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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是非公有制经济吗 

氍营往询 

孝 

关于民营和民营科技企业若干问题的思考 

哩斜撒 也 

不久前笔者从报上看到一则信息， 

国家某政府部门在珠海召开的一次工 

作会议上提出，要求各地停止使用“民 

营企业”的提法。窃以为这个问题值得 

商榷。比如“民营科技企业 这个称谓 

是上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的．能不 

能提呢?前不久，笔者曾写过一篇文 

章 ，建议“尽快 研究落实是营科技企业 

的法律地位和科学化、规范化管理问 

题”，现再就“民营”和“民营科技企业”若 

干问题发表一点一孔之见。 

(一)民营和改革 

“民营企业”能不能提，窃以为关键 

在于民营企业是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 

有没有存在发展的价值和生命力。如 

果客观不存在，或者虽客观存在，但没 

有发展生命力，那么不管谁提，它都不 

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反之，即使不提，它 

也不可能在实践中消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随着改 

革开放，我国出现了两种新的企业类型 
— — 乡镇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这两 

种新的企业类型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 

“民营”。是脱离计划经济“国有国营”的 

路子而出现的两种新的企业形式。 

上海 民营 科技 企 业最 早 出现 在 

l984年，当时的“官名 叫“民办研究与 

开发机构 。那一年中共中央发布了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接着 1985 

年3月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科技体 

制改革的决定)，提出“适当发展技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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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经营机构 。之后，上海市人民政 

府才将上海“民办研究与开发机构”更 

名为“民办科技经营机构”。1993年经 

国务院批准，国家科委和国家体改委联 

合召开“全国民营科技型企业工作会 

议”，发布了《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科技型 

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会议明确提出 

“民营科技企业”这一称谓，指出它“是发 

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的有生力量，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 

成部分”。199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召 

开了全 国科 学技术 大会，同时发布 了 

(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决 

定>确认“民营科技企业”这一称谓。指出 

“要继续鼓励和引导其健康发展”。 

从民营科技企业这段发展历史不 

难看出，是营科 技企业完全是改革开放 

实践的产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 

科技体制改革相结合的产物，如果“民 

营”和“是营科技企业”不能提+又如何看 

待这一段改革实践的历史 呢?现在上 

海民营科技企业已发展到 8000多家。对 

于客观存在的这样一支有生力量。窃以 

为不能视而不见，重要的是要认真总结 

经验。研究存在问题，从中找出规律性 

的东西，确定其法定地位，落实规范化、 

科学化管理问题，并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确定的方针。“要继续鼓励和引导其 

健康发展”。 

(二)民营和国营 

民营科技企业作为一个群体，它是 

●虞文事 
从“民办”发展而来 的。从“民办”到“民 

营”，窃以为是一次质的飞跃。大家知 

道，资本主义社会的民办、私营都属于私 

有民营；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经济是 

不是必须国营?能不能民营?这是长 

期以来理论上，实践上没有解决的一大 

问题。 

现在 的国有企业 。文革前叫国营企 

业，并有“中央国营”和“地方国营”之分。 

“国有”、“国营”一字之差．窃以为有很深 

的改革意义。国营企业是指国家(政府) 

直接经营管理或垄断经营的企业；国有 

企业Ⅲ 是指国家(政府)投资或国有企事 

业单位用国有资产投资建立的企业。 

“国有 和“国营 两者有联系也有区别。 

国营企业必然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则 

不一定是 国营企业。把国有企业 同国 

营企业混同起来，这正是国企改革急需 

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改革实践证明 

并将继续证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不应 

该由国家(政府)直接经营管理或垄断经 

营。 

“国营”和“民营”都是指企业的经 

营机制而不是指产权关系。民营相对 

国营而言，两者的基本区别在于是不是 

政企分开。我国公有制经济长期以来 

走的是单一的国营经济路子，政企不分。 

不仅对所有国有企业实行“国营 ，而且 

对民有集体经济也采取“国营”或类似 

“国营”的办法。因此 ，社会主义公有制， 

能不能突破“国营”摸式，政企分开，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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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实 践中能否解放思想的一个 

重要问题。 

“民营 作为企业的一种生产经营 

机制，它的基本特征是“四自”，即“自筹 

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与政府脱钩。我 

国乡镇企业的兴起，对计划经济时的国 

营机制作了第一次突破。乡镇企业包 

括集体经济、个体、私有经济，总体属于 

民有经济不是国有经济。乡镇企业的 

兴起，不仅表明个体、私有经济属于民 

营，而且集体经济这种公有制经济也应 

该民营，不应该走“国营”或类似国营的 

路子。这次 突破初步出现 了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发展的 

格局。 

民营科技企业 的崛起 ．是对计划经 

济的国营机制又一次突破。这次突破 

比乡镇企 业意义更 为深远。前者是从 

国有经济的外部突破，后者剐从国有经 

济的内部突破。我国的科技机构长期 

以来存在三太问题：一是单一的国营模 

式，二是与经济分离，三是科研成果长 

期停留在“样 品、礼品、展 品”阶段 ，不能 

成为产品、商品，走向产业化、走向市场。 

民营科技企业 的崛起 ，不仅有利于解决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而且 为国有企业的 

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新鲜经验。 

企业是生产经营的经济实体，对于 

这个经济实体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历来 

认为是不能分开的，所谓国有国营、民 

有民营、私有私营。改革开放的实践开 

拓了我们的视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 

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根据马克思主 

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所有权和经营 

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全民所有制工 

业企业法”从 立法角度进一步踞确这个 

问题。该法第二条指出：(全民所有制) 

“企业的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家按照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 

经营管理“。请看，“全民所有 ‘企业经 

营管理”而不是国家(政府)经营管理，这 

就为国有企业的政企分开问题奠定了 

理论和立法基础。民营科技企业中的 

“国有民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 

来的。 

(三)民营和私营 

民营经济从我国兴起之后，有人就 

把民营同私营等同起来，甚至说不讲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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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主要 是忌讳私有化。最近从报 上又 

经常看到把民营经济视作非公有制经 

济的报导。民营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 

不是私营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这个 

问题有必要弄清楚。 

窃以为民营和私营有联系也有区 

别。私营属于民营，民营不等于私营。 

对于民营，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有 

不同的意义。资本主义社会的民营，就 

是私营，两者是等同的；社会主义社会 

的民营，除了包括个体，私有经济之外， 

还包括实行民营机制的公有制经济和 

混合经济，民营的范围比资本主义社会 

广。因此不能笼统讲民营经济是非公 

有制经济；当然也不能笼统讲民营强济 

是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 

营经济是不是非公有制经济?民营化 

是不是私有化?还可以从 以下三 方面 

看 ： 
一 看国情。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殷 ．呈现公有 

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发展的 

格局。除了国有经济、个体私有经济、 

外资经济之外，还存在大量的集体经济 

和联营经济，如果民营就是私营，那么 

集体经济属于“私营”?还是应该“国 

营 ? 

二看法规。民营经 济属于什么所 

有制经济?现在还没有立法文件，但从 

地方政府和国家有关部委发布的行政 

法规中可以找到一定的依据。民营从 

民办发展而来，上海市 19R9年由当时的 

市长朱镕基签发的一号夸，“上海市民 

办科技经营机构管理办法”第二章第六 

条规定：“民办科技经营机构分为集体、 

个体(包括个人合伙)和私营三种类型”， 

注意!上海一号夸中指出：“私营”只是 

民办中的一种类型，可见民办也不等于 

私营。再看 1993年国家科委、国家体改 

委发布的(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科技型企 

业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指出： 

“民营科技 型企业是相对 国有 国营而 

言，它不仅包括以科技人员为主体创办 

的，实行集体经济、台作经济、股份制经 

济和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民办科技机 

构；而且包括由国有科研院所、大专院 

校、大中型企 业创办的，实行国有 民营 

的科技企业”，“民营”包括哪些所有制经 

济成份和经济类型，这一段表述得已经 

相当清楚了。 

三看实践 。实践是 检验真理 的唯 
一 标准。上海民办科研与开发机构出 

现于 1984年，据 1986年《上海科技年 

鉴>记载：“至 1985年末，上海民办研究 

与开发机构 12O个，其中集体所有制机 

构55个，个体所有制机构65个”。再看 

上海市科委1996年度‘上海民营科技企 

业发展态势研究报告)的数字：上海民营 

科技企业 1996年底共 6902家，其中国 

有经济1436家，集体经济 2480家，私营 

经济813家，个体经济207家』 份制经 

济92家，股份合作制经济 864家，联合 

经济 145家，有限责任公司780家，外资 

经济35家，其它 50象。这个统计数字 

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不很精确，但这 6902 

家民营科技企业决不可能都成了私营 

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一些科研 

院所、太专院校利用自己的科技优势，无 

形资产和国有单位的品牌，建立起来的 

民营科技企业，有 的已经发展成企业集 

团，有的则从国有科研院所改制成为科 

技企业，怎么可能现在都成了私营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了呢? 

从以上三看，不可能得 出“民营”是 

私有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 的结论 恩 

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这篇著名文章中曾批评某些人研究问 

题时的一种思维方式。恩格斯说：“他们 

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 

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 

都是鬼话 。窃以为对于一些比较简单 

的问题，或许可以用“是”或。不是 作出 

正确判断，对于。民营 和“民营科技企 

业”这样的新生事物．并非必须用“是国 

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或者“是公有 

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作回答，而应 

该进行辩证地思考和研究，用其他方式 

回答并非都是“鬼话”。 

(四}民营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 

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震。 

江泽民同志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 

初级阶震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从企 

业的经营机制看，如何实现这项基本经 

济制度呢?“国营”行不行?不行。“私 

营”行不行?也不行。只有 民营才能担 

当起这一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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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 民同志指 出：“要努力寻找能 

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 

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 

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 

用”。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 

织形式，“民营”则是现代企业的一种经 

营方式。对于股份制不能笼统地说 是 

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 

手中；对于民营经济也不能笼统地说是 

非公有制经济还是公有制经济，关键要 

看是什么产权关系上的“民营”经济。 

应该把所有制性质和所有制 的经营方 

式区别开来。 

民营科技企业具有“科技”、“民营”、 

“所有制结构多样化”三个特点。民营 

科技企业作为一个群体．不能笼统讲是 

公有制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但对于某 

个具体的民营科技企业，则应该进行多 

层面的分析。按所有制性质分 ，可分为 

国有民营 、集体民营、个体民营、私有 民 

营以及国集合资民营、公私合资民营、 

中外合资民营；按产权占有关系分，一 

个民营科技企业(无论公有或私有)，可 

以是独资独有，只有一种产权关系，也 

可以是合资共有，存在多种产权关系； 

按资本结构组织形式分，可分为股份 

制，股份合作制和非股份制，并非要一 

窝蜂都搞股份制；按承担社会经济责任 

分，可分为有限责任制和非有限责任制 

(包括连带责任制)；按所有权经营权关 

系分 ，可分为所有权经营权一致和所有 

权经营权分开，等等。上述划分是动态 

的，发展的。不是凝固不变的。窃以为 

民营科技企业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我国改革开放实践 

相结合的产物 ，是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的实践者，不仅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科技发 

展的需要，而且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之后向社会 

主义高级阶段发展的需要。经过若干 

年后人们从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过程 

中也许可以看到，全民所有制经济并不 
一 定必须由国家(政府)投资兴办，它也 

可以从“民营”经济中成长起来，人民自 

己也可以办成全民所有制经济。 

(五1民营和工商登记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一个时 

髦用语叫做 “同国际接轨”。但在 实际 

运作时碰到一个难题，即我国实行社会 

主义，发达国家实行资本主义．社会主 

义同资本主义、公有制同私有制在市场 

经济中怎么接轨?我国民营经济的兴 

起 ，给我们找到 了一把既坚持社会主义 

叉能同国际接轨的钥匙。 

民营和国营这是许多国家在 市场 

经济中普遍采用的两种提法。我国要 

在市场经济中同国际接轨，窃以为“民 

营”不仅应该提，而且还应该恢复国营 

的提法，并建议把“民营”、“国营”列^工 

商登记中去。企业经济类型的划分不 

应该是单一的、封闭的，而应该是立体 

的、交叉的、多层面的，既反映中国特色， 

又能 同国际接轨。为了有利于 民营科 

技企业的规范化、科学化管理 ，建 议企 

业登记至少应有以下一些栏 目： 

1注册资本(资金)。 

2经营方式 ：民营、国营、其他。 

除了集体 、个体、私有 以及各 种混 

合经济登记在“民营”一栏外，政企分开、 

实行“四自”的国有经济也应登记在“民 

营”栏目中。国家(政府)直接经营管理 

或垄断经营的国有企业则登记在国营 

栏目中。另外，为了反映政府机构改革 

和政企分开的现实状况，原 国有企业尚 

未实行改制、改革，实行政企分开和“四 

自”的，可登记在“其他”栏目中。 

3产权所有制：按国家统计局和国 

家工商局制定的国有经济、集体经济、 

私营经济、个体(合伙)经济、外商投资经 

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联营经济(包括国 

集合资、公私合资、中外合资等)进行登 

记。但将“股份制经济”列^下面第五项 

内登记。 

4．产权结构：独有(独资)、共有(合 

资)。 

除混合经济登记在“共有(合资)” 

栏且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有单位、集 

体单位、私有单位建立的国有经济、集 

体经济、私有经济也应登记在“共有(合 

资)”栏目中。 

5资本(资金)组织形式：股份制(其 

中：上市股份制公司)、股份合作制、非股 

份制。 

6 企业科技含量：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企业、传统工商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企业(民营)按 

国家(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文件进行登 

记 。 

7企业承担社会经济责任：有限责 

任制、非有限责任制(包括连带责任制)。 

8企业形式 ：公司制、非公司制。 

上述 81个栏目的内容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的变化而变更，因此应动态管理． 

实行统计年报制度。有了上述这些内 

容，不仅可以了解一个企业的具体概貌， 

还可以向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提供所需 

要的，可靠的数据，有利于深化改革，推 

进改革。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是很大的 

试验”一文中说：“要理顺各种经济关系 
⋯ ⋯

”

，“民营国营”、“民有国有”、“私有 

公有”，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它们之间 

只是相似，并不等同。因此应该弄清它 

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理顺它们之间的 

经济关系，这样才有利于政企分开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实施科学化。规范 

化管理。 

(义民门瞒辑) 

—军 r ll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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