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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本栏 犏辑

翅晓蘸

旦——一 ｒ ７
—
ｔｔｄ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特 别是近年来，我国民营经济

㈠ 企业发展规模 化。一些 民营企 业在市场竞争 中越来越

沐沿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得到了迅 速发展．无 论是经济 总量

感 到。有规模的就有知 名度．就有竞 争力．就可出效益，于

还 是运 行质 量，无论是经济效益还 是社会效益 ．都取 得了令

是他 们在完成初步的资本积累后，积极 融通 资金 ．努力扩张

人 瞩 目的成 绩。至 １
９
９
６ 年底．全国 民营企业发展到 ８Ｉ９ 万

规模 ．目前注册资金上亿元的 民营 企业比比皆是。我国 内地

户，从 业人员 １Ｉ
７．
１ 万人．注 册资 金 ３
７
５２．
４ 亿元。民营经

最大 的民营企 业希望集 团创办 １
４年 来。以裂变式的速度 向前

济 已经成 为社会主义 主市 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正在 以

发展．Ｉ
９９６年年 产饲料 ２
５
０ 万吨，产值 ５
０亿元 ．在国 内就

无 限的发展潜 力、迅猛 的发展 势头、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生

拥有企业总数 ９
３家。“希望牌

命 力．迎接新世纪 的到来。

被 评为全国 民营企 业五百强第一 、 中国饲料工 业百强第一。

民营 经济 撑起 一片蔚蓝 的天 空

集 团董事长刘永 行刚刚被美国权 威的 （
福布斯）商业杂志评

我 国民营经济 是在不断突破 思想障碍的过程 中。一 步一

为１
９９
７ 年 全球 ５
１
３
０ 富商第 ２１
９位。

步发 展起来的。建 国后 的前 ３
０年．受左 倾思 潮的影响 ，我国

㈢ 资本结构 多元 化。一些 民营企 业家在实践 中体会 到．

在政 策、法律上慢有赋予 民营 经济 以合 法地位．民营经济发

仅仅依靠本身积累．是难 以有大 发展的．必须通过资本经营

展缓慢 ，基 本处于停顿状态 。党 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

来壮大规模。民营北京 四通集 团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全党全国工 作重 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资产重组．经过两年的奋斗．Ｉ
９９３年 ６月．终 于使 四通股票

来 。在这一方针 的指导下， 民营经济得到傲 复和发展 ．涌现

在香港证券交易所挂牌上 市。湖北美 力集 团是荆 州第二大 民

出了一 批民营经济大户 。１
９８
７年 召开 的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

营企业，１
９
９５年 以来 ．为了开发武陵地区的资源．先后吸收

提 出了 “
私营经济是对公有制必要和有 益的补充 后．民营

了五家地方企业Ａ股 ．吸 收股本 １
０
００ 万元．组成资产规模

经济外 部环境 比较 宽松 ．出现了较 快增 长的 时期。小平同志

达６
００
０ 万元 的股 份有 限公 司。目前正积极 筹划股票 上市

南巡 讲话 和党 的十 四大 以后 ．我国 民营 经济的发展 迎来 了
三个有利于

Ｊ６

饲料销遍全 国．希望集 团也

香港分公司为核心，进行

。

㈢经营层次 高度 化。髓着 民营经济规模的扩大，经营层

的春风．每年部 以翻番 的速度 向前发展 。”
八

次也逐步提高，开 始向工厂化、专 业化发展 ，向深加工 、技

五 期 问，全 国民营企业数增长 ５．
７ 倍 。目前，我国 民营经

术密集型、现代管理型转化。温州的桥 头市场开始 由几个农

济的发展 已经进Ａ 了一个新 的历 史阶段 ．初步呈现 出 “
五大

民 自发摆 摊摆 起来 的．经过多次 弓『
导和建设 ，目前 已建成一

特征 ：

个 年成交额上百 亿的全 国有名的钮扣市场。民营科 技企 业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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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财会》９
７年 １
２ ．
ＴＩ
－
Ｊ

大方正采用国际流行 的０ｎ 仿 式建 立 自己的产业 ，制造 出北

的管理模式， 从而带来了管理 上的漏洞和 决策上的 失误。

大方正电脑 ，１
９
９
６ 年初 期销 售量就突破 ３
３万台．创造了 良

㈢竞 争环境不够宽橙。民营企业 尚无法 与其他 企业 在公

好的业 绩。

平的基础 上展开竞争。这 主要 表现 在：（
１
）
民营企 业的经营 范

㈣ 生产布局集 中化。在市场大潮 的催 生下 ，全国各地 涌

围受到限制。近几年 民营企 业的行 业领域迅 速扩 展，并开始

现出了一批专 业村 、民营经 济园、民营经济 区。临沂市有 各

涉足高科技产业。但法律 法规限制 民营企业全方位拓展经营

种类型的专 业村 １
０００ 多个．其 中，适应 市场 发展 要求 而形

范围。 目前，三资企业 的经济范围几乎涵盖 了国 民经济的各

成的服装、鞋 类、皎 合板、装饰材料 等专 业村就有 ２１
０乡个

个领域 ，金融等行业均开始对 三资企 业开放，而对 民营企业

上海嘉定 区建有 。
希望 、“
蓝天”、“沪太 、。大众

四个 民

仍 是禁 区。这种 产业封锁和 所有权 保护主义使 民营企 业与其

营经济 区，共吸纳 了５
９
００ 多 家企业落户．注册资本达 ５
４．
２

他性质 的企业 在竞争的起点上就不平等。（
２
）
民营企业经营规

亿元。

模受到 限制。 民营企业规模受 到限制。 民营企业规模小 ，要

㈤营销 方式 市场 化。一些民营企业 主正在摆脱传统的推

扩大规模需筹集资金 。但各专业银行不是 以效益 为标准 ，而

销方式，通过狠抓产品质 量、加 大科 企联 姻、培撞知名 品牌

是 以所有制 为标 准确定贷款 对象和贷款规模，把 服务重点定

等市场手段，增 强产 品的竞争 力。山东省朦州市 民营企业先

位在国有大 中型企业。 民营企业取得贷款 难，且额度小、利

后打 出了 “联力牌

牌旋 转接 头、 龙泉

率高。（
３
）
各 种费用 负担不 平等 。有关单 位 把 民营 企业 当作

塔 ”牌 家具以及 。
洁 晶 牌 食品等 ２
０多个地方名牌产品 。扩

“
唐僧 肉 ，个个想捞 一块，都 以各 种名义收取 费用。某地最

大了产品知名度。

近不完全统计，各项 费用负担多达 ２Ｂ种，从 一定程度上 挫伤

金属软管、 。
永强

经过多年的发展．民营 经济 已是国 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了民营企业 的发展积极性。（
４）
合法权 益得不到保 护。有 些地

分和 新的增 长点。一是成为富县富兰富 民的 “
活性细胞。 一

方口头上 说民营企业 如何重要，但一遇到 实际问题 时，仍用

人带 多人．一户带多户，一业 带一片，一厂带 一村 的格局 已

“
有色眼睛”看。

经形成，不仅大面积致富 了群众 ，而且增加了财政 收Ａ；二

㈣改制相当 困难。民营企业 进行股份制改造是快速发展

是成为城市再就业 的主渠 道。到 １
９
９６ 年底，在 ５
ＯＯ 万名 再

的一条捷 径．是实现 。
二次创业

就 业下 岗职工 中，民营企业吸 纳的有 ２
０Ｏ 万。

产权．成 为民营企业 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最大 障碍。众所周知．

民营经济亟待 走出层层 阴髟

的重要举措。但如何 明晰

民营企 业在创业 初期 启动资金五花八 门，这种现象 自然造成

民营经济在高速发展、取得明显的社 会和 经济 效益 的同

一

种模模糊糊的 产权 关系。民营企业规模小 时，大家谁都不

时，由于历 史的原 因和 民营企 业家 自身的局限．也暴露 出一

说产权 的分配； 当发展成 为上百 万、上千万，甚 至上 亿元资

些同题 。直接影响 了民营经济的健 康发展。

产时。进 行股 份制改造．需要 清晰的产投关系．这样就触 动

㈠ 所有制混 乱 一些 民营企业 为了寻求 自我保护、自我

了每个人 的利益

发展，利 用挂 户经营、假承 包、假承租 等多种 手段． 以集体

民营经济迎来 了又 一个大发晨的春天

企业名义登记注册。“
假 集体 在 全国各地普遍 存在，数量很

江总书记在十五 大报告中指 出．非公有制经济 是我 国社

大。 假 集体”现 象的普遍存 在，影响各级政府决策 的科学性

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个体、私 营等非 公有 制

和准确性，不利于 宏观调 控；搞乱 了企业产权 关系 ，民事责

经济要继续鼓励、 引导，使 之健康发 展。这 为民营 经济带 来

任主体 不清；增加了行政管理上的 困难， 同时容易 引发经 济

了大发展的春天，全 国上 下必将掀 起一个新 的民营经济发展

犯罪和 消极 腐败现象，既损害 了利益．也败坏 了党政 机关和

热潮。我们应 当正视 民营经济 发展中存 在的一系列问题，采

集 体企 业的名声。

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推动 我国民营经 济登上 新的 台阶。

㈢ 内部管理滞后。一些 民营企业经 过＋ 多年 的发展。已

第一、广泛 动员，形成 良好 的发展气候。民营经济要 大

经从小 商店、小作坊、小 皮包公司发展 成现代化工厂、股 份

发展．必须要有与 之相适应 的 。大气候”。因此，必须通过各

公司、企 业集 团。一般 企业 只从这 些变化中看到资 金的积累

种 方法 ，浓厚民营经济发展的 舆论氟围。抓 住贯彻落实十五

规模 的扩大．而这 背后 隐台着的 发展 战略、经营 管理 方式

大精 神这个 大好契 机，引导广 大干部群 众深亥Ｉ
领会江总书记

企业组织形式甚至企业产权制度的 变革却 常常被忽 视，他们

在报告 中提 出的 。
非公有制经 济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

往往∞然沿袭 “
事必躬亲”
、。
一人说 了算

成 部分” 等重要 论述． 努 力把 广 大干部群 众的 思想统一 到

等传统的起 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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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有利干”上 来，统一到十五大精神上来 ，统一到加快 发

集体 ”
，严格 执行有 关规定，党政机关、社会 团体 、事业单位 、

展民营经济上来。二 要组 织能人走 出去参观 、学 习，开拓 视

国有企 业和集体 企业，均 不得出具虚 假证 明，使 民营企业注

野 ，打开封 闭思 想，消除模糊认＇
ｉ
＿
Ｒ，把大批能 人弓ｆ
导到发 展

册登记 为国有或 者集体企 业；民营企 业不得以国有企业或者

民营经济的行列。三要大 力宣传 和推广先进典型。要利用 各

集体企业 名义登记注册、从事经营，违反规定者 ，予 以查处

种会议和广播电视、报刊等舆 论工 具，宣传大 力民营经济 的

并追 究相应责 任。要逐步清理 “
假集体

好处，并把那 些 。冒 出来的 民营企业典 型搬上电视屏幕，写

展 的城镇 集体企 业清 产核 资工作 ，先 把城镇集 体经济 中 的

进报刊，让典型 弓ｆ
路 、开道．努 力在全社会形成一个人人 想

”
假集体 清理 出来，对挂 靠双 方在产权 问题 上没有异议或经

民营经济，人人议 民营经济，社 会各方 面扶 持 民营经济、发

过协 商能够顺 利解决的，重新 登记 对双方在产权 问题 上存

展 民营经济的大气候

在纠纷、产权 关系复杂的，要在认真评估的基础上明晰 产权 ，

第二 、正确 弓ｆ
导，开辟 大发展的途径。一要帮助他们 制
定 出近期或远期 的发展 目标 ，鼓励他们做 大生意、发大财 、

企业

结台全 国开

既要避 免国有 、集体资产的流失 ，也要舫止对私人合法财产
的侵 占。

当大老板，引导他们努 力实现 “四个转变 ”
：一 以规模效益 为

第四、完善政 策，优化 民营经济 发展 的软硬环境

要进

中心，实现 由数量增长型 向质 量效 益型转变；二 以发展专业

一

村（
镇）
、专业园 （
区）、专业市场为重点，实现由分散经营、

部群众 ，特 别是 民营经济主的积极性调 动起来 。要进一 步坚

单体嘭胀 向区域 化、集约化整体扩张转 变 三 以市场为导 向，

持做到放心 、放 手、放胆 ，不限发展 比例 不 限发展速度、不

实现由内向型为主 向外 向型转变；四 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为

限发展规模 、不 限经 营方式 、不限经营范 围 （
国家明令禁止

目标 ，实现 由传 统家长式 管理 方式 向现代化科学管理方式 转

的除外）。切实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要象抓减轻农民负

变。二要完善 民营经济组织．特 别要重视和支持工商联的工

担、减轻国有企业负担那样，抓 制止对 民营企业的 “
三乱”

作，发挥工 商联 的独特优 势和 民间商会的作用。所有 民营经

要 充分发挥政府 的宏观管理 职能，引导 民营经济者扩大再生

济组织 都要 开展 各种活动，通过 多种 渠道 ，着 力提高 民营企

产，把资 金投入到 国家和地方最需要的产业中去 ，弓ｆ
导他们

业家的政治素质和法律 意识。三 是努力培育市场，加快 市场

加强技术进 步和 经营管理 ．提 高经济效益 进一步完 善政策，

建设 ，为 民营 企业主提供 更为广阔的经营 “
舞 台”。工商 及

协调 部门关系．帮助民营企业解决 困难。加 强工商 税务、劳

各有关部门要 尽快建立健全信 息机构，定期到 市场上发布 信

动 、市 场等方面 的管理 规范经营行 为．维护正常的经 济秩 序

息，传递信 息情 报， 引导 民营 经济 不断 向前 发展 。

积极支持和 帮助 民营企 业进行改制，特 别是对上 规模 的 民营

第三、加大力度，积极 清理 假 集体 企业

要避免企

步制订和完 善民营经济发展的激励政氘 靠政策把广大干

企业 ，要象加快 国家、集体 企业改革一样，成立专 门班于 ，抽

业所 有制混乱带来 的危 害－需从实际出发－积极而慎重地处

调业务骨干，探入到 这些企业 中去 ，指导企业进行改制工作 ，

理 “
假集体

推进 民营企业的股份 化

企业。要严格把好登记关 ．防止 产生新 的 “
假

（上接 １
９页）

把那 些说 柳树可 以做车头”的人捉了起来，宣布他们 的 “
轩

翻唐朝建 立后粱，自称 为帝 ，史称 “粱太祖”
。此人狡猾、残

佞 之罪 ，熬后就

忍、穷兵黩武 ，是历史上一个反面人物。笔者举此例不是宣

当面 朴杀 之“。

封建时 代的官僚、 士大 夫的特点之一 ，就 是唯唯诺诺，

扬农 民起 义的叛徒，而是想说 明即使 在封 建社会里，也有彖

阿谀奉承 他们 为 了保住 自己的 乌纱帽，不顾客观事 实．唯

敬翔那样 敢于 讲真话的人．难道我们社 会主 义社 会的干部反

长官 意志是从 ，这 是不奇怪 的 遗憾的是，这种封建 时代长

而做 不到 幺？

官与下属 的关系， 至今 在我们的干部队伍里 还有 它的影子。
在此说 明一下，朱温本来 是唐 朝末年农民起 义领袖黄巢

如果我们的干 部部 能坚持原则 ，敢说真话，办实事，求
实效，如实反映情况 ，不搞 柳树 可 以做车头 那一套把戏，

手下的一 员大将 ，当起 义军 遇到 危难之际做了叛徒 ，向唐 王

则 我们 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少一些挫 折．实现 国民经济持续

朝投降 ，唐禧宗赐名 全忠”，封梁王。公元 ９
０７年，朱温推

发展的步伐就会更快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