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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这与中国经济中存在

的经济集团有关。这些经济集团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关联起来，解决

了制度和市场的不完善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它的存在极大地促进

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这并不意

味着经济集团可以完全替代正规的经济制度。随着时间的发展，经

济集团的弊端日益显现。正规的制度和市场需要继续的建立和完善，

中国未来经济的动力仍然来自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本文根据香港中

文大学宋铮教授 2018 年 10 月 9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的演讲整

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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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可能会告诉你

一个简单的答案，那就是有个好的想法（idea），并保证这个想法能

实现，一旦这个过程实现，微观上个人会获得好处，宏观上能带来经

济增长。而要实现这个过程需要制度的保障和完善的市场。根据教科

书上的说法，一个经济体要发展起来，要么具有好的制度，要么具备

完善的市场，或者两者都有。但用这个框架看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

发展，就会发现中国经济的情况并非如此，在制度和市场不够完善的

情况下经济发展得仍然不错，这就与经济集团的存在有关。 

一、中国存在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经济集团 

经济集团的问题可以通过工商总局的中国企业登记注册数据来

分析，这个数据的内容都是公开的。以 2015 年年初的数据为例，2015

年中国一共有 1700 万家活跃的企业，其中 95%以上是私营企业。通

过对数据进行整合分析我们得到一个浩瀚的经济宇宙（如图 1），这

个经济宇宙中有 1700 万家企业，绝大多数都是私营企业，它可以被

看成是一个大的联通网络，这个网络通过法人股东关联起来。比如有

两个企业没有关系，但是由于有另外一个企业同时在这两个企业中都

持有法人股，两个企业就关联起来了。我们所说的网络里有 70 万家

企业，虽然只占 1700 万家企业的 4%，但是掌握的资源是整个经济的

一半，这 70 万家企业中一半或者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另一半则是

非国有企业。我们将这一联通网络叫做“第一星系”，因为不可能画

出 70 万家企业，所以通过统计方法模拟可以得到图 1，这能大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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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第一星系”的样子。 

 

 

图 1  2015年中国企业经济宇宙模拟图 

 

图 1 中每一个点的大小表示在这个关联网络里企业规模的大小，

颜色的深浅程度表示融资成本的高低，颜色越深融资成本越低。因此，

越向中心移动，企业的规模越大，融资成本越低，越向外、向星系的

边缘移动，企业的规模越小，融资成本越高，私营程度越高，这是“第

一星系”，虽然这里的企业比较少，但是它占据了整个经济宇宙资源

的一半，企业之间是通过法人联系起来的。“第二星系”与“第一星

系”类似，在这个网络里有 200 多万个企业，并且通过自然人持股产

生联系，所以这个网络里所有的企业都是非国有企业，“第二星系”

同样是越向中心移动企业的规模越大，融资成本越低，越向外移动企

业的规模越小，融资成本越高。 

这两个星系加在一起的总资本大概占全部企业总资本的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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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这两个星系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它们通过处于“第一星系”的边

缘和“第二星系”中心的企业联系在一起，这些企业多为混合所有制

的非国有企业，它们一方面有法人股，另一方面有自然人股，因为法

人股的存在，导致这些非国有企业处在“第一星系”，最有可能处于

边缘，同时它基本上都是“第二星系”的核心。因此，从这幅图中可

以看到中国经济是怎么诞生和演变的。 

通俗的说，中国经济的老母鸡是一些国有企业，这些处于“第一

星系”中心的国有企业，会慢慢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多元化所有制企业，

有一些企业依然可以称为国有企业，有些企业则变成合资企业。比如

中外合资企业，经常讲的例子就是上海大众，三十多年前大众来到中

国，与上汽集团双方一拍即合，成为今天的上海大众，在“第一星系”

里，上海大众处于中层，随着企业的发展，上海大众又在中国设立了

一些纯粹的外商投资企业，甚至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处在“第一星系”

的边缘。然后那些与国家或者这类合资企业有关联的企业，变成了“第

二星系”的老母鸡，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二星系”逐渐壮大，变成今

天一个包含了 200 万家企业的网络。需要注意的是，这 200 万家私营

企业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国家有关系，看到这个关联网络就能看到这

个基础，即可以替代市场的基础，替代几个经济制度的基础。 

根据数据可以尽可能地推演出宇宙图的演进。二十年前这两个图

很小，“第一星系”和整个宇宙都很小，且当时“第一星系”占整个

宇宙的比例与现在相比小很多，现在整个星系占据宇宙的 50%，当时

是 30%。2005 年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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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5年中国企业经济宇宙模拟图 

 

2005 年“第一星系”基本上已经占据当时整个宇宙的一半，“第

二星系”很小。“第一星系”的大爆炸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完成的，

之后大概占据整个经济宇宙的 45%，到了 2000 年基本上占到整个经

济宇宙的 50%。“第二星系”的大爆炸则是在 2000 年之后，到目前

为止它的增长势头仍然在继续，这是一个指数型的突破。2000 年时，

“第二星系”的位置几乎看不到，但是现在已经增长到整个经济宇宙

的 15%，而且是相对增长。“第一星系”和“第二星系”的增长速度

远快于中国经济的增长，甚至可以说在特定的阶段，中国整个经济宇

宙的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力就是来自于这两个联通网络的增长。 

德国与中国不同，虽然德国也存在“第一星系”和“第二星系”，

但是德国的“第一星系”占整个经济的比重要小很多，约为 3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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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概占了一半；中国和德国最大的差别在“第二星系”，德国的“第

二星系”几乎不存在，仅占据德国整个经济的 3%到 4%，而中国则占

据了整个经济的 15%。换句话说，西方制度相对比较健全，市场比较

完善，一个私人企业家没有太多的必要跟其他的企业产生关联，不必

通过复杂的股权结构来得到并不显而易见的益处，这跟中国非常不一

样。另外，中国联通网络的中心都是大企业，包括一些央企、省或者

国资委直接控制的企业，而德国的联通网络中心多是一些银行、金融

机构，所以这与中国也不一样。中国的这个网络有其特殊的成因和作

用机制。 

中国这些企业股权结构的核心是国有企业，边缘是民营企业，是

典型的金字塔型所有制结构，国家对于整个经济宇宙的控制大概在四

分之一左右。比如当大众和上海汽车达成协议的时候，如果德国大众

要在中国建立更多的企业，事实上它不愿意把这些企业控制权交给上

海大众。因为只要和上海大众建立了关系，它就可以自由地在中国开

展完全属于自己的经营，并不需要将所有的经营活动都放在上海大众，

这就是为什么经济集团有可能以国有企业为核心，但并不是国有企业

所有。 

二、中国的民营经济依附于经济集团 

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关经济集团的信息并不清楚，在庞大的数据

中寻找和识别经济集团很困难，这时就需要使用网络分析法——多级

算法（Multilevel algorithm），这种方法在过去二十年里非常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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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有很多算法被发展出来。通过使用这种方法，可以推算出中国大

概有 400 多家经济集团，2015 年有 413 家经济集团，平均来看在每个

经济集团中都大概有 1000 多家企业，最大的集团大概 1 万多家。在

星系里分析，发现“第一星系”的成长不是由经济集团数目增加推动

的，过去十五年经济集团的数目并没有明显增多，而是由越来越多的

依附于已存在经济集团的企业推动的；同时大量独立的企业也开始成

长起来，这些企业是独立于现有的经济集团的企业，这些企业出现以

后，也推动了“第一星系”和整个经济宇宙的成长。这在中国有特别

的意义，经济集团的主导一般都是大的国有企业，所以迅速成长起来

的民营经济并不是孤立、单独的，这些民营经济依附于现有的国有经

济为主导的经济集团。那么经济集团有哪些特征呢？先来看下图。 

 

 

图 3  经济集团规模与平均企业规模的关系    图 4  经济集团规模与核心企业大小的关系 

 

图 3 的横坐标是经济集团的规模（企业数量），纵坐标是经济集

团内企业的平均大小（注册资本），可以看到图 3 几乎就是一个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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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也就是说这个经济集团的规模与在这个集团内企业的平均大小没

有关系。图 4 的横坐标还是企业经济集团的规模（企业数量或者注册

资本），纵坐标是经济集团中核心企业的大小（资本规模），得到的

结果也非常稳定，呈现正相关，这说明经济集团的大小和集团中最大

的几个企业的大小有关。 

通过以上的方法，将经济集团的规模与融资成本的指标进行了同

样的分析，会发现经济集团的规模和经济集团内部的平均融资成本没

有关系，这个结果与以往的分析很不一样，因为一般用发展中国家的

数据去做企业规模和融资成本关系的分析，无一例外的得到一个向下

倾斜的线，也就是说企业规模越大，融资成本越低，这个在中国同样

成立。但当将企业换成经济集团，这种向下倾斜的关系没有了，这看

上去就是一个完美市场。因为只有在完美的市场，不同规模的企业才

能获得相同的融资成本，像这样的情况只有在美国看得到。同样当把

纵轴换成规模最小的那部分企业时，向下倾斜的线又出现了，这说明

集团内部规模较小的企业，融资成本高。 

在经济中起作用的主要是规模和融资渠道，经济规模比较大的集

团，它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源和更好的融资，整个经济集团的规模就越

大，经济集团内部的资源能够向下流动，这就是为什么经济集团能够

起到代替市场的作用，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场不完善的作用。 

三、经济集团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经过以上的分析发现，在中国企业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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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本是全部企业总资本的三分之二，从增长的角度看，过去经济增

长的相当部分都是由这些关联企业带来的。集团和集团之间资源的配

置是相当有效的，集团规模的大小取决于集团内部到底有没有明星企

业，所谓的明星企业就是规模特别大、融资成本特别低的企业，因此，

经济集团的存在给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非正规的或者

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制度保障。以国家为中心的集团作为连接国家和

私营部门的机构，可以加强私有财产权，重新分配资源，降低资源错

配的影响。但是它也有局限性，经济集团并不能完全取代市场的作用，

或者至少不能完全取代完美市场的作用。到达一定程度以后，经济集

团会完全依靠非正式的模式推动，收益是递减的。 

绝大多数的中国经济集团都是高度多元化，集中度都接近于零，

很少有专注于某一两个行业的经济集团。在地区层面的集中度差别很

大，有高有低，这就说明中国大量资源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这个资

源有很大的地域特征。说明推动中国经济集团形成的并不仅仅是经济

制度，它带有强烈的地区属性、政治属性。中国经济集团看起来是对

于正式经济制度安排的一个很重要的补充，它可以加强产权保护、促

进资源再配置，这在过去中国经济的成长过程当中是起到了非常大的

作用。但这个模式在最近几年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负担，而不是推动

力，所以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还是在于进一步的深化改革，进一步完

善制度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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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9 日，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宋铮应邀在人民大学国家发

展与战略研究院发表演讲，演讲由国发院常务副院长聂辉华教授主持，本次演讲

属于人大国发院“新政治经济学前沿”系列讲座之一。本文由时英根据宋铮教授

的演讲速记稿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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