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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连投资指南 2019 版

一、投资环境

大连位于中国辽东半岛南端，东濒黄海，西临渤海，北依中

国东北广大腹地，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是中国东北与日本、

韩国、俄罗斯远东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连接点，是“一带一路”战

略的重要节点，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工业、商贸、金融、旅

游城市。大连陆域面积 1.25 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29476 平方

公里，海岸线 2211 公里，人口 690 万。

（一）便捷的交通运输

大连是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

港口：大连港与世界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个港口有

着贸易往来，承担东北地区 70%以上的货物海运和 80%以上的集

装箱运输，是中国东北重要的集装箱枢纽港、油品及液化工品分

拨基地、粮食转运中心和矿石分拨中心。大连港货物吞吐量超 4

亿吨，货物吞吐量居世界港口 11 位，集装箱吞吐量全球排名第

16 位。

机场：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航线总数 210 条，与 13 个国家

和 3 个地区的 109 个城市通航，其中与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的航

班数量分别达到每周 91 班、58 班和 23 班。大连金州湾国际机

场正在建设中，建成后预计年旅客运送量 6000 万人。

铁路：大连始发高铁通往东北各主要城市和北京、天津、上

海、济南、武汉、郑州等华北、华东、华中的中心城市。从山东

烟台到大连的铁路轮渡使东北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贸往来

更加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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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大连高速公路骨干网络和区域网络基本形成，与港口、

机场、铁路构成了高效的集疏运体系。

（二）完备的产业基础

大连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行业门类齐全，配套能力强，

形成了以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电子信息、船舶制造四大基地为

支撑，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的新型产业体系。

装备制造：大连的机车、机床、轴承、制冷设备、压力容器

和风电设备等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冰山集团、机床集团、重工起重集团、瓦轴集团等企业是国内同

行业的排头兵。

石油化工：大连是中国炼油能力最大的城市之一，年炼油能

力 3000 多万吨，围绕中石油、恒力石化等项目形成了较为完整

的石化产业链条。大孤山石化产业集群销售收入超千亿元，长兴

岛石化产业基地成为中国新一轮石化产业布局调整和结构优化

升级战略的核心承载区域。

电子信息：英特尔晶圆制造和非易失性存储器项目先后建设

投产，围绕英特尔及其配套项目，一个世界级的集成电路产业基

地正在加速形成。

船舶制造：大连是中国四大造船基地之一，已基本形成了集

船舶建造、修理、配套、技术研发及试验设施等为一体的船舶工

业体系。船舶重工、中远、川崎等众多船企形成了年产 1200 万

载重吨的造船能力，海洋工程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大连是中国的软件产业基地、服务外

包基地城市、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软件版权保护示范城市以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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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唯一的软件产业国际化示范城市。目前，全市共有近 2000 家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从业人员 20 万人。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东风日产、奇瑞、比亚迪电动车、华晨

专用车等整车项目初具规模。大连作为中国重要的汽车零部件制

造基地之一，形成了机械制造、冶金、橡胶、仪器仪表、电子通

讯等完备的汽车配套产业体系。

金融：大连是中国东北地区的金融中心和外汇结算中心，

2018 年末全市共有各类金融和融资服务类机构 923 家。大连商

品交易所是全球最大的油脂、塑料期货交易市场和第二大农产品

期货交易市场，开设了我国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铁矿石期货。

现代农业：大连被誉为“水果之乡”，盛产苹果、黄桃、大

樱桃、蓝莓等。大连海洋资源丰富，盛产海参、海胆、鲍鱼等海

珍品。长海海参、庄河大骨鸡、金州黄桃、金州大樱桃、旅顺海

带等农产品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三）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

大连是中国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拥有三个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和东北唯一的保税港区。国家级金普新区、辽宁自贸区大

连片区、跨境电商综试区、沈大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构建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区等获批建设，使大连成为全国各类

对外开放平台最多最全的城市之一，是东北地区对外贸易和吸引

外资最集中的地区。截至 2018 年，全市共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

业 1.90 万家，实际使用外资 1120 亿美元。有 115 家世界 500 强

企业在连投资了 275 个项目。

夏季达沃斯年会成为向全世界展示大连城市风采和扩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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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影响力的平台。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国际软交会成

为业界公认的“中国软件第一展”。中国(大连)国际服装纺织品

博览会成为展示大连“东北亚时尚之都”的重要舞台。

（四）丰富的人才科技实力

全市有 30 所普通高等院校，各级各类在校生共 33 万人。拥

有大连化物所等 100 多家市级以上科研院所，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78.5 万人。全市有国家级科技企业 778 家，居东北地区各城市

首位。

大连是全国首批“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城市，是国家高端轴

承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和数控机床、核电装备国家火炬特色产业

基地。高新区获批全国首批科技服务业试点园区。

（五）良好的宜居环境

大连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 10.5℃，市区年环

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6％以上，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生活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 100%和 95%，森林覆盖率 41.5％，林

木绿化率 50%。获得联合国环境 “全球 500 佳”、中国“人居

环境奖”、“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际花园城市”、“全国

文明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旅游休闲示范城市”、

“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等称号。

大连公共交通体系发达，已形成由快速公交、快轨、地铁构

成的立体交通模式；大连是中国最佳旅游城市，2018 年，入境

过夜海外游客 110.31 万人次，游客总数 9398.38 万人次。有老

虎滩、金石滩、旅顺口景区等众多风景名胜，温泉、滑雪、游艇、

垂钓、高尔夫球等新兴旅游业态快速发展。大连部分幼儿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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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学、高中可接收外籍学生，设有日本人学校、韩国国际学

校、枫叶外籍子女学校、美国国际学校、新加坡伊顿国际学校等

5 所国际学校。2018 年末外籍学生总数 2087 人。大连医疗资源

充足，有各类卫生机构 2500 多个，从业人员约 6万人。

（六）营商成本

类别 居民 非居民

暖气 26元/m
2

31元/m
2

蒸汽 价格完全市场化

自来水

1、第一级2.30元/m
3
，年用水量为180m

3
（含180m

3
）以下

2、第二级3.45元/m
3
，年用水量为180-240m

3
（含240m

3
）

3、第三级6.90元/m
3
，年用水量为240m

3
以上

1、商业用水和工业用水

3.20元/m
3

2、特殊行业用水20元/m
3

污水处

理费
0.95元/m

3
1.40元/m

3
（非居民）

2.00元/m
3
（特种行业）

人工煤

气

1、第一级1.60元/m
3
，年用气量600m

3
（含600m

3
）以下

2、第二级1.90元/m
3
，年用气量在600-900m

3
（含900m

3
）

3、第三级2.40元/m
3
，年用气量900m

3
及以上

2.60元/m
3

辽宁省电网销售电价表（2018年7月1日起执行）

单位：元/千瓦时

用电分类

电度电价 基本电价

不满1

千伏

1-10千

伏 20千伏

35-110

千伏

以下

110千

伏

220千伏

及

以下

最大需量

元/千瓦/

月

变压器容

量

元/千伏安/

月

一、居民生活用电 0.5000 0.4900 0.4900 0.4900

二、一般工商业及 0.7599 0.7499 0.7479 0.7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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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用电

三、大工业用电 0.5286 0.5256 0.5156 0.5026 0.4926 33 22

四、农业生产用电 0.4946 0.4846 0.4826 0.4746

注：1、上表所列价格，均含农网还贷资金2分钱，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0.23分钱。

2、农业排灌、抗灾救灾，按上表所列相应分类电价降低2分钱（农网还贷资金）执行。

3、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0.62分钱，地

方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0.05分钱。

4、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其中：居民生活用电

0.1分钱，其余各类用电1.9分钱。

5、大工业用电、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实行峰谷分时电价和功率因数调整电费办法。

劳动力成本

人工

成本
2017年全市企业平均人工成本为84605元。

最低

工资

标准

区域
月最低工资

标准

小时最低工资

标准

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旅顺口区、

长海县、各先导区
1620元 16元

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 1520元 15元

企业

社保

缴费

基数

险种 企业缴费比例

基本养老保险 16%

基本医疗保险 8%

工伤保险
差别费率、浮动费率

（0.4%-2.1%之间）

失业保险
0.5%

（2016.6-2020.5）

生育保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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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本级基准地价表

（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及高新区）

土地用途
Ⅰ 级 Ⅱ 级 Ⅲ 级 Ⅳ 级 Ⅴ 级 Ⅵ 级

一级类 二级类

商服用地

（楼面地价）

6300 5500 4500 3000 2300 2000

零售商业用地 6300 5500 4500 3000 2300 2000

商务金融用

地
5040 4400 3600 2400 1840 1600

餐饮用地 5040 4400 3600 2400 1840 1600

旅馆用地 6300 4950 4050 3000 2300 2000

其他商服用

地
6300 5500 4500 3000 2300 2000

住宅用地

（楼面地价）
— 7000 6000 4600 3500 2500 2000

工业用地

（单位地价）
— 1500 1250 1050 950 — —

2017年企业人工成本情况一览表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类 / 单位：元、%）

项目

企业

平均人

工成本

各项费用占人工成本比重

从业人

员劳动

报酬

福利

费用

教育

经费

社会保

险

费用

劳动保

护

费用

住房

费用

其他

人工

成本

元∕年 % % % % % % %

总计 84,605 70.14 4.31 0.25 16.50 0.30 7.25 1.25

（一）内资企业 80,656 70.43 4.23 0.28 16.62 0.32 6.81 1.30

1.国有企业 101,233 66.51 4.59 0.41 18.34 0.28 7.57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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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体企业 68,164 70.07 5.19 0.08 18.38 0.21 5.89 0.18

3.股份合作企业 81,806 68.42 6.24 0.12 15.42 0.41 6.03 3.36

4.有限责任公司 74,053 72.92 3.53 0.19 15.75 0.31 6.39 0.91

5.股份有限公司 78,772 67.01 7.11 0.40 16.05 0.46 8.19 0.78

6.私营企业 68,850 77.79 2.38 0.07 14.65 0.10 4.65 0.36

7. 其他企业 62,361 77.77 2.25 1.25 17.79 0.01 0.92 0.01

（二）港、澳、台商

投资企业
93,613 71.53 4.19 0.31 16.29 0.24 6.53 0.91

（三）外商投资企业 106,648 68.58 4.64 0.11 16.06 0.30 9.23 1.08

二、投资机遇

（一）辽宁自贸试验区大连片区

建设高端产业集聚、投资贸易便利、金融服务完善、监管高

效便捷、法治环境规范的高水平高标准自由贸易园区，形成与国

际投资贸易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创新体系，引领东北地区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

（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区

围绕开放型经济运行管理、国际投资合作、外贸促进、金融

服务、国际合作空间拓展等方面开展探索和创新，打造面向东北

亚开放合作的新高地。

（三）跨境电商综试区

建设成为东北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先行区、外贸转型发展的

引领区、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示范区和东北亚跨境商品的集散区。

（四）沈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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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成为创新型城市和东北亚地区科技创新创业中心。

三、产业发展方向

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金融、港航物流、信息服务、旅游、

商贸、医疗、养老、教育、文化创意、研发设计、产业地产等为

主的现代服务业。

先进制造业：推动石化、船舶、装备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的

转型升级，重点发展高端数控机床、机器人、3D 打印、智能控

制系统、先进交通装备、高技术船舶及海洋工程等高技术、高附

加值制造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壮大集成电路、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能源及储能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通用航空、

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

基础设施产业：港口、道桥、地铁、供水、垃圾处理、污水

处理等。

现代农业：围绕渔业、畜牧、水果、蔬菜、花卉等优势产业，

发展设施、种苗、精品、外向、生态、循环、休闲、创意等特色

都市型现代农业。

四、重点发展区域

（一）辽宁自贸试验区大连片区

地理位置：大连市中南部，金普新区内，包括大连保税区

31.96 平方公里和大连开发区 28 平方公里，总面积 59.96 平方

公里

重点发展产业：港航物流、金融商贸、先进装备制造、高新

技术、循环经济、航运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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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普新区

地理位置：大连市中南部，总面积 2299 平方公里

重点发展产业：石油化工、智能制造、电子信息、汽车整车

及零部件、生物医药、通用航空以及航运、物流、金融、商贸等

现代服务业

（三）保税区

地理位置：大连市金普新区内，总面积 251.3 平方公里

重点发展产业：港航物流、国际商贸、航运金融等现代服务

业以及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出口加工等临港产业

（四）高新区

地理位置：大连市南部，总面积 153 平方公里

重点发展产业：人工智能、机器人、云计算、物联网、新一

代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外包、文化创意、

生命科学、研发设计、新材料与新能源、科技金融等

（五）长兴岛经济区

地理位置：辽东半岛西侧中部，渤海东岸，总面积 598 平方

公里

重点发展产业：石油化工、船舶、海洋工程、装备制造、精

品钢材、生物医药、仓储物流等产业

（六）旅顺经济技术开发区

地理位置：大连西南部，规划面积 88 平方公里

重点发展产业：船舶制造、轨道交通、装备制造、港航物流

等

（七）花园口经济区

http://baike.baidu.com/view/2302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02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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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辽东半岛黄海沿岸的中部，碧流河入海口东侧，

陆域面积 247.4 平方公里

重点发展产业：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制药、新型节能环保

产业、精品农业、现代服务业

（八）普湾经济区

地理位置：大连市金普新区北部普兰店湾，总面积 707 平方

公里

重点发展产业：精细化工、生物医药、储能、先进装备制造、

食品加工、科研教育、总部经济等

（九）中山区

地理位置：大连市区东部，总面积 43.85 平方公里

重点发展产业：金融、航运、商贸、会展、旅游、总部经济

（十）西岗区

地理位置：大连市区中部，总面积 26.6 平方公里

重点发展产业：商贸、非银行金融服务业、健康医疗、文化

产业、电子商务、总部经济

（十一）沙河口区

地理位置：大连市区西部，总面积 48.32 平方公里

重点发展产业：金融、会展、商贸、文化创意、总部经济

（十二）甘井子区

地理位置：大连市区西部和西北部，面积 502 平方公里

重点发展产业：先进装备制造、现代物流、电子商务、体育、

健康、文化创意、科技信息、旅游、会展等

（十三）旅顺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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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大连西南部，总面积 506.8 平方公里

重点发展产业：港航物流、装备制造、绿色低碳、教育、科

技、旅游休闲、文博影视等产业

（十四）普兰店区

地理位置：辽东半岛中南部东侧，总面积 2677 平方公里

重点发展产业：精细化工、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食品

加工、服装加工

（十五）瓦房店市

地理位置：辽东半岛中西部，面积 3794 平方公里

重点发展产业：装备制造、精密轴承、循环经济、食品加工、

精细化工、航空产业等

（十六）庄河市

地理位置：辽东半岛东侧中部、黄海北岸，面积 4086 平方

公里

重点发展产业：现代农业、食品精深加工、木材家具业、高

新技术产业、临港高端装备制造业、循环经济及清洁能源产业

（十七）长海县

地理位置：辽东半岛东侧的黄海北部海域，陆域面积 119.24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10324 平方公里

重点发展产业：以高科技为引领的海洋生态经济产业，以海

岛休闲度假为支柱的海洋旅游产业，以海水底播养殖、海洋捕捞

为特色的现代海洋渔业

五、支持政策

http://baike.baidu.com/view/10917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520/65326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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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

对外

开放

政策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2015

年5月5日）、《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开放 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

（国发〔2017〕5号）、《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

知》（国发〔2017〕39号）、《中共大连市委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

于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的若干意见》（大委发〔2015〕10号）、《大

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大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实施

意见》(大政发〔2016〕69号)、《大连市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

资若干政策措施》（大委发[2018]26号）

支持

东北

振兴

政策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

见》（中发〔2016〕7号）、《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

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国发〔2014〕2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推

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三年滚动实施方案（2016-2018年）》、

《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 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经济

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国发〔2016〕62号）、《东北振

兴“十三五”规划》（发改振兴〔2016〕2397号）

促进

产业

发展

政策

《中国制造2025大连行动计划》（大政发〔2016〕5号）、《中共

大连市委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服务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若干意

见》（大委发〔2015〕13号）、《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生

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实施意见》（大政发〔2016〕

62号）、《中国（大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辽

政发〔2016〕26号）、《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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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实施意见》（大政发〔2015〕46号）、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大政发〔2014〕55号）、《大

连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规划（2016-2020年）》（大政办发[2016]104

号）、《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金融改革创新的实施意见》（大

政发〔2016〕30号）

支持

企业

创新

和促

进投

资

增长

政策

《大连市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措施》、《关于支持企业创新和

发展的政策措施》（大委发〔2015〕9号）、中共大连市委大连市

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意见》（大委发〔2013〕

13号）《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融资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实施

意见》（大政办发〔2016〕180号）、《促进投资增长十八条措施

的通知》(大政发〔2014〕37号）、《关于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 加快建设东北亚科技创新创业创投中心的意见》（大委发

〔2017〕31号）、《大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三年行动计划

（2017-2019年）》（大政办发〔2017〕119号）、《大连市重点

产业领域科技创新指南》（大政办发〔2017〕118号）

人才

政策

《大连市支持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若干规定》、《大连市加强高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办法》、《大连市关于加强创业孵化平台建设

进一步促进创业型人才在连创业实施办法》、《大连市解决引进人

才住房实施办法》、《大连市人才服务管理实施办法》等5个政策

文件（大委发〔2015〕8号）及22项实施细则（大委发〔2015〕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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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资服务

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全面优化政

务服务、金融、人才环境，打造法治大连、诚信大连，营造一流

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设立大连市营商环境建设

局，组织指导、统筹协调全市营商环境建设，推进全市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简政放权。全面实施“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改革，跨部门跨层级实现“一次检查，全面

体检”；全面推进“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现“一口受理、

一事不两询、一事不两跑、全程网上办”；创新实行“容缺受理”、

“告知承诺制”、“单一窗口”等行政服务机制，不断提高服务

水平，深入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建设，让“办事不找人”成为大连

的响亮名片。

大连市商务局

全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事务综合职能部门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路219号外经贸大厦

电话：86-411-83686665

传真：86-411-83686426

网址：www.boc.dl.gov.cn

大连市营商环境建设局

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东北北路101号

电话：86-411-65850000

传真：86-411-65851777

网址：xzfw.dl.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