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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湖南商务与开放型经济发展综述

开放崛起 迈上新征程

肖艳蓉 何北海 黎 雄 李 娟
长沙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高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等先后获批，中国 - 非洲经贸博览

会正式落户；进出口增速保持全国领先，“三类 500 强”项目纷至沓来，“互联网 + 商贸流通”行动计划深入实施，“走出去”步
伐更快……

2018 年，湖南立足“一带一部”战略定位，主动对接“一带一路”，争当承接产业转移领头雁，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商务和开放型经济追赶式跨越发展态势日益巩固，湖南开放崛起站在了新的更高起点
上，开启了新的征程！对外贸易再创新高

外贸发展推进体系基本形成
2018年 6月，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与德国铁路股份公司签订 20 台新型混合动力
“火车头”框架协议及首批 4台机车订单。 这是
中国自主研制的“火车头”首次出口德国，标志
着中国轨道交通装备整车产品获得世界高端
市场认可。

2018 年，我省对外贸易再创新高，外贸结
构不断改善， 外贸发展推进体系基本形成，外
贸主体不断壮大。

据海关统计，2018年前 11月，湖南省进出
口总值已超 2017 年全年总值， 同比增长
25.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15 个百分点，增幅
居全国第六。 省商务厅预计，2018年全省进出
口总额将突破 3100 亿元，再创对外贸易新高，
同比增长 28%以上。

出口产品结构提质增效稳步推进。 越来越
多的湖南出口产品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机电产
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继续充当出口主力，积极抢
占国际高端市场，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占同期湖
南出口总值近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一成以
上。 产品市场不断扩大。 我省与美、韩、日等传
统贸易伙伴关系持续巩固，前 11 月，对“一带
一路”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增长 38%。

“破零倍增 +综合服务 +融资担保”的外贸
发展推进体系基本形成。 全省“破零”企业 1200
家，“倍增”企业 700家，新增进出口额超 500亿
元，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 25%；园区外贸综合服
务中心总数达 58家， 基本实现全省全覆盖；银
精矿加工贸易项下白银出口审批简化政策实现
重大突破；订单融资、退税融资、信保融资政策
全面实施， 湘江新区集国际贸易与融资担保于
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注册运营，岳阳观盛、长沙
综保区等外贸融资担保平台取得成功经验。

外贸主体进一步壮大。 全省有外贸实绩的
企业达 4630家，同比增长 16.8%。 服务贸易同
比增长 10.2%， 服务外包执行额同比增长
14.1%。

此外，汽车平行进口试点、长沙跨境电商
综合试验区、高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先后
获批， 新增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3 家，长
沙获批国家文化出口基地。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三类 500强”项目纷至沓来

在望城经开区，伟创力长沙智能制造产业
园项目已完成 14 条 SMT 生产线和 12 条组装
线安装调试，手机日均产量达 5 万台，该产业
园项目总投资 50亿元，主要建设 4000 万台手
机智能终端、智能终端电源、网络及消费类电
子产品的生产基地。 首期项目投产达效后年产
值将达 100 亿元，届时，将吸引大量上游电子
元器件和中游电子模组生产企业向长沙集中。

伟创力长沙智能制造产业园是 2018 年我
省新引进的“三类 500强”项目之一。

2018年，我省深入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年”
活动，全力对接世界 500强、中国 500强和民营
500强企业， 提升产业链。 全省新引进 120家
“三类 500 强” 投资项目 217 个， 投资总额
4878.1亿元。其中，世界 500强 52家、中国 500
强 59家、民营 500强 9家，首次落户湖南的 11
家，在湘投资的世界 500强存续企业 172家。

好项目大项目纷至沓来，得益于营商环境
的持续优化。 聚焦“产业项目建设年”，我省深
入开展“对接北上广优化大环境”专项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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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省成为全国
第一批开展外商投资企业“单一窗口、单一表
格”受理新模式试点的省份，新设外资企业备
案占比超过 99%，企业登记普遍缩短至 3-5 个
工作日，创造了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的“江华速
度”、“望城速度”。

全面开展口岸提效降费工作。 出台了优化
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的工作实
施方案，货物整体通关时间压缩 1/3，压缩比例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全面清理口岸收费并向社
会公开，通关改革深入推进，单证审核量从 86
种降至 48 种。 加快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建设，报关覆盖率稳定在 90%以上，超过国家
规定年度目标。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招商引资火力全开。
2018 年 7 月， 湖南 - 长三角经贸合作洽谈周
在上海、杭州、南京、昆山 4 地成功举行，共签
约省级项目 152个，投资总额 2948.57亿元，引
进资金 2607.29亿元，签约成果为我省历届“沪
洽周”之最。

据统计，去年全省实际使用外资 161.91 亿
美元，同比增长 11.9%；实际到位内资 6002.07
亿元，同比增长 17.7%；全省新设外资企业、内
资企业数量分别同比增长 70.6%、23.5%。 新引
进总投资 2 亿元（外资 3000 万美元）以上的重
大项目 742 个，总投资 10968.6 亿元。 推进新
引进外向型实体企业百亿美元项目，新引进外
贸实体项目 143 个， 预期进出口总额 53 亿美
元。 全年全省省级以上园区实际使用外资 79.2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9.5%， 占全省总额的
53.1%，较上年同期提高 3.5 个百分点；进出口
总额 1862 亿元，同比增长 28.8%，占全省总额
的 69%，较上年同期提高 3个百分点。

商贸流通优化升级
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位于长沙河西的步步高梅溪新天地，每到
节假日便人山人海。 在这家极具创新意义的超
级 MALL里， 有许多体验式和主题式场所，如
中国最大的蜡像馆、国内首家航空主题的太空
飞行馆、娱乐王国主题乐园、可以承接国际赛
事的真冰场等。

2018 年，我省积极推进商贸流通领域“千
百工程”建设，推进商贸流通领域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打造我省商贸流通产业发展的骨干队
伍。 一批零售企业加快创新转型，新的业态和
经营方式竞相涌现。 超级市场、社区店、专卖
店、购物中心、仓储式商场等零售业态遍布全
省城乡，自动售货、无人店、电子商务、网上购
物等新的零售业态，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
蓬勃兴起。 新增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约
1800 家， 占全省“四上” 企业新增总数的近
50%。全省限上企业总数突破 1万家，数量从中
部第 4 位上升到第 2 位，限上企业增长已占整
个经济实体的 60%。

据统计，湖南内贸排位在中部不断提升，商
务部商贸物流（标准化及供应链）试点城市达到
5个，试点城市数量及到位资金继续保持中部第
1；“中小商贸流通企业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居全
国试点省市第 1；4家商场超市通过国家级“绿
色商场”评选，总数达 9 家，排名中部第 2；3 家
国家级电子示范基地和 8家国家级电子示范企
业通过商务部综合评估，整体水平居全国前列。

“互联网 +商贸流通”行动计划深入推进实
施，悄然改变着湖南人的消费方式，也给贫困地
区带去脱贫的希望。全年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 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其中，网络零售额突破
2000亿元，同比增长 30%。 3 个市州获批全国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整体推进市州，16 个
县获批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全省
贫困县占比累计超过 80%， 国家级贫困县覆盖
率提升到 97.5%； 电商扶贫专项行动深入推进，
农村电子商务销售额同比增长 34%。

外经合作深入推进
“走出去”步伐加快

眼下， 我国首个省级政府层面在非洲推动
建设的样板开发区———埃塞俄比亚湖南工业园
项目建设正酣，已签约意向入园企业 20多家。

该工业园位于埃塞俄比亚奥罗米亚州首
府阿达玛市，总投资近 3.5 亿美元，占地总面积
122 公顷，产业定位以机械制造、建材建工、家
具家电、纺织服饰等为主。

2018 年，湖南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推进
企业联盟抱团走出去， 一批企业合作运营联
盟、“湘企出海 + 综合服务” 平台成立运营，波
兰工业园落地， 墨西哥工业园取得重大进展，
湖南老挝现代农业产业园、阿治曼中国城等一
批特色产业园区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湖南与美
洲地区航空产业合作平台初步搭建。

此外，我省与英国、波兰、罗马尼亚在进博
会期间联合举办双边经贸对接活动成效明显，
获批援外成套、技术合作项目 7 个，金额约 2.7
亿元，项目数和资金额均为历年之最。 承办了
179个援外培训班， 连续三年成为全国承办援

外培训项目最多的省份。 对外劳务精准扶贫工
程进入商务部重点实施工程项目，在全国推广
实施。

省商务厅预计，去年全省对外承包工程和
劳务合作业务完成营业额 84.6 亿美元，同比增
长 20.1%； 对外投资实际投资额 16.1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7.5%。

国际物流更加畅通
开放平台进一步夯实

岁末的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忙碌有序，36
条国际航线往来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亚
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新开通的国际全货机航线
畅通了外贸空中通道。

2018年，我省强化口岸、综保区、园区等各
类平台的支撑作用， 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开
放平台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

国际物流通道加快拓展。 长沙航空口岸新
开至北美、孟加拉、菲律宾全货机航线以及至
伦敦洲际客运航线。 张家界航空口岸开通至河
内、胡志明、香港、雅加达定期航线。 岳阳江海
航线提速增效， 集装箱全年吞吐量 50.4 万标
箱 ， 同比增长 19.3%， 进出口货物吞吐量
3546.7 万吨，同比增长 3.2%；内支线平均运输
时间压缩 15%。 湘欧班列稳步发展，新开长沙
-蒂尔堡、 怀化 - 明斯克线路， 全年发运 191
班，货值 7.67亿美元，同比增长 7.9� %、10.4%。

口岸功能不断完善， 成功申报叠加水果、
药品、肉类等指定进口功能 6 项，直接进口汽
车整车 2847 台、 粮食 29.36 万吨、 进口肉类
5454 吨 ， 同比分别增长 525.7% 、37.88% 、
14.68%。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出口再次翻番，
全省 5 家综保区、2 家保税物流中心新引进项
目 78 个，全年外贸实绩企业达到 418 家，进出
口总额预计超过 90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101.7%，占全省外贸总额的 19.8%。

国家级经贸平台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中
国 -非洲经贸博览会正式落户湖南。 湘南湘西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正式获批，湖南的开放发
展又增添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平台。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
中危和机同生并存，湖南面临一系列重大机遇
与挑战。 国家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新产业新
动能进一步集聚， 三大攻坚战成效不断显现，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势头强劲———开放的湖南，
正乘势崛起！

肖艳蓉 何北海 黎 雄 李 娟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做好商务
和开放型经济工作意义重大。 ”省发展开放型
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省商务厅厅长徐湘
平表示，2019 年，湖南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工作
将突出“四个致力推进” ，着力主攻“两稳三
促”,突出重点、精准施策、乘势而上、再创佳绩，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以优异成绩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四个致力推进”是指———
致力推进开放强省五大行动， 即“对接

500 强提升产业链”行动、“对接新丝路推动走
出去” 行动、“对接自贸区提升大平台” 行动、
“对接湘商会建设新家乡” 行动、“对接北上广
优化大环境”行动。

致力推进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建设。 推动出台支持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新
一轮发展的政策措施，着力引进一批推进示范
区发展的重大产业项目和开放平台，支持示范
区内市州开展加工贸易先行先试， 办好 2019
湖南—粤港澳大湾区投资贸易洽谈周等经贸
活动，力争把示范区建设成为中西部地区承接
产业转移新高地。

致力推进形成强大国内省内市场。 着眼更
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深化商
务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持续推进商贸流
通“千百工程”和消费升级行动计划为抓手，聚
焦消费提档升级、优化商贸服务和商贸流通载
体建设，加大补短板、强弱项工作力度，促进形
成强大省内市场。

致力推进对非经贸合作， 办好第一届中
国—非洲经贸博览会。 继续深化对非政府间合
作， 探索构建中非经贸合作保障和落地机制，
开通湖南—非洲直航，建立健全外贸综合服务
和走出去融资担保体系，构建多层次立体化对
非合作平台。

“两稳三促”包括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
促外经、促就业———

稳外贸。 继续推进外贸综合服务、跨境电
商、综合保税区、新引进外向型实体企业“四个
百亿美元项目”建设，不断拓展外贸发展新空
间，做实外贸新业态，加快国际物流体系建设，
强化外贸服务保障体系，完善外贸“三单融资”
服务体系。

稳外资。 开展外资“破零倍增”行动；推进
招大引强， 瞄准三类 500 强、 战略性龙头企
业、行业领军企业；着力推进政策创新，全面
推进“负面清单”落地实施；推进园区开放发

展，加快园区开放平台建设，推动国际合作园
区建设。

促消费。 推进实施“消费升级行动计划”，
支持和鼓励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向农村拓展，深
入推进商贸流通“千百工程”，培育壮大商贸流
通领域骨干企业队伍， 加强流通基础设施建
设。 加大湖湘消费品牌培育和市场拓展力度，
推进“湘品出湘”“湘品出境”。 深入推进商务扶
贫专项行动。

促外经。 推动联盟抱团出海，举办央企湘
企对接会，推进重点国别、重点地区的深耕发
展。 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建设一批境外经贸合
作园区，完善政策服务机制，深入开展“一带一
路”沿线区域合作规划以及国别政策研究。 鼓
励支持我省优势企业获批更多援外资质，争取
支持我省援外单位获得更多援外项目。

促就业。 外贸促就业，继续促进外贸扩规
提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合理布局一批吸
纳就业能力强的客服中心和支持中心等服务
企业。 外资促就业，争取外资更多投向湖南，通
过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发展壮
大外向型产业集群。 内贸促就业，深入推进“互
联网 + 商贸流通”“电子商务进农村”“电商扶
贫”“家政扶贫”等工作。 外经促就业，带动更多
对外劳务输出。

2019，湖南商务再出发———
突出“四个致力推进”，着力主攻“两稳三促”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省商务厅提供）

2018 年 7 月 24
日下午，“2018 湖南
长三角经贸合作洽
谈周”主题活动湖南
开放强省建设暨优
势产业链项目推介
会在上海市举行。

2018 年 9 月 13 日至 16 日，2018 中国国
际食品餐饮博览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省商务厅厅长徐湘平询问参展商情况。

2018 年 6 月 29 日，湖南怀化至白俄罗
斯首都明斯克的中欧班列开通。

一湖四水，奔向
大海， 图为洞庭湖。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