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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伟华工业园区一区‒ 越南义安省工业园

您通向全球市场的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



企业所得税（CIT）

资料来源：义安投资推广支持中心

通常情况 税收优惠方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正常税收制度

1 创收第一年盈利 0% 5% 10% 20%

4 年 9 年 2 年 16 年后

自成立后第四年开始获利 0%0 5%

4 年 17 年后前3年无利润 8 年 1 年

20%

 随着工业区3,200公顷区域的全面竣工，WHA伟华工业园区
一区 ‒ 越南义安省工业园现已成为越南中北部开发面积最大、
开发最成熟的工业园。该工业园连接新的生产和分销中心，
为越南国内与国际市场提供生产制造服务。

 工业区所在地义安东南经济区颁布了吸引产业发展的优惠
政策，WHA伟华工业园区一区在此开发的义安一期项目占
地498公顷，工业区的基础设施全部按照国际化的标准建设，
同时，园区还配备有住宅和商业配套项目。

基础设施完善的工业用地
• 基础设施完善且土地平整的工业用地，满足各类企业对
  不同土地面积的需求

• 设计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包括：提供工业
   用水、排洪系统、废水处理系统、防洪系统和通讯系统
• 由专业的工业园区运营和管理团队，对环境进行全程监
  测和控制

现成厂房租赁
面积从500-10,000 平方米 
• 成熟完善的设计和优秀的建筑质量将满足各类企业对不
同面积厂房的需求，对生产型企业来说，将是一个低成本
投入、快速进入市场的选择
• 帮助企业未来扩产投资、扩大厂房提供了灵活的投资解
决方案

WHA伟华客户服务（CCS）
     WHA伟华为投资者从接触的第一天开始就提供完善的投资
支持服务，帮助投资者与当地各关联部门完成协调沟通工作。
WHA伟华工业园区一区‒ 越南义安省工业园内的企业全程提
供各类相关信息和支持服务。

越南项目

WHA伟华工业区一区 ‒ 越南义安省工业园

经济开发特区投资优惠政策

企业所得税（CIT） 

• 特殊优惠税率：长达15年的企
业所得税优惠，税率最高仅为
10% 
    - 前四年免征企业所得税CIT
    - 之后9年免征50%企业所得税

进口税
• 对建造固定资产的机械设备免
   税
• 对当地不能生产的原材料和原
件的进口给予免税5年优惠政策

投资人支持服务 
• 东南经济区委员会提供一站式投     
  资服务

方式

2方式 10%

目标产业

消费类企业：
食品加工、饮料、
增值农业、快速消费品
（FMCG)、家用电器

工业类企业：
汽车整车及零部件、
塑料制品、轻金属、
纺织/制衣、建筑材料

物流类企业：
冷藏冷链、
内陆集装箱仓储、
现代物流仓库、
船运及装卸

科技类企业：
电子、医疗器械、
软件、智能手机、
通讯器材

您通向全球市场的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

年

20%

备注：免税及减税，从第一个获利年度或者
第四个创收年度起计算，以先到者为准。



水供应
4,000-12,000 立方米/天（可提升）•

水供应30立方米/公顷/天 •
水源来自Cam 河 •

废水处理场
换氧湖一级二级处理 (AL) ‒ 构筑人工湿地每天处 •

理废水量 3,200-9,600立方米/天 (可提升)  

电力供应：由EVN 供应
双回路 22KV Cua Lo 分电站供应，总供电量65MVA •

EVN提供110千伏输电线 •

道路系统
主路双向四车道 67 米宽混凝土道路 •

二级道路双向两车道 30米宽混凝土道路 •

通讯系统
稳定的电话通讯信号 •

园区光纤高速互联网全覆盖 •
各类无线网络移动电话套餐 •

土地标高情况
• 高于海平面2.5-2.7米

排水及洪水控制系统
• 堤坝高度4.30米，配备排水泵系统
• 内排水道、箱涵及管涵系统从地块接收排出

应急响应
• 10公里内有两个消防站  (在 Cua Lo 地区)
   临近办公区正在新建消防站，将于 2019 年完工

消防系统
• 每150米设置一个消防栓 
• 建有大型消防蓄水池

医疗救护
• 15公里内拥有当地公共医院和国际医院
• 临近拥有7天24小时医疗紧急救护服务

海港  
• Cua Lo 海港 30,000载重吨  
  （在运营中，距离WHA伟华工业园区一区 ‒ 越南义安省工业园仅10公里）

• 义安国际港口：70,000载重吨 
  （在运营中，距离WHA伟华工业园区一区 ‒ 越南义安省工业园仅15公里）

• DKC石化储备港：40,000载重吨
• Cua Lo 深水港 50,000 ‒ 100,000 载重吨（规划中）

• Dong Hoi 深水港 30,000-50,000 载重吨（规划中）

荣市铁路站
• 一级铁路站 ‒ 按战略位置、客运数量和货物流量
  等评判指标分类  
• 越南第三大客运和货运铁路站，可通过全国铁路
  网便捷连接河内和主要港口
• 新的高速铁路计划连接河内和胡志明市，其中一 
  个主要站点毗邻WHA伟华工业园区一区 ‒ 越南 
  义安省工业园，便于工业园内货物及原材料的运输

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

义安省 ‒ 越南理想的综合物流运输地区

荣市国际机场 

国内航班通往胡志明、河内、Da Lat、Nha Trang、
Pleiku、Buon Ma Thuot 及多条国际航班

道路交通系统
八条国家级高速公路贯穿义安省内
• 三条高速公路南北纵向连接主要城市和港口：

(亚洲一号高速公路（AH1），15号国道和胡志明路
• 五条连接老挝的高速公路：(国家级第7号、46号、 
  48号、48B号和48C号高速公路)
• 南北高速公路将越南义安省WHA伟华工业园区一区
  与荣 市与河内和主要港口相连（2022年建成）

由完善的供应商提供安全可靠的工业发展解决方案

* 
一期：498 公顷
*仅供模拟展示使用



 义安省是越南人口总数排名第四的重要省份，地理位置
优越，适于生产制造类企业在此投资建厂。 

    作为商务中心，义安省拥有82公里长的海岸线，拥有
国际机场，完善的国家级高速公路可直达三大深水港和
火车站。除了完善的基础设施之外，这里还拥有大量高
素质的工作人口。每年在义安省的7所大学、6所学院、
4所专业学校和61所职业培训学校的毕业新生超过 

越南义安省 

越南商务、教育、生产制造、交通和物流的综合中心

24,000 人。

    义安省在东南经济区内颁布了特殊税率优惠政策，
WHA伟华工业园区一区‒ 越南义安省工业园工业园内的
内外资企业均享有这些优惠政策，WHA伟华的目标是将
这里打造成越南重要的战略生产基地，推动区域发展、
促进就业和创造投资发展新机遇。

岘港市 

河内市

荣市火车站

Cua Lo 国际港集群

WHA伟华工业园区一区 ‒ 越南义安省 工业园各重要区域可达性

胡志明市

海防市

荣市/机场 

Cua Lo 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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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差邦深水港

海防港

Cua Lo 国际港集群

荣市国际机场

岘港港

罗勇府春武里府

曼谷

北标府

胡志明港口集群

WHA伟华工业园区一区



WHA伟华集团简介

 WHA伟华实业发展大众有限公司（前身为合美乐
地产发展大众有限公司）在泰国东海岸地区打造了多
个地理位置优越且运营高效的产业发展集群，这些
工业园区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成熟
的运营经验。

    WHA伟华集团致力于打造一个满足产业客户完整需
求的商业发展模式，利用我们管理团队的专业知识和
经验为地区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WHA伟华集团在泰国产业
集群的打造和建设过程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先锋
角色，目前在WHA伟华工业园区内已建成汽车产业
集群、石化产业集群、电子产业集群、消费产品和其
他出口导向型产业集群。国际知名汽车产业客户包括
福特、马自达、通用、铃木、上海汽车名爵和五十铃。同时，
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前100强中，有 32家企业选择
落户在WHA伟华的工业园区内作为他们的全球生产基地。

    今天，WHA伟华旗下开发管理着十大工业区，总面
积达到7,824公顷，这些工业园区分布在泰国和越南，总
客户数量达到818家，其中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生产商
268家，土地及工厂合约达到1,235份，客户总投资超
过330亿美元。

    WHA伟华集团利用自身在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和
运营方面的丰富经验，帮助WHA伟华集团进入友好邻邦
‒ 越南，打造主题工业园。

    WHA伟华的宗旨是通过公司完善的管理体系、企业
社会责任、环境友好原则和社区管理服务来实现我们
对可持续增长模式的承诺。

超过30
年的工业区开发、

管理运营经验

旗下拥有十大工业区

工业区总规模达到
7,800

公顷
工业区内超过
810
家落户企业

工业区内现成厂房和仓
储物流物业规模超过
875,000
平方米

泰国领先的工
业区开发商

WHA伟华实业发展大众有限公司

打造泰国汽
车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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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伟华工业园区一区‒ 越南义安省工业园
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

WHA伟华实业发展大众有限公司

越南

泰国

义安办公室

河内办公室

由WHA伟华工业管理服务越南有限公司经营管理
WHA伟华工业园区一区‒ 越南义安省工业园

电话

电话

传真

电话
传真

Lot AC1-1, WHA Industrial Zone 1 - Nghe An, Nghi Long Commune,
Nghi Loc District, Nghe An Province, Vietn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