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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以弛决定“回家”。

2010 年，一个意外的收获打破了张以

弛“本想老老实实做学术”的念头。当时，他

还在剑桥大学攻读计算机语义与逻辑专业

的博士学位，“学霸”是他一直以来的标签，

“做学术”是他的既定轨道。

这一年，张以弛和同在剑桥大学攻读计

算机科学的孙琳，设计了一款英语写作辅助

软件，参加了剑桥大学的创业大赛。没想到

的是，这支全部由中国留学生组成的队伍，

竟包揽了当届剑桥大学创业大赛软件类的

全部奖项，打破了该项赛事举办 11 年来的

纪录。

拿到剑桥大学企业种子基金的投资后，

张以弛的创业热情被彻底点燃。于是，为了

做好这款产品，回国、回到家乡杭州，便成了

他毫不犹豫的一步。

“回家”后的张以弛，第一时间创办自己

的公司，将大本营安在了杭州高新区（滨江）。

“我们对比了国内多地的政策，杭州高新区

（滨江）是政策上最具优势的地方之一。政府

对海归人才十分重视，扶持政策也很到位。”

十年蝶变。从教育信息化出发的校宝在

线，现已成为了推动教育服务升级的一支强

队。如今的校宝在线是在中国深受欢迎的教

育信息化综合服务提供商，服务教育品牌超

过 90000 家，帮助超过 180000 个校区实现

了互联网+教育的业务升级，服务教育从业

者超 100 万，年经办交易流水 400 亿元。

银回首来时路 郁郁满芳华
为何切入教育服务这条赛道？张以弛解

释，一方面，教育培训行业的业务复杂程度

高；另一方面，它的信息化程度很低，这种现

状亟待改造。

“餐饮行业有大众点评、饿了么、美团等

平台，看电影也有淘票票、猫眼等订票平台，

‘刚需’更迫切的教育行业也需要进行数据

化改造，所以这里面一定有市场。”张以弛

说。因此，张以弛及其团队将公司的愿景概

括为“成为最受信赖的教育服务平台”，以全

新的互联网思路革新传统教育行业。

创业初期，杭州高新区（滨江）的政务服

务令张以弛印象深刻。“我们是第一家企业股
改手续可以在区里直接办理的企业。因为企

业股改手续比较繁琐，常常需要跑市工商局，

但区里的扶持政策让我们免去了这些繁琐，

直接就可以在区里办理，确实方便。”

在光来临前，总要经历一段至暗时刻。
张以弛也不例外。从 2010 到 2013 年，张以

弛和创业伙伴孙琳还领着每月 5000 元人民

币的工资，关在小黑屋里做产品。基于对教

育行业发展趋势的判断，不久他便看到了公

司的“天花板”。

张以弛想要影响更多的人。他认为要改
变国内教育行业的现状，核心是通过加资源

和提效率两种途径。前者依靠国家政策，后
者则是校宝在线可以用科技去改变的。比

如，教育机构和学校常常在排课这件事上耗

费很大精力，但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效

率，就可以把原本的人力资源节省下来，用

在学生关怀等值得去做的事情上。因此，校

宝在线开始全面布局建立教培行业及 k12
学校的服务信息化平台。

张以弛在黑暗里凿出了缝隙，光一点点
照了进来。作为土生土长的杭州高新区（滨江）

企业，校宝在线是第一批入选杭州高新区（滨

江）“5050计划”的优秀企业。2015年，凭借“智

能课堂”系统，张以弛拿到了该年度全区创新

创业大赛一等奖和 100万元创业奖励。

在政策东风的护航下，张以弛带领着校

宝在线拾级而上，在教育产业互联网赛道上

崭露头角。基于多年的行业沉淀以及阿里巴

巴、蚂蚁集团等优质战略资源的整合，校宝

在线以“双轮驱动+增值服务”战略全面布局

教育服务产业。即，校宝在线除了为教育培

训机构与 K12 全日制学校提供 SaaS 信息化

服务，更进一步用金融服务、内容服务和营

销服务等增值服务全面赋能机构，真正助力

学校成长与发展。

目前，校宝在线的产品已经全面覆盖教

育培训机构及 K12 全日制学校领域，解决招

生、教学、教务、财务等全方位运营及管理难

题，持续从不同的层面为用户提供优质体验，

现产品体系包含校宝教培管理系统、招生宝、

校宝家、校宝学院、校宝智慧校园、校园宝、校

宝收银宝、校宝安心宝、校宝 1Course。
校宝在线在成就客户的同时，也获得了

各领域的肯定。2017 年，校宝在线获得了由

蚂蚁集团领投的超 2 亿元 C 轮投资。

成立十年来，校宝在线对社会责任的坚

守、社会价值的创造根植在企业的基因中。

2018 年校宝在线启动了“校宝公益”计划，

为特殊教育学校及机构免费提供招生、教

学、教务、财务等全方位运营及管理的一体

化 SaaS 服务，全国各地的特殊教育学校及

培训机构都可以免费申请。“企业作为一个

重要的社会群体，在创造财富时，更要创造

社会价值，推动社会进步。希望我们的一点

付出，让技术更有温度，也让更多人感受到

教育的美好。”张以弛如是说。

银迈步新征程 砥砺再出发
担任浙江工商大学特聘教授、2012 年

入选“杭州全球引才‘521’计划”、2013 年入
选《福布斯》“中国 30 位 30 岁以下创业者”，
张以弛不断地扩充着人生的“前缀”。在他看
来，未来要做的，还有很多。

2019 年 8 月 23 日，由校宝在线主办的
“SEE 2019 教育服务共建大会”在杭州召

开。会上，与会嘉宾一致认为，未来教育行业

将迈向规范化、普惠化、数智化、协同化的新

趋势。张以弛从产业互联网的角度切入，剖

析了产业互联网服务平台对教育四大趋势

落地的必要性，并提出“产业互联网将是教

育未来的发展方向”。

会上，张以弛表示，教育发展的行业规

范与资源普惠不能单靠政策与资本驱动，更

需要教育组织的数智化建设，并通过产业互

联网改善工序关系进而改善整个教育产业

结构，推动教育的公开、公平，让更多人享受

到教育的美好。“校宝在线希望以教育信息

化为起点，搭建产业服务平台，更科学地重

组教育产业里的供需关系，系统改善产业成

本结构，共建教育协同发展的新生态。”

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教育

信息化的重要性凸显。年初疫情肆虐，停课停

学成了形势之下的无奈之选。教育行业，特别

是线下的校外培训行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重创，校宝在线的业务也一度受到冲击。

张以弛说：“非常幸运的是，校宝在线第

一时间得到了区政府的关注和大力支持。”

复工初期，省委组织部来到校宝调研，针对

企业发展给出了具体建议和扶持措施，协调

了防疫物资用于复工复产。之后，校宝在线

还入选了省发改委《浙江省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企业名单》，企业可通过专项再贷款获得

金融机构信贷支持力度。在杭州高新区（滨

江）政府的精准扶持与关怀下，校宝在线解

决了企业流动资金周转的燃眉之急，提高了

抗击疫情的生产保障和社会服务能力。

与此同时，为了给疫情中的教育机构提

供增援、共度时艰，校宝积极应变升级自身

产品，推出直播功能满足机构线上课消的需

求；旗下各业务线也释出了包括价值千万的

教育信息化补贴，以及复课专属保险、免费

收款额度等多项市场政策，多措并举地帮助

学校和机构修炼内功、对抗疫情。

一路走来，张以弛带领着校宝在线奔跑

在教育+互联网“逐浪”的最前沿。在杭州高

新区（滨江）还没有这么多创客时，他已经在

路上；在创客云集时，他引领着方向。无论是

创办初期行业的略显“冷清”，还是如今站上

了产业互联网的“风口”，张以弛这位年轻的

掌舵者都始终保持着当初创业的一份初心。

“十年磨一剑，一剑惊江湖”。十年来，校

宝在线铺就教育服务的一砖一瓦，令教育的

产业互联生态初具规模。未来，还有越来越

多的教育机构和供应链服务会被校宝在线

链接，教育产业互联的格局会更清晰。张以

弛知道，校宝在线和杭州高新区（滨江）一

样，今后还将有更多要做的功课，更多全力

以赴的时刻，创造更多 10 年与 30 年。

（本文图片由被采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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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以弛：
创造更多 10年与 30年

荫校宝在线（杭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张以弛

杨轶清：民企内部治理的种种痛点
■ 华东周刊特约撰稿人 杨轶清 /文

[编者按]家族企业的合法伤害权是什么

意思？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总经理签过字的

发票，财务部经理瞄了一眼都没仔细看，直

接扔回去说不能报销。为什么会这样？因为

财务部经理是老板娘，总经理是请来的职业

经理人。

作为第五届浙江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

会重点分论坛之一，2020 浙商（秋季）论坛

日前在杭州举行。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

副院长、浙商博物馆馆长、浙商研究会执行

会长杨轶清教授就民企内部治理的种种痛

点，作了主题演讲。

以下是演讲全文，由杨轶清教授授权华

东周刊独家首发。

银谈董事长交班
董事长不能胜任怎么办？我觉得最好的

办法是学习马云，在还能胜任的时候，就考

虑接班人，甚至提前交班。等到不能胜任了，

再来考虑怎么办？已经迟了，被动了。等到力

有不逮，公司出问题了，再去考虑，即使不动

刀，也要吃药。

董事长不能胜任，这个情况在企业里其

实很普遍。一个企业最大的短板就是老板。

“没有不称职的员工，只有不合格的老板”

———老板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决定了这个企

业的上限和边界。说董事长不能胜任，主要

是指他的领导力，已经无法与日益变化的内

外部环境建立新的均衡，并不是说他的水平

能力还不如手下。

除了像马云这样，提前在公司法人治理
体系内辞去一切职务的例子，在浙商群体

中，超越常规的董事长更替案例也有不少。

台州的一家缝纫机企业杰克股份董事长阮

福德，多年前就请了一位经理人来当董事

长，还给他股份，让他做法人。阮老板自己在
原来的职务前面“加了一个字”———站在边

上做副董事长！相当于特意做陪衬，突出这

位请来的人才。

第二个是海亮老板冯海良，1960 年生

人，年纪不算大，但是他学国企，说我 60 岁

就退休。把担子交给谁呢？20 年前从国企挖

过来的经理人曹建国，让他担任海亮集团董

事局主席、党委书记、法定代表人。有名有实

有权，曹建国主席无论身份股份，还是角色
认知、责任感，都成为了企业的主人翁。

银谈二代接班
这个情况不少，对于很多民营企业董事

长来说，这是一块心病。我这里先举一个例

子，横店大家都知道，但大部分印象还是集

中在这是一家影视旅游文化企业，实际上横

店其他产业也很强。

横店集团有 6 家上市公司，不仅在浙

江省，可能也是全国同一个实际控制人拥

有上市公司最多的民营企业。这其中的原

因，除了他们的产业结构合理竞争力强，还

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横店的接班人，

徐文荣的儿子徐永安比较争气。徐永安接

班已将近 20 年，2001 年就接任法定代表

人、董事长、总经理。他当家以后，整个企业
的经营规模、资产质量、竞争力、盈利能力

全面提升。但徐永安始终低调潜行，极少出

现在公众视野里。

还有就是万向二代鲁伟鼎的例子，到下
个月就是万向创始人鲁冠球主席三周年忌

日。鲁伟鼎接班以来，万向这么庞大的规模

平稳发展，公司风平浪静。我也无法具体描

述万向今天的内部情况，但在这个人人都是

媒体的时代，公司风平浪静，没有什么负面
传闻，就可以说明一切正常。与徐永安、鲁伟

鼎类似的，还有方太茅忠群、万事利屠红燕

等二代创业接班比较成功的典型。

但是接班人社会化的例子，目前还不太

多。特别是大企业，像美的创始人，在儿子也

在公司上班的情况下，8 年前把董事长职务
交给所谓的“外人”方洪波，交班以来平稳发

展。这样的情况浙商群体中还比较少。

银谈将帅之道
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长总经理分设、

不设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哪一种安排最好？从

现实来说，第一种最常见，第二种不太多，第

三种也有。比如娃哈哈，不仅董事长总经理

一肩挑，连副总经理都没有。一直到创业第

29 年的时候，也就是 2016 年，娃哈哈才首

次有了一位副总经理。

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为什么比较合理？俗

话说“谋宜独、利宜广”，意思是说，真正参与

决策的人不需要太多。即使规模大，一个企

业只需要一个核心人物。民营企业即使有专

人做总经理，这个总经理肯定是向老板负责

的，不会与董事长分庭抗礼挑战他的权威。

所以民企即使董事长总经理分设，公司也只

有一个核心。国有企业规定董事长总经理这

两个岗位不能同一人，而他们共同向上级负

责，所以容易出现内耗，这是公司治理上的

原因。

即使在公司治理相对比较先进的互联网

行业也是如此。马云早早辞去公司一切职务，

并不是这个行业的常态。中国主要的互联网

公司，大多数董事长目前都还兼任 CEO。
老板强部下弱、老板强部下强、老板弱

部下强、老板弱部下弱，这也是公司治理里

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这个“强”指的是能力

强或者个性强。现实中最常见的是“老板强、

部下弱”，理论上最好的是“老板弱、部下

强”！这个“弱”不是软弱无能，而是有水平不

外露，领导力强。

中国文化环境下，刘邦、刘备、唐僧、宋

江被认为是好老板，他们看起来好像不太有

脾气，不太有本事的样子。他们收敛掩藏自

己的个人能力，尊重人才讲求信义。这样的

老板，最有可能吸引凝聚人才，并让他们有用

武之地。民企“将帅之道”也符合这个原理。

银谈大股东持股比例
前几年有过一个统计，深交所全部民营

控股上市公司一共二千多家，实际控制人也

就是控股股东平均持股达到 48%左右！整

体来说，上市公司是公司治理最规范的一个

群体，上市稀释之后，平均还有这个比例，应

该说是不低的。

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靠着一瓶水登

顶中国富豪榜。企业经营得好当然是基本条

件，但他的股份集中也是首富原因之一。钟

老板在今年上市的两家公司，万泰生物持股

74%，农夫山泉持股 84%，都是上市之后的数

据。我们在民营企业做过这方面的调研：凡

是凝聚力强竞争力强的，大多有两个集中：股

权集中、管理权集中，或者说相对集中。

即使公司治理相对先进的互联网企业，

现阶段主流也是如此。雷军在小米上市之后，

还持有 31%的股份；今年市值一度破千亿的

拼多多，创始人黄峥的个人持股达到 43%。

马云在阿里巴巴上市公司（电商板块）

目前只有 5%左右的个人持股，华为创始人

任正非只给自己留了 1.14%的股份。华为为

什么这么厉害？面对美国的围攻愈挫愈勇，

华为 18 万员工，股东超过 9.6 万人，他们都
是华为真正的主人。

大股东持股的最佳比例是多少？肯定不

是越多越好，但也不是越少越好！马云和任

正非这样的股份安排，现阶段还不是主流，

但一定是未来的趋势和方向。人力资本的价

值越来越比货币资本实物资本重要，“财聚
人散、财散人聚”的观念会成为更多企业家

的现实选择。

银谈主要领导和中层干部组合
老板做好人，经理做恶人；老板做恶人，

经理做好人；老板做好人，经理做好人；老板

做恶人，经理做恶人。第一个是现阶段大多
数企业的最佳选择，古人说“昏君奸臣”———

皇帝至多昏庸而已，坏的是奸臣，这是中国

人的伦理观。企业也是一样的道理———老板

要做好人，员工要爱你；经理要做恶人，员工
要怕你。但现实当中，老板却很难做好人！因

为往往他们手下的经理也想做好人———不

愿得罪人、不敢得罪人！有了矛盾有了问题，

经理不敢处理要上交到领导那里。最后老板

没有退路，只能凶神恶煞做恶人，大家见了

老板怕，见了部门经理不怕！

怕老板其实没问题，但最好是又爱又

怕。宗庆后就曾经公开表示过要做这样的老

板。员工对老板又爱又怕，这样的企业往往

执行力和凝聚力都比较好。

银谈如何避免成为复杂的家族
企业

所谓复杂的家族企业，就是由若干个相

对独立的小家庭组合在一起的家族企业。比

如王家兄弟三个，分别娶了李家、张家、陈家

的姑娘。这三个小家庭独立核算的，利益不

一致。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复杂的家族企

业———王家+张家+李家+陈家，否则三兄弟

还是王家。

慈溪有一家以鳗鱼养殖加工为主业的

民企 500 强，最早是做水产生意出身的，老

大有远见，企业还小很需要人的时候，他就

让四兄弟的妯娌一律不进公司，避免成为

“复杂家族企业”。后来公司成了中国最大的

鳗鱼养殖加工企业，四兄弟一直没有分家，

创业成功又家庭和睦。

家族企业的合法伤害权什么意思呢？我

给大家举个例子，总经理签过字的发票，财

务部经理瞄了一眼都没仔细看，直接扔回去

说不能报销。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财务经理

是老板娘，总经理是请来的职业经理人。

在很多家族企业里，存在所谓“名义权

力、实际权力、隐性权力”三条不同的权力

线，而且家族成员与以老板为圆心的血缘关

系远近与其能力不一定正好同步。因此很容

易出现这三组权力错位的情况，这也是家族

企业治理容易陷入泥淖的原因。特别是隐性

权力的存在，更可能导致弊端丛生的“合法

伤害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