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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央企

从小渔村到新港城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随着

港口建设的逐步推进，优越的投资环

境吸引了各类企业纷至沓来。

得天独厚的港口条件，让临港型

工业独领风骚。以港口为依托，形成

了以诺尔、泰华、豪氏威马等为代表

的交通机械制造业和以凯西、嘉年、

中集为代表的金属制品加工业以及

以中纺粮油、金钱、中储粮为代表的

粮油食品加工业三大临港工业产业

集群，产能规模达 400亿元以上。目
前，开发区共有来自美国、德国和荷

兰等国家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近

600 多家中外企业落户，总投资达 50
多亿美元，其中投资额超过千万美元

的项目有 30多个。
日新月异的临港工业，撑起了这

座新港城经济发展的“脊梁”。 但同

时，新一轮发展也直面新的困局：发

展空间明显不足，政策优势递减……

如何突破土地与招商瓶颈？必须

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工业经济整体水

平和档次。漳州开发区近年来对符合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低碳环保产业资

格要求的企业赋予税收优惠、保障土

地及生产用房供应等扶持政策。着力

培育以欧中现代农业中心为龙头的

现代农业研发基地，扎实推进以蛇口

网谷为模式的高新产业园建设，培育

形成干细胞研发、生产、应用为一体

的产业链等。目前光伏产业项目已取

得阶段性成果，创大太阳能的 LSP
230W 系列太阳能组件荣获国际单多
晶硅组发电性能前十名行列。

推进活力产业，漳州开发区还继

续深化招商引资内涵，由“招商引资”

逐步向“招商选资”转变，大力发展现

代服务业，优先发展高科技产业、现

代物流业。截至 9 月，漳州开发区共
引进内、外资项目 43个，合同引资额
3.07亿美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102%；
实际到资 4.81亿美元，完成年度计划
的 137%。

独特的区位优势、与时俱进的投

资环境、诚挚的亲商热情以及高效优

质的服务，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客商到

漳州开发区来投资兴业。一个气势如

虹的临港工业城正强势崛起。

站在高处，眺望漳州开发区招银

港区：车船穿梭不停，门机桥吊林立，停

靠着不同国籍的货轮，承载了来自世

界各地的货物。一派繁忙，井然有序。

位于九龙江出海口的漳州开发

区，北承长三角、南接珠三角、东临台湾

岛，建港条件十分优越，拥有自然岸线

28公里，湾阔水深、浪轻淤微，其中-8
米以下深水岸线长达 12公里，可规划
建设万吨级以上泊位 33个，设计年吞
吐量可达 1亿吨以上。20年来累计投
入 25亿元，建成 16个码头泊位，其中
万吨级以上泊位 10个。2个 15万吨级

集装箱泊位是福建省最大的集装箱泊

位，年吞吐能力达到 4000万吨以上。
港口始终是漳州开发区发展的龙

头。如同眼前的蔚蓝海域，平静之下却

蕴涵张力，它的每一次发力都是如此

大气磅礴。自 2002年招银港区口岸对
外开放以来，漳州开发区港口吞吐量

由 2001年的 203万吨跃升为 2011年
的 2046万吨，十年间增长 10倍；集装
箱吞吐量 2001年为 6415TEU，2011年
为 47.84万 TEU，十年间增长了 75倍；
港口岸线从 2001 年 263 米发展到现
在的 3041.6米；堆场面积也从 2001年

的 10万平方米发展到现在的 91.6万
平方米。十年来，招银港区共贡献海关

税收达 103.5亿元。如今，招银港区已
经形成粮食、木材、钢材、砂石和集装箱

五大货种，成为福建省最大的粮食、木

材、钢材集散地。

同时，漳州开发区四区深水泊位

开发也在加紧进行，其港口建设计划

投资总额将超过 100亿元。港区建成
后，最大可停泊 20万吨以上大型船舶，
年吞吐量可达 1亿吨以上，计划打造为
大型散杂货中转基地和国家级能源物

流储运基地。

与之配套发展，港口集疏运网络

更加畅通。招银疏港高速公路即将建

成，将打通从招银港区对外的快速通

道；从厦深铁路漳州火车站到后石港

区深沃站的港尾铁路干线也在加紧建

设中；厦漳跨海大桥将于明年 5月正式
通车运营，厦漳车程缩短为 30分钟之
内。

随着厦门湾港口一体化的深入推

进，漳州开发区港口向着集装箱兼散

杂货的综合性大港目标迈进，逐渐发

展为集港口运输、工贸服务为一体的

现代物流业基地。

“漳州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

识。”同处一个厦门湾，同在九龙江出

海口，北岸厦门高楼林立、灯火辉煌，

南岸却荒凉沉寂、沉睡千年。成功创办

蛇口工业区的袁庚慧眼观察到其独特

的区位优势和岸线资源，他断言道：

“其实，这是一颗尘封雾锁的明珠，一

旦放出光芒，将照耀东南海疆。”

1992年，为响应邓小平南巡讲话
精神，促进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建设对

台“三通”口岸，招商局集团决心借助

开发蛇口工业区积累的经验，联合多

家股东在这块处女地上建设对台经贸

窗口，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打造“第

二个蛇口”。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

漳州开发区实行“政企合一”的特殊管

理体制，其管委会行使地市一级的经

济管理权限，统辖区内一切行政事务。

这里是新的开始，没有包袱，也没

有基础———除了梦想。“我很自豪，把

最灿烂的青春时光都留在招商局、留

给了漳州开发区。”谈到在创业之初的

日子，漳州开发区党委书记吴斌告诉

记者。

在山地、滩涂和海域面积占 90%
的处女地上开山填海、修路建港，吴斌

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一起，白

天奔波在崎岖的山路、尘土飞扬的挖

山填海的建设工地，夜里忍着虫咬和

寂寞，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熬的夜晚。

这批“拓荒牛”们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

辛，硬是搬掉了十几座山头，逐步建成

“四通一平”项目建设用地，码头渐渐

成型，并推进了一批水、电基础配套工

程。

经历了前五年细致漫长的创业

开发阶段，自 1998 年起内外部形势
发生重大变化，漳州开发区步入到坚

持盘整阶段。扛过危机之后，自 2003
年开始，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实施“以

港兴区”战略，漳州开发区迈入提速

发展阶段。

港口强，产业旺，城市兴。从 2006
年起，漳州开发区加强对群众生活的

改善，朝生态文明、宜居宜业的目标大

步迈进。2010年 4月，经国务院批准，
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12
年初，正式提出走转型升级，从偏重工

业开发向城市综合开发转型，由“建

区”到“造城”的转变，把漳州开发区建

设成为活力产业、生态文明、健康生活

的新港城。

一代漳州开发区人，在这块既贫

瘠又富饶的土地上，艰苦创业、百折不

挠，用青春和汗水将袁庚的预言变成

了美好的现实。

“第二蛇口”梦想变成现实

以综合性大港为目标

三大临港工业产业集群凸显

———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 20年蝶变

冬季的厦门湾南岸阳光正明媚，

一艘艘货轮横卧在海面上，一辆辆集

装箱车队穿梭在港口。厂房林立，一

片繁荣景象；道路开阔，延伸四面八

方。崭新亮丽的高档社区，响起了人

们的欢声笑语；宏伟壮观的校园建

筑，随处可见学生孜孜不倦的身影。

这里是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

发区（以下简称漳州开发区）———以

港航物流、临港工业、“高尚人居”为

特色的魅力新港城。

面对眼前到处洋溢的生机活力，

谁能想象 20年前这里只是闽南一个
荒山野岭、杂草丛生、乱石浅滩的小

渔村？

“石坑村是 300 多年前，由来自
各地的人们到此打石头为生后慢慢

聚居而成的村落。”漳州开发区土

生土长的石坑村民陈亚福回忆说，

“开发前，我们住的是低矮的石头

房，走的是弯弯曲曲的黄泥路，就

靠着捕鱼、养殖和打石来维持生

活。”

如今，崭新高档的小区依山傍海

耸立起来，漳州开发区按照“社区集

中、适宜居住、方便就业、改善生活”

的原则，在安置小区时就近布局了

学校、医院、银行、农贸市场等公共

设施，并重点实施了路网建设、绿化

美化、管网改造“三大工程”，为群众

打造出舒适方便的居住环境。

“人民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

漳州开发区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白

景涛说，“漳州开发区坚持做好保

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使发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这

里，“民生”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

号，它是一幢幢崭新的安置房，一

个个实实在在的就业岗位，一张张

居民医保的报销单，是“四纵四横”

交通网络和水电市政配套设施的进

一步完善……

漳州市医院开发区分院是一所

集医疗、保健、预防为一体的公益性

非营利性医院，目前一期已按照一

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的标准建成，二

期将建设住院医技综合大楼。目前

全区共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20
多所，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已形

成并不断完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优

先发展在漳州开发区 20 年发展历程
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教育基础落

后的漳州开发区如何实现教育事业

的突破跨越？“高位嫁接”———漳州

开发区逐渐探索出独具特色的教育

发展模式。

2001 年创办漳州开发区幼儿园
并引进厦门大学漳州校区；2006 年
年底，创办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2009 年，创办厦门大学附属实验小
学；2012 年 9 月，漳州开发区公办幼
儿园正式开学，与此同时，厦门大学

附属实验幼儿园正在筹办。

自此，漳州开发区全面形成了以

厦门大学漳州校区为主体，再辅以

厦大附中、附小、附属幼儿园的“厦

大系”优质教育资源体系。依托厦大

优势，各级学校多渠道、多层面交流

互动，校园处处充满活力生机。

以规划为龙头，以宜居为目标，

为教育为驱动，漳州开发区逐步向

宜居宜业的新港城的目标迈进。

建设“绿色”环境体系

11月 29日晚，在福建省“十二五”文化重点工程建设项目
的南太武文化广场，新落成的金水仙大剧院正在上演中西交

融、元素丰富的第三届古堡音乐会。

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灵魂。近年来，漳州开发区投入巨资，

新建大型文体馆 1座、小区健身场所 10 余处，同时还建设了
南太武山地生态园、酒吧一条街等大型文化活动场所，并启动

南太武黄金海岸、五个社区文体中心的建设，为广泛开展各类

群众性文体活动创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文化载体拓展更是遍地开花。截至目前，今年漳州开发区

已成功举办 10余项大型文化体育活动，包括龙年饺子宴、元
宵晚会、第二届生态日主题活动、第二届生态杨梅节等节庆文

化活动以及自行车邀请赛、长跑活动体育类活动。

文化事业的发展推动漳州开发区“健康生活”的逐步形

成。今年年初，漳州开发区党委、管委会出台了《关于加快漳州

开发区文化事业发展的决定》，提出漳州开发区文化发展基本

定位就是：海港城市、海防文化、海滨生活。

每当旭日东升或夕阳西下时，在南太武山地生态园，随处

可见登高锻炼者成群结队。生态园广场上，每天晚上有许多广

场舞健身者、太极爱好者在此锻炼。高标准、高起点、高品位，

漳州开发区倾心把山地生态园建设成为绿色氧吧和生活乐

园。

三海特色奠定了漳州开发区环境建设的基本原则，“开发

与保护并重，工作与生活相谐”，漳州开发区从现有生态环境

和历史文化遗迹的现实状况出发，逐年加大投入，着力规划建

设“三海八园十二景”，打造优美环境体系。

南太武黄金海岸与厦门岛、金门岛隔海相望，拥有得天独

厚的自然景观资源。岸线全长约 2.3公里，总投资 2.58亿元，
将打造成国际化海岸景观，成为一个集文化旅游、体育休闲度

假和生态景观为一体的亲水空间。目前，黄金海岸一期建设已

接近尾声，年底将正式对外开放。

据了解，漳州开发区文化发展五年规划正在加紧制订中，

伴随着文化发展六大工程的逐步实施，文化的生命力、创造

力、凝聚力不断迸发，服务漳州开发区“创品牌，聚人气”。

将“民生”理念落到实处

漳州开发区双鱼岛位于漳州开发区的中心位置，总规划

面积约 2.2平方公里，呈双海豚造型，总投资 30亿元。
双鱼岛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例经营性用海项目，也是国

务院审批通过的第一个离岸式人工岛项目，是百年招商局又

一力作。漳州开发区致力将它打造成集海上旅游度假、特色文

化艺术休闲活动、居住为主的生态型岛屿，未来将成为海峡西

岸经济区的新地标。

“我们给双鱼岛的定位是人类的未来在海洋。”漳州开发

区党委副书记白景涛介绍，“双鱼岛的特点是海洋文化、时尚

生活、绿色低碳、游艇经济。我们将打造全国最大的人工泳池

和人工沙滩，还将建设一个厦门湾没有的主题乐园。”据了解，

双鱼岛年底将启动陆岛连接桥建设，明年 4月将建设城市管
网、配套设施，6月完成造岛。
“十二五”既是国家经济发展重要的转型发展期，也是漳

州开发区重要的转型发展期。目前，漳州开发区既面临加快发

展、加快转型的“双重压力”，也面临招商局与福建省深化战略

合作、厦漳同城化发展的“两大机遇”。

“稳中求进，持续健康发展，要求的是尊重经济规律、有质

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长。”吴斌态度坚定，“新起点上，漳州

开发区的主战略是转型升级、跨越发展。”

以转型引导发展，以项目促进变化，以综合开发带动整体

提升，漳州开发区将着力建设成为活力产业、生态文明、健康

生活的新港城，国家级开发区中具有鲜明特色的新型开发区。

年初，漳州开发区专门重新组建了战略发展研究部，同时委

托全球最大、服务最广、在营销战略领域久负盛名的顶尖咨询公

司之一的美国科特勒咨询集团对漳州开发区的转型升级进行战

略规划。目前，该公司的战略咨询研究工作已接近尾声。

今年 6月，招商局集团与福建省政府顺利签订《深化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协议凸显的主体是漳州开发区。它的签订为

漳州开发区转型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面对日益严峻的内外经济形势，今年 1—11月，处在转型
期的漳州开发区全区实现财政总收入 9.15 亿元，比增
17.37%，其中地方级财政收入 5.8亿元，比增 15.68%；全港货
物吞吐量完成 1933万吨，比增 12.2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 47.58亿元，比增 7.2%。

放眼生态和健康的未来

吕晓艺 吴继聪 薛志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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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漳州开发区双鱼岛效果图

位于漳州开发区区内的招银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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