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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型民营企业营商环境面临的困境
及其改革路径探究

当下我国已推行诸多扶持政策，但科技型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依旧有待改善，本文结合科
技型民营企业的固有弱点及分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 陆杰华 刘烁瞳 龙家榕

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民营

一、现阶段科技型民营企业发展现状

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化改革以来，民营经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

企业家的回信中明确指出：民营经济的历

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

自改革开放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制度确立以来，尤其是中共十八大全面深

这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

体系的有机成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

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两个

税收、推进科技创新和发展等方面作出了

有制经济，另一方面毫不动摇地鼓励、支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吸纳就业、增加

毫不动摇”，不仅是我们党立足改革开放

突出的行业贡献。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制

丰富和发展。

型民营企业更应该发挥其突出的行业贡献

的伟大实践，也是对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
科技型民营企业作为现阶段乃至未来

我国民营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非

造业逐步转型升级，民营企业尤其是科技

作用，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在
科技创新进步、科技领军人才培养等方面

公有制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得

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有了长足发展。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现

的态势。《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报告2018》

营商环境上的诸多制度性障碍。本文主要

点，全国新设市场主体1925万户；其中新

益于国家政策、财政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阶段我国科技型民营企业的发展仍面临着
基于2018年全国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抽样调

查，重点对比科技型民营企业与非科技型

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现状，旨在发现科技型
民营企业营商环境面临的突出问题，并找
寻破解问题的有效对策。

现阶段我国民营企业正呈现蓬勃发展

显示，2017年我国新设市场主体达到新高

随着全面深化改
革、制造业逐步
转型升级，民营
企业尤其是科
技型民营企业更
应该发挥其突
出的行业贡献作
用，在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特
别是在科技创
新进步、科技领
军人才培养等方
面继续发挥重要
作用。

设企业607.4万户，同比增长9.9%，新设个

体工商户1289.8万户，新设农民专业合作
社27.8万户。

科技型民营企业作为我国民营企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以是否获得国家颁发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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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型民营企业
在政务环境、融
资环境、市场开
放和公平竞争环
境等营商环境中
仍然面临制度性
障碍，限制其稳
步发展。

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为主要标志。其作为

以市场为导向，在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过

差别。

的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在目前

况、政府服务情况和政府总体政务环境四

新和民营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也得到了相

于科技型民营企业的评分。这从一个侧面

小企业仅占中小企业的3.3%，但在发明专

政府都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

程中注重对先进知识的搜寻、探索和应用

国家促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大力推进科技创
应程度的发展。根据调查，中国科技型中
利、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方面分别占比

在政府政策落实情况、政府诚信情

个方面，非科技型民营企业的评分显著高

表明，在政务环境上，尽管从国家到地方

等推动我国科技型民营企业的发展，但是

65%、75%、80%，我国专利总量的65%和

目前科技型民营企业仍处于较为弱势的地

造。这表明，我国科技型民营企业不仅得

规定难以得到有效落实，科技型民营企业

新产品总量的80%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所创

位，部分支持科技型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

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其存在与发展更为

亦难以享受到较为公平公正的政府服务。

或缺的作用。

资环境也不容乐观。我国目前的融投资环

发展状况并不乐观。科技型民营企业在我

本等各种形式并存，虽然政府财政支持一

科技进步创新、重要发明创造发挥了不可
但是目前我国科技型民营企业的整体

国民营企业中的占比仍不高，民营经济中

与此同时，我国科技型民营企业的融

境中，政府财政支持、银行贷款、社会资
直发挥协调补充的作用，银行贷款却始终

仍然是传统型民营企业占据着主导地位；

占据主导地位，我国民营企业亦往往是依

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环境等营商环境中仍

营企业在初创期缺少实物资产，容易受到

科技型民营企业在政务环境、融资环境、

然面临制度性障碍，限制其稳步发展。

靠银行获取更多金融支持。由于科技型民

传统金融的歧视，难以从银行取得足够的

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大众创新、

资金支持，而政府财政支持等其他融资渠

业的营商环境进行研究，对比科技型民营

本支持难度大、成本高，亦难以成为科技

万众创业的背景下，对我国科技型民营企

企业和非科技型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发现

道或因为金融支持力度小，或因为获得资
型民营企业首要的融资渠道，使得科技型

科技型民营企业在营商环境方面所面临

民营企业面临更加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

议，以期能为我国科技型民营企业的发展

易于获得银行贷款，但无论是科技型民营

营企业的快速发展，是具有极为重要的经

款仍存在诸多制度性障碍。进一步研究发

的突出问题与障碍，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

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动我国科技型民

济与科技发展意义的。

二、科技型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评价

在银行贷款方面，虽然科技型民营企业更

企业还是非科技型民营企业，获得银行贷

现，法定税收占比与取得抵押贷款的难易
程度、取得贷款手续的便捷程度显著相

关，各类摊派占比也与取得抵押贷款的难

本文将主要通过比较科技型民营企

易程度显著相关，表明法定税收缴费比重

落实政策情况、政府诚信程度、政府服务

重要影响因素而发挥作用，但过于沉重的

业与非科技型民营企业对于政府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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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评价来比较两者在政务环境上的

和各类摊派费用比重在银行贷款方面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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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费负担又将阻碍我国民营企业尤其是科

度评分均值显著高于非科技型民营企业，

科技型民营企业在其初创之时，所经

营企业，其对于取得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

技型民营企业的发展。

营的领域往往为某些大型企业所把持，在

但无论是科技型民营企业还是非科技型民

的评分都不高，表明在我国的融资投资环境

相应的经营领域打开市场成为科技型民营

中，科技型民营企业仍是很难从银行贷款

民营企业往往因市场排挤而走向破产。科

发展。这其中既有企业自身的限制，也有社

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大挑战，部分科技型

这一主流渠道获得足够资金以支撑自身的

技型民营企业的定位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和

会资本的投资偏好等因素。由于自身性质和

科技和关键技术往往因为技术封锁或者高

型民营企业在寻求社会资本支持时难度会

技术密集型产业，企业自身所需要的核心

企业规模，相较于非科技型民营企业，科技

昂的专利费而成为科技型民营企业的生存

显著增加。科技型民营企业大多为知识密

科技型民营企业对于“民营企业受政府重

权为主，因此常会采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

发展的障碍。相较于科技型民营企业，非

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资产主要以知识产

视情况”“民营企业通过正规途径获取政

方式，不同于一般民营企业的实物抵押。加

惠政策落实到位程度”“企业之间公平竞

等因素，诸多投资方还是要捆绑企业的实物

策信息程度”“各类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优

之较小的资产规模，以及知识产权难以变现

争秩序的总体情况”的评价较高，这意味

资产才能进行投资，因此增加了科技型民营

竞争环境。而对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

来我国银行在投资上都具有投资风险偏好

度”的评分，科技型民营企业要高于非科

称，以银行为代表的外部投资者处于劣势，

着非科技型民营企业具有较为公平的市场
不公平竞争程度”“大企业的市场垄断程

企业融资的难度。在商业银行方面，一直以

低的特点，加之银行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

技民营企业。这表明，科技型民营企业的

导致其作出逆向选择，亦提升了科技型民营

的竞争压力更大。因此，科技型民营企业

台了众多对于科技型民营企业的扶持政策，

竞争环境。

重要位置。

三、科技型民营企业营商环境面临
的主要问题剖析

营企业在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环境中受到

发展受到的国有企业、大企业、地方主义

的发展还需要较为完善的市场开放与公平

尽管受到政府相关扶持政策的支持，

企业融资的难度。而国家财政方面，虽然出

但是仍代替不了商业银行在企业融资中的
相对于非科技型民营企业，科技型民

更多阻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由于历史因素

但科技型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与非科技型

以及对于诸多重要行业的垄断与掌控，国

总体环境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仍面临诸

业和民营企业地位不对等，在资产规模、

民营企业相比，在政务环境、政策落实、
多困境，这阻碍了科技型民营企业的进一

有企业仍然处于较为超然的地位，国有企

行业地位和资源获取等诸多方面，一般企

步发展。

业都难以与国有企业相匹敌。科技型民营

科技型民营企业对于取得银行贷款难易程

终消亡在市场大环境中。掌握着市场大份

尽管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政策支持，

企业在进入相应市场时往往难以生存，最

科技型民营企业
在其初创之时，
所经营的领域往
往为某些大型企
业 所 把 持，在 相
应的经营领域打
开市场成为科技
型民营企业生存
和发展的一大挑
战，部分科 技 型
民营企业往往因
市场排挤而走向
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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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占有率的大型企业也是阻碍科技型民

好的市场环境。

量的科技型民营企业来说，大企业虽然比

对于以知识产权为核心资产的科技型民营

营企业进入市场的重要因素。相对于小体

不上国有企业，但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化改

国家税收等方面都有着较大贡献，但也囿

科技型民营企业除了要面对与国企不对等

鼓励金。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多维度的扶

的竞争现状，还面对着大企业挤占生存空

技创新，
加大对于
侵犯知识产权行
为的处罚力度，
相
当于稳住了科 技
型民营企业的根
基，对于 科 技 型
民营企业的生存
发展意义重大。

间、打压、并购等风险，而这对于难以获

取社会投资的科技型民营企业来说往往是

于固有的扶持评估标准，很难拿到相关的
持评估标准，涵盖雇佣人员（促进就业规

模）、对社会的贡献（对技术的推动、对国

家的税收贡献）、诚信能力、企业持续时

难以抵御的。

间等多方面因素，使得政府相关的扶持政

营企业还感受到较高程度的地方保护主

企业需求与政府支持的良好对接，达到良

济市场中，地方保护主义较为普遍，地方

科技型民营企业成长档案，追踪其税收、

相较于非科技型民营企业，科技型民

义，对地方保护主义更为敏感。在我国经

策能够更好地针对科技型民营企业，形成
好扶持效果。而具体操作可以落实到建立

政府、人大具有制订地方性法规、规定的

信用、融资等情况，增加参考维度，进行

护，很多政府会对外来的企业执行更为严

加速新三板的改革，提升其融资功

权力，基于对当地企业以及本身利益的维

精确扶持。

格的政策，利益机制陷入失衡之中。

能。新三板的成立，就相当于为包括科技

的多重阻碍之下，科技型民营企业难以在

一个大型融资投资平台，使其能够有效寻

在国有企业、大企业和地方保护主义

市场中获得一席之地。

四、进一步优化科技型民营企业营
商环境的政策建议
结合科技型民营企业的固有弱点及上

型民营企业在内的众多民营企业建立了

求社会资本的支持。而去杠杆对于新三板

的打击十分严重，超过一半的投资资金流

失，而新三板推出的创新层、精选层也处

于搁置状态，使得新三板目前的主要功能
变为税收。企业拿不到回报反而要额外付

述分析，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进一

出，使得一众企业退出了新三板。因此，

进一步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知

导社会资本更好地流向科技型民营企业，

步改善科技型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

识产权是科技型民营企业的重要资产，

推动新三板的改革，恢复其融资功能，引
合理配置资源，改善其融资环境，更有利

也是其核心竞争力所在。加强对于知识

于盘活科技型民营企业。

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处罚力度，相当于

共享。在商业银行方面，不充分的信息交

技型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意义重大，在

行，因而需要打造更为高效的信息交互平

产权的保护，支持科技创新，加大对于
稳住了科技型民营企业的根基，对于科

一定程度上还有利于企业自主研发，增
加科技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形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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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来说，尽管在诚信能力、技术创新和

革，大企业在社会资源的获取能力以及实

力上也是远远超过大多数民营企业，因此

加强对于知识产
权的保护，
支持科

及时制订多维度的扶持评估政策。

最后，构建信息交互平台，加强信息

互使得科技型民营企业的融资更难以进

台，用以改善投资方与企业信息不对等的
状况，减少投资成本，提升投资效率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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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获得成功的几率。

多维扶持评估政策建设、新三板改革以及

下，科技型民营企业在政务环境、生产经

力为我国科技型民营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

总之，虽然在目前国家诸多政策扶持

信息交互平台建设等多方面共同着手，努

营环境、社会环境、法制环境、市场开放

的营商环境，推动我国科技型民营企业的

优势地位，有利于我国科技型民营企业的

（陆杰华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烁瞳

争问题仍然面临巨大阻碍，制约其创新发

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

环境、消费环境和总体环境上拥有一定的
发展，但在融资问题、市场开放和公平竞

展。因此，下一步需要在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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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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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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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卓

作 者

归朴遗珍何处寻

关永礼

李冶：女道人心事纵横（外二篇）

王 鹤

教育家彭国钧

王强山

公私藏书，学术公器
民国才女陈卓仙

周 园

何 群

宋庆龄的首次演说

王祖远

张英的园林雅趣

华庆生

再谈陆小曼的前夫王赓

肖伊绯

陶渊明名句谈丛

顾 农

傅山的爱情书写

“毛泽东与韶山”研究的新成果

夏志清、余英时与钱锺书的交谊

张则桐

孙守让

贾庆军

语言遐想录

刘少勤

福音画语（四）

李芳眼中的“昆虫世界”

吴 靖

疏延祥

董兴杰

巴黎咖啡文学

蔡圣昌

欧美汉学家眼中的中国现代文学
钱锺书先生学术思想管窥
“范源濂/廉”正名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电话：0731-85486812 0731-85791300

学界新论
人物春秋

书林折枝

说长论短

杨福音

民国“直隶三书”出版考
欧美文学中的决斗

湖湘人物

彭金钢

王阳明初试“心学”牛刀
思想的帷幕

栏 目

刘世芬

傅莉莉

黄文翰

蒋纯焦

书前书后

灯下随笔
思史佚篇

2019年第10期目录
文章标题

湘贤翘楚：谭云山、谭中父子

女娲未补唐天处，觅取芝兰次第培
一树浓荫百年姿
《茶经》文化的传承
笃学通识，学者风范
情动乎中，而形于文
刘金涛遥念黄永玉
重读许地山
读“女状元”
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
钱锺书译学通论
江户时代的农民诗人
何忍“耤”字别天水
从书名的选择说起
一部尘封六十余年的文学史
科恩兄弟的《歌谣》与黑色幽默
以文字留住方言的根
起落不由人
饿死的巨贪
“山顶独立，海底自行”
回归家乡的路（跋）
《喧闹的骡子》再版序言
有限与无限的度量
余香袅袅
词语密林深处的哨声（二）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
孤踪何地堪相托
赋予江南文化新的形质
《金瓶梅》别裁（下）

定价：10 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箱：1245297948@qq.com

邮编：410007

作 者

郁龙余
刘朝华
闻 中
孙宜学
曹 晔
张昭卿
王士毅
包立民
胡文曦
薛晓倩
陈心想
黄维樑
周朝晖
秦 岭
刘道玉
元 伟
王士跃
黄耀红
张家康
赵映林
王德威
刘剑梅
李兆忠
陈彩虹
朱向前
林 岗
傅光明
王澄霞
刘金祥
刘诚龙

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