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非公经济"放宽市场准入 

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 

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 (俗 

称非公经济 36条)于 2005年 2月 24日 

正式颁布以后 ，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 

响，尤其对于广大的民营企业来说 ，虽然 

这股春风来得有点晚，但这部新中国成立 

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 

题的中央政府文件不能不让人兴奋，它已 

向全社会宣布 ，从此以后 ，民企也可以享 

受到与国企同等的待遇。 

《意见》从七个方面提出了促进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的主要政策措施和要求。其 

中第一部分 “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 

入”尤其受到关注 ，关于这一问题 ，《意见》 

分八条明确提出：1．贯彻平等准入、公平 

待遇原则 ；2．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 

业和领域 ；3．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公用事 

业和基础设施领域；4．允许非公有资本进 

入社会事业领域；5．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 

金融服务业；6．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国防 

科技工业建设领域 ：7．鼓励非公有制经济 

参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 

8．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西部大开 

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 

区崛起。其中第一条是总纲，其他几条则 

撤除原先的行业准入藩篱并明确了改革 

的政策导向。 

非公经济 36条刚刚发布不久，就传 

一 -经贸实践 

学习国务院“非公经济 36 

来了我国第一架民营飞机投入运行的消 

息。同时，我国首条民资参股的浙江衢常 

铁路的消息也见诸报端 ：由铁道部、常山 

县政府和民营企业常山水泥有限公司三 

方合资兴建位于浙西衢州境内全长约 45 

公里的衢常铁路，将于今年 6月开工，明 

年底完工并投入运营。(《首条民资参股的 

铁路来了》，《人民日报》2005年 4月 11 

日)至于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公用事 

业和社会事业的事例 ，就更是不胜枚举 

了。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民营企业 

在政策机遇激励下的积极性和扩张冲动。 

而另一方面 ，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更多 

的企业则保持了谨慎理性的冷静态度。一 

些民营企业家认为，“非公经济 36条”只 

是一个基础性的文件，要真正落实也不是 

一 帆风顺的事，主要是涉及到原有利益格 

局的调整 ，民营资本能否进入有些垄断行 

业将是一场真与假的博弈，而一系列配套 

的法规细则的制订出台则是当务之急。 

一

、 民营企业市场准人限制的 

历史背景 

长期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一 

直受到过多的限制。由于政府角色的错位 

和传统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 ，民营企业的 

发展环境一直成为民企发展壮大的制约 

因素。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虽多，但所涉及 

的产业范围却较狭窄，主要集中在技术含 

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许多地方 

的大型基础设施 ，供电、供水、供气、供暖 

等公用事业和市政工程项目，能源、铁路、 

航空、电讯等高利润、高回报的产业，在很 

大程度上还是垄断经营，不让民企涉足。 

基础产业、石油、天然气、矿产开采等方 

面，对民企也有一定的准入限制，而这些 

产业的产业链庞大复杂，体制改革千头万 

绪 ，从政策到实施都有一个过程。此外还 

有一些垄断行业如殡葬业等暴利行业，民 

企更难获得经营“牌照”。对于民企来说， 

要想进入这些行业 ，需要扫除各种无形的 

屏障，需要给予一个在同样规则之下各类 

资本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化环境。 

至于在军工生产、国防建设等方面， 

更不允许民营企业涉足。而在市场经济发 

达的国家，军火生产一般也多由民营企业 

承担，生产与保证国家安全是两回事。“非 

公 36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国防 

科技工业建设领域 ，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有些行业领域虽然允许民企进入 ，但 

却没有在政策待遇上的一视同仁 ，这些有 

形无形的准入差别包括了税收、引进人 

员、技术、资金、融资、土地转让等等。而 

且，一些行业领域的进入制度太过含混模 

糊 ，无法落实具体项目，所以市场壁垒往 

往是无形的。 

对民营企业来说，法制建设更亟待完 

善。原有的民法、刑法、经济法等等更多的 

是针对民企的限制性规定。如经济法在不 

少经济领域对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问题 ， 

作了限制性规定 ，又如在税法方面 ，对民 

企仍存在双重税收问题。有些国家法规和 

地方法规不相衔接，发生龃龉。如以工业 

产权、非专利技术和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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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点认识 
条"的体会 

资占股权的比例 ，公司法与有些地方的规 

定，就相差悬殊，这使民营企业股权分配 

带有随意性，不利于规范化建设。到目前 

为止，还没有系统专门的民营经济法律法 

规，这使民企的许多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 

的保障和维护。 

总之，与国企、外企相比，民企处在一 

种夹缝的生存状态，它的弱势处境是方方 

面面的，有些甚至是根深蒂固的 ，它注定 

了要将民企的市场准入门槛撤除不是一 

朝一夕的事，一些民企对 “非公经济 36 

条”市场准人有“明宽暗紧”的担忧是事出 

有因的。 

二、放宽民企市场准人的体制 

改革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地 

区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已开始逐渐弱化 ， 

而“非公经济 36条”的出台正好给民企带 

来新的发展机遇 ，并且 ，还为鼓励非公经 

济参与国企改革和投身西部大开发进一 

步指明了方向。 

目前我国的国企改革可说是进入了 

关键时期 ，去年自郎顾之争后关于国有资 

产流失成为一大社会热点 ，它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正反映了民企参与国企改革存在 

的问题。实际上 ，由于行政部门或国有企 

业垄断既得利益的存在，民营资本在投资 

上往往面临着要么放弃控股权 ，要么收购 

承包权的痛苦抉择。民企参与国企改革的 

所承担风险很大。 

但无论如何 ，国企改革接纳民营企业 

口单 东 顾龙生 

的参与是一条 

必由之路。国 

企改革的一项 

重 大 举 措 ，就 

是要 实行投资 

主体 多 元化 ， 

要 实 行 股 份 

制 ，实行混合 

所有制 ，实行 

“国 退 民进 ”， 

毫 无疑 问 ，这 

就要吸收民营 

资本 的 加 入 ， 

分散 国有企业 

的独 家 投 资 ， 

改变国有企业的垄断经营管理方式，以真 

正实行政企分离，促进政府职能的转换， 

从而在多元化产权主体的联合投资过程 

中，优化国有资产的市场化配置。无论是 

实施西部大开发 ，还是振兴东北等老工业 

基地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或重要措施 ，都 

是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都是要使国有 

企业通过改革实现产权多元化，吸收民营 

资本或外国资本的进入，使国有企业具有 

多种有效实现形式。 

据有关统计，一年来广东已有 150O 

家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大批的国有资 

产因民资的并购而被盘活。国企改革战略 

十分明确，如湛江市原有 33家国有糖厂 ， 

关闭 12家，其他 21家悉数转让给民企 

经营：云浮市国企转制率高达 96％以上 ， 

除了一些专卖行业和特种行业外，均由民 

营企业经营 ；阳江市民企工业总产值占全 

市 GDP的85％以上。 

武汉市计划从去年起 ，用 2年左右时 

间，使九成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民 

营化，或使国有资本不再占控股地位，国 

有净资产占企业资产总额从现在的 73％ 

降到 2O％以下，新一轮国企改革以市属的 

30O多家大中型国有企业为主体，这批改 

制企业瞄准国际国内行业龙头 ，实行高位 

嫁接。 

在一些竞争性极强的行业，民企参与 

国企改革风头正盛。如国有酒厂，正在演 

绎民营企业的春天故事：杜康、沱牌曲酒、 

剑南春、西风、湘酒鬼等不少老牌、名牌企 

业，均因步履维艰、经营困难等原因，已经 

或将要改制为民营，使市场资源配置更为 

合理。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北京物美商业集团参与国企改组，几年来接收了3oO多家国有商场， 

妥善安置了8OoO多名国企职工。在与国企合作的过程中，壮大了自己，现 

正在向华北、华东以至全国发展。 

广东、浙江的民营企业，大举争雄荆楚 ，积极参与湖北、湖南等省的国 

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广东民企通过采取收购、兼并、联合、控股等形式在湖 

北投资合作的企业已经超过一千家。如美的投资 8亿元，创办美的武汉工 

业园。浙江号称“中国民营水电大王”的任平，他旗下的浙江惠明能源投资 

公司，投资 11亿元，一举拿下湖北巴东沿渡河流域的梯级开发项目，成为 

湖北迄今已经引进的最大民营水电项目。浙江纵横集团则协议开发汉江 

堵河流域 3个大中型水电站，总投资将达 58亿元。浙江中誉集团 ，已获国 

家发改委批准，与武汉企业联合生产奔驰商务车、大客车和轻型客车。 

民营企业在国企改革中大有可为，尤其是沿海地区民营经济发达的 

省份，民营资本雄厚，还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大展拳脚。例如在西部大开发 

中，广西开始启动“百企入桂”计划，目标是引国内 1OO家百强企业到广西 

投资，其中国内知名民营企业是引资的主要对象。广西已经决定，把引进 

民营资本参与国企改革作为“百企入桂”的重点来推进。广西还决定在两 

年内完成全区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这些国企总资产规模达 500亿元。 

他们准备扩大招商引资，引进省内外民营资本，期待着民企的投资、参股 

或控股 ，以盘活国有资产存量 ，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吸引民企参与国有 

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这对广东等地的民企是个极好商机。 

与东部地区民营经济相对发展的市场环境不同，中西部地 区的民营 

经济由于资金、制度、环境、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民营企业市场准入往往 

难度较大，因此发展相对滞后。虽然不少省区也已经制定了加强民营经济 

发展的决定，但在实际执行中困难重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存在一种非常 

明显的现象 ，凡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地方，当地的政府财政比较宽余，而民 

营经济甚少或占比例低的地区，财政不可避免地拮据。所以，越是准入难 

度大，民企就越不能发展，当地的经济发展就越缺少新的增长点，就越难 

免落后。实际上，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由于投资环境等等原因，靠 

吸引外国资金为主发展经济的想法很不现实。只有努力改善民营经济的 

市场准入环境，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才是现实的出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胡锦涛在吉林省考察工作时曾指出，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 ，关 

键是要大力促进观念创新和体制创新。大力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继 

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充分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着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机制 (据 

2004年 5月 1 7日《民营经济报》)。一个市场只有一两个主体，是很难形 

成市场机制的，对于某些行业来说 ，民企的进入就是参与形成这种市场机 

制。吉林省准备只保留 1O家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其余都向民营资本和 

外资开放。而广东省民营企业界正雄心勃勃，准备大举北上。由此我们可 

以肯定，放宽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将加速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促进我 

国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完善。 

(单东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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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顾龙生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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