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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阴简介 Tangyin  Jianjie 

汤阴县地处豫北平原，太行山东麓，隶属

于河南省安阳市，因居汤河之南而得名。汉高

祖二年（公元前 205 年）置县，距今已有 2200

多年历史，是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命名的“中国

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也是“文圣周

文王拘而演周易、武圣岳飞出生成长、医圣扁

鹊悬壶济世”的三圣文化发祥地。全县总面积

646 平方公里，辖 9 镇 1 乡，298 个行政村，

总人口 50万，耕地面积 69.8 万亩。

近年来，汤阴县立足丰富的资源和独特的

区位交通优势，努力改善软硬环境，大力实施

招商引资和项目带动战略，全县健康食品、生

物医药等主导产业和文化旅游、商贸物流、城

市建设、新型材料、高端制造等重要产业快速

发展，已呈现出“集聚程度高、产业特色明、

带动效应强”的鲜明特点，并已进入选商引资、

快速发展的成熟期，在全国享有较高的美誉度。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 11 亿元，全县综合经

济实力跃居全省第一方阵，各项主要经济指标

增幅在全市县（市）中均位居前列。坚定不移

推进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全面落实严格监管、

智慧溯源、诚信保险、宣传教育、生态保障的

“五条路径”，建成投运中国安全食品体验馆、

微电影展示馆，构建保障体系，提升产业层次，

引导企业诚信守法经营，努力打造全国食品安

全放心县。

汤阴县先后荣获“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

基地”“全国食品安全示范县”“中国农业产业

经济发展百强县”“2015 年度全国食品安全示

范基地”“河南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先进县”“河

南省对外开放先进县”“河南省加工贸易梯度转

移重点承接地”等荣誉称号。我县已连续十二年

六届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命名为“全国食品工业

强县”，2014 年 6 月份，汤阴被中国食品工业

协会命名为“中国食品工业名县”，成为全国目

前唯一获得此荣誉的县。2015 年 12 月 2 日，中

国食品工业协会在汤阴设立“京津食品产业园”。

2016 年 6 月 20 日，汤阴县产业集聚区被河南省

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易经圣地   岳飞故里    扁鹊之乡   千年古县             中国汤阴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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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wei  Jiaotong 区位交通

汤阴位于河南省北端，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是中原经济区对接京津冀、衔接环渤

海经济区的重要门户，区域辐射范围广阔，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战略地位。

◆区位得天独厚

汤阴地处安濮鹤经济板块核心地带，是安阳市重要的南部城市组团，东临油城濮阳，

西接煤城鹤壁，南依鹤壁新城，北靠古都安阳。北距首都北京520公里，邯郸机场83公里；

南距省会郑州 140 公里，新郑国际机场 165 公里。河南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汤阴周边

人口十分稠密，以汤阴为中心，以150公里市场为半径，可辐射4省11市，人口7038万；

以 500 公里市场为半径，可辐射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太原等省辖以上 29

个城市，人口 3.76 亿。

安阳市被国家发改委纳入京津冀周边地区协同发展联动支持范围，汤阴处在工业资源

综合利用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辐射区域。同时，汤阴又处于安濮鹤经济板块联动发展的

核心区域和黄金地带，是安濮鹤经济板块连南贯北、协同发展的战略节点城市。安阳市委、

市政府把汤阴确定为全市中原经济区科学发展示范县，强力推进“安汤新城”建设，逐步

将汤阴纳入了全市整体发展规划。北起邯郸，南至鹤壁的城际快速通道中华路等道路的相

继贯通，加之正在规划建设、加速崛起的“汤鹤新城”，实现了安阳市区、鹤壁城区和汤

阴城区的资源互补和无缝对接，拓展了发展空间，使汤阴区位优势更加明显。

汤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交通网络四通八达，自古就是通衢要道，是豫北地区重要的交

通枢纽城市，是承接产业转移的黄金地带。综合比较各种条件，我们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具

有以下七大优势：

汤阴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

区位交通优1 Location 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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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十分便利

一是“双十字架”铁路网汇集。京广铁路、京港高速铁路和晋豫鲁铁路在汤阴形成了“双

十字交叉”。汤阴距离安阳东、鹤壁东两个高铁站都不超过 20 公里，每天到北京的高铁有

二十多个车次，全程仅两小时二十分钟，汤阴已进入北京二小时经济圈。西起内蒙古鄂尔多

斯的晋豫鲁铁路，经陕西、山西、河南，东至山东日照出港，成为我国又一条与陇海线同等

重要的东西走向铁路大动脉。该铁路在汤阴与京广铁路形成十字互通的交汇点，使汤阴的铁

路轨道贯穿南北，连接东西，尤其是在汤阴段建设的万吨级铁路中枢站——安阳南站，建有

陆地港和保税区，口岸通关便捷，货物可就地报关经日照港直接出口。二是“井”字状高速

公路环绕。京港澳高速、大广高速、范辉高速、南林高速环围汤阴周边，公路交通四通八达、

方便快捷。三是“安阳机场”即将动工建设。该机场已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目前机场

用地已完成流转和征收工作，即将动工建设，重点服务安阳、鹤壁、濮阳三市。汤阴县“海

陆空”立体交通网络体系已现雏形，正在成为中国中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

北京（520km）

邯郸机场（83km)

安阳（19km)

日照（500km)
山西长治（160km)

汤阴

鹤壁新区（19km）

郑州（140km)

新郑国际机场（165km)

◆物流优势明显

铁路港、航空港、公路港“三位一体”的现代物流体系正逐步形成，规划面积 3 平方

公里的豫北大型仓储物流基地正在建设。鲜易国际物流基地、河南万庄铁路口岸、安运仓储

物流基地等项目已投入运营，河南万庄公铁物流园已开工建设，完善的交通网络和现代化物

流体系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物流成本，缩短了购销货物的运输时间。

区位交通 Quwei  Jiao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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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hua Diyun 文化底蕴

汤阴历史悠久，文化厚重，自汉高祖二年（公元前 205 年）置县，距今

已有 2200 多年历史。境内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殷商文化遗址 12 处，

国家、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32处。

城北羑里城是周文王“拘而演周易”之地，翠柏参天，风景秀丽；城中

岳飞庙建筑精美、碑碣林立，均系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 4A 级景区。岳飞

故宅、岳飞先茔是岳飞后裔每年祭拜先祖、传承忠义文化的教育基地。扁鹊庙

也具有巨大的历史研究和旅游开发价值。近年来，汤阴县依托易经文化产业园、

岳飞庙、岳飞故宅、岳飞先茔和扁鹊庙等旅游资源，培育发展“文圣”周文王

国学周易文化游、“武圣”岳飞爱国红色文化游、“医圣”扁鹊传统中医文化

游，着力建设“三圣”历史文化旅游胜地。古岳坊商业中心、华录集团文化中

心、艾文化产业园项目等一批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即将竣工运营，中华梦幻谷主

题公园已投入运营。

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了开放、包容、朴实的民风，为外地项目落户汤

阴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文化底蕴厚2 Cultural insid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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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ye Jichu 产业基础

益海嘉里（安阳）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河南嘉士利食品有限公司 今麦郎饮品 ( 汤阴 ) 有限公司博大集团安阳有限公司

产业基础牢3 Industry base

◆农畜产品资源丰富

汤阴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盛产小麦、玉米、棉花、蔬菜等农产品，汤阴及周边县市是优

质强筋小麦产区，品质优良。全县食用菌总量达到 1.8 亿袋，年产 8.1 万吨，是“全国食用菌生

产标准示范区”“全国食用菌十大主产基地县”。全县肉鸡饲养量全国闻名，年出栏达5000万只。

汤阴及周边县市生猪存栏443.8 万头，出栏 511.5 万头。禽存栏12147万只，出栏 23429万只，

奶牛存栏量 16700 头，年产奶量 85000 吨。丰富的农畜产品资源为发展食品加工产业提供了充

足的原料保证。

◆中药材资源充裕

汤阴及周边地区中药材种植品种 2302 种，种植面积 430 万亩。全县中药材种植品种 200

余种，天花粉、瓜蒌、九头艾、无名子、杭白菊、丹参、金银花、益母草等道地药材 20 余种，

种植面积 3 万余亩。医药批号资源充足，全市拥有化药及其他批号 908 个，其中我县 399 个；

拥有中药批号 185 个，其中我县 53个。

◆矿产资源及能源充沛

安阳市电力总装机容量达到 101 万千瓦，年产原煤 283 万吨，天然气年输气量 1 亿多立方

米，日供水量可达 42万立方米。西部矿区铁矿石、石灰岩、大理石等资源有一定的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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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发展

近年来，汤阴县委、县政府高标准、高起点规划建设了“一区三园”，培育壮大了健康食品、

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和高端机械制造、新型材料等重要产业。

以食品加工为主导的省级汤阴县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 23.4 平方公里，先后荣获“河南省 2014

年度十快产业集聚区”“河南省最具竞争力产业集群金星奖”“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功晋

升为“河南省一星级产业集聚区”。目前已落户食品企业 173 家，包括益海嘉里、今麦郎、永达等

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28 家，拥有“众品”冷鲜肉、“金龙鱼”粮油等 26 个中国驰名商标及

598 个系列名牌产品。今麦郎饮品、广东嘉士利食品、京南食品、川辣妹食品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建成

投产，益海嘉里二期、今麦郎面业、广西黑五类食品、天水众兴菌业等重点项目正在抓紧建设。食品

产业集群总产值达到 200 亿元以上。培育壮大了小麦、玉米、肉鸡、食用菌、生猪、蔬菜、中药材、

肉奶牛、休闲饮品、大豆等 10 条农产品加工产业链条，初步形成了粮食深加工、肉类深加工、果蔬

饮品和配套服务四大产业集群，实现了产业集聚、“链”动发展，食品工业已经成为支撑汤阴经济发

展的主引擎。

以生物医药为主导的医药产业园，规划面积 10 平方公里，先后引进了四川科伦药业、康立医疗

器械、诺利如一、中帅医药、昌达药玻、正弘药辅、仁华药业、仲亿药业等 39 家医药企业，目前投

产运营企业 23 家，形成了化学及原料药、中药、医疗器械、药用辅料、药用包材、生物农业和医药

流通等门类齐全、环节齐备、关联紧密、分工合理的产业集群。

以高端制造、特种材料及现代物流为

主导的安阳市新型制造业产业园，规划面

积 14.89 平方公里，目前已入驻宁夏青龙

管业、北方铁路器材、华兴汽配、永祥机

械、鼎元工程塑料、华北工程塑料、景翔

耐磨材料、鹏胜光伏科技等 68 家企业，

初步形成链条完整、配套健全、公共服务

完善的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以新型材料为主导的安阳市新型材料

产业园，园区规划面积为3.66平方公里，

目前已入驻众志硅业、博奥生物、恒升纸

业等企业 30 余家，初步形成了以新型建

材、精细化工等为主导的产业集群。

食品加工、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产

业的高度集聚，推动原料供应、物流配送、

检验检测、包装印刷、产业配套等生产要

素集聚效应日益明显，企业可有效降低成

本，提高产品竞争力。

诺利如一 ( 安阳 )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业基础

上海安丁生物汤阴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科伦药业有限公司

Chanye Jichu 

安阳众品食业有限公司

安阳尼普洛昌达医药包装有限公司

汤阴县永达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阳光油脂集团安阳植物蛋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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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配套 Zhicheng Peitao 

自2010年以来，全县城建总投资达85亿元，修建改造总长256公里的道路100条，实现水、

电、气、通讯、排水、绿化、亮化一步到位。城区面积由原来的11.5平方公里扩大到40平方公里，

增加了 2.5 倍，“安汤一体化”已初步实现。

县产业集聚区累计投资48.3亿元用于基础及配套设施建设，高标准建设了扁鹊路、兴隆路、

众品大道等园区道路，打造了“四纵四横”路网格局；建成全长 14.5 公里的铁路专用线，完成

日处理 8.5 万吨污水的 4 个处理厂及 65 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水、电、路、气、通讯等基础

设施的“七通一平”。

高标准建成了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展览中心、质量检测检验中心、产品技术研发中心、培训

中心、投融资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加快推进了集聚区公交、超市、金融机构、

物流快递等城市综合配套功能建设。汤阴县产业集聚区的建设进度、建设规模及承载能力在全省

首屈一指，为企业壮大规模、实现集聚链式发展提供了高标准平台。

铁路专用线

污水处理厂

标准化厂房

220 千伏变电站

支撑配套强4 Supporting strong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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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ghe Chengben 综合成本

汤阴位于安阳、鹤壁两个地级市之间，已与两个城市实现了无缝对接。汤阴县生产要素资

源充沛，价格较低。在汤阴投资，付出县一级成本，得到地市级资源。

◆水源优质充盈

汤阴县地处太行山前冲击性平原，地下水资源丰富，地表水资源量为 5200 万立方米，地

下水资源量为 1.39 亿立方米。水质优良，属于弱碱性水，矿化度低。境内有汤河、羑河等多

条河流，并建有汤河、琵琶寺两座中型水库，储水量 3.2 亿立方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汤

阴留有分水口，每年分配 1800 万立方米优质地表水资源，将为项目用水提供有益补充。项目

用水可采取三种途径：一是取用地下水。企业可采取自备井方式取水，每井出水量在每小时

60-80 吨，每立方水 1.3 元，企业可在厂区内通过取用地下水满足项目用水需要；二是从汤河

水库或琵琶寺水库调水，每立方水 0.4 元；三是利用南水北调水资源。目前已建成通水，用水

申报即可，主干渠水价每立方米 0.58 元。

◆供电保障有力

县境内供电网属豫北电网枢纽站，并与安阳 500 千伏洹安变电站联接。境内有 220KV 变

电站 4座，110KV变电站 8座。如果用电量较大，可以自建 35KV电站，每千瓦时 0.6292 元，

产业集聚区内大工业用电实行峰谷分时电价。

综合成本低5 Low comprehensive cost



中国 >>>

1716

◆天然气供应充足

“西气东输”工程从汤阴过境，为汤阴提供了充足的气源。华润燃气、昆仑燃气在汤阴

设立分公司，并设有多处供气站，年供气能力可达4～6亿立方米。天然气的价格为每方2.66

元，并可视企业用气量的多少协商最低优惠价格。

◆煤、油供给便利

汤阴西接煤城鹤壁，东邻油城濮阳，凭借地域优势，可大大降低原材料运输成本。

◆土地价格优惠

汤阴土地价格优惠，企业支付的县级区片地价，享受的是安阳、鹤壁等地市级资源供应。

工业用地最低挂牌价格为 95000 元 / 亩，并可根据项目建设情况，享受更优惠地价。

◆人力成本低

技术工人月平均工资 2500 元左右，一般工人月平均工资 2000 元左右。县内人力资源

丰富，农村需转移就业人员 18.1 万人，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安阳市中高等院

校及各类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在校生近 9万人，每年毕业学生近 3万余人。同时，安阳幼儿师

范专科学校、制药大专、汤阴职业技术中心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将为园区内企业培养或定向

培养大批加工、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技能型、实用型人才和产业工人，为企业发展提供可靠

人才保证。

综合成本 Zonghe Cheng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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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环境 Fazhan Huanjing 

◆国家、省、市政策支持

安阳市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重要节点城市，属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动支持范围，省第九

次党代会提出了“安濮鹤”联动发展的理念，汤阴处于三市中心，可最大程度享受省委、省政府

在这一核心区域给予的政策红利；安阳市委、市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支持汤阴加快建设中原经

济区“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示范县的决定》和《关于支持汤阴县加快食品工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汤阴的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省、市战略，战略叠加效应为汤阴加快推进资源整合、承接产业转

移、促进产业升级、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难得的市场机遇。

◆服务机制完善

建立了为项目建设提供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的“12345”保姆式服务机制，即：坚持“一

切围绕项目、一切服从项目、一切服务项目”的理念，坚持“客商在办理手续时不与职能部门接触、

征地时不与群众接触”的“两不接触”制度，坚持联审联批联办的“三联办”代办员制度，坚持

县、科、股、办事员四级干部联系分包项目的“四级分包”制度，坚持“最高的标准、最硬的措

施、最快的节奏、最严的要求、最好的效果”的“五最工作法”，形成了“谋划一批、在谈一批、

签约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项目推进机制。

◆食品安全保障有力

全力打造全国“食品安全示范县”，通过严格监管、智慧溯源、诚信保险、宣传教育、生态

保障的“五条路径”，在全省率先完成食药监体制改革，探索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110 家企

业进入统保体系。投资 1000 万元建设食品安全信息化追溯系统，投资 5000 万元的中国安全食

品体验馆、微电影展示馆建成投运，食品安全“汤阴经验”在全国推广。

发展环境好6 Goo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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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bu Zuofeng 干部作风

大力弘扬“忠诚、实干、担当、奉献”的汤阴精神，唱响“严党风、抓政风、淳

民风、正村风、美家风”的五风建设主旋律，坚持“开放招商、项目带动、创新驱动”

战略，全县上下一心一意谋发展，凝心聚力抓招商。县委、县政府成立了招商引资、

工业转型升级、现代农业、第三产业发展、城市建设五个高规格的指挥部，全力抓招商，

抓发展，抓服务。四大班子成员不分一线、二线都在一线招商，都在一线为企业服务。

干事创业氛围浓厚，形成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局面。

干部作风硬7 Cadre style 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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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 Youhui  Zhengce 

1、建设用地充足。园区内建设用地平整、成方连片、储量充足。重点项目可保

证在一个月内挂牌供地，进地施工。同时，根据项目投资规模、投资强度、科技含量、

税收贡献等，土地价格可实行“一事一议”，享受更优惠的价格。

2、无偿配套公共基础设施。根据该项目投资需要，县政府保证为企业墙外的道路、

供电、供气、排水管网、通信等公用基础设施及时、无偿配套，切实做到项目用地“七

通一平”，为企业投资提供高标准的硬件环境。

3、低成本保障运行。依据产业集聚区政策，企业享受优惠电价。天然气管网已

铺至园区所有道路两侧。4G 网络已全面铺开，可满足企业的移动通讯、桌面电话、数

据业务、移动信息化等需求。

4、大力给予融资扶持。我县拥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 7 家国有银行，有人寿

保险、中保财险等10余家保险公司，有信用担保公司、建投公司、中小企业担保公司、

弘达投资公司等多家担保投资公司，可为项目提供全方位的金融、保险、投资担保服务。

我县将积极协调金融部门和担保投资机构，在项目建设经营中提供充足的资金扶持。同

时，允许企业以土地使用权证抵押融资。

5、设立产业扶持基金。县财政每年专门设立 1 亿元主导产

业扶持发展基金、5000 万元创业创新基金、500 万元人才基金，

用于奖励在汤阴投资的企业，兑现县政府承诺的土地、税收、行

政事业性收费等方面的优惠，为重大项目落地、企业梯次成长提

供有力保障。

6、确保项目环保容量需要。我县 SO2 环境容量较充足，

保证环保容量能够满足项目建设需要，污水达到 COD≤ 350mg/L

后，可直接进入园区污水管网，处理费用为 1元 / 立方米。

7、免费招收员工和人员培训。对引进高层次人才免费办理

人事代理，免费为企业提供求职信息，免费为企业发布用工信息，

免费为企业开展职业介绍和指导，免费为企业开展岗前培训、在

岗引导性培训和职业培训。

8、行政事业性收费及优惠政策。项目建设期间，县控本

级行政事业性收费全免。

独特的区位优势，便利的交通网络，深厚的文化底蕴，充足

的发展资源，使汤阴成为海内外各界有识之士投资兴业的热土。

汤阴县委、县政府将以最优质的服务、最优惠的政策、最优良的

环境，竭诚与您共谋发展，实现“和谐双赢”。

汤阴承接产业转移方面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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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成本 Shangwu Chengben 

    土地     工业用地 9.5-12.5 万元／亩，亿元以上项目一事一议

    税收     视项目投资及税收贡献额，给予产业基金奖励

    建筑造价

  砖混厂房建筑     1200 元 /m2

    框架结构     1 500-1600 元 /m2

    钢架结构     500-600 元 /m2

    标煤     420-500 元 / 吨

    居民用电     1 千伏以下 ( 含 1 千伏 )     实行阶梯电价

 商业用电

    电压等级     尖峰     高峰    平段     低谷

   实行峰谷分时电价

    1 千伏以下     1.42585     1.26983     0.82520     0.43517

1-10 千伏     1.36567     1.21645     0.79120     0.418l7

35-110 千伏以下     1.30727     1.16464     0.75820     0.40167

 一般大工业

1-10 千伏     1.07893     0.96211     0.62920     0.33717

35-110 千伏以下     1.05238     0.93856     0.61420     0.32967

110 千伏     1.02582     0.91501     0.59920     0.32217

220 千伏以下     1.01167     0.90245     0.59120     0.31817

    综合用水     3.35 元／吨

    生活用水     2.3 元／吨

    普通工资     2000-2500 元／月

    居民用气     2.1-2.73 元／ m3

    商业用气     2.66 元／ m3

    工业用气     2.66 元／ m3

共谋发展  和谐双赢



中共汤阴县委    汤阴县人民政府
地址：河南省汤阴县人民路中段  电话：0372-8986666   6211109   

邮箱：tangyinswj@163.com    网址：http://zs.tangyin.gov.cn

★中国食品工业名县

★全国食品工业强县

★全国商品粮基地县

★全国食品安全示范县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之乡

★全国食用菌十大主产基地县

★全国农产品加工业示范基地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中国农业产业经济发展百强县

★京津食品产业园 

★河南省“最具竞争力产业集群金星奖”

★河南省“十快产业集聚区”

★河南省“一星级产业集聚区”

★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