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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功能”迎开放

数说开放发展：主要指标全省领先

去年 9 月， 郴州市进口肉类指定查
验场正式运营。 该查验场位于郴州市北
湖区湘南国际物流园， 占地面积 2.79 万
平方米，总投资 3240 万元，年肉类进口
能力达 13.7 万吨。 该项目于 2018 年 3
月通过原国家质检总局的验收， 能同时
对 6 个集装箱实施查验，全程监控。 该项
目运营后， 郴州实现了进口肉类产品就

地检验， 相比之前在沿海城市查验缩短
了等待时间，节约了企业运输成本。

据了解，有了进口肉类查验场后，越
来越多安全可靠的进口肉类产品， 通过
深圳盐田港、 广州黄埔港等进入了郴州
市场。 都是“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
行”，推动了郴州乃至湘南地区肉制品产
业和冷链物流业的全链条式发展。

郴州综合保税区于 2016 年 12 月经
国务院批准由郴州出口加工区整合优化
而来，规划面积 1.06 平方公里，是全省第
5 家综合保税区， 去年 8 月封关运行。 当
前，综保区是我国除自贸区以外，开放层
次最高、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全、手续
最简化的特殊监管区域，既保留原有保税
加工、保税仓储、国际采购与配送、国际转
口贸易、研发、检测和维修 6 大功能，同时

还新增口岸作业、 展览展示和对外贸易 3
大功能。

综合保税区内企业的产品出口，可享
受免关税政策，需缴纳许可证配额的也可
以免证免税，大大降低了区内企业的运行
成本。 且郴州综保区获得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资格试点，相当于给区内企业重新赋予
了区外企业的双重身份，有利于企业根据
国内外市场实际，灵活选择市场业务。

郴州铁路物流中心暨铁路口岸占地
1500 亩，2013 年 12 月正式对外开放，
设计年到发货物 600 万吨， 其中集装箱
10 万标箱， 是全省已建成规模较大、功
能较优的现代化通关物流平台， 也是全
省最大的铁路口岸平台。 该口岸是全省
首个按照“三个一”（一次申报、 一次查
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设计建成开放的
通关平台。 各类货物在郴州铁路口岸通
关后，可直接“漂洋过海”，为企业降低物

流成本 50%以上。
铁路口岸的建成开放， 结束了郴州

铁路不能办理国际集装箱业务的历史，
随着铁海联运业务的开通， 让郴州经铁
路通江达海，快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它
的建成开放将进一步降低郴州物流成
本，对郴州承接产业转移、开放型经济发
展和建设国际化现代化城市产生巨大的
推动作用。

2009 年 12 月，郴州公路口岸(国际快件
监管中心) 正式对外开放， 内设进出口通道 3
条， 配套建成了电子卡口、X 光机自动分拣系
统等，是我省首个二类公路口岸，也是华南地
区国际快件分流中心之一。

郴州公路口岸开通国际快件后，海关实行
“属地报关、口岸验收”模式，在全国内陆口岸
率先开通直接放行的“F 通道”，3 分钟快速通
关、货物经公路口岸直接出口世界，货物在郴
州可以“一站式”完成订舱、报关、报验、签发提
单等通关手续，综合物流成本较以往降低 50%
以上， 相当于把通江达海的港口建在了郴州。
此外，京港澳高速公路宜章口岸作业区是全国
高速公路上唯一批准建设的口岸作业区。2017
年，郴州公路口岸成功升级为一类公路口岸。

郴州国际快件中心于 2009 年 12 月对外
开放。 该中心能够提供海关、检验检疫等一站
式服务，所有与国际快件进出境有关的手续均
可在该中心内办结。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和
境外旅游业务的发展，个人邮寄物品清关业务
越来越多。 该中心每年完成跨境个人物品清关
近 200 万件。

2017 年 11 月，郴州国际快件中心“跨境
一锁”快速通关系统正式开通，可通过卡口联
网与控制系统快速验放粤港两地牌照直通车。
同时， 可运用安全智能关锁、GPS 卫星定位系
统，对在途车辆实施全程可视化监控。 从香港
进口到郴州的货物不再需要由口岸海关转关、
查验和换锁，每辆直通车单次可节省费用 800
余元，压夜费可节省 1500 元至 2000 元，进出
口货物全程运输时间比过去缩短 4 小时左右。

2018 年郴州国际快件中心“跨境一锁”快
速通关改革被纳入全国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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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由 1989
年的 48.02 万美元增加到 2018 年
的 45.9 亿美元，增长 9558.5 倍。

全市对外贸易经营备案企业达到 615 家，
有外贸进出口业绩企业达到 163 家，与全
球 142 个国家和地区有进出口贸易往来。

47 家“500 强”企业在郴州投资 79 个项
目，总投资金额超过 920 亿元，全市累计
引进央企 29 家，签约项目 80 多个，实际
到位资金 400 多亿元。

全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量连续 17 年位
居全省第 2 位，实际到位内资总量连
续 12 年位居全省前三位。 实际利用外资由 1989 年的 46.42 万美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19.05 亿美元，增长 4103.8 倍；实际
到位内资由 1999年的 3.82亿元增加到 2018年
的 643.7亿元，增长 168.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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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沧桑显巨变，乘势而为铸辉煌。 作为
湖南“南大门”，郴州得广东沿海改革开放风
气之先，历届市委、市政府始终高举改革开放
的大旗，始终把开放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

1984 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对郴州制定
了 “开放开发 、外引内联 、放宽政策 、搞活流
通”的战略方针；1988 年，郴州获国务院批准
为沿海向内地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 ；1995
年，郴州撤地建市以后，开放度不断提升。

2007 年，郴州成为国家商务部首批授牌
的 “全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 ”；
2009 年， 被湖南省政府赋予承接产业转移
“先行先试”34 条特殊政策；2011 年，成功获
批国家级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是全国
第 4 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也是湖
南省第 2 个纳入国家层面的区域规划。 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郴州大力实施 “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产业主导、全面发展”战略，书
写了“向南开放看郴州”的新华章。

几十年来，郴州坚定不移敞开“南大门”。

健全了综合保税区、铁路口岸、公路口岸、国
际快件中心、进口肉类查验场五大功能平台，
被纳入广东往来港澳陆路跨境快速通关改革
试点城市，目前正在申报中国（湖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郴州片区， 郴州将成为湖南乃至中
西部地区开放平台最全、 功能最优的市州之
一。 郴州从 1988 年设立郴州经开区第一个
产业园区以来，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全市拥

有省级以上产业园区 12 个，其中，郴州高新
区成功跻身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列，
郴州出口加工区升级为综合保税区； 湘南物
流园升格为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 郴州高新
区、郴州经开区、资兴经开区、永兴经开区、桂
阳工业园、宜章经开区、嘉禾经开区等 7 个园
区经济总量进入全省园区前 50 强。郴州被评
为 2018 年中国企业营商环境十佳城市。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郴州市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