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黄利飞）随
着移动互联网兴起及城市生活需要，外卖已
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美团研究院近日发布
的《城市新青年：2018外卖骑手就业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18年美团外卖有
单骑手数量达270多万人，其中广东、江苏的
工作骑手数量最多，湘籍骑手数量排全国第

七。
外卖骑手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报告》

显示，270多万美团外卖有单骑手中，92%为
男性，77%来自农村，60%已婚已育；骑手群体
以80后、90后居多，拥有大学文凭的骑手比例
高达15%。

骑手的工作量怎样？39%的骑手每天工作

4至8个小时，45%的骑手每天接单数量超过
20单，40%的骑手每天行驶距离大于50公里。

骑手的收入如何？ 三成骑手月收入在
5000元以上， 五成骑手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
源，16%的骑手是家庭收入的全部来源。

骑手的服务怎样？《报告》 显示，2018年，
用户为骑手写下了3亿好评、2.5亿感谢。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记者 王茜）今天13
时42分， 天仪研究院自主研制的潇湘一号03
星搭载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 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
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天仪研究院承担
的第六次太空任务。

潇湘一号03星是天仪研究院自主研制的
一颗6U新技术试验卫星，同时也是青腾大学、
天仪研究院共同合作的成果。 卫星设计寿命
一年，主载荷为一台全色微型遥感相机，计划
将开展基于工业镜头＋商业高性能探测器的

遥感成像技术验证。
卫星搭载了天仪研究院自主研制的离

轨帆。离轨帆是一种被动离轨装置，其目的
是为了避免立方星失效后成为长期滞留太
空的太空垃圾， 在立方星寿命末期采用低
成本制动帆装置使其快速脱离轨道。 天仪
自研离轨帆展开面积约0.7平方米， 不仅满
足卫星被动离轨要求，还具有小型化、轻量
化、高可靠性等特点。计划将在卫星入轨6
个月后进行首次在轨技术验证， 预计展开
后可以使潇湘一号03星在6至12月内脱离

轨道。
截至1月19日，天仪研究院所有卫星累

计在轨时间已达到900天，其中，天仪自主
研制的潇湘一号02星已经在轨服务满一
年。

根据当前计划， 天仪今年将有5至6次发
射任务，预计发射约20颗微小卫星。在为国内
外的科研院所、大学和商业企业提供短周期、
低成本、 一站式的商业化微小卫星整体解决
方案的同时， 还将陆续搭载验证面向天仪未
来星座计划的一系列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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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监管优化服务
助力湖南开放崛起

———长沙海关发布2018年湖南外贸进出口及其他相关情况

推进通关业务改革
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长沙海关负责人答记者问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梁可庭

1月21日上午，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长沙海关发布了2018年湖南外
贸进出口及其他相关情况， 长沙海关关长唐赟峰、 副关长姜奎等负责人回答了记者的提
问。

答：2019年关税政策调整将对我省外
贸及居民消费带来重大利好， 有以下几个
方面值得关注:
� � � �实施自贸协定有助于我省融入“一带
一路”和自由贸易区建设。随着“一带一路”
倡议的不断深入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
国家的商贸往来也逐渐增多。 根据我国与
有关国家或地区签署并生效的贸易协定或
关税优惠安排，2019年将对16个协定、23
个国家或地区实施协定税率。 据统计，
2018年湖南省优惠贸易协定项下享惠货
值34.25亿元，同比增长43.07%；关税优惠
金额3.57亿元，增长74.15%；享惠企业188
家，比上年同期增加13家。

取消部分产品出口关税有利于我省稳
定和扩大出口。2019年国家统筹考虑产业
发展和出口情况变化，自1月1日起取消94
项出口暂定税率，主要包括化肥、磷灰石、
铁矿砂、矿渣、煤焦油、木浆等。据统计，
2018年我省94项商品出口货值1726.5万
元，缴纳出口关税147.8万元。取消部分产
品出口关税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省企业
的出口成本，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

对杂粕等商品实施暂定税率， 有利于
我省扩大进口， 降低我省企业进口环节成
本。2019年国家对706项商品实施进口暂
定税率。按照2018年我省企业上述商品进
口货值41.7亿元计算， 今年实行暂定税率
后可为企业节约进口税收成本近1亿元。

调低药品进口关税， 有利于解决老百
姓看病难、 看病贵的问题。2019年国家对
国内生产治疗癌症、罕见病、糖尿病、乙肝、
急性白血病等药品亟需进口的重要原料实
施零关税， 涉及31个税目项下63个品种，
预计2019年可为全国医药生产企业减少
税负7.9亿元， 为药品价格调整留下空间，
有利于减轻我省患者及家庭经济负担。

行邮物品降税有利于丰富我省群众消
费选择。自去年11月1日起，国家对进境行
邮物品进行降税，涉及260个税号。具体来
看，我省进口较多的服装、箱包、鞋靴、钟
表、 化妆品等259个税目的常见日用消费
品， 分别从30%和60%下调至25%和50%。
此外， 药品从30%下调至15%， 中药酒从
60%下调至15%， 抗癌药品从30%下调至
3%。

问：国家近期调整了进出口税收政策，对湖南省有何影响？

答： 今年长沙海关将进一步高质量推
进业务改革，不断扩大改革成效，不断提升
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

一是深化通关一体化改革。 落实新海
关全面深化改革2020方案和关检业务全
面融合框架方案， 将检验检疫作业全面融
入全国通关一体化整体框架和流程， 完善
科学随机抽查和风险分析布控机制， 强化
风险统一防控， 深化现场关检综合业务融
合作业、“多查合一”“查检合一”改革，积极
引导企业利用一体化模式办理通关业务。

二是推动全省综合保税区升级发展。落
实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
高质量发展若干意见， 推动便利企业内销、

促进研发创新、物流便利化等改革部署在全
省综合保税区有效落地； 支持跨境电商、保
税检测维修、保税研发、融资租赁、再制造等
新兴业态发展，支持综合保税区内企业开展
国内委托加工和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

三是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入开
展“减证便民”，深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
“多证合一”“证照分离”改革。推进“一个窗
口”通办，加强“互联网+海关”和“掌上海
关”推广应用，推进政务服务事项“一网通
办”； 继续与口岸部门共同加大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推广力度。扩大税款“电子支
付”“自报自缴”比例，继续推行“汇总征税”
“多元化担保”等改革措施。

� � � � 问：近年来海关一直在推进通关业务改革，2019年长沙海关在业务改革方面有哪些新
的举措？

答： 压缩整体通关时间是落实国务院
关于口岸提效降费、 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
举措。去年，长沙海关全力推动口岸整体通
关时间压缩工作，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一是协调解决影响整体通关时效的主
要问题。 深入通关一线和企业开展调查研
究，找准问题症结，积极协调海关总署司局
和沿海海关， 有效解决我省企业反映的长
江流域一体化通关不畅、 水运转关通关时
间长、 货物滞港等影响通关时效的主要问
题。

二是有效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以海
关机构改革和关检业务深度融合为契机，
专门出台压缩整体通关时间10项工作措
施，整合业务流程，优化通关模式，提升一
体化通关比例。比如：推广“提前申报”模
式、全面推行报关单“先放行、后改单”；推
行“汇总征税”“多元化担保”等改革措施；

强化企业信用管理， 提升关区高等级信用
企业比例，有效降低整体查验率；简化进出
口环节审批事项，根据国务院要求，将进出
口环节需验核的监管证件从86种缩减至
48种。

三是加强部门协同配合提升工作合
力。 去年长沙海关与相关部门多次开展联
合调研， 共同推动出台了湖南省口岸优化
营商环境促进贸易便利化具体工作方案，
并促成地方政府和口岸管理部门相继出台
了系列推动口岸通关便利化的措施。

今年， 长沙海关将继续认真落实国务
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贸易便利化的
决策部署， 开展新一轮跨境贸易便利化专
项行动，持续推动提效降费，精简进出口环
节监管证件，提高进口货物“提前申报”比
例，降低通关环节合规成本，巩固压缩整体
通关时间成效。

� � � � 问：2018年长沙海关在压缩整体通关时间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下一步有何新打算？

� � � � 2018 年 ， 湖 南 省 进 出 口 总 值
3079.5 亿 元 ，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26.5%，增速列中部第一，全国第四。

� � � � 2018年， 我省
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 家 贸 易 额
802.6亿元，增

长36.5%。

� � � � 2018年 ，我
省出口高新技术
产品243.8亿

元，增长7.5%。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黄勇华 林俊

1月21日，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 长沙海关关长唐赟峰发布了2018年湖南
外贸进出口及其他相关情况。

2018年， 长沙海关深入贯彻实施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战略， 认真落实稳外贸稳外资各
项政策，强化监管、优化服务，服务湖南构建
全面开放新格局取得突出成效。 在复杂严峻
的局面中，2018年湖南省外贸仍大幅度增长，
增幅达26.5%，并呈现一些积极变化和亮点。

外贸大幅增长， 进出口结构
不断优化

2018年，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贸易保
护主义抬头，国外有效需求放缓。在复杂严峻
的局面中，2018年湖南省进出口总值3079.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5%，增速列中部第
一、全国第四。

政策扶持有力， 承接产业转移成效显现。
2018年，省政府印发《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
若干政策措施》，支持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发展，
带动更多中小外贸企业开展全流程外贸综合
服务；口岸提效降费持续推进，营商环境不断改
善；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有力推
进，湖南全面开放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供给侧改革成效显著，进出口结构不断优
化。在调整和完善《湖南省鼓励类进口商品目
录》的同时，鼓励关键技术和零部件进口。2018
年湖南省进口电子技术等高新技术产品240.7
亿元，增长50%；同期，出口高新技术产品243.8
亿元，增长7.5%；进出口发展趋于平衡。此外，年
内我国两次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并且主
动降低了药品、汽车及其零部件、日用消费品等
进口关税， 也有效促进了进出口。2018年湖南
省进口消费品86.2亿元，增长62.5%，其中进口
乘用车8.6亿元，增长2.9倍。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潜力持续释
放，为湘企注入新动力。目前，湖南省企业同

“一带一路” 沿线64个国家开展进出口贸易，
对外投资和重点领域合作项目有序开展。
2018年湖南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
802.6亿元，增长36.5%，超过全省同期增幅10
个百分点。对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印度、
印度尼西亚、 泰国等主要沿线国家进出口额
均在50亿元以上，且同比均大幅增长。

传统产品保持出口优势， 大宗商品拉动
进口。湖南省发挥机电产品、装备制造等方面
的传统优势，实现更宽领域的国际产能合作，
2018年湖南省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8.9%，轨道
交通装备出口增长89%；同期，煤炭、铜矿砂、

大豆等大宗商品进口量价齐升拉动进口，
2018年湖南省进口煤炭390.3万吨 ， 增长
29.8%；进口铜矿砂23.5万吨，增长16.8%；进
口大豆68万吨，增长1.3倍。

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均压缩
70%以上

2018年， 长沙海关积极落实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战略， 围绕服务全省开放型经济发展
提效率、优服务，成效显著。

支持开放平台扩容增效。全力支持湖南
申建“两仓”，目前全省投入运营的保税仓9
家、出口监管仓2家，共覆盖9个市州。2018年
全省“两仓”实现进出口值12.32亿元，增长
51.9%。 协助海关总署出台支持湖南开放发
展13项措施。全力支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加
快发展，2018年湖南5家综合保税区一线进
出境货物162.2亿元，增长110.2%。推动黄花
机场进口药品指定口岸获批，平行进口汽车
政策在城陵矶港落地。支持湖南省中欧班列
发展，新增怀化中欧班列铁路站点并成功开
通中欧班列业务，打通中欧班列跨境电商出
境运输通道。

促进重点企业减负增效。 积极落实国家
税收优惠政策，帮助进口单位用足用好政策，
2018年为湖南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减免税款
11.24亿元，增长163.4%，为近5年最高；加强
税政调研工作， 支持湖南重装产业发展。5条
重大技术装备政策目录调整建议被财政部等
六部委采纳，占全国海关被采纳总数的50%，
全年湖南重大技术装备项下减免税款9.88亿
元，列全国第一。2018年签发自贸协定、普惠
制、 非优惠等各类原产地证书10.18万份，签
证金额48.63亿美元， 签证量首次突破10万
份，增幅位居中部六省首位，为湖南出口企业
减免进口国关税2.11亿美元。

推动口岸通关提效。2018年12月关区进
口整体通关时间 39小时， 较 2017年压缩
78.8%；出口整体通关时间2.45小时，较2017
年压缩73.3%，高质量完成压缩整体通关时间
1/3的任务。

推动新业态快速成长。 支持长沙获批跨

境电商综试区， 支持高桥大市场获批市场采
购贸易试点并于2018年12月6日首单试运行。
支持长沙黄花机场国际快件中心启动运营。
支持湖南进出境寄递物流行业发展，2018年
关区监管进出境邮递物品1784.26万件， 同比
增长31.9%。推动长沙金霞、黄花机场跨境电
商监管中心发挥示范带动效应，2018年共验
放跨境电商直购进口商品1.23亿元。

全省各市州实现海关机构全覆盖

2018年，按照海关总署的统一部署，长沙
海关有序高效推进机构改革。2018年4月20
日， 原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管理职责和队
伍划入长沙海关， 统一以长沙海关名义对外
开展工作；8月24日， 长沙海关新一届党组成
立，实现集中办公；12月24日，全面完成机构
改革。

机构改革后的新长沙海关，职责更多，任
务更重，在进出境监管、征税、打私、统计等职
能上， 新增加了出入境卫生检疫、 动植物检
疫， 进出口商品检验以及进出口食品安全监
管职能，海关监管职责更多、监管范围更大，
维护国门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的任务更重。

海关机构布局更为优化。 长沙海关积极
向海关总署争取支持， 获批设立正处级隶属
海关16个， 历史性实现了全省各市州海关机
构全覆盖，其中：长沙3个（星沙海关及下设驻
浏阳办事处、长沙黄花机场海关、长沙邮局海
关）、 其他市州各1个。 原先设在长沙黄花机
场、 郴州、 永州的海关办事处全部升格为海
关，以前未设立海关机构的怀化、邵阳、益阳、
娄底、长沙国际邮件互换局，也都全部设立隶
属海关， 为我省开放型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好
的条件。

机构改革红利持续释放，通关更加便捷。
机构改革后，通关流程和环节大幅精简优化。
按照优化协同高效原则， 大力推进关检业务
融合， 去年6月1日取消通关单；8月1日报检
单、报关单合二为一，原报关、报检共229个申
报项目合并精简至105个； 整合申报系统，启
用新报关单，真正实现一次申报、一单通关，
通关更加便捷顺畅，通关成本大幅降低，湖南
进出口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制图/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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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城市新青年：2018外卖骑手就业报告》发布

湘籍外卖骑手数量全国第七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邓竹君） 随着中非经贸博览会长
期落户湖南， 湘非两地交流将更频繁。今
天在长沙召开的省机场管理集团工作会
议透露， 我省力争今年新开通1至2条直
飞非洲客运航线， 更好服务湖南与非洲
两地往来。

今年6月，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将在长
沙举行。 黄花机场将力争今年开通直飞埃
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肯尼亚首都
内罗毕的洲际客运航线。

据介绍，我省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
非洲国家的贸易额连续4年保持50%以上
增速。此前，黄花机场于2017年首次开通
了直通非洲埃及的包机航线。 今年将力争
开通首条直飞非洲的定期航线， 更好服务
两地经贸往来。

2018年，黄花机场新增了伦敦、菲律
宾公主港、柬埔寨西哈努克港、老挝琅勃拉
邦等4个直飞国际城市，可通达“一带一路”
沿线12个国家的31个城市，形成了覆盖全
国、通达全球五大洲的航线网络。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唐海萍） 我省制造业再获金融活
水精准滴灌。近日，在省工信厅、省工商
银行联合举行的推进湖南制造强省建设
工作会议上， 省工行与33家企业签订意
向融资233亿元，助力湖南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

据了解， 省工行去年向700余家制造

业客户累计发放各类贷款300多亿元，增
长11.65%。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该行
还借助第三方公司金融信息整合能力，以
中车、 中航发等在湘央企和湖南龙头企业
为核心， 对其上游中小供应商应收账款提
供保理融资业务， 全年为45家上游供应商
发放保理融资余额14.8亿元， 缓解中小企
业的融资难题。

积极对接中非经贸博览会

今年力争开通长沙直飞非洲航线

与33家企业签订意向融资233亿元

工商银行助力湖南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