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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比较 江苏与浙江 ● ● 

Compare of Diversified Ownership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Jiangsu 

and Zhejiang 

口徐善长 

内容提要 江苏、浙江两省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存在家庭型企业比例大、企业规模小且发展政策环境相对落后的问 

题。为进一步发展江苏、浙江地区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应确立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市场主体地位，并加强政府指导，鼓励 

发展民营企业及混合所有制企业集团，加快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建立多层次的产权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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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lract：At present，it still exists some problems in development of diversified ownership economy in Zhejiang and Jiang- 

Sll，for example，the proportion of family enterprises is too large，the enterprises scale is too small，and the policy environ· 

ment is relative lagged．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ified ownership economy in Zhejiang and Jiangsu，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o establish the market subject status of diversified ownership economy，strengthen governments’di- 

reetion，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and diversified own ership enterprises，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Es' 

asset property reform，set up multi-level asset property market system． 

Key words：Jiangsu-Zhejiang Region，diversified own ership economy，private economy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 

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 

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lJ我国江苏、浙江两省 

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通过对江苏省苏州、无锡，浙江省杭州、宁 

波、温州等地调研．进一步了解到江苏、浙江两地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有关情 

况，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

、江苏、浙江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历程 

江苏(主要是苏南地区)、浙江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初始发展阶段(1979～1991年) 

20世纪 80年代初期。苏南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启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 

程，创造了市场化和T业化的苏南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利用集体资本办企业。乡 

镇政府积极参与办企业。大部分乡镇企业的创业资本源自社区范围内的集体投 

入，其所有制的基本属性，是以社区政府为代表的集体经济。当时这种模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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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效应是明显的，乡镇企业，工业产值占到总产 

值的2／3，农民迅速脱贫。苏南的成功，首先是集体经 

济的作用，其次是乡镇政府的作用。 

而浙江省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初始发展，是以“红 

帽子”企业的崛起为标志的。整个20世纪 80年代．浙 

江省大力兴办商品市场，注重培植多种所有制的市场 

主体，地方国营企业、街道企业、乡镇企业、农业多种 

经营广泛兴起，城乡居民投资兴办的小作坊、小工厂、 

小店铺应运而生，出现了个体、联户、挂户、合伙等经 

济成分不断发展，“红帽子”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大 

好局面。到 1990年底 ，“红帽子”乡镇企业 49．41万 

家，总产值达到30_3亿元，占社会总产值的15％。 

(二)制度创新阶段 (1992～1997年) 

从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 

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特征，其 

中最重要的是外向型经济、企业改制和城市化。以乡 

镇集体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苏南模式，逐渐为苏南 

地区自身的发展所扬弃．集体经济比重过高的模糊产 

权成为改革的对象，乡镇政府的产权退出乡镇企业， 

乡镇政府主动对乡镇企业进行改制。 

同样从90年代初开始，浙江全省各地以市场化 

改革为取向，积极推进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许多 

乡镇企业摘掉了“红帽子”，恢复了其本来面目。同时， 

大量的农民和城镇居民个人投资兴办实业，民间投资 

十分活跃．积极参与乡镇企业、集体企业改制，股份合 

作制等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广泛兴起，98％以上的乡镇 

企业改制形成了以民间资金为主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混合所有制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1997年底，混合所 

有制企业(乡镇企业)数量比 1992年增长了 30．4％， 

增加值增长了 19．98％，占全省GDP的40％以上，实 

缴税金(包括各类附加)占全省财政总收入的60％以 

上。吸收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近 800万人。 

(三)稳定发展阶段(1997以后) 

1997年以来 ．苏、浙两省认真贯彻中央的一系列 

方针政策，大力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推动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到 2001年，江苏实行不同形式改制的乡真工业 

企业共计 84687家，占全省乡真企业的93．85％，涉及 

产权结构改革和所有制改革的企业共计 79599家，占 

全省企业的88．21％，产权结构改革和所有制改革企 

业的工商变更登记率达 95％，大型乡镇企业进行产 

权改革的 1476家，占统计企业的 96．5％，至此乡镇企 

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苏南乡镇企业的产权制 

度改革，尽管有较多数量的企业转为私人企业，但占 

主导的是转为公司制的企业。苏南乡镇企业通过与外 

商合资，与其他法人企业组建企业集团，建立股份制 

公司，上市等途径明晰产权，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江阴 

为代表的近二十家乡镇企业上市。以昆山为代表的乡 

镇企业普遍与外商及港台投资企业合资，以常熟为代 

表的乡镇企业则是私人控股的企业集团。 

1997年以后。是浙江省全面推行国有、城镇集体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时期。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很 

快。根据全省 11个地市上报的统计情况，截至 2003 

年底，全省(市、县)国有、城镇集体企业的总改制面为 

98．25％，其中国有企业改制面为 97．81％，城镇集体企 

业改制面达到 98．62％，改制成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占 

90％。截至2005年3月底，全省登记在册混合所制企 

业共313571家。占企业总数的61％，其中公司制企业 

280415家．股份合作制企业 31952家，联营企业 1204 

家；注册资本(金)总额达 8405亿元，户均注册资本 

(金)268万元。 

二、江苏、浙江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主要做法 

(一)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夯实混合所有制经济发 

展基础 

苏、浙两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首要的在于推 

动非公有经济快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崛起为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实现提供了微观经济基础。 

20世纪 80年代．浙江省提出了国有、集体、乡镇 

企业、个体私营“四个轮子”一起转、“轮转驱动”的经 

济发展思路。90年代，提出了“四个不限”、“三个加 

大”等鼓励扶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思 

路．即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不限发展比 

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要 

求“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大依法保护力度、加大环境 

整治力度”，使个体私营企业经营者“经济上有实惠、 

社会上有地位、政治上有荣誉”。进入 21世纪后，浙江 

省委、省政府又出台了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的若干意 

见，不断推动民营企业“上规模、上水平、上档次”，实 

现新的飞跃。目前，浙江省有个体户168．4万户，从业 

人员312．81万人，资金数额 498．3亿元，户均资金 

2．963万元。私营企业 33．32万家，投资者 76．23万人， 

从业人员440．92万人。注册资本金总额3906．4亿元， 

户均117．25万元。2004年，浙江省非公有制增加值为 

7083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63％。浙江省个私经济 

实现总产值9909．77亿元，销售总额 7826．07亿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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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消费品零售额 3355．61亿元，出口创汇额 1555．48 

亿元．这四项指标已经连续7年位居全国第一。 

江苏的苏南地区，原先乡镇集体经济尤为发达，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实行改革后，非公有制经济迅 

速发展。2000年。江苏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私营个 

体经济工作会，进一步推进民营等非公经济发展，到 

2004年初．全省民营企业数翻了一番，民营经济上缴 

税收占全省税收的比重由 13％提高到 19％，实现增 

加值占全省经济总量比重由26．2％提高到30．5％。以 

苏州市为例 ．截至 2005年 9月，私营企业数从 2003 

年的7．3l万户增加到当前的9．25万户，私营企业注 

册资金从889．1l亿元增加到 1609．6亿元；个体工商 

户从2003年的20．6万户增加到 22．91万户，个体工 

商户注册资金从71．26亿元增加到 91．46亿元。2005 

年 1～9月份．苏州市私营个体经济上交税收入 132．58 

亿元．占全部税收总额的30％以上，比2003年提高了 

4个百分点。吸纳社会就业人员从 2oo3年的 141万 

人增加到现在的 195万人。净增54万人。 

(二)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加速混合所有制经济的 

发展 

苏南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以 

“集体为主”的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上的自我突破。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 ，产权模糊的缺陷阻碍了 

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虽然苏南不断推进“一包三 

改”(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改干部委任制为聘任制、 

改职工录用制为合同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滚动工资 

制)以及企业内部审计制等多项制度创新，仍难以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我国告别 

“短缺经济”。出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 

苏南乡镇企业的弱点进一步显露，工业生产增幅明显 

回落。因此。苏南开始了突破“集体为主”所有制框架 

的产权改革：大中型企业大多转制为股份台作制企业 

或有限责任公司；中小企业多数通过拍卖或转让 ，改 

制为私营企业。乡镇企业“老板”由以前实际上的乡镇 

政府转变为产权所有者的代表或私营企业主．促使了 

多元化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苏南的长足发展。 

浙江省从清晰产权、明确投资主体人手．推进以 

多元化产权为基础的企业制度创新。20世纪 80年代 

中后期，股份合作制经济在温州、台州首创并在全省 

推广后，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若干企业改制的意见 

或办法，明确了产权可以量化、职工可以参股．经营者 

和骨干可以持大股的政策，并且把企业改革与调整完 

善所有制结构结合起来，采取股份合作、兼并、破产、 

租赁、拍卖等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把大部 

分国有中、小企业改组为国有控股或参股、职工集体 

持股、经营者有股、民营外资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到 1998年．全省500万元产值以上的工业企业共实 

收资本金 1485．6亿元，其中国家资本金占26．8％，集 

体资本金 12．3％．法人资本金 21．9％，个体资本金 

l5．8％。外商和港台资本金 17．4％。国有资本与社会资 

本及外资初步形成了相互融合、相互参股的局面。 

(三)利用外资．改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结构 

苏、浙两地都注意引进外资，利用外商资本，进一 

步完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结构。 

苏州在 2001年引进的外资超过天津，直追上海。 

苏南实际利用外资总量占到全国的 1／12。世界500强 

企业中已有近 100家落 户苏南。2003年 ，苏州的外商 

投资更出现惊人的发展势头，并呈现出四大特点：第 

一

， 外商投资领域不断拓展，产业布局继续调整，农 

业、服务业利用外资的规模明显扩大。第二。外商投资 

规模明显增加，仅2003年苏州包括增资在内的外商 

投资总额超亿美元的大项目就有26个。第三。外资来 

源地发生变化，来自日本、韩国、美国的投资增势强 

劲。第四，产业积聚效应明显，通过开发区和园区建设 

的加快推进，形成生命力强盛的高新产业集群。典型 

如昆山市，吸引的台资已占全国总额的 12％以上。近 

6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上海台资的总和。2oo2年以 

来，昆山市利用外资。民营经济三年翻两番，有力地推 

动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 

在浙江招商引资的重点区域宁波，政府引导民营 

企业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国企改革和吸引外商投 

资，走出了一条国有、集体、民营以及外资混合经济驱 

动的发展道路。2003年手机年销售额突破 100亿元 

的宁波波导公司就是较为典型的例子，该公司起步时 

是乡镇企业，成为国内销量最大的手机制造商时已是 

民营资本占主导。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波导又被国 

有企业宁波电子集团控股并挂牌上市，如今波导是国 

有、集体、民营等多方持股的新型混合所有制企业。目 

前，宁波个私、民营以及其他的混合型经济实体近 30 

万家，占宁波市企业总数的91．5％。外资等多种资本 

的进入，进一步完善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结构。同时， 

浙江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相互促进．共同发 

展。国有、集体经济在“混合”中增强了控制力．民营经 

济在“混合”开始了第二次飞跃，外资经济在“混合”中 

水涨船高，三者在竞争中提高了各自的竞争力。 

(四)发挥政府作用，引导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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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 

苏南地区表现尤为突出。虽然政府退出了直接的市场 

活动．退出了企业．但政府作用没有因此而减弱，而是 

其范围和方式发生了变化。政府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要特点是抓规划。在原有的苏南模式中．无论是发 

展乡镇企业还是发展小城镇，普遍是“村村点火”、“户 

户冒烟”．因此导致项目重复、资源浪费等问题。针对 

这种状况．从 2O世纪 9O年代起苏南地区政府突出其 

规划功能，并从政策和政府投资等方面落实规划。 

一 是城市规划。苏南各地在政府规划的基础上， 

通过依靠经济手段的调控，在合并城镇的同时出现了 

乡镇工业向工业园区集中，服务业向中心城镇集中的 

趋势，在总体上规划各类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是环境规划。在工业发达的制造业地区，考验 

政府能力的主要方面是环境质量．因为制造业越是发 

达，环境污染可能越严重，越是需要政府介入，采取强 

有力的措施。以江阴市为例，政府规划了五大工程：清 

水工程、蓝天工程、宁静工程、绿色工程、家园工程。根 

据环境治理规划．政府加大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投入。 

谰研发现，苏南地区是全国制造业比重最大的地区， 

这里的很多城市却是环境保护先进城市、生态城市、 

园林城市等 

苏南的实践证明，政府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如何 

确实把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 

好的发展环境上来。 

三、江苏、浙江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一)在微观基础上．表现为家族型传统企业与现 

代 企业之 问的 落差 

苏、浙混合所有制经济中，不少企业属于家族型 

企业，有的是从发展之初就一直延续着的家族企业， 

有的是从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改制而形成的家族 

企业。家族企业有其优势，如成本低廉、凝聚力强等， 

但也存在明显的劣势，主要表现在： 

第一．管理缺乏专业化和规范化。产权的高度集 

中，家族利益与企业目标高度一致，使得家族所有与 

家族经营高度重合，容易形成集权式管理模式，使得 

企业管理方面带有很深的家庭风格，随意性、任意性 

较大。 

第二．难以得到最优秀的人才。单纯在家族成员 

中选择人才。大量专业人才无法进入公司核心层。长 

期的家长制管理，领导者极易自负，排斥“族外”优秀 

人才加盟。基于家族关系的内部信任，对“族外”员工 

有种不信任感，因而难以获得和留住人才。 

第三，组织结构错综复杂。家族企业是基于血缘、 

亲缘、姻缘和地缘建立起来，这“四缘”关系介入公司 

当中，使得公司的内部结构和关系十分复杂，一旦家 

族成员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在代际传承中发 

生利益冲突时。极易造成企业的重大损失，甚至解体。 

(二)在发展水平上。表现为企业规模与规模经济 

的 落差 

一

是新增数量多，企业规模偏小。近两年，苏、浙 

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有的地方民营企业每年净增上万 

家．但真正上规模、上水平的企业不多，尤其是缺少带 

有城市名片、具有强力带动作用的“旗舰式企业”。不 

少民营企业缺乏远大的发展战略目标．一定程度上存 

在着小富即安、小胜即满的心态。企业的规模、实力、 

产品技术含量均居弱势地位，企业的信用等级评估、 

产品质量、发展潜力受到制约。 

二是产业层次低、波动大。苏、浙的民营企业尤其 

是中小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如60％的民营 

企业集中在制造业，产品主要是居民日用消费品、纺 

织品和普通的五金、电器等产品。这些企业大都以产 

品数量扩张和生产低成本为基础进行发展，产业层次 

和产品结构水平相对较低，附加值不高，企业数量多， 

而产业雷同，受市场压力大。从 2004年以来，受宏观 

调控、市场降温、国际贸易纠纷、原材料价格上涨、能 

耗运输动力成本上升、财务费用支出增加等因素的 

“迭加影响”，纺织服装等行业产品压库，效益滑坡，企 

业信心指数下跌，一些纺织企业特别是中小纺织企业 

遇到经营困难。 

三是技术水平较低。不少企业把量多价廉作为主 

要的市场营销策略。出口商品中创牌的少，贴牌的多， 

为代理商、贸易商打工、“做嫁衣”的情况普遍存在。企 

业技术进步缓慢，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快，难以形成持 

久的竞争力。 

四是管理方式创新不足。相当数量的有一定规模 

的民营企业是通过国有(集体)企业、乡镇企业改制后 

形成的。这些企业的内部管理方式还或多或少地承继 

转制前的做法。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 ，很多中 

小型民营企业实行家族式管理，局限于传统式生产、 

小农式经营，缺乏成长性。要实现更大发展需要创新 

管理体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三)在发展环境上。表现为企业发展与改革政策 

上的 落差 

近年来，江苏、浙江民营经济(或者说混合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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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政策环境不断改善，但同时还存在一些 

问题，除了中央、省级政府己经出台的举措与政策落 

实还存在不完全到位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些垄断部 

门的改革滞后，有可能带来“金融”、“能源”及“土地” 

等供给性瓶颈。 

此外，在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吸引外资的过程中， 

政府的扶持政策偏向大企业、大项目和外资企业。中 

小企业在税收、用地、融资等方面受惠有限。 

四、江苏、浙江进一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对策建议 

(一)确立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市场主体地位 ．加强 

政府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指导 

充分认识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对改善资源配置 

效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 

用，科学划分混合所有制经济范畴，确立混合所有制 

经济市场经济主体地位，把混合所有制经济纳入现有 

的经济统计当中。加强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指导，合 

理规划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探索建立有别于个私经 

济、国有经济的政府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管理体系。 

(二)鼓励支持 民营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为混合 

所有制经济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 

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按照“平等准入” 

和“公平待遇”原则。吸收非公有资本进入城市公共事 

业和文化、教育、卫生等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 

域，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 

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民营经济发 

展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投资环境和体制环境。引导 

非公有企业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提升竞 

争力为核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充分发挥民营经济 

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三)加快推进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权多元化 

改革。完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产权结构 

继续深化国有控股及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努 

力寻求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加快推进企业股份制改 

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 

化，形成混合所有制经济产权结构。对基础性、公益 

性、战略性行业的企业，或保持国有独资．或在保持国 

有绝对控股的前提下，鼓励其他经济成分参股，形成 

由国有资本控制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国有经济重点 

调整的领域。具有一定规模和较强竞争力的龙头企 

业，改变企业股权结构，积极鼓励外资、民营资本和经 

营者参股，由国有独资向相对控股、参股转变，加快国 

有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和向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 

步伐。经营、资产状况～般的企业。采取集中产权转 

让、减持国有股份、企业经营者和员工持股等方式．实 

现国有资本退出。 

(四)鼓励和支持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集团。提升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规模和层次 

实施大集团、大企业战略，重点扶持做大同行业 

的或相关行业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通过优势企业资本 

运作，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主要包括：通过扩 

股引资，吸收非国有投资主体参股；通过售股扩大非 

国有资本参与和替换出可供国家支配的资金；通过企 

业之间购并，以优势企业为核心进行重组 ．实现资本 

的集中优化，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大企业、大集团 

的发展。 

(五)建立和完善多廛次的产权市场体系．为混合 

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运转的平台 

健全和完善产权交易市场的机制和功能，加强产 

权交易信息网络建设，提高其系统化和网络化水平。 

加强产权交易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产权交易规范 

水平。降低产权交易成本，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加快建 

立和完善产权交易市场相关法律法规，健全产权监管 

制度，包括完善产权交易行业管理 ，制定产权交易规 

则、，规范产权交易程序，形成合理 、公正的价格评议 

机制等，促进产权市场的规范化发展。严格执行产权 

交易进入市场的制度，提高产权交易的市场化运作程 

度，鼓励民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的产权进入交易。 

促进产权竞争，激活产权市场，使产权市场成为各类 

市场主体有序竞争、资本流动、资产重组、扩张发展的 

平台。衄 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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