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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华社记者赴福建自贸
区采访了解到，厦门、福州海关和
福建、厦门检验检疫部门不断深化
合作，积极推进“信息互换、执法
互助、监管互认”，在全面实现关检
合作“三个一”的基础上，推行

“一站式查验”模式，并积极探索国
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合力创
新口岸管理机制，为自贸区建设

“清障”提速。

关检合作成绩斐然

记者在平潭口岸海关监控大厅
看到，大屏幕上不断动态显示着各
个关口、港口码头的货物进出情
况，一些偏僻海湾监控点的即时画
面也一目了然。

平潭海关关长周筠光说，去年
开始，福建省内的福州、厦门海关

和福建、厦门检验检疫部门全面启
动关检合作“三个一”通关模式，
对部分依法需要报关报检的进出口
货物，海关和检验检疫部门实行

“ 一 次 申 报 、 一 次 查 验 、 一 次 放
行”。

一些贸易商说，过去企业填写
通关申报单，海关和检验检疫部门
都要求填写百项左右申报数据，其
中约40％为重复项。“三个一”模式
实施后，企业从客户端一次性录
入，就可将申报数据分别发送给海
关和检验检疫部门。两部门依法需
要对同一批货物实施查验的，共同
进行“一次查验”，尔后“一次放
行”。

厦门检验检疫局局长马元林表
示，“三个一”实际上为福建自贸试
验区的建设打下了基础。厦门海关
副关长王天舒说：“‘三个一’是关

检创新口岸通关模式、推动通关便
利化的重大创举。”

启 动 “ 三 个 一 ” 通 关 模 式 以
来，厦门关检共实现“一次申报”
报关单3140份，“一次查验”报关单
1427 份，“一次放行”报关单 117 万
份。此项改革使进出境货物通关时
间缩短 40％，重复申报项目减少
30％，大大促进了贸易便利化。

一站查验一次搞定

东渡海关查验科长蔡逸松说，
过去企业的同一票货物常常需要在
不同时间、地点分别被关、检查验
两次，需两次调柜、开箱，并变换
地点，现在只要关检两家的查验信
息“对碰”上了，两家同时来到

“一站式查验场”，一次查验就搞定
了。

自去年 10 月关检启动“一次查
验”以来，东渡关检已办理“一站
式查验”472票。

“一站式查验”是我国口岸“信
息互换、执法互助、监管互认”的

“三互”改革的重要内容，厦门关检
率先在东渡、象屿、海沧3个口岸启
动了4个关检“一站式查验场”。

厦门海关监管通关处处长邓光
文说，实行“一站式查验”后，企
业每个查验货柜可节省费用 600 元，
可节省人力资源50％。

福建检验检疫局局长支毅隆表
示，下一步将推进关检等部门的查
验场地、监管仓库、大型查验设
备、监控系统等共享共用，推行

“联合查验、一次放行”的一站式作

业。

建设国贸“单一窗口”

厦 门 东 渡 海 关 关 长 黄 艺 介 绍
说，依托福建自贸区厦门片区电子
口岸信息平台，厦门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建设正在稳步推进。

厦门海关关长柏华冰表示，“单
一窗口”就是关检等口岸部门、地
方政府相关部门及金融机构等共同
参与的口岸管理共享平台，贸易商
能够通过一个入口提交货物进出口
或转运所需要的单证或电子数据，
平台上各部门共享，其特点是“一
个平台、一点接入、一次申报、一
次办结”。厦门的“单一窗口”是在
学习新加坡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地
方特色逐步推进的。

厦门口岸“单一窗口”已进入
实质操作，并取得一定成效。目前
厦门海关已有 12 个项目在“单一窗
口”平台上运行，检验检疫部门有
11 个项目上线运行，今后将有更多
的口岸管理部门和政府服务部门加
入进来。

记者了解到，厦门关检与其他
口岸部门共同构建了“出入境船舶
单一窗口信息系统”，大幅提升口岸
船舶联检效率，入境船舶检验检疫
申报时间从原来的 50 分钟缩短至 5
分钟。

福州海关关长吴幼毅介绍说，
福建省正在进行电子口岸信息平台
建设，全省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将很快推出。

（据新华社福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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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社福州电（闫旭） 为对接 《中国制
造 2025》 发展战略，中共福建省委九届十四次
全会近日研究部署了今后一个时期产业转型升
级工作，加快打造福建产业升级版。

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

福建省委书记尤权在会上表示，加快产业
转型升级，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选
择、应对消费需求变化的客观需要、用好新一
轮科技进步与产业变革难得机遇的迫切要求、
实现“十三五”目标和落实中央支持福建加快
发展决策部署的重点和关键。

顺应世界结构的深度调整和以新技术为基
础的产业变革，中央更加重视顶层设计，推动
实施“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重大国家
战略。尤权表示，这为福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
了重要契机，也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去年 11月初，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考
察福建时，把“产业优”作为新福建建设的重
要内容。尤权对此强调，福建要在“十三五”
时期解决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关键的途
径是要推动产业结构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
增长动力由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换。

确立打造产业升级版目标

福建官方现已形成 《关于进一步加快产业
转型升级的若干意见》，还制定了《福建省实施
<中国制造 2025>行动计划》。在这两份文件
中，福建确立了加快打造产业升级版的主要目
标：到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1.8万
亿元以上，电子、石化、机械三大主导产业年
产值分别超过1万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15%；节能减排水平明
显提高，各项排放指标进一步下降。

为此，尤权提出，福建要运用信息技术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深入开展工业互联网创新试
点行动，加快机械、船舶、汽车、轻工、纺
织、食品等行业成套设备及生产系统的智能化
改造，推动重点产业、传统优势产业和劳动密
集型产业逐步实现“机器换工”。

重点推进逾两千产业项目

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福建已初具规模，
去年实现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 17%，
但仍缺乏核心技术优势和有竞争力的企业群
体。尤权表示，要进一步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
技术、生物与新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
材料等产业，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化。

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尤权还提出，福建
要在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企业技术、产
品、营销、管理等全方位创新方面下工夫；从
规划引领、政策保障、财税扶持、优化服务、
人才支撑等方面，努力创造有利于产业转型升

级的环境和条件。
据福建省省长苏树林透露，2014年至2018年，福建要重点推进2121

个、总投资4.5万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此外，围绕电子信息、石化、机
械装备、传统特色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互联网经济、服务业、特色
现代农业、海洋经济等九大产业，再引进一批新的大项目、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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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自贸区：：口口岸机制如何创新岸机制如何创新
朱海黎朱海黎 苏苏 杰杰 康康 淼淼

在福建漳州龙文区步文镇玄坛宫村，一尊刻
有“活佛宫”字样的石香炉不久前被村民发现，
此事在当地文史学界、佛教界掀起波澜。这一文
物让百年前的“肉身和尚公案”有了明确结论，
印证了日本横滨总持寺内的肉身和尚来自漳州龙
文区“活佛宫”。此文物还引发一些历史谜题，包
括现身在日本的肉身和尚是否为唐高僧无际大
师，肉身和尚为何千年不朽等。

石香炉印证活佛宫存在

玄坛宫村离漳州立交桥仅两公里。石香炉是
村民在村口挖地基时发现的。香炉长 70厘米，宽
40 厘米，由花岗岩雕刻而成，正面呈梯形，正中
是莲花图案，上方镌刻“活佛宫”3字，右侧刻有

“光绪岁次甲午仲夏吉日立”，左侧落款为“粤东
凌锦田、郑有霖、刘景云仝敬”。

对于村里的活佛宫，老村民记忆犹新，宫庙
1960 年夏因特大洪水被冲毁，而村民还口耳相传
一个重要事件——活佛宫百年前曾供奉过一尊肉
身和尚，村民称之为“和尚干”（干是没水分的意
思），“和尚干”于 1911 年被日本牙医父子偷走。
对于这一事实，漳州文史学者都曾做过调查，而
漳州工业学校退休教师、佛教徒黄戴德，1997 年
所做的实地调查卓有成效。

黄戴德老人已 89 岁，但讲起肉身和尚和活佛
宫，仍如数家珍。他说，1997 年初，一个偶然机
缘，他得知现身在日本的“无际大师肉身”祖地
在漳州，但远方来的几位专家均调查无果。他经
过调查，发现了活佛宫的拜石，又通过走访当地
老人，了解到“和尚干”被偷后的情形，推断出
事件发生的较准确时间。今年他把调查过程和结

果详细记录，包括文字、录音、往来书信等第一
手材料，保存到龙文区方志办公室。

肉身千年不腐世界罕见

在龙文区方志办查阅黄戴德提供的资料，其
中有他与当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日裔女教授滕
颖、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所长吴立民往来的宝
贵资料和图片。滕颖从上世纪 90年代初开始往来
于中日之间，主要负责“肉身和尚”的祖地、身
份鉴定工作。根据她提供的资料，1911 年，日本
牙医山崎彪在中国行医期间，由于担心辛亥革命
将肉身和尚毁于一旦，因此从漳州活佛宫将肉身
和尚运回日本“保护”。此文是山崎彪为日本成立

“石头和尚无际大师仰赞会”而写，题为《无际大
师之由来》。

当年，山崎彪认为，这尊肉身和尚是无际大
师。他说带走时看到坐龛下方写着“石头希迁”
几个大字。而滕颖认为，日本专家在肉身和尚臂
上发现了流行于汉唐时代的苎麻，据此推断肉身
和尚的年代相当古老，应是与“石头希迁”大体
同时代的另一位高僧。

从1960年9月起，日本舍利子研究专家松本昭
专门成立肉身和尚研究小组。当时有文章称，这
尊堪称世界独特的肉身和尚，超过埃及木乃伊，
因为其不需特殊处理，在日常环境中，历经千年
依然不朽。还称无际大师肉身仍保持完整端坐的
外形，肌肤润泽富有弹性，宛如生人，实属罕
见，堪称奇迹……

美国学者乔治·亨特则在 《再会祖先》一书中
写道：“只见禅师盘腿如坐，双目有神，俨如活
人。一般木乃伊的保存，是人工药物制的‘躯
壳’，并不太奇。但暴露于空气中的肉身千年不
朽，实为世界奇迹。经检查，禅师腹内无污物，
体内渗满了防腐药物，嘴及肛门均被封住，这些
可能都是肉身不朽的基本原因。至于他临终前饮
用的大量汤药究竟是什么草药，已经无从考究
了。”如今，从1997年滕颖所拍摄的肉身和尚照片
中，仍可看出其栩栩如生的容颜。

将根据相关程序迎回国宝

龙文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叶明义说，区里正
着手收集材料，把活佛宫和肉身和尚的事件汇编
成册，将根据相关程序，要求向日本讨回肉身和
尚。黄戴德说，活佛宫在玄坛村终于有了实物证
据，而且有文字为证，讨回肉身和尚有实物和文
字依据。龙文区村民将集体联名请求迎回还在日
本的“和尚干”。

据黄戴德说，因在日本的肉身和尚一直被认
为是无际大师，中国某省从上世纪 90年代以来就
曾操办过“迎回”之事。1995 年，日本总持寺时
任负责人斋藤信义表示了愿意归还肉身和尚的意
向；同年，日中友好协会事务局局长酒井诚，专
程来华与中国佛协洽谈送还肉身和尚事宜；日中
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也专门给全国政协原副主
席赵朴初写信，表示归还肉身和尚的条件已经成
熟。但日本方面要求拿出能够确定肉身和尚归属
的确凿证据，并委托藤颖负责肉身和尚的祖地、
身份鉴定工作。为查证此事，滕颖往返于中日
间，寻访佛教寺院，查询相关资料。1995 年，滕
颖和吴立民还专程到漳州调查。

得知在日本横滨的肉身和尚原属漳州活佛
宫，漳州社会各界也呼吁讨回。2001 年，漳州南
山寺向日本总持寺写信，希望能请回肉身和尚；
2003 年 2 月 10 日，漳州市政协提案，希望漳州市
成立相关机构请回肉身和尚。漳州相关单位并召
开大会，商讨从日本请回肉身和尚的可行性方案。

“我们以前就知道村里的‘肉身和尚’在日
本，村民也一直想去日本探访‘肉身和尚’的真
身。”近日，玄坛宫村村委会负责人林国南表示，
村民或将于 9 月组团前往日本，希望能早日迎回

“肉身佛”。
（据《厦门日报》）

漳州千年肉身佛 流失日本上百年
黄树金 林宝卿 陈华俐

肉身和尚真身。

“活佛宫”石香炉。香炉后是肉身和尚塑像。
黄树金摄

“活佛宫”石香炉。香炉后是肉身和尚塑像。
黄树金摄

据中新社泉州电（记者孙虹） 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
点城市，也是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之一。7 月 13 日，来自台湾大学、
世新大学、辅仁大学、成功大学等29所台湾高校的80名大学生，在此与
大陆大学生一起展开文化寻根之旅，探寻“海丝”起点。

当天，以“探寻海丝起点·文化寻根之旅”为主题的第二届两岸高校
大学生挑战赛，在位于泉州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启动。在随后的7天里，两
岸大学生将在此交流采访，并结合所见所闻所感，挖掘两岸同根同源的
文化底蕴。

“此次参赛的台湾大学生中有八
成祖籍闽南地区，他们想借此机会回
到故乡，寻找故乡的起源。”台湾中
华杰出青年交流促进会理事长陈长风
说。

据介绍，本届挑战赛紧扣“海
丝”主题，突出“青年媒体人”特
色，以考察和竞赛为主要形式，让两
岸青年人以不同的视野及人文背景，
通过主办方特地安排的4条闽南风情
路线，捕捉活动中的新闻切入点，并
采用新闻报道、新闻评论等体裁，创
作参赛作品。

近日，福建泉州深埕边防派出所组织民警深入当地工业区，开展
“消防安全进厂企”活动。他们通过安全知识讲座、发放防火宣传单、现
场培训讲解等形式，向辖区内企业责任人进行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提高
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

图为民警在企业检查灭火器。 邹永茂摄

台湾大学生跨海文化寻根

消防安全进厂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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