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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周
月桂 通讯员 欧阳静子）据长沙海关
统计，前三季度，湖南省进出口总值
3134.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0.4%，
其中，出口2210.4亿元，增长68.9%，
进口923.7亿元，增长19.2%。我省对
香港、欧盟、东盟等传统贸易伙伴保
持较快程度增长，与新兴市场进出口
往来活跃。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省外贸

平稳上升，6月以来，进入高速增长阶
段，9月份达到年内进出口额峰值
448.9亿元，增长67.7%。

香港地区为最大贸易伙伴，对
欧盟、东盟增幅迅猛。前三季度，我
省对香港地区进出口469.2亿元，增
长78.1%；对美国进出口282.6亿元，
增长18.1%； 对韩国进出口169.3亿
元，增长39%。同期，对欧盟贸易额
为456.8亿元，增长70.5%；对东盟贸

易额428.2亿元，增长74.1%。
与新兴市场进出口往来活跃。前

三季度，我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进出口876.3亿元，增长63.8%，占同
期湖南省进出口总值的28%，高出同
期湖南省外贸整体增幅13.4个百分
点。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
进，今年长沙海关向“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原产地证书签证量大幅增长。6
月底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在湖南成

功举办，湖南对非洲贸易进入历史最
好阶段，前三季度，湖南省对非洲国
家进出口185.7亿元，增长48.2%。

海关分析称，目前，全球经济增
长放缓，国内增长保持平稳，三季度
国内市场需求稳中有增，企业生产持
续扩张，出口有所改善，供需两端保
持整体稳定和平衡。随着省内经济转
型升级，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湖南省
外贸保持了较强韧劲。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彭
雅惠）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消息，今年
以来， 我省市场主体培育工作卓有成
效，全省“四上”单位快速增长，前三季
度共新增2045家， 至9月底全省实有
“四上”单位41122家，创历史新高。

“四上”单位是我国统计中对达

到一定规模、资质或限额的法人单位
的一种通俗称谓，包括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 上规模的资质内建筑业企业、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企
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等。中小企
业成长为“四上”单位，可以壮大地区
经济规模，支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我省在积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
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通过
践行“135”工程、实施“产业项目建设
年”行动、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执行年”
活动等政策措施，大力培育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不仅实现数量迅速增加，质
量也得到大力提升， 成长性较好的企

业数量增加较快，“四上” 单位申报入
库力度随之持续加大。前三季度，全省
14个市州全部实现“四上”单位数量增
长，其中，长沙、邵阳、永州新增最多，分
别新增448家、336家、224家，与去年同
期相比， 新增单位增长较快的还有湘
潭市、株洲市，分别增长约1.5倍、1.0倍。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奉永成 实习生 夏鸿） 记者从今天
召开的“沁潇湘”消费扶贫推进会上
获悉，自去年11月13日，湖南省天
然饮用水品牌“沁潇湘” 正式发布
后，截至今天，已有60多家贫困地
区天然饮用水企业用上“沁潇湘”品
牌抱团发展，带动10余万名贫困地
区农民就近就业，帮助3000余名贫
困群众稳定增收。

湖南水资源丰富， 盛产优质天
然饮用水。据省自然资源厅调查，全
省达到矿泉水标准的水源有400多
处，遍布14个市州。在脱贫攻坚过
程中， 各地纷纷围绕天然饮用水做
文章。“全省有天然饮用水企业上千
家，却没有叫得响的品牌。”湖南省
天然饮用水产业协会会长曾海军
说，企业虽多，但小而散，市场知名
度不高， 很多仅限当地销售， 走出
“家门”便无人知晓。

为充分发挥全省水资源优势，

我省发布了《关于促进矿泉水开发
利用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着力打
造本土矿泉水品牌，助力脱贫攻坚。
2018年11月13日，在省发改委的指
导下， 由湖南省天然饮用水产业协
会监督管理的湖南省天然饮用水本
土品牌“沁潇湘”正式发布。通过统
一品牌形象、统一质量标准、统一包
装标识等方式，将来自武陵山、罗霄
山贫困地区的天然饮用水企业聚合
起来抱团发展， 加强品牌培育和推
广。如，湖南十八洞山泉水有限公司
推出了“沁潇湘”十八洞山泉水等。

今年， 湖南省天然饮用水产业
协会在全省规划建立2000家“‘沁
潇湘’消费扶贫示范点”，并提取消
费扶贫示范点中“沁潇湘”品牌产品
部分销售额作为消费扶贫基金，用
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推进会上，湖
南建工集团发布了《积极践行消费
扶贫》 倡议书，70多家单位现场签
约，参与消费扶贫。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张慧 朱克诚 ）10
月14日， 张家界至菲律宾首都马
尼拉定期航线正式开通。 这是张
家界开通的首条直飞菲律宾航
线，也是张家界通航的第4个东南
亚城市。

该航班由菲律宾皇家航空公司
空客A319执飞，每周一、周四各往返

1班，单程飞行时间约3小时。
作为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是全世

界最具国际化、 多元化的城市之一，
被称为“亚洲的纽约”“热带花园城
市”。该航线开通，为“山的王国”与“热
带花园”架起了一座沟通往来的空中
桥梁，将进一步促进张家界与东南亚
国家在经贸、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
的深度合作。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见习记
者 李杰 通讯员 王双双)记者今天
从常德桃花源机场获悉，10月27日，
常德桃花源机场将迎来 2019至
2020年冬春航班换季。 新航季，常
德至北京航班将转场至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

常德桃花源机场至北京大兴机
场航线，由南方航空公司执飞，航班

号为CZ3187， 每天12时15分在常德
桃花源机场起飞，14时35分抵达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飞常德
桃花源机场航班号为CZ3188， 起飞
时间9时05分，抵达时间为11时25分。

据悉，执行冬春航季后，常德桃
花源机场新增往返南京、泉州航线。
至此， 常德桃花源机场执飞航线达
18条，周航班数132个。

湖南日报 10月 15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彭璐） 消费者眼中
保险业最大的问题，不是投保难 ,而
是频频出现的合同纠纷。12日在长
沙举行的“保险纠纷裁决高峰论坛”
上， 省保险行业协会与长沙市律师
协会联合推出全省首个保险纠纷裁
决平台，探索为保险消费者、保险公
司快捷处理保险纠纷， 化解保险服
务难题。

我省保险业发展态势向好，
2018年全省原保险保费收入1255
亿元。伴随行业发展，保险纠纷持
续增加。其中，理赔、退保、续保、承
保等合同纠纷占比逾5成， 集中在
保险业务员展业时不如实告知、合
同条款理解存在分歧、退保金额不
合理、保险公司拒赔或拖延理赔等
方面。保险纠纷既占用大量社会资
源，又增加了保险主体和消费者的
负担。

省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张在新
介绍， 新成立的保险纠纷裁决平台
由专业律师、保险专家、消费者维权
机构人士等组成专家库， 在湘保险
公司参与共建。 平台免费受理保险
合同双方共同提交的裁决申请，且
不影响消费者后续打官司维权。如
果裁决保险公司败诉， 保险公司必
须执行裁决；如果保险消费者败诉，
裁决结果对消费者没有约束力，消
费者仍可以向法院起诉维权， 但作
为投诉处理的程序将予以终止。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
军认为，当下在保险行业内部增加解
决合同纠纷有效途径的呼声越来越
高,设立保险纠纷裁决平台,既能促使
合同纠纷及时合理解决,节约投诉成
本,维护消费者利益,又可以避免矛盾
扩散,增进消费者对保险的理解,维护
行业形象和社会公信力,有望形成多
赢局面。

前三季度全省进出口增长超五成
与新兴市场进出口往来活跃、外贸增速明显

市场主体持续壮大 经济发展后劲充足
前三季度我省“四上”单位量增质优

统一品牌注入
脱贫攻坚“活水”

天然饮用水企业带动10余万名贫困农民就业

张家界直飞菲律宾马尼拉
从“山的王国”到“热带花园”仅需3小时消费者维权增添新渠道

全省首个保险纠纷裁决平台推出

新航季常德直飞北京大兴机场

野果种植富农家
10月15日，资兴市唐洞街道大王寨村八月瓜基地，村民在打包野果八月

瓜。该基地仿野生种植的八月瓜俏销市场，每亩纯收入达4000元以上。近年，
资兴市积极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引导农村群众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特色
种养产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朱孝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