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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拟打造全球海鲜市场集散中心
湖南检验检疫提高通关效率 冰鲜产品入境最快10分钟完成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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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田风

首次实现湖南肉类产品
出口塔吉克斯坦、 甲鱼出口
香港、小龙虾出口柬埔寨；果
冻产品时隔12年后重返美国
市场； 鱼子酱企业首次成功
对美注册、 张家界“茅岩梅
茶”出口破零，湘莲对日本出
口破零……过去的7个月，细
数不尽的湖南特色产品出
境，在这背后，湖南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以下简称“湖南国
检”） 依靠先进的技术支撑，
因地制宜， 为湖南的特色产
品“走出去”进行强有力的保
驾护航。

“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
作为口岸检疫查验的第一道
关口， 在贯彻落实省党代会
开放崛起战略中， 也要争当
先锋和排头兵。”湖南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局长杨杰表示，
下一步， 湖南国检将高度重
视并运用好质量手段， 通过
质量提升打响湖南品牌，促
进湘品出境。

促进湘品出境
农产品出口捷报频传

湖南作为农业大省，食
品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在开
放崛起战略中显得尤为重
要。记者从湖南国检了解到，
2016年湖南省食品农产品出
口额13.8亿美元， 同比增长
21.3%。 今年前7个月也是捷
报频传： 张家界大鲵养殖产
业是当地精准扶贫的核心工
程， 港澳市场虽有订单却受
制于政策瓶颈不能出口，经
过内地香港食品动物检验检
疫会商，出口取得积极进展，
有望实现年内出口破零；十
八洞村猕猴桃基地种植在对
接国际标准后， 获得了出口
水果果园注册登记证， 有望
今年9月实现出口……

出口示范区对促进出
口、提升质量意义重大。在12
个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示
范区的基础上， 湖南国检今
年又推荐了9家省级示范区
申报国家级示范区， 支持永
州市创建我省首个国家级出
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市。据悉，质检总局考核组前
不久已经完成相关考核验收
工作。

“在推进湖南‘开放崛
起’的过程中，我们将通过质
量提升来打响湖南的品牌。”
杨杰透露，今年，湖南国检联
合广东检验检疫局和湖南省
商务厅合作， 免费将全球质
量溯源系统引入湖南， 把进

出口商品从生产、贸易、流通
环节直至消费全生命周期的
质量信息纳入大数据管理，
并可以通过溯源码方便地查
询。这一系统的落地，可有力
服务和推动我省发展跨境电
商、 市场采购等产业，“目前
已经在长沙金霞跨境电商中
心开展试点，预计8月底完成
试单工作。”

提高通关效率
长沙将打造海鲜集散中心

另一方面， 最大限度地
提高通关效率减低企业成
本。

对此， 几乎每天都有进
出口单的博世汽车部件（长
沙）有限公司感受最深刻。公
司关务经理王顺子介绍，随
着进出口商品法检目录的调
整等系列举措的推行， 公司
的主要出口产品电机不再需
要出境通关单， 从免收出口
法检商品检验检疫费到现在
进出口法检商品都免收检验
检疫费。 尤其是今年长沙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对重点企业
进行一对一的帮扶计划，提
供5+2及全天候24小时预约
式通关模式， 企业紧急通关
需求得到有效解决。

在黄花机场“进境冰鲜
水产品”和“进境食用水生动
物”指定口岸，就推出了“随
到、随检、随查、随办”模式，
湖南国检黄花机场办事处副
主任刘劲波介绍， 一旦有生
鲜产品入境， 就会有专人专
车第一时间赶往停机坪进行
查验，“以往查验放行需要一
个多小时， 现在最快10分钟
就能完成查验。”2017年1-6
月到港货量为2.5T， 货量上
升明显。据了解，在长沙黄花
综保区， 一家生鲜仓储厂房
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这
里即将打造全球海鲜市场的
集散中心。

原产地证书是出口货物
享受关税优惠的唯一凭证，
为企业享受国外关税减免、
顺利结汇、 快速通关提供了
有效服务。 为了让湖南更多
进出口企业分享原产地证书
优惠的“大蛋糕”，湖南国检
推出“零见面”签证模式，“原
产地证可足不出户办理。”杨
杰介绍， 上半年共签发区域
性优惠原产地证26992份、
12.64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81.18%、84.82%， 增幅列全
国第一， 这些证书帮助我省
出口产品获进口国关税减免
7000万美元， 意味着增加了
企业利润。

———系列报道之三

“围绕开放崛起战略，
我们将以创新引领，实施保
姆式服务助推湖南外贸企
业进出口的增量目标。”杨
杰表示。

如湖南国检为澳优乳
业量身定做了“空检海放”
模式，即同批次进口乳制品
分由空运、 海运先后抵达，
先对空运乳品实施检验，后
期海运到达的同批次乳制
品在进口商承诺的基础上，
参考空运产品检验结果进
行合格评定，对进口乳制品
实施报检、 查验、 抽样、审
核、出证零等待，进口乳制
品入境放行时间压缩三分
之一，今年1－7月，澳优乳
业从长沙口岸进口原装乳
品1.75亿元，同比增长21%。
此外，湖南国检还帮助希尔
药业公司完善管理，使其成
为湖南首家通过美国FDA
官方检查的企业。

烟花爆竹是我省传统
优势和特色产业出口产品，
天津港危化品爆炸事故发
生后，出口通道受阻，企业
叫苦不迭，这一问题将迎来
曙光。杨杰透露，中欧班列
（长沙） 运输出口烟花已完
成可行性研究，目前实现了
篷车运输烟花至满洲里的
第一步工作，集装箱搭运烟
花也正在积极推进中，最终
将完成集装箱专列运输烟
花。这一目标实现后，不仅
可为我省烟花出口中亚、欧
盟节省2/3的时间和1/4的
运费，还能使我省烟花对国
际市场的销售时间延长1个
月。

本报8月16日讯 根据湖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移送的线索和
项目单位提供的情况，今日，省发
改委通报了企业招标投标违规行
为。 长沙光与影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 长沙传承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湖南金鼎同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等16家企业上黑榜。据悉，串通投
标的违法行为将予以废标，并在网
站公告，公告期限6个月。

6月20日，湖南中烟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郴州卷烟厂2017年1#、
2#、3#冷冻站电制冷机组年度保
养项目中， 长沙粤辉博恩富菱机
械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瑞广科贸
有限公司、 长沙科嘉机电工程有
限公司， 其投标文件中服务团队
人员和保养方案内容异常一致，

视为相互串通投标， 投标被全部
否决；

6月28日，湖南中烟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2017年昆明长水机场形
象展示项目的评标过程中，评标委
员会发现投标人云南沃葵商贸有
限责任公司和云南圆臣洋广告有
限公司上传的电子投标文件完全
一致， 认定上述2家投标人存在围
标串标嫌疑，全部予以废标；

此外，长沙光与影文化创意有
限公司、长沙传承品牌策划有限公
司、湖南金鼎同和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常德德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常德追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16
家企业串通投标的违法行为都被
予以公告，公告期限6个月。

■记者 卜岚

招投标违规，16家企业上黑榜
串通投标违法行为将予以公告，期限6个月

本报8月16日讯 8月17日，
中国进口葡萄酒行业的年度盛
会“科通世界美酒中国行”在这
个夏末为星城带来一股清冽的
酒香。

2004年， 科通展览在中国开
始主办第一个专业的进口葡萄酒
与烈酒展。其中的首场巡展，就是

2010年10月在长沙举办的。 迄今
为止， 科通已经先后举办了超过
150场的全国巡展。据长沙站巡展
负责人表示，此次巡展设置了全天
品鉴会、开幕剪彩仪式暨长沙酒业
研究会新理事授牌仪式、多轮抽奖
环节和活动环节。

■记者 丁鹏志

“世界美酒中国行”再临星城

本报8月16日讯 今天上午，
湖南衡东第四届土菜文化旅游
节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本
届土菜文化旅游节主题为“弘
扬土菜文化， 畅游灵秀衡东”，
将于9月20日-21日在衡东县城
举行。

本次旅游节前期， 有三樟黄
贡椒节、火炬传递活动、民间美味
大搜寻、 衡东乡村旅游季等10项
系列活动。发布会上，衡东县还发
布了衡东土菜的制作标准。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章焱平 朱义忠 赵倩

衡东土菜文化旅游节下月举行

打开受阻通道
实施保姆式服务

6月9日， 常德市汉寿三建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养殖的50公斤甲鱼经相关部门检验
检疫、现场监装和加贴封识后，出口我国香港。这是湖南产的甲鱼首次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