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

福州片区推介
FUZHOU FREE TRADE ZONE

Promotion plan



发挥侨台和海洋优势，依托海
西金融中心，携手两岸参与国际
高端竞争，把福州片区建设成先
进制造业基地、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的
重要平台、两岸服务贸易与金融
创新合作示范区。

3strategic plan position
立足两岸面向世界 服务全国

三大战略定位

三大战略定位



Area overall  arrangement
福建自贸试验区118.04平方，其中
福州片区面积为31.26平方公里。

涵盖两区：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2平方公里)

福州保税港区（9.26平方公里）

福州片区区位布局福州片区
区位布局



Open Economic Zone
• 面积22平方公里（含福州保税区和福
州出口加工区两个海关特殊监管区）

• 包括五个区块：

■马江区块（4.34平方公里）

■快安区块（5.55平方公里）

■长安区块（5.27平方公里）

■南台岛区块（4.6平方公里）

■琅岐区块（2.28平方公里）

福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5年设立的全国唯一集国家级开发区、台商投资区、

科技园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和海峡两岸船舶直航

试点口岸等特殊经济功能于一体的外向型工业区；是

福州市跨国公司、上市公司投资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园区内共有高新技术企业48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12家，有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45个，

博士后工作站2个。2014年全区拥有17家上市企业，8

家境内上市公司市值超700亿元，列入省重点上市后备

企业的有20家。

Open Economic Zone

福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 面积9.26平方公里，属海关特殊监管
区，福建整车进口口岸

• 包括两个区块

• A区（新厝区块）

• B区（江阴区块）

Bonded Port Area

福州
保税港区

福州保税港区



• 福州保税港区位于福建省福清市江阴半岛，于2010年5月
18日经国务院批复设立，包括加工贸易区、国际物流区、
港口集散区和铁路物流区四个功能区,是全国唯一区内设
有铁路的保税港区，具备开展铁路、海路和公路等便捷的
多式联运体系 。2014年江阴港1-5号泊位集装箱吞吐量
100.07万标箱。

• 福州保税港区目前区内主要产业为国际物流、国际航运、
加工贸易及汽车进口贸易，已入驻速传物流、中外运、八
方物流、宏高物流、宏捷物流等17家现代物流企业，银河
国际、太元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2家汽车经销企业以及
36家加工贸易企业。

Bonded Port Area

福州
保税港区

福州保税港区



■快安区块：高新技术产业、产业金融、服务贸易（跨境电商）。

■马江区块：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经贸平台、文化创意、商品展示交易。

■长安区块：加工贸易、保税仓储、冷链物流。

■琅岐区块：旅游、教育培训、医疗养生。

■南台岛区块：两岸金融服务创新、会展专业化服务、商品展示交易。

■江阴区块：国际航运物流、整车及零配件进出口贸易、保税仓储及保税展示交易。

■新厝区块：先进制造业（侧重发展汽车保税改装及维修，飞机研发、制造、运营及维修）

融资租赁。

Functional Localization

福州片区
七大区块

七大功能区块



福州片区
建设成效

1、体制创新高地初步形成

2、投资便利化日益凸显

3、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

4、新型贸易业态蓬勃发展

5、简政放权实现办事不出区

6、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初步建立

7、金融创新成效突出

8、对台经贸交流与合作不断推进

9、法治化的国际营商环境初步形成



体制机制创新高地
初步形成

一年内试验任务86项，目前已实施

78项，推出7批创新举措77项，全

国首创的22项。

“简化CEPA以及ECFA下货物进口原产地证

书提交需求”及“放宽ECFA项下海运集装箱

货物直接运输判定标准”这2项全国首创举措，

已被海关总署复制推广到四个自贸试验区，

“3A一掌通移动税务平台”、“改革和简化

原产地签证管理”等17项创新举措被列入福

建省改革创新成果在省内复制推广。

福州片区
建设成效

对台先行

先试制度

事中事后

监管制度

投资便利

化制度

贸易便利

化制度
6项

7项
23项

41项



投资便利化
日益凸显

福州片区
建设成效

• 15876户
•福州片区新增企业

•481户
•外资企业

•31.44%
•企业运营率

•2041亿元
•注册资本

•*截止2016年5月19日

• 一表申报、三证合一、一

照一码

• 建设审批一口受理

• 3A一掌通移动办税平台

• 电子营业执照

• 企业注册全程电子化登记

• 商事主体名称自助查重自

主申报

• 就近登记，全程通办

……

23项
投资便利化制度



投资便利化—创新案例福州片区
建设成效

一表申报、一口受理、一照一码
工商、质监、国税、地税部门通过“一口受理平台”联动审批，
综合窗口统一发照
率先实行“一照三号”，将工商注册号、组织机构代码、纳税人
识别号合并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赋码规则统一源头赋码
统一登记表格统一登记受理

统一档案管理

领证时间

缩短95%



投资便利化—创新案例福州片区
建设成效

实现手机缴税、零申报、办税地图、公众查询、涉税事项办理情况查询等功能。

任何时间

Anytime

办理任何税务事项

Anything
任何地点

Anywhere

“一掌通”3A移动税务平台
•纳税人通过移动税务平台

已有

3281户

纳税人注册使

用3A移动税务

平台



投资便利化—创新案例福州片区
建设成效

无纸化退税管理
出口企业退（免）税申报和国税机关审核审批、退库等

出口货物劳务退（免）税业务“网上办理”.

★简化了出口企业退税申报负担

★减轻了退税机关档案资料归整

★实现了退税申报纸质资料从报送税务机关归档到企业

自行留存备查的改变

2015年5月-2016年2月
福州自贸片区共有

167户
出口企业

通过无纸化管理申报出口退(免)税

6.2亿元



贸易便利化
水平不断提升

福州片区
建设成效

41项
贸易便利化制度

海关、国检和海事部门共累计出台41项贸

易监管创新制度，有效提升了福州片区贸

易便利化水平，降低了企业通关成本，提

升了贸易效率。贸易方式多元化发展的空

间得到有效释放。

2015年福州片区贸易进出口额

144.6亿美元

•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 关检“一站式”查验

• 整车进口一体化快速通关

• 检验检疫多证合一

• 海关查验作业微信预约制度

• 改革和简化产地签证管理

• 发展保税展示业务

• 拓展东盟海产品交易所功能

等

• 创新跨境电商高效监管模式

• 加工贸易联网监管企业

电子账册“三自一核”

……



贸易便利化—创新案例福州片区
建设成效

• 建设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无需向各口岸逐一申办业务

单一平台一次性提交单证

一次性接收口岸意见√

√

×

• 减少30%重复申报项目

• 缩短40%通关时间

• 节省50+%人力成本

• 每集装箱节约成本600元

• 节约24小时查验时间



贸易便利化—创新案例福州片区
建设成效

•整车进口一体化快速通关

在全国率先采用

RFID技术

每车通关时间

节省1天

快速通关

最快24小时



贸易便利化—创新案例福州片区
建设成效

• 检验检疫多证合一

• 通过企业资质等级准入制度改革，将企业所有检验检疫资质类证

明文件信息合并在一张证明文件上，仅向企业发放一份包含所有需

要办理检验检疫资质类信息的证明文件，实现企业“一企一证”。

 统一“多证合一”证明申请要求和格式

 统一设立检验检疫企业资质集中受理窗口

 优化申请登记审批流程

 建设信息化系统

方便企业办事

减轻企业支出

提升审批效率



新型贸易业态
蓬勃发展

福州片区
建设成效

• 全国第6个、福建省唯一整车进口口岸,引进88家进口汽车经销

企业,10家汽车平行进口企业。

• 创新实施“整车进口一体化快速通关模式”、“分线管理、验

证改装、事后监管”检验检疫监管模式等口岸通关便利化改革，

实施汽车整车平行进口试点，解决进口汽车售后服务及质量追

溯问题。通关时效由4-5天降为1天，在全国处于领先。

• 累计到港进口突破1万辆。 2015年进口汽车3887辆，位居全国

第6，新批口岸第2。今年以来进口3614辆。

整车进口口岸



新型贸易业态
蓬勃发展

福州片区
建设成效

• 依托东南亚最大的海产品交易市场——福建名成海峡水产品交

易中心的基础上筹建的，是贯彻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重点项

目。

• 全国首创“统一申报、集中查验、分批核放”海产品通检模式，

搭建海交所跨境结算平台，实现“线上交易、线下交收、人民

币结算”的交易模式。

• 发展境内外会员351家，马来西亚分中心已经建立。正在筹备越

南和缅甸分中心。。

中国-东盟海产品交易所



福州片区
建设成效新型贸易业态

蓬勃发展

跨境电商

◆全国首批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全国两岸电子商务实验区，去年产值达到

1200亿元人民币，近4千家电子商务企业。

◆福州为跨境电商进口试点城市和两岸跨境电商实验区，开展跨境电子商务

保税进口业务，福州跨境电商公共平台去年11月投入运行。

◆跨境电商园区首期4万平方米已开始办公，二期规划6万平方米，形成集办公、

物流、培训、展示和金融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世界五百强德国EDEKA和阿里一达通等300多家跨境电商企业落户福州片区。

◆建成出口加工区、利嘉、优联3个跨境电商货物监管中心。

◆ 截止2016年4月，共有18家企业、226种商品在福州片区备案，共受理入区

67批次、3395.6万人民币的商品，平均每天出区放行2000个包



福州片区
建设成效新型贸易业态

蓬勃发展

利嘉商品展示交易中心

1、充分利用自贸试验区保税展示交易及“前店后仓”政策，在仓

山利嘉国际商贸城建设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心。

2、建筑面积40多万平方米，首期运营 2 万㎡，已于 2016 年 1 月9 

日正式对外营业，入驻商户128 家，汇集全球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上万种商品，日均营业额超百万。

3、二期已引进了韩国城、台湾馆、海丝之路沿线国家综合馆、国

际文化艺术品展销中心、国际商品博览中心等主题馆，形成了产

品汇聚、文化多元的多功能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



福州片区
建设成效新型贸易业态

蓬勃发展

海丝商城

1、依托海丝商城，打通海丝沿线国家与地区商品贸易通道。配

套建设有国家级进口食品检测实验室和1.5万平方米的进口食品检

验检疫集中查验场。

2、福州检验检疫局对海丝商城实施“预约报检、随到随检”、

“风险管理”、“集中查验”和“台湾农产品‘口岸验放、源头

管理’”等多项贸易便利化措施，有效提高了海丝商城进口商品

检验通关时效，检验放行时间从原

来的5～7天缩短至1～2天。

3、商城总面积2万平方米，目前已吸引100多家企业入驻，引进

泰国、斯里兰卡、印尼、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地区）上千种进口食品。



简政放权
实现办事不出区

福州片区
建设成效

打造扁平化政府

将原来分散在省、市、区三级政府部门400多项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事项由片区管

委会按照“集中受理+部门分办”的原则实施审批服务，实现“审批不出区”。

创新行政审批管理模式

位于马尾的福州片区综合服务大厅设立窗口69个，入驻部门44个，集中办理区内各

项事务，实现“办事不出区”，加强网上办事大厅和网下行政服务中心的衔接，打造

线上线下互补的政务服务平台，精简优化审批流程，改进审批方式，将时限压缩到法

定时限的30%以内。

“一口受理”服务模式

实行建设项目审批“一口受理”服务模式，建设项目审批时限从1年左右压缩到35

个工作日内。



事中事后监管体系
初步建立

福州片区
建设成效

7项
事中事后监管
创新制度

“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高效透明公平为特

征”信用分类监管机制运行顺畅、部门协调

随机抽查机制落地、社会参与机制初显成效。

1、建立综合监管信息

共享平台。

2、实施“双随机”抽

查综合监管模式。

3、推行“统一抽号、

综合检查、信息共享、

联动惩戒”的事中事后

监管新机制

4、探索建立市场竞争

秩序监测体系。



金融创新
成效突出

福州片区
建设成效

打造金融发展平台，聚焦金融机构

1、成功推出首批28个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案例

2、打造两岸金融合作示范区、金融小镇、多层次资本交易

服务市场等载体

3、聚集超过1000家金融及类金融机构。

13家

保险公司

3家

证券公司

900
家类金融

机构

84家
银行机构



金融创新
成效突出

福州片区
建设成效

引入境外低成本资金
截至今年3月底，福州片区内企业获境外人民币融

资2.6亿元、3500万美元，降低融资成本0.8至

1个百分点。

21个
跨境借贷

25个
资金池

1个
点心债

1个
宝岛债



金融创新
成效突出

福州片区
建设成效

• 推进两岸金融合作创新

4家台资银行落户福州

4家台资保险公司
在福州市设立保险机构

4家大陆台资银行
开立同业账户8个

中国银行与在福建设立分
行的部分台资金融机构，
累计人民币代理支付清算

量达39.76亿元

建行在榕设立国内首家总行级
“海峡两岸跨境金融中心”



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
不断推进

福州片区
建设成效

6项
对台先行先试

制度

两岸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服务贸易领域不断开

放，人员往来更加便利。

• 推出5项对台贸易便利

化举措；

• 加快对台医疗、建筑、

旅游等17个领域开放；

• 建设海峡青年交流营；

• 建设两岸青年创业创新

基地；

• 建设台商创业园

• 推动两岸人员往来便利

200项
对台服务业项目落地

178家
台资企业进驻福州片区

38家
台湾各体工商户
落户福州片区



对台先行先试—创新案例福州片区
建设成效

• 简化ECFA及CEPA原产地证书提交需求

• 在福州自贸片区内：

ECFA及CEPA项下

进口货物

×无需再行提交

纸质原产地证

注：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
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节约证书寄送在途时间

1-2天

降低企业成本约

8%

驻闽海关



对台先行先试—创新案例福州片区
建设成效

• 对台湾食品实施“源头管理、口岸验放”快速放行模式

• 检疫更超前：

将进口台湾食品农产品检验检疫工作向前延伸，建立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源头

管理机制。

• 通关更快速：

驻闽检验检疫机构在风险分析、建立质量安全源头管理机制等的基础上，对台

湾地区部分输自贸试验区食品、农产品、化妆品，试行“源头管理、口岸验放

”快速通关模式。

检验放行时间
从原来的5~7天
缩短为
当天申报当天
查验放行

每个货柜平
均比原来
节省成本
3000元



法治化国际营商环境
初步形成

福州片区
建设成效

法制

建设

自贸区法庭

台胞权益保障中心法官工作室自贸区检查院

国际商事仲裁院

台胞权益保障中心法官工作室

•通过设立自贸试验区法庭、国际商事仲裁院、全国首创的台胞权益保障中心法官

工作室等多项措施，积极构建多元化、市场化、国际化纠纷解决机制，不断提升

自贸试验区法治服务保障水平。



• 总部经济政策

• 整车口岸发展政策

• 东盟水产品交易所政策

• 融资租赁政策

• 电子商务政策

• 现代服务业政策

• 创新产业政策

• 服务外包产业政策

• 招商引资政策

• 人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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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quarters Economy

Vehicle port development policy

Aquatic Product Trade

Financial Leasing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The Electronic Commerce

Innovation Industry Policy

Services Outsourcing

Attractbid Forinvite Investments

Professionals Policy

福州片区产业扶持政策
Industry Supporting Policy



Headquarters
Economy总部经济政策

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州市鼓励加快总部经济发展实施办法的通知（榕政综[2011]191号）

开 办 补 助 ：对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给予注册资本2%-3%的开办补助。

用 地 优 惠 ：按同地段同用途基准地价的楼面地价确定的宗地价格为底价挂牌出让；以基准地价的楼面地

价确定的宗地价格低于土地取得费、前期开发费及出让规费之和的，按成本价为底价挂牌出让。

办公用房补助：对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给予不超过500万元的办公用房补助。

经营贡献奖励：前2年按企业对地方税收贡献额的80%给予奖励，后3年按企业对地方税收贡献额的40%给予奖励。

规 费 减 免： 新引进的总部企业，其缴纳属于地方政府审批权限范围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前2年免

收，后3年减半征收。

产业扶持政策



Aquatic Product
Trade东盟水产品交易所政策

简化手续：简化海产品进口原产地证书提交需求，简化内销手续，促进海产品内销便利化。

对台快速通关：对台湾地区输往自贸试验区的海产品试行快速检验检疫模式。

打通本外币结汇渠道：允许交易所开立“交易所涉外交易人民币专户”及交易会员子账户。

财政奖励：自2014年起三年内，交易所实际缴纳的三项税收（含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区级留存部分100%给予奖励，2017年起三内年，上述税收50%给予奖励。

产业扶持政策



Financial
Leasing融资租赁政策

福建省政府出台《关于支持福建自贸试验区融资租赁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闽政办[2015]123号），

福州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福建自贸区福州片区融资租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榕政办[2015]221号）

鼓励自贸区融资租赁企业开展智能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租

赁业务，拓展飞机、汽车、船舶等运输工具的专业融资租赁服务，推进医疗、教育、检验检测等装备

融资租赁服务。

鼓励自贸区外企业利用自贸区融资租赁平台开展业务，引导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采用融资租赁方式融资。

在自贸区内的融资租赁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当地政府将给予最高不超过500万元的补助。

融资租赁企业通过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海峡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融资。鼓励注册在区内的融资租赁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除外）在净资产10倍与上年末风险资产的差额

范围内借用外币资金，在不超过净资产10倍范围内借用人民币资金。支持融资租赁公司赴境外发债和

探索通过资产证券化盘活租赁资产。 产业扶持政策



Vehicle Port
Development Policy整车口岸发展产业

福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促进福州港江阴港区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榕政综〔2015〕175号

物流成本补贴：按进口量每辆给予1000元-3000元物流成本补贴。

市场拓展奖励：根据增量总量情况，给予每辆300至800元市场拓展奖励。

对年度进口汽车达1000辆以上并经管委会认定的汽车供应链服务平台，给予一定的市场拓展奖励。

CCC 证补助：自主申请获得汽车进口CCC认证证书的汽车贸易企业，给予每本新证书一次性10万元扶持。

三包责任险凭证补贴：根据其进口车辆销售增值情况给予每张三包责任险凭证补贴。

汽车技术研发中心奖励：对获得国家认定的汽车技术研发中心，一次性给予30万元奖励。

滚装船航线补贴：首次从江阴口岸通过汽车滚装船运输进口汽车在500辆以上3000辆（含）以下的，给予一次性

150万元航线补贴。

出 口 补 贴：支持省内汽车生产企业汽车从江阴口岸出口，对直接从其口岸出口增加的物流费用，给予全额补助。

售后平台补助：企业新建立的平行进口汽车售后维修保养服务平台，经管委会认定给予一次性30万元补助。

产业扶持政策



跨境电子商务产业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奖励：投入实际使用一年以上，且平台入驻企业数达50家（含50家）以上，

网上交易额超过3000万美元（含），给予平台建设方投资一次性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补

助。

￭场租补贴：对于电子商务进出口额1000万美元（含）以上的，一次性给予不超过50%的房租补贴；电

子商务进出口额500万美元（含）—1000万美元，一次性给予不超过30%的房租补贴。该补贴自企业正常

经营满一年后，于次年对其上年度的租金兑现补贴，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

￭物流配套补贴：境内仓储为我市电商企业服务超过30家的公共仓储服务平台且仓储的进出口货物金额

达500万美元（含），给予1%的补助。最高给予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扶持。

￭人才奖励：对企业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交易额达到100万美元，企业新录用从事电商工作的并签订一年

以上劳动合同的大专学历以上员工，给予企业每人不超过2000元的定额培训支持。同一企业年度培训资

助最高不超过20万元。

对我市高新技术企业引进的，年缴纳工薪个人所得税不低于3万元的高层次优秀人才，

可按其上一年度所缴工薪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的50%返还，返还期不超过5年。

Cross-border
E-commercre

产业扶持政策



Financial
Leasing融资租赁产业

落户奖励：按到资情况（5000万元以上）给予一次性财政补助及办公用房租金补贴（按每平
方米市场评估价房屋租金的30%补贴，补助时间为3年）。

设备购买、承租奖励：按其项目设备购买价款的0.5%给予奖励，融资租赁方、承租方分别按
照奖励总额80%、20%的比例进行奖励。相关县（市）区设立专项资金，用于上述政策的落实
兑现。

税收优惠：对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含融资性售后回租）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按照其所载明
的租金总额比照“借款合同”税目计税贴花。

上市奖励：对上市后备或在资本市场上市、挂牌交易的融资租赁企业，按照《福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上市的意见》（榕政综〔2010〕94号）、《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
非上市企业进入场外市场挂牌融资的若干意见》（榕政综〔2014〕195号）的规定给予奖励。

十大招商产业



Entrepreneurial
Core Area

福州片区，创业热土

• 截止3月9日，福州片区新增企业8790户，

注册资本125亿元，其中内资8451户，外

资339户（台资130户）,注册亿元以上企

业172户，初步形成了万众创新、大众创

业的可喜局面。

招商引资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Architecture • 福州片区管委会内设六个部门，分别为办公

室、政策研究室、经济发展局、财政金融局、
规划建设局、综合监管和执法局等，四个办
事处：保税港区办事处、经开区办事处、仓
山办事处、出口加工区办事处。

• 福州片区管委会网站：www.fzftz.gov.cn

• 福州自贸区官方微信：福州自贸区

• 联系电话：0591-28328586、28321777

• 联系传真：0591-83982681

福州片区
管委会架构

福州片区管委会架构

http://www.fzftz.gov.cn/


自贸区是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推进器。当前要稳增长，

顶住经济下行压力，需要运用宏观政策工具，更需要不断加大

改革开放力度。改革会带来最大红利，开放会释放巨大活力。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5年4月23日考察福州片区时的讲话

福州片区
展望

Expectation
福州片区片区展望



For a better future

Thanks

投资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
开创美好未来！

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管委会

2016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