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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月 21日，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破浪前行，中国(福

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揭牌成立，因改革开放而兴的厦门

经济特区再度乘风而行，在新时代里开启了新征程。

五年来，厦门自贸片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

贸试验区建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大胆闯、大胆试，以改革凝聚力量，实现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双服务”，打造形成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厦

门模式”，以经验贡献、制度贡献致敬改革开放新时代。

深改创新“星火燎原”

五年来，厦门片区累计推出

416 项创新举措，全国首创 82

项，其中 27 项“厦门经验”在全

国复制推广

时光之轴回拨到 2015 年春

之初，厦门自贸片区批复设立之

前，厦门深化改革开放已经到了

抢滩闯关的关口。

此前，商事主体开办“三证

合一”改革被称为商事制度改革

中“最硬的骨头”。在寻找深化改

革突破口时，厦门勇敢探路而

行———从最初的工商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

“三证齐发”，到 2015 年 2月 15

日推出“一照三号”，进而于 3月

26 日率先全国探索并实施“三

证合一，一照一号”，首创 24 位

企业注册编码规则，啃下这块商

事制度改革的“硬骨头”。

五年来，厦门自贸片区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

贸试验区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2015

年 4 月 22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来到挂牌刚刚一天的厦门自

贸片区，到综合服务大厅考察自

贸区改革经验推广落地、简政放

权等情况。当他了解到厦门探索

出来“三证合一”改革，他说这是

商事制度改革最硬的骨头，要当

好改革先行者，推动国内年内实

现“一照一号”，并对自贸试验区

建设提出“先行先试，敢闯敢试，

显现特色，活力四射”的重要指

示。

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在

国务院将“一照一号”规范确定

为“社会信用代码”后，2015 年 6

月 1日起，“一照一码”商事登记

制度改革在厦门全市复制推广。

2015 年 10 月 1 日，“一照一码”

正式在全国复制推广。

爱拼敢赢，是福建闽南人

与生俱来的创新基因；敢为人

先、埋头苦干是薪火相传的厦

门特区精神。五年来，厦门自

贸片区从“一照一码”商事登

记制度改革实践出发，相继在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多规合

一”、“证照分离”等领域点燃

“改革火炬”，累计推出 416 项

创新举措，全国首创 82 项，其

中 27 项“厦门经验”在全国复

制推广。

回顾改革路径，厦门自贸片

区也正成为全市向上争取突破

政策的重要窗口和平台。厦门自

贸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

副主任熊衍良介绍称，片区加强

与全市各部门、各项政策的协同

配套，每年详细列出向上争取政

策事项清单，建立与国家部委上

下联动共推厦门片区改革创新

的工作机制。

其中，海关特殊监管区外飞

机保税维修试点、开展集成电路

保税检测业务试点、国家文化出

口基地等 59 项攸关厦门改革发

展的先行先试政策，获国家部委

批准，充分彰显改革创新“试验

田”作用。

动能升级“平台为阵”

目前，厦门自贸片区第一

季度外贸数据出炉，其中跨境

电商在疫情之下逆势突围，成

绩格外亮眼:第一季度，厦门自

贸片区跨境电商 9610 进出口

166.07 万件、货值 2.76 亿元、比

增 9.4 倍。

人们不禁要问:在整体外贸

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厦门作为跨

境电商“后起之秀”为何实现了

“弯道超车”？

厦门外贸依存度长期位居

全国前列。在出口产品结构中，

鞋服、箱包、卫浴、油画等一般

贸易产品占较大比例，而这与

跨境电商出口商品结构不谋而

合。

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

形势，站在重要改革战略机遇

期，唯有不畏风浪、直面挑战，

才能迎来新时代的气象万千。

厦门以跨境电商撬动外贸转型

发展，由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

牵头，携手市商务局、厦门海关

等相关部门，打通工作机制，突

破政策瓶颈。

“跨境电商的成长发展，

就是厦门自贸片区通过重点

开放发展“全球通达”

中欧(厦门)班列，通达 12 个

国家和 34 个城市；“丝路海运”

平台，厦门 51 条航线已开行

2045航次，完成吞吐量 178万标

箱。

地图上，厦门自贸片区沿着

“一带一路”绘就开放发展“大写

意”，正在不断走深走实，形成细

腻实干的“工笔画”。

链接“海丝”与“陆丝”的中

欧(厦门)班列，铺就欧洲、中亚及

俄罗斯三条国际货运干线，并实

现与东南亚地区海铁联运，通达

12 个国家和 34个城市，构建起

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

开放新格局。启动首个以航运为

主题的“一带一路”国际综合物

流服务品牌“丝路海运”平台，厦

门 51 条航线已开行 2045航次，

完成吞吐量 178 万标箱，今年第

一季度较去年同期比增 4.9%。开

通“海丝”邮轮航线，邮轮旅客数

量占全国的 10%。建立境外投资

服务平台和“走出去”服务联盟，

开展象屿集团印尼镍矿冶炼项

目等一批大型实体项目合作。

走在大陆对台交流的第一

线，厦门自贸片区充分发挥沿海

近台优势，率先推进两岸融合示

范，着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

一家园。

建设大陆首个海峡两岸青

年创业基地，建成首个以两岸金

融为主题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

场，上线“台资板”挂牌展示台企

638 家，大陆首家两岸律师事务

所联营办公室落户服务两岸贸

易往来，建设高雄、金门“海外

仓”打造大陆入台货物及台湾货

物进入大陆的集散分拨中心，对

台图书进出口分别占大陆 70%

和 60%……这些跃动的数据生

动地说明，开放的厦门不遗余力

地与台胞台商分享发展红利。

大格局，大视野。开放的大

门越来越大，这个“大”，不仅是

范围的扩大，更是质量的提升。

近年来，厦门自贸片区对照世界

银行标准，铺就国际化、法治化、

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之路。2019

年，经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厦

门营商环境水平相当于全球经

济体排名第 25 位，较挂牌前上

升 36 位。

这意味着，通过自贸试验区

建设，厦门不断探索由商品和要

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标准等制

度化开放转变，推动形成与国际

投资、贸易规则相适应的制度体

系，为开放发展提质增效。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改革

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

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

力干下去，“改革开放只有进行

时，没有完成时”。面向未来，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

府的部署安排，厦门自贸片区将

赓续改革开放的精神血脉，继续

保持奋发姿态，在改革路上对标

高标准经贸规则，强化改革创新

的统筹谋划和系统集成，推进更

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

展，力争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上担重任、走前头！

（张小燕崔昊）

平台建设、破解产业发展困局

的生动缩影。”熊衍良说，所谓

平台建设，就是通过自贸试验

区开放型制度体系优势、先行

先试的制度设计来破解产业

发展痛点堵点难点。同时，打

破部门分割，增强改革的联动

性、协同性，促进政府行政服

务效率效能的大力提升，培

育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新动

能。

五年来，厦门自贸片区以制

度创新为核心、以平台建设为抓

手，制定重点平台建设三年行动

方案。做优做大航空维修、黄金

珠宝、融资租赁、进口酒等 14 个

重点平台，大力培育发展新动能

和经济新增长极，有效促进地方

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具

有厦门特色的自贸试验区建设

之路。

从抢占飞机租赁市场，打

造形成全国第三大飞机租赁和

第一大二手飞机融资租赁聚集

区，到借力消费升级、打通快速

通关“高速路”，成为全国第二

大进口酒口岸、全国最大燕窝

深加工基地；从系统化解决航

空维修痛点，打造形成国内最

大“一站式”航空维修基地，到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构架起大

数据底层平台，带动各重点平

台由孤立的“盆景”变成连片的

“风景”……

以改革创新的办法，解决改

革发展中的矛盾，在实践中探索

向前。厦门自贸片区将制度创新

系统集成贯穿于平台建设始终,

补强产业链关键环节, 促进平台

产业集聚功能逐步放大，不断培

育出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

的新动能。

经测算统计，到 2022年，这

14 个重点平台中产值(或营收)超

百亿元的有航空维修、黄金珠

宝、国际水产品交易、融资租赁、

文化贸易、进口酒等 6个平台，

其他平台增速基本可以达到增

长 20%以上。

“平台建设是企业聚集发

展的载体，反过来平台建设也

进一步带动了产业链招商。”

熊衍良表示，片区逐步在平台

建设中探索形成了“四链融

合”体系，即以服务链支撑创

新链，以创新链打造产业链，

以产业链带动招商链，招商链

反过来又倒逼服务链升级，做

到环环相扣，链链相接，滚动

管理，持续不断激发效能。

2019 年，厦门片区入库招商项

目 284 个、总投资额 812 亿

元；推动 81 个重大招商项目

落地、投资额 208 亿元，有力

地促进了厦门片区经济的稳

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