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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 来经济 

发展中最活跃的经济力量之 。石狮被 

称为 “中国民办特区”，这很大程度来 

自于石狮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即 民 

营经济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石狮市民 

营经济的构成是指除国有经济成份之外 

的乡镇、三资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 

至 1998年，石狮共 有民宙 企业 13600 

多家，职工总数近 4万人，实现产值 

105 3亿元，纳税 3．43亿 元．占垒市 

财政收入 77％．可H说是 “四分天下 

有其三 。民营经济已成为石狮经济的 

重要支柱。探讨民营经济的发屣，无疑 

对了解、研究石狮经济，“及公有制的 

多种实现形式具有重要意_义。 
一

、 建市 1O年石狮民营经济发展 

的历史进程 

石狮由于过去是个农村臬镇．地处 

海防前线．长期以来国家歇乏投资。同 

时从自然条件分析，石狮地步人多．资 

源缺乏，生产条件比较恶劣。管 对这 

特点，石狮从建市之初即走上了 条独 

具特色的发展民营经济的道路：期间大 

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建市初期．是石狮民营经济起 

步并得“迅速发展的阶段。石狮率先冲 

破姓 “资”姓 “社”的思想束缚，以 

三个有利于”为原则，充分发挥侨资 

侨力的优势，利用群众 “闲钱、闲^、 

雨房”的优势，以群众集资台般的形式 

创办企业，使企业按照 “市场——原料 
— — 生产——市场 的程序进行生产 

和经营，较早地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遭。 

石狮市委、市政舸对民营企业采取 

放 、帮、促 的方针，实行保护、鼓 

励、扶持、引导的政策．促进了民营企 

业 的迅速壁展 

2、邓小平南遂讲话后，是石狮民 

营经济壮大提高阶段。邓小平视察南方 

讲话后，石狮』、民大受鼓舞，思想进 

步解放，抢抓机遇的意识进 步增强。 

石狮市委、市政晰解放思想．大胆放 

权．对企业的审批，工商部门采取报备 

制度；对用地、企业管理等市级拥有的 

经济管理权限，及时下放给镇 (办)， 

通过筒化手续 优化环境 形成了投资 

办厂的热潮。民营企业发展出现了空前 

的好势头，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的 

企业迅速增多。 

3、十五大前后．是石狮民营经济 

向规模化发展阶段。1996年以来．随 

着国内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民营企业 

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石狮市委、市 

政府紧紧围绕两个根本性转变，以质量 

和教益为中心．研究制定了新的产业导 

向政策．引导民营企业转变家族经营方 

式，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i转变单 

商品生产经营方式，进行多元化的资本 

经营 ；转变家庭作坊式的生产，加强资 

本聚集，形成规模投益；转变生产低附 

加值的现状，向高科技、高附加值升 

级，以此推动民营企业再剖佳绩。 

二、石狮民营经济运行机制的特点 

石狮民营企业在 自身发展过程中， 

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在运行机制上 

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特点。 

1、投资主体多元化．多种经济成 

份共同发展。石狮国有经济基础薄弱的 

特点，决定了石狮的经济发展只能发挥 

自身优势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形成 

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 是当地政肘 

广开融资渠道，多方等资改善经济环 

境。建市 L0年来．筹集了近 15亿元投 

入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太大改善了石狮经济发展的硬环境。二 

是充分发动群众利用侨乡优势，集资剖 

办了 3000多家股份音作形式的民营企 

业。三是政府制定 系列优惠政策．大 

力吸引侨港 台外资，刨办三资企业 

1200多家．产值近 6O亿元。四是吸引 

中央有关部门和兄弟省市到石狮投资， 

筮展内联企业 100多家，引进内资2O 

亿元。此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还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相互渗透、混合 

式的新型企业群体。 

2、初步建立适应市场运行机制的 

现代企业制度。这些多元化的民营企业 

从诞生之 日起．就摆脱了对政府机构的 

依附．避免了产权不明晰和政企不分所 

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这些企业的生存和 

发展，取决于在市场竞卓中的状况，因 

而具有强烈的竞争观念、生存观念和危 

机感。在这里，咀市场为导向和优胜劣 

汰的竞争机制，信息、资金、原材料等 

垒靠市场调节，企业完全 自主经营、 自 

负盈亏、自我发展。由于企业生产是咀 

市场为导向，形成了石狮企业十分强劲 

的市场竞争力。 

3、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已转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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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宏观调控。连市后．石jlif市政ff4x．t 

经济的管理 已从传统的下达投资、生 

产、销售、分配指标转向按照政策、政 

々、法规来进行间接的调控。 是通过 

制订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产业政策，规范 

企业行为，制定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实施 

方案。二是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经 

济杠杆和手段来调节企业分配 如埘特 

种行业提高税率、增加税负、减少社会 

分配不公。三是通过制订城市建设规 

划，大搞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企业进 步 

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四是建立中介组 

织和机构协调企业的内部及外部关系， 

特别是通过建立审计师、会计师 务所 

以及商会、同业公会等 大批中 组 

织．起到监督、机调、管理的作用。 

三、当前石狮民营经济面临的挑战 

随着市场竞争的 日趋激烈 民营企 

业面临来 自各方面的严峻挑战。 ·方面 

是来自企业本身出现的新矛盾。 是粗 

放经营与资源配套的矛盾。初始创业时 

期，民营企业主要是 数量扩张为主的 

粗放经营．造成产业结掏趋同，资金和 

劳动力投放的不舍理 使资源的开发和 

利用较差．速度与效益的增长不协调。 

二是企业组织结构分散偏小与市场竞争 

激烈的矛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 

业布局分散 经营规模小，单兵作战的 

低层次组织结构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 

化、专业化、大规模生产和市场激烈竞 

争的需求。二是技术缺乏与产品开发的 

矛盾。市场对产品的需求是不断变化 

的．企业不仅要看市场的即期需要，更 

重要的是要善于不断地开发新产品去适 

应市场，开发市场，掌握市场主动权 

四是管理落后与效益提高的矛盾。面财 

激烈的市场竞争 传统的管理已根不适 

应，民营盘业必须由家族式管理、经验 

式管理向科学管理转坐。另 方面是来 

自企业外部环境的压力。 是国有大中 

型企业已开始转移经营机制，被旧体制 

束缚的潜力正逐步释放．凭借其国有的 

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纷纷涌人曾被 

民营企业独享的市场，与强营企业 争 

高低。二是民营企业中挂靠集体的企业 

大量存在，名不符实，混淆了企业经济 

性质、产权关系和法律关系。二是随着 

我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时间的 日益临 

近，民营企业的发展空 卫将面对大量 

国外企业产品的严重挑战。 

四 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的思路和 

对簧 

民营经济要继续创新和发展．就要 

通过加快调整 使民营企业的发展形式 

和经营方式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增强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再创新优势． 

冉上新台阶．宴现企业产品高档次．技 

术高层次，管理高水平．企业高效益。 

l、切实加大结构调整力塞，提高 

民营企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水平。当 

务之急要引导民营企业彻底摆脱原姑的 

管理体制， 优势骨干企业为核心 

资本为纽带 实行市场导向、政策调控 

和行政推动柜结台．培育和组建具有较 

强竞 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 

的企业集团；要进 步规范发展股份台 

作制，鼓 币』用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 

参与收益分配；提高大型骨干民营企业 

和重点企业集体的资本经营能力 通过 

联台、兼并、收购、控般、参谋等多种 

方式，促进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优势 

产品集聚，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按照社 

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依托大企业和企业 

集团．通过产业链联台和带动 大批中 

小企业进行专业化分工协作，引导中小 

企业主动为大企业协作配套。 

2、实施名牌战略 科技兴企战略． 

促进民营经济实现质的飞跃。 方面． 

没有名牌，就没有市场。要积饭引导企 

业克服短期行为，立足于 “打名牌、创 

名牌、占市场”。综台运用行政、经济、 

法律手段鼓励、扶持和保护企业争创几 

十在垒省 至全国叫得啊的名牌产品． 

尤其是服装、鞋业方面的名牌 发挥名 

牌效应 增强石狮产品的市场拓展能 

力。另 方面，民营企业要善于掌握拥 

有人才，应用新的科技设备，新的原材 

料．应用高乖二技，在市场竞争中掌握主 

动权。要大力改善民营企业的技术结 

掏．加快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提高工 

艺和装备水平．争取到本世纪末，全市 

大中型乡镇企业技术装备有 1／3左右达 

到国际上 90年代先进水平。 

3、继续实施外向带动战略， 开 

放促改革、促调整。引导和支持民营企 

业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引进国际先进 

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民营企业转变经 

营机制．提高整体素质。要坚持走以开 

压夏 

放促改革的路子。优化民营企业出口产 

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支持 

民营企业更加积极台理有效地扩大利用 

外资．鼓励大型骨干民营企业和重点民 

营企业集团与国外大公司、大财团开展 

各种形式的台资台作。支持有条件的民 

营企业和企业集匝开展跨国经营，以海 

外投资带动产品、技术出口，使民营企 

业的外向开拓能力提高到 ‘个新的水 

平。 

4、提高民营企业管理水平 努力 

建设 支高素质的民营企业经营者队 

伍。随着民营企业规模逐步扩大、装备 

承平逐步提高，管理跟不上、经营管理 

者素质跟不上的问题 日益严重突出。这 

是当前部分民营企业缺乏竞 力的重要 

原固 固此，要弓i导民营企业全面加强 

各项管理．重点抓好目标成本管理和质 

量管理，推进企业管理的制度化、规范 

化、科学化。犬中型民营企业要在管理 

制度上逐步与国际接轨，提高现代化管 

理水平。要培养 支掌握现代市场经济 

知识、怖经营、善管理的高素质的民营 

企业经营者队伍。通过多种途径．加强 

对民营企业厂长、经理的培训和教育． 

全面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业务素质， 

提高决策能力和管理能力 使他们能够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驾驭企业的发展。 

5、优化服务．为 民营企业的发展 

创造 个宽松的外部环境。 。要加强领 

导。各级各部门要增强发展民营企业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从宏观上加 指导、 

扶持，及时掌握民营 i=}=业发展动态， 总 

结经验，为企业排忧解难，搞好服务。 

二要抓政策配套落实。要保证政策到 

位 要贯御扶持股份台怍制企业、企业 

集团、大中型多镇企业的资金、人才、 

科技、税收优惠等方面措旖的落实。三 

要提供优质服务 要切实增强服务意 

识，简化办寸[程序．提高服务质量。要 

大力培育和发展资产评估、产权交易所 

等中介组织，为民营企业股份台作制的 

发展、完善、规范提供全方位服务。要 

大力发展同业公会．发挥同业公会在提 

供信息、协调竞 、组织技术开捷、开 

拓市场和提高行业管理水平、规范行业 

职业道德等方面的作用。臣 

(作者单位：石狮市政阿刃 公室) 

责任编辑 赵 慧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