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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偉大的祖國進入 21 世紀第二個十年的時候，以
「東海有神獸，英名叫麒麟」 和 「神獸出海，麒麟獻
瑞」 的美名稱譽中華、稱譽天下的平潭寶島，如今在做
什麼？

平潭2012——正在以博大寬廣的胸襟、磊落包容的
情懷、卓越紮實的績效和確鑿豐碩的成果，讓世界解讀
自己……

（一）
2012年2月13日下午，春風和煦，陽光絢爛。北

京巍峨壯麗的人民大會堂，燈火輝煌的台灣廳。中央和
國家部委的領導、專家們和福建省的領導幹部共聚一
堂，座談貫徹落實《平潭綜合實驗區總體發展規劃》。
端莊慈藹的福建省委書記孫春蘭說：

「兩年多來，我們認真貫徹黨中央、國務院關於加
快平潭開放、開發的戰略決策，努力建設兩岸同胞的共
同家園。」

「在國務院批准《平潭綜合實驗區總體發展規劃》
之後，平潭的開放、開發進入了新階段。為了發揮平潭
在推進兩岸合作交流，建設共同家園的平台載體作用，
我們將進一步解放思想，先行先試，探索兩岸合作新模
式，創新體制機制，創新通關模式，引進人才，細化政
策落實，共同推動平潭的開放開發。」

2012年3月5日，莊嚴肅穆的北京人民大會堂，正
在舉行十一屆五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隆重、熱烈、舉
世矚目。在這次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聯席的大
會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以極
其從容、極其堅定的語氣重申：

要 「拓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 ， 「要加快海
峽西岸經濟區建設，使兩岸同胞聯繫更緊密，感情更貼
近，利益更融合。全體中華兒女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
為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
鬥！」

2012年3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
席習近平，到全國人大福建省代表團駐地看望全體代
表。習近平殷切地勉勵大家說：

要發揮海峽西岸經濟區在兩岸交流合作中先行先試
作用，加快平潭綜合實驗區開放開發，提高閩台合作交
流水平。要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主題，充分發揮
對台交往獨特優勢……突出基層民間互動，不斷增強台
灣民眾的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要認真抓好《平潭綜合
實驗區總體發展規劃》的對接落實，加大對平潭開放建
設的宣傳力度，發揮平潭在兩岸交流、對外開放中不可
替代的作用，打造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載體，為
推動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作出新貢獻。

平潭2012——書寫着新的歷史篇章，引發我們不得
不回顧之前所走過的奮鬥里程。

2009年7月底，福建省委作出了設立福州（平潭）
綜合實驗區的重大決定。

2010年2月，福州（平潭）綜合實驗區更名為平潭

綜合實驗區。
2011年3月，在全國兩會討論的國家 「十二五」 規

劃綱要中，明確提出要加快平潭綜合實驗區的開放開
發。

2011年3月，國務院批准《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
劃》，要求探索開展兩岸區域合作試點，明確了平潭綜
合實驗區開發建設的定位，對平潭綜合實驗區開放開發
作出了部署。

2011年11月，國務院批准《平潭綜合實驗區總體
發展規劃》。

2011年12月，國家發改委正式發布《平潭綜合實
驗區總體發展規劃》。其中，在通關模式、財稅支持、
投資准入、對台合作、土地配套等方面，賦予平潭特殊
而優惠的政策。政策的特殊而優惠的程度，為建國六十
多年所僅見。

國務院對這個規劃的批覆，標誌着平潭綜合實驗區
的建設，跨入了歷史的新階段。

誠如舉世周知，平潭是祖國大陸距台灣本島最近的
地區，地理區位特殊，具備全面開放開發的良好的自然
條件，具有獨特的對台交流合作的優勢。當前，台灣與
大陸之間的兩岸關係已進入新的歷史起點。平潭正以自
己獨特的區位優勢、歷史優勢、人文優勢、政策優勢，
努力促成兩岸雙向對接，開展範圍廣闊、規模弘大、層
次更高、力度更深的交流合作，構建兩岸同胞共同生
活、共創未來的生活圈，促進兩岸同胞和社會的融合發
展。用平潭綜合實驗區總體發展規劃高度概括的文字來
說，平潭2012——就是要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主題，緊緊圍繞構建兩岸同胞共同家園這個核心的功能
定位，積極開展兩岸合作試點，把平潭建成兩岸交流合
作的先行區；加快平潭在經濟、社會、行政管理等重點
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創新，建設體制機制改革創新的
示範區；健全基礎設施和生活服務體系，創新社會管理
機制，建設兩岸同胞共同生活的宜居區；大力推廣低碳
技術、優先發展高端產業、創新經濟發展方式，建設海
峽西岸科學發展的先導區。

（二）
據平潭綜合實險區的統計報告顯示，2011年實驗區

的經濟增速居福建全省第一，增速高於全省近5個百分
點。實驗區的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完成 303.5 億元人民
幣。隨着海峽大橋的通車，大量的車流、人流湧入麒麟
島，帶動了第三產業的發展。據2012年初的匯總統計，
2011全年到平潭旅遊的人數，比增57%，旅遊業總收入
比增 57.4%。全島三產的增加值佔到 GDP 總比重的
45.02%，充分顯示出實驗區加快推進的 「平潭速度」。

綜合實驗區成立以來，先後接待了近千批次的美
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家及我國台灣、香港、澳門等地
區著名的企業和財團前來考察，至2012年總投資額已逾
1000億元。特別是台灣方面，已經有近200批次的2000
多人來平潭考察洽談。台灣中南部反響尤為熱烈，成立
了 「高雄——平潭投資開發促進會」 ，擬在平潭規劃建
設 「小高雄綜合體」 。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平潭已成為
福建全省吸引境內外投資額最多、最快的地區之一。又
據福建省工商局透露，2011年實驗區新增內、外資企業
676戶，比增87%；新增註冊資本比增42%。其中，新增
的台灣企業同比增長2倍多，佔當年新增外資企業數量
的75%。

平潭2012——在綜合實驗什麼呢？
首先，平潭是在福建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領導下，

堅決執行中央和國務院的戰略決策部署，高起點、高標
準、高參數地編制各項規劃。由兩岸的企業家、專家促
成的顧問團，共同研擬開發中的重大問題；由台灣中興
顧問公司以及德國、英國、日本等設計機構來編制總體
發展規劃和實驗區的20多個專項規劃，以及各組團的控
制性詳細規劃、城市設計方案等，都已基本完成。實驗
區管委會龔清概主任形象地說： 「規劃是生產力，規劃
是指南針，是全面推進實驗區開發建設的基礎工程。我
們一定要突出兩岸特色，高起點、高水準編制各項規

劃，多留遺產，少留遺憾，切實貫徹科學發展觀，引領
平潭實現科學發展跨越發展。」

其次，平潭在高品質、高時效地建設基礎設施，在
快速改變寶島的面貌，使之向國際海島大都市的目標挺
進。在2010－2011年度投資的基礎上，2012年的投資總
額將達到600億元人民幣。在整個 「十二五」 期間，投
資將完成 2500 億元以上。現在，供水、供電、吹沙造
地、植樹綠化、垃圾及污水處理、景區建設及星級酒
店、旅遊設施的建設均如火如荼地進行中。特別應當說
到的是交通。平潭海峽大橋和漁平高速公路的正式通
車，把福州到平潭的車程縮短至80分鐘。 「海峽號」 海
上高速客貨運航線正式開通，從平潭到台中僅需兩個半
小時。2012年，長平高速、福平快速鐵路及跨海的公路
鐵路大橋將全線開工。2013年，平潭海峽大橋複橋將建
成通車。俗話說得好： 「橋通路通，一通百通。」 實驗
區裏可望迅速形成四通八達的 「海、陸、空」三維立體
的交通網絡，通達閩台，通達各地。

第三，平潭高品位、高質素地促進產業發展已初見
成效。據統計，實驗區2011年生產總值已增長17.1%，
財政總收入增長 45.5%，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322.4%。2012 年的目標是實現全實驗區生產總值增長
18.5%，財政總收入增長45%。按照總體發展規劃，實驗
區主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海洋產業和旅
遊業。目前，兩岸聯手共建的海峽如意城，總投資額約
150 億元以上；協力集團投資 73 億元的協力科技產業
園；由十家台資關聯企業入駐，總投資額達16.4億美元
的冠捷科技園等等重點項目，均在緊鑼密鼓建設中。特
別是高規格、高品位、高質量的大學城、協和醫院等三
級甲等醫院、博物館、會展中心、國際森林花園島建
設，都在快速成長。金井灣、嵐城、澳前、壇南灣一應
組團建設，更是全面鋪開，成果斐然。

2012年，按照實驗區總體發展規劃的要求，將破土
動工建設軟件園、創新研究所、對台小額貿易市場、小
企業總部、航運中心、郵件處理中心、環保及資訊化中
心、保稅物流基地、旅遊養生基地、海洋生物產業高新
科技示範基地等……一言以蔽之，平潭2012——麒麟騰
飛，大展宏圖。

還應當述及的是，平潭2012——依據實驗區的區位
優勢和產業規劃，將大力規劃發展下述產業：

船舶修造產業：在現有基礎上，規劃發展海洋工程
裝備產業和特色船舶（含遊艇）修造；

電子資訊產業：重點發展光電、新型顯示器件、集
成電路設計，培育汽車電子產業基地；積極發展軟件和
資訊服務業；

新材料產業：重點發展納米技術、高分子新材料等
產業，推動新材料產業集聚發展；

新能源產業：充分利用豐富的風能、潮汐能和太陽
能資源，發展海上風電，推動建立潮汐能發電試驗基
地；

文化創意產業：以都市型經濟為模板，發展現代傳
媒、動漫遊戲、設計創意等產業，完善文化創意產業
鏈，提升文化產品附加值。

海洋產業：積極發展精緻農業、海產品深加工、海
洋生物科技等現代海洋產業，努力打造海峽西岸海洋經
濟示範基地。

旅遊業：共同打造 「海峽旅遊」品牌，重點發展海
濱度假、文化旅遊、休閒養生產業，將平潭建設成為國
際知名的海島旅遊休閒目的地。

綜上所述，平潭2012——在全方位、全時空地貫徹
落實總體發展規劃的系統工程中，可以看出其目標和宗
旨，就是要把平潭建成一個理念超前、科技領先、機制
先進、政策開放、經濟多元、文化包容、民生幸福的現
代化、國際化的綜合實驗區。換一個角度講，就是要建
設擴大開放的新途徑，凝聚兩岸同胞的智慧和力量，綜
合借鑒國內外成功經驗，創造兩岸區域合作新門徑、新
成果的綜合實驗區，就是要把平潭建成一個融合海峽兩

岸的經濟社會管理體制機制全面創新的綜合實驗區。

（三）
平潭2012——正在先行先試一系列特殊的政策措

施，以促進兩岸全面對接、融合發展。
平潭綜合實驗區作為兩岸合作先行先試的區域，為

了建成兩岸同胞共同嚮往、共同幸福的家園，國家給予
了明確的系列的高強度的政策支持。這些政策可以從以
下幾方面梗概地加以了解：

首先是先行先試通關制度和措施的創新。實驗區內
將施行 「一線放寬、二線管住、人貨分離、分類管理」
的管理模式。並相應賦予分線管理對應的稅收政策。這
個管理模式，更加開放，更加便捷，其先行先試的結果
可能更具示範性。

其次是先行先試特殊的稅收政策。
（甲）對從境外進入平潭與生產有關的貨物給予免

稅或保稅。
（乙）對平潭企業之間貨物交易免徵增值稅和消費

稅。
（丙）在制定產業准入及優惠目錄的基礎上，對平

潭符合條件的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產
業准入及優惠目錄分別由發展改革委、財政部會同有關
部門制定。

（丁）對註冊在平潭的航運企業從事平潭至台灣的
兩岸航運業務取得的收入，免徵營業稅；對註冊在平潭
的保險企業向註冊在平潭的企業提供國際航運保險業務
取得的收入，免徵營業稅；註冊在平潭的企業從事離岸
服務外包業務取得的收入，免徵營業稅；註冊在平潭的
符合規定條件的現代物流企業享受現行試點物流企業按
差額徵收營業稅的政策；積極研究完善融資租賃企業的
稅收政策，條件具備時，可進行試點。

（戊）在平潭工作的台灣居民涉及的個人所得稅問
題，暫由福建省人民政府按內地與台灣個人所得稅負差
額對台灣居民給予補貼，納稅人取得的上述補貼免徵個
人所得稅。

第三個先行先試的是金融政策。將在平潭島實行
「雙幣制」 ，允許平潭的銀行機構和台灣地區銀行之間

開立人民幣同業往來帳戶和新台幣同業往來的帳戶，允
許平潭符合條件的銀行機構為境內外企業及個人開人民
幣的帳戶和新台幣的帳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創新。

第四個先行先試的是實施最快捷的對台直航政策，
方便兩岸直接往來。其標誌之一是 「海峽號」 客貨滾裝
船的開通直航。今後還將擴大直航的台灣港口和班次。

第五個先行先試的政策是台灣的機動車在平潭島內
行駛。

第六個先行先試的政策是在島上購買免稅商品。在
實驗區內設立台灣小商品交易市場，就是在促進開放口
岸的前提下設立的免稅店。

第七個先行先試的是方便台胞就業生活的政策。允
許台灣相關的服務機構及執行人員，凡持有台灣地區權
威機構頒發的證書者，可以在其證書許可的範圍內，在
實驗區內開展相應的業務。

在先行先試的政策中，還有諸多其他方面，例如經
批准台灣電視頻道在平潭落地，以及土地配套政策等
等，這裡就不一一詳談了。隨着綜合實驗區的開發建設
的推進，隨着綜合實驗的範圍和內容的拓展，先行先試
的政策還將擴展，並且通過法律法規將其固定下來，為
實驗區內的台灣同胞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

平潭2012以後，整個實驗區將進一步大開放、大
開發，形成與台灣對接的條件。福建省長蘇樹林不久前
曾闡明這一點。他說：

「下一步，平潭將重點深化與台灣市縣的區域合
作，探索與台灣的市、縣聯合開發或由其單獨開發的模
式，推動台胞參與事務管理，吸引更多的台灣同胞到平
潭創業發展。」

對於平潭先行先試綜合實驗的下一步發展，福建方
面也有翔實可行的規劃：

下一步推動平潭的開放開發，重點在宜居、宜業上
下工夫，讓台灣同胞在平常工作和生活就像在台灣一樣
熟悉和方便。宜居、宜業就是要建設兩岸同胞的共同家
園。一是要積極借鑒台灣地區在社區管理、社區服務、
民間社會服務組織發展等方面的經驗，在台灣同胞相對
集中的社區，探索開展台灣同胞參與管理的試點。二是
要完善醫療、社會保險、就業、教育、戶籍、台灣同胞
權益保護等相關制度，研究出台方便台灣同胞在平潭就
業、生活的政策措施。三是要健全公共設施和配套服
務，支持興辦台資醫院，建設公共文化服務設施等，以
滿足台灣同胞不同的生活需求，形成台灣同胞的 「第二
生活圈」 。

（四）
2012年3月下旬，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大和全國政

協會議閉幕以後，沐浴兩會的春風，我們一行再訪平
潭，親眼目睹了島內貫徹落實《平潭綜合實驗區總體發
展規劃》熱火朝天的景象，令時人振奮，令青史有光。

平潭2012——面對着島內外先行先試、綜合實驗共
同家園的大陸和台灣的建設者們，我的思緒不由得飛回
20年前的歲月。

整整20年前——1992年，在我居住的香港，大陸
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與台灣的海峽交流基金會，就解
決兩會事務性商談中如何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
展開討論，達成了以口頭方式表達的 「海峽兩岸均堅持
一個中國原則」 的 「九二共識」 。

「九二共識」 ，是海峽兩岸隔絕數十年後，相互交
融的啟動步伐和後續行動的準則。從那時起到現在，20
年轉瞬過去，海峽兩岸的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儘管
兩岸的和平發展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會不斷面臨機遇
和挑戰，進程不會一帆風順，但是， 「只要功夫深，鐵
杵磨成針」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歷史大潮和主流民
意，終究不可阻擋，不可逆轉，前途可期……

平潭2012——正是在 「九二共識」 的基礎上，在海峽
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開始進行的新的發展、
新的融合。平潭2012——可以說是紀念和踐行 「九二共
識」 的結晶和產物，是來之不易的珍品。麒麟寶島平
潭，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世世代代駕馭風濤，排除
險惡，用血汗澆灌並且薪火相傳的土地，是海峽兩岸中
華民族子孫的共同財富。現在，平潭建設先行先試、綜
合實驗的共同家園，是在 「九二共識」 、堅持一個中國
的旗幟下，融合兩岸同胞的親情族情，協力促進經濟、
文化交流，為兩岸同胞謀福祉，為兩岸互利雙贏，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實施的歷史性工程。這樣的歷史性
工程，具有非凡的歷史意義，需要我們所有的中華兒女
披肝瀝膽、披荊斬棘地勇敢前行，百折不回的實行開
放、開發、維護、建設，努力和諧兩岸，和諧大中華，
直至民族意志、民族理想、民族核心利益的圓滿實現。

的確，平潭2012——廣視角、全方位地展現給海峽
兩岸，展現給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同胞，展現給中
華民族所有賢孝子孫，展現給普天之下異域萬邦的，都
是貫徹 「九二共識」 建設共同家園的決心和實踐，都是
推動祖國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福音和願景。

充滿奇跡、充滿期待、充滿豪情的平潭2012——我
們為你的騰飛喝彩！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太平紳士 中華慈善總會創始人 陳玉書
中國僑聯常委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姚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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