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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阐述民营化的概念、民营化的原因、以及民营化的发展过程。同时，也阐述了基础设施 

民营化的必要性，和基础设施民营化的基本形式。本文提出基础设施民营化过程中，公共部门与民营机构之 

间应构造制约性合作关系，也指 出了人们对基础设施民营化的一些错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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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Dajian，Sun Jie 

(School ofEconomics and Managewzent，Ton 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expatiates on the concept of privatization，the re&son of privatization and the 

seedtime of privatization．This paper also considers the necessity of infrastructure privatization and the basic 

form of infrastructure privatization，indicates that on the privatization course of infrastructure，public sector 

and privately—owned institution should establish a restricted symbiosis．It also indicates some misapprehen— 

sions to privatization in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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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础设施 民营化 的内涵及其形式 

民营化的理论基础是由米尔顿．弗里德曼奠 

定的。 出生于澳大利亚的美国管理学家彼得 ．K． 

德鲁克于 1969年提 出了民营化的建议。 同年， 

作为美国纽约市政官员的萨瓦斯为改善市府绩 

效，建议采用与私人公司签约的务实政策，打破市 

政府的垄断，从而改善市政服务的成本收益 比。@ 

在英国，由于亚当·斯密研究所 的推动 ，民营化在 

20世纪 70年代中期普遍展开。以市政服务合 同 

外包为主要形式的民营化 20世纪 80年代在美国 

普遍实施，随后经历了飞速发展。1979年当选英 

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和 1980当选美国总统的里 

根，给业已形成 的民营化运动以巨大的推动力。 

在我国，民营化其实早在 1978年就开始了，只是 

我们称之为改革而没有称之为民营化。1978年 

l2月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 召开，并提出了农村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 的民 

营化。纵观我们整个改革的过程 ，是和民营化不 

可分割的一个过程。十月十四日刚刚结束的十六 

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中提出：完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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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 ，进一步推动国 

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 

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更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民营化进程的发展。我国民 

营化是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 ，从竞争到垄 

断一步一步推进的。民营化已经进入到我们经济 

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 ，民营化一词的使用还是近 
一 两年的事情。什么(what)是 民营化呢? 目前， 

民营化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 ，甚至民营化都没 

有一个统一的叫法，如希腊叫“非国家化”、匈牙利 

叫“经济复兴”、拉丁美洲叫“人民资本主义”、里根 

政府则用“生产力改进”等等。美国著名民营化专 

家萨瓦斯 在他 的 Privatization and Public—Pri． 

ratePartnerships一书中是这样定义 的：民营化， 

广义而言，可界定为更多依靠 民间机构 ，更少依赖 

政府来满足公众的需求。 从狭义上看 ，民营化指 
一 种政策 ，即引进市场激励以取代经济主体的随 

意的政治干预，从而改进一个 国家的 国民经济。 

但是 ，在美国萨瓦斯建议新当选的州长和市长 ，不 

用民营化 ，而是用“公共服务 中引进竞争机制”。 

由于民营化一词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争议，所以， 

不同国家的政治家出于减少争议的考虑，选择有 

利于民营化的推进并使大家容易接受的词汇。 

为什么(Why)要民营化?回答这个问题并不 

难 ，因为民营化就是我们进行的改革，这也是我们 

进行改革的根本原因。美国民营化大师萨瓦斯把 

民营化的原因归纳为五个方面：①现实的压力；② 

经济推动力 ；③意识形态动力；④商业动力；⑤平 

民主义。民营化可以导致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同 

时会保持甚至会改善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在 

我们国家进行的农村土地改革 、城市的住房改革 

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不再满足于基本的生活水平的消费，政府 

的供应能力已经不能够满足居 民对服务的需求。 

超过政府供应能力的需求可以由私人供应商通过 

市场机制提供。民营化还可为政府提供大量的建 

设资金 ，如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 目可由私营部门 

投资 、建设 、运营。同时这也是为私营部门提供了 

大量的商业机会。萨瓦斯说：政府的角色是掌舵 ， 

而不是划桨。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在市场失灵的地 

方进行干预。根据萨瓦斯对民营化的定义，民营 

化就是要更多地依靠民营机构来满足公众 日益增 

长的需求 。 

怎样(How)民营化?民营化意味着以政府高 

度介入为特征的某种制度安排向较少政府介入的 

另一种制度安排的转变。民营化的核心是更多依 

靠 民间机构，更少依赖政府来满足公众的需求。 

如何实现这一 目标 ，完成由一种制度安排转向另 

一 种制度安排呢?民营化并没有严格的标准，其 

实现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萨瓦斯把它归纳为 

三大类 ：委托授权、政府撤资和政府淡出。首先， 

我们了解一下委托授权 ，它是 比较常见的民营化 

方式之一 ，它主要通过合同承包、特许经营、补贴、 

法律授权等形式来实现。大家比较熟习的是合同 

承包 ，在我们改革初期 ，对于企业的改革大部分采 

取了这种方式进行 ，我们农村土地的改革其实也 

是这种方式。现在许多城市的垃圾处理 ，街道卫 

生也是采取了这种方式。合同承包就是通过签订 

合同的方式 ，把有政府提供的服务或者产品承包 

出去 ，有私人来提供。这种方式应用非常广泛，可 

以在许多领域使用。特许经营就是通过颁发许可 

证的形式，让私人提供本由政府提供的产品或者 

服务。补贴和法律授权就是提供政府补贴或者法 

律授权的方式让私人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政府补 

贴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对生产者补贴 ；一种是对 

消费者补贴。政府撤资就是政府把资本从某一个 

企业或者产业撤出来 ，其具体方法有出售、无偿赠 

予和清算。其次是政府撤资，它同样也是民营化 

比较常用的方式之一 ，其适用范围主要在一般性 

竞争市场。政府撤资主要还是 以出售的方式为 

主。出售国有资产的方式在我国是 自下而上开始 

的，实施较早 的地方是广东，然后是浙江和江苏。 

对于国有大型企业的出售还持有谨慎的态度。无 

偿赠予就是将企业无偿赠送给私人。例如，在我 

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过程 中，企业员工可以无 

偿获得一定的股份 ，或者按低于市场价格的发行 

价格购买一定的股份。清算是对一些经营不善或 

者不宜续存的企业通过清算的方式实现撤资。如 

对于一些即将倒闭或者高污染的企业。第三，同 

前面两种形式相 比，政府淡出是一个消极和间接 

的过程，即政府逐渐被民营部门取代。就是说 ，随 

着市场发展越来越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国家逐渐 

走向灭亡。淡出也被称为以消损的形式实现民营 

化 ，或者从贬义上说偷偷摸摸 民营化。⑤政府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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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方法有 民间补缺、政府撤退 和放松管制。 

民间补缺就是当政府的供给与民众的需求产生缺 

口时，不是有政府弥补缺 口，而是 由民营部门来弥 

补缺口。政府撤退就是政府通过限制国有企业增 

长或缩小其规模并让私营部门进入相关领域的方 

法，有意识地实现撤退或“卸载”。⑥ 

二 、基础设施 民营化 

基础设施的民营化和一般领域 的民营化不 

同，基础设施有其 自身的特点。一般基础设施需 

要庞大的建设资金 ，同时基础设施也具有 自然垄 

断性 ，可以使公民普遍受益。基础设施民营化一 

个重要的原因是资金短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由 

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基础设施的供给已经不能 

满足城市人 口的快速增长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我 

国情况更是这样 ，近几年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城 

市人 口快速增长 ，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严重短缺。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已经明确指出：清理和 

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人 ，允许非公有资 

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 

其他行业和领域。仅仅靠财政投资已经无法满足 

日益增长的人们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在基础 

设施领域引入非公有资本是世界各 国的普遍做 

法。但是 ，由于基础设施领域 的民营化涉及到公 

众的利益 ，同时它具有 自然垄断性 ，所以各 国在基 

础设施民营化时都 比较谨慎，对基础设施 的民营 

化较一般竞争性领域民营化有一定的难度。基础 

设施民营化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①可以填补公众 

需求与政府投资不足的缺 口；②对基础设施升级 

更新，以适应人口的增长，满足更为严格的规制的 

要求；③使基础设施兴建成本最小化，避免高成本 

高收费引起公众的不满；④通过收取企业为获得 

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权而预付的费用，为其他项 目 

募集资金。基础设施 民营化的基本 目标应该是 ： 

减少政府开支、通过 出售资产并 向出售后的资产 

征税来增加收入、提供政府通过其他途径不能提 

供的基础设施或设备、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等。从 

表一我们可以看到，基础设施民营化的方式有多 

种 ，对不同形态的资本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民营 

化方式。由于基础设施的特殊性 ，无论采取哪种 

形式的民营化模式，民营企业都必需在政府授予 

的特许经营权下进行经营和管理。20o2年 12月 

27日，建设部下发 了《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 

场化进程意见》，要求市政公用行业引入竞争机 

制 ，建立政府特许经营制度，尽快形成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的市政公用行业的市场体 

系。市政公用特许经营制度是指 ，在市政公用行 

业中由政府授予企业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对某项市 

政公用产品或服务进行经营的权力，即特许经营 

权。政府通过合同协议或其他方式明确政府与获 

得特许权的企业之间的权力和义务。目前，我国 

市政公 用行业 民营化使 用较多的方式 是 BOT 

(build—transfer—operate)，就是 建设——经 营 
— — 转让的意思，主要是在供水 、污水处理方面， 

近期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项 目也有不少地方采用 

BOT方式进行招商引资。 

基础设施民营化本身就是公共部门与民营机 

构的合作 ，但是，它不同于一般竞争性领域里的合 

作关系。应该在公共部门与民营机构之间建立一 

种新型的合作关系，在这里我们称它为“制约性合 

作”关系。所谓制约性合作，就是指在公共部门与 

民营机构合作的过程中构建一种相互制约的激励 

机制，用以增加其形成联盟的成本。也就是说 ，公 

共部门与民营部门的合作是相互制约性的合作而 

不是构建联盟合作关系。因为基础设施民营化关 

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公众属于弱势群体，在与民 

营部门的博弈中无法获得全部信息 ，只有公共部 

门才能代表公众的利益来对民营机构进行监管和 

制约。基础设施 民营化后 ，对一些仍然属于 自然 

垄断的行业，公共部门有必要对其实行管制，因为 

属于 自然垄断行业的企业，如果让其按价格等于 

边际成本定价时，企业亏损。但是，只有当价格等 

于边际成本时社会的总福利才能最大。这是 自然 

垄断订价的基本矛盾。必须 由政府出面对价格进 

行管制 ，在社会福利和企业利益之间进行取舍。 

这也使得对 自然垄断的管制成为必要。同时这也 

是在公共部门与民营部门之间构建“制约性合作” 

关系的经济理论基础。怎样才能够使公共部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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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意愿去监管民营机构呢?如果公共部门和民 

营机构构成联盟合作，公共部门还有主观意愿去 

监管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举一个例子 ：现在 

不是一些城市的供水已经民营化了吗?由民营企 

业提供居民生活用水，水价提高，政府不再补贴。 

如果企业要求提高水价，就向代表政府的公共部 

门提出，获得批准后就可以提高水价。代表政府 

的公共部门根据什么来批准呢，有主观意愿去到 

供水企业了解其经营成本吗?一个普遍的做法是 

开一个价格听证会 ，了解一下民众的声音。只要 

不出大的乱子，一般都会得到批准。如果说 民营 

化后，政府不是全部取消补贴，而是取消部分补 

贴，仍然保留补贴水价的 20％或 10％，结果又会 

怎么样呢?显然，代表政府的公共部门会主动去 

了解企业的经营成本，要比听证会的效果好得多。 

这就是我们要提出的在公共部门与民营机构之间 

构建新型合作关系——“制约性合作”的目的。 

表 1 基础设施民营化的模式 

基础设施类型 模式 描述 

出售 民营企业收购基础设施 ，在特许权下经营并向用户收取费用 

租赁 政府将基础设施出租给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在特许权下经营并向用户收取费用 现有基础设施 

运营和维护的合同承 民营企业经营和维护政府拥有的基础设施
，政府向该民营企业支付一定的费用 包 

租赁 一建设一经营 民营企业从政府手中租用或收购基础设施，在特许权下改造、扩建并经营该基础 

扩建和改造现有基 购买 一建设 一经营 设施；它可以根据特许权向用户收取费用，同时向政府缴纳一定的特许费 

础设施 民营企业扩建政府拥有的基础设施
，
仅对扩建部分享有所有权 ，但可以经营整个 外围建设 

基础设施，并向用户收取费用 

建设 一转让 一经营 民营企业投资兴建新的基础设施 ，建成后把所有权移交给公共部门，然后可以经 
(m-o) 营该基础设施2O一4O年 ，在此期间向用户收取费用 

新建基础设施 建设 一拥有 一经营一 
转让或者建设 一经营 与BTO类似，不同的是，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在民营部门经营 2O一4O年后才转移 

给公共部门 
一 转让 

建设一拥有一经营 民营部门在永久性的特许权下，投资兴建、拥有并经营基础设施 

资料来源 ：转引自(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 259页。 

三、基础设施民营化 的认识误区 

基础设施 民营化在一些城市已经开始起步， 

主要是在城市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方面。 

而且大多采用 了BOT的模式 ，由于 BOT是最近 

创新的一种大型项 目融资模式，主要用于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的项 目融资。同时也是基础设施民营 

化的主要方式之一。BOT模式是 20世纪 80年 

代才被一些跨国公司使用，在我国所使用的时间 

更短，还不被一般人所 了解，所以，对基础设施民 

营化还有一些错误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认识误 区之一 ：基础设施 民营化就是私有化 。 

基础设施 民营化和基础设施私有化有本质 的区 

别，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的民营化，都必需在政府的 

特许条件下进行经营，就是我们说的特许经营制 

度。在政府的特许经营制度下 ，让 民营资本进入 

基础设施，并由民营机构进行经营管理，这与完全 

由民营组织自己按照市场规律运作是有本质的不 

同。民营机构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意味着民 

营机构要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在政府的特许经营 

制度下经营管理，政府会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行 

为，让其趋向实现正常的利润，并不一定是企业的 

最大化利润。也就说，政府不仅会控制企业追求 

垄断利润，又会帮助企业避免亏损。目前在我国 

基础设施 民营化的主要方式是 B0T，从 BOT的 

形式看，民营化就是一个过程，由民营组织进行建 

设，并获得一定时期的经营权，最后还要把所有权 

转交给政府。 

认识误区之二 ：基础设施民营化就是一卖了 

之。有不少人认为基础设施 民营化就是把基础设 

施的国有资产卖给私人企业 ，由私人企业进行经 

营。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前面已经提到基础设 

施民营化本身就是公共部门与民营机构的合作， 

不仅仅是合作，同时还要构建制约性的合作关系。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6期 诸大建等 ：基础设施 民营化及其认识误区 5 

简单的把基础设施卖给民营企业，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民营化 ，同时也不能达到民营化的 目的。 

认识误区之三：基础设施 民营化就是提高产 

品或服务价格。由于一些地方对基础设施实行民 

营化后，相应产品或服务 的价格有了大幅度的提 

高 ，使一些人对 民营化就产生 了一些看法。当然 

这不是民营化本身引起 的。例如，一些城市对供 

水进行了民营化，把原来 的供水 由国有企业进行 

经营转化为 由民营企业来经营。但是，政府不再 

对供水进行财政补贴，由企业 自负盈亏进行经营， 

如果还按原来的水价进行收费，企业肯定亏损 ，所 

以就提高水价。显然这不是由民营化而引起的水 

价提高。民营化的 目的是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 ， 

降低成本，改善对公众的服务质量。然而，现在给 

人们的印象却是民营化的结果是提高产品价格这 

一 错误的认识。这一错误的认识有可能成为基础 

设施民营化进程的阻力。 

基础设施民营化在我国才刚刚起步，一些 民 

营化的方法大部分都是 国外借鉴过来的，如现在 

已经被广泛使用的 BOT形式 ，我们还需要对其进 

行进一 步的研究。对一些 已经成功民营化的例 

子，一方面反映了民营化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反 

映了我们在基础设施民营化经验方面的不足。现 

在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上海浦东 自 

来水厂股权转让是按照国际惯例，采用招投标办 

法 ，在上海产权交易所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合 

法交易。浦东 自来水公司 50％股权和 50年的经 

营权，按照国有资产转让的有关规定进行资产评 

估 ，转让价格为 7．6亿元 ，经过三家国际著名的跨 

国公司的竞标 ，最后法国威望迪集团以 20亿元的 

价格中标 ，比标底高出 2．63倍。这个案例充分反 

映了正确的民营化方式能够为基础设施的建设获 

得大量的资金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回避从这个案 

例中反映出的另一个 问题。众所周知，基础设施 

领域投资的特点，回收周期长，收益相对 比较稳 

定。其资产价值不可能像古玩市场的古董，有很 

大的波动。威望迪集团是国际著名水务公司，在 

水务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出 20亿的价格购买浦 

东自来水公司 50％的股权和 50年的经营权，肯 

定还有获利空间。此次竞标使得资产价格大幅升 

值，充分反映了我们在对基础设施资产评估经验 

方面的不足 。 

四、推进我 国基础设施 民营化的主要对策建议 

1．转变观念消除认识上的误区 

转变观念消除认识上的误区是推进我国基础 

设施 民营化进程的根本因素之一。转变观念消除 

认识上的误区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是要 

从政府公共部门的角度转变观念消除认识上的误 

区；另一方面是从公众的角度转变观念消除认识 

上的误区。政府公共部门不能把基础设施民营化 

看成是财政减少负担的一种手段，而应该以提高 

公众服务的质量为 目的。更不应该认为民营化后 

政府就不再投资 了，而恰恰相反民营化是为了弥 

补政府投资的不足。就公众而言，不要认为民营 

化就是私有化，民营化只是政府公共部门通过市 

场对公众提供物品或服务，而不是像计划经济那 

样完全由政府公共部门来提供。对于已经长期习 

惯于免费或低价得到公共物品或服务的公众来 

说 ，民营化意味着要失去 已有 的一部分利益。但 

是 ，我们更应该看到我们将得到高质量的公共物 

品或服务 。 

2．政府必需组织和管理整个过程 

由于基础设施 民营化是一个较复杂的过程 ， 

因此要求政府要有坚定的决心，并确保整个政府 

都理解这一点。整个过程需要明确的责任分工 ， 

需要权威、资源、有识之士，且经常需要咨询专家。 

对民营化的基础设施项 目设定清晰的 目标 ，同时 

还要选择合适的民营化形式。从前面提到过的不 

同形式中选择一种或几种，或精心设计一个多种 

形式的有机结合体。方式选择必需建立在对下述 

因素仔细分析的基础上 ：行业状况和发展趋势、别 

处的经验、政治因素、可能引起的竞争程度、财政 

状况、可能实现的经济收益和其他收益估计 ，以及 

民营化的 目标。 

为基础设施民营化过程设定清晰、透明的程 

序 ：竞争性招标、通告、标价和竞标者公示、监督 

等。良好程序的主要标志包括：用公开公平 的标 

准来审核投标者资格并选拔获胜者 ，设置合理的 

时间表，确定有关经营绩效、支付额和未来投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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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明确目标。 

3．以制度创新为手段 。建立基础设施民营化 

的绩效评估体系 

制度创新是基础设施民营化的关键。在制度 

创新的同时还要建立基础设施民营化的绩效评估 

体系。绩效评估体系中含有多个 目标 ，但是我们 

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经济 目标，经济 目标包 

括效益和效率；另一类是社会 目标，社会 目标包括 

公平性和回应性。经济 目标也就是财务 目标 ，由 

于是基础设施 ，我们不能按照一般的企业来进行 

绩效评估 ，也就是不能够以利润最大化为评估的 

原则。而应该以效率最大化为评估的原则。对社 

会 目标的评估应该 以公众的满意度为基本原则。 

绩效评估可以为决策者提供相关信息。了解 

和明确决策者的需要 ，对 于有的放矢的评估是非 

常必要的。制定全面的考核方法 ，全面的考核方 

法包括 ：效力考核、无形考核、副作用考核、分配考 

核。 

4．建立有效的基础设施民营化的监管体系 

建立有效的基础设施民营化的监管体系是推 

进我国基础设施民营化进程的制度保障。监管主 

体一般有两种 ：一种是由政府监管 ；另一种是由独 

立的监管机构监管。目前我国还是以政府监管为 

主 ，以公众协助监管为辅。从监管的内容上看 ，大 

致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价格监管 ；第二是技术监 

管 ；第三是普遍服务。由于基础设施所提供的产 

品或服务 ，一方面涉及到公众和利益 ；另一方面基 

础设施本身的经 营管理又具有 自然垄断的特征。 

所以如果对基础设施 民营化缺乏必要 的监管，势 

必会导致公众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社会福利将 

受到损失。 

注 释 

①、② 转引自(美)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 

关系》，北京，中图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6月，第 14 

页。 

③、④、⑤、⑥ (美)．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 

伙伴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6月，第 

14、4、133、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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