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 营 企 业 发 展 环 境 问 题 33研 讨 会  

重 点 艇 点 摘 述 

第一部分 背景 

为 了引导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民建 中 

央企业委员会于 8月 3O日主办 了“民营企业发展 

环境研讨会”。会议 由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 

主席朱元成主持，全国政协常委、民建 中央副主席、 

民建中央企业委员会主任黄关从致开幕词，民建企 

业家代表、著名经济学家及有关部 门领导共 200余 

人 出席 了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 中 

央主席成思危，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邵秉仁，中国 

经济改革研 究基金会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教 

授 ，中国人民银行研 究局局长谢平，国家税务总局 

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杨元伟，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 

经济监管司副司长张焕等针对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问题发表 了各 自的观点。在为期一天半的会议 中， 

来 自全国各地的民建企业家、知名专家学者及有关 

部门领导就 民营企 业发展环境 问题进行 了广泛深 

入的研讨，著名经济学家肖灼基教授、钟朋荣教授、 

汤敏博士等作 了专题讲座。现将这次研讨 中各方面 

人士的重要的观点综合如下，以飨读者。 

第二部分 重点观点摘述 

一

、发展民营经济的意义 

改革开放 20多年来，中国民营经济经历 了由 

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 ，目前 已成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中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壮 

大的民营经济作为 中国国民经济的一个新 的增长 

点，对于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成思危 (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 

主席 )认为，除 了上述意义之外，民营企业的发展 

在以下两点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1、增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是真正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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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看得见的手”和 “看不见的手”很好的协调起 

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按照复杂性科学理论，在市场 

经济 中，虽然每个企业都是 自主经营、自主决策，但 

是它不可能不受到其他企业决策和整个环境的影 

响，这些企业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就会产生 自组 

织作用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环境包括政 

府创造的政策环境 ，通过企业的自组织作用来促进 

经营，即通过政策环境 引导企业行为从而促进经济 

的发展。 

2、有助于打破垄断。公平和效率是研 究社会发 

展 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而垄断是既没有效率又不 

公平的，我们要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来打破垄断。 

而在资源配置上，民营企业发展会使资源流动更加 

趋 向合理，它会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来调节生产。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民营企业在全球经济一 

体化的大背景、大格局中获得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同时也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应该看到， 

由于陈旧观念的束缚、政策环境的不完善等因素， 

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在市场准入、融资等方面 

还存在着制约发展的各种 问题和困难。如何从法律 

上 、政策上为民营经济创造更加 良好的环境，加大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的力度，促进 民营企业健康发 

展，不断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不仅是政府要做 的 

事情，同时也需要社会各方面共 同努力，给予高度 

的关心和支持。深入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民营经济 

发展趋势，进一步探讨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 中亟待解 

决的各类问题，十分必要。 

二、民营经济发展现状 

邵秉仁 (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 )认为，实现充 

分就业是 当前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一个十分突 

出的问题 ，包括城市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整体 

就业政策是最需要关注的宏观政策之一，为此须大 

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要优先发展 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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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这方面非公有制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2年上半年，在规模 以上 

工业企业的增加值结构 中，扣除股份制企业中国有 

控股企业的贡献以后，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已经达 

到 37．2％。在 出口总额 中，三资企 业的 比重 占 

53-3％，其他非公有制企业的比重是 3-3％，总计达 

到 56．6％。2001年底 ，城镇从业人员中，在非公有 

制经济从业的人员比重达到 62．7％。在 2002年上 

半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个体经济和其他经 

济所 占比重分别 是 15．5％和 21．1％，总计达 到 

36．6％。在 200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非公有制 

企业缴纳营业税、增值税的比重分别达到 13％和 

27．8％左右。在贸易和服务业中，随着政策的进一 

步开放，外商投资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正在加快发 

展。在 中国经济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 中，非公有制 

经济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拉动作用。可以说，非公有 

制经济在国民经济 中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 的力 

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四大瓶颈阻碍民营经济的发展 

邵秉仁指出，当前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 

体制性障碍主要有 以下四个方面： 

1、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第一，在现有的法律框 

架内，公有产权和非公有产权的实际地位不完全 

平等；第二，保护个人产权的法律规定不够明确， 

非公有制企业财产权利的保护水平比较低，部分 

企业 的产权 归属不清，存在 着戴 “红帽子”的现 

象；第三，市场主体法律框架基本形成以后，缺乏 

完整的民法规则的支持，特别是欠缺对物权、债权 

的完整规定 ；第四，公有产权的法律保护机制也不 

完善，在改制中存在着公有资产的流失现象，这也 

影响了非公有制企业的正常发展和形象。 

2、市场竞争体制不够完善。第一，部分产业中 

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由此抬高 了市场准入的门槛， 

限制了公平竞争，成为非公有制经济在重要基础 

产业和第三产业，特别是在服务业中发展缓慢的 
一 个原 因；第二，在中央政府确定扩大非公有制经 

济的市场准入范围以后，在个别具体政策或一些 

地方的办事程序 中还存在着歧视性因素；第三，在 

税费、要素使用及其价格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体制 

性的歧视现象。 

3、金融服务体制不够完善。第一，国有银行与 

国有企业之间仍然存在着一 

关系，这是非公有制经济获 

原 因；第二，中小企业金融服 

适应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需 

业在发行企业债券和股权爵 

小。 

4、社会化服务体制不够 

公有制经济提供公共服务 

门分兵把守，齐抓共管”的车 

责交叉，缺乏一个有效的政 

二，各类市场 中介组织发育 

不规范的现象。 

四、改善民营经济的政 

(一 )市场准入 方 面 

根据市场管制理论，市 
一 是政府补贴；二是行政许1 

配套条件。阻碍民营经济发』 

场准入 限制过多，待遇不公j 

行政审批过多过滥，据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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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 中对个体 、私营企业经营的行业、商品和 

经营方式加以特别限制的有 70多种，如不得经营 

钢材、铜、铝、锌等金属材料、化肥等，有的行业甚至 

允许外商投资经营却不允许本国私营企业进入，如 

金融、汽车、石油等。加上行政审批不够透明、办事 

效率低 ，导致注册时间长；在经营领域，行业准入的 

限制过 多，且存在人为的、模糊的障碍。 

(二 )融资方面 

融资难是限制民营企业发展的严重问题。谢平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指出，我国在 民营企 

业贷款问题上并没有政策、法律限制，“大银行”和 

“小企业”之间的不匹配使得信息问题、成本 问题、 

抵押品问题成为民营企业向银行贷款的障碍。 目 

前，在对个体私营经济贷款时，不 同程度地存在着 

所有制歧视；在信贷计划中对个体私营经济的需要 

考虑较少，贷款的实际利率往往高于国有企业，银 

根紧缩时个体经营企业又往往首当其冲。同时，由 

于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绝大多数是 中小企业，其 

自有资金少，信用程度不高，经营风险大，缺乏不动 

产抵押，而且贷款额度较小，与国有大型企业相比， 

向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发放贷款涉及 的交易成本 

较大，金融风险较高，因此，一般金融机构不愿意向 

他们发放贷款。此外，在上市和海外融资上，个体私 

营企业也存在渠道不通的问题。实际上，中小企业 

融资难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 

怎样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钟朋荣(北 

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 )提 出了发展小银行 、发展小 

担保公司、发展小股票交易所等途径。汤敏 (亚洲 

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 )则指出，资 

金不足 、银行融资、等靠政府政策是 民营中小企业 

融资的三大误 区，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是民营中小 

企业融资的两大途径，需加快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 

保体系、建立社 区银行 系统 、建立民营投资基金等 

方面的工作。 

(三 )税 费合理方面 

杨元伟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认 

为，目前，税费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政府 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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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不规范。除 了税收收入 以外，政府还有相 当数 

量的收费收入，这种不规范的收费制度由于它的分 

布不公平性限制 了比较公平 的税 收制度所建立的 

公平竞争环境 的效果。第二，企业所得税的差距大。 

内资与外资企业之间的税收负担差距大，内资企业 

的税收负担在 22％-24％左右 ，而外资企业的税收 

负担在 10％-13％左右。第三，现行的生产增值税和 

个人所得税制度不完善。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制度是 

生产增值税，这造成投资成本的相对过重，影响 了 

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另外个人所得税也存在不完 

善的地方。第三，税务管理不规范。针对 目前，不但 

是税重，而是税费重现象，我国应规范费改税政策。 

以上四点是我国税费方面需要改革的方向。 

(四 )保障权益方面 

成思危指 出，为 了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需要 

有三个方面的法律保障。一是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 

法律 ，如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等；二是规范市场基本 

关系的法律，如合同法、信托法等；三是规范市场竞 

争秩序的法律，如反垄断法、反不正 当竞争法、反倾 

销法等。同时，他指 出，在 中国法律的推进过程中要 

有系统性、科学性和公平性，要注意法律 的渐进性， 

隔几年要修改一下，根据形势 的变化，不断完善法 

律。 

另外，樊纲 (国民经济研 究所所长 )提 出了制 

度经济学中“改变规则的规则”概念。所谓 “改变 

规则的规则” 就是建立一种使体制和规则得以不 

断调整、不断完善的规则。他认为，原有法律 、规则 

的制定往往固化 了行政管理部门的利益和需要，而 

没有充分反映被管理者的利益和需要，从而这些法 

律和规则往往出现偏差，成为束缚被管理者发展的 

障碍。他指出，只有原有的规则、法律、行为标榜的 

改变是在有序的过程 中完成的，才能使 改变出来 的 

规则真正实现完善；只有把谁来制定规则、怎么制 

定规则、制定规则的程序是什么、谁来参与制定规 

则等问题弄清楚 了，从而通过 “改变规则 的规则” 

的改变，才能使我们 的制度、政策环境 向着有利于 

民营企业发展的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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