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14 2017年6月26日 星期一
版式设计 冉明

“我们要迎头赶上，要通过长沙黄花综
合保税区的建设， 把东部开放型经济走廊
的龙头舞起来， 把东部开放型经济走廊立
起来！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获批后，湖南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非常关注
项目建设。

全体建设者们，将项目视为一号工程，
当起了“拓荒者”、做起了“掘土人”，翻开泥
泞，一砖一瓦筑下开放的根基。

他们追求速度、讲究效率，每天都在跟
时间赛跑。 事关项目建设的每个环节都在
优化再优化，每个步骤都在提速再提速。 仅
6 个多月时间，建成通关大楼、综合大楼、监
管仓库等房建建筑面积近 20 万平方米，拉
通巡逻道、 保税大道、 综一路等市政道路
12 公里，4 月 21 日成功通过省级预验收、6
月 8 日顺利通过国家验收。项目建设速度，
创全国同类综保区之最！

他们追求品质、讲究细节，要使综保区
用的每一分钱，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项目
规划方案，邀请省建筑院高标准设计，连办
公大楼铺设的地砖都几易其稿征求意见；
一期主卡口建设，设“五进五出”共 10 条通
道，各通道之间有安全岛进行隔离，真正实
现人、货分流；监控系统设置，沿隔离围网
和监管仓库、 查验平台、 主卡口等处安装
216 个高清摄像头，沿隔离围网设置有 182
对红外报警探测器， 一期整个区域围网周
界实现全方位无盲区监控……

短短一年的建设时间， 1800 余名建

设者，放弃周末，放弃节假日，日日夜夜鏖
战在项目一线。 综保区项目任务被分解成
近 120 个小项， 进行时间倒排， 明确时间
表、责任人，工作完成一项插一面红旗，倒
逼各项任务提前完成； 领导小组办公室建
立项目问题交办制度，逐个销号；建立餐会
交流机制， 将所难所惑带到饭桌上， 边吃
饭，边收集反映问题、边研究破解难题。 日
报告、周安排、月计划，打响一场与时间赛
跑的项目攻坚战役。

项目建设的工艺极为复杂， 既有厂
房、又有道路，既有土建工程、又有钢筋混
凝土结构，既有下穿隧道，又有上跨桥梁，

被承建方———中建五局三公司副总经理
兼中南分公司总经理陈勇喻为“建筑博物
馆”。 1.99 平方公里土地， 并非一望无
垠，中间的山丘、机场高速、磁悬浮轨道，
将综保区一、二期以及黄花机场分别“隔
离”开来。 建设者们不惧艰难，用“逢山劈
路、遇水架桥”的决心与姿态，在高空之上
建起两座横跨黄金大道的横跨桥，在黄土
之下建起下穿机场高速、磁悬浮的隧道工
程，打通综保区一、二期与黄花机场的“最
后一公里”， 使黄花综合保税区直通黄花
机场三期国际货运站，让“区港联动”的构
想迈出实质一步。

向着蓝天，起飞
———写在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之际

陶芳芳

夏日的气息越发浓烈， 发展的
热潮在三湘大地迅速蔓延。 6 月下
旬，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正式封关
运行。 园内，一辆辆大型货车川流不
息，一排排大型集装箱有序堆放，来
自世界各地和去往世界各地的物品
在此迅速集散、分拨。 这距长沙黄花
综合保税区通过国家验收仅仅十多
天。

与往日相比，这片土地上方，飘
荡的不仅有建设机械声， 还有高亢
的车辆鸣笛声、卸货声、工人们的指
挥声，以及通关大楼里，工作人员热
情的招呼声……声声坚定， 传递着
蓬勃发展的气势， 合奏成一首浑重
有力的“开放崛起”交响曲。

湖南， 一座通往世界的巨型之
桥在此架起；长沙，向着蓝天，起飞！

开放， 是一张内陆城市超越自我、走
向世界的通行证。

本世纪之初，地处内陆的湖南，声势
浩大拉开了新一轮与世界融合的大幕。 多
年来，一个个鲜活的开放故事，一桩桩开
放大事件，不断铭刻并展示着湖南开放发
展的轨迹与成果。

目前，长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
“一带一路”等重大国家战略正在实施，国
家新一轮开放开发战略布局已由东部沿
海向内陆延伸，发展重心持续向中西部转
移。 融入国家战略，打造一个新的经济增
长点，湖南正逢其时。

长沙也已形成了以湘江为界的两岸
发展新格局。 湘江以西，是国家级新区湘
江新区，是长沙“西引擎、西高地”；湘江以
东，是正在着力打造的以长沙临空经济示
范区为龙头的东部开放型经济走廊，是
“东引擎、东高地”。

省委书记杜家毫提出“湖南不靠海，不
沿边，走向世界靠蓝天”。 外向型经济发展
新需求之下，为这个“开放平台”的确立理清
了方向，明确了思路：再造一个综保区！

位于长沙东部的长沙县，利用得天独
厚的优势，抢抓机遇，主动承接重大使命，
筹建黄花综合保税区。

长沙县最大优势在于机场。 坐落辖区
内的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被国务院批准为
区域性国际航空枢纽，2016 年，黄花机场
旅客吞吐量达 2129.6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8%，连续多年位居中部机场第一。 预计
到 2040 年， 年旅客吞吐量可达到 7000
万人次。 从这里出发，可以直航到达美国

洛杉矶、 德国法兰克福等 22 个国家和地
区。

目前，长沙县正依托黄花机场，重点
开发建设“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以全面
迎接大临空时代。 武广、沪昆等高铁动脉
交会融合， 长株高速、319 国道纵横交错，
连接机场与高铁的中低速磁悬浮专线贯
穿其中， 地铁 6 号线、G 字开头的渝厦高
铁直通黄花机场， 为全国罕见。 航空、水
运、高铁、城市主干道、磁悬浮、地铁共同
构筑起六位一体的立体交通体系，为综保
区“大进大出”提供有利条件。

长沙黄花机场已获得进境食用水生
动物、进境冰鲜水产品两个指定口岸。 待
综保区建成，实现区港联动后，区、港之
间，可实现优势互补———几类口岸优势将
叠加到黄花综合保税区来，转换为综保区
优势；而黄花机场也将有效破解只有客流
没有货运航线的尴尬境地。 据有关专业人
士分析，在此片区内设立综保区，实现区
港联动，将可进一步撬动临空经济加快崛
起。

2016 年 5 月 31 日， 长沙黄花综合保
税区正式获国务院批复设立，正式肩负起
引领湖南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特殊使命！

黄花综保区按“一次规划、循序推进”
的原则分步进行开发建设，项目规划面积
1.99 平方公里，位于长沙市东部临空经济
示范区的核心区，总建设期为 5 年，总投
资约 50 亿元。 首期建设范围为机场高速
以北、黄金大道以西 0.77 平方公里区域。

自此，开放崛起，湖南校正罗盘，又立
一个新起点！

当园成型、 路成网的长沙黄花综合保
税区筋骨舒展之时， 长沙县迅速启动综保
区项目招商， 通过引进一只只跃跃欲跳的
“项目之鱼”，来搅活这一池发展的春水。

规划之初，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就确
立了综保区重点发展临空偏好型的高端产
业定位，明确围网内主要打造保税加工、保
税物流、商贸交流三大核心功能，重点引进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精密仪器、
新材料等。

为此，综保区的招商，不摊“大饼”，不
搞“大呼隆”，而是以“国际化”的视野，瞄准
“高精尖”。 为最大限度地吸引项目在此加
速集聚，一系列优惠政策、扶持政策相继出
台。

财政专项扶持航空偏好型产业，物流

快递企业最高可获 100 万元补贴，厂房仓
库租金最长可免三年……由长沙市商务
局牵头制定、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的《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招商引资若干政
策措施》， 成为长沙首份针对综保区发展
的文件，明确对首次落户且在综保区内经
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企业法人，符合条件
者，将给予租赁补贴、配套服务等各类政
策保障，成为吸引企业入驻最给力的“砝
码”。

企业家们来了。 来自美国、澳大利亚、
波兰和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 60 多家
企业达成意向入驻。 就在今年 5 月 27 日，
综保区又一举签下南洋国际等 10 大项目。
截至目前， 综保区已累计签约项目 27 个，
已有 40 多家公司在综保区办理工商注册。

项目来了，产业活了。得益于这些项目
发力，在封关运行的当年，长沙黄花综合保
税区预计可实现进出口总额 8 亿美元以
上，并在封关运行 3 年之内，力争外贸进出
口总额达 80-100 亿美元！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 到底能带来什
么？

作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长沙黄花综
合保税区拥有“境内关外”特殊运作模式，
能为区内企业减免进出口关税， 节约企业
成本。 国外商品一旦进入这里，就能享受保
税政策，企业卖多少，交多少税，什么时候
卖，什么时候交税，有效缓解了资金压力；
国内货物入区视同出口，实行退税；对“两
头在外”企业或区内企业之间的货物交易，
完全免除关税和增值税； 区内企业之间的
货物交易则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

它也把世界工厂搬到家门口， 拉近了
产业对接世界的距离。 通过长沙黄花综合

保税区， 长沙的加工制造环节可以向国际
采购、国际配送两端延伸，有助于加工制造
向贸易服务的直接升级， 也有利于吸引更
多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企业落户，以促
进外贸发展方式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
升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

作为助力临空经济发展的关键平台，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还将为企业提供高效
的流通优势。 在这里，海关将全面推进全国
通关一体化、无纸化、放管服等改革，复制
推广自贸区监管创新制度，为企业提供“快
进快出”的通关环境。

商品走出去，带动企业走出去，产业走
出去，再促使“中国优势”、“中国资源”走出
去……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的这些优势要
素，都将成为加速一个企业、一个地方转型
升级、“走向国际”最有力的制因！

在卡口东面预留了 50 亩土地， 建设
10 万平方米的高端外贸商品展示交易中
心，展示、出售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端香水、
箱包、钟表、珠宝，以此形成人气聚集高地。
在这里， 市民将可以在现场看货， 线上下
单，不出国门，海淘货真价实的世界名品!
� � “可以想象，随着高端企业越来越多，

人流越来越多，综保区在交通、医疗、教育
等方面的配套设施也将越来越多。届时，当
越多越多的外国人从黄花机场下机， 踏上
综保区的土地，或因工作、因喜好在综保区
停留之际， 都将潜移默化地驱使本地人的
生活习俗、 购物习惯、 甚至语言风格走向
‘国际化’。这，很有可能。”长沙黄花综合保
税区项目负责人充满信心地展望着。

如同综保区那幅形如机翼的银色卡
口，伸展着庞大身躯，仰头向天际展望：世
界，我来了！

用开放的理念 把握“外向型经济”发展新机遇

用长远的眼光 全身心投入这一年轻的事业

用国际化构想 布局产业、人文与世界同步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通关大楼、综合大楼外景。 彭国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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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黄花综
合保税区围网、巡
逻道。

范远志 摄

6 月 8
日 ，长沙黄花
综 保 区 正 式
通 过 国 家 验
收。 图为演示
货 车 顺 利 通
过 黄 花 综 保
区北卡口。

范远志 摄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通关大楼集报关、报检、配套办公等功能于一体，日前已
正式启用。 图为一楼通关服务大厅。 曾诗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