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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需要培植的沃土

新经济作为一种重大的经济现象和存在模式，其意义在于对资本主义

制度长期形成的资本创业模式进行了自我否定，它创立了知本创业环境，

推出了知本创业制度，即把知识转化为资本的制度。信息、知识和因特网等

技术已经成了区别新经济与旧经济的主要标志。具体说来，旧经济是由各

个专业化的规模生产驱动的，以便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而新经济的驱

动力量是信息知识和网络技术，在高速滚动的运动中极大地提高产品市场

竞争力。因此，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是相对于以传统产业为核心的

旧经济而言的。

传统产业如制造业等是建立在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上的物质产品和服

务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其生产和供给不仅要有固定资本的投入，而且还要

不断地有流动资本的投入，其发展变化受规模经济和边际收益递减趋势的

影响。而新经济不同于旧经济的最突出之处是，它以特定条件下的服务产

品为特点，一次性的固定资本投入很大，获得成功后并不消耗实物资源，却

提高了实物产品的使用量，其再生产所需的流动资本投入很小，但产出很

大，再加上网络的外在性效应，需求不断扩大，引致更大规模的供给，从而

经济学家

新经济是由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有机组合的复合体。面对新

经济浪潮的冲击，我国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必须尽快转变观念，把握机

遇，迎接挑战，发展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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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收益递增的趋势。

不少民营企业的事实已表明，新经济作为一

种注重技术创新的经济，对企业产生多方面的影

响。例如，技术创新的速度不断加快，使产品从导

入到增长或扩大、再成熟、再到老化诸阶段的生命

周期急剧缩短，并使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日益提

高。应该说，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永恒的主题。在市

场经济发展的初期，许多民营企业在其赖以生存

的产品完成生命周期以后，也就开始走下坡路。

但在注重技术创新，实现外向型的产业整合以后，

这些民营企业又焕发了青春活力，甚至有可能做

到长生不老。加之，新经济中的知识产品几乎没

有运输成本，市场又具有高度统一性，因而会出现

企业强者恒强和赢家通吃的局面。这有别于旧经

济中由于存在巨大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运输

成本，市场又可以被分割，因而市场竞争说得极端

一点不过是双寡头垄断竞争，赢家通吃局面几乎

不会出现。

当然，新经济之所以产生和发展，除了技术进

步以外，还有其制度前提。这就是：

$ % & 必须建立有激励动力的现代企业制度。

这种制度允许知识转化为资本入股，并明确界定

知识的所有权，使得知识资源的占有者的界定划

分更个体化，知识的共享更具有广泛性；从而让掌

握专业知识的经理、经济专家、工程师、会计师和

律师等专业人才都可以在企业里以知识专利换取

股份。这样，这些专业人才就可以既有劳动收益

权，又获得股份分配权，并使得工资与利润都具有

激励的性质。

$ " & 高利率的资本市场。只有知本产权资本

化，才能让知识产权利用资本市场，包括创业板和

股票期权，实现资本的最大利好。民营企业家作

为创业者，一定要建立适合自己企业的知识产权

制度，使知识创新者不仅获得一般的劳动报酬，还

能分享企业发展的长期利润和资本市场的最大利

益。像美国纳斯达克创业板市场的存在，就出了

一个微软和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一批知本创业

者，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的经济发展推出了全新

的制度。此外，资本市场上的大量资源投入到互联

网公司中，形成了一批优质高价的网络股，成为投

资者追捧的对象，得以迅速拓展新经济的发展空

间。

$ ’ &杜绝政府不必要的干预。这是经济学说史

上以 %# 世纪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

的继续和发展。民营企业必须做到产权清晰、自主

经营，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创业自由，使开业资本

低到任何一个想成为企业主的个人都可以承受的

地步；与此同时，投融资体制必须市场化，使手无

分文而有知识产权的创业家能够获得资金的支

持。

为了加速我国民营企业新经济的成长，我们

需要培植新经济的沃土，诸如有效地保护知识产

权，为知识积累提供有效的所有权激励；建立与激

励相容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新经济的金融支持

体系；鼓励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为新

经济的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条件；发展教育，增加人

力投资，提高知识 $包括技术形态的知识和信息形

态的知识 &存量和流量的积累；等等。所有这些，都

需要获得政府的有力支持才能达到目的。

民营企业如何应

对新经济的冲击

谈到新经济，当然并不是希望凡是民营企业

都搞高科技，事实上也不可能家家民营企业都搞

高科技。何况，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旧经济尚未

得到充分发展，新经济发展的基础更差，提供培植

新经济的沃土也绝非易事。但是，民营企业必须清

醒地认识到，需要高度重视新经济的冲击，因为新

经济对旧经济、对整个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市场、

机制、观念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是全球性的浪

潮，在其冲击下，可以预见今后几年，传统产业有

相当大一部分会退出历史舞台，相当大一部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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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改造提高会脱胎成现代产业，还有一部分通过

重组，以更大的规模、更低的成本、更优良的质量，

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而以信息、网络为代表的

新兴技术产业或 “科技板块”，将影响未来产业的

变动方向。无视这一潮流，不参与全球新经济的

竞争与角逐，我国的民营经济就有可能在经济全

球化中落伍甚至被淘汰出局。"$ 世纪 %$ 年代浙

江的不少响当当的民营企业为什么辉煌不再，为

什么民营企业会出现“你唱罢来我登场，各领风骚

三五年”，就是因为它们无视或轻视新经济的潮

流，不进行相应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公司经营体制

的调整和治理方式的调整的缘故。

谈到发展新经济，也不要忘了我国还面临发

展传统工业的繁重任务。我们应该通过技术创新

并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来武装传统工业，使其融入

新经济的浪潮中。现在许多以传统模式经营的民

营企业纷纷投资网络建设，运用网络来提升自身

的层次，利用实用的信息和服务，在“后发效应”作

用下赶上全球新经济的形势是不成问题的，而不

像旧经济需要资本和技术的长期积累。由于获取

知识的渠道远比获取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其他

生产要素的渠道方便，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并借助

于网络来完成，其流动不受空间距离限制，所以成

本也要低得多。只要建立起有效的所有权制度，

就可以使知识以极快的速度和极低的成本不断地

进行扩大再生产，而不需要有形的要素投入。

应该指出，在由旧经济迈向新经济的过程中，

民营企业的领导者最重要的责任是要向旧传统挑

战，向旧规则挑战，在挑战中提出自己的设想，并

将其付诸实施。这就要求民营企业家有一种异乎

寻常的创新精神。如果没有创新精神，民营企业

是很难发展的，而民营企业的发展，又正是创新的

动因。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实

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任何民营企业家都可以充分

自主地进行创新活动。但是，民营企业家的创新

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培养。

这其中，民营企业家应该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努力更新知识结构，使观念创新具备必

要的基础和前提。在我国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时

代，民营企业家要进行观念创新和思维创新，必须

开阔自己的知识面，更新知识和改善知识结构，否

则，观念创新和思维创新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无法

付诸实践。按照西方知识经济学家的说法，“世界

上可怕的不是贫穷，而是无知。”民营企业家的责

任要求其自身必须认真地研究知识经济的理论，

提高发现优化配置生产资源机会的敏锐力，关注

知识经济理论融入企业的实践后，对企业经济发

展所作出的贡献。

第二，敢闯敢冒敢试，从企业不协调因素中发

掘出新的东西。民营企业家如果墨守成规，按部就

班，那是很难有所作为的。这是因为，创新并没有

现成的模式可以套，必须将强烈的进取精神与坚

韧果断的魄力统一起来，才能达到目的。美国管理

学家德鲁克 & ’·(·)*+,-.* / 在其《创新与企业家

精神》一书中举出一个例子，道破了企业家创新精

神的真谛。这个例子是说，有夫妻俩到市郊开设了

一家餐厅，把赚钱的希望寄托在那个地区到外面

就餐的人日益增多这个预测上。尽管对自身而言，

他们从事的是一项新的经营，但他们不是企业家，

他们既没有给顾客带来新的满意，也没有激起人

们新的消费需求，因而没有体现创新精神。再以麦

当劳快餐公司来说，它尽管没有发明任何东西，但

却应用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使产品实现标

准化，生产工艺和服务水平不断改进和提高，资源

利用率得到大幅度提高，从而开拓了新的市场，招

揽了新的生意。这种敢闯敢冒敢试的做法就体现

了一种创新精神。

第三，不怕冒险的压力。如今，科学技术日新

月异，民营企业家为了开发新产品 &包括提高已有

产品的质量 /，引进新的生产方式 &包括科学技术

上新的发明创造、经营组织上的调整以及引进新

的产品流通手段 /，开辟新的市场 &特别是在新地

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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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出口市场 $，常常需要采取一定的冒险行动。

但是，不同的民营企业家由于所处的环境、所受

的教育程度和所受的教育方式，以及生活的经历

等等的不同，在面临风险的压力时，所表现出的信

心、勇气和毅力就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民营企业

家遇事畏缩不前，害怕不确定的因素和未知的事

物。相反，有的民营企业家却知难而进，解决一个

又一个棘手问题，在企业的发展中体现出创新精

神，并获取难以言状的愉悦。

民营企业的发展，总是同创新联系在一起

的。这种创新精神意味着旧的均衡的打破和新的

均衡的实现。为此，民营企业家既需要克服自己

的不良情绪，更需要逆流而上的顽强斗志。特别

是现今以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标志，已开始

使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即知识要素驱动的经济

——— 新经济形态的转变，知识成为民营企业发展

的新动力。因此，传统产业能够运用创新精神和

进行创新活动，高新产业同样能够运用创新精神

和进行创新活动。甚至可以说，在民营企业的变化

和发展过程中，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成了社会

主义文明和进步的一个动因和标志。

我国是一个开放经济的国家，又是一个低收

入发展中国家，有志于发展新经济的民营企业家

在其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可以避免西方发达国家

人工成本奇高、资源紧缺等因素造成的生产不景

气，同时还具有后发性优势。这种后发性优势包括

来自于发达国家的 “知识外溢效应”和市场的 “正

反馈效应”，即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成本会随着获取

和使用人数的增加而呈成本递减的趋势，以及来

自于“干中学效应”，边探索边实践，从而有可能走

出超越发达国家企业发展新经济发展范式的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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