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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門市是珠江西

 岸的中心城市之一，

 總面積9541平方公

 里，總人口420萬，

 下轄蓬江、江海、新

 會三區和臺山、開

 平、鶴山、恩平四

 市。工業總產值3000

 多億元。

江門概況江門概況



江門市擁有15個國家級產業基地



 

中國水龍頭生產基地



 

中國五金衛浴產業基地



 

中國紡織產業基地市



 

國家火炬計畫江門紡織化

 纖產業基地



 

中國麥克風生產基地



 

中國摩托車產業示範基地



 

中國摩托車進出口基地



 

中國汽車零部件江門產業

 基地



 

中國不銹鋼製品生產基地



 

國家級電子信息產業基地



 

中國納米碳酸鈣產業基地



 

中國印刷產業基地



 

中國電能源基地



 

國家火炬計畫江門新材料

 產業基地



 

中國船舶拆解基地

近日，江門市高新技術開發區獲得國務院正式
 批復，升級為國家級高新區。



江門是“中國第一僑鄉”



 
江門旅居海外的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400

 萬，占全國海外華僑的十分之一。



 
著名影視明星劉德華、梁朝偉、譚詠麟、甄

 子丹、曾志偉等祖籍均在江門。



江門市文化積澱深厚



 
江門歷史文化悠久，擁有廣東省首個世界文化

 遺產、中國首個華僑文化世界遺產--開平碉樓
 與村落。



 
江門五邑名人輩出，孕育了明末著名理學家、

 教育家陳白沙，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國學大
 師梁啟超和中國致公黨創始人、著名僑領司徒
 美堂等著名人物，還湧現了32名江門五邑籍

 “兩院”院士。



江門是宜居城市

江門全市主要河流水質至今仍保持Ⅱ至Ⅲ類
 標準，大氣環境品質維持國家2級標準水準，被世
 界銀行譽為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的範例，在珠

 三角也有“綠洲”的美譽。先後獲得中國優秀旅遊
 城市、國家園林城市、國家衛生城市、國家環保
 模範城和廣東省文明城市等榮譽稱號，並榮獲中
 國人居環境獎。



江門行政服務效率高


 

2006年，在世界銀行公佈的對中國120

 個城市投資環境評價中，江門與北京、廣

 州、上海、深圳等13個城市被評為中國投

 資環境

 
“銀牌城市”。


 

江門市是中國首個在行政機關全面導入

 ISO質量管制體系的地市。

設立行政服務總匯，實行“一站式”服務。


 

江門海關實行“屬地申報、口岸驗放”和

 “無假日通關”，進出口報送單當天放行率

 在全省海關排名第二。

在《2007廣東省市、縣兩級政府整體
 績效評價指數研究紅皮書》中，江門在
 全省21個地級以上市的政府整體績效排
 名居第六位。



江門與香港有著深厚的經貿合作基礎

截止2010年11月23日，我市累計批准成立

 港資企业5619家，占全市總量的71.49%；合同

 外資金額106.49億美元，占全市總量的

 59.91%；實際利用外資金額77.53億美元，占全

 市總量的60.63%。主要投資在製造業。

规模较大的港資企業包括鶴山雅圖仕印刷

 有限公司，投資總額2.7億美元；李錦記(新會)

 食品有限公司，1.6億美元；江門市崖門新財富

 環保工業有限公司，1.5億美元；中煙摩迪(江

 門)紙業有限公司

 
，1億美元；信義環保特種玻

 璃（江門）有限公司，9880萬美元。



江門產業轉移工業園是珠三角核心區物流
 

成本最低的省示範性產業轉移工業園。

11月30日，全省產業轉移工業園招商推介會在我市舉行。



園區基本情況

江門產業轉移工

 業園採取“一區兩

 園”的模式規劃、

 建設，分為開平園

 區和恩平園區，納

 入江門市的集中統

 一管理。

園區規劃總面積

 1008.9公頃，其中

 開平園區593.93

 
公

 頃 ， 恩 平 園 區

 414.97公頃。



園區發展定位

纺织化纤产

 
业区

电子信息产

 
业区

综合产业启

 
动区

五金机械产

 
业区

開平園區

恩平園區

江門產業轉移工業

 園著力發展以電子信

 息、五金機械製造、紡

 織服裝（不含漂染等污

 染環節）為主導產業的

 產業集群，逐步發展相

 關產業鏈和物流業，努

 力建設成為我省承接國

 際、國內和珠三角先進

 地區產業轉移的主要園

 區之一，成為產業鏈配

 套完善、生產性服務業

 配套齊全、產業聚集發

 展的生態型、效益型、

 示範性的產業轉移工業

 園，成為拉動江門經濟

 發展的新增長極。



園區項目引進情園區項目引進情況況

目前，園區已引進項目107個，絕大
 部分屬於五金機械、電子信息、紡織服
 裝等三大主導產業，項目投資總額超160
 億元，其中已建及在建項目25個，投資
 總額超億元的大項目有13個，超10億元
 的特大項目有3個，項目全部量產後預計
 園區年工業總產值可達380億元。此外，
 園區已建有“園中園”--“廣東省中小
 企業創業基地”，建設標準廠房及配套
 生活區以優惠價格出租給中小企業創業
 發展。



四大優勢四大優勢————區位優勢區位優勢

江門市位於珠三角城市一小時經濟圈內，擁有我省地級

 市里程最長的高速公路網，市內有佛開、開陽、江鶴、中

 江、江珠、西部沿海及新台高速公路共350多公里，江肇、

 江羅、中開等高速等正在建設當中。此外G325國道、S273省

 道橫貫市域，西江主航道縱貫全境。隨著珠三角城際輕軌、

 廣珠鐵路以及港珠澳大橋的陸續建成開通，江門與周邊城市

 的交通將更加便捷，同時進入港澳一個半小時經濟圈內。



開陽高速及G325 
國道分別貫穿江門產業

 轉移工業園，實現“一
 下高速就進園區”，完

 全融入珠三角一小時經

 濟圈。

江門產業轉移工業園

 是按市場規律承接珠三

 角核心城市梯度和就近

 產業轉移的最有利園區。

四大優勢——區位優勢



四大優勢——產業優勢

園區所在地“開平市”擁有全國最大的水

 暖衛浴產業集群，2002年被中國五金製品協會

 命名為“中國水龍頭生產基地”。至2009年

 底，開平市水暖衛浴生產銷售企業已發展到500

 多家，水暖衛浴產品占國內市場40%，出口到全

 世界60個國家和地區。園區周邊建有水暖衛浴

 研發及檢驗檢測產業公共服務中心，形成了擁

 有包括培訓中心、產品研發中心、產品檢測中

 心、電子商務網平臺、產品展示廳、智慧財產

 權應用和保護中心等六大功能、集實踐操作與

 提供服務於一體的多功能平臺。目前園區已引

 進中捷廚衛、奇迪科壓鑄衛浴、凱棟衛浴、美

 逸衛浴等多家五金衛浴企業。



四大優勢——產業優勢

紡織服裝業是江門市的主要支柱產業，
 是廣東省內最大的紡織化纖產業基地。2009 

年，江門市規模以上紡織服裝企業完成工業
 總產值437億元。江門的紡織服裝產業已形成
 了從原料到服裝，較為完整的產業鏈體系。
 園區所在地開平市是中國紡織產業基地市，
 建有廣東省紡織服裝（開平基地）技術創新
 中心等產業公共服務平臺。園區已引進聯新
 （開平）高性能纖維、恒威服飾、愛穎紡織、

 裕進紡織等多家紡織服裝企業。



四大優勢——產業優勢

園區所在地“恩平市”擁有全國最大的麥
 克風產業集群，2004年被中國電子音響工業
 協會命名為中國麥克風行業產業基地。到
 2009年底，麥克風生產企業已發展到300多
 家，其中年產值超1000萬元的有30多戶；麥
 克風產量占全國的7成，市場佔有率達75%；
 出口總值近3000萬美元，居全國之首。目前
 園區已引進海天電子、恩寶電子、鼎力音響
 設備、三峰音響科技等多家麥克風及電聲器
 材生產企業。



四大優勢——政策優勢


 

實行“零收費”優惠:除國家規定統一徵收的稅

 費外，不再對入園企業徵收地方性行政事業收費。

 包括城市基礎設施配套費、綠化補償費等在內的六

 十多項費用全部免除。


 

提供建廠優惠:在指定期限前竣工驗收的鋼筋混

 凝土或鋼結構廠房及倉庫，可獲每平方米50至200

 元不等的獎勵。


 

給予專案專項資金扶持獎勵:自投產或營業之日

 計算，其增值稅、營業稅和企業所得稅地方留成部

 分，按30%至50%的比例給予科技進步專項扶持獎勵。


 

實行重大專案特事特辦:對特別優質的專案，按

 照“一事一議，特事特辦”的原則，給予進一步的

 優惠待遇。


 

享受優惠電價:產業轉移工業園落戶的專案，可

 享受比珠三角地區低0.1 元／千瓦時左右的電價優

 惠。



四大優勢——要素優勢（土地）

江門是全省生
 產要素供給制約條件

 最小的城市之一。園
 區地勢平坦、人口密
 度小、而且土地使用
 權屬清晰，大多數為
 國有土地，不用征

 地，開發成本低，目
 前已開發徵用3000 

多畝的土地，同時園
 區周邊還儲備有數十
 平方公里的用地，未
 來發展前景廣闊。



四大優勢——要素優勢（能源）

台山电厂
江門市是中國電能

 源產業基地，是廣東省最

 重要的電能源輸出地，是

 我國第一個“點對多點”直
 購電試點地區，電力總裝

 機容量至“十二五”可達

 1900萬千瓦。臺山電廠、

 臺山核電、新會崖門電廠、

 雙水熱電聯產工程、川島

 風電等重大能源項目，使

 江門成為廣東省新一輪發

 展熱潮中用電最充足的地

 區之一，供電可靠率達到

 100%，為園區和大型企

 業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電

 能保證。



四大優勢——要素優勢（人才）

江門市是廣東省的老工業基地，藍領人才儲

 備、培訓體系健全，可為企業發展壯大提供充足

 的高中低三個層次的人力資源支撐。五邑大學、

 江門職業技術學院和江門市技師學院3所學院，

 是向企業輸送工程師、會計師、高級管理人才和

 高技能人才的搖籃；江門市還擁有41所中等職業

 技術學校，其中國家級重點12所，每年可向企業

 輸送近3萬名技術工人；再者，已實施的“千企扶

 千村”就業工程，通過對現有16萬農村富餘勞動

 力的針對性培訓，每年可向企業輸送3至4萬名一

 線產業工人。豐富的資源、充足的人才，為園區

 快速做大做強提供了強力支撐。



發展思路及前景展望

力爭在較短的時間內建設成為我省承接國際

 、國內和珠三角先進地區產業轉移的主要園區之

 一，成為產業鏈配套完善、生產性服務業配套齊

 全、環境優美、設施完善、服務高效、機制靈活

 的省示範性產業轉移工業園，成為拉動江門經濟

 發展的新增長極。主要分為以下三方面：

一、開發建設方面。按照“工業新城、城市新
 區”的設計理念，堅持“產業園區化、園區城

 市化、城市社區化、社區現代化”的特色園區
 發展思路，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江門產

 業轉移工業園，打造集研發、生產、居住、
 商貿於一體的生態型綜合產業開發區。



發展思路及前景展望

二、招商引資方面。根據園區產業發展規

 劃，按照“突出主導產業、完善產業配套、形成

 產業特色、實現產業集聚”目標，面向掌握園區

 主導產業核心技術和產品的龍頭企業以及屬於園

 區產業鏈缺失環節的行業重點企業，有針對性地

 開展專題招商，著力引進一批投資規模大、科技

 含量高、帶動能力強的大專案，逐步提升園區發

 展層次和輻射帶動能力，形成優勢互補。互利共

 贏的產業協作體系。

三、行政服務方面。將進一步落實好行之有

 效的各項規章制度，牢固樹立“投資者至上”的服

 務理念，不斷創新管理機制，為投資者提供“零
 距離”、高效率、低成本、一站式的政務服務，

 打造投資者最滿意園區。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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