引了一大批制度理论的学者。但是，也有

学者开始思考，过分强调“主导逻辑”是否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背离了 Friedland 等 [11] 建立制度逻辑理论的初衷。[16]

近年来，学者越来越重视多元制度逻辑，强调组

织内外部长期多元制度逻辑互动所带来的多元要求及其

复杂性对组织行为的影响，即 G r e e nwo o d 等所称的“制

度复杂性”。[4,16] 这一转变鲜明地体现在 R e a y 等围绕着

A l b e r t a 地区医疗机构进行的研究 ：第一篇论文认为，

该地区医疗机构经历了主导逻辑由“职业逻辑”向“市

场逻辑”转变的过程，强调“新”逻辑对“旧”逻辑的

取代过程 ；[18] 第二篇文章则强调两种竞争性逻辑——职

业逻辑和商业逻辑，长期共存于医疗机构之中，通过协

调合作组织可设法平衡不同逻辑。[19]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于制度复杂性的认识

也不断深化。Fr iedland 等 [11] 把制度矛盾视为重要概念，

后期学者也注重分析竞争、冲突、不兼容多元制度逻辑

对组织战略和结构的影响。Pache 等 [20] 将这种不兼容解

释为不同制度逻辑所蕴含的差异意义和目标。然而，正

如 Reay 等 [19] 的研究所示，多元制度逻辑之间不仅仅是

冲突的、不可兼容的关系，还存在共存关系。Bat t i l a na

等 [21] 对玻利维亚小型借贷组织的研究亦表明，尽管存在

两种不同的制度逻辑，但组织通过雇佣、社会化政策等

手段可以创造出共同的身份认同，从而合并两种制度逻辑。

Smets 等 [22] 的研究则表明，组织可以在“冲突且互补”的

制度背景中寻求一种平衡状态，并从中获益，即多元制度

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是兼容甚至相互支撑的。[23]

2. 家族逻辑、企业逻辑与家族企业

制度逻辑理论学者致力于研究社会经济领域中制

度复杂性对组织行为的影响，大量的研究关注市场逻

辑、职业逻辑和企业逻辑，而对非市场逻辑则缺乏足够

的关注。[16] 随着学界不断提高对组织所处制度背景的多

元性认知，部分学者开始认识到，某些根植于文化内部

的制度逻辑亦会对经济组织的战略决策行为产生影响。

例如，对家族、宗教、社群等“非市场”逻辑的关注，

实际上与制度多元性的探索是同步的，也成为当前理论

研究的关注焦点。而在家族企业研究领域，家族逻辑更

是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24,25]

Fr iedland 等 [11] 将家族（Family）的制度逻辑界定为

“共产主义，以及通过成员无条件的忠诚和再生产需要

而促进人类活动”。在这里，“家族”的边界并不是固定的，

既可以是传统意义上的核心家庭，也可以是宗族、主人

种姓，甚至是国家，强调家族内部的代际传承和忠诚。[6]

家族逻辑的社会影响力显得尤为重要，如 B h a p p u [26] 指

出家族逻辑建构了日本人的社会资本，对日本企业（包

括非家族企业）的关系网络和管理实践均有着深远的影

响。Fa i r c l o u g h 等 [27] 对意大利法律行业的研究亦得出

了相似的结果 ：家族逻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对经济生

活的渗透并不仅仅局限于家族企业，还作用于大量的非

家族企业。

然而，制度逻辑理论不仅可用于解释组织外部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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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情境的影响，也可用于解释组织内部多元竞争性逻

辑共存的作用。[5,16] 家族逻辑对经济生活最突出的影响

体现在家族企业之中。与其他组织形式不同，家族企业

是家族系统与企业系统的集合体，[28] 家族因素的涉入使

其“本原”地受家族逻辑的影响。[1,6,9] 因此，家族的企

业成长也是家族逻辑和企业逻辑交互作用的过程 ：一方

面，作为经济组织的企业在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寻求

组织竞争优势的过程中遵循企业逻辑的效益最大化原则；

另一方面，家族企业创始人的目的还在于提高其个人、家

庭和家族的福祉，家族对企业的影响使企业深受家族逻

辑价值观和信念的渗透。[29] 因此，如何处理家族逻辑与

企业逻辑间的关系是家族企业的核心问题，这不仅体现

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更体现在家业的代际传承过程中。[1]

所有权会影响企业和员工的自我认同及其所遵循的

逻辑，因此家族所有权会形成企业的家族逻辑。首先，

所有权影响企业成员的认知框架。[30] 在家族企业初创

期，家族与企业界限模糊，对家族的忠诚成为组织共同

认知。其次，所有权会影响组织内部的行为规范。家族

企业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利他的，这种利他主义使企业

主有责任为其他家族成员的生活幸福、职业生涯负责。[31]

除此之外，出于战略考量，企业还必须为其所依赖的关

键资源服务。[6] 当某一特定家族拥有并提供企业发展所

必需的关键资源时，企业必须满足资源拥有者的要求，[32]

从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家族逻辑的影响。

由于需要满足家族情感这一非经济因素，[33] 家族

逻辑一般被视为有碍组织发展。G re e nwood 等 [16] 认为，

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遵循着不同的价值观，这种价

值观所衍生的家长式管理会使家族企业产生为其雇员

提供职业保障的使命感，从而导致企业的市场应对行为

（如裁员）无法及时有效地开展。在经营战略上也会出

现保守偏向 ；M i l l e r 等 [6] 通过对 Fo r t u n e 1000 强企业

的实证研究表明，家族成员参与所带来的家族逻辑，会

导致企业更倾向于采取保守策略。然而，家族逻辑与企

业逻辑是否相互矛盾而无法相融共进？现有研究一方面

忽视了家族企业历史发展过程中家族逻辑与企业逻辑间

的长期互动，以及这种互动下的制度复杂性演化 ；另一

方面忽视了家族涉入为企业所带来的关系网络、金融资本

和文化传承方面的价值。[7,34] 实际上，接受并妥善运用家

族内部制度复杂性将更有利于家族企业的发展和传承。[9,10] 

家族企业与其内部制度复杂性间的相互关系是复

杂、多元和动态的，组织战略决策和实践需要兼顾家族

逻辑和企业逻辑（见表 1）。家族逻辑作为一种文化信念

和规范认知，会通过家族成员的涉入建构组织和个体的

认知并塑造其行为。在家族企业中，家族逻辑的目的是

为家族成员提供职业保障，提高家族成员的生活质量，

保证家业长青。企业通过赋予家族成员股权、提供高层

管理职位、设立家族基金、加强风险管理等方式来满足

家族逻辑的要求。因此也有学者提出，家族系统基本是

一个情感系统，[28] 家族成员的认知和行为受其情感取向

影响，家族逻辑是以情感逻辑为主导的。

家族成员、泛家族成员的涉入为企业提供了关键社

会资本，而家族内部的不和谐则会对企业的治理效率产

生冲击。[35] 这也要求家族企业在追求企业竞争优势的过

程中，必须时刻对家族逻辑的需求加以考量。值得强调

的是，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家族企业的首要目的是追求

经济利益，即企业逻辑始终作为企业的主导逻辑而存在。

因此，企业内部制度复杂性取决于家族逻辑的影响及其

与企业逻辑的关系。如何利用制度复杂性下的战略决策

空间，发挥主体能动性以削弱潜在的家族—企业逻辑冲

突，乃至使其成为企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是家族企业

成长的关键所在，也是本文希望通过纵向历史的案例分

析探究的核心议题。

表1  家族逻辑与企业逻辑比较

家族逻辑 企业逻辑

组织的目标 家庭和谐，家业长青 利益最大化

合法性来源 无条件忠诚 / 爱 企业的市场地位

权威性来源 家长制 经营权和控制权

认同性来源 家族名声 职业等级

实现目标的策略 为家族成员提供保障，利他 建立企业竞争性地位

二、研究方法

1. 案例选择与数据收集

案例研究有利于研究者将研究对象聚焦于某一具

体情境下的动态过程，与其他研究方法相比，是更适合

于构建和检验开创性理论的有效工具，[36] 帮助回答“为

什么（W hy）”和“怎么样（How）”的问题。[37] 本研究从

制度逻辑视角出发，以华人家族企业为案例样本，探究

具体情境下家族—企业实践与组织内部制度复杂性的演

变过程。已有学者认识到，华人家族企业妥善处理家

族逻辑与企业逻辑间的关系以谋求基业长青的智慧，实

际上蕴含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中。[38] 因此，根据理论抽样

的原则，本文选取在海内外均具有较高影响力和知名度

的代表性企业——正大集团作为本文案例。

近百年来，正大集团在经历了谢氏家族两代四位经

营者之后，已经从泰国曼谷唐人街的一家小店发展成为

庞大的商业帝国。较之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家

族企业而言，海外华人家族企业在其经营历史中仍深受

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家庭主义。[8]

正大集团这一具有连续发展史的典型案例，可以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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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呈现制度复杂性与企业实践的历史变化过程，更有助

于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对家族企业发展的潜在影响。同

时，对单案例的纵向追踪为研究者提供了全方面审视动

态演化的机会，也有助于避免只关注单一企业行为而陷

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39]

在案例资料收集方面，由于难以获取与正大核心家

族成员进行深度访谈的机会，主要以二手数据为主。既

包括已故的正大集团创始人谢易初先生所写的《自述》，

以及现任集团董事长谢国民先生在日经中文网的连载自

述——《我的履历书》，也包括 20 世纪末河南作协荣誉

主席张一弓先生受邀前往泰国正大集团总部进行为期

50 天访问所积累的大量深度访谈资料，其中还包括与

谢氏兄弟及其他 10 多位资深总裁的 70 多次录音采访。

此外，研究者还收集了谢国民历次接受采访的视频资料，

特别是海外华人家族企业专题纪录片《天下潮商》。以

上均为本文提供了全方位了解正大集团创业史、家族内

部演变和领导人战略考量的资料。且上述资料均源自正

大集团核心家族成员亲口所述或亲手所写，均未经过第

三方二手加工处理，因此与其说本文案例材料是二手数

据，毋宁说是“类一手数据”。[37]

为了加强案例研究的信度，研究团队还通过其他渠

道收集数据，采用不同来源的资料进行三角验证。其中

包括整理大量正大集团的新闻报道、正大集团中国官方

网站刊登的集团新闻和领导动态，以及两篇海外学者发

表的关于正大集团发展战略和海外投资的研究论文。特

别地，由于谢氏家族是海外潮汕人的杰出代表，长期以

来受到潮汕区域文化学者的关注，因此研究团队还收集

了潮汕本土相关刊物，如《四海潮人》《汕头文史》上的

诸多相关文章，用于辅助分析。最后，我们还将论文初

稿送于正大集团高层并进行多次深度访谈，研究团队也

赴泰国正大集团及正大学校进行交流，对本文案例描述

和理论构建进行核对与反馈，确保逻辑链条的完整。表

2 汇报了各类型数据来源。

表2  各类型数据描述

数据类型 数据详细描述

谢氏家族领导者文字自述 3.2 万字

谢国民视频采访资料 2 小时

张一弓先生访谈资料文档整理 9.6 万字

正大官方新闻报告 3 万字

海外及国内学术研究史料汇总 6 万字

与正大高层访谈及交流反馈 多次往返

2. 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为纵向单案例研究。由于案例企业有近百年的

发展历史，复杂的家族涉入和企业战略决策为故事的构

建增添了难度。在重构案例的过程中，研究者始终保持

对信息的敏感度，特别是当不同信息源对具体案例实践、

细节及时间产生不一致时，便依托战略决策者的表述针

对性地进行资料的重新检索，以便最大程度地降低研

究的回溯性偏差。参考 Pet t ig rew [40] 提出纵向研究方法，

本文分析策略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首先，基于上述资料

构建正大集团的百年发展史，理清其家族涉入、企业战

略决策及其时间点，尤其是关系到企业转型、代际传承

的关键事件，构建案例分析年表。其次，结合理论与企

业发展和传承实践对案例进行三阶段的划分，识别并整

理各阶段案例企业的关键事件、企业实践、组织结构及

具体情境等与研究问题切实相关的数据。最后，参照已

有的制度逻辑理论框架，进行案例实践与文献的理论对

话，重点关注案例企业成长中各阶段的制度复杂性性质

演变 ；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制度逻辑性质与企业回应，

探索家族企业如何突破“家族逻辑—企业逻辑”冲突的

逻辑陷阱。

3. 案例简介

表3  正大集团核心家族成员情况概览
成员 家族角色 企业角色 主要经历

谢易初 谢氏家长 创始人 1921 年创办“正大庄”种子店

谢少飞 谢易初三弟 第二任继承者
1924 年加入正大庄

1948 年任正大庄总经理

谢正民 谢易初长子
第三任继承者

永久荣誉董事长
1953 年创办卜蜂饲料公司，任董事长

谢大民 谢易初次子 永久荣誉董事长
1953 年创办卜蜂饲料公司，任总经理

1973 年在香港创办正大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谢中民 谢易初三子 永久荣誉董事长 1959 年在印尼创办饲料公司和渔业公司

谢国民 谢易初四子 第四任继承者
1959 年担任泰国禽蛋合作社经理

1963 年担任卜蜂集团总经理
1969 年担任卜蜂集团总裁

表4  正大集团发展简史
时间 关键事件
1921 谢易初在泰国首都曼谷建立“正大庄”种子店

1948 谢易初回国，正大庄交予谢少飞管理

1953 谢正民、谢大民创立卜蜂公司攻占饲料产业

1959 谢国民担任正大与泰国政府合营的泰国禽蛋合作社经理

1963 泰国政府解散合作社，谢国民接任卜蜂集团经理

1969 谢国民担任卜蜂集团总裁

1971 与美国最大养鸡公司 Arbor Acres 合作，引进外资，雇用外国营养专家

1973 正大开始出口鸡肉到日本，后被称为“改变日本餐桌的企业”

1974 在香港创办正大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1980 先后取得深圳、珠海、汕头“001 号”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

1989 与比利时公司合作生产聚氯乙烯，与美国公司合作加入泰国电信行业

1997 公司重组，出售非核心业务

2003 谢国民被财富杂志评为 50 位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之一

东南亚是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聚集地。大量的潮

汕人移居泰国，并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正大集团的发展史也是在该情境下开启始篇。正大集团

亦称为卜蜂（Cha roen Pok pha nd）集团。自 1921 年谢易

初先生在泰国曼谷创立“正大庄”种子店以来，经过近

一个世纪、两代人四任经营者，正大集团已成为泰国最

大的民营企业。2015 年，其拥有员工 30 多万名，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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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达到 450 亿美元，产品遍布全球 100 多个国家。长

期以来，创始人谢易初与其胞弟谢少飞所带领的谢氏家

族一直掌控着正大集团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表 3 展示了

正大集团核心家族成员的家族角色、企业角色及主要经

历。表 4 展示了正大集团近百年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

三、案例解析

与早期强调组织内多元逻辑间的竞争性、冲突性

不同，近年来学者开始认识到不同的制度逻辑之间具

备兼容性，组织所处的制度复杂性具有不同的性质。

B e s h a r o v 等 [5] 主张组织内部制度复杂性的性质取决于

组织内多重逻辑如何具体化地表现出来，并以两个维

度——兼容性（C o m p a t i b i l i t y）、向心性（C e n t r a l i t y），

对不同的多元逻辑性质加以划分（图 1）：组织内多重逻

辑指引着较为一致的行为时，则逻辑间兼容性较高，组

织冲突较弱 ；反之亦然，当多重逻辑均对组织核心功能

产生较强的影响时，则逻辑间向心性较高。高向心性导

致组织内主导逻辑模糊，进而引发组织内部功能混乱，

冲突较强。总而言之，组织的决策空间及其结果，与其

内部的制度复杂性性质紧密相关。遗憾的是，作为一篇

综述性文章，B e s h a r o v 等 [5] 一方面仅从静态角度出发，

缺乏动态的视角，忽视了对组织成长过程中内部制度复

杂性客观演变的关注 ；[4] 另一方面忽视了组织属性（如

竞争地位、结构、所有权、自我认同等）对组织响应制

度复杂性的调节作用。[4,41,42]

家族因素的涉入使企业的治理与传承充满了不确定

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往往伴随着企

业变革的发生，[43] 而这一过程也是家族逻辑与企业逻辑

关系重构的过程。[10,44] 本文借鉴 R e a y 等、[24]T h o r n t o n

等 [45] 采用的方法，通过对案例资料的归纳总结，根据

企业的成长与传承实践将正大集团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

段。并在 Greenwood 等 [4] 和 Besharov 等 [5] 的框架基础上，

进一步对每一阶段的制度复杂性性质、关键事件、企业

实践、组织属性（组织结构、所有权与管理、企业雇员、

核心业务等）展开分析，力求构建出完整的制度复杂性

演变与组织响应过程。

1. 第一阶段 ：一代创业（1921-1953 年）——同盟

期。这一时期的制度复杂性性质表现为高兼容性和高向

心性。即家族逻辑与企业逻辑同时对企业经营有着重要

的影响，尽管在认知层面不同的制度要求可能会引发雇

员的混乱，但在实践层面组织可以通过具体的策略来同

时满足两种逻辑的要求。

东南亚大多数华人家族企业都是由家庭作坊发展

而来的。正大建立之初，家族系统与企业系统之间并

没有明显的界限，“一楼是办公室和仓库，二楼、三楼

用于居住，屋顶则用来晾晒种子”。一方面，家族涉入

解决了正大早期发展所需的关键社会关系网络、人力

资本和金融资本，使新创企业的经营管理必然受到家

族逻辑和企业逻辑的双重影响。1921 年，广东汕头人

谢易初在同宗乡亲的帮助下于曼谷开办了“正大庄”种

子店，向当地的华侨华人售卖从中国内地带来的优质菜

籽。为了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1924 年，谢易初聘请族

叔谢庆林担任“正大庄”经理，委任三弟谢少飞为财务

经理 ；同时，与谢庆林之弟谢瑞林赴泰国各地了解菜种

的需求和销售情况。此外，正大庄亦在泰国各地设立示

范种植区，与同宗乡亲合作开辟良种基地。在种种努力

下，1941 年，正大庄已发展为泰国最大的种子销售企业。

另一方面，作为初创期企业的主要雇员来源，核心家庭、

宗族乡亲及泛家族化成员的参与既有效地降低了初创企

业的治理成本，满足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企业逻辑需

要，也为家族成员提供了职位，提高了家族福祉，满足

了家族逻辑的需要。这也使得潮汕浓厚的乡土宗族文化

和家族观念深深地渗透到正大庄的经营运作之中。而这

种相互依赖程度越高、关系越紧密的雇员关系，亦越有

动力、有意识地在日常实践中提高群体行动一致性，降

低组织内部逻辑冲突。[46]

当种子店步入正轨后，谢易初又出人意料地将经营

管理权托付给谢少飞，自己挽起裤脚“下田”，致力于

做“最好种子的培育师”以供应企业的需求。总的来说，

这一阶段，“一店一坊”的组织结构及兄弟、宗亲间的

通力合作，既满足企业发展需要又提高了家族福祉。由

于满足不同逻辑要求的具体实践具有相容性，两种逻辑

处于“同盟”状态，组织内部冲突并不明显，企业得以

快速实现原始积累。

2. 第二阶段 ：二代另创领地（1953-1963 年）——

维持期。尽管随着家族系统与企业系统的再生产，企业

内部双元逻辑的竞争逐步加剧，但通过二代“另创领地”

等方式，潜在的逻辑不兼容性得以缓和，双元逻辑的“同

盟”状态得以维持，即逻辑性质同样表现为高兼容性和

高向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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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庄在谢少飞的经营下发展为泰国最大的种子

店。但是一方面，家族系统随着二代的成长不断扩大，

正大庄的绿荫难以持续为数十名后代提供庇护。1953

年时，谢易初已经有 4 个儿子和 6 个女儿，谢少飞一脉

也有了 9 个二代。当企业难以持续满足家族逻辑为家族

成员提供职位要求，且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雇员间

关系亲密程度下降时，家族逻辑与企业逻辑的兼容性正

在不断降低。另一方面，当谢易初的长子谢正民和次子

谢大民进入正大庄时，谢少飞已经接管企业一段时间了，

尽管谢氏叔侄间关系和睦，但正如谢国民所说 ：“不管

兄弟间多么和睦，只要媳妇进家门，就会因为妻儿的琐

事相互拌嘴。” 家族逻辑与企业逻辑的同盟关系在这一

阶段显得难以维持。

如何降低潜在的逻辑冲突？通过二代“另创领地”

式创业，谢氏家族很好地提高了逻辑间的兼容性。1953

年，谢易初长子谢正民和次子谢大民在正大庄附近建立

了出售饲料的公司——卜蜂集团。在正大庄支持下，卜

蜂集团迅速发展为泰国第一家既加工又销售饲料的公司。

这一战略决策既为谢氏二代提供了发挥自身才能的领域，

避免潜在的家族冲突，也实现了企业扩张的需要，提升了

集团的市场地位。这一过程有效地维持了逻辑间的兼容

性，且向心性并没有降低，即家族逻辑对企业的影响并

没有被减弱。相反，卜蜂的创立除了依靠家族人力、财

力资本外，还深受家族文化和家族关系网络的影响。

“这是兴趣”“我们身上没有违背道德的血液”，当

被问起为何选择饲料行业创业时，谢氏兄弟如是回答。

农民的后代总是跟农民有着天然的情感，这种情感源自

父亲谢易初的言传身教 ：“你要做农民的亲人，农民让

你赚钱，就是你的亲人，对亲人要掏真心，对农民也要

掏真心。”也正是这种“利国、利民、利企业”的价值观，

引领正大集团成为如今“泰国最受尊敬的企业”。另一

方面，20 世纪上半叶，泰国正处于民族主义时期，政府

倡导“泰国是泰人的泰国”，推行国家垄断资本，排华

倾向严重。此时，家族核心成员成为协调华人企业与所

在国矛盾的一大载体。卜蜂饲料公司创办的背后有着谢

正民妻子的养父——一位泰国将军的支持 ；而 1959 年，

随着泰国政府推行禽蛋出口管理新政策，集团又与政府

合营成立禽蛋合作社，并委派年仅 20 岁的谢易初四子

谢国民担任合作社经理，全权掌管泰国最大的鸡蛋出口

业务，为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提供蛋类供

应服务。这不仅缓和了企业与军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使

谢国民得以全权掌管全泰国的鸡蛋出口业务，积累丰富

的经营管理与国际贸易经验。

在组织结构上，谢氏二代亦传承着兄弟协力合作的

“一店一坊”模式 ：谢正民成立卜蜂集团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商店的经营管理权托付给二弟谢大民，自己则当

起甩手掌柜钻到作坊里侍弄机器。二代创业，使潜在的

逻辑不兼容性得以缓和，同时企业的战略决策和关键资

源获取则仍依赖于家族系统，双元逻辑的“同盟”状态

得以维持。正是这种“同盟期”的维持支撑了正大庄和

卜蜂集团最大化地利用家族资源，从而在短期内迅速崛

起。此后，谢氏一代兄弟创立的正大庄种子店和谢氏二

代兄弟创立的卜蜂集团在相互扶持中稳步前进。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卜蜂集团确立了在泰国饲料市场的

领导地位，收益远远超过了谢氏一代创办的正大庄。

3. 第三阶段 ：谢氏兄弟权力过渡（1963 年后）——

主导期。这一阶段的双元逻辑性质表现为低向心性与高

兼容性。即通过剥离家族逻辑对企业核心经营管理活动

的渗透同时强化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削弱家族逻辑非经

济导向与企业逻辑经济导向间的本质冲突。

60 年代时，卜蜂集团已拥有 200 多名员工，是泰

国最大的饲料公司，彼时谢正民为集团董事长，谢大民

为总经理。1963 年，泰国政府解散合作社，当谢大民

致力于推动卜蜂集团的出口贸易时，年仅 24 岁却拥有丰

富企业管理经验的谢国民接任了卜蜂集团的经理。上任

之初，谢国民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推动卜蜂“从

家业到企业”的转型。

一方面，降低逻辑向心性——游说家族成员退出企

业管理，引进专业人才，降低家族逻辑对企业经营管理

的影响。当多重逻辑均对组织核心功能有较强的影响时，

逻辑间向心性较高。削弱家族逻辑对企业经营管理和战

略决策的影响，能有效地减少组织内部冲突，同时也推

动了企业的转型升级。谢国民对参与公司业务的姐姐们

说 ：“我给你们比现在工作更好的待遇，你们去好好享

受人生吧。”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企业确立了“全世界

的能人都是正大的能人”这一雇员战略。1964 年，谢氏

将林振昌招入集团，后者此后研发出了泰国饲料业史上

第一个科学配方，推动了集团业务的“科技革命”。1971

年，在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帮助下，谢氏集团与美国

最大的种鸡企业 A r b o r A c r e s 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引进雏

鸡，并将美国的纵向一体化经营模式也一同引进泰国。

这一决策实质上推动了集团从手工作坊向现代化企业的

转型。

另一方面，增强逻辑兼容性——强化家族对企业的

控制，在企业核心功能外合理安置家族成员，充分发挥

家族优势资源。引进专业人才，无疑会对家族控制造成

威胁，可能滋生家族成员的排外心理和引发家族内部矛

盾，进而影响企业的决策质量。[47] 如何在推动企业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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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过程中兼顾家族逻辑，成为悬在谢氏领导者头上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在这一过程中，谢氏家族对企业的

控制并没有削弱，相反，正大通过交叉持股的形式（如图

2）在多元化发展的同时保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48] 不仅

如此，家因素在此后仍旧深深影响着企业的文化传承和战

略发展，家族成员仍在企业各个领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可见，谢国民所推动的淡化家族逻辑渗透的过程，实际

上仅限于与企业逻辑冲突层面——企业经营管理层面。

正是在这种双元逻辑演变与企业相应的动态过程

中，正大集团逐步从家庭作坊发展成为如今的大型跨国

企业。1979 年，谢国民率领集团成为第一家进入改革

开放时代中国的企业，与美国大陆谷物公司合作在深圳

投资 1500 万美元，建成当时全国产量最大现代化饲料

生产企业——正大康地有限公司，获得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外资证字 0001 号”营业执照，成为中国第一个外商

独资企业。此后，卜蜂集团在中国便一直以“正大”之

名而广为人知。

四、制度复杂性下的家族企业成长

1. 突破逻辑的牢笼 ：制度复杂性与企业成长

小规模、结构简单通常被视为海外华人家族企业最

突出的特征。[8,49] 充满敌意的政治文化环境，加强了海

外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赖，尤其是以家族主义为核

心的儒家信念，至今仍深深扎根在绝大部分海外华人心

中。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赋予的防御型、家长制和人情

至上等管理思想，使东亚华人家族企业成为特定背景下

高效的经济工具。[8] 这些海外华人家族企业受益于家族

逻辑所带来的文化认同、组织承诺、高效率决策和灵活

性等，同时又受家族逻辑的限制。这种限制体现在两个

方面：渗透在企业各个方面的家长式管理和低信任范围，

使企业在开始现代化管理革命方面困难重重 ；随着企业

的成长，遵循企业逻辑的利益最大化目标通常会被家族

小集团利益所取代，家族内部矛盾对企业经营管理造成

冲击，此时分家便成为必然的选择。其结果只能是形成

“若干微型的原来的框架的复制品”，使海外华人家族企

业陷入小规模的“逻辑牢笼”，小型化成为所有华人企

业都具有的属性。[8]

然而正如绝大多数海外华人经济研究所强调的，海

外华人家族企业控制了东亚地区大量的财富，是世界经

济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而诱发这些赞颂的，并不是

散落在角落里的小型华人家族企业，而是那些深深影响

着东南亚各国经济命脉的海外华人财团。以本文案例所

在地泰国为例，根据 2016 年福布斯富豪排行榜，排名

前十的富豪中至少有八位是华人后裔。而且值得指出的

是，这八位富豪的祖籍均是广东潮汕地区。

可惜的是，雷丁等没有就华人家族企业如何逃脱小

规模的逻辑牢笼做出解释。相反，将这些大型华人企业

的成功视为少数极端案例，归因于个别企业家“信任别

人的气量”。[8] 本文认为，当海外华人家族财团群体成

为一种经济现象时，其内部必然蕴含着某种仍不为人所

知的智慧。尤其是在这些企业中，“家族名片”的声望

甚至要远远高于其企业品牌声誉 ；也意味着在这些企业

中，家族文化必然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对家族逻辑与企

业逻辑必然有着极具智慧的处理方式。本文试图对这一

管理和传承智慧进行总结。

因此，在案例解析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家族企业

成长过程中的制度复杂性与组织响应模型（见图 3），即：

（1）制度复杂性性质决定了组织的战略决策空间 ；（2）

恰当的组织响应诱发了家族—企业双元系统的成长；（3）

家族企业的成长则在客观上将导致组织内部制度复杂性

性质的改变。与 B e s h a r o v 等 [5] 强调多元逻辑性质对组

织实践的单向影响不同，本文进一步将动态视角引入讨

论，见图 4。

案例分析显示，家族企业初创时期，家族逻辑与企

业逻辑处于同盟状态。一方面，逻辑向心性受企业战略

和资源依赖的影响。[5] 家族涉入解决了企业早期发展所

需的关键社会关系网络、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使新创

企业的经营管理必然受到家族逻辑和企业逻辑的双重

影响。另一方面，逻辑的兼容性程度取决于不同逻辑间

“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方式”之间是否一致，[20] 目标

一致性较高的制度环境兼容性较强。同时制度逻辑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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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中的具体表现形式还受主体能动性影响。[50] 当目标不

一致时，主体可以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如雇员和社

会化）提高内部兼容性。[5] 尽管目的不同，但通过利用

家族所带来的社会资本、在企业中妥善安置家族成员，

企业主（同时也是家长）既能满足家族逻辑的要求，也

符合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然而，恰当的组织响应既会促进家族系统的再生

产——家族成员的增长，也会促进企业系统的再生

产——企业规模的扩大。首先，由于家族成员的增加，

尤其是当二代开始进入企业而一代仍年富力强时，有限

的企业资源难以满足增长的家族成员多元化需求，以及

潜在的家族矛盾均会导致家族逻辑与企业逻辑间不兼

容性的增加。此时，企业支持二代另创领地是减少潜在

逻辑冲突、维持家族—企业系统同盟关系的有效选择。

由企业规模扩大所引起的家族涉入与企业治理矛

盾，不可挽回地将逻辑导向高度冲突的竞争状态，家族

逻辑与企业逻辑由于内在价值观不一致所导致的本质矛

盾逐渐显现出来。首先，家族逻辑要求企业为家族服务，

在企业决策中优先考虑长期导向、强调家族成员对企业

的控制，[47] 受限于家族逻辑的企业通常会采用较为保守

的企业战略。相反，遵循企业逻辑的企业，在追求利益

最大化的过程中，则更可能采用创新战略。[6] 其次，对

早期企业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家族关系网络资本、人力资

本和金融资本，在这一阶段由于企业规模的扩大，反而

成为阻碍企业进一步融合社会资本的障碍。[34] 组织内双

元逻辑兼容性较低而向心性较高，当无法再次同时满足

不同逻辑要求时，组织难免会出现目标、价值观、战略

决策及具体实践上的混乱。[5] 此时，可通过家族成员退

出企业核心经营管理、引进专业人才的方式削弱逻辑内

在冲突，同时强调家族控制与多元化发展相结合的方式

满足家族逻辑需求，增强逻辑间的兼容性，从而将潜在

高度冲突的制度复杂性性质导向高兼容性、低向心性的

逻辑无冲突状态——“主导期”。

本文研究显示，企业内部的制度复杂性性质并非固

定的，家族逻辑与企业逻辑的互动关系在影响企业组织

结构和战略决策的同时，也随着企业规模和家族生命周

期的成长而改变。基于此，本文提出 ：

命题 1 ：在家族企业初创阶段，即逻辑同盟期，家

族企业可以通过雇用家族成员最大化地利用家族社会关

系网络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资源等方式，在实践层面同时

满足家族逻辑与企业逻辑的要求

命题 2 ：在家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组织内部的制

度复杂性性质会随企业系统（如企业规模扩大）和家族

系统（如家族规模扩大）的变化而变化

命题 3 ：当家族规模扩大而引发家族逻辑与企业逻

辑兼容性降低时，通过二代另创领地式创业，家族企业

可以减弱潜在的逻辑冲突

命题 4 ：当企业规模扩大而引发家族逻辑与企业逻

辑冲突加剧时，通过降低家族成员管理度涉入、引进专

业人才、家族控制与多元化发展相结合等方式，家族企

业可以减弱潜在的逻辑冲突

2. 逻辑杠杆 ：华人家族企业的成长智慧

然而，大量家族企业教学案例及案例研究已表明，

家族成员退出企业经营是家族企业成长的常用策略 ；随

着国内家族二代的成长，“创二代”出现的频率亦越来

越高。正大集团何以逃脱逻辑的牢笼，由小作坊发展为

如今的商业巨头，以上的分析显得意犹未尽。换言之，

上文展示了正大集团近百年来制度复杂性性质演变与组

织能动性实践的过程，但对于支撑其逃脱逻辑牢笼、平

衡家族逻辑与企业逻辑的支点，仍缺乏足够的认识。正

如 Z e l l we g e r 等 [1] 所指出的，逻辑冲突在组织敏感期显

得尤为突出。因此，有必要就正大的代际传承及危机处

理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合理配置家族成员是降低多元逻辑冲突和增强其

兼容性的一大关键，对家族成员的安置，不仅要考虑

家族成员间的和谐共处，还要适才而用，充分发挥每个

人的作用，培育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领导者。谢氏家族鼓

励个人独立能力的发展，而不是受正大集团的束缚。20

世纪 80 年代初，谢国民突然宣布：谢氏子女不得再通

过世袭惯例进入集团，只有在集团以外领域做出突出贡

献者，方能在董事会研究批准下进入。一方面，通过降

低家族对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的渗透，增强了家族外部员

工对集团的归属感——降低了向心性冲突 ；另一方面，

对于谢氏三代人而言，既可避免在集团工作的限制，也

可利用家族的地位、资源去发挥自己的才干，开创自己

的事业，建立新的网络——增强了逻辑间的兼容性。

51-62南开管理评论  第23卷, 2020年第3期第              页 



59

战略管理
培养家族后代的独立发展能力并为此设立相匹配

的机制——打破家族世袭制，使家族企业中家族、企

业、个人都成为受益者。首先，将几十位可能的家族继

任者同时安排在企业里，无疑将造成“窝里斗”，危害

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其次，家族企业二代空降可能会

掠夺企业内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打破家族世袭制消除

了跟随谢氏一代创业外姓老功臣的潜在顾虑，提高了企

业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再次，二代利用家族资源进行再

创业也有助于企业扩宽现有网络，这是谢氏企业家族实

现快速扩张的现实方法。谢国民将之称为企业的乘法 ：

“这不是减法，是加法，甚至是乘法。”最后，成功的家

族企业很可能成为家族后代的压力来源，无形中为其设

置了职业生涯发展的天花板。谢大民的女儿曾向父亲表

示，“我不愿回去，因为我是你的女儿……压力太大了”。

而脱离家族企业压力进行自主创业的谢氏子女，也都凭

借着各自的努力在不同领域证明自己的实力，涉足房地

产业、传媒业、连锁超市业及电信业。在家族企业代际

传承过程中，继承人往往会因为权威合法性不足面临“少

主难以服众”的局面。正大基于个人自主性而产生的家

族企业外部创业，无疑是海外华人为中国家族企业二代

继承人建立合法权威的一种有效示范，既起到培育二代

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也为家族企业的顺利传承奠定基础。

同时，在培育二代企业家精神的同时，又必须强调

家族孝悌和家族文化的传承。这既与二代企业家精神所

导致的多元化战略相匹配，也是维护家族内部长期稳定，

保证家业长青的文化选择。正大集团的创一代和创二代

都选择从事与农业相关的行业，在谢国民的领导下正大

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农业企业，其引进的电信、零售业

务更是给集团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然而，正大集团后人

始终将种子、饲料业视为正大集团的大本营：“那是我们

的根，不论我们集团开辟了多少新事业，也要继续办好

种子化肥店”。

在正大经历的两次危机之中，更能看出这种家族孝

悌和文化传承对企业维系的重要性。20 世纪 60 年代中

期，谢正民和谢大民创办的卜蜂公司收益已经远远超过

其叔父谢少飞管理的正大庄。后者在为卜蜂的发展感到

喜悦的同时，也深感自己的 12 个子女不应该成为受益者：

“卜蜂是你们四兄弟创造的，应该和正大庄分开，过去

我不敢这样讲，怕说这是闹分家，但我想来想去，我们

还是分开好。”此时家族内部的孝悌成为维持企业凝聚

的强大力量。这一想法被谢易初果断否决了，他告诉谢

正民兄弟 ：“你们叔叔的孩子一大群，但都不了解农民，

正大庄是为农业服务的，他们可能做不好 ；假如分开，

正大庄可能站不稳，你们堂兄弟要受苦哩！不但不能分，

你们还要帮助正大庄，把它发扬光大。”直到今天，由

正大庄发展而来的种子农化企业已然成为正大集团中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种家族孝悌、文化的传承也体现在谢国民身上。

20 世纪末，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在巨大债务危机

面前，谢国民做出了一个非理性却充满人情味的战略选

择：“我跟哥哥们说，你们尽管去玩不用担心。如果不行，

我有一个 7-11 很值钱拿去卖掉。如果还不行，我还有

一个电信，更值钱，也是我创的，先卖。保证你们俩创

的食品、饲料企业。”

可见，海外华人家族企业在注重个人能力、企业家

精神培育的同时，强调家族孝悌和文化的传承。家族后

代个人能力的培育有利于家族企业再创业，形成企业家

族，也有助于企业二代继承人权威的培育，是增强家族

逻辑与企业逻辑兼容性的重要支点 ；而家族孝悌和文化

传承则保障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巩固企业家族的文化本

源，使家族企业在多元化的过程中不走向分家，陷入雷

丁 [8] 所称的小规模“逻辑牢笼”。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

家族孝悌、文化传承并重，支撑了另创领地而不分家、

家族退出经营而不淡化对企业战略的影响，有效地强化

了家族企业双元制度逻辑与企业能动性回应之间的演化

过程，避免企业发展过程中某一链条断裂而导致的企

业分家或发展停滞、甚至消亡（图 5）。据此，本文提出：

命题 5 ：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家族孝悌、文化传承

并重，是华人家族企业平衡家族逻辑与企业逻辑杠杆的

支点所在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基于制度逻辑理论，本文将家族企业的成长视为家

族逻辑、企业逻辑与企业实践的动态演化过程，通过选

取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典型代表——百年正大集团进行

深入分析，构建了制度复杂性下的家族企业成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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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明晰了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组织内部双元逻辑性

质“同盟期—维持期—主导期”的演变过程，并进一步

探究了作为行为主体的企业如何在特定制度复杂性下发

挥能动性以避免进入逻辑陷阱，进而从家庭作坊式家

族企业成长为国际化的现代企业家族。特别强调了企业

家精神培育与家族孝悌、文化传承并重，是家族企业成

长过程中平衡家族逻辑与企业逻辑的重要支点。

1. 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1）将动态视角引入制度复杂性性质的讨论之中。

尽管关于多元制度逻辑性质的讨论越来越深入，如竞争

观、混合观、互惠观等观点的提出促进了我们对不同制

度复杂性情境下组织响应的理解。然而，现有文献忽略

了组织成长过程中的动态演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

们对研究对象组内差异的理解。本文针对家族企业的研

究揭示了案例企业“同盟期—维持期—主导期”这一制度

复杂性演变过程，这一结论是对当前制度逻辑理论缺口

的有效补充，有助于推动学界对制度变迁微观基础的讨

论，也深化了当前制度逻辑理论对动态性的解读。

（2）尽管制度逻辑理论对非市场逻辑（如宗教、社

群、家族）等的强调不断加剧，但对于非市场逻辑与市

场逻辑间的兼容性及其对经济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仍存在

争议。[27] 本研究结果回应了上述争议，表明尽管非市场

逻辑与市场逻辑存在本质上的目标（价值观）不兼容性，

但由于其制度诉求的差异，制度复杂性下的组织可以通

过有意识地在不同实践层面满足不同逻辑需求，从而降

低多元逻辑间的冲突，增强其内在兼容性，使之成为支

撑企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

（3）本研究为探讨家族企业成长与传承路径提供了

新的理论视角。基于制度逻辑理论，本文的研究显示，

家族企业的成长创业和传承实质上是家族企业实践与家

族逻辑、企业逻辑的动态演变过程。一方面，现有的家

族企业理论过分强调家族维度，忽视了组织经济理性的

作用。制度逻辑理论同时强调家族情感依附和企业经济

理性的交互作用，有助于推动学者对家族企业战略行为

进行更为客观、深入的研究。而对家族企业组织内部制

度复杂性进行辨析，是将制度逻辑理论与家族企业研究

结合起来的基础。另一方面，现有基于制度逻辑理论的

家族企业研究中，往往选取某一截面时间作为研究观测

点（如传承期），忽视了家族企业的动态成长过程，这无

疑将使研究结论产生偏差。这些研究明晰了家族逻辑与

企业逻辑不仅是冲突的、竞争的，还可以是共融的、相

互促进的，妥善地利用这种制度环境将有助于家族企业

成长。然而，对于家族企业如何利用这一条件，使之成

为制度复杂性下的使能者，却仍知之甚少。本研究的创

新之处在于，从单个案例企业的多个阶段演变出发，指

出家族企业的制度复杂性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性质，

强调了主体能动性在家族企业响应制度背景中的重要

性，理清双元制度环境对家族企业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本文为读者呈现了

一个鲜活的华人家族企业成长故事，揭示了正大集团如

何逃脱逻辑的牢笼，从“小型化”走向“国际化”的过

程，挖掘了大型华人家族企业的成长密码。一方面，有

助于中国家族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有的放矢，适时地处理

家族与企业间的关系，在最大化利用家族资源的同时有

效地避免家族冲突。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历史上儒家宗

族理念盛行，但当前大量中国家族企业在财务快速增长

的过程中却忽视了对家族系统内部孝悌和文化传承的培

育。本文对家族文化传承的强调，既是快速变迁制度环

境下家族企业成长的当务之急，也是构架中国家族企业

理论的应有之义，有助于中国家族企业挖掘中华传统文

化中蕴含的传承密码。

2.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首先，本文为单案例研究，普适性有待进一步检验。

尽管本文揭示了案例企业内部制度复杂性的变迁路径，

但对于是否存在其他演变路径仍不清楚。特别是制度

复杂性与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可能会随着时间、环

境的变化而变化。[51] 我们仍无法辨析是否存在其他关键

因素会对家族企业制度复杂性—组织响应这一演变过程

产生影响。同时，在建构理论的同时，我们也致力于为

读者呈现一个鲜活的华人家族企业成长故事。因此，下

一步有必要进行多元背景下的多案例编码研究，以验证、

充实本文的研究框架。其次，应考虑将制度逻辑理论与

定量研究相结合，进一步分析中国情境下家族逻辑对企业

经济行为的具体影响路径。再次，正如 G reenwood 等、[4]

Fr iedland 等、[11]Thor nton 等 [50] 对制度逻辑多元性的评价，

组织实质上是处于多样的、复杂的制度环境之中的。同

时，组织战略决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组织不仅受内部

资源的限制和使能，同样还受制于外部力量。由于资料

获取和文章篇幅限制，本文仅围绕家族企业内部的双元

制度展开分析。事实上，如果构建一个完善的内部制度

环境框架，综合考虑职业、政府、社群等可能在某一特

定时期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性秩序，应当具有更

大的解释力度和普遍性。当前，二元逻辑分析仍是理论

探索的主流，未来学者可逐步探索构建更为多元的制度

逻辑理论框架。最后，作为当前组织和管理领域的一大

热点话题，国内对于制度逻辑理论的应用仍较为少见。

本文认为，制度多元性的理论框架，对研究“中国传统

文化—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等相关议题，有着强大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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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解释力，如区域文化、儒家文化、宗教文化等话题，

也为该理论的探索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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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nd Family Business Growth: 
A Case Study Based on Charoen Pokphand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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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family business mainly focuses 

on family issues and its uniqu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attributes, 

and explains the impact of family involvement on corporate gover-

nance, 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et al. Differ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vious research, which presents that family logic 

pursuits the non-economic objectives and business logic pursuits 

economic objectives and they are generally regarded as contradictory, 

this study tends to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them. In addition, 

some existing studies discuss why a large number of family business-

es gradually adopt the strategy of “de-familization” during the growth 

process, even though excessively “de-familization” tends to inspire 

conflicts within the family, deprive their unique strategic resources 

embedded in family, which lead to the collapse of family business 

system.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family businesses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respond, and even take advantage of the institu-

tional complexity of organization. 

According to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due to the dual charac-

teristics of “family” and “business”, the organizational decision-mak-

ing of family business needs to be reconciled between the emotional 

dimension derived from family and the economic dimension rooted 

in business. This paper takes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of Charoen 

Pokphand Group, which is one of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over-

seas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which highlights the prominence of the 

interaction of family logic with the business logic.

The case study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ics multiplicity 

and organizational response in the context of family business succes-

sion. Our result suggests that there are three stages of logic evolu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business, namely aligned-main-

tained-dominant. The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inf luences family 

busines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ccession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family culture, it is critical 

to balance family logic and business logic. Our findings emphasize 

the feedback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response on institutional com-

plexity, reveal the process of re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nd construct a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between in-

stitutional complexity and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In addition, it re-

veals the nature of growth of overseas Chinese family businesses and 

contributes to exploring the specific growth path of family business.

Key Words  Family Business;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Fam-

ily Logic;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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