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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通讯员
周承佳 记者 周月桂) 自今日起，长
沙海关全面推广《海关专用缴款书》
企业自行打印改革，企业可自行打印
《海关专用缴款书》，无需再到通关业
务现场领取，这是继今年8月1日将进
出口报关单和报检单合并为一份报
关单之后，海关再次推出的促进贸易
便利化重要举措，实现了通关全程无
纸化和全流程在线办理。

据介绍，《海关专用缴款书》是企
业在办理进出口货物通关手续时，向
海关缴纳税款后获取的缴款凭证，也

是企业账务管理和增值税抵扣的依
据。今年1至10月，在我省各口岸报关
的进出口企业为5440家， 涉税报关
单为 38669�万份。以往大量的《海关
专用缴款书》单据需要企业安排专人
在海关、企业、报关行之间流转和交
接，耗费一定的时间成本，也存在丢
失和泄露商业信息的隐患。此次长沙
海关全面推广《海关专用缴款书》企
业自行打印改革，企业足不出户就可
以通过“互联网+海关”一体化网上办
事平台实时
打印， 减少

了去海关打印、领取的手续，简化了
企业办事流程，节省了人力物力。

据了解， 长沙海关在各通关业
务现场设立了自助打印窗口， 方便
企业能就近利用海关提供的打印设
备自助打印， 同时保留原有的海关
打印方式， 即由海关工作人员打印
《海关专用缴款书》 提供给企业。通
过“企业自行打印、现场自助打印、
海关辅助打印”3种模式并行， 尽可
能满足进出口企业的需求。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通讯员
王晖 记者 周月桂 )11月1日起，国
家对进境行邮物品降税， 箱包、化
妆品、 抗癌药品等260个税号对应
的物品进口税率皆有不同程度降
低。长沙海关表示，此举惠及我省
广大消费者， 降税政策实施以来，
我省进境行邮物品已享受降税10
万余元。

长沙海关关税处有关负责人今
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次税
率调整涉及降税物品共260个税
号，占税号总数(373个)的69.7%；新
增税号12个；101个税号保持原税
率不变。具体来看，我省消费者进口
较多的服装、箱包、鞋靴、钟表、化妆
品等多个税目的常见日用消费品税
率，分别下调5%到10%不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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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关举例称， 如旅客携带进境
较为常见的高档手表（完税价格在
人民币1万元及以上的手表）， 按照
原税率至少需缴纳税款6000元，享
受降税10%后，可节省税款1000元
以上。

进境行邮物品降税惠民
箱包、化妆品、抗癌药品等260个税号对应的物品进口税率降低

企业打印《海关专用缴款书》不用再“跑腿”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彭
雅惠 通讯员 邓海龙）今天，省统计
局发布数据，1至10月，全省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10.1%， 增速比前三季
度提高0.1个百分点，并在投资方向上
明显呈现“三升一降”趋势。

数据显示， 我省工业投资增速
实现高位增长， 前10月同比增长

28.6%，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速超过
30%，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均实现两位数增
长；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高速增长，前
10月同比增长34.5%， 比全部投资
快24.4个百分点； 民生和生态环境
投资快速回升， 前10月民生投资同
比增长7.1%， 生态环境投资同比增

长8.4%。同期，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
降8.9%，降幅较前三季度平缓收窄。

投资增长有力促进了全省项目
建设推进。1至10月，我省新建项目投
资同比增长7.9%，占全部投资的比重
为61.0%； 改建和技术改造项目投资
同比增长22.7%，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
为13.6%。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凌骞） 全省制造业

“发力”， 拉动规模工业增加值持续
攀高。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数据，10
月份我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5%，达到今年以来各月最快增速。

从规模工业三大门类看，10月
份，我省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 采矿业发展均不尽如人意，
前者增加值同比略增2.1%，后者增加
值同比下降1.8%；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制造业蓬勃发展，增加值同比增
长9.4%，并且在全省规模工业39个大
类行业中，对规模工业增长贡献率超
过5%的行业，基本属于制造业。其中，
仅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 就拉动我省规模工业增长1.6个百
分点，拉动力居各行业之首。

随着制造业“发力”，10月份我省
五成多主要工业产品实现增产，混凝
土机械、平板玻璃、商品混凝土、钢材
等产量增长较明显， 但与此同时，全
省汽车产量同比下降19.2%， 须引起
关注。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杨东燊） 今天，省
统计局在官网发布数据：10月，全
省全社会用电量为128.70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3.2%。进入下半年，全
省居民用电大幅走高，但产业用电
回落，导致我省全社会用电量增速

逐月回落。
生活用电方面，前10个月，我

省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接近40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7%。其中，
10月，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
增长14.6%， 比上月加快8.5个百
分点， 城镇和农村居民用电增长

齐头并进。
产业用电方面，10月份，第一、三

次产业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11.3%、
7.6%，增速较9月份依次减缓10.6个、
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下
降2.6%，形成了连续3个月下降，且降
幅逐月扩大。

10月我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3.2%
居民用电大幅走高，产业用电回落

“三升一降”彰显投资结构优化

前10月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1%

制造业“发力”，五成多工业产品增产

10月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
增长8.5%
达到今年以来各月最快增速

11月19日，麻阳苗族自治
县高村镇陶伊村， 京东湖南扶
贫馆麻阳运用中心分拣仓，工
人们忙着把收购回来的冰糖橙
鲜果进行清洗、 分级包装。近
段， 该中心每天的冰糖橙发货
量都在100吨以上， 网络销售
已成为当地冰糖橙的主要销售
方式。 滕树明 摄

冰糖橙
网络销售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