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商眼中的

海西二十年

证券时报记者 杨晨

“我早上

8

点起床， 不管是坐

海峡号还是搭飞机， 中午就可以回

到台湾家里吃午饭， 但在前几年，

我们早上从福州出发， 天黑了才能

回到台北。” 站在福州国际大厦

25

楼窗前， 郑德汐有些感慨， “第一

次来福州的时候， 这边还是一片荒

地， 现在高楼林立。”

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副会

长郑德汐算是来大陆发展的第一代

台湾商人， 在福州已有

22

年。

作为离台湾最近的省份， 加

上祖籍的原因， 台商大多对福建

有种天然的 “亲近感”。

1993

年、

1994

年， 来到福建的台湾商人达

到高峰， 不过， 因交通、 产业配

套等不便， 后来大多转移到了广

东、 江苏。 在两岸实现 “三通”

之前， 没有直航， 尽管福州距离

台北仅

200

公里， 却必须先从台

北飞到香港， 再从香港飞到福州，

绕飞

2800

公里才能到达目的地，

比到广州、 北京等城市还要远。

郑德汐说， 那时候大家都很无奈，

“咫尺变天涯”。

福建提出海西战略后， 台商数

量开始回升， 其中就包括目前在福

州经营台湾购物商城的张环城。 商

城开张近一年， 以台中、 嘉义等台

湾

18

个县命名门店， 店里销售相

应的县特产， 从金门的高粱酒到宜

兰的鸭赏， 应有尽有。 商城的员工

50

多人， 其中

20

多人是台干 （台

湾过来的干部）， 几乎占了员工数

量的一半， 这是以前台资企业当中

很少见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台湾和大陆薪资水平的拉近。

张环城说： “台湾物价已经

20

年没怎么涨， 但工资也没怎么

涨 ， 大学毕业生起薪

2

万新台

币， 折合人民币

4000

多元， 而大

陆这边刚毕业的起薪两三千元，

两岸薪资差距和

10

年前相比已

经没那么大。 这些年， 台湾经济

不景气， 尤其在海西战略上升为

国家战略后， 愿意来福建发展的

年轻人增多。”

“海西是一个机会， 我们很希

望海西尽快建设好， 因为这是我们

台商通往大陆最近最便捷的门户，

我们希望把海西当做跳板， 能够

通往珠三角、 长三角， 甚至到内

地。” 郑德汐说， “不过目前海西

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 福建省的

交通网络还没有完全建成， 比如

福建南下到广州的铁路还没有打

通， 港口建设也还没有完成， 配套

产业不如广东、 江苏等地完善。”

身处经常服务台商的机构，

郑德汐认为， 海西对台商的吸引

力还需继续提升。

但不管怎样， 如今的福建正在

迎头赶上。 基础设施建设上， 福建

正在着力发展 “大港口、 大通道、

大物流”， 高速公路、 铁路、 港口

都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当中。 平潭

岛 “海峡号” 高速客轮也将扩展

路线。

郑德汐说， 台商最期待的平

潭至台北航线明年将会开通， 届

时两岸往来将更加便捷。

� � � �编者按：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在启动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 国家也加大了对

区域经济的政策扶持力度。 以

2009

年

5

月份国务院出台 《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

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 为开端， 全国范围内的区域经济规划方案如雨后春

笋般在地图上遍地开花。 仅

2009

年， 就有

10

个区域振兴规划出台， 安徽、 海南、

江西、 山东等多个省份的区域规划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

A

股市场上几度催生

“炒地图” 行情。

3

年之后， 这些被寄予厚望的区域振兴规划进展如何？ 对当地经济产生了怎

样的影响？ 证券时报记者就此展开了实地探访。 本期带您走进第一站： 海峡西岸经

济区。

产业升级叠加台商转型

海西发力福建进补

证券时报记者 罗峰 常小安 陈勇

朱中伟 杨晨

“决战下半年， 大干

180

天”，

从闽北到闽中， 都能看到类似的巨幅

标语。 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后的今天，

赶进度的标语在全国很多地方已经鲜

见了， 这显示出这些地方正处于亢奋

的大开发当中。

走进福建省发改委大楼， 证券时

报记者看到的也是一片忙碌情景。 许

多官员正忙于给已公布的规划制订细

则。

11

月

1

日， 福建省宣布 《福建

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 得到

国务院批复， 这意味着他们的工作有

了新的成效。 福建省最近半年对海洋

经济多次调研、 部署并已出台发展海

洋经济的文件。 “海洋经济是海西区

的下一个重点。” 福建省发改委一位

官员建议证券时报记者去平潭看看，

“那里是海西的突破口。”

【关键词】：招商引资

虽然海西规划已上升为国家战

略， 对台商吸引力大增， 但怎么吸引

台商依然难题未解。 “各地竞争太激

烈了。 每个地方都有优惠政策。 福建

的台资招商总额在所有省份排名中甚

至都排不进前三名。” 一位福建招商

官员如是说。

台商的产业布局立足于全球化视

野， 不光看地方政策， 还看产业配

套， 不可否认的是， 福建在这方面存

在不足。 “一是产业配套有点问题。

上游化工原料、 钢材、 建材等都要外

运过来， 成本太大， 下游客户也基本

不在福建。 二是交通问题。 台商模式

是生产和销售两头在外， 福建交通基

础设施相对落后。” 福州市台胞投资

协会副会长郑德汐说。

郑德汐是福建的第一代台商， 也

是最早将工厂转移到珠三角的台商之

一， 现在成了半个福州人， 一年有一

半时间呆在这里。

1992

年两岸重启

对话， “汪辜会谈” 后不久他便来到

了福州， 做的是台商主流产业———电

子产品， 但

1993

年他把厂迁到了东

莞。 两年前———也即海西经济区获国

务院批复后， 他在福州重办实业， 不

过这次不是电子厂， 而是农产品。

【关键词】：台商转型

在大陆的台资企业以制造业为

主， 去年以来， 渐现严冬景象。 台商

集中地之一的江苏昆山， 有一个镇半

年时间撤离了一成以上企业。 在广

东、 福建也都有一些台商工厂关门的

消息。 在郑德汐看来， 这是一个转型

的时代， 比如做制造业的， 会拉长产

业链向经贸、 服务业进军。 “我们都

在转型。” 郑德汐说。 转型， 是目前

福建台商圈都在聊、 在做的焦点。

例如， 福建的台商宏路公司， 本

是做化纤类的防水纱， 这几年由于竞

争过于激烈， 从只做原材料转向做成

衣， 并在福州台协的帮助下打开了进

入沃尔玛等商场的通路。 而在转型方

面先行一步的郑德汐， 这段时间正在

忙碌的， 便是参与筹办 “福州台商升

级转型说明会”。 这个活动也是两岸合

作的一项内容， 台湾的经济部门官员也

会参加。

郑德汐告诉记者， 台湾农产品在大

陆很有市场， 但

1

公里

0.5

元的高速公

路费、

0.8

元的油费， 加上包装、 保鲜，

很多农产品运过来价格昂贵， 于是他成

立了经营台湾食品的公司， 在台湾采购

原材料再在福州加工出售。 目前， 由台

商投资的农产品加工销售在福建已经形

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 其承载主体是台

湾农民创业园， 在福建全省一共有

6

个

这样的园区。 在漳浦县， 记者沿着国道

驱车十公里， 路两旁看到的全是苗木花

卉及土特产种植园， 其中不少是由台湾

农民成立或担任技术指导的企业， 引种

的均为台湾农产品。

如果说， 农民创业园是台湾农业在

福建的成功转型， 那么制造业、 服务业

的转型则更加艰难， 目前转型成功的案

例其实很少。 “转型意味着从熟悉的行

业转身， 这要付出代价。 海西是一个机

会， 因为这里和台湾不管是地理还是风

土人情都很像。” 郑德汐说。

【关键词】：基建先行

福建东南竞争力研究院综合竞争

力研究所所长、 参与海西规划论证的

黄茂兴， 对中央发展海西的厚望、 对

福建自身的动力了然于心。 “海西经

济区与台湾隔海相望， 这个区位优势

是最核心和最具竞争力的优势。” 黄茂

兴说， 福建经济以出口加工型为主，

外贸依存度很高，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

中处于较低层次， 很容易受到国外市

场震荡的影响。

“为此， 建设海西的第一步就是搞

好基础设施。” 福建发改委官员说。 据

介绍， 目前福建全省铁路运营里程突破

2000

公里， 温福、 福厦、 龙厦铁路开

通了动车组， 建成了

5

条出省通道。

“对比前后这几年， 福建基础设施的变

化应该是最大的。 以前福建的铁路只有

一条鹰厦铁路， 而现在要建成 ‘三纵六

横九环’ 铁路网； 高速公路近期也将突

破

3000

公里。” 上述官员说。

还有一个突破口是能源。

10

月

24

日国务院决定复建沿海核电

,

福建的宁

德、 福清核电站正在国家支持之列。 消

息人士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宁德核电首

台机组将在今年底投产， 福清核电预计

2013

年底开始投产。

【关键词】：沿海石化链

福建传统制造业占的比重相当大，

这几年国际经济格局大变， 欧美的再工

业化给福建加工贸易型地区带来困扰。

黄茂兴认为， 海西规划的实施恰逢福建

产业转型的瓶颈期， 给技术创新和产业

升级带来机遇。

福建三大主导产业是电子、 装备制

造、 石化。 电子是福建想做大的产业，

但这条路显然并不好走。 分析人士指出，

广东是电子产业的 “世界工厂”， 电子配

套能力占全世界的

90%

以上， 福建承接

转移缺乏产业配套优势。 装备制造业也

不景气。 在这样的背景下， 福建把目光

投向了石化， 福建沿海拥有众多优良港

口， 物流、 石油化工成规划重点。

“建国以来， 由于台海关系的原

因， 福建重化工业几乎一片空白。 现在

得益于海西政策和两岸关系的改善， 我

们可以重点打造湄洲湾、 古雷两个石化

基地， 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福建省

有关人士说。 在漳州， 证券时报记者了

解到， 台商翔鹭集团在古雷半岛的

PX

项目， 今年底将投产。

一位参与福建经济规划的官员说：

“我们要用产业链来招商。 没有完整、

顺畅的产业链是留不住企业的。” 福建

当地的官员认为， 从宁德到福州到莆田

再到漳州， 沿海石化产业链的完整， 是

这一支柱产业可以在福建得到发展的关

键。 据介绍， 泉港以福建炼化一体化项

目为龙头， 带动了合成材料、 有机化工

和精细化工等较长的石化产业链， 集聚

了

28

家大中型化工企业，

2011

年总产

值近

700

亿元。

【关键词】：福建省受惠

“福建原来的经济增速接近全国平

均水平，

2009

年海西经济区获批之后

每年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2%～3%

。” 福

建省有关官员认为， 经济增长从平淡转

向超越平均水平，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海

西区获批带来的刺激。

海西区规划获批后， 国务院多个部

委出台配套扶持政策， 根据国家战略部

署， 部级建设项目迅速增加， 特别是央

企项目对接效应明显。 就在今年

10

月，

密集签约应接不暇：

10

月

10

日， 中国

医药集团总公司与福建省政府签订协议

发展生物医药产业；

22

日， 总投资

200

亿元的神华集团福建罗源湾港储中转发

电一体化项目奠基；

26

日， 长江三峡

集团签约 “十二五” 期间投资

200

亿元

助力福建打造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

另一方面， 在福建重点打造的石化产业

链上， 四大公司中石油、 中石化、 中海

油、 中化集团全部现身。

另外， 海西区规划出台后， 台商

投资迅速增加， 其中， 农业吸引的台

商投资额在全国各省份当中排名第一。

【关键词】：突破口平潭

记者留意到， 目前中央承诺的政

策， 比如重点项目在布点与审批、 土

地利用方面给予重点支持等， 都已落

实。 “国家给的最大政策是什么？ 是

先行先试。” 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

多个福建省政府官员说， 目前这个

“先行先试” 暂时还没有显示出来， 福

建在这方面空间还很大。 在当地官员

看来， 福建应该在 “对台先行先试”

上有所探索。

然而， 探索的突破口在哪里？

海西暂时难以成为具有高效协作的

经济区， 原来只是福州下属一个县的平

潭岛便成为海西的突破口。 在福建采

访， 明显感觉到平潭的话题比海西还

多。 福建省政府官员说： “对台先行先

试， 我们准备在平潭试。”

对台合作， 平潭打出了 “共同规

划、 共同开发、 共同经营、 共同管理、

共同受益” 的旗号， 国家在通关、 财

税、 对台合作等方面给予 “比经济特

区更加特殊、 更加优惠的政策”。 正因

此， 有证券分析师甚至声称： 平潭可

能会发展成下一个深圳。

海西离真正的经济区

还有多远？

证券时报记者 罗峰 杨晨

2009

年

5

月海西区作为启动 “

4

万

亿投资” 后国务院第一个推出的区域振

兴规划， 当时引发社会和股市很大轰

动， 中信建投证券的调研报告说海西经

济区力图成为经济增长第四极。 随着区

域振兴的遍地开花， 中东部几乎各省有

份后， “第四极” 已鲜有提及。

“海西经济区？ 主要就是福建嘛，

温州也在借力海西区向台商招商， 出了

几个优惠政策。 不过温州向福建投资更

多， 因为去年福州工业用地价格不到温

州的

1/3

。” 温州商会人士说。

海峡西岸经济区是个跨越

4

省的庞

大区域， 包括福建全省， 浙江省的温州

等

3

个市， 江西省的上饶、 赣州等

4

市， 广东省的汕头、 梅州等

4

市。 福建

省在海西经济区居主体地位， 因为与台

湾的地缘和血缘关系更近。

经济区成立一般首先是两件事， 一

是规划方案， 二是筹组机构， 比如管委

会或办公室。 不过， 海峡西岸经济区至

今尚无上述机构。 台盟中央则指出： 目

前冠以海西名义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主

要是由相关国家部委、 央企与福建省签

署， 并未明确是否适用于海西其他三地

（浙南、 赣东南、 粤东北地区）， 这是一

个问题。 为此， 台盟中央建议组成 “海

西四省省际联席会议”， 可为国内省际

合作探索新方式。

福建东南竞争力研究院综合竞争力

研究所所长黄茂兴说， 海西区域协作方

面， 目前仅停留在空间的概念， 最主要

的活动是每年的海西

20

个城市协作会

议。 福建省有关官员坦陈， 经济区的内

部合作主要以地市一级政府为主， 省一

级层面， 基于泛珠三角平台的闽粤赣三

省互动较多。 浙江省方面， 划入海西区

的

3

个城市有些动作， 比如温州就专门

出台政策对接海峡西岸经济区， 设立了

“浙台经贸合作区” 开展对台贸易。 此

外， 具体行业、 企业间的合作较多， 旅

游线路的合作更是紧密。 事实上， 旅游

是海西目前的主打产业之一。

严格来说， 目前的海西离真正的经

济区还差很远。 福建师大闽台区域研究

中心研究员黄绍臻说， 如果海西经济区

与台湾地区形成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形成与区外市场有所区隔的 “微型共同

市场” 架构， 那才算是真正的海西区。

黄茂兴也认为， 海西区距离生产的网络

化、 市场的连接、 生产要素边界的打

通， 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焦点

Highlight

漳浦台湾农民创业园———工人给蝴蝶兰花

平潭海峡大桥。

大陆首条对台高速客轮航线 “海峡号”，

平潭实验区获批之前， 当地楼盘每平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