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营经济的内涵与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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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介绍了民营经济界定中存在的三个争论，并通过对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民营经济新内涵的 

介绍和分析 ，认为“新 内涵”的界定思想，是科学的，具有较好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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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营经济界定中的三个主要争论 

当前．民营经济已成为经济领域研究的热点之 

一

，对民营经济进行的实证研究陆续出现。经济学者 

要从宏观角度对民营经济整体进行实证研究，首先 

要对民营经济的内涵进行相关界定 ，否则，进一步的 

论述至少是不严谨的。但是 ，长期以来 ，人们关于民 

营经济的界定存在很多争论，以下是具有代表性的 

三个争论。 

第一个争论是关于民营经济界定角度问题，即 

民营经济究竟应从经营权角度还是应从所有权角度 

进行划分。很多学者认为民营经济就是“于民经营” 

的经济形式 ，因此应从经营权角度进行划分 ，得出的 

结论是 “国有民营”①经济和 “国家控股民营”②经济 

都是民营经济。全国工商联的权威发布却认为，除国 

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经济形式都是民营经济， 

这显然是从所有制角度进行的界定。按这种观点“国 

有民营”和“国有控股民营”经济都不是民营经济。 

第二个争论是关于广义民营经济的内部层次划 

分问题，实质是对狭义民营经济认识的分歧。一种观 

点认为，狭义的民营经济不包括外商投资经济和港 

澳台投资经济，因为外商和港澳台商的身份与大陆 

居民不一样 ，应以区别。另一种观点认为 ，狭义的民 

营经济应包括港澳台投资经济，而不包括外商投资 

经济，因为港澳台商也是中国的国民。还有一种观点 

认为应把狭义的民营经济进一步划分，提出所谓窄 

派观点，把个体和私营经济命名为窄派民营经济。 

第三个争论是关于民营经济的微观载体问题。 

一 种观点认为，民营经济的微观载体是经过工商登 

记的企业和工商户，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集 

体企业等等。另一种观点认为民营经济微观载体还 

包括没有工商登记的农业个体户。 

正是由于这些争论的存在 ，导致很多学者对民 

营经济的 “研究 口径”很不统一 ，一些 民营经济的研 

究成果中相关数据缺乏可比性 ，使研究成果的指导 

意义和参考价值降低。 

二、全国工商联对民营经济的界定 

针对上述种种争论和因为这些争论带来 的弊 

端，全国工商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的桥梁和纽带，作为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 

手，于 2003年成立了 “全国工商联民营经济发展形 

式分析课题组”。课题组在 2003年 11月 19日完成 

的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分析报告——2o03年度》中 

对民营经济的界定是：“广义的民营经济是指除国有 

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 ，包 

括内资民营经济 (含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集体企 

业等)、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狭义的民 

营经济是不包含外商投资企业。”本文把该界定称之 

为“新内涵”，把其中的狭义的民营经济称为“狭义新 

内涵”，把广义民营经济称为“广义新内涵”。 

显然 ，“新内涵”较之其它界定方法具有权威 

①“国有民营”是指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经营权属于私人企业家的经济形式，通常是企业家私人通过租赁、承包等形式取 

得国有企业经营权的经济形式。 

②“国有控股民营”是指国家享有对股份制企业的控股权，私人企业家仅通过参股等形式取得经营权的经济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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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随着 2003年 11月 30日“新内涵”的发布，将有 

助于减少关于民营经济界定的争论。但是 ，这一界定 

会在多大程度上消除争论 ，并为今后有关民营经济 

的研究提供一个统一框架，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学者 

们对其界定依据的理解和支持。 

三、“新内涵”体现出的界定思想 

1．按所有权界定的思想。从以上对民营经济的 

界定可以看出，中国工商联对民营经济进行界定的 

直接原则是所有权原则，而不是按照学术上有较多 

共识 的经营权原则进行界定。得出的必然结论是 ： 

“国有民营”经济 、“国有控股民营”经济不属于民营 

经济的范畴 。这与长期以来，很多学者认为“国有民 

· 、话 ”经济属于民营经济的观点不同。这就对于民营经 

济的第一个争论做出了回答。 

2．按“控制力”界定的思想。控制力最终体现于 

对经济体的控股权。从“新内涵”中可以看出，凡是国 

家拥有控股权的经济形式都不属于民营经济范畴，体 

现出按控制力界定民营经济的思想。当然，控股权也 

属于所有权范畴。从“新内涵”中可以看出不但“国有 

民营”经济不属于民营经济 ，而且 “国有控股民营经 

济”也不属于民营经济。这是对第一个争论的补充回 

答，明确了对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对民营经济的划分。 

3．民营经济的“民”字按“国民”界定的思想。很 

多学者认为，狭义的民营经济是指不包含港、澳、台 

投资经济在内的民营经济。但“狭义新内涵”却指出， 

狭义的民营经济是不包括外商投资经济，但包含港、 

澳、台投资经济在内的民营经济。可见，港、澳、台投 

资经济之所以被工商联归为民营经济是因为：港、 

澳、台商也属于“国民”范畴，是中国的“国民”，因此 

他们投资的经济也是中国的民营经济，体现出一定 

的政治色彩。这就对关于民营经济的第二个争论做 

出了直接回答。 

4．用 “排除法”进行界定思想。全国工商联认 

为，经济总体刨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就是广义民 

营经济；广义民营经济中刨除外商投资企业就是狭 

义民营经济；狭义民营经济刨除港澳台投资企业就 

是内资民营经济。从中可以看出，农业个体户和个体 

工商户都应是内资民营经济的具体组织形式，这就 

对关于民营经济的第三个争论做出了间接回答。同 

时，用排除法进行界定，使各层次民营经济与其他经 

济形式组成经济全集合，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 

5．“新内涵”体现出对争论的调和。首先，很多学 

者认为 ，民营经济应当从经营权角度进行界定，如果 

从所有权角度进行界定则应命名为“民有经济”。笔 

者认为 ，如果从经营角度进行界定 ，会在统计上产生 

很大的困难；而且 ，工商联界定的民营经济中的“营” 

字 ，也含有经营的意思，但此处的经营应 当是指 “最 

终经营权”，而不是指经营权。所谓“最终经营权”是 

指一个经济体的经营权的最终归属。拥有经济体当 

前的经营权 ，并不等于拥有最终的经营权 ，最终经营 

权是建立在控制力也即控股权基础之上的。比如，私 

人企业家通过租赁或承包取得了国有企业 的经营 

权，形成了 “国有民营”经济体。但如果没有特殊约 

定 ，租赁期或承包期满后不再续约 ，经营权仍归国 

家。再 比如，私人企业家通过参股(而不是控股)取得 

了国有控股企业的经营权，形成 “国有控股民营”经 

济体，但如果没有特殊约定，国家有权收回经营权。 

因此工商联对民营经济的界定是从“最终经营权”角 

度进行的。其次，“新内涵”提出了内资民营经济的概 

念。既使港澳台商投资经济包含在狭义民营经济中， 

也有专门的口径——内资民营经济对港澳台和外商 

投资经济以外的民营经济进行统计。这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狭义民营经济界定中关于港澳台投资经济 

归属的争论 。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国工商联对民营经 

济的界定虽然跟之前其他界定方法有所不同，其体 

现出的界定思想具有科学性 ，并尽可能地对界定中 

的争论和矛盾进行调和。 

四、“新内涵”具有较好的可行性 

全国工商联对民营经济的界定方法较其他界定 

方法更贴近现有统计口径，使有关民营经济的很多 

宏观数据便于从现有的统计口径中获得。以下列举 

两种民营经济宏观数据的获取途径。 

第一 ，根据 以上对 “新内涵”界定的分析 ，我 

们可以利用以下公式对内资民营经济相关数据进行 

计算获取。 

以内资民营经济工业产值为例，Y为内资民营 

经济工业产值；X，为工业总产值 ；X2为国有经济工 

业产值 ；X，为国有控股工业产值；X 为港澳台商投 

资企业工业产值；Xs为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X。 

为国有控股的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 

男f5么：Y=Xl—X2一X3一X4一X5+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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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式中等号右侧的数据是各年统计年鉴中容 

易获得的，从而可以计算出内资民营经济工业产 

值。这就使从宏观角度研究民营经济工业产值成为 

可能。 

第二，依照“新内涵”的界定，结合国家统计局的 

M0DERN ECONOMIC RESEARCH-_■i 

统计口径，可以将各层次民营经济的统计口径归结 

为表 1所示。我们可以通过对表 1中所列工商登记 

类型对民营经济的具体经济形式进行相关研究。，也 

可以将经济数据结合一定加权方法进行加总得出各 

层次民营经济的相关统计数据。 

表 1 各层次民营经济中包含的具体工商登记注册类型 

登 J 义 民 营 经 谤 

记 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 狭 义 民 营 经 济 
类 
型 内 资 民 营 经 济 

集体企业 
国 有 企 业 

股份合作企业 

国有联营企业，国有控股的 集体联营企业，非国有控股的 

内 国有和集体联营企业 、其它 国有与集 体联营企业 、其它类 

资 类型联营企业 型联营企业 

企 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的 非国有控股的其它有限责任 

业 其它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 

国有控股股份公司 非国有控股股份公司 

私营的独资、合作、有限公司、 

股份公司 

个 
体 个体工商户、(农业个体户) 

港 
澳 港澳台商独资企业，非国有 
厶 国有控 舶合资经营企业、 日 控股的合作经营企业

、合作 投 合作经营企业
、港澳台商投 

资 资的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的 

企 股份有限公司 
业 

外 
商 国有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

、 

外资企业、非国有控股 

投 的中外合资企业、合作 
资 合作企业、外商投资股份有 
企 限公司 企业、外商投资股份有 

业 限公司 

注：表中农业个体户并不是工商登记类型，但却是内资民营经济的组成部分。 

当然，民营经济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 

不断发展 的。随着)．4f3认识水平的提高，民营经济的 

界定会更严密 、科学 。随着新的经济组织形式的产 

生，民营经济的内涵会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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