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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萧山、慈溪民企调查

□冯兴元   翁一

可以从政治秩序、法制保障、私人产权保护、开放市场、币值稳定、金融自由、社会舆论
七个方面改善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

民
营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重要驱动力量。了解民营

企业在当下中国的经营、

生存与发展状况，理解民营企业家的

所思所想，对于中国的改革与中国社

会的未来颇为关键。民营企业分布行

业广泛，所处的具体经营环境、状况、

发展阶段各有不同，对民营企业的了

解需要详细而深入。由于各种各样的

顾虑，民营企业在某些方面不敢或不

愿反映自己的真实状况和想法。

即便面对种种困难，出于对民营

企业重要性的认知，笔者在 2015 年 8

月走访调查了浙江萧山、慈溪地区 40

家民营企业。

主要结论

民营企业面临的主要市场压力仍

然来自于价格竞争，并由此产生了不

正当的价格竞争行为，包括通过政府

获得额外收益以及非正常的市场竞争

手段。

正因为民营企业面临着较强的价

格竞争压力，所以民企受到的通胀的

负面影响较大，多数企业面对通胀时

面临着提价压力，另一方面又面临着

融资困难不能获得通胀的好处。因此，

政府的扩张货币政策有可能对民企产

生较为不利的影响。

另外，民企又受到经济增长放缓

的较大负面影响。通胀以及经济增长

放缓同时对民企经营造成负面影响，

使得经济政策制定者面临两难。

除了市场竞争压力，民企面对的

行政干预、行政垄断问题颇为严重。

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力仍然较强，多半

企业认为其经营受到了政策波动的较

大负面影响。

几乎全部民营企业主认为现行

《劳动合同法》并不能规范企业运作，

只是造成了劳动成本增加以及人员流

失。

大部分民营企业对国内政治局势

和经济发展前景积极乐观，但相当部

分的民营企业家希望或者已经开始着

手移民，企业的规模越大，或经营者

身价越高，其移民倾向越强烈。

几乎所有企业家并没有将参与政

治视作人生价值的实现手段，但是几

乎所有的企业家又同时认为能够成为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而参与政治非常

重要，因为企业的经营生存受公权力

影响很大。

企业家大都对生活还算满意，希

望子女依照其愿望选择自己的职业，

也有一部分企业家希望子女继承自己

的事业，但是希望子女自主创业的比

例则较低。

大部分企业家没有宗教信仰，在

有宗教信仰的企业家中，信佛教的人

数占绝大比例。

1. 对货币通胀的担忧。对于较快

速的通货膨胀，没有企业认为有正面

影响（图 1）。这一方面是由于民营企

业融资能力较弱，无法在通胀中获得

收益。另一方面是由于民营企业仍然

面对着市场上较激烈的价格竞争，通

货膨胀意味着企业面临着较大的提价

压力。

2. 对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反应。

如图 2 所反映的，经济增长放缓对民

企的负面影响也较大。这意味着，决

策者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也面临着两难，

即一方面要防止经济下滑，一方面又

要面对扩张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 民企对劳动合同法规的评价。

如图 3 所示表现出了民企对劳动合同

通胀以及经济增长放缓同时对民企经营
造成负面影响



中国经济报告       2016年第2期 2016年第2期       中国经济报告  

区域
REGION088

法颇有微词。而且在访谈过程中，还

有部分企业认为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主

并不公平，比如一些员工在操作器械

时不够认真而出现了工伤事故，但是

责任要由业主全部承担，甚至出现一

些员工故意骗取工伤赔偿的情况。

4. 民营企业经营对公权力的依附

程度。由图 4—图 6 可以看出，几乎

所有企业经营者与企业家认为企业经

营受到了公权力的影响，所以他们都

认为能够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

别重要。这个重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政治平台了解政治与经济走

势，二是寻求权利保障与财产安全保

障，三是表达政治主张并推动社会进

步。但是企业家把参与政治视作实现

自我价值的比例并不高，这说明他

们并没有把参与政治作为追求目标，

只是基于上述三个原因才选择参与

政治。

对民企现状的理论分析

上述样本分析，基本呈现了近年

来浙江省民营企业所遇生存与发展的

主要问题，且在全国范围内有着很大

的共性。

“国进民退”尤其体现在公权力

膨胀而不受约束，以及行政垄断日趋

严重两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要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

但同时又规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虽然民企可以对一些国企参股，但是

对民企开放参股的国企数量有限，即

便开放，也往往只是对一些限定的分

支或者业务领域开放，且民企一般只

是占少数股。上市国有控股公司对私

人的开放也仍然是少数股份，国家自

己控制多数股。如果民企参股行政垄

断企业，也只是成为政府所授“市场

权力”的依附者，而未参股者仍然面

对行政垄断企业以及巨大的市场准入

障碍。这种行政垄断，被哈耶克称为

“政府强加的垄断”或者“划地为牢

的垄断”，往往是无效率的。这种“划

地为牢的垄断”与“基于更大效率的

垄断”截然不同。后者的发生归因于

企业实现了更大的效率。而且，根据

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只要开放市

场，这种垄断在长期不可持久，因为

会有新的进入者来打破垄断，或者潜

在进入者的威胁也会影响垄断者的定

价。这种垄断长远看其实是利大于弊。

国有企业借助中央发展混合所有

制经济的号召和自身所拥有的政府所

授“市场权力”，仍然在不断蚕食民

营企业，与民争利。地方政府和一些

民企纷纷依附国企，恰恰与国企的“市

场权力”有关。其根源是公权没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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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节制，资本没有得到解放。民企为

了求生存，从不得不放弃其独立地位，

转向依附公权力和国有企业。很多行

政垄断企业的利润，其一大块是通过

与民营企业“合作”而从民营企业所

创造利润中分得的。这方面在石油行

业非常明显。只要有行政垄断权力，

国企就可以坐享其成。而且实际上行

政垄断企业仍在继续做大。比如 2014

年底南北车合并以及 2015 年初中电

投与国家核电宣布合并，这种合并只

是做大行政垄断权力，没有解决所有

人主体缺位问题和国企往往会存在的

“X 无效率”问题。这里“X 无效率”

相对于经济理论中设定的企业追求成

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效率目标，大

型垄断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压力而处于

难以降低成本的无效率状态。

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仍然不容乐

观，在近年来总体上有所恶化，其根

源是多方面的。除了民营企业自身原因

之外，有着政策法规原因和市场原因。

首先是政策法规原因 ：一是从法

律和政策规定上看，民营企业的地位

仍然比国有企业要低，私营经济的地

位也比公有制经济的地位要低。二是

民营企业的法律安全问题有所加重，

比如政府在煤矿业的结构调整是以牺

牲私营煤矿业主的基本权利为代价

的，地方保护主义也导致一些外地企

业在中西部的经营遭遇“关门打狗”。

三是货币与信贷政策传导有问题，信

贷控制和金融抑制严重，大量增发货

币，只是金融资产在金融部门流转，

没有流向实体经济，造成民营企业融

资难。最近股市动荡恰恰说明股市吸

纳了大量的政府资金、民间资金和银

行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和民营中小企

业的资金相对有限，民营企业融资难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四是产业结构调

整迟缓，造成当前产业转型和升级压

力巨大。五是过去很长时间的人民币

汇率大幅上调影响到大量东部民营企

业的生产成本与出口，不久之前汇率

下调暂时改变不了这一格局。六是劳

动合同法的推行、社保法规和环境法

规的强化实施提高了企业的生产与经

营成本。七是国企和行政垄断力量近

年来越来越显强势，限制了民营企业

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八是民营企业税

费负担总体上比较重。九是很多地方

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较大，对企业经

营的各种名目的侵扰增多，甚至危及

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其次是市场原因 ：一是由于全球

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外需减

少。二是欧美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摩擦

较多，反倾销等措施对中国民营企业

的出口造成一定冲击。三是国内经济

增长趋缓，沿海地区民营企业所谓产

能过剩较为严重，竞争性行业工业产

品价格总体上趋于下降，原材料、劳

动力成本和其他成本上升，由此引发

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危机。四是总体

经济下行，企业之间“三角债”问题

严重，在许多地区部分企业资金链紧

张或者断裂，经营困难。五是很多企

业需要产业转移或者产业升级，但面

临技术、项目与资金匹配瓶颈。金融

市场发展滞后加剧了其转型难度。

近年来，旨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

的政策可以说层出不穷。2010 年，国

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

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

“新三十六条”，但是实际鲜有落实。

2012 年国务院各部门出台了落实“新

三十六条”细则。紧接着十八届三中

全会决定又提出了加快完善现代市场

体系的具体要求，对民营企业的支持

力度有所加大。比如把注册资本实缴

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但是很

多其他方面的市场准入改革推进比较

慢，一些政策条例可操作性仍然很差，

比如消除市场进入壁垒方面。由于国

有行政垄断企业占据很多产业链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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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只要有一个环节没有放开，民营

企业就难以真正进入 ；即便进入了，

也最终会碰壁。虽然各地政府在遵照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推行行政审批负

面清单，但是由于政府职能改革仍然

没有真正到位，不在清单上的新的审

批环节容易冒出，从而倾向于抵消负

面清单对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积极

作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即“PPP”

的推进也因为政府职能没有得到真正

转型而难有实质性推进。而且在存在

严重腐败的地区，“PPP”也是最容易

发生权钱交易的领域。

中国民营企业的金融市场准入

虽然有所改善，但是金融抑制仍然严

重。民营企业组建或者参与组建资本

市场机构的门槛较高，审批要求过于

严格。2013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

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的指导意见》，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

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

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但

是试点速度较为缓慢，比如 2014 年

全国只有五家民营银行作为改革试点

得以设立。民营企业虽然可以参与组

建村镇银行，但是村镇银行的发起单

位必须为商业银行。因此在参与组建

村镇银行方面，民营企业没有主动权。

民营企业可以组建小额贷款公司，但

小额贷款公司属于只贷不存的准正规

金融机构，主要依赖股东的资本金，

只能从最多两家金融机构融入最多占

其净资本 50% 的资金（深圳目前为

200%）。在股票市场，对于大多数民

营企业来说，主板和中小企业板的门

槛都偏高。对于部分民营中小企业来

说，创业板的门槛相对较低，因而有

着较大的吸引力，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有 489 只股票上市。

改善民企经营环境的思路与
对策

以普适的方式建立和维持一个竞

争秩序，这需要推行和遵循构成这一

竞争秩序的七项原则 ：市场化的价格

体系，币值稳定，私人产权，开放市

场，契约自由，承担责任 ( 每个人为

其投入和行为负责 )，经济政策的稳

定性。过去中国改革成功，其实是选

择性地、有意无意地接近这种竞争秩

序的结果。现在若要进入富国俱乐部，

则需要比以前做得更好，这就需要以

普适性的方式替代选择性的方式来塑

造公正的竞争秩序。

如果按照这一思路，政府需要实

现从管治到治理的职能转型，完善市

场经济体制框架。兹从下述七个方面

提出一些改善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

境的对策。

政治秩序 ：维护政治稳定应该建

立在维护个人基本权利的基础上。目

前主要是通过反腐来提升政府廉洁度，

还需要同时强化反腐的制度化和自动

化，以此节制和约束公权，防微杜渐。

法制保障 ：最大的法制保障就是

法治。法治要体现哈耶克意义上“法

律下的自由原则”。需要强化知识产

权保护，鼓励创新与发明。

私人产权保护 ：需要真正提升民

营企业的地位，推行国企改革，使民

营企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和主导

力量。只有这样，竞争秩序才能发挥

作用。

开放市场 ：引入政府之间的可诉

性，强化对抽象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可

诉性，以此推动消除区域间贸易屏障。

否则民营企业只能在被划定的竞争性

领域运作。

币值稳定 ：汇率波动对东部企业

经营的影响最大。就长期而言，汇率

稳定即外部币值稳定取决于内部币值

稳定，即国内物价稳定。货币政策应

该遵循单一政策目标，即以维持物价

稳定为目标。币值稳定的人民币可以

与浮动汇率制相结合。汇率的稳定取

决于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和中国经济基

本面的稳定。

金融自由 ：从调查结果看，中

国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非常严重。减

少融资缺口的唯一方法就是扩大金融

自由度。这里包括明晰金融机构的产

权，开放金融市场。应该以核准制替

代审批制，来放开民营金融机构准入

限制。资本市场需要去行政化，也需

要开放市场。资本市场监管需要按规

则取向，将监管作为一种服务，聚焦

于反欺诈，重视消费者保护和投资者

的产权保护 ；同时，通过建立和完善

一整套的监管规则来防范系统性金融

风险，杜绝股市监管上的行政裁量。

社会舆论 ：民营企业感觉社会舆

论的影响比较正面，也在某种程度享

有话语权。但是由于体制问题和正统

意识形态的影响，“舆论杀人”和话

语权被剥夺的潜在威胁仍然存在。仇

富现象和“剥削论”不时冒头。这需

要开放言论空间和多元化公民教育，

磨练政府官员和民众自身的判断力，

由此形成自己的判断。此外，其他抹

黑民营企业家形象的说法也存在，比

如一些人指责一些民营企业家的伦理

问题。但是，这样的伦理问题也同样

适用于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员，甚至适

用于政府官员。单说一些民营企业家

的伦理问题是一种不公。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

究所研究员、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助

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