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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地处中国西南沿海，北部湾之中心，毗邻粤港澳，

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是广西沿海城市群的交通枢纽，

地处东盟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和华南经济圈的结合点，是我

国西南地区走向东盟国家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



Ø 陆地面积1.08万平方公里

Ø 海域面积1877.33平方公里

Ø 海岸线563公里

Ø 全市总人口420万

u “两县两区”：灵山县、浦北县，钦南区、钦北区

u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u 三娘湾旅游管理区

u 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u 北部湾华侨投资区

u 钦州滨海新城

u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含中马钦州产业园区、

钦州保税港区、钦州港经开区等国家级平台）



u 海铁联运重要节点、国家重点铁路集装箱办理中心

u 动车半小时直达首府南宁

u 未来2.5小时高铁可达广州、深圳

u 双机场（南宁机场、北海机场），车程约80分钟

u 20分钟可达新规划的北部湾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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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列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门户港

2020年跻身全国沿海港口前10名、世界前50名行列

2021年国家明确将北部湾港列为国际枢纽海港

1.国际门户港

中国—东盟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

国际集装箱干线港

中国—东盟46个港口互联互通基地 



港口增速领跑全国

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

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2020

2021 增长 
2020

2021 增长 

ü 进入全球集装箱港口百强榜单、排名第 位
ü 引领北部湾港货物吞吐量跃升至全国沿海主要港口第 位



钦州港已开通国内国际航线64条，覆盖东盟国家主要港口

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港口通航

建成30万吨级油码头及航道

全国唯一的海铁联运自动化码头

可靠泊全球最大的20万吨级集装箱船舶

全国唯一港口吞吐量及集装箱量呈两位数增长的港口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

州港片区，是广西自贸区中面积

最大、唯一临海的片区，核心面

积58.19平方公里。



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门户港

向海经济产业集聚区

中国-东盟合作示范区



核心区58.19平方公里

功能区260平方公里

钦州保税港区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

绿色化工国际贸易港航物流

现代
服务业

大数据及
新经济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国家

“十四五”规划六大工

程的第二个，钦州是西

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

唯一节点。



在2021年出台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中，明确将北部湾港

与上海港、深圳港、广州港等10个港口一并列为国际枢纽海港。



林木加工业

粮油食品

新能源材料

电子信息

装备制造

绿色石化 打造临港产业六大集群



石化产业实现了从中石油“一枝独秀”到

全国独有的“油、煤、气、盐”四头并进的多元化石化产业

体系转变。



引进上海华谊化工集团、浙江恒逸集团、浙江桐昆集团、江苏澄星集团、

法国苏伊士、美国普莱克斯、荷兰孚宝等世界500强、全国500强化工及

配套服务企业，总投资超2000亿元，具备打造万亿级绿色化工新材料产

业集群的基础。



海洋装备制造业从零起步，实现突破发展，

中船大型修造船基地填补了大型修造船产业空白。



中船集团与华能集团、胜宝旺等合作，

将投资超300亿元实施大型海上风电产

业基地、海上风电装备基地、海洋工程

装备项目。

华能集团和西门子将在钦州建设广西北

部湾海上风电产业大基地化开发项目，

有望打造千亿元海上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电子信息、造纸、能源、新能源材料、木材加工及高端家具

家居等产业龙头进一步完善，产业快速集聚发展。

总投资百亿元的泰嘉超薄玻璃基板深加工项目、港创智睿智能终端产业园项目

正加快建设，将形成全产业链一条龙的电子信息产业生产服务体系。



电子信息、造纸、能源、新能源材料、木材加工及高端家具

家居等产业龙头进一步完善，产业快速集聚发展。

印尼金光集团继续增资扩产，投资114亿

元实施二期180万吨白卡纸扩建工程，造

纸产能将达到300万吨。

国投集团在已建成一二期的基础上，计划

投资102亿元建设三期热电联供项目。



电子信息、造纸、能源、新能源材料、木材加工及高端家具

家居等产业龙头进一步完善，产业快速集聚发展。

总投资330亿元中伟锂电池前驱体材料基

地落户，有望带动形成千亿元新能源材料

产业集群。



电子信息、造纸、能源、新能源材料、木材加工及高端家具

家居等产业龙头进一步完善，产业快速集聚发展。

林木加工方面，新引进了香港丰林、广西森工集团、广西林业等龙头企业，形成

“1个进口木材国际交易中心”“1个进口木材加工产业园”、“4大绿色高端家

居加工集聚区”的“1+1+4”木业发展新格局。



钦州集“江海湖山岛”风光
为一体。
这里曾是古时的“天之涯、
海之角”，如今已成为开放
开发、宜商宜居的热土。



岭南古城



英雄故里
刘
永
福

冯
子
材

（1837-1917）

（1818-1903）

      刘永福和冯子材是中国近代

史上抗击外来侵略中唯一打胜仗

的民族英雄。他们的故居就在钦

州，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



海豚之乡坭兴陶都 世界长寿之乡

坭兴陶

中国四大名陶之一

1300年历史



鼓励类企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企业所得税率为9%，5年内按企业当年对地

方经济贡献的70%予以奖励。

平台经济类：

5年内按企业当年对地方经济贡献的80%给

予奖励。

贸易类企业：

5年内，当年形成地方经济贡献50万元（含）

以上的，按其当年对地方经济贡献的60%

给予奖励。

跨境电商交易平台：

最高给予一次性奖励500 万元。



对列入自治区“双百双新”产业项目计划的重大优质项目新增贷款在2年建设期
内给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全额贴息支持。

工业
振兴

贷款
贴息

固定
资产

设备
购置

智能
工厂

规上
企业

专精
特新

对列入自治区“双百双新”产业项目计划的重大优质项目，自治区本级财政给
予最高不超过 10%的固定资产投资补助。

对自治区“千企技改”在建项目，给予最高不超过10%的设备投资补助；
对年度购置10台及以上工业机器人的企业，按购置金额的20%给予一次性补助。

入库
高新

对自治区认定的智能工厂，给予企业100万元一次性资金奖励；
对自治区认定的数字化车间，给予企业5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奖励。

规上企业营业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500亿元、100亿元、50亿元、30亿元的；
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00万元、5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30万元。

对新入库企业一次性给予10万元奖励；
对新入库的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再额外奖励10万元。

对国家、自治区认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给予不超过100万元、50万元奖励；
对国家、自治区认定的单项冠军企业分别给予不超过100万元、50万元奖励。



中国人民银行批复同意广西开展中马产业园区
金融创新试点，享受全国唯一的投融资便利化
和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金融创新政策。



u企业开办快速。

在全区首创“12合一”智能审批系统，承诺制全覆盖审批，半日开
办企业，广西首批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

u项目审批加速。

实行“告知承诺制审批”，项目审批“先建后验”，拿地即可开工。

u海铁联运便利。

口岸贸易通关“两步申报”，5分钟完结。创新海铁联运“一单制、
一口价、一箱到底”服务，实现铁路集装箱“原箱出口、一箱到底、
海外还箱”、集装箱提货“船边直提、抵港直装”。



工业用地9.6万元/亩起拍

自贸区工业用地20万元/亩（净地）

商住用地80-100万元/亩（净地）

土地

价格

全市劳动力230万人

在校本科及职校学生约6万人

每年毕业生2万多人

最低工资标准1810元/月

人力

资源

医疗

教育

优越的医疗条件：拥有四家三甲医院

完备的教育体系：本科院校北部湾大学，

英华学院、钦州职业技术学校、交通职业

技术学校

水电

气网

工业用水价格：2.67元/立方米

工业用电价格：10千伏工业两部制用电电价

                         0.62元/千瓦时

天然气价格：工业类用户3.86元/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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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轮驱动”发展
战略

“建大港、壮产业、造滨城、美乡村”



临港绿色大工业

临港现代物流业

现代服务业

“1421千百亿”产业格局

加快实现“国际门户港、自贸试验区、绿色石化业、江海宜居城、小康幸福人”美好愿景

u绿色石化1个产值超千亿元
u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粮油加工、林木加工4个产值超三百亿元
u纸业、新能源材料2个产值超两百亿元
u新能源1个产值超一百亿元



十大制造业

装备制造
绿色石化

食品加工
电子信息

新型建材
新能源

纸业
新能源材料

药业
木业



围绕中石油一体化项目、华谊项目下

游产业链及相关配套产业，引进精细化

工及高端新材料等项目，构建“1+6”

石化产业园区体系，辐射带动下游纺织

服装、包装涂料、建材等传统产业及高

端装备、电子、制药等新兴产业发展，

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绿色高端化工新

材料产业链，打造世界级石化基地。



装备制造产业

Ø 重点抓新能源汽车及零配件、
海工装备、风 电 装 备 、 石 化
装备、特高压 输 电 装 备 等 项
目引进；

Ø 加快建成面向 东 盟 的 新 能 源
汽车和海工装备制造基地。



装备制造产业

Ø 打造产值超千亿元的5G智能
终端产业园

Ø 重点布局在钦 州 港 片 区 和 钦
州高新区





北部湾千万标箱集装箱干线港   区域性国际物流枢纽

物流信息平台

现代智慧物流园区

公路港物流

冷链物流

石化物流

港航物流



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平台经济

重点发展国际贸易、金融服务、大数据、电子商务、康养旅游、文化创意

国际贸易 金融服务 大数据

电子商务 康养旅游 文化创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