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戊戌年六月廿二

星期五

2018年8月 3

今日临海微信

投稿邮箱:tzlhrb@126.com

中共临海市委机关报中共临海市委机关报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http://www.lhnews.com.cn

JINRI LINHAI

地址：临海市临海大道（中）1258号 邮编：317000 广告热线：89366765 值班总编：郑东方 电话：89366758 责任编辑：于 平 电话：89366797报纸投递投诉电话：85114567 89366790

第3485期 今日四版

改革开放40周年

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历史记忆

本报讯 （记者应琪瑶）
近日，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合唱
节暨国际合唱联盟合唱教育大
会在北京圆满落幕。我市天使
合唱团在 B、C 两个级别的比
赛中以良好表现和出色发挥，
荣获 B 级合唱团和 C 级合唱团
称号。

本次活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和旅游部对外文化联络局、
国际合唱联盟、中国对外文化集
团公司、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
市西城区人民政府、中国合唱协
会共同主办，来自五大洲的300
多个合唱团再次齐聚北京，唱响
和平友谊之歌。

在本届合唱节比赛期间，我
市天使合唱团出色演绎了《Can

You Hear Me ?》《Al Tambor》等
参赛曲目，凭借精湛的演唱技艺
和不凡的表现力赢得评委老师的
一致好评，市天使合唱团团长胡
灵敏告诉记者：“比赛前我们组织
开展暑假集训，有效地利用时间
进行排练，最终在比赛中获得好
成绩。团员们也表示在本次活动
中受益匪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
见识。“

据介绍，中国国际合唱节
创办于1992年，是经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目前中国
境内唯一的国家级、国际性合
唱类艺术活动，也是我国举办
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际
合唱艺术盛会。合唱节每两年
举办一届。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合唱节落幕

我市天使合唱团荣获
“B级合唱团”称号

本报讯 （记者胡慧红）为深
化“平安临海”建设，切实维护广
大车主利益，从8月16日开始至
12月31日，我市将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二轮电动车集中防盗登记备
案工作。电动车主携带本人身份
证、电动车购车发票，即可前往各
登记点办理。

车主可以到本市范围内就近
的任一公安机关（派出所、警务
室、交警中队）登记点办理，也可
以到原购买销售点办理。电动车
防盗登记备案服务费100元，包
含防盗备案号牌、防盗电子标签、
安装服务费用和保险公司提供的

3年车辆盗抢险费用。
备案车辆被盗抢，车主需立

即报警，并及时拨打95585（中华
保险客服电话）报案。被盗车辆
超过60天没有被追回的，由受案
地公安机关出具《电动车盗抢案
件理赔证明》，保险公司进行额度
300元至1200元不等的赔付。另
外，车主还可自行选择是否购买
第三者及车上人员意外伤害责任
险。

公安机关将加大路面检查力
度，对未进行防盗登记备案又不
能出示有效来源证明的电动车，
依法实施查处。

我市将全面推广电动车
防盗登记备案工作

7月30日，来自河头镇各地的
爱书之人在该镇图书馆享受安静
的阅读时光。馆内舒适的阅读环
境、便捷的借阅方式让大家纷纷点
赞。据介绍，河头镇图书馆是我市
各镇中首家自助图书馆，目前处于
试运行阶段，8月3日将正式开馆，
该馆占地 180 平方米，藏书达到一
万多册。

应琪瑶摄

大雅临海 书香之城

名城临海，古韵悠悠。
打开临海改革开放40年的记

忆空间，民营经济的发展始终是全
市改革开放大潮中，奔腾在最前列
的浪花之一。

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经
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
民营经济应运而生。与浙江所有其
它区域一样，临海繁荣富裕也离不
开民营企业这一最有力推手。改革
开放40年，临城人民，以敢为人先、
敢争天下的勇气和智慧，发展市场
经济，创造了跨越发展的“临海民营
成就”。

40 年风雨兼程，40 年砥砺奋
进。从萌生到“嫁接”、从排斥到争
论、从接纳到发展，在改革开放以
后，临海民营经济以年均20％以上，
甚至是30%以上的速度递增，经历
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与时俱进的发展历程，完成了从“微
不足道”到“半壁江山”的飞跃，成为
全市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

创新开局
点亮临海率先崛起梦

临海民营经济改革开放发轫于
在临海诞生的全国第一家股份制企
业。

从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
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是完完全全的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个体”“私
有”是禁忌的字眼。1978年，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成为时代最强音。

1980年，我市双港区委两位正
副书记带头入股办厂，开创了全国
股份合作办企业的先河，位于该镇
上游村的双港金属薄膜厂成了当代
中国股份制企业的先行者。

“临海的民营经济是在排斥与
争论中发展，在排斥与争论中壮大，

艰难曲折且又矢志不渝，我们办股
份制企业其情其景，至今仍然历历
在目。”82岁的王植江老人，是当年
分管全区社队办企业的双港区党委
副书记。每每谈及那年头的事，总
是感慨万千。

历史镜头回放到1979年，那时
的双港区是临海最穷的一个区。穷
则思变，区委书记卢凯和王植江商
量说：在解放初办信用社、供销社、
手工业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是
带股金入股，可否走股份合作办厂
的路子，以股筹集资金进而兴办股
份制企业。

1980年 4月，双港区委正式发
动6个公社联办金属薄膜厂，由王
植江负责发动筹办。但在筹备过程
中，因为生产涤纶薄膜对厂房的要
求比较高，需要近2万元资金，而这
种“土基”经费银行又不好贷。双
港区委决定通过借鉴渔民造船打硬
股办法。500元为一股，可以一人
一股，一人多股，也可几人合买一
股。入股的期限为一年，一年后还
本，并把所得的净利润，除留下公
共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资金以
外，拿出20%的利润按股分红，如
工厂亏损，则投资者自愿共同承担
损失。

“那时粉碎‘四人帮’才没几年，
‘文革’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
和经济上的混乱现象还极其严峻。”
由于当时人们有思想顾虑，入股办
企业一直无人响应。

针对于此，双港区委两位正副
书记，每人出250元，合买一股，同
时发动机关其他干部投资买股。领
导一带头，2万元股份很快就卖完
了。有了资金，210平方米的厂房一
个月内完工，很快正式开工投产。
一年后，双港金属薄膜厂所有入股
的股东都拿到了一倍的红利。

双港金属薄膜厂只是一个小企
业，就因为基层干部参加入股分红，
在当时，犹如巨石击水，涌起千层
浪。有批评也有赞成，《浙江日报》
还特别开设专栏，就此事进行公开
讨论。先后共发了16个专辑，90多
篇文章。反对的和赞成的，各占一
半，最后报社没有肯定谁对谁错，聪

明地将结论留给了未来和实践。
“以前的社办、村办企业因为产

权不明晰，导致管理水平和效益低
下，企业支撑吃力。而农民分田到
户后的热情空前高涨。在这种情形
下，推出股份制经济形式来促进原
有的企业发展已成一种必然趋势。
所以就算上面大讨论，我们继续自
己甩手干。”实践证明临海人没有走
错路，到了1981年，全市股份合作
企业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双港
区相继出现26家以股份制形式上
马的联户企业，全县联户企业则发
展到518家。

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双港金属
薄膜厂最终没有坚持下来。但作为
我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这一群众
首创的企业组织形式，极大地推动
了临海工业经济的发展，乃至影响
了今天的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驱动裂变
民营经济支撑发展脊梁

从全国第一家到多产业领先聚
变，从小作坊到上市并购裂变。历
史的镜头缓缓摇过，全国第一个股
份制企业的改革创新精神，早已写
入临海这座魅力新城的基因。

在临城改革开放大潮中，民营
经济，凭借着有土壤就发芽、遇阳光
就灿烂的顽强生命力，以星星之火
燎原之势发展壮大。

1993年，全市首家规范化股份
制试点企业——浙江水泵有限公司
改制成立。

1995年，全市首家乡镇集团企
业改组为内部职工持股式的有限责
任公司——浙江伟星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

1998年8月8日，全国首辆民营
企业制造的轿车——吉利豪情（两
厢）轿车在临海下线，开启中国民营
企业造车之先河。

2003年3月4日，浙江华海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代表着临
海市第一家上市公司诞生。

……
时光荏苒。一些本来“小打小

闹”的工厂作坊、乡镇企业，成了如
今的行业龙头、“隐形冠军”。临海
的众多企业从立足本乡本土，到不
断向外开疆拓土、捕获全球商机、引
领行业发展。一些企业不断追求创
新，期待自己保持蓬勃发展的力
量。据统计，全市现拥有高新技术
企业85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3
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4家，省级
企业研究院12家，省级高新技术企
业研发中心38家。

在经济困境中诞生，在改革开
放中壮大，在高质量发展中变强。
作为市场经济最敏感的神经和最活
跃的主体，我市民营经济以其顽强
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发展势头快速崛
起，形成了汽车机械、现代医药、时
尚休闲三大主导产业，彩灯、眼镜等
特色优势产业。伟星集团、临亚集
团、远洲集团、华海药业等企业相继
入选“全国民营企业500强”。

政府“添力”
民营经济演绎全新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临海经济发展
成就有目共睹：1988年生产总值突
破10亿元，2002年突破100亿元，
2007年突破200亿元，2017年超过
588亿元。

民营经济“十分天下有其九”。
全市民营企业达8354户，约占全
市经济总量百分之九十五。在全市
486家规上工业企业中，民营企业
占达485家。如今，市民营经济已
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扩
大就业的主要阵地，更成为优化经
济结构、加快临城转型振兴的主力
军。

数字中有乾坤。40年来，尤其
是撤县设市以来，市委、市政府敢
破敢立，不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全力打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环
境。不仅造就了像吉利、伟星、永
强、华海这样的知名民企，更培养
了一批敢为人先、担当有为的民营
企业家，为城市发展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

（下转第2版）

改 革 创 新 铸 辉 煌
——改革开放40年我市民营经济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李萍娟

本报讯 （记者李萍娟）8月2
日上午，由古城街道办事处、临海农
商银行银泰支行联合举办的古城街
道食品安全示范街(社区)“诚信经
营+智慧支付”授信仪式在市区远洲
路举行。

活动中，临海农商银行为示范

社区鹊墩社区授信2000万元，古
城街道食安办 （食品安全示范街
管理单位） 授信 500 万元。同时
授予远洲路 120 家经营户“智慧
支付”扫码牌，并对古城街道办
事处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评定的4
家四星级经营户分别授信 5 万元

至10万元。
据了解，针对星级诚信经营

户推行诚信经营授信和无手续费
“智慧支付”模式是临海农商银行
银泰支行和古城街道的创新举
措。其中依托文明诚信星级评
定，对不同等级的“星级经营

户”实行差别化的信贷支持优惠
政策，提供无需抵押担保的信用
贷款，以着力解决经营户在生
产、生活中的融资难问题，进一
步营造诚信经营氛围，助推我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古城街道举行“诚信经营+智慧支付”授信仪式

本报讯 （记者卢蔚）昨日下
午，台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张晓强
来我市开展下访接访活动，倾听
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化解矛
盾纠纷。台州市委常委、临海市
委书记蔡永波，台州市政府秘书
长林金荣，我市市委副书记、市长
梅式苗，市委副书记陈刚敏等参
加接访。

接访活动中，张晓强与来访
群众进行面对面交流，认真倾听
情况介绍和诉求。对于来访群众
的合理诉求，当场给予了明确答
复，提出了解决途径和方法；对于
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
的诉求，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耐心地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工
作。

在听取我市信访工作汇报
后，张晓强指出，临海市委、市政
府对信访工作高度重视，机制健
全，防范到位，成效明显，值得充
分肯定。他强调，做好当前及今
后一个时期的信访工作，任务艰
巨、责任重大。大家要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始终
把维护群众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
上。

张晓强强调，做好信访工作
关键是门要敞开，渠道要畅通，问
题要解决。要着力在抓好初信初
访上下功夫，建立完善办理机
制、预警机制和定期接访机制，
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
萌芽状态。要着力在抓好重信重
访上下功夫，强化措施，落实责
任，分门别类，因案施策，逐个化
解。着力在抓积案化解下功夫，
创新工作方法，深化领导包案，多
方合力解决好各种矛盾纠纷。要
强化法治信访意识，规范办理程
序、坚决依法打击信访活动中的
违法犯罪行为，全力维护社会大
局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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