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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颜涛） 随着轨道交通企业海外市场拓
展理念的转型，我省轨道交通装备出口由整
车设备出口逐步转变为零部件出口。海关统
计，2017年，湖南省出口轨道交通装备11.7亿
元， 比上年下降30%， 其中， 整车出口下降
54%， 零部件及轨道交通装备附属产品出口
则增长迅猛。

2017年， 我省轨道交通主要出口产品
中，整车设备依然是主要商品，全年出口轨
道交通整车设备5.6亿元，其中，出口外部供

电铁道及电车道机动车的客、货、敞车4.9亿
元，下降60.3%。铁道及电车道机车或车辆
的轮及上述货品零件出口额2.5亿元， 增长
1.76倍。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中国铁
路总公司和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3家企业占湖南省轨道交通设备出口
总额近九成。

海关分析， 轨道交通整车设备出口具
有单价高，生产周期长，交付集中等特点，
导致湖南省轨道交通出口额极容易受单个

合同的影响，整体而言，整车设备合同2017
年处于交付期的较上年有所减少。

海关认为， 轨道交通装备海外市场正
面临转型升级，海外子公司产能提升，零部
件出口未来将有望持续增长。近几年，湖南
省轨道交通企业成立了多个海外设备装配
子公司， 实现轨道交通设备的海外本地化
生产、本地化维修保养和本地化采购，导致
国内大批量零部件出口到海外组装、 部分
零部件由海外公司直接从第三国进口的情
况剧增。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何昌笠）据海关统计，2017年，湖南省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587.2亿元，
比上年增长43.3%。其中，对东盟进出口占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口额近五成，对
俄罗斯进出口增幅明显。

据统计，2017年，我省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出口482.5亿元，增长43.14%；进口

104.7亿元，增长44%。其中，对东盟进出口
271.8亿元，增长49.9%，占46.3%；对俄罗斯
进出口54.9亿元，增长1.4倍，占9.3%，占比
较去年同期提升3.7个百分点。

出口产品以机电产品出口为主， 传统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大幅增长。2017年，湖
南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机电产品
222.3亿元，增长43%，占湖南省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出口总值的46.1%。同期，出口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 113.1亿元， 增长
82.5%，占23.4%。

进口方面，机电产品、农产品、高新技
术产品、 铅矿砂及其精矿进口快速增长。
2017年，湖南省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口机电产品20.3亿元，增长1.1倍；进口高新
技术产品12.7亿元，增长1.8倍。

轨道交通装备海外市场转型升级
去年我省整车设备出口下降一半多，零部件出口增长迅猛

我省对“一带一路”进出口增长四成多
对东盟进出口占比近五成，对俄罗斯进出口增长1.4倍

孟姣燕

2018年春节渐行渐近，应亲人邀请，笔者全
家今年打算去广州过年。在几大OTA（在线旅行
社） 平台扒一扒广州最有年味的地方， 笔者发
现，逛花市的营销宣传铺天盖地，温泉度假春节
期间价格翻番，亲子主题乐园预订火爆。

眼下，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很多人过年已经
不再是回家探亲，全家旅游“过大年”已是不少家
庭的选择。的确，春节期间一起出去游玩，既省去
了走亲访友的应酬，也可以让父母从家务中暂时
“解放”出来。全家老小看风景、品美食，其乐融融。

国内旅游过年哪里火？南下避寒，北上滑雪。
中国旅行社协会联合途牛旅游网近日发

布的《2018春节黄金周旅游趋势报告》显示，海
南、云南、广东、福建、黑龙江等省份位居国内
游热门目的地前列，具体到目的地城市，三亚、
哈尔滨、丽江、厦门、广州等地人气高涨。

以山岳景区、特色小镇、民俗风情为产品
特色的湖南，此时似乎被游客“遗忘”了。

湖南冬季游不受游客“待见”，首先是亮点
不够突出。湖南冬季旅游产品的短板是显而易
见的。近年来，为补齐这块短板，打响湖南冬季
旅游的品牌，湖南旅游界探索创新，推出了一
系列冬季旅游新产品，如赏雪景、品民俗、泡温
泉等，同时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游客入湘。

然而，全球旅游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入冬以
来，上海、贵州、广东等纷纷来湘邀客。春节游广
州备受市场青睐，原因诸多。除了温暖如春等先
天优势，广州旅游界推陈出新，国际邮轮等产品
紧跟游客需求，“来广州过年”的营销推介连续6
年深入国内各大客源地，可谓赚足了“吆喝”。

湖南冬季游如何在来自南北的 “高压”之
下奋起直追，值得思考。既要苦练“内功”，还要
勤 “吆喝 ”，加强多元与精准营销 ，加快 “走出
去”营销的步伐。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
员 邓建英 ） 湖南建工集团今天传出消息，
2017年，集团经营规模达1701.6亿元，同比增
长61.1%；实现利润总额10.03亿元，同比增长
59%，均创历史新高。

湖南建工集团2017年打出转型升级和创
新发展系列“组合拳”。成功完成公司制改造，
建立了以产权关系为纽带的母子公司架构，治
理结构日趋完善； 通过推进富余人员安置分
流、历史债务处理、“三供一业”社会职能移交、
资产归核和土地处置，助推企业发展“轻装上
阵”；积极推进产融结合，集团建融资产管理公
司管理基金规模达142亿元， 发行中期票据、
永续债共计21.8亿元，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银
行信贷为主的融资方式，资金成本、资产负债

率得到进一步优化。
湖南建工着力增强项目投资、设计、建设、

运营、维护于一体的能力，积极拓展工程总承
包业务。按照先整合重组、再改革发展的思路，
将集团各大施工企业的传统专业板块进行剥
离，组建专业化公司，聚合专业资产、技术、人
才资源，组建了物业、交建、装饰、租赁、海外、
地产等六大专业公司，将过去分散、低效的专
业资源融合成为集中发力的拳头品牌。

推动发展转型，湖南建工集团去年承接PPP
项目736.06亿元，宁乡市民之家等PPP项目进入
了运营期，其经济效益较过去单纯的施工项目有
了大幅增长；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试点混合所
有制，共同组建开拓智慧城市、垃圾发电等新兴
领域的专业公司，为集团发展增添新动力。

湖南冬季游 还需多“吆喝”
谈经论市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 （记者 邹靖方） 近
日召开的全省质量技术监督工作会议透露，
2018年，省质监局将着力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年”活动，坚定不移提升大质量、助推大产业、
服务大市场，为开启质量强省新征程、推动湖
南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会上， 省质监局提出了2018年具体的质
监工作要求。深化质量强省、强市、强县活动，建
设一批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和国家级质量提
升示范区。加快推进“中国制造2025”质量技术
基础综合示范区试点， 创建国家检验检测高技
术服务业集聚区。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扩
大“放管服”改革综合成效，全面推行“双随机、

一公开”机制，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完
成生产许可证改革，推进行政许可“三分离”，进
一步提高质监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全面加强党
对质监工作的领导， 努力打造一支政治上信得
过、 业务上立得住、 作风上过得硬的“质监铁
军”，努力成为建设质量强省的中坚力量。

据了解，2017年省质检局共发布监督抽
查结果公告7批，完成日用消费品、建筑材料、
工业生产资料等工业产品、食品相关产品监督
抽查近万次；对不合格产品严格处置，处置率
达100%。此外，全系统12365投诉举报中心共
受理质量诉求16333件，其中产品质量举报投
诉2103件，处置率100％，完成率98％。

全省质量技术监督工作会议召开

提升大质量 助推大产业 服务大市场

湖南建工集团经营规模突破1700亿元
去年实现利润10.03亿元，同比增长59%

1月20日，道县梅花镇，游客在华胜农场大棚内采摘草莓。近年来，道县引导农
民种植草莓、杨梅、火龙果等特色水果，推动集采摘、体验、旅游观光为一体的休闲
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何红福 何华 摄影报道

草莓飘香采摘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