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著名僑領林文鏡的影集裡，珍藏着許多與今日中
國領導人習近平在一起的照片，其中有 1990 年時任中
共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參加林文鏡獨資創辦的洪寬工
業村第一家工廠奠基時的珍貴鏡頭；有當年習近平出訪
印尼時與林文鏡討論如何幫助家鄉福清脫貧致富的鏡
頭；最近的一張是 2010 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
在福清冠捷電子與林文鏡親切會面的場景。指着這張照
片，林文鏡講起了當時的故事：

2010年9月4日，正在福州考察的國家副主席習近
平來到了福清融僑開發區，他問陪同的省市領導：文鏡
先生現在還在福清嗎？我想見他。當看到年逾八旬的老
僑領林文鏡到來時，習近平緊走幾步迎上前去，雙手緊
握住林文鏡的手。當得知林文鏡仍在為建設福清江陰港
的事情奔波時，習近平動情地說：來日方長，文鏡先生
要多保重身體。臨別時，習近平對林文鏡和 「冠捷電
子」總裁宣建生說：冠捷投產時，我們三人一起合過
影；冠捷十周年慶時，我們又一起合過影；今天我們三
人再一起合個影。他要年長的林文鏡站在三人中間，林
文鏡連忙說： 「您現在是國家領導人了，我不能站中
間。」習近平卻謙和地說： 「您是長者，當受尊重。」

融僑開發區
中國第一個僑辦經濟開發區

林文鏡，1928年生於福清溪頭村，8歲時赴印度尼
西亞與父親團聚，1970 年代已成為東南亞著名的實業
家。1987 年歲末，林文鏡率南洋華商代表團訪問福
建。回到故鄉福清，他發現自己曾巨資相助的家鄉依舊
貧窮，經濟實力排名全省64個縣的第58名，自己的老
家溪頭村更是一窮二白。於是，林文鏡將海外如日中天
的事業交給友人打理，自己攜巨資回鄉扶貧。他清醒地
說： 「輸血富不了家鄉，我想送家鄉一部造血機器。而
這部 『造血機器』，就是辦工業區，讓待業青年有工可
做，讓政府財政有稅收，讓城鄉百姓有錢賺，讓家鄉富
起來。」

中國第一個政府與華僑共辦的工業區——融僑工業
區由此誕生。林文鏡捐資鋪路、修橋、通水、通電，營
造投資環境。1990 年，習近平出任福州市委書記後，
明確肯定了林文鏡在福清實施的以僑引僑、以僑引台興
辦工業的發展思路，並配套了相關政策，引發了海外華
僑回故鄉福清投資辦廠的熱潮。冠捷電子就是這一時期
林文鏡與台灣潘氏集團聯合在福清投資創辦的。如今的
冠捷電子，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顯示器製造企業，並以福
清廠為中心，創設了中國第一個顯示器產業區。

在採訪當年福州、福清的一些老領導時，他們都不
約而同地談道：福州長期是對台海防前線的中心，工業
基礎薄弱，交通等基礎設施更是嚴重滯後，對外商的吸
引力遠不如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但福州是全國

著名僑鄉，可以發揮華僑的力量。而時任福州市委書記
的習近平思想開放，擅打 「僑牌」，他將華僑愛國愛鄉
的力量與興辦工業實體經濟結合起來，為福州持續高速
發展奠定了基礎。

林文鏡回憶道： 「那段日子，習書記只要在福州，
每隔一兩周就和我碰頭一次，商量融僑開發區的事。在
他的影響下，各級政府對華僑力量都非常重視，讓我們
有了主人翁的感覺。時任福清市委書記練知軒把我們海
外華僑視為自己的親人，十分重視發揮我們華僑的作
用；繼任的福清市委書記宋克寧曾對我說： 『你是我們
福清市的第六套班子。』福清舉行討論融僑經濟技術開
發區發展大事的領導會議，都請我參加。」談到這些，
林文鏡感慨地說： 「我在台灣政經二界有許多朋友，我
把這些說給台灣朋友聽，他們開始都不相信，還用懷疑
的口氣問我： 『中共真有這麼開放嗎？』後來幾位要好
的台灣朋友隨我來到福清投資發展，實事告訴了他們，
我說的話是真的。」

正是從習近平身上，林文鏡感受到了新時期中國共
產黨人改革的勇氣與開放的胸懷，感受到了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希望，也促使他在故鄉福清一做就是二十五
年，幫助福清從全省最窮走向全省最富的縣域之一。

以僑引僑，既提升了招商的效益，又提升了招商的
質量與速度，同時還借經濟這條紅線，拉近了海外華僑
與家鄉的心。自 1990 年至今，海外華僑對福清公益捐
助達百億之多，成為福清脫貧致富主要力量之一。福清
也因大量華僑回鄉辦廠，使有就業意願的剩餘勞動力全
部實現就業。經濟的快速發展，使福清市成為繼湖南湘
潭之後全國第二個撤縣改市的 「新城」。

1992 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來福清考察，
稱讚福清為 「不是特區的特區」。同年 12 月，福清融
僑工業小區升格為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目前，已進
入中國十大經濟技術開發區之列。

洪寬工業村
中國第一個僑辦台商工業區

多年前，台灣著名藝人凌峰為拍《八千里路雲和
月》，來到林文鏡老家——福清市陽下鎮溪頭村。有感
於這個小小村子居然有 70 多家台灣企業，而且台灣人
愛吃的牛肉麵這裡幾乎家家戶戶都會做，直呼這裡就是
「台灣村」。

洪寬工業村創辦於 1990 年 3 月，規劃面積 16.9 平
方公里，現已建成 12 平方公里。目前擁有 120 多家企
業，形成了機電、鋁產業、綜合工業三大產業園區，年
產值突破160億，成為福清市僅次於融僑經濟技術開發
區的第二大經濟體。

洪寬工業村創辦方式、運營模式與管理體制，是對
現行國內通用工業區管理模式的重大突破，不但 22 年
前是第一個，直到今天仍然是全國絕無僅有的。

洪寬工業村，由林文鏡獨資創辦，所有的基礎設
施、生活配套由林文鏡出資配套，並由林文鏡出資組織
一個服務於入園企業的管理機構，自行制定管理制度，

獨立負責營運。
福清的一位老領導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說：洪寬工業

村創辦之初，福清的一些老同志對由一個外國國籍的僑
商獨立運營工業區很不理解，有些人甚至說： 「共產黨
的土地，怎麼能讓外國資本家做主？」但是，在習近平
主政下，福州市各級領導有很強的改革與創新意識，曾
任福清市委書記的練知軒回憶道： 「習書記說，只要符
合法律，只要有利於國家經濟發展和百姓生活水平提
升，都可以試，要敢於試。改革就是要打破不適宜經濟
發展的陳規舊章，創新就是要找到適合人民生活快速提
升的新路。」

林文鏡利用自己在台灣深厚的人脈資源，自費赴台
招商，引進了大批台商在洪寬工業村投資創業。福州市
也以此為平台，全面探索以僑引台招商新方式，在幫助
台商做大產業的同時，也集合了更多力量共興中華。

洪寬工業村第一個工廠奠基時，習近平親自揮鍬培
土，並向專程從新加坡回來參加典禮的林文鏡老母親致
謝。在這之後，習近平曾十多次來到溪頭村，幫助解決
發展中的困難。林文鏡說： 「洪寬工業村前進的每一
步，都要突破一些舊的政策約束，都要有新的方式取
代。」林文鏡也正是在這過程中，進一步認識了中國共
產黨人，感受到了中國共產黨勇於創新、勇於開拓的活
力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赤誠之心。在二十多年後，
每當有人感嘆林文鏡能留在福建二十多年，且全身心幫
助家鄉脫貧致富的執著與毅力時，林文鏡總是笑着說：
「我在家鄉找到了同樣心繫百姓的共產黨人，志同道

合。」
洪寬工業村，由林文鏡累計投資3.5億元人民幣建

成並運營至今。如今，每年可以為國家提供4萬個就業
崗位，每年納稅約3億元，當地村民通過第三產業為工
業區提供生活配套人均年收入在3萬元之上，並且以優
美的生態環境、一流的文體與教育設施而被稱為 「海峽
西岸第一村」。

元洪投資區
中國第一個華僑連片開發工業區

在融僑經濟技術開發區與洪寬工業村 「以僑引僑」
「以僑引台」取得初步成果之後，福州市在充分發揮華

僑造福家鄉方面又有新的突破：創設華僑連片土地開發
投資區，探索 「以僑引外」，由華僑聯合外商、台商進
行工業開發和城市配套建設。

1992年5月，由林文鏡與海外合夥人林紹良主導的
福清元洪投資區創立。經國務院原則同意，規劃面積
50平方公里，第一期開發10平方公里，這是當時全國
最大的外商土地連片開發投資區。如今，這裡已經成為
福建省最大的糧油深加工基地和最大的糧油物流中心。

僑資興建下壟港
成為福州歷史上第一個海港

福州市有漫長的海岸線，但歷史上卻沒有一個海
港。隨着融僑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洪寬工業村的發展，二
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沒有海港已成為制約福清發展的最
主要瓶徑。而當時的文獻資料認為，福清沒有條件建設
海港。一向不肯輕言放棄的林文鏡，執著地請來勘測人

員在福清境內尋港，終於在距離融僑經濟技術開發區主
廠區十幾公里的下壟村發現可建千噸集裝箱碼頭的岸
線。但新的問題又出現：政府沒錢建港，而政策又規定
華僑不能參建碼頭等基礎設施。還是習近平力排眾議，
支持以僑資為主建設下壟港，並委派時任副市長彭世檉
出任福州市投資公司董事長，負責下壟港碼頭建設工
作，他自己則與林文鏡一起赴北京爭取政策突破。

在習近平和林文鏡的努力下，中國的港口建設陳規
因此被打破：外資可以參建碼頭。後來投入運營的下壟
碼頭果真成為福建省第一個中外合資碼頭。

碼頭建成後由誰負責運營再成問題。按常規，當由
福清市組建營運班子，但當時的實際情況是，福清市根
本就沒有熟悉國際航運規則且掌握國際航運界資源的專
業人才。福州再次在全國率先獨破，由林文鏡聘請海外
專業港口運營人才，獨立運營下壟碼頭。

1990 年底，下壟融僑 1000 噸級集裝箱碼頭正式開
航。這是擁有 2200 多年歷史的福州古城第一個海港，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由外商管理的海港。開航那
一天，習近平參加了典禮，他對林文鏡說：只要是對福
清人民有利的事，你都可以大膽地去做。在這之後，林
文鏡又投資在下壟港建了一個3000噸碼頭。

下壟港為福清乃至福州市、莆田市的工業發展提供
了強有力的航運支撐，使當時一大批原本因為沒有海港
而準備撤往他鄉的企業安下心來在福清經營，後來還增
資擴產並吸引來一大批企業落戶。曾擔任過福州市長、
市人大主任的練知軒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 「習書
記常說，政府是服務者，不要老想着做企業的經營
者。」

元洪碼頭、元洪工業區、洪寬工業村
中國第一批以華僑命名的港口、工業區

在僑領林文鏡的積極參與下，習近平對集合僑力建
設祖國新路的探索一直在前進。

林文鏡的父親林洪寬，生前是普通的印尼華僑，以
做小生意為生。當溪頭村創辦以台商為主的工業村需要
命名時，習近平首先同意用林文鏡父親林洪寬的名字命
名，這在當時需要極大的胸懷與勇氣。直到今天，洪寬
工業村依舊是中國第一個以華僑名字命名的工業村。

林文鏡海外事業的搭檔林紹良，同樣出生於福清，
父親也同樣是一名印尼華僑生意人。1992 年，當林文
鏡與林紹良投巨資建設連片開發工業區時，福州市委市
政府同意用林紹良父親林元載中的 「元」字、林文鏡父
親林洪寬中的 「洪」字合起來，以 「元洪」做工業區的
名稱，一直沿用至今。

在下壟港之後，林文鏡與林紹良一起，在元洪工業
集中區獨資興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外商獨營海港，取
名同樣用了 「元洪」。如今的元洪港，已成為中國東南
最重要糧油專用港。

共產黨人的胸懷有多大，集合起來共興中華的力量
就有多大；共產黨人勇於開拓、勇於創新的勇氣有多
大，新時期建設中華的道路就有多寬。林文鏡回鄉二十
五年，幫助家鄉完成脫貧致富，並使家鄉邁入永續富裕
康莊大道的實踐，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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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新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聯手著名僑領
林文鏡，開始了新時期集合華僑力量參與家鄉脫貧致
富的探索。這種開創性的實踐，讓福建省福清市由全
省倒數的窮縣一躍跨入八閩最富行列—— 文：史兵

十多年來，林文鏡旗下的融僑集團一直是福州市改
革開放的主力軍。圖為由融僑集團投資開發建設的福州
閩江南北江濱景觀。此岸為閩江南江濱公園，彼岸為融
僑錦江高尚住宅小區（本報資料圖）

▲1990年10月，習近平（正中後）參加了洪寬
工業村第一個工廠奠基典禮。圖中為奠基石揭幕的長
者系專程從新加坡回來參加典禮的林文鏡老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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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林文鏡任董事長的冠捷電子是世界上最大的顯
示器生產廠（史兵攝）

1990年12月，福州市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海港——福清下壟碼頭正式
開航。圖為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前排左四）與僑領林文鏡（左二）
等出席首航儀式時，向首航的貨輪揮手送行（融僑集團供圖）

▲ 由林文鏡獨資興建、管
理、運營的洪寬工業村是遠近聞
名的 「台灣村」 （史兵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