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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9月21日，国务院正式同意设立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并锁定了长沙片区、岳阳片区和郴
州片区，其中，湖南城陵矶新港区所在的岳阳片区的城陵矶综合保税区是岳阳乃至湖南开放崛起的龙头，
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也是通江达海的新增长极以及湖南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本文以城陵矶综保
区在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综保区出口的产业构成、现状、发展前景，
特别是目前存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未达到潜在水平，出口的商品处于价值链的下游，知识产权的监管
不到位，农产品安全质量问题突出，环境保护自觉性不强，质量管理体系未与国际接轨等六大问题，提
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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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September 21, 2020, the State Council formally agreed to set up China (Hunan) free trade area,
and specified the Changsha city, Yueyang city and Chenzhou city. Among them, Chenglingji Comprehensive Free Trade Zone in Yueyang, where Hunan Chenglingji New Port Area is located, is the
leader of the opening and rising of Yueyang and even Hunan. It is key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and is also a new growth pole and bridgehead of Hunan’s open economy. In this paper, how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economy in Chenglingji Comprehensive Free Trade Zon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i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xport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 in the comprehensive free trade
zone, and finds six main problems: the contribution rate to economic growth does not reach the
potential level; exports are lower down the value chain; the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s imperfect; the problems of safety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sciousness is not strong;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is not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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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南城陵矶综合保税区当前的经济发展现状
1.1. 城陵矶综保区概况
城陵矶综合保税区的建立依托于中国最大的内陆港，素有长江八大良港之称的城陵矶港。城陵矶港
是天然的深水良港，常年不淤不冻，港区自然岸线长度 22 公里，陆域面积 269 万平方米，水域面积 405
万平方米，是长江中游的枢纽港，也是湘北地区的现代物流中心，是城陵矶综保区保税物流功能能够得
以实现的最有力保障。同时，优良的港口条件、便利的运输方式也是城陵矶综保区的比较优势所在。2019
年，湖南唯一的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岳阳城陵矶口岸累计到港汽车 7616 台，而通过城陵矶综保区进行
保税仓储汽车整车达到 6778 台，占到港汽车的 88.99%。城陵矶港口为综保区的商品进出口提供了便利
的物流渠道，综保区的存在与创收又能促进港口的资本形成与劳动力收入，二者互利共赢，共同推动岳
阳地区的 GDP 增长。
城陵矶综合保税区 2014 年 7 月经国务院批复设立，规划面积 2.98 平方公里，一期 1.28 平方公里，
2016 年 8 月封关运营，二期 1.7 平方公里，2019 年 10 月通过国家验收。城陵矶综合保税区结合自身比
较优势所在，提出“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的战略部署，坚持区内区外、国内国外多元发展，加工、贸
易齐头并进的思路，重点发展进口粮食加工、进口肉类加工、进口天然橡胶加工、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
和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五大产业。封关运营以来，累计完成进出口贸易额约 120 亿美元，是湖南省进出
口贸易增幅最大、项目落地速度最快的综保区。先后进口粮食保税加工、区外企业委托加工、汽车平行
进口综合试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和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等专
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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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城陵矶综保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首先对经济发展的概念进行界定，经济发展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表现为各项经济指标
的提高，如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数值的增加；经济发展外延更广，除经济增长外，
还包括技术进步、福利改善与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内容。城陵矶综保区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其一是增加出口贸易额直接拉动 GDP 数值上涨，其二是进口更多元的商品来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需求，提高人民的效用水平。
表 1 给出了 2014~2019 年净出口对岳阳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于当年
净出口的增加额除以当年 GDP 的增加额，
表明一定时期内 GDP 每增长 1%，其中有多大比例来自净出口，
能够衡量在一段时间内，一国或者某一地区对外贸易能为经济增长做出多大的贡献。贡献率越接近 1，
则说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大，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越重要。从表 1 中可以观察到，
2016 年前，净出口对岳阳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在 1.5%左右，而 2016 年 8 月城陵矶封关运营后，净
出口对岳阳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跃达到 8.3%，是 2015 年的 4.5 倍。在随后的 2017 年与 2018 年两年内
更是分别达到了 7.1%与 10.2%，净出口对岳阳市经济增长贡献度呈稳中有升的趋势，因为综合保税区以
及自贸区的存在，出口越来越成为岳阳市经济增长的助推器。
Table 1. Contribution rate of net export to Economic growth of Yueyang city from 2014 to 2019
表 1. 2014~2019 年净出口对岳阳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

1.3

1.8

8.3

7.1

10.2

2.3

数据来源：岳阳市统计局。

1.3. 综保区进出口产业构成及原因分析
截止至 2018 年 10 月，城陵矶综保区共有注册企业 266 家，其中加工贸易类 30 家，商贸类 220 家，
物流类 16 家，大部分企业实现了业绩“破零倍増”，业务涉及肉类、粮食、平行汽车、天然橡胶、陶瓷、
石油、纺织品、电子元器件、日用商品等多个品类。2018 年共签约 7 个大型加工贸易项目和综合服务项
目，累计投资达 17.75 亿元。其中包含湖南省重点推选项目湖南正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离境退税商城
——弘元新港悦购商场。
2019 年岳阳市出口商品总额达到 15.43 亿美元，其中约 80%的贸易额由综保区贡献。因此，用岳阳
市出口商品的结构作为城陵矶综保区出口商品结构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1.3.1. 一带一路战略带动机电产品出口
由图 1 可知，机电产品在出口总额占比高达 43%，达到 6.63 亿美元，综保区内正昇电子的出口加工
车间对此有着巨大的贡献。正昇电子在综保区内建造了一万平米的无尘车间，引进八套生产线，专门生
产最新的电脑、手机等智能终端主板，年产值可达到二三十亿人民币。机电产品的大量出口的原因在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兴基建，因而需要大量进口机电产品，这是中非经贸深度合作的推动器，也是
岳阳市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1.3.2. 承接东南沿海转移的低端出口制造业
同时我们可以从图 1 中发现，岳阳市出口商品以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产品为主，高新技术产品仅
占 6%。这与我国中部地区城市群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有关。随着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力
资本、土地使用权购置费用与环境成本的提高使得制造业成本增加，因此沿海加工、装配企业纷纷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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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发展之地。而中部地区较之西部地区劳动力工资更低，土地更便宜，政府给予了不少优惠积极招商，
而多种基础设施的大力建设、多种运输工具的发展也使得物流速度提升，物流费用降低。因此第二产业
开始由东南沿海向中部转移。戴华仁，徐姝(2020)计算了中部地区与东南沿海几个主要城市第一、第二与
第三产业的区位熵，分析发现中部地区城市群在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第二产业存
在明确的转移可能[1]。城陵矶综保区恰好地处华中地区，依托城陵矶港，水运发达，在承接沿海加工制
造业方面有极强的优势，正是因此岳阳市出口商品多为加工制造业产品。

Figure 1. Export commodity structure of Yueyang city in 2019
图 1. 2019 年岳阳市出口商品结构

1.3.3. 进口农产品加工借口岸优势发力
除了出口推动经济发展外，城陵矶综保区还大量进口各类商品供人民消费，粮食与肉类产品的进口
加工也是城陵矶综保区的主要功能。岳阳城陵矶进口粮食指定口岸为全国首批 58 个进口粮食指定口岸之
一，已成为长江沿线除上海以外最大的粮食进口口岸。岳阳城陵矶进口肉类指定口岸是湖南首个进口肉
类的查验港口平台。
城陵矶综保区的存在使得岳阳市甚至湖南省长江中上游流域大宗资源性农产品进口中心港和粮油储
备、加工和集散中心的地位逐步凸显，并辐射带动了湖南省粮食物流业集聚发展。粮食与肉类的大量进
口不仅仅能进口低成本的外国农产品带来具有很强的经济效益，还能为进口农产品的种类带来拓展的边
际，增强消费者福利。更重要的是，粮食与肉类的加工与物流均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能为当地甚至辐射
带动外地劳动力的就业，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盘，也是湖南实现有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的重要手段。

2. 城陵矶保税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出口对经济的贡献未达到潜在水平
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达到潜在水平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一个地区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进行出
口时，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最大值。但由于各地的区位差异与资源禀赋差异较大，难以确定一个
固定值，因此一般选取临近地区作为潜在水平的比较标准。华中地区以 15.4%的综合保税区的数量贡献
17.1%的进出口总额，因此认为华中地区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潜在贡献率为 17%左右是合理的，但由表
1 可知，净出口对岳阳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从未达到过 17%，说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远低于
同地区平均水平，还未达到潜在贡献率，综保区仍然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手段来鼓励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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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所谓的鼓励出口并不意味着要通过减少进口的方式来提高净出口的绝对数值，减少进口
来增加净出口的绝对值不仅牺牲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只能提高净出口的贡献值而不能带来生产力的
进步，这种做法无疑是饮鸩止渴，粉饰太平。

2.2. 加工出口的商品处于价值链的下游
从图 1 以及上文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城陵矶综保区出口的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占比仅有 6%，高
达 94%的出口商品为技术含量低的加工制成品，具有高劳动密集度、低资本密集度的特征。技术含量低
的商品往往意味着低附加值，而低附加值的商品代表着在贸易分工的价值链中，岳阳位于下游位置，投
入大量的劳动力、土地与环境资源但在利益分配时仅能获取 1%~2%的利润总额。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城陵矶综保区主要进行加工贸易而否认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从价值链的底
端开始进行原始的资本与经验积累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城陵矶综保区正处于承接我国由东南沿
海转移的加工型工厂的阶段，处于价值链的下游是发展应该经历的过程。

2.3. 知识产权的监督管理不到位
正如曹晓路，王崇敏(2020)的研究中提到，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系较分散，知识产权局、行政管
理局与海关等多方各自的职权管辖范围内都有着知识产权保护的职责。但由于管理机构众多，各知识产
权保护机关间有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导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存在“三不管”的真空地带和“抢着
管”灰色地带并存的尴尬局面[2]。同时，我国自贸区与综保区的知识产权制度创新是通过已经发生的案
例归纳总结经验从而复制推广，而不是自上而下地统一布局。但这种创新过于碎片化，缺乏全局性，对
综保区内新出现的知识产权纠纷不能很好地起到指导其进行解决的作用。但是在城陵矶综保区的发展过
程中，无论是对外进行加工贸易还是对内进行进口商品经销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遇到知识产权方面
被侵权或无意识侵权行为，产生的新问题要求法律予以回应。

2.4. 农产品安全质量问题突出
陵矶口岸进口包括猪、牛、羊、禽肉、骨等 20 余个肉类品种，冻肉进口量连年增长，从 2015 年的
854.3 吨增至 2018 年的 60000 吨，四年增长七十余倍，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忽视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为
提高通关效率，口岸简化了通关程序，从 2017 年 4 月 1 日起，进口肉类集装箱口岸查验比例由 100%降
低至 30%，口岸实验室抽检比例由 20%降低至 2.5%左右。检验检疫程序的简化使得不法经营者找到可乘
之机。仅在 2019 年一起被查处的牛肉走私案中，走私牛肉货主进口的过期牛肉量达到 10.56 吨。
我国农产品溯源查询系统发展起步较晚，2014 年仍处于起步阶段，当前的农产品溯源查询系统在数
据采集、数据共享与数据处理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难以满足消费者对进口农产品溯源查询的需求。

2.5. 环境保护自觉性不强
湖南是我国耕地重金属污染的高发地区，宋伟，陈百明和刘琳(2013)涉重金属化工企业的排放与不合
理的农药与肥料施用是造成湖南农业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主要原因[3]。湖南地区在 2017 年已实现耕地重金
属污染第三方治理试点区的全覆盖，但黄杰生，李继志(2020)对调研数据分析后发现，第三方治理效果并
不理想[4]。第三方治理效果不理想一方面是由于治理模式本身存在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生产者缺
乏科学生产、保护环境的意识。
城陵矶综保区内的电子配件加工厂在生产过程中会排放大量重金属废水进入城陵矶港，进入洞庭湖
污染水体并进一步污染耕地。2020 年湖南纪委对生态环境污染问题调查后进行问责并实施专项行动加以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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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质量管理体系未与国际接轨
ISO14000 是当前世界普遍接受的环境认证体系，与大多数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都需要这张
“绿色通行证”。企业在建立起完整的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评估后，会获得认证机构颁布 ISO14001 证书
以证明企业通过了 ISO14000 体系的认证。城陵矶综保区内通过了 ISO14000 标准认证的企业数量和规模
上都未达到预期规模。2019 年城陵矶综保区对欧盟、美国与的出口额达到了其总出口额的 28.1%，因此
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与我国贸易摩擦加剧，越来越倾向于采用非关税壁垒对这个企业实施制裁的大背景
下，未通过 ISO14000 标准认证是综保区加工制造企业的未来发展的巨大隐患。

3. 如何应对解决措施及经济发展
3.1. 建立完善的人才管理机制
综保区的发展离不开高水平人才，引进与储备与综保区发展专业匹配度高的人才能为综保区建设提
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人才主要可分为综保区职工与企业工作人员两大类，双方能够协同作用来降低
产品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推动综保区企业向价值链上游移动，从而更有效地发挥综保区对经济发展
的推动作用。
单独引进人才是不够的，还要留住人才，因此要提供足额的薪酬，设置合理的晋升机制来满足他们
的物质需求，同时尽可能提高他们的城市归属感与个人成就感。除此之外，综保区内工作人员工作内容
形式单一，单一的工作不利于维持工作人员的求知欲也不利于知识的更新换代，因此人力资本的可持续
增长的投资必不可少。为综保区内所有人员定期提供培训机会，规划出时间供他们进修，为学习设立专
项资金都是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的“落地”措施。
大连保税区、海口保税区等保税区的门户网站中有信息公开、数据开放与疑难与解读回应等专栏，
对吸引投资、留住人才与学术研究都有积极作用。而当前城陵矶综保区还未建立自己的门户网站，有意
向的投资企业、就业人才与贸易伙伴获取信息成本高，难度大。因此城陵矶综保区应以其他综保区的门
户网站为蓝本建立官方网页。

3.2. 完善农产品溯源体系
完善的农产品溯源系统是实现农产品高效率检验检疫，维护消费者权益，打击生产商与经销商钻法
律空子的重要手段。田硕，史舟等(2020)论证了利用 WebGIS、Node.js、数据库开发等技术，将大数据与
云计算应用于进口农产品溯源系统的实现路径[5]。通过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数据采集、信息共享、产
品溯源、防伪验证与投诉举报五大功能可以整合到一个系统内，在农产品通关速度的同时对所有农产品
进行快速查询其产地与检验检疫信息。

3.3. 推进综保区配套设施建设
想发展城陵矶综保区进口粮食加工、进口肉类加工、进口天然橡胶加工、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和电
子信息智能制造等五大产业，有效发挥综保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区、港口等四大功能，配
套的基础设施如智能物流体系、集货基地和支付结算系统都应配备完全，充实口岸的内涵，实现综保区
资金流、货物流与信息流相互配比。为充分发挥城陵矶港在内河中转和喂给港的作用，应该充分对接水
水、水公、水铁与水空四种联运型运输方式，提高转运效率，降低转运成本，实现枢纽、口岸、保税区
的“三合一”。
还可以加快单一窗口的建设。“单一窗口”意味着对相关单据“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
在 2018、2019 年，上海自贸区与武汉自贸区都对单一窗口政策进行了落地并已取得系列成果，要推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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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可复制成果在城陵矶综保区落地。

3.4. 发展国际结算型离岸金融业务
在城陵矶综保区内开展离岸金融业务能为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推动力。考量综保区的现状与未来发
展趋势，为实现风险管理与经济发展的统一，短期内城陵矶综保区应采取内外分离型的离岸金融模式，
长期向渗透分离型模式发展。

3.5. 市内政策适应发展形势
岳阳市政府已出台的文件主要就保税加工进行了奖补政策，但对城陵矶综保区当前主营的整车进口、
肉类进口和粮食进口并无具体的鼓励细则。政策的滞后性会打击城陵矶综保区某些行业发展的积极性，
甚至带来资源错配，因此岳阳市政府应学习重庆与武汉市政府，对综保区奖补措施做到常审查，常更新。

3.6. 快速启动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岳阳片区综合保税区创新体制
主要是要推动产业创新发展。依托岳阳进口肉类指定口岸平台优势，发展以肉类、冻品等为特色的
跨境电子商务产业，打造中部肉类冻品跨境电商产业基地。依托岳阳市丰富的旅游资源，结合保税展示
展销等新模式，发展“旅游 + 跨境电商”，推进创新创业基地、众创空间、创客咖啡等跨境电商孵化载
体建设。依托岳阳通江达海及区位优势，建设便捷的跨境物流通道，结合创新发展“海外仓”模式，培
育长江经济带生态物流集散基地。

4. 结语
湖南陵矶综合保税区是岳阳开放型经济的主战场和主阵地，同时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板块，发
展来势强劲，要充分利用好口岸平台功能，开拓产品品类，进一步优化平台，提高风控意识，加大招商
力度，做大做强贸易大市场，为岳阳开放型经济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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