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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户，
个体户
，开放经济中的弄潮儿
“一公斤香蕉售价约 1.6 元，一公斤苹果售价约 1.3 元，一天能卖 50 公斤
公斤。
。算下来
一天能赚 10 多元钱
多元钱，
，一个月就是 300 多元
多元。
。”1979 年，月收入已超过 300 元的乔秉益
元的乔秉益，
，是
嘉定第一批富裕起来的人，
嘉定第一批富裕起来的人
，也是嘉定第一批领取个体工商营业证的人
也是嘉定第一批领取个体工商营业证的人。
。
“个体户
个体户”
”，这个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时出现的词汇
这个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时出现的词汇,,标志着中国人终于开始走向市
场经济所赋予的对自身命运的自主。
场经济所赋予的对自身命运的自主
。乔秉益
乔秉益，
，则是千千万万个个体户沐浴着改革开放
大好政策富起来的一个代表。
大好政策富起来的一个代表
。
撰文/顾佳兰 供图/乔秉益

改革开放后
“再创业”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对
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
对内改革先
从农村开始，最先解禁了农村工商业。
那一年，
乔秉益正好 40 岁。
1979 年，经历了 10 多年到安徽农
村下乡、在昆山农村务农的经历后，
乔
秉益回到嘉定，再次成为了一名“跑单
帮”的个体户，经营水果生意。每天天
不亮，他就要往返嘉定与市中心区之
间，到十六铺购进水果，再到嘉定镇上
贩卖。虽然辛苦，但丰厚的收入，却让
他很快还清了前几年务农时透支的
800 多元债款。

这并不是乔秉益第一次“创业”
。
1956 年，高中毕业的乔秉益面临
着抉择：家里条件差，
怎样才能减轻经
济压力呢？乔秉益选择做生意，
他在州
桥北堍的百货公司门口支了个摊位卖
糖果。
“那时候，我们是被瞧不起的，但
我相信勤劳能让我致富。
”
说起艰辛的
往事，乔秉益脸上依旧带着淡淡的笑
容。但他的生意没有做长久，1963 年，
乔秉益响应“城市人口下乡”的号召，
去安徽务农；4 年后，一家人迁至昆山
农村投亲靠友，
仍在当地务农。

改革开放的春风，让乔秉益感受
到了机遇。
1981 年，乔秉益把水果生意交给
妻子，自己则在清河路登龙广场上开
了家杂货店，
取名为“佳一村”
。在各方
面的支持下，
“佳一村”领到了嘉定的
第一批个体设摊经营证，亮出私营牌
子。
乔秉益至今还记得，
他的杂货铺设
在一间铁皮房内，
门口有一棵大樟树，
为铁皮房遮风挡雨。
现在，
当初的铁皮
房早已不复存在，
“佳一村”也早就歇
业，
但大樟树依旧，成为那段历史的见
证者。

买不到的商品去
“佳一村”
找找
乔秉益开办的佳一村杂货店显得
与众不同，无论是装饰布置，还是经商
理念、服务项目，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
觉。
“我在店堂间贴了‘经商实事求
是，赚钱合情合理’的对联，我觉得这
是对经营者最基本的要求。
”乔秉益是
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次，一个
小姑娘受家长嘱咐来店里挑一包最好
的榨菜。当时优质榨菜断档，乔秉益从
普通榨菜中挑选了一包质量好的，并
给这位小姑娘写了一张便条表示歉

意，
让小姑娘过阵子再来购买。
这家人
家被乔秉益的诚信所感动，后来成了
“佳一村”
的老顾客。
还有一次，
一位外
籍教师用上海友谊商店的兑换券买卷
烟，
乔秉益按烟价给予找零，
这位外宾
临走时翘起大姆指连声称赞。
“行得春风有夏雨”。乔秉益还推
出了十个服务新招，
包括指路问讯、设
医药箱、提供打气筒、免费使用火柴、
代写书信、换零钞、缺货登记等便民服
务。如小小一块乳腐，小的一分钱，大
的三分钱，
大店怕麻烦、怕损耗大不愿

卖，
“佳一村”
却不厌其烦，
坚持做小本
生意。
那时，国营商店都是按时关门打
烊的，市民要临时买点东西，只能去
“佳一村”。1984 年，上海曾发生过一
场地震。
惊恐的市民半夜跑出住所，
很
多人什么都没带，
肚子饿了怎么办？国
营商店指望不上，市民只能去敲乔家
的门，很快，
“佳一村”
开门了，
饼干、蜡
烛等用品成了市民的救急品。
当时，
嘉
定城里不少居民都知道：
“买不到的商
品去
‘佳一村’
找找。
”

一个万元户的诞生
随着“佳一村”的招牌越来越响，
乔秉益也在谋划着转变。1984 年，
“佳
一村”开始开展批发、代销业务，业务
大幅增加。1985 年，乔秉益雇佣了 9 名
员工，也是这一年，
“佳一村”的盈利超
过了 1 万元。
从乔秉益保存的一份经营情况表
中，记者清晰地看到：1985 年，
“ 佳一

村”的营业额为 530461.9 万元，其中零
售为 161894.83 元，批发为 215567.07
元 ，代 销 为 43000 元 ，水 果 销 售 为
110000 元；缴纳营业税 12023.23 元，缴
纳所得税、工商管理费等总计 25000
余 元 ，支 付 工 资 9882.10 元 ；净 利 为
15706.08 元。乔秉益成了名副其实的
“万元户”
。

经营过程中，乔秉益发现居民手
中的杂瓶很多，
但许多废品站不收，
不
少居民感到弃之可惜，
留之无用。
为了
帮助当地居民打开杂瓶销路，乔秉益
四处奔波，
经多方努力，
按不同厂方的
需要，在店边展示样瓶。许多居民见
后，
纷纷回家清理出旧杂酒瓶送来，
乔
秉益先后收购废杂瓶近 8 万只。

人物档案
乔秉益，1938 年出生，1956 年高中毕业后，开始在州桥北堍
摆起了小摊位，贩卖糖果。1963 年，响应“城市人口下乡”号召，
前往安徽务农。1967 年迁往江苏昆山亲友处务农。1979 年改革
开放后，回到嘉定重操旧业，贩卖水果等。1981 年，他在嘉定第
一个公开亮出私营杂货店招牌“佳一村”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乔
秉益大胆尝试，承包了小型国有企业——梅园酒家。1997 年，乔
秉益及子女注册成立了上海震嘉实业有限公司。

承包国有饭店年年盈利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 佳一村”卖
得最好的是腐乳，那时的老百姓虽然
已沐浴到改革开放的春光，但收入普
遍偏低，
腐乳是最经济实惠的下饭菜。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市民收入
增加，有些市民开始舍得下馆子搓一
顿了。这时，
一直以经营杂货店为主业
的乔秉益，
赢来了一场新的挑战。
当时的梅园酒家是一家国有饭
店，
因连年亏损难以为继。
为了使企业
的所有权与经营权进一步分离，负责
人决定让个体户进店承包经营梅园酒
家。选谁好？相关负责人绞尽脑汁，最
终选中了乔秉益。
国有企业该怎么干？乔秉益心里
没底，但是，多年经商经验让他明白，
要干就要全身心地投入。乔秉益一头
扎进了饭店，他首先对劳动用工和工
资分配进行改革，对厨师、服务员、勤
杂工量才录用，尽职的按销售额比例
多拿，不尽职的不分。在经营上，对中、
晚餐供应坚持中低档为主，增设大饼、
油条、豆浆、粢饭等早点供应。对从事

相关链接

嘉定个体经济发展历程
▲明清时期，嘉定商业已很发
达，集镇布市兴隆。清光绪三十一
年（1905），境内有商铺 2021 家，至
民国元年增至 2500 余家。
▲解放初期，全县登记注册的
个体摊贩有 2496 家（人）；1956 年，
大部分个体摊贩加入合作社营企
业或转为他业；1963 年，全县共有
个体工商户 624 家（人）。
▲“四清”运动后期和十年动
乱期间，个体户数量锐减。1978 年
后，个体经济才重新得以发展壮
大。1980 年，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印发了《关于恢复个体工商户登
记发证工作的若干问题的意见》。
1979~1987 年，登记注册的个体工
商户从 19 家，发展至 3689 家。
▲1985 年 7 月，县召开个体劳
动者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第一届理事会，
会员 5648 人。
▲1988 年后，尤其是 1991 年 1
月《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的谈话》和

1985 年，
嘉定县个体劳动者协会成立。
嘉定县个体劳动者协会成立
。

早点的职工采取联销计酬和计件制形
式，多劳多得，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
促进了营业收入增长。很快，连年亏损
的梅园酒家获得盈利，28 平方米的小
饭馆面积扩大到 60 多平方米，价格实
惠的家常菜，成为附近老百姓下馆子
的首选。
梅园酒家经营了 5 年，几乎年年
盈利。1995 年，57 岁的乔秉益准备退
休了，但是很快，闲不住的他又出山
了，1998 年，他凭借着经营梅园酒家
积累的经验，开办了一家奥灶面馆，还
与子女一起注册成立了上海震嘉实业
有限公司。
个体户承包国有企业，在以前是
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但在改革开
放的春风里，这种剧变随处可见，个体
经济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
个体户的辛劳和奋进，不仅改变了
他们自己的命运，更推动了国家经济
的发展。
今天，
个体和私营企业已经占
到中国市场主体总数的九成，创造了
全国 60%的 GDP。

1992 年春《邓小平在武昌、深圳、
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传达
贯彻后，个体经济迅速发展。1988
年，嘉定对全县 3209 户个体工商
户进行重新审核，换发了营业执
照。1990 年底，全县有 4028 户个体
工商户，注册资金 1385.55 万元，产
值 8469.86 万元。
▲1992 年，为促进个体、私营
经济的发展，对私营及个体工商户
的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以及登记程
序等适当放宽政策，核准发照时间
从国家规定的 30 天内缩短到 15 天
以内。1993 年，嘉定区人民政府出
台《关于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
若干意见》
（嘉府（1993）72 号）。
▲2008 年，全区个体工商户
数 超 过 20000 家 ，从 业 人 员 达
33244 人，
资金总额为 3.6 亿元。
▲2016 年，全区有个体工商
户 23038 户，从业人员 41284 人，资
本总额 7.02 亿元。

40 年 40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