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⑨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 的 

重要 和主要组成部 分 ．没有 民营经 济 

的市场经济是不完 善的市场经济 ，如 

何进一步 发展 民营经 济是发展社会 主 

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课题 。 

一

、 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从我国发展民营经济的初衷来看 ． 

是在确保公有制 为主体 和主导 的前提 

下．寻求公有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 和发 

展非公有经济来促进社 会主 义市场经 

济 的发展 。国有 国营因其内部委托代 

理关系复杂等 问题 而不易提高效率 和 

效 益才要寻求其它 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的有效 的经 营方式 ．发展国有经济必 

须要转变其经营方 式。由于 民营就是 

最适合市场经济能有效 实现公有制 的 

经营方式 ．因此 ，我们应该从所有制 、 

经营方式和经营机制 的结合上来理解 

民营经济 ．即民营经济是 除国有和 国 

营 以外 的所有所有 制形 式和经营方式 

的总和 。即只有 民有民营经济才是 民 

营 经济 ．而不是 只要 是采用 “民营” 

方式的经济就是 民营经济 。集体经济 

虽然是公有经济但 它 只是部分 劳动者 

共有 。可 以理解 为一种民有 的共有经 

济 ，其共有 的范 围是有 限的 ，不是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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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有 的，因此 ，将 其视为 民有是合 

理的。 

民营经 济在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 

济 巾有着极为重要 的地位 ，起着极为 

重要的作用 。首先 ，民营经济是最适 

应市场经济的 、效率最高的经济形式 。 

市场经济是 自主的 、平等的 、法制的、 

开放的 、竞争 的经济 ，它要求企业符 

合 “四 自四权 ”，从 企业 营运效 率上 

看 “两不”可 以更 好地实现资产 的 

人格化 ，更好地使 所有权与经营权高 

度结合起来 ，可以使企 业有更高 的效 

率和更好的效益 。其 次 ，发展 民营经 

济可 以有效 地集 中和 利用 民间资 本 ，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 的明晰的产权体制 

和灵 活的经 营机 制 。在 “自主经 营 、 

自负盈亏 、自我约束 、自我发展 ”机 

制 下 ，民营企业可 以增 强其市场竞争 

和生存发展能力 。第三 ．可 以更好地 

发展社会生产力 。我 国的国情是 ，人 

口多而且素质不高 ；资金紧张 ：生产 

力水平相对落后且地 区问不平衡 。这 

种国情决定 了民营经济 有很好 的发展 

空问和发展张力 ，它 能有效地促进地 

区经济 的发展 。第 四 ，民营经济能促 

进社 会主 义市场 经济 的进 一步发 展 。 

民营经济 的生产 要素 全部 来 自市 场 ， 

其产品和销售全部依 赖市场 ．它能快 

一  、 I 八 ／ 

速发展靠 的是它 的能适 应市场 的经 营 

机制 。哪里有发达 的民营经济 ，哪里 

就有繁荣 的市场经 济 ，民营经济不仅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而且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 的重要力量 。 

第五 ，民营经济有 利于扩大就业 ．提 

高人 民的生活水平 ，从而有利于社会 

的稳定 。目前 ，民营经 济已涉及和渗 

透到 国民经济 的各 个领 域 ，在有些行 

业如农业和商业 中已占主体地位 ，它 

能有效地吸纳大量 多余 的劳动力 ，实 

现社会 劳动 力资 源 的充分合 理利用 ． 

提高人 民群众 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 ， 

使我国在社会保障 体系不 完善的情况 

下能促进社会 的稳定 。第 六 ，民营经 

济是各地经济和各级 财政的新的增长 

点。在 民营经济 发达 的地区 ，民营经 

济上缴的税收 占地方 财政收入的 80％ 

左右 。在 国家税 收方 面做出 了巨大 的 

贡献 。第七 ，为 国有企 业的深化改革 

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 。国有企业可 以借 

鉴 民营企业 的做法 ，也可 以通过 民营 

化 (但它仍是 国有 经济而不是 民营经 

济 )建立能适应 市场经济 的经 营和管 

理机制 ，从 而促 进 国有经 济的发 展 。 

第八 ，发展 民营经 济 ，还有利 于造 就 

和培养企业家 队伍。企业家是社会 的 

宝贵财富 ，民营经 济是锻炼企业经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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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队伍的重要场所 ．它 可以为市场 

经济提供充足的经营管理人才。 

二、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及原因 

目前我 国还存 在很多制约 民营经 

济发展的问题。一是 民营企业 自身的 

问题。如规模普遍偏小 ，技 术水平较 

低 ．设备较落后 ，产品研发能力较弱 ， 

人员素质较低 ．融资困难 ，资金短缺 ， 

管理水平不高等等 。二是 政府和社会 

对 民营经济的人为 限制。如银行 、保 

险 、汽车制造等 20多个行业不许民营 

企业经营 ：民营企业 的股票 上市受限 

制 ：银行不愿给缺乏 资金 的众多巾小 

民营企业贷款 ：社会对 民营企业存在 

歧视现象 ；高级人才不愿到 民营企业 

谋职就业等等。 

出现 以上问题的原 因主要是 ：一 

是政府没有充分认识 到民营经济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民营经济是最适应市场经济的 、效率最 

高的 ，它能有效地推 动社会经 济的发 

展 ．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 

量。但是 ，过去政府对它 的态度 时好时 

坏 ．“需要”它时允许其存在和发展，“不 

需要”它时 ．就将其消灭掉 。其实，它之 

所 以消灭不掉．之所以不断地 自生 ，就 

是 因为社会需要它 ．它有生存和发展的 

合理性 其合理性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经营者高度重视所有者的权益(在民营 

经济中．所有者就是经 营者 )。二是没 

有正确地认识民营经济及其性质。包括 

政府官员在 内的很 多人认 为民营经济 

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非公有经济 ，把 

民营经济视为个体私营经济 ，把发展民 

营经济视为搞私有化，民营化就是私有 

化 ．就是搞资本主义。民营经济确实不 

含国有经济(依照本文对民营经济的界 

定 )，国有经济 民营化并不是将国有经 

济“化”为民营经济 ．并不是 国有资产 的 

流失 ．它可以通过 民营方式进一步提高 

国有资产的运作效率 ，也可以将国有资 

产有偿转让给民营企业 ，将 国有资产用 

在效率和效益更高的其它方面。所 以， 

民营化不仅没有 削弱 国有经济反而进 

一 步促进 了国有经济的发展。民营化并 

不就是私有化 ，搞 民营化并不是搞资本 

主义。另外 ，民营经济巾本身就有集 体 

公有经济和共有经济，所以发展民营经 

济并不等于发展资本主义 三是观念上 

存在有误区。一方面用一i个有利于”的 

标准来判断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合理性 ， 

另～方面 ，不能用这个际准来评价其它 

所有制形式 的合理性 。判断一种经济是 

否合理 ．关键是看其有没有适应现时生 

产力 和市场经 济 的经 营机 制 ，民营经 

济是 目前最具备这种经 营机制的 ．因 

而应是大力发展的 

三、发展民营经济的对策 

要大力和快速发 展 民营经 济 ，必 

须从 多方面人手 ，针对 民营经 济的问 

题和原因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 

1．要正确认识民营经济的性质、地 

位 和作用．树立 大力发展 民营经济的 

观念 ．．民营 经济 虽然不 是 国有经 济 ， 

但是不能简单地把 民营经济视为私有 

经济 ，一方 面 ，民营经 济 中的个体 、 

私营和 _一资企业是 向股 份 、合作 、共 

有经济发展的基础 ；另一方面 ，民营 

经 济巾本身就有公有经济 ，所 以 ，发 

展 民营经济 从长远来看会 不断地壮大 

公 有经济。社会主义的根 本任务是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 ．只要 符合 “i个有 

利于” 的所有制实现形式都可以采用 。 

民营经济具备能适应 市场经济要求 的 

经营机制 ．能有效地促 进社会主 义市 

场经济 的发 展 ，符合 “三个 有利 于” 

的标准，所以．民营经济不仅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要存在 和发展 ，而且会 

存在于社会主义高级 阶段 。应从战略 

的高度认识 它的作用 ．只要国有经济 

的主导作用不失 ，即使民营经济 占主 

体也不会动摇党 的领 导和社会 主义制 

度 只有这样高度认识 民营经济 的地 

位和作用 ，政府 和社 会才能真正能 采 

取有力 的措施和创造 有利的环境来 支 

持民营经济的发展 。 

2．政府要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有利 

的发展环境。 (1)要在法律上明确民 

营经济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运行 中的 

主体地位 ，要通 过司法制度保 障民营 

经济 的合法 权益 ．促使 其健 康发 展 。 

(2)要制定宽松 的政策 。如 ，降低注 

册资本金 ：公平 税负 ；取消 民营企 业 

市场准入管制 ：取消利率上的不公 平 

现象 ．与国有 企业一视同仁 ；建立 民 

营经济发展担保 基金 ，积极开展 向民 

营经济的贷款服务 ，加大对 民营企业 

的支持力度 ；取消 户藉约束 ．鼓励人 

才到民营企业就业 ，国家对在 民营经 

济 中有重大贡献 的人给予重奖 ；政府 

部门要建立并通过 “民营经济信息 咨 

询指导中心”对 民营经济给予信息引导 

和支持 ：(3)政府 职能部门要增强服务 

意识 ．积极主动地帮助解决民营企业发 

展中的实际问题 ．对故意给 民营企业 出 

难题并造成损失的公务人员 ，一旦查 出 

属实 ，终身不得在政府部门任职。(4)评 

价地方领导的政绩要 以民营经济发展 

的水平为主要依据 ，促使各级领导大力 

发展民营经济 ，各级 领导之间签订民营 

经济发展责任书和 目标任务 。 (5)要 

给民营企业家一定 的政治地 位 ，满足 

他们的政治和精神需求。 

3．民营企业 自身要 不断提 高管理 水 

平。 (1)要进行 制度创新 ，摆脱家庭 

和家族式 管理的制约 ，尽 可能采用现 

代管理模式。为解决规模 偏小 、资金 

短缺和管理落后的状况 ，民营企业要 

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按 照现代企 

业制度 的标准 和要 求进行 运作 管理 。 

(2)要进行技术创新 。技 术创新是实 

现民营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 ， 

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或 利用新技术对老 

产品进行技术改造 ，才能使产品具有市 

场竞争力 ．才能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能 

力。在具体操作上 ，不宜 自己搞技术研 

发 ．要通过直接购买 专利技术或技术入 

股的方法实现技术上的突破 。 (3)要 

进行管理创新 。管理创新 是民营企业 

发展的瓶颈 ，很多 民营企 业采用家族 

式管理 ．产生 了诸 如任人唯 亲 、用 人 

不 当、决策失误 、产 权封闭等一 系列 

问题 。在管理决策 方面 ，权力过分集 

中于 “家长”。虽然 “家长”对决策倾 

尽全力 ．但这种决 策机制不会降低决 

策的风险 因此 ．民营企业要通过利 

用智囊团来提高管理决策水平。在用人 

方 面 ．不 相信外 人 ，过 分依赖 于 “自己 

人”．影响 了管 理的效率。因此 ，不能任 

人唯亲 ．要吸纳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 

(4)进行营销创新 。民营经济要加强竞 

争力 ．必须加强营销策划 、管 理和营销 

创新．塑造名品。通过名品工程，树立企 

业形象 ．扩 大产品市场 占有 率 ，增 强 

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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