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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发展工业区生态系的需求
An Phat Holdings

的一个成员

安发高科技工业区和一号安发工业区的投资者



安发高科技工业区有限公司（An Phat Complex）是安发

Holdings集团（An Phat Holdings）的工业房地产开发商。

An Phat Complex 位于集团生态系中在制造业中拥有将近20

年的历史，在寻找发展其生产和业务系统的市场时了解投资

者的期望。 因此，我们建立了具有最完善，最专业的支持系

统的高科技工业区。

An Phat Complex 致力于陪伴每个企业的发展以及整个工业

区的生态系，因此，来到我们这里的每个投资者都将成为 “

投资安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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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Phat Holdings 成立于2002年，在员工的不懈努力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我们已经在东

南亚高科技和环保塑料领域的领先公司中名“刻名”。

目前, An Phat Holdings拥有15个成员公司，13个工厂，出口市场多达70个国家，主要活动

领域包括完全生物降解材料和产品、麻袋、工程塑料和室内塑料，精密工程和模具，塑料材

料和化学品，工业房地产等。

把握全球绿色转移新趋势，An Phat Holdings 早就设定了开发高科技和环保产品线的先锋目

标。 我们不仅在完全生物降解材料和产品领域中大量投入，而且还注重工业房地产领域，以

平衡生态系，面向可持续发展，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 目前，我们的行程变得更加有意

义，所有的努力都朝着最高目标迈进：为社区创造绿色的未来。 

工业房地产

运输业务 麻袋

工程塑料和室内塑料 塑料材料和化学品

完全生物降解材料和产品精密工程和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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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发高科技工业区(46公顷)

海阳省，海阳市，越和坊，5号公路、Km 47

1号安发工业区(第一阶段:180 公顷)

(旧名称为国俊 - 安平）

海阳省，南策县，37号公路、Km 69

为把握市场需求，2018年，An Phat Holdings 决定购买已废弃10年多的越和工业区。 通过

适当的管理思维和同步的投资策略，该工业区已回生为安发高科技工业区。经过两年规划成

高科技工业区组合，并开发一站式服务以支持对企业顺利的投资，尤其是当在海阳省和整个

越南建设工厂时，An Phat Complex 已吸引了许多海外投资者。截至目前，安发高科技工业

区已达89％的入住率，总注册资本高达1万亿越南盾。

继成功之后，An Phat Complex  继续收到好消息，在2021年初，副总理已签署批准了基于1

号安发工业区（旧名称为国俊-安平）的投资政策项目，并由 海阳省人民委员会提供投资登

记证。1号安发工业区被建设于海阳省，南策县的国俊、安平和安林三个乡社，37号公路，

Km 69的180公顷 面积，总投资为近 1万9千500亿越南盾。

凭借经验丰富的管理机构的能力以及由An Phat Holdings建立并可持续发展的工业生态系的

优势, An Phat Complex 必将帮助投资者节省成本并开辟许多全面的合作机会。

AN PHAT
COMPLEX

An Phat Complex 拥有2个项目: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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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公司
AN PHAT
COMPLEX

用纸和纸板生产其他产品 

利奥纸品有限公司(越南) 

越南精密工程和模具制造
一员有限公司 
生产模具 

安强高科技建筑材料股份公司 
建筑塑料覆面产品生产

加入时间 : 2019年1月

加入时间 : 2019年4月

海阳汽车股份公司 
汽车展厅和维修 

加入时间 : 2020年8月

加入时间 : 2019年6月

万魔声学有限公司
生产可穿戴音频设备 

加入时间 : 2020年9月

FDA高科技药品股份公司 
生产药品 

加入时间 : 2020年9月

安中股份公司
工程塑料生产和贸易 

加入时间 : 2019年3月

注册资本总额:

1/2019

2/2020

12/2020 2737 亿越南盾

4640 亿越南盾

9611 亿越南盾

第一次注册

第一次加本

第二次加本

----------------------------------------------------

----------------------------------------------------

--------------------------------------------

--------------------------------------------

--------------------------------------------

--------------------------------------------

--------------------------------------------

生产电子零件

WELCO TECHNOLOGY VIETNAM
COMPANY LIMITED

加入时间 : 2019年5月

注册资本总额:

10/2019 

01/2021 3484  亿越南盾

2323  亿越南盾

第一次注册

第一次加本

安荣塑料麻袋股份公司 
工业麻袋生产和贸易 

加入时间 : 2019年3月

一站式服务 

绿色植物面积大

便利外区丰富公 

企业生态系

战略位置 太阳能发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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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石油服务股份公司 
加油站和休息站 

加入时间 : 2020年12月

安福花股份公司 
生产和加工毛豆

加入时间 : 2020年11月

伙伴公司

海阳越和工业区股份公司 
运输业务 

加入时间 : 2021年01月

PGA 1级麻袋股份公司 
生产麻袋

加入时间 : 2021年01月

日越贸易及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展厅和维修 

加入时间 : 2021年4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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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河运输及仓库股份公司 
运输业务 

加入时间 : 2021年01月 



战略位置 绿色植物面积大 太阳能发电系统企业生态系

消防系统 道路系统 汙水處理系統 供水供电系统

同步基础 设施 

一站式服务 

运输保安服务 餐饮服务宿舍

海关办公室 医院 超市 娱乐场所 城市住宿服务 高尔夫球场

行政手续支持办理

便利外区丰富公 

海洋省的优势 为何选择 AN PHAT COMPLEX

投资优势

法理手续快，当地提供最大的支持 

熟练的人力资源 

支持行业企业的优惠政策

土地租赁优势
土地基金大

有竞争力的租金 

位于河内-海防-广宁经济三角区中部的战略位置

发展优势
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道路，铁路，水路 

专注于教育-职业培训：大学、大专和职业学校，培训机构等。

人们友善，自然温和

便利服务：银行、医院、娱乐场所，高尔夫球场等。

共和志灵工业区

1号安发工业区

南策县工业区来格工业区

新场工业区
VSIP工业区

福田工业区
大安工业区

安发高科技工业区

莱芜工业区

富泰工业区

志灵

京门

金城

青河

四歧

宁江

青棉

平江
嘉禄

海阳市
金江

南策

海阳省各工业区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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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安发工业区规划

为何选择 AN PHAT 1

在开发安发高科技工业区时获得经验并继续取得成就，An Phat Complex将继续建设一号安发
工业区，肯定其愿景和努力成为工业房地产行业的领先者。

面积

180 公顷（第一阶段）

290 公顷（第二阶段） 

区域连接

离内排国际机场79公里 

离海阳市12公里 

离吉碑机场54公里 

离海防国际港50公里 

离河内首都70公里 

基础设施

排水系统：南沟渠宽15m，02个排水泵q = 2 m3 /s 
电源系统：电源46.08 MVA，变电站110/35/22KV - 2x25MVA 

供水系统：功率为5000m3/天 

废水处理系统：功率为4100m3/天 

城市地区-工作人员住房服务

51公顷，为18,000名专业人员和工人提供服务 

税收优惠

前2年免税，接下来4年减免50％ 

优先领域

- 支持工业 
- 机械和金属加工 
- 高科技、新材料生产行业 
- 产品，组件，电子设备和民用电

租期

50年（至2071年）

位置

位于国俊、

安平和安林三个乡设（海阳省南策县）

37号公路和Kinh Thay河接壤

规模

50 - 70
家工厂 

劳动人数

12.000 - 15.000
人 

“An Phat Holdings 和 An Phat Complex 始终为实现可持续价值而努力。 
我们希望有机会与贵企业广泛有效地合作，在未来创造更多的成功!”

范文俊先生
安发高科技工业区有限公司总经理

安发Holdings集团副总经理当权

工业用地
绿地
基础设施用地
道路系统
经营和服务用地

73%一号安发
工业区的

土地分配比率

10%

12%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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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发高科技工业区有限公司
总部 地址 : 海阳省，海阳市，越和坊，5号公路、Km 47

联系:

www.anphatcomplex.com                                                                             (+84)902 04 6969                  

info@anphatcompl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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