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今河靜省第一個同步和現代基礎設施投資工業園區

富榮工業區及商業區



成立背景

工業園區及住商綜合區投資證明書

▪富榮開發建設股份公司於2010年成立，100%台資企業，
創辦人之一張豐明先生早期配合越南政府政策成功開發
越南南部平陽省大登工業區及越南多處商辦住宅，創造
許多就業機會，是外資企業在越南土地開發工業區歷史
資歷最厚實的業者之一， 與政府關係密切可為進駐廠
商協調出最優惠的投資條件。

▪ 2021年，股份化公司，众多具有强大经济潜力的股东加
入。



富榮公司地理位置

富榮工業區

河靜市

榮市機場

山陽港

永安港

台塑煉鋼廠

同海機場

河静省

VinFast電動
汽車廠

➢ 位於河靜省奇英市奇連坊

➢ 距離河内400公里

➢ 距離榮市機場(VII)120公里

➢ 距離廣平同海機場(VDH)70公里

➢ 距離永安國際海港 1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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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經濟區概述-泰寮越經濟圈

▪ 永安經濟特區被政府選定是越南中

部經濟發展的重點。這裡將成為中

部地區乃至全國鋼鐵工業、配套工

業、發電和深水海港的中心，將是

越南三大國際海上貿易樞紐之一。

▪ 從萬像老撾到永安港的鐵路線將直

接連接老撾、泰國和緬甸的貨物市

場與永安港,泰寮越鐵路直接到達奇

英市(距離寮國車程1.5小時)。

高鐵奇英站

高鐵石河站

泰寮越鐵路

8號過道(往寮國）

永安經濟區



4

永安經濟區概述-商港

▪ 永安國際商港：距離富榮工業
區15公里,未來將成為老撾和
泰國東北部通往世界的唯一通
關之口。

▪ 經過永安海港進出口優惠政策：
對每一個進出口的貨櫃，政府
將支持 1.000.000VND/40英呎
貨櫃；700.000VND/20英呎貨
櫃。



永安經濟區重大投資項目
旅遊，度假綜合區
投資面積50HA

永安國際港
45.000 DTW 山陽港

30.000 DTW

VinFast電動汽車廠
預定地2,000公頃

FHS
站地2,000公頃

第三号火力發電廠
(火力發電廠LNG, 

4.500KW)

富榮工業區
第一期: 207 HA 富榮住商綜合區:

25 HA

一號及二號的火
力發電廠



富榮工業園區及住商綜合區規劃圖

• 富榮工業區第一期:207HA
• 商業區: 25HA
• 土地使用年限: 9/2060

▪ 第一期：工業區207公頃，
住商綜合區25公頃

▪ 第二期和第三期：450公頃

▪ 預計將整個擴大區共1500公
頃

開展規劃圖



工業區道路系統



自來水系統

✓來自淨水中心永安經濟
區的供應。
✓全日24小時供水，另區
內自建儲水設備3,000m3，
以滿足區內廠商之需求。

污水處理系統

✓處理廠規模為
5,000~15,000m3/天。

電力系統

✓ 電壓為: 35KV。
✓ 河靜電力公司連接園區電力

系統全日24小時供電。

完整的道路系統

✓主道路 60 M寬，內部道路 30 
M寬。
✓全區採剛性水泥路面,可承受重
壓及長久耐用。

富榮工業區基礎設施



電信系統
❖ 園區通訊網路架設完善，可按照客戶

需求設計。

消防系統
❖ 園區內之消防系統均依越南國家標準

沿各條內部道路設置消防栓。
❖ 與縣市消防連線,確保廠商安全。

保全系統
❖ 園區設置保安隊,保障區內廠商人身

安全及保護廠商財產。
❖ 並與經濟區公安警隊聯合。



經濟特區優惠政策
1.企業所得稅：
注意：優惠政策生效自開出第一張發票時間起

➢ 自有營業額起，前15年稅率降為10%
➢ 自獲利起，4年免稅,免稅後9年減半

2.進口稅:
➢ 進口機器減稅,生產用原物科(越南境內無法生產),五年內免徵進口稅
3.貨櫃進出口優惠政策：
➢ 對每一個進出口的貨櫃，政府將支持 1.000.000VND/40英寸貨櫃；700.000VND/20英

寸貨櫃



與大學、河靜省就業中心合作: 提供公司幹部與儲備幹部

在省範圍內具有註冊職業教育領域的24個職業培訓基地，其中

有4所大專學校；5所中專學校以及1所職業培訓大學，其餘為小

規模的。

水相關費用(依政府價)

淨水費用: 11,620VND /m3

污水處理費用

污水處理費用: 7,000 VND /m3

電力費用(依政府價)

正常時段: 1,685VND/ kwh
尖峰時段: 3,076 VND/kwh 
離峰時段: 1,100 VND/kwh

建築成本分析(參考當地報價)

一般鋼構廠房約100~150美元/平方米

本區地質堅硬,鑽探3~5米為卵石層,20米為岩盤

生產成本分析-勞動成本

5,998 km2 1,478,000 people

勞動力充裕:

❖ 富榮工業區位於與附近義安省、廣平省、廣治省地區交接位置以
及位於河靜省市所以容易以招聘勞動。

❖ 河靜省人口:147萬人(2021年)，奇英縣市人口:已超過28萬人。

❖ 現有勞動年齡70萬人（15歲以上) 。

❖ 屬於第三區基本薪資約3.630.000越幣(約157.8美元)。

富榮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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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及代工各種鐵鋼產品：熱軋鋼捲，不鏽鋼，鋼筋，圓鋼，鋼管特
殊金屬

02
機電業：電子，電器，工業電器及家電，資訊，信息通信及電信

03
機械製造機器業：生產及零部件製造，車輛組裝，馬達製品，農業機
械製造，家庭遊艇及用於礦業設備

04
建築材料業：生產混凝土，水泥，耐火，保溫，天花板

05 綠能行業:太陽能發電，風力發電等

06

其他行業：家具裝飾，桌椅，床櫃，玩具，塑料製品，木頭,橡膠輪胎，
醫學，光學，食品業，飼料，工業氣體，陶瓷，廢品物資回收，紡，
織紗，成衣，鞋業別，染色，印花, 煉鋅, 煉鉛, 煉鋁,染整，電動摩
托車製造

适用行业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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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榮工業區及商業區

➢投資環境諮詢
我們熱誠提供客戶相關於永安經濟特區環境之介紹、訊息，圖面解說及實地考察。

➢投資申請諮詢
➢協助園區內客戶進行各項投資申請文件諮詢：
1.投資登記證申請。
2.企業登記證申請。
3.土地使用權證書申請。
4.投資建設許可證申請。
5.消防證書申請。
6.各式表單等手續。
➢必要時協助客戶與中央或地方政府有關機關溝通協調。

➢投資活動展開諮詢
➢協助園區內客戶進行各項投資活動展開諮詢：
1.環保評估作業。
2.建廠設計、營造諮詢服務：地質考察、建築設計諮詢、結構、施工設計、總包安裝等服務。
3.協力廠商引薦：廠區保全、設計院、營造廠商、租車服務、OA家具、審計公司、廠區保修等。
4.人員召聘-懂中越文的行政人員、語言訓練諮詢。

一條龍服務



❖ 採日式飯店團隊管理有服務櫃台服務商辦

大樓內客戶。

❖ 其他尚有咖啡廳、健身中心、洗衣房、叫

車服務、商務中心、票務中心、知名銀行

進駐等。

酒店、商辦及金融區: 10,203m2
建築於12層, 200 間客廳

別墅住宅區
28,929m2

連棟住宅區
39,019m2

富榮商辦綜合大樓

酒店、商辦及
金融區

10,203m2

住商綜合區
50,318m2

住商区总体规划
总面积：25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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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優惠

優越的地理位置，交通便利
✓ 永安經濟區是越南中部經濟發展的

重點
✓ 1小時30分鐘到國際機場，15分鐘

到國際港口
✓ 擁有高速公路、高鐵、國道

自己建設住商綜合區
✓ 服務廠商住行娛樂要求

完整及同步的基礎設施
✓ 廠商可立刻進駐

勞動充沛、勞動招聘支持 經濟特區及該省對企業的優惠支持政策

租金優惠
✓ 基礎設施轉讓費具有大競爭力
✓ 原土地租金免繳至2060年9月

吸引多種化行業
✓ 尤其吸引重工業、鋼鐵及汽車生

產上下廠商

一條龍服務
✓ 100%台資企業，擁有豐富管理經驗
✓ 跟越南政府關係密切
✓ 服務團隊專業



✓

富榮工業區及商業區

富榮公司地址: 越南河靜省奇英市奇連坊連富里富榮工業區

✓ Hotline: (+84)932.315.848

✓ Tel: (+84)2393.722.378
✓ Email: sales@pvip.com.vn

✓ Website: www.pvip.com.vn

mailto:sales@pvip.com.v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