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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日莹

在多数消费者眼中，传统的二手

车市场应该是环境脏乱的，车辆破旧

的。但如果你走进浙江台州的方林二

手车市场，之前的一些观念将被颠覆，

这里的车辆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几乎

等同全新的各类中高档汽车盘踞于展

厅两侧，还有玛莎拉蒂、奥迪 R8、劳斯
莱斯、法拉利、兰博基尼等豪车名车，

车身靓丽、款型精致，价格却远远低于

一手新车，它们吸引着消费者的视线，

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二手车世界。

事实上，多年新车的高速增长带

动了二手车市场的蓬勃发展，不少业

内人士分析未来的二手车市场前景广

阔。目前，中国的二手车市场仍存在设

备陈旧、“尔虞我诈”等行业乱象，没有

规范的管理就难以形成规模化的产

业。浙江方林二手车市场似乎是个例

外，记者在参观方林二手车市场的时

候曾惊奇地询问工作人员，这些几乎

没有“蛛丝马迹”的所谓二手车真的是

旧货吗？

高市场准入门槛

浙江方林汽车的二手车“新”，不

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为了打造让消费者放心的交易市

场，管理者对市场内部所有经销商的

营业执照等证件严格把关，2010 年
末，除个别仍在办理中的经销商，市场

内持有营业执照商户达到 98%以上，
打破了传统二手车买卖无序、杂乱的

旧貌。“为了保证二手车质量，我们会

严格把关这些车子的来源，由于大部

分汽车都是一手车主出售的，车子普

遍较新、车况良好。”浙江方林二手车

市场总经理方崇奇告诉记者，这是方

林二手车市场的一大亮点。“二手车行

业与其他行业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需

要更加重视‘诚信’二字，很多消费者

对二手车持观望态度，觉得二手车是

一些事故车、走私车、旧车，因此我们

更要把好每一关，切实保障消费者的

生命安全。”走进方林二手车市场 A4

二手车行，店主陈斌这样告诉记者。

方崇奇说，方林的“新二手车模

式”不仅是面上的工作，它更像是一系

列的严格把关。确实，2010年，浙江方
林二手车市场经销商正式实施“浙江

方林二手车市场经营户纪事评定标

准”。该标准详细地罗列了经销商日常

经营中易发生的违纪行为，对于违反

标准的行为将扣除相应的分数，结算

时间为一个租赁期。当分数扣至 90分
值时，经销商来年总租金上浮 10%—
30%，分数在 80分值时，来年总租金上
浮 30%—50%，分数在 70分值时，取
消来年续租资格。

经销商由“临时工”转正

市场占地面积 130亩，固定商铺
170余家，“养活着”700余名工作人员，
把这样规模的市场经营好谈何容易？方

林二手车市场也一度处于“混乱”的管

理，市场有联户合作的公司户，有夫妻

并对的“单干户”，也有从事中介性质的

“黄牛户”，甚至有未领执照刚涉足商海

的“试水户”。一年间，方林二手车市场

管理部门在区工商部门的指导下，积极

引导经营户在组织形式上向贸易公司

转变。通过两年的努力，市场内 160多

家商铺全面实现了公司化的改造，并按

照公司法的要求，成立“四自”的法人组

织，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营户

从原来“小本生意”向“大买大卖”的长

期经营理念转变。理念决定了思路，思

路决定了出路，经过公司化改造后商家

的创业意识增强。

经销商创业意识增强，不少人就

开始动脑筋进一步“活络市场”。从淘

宝到天猫，电子商务正冲击着传统企

业的经营模式、管理模式和经济活动

的运作手段，浙江方林二手车市场更

是嗅到了互联网可能带来的商机。

2009年，方林斥资 50多万元建立拥有
独立域名的市场网站，并开发相关的

服务软件，为经销商提供网上交易的

平台，推进了管理和服务的信息化，为

经销商提供更多市场机会。

方林“独特”的服务平台

采访过程中，最令记者印象深刻

的还是浙江方林二手车的办证窗口，

人头攒动，但井然有序地排列在各个

窗口的队伍中办理相关手续。从复印、

审核、录入，到评估、开票，这些市场办

证窗口采用“仿车管所等事业单位模

式”，集中了二手车交易中的所有程

序，“一站式完成”的模式效率很高。

“这样的市场办证模式方便了我们消

费者，现在都不用为办理很多东西而

跑来跑去了，市场内还提供了最新二

手车信息、咨询等增值服务，都很不

错，非常喜欢。”一位在窗口办证的徐

先生说。

2010年，台州市路桥二手车行业
协会正式成立，旨在维护行业整体利

益和会员的合法权益，并增进会员间

的交流与协作。同年，台州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路桥分局、路桥区消费者权益

保护委员会正式在浙江方林二手车市

场成立 12315消费维权联络站，给予
市场足够的空间自主调解交易纠纷，

负责人表示近几年也调解了多起纠

纷。几经风雨，种种创新模式初显成

效。2010年，浙江方林二手车市场的销
售额相比同期增长 10%，销售额达
39.66亿元，销售数量占整个台州地区
的 35%；2012年，市场内中高档二手车
交易占比达 85%，车辆均价达到 36万
元，高档车的交易比率远远高于上海、

广州、杭州等一线大城市的同行业。

如今它已发展成了台州路桥二手

车市场的一块“招牌”，对于浙江方林

二手车市场来说，二手车也可以有“春

天”。

“当好服务企业的助手，建好利于企业的机制，送好优

惠企业的政策。”当记者充分解读了《嵊州市工业经济政策

汇编》后体会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这些“语言文字”都

是嵊州市经信局在嵊州工业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在

工作报告中有一组数据，2013年 1—6 月份，嵊州市实现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 170.63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6.6%；完成工业性投资 50.11 亿元，增长 20.9%，在并不十分
理想的宏观大环境下，经济运行维稳中趋升。

多项举措，促企业“开足马力”

如何当好助手？记者了解到，在 2012年间，计划总投资
35亿元的雅戈尔新兴产业园建设、计划总投资 14.6 亿元的
中工机器建设等项目均已落户嵊州，同年，嵊州共引进浙商

回归项目 32个，协议总投资 84.4亿元。而先后出台的《加快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意见》、

《嵊州市“工业企业 30 强”和“成长型企业 30 优”评选办
法》、《2013年度嵊州市工业经济专项考核办法》等一系列政
策突出了企业培大育强的重点，提高了其针对性和有效性。

嵊州市经信委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工业行业综合绩效评价

体系，并有了“提职增效”工程引导机制、行政强制推进机制以

及优化完善产业准入和项目评价机制。“绿、黄、红”牌季度通

报制算是较典型的一个考评办法，企业按档次划分为绿牌企

业、黄牌企业、红牌企业，绿牌企业是指年度（季度）用能、用

地、排放绩效高于企业所属行业平均绩效的企业，黄牌企业指

年度（季度）用能、用地、排放绩效低于企业所属行业平均绩

效，但高于企业所属行业平均绩效 1/3的企业，而红牌企业则
是指上述指标均低于企业所属行业平均绩效 1/3的企业。

如何送好政策？打开《嵊州市工业经济政策汇编》，厚厚

一本书详细地罗列了包括鼓励企业上市、“提质增效”专项

奖励、加大政策扶持稳定外贸增长、推进市区工业企业转型

发展第三产业等积极的政府政策，以期加速嵊州工业经济

发展，让企业看到政策产生的实际效果。嵊州经信委将全市

所有工业政策汇编成册，并送到企业手中，尤其是对一些重

点扶持政策，充分做好政策的宣传指导工作，分层次组织开

展政策宣传活动，使更多企业了解政策，用足、用好政策。同

时，为企业送去一些宏观经济形势、政策导向方面的资料，

定期交流市场供求、行业发展，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努

力打造“重工、兴工、扶工”的氛围。

把稳风向标，破解企业难题

长期以来嵊州市领导和相关部门深入走访各个企业，

对全市工业企业进行调查摸底。据记者随机了解，在一次调

查中，其走访企业 800 多家，梳理 248家企业提出的 446 个
问题，分别落实到 36 个乡镇部门，并建立“半月一督察，一
月一通报”制度，使得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不少企业反映，政策的风向标把得稳，为企业添了不少

光。这些举措初见成效，嵊州的优势企业发展得以稳步推进，

强势产业例如厨具产业、服装产业，在大企业的拉动下保持

良好的增长势头，仅 1—6月领带服装、机械电机和电器厨具
三大主导产业实现总产值 131.32亿元。在企业发展的道路
上，新兴产业异军突起，成为嵊州经济发展新亮点，其中电声

行业和医药行业发展迅速，引人注目。发展优势的同时，一批

落后企业被淘汰，2012 年，完成淘汰落后产能企业数 30 家，
通过这一举措鼓励企业通过技术改革实现节能降耗。

行业协会为发展“添砖加瓦”

“第九届全国丝品花型设计大赛、成立嵊州市电子商务行

业商会”等等，浙江嵊州领带行业协会已列出了接下来要抓好

的几项重点工作。“论产业我们最小，是服装的配件，男士的饰

品。但是，我们领带的生产总量占全球的 60%、全国的 90%，小
小一条领带可以叫板国际。”嵊州市领带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

周庆余说。为促进企业更好地发展，嵊州市经信局每年定期为

下属的领带协会拨款，帮助领带协会组建融资有限公司，先是

为 20多家中小企业牵线搭桥，通过联保的形式，向平安银行获
贷 8000多万元，并由常务副会长牵头集资 3亿元，组建“嵊州
市领带产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正在报批中，协会还

与电声、厨具协会联动，组建“嵊州市电子商务产业园”。

事实上，作为嵊州企业与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

括领带行业协会、服装行业协会、厨具行业协会等在内的各行

业协会，确实也为企业搭建好的服务平台贡献不小力量。印染

是领带产业的前道工序和关键部位，而在嵊州的 10家印染企
业现状是规模较小、设备陈旧、排污处理欠佳，因此领带协会下

到企业调查摸底，引导企业强强联合、兼并重组，在市环保局和

经信委相关部门的领导下，初步实施转型方案。初具规模的产

业，区域经济和产业集群的形成，这些不是一蹴而就的，协会一

直以自己的方式创新以思维，打造生产服务平台。

如今，记者看到的是在这片土地上，一家家企业在国内

乃至国际迅速崛起，也看到了为经济发展不断付出努力、汗

水的政府部门，更看到用创新理念走出一条发展新路的“嵊

州模式”。

作为台风“菲特”受灾地区之一的

温州苍南又一次经受住了风雨的煎

熬。两年前，苍南县被设立为浙台（苍

南）经贸合作区。两年后的今天，我们

看到两岸的经贸交流日益频繁，作为

其中一员的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也

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以文化交流带动经贸合作

苍南是一个土地面积相当于台

湾 1/28的小县城，而就在这个小县城
里，有 70多万人讲着闽南语，占了苍
南县总人口的 2/3，接近于台湾闽南
语系人口比例。文化认同从远古蔓延

至今，2012年，苍南县举办了首届“中
国·苍南海峡两岸妈祖文化交流节”，

活动后不少参加的两岸同胞传递出

“两岸同宗同祖”的文化认同感，而由

两岸共同投资、占地面积达 150亩的

妈祖文化园则成为了妈祖文化的新

景观。

作为浙江的“南大门”，苍南县坐

落于其最南端，是长三角经济区与海

峡西岸经济区的交汇处，与台湾隔海

相望，霞关港到达台湾基隆仅 120海
里，比厦门至高雄的路程更短。早前曾

有业内人士解读过苍南未来的发展：

过去，浙江唯一一个开通对台海上客

货运直航的台州市玉环县大麦屿港开

通之初曾 3个月发送旅客 10322人；
“因而在苍南与台湾之间开通海上客

货运直航，发挥苍南霞关港作为浙江

距离台湾最近的深水港口优势”。这个

提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让台湾农民

和农产品通过水路直接登岸，苍南的

台湾农民创业园前景似乎会更广阔，

而温州乃至整个浙江的赴台需求以期

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用海上通航活

跃苍南和台湾两地的经济贸易文化交

流，以“一处之通带动各处均通”的合

作，更具前瞻性。

台商投资热情高

也许是共同的文化底蕴连接了海

峡两岸全然不同的两座“城”。从台商一

直以来的投资热情多少可以折射出浙

台（苍南）经贸合作区建设已初见成效。

2012年一年，台湾嘉农农业发展基金
会、台南大亿企业集团、远雄集团、台湾

台肥集团、力氏国际海运集团、台湾商

圈总会等一批台湾集团投资者踏入了

“苍南门”，台湾采风美容医学集团与苍

南县正式签订了 6亿元的投资意向书，
将进驻大陆市场的第一步落在了苍南。

2013年，苍南迎来一批“重量级”商户，
海峡两岸 17家企业参与的 13个投资
项目，签约金额达 36亿元。与此同时，
苍南主动走进台湾，进行招商推介，

2012年 5月的温州党政代表团赴台考
察，苍南在此次考察中重点包装了包括

现代农业、风景旅游、公共服务、高新技

术等 54个重点项目随团招商，并接待

了有投资意愿的台湾农训协会、力氏海

运集团等台商 16批次。
为了更好地促进苍南与台湾地区

的交流合作，苍南县十分重视招商并

引进一批大项目，强化各项配套服务，

出台了苍南县鼓励台商投资的优惠政

策文件，建立了招商引资责任制和台

资项目落地领导全程负责制及绿色通

道制度。“走出去，请进来”招商模式也

颇具看点，苍南积极组团参与浙洽会、

厦洽会、西洽会等各种两岸经贸交流

展会活动，组团赴台湾进行交流对接

活动，并邀请国内台商协会、台企负责

人和台湾本岛的企业、团体、单位、个

人来苍南考察交流，增进了解。

发展要“谋”创新路

2011年 3月，国家发改委公布的
《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

中，明确把“温州都市圈”建设成为“海

峡西岸经济区北翼中心城市”，苍南县

从浙江省对接长三角经济区的末梢一

跃成为对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桥头

堡”。在已经拥有霞关对台小额贸易、

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等对台经贸合

作平台的基础上，苍南县设立浙台（苍

南）经贸合作区作为浙江省对接海峡

西岸经济区建设、推动浙台经贸交流

合作的重要平台，并列入省级开发区

管理序列。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也是新

的一步跨越，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模式

的探索始终是区域经济的重点，更好

的苍南需要创新发展道路。

浙江方林“新二手车模式”调查

林阿英 本报记者 任日莹

苍南：两岸“闽南情”奠定经贸合作基础

理念创新的“嵊州模式”
董灿娣 本报记者 任日莹

整齐华丽的方林二手车市场展厅

设立在苍南经贸合作区的浙闽副食品商城

城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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