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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社會主義經濟下的鄉鎮企業 

 
本節第一部分先介紹中國的經濟體制的發展脈絡，探討中國經濟從社會主義

堅持的計畫經濟與公有制，逐漸走向市場經濟與私有制的發展歷程；接著第二部

分，則是分析在整體社會經濟環境變遷與發展之下，鄉鎮企業的發展契機與問題。 
 
一、中國經濟體制的發展與變革       

在對當代中國經濟體制脈絡做分析之前，先要理解一個重要的前提，中國 
共產黨在建立中華人民共和國後（1949 年），對於整個中國所抱持的態度與理念，

基本上是跟隨著當時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腳步，奉行社會主義，廢除市場

制度，實行計畫經濟。1直至一九七八年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共確定了改

革的方向，中國的經濟發展才朝著市場化邁進。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立之後，因為實行計畫經濟，造成接下來中國經濟所經歷 

的增長與波動，是與經濟體制的變動緊密相關的。2學者也認為過去二十餘年來，

中國大陸的經濟體制改革，是由計畫經濟朝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轉變。3就是

因為中國原本是一個計劃經濟的國家，而國家經濟體制的變化，對於整體的中國

經濟發展是具有強大的實質效益的，因此在這一節的開端筆者將先針對中國經濟

體制及其演變作介紹： 
 

（一）計畫經濟體制 

    計畫經濟的理論基礎，是來自於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徵，體現在公有制、

計畫經濟和按勞分配三方面。4而中國計畫經濟體制，是從選擇重工業優先發展

為起點的。這是中共建政之初為了迅速改變中國貧窮落後的狀態，使中國經濟能

夠快速的發展起來所做的決定。5而優先發展重工業就成為了中國經濟的發展目

標。 
    在這樣的發展前提之下，於蔡昉、林毅夫著之《中國經濟》中，以下列三項

特色6來介紹中國的計畫經濟體制： 

                                                 
1 吳敬璉著，《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探索中國經濟順利轉型的秘密》，台北：麥格羅希爾，2005， 

頁 73。 
2 蔡昉、林毅夫著，《中國經濟》，北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頁 13。 
3 魏艾主編，《中國大陸經濟發展與市場轉型》，台北：揚智文化，2003，頁 15。 
4 蔡昉、林毅夫著，《中國經濟》，頁 16。 
5 同前註，頁 13。 
6 同前註，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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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扭曲價格的宏觀（集體）政策環境 

        由於重工業是資金高度密集型的產業，在資本市場上由供給需求來決

定的利率，必然高得使經濟發展水平低、資本極為缺乏的中國無法發展重

工業，因此為了達到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目的，必須人為的壓低資本、外匯、

能源、原物料、勞動力和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以降低重工業資本形成的成

本。因此在宏觀的政策下，生產要素價格和產品價格的扭曲成為特色。 

 

2. 高度集中的資源計畫配置制度 

          扭曲生產要素和產品價格造成了整個經濟的短缺現象，為了要把短缺

的資源分配到重工業發展上，就要發展出一套不同於市場機制的資源分配

制度。因此，銀行體制、外匯管理體制、物質分配制度和勞動工資體制等，

都以高度的計畫控制為特徵。 

 

3. 缺乏自主權的微觀（個體）經營體制 

        在依靠壓低產品和生產要素價格、實行高度集中的計畫制度分配資

源，以有利於推行重工業發展的環境下，為了保證微觀（個體）經營單位

生產剩餘的使用方向也合乎推行重工業的目標，中國政府通過工業的國有

化和農業的人民公社化，建立起與重工業發展相配合適應的微觀（個體）

經營體制。這種體制的突出特徵是其嚴重缺乏生產誘因以及生產效率低

下。 

 

根據上述蔡昉、林毅夫著之《中國經濟》所指出的中國傳統計畫經濟體制三

特徵的解析，我們可以了解到，從一九四九年到一九七八年，實行這樣的計畫經

濟體制，導致資源配置效率低、缺乏生產誘因，使得整個中國的經濟發展呈現停

滯與無效率的狀態。為了不要使中國的經濟繼續停滯不前，中國開始走向經濟改

革的道路，試圖扭轉中國經濟的發展頹勢，接著在下面一段介紹經濟體制的改革

狀況。 

 

（二）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雙軌制 

八○年代後中國開始走向經濟改革的道路，而中國經濟改革的基本內容，是

從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7其實廣義的來看，如果從一九五六年九月的中

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對中國大陸的「經濟管理體制」進行改革算起，大陸

的經濟改革其實已經進行了將近半世紀，只不過起初的「經濟管理體制改革」，

只是為了改善經濟運行狀況，而進行的某些政策調整，並不存在確定的制度目

標，一直到一九七八年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改革的市場取向才逐漸明朗化。8   

                                                 
7 吳敬璉著，《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探索中國經濟順利轉型的秘密》，頁 81。 
8 同前註，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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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一九七八年至一九八四年這段時期，學者認為是以計畫經濟為主、市場

調節為輔的時期，並且改革的重點是農村的改革。9

中國經濟改革是從改革個體經營體制開始的。在農村中，開始實行家庭承包

制，10人民公社被廢除，提高了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也使得農產品產量和農民收

入提高。另一個部分則是國有企業的改革，以及鼓勵非國有企業的發展，推動鄉

鎮企業的發展，增加了企業的競爭壓力，也改進了企業的激勵機制與利潤動機，

提高了生產率。 
在農村家庭承包制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推行之下，商品流通體制、物資管理體

制、就業制度、信貸管理體制和外匯體制的改革也相繼開始。因為如此，產品價

格和生產要素價格（利率、匯率、工資）的形成機制也開始逐漸從計劃轉向市場， 
在從計劃經濟過度到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也就首先形成了資源配置和價格的

雙軌制。雙軌制的意涵是計畫機制和市場機制同時調節生產活動，隨著改革特別

是價格體制改革的發展，計畫調節的比重逐漸降低，市場作用逐漸增強。11

    而雙軌制的正式確立，應該是一九八五年一月國家物價局和國家物資局發出

《關於放開工業生產資料超產自銷產品價格的通知》，允許企業按市場價格出售

和購買「計畫外」的產品，從此開始正式實行生產資料供應和定價的雙軌制。雙

軌制的確立，為非國有經濟的存在與發展提供了基本的經營環境，對改革之初的

非國有經濟和整個中國的經濟發展起了良好的作用。12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一九九二年中國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確立了中國的經濟改革目標為「建立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且闡明這種體制，就是要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

的政策領導下，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13

    一九九三年十一月的第十四屆三中全會又做出了《關於建立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體制若干問題的決定》，在二個問題上做了重要的突破：14

第一，明確提出「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改革戰略，要求在二十世紀末，

初步建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度。 

第二， 為財稅體制、金融體制、外匯管理體制、企業體制和社會保障體系

等方面的改革提出目標，擬定方案。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度就在九○年代中期確立並且推行，其核心價值就是以

市場機制作為資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其內容包括幾個方面：15

                                                 
9 魏艾主編，《中國大陸經濟發展與市場轉型》，頁 19。 
10 家庭承包制是農民家庭獲得了土地的使用權，以及剩餘產品的擁有權，成為農業生產和經營的

基本單位，參考：蔡昉、林毅夫著，《中國經濟》，頁 15。 
11 同前註，頁 15-16。 
12 吳敬璉著，《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探索中國經濟順利轉型的秘密》，頁 105。 
13 蔡昉、林毅夫著，《中國經濟》，頁 17。  
14 吳敬璉著，《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探索中國經濟順利轉型的秘密》，頁 114-117。 
15 蔡昉、林毅夫著，《中國經濟》，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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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建立一個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微觀經營制度。 
第二，建立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 
第三，允許按勞分配與按照資金和土地等生產要素投入進行分配。生產要素

價格的形成機制也建立在市場基礎上。 
第四，建立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 

 
    在了解中國經濟體制的發展與變革之後，下面將進入本論文所關心的主題：

鄉鎮企業。 
 
 
 
二、鄉鎮企業的發展 

（一）鄉鎮企業的發展背景 

    在一九八四年以前，鄉鎮企業的原名是「社隊企業」，16也就是說鄉鎮企業的

前身是人民公社體制下的「社隊企業」。在中國農村的行政體制改革之前，實行

的是「公社-大隊-生產隊」的三級體制，一個縣可能擁有八至十五個公社。所謂

的社隊企業就是在公社之下產生的。17而社隊企業又是在農村手工業和農業合作

社的工副業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形成的。但是鄉鎮企業與社隊企業之間存在一

個重要的區別，就是社隊企業必須遵循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和就地銷售的「三就

地」原則，也就是說，不能發展面向廣大市場的加工業，而只能把自己的生產限

制在自給性經營的範圍內。18而鄉鎮企業是在農業已經實行家庭承包制的條件之

下產生發展的，基本上是跟著市場經濟的腳步發展起來的，因此鄉鎮企業沒有社

隊企業經營上的限制與包袱。 
    雖然社隊企業的發展有其侷限性，但是卻等於是幫鄉鎮企業打下了發展的基

礎，筆者認為鄉鎮企業可說是直接站在社隊企業的肩膀上發展起來的，一九五五

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中指出，農業生產合作社應根據需要與可

能，積極的經營副業生產，逐步的發展農業同手工業、加工業、運輸業等相結合

的多種經營。19而在一九五八年的「大躍進」與一九七○年的「下放」中，各個

地區的人民公社的確辦起了一些以農機修造為主的機械加工、修理企業。20這些

手工業作坊以及農機工業對於鄉鎮企業的發展來說，可謂是最重要的墊腳石。    
    除了社隊企業所打下的基礎之外，八○年代後因為家庭承包制的推行，首先

                                                 
16 魏艾主編，《中國大陸經濟發展與市場轉型》，頁 53。 
17 馬戎、黃朝翰、王漢生、楊牧主編，《九十年代中國鄉鎮企業調查》，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4，頁 5。 
18 吳敬璉著，《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探索中國經濟順利轉型的秘密》，頁 149。 
19 阿爾丁夫主編，《中國少數民族地區鄉鎮企業發展研究》，北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4， 

頁 5。 
20 吳敬璉著，《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探索中國經濟順利轉型的秘密》，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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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農村剩餘勞動力，從原本在人民公社體制下的隱蔽狀態中顯露出來，並且也

能夠自由的向非農產業去流動，這方面的變革為鄉鎮企業提供了充足的勞動力；

另一方面，因為家庭承包制的因素，使得長期被人民公社所束縛住的農村生產力

獲得鬆綁，使農業生產有了一定的剩餘，可以轉化為發展農村工業的資本；再加

上因為有了剩餘的利潤，農民生活水準隨之提高，消費需求增加，更為鄉鎮企業

的產品開闢了市場。21就因為在一九七九年之前有社隊企業的起頭，之後又有家

庭承包制的推行，鄉鎮企業才有機會在中國經濟體制走向市場經濟道路的開端就

嶄露頭角。    
 

（二）鄉鎮企業的存在意義 

    鄉鎮企業的發展是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來，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對於

促進農村的繁榮與提高農民的生活水準有著很大的作用，下面分幾個項目說明鄉

鎮企業的發展，在中國經濟發展中起著什麼樣的意義： 

1. 改變農村單一生產格局 
        鄉鎮企業的發展使得農村中的工業、建築業、運輸業、商業、飲食服務

業等，從農業中分離出來，較快速的改變了農村原本的單一生產結構，在新

的多元的產業結構中，生產要素可以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和比較利益的原則

流動，使資源分配合理化，促使經濟生產大幅度的提升。 
 

2. 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 
        鄉鎮企業所生產的各項產品，例如：電力、化肥、水泥、農具、建築、

機械、紡織品等，可以滿足農業和農村的經濟建設需求，從數據上來看，在

一九九二年的全中國鄉鎮企業總產值，佔農村社會總產值的 64.2％，
22
可以

說鄉鎮企業已經成為農村經濟的主體。 
 

3. 成為農村剩餘勞動力就業的主要途徑 
      鄉鎮企業的發展除了對農村的經濟發展有所提升之外，另外一個很重要

的意義就是提供了就業機會。中國人口近十三億人，其中一半以上是農民，

但是每個農民佔有的土地面積太少，平均每戶只有八畝多的耕地，如果不能

把大量的剩餘勞動力轉移出去，無論中國政府怎麼努力提高農產品價格，對

於農民的收入水準都很難有所提升，23而鄉鎮企業剛好解決了剩餘勞動力的

問題，因為鄉鎮企業多半是勞動力密集的輕工業，因此，鄉鎮企業對於勞動

生產力的需求，無啻是幫助農村解決過多的剩餘勞動力，讓無地可種或者是

耕地面積不足的農民多了一條生存之道。 

                                                 
21 吳敬璉著，《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探索中國經濟順利轉型的秘密》，頁 150。 
22 阿爾丁夫主編，《中國少數民族地區鄉鎮企業發展研究》，頁 14。 
23 吳敬璉著，《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探索中國經濟順利轉型的秘密》，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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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來源 
        鄉鎮企業向政府上繳的預算外收入是相當可觀的，在中國計畫經濟的

「七五」時期（1985~1990 年），鄉鎮企業所累積的上繳國家稅金為一千四

百六十五億元，年平均增長高達 3.3％。而鄉鎮企業上繳國家的稅金佔國家

各項稅收的比例，也由一九八五年的 6.7％，提高到一九九○年的 13.9％。

一九九二年鄉鎮企業上繳國家的稅金四百七十點二億元，佔當年全國各項稅

收的 14.3％。24由此可以看出鄉鎮企業在中國國家財政上所佔的重要地位。 
 

5. 促使市場機制的發展 
      鄉鎮企業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成果，也成為中國經濟市場化的重要推

動力量。鄉鎮企業的原料多來自於計畫分配之外，必須靠市場競爭來取得，

而鄉鎮企業的產品也必須靠市場銷售出去，因此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使得

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能夠發展得更加快速。25

 

（三）鄉鎮企業的發展優勢與問題 

    鄉鎮企業在發展上有優勢也有其重大的問題，接下來筆者將針對鄉鎮企業的

優勢與問題分別作探討。 

  1. 鄉鎮企業的發展優勢 
        鄉鎮企業之所以能夠對中國經濟產生重大的作用與意義，其中一個很關

鍵的因素就是鄉鎮企業在發展上擁有許多優勢，相較於國有企業來說，在中

國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擁有更大的影響力，下面對於鄉鎮企業的發展優勢作

一概括性的分析： 

a. 廉價勞動力 
就是因為中國農村存在有大量的剩餘勞動力，而鄉鎮企業又是以發展

勞動密集低技術性的輕工業為主，使得鄉鎮企業取得勞動力相當的容易，

擁有大量的廉價勞動力對於生產成本來說，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優勢，也是

造成鄉鎮企業能夠在短時間內就能異軍突起，創造較高的利潤的主要因

素。 

b. 市場需求高 
在中國經濟改革之前（1978 年），中國幾乎一半以上的投資都用於重

工業上，用於輕工業的不到 6％，市場嚴重缺乏輕工業產品。26鄉鎮企業

剛好彌補了這個市場缺口，其所生產的輕工業產品剛好符合了市場的需

要，因為如此，使鄉鎮企業能迅速獲得利潤。 

                                                 
24 阿爾丁夫主編，《中國少數民族地區鄉鎮企業發展研究》，頁 15-16。 
25 蔡昉、林毅夫著，《中國經濟》，頁 158。 
26 同前註，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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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方政府的扶持 
在廢除人民公社改成立鄉鎮一級政府之後，地方政府就面臨著危持自

身運作的財政壓力，因此各級政府為了籌措財源，對於鄉鎮企業的發展也

相當熱衷，因此，地方政府介入了推動鄉鎮企業的發展，例如：幫助鄉鎮

企業取得貸款、開拓銷售市場、提供廉價土地，以及在稅收、政策等方面

給予優惠。27

d. 市場適應能力強 
鄉鎮企業不是國家計畫經濟下的產物，自始至終都沒有納入資源配置

的計畫之中，其原料供給來自於計畫分配範圍之外，其產品銷售也在計劃

銷售管道之外，
28使得鄉鎮企業在起步之初就得面對市場競爭，鄉鎮企業

為了適應市場競爭機制，在選擇產品結構時就必須考慮到生產要素的價

格，因此不受市場需求的產品自然淘汰，生產要素價格太高的產品也不會

在鄉鎮企業的考慮範圍內，反而造成鄉鎮企業有較高的能力來面對市場經

濟。 
 
        從上述的幾點可以知道，鄉鎮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因為配合了市場機 

制的發展，因此能夠異軍突起，在中國經濟中佔有一席之地。但是，鄉鎮企

業的發展不是完全的沒有問題，一片前途光明，下面就接著分析鄉鎮企業發

展中的問題。 
 
  2. 鄉鎮企業發展中的問題 

      a.  企業規模小 
          大多數的鄉鎮企業是屬於一廠一店的小規模經營孤立狀態，據一九九

二年的統計，平均一個鄉鎮企業，只有 5.1 個員工，29這樣小規模的鄉鎮

企業不利於推動技術進步，也不利於生產成本。 

b.  佈局分散 
    鄉鎮企業是從農業中發展的，以農業為母體發展出來的，與農業、農

民、農村的關係非常密切，所以鄉鎮企業的興辦主要在農村，因此，多數

的鄉鎮企業是分散在各農村之中，這種過於分散的佈局，不利於工業發展

的客觀條件，因為分散的狀態會造成生產與運輸成本的提高，也不利於訊

息的傳遞，還會增加基礎設施和公用設施重複建設的社會成本，因此，分

散佈局雖然對提高各農村的經濟發展有所助益，但是對於企業經營來說，

是相當不利的。 

c.  產品相似度太高 

                                                 
27 蔡昉、林毅夫著，《中國經濟》，頁 158。 
28 同前註，頁 158。 
29 阿爾丁夫主編，《中國少數民族地區鄉鎮企業發展研究》，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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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鎮企業除了少數企業外，因為從農村發展起來，以農業為起點，因

此，造成許多鄉鎮企業都生產類似的產品，這樣的發展，會形成市場的供

過於求，讓許多同質性高的產品滯銷，使鄉鎮企業沒有生存的空間。 

d.  技術低、產品質量差 
    鄉鎮企業的技術性普遍不高，也缺乏改良產品的人才，無法製造出較

高品質的產品，在初期發展的市場經濟中因為人民生活水準才剛有提升，

對於產品的要求較低，但是隨著生活水準的提高，鄉鎮企業無法生產品質

較好的產品，在激烈的市場競爭中就無法生存。 

e. 管理無效率、經營粗放 
大多數的鄉鎮企業因為規模小技術性低，在經營管理方面多半很不健 

全，也因為有許多鄉鎮企業是類似於家族企業，因此沒有專業的經營管理

人才，使得管理無效率，產品不論在質還是量方面都無法做到有效的提

升，這也是鄉鎮企業面臨的一大問題。 
 
    從上面對於鄉鎮企業發展的過程以及面臨的問題之探討，可以了解到鄉鎮企

業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地位，本節介紹鄉鎮企業在中國經濟的發

展之後，接著下面一節，將對於穆斯林社會在發展鄉鎮企業所展現的特色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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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甘、寧、青三省區穆斯林民族的鄉鎮企業發展特色 

 
一、甘、寧、青三省區穆斯林民族經濟發展概況 

    撒拉族是一個信仰伊斯蘭教的民族，是中國十個穆斯林少數民族之一，其主

要聚居區的青海省循化縣，在地理位置上則屬於中國的西北方，在整個社會經濟

的發展上，與中國西北的其他穆斯林民族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全中國的穆斯林

人口在二○○○年人口普查的數據為 20,320,580 人，而在西北五省區的陜西、甘

肅、寧夏、青海以及新疆，穆斯林的民族人口數據是 15,224,572 人，佔全中國穆

斯林民族人口的 75％。30由此可見，探討穆斯林民族在社會經濟上的發展特色，

中國的西北是其主要的焦點。 

    但是西北五省區的範圍太大，與撒拉族在社會、經濟發展上比較相關的地區

其實應屬於甘、寧、青三省區，雖然新疆向來是中國穆斯林人口聚居的重點地區，

但是新疆的發展有其特殊性，而陜西的穆斯林人口又主要集中在城市裡面，屬於

都會區散雜居的穆斯林人口，與本論文探討的撒拉族鄉鎮企業的發展差異性較

大，因此本節所探討的範圍將集中在甘、寧、青三省區，討論較為狹義的西北三

省區穆斯林。而這三省區的穆斯林民族又以回族人口為大宗，佔三省區穆斯林人

口的 87％，31因此，在這一節中主要探討的穆斯林民族是以回族為主。而回族除

了人口是佔各穆斯林民族人口的多數此一客觀條件之外，撒拉族與回族的關係密

切，32更是這一節主要以回族為探討核心的重要因素。 

在探討甘、寧、青三省區穆斯林民族的鄉鎮企業發展特色之前，首先要了解

在甘、寧、青地區回族等穆斯林民族的居住地區，甘、寧、青三省區的穆斯林主

要生活的地方大致有兩個：甘青結合部的河湟地區和甘寧結合部的環六盤山地

區。這兩個區域在地理、資源、經濟水準和人文等方面，都表現出許多共同的經

濟上的特徵。 
    河湟地區的穆斯林在社會經濟結構上，形成了以農業經濟為主，兼營商業和

手工業的經濟特點。而且由於河湟地區獨特的地理位置和文化環境，商業意識更

濃。河湟地區氣候溫和，日照時間長，太陽輻射強，水利資源豐富，這裡在歷史

上也一直是重要的農林牧業生產區。穆斯林民族在這裡不但種植農作物，也發展

出以牛羊為主的畜牧生產，這樣的經濟生活，也開啟了毛皮業的發展。商業在河

                                                 
30 人口數據是參考 2000 年第五次人口普查資料，人口比例為筆者參考普查資料所整理。參考：

國家統計局人口和社會統計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經濟發展司編，《2000 年人口普查中國民族

人口資料（上冊）》，北京：民族出版社，2003，頁 2-7、10-11、14-15、18-25。 
31 同前註，頁 4-7、10-11、14-15、18-25。 
32 居住在甘、寧、青等地的回族與撒拉族在宗教信仰與生活習俗方面，有許多相同之處。與循化

比鄰的河州、狄道一帶，是回族聚居的重要地區之一，也是由蘭州通往循化的重要通道。由於

撒拉族與回族之間關係密切，以致在過去漢文史料當中，稱撒拉人為“撒拉回＂。撒拉族中也

有相當數量的組成份子，是從積石關以東和大力加山以東的回族移入而融合進來的。參考：羋

一之著，《撒拉族史》，頁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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湟地區的產業經濟中佔有特殊地位。歷史上絲綢之路的南線正好從這裡蜿蜒穿

過，將河湟地區連成一線，使之成為聯絡東西方貿易的商品流通走廊，因為封閉

型的青藏高原唯有通過河湟緩衝地帶向中原農業區敞開，也造成河湟地區成為農

牧貿易的商品集散地，歷史上「茶馬互市」的中心。因此介於漢藏兩大民族、農

牧兩大區域之間的河湟穆斯林，發揮善於經商的傳統，在兩大民族、兩大區域中

間利用商品走廊的優勢，進行商品物資的流通活動，以彌補農業收入的不足，致

使「無人不農，亦無人不商」的特殊經濟形式在此產生。「亦農亦商」就成為河

湟地區穆斯林的傳統民族生活形式。 
環六盤山地區有寧夏南部的山區五縣和甘肅的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平涼市和

庄浪、寧靜縣等地，在地理特徵上，呈現出大致相似的特點。而環六盤山地區會

成為一個西北穆斯林的主要聚居區，與清朝末年的左宗棠對於起義回民的善後安

置有著密切的關係。這裡與河湟地區的環境有所不同，自然條件相對惡劣，交通

不便，但是當地穆斯林民族仍發展出「亦農亦商」的生存模式，甘肅的張家川成

為毛皮集散市場、同心縣更是寧夏的商品流通試驗地區。總之，河湟地區與環六

盤山地區這兩個穆斯林的主要聚居區，都有著「亦農亦商」的經濟特色。33因為

有著「亦農亦商」、「無人不農，亦無人不商」的經濟特色。 
伊斯蘭教重視商業、崇尚商人的價值觀對於穆斯林的影響可謂非常深遠，這 

樣重商的價值觀，也是造成伊斯蘭教傳入中國的因素之一，在李興華所著的《中 
國伊斯蘭教史》也提到伊斯蘭教的傳入途徑，主要是分別通過陸路、海路的「絲 
綢之路」所傳入。因此在伊斯蘭教傳入中國的方式與途徑可以得知，穆斯林來華 
是因為商業因素的考量為主，在這樣的一個大前提之下，中國西北的穆斯林民族 
本來就擁有經商的歷史傳統，是一個不爭的事實。但是由於中國在一九七九年以 
前實行的計畫經濟體制不利於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造成西北穆斯林民族長期在 
經濟上沒有辦法發展其商業長處，只能以農業為其主要營生方式，事實上是扼殺 
了西北穆斯林民族的經濟發展。在經濟體制的改革之後，政府對個體私營企業經 
營的鬆綁，對於西北穆斯林而言，無啻是發展經濟的大好機會。在十一屆三中全

會之後，形成了「以商促工」的經濟發展模式，更促進了鄉鎮企業的發展。34

以河湟地區的臨夏為例，依據二○○○年臨夏市統計，臨夏市總人口數是

202,449 人，其中回族就佔了 88.68％，在臨夏市中回族是強勢多數，而回族主要

的營生就是以務農和經商為主，35尤其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1979 年），政

府強力發展經濟，臨夏市的回族穆斯林經商營生的為數又更多，雖然沒有官方正

式提出針對臨夏市內回族穆斯臨企業發展的統計，但是我們從《臨夏市年鑑》中

所提到的鄉鎮企業統計與發展，來了解臨夏市整體非國有制以及非國營企業的發

展狀況，也就可以一窺回族穆斯林企業的發展趨勢。 

                                                 
33 洪洋，〈試論西北回族的商業經濟佈局及其類型特徵〉，收入，中國回族學會編，《西部大開發

與回族學展望》，銀川：寧夏人民出版社，2003，頁 113-117。 
34 高占福，〈甘肅臨夏和青海東部地區回族的商業貿易〉，《西北穆斯林社會問題研究》，蘭州：甘

肅民族出版社，1991，頁 350-351。 
35 臨夏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臨夏市年鑑》，蘭州：蘭州大學出版社，2002，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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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五」期間（1996-2000 年），臨夏市大力發展鄉鎮企業，以加工、建築 

建材、化工製造、皮革、毛紡、養殖與餐飲服務業為重點，其中個體私營企業更

是臨夏市鄉鎮企業發展中最強勁的一股力量，成為臨夏市發展鄉鎮企業的主要增

長點，到二○○○年底的時候全市已有個體私營企業 1,484 戶，佔鄉鎮企業總數

的 93％，上繳稅額佔全鄉鎮企業中的 59.9％。36筆者在二○○四年跟隨張中復老

師到甘肅省臨夏回族自治州首府臨夏市，針對臨夏市的回族穆斯林企業進行調

查，在田野調查的對象中，位於臨夏市的六家回族穆斯林企業均為個體私營企

業，其中還有「九五」（1996-2000 年）期間才開辦的企業，從官方統計數據與田

野調查的對象可以看出，就臨夏市整體經濟發展看來，個體私營企業是目前的發

展趨勢，回族穆斯林在臨夏市個體私營企業的發展上，更是扮演了相當重要的角

色與地位。37

    在了解了甘、寧、青三省區的穆斯林民族的居住環境以及鄉鎮企業發展背景

之後，接下來就是探討其經營鄉鎮企業的特色。下面分成七點來說明： 

 

 

 

二、甘、寧、青三省區穆斯林鄉鎮企業的特色 

（一）個體私營企業居多 

    從西北穆斯林的整體來看，大家對於企業經營多傾向於個體私營，甚少與人

合股聯合經營，因為多數人認為從事個體經營比較自由，比較沒有拘束感，可以

盡情發揮個人的商業才能。除了這個因素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

他們認為聯合經營會導致感情不睦，因為聯合經營牽扯到利益的關係，萬一發生

利益衝突會破壞穆斯林兄弟之間的情誼，而西北的穆斯林多半又不願意與非穆斯

林合作經營企業。 
    在南文淵所寫的〈伊斯蘭教對於回族、撒拉族穆斯林經商行為的影響〉中也

提到：「回族在歷史上是個體私營經商，今天，只要社會條件允許，一般人都傾

向於個人自由經商。……聯營經商或商業工業企業聯合的較少見。其歷史原因除

了由於受落後的小農經濟社會的制約外，伊斯蘭教的影響也有關係。伊斯蘭教的

集體主義從遵從宗教善功和道德規範出發，強調穆斯林之間的兄弟情誼、相互周

濟，因而許多穆斯林在聯合經營中往往將家庭、個人財務與企業財務混合，經營

者各方都以自覺行善、忠誠待人為宗旨處理企業財務帳目，這在短期內能相互配

合，但長期下去一定會帶來問題和麻煩。」38

                                                 
36 臨夏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臨夏市年鑑》，頁 87-88。 
37 中國大陸西北穆斯林社會田野調查隊，《黃土高原上的伊斯蘭－國立政治大學民族學系九十二

學年度中國大西北穆斯林社會田野調查隊研究報告》，台北：國立政治大學民族學系，2004，頁

31。 
38 南文淵，〈伊斯蘭教對回族、撒拉族穆斯林經商行為的影響〉，《西北民族學院學報》，1990 年 

第 3 期，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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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南文淵的描述中可以看到，伊斯蘭教對於穆斯林民族在經營企業上的一個 

趨向，個體私營的經營模式，對於穆斯林而言不但是歷史傳統，也是現在經濟發 

展上的一大特色。而這一項特色，筆者在臨夏市與循化縣做田野調查的時候，也 

都有深刻的體認，在《黃土高原上的伊斯蘭-國立政治大學民族學系九十二學年 

度中國大西北穆斯林社會田野調查隊研究報告》中筆者有寫到：「本組所調查蒐 

集的資料與南文淵、洪洋的論點相切合，都認為回族穆斯林在企業經營上多數不 

願意與他人合夥經營，由此可以佐證回族穆斯林在經營企業上的產權與經營權的 

特色。」。39

   

（二）受到伊斯蘭教重商思想影響，西北穆斯林民族多願意經商 

就是因為伊斯蘭教宗教中的經濟思想的影響，回族穆斯林認為透過合理的、

公平的交易來獲取利益，是真主所讚許的事情，因而使得臨夏市的回族穆斯林也

深受影響。因此在八○年代改革開放之後，鄉鎮企業的經營也成為西北穆斯林發

展經濟的重要方向。因為受到重商思想的影響，長期以來穆斯林民族從事商業活

動，對於穆斯林本身的發展來說也造成影響，促進了穆斯林民族農業與手工業並

重的發展模式，這樣的發展模式與鄉鎮企業的發展正好不謀而合，因為鄉鎮企業

就是從農村中以農業為主而發展起來的，主要以發展輕工業為主，而西北穆斯林

民族「亦農亦商」的傳統特色，再加上善於商品流通，造就了鄉鎮企業發展的機

會。 

 

（三）打破區域限制，形成跨區域的經營模式 

    西北穆斯林民族因為地理環境的特殊以及自身文化的影響，在發展企業經營

時，有許多人走出行政區劃的限制，尤其是從商品流通的角度來看更是明顯，河

湟地區的穆斯林因為自古以來就處在「茶馬互市」的地理位置，是漢藏兩大文化

區塊的交界處，因此經營商業貿易本來就是河湟地區穆斯林的主要營生，臨夏州

就有三萬七千多戶的個體企業走出本地經營，僅去拉薩市的就有二千多人；而在

河湟地區本地經營的穆斯林鄉鎮企業，其貨品不僅供應本地市場，也遠銷北京、

上海、西藏、新疆…等地。40臨夏市回族穆斯林所生產的清真食品也會銷售往阿

拉伯國家，例如：臨夏市銀河奶糖廠所生產的糖果，都符合清真的規定，因此業

務遍及印度、巴基斯坦等地；循化的伊佳民族用品廠的伊斯蘭民族用品，更是銷

售全中國的穆斯林聚居區以及馬來西亞、印尼、印度、巴基斯坦等地。 

    由此可知，善於經營貿易、促進商品流通的西北穆斯林民族，此一特色在鄉

鎮企業的經營上，也成為一大優勢，導致在經營鄉鎮企業上不會因為區域而受到

                                                 
39 中國大陸西北穆斯林社會田野調查隊，《黃土高原上的伊斯蘭-國立政治大學民族學系九十二學

年度中國大西北穆斯林社會田野調查隊研究報告》，頁 33。 
40 高占福，〈甘肅回族商業經濟的歷史與現狀〉，《西北穆斯林社會問題研究》，蘭州：甘肅民族出

版社，1991，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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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這一點在循化撒拉族的身上也有很明顯的表現，撒拉族經營者多半不會願

意只停留在循化地區發展，只要有機會，就會朝西寧、格爾木甚至是其他省區去

發展。 

 

（四）賺取合理利益，也不忘致力公益： 

因為伊斯蘭教強調公平、公益原則，許多回族穆斯林企業家在自身獲取利益 

的同時會致力於社會公益。這在筆者參與「中國大陸西北穆斯林社會田野調查 

隊」，在田野調查時所訪問的穆斯林企業經營者中，就有多回族穆斯林企業家回 

饋社會，致力公益。在《黃土高原上的伊斯蘭-國立政治大學民族學系九十二學 

年度中國大西北穆斯林社會田野調查隊研究報告》中筆者有寫到：「甘肅臨夏河 

州伊布拉黑麥民族服飾製帽廠的馬廠長，在辦廠生產獲得利潤之後，經常會替當 

地鄉里修橋鋪路，他認為這是身為一個穆斯林在富足了自己與家人的生活之後， 

應該要替社會做的事情。而臨夏市銀河奶糖廠的沙廠長，在廠內有聘請殘疾人士 

來任職，因為沙廠長認為要照顧殘疾人士，為他們提供工作機會，這是身為一個 

穆斯林企業經營者的責任。西關地毯廠的馬廠長，把廠內的舊機房設置為教室， 

不但在廠內開設阿拉伯語文班，鼓勵廠內的員工學習阿語，也會免費外借給穆斯 

林當成學習教室。因為伊斯蘭教把公益視為善行，伊斯蘭教鼓勵商人通過正當途 

徑，獲取利益，而獲取的利潤除了維持生計、敬事真主外，還應該盡力幫助困難 

者，因此也影響了穆斯林在經營企業時的態度。」。41

 

（五）與現代金融體制不合： 

因為「利息」是被伊斯蘭教所禁止的，因此在許多回族穆斯林經營企業的時

後，不願意與銀行打交道，寧可跟同樣是穆斯林的其他人調度資金，在二○○四

年跟隨張中復老師到甘肅省臨夏回族自治州首府臨夏市，針對臨夏市的回族穆斯

林企業進行調查，也發現到至今與銀行往來仍是許多穆斯林企業的禁忌。但是這

樣的模式，也會限制住企業的發展。不過同樣是穆斯林民族的撒拉族在這一方面

卻有不同的表現，這在第三章會有進一步探討，分析為什麼撒拉族在發展經濟的

時候，在面對利息的問題時，能夠發展出一套適應的機制？而又是如何來處理這

個問題？ 

 

（六）專業人才不足： 

在以往的觀念上，穆斯林不注重漢文教育，導致了教育水準的低落，這不是

伊斯蘭教教義所影響，但卻是整體穆斯林的發展概況，若不能改善專業人才缺乏

的問題，對於鄉鎮企業的發展，是一個會有不良影響的問題，甚至會削弱整體的

                                                 
41 中國大陸西北穆斯林社會田野調查隊，《黃土高原上的伊斯蘭-國立政治大學民族學系九十二學

年度中國大西北穆斯林社會田野調查隊研究報告》，頁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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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力。因為企業的發展不僅僅是要善於貿易營生，其中的經營管理與生產技術

對於成本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在沒有專業人才的環境之下經營企業，會導致企業

無法規模化、標準化，甚至影響商品的質量問題，這對於穆斯林而言，是目前面

連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 

 

因為伊斯蘭教的影響，使得甘、寧、青三省區穆斯林在發展現代市場經濟的

時候，有著強大的優勢，因為穆斯林對於商業活動的認同，是有著與中國其他民

族不同的歷史背景與核心價值觀念的差異，使得穆斯林能夠跟隨著中國經濟改革

的腳步發展鄉鎮企業，也因此而能積極的參與市場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推動，但是

也由於伊斯蘭教的因素，在適應現代經濟體制的過程中，也產生了與教義不同而

無法相容的問題。整體而論，甘、寧、青三省區的穆斯林民族因為相似的地理環

境以及相同的宗教信仰，造成了獨特的經濟發展面向，而撒拉族正處在這樣的大

環境之下，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在經營鄉鎮企業上有著因為伊斯蘭教而來的優

勢，也面臨同樣經營鄉鎮企業的問題，接下來在下一節，會針對撒拉族的鄉鎮企

業的發展現況作詳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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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撒拉族的鄉鎮企業 

     
在上面前二節的內文中，筆者對於鄉鎮企業在中國的發展過程做了論述，也

對於甘、寧、青三省區的穆斯林鄉鎮企業發展特色做了分析，接下來的這一節，

將針對撒拉族的鄉鎮企業發展來做探討。 
馬成俊教授認為，自八○年代以來，循化縣經濟發展進步的最重要的推動 

力就是大力興辦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發展也是全縣社會經濟發展的最重要標

誌。42就是因為這個因素，筆者在探討撒拉族的經濟發展時，是以撒拉族的鄉鎮

企業為研究對象。下面的論述中筆者將從鄉鎮企業的所有制、資金來源、產業類

別、發展現狀這四個部分來做探討。 
 
一、所有制結構 

在第一章第四節中，筆者曾針對鄉鎮企業這一概念做過解釋，也就是說在中

國的經濟發展之下，基本上只要是非國營企業的企業體，我們就可以稱之為鄉鎮

企業，而撒拉族的鄉鎮企業發展，則主要是以個體私營企業為主。這個發展特色

筆者在第二章第二節這一節當中有做過分析，在撒拉族所興辦經營的鄉鎮企業之

中，很少出現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業，例如：鄉辦企業、村辦企業、聯戶企業等

都甚少出現，而是以個體私營為主要形式。這樣的所有制結構特色本身就是因為

受到伊斯蘭教的影響，而造成了撒拉族人在發展鄉鎮企業上也與許多穆斯林企業

有此一共同特徵。 
馬成俊教授也認為，改革開放後，鄉鎮企業的發展以個體私營企業為重點和

核心，使全循化縣鄉鎮企業的所有制結構中，非公有制比重明顯高於公有制成

分。而且近幾年循化撒拉族的鄉鎮企業發展，主要是個體私營企業的發展，它已

成為循化縣鄉鎮企業的主要成份，對於增加農民收入和政府財政收入、吸納剩餘

勞動力、解決循化縣人口和資源的矛盾，以及推動全縣經濟方面的作用是相當巨

大的。馬成俊教授甚至認為，要是沒有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就沒有二十年來循

化經濟的快速發展。43

關於上面馬成俊教授的對於循化鄉鎮企業的觀點，筆者在田野調查期間也有

所發現，就是基本上筆者所訪談過的鄉鎮企業經營者都是以個體私營企業為經營

形式，撒拉族人很少在發展鄉鎮企業的時候是與人合股聯合的經營，除了雪舟三

絨集團是股份制之外，其他都是個體經營的鄉鎮企業，這顯示出在所有制的選擇

上，撒拉族人受到伊斯蘭教的影響相當的深遠。 
除了馬成俊教授的論點說明了循化撒拉族在個體私營企業經營上的成果

外，循化縣政府在其《中共循化撒拉族自治縣委文件》第 32 號中，也對於個體

                                                 
42 馬成俊主編，《循化縣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頁 19。 
43 同前註，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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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企業有以下的敘述：44

         

    近幾年來，在鄧小平理論的指導下，我縣個體私營經濟異軍突起，迅速

發展，取得了令人鼓舞的成就，已成為我縣農村經濟的主體力量和國民

經濟的重要支柱。 

 

由此可見撒拉族鄉鎮企業的所有制，是以個體私營企業為主，而且循化縣人

民政府也對於個體私營企業的發展予以很高的評價，也因此在另外一份政府文件

資料中對於個體私營企業有加快發展的決定：45

     
    面向國內外市場需要，立足當地資源優勢，大力發展多行業、多領域的

個體私營企業。適合發展什麼項目就發展什麼項目，適合發展多大規模

就發展多大規模，適合發展多快速度就發展多快速度，適合發展什麼形

式就發展什麼形式，不受限制。 

    各有關部門要為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廣開綠燈。凡申辦個體工商戶或私

營企業者，......要減少環節，簡化程序，提高辦事效率，不得以任何理

由拖延。 

 
    從這些資料我們就可以看出，在興辦個體私營企業的過程中，循化縣人民政

府也盡量給予實際上的方便，減少興辦個體私營企業經營者的負擔，從這裡可以

了解撒拉族人在個體私營的鄉鎮企業發展上，在改革開放之後對於循化地區的經

濟發展有一定程度的幫助，才有可能導致循化縣人民政府對個體私營鄉鎮企業的

一連串政策上的寬鬆與協助。 
     
 
 
二、資金來源 

在上一節中，筆者也論述過穆斯林企業經營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不願意 
與銀行有業務上的往來，不願意向銀行貸款，也不願意將錢存入銀行的帳戶之

中，這是因為伊斯蘭教在教義上對於利息認知的關係，主要是因為利息是被伊斯

蘭教所禁止的，被認為吃利息是一項違反伊斯蘭教教義的行為，因而造成了許多

的穆斯林鄉鎮企業經營者的資金來源，都是由自己先賺錢儲蓄了之後、或是跟同

樣身為穆斯林的同胞借調週轉的方式，來興辦鄉鎮企業，但是撒拉族的鄉鎮企業

經營者的資金來源，卻與其他穆斯林企業經營者有所差異。 

    在筆者所訪問過的撒拉族鄉鎮企業經營者當中，幾乎沒有人不跟銀行往來，

                                                 
44 中共循化撒拉族自治縣委，《中共循化撒拉族自治縣委文件》第 32 號，1999，頁 1。 
45 中共循化撒拉族自治縣委，《中共循化撒拉族自治縣委文件》第 33 號，1999，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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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資金來源除了有自己本身的儲蓄之外，多多少少都有向銀行來申辦貸款。以雪

舟三絨集團為例，筆者訪問馬董事關於當時雪舟三絨集團成立的資金來源，馬國

輝董事是這樣說的：46

 
        我們雪舟三絨集團成立於一九八九年，是由七戶撒拉族農民聯合興辦

的，當初我們七戶人總共拿出十二萬元，然後另外有爭取到國家的扶貧

貸款二十萬元，才有辦法開始作絨毛加工廠的。 

 

另外筆者也訪問到天香兩椒有限公司的韓胡才尼總經理，關於當初成立鄉鎮企業 
的資金來源：47

 
        我當初是在一九九二年成立天香的，我自己是有拿出存款二十萬元，然

後因為資金不夠，沒有辦法完全負擔工廠設備以及土地的錢，所以我寫

了一份鄉鎮企業興辦計畫書給農民銀行，當時跟農民銀行也貸款了二十

萬元，這樣才有辦法成立了天香兩椒有限公司的。 

 

而興旺集團的韓興旺總經理對於當初成立興旺集團的時候的資金來源也有以下 

的說法：48

   

        在一九八四年以前我是包工頭啊，就是帶了一隊人來包政府的工程，很

辛苦的作工，但是那個時候包工程能賺的錢沒有很多，幾乎所有的利潤

都要上繳的，剩下來的利潤很少的，後來因為時機剛好改革開放，想要

自己出來辦企業，沒法不跟銀行貸款的，如果不貸款根本不可能辦公司

的。 

 

除了訪問到鄉鎮企業經營者的資金來源之外，筆者也訪問到循化縣人民政府內的 

員工A先生，他對於撒拉族人興辦鄉鎮企業的資金來源說法是這樣的：49

  

        我們撒拉族人當時很多都沒有資本啊，在改革開放的時候，但是因為聽

說改革開放了，政府願意貸款子給大家來做生意，全都一窩瘋的寫計畫

書去申請辦貸款的，這樣的情況非常多，大家都覺得這是相當好的機

會，所以幾乎沒有人在辦企業的時候沒向政府貸款的，如果沒有當初政

                                                 
46 此段資料是筆者於 2004 年 7 月 30 日在循化縣訪問雪舟三絨集團的馬國輝董事所做之紀錄整

理。 
47 此段資料是筆者於 2004 年 7 月 30 日在循化縣訪問天香兩椒有限公司的韓胡才尼總經理所做之

紀錄整理。 
48 此段資料是筆者於 2003 年 7 月 23 日在西寧訪問興旺集團的韓興旺總經理所做之紀錄整理。 
49 此段資料是筆者於 2004 年 7 月 29 日在循化縣訪問自治縣人民政府員工A先生所做之紀錄整

理，因不願影響受訪者的工作，在此以匿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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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貸款，根本也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讓大家辦廠子的。 

 

    從上面幾段訪談內容中，我們可以了解到，在撒拉族鄉鎮企業的資金來源上， 

撒拉族人並不避諱向銀行貸款，這些企業經營者多半都認為這是唯一能夠在當時 

興辦企業的方法，因此在撒拉族所經營的鄉鎮企業中，也都多數會持續跟銀行繼 

續有業務上的來往，而關於撒拉族鄉鎮企業經營者如何處理有關利息的問題，以 

及撒拉族人是如何看待現代金融體制與伊斯蘭教教義衝突的部分，筆者將在接下 

來的第三章中作更深入的分析與討論。 

 

 

 

三、產業類別 

以目前循化縣撒拉族所興辦經營的鄉鎮企業來說，產業類別主要分為：農產 

品加工業、畜產品加工業、民族用品紡織工業、建築建材業等，而近年來又因為

中國的政策主張大力發展旅遊業，也造成了循化當地旅遊業興起，還有因為循化

當地地理環境的因素，而興起的水利工業，但是旅遊業與水利工業仍是剛起步的

產業，在鄉鎮企業發展上仍以農產品加工業、畜產品加工業、民族用品紡織工業、

建築建材業為主。 

    在循化的撒拉族人之所以會選擇上述的這些產業來作為發展鄉鎮企業的方

向，主要還是受到了撒拉族傳統文化的影響，因為在撒拉族的傳統經濟生活之

中，農業、畜牧業、手工業本身就是撒拉族長期從事的經濟活動，對於撒拉族來

說興辦鄉鎮企業所選擇的產業類別，從原本的傳統經濟生活出發是相當正常且合

理的；在加上撒拉族本身對於傳統居住環境的要求，以及對於所居住房屋的重

視，也是使得建築建材業成為主要產業的原因。 

    以筆者在循化當地所做的田野調查的了解，循化的撒拉族人在興辦鄉鎮企業

的時候受到傳統經濟生活的影響很大，對於鄉鎮企業經營者在選擇產業類別時有

很大的影響，除此之外因為產業類別深受撒拉族傳統經濟生活影響，而在鄉鎮企

業的發展有一定成績之後，反而回過頭來影響著原本撒拉族的傳統經濟生活，使

得農業、畜牧業都進入產業化的發展，這一個部分筆者會在第四章與第五章中來

做進一步的分析與討論。 

 

 

 

四、發展現狀 

鄉鎮企業從八○年代改革開放之後，就成為循化撒拉族的新興經濟活動，其

在循化縣的發展有許多學者都認為相當的蓬勃，基本上雖然循化縣境內還有許多

其他民族人口，但是唯有撒拉族人在興辦鄉鎮企業上投入心力，不但在數量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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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可觀，而且也發展出中、大型的鄉鎮企業。在馬成俊教授主編之《循化縣社會

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中有統計關於循化縣近年來鄉鎮企業的相關數據，筆者整

理如下： 

 

表 1：1980~1998 年鄉鎮企業統計數據 

                                    

  項目 

年份 

企業個數 從業人數 產值（萬元） 利潤（萬元） 

1980 116 883 99.5 8.94 
1985 832 1,973 773 148 
1990 1,205 3,323 2,168 282 
1991 1,253 3,845 2,310 295 
1992 1,274 4,272 3,010 392 
1993 1,284 4,572 4,020 502 
1994 1,287 4,872 7,010 783 
1995 1,295 5,122 10,050 795 
1996 1,299 5,501 13,800 1,458 
1997 1,257 5,521 14,890 1,485 
1998 1,260 5,721 19,315 1,651 

資料來源：由筆者整理於馬成俊主編，《循化縣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西寧：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 99。 

 
從上面這些統計資料可以了解，在改革開放之後，循化縣的鄉鎮企業發展是相當

蓬勃的，尤其是在一九八五年之後的成長，更加的快速。 
而筆者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有拿到一份循化縣政府的文件資料，是循化縣統 

計局在二○○四年所發表的關於循化縣民營企業50發展的狀況分析，這是筆者獲

得最新的有關撒拉族鄉鎮企業發展的資料，下面筆者將摘錄部份資料來對於循化

縣目前的鄉鎮企業發展狀態作敘述：51

 
        到 2003 年，全縣民營企業總產值達到 52,814 萬元，佔全縣工農業總產

值的 94％；全縣民營企業工業總產值達到 40,119 萬元，佔全縣工業總

產值的 94％；上繳稅金 1,012 萬元，佔全縣財政收入的 33.2％；民營企

業從業人員達到 5,840 人，佔二、三產業從業人員的 91％，民營經濟在

                                                 
50 民營企業就是非公有制企業，也就是目前循化縣政府所稱之的鄉鎮企業，因為循化縣所發展的

鄉鎮企業以民間個體私營企業為主體，因此近年來常直接稱為民營企業。 
51 循化統計局，《做大做強民營企業，推動縣域經濟發展－以循化縣民營經濟發展現狀及對策思

考》，2004，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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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佔到90％以上，以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經過多年的發展，培育出了以雪舟三絨集團、伊佳公司為重點的骨幹企

業，以兩椒為重點的農業產業化龍頭企業。......其中雪舟三絨集團是目

前國內規模較大的毛紡企業和牛絨分梳、牛絨服裝設計、研發、生產基

地之一。擁有總資產 26,388 萬元（其中固定資產 14,112 萬元）、1,500
餘名員工。......伊佳民族用品公司自建廠至今的短短四年當中，總資產

額達到 50,000 萬元，職工人數 1,500 人，是目前國內唯一有一定規模的

穆斯林用品生產企業。其產品佔國內穆斯林用品市場 95％的份額，而

且在國際市場上供不應求。...... 
        2003 全縣外出務工人員達到 3.5 萬人次，......有 5,000 餘名群眾長年奔

波在北京、上海、廣州、西藏、新疆及省內西寧、格爾木、青南等地，

從事餐飲、旅遊服務、商貿、房地產開發等行業，足跡遍部全國各地。

其中僅在北京從事民族特色餐飲業的就有 400 多戶 2,700 餘人。...... 
        循化的民營經濟起初是由以客運為主的交通運輸業帶動起來的，通過資

本的原始累積，為創辦民營經濟奠定了基礎。在青藏等線從事長途客貨

運輸的車輛有 1,500 餘輛，從業人員達 3,000 多人。...... 
        我縣以興旺集團為重點的建築建材企業已發展到 14 家，從業人員達到

1205 名，建築業營業收入達到 5,012 萬元，上繳稅金 135 萬元。 

      

    從上面這一段資料所顯示的循化縣民營企業發展現況，可以了解到，基本上

目前循化縣的重點鄉鎮企業都是民營企業，也就是個體私營企業，而其中重點的

企業又都是撒拉族人所興辦經營的鄉鎮企業，筆者曾經詢問過循化縣計劃委員會

的員工B先生，關於循化縣經營鄉鎮企業的民族身分問題：52

 

        我們縣裡面經營鄉鎮企業的人都是撒拉族人，其他民族根本沒有人在辦

廠子，回族也沒有，漢族跟藏族更不用說，在縣裡只要是辦企業的人就

是撒拉族，廠子裡面當然會有其他民族的員工，但是經營者除了撒拉族

之外就沒有了。 

 

從上面這段話可以看出，也就是說基本上循化縣統計局所做的鄉鎮企業資料，可 

以大膽的說它就是撒拉族的鄉鎮企業資料，以目前所得到的資料顯示，撒拉族的 

鄉鎮企業仍是以農產品加工業、畜產品加工業、民族用品紡織業、建築業為主要 

發展方向。而且經過市場經濟的競爭之下，撒拉族的鄉鎮企業目前的發展局勢仍 

是相當的良好，在整個循化縣的財政收入上佔了相當大的比重，而走出循化地區 

出外工作的撒拉族人也持續對循化的經濟有著很大的貢獻。 

 

                                                 
52 此段資料是筆者於 2004 年 7 月 30 日在循化縣訪問計劃委員會B先生所做之紀錄整理，因不願

影響受訪者的工作，在此以匿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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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筆者把在田野調查中曾訪談過具代表性的鄉鎮企業作資料性的呈現，以

利於了解實際撒拉族鄉鎮企業目前的經營與發展狀態： 

（一）青海雪舟三絨集團53 

青海雪舟三絨集團始建於一九八九年，是由七戶撒拉族農民聯合興建的股 

份制企業，目前是西部最大的以三絨為主的集團。發展項目有牛、羊、駝絨的原

料採購，以及三絨的粗精加工包括分梳、洗淨、紡紗、脫色、染色、針織，和國

內外的銷售。從德國和日本引進電腦緹花設備和紡紗生產線，目前產品分為牦牛

絨、羊絨、駝絨、羊毛四大系列，產品內容包含精紡、粗紡、混精紡的三絨半成

品，以及牛絨衫、褲、毯、被、圍巾、披肩、大衣、T 恤、內衣、童裝、牛絨面

料等成品。 

    雪舟三絨集團還於二○○二年十一月二十七日正式收購了，原青海毛紡織工

業總公司及所屬的八個公司。成為目前青海省唯一的一家毛紡織公司。目前公司

的辦公室已經遷移至西寧，在西寧也有設工廠，但是在循化縣境內仍保有二個工

廠主要是處理原料的紡紗廠及製造成品的絨毛廠，二個工廠都在循化工業區內。

筆者在二○○三年第一次訪問雪舟三絨集團時，當時循化的工廠員工約為五百

人；而在二○○四年筆者再次訪問雪舟三絨集團的循化工廠，員工已增為約近千

人，可見雪舟三絨集團的發展速度是相當快速的。 

    在集團剛成立時的員工都是撒拉族人，但是發展至二○○四年時，撒拉族員

工的比例約是 40％，又以女性員工為主，因為工廠內的原料處理及成品製造都

需要非常多的手工，因此廠內員工多數為女性。而循化工廠內的行政人員則都是

撒拉族，在二○○○年之後開始聘用女性撒拉族行政人員，在二○○四年時行政

人員為三名撒拉族女性、五名撒拉族男性。在西寧的辦公室裡的行政人員也都是

撒拉族，以及派駐在各銷售點的銷售人員也多為撒拉族，由此可見雪舟三絨集團

對於本民族員工的重視度是相當高的。但是在成品的設計工作上就很少有撒拉族

人，主因是沒有辦法從撒拉族內找到專業的設計人士，本民族設計人才的缺乏，

是雪舟三絨集團在發展上的遺憾。 

 

（二）青海伊佳民族用品有限公司54 

    伊佳民族用品有限公司的老闆韓阿乙草認為，伊佳是在原本循化撒拉族民族

工藝用品的基礎上發展出來的企業，是專門生產穆斯林民族用品的企業。伊佳成

立於一九九八年八月，發展至今已成為中國最大的伊斯蘭民族用品生產企業。目

前主要生產穆斯林孟加拉帽、沙特帽、各式穆斯林手工帽及電腦緹花帽、女士紗

巾、阿拉伯文刺繡品、阿拉伯掛毯、禮拜毯、窗簾、窗罩、床罩等產品。 

                                                 
53 此段青海雪舟三絨集團資料為筆者田野調查期間，於 2003 年 7 月 25 日及 2004 年 7 月 30 日，

訪問青海雪舟三絨集團所蒐集整理。 
54 此段青海伊佳民族用品有限公司資料為筆者田野調查期間，於 2003 年 7 月 25 日及 2004 年 8
月 5 日，訪問青海伊佳民族用品有限公司所蒐集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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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變遷與民族經濟發展關係之研究—以青海循化撒拉族鄉鎮企業為例 

    從創辦之初的二十八萬元資金、二十多名員工，發展到二○○四年有 50,000
萬元資產、員工人數 1,500 人、三個廠的規模，並在西寧、臨夏、蘭州、烏魯木

齊、廣州、寧夏、浙江等地都設立總經銷部，產品可以說壟斷了青海、新疆、寧

夏、甘肅、雲南、北京、廣州、浙江、東北等國內穆斯林用品市場，以及還出口

至馬來西亞、沙烏地阿拉伯、印度、巴基斯坦等國際市場。 

    關於伊佳民族品有限公司的產品，壟斷了中國的穆斯林民族用品市場的情

況，筆者在二○○四年時曾在臨夏有所體會，當時在臨夏地區作田野調查，就發

現臨夏地區市面上販售的穆斯林民族用品，幾乎都是從循化的伊佳民族用品有限

公司批發過來的，而臨夏本地的穆斯林民族用品工廠也只有筆者曾經訪問過的甘

肅臨夏河州伊布拉黑麥民族服飾製帽廠，而且還是目前臨夏市內是唯一一家自動

半機械化的製帽廠，臨夏市內其餘製帽均為家庭小作坊。55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

伊佳民族用品有限公司產品在穆斯林民族用品市場上所佔的份量。 

    由於伊佳民族用品有限公司也屬於勞力密集產業，在紡織刺繡的工作上多聘

用女性員工，而公司內的撒拉族人從原本創辦初期均為撒拉族人，到二○○四年

撒拉族員工的比例約為 30％，但是公司內部管理階層與行政人員都還是撒拉族

人。在筆者第一次於二○○三年訪問伊佳民族用品公司的時候，當時只有兩個工

廠，在循化環城南路的廠是以高科技刺繡為主，而第二分廠在積石鎮內則是以勞

動力密集的手工縫製為主；但是筆者再次在二○○四年訪問伊佳民族用品有限公

司的時候，已經在循化縣的白庄鄉另外設了一個工廠，而前兩個廠已經都成為高

科技電腦刺繡工廠，白庄鄉的新廠成為手工縫製為主的新廠房。和雪舟三絨集團

一樣，在這短短的一年當中發展的相當快速。 

 

（三）青海興旺集團公司56 

    青海興旺集團公司成立於一九八四年，是集建築、工業、貿易於一體的大型

綜合型企業。主要經營工業與民用建築工程施工、公路橋樑施工、水利水電工程

設計施工、水力發電、裝飾裝潢、房地產開發等。在筆者二○○三年訪問到的資

料是，目前集團公司註冊資金為 9,685 萬元，下設十一個子公司，包括經營兩座

水電站：一為興旺集團在一九九八年十二月收購的循化縣最大的國有企業“哈達

亥水電站＂，並更名為“黃河 999 水電站＂；另一個是青海省海東地區平安縣的

“柳灣水電站＂。 

    有員工 2,000 多人，其中各類專業技術人員 700 多人，中高級專業人員 80
多人，還擁有大中型機械設備 255 台。撒拉族員工數只佔了約 20％，其中專業

技術人員甚少有撒拉族的員工，這是韓興旺總經理所認為的缺憾，與雪州三絨集

團面臨到同樣的問題，就是無法在本民族內找到合適聘僱的專業與技術人才。韓

                                                 
55 此段資料是筆者於 2004 年 7 月 12 日，跟隨張中復老師的中國大陸西北穆斯林社會田野調查隊， 

在臨夏市訪問甘肅臨夏河州伊布拉黑麥民族服飾製帽廠的經營者馬黑麥廠長所做之紀錄。 
56 此段青海興旺集團公司資料為筆者田野調查期間，於 2003 年 7 月 23 日及 2004 年 7 月 29 日，

訪問韓興旺總經理所蒐集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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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的鄉鎮企業現象 

興旺總經理相當希望能任用本民族的員工，以提供本民族人有更多的工作機會，

以及提升本民族的經濟生活水準，但是在工程專業人才方面，實在是沒有辦法任

用撒拉族的員工，這是目前撒拉族鄉鎮企業發展之後最大的問題。 

 

（四）循化縣天香兩椒有限公司57 

    循化縣天香兩椒有限公司成立於一九九二年，是目前循化縣辣椒加工企業中

成立時間最早的線辣椒精加工企業。 

天香兩椒有限公司在二○○三年和循化縣 3,862 戶線辣椒種植戶簽訂了收購

合同，收購了辣椒 889.6 萬公斤，花椒 12.6 萬公斤，比之前又分別增長了 25％

和 105％，加工辣麵八百噸，各種辣醬一千兩百噸，完成產值 1,668.8 萬，實現

利潤 294.5 萬。產品種類有辣醬、花椒、辣麵、豆瓣醬四大系列二十多種產品。

並在二○○二年跟雪舟三絨集團簽約，在雪舟三絨集團的經銷點代售天香兩椒有

限公司的產品，擴大整個銷售範圍。而在二○○六年三月三十日更是突破了以往

的銷售方式，天香兩椒有限公司的韓胡才尼總經理與青海省民用機場有限責任公

司，簽訂了供銷合作協定，使循化的辣椒醬正式成為航空食品，從四月份起，為

青海西寧的曹家堡機場夏秋班機供應循化天香牌辣椒醬。58

    工廠內的員工多為撒拉族女工，多為辣椒種植農戶在收成之後，再來廠內負

責作辣椒與花椒的曬乾與加工工續，因為辣椒產期的緣故，加工時間都在收成期

九月之後的九、十、十一月這三個月，因此除了加工期之外，廠內只有八名員工

負責行政管理與銷售業務，但是除了老闆與其兒子為撒拉族之外，剩下的六名員

工都是循化縣的漢族，也是因為學歷與專業技能不足的關係，無法任用到本民族

員工。 

     

（五）青海省循化縣仙紅辣椒開發有限公司
59
 

    仙紅辣椒開發有限公司成立於一九九九年，目前企業總資產為 1,580 萬元，

其中固定資產為 1,102 萬元，主要產品有辣麵、花椒粉、辣醬、辣椒絲等系列的

產品。公司在二○○三年收購線辣椒 590 萬公斤，生產辣醬、辣麵共 860 噸，完

成產值 1,004 萬元，實現利潤達 280 萬元，其中提供 120 餘名撒拉族婦女從事加

工工續的工作機會。 

 

    上面的內容大致對循化撒拉族的鄉鎮企業做了概況式的介紹，接下來的章節

                                                 
57 此段循化縣天香兩椒有限公司資料為筆者田野調查期間，於 2004 年 7 月 30 日，訪問循化縣天

香兩椒有限公司所蒐集整理。 
58 資料來源：循化縣人民政府網，劉兆紅編，〈循化辣椒醬“飛＂上了天〉，2006 年 4 月 3 日，

http://www.qh.xinhuanet.com/misc/2006-04/03/content_6633043.htm，（搜尋日期：2006 年 5 月 30
日）。 
59 此段循化縣仙紅辣椒開發有限公司資料為筆者田野調查期間，於 2003 年 7 月 26 日及 2004 年

7 月 30 日，訪問循化縣仙紅辣椒開發有限公司所蒐集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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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變遷與民族經濟發展關係之研究—以青海循化撒拉族鄉鎮企業為例 

將針對撒拉族發展鄉鎮企業與其社會文化之間會產生的問題，以及相互之間的關

係做闡述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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