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40年来，湖南全面统筹国际国内
两个大局、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
规则，充分把握加入WTO、中部崛起、
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重大机遇，
深度融入全国经济和世界经济， 开放
发展取得历史性成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逐年递增。
经过40年的商业体制改革，湖南流通
领域的经济结构日趋完善， 形成了以
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 多种流通渠道
竞争并存的新格局。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以年均15.4%的速度递增，2017
年达到14854.9� 亿元， 为1978年的
270.8倍。

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湖南对

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 国际“朋友
圈”的数量越来越多，与湖南有经贸往
来的国家和地区达200多个。 对外贸
易规模不断扩大， 进出口经营主体日
益多元，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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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了
1.1万倍。

外商投资质量明显提升。 从1981
年引进第一家合资企业粤湘强丰有限
公司开始， 湖南外商投资规模不断扩
大，外资来源日趋广泛，战略投资者明
显增多，我省实际利用外资从1983年
的26万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144.75亿
美元，增长近5.6万倍。 大众、博世、伟

创力等世界500强企业纷纷来湘投
资， 在湘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达到
193家。

湘企“走出去”步伐加快。 在世界
舞台上，随着华菱并购FMG、中联并
购CIFA、三一并购普茨迈斯特等一批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并购的步伐，
1500多家湖南企业走进了92个国家
和地区， 累计境外合同投资224.59亿
美元，稳居中西部第一。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湖
南也进入开放发展和乘势崛起的关键
期， 在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感召
下， 全省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呈现出追
赶式跨越发展的良好态势———

今年1至9月， 全省实现进出口总
额2076亿元，增长25.07%，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 进出口增速居
全国第七、中部第一。全省对外承包工
程和对外劳务合作业务新签合同额
63.60亿美元，同比增长25.1%；完成营
业额58.99亿美元，同比增长24.3%。全
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0.2%，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0.9个百分
点。 今年前9月，全省新引进84家“三
类500强”投资项目127个，投资总额
3324.56亿元。

40年开放发展成就启示我们，开
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开放发展
是湖南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 希望所
在、出路所在。

开放发展的合力正在形成， 资源
要素正在聚集，崛起的势头已经呈现，
追赶式跨越发展风帆正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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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三湘巨变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吐鲁番日报记者 董生祥

11月1日， 湖南省庆祝改革开放40年
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举行， 省商务厅发
布了改革开放40年全省商务和开放型经济
改革发展情况。

40年来， 湖南全面统筹国际国内两个
大局、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充分
把握加入WTO、 中部崛起、 长江经济带、
“一带一路”等重大机遇，深度融入全国经
济和世界经济，开放发展取得历史性成效。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湖南主动适应经
济发展新常态， 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 全省商务和开放型经济主要指标
保持平稳增长， 主要指标增幅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和全省GDP增速， 部分指标进入全
国前列， 湖南的开放发展已经进入追赶式
跨越发展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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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敢为人先的湖南人， 有着面向世界的
眼光。过去40年，湖南打破内陆省份传统思
维定式，跳出湖南看湖南，把湖南的发展放
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来思考， 以更加开
放的意识、更加开放的理念、更加开放的办
法谋发展、 搞建设， 开放发展基础不断夯
实，开放意识不断提升，加快推动我省从内
陆大省向开放强省转变。

陆路通、空运快、水运畅，开放发展基础
牢。湖南高铁运营里程全国第四，实现了高铁
覆盖全省10个市州， 形成2小时高铁经济圈。
湖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全国第五，形成“七纵
七横”骨架网，实现了全省118个县市区30分
钟上下高速。 湖南航空构建了“一枢一干多
支”的运输体系，建成7个民航机场，地级城市
1.5小时车程均可享受航空运输服务； 开通
330条航线，实现了五大洲全覆盖。 湖南水运
拥有1.2万公里内河航道，国家一类口岸岳阳
城陵矶港通江达海，可快速融入长江经济带。
湖南中欧班列开通了直达欧洲的8条线路，物
流覆盖沿线24个国家、40多个地区，货物运输
总量居全国第一方阵。

“一带一部”新定位，开放崛起新优势。
2013年11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考察时提
出了湖南“一带一部”新定位，即“东部沿海地
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 长江开放经济带和
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 这一崭新的定位，
让内陆湖南的区位优势日益凸显， 为湖南新
时代的开放发展确立了根本遵循。 2016年11
月，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首次把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定位为引领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建设富
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总战略， 为新时代湖南
的开放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为发挥“一带一
部” 的区位优势和推动开放崛起战略部署落
实落地， 湖南确立了“1+2+5+N”
的开放崛起推进
体系，实现了开放
发展体系建设的
新飞跃 ，
推动形成
全面开放
新格局。

� � � � 过去40年， 湖南坚定不移推进
“放管服”改革，深入开展“对接北上广
优化大环境”专项行动，开放发展环境
不断优化。

全面落实“非禁即入”原则，严格
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公平竞争审
查制度，鼓励民间投资进入基础产业、
基础设施、 公用事业等重点领域。 以
“事前审批是特例，事中事后监管才是
常态”为目标，率先全面落实李克强总
理提出的“六个一”，省市县行政许可
事项分别精简65%、46%和26%， 行政

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精简73.4%， 非行
政许可审批事项全部取消。 深化商事
制度改革，整合20多个部门37个涉企
证照实行“多证合一”，企业登记普遍
缩短到3至5个工作日。加快推进“互联
网+政务服务”，真正实现“马上办、网
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出台完善产权
制度保护的实施意见， 严格落实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和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 确保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
用生产要素和参与市场竞争。

开放平台不断夯实。 湖南拥有16

个国家级经开区、 高新区和123个省
级园区，培育了10个优势产业集群、9
个千亿产业和4个千亿产业园区，开放
平台数量居中部第一。

开放口岸从无到有， 口岸功能不
断拓展。口岸是开放的门户，也是开放
的产物，改革开放40年来，湖南口岸
从无到有、快速拓展，初步建立了多类
型、多层次、多功能的口岸开放体系。

1990年6月前，湖南口岸还是空
白。 目前，全省已拥有3个国家一类
口岸， 分别是1990年开放的长沙黄
花国际机场、1997年开放的张家界
荷花国际机场、2004年设立的城陵

矶水运口岸。 此外还有11个口岸作
业区， 其中公路口岸作业区4个、铁
路口岸作业区5个、水运口岸作业区
2个。 适应扩大开放的新形势，口岸
逐步由单纯的客货通行向保税、加
工、 仓储、 物流等综合服务转变。
2004年以来，全省建立了7个海关特
殊监管区、12个指定口岸和查验场、
22个保税仓库、5个出口监管仓，实
施了72小时过境免税、落地签、离境
退税、保税航油、港澳直通车等国家
特殊开放政策和制度。 2017年，全省
航空口岸进出境人员251万人次，比
1991年的2.5万人次增长1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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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
进出口总额1985年333333333333331111111111111199999999999999万美

元 ， 2017年增长到333333333333336666666666666600000000000000..............44444444444444亿

美元， 增长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万倍

�外资：
实际利用外资从1983年
的2222222222222266666666666666万美元增长到2017
年 的 11111111111111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7777777777777755555555555555亿 美 元 ，

增长近55555555555555..............66666666666666万倍

外经：
111111111111115555555555555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多家湖南企业走进

了9999999999999922222222222222个国家和地区

口岸：
1990年6月前为零，

至2018年拥有 33333333333333个
国 家 一 类 口 岸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个口岸作业区

航空口岸进出境
人员：
1991年 22222222222222..............55555555555555万 人 次 ，

2017年 222222222222225555555555555511111111111111万人次 ，

增长111111111111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倍

开放发展基础夯实，
开放崛起优势凸显

开放发展环境优化，口岸平台快速拓展

开放发展成效显著，开放型经济追赶式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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