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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改要加入更多非国有因素 
利用新技术发展改变产权格局

————— 樊  纲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

院院长樊纲在“国有车企变革的 N+1 时代”论坛指出随着中国汽

车行业股比开放以及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这两大因素促使改革更加

紧迫。樊纲认为，国企改革现在尖端的问题、最难的问题是要把国

有车企混改的方向搞清楚。混改的方向是为了加入更多的势力，应

加强而不是削弱非国有因素所起的作用；第二应该加强国有车企改

革中要增加民营因素的承担风险能力。在具体的执行方面，值得好

好研究 AB 股的形式或者是优先股的形式；最后应利用新技术发展

的机遇来改变产业产权的格局和企业产业的格局。

以下为樊纲院长发言实录：

汽车和房地产是中国的两大支柱产业。在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

的大背景下，贸易战之中欧美在规则投资上的严守，而我们国家是

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贸组织，这样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

了市场经济，因此，我们加入 WTO 时面临一个 15 年过渡期的问题。

在 15 年过渡期间，我们成长起来了，我们也意识到确实是有需要

开放，尽管我们还有很多落后的地方。客观上说，国际组织也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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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关于中国的问题，前 WTO 的秘书长总干事拉米曾经说过，中国

的矛盾在哪儿？中国究竟是一个有一些富人的穷国，还是有很多穷

人的富国？他认为这个规则是不一样的，WTO 的完整规则是适合

富国的，穷国加入 WTO 需要一些特殊的照顾。过去世界上都承认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发达国家应该给发展中国家让出一些空间，

包括气候谈判等。现在特朗普执政，对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一概不承

认，那矛盾和冲突就出现了。在这个前提下，现在中国经济改革中

有两件事具有具体的改革紧迫性，具体的背景包含两大因素。

第一个背景是，无论汽车行业还是其他产业，我们已经承诺马

上要改革，要进一步开放，这些行业中的股权限制就要取消了。这

是当前汽车业界最大的话题。行业内大量的合资公司怎么办？合资

公司是混合所有制，以前是国资和外资占比各 50%，非常的平均，

但是合资公司的管理权首先是由外资来工作的，因此他是真正混改

的，但是我要讲的混改方向，是为了在国资之外引进新的机制，特

别是管理的机制。有的合资企业象是东风日产，外资只占 30% 的

股份，经营权是外资方的，CEO 则由国资方担任。未来这个模式

要变了，变成了外资控股，投资，比如特斯拉就已经在中国建厂。

第二个背景是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尽管现在还在萌芽之中，但

这是一个新车道。什么是所谓的新车道？所有过去的合资企业还在

老车道上，尽管大的外资汽车厂商在研发电动车，研究新技术，但

这个领域现在主要是私企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这是两个我们具体

要改革的背景。

关于国有车企变革，第一个是关于国企改革，这是最艰难的话

题也是最尖端的话题。1991 年、1992 年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怎

么谈国企改革的时候，我当时真是看不出国企改能改到什么样子。

我当时就发表了一个观点：首先要积极发展民营企业，通过民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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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为国企创造条件，改善市场竞争结构，改善就业机会，那

时再去谈国企改革。几年后我把这个观点理论化，建立了一个理论

模型来描述这个改革的动态过程，只要假定这个新的企业比旧的企

业；新的制度比旧的制度增长率高，就是效率高点、增长率高点。

只要假定这一条在无穷长的时间里面你都不用改国企，那民企自然

能够大到足够大的程度，国企不去改革，其所占的比重就会自动缩

小，接受改革的条件就更加成熟。

但多年来，理论分析之后会发现这种假设有逆转的可能，这个

趋势还会反过来。这么多年遗憾的就是我们在有些领域国进民退还

是有发展了，因此国企改革最尖端的问题是现在又有很多新的约束

条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混改”，到十九大这个词被沿用下

来，提出了混改的改革方案和政策。混改最重要的问题是改的方向，

是要在国企当中引入非国有的因素，不论这个因素是资本还是管理，

当你没有资本就没有管理。因此我说这个是一个方向，也就是说特

别是在竞争性的行业里面你真的要改国企的话你要增加非国企的因

素，这个才叫做混改，但是我们首先要把混改的方向搞清楚。

我们最近发现出现了很多叫逆混改的现象，比如一个国企出了

他原来有 100 亿的资产，一个非国有企业 30 亿资产，2 个一合并

搞了 130 亿资产的合股公司，混改了，这不是一个混合所有制公

司吗？然后 30 亿的民营企业变成了这个国资集团的下属，国企出

资 100 万股是大股，民企就并入国企了，国资做强做大了，民企就

被收编了，那这个时候这个民企一切活动的指令就从集团来了，这

130 亿元演变成了一个混合所有制的公司集团。但是这是不是符合

混改的方向？混改的方向是为了加入更多的势力，国有的资产还是

这么多，还扩出了一块，形成了董事会，那 30 亿的民企也进入了

董事会。但是他一并表，原民企的一切规则都要按照国企的规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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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所以先不说 N+1，混改这个词本身我们要搞清楚方向。我认为

像这种改革不符合十八大、十九大的方向，要增加而不是减少，加

强而不是削弱非国有因素所起的作用。

第二，我们要非常明确竞争性行业确实不太适合国有企业的运

作，那比较适合过去我国混合所有制合资企业、民企这样的，但是

我想强调的一点，因为竞争会带来风险，风险很大会有亏损，还不

用说怎么创新，管企业经营的问题，企业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在于

风险由谁承担。民营企业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让他自担风险，自生

自灭，国家不去管他，你去创新你去承担风险，风投给你投，投了

失败了就失败了，倒闭就倒闭。一搞了国企国家一改革，就业就不

能消失，民企消失那么多破产那么多也没出什么事，国企一出事赔

不起，然后老给补贴“僵尸企业”，那亏一直亏然后国家还给贴，

杠杆率搞的那么高。所以说先不说创新，先说这个风险由谁担的问

题，创新竞争性行业因为风险大所以你不要，你让民企自我承担风

险，自己去破产去，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我们不要老关注

他是不是创新，首先要关注怎么破产，企业在竞争过程当中就是有

一部分要破产的，优胜劣汰。

然后说到竞争，在创新这个意义上也是巨大的。最近中兴事件

出了以后有人说了我们可以搞高新科技，我们两弹一星能攻下来，

高新科技产业为什么不行？两弹一星跟我们的车企现在面临的问题

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弹一星不仅是一次性的技术模仿，关键是在军

工产业方面国家是不计成本的，搞出来就是好。而民企在发展中不

能不计成本，你得竞争，你提供的东西还得好，要不断的创新，而

且现在的创新不是一次性攻关，摩尔定律是 18 个月一代，天天都

在变，跟得上跟不上看的是企业有没有持续的动力，这个动力在哪

儿？这个动力就是知识产权的动力，能够支持企业换资本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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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中兴事件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以前可以不听这些事，可以不

管这些事，这一次非得想这个问题了。我们不是一次性攻关，我们

要持续有新技术产生，产生像摩尔定律这样的东西，我们需要有活

力。因此我国的改革要朝两个方向想，第一是怎么承担风险，第二

是怎么有活力，我把承担风险看做第一位的事情，然后再想活力的

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确实要增加民营因素的作用，需要考虑

各种因素怎么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说到 N+1，我提出一个想法。就是现在叫做 AB 股，我

持股但是不一定有决策权，那还有一种过去叫做优先股，优先股也

是这样，你分红的时候我先拿，但是我可以不要决策权，我觉得这

个问题我们现在挺值得思考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国有资本现在

很大，再大的民企，国企几个企业联合起来把你全收编了都有可能，

这符合十八大十九大方向吗？但是国资这么大他没有发挥作用，我

们说国资国企要在国计民生重大的领域里面，包括基础设施之类民

企无法涉足的地方，民企投资时间长，这种是战略性的投资。另外

就是国资可以支持一些新兴产业发展，但是支持发展不能演变成通

过控股把民营企业都变成了国有企业，这不符合国家的发展方向。

因此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形式，国企跟民企合资，或者是国有的投资

基金对民企进行投资，但是投资不控股，甚至国资可以持大股但并

不参与决策，国资担任优先股或者是 A 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混

合所有制企业，让民营资本去发挥主要承担风险的职能和经营的职

能，就是我们去帮助他发展。

所以我说我们值得好好研究 AB 股的形式或者是优先股的形

式，我们中国的企业到美国去上市到香港去上市，包括最近的小米，

都是因为他们那有一个 AB 股机制，否则企业的决策权就不知道哪

儿去了，特别是现在我们很多新产业都是技术人员创业和管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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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了刚才说的电动车等等这些，很多都是技术人员管理的情况下，

他们又很年轻，这个时候你怎么发挥他们的作用，是不是也是一个

我们 N+1 里面也是一种形式？我想说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形式来解

决我们刚才说的混改，国资太大，到处都可以以控股的形式帮助民

营企业发展。事实上有很多企业还是做到了第一点，我们私下说的

时候，万科当年接受华润持股的时候就是这个协议，华润是第一大

股东，但是不参与管理，现在据说也是这样的形式，否则一并表万

科就变成国有企业了，这个就失去意义了，这是不是一种形式，值

得思考。

最后是怎么利用新技术发展的机遇来改变我们一个产业格局和

企业产业的格局，这就是最近电动车的发展给我们的启示。在原有

的产业里去追赶很难，新的机会出现之后开辟新车道，就是我们所

说的弯道超车。我个人现在在北大教书，教发展经济学的时候说中

国怎么解决了“幼稚工业”的问题，我们汽车工业可不是“幼稚工业”，

早 30 年前 60 年前，丰田到中国，当年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丰田车，

第一个想引进的也是丰田，有山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中国人是

知道的，丰田在中国调研的结论是，以中国的能力和条件 50 年造

不出汽车来。然后我们靠引进靠吸收靠各种政策，包括合资的政策，

国有化率的政策等等一系列的政策发展到今天的汽车工业规模。现

在特朗普攻击的事情都是我们成长宝贵的经历，我们通过开放获取

知识获取技能这个都是我们可圈可点宝贵的经验，发展的经验。我

们走到今天了，通过过去这几十年培养了一批人，培养了一个产业。

借助这种新机遇产生一些新的企业，新的企业有风险投资的办法把

有些人给挖出来流动起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发展新的模式，创

造新车道创造新的赛道，从原来的体制当中分化，我们需要拥抱这

样新的形式。所有的产业都会裂变的，我们会有一个裂变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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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新的车企能把这件事做好的话，也许就是下一轮发展非常

重要的一个环节。

（本文根据樊纲院长在“国有车企变革的 N+1 时代”论坛的

发言实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樊纲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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