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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篇

福建自贸区发挥沿海近台优势，凸显“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示范区”引领作用

用开放促融和 让两岸“一家亲”

福建自贸试验
区正式挂牌运行3
年来，发挥沿海近
台优势，探索两岸
经济社会融合发
展新路径，在推动
两岸货物、服务、
资金、人员等自由
流动方面先行先
试，凸显了“深化
两岸经济合作示
范区”的引领作
用。“两岸一家亲”
的制度创新体系
逐渐成型。

■ 本报记者 郭嘉轩 傅人意
计思佳 陈雪怡

台湾水果“夕发朝至”的背后

5月13日，美丽的鹭岛华灯初
上。记者随意走进厦门街头一家台
湾水果店，金钻凤梨、爱文芒等台湾
特色水果新鲜又便宜。老板林先生
热情地招呼道：“随意尝尝，都是台
湾自己家基地的水果。昨天早上采
摘下来，刚刚运到店里，非常新鲜。”

台湾的水果挂在树上就可以预
售；早上采摘，下午就能通关到达福
建；水果可以一边上架一边检疫……

台湾水果“夕发朝至”的背后，得益于
福建自贸区在全国率先实施的一系
列便利通关及检验检疫措施——

2015年初，中国（福建）自由贸
易试验区在全国率先实施关检“一
站式”查验平台+监管互认，海关与
检验检疫部门强化协作，实现作业
空间合并、作业时间一致、作业系统
并行，场所设施、查验设备等资源共
享，有效提升了通关速度，降低了企

业成本。据测算，改革前，企业申报
需提交的海关申报数据73项，检验
检疫数据96项，合计169项。“一次
申报”后，相同项目不需重复申报，
企业仅需申报 105 项，减少超过
30%的申报项目。企业通关时间缩
短40%，节约50%的人力资源，每
标箱减少物流成本约600元，而全
省共节约查验场地22万平方米。

“边抽样检验，边上架销售”的

检验检疫模式，让台湾水果“进得
来，放得快，管得住”，通关速度由3
个工作日缩短到1个工作日，在投
资贸易便利化方面形成对台资企业
独特的吸引力。2017年仅厦门口
岸进口的台湾水果，就占到大陆总
进口量的八成以上，总量逾 4 万
吨。福建自贸试验区这一做法，获
评国务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最佳实
践案例”。

开放就业领域 便利往来生活

201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经济
学专业的黄柏豪，如今在福建自贸
区平潭片区一家民宿管理财务，在
和记者聊天时，眼中不时闪现出对
未来的憧憬。

早在大学期间，黄柏豪就在导师
带领下，赴大陆多个城市参加过社会
实践，所以毕业后他就明确地知道，
自己的未来发展在大陆。

“这些年大陆经济飞速发展，台
湾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大陆就业和
在台湾就业收入差不多。看眼前，
大陆对台湾大学生就业提供住宿补
贴、创业补贴等扶持政策；看长远，
大陆的事业发展空间远远大于台

湾。我作为一名经济学专业大学
生，这个账还是算得出的。”黄柏豪
讲得腼腆而自豪。

在福建自贸区平潭片区管委
会，对台事务专员施亚岚告诉记者，
管委会在行政服务中心内专门设立
了“台胞服务中心”。她作为对台专
员，几年来协助了数百名台商在平
潭注册公司，主要是开展相关优惠
政策宣讲，指导和协助公司注册申
请。台商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当
天就可以拿到新公司的营业执照。

据福建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福建自贸区自设立以来，对台就
业开放已拓展到医疗、教育、建筑、

设计、旅游、人力资源、电子商务等
领域，同时围绕两岸人员往来便利
化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全力打造
台胞第二家园——

率先实施台湾居民入境免签注
和试点签发电子台胞证政策；台车
入闽启动实施并进入常态化，台湾
入闽机动车只需1个工作日即可办
好临时号牌、行驶证和临时驾驶许
可，机动车6个月省内畅行无阻；促
进台胞便利就业，率先采认台湾地
区建筑、医疗、教育、旅游等专业领
域从业资格证书；率先开展台胞专
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试点；率
先出台《台湾特聘专家制度暂行办

法》，目前已特聘台湾专家、专业人
才112人；率先聘任台商台胞担任
社区主任助理、业委会主任和社区
居民大学校长；台胞凭借《台湾居民
往来大陆通行证》，直接参加居住地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推动台籍
职工与普通市民执行相同公积金
政策……

黄柏豪高兴地告诉记者：“现在
用台币就可以购买从平潭至台北的

“海峡号”船票，三个多小时就可以
跨越海峡。我在平潭工作之余，还
通过了两门大陆注册会计师考试。
现在我在大陆工作学习，比在台湾
还方便。”

青年互动融合两岸未来

厦门市海峡双创基地总经理
范姜锋，已经在福建工作了9个年
头。双创基地总经理，是这个台湾
青年在大陆的第三份工作。因热
心开展两岸青年交流交往活动，
积极促进台湾青年在大陆创业就
业，在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
范姜锋被福建团省委授予“福建
青年五四奖章”。无独有偶，就在
范姜锋获奖的几天前，林智远等5
位台湾青年，也刚刚荣获福建省
劳动模范称号。

“劳模”“五四青年奖章”，这些
从前对台湾青年遥不可及的荣誉，
如今也由两岸青年共享。这是自贸
区出台鼓励政策，吸引越来越多台
湾优秀青年大陆创业的显著成效。

为吸引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创
业就业，福建自贸区分别在福州、厦
门和平潭3个片区搭建8个两岸青
创基地，为台湾青年提供项目对接、
注册登记、资金扶持、税收减免、贷
款融资等项目落地辅导服务，并从
创业场所、资金、住房和社会保障

等方面予以支持。目前台湾青年
创业服务平台覆盖电子商务、移动
互联网、光电科技、文化创意等多
个领域。

据介绍，2016 年至 2017 年厦
门市两岸青年创业基地专项奖励资
金达到950万元，创业启动资金、场
租房租补贴等超300万元，出台管
理细则，首批15位台湾同胞成功申
请入住市级公租房。福州片区台湾
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投入运营仅3个
月已爆满，引进台资企业88家；平

潭台湾创业园台资企业80家，从业
人员近1000人，2017年园区企业
总产值达到25.3亿元。

在范姜锋的眼中，青年就是两
岸的未来：“大陆有很大的市场，台
湾青年有很棒的技术。对于台湾青
年来说，在大陆成功发展的关键，就
是加强和大陆青年创业者的合作。
这不仅使台湾青年在大陆的创业之
路顺利、长远，更将形成两岸未来的
水乳交融。”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

数说

■ 本报记者 郭嘉轩

一位台湾嘉义的80后青年，
常面朝60海里外的大陆，编织自
己的文创产业梦；

一个日渐凋敝的海边渔村，留
守老人们在石屋石厝前，日夜盼望
外出的孩子们归来……

当福建自贸区平潭片区，以前
所未有的开放力度，向台湾青年们
发出创业邀请时，两者之间竟产生
了奇妙的交集，实现了相互的成就！

“石头会唱歌”民宿艺术聚落，
和平潭北港渔村的文旅复兴，共同
谱写了一首两岸融合、文旅融合、
传统和现代融合的精彩乐章。

5月12日，记者走进福建平潭

流水镇北港文创村，原生态的石头
屋建筑群和渔耕生活，独特的滨海
地貌，让这座君山脚下的古村落独
具魅力。在这所名为“石头会唱
歌”的民宿里，台湾嘉义青年林智
远向记者讲述起3年前的故事：

2015年初，福建自贸试验区
正式挂牌，距离台湾只有60海里
的平潭自贸片区，利用对台窗口的
区位优势，推出了一系列便利两岸
同胞往来交流创业的开放措施。
2015年4月，林智远和父母到平潭
旅游，从此和平潭结下了缘份！当
年6月，他携妻子来到平潭，在澳前
台湾小镇开了“阿里山馆”，经营自
家“松木工坊”，开始了以木艺文化
产品为特色的创业之路。

一次偶然的机会，林智远来到
位于平潭东北隅的北港村。一座
座石头厝犹如一座座记录海岛生
活和历史的博物馆。石屋的古朴、

村民的热情、以及村子的寂寥凋
敝，都令他印象深刻。

“那时我在北港村只能见到一
些老人和儿童，大多数年轻人都外
出打工。台湾也有些村子类似这
样，随后荒弃步入消亡。”林智远回
忆道，“那时我就在想，能否借鉴台
湾在民宿开发上的成功经验，让古
老的村落获得新生？”

2016年3月，他的团队来到北
港村，向村民租下了8栋石头屋，开
发成集民宿、文创、餐饮等为一体
的“石头会唱歌”艺术聚落，把台湾
元素与平潭石头屋完美融合。如
今，这家特色民宿渐渐成为了两岸
文创交流的一个微平台。不少台
湾画家和音乐人来此寻求灵感，进
行交流创作，游客也纷纷来此体验
台湾文创的精致与活力。

在“石头会唱歌”艺术聚落的
带动下，2016年，平潭综合实验区

管委会将北港确定为文创村，建设
两岸共同家园文化创意聚落区，整
合周边原生态山、石、田、海资源，
打造原生态海岛渔村文化旅游目
的地。一个台湾青年，用文化创意
点亮了海岛村落的崭新生命。

如今的北港村，每天游人不
断。台湾民宿的成功经验，吸引大
量本村年轻人回乡改造旧居，一批
以民宿、咖啡、餐饮、文创体验为特
色的业态相继出现，北港村呈现蓬
勃复兴的态势。

“数字最直观：2015 年全村
186户电表，现在增加到353户，近
三分之一都是民宿业主”，北港村
党支部书记陈松柏说，“‘五一’小
长假村里共接待游客3.1万人次。”

由于在促进两岸青年交流合作
中成绩突出，2017年，林智远被聘
任为福建自贸区平潭片

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实
现了从创业者到管理者的转型。今
年5月，他更被授予“福建省劳动模
范”称号，成为福建省第一批台籍劳
模之一。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

台湾80后青年林智远在福建自贸区平潭片区的创业路——

用文创点亮渔村新生命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郭嘉轩

在鱼塘里，工作人员通过传感器等
物联网设备的运用，将水体各项指标数
据传导到整理平台，养殖企业可以通过
手机APP端实时了解到，何时该给鱼
加氧、喂食、换水，由此大大地降低养殖
死亡率，缩短养殖户劳动强度，实现智
慧养殖。

养殖风险可控，企业或将得到更多的
银行贷款支持，物联网与传统行业的融
合，助力企业良性发展。这就是物联网赋
能企业高效运营、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

5月11日，记者走进位于福州物联
网产业基地的全国首家挂牌成立的物联
网开放实验室——福州物联网开放实验
室。自2017年4月挂牌以来，福州物联
网开放实验室为30多家企业提供服务，
通过帮助企业寻找发展“痛点”，拥抱物
联网转型升级。

“物联网并不神秘，事实上就是物体
与物、人之间发生的关联。”福州物联网
开放实验室副总裁孔鹏介绍，由于福建
民营企业十分活跃，对市场敏感度高且
具备许多“创新因子”，因此借助物联网
技术创新发展的触角也伸得远一些。

记者在实验室展厅内看到，一批物
联网应用企业已在福州集聚：打造智慧
楼宇的冠林科技、创办智慧支付平台的
创石科技、运用车联网的新大陆、发展智
慧养殖的渔家傲……

“目前我们一共有8个开放实验室，
可以帮企业做共性技术服务的落地，并
对产品做最终测试，缩短产品上市时
间。”孔鹏介绍，此外，实验室还承担着
行业标准编制和预演的任务。“开放不到
一年时间，物联网开放实验室已主导、参
与了20多项行业标准的编制和预演，并
孵化了多家物联网企业。”

据了解，福州物联网开放实验室由
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福州市政府、马尾
区政府共同发起成立，总占地面积约2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6亿元。

截至目前，福州自贸片区通过认定的
物联网企业达104家，其中上市企业达
19家，掌握核心技术发明专利220多项，
主导或参与20多个垂直应用领域的产业
标准制定。2016年，福州自贸片区物联
网产值达560亿元，占全省产值的四分之
三；2017年，片区物联网产值攀升至610
亿元，在全省物联网产业继续担当领头羊
的角色。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

福建自贸区打造全国首家
物联网开放实验室

物联网赋能企业
转型升级

2017年仅厦门口岸进口的台湾水果，
就占到大陆总进口量的八成以上，总量逾
4万吨。福建自贸试验区这一做法，获评
国务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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