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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香港江门

中山

佛山

肇 庆 广州

惠州

东莞

珠海

澳门

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经济圈

广佛肇半小时经济生活圈

珠三角核心区西部增长极
粤港澳大湾区现代新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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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沿线城市合作
（往福建等泛珠地区及沿海地区）

高铁沿线城市合作
（往湖南、江西等泛珠地区及广大中西部地区）

高铁沿线城市合作
（往广西、贵州、重庆、四川等泛珠地区及广大中西部地区）

珠江-西江经济带合作
（往广西、云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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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DERN AND COMPREHENSIVE 
TRANSPORT SYSTEM OF THE GBA

大湾区综合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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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管起步区范围

地方起步区范围

核心区范围

原起步区规划范围

区县界

镇界

铁路

高速公路

干线道路

园区规划范围

广东省（肇庆）
大型产业集聚区布局图
LAYOUT OF GUANGDONG ZHAOQING  LARGE-
INDUSTRY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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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总面积1.5万平方公里，人口450

万，下辖三区四县一市两功能区（设端州

区 、 鼎 湖 区 、 高 要 区 ， 辖 广 宁 县 、 德 庆

县、封开县、怀集县，代管四会市，还设

有肇庆高新区和肇庆新区）。肇庆东邻广

州、佛山，西连大西南，是粤港澳大湾区

唯一与大西南地区接壤的重要节点城市。

肇庆，这里历史悠久、生态优美，是全国

文明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这

里潜力巨大、产业发展破局起势，是全国

投资环境百佳城市。

未来，肇庆将建设成为珠三角核心区西

部增长极和粤港澳大湾区现代新都市，这里

必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具活力、最具承载

力的投资价值高地与价格洼地。

01 02 03 04 05 06

投资优势
INVESTMENT ADVANTAGE

营商环境优势生态环境优势 交通区位优势历史文化优势 土地空间优势产业后发优势

大优势投资

07 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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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是广府文化和粤语的主要发祥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2200多年历史。

两广总督府在明清时期驻肇庆长达182年。

拥有宋城墙、龙母庙、阅江楼、梅庵等众多历史风景名胜，孕育了端砚文化、包公文

化、六祖文化、玉文化等。

禅宗六祖惠能大师在肇庆潜修悟道15年、北宋名臣包拯成名在肇庆、“沟通中西文化第

一人”的利玛窦到中国大陆首站在肇庆；两广第一状元莫宣卿、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

猷、岭南画派大师黎雄才均为肇庆人。

肇庆，历史名城、人文荟萃01.

肇庆融“山、湖、城、江、峡、林、草”为一体，森林覆盖率近71%。

空气质量和水质量2020、2021连续两年进入全国重点城市前20位,西江水质常年稳

定保持国家地表Ⅱ类标准,水环境综合指数排全省第1。

“北回归线上的绿宝石”鼎湖山、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七星岩坐落于此，拥有广

宁竹海、封开贺江碧道和四会古邑碧道画廊等名胜。

肇庆，生态优美、风景如画02.

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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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肇庆 ）大型产业集聚区被列入省7个大型产业平台之一，规划建设 992平方

公里。

以肇庆高新区、肇庆新区为核心，还拥有西江高新区、金利高新区、四会高新区和经

济开发区、端州双龙经济开发区等特色产业平台，以及各地重点产业园区。

做强做大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产业等主导产业，做优做精新材料、绿

色建材、食品饮料、精细化工、生物医药、智能家居等特色产业”。

宁德时代、小鹏汽车、璞泰来、奥士康、山鹰纸业、金田铜业、元气森林等重大项目

纷纷落户肇庆。

肇庆，制造新城、潜力无限04.

打造大湾区一小时、广佛肇半小时、市域一小时“三大交通圈”。

“一条黄金水道、四条轨道交通、七条高速公路”交通网络全面构建，对接大湾区、

直通大西南。

高速：广佛肇、广昆、珠外环、汕昆、汕湛等高速公路贯穿而过。

轨道交通：贵广高铁、南广高铁、广佛肇城轨、广茂铁路等贯穿我市，与广深港大湾

区兄弟城市实现高铁直达，高铁到广州30分钟、到深圳60分钟、到香港80分钟。

航空：到广州白云机场1小时，正在规划建设的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离肇庆市区仅

22公里。

水运：拥有内河港口21个，220多公里的西江是联通珠江和大西南的“黄金水道”，

常年可通行3000吨江河轮。

肇庆，区位优越、交通便捷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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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土地占大湾区总面积近26%，土地开发强度仅6.5%，可释放土地达1700多平方

公里，能为项目提供连片可开发的广袤土地，以及通用厂房。

土地成本相对较低，全市工业用地基准地价区比珠三角核心区低约65%。

城区一手房均价、水价、电价、气价相比珠三角核心城市较低，让企业投资成本大幅

下降。

肇庆，土地广袤、投资福地05.

13 14

肇庆营商环境评价排名全省前列，城市综合信用指数稳居全国261个地级市前20位，

在全省地级市中排名第1位

率先在全省实现企业开办“一天办成”业务全覆盖，实行“双容双承诺”产业项目直

接落地改革，可以“先建后验”，实现项目当天拿地当天动工，甚至预动工。

“肇庆服务，天天进步”，为企业提供“母亲式”服务，统筹“八大工作专班”，开

展全流程调度督导，目的是精准高效解决企业难题。

肇庆是全省首个职业教育基地，被评为“广东省现代职业教育综合改革示范市”，中

高职各层次技能人才充足，为企业订单培养人才，出台《肇庆市保障企业用工十条措

施》，为企业解决用工难题。

在盘活用地厂房、人才引进、金融扶持和创新专利等方面有普惠性优惠和奖补政策，

专门面向“主导+特色”产业制定重点产业扶持政策，奖励力度最高可达千万元级

别，对符合我市产业发展的重大优质项目实行“一事一议”。

肇庆，政通人和、营商优越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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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特色”产业、农业和现代服务业产业基础

广东中亚铝业有限公司

金属加工

绿色建材

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 

电子信息

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

智能家居

现代服务业

广东好顺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精细化工

生物医药

广东新朝阳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Guangdong  FRONTER  FACING  SUN  FOOD  CO . , LTD

食品饮料

农业

广东永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INDUSTRIAL FOUNDATIONS OF MANUFACTURING,AGRICULTURE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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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对列入当年省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符合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或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方

向、东南片区投资规模不低于20亿元且投资强度不低于400万元/亩、西北片区投资规模不低于

10亿元且投资强度不低于300万元/亩的先进制造业项目，优先向省申报预支计划指标。（政策

来源：《广东省先进制造业项目计划指标预支管理办法》）

02. 属于广东省优先发展产业（含实际投资额10亿元以上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业），且用地集约

的制造业项目，土地出让价格可按所在地土地参考价格、对应级别基准地价两者最高值的70%

执行。（政策来源：《肇庆市工业用地出让参考价格指导意见》）

03.

04.

对外商投资建设的高标准厂房、工业大厦和重点外资总部自建办公物业产权，允许以幢、层等

固定界限为基本单元分割登记和转让，其中重点外资总部自建办公物业累计分割登记和转让面

积不得超过总建筑面积的40%。（政策来源：《肇庆市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

（修订版）》）

对“工改工”项目建设高标准厂房、改造后容积率大于2.0的，对超出原约定容积率的新建建筑

面积，按每平方米东南板块500元、西北板块300元的标准给予奖励，单个项目奖励最高不超过

2000万元。（政策来源：《关于深化改革加快推动“三旧”改造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

（一）2017-2022年，对在广东设立的年实际外资

金额（不含外方股东贷款，下同）超过5000万美元

的新项目（房地产业、金融业及类金融业项目除

外，下同）、超过3000万美元的增资项目和超过

1000万美元的外资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省财

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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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亿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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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设（或增

资设立）的年实际外资金额超过1亿美元的制造业

项目，以及新设的年实际外资金额不低于3000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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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政策来

源：《广东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

干政策措施（修订版）》）

（三）2018-2022年，在我市设立的年实际外资金

额超过2000万美元的新项目、超过1000万美元的增

资项目和超过1000万美元的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

部，接其当年实际外资金额1%的比例予以奖励，

最高奖励2000万元。（政策来源：《肇庆市扩大对

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修订版）》）

（四）对珠三角地区符合条件的技术改造项目按设备

购置额不超过20%予以奖励，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符合

条件的技术改造项目按设备购置额不超过30%予以奖

励，单个项目奖励额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政策

来源：《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企业技术

改造）管理实施细则》）

投资奖励政策
INVESTMENT INCENTIVES POLICY

用地扶持政策
LAND SUPPOR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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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2年，对在广东新设立的年实际外资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外资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

部，省财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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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亿元。

（政策来源：《广东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政策措施（修订版）》）

对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1—100亿元（赋税不低于年主营业务收入的3%）的企业，分阶段叠加

给予50—2000万元奖励。以上奖励金按一定比例奖励给企业高层管理人员。

（政策来源：《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肇庆市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修订版）的

通知》）

进一步降低企业研发成本， 在全面执行国家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75%政策基础上，对评价入库的

科技型中小企业增按25%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标准给予奖补。创造条件对设立时间不超过5年、经

评价入库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按其形成的财政贡献给予一定奖励。  

（政策来源：《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贯彻落实省政府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

财政奖励政策
TAX INCENTIVES POLICY

01

02

03

本市上市企业直接持股股东在本市证券机构减持限售股的，综合考虑其减持限售股对地方社会贡献

度的80%给予奖励。 在本市注册，并经认定为企业股权激励需要组建的合伙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合伙企业自然人股东股权退出的，综合考虑其对地方社会贡献度的80%给予奖励。本市上市企业高

管人员，其年度收入超过60万元的，综合考虑其对地方社会贡献度的100%给予奖励，每人每年最

高奖励50万元。

（政策来源：《肇庆市支持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扶持奖励办法》）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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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10亿元以上的企业给予一定金额的贷款贴息。其中,对首次突破10亿元的

企业一次性最高贴息50万元；对首次突破30亿元的企业一次性最高贴息150万元；对首次突破50亿

元的企业一次性最高贴息250万元；对首次突破100亿元的企业一次性最高贴息500万元。（政策来

源：《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肇庆市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修订版）的通知》）

对符合条件的劳动密集型和科技型小微企业，给予最高500万元最长3年的担保贷款，按贷款基础利率

的50%给予贴息。（政策来源：《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肇庆市贯彻落实广东省进一步稳定和促进

就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企业在沪、深交易所主板、科创板、创业板上市，（一）完成股份制改造，与具备资质的证券中介机

构签订上市辅导协议，并按照有关规定已被市上市办认定为上市后备企业的，奖励200万元。（二）

企业上市辅导通过省证监部门验收且上市申请材料获中国证监会或境内证券交易所正式受理的，奖励

100万元。（三）企业成功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按照其首发募集资金金额，分5个档次给予一次性

奖励，奖励幅度为300万元-700万元。

认定为市卓越质量标杆企业（组织）的，给予每家企业（组织）一次性扶持资金50万元。获认定的企

业（组织）间隔3年（届）后，可再次申请认定，符合条件的继续保留称号，但不再给予资金扶持，也

不占用当年认定名额。

（政策来源：《肇庆市卓越质量标杆企业（组织）认定管理办法》）

市科学技术局根据当年企业申请数量和年度市级财政预算安排资金情况，确定当年度补助资金总额

和补助比例进行奖补。计算公式如下：企业获得的补助资金=经核定的企业研发投入×系数（当年

市财政年度预算补助资金总额/经核定的当年全市所有申报企业研发实际投入总额）。每个企业获

得的补助资金，不超过该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所属年度缴纳入地方库所得税额度，且单个企业年度

内奖补不超过50万元。（政策来源：《肇庆市企业研发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对由市政府或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与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协议共同建设的新型研发机构,给

予一次性 100万元—1000万元的资助。（政策来源：《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贯彻落实省政府进

一步促进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2017-2022年，对认定为省级新型研发机构的外资研发机构，省财政最高资助1000万元；对认定

为博士后工作站、两院院士工作站的外资研发机构，省财政最高资助100万元；对外资研发机构通

过评审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创新平台建设项目，省财政最高资助200万元。世界500强企业、全球

行业龙头企业在广东新设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外资研发机构，可按照“一项目一议”方式给予重点

支持。（政策来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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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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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企业在境外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上市（挂牌）融资，并将所募集资金投回本市的，或者通过存在实际

控制关系的境外公司以间接方式（借壳上市和买壳上市）或通过搭建VIE（协议控制）结构方式在境

外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上市（挂牌）融资，并将所募集资金投回本市的，根据其首发募集且投回本市

的资金规模（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分为5个档次给予一次性奖励，奖励幅度为600万元-1000万元。

本市以外的上市企业将注册地和纳税登记地迁入本市，自迁入本市后三年内，其中一个会计年度实现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3000万元以上，股票未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未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的，给予一次性奖励500万元。（上述三条政策来源：《肇庆市支持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扶持奖

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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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奖励政策
FINANCIAL INCENTIVES POLICY

创新奖励政策
INNOVATION REWAR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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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外商投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外资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外资研发机构的

高层次研发人才以及高价值PCT国际发明专利发明人、世界技能大赛项目专家和获奖选手、外商投资企业聘用

的港澳台特殊人才纳为“优粤卡”服务对象。“优粤卡”持有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与企业所在地户籍居民

同等享受当地人才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政策待遇。“优粤卡”境内持有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可在广

东办理赴港澳商务签注及其他出入境证件。（政策来源：《广东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政策

措施（修订版）》）

（二）对创业领军人才可享受100万-300万元创业启动资金资助；创业团队可享受150万-1000万元的创

业启动资金资助；3年免收租金的100至500平方米的工作场所，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500万元的一年贴息。

（三）对海外留学及外籍创业领军人才，可再享受20万-50万元创业启动资金补助。

（四）对创业团队和领军人才创办的企业，从企业投产之日算起，3年内在肇庆市缴纳税收地方留成部分

累计超过1亿元的，按照企业缴纳税收地方留成部分的50%予以补助，作为企业研发经费，补助金额最高可达

8000万元。

（五）创新团队可享受100万-1000万元的创新项目产业化配套资金扶持。

（六）创新领军人才最高可享受50万元的科研经费补贴和最高可享受50万元的安家补贴。

（七）入选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按国家扶持资金的100%予以配套扶持；入选省“珠江人才

计划”的创新创业团队和领军人才，按省扶持资金的50%予以配套扶持；对特殊的引进对象可实行“一事—

议、一人一策”。

（上述政策来源：《“西江人才计划1+10+N”系列政策》）

（八）凡在肇庆工作且符合条件的人才，可获发“人才绿卡”，持卡人可享受行政服务、医疗服务、安居

保障、子女入学、就业服务、生活服务等方面的便利”。（政策来源：《肇庆市“人才绿卡”实施办法（试

行）》）

（九）给予新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广东省博士工作站设站单位30-50万元建站补

贴。（政策来源：《关于加快新时代博士和博士后人才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

（十）在肇庆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工作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其在肇庆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

超过其按应纳税所得额的15％计算的税额部分，由肇庆市各级政府给予财政补贴，该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政策来源：《肇庆市关于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管理办法》）

（十一）全面取消城镇落户限制，在肇合法稳定居住、就业、创业的人员均可申请在我市城镇落户，其配

偶、子女及父母可以随迁，享受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

（十二）对在我市主导、特色产业企业首次就业或者重新返肇就业，且按规定缴纳社保6个月的劳动者

（以下简称“首次在肇或重新返肇就业劳动者”），给予一次性1000元就业补助。

（十三）对“首次在肇或重新返肇就业劳动者”，在肇购买首套自住房的，按全日制本科及本科以上毕业

生2万元、大专毕业生1.5万元、中职技工院校毕业生1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购房补贴。本条购房补贴，每人

限领一次。

（十四）每年认定一批在肇注册的人力资源服务龙头机构，对推荐劳动力在我市企业就业贡献突出的，给

予50-200万元一次性奖补资金。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到市外跨区域为我市企业招工，对成功推荐“首次在

肇或重新返肇就业劳动者”的在肇注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按400元/人标准给予在肇职业介绍补贴，对超出上

年度推荐就业人数基数的增量部分给予机构100元/人奖补。

（十五）对入读专业订单班的学生，承诺留在我市主导、特色产业企业就业并签订相关协议的，给予一次

性资助3000元。鼓励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大中专、技工院校新开设或新建设符合主导、特色产业方向的相关专

业和专业集群，给予院校20-200万元一次性补贴。

（上述政策来源：《肇庆市保障企业用工十条措施》）

人才政策
TALENT POLICY



25 26

INVEST IN ZHAOQING ACHIEVE TOGETHER投资肇庆  携手共进 ZHAOQING INVESTMENT GUIDE 肇庆投资指南

知识产权政策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一）主导制修订国际标准的，每项资助额度不超过30万元；协助制修订的，不超过20万元。主导制修订国家标准

的，每项资助额度不超过10万元；协助制修订的，不超过6万元。主导制修订行业标准的，每项资助额度不超过6万元；协助

制修订的，不超过4万元。主导制修订省级地方标准的，每项资助额度不超过5万元，协助制修订的，不超过3万元；主导市

级地方标准每项资助额度不超过3万元。主导制定粤港澳大湾区标准，每项资助额度不超过5万元，协助制修订的，不超过3

万元”。

（二）制定严于推荐性标准，或专利成果转化、填补产业空白、具有重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企业标准，

每项资助额度不超过1万元。

（三）承担市级标准化科研项目并取得成果的，每项资助额度不超过5万元。

（四）承担经省级及以上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立项的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对主要承担单位的资助额度不超过10万

元；经市市场监管局批准立项的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对主要承担单位的资助额度不超过8万元。

（上述政策来源：《肇庆市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企业每年最多可申请一个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扶持项目，每个项目扶持金额最高不超过300万元，项目期限最长

不超过1年。风险补偿金额以合作机构各自资金专户中风险补偿资金余额为限。每个项目风险补偿资金对合作机构风险的补

偿比例由资金管理人与合作机构协商约定，但风险补偿资金的补偿比例不得超过本金损失的50%。风险补偿项目到期前，企

业因特殊情况，合作机构可向资金管理人提出申请延期，说明延期原因及延期期限，经决策领导小组批准后执行。同一企业

原则上连续申请风险补偿项目不超过3年。

（政策来源：《肇庆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管理办法（试行）》）

省人民政府对获得中国专利金奖或者中国外观设计金奖的单位和个人，给予每项100万元的奖励；对获得中国专利银奖

或者中国外观设计银奖的单位和个人，给予每项50万元的奖励； 对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或者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的单位和个

人，给予每项30万元的奖励。

对获得广东专利金奖的单位，给予每项30万元的奖励；对获得广东专利银奖的单位，给予每项20万元的奖励；对获得

广东专利优秀奖的单位，给予每项10万元的奖励；对获得广东杰出发明人奖的个人，给予每项10万元的奖励。

（政策来源：《广东省专利奖励办法》)

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篇

（一）鼓励新能源汽车整车企业研发新车型。在肇庆市注册的新能源整车生产企业取得国家工信部汽车产品公告的，每

公告1款新能源汽车整车产品且实现100辆以上销售后，分别给予乘用车200万元/款，客车、货车100万元/款，专用车50万

元/款的一次性奖励。

（二）对新能源乘用车整车生产企业、汽车零部件企业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100亿元的，给予1亿元奖励；对新

能源纯电动商用车、专用车整车生产企业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超过10亿元的，给予1000万元奖励。

（三）支持引进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项目，完善产业链。整车企业引进固定资产投资额2000万元以上项目在

我市落户投产的，在项目投产并实现开票销售后，按已形成固定资产（不含购地款）总额1%的标准分别给予整车企业及被

引进的核心汽车零部件企业一次性奖励，每家企业每年最高奖励不超过300万元；对于投资额超100亿元的重点项目，按照

项目已形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0%的标准予以奖补。对技术领先、预期税收贡献大的行业主导型企业，可提前兑现一定比

例的奖补资金，待项目建成投产后再按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据实清算。

（四）新能源汽车整车企业采购配套零部件总额达到1亿元以上的，按照实际采购零部件总额1%给予奖励（整车企业与

汽车零部件企业按6：4的比例分配），奖励金额不超过卖方企业与整车企业交易对我市财政贡献量，每家企业奖励总额不超

过2000万元。

（五）支持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对企业上一年度开展技术改造或增资扩产项目

的贷款予以贴息一次，贴息率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贴息额度按照项目贷款利息的50%计

算，原则上单个项目贴息额不超过500万元。支持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企业在我市开展重大项目投资，对于投资额超

100亿元的重点项目，按照固定资产投资实际贷款（借款）利息发生额给予贴息，贴息期限不超过10年。

（上述政策来源：《肇庆市支持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重点产业奖励政策
KEY INDUSTRY INCENTIVE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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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材篇 物流交通篇

（一）对在我市新注册且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和安全生产许可证书的施工总承包企业，并办理国家统

计平台入库的，一次性奖励30万元；专业承包企业奖励10万元。外地企业在我市注册成立具法人资格并取得

建筑业经营资质子公司的，按同等标准给予奖励。

（二）对晋升为特级资质的总承包企业给予300万元奖励；晋升为一级资质的总承包企业给予120万元奖

励；晋升为二级资质的总承包企业给予60万元奖励。专业承包企业主项资质晋级按总承包公司晋级奖励标准的

20%比例奖励。

（三）外地企业迁入我市并办理国家统计平台入库的（承诺5年内不迁出），特级资质的总承包企业给予

300万元奖励；一级资质的总承包企业给予120万元奖励；二级资质的总承包企业给予60万元奖励；三级资质

的总承包公司企业给予30万元奖励。专业承包企业主项资质按总承包公司奖励标准的20%比例奖励。

（四）对在我市行政区内建设的项目，获得“鲁班奖”优质工程奖的，奖励200万元；获得中国土木工程

詹天佑大奖的奖励100万元；获得住建部“绿色建筑创新奖”的奖励50万元；获得省级优质工程奖、建筑业新

技术应用示范工程奖、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工地奖的奖励10万元。

（五）以上年度入统的建筑产值为基数，年度新增产值（由统计局核准）超过1亿元的，按增加产值的万

分之二给予奖励。

（政策来源：《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肇庆市扶持建筑业加快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

（一）对从市外新引进或我市新注册登记的，当年自有总运力车辆规模达到100辆以上的公路货物运输企

业和从市外新引进或我市新注册登记的，当年自有总运力船舶规模达到1万载重吨以上的水路货物运输企业，

由属地政府给予货物运输企业一次性20万元支持。 

（二）国际国内知名货运物流企业在我市新设立地区总部的，采用一事一议的方式，综合考量引进企业的

注册资金、运营规模、投资额度、经济贡献量等指标因素，给予支持。

（三）积极鼓励货运物流及相关管理服务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对从事网络平台物流运输经营者，在我市依

法取得经营许可证并设立法人机构，当年地方贡献量超过2000万元以上（含本数）的，综合考量企业对促进地

方就业、经济贡献量、履行社会责任等指标因素形成的综合地方贡献量，给予一次性不超过100万元的支持。

（政策来源：《肇庆市促进货运物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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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工业用水
价格

工业污水
处理费

商业、服务、
建筑用水

价格

商业、服务、
建筑用水污

水处理费

工业用地
出让参考价

（万元/亩）

非居民
用水平均价格

（元/m³）

———

非居民
用电平均价格

（元/kwh）

最低
工资标准

（元/月）

标准厂房租赁
月平均价格

（元/㎡）

1720

1720

1720

1720

1720

1720

1720

1720

15

15

13

12

1720 9

8

7

7

15

0.5443 0.6189

0.5443 0.6189

1720 260.5443 0.6189

0.5443 0.6189

0.5443 0.6189

0.5443 0.6189

0.5443 0.6189

0.5443 0.6189

0.5443 0.6189

0.5443 0.6189

≥55 1.6 1.4 1.9 1.4

≥45 1.6 1.4 1.9 1.4

≥40 1.6 1.4 1.6 1.4

≥40 1.6 1.2 1.6 1.2

≥20 1.9 1.2 1.9 1.2

≥20 1.15 1.2 1.33 1.2

≥20 1.8 1.2 2.5 1.2

≥20 1.78 1.2 1.78 1.2

≥50 1.7 1.2 1.7 1.2

端 州 区

鼎 湖 区

高 要 区

四 会 市

广 宁 县

德 庆 县

封 开 县

怀 集 县

肇庆高新区

肇 庆 新 区 ≥45 1.6 1.4 1.9 1.4

大工业
电价

（ 35-110千伏）

一般工商业
电价

（ 1-10千伏）

投资要素成本
FACTOR COST OF INVESTMENT

制造业招商项目遴选指导性指标
REFERENCE INDICATORS FOR THE SELECTION OF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PROJECTS

备 注

投资强度
地区 （单位土地面积上

的投资额）

单位产值
（单位土地面积上的

年度工业产值）

税收贡献
（单位土地面积年度

上缴税收额，不含关税、
海关代征增值税、消费税）

容积率
（项目用地范围内地
上总建筑面积与项目
总用地面积的比值）

不低于300万元/亩

不低于200万元/亩

不低于300万元/亩

不低于450万元/亩

不低于300万元/亩

不低于500万元/亩

不低于30万元/亩

不低于15万元/亩

不低于40万元/亩

不低于2.0

不低于1.5

不低于2.0

不低于2.0不低于500万元/亩 不低于750万元/亩 不低于50万元/亩

肇庆高新区

肇 庆 新 区

大型产业集聚区市管起步区

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

端 州 区

鼎 湖 区

高 要 区

四 会 市

广 宁 县

德 庆 县

封 开 县

怀 集 县

以2021年价格为参考
2022年后实行市场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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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办理程序
CONVENIENT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一.肇庆市企业开办“半天办成”全景式路线图

（依据：《肇庆市提升开办企业便利度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0年肇庆市提升开办企业便利度工作

方案的通知》《肇庆市工商局 肇庆市行政服务中心关于做好全国统一“多证合一”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

营业执照、公章、发票
“一窗通取”

公章备案（1小时内） 首次申领发票 社保单位
缴费登记

商事登记
（2小时内完成，同步完成社保登记、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共1小时完成

企业名称自主申报

确定投资意向,开展相关工作 ‒ 申报企业

广东省投资项目在线监管平台获得项目代码 ‒ 申报企业

取得用地规划许可及项目用地（含规划条件） ‒ 自然资源部门  

申请项目直接落地 ‒ 申报企业     

接受申请，充分告知，签订双向承诺书 ‒ 行政服务中心、申报企业

承诺书推送报备 ‒ 行政服务中心

取得双向承诺书即可开展场地平整、
临电临水报装、施工围蔽等工作；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备案后即可开工建设。‒ 申报企业

签订双向承诺书情况推送各审批部门 ‒ 行政服务中心

1.项目申报阶段

2.项目验收阶段

联合测绘（规划条件核实测绘、不动产测绘） 
‒ 具备专业资格的第三方机构

备注：

如建设项目涉及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的，必须有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参加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和竣工验收。

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合格证核发 ‒ 自然资源部门

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 自然资源部门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含一般建筑防雷验收） ‒ 住建部门

消防验收 ‒ 住建主管部门

二.产业投资项目“双容双承诺”直接落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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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材料

核验材料

申请人前往行政服务中心产业项目
服务专窗提交材料

受理
当场出具《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

《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初审

复审

一次性告知
当场出具

《行政许可补正材料通知书》

不予受理
当场出具

《行政许可不予受理决定书》

取号（窗口取号或“粤省事”预约）

申请人准备申请材料

材料不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

符合法定形式

三.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流程图（一天办结）

送达《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送达《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取证
申请人在“肇庆市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管理平台”自行打印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正副本

准予通过 不予通过
决定

决定人视审查结果
签发决定

制作结果文书并送达
申请人存档

各县(市、区)及功能区产业招商方向
INDUSTRIAL DEVELOPING PLANS

广宁

怀集

封开

德庆

四会

高要

高新区

鼎湖

端州
肇庆新区

封开县(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

先进制造业、电子信息、
新型绿色建材

端州区

电子信息业（半导体）、生物医药、
现代服务业（都市型产业）、先进装备制造

广宁县

节能环保、文旅康养、新材料

四会市

新材料、机械制造、精细化工、电子信息

鼎湖区·肇庆新区

肇庆高新区

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生物医药、
家居建材、食品饮料

德庆县

机械装备制造、家居建材
和食品南药加工产业

高要区

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金属加工、先进装备制造、
建筑材料、精细化工、电子信息、先进储能材料、预制菜产业

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
食品饮料

怀集县

食品饮料加工、机械装备与生物医药

全市拥有肇庆高新区、肇庆新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广佛肇经济合作区、粤港澳大湾区肇庆（怀集）绿色

农副产品集散基地5个国家级、省级重大平台，30多个专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基地。其中，肇庆高新区是国家知

识产权示范园区；肇庆新区是全省重大发展创新平台和全省发展最快的新区之一；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是全国

唯一横跨东西部的合作试验区；广佛肇经济合作区是广佛肇三地加快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创新示范区。肇庆（怀

集）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是由《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将重点打造形成智慧型农副产业集

聚区、生态型绿色发展示范区、创新型产城融合样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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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项目落户肇庆享受政策范例
EXAMPLE OF APPLYING INCENTIRIES FOR MANUFACTURING PROJECTS SETTLED IN ZHAOQING

根据《肇庆市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修订版)》精神,该企业可享受以下外资促进政策(假定美元对人民币汇

率为1:6.6):

A装备器械制造企业

3月份设立,当年实际外资3000万美元2018年

实际外资1500万美元2019年

实际外资5000万美元,其中外方股东借款1000万美元2020年

实际外资4亿美元2021年

2018年 该企业可获市财政奖励资金198万元(3000万美元x6.6x0.01)

2019年 该企业未达到奖励标准,无法获得奖励

2020年 该企业可获市财政奖励资金264万元[(5000万美元-1000万美元)x6.6x0.01]

2021年
该企业可获市财政奖励资金为1538万元（单个企业或项目在所有年度获得

所有种类的奖励资金金额累计不超过 2000万元）。”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市有关单位

肇庆市委组织部

肇庆市发展和改革局

肇庆市科学技术局

肇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肇庆市自然资源局

肇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肇庆市商务局

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肇庆市金融工作局

肇庆市投资促进局

电 话: 0758-2265988

电 话: 0758-2231383

电 话: 0758-2899801

电 话: 0758-2225422

电 话: 0758-2586516

电 话: 0758-2773683

电 话: 0758-2313290

电 话: 0758-2836717

电 话: 0758-2712838

电 话: 0758-2208827

电 话: 0758-2813565

各地招商主管部门

端州区商务局

鼎湖区投资促进中心

高要区投资促进中心

四会市投资促进中心

广宁县投资促进中心

德庆县投资促进中心

封开县投资促进中心

怀集县投资促进中心

肇庆高新区招商投资局

肇庆新区经济促进局

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经济促进局

电 话: 0758-2734786

电 话: 0758-2626878

电 话: 0758-8392551

电 话: 0758-3366193

电 话: 0758-8639338

电 话: 0758-7780802

电 话: 0758-6712103

电 话: 0758-5555666

电 话: 0758-3983186

电 话: 0758-2583333

电 话: 0758-6689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