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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自十九大新闻中心记者招待会上的问答。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４０年里，民营经济经历了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的萌芽
和起步阶段、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的受挫和恢复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的调整和引导阶段、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的促进和提升阶

段、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的冲击和成长阶段、２０１３年至今的转型和腾飞阶段，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

会的重要建设力量、产业转型的重要动力源泉、市场竞争的重要参与主体、科技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中国民营经

济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经验包括健康稳定的政治环境、科学合理的制度创新、卓越非凡的企业家精神、丰富有效的劳

动供给、和谐共生的包容文化、多样频繁的社会互动。民营经济未来的高质量发展要重点围绕从小到大的规模经

济、从弱到强的竞争优势、从表到里的公司治理、从内到外的跨国经营、从近到远的代际传承等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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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的４０年，也是民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４０年。在４０年里，民营经济用不到４０％的社会资

源，贡献了５０％以上的税收，开展了６０％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组建了７０％以上的高新技

术企业，解决了８０％以上的城镇就业，吸纳了９０％以上的新增就业①，对中国经济从弱到强、由小到大产生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民营经济必将迎来新的历

史机遇。新时代下的民营经济如何开启新征程、承担新使命、发挥新作为、作出新贡献，对实现“两个阶段”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至关重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未来将“毫不动摇鼓励、支持、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这不仅坚定了民营企业家的信

心，也给未来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本文将通过回顾４０年来中国民营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历

程，归纳和总结经验，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探寻未来民营经济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的康庄大道。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从六个阶段分析中国民营经济的改革历程，即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的萌芽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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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阶段、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的受挫和恢复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的调整和引导阶段、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的促进和提

升阶段、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的冲击和成长阶段、２０１３年至今的转型和腾飞阶段；第二部分从五个方面回顾中国民

营经济取得的发展成就，即民营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建设力量，成为

产业转型的重要动力来源，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参与主体，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第三部分从六个

方面总结中国民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经验，即健康稳定的政治环境、科学合理的制度创新、卓越非凡的

企业家精神、丰富有效的劳动供给、和谐共生的包容文化、多样频繁的社会互动；第四部分从五个方面对中

国民营经济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即从小到大的规模经济展望、从弱到强的竞争优势展望、从表到里的公

司治理展望、从内到外的跨国经营展望、从近到远的代际传承展望。

　　一、中国民营经济的改革历程

中国民营经济的改革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从坚决取缔到被限制，从被限制到被承认，从被承认到受重

创，从受重创到鼓励适当发展，从鼓励适当发展到积极促进，从积极促进到“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

见证了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从“必要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的转变过程。参照图１中的相关数据

及郭朝先（２００８）［１］、刘迎秋和刘霞辉（２００９）［２］、张志勇（２００９）［３］、单忠东（２００９）［４］等的研究，本文将４０年

来民营经济改革历程大致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１．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萌芽和起步阶段

注：主体数和从业人员刻度为左轴；注册资金刻度为右轴。

数据来源：黄孟复（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５－６］、历年《中国经济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１　中国民营经济改革与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

受“左”的思潮影响，中国在

意识形态和经济实践中，采取

了一系列消除民营经济的政

策措施，导致到１９７７年年底，

民营经济中的私营经济近乎

消亡，个体经济极其微弱，全

国城镇个体劳动者数量从

１９５３年的８９８万减至１９７７年

的１５万①［５－６］。面对即将走

入绝境的民营经济发展局面，

改革的呼声自下而上越来越

高。１９７８年，在经过“真理标

准问题大讨论”这场重要的思

想解放运动后，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作出将全党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的决定，明确提出“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

必要补充”、“决不允许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来批判和取缔”等论断，并通过返还被查抄的存款、被扣减

的薪金、被占用的私房等措施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由此开启了民营经济的萌芽和起步。１９７９年，
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给民主党派“脱帽加冕”，叶剑英认为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

４

① 除特别说明外，本部分数据均来自黄孟复（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５－６］、历年《中国经济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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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１９８０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提出“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

发展”的政策，国务院在相关文件中指出要“允许和提倡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开展竞争。１９８２年党的十二大

报告和１９８７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再次明确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８年

的宪法修正案中指出“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①”。

这一时期，民营经济改革的主要特征是由紧到宽、自下而上、从被限制到被承认，多数政策围绕民营经

济的性质而制定。个体经济仍是民营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私营经济则逐渐起步。截至１９８８年年底，个体

经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１４５２．７万户，从业人员达２３０４．９万人，注册资金为３１１．９亿元，

个体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等行业的营业额为１１９０．７亿元；私营经济方面②，全国登记注册私营企业

为４．０６万户，从业人员达７２．３８万人，注册资金为３２．８６亿元。

２．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受挫和恢复阶段

１９８８年下半年开始，国民经济出现过热现象，通货膨胀率较高，当年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增速和消费者

价格指数（ＣＰＩ）分别为１１．２３％、１８．８％，随之出现了抢购风潮，囤积居奇、倒买倒卖使部分商品紧缺严重，经

济秩序较为混乱。为此，１９８８年的党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改革方针，并通

过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提高存款利率、限制购买力、彻查在建项目、严控物价上涨等方式加强对宏

观经济的监督管理。１９８９年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受到影响，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也出现了波动，而“傻子

瓜子”等企业主的贪污、挪用公款等现象更加重了人们对发展民营经济的担忧，“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

党”、“加强城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税收征管”等措施使得民营经济发展受到影响。截至１９８９年年底，

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减少了２０５．６万户，从业人员减少了３６３．５万人。针对这一问题，党和国家领导

人多次在重要场合肯定民营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提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有益的、必要的补充”，并指

出国家继续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会变的”。１９９１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

明确提出，要围绕９０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建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的所有制结构”。同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７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采取适当的措施，

逐步使得各种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和发展范围趋于比较合理”。

这一时期，民营经济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受创之后的逐渐恢复，多数政策仍围绕民营经济的性质而制定。个

体经济在登记注册户数、从业人员、注册资金等方面仍超过私营经济。截至１９９１年年底，个体经济方面，全国

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１４１６．８万户，从业人员达２２５８万人，注册资金为４８８．２亿元，个体商业、饮食业、服

务业、修理业等行业的营业额为１７９８．２亿元；私营经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私营企业为１０．８万户，从业人员达

１８３．９万人，注册资金为１２３．２亿元，私营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等行业的营业额为６８亿元。

３．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调整和引导阶段

１９９１年年底，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巨大冲击，世界政治格局朝多元化方向发展。伴随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周边国家和地区（如“四小龙”、“四小虎”）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党员和一部分干部

群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等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偏颇，围绕市场经

济的思想冲突、意见论争和改革分歧异常激烈。对民营经济而言，部分人甚至发出“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

５

①

②

１９８２年的宪法修正案中是“个体经济”。为了遵照相关文件的完整性，全文中的“非公有制经济”主要指“个体经济”、“私营经济”。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在１９８８年７月１日实施，山西、黑龙江、西藏仍未开展私营企业的登记注册工作，因此，三地

的数据并不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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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中国的改革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化的改革”的疑问。面对这

些质疑，邓小平１９９２年在视察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时，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极大地推进了民营

经济改革的进程。１９９２年，李鹏在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做出中国经济“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下一阶段要“把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的论断。同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１９９３

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关于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从登记注册、市场准入、参股方式、

业务扩展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措施以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把非公有制经

济纳入中国基本经济制度。１９９９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首次明确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００年，江泽民在全国统战会议上指出，要“继续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

济健康发展。

这一时期，民营经济改革的主要特征是调整之后的鼓励发展，多数政策围绕民营经济的性质和地位而

制定。民营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经济在登记注册户数、从业人员等方面仍超

过私营经济。截至２００１年年底，个体经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 ２４３３万户，从业人员达

４７６０．３万人，注册资金为３４３５．８亿元，营业额为１．９６万亿元；私营经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私营企业为

２０２．９万户，从业人员达２７１３．９万人，注册资金为２．８２万亿元，营业额为１．３４万亿元。

４．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促进和提升阶段

２００１年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民营经济改革进入新篇章。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第

一次明确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扫除了私营企业主无法入党的障碍。２００３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清理和修订法律法规、放宽市场准入、享受同等待遇、鼓励做强

做大等方面出发提出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２００４年，河北省委“１号文件”对“民营企业经营

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问题进行了澄清，从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有关民营企业“原罪”问题的讨论。这一

讨论直到２００６年年末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主张不争论，还是用实践和历史来回答”才告一段

落。同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

犯”。２００５年，国务院以“３号文件”的形式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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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放宽市场准入、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完善社会服务、维护合法权益、引导提高自身素质、改进监管体系、

加强政策协调七个方面制定了３６条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此后，各地区、各部门纷纷出台了相

关落实、配套措施。２００６年，国务院法制办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清理限制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规定的通知》，在与３６条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的对比下，明确了现有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其他文件的清理重点、清理原则、清理工作的组织和实施等内容。截至当年年底，共有５０００多件规章和文件被

清理、废除。２００７年，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从

平等保护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平等对待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税负两个角度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同年，党

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平等保护物权”、“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

这一时期，民营经济改革的主要特征是从“继续鼓励、引导”到“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多数政策

的针对性较强，围绕增强民营经济发展信心、吸引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引导民营企业发展高科技、推进民营企业

国际化、消除不平等待遇等而制定。个体经济仅在登记注册户数上比私营经济有优势。截至２００７年年底，个

体经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２７４１．５万户，从业人员达５４９６．２万人，注册资金为７３５０．８亿元；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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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经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私营企业为５５１．３万户，从业人员达７２５３．１万人，注册资金为９．２９万亿元。

５．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冲击和成长阶段

２００７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在短时间内迅速波及全球。之后，全球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下

降，２００９年降至－１．７４％。国际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等因素

对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以浙江省为例，据浙江省工商局公布的数据，２００８年浙江省注销的

民营企业数量同比上升１０．９９％，为２．２万户。而一大批如中国金属、合俊玩具、华联三鑫、江龙控股等知名

民营企业的倒闭便是次贷危机冲击下中国民营经济的缩影。面对这一形势，２００８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到珠

三角和长三角民营企业进行调研时强调，要从营造良好环境、解决市场准入、落实财税支持、改善政府服务

等方面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同年，在全国层面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的基

础上，各地区和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从贷款风险损失补偿、降低创业门槛、减免各项杂费、增加政

府采购等方面促进民营经济发展。２００９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从营

造良好环境、缓解融资困难、加大财税扶持力度、加快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支持开拓市场、改进政府服务、

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加强工作领导方面制定了２９条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２０１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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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拓宽民间投资领域、鼓励民间资本重组联合和参与国

企改革、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加强规范管理等方面制定了

３６条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２０１１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从清理规范准入条件、协调公共资源、完善相

关配套政策、支持提升创新能力、扶持科技成果产业化、鼓励发展新业态、引导设立创投基金、支持利用新型金

融工具融资、推进国际合作、加强服务和引导十个方面制定了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措施。

２０１２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和引导民营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分别从融资、

创新、市场、集聚、服务、保障等方面出发制定了２９条和１８条政策措施。

这一时期，民营经济改革的主要特征是转方式、调结构，多数政策围绕民营企业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负

面影响及其转型升级而制定。个体经济仅在登记注册户数上比私营经济有优势。截至２０１２年年底，个体经

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４０５９．２７万户，从业人员达８６２８．３１万人，注册资金为１．９８万亿元；

私营经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私营企业为１０８５．７２万户，从业人员达１．１３亿人，注册资金为３１．１万亿元。

６．２０１３年至今：转型和腾飞阶段

２０１２年，美国“财政悬崖”日益迫近，日本“安倍经济学”效果不佳，欧债危机蔓延使欧元区国家经济持

续萎缩，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下降明显。在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争端和摩擦加剧，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水平保持高位，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对中国民营企业来说，迫

切需要转换增长动能实现转型升级。２０１３年，除了继续在金融支持、市场准入、鼓励“走出去”等方面制定相

关政策措施外，国务院还发布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对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国务院的重点任务进

行了规划，由此拉开了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进程。２０１４年，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出“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改革号召，加快构建众创空间、降低创新创业门槛、加强财政资金引导、完善投融资活动、营

造创新创业文化氛围等内容继而体现在《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中，极大地推进

了创新主体的涌现①。２０１５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和《中国

制造２０２５》发布，分别从构建以我为主的经济合作体和实施以质量为先的制造强国战略两个角度出发打造

７

① 如李克强总理在２０１７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所指出的，自２０１４年起，每天新增４万家市场主体，其中，新登记企业有１．４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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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新蓝图，给民营企业发展指明了道路。２０１６年，为进一步增强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
力，在前期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的基础上，针对审批多、收费高、耗时长等问题，持续开展“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的“放管服”改革。《２０１７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全年降低企业税负
超５７００亿元，且在完成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三分之一目标的基础上，当年取消、清理和规范５７７项。２０１７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员发展、

企业家精神的激发和保护、民营企业活力的激发和增强等方面论述了新时代下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

转型升级的政策方针。

这一时期，民营经济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凝心聚力、“松绑”和“减负”，多数政策围绕民营企业在新时代下

高质量发展而制定。个体经济仅在登记注册户数上比私营经济有优势。截至２０１６年年底，个体经济方面，
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５９２９．９５万户，从业人员达１．２９亿人，注册资金为５．３４万亿元；私营经济方
面，全国登记注册私营企业为２３０９．２万户，从业人员达１．８亿人，注册资金为１０７．６６万亿元①。

　　二、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成就

１．民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营经济②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一是民营经济在 ＧＤＰ中的比重不断上

升。１９８９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产值在ＧＤＰ中的比重仅为３．８６％［７］，到如今，据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冉万祥在十九大新闻中心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介绍，这一比重已超过６０％。二是民营经济在投资拉动经济
增长中的作用突出。１９８２年，民营企业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为１７．１％③，能拉动０．３６个百分点
的ＧＤＰ增速，到２０１６年，这一比重达到３２．８７％④，能拉动０．９２个百分点的 ＧＤＰ增速。三是民营经济的进
出口贸易增长迅速。２０１６年，民营企业的进出口总额为１．３３万亿美元，尽管比２０１５年降低了５２６．５２亿美
元，但在所有企业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为３６．３６％，比２０１５年增长了１．１５个百分点。其中，出口总额为
９１４７．８６亿美元，占比为４３．６％；进口总额为４１７９．４５亿美元，占比为２６．３３％⑤。四是民营经济在高新区中
的作用愈发突出。２０１６年，全国高新区中的私营企业有４．０１万家，创造了３．１万亿元的总产值，分别比
２００７年增长了１．６８倍、１５．６５倍；在高新区所有企业中的比重分别为４４％、１５．７７％，分别比２００７年增长了
１３．１３个百分点、１１．５８个百分点⑥。

２．民营经济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建设力量
民营经济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建设力量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民营经济在全国税收收入中的比重

不断提高。１９９５年，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共缴纳税收４２９．６亿元，在全国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为８％，到２０１５
年，缴纳税收额增至１．９９万亿元，比重增至１４．６％。其中，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缴纳税收额分别为１．３万
亿元、０．６９万亿元，比重分别为９．５７％、５．０３％⑦。二是民营经济吸纳就业能力显著增强。１９９０年，私营企
业和个体企业共吸纳就业人数为２２７５万人，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为３．５１％，到２０１６年，吸纳就业人数增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２０１６年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注册资金数据暂未公布，笔者根据当年所有企业注册资金增长率（３３．５％）估算得到。
由于数据获取受限，如无特别说明，发展成就中的民营经济范围仅指私营经济与个体经济，可能会造成结果解读上的差异。

数据来自《中国固定资产统计年鉴：１９５０—１９９５》。
数据来自２０１７年《中国统计年鉴》，与冉万祥所介绍的６０％有差异。
数据来自海关总署网站。

数据来自科技部网站。

数据来自２０１６年《中国税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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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３．０９亿人，比重增至３９．７７％。其中，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吸纳就业人数比重分别为２３．１９％、１６．５８％①。

三是民营经济在教育、扶贫、救灾等慈善事业中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度越来越高。２００８年，入选“中国慈善

排行榜”的１００家企业多为民营企业，共捐赠了４４．２４亿元，用以支持地震、雪灾、教育、扶贫等慈善事业，到

２０１６年，捐赠额增至１０３．７８亿元。其中，前十名捐赠额占比从３９．８２％上升至７０．２９％②。

３．民营经济成为产业转型的重要动力来源

民营经济成为产业转型的重要动力来源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民营经济在推动物流、军工、金融等

垄断行业开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物流业为例，２００７年，上海４２家非邮政快递企业联名“上书”，呼吁在

相关法律法规改革中关注民营快递企业的发展诉求。到２０１４年年底，国内已有超过１．１万家可经营快递业

务的企业③，如顺丰、“三通一达”、百世等民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增强竞争力，目前已在细分市场上占据较大

的市场份额。二是民营经济在产业创新中捷足先登。以近年来不断涌现的新兴产业为例，如网络打车、共

享单车、分类信息网站、外卖送餐等新业态中很少有国有企业的身影，典型企业如滴滴、ｏｆｏ、摩拜、５８同城、美

团等则多为民营企业。三是民营经济在产业分布上逐渐合理。２０１４年，民营企业实有户数在第一、二、三产

业企业总数中的比重分别为２．６２％、１０．９９％、８６．３９％，吸纳就业人数也有较大差异。其中，批发、零售和餐

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的民营企业所吸纳的就业人数比重分别为４９．６７％、１６．１１％、

２．４５％，分别比１９８９年降低了９．７４个百分点、４．５个百分点、５．２６个百分点④。

４．民营经济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参与主体

民营经济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参与主体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民营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

以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５００强榜单”为例，２０１６年，５００家企业的总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

２３．４万亿元、１９．４万亿元、０．８４万亿元，比２０１５年增长了３５．２１％、１９．８４％、１９．７６％。其中，总资产超过１０００

亿元、营业收入超过３０００亿元的分别有５０家、６家企业；有１６家企业入围世界５００强榜单。二是与其他企业

类型相比，民营企业的竞争优势突出。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２０１６年，民营企业的户均总资产、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分别为１．１２亿元、１．９１亿元、０．１２亿元，尽管比国有控股企业的２１．９６亿元、１２．５６亿元、０．６５亿元，外

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４．２９亿元、５．０５亿元、０．３６亿元要低，但在户均费用（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和财务费用）上分别比二者低１．０２亿元、０．２９亿元，且在资产收益率上分别高７．６９个百分点、２．３７个百分

点⑤。三是民营企业的国际市场影响力日益增强。以美国创投研究机构ＣＢＩｎｓｉｇｈｔｓ最新公布的能影响全球科

技创业走势的“独角兽”企业榜单为例，２２４家上榜企业中有５９家中国企业，代表企业如滴滴、小米、新美大、陆

金所分别排名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九位，估值为５６０亿美元、４６０亿美元、３００亿美元、１８５亿美元。

５．民营经济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

民营经济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一是民营经济的研发投入不断提升。以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２０１６年，私营企业的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为７３．２４万人年，研发经费为２８００．５４亿

元，研发项目数为１３．０４万项，分别比２０１１年增长了１．１２倍、１．９７倍、１．４７倍；在整体中的比重分别为

２７．１％、２５．５９％、３６．１２％，分别提升了９．３个百分点、９．８４个百分点、１３．４个百分点。二是民营经济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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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数据来自福布斯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６年《中国慈善排行榜》。
数据来自国家邮政局发展中心。

数据来自２０１５年《中国经济年鉴》。
数据来自２０１７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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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不断增加。２０１６年，规模以上工业私营企业的专利申请数为２３．７８万件，在整体中的比重为３３．２４％，

分别比２０１１年增长了１．１３倍、４．３１个百分点。其中，发明专利数申请数为７．８６万件，在整体中的比重为

２７．３７％，分别比２０１１年增长了１．６９倍、５．７１个百分点。截至２０１６年年底，规模以上工业私营企业的有效

发明专利数为１８．０５万件，在整体中的比重为２３．４４％，分别比国有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

企业高出２０．４１个百分点、１４．５２个百分点和１３．２４个百分点。三是民营经济的新产品开发效益不断提高。

２０１６年，规模以上工业私营企业的新产品项目数为１４．５３万项，新产品销售收入为３．９万亿元，新产品出口

销售收入为４７０１．９５亿元，分别比 ２０１１年增长了 １．１５倍、１．８８倍、１．４４倍；在整体中的比重分别为

３７．０９％、２２．３２％、１４．３７％，分别提升了１１．７１个百分点、８．８９个百分点、４．８４个百分点①。四是民营企业在

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先锋作用越发突出。２０１６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中的私营企业有７．６１万家，创造了４．１７

万亿元的工业总产值，技术、产品和商品销售收入达４．４８万亿元，分别比２００７年增长了２．０９倍、６．８３倍、

６．９２倍；在所有高新技术企业中的比重分别为４３．９％、１．９６％、５．１７％，分别提升了１８．５４个百分点、１．４１个

百分点、３．１２个百分点②。

　　三、中国民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经验

１．健康稳定的政治环境是前提

健康稳定的政治环境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前提［２］，它不仅能为民营经济的改革提供有利条件，还能为民

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政治保障。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对待民营经济的政策首先经历了从“利用和

限制”到“利用、限制、改造”的过程。可是，“改造”政策在经过反右派运动后迅速向“左”转变，民营经济在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已步履维艰，之后在“兴无灭资”“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思潮的影响下，逐渐

成为了政治运动批斗的对象［８］。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已被破坏殆尽，尽管彼时

的宪法仍然承认有限范围的个体劳动，但重在“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而自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开始，对待民营经济的政策从“保护”到“继续鼓励、引导”再到“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

经济的定性也从“必要补充”到“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再到“重要组成部分”，宪法的规定也从“国家保护个

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到“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再到“公民的合法的私

有财产不受侵犯”，创造了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良好政治环境。

２．科学合理的制度创新是保证

科学合理的制度创新是民营经济发展的保证［９］，它不仅能为民营经济的改革提供强大驱动，还能为民

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制度红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例，改革开放以前，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不明确，政

府对国民经济发展实行“计划”式管理，如党的十一大报告曾明确指出，要“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

比例、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轨道”上。政府对主要物资、原材料、产成品、进出口、利率等采取了一系列控制

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营经济的恢复。党的十四大以来，制度创新取得突破，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被

确定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社

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

础性作用”，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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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数据来自科技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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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

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

民营经济的壮大。

３．卓越非凡的企业家精神是根本

卓越非凡的企业家精神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根本［１０］，它不仅能为民营经济的改革提供核心要素，还能为

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动力源泉。改革开放以前，国营企业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由于长期实行“平均主

义”的“计划”式管理模式，劳动者的积极性和职工队伍的效率不高，那些开展正常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行为常

被视为“投机倒把”而遭到打击，对“投机商贩”的斗争使企业家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缺失状态。改革开放

以后的一段时间，民营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逐渐得到恢复，但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往往表现为挂靠公有制

经济以在夹缝中生存的“戴红帽子”的特征。如１９８９年前、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２年后“戴红帽子”的企业

比例分别达到了４６．３％、２３．５％、２２．６％［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随着政治环境趋于稳定、制度创新取得突

破，民营经济的企业家精神逐步回归，从而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典型代表如万向的鲁冠球、

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华为的任正非、娃哈哈的宗庆后、远东的蒋锡培、ＴＣＬ的李东生、比亚迪的王传

福、搜狐的张朝阳、网易的丁磊、小米的雷军、腾讯的马化腾、百度的李彦宏、阿里巴巴的马云、京东的刘强东

等。他们不仅在不同的年代持续推动着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还在更广泛层次上塑造着国家竞争优势。

４．丰富有效的劳动供给是基础

丰富有效的劳动供给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１１］，它不仅能为民营经济的改革提供重要契机，还能为民

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竞争优势。１９７６年以后，大批知青返城，加上大专院校毕业生、复员转业军人、留城

青年及闲散劳动力，全国就业形势较为严峻。尽管拓宽就业渠道、多元化就业形式迫在眉睫，但旧有的劳动

就业体制较为僵硬，并不能解决彼时所面临的突出问题。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开辟社队多

种经营形式、发展农村集市贸易和家庭副业。次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批准一批有正式户口的闲散

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薛暮桥发表“允许发展集体企业甚至个体户”“鼓励回城青年

自找门路”的观点文章，从而在实际上拉开了民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序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出口导向

战略下的加工贸易成为越来越多企业采用的生产方式。民营企业利用国内丰富有效的劳动力资源承接发

达国家和地区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持续积累并培养高素质职工队伍，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较强的

竞争优势［１１］。２０１６年，据全国工商联数据显示，中国５００强民营企业中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数为３１４家，海

外投资项目及投资总额分别为１６５９项、５１５．３２亿美元。典型企业如华为在２０１６年有１８万名员工，总收入

中有５４．６５％来自海外。

５．和谐共生的包容文化是支撑

和谐共生的包容文化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撑［１２］，它不仅能为民营经济的改革提供质变空间，还能为民

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坚实土壤。如针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发生的“傻子瓜子”事件，邓小平在１９８４年中央顾

问委员会会议上指出，“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如果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邓小平

还在１９９２的“南方谈话”中再次论述道，“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

针，影响改革的全局”。２１世纪初，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因在发展早期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而遭到处理，从而引

发了社会对“原罪”问题的讨论。紧接着，围绕“原罪”问题的讨论主题逐渐深化，从“有无原罪”“应否清算”到

“何种原罪”“如何处置”，这不仅降低了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也给彼时经济体制

改革蒙上了阴影。对此，党和政府领导也及时发表看法，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如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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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工商联主席的黄孟复认为“原罪”是一个“伪命题、假命题”，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

书记、第一副主席的胡德平指出“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之前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不存在‘原罪’”，时任中共中央

统战部部长的刘延东指出“中央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是绝对不会变化的，这个决心是坚定的”。

６．多样频繁的社会互动是归属

多样频繁的社会互动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归属［１３］，它不仅能为民营经济的改革提供重要抓手，还能为民

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前景蓝图。改革开放以前，民营企业家与社会互动的范围、频率都受到限制。以参

政议政为例，１９５６年，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

人”，“只有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才能入党”。这一政策几经波折，直到２００２年，党的十六大通过

的党章修正案规定，“其他社会阶层”在满足入党条件后，“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民

营企业家参与社会互动的积极性。当前，民营企业参与社会互动已不仅仅局限于通过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创

造顾客价值，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保持紧密合作、为员工发展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关注环境保护、关爱社会

弱势群体、参与社区建设等［１３］，不仅成为民营企业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未来民营经济发展的前景蓝图。民

企业家当选全国劳模、获得五一劳动奖章、接受“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称号等也成为新时期

中小民营企业积极参与社会互动、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奋斗的最好证明。

　　四、中国民营经济未来发展趋势展望

１．从小到大的规模经济展望

规模经济是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显著标志［１４］。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民营企业发展规模不断增长，

如１９９８年，入围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５００强榜单”的门槛为０．９亿元，户均总资产、营业收入分

别为１．０４亿元、３．１９亿元，到２０１６年，分别提升至１２１亿元、４６８亿元、３８７亿元。然而，与世界５００强、中国

５００强中的著名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发展规模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如何形成多层次的民营企业规模

格局，使龙头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利用规模经济成为佼佼者、中小企业能在各自领域中发挥工匠精神成

为专业者，是未来民营经济发展的可期之处。建议政府深化民营企业投融资机制改革，利用多种优惠措施

鼓励民营企业通过资本运营、兼并收购、战略联盟等方式组建产业集团、企业集团，在保持经营效率的同时，

提高规模经济。同时，由于中小企业多是民营企业，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落实《中小企业促进法》，通

过健全社会服务体系解决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信息匮乏、人才瓶颈、融资不畅等问题，让民营企业心

无旁骛地走上从小到大的发展道路。

２．从弱到强的竞争优势展望

竞争优势是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素。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民营企业通过承接发达国家和

地区的产业转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逐渐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但几十年来，发达国家和

地区主导国际生产网络的格局并未发生显著变化，高附加值位置仍被其占据，而中国民营企业多数仍在中

低端从事低附加值活动［１１］。从研发的角度看，据全国工商联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在“中国民营企业

５００强”中，研发强度超过１％的仅有１７０家企业。从品牌的角度看，统计近十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前

十名出现频率，中国企业仅有中国移动和腾讯上榜，分别为６次、１次，而麦当劳、谷歌、苹果、微软、ＩＢＭ等企

业则年年在榜①。如何从技术、品牌、管理、物流、人才、资金等方面提升民营企业的竞争优势，是未来民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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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ＫａｎｔａｒＭｉｌｌｗａｒｄＢｒｏｗｎ／ＢｒａｎｄＺＴＭ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百强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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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的重点任务。政府应当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落实各项简政放权制度，积极制定“负面清单”并

及时向社会公布，降低相关产业的市场准入标准，让民营企业在充分竞争中由弱变强。

３．从表到里的公司治理展望

公司治理是民营企业发展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由于历史原因，许多民营企业都有过“戴红帽子”和

“摘红帽子”经历，这曾在很大程度阻碍了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然而，自党的十四届三中全

会以来，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逐渐深化和完善，有力提

升了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据“中国公司治理指数”数据显示，２００３年至今，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整体上

呈上升态势，民营上市公司治理水平连续多年高于国有上市公司。尽管如此，民营企业在公司治理中仍然

面临股权高度集中、经营决策不科学、管理缺乏有效约束等问题［１５］，在与国有企业的合作中也往往会丧失自

主权、话语权①。如何引导众多民营企业建立规范的组织框架、科学的决策机制、完善的人才结构，实现以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特征的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是未来民营经济发展的迫切任务。政府应当清理有碍

公平有序竞争的无效规定，加快要素市场改革，明确民营企业在国企改革中的作用，优化“授权经营体制”，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让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从表到里得到改善。

４．从内到外的跨国经营展望

跨国经营是民营企业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自２００１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民营企业“走出去”步

伐逐渐加大，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投资经营。据商务部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对外直接投资者中，有６３８６家

私营企业，占比达２６．２％，分别比２０１１年增长了４．７倍、１７．９个百分点；在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中，

私营企业占比８．７％，比２０１１年增长了７个百分点。然而，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也面临着投资区域比较集

中、行业分布较为狭窄、当地法律法规不熟悉、安全风险防范低、市场信息滞后等问题。如截至２０１６年年末，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中国香港地区的比重为５７．５％，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比重为３４．９％，分别第二位

高出４９．８个百分点、２１．８个百分点。如何在“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基础上，鼓

励民营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是未来民营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政府需要在“走出去”

公共服务平台上增加境外投资所需法律法规、税收政策、典型案例等内容，开辟企业家境外投资交流论坛和

专门针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信息通道，并及时发布针对民营企业“走出去”的研究报告，以使民营企业在

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实现从内到外的跨国经营。

５．从近到远的代际传承展望

代际传承是民营企业稳定发展的重要关口。中国民营企业中有很多是家族企业，从改革开放至今，随

着第一代创业者逐渐退居二线，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传承者不断涌现，如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宗庆后的女儿

宗馥莉、鲁冠球的儿子鲁伟鼎、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等。然而，由于代际传承规划匮乏、接班人能力欠缺、人

才队伍建设不全、接班人与经理人矛盾等原因，第二代传承者的继任过程并非都一帆风顺［１６］。据全国工商

联相关数据显示，第二代传承者明确表示接班的比例仅占４０％，剩下的或者态度不明确，或者明确表示不愿

接班。如汇源集团创始人朱新礼首先选择儿子朱胜华为接班人，但后者并不感兴趣；紧接着，选择女婿高勇

为接班人，但高勇又逐渐淡出；最后，只好选择女儿朱圣琴为接班人。如何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

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处理好民营企业的代际传承问题，使其顺利跨越“富不过三代”阵痛，对经济高质量

发展至关重要。政府需要更加关注民营企业传承者的健康成长，积极发挥工商联的能动性，定期组织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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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２０１６年，在“中国民营企业５００强”中，有１６５家企业与国有企业有参股、共同发起设立新企业、控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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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活动，引导民营企业尽早开展接班规划和人才培养。

参考文献：

［１］郭朝先．民营经济发展３０年［Ｊ］．经济研究参考，２００９（４９）：４５－５３．

［２］刘迎秋，刘霞辉．非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３０年：回顾与展望［Ｊ］．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０９（１）：２９－３４．

［３］张志勇．中国往事３０年：揭幕民营经济中国式进程［Ｍ］．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单忠东．民营经济三十年———思考与展望［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５］黄孟复．中国民营经济史·大事记［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

［６］黄孟复．中国民营经济史·纪事本末［Ｍ］．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２０１０．

［７］周立群，谢思全．中国经济改革３０年：民营经济卷（１９７８—２００８）［Ｍ］．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８］马立诚．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Ｍ］．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２００６．

［９］邓宏图．转轨期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以民营经济的演化过程为例［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５）：１３０－１４０．

［１０］程俊杰．制度变迁、企业家精神与民营经济发展［Ｊ］．经济管理，２０１６（８）：３９－５４．

［１１］杨蕙馨，王海兵．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成长策略［Ｊ］．经济管理，２０１３（９）：４１－５２．

［１２］郭秀慧，于东明．民营经济发展与区域文化根植性———以东北再振兴为背景的实证研究［Ｊ］．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１６（５）：１２３－１２８．

［１３］王勇．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路径、限度与规引［Ｊ］．地方治理研究，２０１８（１）：４０－４８．

［１４］崔民强．规模经济、人民币汇率与民营企业进出口———兼论民营企业进出口的影响因素［Ｊ］．经济问题，２０１１（８）：３１－３３．

［１５］崔新健，杨智寒，郑勇男，等．民营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现状及其竞争力———基于北京市民营企业样本的研究［Ｊ］．经济体制改革，２０１７

（５）：８８－９５．

［１６］张京心，廖之华，谭劲松．民营企业创始人的离任权力交接与企业成长———基于美的集团的案例研究［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７（１０）：１７４－１９２．

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ｉｖ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１９７８ｔｏ２０１７：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ＷＡＮＧＨａｉｂｉｎｇ１，ＹＡＮＧＨｕｉｘｉｎ２

（１．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８３６；２．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ａｎ２５０１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４０ｙｅａｒｓｆｏｒｐｒｉｖ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ｉｎ１９７８．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ｆｏｕｒｄｅｃａｄ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ｈａｓｂｅｅ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ｉｘｐｅｒｉｏｄｓ，ｎａｍｅｌｙｔｈｅｓｅｅｄｓｔａｇｅｆｒｏｍ１９７８ｔｏ１９８８，

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ｓｔａｇｅｆｒｏｍ１９８９ｔｏ１９９１，ｔｈ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ｆｒｏｍ１９９２ｔｏ２００１，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ｓｔａｇｅｆｒｏｍ２００２ｔｏ

２００７，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ａｇｅｆｒｏｍ２００８ｔｏ２０１２，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ａｇｅｓｉｎｃｅ２０１３．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ｔｈ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ｈａｓ

ｍａｄｅｉｔｓｅｌｆｓｏ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ｓａｐａｒｔ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ｏ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ｐｏｗｅｒｓｏｕｒｃｅ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ｐｌａｙｅｒｉｎｍａｒｋｅ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ｄｒｉｖｅｎｐｏｗｅｒｔ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ａｎｄｓｔａｂ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ｒｉｃｈａｎｄ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ｌａｂｏｒ，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ａｎｄ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ｉｖｅｒｓｅ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ａｉｄｍｏｒｅｔｏｓｃａｌ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ｐｒｉｖ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ｒｅｆｏｒｍ；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责任编辑：周　斌

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