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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

宗　寒

　　内容提要　如何发展国有企业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发展

的重大问题.发展壮大国有经济,需要対国有企业进行正确的认识.国有经济

在国民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解决了资本主义条件下

存在的全社会范围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代表着社会化

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对

国民经济起宏观调控作用是国有经济控制力和指导作用的重要表现.国有经

济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的根本保

证.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的

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进一步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才能带动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进一步发扬光大.

　　关键词　国有企业　国有经济　生产资料　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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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怎样看待国有企业? 要不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国有企业? 怎样发展壮大国

有企业? 这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重大现实问题.可是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些不同认识是

正常的、有益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总要经过一个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

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认识无限深化的过程.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硏
究,比较,相互补充,有时要经过激烈的辩论和不断修正,才能逐步弄清事物的

本来面貌.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对过去高度集中下国有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
如何克服这种弊端,怎样建立国有经济管理新体制,如何认识和处理国有企业

与非公有制企业之间的关系等,就曾有不同的意见,通过相互切磋和实践,认
识逐步统一,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但有些观点则是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国有企业在我国存在发展的必然性、
客观地位和重大作用,属于原则性、根本性的分歧,就不能不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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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国有企业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 １１５　　

　　例如,有的提岀,“不要把国有制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国有制根本不是

公有制,更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公有制只是一种理念,把它硬拽到中国社

会主义中来,实在是历史误会”.有的称,“国有企业效率低,亏损严重,占有大

量社会资源,却没有看到贡献”,“国有企业垄断,同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不相容,
是完善市场经济的最大障碍”.提岀“国有企业退岀一切竞争领域,退得越彻

底越好,退光了,改革就完成了”.有的主张把国有资产分掉,“让公民个人直

接分享国有资产产权是最佳政策选择”.有的则直接反对以公有制为主体,说
什么“公有私有都是国家所有”,“私有经济性质变了,已不存在剥削,是财富

的生产者和管理者”.应改为“以民营经济为主体”.有的提岀“淡化所有

制”,说“你办厂,我收税,什么人所有无所谓”,等等.这些观点的出发点和论

证方法都是错误的,完全违背我国实际和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近几年

他们又指向国有大企业.反“垄断”,目标是反对国有大企业;“从一切竞争领

域退岀”,“收缩战线”,“重新布局”,也是指向国有大企业.有人将我国国有企

业的发展范围和目标定为“公共服务”领域,也即像西方国家国有企业那样作

为私有制经济的附庸,为私有制经济服务的性质和地位.

二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任何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它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

水平,就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反之必起阻碍作用.旧中国之所以衰败落

后,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资料掌握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封建地主手中,生
产关系完全违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推翻旧制度,把生产资料掌握在劳

动者手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把被长期严重束缚的生产力从旧制度下解放出

来,这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前提.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

展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相互眹系,相互分工,共同为社会主

义事业作贡献,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哪一个

方面都不可有丝毫忽视.但其性质有区别,谁居主体地位有区别.公有制的

主体地位是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标志.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产

生,表明主要生产资料被剥削者占有、与劳动者分离的状态已经结束,创造和

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重新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可以掌

握自己命运而不再任人摆布和宰割的主人.公有制为主体的性质,决定我国

社会人们之间占主体地位关系的性质.这既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标志,也
是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的主要源泉.失去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性

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失去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制度也就不存在了.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１１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的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

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共同点,即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剥削,共同致

富,因而构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生产资料为部分劳动

者共同所有,代表集体所有制劳动者局部范围的集体利益;后者生产资料为全

体人民共同所有,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并由此岀发办事.国

有企业作为双层经营联合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也讲究利润,但不像私有企业

那样把追求利润作为唯一目标,而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国有企业的性质和

职能决定了,它存在和发展的目的和根本任务是为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

利益服务的.在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企业利益必须服从国家

利益.这一点对推动我国生产力进步和社会全面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对整

个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这是

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要求和国有经济应有地位和作用的重要表现.国有经济

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才表明社会主义生

产关系在我国的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国有企业才能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代

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行使自己的职能和作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

起主导作用.这种作用是公有制的主体作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也
是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核心作用.它至关重要,不可忽视,也不可模棱两

可,可要可不要;它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国有经济解决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的全社会范围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

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代表着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打破了恩格

斯所说的迄今为止人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来发展“创
造的历史”(«致符博尔吉乌斯»),第一次有条件能够根据劳动者的共同利益和社

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来创造自己的生活了.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不可能企及

的,继续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这一优势,我们将以更快的步伐超越资本主义.

　　公有制决定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我国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

义相结合的,在宏观调控下由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经济.市场经济与社

会主义制度相结合,首先是与公有制相结合.公有制在市场经济中起主体、支
柱、控制作用,公有制企业之间的生产、交换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

性质的,市场才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才能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使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促进社会生产力健康发展,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服务的应有作用.我国不少非公有制企业是由公有制经济转化而来的,
原有的发展为它奠定了基础;新发展的和已发展的非公有制企业的进一步发

展,也离不开公有制企业为它在资金上、技术上、原材料上、设备上、人才上和

市场上提供支持.公有制越强大,国有经济的主导和支柱作用发挥得越好,对
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和引导作用越大,非公有制经济才能发展得越健康,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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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国有企业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 １１７　　

好.同时,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可以使公有制经济集中力量发展关系国

计民生的关键行业、关键产业、关键产品,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促进公

有制经济更好地发展.

　　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他们生产的产品是商品,
生产经营一刻也离不开市场.公有制企业主要是通过市场,在生产和交换中

发挥主体支柱作用.国有企业的控制、支配、主导作用,既表现在投资、发展战

略、发展方向、生产方式和生产内容上,也表现在市场交换中,最终要通过市场

支柱和导向完成.所谓“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说法,完全无视事实,是
站不住脚的.

　　对国民经济起宏观调控作用是国有经济控制力和指导作用的重要表现.
社会总供求平衡是社会生产力健康发展的条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局部不平

衡可以由市场进行调节,全局平衡它则无能为力.全局平衡唯有国家来行使,
而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是国有经济.国家通过制定方针政策和计划规

划,制定全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通过货币信贷关系和财政政策,调节经济

运行;国有企业通过投资建设,调节经济结构,等等,这些都是市场无法完成

的,唯有掌握经济命脉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这样的条件.

　　国有经济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国防安

全的根本保证.只有建立强大的国有经济,才能有强大的国防和国家安全;只
有国有经济控制经济命脉,才能有国家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维护民族利

益.这是公有制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表现,也是我们

在今后长时期发展中必须注意的问题.从这次应对西方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出

这一点.２００８年以来西方发生经济危机,漫延世界,影响我国,我国之所以能

够从容应对,将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就是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居主体地

位,有强大的国有经济作支撑,迅速决断,采取重大措施,扩大投资,扩大内需.
我国金融体系比较健全,具有宏观调控能力.我国４大国有银行拥有的资产

量和营业额都高于美国银行集团、英国汇丰、法国巴黎银行或瑞士瑞银集团,
且资产质量比它们高.当西方各大银行一个又一个破产崩溃,被弄得手忙脚

乱的时候,我国４大国有银行岿然不动,能拿出巨额资金,支持扩大投资,应对

抵御风险.我国财政收入不断增加,与这些年来国有经济利润上升,上缴财政

大幅度增长有直接关系.巩固发展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公有制掌握和控制带

全局性关键性的东西,才能掌握全局,指挥全局,发展全局,否则发挥宏观调控

的作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上述情况表明,我们不能从一般意义上看国有企业,也不应就国有企业论

国有企业,而应该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上看国有企业,从是否尊重社会

发展规律上看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企业不仅仅关系到我国生产力的发展

和量变为质,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关系到我国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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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义制度的巩固发展.

　　我国６０多年来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我们长期面临的任务.我们要警

惕“左”、“右”两种倾向.无视我国现实,否定非公有制发展的倾向仍然存在,
否定公有制为主体,否定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更值得警惕.如果像有人所主

张的那样将国有经济降低与西方社会等同的程度,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弊病就

会岀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就会变成有名无实.苏联东欧巨变的教训

我们要汲取.

　　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这就是怎样看待公有制的比重.衡量一种经济成

分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既要看质,又要看量,应把质与量统一起来看

待.量与质比较,质居第一位,但量也不能忽视.因为质与量是难以分开的,
而且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没有一定的质,就没有一定的量;而没有一定的量,
也谈不到质.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质变,而质变,又会带来量变.所

以,把握其中的度,十分重要.对于国有经济的量,不能只看绝对量,还要看相

对量,即看它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绝对量表现达到的水平和规模,相对量

方能显示它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只是绝对量增长,而比重却下降了,
这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增长得更快,国有经济的实际地位降低了.公有制为

主体、国有经济掌握控制经济命脉,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有实实在在的

内容.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必须控制经济命脉,公有制的数量和质量在国

民经济中必须占主导地位.如果国有经济的比重严重下降,那只能意味着国

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在削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在削弱.邓小平同志

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

原则.”“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

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状态,并且回答那些

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

　　要看到,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都必须从这一实际岀发

办事,否则就会犯超越阶段的错误.但是不仅初级阶段会向中级、高级阶段发

展,而且初级阶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这种情况要求我们不断根据新的情况,
深化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现实情况告诉我们,支
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进
一步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更是我国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切不可重视一个方

面,而忽略另一个方面.

三

　　让我们再从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角度看一看国有企业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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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国有企业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 １１９　　

作用.

　　通过６０多年的辛勤建设,我国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位,这是一个了

不起的成就.新阶段岀现的新问题主要是人均少,质量低,结构不合理,不协

调,不平衡,不可持续.消耗的人力和资源没有取得应有的产品.核心技术由

西方国家掌握,岀口产品６０％由跨国公司主导.对外经济处于“打工仔”的地

位.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坚持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抓发展方式转变,
抓管理,抓技术进步.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在于技术进步.当今社会进入科

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技术进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我

国生产方式中的矛盾,有些是指导思想带来的,有些是管理落后带来的,更多

是技术落后带来的.科学技术水平没有新的飞跃,许多矛盾难以解决.生产

力由量变上升为质变,科学技术必须有质变.科学技术上升到世界最高峰,生
产力才能达到世界最高峰.

　　解决好这个问题要靠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包括重视个人和非公有

制中大量中小企业的创新,但国有企业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国有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的技术力

量强,人才集中,几乎都建立了比较强的科研机构,是我国技术进步和科技创

新的核心和基地.目前,我国有研究与实验活动的大中型企业８９５４个,有科

研机构１１８４７个,几乎都是国有企业.大量人才集中在国有企业中.全国国

有企事业拥有专业技术人员２２５４．５万人,工程技术人员５０１．７万人.全国科

研人员全时当量８５．７万人/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４９．７％;研究与试验经

费２１１２．４亿元,国有及国有股控企业占４７．５％;发明专利申请３６０７４件,拥有

发明专利数４３６５２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４０％,而其中真正创造发明专

利占９０％.“十一五”期间,我国围绕核高基、集成电路装备、宽带移动电话、
数控机床等１６个涉及信息、能源资源环境等领域进行的三千余个项目和课

题,都是由国有企业或以国有企业、国有研究机构为中心牵头完成的.像新研

制的飞腾１０００国产中央处理器芯片(CPU),沃phone等智能终端操作系统,
移动通信从芯片、终端、系统、仪表、软件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建设,载人航天

和探月工程等重大科研成果,都属于当代重要关键技术,投资大,研究具有很

大难度,没有实力是不能完成的.其涉及行业多,应用面广,对带动我国经济

整体实力提升和科技进步有重大意义.

　　国有经济的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它不仅可以把全国国有企

业的优势力量集中在一起,而且能够将产、学、研结合在一起,集中优势力量对

重大课题进行攻关.实践证明,这个方法富有成效,能够完成单位兵作战难以

完成的重大复杂项目,高效率地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带动现代化事业发展,推
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像“十一五”期间科技部组织的电动汽车重大科研专

项,全国一千多家单位、一千多科技骨干参加,投入１００８亿元,迅速取得混合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１２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动力车多个车型通过认证,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行等成果.“核高基”专项全

国有２３个省市的３００多家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３．７万多各科研人员参与,
预算总经费１９６亿元,取得高端通用芯片和基础软件关键技术的突破并实现

产业化,增强了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成就突出.这

些年来,我国几乎所有重大技术创新都是用这种方法实现的.集中力量打歼

灭战,表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有在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体

前提下才能完成.

　　国有企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三项特别重要,是非公有制经济难以

做到的.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公路、重要桥梁,公用水和电力生产

供应,重点森林防护、大江大河的治理,以及基础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事业,主
要由国有经济承担.这些设施投资大,收效时间长,社会效益远大于企业效

益,非公有制企业往往不愿干,而必须由国有企业承担.其效益具有基础性和

长期性.二是基础工业.包括石油、天然气开采、重要矿山开采、钢铁工业、重
要化学原料工业、重要劳动手段制造业、重要电器元器件研制业等,是为下游

产业提供基础性原材料、劳动手段和服务的.其产品质量、水平和规模决定整

个国民经济的水平和建设进程.这些企业不仅要不断以优异的产品和服务贡

献社会,武装国民经济各部门,而且常常必须以较低的价格提供给市场,使所

有下游部门受惠,社会效益要比企业效益大得多.三是发展新兴产业.我国

的许多新兴产业,如电子信息业、精密数码机床制造业、重型机械制造业、汽车

工业等,都是由国有企业发展起来的.１９７８年后新出现了一些新兴行业,如
移动通信业、新能源新材料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卫星及应用业,轨道交通制造

业等,也都是以国有企业为支柱发展起来的.没有国企业领军投资建设,超前

一步布点研究发展,恐怕许多行业至今还是空白,已建立的也不能扩大.今

后,我们要进一步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工程,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

料,新一代互联网、三网融合、物联网、云计算、新型显示、高端软件,新型功能

材料、纳米材料以及第四代核电装备等,不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而由市

场自发地进行,难以迈开大步子,不可能抢占世界最高峰.

　　培育发展新兴战略产业,不是可以忽视传统产业.目前传统产业占我国

产业的大头.许多传统产业并非“夕阳产业”,仍需继续发展.关键是传统产

业的技术、产品和管理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更新.我国不少传统产业

消耗高,产品落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从产业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跃

进,通过传统产业高科技化实现产业升级换代,来改变传统产业落后面貌的根

本.改造传统产业,以国有企业为主导才能见效.过去国有企业为传统产业

提供了大量先进装备、材料、能源及技术,武装它.现在,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

的主导作用,为之提供更多先进设备、原材料和技术,才能使之以新的面貌呈

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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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国有企业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 １２１　　

　　国有企业与时俱进,不断革新创新,不论在发展战略,硏发思路,经营管理

方面,还是在走岀去引进来方面,都走在前面.国有经济是节能降耗、保护自

然环境、防治污染,实现环境友好型的典范.国有企业由于设备先进,管理严

格,产品质量高,品种多,消耗低,成本低.国有企业单位产品原材料和能耗一

般比其他企业低２０％左右,有的低１/３以上.国有企业十分重视保护自然生

态环境,防治污染.它尽力采用最先进设备.凡破坏环境、造成污染的项目,
决不上马.发展中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一旦发现造成污染破坏,必
极力治理,将其降到最大限度.这些年来我国防治污染的成果,是由国有企业

为主取得的,它们以先进技术设备,取代落后技术设备,为社会提供优质设备,
优质能源、优质原材料,带动引导社会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建设环境友

好、资源节约型社会,起了导向性、支柱性的决定性作用.国有企业在对外投

资合作,引进先进技术等方面,做得比较好,积累了经验.

　　国有企业管理先进,实力雄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总体规模和实力

目前还没有任何非公有制企业可比.我国目前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团有

１４４６家,国有企业占全国企业集团的５０．８％,资产占８５．８％,营业收入占

７９６％,利润占８４．４％,从业人员占７９．５％,研发费用占８０．７％.中央企业

５００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７４％,资产占９６．９％,利润占８４％,营业收

入占８６％.中国５００强２００９年平均每户资产达到１８４３亿元,营业收入５４８
元,利润３０亿元,职工５．４万人,人均产岀１００万元.由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

业户均资产超过１０００亿元;像中石化、中石油、国家电网公司拥有的资产和营

业额几乎都超过２０００亿美元,其中每一家企业的年产值都超过１９６５年全国

工业总产值.宝钢、鞍钢等１０大国有钢铁公司产量超过２亿吨,是全国钢材

供应的可靠基地.５大国有发电公司和４个电力辅业集团为全国提供的电力

超过５０％.中国工商银行等４大国有银行为几十万家企业和重大基建工程

提供贷款.它们除为国家重大基建项目和新技术开发项目提供资金外,还为

农业现代化建设融资,支持建设商品粮基地.这些国有大企业以自己的巨大

实力、优质的产品、技术和服务,对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的管理、生产关系和精神文明建设

是社会的表率,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成长发

展的强大动力与源泉.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经济基础与社会精神文明是联

系在一起的.小私有制只能产生小私有、小生产观念及小生产者的上层建筑;
资本主义所有制产生唯利是图的观念和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只有社会主义现

代化大生产,才能产生大公无私、分工合作、高度组织纪律性以及共产主义理

想情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人民民主专政上层建筑.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是在兴旺发达的和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国有经济和

集体经济为其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生产关系的基础和物质条件.并且继承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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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１卷

扬党和国有企业的优良传统,保持和发扬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三老四严、诚信

文明的传统作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职工,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内部管理;近年来又深化改革,完善体制,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越办越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上层建筑激励人们

的斗志,提高人们的思想,丰富人们的知识、智力和技能,保障社会主义生产关

系的巩固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根本上排斥剥削和不劳

而获,也就从根本上排斥资产阶级腐朽意识形态.以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

上层建筑才能占主体;反之,资产阶级腐朽观念和各种腐败落后行为必定蔓延

增长,而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及社会风气,对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全面健康发展起

破坏作用.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基础和

整个社会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物质生产上去了,如果精神文明跟不上,不
仅会影响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且可能导致人们失去前进的动力和主心骨,引起

思想涣散,甚至社会动荡混乱.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进一步发展壮大国有企

业,才能带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一步发扬光大.这不是一件小事,关系到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四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

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根本保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

　　第一,提高认识,看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重要性和

根本意义.需要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思想.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

什么.有人认为,我国宪法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

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沿袭了“斯大林理论中对社会主义模式

的定义”,“是所有制的歧视”.说私有经济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财富的经济

形态,真正实现了国际歌中唱的‘自己解放自己’.他们的财产是私有的,但这

个私有已经包含了社会所有的意义在里面.它做得越大,越是社会的.”①我

国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的规定,并不是什么“所
有制歧视”,而是客观真理,是广大人民经过多少年奋斗得来的最重要成果.
不否定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和劳动者当家作主的主人翁

地位.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并不否定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反,正由于建

① 中国改革[J]．２０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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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辑 国有企业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 １２３　　

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为后者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把私有经济发展看作

“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否定建立公有制是广大群众最重要的“自己解放自

己”,是本末倒置.类似的荒谬观点不驳倒,国有企业就难有发展.

　　第二,增加投资,提高质量,扩大规模,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的综合实力、
开拓创新能力和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能力.

　　要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由国家投资,新建一批国有大企业.采取措

施,支持现有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兼并收购,提高它们的实力.鼓励

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开辟更大发展空间.鼓励中小国有企业进一步发展为

大型骨干企业.时代在发展,技术在进步,国有经济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能力

必须进一步提高,而不能被削弱.哪个关键部门和重要领域有空白,国有经济

就必须填补占领;哪个关键部门和重要领导被削弱,国有经济就必须增强.一

句话,国有经济必须始终保持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

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对整个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

　　我国国有企业总体实力与西方跨国公司还不可比.现阶段,至少要形成

５００家可以与跨国公司鼎立竞争的国有大企业,才能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术相称.西方跨国公司不是我们的目标和效法的榜

样,我们要形成实力雄厚、规塻适当、技术先进、管理科学,具有高度发达的先

进生产关系和先进生产力的光芒四射的国际一流社会主义国有大企业、中型

企业,也要发展一批独具特色,能带动技术进步、地区经济发展和群众共同致

富的国有小企业.大由小而来,小有小的作用,完全排斥国有小企业并不利于

地区发展.

　　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最终要以实力说话.实力不仅仅表现为资本的多少,
更重要的表现为是否拥有、掌握最先进技术,和能否创造更多先进技术.所以

增强国有企业的研发能力、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不断用先进技术武装国有企

业,使之成为我国甚至世界的创新带头者和开拓先锋.这决定着它作用发挥

的程度,也是它发展壮大的标志.在这方面,我们要采取一些更切实有效的措

施,使之迅速出现成效.我们过去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卫星上了天,制造

出运载火箭和洲际导弹;在西方技术严密封锁的条件下,研制出高性能计算

机,发射了载人航天器.今天的条件比过去好得多,为什么不能在更多领域有

所创新,走在世界的前面呢?

　　国有经济要在进一步调整布局结构,进一步发挥主导支柱作用.我们的

国家大,一个省比世界上有些国家的面积还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就全国

而言的,各地、各行业会有差别;各地各行业发展国有企业要从实际出发,从全

局和各地的需要出发发展,但绝不是退得越多越好,办得越少越好.如果各

地、各部门和行业都把国有企业“收缩”到微不足道的程度,怎么会有主导支柱

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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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企业要发挥优势,进一步支持中西部发展,支持农业发展,在实现全

国平衡、农村建设、农业现代化上作岀贡献.

　　第三,加强管理,提高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体制为办好国有企业创造条

件,但不能代替企业管理.加强管理,提高管理水平,是办好国有企业的制度

保证.通过改革开放,我国国有企业管理水平有明显提高.但是,不少企业管

理仍然落后,有的领导班子不健全、观念落后、决策水平低;有的忘记依靠群

众,少数人说了算;相当部分企业技术落后,消耗高,污染严重.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加强企业民主管理、基础管理、决策管理,提高干部和职工队伍的素质和

能力,加强对企业的宏观管理和监督,是进一步发展壮大国有企业的当务之

急.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不能光追求形式,关键在于要有社会主义的内容.
管理制度不能光搬西方的,要有自己的创造,要继承和发展我们积累起来的一

切优秀的东西.管理创新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国有企业要起带头作用,作出

新的贡献.

　　此外,还应进一步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建立在生产资料共同所有或合作所有的基础上,消灭了剥

削,能适应不同层次的生产水平,规模可大可小,能集中劳动者的物质能力和

智慧,通过分工合作,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实践证明了它的优越性.在我国

农村,凡是保存和一直坚持集体经济的地方,各方面都表现得好,经济发展,各
业兴旺,社会安定,共同富裕,就业充分,人们生活幸福和谐.城市中也有一批

办得好的集体经济.但总的来说,地方原有集体企业,大都已解体或转化到私

人手中,所剩无几.现在到了大力鼓励、支持集体经济发展的时候了.应从资

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加大对集体经济的支持,鼓励它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发展

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更快地发展.

TheStateownedEnterprisesandProspectsfor
theDevelopmentofChina’sSocialism

ZongHan

　　Abstract　Howtodevelopstateownedenterprisesisvitaltoconsolidate
anddevelopChina’ssocialistsystem．InordertodevelopstateownedeconoＧ
my,weshouldwellunderstandstateownedenterprises．StateownedeconoＧ
myplaysaleadingroleinthewholeeconomy．Itsolvestheconflictsbetween
largescalesocializedproductionandprivateownershipofmeansofproducＧ
tionundercapitalismandrepresentsobjectivedemandsoflargescalesocial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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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zedproduction．Stateownedenterprisesandcollectiveenterprisesareboth
commodityproducersandoperators．Stateownedeconomyperformsits
powerofcontrolandguidanceinthewayofregulatingmacroeconomy．State
ownedeconomyisimportanttosafeguardnationalinterests,nationalpolitiＧ
calsecurity,economicsecurityandnationaldefencesecurity．ChinaisasoＧ
cialistcountry．Thedominationofpublicownershipanddevelopmentofnon
publicisthebasicsystemofoursociety．Onlyifadheringtothissystemcan
wefurtherdevelopandexpandstateownedenterprisesandfurtherdevelop
socialistspiritualcivilization．
　　Keywords　stateownedenterprises　stateownedeconomy　meansof
production　public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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