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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引领新征程

———写在 2017 湖南经济合作洽谈会暨第八届湘商大会、
第五届中国湘南国际承接产业转移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之际

李秉钧 罗徽 周道财

�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
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遵循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加强创新
能力开放合作， 形成陆海内外
联动、 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
局。

郴州， 作为湖南向南开放
的“桥头堡”和“南大门”，通过
实施对外开放战略， 该市正在
建设“五个郴州”、打造湖南“新
增长极”的征程上阔步向前。

该市近 5 年实际利用外资
和 到 位 内 资 年 均 分 别 增 长

19.61%、15.75%，两项总量连续

5 年位居全省第二位， 开放型
经济继续位列全省第一方阵，
开放崛起势头强劲。

今年以来， 郴州在省市重
大招商活动中签约市级以上重
大项目 84 个 ， 总投资金额

981.15 亿元。 全市有外贸进出
口实绩的企业达 162 家， 与全
球 159 个国家和地区有进出口
贸易往来。

今年， 国务院正式将湖南
省申报设立中国（湖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的请示批转至商务
部。 一旦获批， 被纳入试验区
范围的郴州对外贸易将迎来井
喷式发展。

在“南大门”郴州，招商引资实行的是
“一票否决”制，开放型经济的分值在各项
绩效考核中的“权重高”，招商引资是全市
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实现精准招商，郴州市委、市政府批
准组建了有色金属、精品会展及矿物宝石、
生态绿色、文化旅游、石墨及新材料、园区
等 6个市级产业招商小分队， 整合驻外机
构为商务联络处，在“港洽周”、“沪洽周”、
“中博会”等重大节会活动和每年市里开展
的“八月集中招商月”活动中，小分队和驻
外机构频频亮相，实施精准招商。

今年， 该市把市级开放型经济专项资
金由 5000万元增加至 6500万元。支持重
要平台搭建、 重点项目建设、 重大活动开
展、重大任务落实。

在一系列措施的刺激下， 郴州招商方
式不断创新，花样层出不穷。

他们构建产业联盟， 在合作机制上做
文章。

4 月 18 日，郴州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
在郴州市苏仙区举行投产仪式， 来自产业
链上下游近 500 家知名企业代表和专家
汇聚郴州。

当时，沃特玛集团董事长李瑶表示，依
托郴州良好的区位、交通优势和产业基础，
郴州沃特玛将发挥产业联动优势， 带动上
下游配套企业的逐步落地，形成功能完善、
特色鲜明、 链条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
群。 总投资 50亿元的沃特玛新能源汽车产
业创新联盟， 从签约入园到投产只用了 5
个月时间。 而这都得益于苏仙区先把厂房
建好，让客商只需带技术、设备，即可“拎包
入园”。

7月 15日，总投资 200 亿元的湖南广
东家居智造产业园项目暨企业入园签约仪
式在郴州市桂阳县举行， 吸引了广东省家
具协会及东莞、中山、佛山等家具协会 120
多家企业参加。 目前签约入园企业 93家，
签约金额 145亿元。

广东省家具协会会长王克看好桂阳交
通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 通过几次深入桂
阳，他认为当地政府服务优质高效，投资环
境很好， 是广东家居企业生产基地向外省

转移的首选地之一。
郴州坚持以诚待商， 凭良好口碑以商

招商。
3 月 23 日， 在广东佛山市举行的

“2017 湖南郴州北湖区、经开区（佛山）产
业招商推介会”上 ，来自佛山、深圳、广州、
中山、东莞、湖北、香港等地的近百位有投
资意向的企业家出席， 这其中不仅有德国
科德宝这样的跨国公司，也不乏美的、东菱
凯琴、威而信、万和电气等佛山名企。 无一
例外， 这些企业的负责人都是湖南凯纳方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志能的朋友或者合
作伙伴。

推介会的发起者、邀请人何志能介绍，
企业落户郴州经济开发区后， 看到了当地
政府践行“亲商、重商、安商、扶商”和“投资
者至上” 理念， 为企业打造优良的投资环
境，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所以他向商界朋
友积极推荐郴州。

该市还加强央企对接， 借优势资源精
准定位。

5 月 18 日，在第五届中国(湖南)国际
矿物宝石博览会招商推介会上，郴州结合
资源优势和产业发展方向，精心开发包装
出一批有特色、质量优的招商项目对外发
布。现场签约 21 个重大项目，总投资金额
212.33 亿元。 同时，与中
能建控股集团、中国交通
建设股份、中国正信（集
团）、 中国物流股份等战
略投资者签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精准发力，招商方式不断创新

郴州国际快件监管中心作为国内最早开放
的国际快件监管中心之一， 不仅节省企业报关
产品的通关时间， 也能让快件更快到达消费者
手中。

“以前郴州企业出口一车 20 吨的货，从调
车、装货、运输到广州排队通关，物流成本大约
需要 6000 元，时间上最快也要 3 天左右。 ”湖
南湘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 现在从
郴州企业的货物到广州转港离港最快只要 6 小
时，物流成本也节约了至少一半。

目前，郴州已打造了郴州出口加工区、郴州
国际快件中心、郴州铁路口岸、郴州公路口岸 3
个保税仓库和 1 个监管仓库， 正在建设郴州进
口肉类指定查验场和京港澳高速公路宜章口岸
作业区。其中，宜章口岸作业区是全国高速公路
上唯一批准建设的口岸作业区。 郴州市被纳入
广东往来港澳陆路跨境快速通关改革试点城
市，“跨境一锁”快速通关正式开通，迈入了内陆
“无水港”城市行列，成为湖南对接粤港澳的重
要口岸城市。

去年 12月底，湖南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报
送了《关于设立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请
示》。 目前，国务院正式将湖南省申报设立中国
（湖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请示批转至商务部。
面对这一历史机遇，郴州正全力以赴。

该市出台了《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郴
州片区申报及自贸区经验复制推广工作实施方

案》，积极申报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郴州
片区，重点开展承接产业转移和加工贸易转型升
级等方面试验任务。

同时，国务院安排的第一、二批共 51 项自
贸试验区经验复制推广任务，郴州已经完成 45
项，正在推广的有 2 项（“跨境电商”、“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其余 4 项（“汽车平行进口”、“个人
其他经常项下人民币结算业务”、“期货保税交
割”、“融资租赁”） 也将按照上级的部署和要求
推进。

去年，国务院批准郴州出口加工区整合优化
为郴州综合保税区，发展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
税服务等业务。 如今，郴州综合保税区正成为扩
大郴州园区经济外向度、 打造园区新增长点、实
现园区新一轮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引擎。

而正在积极创建的“郴州出口食品农产品
质量安全示范区”，也将有力提升郴州食品农产
品质量安全水平， 有效促进食品农产品出口和
品牌建设，助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此外，今年郴州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
进一步加快产业园区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这
20 条政策，涉及园区产业布局规划、管理体制、
建设发展专项资金等诸多方面， 旨在通过改革
创新，把园区打造成企业发展、产业发展、财源
建设的“洼地”。 力争到 2020年，全市园区规模
工业增加值达到 1550亿元，占全市规模工业增
加值比重 85%以上，税收收入达到 70亿元。

拓展功能，开放平台不断提质

“2017 中非地方产业博览会暨中国（湖南）
非洲商品节”、“埃塞俄比亚 -湖南工业园”招商
推介会、“一带一路，共创新思路”投资推广研讨
会、“湘企出海”+ 综合服务平台上线仪式暨丝
路信息共享交流会等项目对接活动上， 随时可
以见郴州本土企业展台、展区。

9 月 3 日至 5 日，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
会晤在厦门举行。金旺铋业作为郴企代表，与山
河智能、远大科技、泰富重装、株洲联诚四家湖
南企业一道， 参加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对话会。

紧跟金旺铋业的步伐， 国大有色、 丰盛优
太、湖南华信等 11家郴州本土企业已分别申报
境外投资，投资总额达 10.16 亿元。 目前，已完
成备案拿到境外投资许可证书的企业 7 家，正
在申办的企业 4家。 由郴州国大有色金属冶炼
有限公司牵头， 整合多家郴州有色金属冶炼企

业，拟在柬埔寨投资 5 亿元，开办有色金属冶炼
工业园项目，待该项目建设启动投产后，将是我
省首个“走出去”境外有色金属产业园区。

为帮助实体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培养外贸
人才、提升产品竞争力，加快转型升级，郴州积
极培育湖南湘港投资、湖南小毛驴企业服务、郴
州市中嘉口岸贸易、 郴州五洲利通进出口代理
等公司，通过在郴州高新区、郴州经开区、资兴
经开区、 永兴经开区和桂阳工业园建立园区外
贸综合服务中心， 有效帮助园区企业开展外贸
业务，扩大对外贸易进出口。

同时，郴州实施外贸“订单”融资政策，出台
支持外贸企业“破零倍增”、鼓励外贸业绩回流
政策。 全市新增 46 家外贸业绩“破零”企业，新
增 24 家外贸业绩“翻番”企业，67 家企业实现
外贸业绩正增长。

今年 1 至 10 月， 郴州市实际利用外资
14.05 亿美元，同比增长 9.49%，总量位居全省
第 2 位；全市实际到位内资 433.35 亿元，同比
增长 16.22%，总量位居全省第 2 位；全市完成
外贸进出口总额 28.82 亿美元， 同比增长
64.6%，总量位居全省第 3位。其中，完成加工贸
易进出口总额 18.82亿美元， 同比增长 75.8%，
总量位居全省第 3 位； 全市完成外派劳务人数
6845 人，同比增长 45.82%；对外承包工程和劳
务合作营业额 9833.7 万美元， 同比增长
63.19%。主要经济指标实现了“高基数上的高增
长，高增量中的高质量”。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如今的郴州正迎
着党的十九大东风，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大潮
中不断发展壮大。

主动“出海”，国际合作稳步增长

郴州出口加工区卡口。

华磊光电生产线。

郴州战略性新兴产业孵化基地。

世界 500 强正威集团等投资的湖南国际矿产资源交易中心。 钟镭 摄

台达电子生产车间。

郴州，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金旺铋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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