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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概况茂名概况
INTRODUCTION OF MAOMINGINTRODUCTION OF MAOMING

茂名市地处广东省西南沿海，辖茂南区、电白

区和信宜、高州、化州 3 个县级市。全市陆地总面

积 11458 平方公里，总人口 789.12 万人。2017 年，

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920 亿元。

茂名是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市

和广东省文明城市、广东省卫生城市。是全国最大

的石油化工生产基地之一，广东省重要的能源、原

材料和重化工业基地，中国最大的水果生产基地、

经济林生产基地和冬种北运菜生产基地，全球最大

的罗非鱼养殖加工基地。

茂名资源丰富，产业基础雄厚，建港条件优越，

是一座特色鲜明、生机勃发的滨海新城，城市发展

目标定位为宜居宜业、富有魅力的现代化国际化滨

海城市、粤西地区的经济核心区和广东对东盟开放

的重要门户。

MGS 广东茂名滨海新区
Gugngdong Maoming Binhai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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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贺湾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

广东茂名滨海新区东毗阳江，西临

湛江，面向南海，背靠我国大西南和中

南地区，地处泛珠三角、大西南经济圈、

中南经济圈的交汇点和重叠核心地带。

东与经济发达的珠三角相接，是承接产

业转移的前沿地带；西和北背靠我国大

西南和中南地区，内陆腹地广阔；南临

辽阔的南中国海，地处我国与东盟国家

经济联系的交通走廊，具有发展开放型

经济的有利条件。滨海新区石化产业基

础雄厚，资源丰富，环境容量较大，生

态系统优良，人口承载力较高，是粤西

地区正在崛起的具有较大开发潜力和支

撑引领作用的新兴增长极。滨海新区规

划面积 1688 平方公里，包括茂南区、电

白区的 19 个建制镇、6 个街道办事处。

博贺湾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和水东湾新城为滨海新区三

大发展平台。

博贺湾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辖电城镇、博贺镇，总面积 208.6 平方公里，总人

口约 24.13 万人，正按照“建深水大港、兴现代产业、造滨海新城”三位一体的总

体要求，以建设国家海洋产业聚集发展区、广东重要的能源基地、区域性航运物流

枢纽、广东对东盟开放的门户为发展目标，全面实施以港兴城、产业带动和临海拓

展战略。通过十到二十年的努力，把滨海新区建设成为智慧型海韵绿城和宜业宜居

的持续增长城市。试验区重点发展博贺新港区、吉达港区、博贺渔港、博贺临港工

业区、博贺湾新城、博贺滨海旅游带等区域。重点发展石油化工、装备制造、钢铁、

电力能源、农副产品加工、金属新材料冶炼、海洋生物制药和物流等产业。

MGS 广东茂名滨海新区
Gugngdong Maoming Binhai New Area

滨海新区概况滨海新区概况
INTRODUCTION OF BINHAI NEW AREINTRODUCTION OF BINHAI NEW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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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深水大港
BUILDING DEEP WATER PORT

MGS 广东茂名滨海新区
Gugngdong Maoming Binhai New Area

博贺新港区规划建设万吨级生产性泊

位 32 个，其中：30 万吨

级干散货泊位 2 个、20 万吨级干散货码头 3 个、10 万吨级

干散货码头 3 个；1-10 万吨级成品油及液体化工泊位 12 个、

30 万吨级原油泊位 1 个；5-10 万吨级通用泊位 9 个；LNG

码头泊位 2 个。预测 2025 年和 2030 年博贺新港区总吞吐量

分别为 6500 万吨和 11200 万吨。

吉达港区规划分为东、西两部分，东

部作业区以 10 万吨级以下

大型深水泊位建设为主；西部作业区以 2 万吨级以下泊

位为主。港区最终将形成“双口门、三突堤、六港池”

的总体格局。整个港区总体规划建设 75 个泊位，首期规

划建设 2-5 万吨级通用杂货泊位 8 个，1-10 万吨级液

体散货泊位 31 个，5-10 万吨级集装箱泊位 6 个；远期

建设西部作业区，可建设 2 万吨级以下泊位 3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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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电集团 2*100 万千瓦然煤电厂项目

兴现代产业
REJUVENATING THE MODERN INDUSTRY

博贺临港工业区依 托 深

水 大 港

及后方丰富的土地资源，以“一区多园”的方式，大力发

展钢铁、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电力能源、农副产品加工、

金属新材料冶炼、海洋生物制药和物流相关产业。

滨海旅游区整合滨海环湾

生态旅游资源，

优化空间组合，发展滨海休闲、会议度假、特色小镇，

建设滨海旅游产业示范园区。

MGS 广东茂名滨海新区
Gugngdong Maoming Binhai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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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滨海新城
FORGING A NEW COASTAL CITY

博贺湾新城以建设博贺湾海洋经济

试验区的生活配套为目

标，大力发展企业总部、商务会展、文化教育、酒店旅业、

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健康休闲、中高档住宅。

MGS 广东茂名滨海新区
Gugngdong Maoming Binhai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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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历史
HISTORICAL HUMAN

人文历史
HISTORICAL HUMAN

浪漫海岸旅游度假区位于广东茂

名滨海新区

博贺镇，是广东首席拥有 5.3 公里私 家海岸、滨海旅游度假区。适合春、夏、

秋、冬四季性，又适合不同年龄和消费阶层综合性的旅游度假区，也是粤西

重点集观光游览、休闲度假、商务会议、美食购物、科普教育于一体的国家

AAAA 级旅游度假区。

MGS 广东茂名滨海新区
Gugngdong Maoming Binhai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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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鸡岛位于广东茂名滨海

新区博贺镇，是全

省首批省级旅游度假区，国家 AAAA 级

旅游区，有“东方夏威夷”之称。

冼太夫人故里景区位于茂名市滨海新

区电城镇山兜村。

景区内有丁村冼太夫人故居遗址、隋谯国夫人冼氏墓、娘娘庙（冼太夫人庙）

等历史文物。2013 年 3 月，被国务院核准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冼太夫人（公元 512—602 年），又称冼夫人、岭南圣母，名百合，广

东省茂名人，她毕生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尤其对岭南的繁荣和

稳定做出了卓越贡献，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是爱国爱民的典范。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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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优势
RESOURCE SUPERIORITYRESOURCE SUPERIORITY

资源优势

MGS 广东茂名滨海新区
Gugngdong Maoming Binhai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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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

阳江

玉林
南宁

钦州

防城港

北海 湛江

“空、铁、公、管、水”五位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
航空：粤西国际机场已开工建设，距茂名滨海新区 60 公里。

铁路：河茂铁路、三茂铁路、洛湛铁路、深茂铁路等四条

国铁已建成通车；博贺疏港铁路明年初动工建设，广湛高铁正

在加快开展前期工作。

高速公路：茂名港支线直通沈海高速、汕湛高速，连接包

茂高速和建设中的云茂高速。道 207、325 及省道 113、280、

290、291、372 等多条高等级公路在境内交汇。

港区道路：通往博贺新港区的疏港公路茂名港大道已建成

通车。

油品管道：年通过能力 1600 万吨的原油上岸管道、年通

过能力 1000 万吨的西南成品油管、年通过能力 1200 万吨的珠

三角成品油管。

MGS 广东茂名滨海新区
Gugngdong Maoming Binhai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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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茂铁路
洛湛铁路

深茂高速铁路

疏港铁路

河茂铁路

茂湛铁路

茂名港博贺新港区东西防波堤工程：东防波堤全长 5423 米，

西防波堤全长 3315 米。

MGS 广东茂名滨海新区
Gugngdong Maoming Binhai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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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S 广东茂名滨海新区
Gugngdong Maoming Binhai New Area

粤电博贺煤炭码头

广州港通用码头

博贺新港区东防波堤施工现场

▲ 10 万吨级成品油码头、30 万吨级

原油码头、30 万吨级航道、东区化工

码头及配套仓储设施、东区油品码头、

利丰散货码头、昌利油品码头及仓储基

地、国家成品油储备库等项目

茂名港博贺新港区粤电煤炭码头：建设 1 个 10 万吨级、1 个 3.5 万吨级泊位。

博贺新港区广州港通用码头工程：建设2个10万吨级、1个7万吨级、1个3.5万吨级通用泊位。在建，

建设工程一阶段 1 个 7 万吨、1 个 3.5 万吨通用码头泊位，投资约 14 亿元。

MGS 广东茂名滨海新区
Gugngdong Maoming Binhai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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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

博贺湾大桥

供水工程

水质净化厂

MGS 广东茂名滨海新区
Gugngdong Maoming Binhai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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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师大附属茂名学校滨海新区三甲医院

保利大都会城市综合体

投资成本投资成本
CAPITALIZAD COSTCAPITALIZAD COST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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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滨海新区拟吸引落户产业

序号 产业类别 拟建地点
规划用地面积 

（亩）
合作模式

1 精细化工 滨海新区博贺临港工业区 3000 合资或独资

2 海洋金属（新材料）冶炼 滨海新区博贺临港工业区 3000 合资或独资

3 现代物流（含通用码头、液体化工码头、散货码头） 滨海新区博贺新港区、茂名港大道两侧 2000 合资或独资

4 装备制造 滨海新区博贺新港区西侧 1000 合资或独资

5 电力能源 滨海新区博贺新港区东侧 1000 合资或独资

6 粮油加工 滨海新区博贺新港区 500 合资或独资

7 海洋生物制药 滨海新区博贺新港区恒大路两侧 1000 合资或独资

8 滨海旅游 滨海新区博贺镇滨海旅游带 3000 合资或独资

单位：分／千瓦时（含税）

茂名滨海新区电价价目

用电分类 基础（平段）电价 低谷电价 高峰电价

一、大工业 变压器容量（元／ KVA·月） 23.00 　 　

（一）基本电价 最大需量（元／ KW·月） 32.00 　 　

（二）电度电价

1-10 千伏 52.07 26.04 85.92 

35-110 千伏 49.57 24.79 81.79 

220 千伏及以上 47.07 23.54 77.67 

二、一般工商业电度电价

不满 1 千伏 72.03 36.02 118.85 

1-10 千伏 69.53 34.77 114.72 

35 千伏及以上 67.03 33.52 110.60 

三、稻田排灌、脱粒电度电价 37.61 　 　

四、农业生产电度电价 63.51 　 　

( 从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执行 )

备注：1、本价目表执行范围为汕头、潮州、揭阳、汕尾、阳江、湛江、茂名、肇庆市和江门、恩平市、台山市、开平市城乡地区。
2、一般工商业用电的峰谷电价执行范围仅限于原普通工业专变用户。
3、上述电价不含各项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各类用户除按上述电价标准支付电费外，还应按照财政部门的相关规定缴纳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MGS 广东茂名滨海新区
Gugngdong Maoming Binhai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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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水 收 费 标 准

水分类 基本水价
城市附加费 5％

（代收）
污水处理费
（代收）

 综合价格

垃圾处理费每月每户（代收）元

垃圾处理费 环境卫生服务费

特困、低保户用水 1 0.05 0.95 2 1.5 4

居民生活用水 ( 实施阶梯价格收费 ) 2 0.1 0.95 3.05 3 8

公共公益类用水 ( 物业、招商、趸售 ) 1.68 0.08 0.95 2.71

无

惩罚性用水 2.63 0.13 1.4 4.16

非居民生活用水 2.29 0.12 1.4 3.81

特种用水 4 0.2 1.4 5.6

茂名滨海新区基准地价

工业用地基准地价 252 ～ 381 元 / 平方米

按照《关于公布茂名市城市规划区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知》
（茂府办﹝ 2017 ﹞ 68 号）执行。 

住宅用地基准地价 252 ～ 780 元 / 平方米

商业用地基准地价 361 ～ 1260 元 / 平方米

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基准地价 191 ～ 402 元 / 平方米

       根据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印发《关于完善工业 用地供应制度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粤国土资规字﹝2017﹞3 号，

符合省确定的优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容积率和建筑系数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40%、投资强度增加 10% 以上）的，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

别相对应工业用地最低价标准的 70% 执行。 

    本文件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三年。

       对个别特殊项目的用地，可由滨海新区管委会报市政府按“一事一议”原则另行研究决定。

MGS 广东茂名滨海新区
Gugngdong Maoming Binhai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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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然 气 价 格

居民生活用气价格（实行阶梯价格）

年用气量 336( 含 ) 立方米以下
年用气量 336 立方米

——540 立方米 ( 含 )
年用气量 540 立方米以上

4.5 元 / 立方米 4.95 元 / 立方米 5.85 元 / 立方米

商业用户用气价格 4.9 元 / 立方米，可与天然气公司议价

工业用户用气价格 3.2 元 / 立方米，可与天然气公司议价

注：此价格为茂名市城区参考价格。

人 力 资 源 成 本

险种
缴费基数下限 

（元）
单位缴纳费率 单位缴纳金额 个人缴纳费率 个人缴纳金额 总费率 总金额

养老保险 2489 14.0% 348.46 8.0% 199.12 22.0% 547.58

医疗保险 2853 6.5% 185.445 2.0% 57.06 8.5% 242.505

工伤保险 2853 0.2% 5.706 0.0% 0 0.2% 5.706

失业保险 1210 0.8% 9.68 0.2% 2.42 1.0% 12.1

生育保险 2853 0.5% 14.265 0.0% 0 0.5% 14.265

高额医疗（元 /人） 3 3

个人医疗账户基础金（元 / 人） 10 10

五险合计 576.556 258.60 32.2% 835.156

全市企业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1410 元 / 月，非全日制职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 14 元 / 小时。2018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

MGS 广东茂名滨海新区
Gugngdong Maoming Binhai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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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共建政策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促进粤东西北地区产

业园区提质增效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粤府﹝2016﹞126 号）

◎《关于印发广东省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粤府﹝2017﹞90 号）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支持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产业共建的

财政扶持政策的通知》（粤财工﹝2016﹞384 号）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张展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产

业共建财政扶持资金工作的通知》（粤经信园区函﹝2017﹞31 号）

技术改造政策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新一轮技术改造促进

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粤府办﹝2014﹞51 号）

◎《关于印发广东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事后奖补实施细则

的通知》（粤经信技改﹝2015﹞439 号）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国家税

务局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广东省统计局关于落实企业技术改造事

后奖补（普惠性）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粤经信技改函﹝

2017﹞19 号）

外贸扶持政策
◎《广东省商务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内外经贸发展与

口岸建设专项资金“走出去”事项境外产业园区及“走出去”

公共服务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粤商务合函﹝2017﹞101 号）

◎《关于转发广东省商务厅广东省财政厅 2017 年中央财

政外经发展专项资金（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项目）第一批申

报指南的通知》（粤商务服函﹝2017﹞78 号）

产业转移惠普性政策
对 2016-2018 年期间珠三角地区符合产业转移园区环保政策、有利于产业转

型升级、有技术含量的企业向粤东西北地区转移进行事后奖补。奖补资金按照产业

共建 ( 含转移 ) 企业投产当年起连续 5 年，对园区所在地财政贡献量的一定比例计算。

企业入园投产起第 1-3 年，单家企业奖补金额 = 该企业当年度财政贡献量 ( 参考企

业当年实际缴纳入库的企业所得税额 + 增值税额 )*40%。企业入园投产起第 4-5 年，

单家企业奖补金额 = 该企业当年度财政贡献量 ( 参考企业当年实际缴纳入库的企业

所得税额 + 增值税额 )*20%。企业所得税与增值税额以省级税务机关认定的具体企

业数据为准。奖补资金于下一年度核算兑付。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支持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产业共建的财政扶持政策》

省扶持政策
support policy投资环境

INVESTMENT ENVIRONMENT

投资环境
INVESTMENT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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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移叠加性政策
2013 年实施省产业园扩能增效政策以来转移

的企业或项目如符合下列情形，按规定标准予以叠

加奖励，如已享受普惠性奖补，可在享受普惠性奖

补的基础上予以叠加奖励。

1. 大 型 骨 干 企 业、 世 界 500 强 企 业、 中 国

500 强企业、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国制造业

企业 500 强 ( 含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的企业 ) 在粤

东西北省产业园投资 ( 控股 ) 制造业企业，按企业

或项目在园区内实际新增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不超过

30% 比例按年度予以奖励。每家累计最高不超过 1

亿元。

2. 随同企业总部或生产性环节一起转移进入

粤东西北地区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视其规模及研发能力按每家一次

性奖励 300 万元至 1000 万元 ; 属于分支机构的，

视其规模及研发能力按每家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

至 300 万元。

3. 转移进入粤东西北地区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每家一次性奖励 300 万元 ; 纳入省高新技术企

业培育库的企业，每家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

4. 省级孵化器、新型研发机构、众创空间等

创新创业平台整体转移进入粤东西北地区或者在粤

东西北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的，按企业在粤东西北地

区实际新增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不超过 30% 比例按

年度予以奖励，每家累计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支持珠三角与粤东西

北产业共建的财政扶持政策》

技术改造扶持政
技术改造项目事后奖补：从 2015 年起至 2017 年，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目录》、在广

东省内注册并取得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备案证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省、市、县财政通过预算安排，

从完工下一年起连续三年内，按对财政贡献增量额度中省级分成部分的 60%、地市级分成部分的

50%、县级分成部分的 40% 实行以奖代补。

技改项目设备投资补助：从珠三角地区转移到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园区内的企业，包括已重新

注册的新企业，按照不超过企业设备购置额的 20%（含）的比例予以事后奖补，单个项目奖补额

度不超过 1000 万元。

支持企业实施异地技改：对珠三角产业转出市转移到粤东西北地区省产业园并实施异地技术

改造的工业企业，省财政按一定比例对技术改造项目设备更新部分给予事后奖补，并从完工下一

年起连续三年内，按对财政贡献增量额度中省级分成部分的 100%、地市级分成部分的 70%、县

级分成部分的 50% 实行以奖代补。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新一轮技术改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

外商投资优惠政策
◆ 对符合《鼓励外商投资目录的》的项目，优先

安排土地利用计划指标；对符合《广东省优先发展产

业目录》且用地集约的外商投资工业项目，在确定土

地出让底价时允许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相对于《全

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 70% 执行。

◆ 对符合《鼓励外商投资目录》的外商投资企业

的海外高管人员、高层次人才，以及联合研发中心或

重点实验室聘请的境外技术专家和海外高层次的人才，

给予优先办理来华签证函电、来华工作许可、外国专

家证，协助办理延长在华停留签证手续。

◆ 我省现代产业 500 强项目、科技发展专项扶持

资金，对符合《鼓励外商投资目录》的项目开放。

◆ 对符合国家规定、海关管理类别为 B 类及以上

的外商投资服务外包业，为从事技术先进型国际服务

外包业务而进口的货物

◆ 对于列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从事系

统应用管理和维护、信息技术支持管理、银行后台服务、

财务结算、人力资源服务、软件开发、离岸呼叫中心、

数据处理等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的企业，进

口设备免征关税。

◆ 经资格审定，对符合规定的外资研发中心采购

设备免、退税。

◆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项目进口设

备免征关税，进口环节税先征后抵。

◆ 外商投资四类企业（鼓励类、产品出口型、先

进技术型、研发中心）利用四种资金（储备基金、发

展基金、折旧费、税后利润）进口自用设备、技术、

配备件免征关税。

科技创新扶持政策
支持转移企业资格衔接。珠三角产业转出市高新技术企业在资格有

效期内整体搬迁到粤东西北地区的，资格继续有效。高新技术企业部分

搬迁或到粤东西北地区增资扩充的，新设企业可优先申报纳入省高新技

术企业培育库，按规定给予 30 万 -300 万元的资金补助。简化转移企业

在承接地申请生产许可的材料、程序，只开展实地核查，缩短办理时限；

企业在获得生产许可证后 6 个月内提交符合规定的产品合格检验报告。

鼓励奇特科研机构转移。随同企业总部或生产性环节一起转移进入

粤东西北地区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视

其规模及研发能力按每家一次性奖励 300 万元至 1000 万元；属于分支

机构的，视其规模及研发能力按每家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至 300 万元。

鼓励高新技术企业转移。转移进入粤东西北地区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每家一次性奖励 300 万元；纳入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的企业，每

家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

支持创新文化软实力。对获得国家科技奖特等奖和一、二等奖的项

目，分别给予 200 万元和 150 万元、100 万元的配套奖励；获得省科学

技术奖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的项目分别给予 100 万元和 80 万元、

50 万元、30 万元的配套奖励；市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每年开展一次，

对获得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一、二、三等奖的项目，分别给予 50 万元、

3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的奖励。

支持企业设立研发机构。对组建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

室、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等国家级重大创新平台的，给予一次性

100 万元的支持；对组建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工程实

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等各类创新平台的，给予一次

性 30 万元的支持；对组建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农

业科技创新中心等各类创新平台的，给予一次性 10 万元的支持；对新

认定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以及省级以上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分别给予一次性 80 万元、50 万元、10 万元、10

万元支持。

MGS 广东茂名滨海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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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上市扶持政策
1、按企业首次在国内资本市场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数额﹝并有 70%（含 70%）以上投资在茂名地区的﹞分

四个档次进行奖励：募投金额 5 亿元以下（含 5 亿元）的，

给予奖励 100 万元；募投金额 5 亿元以上、10 亿元以下（含

10 亿元）的，给予奖励 200 万元；募投金额 10 亿元以上、

20 亿元以下（含 20 亿元）的，给予奖励 300 万元；募投

金额 20 亿元以上的，给予奖励 500 万元。

2、企业在香港等其他境外资本市场上市，但上市主

体（母公司）、业务、资产、企业上市筹集资金后的 70%

（含 70%）以上投资（同时要求折人民币 1 亿元以上）及

税收均在茂名市境内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300 万元。

3、鼓励本地企业采用买壳、借壳方式在国内资本市

场上市，并将上市公司注册地迁至本市的，给予一次性奖

励 300 万元。

4、生产基地在本市的市外上市公司或外地上市公司

将注册地、纳税登记迁入我市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300 万元。

5、鼓励和支持上市公司通过配股、增发新股、发行公

司债券等方式在资本市场实现再融资，再融资资金有 70%

（含 70%）以上投入茂名市境内的，一次性再给予 120 万

元的奖励。

6、茂名地区上市公司和后备上市企业，申报高新技

术企业和技术创新项目，申请国家和省高新技术产业资金、

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等各项政策

性资金符合有关政策的，市财政、发改、经信、科技、国

土等有关部门予以优先推荐，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

的建设用地，予以优先安排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将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列为本级重点项目，优先上报省

级重点项目。

制造业企业支持政策
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在国家规定的税额幅度内，降低城镇土地使用税适用税额标准，

将车辆车船税适用税额降低到法定税率最低水平。降低符合核定征收条件企业的购销合同

印花税核定征收标准。允许符合条件的省内跨地区经营制造业企业的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实

行汇总缴纳增值税，分支机构就地入库。

降低企业用地成本。“三旧”改造土地及省追加的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优先保障先进制

造业需求 ; 纳入省相关“十三五”规划的制造业项目享受省重点建设项目待遇。属于我省

优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的制造业项目，土地出让底价可按所在地土地等别对应工业用地

最低价标准的 70% 执行。

降低企业社会保险成本。职工生育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超过 9 个月的统筹地区，可将生

育保险费率降到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 0.5% 以内，已降到 0.5% 的可进一步降到 0.45%。

建立健全工伤保险费率浮动管理制度，对符合条件的参保单位工伤保险费率实施下浮，全

省工伤保险平均费率下降 20%—30%。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2017—2020 年省财政对在境内申请上市的民营企业，分阶段对

完成公开发行之前支付的中介费用，按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的 50% 给予补助，每家企业

补助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对在“新三板”成功挂牌的民营企业奖励 50 万元，对进入“新

三板”创新层的民营企业再奖励 30 万元。对在省内区域性股权市场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

公司债券或增资扩股成功进行直接融资的民营企业，按企业融资金额的 2% 给予补助，每

家企业补助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对“广东省高成长中小企业板”的挂牌企业按照融资金

额的 3% 给予补助，每家企业补助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

新产品

新技术

新平台

茂名市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

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7﹞5 号）、《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

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7﹞39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粤府﹝2017﹞125

号）有关规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

平，在执行国家、省有关政策措施的基础上，根据我市实际，制定以下措施。

一、积极利用外资培育壮大主导产业

根据国家、省扩大市场准入领域的有关部署，逐步推进有关领域扩大对

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石油化工产业、农副产品加工产业、

矿产资源加工产业、特色轻工纺织产业、医药与健康产业、金属加工及先进装

备制造业，培育和壮大我市工业主导产业。以上产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与内资

企业同等享受《茂名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茂名市培育壮大工业主导产业五年

行动计划（2016-2020 年）＞的通知》（茂府办﹝2016﹞53 号）的相关扶持

政策。鼓励外资投向旅游产业、重要基础设施和能源产业、现代商业以及节能

环保、新能源汽车、生物科技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优化我市产业结构。

二、加大利用外资财政奖励力度

2018-2022 年，对在茂名设立的年实际外资金额（不含外方股东贷款，

下同）超过 1000 万美元的新项目（房地产业、金融业及类金融业项目除外，

下同）、超过 500 万美元的增资项目和在我市设立的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

部，按其当年实际外资金额不低于 2% 的比例予以奖励，最高奖励 600 万元，

按项目到位属地财政贡献比例分别由市、区（县级市、经济功能区）两级给予

相应的奖励。对世界 500 强企业（以《财富》排行榜为准，下同）、全球行

业龙头企业在茂名新设（或增资设立）的年实际外资金额超过 3000 万美元的

制造业项目，以及新设的年实际外资金额不低于 1000 万美元的 IAB（新一代

信息技术、智能装备、生物医药）和 NEM（新能源、新材料）制造业项目，

可按“一项目一议”方式给予重点支持。外资跨国公司对市、区（县级市、经

济功能区）两级财政年度贡献首次超过 1000 万元的，市、区（县级市、经济

功能区）两级财政分别按企业对属地财政贡献额的 20% 给予一次性奖励，各

最高奖励 1000 万元。上述奖项如达到省奖励标准获得省奖励（扶持）资金的，

不再重复享受市、

区（县级市、经济

功能区）两级财政

奖励，按项目到位

属地财政贡献额比

例由市、区（县级

市、经济功能区）

两级财政按省奖励

资金的 5% 给予配

套资金支持。本条

及下面所指实际外

资（投资）金额采

用“商务部业务系

统统一平台”数据，美元与人民币汇率采用实际到账日汇率。

三、加强外商投资项目用地保障

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按《茂名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茂名市降低制造业企

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茂府规﹝2017﹞9 号）规定

享受用地有关优惠政策。对实际投资金额超过 2 亿元的制造业外商投资项目用

地和世界 500 强企业、全球行业龙头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自建办公物业用地，

优先安排土地利用计划指标。对外商投资企业租赁工业用地的，在确定租赁底

价时允许按照租赁年期与工业用地可出让最高年期的比值确定年期修正系数；

可凭与区（县级市、经济功能区）国土部门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或用地批准

手续）和缴款凭证办理规划、报建等手续；租赁期内，允许地上建筑物、构筑

物及其附属设施转租和抵押。积极探索外商投资企业短期出让、长期租赁、先

租后让、租让结合供应方式及弹性土地出让年限供应政策。鼓励制造业外商投

资项目建设充分利用现有场地，对符合规划和安全要求、不改变用途，在原有

建设用地进行厂房加层改造。

四、支持外资企业加强研发创新

鼓励在我市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建设研发中心、企

业技术中心及其他科研机构。支持外资研发机构（含企业内设研发机构，下同）

MGS 广东茂名滨海新区
Gugngdong Maoming Binhai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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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主体设立流程
Procedures of establishment of investing entity

参与我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茂名市科技计划项目，并按《茂名市人民政

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意见》（茂府﹝2016﹞83 号）及政府相关规

定享受相关配套资金扶持。2018-2022 年，我市对新获批准组建或认定的国家

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次性给予 100 万元支持，对获批准组建或

新认定的省级新型研发机构、省级重点实验室、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院士

工作站一次性给予 50 万元支持，对获批准组建或新认定的市级新型研发机构、

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择优给予 20 万元支持。

五、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外商投资企业按《中国人民银行茂名市中心支行关于金融支持茂名培育壮

大工业主导产业的实施意见》（茂银发﹝2017﹞65 号）规定享受金融政策。

强化政银企沟通机制，搭建外资企业融资平台。对有竞争力、有市场、有发展

潜力、信用记录良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茂名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方向的外商

投资企业，积极给予信贷支持。推广“贷款 + 保证保险 / 担保 + 财政风险补偿”

专利权质押融资模式，为需要企业提供融资便利。拓宽外资企业融资渠道，支

持在我市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到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以及新三板挂牌上市，

按照市政府有关文件给予奖励。探索建立产业发展基金或专项资金 , 对符合我

市招商引资政策的专项贷款予以贴息。

六、加大人才支持力度

落实省人才“优粤卡”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外企企业人员给予便利。强化

人才激励措施，为我市外商投资企业人才申报我省“广东特支计划”、“扬帆计划”

等人才项目和科技项目。贯彻落实对回国后在外资研发机构工作的海外高层次

留学人才的职称认定政策。支持外籍大学生在茂名参加创新创业活动 , 支持持

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科技人员在茂名创办科技型企业。逐步推行深圳前

海的做法，给予为本地经济社会作出贡献的“优粤卡”持有人适当奖励。

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积极引导、指导外商投资企业申请商标注册 , 鼓励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实施

商标品牌战略。加快建设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建立健全维权援助机制。建

立专利权、商标权、版权联合评估机制、质押融资风险补偿机制。加强名牌、

地理标志、3C 认证等专用标识的监督管理，严厉查处冒用、伪造各种专用标

识的违法行为，切实维护获得标识使用企业的知识产权。推行外商投资企业知

识产权保护直通车制度。推进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知识产权案件移送、信息

通报、配合调查机制。强化商标专项执法，严格保护外商企业商标专用权。推

进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实施专利导航产业

发展，促进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和转移转化。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申请专

利，其取得的发明、发现和其他科技成果，可参与我市各级各类奖项评审。

八、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

行业主管部门在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具体业务过程中，严格贯彻执行国家政

策法规，统一标准、统一时限。贯彻执行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政策措施，全

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 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备案纳入“多

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对重点外商投资项目在办理工商登记等证照时优先

支持、及时审核。依法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备案下放区（县级市、经济

功能区）商务部门实施。承接落实好医疗机构、旅行社、加油站等领域外商投

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等 18 项省级委托下放的行政许可事项。积极推行和不断完

善“单一窗口”，尽快实现“一次录入，一单多报”，实现各监管部门间的全

口径进出口数据共享。积极推进通关全程“无纸化”改革，提高通关效率。积

极落实“三互”合作事项。

九、优化重点园区利用外资环境

积极推动全市省级以上开发区申报纳入省产业转移工业园管理 , 按规定享

受省产业转移相关扶持政策。鼓励开发区、产业转移工业园（以下称园区）扩区、

区位调整和设立飞地园区。园区管理部门开通绿色通道,加强部门间的协同配合,

简化各类投资项目审批和核准手续 , 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对

落户我市园区的外资项目所需的土地、水电等资源要素予以优先保障。支持入

园外资项目按照有关规定申报省产业共建扶持资金。外资企业进入已办理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等手续且在有效期内的园区的项目，已符合园区规划的，可以简

化或免予办理相应环境保护手续。

十、完善利用外资保障机制

由茂名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指导推动全市利用外资工作。领

导小组定期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利用外资的重大政策，及时协调解决利

用外资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坚持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

抓，确保利用外资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建立全市重大外资

项目协调机制和重大外资项目服务机制，全面跟踪服务重大外资项目签约落地、

开工建设、竣工投产等全过程，及时解决有关问题。对出国（境）招商公务团

组实行政策倾斜，在制订因公临时出国计划时予以重点保障，支持优先办理出

境手续。

内资企业设立流程
Procedures for Establishment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步骤
steps

申办项目
Formalities

主管部门 / 机构
Authorities/Agency

1 名称核准
Approval of name

工商局
Administ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2 营业执照
Application for Business License

工商局
Administ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3 刻章及公章备案
Filing and Making of Common Seal

公安局
Public Security Bureau

4 税务备案
Tax Record

国税局
地税局

Taxation Bureaus at Nation and Local levels

5 银行开户
Opening of Bank Account

银行
Bank

6 海关登记
Custams Registration

海关
Custams

外资企业设立流程
Procedures for Establishment of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步骤
steps

申办项目
Formalities

主管部门 / 机构
Authorities/Agency

1 名称核准
Approval of name

工商局
Administ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2 批准证书
Application of Approval Certificate

商务局
Commerce Bureau

3 营业执照
Application for Business License

工商局
Administ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4 刻章及公章备案
Filing and Making of Common Seal

公安局
Public Security Bureau

5 税务备案
Tax Record

国税局
地税局

Taxation Bureaus at Nation and Local levels

6 银行开户
Opening of Bank Account

银行
Bank

7 外汇登记
Foreign Exchang Registration

外汇管理局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8 海关登记
Custams Registration

海关
Cust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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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引进商务流程
Commercial process of project introduction

投资意向
Investment intention

项目洽谈
Project negotiation

项目评审
Project assessment

项目签约
Contract signing

项目筹建
Project preparation

项目投产
Project operation

投资方向新区管委会提出投资意向，并互访考察

Submit investment proposal, conduct mutual visits and study

双方就投资方投资计划进行洽谈，达成合作共识

 investment negotiation and cooperation consensus

新区管委会召开项目评审会议

Assessment meeting in the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for the project

投资方与新区管委会签署《项目投资合同书》

Signing of “project investment contract”between investor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办理项目立项、项目主体登记、筹建报批等手续

Formalities in project initiation,corporate registration,preparation and 
approval

办理项目相关验收手续，准备投产

Acceptance and ready for production

项目投资建厂流程

项目洽谈

签订项目
投资合同

用地进行
规划设计

设计方案报规划
建设部门初审

签订土地交易
确认书

办理用地规划
许可证

土地挂牌交易办理工商注册

地质勘探

建筑施工图设计

办理消防报建 厂区开工建设

厂房完工

规划、建筑验收 办理房产证 环评验收

环评批复

消防工程验收

投入生产

环评规划报建
施工报建

办理国土证

项目立项

MGS 广东茂名滨海新区
Gugngdong Maoming Binhai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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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广东茂名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        0668-2156856/18806670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