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名称 地址

6
长沙黄花机场民航海
关监管仓库

湖南省长沙市黄花国际机场货
运中心

7
浏阳市华洋烟花鞭炮
集装箱堆场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枨冲镇青
草社区

8 长沙霞凝铁路货栈*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华宁路

9
郴州市槐树下铁路货
栈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郴江街道
槐树下村湘南国际物流园

10
浏阳景美烟花鞭炮集
装箱堆场

湖南省浏阳市太平桥镇

11
长沙跨境贸易电子商
务监管中心*

湖南省长沙市金霞保税物流中
心8号仓库

12
浏阳速福仓码烟花鞭
炮集装箱堆场

湖南省浏阳市荷花办事处嗣同
村

13 湘潭公路转关车检场 湖南省湘潭市九华经济开发区

14
湘潭跨境贸易电子商
务监管中心

湖南省湘潭市九华经济开发区

15
张家界荷花机场空运
货栈

湖南省张家界市荷花机场

16
湖南邮政速递快件监
管中心

湖南省长沙市星沙经济开发区
开元东路

批设时间

注册登记日期为2009年12月31日

注册登记日期为2012年2月23日

注册登记日期为2014年4月29日

注册登记日期为2014年6月20日

注册登记日期为2014年12月17日

注册登记日期为2015年4月23日

注册登记日期为2015年10月12日

注册登记日期为2016年3月14日

注册登记日期为2016年3月14日

注册登记日期为2016年10月8日

注册登记日期为2017年1月6日

平台功能

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是指由
企业负责经营管理， 供进出境运
输工具或者境内承运海关监管货
物的运输工具进出、 停靠， 从事
海关监管货物的进出、 装卸、 储
存、 集拼、 暂时存放等有关经营
活动， 符合 《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设置规范》， 办理相关海关手续
的场所。

*长沙霞凝铁路货栈为 “湘
欧快线 ” 起始站 ， 途经阿拉山
口、 二连浩特、 满洲里等口岸可
直达俄罗斯、 乌兹别克斯坦、 德
国等欧亚国家， 已成为湖南省融
入国家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
通道。 目前， “湘欧快线” 已实
现每周四趟常态化运营。

*2017年7月6日 ， 湘港 “跨
境一锁” 直通车通关在金霞跨境
电子商务监管中心测试成功， 率
先打通了香港机场直通长沙金霞
的进口 “湘港超级干线” 物流通
道。 采用该模式从香港至长沙往
返的每辆车平均缩短10小时、 降
低物流成本1000余元。

17 永州公路转关车检场 湖南省永州市道县工业园 注册登记日期为2017年4月19日

18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出
境免税商店

湖南省长沙市黄花国际机场T2
航站楼国际出发厅隔离区内

于1996年4月批准设立， 由湖南中免免
税品有限责任公司经营

免税商店指经海关总署批
准， 由经营单位在国务院或者其
授权部门批准的地点设立符合海
关监管要求的销售场所和存放免
税品的监管仓库， 向规定的对象
销售免税品的企业。

19
张家界市荷花机场出
境免税商店

湖南省张家界市荷花机场T2航
站楼国际出发厅隔离区内

于2016年6月经批准设立， 由湖南中免
免税品有限责任公司张家界分公司经
营

单位名称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星沙三一路2号 邮政编码 410100

法人代表 （负责人） 张庆红 办公室联系人 李艳芳

2016年入园企业数 （户） 524 其中： 外资合资企业数 （户） 43

2016年工业增加值 (亿元) 402 2016年利税总额 1167000

2016年出口总额 （万美元） 491608 其中： 工业产品出口总额 （万美元） 491608

园区简介
成立于1992年， 2000年升格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规划面积105平方公里， 下辖星沙、 梨、 黄花三个

工业园。 已形成了工程机械、 汽车及零部件、 电子信息三大主导产业。

主要指标 累计总投资 （亿元） 1157 2016年期末从业人数 （人） 126636

联系电话 84011101 传真电话 84011108

2017年9月18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妍要闻06

湖南省开放型经济平台名录
■对接自贸区提升大平台

一类开放口岸
序号 名称 开放时间 国际 （地区） 通航情况

1
长沙

航空口岸
1990年6月

2014年以来，开通国际（地区）航线59条。 其
中，亚洲航线48条，洲际航线11条；定期航线35
条，不定期航线17条，国际代码共享航线7条。 通
航国家（地区）23个，通航境外城市55个。 2016年
进出境人数突破200万人次，居中部第二位。

2
张家界

航空口岸
1999年4月

2014年以来，开通国际（地区）航线11条。 其
中定期航线2条，不定期航线9条。 通航国家（地
区）4个，通航境外城市11个。 2016年进出境人数
突破30万人次。

3
岳阳城陵矶
水运口岸

1996年10月
2014年以来， 开通江海航线9条， 其中境外

直航1条， 国际接力航线3条， 转港航线2条， 内
支线3条。

叠加功能

叠加进境冰鲜水产品、 食用
水生动物2个指定口岸；

开通72小时过境免签和外国
人落地签证、离境退税业务。

开通外国人落地签证、离境
退税业务。

叠加肉类、粮食、汽车整车、
固体废物4个进口指定口岸，实
施启运港退税政策。

属性

口岸是国家对外
开放的门户，是对外交
往和经贸合作的桥梁，
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
障。

一类口岸是指由国
务院审批，允许中国籍
和外国籍人员、 货物、
物品和交通工具直接
出入国（关、边）境的海
（河）、陆、空客货口岸。

口岸作业区
序号 名称 地址

1 长沙霞凝水运口岸作业区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新港镇新港路

2 常德盐关水运口岸作业区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沅安路

3 郴州公路口岸作业区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湘南国际物流园

4 永州公路口岸作业区 湖南省永州市道县工业园

5 衡阳公路口岸作业区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白沙洲工业园

6 湘潭公路口岸作业区 湖南省湘潭市九华经济开发区

7 醴陵铁路口岸作业区 湖南醴陵市阳三石街道醴陵南站

8 长沙霞凝铁路口岸作业区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华宁路

9 郴州铁路口岸作业区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湘南国际物流园

10 娄底铁路口岸作业区 湖南省娄底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11 湘西公路口岸作业区 湖南省吉首市乾州街道兔岩社区

12 衡阳铁路口岸作业区 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东阳渡

13 怀化铁路口岸作业区 湖南省怀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14 株洲铁路口岸作业区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铜塘湾

开放时间

2011年11月

2014年12月

2009年12月

2017年5月

2009年12月

2015年8月

2009年4月

2014年4月

2013年6月

2008年11月获批在建

2011年11月获批在建

2011年3月获批在建

2013年12月获批在建

2015年10月获批在建

功能

永州公路口岸作业区叠加湖南农
产品集中验放场功能； 郴州公路口岸
作业区对外开办了国际快件进出口业
务； 长沙霞凝铁路口岸作业区是湘欧
快线国际货运班列始发站。

综合保税区
序号 名称 地址

1
衡阳综合保
税区

湖南省衡阳市
雁峰区白沙洲
工业园区

2
湘潭综合保
税区

湖 南 省 湘 潭
市 九 华 经 济
技术开发区

3
岳阳城陵矶
综合保税区

湖南省岳阳市
云溪区城陵矶
新港区内

4
长沙黄花
综合保税区

湖 南 省 长 沙
市 长 沙 县 黄
花 机 场 东 部
空港片区

5

郴州出口加
工区 （郴州
综 合 保 税
区）

湖 南 省 郴 州
市 苏 仙 区 白
露 塘 镇 有 色
金属产业园

批设时间

2012年10月25日经
国务院批准设立，2014
年9月9日封关运行。

2013年9月7日经国
务院批准设立，2015年
4月20日封关运行。

2014年7月5日经国
务院批准设立，2016年
8月9日封关运行。

2016年 5月 31日经
国务院批准设立，2017
年6月25日封关运行。

2005年 6月经国务
院批准设立，2007年11
月正式封关运行，2016
年12月6日经国务院批
准整合优化为郴州综
合保税区。

平台功能

综合保税区是指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在加工贸易较为集中发达的地区，具
有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服务等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区内可开展下列业务： 1.存储进出口货物和其他未办结海关手续的货物；
2.国际转口贸易；3.国际采购、分销和配送；4.国际中转；5.检测和售后服务维
修；6.商品展示；7.研发、加工、制造；8.经海关批准的其他业务。

综合保税区的优惠政策包括：
1.税收优惠政策。 （1）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区内生产性的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所需的机器、设备和建设生产厂房、仓储设施所需的基建物资，区
内企业生产所需的机器、设备、磨具机器维修用零配件，区内企业和行政管理
机构自用合理数量的办公用品，从境外进入综合保税区，海关免证进口关税和
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 （2）境内（指境内区外，下同）货物入区视同出口实行出
口退税；（3）区内企业之间的货物交易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4）区域间以及区
域与场所间流转不征关税和增值税；（5）对区内生产企业在国内采购用于生产
出口产品的并已经取消出口退税的成品革、钢材、铝材和有色金属材料等（清
单内）原材料，入区时按增值税法定征税率予以退税。

2.保税监管政策。 （1）区内保税存储货物不设存储期限；（2）区内加工企业
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管理；（3）区内企业之间货物可以自由流转。

3.贸易管制政策。 除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外，与境外之间进出的
货物，不实行进出口配额、许可证件管理。

保税物流中心（B型）
序号 名 称 地 址

1
长沙金霞
保税物流
中心

湖南省长
沙市金霞经
济开发区金
霞现代物流
园

2
株洲铜塘
湾保税物
流中心

湖南省株
洲市石峰区
清水塘循环
经济工业园

批设时间

2008年
12月获批 ，
2009年4月
28日 通 过
验收。

2016年
1月获批 ，
2017年9月
8日通过验
收。

平台功能

保税物流中心（B型）是指经海关总署、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外汇管理局联合批准设立批
准，由中国境内一家企业法人经营，多家企业进入并从事保税仓储物流业务的海关集中监管场
所。

保税物流中心的优惠政策：
1.税收政策。（1）中心内交易免税。中心内企业之间的货物交易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2）中

心外货物进入保税物流中心视同出口，享受出口退税政策；（3）境内中心外进入保税物流中心
内供物流企业使用的国产机器、装卸设备、管理设备、检验检测设备、包装物流等，可以享受出
口退税政策。 （4）中心仓储物流货物予以保税。

2.保税监管政策。（1）中心内货物保税存储期限为2年，有正当理由的经批准可延期1年；（2）
中心内企业可对所存货物开展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即对货物进行分级分类、分拆分拣、分装、
计量、组合包装、打膜、加刷唛码、刷贴标志、改换包装、拼装等作业。

保税仓库
序号 名 称 地 址

1
湖南金旺铋业股份有限
公司公共保税仓库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郴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2 中远泓广公共保税仓库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坳上镇

3
广联生猪交易市场公共
保税仓库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安沙镇毛塘工
业园

4
津市三湘和达公共保税
仓库

湖南省常德市津市市嘉山工业新区

5 吉首华泰公用型保税仓
湖南省吉首市乾州街道办事处兔岩
社区

6 常德宜达公共保税仓库 湖南省常德市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7 长沙嘉鹏公共保税仓库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梨街道

8 怀化舞水公共保税仓库
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怀化武陵山现
代商贸物流城

9
湖南新合作湘中物流公
共保税仓库

湖南省娄底市经济开发区秋浦街

批设时间

2012年11月23日通过验收

2015年5月12日通过验收

2016年2月24日通过验收

2016年10月11日通过验收

2016年12月21日通过验收

2017年8月25日批准设立， 在建
尚未申请验收
2016年12月21日批准设立， 在建
尚未申请验收
2016年7月12日批准设立， 在建
尚未申请验收
2016年9月2日批准设立， 在建尚
未申请验收

平台功能

保税仓库是指经海关批准
设立的专门存放保税货物及其
他未办结海关手续货物的仓库。

保税仓库具有保税仓储 、
转口贸易 、 缓税功能 、 简单加
工和增值服务 、 物流配送功能
等。

下列货物经海关批准可以
存入保税仓库：
加工贸易进口货物、 转口货物、
供应国际航行船舶和航空器的
油料 、 物料和维修用零部件 、
供维修外国产品所进口寄售的
零部件 、 外商暂存货物 、 未办
结海关手续的一般贸易货物 、
经海关批准的其他未办结海关
手续的货物。

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序号 名称 地址

1 常德盐关码头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沅安路

2
郴州亿达物流快件监
管场所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槐树下铁
路口岸

3
长沙新港码头 （霞凝
港）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新港镇新
港路

5
长沙黄花机场南航货
运仓库

湖南省长沙市黄花国际机场货
运中心

4 岳阳新港 （松阳湖） 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永济乡

批设时间

注册登记日期为2008年8月11日

注册登记日期为2009年4月14日

注册登记日期为2009年7月30日

注册登记日期为2009年12月31日

注册登记日期为2009年10月15日

平台功能

单位名称 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同心路1号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人代表 （负责人） 吴皓 办公室联系人 杨文耀

2016年期末从业人数 （人） 612 其中； 外资合资企业数 (户) 35

2016年工业增加值 (亿元) 255 2016年利税总额 （万元） 318835

2016年出口总额 （万美元） 16995 其中： 工业产品出口总额 （万美元） 16995

园区简介

成立于2000年， 2014年2月升格为国家级开发区， 园区面积60平方公里。 形成有色金属精深加工、 食品加
工、 电子信息、 商贸物流四大主导产业； 入驻企业1000余家， 境内外上市公司、 世界500强企业42家； 已组建国
家级实验室4个，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3个， 院士、 博士后工作站6个； 有全国唯一的有色金属新材料精深加工高
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全省最大的乳制品生产基地。

主要指标 累计总投资 （亿元） 133.7 2016年期末从业人数 （人） 37143

联系电话 0731-88068798 传真电话 0731-88079191

邮政编码 410200

单位名称 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地 址 湖南省浏阳市经开区康宁路9号 邮政编码 410331

法人代表 （负责人） 谈文昌 办公室联系人 赵晓芳

2016年入园企业数 （户） 795 其中； 外资合资企业数 (户) 27

2016年度工业增加值 （亿元） 336 2016年利税总额 （万元） 676998

2016年出口总额 （万美元） 85070 其中： 工业产品出口总额 （万美元） 85070

园区简介
2012年3月获批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进入湖南省开发区前4强。 现已开发18平方公里， 上市企业7家，

形成了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和健康食品三大产业集群。 湖南80％的国家一类新药以及全球90％苹果手机、 50％高
端智能手机的玻璃面板由该区生产。

主要指标 累计总投资 (亿元) 847 2016年期末从业人数 （人） 72560

联系电话 13875940719 传真电话 0731-83280666

单位名称 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

地 址 湖南省宁乡县金洲大道金洲大桥西创业大楼 邮政编码 410600

法人代表 （负责人） 戴中亚 办公室联系人 李 锻

2016年园企业数 （户） 573 其中； 外资合资企业数 (户) 58

2016年工业增加值 （亿元） 230.36 2016年利税总额 （万元） 145900

2016年出口总额 （万美元） 7259 其中： 工业产品出口总额 （万美元） 7140

园区简介
成立于1998年， 2010年11月升格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规划面积60平方公里。 形成了以食品饮料、 先

进装备制造、 新材料为主导， 以妇孕婴童、 保健品化妆品为特色， 以现代商贸服务业为补充的 “321” 现代产业
体系。

主要指标 累计总投资 （亿元） 1180 2016年期末从业人数 （人） 50427

联系电话 0731-88981799 传真电话 0731-88981509

单位名称 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

地 址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莲城大道1号 邮政编码 411202

法人代表 （负责人） 黄韧 办公室联系人 孙月潮

2016年入园企业数 （户） 1175 其中； 外资合资企业数 (户) 27

2016年工业增加值 （亿元） 277 2016年利税总额 (万元) 376000

2016年出口总额 （万美元） 94000 其中： 工业产品出口总额 （万美元） 94000

园区简介
成立于2003年底， 2011年9月获批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3年成为全省第四个 “千亿园区”。 园区总

面积138平方公里。 形成了汽车及零部件、 先进装备、 电子信息三大产业集群， 已聚集德国舍弗勒等世界500强
等为代表的汽车零部件企业70余家。

主要指标 累计总投资 （亿元） 412 2016年期末从业人数 （人） 58012

联系电话 13467326763 传真电话 0731-5751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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