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6日讯 7月1
日，《亚太贸易协定》第四轮关
税减让成果文件———《亚太贸
易协定第二修正案》正式生效
实施。7月2日， 星沙海关签发
了我省首份新版《亚太贸易协
定》原产地证书，产品为长沙
某企业出口至韩国的机动车
零部件。 货物运抵韩国后，凭
该份原产地证书可享受进口
关税优惠幅度50%，减免额达
18000元人民币。

平均降税超三成

长沙海关介绍，《亚太贸
易协定》是我国参加的第一个
优惠贸易安排， 成员包括中
国、韩国、印度、孟加拉、斯里
兰卡、 老挝， 覆盖近30亿人
口。 本次修正案实施扩大了
成员国间能享受关税优惠的
产品范围、 提高了关税优惠
的幅度并对原产地规则和证
书填制要求进行了修改。成员
国6方承诺下关税减让税目合
计10312个，平均降税税目比
例超过28%，平均降税幅度为
33%。印度、韩国、老挝、孟加
拉、斯里兰卡对中国出口产品
降 税 税 目 分 别 达 到 3142、
2797、999、598、585个， 其中
印度、孟加拉国、韩国纳入降
税税目数量比修正案实施前
均增长一倍以上， 分别达到

451.2%、186.1%、104.6%。

手机零配件关税降幅大

长沙海关表示，本次修正
案可以给湖南省出口至成员
国的动植物产品、 化矿产品、
皮革制品、橡胶制品、纺织服
装、贱金属制品、钢铁制品、机
动车零部件、机械电子仪器等
带来大幅度的减税。如我省对
韩国出口量较大的硅和手机
零配件，按照升级后的韩国减
让表降税安排，较最惠国税率
关税优惠幅度分别达到50%
和35%。

据统计，2018年1-6月，
长沙海关共为湖南地区出口
企业签发亚太贸易协定原产
地证书 1764份、 签证金额
4894万美元，为湖南出口产品
获进口国关税减免约244.7万
美元。

长沙海关提醒，部分亚太
贸易协定成员国与我国签订
了不止一个贸易协定，如韩国
（亚太贸易协定和中韩自贸协
定）、老挝（亚太贸易协定和中
国-东盟自贸协定）。对于出口
韩国、老挝的我省企业应充分
研究出口产品在两个协定中
的优惠关税减让情况，寻找最
优方案， 借助关税减免优势，
深入开拓海外市场。
■记者 杨田风 通讯员 林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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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6日讯 在经济发
展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
期，创新作为引领经济增长的
第一动力，越来越受到各级领
导的重视。而研发作为创新的
核心驱动力，其相关活动承载
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据今天湖
南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7年，经过国家审核认定反
馈的我省研发投入总量为
568.53亿元 ， 比上 年 增长
21.3%，提升7.7个百分点。

企业投入占比近九成

数据显示，我省研发投入
2015-2017 年 年 均 增 长
15.6%，低于2017年5.7个百分
点。分执行部门看：企业投入
503.09亿元 ， 比上 年 增长
20.3%， 提升5.7个百分点，占
全社会投入总量的88.5%，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9.9个百分点；
其 中 规 模 工 业 企 业 投 入
461.77亿元，增长17.5%，占全
社会投入的81.2%； 全省规模
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
务收入比重为1.18%， 比上年
提高0.08个百分点，比全国平
均水平高0.12个百分点。

另外 ， 科研机构投入
31.81亿元，增长47.5%，提升
37.5个百分点，占全社会投入

的5.6%，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3.5个百分点。

规模工业企业成绝对主体

2017年全社会研发投入
总量中，规模工业企业研发投
入461.77亿元， 占比超过八
成，虽然比上年降低了2.6个百
分点，但仍然是研发投入的绝
对主体。

在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投
入的企业占比为26.7%，比上
年提高4.8个百分点。 从2017
年规模工业企业看，26.7%的
有 研 发 活 动 企 业 创 造 了
54.3% 的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
56.2%的企业利润、89.4%的
新产品销售收入和91.3%的
有效发明专利。 可以看出，有
研发活动的企业效益明显好
于无研发企业。

而在2017年规模工业企
业中， 大中型工业企业有研
发 活 动 的 企 业 占 比 为
46.3%，比小微企业高23.1个
百分点。 大中型工业企业研
发经费投入307.24亿元 ,占
规模工业研发投入的66.5%,
总量是小微型工业企业研发
经费投入的2.0倍。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龚怡菲 通讯员 蔡冬娥

本报7月6日讯 “2018集邮
周” 将于8月4日开幕，8月9日闭
幕。 记者今日从中国邮政集团公
司、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联合举
办的“2018集邮周”暨大龙邮票诞
生140周年文物珍品巡展新闻发
布会上了解到， 集邮周将以集邮
与文博、集邮与少年、集邮与生肖、
集邮与旅游、集邮与体育、集邮会
员日等不同主题开展相关活动。

除全国重点活动外， 全国31
个省（区、市）也策划了千余场不
同形式和规模的“集邮周”联动活
动，在我省，将在岳阳楼风景区开
展“把美丽岳阳寄出去”主题集邮
宣传活动。 更多活动信息广大用
户届时可登录中国邮政集邮网上
营业厅（http://jiyou.11185.cn/）
及“中国集邮” 等微信公众号查
看。 ■记者 杨田风

本报7月6日讯 今天，
湖南湘江新区专利大数据服
务平台上线仪式在长沙高新
区举行。至此，针对湘江新区
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量身打
造、 共13个产业专题数据库
的平台将为湘江新区及各个
园区的招商引资、 产业发展
提供重要决策参考， 也为企
事业单位创新提供专业的知
识产权服务。

该平台通过专利大数据
系统的整合， 依托湘江新区
产业结构及企事业单位专利
业务需求特征，利用成熟、先
进的信息技术， 建立并逐步
完善覆盖新区、 具有区域地
方特色、适应业务动态发展，
集行政管理、公众服务、增值
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专利信
息服务平台。 平台包括专利
专题数据库系统、 专利政策
匹配系统、 专利信息推送系
统、专利实力评估系统和专利
托管系统5个服务模块， 其中
的“专利专题数据库系统”涵
盖了制造、通信、食品和新材
料等领域技术，共13个产业专
利专题数据库， 涉及近1400
万条专利数据，主要服务高端
制造研发和创新创意产业。

省知识产权局党组书
记、局长段志雄表示，将着力
建设全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
体系，整合利用专利数据、政
策资源、代办服务、维权援助
及线上线下资源， 将优质的
公共服务下沉到园区， 推动
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 产业
发展的有机融合， 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知识产权服务
支撑。
■记者 陈舒仪 通讯员 周闯

实习生 刘星言 杨嘉仪

本报7月6日讯 小到打开导
航搜索周边吃喝玩乐信息、 利用
无人货柜收取快递等， 大到智慧
城市建设、农村土地确权、森林火
灾防范等， 大数据空间信息应用
无处不在。今天上午，长沙市政府
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2018年大
数据空间信息应用博览会将于7
月19日至21日在长沙红星国际会
展中心和长沙鑫远白天鹅酒店举
行。 本次会议将更好地推动国家
空间信息重大科研成果在湖南落
地转化，吸引省外优势企业、科研
团队来湖南发展。

我省信息化发展全国领先

此次博览会由中国遥感应用
协会， 长沙市政府和湖南省科学
技术厅、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国
土资源厅联合主办，以“空间信息
应用———新型大数据新时代发展
新产业”为主题，面向遥感和地理
信息，兼顾导航、通信、大数据服
务等领域， 邀请湖南省和全国优
势企事业单位就软硬件产品、示
范案例和服务模式等举行大型会
展， 并邀请国内知名专家举行中
国（湖南） 空间信息应用高峰论
坛。

湖南省具有加快推进遥感应
用和空间信息产业发展的坚实基
础和优越条件。2017年GDP达

34590.56亿元，增长8%，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信息化
发展全国领先， 移动互联网产业
2017年营业收入达845亿元、同
比增长43%，在互联网技术服务、
移动电商、 移动新媒体、 移动教
育、移动生活、移动游戏等方面形
成了特色企业和相关产业链。

推进地理空间数据共享

长沙市集中了湖南省近一
半、 超过20000家软件和移动互
联网企业，2017年移动互联网产
业营业收入占全省的88%。 长沙
市还拥有国防科技大学、 中南大
学、湖南大学等“双一流”高校为
主的人才和技术支撑， 初步形成
了政策支持有力、优势企业集聚、
自主创新突出、 应用特色鲜明的
发展态势。

据悉，未来5年，湖南将加大
地理空间大数据应用推进力度，
大力推动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共
享，努力实现“统一空间基准、统
一数据交换和共享标准、 统一交
换和共享平台、 统一地理信息公
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和应用、 统一
共用数据的获取和分发” 的总体
规划，早日消除信息孤岛，提高数
据利用价值。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刘雨婷

地理空间大数据还可以这样“玩”
湘江新区专利大数据
服务平台上线

去年我省研发投入总量568.53亿元
规模工业企业成研发投入的绝对主体

“2018集邮周”下月开幕

《亚太贸易协定第二修正案》正式生效实施 出口企业政策红利“升级”

我省多类出口产品可大幅减税

小到出行导航搜索，大到城市建设，大数据空间信息应用无处不在。 （资料图片）

2018年大数据空间信息应用博览会7月19日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