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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中國在經過數十年的改革開放後，究竟演化出何種

政經體制。本研究首先針對過去研究中國政經體制的學術文獻進行分析，發現中

國目前之政經體制，無論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抑或是發展型國家、資

本主義多樣性等理論進行解釋均有所不足。是以，本研究提出應以學界近期提出

之國家資本主義對中國大陸之政治經濟體制進行描述與分類，並使用以巴西的國

有企業改革經驗所發展出的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對中國進行實證研究。發現

中國之政經體制現況，尤其是國有企業的行為，雖大致符合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

理論之解釋，但在中國政府可以操控市場的情況下，仍有部分現象與該理論之預

期相違，顯示該理論框架仍有不足之處。 

 

關鍵詞:國有企業、國家資本主義、中國研究、代理人理論、國家資本主義

多樣性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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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explore what kind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 China has evolved after decades of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in 1980s.First, we analyzes those literature on Chin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 and finds that China's curre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 and 

phenomenon, can not be explained by past mainstream theories of china studies, 

including capitalism,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developmental state or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refore, this thesis proposes to describe and classify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 of China by the state capitalism recently propos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China using the varieties of state 

capitalism theory developed by Brazilian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experie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 

and phenomenon, especially the behavior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roughly in line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varieties of state capitalism theory. However, in the cas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n interfere the market effectively, there are still some 

phenomena that are contrary to the theory's expectations. The framework of  this 

theory still has shortcomings. 

 

Keywords: state-owned enterprise, state capitalism, China studies, agency theory, 

varieties of state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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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年來中國政府大力支持國內企業的大幅度海外擴張，其官方透過各式政策

工具及國有企業，扶植國內產業，推動經濟成長的方式，已引起國際的重視與討

論，甚至引發巨大的貿易糾紛。如今年 4 月，美國政府對中國的中興通訊實施關

鍵零組件禁令，隨後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亦發布

報告指稱，中國政府利用聯想、華為、中興等企業在美國進行經濟及網路間諜行

為。基於對中國企業的不信任，美國早已立法禁止政府部門採購中國的資通訊產

品；澳洲政府近期亦以國家安全為由，對中國通訊設備業者華為發出禁令，禁止

其參與澳洲下世代行動通信(5G)基礎建設的競標。 

當今中國在國際社會所遭受的「特殊對待」，反映出各國政府對中國恐懼與

不信任。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強大影響力及特殊的黨國體制讓執政當局能夠對國內

的眾多民營企業進行控制，故對其他國家的政府來說，很難判斷中國民營企業的

行為是否受政府指揮，並且成為中國國家戰略的工具。整個中國，就像是被共產

黨控制的巨大機器，共產黨是核心，企業、民間組織、學校都僅是其控制的肢體。

同時，這也顯現了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體制上的巨大差異，中國在其國內

經濟持續成長，國際產業話語權日益擴大的同時，依然對經濟保有巨大的控制力，

這在資本主義已開發國家極為少見。 

中國歷經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所發展出的政治經濟體制，與我們所熟知的西

方資本主義國家大不相同，這在學術界也起長期且廣泛的討論，究竟中國應當屬

於哪種政治經濟分類?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還是其他?故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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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即是試圖釐清在目前眾多既存政治經濟學理論當中，中國的政經體制，應

當以何種理論進行分類、描述與解釋。 

其次，本研究亦希望將中國之政經體制運作模式與其他相近國家案例進行比

較，透過跨國比較理論，嘗試以較為普世性的理論架構解釋中國政經體制，試圖

重新將中國納入比較政治經濟學的框架中討論，豐富既有中國研究的理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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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 

圖 1 本文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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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Analysis)，根據本研究相關主題，透過蒐集

有關文獻資料，再將收集來的資料，經過分析後歸納統整，再分析事件淵源、原

因、背景、影響及其意義等。 

本研究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對中國政經體制的理論辨析，此部分將蒐集

各學學者在經同儕審查之期刊，所發表之中國政治經濟體制之觀點，或其相關專

書進行比較分析，進而歸納出對中國政經體制的分類。 

第二部分，本研究透過對過往的文獻回顧，對「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

進行分析與整理，形成研究假說。並為驗證研究假說，以中國作為實證案例。因

此本研究，將引用中國官方所頒布的相關政策、法令、統計資料、年鑑以及學界

相關專書、期刊論文以為本研究重要的研究資料與參考。此外，本研究也將使用

過往學界針對中國的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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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政經體制之文獻回顧 

第一節 中國，何種政經體制? 

中國在 80 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政策，帶來長達三十餘年的高速經濟成長，

不僅使數億人擺脫貧困，也讓中國成為轉型經濟體中最為成功的代表。但如何定

義及歸類中國的政經體制，至今依然人言人殊，未成定論。中國官方長期主張改

革開放後的政經體制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甚至依舊在去年（2017)所召開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中，

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中共黨章。 

不過，若要說目前中國的政經體制為社會主義，顯然與目前普遍的印象不符。

舉例來說，目前中國並不依賴國家分配勞動力，企業與勞工必須透過勞動合同確

立雇傭關係，住房分配也由市場決定，終端消費產品價格也不經由政府決定。在

中國，前述這些與民眾切身相關的資源，均透過市場機制決定，而非政府進行分

配，這與冷戰時期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很有大的落差。 

雖然中國官方目前所主張的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很明顯是一種政

治宣傳修辭。但比較目前的中國政經體制，與過去社會主義時期的差異仍然有其

意義。Naughton (2017)指出社會主義經濟體必須符合一些定義型特徵，客觀來說，

目前的中國並不完全符合。他表示，在 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指

令經濟體制（command economy）雖然較蘇聯更分散也更鬆散，但毫無疑問是社

會主義經濟體。 

Naughton 指出，從 1990 年代後期開始，中國完全拋棄了社會主義，果斷走

向市場經濟，不過 Naughton 也認為當今中國的經濟體制極為特殊，中國政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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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影響力遠超過其他經濟體;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依然佔據重要地位;政府依

然實施五年經濟計劃，且仍然同過去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樣，由共產黨一黨專政。 

Naughton 認為，判斷一個制度是否屬於社會主義應根據以下四個面向：能

力（capacity）、意圖(Willing) 、財富再分配(distribution)和對民意回應（response）。

首先，社會主義政府應會掌握足夠比例的經濟資源，使政府有能力改變經濟產出

成果。此外，社會主義的傳統定義應包括生產工具的公有制，且包含通過稅收和

監管措施，控制國家資產和收入的能力。其次，社會主義政府的目的是干預經濟，

藉以獲得不同於自由市場的結果。第三，由於社會主義政府通常會證明自己對經

濟弱勢有利，因此會支持社會保障和有利貧窮人口的相關政策。第四，社會主義

政府應可讓人民影響政府的經濟和社會政策。 

以這四個標準來看，Naughton 認為中國不能算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確

符合前兩項標準，即政府具備干預經濟的能力和意圖。在能力方面，中國政府在

整體經濟中仍然擁有強大的控制力。中國政府控制著至少 85％的銀行業，100%

的電信業者和其傳輸網絡。此外，共產黨幾乎擁有和控制所有的公共媒體。雖然

零售和餐館等小規模和勞動密集的服務業大部分都是民營部門，但在資本密集和

人力資本密集的產業中，政府仍擁有大量且重要的所有權和控制權。中國政府對

產業上游，如大型中間產業者仍維持實質控制，並且壟斷重要原物料部門，如石

油和天然氣、自然資源產業，以及對所有土地的所有權。 

在意願方面，中國擁有極為獨特的地方官僚激勵制度，1980 年代以來，中

國執政當局已經將地方官員的晉升與當地的經濟表現聯繫起來。中國中央政府為

各級官僚制定了考績指標，國內生產毛額和財政收入的成長是其中最重要的項目，

地方官員如果在這些指標表現良好，將可獲得財務獎勵和未來的晉升機會。此外，

除了人事制度的激勵措施，中國政府亦延續其社會主義時期的傳統，制定大量的

計畫經濟政策， 

DOI:10.6814/THE.NCCU.GIDS.010.2018.F09 



 

7 

 

 

雖然中國相較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有極強的干預經濟的意願和能力，但在社

會主義體制所應具備的「分配」和「回應」民意兩方面，卻顯得極為不足。中國

政府的重分配政策以及提供公共財的表現相對較差。在中國，所有類型的移轉性

支付都很低，政府對社會福利的直接貢獻非常少。2014 年，中國政府用於教育

的預算支出僅佔國內生產毛額的 3.6％，醫療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的 1.6％，公共

住房佔國內生產毛額的 0.8％，相比國際標準均顯著低落。此外，中國的個人所

得稅只佔國內生產毛額的 1.3％，且幾乎所有的資本利得都沒有課稅，稅收對中

國收入重分配可以說幾乎沒有任何影響。 

匈牙利學者 Kornai(2000)也提出了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分析方式，同

樣並不認為中國可以被視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在他的判斷中，與其說現今的中國

是社會主義體制，毋寧更像是處於一種介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中間，相當特別

的轉型時期。 

Kornai 認為，無論是資本主義系統或社會主義系統在歷史上都有許多表現形

式（manifestation），這些不同的表現形式都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特徵（common 

characteristics ），使得這些表現形式可以被詮釋為同一系統內的變異。而這些共

同特徵，就是判斷一個經濟體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基礎，Kornai 將其稱呼

為「系統特定屬性」（system-specific attribute）。這些「系統特定屬性」必須對社

會、政治、經濟、文化及日常生活等層面有深入的影響，並且有助於區分資本主

義系統與社會主義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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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社會主義及資本主義的系統特定屬性 

 政治權力 財產權的分配 協調機制 企業行為 長期經濟現象 

社 會 主 義

系統 

馬列主義政黨 

國家及國有產權

佔主導地位 

官僚協調機制 

軟預算約束 ;對

價格變動反應較

弱 

經濟陷於長期短

缺;賣方市場 ;勞

動短缺 

資 本 主 義

系統 

對市場及私有產

權親善的政治勢

力 

私有產權佔主導

地位 

市場協調機制 

硬預算約束 ;對

價格變動反應較

強 

沒有長期短缺 ;

買方市場; 

資料來源: Kornai(2000) 

表 1是Kornai所歸納的，資本主義系統與社會主義系統的「系統特定屬性」。

分別是 5 個特徵：政治權力、財產權的分配以及經濟的協調機制，以及企業行為

和長期的經濟現象。Kornai 認為，認為一個轉型經濟體，會依序從第一步「政治

勢力」開始轉變，漸漸達到制度特徵的第三部分「協調機制」的改變，從官僚協

調機制新的狀態如果變得穩固，便算是成功的轉型。 

Kornai 進一步提到，無論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抑或是從社會主義轉向資

本主義經濟體在轉型過程中必然有一段時間是兩者混合體系。但除了轉型經濟體

以外，也有一些國家長期以混合體系運作。例如印度比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擁有

更多國有企業，官僚的權力也較為巨大，但印度政府並沒有如社會主義國家一般，

企圖消滅私有財產和市場制度的措施。除了印度，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特定歷史

時期，也可以發現類似的混合體制，但他認為混合體制往往最終還是會往資本主

義發展的道路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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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Kornai 認為相較於實施休克療法的錢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或越南

可能代表另外一種類型的轉型，共產黨雖然依舊執政，但已從內部轉為親資本主

義的政治力量。中央以及地方的黨組織與私營企業的管理層之間相互滲透，國有

公司的負責人，甚至私人公司的所有人或經理人都可能擔任共產黨的黨書記。這

種類型雖然在形式上仍是共產主義，但實際上與冷戰時期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

對私有產權和市場機制友善的態度並無二致。 

Szelényi(2010) 也同意 Kornai 的觀點，其指出，目前中國政府所主張的社會

主義體制下的市場經濟體制，並不是新鮮的概念。1930 年代中期，蘇聯社會主

義經濟學者 Oskar Lange 即提出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措施，在引入市場

機制的同時，不改變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試圖改善蘇聯效率低落的社會主義經

濟。 

Szelényi 引用 Kornai 的說法，表示保留財產公有制，但由市場主導分配，事

實上並不可行，市場必須搭配私人所有權才能達成分配的效率（Kornai 2008）。

這也表明中國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中國目前已有私有制為主的市場的協調

制度。雖然中國的私有產權並不完全受到保障，但在過去三十年的發展中，中國

不僅逐漸使私有財產合法化，而且私營部門對其經濟的貢獻比重日益增高，儘管

中國共產黨仍然執政且未放棄聲稱堅持社會主義事業的立場，但很明顯，當前的

中國共產黨與社會主義時期已有很大的不同。 

Szelényi 認為包含中國在內的轉型經濟體，均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表現出不同

的特徵。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農村與家庭企業飛速發展，大幅降低城市與鄉村

的收入差距，他將這段時期的中國稱為「自下而上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from 

below）。天安門事件之後，Szelényi 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雖然持續，但卻轉變為

以大城市為主，政府引導大量投資的成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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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2012)很明確的指出中國並非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

今中國經濟具備資本主義經濟的所有特徵，包括由資本主導、利潤驅動的發展模

式，資本家和勞工之間也存在巨大的收入落差，市場力量和追求利潤的商業倫理，

已經取代了計劃經濟的再分配邏輯。唯一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差別是，中國政

府至今仍保留大量的國有企業和對經濟的強大干預。  

他認為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是經濟成長的方式與資本主義類

似，即由市場主導分配和市場驅動經濟增長，但不同的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

長應該具備某種社會主義目的，例如更好的人民福利與所得分配等。他認為目前

中國各級政府及國有企業，成為國內生產毛額增長的主要動力，並不算是什麼缺

點，可以說像中國廉價勞動力一樣，是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關鍵是中國國有企

業的利潤被資本家，政府官員和國家本身所掠奪，而非用於整體社會和公眾利益，

並且導致巨大的社會不平等，這才是中國並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原因。 

透過 Kornai(2000)以及 Naughton (2017)，我們可以發現，顯然中國並不完全

如官方所主張的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許多學者也注意到中國政經體制介於社會

主義及資本主義的中間的混合體制現象，包括中國政府仍擁有大量的國有企業，

以及強力控制金融部門，掌握絕大多數的金融資源。 

如 Kornai 所說的，中國共產黨並未被推翻，反而成為了經濟轉型的主要推

動力量。Chu &Ｓo(2010)借用 Harvey(2007)的理論，以「嵌入式自由主義」的概

念來描述中國，由政府主導推動經濟轉型的過程。為了解決 1930 年代大蕭條期

間的問題，西方國家必需更積極管理市場以促進經濟及提供全面就業。在嵌入式

自由主義體制中，國家扮演越來越多的角色，如提供更多的福利和社會服務，加

強工會，對市場施加更多的監管，並對資本家徵收更多稅收。但 1970 年代以後，

西方國家的興起私有化及去管制化的風潮，稅率及管制都大幅降低，勞動市場更

有彈性。政府大幅地從經濟活動中退出，轉而擔任維繫及保護市場制度的角色，

DOI:10.6814/THE.NCCU.GIDS.010.2018.F09 



 

11 

 

國家與市場的關係由國家控制轉變為市場控制，即所謂的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他們指出新自由主義，即所謂自由化的市場改革，在中國出現的歷史背景與

西方完全不同。過去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財產由國家和集體所有。70 年代初

的中國剛結束文革，私營部門幾乎不存在，由於中國缺乏如西方國家的資本家，

共產黨政府必須主導推動新自由主義改革。他們指出共產黨發動經濟改革最重要

的目的，是為了防止政治崩潰，政府必須解決文革後中國經濟匱乏的問題以重新

獲得民眾的支持。為達到這個目的，中國共產黨在 1990 年代後期推行了新自由

主義政策，首先，公司化和私有化：中國政府於此時期縮減國有部門的規模並推

動國有企公司化改革。國有企業不再依賴國家資助，而必須在市場上與其他私營

企業一般獨立運作。其次是服務的商品化：社會主義國家必須為所有公民免費提

供人類服務（如住房、醫療和教育），改革後的中國政府將這類個人服務視為商

品，透過市場來分配。例如，住房不再免費提供給工人，而要求工人在新興的私

人住宅市場中尋找自己的住房。同樣，現在工人也如資本主義國家一般，必須支

付社會保險和福利的一部分費用;例如支付養老金，醫療保健和失業保險。不過，

中國政府依然保有強大的國有經濟，例如保留了戰略資源價格的控制權和能力，

成為最具競爭力的國有企業的主要股東。他們認為經濟繁榮是中國共產黨放棄社

會主義體制後，仍然維持一黨專政的唯一合法性來源，中國轉向新自由主義是共

產黨有意的政策選擇的結果。中國共產黨採取了漸進主義的方法，最終形成了他

們所謂的國家新自由主義。 

中國的確推動了相較社會主義時代更為自由化的政策，將民營企業及市場分

配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部分。然而中國政府卻從成為西方國家放棄主導市場，

僅負責維持秩序。相反的，政府對企業及市場的強力控制，反而是中國當前政經

體制的重要特徵。 Nee & Opper(2006)指出，在中國的轉型過程中，體制變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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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依賴於自下而上的漸進過程，還依賴國家持續干預以建立新的制度框架。國家

必須廢除中央計劃機構，落實資本主義經濟的市場規則。由於中國身為轉型經濟

體，市場自由化與產權改革皆尚未完成，國家便成為一個既能安排市場監管架構，

也能直接控制與干預企業的行動者。這導致了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顯得非常特

別，一方面，中國政府並不願意放棄對國有企業的直接控制權。另一方面，由於

中國政府對市場的強大控制力，企業管理人員往往更傾向於繼續直接與政府或國

有企業建立聯繫，以便獲取商業資源。 

他們針對上海證交所的上市公司調查發現，中國政府仍直接參與指導個別公

司層面的交易，企業還是無法完全脫離國家行為者，因其需要密切的國家關係來

獲得稀缺資源，特別是對私營企業來說，如果要獲得銀行貸款，良好和密切的政

府關係是絕對必要的。 

他們據此指出，在中國，國家與企業的界線缺乏清楚定義，國家作為再分配

和生產工具的所有者，保留部分對企業的控制權。雖然政府所設定的市場經濟規

則對國家干預企業行為有正式的限制，但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控制力，以及掌握金

融資源，所獲得對企業的影響力都使得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缺乏明確邊界。他們並

以「政治化資本主義」（politicized capitalism）來描述中國此種類型的經濟秩序

(economic order）。 

除了政府能夠控制龐大的國有企業，政府透過把持金融資源，有意的扶植國

有企業，打壓私營企業，亦被認為是中國特別的政治經濟現象。Yasheng Huang

認為，中國的確已經從過去如俄國一般的列寧主義體制轉向，但這並不能說明中

國已經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現今的中國反而較類似於尼赫魯時期的印度，或

1970 年代許多發展中經濟體，現是一個由國家控制關鍵產業的制高點經濟體

(Commanding heights) (Huang,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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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sheng Huang 將中國的經濟轉型區分為兩種不同的模式，在 1978 至 1996

年改革開放前期，中國農村中迅速發展的鄉鎮企業，代表的是內生的、市場導向

（market-driven）的發展模式，以浙江，特別是溫州為典型。溫州模式的特點是

高度依賴私人企業發展，政府不僅不干預，對私營企業甚至採取支持性的信貸政

策立場。溫州模式始於 1980 年代，特點即是私營企業（主要是家庭企業）的自

由發展，以及金融市場的勃興，溫州模式中私營企業的成長很大程度仰賴金融機

構的支持。浙江，特別是溫州地區，對私人企業的金融政策最為寬鬆。 1999 年，

中國全部金融機構對私營部門的短期銀行債務為 579 億元，僅浙江一省就佔了約

20%。 

另一種模式，則是 1990 年代以後，以蘇南以及上海為典型。當地政府對本

土民營企業家採取歧視性政策。在江蘇，私營企業是為當局所容忍的，但其發展

受到貸款限制以及環境和其他法規的制約。與拉丁美洲類似的國家引導的資本主

義（state-led capitalism）(Baumol, Litan, & Schramm, 2007)。在這種模式中，政府

干預佔絕對優勢，鼓勵外資，壓抑本地私營企業家，並對農村實施歧視政策。 

Yasheng Huang 認為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會由溫州模式轉向蘇南上海模

式，也就是從民營經濟為主的發展轉為國有經濟為主的發展，與天安門事件之後，

許多較為重視國有企業，歧視私營企業的官員（如李鵬）得勢有關。在天安門事

件之後，政府所掌握的金融部門對小規模、低技術和勞動密集型農村企業的信貸

限制加劇，導致 1996 年之後，鄉鎮企業開始急遽的衰退。 

Yasheng Huang 指出，鄉鎮企業在 20 世紀 80 年代，因金融部門的支持取得

成功，90 年代也因為同樣的原因而失敗。在 20 世紀 90 年代，農村獲得融資變

得越來越困難，金融部門開始限制鄉鎮企業的流動性。1993 年，國有銀行系統

為所有鄉鎮企業撥款 168 億元。但依據中國財政部的估計，鄉鎮企業每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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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億元。金融部門限制貸款立即對鄉鎮企業造成傷害，根據中國農業部的內

部報告，1994 年，私營鄉鎮企業數量下降了 21.5％，就業人數下降了 10.8％。 

國家政策對私有經濟的壓抑，導致中國的私有經濟發展顯不如其他國家。

Yasheng Huang 指出 2003 年中國的私有部門產出約佔國內生產毛額的七成，這個

數字約與 1970 年代最為傾向國家主義的經濟體——印度相當，而印度私有部門

產出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在 90 年代就已超過九成。這意味著在中國，政府掌

控經濟的規模遠高於其他國家，因此中國與其他經濟體最大的差異，即是在於國

有部門佔整體經濟的比例以及政府的角色。他認為經歷過 90 年代的政策轉變，

國家大幅度地介入市場，以成為中國的政經體制極為重要的特徵，也就是所謂的

「制高點」（commanding heights）以及「國家的掠奪之手」（grabing hand of state），

據此，他以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來稱呼中國

獨特的政經體制。 

除此之外，Yasheng Huang 還還討論了一個重要的議題，亦即中國所採取的

大幅國家干預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免讓人想起與過去東亞發展型國家經濟體如日

本、台灣、韓國，藉由政府引導獲致經濟成長的歷史。特別強調中國並不能算是

發展型國家。他認為中國的資本主義，相較東亞發展型國家，更接近拉丁美洲的

資本主義。 

首先，中國與其他東亞經濟相比，國有企業佔整體經濟的比重明顯高出甚多，

且東亞各國並未利用金融部門打壓民營企業，這點構成中國與其他東亞經濟體的

巨大差異。舉例來說，韓國的大型財閥如現代、三星、KIA 和 LG 等，以及大多

數企業都是私人所有。國有企業相較私營企業，佔金融部門的貸款比例亦不高，

1990 年，南韓的國有部門，包括政府和國有企業在內，取得銀行貸款僅為私人

的 4.5％。台灣與南韓類似，1953 年私人企業約獲得貸款總量的 24%，而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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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該比例便增加到 77％。中國則相反，2002 年，改革開放已逾 20 年，中國私營

部門的短期貸款，所有私營企業僅佔金融部門貸款總額的 19％。 

其次，中國以投資作為經濟成長主力的模式，與其他 1970 年代發展型國家

不同。中國的投資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從 1980 年代的 35％，上升到 2000 年

以後的 45％， 2006 更是上升到 52％。而 1970 年代和 80 年代東亞發展型國家

投資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僅約為 30％。中國的投資主要由國有部門驅動，也

是很大的差差異，在東亞發展型國家，絕大部分的投資都發生在私營部門。以韓

國為例，1970 年代來自私營部門的投資約佔總投資額的 70％以上，到 1980 年代

則已超過80％。而中國在 1980年代，私營部門佔整體投資的比例僅為 20％左右，

90 年代比例則更低。 

Boltho, & Weber (2015)亦指出，中國的確在許多經濟現象上與東亞發展型國

家類似。例如，對於 1952 至 1978 的日本經濟成長率和中國在 1978 至 2003 年期

間相同，均為平均 7.9％，全要素生產率的成長亦非常相似，分別是每年平均 3.3

％和 3.0％。中國與日本、台灣及韓國一樣，均為高儲蓄率，高投資，採取匯率

貶值，鼓勵出口，且財政穩健的經濟成長模式，。 

雖然經濟發展的成效看起來類似，但方式確有很大的差異，日本、韓國以及

台灣政府推動了極為精細且有效的產業政策，試圖改變產業結構和進行升級。中

國雖然維持過去社會主義體制的習慣，持續推出五年計畫，並沒有針對特定產業

詳細訂定產業政策，五年計畫的涵蓋範圍太廣，實際上並沒有發揮產業政策應有

的效果。中國也不像其他發展型國家一樣會保護國內廠商，且選擇具比較優勢的

產業進行培育，反而是對民營及外資企業採取較放任的態度，且幾乎無條件的支

持效率較為低落的國有企業，提供他們低成本的銀行貸款及保證政府採購。此外，

就治理層面來看，中國不像日本、韓國以及台灣具備高效率、低腐敗的政府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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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敗非常猖獗，且所得不均等的狀況非常嚴重。從這幾個層面來看，中國與其他

發展型國家仍存在顯著的差異。 

Naughton & Tsai (2015)則是將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Varieties of Capitalism)中

的「協調市場式經濟體」(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CME)概念進行比較。但

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的核心式個個制度的互補性，亦及如德國等歐洲

國家的社會福利、職業訓練、工會以及銀行等制度構成互補(例如由主要由銀行

提供資金的資本環境，與長期雇傭制度互補)，國家也必須接受制度拘束。他們

認為中國的各個重要行動者之間也明顯存在著互補性，如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之

間的關係。然而，在中國，由於制度本身充滿變動，甚至大部分的制度變革是由

國家推動的，而且政府行為往往比制度本身更具重要性，因此他們認為中國的體

制並不能歸類為 CME。 

Lin(2011)指出，中國的政經體制，不同於自由資本主義(liberal capitalism)，

如荷蘭  英國 美國等國家；或福利資本主義(welfare capitalism)，如大多數歐洲

國家，僅由國家支持福利制度，且協助大型企業但並不擁有企業所有權；或所謂

的協調式資本主義(coordinated capitalism)，如新加坡、日本和韓國，這些國家的

政府與大企業密切合作，但國家不直接擁有大型企業，發展型國家的重要特徵是

國家透過小型菁英官僚組織設計及管理產業政策，國家和企業，在人員以及資本

控制方面是完全分離的。 

與此相反，中國則直接表明政府應完全參與及介入經濟活動，並且擔任如資

本家的積極角色（play an active role as capitalist ），在各個經濟領域有極大的影

響力。中國的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在市場上競爭，其經理人亦享受如民營企業家

的報酬與福利，但與私營企業不同的是，他們最終必需對國家負責。要素市場亦

不對稱，國有企業可以較民營企業即為輕易的獲取銀行貸款和生產資源（如土地、

原材料等）。特定產業領域的會有數家國有企業會被選定為國家冠軍企業，以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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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在政府控制的同時也存在市場競爭，政府會藉由限制市場競爭者進入保護他們

的發展，並且提供資源鼓勵其進行併購。 

Lin(2011)指出，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是由黨國體制仔細的地管理，中國共產

黨主要透三個主要機制管理中國的資本主義，分別是人員控制系統(Reward and 

Control of Personnel)、組織控制系統(reward and control system for organizations)，

以及資本控制系統(control system of capital)。 

人員控制系統:主體是共產黨的人員控制，黨組織滲透到中國每一個組織，

企業亦不例外，透過人事檔案制度，共產黨可以掌握每一個人的所有資訊。此外，

由於國家控制所有的政治和經濟領域，官員以及國企人員可以在國有大型企業與

政府官職之間互相流動。也因為所有政治和經濟資源均掌握在黨的手中，中國的

菁英想獲得晉升，必須要接受共場的指揮與控制。 

組織控制系統:中國共產黨對大多數大型公司保持著強有力的控制，包括國

有企業，以及其他在資本及人事與各級政府有所關聯的公司。中國許多民營企業

（如，華為，聯想）實際上與國家機關（大學、研究院或地方政府）。這些直接

和間接的聯繫使得黨國能夠對市場上非國有企業施加影響力。 

資本控制系統: 共產黨控制經濟領域的另一個重要機制對資本的控制，國家

控制所有主要金融機構，對經濟資本有直接控制權，銀行體系中約有五分之四的

資產由 17 個機構控制，其領導人均由政府任命的。在人員和組織的控制下，金

融機構會充分配合國家的指令。例如，中國應對 2008 年的世界金融危機，即指

揮銀行大幅增加貸款，中國經濟因此得以快速的復甦。Nan Lin 認為因中國的體

制特色是經濟的每一個部分都被黨國體制仔細的管理，故他主張中國是所謂的中

央管理式資本主義(centrally managed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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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 

 雖然中國政府採取大幅干預市場及扶持國有企業的發展模式已有一段時間

(據 Yasheng Huang 的說法，可以追溯到 1996 年)，但近幾年各國政府、國際媒體

以及學界開始關注中國的獨特的政經體制卻是從中國近年積極的對外投資及購

併企業開始的。並且相較此前，國際學界對中國的政經體制說法不一，稱呼也不

相同的情況，近來國際學界較有意識的開始使用「國家資本主義」一詞，形容包

含中國在內，巴西及俄羅斯等國的國家介入經濟的現象。誠如 Liou(2015)所提到

的，中國政府主導要素市場分配的角色，以及國有企業的優勢地位，都是討論中

國政治經濟相關文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這一特色與國家資本主義的內涵，頗有

契合之處。 

Bremmer(2009)認為，「國家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特徵為「國家作為引導市場

的行動者，並利用市場獲取政治收益」，中國、巴西及俄羅斯均屬於這種類型。

相較於自由市場（free market）式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體制中，政府

明顯且大幅地參與市場運作，透過操縱國家石油公司（national oil company）、國

有企業（state-owned enterprises）、私有的國家冠軍企業（privately owned national 

champion）以及主權財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 ），政府可以達成其政治或

經濟目標。 

Bremmer 指出在金融海嘯之後，全球經濟興起一波國家干預的浪潮，歐美以

及其他已開發國家均推出多項國家干預政策以減輕經濟衰退的風險。不過，對大

多數已開發國家來說，干預政策僅是短期措施。然而，許多發展中國家則大不相

同。在這些國家，政府作為主要的經濟參與者並透過市場遂行其政治利益。他認

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其中一個基本特徵是政治家和企業經營者具有緊密的聯繫。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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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連結導致企業的商業決策往往不能自主，而是由政治官僚決定。而官僚往往

在商業營運方面經驗不足，通常他們的決策會使企業在市場的競爭力下降。 

不過，這些國有企業亦擁有強大的政治力庇護和國家機關帶來的競爭優勢，

這些對其私營部門的競爭對手來說是極大威脅。其次，投資決策背後的動機可能

是政治因素而非經濟目的，例如，中國共產黨指揮中國的石油公司進行海外行擴

張，以確保中國長期的石油和天然氣供應，推動中國經濟的持續成長，進而維持

其統治正當性。得益於國家的幫助，這些國家石油公司相比其私營部門的競爭者

多的資金可以用於購併以及獲取資源。 

Bremmer 認為國家資本主義的興起會將民粹主義政治注入經濟決策。由於僅

僅透過政府撥款來資助國家冠軍企業或國有企業，可能並不足夠，主權基金

(Sovereign wealth fund，SWF)在此發揮了更大的作用。主權基金是國家的外匯存

底獲致府資金組成的國有投資基金，目的是極大化回報，提高政府資產。但對於

管理主權基金的政治人物來說，主權基金也可以用於支持其政治目的，成為獲取

政治回報的工具。 

2011 年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 (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USCC )進行的研究，即以國家資本主義描述中國

由政府主導且國有企業佔據優勢地位的政經體制。 

首先，他們發現中國國有經濟的比重出奇的高，他們估計中國的國有企業約

佔非農業國內生產毛額的 40％，加計間接控制比例可能高達 50％。且政府政策

對國有企業有極大的偏好，國有企業及其子公司可優先獲得銀行資金，取得的銀

行貸款亦低於市場利率。此外，中國政府強力控制重要的戰略性產業，中國政府

在特定產業實施國家冠軍企業發展策略，這些國家冠軍企業可能是國有企業或政

府直接控制的實體，可以享有優惠稅收待遇，以及必要時可取得政府大量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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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企業也是政府政策的重要工具，中國共產黨和國務院國資委對國有企業的管

理層有直接影響力，國有企業經理人受到二元的人事制度管理，如同一般私營企

業，他們也會視財務績效的良窳來獲得獎勵。另一方面，中共中央組織部可以決

定國有企業管理層的人選以及未來的升遷，因此，國有企業管理層有動力遵循政

府的政策指導。如果最大化股東價值與國家目標衝突，國有企業及其全資子公司

可能會追求國家的目標。 

USCC 指出中國政府會利用國有企業達成其政治目標，中國政府利用國有企

業與外國公司的合資企業和授權協議獲得國外關鍵技術，現今國有企業已經是中

國政府推動中國本土技術創新計劃的主要工具。此外，中國國有企業也主宰了中

國不斷擴大的政府採購市場。 

Hsueh. (2016)認為中國以戰略性的視角管理不同的產業及市場，是中國國家

資本主義的特色。中國政府的戰略價值考量包含國家安全、經濟發展及技術價值，

她發現中國政府會視該產業是否具備國家的戰略價值，決定政府的治理方式。戰

略價值較高的產業，通常資本密集，且技術難度較高，需要政府支持投入研發，

如電信產業。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將加強對該產業的控制，市場進入和業務都由

政府集中規範，藉此實現國家的政治、經濟目標，例如由可能會單一機關管理，

以及限制私人資進入市場，確保國有企業佔據主導地位。而戰略重要性越低，國

家越有可能放棄對其控制，保持開放市場，並透過多元官僚體制及納入各利害關

係人進行管理。 

Naughton, & Tsai (2015)認為，中國的政經體制已經趨於穩定，而且已經形成

了獨特的資本主義形式。政府控制的國有企業成為政治經濟中心，除了國有企業

以外，中國政府也直接控制其認為重要的戰略部門，並在銀行業和股票市場佔據

主導地位。而國家資本主義一詞，極為適合描述中國現在這樣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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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中國的國有部門並沒有衰退的跡象，反而得到政府

的支持而穩定發展。1990 年代後期中國對國有企業「抓大放小」，以及 2003 年

成立國資委等改革政策，使中國的國有企業效率得到提升，整體所有權結構已經

十五年沒有出現大的轉變。2004 年， 中國政府更重新開始強調保持強大的國有

部門的必要性，國家安全及經濟安全是政府當局支持國有企業存在的最主要理由。

中國領導人也慣常使用國有企業作為達成各種政策目標的工具，例如政府開始賦

予國有企業成為中國技術創新領導者的責任。 

對共產黨來說，國有企業不僅是政府政策的一部分，也是統治合法性的象徵。

中國共產黨拋棄了大部分大多馬克思和毛澤東思想，將自身重塑為專業的經濟管

理部門，而國有企業做為已經成為共產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除了國有企業以

外，他們歸納了中國模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幾項定義特徵（defining characteristic)，

分別是中央政府透過國有企業及人事管理系統，對特定戰略部門的直接且強力的

控制；政府擁有大量干預工具的市場基礎；廣泛且多元的產業政策；黨政系統對

個人的控制；國家對金融及資本市場的控制，並較為偏好國有企業；破碎且力量

薄弱的監管體制，導致政府傾向用國有企業決監管問題；以及公私、城鄉二元的

福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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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本章的目的是希望透過文獻回顧，釐清中國的政經體制應當歸屬在哪一個理

論分類，在第一節，我們將中國目前的政治經濟特徵與已知可能的理論分類做比

較，分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東亞發展型國家以及國家多樣性理論中的協調市

場式經濟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部份，中國雖然符合在該體制下國家作為經

濟的主導者，且維持「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特色，即保留大量的國有企業。 

但 Naughton (2017)與 Huang(2012)均指出，中國不能稱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的理由並非其發展經濟的方式，而是在財富的分配政策上明顯不符合社會主義

的精神。現今中國國有企業賺取了大量利潤，2017 年中國國有企業共賺取了約

2.9 兆人民幣，但這些收入卻並未用於改善社會福利，以及進行對窮人的移轉性

支付。中國的貧富差距極為嚴重，依據世界銀行估計，美國 2016 年的基尼係數

約為 0.415，而中國自行統計的數值約為 0.467，但相較於國有企業的巨額獲利，

中國中央政府補助地方政府扶貧資金的財政支出卻僅 861 億元人民幣，這至少說

明中國政府對於實現社會主義式的社會公平，很明顯缺乏意願及努力。 

而中國由政府在經濟領域佔據主導地位的發展模式，亦常被拿來與東亞發展

型國家做比較。的確這兩者在發展模式以及結果上是有雷同之處，例如都透過降

低匯率鼓勵出口，並且也都獲致長時間的高速經濟成長等。但兩者最重要的差異，

也是中國的經濟體制最重要的特徵，即政府仍維持大量的國有企業，並且如

Yasheng Huang 所說的，不僅指揮國有企業進行大量投資已推動成長，在政策上

與資本上對其極度傾斜，並其是民營企業。 

而東亞發展型國家，卻沒有維持這麼龐大的國有部門，並且其特色就是政府

與民間資本家之間是維持分離但合作的關係。國家專業官僚會透過自主性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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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產業政策，驅動私人資本往其設定的戰略性產業進行投資 (Weiss & 

Hobson,1995)。也就是說，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政府角色，是協助而非打壓私人企

業，此點即是其與中國的重大差異。此外，國有企業的角色亦是重要區別，如

Boltho, & Weber (2015)指出的，中國習慣透過國有企業而非產業政策來主導經濟

發展，中國由國有部門主導投資的發展模式顯然與東亞發展型國家不同。 

最後一個可能用於解釋中國政經體制的是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的協調式經

濟體，這個分類是用以描述，相較英美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如德國這樣由政府在

經濟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的體制。不過，誠如 Naughton & Tsai (2015)所指出的，

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的重點在於經濟體中各項制度的互補性，正是由於互補，體

系的單一制度不能輕易改變，否則會減損其他制度的效益(如以德國為例，在此

理論中，德國的技職教育必須配合穩定的終身雇用制，一旦終生僱用制被打破，

接受技職教育，只專精單一技藝的勞工交難以在市場上找到新的工作)。 

在此理論中，政府亦是制度當中的行動者，受到制度的拘束。而中國作為轉

型經濟體，其制度的變革往往是由政府有意的推動，制度亦不斷改變，難以觀察

到互補性的存在。這使得用以描述成熟經濟體的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在解釋

中國的發展時顯得並不適用。 

透過比較現有的文獻，可以發現中國並不能列入以上三種理論的分類。而中

國透過黨國體制、國有企業及國有銀行大幅干預經濟活動的現象也在近幾年引起

關注，並且因其國家佔絕對主導地位的特色，被冠以國家資本主義的名稱。

Naughton & Tsai (2015)提到除了大規模的國有企業以及國家對市場的強大干預

外，還有一個應當以國家資本主義形容中國的原因，亦即中國在支持國有企業的

背後，有一個政治性的追求，目的是要保持共產黨的傳統正當性以及國族主義。

這確實是一個值得發展的論點，畢竟過去各種解釋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較少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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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對國家行為的影響，而中國過去數年推出的產業與外交政策

如一代一路，的確也符合民族主義的邏輯。 

與中國共同被列為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的，據 Bremmer(2009)的分析，還包含

巴西與俄羅斯，共同的特徵皆是擁有地位重要的國有企業(如國有石油公司)，且

政府會藉由干預市場達成其政治目的。以此標準而言，將中國列入國家資本主義

的分類似乎相當合理，而在此分類中，巴西與俄羅斯的政治經濟現象亦可與中國

互相參照，有助於發展出較具解釋力的普世性理論模式。下一章將會介紹透過巴

西國有企業改革經驗所發展出來的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並且將會形成研究

假設，以中國之實證，驗證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是否具備解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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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 

第一節 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的歷史背景 

 Musacchio 與 Lazzarini 認為國家透過企業干預市場，並非 2008 年全球金融

海嘯後才發生的現象，而是有其久遠的歷史。從 1920 年開始，歐陸各國就已建

立大型的國有企業與銀行，其後數十年，國有企業在世界各國的經濟均扮演重要

角色。不過，1970 及 1980 年代的石油危機，通膨及利率的上升，對各國國有企

業的營運造成很大的壓力，以致成為政府的財政負擔。為了紓解流動性問題，各

國國有企業大量借貸，1976 到 1978 年，國際資本市場共有 23%的貸款額是由國

有企業貢獻，這反應當時各國國有企業經營都面臨極大的問題(Short, 1984)。1970

年至 80 年代，國有企業在各國整體經濟活動中所佔的份額仍然不可忽視。在已

開發國家如德國、法國、義大利等，國有企業佔國內生產毛額比率平均為 7.2％;

在中等收入國家如墨西哥、韓國、土耳其等，平均則為 11.7％;在低收入國家，

如迦納、蘇丹等，平均則是 13.6％。因此，國有企業的經營困境，便成為各國政

府亟待解決的問題。 

1980 年代英國與法國首先對國有部門進行大規模私有化，在英國，1979 年

上任的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所推行的柴契爾主義

（Thatcherism）同樣以民營化（Privatization）國有企業作為政策方針。1980 年

代，英國先後將包括英國航空公司、英國天然氣公司、英國石油公司等數十個大

型國有公司民營化。柴契爾政府所採行的民營化、市場化和分權化等改革策略，

也為許多西方國家政府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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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國際貨幣基金主導的結構改革計畫、歐洲經濟體與關稅貿易總協定對

自由市場的要求以及 1990 年代學界對國有企業效率的討論，都促使各國政府在

90 年代初期以私有化的方式進行國有部門改革。東歐、中國等前社會主義國家

的經濟轉型，也是這一波私有化潮流的重大助力。各國政府紛紛重組國有部門，

將無政策意義的公司售予私人，保有如石油、礦業等具有較大利益的公司，並改

變產權結構。從 1988 年開始，全世界國有企業私有化的件數與金額都呈現上升

趨勢，到 1997 年，私有化金額更已經超過 1400 億美元。1990 年代期間，有超

過半數的私有化案例，是國家將企業的控制權轉移給私人。然而，在 1999 年以

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私有化類型，即國家保持對企業的控制權，僅在股票公

開交易市場上釋出少數股權，其中尤以俄羅斯、巴西、中國、土耳其等國為典型

(Musacchio & Lazzarini, 2014, pp. 30-56)。 

第二節 國家資本主義的四種形式 

    基於前述歷史的考察以及對巴西的個案研究， Musacchio 與 Lazzarini

認為傳統將國有企業視同政府機關（public bureaucracy）的分析方式已經不足以

描述近二十年國有部門的變化。他們試圖發展一個比較性的架構以描述國家資本

主義的變遷，即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eties of state capitalism）理論。他們對

國家資本主義的定義是：「國家透過持有公司的股份，或是對私人企業提供特權、

信用補貼（subsidized credit）等方式，大幅干預市場運作 」。 

他們認為，1980 年代以前盛行的全資國有企業只是國家資本主義的第一種

模式，即國家作為企業家（Leviathan as an entrepreneur）或是全資國有企業(Wholly 

Owned SOEs)。在這種模式中，政府全資持有國有企業，並有權任命經理人，雖

名為企業，但實際等同於政府的分支機關，企業管理的透明度與自主性都非常低。

在這種模式下，國有企業營運受到國家干預，以及國家企圖藉由企業影響經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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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最為嚴重。Musacchio 與 Lazzarini 以巴西為例，發現全資國有企業的經理人

會隨著總統變換而更替。國有企業在不同政府時期的經營策略也不相同，相較於

民主時期，獨裁時期的國有企業在面臨經濟危機時更不傾向大規模解雇員工。這

些都顯示國有企業有其政治與社會目的（political and social goal），並不以收益最

大化為其經營目標，使得國有企業在經濟危機時更為脆弱。 

    1990 年代私有化浪潮興起後，國家資本主義演變出兩種新模式，分別

是國家作為多數投資者（ Leviathan as majority investor）以及國家作為少數投資

者（ Leviathan as minority investor）。 

第二種模式，國家作為多數投資者，是政府為了改善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問

題，將企業公開上市，售予民間少數股權，但仍保持企業控制權。由於企業已經

在股票市場上市，因此擁有相對財務自主權、專業管理、獨立董事以及專業會計

事務所的稽核。由於股票公開上市並引進民股股東，公司若經營不善，股價便會

下跌，股東有誘因監督經理人的績效。這實際上是國家藉由分享國有企業的利潤，

將監督企業經營的任務外包（outsource）給民間股東，特別是機構投資人，藉以

改善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但與過去全資國有企業相同的是，國家依然可以利用

其最大股東的身份進行干預。 

在巴西國有石油公司的實證中，他們發現即便公司已經上市，但控制油價，

降低通膨率仍然是公司的任務，顯示在這種模式下政治干預以及非收益極大化的

傾向無法完全消除。不同的地方則是，過去價格補貼的損失全由國家承擔，引進

民股之後，不管利潤、虧損都共同分享，企業經營相較國家全資時期也較為彈性，

應對經濟衝擊的手段也較為多元。這顯示引入私人投資者，至少在原則上可以解

決一部份全資國有企業會發生的，因追求政治與社會目標而導致的效率低落問題。

例如，Gupta（2005）以印度 1991 至 2002 年期間，47 家印度國有企業釋出低於

25%股份的部分私有化改革作為研究對象，發現即使是部分私有化也會對盈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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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產生正面影響。由政府仍掌握企業控股股權，績效的提升必不是來自經理人的

更換，而必須歸功於少數股東監督以及股票市場提升公司治理的作用。 

第三種模式，國家作為少數投資者，則意味此時官股並非公司的控股股東。

這種模式因為公司不受政府控制，代理人問題(agency problem)以及企業的非營利

傾向均會較由政府控制的國有企業為輕。在資本市場較不成熟的時期，國家擔任

少數股東反而能對企業進行高風險投資提供支持，(Musacchio & Lazzarini, 2014)。

換句話說，當國家內部缺乏資本市場時，少數模型可以激活公司層面的潛在能力。 

政府通過多種渠道持有和管理他們的少數股權投資，包括部分私有化企業的直接

股權以及通過主權財富基金和養老基金等國有運營商的間接股權。 

 Musacchio、Lazzarini 以及 Aguilera 其後更進一步區分出第四種模式，「國

家策略性介入」（state strategic involvement），這種模式則是國家並不直接擁有企

業產權，而是針對特定產業給予政策優惠或保護，事實上這一個類別與東亞發展

型國家的產業政策近乎完全相同。 

在「國家策略性介入」這種干預模式中，國家主要是對私營企業提供協助，

透過實施產業政策以培育企業競爭力。他們以韓國的產業政策為例，韓國由政府

多個部門投入，發展如基礎教育、科學研發、保護幼稚產業等，這些措施互相配

合，發展出綜合性的產業政策。政府也可以透過產業政策降低企業進行創新研發

和產業升級的成本。例如，國家可以直接給與財務補助，如研發稅收減免，或通

過國家級的研發資源，如頂尖大學和研究中心提供間接協助。 

這種模式的好處是，由於國家並無持有企業的股份，也並不參與企業經營，

不任命企業經理人，故因國家介入而導致的公司治理問題並不存在。不過，這並

不代表此一制度完全沒有任何缺點，在國家透過產業政策參與商業活動的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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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政策的受益者將會要求擴大保護。因此，關鍵不僅是哪些產業可以獲得政府

的支持，政府還必須監控和停止失敗的產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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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家資本主義企業效率低落的原因 

他們認為在國家資本主義的這四種模式中，國有股權對企業的影響會體現在

三個議題上，分別是管理代理人問題，社會觀點和政治觀點，三個問題與國家股

權所帶來的委託-代理人問題有關，意味著國家參與企業經濟績效的負面影響。 

一、 管理代理人問題(Managerial Agency) 

在現代的資本主義體制，由於企業成為經濟行為的主體，「委託-代理人」

（principal-agent）問題也隨之而生。 

「委託-代理人」（principal-agent）問題係指，由於現代大型公司經營權與所

有權分離的特性，公司經理人常常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非股東利益的最大

化，雙方的利益並不一致的問題(Berle & Means, 1932)。使公司有效率的運行（例

如確保無人怠工）是需要成本的，專業經理人可以監督勞工有無怠工，而誰來監

督經理人呢？由於企業的利潤最終會成為剩餘報酬（residual reward），剩餘索取

權的擁有者將最有動機確保企業的運行效率，因此，當企業經理人也成為部份剩

餘索取權（risidual claimant）的擁有者，會增進經理人用心管理企業的誘因

(Alchian & Demsetz, 1972)。 

但僅僅如此還不足以確保企業的運行效率，由於公司經理人與股東之間資訊

不對稱，經理人能夠透過營運費用滿足自身利益（如巨額交際費、豪華座車等），

而這些費用必須由全體股東承擔。當企業的股權分散時，這些費用的效益只有經

理人可以享用，此時，經理人有較強的動機增加營運成本，損害股東的利益。反

之，若管理者擁有高比例的剩餘索取權，企業的虧損亦會損及自身的利益，因而

有誘因增進公司的經營績效(Jensen & Meckling,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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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資本主義體制下，所有權人與經理人的利益會在三種情況下結合。

首先，經理人的利益與其績效相關，如透過績效獎金的發放，使股東與經理人的

利益趨於一致。其次，所有權人能夠對經理人有效監督，最後，即便所有權人不

具備監督能力，只要企業所在的市場足夠有效率，可以淘汰經營不佳的企業，那

麼股東即便不具備日常營運的管理監督能力，也能透過財務指標監督經理人的表

現(Fama, 1980)。 

在中國在國企改革時期也有這樣子看法，有些學者認為國有企業的「委託-

代理」機制之所以失敗，根本原因在於國家無法發展出可靠的考核標準，可以有

效監督國有企業的經營績效(J. Y. Lin, Cai, & Li, 1998)。他們認為企業效益與產權

歸屬變化沒有必然關係，國有企業的問題在於對企業經理人的激勵機制不足。對

他們而言，要使企業改善自身治理機制，基本動力是引入市場競爭 (劉芍佳 & 

李驥, 1998)。 

私營企業所面臨的代理人問題，國有企業無一可以避免。但國有企業特有的

問題是，沒有任何特定的主體能夠擁有企業的剩餘索取權，即便國有企業績效良

好，也只有「國家」而不是任何特定人，能從中獲益。代表國家行使股東權力的

政府官員，本身並無法從國家獲益中得到好處，自然也較無動機監督企業經理人，

企業的表現自然相對較差 (M. M. Shirley, 1999)。 

由於國有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往往由政府指派，當局所派任的往往是其親信

或政治盟友，導致企業管理缺乏專業（Vickers＆Yarrow，1988）。國有企業與私

營企業相比，亦缺乏有效的激勵措施鼓勵經理人追求企業營運的效率和利潤，公

共部門的薪酬機制往往不與經濟績效掛鉤，而是遵循官階和資歷等政府官僚標準

（Dixit，2002）。例如，Firth，Fung 和 Rui（2006）發現中國國有企業在給予執

行長與績效掛鉤的獎勵薪酬方面彈性較低，國家所控制的企業隊執行長支付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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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金 原因是由國家指派的企業執行長往往是政府官僚，具備行政級別，其薪酬

必須與高級公務員薪酬相當。如國有企業高管的情況一樣，。 

此外，更為複雜的是，由於產權缺位的問題，國有企業的經理人無法確定最

終必須向誰負責，而且，正與私營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股東不同，代表國家行

使股東職權的是政府官員，政府通常試圖任命官僚和親信擔任董事會成員，因此

他們未必具備管理企業的專業，並且因其自身的利益與國有企業的績效並無掛勾，

這些進入董事會的官員幾乎沒有動機仔細稽核國有企業經理人的表現，並否決無

效的決策。因此，由於管理代理人問題的緣故，可以預期國家控制股權的增加，

將會導致企業經營不善和效率低下。 

二、 政治觀點(Political View) 

政治觀點認為，政府或政治人物能夠藉由操控國有企業獲得政治收益，國家

可藉由國有企業進行海外擴張，達成其國家戰略的目標，但會對國有企業造成負

面影響（Cui＆Jiang ，2012）。 此外， Khwaja & Mian（2005）針對巴基斯坦

1996 年至 2002 年間，90,000 多家公司的貸款資料進行分析。發現政府所有的銀

行會對具政治背景的公司提供更多的貸款，並且隨著公司管理層的政治實力，如

其政黨是否掌權而增加金。國有企業的軟預算約束問題會導致經理人惰於追求營

運的效率，導致國有企業更可能進行不良投資，並利用公共資金來挽救失敗的投

資計劃（Lin＆Tan，1999）。 

政治觀點主張，政治干預是造成國有企業的低效率的原因之一，此外，由於

政府傾向於支持或紓困效率低下的企業，導致軟預算約束問題，也會引發企業經

理人忽視改善效率的道德風險。 

三、 社會觀點(Socia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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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所謂的社會觀點，系指政府因可以控制國有企業，常會指揮國有企業追

求與獲利無關，甚至會影響獲利的社會目標。例如，政府可能會迫使國有企業保

持低價，減少失業率，或在偏遠地區進行投資。但問題是國有企業仍有獲利目標

的壓力，因此企業經理人會面臨必須同時追求社會目標以及利潤的雙重目標壓力

（Bai＆Xu，2005）。總之，在社會觀點中，國有企業會因承擔無利可圖，但對

社會有公益價值的任務而導致效率低下。 

表 2 不同比例的國有股權對企業產生的影響 

 全資國有企業 國家作為多數投資者 國家作為少數投資者 國家策略性介入 

管 理 代 理

人問題 

董事會皆是政府官

員，因缺乏逐利的股

東，導致無法有效監

督公司經理人，績效

因而低落 

如果民間投資人能進

入董事會，代理人問

題可以緩解 

國家持股較少，無法

直接控制公司，代理

人問題低。 

國家支持私營企業，

代理人問題低。 

社會觀點 負擔營利及社會的雙

重任務，減低效率 

“獲利與社會任務的

雙 重 目 標 (Double 

bottom line) 依然存

在，但可以藉由追求

獲利的少數民間股

東制衡， 

原則上強調企業營

利，但政府殘餘股權

仍可能造成營運干擾 

國家資本支持具正向

外部性，但高風險的

計畫，企業營利視政

策目標而定 

政治觀點 國有企業成為政治工

具 (如政治任命的經

理人)；軟預算約束 

存在其他少數股東 軟預算問題較低，但

若該公司為政府扶持

的國家冠軍企業，軟

預算仍會存在。 

視產業政策訂定績效

是否明確且是否有落

日條款，可達成接近

應預算約束 

資料來源: Musacchio & Lazzarini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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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適合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的制度環境 

Musacchio、Lazzarini 以及 Aguilera 進一步指出，過去多數關於國有企業的

研究集中在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之間的績效落差，也就是所謂的「國家負債」

(state liability)，意思是因國家介入企業經營，產生的公司治理問題以及政策負擔，

導致國有企業相較私人企業表現為差。 

他們同意，「國家負債」的現象，普遍來說是存在的，不過，他們也認為可

以用不同的角度切入這個議題，亦即除了國有股權這項因素外，外部的制度性因

素亦會影響不同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的公司治理和績效。與國家負債理論不同，由

於各國的制度發展成熟度不盡相同，在生產要素和金融市場失靈或出現缺口。此

時國有企業的優勢便會顯現，國有資本能運用其資金及國家的協調能力，克服此

一困難。制度缺口越嚴重，國有企業的績效越能接近私營企業的表現。 

一、 生產要素市場缺口(Voids in Production Factor Markets) 

在工業發展初期階段，各國通常缺乏基礎設施和生產資源，如經過培訓的勞

動力和其他中間產品。例如，鋼鐵廠需要交通基礎設施、能源、原材料和生產機

具。此時若採取「國家作為多數投資者」。當生產要素市場缺口逐漸減低時，新

企業家將更願意承擔風險來改造現有活動並參與新業務。 

二、 資本市場的缺口(Voids in Local Capital Markets) 

國內資本市場的發展將影響國有企業的收益績效，當資本市場很貧弱時，不

僅私人企業家難以取得資本，而且有能力的投資者也無法藉由資本市場獲得足夠

的企業資訊(如財報)，藉以監控企業管理人員的行為及表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企業當然也很難吸引私人資本投資。反之，當資本市場高度發達時，國有企業與

民營企業的績效差距將會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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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鍵的政府能力(Key Government Capabilities) 

關鍵的政府能力意思是，政府制定可靠的機制來監督國有企業，並遏制政府

政治干預企業運作的能力。他們認為政府負責管理國有企業政策的官僚的良窳，

將影響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之間績效差距。若國有企業的管理人或監管單位，是

由專業人士構成，良好的技術官僚組織，其管理具獨立性，將會使國有企業免受

國家干預，進而減低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績效落差(Musacchio, Lazzarini, & 

Aguilera, 2015)。 

表 3 國家資本主義與私營企業的績效落差較低的制度環境 

 全資國有企業 國家作為多數投

資者 

國家作為少數投

資者 

國家策略性介入 

生產要素市場缺

口 

普遍缺乏生產資

源及基礎設施 

中度至高度缺乏

生產要素市場 

中度缺乏生產要

素市場 

中度至低度缺乏

生產要素市場 

資本市場缺口 高度缺乏資本市

場 

中度至高度缺乏

資本市場 

中度缺乏資本市

場 

中度至高度缺乏

資本市場 

關鍵政府能力 技術官僚營運國

有企業 

控制政府對企業

的干預 

控制政府殘餘股

權可能產生的營

運干擾 

技術官僚主導產

業政策 

資料來源: Musacchio, Lazzarini, & Aguiler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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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假說 

Musacchio, Lazzarini, & Aguilera(2015)試圖提供一套可供跨國比較的理論，

試圖解釋國家資本主義的核心—國有企業績效不佳的成因。本研究擬使用此一理

論，以中國作為實證，驗證此理論的解釋能力。此理論是以國家在企業的股權變

化作為自變數，而代理人問題、政治觀點、社會觀點等則是中介變數，國有股權

會透過對企業的公司治理、政治干預及給予社會性政策之負擔產生影響，對企業

之績效表現此一依變數產生影響。 

要驗證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其中一個最大的挑戰是，在一國之內是否存

在這樣種類繁多的所有權形式，由於中國在轉型過程中採漸進主義，其國有企業

部門歷經長期的民營化歷程，股權結構相當多元且複雜，並不缺乏本理論中的三

種國家資本主義形式，故中國作為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的研究標的將有其重

要的價值。 

為發展研究假說，接下來將說明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有何需要修正之處。

首先，本研究擬不對「國家策略性介入」此一模式進行分析，原因有二，首先該

種模式實際上與前面在第二章提到的發展型國家理論近乎等同，事實上作者在列

舉文獻時，也放入了發展型國家的文獻。其次，前三種模式，「國有全資企業」、

「國家作為多數投資者」及「國家作為少數投資者」，有清晰且共同的變數可以

衡量，即國有股權在企業的比例，而國家策略性介入則相對模糊(我們可以很簡

單的判斷國家在企業股權的比例，但卻很難判斷國家介入程度的高低)，因此也

很難與其他變數的互動進行分析。 

此外，本研究擬合併 Musacchio, Lazzarini, & Aguilera(2015)所謂的政治觀點

及社會觀點為單一假說，原因是兩者事實上很難區分，例如，政府官員為追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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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晉升而指揮國有企業儘量不採取大量裁員，此一行動本身即兼具官員的個人政

治目的及減緩失業問題的社會目的。事實上只要由政治人物管理國有企業，其對

企業的干預，究竟是政治目的還是社會目的，本身就很難區分。 

此外，Musacchio, Lazzarini, & Aguilera(2015)將軟預算約束置於政治觀點之

下亦不甚合理，政府不希望國有企業倒閉，進而出現大規模事業是軟預算約束現

象的重要成因，這很明顯可以被分類為社會性目的。而這個例子也說明了其實沒

有必要區分所謂的政治性目的或社會性目的，而應將之簡化為，「政府出於營利

以外的考量，對企業實施之干預」，本研究將之簡稱為政治干預。 

除了代理人問題、政治觀點、社會觀點等中介變數，Musacchio, Lazzarini, & 

Aguilera(2015)亦提到制度做為一個外生變數，也會影響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

義企業績效表現。在他們的歸納當中，制度因素分為三種，分別是要素市場缺口、

資本市場缺口以及關鍵政府能力。本研究亦不前二者進行驗證，僅對第三者關鍵

政府能力的提升是否會改善國有企業績效進行驗證。 

之所有以有這樣的安排，與中國的具體情況有關。首先，中國在 1978 年是

計畫經濟體制，國家主要將資源投入到重工業發展，因此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不

同，中國在該使國有企業改革時，其原物料以及工業機具產業並不是一片空白，

因此我們也很難說中國具備生產要素市場的缺口。 

其次，資本市場缺口的部分，在第二章的文獻回顧中我們已經看到，中國的

金融部門由政府控制，並且對民營企業有制度性的歧視，由此可以知道，隨著中

國金融部門的發展，國有企業得到的支持將越來越多，民營企業反而從其中獲益

甚微。以中國的案例來看，資本市場越蓬勃，中國政府反而因金融部門的壯大有

越大的提供軟預算約束的能力，這事實上是與該理論的預期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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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以上的整理，為驗證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本研究形成以下三個假

說 

一、 代理人問題假說 

國家在企業完全持有企業股權(國有全資企業)，會使國有企業產生管理代理

人問題，進而使績效受到負面影響，但隨著國家控制股權的減少(國家作為多數

投資者)或消失(國家作為少數投資者)，代理人問題會隨之減緩，對公司績效的負

面影響將會隨之減低或消失。 

二、 政治干預假說 

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政治干預，包含政策負擔及軟預算約束，會因國家控制股

權的減少，或喪失而降低，或者是消失。 

三、 制度環境假說 

制度環境的改善，如「關鍵政府能力」的改善，能改善國有股權對企業績效

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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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歷程概述 

第一節 1978-1992 :擴大企業自主，兩權分離 

     中國大陸改革國有企業最初的動機是為了緩解其在 1980 年代艱困財

政問題。在歷經持續十餘年的政治運動後，中國大陸政府的財政體質極為脆弱。

在 1977 年的全國計畫會議上，中國大陸政府延續過去的趕超邏輯，提出了 1978

年到 2000 年的發展計畫。然而，大量的經費投入並未帶來預期中的成長，國有

工業企業反而出現鉅額虧損。當時，中國的國家財政與企業財務高度重疊，國有

企業虧損意味著原來就已不甚寬裕的財政勢必雪上加霜。 

當時，中國的國有企業並不是自主的經濟實體，成立的目的亦非為了營利，

國家把國有企業當作實現其經濟規劃與國家戰略的工具。企業的投資以及流動資

金都有賴政府的撥款，產品生產數量、成本以及價格，也都遵循自政府的計畫，

產品亦由國家統一銷售，利潤必須上繳國家，虧損也由國家承擔。國有企業的領

導人具備行政級別，由政府主管部門任命，企業的人事及員工薪資亦由政府管理。

此外，國有企業除了生產與就業功能，在社會主義體制下，還負責提供社會保障

和救濟的功能。 

當時中國的國有企業是其指令經濟的一環，雖然名稱上稱為企業，但實際上

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因此，國務院為了改善國有企業的效率，擴大企業自主權，

給予國有企業一部份收益的支配權，希望藉此激勵經理人與企業勞工，進而改善

績效(張軍, 2008, p. 26)。1978 年 10 月，這個構想在四川的六家國有企業首度進

行試點，1979 年開始更擴大到 100 家工業企業。試點政策的成效相當良好，相

較一般國有企業，這些試點企業的工業產值成長近 15％，上繳利潤成長超過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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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中國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擴大國有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

干規定》以及《關於國有企業實行利潤留成的規定》，在全國範圍推廣「擴大企

業自主權」政策。 

該政策的具體的內容為以下幾點。第一，在完成國家計畫的前提下，企業可

以按照市場需求生產產品，並向外販售;第二，實施「利潤留成」，企業的利潤可

以按比例保留，作為企業的研發及獎勵職工之用；第三，企業可以自行決定內部

的人事管理包含任免、獎懲員工；第四，企業使用的固定資產，必須向政府交納

資產稅；所使用流動資金，也由原本的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且必須支付利

息。 

到了 1980 年底，全中國已有 6000 多家企業參與試點，約佔當時全中國工業

產值的六成，也的確有顯著的成效。1978 年「擴大企業自主權」政策，的確取

得顯著的成果，不僅工業總產值、利潤均大幅提高，資金的利用效率也有所改善。

1980 年試點企業的利潤成長率是 11.8％，上交政府的利潤則成長 7.4％(汪海波, 

2005)。這改變計畫經濟制度下，政府傾向將資源投入重工業的發展模式，讓資

源流入輕工業部門，也達成了生產資源使用效率的改善。 

在中國，由於歷經長期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體制，改革開放初期的市場與產權

這兩種制度幾乎是不存在的，而必須有賴於政府推動與建立。1986 年年，中國

國務院發布了「關於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推動國有企業

的承包經營責任制，給予經營者以充分的經營自主權。所謂的承包制，就是企業

在完成固定指標之後所獲得的財務收益，將可以由經理人獲得，但未完成的部分

也必須要自行解決(國務院, 1988)。這對國有企業經理人的誘因結構有重大的影

響，承包制把經理人的個人利益和企業的經營效率做連結後，有助於企業盈利，

而且經營情況的好壞也會反映在國有企業勞工的獎金發放，對國有企業的勞工也

產生有效的激勵(杜海燕,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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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987 年年底，中國已有 80％的大中型企業實行了承包制。1988 年 2

月，國務院又頒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暫時條例」，進一步

推動了承包制的全面推開。到 1990 年，全國 95％的工業企業實行。 

1988 年制訂了「全民所有制企業法」，將國企改革提升到法制化的層次。依

據該法之規定，全民所有制之企業依法擁有以下之權限：生產經營決策權、投資

決策權、產品及勞務定價權、勞動人事及獎金分配權、產品銷售權、物資採購權、

外貿經營權以及拒絕攤派權等。除此之外，全民所有制企業法其他的重要規範在

於明文承認廠長（經理）責任承包制，由廠長作為企業的經營管理負責人與法定

代表人，黨委書記僅負責政治作不應涉入經營管理事務。 

1992 年 7 月，中國國務院宣布實施《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

例》，以法規推動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除了延續過去《全民所有制企業法》

的權利下放改革外，主要的精神在於強化廠長責任承包制。其中具體之手段在於

增加了企業經營負責人（如廠長、經理）對企業的盈虧責任，若企業虧損，經理

人除不得領取獎金外還可受到減薪、降級或免職等懲罰。再者，該條例針對過去

因代理問題所產生的弊病，強化了對於企業的資產負債與損益考核的稽核的規

定。 

此時期的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主要關注落實企業的主體性，減少政府

對企業的干預，強化企業自主權。企圖使國有企業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使國有

企業從單純政府機關的延伸變為有獨立性（autonomy）的行動者（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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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1993-2002:國有部門產權重組 

然而從 1990 年代開始，隨著鄉鎮企業、集體企業和其他非國有經濟體的發

展，原來產能嚴重不足的製造業開始出現產能過剩,國有企業之間、國有企業與

其他產權形式企業之間的市場競爭開始加劇。20 世紀 80 年代末期之前,國有企

業創造了非常可觀的盈利,虧損總額也保持基本穩定,但 1988 年之後，國有工業

企業利潤出現了大幅度下滑，並在 1990 年之後虧損總額開始超過利潤總額。 

在國有企業改革初期，由於市場上企業數量並不多，競爭亦不激烈，1988

年以前國有企業的虧損金額還是下降的，但是 1980 年代末，市場變得更加競爭，

導致國有企業虧損比重在 1989 年以後持續上升(張軍, 1998)。 

1988年至 1990年間，國有企業的資產報酬率從 12.37％大幅下降至 5.96％，

1984-1988 年的總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增長是負的，而且企

業對員工的大量薪酬支付，是虧損的重要原因(Woo, Hai, Jin, & Fan, 1994)。 

此外，承包制亦有其問題，承包制在國有企業仍有利潤情況下，可以發揮激

勵作用，減低國有企業原有的委託代理問題。但一旦國有企業的利潤率逐漸趨近

於零，承包制的激勵作用就開始減弱，政府不得不在契約中提高企業可會得的分

成比率，如國有企業平均邊際分成率在 1980 年為 24%，1989 年提高到了 63%。

並且，承包制能確保的是當企業獲利，政府能隨之獲得收益。當企業開始虧損，

政府則出於維持就業的理由傾向通過國有銀行向虧損企業挹注資金，結果是國有

企業資產負債率過高，並逐步給國有銀行體系帶來大量壞賬。 

承包制有其先天的的缺陷只能當做改革中的過度形式，而租賃制只適合讓國

有小企業「國有民營」，反而不如「國賣民營」後，把資源集中在更重要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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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上。故而中國當局認為唯有股份制才可以解決政企不分的弊端(厲以寧, 

1994)。 

1992 年開始，中國更進一步推動國有企業朝現代化的企業制度發展，開始

推動股份制改革，推出《股份制企業試點辦法》、《有限責任公司規範意見》、《股

份有限公司規範意見》等變革措施，企圖讓國有企業改組為現代公司的管理制度，

國家從管理人的角色轉變為所有權人，而由國企經理人負責經營。 

1993 年，中共第十四屆三中全會中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應該是建立「產權明晰、

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同樣在 1993 年，中國推出

第一部《公司法》，其中規定公司是企業法人，有獨立的法人財產，享有法人財

產權，並獨立承擔債務責任。同年年底，全中國股份有限公司已達到 3261 家。 

不過，單單進行制度面的改革並無法挽救國有企業的虧損問題，1990 年代

初開始，國有企業的虧損開始加劇。國有企業的利潤總額從 1988 年佔國內生產

毛額的 6%下降至 1996 年的約 2%，從虧損金額來看，國有企業的虧損額從 1980 

年代改革初期 34.3 億元增長到 1996 年的 790 億元。1995 年以後虧損總額已

經超過了利潤總額，資產報酬率僅有 4.85%，僅約 1988 年的三分之一，中國的

國有企業部門整體處於不盈利的狀態(Holz, 2003, pp. 62-70)。 

國有企業的虧損連帶拖累金融體系的穩定，1997 年，中國國有銀行體系中

的壞帳可能高達所有貸款的 25％至 50％。政府財政狀況惡化以及國有銀行體係

不良貸款問題和國有企業虧損密切相關。例如，社會保障支付可以由國有企業或

政府預算支付。如果由國有企業支付，他們會減少國有企業的利潤，如果必須通

過政府預算支出，則會增加預算赤字。國有企業工資支付除了會減少國有企業的

利潤，也有可能會增加國有銀行壞賬。1978 年，國有部門的債權等於國有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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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的 11％，但到 1997 年，這一比例已達到 75％。換言之，國家淨資產在改革

期間大幅下降，而且幾乎資不抵債，1997 年國有部門債權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

例高達87.3％，是 1978年的10.6％的八倍多，中國政府實際上已經接近破產(Holz, 

2003, pp. 78-92)。簡而言之，政府、國有企業以及銀行的財政是互相影響的，國

有企業的虧損也必然會拖累整體中國財政，已成為中國執政當局不得不解決的問

題。 

圖 2 國有企業獲利趨勢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Holz, 2003) 

在虧損的國有企業中，大型企業的虧損金額雖然最大，但虧損佔營業額比率

最低，相反，小型國有企業的虧損金額雖然小於大型企業，但虧損率也高於大型

企業。對此，中國政府提出抓大放小政策的概念，保留並優化大型國有企業的營

運效率，促進小型國有企業的破產、重組及民營化。1995 年年 9 月中共十四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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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 2010 年遠

景目標的建議》，進一步推動國有企業改革，「區別不同情況，採取改組、聯合、

兼併、股份合作制、租賃、承包經營和出售等形式，加快國有小企業改革改組步

伐」，授權各級政府機關對大多數小型國有企業的產權進行各種形式的重組。 

針對大型國有企業，中國政府的改革方針，除了強化對大型國有企業採用現

代化企業制度的公司化改革，亦透過大量解雇勞工緩解企業財務負擔。1997 年 9

月，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五屆一中全會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

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到本世紀末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初步建立

現代企業制度」，也就是所謂的國有企業「三年脫困」計畫。當時，大中型的國

有工業企業虧損家數高達 6,599 家，有 12 個省、市、自治區處於國有企業整體

虧損狀態。 

為了協助大型國有企業脫離虧損困境，國務院在 1998 年 6 月發布《關於切

實做好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的通知》，協助國有企業進

行大規模解雇。被解僱的國有企業員工可以接受「再就業服務中心」的協助，為

期三年。在這三年中，該中心幫助遣散員工再度就業，並在失業期間，支付「基

本生活費」以及養老金、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如果被解僱的工人在三年內無法

找到再就業，則與國有企業的關係將被切斷。雖然國有企業需要付出成本才能解

僱勞工，但相較原本計劃經濟時期必須終身雇用，負擔已減輕許多。在這樣的政

策下，1997年，14,923家大中型工業國有企業僅佔全部工業國有企業的 20.06％，

佔工業國有企業年均就業人口的 74.68％。國有工業企業的就業人數大幅下滑，

1997 年至 2000 年間，國有工業企業的就業人數由從 4000 多萬，減少到約 2721

萬(Holz, 2003, pp. 249-255)。  

中國政府在整個「三年脫困」時期持續推進抓大放小政策，1999 年，《中共

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國企改革作出具體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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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佈局，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堅持抓

大放小，繼續對國有企業實施改組」。 

針對小型國有企業，中國各級國政府開始嘗試針對小型工業國有企業的一系

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向員工出售小型國有企業，兩家或多家國有企業合併，或

由一家大型國有企業收購一家或多家小型國有企業等各種重組模式，同時也允許

國有企業破產，或與外國企業建立合資企業。1996 年至 2000 年，中國共有 5,335

家國有工業企業進行合併或破產，在三年脫困期間，共有 2,334 家國有企業合併

或破產。經歷改革後，僅存的小型工業國有企業開始出現獲利，總利潤約 4.8 億

元人民幣(所有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約為 241億人民幣），這也是 1995年後，

發動抓大放小改革以來，小型國有工業企業首次出現利潤。 

簡單來說，中國在 90 年下半葉的國有企業「抓大放小」改革政策，鼓勵出

售或推動國有企業的所有權重組。除了合併或破產以外，絕大多數規模較小的國

有企業完全私有化，所有權轉移給企業的經理人、員工或是私人投資者，而較大

的國有企業中則以混合所有制的形式進行改革。從中國實施抓大放小政策開始，

1995 年到 2004 年，規模以上的國有企業從的 118,000 家下降到 24,961 家，而截

至 2005 年，總計共有價值約 11.4 兆人民幣的國有企業資產被私有化，佔中國的

三分之二的國有企業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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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2003-至今:深化改革階段 

建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可能是自「抓大放小」政策後，最重要的

國有企業制度變革。2003 年 3 月，第十屆全國人大會通過設立「國有資產監督

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國資委），並在 5 月通過《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

條例》。國資委為國務院直屬正部級特設機構，代表中國政府履行出資人職責。

國資委的監管範圍是非金融類的中央所屬企業。 

其後，國務院也在2006年發布《地方國有資產監管工作指導監督暫行辦法》。

到 2006 年年底，從中央到地市全部組建了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企業產權管

理、企業資產和財務監督、企業負責人業績考核和選聘薪酬制度、法律事務管理

等各個方面。在中央和地方分別建立國資委是中國政府為鞏固國有股權的努力，

超過國有企業。 在此之前，國有企業的所有權是非常零散，從中央部委到地方

政府部門，都有國有企業的股東。而將股權集中到國資委手上後，國有企業的經

營將由單一機關負責。 

2005 開始，中國在證券市場所推行的股權分置改革亦促進並強化了中國中

央及地方各級國資委，進行國有企業整併或引進外部投資人的改革效果果。由於

中國在 1990 年代，中國政府並未開放將上市國有企業的股票完全流通，上市國

有企業大部分股票是不能夠流通的，僅一小部分的股票能在市場上自由流通，此

即為所謂的「股權分置結構」(splits shareholding structure)。2005 年 4 月開始，

中國證監會頒布的《關於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進行股

權分置改革的試點。8 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的指導意

見》，9 月，中國證監會發布了《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管理辦法》快速地的推

展改革，在 2006 年底，股權分置改革大致上完成，中國的上市國有企業股權得

以自由地流通，進行產權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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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國資委從成立之初，國資委從 2003 年創建一直到 2010 年，均由李榮

融擔任國資委主任，也是目前任期最久的國資委首長。他的治理方針高度影響中

國中央國有企業的發展方向。李榮融在管理國資委的任期內，不斷主張中央國資

委的目標是讓國有企業汰弱留強，並持續嘗試讓國資委公司退出或剝離其非核心

業。他的目標是將一百多家的中央國有企業，縮減為五十家以內，具備強大競爭

力的產業巨頭。 

2003 年，國資委負責管理 189 家非金融國有企業， 到 2007 年已減少至 155

家。由於大量的整併企業，國資委公司的盈利高度集中在特定幾家企業，2006

年，國資委所獲得的總利潤約有 70%由其轄下 9 家企業貢獻，到 2009 年更成長

到 72％(Naughton , 2015)。 

2003 至 2016 年間，國資委轄下共有 83 家企業消失，絕大多數被併入現有

的中央國有企業，少數被重新改制為政府機關。 例如，長江口航道建設公司於

2006 年回歸交通運輸部管轄，改為長江航道局。亦有國有企業合併改組為新的

企業，如中港集團及路橋集團在 2005 年合併為中國交通建設集團(Leutert , 

2016)。  

然而，比較特別的是，在這些整合和重組過程中，國資委轄下航天軍工，石

油石化，民航，航運，電信，煤炭，電網電力，糧食等產業的國有企業並未受到

兼併。這與中國政府及國資委對不同產業的態度有關，如李榮融在 2005 年所提

出的國有企業發展方向，他指出，在軍工、電力、石油、電信、通訊、煤炭、民

航和運輸等七個行業，國有企業必須落實完全控制政策。在這些部門中，政府資

本應該增加和優化，而關鍵企業應該發展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在其他重

要領域包括鋼鐵、電子、機械製造和汽車等產業，國資委應該對技術先進的關鍵

點企業持續保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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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國資委成立以來，中國國有企業的獲利能力一掃 90 年代的困境，產生極

大的反轉。如同前面提到的，如同前面提到的，在 1990 年代，中國整個國有企

業部門實際上是零利潤。而自從抓大放小政策以後，大多數虧損企業被關閉，留

存的公司解僱了數百萬的冗餘勞動力，企業效率顯著提高。國資委時期的國有部

門佔總體經濟的比例比 1990 年代要小得多，但利潤卻更高。國資委下屬企業的

利潤在 2007 年達到 1 兆人民幣，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從 2002 年的 2％ 增加

到 2007 年的 3.8％。 

中國政府除了透過國資委這項制度改革改善其國有企業的獲利能力，也持續

推動國有企業公開上市，間接地透過發行股票的方式稀釋國有產權的比重，並透

過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規範，提高國有企業的營運效率，同時也在公開市場上換

取大量的現金。2005 年至 2015 年期間，中國國有企業透過各種方式共釋出價值

高達 5019 億美元的股份。相較 1990 年代的國有企業部門的鉅額虧損，國資委成

立後中央國有企業的獲利持續平穩且無破產的疑慮，並且控制了大量的資產。

2014 年，中央國有企業共有 47 家進入 2014 年《財星》(Fortune)全球 500 大企業

排名，這些中央國有企業在控制了超過 5.6 兆美元的資產(Megginson , 2017)。 

中央國有企業大規模的合併製造了資產巨大的企業，但同時也造成營運效率

的低落，中央國企的營運及獲利，相較民營企業仍較為低迷。2012 年全國非金

融國有企業的平均資產報酬率(ROA)僅為 3.1％，遠低於銀行的貸款利率(2011 年

銀行貸款利率約為 7%)。 部分易受國際景氣波動或屬於競爭性較強產業的中央

國有企業的資產報酬率甚至更低，如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中國第一重工、中國

二重集團、中鋁、寶鋼、武鋼、中國海運集團等(Leutert , 2016)。 

為了解決央國有企業營運效能低落的問題，2013 年，中國政府進一步展開

對國有企業的改革，中國共產黨十八大會議通過了《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

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發展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的概念，允許讓國有資本以外，

DOI:10.6814/THE.NCCU.GIDS.010.2018.F09 



 

50 

 

包含民營資本在內的投資人，能參股國有企業，藉此提高國有資本效率，促進國

有資產增值。對非營利型的公益性企業，國有資本要加大投入，並持續維持對自

然壟斷產業的控制。 

2014 年 7 月，國務院國資委召開提出「四項改革」，就中央國有企業混合所

有制改革，開始進行試點。四項改革分別是是改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發展混合

所有制經濟，董事會行使人事權及人事管理全和在國有企業派駐紀檢組，此次試

點共有六家中央國有企業參與。  

2015 年 9 月 13 日，國資委宣布《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將

鼓勵非國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和非國有企業投資，並尋求混合所有制企業，

採用員工持股計劃。國資委在國有企業分為「商業類」和「公益類」。 

「商業類」企業進一步分為市場較具競爭性的商業一類企業和具戰略價值的

的商業二類企業。這兩個類別有不同的改革政策。更具體地說，主要從事消費品

等市場完全競爭的產業的「商業一類企業」，主要通過上市等方式引入其他國有

資本和非國有資本，實現股權結構多元化。而以「商業二類企業」為主，對國家

安全和經濟較為重要的產業領域，如電信、交通、水力發電、石油、天然氣、電

網、核能發電和國防工業等，則是鼓勵非國有資本投資，但保留國有資本的控股

股權。如果國有企業被歸類為「公益類」（如公用事業、公共交通等），則應通

過服務採購、特許經營和外包等手段，鼓勵非國有企業參與其管理。國資委指出，

這些企業原則上，必須由國有資本 100％擁有，但在某些條件下，也允許非國有

資本投資。 

自2016年以來，國務院對中央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進行了兩輪試點，

選出了 19 個國有企業，涵蓋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航空、電信和國防等

七個產業。2017年 11月，中國國務院國企改革領導小組通過了第三批試點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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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確定將另外 31 家國有企業納入第三批試點，包含中央國有企業以及地方國有

企業。 

依據國資委發布的統計，2017 年，國資委在電力、石油、天然氣、民航、

電信以及軍工等領域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引入各類投資者 40 多家，資本

超過 900 億元人民幣。但我們可以發現，相較中央國有企業約 7.4 兆人民幣，整

體國有企業約 15 兆人民幣的資產規模，可以看得出目前中國國有企業的混合所

有制改革尚在很初期的階段。 

目前為止，大部分中央國有企業的具體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均未公開，而相

關媒體報導最完完整的混改方案是中央國有企業的中國聯通，該公司是中國電信

市場僅次於中國移動和中國電信的第三大電信營運商。自 2013 年以來，因在 4G

市場競爭落後，中國聯通的營收一直在下滑。2017 年 8 月 20 日，中國聯通公佈

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策「積極徵求國內投資者，降低國有股比例，將部分股權

轉讓給其他國有企業股東和非國有股東，推進全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以市

場為導向的企業制度和公司治理結構」。中國聯通將通過發行新股股權轉讓以及

員工持股計畫，三種途徑籌集 780 億元人民幣的資金，據報已引入百度，阿里，

騰訊，京東等網路企業做為其新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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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中國作為案例 

第一節 代理人問題假說之驗證 

一、 假設: 

國家在企業完全持有企業股權(國有全資企業)，會使國有企業產生管理代理

人問題，進而使績效受到負面影響，但隨著國家控制股權的減少(國家作為多數

投資者)或消失(國家作為少數投資者)，代理人問題會隨之減緩，對公司績效的負

面影響將會隨之減低或消失。 

二、 實證: 

針對這個假說我們必須進行兩步的論證，首先我們要先證明在「國家作為多

數投資者」或「國家作為少數投資者」，這兩種模式當中，企業的績效相比會比

「全資國有企業」的績效為好。簡單來說，也就是具有私人股權的國有企業較無

私人股權的國有企業績效較佳。 

此點推論，可以獲得中國的實證支持。劉小玄.（2004）針對 2001 年全國經

濟普查的數據進行研究，發現國有獨資企業的在所有企業(包含合資企業及民營

企業在內)效率是最差的；武常岐 & 張林. (2014) 以 1998 年至 2007 年中國工業

企業調查數據，研究結果亦支持民間資本的正向效果，國有企業引入非國有資本

會改善了企業的經濟績效，但企業控制權的變化對於績效提升的效果更為明顯。 

接著是第二部分，「國家作為少數投資者」之企業，較「國家作為多數投資

者」之企業效率更佳。概念上，這個推論好像很容易接受，因為若國有股權因其

公司治理的無效率對企業績效產生負面影響，那麼國有股權對企業來說應該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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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好，在上一段我們也提到了有民間股份的企業相較國有全資企業效率更佳，就

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然而，依據過去中國的實證研究，「國家作為少數投資者」之企業，較「國

家作為多數投資者」之企業效率是否更佳，答案是不一定。我們可以找到支持此

假說的實證研究。也可以找到許多實證說明「國家作為少數投資者」，較「國家

作為多數投資者」，企業績效表現可能更差的實證研究。 

首先，Lin & Su (2008) 以及 Berkman, Cole & Fu(2014)的研究說明，在中國，

「國家作為多數投資者」之企業表現劣於「國家作為少數投資者」之企業。而

Liao & Young(2012)則發現「國家作為少數投資者」對企業績效有正面影響。 

Lin & Su (2008) 以 2000 至 2002 年期間 816 家中國上市公司做為樣本，以

Tobin's Q 值作為公司績效表現之代表，其計算方式為以每股股票的價值除以每

股股票的發行成本。他們以此分析其股權結構以及公司價值之間的關係，發現國

家股權與公司價值呈負相關。與私營企業相比，由國家所控制的企業，其 Tobin's 

Q 值顯著較低。 

Berkman, Cole & Fu(2014)對中國上市公司 1998 至 2002 年 631 個大量股權

轉讓事件進行分析，這些股權轉讓事件均會造成企業的控股股東產生改變。他們

發現，如果該轉讓事件是讓企業由國有控股股東，轉為私人投資控股股東，其超

額回報（excess returns）會較控制股權在國有股東之間轉讓為高。且由國家轉讓

給民間控制股權的公司，亦會較國有部門之間控股股權的移轉，有效提高資產報

酬率（ROA）。 

Liao & Young(2012)對中國 1999 至 2004 年期間，共 514 家上市公司，2,775

個公司年度樣本點，分析民營化後，政府在企業的剩餘所有權對中國公司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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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業績的影響，發現在民營化後，在企業內剩餘的國家少數股權對企業之 Tobin's 

Q 值有顯著的正面影響。 

而田利輝.（2005）、Tian & Estrin (2008)、趙曉慧 & 盧欣笙. (2015) 、Sun , 

Tong,& Tong (2002)的實證研究則說明，在中國，「國家作為多數投資者」之企業

表現，有可能劣於「國家作為少數投資者」之企業。 

田利輝（2005）針對中國 1998 年至 2003 年的企業資料，同樣以 Tobin's Q

值代表公司績效。發現整體而言，國有股權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是負的，但關係並

非線性，國家持股比例與公司績效的關係呈 U 型曲線。當政府在企業持股達 40%

的時候，企業的績效會最低，此時政府無論增持或減持股份，都能夠改善效率。

換言之，若政府作為少數投資者，企業績效反而比做為多數投資者還差，舉例來

說，若政府持股 60%，企業的績效反而會好於僅僅持股 40%。 

趙曉慧 & 盧欣笙. (2015)針對 2003 至 2011 年，對上海 A 股的上市公司研

究亦支持這個現象，不過其國有股的最低績效持股比例為 44%。Tian & Estrin 

(2008)後續以 1994 年至 2004 年間中國上市公司的資料進行分析，亦支持國有股

權與企業績效之間的U形曲線關係。國有股權佔30％至40％時企業價值會最低，

此外國家擁有控制股權的影響相當小，相較私人企業僅平均只減少 5％的價值。 

陸瑤 ,何平＆吳邊. （2011）針對 1997 年至 2008 年上海與深圳交易所的上

市公司，他們以持股三分之一做為控制股權的基準，發現上市公司如果存在非控

股國有股權，將會提高公司每年新增的投資額度，且回報不佳，但國有股權比例

的提高，將會將低過度投資的金額。且擁有非控股國有股權的公司的業績表現不

僅比沒有國有股權的純民營公司更差，也低於具備國有控股股權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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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期的研究，如 Sun , Tong,& Tong (2002)的研究亦支持這個觀點，他們對

1994 至 1997 年的公司數據進行分析，發現的確高比例國有持股對績效有負面影

響，但當政府持股過低時，績效會比政府高持股還要差。 

陸瑤 ,何平＆吳邊. （2011）對此現象的解釋是，當國有股東的大股東身分

消失，會降低了政府監督公司行為的誘因，原因可能是政府因股權不足無法任命

公司高層管理人員，而公司管理人員尋求政治職位升遷的動機減弱，因此導致公

司治理減弱。Tian & Estrin (2008)認為，當企業不存在控制股權股東時，經理人

必須平衡國有股東與私人投資者的不同主張時，管理決策的效率將會降低。此外，

在中國的環境，國家可以透過多種方式給予企業協助，但當國家在企業持有的股

權較少時，協助的動機會較低。 

  

DOI:10.6814/THE.NCCU.GIDS.010.2018.F09 



 

56 

 

第二節 政治干預假說之驗證 

一、 假設: 

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政治干預，包含政策負擔及軟預算約束，會因國家控制股

權的減少，或喪失而降低，或者是消失。 

二、 實證: 

在政策負擔的部分，來自中國的實證支持此項假說，陳林 & 唐楊柳(2014)

的發現擁有私人投資者的國有企業較權資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負擔減少，Chen, 

Jiang, Ljungqvist, Lu & Zhou (2015)則說明了當國家擁有控制股權，即國家作為多

數投資者時，確實會較私營企業有更多政治考量。 

陳林 & 唐楊柳(2014)以 1999 至 2007 年，中國全國工業企業數據中，經歷

過產權改革成為混合所有制，即包含集體資本、個人資本、法人資本、港澳台資

本、外商資本等非國有資本的國有企業，共 5,427 家企業做為樣本。比較混合所

有制改革前後的差別，發現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確可以降低國有企業的如裁員彈性

較低及被迫投資特定產業的政策性負擔。 

Chen, Jiang, Ljungqvist, Lu & Zhou (2015)對 2004 至 2013 年間對，321 家中

國企業集團內部資本轉移進行研究，分析國有控股集團和私營集團內部資本分配

的效率。他們推測 230 個由國家控制的集團企業（共控制 660 家上市公司），其

內部資本配置將反映集團執行長的政治目標；而剩下 91 個私人控制的集團企業

（共控制 166 家上市公司）的資本配置則不會有政治目標的考量。  

他們發現私人控制的集團企業會將更多資本分配給投資前景較佳的公司

（Tobin's Q 值較高的公司），而國有控股集團則並不會，顯示其集團內部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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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較無效率。並且他們發現，對國有控股集團的經理人來說，他們的晉升並不

不取決於企業的盈利能力高低，而是避免裁員。他們發現集團執行長擁有晉升機

會時，會傾向將集團內的資本用於支撐集團內部員工眾多但營運不良的企業，以

避免其發生裁員。 

在軟預算約束的部分，李廣子, & 劉力(2012)、 Chow., Song & Wong. (2010) 

以及 Megginson, Ullah, , & Wei (2014)對中國企業的實證研究，支持本研究假說，

亦及軟預算約束，會因國家控制股權的減少，或喪失而降低，或者是消失。 

李廣子, & 劉力 (2012) 針對 2008 年以前，以協議轉讓股權的方式，由國家

持有控制股權，轉為私人投資者持有控制股權的 301 個樣本進行分析。發現在民

營化之後，企業獲得貸款的金額顯著降低，不過，若原國有控股股東在民營化後

的公司中仍持有股份時，可減緩貸款降低得幅度，且持有的股份越高，企業能獲

得的貸款越高。 

Chow., Song & Wong. (2010)以 1997 年至 2003 年期間，中國上市公司作為分

析標的，分析國家股權份額作為與現金投資之關係，發現有擁有較多國有股份的

公司，因資金取得較為容易，因此會比擁有較少國有股權的公司，更容易傾向以

公司手中的現金進行投資。 

Megginson, Ullah, , & Wei (2014)對 2000 年至 2012 年，中國上市公司現金持

有量與國家股權之間關係進行研究。他們發現隨著國家所持有的股權的下降，企

業現金持有量將會增加。企業的國有股權平均每下降 10 個百分點，會導致企業

現金持有量增加約人民幣 5500 萬元。他們認為這種負面關係可歸因於當國家股

權越高，企業將可預期越可得到軟預算約束的支持，故當企業的國有股權降低時，

企業無法獲得銀行注資，必須自己累積資金，造成持有現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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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制度環境假說之驗證 

一、 假設: 

制度環境的改善，如「關鍵政府能力」的改善，能改善國有股權對企業績效

的負面影響。 

二、 實證: 

Musacchio, Lazzarini, & Aguilera 提到，關鍵政府能力這項制度環境因素的發

展可以縮小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績效差距， Musacchio, Lazzarini, & Aguilera

所定義的關鍵政府能力，在政府擁有國有企業控股股權的情況下，係指以「技術

官僚營運國有企業」以及「控制政府對企業的干預」兩項條件。其具體的類比到

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的中案例，本研究認為國資委應當符合最符合關鍵政府能力

這項條件應當是國資委。 

首先，國資委作為中國國務院指派作為國有企業管理股東角色的機關，內部

組織設計就包含了各種監督及管理國有企業的團隊，例如研究局，資本運營與收

益管理局、財務監管局等。雖然組織上具備這樣的設計並不一定代表該機關絕對

具備企業管理的專業，但要注意到，國資委的國有企業股份是由各部委手中承接

的，相較並不具備這些專業組織安排的部委，國資委絕對為符合「技術官僚營運

國有企業」這項條件；其次，由於國資委唯一的任務是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

這意味著其追求其他政策目標的可能性較低，自然也較符合「控制政府對企業的

干預」的意義。因此，我們將驗證，國資委的成立，是否能有效減少政治干預，

改善國有企業公司治理，進而提高績效。 

Wang, Guthrie, & Xiao (2012)以 1994 - 2003 年在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的中國企業做為樣本，發現與國資委改革之前相比，將股權集中在國資委手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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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有企業業績產生正向影響。他們發現國資委之所以能提高企業績效，股權較

為集中是一個重要因素。這裡要強調，股權集中發揮效果，不等於國資委不具備

關鍵國家能力，如同我們在第四章第三節提到的，股權集中在國資委手中本身就

是成立國資委這項制度改革的重要部分。 

Shen, Zou, & Chen (2015)以及馮雷（2012）的研究發現，國資委確實有能力

提出較佳的公司治理方式，並且有效提升國有企業的績效。 

馮雷（2012）透過對 2001 年至 2007 年 333 家在深圳及上海股市上市的國有

公司進行的研究發現，實際控制人為國資委的國有企業績效較佳，其原因為國資

委管理企業的方式較為專業，增加了獨立董事以及擴大董事會的人數規模，以及

排除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的公司治理模式。這顯示國資委的確能有效透過改善公司

治理提高國有企業績效。 

Shen, Zou, & Chen (2015)發現，由於過去中央國有企業過於追求大型投資計

畫，導致其資金效率不佳。因此，國資委在 2010 年開始以「經濟附加價值」

(Economic Value Added，EVA)評估中央國有企業的表現，企圖提高國有企業的資

金運用效率。他們發現自國資委實施 EVA 績效評量後，中央國有企業的手中持

有的現金增加，過度投資減少。 

而國資委中央部級機關的身分亦有可能提高國有企業的運作效率。Jiang, 

Lee & Yue ( 2010)與 Chen, Firth, & Xu (2009)發現所謂國有股權導致企業運作效

率較差的現象，在中央政府持股的企業較不明顯。 

Chen, Firth, & Xu (2009)對 1999 年至 2004 年中國的上市公司進行分析，他

們將這些公司的控制股東的進行分類，並且分析控值股東的性質與企業績效的關

係。發現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是最有效率的，而私人投資者控制的公司反而效

率最低。Jiang, Lee & Yue ( 2010)，以 1994 年至 2004 年期間，在深圳交易所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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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交易所上市的 1,377 家上市公司進行研究。他們發現由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

其公司治理較差，掏空公司，轉移資產的狀況較為嚴重。而有中央政府控股的公

司相較地方政府，相關狀況的嚴重程度較低，顯示擁有企業控制股權的政府層級，

亦會影響企業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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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分析與討論 

在第一章與第二章中，我們已經得到了初步的結論，即在過去較為成熟的各

種理論當中，並沒有適合中國的位置。而國家資本主義做為一種新興的分類，由

於其定義較為單純，即國家利用市場達成其政治目的，故可以將其他國家也納入

此分類，而這就提供了中國的政經體制與其他國家的實證互相比較的可能性。 

事實上在第一章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學者在描述中國時不可避免會提到中

國共產黨對社會經濟的控制力，當然也包含對市場的影響。但我們也可以發現，

在這種視角中，則中國作為一個研究案例會無法找到比較的對象，只能用一個新

名詞來歸類，例如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中央管理式資本主義等等。在舊有

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無法良好的解釋中國的政經體制的情況下，本研究以國家資本

主義作為中國政經體制的理論分類。 

本研究的第二個目的是希望透過一個跨國比較理論的嘗試，試圖找到中國與

其他國家在政治經濟體制演變的共通之處。是以，本研究選擇已將 2015 年提出，

尚未經過大量實證的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以中國作為案例，進行初步的分

析。進行跨國比較還有另外一個意義，過去許多學者在描述中國企業的行為時，

往往會過於強調共產黨控制能力，如 Milhaupt & Zheng (2014)，低估國有股權的

重要性，這樣的推論邏輯往往會導出所謂的「中國特殊論」，即中國由於其特殊

的制度無法適用在其他地區有解釋力的理論(如產權理論)。 

本研究透過由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發展出來的三個假說，代理人問題假

說、政治干預假說以及制度環境假說，以中國為案例進行實證。如同理論預期，

國有股權會對企業績效有負面影響，在政治干預方面，當國有股權減少時，企業

的政治干預會減少，軟預算約束的問題也會改善；而隨著管理國有企業的政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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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能力提升，國有企業的績效也會提高。這些事實上都符合國家資本主義多樣

性理論的預期。 

我們也發現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中預期國有企業國有股權所造成的公

司治理問題，在中國也同樣存在，與以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的差異是，我們

發現在中國當國家成為企業的少數股東時，反而可能會降低企業的價值。不過這

個現象仍可以用既有的公司治理理論來解釋，如公司因股權不集中，導致經理人

的決策較無效率的等方式來解釋。當然，這個現象的確需要更仔細的研究進行驗

證，但是以目前對中國的實證研究來說，國理論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對中國是具

備解釋力的。 

這背後的理論意義是，雖然中國政府與共產黨有多方的手段可以影響企業，

但國有股權在中國的企業當中仍然有非常重要，政府在企業當中擁有的股權差異，

大幅度的影響企業的行為，亦會影響政府對待企業的方式。而這些現象與其他國

家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亦可以透過跨國比較的理論進行解釋。透過以上的嘗試，

本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中國研究理論取徑，證實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也可適

用於解釋中國的政經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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