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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自贸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成为推动全省投资和贸易增长的“火车头”

服务“加速度”发展驶入“快车道”

这里有24小时政务
自助超市，方便群众自助
办理涉及公安、征信、工商
登记及国、地税等业务；这
里有开放实验室，可为物
联网企业提供标准制定、
测试认证、“一站式”技术
服务等；这里有台湾创业
园，可为台湾青年创业就
业提供政策解读、扶持措
施兑现等服务……

这里是中国（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
称福建自贸区），于2015
年 4 月 21 日挂牌运行，
实施范围118.04平方公
里，分为福州、厦门、平潭
3个片区。自挂牌以来，
福建自贸试验区以制度
创新为核心，加快政府职
能转变，对标国际先进规
则，发挥沿海近台优势，
推出了一批独具特色的
改革试点，实现了一批重
点领域的创新突破，通过
服务“加速度”助力发展
驶入“快车道”，为全面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和促进
两岸交流合作积累了可
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郭嘉轩 投资服务“加速度”

在福建自贸区平潭片区行政
服务中心一楼，有一家24小时政
务自助超市，还有一个台胞接待
室，施亚岚是其中一位对台商务助
理，但她和台胞“打照面”的次数一
天一般不超过两次——“因为台胞
从申报企业设立到领取营业执照
一般只需两个工作日。”5月11日，
施亚岚告诉记者，“台胞只需告知

企业相关信息，我们便可在当天完
成申报材料网上填写、提交相关部
门审核，待第二天审核完成并打印
出相关材料后，台胞只需核准材料
并签名确认，3个小时后便可领取
营业执照。”

这是福建自贸区以制度创新
为核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对标
国际先进规则，建立符合国际标准

的投资服务体系的其中一环。福
建自贸区还实施投资体制改革“四
个一”审批模式，将社会投资项目
审批流程整合归并为规划选址与
用地、项目核准或备案、设计审查
与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四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实行“一表申请、一口
受理、并联审查、一章审批、一次出
件”，申请材料由原来的250多项

减少到19项，精简幅度超过90%，
项目审批时间压缩四分之三。

投资服务“加速度”带来投资发
展“超速度”。福建省商务厅自贸政
策研究处副处长张华东提供了这样
一组数据：截至2018年3月，福建
自贸区新增企业69183户、注册资
本14870.2亿元，是挂牌前历年总
和的4.49倍和6.69倍。

产业集聚“加速度”

在厦门机电设备展示交易中
心里，有一黄一红两只“舞狮”。
只不过，舞狮道具里的不是人，而
是六轴机器人，它们通过“舞狮”
的形式来展示焊接机器人的灵活
度和控制力。

在这里，像“舞狮”这样的吸睛
产品还有很多，比如会写毛笔字的
机器人、陶瓷3D打印机等，涉及品
牌包括全球精密机床标杆品牌山
崎马扎克、被誉为“机器人技术先

驱和焊接应用首选工业机器人”的
德国库卡机器人、全球工业机器人
巨头日本发那科机器人等一批来
自全球的“高精尖”智能制造企业。

“机电设备展示交易中心集展
示看样、订货交易、技术培训、生产
方案解决、物流通关、商务办公、金
融服务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并通过

‘保税+’‘金融+’‘会展+’‘互联
网+’等创新模式，衍生出国际贸易
代理、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行业交

流研讨等服务，旨在打造智能制造
全产业链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可
以帮助企业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厦门象屿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物流园区开发中心副总经理张国
文说，目前平台已经引入国内外一
线知名品牌20余家，带动并聚集机
电产业链上下游近千个品牌，平台
实现营收规模达9.1亿元。

机电设备展示交易中心并不
是福建自贸区产业集聚“加速度”

的个例，厦门国际酒类交易平台等
一批重点平台也在加速推动自贸
区的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2017
年，厦门口岸进口酒总量 3.12 亿
升，同比增长61.35%，货值4.68亿
美元，同比增长56.2%，进口酒金额
占全国9.74%，成为我国第三大进
口酒口岸，啤酒进口稳居首位；汽
车整车进口口岸于2017年12月8
日通过省级验收，首批45台进口车
同年12月28日到港……

贸易便利“加速度”

中国福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刘少华和他的同事们都认
为，这些年来工作效率大幅提高，工
作效益也明显提升——这得益于福
建自贸区打造建设的中国（福建）国
际贸易单一窗口。

“原来报关、报检业务需在海
关 QP（快速报关通关）系统和检
验检疫局榕基系统各自的系统上
填单申报，还要手工登记业务等4
至 5 道步骤，现在通过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系统可以实现货物申报

‘一单两报’，且单一窗口系统还
具备简单的统计功能，减少重复
劳动环节，极大节约工作时间。”
刘少华说，自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于2015年上线运行起，截至2017
年年底，该公司业务总量增长了
35%左右。

这是福建自贸试验区推动贸易
便利“加速度”，推进智能化通关模
式改革，建立符合国际规则的贸易
便利化服务体系的着力点之一。

“目前，中国（福建）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应用项目约 70 个，推出
‘单一窗口+金融服务’等多项特
色服务，直接服务的口岸生产运
营、国际贸易、物流企业和中介服
务企业约5000家，间接服务的外
贸企业 4 万多家，日单证处理量
11万多票，实现了货物通关手续
更简便、时间更快捷、费用更便
宜，为自贸试验区扩大出口、提高
外贸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福
建省电子口岸管理中心副主任孙
琳说。

投资服务“加速度”、产业集聚
“加速度”、贸易便利“加速度”，均驶
向同一个目标——以制度创新激发
经济发展动力：2017年，福建自贸
区进出口总额达1929.3 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31.58%，高出福建全
省19.6个百分点，拉动福建全省进
出口增长4.5个百分点。“自贸区已
成为推动福建全省投资和贸易增长
的‘火车头’，牵引带动作用不断显
现。”张华东说。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
计思佳 郭嘉轩）5月11日上午，记
者走进福建自贸区平潭片区的行
政服务中心24小时政务自助超市，
看到里面整齐摆放着发票代开自
助终端机、自助办税终端机、交通
管理业务自助服务机、工商登记自
助机、自助证件拍照摄影机等智能
机器。

平潭综合实验区行政审批局
工作人员陈慈介绍，24小时政务服
务超市于去年12月开通，市民、企
业可以在这些终端机实现自助办
理国地税办税业务、不动产信息查
询、个人征信查询、港澳台通行证
（卡式）签注等多项业务，减少了办
理业务的等待时间，并实现服务24
小时“不打烊”。

“以个体工商户办理营业执照
为例，过去办证至少需要3天。现

在，个体工商户在网上进行名称自
主申报后，拿一张身份证在‘自助
登记打照一体机’上，用身份证，就
可完成自助申报、打印营业执照，
最快的当场就可以拿到。”陈慈举
例说。

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行政审
批局项目投资处主任俞宏斌告诉
记者，2015年7月1日，按照“集成
创新”的思路，平潭自贸片区试点
实施“四个一”审批改革，将投资
项目从立项到竣工验收涉及的所
有行政审批事项整合为四个阶段，
每一阶段均采取“一表申请、一口
受理、并联审查、一章审批、一次
出件”的“四个一”审批办法。

俞宏斌介绍，为推动“四个一”
审批改革，平潭自贸片区采取了

“三减二化一提升”的方法。
首先是减前置，凡是法律法规

规章没有规定，凡是前面已经提交
的材料，凡是可以通过信息共享的
材料，凡是可以通过诚信自律的材
料，凡是企业自主经营和市场调节
的材料，通通一律取消。其次是减
环节，按照“事不过三”原则减环
节，除特殊情况外，一律按照受理、
审核、审批三个环节办结。最后是
减时限，原则上按照法定时限的
50%设定办理时间；没有具体规定
办理时限的，控制在10个工作日
内。此外，还规定实行超时默认、
缺席默认等绩效管理机制倒逼政
府提高审批效率。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携带的材
料越来越少，审批的速度越来越
快，最终达到提升整体运作效能，
提高效率的改革目标。”俞宏斌说，
据不完全统计，投资体制改革前，
平潭一个项目从招商引资到竣工

验收，企业需要提交的各种材料累
计256项，有的仅身份证就要提交
10余次，改革后，申请材料减少到
19 项左右，精简幅度超过 90%。
此外，实施改革后从项目规划选址
到竣工验收，审批时限由原来的
265天缩减到103天，整体行政效
能提高近3倍。

目前，平潭投资体制改革
“四个一”审批模式已经被国家
列为自贸区改革创新最佳实践
案例。手续更简单了、效率更高
了、服务也越人性化了，便捷的
审批模式让平潭的营商环境得
到不断优化，为投资按下了“快
进键”。

数据显示，自平潭自贸片区揭
牌以来，截至2018年4月18日，全

区共有各类市场主体34634户，其
中内资14775户，外资1029户，个
体工商户18830户。分别比自贸区
揭牌前增长了132%、167%、91.5%。

福建自贸区平潭片区：

“四个一”审批模式为投资按下“快进键”
福建自贸区

数说

中国厦门（厨卫）知识产权快速
维权中心：

一站式服务为厨卫
企业撑起“保护伞”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计思佳
郭嘉轩）自动开合的马桶盖、中心镂空的花
洒……5月12日，记者走进中国厦门（厨
卫）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展示区内陈列
的由厦门本土企业设计制造的智能厨卫产
品非常吸引人眼球。

“不要小看这些产品，一个花洒就有几
百个外观专利。”该快速维权中心负责人
林志强介绍，2017年3月21日，我国首个
国家级厨卫行业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落
户福建自贸区厦门片区，中心通过提供快
速审查、快速确权等知识产权一站式服务，
为厨卫行业发展撑起了“保护伞”。

据了解，厦门卫浴产品年销售额达
300多亿元，在全国7大卫浴产区中，厦门
卫浴发明专利数量居全国第一。

“厦门培育了建霖、松霖、路达、金牌厨
柜等世界知名企业。卫浴行业产品生命周
期短、更新迭代很快，每隔2个月就有新产
品推出。但过去企业申请一个外观设计专
利，光审查就需要4个月到6个月。期间，
企业带着自己公司的新产品去参加展会，
很容易被人抄袭。等专利批下来了，产品
也过时了，致使那些真正注重产品研发企
业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林志强说。

中国厦门（厨卫）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
心的成立，有效缓解厨卫专利授权周期长、
维护权益难和知识产权服务能力弱等问
题。该负责人介绍，快维中心可提供10项特
色服务，包括提供外观专利快速授权、专利
授权等通知书办理、涉案专利快速确权、侵
权纠纷快速维权、专利检索及咨询、外贸订
单知识产权状态预确认、专利权评价报告咨
询、商标版权服务、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与扶
持奖励、咨询专家库与快速调解服务等。

针对在涉案专利确权方面环节多、时
间长等问题，快维中心提供快速确权通道
服务，复审委对其加快审查，有助于快速确
定涉案专利的法律状态，加快侵权案件的
调解和处理。

此外，福建自贸区厦门片区管理委员会
还向企业提供知识产权网上保护服务，免费
向自贸区内企业提供知识产权网上侵权预
警与存证云服务；截至目前，累计监测到涉
嫌侵权链接633846条，推送维权及监测报
告174份；建立了自贸片区管委会、厦门海
关、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仲裁委的自贸区
知识产权保护六方协作机制，强化知识产权
行政保护、司法保护、海关保护之间的衔接，
并探索开展跨区域保护、跨境保护。

“厦门不少厨卫企业自身有很好的生产
技术，但还是靠给外国品牌代工。快维中心
的成立让企业创新和专利的价值得到进一
步凸显，促使企业加快打造自己的品牌，提
高产品附加值，推动厦门整个厨卫行业良性
发展。”林志强表示，福建自贸区厦门片区
致力于打造“知识产权友好自贸区”，以严格
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公平竞争，以公平竞争
促进自贸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

据统计，在厦门，目前每一万人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24.6件，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4
倍。在福建复制推广福建自贸试验区16
项知识产权工作创新举措中，来自厦门自
贸片区的举措就占1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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