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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新获批9个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新增数量居全国第一；
永州市成为长江以南第一个、全国第四个国家级出口示范市。近年来，我省出口食品
—
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成效显著——

打造“湘品”出海“金字招牌”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林俊

石门柑橘、江永香柚、宁乡花猪、靖州茯
苓、湘潭湘莲、古丈毛尖……近年来，这些产
自我省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内的
优质“湘品”，在国际市场上声誉愈隆，身价看
涨。2010年以来，出口示范区的建设，推动了
我省食品农产品出口快速增长， 有效促进了
农业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贫困
地区的群众带来脱贫致富的希望， 也为国内
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优质产品。
10月12日，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了新闻发
布会，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杨杰发布
了我省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
工作取得的成效。

全省国家级出口示范区达21个，
总数列全国第四位
国家质检总局日前发布公告称， 我省新
获批9个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区，分别是：永州市、祁阳县、东安县、零陵区、
湘潭县、祁东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古丈县、
花垣县，其中永州市是长江以南第一个、全国
第四个国家级出口示范市。 新获批的示范区
产品涵盖了果蔬、果蔬罐头、茶叶、活猪、植物
提取物、湘莲、茯苓、肉类等多个品种。
“湖南出口示范区建设获批数量多、地域
覆盖广、涉及品种丰富。”湖南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局长杨杰介绍，目前，我省获批的国家级
出口示范区已达21个，总数列全国第四位，全
省另有在建省级出口示范区9个。
在新闻发布会上，永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易佳良发布了创建国家级出口示范市的有关
情况。目前，永州市11个县区中，已先后有10
个县区获批国家级出口示范区。

推广“一个标准、两个市场”，
带动食品农产品质量水平整体提升

出口示范区建设助力食品
农产品出口

据了解， 我省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
示范区建设工作于2010年启动，2014年建立
了由检验检疫、发改、财政、商务、农业等
14个成员单位组成的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
议办公室设在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近年
来，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示范区内企业
进一步简化出口备案程序，实行更加便利的
检验检疫措施，出口农产品最低抽检比例仅
为1%。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杨杰表示，
未来将在全省推广“一个标准、两个市场”，通
过先进标准带动食品农产品质量水平整体提
升，推广“示范区+同线同标同质”模式，同步
开拓国内外“两个市场”，在保障出口同时，为
国内消费者提供更多优质产品。
在长沙县国家级出口示范区， 优质出口
食品进入了当地连锁超市的进出口商品销售
专区，受到当地消费者的青睐。目前，我省共
有熙可等16家企业进入国家认监委的出口食
品内外销“同线同标同质”平台。
“推进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建设，是我省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的一项重要工作。”省农委巡视员黄其萍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省农委将围绕
加强示范区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全面构建农
产品全产业链标准体系， 加快启动建设省级
公共服务平台，真正发挥公共服务平台“源头
可追溯、过程可监控、去向可追踪、信息可查
询、资源可共享、产品可展示”的作用。

“我省是农业大省，创建出口示范区是打
造农业强省的一大举措。”湖南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局长杨杰表示， 示范区建设对于我省农
业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准扶贫和
农产品扩大出口等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1至8月，全省食品农产品出口6.8亿
美元，同比增长11.2%，其中示范区出口占出
口总额的60%。另据统计，全省食品农产品出
口额由2009年的4.85亿 美 元 增 至 2016年 的
13.75亿美元。
各示范区结合自然、 人文条件和产业特
点， 积极推进传统农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引导农业实现从数量规模
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据统计，全省出口
食品农产品连续3年合格率100％， 实现了示
范区内产品“零退运”“零通报”。此外，创建工
作开展以来，全省新增了新真喜、湘丰、神农
等11个国际自有食品品牌和绿源等15个国内
自有品牌。
新获批的花垣县国家级出口示范区内，
十八洞村的猕猴桃今年9月成功打入港澳市
场，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又建一功。示范区建
设， 带动了贫困地区食品农产品质量水平整
体提升。目前，全省已有10个国家级、省级贫
困县成功创建出口示范区，25个国家级、省级
贫困县实现了食品农产品出口。

第24届中国国际广告节将启幕
近1000家企业参加
湖南日报10月12日讯（金慧 龙春勇）今天，
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第24届中
国国际广告节将于本月20日至23日在长沙举
办，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届时，将有来自世界
各地的近1000家企业参加。
中国国际广告节始办于1982年， 目前全

国已有近20个城市成功举办过广告节。 第24
届广告节是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 由中国广
告协会、长沙市政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
主办，以创意、精彩为核心，在内容和形式上
都有大创新和突破。策划了首届“一带一路”
广告联席会议，将邀请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权威广告行业组织管理者、 优秀品牌
企业、权威媒体机构、知名代理公司参会，打
造国际性行业互动和发展平台， 拓展海外业
务，促进合作共赢。同时，省工商局和省广告
协会将结合湖南市场优势，特别策划组织“湘
军馆”展览，集中展示湖南广告业发展成果、
湖南著名品牌、湖南优秀广告人才。
“伴随着湖南文化的发展，‘广告湘军’也
逐渐成长起来。” 省工商局副局长阳芳华介
绍，从2006至2016年，我省广告产业连续保持
快速增长，2016年全省广告经营额达到242亿
元，位列全国第七。

美团点评发布“
十一”黄金周旅行大数据

从长沙出发的出境游人数增幅
全国第一
湖 南 日 报 10 月 12 日 讯 （记 者 彭 雅 惠 ）
今天，美团点评集团发布“十一”黄金周旅
行大数据， 境外旅游需求量迅猛提升，其
中， 从长沙出发的出境游人数增幅高居全
国首位。
数据显示，从境外机票的订票量上看，
出发地人数最多的十大城市依次为上海、
北京、广州、成都、杭州、大连、青岛、重庆、
深圳、长沙。而从客源地增幅看，出境游人

数增长最大的城市依次为长沙、 昆明、苏
州、武汉。可见，随着长沙直飞国际航班不
断增加，消费者出境时间成本减少、旅程舒
适度提高，有力促进了出境游迅速增长。
美团点评集团通过票务分析发现，从
长沙出发的出境游目的地仍以跟团游或自
由行皆可的东南亚和日韩地区为主， 分别
是曼谷、首尔、香港、台北、澳门、东京、吉隆
坡、普吉、河内以及胡志明市。

8天揽金近80亿元
“十一”黄金周长沙旅游市场火爆
湖 南 日 报 10 月 12 日 讯 （记 者 彭 雅 惠
通讯员 肖恒） 今天， 省统计局发布数据，

“十一”黄金周8天长假长沙市共接待游客
878.48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实现旅游
总收入79.17亿元，同比增长14.6%，创下新
高。
数据显示， 在长沙火爆的假日旅游市
场中，特色餐饮颇受游客追捧，全市各大餐
馆平均上座率达到96%以上，“舌尖经济”
成为最大亮点。乡村古镇成为“新宠”。黄金
周期间，湘江古镇群接待游客56.2万人次，

同比增长10.2%； 实现旅游收入23379万
元，同比增长10.8%。
丰富的节会主题活动有效增高了旅游
市场热度。黄金周期间，橘洲音乐焰火吸引
了超过60万游客来观看； 橘洲花灯艺术
节、长沙生态动物园3D画展、慧润帐篷露
营节、宁乡炭河古城演艺秀等，助推橘子洲
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15.6%， 长沙生态
动物园旅游收入同比增长14.3%， 新开发景
区如慧润板仓实现旅游收入4912万元，炭
河古城景区实现旅游收入6230万元。

购买高铁动车票可自主选座位
购买G、D字头列车车票，可选“ABCDF”5个位置，
其中A、F靠窗，C、D靠过道
湖南 日 报 10 月 12 日 讯 （记 者 邓 晶 琎 ）
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网站今日发
布，自12日起，旅客通过12306网站或手机
客户端购票高铁动车票，可以自主选择座
位了。
12306网站介绍， 旅客购票时可根据
系统提供的动车组列车座位示意图选择
座位，当剩余座位无法满足旅客需求时，系
统将自动进行配座。
记者查询发现，湖南旅客购买任一G、
D字头列车车票时，均可选择“自主选座”
服务。可选“ABCDF”五个位置，其中A、F
靠窗，C、D靠过道。目前，C字头的长株潭城
际列车暂无选座服务。
另据介绍，铁路部门同时推出“接续

换 乘”服务 。 旅 客 通 过 12306 网 站 或 手 机
客户端购票， 当遇到出发地和目的地之
间的列车无票或没有直达列车时， 旅客
可 选 择“接 续 换 乘 ”， 售 票 系 统 将 向 旅 客
展示途中换乘一次的部分列车余票情
况，如果旅客选择购买，可以一次完成两
段行程车票的支付。
例如， 长沙南至太原南没有直达的高
铁， 旅客如需乘坐高铁前往， 可选择点击
“接续换乘”。 网页将会显示长沙南经石家
庄、 郑州东等中转乘坐高铁前往太原南的
乘车车次。
据介绍， 动车组列车选座服务及接续
换乘为铁路部门首次推出， 铁路部门将根
据运营情况和旅客建议，持续优化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