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好
兑现奖补资金 1.38 亿元

把企业家摆在“C 位”
水、铁、陆、管、临空，金霞经开区是全省唯

一五元交通要素齐备的园区，自然条件和区位
优势得天独厚。 今年前 3 个月，长沙新港完成
货物吞吐量 179.92万吨，同比增长 46%。

运输、起吊、装船、卸货……长沙新港码头
上一片繁忙景象。

作为全国 28 个内河主要港口之一， 长沙
新港 2018 年完成营业收入 1.13 亿元，首次突
破亿元大关，货物吞吐量达到 809.93万吨。 作
为国家二类水运口岸，我省 60%以上的出口集
装箱由这里通江达海，发往世界各地。

经过一期、二期的建设，目前的长沙新港
已经拥有 8个千吨级码头。 2017年，省市投入
11.4 亿元启动了长沙新港三期建设，挖入式港
池、滚装式码头、多用途码头、直接港口的铁路
专线……完善的设计功能有效形成了“水铁
陆”运输的无缝对接。

近 4年长沙新港货运吞吐量分别为 544万
吨、614万吨、688万吨、809万吨， 以每年两位
数的增长率直线上扬， 长沙新港从单一的运输
功能更是实现了仓储、公路配送、货运代理、多式
联运、砂石翻坝、钢贸物流、外轮理货等综合服
务，待 3期建成运力每年可超过 1000万吨。

港口硬件的升级提效，周边资源的聚集整
合， 在长沙新港工作了 28 个年头的副总经理
辛华说，随着国家对制造业的重视，随着钢铁、
粮食、重金属等越来越多大宗货物价格的细分
化和透明化，按照 1︰2︰10 的水运、铁运和公
路运输价格，具有明显运力和运价优势的长沙
港定将迎来新一轮发展的春天。

和辛华一样信心满满的还有中欧班列（长
沙）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夏朝辉。

3月 28日，随着一声长笛鸣响，一辆满载着
湖南的电子产品、鞋服、五金、机械零配件等货物
的列车从长沙出发， 将途经霍尔果斯、 阿克套，
18天后最终到达伊朗的安扎利港， 这条新线路
的开通，为长沙联合全国多个城市、港口、口岸共
建铁海联运大通道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从 2014 年 10 月的试运行到 2019 年 3
月，中欧班列（长沙）从单方面的运出到你来我
往的输入， 一直以一骑绝尘的态势位列全国
“中欧班列” 第一方阵，4 年多来累计发运 509
列， 进出口货物达 41798 标箱， 总货值 20.48
亿美元，成为了我省对接“一带一路”的重要通
道和知名品牌。

“郴州希望在俄罗斯进口一批银矿石。 ”
“中亚的小麦品质非常不错，已经接到多

家企业的订单。 ”
“这个月我们马上将开通伊朗德黑兰至长

沙回程专列。 ”
……
在夏朝辉看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无异

于第二次“改革开放”，特别为中西部地区的内
陆省份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2016 年中欧班列（长沙）被纳入中欧班列
统一品牌管理，并作为直达班列线纳入《中欧
班列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长沙被列
为内陆主要货源地节点和主要铁路枢纽节点
“双节点”城市。 2017 年中欧班列（长沙）进出
口运量跻身全国中欧班列前 5强。

截至今年 3月，中欧班列（长沙）已开通 11
条线路（9 去 2 回），直接途经 14 个国家，物流
服务实际覆盖 27个地区。

在金霞，不仅有水运的环保、低价，铁运的
通达、快捷，物流的“最后一公里”公路港也在
此形成了聚集效应。

2014 年，金霞提前谋篇布局，在长沙新港
和长沙铁路货运新北站的东侧 3 公里，规划了
800余亩公路港用地。

2015 年 11 月 20 日，传化集团投资 10 亿
元，将其华中地区公路枢纽港落户金霞。 按照
物流发展区、产业集聚区、生活配套区“三区”
规划，这个智慧物流公路港总建筑面积超过 19
万平方米。

2018 年 8 月 17 日，历时两年多建设的传
化公路港正式亮相了，德邦、圆通、兴盛优选等
近千家企业在公路港入驻，其货运班线对省内
联通 14 个市州，实现 122 个县区（市）定时、定
点、定班“三定”发送，对省外实现了与东三省、
河北、山东、浙江、江苏、广东、四川、广西等地
的干线互通，如今，公路港区日均进出货车超
过 5000 辆，日均货物吞吐量超过 7.8 万吨，货
值近 11亿元。

长沙传化公路港副总经理刘优良说：“依
托金霞园区‘三港互通，多式联运’，构建的‘智
慧物流’网络体系，进港的货车空载率可降低
50%左右， 降低商贸及制造业企业物流成本
40%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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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光影墙、企业风采巡礼、“匠人之心”讲
诉……3 月 20 日，一场聚焦企业家的优化营商
环境盛会让园区企业获得感满满。

既有“真金白银”的大红包，又有“服务升
级”的“C 位”体验，5000 多家企业真切感受到
了园区“一切以企业为中心、一切以企业家为中
心”的拳拳理念。

“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气候、 土壤和水
份，哪里有好的营商环境‘候鸟’就飞往哪里。 ”
开福区委常委、 金霞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李国军
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为把良好的营商环境转
化为生产力，他一连用了三个“高地”。

“打造政策的高地，让每一条政策能落实入
企。 ”

园区多次调研北上广的先进经验， 结合园
区特色，先后出台了军民融合、开放型经济、生
物医药、装配式建筑等专项扶持政策、在工业企
业技术改造升级、清洁生产、电费、运费补贴上
出台细则 20 余条，从 2018 年 10 月至今，帮扶
重点企业 50 家，编印政策 750 套，兑现开放型
经济、跨境电商等产业扶持和奖补资金 1.38 亿
元，办结企业诉求 238条，政策兑现率和诉求办
结率均为 100%。

“打造政务高地，要敢于刀刃向内的自我革
命。 ”

自园区承接市政府 131 号令下放权限以
来，共承接市、区经济管理权限 35 项，其中“最
多跑一次”事项 28项。

园区不仅对政务服务大厅进行了改造升
级，配备了水、电、气窗口，实现了“前台综合受
理、后台分类审批、一个窗口出件” 的“一站式”
办理；更争取了海关、商检、工商、税务、口岸办
等机构的园区集中办公，基本实现了“园区事园
区内办”。

据统计，按照能省则省、能简则简的原则，
今年园区审批环节减少 31%， 申报材料精简
18%，办理时限比法定时限缩短 73%。

“打造环境高地，支帮促深入第一线。 ”
融资难是企业最普遍的困难， 园区注资

2000万元，设立了中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
金，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向普菲克、旭日电器等
10家企业放款 8000万元；园区同时构建了“互
联网 + 外贸综合服务 + 供应链金融”的产业链
生态圈， 多次举办银企对接会， 达成融资意向
5300余万元。

“今年我们正积极探索 APP 模式，
使‘网上办’比例超过 95%。 ”

“每周二晚，是我们的招商
推进会， 党政齐抓， 全员发
力。 ”

“今年已确定的招聘会
有 6 场，进一步帮助企业
解决用工难。 ”

“兑现湖南新亚胜
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上
市奖励 60 万元，外贸补
贴 69 万元 2 天时间解
决。 ”

“扶持老百姓大药房物
流枢纽与电商基地项目 1000
万元资金 24小时到账。 ”

……
长沙金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康

镇麟说：“真心实意优服务， 真金白银给
支持。‘不喊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就是金
霞服务企业的宗旨。 一方面，园区以《园区产业
扶持奖励办法》、政策联络员制度、政府承诺 +
社会监督 +失信问责等机制真心实意确保各项
政策从‘纸上’落到‘地上’；另一方面园区拿出
真金白银扶持中小企业， 搭建银企对接合作常
态机制，撬动社会资本，兑现奖补资金。 ”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商兴。
金霞人以“功成不必在我” 的精神境界和

“建功必须有我”的历史担当，绘制了园区蓬勃
发展的秀美蓝图。

张颐佳 刘玉娥 黄雁青 李双妍

湖南-粤港澳大湾区投资贸易洽谈周如火如荼， 作为
我省“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的桥头堡长沙金霞经济开发区成
为了大会的“香饽饽”。 荷兰夸特纳斯·长沙国际食材集采集配加
工中心、香港海丰国际商贸中心、欧客英国名品跨境电商平台、澳
新跨境进口海外直采分销中心、 湖南跨境电商生态产业园等项目
纷至沓来……

2018 年金霞完成贸易进出口额 9.88 亿美元， 完成市级任务
167%，2019 年 1 月，20 个产业项目带着 123 亿元“聘礼”为园区赢得
了“开门红”，金霞人用夜以继日、久久为功的实干精神赢得了发展的春
天，去年园区新增企业 2249 家，可谓突飞猛进、成绩斐然。

全省 60%以上的外贸集装箱从金霞起航；
覆盖 14 个国家，27 个地区贯通欧亚大陆的 11 条（9 去 2 回）

铁路线从金霞始发；
联通全省 14 个市州，实现 122 个县区（市）定时、定点、定

班的华中公路枢纽港在金霞落成……
深入园区、走进企业，叩问金霞“飞起来”的秘诀，最
佳的营商环境、最快的物流通道、最优的开放平

台，或许能让我们窥得一斑。

开放是新时代发展的更深层次要求， 长沙
市委、市政府提出长沙市“要将开放型经济”作为
“一体”，将长沙金霞经开区、长沙临空经济示范
区作为“两翼”，着力构建“一体两翼”的新格局。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如何
助推这只“大鸟”在开放型经济的浪潮中同风
而起，扶摇直上？ 金霞保税物流中心党工委书
记裴文欢认为，走出一条金霞特色的差异化道
路是关键。

“我们将牢牢把握‘人、地、钱、权’四大要
素，紧扣我省特别是长沙外向型经济加快发展

促转型的需求，以保
税物流为短

期 发 展
重点，

以

保税展示、金融服务、服务外包、总部经济和保
税加工为延展建链、补链、强链，形成 3 大产业
发展模式、6 大重点产业领域、16 个产业发展
方向的金霞片区特色产业发展体系。

从 2005 年金霞保税物流中心开始申报，
到 2009年通过国家四部委验收， 再到保税仓
建设、跨境电商试点、湖南进出口商品交易展
示中心打造，依托政策和区位优势，如今，保税
物流中心已与跨境电商监管中心、保税展示交
易中心、港口铁路通道融为一体，互联互通，成
为我省口岸功能最全、进出口业务量最大的海
关监管平台。

而随着 2018 年 7 月 13 日，长沙被列入全
国第二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金霞保税物流
更是迈入了国家战略高度发展的全速时代。

2018 年金霞制定了 3 年行动目标 ，即
2018 年跨境电商发展 3 亿美元，2019 年跨境
电商发展目标为 7 亿美元，B2B 与 B2C 进出
口额分别为 3.5 亿美元；到 2020 年，金霞的跨
境电商发展目标为 14 亿美元，B2B 与 B2C 进
出口额分别为 8亿美元和 6亿美元。

金霞保税物流中心管委会主任侯凌新常
常通过窗台眺望一片片蓝色的保税仓。

“你看，那一片就是保税中心二期，有 178
亩，建成后将成为湖南和珠三角、长三角及北
部湾的跨区域物流通道。 ”

“今年金霞口岸区域计划完成进出口货值
69亿美元，关税 37.9亿人民币。 ”

“全年计划引进开放型经济相关企业 45
家，实现外贸破零 30家。 ”

围绕外贸生态链，金霞不仅在精准招商上
狠下功夫，更是在金融、人才链，新领域、新平
台上全面发力。

金霞保税物流中心与福建中海仓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将共同出资 1.68

亿元成立金霞外贸企业服务中心，为外贸企业
提供供应链金融和综合服务。

同时， 在省商务厅和省教育厅的支持下，
嘉德教育、 北大青鸟等教育机构纷纷入驻园
区，与阿里巴巴、高等院校及第三方共建跨境
电商产教融合人才培训基地，远期可为金霞培
养超两万名跨境电商专业人才，不断夯实金霞
跨境人才培训基础。

2017 年长沙召开完善“架桥拓市”和“联
盟抱团”机制专题会议，鼓励长沙企业“抱团出
海”，融入“一带一路”朋友圈。

2018 年 6 月，金霞主动引进了“海外人士
外贸产业基地” 项目，3 个月完成外贸出口近
3000万美金。

“今年我们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环保对
接洽谈会，厄瓜多尔、也门、乌兹别克斯坦等 15
个国家积极参与， 预计今年招标金额将超过
10亿美金。 ”

“4 月 15 日，刚刚和吉尔吉斯斯坦对接了
污水处理项目，第一期 8000 万美金，总工程额
将达到 10亿美金，计划在 2023年完工。 ”

“去年到今年我们有 10 家入驻企业破零，
今年我们将培育引导更多已入驻企业实现贸
易额破零倍增。 ”基地董事长张湘华认为，开放
是时代的主旋律，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引进来”“带出去”的交流、交互、交融愿望尤
为迫切。

借助金霞的政策优势、 通道优势、 资源优
势，目前金霞海外人士贸易产业基地已有 30个
国家 30 家企业入驻，涉及化工、矿业、能源、机
械、建筑、农业、电子、服装等八大产业。 预计到
2023年，将形成以“基地企业资源”+“产业链”的
国际贸易新模式， 力争 5年内引进和培育 500
家具有竞争力外贸企业，不断扩大长沙外贸“朋
友圈”，助推我省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

平台优 � � �B2B+B2C 特色园区的外贸“朋友圈”

通道快 9 去 2 回覆盖欧亚 27 个地区 水铁陆联运通江达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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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条 贯 通
欧亚大路的中欧
班列（长沙）始发
地。

湖南 60%以上的
外贸集装箱从长沙港
码头物流全球。

▲

水、铁、陆、管、临空，湖南唯一五元交通要素齐备的金霞经开区。

金霞保税物流中心。

(本版图片均由金霞经开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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