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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城：私营经济的名片
1985 年 1 月 8 日，当天《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
》头版头条以《上海郊区第一个亿元乡
上海郊区第一个亿元乡，
，马陆
迈开经济腾飞新步伐》
迈开经济腾飞新步伐
》为题
为题，
，报道了 1983 年和 1984 年马陆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分别
达到 1.061 亿元和 1.08 亿元
亿元，
，
1984 年实现利税 1400 多万元的消息
多万元的消息。
。
谈起这段历史，
谈起这段历史
，张彪是最有资格讲述其中故事的老人之一
张彪是最有资格讲述其中故事的老人之一。
。今年 90 岁的他曾
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先后担任过马陆的党政负责人，
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先后担任过马陆的党政负责人
，进入九十年代
进入九十年代，
，
他成为嘉定第一个私营经济城—
他成为嘉定第一个私营经济城
——上海希望经济城的董事长
—上海希望经济城的董事长、
、总经理
总经理。
。
改革开放 40 年，
张彪见证了马陆、
张彪见证了马陆
、嘉定乃至整个上海私营经济的发展
嘉定乃至整个上海私营经济的发展。
。

忍住小批评迎来大表扬
能成为全国首个“亿元乡”，建成
嘉定第一家私营经济城，源于马陆在
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几次“特例”
。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市对社办
工厂进行整顿，市郊公社的工厂、企业
绝大部分关闭，而马陆、徐行两地，因
为是向外宾开放的窗口，工厂得以保
留。马陆人想，既然社办工业没有关
闭，就趁机做大一些，于是，马陆办起

了五金加工、玩具等一批小型工厂，
闷
声不响地发展着工业。
到七十年代，不少国有企业停产
闹革命，许多工厂无法生产。马陆却
“不务正业”
，办起了电珠厂、化工厂等
企业。
为此，马陆工业被批判为“冲击农
业”，但是马陆人没有理会这些批评，
因为对“地少人多”的马陆来说，工业

希望城部分入驻企业
基础的保留对于农民没有坏处。这些
工业基础为八十年代初马陆能够快速
发展、总产值过亿元提供了重要基础。
“不能大鸣大放地发展，
那就偷偷干。
”
在张彪看来，根据自身实际探索发展
道路没有错，不要怕，忍住小批评，才
能迎来大发展、大表扬。
无疑，马陆成为首个“亿元乡”的
殊荣，就是张彪期待的“大表扬”
。

墙上刷满自己的名字
历史的发展，并非直线前进。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马陆“亿
元乡”的光芒有些黯淡了。
随着广东和
沿海诸多省份改革开放大步向前，上
海市郊的乡镇企业、联营企业走入“高
负债、低产出、低效益”的困境。
“该往何处走？”——这是摆在马
陆人眼前的问题。确切地说，这个问题
摆在上海市郊许多乡镇面前。
这时，浦东开发开放的春风吹拂
上海大地，也让张彪认识到：要发展，
胆子要更大一点，步子要更快一点。
1992 年，已经“解甲归田”的张彪
去青浦富民经济区考察，那是刚刚在
全市成立的第一家以私营经济为主的

经济小区。张彪回来向时任马陆乡党
委书记的姚顺兴汇报：
“私营经济城是
一个好模式，马陆也可以试一试。”两
人一拍即合。
话说了出去，
可议论声不断。
姚顺
兴和张彪没有理会议论声，马陆开始
了私营经济城的创业期，
虽然艰苦，
但
充满了希望——这大概也是希望经济
城名字的来源。
启动资金只有 50 万元，
“ 我们只
能紧巴着过。
”张彪说，
没钱发工资，
初
创期的几名员工，只能拿原单位的工
资；
没有一间像样的办公室，
就在合作
社的三楼办公，
连个电风扇也没有；
没
有食堂，大家就吃泡面；
没钱上报纸做

广告，就花 3 万元请人在上海近郊刷
起了墙体广告——要是在今天，这些
广告大概要被城管直接“铲除”
的。
“那
时候，不少国道、省道两侧的墙体上都
有希望经济城的广告，上面都刷着我
的名字。
”张彪笑着说。
效果很显著，
当年，
希望经济城就
迎来了 80 多家企业入驻。五年后，希
望城接纳了各类私营企业 2630 家，累
计注册资本 25 亿元，其中注册资本
500 万元以上的有 54 户，1000 万元以
上的有 17 户，在当时上海 80 余个私营
开发区中，
希望城夺得了三个第一：
园
区建设规模最大，
户均注册资本最多，
户均纳税最高。

一切为了私营企业的发展
1993 年 7 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同志
视察马陆。乡党委书记姚顺兴向他汇
报，计划在马陆建一个私营经济小区，
取名希望城。吴邦国同志给予充分肯
定，并当场挥毫题写“上海希望私营经
济城”
。
当时，吴邦国同志正要写下“私
营”二字时，有随行人员说，
“私营”二
字就不要写了罢。吴邦国同志提着笔
顿 了 一 下 ，说 ：
“私 营 二 字不 写 没 特
色。
”他毅然写下了“私营”
二字。

“当时，根本没有创业这个概念，
很多人‘谈私变色’，私营业主也被一
部分人瞧不起，很多人认为只有找不
到工作的人才会单干。”因此，在张彪
看来，扭转人们对于“私营”这两个字
的观念，跳出计划经济这个惯性思维，
是更重要、更关键的一步。
张彪他们一方面加快园区的硬件
建设，另一方面积极招商引资，实行
“一门式”、
“一条龙”服务，设立“招商
办公室”
，他们的理念是：
“一切为了私
营企业的发展。”那时，私营业主办理

耕耘在希望的沃土上
从一张白纸到一张画满内容的图
画，
希望城在规划上敢于创新：
厂房标准化，不允许临时拼凑搭
建；希望大道宽 25 米，窄一点都不行；
一台台电脑搬上来，所有财务和规章
实现电子化管理。
正是这样，希望私营经济城势头
渐旺：当时全国最大的民营企业——
东方希望集团，成为首先垂青希望城
的企业。企业投产当年就赢得了 1000
多 万 元 的 销 售 产 值 ，1994 年 达 到 了
2700 多万元，这样一来，张彪的干劲
更足了，
外面的闲话也少了。
在希望集
团之后，诸多知名民营企业在经济城
成长，包括用友软件、新世纪创业集
团、瑞华房地产等等，1997 年，希望城
上交税额就超过 1 亿元。
与此同时，马陆也紧紧抓住了吸
引外资的机遇，在 1993 年至 1994 年
间，建造了 20 万—30 万平方米的标准
厂房，共引进外资投资项目 69 个、合
同外资 1.3 亿美元，占整个嘉定引进外
资总额的 23%。到 1998 年底，马陆镇
已有三资企业 200 余家，投资总额 5 亿

多美元。
“我就是胆子大，但我的胆子根植
于马陆人一以贯之的先试先行、勇往
直前之中。”张彪认为，任何生产关系
都会老化，
一定会出现新的经济关系，
因此，必须跟上时代潮流，胆子大一
点，
步子快一点，抓住更多先机。
如今，90 岁的张彪依然关心国家
大事，也关心马陆的发展。
“我每天都
要看十多份报纸和杂志，也知道嘉定
新城的建设规划。马陆正面临着新的
发展机遇，希望马陆和希望城一如既
往，
在改革开放的沃土上继续耕耘，走
在时代最前列。”张彪如是说。
希望城，
也正如张彪所希望的，正
在转型发展的路上高歌猛进。
“今年是
希望城成立 25 周年，我们已经制定了
转型发展的目标，将打造大金融、大健
康、大制造三个产业。未来，在远香湖
畔，
我们将打造自己的金融谷；葡萄园
里将规划中医药种植基地；马东地区
将淘汰高能耗、低产出的企业，腾笼换
鸟，
引入先进制造业企业……”希望城
总经理徐贤杰向记者娓娓道来。

人物档案
相关证照，要跑十多家单位，在希望
城，
他们只要带着材料来，
工作人员会
代为办理，
证照很快就能办下来。
张彪回忆起一件往事：
有一次，一
位业主派司机来拿办理下来的相关证
照，
他到现场后惊讶地说：
没想到你们
服务这么好，
这么快就办好证照了！
不
久，这位司机的子女也来到希望城注
册了企业。
“只有我们做招商的，先服
务好私营业主，
帮助他们发展企业，
才
能让人们认识到他们的价值，转变大
家的观念。
”张彪如是说。

张彪，嘉定南翔人，1948 年毕业
于江苏省立黄渡师范，后担任嘉定县
封浜中心小学教员、
校长。
上世纪五十
年代和八十年代，张彪先后担任马陆
乡、
马陆公社的党政负责人，
是马陆经
济腾飞的亲历者。1990 年，张彪退休
后被聘为马陆乡顾问。1993 年开始，
他参与筹建嘉定第一个私营经济城
——希望城，先后任上海希望经济城
董事长、
总经理、名誉董事长等职。

相关链接

希望城发展的四个阶段
1993 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
和党的十四大精神鼓舞下，在时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
记吴邦国同志的支持下，马陆镇成
立了上海希望私营经济城。自此，
嘉定区第一家私营经济城诞生。
●1993~1996 年，是希望城的
创立成长阶段。希望城利用 50 万
元的开办经费，在 1.5 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高效率地完成了园区的基
础设施建设，
边招商、边积累、边建
设，
吸引了一批私营企业。
●1997~2000 年，是希望城的
快速发展阶段。
希望城的面积扩大
到 7.5 平方公里，成功实现了三个
重大转变：
一是招商引资对象转变
为以科技型、实业型、外向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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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二是功能定位转变为规范管
理、
优化服务，
培育大企业为主；三
是所有制结构转变为以私营、国
有、集体、外资多种经济综合开发
的结构。
●2001~2005 年，是希望城成
熟提高阶段。这一时期，希望城新
一轮开发启动，面积拓展到 12.8 平
方公里，
被列为上海市级工业开发
区、
国家级高新技术区。
●2006 年~至今，希望城一直
在进行优化转型，按照“规范、稳
定、提升、拓展”的方针，将招商从
重数量向重质量和重效益方面转
变。目前，希望城在册企业超过 1.2
万家，拥有 146 万平方米的商务楼
宇，
累计上缴税收超过 300 亿元。

40 年 40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