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9月18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李妍要闻07

单位名称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地 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 邮政编码 414000

法人代表 （负责人） 谢春生 办公室联系人 万伟

2016年入园企业数 （户） 73 其中； 外资合资企业数 (户) 8

2016年工业增加值 （亿元） 120 2016年利税总额 （万元） 559028

2016年出口总额 （万美元） 4757 其中： 工业产品出口总额 （万美元） 2130

园区简介
成立于1992年4月， 2010年3月升格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总面积约253平方公里。 逐步形成了木里港工

业区、 金凤湖生态示范区、 三荷空港产业区、 现代新型城区 “四区一体” 功能布局。 已逐步形成装备制造集群、
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已经成为岳阳乃至辐射中南地区的区域性商贸物流中心。

主要指标 累计总投资 (亿元) 186 2016年期末从业人数 （人） 57496

联系电话 0730-8720988 传真电话 0730-8720988

单位名称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地 址 湖南省常德市德山中路369号 邮政编码 415001

法人代表 （负责人） 覃 宏 办公室联系人 梁 英

2016年入园企业数 （户） 120 其中； 外资合资企业数 (户) 0

2016年工业增加值 (亿元） 74.83 2016年利税总额 （万元） 170800

2016年出口总额 （万美元） 13554 其中： 工业产品出口总额 （万美元） 13554

园区简介

成立于1992年5月， 2010年6月获批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 全区现有面积155平方公里。 常德经开区形成了六
大产业集群， 即： 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集群； 医药产业集群； 林纸加工产业集群； 食品加
工产业集群； 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已经对接 “一带一路” 的国家、 地区为巴基斯坦、 印度、 沙特、 斯里兰卡、
土耳其等。

主要指标 累计总投资 (亿元) 600 2016年期末从业人数 （人） 42000

联系电话 0736-7312123 传真电话 0736-7313555

单位名称 娄底经济技术开发区

地 址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新星北路 邮政编码 417000

法人代表 （负责人） 康艳华 办公室联系人 周 薇

2016年入园企业数 （户） 489 其中； 外资合资企业数 (户) 19

2016年工业增加值 （亿元） 1099400 2016年利税总额 （万元） 141228

2016年出口总额 （万美元） 49292 其中： 工业产品出口总额 （万美元） 4663

园区简介
成立于1992年， 2012年10月升格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主导产业 “钢铁薄板” 具有全省唯一、 全国领

先的比较优势； 先进储能材料、 金属新材料、 精细电子陶瓷等发展迅速， 新材料产业已成为园区的重点产业。

主要指标 累计总投资 (亿元) 809 2016年期末从业人数 （人） 44574

联系电话 0738-8626226 传真电话 0738-8651122

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
单位名称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河西麓谷大道668号 邮政编码 410505

法人代表 （负责人） 谭 勇 办公室联系人 龙叶明

2016年入园企业数 （户） 2510 其中； 外资合资企业数 (户) 13

2016年工业增加值 （亿元） 286.8 2016年利税总额 （万元） 1814378

2016年出口总额 （万美元） 207000 其中： 工业产品出口总额 （万美元） 107000

园区简介
成立于1988年10月， 1991年3月获批为首批27个国家级高新区之一。 经过多年发展， 长沙高新区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显著成绩， 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115个国家级高新区中排名15位， 综合创新能力名列第10位， 智能制造全
省领跑。

主要指标 累计总投资 （亿元） 172.3 2016年期末从业人数 （人） 142521

联系电话 0731-88995539 传真电话 0731-88995540

单位名称 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地 址 湖南省衡阳市解放大道11号 邮政编码 423000

法人代表 （负责人） 欧 杏 办公室联系人 周奇霞

2016入园企业数 （户） 181 其中； 外资合资企业数 (户) 11

2016工业增加值 （亿元） 296 2016年利税总额 （万元） 532384

2016出口总额 （万美元） 46757 其中： 工业产品出口总额 （万美元） 15221

园区简介
2012年8月19日升格为国家高新区， 总面积137.35平方公里。 园区综合实力名列全国第90位、 全省第5位。

优势产业： 输变电设备、 汽车关键零部件、 电子信息、 新材料、 新医药。

主要指标 累计总投资 (亿元) 179 2016年期末从业人数 （人） 103215

联系电话 0734-8851661 传真电话 0734-2654886

单位名称 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地 址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株洲大道北1号高新大厦 邮政编码 412007

法人代表 （负责人） 朱振湘 办公室联系人 袁哲明

2016年入园企业数 （户） 94 其中； 外资合资企业数 (户)

2016年工业增加值 （亿元） 2016年利税总额 （万元） 660214

2016年出口总额 （万美元） 79513 其中： 工业产品出口总额 （万美元） 78185

园区简介

成立于1992年5月， 同年11月获批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辖河西示范园、 田心高科园、 董家塅高科
园、 金山科技工业园。 株洲轨道交通是国家首批十个创新型产业集群之一。 其中电力机车的市场份额全球第一，
是国内最大的轨道交通装备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 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 是中国唯一的中小微航空发动
机生产基地， 占全国90%以上的市场份额。

主要指标 累计总投资 2016年期末从业人数 （人） 145252

联系电话 0731-28665800 传真电话 0731-28665400

单位名称 湘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地 址 湖南省湘潭市高新区晓塘路9号创新大厦 邮政编码 411101

法人代表 （负责人） 颜晓媚 办公室联系人 刘灿辉

2016年入园企业数 （户） 797 其中； 外资合资企业数 (户) 5

2016年工业增加值 （亿元） 240 2016年利税总额 （万元） 318356

2016年出口总额 （万美元） 30455 其中： 工业产品出口总额 （美元）

园区简介
成立于1992年7月成立， 2009年3月获批为国家级高新区， 总面积46.8平方公里。 已形成了完整的风电装备

产业链， 拥有上下游配套企业40余家， 形成了以湘电重装、 双马电气等为代表的矿山装备产业。

主要指标 累计总投资 (亿元) 1706 2016年期末从业人数 （人） 44588

联系电话 0731-58551330 传真电话 0731-58551370

■对接自贸区提升大平台

单位名称

地 址 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灌溪镇 邮政编码

法人代表 （负责人） 杨学平 办公室联系人

上年度入园企业数 （户） 227 其中； 外资合资企业数 (户)

上年度工业增加值 （亿元） 40.1 2016年利税总额万元

上年度出口总额 （万美元） 3500 其中： 工业产品出口总额 （万美元）

园区简介

主要指标 累计总投资 (亿元）) 110 2016年期末从业人数 （人）

联系电话 0736-7529011 传真电话

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415106

张兵

0736-7529988

23710

0

298430

3500

是湘西北地区唯一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下辖桥南、 灌溪、 石板滩3个园区， 战略规划面积62.8平方
公里， 建成区面积9平方公里。 已形成智能制造、 新材料、 建筑工业化、 轻工食品、 新能源多点支撑的产业发展
格局。

单位名称 益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地 址 湖南省益阳高新区东部产业园创新创业孵化大楼 邮政编码 413000

法人代表 （负责人） 陶世群 办公室联系人 喻理科

2016年入园企业数 （户） 37 其中； 外资合资企业数 (户) 5

2016年工业增加值 (亿元） 95 2016年利税总额 （万元） 255230

2016年出口总额 （万美元） 14495 其中： 工业产品出口总额 （万美元） 12594

园区简介
2011年获批为国家级高新区。 全区分朝阳产业园和东部产业园两部分， 规划总面积67.07平方公里。 形成了

以新兴电子信息技术及服务为引导， 新材料产业为支撑， 以装备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体系； 同时依托其资源发
展优势食品加工产业， 形成具有园区特色和优势的新型工业产业体系。

主要指标 累计总投资 (亿元) 799 2016年期末从业人数 （人） 59630

联系电话 0737-6204888 传真电话

单位名称 郴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地 址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 邮政编码 415001

法人代表 （负责人） 李五一 办公室联系人 王彦雄

2016年入园企业数 （户） 222 其中； 外资合资企业数 (户) 1

2016年工业增加值 （亿元） 175.84 2016年利税总额 （万元） 27414

2016年出口总额 （万美元） 51163 其中： 工业产品出口总额 （万美元） 51163

园区简介
成立于2003年， 2015年升格为国家级高新区， 规划面积43平方公里。 聚集了世界500强企业正威集团、 世界

IT百强企业台达电子、 世界最大高纯铋和氧化铋生产企业金旺铋业等。

主要指标 累计总投资 615 2016年期末从业人数 （人） 46997

联系电话 0735-2659726 传真电话 0735-7313555

境外产业园区

� �荨荨（上接6版）

湖南省开放型经济平台名录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序号 名称 地址 基本情况 优惠政策

1
北欧湖南农
业产业园

芬 兰 科
沃拉市

由湖南北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芬兰的全
资子公司———芬兰大唐集团投资兴建 。 项目
总投资1.16亿欧元， 规划占地面积2.5平方公
里 。 园区定位于建设绿色有机农业的现代化
产业园， 以生产米粉等湖南特色食品以及北
欧优质农产品深加工为主。

为入园企业提供投资咨询、 注册登记、 财务、 法律咨
询等 “一条龙” 服务。 1.入驻园区的中资企业享有芬兰及
欧盟的农业补贴政策支持； 2.对入驻园区的中资企业， 雇
佣芬兰当地员工 ， 可享受长达两年的员工工资补贴
（30%-50%）； 对于入驻园区的中资企业， 从国内派遣的
高管及技术人员， 享受快速签证便利。

2
泰国湖南工
业园

泰 国 第
三 区 巴
真 武 里
甲 民 武
里 工 业
城

总开发面积为4平方公里， 分两期开发，
第一期开发1平方公里， 水电、 公路、 通讯等
基础设施完备， 整个园区分五大区进行规划
和布局： 纺织服装工业园区、 家电电子工业
园区、 轻工机械制造园区、 建材冶金工业园
区和生活配套设施区。

1.减免机械和原材料的进口关税， 最高可豁免8年企业
所得税， 此后5年企业所得税减半。 公共事业成本可按双
倍扣除。 基建和安装成本享受税收减免， 允许拥有土地产
权。 允许引进专家及技术人员， 允许外商自国外进行取款
和汇款。 2.减少文件及麻烦的手续， 不需要申请工业部的
执照， 可立即建设工厂。 节省时间及手续费用， 可用尽量
短的时间开始建厂及开业。

3

东帝汶 （湖
南） 农业高
新技术开发
区

东 帝 汶
马 拉 图
托省

是湖南省省级重点境外园区和湖南省 “一
带一路” 重点支持项目。 园区计划总开发面
积2000公顷， 工程静态总投资1.5亿美元。 目
前园区现有加工核心区面积106公顷， 南部生
产区面积2000公顷， 落户企业6家， 园区水电
路、 办公室、 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现已建设
完备。 有三大功能区： 综合服务核心区、 主
体农业产业区、 临港加工及休闲观光区； 培
育五大农业产业： 种植业、 养殖业、 加工业、
农业技术服务业及农业休闲旅游业等产业。

重点招商： 大米加工、 饲料加工、 肉类加工、 热带水
果加工、 鱼虾养殖、 冷冻链、 物流链等。

东帝汶政府为吸引外来投资， 出台了一系列的关税和
营业税减免的优惠政策， 在不同地区投资， 可免除一定年
限的国有土地租金， 雇佣当地劳工， 可减免一定比例的应
纳税额等。 1.东帝汶政府为产业园免除7年土地租金， 园
区管委会为入园企业提供2年免费厂房； 2.园区管委会协
助入园企业办理工商营业证照及税收等服务手续； 3.园区
管委会协助入园企业解决对东投资、 国际贸易、 生产经
营、 员工工作签证等； 4.园区管委会为入园企业有偿提供
水、 电、 安保措施等生产生活方便。

4
老挝湖南橡
胶产业园

老 挝 北
部 波 乔
省 的 帕
乌东县

拟建设成为海外天然橡胶产业园， 园区规
划种植天然橡胶总面积500平方公里 （5万公顷
75万亩）， 项目分2期实施， 第一期园区经过近
9年的开发， 已经种植了天然橡胶近1万公顷
（15万亩） 大部分可以割胶， 计划在10年内建
成一个大型天然橡胶产业园。

允许投资公司享有土地的独家开发权， 经营权和中国
公司合作权， 使其成为经济合作区。 对公司购买建筑及装
饰材料和其他建筑配件、 机械、 设备， 给予减免税。 给予
公司进口许可等， 以便公司可以开展业务， 政府将免除投
资公司全部土地租金、 税金和各种费用 （不包括利润税和
土地测量手续费）。

5
阿治曼中国
城境外园区

阿 拉 伯
联 合 酋
长 国 阿
治 曼 酋
长 国 自
由区

又名中东中国商品批发采购交易中心， 是
以百货、 五金、 家电、 家俬等商品贸易为主，
提供仓储、 物流、 创新企业孵化等综合服务。
园区于2010年10月开业， 一期占地面积28万平
方米， 经营面积12万平方米， 已入驻企业超
2000家， 从业人员超10000人， 日均客流量4万
余人， 50%为批发贸易商户， 销售经营的商品
种类超50万种， 90%为中国商品， 年零售和批
发交易额高达20亿美元。

1.免保人政策。 凡入驻园区的企业， 均可拥有100%股
权， 不受阿联酋保人政策限制； 2.免税收政策。 除5%进口
关税及2018年起征的5%增值税外， 无需另外缴纳税收 ，
保证企业利润和财务自由； 3.允许创办一人独资企业。 不
受阿联酋公司法中企业必须具有两人或以上股东的限制；
4.无外汇管制， 资金流通不受限。 外汇流通、 兑换自由，
保证了入园企业的投资安全； 5.自由雇佣外籍员工， 无硬
性规定。

6
老挝炫烨现
代生态农业
产业园

老 挝 万
象 市 、
老 挝 沙
湾 拿 吉
省 西 北
部

由湖南炫烨投资有限公司为主导， 联合老
挝农林部种植司、 中国航空技术北京有限公
司联合投资建设的一个集农产品育种加工 、
仓储物流、 交易展示、 科研培训于一体， 拥
有完整农产品产业链的新型生态农业产业园。
项目总投资约为4.7亿美元， 规划总用地面积
101.2公顷， 总建筑面积为52万㎡。 项目年货
物吞吐量240万吨 ， 储备库仓容量38.6万吨 ，
周转库房仓容量12.1万吨， 年农产品加工量近
100万吨， 冷库储存量2万吨。

目前正与老挝政府协商加大相关入园企业的政策优惠
力度， 从建设期相关优惠政策 （土地、 金融、 税收等） 至
建成后企业从加工、 出口、 本地销售中各个环节的增值
税、 消费税、 利润税、 个人所得税等税收都将提高优惠比
例。

重点招商： 农副产品加工和交易、 农机交易、 科研培
训、 仓储物流、 商务配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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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南 （ 东
盟） 湖南商
贸物流集中
区

越 南 谅
山省

2011年， 在湖南省政府和谅山省人民委员
会的支持下， 由湖南东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牵头建设开发的面向东盟地区的国际化商贸
物流示范园区。

园区总体规划面积1.26平方公里， 分两期
进行， 一期分为商贸区、 物流货场区、 仓库
区、 加工区， 建有商铺350余间， 标准化仓库2
万平方， 物流货场4万平方， 日进出口货物240
余车， 近10万吨。 除商户外还有9家大型入园
企业 ， 主要从事有色金属加工 ， 木材加工 ，
油漆， 汽车配件等。 二期将以建设保税仓为
基础， 升级园区的各项配套服务设施。

（一） 优惠政策： 除可以享受越南现行的困难地区所
有优惠政策外， 还可以享受以下特殊政策。 1.税收优惠。
投资商可享受15年期的10%的企业所得税率， 个人所得税
减半征收； 从投产日起进口原料物资5年内免收进口税；
2.土地租金优惠。 对于在鼓励投资领域内的投资项目， 15
年内免征土地租金税， 园区内投资者的租用土地的价格在
谅山省公布价格的基础上优惠11%-30%； 3.财政和信用优
惠。 在园区内投资， 当地政府将视投资情况给予一定额度
的信用贷款。

（二） 重点招商： 农业机械、 汽车配件、 机电、 建
材、 五金交电、 日用百货、 皮革、 服装、 现代物流等相关
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