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带一
路”倡议发展契机，让湘潭市对外贸易乘风
扶摇而起，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抓好
外贸主体培育和平台提升、 做大做强外贸
主体、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和加工贸易，成效
显著。 2017年，湘潭市对欧盟、美国和东盟
进出口分别增长 34.5%、8%、4.9%，三者合
计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 34%。 同期，该市
对印度进出口增长 92.3%。

实现内外贸易融合发展， 湘潭市行之
有道———总结并推广外贸平台企业成功经
验，加强对长荣贸易、湘电进出口等现有外
贸代理型企业的跟踪和培育， 在平台型企
业申报和扶持上给予重点关注， 提升平台
在通关、融资、退税、物流、保险、结汇等综
合服务能力， 进一步促进外贸主体做大做
强。据统计，去年该市累计实现“破零”企业
65 家，实绩 9.5 亿美元；“倍增”34 家，实绩
2.9 亿美元；并力争到 2020 年，实现进出
口实绩企业总数超过 300家。

拓口兴岸，加强对外开放的力度，发展
国际友好往来的桥梁， 开展国际经济贸易
的载体。 湘潭市商务局积极发挥口岸功能
效益，复制推广了上海自贸试验区“预申报
+ 预评估 + 预检验”、“自理申报单位备案
+ 原产地签证单位备案二合一” 等 5 项国
检制度；全面推进实现“进口直通、出口直
放”和“通报、通检、通放”，提升进口直放比
例；试行“边检边放”、“先检即放”、“先放后
检”； 着力推进单一窗口建设、 电子口岸
（E-CIQ 主干系统）、 保税购物（电视、网
上）、旅游购物以及多式联运等，完善多功
能贸易综合服务平台体系。

同时， 湘潭市商务局注重加强口岸内
地协调，建立“全天候通关报检、全过程手
续代办、全方位高效服务”体系，提升检验
检疫通关一体化，缩短通关时间，提高通关
效率。 2017年前 11个月，韶山海关进口平
均通关时效为 14.5 小时， 较 2016 年压缩
52.8%，出口通关时效 0.47 小时，较 2016
年压缩 70.6%， 关区进出口通关时间均优

于全国同期水平。
围绕“提速增效，服务发展”主题，湘潭

市商务局全力推进湘潭综保区与全国主要
口岸的互联互通，于 2017 年 12 月完成金
关工程二期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理系统正
式上线运行， 今后企业申报的进出口货物
可以实现从湘潭综合保税区到进出口岸全
程一次申报、自动抬杆，将极大缩短企业的
通关时间。

未来， 湘潭市商务局将进一步加快综
保区建设，抓好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心、步
步高全球采购仓储物流配送中心、 启新供
应链等重点项目建设和运营， 完善口岸功
能， 真正发挥好综保区促进外贸创新发展
的平台功能。 同时，瞄准园区定位，扎实推
进具有园区特色、 产业优势和发展前景的
产业优化升级，扩大产业集聚效力；强化园
区对外开放主阵地作用， 促进园区对外贸
易发展，力争自营出口有新突破。

开放崛起铸辉煌，腾跃发展谱华章。湘
潭市商务局党委书记、 局长王峰表示，
2018 年，湘潭市商务局将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省、市工作部署，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继
续深入实施“开放崛起”战略，探索实体经
济领域精准务实招商新模式， 推动内贸项
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湘潭市率先迈向
基本现代化贡献商务力量， 力争在 2018
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1%， 到位内资增长 14%， 引进外资增长
12%， 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 16%的总体目
标。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招商
引资便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源头活水。

两年一次的湖南（香港）投资贸易洽谈周，
是港湘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2017年 4月 25日至 29日，在“港洽周”期间，
湘潭市以开放的姿态获得了众多客商的青睐，
招商引资活动大放异彩，先后举办了“湘潭市
智造谷专场招商推介会”、“湘潭市大健康产业
项目专场招商推介会”、“湖南省加工贸易项目
产业项目专题对接会”等三场推介活动，成功
签约湘潭“智造”、健康产业及汽车产业等项目
45 个，总投资额达 711.7 亿元，揽金成绩居全
省 14市州第二。

签约意味着项目基本落户湘潭，但湘潭市
委、市政府未雨绸缪，借“港洽周”东风，主动到
企业考察进行项目对接， 把目光瞄准了世界
500 强企业，把目光聚焦在智慧城市、生物科
技、金融投资等方面的项目上，为湘潭开放型
经济长效发展备下活水新源。

湘潭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曹炯芳
带队考察了世界财富 500 强企业正威国际集
团深圳东海总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深圳华
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 就实体经济发
展、互联网 +、基因及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展开
座谈。 湘潭市委副书记、市长谈文胜带队考察
了深圳国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国际
集团有限公司、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建银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等企业，围绕城市建设、
资本市场等与企业高层座谈。

在“开放崛起、创新引领”战略下，“港洽
周”系列活动以及智造谷、产业对接、健康产业
园三大活动的签约成果，突出了让“智造”成为
激昂创新发展的动力，让湘潭这座中部地区高
端人才聚集、技术创新活跃、高端要素汇聚的
城市迸发出更强大的生机。

是什么吸引外来投资者落户湘潭？除了湘
潭开放兼容的情怀，更重要的是湘潭的政策优
势。 在“港洽周”期间，该市商务局起草并推动
落实《湘潭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
招商引资工作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潭政
发〔2017〕8 号），即湘潭市招商引资“黄金十
条”正式对外发布。《政策措施》标准非常具体，
突出该市“1+4”特色产业体系整体布局，涵盖
项目用地优惠、金融支持、收费减免、经营贡
献、产业链配套、企业创新、企业上市、总部经
济、安商服务等各个环节，提供产业招商引资
的全要素保障，具有较高的突破创新和较大的
吸引力。 同时，坚持对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落实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引导，制定政策绩效评估
关键指标体系，注重责任分解、压力传导，确保
政策最大程度释放红利、落地见效。与此同时，
聚焦该市智能装备制造和汽车及零部件两大
千亿产业，制定并实施了《湘潭市智能装备制
造千亿产业倍增和汽车及零部件千亿产业招
商引资行动方案（2017-2021）》，助推智能装
备制造产业产值突破 1000 亿元，汽车及零部
件产业产值达到 400 亿元，“1+4”特色产业占
全市规模工业增加值达到了 70%。

2017 年，全市共签约亿元以上项目（含框
架协议）136个，总投资 2334亿元。其中，产业
项目 132个，总投资 2266亿元，引进了华夏幸
福基业、湘潭新松机器人产业园、京东集团、世
界 500 强企业麦格纳汽车座椅、 华菱集团电
商物流总部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2017 年全
市共引进 500强企业 19家（产业项目）。

在政府主导招商引资之外， 以商招商、委
托招商、“小分队”驻点招商等创新招商活动进
一步拓展了湘潭市招商引资渠道， 成效明显。
深圳市湘潭商会等单位协助市委、市政府开展
了“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湘潭行活动，主动
承接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引进一批外商投资
企业和项目，借助异地商协会和异地潭商的资
源和平台，推动共建新湘潭。 2017 年，惠州湘
潭商会、珠海湘潭商会、广西南宁湘潭商会相
继成立，至此，异地湘潭商会增加至 9 家，湘潭
异地商会增加至 6个，这些商会的成立为湘潭
招商引资又增添一份力量。

据统计，2017 年到位内资 340.98 亿元，
同比增幅 20%，总量排名第 7，增幅排名第 1，
完成全省目标进度排名第 1。 全市到位外资
12.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4.9%，完成省全年目
标任务进度的 105.4%，总量排名全省第 4，增
幅排名全省第 8，完成省目标任务进度排名全
省第 6。 在大环境趋紧、整体经济下行的情况
下，湘潭市开放型经济逆势上扬、总体向好，各
主要经济指标基本完成和超额实现了省定任
务进度。

企业服务、产品营销、O2O体验、快速通关、
跨境电商、保税展示、海外直购、在线支付、商品
配送……湘潭首家跨境交易公共服务平台“盘
古通”在湘潭综合保税区正式上线运营。该平台
不仅让消费者可以买到质优、价平、保真的进口
商品，也将通过一站式的外贸服务帮助湘潭、湖
南乃至全国实体企业快速拓展海外市场。

如何更好地实现跨境商品内外互通，湘潭
市综保区创新发展了跨境电商进出口模式：跨
境商贸与供应链金融物流相融合，跨境贸易与
保税展示、研发、维修、加工等相融合，内贸与
外贸相融合， 线上电商与线下分销相融合，实
体商品贸易和跨境服务贸易相融合。

多渠道融合将综保区打造成了多功能贸
易融合产业集聚区，成为全市外贸发展的生力
军。到目前为止，综保区目前已有 45家企业入
驻，并还将继续跟进上海郑明物流、步步高全
球商品保税仓储物流配送中心、九城通航直升

机重大项目的推进与落地。
湘潭综保区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湘潭市

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一块新阵地，市商务局也坚
持突出园区的外贸主阵地地位，着力引导园区
加快外贸发展， 助力企业走出去。 2017 年 3
月，该市出台了《湘潭市推进“潭品出境”行动
方案》以及《湘潭市推进“潭企出海”行动方
案》，市商务局积极落实方案，不断强化“架桥
拓市”， 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在巩固传统市场的
同时，构建国际营销网络体系，并引导更多的
市场主体参与重点行业专业性境外展出。

在“广交会”、“高交会”、“亚欧博览会”、
“德国汉诺威工业展”、“中非地方产业博览会
暨中国（湖南）非洲商品节”、落实“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精神、湖南与央企湘企对接会等多个
国家及地区级平台，都可以看到该市的企业和
产品，也带动企业由原来的“单枪匹马走出去”
逐步转变为以产业链为主体联合“走出去”，实

现互利共赢。
泰富重装、兴业太阳能等企业赴非洲进行

实地考察和项目对接，有效促进了泰富总投资
24 亿美元的海港、 高速公路项目取得实质性
进展，促成了兴业太阳能、迅达、华顺金安等企
业与非洲的深入合作，以龙头企业的项目为载
体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企业这一模式有效拓展
了该市“抱团出海”的新局面。

在推动企业“走出去”的同时，湘潭市商务
局还鼓励引导企业充分利用国家及省市资源，
申报各类国省项目资金。 2016年，湘潭市商务
局共组织企业申报各类国家、省项目资金共计
约 3000 万元，重点支持了湘电集团、吉利汽
车、 全创科技、 三旺实业等 10余家生产型企
业，长荣贸易、湘电进出口等贸易流通型企业，
并通过审核发放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和非公经济中小企业贷款贴息等资金，有力支
持了该市小微外贸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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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发展立潮头 踏歌奋进逐浪高
———湘潭市商务局加快开放崛起工作纪实

蒋睿 彭枫 马钰

湘潭自古人文荟萃、商贾云集，素有“金湘潭、小
南京”的美誉，南来北往的客商滋润了湘潭的开放性
格，形成了湘潭兼容博大的胸怀，这份城市性情为湘
潭的开放崛起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精神注脚。

湖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发展战略，推动我省对外贸易实现追赶式跨越发
展。 湘潭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要把湘潭建设成为
湖南对外开放新高地”，把对外贸易、招商引资作为该
市开放崛起的突破口、 对外开放新高地的支撑点，通
过加强园区外贸载体建设，加大世界 500 强企业招商
工作力度，加快调整贸易发展方式和结构，不断扩大
对外贸易及投资的规模和总量，稳步提升湘潭开放型
经济水平。

招商选资 精心筑巢引凤来

联通世界 建设开放新高地

顺势而为 借力扬帆天地宽

2017 湖南 （香
港） 投资贸易洽谈
周湘潭智造谷专场
招商推介会。

第 八 届 湘
商 大 会 暨 第 五
届 湘 南 投 洽 会
现场。

湘潭市商务局举行商务和开放型经济督导调研座谈会。 湘潭市商务局局长王峰与省商务厅投促局局长王庭恺带
队赴上海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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