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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湖北省民营经济发展现状入手，通过与浙江省对比分析，指出了湖北省民营企业发展中 

存在的主要 问题 ，提 出了发展湖北省民营经济应在扩大民营企业规模 、树立名牌意识 、发展外向型经济 

和进行科技创新等方面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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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北民营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湖北省民营经济近年来有 了很大发 

展。据省工商局统计，截止 2003年底．民 

营企业注册资本总额达到 1 072亿元 ：民 

营企业达到 86515户 ．比 2002年新增 

22．29％，其中注册资本 l 000万元以上的 

达到 1 993家 ．比2002年增长 63．95％； 

2003年全省个体经济实现产值 933．7亿 

元 ，增幅为7．5％。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势 

头在对外贸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据湖 

北省政府公布的数据 ，至 2o03年 ，全 省 

民营企业外贸进出 口总额增至 3．1亿 美 

元 ，远远高于 2000年的 224．2万美元 ．在 

全省进出口中的比重由 2O00年的 0．07％ 

迅速跃至 6．1％．对 当年全省整体外贸增 

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17．2％．特别是民营企 

业外贸出 口达到 2．3亿美元 ．同比增长 

51．6％．占全省外贸出 口的 8．6％．对 当年 

全省外贸出口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25．2％． 

成 为推动我 省外贸 出 口增长 的重要 源 

泉。民营经济发展的 良好势头使其在全 

省国 民经 济 中的地位 越来越 重要 。到 

2003年底 ，民营经济在全省 GDP的比重 

已经达到了 39．9％．民营经济的资本总 

额 、工业增加值 、实现利税 ．在全省工业 

中所 占比重 已经分别达到 20％、40％和 

28％。民营经济的大力发展还为社会提供 

了大量的工作岗位 ．有利于缓解就业压 

力。2003年个体和私营经济从业人员达 

到了 354万人 ．同 比新增 23万人 ，其中 

安置下岗失业人员 9．3万人 ．无疑有利于 

全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这些都 

标志着 湖北 民营经济发展实现了数量 、 

规模和效益的同步增长。 

通过与民营经济发展较早的浙江相 

比(见附表)．湖北 民营经济发展主要存 

在以下几个问题 ： 

1．1 企业规模偏小 

综观附表．与浙江省民营经济相 比． 

湖北省民营经济有如下五个特征：一是 

民营经济在 GDP中的比重低。浙江高达 

71％，而湖北只有 39．9％；二是总量小。湖 

北 民营企业数量不足浙江 的 1／3：三是个 

体户 比重大。规模以上企业少．浙江省私 

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的比值约为 1：5．而 

湖北省的这一比值约为 l：12．规模 以上 

企业数浙江省是湖北省 的近 4倍：四是 

年销售额低 。我省最大的民营企业年销 

售额是 20亿元 ．10亿元以上的民营企业 

只有 4家．而浙江最高的达到 ll8亿元 ， 

超过 100亿元的就多达十数家；五是民 

营企业从业人员 比重低 ．我省民营企业 

的从业人员占总人 口的比重为 5．53％，全 

附表 21103年湖北省与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规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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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平均为 6_3％，而浙江高达 14．6％。另据 

有关资料显示 ．2002年进入全国民营企 

业 500强的企业浙江有 188家 ，湖北民 

营企业只有 3家 ．仅为浙江的 1．6％。由上 

述特征可以看出．湖北省民营企业规模 

偏小。民营企业规模偏小反映了民营经 

济发展的初始性和低水平性．这也正是 

湖北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弱势之所在 。我 

省民营企业规模偏小 ．原因是多方面的 ， 

其中最主要的是缺乏民营企业家 ．绝大 

多数 民营企业业 主尚未转变思想观念 ． 

安于现状，缺乏企业家精神。 

1．2 名牌产品缺乏 

发展名牌产品是我省民营经济乃至 

整个社会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迫切要 

求。名牌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企业和一 

个地 区经济实力的象征。国内经济发达 

地区的成功经验表明 ．创一个名牌 ．可兴 

一 个企业 ．带一个行业 ．富一方经济。而 

且，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国外企业和品牌 

将大举进军中国市场 ．湖北也不例外，民 

营企业及其产品必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 

战。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只有打造更多的 

名牌 ．才能在 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 

有一席之地 ．才能强有力拉动我省民营 

经济快速增长 ．实现跨越式发展。 

但是 ，目前我省民营企业的名牌产 

品发展形势十分严峻。从数量上看 ，我省 

民营企业仅有 1个产品被认定为 “中国 

名牌”．而浙江省民营企业的中国名牌产 

品有 5个 ；全国重点大型零售企业 2001 

年商品品牌销售排行中，我省没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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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民营产品品牌上榜 。从名牌的含金量来 

看 ，我省产品总体竞争力不强 ，市场 占有 

率低。名牌不名 ，质量总体水平不高 ．关 

联度偏低，带动性不强。名牌的缺乏严重 

影响了我省经济实力的增强。制约我省 

名牌产品发展的瓶颈主要有以下几个原 

因：一是缺乏 良好 的法 制环境 ．存在 “无 

法可依”的情况 ；二是“打假保名牌”存在 

薄弱环节：三是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使名 

牌产品在开拓市场时阻力重重。 

1．3 民营经济出口外向度低 

外 向型经济可 以出 口创汇 ．带 动 

GDP高速增长 ，创造成千上万的劳动就 

业机会。因此，民营企业能否有效地 与国 

际市场接轨 、能否有效地增强进 出口能 

力 ，将对民营经济乃至全省经济 的发展 

产生较大的影响。浙江省民营企业 出口 

额为 151．8亿美元 ．而湖北仅为 2-3亿美 

元 ，不到浙江省 2％：浙江省民营企业出 

口占全省出口额的比重为 36．5％．而湖北 

仅为 8．6％．对整个出口支撑作用很微弱。 

制约我省 民营经济出口的主要是政策方 

面的因素。一是民营企业无法享受国企 、 

三资企业享有 的优惠政策 ，如资金借贷 ． 

税收优惠等 ，处于不平 等的竞争地位 ：二 

是部分配额商品的进出口对企业有一定 

的规模 ．年限 、业绩等 要求 ．这 一限制把 

部分 民营企业挡在 了门外 ，出口业务发 

展受到限制。 

1．4 科技型企业少。产品科技含量较低 

从绝对数上来看 ．湖北省 民营科技 

企业仅为浙江省的一半。湖北省 民营企 

业大多数科研创新能力不强 ，最突 出的 

表现是产品档次低 、技术附加值低 ，我省 

民营企业仅 有 489家通 过质量体 系认 

证 ．669种产品通过了产品质量认证 。随 

着科技全球化和科技创新速度的不断加 

快 ．原来 以生产 中低档产品为主和以劳 

动密集型 为主 的产 业逐渐丧 失竞 争优 

势 ，目前迫切的任务是提高产品的科技 

含量 ．但 大多数 民营企业 由于资金 、规 

模 、经营理念等种种因素 的限制 ，缺乏科 

研创新能力。 

2 加快湖北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 

通过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横 向比 

较和湖北 民营经济 自身发展 优劣 的分 

析 ．要实现湖北民营经济跨越式的发展 ， 

重点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2．1 加大国有资产退 出力度 。提高民营 

经济比重。扩大 民营企业规模 

一 是民营企业可 以通过收购国有企 

业上市公 司的股权即买壳上市 ，既可避 

免繁琐严格的上市审批程序．以取得上 

市资格 、募集资金或合并 自身业务，又能 

使民营企业快速获得成本低的融资 ．从 

而提升公司价值 ，加快 自身发展。 

二是针对湖北规模小、结构重复的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可以按照市场规则 

通过并购取得控制权 。并 购是民营企业 

成为规模企业最直接的途径之一 ．一方 

面可 以盘活国有资产 ，另一方面 ，民营企 

业可以降低内部交易费用，取得规模经 

济效益 ，使企业做大做强。 

三是对于湖北开放的城建 、公用事 

业 、文化产业等领域 ，民营企业可以依据 

政策通过特许投标 、签定合同 、承包经营 

等方式进人 市政公用事业可在实行政 

企分开 、政资分开的基础上 ，大力吸纳 民 

间资本 ，广泛引进民间投资主体 ，使城镇 

公用事业投资主体多元化 ，成为符合现 

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市场主体。 

2．2 树立名牌意识 。加强实施名牌战略 

一 方面．政府要树立名牌意识 ．加大 

实施名牌战略的力度 。政府可从 以下几 

个方面人手 ：一是成立专 门机构制定和 

推进我省名牌发展战略 ．使名牌产品的 

发展纳入政府的议 事日程 ；二是加强法 

制建设 ．打击假 冒伪劣 ，营造名牌成长的 

法制环境 ．切实保护好名牌产品的利益， 

克服严重 的地方保护 主义 ，使名牌产品 

能顺利开拓市场： 是加强对名牌 的质 

量管理 ，成立专门的名牌质量管理委员 

会 ．坚持 “精品名牌”战略 ，提 高名牌 的含 

金量 ，使名牌真正“名副其实”。 

另一方面 ．民营企业 自身也要注重 

品牌的培育和提升。第一 ，企业要不断提 

升品牌资产 ．提高品牌知名度 ，增强品牌 

忠诚度 ，这是取得名牌效应的重要因素 。 

第二，要树立长期诚信经营的发展理念， 

建立和维护企业在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心 

目中的实力和形象。企业只有建立并维 

护 良好 的信誉和坚持 以质取 胜的原则 ， 

其名牌才会 “名 副其实”，才能在市场上 

持续稳定地发展并实现品牌延伸。 

2．3 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让更多的民 

营企业走出去 

要使我省更多的民营企业走上外 向 

型经济的发展道路 ，首先 ，政府必须在政 

策方面取消或放宽现有的不合理及不利 

于民营企业 出口的种种限制 ，采取积极 

措施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出 口，如 ．在出 

口退税 、出口融资等方面给予 民营企业 

公平待遇；调整优化民营企业产业结构 ． 

培植出 口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形成一 

批民营经济 出口的骨干企业和排头兵。 

其次。民营企业自身要注重“挖潜”和“拓 

新”。一方面 ，致力于提高现有外贸出口 

产品的质量 ，继续巩固和扩大湖北传统 

产品及特色产品的出口：另一方面要不 

断开发新的出口产品 ．拓宽出口渠道 和 

出 口领域。如 ，在保持我省对美国 、欧盟 

等少数国家和地 区的出口市场同时 ，民 

营企业应积极 开拓对周边 国家及 中东 、 

东欧 、俄罗斯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出 

口。只有让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和产品 

走出国门，才能更好地为拉动湖北经济 

发展服务。 

2．4 大力推进企业的科技创新 。提高产 

品的科技含量 

一 方面，民营企业要努力提高企业 

自身素质，树立科技创新的意识。创新的 

方式除 自身进行科技创新外 ，更多的是 

积极主动与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姻．直接 

或间接利用各类先进 的科研成果和新技 

术．将知识转换为生产力 ，提高产品的科 

技含量 ，增强 自身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 ，政府要支持和鼓励民营 

企业科技创新，提升民营企业产品的科技 

含量。一是加强培育科技中介组织 ，为民 

营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提供专业化的中介 

服务．指导民营企业进行创新 ，降低科技 

创新成本和风险；二是 为民营企业提供 

科研信息平 台，鼓励民营企业 申报科研 

项 目．并在财政和税收方面给予一定的 

政策支持 ；j是扶持民营企业创建科研 

机构和技术研发 中心 ．支持和鼓励民营 

企业加大研究开发投入力度；四是引导 

和推进民营企业与湖北省各高校及科研 

机构的联姻 ，以充分利用湖北省的教育 

科研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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