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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安亭看看

“

安亭有一家股票博物馆袁 收藏实体股票种类已有 4000 多种袁
藏品超过 400 万枚袁1999 年获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颁发的证
书遥 馆内最早一张清光绪六年渊1880 年冤发行的野开平矿务局股份
票冶袁距今已有 137 年历史袁字迹清晰袁入股资金和分红方式一目了
然袁是中国最早的实物股票袁已被有关部门定为野国家一级文物冶遥

综合新闻

年前发行的股票
在安亭曹安路上，有一家创
建于 2003 年的股票博物馆，收
藏着 400 多万枚不同时期的各
类股票。其中的镇馆之宝是一张
清光绪六年（1880 年）发行的“开
平矿务局股份票”，距今已有 137
年历史，字迹清晰，入股资金和
分红方式一目了然，是中国最早
的实物股票，已被有关部门评定
。
为
“国家一级文物”
该博物馆高 5 层，建筑面积
超过 1 万平方米，由民营企业出
资建设。馆藏数量在 1999 年就
已达到 350 多万多枚，获上海大
世界吉尼斯总部颁发的证书。现
在 实 体 股 票 种 类 已 有 4000 多
种，
藏品超过 400 万枚。
据该博物馆副馆长 周 绎君

介绍，该股票博物馆由上海任行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全资建造，全
部藏品是任行投资公司前任董
事长任良成二十多年的收藏心
血。该博物馆已接待了很多学者
和收藏者，还接待了港澳台青年
学生。通过馆藏股票的展示，可
以让更多人了解我国股份制经
济的发展史。
上海收藏协会股票 债 券专
委会会长、该博物馆馆藏负责人
吕传有表示，这是全国、也可以
说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个股
票收藏场所。它把中国股份制经
济发展的脉络全部传承了下来，
从清朝、民国、新中国到改革开
放各个时期的股票都有。中国股
份制经济发展的脉络，在这里都

能找到相关的股票证明。
该博物馆目前 正与 中 国 证
券业协会、沪深证券交易所投资
者教育部门紧密合作，力图发挥
股票博物馆藏品种类丰富、具备
稀缺性等优势，为投资者教育基
地建设贡献力量。下一步，该博
物馆将建立实物股票交易场所，
让参观者身临其境体验当年的
股票交易方式。
刘一剑

感兴趣的朋友可前
往曹安公路 3916 号一睹
为 快 遥 电 话 院36390872尧
66083060袁 开放时间院周
一至周五 8:00要17:00遥

绿环路乱堆物被集中整治
本报讯 近日，镇综治办牵头
城管中队，对绿环路沿线绿化带以
及非机动车道堆物开展集中整治。
绿环路是黄渡工业园区的主
干道，沿线分布着多家石材企业。
城管执法队员通过前期排摸调查，
确认该处堆放石材系巨磊石业公
司所为。该公司是一家大规模石材
批发加工商，除了乱堆放石材，还
存在露天排放切割石块产生污水
以及排水管道挂在人行道树上等
违规行为，严重影响环境。
确定对象后，中队黄渡工业园

区小联勤队员多次走访、约谈该公
司负责人，要求其搬离堆放的石
材，将排水管道从人行道树上卸
下，停止露天排放污水行为，并依
据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 依法开具限期责令整改通知
书。11 月中旬，镇综治办牵头落实
园区小联勤队员协助该企业对堆
物开展集中清理，将巨大的石块搬
进厂区，现场剩余的部分碎石渣
土，由该公司尽快完成清理。至此，
绿环路沿线恢复了整洁通畅。
程静

安亭高中教育新范式引起关注

安亭杯高校足球赛落幕
11 月 26 日，
“安亭杯”第三届
高校校友足球联赛落幕。经过两
个多月的征战，最终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折桂，吉林大学获亚军。
联赛于 9 月开赛。来自清华大
北航等 48 所知名高
学、
华中科大、
校球队捉对厮杀，最终在安亭决

赛。本次联赛由高校上海校友足球
协会主办，由安亭镇政府提供支
持，
上海绿地私营经济发展有限公
司提供赞助。
今年 6 月，泛高校校友联盟
在安亭成立，
23 所 知 名 高 校 近
为中国汽车
300 名校友齐聚一堂，

产业未来出谋划策。安亭是中国
汽车产业重镇，力促高校校友汽
车人脉聚集的举措一直都在进
行。此次借上海高校足球联赛的
举办，尝试依托体育赛事，使更多
从事汽车产业的高校人脉资源向
安亭汇聚。
胡新栋

海斯坦普上海研发中心在安亭开业
本报讯 日前，海斯坦普上海研
发中心在汽车·创新港正式开业。
海斯坦普斥资 1890 万元建造
全新的研发中心，将在今年年底前
带 来 40 多 个 全 新 高 技 能 工 作 岗

位。新建研发中心的主要目标是强
化海斯坦普与中国原始设备制造
商的合作，在本地联合开展改善制
造工艺、产品和成本的研发活动，
不断降低汽车的能耗和对环境的

影响。
海斯坦普是一家西班牙跨国企
开发和
业，
专为顶级汽车厂家设计、
制造高技术含量的金属零部件。
胡新栋

本报讯 日前，嘉定区首届品
质教育学术节分会场活动在安亭
高级中学举行。品质教育学术节以
“聚焦学生学习，提升课堂品质，培
育核心素养”为主题，围绕“转型”
“创新”和“优质”等关键词展开智
慧碰撞。安亭高中以“助学提纲”探
索高考背景下课堂转型新范式的
实践，引起众多教育专家的关注。
“助学提纲”的研究和实践着眼
于“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和“改变学
生的学习方式”两个基本点。教师根
据课程目标、教材内容精心编制“助
学提纲”，
引导学生运用“提纲”进行
课前预习、课上研讨、课后复习巩

固，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提高
学生自学的能力，特别是提高独立
思考、合作研讨和研究性、创造性的
学习能力，以此促进学生自我发展。
活动中，该校师生进行了教学展示、
数字故事、
成果汇报、TED 演讲等等
环节，语文、数学、英语等 10 门学科
也同时展示，
分学科进行评课。
上海市教科院普 教所 副 所 长
徐士强肯定了该校的探索和努力。
他认为学校推行“助学提纲”
，既
新颖 又 务 实 有效，能 考虑学生特
点和教师基础，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和价值。
胡新栋

图片新闻

汽车产品交易中心开设公益金融讲座
本报讯 日前，由安亭汽车产
品交易中心举办的《一带一路概念
详解》公益讲座在同济大学嘉定校
区德才馆举行，让年轻大学生了解
“丝绸之路”的起源、发展及对中华
民族的伟大意义。

中心负责人表示，作为一家坐
落在上海汽车金融港的本土企业，
有责任提升安亭老百姓的金融素
养与知识，帮助大家加深对国家战
略与倡议的理解。除了“一带一
路”，接下来包括“雄安新区”等最

新热点内容、企业定制化培训服务
也将陆续开启。
自 2014 年起，
安亭汽车产品交
易中心举办各类公益讲座 40 余场，
参与人员超过 2000 人。
胡新栋

安亭两公司赴外企参观学习
本报讯 日前，上海安亭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安亭工业经济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带领公司管
理团队及下属两家镇级集体企业
到上海佛吉亚红湖排气系统有限
公司参观学习。
佛吉亚是全球第六大 汽车 零
部件供应商，总部位于法国，2000
年 3 月入驻安亭。经过十多年的发

展，已经壮大成为年销售额 30 亿、
税收 2 亿元的优质企业，连续多年
。
上榜“安亭镇十强企业”
佛吉亚红湖排气系统是全球最
大的汽车排气系统制造商，主要为
大众、通用、宝马、福特提供配套。
面对汽车行业日新月异的变化、新
能源车的发展对企业的冲击，佛吉
深入研究分析，
扩
亚加速自身转型，

展商务乘用车领域，通过推行企业
文化、
数字化转型和技术创新等，持
续为全球汽车制造商创造价值。
座谈会上，两家集体企业的总
经理及管理人员表示，走进优质外
收获很大，
会后将
资单位参观学习，
进一步转变观念，在生产应用体系
与成本控制方面寻求突破。
顾未

松鹤舞蹈队获“艺企秀”奖

12 月 1 日晚，嘉定企业文化年闭幕式暨“艺企秀”企业职工才艺
大赛决赛举行，来自松鹤墓园的舞蹈《茉莉花》获“潜质之星”奖。
胡仪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