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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营企业主的“盖茨比悖论”

———地位认同的变迁及其形成

范晓光　吕　鹏

提要：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与经济社会秩序密不可分，其变化趋势及

形成有别于其他社会阶层。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１９９７－２０１４年九次横截
面数据，本文发现私营企业在营业收入持续上行的同时，企业主的地位认同

水平却未能始终保持上升，在２００２年开始下降且不断加速，到了２０１２年后
开始抬升。本文将企业主的这种客观地位与主观地位认同错位变化现象称

为“盖茨比悖论”。分析表明，政治纽带和维系性政商成本是影响私营企业

主地位认同形成的关键因素；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相伴，政治纽带对地位认

同的正效应在减弱，但维系性政商资本的负效应始终存在，共同构成“悖论”

产生的核心机制。本文强调将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置于企业与国家的互

动过程中来理解是可行的，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稳

步推进为提高企业主的地位认同提供了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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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重要

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发展与壮大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表征。

据原国家工商总局的相关数据显示，截止到２０１７年９月党的“十九
大”召开之前，全国实有私营企业２６０７２９万户，较２０１２年９月底提高
了１０８个百分点，比１９９５年底（６５５万户）增长了３９倍，是１９８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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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６万户）的６４２倍。既有实证研究对该群体的客观面向已经有了
极为丰富的探讨，但对其主观面向的关注则相对不足。然而，企业主群

体的壮大和分化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是社会学自孕育以

来一个常青的“迷思”（ｍｙｔｈ）（马克思，２００９；托克维尔，１９９２；韦伯，
２００７）。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降，主观认知／认同逐渐替代经济利益，成
为解释阶级行动的主要维度（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６３；霍布斯鲍姆，１９９９）。比
较历史研究指出，某一特定群体究竟更倾向于将自己归类为哪个阶层，

将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态度与行动，甚至可能影响国家／地区的经济政策
和道路选择（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１９８５；柯卡，２００６；韦伯，１９９７）。在我们看来，对
于私营企业主群体地位认同的探讨，并不是将传统的阶层地位认同研

究“移植”到一个特定职业群体那么简单，而是包含了为上述“经典迷

思”提供新洞见的理论抱负。

本文将探讨中国这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地位认

同。伴随着三十多年几乎不间断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私营企业主的

财富积累速度很快。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私营企业主的客观社会地

位始终处于上升趋势。然而，本研究通过分析１９９７－２０１４年间九次全
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ＣＰＥＳ）数据发现，中国私营企业在营业收入持续
上升的同时，企业主的地位认同却整体下降。我们将企业主的这种客

观地位与主观地位认同错位变化现象称为“盖茨比悖论”（ｔｈｅＧａｔｓｂ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因为它让我们联想到美国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１９２５年创作的小说《伟大的盖茨比》中的那位主人翁：虽然获得了经济
上的成功，但自下而上致富的社会成员在实现地位向上流动后，与原先

的利益团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和社会上层的心理距离未能真正缩小，地
位焦虑反而有所增强。当然，中国的情境与“强盗资本主义”时期的美

国并不相同，但与这部小说描绘的社会民情相似的是，主客观地位之间

的张力却在同一代人身上集中爆发（Ｂｒｉｄｇｅｓ，１９５８）。在很大程度上，
中国的情节不仅是所谓“第二次（市场经济的兴起）大转型”（Ｂｕｒａｗｏｙ，
２０００）的一部分，而且呈现了诸如美国“镀金时代”或德国“独特道路时
期”企业主阶层兴起壮大时的景象。这种历史性的时刻为我们创造了

一个重访经典理论“迷思”的难得的天然社会实验室。

除了采取量化分析来呈现中国私营企业主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的地

位认同变迁，我们还尝试对这种趋势形成做出解释。在迈向机制分析

之前，我们必须注意到当代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的兴起有两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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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在中国开始“市场转型”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私营企业主群体
“消失”了近二十年（Ｅｙａ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８）。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的
社会来源颇为复杂（吕鹏，２０１３ａ），在地位认同上尚未能形成相对一致
的参照群体；这种情况在早期尤其突出（李路路，１９９８），但迄今在社会
构成上也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来源（范晓光、吕鹏，２０１７）。其二，
市场转型时期，国家的基本制度保持稳定，但宏观营商环境的制度性变

化依然引人关注，导致优秀企业家胜出的因素也在不断变动之中（李

路路、朱斌，２０１４）。
与上述两大特征相呼应，本文试图做以下努力：其一，既要探究作

为一个职业群体的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的总体变化趋势，还将剖析

企业主群体内部在地位认同上的异质性；除少数研究（陈光金，２００５，
２０１１；徐拓倩、周武彪，２０１５；周旅军，２０１６）外，既有文献对此未能充分
展开。其二，通过使用多次横截面数据，从中观和宏观层面分析该群体

地位认同形成的一般模式。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要将政企关系变量纳

入分析框架，从而反映宏观制度性变迁对企业主地位认同的可能影响。

其三，在市场化进程中，利用分析框架解释“盖茨比悖论”的形成。

本文接下去将分为五节展开。首先对已有文献存在的不足做出评

述，并提出若干研究假设。而后是呈现研究设计，描述私营企业主地位

认同的基本特征，检验地位认同形成机制，并提出“盖茨比悖论”的理

论解释。最后，我们将在讨论部分尝试把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形成上

升至更一般化的中层理论，也对未来的研究提出展望。

二、文献评述

虽然针对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的量化研究还不够丰富，但社会学

家们对阶层地位认同展开的持续讨论依然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分析工

具和解释框架。众多的学者围绕主观地位认同形成与客观阶层地位之

间的联系的强弱进行了诸多分析（Ｃｅｎｔｅｒｓ，１９４９；Ｈｏｄｇｅ＆Ｔｒｅｉｍａｎ，
１９６８；Ｈｏｕｔ，２００８；Ｊａｃｋｍａｎ＆Ｊａｃｋｍａｎ，１９７３）。尽管学者们注意到了主
客观“地位不一致”（ｓｔａｔｕｓ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是一种国内外较为普遍的现
象（陈云松、范晓光，２０１６；范晓光、陈云松，２０１５），但并没有就此否定
人们的客观地位在影响其地位认同水平上发挥的基础性作用。更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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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指出，经济地位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在经济不平等的国家反而更

大（Ｃｕｒｔｉｓ，２０１３）。最近有学者指出，考虑到住房在中国城市资产不平
等中的贡献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住房等资产已经在２０００年后成为决
定阶层地位认同的新的主要因素（李骏，２０１５）。

在我们的文献涉猎范围内，诸多学者都尝试在客观地位与主观地

位认同之间寻求新的解释机制，形成了“多元决定论”的格局。针对中

国社会存在的地位认同下移或不一致，除了基于生活方式（李培林等，

２００５）和社会主义阶级话语（冯仕政，２０１１）的解释外，社会比较机制是
最为常见的解释路径，主要包括“相对剥夺论”（陈光金，２０１１；刘欣，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生存焦虑论”（陈光金，２０１３）、“参照系变动论”（高勇，
２０１３）等理论命题。“相对剥夺论”认为人们在社会转型时期生活机遇
的变化中，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化比其客观地位更能解释阶层认知

的差异（刘欣，２００１）；“生存焦虑论”指出生活压力感、社会不公平感、
恩格尔系数等对地位认同的解释力在不断增强，已经构成对“相对剥

夺论”的有益补充（陈光金，２０１３）；而“参照系变动论”则提出地位层级
的主要认同基础已经由对具体社会单元（如工作单位、城乡户籍）的归

属转变为收入等市场要素的占有（高勇，２０１３）。
本研究认为，以上理论命题在解释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地位认同时

可能要面临三方面的挑战：（１）改革开放以来，私营企业主是市场经济
最主要的受益者，相比专业技术人员、工人和农民等其他阶层，私营企

业主就整体而言并非属于“相对剥夺感”较强抑或“生存焦虑”较严重

的群体。而且，在“参照系变动”的过程中，该群体的市场要素占有优

势始终存在，并没有出现消解的迹象。因此，借助于既有理论命题去解

释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的形成和趋势还有不足。（２）私营企业主在雇
佣关系上属于自雇，拥有较多的“组织资产”和“生产资料资产”

（Ｗｒｉｇｈｔ，１９８５）。他们在转型过程中的生活机遇获得需要卷入更为复
杂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之中，与一般被雇者存在明显差异。因

此，在挖掘地位认同形成机制时，除了沿用传统的“相对剥夺感”的社

会比较机制（默顿，２００６：３３３－３４１）外，还要将私营企业在日常经营中
与国家的互动过程作为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情境”（ｃｏｎｔｅｘｔ）考虑进来。
（３）缺乏对宏观社会变迁因素的直接考量。高勇（２０１３）曾提出要将中
国社会变迁纳入到地位认同形成的分析框架中，但是直接将制度变迁

作为核心机制的相关研究还不多见（Ｃｕｒｔｉｓ，２０１３；陈云松、范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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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当然，就私营企业主群体而言，他们的经营业绩对市场化等结
构因素尤为敏感。以上三点批评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理论诉求。

三、研究假设

在“自下而上”地发展市场经济（Ｎｅｅ＆Ｏｐｐｅｒ，２０１２）的过程中，中
国的私营企业主与政府官员建立起了一个事实上的“增长联盟”（Ｌｉｎ，
１９９５；Ｏｉ，１９９９；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５；聂辉华、李金波，２００６）。建立积极有效的
“政企关系”既是国家用来统战企业主群体的有力抓手（Ｄ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００；
吕鹏，２０１３ｂ），也是企业确保经济利益的基本策略（Ｔｒｕｅｘ，２０１４；Ｗａｎｋ，
１９９８）。大量研究发现，包括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执委
等渠道在内的“政治纽带”不仅给企业绩效带来显著提升（Ｔｒｕｅｘ，
２０１４），而且也是私营企业增强合法性的重要途径（Ｔｓａｉ，２００７）。此外，
拥有较强政治纽带的企业主，还能影响政府决策（黄冬娅，２０１３）、维护
合法权益（Ａｎｇ＆Ｊｉａ，２０１４；纪莺莺、范晓光，２０１７）、打造财绅形象（吕
鹏，２０１３ｂ）。当私营企业主拥有较强的政治纽带时，他们难免会对地
位优势有更明显的感知；而且，与政治关联不足的企业主相比，其地位

的“相对剥夺感”较弱，很可能有助于提升社会地位认同。换言之，相

较于拥有弱政治纽带者而言，随着政治纽带的增强，企业主的地位认同

也越高。因此我们提出“政治纽带假设”。

假设１：政治纽带越强，私营企业主的地位认同水平越高。
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嵌入于既有权威结构之中（刘欣，２００５），政

企关系必须遵循资源分配的基本规则。私营经济在市场准入、银行贷

款、税收，以及土地、矿产和劳动力使用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受到各级行

政和执法机关的监管。这些监管客观上是规范市场秩序的必要，为维

护市场秩序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在某些时候，由于执法者本人钻

营制度漏洞，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前，个别官员利用所掌握的监

管权力“寻租”和“设租”也时有发生。这些行为有时候并不是直接的

索贿，而是表现为让企业承担各种缴费、摊派、招待等费用。有学者在

研究中甚至将其视为部分基层政府的“掠夺”（Ｊｉａ＆Ｍａｙｅｒ，２０１７）。但
是，基于近些年在山东、广东和湖北等省份的田野调查，我们发现这种

现象并不总是来自官员的单向索取，而是有时候掺杂着部分企业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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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关”，是政企关系维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黄送钦等，２０１６）。
在经济理性选择中，政企关系的维系行为往往受制于企业组织的成本效

益“计算”，维系成本过高就会加重企业负担，反之则有益于增强企业的

市场竞争力。对于私营企业主来说，如果这种成本超过一定份额，其“相

对剥夺感”很可能被强化，其主观认同的社会地位也会下降。为此，本文

提出“维系性政商成本假设”。

假设 ２：维系性政商成本越高，私营企业主群体地位认同水平
越低。

最后，私营企业在市场化进程中仍然面临着许多非市场化的制度

壁垒，然而，宏观的营商环境在逐步改善（樊纲等，２０１１），市场在关键
资源的配置中越来越重要，法律对产权的保护更全面，交易成本下降的

同时，还会提高政企关系建立的成本，违法成本越来越高（徐拓倩、周

武彪，２０１５）。沿着该逻辑进一步推演，我们有理由认为政治纽带的政
经效用会下降。一方面，市场化有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高市

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减轻企业的税外负

担，一定程度上会减弱私营企业主政治纽带的市场回报能力。这样，政

治关联较弱的企业主“相对剥夺感”未必更大，进而使得政治纽带正效

应弱化；另一方面，市场化还会提升产品市场（社会零售商品、生产资

料和农产品等）和要素市场（金融业、劳动力流动、科技成果等）的发育

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的改善使得维系性成本的

“高额”回报也会得到有效抑制，即便投入水平没有超过一个合理的阈

值，维护行为对企业主的“相对增益感”（李炜，２０１５）也会下降，故也可
能弱化地位认同的正效应。因此，我们提出“市场化调节假设”。

假设３１：市场化水平越高，政治纽带对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的影
响越弱。

假设３２：市场化水平越高，维系性政商成本对私营企业主地位认
同的影响越弱。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资料
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早期的正式名称和主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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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变化。本研究使用第三至第十一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

（１９９７－２０１４）。１９９３年第一次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与全国工商联研究室共同主持。１９９５年第二次调查改由中共中央统
战部和全国工商联共同主持。１９９７年的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
学研究所张厚义研究员筹集经费以“中国私营企业课题组”的名义进

行。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的两次调查的单位则变更为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
联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从２００４年起，历年调查由中央统战部、
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四家单位主

持，调查的正式名称固定为“中国私营企业调查”。该调查在实际执行层

面依托各省（区、市）工商联和工商局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该数据

目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负责日常管理和发布。

此调查资料是目前私营企业研究领域最权威的数据集，得到了国

内外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使用（陈光金等，

２０１８）。但我们仍然认为本研究所揭示的相关关系只是反映了被调查
企业的情况，在推论到总体时，需要更为慎重。围绕本文的理论问题，

我们在数据清理后得到的数据集有效样本量为２４７０２。①

（二）变量操作化测量
地位认同是因变量，它由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三维度构

成。在历次问卷中，调查者都询问了被访企业主对经济、社会和政治地

位的认同情况，分别用１０级阶梯式量表来测量。我们将三者加总得到
区间为［３，３０］的地位认同指数。之所以使用该测量方案，主要有以下
理由：（１）地位认同是个体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维度客观地位的综
合感知，而不是某一单个维度；（２）三维度采用完全相同的国际通行题
器；（３）三维度地位认同的信度分析显示 ａｌｐｈａ系数均超过０７９，相关
分析表明大多分年度（１９９７－２０１４）的相关系数均位于０６－０８５之
间。当然，为了避免操作化测量可能存在的效度风险，本文同时采用了

三种方法：探索性因子分析、对三维度认同标准化后加总、用Ｒｉｄｉｔ转换
（Ｂｒｏｃｋｅｔｔ＆Ｌｅｖｉｎｅ，１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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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曾计划对包括１９９３和１９９５年数据在内的所有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试图拉长时期跨
度，但由于若干关键变量的测量（比如政治纽带、三项支出比和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在

１９９７年后做了较大调整，故未能如愿。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政治纽带和维系性政企成本。首先，政治纽

带通过“是否承担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来测量，依据这种政治身份的

级别来判定政治庇护的强弱。具体从强到弱划分为三类：曾经／正在担
任地市级及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县级及以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和普通群众。其次，利用“三项支出”占比作为政企关系维护资本的代

理变量（ｐｒｏｘｙｖａｒｉａｂｌｅ）。“三项支出”是陈光金在《２００４年中国第六次
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及分析》由其执笔撰写的章节中提出的原创性

概念（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２００７：１７５），指企业的各种缴费、来自
政府的各种摊派和公关招待费用，是观察企业与政府关系的一个重要

指标。我们计算三项支出占经营收入的比重，再按年份分别做了三分

位数分组，最后合并得到高、中和低三类。

市场化是本研究的宏观调节变量，主要采用樊纲等提出的中国市

场化指数（樊纲等，２０１１；王小鲁等，２０１６）。该指数主要包括政府与市
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

境等维度，本文使用的是总和指数。合并已有的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５年报
告后，我们得到了１９９７－２０１４年的中国各省区市场化指数集。①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主要由个体层面的社会人口学变量和企业层面

的组织变量构成。前者包括企业主的经济地位、性别（女 ＝０）、年龄、
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０）、政治面貌（非党员 ＝０）和社会来源（国有
部门＝０），后者有企业年龄、地域（东部 ＝０）和行业（实体经济 ＝０）。
一般而言，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地位难以通过个人工资、家庭收入等个体

层面的数据来度量。② 考虑到该群体的产权占有特征，我们通过企业

的营业收入来衡量其经济地位。③ 社会来源通过企业主在创立企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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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１１年报告和２０１５年报告的市场化指标体系有一定的调整，２００８年前的市场化指数来
自２０１１年报告，而２００８年后的指数来自２０１５年报告。
与一般被雇者相比，私营企业主群体的收入来源相对多元，收入结构相对复杂，而且许多

企业主甚至不给自己发工资。

参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我们首先将企业家划分为大企业主与中小企业主。划分的

依据是《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对规模以上企业的划
分标准：２０００年以前的门槛是当年营业额１２亿元，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为３亿元，２０１２年以
后上升至５亿元。本研究将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企业主，由此得到大企
业主和中小企业主两大群体。然后，在中小企业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

营业额不超过３０００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１０００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为小企业主，其
余为中企业主。考虑到组内和组间的异质性特征，我们将小企业主单独列为一类，大型

和中型企业的拥有者统称大中型企业主。



的职业流动经历来甄别，先划分为“下海”、“改制”、“跳板”、“跨界”和

“草根”等五个类型（范晓光、吕鹏，２０１７），再将“下海”和“改制”合并
为国有部门、“跳板”和“草根”合并为市场部门，“跨界”定义为跨部

门；行业分为实体和非实体，非实体经济指主营业务仅限于金融保险和

房地产的企业。

（三）统计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ＬＳ）估计经济地位对地位认同

的影响效应。① 为了评估经济地位对地位认同影响机制的历时变化，

我们采用政治纽带变量与市场化指数做交互分析。为评估结果的稳健

性，我们对样本做了不同的处理（年度子样本、自举法抽样）。考虑到

维系性政企成本在调查数据中存在高达２０－２５％的缺失值，为了消除
潜在的统计偏误，我们利用均值匹配法（ＭｅａｎＭａｔｃｈｉｎｇ）对其做了多重
插值（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处理。其中生成插值的自变量包括性别、年
龄、政治面貌和企业规模。表１为样本描述统计。

　表１ 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
１９９７－
２０１４年

政治纽带

　群众 ６８７８４５６５５０５０５２４３５７９９５１１１５４４２５７６７６３３５ ５６００
　县级及以下 １９２６３４６３３１１０２７８６２５５７２８８９２７３３２７５１１９８８ ２６５８
　地市级及
　　以上

１１９６１９７２１８３９１９７１１６４４２０００１８２４１４８１１６７７ １７４２

政商关系维护

　低 ３３５１３４４７３４１７３３３０３３３９３５０５３３７６３３０５３４９９ ３３９９
　中 ３３９５３２６１３３０３３３４９３３５６３４５７３３６０３３５８３３５０ ３３５６
　高 ３２５５３２９２３２８０３３２２３３０５３０３８３２６４３３３６３１５１ ３２４４
大中型企业主 １０８５２２０５２５２３２７２１３５９１３６１７３５３４４２６３４７１３ ３４４１
社会来源

　国有部门 １６８３４８０３３０７３５７９８７１７８５６７６４８１５４４３３３７６４ ４７３３
　市场部门 ５１２２３６０２４０８３３１７３２５０２３８５１４４４３４３４１４９３６ ４０２３
　跨部门 ３１９６１５９４２８４４１０２９ ３２０ ４７４ ７４２１２２５１３００ １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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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曾尝试采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ＨＬＭ），但历年零模型的 ＩＣＣ均小于００５９，违背
了科恩（Ｃｏｈｅｎ，１９８８）所提出的原则。此外，我们还尝试将地位认同作为定序变量，采用
Ｏｌｏｇｉｔ和Ｇｏｌｏｇｉｔ来估计，但是在结果解读上较为复杂，最后折中选择了 ＯＬＳ估计。在模
型中，我们将省份划分为东中西部来加以控制。



续表１

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
１９９７－
２０１４年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１８６０２２３６３２９８３４１４３９４９３５４１４３１３３５４２３４２９ ３４４２
　民主党派 ４７２ ６５７ ５４６ ６１６ ４２４ ６９９ ５７４ ５６８ ６３７ ５８３
　非党员 ７６６８７１０７６１５６５９７０５６２７５７６０５１１３５８９０５９３４ ５７７５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３８６７２４５９２０７８１６２６１４４７ ８５６ ９８４ ８９４ ７１４ １４０４
　高中 ４１７０３７７３４２３４３２９９３６８４２９９５２７８６２４９５２４２２ ３１４６
　大专／本科 １９０４３４７８３１７９４５２７４４１１４８８５５５２０５８２６５９１４ ４７６０
　研究生 ０５９ ２９０ ５０９ ５４７ ４５８１２６４ ７１１ ７８５ ９４９ ６９０

男性 ９２５５９０６８９０４６８８７５８７５６８５４３８５７６８４３２８６０６ ８７２６

年龄 ４１２４４４４９４４７２４４６６４５０４４５７５４６００４６３０４６８６ ４５４１

地域

　东部 ３９３４５６００６４１３５７６３６５２０５７６３５４８９５８９３５３４７ ５７０９

　中部 ３５７２２２５７１３５８１８６０２１２６２１３８２２３１２１７８２４２２ ２１９２

　西部 ２４９４２１４３２２２９２３７７１３５４２０９８２２８０１９３０２２３０ ２０９９

非实体经济 １６２ ２７４ ４０４ ２４９ ２７９ ３８３ ４３７ ６１３ ７９１ ４４７

市场化指数ａ ４５８ ４８７ ６１８ ７１１ ８６０ ６４２ ６３９ ７１９ ７６５ ６８２

企业年龄 ５４５ ６９３ ７８４ ７８２ ８２５ ９５０ ９８７１０４３１１９３ ９２０

观测值 １３５５ １９３２ ２１８０ ２６１３ ２９０２ ２７４５ ３２２３ ３５９１ ４１６１ ２４７０２

　　注：ａ这里报告的为均值，其余变量均为百分比。

五、经验发现

（一）地位认同的“盖茨比悖论”
图１显示，１９９７年以来，私营企业主经营收入①总体上经历不断上

升的同时，地位认同却未能一直保持相似的提升态势。１９９７－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分别呈现三段趋势。具体而言，１９９７
年的地位认同平均得分为１８９２，２００２年达到１９６１的峰值，而后开始
下滑，２０１０年达到１６０９的低谷，之后２０１０到２０１４年间又缓慢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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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使用了相应年份的ＧＤＰ平减指数（ＧＤＰＤｅｆｌａｔｏｒ）对所有的收入（单位：万元）进行了
调整（以１９９６年为基准年份），然后取对数。



与此同时，企业经营收入平均值从 １９９７年的 ４９３增长至 ２０１４年
的６８２。

图１　营业收入与地位认同的总体变化

除了以上年度比较分析，我们还计算了经营收入和地位认同的跨

年度环比增长率（见图２）。跨年度比较发现，２００２年地位认同增长率
达到１０３０４％，２００４年跌至８９７０％，而后增幅一直在回升，直到２０１０
年后基本达到了２００４年前的水平。而且相较于同期经营收入涨幅，
２００４年后两条曲线趋于重合。

图２　营业收入与地位认同的环比增长（％）

以上结果表明，中国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客观地位不断提高，而其主

观地位认同水平却在２００２年开始下降，且在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这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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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速，到了２０１２年略有上升。具体而言，１９９７年地位认同平均得
分为１８９２，２０００年为１９６１，而后开始持续下降，直到２０１０年调查时
的最低点１６０９；从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４年，得分又开始略有抬升。这种积
极向好的变化或许与党的“十八大”之后党和政府各项促进企业家信

心的举措有关。

在图３中，我们还比较了拥有不同政治纽带的私营企业主地位认
同的平均得分。没有担任任何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企业主地位认同
得分最低；在县级及以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１９９７年的地位认同平
均得分为２０４２，到２００２年增加了０６分，而后总体呈下降趋势；地市
级及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总体趋势与县级以下者相似，但是总体
水平略高。同时，企业主的维系性政商成本不同，地位认同也存在一定

的差异，成本越高的企业主地位认同水平越低，中等比重的企业主地位

认同在四个年份（２０００、２００２、２０１０、２０１２）比低比重者略高。地位认同
变化并非完全线性，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有缓慢上升，而后下降；２０１０年后又
经历了缓慢上升的过程。这些描述统计为下文的影响因素分析提供了

可能的思路。

图３　政治纽带、维系性政企成本与地位认同

（二）地位认同的形成机制
首先，我们利用混合样本来评估地位认同的影响因素。该模型纳

入了所有变量，以考察政治纽带和维系性政企成本对私营企业主地位

认同的净效应。如表２所示，相对于没有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
私营企业主，拥有县级及以下代表／委员的企业主地位认同得分平均要
高２６７分，地市级及以上企业主则要高近３３７分；相对于维系性政企
成本最低的１／３企业主，中间者的地位认同得分要高近０１５分，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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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１／３反而下降了０３１分。此外，大中型企业主的地位认同平均比
小型企业主高近１４分，中共党员的地位认同比民主党派高０６分，而
文化程度上只有研究生学历者的地位认同显著高于其他企业主（ｐ＜
００５）。从拟合度看，该模型的方差解释力的贡献水平较为理想。

　表２ 地位认同影响因素的ＯＬＳ回归估计 Ｎ＝２４７０２

系数 标准误 ｐ值

政治纽带

　县级及以下 ２６６９ （０７３） 

　地市级及以上 ３３６８ （０９０） 

维系性政企成本

　中１／３ １４７ （０７４） 

　高１／３ －３１２０ （０８０） 

大中型企业主 １３８３ （０７３） 

男性 ４６４ （０９１） 

年龄 ０３０ （００４）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９０７ （０６９） 

　民主党派 ３０５ （１３３） 

文化程度

　高中 ０５８ （１００）

　大专／本科 ０５７ （１０２）

　研究生 ３４１ （１５２） 

流动轨迹

　市场部门 １５９ （０７０） 

　跨界 １２３ （１００）

企业年龄 ０７９ （００７） 

非实体经济 ２７６ （１４３） 

地区

　中部 －２６１　 （０７７） 

　西部 －３７８　 （０７９） 

年份 是

常数项 １５６５３ （２５５） 

Ｒ２ ２０７

　　注：（１）表中报告的是稳健回归的非标准化系数，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２）ｐ＜
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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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合并数据回归估计“掩盖”子样本的内在差异，我们不仅

做了年度样本回归，还对最近十年（２００４－２０１４）的子样本进行回归估
计，以检验混合样本统计结果的稳健性（见表３）。在年度回归模型中，
在政治纽带上，拥有地市级及以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企业主的地

位认同都占有显著优势，虽然差距存在一定的波动。具体而言，２００２
年，曾经／正在担任县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地位认同比普通群众高
２９３分，比地市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低０６６分；２０１０年，政治纽带的
优势依然存在，但不同层级的纽带效应差距在缩小（３１７ｖｓ．３１９）；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又有所扩大。在维系性政企成本上，中等１／３系数的年
度变化较大，除了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和２０１４年，其他皆为正效应，但最高１／３
系数绝大多数年份为负效应（除２０１２年，尽管系数不显著）。此外，其
他子样本的回归估计表明，核心自变量的统计结果与年度样本基本一

致。譬如，在模型１０中，担任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级别越高，其地位
认同水平越高，维系性政企成本偏高，反而对地位认同产生抑制效应。

以上发现总体上与总样本的统计结果并不矛盾。综合以上发现，我们

认为，政治纽带和维系性政企成本能够较好地解释私营企业主地位认

同的形成，假设１和假设２得到统计支持。

　表３ 地位认同影响因素的稳健性检验

政治纽带 维系性政企成本

县级及以下 地市级及以上 中等１／３ 最高１／３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模型１：１９９７年 ２１０７ （３５５）４２６２ （３８８） ２１５ （３１４） －３３５ （３１０）
模型２：２０００年 ２７７１ （２４３）３４６５ （３０５） －０９１ （２５５） －３３２ （２６８）
模型３：２００２年 ２９３０ （２３１）３５８６ （２９３） ２００ （２５１） －１３８ （２６８）
模型４：２００４年 ２９０３ （２１８）４０２０ （２７０） ００６ （２３２） －３６５ （２４１）
模型５：２００６年 ２２４７ （２２３）３１３９ （２６１） －２２１ （２２０） －９４３（２２４）
模型６：２００８年 ２９１４ （２１３）３２８７ （２６８） ２１１ （２２０） －３７０ （２４６）
模型７：２０１０年 ３１６７ （２０９）３１８６ （２６５） ４５２ （２０７） －１１７ （２２９）
模型８：２０１２年 ２９２５ （１８７）３６４１ （２４４） ４２７ （１９２） １２５ （２０８）
模型９：２０１４年 １６０１ （１９１）２６９２ （２１４） －１５３ （１８１） －４６７ （２０６）

模型１０：２００４－
２０１４年ａ

２６４２ （０８４）３３１１ （１０３） １４０ （０８４） －３４３（０９１）

　　注：（１）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社会来源、企业年龄、地区、行业
和调查年份。（２）ａ这里仅包括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的样本。（３）表中报告的是稳健回归的非
标准化系数，括号内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４）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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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盖茨比悖论”的形成机制
基于以上的发现，接下去我们尝试回答私营企业主群体地位认同

变化是如何形成的。表４的模型１报告了政治纽带、维系性政企成本
和市场化指数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为了评估结果的稳健性，模型２
对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子样本进行回归，模型３－模型５的因变量操作化依次
采取Ｒｉｄｉｔ、标准化和探索性因子分析。

　表４ 地位认同变迁的回归估计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主效应

　政治纽带

　县级及以下 　３０５３

（２６５）
　３５７１

（３４２）
１６０

（０１４）
　１４８０

（１３２）
５５２　
（０５０）　

　地市级及以上 　３９５２

（２９３）
４３６３

（３７２）
　２０４

（０１６）
　１９１５

（１４７）
　７１４

（０５５）

维系性政企成本

　中１／３ 　４５７

（２６８）
３２９
（３４１）

　０２９

（０１５）
　２３２

（１３４）
０８７　
（０５０）

　高１／３
－０７２　
（２７１）

－３１８　
（３４１）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３８　
（１３５）

－０１３　
（０５１）

市场化
００５
（０３９）

０４５
（０４４）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２０）

０００
（００７）

交互效应

　县级及以下×市场化
－０５７　
（０３７）　

－１２８

（０４５）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１８）

－０１０　
（００７）

　地市级及以上×市
　场化

－０８９

（０４２）
－１４９

（０５０）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４２

（０２１）
－０１６　
（００８）

　中１／３×市场化
－０４５　
（０３７）

－０２７　
（０４５）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１９）

－００９　
（００７）

　高１／３×市场化
－０３６　
（０３８）

－００３　
（０４５）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１９）

－００７　
（００７）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９０４

（０６９）
　８５０

（０７７）
　０４８

（００４）
　４３２

（０３４）
　１６１

（０１３）

　民主党派 ３００　
（１３３）

　３９２

（１５１）
　０１３

（００７）
　１３０

（０６６）
　０４８

（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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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教育程度

　高中
０６１
（１００）

２８３　
（１２８）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２３
（０５０）

００８
（０１９）

　大学
０６１
（１０２）

　４４０

（１２６）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２５
（０５１）

００９
（０１９）

　研究生 ３５８

（１５２）
　６８４

（１７４）
０１３
（００８）

　１８３

（０７６）
０６８

（０２８）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１５５８９

（３５４）
１２３６１

（４４２）
　４２０

（０１９）
－７２１

（１７７）
－２６６

（０６６）

观测值 ２４７０２ １９２３５ ２４７０２ ２４７０２ ２４７０２

Ｒ２ ２０７ １９２ ２０７ ２０３ ２０３

　　注：（１）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社会来源、企业年龄、调查年份、地区和行业。
（２）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模型１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政治纽带的主效应为正向显著，
维系性政企成本的主效应因为成本超过较高的水准反而由正向变为负

向。在交互项中，拥有地市级及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资格的私营企
业主的系数为－００８９（ｐ＜００５），县级及以下的系数同样为负数，但
不具有统计显著性。通过比较模型２、３、４、５发现，虽然模型３中的相
关核心自变量系数不显著，但方向上与模型１是一致的。此外，我们还
参考高勇（２０１３）的分析策略，将地位认同视为３和３０处存在删截的
定距变量，进行Ｔｏｂｉｔ方法拟合，政治纽带效应较稳定。以上结果表明，
政治纽带对地位认同的正效应随着市场化水平提高而下降。故假设

３１得到资料的支持。
然而，维系性政企成本与市场化的交互项中，所有的统计分析都未

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其对企业主地位认同的影响没有因为市场

化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假设３２未能得到支持。我们的猜测性
解释认为，在中国市场化推进的同时，私营企业经营在反腐败和不断变

化的营商环境中面临不确定性，较高的维系成本投入未必一定会弱化

其对地位认同的影响。

行文至此，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对中国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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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给出理论解释。随着１９９７年以来中国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政治纽带
对地位认同的正效应在弱化，维系政企关系成本的负效应基本没有变

化，这种宏观与微观因素的交互效应共同助推了所谓的“盖茨比悖论”

的形成。

六、结论与讨论

主客观地位不一致或弱联系（Ｈｏｕｔ，２００８；Ｊａｃｋｍａｎ＆Ｊａｃｋｍａｎ，
１９７３）以及地位认同的“中间认同偏好”（Ｋｅｌｌｅｙ＆Ｅｖａｎｓ，１９９５）并不是
中国独有的现象。我们也无意成为各种“中国独特论”阵营的一员。

事实上，中国的社会学界从早期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社会的认同

“向下偏移”（刘欣，２００１），到有关中国社会的地位认同呈现历时性“下
移”（陈云松、范晓光，２０１６；冯仕政，２０１１；李骏，２０１５；Ｃｈｅ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２０１７），再到中国城乡居民的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凸显（范晓光、陈云
松，２０１５；韩钰、仇立平，２０１５；李培林、张翼，２００８），主观地位认同与客
观地位的偏差早已成为诸多研究的分析对象。

然而，本研究并不是在简单地重复上述研究的经验发现。事实上，

采用多次截面数据对地位认同进行探讨并不是本文的独特之处（陈光

金，２０１３；陈云松、范晓光，２０１６；冯仕政，２０１１；高勇，２０１３），而将地位认
同的对象锁定在某一特定群体并试图超越个体层面去解释认同变迁趋

势的努力还不多见。快速成长的中国私营企业主群体往往被扣上“暴

发户”的帽子，但他们的地位认同却没有随着他们的财富那样一直在

“膨胀”。这种“盖茨比悖论”趋势才是令我们着迷的，它关乎中国经济

发展动力和经济社会秩序。在德国，它实际上成为包括韦伯在内的众

多学者对社会阶级和国家建设问题进行思考的线索（何蓉，２０１６）。
本研究强调，组织的制度特征是导致悖论发生的核心因素，而它又

和宏观制度性因素的变化密切关联。与工人、中高级管理者和专业技

术人员等被雇者不同，私营企业主群体的日常经营活动决定了政企关

系在其地位认同形成过程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对 １９９７－
２０１４年间的九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ＣＰＥＳ）的统计分析，本文
发现政治纽带和维系性政企成本是影响中国私营企业主群体地位认同

的关键要素。政治纽带对提升企业主的地位认同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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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而维系性政企成本在合理的范围内有助于提升认同水平，但是一

旦过高反而对认同产生抑制作用。以上模式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地位形

成存有明显差异。

与此同时，本文通过引入宏观的制度因素（市场化水平）来解释

“盖茨比悖论”。我们认为，私营企业主客观地位的上升与主观地位认

同的下行是与市场化进程相生相伴的。在市场化的早期，企业主作为

先富群体，由于市场制度的不规范，他们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通过政治

纽带带来组织和资产合法性，引起地位认同水平提升。而随着市场体

制的完善，政治纽带效应有所松动，维护政企关系需要企业承担税外支

出，尤其会加大企业经营成本，故地位认同也呈下行走势。可以想见，

在一个科层协调和市场协调共同作用下的市场环境中，如果越来越多

的企业主在市场竞争中遭遇权力的“排斥”，那么相较于通过非市场竞

争手段获得政策保护和经济资源的利益既得者而言，他们的地位优越

感下降，“相对剥夺感”增强，甚至可能越来越倾向于把自己视为市场

经济中的“相对弱势群体”。本文认为，将地位认同置于企业与国家的

互动过程中，有助于解释转型社会中私营企业主群体的社会态度及行

为的形成。本文的政策意涵在于，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企业经营业绩、

正式的政治纽带和非正式的政企关系对私营企业主群体地位认同的重

要形塑作用。要稳定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地位认同，除了提升经营收入，

更需要在宏观营商环境、政企双方良性互动等方面多做努力。除了完

善人大、政协的政治参与机制，更关键的是有效下降税费、摊派和公关

招待这样的维系性政企成本。事实上，调查数据也显示，党的十八大之

后，私营企业主群体的主观地位认同开始上升。我们相信，目前正在推

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更加亲清的政商关系、优化营商环境

的种种举措必将对企业主群体主观认同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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