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乾桥南
工业区

一个生态系统
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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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概览

海防是越南北部沿海地区最大的港口城市、工业、海

港中心，同时也是经济、文化、医疗、教育、科学、商

业和技术中心。

海防是越南五个中央直辖市之一，国家一线城市，

地方区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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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DP:
地区生产总值 6/63 全国

21.37 万亿越南盾

GRDP
增长率:

12.38 %
全国63个省市名列第一

面积: 1,507.6 km2

人口: 207.2 万人

全国63个省市名列第七

PAR: 90,51 %
全国63个省市名列第2

PCI:
省级竞争力指数

全国63个省市名列第七

工业区、经济开发区投资吸引投资额

外商投资: 789 投资项目

+ 226 亿 USD
投资总金额 ( 截止2021年第2季度)

国内投资: 200 投资项目

+ 1500 亿 VND
投资总金额 ( 截止2021年第4季度) 2



海防 -理想的投资目的
地

便利的地理位置：最大的海港，北部重点

经济区的重要贸易门户

同步和现代的基础设施系统，齐全地汇聚

05种重要交通类型

丰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120 万人，

75% 受过培训）随时准备迎接现代和高科

技时代

文化、旅游、娱乐优势（吉婆、涂山、架

河高尔夫球场、武安、Hon Dau国际旅游

区、龙山旅游区等高档娱乐旅游区……）

作为重点投资、吸引工业生产和技术开发

的地点，吸引LG、Bridgestone, Pegatron,

USI等世界领先制造企业

公路

第5、10、37号国道
海防-下龙高速公路
河内-海防高速公路

铁路
海防站

河内-海防铁路线

航空路

吉碑国际机场
现代机场标准4E级

海路

~40个可接收10万载重吨船舶的传统商

业港口 接收了约 900,000 TEU/年

内河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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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桥南概览

乾桥南工业园位于海防市下辖行政中心、工商业和新城区中

心的水源县。

乾桥南工业区横跨 水源县的04个乡为乾拜乡、千乡乡、林洞

乡及黄洞乡。

各地区连接点:

10号国道:  0 Km

海防-河内高速公路:  15 Km

海防-太平-南定高速公路: 25 Km

吉碑国际机场: 20 Km

内排国际机场: 125 Km

云屯国际机场: 105 Km

海防港: 17 Km

盖麟4万吨级深水港 - 55 Km

沥县深水港: 35 Km 4

距离



主要信息

投资项目总数: 70项
总面积: 263 公顷

第1阶段: 103 公顷
覆盖度 100%

第2阶段: 160 公顷
基础设施开展中及投资吸引中

租赁期限: 50 年 (2008 – 2058)

工业土地:
公共土地:
交通土地:
港口土地:
墓园土地:
绿化土地 - 公园 & 水面:

基础设施土地:

166.86 公顷
3.12公顷
39.15公顷
5.94公顷
5.56公顷
38.85公顷

4公顷

总面积 : 263.47公顷

1%
1%
2%
2%

58%

2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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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阶段 第2阶段

行政楼

侧门

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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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桥南工业区投资吸引力概览

招商速度领先，划拨土地覆盖率高的工
业区。

投资项目总数: 70项

FDI: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
意大利、荷兰等等

乾桥南工业区投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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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桥南工业区的投资优先产业

制造
工业

辅助
工业

高科技
绿色环保、
低污染
工业

年



标准并同步的基础设施

交通

标准的内部交通系统

宽度: 40m – 30m – 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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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并同步的基础设施

供水-电系统

供电
电压: 110KV-22KV
功率: 189 MVA (有增强储备)

供水: 
水源由水山水厂供应
效率: 25,000 m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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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并同步的基础设施

集中污水处理系统
效率: 2.000 m3/天 (有扩容储备能力)

标准的微生物处理技术

线上自动观测系统

第一座按照日本花园模式设计

的污水处理站

电信 & 网络

为每个客户提供特定技术的电信集
成服务
数据传输&互联网 - 云端 - Voice IP -
增值服务& IT技术 - M&E系统
预备至少 02家主要运营商

住所位于工业区内，有常驻销售和
技术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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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并同步的基础设施

消防

消防车及专用车系统

消火栓系统为各个道路提供消

防水

训练有素的消防队伍

内部港口
规划有长达1km的海港码头，

用于普通货物和石油转运

可接收重达5000吨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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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支持

工业区内为各项目运作备配的技术支持
和后勤支持

为工业区各企业、职员、工人，同时还
为周边居民提供完善的服务和公共设施

最优化的服务&公共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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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
工业区的保安队伍组织严密，训
练有素
与当地警方协调管理工作

确保工业园区公共基础设施的全
天候安全
环境监测、消防、救援

废物处理

工业区内设有废物处理回收工
厂

先进的技术和处理系统

为投资者最大限度减少收集时
间和处理成本

标准并同步的基础设施 12



乾桥南

服务和公共设施

生态系统

为工业区各企业、职员、工人，
同时还为周边居民提供完善的服
务和公共设施

NCK - DISTRIBUTION CENTER

南乾桥建材供应系统

NCK - 环保传播创意中心

负责媒体活动、链接实验培训、南乾桥
图书馆等等

NCK –生活服务便捷设施

ATM 银行服务、自动售货机、
餐饮服务
（食堂、咖啡厅、餐厅……）

NCK - ECO FARM

高科技农产品供应

NCK -娱乐与服务公共设施

NCK - SERVICE PLATFORM

该系统将信誉良好的产品和服务供应
商以特定政策与南乾桥的投资者连接
起来：银行(Vietinbank、Vietcombank
等等)、保险 (保越)、物流 (STT 物流)
、医疗检查和治疗 (Vinmec)、酒店
(SeaStar、 Vinpearl),餐厅 (家园、海登)
等等

Kyosei Garden Coffee、
Bakery 、 日 式 花 园
Kyosei – no - niwa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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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生态工业区模型

乾桥南生态工业区 – 为企业带来可持续的投资环境并增加收益，为社会带
来绿色友好的环境：

• 各企业具有共生的关系，在管理环境、自然资源方面的问题密切合作—
—以降低物流成本、生产成本等。

• 公园绿化、水面、交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面积占工业区总面积的
31%——为劳动者提供清新的绿色环境，与周边居民和谐相处。

• 独特的生态园：植物园、幸福园、纪念品园、遗产园、日式园—
—获得越南记录组织认可

• 环保工程系统同步、现代化地投资，具有绿色环保管理运行流程

• 在自由贸易和生产链转移的背景下，为制造企业满足出口市场严
格标准和法规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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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企业集体

南乾桥ECO俱乐部 – 凝聚投资商的力量，共同发展，携手保护工
业区环境和共同工作环境

• 汇聚工业区投资商的企业领导参与

• 共生、共享、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文化

• 携手为社会、环境的项目做出贡献

• 代表向国家管理机构提出意见和建议，以支持企业在经营

和生产获得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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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激励

企业所得税优惠
（一般行业）

标准税率 = 20%

特殊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

-高新技术产业/辅助产业（根据法律规定）
。
-最低投资额为6万亿越南盾的项目:

+ 自投资许可证签发之日起 03 年内进行拨
款。

+ 最低总营收为 10万亿越南盾/年或最迟在
获得营收的 03 年内固定雇用超过 3000 名员
工

出口加工企业享受税收优惠

免税 减

50%
税率 20%

04
年

09
年

15 年

税率 10%

进口固定资产、进口生产原物料或成品出口国外免征进出口税
。

出口加工企业不征收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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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程序

南乾桥将在整个项目的一系列程序中陪伴

和支持投资商。

第7步

原则合同签订

投资登记证
登记手续

商业登记证
登记手续

租赁地块移交

土地租赁合同
签订

工厂建设开展

申请环评、消防
、施工许可证

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及其
他土地上附着的资产所
有权证的颁发程序

项目启动 项目投资 项目运营

资讯支援

法律支援

环境咨询

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咨

询

进行投资登记和营业登记

协助办理施工许可证、消
防、环评或环保承诺等申
请手续。

协助推荐信誉良好的服务
提供商

招聘和培训

法律服务

提供信息以促进业务

定期组织活动和研讨会

会计咨询

办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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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步

第3步

第2步

第1步



投资成本

基础设施租赁费
可根据租赁土地的位置和面积进行商议（未包含向国家缴纳的土地税
和年度土地租金）

服务费 15,000 VND/m2/年

净水链接费
80,000,000 VND/ 连接点

污水排放下水道连
接点 80,000,000 VND/ 连接点

污水排放下水道连
接点 80,000,000 VND/ 连接点

电连接费
< 560 kVA: ~ 3150 USD/ 连接点;
自> 560kVA 至 < 5MVA: ~ 6.3 USA/kVA
>5 MVA: 商量

净水费
19,000 VND/m3 （投资商按照每月的水表指数付费）

电费

废物处理费 根据工业区内服务提供商按废物种类规定的价目表

污水收集处理
费

固定污水处理费（污水水质符合工业区标准）：17,500 VND/m3（流
量确定平均为进水量的80%。

如果污水的质量不符合工业园区的投入标准，投资商必须支付由此产
生的费用。

平段时段: 1,526 VND/kWh (周二至周六: 4h - 9h30’、11h30’ - 17h 和 20h -
22h / 周日: 4h - 22h)
低谷时段: 989 VND/kWh (一周中的所有日子，自22h至4h)
高峰时段: 2,817 VND/kWh (周二至周六: 9h30’ - 11h30’、17h - 2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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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 60%
建设比例

最少 20%
绿化土地

厂房: 02 层，最多05层, 办公楼: 05 层
建筑层数

无限制
工业区内的建筑高度

参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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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信息

• 海防: 120万劳动者 - 75% 已接受过培训

• 广宁: 80万劳动者 – 85% 已接受过培训

• 海阳: 35万劳动者 - 75% 已接受过培训

• 太平: 16万劳动者

(2020年统计)

人力资源

• 地区最低基本工资 - 第1区域: 
4,420,000 VND/月

• 工人的参考工资: 
6,000,000 – 12,000,000 VND/月

• 管理级别的参考工资: 
12,000,000 – 30,000,000 VND/月

(因企业而异)

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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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数 单位 最大浓度值

1 温度 oC 45

2 pH - 5 至 9

3 气味 - -

4 色度 (Co-Pt 在 pH = 7) - -

5 BOD5 (200C) mg/l 100

6 COD mg/l 300

7 浮动固体 mg/l 200

8 Asen mg/l 0.1

9 水银 mg/l 0.01

10 铅 mg/l 0.5

11 Cadimi mg/l 0.1

12 Crom (VI) mg/l 0.1

13 Crom (III) mg/l 1

14 铜 mg/l 2

15 锌 mg/l 3

16 Niken mg/l 0.5

17 Mangan mg/l 1

18 铁 mg/l 5

19 锡 mg/l -

序号 参数 单位 最大浓度值

20 Xianua mg/l 0.1

21 Phenol mg/l 0.5

22 矿油 mg/l 30

23 动物油脂 mg/l 50

24 残留氯 mg/l -

25 PCB mg/l 0.01

26 有机磷植保化学品 mg/l 1

27 有机氯植保化学品 mg/l 0.1

28 Sunfua mg/l 0.5

29 Florua mg/l 10

30 Clorua mg/l 600

31 Amoni（以氮计） mg/l 10

32 氮总量 mg/l 30

33 磷总量 mg/l 6

34 Coliform MPN/100ml -

35 对费氏弧菌的毒性 (30min) TU mg/l -

36 α放射性活度 Bq/l 0.1

37 β放射性活度 Bq/l 1

排进乾桥南工业区收集系统的废水指标参数规定表

22



从海防港到一些国家的运费：

供参考的LOGISTICS费用

❑海关费：35 USD/cont

❑南乾桥工业区到海防港的集装箱运输
费：85 USD/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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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的服务

海防当地的

怎么去？
• 四川航空: 直飞广州

• 越捷航空:直飞曼谷、首尔、仁川

• 星捷太平洋航空: 直飞岘港、胡志明

• 越捷航空: 岘港、胡志明、芽庄、富国、大

叻、波来古等等

• 越南航空: 岘港、胡志明、芽庄、富国、大

叻、邦美蜀、芹苴等等

• 黎真Aeon Mall 
• 海防Vincom Imperia
• Seastar Hotel、Vinpearl Hotel
• 家园 Restaurant、海登 Plaza
• Jin Ju Garden、Koguryo餐厅、Arirang餐厅 (韩

国饮食)
• Texas Plus餐厅、Fleur D‘or (西餐厅)

• 架河高尔夫度假区
• 涂山海滩高尔夫度假区
• 武安银珠高尔夫度假区
• 下龙湾高尔夫俱乐部及FLC度假村
• 涂山沙滩 (度假村& 赌场)
• 鸿候旅游区、龙山旅游区

航班

在哪里用餐和休息？

有哪些娱乐场所？

住宿&餐饮

娱乐 24



合作伙伴
& 客户

南乾桥工业区的成功来自于值

得信赖的客户和合作伙伴的生态系
统——为了每个企业的长期和可
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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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商信息

SHINEC股份公司

公司名称

2011

成立年份

越南工业区和工业群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经营

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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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桥南工业区，一个低碳环保的投资项目

02253.645.365
info@namcaukien.com.vn

Mr. Minh –副总经理
0964.103.666
anhminh.nguyen@namcaukien.com.vn

Ms. Hien –销售部部长
0866.421.990
thuhien.nguyen@namcaukien.com.vn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