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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开放的条件， 开放是改革的外
部推动力，两者相辅相成。

市场开放了，但受一些制度、政策束缚，
办事“跑断腿、磨破嘴”，直接影响开放进程。

“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坚持怎么快就
怎么改，怎么便民就怎么改。” 郴州市政务
服务中心管理处负责人说。

2004年， 郴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成立，
工商、国土等39个市直部门进驻，开启政
务服务崭新一页。2009年， 郴州在全省率
先实行行政审批“两集中、两到位”改革，其
经验在省内外获推介。2016年， 郴州深入
推进“放管服”改革，着力构建“亲”“清”新
型政商关系，行政效率再次提速……

郴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志仁介绍，去
年，郴州在全省率先实行“一次办结”改革，
承诺办结时限在法定办结时限基础上压缩
73.1%。

“一次办结”改革，让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企业和群众拍手称快，满意度升至
96%以上。今年7月，郴州被评为“中国企业
营商环境（地级市案例）十佳城市”。

营商环境好不好， 落户郴州的企业最
有发言权。

2016年新年伊始，世界500强企业深圳
正威（集团）有限公司与郴州市政府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公司投资50亿元，在郴州
高新区建设稀贵金属产业供应链体系、全球
矿产资源交易中心和矿物宝石产业园。

“选择落户郴州，是公司深入考察后作
出的决定，这里不仅园区设施齐全，而且办
事便捷高效。”深圳正威（集团）有限公司负
责人说。

皓钰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国内冶炼行业
翘楚。今年5月，公司负责人苏方波在考察了
30多个地方后，最终选择落户郴州桂阳。

苏方波告诉记者， 他在办理公司注册
手续时， 桂阳县政务中心工作人员全程跟
踪服务，当天完成注册。

“办事便捷高效。” 嘉琪鞋材公司负责
人戴朝辉介绍， 公司从签约落户郴州嘉禾
县到竣工投产只用了半年， 创造了公司项
目建设新纪录。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郴州市决
策者表示， 郴州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按照省委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要求， 奋力打造湖南
开放崛起新的“增长极”。

郴州古称“南蛮之地”，五岭山
脉横亘其南。“船到郴州止， 马到郴
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这首民谣
道出了过去郴州的闭塞。

改革开放风云激荡40年来，郴
州勇于改革创新，主动对接粤港澳，
不断向南开放融入世界， 推动开放
型经济高速发展。

郴州市有关部门最近提供的一
组数据令人振奋：目前，该市拥有对

外贸易经营备案企业615家，外贸进
出口业绩企业163家。40年来，全市
累计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284.9亿
美元、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171.5亿
美元， 外贸与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
均已连续6年位居全省前3位。

从闭塞之地成为我省开放新高
地， 这一变化是怎么发生的？11月
底，记者来到郴州，探访其“向南开
放”的足迹。

走进郴州承接产业转移重
地———郴州经开区， 德国科德宝
锂电池隔膜、 日本住井新能源汽
车电机绝缘材料等企业红红火
火，产销两旺。

郴州经开区是我省第一个省
级经开区。创办30年来，该区始终
坚持改革创新， 通过大力承接沿
海及境外产业转移，从小变大、由
弱变强， 先后被评为国家小型微
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全国
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国家外贸转
型升级基地（珠宝首饰）。目前，入
驻园区的企业有800余家，解决就
业3.5万人。

承接产业转移， 加快了郴州
经济发展。 郴州市委书记易鹏飞
说，郴州落实中央精神和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 及时抓住改革开
放带来的机遇，大胆探索，先行先
试，不断实现新跨越。

1984年，省委、省政府为郴州
制定“开放开发、外引内联、放宽
政策、搞活流通”战略方针；1988
年， 国务院批准郴州为由沿海向
内地改革开放的“过渡试验区”；
2009年， 省政府赋予郴州承接产

业转移34条特殊政策；2011年，包
括郴州在内的湘南三市， 获批为
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面对机遇，郴州紧抓不放，全
力建好工业园区， 为承接产业转
移打造良好平台。目前，该市已发
展国家级高新区、综合保税区、示
范物流园各1个，省级工业园区10
个。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正威国际集团、新兴铸管、金贵银
业等世界500强、国内500强、民营
企业500强先后落户郴州工业园
区，全市形成了有色金属、文化旅
游、精品会展及矿物宝石、石墨及
新材料等产业集群。

10年前， 郴州市苏仙区白露
镇还是一片荒滩野地， 如今这里
厂房林立，成为一座产业兴旺、生
机勃勃的新城。

白露镇的变化得益于郴州高
新区的崛起。目前，设在该镇的郴
州高新区有企业1215家， 其中大
多为沿海及境外投资企业。 今年
前三季度， 园区实现技工贸总收
入540.7亿元、工业总产值289.1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12.6%、8.3%。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颜石敦 通讯员 邓滢琦

优化政务服务，
不断提高办事效率3

奋勇先行先试，大力承接产业转移1

天刚蒙蒙亮， 在郴州市北湖
区保和瑶族乡月峰村， 供港农产
品基地已一派繁忙， 村民们把刚
挖的五彩薯和新采摘的蔬菜装上
货车。

村民周小青笑呵呵地说，去
年11月“跨境一锁”快速通关系统
开通运行后， 从郴州出口到香港
的货物不再需要由口岸海关转
关、查验和换锁，大大缩短了运输
时间。村里产的五彩薯、蔬菜，早
晨发运， 下午就能上香港市民的
餐桌。

五彩薯、蔬菜“走出去”，泰国
冻鸡肉“走进来”。今年9月，郴州
市进口肉类指定查验场正式运
营， 首批由义捷现代物流有限公
司从泰国进口的冻鸡肉， 在完成
检验检疫手续后， 顺利运往郴州
及周边城市销售。

郴州进口肉类指定查验场年
肉类进口能力达13.7万吨， 能同
时对6个集装箱实施查验。该项目
按照“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
放行”要求，实现进口肉类产品就
地检验， 相比以前在沿海城市查
验缩短了等待时间， 节约了企业
运输成本， 有力推动郴州乃至湘
南地区肉制品产业和冷链物流业
发展。

今后， 越来越多优质的进口肉
类产品，将通过深圳盐田港、广州黄
埔港等进入郴州市场， 市民在家门
口就能买到泰国冻鸡肉、 澳洲牛肉
等。

在郴州综合保税区， 看到的是
另外一番景象。在主卡口、查验平台
和监管仓库、信息中心等处，工作人
员一派忙碌。去年，经国务院批准，
郴州出口加工区整合优化为郴州
综合保税区， 规划面积1.06平方公
里， 目前已入驻世天威仓储等企业
20多家。

据介绍，近年来，郴州先后建设
了铁路口岸、检验检疫、铁海联运、
国际快件中心、综合保税区、进口肉
类查验场等快速通关平台，步入“无
水港”城市行列，成为湖南乃至中西
部地区开放平台最全、 功能最优的
市州之一。

凭借完善的快速通关平台，不
临江、 不靠海的郴州， 先后与全球
14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进出口贸
易往来。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
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
战略举措。目前，郴州被纳入广东往
来港澳陆路跨境快速通关改革试
点城市，正在申报中国（湖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郴州片区。

建好通关平台，加快走出去引进来2

� � � � 90年代初期的郴州经济开发区。(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 � � � 12月1日，郴州经济开发区。 刘帅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