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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口岸
我省共有3个一类口岸： 长沙黄

花国际机场、岳阳城陵矶港、张家界
荷花国际机场。

此外，湖南的二类口岸还有长沙
霞凝港码头、长沙火车北站、郴州火
车站、常德盐关码头、怀化火车站等。

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及保税监管场所

1、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综合保税
区）

衡阳 衡阳综合保税区
湘潭 湘潭综合保税区
岳阳 岳阳城陵矶综合保税区
长沙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
郴州 郴州综合保税区
2、保税物流中心（B型）
长沙 长沙金霞保税物流中心
株洲 株洲铜塘湾保税物流中心
3、保税仓库
郴州 金旺公用型保税仓库

中远泓广公用型保税仓库
永州 湖南和意供应链有限公司

公用型保税仓库
常德 三湘和达公用型保税仓库

常德宜达公用型保税仓库
湘西 吉首华泰公用型保税仓库
益阳 益阳市龙桥保税仓库
长沙 华南蓝天航油保税仓库
怀化 怀化 水公用型保税仓库
张家界 张家界丰泽公用型保税

仓库
4、出口监管仓库
长沙 华南蓝天航油出口监管仓

库
益阳 益阳市龙桥出口监管仓库
永州 湖南和意供应链有限公司

出口监管仓库
附：长沙海关隶属关办
星沙海关、岳阳海关、株洲海关、

韶山海关、常德海关、衡阳海关、张家
界海关、湘西海关（筹），长沙海关驻
黄花机场办事处、长沙海关驻郴州办
事处、长沙海关驻永州办事处

湖南开放
平台一览

深读 04

� � � � �荨荨（上接1版）

从一“塘”破题，开拓绿色发展
新境界

7月下旬，衡阳常宁水口山，株冶集团铜
铅锌基地建设热火朝天。从200公里之外的株
洲市清水塘老工业区来到这里， 株冶集团将
作为清水塘地区261家企业的最后一家，在今
年底完成整体搬迁。

一度成为全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的株
洲，清水塘老工业区是其重要污染源之一。如
今，这已成为“过去式”，株洲重化冶炼占据很
大份额的产业模式彻底划上了句号。

从创造历史的辉煌，到背负历史的包袱，
再到重新走上绿色发展之路， 清水塘老工业
区整体搬迁让株洲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拐
点。

在这个拐点上，株洲显示出一座“改革之
市”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宝贵特质。尽管这
种担当与痛彻心扉的“壮士断腕”紧密相连：
近500亿元GDP被强行剜去， 近5万产业工人
重新就业安置， 近16平方公里老工业基地需
要浴火重生……

没有犹豫，没有退缩，株洲高举绿色发展
大旗，向污染宣战，在生态文明之路上越走越
坚定。

去年， 株洲就一口气关停企业147家，实
施环保项目259个， 并完成了生态环保红线
划定和267个村的环境整治， 中央环保督察
交办问题基本整改到位。今年上半年，株洲再
次开展生态保护“百日攻坚”行动，以铁的手
腕关闭非法采砂场55处，切割非法采砂船、吸
砂船75艘，取缔非法洗砂场71处。

株洲还大力推广绿色建筑技术， 建设低

碳城市。今后，该市政府投资的公益性公共建
筑和2万平方米以上大型公共建筑，以及保障
性住房、10万平方米以上居住小区项目，将全
部按绿色建筑标准进行规划、建设和管理。力
争到2020年， 市城区50%新建建筑达到绿色
建筑标准。

铁腕治污、 绿色发展， 得到丰厚回报。
去年，株洲空气质量良好以上天数比3年前
增加近两个月， 湘江株洲段水质从劣Ⅲ类
上升为Ⅱ类。今年上半年，株洲空气质量达
标天数为142天，同比增加9.8%，增幅全省
最大。

以一“战”带动，开启共享发展
新征程

去年，一场没有硝烟的大决战，在株洲进
入全面收官阶段。 这就是该市举全市之力推
进的脱贫攻坚战。

通过在全省率先构建精准扶贫政策支撑
体系，近4年来，株洲共减少贫困人口13.75万

人， 贫困发生率由5.95%下降到1.29%，166个
贫困村全部出列。去年底，在第四届国家治理
高峰论坛年会上，株洲社会扶贫入选“2017精
准扶贫十佳典型经验”。

在株洲，产业扶贫带动8.17万贫困人口人
均年增收1887元。全市完成危房改造2.9万户，
14万人搬进新房。 还解决了12万多人饮水安
全问题，改厕7.63万户。所有贫困村建成村级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广播电视信号实现全覆
盖。

受益于一系列兜底扶贫政策， 株洲贫困
群众医疗有了更多的保障； 贫困学生资助体
系全面形成；5县（市）农村人口低保保障平均
达到一年3480元，超过省标准180元。

今年初， 株洲所辖两个罗霄山片区贫困
县———炎陵、 茶陵脱贫工作， 顺利通过省验
收。今年6月，全市全面脱贫工作接受了国务
院扶贫办验收。

作为长株潭地区唯一的三类县市区齐全
的市，株洲小康实现程度达到了98%。

通过打赢脱贫攻坚战，补齐发展短板，实
现共享发展， 株洲写下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篇
章。

近几年来， 株洲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
出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以上。 目前 ，全
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实现市级统筹，并在
全省率先实施异地就医联网结算。作为全
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城市，株
洲城乡居民养老金平均待遇水平提高到
每人每月 88元 。今年上半年，全市新增城
镇就业 3.26万人 ，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65.2%。

人民城市，人民共建共享。去年，株洲成
功蝉联全国文明城市， 并获得全国综治工作
优秀地市“六连冠”。目前，正在创建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并全面推进平安株洲、
法治株洲建设。

滚石上山志愈坚，爬坡过坎奋争先。时代
“出卷”、人民“阅卷”，面对时代和人民，株洲
将交出更令人满意的答卷。

滚石上山志愈坚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黄勇华 王新宇

1985年，在沉寂38年之后，长沙海关正式
恢复建关，湖南封闭的大门缓缓打开，一段波
澜壮阔的对外开放历程就此开启！

迎着改革开放的长风， 湖南开放的大门越
开越大，水陆空通达全球，开放平台与日倶增，开
放型经济奔涌向前，汇入世界经济的大潮。

设立海关，敞开对外的门户
1984年底， 时任长沙市对外经济贸易委

员会主任的张明， 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在
湖南恢复海关。

这一年，距离在湖南最早设立的海关，已
有86年。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英国驻华公
使要求清政府将岳州（今岳阳） 开为商埠。
1899年岳州关在城陵矶董家巷正式开关，湖
南的门户，率先在城陵矶打开。

当时的岳州城门上， 有一副气势非凡的
对联：“城陵踞全楚上游，来百工，柔远人，互
市通商开重镇；洞庭为三湘巨浸，东长江，南
衡岳，关澜锁钥束中流。 ”

然而， 如此雄武的岳州关， 却因国羸民
弱，被外人占据沦为洋关，成为帝国主义列强
对湖南进行经济侵略的第一个据点。

岳州关开关后5年，长沙关在长沙小西门
外开关。

1939年， 岳州关关闭，1947年长沙关关
闭，它们带着一段沉重的历史沉沉睡去。

新中国成立后， 收回了海关行政管理权
与关税自主权，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人民海关。

1980年1月1日， 停征13年之久的中国海
关关税恢复征收， 成为中国向世界传递改革
开放意愿的有力信号。

开放的潮流拍打着国门。
随着国内新一轮经济增长， 国际形势进一

步缓和，世界资本流动加速，湖南对外经贸在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迅速发展起来，一般贸易进
出口额不断上升，“三来一补”迅速发展，企业技
术改造步伐加快，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增长。

“湖南是较早向国务院申请筹建海关的
内陆省份，我在外经委工作多年，能深刻感受
到当时恢复海关的迫切需求。 ”今年86岁的张
明依旧思维清晰、记忆深刻。

1984年10月， 湖南省第一届对外经济技
术合作洽谈会（即首届“湘交会”）在长沙市举
行，张明是这届湘交会长沙代表团团长，带领
长沙团签订了80多个合同项目， 成交额9600
万美元。 这些合同，绝大部分是湖南企业引进
国外成套生产设备的合同。

当时湖南还未设立海关， 进出口办理报
关、注册备案等手续只能到上海、广州、武汉
等地海关， 这给迫切希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设备的湘企带来极大不便。

湖南恢复海关已刻不容缓。
1985年8月31日， 长沙海关正式复关，辖

区为湖南省全境，张明被任命为副关长。
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醒了沉睡多年的岳

州关。 1986年9月，岳阳海关开始筹建，1988年
6月15日，岳阳海关正式开关。

上世纪90年代城陵矶港建设货仓， 原来
的岳州关的中洋关、下洋关馆舍消失了，取而
代之的是现代化码头。

岳州关的上洋关因独立建设在高处而遗
存下来，这座西洋风格浓郁的老建筑，记录了
一段屈辱的历史， 也见证了新时代城陵矶港
口的重新崛起， 听到了我省外向型经济不断
壮大、汇入世界经济大潮的阵阵涛声。

沟通世界，搭建开放的平台
夏日的城陵矶码头，江面开阔，明净的蓝

天下，大型船舶穿梭不停，起吊机械繁忙装卸
货物。 这个通江达海的水运口岸，是湖南连通
世界的“桥头堡”。

自长沙海关恢复建关以来， 海关阵容不
断扩大，海关特殊监管区、口岸等开放平台相
继获批，湖南的开放大门越敞越开。

开放平台不断完善， 夯实开放发展基
础———

1990年6月18日，一架飞机从长沙航空口
岸升空，直飞香港，我省第一个国家一类口岸
宣告开放。

1997年5月，岳阳城陵矶口岸正式对外国
籍船舶开放。

1999年，张家界航空口岸开通。
进入21世纪，在长沙、岳阳、张家界3个国

家一类口岸的基础上， 我省陆续开放建设了
多个口岸作业场所和特殊监管区域。

2005年，郴州，这个承接产业转移的前沿

阵地， 建起了我省第一个海关特殊监管
区———郴州出口加工区。

之后，衡阳、湘潭、岳阳、长沙综合保税区
相继设立，长沙金霞保税物流中心、株洲铜塘
湾保税物流中心陆续开放……我省开放平台
数量居中部第一。

如今，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已开通通达五
大洲的国际及地区航线， 平均每周定期出入
境航班达300余架次，国际及地区通航城市达
40个；城陵矶港已开通港澳、日韩、东盟、澳大
利亚等地的接力航线， 实现了与海岸线的无
缝连接；中欧班列的湘欧快线延伸到欧洲、俄
罗斯、中亚、中东、东盟……

水陆空畅达全球， 湖南的门户向世界不
断敞开。

海关机构改革不断深入， 推动贸易便利
化———

今年4月，原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
人员换上了海关制服，“关检合一” 正式在湖
南落地，通关环节整合优化，长沙海关队伍也
壮大到1000多人。

而在恢复建关初期， 长沙海关只有60余
人，机构组成很简单，主要由邮检组、旅检组、
货管组以及调查组等几个部门组成。

随着我省开放步伐加快， 进出口业务量不
断增长， 各地开始呼吁设立海关机构。 岳阳海
关、衡阳海关、常德海关、韶山海关、株洲海关、
张家界海关、星沙海关等陆续开关，湘西海关正
在筹建中。

“通关改革持续推进， 通关环境不断改
善。 ”长沙海关监管通关处处长农渝介绍，全
国通关一体化、无纸化、电子支付、跨境一锁、
“关检合一”等改革，大大便利了对外贸易，大
幅压缩了通关时间。 2017年，长沙海关进出口
平均通关时间，比上年均压缩50%以上，优于
全国平均水平。

引进走出，开放发展大步向前
随着对外开放门户敞开、 开放平台设立

以及外贸体制改革一步步“放权、 松绑、搞
活”，资金、设备、技术、人才开始在湖南与世
界之间加速流动， 我省进出口总额从1985年
的319万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360.4亿美元。
开放型经济规模扩大的同时， 外贸产品不断
迈向高端市场，企业、产能也在大规模“走出
去”。

“最开始的时候，进口的需求比出口的需
求更为迫切，主要是对高新技术产品、机电装
备的需求旺盛。 ”张明说。

1985年， 长沙电冰箱厂从意大利引进一
条冰箱生产线。

1986年4月，第一台“中意”冰箱诞生。“中
意电器，人人中意”成为当时家电行业响亮的
广告。

与装备技术同时引进来的， 还有资金。
1983年以前，全省只有一家合资企业，到1986
年底，全省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达67家。

引进来的同时， 湖南产品也开始大规模
走出去。 首先走出去的是红茶、花炮、陶瓷这
些传统优势产品。

有着千年历史的浏阳花炮， 迎来了出口的
飞速发展，这些在家庭作坊、农家屋里完成的浏
阳花炮，漂洋过海，绽放在异域他乡的夜空。

1993年2月，经国家经贸部批准，浏阳成
为我省第一个拥有外贸自营出口权的县。

1996年，浏阳人钟自奇成立东信烟花厂，
经历了体制松绑后浏阳花炮更为绚丽的时
代。 上世纪九十年代，湖南花炮出口占到全国
出口的一半以上。

随着我国拿到“WTO”的入场券，我省全
面放开进出口经营权， 出口经营主体步入多
元化时代，进一步促进了对外贸易发展。

在浏阳，花炮企业一度达到上千家，其中出
口企业300多家。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浏阳花
炮的销售已遍及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7年浏阳烟花爆竹出口销售额达31.5亿元。

在东信烟花的仓库里，记者看到，码放的
各类烟花箱子上，印有世界各地不同语言。 钟
自奇称，从今年年初开始，出口烟花的生产排
期就已经到了年底。

随着开放潮流走出去的，不止是花炮。
在1993年进入湖南外运报关有限公司的

报关员曾红艳的出口报关单里，上世纪90%的
出口产品是生猪、茶叶、稻谷等农产品，后来
各种深加工产品逐渐增多，出现飞机刹车片、
混凝土泵车等高端产品。

湖南制造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高新技术、 装备制造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提
速；全球市场布局进一步优化，非洲、东盟等
新兴市场迅速拓展。

而进口产品除机电设备外， 有了越来越
多的消费品、农产品。

产品“走出去”不断迈向高端市场，企业、
产能也在大规模“走出去”。 从杂交水稻开始，
敢闯敢干的湖南人， 在海外市场尤其是东盟
地区占有了一席之地，并逐渐在工程机械、轨
道交通、现代农业、矿产资源开发、路桥房建、
能源开发、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形成了“海外
湘军”品牌。

迎着改革开放的长风，湖南，正在越来越
深、越来越广地与世界对接。 开放潮声激越，
市场更加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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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大事记
1985年8月31日，长沙海关正式

设立，辖区为湖南省全境。
1988年6月，岳阳海关开关。
1990年6月，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航空口岸开通。
1997年5月，岳阳城陵矶口岸正

式对外国籍船舶开放。
1999年4月，张家界航空口岸正

式对外开放。
2005年6月，郴州出口加工区经

国务院批准设立。
2006年9月，首届中博会在长沙

举行。
2007年6月，第四届珠洽会在长

沙举行。
2008年， 全省进出口总额突破

100亿美元。
2010年7月，长江干线武汉至城

陵矶河段海轮航道正式开通。
2011年10月， 湘南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获批成立。
2014年10月， 湘欧快线开行首

趟列车。
2016年11月， 省第十一次党代

会提出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

2017年6月，长沙黄花综合保税
区正式封关运行。

2017年12月， 湖南首条国际全
货机定期航线正式开通。

2018年7月，长沙获批国家跨境
电商综合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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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2007年7月20日， 郴州出口加工区。
下图： 繁忙的霞凝新港。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激荡三湘

舞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