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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本、民 有经济”能代替 “民营经济”吗 

浙江省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浙江 

省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 、浙江财经学院教授 

单东在 2月 9日 CIL京 日报 》发表文章认 

为，“民本 、民有经济不能替代 民营经济”。 

他认为 ，个别学者提 出 “民本经济”的本意 

是强调 “以民为本”，使经济成为人 民的经 

济，愿望是好的。但认为提了 “民本经济”就 

能显示出这种经济是属于人民的，是 “以民 

为本⋯r，那么，“国有经济”不是 “以民为 

本”吗?社会主义国家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 

众利益的，难道不是 “以民为本”吗? “全民 

所有制”则更是代表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 

当然也是 “以民为本”的。如果根据这种引 

申理解 ，我们能不能把国有经济也 叫做 “民 

本经济”呢?当然不行。“以民为本”实质上 

是政治学用语，而非经济学用语。 

还有个别 同志提出：“何不提 民有 ，何 

必再提民营?”有人甚至提出以 “民有经济” 

代替 “民营经济”。这些同志疏忽了 “有”和 

“营”的区别。把 “民有”和 “民营”两个概 

念混淆 了。 “有” 者是指所有制或产权 ， 

‘臂 ”者是指经营方式或经营权 。前者是所 

有制范畴，后者是实现形式范畴。显然，“民 

有”与 “民营”有着明显的区别。国有企业是 

国家所有而不是民有 ，但它可以民营，即通 

过租赁 、承包等多种形式实行国有民营，你 

总不能说国有企业也是 “民有企业”hE? 

党中 央和国务院的相关 文件以及我 

国宪法都将 “国营经济”改成了 “国有经 

济”，相应地 ，“国营企业”也改成了 “国有 

企业 ”．这种改动正是为了明确 “有”和 

“营”的区别 ，从而探索 同有捌的有效实现 

形式 ，即通过实行所有权 和经 营权 的 “两 

权分离” 来 寻找 围有经济 的多种实现形 

式 。“民营”正是从经营权的角度为国有经 

济提供 了一种有效的实现形式 ，如国有民 

营。改革开放 以来 ，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的 

租赁 、承包 、参 股 、兼并等方式使国有企业 

得到改组 、改制 、改造 ，从而激发了活力 。改 

“国营经济”为 “国有经济”的 发点就是 

为了让多 数国有企业不冉 国家直接 经 

营 ，正因为这一改 ，国有企业才能有法可依 

地放开经营权 和转让经 营权 ，民营企业也 

才能涉足 国企 改革和合法地经 营 国有 企 

业 。随着囝企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民企的壮 

大 ，国有经 济将会 出现更多的有效实现形 

式。如随着 国有资本 、集体资本和私有资本 

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的不断 出现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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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经 济 景 气 监 测 预 警 报 告  

中国经济预警将由 “黄”转 “绿” 

国家 信息 中心 在 2月 7日《上海证券 报 》发 布 中国经 济景 

气监测 预警报告 指出 ，中国经济 预警 将由 “黄”转 “绿 ”。主要 分 

析结论是 ： 

近两年我国经济景气指数持续上行 ，经济发展进 入快速扩 

张阶段 。但与此同时 ，经济 中也 出现了一些结构失衡和局部 过热 

的现象 ，去年年末经济预警 指数已经进入趋热期间 。 

了投资主体 的多元化 ，许 多国有资本就可 

以通过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放 开经 营权 ， 

使 “国有 民营”成为国有制 的主要实现形 

式 。这表 明，也正 因为有 了 “民营”，国有经 

济才找到了多种有效实现形式。 

再 有 ，现代企业 的典型形式 是公 司 

制 ，而公 司制 的特 点是所有权 和经营权 

桐分离 ，主要 经营者往往 已不是产权 的 

所有 者 (股 东或 大股东 )，而是职业 经理 

人 ： “民有经济” 强调 的是所有权 (产 

权 )，“民营经 济”强调 的是经 营权 ，虽然 

任何 一种经营方式 都离不开 一定 形式 的 

所有 权 ，但不 能因此而忽视所有 权和经 

营权 的区别。在 现实经济社会中 ，许 多国 

有企业 放开 的是 经营权 而不 是所 有权 。 

“民有 企业 ”因强 调 “民有”，从 而就很 

难成为 国有经 济的有效实现 形式 。由此 

可 见 ，不能 因 “国营经济 ”改 为 “国有经 

济 ”，“国营企业 ”改为 “国有 企业 ”，就 

可 以仿照 ，把 “民营经 济”改为 “民有经 

济”，“民营企业 ”改 为 “民有企业 ”。 

单东最后论述 说 ，“民本经济 ”的提 

法不够确切 ，“民有经 济”的提法也较 片 

面，故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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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J口退 税政策 、信贷政 策 、产业 调控 政 

策 和土地 管理垂 直领导 新体 制等政 策效 应逐 

步显现 及上年高基数 的影 响 ，今 年上半年先行 

指 数和一致指数可 能小幅回落 ，经 济预警指数 

将重 回绿灯 区 ，经济增长率有 冲高回落之势。 

在 这种背景下 ，应该冷静观察前期宏 观政策调整 的实 际效 

果 ，在今年年初经济 保持 较高增速的惯性运行期 间 ，不宜采 取进 

一 步 的收缩措施 ，以避免 过猛 的宏 观调控措施与今年 一季度 以 

后经 济环 比增速 自然 回落形成合力 ，且 出!El和投 资需求 回落导 

致 经济增速的过快下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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