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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交建议 设立中国（长沙）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扩大湖南优势产品出口助推开放崛起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多
次提及“一带一路”。报告指
出，今后，中国将继续坚持共
商共建共享， 推进“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推动国际大通
道建设，扩大国际产能合作，
优化对外投资结构。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
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
省政协副主席、 民建湖南省
委主委、 湖南省科技厅厅长
赖明勇撰写提案建议， 加强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合
作制度安排， 推动“一带一
路”建设行稳致远，迈向更加
美好的未来。

【现状】
降低关税壁垒等大有可为

“在全球经济整体低迷
的背景下，‘一带一路’ 建设
为资源禀赋各异、 经济互补
性较强的沿线各国提供了一
种全新的发展构架和合作模
式， 开启了贸易通道带动各
国经济重返繁荣的发展空
间。”同时，身为经济学家的
赖明勇也表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特别是还未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的国家， 关税仍
处于较高水平，通过双边、区
域谈判降低关税壁垒仍有较
大努力空间； 随着经济全球
化加速发展， 贸易结构与贸
易条件的重新调整等亟需通
过制度性安排保障推进贸易
的协同发展。

【建议】
消除贸易壁垒
让贸易更便利化

赖明勇建议， 逐步消除
贸易壁垒，实现贸易便利化。
在他看来， 降低关税壁垒大
有可为。 应对非关税壁垒，对
于较多使用反倾销等贸易保
护措施的国家，可通过外交交
涉促使其减少调查中的不合
理、不规范做法，尽量降低贸
易救济措施的使用频率;对于
较多使用技术性贸易措施的
国家，可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
下督促其加强相关措施、标
准的透明通报， 减少对贸易
的不必要阻碍; 同时还可利
用落实世界贸易组织《贸易
便利化协议》的有利时机，有
步骤有计划地督促各国简化
通关手续、保障货物畅通。

赖明勇还建议，探索“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建立全球
价值链规则制定与利益分享
机制。 通过探讨如何协调沿
线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营商环境和建立与国际高标
准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法
制体系， 实现国际规则与内
部规则的良性互动， 进一步
提升沿线国家参与价值链利
益分配能力的路径， 优化沿
线国家贸易竞争， 促进贸易
互补， 深化和融合“一带一
路” 相关国家间的贸易合作
关系。 ■特派记者 陈月红

近年来， 长沙消费品市场持
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 消费
升级进程不断加快， 企业盈利水
平大幅提升， 消费品市场结构不
断优化， 为长沙经济规模过万亿
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 全国两会
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步步高集团
董事长王填建议， 支持长沙创建
国家消费中心城市， 发挥长沙中
部辐射能力强、 带动周边消费发
展的强大作用。

在王填看来， 长沙创建国家
消费中心城市，有着很好的基础。
首先交通区位优势明显。 长沙拥
有发达的铁路、航空、航运以及快
速发展的公路网， 该区域地处长
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中部地区
三大经济板块交会处， 发挥着承
东启西、联南接北的枢纽作用，是
中西部地区极具影响力和辐射力
的区域中心。

其次， 商贸流通市场体系日
益健全。近年来，长沙商贸流通业
得到了长足发展， 以各大专业市
场、大型商场为主体，以诸多商业
网点为基点的商贸流通市场体系
已初具规模，在促进生产、引导消
费、扩大就业、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王填认为， 国家中心城市其
实是一个城市基于地缘、 基于地
理方面的定位问题。 长沙创建国
家中心城市， 能够获得更多的社
会资源， 或者说能够获得更多的
人、财、物方面的支持、资源。

为此， 他建议商务部支持长
沙创建国家消费中心城市， 将长
沙列入试点城市名单。

■特派记者 刘璋景 黄京

跨境电子商务作为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在全国蓬勃发
展，在长沙也是一样。记者3月13日获悉，包括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
填、张家界市永定区委党校教师童路雯、常德丝弦艺术剧院有限公
司副团长杜美霜等在内的多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了一份《关
于设立中国（长沙）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建议》（下称《建
议》），以此推动湖南跨境电商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扩大湖南省优
势产品出口，助推湖南的开放崛起。 ■特派记者 黄京 刘璋景

跨境电子商务以年均超过
30%的高增速成为外贸增长新引
擎、经济发展新动力，是内陆省市
实现外贸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
的绝佳机遇和必争之地。 虽然湖
南地处内陆，不靠海、不沿边，发
展传统外贸大额交易相较于沿海
地区处于天然劣势， 但跨境电商
的蓬勃发展却为我省外向型经济
提供了新机遇。王填介绍，湖南在
地理区位、立体交通、消费市场、
人才资源、电商基础、政策环境等
方面具备发展跨境电商的优越条
件。首先，地处东部沿海地区和中
西部地区过渡带、 长江开放经济
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 (简
称“一带一部”),是国家实施中部
崛起战略和深入对接“一带一路”
的重要节点。同时，全省航空、高
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航运等形
成了四位一体的现代立体交通，
又处于香港经济圈辐射半径范围
内， 湘粤港直通快车可有效发挥
地缘优势， 湘欧快线开辟了跨境
物流新通道， 沿海机场旺季爆仓

为湖南航空物流提供了机会。另
外，我省消费市场巨大。常住人口
6822万， 网民总数达3013万，排
全国 第 8位 ， 网 民规 模 增 速
12.2%，排全国第4位，电商消费
群体和市场需求庞大。

发展跨境电商，人才很关键，
而我省相关专业人才资源丰富。
湖南每年普通高校毕业生中，电
商专业的达万余人； 沿海的知名
跨境电商大企业大多由湘籍人士
创办或担任高管， 多位人士表达
了愿回湖南发展的真切意愿，为
湖南发展跨境电商提供了丰富的
人才和渠道资源支撑。

据统计，2017年湖南省电子
商务交易额达8356.86亿元，同比
增长37.53%，国家级电子商务示
范企业数量居中部省份第一，“互
联网+数字经济指数”排全国第9
位。 王填表示：“我省电商基础良
好，特别是按照‘创新引领 开放
崛起’战略指引，全省跨境电子商
务发展势头强劲。”

2014年1月， 海关总署批复
长沙市为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服务试点城市，记者获悉，目前，
长沙在推动跨境电商制度创新、
管理创新、 服务创新等方面积累
了丰富的试点经验。

比如，出台了《长沙市跨境电
子商务百亿工程方案》，通过加大
政策支持， 推动跨境制度创新，拓
展跨境物流通道，完善跨境平台及
配套设施建设，以金霞保税物流中
心为物流、通关核心区，带动长沙
高新区、 黄花综保区跨境电子商
务产业化、 规模化发展， 计划到
2021年， 实现全市跨境电子商务
产业年进出口总额100亿美元。

另外， 还发挥金霞保税物流
中心物流及通关优势， 重点打造
了湖南(金霞)跨境电商产业园。在
这个产业园，已按照“一楼三区”
即：跨境电子商务大楼、跨境贸易
保税功能区、 跨境电商综合服务
区、跨境电商规划发展区的布局，
建设了联检大厅、电子口岸、跨境
电商监管中心、电商大厦、进出口
商品展示交易中心等， 产业配套
日臻完善。

在长沙高新区还聚集了跨境
电商企业近100家， 包括Google�
AdWords体验中心、 网来云商、
eBay跨境电商培训中心等跨境
电商服务平台和海翼电商、 科云
达、联科、跃族、易达、梦洁等跨境
电商企业。黄花综保区于去年6月
底正式封关运行， 是湖南省唯一
的临空型综保区，依托航空物流，
跨境电商招商及产业发展形势良
好， 在谈或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的
跨境电商项目近40个。

积极推进跨境电商多种模式
发展， 也为长沙设立跨境电商综
试区带来无限潜力。 业务模式实
现B2C零售出口，B2C直购进口
业务双向全流程开通， 与海关总
署版的系统对接最成功， 跨境电
商数据纳入海关统计， 此模式走
在全国前列。值得一提的是，湖南
已有超过1400家企业通过阿里
巴巴国际站、敦煌网、环球资源、
亚马逊等开展跨境电商B2B业
务，主要集中在机械、烟花爆竹、
智能配件、箱包、陶瓷、化工、礼品
工艺品等行业， 年出口规模超过
30亿美元。

优势
发展跨境电商，湖南条件优越

措施
在长沙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潜力巨大

全国人大代表王填：
建议支持长沙创建
国家消费中心城市

加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贸易合作制度安排

3月12日，王填代表在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建议国家优化税制结构，降低企业税负，稳步提升
国家税收收入。 记者 赵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