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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郴
州高新区”）源于2003年4月经省政府批
准设立的湖南郴州柿竹园有色金属科技
工业园，2012年3月，更名为郴州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2015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
升级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郴州高新区是郴州市城市发展规
划（2009—2030年）的东城区，在郴州
市105平方公里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占
43平方公里。截至目前，注册入园企

业1270余家（含商贸企业），常住人口
近10万人，其中产业工人7万多人。

通过多年发展，郴州高新区已形
成有色金属新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
造等主导产业，先后被认定为国家高
新技术服务业产业基地、国家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湖南省稀贵金属产业
基地、湖南省新材料产业基地、湖南省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区、湖南省绿色
园区，是郴州的产业洼地、企业洼地、

财源洼地和创新高地。2020年9月21
日，国务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中
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郴州是湖南自贸区三个片区之一，郴
州高新区是郴州片区的主要承载地。

2019年，郴州高新区完成规模工业
总产值388亿元，完成规模工业增加值
128.7亿元，增长7.5%；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94.43亿元，增长12.5%。完成内联引资
60亿元（含郴州综保区），增长13.1%；新
增外资项目6个，实际利用外资完成2.4亿
美元（直接外资633万美元），增长11%。
完成外贸进出口17.89亿美元，增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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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试验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
在己方境内划出一个特定区域，实行
特殊的税收优惠和监管政策。在这
片区域内，货物可以在自贸试验区自
由买卖、储藏等。

湖南自贸试验区郴州片区核心
功能区 19.84 平方公里（含郴州综合
保税区1.06平方公里），全部位于郴
州高新区内。湘南国际物流园和郴
州高新区被纳入湖南自贸试验区联
动片区。

根据湖南自贸试验区战略定位
及发展目标，郴州片区将重点对接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突出湘港澳直通，
重点发展有色金属加工、现代物流等
产业，打造内陆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和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重要平台以及湘
粤港澳合作示范区。

郴州是湖南的“南大门”，也是中
部地区对接粤港澳的“桥头堡”，更是
珠三角产业转移进入中西部地区最直
接、最便捷的通道之一，其有色金属加
工、宝玉石加工产业是特色优势产业。

这些年来，郴州大胆探索、勇于
实践，一直勇立改革开放潮头。从加
快湘南开放开发，到赋予郴州先行先
试承接产业转移 34 条特殊政策；从
成为“全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
接地”，到获评国家级湘南湘西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可持续发展议程创
新示范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
各种“眷顾”让郴州发展如饮甘饴。

郴州坚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产业主导、全面发展”战略，持之以
恒兴产业、强实体、提品质、增实效，

加快有色金属等传统优势产业转型
提质，大力引进人工智能、区块链、5G
与大数据等新兴产业，打造支撑郴州
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中化蓝天、正威集团等500强公
司纷纷落户郴州。目前，该市有外贸
企业 190 多家，对外贸易进出口额、
外商投资额都居全省前列。今年 1
至 7 月，全市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
31.91亿美元，逆势增长36.29%。

郴州承接产业转移平台越建越
完善，开放大门越开越大，这为湖南
自贸试验区郴州片区发展，进一步推
动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基础。

省政协副主席、郴州市委书记易
鹏飞表示，该市将抢抓新机遇，充分
发挥湖南“南大门”区位优势，积极对
接粤港澳大湾区，突出湘港澳直通，
构建湘粤港澳自由贸易走廊，高水平
打造湘粤港澳区域经济合作示范区、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产业转移
承载中心，为湖南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同时，郴州将积极对标《中国（湖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要求，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充分发挥开
放、改革、创新的联动效应，高标准高
质量建设郴州片区。

郴州市政府负责人表示，将全力
以赴确保一年内《方案》落实率50%，
三年内落实率达 100%，提交国家及
省内案例 2 个。经济总量、贸易投
资、市场主体和科技创新等各类指标
迈上一个新台阶。

记者采访政府官员、学者、企业
及市民，大家分析预判，湖南自贸试
验区郴州片区的建设，将给郴州带来

“五大”利好。
利好一：开放型经济将迎来利

好。郴州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段外
宾表示，郴州作为湖南的“南大门”、开
放的“桥头堡”，这些年来一直大力发展
开放型经济，不仅是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还打
造了综合保税区、铁路口岸、公路口岸、
国际快件监管中心等众多开放平台，自
贸区的进一步“赋能”，将为郴州开放型
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

段外宾说，自由贸易区内的投
资、货物进出、人员、资金、技术等生
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必将汇聚成郴
州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强大新动能。

利好二：打破国际贸易间的壁
垒。郴州片区是湖南对接粤港澳的
最前沿，更是珠三角产业转移进入中
西部地区最直接、最便捷的通道之
一，其有色金属加工、宝玉石加工产
业是特色优势产业。

郴州海关有关负责人介绍，自贸试
验区是一个海关的特殊监管区。在国
内，货物流通长沙和郴州，没有任何障
碍，没有任何壁垒。但国家与国家、地
区与地区之间的货物往来、人员往来、
资金往来、服务往来等，根据商务部门
制定贸易规则受到限制，而海关就是规
则的“守门员”。因此，湖南建设自由贸
易试验区，会把贸易的所有门槛逐步降
低，所有的贸易壁垒也会慢慢打破。

利好三：企业降本增效。《方案》明
确支持郴州开展矿石混配业务，完善仓
储、分销、加工及配送体系。“有色金属
产业是郴州的重要产业，为此，该市每

年要大量进口铅锌矿、银铅矿等产品。
开展矿石混配业务后，铅锌矿和银铅矿
可实行保税混矿，即由原来的两个税
号，合并为一个税号。”郴州海关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此举将为有色金属企业减
轻不少税负。

此外，《方案》支持将中国（湖南）
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天然矿晶展品

（含宝石同名称用于观赏类的矿晶），
按观赏类标本晶体归类。积极承接
钻石进出口及高端饰品加工贸易
等。这些都将为相关行业的企业发
展带来巨大利好。不少企业主表示，
自贸区建设不仅能让产业升级，也能
助推企业自身对外贸易，提升郴州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

利好四：政务更高效，办事更方
便。“自贸试验区是制度创新的高地，
不是优惠政策的洼地，要紧紧依靠制
度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因此，未来
的自贸区里，“推地刨坑、拔地而起”
的外在变化不是主角，“静水深流、润
物无声”的内在变革才是关键。“自贸
区会减少很多经济行为的行政审批，
势必倒逼行政审批的进一步精减，提
高行政效率。”郴州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局长莫雄表示，围绕自贸区建设，
郴州将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全
面推行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办、就
近办、一次办”。

利好五：市民出境旅游、留学、务
工等更便捷高效。郴州不少市民高
兴地说，以后想海淘的话，自贸区里
将能买到更丰富更便宜的进口商品；
出境旅游或出国留学、务工等，在家
门口就能办理签证等相关手续。同
时，市民投资理财、就医等，将有更多
国际化平台。

2016年12月6日，郴州综
合保税区经国务院批准由郴
州出口加工区整合优化而来，
是目前湖南省第五家综合保
税区。

郴州综合保税区位于郴
州高新区内，规划总面积1.06
平方公里，2017 年 12 月 7 日
顺利通过长沙海关等部门联
合验收组验收，2018年8月22
日正式封关运行。

近年来，郴州综合保税区
充分利用自身区位交通优势、
矿产资源优势、生态资源优
势，重点发展以电子信息和有

色金属精深加工、装备制造
为主的保税加工业务，保
税仓储、国际采购、国际
配送等保税物流业务，
以及结合跨境电商等
外贸新模式，加快离岸
贸易、服务贸易、跨国
公司总部等保税服务
业务，进一步提升综合
竞争力。2019年，郴州
综合保税区实现外贸进

出口总额12.05亿美元，同
比增长22.14%。2020年，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贸易下
行压力加大的不利形势，郴州
综合保税区采取有力措施，科
学有序推动区内外贸企业复
工复产，外贸业绩实现逆势上
扬。1至8月，完成实现进出
口额10.36亿美元，占全市的
28.8%，同比增长69.2%。

随着中国（湖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的顺利获批，作为郴
州片区核心功能区域和郴州
跨境电商综合实验区主要承
载地的郴州综合保税区，将不
断优化营商环境、完备金融配
套服务、简化企业办事流程，
力争吸引更多优质企业项目
落户园区，助力全市开放型经
济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链接二：

郴州综合保税区

郴州高新区链接一：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颜石敦 罗徽

国务院批复设立湖南自贸试验区后，郴州市作为试验区的三大片区之一，
由此迈入开放崛起的新时代！随着自贸区的加速建设，一个经济更开放、贸易
更自由的郴州正向我们走来！

抢抓新机遇，迎接新利好

发挥好优势，闯出自贸路

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在新时代推进
改革开放的战略举措，肩负着以开放促改革、促
发展、促创新等多重使命，拥有多重国家战略机
遇叠加优势的郴州，如何抓住这一重要机遇，进
一步拓展该市对外开放的力度、广度和深度？

9月24日，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在长沙召
开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闻发布会，
郴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志仁向记者回答了
这一系列的问题。

刘志仁介绍，作为中国（湖南）自贸试验
区3个片区（北岳阳、中长沙、南郴州）之一，
郴州将发挥作为湖南“南大门”的区位优势，
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突出湘港澳直通，构
建湘粤港澳自由贸易走廊，高水平打造湘粤
港澳区域经济合作示范区、加工贸易转型升
级示范区、产业转移承载中心，为湖南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目前，郴州正在编撰《中国（湖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郴州片区实施方案》。

内容包括完善区域协同开放机制。推动
建立决策层常态化对接对话机制和部门协商
合作长效机制，建立重大关联规划和项目建
设邀请派人协商机制，积极与大湾区开展战
略合作，推动湘粤港澳四地构建战略互动、优
势互补、合作互惠的联动发展格局。

同时，该市将深化湘粤港澳通关一体化改
革。建立大通关协作机制，推广“属地申报、口
岸验放”“多点报关、口岸验放”等通关
模式，加强货物通关、贸易统计、“经认
证的经营者”互认、检验检测认证等
方面合作，实现“一通多通”，大
幅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为了推进湘粤港澳
服务贸易自由化。该市
还将扩大对粤港澳服务
业开放力度，放宽注册资
本、投资方式等限制，允
许港澳人员在自贸区内
从事相关服务业并享受
国民待遇。加强与大湾
区在文化创意、医疗康
养、生态旅游等方面合
作，大力发展数字贸易、
专业服务。

作为矿产资源丰富
的郴州，建立湘粤港澳
创新资源合作机制显得
尤为重要。为此，该市

将优质资源与大湾区创新资源、高端要素进
行对接，聚焦“9个优势产业链”和“6大产业
集群”，探索跨区域“飞地经济”合作机制，带
动产业整体素质的提升。

郴州市发改委、商务局等相关部门的负
责人表示，为对接好粤港澳大湾区，承接产业
转移，郴州片区即将实施系列创新举措。比
如，放宽对港澳现代服务业高端人才在郴州
片区从业限制，允许具有港澳执业资格的金
融、建筑、规划、旅游领域符合条件的专业人
才在郴州片区开展服务等。

又如，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
部门协同监管平台、省“双随机、一公开”部门
联合监管工作平台等为基础，与大湾区各地
各部门实行平台联通、数据共享，实现信息互
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等。

同时，进一步整合海关、检验检疫、铁海
联运、国际快件中心、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
综试区等平台功能，发挥好郴州连接内地、辐
射各方的重要节点作用。

此外，还会加强用地、金融、人才等各方面
制度创新，促进湘粤港澳四地人流、物流、信息
流、资金流快速便捷流动。并持续深化“放管服”
改革，全面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探索与广东
省在事项确认、标准一致、平台打通的基础上，争
取实现自贸区内涉企政务服务“一件事一次办”
跨省通办。

南门已经敞开，世界向我走来。
郴州将发挥区域优势，闯出自贸发展的

新路径。

郴州综合保税区。通讯员 摄

上图：9月24日，郴州市
举行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郴州片区揭牌仪式暨建
设动员大会。 罗徽 摄

下图：郴州高新区创新创
业园。 通讯员 摄

郴 州 炬
神电子生产
车间一角。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