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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制為主體 

 

 

 

《人民日報》2010 年 7 月 28 日第 20 版上﹐刊登一篇由全國

政協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先生撰寫的一篇文章﹐說我國

“現在已經形成‘國有經濟為主導﹑民營經濟1 為主體﹑外資經

                                                        
1 我是不贊成“民營經濟”這個概念的﹐因為它沒有明確的界定。集體經濟算不算

民營經濟﹖外資經濟算不算民營經濟﹖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國有企業算不算民

營經濟﹖誰也沒有界定。實際上使用“民營經濟”這一概念時﹐指的就是私營經

濟。為什麼放著“私營經濟”這個清晰的概念不用﹐偏偏要從日本和我國臺灣地

區搬來“民營經濟”這個含糊的概念呢﹖想來有兩種考慮。一是迴避一個“私”

字﹐換一個好聽一點的名詞﹐這倒無傷大局﹔二是故意製造國家與人民的對立﹐

仿佛只有私營經濟代表了人民﹐而國有經濟與人民是對立的﹐不能代表人民。這



濟為輔助’的所有制結構。正是這樣的所有制結構是我們的經濟﹑

政治﹑生活和人們的思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形成了一個生

動活潑﹑積極向上的奮發氛圍﹐這是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創

造的所有制結構﹐在今後的發展中﹐我們仍然要堅持這種結構﹐

並且要不斷豐富﹑發展和完善”。2

讀到這段話﹐令人十分震驚。我們的黨章上寫著﹕“必須堅

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

度”。2009 年 9 月召開的十七屆四中全會還重申﹐要劃清“社會

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同

私有化和單一公有制的界限”。作為黨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

不宣傳載入《黨章》和寫進中央全會決議的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

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卻刊登文章﹐把“公有制為主體”改為“民

營經濟為主體”﹐這不是明目張膽地要改變基本經濟制度﹑宣傳

私有化嗎﹖ 
寫這篇文章的作者﹐作為全國工商聯的主席﹐可以不贊成中

國共產黨的《黨章》﹐但必須遵守《憲法》﹐這是每一個中華人

民共和國公民應盡的義務。《憲法》第 14 條規定﹕“國家在社會

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

基本經濟制度”。當然﹐作為私營經濟的代表人物﹐作者可以主

張“以民營經濟為主體”﹐而且應該說這是他一貫的主張（他甚

至公開表示﹐希望黨的十八大按照他的意見修改基本經濟制度的

提法）。這是允許的﹐思想自由嘛﹗他也可以利用機會向中共中

央提出自己的建議（他完全有這種機會）﹐但在《憲法》沒有按

                                                                                                                                                                   
個概念本身就隱含著“國退民進”。這就有點居心叵測了。按照規範性的用語﹐

我們還是使用“私營經濟”這個概念。 
2 黃孟復﹕〈民營經濟是富民經濟〉﹐《人民日報》2010 年 7 月 28 日第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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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他的意圖修改之前﹐公開發表違反《憲法》的言論﹐總是不妥

的吧。任何一個公民都沒有這種權利﹐頭面人物更是如此。 
順便說一句﹐我國是真夠“自由”的了﹐黨報可以隨便刊登

違反《黨章》的東西﹐公民可以隨便公開在報刊上發表違反《憲

法》的言論﹐《黨章》管不住黨員﹐《憲法》管不住公民﹐這種

自由﹐恐怕連標榜民主﹑自由的美國也做不到吧﹗然而這種“自

由”的危險後果﹐不知道有人考慮過沒有﹖聽任這種現象發展下

去﹐《黨章》﹑《憲法》沒有約束力﹐沒有權威﹐愛怎麼幹就怎

麼幹﹐黨和國家就會毫無凝聚力﹐那可能黨不像黨﹑國不成國﹐

這能不令人不寒而慄嗎﹗ 
 

 

我們還是正面討論一下﹐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所有制結構﹐

為什麼需要這樣的所有制結構。這個問題﹐就現在的爭論來說﹐

對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包括私營經濟）發展似乎沒

有分歧﹐分歧的焦點是為什麼要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而不

能“以私營經濟為主體”﹖這是關係到我國社會的性質和未來發

展方向的原則問題﹐不能不分辨清楚。 
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種所有制結

構﹐並把它確定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這是我

們黨幾代領導人運用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相互關係

的基本原理﹐結合我國具體國情進行艱苦探索取得的成果。在這

一探索過程中﹐我們既反對單一公有制﹐反對在所有制問題上“越

大越公越純”的傾向﹐又反對私有化﹐反對取消公有制為主體的

傾向。可以說﹐這個探索的過程是充滿鬥爭的。基本經濟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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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來之不易﹐我們應該倍加珍惜。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為什麼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絕

不搞私有化﹐絕不能讓私營經濟佔據主體地位呢﹖簡單地說﹐這

是因為﹐在我國目前條件下﹕第一﹐只有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才

能保證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私有化﹑私營經濟為主體則會

使社會的性質演變成為資本主義﹐危及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

益﹔第二﹐只有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才能使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

的性質﹐從而才能解放﹑發展生產力﹐在生產力具有社會性質的

條件下﹐實行私有化﹑以私營經濟為主體﹐是違背生產力發展需

要的﹐會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這些本來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常

識﹐但由於多年來西方經濟學汎濫﹐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不大

講這些基本道理了﹐所以我們不得不從基本道理說起。 
 

 

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之一﹐這是馬克思主

義經典作家早就闡述過的一個基本原理。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

黨宣言》中就指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

話﹕消滅私有制。”3 他們把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組織生產

看作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原則意義的差

別”。4 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正是按照馬克思主義這一基

本原理進行的。在全國解放的前夕﹐毛澤東就指出﹐從新民主主

義發展到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就是要在重點發展社會主義性質的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86 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6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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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經濟的同時﹐逐步對資本主義工商業以及對農業﹑手工業進

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到 1956 年我

國基本上完成了這一任務﹐從此﹐生產資料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

佔據了主體地位﹐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在改革開

放的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

東思想﹐堅定不移地捍衛公有制的主體地位。1979 年初﹐他針對

某些人對社會主義的糊塗觀念﹐旗幟鮮明地指出﹕“社會主義的

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公有制以及由此產生的最大限度地

滿足人民需要的生產目的﹐是社會主義的特點﹐也是“資本主義

社會永遠不可能有”的優越性。5 他多次指出﹕“過去行之有效

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

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6

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我們不僅允許而且鼓勵和

支持私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既然我們目前是一個多種所有制

經濟並存的社會﹐既有公有制又有私有制﹐那麼﹐從經濟上講﹐

怎麼說我們是社會主義社會呢﹖ 
當社會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的時候﹐社會的性質就取決於佔

主體地位的所有制﹐也就是看哪種所有制形式佔主體地位。正如

毛澤東指出的﹕“在複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

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矛盾﹐由於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

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7 而事物的性質也是由取得支配地

位的主要矛盾的性質決定的。如果生產資料公有制佔主體地位﹐

其他所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都受到公有制的制約和規定﹐那麼﹐

                                                        
5《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269 頁。 
6《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 133 頁。 
7《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3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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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還有非公有制經濟﹐甚至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還相當大﹐這

個社會從根本性質上說﹐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當然這個社會主義

還處於初級階段﹐還“不大合格”。 
所以﹐在改革開放中﹐鄧小平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

產力水平及其發展需要﹐提倡適當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主張多種

所有制經濟長期並存﹑共同發展﹐與此同時﹐他反復強調﹐公有

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強調非公有制經濟（包括私營

經濟）只能處於輔助地位。他指出﹕“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

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

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8“我們允許個

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經營的企業發展﹐但是

始終以公有制為主體。”9 這一觀點﹐鄧小平是始終一貫的﹐直

到 1992 年視察南方的談話﹐他還是把公有制佔主體地位作為我國

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標誌。他說﹕“特區姓‘社’不姓

‘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佔四分之

一……”。10

一切否定公有制﹑主張私有化的種種言論﹐其政治目的都是

企圖引導我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因為拋棄了公有制﹐社會主義制

度也就不復存在了。正如江澤民所說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

體地位決不能動搖﹐否則我們黨的領導地位和我們社會主義的國

家政權就很難鞏固和加強。”11 如果“把國有資產大量量化到個

人﹐並最終集中到了少數人手中﹐那樣﹐我們的國有資產就有被

                                                        
8《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138 頁。 
9《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110 頁。 
10《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372 頁。 
11 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2
年﹐第 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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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空的危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失去經濟基礎。那時﹐中

國將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我們靠什麼來堅持社會主義制度﹐

靠什麼來鞏固人民的政權﹐靠什麼來保證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

裕”﹖12 搞私有化絕沒有好下場。我們絕不搞私有化﹐絕不能讓

私營經濟佔主體地位的政治理由就在於此。 
 

 

我們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不僅是因為要保持我國社會的社會

主義性質﹐而且是因為在生產力具有社會性質的條件下﹐只有公

有制才能夠解放﹑發展生產力。 
把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區別於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徵﹐主張無

產階級革命必須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並不是人們出於善良願望

的主觀臆想﹐而是由生產力的社會性質所決定的一種客觀的必然

性。與從倫理道德觀念出發研究社會主義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不同﹐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道義上的憤怒﹐無論多麼入情入理﹐經濟

科學總不能把它看作證據﹐而只能看作象徵”。任務在於﹐從資

本主義“經濟運動形式內部發現未來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

組織的因素”。13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使得

生產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質﹐許多分散的生產過程融合成為社會

的生產過程﹐整個國民經濟越來越成為一個各種生產密切聯繫﹑

相互依賴的整體。生產力的這種性質客觀上要求由社會來佔有生

                                                        
12 江澤民﹕〈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 78 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99
年 7 月 1 日第一版。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4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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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資料和調節國民經濟。然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是歸資

本家私人佔有的﹐生產經營是由資本家自行決定的﹐以他的意願

為轉移﹐社會產品也歸資本家個人所有。於是﹐生產形式就與佔

有形式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生產形式起來反抗佔有形式﹐生

產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私人資本主義佔有之間的矛盾構成了資本主

義的基本矛盾。這一矛盾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是無法解決的。

解決這一矛盾的惟一辦法是使佔有形式適應生產形式﹐按照生產

力的社會性質的客觀要求﹐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社會主義取

代資本主義。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建立公有制﹑用社會主

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是一種

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正是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是適

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所以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

儘管由於經驗不足﹐我們犯過一些錯誤﹐有過一些挫折﹐但從整

體來說﹐我國生產力得到了遠比資本主義要快的速度發展﹐經濟

不斷增長﹐人民生活不斷得到改善。實踐證明﹐在當今的歷史條

件下﹐社會主義公有制是解放﹑發展生產力的主要動力。這就是

我們為什麼要堅持公有制的基本道理。 
毫無疑問﹐我國公有制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在經營機制﹑

管理方法方面﹐還存在許多問題﹐妨礙了公有制優越性的發揮。

我們必須通過改革消除弊端﹐解決矛盾﹐但這些問題的存在只能

說明改革的必要性﹐而決不能成為取消公有制的理由。要警惕有

人誇大國有企業經營中存在的問題﹐把國有企業妖魔化﹐從而為

私有化製造輿論。 
面對某些人炮製的攻擊﹑醜化國有企業的種種言論﹐我們應

該理直氣壯地宣傳公有制﹑尤其是國有經濟的優越性。當前由美

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資本主義國家大多數經濟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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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而我國在世界金融危機衝擊下卻一枝獨秀﹐經濟仍保持快

速發展。回想一下 2008 年初的情景吧﹐當時一大批私營企業在世

界金融危機衝擊下﹐生產萎縮﹐停工停產﹐我國正是依靠國有經

濟的力量頂住了危機的壓力。這充分表明﹐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

主義制度是我國經濟穩定﹑快速發展的根本保證。 
 

 

為了給公有制經濟退出主體地位製造依據﹐黃孟復先生還在

另一家雜誌上杜撰中央文件精神﹐說﹕“中共十五大已經明確提

出﹐國有企業在一些關係國計民生的領域裡面發展﹐在競爭性領

域內應有序退出。”而且威脅說﹐“部分行業國進民退將付出沉

重代價”﹗14 如果十五大真的確定國有企業應該從競爭性領域退

出﹐而現在非競爭性領域又寥寥無幾﹐那不等於說主體地位必須

讓給私營經濟了嗎﹖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中央提出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

國有經濟佈局和國有企業組織結構不合理﹐是國有企業難以搞好

的重要原因。佈局不合理主要表現在﹕國有經濟分佈過寬﹐戰線

過長﹐各行各業無所不包﹐力量過於分散﹐整體素質不高。企業

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重複建設嚴重﹐企業大而全﹑小而全﹐

沒有形成專業化生產﹑社會化協作體系和規模經濟﹐缺乏市場應

變能力。在這樣的格局下﹐要把幾十萬家國有企業都無一例外地

搞活搞好﹐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所以﹐中央要求對

                                                        
14〈工商聯主席﹕部分行業已現國進民退﹐將付出沉重代價〉﹐《第一財經日報》

2009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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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經濟佈局進行戰略性調整﹐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這

是完全必要的。從力圖搞好每一個國有企業﹐到從整體上搞好國

有經濟﹐這是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在理論上﹑實踐上和工作指導

上的一大轉變﹐也是搞好搞活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部署。這裡絲毫

沒有“國退民進”﹑“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的意思。謂予

不信﹐那麼﹐讓我們重讀一下十五大以及專門研究國有企業改革

的十五屆四中全會的文件吧。 
十五大報告指出﹕“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佈局。對關係

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佔支配地

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

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15 十五屆四中全會更是明確規定﹕

“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

業﹐自然壟斷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

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幹企業。其他行業和領域﹐可以

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集中力量﹐加強重點﹐提高國有經濟

的整體素質。”16 四中全會還具體規定﹕“要區別不同情況﹐繼

續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極少數必須由國家壟斷經營的企

業﹐在努力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同時﹐國家給予必要的支持﹐使

其更好地發揮應有的功能﹔競爭性領域中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

要吸引多方面投資加快發展﹔對產品有市場但負擔過重﹑經營困

難的企業通過兼併﹑聯合等形式進行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盤活

存量資產﹔產品沒有市場﹑長期虧損﹑扭虧無望和資源枯竭的企

業﹐以及浪費資源﹑技術落後﹑質量低劣﹑污染嚴重的小煤礦﹑

                                                        
15《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第 21 頁。 
16《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 10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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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煉油﹑小水泥﹑小玻璃﹑小火電等﹐要實行破產﹑關閉。”17

這些文件裡﹐哪兒有什麼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的話﹗中

央主張對國有經濟作戰略性調整﹐而從來沒有國有企業退出競爭

性領域的說法。把自己的主張冒充成為中央文件的話﹐拉大旗當

虎皮﹐似乎有點招搖撞騙的味道。這種手法﹐實為學術界所不齒。 
應該看到﹐十五大﹑十五屆四中全會關於國有企業改革的總

的精神是搞好國有企業。十五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包括國有

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國

家引導﹑推動﹑調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是實現廣大人

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堅定不移地貫徹十五大

精神﹐推進國有經濟的改革和發展﹐從總體上增強國有企業的活

力和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對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

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安定團結的政

治局面﹐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8 真不

知道那些假借貫徹中央文件精神的名義﹑竭力鼓吹“國退民進”

的“名人”﹐讀了這段話是什麼感想﹗這不是同他們的想法完全

相反嗎﹖ 
 

 

與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相聯繫的﹐還有一個如何認識私營經濟

的作用的問題。如果私營經濟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先進生

產力的代表”﹐那麼完全可以而且應該“以私營經濟為主體”

了。2009 年 8 月 13 日《南方週末》刊登的一篇題為〈國有經濟何

                                                        
17《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 1010 頁。 
18《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 10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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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正名為“非私經濟”〉的評論員文章﹐就是持這種看法。這篇

評論員文章倒可以作為黃孟復先生觀點的理論依據。 
文章說﹕“從命名上﹐說非公經濟這個詞兒本身﹐已包含價

值上的優劣判斷﹐揭示了個體戶和私企的從屬地位。”“今天私

營經濟的私字﹐已不再像刻在海絲特‧白蘭太太額頭上的紅 A 字

了。它不僅不再是一種恥辱﹐而且代表著先進生產力……何不名

正言順﹐別再用非公經濟來稱呼它﹐直呼其名為私營經濟。而對

那些並未真正體現公有精神﹐在競爭領域與民爭利的國企何妨稱

為‘非私經濟’呢﹖” 
這篇代表資本家說話的評論員文章﹐赤裸裸地表露了私人資

本的狂傲。過去﹐公有經濟佔主體地位﹐所以把私營經濟稱之為

非公經濟﹔現在﹐私營經濟壯大了﹐自認為可以成為國民經濟的

主體了﹐於是要求把主次顛倒過來﹐要把公有經濟稱之為“非私

經濟”了。真是一副不自量力地要推翻公有制主體地位﹑進而推

翻社會主義制度經濟基礎的暴發戶嘴臉﹗ 
這種狂傲的背後﹐有一個理論問題﹐即在當今條件下﹐究竟

誰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誰能夠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是

公有制還是私有制﹖這涉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關於在生產力具有社會性質的條件下﹐公有制符合生產力發

展的要求﹐能夠解放發展生產力的道理﹐上面已經講過了。現在

需要對私營經濟即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是不是“先進生產力代

表”的問題作一點說明。 
對於資本主義的私營經濟的作用﹐應該作歷史的分析。在資

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時期﹐即資本主義上昇階段﹐資本主義經濟

的確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但是時代發展到了今天﹐再說它是代

表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先進生產關係”就不符合實際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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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歷史條件下﹐就世界範圍來說﹐私有制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

的障礙。解放前的舊中國﹐私有制佔統治地位﹐那時是什麼景象﹐

我們就不必多說了﹐就拿當前惟一的超級大國美國（這是鼓吹私

有化的人心目中的樣板）來說吧﹐由它引發的世界範圍的金融危

機﹑經濟危機﹐其鉅大的破壞力﹐證明了生產資料私人資本主義

佔有已經嚴重束縛生產力的發展﹑甚至破壞了生產力﹐證明了資

本主義私有制的寄生性﹑腐朽性。一切美化私有制的言論都經不

起實踐的檢驗。 
那麼﹐怎樣認識私營經濟在我國的積極作用呢﹖ 
我國是在經濟文化十分落後的國家裡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

設的。我們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不高﹐而且發

展不平衡。這種狀況使得非公有制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還具有

積極作用﹐決定了我們決不能搞單一的公有制。首先﹐我國進入

社會主義的時候﹐就生產力水平來說﹐還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

我們必須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去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這是一

個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在這一歷史階段﹐我國將由農業人口佔

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勞動的農業國﹐逐步轉變為非農業人口

佔多數﹑包含現代農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工業化國家﹔由自然經濟﹑

半自然經濟佔很大比重﹐逐步轉變為經濟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國

家﹔由貧困人口佔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較低﹐逐步轉變為

全體人民比較富裕的國家。在這樣一個轉變過程中﹐個體經濟﹑

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有著發揮積極作用的廣闊空

間。因此﹐我們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應該充分利用非

公有制經濟來促進這一轉變過程。其次﹐在我國﹐生產力發展不

平衡。當然﹐一般地講﹐任何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都不可能是絕

對平衡的。但是﹐我國生產力發展的不平衡還帶有舊中國半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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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半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痕跡﹕社會化的﹑依靠機械和科學技術

進行的生產﹐同廣大農村的﹑基本上還是用手工工具搞飯吃的自

給半自給生產﹐同時存在﹔一部分現代化工業﹐同大量的落後於

現代水平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業﹐同時存在﹔一部分經濟水平

比較發達的地區﹐同廣大不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同時存在﹔少

量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科學技術﹐同普遍的科學技術水平不高﹑

為數眾多的文盲半文盲﹐同時存在。多層次的生產力水平﹐客觀

上要求有多種所有制與之相適應。單一的所有制形式同這種多層

次的大跨度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顯然是不相適應的。在這種情況下﹐

發展多種經濟成分﹐才能適應多層次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有利於

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廣開就業門路﹐充分利用各種資源﹐促進我

國國民經濟的發展。 
可見﹐我國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並不是因為它是“先進

的生產關係”﹐而是因為我國生產力落後而且發展不平衡。隨著

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私有制經濟將逐漸退出

歷史舞臺。我們並不是像某些新自由主義者那樣﹐把私有制看作

是“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並不是主張“私有制萬

歲”。我們是要消滅私有制的﹐這一目的無需迴避。我們是利用

私有制﹐發展經濟﹐為最終消滅私有制創造條件。忘記了這一點﹐

就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 
還應該指出﹐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營經濟的積極作

用﹐只有在公有制佔主體地位的條件下才能顯現出來。如果沒有

佔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沒有佔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國有經濟﹐

如果讓資本主義私有制佔據主體地位﹐那就必然導致生產社會性

和私人資本主義佔有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社會就會出現生產

無政府狀態﹐而且兩極分化會越來越嚴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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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立和鬥爭會越來越加劇﹐就會出現俄羅斯曾經出現的政局動

蕩﹑經濟凋敝﹑社會不穩的狀態。 
 

 

黃孟復先生的文章說﹐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異軍突起﹐

已佔我國GDP總量的 55％以上﹐吸納城鎮就業的 80％以上”﹐他

是以此為依據得出我國已是“民營經濟為主體”這個結論的。我

們不來評論這個數據是否正確﹐能不能依據這一數據得出他的結

論。黨的十五大曾經指出﹐“公有制為主體主要體現在﹕公有資

產在社會總資產中佔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

發展起主導作用”。19 可見﹐一種經濟成分佔主體地位﹐簡單說

來是兩條﹐一是在量上佔優勢﹐二是在質上有控制力。十五大沒

有具體說明一種經濟成分的GDP佔GDP總量多少就算佔主體地位

了﹐國家統計局也始終沒有正式公佈過各種經濟成分在總資產以

及GDP總量中的比重﹐更何況黃孟復先生也沒有具體論證私營經

濟是不是已經控制了國民經濟命脈﹐是不是對經濟發展已經起主

導作用﹐因此斷定私營經濟就已經佔主體地位了﹐至少論據還欠

缺一些。 
不過他的言論確實反映了私營企業主的一種情緒﹕改革開放

以來﹐隨著私營經濟的發展﹐資本家的經濟實力增強了﹐“財大

氣粗”﹐他們不甘心當公有制的補充﹐而要取代公有制﹐在所有

制結構中充當主體了﹐而且這種想法已經急不可耐了。當私營經

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特別是他們自己感到已經可以左右經濟發展

方向的時候﹐他們必然會提出﹐“國退民進”﹐公有制經濟應該
                                                        
19 《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 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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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主體地位﹐讓位給私營經濟。這是不可避免的。 

這倒提醒我們﹐是到了大聲疾呼鞏固和加強公有制主體地位

的時候了。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糾正了過去一度存在的忽視非公有制經

濟的作用的傾向﹐採取各種措施﹐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尤其

是私營經濟﹐充分發揮私營經濟的積極作用。為此﹐國務院接連

發佈幾個為私營經濟的發展創造條件的文件﹐各地紛紛出臺具體

措施﹐鼓勵﹑支持私營經濟的發展。這是必要的。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何對待各種經濟成分﹐十六大提出了

“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即﹕“第一﹐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

發展公有制經濟。發展和壯大國有經濟﹐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

命脈﹐對於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

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關鍵性作用。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經

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必須

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個體﹑私營等

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生產力發展具有重要作

用”。20 但是﹐客觀地說﹐各地在貫徹“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

時﹐存在一定的片面性﹐重視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

私營經濟）的發展﹐而忽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例如﹐前幾

年颳起了一股出賣國有企業的歪風﹐大量國有企業被“半賣半

送”﹑“明賣實送”地賣給“有經營能力者”﹑“戰略投資者”﹐

借國有企業“改制”之機肆意侵吞國有資產﹐導致公有制在國民

經濟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出臺了各種各樣的優惠私營企業的政

                                                        
20《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第 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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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同時對國有企業進行種種刁難和排擠﹐使非公有制經濟（尤

其是私營經濟）相對於公有制經濟具有明顯的政策優勢﹐從而獲

得高速度的膨脹。這類事例﹐屢見不鮮。長此以往﹐公有制的主

體地位就岌岌可危。 
我們一些經濟學家﹑尤其是一些頭面人物﹐利用一切機會製

造輿論﹐竭力把國有經濟妖魔化﹐吹捧私營企業是代表生產力發

展要求的先進生產關係﹐造成一種公有制經濟應該退出主體地位﹑

由私營經濟取而代之的輿論氛圍。例如﹐有人主張﹐主體地位不

是誰封的﹐哪種經濟成分行﹐就應該由它佔據主體地位﹐而符合

“人的自私本性”的私營經濟“效率高”﹐理所當然應該由它取

代公有制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當我們提出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

性調整時﹐有人就公開主張“國退民進”﹐對私營經濟應“有需

就讓”﹐要求公有制經濟退縮到對私有制經濟的發展起保障作用﹐

讓私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佔據主體地位。類似的輿論在財經

報刊上幾乎成為主流。 
在公有制經濟比重迅速下降﹑而私營經濟應該成為主體的輿

論甚囂塵上的情況下﹐各級黨政機關再不把注意力放在鞏固和發

展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上﹐再不為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

作用創造必要的條件﹐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有可能喪失﹐進而我

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就有可能改變。這並不是危言聳聽﹐而是

一種現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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