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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深入词整和适应加入 WTO后的新的经济形势，我国将民营经济的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重 

点之一。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真正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不仅仅是民营经济的内部环境因素 ，还有制度环境 ，主要集中在市场 

准入、融资、税赋以及产业政策引导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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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导分配基础的 

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 。现代经济学理论将穆盥匝囡素纳 

入经济增长的框架 ，认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鼬住 匣i调 素， 

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根据著名经济学 谣斯关于制 

度市场上存在着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学说，制度均衡只有 

在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相一致时才会产生。制度均衡是相对 

的，而不均衡则是绝对的。经济生活中常常出现的是制度的 

不均衡，正是制度的不均衡导致产生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 

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 ，经济的发展正是在追求制度 

的不均衡向制度均衡的过程中得以实现。换言之 ，制度的不 

断创新和制度变迁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发展民营经济 

问题上，就存在着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不相一致的问题 ，具 

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 市场 准入制 度 

市场准入制度是经济制度环境的重要内容 ，民营经济被 

定位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管理层在市场准 

入的原则上已达成了一致 ，即凡是竞争性产业 ，都应当允许 

民营企业进入；凡属已经和将要对外资开放 的产业 ，都应 当 

允许对内资民营企业开放。但各地在制定具体的准入政策时 

却不尽人意，缺乏一个 比较系统和具有权威性质的产业投资 

政策指南。与外商准入办法相比，民营企业的准入还没有上 

升到政策和法律层面。没有形成国有经济、外资经济和民营 

经济进入同一竞争领域的门槛标准化、统一化，违背了国家 

的经济政策。 

目前石化、电信、汽车、航空、电力、烟草、银行、证券、保 

险等行业 ，基本由国有经济垄断 ，民营企业要进入这些产业 

部门困难重重。民营企业主要集中于商业、餐饮业、手工业、 

制造业和建筑业等行业 ，其它基础建设和服务领域的民营企 

业数量非常有限。基础设施领域一直是民营经济投资涉足最 

少、进入最为艰难的产业领域 ，也是民营投资进入最为不足 

的领域。南方民营企业发达的省份，如广东、江苏和四川也只 

占不到 1O％，作 为经济大省 的山东省也 只占 5 oA左右 (参见 

表 1)。另外，虽然金融、保险、通讯、旅游、教育和医疗等新型 

服务业产业领域已经成为新 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但从 

整体上看，到现在为止 ，银行业、旅游业、教育和卫生等新型 

服务业基本上是国家控制 ，民营企业还没有真正在上述领域 

展开投资。因此，我国的民营经济在重要基础产业和第三产 

业领域发展缓慢，民营企业的 自由化和规范化发展受到制 

约 ，成为制约我国整体经济良性发展的障碍。 

表 1 2000年部分省、市民营投资基础设施的比t 

地区 广东 四川 江苏 山东 上海 

百分比 9．92 7．37％ 7．31 5．67％ 4．27 

资料来源：2000年 中国投资统计年鉴 

二、融资制度 

据在山东省范围内的抽样词查，目前有 9 的民营企业 

从未到银行或信用社申请过贷款；有 89 的民营企业申请过 

贷款而未成功 ；有 8O 左右的民营企业认为融资困难已严重 

阻碍了他们的发展。词查显示 ，山东省民营企业发展所需资 

金 8O 来于企业自筹和利润再投。在外部融资渠道中，来 自 

商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资金份额及其它资金来源只占很 

小的比例。根据银行方面的估算，2002年山东省电力、电信、 

石化等行业的大型企业吸引了 8O％左右的银行资金 ，而民营 

企业由于规模小、产值低 、缺少担保机构等原因，从国有银行 

取得的贷款额度很小，仅占 1O 左右。 

改革开放后 ，在民营经济快速发展 的同时，以公有制为 

主导的融资体制并没有做相应的转变 ，这种制度转变的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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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是造成民营经济融资难的根本原因。首先 ，相当多效益不 

佳的国有企业 占据了有限的金融资源，金融资源没有实现合 

理的配置。其次，我国民同借贷市场不活跃 。目前，浙江、广 

东、福建和江苏等省的民间借贷市场相对比较活跃 ，不同程 

度地弥补了金融市场的缺陷。但大多数地区的民间借贷市场 

没有形成，各级政府又缺乏建立地方性民营中小型商业银行 

的超前意识和相应的政策、制度准备，形不成完善的间接融 

资体系。从大环境看 ，我国缺乏多层次的、专门为中小企业服 

务的中小资本市场体系，造成了资本市场的不完善 ，为民营 

经济融资形成制度上的障碍 。缺乏公平的金融市场准入制度 

也是限制 民营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性障碍。要改变这种现 

状，就必须实行公平 的金融市场准人制度，包括：(1)落实民 

营金融机构的“国民待遇 ，放松民营资金投资于金融机构的 

政策限制，将加入 WTO后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准人政策适用 

于民营金融机构 ；将对外资人股于中资金融结构的政策适用 

范围扩展到中资民营经济及其它非国有经济，取消对民营资 

金投资于金融机构的种种限制 I尽快建立健全多层次的资本 

市场。(2)实行公平的信贷政策 。应取消银行信贷资金重点向 

国有企业倾斜的政策，由商业银行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营 

管理模式，自主发放信贷资金；统一各类企业 申请信贷资金 

的资质评估和申请条件。(3)实行公平的证券发行和上市政 

策，为民营经济主体赢得融资创造一个良好 的政策环境。 

三 、税t制度 

近年来各级政府为了发展 民营经济在税赋制度上进行 

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仍存在三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第一，从 

财税政策上看，与国有企业和外资相比，不合理的税费负担 

仍然过重，一些税收政策不利于民营经济主体。例如，对所得 

税重复征收，民营企业除与国有企业同样要缴纳 33 的企业 

所得税外 ，税后利润还要缴纳收入调节税；某些税收优惠政 

策将个体、私营企业排除在外，例如国家对企业技术开发费、 

技术改造投资等可以享受抵扣所得税的政策优惠；所得税减 

免政策对外资企业是从获利年度起 ，对民营企业则从开办之 

日起等等。第二，税费收缴的透明度不高。具体表现在民营企 

业不能及时获得税费的项 目及有关税费调整政策的信息。第 

三，民营经济的税赋制度滞后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据测算，外 

资企业在中国的税赋负担率总体上比内资企业低约 5个百 

分点。在有些经营领域，外资企业可以获得免税、减税和缓税 

等优惠政策，而民营企业则无权享受。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是 ，各地为了扩大招商引资，除了给外资在税赋上各种优惠 

外 ，对外地的企业也给予优惠。民营企业为了获得优惠政策， 

纷纷异地投资。这不仅严重挫伤了本地民营企业的积极性， 

还变相地造成税费流失 。 

除了不同的企业性质 目前在税赋制度上存在着明显的 

不平等外 ，在财会制度上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例如， 

国有企业实行 国有经济的财会制度，外资企业实行外资经济 

的财会制度 ，民营企业又实行另外一套财会制度 。当务之急 

是改变同一产业部门内各类企业税赋和财会标准的不平等 

现状 ，除统一税赋制度外 ，还应建立同一产业部门内部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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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企业统一的财会制度和会计标准 ，避免因财会标准不同给 

各类企业经营运作和市场竞争带来的种种差异和不平等竞 

争 。 

四、产业引导政策 

近年来，各地都制定了一系列 旨在改善宏观经济层面的 

产业政策，注重了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但这些产业政 

策在实际实施时，只注重 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忽视 了民营企 

业。基本上没有将民营经济纳入政府产业体系中。如缺乏针 

对民营经济的产业保护．产业扶植和调整援助政策I缺乏有 

关引导和促进 民营经济产业技术进步政策，例如研究开发援 

助政策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有关职业培训方面的政策。由 

于缺乏相关的产业政策，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 ，社会 

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不利于营造和维护一个具有较高透明 

度且相对稳定的市场环境 。对于管理水平相对低下、竞争能 

力相对脆弱的民营经济来说 ，如果不了解哪些产业具有发展 

前途，啜些经营领域受到鼓励 和保护等政策信息 的话 ，就会 

在市场翊辱骼 局中处于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地位，丧失发展机 

遇，面量刊 毙疆 受巨大的市场风险。在市场上的表现就是重 

复建设嘲酷性竞争 ，缺乏规模效益 ，市场交易费用增大带来的 

效益下降商企业短期行为严重 ，企业核心竞争力不足，进而造 

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重化工业、电信、交通、汽车制造、 

电力、金融等产业及其他基础产业，将由国有垄断转变为市 

场竞争 。如果民营经济不加快进入这些产业部门的步伐 ，外 

资经济在这些部门中占据比较大的市场份额 ，将会严重制约 

我国的民族经济的未来发展 ，使相对脆弱的民营经济丧失发 

展的良好机遇。因此 ，一方面政府在引导民营经济调整产业 

结构、明确产业定位方面要加大工作力度统筹安排。另一方 

面，民营企业应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向股份化、集团 

化方向发展。一是实施股份制改造，从审核资产、清理财务、 

建立章程、完善股东协议方面人手 ，帮助企业 向规范的有限 

责任公司方向发展。二是组建大型企业集 团，变分散的小企 

业单位为群体，以群体的优势提高市场竞争力。三是推行现 

代企业制度工作。从优化产权结构设置、完善企业法人治理 

结构、规范母公司体系、强化企业管理等方面加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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