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远县招商和企业服务中心 宣平远县招商和企业服务中心 宣平远县招商和企业服务中心 宣

平远县投资指南
PINGYUAN COUNTY INVESTMENT GUIDE



目录目录目录 Contents

平远县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地处粤闽赣三省交界处，是广东

古八贤之首客家先贤程旼的故乡，享有“世界客家文化始祖地”

“世界客都第一村”的美誉。2011年8月被确认为“原中央苏区

县”，是中国最佳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中国最佳文化休闲旅游

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船灯舞）、中国绿色名县、广东橙

乡、中国油茶之乡、中国仙草之乡。

平远县地质构造复杂，矿物资源丰富。现有的资源中，计有

矿种34个，矿床、矿（化）点159个，其中中型规模的矿床7

个：铁矿、铌钽铷矿、高岭土矿、石灰岩、珍珠岩各1个，离子

吸附型稀土矿2个。按矿种分类，黑色金属矿物有铁矿和锰矿；

有色金属和贵金属有钨、钼、钴、铜、锡、铅、锌、铋、金；稀

有金属矿有钽、铌、铷、稀土；建筑材料和非金属矿物有石灰

岩、高岭土、萤石、脉石英、珍珠岩、沸石、钾长石、建筑石

等；燃料矿物有无烟煤；其他矿物有铀矿、矿泉水、温泉等。铁

矿累计查明资源量2155.8万吨、稀土50万吨、石灰石藏量2亿吨

以上、花岗岩100万立方米；经国家地质部门勘查，境内稀土矿

属品位较高、开采条件较好的中型矿藏。

资源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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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远高新区位于县城西南，距中心城区3公里，省道225 线

从园区经过，济广高速平远段、梅平高速石正互通出口直接连接

园区主干道和国道206线，30 分钟可达梅州火车站、梅县机场，

90分钟可达潮汕国际机场，瑞梅铁路2022年动工建设。

●建设定位

●园区位置

平远高新区规划面积11.95平方公里，建成区4平方公里，

2013 纳入省级产业园管理，2015 年与广州南沙合作共建更名

为广州南沙( 平远) 产业转移工业园，2018 年纳入国务院批准的

中国开发区目录，2020 年12 月被省人民政府认定为省级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园区以“生态园区·工业新城”为目标，按照

“产城联动·产城融合”的理念，经过多年努力，已逐渐形成了

以铜箔、钙（硅）基、稀土新材料为主体的先进材料产业集群和

装备制造、家居建材、电子信息、中医药为主体的产业集群。致

力打造1 个百亿级先进材料主导产业集群，创新发展N 个新兴和

优势产业集群，全力创建粤闽赣苏区改革试验区示范县。园区现

简介梅 州 平 远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广州南沙（平远）产业转移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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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厂房

首期标准化厂房项目总投资1.2亿元，规划占地面积56亩，

总建筑面积约4.1万㎡，主要建设5栋标准厂房及附属设施。

二期标准化厂房总投资2.03亿元，规划占地面积60亩，总建

筑面积8.164万㎡，主要建设6栋标准厂房及附属设施。

有落户企业92 家，其中投产69 家（规上28 家）。2021 年实现

产值35.54 亿元，税收1.35 亿元，用工人数4300 多人，预计到

“十四五”末期园区可实现工业总产值250亿元。

实现产值
35.54亿元

税收
1.35亿元

用工人数
4345人

2021年

预计“十四五”末实现总产值250亿元

安心落户  全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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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总 投 资 2.1亿 元 ， 占 地 面 积 57.34亩 ， 总 建 筑 面 积

43272平方米，涵盖企业创业创新孵化、技能培训、会议中心、

产品展示、商务洽谈、员工宿舍、文体娱乐、购物、餐饮、医疗

卫生、教育等商业功能和生活配套设施。创业创新孵化基地致力

服务于科技创业者、科技型中小企业、青年微小创业企业孵化培

育，旨在降低创业者的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提高创业成功率，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培育科技型企业和企业家。

目前标准化厂房项目全面建成面向社会招商，对租赁标准化

厂房的入驻企业可享受“拎包入住”的便捷服务以及“三免两减

（国资类）”、“五年免租（远岭科技园）”、成本价购买厂房

以及普惠性政策等优惠措施。

●创业创新孵化基地

三期标准化厂房项目总投资1.65亿元，规划建筑用地面积

36.7亩，总建筑面积49805㎡，主要建设一栋5层“U”型丙类

标准厂房及附属设施。

梅州远岭标准厂房项目总投资2亿元,规划占地面积68亩，主

要建设6栋约6.8万㎡的标准厂房及附属设施。

1+N产业体系

招 引�产 业

装备
制造

电子
信息

中医药

互 联 网
现代农业
商贸物流
健康医养
文化旅游

先进材料产业
铜箔、钙（硅）基、

稀土新材料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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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铜箔-高端印制电路板产业，重点承接电子电

路铜箔、覆铜板、印制电路板、终端产品等产业，锂电

铜箔、锂电池等产业。

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重点承接水泥制品、轻

质建筑、防水建筑材料、稀土材料、特种玻璃、技

术玻璃制品、光学玻璃制造，制镜及类似品加工，

特种陶瓷制品、园艺陶瓷、耐火陶瓷制品及其他耐

火材料制造等产业。

3. 金属制品业（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

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合金制造、稀有稀土

金属压延加工）。

4. 半导体、钙基硅基、绿色建材等产业。

5. 智能、仿生与超材料，低维及纳米材料，高

性能纤维，电子新材料及电子化学品，先进金属材

料，新型复合材料，超导材料，石墨烯、增材制造

材料，新能源材料，生物医用材料，材料先进研

发、制备和检测、验证服务等产业。

1. 电声产业，重点承接多媒体音响、汽车音

响、手机、微电声器件等智能视听产业。

2. 新型电子元器件产业，重点承接电子元器

件、智能传感器、光伏组件、物联网、电脑主板、

电控系统等产业。

3. 电脑、手机等智能设备。

4. 音视频编解码设备、音视频广播发射设备、

数字电视演播室设备、数字电视系统设备、数字电视

广播单频网设备、数字电视接收设备、数字摄录机、

数字录放机、数字电视产品等产业。

1. 整车制造，重点承接汽柴油车整车制造、新

能源车整车制造、电车制造、改装汽车制造、低速

汽车制造等。

2. 汽车零部件制造，重点承接汽车用发动机制

造、汽车车身、挂车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等产业。

1. 通用设备制造业，重点承接风机、风扇、制

冷和空调设备制造等产业。

2.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重点承接电动机制

造、微特电机及组件制造、其他电机制造、电线电

缆制造、家用厨房和家用清洁卫生电器具制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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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美容和保健护理电器具制造、家用电力器具专用

配件制造、太阳能器具制造、智能照明器具制造、

灯用电器附件及其他照明器具制造等产业。

3. 应用电视设备及其他广播电视设备制造、电

视机制造、音响设备制造、影视录放设备制造。

重点承接生物药、化学药、生物医用材料、现

代中药医疗器械、高端医疗器械、医疗服务、健康

养老等产业。

1. 梅州柚产业，重点承接梅州柚精深加工产

业、产地商品化处理技术及装备研发产业、冷链物

流产业。

2. 嘉应茶产业，重点承接茶叶品牌市场营销产

业、茶叶采摘及加工设备研发产业。

3. 客家预制菜产业，重点承接预制菜生产、冷

链、仓储、流通、营销、进出口产业。

4. 农产品、水果、粮食等深加工产业。食品饮料。

5. 绿色饲料。

重点承接光伏、抽水蓄能、地热发电、储能等

产业。

5. 旅游业，重点承接旅游商品、旅游纪念品生

产，大中型文化旅游项目及红色文化、客家风情

游、新型康养文化旅游等为主题的旅游项目开发建

设，融入农家乐、乡村旅游景点、乡村精品民宿等

内容的乡村旅游项目，具有开发价值的工业遗址、

产业园区、现代工程等工业旅游项目。

1. 互联网与软件信息服务业产业，重点承接基

础软件、支撑软件等软件开发，互联网接入、互联

网信息、互联网搜索、互联网数据等互联网服务，

集成电路设计、物联网技术服务、信息处理和存

储、动漫游戏等信息技术服务，互联网生产服务、

生活服务、科技创新、公共服务等互联网平台，以

及人工智能、云计算、数据中心、区块链、物联网

等产业。

2. 综合物流（供应链）服务，重点承接物流仓

储、分拨、增值加工、国际中转、海铁多式联运等

产业。

3. 现代服务，包括通讯设备、精密电子等产业

的研发设计、检测维修服务，医疗设备、大型机械

等产业的融资租赁服务。

4. 国际贸易（含跨境电商），包括铜材、橡胶

等生产性原材料、机械零部件、日用消费品、农产

品等货物的贸易展示、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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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园条件：

1.符合国家和省、市、县有关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

2.项目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且年度经济社会贡献

1000万元以上（含增资扩产项目）；

3.投资强度200万元/亩以上，社会经济贡献20万元/

亩·年；

4.容积率≥1.2，建筑密度≥40%，绿地率≤20%，⾏

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7%；

5.一事一议：固定资产投资5亿元以上或年度经济社会

贡献2000万元以上。

购
地
项
目

5.达到年度经济社会贡献可享受“三免两减（国资类）”、

“五年免租（远岭科技园）”优惠。

24.租金标准为6-9元/m /月，每5年调整一次；

2 22.投资强度达到1500元/m且年度经济社会贡献250元/m以上；

3.租赁期限原则上5年为一个周期（最短不能少于2年）；

1.符合国家和省、市、县有关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

租  
赁  
项 
目

政  策  支  持

★土地保障：对梅州固定资产投资10亿元以上的重大先进制

造业项目，用地、用林指标由省统筹保障；5亿元以上10亿元以

下的项目由省保障50%的用地指标；对省级产业园区和跨省合作

区的批次用地，省给予50%的用地指标扶持；延续实施省对老区

苏区专项用地指标政策。

《广东省支持梅州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加快振兴发展实施

方案》

★联动赣南、闽西等周边区域发展：支持在平远、蕉岭、大

埔等建设粤赣、粤闽合作园区，打造跨省合作平台。

★打造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产业链：支持梅州打造先进材料

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铜箔-高端印制电路板、稀土和钙基

硅基精深加工及应用等产业，在产业资源导入、要素配置等方面

给予倾斜支持，争取列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争取国家支持梅州增加稀土矿业权证和开采、冶炼分离总量

控制指标，推动优质稀土精深加工及应用产业项目落户梅州，发

展稀土全产业链，打造广东省稀土应用产业基地。

★财政保障：对梅州企业所得税对比赣州按15%税率征收的

差额由省财政出台政策予以补足；对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超过

15%部分给予全额资金奖励支持；对在梅州工作的高端人才和紧

缺人才，其个人所得税负超过15%的部分由省财政给予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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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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