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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浙江“非公经济《实施意见 》”有感

单　东
(浙江财经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2)

　　摘 　要 :本文作者结合实际 ,认真学习浙江省政府颁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 》,其中对非公有制经济加大金融支持、放宽市场准入、加大财税支持以及维护非

公有制企业合法权益等有关条文规定及其在落实中面临的困难 ,阐述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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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 1月 11日 ,浙江省政府公布了《浙江省

人民政府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时

隔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非公经济 36条”一周

年之际 ,浙江省政府适时出台了配套《实施意见 》,

这对浙江广大民企来说 ,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实施意见》分为七大部分 ,共 32条。其主要内

容概括如下 :第一部分是明大义 ,阐述了加快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和指导思想 ;第二部分是进

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包括允许非公有资本从事成品

油零售、批发业务以及进入其他垄断行业 ;第三部分

是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的支持力度 ,将

通过扩大省以下各级商业银行信贷审批权限等方

式 ,解决非公有制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第四部分是要

积极提升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水平 ;第五部

分是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

变 ;第六部分是依法保障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

法权益 ;第七部分是强调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纳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①

统观《实施意见 》全文 ,笔者认为 ,这份文件延

承了浙江省政府一贯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工

作思路 ,紧扣“十一五 ”规划的要求和本省实际情

况 ,将国务院《非公经济 36条 》的规定进一步完善

和细化 ,提出的举措颇具针对性和创新性。

2005年国务院《非公经济 36条 》出台后 ,笔者

多次举办座谈会等活动 ,也赴金华市、衢州市、温州

市龙湾区、舟山市等地调研 ,在交流过程中听到很多

浙江民营企业家反映 :《非公经济 36条 》原则性太

强 ,缺乏可操作性 ,民企所面临的融资难、市场准入

受限、税负不公、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

护等问题 ,仍未得到解决。这些情况引起了笔者的

高度关注。为此 ,笔者就《实施意见》中难以落实的

有关条文 ,谈几点意见。

第一 ,关于《实施意见 》中“加大

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金融支持 ”的问题

　　融资难一直是困扰民企发展的重大问题 ,其成

因有多方面 ,金融机构改革滞后是关键因素。我国

的金融体制受计划经济影响较深 ,行政管理集中度

很高。据笔者和一些银行负责人交谈中发现 ,许多

基层银行很希望搞活 ,想和民企加强信贷关系 ,但因

银行高层主管部门控制严且不下放信贷审批权限 ,

使得基层银行很难为扶持民企而有所作为。如今 ,

《实施意见》特别提出“扩大省以下各级银行信贷审

批权限”,笔者认为 ,在银行垂直领导的现行体制下 ,



省一级政府出台这一举措 ,实在是对当前金融体制

的一项创新 ,意义深远。金融问题不应“怕 ”字当

头 ,而应“改”字当头 :商业银行以市场为导向 ,以效

益为前提而进行改革已是必然。商业银行必须改变

下级银行作为上级银行的行政附属物和国有企业提

款机的现状 ,各级商业银行必须拥有独立自主的经

营权特别是贷款发放权 ,这样 ,商业银行就会在民营

企业这一广阔的领域开拓金融业务。

除间接融资外 ,在直接融资方面 ,《实施意见 》

也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如在支持非公有制企业上

市融资方面 ,提出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妥善

处理非公有制企业改制上市前的税收减免、资产权

属和股权规范等历史遗留问题 ”。①据笔者了解 ,浙

江很多民企因为股权结构不清晰而无法在国内上市

融资。究其根源 ,是长期以来把民营经济当作体制

外经济 ,存在所有制歧视 ;民企在夹缝中生存 ,不得

已而采取了挂靠国有经济 ,成为戴“红帽子 ”的企

业。“红帽子”企业因产权不清晰 ,在管理、利益、税

收方面与被挂靠单位的纠纷频起 ,这也给民企上市

造成困难。笔者认为 ,政府应帮民企理顺产权关系 ,

摘去“红帽子”,从而为其上市创造必要条件。

第二 ,关于《实施意见 》中

“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 ”的问题

　　市场准入受限仍然是很多民企面临的问题。无

论是国务院《非公经济 36条 》,还是省政府的《实施

意见》,在条文上 ,或者说在形式上 ,对民营企业市场

准入的门坎都已拓宽到“非禁即入 ”;而事实上 ,很

多行业对民营企业仍是禁区。民营企业家对此比喻

为“玻璃墙 ”———政策看得见 ,可是进不去。此次

《实施意见 》虽重申要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

入 ,但效果如何 ,还需看落实。例如民企经营成品油

一事就很能说明问题。

国务院的《非公经济 36条 》和浙江省政府的

《实施意见》都明确规定 ,“允许非公有资本从事成

品油零售业务和批发业务”,但笔者对这一条款能否

兑现产生疑虑。我国民企参与成品油零售、批发经

营举步维艰。自 1998年国家石油经营政策调整后 ,

石油成品油的专营批发权和零售批发权由中石油、

中石化两大国有集团公司垄断 ,民企无“资格 ”涉

足 ;直至 2004年 ,根据我国“入世”的相关承诺 ,成品

油零售、批发行业开始允许民企进入。湖北天发等

20余家民企于当年获得了《成品油批发经营批准证

书》。但是 ,民企虽然获得了经营牌照 ,仍无法在成

品油零售、批发方面开展业务 ,因为其经营的核

心———油源必须仰仗上述两大国有集团公司的供

给 ,而国企为了自己的垄断利润 ,一般不会给民企提

供油源。此外 ,虽然部分民企名义上获得了成品油

的进口权 ,但商务部对民企成品油进口仍采用配额

制 (对国营企业成品油进口已于 2004年采用自动许

可制 ) ,民企能申请到多少成品油的进口量未定 ;而

且 ,即便民企申请到进口配额 ,也必须有上述两大国

有集团公司安排的进口计划单交给海关才能放行。

显然 ,民企能否进口成品油和原油 ,最终还得看两大

国有垄断公司是否“恩赐 ”。另据了解 ,《成品油批

发企业管理技术规范》正在报批。在该《规范》征求

意见稿中 ,有一条款规定成品油批发企业的资格是

“必须从事两年以上成品油零售经营业务 ,并拥有

30座以上自有或控股加油站 ”。以北京为例 ,现该

市除中石油和中石化外 ,全市其他 81家民营批发企

业无一符合要求。如这些高门槛的规定一旦通过 ,

就意味着全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将被拒之门外。

笔者认为 ,民企成品油的进口要通过中石油和

中石化安排计划 ,这一规定本身就不公正。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 ,国企和民企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竞争关

系 ,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垄断与反垄断的关系。正

确途径是 ,国家把权力直接下放到海关 ,民企进口成

品油可向海关直接办理手续。把权力赋予两大国

企 ,这就给两大国企提供了垄断机会 ,客观上保护了

这两大国企的垄断地位 ,从而扼杀了民企在这一领

域的经营权。所以 ,国家如果不取消中石油和中石

化的垄断地位 ,国务院的《非公经济 36条 》和浙江

省政府的《实施意见 》中有关民企可以经营成品油

零售和批发业务的有关规定只是一纸空文。不过 ,

在这一问题上 ,地方政府还是能在某些方面有所作

为的。比方说 ,浙江省政府可以与省海关协调 ,由省

海关负责调度 ,解决油源问题 ,责任由省政府承担。

再如在民企建设加油站方面 ,省政府可以提供信贷

及技术支持 ,同时也不必理会上述高门槛的规定。只

有这样 ,才能拆除玻璃墙 ,使国务院的《非公经济 36

条》和浙江省政府《实施意见》的有关规定真正落实到

位。

第三 ,关于《实施意见 》中“加大

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支持 ”的问题

　　税负不公是民营企业家反映较为强烈的一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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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特别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方面 ,民企与国企、

外企相比 ,承担的税负明显过高。在增值税方面 ,民

企所购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不予抵扣 ,而外企和国

企都可以抵扣。在企业所得税方面 ,一是内外企税

负不统一 ,外企享受“三免三减半 ”优惠 ,民企则不

享有 ;二是民企所得税存在双重征收的问题 ,除上交

企业所得税外 ,所得利润还要交纳个人所得税 ;三是

国企的技术开发费及技术改造投资购买国产设备可

以部分抵扣 ,民企不能。这种在所有制上税负的不

公平 ,不仅导致民企在市场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地

位 ,而且还有损民企在政治上的形象。

此次《实施意见》中关于公平税负的规定不多 ,

只有一条即允许“企业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可按规定

据实扣除 ,其中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实际发生额增长

19%以上 (含 10% )的盈利企业 ,对取得享受技术开

发费加计扣除审核确认书的 ,还可再按实际发生额

的 50%直接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①。原先 ,技术

开发费的抵扣优惠只有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能

享受 ;浙江省浙委 [ 2004 ]4号文 (即《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的若干意

见》)规定民企经批准也准予抵扣 ,这次又取消了个

案审批制度 ,简化民企技术开发费抵扣手续 ,虽属进

一步放宽限制 ,但总的来说 ,《实施意见 》给予民企

的税收优惠还只是杯水车薪 ,无法填平民企与国企、

外企税负的悬殊。②

笔者认为 ,税负不公平的问题 ,最根本原因是所

有制歧视造成的。既然“非公经济 36条 ”和《实施

意见》把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 ,将之视为体制内经济 ,那么 ,就应该着手解决民

企的税负不公平问题。改革的原则应该有三条。其

一 ,实行增值税转型 ,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

税 ,允许抵扣企业所购固定资产进项税额 ,避免重复

征税。这样做 ,有利于民企加大对基础产业的投资

和更新生产设备。其二 ,完善出口退税政策 ,及时返

还民企出口退税款 ,缓解从事外贸出口行业民企的

资金压力。其三 ,实行内外企所得税的统一。给予

外企的税收优惠民企也应享有。地方政府应该在上

述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此外 ,据笔者了解 ,现在我

省税收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有 :第一 ,和江苏、上海相

比 ,我省各地的实际税收优惠措施少于上述省市 ,以

致不少浙江民企撤资并转到苏、沪发展 ;第二 ,浙江

省很多下辖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经济开发区对

外企税收优惠举措很多 ,这些优惠民企却都沾不到

边。据了解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十分重视刺激和扶

持中小企业 (民营企业 )的发展 ,在税收上普遍实行

倾斜政策。1981年 ,美国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所得税

在原有基础上下调了 25%。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

是通过降低税收来刺激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 ,这

一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促成了美国经济的持续

增长和广泛的社会就业。现总统布什也力排众议 ,

积极推行降税政策。英国自 1983年起 ,对中小民营

企业投资的 60%可以申请减免税和豁免资本税。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尚且如此 ,更何况我国是一个发

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适当调低税负 ,等于“放

水养鱼”。由此 ,笔者认为 ,浙江省政府可以借鉴西

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经验 ,同时还应参考苏、

沪等地税收执行标准和本省对外企的税收优惠措

施 ,从而给本省民企应有的税负公平。

第四 ,关于《实施意见 》中

“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合法权益 ”的问题

　　在笔者的调研中 ,浙江金湖集团、温州日丰打火

机等多家民企老总反映 ,他们企业大量的知识产权、

商业秘密遭到严重侵犯 ,产品仿冒层出不穷。由于

法制的不健全 ,企业在搜集证据、起诉及请求司法执

行方面遇到许多困难 ,企业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

的有效保障 ,严重影响他们开发自主知识产权和打

造品牌的积极性。

民企的自主创新是提高其综合竞争实力的关

键。国家“十一五 ”规划和浙江省“十一五 ”规划都

强调企业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如何激

励民企自主创新和打造知名品牌的积极性呢 ? 笔者

认为 ,首先要使民企的创新成果得到有效保护。就

这次出台的《实施意见 》来看 ,在维护非公有制企业

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方面的政策力度仍显不够。维

护民企自主知识产权已刻不容缓 ,相关法律、法规亟

待完善。要切实改变国家在立法、司法保护中实行

的不同所有制区别对待的价值取向 ,加大对侵犯民

企知识产权行为的处罚、制裁力度 ;强化监督机制 ,

杜绝司法、行政机关相互推诿职责 ,敦促其认真为民

企维权提供服务。就浙江省而言 ,可以先出台相关

地方法规 ,为民企自主知识产权维权保驾护航。

总体来说 ,《实施意见》充分考虑到浙江民企发

展的实际需求 ,制定的许多措施很重要 ,其中不乏创

新之举。当然 ,制约浙江民企发展的瓶颈的突破、

《实施意见》功效的发挥 ,最终要依赖于各级政府和

有关部门的实践努力。《实施意见 》的出台 ,将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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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虽然

困难仍然存在 ,但在浙江省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

通过《实施意见》的贯彻落实 ,浙江民营企业将为促

进浙江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做出新的贡献。

注释 :

①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浙政发 [ 2006 ]1号 )。

②　《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的

若干意见》(浙委 [ 2004 ]4号 )。

Reflections on Zhejiang ’s“Opin ions for Implementation
on Non2public Sector of Economy”

SHAN Dong

( Zhejiang Institu te of F inance and Econom ics, Hangzhou, Zhejiang, 310012,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earnestly studies“Op inions for Imp lementation on Encouraging, Supporting and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p rivate and O ther Non2public Sectors of Economy”p romulgated by Zhejia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exp lounds the

difficulties in carrying out such p rovisions as those concerning intensification of financial backing, liberalization of market access,

intensification of financial and taxation support and maintenance of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non2public owned enter2
p rises, and p roposes op inions of reference value.

Key words: non2public sector of economy; developmental environment; financial backing; market access; financial and taxation

support;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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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a lM ode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the Innovation of Econom ic System

WANG Zuqiang & BA I Xiaohu

( Zhejiang P rovincial Party School of CPC, Hangzhou, Zhejiang, 310012, China)

Abstract: The cor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mode is to construct the endogenous mechanism of increasing re2
turns. Increasing returns stem s from studying, innovating and app lying new technology in highly specialized division of labor and

is controlled by market transaction costs. Enterp rises are the main bo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mode that is

selected by enterp rises according to the market environment. Therefore, we should imp rove the modern marketing system, espe2
cially the construction of cap ital market and that of market for the essentials of p roduction, raise the growth rate of residentsπin2
come by perfecting income distribution pattern, establish an accomp lished service2typed government, and p rovide a good market

system environment and market demand environment for enterp rises as they select the econom ic growth mode for increasing re2
turns.

Key words: developmental mode; increasing returns; innovation of econom ic system; transform; Zhejiang p 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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