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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引用多方数据论证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恢复中持续增长，指

出 “国进民退”的说法不够准确。本文还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私人财富、

参与政治活动的基本情况和社会效果进行了论述，并对国家关于私营经济与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最新政策法规作了介绍。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非国有

经济的发展快于国有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已经成为我国

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中虽然

仍居主导地位，但各项指标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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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近五年来的有关数据、资料的综合分析和观察思考，在本年度的报告

中，笔者将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成长过程中若干可见端倪的趋势性问题，作一个大

致的描述和基本的判断。

一　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恢复中持续成长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经营受到了冲击。但是，

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他们奋力拼搏，调适应对能力，在恢复中持续成长。

１私营企业主阶层队伍扩大，户数增加，经济实力增强

从表１可以看出，截至２００９年底，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有７４０１５万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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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增长１２６％，比２００５年增长５６８３％。同一时期，全国私营企业从业人员

为８６０６９７万人，比上年增长８８９％，比２００５年增长４７７８％。其中，私营企业

主 （即投资者）为１６５０６１万人，比上年增长９５０％，比２００５年增长４８７２％；

雇工人数达６９５６３５万人，比上年增长８７５％，比２００５年增长４７５６％。

表１　全国私营企业发展状况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年份
户数

（万户）

增长率

（％）
从业人数

（万人）

增长率

（％）
注册资本总额

（万亿元）

增长率

（％）

２００５ ４７１９５ １７３ ５８２４０ １６１ ６１３ ２８０

２００６ ５４４１４ １５３ ６５８６０ １３１ ７６０ ２３９

２００７ ６０３０５ １０８ ７２５３１ １０１ ９３９ ２３５

２００８ ６５７４２ ９０ ７９０４０ ９０ １１７４ ２５０

２００９ ７４０１５ １２６ ８６０６９７ ８９ １４６５ ２４８

　　注：（１）表中私营企业户数均已包含分支机构数量；（２）数据来源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截至２００９年底，全国私营企业注册资本总额为１４６５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４８０％，比２００５年增长１３９００％。平均每户私营企业注册资本金额１９７８６万

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８４％，比２００５年增长３８７５％ （见表１）。

２私营企业的组织形式和产业结构

（１）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例最大，私营股份有限公司增长速度加快。

截至２００９年底，全国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达到６１０２５万户，比上年增长１４０％，

占私营企业总户数的 ８２４５％；注册资本金额 １３３４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４７５％，占私营企业注册资本总额的９１０６％。

实有股份有限公司达到１５１万户，比上年增长３４８４％，占私营企业总户数

的０２０％；注册资本金额４１９２９６万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３８８％，占私营企业注

册资本总额的２８６％。平均每户私营企业注册资本金额２７７６８０万元，是全国私

营企业平均每户资本金额的１３倍。

独资企业有 １１５８０万户，比上年增长 ６９２％，占全国私营企业总户数的

１５６５％；注册资本金额６７３０９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７０８％。

合伙企业有 １２５８万户，比上年下降 ０８６％，占全国私营企业总户数的

１７０％；认缴出资额２１６４７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７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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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服务业领域的私营企业发展迅速，在第三产业中所占比重持续增大。

截至２００９年底，全国从事第三产业的私营企业有 ５０３２０万户，比上年增长

１４００％，占全国私营企业总户数的６７９９％；注册资本额８９９万亿元，比上年

增长２４８７％，占全国私营企业注册资本总额的６１３７％。在从事第三产业的私

营企业中，经营批发和零售业的最多，有２６３１９万户，占私营企业经营第三产

业户数的５２３％；注册资金总额３２１万亿元，占私营企业从事第三产业的注册

资本总额的３５７０％。

３私营企业的地域分布

（１）私营企业在区域分布上，仍以东部区域占多数，但西部地区发展速度

较快。截至 ２００９年底，东部 １２省市实有私营企业 ４８７２万户，比上年增长

１１２６％，占全国私营企业总户数的６５８２％；其中，私营企业户数排在全国前

五名的省市 （包括江苏省９１１６万户、广东省８１３４万户、上海市６３０３万户、

浙江省５６６６万户和山东省４７１２万户）共有３３９３５万户，占全国私营企业总

户数的４５８５％。西部１０省市有私营企业１０６５８万户，比上年增长１７７６％，占

全国私营企业总户数的１４４％。中部９省有私营企业１４６３８万户，比上年增长

１３４４％，占全国私营企业总户数的１９７８％。

（２）私营企业的城乡分布。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镇私营企业发展速度加

快。截至２００９年，全国城镇共有私营企业５２１３１万户，比上年增长１４５６％，

占全国私营企业总户数的７０４３％；投资者人数达１１６４９９万人，占全国私营企

业投资者总数的７０５８％；雇工人数达４３７９３４万人，占全国私营企业雇工总数

的６２９５％；注册资本金额 １０４１２９６６亿元，占全国私营企业资本总额的

７１１０％。农村有私营企业２１８８５万户，比上年增长８１５％，占全国私营企业总

户数的２９５７％；投资者人数为 ４８５６５万人，占全国私营企业投资者总数的

２９４２％；雇工人数２５７７０万人，占全国私营企业雇工总数的３７０５％；注册资

本额４２３１６９６亿元，占全国私营企业注册资本总额的２８９０％。

４作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后备军———个体工商户发展速度加快

截至２００９年底，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有 ３１９７３７万户，比上年增长

９６０％，比２００５年增长２９７７％；从业人数６６３２０４万人，比上年增长１４８１％，

比２００５年增长３５３３％；注册资金总额１０８５６５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０５５％，比

２００５年增长８８８８％。以上三项指数的增长速度都是２００５年以来最高的 （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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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资金总额增长速度低于２００８年的２２５２％）。在进一步分析中，还可看到以下

几个特点。

（１）２００９年新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不仅数量较上年多 （比上年增长

１１８１％），而且户均规模大 （户均注册金额为４６２万元，比全国个体工商户户

均资金高３５８８％，比上年新登记工商户的户均资金高１０２６％）。

（２）从事第一产业的个体工商户增长更快 （达 ３３７４％），户均注册资金

１１４６万元，是全国个体工商户户均注册资金的２３７倍。

（３）城镇个体工商户发展快。２００９年，全国城镇共有个体工商户２０８１９０

万户，比上年增长１２００％，占全国个体工商户总数的６５１１％；注册资金额为

６９８２９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０５１％，占全国个体工商户注册资金额的８０５２％。

（４）港澳台居民在内地的个体工商户规模较大。截至２００９年底，港澳居民

在内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达４２０４户，比上年增长１４８６％；从业人员１１２３４人，

比上年增长１６４３％；注册资金额２９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９８３％。平均户有从

业人员２６７人，注册资金为６９万元。其中，从事零售业的最多，占港澳居民

在内地注册个体工商户总数的７４４８％。台湾居民在大陆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验

区和台湾农民创业园注册的农民个体户有１３８户，从业人员５４１人，注册资金

４９１６万元；平均每户有从业人员３９人，注册资金３５７万元；主要从事种植业

和养殖业。

二　统计数据显示，“国进民退”的说法不能成立

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快于国有经济，特别

是私营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

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中虽然仍居主导地位，但各项指标在整个国民经

济中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

１工业中的非国有经济比重提高

２００５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单位数量、总

产值、资金总额、利润总额和从业人数，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的比重分别为

１０１％、３３３％、４８１％、４４０％和２７２％。到２００９年，上述主要经济指标分

别为４７％、２６７％、４３７％、２６９％和 ２０４％，分别下降了 ５４个、６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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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个、１７１个和６８个百分点。

工业中的非国有经济的比重相应提高。其中，私营经济的单位数量、总产

值、生产总额、利润总额和从业人数占全部企业的比重，由２００５年的４５６％、

１９０％、１２４％、１４３和 ２４５％，分别提高到 ２００９年的 ５８９％、２９６％、

１８５％、２８０％和３３７％。

２民间投资比重达５２０％

２０１０年以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从１～２月的２７４％回落到上半年的

２１５％，上半年增速比２００９年同期回落９９个百分点。而民间投资各月增速均

超过３０％，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速快１０４个百分点。与之相应，民间

投资占城镇投资的比重持续提高，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为 ４４９％，２００９年全年为

４８２％，２０１０年上半年达到５２０％。

３在国内贸易中，非国有经济比重提高

从第二次全国普查结果看，２００８年在全国 １４０３万个批发和零售企业中，

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个数、销售额和资产总计，分别占９６２％、６７１％和７０４％；

全国１４５万个住宿和餐饮业法人企业中，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个数、营业额和资

产总计，分别占９１９％、８３４％和７１９％。这些数据均不包括个体工商户。

三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经济实力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私人财富究竟有多少，外国人制作的中国富豪榜公布后，

这一问题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与争议。下面对富豪榜、慈善榜、５００强、注册资

本金额、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相关情况作一个概述。

１富豪榜、慈善榜

１９９４年，美国 《福布斯》与香港 《资本家》杂志合作，首次公布中国内地

富豪榜，上榜者共１９人，首富财产６亿元。此后停了４年。１９９９年，在安达信

工作的英国小伙胡润与 《福布斯》合作，于２０００年推出了 “中国５０财富人物

排行榜”。２００４年，胡润与 《福布斯》分手，同 “欧洲货币投资机构”（传媒集

团）合作，推出胡润版的中国富豪榜，首富财产为１０６亿元。同一年度，胡润还

推出了 “中国内地慈善家排行榜”。但是，人们发现，中国捐赠高达２１亿元的

“首善”，却没有入围 “百富榜”。胡润 “百富榜”中仅有 １７人进入了 “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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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榜单。２００９年，余彭年以２５亿元财富位列胡润 “富豪榜”第４３２位 （共

５００位），２０１０年则没有入围。因为，他已捐出６２亿元。２００９年，《福布斯》发

布的 “慈善家”榜上，“首善”捐赠达２７４亿元，但在同年 《福布斯》 “富豪

榜”上，其身家仅为６５３亿元。近日，万达董事长宣布，将于２０１０年底前一次

性捐款１０亿元用于重建金陵大报恩寺，而他在２０１０年度的胡润 “富豪榜”上仅

排名第７位，拥有财富３５０亿元。

《福布斯》制作中国富豪榜的主要依据是：各种合理可信的公开数据；对于

海外上市公司的股份，评估的依据是最近的股票价格；对于上市中国 Ａ股的企

业，则暂时使用净资产；对于非上市公司，采用净资产评估，也包括企业的收

入、利润和净资产。由于我国统计资料不尽完备，信息收集困难，要想真正掌握

富豪们的财富状况难度很大。所以，有人称这样的富豪榜其实只是 “中国内地

最富有私营企业家排行榜之阳光版”。一般来说，只要公司上市，就有可能上

榜。例如海普瑞药业公司，这是一家从猪小肠中提取肝素钠 （抗血凝药）原料

的制药公司，２０１０年４月在深圳上市时，发行价为１４８元，于是该公司控制人的

身家立刻超过４００亿元，位居胡润百富榜的第二名。但是，海普瑞药业公司的主

营业务收入在２００９年只有２２２４亿元，虽然较２００７年增长了６４９５５％，但其净

利润仅为８０９亿元。

房地产业上榜人数居首位。２０１０年胡润榜中，从事房地产业的中国富豪所

占比重虽然比上一年度略有减少，但仍高达２０１％。从事房地产行业前５０名上

榜者的平均财富，是排名第二行业上榜者平均财富的两倍。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房

地产业富豪在胡润榜中的比例，处于逐年上升的趋势，分别为２３４％、２４０％、

２５５％、２８０％和４５０％。

近日发布的 《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特别报告》称，１０年 （１９９９～２００９

年）来上榜的１３３０位富豪中，有５０位发生了 “变故”，其中，获刑的有１８人，

待判的２人，正在接受调查的１０人，下落不明的７人，曾被调查过的７人，已

经过世的６人。客观地说，“落马”富豪的比例是不高的。

２民营企业 “５００强”

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全国工商联每年做一次 “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

并在调查对象中选出前５００名企业进行重点分析。下面将以２０１０年度 “５００强”

为例，分析私营企业主的财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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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民营企业 “５００强”的最低门槛是营业收入 ３６６亿元，调查时点是

２００９年底。

“５００强”户均营业收入为９７７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２４％，增速略低于

２００８年度，但远高于２００９年度全国上市公司５３５％的增长速度。

“５００强”户均资产规模为７７９６亿元，其中，户均净资产２７５１亿元，分

别比上年增长３７９９％和２９５１％。有４家企业营业收入超过５００亿元，其中沙

钢达到１４６３１３亿元，苏宁电器和联想集团也都超过１０００亿元。

“５００强”户均净利润达 ４３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２８４％；平均利润率由

２００８年的３９９％提高到４６０％。利润率最高的是采矿业、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

房地产３个行业，利润率分别达到１４０９％、１０６２％和１０５１％。

虽然近年来民营企业发展较快，但是，将 “民营企业５００强”同 “中国企

业５００强”相比，仍差之甚远。在营业收入上，超过１０００亿元的中国企业有６３

家，其中，民营企业仅有５家 （华为、沙钢、海尔、苏宁、国美）。有３家 “央

企”（中石化、国家电网、中石油）的年营业收入超过１万亿元。在利润总额

上，“民营企业５００强”的利润总额２１７９５２亿元，尚不及中国移动、中石油两

大 “央企”的利润之和 （２４９１０亿元）。

３全国抽样调查数据

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总局、中国民 （私）营经济研究会

联合组成的 “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每两年一次对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

查，迄今已经进行了九次。下面以其第八次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私营企业主的经

济实力。这次调查时点为２００７年底，调查范围覆盖全国３１个省、直辖市、自治

区，有效样本４０９８份。

调查数据显示，全国私营企业所有者权益 （中位数）为 ３００万元，其中，

超过１０００万元的占２９９％，超过５０００万元的占８０％，超过１亿元的占３３％。

全国私营企业年销售收入 （中位数）为７８４万元，其中，超过１０００万元的

占４６３％，超过５０００万元的占２２３％，超过１亿元的占１３０％。

全国私营企业年纳税额 （中位数）２６万元，其中，超过 １００万元的占

３１２％，超过２００万元的占２２２％，超过５００万元的占１１８％，超过１０００万元

的占６３％。

从总体上看，现阶段的中国私营企业，经营规模小，资本有机构成低，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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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是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由于成立时间不太长 （中位数为７

年），资本积累、技术积累、经营管理的经验积累都很有限，本小利微，因此整

体讲，它们应对市场的能力不强。然而，就企业规模而言，中国私营企业规模的

大小分化极其严重，并且由于企业本身的规模效应，以及地方政府普遍推行的扶

优、扶强政策的重要作用，可以预见，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 “富豪”将会

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四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基本状况与社会效果

１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基本状况

由于个人经历、文化程度、资产规模及所在地区的差异，中国私营企业主阶

层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化现象，他们在政治参与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的层次。一般

而言，可由低到高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占大多数，表现为关心政治，对

许多问题的看法具有相当的一致性；第二层次的主要表现是将他们关心的问题

提升为一种政治要求；第三层次的主要表现是积极参与政治，并获取一定的政

治安排。

在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可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是安

排性参与。主要是由统战部门和工商联推荐，经过选举、协商，进入人大、政

协、工商联等部门，参与相关的政治活动。他们中的多数人也热衷于此。据有关

资料分析，１９９３年３月，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有２３位私营企业主；第九届有

４６位，后又增补２名；第十届６５位；第十一届超过１００位。在全国人大代表中，

第九届有４８位私营企业主，第十届有２００多位，第十一届约占代表总数的１０％，

达到３００位左右。如果他们组成一个代表团，其人数将超过全国代表名额最多的

江苏省代表团。据全国工商联的不完全统计，仅在这个系统中，各级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中的私营企业主有７万多人。

在接受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４０９８个有效样本中，担任人大代表

和政协委员者，共有２１０１人，占受访者的５１１％。其中，全国和省级人大代表

分别为１８人和６８人，全国和省级政协委员分别为８人和６３人；担任县级和乡

镇级人大常委会主任者分别为２人和５人；担任县级政协主席者４人。

第二类是非安排性参与。主要是指他们自发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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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民主党派，自行参与地方领导职位选举。

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４０９８个有效样本中，有中国共

产党党员１３７２人，占受访者３３５％，与前两次全国抽样的比例不相上下。其中，

２００１年以前入党的占８７７％。有民主党派成员２８５人，占受访者的７０％。从共

产党员企业主的职业背景看，曾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过的占７９５％。在

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私营企业主中，写过入党申请书的占１０３％，这一比例

比２００５年的调查数据 （９６％）略有提升。从总体上看，私营企业主要求加入中

国共产党的仍然是少数人。在有中共正式党员３人以上的私营企业里，成立了中

共基层党组织的只有３０６％。

在受访的中共党员企业主中，担任各级党代表的占２８３％，其中，担任全

国和省级党代表者分别有７人和１５人。调查数据表明，有２０５名中共党员私营

企业主当选为地方党委委员，占中共党员企业主总数的１４９％。其中，担任省、

地 （市）、县、乡镇级党委委员的分别为４人、１０人、７７人和１１４人。有６１人

担任县、乡镇两级政府的副职。

２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社会效果

由于各级党委能够关注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要求，并接受和吸纳他们的意见和

建议，因此，他们多层次的政治要求，一般能够纳入现有的政治体系之中，进入

有序状况，从而使他们对国家和社会产生了一种归属感，认识到自己是国家和社

会的一个成员，有责任为国家和社会尽义务，作贡献。在这种归属感和责任感

的推动下，他们比较注意自身形象，有利于他们提高自身素质，处理好企业内

外部的各种关系。

在政治参与中，私营企业主通常能积极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参与制定公

共政策。他们从关心财富、关心企业发展到关注民生、关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从议政到参政，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１９９３年３月，在

全国政协会议上，新希望集团刘永好作了题为 《中国的民营经济是有希望的》

的发言，赢得了全场的掌声。也是在这一次会议上，中国第一个可口可乐批发商

李静大胆提出，要成立一家以私人资本为股东的民营性质的商业银行，以缓解

“贷款难”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个建议，催生了我国第一家民营股

份银行———中国民生银行。１９９４年４月，出席全国工商联常委会议的刘永好等

１０位常委，经过热烈讨论后，一致同意发出倡议 《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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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来》，致力于为 “老、少、边、穷”地区培训人才、兴办项目、开发资源，

为促进共同富裕，动一份真情，作一份贡献的 “光彩事业”，从此拉开了序幕。

但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政治参与方面的负面效果，即 “钱权交易”，也不

能忽视。较有代表性的是重庆 “最富黑老大”案件。“黑老大”出身草根，下岗

后做生意，开发房地产，经营夜总会，在地方官员的庇护下，其财产滚雪球似地

壮大到１０亿元。“黑老大”曾先后当选为渝中区人大代表和重庆市古玩协会会

长。但是，由于他组织、领导了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最终，黑老大被判

七宗罪，执行死刑。另外，还有一位通过行贿当上安徽省人大代表的私营企业

主。此人作为创业者回家乡投资办厂时，先向市委书记行贿，从而以低于１／３报

价的价格拿下开发区１００亩用地。工厂开始建设后，他又向市委书记提出想当

全国人大代表的要求，于是该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将他上报给省人

大。参选全国人大代表落选后，通过活动，他为自己争取到了当省人大代表的

资格。此后，他便开始了更大的圈地、倒地 “游戏”。２００６年４月，安徽省驻

京办主管的 “北京企业商会”成立，他当选为会长。随着私人财富和政治人脉

的积累，２００８年１月，他终于如愿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２００９年８月，那位受

贿的市委书记以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路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位创业者却

“因被当成污点证人而免受处罚”。对此，有宪法学者指出，“人民代表是人民

意志的代表，有行贿污点却不受影响，是对人民意志的一种漠视和侮辱”。行贿

者还能当人大代表？———这是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政治参与方面提出而又必

须回答的问题。

五　关于私营经济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策法规逐步完善

１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工商联工作的两份指导性文件

由于全国工商联工作遇到了新情况，需要进一步明确其性质、作用、职能、

组织机构等问题，中央统战部于１９９１年６月向中共中央提交 《关于工商联若干

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央同意统战部的请示，并于７月发出通知批转各地。

该通知指出：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作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将在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和发展。现在亟须有一个党领导的，主要是做非公有制

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民团体，对他们介绍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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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敬业、守法的教育，并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反映他们合法的意见。工商联

作为党领导下的以统战性为主，兼有经济性、民间性的人民团体，可以配合党和

政府承担这方面的任务，成为党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桥梁和政府管理非

公有制经济的助手。

这份文件，不仅明确了工商联的性质、作用和职能，而且宣告在新的历史时

期，对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阶层采用适合国情的基本政策，从根本上终止了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实行的 “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时间过去了１９年，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户数和注册资本总额，分别增长了

７５４倍和１５４０倍，私营企业主人数和雇工人数也增长了７３倍和４６倍，中国的经

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迅速变化的形势，迫切要求工商联的工作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为此，２０１０年９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

形势下工商联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意见》共２２条。在指导思

想上，将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工作的基本方针，由过去的 “团结、帮助、

引导、教育”，改为 “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突出了工商联的 “服务”职

能，要求工商联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提高凝聚力、

影响力、执行力，成为政治坚定、特色鲜明、机制健全、服务高效、作风优良的

人民团体和商会组织。《意见》明确指出：工商联的基本任务是促进非公有制经

济的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健康成长。在工商联职能中，强调做好

政府管理和服务非公有制企业的助手作用，协调劳动关系的积极作用。

２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私营经济健康发展的两个重要文件

２００５年２月，国务院颁布了 《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 “非公３６条”），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部以促

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为主题的文件，包括７大措施３６条。其核心内容是确

立非公有制经济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一视同仁的法制

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明确提出了要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允许

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并就非公有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公

用行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业、国防科技工业以及参与国有企业改组

改造等方面，提出了改革方向和政策性意见。同时，要求相关部门和各地区要加紧

制定相关配套措施和实施细则，完善具体的政策办法，确保政策落到实处。

随着 “非公３６条”以及一系列保障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行业性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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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出台，中国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环境，私营企业开始向

原来被国有经济垄断的经济领域进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尽管体

制上的障碍消除了，事实上的非体制性障碍，特别是歧视观念仍然大量存在，私

营经济仍面临 “玻璃门”现象，“非公３６条”及其配套政策在实际执行中遇到

了不少的阻力。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私营企业各项负担 （包括纳税、交费、摊派、

捐赠、公关招待等）支出占销售额的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全国私营企业抽样

调查的数据显示，这一比重由２００１年的９７８％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１１５１％。

２０１０年５月，国务院颁布了 《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 （简称 “新３６条”），文件进一步拓宽了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这是继

“非公３６条”出台５年之后，中国对民间资本放开投资领域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

文件。

“新３６条”要求规范设置投资准入门槛，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

环境，对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不得单对民间资本设置附加条件。

“新３６条”强调应该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

安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对于可以实行市场化运作的基

础设施、市政工程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应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进入。

“新３６条”明确指出，要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国有资本要把

投资重点放在不断加强和巩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一般

竞争性领域，要为民间资本营造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新３６条”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性事

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商贸流通、国防科技工业等领域；

同时，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积极参与国际竞

争，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并要求清理和修改不利于民间投资

发展的法规、政策。相信在 “新３６条”的指引下，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会更加

健康，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队伍将更加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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