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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为了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 

展，从政府部门到理论界，都在选择和培育新 

经济增长点上傲文章。由于大多把经济增长点 

局限于某一消费市场 (如农村市场)、某一产业 

(如住宅业)或某些产品 (如汽车、高附加值的 

出口商品等)，虽然下了不少功夫，结果却是 

“千呼万唤不出来”，没有一个真正成气候的。 

原因就在于忽视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 

平和我国的国情。 

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大力发展 

个体私营经济，既是发达地区继续超前发展的 

关键所在，也是欠发达地区缩小差距的希望所 

在；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吸纳我国大量下岗职 

工和分流干部，已经起到并将进一步起到不可 

替代的作用。是我国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下， 

极富活力的经济增长点。 
一

、现状与特点 

我国的个体工商业者已由1978年的l4万 

人发展到1997年底的2850．86万户，从业人员 

5441．85万人，注册资金2573．98万元；到1997 

年底，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为96．07万户，从业 

人员1349．26万人，注册资金5140．12亿元。 

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如下特 

点： 

1．个体工商业主要分布在农村，城镇的私 

营企业已超过农村 

最初，个体工商业和私营企业主要在农村 

发展，近几年城镇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自 

1993年起，城镇的私营企业已超过农村，城镇 

个体工商业的比例也有所上升：到1997年12 

月底 ，城、乡私营企业户数之比为 62．08： 

37．92，个体工商业的城、乡户数之比为35．19： 

64．09。这与近年来城镇大量下岗职工的再就 

业不无关系 

2 地区分布一直是东高西低，近两年中西 

部的增长有明显加快的趋势 

1997年，个体工商业的户数东、中、西部分 

别为 1265 14万户、l102．17万户、483．55万 

户，分别占全国个体工商业总户数的44．38％、 

38．66％ 、16 96％ ．比 1996年 分别 增 长 

1．65％、8．63％和 8．79％。1997年，私营企业的 

户数东、中、西部分别为62．1l万户、22．49万 

户和 11．47万户 ，分别 占全国总户数的 

64．65％、23．41％、11．94％，比1996年分别增 

长 l5．03％、19．78％和25．33％ 

3．个体私营企业均以第三产业为主，近年 

来一三产业增长较快 

1989年时，个体工商业集中于二三产业， 

并以三产为主，二三产业所占比例分别为 

21．75％和 78．25％；私营企业也集中在二三产 

业，所占比例分别为74．24％和25．76％。 

1997年12月底，个体工商户中一二三产 

业分别占3．80％、12．25％、83．95％，私营企业 

中一二 三 产业 分别 占 1．72％ 、44．82％ 、 

53．46％，逐步向结构合理化方向发展。据析， 

第三产业发展快是因为受国民经济发展水平、 

政策导向和市场配置因素的影响，个体私营业 

主鉴于自身的条件和盈利的目的，多向投资 

少、见效快、市场容量大、利润高的领域发展。 

第一产业则是因近几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工商 

部门开展了对农村地区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个 

体工商户的登记工作，才使得对第一产业的个 

体私营企业的统计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 

4．个体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结构变化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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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在以前主要是农村 

富余的劳动力、城镇待业青年、社会闲散人员 

等，近些年已扩展到离退休人员、转业退伍军 

人、新毕业的学生、下岗职工、企事业单位和机 

关的干部等，几乎囊括社会各类人员，形成了一 

个成分复杂的群体。 

5．个体私营企业组织形式中，舍伙型的不 

断减少，私营企业中有限责任公司的比重急剧 

上升 

目前我国注册登记的个体工商户有3种类 

型：个人经营、家庭经营和个人合伙。私营企业 

也有3种形式：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 

公司。 

1989年个体工商户中个人合伙型的占 

1．21％，到1997年底占1．14％；1989年私营企 

业中合伙型的占42．58％，有限责任公司占 

4．42％，到1997年低，合伙企业只占13．6％， 

有限责任公司上升到46．06％。这主要是由于 

合伙企业里合伙人之间容易因各种原因发生纠 

纷，而且合伙人在法律上都承担无限责任，风险 

较大，故呈下降趋势；而有限责任公司则因其具 

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较为规范的特点， 

并能较好地解决私营企业资金困难的问题，股 

东们又都只承担有限的法律责任，故发展极快， 

已成为私营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 

二、个体私营企业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的地位和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体私营经济一直保 

持全面持续、稳定的发展，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个体私营工业产值 

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5．9％，消费品零售额占 

全社会清费品零售 总额的37％，从业人员占社 

会非农从业人员总数的近19％，缴纳的税金占 

全国工商税收的8．5％。目前，个体私营企业在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 

1．在发展生产、促进流通、繁荣市场、方便 

群众生活方面对国民经济起了拾遗补缺的作 

用。个体私营企业把各种潜在的、分散的生产 

要素集合起来，变成了现实的生产力，为社会创 

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 成为我国经济的一个新 

增长点。1997年，全国个体私营企业共创产值 

8475．16亿元，实现营业收人 1．73亿元，其中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9929亿元，共向国家缴纳 

税金540亿元，经济效益已很可观。 

2．扩大了就业门路，促进了社会的安定。 

个体私营经济不仅解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转移问题，更可贵的是在国家没有直接投资 

的情况下，解决了大批城镇闲散人员和下岗职 

工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据统计，仅在1997年， 

个体私营企业就安置了353．55万下岗职工 

另据测算，“九五”期间由于人口增长造成 

的新增劳动力为4356万人 (其中城镇1176万 

人．农村3180万人)；另因改革深化、社会转型、 

经济转轨造成的企业、机关下岗及分流人员将 

超过 2000万；农村由于产业结构调整，需转移 

的剩余劳动力为1．2亿。上述人员之和已超过 

了1．8亿，其消化的主要途径也只能是进入投 

资少、见效快、机制活、易于运作、利益直接的个 

体私营经济领域。 

3．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个体私营经济产 

生于市场、发展于市场、得益于市场，它的产生 

和发展促进了市场的发育，推动了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等经 

济成份一起，使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 

革不可逆转。近年来，个体私营经济在配合国 

有、集体企业的转机建制方面起到了并将进一 

步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如江苏省的乡镇企业 

改制中由个人、外商参股，收购、租赁、承包等非 

公有制渗入方式占了85％。另如福建省1997 

年私营企业共承包、租赁、兼并国有、集体企业 

319户，成立与国有、集体企业配套生产的加工 

点和销售服务点224个，对32家国有集体企业 

进行了参股投资 · 

三、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 

1．法规滞后，管理服务不到位。目前，我国 

还没有一部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法 

律，有关政策也是散见于各种文件、法规中，既 

不系统，也易造成冲突和摇摆，随意性极大。我 

国对个体私营企业至今无专门的管理部门，各 

部门分兵把守、齐抓共管，造成政出多门、责任 

不清。重收费轻管理，执法人员对个体私营业主 

“索、拿、卡、要”现象严重 中介服务组织发育也 

很不完善，使个体私营企业仅有缴纳税费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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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没有享受应有服务的权利，处于自生、自长、 

自灭的状态。 

2．竞争的政策环境不平等。从一定意义上 

讲，个体私营经济是一种政策经济，其存在、发 

展与政策法规的制定和调整关系极大，但目前 

我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其他性质的经济在政策法 

规方面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有的人只欢迎境外 

的私有经济，对其百般优惠，却害怕境内的私有 

经济，认识不到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也是民族 

经济的一部分，在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等 

方面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致使个体私营企 

业在生产要素的取得上颇受歧视，获取用地、水 

电气、贷款等都十分困难；对个体私营企业的市 

场准人方面限制严，对其实行经营和生产许可 

证的行业过多，进入国际市场就更难；未将个体 

私营企业的社会保障机制纳入统一管理，使之 

有后顾之忧，制约了其发展；对私有财产缺乏有 

效的保护，有关措施不完善，力度也不够。 

3 个体私营经济本身也存在一些需要解 

决的问题。如科技含量低、产品档次不高19,业 

人员素质偏低、多为家庭式管理；小进即满、小 

富即安的小农经济意识较重；投资经营多具盲 

目性和投机性，假冒伪劣和违法违规现象较多 

等。需要通过加强扶持、引导、管理、监督和加 

大执法力度等配套措施来逐步解决。 

四、对策建议 

1．完善有关法规，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营 

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尽快修改现行宪法， 

使其与十五大精神相一致，如保护私有财产、 

承认按劳分配以外的其他分配方式等，还应尽 

快制订(个体私营企业法)，使其在企业设立、税 

费标准、融资信贷、市场准人、对外交往、中介服 

务以及生产要素的．酉己置、保护财产合法权利等 

方面与其他所有制经济享有平等的地位。 

2．健全管理体制，强化监督管理力度。建 

议在国家有关部委里设立专门管理个体私营经 

济的机构，负责全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规划、 

政策协调和监督管理，使其成为有职、权、责的 

机构，并在地方设立相应机构，加强宏观协调和 

管理。但不要过多地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另 

外，可在此次国家机构改革中，选派一批素质较 

高的同志充实到各级工商管理部门，以提高工 

商执法水平和力度。目前全国工商管理系统的 

工作人员中，大学本科学历仅占3．9％，而中专 

以下的却占 67．78％以上，这种状况实难令人 

满意。 

3．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利于运用经济手段对其实 

施宏观调控。现在个体私营经济在我国已不仅 

关系到经济的发展，而且关系到越来越多人的 

生计，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已成为党和政府制定 

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因此，应把发展个体私 

营经济从部门的重点工作提到政府的重点工作 

的高度，给予个体私营经济以更大的关注。应加 

强对个体私营经济的产业导向，制订个体私营 

企业经营的产业目录和相应的优惠鼓励政策， 

使调控有的放矢。 

4．给个体私营企业提供发展空间和上规 

模、上档旋的机遇。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与调整 

农村结构、转移剩余劳动力、加快小城镇建设和 

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等结合起来，引导个体私 

营业主发展大农业，振兴农村经济；在公有企业 

的资产重组中，让出更多的发展空间，鼓励个体 

私营经济以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中小企业的改 

革、改组、改造，促进国企结构优化。 

5．建立和规范中介组织及服务体系，做好 

咨询服务工作 目前我国面对个体私营企业的 

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中介、服务组织很少，现有的 

个协、私协、工商联等组织在政府与市场主体问 

的信息传递方面，傲了很多工作；但市场主体与 

政府间的信息传递工作尚未得到政府有关部门 

的应有重视。根据“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发 

展和规范市场的中介组织和服务体系就显得更 

为重要。 

6．尽快使个体私营企业名实一致。目前， 

有相当多的个体私营企业以集体企业名义出 

现，或者挂靠在某个单位名下；或者明明是独资 

企业，非要挂股份制企业牌子。这样会造成个体 

私营企业底数不清，不利于宏观管理。而且由于 

产权关系混乱、责任不清，易产生腐败和经济犯 

罪 要通过清理摸底，尽快还企业的真实面目。 

口 

(作者单位：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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