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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困境与出路抉择
——— 以赣州市为例
1
2
邓耀明 ， 邓儒钧

（ 1． 中国人民银行 赣州市中心支行，江西 赣州 341000； 2． 武汉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实体经济发展的成败关系到国计民生及社会稳定 。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正处于经济转型
升级的困难时期。文章对 2011 年赣州市实体经济进行了调研分析，提出优化发展环境，营造创业
氛围，扶持做强做大，推进实体经济量的增加和质的飞跃 ； 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小型微型企业融资扶
持力度，全力促进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扩大有效投入，打造现代产业集群，规范公司治理，促进经
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切实强化目标管理，实施商标战略推进品牌兴市； 切实利用高校相对集群
优势，为创新发展储备人才，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增强外商投资信心，促进外资企业转型升级； 进一
步优化非公经济发展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等应对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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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实体经济发展的成败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当前我国
实体经济正处于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困难时期 ，为了解掌握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困境，并作出正确的出路抉
择，笔者对 2011 年赣州市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调研分析 ，调研情况如下：

一、赣州市实体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11 年底，
全市共有各类实体经济 293938 户，注册资本 12938763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了 21. 78% 、
18. 40% 。从实体经济数量和注册资本总额的增幅来看，
赣州市经济呈平稳快速发展态势。新设企业户数和资
本规模稳健增长，
保有量和增长量均创历史新高。从实体经济类型及行业分布看，
各类实体经济增长平稳。
（ 一） 内资企业发展变化情况
截至 2011 年 12 月，全市实有内资企业 7111 户，注册资本（ 金） 2714476 万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
10． 41 % 和 36． 62 % ； 其中法人企业 3292 户； 分支机构和营业单位 3819 户。
2011 年，全市新登记注册内资企业 406 户，注册资本（ 金） 611957 万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14． 04% 和
134． 60% 。
企业类型变化： 公司制企业增幅最大，现有公司户数 3635 户，注册资本总额 2373671 万元，同比分别增
长 11． 09% 和 46． 69% ，分别占内资企业总量的 51． 18 % 和 87． 44% 。非公司制企业的户数（ 3476 户） 和注册
资金（ 340805 万元） 同比下降 25． 48% 和 7． 56% 。 其中，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均呈下降趋势，降幅分别为
16． 38% 、
40． 28% 。
产业结构变化： 第一产业户数由上年 437 户降至 361 户，减少 76 户； 注册资本总额由上年 50161 万元增
至 59356 万元，增加 9195 万元。第二产业户数由上年 1664 户减至 1468 户，减少 196 户； 注册资本总额由上
年 990582 万元增至 1322847 万元，增加 332265 万元。第三产业户数由上年 5836 户减至 4607 户，减少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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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注册资本由上年 946075 万元增至 1332601 万元，增加 386526 万元。
（ 二） 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变化情况
1． 赣州市外商投资企业总体情况。截至 2011 年 12 月，全市实有外商投资企业 1397 户，其中法人企业
1194 户（ 合资企业 116 户，合作企业 8 户，独资企业 1070 户） ，占总数的 85． 47% ，分支机构 201 户，占总数的
14． 39% ，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 2 户，占总户数的 0． 14% 。
全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 650690． 47 万美元，注册资本 507066． 24 万美元，其中外方认缴 483949． 8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 95． 44% ； 实收资本 174009． 97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 34． 32% ，其中外方实缴 155408． 56
万美元，占外方认缴额 32． 11% ； 户均注册资本 424． 68 万美元。投资总额 5000 万美元以上的有 5 户，投资总
额 1000 － 5000 万美元的 168 户。累计注销 335 户，累计吊销 589 户。
从企业类型看，赣州市外商投资企业组织形式仍以独资形式为主 （ 见表 1） 。截至 2011 年 12 月，全市外
商独资企业占总数的 76． 6% ，比去年同期增长 2． 2 个百分点。 合资、合作均呈减少趋势。 股份有限公司数
增幅达 30． 8% ，占总数的 0． 3% ，比重虽然不高，但投资总额数占了总数的 2． 5% 。
表1

企业类型分布情况（ 单位：户）

经济类型

2009 年 12 月

2010 年 12 月

2011 年 12 月

合资企业
合作企业
独资企业
外商投资再投资
合伙企业

109
34
804
—
—

119
8
989
—
0

116
8
1070
2
1

2． 全市外商投资企业户数发展情况 。 赣州市外商投资企业户数总体呈稳定势态，较去年同期增长
7. 3% ，其中法人企业稳定增长，较去年同期增长 6． 99% ，分支机构变化不大。
3． 全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规模情况 。截至 2011 年 12 月，赣州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均有
所增长，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 20164． 37 万美元和 7351． 21 美元，增幅为 3． 63% 和 1． 7% ，外方认缴额比去年
同期增长 74131． 7 万美元，增幅达 18． 09% 。户均注册资本较去年同期增长 36． 19 万美元，增幅为 9． 32% 。
投资总额 1000 万美元以上的企业 173 户，占法人企业总数 14． 49% ，较去年同期增长 1． 59 个百分点； 其
中投资总额 5000 万美元以上的大型企业 5 户，占法人企业总数 0． 42% 。
4． 全市外商投资企业主要产业分布情况 。截至 2011 年 12 月，全市外商投资企业 （ 不含分支 ） 分布在第
二产业共 988 户，占总数 70． 72% ； 第三产业共 187 户，占总数 13． 39% ； 第一产业共 222 户，占总数 15． 89% 。
与去年同期相比，第一产业户数增长 1． 91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户数减少 2． 4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户数增加
0． 49 个百分点。
表2

三大产业投资总额情况（ 单位：亿美元）
2010 年 12 月底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8． 89
43． 59
3． 04

占 16． 2%
占 78． 5%
占 5． 3%

2011 年 12 月底
11． 83
50． 59
2． 65

占 18． 18%
占 77． 76%
占 4． 06%

从表 2 可以看出，赣州市外商投资主导产业仍以第二产业为主 ，第三产业比上年度增长 0． 49 个百分点，
第一产业增长 1． 91 个百分点。
赣州市外商投资企业分布排名前三的是： 制造业、农林牧渔业、房地产业，其投资总额分别占总数的
61. 01% 、
18． 18% 和 3． 17% ，合计高达 82． 36% 。
表3

赣州市外商投资企业主要分布行业及其投资总额所占比例情况

年份

制造业

2009 年 12 月
2010 年 12 月
2011 年 12 月

65． 07%
62． 42%
61． 01%

房地产业 农、林、牧、渔业 批发零售
4． 66%
3． 99%
3． 17%

15． 9%
16． 02%
18． 18%

6． 12%
8． 8%
10． 38%

建筑业
0． 83%
1． 88%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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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反映了赣州市外商投资企业主要分布的行业及其投资总额所占比重情况 。 截至 2011 年 12 月，占
总量过半的制造业较去年同期有所减少 ，但仍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中以专用设备制造和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
为主，且涉及行业多、资产规模大。房地产业则继续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农、林、牧、渔业及批发零售保持
较稳步的增长。
5． 2011 年新登记外商投资企业情况
（ 1） 新登记发展情况。2011 年新登记外商投资企业 144 户，其中法人企业 109 户，分支机构 35 户； 法人
企业中，合资企业 4 户，独资企业 104 户，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1 户。与去年同期相比，新登记外资企业数减少
了 28． 36% ，其中法人企业数减少 41． 71% ，分支机构数增 150% ； 法人企业中，独资企业减幅明显，较去年同
期减少 40． 91% ，合资企业较去年同期减少 50% 。2011 年新登记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 8． 58 亿美元，注册
资本 7． 1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减少 17． 41% 和 18． 36% 。 新登记企业投资总额 1000 万美元以上 29 户，
也较去年同期减少 2 户，减幅达 6． 45% 。
（ 2） 新登记企业行业分布情况。2011 年新登记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在 1000 － 5000 万美元的共有 29
户，投资总额在 5000 万美元以上的为 0 户。2011 年新登记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 1000 万美元以上规模企
业在三大产业的分布情况，见表 4：
表4

2011 年新登记外商投资企业三大产业分布情况表
投资总额数
（ 亿美元）
2． 1
5． 97
0． 33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投资总额
1000 － 5000 万美元
5户
22 户
2户

投资总额
5000 万美元以上
0户
0户
0户

新登记外商 投 资 企 业 主 要 集 中 于 制 造 业 、批 发 零 售 业 和 农 林 牧 渔 业，其 中 制 造 业 投 资 总 额 占 总 数
49. 82% ，批发零售业投资总额占总数 20． 21% ，农林牧渔业投资总额占总数 25． 35% 。
表5

1
2
3

2011 年新登记外资企业相对集中的行业情况

行业

投资总额数
（ 亿美元）

新发展法人
企业数

占新发展法人
企业总数比例

户均注册资本
（ 万美元）

制造业
批发零售业
农林牧渔业

4． 27
1． 73
2． 1

54 户
25 户
26 户

49． 54%
22． 93%
23． 85%

627． 28
562． 56
792． 77

2011 年在赣州市新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相对较为集中的几大行业中 ，农林牧渔业发
从表 5 可以看出，
展较快，且户均注册资本额较高，成为我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增长的主要来源 。今年新登记的外商投资
企业户均注册资本为 651． 72 万美元。
（ 3） 国别或地区分布情况． 从国别或地区的外资投向看，香港、台湾、澳门、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英
属维尔京群岛等国家或地区仍然是我市主要外资来源地 。2011 年新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中，香港 90 户，台
湾 6 户，其他国家地区共 18 户
（ 4） 全市外商投资企业退出情况． 2011 年全年注销外商投资企业 24 户，其中法人企业 14 户，注销企业
投资总额 6881 万美元。2011 年注销企业集中分布在制造业 （ 9 户 ） 、批发零售业 （ 6 户 ） ，占注销总数的
62. 5% 。
（ 三） 私营企业发展变化情况
2011 年，全市私营企业累计达到 21822 户，其中独资企业 3901 户，合伙企业 1289 户，有限责任公司
16583 户，股份有限公司 49 户。累计数与去年同期增加 5025 户、增长 21． 86% ，注册资本累计达到 541． 48
亿元，与去年同期增加 169． 37 亿元、增长 40． 81% 。私营企业产业结构变化： 第一产业户数由上年 1210 户增
至 1583 户，增加 373 户； 注册资本总额由上年 218744 万元增至 312583 万元，增加 93839 万元； 第二产业户
数由上年 6584 户增至 8966 户，增加 2382 户，注册资本总额由上年 1360782 万元增至 1622548 万元，增加
261766 万元。第三产业户数由上年 9012 户增至 9531 户增加 519 户，注册资本总额由上年 2429009 万元增
至 2838000 万元，增加 40899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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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个体工商户发展变化情况
2011 年，全市 个 体 工 商 户 累 计 达 到 210838 户，与 去 年 同 期 的 237825 户 相 比，减 少 26987 户、减 少
1. 28% ； 注册资金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31． 28 亿元，增长 30． 73 % 。个体工商户产业结构变化： 第一产业户
数由上年 6571 户减至 4753 户，减少 1818 户； 第二产业户数由上年 51118 户减至 36940 户，减少 14178 户。
第三产业户数由上年 156916 户增至 169578 户，增加 12662 户。
表6
行

赣州市 2011 年实体经济行业分布情况表
2011 年市场主体数量

业

单位：户、万元
注册资本（ 金）

户数
293938

占比
100． 00%

注册资金
12938763

占比
100． 00%

农、林、牧、渔业

10665

3． 62%

2381146

18． 4%

采矿业

3845

0． 62%

99356

1． 14%

制造业

13025

2． 84%

1945785

22． 18%

819

0． 19%

68887

0． 78%

建筑业

2544

0． 47%

98453

1． 0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6486

4． 69%

496875

5． 56%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3580

1． 00%

108964

1． 23%

合

计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批发和零售业

245362

50． 27%

3772112

43． 13%

住宿和餐饮业

46771

10． 37%

337561

3． 59%

金融业

1496

0． 64%

267884

3． 03%

房地产业

3068

0． 55%

84055

0． 9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975

1． 12%

466632

5． 32%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735

0． 18%

2389

0． 2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88

0． 03%

5788

0． 06%

29997

9． 34%

339833

3． 85%

教育

225

0． 04%

268172

2． 43%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69

0． 01%

996

0． 00%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其他

335

0． 15%

50285

0． 46%

42559

14． 96%

370709

3． 46%

二、赣州市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
（ 一） 实体经济数量稳中增长
截至 2011 年底，全市共有各类实体经济 293938 户，同比增长了 21． 78 % ，与上年末 15． 63% 的增速相
比，增加了 6． 15% ，保持快速平稳增长态势。 在五类实体经济中，私营性质的实体经济发展较快，全年全市
共有私营性质的实体经济 256965 户，占实体经济总数的 96． 5% ，同比净增长 16538 户，增长率为 5． 83% 。
今年全市 新 登 记 各 类 实 体 经 济 59856 户，同 比 增 长 5． 99% 。 其 中，外 资 企 业 新 开 业 144 户，同 比 增 长
2. 38% ； 私营企 业 新 开 业 5025 户，同 比 增 长 了 21． 86% ；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新 开 业 505 户，同 比 增 长 了
13. 08% ； 个体工商户新开业 48048 户，但同期退出 152241 户，同比增长了 － 1． 28% 。 外资企业略有增长，而
私营性质实体经济发展已显井喷 。
（ 二） 实体经济规模继续发展壮大
截至 2011 年底，全市各类实体经济共有注册资本 （ 金） 12938763 万元，与 2010 年末的 10928752 万元相
比增长 18． 40% ，增长幅度有较大提升。今年新登记实体经济注册资本（ 金） 达到 66284 万元，与上年末相比
增长了 15． 65% 。户均注册资本（ 金） 为 45． 48 万元，与 2010 年的 41． 55 万元相比增长了 9． 46% 。五类实体
经济发展具体情况是：
1． 内资企业增长总体平稳。今年，内资企业中公司制企业数及注册资本大幅增长，分别增长 11． 09% 、
46． 69% 。
2． 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数量相对稳定 ，投资规模逐年增大。外商投资领域日益广阔，外商独资经营继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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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外商投资企业中占据主导地位 ，且呈强增态势，投资的方式呈现多元化且投资布局日趋优化 。
3． 私营企业规模越来越大。2011 年，全市新登记私营企业比去年同期增长 21． 86 % ，新增注册资本比
去年同期上升了 40． 81% 。截止到 2011 年全市私营企业总量中注册资本 100 － 500 万元私企大户 7818 户，
同比增长 31． 78% ，注册资本 500 － 1000 万元大户 2745 户，同比增长 46． 01%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以上大户
1247 户，同比增长 62． 16% ，注册资本亿元以上大户 43 户，同比增长 48． 28% 。 显示出私营企业规模的强劲
势头。
4． 个体工商户的发展势态平稳。2011 年，实体经济总数为 293938 户，其中个体工商户就有 210838 户，
占整个发展总数的 71． 73% 。虽然总数减少了 1． 28% ，主要是今年采取了积极鼓励个体工商户升级为私营
企业，返乡人员以及全民积极参与创业 ，及全市各级全民创业的优惠政策日益显现的结果 。
5．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快速发展成为农村经济新生力量 。一是合作社发展数量进一步增加。 今年，全市
新发展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505 户，同 比 增 长 37． 02% ，新 发 展 的 合 作 社 出 资 总 额 266273 万 元，同 比 增 长
44. 32% 。农合社累计数 2174 家； 二是合作社成员规模进一步扩大 。截止 2011 年底，全市合作社社员 50 人
100 人以上的有 881 个； 三是合作社的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 。 产业呈现多样化，涉及种植
以上的有 1695 个，
100 － 500 万元
业、
养殖业、加工业及农机信息服务等。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注册资本 500 万元以上的 655 户，
的 1399 户。
（ 三） 产业结构进一步得到优化
内资企业中，批发零售业、金融业、制造业户数位列前三，增幅最大的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 外商投资企业中，制造业、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业户数位列前三，且增幅也最大。
个体工商户中，批发零售业、制造业、住宿餐饮业增幅分列各行业前三位 ； 私营企业中教育业、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业增幅最大 ，均达 35% 以上。全市各类实体经济产业结构总体分布格局良好 。
（ 四） 第三产业发展数量继续占据领先地位
从赣州市实体经济总量看，第三产业的份量占了 81． 8 % 。 随着赣州市经济的发展，群众的消费需求逐
步增加和扩大，以专业市场、物流仓储、大型超市、商务宾馆、休闲娱乐为主的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第
三产业将有更大的发展，继续占据领先地位。

三、赣州市实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 实体经济的总量不大仍是赣州市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从赣州市实体经济在全省的各项排名看 ，除了个体工商户的规模在全省排名前列 ，其它各项指标大多处
于中游位置的现状没有改变。其中内资企业的数量和质量一直处于全省下游位置 ，基础相对薄弱，尤其是缺
乏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 如大型央企） 的带动效应。全市的创业氛围还不够浓厚，创业者的忧患和风险意识
还不强，阻碍了实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 。
1． 个体户总量不大，质量不优，存续周期较短。截止 2011 年 12 月底，全市新发展个体工商户 48048 户，
注销个体工商户 56987 户，退出户数占新发展户数的 118． 6% ，个体工商户的“退市 ”现象比较突出。 据统
计，
赣州市个体工商户，平均存活周期约为 2 － 4 年，有的甚至不到 1 年。赣州市个体工商户退出的主要原因
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规模小、管理水平较低以及场地租金、水电气费用等经营成本逐年攀升、抵御风险能力低
等因素的影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难以立足、常被淘汰，存在一有生意或项目就做，生意不好或项目落空就
“关门”的短期行为。
2． 私营企业整体质量不高，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一是企业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绝大多数企业
主和从业人员文化水平较低，经营理念落后，创新能力较差，局限于传统行业多，难以适应现代生产发展。尽
管我市私营企业总量不少，但规模大、上档次、管理规范的企业少。二是企业赢利能力较差。 特别是随着原
材料及运输价格的上涨，生产成本的大幅上升，企业的利润有所下降，部分企业出现了亏损。
3． 非公司制内资企业规模趋向缩减 。上半年，内资企业略有减少，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户数和注册资本
40． 28% 和 17． 33% 、
3． 42% ． 非公司制企业户数和注册资本也比去年同期
呈下降趋势，降幅分别为 16．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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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69% 。
分别下降了 75% 、
（ 二） 产业结构调整难，企业效益难提高
与发达地区比，与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比，在硬环境方面，城乡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仍有较大差距 。
在软件方面，服务发展的意识仍不强，也未形成良性循环的环境。赣州市除了国有垄断企业外，私营、外资企
业职工的待遇不高，难以对周边地区形成竞争力，企业创新能力不强，产品科技含量不高，企业效益难提高，
还没有形成赶超意识。
（ 三） 实体经济融资难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1． 融资成本增加。一方面是由于被金融机构拒绝的比率高 ，受宏观政策的影响，加之今年各金融机构信
贷规模普遍吃紧，信贷供需较为突出，信贷门槛有所提高，被金融机构拒绝的比率明显上升 。据对 20 户企业
16 户有融资要求的企业共申请贷款 22 笔金额 18860 万元，而实际贷款满足率 32． 87% ，同
的调查问卷统计，
比下降了近 30 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是获得资金需支付的使用成本高 。由于直接融资比例提高，利息负担加
重，融资成本也普遍偏高。20 户问卷企业今年前 4 个月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28． 5% 。
2． 融资手段难以拓展。一方面，由于中小企业一般自有资本较少 ，自我积累的意识较差，负债率高； 另一
方面目前大多数中小企业本身难以达到上市标准 ，中小企业通过证券市场直接融资的可能性极小 ，因此绝大
多数中小企业是间接融资是主要渠道 。据 20 户问卷企业统计，目前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是银行借款和民间
借贷，其中银行借款融资金额占融资总额的 76% 。
3． 向银行融资难度加大。随着金融机构信贷管理的不断完善和加强 ，市场准入条件普遍提高，银行为了
自身的盈利和安全，必然对客户进行严格的市场化筛选 ，严格控制风险，选择高端客户。因此，基本素质较差
且信息不透明的广大中小企业很难受到银行的青睐 。
4． 信用担保机制有所扭曲。由于担保人资产抵押及企业自身信用担保的苛刻条件 ，许多无法获得银行
贷款的中小企业同样无法获得担保公司的担保 。按中小企业贷款信用担保现行的规定办理贷款的户数与金
额，与中小企业贷款的实际需求差距甚远 。事实上，一些担保机构不愿发放担保贷款，而是从事效益更高的
隐性放贷业务。
（ 四） 小规模私营企业存活周期短，抵御风险能力低
全市中小投资者的创业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批发 、零售业、居民服务业和餐饮、住宿业这三大类传统服
务业上，现代服务业（ 如电子信息服务、文化传媒服务、物业管理、家政服务等 ） 数量不多，重复投资现象较为
突出，且这三大类实体经济的淘汰率居高不下 ，竞争异常激烈，浪费了大量的投资资源。 今年全市有 841 户
私营企业未参加 2010 年度年检，成活与否难料，显示我市小规模私营企业存活周期短 ，抵御风险能力差。
（ 五） 外资企业退出和出资不到位现象仍较为突出
一是外资退出现象呈上升趋势。2011 年，先后有 23 家外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 一个直观的原因是
国家决定内外资企业税率并轨，外资企业税收等优惠政策不再实行 ，降低了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激励措施 。
二是注册资本到位率低，开业率不高、停歇业仍较为突出。表现为： 不少外商投资者单纯依靠优惠政策 ，
缺少项目可行性研究，注册登记后迟迟不出资，致使企业的实际效益大打折扣； 个别外商甚至钻政策空子，有
意不履约； 还有一些企业受土地指标、招工难等方面的制约，导致投资项目搁浅等等。 凡此种种致使外资企
业开业率不高，停歇业现象较为突出。
（ 六） 企业创品牌意识不强，创新发展后劲不足
全市仍有相当部分企业乃至一些大型企业 、重点企业忽视商标品牌战略发展，认为只要抓好生产经营，
商标可有可无，缺乏注册商标、发展品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造成商标品牌发展相对滞后。近年来，虽然赣州
市创品牌工作有了长足进步，但与周边市比及在全省的排位与我市作为大市的位置仍不相适应 。
（ 七） 企业新型管理人才比较缺
全市现有实体经济的经营者队伍中 ，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熟悉和精通现代企业管理、能熟练驾驭市场经
济的企业家队伍比较缺乏，高素质的管理人才较少。大部分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守土恋家，怕冒风险，小富即
安； 家族企业占多，合作共赢意识不强； 对政策、市场不敏锐； 专业知识缺乏，承受挫折的能力差，很难适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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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市场竞争。

四、促进赣州市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 一） 优化发展环境，营造创业氛围，扶持做强做大，推进实体经济量的增加和质的飞跃
发展环境，尤其是软环境是决定一个地方发展成效的重要因素 。 因此，首先必须优化经济发展的软环
境，真正转变思维方式。二是大力宣传创业，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创业光荣 ”的舆论氛围。 三是摸清底数，
拓展空间，主动进位，引导发展。四是坚持不论实体经济规模大小 ，只要符合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只要能为
社会创造财富和提供就业岗位的 ，都要大胆放手发展。五是应以作风整顿年活动为契机 ，继续实施个私经济
“扩量提质”工程，并在每年政府绩效考核工作中增加相关实体经济发展方面的指标 ，营造增加实体经济、优
化实体经济、提升实体经济的发展氛围，以此增加我市实体经济的数量，提高我市实体经济的质量。
（ 二） 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小型微型企业融资扶持力度 ，全力促进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要根本解决赣州市小型微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既要大力宣传股权
出资、股权出质，帮助企业及其股东拓展融资思路 ，增加对小型微型贷款投放； 又要积极发展面向小型微型企
业的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大力推行股权出质、股权出资、动产
抵押、商标权质押等融资方式，切实帮助小型微型企业缓解资金压力 ，全力促进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1．“破”“立”结合，建立完善的企业信用制度。执法部门继续加大对假冒伪劣、经济诈骗、恶意拖欠等行
为的打击力度，加强社会信用工程建设，要加快建立健全面向中小微型企业和个人包括信息采集 、处理、交
流、咨询等内容的信用体系，要注重社会信用信息系统的网络化 、统一化建设和使用，形成有利于社会共享的
信用信息平台。
2．“疏”“堵”并举，构建良好的合作关系。政府部门应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中小微型企业发展的政策，对
有产品、有市场、有发展前景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中小微型企业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增强中小微型企业的
发展能力。要加快小额贷款担保机构和小型金融机构的建立步伐 ，降低小额贷款担保公司准入标准 ，引导和
规范小额贷款担保机构，使中小微型企业可以通过小额贷款担保公司取得贷款 ，从而降低中小微型企业贷款
难度，缓解中小微型企业资金紧张局面 。
3．“银”“企”共创，维护良好的投融资环境。一是中小微型企业要提高自身经营管理水平 。 坚持走高科
技发展道路，努力做到融资方式由主要靠自我积累和银行贷款向多元化融资转变 ； 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
集约型转变； 产业定位由传统型向科技型转变 ，从根本上扭转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而导致的融资困难问 。要
加强财务管理，完善财务制度，确保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坚决摒弃账外账等一切弄虚作假行为。 二是银行业
金融机构要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 ，积极研发适应中小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产品 ，调整信贷结构，
为中小微型企业提供信贷、结算、财务咨询、投资管理等方面的服务。
（ 三） 扩大有效投入，打造现代产业集群，规范公司治理，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全市经济要实现进位赶超，必须加大产业结构调整，扶持高新企业，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把扩
大有效投入作为首要任务，积极向上争资争项，大力招商引资，扩大有效投入。要把打造现代化产业集群作
为核心支撑，突出抓好稀土和钨等三大千亿元产业 ，加快发展氟盐化工、电子信息、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改
造提升轻纺、食品等传统产业。要落实一批创新能力强、规模效益好、带动作用大的支柱型产业项目，加快组
建大型企业集团、投资集团，培育企业“航母”。要加快建设金融商务核心区、综合物流园、旅游集散中心，全
面完善配套环境，构筑具有赣州特色的现代化商贸体系 。要指导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建立科学的管理模式，
规范经营行为，认真落实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先进，淘汰落后，积极引导个私业主向高新技术产业、先进装备
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新兴行业发展，推进全市产业结构升级。
（ 四） 切实强化目标管理，实施商标战略推进品牌兴市
实施商标战略推进品牌兴市，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广大企业要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 ，充分认
识实施商标战略推进品牌兴市的重要性 ，真正把这项工作抓出成效，实现后发赶超。要切实强化目标管理鼓
励和引导企业争创驰（ 著） 名商标，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打造品牌经济，推进我市向经济强市跨越。 实施
商标战略推进品牌兴市目标是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商标注册注册 ，使商标数量大幅增长； 驰名商标、国际品牌
和省著名商标拥有量大幅增加； 地理标志等特色商标培育保护全面加强 ； 服务业、现代农业商标品牌建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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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运用能力不断加强； 商标保护力度不断加大，自我保护能力明显提高，商标侵权行为得到及时依法查处 。
（ 五） 切实利用高校相对集群优势，为创新发展储备人才，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 。赣州市拥有各类高校 6 所，人才培养优势在省内得
天独厚。在吸引和培育人才方面，要通过修建人才公寓、新市民公寓配合居住证户籍改革等措施解除给赣州
市就业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高校毕业生的后顾之忧 ； 政府、企业部门均应建立人才需求库，在政府门户网
站上对外公布； 加大就业培训力度，针对企业紧缺的人才，实行订单培训，为企业培养合适的人才，增强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充分利用红色文化、客家文化、绿色文化等传统特色文化大力发展赣南独特文化产业 。
（ 六） 增强外商投资信心，促进外资企业转型升级
一是要关心重视外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主动服务，建立和完善出资管理制度，尽力规范外商投资
企业逾期出资行为。二是继续开展“三送 ”大走访，尊商、亲商，切实了解、帮助解决外资企业在生产经营中
的实际问题； 三是努力促进外资企业转型升级 。在当前形势下，利用外资要同赣州市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相结
合，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节能环保领域。 四要强化项目库建设，不断调
整、补充、优化项目储备，精心编制一批产业关联度高、市场前景好、财税贡献大或能拉动经济且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的项目。五要重点开发一批能够吸引战略投资者及企业龙头的大项目 、好项目。 对原有的外资企业
要着力促进其提高技术和效益，扩大投资规模，推进产业优化，提高市场竞争力。
（ 七） 进一步优化非公经济发展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为创建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市场秩序 ，应着重抓好以下七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放宽创业领域和准入条件；
二是加强创业培训，建立扶持创业专项资金； 三是加强融资支持、财税支持； 四是建立奖励机制，激发创业动
力； 五是强化服务，进一步提高职能部门行政服务水平 ； 六是依法清理审批收费项目和行政审批事项 ，简化办
事手续和环节，提高审批效率； 七是进一步规范实体经济资格和经营秩序 ，对涉及安全生产隐患经营行为和
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行为要依法严厉查处 ，营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和公平竞争的市场新秩序 。
注明： 本文数据均来自赣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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