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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关系：有分有合 
— 从国际视角评切割政企关系的“改革”陷阱 

 

国家发改委研究所研究员  夏小林 

 

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下简称“混改”）和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应当在消灭“国资一股独大”、政府持“金股”

和消除大多数企业“国有身份”的基础上，实行近乎绝对化的“政企分

开”，才有利于“切断”1 国有企业与政府（包括党）之间的关系，且

                                                        
1 2014年 11月 28日，“中央级单位”《经济日报》发表辽宁省沈阳市委办公厅张悦的文

章〈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继而人民网、新浪网、搜狐网等党、商大媒体也转发了
它。该文号召：“切断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脐带’，让国有企业完全地走向市场，……政

府就可以从管实物形态的企业中全面‘抽身’，转向拥有和运作价值形态的国有资本”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1128/c40531-26113595.html）。但该作者回避了现代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就是在私有化运动 30多年以后，也不存在“切断企业与政府之

间的‘脐带’，让国有企业完全地走向市场”的普遍事实。《经济日报》等的编辑、值班
主编也不知道这种普遍存在的国际现象及国内、外有关政企关系有分有合的法律法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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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解构中共十六大确立的“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

理体制”。2 总之，中国要尽量减少“国资国企”，并学习西方国家政

府“很少”干预国有资产、国有企业管理的“影子政府”方式。3 中国

在实现如此之“欧美模式”后，4 即“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

                                                                                                                                                                   
确实，当有的公务员都不知道这些基本常识的时候，一些媒体人员同样不知道也就不值得

奇怪了。但改革不能由“无知无畏”者在媒体上“引领”。 
2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http://www.ce.cn/

ztpd/xwzt/guonei/2003/sljsanzh/szqhbj/t20031009_1763196.shtml。 
3 2014 年 10 月“中经 50 人论坛”在北京就“深化国企国资改革的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

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敬琏、中财办杨伟民、财政部王保安、天则所盛洪、国家税务

总局许善达等参加。从相关报道看，这个论坛会议上出现的几个并不新鲜的主要意见是：

（1）国企与国家安全、共产党执政脱钩。如“多数专家认为，打破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停滞

不前的僵局，突破重围，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淡化国有和私有的观念，……不应该赋

予企业很多的政治色彩，更不能将国有企业改革与国家安全强大、共产党执政挂起钩来。”

（2）尽可能稀释国有产权或股权，消除大多数国企的“身份”。如反对“国资一股独大”，

要求除少数重要国有企业“之外的所有企业，将其划归国有资本投资和运营公司管理，不

再保留国有企业的身份”。也有人建议，重要领域的国企保留“51％的控股比例仍然偏高，

可以采用金股的形式保留国家对一些企业在关键时的否决权和最终控制权。”（3）政府要

模仿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尽可能对国资、国企实行“无为而治”。如“部分专家认为，……

发达国家政府对国资管理干预很少，如负责运营新加坡国有资产的淡马锡公司、负责管理

国有资产的英国铁路资产管理公司和英国电信运营公司等，日常经营中都很少见到政府的

影子，我国的国资管理体制改革思想应该再放开一点，市场化程度应该更高一些。”（4）

国资委由“从管企业、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变为管资本”，并由“投资经营公司，来运

营国有资本”，加快“政企分开和党政分开”。“党今后不直接向企业派送领导人”，“党

在企业中负责监管偷税漏税、企业污染、虐待员工等。”（新浪财经首发。国家发改委宏

观院郭春丽博士整理：〈中经 50人论坛：不应将国企改革与共产党执政挂钩〉，http://www.

gdzjdaily.com.cn/finance/2014-10/27/content_1939882_2.htm。目前新浪财经网已经见不到该

会议报道的网页。）显然，这些意见与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及《公司法》、《企业国

有资产法》相关条款的冲突是非常明显的，也严重脱离了“国资国企”改革的政策日程，

且与欧洲经济学家关于OECD内部政府对国有企业保持了强有力控制的事实描述相反。这

些问题在本文评论中将被涉及。 
4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0年，第 382、407~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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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市场经济”。5 

这种观点的核心，就是要求在私有化中实现一种切割型，即“刀切

豆腐两面光”式的政企关系，进而彻底瓦解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

制，取消党对改革和国有经济的领导。从西方国家的角度来看，这种观

点自诩所依仗的“国际经验”是一种“莫须有”，远远背离了那里的现

实情况。从国内情况看，它也不符合十五大以来中共中央有关国有经济

的改革决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其导向是错误的。从意识形态上评论，它

属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批评过的一种陈

旧思想，即“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化把政府从经济中赶出去。……代表了

一种对历史的误读”，属于“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6 

实际上，在各类型现代国家的市场经济中，真实的政企关系是有分

有合、7 求同存异，犹如珠联璧合。当然，由于国情差异，各国政府与

企业关系的创设方式也各具特色。对政企双方来说，如果强行切割（或

所谓“切断”）其相互联系即“合”的关系，就如同强行取消它们之间

的差别性一样，都将彻底瓦解市场经济。当然，这种有分有合、求同存

异的规则，既适用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也适用于政府与私人企业

等的关系，不过在具体形态上会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 

国外文献显示，就政企关系而言，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

                                                        
5 夏小林：〈反吴敬琏论〉，《香港传真》No.2012~6（http://www.strongwindhk.com/pdfs/

HKFax/No_HK2012-6.pdf）。〈吴敬琏：寻租膨胀无以复加，改革需要顶顶层设计〉，《中国

改革》2011年 12月 1日（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11201/5179921.shtml）。 
6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前言〉，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

源》，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年，第 7页。 
7 在字典里“合”有多种含义，这里取其“不违背，一事物与另一事物相应或相符”之义

而用（《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 1957年，第 169页）。当然，这种一事物与另一事物的

“合”，也是在一定条件下相对而言的。它不排除差异性，而以不同事物的差异性为自身

存在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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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干预和影响是强有力的。由于国有企业中存在国有资产和国家意志

的需要，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天然蕴含着活跃的政府基因。国家持“金

股”的企业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其高效运行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功不

可没。而且，也正是这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存在，表明了在政府和

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着有分有合的多维度关系。8 政府管理对国有企业来

说绝不是什么“很少”出现的虚无缥缈的“影子”，而是法治的硬规则。

如果有人违反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硬约束就要发挥作用。 

另外，从总体上评论，正是在这种复杂、多维度政企关系的“真实

世界”中，许许多多独资和“一股独大”的国有企业、私人企业成为了

“现代企业制度”和良好法人治理结构的践行者。9 

本文由五部分组成：第一，OECD私有化中保持了政府对国有企业

控制力；第二，OECD对各类私有化、非私有化国有企业的控制；第三，

“自由企业制度”不自由；第四，依法推进国有经济改革；第五，结论

和建议。 
 

                                                        
8 本文试图侧重说明的问题是 OECD 国家私有化运动 30 多年以来，政府对已私有化、未

私有化国有企业的管理（或说控制、干预、影响）仍然存在；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相关

各类型企业的治理结构都体现了有分有合的政企关系。所以，如果读者还想了解更多OECD

各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具体情况的话，可以参阅王天义著《国有企业制度模式比较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著《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一

书中陈小洪撰写的〈第三章：建立国有资本管理新体制〉（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8年）。这

两位作者的研究内容都反映了 20世纪 90年代欧洲和美国“私有化浪潮下”国有资产管理

体制的一些具体情况。“中国知网”上也可以搜索到大量有关文章。 
9 夏小林：〈2014 年：国企与改革 — 兼评被污名化的“国资一股独大”〉上、中、下，

《管理学刊》2014年 3、4、5期。应当注意到，2014年 11月 28日《经济日报》发表的〈以

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一文中，作者也将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程度不够”列为问题的

“主要表现”和改革“不到位的地方”（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1128/c40531-2

6113595.html）。当然，在经济学界和某些党政机关，这些指责已是相当陈旧的东西，并

被一些人长期挂在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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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ECD“混改”：保持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强有力“控制” 
 

主要观点是： 
 

（一）OECD 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 OECD）10 的私

有化（或“混改”）不仅形成了国有独资企业为主体的国有经济体系，

而且其西欧成员国在国有控股、参股、持“黄金股”乃至“全面私有化”

的企业中保持了较强或“集权”式的控制力。这些企业的市场表现也不

错。在这种局面下，有研究者指出，私有化后的国有企业内部是“私有

产权和国家控制同时存在”，并没有复制私人企业的治理结构。简言之，

就是政企关系在本质上仍然是有分有合。私有化并没有在国有资产管理

体制和许多国有企业中“开除”政府的控制作用。那种关于西方国家国

有企业“日常经营中都很少见到政府的影子”，或改革应“切断企业与

政府之间的‘脐带’”的说法与 OECD 的现实严重不符。 

自20世纪70年代欧美资本主义列强主导的“富人俱乐部”即OECD

开始逐步发动私有化运动（包括出售国有企业、稀释国有股和放松政府

管制等）以来，11 至今已经 30多年。其间，在这个体现了中国“普世

价值”派经济学人一心“向往”的“欧美模式”12 全部内容的国际组

织中，就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而言，两者的职能分工是都有了不同程

度的调整及变化，政企之间的距离有所拉开。但各国政府通过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对“混改”后，或用西方语言说就是私有化后的国有控股、参
                                                        
10 该组织包括 30 多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提供了全世界近 60％的商品和服务。是中

国自由派经济学人向往的“欧美模式”所在。 
11 当然，在这之前也有西欧国家进行过一些小规模的私有化，如当时的西德。参见杨思远：

〈德国的国有化与中国国企改革〉，《国企》2014年 11月刊（http://news.hexun.com/2014-

11-10/170230858.html）。 
12 夏小林：〈欧美模式不能成为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红旗文稿》2012年 19期。

吴敬琏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中力主在中国推行这种“欧美模式”（上海远东出版

社 2010年，第 382、407~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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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持“黄金股”和某些“全面私有化”的企业仍然依法保持着明显的

控制和干预。同时，最近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OECD

的现存国有企业中，50％以上仍然是国有独资企业。新加坡的淡马锡亦

如此。政府依法对于这些独资企业的控制力度就更强了。 

在 OECD 的语境中，“政企分开”概念能够反映的实际关系，是

在政府、企业之间进一步区分职能，拉开距离，而决非是在两者之间进

行切割、“切断”、“离婚分家”。所以，这种具有相对性的“政企分

开”并不排斥政府相关部门对企业拥有比较强大的控制权。OECD国家

的这类政企关系，英国曾专门研究私有化的经济学家有一个形象的比

喻，即是要让两者之间“保持‘一臂距离’”。13 绝对化的即完全脱

离政府的“自由企业制度”在OECD完全是一句“莫须有”的空话。 
 

（二）OECD 的私人企业与外部世界如政府等存在千丝万缕的关

系，包括复杂的互动关系。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真面貌。 

有关文献证明，除去国有企业之外，即使再观察 OECD 各国政府

与私人企业的关系，它们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包括私人企业反

过来用金钱控制、干预、影响政治和政策设计的关系。其重要原因在于，

市场经济下的制度大多数是政府以法律法规形式确定下来的，而在宏观

经济、微观经济（包括产业政策等）和国际贸易等领域中还存在大量的

政府依法制定的各种干预性政策，它们都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在市场和

企业内部发生作用。有的法律、政策就是政府直接控制、干预私人企业

的组织、生产、交换与分配等，如公司法、反垄断法、贸易保护主义政

策、税收、最低工资法和防止、纠正“外部性”（如污染环境、破坏资

源）的各种行政监管等。 

而为了国家利益直接鼓励私人企业发展全球性的垄断势力，置反垄

                                                        
13 约翰·维克斯等：《私有化的经济学分析》，重庆出版社 2006年，第 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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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法于不顾，则更是惯于搞“双重标准”的美国政府的长项。一本《产

业重组，时不我待》，其中描述、分析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在直接推动

大型私人企业重组时的种种经典案例，就曾再一次揭开了“政企分开”

的“欧美模式”的另一面：政企是如何不分开，反而是企业唯政府战略

部署之马首是瞻的。该书记载：“1992 年开始，美国国防部鼓励军工

企业兼并。四年时间，原来 20 余家大型军工企业兼并组合成三家。”

其政府计划和行政力量把控下进行的产业及组织结构调整的效率之高，

直让人想起邓小平的观点，“资本主义也有计划”。14 而计划亦是正效

率惊人。在落后的欧洲，“德国外长其实很明白：‘问题的关键是，这

次合并之后，美国人在航空工业和航空科技上，把我们抛离了。我们要

对欧洲的工业政策作出决择，加强空中客车公司是唯一的途径’。”15 

当然，经济基础也反作用于上层建筑。反过来时，私人企业为了私

利去影响政府的人事、立法、执法和政策日程时，也在通过各种各样的

公关手段影响政府，乃至形成了“金钱政治”。“金钱”成了“购买权

利和权力”的“暴君”，高高临驾在整个社会之上。16 而资本家就是

金钱的人格化。 

世界上不存在一个与政府影响力毫无关系的私人企业或什么私人企

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再说了，各国的公司法不正是政府直接的强制性干

预、影响或控制私营公司行为及其法人治理结构的证据吗？企业只要在

守法，就是在接受政府的控制、干预和影响，且莫说政府的“思想控制”

机制了。 

客观地看，私人企业的治理结构与外部的各个利益攸关方是有千丝
                                                        
14 徐雅民：〈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2

年 3期。 
15 王小强：《产业重组，时不我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香港大风网站电子
版，http://www.strongwindhk.com/product/7300025781.aspx）。 
16 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 — 重大抉择》，华夏出版社 2010年，第 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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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缕关系，并能够产生互动的。即使一时间与某方面的关系处于静默状

态，却也是可以被新出现的“矛盾”、“问题”激活的。在这方面兼备

强大软、硬实力的政府控制力虽然是最为突出，但消费者运动、反污染

组织、社区、工会和媒体等的影响力，也让私人企业的决策过程难以忽

视。“自由企业制度”并不享有绝对自由。 
 

（三）切割政企关系虚无缥缈，不可能消除垄断、腐败和两极分化

等市场经济中的长期现象。 

有人提出，消除国有企业，解除政企关系，才能消除垄断、寻租、

腐败和两极分化等，实现公平公正和共同富裕。我们不妨假设：OECD

私有化后已没有国有企业，自由的私人企业与政府也没一丝一毫的关系

了。但在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假设下再来看 OECD 的重要成员国，如

美、英、德、法、日等，那里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保护股东利益的机

制就都完善了，那里就没有垄断、寻租、腐败、贫富分化、“与民争利”，

完全是“机会平等”、“平等竞争”了？显然，这种梦幻场景确如美国

的斯蒂格利茨教授等所说，是个彻头彻尾的“神话”。 

因为，来自 OECD 世界的诸多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著作和相

关政府文献都告诉我们，在以私人企业为主、少量国有经济为辅（美国

GDP中国有经济占 3％）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有垄断、腐败、贫富

分化、“不平等竞争”、“与民争利”等等。而“机会平等”、“自由

竞争”、“社会公平正义”都或是“合法性工具”，或是一直被重复的

“神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下的富人、穷人并不平等。“宪政”

下的“金钱政治”则是最大的合法寻租。所以，中国一些媒体上的“著

名”、“知名”专家以这些东西为借口，企图借“混改”取消国有企业，

特别是先搞乱、再消灭其中的中央企业，解构依法设立的国有资产管理

体制，都是特殊的意识形态使然。有的公务员也被这些喋喋不休的西方

“思想俘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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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有企业无效率和无政府主义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傻

瓜经济学”。 

事实表明，为了实现国家意志或社会目标，OECD无论怎么私有化

或“混改”，或进一步划分政、企职能，及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却

都保留了政府对独资、股份制国有企业和“全面私有化的企业”的较强

甚至是很强的控制力。30 多年过去了，OECD 的政府们并没有与保留

下来的国有企业和那些被“完全私有化的企业”在关系上进行“刀切豆

腐两面光”式的切割，以让国有企业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多数国家也

没有去一味追求要在国有企业中实现“绝大部分国有企业都要搞股份

制”、“国有股越少越好”的政策目标。除去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撒

切尔这类政客把持的政府，多数国家的政府也并不怎么相信本国的国有

企业（和大学、医院、研究机构等）就都是“无效率”的“傻瓜经济学”，

搞什么“仇卖光”、“陈卖光”。不仅如此，OECD成员国 — 瑞典的

皇家科学院还把诺贝尔经济学奖也颁发给了在理论上论证国有企业可

以有效率的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教授。17 

当然，西方政客们还是非常乐于帮助中国消灭国有企业（和事业单

位）的。因为这些单位“垄断”、“有补贴”、“无效率”、“与民争

利”等等。最可恨的是“无效率”的它们居然严重妨碍了超大型的垄断

跨国公司自由自在地进入、占领中国市场，去与虾兵蟹将般的“民营企

业”开展据说能够令“民营企业家”们输得心甘情愿的“机会平等”的

“平等竞争”。但是，这种《富国陷阱》，即自己用梯子上楼，而教别人

上楼要“踢开”梯子，并美其名曰要市场化、私有化的两面派行为，18 

能够令人信服吗？ 
 

                                                        
17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第 175~176页。 
18 张夏准：《富国陷阱 — 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第
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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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 OECD 的范围中，无论是独资经营、“一股独大”（包

括绝对和相对控股）的国有企业或私人企业，无论它们受到什么样的政

府控制、干预或影响，都是具有现代而非古代特征的企业制度。 

对于中国而言，第一，这种现象的理论含义是：国有企业的法人治

理结构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依法内含政府（乃至执政党）的强有力基因

是天经地义的。19 即使是私人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经营活动，往往也因

法律、政策、公共关系等渠道渗透进了政府（及执政党等的）意志和理

念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那种纯而又纯的“自由企业制度”只是市场

原教旨主义的一种空想资本主义，及为大资本集团谋取特殊利益的一种

思想武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教授弗里德曼曾开出过的

大幅“简政放权”清单，美国政府却从来没有去付诸实施就是对这种原

教旨主义的一种讥讽。20 而弗里德曼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奖，也不是因

为他全面“简政放权”的自由化、私有化主张，而是凭其对消费理论、

货币问题的独到分析。但即是这样，他的货币理论“实验”还是因为政

策代价高昂在实践中走向了“衰落”。21 

第二，这种现象的政策含义是：在国务院国资委说的“国资国企”

改革设计中，其一，在国有经济中保持国有独资企业的占比优势或“国

                                                        
19 现代西方国家政府的最高领导层主要也是由政党组成的，所以，政府的行为、目标都会

体现执政党的意志和理念，并渗入市场。 
20 在美国 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 2004年）一书中，米尔顿·弗

里德曼的政策建议是：废除（1）公司税。（2）累进所得税。（3）免费的公共教育。（4）

社会保障。（5）政府对于食物药品的安全管制。（6）医生的资格认证。（7）邮政行业的

寡头垄断。（8）政府对自然灾害的救助。（9）最低工资法。（10）高利贷发放者收取利

息的上限。（11）禁止贩卖海洛因的法律，以及除了实施产权法、契约法和提供国防之外

的所有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但 50多年过去了，他人已走了，但他建议要废除的这些制度

却依然故我地在美国存在着。例如，现在美国仍有免费公共教育制度，孩子从小学到高中

全都是免费的。困难家庭的孩子还有免费的学校午餐。 
21 保罗·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 17版）》，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4年，第 537~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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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一股独大”并非不合理、不可能、无资本主义之先例；其二，在国有

资产管理体制中科学地进一步划分政企职能并适当拉开政企距离后，依

法保留政府控制、干预、影响国有企业的强有力机制由并不输理，且是

不输资本主义列强国家或什么“欧美模式”之理，更何况是不输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法治之理了。其三，那种以消灭“国资一股独大”、

私人资本“大股”进国有企业的“混改”来促进“政企分开”和完善法

人治理结构的政策主张，在资本主义主要国家的实践面前得不到有力的

支持，在中国“国资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中更无理由粉墨登场。这种

“改革”主张其实是“猪鼻子插大葱 — 装象”。一些省政府“对国有

资本的持股比例不设限制”、22“国有股权低于 50％的，不参照国有企

业管理”23 等“土政策”毫无科学道理，甚至比西方国家的私有化运

动还激进，有关方面应令其立即废止。其四，主张以彻底切割政企关系

为目标来设计“混改”、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错误

观点，既不符合 OECD 的“欧美模式”之情，更是脱离中国国情和法

律法规，是一种颠覆性的、非法的错误主张。 

 

二、OECD 中政府对各类型国有企业的控制 
 

以下展开的是 OECD 私有化的资料及相关分析。资料主要来自美

国教授斯蒂格利茨发起，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术界、决策层和

实业界人士组成的“哥伦比亚大学自发对话体”的一项调研成果：《私

有化：成功与失败》，及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美、英经济学家、罗

                                                        
22〈贵州省国资委举办监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启动暨推介会〉，贵州省国资

委网站 2014年 3月 18日（http://www.gzsgzw.gov.cn/html/2014/03/18/114039_4588.html）。 
23 伊晓霞：〈广东省国资委：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不设下限〉，《南方都市报》2014年 2 月

28日（搜狐网转载，http://news.sohu.com/20140228/n39579490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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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俱乐部等关于私有化的其他专项研究。 
 

（一）OECD 核心区的政府们长期保持着对部分私有化（即“混改”）

国有企业管理决策、分配的“控制”，有时甚至是“高度的集权”。这

说明了私有化（或“混改”）后的政企关系也是既分且合的多维度关系，

“私有化并没有给企业治理结构带来明显改变”，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也

保留了政府控制企业功能而非是“开除”政府。简言之，私有化或“混

改”后企业治理结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的政府基因依然存在，并发

挥作用。 

这个核心区是指私有化行动的发源地西欧。有关国外文献显示，20

世纪后期西欧的私有化运动（包括“混改”）24 并没有去追求实现完

全彻底之“政企分开”的绝对化目标，而是视国家需要进一步调整了既

分且合的政企关系。即使是英国在撒切尔时期开展的私有化，最后也没

有全面消除政府控制企业的关系。用英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这一时期

改变的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是调整两者的职能，合理分工，使两者之

间“保持‘一臂距离’”，25 — 这也就是后来中国所谓“政企分开”

的基本含义了。进一步解读，即政企分开就是两者之间通过重新划分职
                                                        
24 私有化或民营化（即“混改”）在中国也并不是新鲜事情，古已有之。中国古代就有关

于政企关系及官营、私营孰优孰劣的争论和政策安排。读者可以参阅王小强著《千古执着

大同梦》（香港大风出版社 2013年）的〈第四章：国家垄断与什么民争利？〉该书作者在

分析有关问题时，上千年的古今中外信息纵横结合，议论风生，鞭辟入里，观点深刻，令

人耳目一新，值得一读。另外，抗战胜利后，1947年 4月 7日蒋介石也亲自审核批准发布

过《国营事业配售民营办法》文件，着力推进国营生产企业“混改”亦即私有化。但在国

民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江河日下及严重腐败现象的干扰下，这次私有化政策的效果

并不好。读者可以参阅赞成这种私有化政策的张忠民的〈略论战后南京政府国有企业的国

有股份减持〉文章（《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 年 11 月 10 日，http://www.doc88.

com/p-042689026436.html），及赵兴胜的〈1947~1949年间国民党政府国营生产事业的民

营化〉文章（《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 6月 25日，http://www.haihong

yuan.com/zhexuelishi/1205721.html）。 
25 约翰·维克斯等：《私有化的经济学分析》，重庆出版社 2006年，第 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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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适当拉开一段距离。由此可见，OECD的私有化和政企分开并没有

要去全面的彻底切割政企关系，搞什么“刀切豆腐两面光”的“切断”。 

贝尔纳多·博尔托洛蒂等研究者指出： 
 

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出现的私有化浪潮代表了企业产权史的一

次巨大转变。然而，仍有一种观点挥之不去，即认为私有化没有明

显改变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政府仍然在通过直接、间接手段掌控

企业。26 
 

其实，这不仅是观点，也是事实。贝尔纳多·博尔托洛蒂等人关于

私有化是否明显改变了企业治理结构的案例研究发现，正是在这种政企

分开＝拉开距离不分家的基本关系下，长期以来西欧主要在基础性产业

方面开展的“私有化的微观经济效应并不明显，无论是私有化企业的绩

效还是在企业治理结构方面，都是如此。……在大多数案例中，私有化

并没有给企业治理结构带来明显改变，私有产权和国家控制同时存

在”。27 这些案例中，相当一部分私有化企业仍然是国有股“一股独

大”，“政府控制了超过 50％的表决权，政府控制的私有化企业显示

了高度的集权，似乎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28 显示政府控制

权的案例中也包括了那些实行“分散股权”改革的国有企业，如政府相

对控股的企业（国有股占 36％或 30％左右）。而“政府弃管的企业仅

有六家，占我们样本的 7％。”29 

积欧洲 30多年私有化运动的经验，一个经济学家之问仍然是：“私

有产权和国家控制的并存仅仅是欧洲阶段性的瞬间异常，还是企业治
                                                        
26 贝尔纳多·博尔托洛蒂等：〈第二章：西欧的私有化：典型事例、结果和未决的问题〉，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 59页。 
27 黑体字为引者所加；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 64页。 
28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 62页。 
29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 6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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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基本模式？”对此，贝尔纳多·博尔托洛蒂等人给出的回答非常谨

慎：“暂时，我们猜测，真正的私有化（即所有权和控制权转移给私有

部门）似乎难以实现和持续。”30 因为，“我们发现欧洲诸国政府严格

地控制着大部分已经私有化的企业，尤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31 

问题是，政府这种数十年一贯制的“严格控制”能够说是“暂时”的吗？

罗马俱乐部的一份报告认为，这不应该是“暂时”的。相反，我们就是

需要私有化企业和政府成为“合作伙伴，共同协作”，“逐步形成有效

的治理、强有力的管制和监管制度。”32 

另外，OECD的一些大国中还存在“再国有化”现象。如英国的铁

路再国有化。33 美、德在金融危机中实行的“国有化救助”政策。34 另

外，“2013年 11月 3日，德国电力行业掀起反私有化风暴，首都柏林

全民公投欲将电网收归国有，以驱逐目前控制柏林电力的外国公司。而

10月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已经以 51％的支持率通过了类似的提议。”35 

从政府控制企业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现象，“再国有化”自然包括了重新

恢复政府对这些企业更多控制的诉求。 

由上可见，在 OECD 中的普遍现象是，私有化（或“混改”）企

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是保留而非“切断”了政府发挥控制作用的机制。在

                                                        
30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 67页。 
31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 31页。 
32 魏伯乐等：《罗马俱乐部报告：私有化及局限》，上海三联出版社等 2006年，第 545页。 
33〈英国铁路意外的国有化〉，《经济观察报》2009年 7月 4日（http://business.sohu.com/

20090704/n264972931.shtml）。 
34 孙立坚：〈通鉴通用汽车国有化〉，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 6月（http://www.ftchinese.

com/story/001026769）；郭迎锋、沈尤佳：〈本轮危机前后德国国有化研究概况及实践评

析〉，《管理学刊》2014年 5期。 
35 杨思远：〈德国的国有化与中国国企改革〉，《国企》2014年 11月刊（http://news.hexun.

com/2014-11-10/1702308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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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或“混改”后的企业治理结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政府基因

及控制作用依然强有力地存在着。客观上并不存在一个政企完全、彻底

分开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或企业），乃至什么实现了“政企切割”的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看，实际上存在政府基因的已私有化国有企

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及能够发挥政府控制作用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才

是真实世界中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运作过程。换句话说，

即经过私有化洗礼的 OECD 的大多数国有企业，在治理结构上是与纯

粹私人企业存在差别的。尽管在事实上私人企业治理结构多少也还要受

到政府的一些控制和影响。 

至此，我们再拿 2014 年中国一些省政府关于“混改”中“对国有

资本的持股比例不设限制”、36“国有股权低于 50％的，不参照国有企

业管理”37 等“土政策”与之比较，它们可是比西方国家的私有化运

动还激进，既缺资本主义之道理，更无社会主义的科学道理，应当立即

废止。38 
 

（二）“一股独大”的“黄金股”保证了政府广泛“控制”、“干

预”企业的权力。OECD 中西欧各国政府对持“黄金股”企业（或称“全

面私有化的企业”）拥有管资产、管人、管事的“广泛的自由决定权”。

所谓“金股”企业的治理结构中也内含了强有力的政府基因及影响力。 

贝尔纳多·博尔托洛蒂等对西欧私有化的研究成果还表明，在私有

化运动中，政府持“黄金股在西欧国家非常普遍”。这主要包括了“国

防领域”，及“公共事业部门提供天然气、电力、水、通信和交通等公
                                                        
36〈贵州省国资委举办监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启动暨推介会〉，贵州省国资
委网站 2014年 3月 18日。 
37 伊晓霞：〈广东省国资委：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不设下限〉，《南方都市报》2014 年 2

月 28日。 
38 有关具体分析，请参阅夏小林：〈2014年：国企与改革 — 兼评被污名化的“国资一股

独大”〉上、中、下，《管理学刊》2014年 3、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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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39“黄金股”现象表明，原国有企业“主要股权的出售本身

并不是避免政府对私有化企业干预的充分条件。政府能够通过黄金股来

赋予自身广泛的自由决定权，控制已经进行了部分私有化甚至是全面私

有化的企业。……（政府）仍然能够经常影响管理决策，对私人股东获

取相应利益行使否决权”。40 这种现象显示出持黄金股的“特别”股

东，仍然对私有化企业在一些重要方面享有“金股”之“一股独大”的

权力和权利。政府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公共服务”和社会稳定，

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直接干预私有化企业是当仁不让的。例如，政府可以

依据“特权”和法律法规来“管”或“控制”这些“金股”企业重要的

资产、领导层安排和经营事项： 

“黄金股可以大致定义为私有化企业中政府特权和法令约束的集

合。典型的特权包括：（1）任命董事会成员的权力；（2）对私有化企

业中相应利益获取表示同意或否决的权力；（3）其他权力，如批准子

公司交易、企业解散和日常管理事项。这些权力可以是暂时的，也可以

是长期的。而法令约束则包括：（1）所有权限制；（2）表决权限制；

（3）国家控制条款。”41 

“通过表决权和黄金股两者机制的结合”来控制私有化企业的现象

比较普遍。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有可靠信息来源的 118家私有化企

业中，有 64.9％的公司由政府直接控制，或是通过附加的控制方法由获

得授权的公共股东来控制。”42 在西欧私有化的“金股”企业中，实

际上也是“私有产权和国有控制并存”的。43 
 

                                                        
39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 65页。 
40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 63页。 
41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 63~64页。 
42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 65页。 
43 黑体字为引者所加；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 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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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OECD 以国有独资企业为主体和政府保持强有力控制的国有

经济体系。新加坡淡马锡下属国有独资企业也不少。在国有独资公司治

理结构中依法存在的政府控制力更是毋庸置疑的。 

2014 年下半年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当前在

OECD 国家的国有企业，平均有一半以上的国有企业属国有独资，所有

国家的国有企业都是完全或大部分由国家控制，上市公司平均只占 10％，

少数国家国有企业没有一家上市。新加坡淡马锡下属国有企业一半也是

国有独资企业。”44 

政府怎么控制这些国有独资企业呢？依法控制。但各国法律选择的

具体形式有不同。文献显示，OECD国家中，比较符合我国国情的是德

国式的“双重委员会制”，即让董事会代表企业治理上的部分独立性，

监事会代表国家对企业的监管和控制。这两个机构的成员都是由国家授

权的部门或投资机构依法委派和更换的。但美、英等国则采用了由董事

会代表国有企业进行活动的“单一委员会”。45 依法而论，这些法律

形式都表明政府可以对国有独资公司实行强有力的控制。我国《公司法》

对“国有独资公司的特别规定”中采用的是“双重委员会制”。46 如

像中国某些专家、公务员说是要切割或“切断”这里的政企关系，就是

违法改革的真问题，没有可操作性的伪问题。 

由此可见，OECD各国的政治家们并不蔑视、否定政企之间“千丝

万缕”的复杂关系问题。他们的“依法治国”就内含依法治理国有独资

                                                        
44〈楚序平：“混改”不能动摇国有资本根基〉，经济观察网 2014 年 10 月 28 日（http://

www.eeo.com.cn/2014/1028/267924.shtml）。 
45 胡希宁、李晓浩：〈西方发达国家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及启示〉，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编：《国有资产产权管理》，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4年，第 322页（http://www.docin.com/

p-368406824.html）。 
46《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406/11/343390_366738

3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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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包括其他国有企业及所谓“金股”企业、“全面私有化的企业”

等。当然，在多年起伏不定的私有化运动中，这些国有独资企业等与政

府的关系还是有所调整的，如某些职能的重新划分，企业拥有更多一些

的经营自主权等等。但是，人们在这种千变万化的政企关系中却始终看

不到某些中国经济学人、公务员和政、商媒体梦寐以求的那种“切断”

型政企关系，及什么“让国有企业完全地走向市场”，从而实现那些荒

诞不经的“赶英超美”的“改革大跃进”：（1）国有企业与国家安全、

共产党执政脱钩；（2）尽可能稀释国有产权或股权，消除大多数国有

企业的“国有身份”；（3）政府尽可能对“国资国企”实行“无为而

治”；（4）政府通过“四不管”（即不管企业、人、事和资产）来管

资本。47 
 

（四）OECD 中西欧各国政府控制力强的国有企业比全面私有化企

业的市值“更高”。政府产权与企业市值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不能武

断地说两者就是负相关。斯蒂格利茨斥谬：国有企业无效率＝“傻瓜经

济学”。 

综上所述，OECD核心区的各类型国有企业及所谓“金股”企业与

政府关系都是有分有合。那么，就其“合”（或曰“政企不分”）这一

方面来看，其对于企业的市值影响如何呢？是不是真如“一种普遍的观

点认为”那样，只要存在国有产权和政府干预，由于产权不清、官员与

企业目标不同，委托代理关系就困扰着政府控制的企业，结果就是这些

企业不行了。而“只有当控制权转移给私有部门，企业的重点就会放在

效率方面……。这一理论的直接的经验性推论是：在私有化企业，政府

的表决权与企业市值负相关。”48 国内新华社的报纸也发表过国务院

                                                        
47 见注 1、注 3。 
48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 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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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研究中心吴敬琏的这种观点。49 

但是，贝尔纳多·博尔托洛蒂等指出，“博尔托洛蒂和法乔（2004）

进行了大量私有化企业样本的研究，……发现颇为奇怪的结果：较高的

政府控制权并没有降低市值。相反，平均来看，政府控制的私有化企业

似乎比全面私有化企业的市值高更”。50 

另外，扬·哈瑙赛克等还指出，中东欧（CEE）和独联体（CIS）

的私有化、自由化转轨经验也证明，“在CEE和CIS国家发生的国有企

业向国内所有者和私有化转轨 — 历史上最大的财富转移之一 — 并

不像预期那样对经济绩效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51 

发起以上研究的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则进一步指出，关于全球私有

化的研究显示，在实践中以业绩论英雄，“私有企业‘不胜其任’的例

子很多，而国有企业做得好的例子却屡见不鲜”。“傻瓜式的经济学理

论暗示，私有制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私有制毕竟俱足激励，而公有制

却做不到。”52 当然，无论是私人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也都有一些做得

不好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斯蒂格利茨还指出，关于国有企业可以解决激励和约束机制，从而

赢得效率的理论分析，是得益于一位因研究“现代企业的实际功能”获
                                                        
49 吴敬琏：〈不改革国有经济就无法实现共同富裕〉，新华社《经济参考报》2011年 9月

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9/26/c_122085810.htm）。在该文中，作者

写道：“至于国有企业的效率是否高于民营企业，则已经有中外研究机构所作的实证分析，

对它作出了有翔实数据支持的否定性结论。”显然，国内外有关这方面的丰富文献证明，

吴敬琏这种观点的证据严重不足，不是公理。有关具体评论，读者还可以参阅夏小林：〈“普

世价值”的“欧美模式”不能救中国（上）— 四评吴敬琏“社会主义模式论”〉，《管理

学刊》2012年 2期；及夏小林：〈反吴敬琏论〉，《香港传真》No. 2012~6。 
50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 65页。 
51 扬·哈瑙赛克等：〈第三章：中东欧和独联体的私有化〉，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

化：成功与失败》第 90页。 
52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序〉，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第 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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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教授。斯蒂格利茨在

《自由市场坠落》一书中介绍道：“他曾经指出，人们过分夸大了现代

资本主义与官办企业之间的差异。在这两种体制下，每个人都是在为别

人打工。用来刺激经理人与工人的激励机制是完全相同的。正如他所说：

‘大多数生产者都是企业的雇员，而非企业的所有者……古典经济学理

论认为，除非企业主能很好地监督生产者的工作，否则生产者是没有理

由去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利润的。此外，在这方面，营利企业、非营利

组织以及官僚组织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它们在如何鞭策雇员去实现组织

目标方面需要面对相同的问题。没有任何先验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组织中产生的正面激励要比在目标多元化的组织中

产生的这种正面激励要容易（或困难）得多。由利益驱动的组织要比其

它组织更有效，这种结论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组织经济假设的必然

结果。如果这一点从经验上看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还需要寻找支撑这一

结论的其它公理假设。’”53 

斯蒂格利茨认为，在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与国有企业中，“所有权、

经营权的分离使得‘代理问题’十分严重”，它们都需要建立、完善为

失败担责和分享成功果实的约束、激励机制。正因为存在对这种问题的

不同解决方案，所以，“无论在公共部门还是在私营部门中，高效企业和

低效企业并存。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大型国营钢铁企业的效率要高于美国

的私有企业。美国最成功的行业之一仍然是高等教育产业，而且正如我

所指出的，美国所有一流的大学都是国有的而且不以盈利为目的。”54 

综上所述，盲目迷信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或消灭“国资一股独大”、

完全“切断”政府控制就能够“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并提高企业效率，

从而完全否定市场经济下依法存在的政府作用对于企业治理结构和经
                                                        
53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第 175~176页。 
54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第 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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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分配等可能发生的正面效应，是脱离实际的，得不到国际经验的支

持，在法律中也只能找到相反的依据。（所以，国内新自由主义的经济

学人才热衷于和“法律党”结合，企图以西方“宪政”的名义篡改中国

法律，并西化政治体制，为私有化鸣锣开道。吴敬琏就是如此主张在中

国进行“普世价值”的“宪政”改革的。55 但是，西方各国的“宪政”

各种各样，其法律一般也关照了那里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呀！）一些

人要求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特殊体现的国有企业脱离政府控制不是公理。

当然，这种政府控制应当是依法、科学而非主观随意的，应当是灵活而

非僵化的。如果真把所有国有企业都变成了原国家计委副主任薛暮桥批

评的“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或算盘珠”，56 事无巨细都“政企不分”，

那在常态下肯定是不能适应市场运作的。 

 

三、OECD 启示录：“自由企业制度”不自由 
 

（一）OECD 中主要覆盖私人企业的政企关系多具各国特色。在这

种更为广阔空间中的政企关系仍然不是“刀切豆腐两面光”的无关系

之关系，而是“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以自由的绝对性来

衡量，OECD 中的“自由企业制度”并不自由。它只是一种相对自由。

之所以是这样，恰恰就是因为客观上、法律上私人企业与政府∕社会的

关系不可能切割。 

政府具有立法、执法的功能。法律是政府管理国家、管理社会，其

中也包括管理各种市场主体的工具。这种法治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意味

着政企之间必然有着的各种各样的法律关系，且这种复杂多样的法律关

                                                        
55 2010年吴敬琏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它的核心……追求社会公正是一种普世价值”。

“这里需要注意到的是，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民主，是宪政民主。……（如）1688年英国光

荣革命后逐步完善起来的宪政民主制”（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 397页）。 
56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年再版，第 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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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可能涉及企业从生到死许多方面的事情，只要政府和企业存在，就不

可能“切断”它。 

首先，现代市场经济包含了依法存在的、不能摆脱的政企关系。例

如，除了市场因素的影响之外，私人企业等市场主体的设立、运作和解

散、申请破产、合并及处理各种公共关系等，包括公司内部股东大会、

董事会和经理行为的基本规则等，都要受到法律法规的管制，实质上也

就是要受到政府设定的诸多规则的控制。这就是所谓“依法经商”。在

此特定有限的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亦即是政府经济，也是

八九不离十的事实和道理。在现代社会中完全“切断”政企关系等于在

市场经济中彻底取消法治和政府的经济职能，会导致市场经济的基础即

企业和市场秩序的大崩溃。 

当然，从西方利益攸关理论的角度看，影响企业的不仅是政府及市

场，还有各种社会因素。所以，仅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或仅说

企业经营受政府控制、干预和影响都是不全面的。在比较完整的视野中，

是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要素都纳入进来。57 简言之，在 OECD 的

市场经济体系中，存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基本力量对于企业的重要

影响或者说是干预、控制。如OECD有关完善市场监管的报告就指出，

在 OECD 不仅存在影响广泛的政府监管治理，利益攸关下的非政府监

管机构的发展也引人注目。58 

其次，政府的经济职能如宏观调节、微观规制也是一种依法成立而

不能消除的政企关系。美国的《经济学》教科书指出，考虑到解决效率、

市场失灵、不完全竞争、外部性、公共品、公平、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

                                                        
57 杨莹、王小强：〈邓英淘：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香港传真》No. 2012~1（http://www.

strongwindhk.com/pdfs/HKFax/No_HK2012-1.pdf）。 
58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OECD国家的监管政策 — 从干预主义到监管治理》，法律

出版社 2006年，第 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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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等问题，政府控制、干预、影响市场及即私人企业的职能都是必要

的。59 美国的《劳动经济学》教科书承认美国政府的“很多法律和法

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工资”。60 再如，尽管英国铁路私有化后火车

票价格“欧洲第一贵”，民众并没有得到铁路私有化改革的“红利”，

但其中却已经由政府管控了 45％。为此，英国政府大量补贴了私营铁

路公司。61 否则，英国火车票可能更加昂贵。 

有的人以为，中国搞市场自由化、国企私有化可以减少政府对经济

的干预，减少寻租和腐败。但OECD有关专业研究的结论却提出了相反

的启示：“事实上，市场自由化通常要求建立新的、复杂的监管体系。

私有化一般意味着更多的监管，而不是相反。……在某些国家，监管

成本达到 GDP 的 10％或者更多。”62 这是否意味着所谓“寻租”机会

在某些方面减少的同时，在另外一些方面又可能在增加呢？罗马俱乐部

关于私有化的专业报告也指出，由于私有化中腐败很活跃、私人垄断代

替政府垄断的负面作用可能更大等问题，私有化必然导致增强政府监

管。63 私营企业和私有化企业不是带翅膀的白衣天使，而是谋取利益

最大化的“经济人”。人口众多、地域辽阔、个体户和企业巨量、信息

严重不对称、市场秩序差、执法力量薄弱、政风欠佳的中国在监管方面，

是否有意愿、能力如某些OECD成员国那样进行有效的大量监管投入，

值得研究。如果做不到，那就要十分小心地评估大量发展私人经济和进

                                                        
59 保罗·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 17版）》，第 28~33页。 
60 坎贝尔·R·麦克南等：《当代劳动经济学（第六版》），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4年，第

363页。 
61〈英国铁路设施国有化，火车运营私有化〉，《新京报》2013年 3月 17日（http://www.

bjnews.com.cn/world/2013/03/17/253612.html）。 
62 黑体字为引者所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OECD 国家的监管政策 — 从干预主义

到监管治理》第 8~9页。 
63 魏伯乐等：《罗马俱乐部报告：私有化及局限》第 531~5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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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大规模“简政放权”、“混改”的各种后果。 

所以，撇开政府控制国有企业不说，即使政府控制、干预和影响私

人企业也是政企关系中的应有之义。而政府的直接、间接干预形式都能

够影响企业的行为和目标。自由化、私有化意味着这种干预在某些方面

还会增加、增强。 

OECD中的政企分开本质上就是一种相对关系。即使政府没有产权

也可以国家、社会的名义干预企业，影响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运行，使政

府作用嵌入企业。因为大家都利益攸关。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难以独

善其身或摆脱政府的宏观调控、微观规制和社会责任等等。当然，私人

企业始终有为了“利益最大化”而自行其是的原始冲动。 

再次，在法律和经济学的讨论之外，美国政治学家也指出，一般而

言，政企之间总是存在某些关系。从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雇员数量

和职能等方面观察，美国长期存在的都是十足的“积极政府”、“大

政府”，而非守夜人式的“小政府”。64 美国不仅长期实行积极的贸

易保护政策，“美国政府卷入产业政策程度（也）要远远大于通常的看

法。运用政府权威来推进设立特定产业基金的例子，大量存在于铁路、

住房、计算机、健康保护、航空业和无以计数的基础产业之中。”其中

的政府工程还包括了中国一些公务员主张搞自由化、私有化，且严重涉

及国家安全的水务建设和运行管理。例如，有研究者指出，“美国绝大

部分的水利工程、供水设施和污染控制项目都由政府筹资兴建，并负责

工程的运行管理。”美国国防部也参与其中。如美国的“陆军工程兵团

负责由政府投资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及防洪。”其他

如美国政府的“垦务局负责水资源开发和利用管理；地质调查局负责收

集、监测、分析、提供相关水文资料；环境保护署负责水资源水质和污
                                                        
64 黑体字为引者所加；理查德·雷恩：《政府与企业 — 比较视角下的美国政治体制》，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第 2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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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管理。”65 显然，对比之下，中国有些地方推行的水务私营化、外

资化和监管松弛化，与美国水务的政府管理、经营体制是背道而驰的，

并已在事实上威胁到中国的国防安全和百姓的饮水安全。 

当然，美国的盐业主要是由私营的股份制公司经营（部分盐矿仍由

一些州政府拥有），但市场结构却是寡头垄断型的。六大盐业公司的前

三家公司产量占全国总产盐量的 90％左右。政府对盐业公司依法控制、

监管，也有社会监督机制。另外，由于美国垄断型盐企业的经营和技术

优势，目前中国盐业开放时，美国公司也成为了中方大型国有盐企的重

要合作对象。66 垄断的美国盐业并不存在 3.1亿美国人民都能够“机会

平等”去“全民经商”的可能性。这种垄断经营的“美国模式”（包括

美国水务的所谓“行政垄断”或“政企不分”），中国的自由派经济学

人也“向往”吗？他们想不想去那里高喊盐业（和水务）“打破垄断”

呢？垄断可是“恶之花”哩！美国使得，中国使不得？资本主义使得，

社会主义使不得？ 

日本与美国有所不同。日本取消盐业专卖制度以后，市场竞争加剧。

竞争促进垄断。现在仅剩下四家盐业公司“寡头垄断”。批发商也大量

减少。1.2 亿日本人民想在盐业搞“大众创业”，还是门儿都没有。同

时，盐业仍然保留了行政垄断的机构和手段。如大藏省控股的日本盐事

业中心既是政府的盐业管理机构，又是最大的盐产品批发经营机构。“政

企不分”变化一下后，依然故我。目前日本的盐业管理模式是：行政垄

断＋寡头垄断。奥地利、意大利则实行政企难分难解的专营或专卖的垄

断性产销制度，67 也没有在数十年的私有化浪潮中去切割盐业中的政
                                                        
65 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李建亚：〈美国水务管理经验分析与借鉴〉，《环境科学导刊》
2009年 12月（http://www.docin.com/p-283982607.html）。 
66 许婧：〈美国盐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或将推动中国盐业体制改革〉，中新社 2014年
10月 15日（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4/10-15/6683046.shtml）。 
67 曾绍伦：〈食盐专营及盐业管理模式比较研究〉，《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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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关系。 

由此可见，中国有的人鼓吹国内水务、盐业私有化、自由化、碎片

化的“公理”实际上并不存在，且还有违“大政府”、“垄断”和“强

强合作”之世界市场潮流。美国的“大政府”及跨国公司就根本不去理

睬他们，只是心里窃喜：“怪不得我们，这可是一些中国人在推行有利

于我们的‘双重标准’！”当然，现在也有另一类中国人在提醒中国水

务、盐业“改革开放”的操作者：警惕，这也涉及国家安全、民生安全

和物价稳定的国情！所谓水务、盐业“改革开放”顶层方案的设计、核

准、实施和监管，应当吸取过去（包括 OECD 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俯

拾皆是的教训，68 应当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契合，应当有中央国家

安全委员会方面的官员、专家全过程参加。 

所以，话说回来，面对纷繁芜杂的各国国情，美国的政治学比较研

究提示人们，在政企关系上不存在“随手可得的手册”、“万灵药方”，

“也没有最终的胜利者”。69 国际上也不存在统一的、简单化的、绝

对化的政企关系模式。“有多少个国家，就可能有多少种政府与企业关

系的创设方式。”70 这里面纷繁复杂的个性化场景，哪里是用一个缺

乏量化标准的“政企分开”概念或一厢情愿的“切断”政企关系（及搞

私有化、自由化）的主张就能够囊括尽的。OECD或单独一个美利坚决

不是市场、企业和私有化的自由天堂。 

                                                                                                                                                                   
2012年 5期；李宏舟：〈日本盐业规制改革：动因、历程与效果分析〉（http://wenku.baidu.

com/view/9426bd0af12d2af90242e6d8.html）。陈逸根：〈美、日、中三国盐业经营管理模
式的比较〉，《中国盐业》2008年 3月（http://info.10000link.com/newsdetail.aspx?doc=20

11032390049）。 
68 读者可以在魏伯乐等著的《罗马俱乐部报告：私有化及局限》中看到各种负面的相关信

息及政策性建议。 
69 理查德·雷恩：《政府与企业 — 比较视角下的美国政治体制》第 2页。 

70 理查德·雷恩：《政府与企业 — 比较视角下的美国政治体制》第 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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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私人企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有一股反政府、反社会干预的

强大力量即市场原教旨主义势力。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曾指出，“资产

阶级意识……只要有人谈论生产过程的社会监督和社会调节，它就会大

叫一声，昏厥过去！它把任何这一类企图都说成是侵犯资本家的财产权、

自由和天赋才能的权利。于是，这些工厂制度的热心辩护士们尖声叫喊

说：‘你们是否想把社会变成一座工厂？’”71 国内也有经济学人持

此观点。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就紧随极右派哈耶克污蔑列宁

之后，72“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也污蔑为想建立不着边际的社会主义“大

工厂”，73 并且幻想在中国搞一个“没有权利干预”的“欧美模式”

的市场经济。74 但事实上“地球村”里根本就找不到这么一个吴氏“欧

美模式”。 

另外，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的许多文献都已经指出，

在 OECD 中政企关系是双向互动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

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金钱政治之下存在的“金钱选战”，就是企

业影响政府，然后利用政府制定有利于富人的法律、政策的一种循环往

复的运作。美国政治科学教授理查德·雷恩在研究政企关系的专著中指

                                                        
71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 1卷〔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 1卷翻译〕，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1983年，第 359页。读者可参阅夏小林：〈马克思从未提出“‘社会大工厂’模

式”— 一评吴敬琏“社会主义模式论”〉，《管理学刊》2011年 5期。 
72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2013年 4月修订第一次印刷），第 138页。夏小林：〈列宁从未提出“‘国家辛迪加’”

模式〉，《管理学刊》2011年 6期。 
73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 8页。吴敬琏的原文是，“他们认为（指马克思、

恩格斯 — 引用者注），……完成了社会对极少数垄断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的剥夺，整个

社会就成为一座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的大工厂。在这种‘社会大工厂’式的经

济中，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市场关系都将消亡。” 
74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教程》第 371~372页。读者可参阅夏小林：〈反吴敬

琏论〉，《香港传真》No.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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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美国“无论是在市场领域还是政治舞台上，企业的身影都非常活

跃。……卷入政治……影响公共政策”。75“在最近几十年中，政府对

企业的影响已经变得更为全面和深入，企业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也走向

了多元化。影响政府的决策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兴的产业，这些活动集中

于官员、选战和政党行为上。”“在民主体制下，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

系非常难以处理。”76 美国的社会学家也仔细分析过这种政企互动、

官商勾结的复杂关系。77 简言之，在这种复杂的“剪不断、理还乱”

的政企关系中，“寻租”屡见不鲜，私人垄断势力尾大不掉，富人当政、

旋转门现象屡屡不绝，金钱政治的暴力绝对没有在里根~撒切尔“简政

放权”和私有化的自由主义改革中有一丝一毫的减少。“金钱政治”越

来越强大。全社会的贫富分化也愈演愈烈。78 

而马克思则早就指出，在利益攸关时，资产者“他允许国家干预和

调整工业”，但同时，“他（也）试图按照自己的利益调整国家的行动

方式（活动），……他要求国家按照他的利益行事，可是他却把这种要

求说成是对国家的承认，即承认国家有权干预市民社会的领域。”79 资

产者是一个矛盾体，对不利于自己的政府干预持反对态度，犹如一个无

政府主义者；而一旦对国家有需求，则转身而成为坚定的国家主义者了。

美利坚在处理国际事务上著名的“双重标准”，大概与此也是血脉相连、

“政企不分”的。 
 

                                                        
75 理查德·雷恩：《政府与企业 — 比较视角下的美国政治体制》第 5~7页。 

76 理查德·雷恩：《政府与企业 — 比较视角下的美国政治体制》第 5页。 

77 推荐阅读哈罗德·R·克博：《社会分层与不平等：历史、比较、全球视角下的阶级冲

突（第七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 
78 对于这些现象，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肯、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和社会学家克博等人都

曾著书进行了深入分析。 
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第 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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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殊场景一，即战争时期或“备战”条件下的政企关系：

市场经济或变“计划经济”，或变政企紧密结合、相互渗透的“联合

体”（或称“军工综合体”）。这证明政企关系不仅是多维度的，而

且是动态演变的。 

在“自由世界”顶层的美国，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就实行“计划经济”。

1933 年上海就出版了署名森武夫的一本书叫《美国战时计划经济》。

专门论述“一战”前后美国的军械工业、工业动员政策，及劳动、铁路、

海上运输的统制，战时财政及金融等。80 其他参战国家也概莫能外。

而在“二战”前，作为轴心国核心的德、意、日从备战开始就实行了大

规模的“计划控制”。战争中，各参战国更是把经济置于了政府绝对权

力的计划控制之下，企业几乎成为了政府这台巨型机器中的螺丝钉。美

国的工人也需要宣誓不罢工，工资水平服从政府统一标准。美国式“计

划经济”可谓是细致入微，落实到人头上了。 

“二战”后，美国“备战”不已，“军事统治”代替了“战时计划

经济”。这时的政企关系，尤其是政府与“军事工业科学联合体”的关

系也非常密切。美国戴维·F·诺布尔教授曾经指出，这个“军事工业

科学联合体在 20世纪 40年代出现并巩固了它的地位。它反映了社会学

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所称的‘军事统治’，说明‘现代美国资本主

义朝着一种永久性的战争经济演进的巨大结构变迁’。……在这种情况

下，军方、公司、大学以及科研机构中的高层圈子彼此重叠，构成具有

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精英阶层。”81“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这种“军工

联合体”依然我行我素。美国的这种政企关系在欧洲国家中也多少存在。

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的

                                                        
80 中国书网，http://copies.sinoshu.com/copy1675042/。 
81 戴维·F·诺布尔：《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 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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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82 依此而论，在这种资本

主义的国家体制或市场经济下，政企分开是相对的，还是能够绝对“切

断”的呢？企业能够“完全地走向市场”吗？难道资产者的企业不需要

国家，难道国家不是代表私人企业的“总资本家”？这是不是政企关系

“合”的一面呢？ 
 

（三）特殊场景二，即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通过特许经营权方

式引导私人资本进入垄断行业或提供公共产品，以解决这些领域政企

不分的问题。但是，在 OECD 中政府特许经营权也体现了国家或其代

表即政府意志的强制性，这也是政府直接管制、干预私人企业的一种

特殊法律形式。 

这种现象在美国比较突出一些，也是其私有化运动中推行转包、外

包的常见形式。83 政府特许经营是解决公共产品供给的一种选择。首

先，特许经营权作为一种契约，是受法律规范、保护的关系。其次，特

许经营权的特点，一是授权主体的单一性，即授权主体是国家或作为国

家代表的政府。二是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在政府特许经营模式下，尤其

是特许经营权来自于法律规定时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被特许人有提供商

品和劳务的权力和义务，不得随意停止商品和劳务的供应。三是不以盈

利为目的。政府在进行特许时只收取少量的手续费和必要的补偿费。同

时，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也将受到一定限制。显然，这三个具体特点

都体现了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对私人企业行为、目标的管理或控制，即

是公共权力直接嵌入私人企业，也是后者接受公共权力意志的一种妥

协。在被特许经营的企业中，找不到经典的私人企业那种治理结构机

制。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既分开、又紧密联系的政企关系和企业治理结

构。它解决的不是政企切割，而是政府与私人企业的一种特殊合作方
                                                        
8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第 559~560页。 
83 魏伯乐等：《罗马俱乐部报告：私有化及局限》第 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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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如果试图用它来解决切割政企关系或“行政垄断”的问题，可能

是缘木求鱼。 

 

四、新一轮国有经济改革： 

依法推进，有序继承，非“另起炉灶” 
 

但是，就是在以上这些真实的OECD场景下，国内有的“专家”、

公务员却视而不见，生造出另一幅虚假的西方国家版画为参照系，并以

它为据，硬把“政企分开”＋“混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演

变成为了大力推行私有化、自由化的说辞。 

— 政企分开＝中国学习西方国家“政府对国资管理干预很少，……

（国有企业）日常经营中都很少见到政府的影子”。党不管干部、国资

委不管人。因为，国有企业搞不好的第一原因就是“由于企业领导人是

中组部任命和国资委委派的”。84 

—“混改”＝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消灭国有企业。因为它“对经济社

会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国有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妨碍到经济社

会发展，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不是一件好事。”85 国有企业最不适合市

场经济。86 

—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资委由“从管企业、管人、管

事、管资产转变为管资本”，并由“投资经营公司，来运营国有资本”，

加快“政企分开和党政分开”。“党今后不直接向企业派送领导人”。

“党在企业中负责监管偷税漏税、企业污染、虐待员工等”，即党只是

                                                        
84 见注 3。 
85 见注 3。 
86〈吴敬琏：国营部门主导资源分配与中国市场经济最不相称〉，凤凰网财经讯（http://finance.

ifeng.com/opinion/zjgc/20110704/422346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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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政府某些职能部门和工会的助理。 

其实，在吴敬琏等人“向往”的“欧美模式”中，无论是国有企业

还是私人企业，要实现彻底的政企分开、“自由企业制度”都落实不了，

中国的国有企业来个私有化（或“混改”）就能够与政府切割得干干净

净，彻底自由齐活儿啦？真是空想＋乱想！如上所述，按照欧美实况，

私人企业与政府的关系都是“剪不断，理还乱”，何况乎政府和国有企

业之复杂的关系了。OECD那些政府的做法是，根据国情和执政党的理

念，依法适时调整政府与国有企业（及私人企业）的职能或关系。但是，

政府不在一些方面控制、干预、影响国有企业（及私人企业）绝对是不

可能的。这种控制、干预、影响包括已经不同程度“混改”直至“完全

私有化”了的国有企业的“管理决策”和“分配”。那种臆想的“很少”

出现的“影子”式管理，中国可能没有地方去学。或者，非洲某原始部

落中有此等好事儿？而党按照党章管干部、参与企业领导工作天经地

义，且管好的还不少，以至于反国有企业的“专家”都得承认，“国有

企业做大做强”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混

改”要实现的是“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

目标。87 这与某些“专家”建议借“混改”消灭国有企业（包括公立

学校、医院、研究机构和媒体等）风马牛不相及。而且，中央早就指出，

国有企业与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要警惕国内外有人“狸猫换太子”，

将“混改”演绎成私有化，还要警惕负面舆论绑架改革。有的“专家”、

公务员和媒体人就是不听“打招呼”，偏要“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

的锅”？是故意、矫情，还是不学无术？消灭国有企业是消灭谁？美国

                                                        
8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www.sn.xinhuanet.com/2013-

11/16/c_1181666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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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一语破的”了，那就是消灭共产党“政治合法性”的基石。88 

就集中体现了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而言，

OECD哪里曾有一个因要“管资本为主”，就不管企业、资产、人、事

的“四不管”型政企关系。以中央说的“管资本为主”而言，如放弃管

企业、资产、人和事，那不是把“管资本”架空啦？“管资本为主”没

有错，但管企业、管资产、管人、管事都是为管资本服务的必要手段。

离开管资本为主，管企业、管资产、管人、管事干什么，没有目标和方

向了。如果违法地把管企业、管资产、管人、管事与管资本彻底分开了，

藕断丝不连，能够有效管理资本吗？管资本、企业、资产、人、事的关

系也是对立统一哩！人为地将它们的内在联系“切断”是典型的形而上

学。对此，《企业国有资产法》、《公司法》都有明确规定：管企业、

管资产、管人、管事和“管资本为主”是统一不可分割，且需要在准确

把握其相互关系之中，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原则来依法处理其中的

各种现实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机构和地方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授权，

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其第一条职责就

是：“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依法享

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出资人权利。”同时，该法

也规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应当维护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依法享有

的权利，除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外，不得干预企业经营活动。”89 — 这

                                                        
88〈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不要担心中国〉，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 2011 年 12 月 25

日。该报道作者指出，“共产党必须保护国有企业这个国家的‘公共财产’，以维持其政治
合法性。” 
89《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http://www.gov.cn/flfg/2008-10/28/content_1134

2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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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就是有分有合的政企关系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总则规定，一般而言，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含国有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

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这不就是说，如果政府或国有企业作为某

公司股东，就依法享有管资本、管企业、管资产、管人、管事等项权利

吗？特殊一些的是“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

构行使股东会职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股

东会的部分职权，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但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

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和发行公司债券，必须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决定；其中，重要的国有独资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的，应

当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这种独资

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委派；……经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机构同意，董事会成员可以兼任经理……监事会成员由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机构委派”等等。这不，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也拥有管

资本、管资产、管人、管事等权利！另外，该《公司法》在“总则”中

还规定，“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

组织，开展党的活动。”90 由此可见，主张党、企分开是违法的。 

显然，依法改革才是正道。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国务院国资委主任

也进一步明确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依法推进国资国

企改革发展”。91 

另外，还应当注意，十六大关于建立健全“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

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决策，92 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

                                                        
90《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91 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局：〈国资委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http://www.

sasac.gov.cn/n1180/n1566/n259730/n264168/16126599.html。 
92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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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国有资本为主的国资管理体制”93 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过更多强

调了要在“问题导向”下突出的重点。“管国有资本为主”依靠的组织

平台就是现行的“国资管理体制”。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试图

解构“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既不符合

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要“完善”国有经济体制，是指在继承十五大以来一

系列改革《决定》基础上的完善，94 而不是否定、推翻十八大以前关于

“国资国企”的改革《决定》，“另起炉灶”，更不是脱离现实国情和

国家法律法规。 

而为了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体制改革，

也并不否认政府依法对国有资本投资和运营公司的控制。如上所述，这

种政府独资或绝对控股的投资公司，《公司法》赋予政府或控股者的权

力和权利更大。当这些投资公司依法进行对其投资企业的资本、资产、

人和事实行管理时，延伸的也是国家意志、政府作用。 

当然，目前国有资本、企业、资产、人、事的管理（包括监管）是

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改革中完善：没有管的要管起来，没有管到位的

要加强、到位，管过头了的要“简政放权”。国务院国资委在这些问题

上已有明确的态度。95 那种片面强调“简政放权”的主张并不符合中

央的要求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以，现在改革的真问题不是政府该

不该管这些问题，而是在正确方向上依法采用什么具体方式才能将它们

管得更好。 
 
 

                                                        
9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94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http://news.

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5/c_118164294.htm。 
95 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局：〈国资委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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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和政策性建议 
 

（一）政企关系辩证法：政企分开的另一半是政企不分开。 

改革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确定适当距离＋保持控制（和服务）

关系≠政企切割（或“切断”）。国有企业里有国有资产，且要体现共

产党“为人民服务”即“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宗旨和国家意志，其

治理结构中包括政府（和执政党）基因及控制作用于法有据，理所当然。

当然，这种控制作用也要依法而止，不得干预企业合法经营活动。简言

之，政企关系是有分有合。英国研究私有化和政企关系的经济学家比较

实际，并不认为私有化中“政企关系”可以用政企分开或“切断”来描

述。如前所述，他们表达的观点是，私有化改革应当正确区分政府与

国有企业的“职能”，使“和而不同”的两者“保持‘一臂距离’”。

这种经济学家的比喻，响应了一个著名的美学相对性命题：“距离产

生美”。 
 

（二）“真实世界”经济学：市场经济下政企关系是相对的、多维

度的、动态演化的。 

以不起执着的平常心看，既放开，又控制，且放、控关系随缘生出

千万般的变化，这才是“真实世界”中有分有合的政企关系。所谓“春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中、外经验和多学科主流理论都显

示的事实和道理是：市场经济下政企关系是相对的、多维度的、动态演

化的。因缘而生，且你动我，我动你，随缘演化。在国有企业和政府改

革中，适应时势，科学区分两者职能、适当拉开政企距离的“政企分开”

只是其关系之一维度而已，绝非全部。OECD在市场自由化、私有化中

的监管经验提醒，中国的“简政放权”和“混改”中，在搞好政企“分”

的一面时，“合”的一面也需要有足够的投入，下大功夫。在改革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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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方面要防止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俘获”，及一些中、外特殊私人资本

利益集团的“监管俘获”，防止出现事与愿违的颠覆性后果。目前，在

这些方面并不缺乏各种各样触目惊心的负面案例。 

为此，在即将展开的大规模改革中维护体制内改革队伍的纯洁性，

反对内部腐败也同样重要。如果有比较精确的预测显示国有企业“混改”

的绝大部分红利将落入少数人，特别落入是中、外资本家和一些其他当

事人的腰包（2014 年已有这类新案例出现），96 那么，由于改革涉及

的各层级国有企业和外部投资人太多，体制内的反腐败将因严重信息不

对称而十分艰巨，监管和纪检部门的人员编制经费也会捉襟见肘。而由

此“红利”大幅度定向倾斜分配产生的社会价值观导向即“人心”之去、

留问题也将十分严重，并会进一步从负面影响现行政治体制的效率或正

常运行。有关方面事前要依法完善改革设计，并做出预案，防止在国有

经济改革中腐败打出“回头浪”及发生广泛的外部效应。 
 

（三）形而上学后果严重。 

显然，遵守真正的经济规则，在分、合有序原则下结合纷繁多变的

具体情况，通过依法改革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国有资

                                                        
96 作者已在〈2014 年：国企与改革〉中初步分析、评估了“混改”的收入分配效应。其

中提到，“目前，国资委系统的国企主力军，即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资本、股权结构已经

呈现非国有资本、非国有股权及净利润分配占大头的局面。若以此为拐点，2014年再大力

推行国企的资本、股权结构分散化，‘尽可能降低国有股权比例’，一种可能性就是使这

些重要国企‘空心化’，即或者国资‘控制力’将最终转变成大量非国有资本、股权的控

制力，或者少量控股国资还保留着国企的经营‘控制力’，但实际上这些国企却已成为占

有大部分股权的少数非国有股东的‘超级提款机’。”（《管理学刊》2014年 3期）新近

也有案例表明，有的国有企业“混改”实际上还是产生了其他私人投资者在公司股权结构

中占大头（如近 80％）的后果。而这些“混改”企业中的新外部投资人和将获大红利者，

绝大部分都是中、外非公有制企业的所有者。显然，这可能就响应了OECD私有化运动中

的一个普遍现象：私有化（含“混改”）对收入分配有逆向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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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体制，才是中国需要的正确选择。而一旦陷入完全否定政府（和

党）的作用或职能的思路，不仅会导致否定国有经济，还会扭曲完善国

有资产管理体制及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政策设计，坠入违法的假改革、

真捣乱泥坑。 
 

（四）政策性建议：国有经济体制改革要坚持有分有合的政企关系

原则并完善之，摒弃切割、“切断”政企关系的谬见及影响。 

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要“坚持和发展党的十五大以来

有关论述”，97 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新形势下的“重大问题为导

向”，使反映了“真实世界”普遍规则的有分有合政企关系原则与国情

相结合，科学地进行改革方案设计，全面构建分、合两方有机联结、井

然有序、机动灵活，既能够适应市场，又能够体现国家意志和人民利益

的政企关系新机制，从而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和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新一轮改革不是否定、贬低中共中央以前的有关改革“论述”，

也不是要求推倒重来，更非要去违法切割（或“切断”）政企关系，把

国有企业“放羊”了98 — 这样不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吗？ 

 
 
 

                                                        
97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98 据 360百科解释：“放羊：自由活动、散漫、解散、无目的各自行动，无管制自由状态”

（http://wenda.so.com/q/1364727048061254?src=150）。 



 39

主要参考书： 

卡尔·马克思著：《资本论》第 1卷〔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 1卷翻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 

薛暮桥著：《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年再版。 

王小强著：《产业重组，时不我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 

王小强著：《千古执着大同梦》，（香港）大风出版社 2013年。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编：《国有资产产权管理》，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4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著：《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中国发展出版

社 1998年。 

吴敬琏著：《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0年。 

王天义著：《国有企业制度模式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4年。 

卡尔·波兰尼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

社 2007年。 

保罗·萨缪尔森等著：《经济学（第 17版）》，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4年。 

阿瑟·奥肯著：《平等与效率 — 重大抉择》，华夏出版社 2010年。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自由市场的坠落》，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 

理查德·雷恩著：《政府与企业 — 比较视角下的美国政治体制》，复旦大

学出版社 2007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OECD国家的监管政策 — 从干预主义到监管治

理》，法律出版社 2006年。 

戴维·F·诺布尔著：《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07年。 

哈罗德·R·克博著：《社会分层与不平等：历史、比较、全球视角下的阶

级冲突（第 7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 

约翰·维克斯等著：《私有化的经济学分析》，重庆出版社 2006年。 

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 



 40

魏伯乐等著：《罗马俱乐部报告：私有化及局限》，上海三联出版社等 2006

年。 

坎贝尔·R·麦克南等著：《当代劳动经济学（第六版）》，人民邮电出版

社 2004年。 

张夏准著：《富国陷阱 — 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 2004年。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1997年（2013年 4月修订第一次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