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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至11月，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增长55.6%、
65.5%，加工贸易增幅中部第 1，服务贸易增长 12.3%。与香港、欧盟、

东盟等进出口增长超过 60%，“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进出口增长
57.5%。

全省新引进 112 家“三类500强”投资项目 178个，投资总额 3740.3

亿元。首次落户“三类500强”11家。在湘投资世界 500 强企业 175
家。新金宝打印机、比亚迪电子、杉杉能源、中电科集成电路等重大项目竣
工投产，英国 BP、日本 7-11、荷兰夸特纳斯等一批世界 500 强和知名跨国
公司相继落户。

【外经合作持续推进】
2019年1至11月，全省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完成营

业额89.9亿美元，增长20.9%；对外直接投资7.27亿美
元。预计全年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营业额突破100亿
美元，增长20%以上。

【流通千百工程】
全省限额以上贸易业单位11212家，提前一年完成限上企业三年

行动计划。发布批发百强、零售百强和商贸综合体百强名单。创建电子
商务示范基地12个、示范企业134家，重点培育项目185个，御家汇、
安克创新、兴盛优选、非拓信息等一批本土电商企业发展壮大。入选全
国首批数字商务企业，总数居中西部第1、全国第8。

“百城万村”家政扶贫试点和
劳务扶贫稳步推进，实现就业 3 万
人，其中，建档立卡户 1.5 万人。驻
村帮扶带动城步屏南寨村、新枧水村
132户540人脱贫、整村出列。

【国际物流体系初步建成】
客运航线五大洲全覆盖，常德桃花源机场实现对外临时开放。

2019年 1至 11月，全省航空口岸开行航班 1.86万架次，增长

13%；进出境人数突破 300万大关，增长 17%。累计开通国际全货机

航线8条，全省国际货邮吞吐量4.1万吨，增长76%。湘欧班列开行

428列，增长143.2%；货值13.8亿元，增长96.6%，跻身全国第一
方阵。日韩江海联运、东盟澳洲接力航线稳定运营，城陵矶集装箱吞

吐量预计完成51万标箱。

2019湖南-粤港澳大湾区投资贸易洽谈周签约省级项目 183 个，合同引资
2847亿元。

二、招商引资稳中有进

三、外经合作迈开大步

四、消费市场平稳运行

六、商务扶贫成效明显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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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贸易升级进位

2019年1至11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490亿元，增长10.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2个百分点；总量

全国第9，增速全国第8。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200亿元，增长10%左右。

2019年1至11月，全省进出口总额3923.5亿元，增长46.2%，增

幅全国第1，增量全国第2。预计全年进出口4200亿元，增长40%左右。

截至2019年11月底，全

省 有 进 出 口 实 绩 企 业 超
5500家，其中过亿元企业
788 家，同比增加 298 家，过
10亿元企业47家，同比增加
10 家。民营企业进出口增
长66%，占比提升至77%。

【外贸增幅全国第一】

【外贸结构持续优化】

【外贸主体不断壮大】

2019 年全 省 农 产 品 网 络 零 售 额 188.91 亿元，同 比 增 长

39.73%。新增 5 个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总数达 54县
（次），实现14个市州和国家级贫困县全覆盖。浏阳市作为全国“推进农
产品流通现代化、积极发展农村电商和产销对接成效明显
的地方”，获得国务院通报表彰。

形成“电商扶贫+产业扶贫+家政扶贫+劳务扶贫+驻点扶贫”的

湖南商务扶贫新模式，在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全省作典型发言。

全省51个贫困县农产品网络

零售额83.6亿元，增长76.8%，带
动超过100万贫困人口增收。

【外资增幅全国第六】
2019年1至11月，全省实际使用外资167.7亿美

元，增长 12.5%，外商直接投资 9.73 亿美元，增长

33%，增幅全国第6、中部第1。预计全年实际使用外
资 180 亿美元，增长 11.8%，实际到位内资
7100亿元，增长18%以上。

【招大引强成效显著】

【农村电商快速发展】

网络零售额
83.6亿元

【电商扶贫】

【其他扶贫】

【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
全面复制推广140项自贸区改革试点经验，正在加快推广40项。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覆盖率达100%，

通关时间大幅缩短。外商投资企业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单一窗口、单一表格”受理模式全面实施，企业开办时间
压缩到 3 个工作日内。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已下放至 14 个市州和 83 个县级商务主管部门。取消了成品油
批发、仓储经营资格审批，全国第二个将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审批权限下放至市州。

八、重大活动成果丰硕

七、开放环境更加优化

【“湘企出海”势头强劲】
新增境外投资企业74家，总数达1600家。实施跨国并购8起，6家企业设立海外研发中心，19家企业设立新

的海外生产基地。长沙戴卡在摩洛哥建设1.2亿欧元的轻量化轮毂工厂，成为中国在摩洛哥最大投资项目。爱尔眼
科1.2亿美元收购新加坡国际眼科中心。湖南路桥进入国际承包商250强。3家单位获批援外资质，总数达18家，中
部领先。

【流通创新试点】
我省成功获批“推动农商互联完善农产品供应链项目”支持省份。长沙、株洲、衡阳国家级流通领域供应链体系建

设试点，湘潭国家城乡高效配送专项行动试点取得阶段性进展。5家企业获评国家级“绿色商场”，总数达14家，
居中部第1、全国第4。新佳宜入选商务部《全国品牌连锁便利店典型案例集》。

第一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在长沙成功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亲致贺信，国务
院副总理胡春华、乌干达总统等 160 余名中外副部级以上政要出席，53 个非洲国
家、10余个国际组织、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参会，创新推出101个中非经贸合作
案例方案，签署81项合作文件，金额201.2亿美元。

签署签署8181项项合作文件合作文件

金额金额201201..22亿美元亿美元

2019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3天吸引19万余人次参观。

一、工作目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0%左右，

进出口增长 15%以上，实际使用外资增长
10%以上，实际到位内资增长12%以上，对
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增长15%以上。

二、重点任务
（一）全力申报创建湖南自贸区
1、健全完善机制，抓好统筹协调，明确

工作责任，形成工作合力。
2、抓紧完善方案，持续跟进申报工作。
3、加大已有经验的复制推广，夯实申

报创建基础。
4、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制度创新，探索

先行先试。
（二）推进外贸持续增长
5、出台我省外贸高质量发展政策文

件，努力“确保5000亿、冲刺6000亿”。
6、复制推广“破零倍增、综合服务、融

资支撑、新业态突破、四个百亿美元项目、
万企闯国际”六大举措。

7、突出主攻“三重一点”。抓牢抓实重
点项目、重点平台、重点区域，大力培育外
贸新增长点。

8、着力完善四大体系。强化组织考核
体系，打造国际物流体系，提升综合服务体
系，构建金融支持体系。

9、推动外贸均衡协调发展。重点支持
先进技术设备等产品进口。加快服务贸易
创新发展。

（三）坚持高水平“引进来”
10、深入贯彻《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

条例、《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

意见》等新法规政策，出台配套政策措施。
11、大力引进“三类500强”、新兴优势

产业链龙头企业，新引进“三类 500 强”项
目100个以上。

12、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加快推进
湘南湘西示范区建设，探索推广招商引资
市场化运作方式。

13、创新务实办好“长三角”经贸洽谈
周。抓好重大招商活动签约项目“回头看”。

（四）推动高质量“走出去”
14、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引导企业开拓

重点市场。
15、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带动产

能、技术、标准和服务走出去。
16、推动湘企抱团出海，深化湘企与央

企、省外大型企业对接合作。
17、完善“走出去”综合服务体系。
（五）建设强大国内省内市场
18、深入推进“流通千百工程”。新增

限上企业1000家以上。
19、持续推进商贸流通载体建设，新建

一批高品质流通载体。
20、积极培育消费新热点，支持长沙争

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21、推进步行街改造提升，开展“湖南

省示范步行街”创建活动。
22、持续推进长沙、株洲、衡阳供应链

试点工作，扩大省级物流标准化试点范围。
23、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商务诚信工

程建设，开展商贸领域安全生产集中整治。
24、完善成品油市场管理实施办法，建

立事中事后监管机制。

25、加强省级电子商务示范体系创建，
发展电商新业态、新模式。

26、推动湖南特色商务扶贫新模式深
入开展。

（六）发挥开放平台作用
27、复制推广岳阳综保区模式，确保海

关特殊监管区完成进出口200亿美元以上。
28、推进长沙四小时航空经济圈建设，

新开2-3条国际货运航线。
29、进一步发挥指定口岸功能，发展口

岸大宗贸易。
30、开通湘欧班列500列以上，提升本

省货源比重及外贸贡献度。
31、统筹用好国际快递牌照资源。
32、办好首届湖南（岳阳）口岸经贸博览会。
33、贯彻落实国家级经开区创新提升

意见，推动园区创新发展。
34、创新务实办好2020中国国际食品

餐饮博览会，争取长期落户。
（七）打造中非经贸合作示范高地
35、提前谋划筹备第二届博览会。精

准邀商招展，聚焦贸易成交和项目合作。
36、持续推进对非经贸合作长效机制

建设。出台对非经贸合作政策，建设中非
经贸孵化园等，完善项目库和网上博览
会。

37、整合现有对非合作各项信息平台
资源，着力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38、持续推进案例方案复制推广和落地。
39、支持各市州、县市区和园区发挥自

身优势特色，寻找本地区中非经贸合作的
突破口。

【跨境电商厚积薄发】

五、电商产业蓬勃发展

跨境电商已进入快速发展黄金期，预计全年将超额完成 10亿美
元的目标。岳阳获批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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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省商务工作（口岸）先进单位（2个）
长沙市人民政府物流与口岸办公室、张家

界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

预计全年全省电商交易额 12900亿元，增长 22%，网络零售额

2550亿元，增长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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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省商务工作先进单位（22个）
长沙市商务局、岳阳市商务粮食局、衡阳

市商务和粮食局、益阳市商务局、邵阳市商务
局、永州市商务局，雨花区商务局、长沙县商
务局、岳麓区商务局、开福区商务局、永兴县
商务局、天元区商务和粮食局、岳塘区商务
局、石门县商务局、邵东市商务局、资阳区商
务局、祁阳县商务局、赫山区商务局、大祥区
商务局、隆回县商务局、零陵区商务局、永定
区商务局

二、全省商务工作（内贸）先进单位（16个）
常德市商务局、怀化市商务局，望城区商

务局、衡东县商务和粮食局、渌口区商务和粮
食局、湘乡市商务局、绥宁县商务局、汨罗市
商务粮食局、澧县商务局、武陵源区商务局、
南县商务局、北湖区商务局、东安县商务局、
麻阳苗族自治县商务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涟源市商务粮食局、凤凰县商务局

三、全省商务工作（外贸）先进单位（16个）
湘潭市商务局、张家界市商务局，浏阳市

商务局、蒸湘区商务局、芦淞区商务和粮食局、
湘潭县商务局、双清区商务局、岳阳楼区商务
粮食局、临澧县商务局、桑植县商务局、沅江市
商务局、苏仙区商务局、江华瑶族自治县商务
局、鹤城区商务局、新化县商务粮食局、吉首市
商务局

四、全省商务工作（招商引资）先进单位（16个）
株洲市商务和粮食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商务局，芙蓉区商务局、雁峰区商务局、石峰区
商务和粮食局、雨湖区商务局、新邵县商务局、云
溪区商务粮食局、武陵区商务局、慈利县商务局、
桃江县商务局、宜章县商务局、宁远县商务局、沅
陵县商务局、双峰县商务粮食局、古丈县科技和工
业信息化局

五、全省商务工作（外经）先进单位（15个）
郴州市商务局、娄底市商务粮食局，宁乡市商

务局、常宁市商务和粮食局、醴陵市商务和粮食
局、韶山市商务局、洞口县商务局、岳阳县商务粮
食局、津市市商务局、安化县商务局、资兴市商务
局、道县商务局、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商务科技和
工业信息化局、娄星区商务粮食局、龙山县商务局

七、全省商务工作先进园区（18个）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湘潭经济技术

开发区、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郴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娄底经济技术开发区、益阳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岳阳城陵矶
综合保税区、长沙金霞经济开发区、江华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长沙雨花经济开发区、永兴经济
开发区、宁乡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宜章经济开发
区、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祁阳经济开发区、宁
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岳塘经济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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