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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丰南 共赢未来
丰南区处于沿渤海环京
津双重经济圈腹地，是
唐 山 市 的 中 心 区 ，总 面 积
1288 平方公里，海岸线 19.2
公里，总人口 53 万。改革开
放以来，全区经济社会快速
健康发展，成为河北省首个
财政收入亿元县，综合经济
实力曾三次荣登河北
“十强”
之首，五次跻身全国百强县
（市）行列。综合起来，丰南
有五大比较优势。

一、丰南，区位交通
优越，是连接东北、华北
和东北亚的重要枢纽。
丰南区西连天津滨海新区，
距北京 160 公里、天津港 68 公里，
东距秦皇岛港 150 公里、京唐港 70
公里，南距曹妃甸港 30 公里，北距
唐山三女河机场 10 公里、唐山高
铁站 8 公里，被誉为镶嵌在渤海湾
上的璀璨明珠。境内交通十分发
达，5 条铁路、6 条高速公路及多条
国省干线连通区域内外，正在修
建的京唐城际铁路 29 分钟可到达
北京，使丰南纳入了京津半小时
交通圈。

二、丰南，产业实力
雄厚，是企业发展的坚
实基础。
近年来，丰南区坚持高质量
发展的根本要求，加速产业转型
升级，推动三次产业快速健康发
展。

农业蓬勃发展。拥有肥沃平
展土地 90 万亩、可利用的坑塘水
面 13 万亩，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
乡”，具备发展城郊型现代农业的
优越条件。近年来，重点培育了
优质粮棉油、无公害蔬菜、安全畜
牧养殖、水产健康养殖、休闲观光
农业等五大产业，农业产业化经
营率达到 73%，已成为京津唐和
东北地区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基
地。
工业实力雄厚。有规上企业
204 家，居全市第一位，其中世界
500 强投资企业 6 家，国内 500 强
投资企业 9 家，本区内上市企业 7
家，形成了以钢铁、陶瓷、装备制
造、化工、特种线缆和食品加工六
大产业为主导，多行业协调发展
的格局。钢铁，有规上企业 11 家，
综合产能 2000 多万吨，是全国品
种最全的带钢生产区，国丰、瑞丰
为国内 500 强企业，投资 381 亿元
的纵横 800 万吨精品钢铁项目年
底竣工投产。陶瓷，有规上企业
11 家，
年产卫生瓷 2250 万件，
惠达
卫浴是全国最大的卫浴生产基
地，居世界第 5 位，2017 年 4 月在
上交所主板上市，成为唐山首家

在国内主板上市的民营企业。装
备制造，有规上企业 77 家，主要生
产煤炭机械、陶瓷成套装备、火车
零部件、汽车装备等产品，是全国
最大的选煤设备生产基地。化
工，有规上企业 11 家，以煤化工、
空气化工、防水涂料为主，煤化工
产品链条达到 56 种，居全国前列，
成功引进了北京东方雨虹、江苏
凯伦建材等一批知名企业入驻。
特种线缆，有规上企业 4 家，以河
北华通线缆为代表，产品涵盖船
舶、风电、动车、核电等多个特种
线缆领域，销售额位居全国同行
业第一位。食品加工，有规上企
业 25 家，主要生产酒饮料、熟食制
品、保鲜食品和绿色有机食品，世
界 500 强比利时英博公司独资的
百威（唐山）啤酒公司已成为华北
地区最大的啤酒生产商。
三产服务业快速崛起。坚持
“ 产 业 兴 城 、产 城 互 动 、融 合 发
展”，着力打造以旅游业为龙头，
商 业 综 合 体 、区 域 总 部 、现 代 物
流、建筑房地产和金融保险业为
支柱的产业格局。唐津运河生态
旅游度假景区被评为国家 4A 级
景区，成为“冀东一日游”目的地；
建成了荣盛未来城、韩国城、国盛
商贸城等一批大型商业综合体；
引进了碧桂园等知名开发商；入
驻金融机构 22 家。

三、丰南，承载平台
广阔，是企业发展的有
力支撑。
近年来，丰南区举全区之力、
聚各类要素，重点打造了“一港、
一区三园”产业承载平台，已成为
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和产业聚集、
转型升级的主战场。
唐山港丰南港区，是唐山港
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港区规划建
设 2 万吨级到 10 万吨级泊位 70 余

个，每年吞吐量 1.3 亿吨。港区基
本功能定位是成为服务区域经济
发展的综合性港区，为发展临港
经济、拉动腹地经济提供有力支
撑。
丰南经济开发区，是省级经
济开发区，包括临港经济园、高新
技术产业园、小集经济园三个产
业园。临港经济园，规划面积 130
平方公里，重点打造精品钢铁及
深加工产业、精细化工产业、精品
陶瓷产业、装备制造产业四大产
业集群，成为环渤海地区重要的
新型工业化基地。同时，规划了
占地面积 20 平方公里（30000 亩）
的物流产业聚集区，重点布局集
装箱中转联运、精品钢材加工配
送、物流产品粗加工、煤炭等大宗
商品物流等产业项目。目前，临
港经济园第一起步区已经建成，
入区企业达到 74 家，11.67 平方公
里的第二起步区已进入大规模、
高强度开发建设阶段。高新技术
产业园，规划面积 10 平方公里，重
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文化创意等高新技术
产业，打造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目前，建成区面积达到 8.2
平方公里，入区企业 123 家，建有
“国家级电线电缆检测中心”、国
际科技合作研发基地等重点研究
机构。现正启动 6.67 平方公里新
扩区的规划设计。小集经济园，
规划面积为 20 平方公里，重点发
展钢铁产业循环经济改造及现代
钢延产业、重型装备制造、物流装
备制造、新型材料等产业。目前，
建成区面积达到 6.74 平方公里，
入区企业 52 家。

四、丰南，资源要素
齐备，是企业发展的可
靠保障。
经过多年发展，区内市政道

路四通八达，生态环境日益改善，
教育医疗设施配套完善，到丰南
投资兴业可享受方便舒适的现代
生活。更为宝贵的是，丰南有着
得天独厚的土地利用空间，大量
已经平整的土地等待开发建设。
这些土地已完成征地且不需要用
地指标，仅临港经济园就有存量
国有建设用地 14.2 平方公里（2.28
万亩），随时可以承接项目入驻。
园区内各种生产要素齐备，同时
水、气、电等要素价格适中，全面
实行阶梯水价和峰谷电价。丰南
人力充足，既有优秀的企业家队
伍和行政管理队伍，又有多家众
创空间、创业孵化基地等国家、省
级创新创业平台。丰南的职业教
育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境内有唐
山劳动技师学院、唐山职业技术
学院、丰南职教中心等全国职业
教育示范校，可订单式培养各类
专业技术人才，为企业提供高素
质劳动力资源。

五、丰南，政府务实
进取，是企业发展的坚
强后盾。
为顺利承接项目落地，丰南
区不断优化审批、服务于一体的
招商创业环境。创建了“政企直
通车”服务品牌，打造审批事项最
少 ，收 费 标 准 最 低 ，办 事 效 率 最
快，服务水平最优的“四最”营商
环境。尤其是对项目手续办理，
实行全程代办，免费服务，135 项
涉及行政许可及政务服务的事项
“一站”即可完成。一般工业项目
除土地招拍挂以外，所有手续在
30 个 工 作 日 内 可 办 理 完 毕 。 同
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从土
地、收费、金融等方面给予支持，
让企业来丰南投资更舒心、更省
心、更放心。
（资料来源：丰南区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