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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来，历届三中全会往
往锁定发展和改革，是出台重要改

革和体现新领导施政纲领的会议。

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上任后的一系

列举措令国人为之振奋，“中国梦”

的期望，使 13亿中国人对十八届三
中全会有了更高的期待和关注。

有专家指出：目前市场热议的议

题偏重于经济和市场改革，但无论是

从十八大报告还是习近平、李克强近

期的讲话来看，本届三中全会都将更

注重整体性、系统性、配套性的改革，

而非单个领域的细节改革。

调查缘起：改革开放以来，企业

家群体分享了中国经济成长，同时

也改变了中国，是经济活力与创新

的主要力量。企业家们期盼十八届

三中全会再一次释放出改革红利，

开启更高起点的中国经济新的增长

周期。

就此，《中国企业报》针对中国

企业家做了一份调查，以了解企业

家对经济改革有何期望，他们最关

注哪些领域的改革。截止到 2013年
11月 1日，在对 300人的抽样调查
中，91%调查参与人认为中国经济出
路在于启动实质性改革。

热点问题解析

五成以上企业家期盼革故鼎

新。

调查显示，52.38%的企业家认
为中国经济出路在于告别旧增长模

式，启动实质性改革;40.95%的企业
家认为行政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六成以上企业家呼吁需新改革

红利。

调查显示，64.76%的企业家认
为中国的改革红利用完了，急需新

改革红利。

超六成企业家相信本届三中全

会有大举措。

调查显示，61.90%的企业家认
为历次三中全会都有大举措，相信

十八届三中全会会有实质性改革措

施。

六成企业家期待社会福利改

革。

调查显示，企业家最期待的改

革中，61.90%的企业家最期待社会
福利改革；49.52%的企业家期待土
地改革；48.57%的企业家期待国企
改革；46.67%的企业家期待金融改
革；42.86%的企业家期待财税改革。

六成企业家要求打破国企垄

断。

调查显示，64.76%企业家认为
国企改革的方向是打破行政垄断，

放开民间准入；30.48%企业家认为
应该取消国企行政属性；14.29%企
业家认为应该增强国有经济控制

力。

三成以上企业家认为国企应产

权多元化。

调查显示，未来国企改革的重

点，50.48%企业家认为是“与民分
利”；34.29% 企业家认为国企应产
权多元化；29.52%企业家认为是精
兵简政，减员增效。

五成以上企业家要求放开民间

金融。

调查显示，关于金融改革下一

步的重点，53.33%企业家认为应放

开民间金融，推动互联网金融发展；

36.19%企业家希望国有银行改革；
31.43%企业家希望加速利率市场
化。

四成企业家呼吁财税制度改

革。

调查显示，关于财税制度改革

的重点，44.76% 的企业家认为应
加快增值税改革，将减税落到实

处；43.81%的企业家认为应完善分
税制，调整中央和地方事权；

23.81%的企业家认为应完善预算
法，加强各级人大对政府征税权的

限制。

六成企业家认为资源型产品价

格需改革。

调查显示，关于资源型产品价

格改革，59.05%的企业家认为无论
是油价、天然气还是水价、电价，都

应由政府定价转变为市场定价；

20.95%的企业家认为“计划电”、“廉
价气”已严重限制我国资源性产业

的发展，需要提价。

五成以上企业家认为新型城镇

化出路在改革。

调查显示， 66.67%的企业家认
为新型城镇化推进的关键在于医

疗、教育、养老等社会福利改革；

52.38%的企业家认为必须进行户籍
改革；45.71%的企业家期望土地改
革；36.19%的企业家支持新农村建
设；15.24%的企业家支持计划生育
政策改革。

国企民企视角差异

民营、国企高度关注中国经济

出路。

57.50%民营企业家、60.00%国
企企业家关注中国经济出路。

民企比国企更需要改革红利。

民 营 改 革 红 利 需 求 度 为

80.00%，国企为 60.00%。
民企国企对各领域改革的需求

差异较大。

对社会福利改革需求度，民企

为 57.50%，国企为 26.67%；
政策改革需求度，民企为

37.50%，国企为 13.33%；
土地改革需求度，民企为

42.50%，国企为 20.00%；
金融改革需求度，民企为

52.50%，国企为 26.67%；
财税改革需求度，民企为

42.50%，国企为 20.00%。
对国企改革的方向认识不同。

民企对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支

持率达 17.50%；国企支持率仅为
6.67%。

民企对取消国企行政属性支持

率 为 40.00% ， 国 企 支 持 率 为
33.33%。

对未来国企改革的重点认识较

接近。

对产权多元化观点，民企认同

率 达 42.50% ， 国 企 认 同 率 达
33.33%；

对与民分利观点，民企认同率

达 50.00%，国企认同率达 46.67%；
对精兵简政、减员增效观点，民

营认同率为 40.00%，国企认同率达
33.33%。

对金融改革的重点认识差异

大。

对于放开民间金融推动互联网

金融发展，72.50%民企有要求，国企
要求为 0.00%；

对加速利率市场化，40.00%民
企有要求，国企则为 26.67%；
对国有银行改革，40.00%民营

有要求，国企高达 73.33%。
财税制度改革的重点。

完善分税制，调整中央和地方

事权，62.50% 民企赞同，国企认同
率则为 33.33%；

加快增值税改革，将减税落到

实处，42.50%民企赞同，国企赞同率
则达 60.00%；
完善预算法，加强各级人大对

政府征税权的限制，30.00%民企赞
同，国企低至 13.33%。
资源型产品价改意见相近。

“计划电”、“廉价气”已严重限制

我国资源性产业的发展，需要提价，

22.50%民企认同，40.00%国企认同；
无论是油价、天然气还是水价

电价，都应由政府定价转变为市场

定价，民企、国企意见相近。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及代表性企业盘点

时间：1993年 11月 11日—14日

主题：制定市场经济基本框架，提出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

成果：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提出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和扩大对外开放等政策方向。

代表企业：92派企业家和他们的企业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及《有限责任公司规范

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出台，改变了中国

的政策环境，使很多人看到了商业活动的前途。

大批原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和各方

面能人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郭

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企业

家。

1992年崛起的企业家如今被称作 92 派，他们是中

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

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

业家的代表。

本报调查：91%企业家期盼启动实质性改革
本报记者 韩琉梁隽妤崔敏

时间：1984年 10月 20日

主题：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成果：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了改革的

方向、性质、任务和方针政策，是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代表企业：万科集团

1984年 1月 24日，正在倒卖玉米的王石骑着自行车途经深圳国

贸大厦，突然看到很多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听说邓小平到大厦顶

层俯瞰特区全貌，他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

5月，“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这是万科的前身，王石

当上了经理。根据当时的特区政策，进口特区的国外产品不能销售到

特区外，但不限制特区外客户在特区内购买的商品运出特区。

展销中心的业务与倒卖玉米没有大的区别：先收内地需货企业货

款的 25%作为定金，然后向港商订货，按同样比例付款给港商，待货到

深圳后，买方付清余款提货。

这时候的王石和万科，正在悄悄地聚集自己的原始积累。

时间：1978年 12月 18日—22日

主题：拨乱反正，开启改革开放伟大历程

成果：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

针，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

放的决策。

代表企业：首钢集团

1979年 4月 13日—20日，原国家经委召集首都钢铁公司、天

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企业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北京召

开座谈会，讨论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决定在这八家企业进行扩

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改革试点。

5月 25日，国务院转发了会议纪要。首都钢铁公司等企业被国

家经委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实行利润留成。

此后，首钢作为国家第一批改革试点单位，从率先实行承包制，

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再到实施战略性搬迁调整，进行一系

列改革探索。

时间：2008年 10月 9日—12日

主题：推进农村改革，积极发展现代农业

成果：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

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发展农村

公共事业。

代表企业：合俊集团、吉利集团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冲

击，特别是外贸业。

2008年 10月，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商之一———合俊

集团旗下两工厂倒闭，6500名员工遭遇失业。这是受金

融危机影响，中国实体企业倒闭规模最大的案例，自此

拉开了企业倒闭潮的序幕。

最坏时刻暗藏着最好时机。代工企业纷纷倒闭之

时，民族品牌走出了一条海外并购的强势之路。

经过数年谈判，2010年 3月 28日，吉利收购沃尔沃

轿车公司最终股权收购协议在哥德堡签署，获得沃尔沃

轿车公司 100%的股权以及相关资产（包括知识产权）。

时间：2003年 10月 11日—14日

主题：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

成果：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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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国企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等。

代表企业：格林柯尔

2004年 8月，香港教授郎咸平就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

产流失问题炮轰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拉开了这次改革

争论的大幕。在“郎顾之争”曝光不久，厉以宁、张维迎、吴敬

琏等主流经济学家公开支持顾雏军，并大骂郎咸平“无耻”。

2004年 9月 7日，国资委负责人林义明承认当前政治

体制改革出了问题，需要逐步完善。

2005年上半年，“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反思改革”观点

开始流传，7月份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部一份“医改基本不

成功”的报告将反思医疗改革的浪潮推向高潮。为此，国家

发改委开了一个内部的推动改革会，下决心继续推动改革。

谁也没想到，7月顾雏军被证监会和公安部联合拘捕，

“郎顾之争”转瞬间尘埃落定。

时间：1998年 10月 12日—14日

主题：坚持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

成果：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

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代表企业：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国企的拖累让中国各家银

行满目疮痍的资产负债表暴露无遗。高达近 30％的不良

率让许多观察者发出了“中国的银行已集体破产”的忧

虑之声，再不改革，将危及经济全局。

1997年 11月 17日，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金融工

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作为对金融体系动“大手术”的

步骤之一，剥离银行业的巨额不良资产，并成立四大

AMC（华融、长城、东方、信达）的方案，正式确立。

199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终于应运而生。成立之

时，财政部作为唯一股东，向每家 AMC注入资本金 100

亿元。

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二届三中全会 十三届三中全会

十四届三中全会 十五届三中全会 十六届三中全会 十七届三中全会

时间：1988年 9月 26日—30日

主题：为深化经济改革进一步扫清道路

成果：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确定治理经

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为进一步深化

经济改革扫清了道路。

代表企业：上交所

1989年 12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召开了一次

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当时背景下的金融改革问题，其

中主要有两个议题：一个是要不要和如何引进外资银行，另一个是

要不要和如何建立证券交易所。

在那次会议上，朱镕基拍板确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并由李

祥瑞（交通银行行长）、贺镐圣（上海体改办主任）和龚浩成（人民银

行上海分行行长）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小组”。

1990年 11月 26日上交所创立，12月 19日开业，朱镕基致

开业辞，尉文渊敲锣开市。

华创证券、中国银行、中石油、中铁四局集团电气化公司、中铁四局

二公司、山花地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邯矿集团陶二矿、重庆

永川区永川煤矿、中国电信、中影集团、北京低压电器厂、资生堂（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恒源祥集团、春兰集团、优酷、河南安阳鑫祥置业

有限公司、江西中宏有限责任公司、辽宁海城宏德箱包有限公司、北

京体育产业集团、湖北鑫天蔬菜公司、江西中宏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牧马人软件有限公司、安邦保险集团、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

江苏卡龙动画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立威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山东华兴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电影公社影业有限公司、北京

新大陆食品有限公司

详细调查报告详见中国企业网：www.zqc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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