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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x章指出，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十毋卜段．呈现 了五天特征。着重分析了民营企业的三种风 

险．并路出了发展民营企业的对策．特别是民营企业制度创新，要注意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制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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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_] 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个不断突破思想禁 

l】 l忌的过程。它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后的前30年， 

_ 。_ 民营经济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民营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涌现出了～批民营经 

济大户；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了 “私营经济 

是对公有制必要和有益的补充 后．民营经挤外部环境 

比较宽松．步人了较快增长的时期：邓小平同志南巡谈 

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民营经济每年都以较大的速 

度向前发展：据 《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提供的资料， 

我国私营企业 由 1989年 的 90581户增 长到 1997年的 

960726户 ，年均增长 34．3％；从业人员由 l989年的 164 

万人增长到 1997年的 1349万人．年均增长 30．1％；注 

册资金由 1989年 84亿增长到 5140亿元，年均增长 

67 2％；产值由1989年的97亿元增长到 1997年的3923 

亿元．年均增长 58．8％。在暇纳就业人员方面，民营经 

济也显示了强劲的实力，见附表。 

目前，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 

史阶段．初步呈现出 “五大特征”： 

【一)企业发展规模化。一些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 

越来越体会到，有规模就会有知名度，就会有竞争力， 

就可出效益。于是他们积扳融通资金，努力扩张规模， 

目前注册资金上亿元的民营企业不断出现 

【二)资本结构多元化。一些民营企业家在实践中体 

会到，仅仅依靠本身积累，是难以有太发展的，必须通 

过资本经营来壮大规模。 

附表：不同所有制企业新增就业岗位 (单位：万十) 

外商和 个体 
国 有 集 {# 

港溴 台 私 营 

1992 225 一’ 57 78 

1993 31 228 66 278 

1994 294 108 118 442 

1995 47 —138 lo7 448 

1996 一’ 一131 27 284 

(三)经营层次高度化。随着民营经济规模的扩大， 

经营层次也逐步提高，开始向工厂化、专业化发展，向 

濂加工、技术密集型、现代管理型转化。温州的桥头市 

场开始是由几个农民自发摆摊搞起来的．经过多次引导 

和建设．已建成一个年成交额上百亿的全国有名的枢纽 

市场。民营科技企业北大方正采用国际流行的OEM方式 

建立自己的产业，翩造出北大方正电脑，1996年初期销 

售量就突破 33万台，创造 了良好的业绩。民营企业上海 

和众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 “红外光幕保护器 ，选到 

了国家先进水平。 

(四)生产布局集中化 在市场大潮的催生下，全国 

各地出现 了一批专业村、民营经济园、民营经济区。山 

东临沂市有各种类型的专业村 1000多个，其中，适应市 

场发展要求而形成的服装、鞋类、胶台板、装饰材料等 

专业村就有 210多个。上海嘉定区建有 “希望”、“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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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太”、“大众”四个民营经济区．共吸纳 了5904家企业 

落户，注册资本达54．2亿元。 

(五)营销方式市场化。一些民营企业组织正在摆脱 

传统的推销方式，通过狠抓产品质量、加大科企联姻、 

培植知名品牌等市场手段，增强产品的竞争力= 

经过多年的发展，民营经济已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是成为富县富乡富民的 

“插性细胞。”一人带多人，一户带多户，一业带一片， 

一 厂带一村的格局已经形成。二是成为城市再就业的主 

渠道。比如上海 沪太 等 四个民营经济区的从业人员 

共有 4．7万名，其中安置的下岗工人约占40％，计 1．8 

万人。三是成为发展公盏事业的 “排头兵”：大部分民营 

企业心系国家，扶危济圜，积极捐资赞助社会公益事业。 

r—] 民营经济在高速发展、取得明显的社会和经 

I 2 i济教益的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民营企业家自 

u 身的局限，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甚至 “优胜”不 

久之后被 “劣汰”，直接影响着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目前，民营发展面临最大、最严蝮的风陵有三种： 

(一)规模风险：产量上升，质量下降，牌子倒地。 

有的企业舍得花大钱，下大力气上规模，却忽视或看轻 

了企业管理的作用结果，产品的优质品成为劣质品，被 

淘汰出局。 

(二)“百货店 风险：品种齐全．综合经营，顾此失 

彼．质量失控。民营企业从 目前看，可分为两大类：专 

业企业和综台性企业。 “综合店”的经营理论上看风险 

小。但其管理水平、技术种类 及人才配备都比 “专卖 

店”的要求高得多： 

(三)领导交替风险：人治企业往往导致人换政息。 

由于我国企业目前尚未完全进^法制阶段，因而人治的 

企业往往是 “一朝天子一朝臣”，人在政在，人息政息。 

细观我国民营企业，大凡领导变动大的，莫不出现管理 

混乱，并使企业由盛转衰。权力交管时期，也正是企业 

应付承受风障最脆弱的时期，也就最容易被市场淘汰。 

除了微观上存在的风险外，在客观上也存在不尽如 

人意的地方。 

(一)所有制混乱。一些民营企业为了寻求 自我保 

护、自我发展，利用挂户经营 假承包、假承租等多种 

手段．以集体企业名义登记注册 “假集体”在全国各地 

普遍存在，数量很大=“假集体”现象影响各级政府决策 

的科学性，不利于宏观婀控；搞乱了企业产权关系，民 

事责任主体不清；增加了行政管理上的困难，同时容易 

弓 经济犯罪和消极腐败现象，败坏党政机关和集体企 

业的名声。 

(二)内部管理滞后=一些民营企业经过十多年的发 

展 已经从小商品、小作坊、小公司发展成现代化工厂、 

股份公司、企业集团。一般企业只从这些变化中看到资 

金的积累、规模的扩大，而对其背后隐含着的发展战略、 

经营方式、企业组织形式甚至企业产权制度的变化却常 

常有所忽视．他们往往仍然沿袭 “事必躬亲”、“一人说 

了算”等起家时的管理模式，从而带来了管理上的耩洞 

和决策上的失误 

(三)竞争环境不够宽松。这主要表现在：(1)民营 

企业的经营范围受到限制，使民营企业与其他性质的企 

业在竞争的起点上就不平等。 (2)民营企业经营规模受 

到限制。民营企业规模小，要扩大规模需筹集资金。但 

有些专业银行不是以效益为标准，而是 所有制为标准 

确定贷款对象和贷款规模，民营企业取得贷款难，且额 

度小、利率高。 (3)各种费用负担不平等。有关单位把 

民营企业当作 “唐僧肉”，个个都想捞一块，以各种名义 

收取费用，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民营企业的积极性。(4) 

台{去权益得不到保护。有些地方口头上说民营企业如何 

重要，但一遇到实际问题时，仍用 “有色眼镜”相看。 

民营企业在一些人心目中仍然 “低人一等”，非公有制经 

济在很多地方饱受不公平的对待 

广]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 中指出．非公有 

i 3 I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u 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和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 

使之健康发展。这为民营经济带来了大发展的春天，全 

国上下必将掀起一个新的民营经济发展热潮。找们应当 

正视民营经济大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采取切实有 

效的措施，推动我国经济登上新的台阶。 

第一，广泛动员，形成良好的发展 “气候”。民营经 

济要犬发展，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 大气候” 因此． 

要通过各种方法，创造民营经济发展的舆论氛围。要抓 

住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这个大好契机，引导广大干部深 

刻领会江总书记在报告中的重要论述，努力把思想统一 

到 “三个有利于”上来，统一到十五大精神上来，统一 

到加快发展民营经济上米 努力在社会土形成一十方方 

面面扶持经济、发展经济的 “大气候 。 

第二，正确弓【导，开辟大发展的途径。一要帮助他 

们制定出近期或远期的发展目标，鼓励他们做大生意． 

弓l导他们努力实现 “四个转变”：以规模效益为中心，宴 

现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以发展专业村 

(镇)、专业园 (区)和专业市场为重点．实现由分散经 

营、单位膨胀向区域化、集约化整体扩张转变；以市场 

为导向，宴现由内向型为主向外向型转变；以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为目标，实现由传统家族式管理方砖向现代化 

科学化管理方式转变。二要完善民营经济组织 ，发挥工 

39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商联的独特优势和民问商会的作用。所有层营经济组织 

都应开展各种活动，通过多种渠道，着力提高民营企业 

家的政治素质和法律意识。三是努力培育市场，加快市 

场建设，为民营企业提供更为广阔的经营 “舞台 。 

第三，加大力度，积授清理 “假集体”企业。要避 

免企业所有制混乱带来的危害，需从实际出发，积授而 

慎重地处理 “假集体”企业 要严格把好登记关，防止 

产生新的 “假集体”。 

第四，完善政策，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软硬环境 

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民营经济发展的激励政策，靠政策 

把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民营经济主体的积授性调动起 

来：要进一步坚持做到放心、放手、放胆．不限发展比 

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发展规模、不限经营方式、不 

限经营范围 (国家明令禁止的除外) 切实保护民营企业 

的台法权力，要像抓减轻农民负担、减轻国有企业负担 

那样 抓制止对民营企业的 “三乱”：要充分发挥政府的 

宏观管理职能，引导民营经营者扩大再生产，加大技术 

含量和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进一步完善政策，协 

调部门关系，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困难。加强工商、税务、 

劳动、市场等方面的管理，规范经营行为，维护正常的 

经济秩序 积授支持和帮助民营企业进行改制，推进民 

营企业进行改制，推进民营企业的股份制。 

第五． 规模上要从中小企业向集团过渡并注意协 

调几个关系：(1)从产业的选择上，民营经济要从盲目 

性走向自觉性。注意姓理好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是市场 

创造企业的辉煌，有市场就上．无市场不上；企业与客 

观经济的关系，要把握客观经济的走向，企业业主与多 

元化经营的关系，防止多元化经营；上马与退路的关系． 

要思考企业的退路。 (2)从资产的状态上，要将资产由 

静态化走向动态化．实行资产重组；(3)从融资方式上， 

民营经济要从不规范的融资走向规范的融资，即直接融 

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的融资方式。最好采用问接融资 

— — 银行融资方式，直接融资——资奉市场融资，自我 

改造股份公司。另外 ．用组建民营企业发展基金和资产 

重组的办法也可 开拓直接融资渠道： 

第六，注意企业的制度创新。以组建股份有限公司 

和有限责任公司为内密的民营企业制度宦 新，客观上要 

求所有权与经营权实行相对的分离。这就要求解决企业 

的代理问题，从目前看，比较成熟的解决模式和思路就 

是通过完善资奉市场、经理人市场、兼并市场以及相关 

的市场载体，来产生和提供三个有助干规范经营者行为 

的运行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制约机制。即通过 

I馓励机制” (一般可采用 “购股权”计划或 ”经理人期 

权”计划，即让经营者持有企业的股权，使股权收益在 

经营者收A 中占较大的比重。)来规定将来经营成果的利 

益分配，通过 “制约机制”(主要是建立一套由独立会计 

师、证券分析师、投资者以及企业董事会等内外机构组 

成的垒方位监督体系。)来记录、校正经营者的经营业绩 

与行为，通过 制约机制”对经营者实施奖惩。“激励机 

制”所产生 “动力 加上 “制约机制”产生的 压力”， 

再加上有效的监督，将会使经营者奋发不息．勤于开拓。 

从而使企业代理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随着所有制理论迷雾的破除．集团化、股份化、国 

际化、产业化步伐的不断加快，中国民营经济必将以一 

个崭新的形象，更加辉煌的业绩，在 21世纪的经济舞台 

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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