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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与江浙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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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南与江浙地区的经济差距，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与江浙地区相比，河南
省在观念、政策支持、政府职能、地域形象、地理位置、服务、教育资源、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等方面存在不足，但是在
发展后劲、区位和基础设施、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工业基础和市场潜力等方面的优势也较突出。通过比较研究，可
以更清晰地找到河南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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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浙江两省位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最快

投入的部分）数量分别为１６８４．１亿元、９１５４．１４亿

的区域——长三角区域内，和它们相比，河南省在经

元和７８７３．１２亿元，所占比例分别为３０．４％、７６．

济总量、人均水平和发展速度上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５３％和６９．０％。另外河南省的个体企业数量虽位

２００３年河南ＧＤＰ总量分别是江苏、浙江的５６．５６％

居全国第二位，但多数规模较小，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和７５。０２％，人均ＧＤＰ仅为两省的４５．０４％和３７．

数量甚至比２００１年下降了３１．０％。这表明河南省

５７％。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河南省经济建设取得了重

吸引外资的能力不仅比较差，而且近年来采取的治

大成就，２００４年实现生产总值８８１５．０９亿元，增长

理经济环境的措施，尚未得到社会广泛认可。

１３．７％，２００５年完成生产总值１０５３５．２０亿元，突破

通过比较分析，我们认为以下因素会对河南省

了１００００亿元大关，又比上年增长１４．１％元，创

能否尽快缩小与江浙地区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差距

１９９７年以来的最好水平，人均生产总值也突破了

产生持续性的影响。

１００００元。但河南省的人均数据和发达省份相比还
有很大差距。改革开放尤其是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
讲话以来，江浙地区的经济水平一直保持着两位数

１

经济理念、经济环境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战略影响的比较分析

以上的高速稳定增长。２００４年江苏ＧＤＰ比２００３年

１．１河南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增长１４．９％，浙江增长１４．３％。２００４年浙江城镇

１．１．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１４５４６元，而河南省仅
为７７０４，９元，是浙江的一半。

中原人传统保守的观念

很多河南人对非公制经济的地位认识不到位，
仍存在歧视心理，中老年人在孩子就业时不愿选择

大量统计数据表明，河南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发

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自主创业的激情更加欠缺。

展差距，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上的

很多人存在小富即安的心理，缺乏冒险精神和开拓

差距。２００５年中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在

精神。而提到江浙的民营经济，人们都会想到“温

二、三产业中豫、苏、浙三省非公有制企业（包括私

州模式”。在温州，一对夫妇用下岗得到的５０００元

营企业、其他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

人民币开始创办大虎打火机厂，在不到１０年的时问

业）法人单位数量分别为１５．９９万个、２７．２４万个和

里，击．败了口本、韩国和国内众多的竞争对手，成了

１３．１９万个，占各省单位总数的比例分别为５９．４％、

中国打火机第一企业，并带动温州形成占世界打火

７９．４７％和７５．０％。在单位的实收资本总额中，三

机市场９０％份额的打火机产业群和“块状经济”。

省非公有资本（实收资本总额中不属于国家和集体

但是在河南省却有不少职工买断工龄后，拿着几万
元钱一筹莫展。温州人既能当老板，也能睡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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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政府职能不到位

在中介服务方面一是经济、会计、法律等服务机构少

长三角地方政府大都已完成从“指挥经济”到

且规模小，功能较弱。二足中介服务不规范，为蝇头

“服务经济”的职能转变和从“父母官”到“公仆”的

小利与外来厂商扯皮，产生不必要的纠纷，损害了河

角色转换。浙江以民营经济为主，显现的是政府多

南对外开放的良好形象。金融方面对非公有制经济

引导少干预的“无为”；苏南以外资经济见长，政府

发展的支持功能不足。２００５年前三个季度河南省

注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性”；上海有强大的国有

非公有制企业短期贷款依然呈负增长，融资难的状

经济，造就出政府的“强势”。但无论“无为而治”、

况仍十分突出。由于国家大型骨干企业和上市公司

“理性执政”，还是“强势政府”，功能都是一个：创造

少，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金融机构规模小，河南

更好的投资和发展环境。地处苏南的吴江市甚至承

没有形成较大的区域性中心资本市场。资金市场发

诺，凡是企业围墙以外的事由政府办，让企业潜心搞

育迟缓，非公有制企业的融资渠道狭窄。

好生产经营。如果政府老为企业操心，经常替企业

１．２

办事，政府非常累，企业也被折腾得很苦。市场是一

１．２．１渴求发展的群体意识日渐形成，形象意识已

只看不见的手，我们的政府是一支闲不住的手，能把

被唤醒

河南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

这只手调节好，管住，比什么优惠政策都重要。河南

经济落后使河南人感受到了压力，产生了强烈

省民营企业家普遍反映，他们无法把主要精力集中

的脱贫致富的愿望，中原人历史积淀的自豪感使他

用于干事创业，５０％以上的精力用在协调解决有关

们不甘于落后，因此河南人会抓住“中部崛起”的历

部门给企业出的难题上。经常奔波于有关部门之

史机遇，发扬勤劳能吃苦的精神发展壮大自己。

间，身心疲惫，苦不堪言。部分领导缺乏现代经济理

２００５年１０００家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中部地

论知识，更缺乏先进经济管理经验，提不出新思路新

区的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比东部地区高，表示未来

措施。有些政府部门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人治重

投资额会“增长”的比表示会“减少”的分别多５４和

于法治，服务意识欠缺，官僚主义作风和官本位思想

４５个百分点。同时，政府已开始采取各项措施促进

比较严重。这些问题不解决好，谈何发展。

河南地域形象的提升，河南人民也意识到了必须要

１．１．３地域形象缺失

共同维护家乡的形象。

首先足由于经济落后没有形成地域品牌。一瓶

１．２．２区位优势和基础设施优势明显

不知名的法国香水可能很容易卖上高价，同样国内

河南位居中原，有着承东启西，通南达北，维系

经济发达地区的产品就比较有市场竞争力。河南省

八方的区位优势。铁路、公路方面的交通优势日益

经济发展滞后和地域品牌缺失之间就形成了恶性循

突出。陇海、京广、京九铁路形成了“三纵四横”的

环的关系。比如郑州的女裤市场销量很大，但人们

现代铁路网。连霍、京珠、阿深、二广等高速公路陆

提到服装强市却很难想到郑州。其次，近些年确实

续通车，省会与各省辖市之间都贯通了高速公路。

存在“妖魔化”河南的现象，有的洽谈会甚至打出了

２００４年全国第一套国产化单机容量最大的超临界

“提防河南骗子”的标语。这和我们自身存在的问

机组沁北一期和登封、永城等电厂投产发电，有力地

题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宣传做得不

增强了电力供应能力。信息通讯设施伴随着郑安、

好。由于当地的名声不好，许多外地人不愿意与当

郑鹤、郑平周微波工程等省级重点项目以及郑州至

地企业打交道，再好的产品也很少有人要，迫使一些

西安、京汉广电缆载波工程等国家建设项目的建成

企业不得不挂外地的牌子，或者干脆到外地另办企

使用，河南信息通讯网的规模容量、技术层次都发生

业。打着外地的旗号，销售本地的产品。这样创出

了质的飞跃。城市的道路、供水、供气、供热、排水、

的名牌不属于本地，连税收也大部分流Ｎ；＇Ｉ－地去了。

污水垃圾处理等市内设施也较过去得到了长足发

１．１．４信息、中介、金融等服务满足不了需要

展。２００４年与２０００年相比，城市供水综合生产能

在信息服务方面一是信息不公开不及时，二是

力增加９６０万立方粑日，公共交通车辆增加５０３７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过于注重吸引外资，致使民营企

标台，城市道路面积增加６８９１万立方米，建成区绿

业家有意在本地投资建设新项目，却不能及时获得

化覆盖面积增加９８１ｌ公顷。医院、卫生院、文化娱

相关的投资信息，因而失去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

乐等各种公共服务设施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城市设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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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总体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在问卷调查中，外壳

放前国家在河南巨额的投资，加上近几年的不断发

来投资商对绝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的评价都在７０

展为河南奠定了雄厚的工业基础，特别是能源、原材

分以上。

料生产加工、重型机械、建材和有色冶金工业及纺

２

经济资源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模式影响

的比较分析
２．１江浙与河南的经济资源比较

织、食品工业等在全国有相当实力。拥有全国性的
重要工业基地，如洛阳石化、重型机械工业基地、郑
州有色冶金工业基地、平顶山能源重化工基地和新
乡电子工业城、濮阳中原油田、河南油田等。拥有一

江浙地区具有十分明显的沿海、沿江优势，在国

些国内知名品牌，如许继、三全、思念、双汇、莲花、南

家政策资源方面的优势更毋庸质疑。江浙两省中经

街村等。“郑汴洛工业走廊”正在形成。拥有亚洲

济发展较好的市如南京、杭州、宁波、温州、昆山、苏

最大的客车生产企业“郑州宇通”、亚洲最大的粘胶

州等大都在江海沿岸。河南省虽居于黄河中下游，

长丝生产企业“白鹭化纤”、亚洲最大的帘子布生产

但黄河的经济效能显然不如长江强大。其次，江浙

厂“神马集团”等。通过引进外资，发展民营经济，

的教育资源也明显强于河南。那里不但拥有南京大

再加上“中部崛起”政策的支持，河南的工业潜力将

学、浙江大学等国内一流的综合性高等学府，也有众

得到充分发挥。

多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教育机构。而河南省是人

２．２．３巨大的潜在市场

口大省，却非人才大省，整体教育发展水平较低。另

相对于江浙等沿海地区和海外资本，河南是一

外，河南虽然是资源大省，但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

个拥有巨大潜力而待开发的市场，２００５年河南省城

低，人均水平低，资源过度开采和污染现象严重。据

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３４．２％（即居民家庭食品

了解，目前河南省ＧＤＰ能耗是国内先进水平的２．１

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农村居民家

倍，２００３年河南省综合能源消费总量居全国第７

庭恩格尔系数为４５．４％，分别比上年下降０．８个和

位，人均水资源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

３．２个百分点。河南省拥有巨大的市场购买力和城

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人均仅为全国的四分之一。
河南省在资源方面的优势

２．２
２．２．１

自然资源储量丰富，人力资源充足

乡居民储蓄余额，市场饱和程度远低于沿海，特别在
高新技术产品领域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河南高新
技术产业落后，传统产业仍占优势地位，而河南在向

河南作为全国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拥有种类

经济现代化进程中迫切需要大量高新技术产品和高

齐全、储量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等矿产资

技术含量的产品，这个未饱和的市场对资本具有相

源，水、土地及农副产品等基本供给可充分保障，这

当大的吸引力。特别是近年海外资本开始向内地转

是和东部地区相比的突出优势。河南是全国传统的

移，如果说外商在沿海投资主要是从风险角度考虑，

农业经济发达地区，农副产品供给充足，其中粮食、

那么进入内地的主要希望则是开拓和占领内地市

棉花、油料、烟叶、畜产品的生产量和商品量均居全

场。河南不仅拥有巨大的市场，而且由于其在内陆

国前列，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轻纺工业、酿酒、皮

地区的特殊位置，使“得中原者得天下”，河南市场

革、造纸、卷烟等工业比较发达，而且发展潜力很大。

实际上已超出了本省领域，扩至整个内地市场，因而

人力资源优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口众多，劳

吸引力很大。

动力供应充足；二是劳动力成本较低，２００４年河南
全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１２１１４元，居全国第２９位，
远低于浙江的２３５０６元和江苏的１８２０２元，并且在

３“中部崛起＂与“东部带动＂战略对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区位影响的比较分析

岗职工平均工资最低的省辖城市只有７２０３元。随

“中部崛起”战略势必使包括河南在内的中部

着围内外原材料日趋紧张和东部地区人力成本的不

地区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甚至可能赶超东部，但是

断上升，资源优势成为河南省招商引资最具吸引力

其效果的呈现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的亮点。

３．１“东部带动”造就东部“领先”地位。“西部大开

２．２．２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

发”形成西部超越势头

河南经济现在落后于江浙地区，但由于改革开

“东部带动”战略造就的东部沿海的领先地位

张俐：河南省与江浙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

将长期保持，河南省和江浙地区的差距仍有继续扩

于２００４年赴浙江各地调研，“３６条”借鉴了不少浙

大的趋势，同时“西部大开发”势头迅猛，配套政策

江经验。

到位，西部有超越中部的趋势。２００５年１０００家中国

３．５“东部带动”战略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城市化

民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东部地区经营者认为企业

道路可供“中部崛起”借鉴

经营状况“良好”的比认为“不佳”的多３７个百分

江浙地区在“东部带动”战略中形成了独具特

点，而中、西部地区分别为２２和２６个百分点左右，

色的城市化道路。世界各国城市化有两种模式，一

前者比后者多ｌｌ—１５个百分点；关于民营企业经营

种是英、美、日及东欧一些国家，农村人口大规模向

者有投资意向的地区，调查结果显示，“长三角”地

大城市集聚；一种是法国、南斯拉夫和前东德、西德

区为首选的地区，选择比重为３８．８％；其次为西部

等国家，农村人口分散地向中小城市集聚。浙江的

地区，选择比重为２９．１％，中部地区以１９．８％位于

做法不同于这两种模式，其突出特点是，通过发展非

第三位；近半数（４７．２％）的东部地区民营企业经营

公有制经济，就地创造了人口的转移和聚集，就地创

者选择“长三角”为首选的投资地区，中部地区民营

造了城镇和城市，创造了建立在农村的工业基地。

企业经营者主要选择中部地区（３２．８％）、西部地区

这一模式对河南省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河南省

（２７％）和“长三角”地区为计划投资的地区；近七成

人口多，农业人口比例大，人力资源整体素质偏低，

的西部地区民营企业经营者选择西部地区为计划投

单靠就地发展的战略难以实现加快城镇化的目标，

资的地区。

因此还要继续通过劳务输出等途径促进农村人口的

３．２“中部崛起”仍需配套政策和措施

转移。

国家关于“中部崛起”的配套政策和措施尚未
到位，地方政府和企业迫切需要中央的大力支持。
例如河南省政府曾多次呼吁中央在河南建设大型工
业项目，以形成类似于江苏等省份的大型工业企业

４企业经营管理状况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规模影响的比较分析
４．１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差异

集团的基础（江苏的大型工业企业数量位于全国第

从三省２００５年的统计数据对比中我们可以看

三位）。

出，河南省大专以上学历人才比例略高于江浙，高职

３．３“中部崛起”缺乏领头的中心城市

称和高技能人才比例却大大低于江浙。这一方面说

中部六省缺少象上海一样的中心城市，难以发

明河南省近年在学历教育方面取得了发展，同时也

挥区域整合效应。中部六省的省会经济实力相当，

表明河南省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重学历、轻能

都想当中部的领头羊，因此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所谓

力的现象，高技能人才的缺失将成为制约非公有制

“龙头”之争，其中关于河南的郑州和湖北的武汉的

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讨论最为激烈。中部各省都提出了各自的定位，如

４．２企业成长能力方面的差异

河南的定位是走在前列，使郑州成为贯通中国东西

（２００５年成长型中小企业发展报告》显示成长

南北的物流中心和交通中心，江西、安徽的定位则是

型中小企业主要集中于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上

对接长三角。这种竞争对区域经济发展有促进作

海、福建和河北七个省份，而这七个省份全部为沿海

用，但是如果长期形成不了中心城市，难以进行统一

地区，其成长型中小企业数量占到了全部成长型中

规划，将不利于区域内经济的整合和协调发展。

小企业的６１．８１％，在前５００家中仅浙江一省就占

３．４“中部崛起”需要具有领跑地位的政府行为

２ｌ％。中小企业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

东部沿海不但在经济上处于领跑地位，在政府
行为上也具于领跑地位，甚至成为了全国的模版，中

作用，河南省的中小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东部沿海
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部各省政府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例如早在

综上所述，河南省和江浙地区非公有制经济的

２００４年２月，杭州市委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１４

差距越拉越大的危险与缩小相对差距的可能是同时

号文就已经出台，这个共分３３条的文件与后来的

存在的，各级政府和企业家应树立信心，寻找不足，

“非公经济３６条”有着惊人的相似。非公经济的各

找准切人点，大刀阔斧地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

项扶持政策在浙江省已经屡见不鲜，中央起草组曾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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