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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今年 3 月成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
州市 4 月份迎来自贸试验区正式揭牌，8 月底又获得国
务院同意设立福州新区的批复。福州新区由此成为全
国首个涵盖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上丝绸之
路核心区、两岸经济合作示范区的“四区叠加”重点开
放区域。

推进更宽领域两岸合作

自 1992 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浦东新区以来，目
前国家级新区总数已达 15 个，已然成为推动区域经济
发展的重要引擎。福州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
闽台间长期形成的“五缘”关系，被国家赋予了“更高起
点、更广范围、更宽领域推进海峡两岸交流合作”的特
殊使命。福州市常务副市长、新区办主任黄忠勇告诉
记者，与其他新区相比，福州新区最大的特色就是对
台，新区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打造海峡两岸交
流合作的重要承载区。

黄忠勇认为，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州，作为离台湾
最近的省会城市，和台湾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无论是
从文化、历史，还是血缘等方面，福州与台湾都有一种
割不断的特殊关系。目前，在台湾的福州籍乡亲有 80
多万人，台湾每个县、市均有福州同乡会。而位于福州
新区内的福州港则是中国大陆 25 个沿海主要港口之
一，是对台直航试点口岸之一，福州机场是对台航运的
主要枢纽机场，榕台交流合作有着良好的基础，这是其
他新区无法替代的。正因如此，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
福州新区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指出，福州新区区
位条件优越，生态环境优美，产业基础坚实，与台湾北
部隔海相望，榕台交流合作紧密，战略位置重要。建设
好福州新区，对于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其实，早在 2001 年，福州市马尾区就和台湾的马
祖签订了《福州马尾——马祖关于加强民间交流与合
作的协议》，这是两岸签订的第一个民间交流与合作协
议，代表着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的民间交流与合
作正式启动。紧接着，马尾设立了国家级台商投资区，
台湾的华映光电、冠捷电子等大批企业纷纷入驻，逐步
形成了以机械装备、冶金、食品、纺织、塑胶、医药、石化
等为主体的产业体系，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占福州市
的三分之一以上，区内更是拥有保税园区、临空经济
区、闽台（福州）蓝色经济产业园等多个特色区，这些都
为福州新区承接台湾产业转移与开展两岸产业对接提
供了扎实的产业基础保障与深度合作的良好机遇。

与平潭一体化发展

《批复》和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福州新区总体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中均指出，福州应当积极参与，全面
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与平
潭综合实验区实现一体化发展，把建设好福州新区作
为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贯彻落实国家支持福
建省经济社会发展一系列重大政策的重要举措。

平潭综合实验区是打造对台贸易自由先行区、服
务台胞生产生活示范区、两岸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平
台和国际旅游岛，并最终向国际自由港拓展而形成的
新高地。专家认为，福州新区与平潭综合实验区实现
一体化发展是必要和可能的，未来福州新区的优惠政
策可以辐射到平潭综合实验区，承接、放大平潭综合实
验区功能，而平潭自贸片区内所实施的优惠税收政策，
便捷贸易通关手续等多项对台优惠措施和开放经验，
也可移植到福州新区施行。

根据《批复》和《方案》，福州市制定出台了《福州新
区发展规划》，提出探索建立以产业园区为载体的合作
共建发展模式，推进新区与平潭综合实验区在税收政
策、产业优惠政策、产业准入目录、飞地工业园等方面
开展合作，联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两地优势互
补、错位发展、互动双赢；加强新区与平潭服务业对接，
引进大型商业项目，共同打造服务业发展集聚区，大力
发展港口物流产业等；加强景区景点开发的深度协作，
共同开发高品质滨海休闲旅游精品，建设海西重要旅
游目的地。对此，黄忠勇认为，台商或可考虑“前店后
厂”的模式，鼓励台商在福州设厂，在平潭开公司，实现
在两地联动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双轮驱动”。

黄忠勇表示，为真正实现福州新区和平潭的一体
化发展，当务之急还要大力推进新区与平潭的基础设

施对接。目前，我们正加快福州到平潭的高速公路、铁
路、跨海大桥建设，构建一体化的陆路交通运输网络；
加快港口资源整合和集疏运网络建设；构建完善的空
港对接机制，加强空港客货运合作，探索空陆海联运模
式，打造最便捷高效的对台综合通道；强化生态环境共
建共护、公共服务合作共享，联手打造生活工作便利、
生态环境优美、宜居宜业宜游的福平优质生活圈。

探索两岸合作新路径

谋定而后发。当前，福州市正秉持“生态优先，创
新发展，城乡实施”的原则，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基础
设施建设、现代产业发展、重大平台建设等方面，加快
推动福州新区开放开发，全力打造两岸交流合作重要
承载区。

根据《福州新区发展规划》，新区的重要定位之一
就是把握台湾地区最新产业转移机遇，推进与台湾产
业深度对接、融合发展。福州新区办常务副主任陈继
鹏表示，福州新区聚集了保税港区、保税物流园区、出
口加工区、整车进口口岸等一大批开放平台。与此相
适应，福州新区将肩负起探索全面创新改革路径的使
命。新区将与台湾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发展，形成闽江
口产业对接集中区;以福清台湾农民创业园等为依托，
共建创意农业、休闲农业产业园区；推动离岸金融业
务,建立对台金融示范区;促进榕台医疗合作，支持台
湾公益机构在新区设立服务平台;完善营商服务，加强
两岸冷链物流合作，简化产品通关手续，建设两岸冷链
物流中心；建设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中心和两岸水产品

合作平台；基于现有闽台农业合作示范区的基础，启动
两岸农业项目开发，引进台湾高优品种，深化对台农业
交流，打造两岸生态农业合作中心。

福州新区：承载两岸交流合作新希望
本报记者 陈 煜

新华社香港 10 月 8 日电 （谢

希语 王小旎 金小菲） 刚刚过
去的“十一”黄金周并没有提振香港
旅游业市场，尽管数据显示入境游
客数量同比微升，但伴随强台风带
来的连日大雨市况整体冷清。

根据特区政府入境处数据，今
年“十一”黄金周到港的内地游客约
为 122 万人次，同比上升 2.3%，而
其他地区来港游客则下降 2.8%，整
体上升 1.5%。

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董耀中
8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对这
个情况不怎么满意，因为以前的黄
金周内地游客数量都是同比上升
10%左右。虽然说内地游客增长了
2.3%，但其中来香港转机的和珠三
角地区当日往返的游客占非常大的
比例。”

香港旅游业雇员总会总干事林
志挺表示，之前预计，黄金周期间内
地来港旅游团每天约 280 个，这已
经是较以往有两成的跌幅，但实际
上每天只有约 230个。

他说：“用零售业商家的话讲，
就是‘水净鹅飞’，非常冷清，一方面
客流下降，另一方面游客购物的意
欲也大幅下降。”

黄金周期间，记者在铜锣湾罗
素街一家珠宝店看到，该店珠宝最
高有八五折的优惠，希望借此吸引
顾客。店员彭先生告诉记者，打折
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生意一直不景
气，以往黄金周期间店里爆满的景象已不复存在，估计今
年黄金周店里的生意至少会比以前少 20%到 30%。

金雪梅是一家中药及燕窝专卖店的经理，该店位于
铜锣湾闹市区，平时主要是做内地游客的生意。她表示，
黄金周期间人数有明显下跌，生意额比去年同期下跌
20%，人数减少 20%-30%。

受旅游业放缓影响，香港零售业销货额也连续多月
下跌。统计显示，香港 8 月零售额同比下跌 5.4%，今年
首 8个月零售额下跌 2.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樑 8日表示，9月来港游
客整体人数下降 4%，内地及非内地游客人数分别下降
4.6%及 1.6%。

苏锦樑说，经济大环境不明朗，周边地区货币对人民
币大幅贬值，一些旅游地放宽签证措施，香港又发生过针
对内地游客的不愉快事件，令游客人数下降。

董耀中表示，除了执法部门加强执法，制裁“赶客”行
为以外，香港市民也应该意识到旅游业对他们的重要
性。大家应齐心协力，发扬主人家的好客精神，重建香港

“旅游之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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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周香港遇冷

“空气好、水质优，投资环境这里独一无二。我们就
是要在这种大环境下生产出全世界标准最高的液态奶。”
说起当初落户山东商河，现代牧业董事长高丽娜毫不掩
饰地说。据了解，商河县是全国绿化模范县，全省唯一一
个省级生态县，正在创建国家级生态县。

现代牧业商河牧场是由港资企业亚洲牧业控股有限
公司与 KKR 和鼎晖两家私募基金于 2013 年合资创办，
总投资超过 10亿元，目前奶牛存栏 16000头。作为现代
牧业最新建设的牧场之一，商河牧场在设计、选址之初，
就充分融合现代牧业 10 年来的大规模养殖和优质牛奶
生产的经验，从设施布局、经营管理到循环经济模块，全
面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在商河牧场,一个工人可以管理 60 头牛，这得益于
合理的模块、整合以及细节设计。”作为现代牧业商河牧
场的场长，来自澳大利亚的专家阿里斯迪尔·皮尔森已经
拥有 30 余年的大规模养殖经验。在他看来，商河牧场从
设计到设施，包括通过循环利用系统构建绿色牧场，都是
全世界最先进的。用皮尔森的话说，商河拥有这么好的
生态环境，我们又拥有系统最完善的绿色牧场，两者是最
美妙的结合。

而在商河扎根的另一家港资企业济南四季丰食品有
限公司，则是以加工销售速冻、保鲜蔬菜、水果产品为主，
年生产能力 2 万吨，销售收入 1.5 亿元。“我们的产品全部
出口，主要销往美国、法国、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这就
对我们生产的产品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公司副总经
理宋慧丽介绍说。“商河是农业大县，蔬果种类丰富，同
时是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这些诱人的硬指标，让我
们无法拒绝商河的盛情，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
的。”目前，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建立了原料、微生
物、农残化验室，相继通过 ISO22000、QS 国内认证以及
BRC、KOSHER 国际认证，确保生产加工无农残、无污
染、高营养。

企业的落户也给当地带来了不小实惠，解决了周边
劳动力就业问题不说，通过蔬菜种植加工出口的产业链
条，示范带动商河蔬菜种植业的发展，推进商河农业生产
经营的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能力。

山东商河：

好生态引来绿产业
本报记者 管 斌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随着深圳前海深港现代
服务业合作区诸多重大项目进入关键或收尾阶段，前海
合作区用电需求激增，南方电网公司深圳供电局日前正
式开建 220 千伏兴怀变电站，其电力负荷约为 160 万千
瓦，平均负荷密度达到 13 万千瓦/平方公里，负荷密度之
高堪比香港中环，位居全国之首。

据介绍，为满足前海远景发展需求，该变电站采用
220 千伏直降 20 千伏的供电体系，第一期新建 2台主变，
新增变电容量 15 万千伏安，预计 2016 年 6 月底建成投
产。该体系与采用传统 220/110/20 千伏供电体系相
比，还可节省变电站建设用地约 5.6万平方米。

前海建220千伏兴怀变电站

本版编辑 廉 丹

福州新区位于福州市滨海地区，初期规划面积
800平方公里，涉及马尾、仓山、福清、长乐的26个乡镇
（街道）。2014年，福州市制定出台了《福州新区建设
行动计划（2014-2020年）》，推进新区基础设施建设，
现代产业发展等“六大行动”，全年共实施300项重点
项目，完成投资1154.26亿元。2015年，福州市又推
动实施了336项新区建设重大项目，提出要确保完成
年度2000亿元的固投目标。目前，滨海大通道、东部
快速通道、沈海高速复线、福平高铁等基础设施项目正
强力推进，马尾新城、三江口、闽江口等片区和琅岐生
态旅游岛、长乐临空经济区、福清海港新城等区域开发
建设不断提速。

自1984年引进第一家台资企业以来，福州的台资
企业现已覆盖工业、农业、建筑业、商贸业、房地产业和
服务业，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向电子、汽车、精
密仪器等高科技领域。截至2015年6月底，福州市累
计批准台资项目共 3263 项（含第三地），合同台资
76.82亿美元，实际到位52.39亿美元。

右图 地处福州新区南部的大型深

水港江阴港担负着两岸贸易的重任。图

为江阴港区集装箱码头。

右图 落户福

州新区的台资企业

捷星电子公司的显

示器生产线。

左图 福州新区核

心区——马尾快安新城

区景象。

以上图片由本报记者 陈 煜供图

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惯例,以及对外贸易总局(D.G.F.T)、印度政府工商部商务部门允
许以原木形式出口红木等政策许可，印度海德拉巴市安得拉邦政府林业部特此发布2868公吨分等级红木（第三
组）销售公告，红木所在地址为印度安得拉邦州契托尔区雷尼贡达镇Central Warehousing Corporation 仓库。

以上红木将通过M.S.T.C.Ltd.公司以电子招标拍卖形式进行销售，销售时间为2015年10月28日至2015年10
月30日（共3天）。有意向的投标者或相关代表可于2015年10月3日至2015年10月27日期间工作日10:30至17:
00查验红木在售数量。国内外投标者均需在MSTC Ltd.预先注册，其中已经注册并仍在有效期内的竞标者无需
再次注册。

竞标预售说明会将于2015年10月15日15:00在The O/o the Divisional Forest Officer,Green House Com-
plex,Gopal Reddy Road,Near Red Circle,Beside Bishop Azaraiah School,Vijayawada-520010,Krishna District,
Andhra Pradesh State举办。销售条款和规定以及所公布的销售份额详情请登录网站：http://forest.ap.nic.in ，
http://www.mstcecommerce.com 以及http://www.mstcindia.co.in。

联系方式：A.P Forest Department,Hyderabad,India.
电话：+91 40 23231500/+91 40 23231461.
邮件：prlccf_wlcww_apfd@ap.gov.in , apccfprodapfd@ap.gov.in,
M.S.T.C.Ltd,Hyderabad.
电话：+91 40 23301039/49
邮件：dsreenivas@mstcindia.co.in

Sd/-A.V.JOSEPH,
Prl. Chief conservator of Forests(Head of Forest Force)

A.P. Forest Department,Hyderabad,State of Andhra Pradesh,India.

分等级红木(檀香紫檀)全球电子招标拍卖公告-2015/第三组
RC.No.11997/2015/Prod.2,Dated:2015年9月30日

该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监管局

批准、核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

以公告：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

简称：盛京银行长春分行

机构编码：B0264B222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31342

批准成立日期：2011年 04月 08日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住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工农大路 61号

发证日期：2015年 09月 1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监

管局

此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