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上市公司

在平潭的四连环布局

证券时报记者 杨晨 罗峰

中福实业董事长刘平山刚从台湾回

来。 “我可能是去台湾最频繁的福建

人。 最近一年我去了

17

次台湾， 平均

20

天去一次。” 刘平山是去招商的， 有

些已经谈成在运作当中， 比如与台湾最

大基建公司荣工的混凝土业务， 有些则

快要谈成。

“这两年对平潭开发有很大分歧，

越是了解平潭的人越不看好， 岛上常年

刮大风，

8

级以上大风有

80

多天， 严

重缺水， 这种地方怎么好搞开发？” 刘

平山认真研究过平潭的劣势， 但这并不

妨碍他看好平潭。 很大程度上， 这源于

他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石狮当副市长的

经历。 “以前在石狮时， 市里没有一家

像样的国有企业， 经济底子非常薄， 国

家没给一分钱， 就给了政策， 几年就发

展起来了。”

平潭政策出来时， 福建林业 “限

伐” 正困惑着中福实业，

2011

年公司

木材销售同比下降三成。 刘平山研究平

潭之后， 看中国家特殊政策扶持加上区

位优势， 这家原以木材加工为主业的上

市公司， 和平潭开发绑在了一起， 成为

把注册地迁到平潭的第一家上市公司。

10

月

25

日， 中福实业公告放弃三

个一直停工的募投项目， 拟将原本投入

的

3

亿元转为开发新项目海峡建材城。

这个建材城就在平潭岛主干道的边上，

证券时报记者近日采访时， 那里正在平

整土地。 而这只是刘平山布局平潭的一

环。 实际上， 整个布局有三环， 环环相

扣， 短期、 中期、 长期布局浮现。

第一环是混凝土项目。 就像每个区

域开发最先受益的是基建一样， 基建不

能没有混凝土， 由于海沙盖房子的隐

患， 平潭岛对沙子、 混凝土的要求高。

中福实业以挂牌方式取得年总产能

90

万立方米的混凝土生产专营权， 业内人

士以岛上现况估计，

1

立方净利达到

80

元。 该项目与台湾专业公司荣工合作。

第二环是园林绿化。 能和台湾接轨

的实验区， 绿化必不可少， 而平潭岛上

风大、 绿化难度大， 但这同时也意味着

能提供良好生存能力的苗木市场空间巨

大， 于是中福实业把部分 “砍树人” 转

为 “种树人”， 进军树苗市场。 据了解，

平潭管委会支持中福实业提供城市绿化

并参与防护林建设。 平潭未来

3

年投资

50

亿元建设环岛公路， 每公里投入

2000

万元的造林绿化费用。 该业务也

与专业园林公司合作。

第三环是海峡建材城。 今年

7

月，

中福实业以

2

亿元竞买到平潭主干道金

井湾大道边一块

120

亩的土地， 准备做

成建材市场， 把平潭零散的建材店集中

起来。 该项目与厦门海潭合资， 中福实

业控股

80%

。

第四环是将来参与平潭实业开发。

从布局来看， 混凝土搅拌站、 园林

绿化是建设周期短、 见效快的项目； 建

材城是建设周期相对长一些的中期项

目， 三期全部建成要

4

年； 未来参与实

业运作则是长期项目， 见效周期至少

5

年以上。

记者留意到， 中福实业在平潭的

多元化布局， 每个领域均与专业公司

合作。 “平潭刚起步， 小企业很难发

展， 还是引进大企业合作好。” 刘平山

频繁进出台湾更加历练了他的政治和

商业嗅觉。

“以前， 平潭岛的条件确实让人很

难看好， 缺水缺电风大。 海峡大桥一

通， 高压电绑在桥上进岛了； 水管跟着

大桥， 淡水问题也解决了。 其实最近

10

年风速也在变小， 以后高楼林立，

形成屏障， 也会好转。” 告别时， 刘平

山如是说。

证券时报记者 陈勇 朱中伟 常小安

“小时候就说村子里要建码头，

直到前几年还只是做了一个小避风

港。 哪想到从前年底开始，

9

个月

时间就建好这么大一个滚装码头。

平潭一天投资一个亿， 见效快。” 平

潭澳前镇东澳村村委副书记、 年逾

50

的老念， 指着码头远处的 “海峡

号” 说， 现在来往台中 、 平潭的

人很多， 每周四班 。 “海峡号 ”

是大陆首条对台高速客轮航线 ，

也是航程最短的航线 ， 到台中仅

需

2.5

小时。

一天投资两个亿的岛

10

月末， 证券时报记者经平潭

海峡大桥上岛， 这是目前唯一的陆路

通道， 从福州市区出发花了

1

个多小

时； 而

3

年前去平潭在码头光等候就

等了

3

个小时。

平潭原是福州的一个县， 也是国

内第五大岛， 面积约香港本岛的

4

倍。 沿主干道一路开车， 两边散布正

在平整土地的工地或海岛民居， 城区

和国内一些地方的普通县城差不多，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 那就是沿街建材

店、 家具店、 五金店特别多， 经常大

半条街都是， 显示这里正处于大开发

初期。

平潭 “一天投资一个亿” 的说法

在福建很流行。 “现在是一天投资两

个亿了。” 见到记者时， 平潭综合实

验区传媒中心主任蔡露说， 有人认为

平潭开发过度了， 实验区并不认同这

种说法， 原因是平潭基础设施基本空

白， 要

3

年就形成对接台湾的条件，

平常的发展速度无法完成， 所以才推

出一年投资

300

亿、 两年投资

600

亿、 五年投资

2500

亿的计划。 这是

大数字， 因为福建全省去年财政收入

一共才

2500

亿。

在福建海一船务公司人事主管

李生看来， 平潭最大的变化就是海

峡大桥的贯通。 海峡大桥贯通前，

通往平潭岛靠摆渡船， 顺利也要

3

个小时， 遇到风浪摆渡停航， 少则

七八个小时， 多则一两天。

“以前， 我们平潭人基本上都不

呆在当地。 如今方便了。 年底开工

的高铁大桥更将从福州市区到平潭

的车程缩短到

1

小时内。” 李生说。

另一大变化是水、 电， 平潭的电价

现在已与内地拉平， 而在以前岛上

的电价是内地的两倍； 随着海峡大

桥架设进入岛内的

4

万吨水管， 让

长期困扰当地人的用水短缺问题得

以改善。

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突破口，

福建省政府提出了举全省之力支持平

潭综合实验区建设。

3

年建设， 平潭

新城区迅速崛起， 海坛大道、 环岛路

等基础建设正在逐步完成。

优惠政策筑巢引凤

平潭开发， 政策引路。 重点扶持

的产业比如物流业， 注册后可享受按

差额征收营业税； 企业从事离岸服务

外包业务， 免征营业税。

平潭对台经济优惠政策比较细

化， 比如平潭航运企业从事平潭至台

湾的两岸航运业务免征营业税。 台湾

人来平潭工作， 台湾个人所得税起征

点折合人民币差不多也是

3500

元，

扣除起征点后折合人民币

1.9

万元以

下月薪的税率是

6%

， 而大陆是

25%

， 这个差额将由福建政府补贴。

更多的先行先试政策， 简单点的开始

试了， 比如在码头兑换新台币， 大部

分还有待开始， 比如 “在证券业扩大

对台资开放的过程中先行先试 ” 、

“平潭综合实验区内的台商企业在境

内发行人民币债券” 等等。

有关人士告诉记者， 巨额投资

中， 国家每年财政拨款只有

14

亿，

所以平潭有央企

BT

（建设—移交）

模式建设项目、 银行贷款等等， 重

点还是招商引资。 平潭的推广正在

进行， 但更多政策还在落实之中。

比如注册平潭的企业， 如果符合产

业目录， 所得税省市部分全部留给

平潭， 而平潭又返还企业

50% ～

70%

； 这个目录还在上报阶段， 出台

有待时日。

也正因如此， 目前来平潭的台资

企业并不多， 注册的多是小型台资外

贸企业。 不过， 实验区成立后， 已有

400

多批次台湾重要团组来考察洽

谈， 平潭今年前

10

个月新增外企

49

户。

管委会经发局张炜华对记者表

示， 大规模招商其实还有待展开， 想

根据批准的产业目录选择性地招商，

“一些开发区的前车之鉴很多， 比如

开发后很多企业一哄而上纷纷圈地，

然后数年不动或变相开发房地产。”

他说， 考虑到平潭是一个海岛， 土地

有限， 要发挥海岛特色和对接台湾产

业转移， 所以重点规划发展电子信

息、 高端机械装备等产业； 发展海产

品深加工、 海洋生物科技、 特色船舶

修造等现代海洋产业； 还有旅游业、

现代物流、 文化创意、 金融等 “无烟

工业”。

传媒中心主任蔡露也证实了这一

说法。 他说， 目前基础对接条件差不

多了， 明年转入产业发展， 产业招商

需要配套的政策， 细化的产业目录已

上报中央， 不久后有望批复。

“春江水暖鸭先知”

在平潭岛招牌景点泮洋石帆的入

口处， 当地导游何秀平正焦急地等待

她的客人到来， 由于旅行车超载， 何

秀平无法与她的客人同时到达景点。

“

10

月底本已过了平潭旅游的最佳季

节， 但今年的游客数量依然不减。”

她告诉记者， 突如其来的游客增长有

些应接不暇， “这两年来平潭的游客

每年都增长

30%

以上。”

平潭设立综合实验区后， 与游

客同时来到的是大批眼光敏锐的淘

金客。

坊间传闻， 实验区设立以前，

1

亿元以上项目的招商， 平潭县委主要领

导都亲自出面接洽。 如今， 亿元项目能

有村长和你谈就不错了。

在这些寻求投资商机的企业中， 中

福实业算是捷足先登者， 它也是目前注

册在平潭的唯一一家上市公司。 平潭经

济基础薄弱， 当地没有上规模的企业，

目前中福实业已全面介入平潭混凝土、

建材城、 道路绿化等方面的建设。

早在平潭综合实验区还未正式获批

的去年

9

月， 中福实业就与平潭签订了

框架协议。 公司董事长刘平山把这比喻

为 “春江水暖鸭先知”。 他说： “一个

地方的改变跟国家的战略有很大关系。

国家有政治战略、 经济战略方面的考

量， 参与平潭的建设会大有作为。”

平潭人林亿是上海升龙投资集团的

老板。 他的房地产开发业务已遍及福

州、 郑州、 洛阳、 天津等地。 林亿和老

念是村里的邻居， 得知开发平潭后， 他

打算投资

80

亿元对老家三个村庄进行

改造， 但这个宏伟计划还没得到管委会

的回应。

平潭建设也给台湾的基建公司带

来商机。 中福实业和台湾荣工公司合

建混凝土搅拌站， 站长黄文生是台湾

人， 从事混凝土搅拌已经

24

年。 “台

湾大型建设已很少， 月产

2

万立方的

混凝土搅拌站算大型的， 但在大陆月

产

2

万立方的站都难生存。 我们是月

产

15

万立方。” 黄文生说。 事实上，

平潭很多目前正开展业务的公司都有

台湾身影。

探索两岸合作新模式

就在记者到达平潭的第二天， 台湾

文化大学环境设计学教授陈明竺与记者

匆匆一会便赶回台北。 陈明竺是平潭

规划的专家组成员， 如今， 像他这样

经常往返两地的情况在平潭很常见。

据陈明竺透露， 按照规划， 平潭将探

索两岸同胞 “共同规划、 共同开发、

共同经营、 共同管理、 共同受益” 的

两岸合作新模式。

有一组经济数据可以量化实验区

3

年来的发展变化。

2011

年， 平潭地区

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8%

， 比

2008

年翻

一番。 今年， 实验区生产总值、 财政总

收入目标已锁定同比分别增长

18.5%

和

45%

。 目前在平潭注册的台湾企业已有

60

多家， 协力科技产业园、 冠捷科技

园等一批台湾高新产业大项目已在建设

当中。

事实上， 平潭人的生活中早已融

入了台湾的元素。 据不完全统计， 台

湾的大陆新娘

70%

来自平潭。 近

80%

的平潭人与台湾都有联姻、 亲戚或劳

务关系。

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 老念家就时

常有台湾渔民来做客， 而他自己的两

个外甥女都嫁到台湾。 老念并不关心

平潭吸引了多少投资。 他说： “平潭

和台湾离得这么近， 连得这么紧， 我

们不一定需要有多大的投资， 只要台

湾人到平潭， 或者平潭人到台湾， 好

比到福州的亲戚家串门一样， 能够自

由来往就好。”

平潭实验：

如何“比特区更特”

证券时报记者 罗峰

我国设立经济区、 实验区， 一般都

有具体定位， 往往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

来， 多带有改革试点任务或发展特色经

济的目标。 比如山东半岛蓝色经济

区———主要是为发展海洋产业划定的区

域； 比如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

区———主要是摸索解决民间融资民间借

贷的路径。 而平潭综合实验区号称 “比

特区更特”， 那么， 它究竟如何 “综

合”？ “实验” 什么？

“什么是比特区更特？ 打个简单的

比方， 这有点像零关税的香港。” 王方

新挥手比划说， 从境外进入平潭与生产

有关的货物免税； 内地与生产有关的货

物销往平潭视同出口， 实行退税。 王方

新是一家在平潭注册的台资外贸企业的

股东， 他对记者说这番话的时候， 这家

企业尚未开展实际业务。

实际上， 王方新说的这些政策， 保

税区全都有。 但平潭是个保税区吗？

“如果说是保税区， 这么怪的保税区算

是独一家， 因为保税区做出口加工、 转

口贸易， 是没有住户的， 但平潭有

39

万居民。” 平潭管委会官员如是说。

走访平潭， 大家更容易记住的是经

济方面 “比特区更特”， 比如， 平潭对

符合产业优惠目录的企业减按

15%

的税

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这是继西部地区、

横琴新区之后， 全国第三个实行这一政

策的地区。 但事实上， 平潭的目标远不

止于经济， 其设立目的是探索两岸合作

新模式， 所以， “特” 的远不只是税收

优惠政策。

根据记者的总结和梳理， 起码有

三 “特” 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 一

是允许平潭的银行机构与台湾地区银

行之间开立人民币、 新台币同业往来

账户， 这是国家首次赋予一个地区独

有的对台金融政策； 二是允许台湾机

动车领临时牌照并自由进出平潭， 这

项政策如果顺利实施， 意味着平潭和

台湾之间能像深圳、 香港之间一样进

出方便， 这是国家首次赋予的对台机

动车特殊政策； 三是允许台湾地区的

建设、 医疗等服务机构和人员， 持台

湾证书在平潭开展业务。

这种两岸银行账户开放、 台湾车自

由进出、 台湾证书过境也有效， 就像是

电信网络的互联互通一样， 正是平潭实

验的一大目的： 对接台湾。 在两岸的多

个方面不管是经济还是社会生活， 都从

制度和实际操作层面进行了探索磨合。

而另一方面， 从平潭综合实验区与其他

实验区的共同点来看， 其中也包含着不

同之处： 共同开发、 共同受益并不鲜

见， 但共同规划、 共同管理则绝无仅

有， 台湾专家一起参与规划、 台湾人才

一起参与管理， 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先行

先试。 学界也认为， 平潭的实验目前是

从经济合作起步， 以后扩展到社会领

域， 最后扩展到政治领域， 这是真正的

“综合” 实验。

针对平潭实验， 今年全国 “两会”

时台盟中央曾建议， 在平潭设立法定

机构， 管理社会公共事务， 独立承担

法律责任， 不受国家机关及其他机构

的干涉， 推进与台湾对接。 在台盟中

央看来， 法定机构这种非政府组织作

为平潭两岸合作共建的推进载体， 有

望磨合两岸政治、 法律等差异给平潭

两岸共建带来的障碍。 这种 “法定机

构” 也是对小区域 “一国两制、 和平

统一” 的一种模式。 和记者聊天时，

台湾的学者、 大陆的学者， 都对平潭

最终能走到哪一步不甚清晰， 但大多

认为， 最终的实验必是由经济而政治，

这一切都要取决于平潭的发展进程，

更取决于两岸和平发展的大环境。

离开平潭时， 管委会官员对记者开

玩笑说， 下次来平潭可能就没那么简单

了， 要查关了。 海关特殊监管新机制正

在制订细则， 具备封关条件后， 全岛封

关运作。 那时也意味着岛上对台湾全面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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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亿的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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