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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不懂政治”：任正非的政

治智慧

面对美国动用国家行政、法律、经济、外

交、舆论、国安以及全球盟友力量全面打压

华为而制造的“华为事件”这个敏感话题，任

正非如何正确应对，是需要有开阔的国际视

野、超群的谋略胆识、敏捷的思维逻辑、精准

的语言技巧的。对于现在的任正非先生来

说，“不懂政治”“不问政治”，也许就是“最大

的政治”，最好的政治智慧。

银1.“打锣卖糖，各干一行”
日本媒体有位记者问任正非：对您的经

营哲学我很有感触，您过去提到，作为商人

不应该谈政治，是不是过去有经验和教训才

提到这点？

任正非回答说：“我认为，‘打锣卖糖，各

干一行’。我作为商人，对政治不懂，如果我

干预政治、结果是错的，对国家就有害。那就

干脆不要过问政治，而是擅长干什么就做什

么。”

2019 年 2 月 21 日，有记者问任正非：

您觉得美国遏制中国、打压华为是在嫉妒中

国吗？

任正非回答道：“我不太了解两个政府

之间的相互关系、两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关

系，我们作为商业公司，基本上不过问政治，

我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发展。作为我个人的态

度来看，我主张中国继续开放。”

2019 年 5 月 24 日，当有国外记者问美

国是否实施限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时，任正非

明确回答：“我不懂政治，也不是政治家，政

治的事情要问特朗普去，他是政治家。”

任正非的巧妙回答，既正面回避了敏感

政治问题，又让人觉得“话中有话”。

世人皆知，美国如何打压围剿华为，早

已不是市场经济的商业行为，而是一种国家

的政治行为，是直接涉及到中美贸易关系的

重大国际政治问题。

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经济与政治、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从来都是紧密相连的。企

业看起来只是单一的社会组织，但企业经营

的过程总是与社会、与政治、与政府有着内

在的关联性。世界上没有完全脱离政治的经

济，也不存在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政府与

市场永远都是相辅而行的“两只手”。美国被

认为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美国当局对华

为的极限打压，谁会相信纯粹是经济、市场

竞争行为呢？

面对中美之间如此复杂而重大的政治

经济问题，任正非的最佳选择应是坚守华为

是企业、自己是企业家、华为的诉求是市场

商业行为这一基本定位，并尽最大可能去回

避或淡化政治问题，在不得不涉及政治时，

则应“点到为止”。否则，很容易“弄巧成拙”

或掉入某些记者设下的“圈套”。我们从任正

非接受国内外记者的一系列访谈中，可以领

悟到任正非识时处事的政治智慧。其中的关

键就是，坚守自己只是华为的 悦耘韵，坚持把

政治与企业行为分开，以“不懂政治”态度来

处理政治问题。

如今，华为产品市场已覆盖 170 多个国

家与地区，服务于 30 亿世界人口。截至

2019 年 6 月，华为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签订

了 50 多份 5G 商用合同，5G 基站的累计发

货量已经达到 15 万套。作为国际化、世界级

企业的华为，其生存和发展客观上需要处理

好各国的“政治环境”。为此，任正非不但明

见高远，而且花大量精力去处理与政府和社

会各界的关系。他要求华为把法律遵从作为

自己在全世界生存、服务、贡献的最重要的

基础。任正非说，我们不仅要遵守各国法律，

联合国决议，而且在敏感地区还不得不视美

国国内法为“国际法”，“不然，我们就不可能

全球化”。但即便如此，美国照样不手软，仍

处处找茬剿杀。

企业家不但要掌握经济方面的知识，而

且还要尽量多了解政治、法律、外交、文化等

领域的知识，以便应对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

银2.“政治家怎么想的我真不
知道”

华为“事件”明显有政治性，美国的所作

所为也是政治家们的“游戏”。国内外有不

少舆论都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和美国打压

华为等科技型企业，是在美国视中国为主

要威胁对手、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战略背

景下发生的。

在采访任正非过程中，国外有不少记者

追问他如何看待这个敏感话题。任正非都十

分机智地回避或转换了话题。记者问：任先

生，您有非常丰富的经历和经验，又创造了

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成功公司，去过很多的国

家，对于国际上近年来发生的事情有许多了

解。有些人说，现在国际格局可能到了一个

转折点，会出现新的“冷战”，这对人类社会

会带来新的风险吗？

对此，任正非同样机警地回答：我不认

为我有能力去分析这样的问题，我的能力只

是“集中精力管企业，两耳不闻华为公司以

外的事情。包括中国的事情，我也不发表言

论，因为我也不了解中国其他企业的做法。”

“我到其他国家是去旅游，如果你要问我哪

个地方咖啡好喝，哪个地方的风景好看，我

可以滔滔不绝介绍给你，但是你问这个国家

的政治，我是不懂的。”

记者还继续追问：您预估一下中美贸易

战会持续多长时间？此前中国有位前任高级

官员说可能会打到 2035 年，而马云说可能

会持续 20 年，您的预判呢？

任正非仍坚守自己的角色底线：“我不

知道怎么预判。我只管我们公司，公司可大

可小，打一打，我们缩小一点，变成小乒乓

球；再大一点，变成排球；再大一点，变成篮

球。大与小，对我们来说可以随时调整。”

有记者问，现在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

义，对华为实施制裁，还质疑华为公司治理、

财务等各种问题，您认为美国为什么要针对

华为？

显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政治智慧

和思维技巧。因为，作为政治性问题，应尽可

能淡化，但就华为层面、包括 5G 技术层面

问题，则应尽可能阐明华为的立场。

对此，任正非很得体地从多个侧面予以

阐述。

首先，政治层面的问题，他始终坚持，

“政治家怎么想的我真不知道”，美国为什么

要打压华为，要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有记者

问，为什么现在美国看起来那么害怕华为

呢？任正非回答说：“我也不了解，为什么这

么大一个国家会害怕一家小公司？美国是世

界上科技创新最厉害的地方，而且美国是科

技力量和人才聚集的国家，怎么会害怕一个

华为呢？可能他们自己假设得太厉害了，我

们实际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伟大。”

当有记者问：现在围绕 5G 似乎在进行

新的冷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任正

非首先回答“我不知道”，接着阐明不应把 5G
政治化：“我觉得 5G 就是一个普通技术，就

像信息的‘水龙头’一样，它这个‘水龙头’就

是大一点，放的‘水’多一点，怎么把这个‘水

龙头’当成核弹了呢？不知道是谁发明的。”

其二，政治家们也许对 5G 技术并不了

解。任正非指出，现在，全世界被 5G 这件事

情闹得天翻地覆，美国把它看作比“原子弹”

还恐怖。5G 标准来自土耳其教授在 2007 年

发表的一篇数学论文，我们投入了几千名科

学家和专家来分解这篇论文，全世界其他公

司也投入了几万名科学家和专家，努力做出

5G 的标准来了。5G 只是一种通信信息技

术，也可以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工具。尽管

5G 有容量大、速度快、时延低以及构建物联

网等广泛应用价值，但它只是一种技术和工

具，不能无限夸大了它的价值和作用。

有些政治家把 5G 当成军控设备，把 5G
看作是原子弹那样的武器，以为有军事安全

问题。其实，5G 是造福人类的技术，给人们

提供信息通道和管道，而信息通道和管道是

控制在运营商、所在国政府手里的。5G 只是

一个信息传播的工具，传播内容与工具没有

直接关系。任正非举例说，就像麦克风，不能

说麦克风能够传递声音就是危险的，“危险”

只是谁说了什么话，麦克风作为传声工具本

身并不存在危险性的问题。一些政治家把

5G 看作是“核武器”，是因为他们对 5G 技术

本身认识的不够深刻，而且把工具与内容、

目的与手段混为一谈了。

其三，美国一些政治家对我们华为不够

了解。也许隔行如隔山，也许有更多战略意

图。美国一些政治家对华为的成长历程和发

展现状的理解，也许上述两种状况兼而有之

吧。有记者问，美国打压华为是不是嫉妒华

为？任正非说：我相信美国这么一个有伟大

心胸的国家不会嫉妒我们这根“小草”。美国

这个国家在过去几十年是绝对的强势，未来

的几十年美国还会有相对的优势，我们只在

一个窄窄的面，“小草”冒出来了，美国会为

这个“小草”去嫉妒吗？不会，美国有这么大

的科技力量，有这么强的未来，不会因为嫉

妒而打压我们。他们可能还是不够了解我

们，如果了解我们，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想

象，希望政府领导人像你一样，看看我们的

生产基地，看看我们的研究单位，看看我们

的环境，看看我们科学家做的事情是如此

之尖端、如此之细致，他可能就了解了。因

为美国本来是一个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

家的心胸最宽广了，比我宽广多了，我都没

有嫉妒过别人，美国不会嫉妒我们。

有记者问任正非：您是否认为西方并

不理解像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也并不理

解中国？任正非回答说：西方也仅仅是一些

政治家们不够了解，西方的企业、西方的科

学家们应该对华为很了解的。这些公司并

不会对哪个公司有敌意，因为我们同是一

个行业，大家相互都知道共同的水平是什

么。不过，可能政治家们不够理解，因为他

们会想，像中国“这么贫穷落后的地方，怎

么会冒出这么先进的公司来？”因此，我们

欢迎他们来实地看看，来作些了解，我们会

接待他们的，“他们问什么，我可以回答什

么”。美国政治家们只靠媒体宣传或者仅凭

想象来了解华为是不够的。他们没有亲临

过华为公司，是不太会知道华为真实是什

么样的。当然，美国政治家也可以找一些美

国科学家和相关企业座谈了解华为，因为

他们对我们华为是比较清楚的，这样对我

们华为就会了解了。如果美国的政治家们

来我们华为公司参观，他们原来想象的华

为公司只是“茅草屋”的观念就会改变，来

了之后就会看到我们华为的创新能力，相

信他们会认为华为应该成为合作的伙伴。

如果美国更多的政治家到我们公司来看

看，看看我们原始性创新的步伐，他们就会

觉得我们华为应该也是他们的好朋友，华

为应该是可以信赖的。

有记者问：针对华为的国家安全的担

忧，您会告诉特朗普总统哪些信息呢？

任正非回答：我会告诉他，大气层厚度

只有 1000 多公里，将来信息社会云的厚度

不会低于几千公里，这么庞大的未来市场，

有大量的机会，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大家共

同建设这样一个很大的信息社会。华为只

是在信息联接领域里稍微走快了一步。美

国有更广泛更强大的力量，可以在这个大

云中占有更大的份额。

因此，美国大可不必如此打压华为。

事实上，华为的发展不但不会对美国

构成什么安全威胁，而且是造福包括美国

在内的世界人民的。现在，华为参加了世界

上 300 多个标准组织，提供了几万项提案，

这些都足以说明华为在世界行业体系中做

了什么事情、有什么样的贡献。任正非笑

言：“特朗普先生可以不用问我，他去问美

国的大公司、问美国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

和大公司比美国的政治家们更了解华为，

因为他们跟我们有几十年的磨合和相处，

这样他可以找到一个正确的判断华为公司

的例子。包括和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也可以

去邀请他们喝咖啡，听听他们对华为是怎

么看问题的，他们了解华为。”任正非自信地

告诉世人：华为在这个世界上是一家“非常

光明磊落的公司”，是对世界同行业发展和

人类信息技术发展有重要贡献的企业。

其四，美国一些政治家凭想象认为华为

是一家“危险公司”。有记者问任正非，近来

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务卿蓬佩奥多次讲话，

说从安全、军事角度讲，华为是一家危险的

公司。对此，你们华为如何回应呢？任正非回

答说：我们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把华为理

解为危险公司。我们为世界 30 亿人提供了

信息通信服务，帮助非洲等艰苦地区发展信

息服务。我们就像过去的“传教士”一样，在

深山老林里努力传播文化，我们的精神几乎

有了宗教般的虔诚，在尽力为人类服务，怎

么会认为我们是危险的公司呢？因此，任正

非希望美国政治家能有理有据地讲清楚华

为的“危险性”，他们自己是否有信心把他们

讲的这句话解剖给大家听一听？为什么不拿

出事实依据来？

银３.“我最适合继续担任
CEO”

在应对美国极限打压的极为重大而敏

感时期，任正非清醒地坚守自己是华为

CEO 的身份定位。

2019 年 7 月 18 日，任正非接受意大利

一些媒体记者采访。意大利《晚邮报》记者

问：在美国制裁的危机时刻，您是否还是一

个企业 CEO、企业领头人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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