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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80年年 1212月月 1111日日，，在在

家門口擺攤賣鈕扣的家門口擺攤賣鈕扣的2020歲歲

浙江溫州姑娘章華妹領回浙江溫州姑娘章華妹領回

了一張編號為了一張編號為「「1010110101」」號號

的的「「個體工商業營業執個體工商業營業執

照照」。」。當時的她覺得很當時的她覺得很

開心開心，，原因是從此可以原因是從此可以

正大光明在家擺攤做買正大光明在家擺攤做買

賣了賣了，，再也不用擔心貨再也不用擔心貨

物會被物會被「「打擊投機倒把辦打擊投機倒把辦

公室公室」」的巡邏人員沒收的巡邏人員沒收

了了。。直至直至20042004年年，，她才知她才知

道道，，自己居然是中國第一自己居然是中國第一

位個體工商戶位個體工商戶，，當時她還當時她還

是在做鈕扣生意是在做鈕扣生意。。如今如今，，章華妹早已身價章華妹早已身價

千萬千萬。。與鈕扣打了幾十年交道的她坦言與鈕扣打了幾十年交道的她坦言，，

一路走來一路走來，，鈕扣改變了她的生活鈕扣改變了她的生活，，得益於得益於

創業之路扣住了改革開放的脈搏創業之路扣住了改革開放的脈搏。。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莉王莉 浙江報道浙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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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專訪中國首位個體戶章華妹

擺攤妹變企業家
創業 時代脈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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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1978年年，，1818 歲的章歲的章
華 妹 待 業 在華 妹 待 業 在

家家，，她回憶道她回憶道，，當時她家所當時她家所
在的溫州市解放北路已經有在的溫州市解放北路已經有
人開始偷偷地擺起小攤做起人開始偷偷地擺起小攤做起
了小買賣了小買賣，，成為當時溫州最成為當時溫州最
繁華的一條繁華的一條「「商業街商業街」，」，賣賣
皮鞋的皮鞋的，，賣針頭線腦的賣針頭線腦的，，賣賣
布料裁衣服的都有布料裁衣服的都有。。
她說她說：「：「家裡兄弟姐妹家裡兄弟姐妹

多多，，每個月僅靠父親三十幾每個月僅靠父親三十幾
塊和母親十幾塊錢的工資過塊和母親十幾塊錢的工資過
日子日子，，生活很困難生活很困難。。由於家由於家
裡以前就賣鈕扣裡以前就賣鈕扣，，我沒工作我沒工作
待業在家待業在家，，所以就學着隔壁所以就學着隔壁
鄰居們在家門口支了一張桌鄰居們在家門口支了一張桌
子子，，放上鈕扣和一些日用品放上鈕扣和一些日用品
開始擺攤開始擺攤。。雖然每一筆買賣雖然每一筆買賣
就賺幾分錢就賺幾分錢，，但一個月下來但一個月下來
我發現能賺到十幾塊錢我發現能賺到十幾塊錢，，相相
當於那時候一個人的工資當於那時候一個人的工資
了了，，給家裡減輕了不少負給家裡減輕了不少負
擔擔。」。」
雖然收入不錯雖然收入不錯，，但每天但每天

擺攤還是提心吊膽擺攤還是提心吊膽，，章華章華
妹說妹說：「：「那時候像我們這那時候像我們這
樣擺攤還不算是合法的樣擺攤還不算是合法的，，
有專門的打擊投機倒把辦有專門的打擊投機倒把辦
公室公室，，時不時就有人來巡時不時就有人來巡
邏邏，，一旦看到巡邏的人一旦看到巡邏的人，，
我們我們這些小攤販就得馬上收這些小攤販就得馬上收
拾東西關門躲進家裡拾東西關門躲進家裡，，否則否則
賣的東西就會被收繳甚至人賣的東西就會被收繳甚至人
也會被帶走也會被帶走。。而且那時候小而且那時候小
商小販在大家眼裡還是低人商小販在大家眼裡還是低人
一等的一等的，，只有進不了公家單只有進不了公家單
位的才會去做生意位的才會去做生意。」。」她告她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那時那時
候遇到同學或者認識的人候遇到同學或者認識的人
來買東西來買東西，，自己會覺得不自己會覺得不
好意思好意思，，人家也會在背後人家也會在背後
指指點點指指點點，，她笑着說她笑着說：：
「「那時候如果女孩子是擺那時候如果女孩子是擺
攤的攤的，，連對象都難找一連對象都難找一
點點。」。」

父親鼓勵領父親鼓勵領證證
正大光明經商正大光明經商

「「直到直到19791979年的一天年的一天，，有有
人來到我們的攤位前告訴我人來到我們的攤位前告訴我
們說們說，，現在國家政策放開現在國家政策放開
了了，，像你們這樣擺攤的可以像你們這樣擺攤的可以
去工商局登記領證了去工商局登記領證了，，之後之後
就可以合法經營了就可以合法經營了。。雖然是雖然是
工商局的工作人員上門親口工商局的工作人員上門親口
說的說的，，但是大部分人都還是但是大部分人都還是
抱有懷疑的態度抱有懷疑的態度，，也都還有也都還有
些顧慮些顧慮，，生怕政策會有什麼生怕政策會有什麼
變化變化，，所以一直都沒有人去所以一直都沒有人去
申請營業執照申請營業執照。」。」章華妹章華妹
說說，，她當時也有些猶豫要不她當時也有些猶豫要不
要去領證要去領證，，之後還是在父親之後還是在父親
的再三鼓勵下才去申請執的再三鼓勵下才去申請執
照照。。
據悉據悉，，當時申請個體工商當時申請個體工商
戶營業執照最重要要符合兩戶營業執照最重要要符合兩

個條件個條件，，一個必須是待業在一個必須是待業在
家的人員家的人員，，另一個是執照申另一個是執照申
請人必須是經營者本人請人必須是經營者本人，，不不
得代為經營得代為經營。。當時作為待業當時作為待業
青年青年，，家裡又有店面的章華家裡又有店面的章華
妹全部符合要求妹全部符合要求，，因此父親因此父親
告訴她告訴她，，既然已經在擺攤既然已經在擺攤
了了，，現在國家政策又允許個現在國家政策又允許個
人合法做買賣了人合法做買賣了，，那你就去那你就去
拿一張執照拿一張執照，，正大光明把買正大光明把買
賣做起來賣做起來。。在父親的鼓勵在父親的鼓勵
下下，，章華妹來到了溫州市鼓章華妹來到了溫州市鼓
樓工商所提交了申請樓工商所提交了申請。。
19801980年年1212月月，，章華妹終於章華妹終於

領到了貼有自己照片的執領到了貼有自己照片的執
照照，，並且上面是用毛筆書寫並且上面是用毛筆書寫
的的「「溫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溫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個體工商業營業執照個體工商業營業執照 第第
1010110101號號」。」。

不圖大錢生不圖大錢生意意
只願實在安心只願實在安心

之後章華妹嫁人離開了父之後章華妹嫁人離開了父
母家母家，，由於經營地址等信息由於經營地址等信息
都發生了變更都發生了變更，，第一張營業第一張營業
執照也早已於執照也早已於19821982年被當地年被當地
工商部門收回工商部門收回，，她重新又申她重新又申
請了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繼請了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繼
續做着自己的小買賣續做着自己的小買賣。。直至直至
20042004年年，，有媒體找上門她才有媒體找上門她才
知道知道，，當年那張當年那張「「1010110101」」
號營業執照居然讓自己成為號營業執照居然讓自己成為
了中國第一個個體工商戶了中國第一個個體工商戶。。
她說她說：「：「當時知道這個消息當時知道這個消息
的時候又驚喜又驚訝的時候又驚喜又驚訝，，從來從來
沒想到我這麼一個賣鈕扣做沒想到我這麼一個賣鈕扣做
小買賣的還能成為中國第小買賣的還能成為中國第
一一。」。」
如今如今，，章華妹在溫州繁華章華妹在溫州繁華

地段妙果寺旁有一間兩層樓地段妙果寺旁有一間兩層樓
的店面的店面，，依舊經營着鈕扣生依舊經營着鈕扣生
意意，，與全國各地的服裝生產與全國各地的服裝生產
企業都有合作企業都有合作，，年銷售額幾年銷售額幾
百萬百萬，，個人身價早已過千個人身價早已過千
萬萬。。而在與香港文匯報記者而在與香港文匯報記者
的交談過程中的交談過程中，，她一直稱自她一直稱自
己就是做己就是做「「小買賣小買賣」」的的，，和和
當初擺攤一樣當初擺攤一樣，，賺的是每個賺的是每個
鈕扣幾分錢的利潤鈕扣幾分錢的利潤，，只不過只不過
現在銷售量大了一些而已現在銷售量大了一些而已。。
她很感慨自己與鈕扣的緣她很感慨自己與鈕扣的緣

分分，，她說她說：「：「也不知道為什也不知道為什
麼麼，，一直以來我就是喜歡做鈕一直以來我就是喜歡做鈕
扣生意扣生意，，早些年身邊也有親戚早些年身邊也有親戚
朋友出去炒樓或者做別的買賣朋友出去炒樓或者做別的買賣
去了去了，，可我就是喜歡守着我的可我就是喜歡守着我的
鈕扣和這麼多年積累下來的客鈕扣和這麼多年積累下來的客
戶戶，，雖然一包鈕扣可能只是賺雖然一包鈕扣可能只是賺
了幾塊錢了幾塊錢，，但我覺得實實在在但我覺得實實在在
挺心安的挺心安的。」。」

扣

據悉，由於這張「10101號」的個體工商業
營業執照見證了浙商的起步階段，目前已被
收藏於浙商博物館內。浙江工商大學教授、
浙商博物館館長楊軼清認為，中國第一個個
體工商戶營業執照出現在浙江溫州，一方面
顯示了溫州當地民眾的勇氣，在特定歷史時
期，幹起個體戶，自謀職業，自謀出路；另
一方面更顯示了當地政府的敢作為、敢擔
當，他們相對於個體戶其實需要承擔的風險

更大，因此也需要更多的勇氣來實踐。
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調研顯示，目前

浙商群體中有一部分龍頭、大型企業也都是
從個體工商戶發展而來。當然當年一批個體
工商戶的後續發展更多的還是像章華妹一
樣，現在雖然也轉成了公司制度，但整體企
業規模還是以中小企業為主，這也符合浙江
中小微企業佔比80%—90%的現狀。
但是在他們的發展中存在一個共性，那就

是一直專注於起步階段的行業。個體工商戶
大多以小而零的產業起步，直至今日他們依
舊不嫌棄、不放棄，甘於做「小」，就像章
華妹一樣，40年來一直都在做鈕扣生意，這
是值得尊重的。
改革開放40年來，企業組織形式越來越多

樣，國家政策導向也提倡「個轉企」，個體
戶數量也客觀存在下降趨勢，但是面對當下
部分年輕人雖然也有創業創新的想法，但不
願意從事實業，覺得做實業很辛苦，甚至有
些創業想法很不切實際的現狀，個體戶那種
甘於做「小」的精神就顯得尤為重要。

1978年12月，十
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後，國家進行經濟體

制改革，溫州被列為全國第一個試點城
市。溫州第一代個體工商戶的見證者、
時任溫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個體經濟管
理科科長的陳壽鑄回憶道：「1980年，
由於歷史原因，溫州城鎮就業問題十分
突出，回城的知青需要工作、部隊轉業的
需要工作，當時有個調查報告，溫州市有
2,000多個無證商販，其中80%的人是原
來沒有工作的。為了讓這些待業人員就
業，1980年7月11日，原溫州革命委員
會簽發了《關於對個體工商戶舉行全面登
記、整頓、發證工作的報告》。」

三年十萬本 首現「萬元戶」
他說，由於當時國家沒有營業執照樣

本可以參考，他就用毛筆畫了一份個體
工商戶營業執照，包括名稱、地點、生
產經營範圍、開業日期等信息，再到溫
州市新華印刷廠印刷了2萬本。上面需
要填寫的信息，也由申請人提供內容審
核通過之後，由他和另一位同事用毛筆
一筆一筆寫上去。
他說：「1980年，我們發出了全國第

一批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共1,844
戶。這在當時是個創新舉措，引起了全
國的關注。第二年，個體戶政策在全市
擴大了範圍，又發出了2萬多份，到
1982年，申領數量已經達到10萬多
戶，溫州很多人都成了老闆。」

據介紹，當時，溫州市區先後出現了
三大市場——鐵井欄、環城路、木杓
巷，活躍着中國第一代個體工商戶的身
影，還出現了最早的一批「萬元戶」。
溫州個體戶的興起，逐漸影響了全國，
到1981年底，全國城鎮個體工商戶發
展到185萬戶，從業人員227萬人，比
1980年的從
業人員翻了
一番多。

2007年，章華妹由個體工商戶變身成
為了「溫州市華妹服裝輔料有限公司」的
總經理。她笑道：「以前做生意憑着出貨
單交易就行了，客戶上門選好貨品，我備
好貨，一手現金一手貨就完成交易了。但
是隨着生意越做越大，越來越規範，前幾
年很多客戶都跟我提出了需要簽訂合同、
開發票、貨款匯入對公賬號等要求。他們
也跟我說，現在做生意和以前不同了，都
要有正規的手續和流程。我也覺得很有道
理，於是在 2007 年的時候註冊了公
司。」

個體戶變公司 客戶更信任
她說，雖然公司和個體戶在稅收等政

策上會有所不同，運營成本會有所增
加，但也明顯感覺到客戶的信任感加強
了，尤其一些新的大客戶，在談合作的
時候自己的信心也增加了，對方也更願
意和她合作。
今年春節，章華妹召開了一次家庭會

議，會上決定，把她任總經理的「溫州市
華妹服裝輔料有限公司」交給兒子余上京
經營。她對自己「退居二線」這樣解釋，
公司營業執照都換了四塊，目前公司一年
也有幾百萬元的營業額，但隨着時代的發
展，她覺得自己漸漸跟不上節奏了。她
說：「以前客戶都是上門看樣取貨，這幾
年隨着網絡的發展，很多客戶都要求通過
網絡發送樣品圖片、網絡下單、網絡轉賬
等等，這些我都搞不定了。」
章華妹直言，之前兒子看不上鈕扣這

門生意，自己出去闖蕩了幾年，做過餐
飲也做過酒吧，賺過錢也賠過錢，最終
才想明白還是小買賣最穩妥。她說：
「我也告訴兒子，做生意哪有一帆風順
的，我自己也是一路浮浮沉沉過來的，
最關鍵的是要堅持下去。年輕人有自己
的經營思路，今後就讓他按照他的想法
把鈕扣生意繼續經營下去，希望能夠發
展得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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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起步行業 甘做「小」贏尊重

■章華妹閒
暇 時 間 最
愛 在 店 舖
內 整 理 鈕
扣樣品。

資料圖片

■章華妹如今在溫州最繁華街區的店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攝

■■解放北路是溫州市最早的一條商業街解放北路是溫州市最早的一條商業街，，如今依舊商店林立如今依舊商店林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上世紀上世紀8080年代的溫年代的溫
州州，，家家戶戶門口都家家戶戶門口都
開起了各式店舖開起了各式店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初時執照無樣本初時執照無樣本 毛筆畫版再印刷毛筆畫版再印刷
�&

■改革開放
初期，溫州
就開通了前
往各大城市
的 汽 車 班
車，促進了
當地的商貿
流通。

資料圖片

■■章華妹和她留存的章華妹和她留存的「「1010110101
號號」」營業執照複印件營業執照複印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