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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這個「海洋高新技術產業化論壇」，是個十分專

業的會議。說起來，過去我也是學工程技術的，可早已荒疏

了，而科技進步飛速發展、日新月異，隔行如隔山；如今在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工作，接受邀請來參加這個

會議，實在沒有多少發言權。

不過，海洋產業雖然涉及石油、礦產、漁業、海運、

造船、裝備、旅遊等，包羅萬象，但這門類眾多的產業，大

都是以企業性質的組織方式運作的，這些企業有許多是公有

制的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管理體制中又都有一個「產權」

問題。因此，國有企業的「產權」，這是一個具有共性的問

題。我今天想就這個問題談點意見。

國有企業的「產權」問題，當年人們是作為國有企業

改革中的一個問題來談的。國有企業改革，至今已經 20 年

了，在 1984 年 12 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改革的「決議」裡，

�
  本文是作者應「海洋高新技術產業化論壇」之約，2005 年 4 月 12 日

為會議準備的發言，交給會議秘書組後，因故未參加會議。此文收

入《會議文集》，文字略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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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當作一個「中心環節」的關鍵問題，受到改革決策者的

高度重視。不過，在 80 年代，人們的關注主要集中在「搞

活經營」的方面。到 90 年代，「產權」問題提出來了，而

且在理論界成了一個十分熱門的話題，作為一個頭號「熱

點」問題，一直延續至今。

但是，容我在這裡說句不客氣的話，我國的國有企業

改革，恐怕不能認為是成功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得到

的，基本上是教訓。祇是由於我國經濟改革總體上的成功，

「一好遮百醜」，這個問題被人們忽略了。因此，我們也完

全可以認為，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產權」問題，雖然十幾

年來討論的很多了，但卻至今沒有理出個基本的頭緒。

為什麼會這樣呢？問題出在哪裡呢？我認為，問題出在

理論上。理論問題很複雜，我簡單地說吧。

「產權」這個詞，是「財產權利」的簡稱；「產權」問

題，包括國有企業的產權問題，從學術的分科上，屬於民法

學的範疇。

可是，我國的理論界關於「產權」問題的討論，卻是在

經濟學者中間進行的；而這些經濟學者，大都沒有接受過民

法學理論的基本訓練，對民法學的基本知識瞭解很少，有的

甚至根本不懂。

因此，他們很多人對「產權」問題的觀點，大都是一些

憑感覺印象而想當然的議論。在我國關於經濟改革的理論討

論中，很多人有一種誤解，以為關於經濟生活的學問，就是

一門經濟學；他們不知道的是，對經濟生活而言，民法學是

比經濟學更優先也更為基礎的學科，而民法學，概括地說，

主要就是關於規範「產權」的學問。

按理說，經濟學者是研究經濟生活的，因此對作為研究

經濟生活的經濟學相關學科的民法學，也應該有點基本的瞭

解才是。可是問題出在，由於 20 世紀中期也許是不經意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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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一個事件，我國的民法學中斷了，也就是說，在我國

人文社會範疇的學科系列中，正宗的民法學被消滅了。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開始重視法制建設，民法學重

新恢復了。可民法學是一門淵博精深、規模宏大的學科，從

幾乎為零的基礎開始，祇有一、二十年的努力，要達到較高

的學術水準，是不大可能的。

而且，同經濟學在我國成為十分熱門的「顯學」有所不

同，關於民法學的基本知識，由於沒有得到應有的宣傳，普

及的程度也很低，許多政府官員甚至國家領導人於此也不甚

了了，甚至對一些基本原理也理解得差三落四。

於是，民法學的幼稚薄弱，加上經濟學的肆意擴張，在

「產權」領域瞎攪和，造成我國關於「產權」問題的討論出

現許多糊塗混亂的思想，約十年前吧，我曾把這種現象稱之

為「鳩佔鵲巢」。如今，十幾年過去了，我國學術界這種混

亂情況並沒有解決，經濟學不僅沒有收斂一點，反而公然打

出「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旗號，把「產權」問題搞得更加混

亂。

大家知道，培根有句名言：「知識就是力量」。我們

搞經濟改革，就是要建立「市場經濟」體制；而「市場經濟

就是法制經濟」，這句話也廣為人知。不過，關於「市場經

濟」的「法制」主要就是民法，對這一點，人們還沒有達成

共識，甚至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因此，關於市場經濟，我

們就缺少了一門必備的重要知識－－民法學。

我國關於經濟改革的理論討論在「產權」問題上出現許

多混亂，原因就在於此；在經濟改革的實踐中，由於在「產

權」問題上失誤而導致國有企業改革的失敗，原因也在於

此。

民法學的學科體系，不僅精深淵博、規模宏大，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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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悠久、傳統深厚，它源於歐洲的古羅馬，其前身就是法

制史上講的「羅馬法」。古代的「羅馬法」，在歐洲中世

紀曾一度湮滅，到了近代又重新崛起，史稱「羅馬法復興運

動」。古代的羅馬法，經過「羅馬法復興運動」，發展到現

代民法，到今天，已歷經一千八百多年，如今，它已經成為

一個相當完善成熟的龐大體系。

我們在這裡舉幾個例子，來介紹民法幾條最基本的原

理：

民法學第一條基本的原理，就是國家保護財產權。幾乎

所有的民法教科書都告訴我們，「所有權是一切財產權利的

基礎和核心」。所以，所有權，無疑應當得到國家法律的保

護。可是，就是這麼一條簡單的道理，由於我們國家近代以

來長期而曲折的革命歷史，在人們的感覺和印象裡，卻搞糊

塗了。

在革命時代，「革命」，成了我們判斷世間一切是非

曲直的標準。那時，我們祇宣佈「公有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

的」；對私人財產的所有權，祇有生活消費品受保護，而對

生產資料即資本的私人所有權，因為在革命時代禁止和扼制

公民追求個人財富的自由，自然得不到國家法律公開宣佈的

保護。

到了改革時代，黨和國家號召人們「富起來」，即允許

人民享有創造與追求財富的自由，由此，人們對私人財產包

括生產資料即私人資本應當得到國家保護的呼聲高起來了。

現在，這個原則，在我國最近一次的憲法修改時，已經得到

確認。

可是，就像毛主席說的「一種傾向掩蓋著另一種傾向」

吧，私有財產應當得到國家保護，這個道理明確了，但是有

點莫名其妙的是，國有資產是否應當得到國家同樣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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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似乎又成了問題。

本來，就相當普遍的社會心理而言，就像魯迅先生在

《阿 Q 正傳》寫的那樣：所謂「革命」，在阿 Q 的心目

中，不過就是搶點東西而已；而「改革」，在一些人的印象

裡，不是得到追求財富的自由以後，去努力勞動和創造，而

是想從「公家」那裡分點東西、撈點實惠。於是，國有資產

仿佛成了「唐僧肉」，凡是有點門路的人，都可以去「分一

杯羹」。

嚴重的問題在於，受這種社會普遍心理的影響，理論界

的學者們有不少人也未能免俗，受個人物質利益的驅使，在

學術研究中喪失了應有的道德感和公德心。無知加上偏見，

使我國在「產權」理論上的許多「創新」，大多是些歪理邪

說。

實際上，財產權首先是所有權，無論公有私有，都應

當得到國家的同等保護，這是民法學的原理，也是常識，世

界各國尤其法制健全的發達國家，也都是這樣做的。如若不

信，你到美國國防部的倉庫、或者歐洲國家的國有企業 ，

把飛機導彈或機器設備，拿上就走，看看行不行？當然，實

際情況不會這麼簡單，但是，不管是一目了然的偷盜、搶

劫，還是祇有專家們才能明白的複雜金融技巧，如果違反了

保護財產權的原理，在性質上是一樣的錯誤。

當然，我們國家「國有資產流失」的情況，和俄羅斯還

不一樣。大概是俄羅斯民族「大刀闊斧的雄偉氣魄」的遺傳

基因使然吧，葉利欽的「魄力」要大得多，他公然主張並實

行瓜分國家財產。我國的情況，似乎是「跟著感覺走」，社

會的普遍心理如此，國家的政策也是模模糊糊的。

比如什麼「抓大放小」，人們很難明白，這個政策的

準確涵義究竟是什麼？國有企業，全國有幾十萬，大中小都

有，從鐵路局、電信公司那樣的「巨無霸」，到縣裡的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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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甚至理髮館、洗澡堂。「抓大放小」作為一項政策，是

要在全國各地普遍實行的：「中央政府『抓大』的；到省

裡，『中』的就是『大』的，又『抓』了；到了市裡縣裡，

祇剩下『小』的了，大的中的沒有了，小的也將就，『小』

的也是『大』的，也『抓』了，⋯⋯這樣一級一級『抓』下

去，各級政府都『抓』了，要『放小』，還有什麼可『放』

呢？」－－一位市政府秘書長皺著眉頭表示他的疑惑，十

分認真地這樣對我說。況且，從用詞看，「抓」是何意？

「放」又指的什麼？這「抓大放小」，如果還能算是個「政

策」的話，叫地方政府怎麼貫徹執行呢？

還有什麼「國退民進」，這個話聽著有點像是解放戰爭

後期我們要對國民黨發起大反攻似的，可是這國有企業，難

道就像當年的國民黨軍隊一樣，是我們搞改革要消滅的敵人

嗎？

可憐我國幾十萬個國有企業主要是中小型企業，就在

這麼「跟著感覺走」的十幾年裡，絕大多數先是「潛移默

化」、而後稀裡糊塗地給搞沒了。

在「國有資產流失」的過程中，在我國理論界的不少

學者甚至政府官員那裡，出現了許多頗為新潮卻含義模糊

的名詞概念，如「國企改制」、「股份制改造」、「經營

層收購」即 MBO，還有什麼「無主管企業」、「產權多元

化」、「剩餘索取權」、「內部人控制」⋯⋯等等，名目繁

多，花裡胡哨，令人目不暇接，使我們覺得自己就像「劉姥

姥進了大觀園」一樣，成了個傻子。不過我認為，衡量這些

理論觀點的是非曲直，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標準：如果違反

了民法學「保護產權」的原理，統統都是歪理邪說！

民法學另一條基本原理，是所有權具有「排他性」或稱

「獨佔性」的法律特徵。這其實也是常識，通俗地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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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祇能一主，不能二主、三主、多主。這一條原理，無論

公有私有，也都是同樣適用的。

可是，在改革時代，「思想解放」的浪潮難免夾雜著濁

流，有時連「幾何公理」一樣的常識也逃不過受到挑戰的命

運。在國有企業改革關於「國有產權」的理論討論中，我國

的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一種主張：

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應當實行一種「國家的終極所有

權」和「企業的法人所有權」的「雙重所有權」的制度。一

段時間裡，這種「雙重所有權」的觀點，得到我國絕大多數

經濟學者包括一些知名學者的贊同，幾乎成了理論界的普遍

共識。

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在我國的理論界，沒有任

何一位經濟學家，主張這種所謂「雙重所有權」的觀點，可

以在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也實行一下，讓他們這些企業的所

有權也實行「一物二主或者三主」，大概他們僅憑感覺也知

道，不論外資企業還是私人企業，是不會接受這種主張的。

那麼，他們何以唯獨要對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實行這種「雙

重所有權」的主張呢？這種「雙重所有權」的觀點，違背了

所有權具有「排他性」的民法原理，因而毫無疑問是完全錯

誤的。

這種例子說明，改革需要理論指導，不能僅憑「跟著感

覺走」。比如，如果你是一位初中學生，當你解不出一道幾

何難題時，就輕率地修改「兩點決定一條直線」的「幾何公

理」，還舉出用槍打靶時「三點一線」的感覺作為依據。我

想，如果用隨意修改「幾何公理」的辦法解出了這道幾何難

題，不論是考試還是做作業，數學老師恐怕是不會認可這樣

的答案的。

大家也許認為，我舉這兩個例子太簡單了，簡單得不像

個學者講的話了。不過我認為，這兩個簡單的錯誤，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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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卻很深刻。李約瑟先生說，歐洲人的思維方式，過於

注重邏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則更富於「辯證」特徵。我

們聽了以後，可能感到很得意吧，認為李約瑟先生是在誇獎

我們呢；可實際上，這個話，既是誇獎，又是批評呢－－李

約瑟先生認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缺少邏輯，是一個重要

缺陷，他曾經再三為之惋惜和遺憾。如果我們說的玄一點，

中國人的哲學思維，時常排斥一種稱之為「形而上學」的哲

學觀念和方法，這恰恰是我們民族智慧的缺憾，許多混亂胡

塗與錯誤荒謬的觀點與主張，之所以產生，原因就在於此。

十年前，我寫過一本《商品社會的世界性法律》的小冊

子，主要是介紹民法學的歷史沿革，也談到國有企業改革。

我認為，國有企業改革的癥結，基本上可以歸結為這樣兩個

問題：效率和秩序。

效率問題，主要是用工制度的改革，要實行自由用工；

「大鍋飯」、「鐵飯碗」的辦法，是搞不好企業的。這個問

題解決了，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完全可以有一個很大幅度

的提高。當然，實行自由用工，不僅是普通職工，也包括企

業領導，這需要建立一個「企業家市場」，應當指出，直到

如今，我們國家的「市場經濟」中仍然沒有一個「企業家市

場」，甚至似乎沒有這樣的設想；而且，要實行自由用工，

就會產生下崗職工，這就需要解決國企改革一個相關配套的

問題：國有企業下崗人員的社會保障。不過，這件事不是我

們今天要談的議題，這裡就不討論了。

秩序問題，是指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首先是所有權的

制度。在關於國有企業產權制度的討論中，有兩個焦點和難

點：一個是國有資產的「分級所有」問題，一個是國有企業

組織機構的「新三會」和「老三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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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談第一點，關於國有資產即國有企業的「分級所

有」，在《商品社會的世界性法津》一書中，我曾提出一些

理論觀點和具體設想，其原則性要點是：

◆ 國家代表人民，因此，「全民所有制」就是「國家

所有制」。

◆ 政府代表國家，因此，「國家所有制」就是「政府

所有制」。

－－在關於國有企業改革的討論中，不少經濟學家批評

「國有企業是政府的附屬物」。這種批評，如果是不贊成將

國有企業和政府機關等同看待，要求國有企業有經營自主

權，自然無可非議；但是，如果認為政府對自己的企業沒有

任何權利，就不對了，所有者對所屬的財產，怎麼能沒有

任何權利呢？實際上，國有企業之於政府，說「附屬物」

還不太準確，應當說是「所有物」。排斥這條原理，就出現

所謂「企業不要婆婆」的呼籲和「無主管企業」的「改革試

驗」。

◆ 我們是個大國，因而行政層次較多，政府有中央、

省、縣三級；因此，

所謂「國有財產」，應該在中央、省、縣三級政府進行

劃分，分為國有、省有、縣有，由各政府分別對各自所屬的

「國有資產」獨立地行使其所有權。

－－實行這種各級政府「分產」的道理：從管理角度

看，全國幾十萬個國有企業，如果都由中央政府來管理，實

際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從企業的投資來源看，這些企業的資

產，當年也並不都是來自中央政府的投資。

中央、省、縣三級各政府，可以分別設置各自的國有

資產專門機構，代表各自政府，接受委託，行使對「國有資

產」的所有權職能。同時，中央政府應以法律形式明確規

定：其它所有政府機關，都不准經營任何產業，祇履行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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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職能；當然，其人員也就祇能吃「皇糧」，而不允許

有任何「外快」。

－－這樣的規定，其附帶的效應，就是在政府各個機關

之間，就可以形成一種無形的監督機制，這種監督，也許會

比有形的監督更有效。道理很簡單，因為所有的機關，眼睛

都盯著手中握有經營財產的國有資產機構。

然後，由國有資產機構向各自所屬的國有企業派出所

有權的代表，組成公司的董事會。隨後的事項，就和《公司

法》的規範銜接起來了，比如董事會聘任總經理，總經理對

「經營班子」組閣並開展日常的經營活動等。

◆ 為了加強對國有資產的民主監督，可以規定：在各

級政府的人民代表大會上，由國有資產機構對國有資產的運

營情況做「工作報告」，並接受人大代表的質詢、監督、檢

查。

簡單說來，就是國有資產分級所有，各管各的財產。細

節就不說了。

多年來，對國有資產實行「分級所有」問題，我一直

很關心。到 2002 年黨的 16 大時，我從《政治報告》有關段

落的文字表述中看到，這個問題終於定下來了。我很高興，

國有資產建立有點頭緒的管理體制，各級政府之間實行「分

產」，這是第一步，是關鍵，也是前提。當然，現在的實際

情況是，「國有資產」尤其是中小企業已經「流失」得差不

多了；不過，雖非「猶未為晚」，但能「亡羊補牢」，總是

好的；而且，「分級所有」的原則確定下來以後，各級政府

如果今後再有投資建立企業的事，也就有個章法了。

去年有一次，我見到國資委的同志，問起「分級所有」

時劃分財產的情況，他卻說的含糊其辭，而且欲言又止，似

有什麼為難之處。再三詢問，也沒有明白個究竟，我有點納

悶，也很迷惑，難道這裡還有什麼不方便告訴我的國家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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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後來，我在一本外國人寫的名為《他改變了中國》的書

裡才得知，在起草和醞釀 16 大政治報告的過程中，關於國

有資產的管理體制，一位中央主要領導人在審閱報告時，明

確指出：「不允許國有資產歸市以下的農村地區所有」。

－－老實說，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作出這樣的規定。地

方各級政府的所謂國有企業，從根本上說，都是由地方財政

結餘的資金興辦的；縣也是一級財政，如果縣級財政有結

餘，縣裡的經濟發展也有需要，縣政府投資辦個企業，有何

不可？可辦了企業後，又該歸誰所有呢？

我認為，這種規定是毫無道理的。對國有資產管理體制

的改革，難道中央政府祇是把屬於自己的大企業資產「抓」

到手，其餘的一「放」了之，也不說個辦法，就不管了，這

叫地方政府怎麼辦呢？這種辦法，也能算是個政策？難道中

央政府不是對全國人民負責的，而是祇關心屬於自己名下的

那點財產？

我們在前面談到，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中央、省、

縣三級政府實行「分產」，是第一步，是隨後所有改革的前

提，這「第一步」邁不開步，其他後續的改革措施也就展不

開。這個「不允許國有資產歸市以下的農村地區所有」的決

定，對我國建立合理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不僅沒有解決問

題，而且把改革的路堵死了。今後我國的國有企業，仍然沒

有一個明確的章法。

第二點，是國有企業現在的所謂「老三會」和「新三

會」的關係。

當然，這個問題牽連到黨的領導問題，所以學者們說了

不算數，得由共產黨的中央來作出決定。上次黨的 15 屆四

中全會，專門對國有企業改革作了決議，本來是解決這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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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機會，可惜因為受其它一些事情的干擾，可能是「法輪

功事件」吧，沒有解決好。

我也是共產黨員，不反對黨的領導。不過我認為，黨

的領導可以換一種方式。在《商品社會的世界性法律》一書

中，我提出的意見和辦法，其原則是：國有企業的基本制

度，應當根據「民法」和「公司法」的法律規定，同所有其

它性質的企業一樣，統一實行「新三會」也就是「董事會、

監事會、經理會」的企業制度。

「老三會」中，抓生產的班子即「生產委員會」，和

「新三會」的「經理會」，都是指經營班子，是一回事，這 

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改變。

那麼「老三會」的「工會」、「黨委會」，怎麼辦呢？

工會，首先是工會行使職能的範圍，應當將國有企業和

私人企業、外資企業都包括在內，而且工會的職能應當統一

起來。我國的工會工作，應當對全體工人階級負責，而不能

祇對國有企業的職工負責。就實際情況而言，私人企業和外

資企業，那裡的工人，實際上更需要關心，工會不能對他們

棄之不顧。

其次，應該明確的是：國有企業的職工利益，並不意味

著企業職工就可以對國有企業的財產享有所有權，這就像私

有企業和外資企業的職工並不享有受僱企業財產的所有權，

是一樣的道理。因為國有企業的財產，所有權屬於國家即全

體人民，而不屬於企業職工。因此，工會包括職工代表大

會，並不享有行使國有企業財產所有權的職能，因而也不享

有國有企業的經營決策權。當然，為了照顧我們國家國有企

業工會的歷史地位和現實狀況，可以由工會代表列席參加公

司董事會，反映工人權利以及一些更為積極的建議事項等。

這種作法，和戰後西德的企業董事會制度比較類似。

關鍵問題當然是企業黨委。在前幾年關於國有企業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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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討論中，說的「中心」、「核心」之爭，就是這個事

情。

我認為，玩弄「中心」、「核心」的文字和概念遊戲，

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反而徒然增加混亂。「兩心」鬧摩

擦，決策二元，既影響企業經營，還敗壞了黨組織的名聲，

對加強黨的領導並沒有什麼好處。

對國有企業的黨組織應當有切實可行的制度安排，在

《商品社會的世界性法律》一書中，我提出的設想是：

◆ 國有企業的黨委和企業的監事會合併；

◆ 國有企業的黨委書記兼任企業監事會主席；

◆ 國有企業黨委即監事會，行使監督國有企業財產安

全的職能；

◆ 國有企業黨委書記即監事會主席，由企業所屬政府

同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派遣和領導。以縣屬企業為例，就

是企業的黨委書記即監事會主席，由縣紀律檢查委員會派遣

和領導。

這種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在於：

國有企業的財產安全責任重大，企業黨委的領導並不

是空的。國有企業是國家財產即人民的財產，共產黨作為執

政黨，監督國有企業的財產安全，名正言順，合理合法。我

想，這也是黨中央提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題中

應有之義，並且是在國有企業產權制度上落實的體現。

企業經營活動頭緒繁多、變化萬千，侵犯國有企業財

產權利的事，隨時可能發生。現在實行的定期巡視、財政監

察員等辦法，一年去兩趟、或者出了問題才奉領導人批示去

查辦案件，自然容易產生經濟學家們說的「信息不對稱」問

題。如果黨委在企業的地位有《公司法》的明確法律授權為

依據，就可以派員常駐、隨時檢查，使國有企業的財產安全

得到可靠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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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們黨是執政黨，政府的領導也是黨的領導。現

在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和政府的監察機關合署辦公，因而在

對國有企業財產安全的監督方面，黨的監督同國家的行政監

督，實際上也就一致起來了。

這種制度安排，使黨的領導在「權責分明」上有了切實

保障，同時也將國有企業的制度納入「民法」和「公司法」

的統一規則之中了。我國經濟改革確定市場經濟的體制目標

之後，理論界討論的「熱點」之一，是所謂「公有制和市場

經濟兼容」。其實，現在的問題已經變成：不僅一個國家內

部各種性質和類型的企業，其產權制度的安排，要適應各種

生產要素在市場經濟的流動、交易和重組中達到兼容，而且

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尤其我國加入 WTO 之後，已經使這種

活動在全世界進行。實現這一點的關鍵，在於各種性質和類

型的企業產權制度應當基本一致和實現兼容。

有些西方發達國家的大型國有企業，財產安全由議會

派員監督，由於議會是多黨制，各黨派向國有企業監事會所

派員額，還要按各黨派在議會席位比例搞平衡。所以，我們

實行黨委書記兼任監事會主席，實際上還符合世界通行的原

則，可以和國際上的企業制度接軌。

我認為，這種制度安排是切實可行的，採取這種制度安

排，「老三會」和「新三會」的問題，在原則上就可以基本

解決了。

在黨的 14 屆四中全會的《決議》中，還有這樣一條規

定：在國有企業，由黨委書記兼任董事會主席。我明確地

說，我不贊成這種意見。董事會的性質，是所有者或者所

有者的代表。由黨委書記出任董事長，是否意味著「黨所有

權」呢？

前幾年國內曾有人提出過「黨所有權」的觀點，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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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國有制」變成「黨有制」，那時我就不贊成。國有企業

財產的所有權，屬於國家，也就是屬於全體人民，而不屬於

黨。

《黨章》上寫得很清楚，我們黨的宗旨，是「全心全

意為人民服務」。現在黨中央提出「立黨為公」、「執政為

民」，問題更明確了：共產黨執政，是代表人民利益，是為

人民服務。如果我們黨乘執政之機將國家財產据為己有，那

不是「立黨為私」了嗎？還怎麼說是「執政為民」呢？

共產黨員也是國家公民，應當遵守國家法律。按照民法

的原理，所有權屬於黨的財產，祇應當包括黨費和黨費形成

的財產。不過我個人認為，繳納黨費不同於買股票，其初衷

也並不是為了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