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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促使民营经济成为经济发展新增长点的途径 

堑 堕 F}2 a弓 f~76．3 

民营经济是相对于国有经济而言的。其 内涵是 

指由民间经营的经济形式和经 营方式 ；其外延包括 
一 切非国有的其他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即包括 

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经济、个体私营经济、以及非 

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等非国有的经济形式和经营 

方式。我国现阶段的民营经济，它是民间的混合性 

经济形态和经营方式。 

民营经济在我国的出现和发展 ，是不依人 的意 

志为转移的。因为公有制经济在现阶段不可能完全 

满足社会和人民 日益增长的多种多样的需要，留有 

很大的空间有待其他经济成分去开发和填补；又因 

为我国的就业压力很大 ，而且是长期性的，客观上 

要求一些人 自找出路，自谋职业，采取多种形式就 

业。在这种情况下，民营经济就应运而生，因而它 

是改革开放 的产物。它从一产生就显示出强大的生 

命力 同国营经济相比，它一般都比较集中于第三 

产业以及资金占用步，运转较灵活的第二产业和农 

剐产业上 由于它是民间独立经营，个体私营者采 

用精简高效的管理和灵活的经营方式，避免了国营 

企业的人浮于事，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经营效益。又 

因为它一般占有资金较少，便于私营企业主从自身 

利益的角度出发灵活转换产品形式，适应市场的变 

化 而国有企业往往 占有较大的资金 ，在很大程度 

上，难 以向其他部 门其它产业转移。从以上种种现 

象表明，民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 ，在瞬 

间万变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和广 

阔的前景。 

民营经济作为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经济形式和 

经营方式，发展潜力巨大。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仍 

存在不少问题 ，这些问题正制钧 着 民营经薪的进一 

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从认识上看 ， 左”的影 响远未消除 。长期以来 

计划经济模式所形成的传统观念正束缚着民营经济 

的发展。有一些人总认为个体、私营经济不正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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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派，怕民营经济发展多了会冲出我国的公有制为 

主体 的所有制形式 ，怕出现两极分化，怕走上资本 

主义道路。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是由于我国民营经 

济是在对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割了多 

年的 “资本主义尾 巴”的背景下发展起来 的。以往 

我们搞了许多年的单一的公有制，要求公有制越大、 

越公、越纯越好，加上我们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又缺 

乏理论上的准备和宣传解释工作，因而对它的出现 

和发展，自然带有计划体制下形成的 “左”的影响。 

为更好地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我们要端正思想认 

识 ，不断地消除我们头脑中 “左”的思想残余 。 

从政府政策上看，在很多地方，虽然下过许多 

类似 大力发展”的文件，但由于无经常的、扎实 

的、专门的管理机构，无长远可行的规划目标和有 

力的责任制度，致使优惠政策贯彻不力 造成如此 

现象主要是因为政府对经济管得过宽过紧以及政府 

各部门职责不清，在很多情况下出现了政出多门，各 

抓一端的情况，有利的事争着管，无利的事就推诿。 

在此种情况下出现了 乱收费 、“乱摊派 、 乱罚 

款”，使刚尉起步的民营经济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 

严重阻碍 了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上述问题严重影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使民营 

经济做为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蒙上了阴影 为使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我们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为民营经 

济的发展 ，创造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 笔者认为政 

府部门应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 

广大中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的民营经济之所 以 

有很大差距，其实质就是思想解放不够，观念转变 

不快。应该看到，依靠民营经济而成为我国现阶段 

的私营经挤企业主，既不同于工人、农 民、知识分 

子，也不同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我国社会主义新的 

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现在的民营企业 

和过去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相 比，在不同程度上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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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剩余价值上是相同的。但其构成的成份、资金积 

累的形式与雇工的关系、社会作用等方面都有很大 

的区别。这个群体的绝大多数人是原来的工人、农 

民、城乡干部 科技人员、复员转业军人等基本群 

众。它的资金来源也不同于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民 

营企业虽然存在雇佣关系，企业主占有一定的剩余 

劳动，但与过去资本主义企业中劳动关系对立也不 

完全一样，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和国家政策允许范 

围内的一种新型雇佣关系。在敢治上，企业主和雇 

工是平等的，企业主和雇工的合法权益同样受到国 

家的保护。民营企业所得 ，一部分缴纳税金 ，一部 

分支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 ，一部分作为公益金为社 

会服务。企业业主只拿部分，而这一部分又有相当 

数量用于扩大再生产。还应看到，民营经济是在国 

家基本没有投入，银行贷款很少的情况下，以其节 

俭、勤劳为主，依靠灵活的独具活力 的经营机制逐 

步壮大起来的，为国家作出了积极贡献 因此，必 

须形成一个共识：放心、放胆 放开、放手民营经 

济，这是振兴地区经薪，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 

要途径。 

(二)、利用各种形势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 

造 良好的社会环境。 

首先要在政治上为民营经济创造平等的社会地 

位。在各级人大 、敢协、工商联中，民营经请的代 

表要有一定的比例，充分体现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 

的重视，使它们亲身体会到与其它劳动者一样享受 

有平等政治权利。其次在宣传上刨造良好的舆论环 

境。对民营经济代表人士的宣传，要注意把握好尺 

度和角度，着力点应放在：宣传党和国家以及各级 

政府对民营经济有关方针、政策、法律和措施上；宣 

传民营经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的重要 

作用。再次在政策上剖造平等竞争的条件，在税收、 

信贷、出境考察、场地租赁、产品外销、经营行业 

等方面，能使它们与其他经济成份一样享有同等的 

政策优惠。 ‘ 

(三)、理顺各种关系，加强管理，动员社会各 

方面力量为发展民营经济服务 。 

目前，对民营经济有管理权的有工商、税务、公 

安、物价、外经委、卫生、防疫 、环卫、计 量标准、 

城建部门，在多头管理中，要理顺关系，加强引导， 

协调配合，搞好服务。具体来说，应该做到：1，采 

取措施，抓好落实，确定政策到位。要提高领导干 

部的思想认识 ，学好政策，各有关部门要增强执法， 

执行政策的严肃性和 自觉性，杜绝 “肠梗阻”的问 

题发生。各级政协、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要加强民 

主监督、检查，视察对民营经济各有关政策规定的 

落实情况，要不断完善现有政策，制定新的措施，改 

革不适应的 “地方政策”，以促进民营经济 的健康发 

展。2、协调关系，统一管理。各地应在党委和致府 

的丹管领导下，建立统一的协诃领导机构，制定一 

系列相应的政策和措麓，实行配套管理 3、加强服 

务，为民营经济排忧解难，-提高竞争能力。各有关 

部门要加强服务意识，帮助民营经济者在市场经济 

中树立经营信心，要主动为民营者当参谋，提高市 

场信息，在原材料、燃料、电力、贷款等方面予以 

安排和筹措，在税收、财务核算等方面要从实际出 

发，提供优惠政策。 

民营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长期以来实行 

小规模、高投入、高消耗、精新摊子、追求数量的 

经济增 长方式，民营经济所处的传统的粗放型增长 

方式，作为旧的经济体 的产物和延续，在经济发 

展的一定阶段上有其必然性，但当民营经济的发展 

目标由单一转向多元 目标后 ，I且的经薪增长方式，给 

民营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明显的危害和 

种种j巾击。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环境的变化，民 

营经济在改革开放 中出现快速发展 的势头。然而，民 

营经济大多只考虑短期教益，而缺乏长远目标，只 

顾经营者 的个人私利 ，不管社会整体利益 ，长期 以 

来造成许多不良影响。首先它主要依靠铺新摊子 ，大 

量增加新要素的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其主要特征 

表现是 ：一是在投人上出现 了 “三高 ，即高投1人、 

高消耗、高成本。为追求经济的高速度，常常靠扩 

大资金，劳动力、琢材料投人来支撑。这就必然造 

成经济增长的成本高。二是在出现了 “三高”的基 

础上出现了 “三低”现象 由于民营经济大多数属 

规模小 ，技术力量不雄厚 ，在很多情况下类似 于手 

工作坊的经济形式 ，由于只注重于依靠投人的增加 ， 

而忽视了科技进步、科学管理及提高劳动者素质在 

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而造成了产 出辜低、产品质 

量低、经济效益低这样的直接后果 

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 “三高 、“三 

低”的情况，究其原因是髭营者短期靳益行为和资 

金力量薄弱所系。做为个体的私营者，在利益的驱 

动下，往往使他们把追求当前利益作为决定采用何 

种生产方式的重要饭据．并且由于他们单个的经济 

力量所限 ，即使有远见 的经营者想采用规模经薪，以 

增加科技含量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促进民营经济 

的发展，往往也无能为力，只能采用传统的方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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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打小嗣 。 

民营经济作为一种经营形式 ，长期以来形成了 

小规模、高投人、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但 

是 ，随着我 国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变，这种粗放 

型的增长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的发展 实现经 

济增长方式的历史性转变，成为我国名符其实的新 

的经济的增长点，民营经济依靠其 自身优势，前景 

看好。民营经济要以 “九五 计划和 2010年远景目 

标纲要颁布和实施为契机，将经济增长方式真正转 

移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向 

科技要效益，向规模要效益，向管理要效益，走以 

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的发展路子，实现民营经济发 

展的新飞跃。在其转变增长方式的过程中，依笔者 

之见应具体采取以下措施 ： 

1、大力促进股份制的发展，民营经济在其发展 

的过程中，要广开集资之路，走规模发展的新_路子。 

股份制有助于筹集分散的杜会贷金，使相对单一的 

社会私营经济汇集成一股强大的经济洪流，可以缓 

解单个民营企业无法上规模、上档次，向集约化、规 

模化方向发展的矛盾，使民营经济有能力进行技术 

改造，有胁于名牌战略的实施 。在实施 民营经济股 

份制的过程中，要敢于实践 ，大胆突破 ，努力探索 

发展民营股份合作制的新途径。 

首先是突破行业、地区和所有制界限，拓宽合 

作领域。我们应注意充分发挥股份合作的优势，大 

方扶持股份合作企业突破行业、地区、所有制界限， 

寻找合作伙伴，广泛吸纳股金，促使民营经济发展。 

其次为增强民营经济的新活力，积极引导他们 

向股份合作制之路发展。民营经济要想成为经济发 

展的新增长点，必须在舰模上实现规模效益，使之 

能够及时溺节产品结构，傲刭 “人无我有 人有我 

精、人精我廉、人廉我转”，以促进民营经济太发展 

企业只有在经济实力较雄厚韵情况下，才能进行产 

品开发、设备更新，才舱以市场为晴雨表，髓民营 

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茁壮成长。股份合作制作 

为一种所有制形式及融资方式，为无力独立经营的 

私营企业开辟了一条具右广阔前景的道路 

再次，种进外资对民蕾经济实行嫁接改造 应 

以 “无外不快”的思想，并在撼行股份合作发展民 

营经济中，把招商引资；椽接改造摆在突出位置。 

2、强化科技意识，实施科技兴民战略。目前大 

多数 民营经济属资探型产业 ，少量 I原材料和初级 

产品为主 ，档次低 ，科技含量不高，缺乏竞争力 要 

改变这种状况 ，就必须在科技和人才上下功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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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科技激l励机制。民营经薪的经营者一定要进 

一 步转变观念，增强科技意识，把民蕾经济的发展 

机制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遭上 

来 ，鼓威民营经济引项 目、引产品、引人才 、搞开 

发。要把新产品的开发、生产率提高、原材料及能 

源消耗的降低等技术进步指标纳人民营经济的考棱 

范围，同时制定优惠政策，鼓威科技单位和科技人 

员到民营经济单位开展多形式的科技服务，使民营 

经济走上依靠科技进步，走内涵挖潜扩大再生产为 

主的发展道路。二是耍大力发展新产品。要引导民 

营经济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依托，及时更新设 

备，调整结构，积极开发适销对路、能耗低、原材 

料省的科技新产品、以及于大中型企业配套的产品 

或短线产 品出 口创汇的外 向型产品。三是积极开展 

技术合作 民营经济的经营管理者们要主动与大专 

院校、科研院所加强联系和协作 ，寻求科学技术的 

后盾和依托，引进、吸纳、消化新成果和新技术，将 

科学技术尽快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四是注重人才 

培训。要结合业务和科技项 目加强对职工的培训，采 

取请进来、送出去等多种形式，分层次、按需要对 

职工进行培训。在具体操作上要坚持三个结合，即 

引进人才和挖掘人才相结合；自我培养和委托代培 

相结合；培养专业人才和提高职工整体素质相结合， 

使民营经济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以适应技术进步的需要。 

3 增强市场意识，实现规模经营战略 目前民 

营经济在布局上， 大而全”、“小而散”，缺乏拳头 

产品和支柱产业，形不成规模，产品形成不了优势， 

缺乏市场竞争力。因此一定要打破：“村村点火，户 

户冒烟”的格局，引导民营经济由小向集中连代魄 

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发展，t尽快形成规模，形成优 

势，提高民营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整体实力。一是 

在布局上，要积极引导民藿经济向沿城镇、沿交通 

要遭、沿开发地带发展，积极创办民营经济开发区， 

把民营经济区建设、小城镇建设和市场结合起来，做 

到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从而降低单位效益基础设 

施、能耗和运输成本，握高企业经济效益。 

总之，民营经藏是稳农、富农的重要途径，也 

为国有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和城镇待业人员上岗提供 

了广阔的天地。我们必须对其加强宏观引导，促使 

它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 ， l导民需企业向规模 

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尽力使民藿经济虞为新髀经 

济增长点。 

(45者单位}北京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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