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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2009 年秋天福建省決定在平潭島設立綜合

實驗區(以下簡稱平潭實驗區)的消息傳開後，立即受

到社會各界的極大關注。這個昔日孤寂的中國第五大

島便一下子熱鬧起來，許多來自海峽對岸以及境內外

的各種考察參觀團體紛至踏來，陸續前往探底。作為

有史以來對台開放力度最大的新特區，“平潭”不僅

成了今年福建人大、政協“兩會”上最熱的詞滙，也

成了北京“兩會”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國家“十二

五”規劃綱要專門強調加快平潭實驗區開放開發。這

使平潭實驗區從區域戰略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對於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海西的崛起意義重大。 
今年 4 月 8 日，國家發改委又發佈了《海峽西岸

經濟區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海西及平潭

建設佈局敲定。《規劃》描繪的藍圖令人振奮：到 2020
年，努力把海西建設成為科學發展之區、改革開放之

區、文明祥和之區、生態優美之區，使之成為中國新

的經濟增長極。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孫春藍在接受記者

提問時興奮地說：近期國務院批准的海西發展《規

劃》，是福建發展史上的一個新的里程碑，是繼國務院

頒佈《國務院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

區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後的又一重大舉

措，是對在新起點上加快海西及平潭建設的又一次有

力推動。本文擬就大家比較關心的平潭實驗區開放開

發的幾個重要問題談談初步看法。最後筆者提出幾點

建議。 
 
 

一、平潭實驗區開放開發戰略的歷史背景 

 
平潭綜合實驗區的開發和設立，“是在台海兩岸

新形勢下，對台工作新思維、新創意的新成果”。1 也

是“一國兩制”方針繼在香港、澳門成功實踐和創新

後，又一次更廣濶視野的新開拓。自 2003 年 3 月至

2006 年 4 月，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先後六次就“改善兩

岸關係，實現和平發展”發表了重要講話，開啟了對

台工作的新階段。與此同時，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包

括賈慶林、習近平、賀國強等先後對平潭進行了考察、

調研，發表了許多重要的意見。例如習近平提出“我

們要有信心把平潭建成福建的夏威夷、福州的峇里

島。”並強調平潭“要在規劃好的情況下，全方位開

放，引進外貿、內資、群眾集資共同開發、多腿走路、

步子邁大些”的指示。2 台盟、民盟、民革等民主黨

派的中央領導和國台辦、海協會、國家發改委，財政

部等部門領導分別以實地調研等多種方式給予關心和

支持。 
尤其是 2008 年底，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

同胞書》發表 30 週年座談會上又高屋建瓴地就推進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提出了新的“胡六點”，主要內容包

括恪守一個中國，增進政治互信；推進經濟合作，促

進共同發展；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帶；加強人

員往來，擴大各界交流；維護國家主權，協商涉外事

務；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台灣當局發言人

對此做了正面回應，肯定中共對台政策在胡錦濤領導

下展現了新思維與務實作風，表示樂見兩岸能在“和

平發展”的主軸上、務實促進兩岸協商，交流與互惠，

為終結兩岸敵對狀態，增進相互瞭解與合作開創新的

契機。 
自此，兩岸關係發生了歷史性的巨變，進入了大

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新階段。正是在這種大背景

下，國務院及時進行戰略決策，並於 2009 年 5 月 14
日頒佈了《意見》，這標誌着海西建設從區域戰略上升

為國家戰略，為地處海西“橋頭堡”的平潭加快發展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 
《意見》指出：“同意在現有海關特殊監管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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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在福建沿海有條件的島嶼

設立兩岸合作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域，更加優惠的政

策。”根據這一精神，福建省委、省政府在深入調研

的基礎上，於同年 7 月底召開的省委第八屆六次會議

上正式作出了設立平潭綜合實施區的決定，提出積極

探索開展兩岸區域合作，建立兩岸更加緊密合作交流

的平台，努力把平潭建設成為探索兩岸合作新模式的

示範區和海峽西岸經濟區科學發展的先行區。 
2009 年 9 月 3 日，福州(平潭)綜合實驗區管委會

正式成立，“這就意味着平潭將成為對台交流合作新

的前沿平台，進一步深化以福州省會中心城市為中心

的閩東北區域對台交流合作，構建由南到北對台更加

開放的格局，促進沿海一線協調連片發展。”3 值得

注意的是，2010 年 8 月，平潭綜合實驗區正式更名為

“福建省平潭綜合實驗區”，簡稱“平潭綜合實驗

區”或“平潭實驗區”，不再使用“福州(平潭)綜合

實驗區”這個名稱。 
2010 年 9 月，關於《平潭綜合實驗區總體規劃

(2010-2030)》方案公示。這個規劃的總體思路是：深

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的主題，充分發揮平潭依託海峽西岸經濟區和近台區

位優勢，進一步解放思想、敢為人先，實施特殊靈活

的對台政策措施，積極探索兩岸同胞“共同規劃、共

同開發、共同經營、共同管理、共同受益”的合作新

模式，拓展兩岸交流合作新領域，逐步把平潭綜合實

驗區建設成為兩岸人民合作建設、先行先試、科學發

展的共同家園。 
2011 年 1 月，福建省十一屆人大四次會議批准的

“十二五”規劃綱要，共分 20 章，其中把“加快平潭

綜合實驗區開放開發”作為專章(即第十二章)列入綱

要，強調要“充分發揮平潭特有優勢，着力探索兩岸

合作新模式，着力推動體制機制創新，着力推進全方

位開放，着力實現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努力建設

兩岸同胞合作建設、先行先試、科學發展的共同家

園。”這既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大決策部

署，也是福建省加快轉變，跨越發展的重要抓手。 
 
 
二、平潭實驗區開放開發的主要內容 
 
根據福建省“十二五”規劃綱要及平潭實驗區總

體規劃方案，平潭實驗區開放開發的主要內容大致有

下列三個方面： 
 

(一) 發展定位 
建設平潭綜合實驗區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重大決策部署。要充分發揮平潭特有的優勢，着力探

索西岸合作新模式，着力推動體制機制創新，着力推

進全方位開放，着力實現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努

力建設兩岸同胞合作建設、先行先試、科學發展的共

同家園”。4

為實現上述發展定位，一方面要積極探索兩岸合

作新模式。積極爭取國家支持實行更靈活、更開放、

更包容的兩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積極探索“共同規

劃、共同開發、共同經營、共同管理、共同受益”的

兩岸合作新模式，廣泛吸引台灣規劃機構、各界人士

參與開發建設、共同拓展境內外市場，探索台灣同胞

參與社會管理的有效途徑，推動兩岸同胞共建幸福家

園，實現互利共贏。另方面要扎實推進兩岸區域合作

綜合實驗。主要包括推進兩岸貿易投資便利化，促進

兩岸產業深度對接，開展兩岸科技領域合作，兩岸合

作辦學、建設教育合作園區和文化產業基地，推進兩

岸醫藥衛生領域合作，加快兩岸旅遊線對接，共同打

造國際旅遊目的地等等，構建兩岸區域合作新的前沿

平台。 
 
(二)主要任務 
平潭實驗區開放開發的主要任務是：堅持統籌規

劃，高起點、高標準推進平潭開發建設。力爭到 2015
年，基礎設施顯著改善，全方位開放開發基礎條件初

步形成，對台前沿平台功能開始顯現，主要經濟社會

發展指標增速達到或超過福建沿海地區水平，生態環

境質量及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明顯提高，新興城市框架

初步形成。5

根據平潭建設的總任務，還可分為若干具體任

務，其中較有新意的具體任務有： 
1. 構建兩岸區域合作前沿台平。圍繞“五個共

同”，積極開展兩岸區域合作綜合實驗，推動設立兩

岸合作的新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實施旅遊購物、人

員往來、貿易投資等特殊政策，推動兩岸金融合作，

實施方便台胞就業生活的措施和財政稅收優惠政策。 
2. 構建兩岸直接往來新的便捷通道。建成平潭海

峽大橋複橋、長(樂)平(潭)高速。積極推進開闢平潭至

台北、台中等地兩岸海上快捷客貨滾裝航線，加快建

設平潭海峽北部通道，建成高效便捷的立體綜合交通

體系。 
3. 構建具有競爭力的特色產業支撐體系。積極承

接台灣產業轉移，按照綠色、節能、環保的要求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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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特色產業體系建

設。重點發展電子信息、高端機械裝備等產業。 
4. 構建兩岸合作的低碳科技示範區。以低碳科技

創新為核心，重視低碳技術研發，推廣綠色低碳節能

節水技術，發展綠色低碳建築，努力建設依託台灣，

面向大陸的兩岸合作低碳經濟示範區。 
5. 構建國際旅遊度假休閑勝地。盡快完善島上市

政基礎設施及度假酒店、旅遊購物等配套設施建設，

加快兩岸旅遊線路對接，努力將平潭打造成具有特色

及競爭力的國際旅遊休閑目的地。 
6. 構建為兩岸人民謀福祉的現代化海島城市。大

力實施植樹造林，全力構築防護林體系，加快防洪排

澇等基礎設施建設。堅持突出特色、堅持以人為本，

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打造設施先進、生態優美、

生活舒適的現代化海島新城。 
7. 創新平潭實驗區體制機制。積極開展經濟、社

會、行政等體制改革，先行實驗一些重大改革措施，

逐步建立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有利於開放開發的體

制機制。例如，強化管委會的開發責任和管理職能，

科學實行大部門體制；動作高效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

制；創新人才工作機制；創新招商引資機制；創新利

益共享機制；創新投融資機制等等。 
 
(三) 功能佈局 
根據平潭實驗區總體規劃，到 2030 年，平潭人口

總量規模將近 100 萬，主島開發總用地 128 平方公里。

而規劃近期(2015 年前)將啟動開發區域建設用地規模

約 20 平方公里，將全面啟動道路、供水、供電、碼頭、

土地平整等“五通一平”基礎設施建設，為實驗區的

全面開發建設及項目落地創造條件。 
平潭近期開發功能佈局分主島與離島(小島)兩大

部分。主島開發建設採取組團推進、分時序開發的空

間發展模式，構建科學佈局、分工合理、功能互補、

協調發展的“四區、十一組團”： 
1. 中心商務區：位於主島中部，重點佈局發展高

端商務、行政辦公、金融保險、高尚居住及旅遊服務。

包括嵐城組團、竹嶼組團和潭城組團。 
2. 港口經貿區：分別位於主島西南部與東南部，

充分利用未來陸海空交通便捷及兩岸人員、貨物、資

金高效流動的優勢，建設具有特色、功能完備的現代

港口經貿區。包括金井灣組團、吉釣港組團和澳前組

團。 
3. 科技文教區：位於主島中北部，佈局發展高附

加值的高新技術產業、低碳科技、文化教育和產業研

發服務設施，建設兩岸合作的低碳科技示範區、高新

技術產業園區和文化教育合作區。包括中原組團、平

洋組團和幸福洋組團。 
4. 旅遊休閑區：主要位於主島東南部海岸及鄰近

島礁和海域，着力打造國際旅遊、休閑養生目的地，

建設山海融合、自然與人文和諧共存的國際旅遊休閑

度假區。包括壇南灣組團和海壇灣組團。 
離島開發佈局：○1 嶼頭島初步定位發展高尚住宅

區及生態國際村；○2 大練島初步定位發展船舶產業

島；○3 東癢島初步定位發展海洋牧場島；○4 草嶼島初

步定位發展海上補給基地；○5 塘嶼島初步定位發展高

端國際度假島。 
 

 

三、平潭島獨特優勢及開放開發的重要意義 

 

(一) 平潭島固有的各種獨特優勢 
1. 區位優勢最為明顯。平潭島地扼台灣海峽“海

上走廊”的中部要衝，處於海西前沿，是福州閩江口

金三角經濟圈南冀的突出部，為中國第五大島、福建

第一大島，東瀕台灣海峽，距台灣新竹市僅 68 海裏，

為祖國大陸距台灣本島最近的地方。平潭島陸地總面

積 372 平方公里，由 126 個島嶼和 702 座岩礁組成。

主島面積 271 平方公里。平潭海域面積遼濶達 6,064
平方公里，海洋經濟面積達 4000 平方公里。 

2. 對台交往歷史久遠。平潭具有對台交往的“橋

頭堡”重要地位，歷史上就是東南沿海對台貿易和海

上通商的一個重要中轉站和集散地。清朝咸豐年間被

辟為福建省五個對台貿易的港口之一。1978 年平潭在

大陸最早被批准設立台輪停泊點、台胞接待站和對台

小額貿易區之一。30 多年來，平潭接待的台輪、台胞

總數居各地台輪停泊點的前列。隨着兩岸經貿交流的

不斷深入，平潭和台灣在經貿、勞務等方面建立了許

多穩定的合作關係。 
3. 平潭在台鄉親較多。據統計，過去平潭人移居

台灣的鄉親多達幾十萬人，故兩地既有同名的“蘇澳

鎮”，又有同名的街名“北厝村(街)”。台北、基隆

等平潭同鄉會在台灣有較大的影響力，兩地各類民間

交流十分密切。平潭的知名度在台灣島內家喻戶曉，

許多台胞通過平潭這個特殊的兩岸交往“窗口”瞭解

大陸、認識大陸、走進大陸。 
4. 自然資源多種優勢。平潭島四海環海，港口資

源豐富，其天然港灣、澳口有 283 個；海洋生物種類

多達 934 種，其中魚、蝦、貝、藻 668 種，浮游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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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種；礦產資源富饒，僅砂地面積就有 83 平方公里，

其中淡水砂地 62 平方公里，咸水砂地 21 平方公里，

已探明的石英砂儲量約 16 億噸，花崗岩儲量約 8 億立

方米；旅遊資源為國內所罕見，1994 年 1 月，經國務

院批准為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1999 年 3 月被列入世

界自然遺產預備名單，2006 年 1 月被列入國家自然遺

產名錄。 
5. 特色產業十分突出。“平潭島內現有主導產業

為海水養殖、臨海產業和海洋產業、般舶修造及以旅

遊、商貿為主體的現代服務業。島外產業以海洋運輸

業、隧道工程業，遠洋捕勞業為主。其中海洋運輸業

有民營各類運輸船八百萬載重噸，總重為全國縣市第

一。隧道工程業工程遍佈全國各地，工程總量佔全國

的 70%以上，年產值逾 200 億人民幣。”6 特別值得

一提的是，平潭的神獸麒麟，更是寶中之寶，蘊藏着

海峽兩岸神奇的商機，孕育着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璨

爛前景。 
 
(二) 平潭實驗區開放開發的重要意義 
平潭島陸地總面積 372 平方公里，相當於香港本

島面積的 4 倍，澳門特區面積的 12 倍。開放開發這個

具有諸多獨特優勢的福建第一大島，其現實與理論意

義重大，可歸納為“五個有利於”，即： 
1. 有利於加快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平潭是祖國大

陸距台灣最近的區域，具有對台工作的獨特優勢，在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形勢下，設立福建平潭綜合實

驗區，對處於對台前沿的平潭島在促進兩岸經貿合作

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先行先試，探索兩岸和平發展，互

利共贏的合作機制，促進祖國統一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2. 有利於豐富“一國兩制”理論寶庫。“一國兩

制”是中華民族對世界和人類文明的眾多貢獻中的一

項偉大貢獻。它為和平解決國內外社會矛盾提供了新

的思維和途徑。香港、澳門先後順利回歸祖國就是一

個典型範例。而平潭實驗區的開放開發將“把兩岸不

同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生活融通在一起，形成中華民族

的伊甸園、玫瑰園式的管理模式，應當是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前提之一。” 7  從而進一步豐富

“一國兩制”的內涵。 

3. 有利於完善海西沿海發展佈局。國務院《意見》

出台，標誌着海西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成為加快福

建發展的強大引擎。而地處海西前沿的平潭，是海西

發展的最佳突破點，設立平潭實驗區，對完善以廈門

和平潭為重點的“兩點一線”發展佈局，帶動福建沿

海一線協調發展重要意義。 

4. 有利於形成服務和輻射周邊地區新的對外開

放通道。平潭具有距離台灣最近、兩岸交流歷史悠久

等對台優勢，加上規劃建設的京台高速公路大陸段終

點站和台灣海峽隧道北線入口選址在平潭，設立平潭

實驗區，有利於把平潭建設成為兩岸經貿合作、文化

交流和人員往來的重要通道，並形成服務和輻射周邊

地區新的對外開放通道。 
5. 有利於構建省會中心城市新的經濟增長極。平

潭可供開發建設的土地資源約 255 平方公里，具有集

聚經濟和人口的充足空間和良好發展前景。設立平潭

實驗區，有助於集聚各種要素特別是吸引台灣的資

金、技術、人才向省會中心城市流動，培育形成海峽

兩岸經濟區新的重要增長極，進而促進福建區經濟的

整體協調發展。 
 

 

四、加快建設平潭綜合實驗區的步伐 

 

(一) 加快開發平潭要以福清江陰港為支撐 
作為兩岸合作先行先試的重要平台，平潭實驗區

建設正受到兩岸各界高度關注。儘管平潭具有諸多獨

特的優勢，但今日的平潭島幾乎是一張白紙，開發的

基礎非常薄弱，而要具備相應的開發條件，必須經過

3-5 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基礎設施建設。據悉，為加快

平潭實驗區建設步伐，福建省委、省府擬採納有關專

家建議，在完善平潭島開發規劃時，將臨近的福清江

陰港納入平潭實驗區的支撐體系。開發平潭從江陰做

起以利於快速形成平潭實驗區的開發熱潮。8

福建領導層的考慮與決策無疑是正確的，因為，

江陰港可為開潭開發提供“七大支撐”：一是港口支

撐。從目前來看，平潭不僅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集裝箱

與散貨碼頭，而且可建深水泊位的岸線資源不足。而

江陰港近在咫尺，完全可為平潭所用。二是能源支撐。

江陰臨港工業區有國有電廠、核電廠，還正在推進清

潔能源，確保平潭用電。三是淡水支撐。平潭現有水

源不足以供開發所用，通過江陰工業區向平潭調入十

分方便。四是產業支撐。目前，江陰工業區產業發展

已成雛形，可通過產業鏈延伸支持平潭產業發展。五

是交通支撐。江陰工業區“海陸空”交通基礎良好，

福廈高速公路、福廈高速鐵路連接，附近還有長樂機

場，也可造福平潭。六是旅遊支撐。平潭有壇南灣為

主的系列海濱風光，而江陰擁有眾多文物古跡，兩者

聯手更有利於增強競爭力。七是兩岸合作支撐。改革

開放以來，江陰在對外開放和兩岸合作方面，創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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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第一”，引來了一批台商合資、獨資、合作企

業，所積累的大量台灣業界資源和合作經驗為平潭提

供特殊支持。 
 
(二) 全省上下要抓住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 
在 2009 年5 月國務院出台“若干意見”支持福建

加快建設海西後，先行先試政策便成為了福建發展和

以平潭為“橋頭堡”的海西建設的最大優勢。2010 年

2 月 12-15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在

福建省委書記孫春蘭、省長黃小晶等陪同下，先後深

入漳州、龍岩、廈門等地視察，並首度在福建與當地

民眾及台胞共慶春節。胡總書記在閩足足度過四天，

期間發表“加快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步伐，繼續為兩

岸事務先行先試”等系列重要講話，不僅令閩省上下

倍感振奮，同時引起台灣媒體的強烈關注。媒體普遍

分析認為，胡總書記巡閩不僅向台海對岸釋放大陸對

台善意，而且提升海西及平潭在兩岸經合中的地位與

作用。 
當時，福建省委書記孫春蘭表示，胡總書記在閩

考察期間的重要講話，具有很強的戰略性、理論性、

針對性和指導性，是進一步做好福建各項工作的綱領

和指針。其中最核心的一條，就是希望福建搶抓機遇，

加快發展。從現在起閩省要“下大決心，花大氣力”

加快推進平潭實驗區開發建設。9

據悉，從去年開始，作為祖國大陸對台特殊政策

先行先試的平潭已迎來了開發潮。平潭海峽大橋、漁

平高速公路等項目已於去年建成通車。總投資約 50
億元人民幣的環島公路已經開工，總長 98.76 公里的

線路將把當地海灘、碼頭連為一體。已經開工的項目

還有福州至平潭快速鐵路及跨海公鐵大橋、長平高速

公路、平潭海峽大橋複橋等。 
同時，實驗區已着手啟動平潭東澳水產品加工貿

易區建設，先期開展兩岸水產品加工貿易合作。截至

去年 3 月底，一大批海內外機構、知名企業和財團不

斷赴平潭考察，有意參與平潭開發和投資各類項目的

企業達百餘家，總投資額達逾人民幣 300 億元。此外，

十多家銀行已向實驗區提供金融授信逾人民幣 300 億

元，為實驗區的開發提供資金保障。 
今年對於福建而言，不僅是“十二五”規劃的開

局之年，也是國務院頒佈的海西總體發展規劃的“上

軌”之年。因此省委書記孫春蘭在年初舉行的全省經

濟工作會議上提出：全省上下要抓住大有可為的戰略

機遇，促增長、調結構、統城鄉、惠民生、深改革、

大開放、建平潭。福建省長黃小晶在省十一屆人大三

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也表示，今年福建將

突出對台前沿平台功能，着重做好平潭開發、海峽論

壇、兩岸產業對接、兩岸金融合作、文化交流以及便

利直接往來等方面工作。 
 
(三) 密切閩港澳合作共謀發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為了加強海西和港澳的交流

合作，今年 4 月底 5 月初，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孫春藍

率領由五百餘人組成的福建省代表團訪問港澳。訪港

澳期間，代表團拜會了特區行政長官，會見了政經界

知名人士，舉辦了以“敘友情、謀合作、促發展”為

主題的閩港、閩澳合作發展推介會。僅閩港兩地就簽

訂 59 項重點合作項目，總投資 676.79 億港元，擬利

用外資 247.6 億港元，涵蓋了專利技術合作、工業創

新設計、商貿物流、金融、旅遊以及新興製造業等諸

多領域。孫春藍在致詞時強調，閩省建設海西正全力

打造的對台新特區——平潭綜合實驗區，將借鑒港澳

打造自由港的成功經驗，擁有眾多的國際大企業和充

裕的國際資本、高端人才，希望港澳各界積極參與平

潭開發建設，把平潭建設成為聯繫兩岸三地、通達世

界各地的新型海濱城市。對此，香港特首曾蔭權，澳

門特首崔世安表示支持。 
 
 
五、平潭開放開發的最大亮點與特色 

 
平潭綜合實驗區開放開發之所以能夠吸引海峽對

岸的目光和社會各界的極大關注，不僅是平潭的區位

優勢、自然資源和產業特色，更在於平潭先行先試的

政策、共建共管的全新理念和全新模式。新華社記者

報道說“平潭這顆‘閃亮的鑽石’最吸引人之處是它

獨特的‘兩岸共建’的開發模式。”10 根據中央有關

文件和黨與國家領導人多次講話的精神，孫春藍書記

特別強調，平潭是對台交流先行先試的區域，是經濟

社會管理體制機制全面創新的綜合實驗區。要解放思

想，創新創造，先行先試，推動平潭綜合實驗區的建

設邁出更快的步伐。這一大政方針，深得港澳台同胞

和海外華人的擁護與支持。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太平

紳士陳玉書先生兩次登上平潭島實地考察，對於“先

行先試，共建共管”八個大字的方針與特色，有了較

為深入較為近切的體察和領會。他的解讀是這樣的：

“可以從平潭速度、規劃精度、共管力度、推進強度

的四個方面與大家共享”。 11  這對筆者有很大的啟

發，故想結合個人的學習體會，談幾點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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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潭速度”有新意 
人們記憶猶新，在深圳改革開放之初，當時有幾

句話耳熟能詳：“時間就是金錢”，“改革要講速

度”，“深圳速度就是一天能建一層樓”。而今日的

“平潭速度”則有更深刻的含義：一是平均一天一個

億。平潭實驗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龔清概透露，

2011 年，平潭將投資 350 億元，主要用於基礎設施建

設，平均每天投資一個億，未來 3 年投資額將達 1,000
億元，也是平均一天一個億。二是平潭突飛猛進的建

設速度令人歎為觀止。以陸海空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為

例，僅僅一年多來，除平潭海峽大橋，漁(溪)平(潭)
高速公路提前建成通車外，福州至平潭快速鐵路及跨

海公路鐵路大橋、長平高速公路、平潭海峽大橋複橋、

環島公路一期項目均已全面開工建設；澳前等港區深

水客運、貨運碼頭，金井灣作業區的 5 個碼頭在並駕

齊驅施工建設，還將開壁至台灣的海上快捷客貨滾裝

航線；在空中交通方面，平潭支線飛機場的選址已進

入論證階段。總之，這一年多來，平潭的建設量，超

過了過去 60 年的總和。充分顯示了他們實現科學發

展、跨越發展的成果，將在中華民族復興的青史上留

下珍貴的一頁。 
 
(二)“規劃精度”繪藍圖 
平潭，一個沉寂多年的雖非荒蕪，卻遠未開發的

處女島，如何開發開放？科學的規劃是關鍵。習近平

等中央領導同志指示平潭“要在規劃好的情況下，全

方位開放”。福建省委和省政府的主要領導也強調

“要在做好規劃上下功夫”，“堅持統籌規劃，高起

點、高標準推進平潭開發建設。”事實上，平潭島的

規劃是極其精心的。它採取國際邀標的方式，廣攬海

內外規劃界的精英，提出多種方案加以論證研討，藉

以實現省委和省府的要求，達到世界一流甚至超一流

的水平。 
從本文第二部分關於平潭的發展定位、主要任

務，尤其是功能佈局來看，平潭規劃把科學性、前瞻

性和實用性很好地結合起來，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

導，堅持高起點、高標準、在發展方式上有很大的飛

躍和轉變，在社會建設、社會環境等各個方面力求達

到平衡和協調的發展。尤其是這個規劃“融合了閩台

兩地的歷史、文化和東西方經濟技術的特長，是精心、

精准、精確、精緻、精益求精和具有遠見卓識的規劃。

她的規劃精度，在中國漫長的海岸線上和星羅棋佈的

島嶼裏，可稱獨具匠心、獨領風騷，繪製了一幅濃墨

重彩、波瀾壯濶的長篇巨幅油畫。”12

(三)“共管力度”待提高 
在“五個共同”的新理念、新發展模式中，最重

要、最核心的問題應當是“共同管理”。然後恰恰在

這個問題上，平潭實驗區做得很不夠，開放不夠。筆

者認為，“五個共同”中共同開發(投資)、共同受益(分
紅)，應屬於經濟學的範疇；共同規劃、共同經營屬於

行政學的範疇；而共同管理(治理)涉及到依甚麼法來

治理的問題，應屬於法律學的範疇。但是《平潭綜合

實驗區總體規劃(2010-2030)》及福建省“十二五”規

劃綱要中有關平潭開放開發的部分，大都只在經濟海

洋中游來游去，只有一句提到“積極開展經濟、社會、

行政等體制改革”，幾乎沒有涉及到立法和司法方面

的問題。正如台灣大學政治學教授張亞中所說：“本

人對福建給平潭的定位感到失望。現在福建的思維仍

是把平潭作為經濟實驗區，中國不缺經濟開發區，北

京給平潭地位和平台，就是希望平潭能為兩岸關係發

揮良性功能，我建議做一個共同治理的實驗區，包括

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方面的共同治理，只有兩岸共

同管理，得到一些經驗，才可能有突破。”張教授還

認為，福建目前還是主要把平潭當成商業區來做，而

經貿關係說到底其實是“異已關係”，“就是你是

你，我是我，我們可以做生意，但情感並不一定認同。

福建就是用異已關係來思考與台灣的互動，停留在我

要再給你多大的優惠吸引你來，這樣只是對福建有

用，對根本改善兩岸關係沒用。”張教授期待兩岸可

在平潭真正實現“共同治理”，不要擔心這會觸到北

京“雷區”。13

張教授的建議有些道理，與“五個共同”的主張

也是相吻合的。做起來可能有個艱苦探索的過程，但

關鍵問題是敢不敢去做，願意不願意去做。據悉，平

潭實驗區管委會已經升格為正廳級別，並由南平市委

書記調任管委會書記兼主任，其級別高於一般的縣級

(區級)，與珠海市平級，因此，筆者建議可由全國人

大常委會授權平潭進行地方性立法。又悉，已成立的

平潭實驗區管委會已聘用兩岸 86 名知名人士擔任顧

問團顧問，其中包括 34 名台灣業界精英，這標誌着平

潭開放開發邁出了第一步。但是眾所周知，顧問一般

只有發言權而沒有決定權，這能真正實現“共同管

理”嗎？今後應該進而走第二步，由台灣人士直接參

加平潭管委會，優秀人才也可擔任領導職務，行使行

政權。還有司法權的問題，例如，有台灣人在平潭違

法或犯罪，應該適用大陸還是台灣的法律等，都應該

深入研究。 
總之，筆者認為，平潭綜合實驗區是介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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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潭綜合實驗區開放開發與“一國兩制” 
 

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大陸一般經濟特區之間一個嶄新的

新特區(新概念)，應該如何定位？其內涵是甚麼？還

有一些不夠清晰的地方需要深入探討。但無論如何，

平潭綜合實驗區的內涵應超越“經濟特區”的範疇。

“比廈門特區還要特”、“比珠海特區還要特”。有

媒體稱，平潭對台實驗區將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探

索“五個共同”的合作新模式，希望把平潭開發成台

灣同胞習慣的、樂於來投資、創業、生活、就業的“一

國兩制”下的新特區。14 其“共管力度”有待提高，

應當研究實行更高層次、更廣範圍、更切合民主、社

會實際的“共同管理”措施。這是平潭實驗區成效甚

至成敗的關鍵之一。 
 
(四)“推進強度”靠兩岸 
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及“橋頭堡”平潭實驗

區，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一個偉大戰略部署，是深

化“改革開放的平台、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平

台、促進區域發展的平台。”因此，得到國家領導人

無微不至的關注和持續不斷的鼎力支持。可以說，平

潭實驗區的建立、建設和未來發展，都是在中共中央

和國務院的正確領導和直接指導下進行的。而為了落

實中央的決策，福建省委和省府則把海西及平潭建設

作為全省工作任務的重中之重，孫春藍書記在接受中

國境內外 60 多家著名媒體的聯合採訪時，就莊嚴地對

兩岸、對世界宣告：“作為先行先試的一個重要載體，

福建將加快推進平潭島的開發開放！”並採取了一系

列有力措施，才使小海島掀起大建設熱潮，處處是一

派生機勃勃的大開發景象。 
但是，要把平潭建設成為“兩岸同胞合作建設、

科學發展的共同家園”不能僅靠大陸一方的努力，也

要靠台灣同胞和港澳同胞及海外僑胞的共同努力。中

國國民黨中常委、中華兩岸經濟文化協會理事長、春

保鎢鋼集團總裁廖萬隆說得好：“在平潭開放開發的

浪潮中、台商不可缺席，還要搶先一步、爭取在平潭

實驗區拓出一片新天地！” 
我們高興地看到，在“共同規劃”上，由台灣中

興工程顧問公司領銜，國內規劃機構共同參與編制《平

潭綜合實驗區總體發展規劃》中、廣泛吸收了台灣企

業、團體和有關人士的意見；在“共同開發、共同經

營、共同受益”上，制定了鼓勵台灣各類營建機構組

成獨資、合資或合作開發主體，參與基礎設施、文教

衛生設施的有關政策措施。據不完全統計，自設立平

潭實驗區以來至今年 3 月份截止，先後有逾 200 家來

自台灣和港澳地區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國

的知名企業和財團到平潭考察、洽談投資開發。其中，

台灣方面是主力軍。如台灣冠捷集團總裁帶領幾十位

台商組團到平潭，其總裁宣建生說，我們對平潭開發

建設有着高度興趣並充滿期待，希望盡早參加平潭建

設。台灣商業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杜紫宸說，大陸在平

潭設立實驗區，為兩岸深化合作交流構架了良好的平

台。目前，已有台灣當局經濟管理部門和中小企業聯

合會、媽祖基金會、台灣土地開發有限公司、東森集

團、世新大學等一大批台灣工商企業、行業團體到平

潭考察洽談項目。特別是台灣中南部反應更為熱烈，

高雄地區專門成立了平潭投資開發促進會，新竹市政

府、新竹觀光旅遊協會等也與平潭實驗區達成合作意

向。據悉，台灣與平潭正在洽談的合作項目近 100 項，

總投資額達數百億元人民幣。可見，作為兩岸共建的

綜合實驗區，由於兩岸的共同努力，平潭島已成為海

峽西岸又一片“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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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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