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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1日，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
式获批。长沙、岳阳、郴州三大片区吹响新一轮对外开
放的号角，被寄予厚望。

三大片区将如何实现差异化联动发展？ 下一步打
算怎么干？

4月2日，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领导小
组第二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长沙、岳阳、郴州三个片
区产业发展规划。

规划中明确目标， 力争到
2025年， 先进制造业集群梯队
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重点打
造形成工程机械、 先进轨道交
通装备、 以中小航空发动机为
核心的航空航天3个世界级先
进制造业集群，以及信创产业、
先进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3个
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工程机械集群， 聚焦高端
建筑机械、地下工程装备、特种
工程机械等领域， 加强关键共

性技术研究， 重点攻克一批高端
主机产品和核心零部件， 完善再
制造服务体系。

轨道交通集群， 以提升集群
营商环境为抓手， 打造具有国际
先进水平的现代轨道交通装备制
造体系。

航空航天集群， 将打造从通
航整机、航空动力、机载系统、北
斗导航应用、核心零部件、关键基
础材料到航空综合服务保障的完
整产业体系。

4月2日，中国（湖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第二
次会议在长举行， 湖南自贸试
验区交出半年成绩单。

截至目前，121项改革试点
任务已落实近30项，初步形成近
10项制度创新经验； 新设企业
2000余家， 引进重大项目111个
（其中三类500强企业投资项目
17个），投资总额1767.04亿元。

长沙、岳阳、郴州三大片区
分别建立任务清单， 立足片区
发展实际， 有序推动改革试点
任务落实落地。 长沙片区改革
试点任务已实施占比超过80%，
湖南自贸试验区首个数字贸易
特色园区———黄花数字贸易港
开园； 岳阳片区跨境电商保税
进口商品通关、 区内包装材料
循环利用等9项改革创新事项
在全省率先落地； 郴州片区重
点复制推广了不动产登记业务
便民模式、 人民币跨境支付等
改革创新经验。

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
建设方面， 中非经贸合作研究
会、中非跨境人民币中心、中非
直播电商孵化中心等服务平台
启动运营， 中非经贸合作促进
创新示范园一期已投入使用。

今年， 湖南自贸试验区建
设目标完成改革试点任务50%
以上， 申报国家级改革创新案
例10项；税收收入、固定资产投
资、进出口总额、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 新增内资企业注册资本
增长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个
百分点； 新设立企业5000家以
上，新增金融机构30家以上。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长沙、岳
阳、 郴州三个片区产业发展规
划，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
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联通长
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国
际投资贸易走廊3个专项规划。

交出“半年成绩单”：引进重大项目111个，投资总额超1767亿元

湖南自贸试验区怎么建？规划指南来了

省会长沙，产业基础良好。
作为湖南自贸试验区中

面积最大、体量最大、承载任
务最多的片区，长沙朝着打造
全球高端装备制造业基地、内
陆地区高端现代服务业中心、
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和
中部地区崛起增长极的目标
奋勇前进。

先进制造片区以长沙经开
区区块为主要载体， 打造世界
级高端装备制造的科技成果孵
化池、 智能制造聚集地和合作
交流策源地。 智能化高端机械
设备、无人车等，都将从这里出
发，走向国际。

临空经济片区依托临空区

块， 构建4小时国际航空经济
圈， 打造以临空偏好型经济为
特色的临空产业体系。看来，这
里将不仅有完备的航空制造产
业链，打“飞的”实现省内“一小
时通勤圈”的梦想也不远了。

中非先行片区以雨花区块
（高桥大市场）经贸合作为先行
孵化区。易货贸易、跨境电商、
市场采购等贸易新业态， 都将
在此落地。

专业服务片区以会展区块
为核心， 形成面向国际的会展
产业链； 特色产业片区则以芙
蓉区块打造高端现代服务业集
聚区为目标，建设“种业硅谷”
和“标准小镇”。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黄婷婷

“南大门”郴州，紧邻粤港
澳大湾区。19.84平方公里的郴
州片区， 全部位于郴州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

《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郴州片区产业发展规划》
中， 赋予了郴州片区重点对接
粤港澳大湾区， 突出湘港澳直
通，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有色
金属新材料、 现代服务业等产
业，加快临湾自贸区建设，高水
平打造湘粤港澳区域经济合作
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
承载产业转移示范区的使命。

如何做到？郴州片区用“一
主”“一特”“一新” 的产业发展
方向予以回应。

“一主”，着重打造新一代信

息技术主导产业。大数据、LED、
数字视讯、新型电子原材料及元
器件、消费类整机和软件信息服
务业，推动着郴州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的提速升级。

“一特”， 持续发力有色金
属新材料特色产业。钨、铋、白
银等“宝藏”，将在高端化、精深
加工、 新材料方向发展的过程
中，将郴州打造成“中国有色金
属之都”。

“一新”， 培育以智慧物流
为主的现代服务业。 粤港澳大
湾区保税货物中西部集散第一
站、 湘粤赣省际区域保税物流
中心以及区域性物流集散中
心， 是郴州片区2025年智慧物
流的目标。

“北大门”岳阳，湖南唯一
沿长江的城市。

19.94平方公里，位于湖南
城陵矶新港区核心区域的岳阳
片区，深深打上“临港”的烙印。

港航， 是岳阳片区的最大
优势、最大特色，打造“5+3”现
代物流功能体系， 成了岳阳片
区的一大目标。其中，“5”指强
化干支线运输、多式联动、国际
物流、区域分拨及配送、专业物
流；“3”指拓展信息服务、供应
链服务和商品交易。 重点布局
在长江大道以北、长江以南，打
造沿江自贸产业廊道。

重点发展装备制造、5G

核心部件、 液晶面板配套、新
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五大产业，
无一不体现出“绿色经济”的
发展要义； 单项冠军培育、原
创能力提升、 配套产业完善、
产城融合发展四大工程，则为
岳阳产业的后续发展打下“基
石”。

岳阳“独享”163公里长江，
必然要代表湖南拥抱世界。

在白杨湖以北的综合保税
区和临湘滨江中非产业园，岳
阳片区规划电子商务、 中非经
贸合作、跨境贸易、服务贸易发
展，开放步伐越迈越大，不断提
升外贸规模。

省会城市的引领担当

尽显“临港”特色

“南大门”的“主、特、新”

湖南自贸试验区
交出半年成绩单
引进重大项目111个
投资总额超1767亿元

“一产业、一园区、一走廊”
三个专项规划有了答案

3月25日， 长沙
县人民东路与东五路
交汇处， 长沙经济技
术开发区自贸试验区
标识性建筑（拱门式）
工程正抓紧进行最后
的外墙装饰。 这处自
贸试验区标识性建筑
采用钢构架结构形
式，高18.68米，建筑
面积约138平方米，
去年11月开始建设，
预计今年 4月底落
成。

湖南日报·新湖
南客户端记者 徐行
摄

郴州片区

岳阳片区

长沙片区

服务国家战略、 聚焦湖南
特色、发挥片区优势。湖南自贸
试验区推动实现“一产业、一园
区、一走廊”三大特色战略定位。

“一产业”是打造世界级先

进制造业集群；“一园区” 是打造
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一走
廊” 是打造联通长江经济带和粤
港澳大湾区的国际投资贸易走
廊。

【“一产业”】“3+3”集群发展

向北对接长江经济带，往
南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湖南自贸
试验区，就像“工”字中间的一
竖，形成了一条独一无二的国际
投资贸易走廊。 为发挥优势，规
划提出“三点一廊、多区联动”发
展新格局。

长沙、岳阳、郴州三大自贸
试验区片区为核心建设区，充
分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加强与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粤港

澳大湾区的互动、对接，打造国际
投资贸易走廊的核心节点。

在“走廊”的带动下，洞庭湖
区域、湘南区域、湘西区域，都将
积极融入，培育经济增长新空间，
形成以国际投资贸易走廊带动省
域发展的良好局面。

国际投资贸易走廊还将建设
产业协同发展、招大引强补链、开
放平台搭建、 创新能力提升和基
础设施联通五大重点工程。

打造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
行区， 是湖南自贸试验区的三
大任务之一。4月2日审议通过
的《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专
项规划》中提出，要探索形成中
国地方对非经贸合作的“湖南
模式”，2025年， 实现对非贸易
总额突破百亿美元， 引进对非
经贸合作企业超过1000家。

该规划明确了先行区实施
范围，包括“一核心、三片区”，

辐射区外多个基点。
“一核心” 指高桥大市场，未

来， 这里将成为非洲在华非资源
性产品集散和交易中心， 易货贸
易等机制也将在这里逐渐成型。

“三片区”为长沙临空经济示范
区、 岳阳城陵矶港口及城陵矶综合
保税区片区、长沙金霞经济开发区。

辐射“多基点”，将联动先行
区内外产业协作， 形成区内辐射
区外、 区外支撑区内的产业格局
和运作模式。

【“一园区”】“一核心、三片区”，辐射区外多个基点

【“一走廊”】“三点一廊、多区联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