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荣法先生在 《论 “民有”与 

“国有”》一文中提出了“民有经济” 

的概念 ，且认 为，从 “民营”到 “民 

有”是质的飞跃，而此前的误用 、滥用 

“民营”概念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和危 

害不可小视，这是很有见地的，也可 

使人们得到启发，但崔先生没有给 

“民有经济”下一个定义。李保民先 

生提出，“民有经济即劳动人民群众 

的经济”，这似乎是一个关于民有经 

济的定义，但仔细研究一下就可发 

现：“民有经济即劳动人民群众的经 

济”作为一个判断是正确的，作为一 

个定义则没有揭示 “民有经济”这种 

“思维对象的特有属性”，且不符合 

逻辑学的定义规则。本文试给 “民有 

经济”下一个定义，并就其与 民营经 

济的区别和联系做些探讨。 
一

、民有经济的定义 

民有经济，是指社会主义条件 

下，公民运用属于 自己合法拥有的资 

源进行经济活动并获得经济收益的 

经济形式。 

此定 义所概括反映的民有经济 

的基本特征有以下： 

第一 ，民有经济的主体是公 民。 

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公 民不同于人 

民。人民是个政治概念，不同历史时 

期，“人民”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 

而且，人民是个整体概念 ，我们讲一 

切权力属于人民，就是从整体上说 

的。公民则是个体概念，公民享有权 

利，却不一定握有权力。严格说 ，公民 

是没有权力的，任何公民手中的权力 

都是公共权力。公民作为权利主体 ， 

意味公民可以成为经济主体。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公民都可 

运用属于 自己所有的资源并依法从 

社会获得一定经济资源进行经济活 

动 ，这使任何公民都可成为民有经济 

的主体。 

第二 ，民有经济并不以资源完全 

属于公民自己所有为前提，而是仅以 

公民拥有资源为前提。 “拥有”不同 

于 “所有”，但可包含 “所有”。 “所 

有” 是与所有权相联系的法律术语 ， 

其含义不是指人对资源 (财产 )的占 

有状态或占有形式 ，而是指人对资源 

(财产 )的占有、利用状态的不可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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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性。“不可侵犯”，是对与占有资源 

(财产 )的主人相对的或之外的其他 

人的限制规定 ，即其他人不可改变资 

源 (财产 )的主人对资源 (财产 )的 

占有 、利用状态。因此，所有权的根本 

属性是其排他性。“拥有”则不同，拥 

有不一定与所有权相联系。拥有既可 

以是基于所有权的占有和利用，也可 

以是不以所有权为依据的占有和利 

用。民法上的自物权和他物权就体现 

了 “所有”与 “拥有”的区别。自物 

权，也就是所有权 ，是权利人对于自 

己所有的资源或财产所享有的权利 ， 

包括 占有 、使用 、收益和处分等四项 

权利。他物权 ，是指非所有者依法享 

有的对他人所有的资源或财产的占 

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民有经 

济主体，即公民对资源的拥有 ，包括 

自物权和他物权这两种形式。 

我们这里没有用 “占有” 这个 

词。之所以不用 “占有”这个词是因 

为：事实上，“占有”也不同于所有和 

拥有。占有存在多种形式 ，在有法律 

存在的前提下，占有可以区分为合法 

的占有和非法的占有。 “所有”必以 

合法的占有为前提。如果一切资源 

(财产 )都是有主的，则非法的占有 

是对合法 占有即所有权的侵犯。然 

而，合法的占有又不止 “所有”这一 

种。因为合法的占有可以区分为：表 

现为有所有权的合法占有和没有所 

有权而只有使用权的合法占有。无所 

有权的合法占有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 

是通过租赁(承包经营 )的形式取得 

资源的使用权 ；二是通过 “借用 ”的 

形式取得资源的使用权(这里的 “借 

用”是指不需支付利息的借用 ，需要 

支付利息的借用与租赁没有本质区 

别 )；三是对无主资源的合法占有和 

利用 ，比如，一国领海是属于国家所 

有的，但一国领海内的某些资源有时 

就并没有规定为国家所有，那些资源 

事实上是处于无主的状态。至如公海 

上的某些资源更可以说是属于无主 

资源。“拥有”是指合法占有，包括有 

所有权的合法 占有和无所有权的合 

法占有。例如，农户承包经营集体或 

国家所有的耕地 、山林 、水域 ，就是一 

种以合法占有为基础的民有经济。在 

这种经 济形 

式中，农民对 

所使 用 的资 

源 (指耕地 、 

山林 、水域 ) 

并没 有所 有 

权，却有使用 

权，因此，我 

们说 他们 拥 

有 自己 的资 

源 。而农民所 

拥 有的 资源 

则来 自合 法 

的 占有 。所 

以，就 “民有 

经济”而言 ， 

公 民所拥 有 

的资源，可以 

是 属于 自己 

所有的资源 ， 

也 可 以是 不 

属 于 自己所 

有的资源；可 

以是所拥 有 

的全部 资源 

属于 自己所 

有 ，也可以是 

所拥 有 的资 

源 中一部 分 

属于 自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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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而其他资源则属于他人 (国家、集 

体或个人 )所有。 

第三 ，民有经济的经营成果属于 

公民享有。任何经济形式都有一个产 

出 (经营成果 )属于谁所有的问题。 

公有经济的产出属于公有，公有经济 

的收益属于公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 

收益分配问题。民有经济作为一种经 

济形式 ，其本质在于确认 ：公民运用属 

于自己合法拥有的资源进行经济活动 

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属于公民所有。这 

是民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民 

有经济的本质特征。 

二、民有经济既不是传统意义上 

的私有I一经济．也不是民警经济．而是 
一 种与公有叫相联结的民有叫经济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 

里指出：“消灭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 

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国 

民有经 及其民营经 联系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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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 

常的历史更替 、经常的历史变更。例 

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 

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3]p265 

而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 

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 

所有制。”f3]p265根据马克思恩格斯 

上述论述 ，我们可推知：第一 ，“一般 

所有制”，既包括资源 、财产的公有 

制 ，也包括资源、财产的私有制，却不 

包括资源、财产的资产阶级所有制。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消灭的私 

有制，是指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私有 

制。第三，不仅 “一般所有制”与资产 

阶级所有制存在区别，就是传统意义 

上的公有制或私有制与社会主义社 

会的公民所有制也存在区别。 

那么，社会主义民有经济与传统 

公有制经济 、私有制经济有哪些区别 

呢?与民营经济又有什么不同呢?其 

根据又是什么呢? 

第一 ，社会主义民有经济 ，是以 

承认每一劳动者对其人力资源享有 

所有权为前提的。正如江奔东先生所 

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工人之 

所以叫无产者，是因为这部分劳动者 

丧失了对劳动力的所有权。在劳动力 

市场上 ，劳动者把个人劳动力的使用 

权卖给了资本家 ，在这种假象的掩盖 

下，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整个产权实质 

上被剥夺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 

立的社会主义制度 ，应当确立劳动者 

对人力资本的产权，使劳动者的劳动 

力个人所有权充分地实现，使无产者 

变为有产者。劳动力是劳动者个人的 

财产 ，并且是劳动者赖以生存发展的 

源泉。把劳动力财产归还给劳动者 ， 

使劳动者拥有生存发展的最起码的 

‘资本 ’，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的体现。”“然而，传统社会主义没 

有把目标放在确立劳动者对劳动力 

的所有权上面 ，而是把 目标放在了集 

中统制上面，这是目标的极大错位。” 

第二，社会主义民有经济，是 以 

?肖灭资产 阶级私有制即剥夺资产阶 

级的财产从而建立起 以某些资源为 

对象的公有制为基础的。从资本家那 

里 “拿来”的资源或财产 ，是绝对不 

能直接分配给劳动者的，不论这些劳 

动者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过 

程中有多么大的功劳，都是不行的， 

因为：如果那样做，那就不是社会主 

义革命 ，更不是建立社会主义，而是 

用资本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甚至是用 

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社会制度代替 

资本主义；如果那样做 ，无产阶级革 

命就变成了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封 

建社会的农民革命者，就是在革命胜 

利后将 自己直接变成地主 、官僚或皇 

帝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后，首 

先建立起来的资源 、财产所有制 ，是 

以某些资源 (生产资料 )为对象的资 

源公有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意。 

至于 ，在此之后应该如何发展，则是 

另外的问题。对此 ，马克思主义创始 

人没有空想，而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的方法提出了具体的设想，这就是重 

建 “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5】但是 ， 

我国改革开放前则是与世界各社会 

主义国家一样 ，没有把目标锁定在这 

里 ，而是把目标定位在建立单一的全 

民所有制上面，这同样是 目标的极大 

错位。 

第三，民有经济是相对独立的， 

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互相依赖 、 

互相渗透的。其相对独立性主要体现 

为，资源、财产的所有权是存在的。在 

社会主义社会 ，既不能建立以全部资 

源为对象的单一全民所有制，也不能 

将全部公有资源化为私人所有；既不 

能搞 “穷过渡”，也不能搞私有化；既 

不能搞剥夺个人家庭财产的 “一平二 

调”，也不能搞 “化公为私”的所谓改 

革。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资源在整 

体上具有无限多样性 ，任何经济主体 

哪怕是国家也不能完全 占有整个社 

会的所有资源；二是因为资源具有可 

占有性和不可占有性 ，有的自然资源 

是可占有资源，有的 自然资源是不可 

占有资源 ；三是效率和公平的双重追 

求使资源所有制的制度安排应按照 

公有私有并存 ，“宜公则公，宜私则 

私”[6】的方向发展 ，使公有制经济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成 

为资源所有制安排的最佳选择。这同 

时也决定公有资源与民有资源有着严 

格的界限。民有经济与国有经济的互 

相依赖 、互相渗透体现为：国有经济与 

民有经济之间互相供给资源，共同组 

织成国民经济的整体。国有经济从一 

方面看，无疑是国有经济，但从另一方 

面看，它又是民有经济。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国有经济以国有资产经营方式 

多样化为存在形式 ，既有国有国营又 

有国有法人经营和国有民营，即使是 

国有国营也是必定要从 “民”那里取 

得人力资源。民有经济也是如此 ，一 

方面看，民有经济就是 “民”所有的经 

济，但从另一方面看，则又是国有经济 

的存在形式。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 

国有资产经营方式多样化，即使是典 

型的民有经济，如被称为私有经济或 

私营经济的企业也要以合法占有国家 

所有的资源 (如土地 )为条件。因此， 

现实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已不是传统 

意义上的国有经济 ，现实的民有经济 

也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有经济。 

第四，民有经济不等同于民营经 

济。民有经济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都是 

“民”，这使它与民营经济相联结。因 

此，民有经济一定是民营经济。但是， 

民营经济则不一定是民有经济。民有 

经济与民营经济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 

在事实上都不能划等号。民有经济与 

民营经济的区别在于 ：(1)“民营经 

济”作为语词概念强调的是 “民”在 

经营，“民有经济”作为语词概念强调 

的则是属于 “民”所有。 (2)在现实 

上，民有经济必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 

包含民有经济但不全是民有经济。例 

如，在存在国有民营、集体所有民经营 

的情况下，“民营经济”就还包括这两 

种经济形式。这也正是 “民营经济是 
一 个模糊概念”『7]的原因，同时也说 

明民有经济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存 

在交叉的情况。(3)民营经济这个概 

念的产生背景 ，一是存在国营经济这 

个语词，二是需要避免 “姓资姓社”的 

争论。而在此前 ，则只有 “国营”、“私 

营”以及 “集体经营”的概念。l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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