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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新闻名专栏目前，我市瓶装燃气用户占燃气
用户的八成以上。建设系统、完善、安
全的瓶装燃气供应体系，不仅事关数
百万家庭、企业的生活生产需要，更关
乎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2012年，市住建委编制的《温州
市城市燃气专项规划修编（2011年—
2020年）》通过市政府审批。市区三
个区近期规划设置90个瓶装燃气供
应站，以满足市民用气需求，其中，用
气量最大、用户最密集的鹿城区，规划
设置38个供应站。

规划修编前后，市政府、燃气主管
部门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和协调会，要
求将供应站建设，视同公共配套设施
或应急工程落实。

然而，两年半时间过去了，市区仅
审批通过了22个瓶装供应站，鹿城区
仅有5个，新建的几乎没有。

供应站建设的严重滞后，使非法
运输、储存、倒灌、使用不合格钢瓶等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非法经营点泛
滥，屡禁不止（详见温州日报10月11
日报道）。

一个涉及重大民生问题的规划落
地问题，遭遇怎样的尴尬现状？

三十年前，国内的金融市场受到严格管制，在温州市区的金融机构
只有工、农、中、建等少数几家国有大银行，普通市民对金融的概念更是
模糊。杨嘉兴却率全国之先，以敢想敢做的超凡勇气在鹿城创办了中
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股份制城市信用社——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

城市信用社尽管最终成了一个历史名词，金融的改革火种却一直
在这个城市传递。2012年3月温州获批全国首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
区之后，鹿城更加突出“两多两难”问题的破解，致力于通过金融改革来
搭建多元化融资平台服务实体经济。

本报讯（孙余丹 陈励）日前，第二届旅游业
融合与创新论坛暨2014最美中国榜发布会在北
京举行。经过网络票选、综合汇总分析、专家评审
打分、媒体负面监测四个环节，温州荣登2014旅
游业“最美中国榜”，被评为“最美中国�生态旅游
自然（养生）旅游目的地城市”，温州旅游局荣膺
2014构建美丽中国先锋单位。

温州名列中国旅游竞争力百强城市，现有中
国优秀旅游城市3个、国家A级旅游景区34个（其
中5A级旅游景区1个、4A级旅游景区11个）、全
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1个、全国工业旅游示范单
位6家、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4家。目前，我市
已建立起永嘉楠溪江风景旅游区、文成百丈漈—
飞云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平阳北港生态休闲旅游
区、泰顺廊桥-氡泉生态休闲旅游度假区等4个生
态型旅游功能区。雁荡山管理体制改革到位，雁
荡小镇、西门岛旅游度假区等项目建设进一步推
进，形成了投资规模。同时，我市积极推进雁荡山
—楠溪江景区一体化发展，打造“雁山楠水——中
国山水诗的摇篮”品牌。
据市旅游局介绍，下一步，我市将继续推进旅

游业资源整合、产业集聚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把
四大旅游功能区建设成为旅游主业化、全域景区
化的典范。同时，大力发挥旅游功能区的集聚功
能，使其年投资额、旅客接待量和经济增速均超过
全市平均水平。

获评生态旅游目的地城市
温州荣登最美中国榜

本报讯（记者 郭云豪）去海边游玩，对普通
人而言是很平常不过的事，而对于盲人，却可能是
一生的奢望。昨日是第31个国际盲人节，鹿城区
残联盲人协会、温大成教学院白鹿青年志愿者服
务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志愿队带领56位盲
人前往洞头，帮他们圆“看海”梦。

昨日上午9时，满载着盲人朋友和40多位志
愿者的两辆大巴车从温大成教学院出发。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车程，这个特殊的“旅行
团”来到洞头标志性建筑望海楼，在志愿者一对一
帮助下爬上数十米高的楼顶感受海风。午餐过
后，队伍来到大沙岙海滨浴场，不少盲人迫不及待
走向沙滩，挽起裤腿感受海浪拍打。

家住雪山路的盲人毛仁飞今年39岁，6岁开
始渐渐失明，对大海的印象只在别人的描述中。
“真实的大海肯定比我脑子里更美丽。”虽然看不
见，但海浪拍岸的旋律已让没出过远门的毛仁飞
心满意足，他痴痴地望着海面，深情地说：“海风在
吹，我的心在动。”

先天视弱的老人邓金旺今年63岁，他的眼睛
只能感受到一点点光亮。昨天，他就是凭借着这
点微弱的光，尽可能地感受大海的宽广。他说：
“之前只看过江河，没见过大海，感觉确实不一
样。”

鹿城区残联盲协主席夏跃邦介绍，目前全市
盲人群体已达7.5万，参加此次活动的盲人半数以
上为全盲。温大成教学院白鹿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的一位队员说：“这一天，我就是盲人的双眼，带他
感受身边的美好。同时让我更加理解盲人群体的
艰辛和坚强。”

“海风在吹，我的心在动”
志愿者带盲人“看”海

难题
建不起来的供应站

从市政府到燃气主管部门，
瓶装燃气供应体系应作为市政公
共配套设施进行规划建设已经成
为共识。但对燃气企业来说，实
际审批过程实在太难了。

说起这几年为供应站的审批
问题跑的路，温州市华颢燃气有
限公司总经理黄显忠无奈摇头。

根据国家《城镇燃气设计规
范》和《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规
定，三级供应站可将瓶库设置在
与建筑物（住宅、重要公共建筑和
高层民用建筑除外）外墙毗连的
单层专用房间，并符合相邻墙为

防火墙、与主要道路相隔8米、次
要道路相隔5米等安全要求。

黄显忠说，每次找到这些房
子报批时总会出现问题，至今没
有新批过一个。他们曾经找到上
陡门一间店面基本符合要求，但
报批时因该房子在一排店面中
间，审批人员要求必须在边间。
而按照国家和省的标准，三级供

应站是可以与相邻建筑物毗连
的。这样的供应站，在其他城市
随处可见。
而对于作为应急工程进行临

时建设或通过规划用地新建，尽
管他们四处寻找“目标”地块，并
制作了一本详细的方案，但跑了
很多部门，打了很多报告，时隔几
年也没有下文。

尴尬
文件、规划都有

始终难以落地

记者了解到，在杭州、金华等
省内其他城市，瓶装燃气供应站
建设，被纳入城市市政配套设施
范畴，要求各级政府对其进行规
划和土地预留，像温州一样供应
站严重不足的城市已经极少。

不只是规划难落地，记者查
阅了2009年以来市政府、燃气主
管部门下发的文件、会议纪要发
现，相关推动工作不少，却难见成
效。

2009年市政府《温州市人民
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09〕80
号）》要求，规划布点一时难以落
实的地方，可采用过渡方案，瓶库
建设项目应视同于应急工程来落
实规划、用地及建设；建设主体由

当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承
担，应选择符合规范要求的场地，
按参照临时堆场用地要求报批；
规划、国土资源、消防等部门按应
急工程、堆场临时用地及临时建
筑审批程序尽快予以审批。

2011年，市城管与执法局发
布《温城法〔2011〕47号》文件，建
议将瓶装燃气供应站点纳入城市
公共配套设施规划中。各地政府
要根据燃气规划要求，全力做好

站点选址落地。对于布点规划一
时难以落实，可利用边角地、空置
地等设置一些临时供应站点，作
为应急过渡。

2012年，市政府《温政办
〔2012〕108号》文件要求，各区政
府和功能区管委会，落实供应站
点的选址落地。将供应站点作为
城镇基础配套设施工程，确定供
应站点建设用地，按照基建程序
进行设计、施工和建设。

现状
车辆配送
跑不过黑点

市区共有华颢、昌泰、华昌、
长江能源4家瓶装燃气企业，每
天供应量在两万瓶左右。
据市城管与执法局城管二处

副处长李逸介绍，2007年《浙江
省燃气管理条例》出台后，市区开
始整治瓶装燃气市场，460多家

门店几乎全部关闭、取缔。但整
治后，新的供应体系一直难以完
善。
据市燃气行业协会秘书长刘

军介绍，目前4家企业共有22个
供应站，分布在瑶溪、瞿溪、泽雅、
娄桥、七都、灵昆、仰义等远郊，主
城区只有将军桥、垟儿路、东屿等
三四个供应站。这些供应站大部
分是规划出台前保留下来的，新
建的几乎没有，而个别供应站，因
为违建等原因还面临着取缔。

刘军说，由于离主城区太远，
目前的配送主要以车辆直送为
主，即市民拨打企业热线后，企业
通过车辆，从供应站将气瓶送到
居民家中。这样的配送方式，很
难满足居民需求。配送距离太
远，路上耗费时间太长，不能及时
送到户；同时，气瓶长距离、长时
间配送，也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刘军说，企业难以及时配送，

给非法经营点可乘之机。这些黑
点，设在居民区、停车场等闹市

区，几分钟就能把气瓶送到户。
尽管这几年燃气企业也在努力提
升服务质量，但用户最看重的还
是“便捷、快速”。而这些黑点，行
踪隐蔽，流动性大，打击难，处罚
力度小，屡禁不止，泛滥严重。由
于黑点普遍缺斤短两、倒灌，居民
投诉和安全隐患越来越突出。为
了和黑点竞争，燃气企业将配送
车辆长时间停留在小区周边，同
样增加安全隐患。

规划
90个供应站

才能满足需求

瓶装燃气供应站分为一级、
二级、三级。三级站是指1000户
以内供气规模，气瓶总容积不超
过1立方米，相当于28个15千克
钢瓶。
《温州市城市燃气专项规划

修编（2011年—2020年）》主要考
虑二级站、三级站两种规模。并
要求政府部门应根据供应站用地
需要，预留规划用地。温州市城
区及各乡镇主要考虑三级站，中
心城区随着管道燃气的发展，逐
步减少瓶装燃气站点数量，根据
实际需要以保留三级站为主。

2011年到2020年的瓶装燃
气供应站近期规划，市区三个区，
建设90个供应站，其中一级站20
个，二级站39个，三级站31个。
远期规划缩减为50个。
根据市区各区用气规模及人

口布局的实际情况，鹿城区近期
规划38个供应站，其中二级站16
个，三级站22个；瓯海区28个，一
级站10个，二级站13个，三级站
5个；龙湾区24个，一级站10个，
二级站10个，三级站4个。

鹿城“金融夜市”活动越办越红火。（本报资料图片）
苏巧将 摄

瓶装燃气规划
何时才能落地

本报记者 刘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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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亲历者

近日，在鹿城炬光园区炬高路经营一家实业公司的负
责人杨先生顺利获得了鹿城农商银行的4600万元授信。

杨先生的这家公司主要在双屿从事环境保护污水处
理、有害气体处理及制酸成套设备、化工防腐设备管道设
计、制作、安装和调试。杨先生说，他的这家公司是鹿城农
商银行双屿支行的老客户，之前在该行有1800万元的授
信额度。最近，由于该公司项目发展的需要，向鹿城农商
银行申请了增加授信额度2800万元。

作为鹿城人家门口的银行，鹿城农商银行服务本地
民营企业具有独特的优势，以“流程半径短、审批速度快”
的标准，为实体企业融资开辟绿色通道。接到申请后，该
行成立调查小组，上门走访。随即还召开风险委会议，预
测该企业未来的融资需求，结合现有的订单和项目时间
安排进度表进行分析，决定授信新增流动资金贷款2800
万元，总授信额度为4600万元。“从受理我们的申请，到
审批通过，仅用了一周时间。”杨先生说，企业得到该笔贷
款授信后，缓解了资金周转困难，让他们有更大的精力投
入到企业的发展中去。

漫步在鹿城区车流鼎沸的车
站大道，每隔二三十米就有一家
金融机构的网点，已成为一条名
副其实的金融街，沿线遍布着银
行、保险、证券、担保、投资及典当
等六大类金融机构，约200家，从
业人员超过5000人，是鹿城乃至
温州全市金融零售服务最优、资
金密集度最高、创收最多的区域
之一。
鹿城对金融中心的打造并不

止于此。如果说车站大道重点打
造金融产品零售与金融服务交易

街区，那么正在建设中的滨江商
务区CBD核心金融功能区，则着
力打造一个集金融机构聚集地、
金融人才择栖地、金融后台创新
地为一体的金融服务功能区，旨
在区位上能满足金融商企从中心
城区向次级中心发展的趋势。

记者了解到，滨江商务区
CBD核心金融功能区规划占地
面积1237亩多。目前，第一二批
已开工建设的大楼有金融服务中
心1号、浙商和华夏银行、浦发银
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鹿城农
商行和中国人寿大楼等7幢大
楼，计划总投资37.24亿元，建筑
面积达32.73万平方米，至今已完
成投资16.2亿元。

2012年3月28日温州市金
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批后，鹿城
着力打造民间资金投资创新中
心、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实现
民间资金投资需求与中小企业融
资需求的对接。

2013年6月，鹿城农商银行
在原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的基础上
顺利改制完成，成为温州首批挂
牌开业的农商行之一。“这是温州
金改的重大成果，改变的不仅仅
是名称，还有丰富的内涵，农商银
行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温州
银监分局局长赵秀乐说。在做强
正规金融的同时，鹿城目前还有
小额贷款公司3家，农村资金互
助会2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1

家，民间借贷服务中心1家，民间
资本活力竞相迸发，大大增强了
地方金融组织服务鹿城实体经济
的能力。

稳步推进企业股改、挂牌上
市工作是鹿城今年围绕金融改革
的重点工作任务之一。截至今年
上半年，全区已完成股改企业5
家，启动股改9家，意向股改近30
家；挂牌浙江股权交易中心创新
板1家，意向挂牌浙江股权交易
中心成长版企业2家，意向挂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
三板）企业6家。另外，2家区级
拟上市企业将于近期陆续启动改
制上市工作。

2011年民间借贷风波以来，
温州民间信用受创，抵押物缩水，
企业融资难题凸显。虽然通过对
接银行、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中心、
基金、风投，帮助企业解决了一部
分的融资问题，但是仍远远无法
满足企业融资需求。为进一步拓
宽企业融资渠道，鹿城区金融办
还借鉴上海融资服务经验，联合
上海专业金融服务机构打造“两
库一网”金融服务平台，为中小企
业提供智能、快捷、高效的一站式
金融服务，并于9月19日正式上
线。鹿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区以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为主
导，协调发展保险、担保、信托、基
金和创业投资等其他金融服务
业，发挥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
等新型金融组织作用，力争建立
金融中介服务业发达、民间资本
直接融资渠道通畅、相关金融配
套服务业配套齐全的现代金融产
业体系。

都说每一个温州商人心中都有
一个银行梦，在上世纪80年代，这话
在杨嘉兴身上得到了最早的验证。
杨嘉兴的银行梦和他的经商

经历密不可分。“差不多30年前，
我在鹿城经营一家街区工厂，尽
管拥有很好的技术，可是对我们
这样的小微企业来说，是拿不到
银行贷款的。”杨嘉兴回忆，80年
代鹿城经济特别活跃，民营企业
和个体户都出现了资金困难，但
是市区只有几家国有大银行，主
要贷款对象是国有企业。另一方
面，当时的地下钱庄、“抬会”等民
间借贷已经十分红火，杨嘉兴看
到了温州商品经济起步后产生的
巨大资金需求与传统金融体制之
间不相匹配所造成的矛盾。

在银行屡吃闭门羹的杨嘉兴
一直琢磨着：能否办一家面向街办
小企业、个体户，没有门槛的“民间
银行”？但是金融历来被视为特殊
行业，尤其在当时的氛围下，杨嘉
兴要创办股份制城市信用社，被认
为是闯禁区、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杨嘉兴就是有股不屈不

挠的劲儿。他的想法得到了当时

鹿城区主要领导的支持，还顺利
拿到了临时营业执照，不过仍然没
能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批准。在
开业前的关键时刻，杨嘉兴找到了
时任温州市市委书记的董朝才，并
得到他的支持：“温州的金融体制
改革，就让你先来试点好了！”

1986年11月1日，杨嘉兴等
8人集资31.8万元，终于创办了
中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
——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这也
是温州民间资本，第一次进入正
规的金融领地。从鹿城城市信用
社开始，温州后来发展出53家城
市信用社，他们为个体私营企业
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取代了部
分民间借贷，促进社会融资转向
良性循环的轨道。

1998年，收编了鹿城城市信
用社的温州市商业银行在2007年
改名为温州银行，成为“温州金改
先锋”。今年9月底，银监会首批
5家民营银行试点的主发起人全
部确定，这5家银行中，温商担任
主发起人的就占到3家。以杨嘉
兴为起点，温商银行梦的星星之
火从鹿城燎原。

30年不懈追逐鹿城金融梦

街办厂厂长 开了全国首家“民间银行”

金改丰富金融业态 拓宽融资渠道

在“家门口”借款真方便

我家在鹿城

昨天�今天�明天

本报记者 潘颖颖

车站大道被打造成了金融一
条街。（本报资料图片）

赵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