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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指南

一、总体导向

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实施 “中国制

造 2025”，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市场主导、政府

引导，坚持特色突出、错位发展，以改革激发活力、以创

新增强动力、以开放提升竞争力，依托国家级、省级开发区，

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有序转移和协调发展，重点打造电子信

息、高端装备、汽车、家电、纺织服装等世界级制造业集

群，构建“一轴一带、五圈五群”产业发展格局。

（一）有序建设沿江产业发展轴

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发挥上海、武汉、重庆的核心

支撑，以南京、南通、镇江、扬州、芜湖、安庆、九江、黄

石、鄂州、咸宁、岳阳、荆州、宜昌、万州、涪陵、江津、

泸州、宜宾等沿江城市为重要节点，优化沿江产业布局，引

导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和以内需为主的资本、技术密集

型产业向中上游有序转移，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构建绿

色沿江产业发展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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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下游沿江地区聚焦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重

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建

设研发集聚中心和高端制造基地，形成服务经济为主导、智

能制造和绿色制造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中游沿江地区加

快转型升级，引导产业集聚发展，优化服务业发展结构，着

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体系；上

游沿江地区突出绿色发展，重点发展区域优势特色产业，创

新发展模式和业态，高起点、有针对性地承接国内外产业转

移，实现产业集群式、链条式、配套式绿色发展。

（二）合理开发沿海产业发展带

合理开发与保护海洋资源，积极培育临港制造业、海洋

高新技术产业、海洋服务业，加快江海联运建设，有序推进

沿海产业向长江中上游地区转移，主动承接国际先进制造业

和高端产业转移，构建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沿海

产业发展带。

充分发挥上海的核心带动作用，紧密结合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重点发展高端船舶、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在深海远洋

装备等领域填补国内空白。依托长三角沿海地区，积极发展

石化、重型装备等临港制造业，培育壮大海洋工程装备、海

洋新能源、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等新兴产业，做大做强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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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滨海旅游等服务业，改造提升海洋船舶、盐化工

等传统产业。以宁波舟山港为龙头，大力整合海港资源，加

快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海洋物流业，打造全球一流的

现代化枢纽港和国际港航物流中心。

（三）重点打造五大城市群产业发展圈

按照组团发展、互动协作、因地制宜的思路，以长江三

角洲、长江中游、成渝等跨区域城市群为主体，黔中、滇中

等区域性城市群为补充，促进城市群之间、城市群内部的产

业分工协作和有序转移，构建五大城市群产业发展圈。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上海为核心，依托南京都市圈、

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强

化沿海、沿江、沪宁合杭甬（上海、南京、合肥、杭州、宁

波）、沪杭金（上海、杭州、金华）聚合发展，聚焦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钢铁、石化、汽车、纺织服装等产业集群发

展和产业链关键环节创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金

融、商贸、物流、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和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

业中心。

长江中游城市群。增强武汉、长沙、南昌中心城市功能，

依托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以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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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沪昆和京广、京九、二广“两横三纵”（沿长江、沪昆

高铁、京广通道、京九通道、二广高速）为轴线，重点发展

轨道交通装备、工程机械、航空、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商

贸物流、纺织服装、汽车、食品等产业，推动石油化工、钢

铁、有色金属产业转型升级，建设具有全球影响的现代产业

基地和全国重要创新基地。

成渝城市群。提升重庆和成都双核带动功能，依托成渝

发展主轴、沿江城市带和成德绵乐城市带，重点发展装备制

造、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产业，提升和扶

持特色资源加工和农林产品加工产业，积极发展高技术服务

业和科技服务业，打造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基地、长江上游地区现代服务业高地。

黔中城市群。增强贵阳产业配套和要素集聚能力，以贵

阳一安顺为核心，以贵阳—遵义，贵阳—都匀、凯里，贵阳

—毕节为轴线，重点发展资源深加工、能矿装备、航空、特

色轻工、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推进大数据应用服务基地建设，构建大健康养生产

业体系，打造国家重要能源资源深加工、特色轻工业基地和

西部地区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

滇中城市群。提升昆明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中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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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功能，以昆明为核心，以曲靖—昆明—楚雄、玉溪—昆明

—昭通为轴线，重点发展生物医药、大健康、物流、高原特

色现代农业、新材料、装备制造、食品等产业，改造升级烟

草、冶金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打造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

堡的核心区、国家现代服务业基地和先进制造业基地。

（四）大力培育五大世界级产业集群

利用现有产业基础，加强产业协作，整合延伸产业链条，

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培育知名自主品牌，依托国家级、省级

开发区，在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家电、纺织服装五

大领域培育集聚效应高、创新能力强、品牌影响大、具有国

际先进水平的世界级制造业集群。

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依托上海、江苏、湖北、重庆、四

川，着力提升集成电路设计水平，突破核心通用芯片，探

索新型材料产业化应用，提升封装测试产业发展能力。在

合肥、重庆发展新型平板显示，提高高世代掩膜板等关键

产品的供应水平。依托上海、江苏、浙江、湖北、四川、

贵州，重点发展行业应用软件、嵌入式软件、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培育壮大大数据服务业态。在物联网重大应用

示范工程区域试点省市和云计算示范城市，加快物联网、

云计算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推进产业发展与民生服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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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能源、环保、安监等领域的深度融合。

高端装备产业集群。依托上海、四川、江西、贵州、重

庆、湖北、湖南，整合优势产业资源，发展航空航天专用装

备。在浙江、安徽、湖南、重庆、湖北、四川、云南发展高

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智能仪器仪表等智能

制造装备。在上海、浙江、江苏、湖北、四川、重庆、湖南，

发展海洋油气勘探开发设备、系统、平台等海洋工程装备。

在湖南、安徽、四川、贵州发展高铁整车及零部件制造。在

湖南、重庆、浙江、江苏发展城市轨道车辆制造。在上海、

江苏、浙江、湖南、重庆、安徽、四川，发展大型工程机械

整车及关键核心部件。

汽车产业集群。依托上海、南京、杭州、宁波、武汉、

合肥、芜湖、长沙、重庆、成都等地现有汽车及零部件生产

企业，提高整车和关键零部件创新能力，推进低碳化、智能

化、网联化发展。依托浙江、安微、湖北、江西、湖南等零

部件生产基地，大力发展汽车零部件产业，重点提升动力系

统、传统系统、汽车电子等关键系统、零部件的技术和性能，

形成中国品牌汽车核心关键零部件自主供应能力。在上海、

江苏、安徽、湖北、重庆、四川，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积

极发展智能网联汽车，重点支持动力电池与电池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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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电机及控制系统、整车控制和信息系统、电动汽车智能

化技术、快速充电等关键技术研发。

家电产业集群。以江苏、安徽为重点区域，做强家电生

产基地，按照智能化、绿色化、健康化发展方向，完善产业

链，加快智能技术、变频技术、节能环保技术、新材料与新

能源应用、关键零部件升级等核心技术突破，重点发展智能

节能环保变频家电、健康厨卫电器、智能坐便器、空气源热

泵空调、大容量冰箱和洗衣机等高品质家电产品，推动家电

产品从国内知名品牌向全球品牌转变。

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以长三角地区为重点，推动形成纺

织服装设计、研发和贸易中心，提升高端服装设计创新能力。

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川、重庆等地建设现代纺织

生产基地，推动区域纺织服装产业合理分工。依托云南、贵

州等地蚕丝和麻资源、少数民族纺织传统工艺、毗邻东南

亚等优势，大力发展旅游纺织品。在江苏、浙江加快发展

差别化纤维、高技术纤维和生物质纤维技术及产业化。依托

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加强资源集聚和产业

整合，全面推进清洁印染生产，推行节能降耗技术。

二、五大产业集群优先承接导向

按照总体导向要求，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围绕打造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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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家电、纺织服装五大世界级制

造业集群，引导相关产业转移集聚,形成与资源环境承载力

相适应的产业空间布局。各地区承接五大产业集群转移的

主要载体及优先承接方向如下：

（一）电子信息产业

1. 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 核心芯片、通信系统设备、嵌入式软件、

智能终端、平板显示

2.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 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软件

3. 上海·紫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

软件开发与测试

4. 江苏·盐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

智能终端

5. 江苏·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大数据存储、应用、交易，云计算

6. 江苏·常州光伏产业园 太阳能光伏

7. 江苏·淮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软件服务外包、太阳能光伏

8. 江苏·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集成电路

9. 江苏·金坛经济开发区 光伏电池及组件、光伏逆变器、光伏设备

10. 江苏·昆山光电产业园 光电子器件

11. 江苏·昆山综合保税区 通信系统设备、智能终端

12. 江苏·南京白下高新技术产业园 智能交通、云计算



9

区

13. 江苏·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北斗卫星应用、大数据、网络信息安全产

品和服务

14. 江苏·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型显示器 、太阳能光伏

15. 江苏·启东经济开发区 汽车电子、智能仪器仪表

16. 江苏·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 物联网、云计算、软件服务外包、移动互

联网、电子商务

17. 江苏·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

集成电路设计

18. 江苏·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智能传感器、集成电路、液晶显示器配套

产品

19. 江苏·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半导体照明、太阳能光伏

20. 浙江·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通信系统设备，电子计算机及其部件，光

棒、光纤及生产设备

21. 浙江·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软件开发、电子商务、物联网

22. 浙江·宁波保税区 液晶显示屏、电子计算机及其部件、集成

电路

23. 浙江·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

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

24. 浙江·鄞州工业园区 电子材料、电子元器件

25. 浙江·东阳横店电子产业园区 磁性材料、电子元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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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安徽·蚌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新型显示器、电子元件

27. 安徽·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智能语音、量子计算等新型计算技术应用

28. 安徽·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 数字家庭智能终端、笔记本电脑、平板电

脑

29. 安徽·祁门经济开发区 电子元器件（快恢复二级管、固态继电器、

整流芯片）

30. 安徽·铜陵经济技术开发区 印制电路板

31. 湖北·武汉光谷光电子信息产业

园

光通信、激光、集成电路、移动互联网、

软件开发

32. 湖北·武汉花山软件新城 软件开发、信息技术服务

33. 江西·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印制电路板、新型触控显示、LED 及应用

产品

34. 江西·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像素摄像机模组、通信终端设备、LED

及应用产品

35. 湖南·郴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光电混合集成电路、LED 及应用产品

36. 湖南·衡南工业集中区 计算机主板、光纤陶瓷插芯

37. 湖南·长春经济开发区 印制电路板、电子材料（稀土）

38. 重庆·巴南工业园区 液晶显示器面板、集成电路、智能终端、

云计算

39. 重庆·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

业园

平板显示、云计算、大数据、半导体分立

器件、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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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 笔记本电脑

41. 重庆·潼南工业园区 智能手机、基础电子元器件

42. 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 笔记本电脑、打印机、智能电视、集成电

路

43. 重庆·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石墨烯材料、应用电子、智能电视

44. 重庆·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 物联网、智能手机

45. 四川·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智能终端、电子元

器件

46. 四川·华蓥工业集中发展区 家用视听设备、电子器件

47. 四川·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电子元器件、物联网

48. 四川·双流工业集中发展区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智能终端、集成电

路设计

49. 四川·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基础电子元器件及材料、节能型半导体照

明产品

50. 四川·中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工控系统、电子元器件、工业大数据

51. 贵州·贵安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 智能终端，大数据，软件服务外包，集成

电路设计、封装测试

52. 贵州·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

大数据存储、应用，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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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端装备产业

1. 上海·临港产业区 智能制造、高端能源装备、航空航天装备、

船舶制造、海洋工程装备

2. 上海·莘庄工业区 智能制造、智能电网

3. 上海·上海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 卫星导航应用、航天产业、船舶制造、海

洋工程装备

4. 江苏·南京高淳经济开发区 节能环保装备、机床（高压水射流加工机

床）

5. 江苏·南京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 核电装备、交通运输设备、智能电网、化

工生产专用装备、海洋工程装备

6. 江苏·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 轨道交通装备、压力容器

7. 江苏·南京六合经济开发区 高效节能设备制造、智能制造

8. 江苏·常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智能制造

9. 江苏·海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电梯整机及部件、节能环保装备、轨道交

通装备

10. 江苏·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 农业机械、海洋工程装备

11. 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 轨道交通装备、智能电网

12. 江苏·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 工程机械、船舶制造、海洋工程装备、节

能环保装备

13. 江苏·如东经济开发区 新能源装备、石油机械、工程机械、特种

车辆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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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江苏·江阴-靖江工业园区 船舶制造、海洋工程装备、特种车辆装备

15. 江苏·金湖经济开发区 石油机械

16. 江苏·昆山高端装备制造基地 工程机械、高端数控机床、基础制造装备、

智能制造

17. 江苏·昆山模具产业基地 精密模具

18. 江苏·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风力发电装备

19. 江苏·戚墅堰轨道交通产业园 轨道交通装备

20. 江苏·如皋港船舶修造及配套产业

园

船舶制造、船舶配套、海洋工程装备

21. 江苏·沭阳装备制造科技产业园 轨道交通装备、节能环保装备、智能制造

22. 江苏·徐州工业园区 机械配件、煤矿安全设备

23. 江苏·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工程机械

24. 江苏·盐城环保科技城 节能环保装备

25. 江苏·扬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数控机床、机器人

26. 江苏·镇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船舶与海洋工程配套

27. 浙江·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橡塑机械、电动工具

28. 浙江·萧山临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新能源装备、机器人

29. 浙江·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数控机床、机器人

30. 浙江·定海工业园区 船舶制造、海洋工程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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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浙江·奉化经济开发区 气动元件、密封件

32. 浙江·海盐经济开发区 紧固件、标准件、核电关联装备

33. 浙江·黄岩经济开发区 模具制造

34. 浙江·上虞经济开发区 电气机械、通用设备

35. 浙江·温岭工业园区 电机、机床工具

36. 浙江·永嘉工业园区 泵阀、专用电器及成套设备

37. 安徽·肥东经济开发区 工程机械（盾构机、掘进机、叉车、装载

机、起重机）

38. 安徽·金安经济开发区 高效节能电机

39. 安徽·泾县经济开发区 高效节能电机

40. 安徽·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工业机器人

41. 安徽·全椒经济开发区 农业机械及关键零部件

42. 安徽·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节能环保装备

43. 安徽·芜湖三山经济开发区 农业机械及关键零部件

44. 湖北·洪湖石化装备制造产业园 石油化工装备

45. 湖北·荆州区九阳电子机械工业

园

陆地、海洋及非常规气田钻采装备

46. 湖北·武汉新港古龙产业园 船舶制造

47. 湖北·襄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 数控机床、通用航空、智能制造

48. 湖北·襄阳航空航天产业园 航空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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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江西·芦溪工业园区 特高压电瓷

50. 江西·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C919 大飞机、多用途固定翼飞机、无人机

研发及制造

51. 江西·瑞昌经济开发区 船舶制造

52. 江西·新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节能环保装备、风电设备、金属压延装备

53. 湖南·宝庆工业集中区 工程机械、纺织机械

54. 湖南·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智能输配电装备、新能源装备、智能制造、

工业机器人

55. 湖南·湘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新能源装备

56. 湖南·益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工程机械、橡塑机械、节能环保装备

57. 湖南·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工程机械

58. 湖南·长沙雨花经济开发区 智能制造、轨道交通装备

59. 湖南·株洲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

60. 湖南·株洲渌口经济开发区 工程机械、数控机床

61. 重庆·大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机器人、数控机床、节能环保装备

62. 重庆·建桥工业园区 节能环保装备

63. 重庆·九龙工业园区 工程机械、节能环保装备

64. 重庆·两江新区龙兴工业园 通用航空装备、发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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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重庆·荣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农业机械、节能环保装备

66. 重庆·沙坪坝工业园区 地质装备、通用设备、电气机械

67. 重庆·永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机器人、数控机床、通用航空装备

68. 四川·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水电设备、风电设备、火电设备

69. 四川·泸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工业机器人、智能电网、工程机械

70. 四川·青白江工业集中发展区 通用设备、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装备

71. 四川·德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石油机械、通用航空装备

72. 四川·江油工业园区 重大成套装备、成套破碎机重装设备及零

部件、电力配套设备

73. 四川·自贡高新技术开发区 泵阀、节能锅炉

74. 云南·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电力装备

75. 云南·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 电力装备及其配套产业、自动化物流设备

及配套产业

76. 云南·嵩明杨林经济技术开发区 数控机床及配套产业

77. 贵州·安顺民用航空产业国家高技

术产业基地

飞机、航空附件、航空材料

78. 贵州·昌明经济开发区 建筑专用设备、起重设备、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风电设备

79. 贵州·丹寨金钟经济开发区 数控机床及配套产业、精密铸件

80. 贵州·福泉经济开发区 高端磷煤化工装备、节能环保化工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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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贵州·安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航空装备、新能源装备（燃气轮机）、工

程机械、节能环保装备

82. 贵州·小孟装备制造业生态工业园 航空航天

（三）汽车产业

1. 上海·上海国际汽车城 汽车及零部件

2. 江苏·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 汽车及零部件

3. 江苏·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 乘用车及关键零部件

4. 江苏·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 汽车零部件

5. 江苏·扬州（仪征）汽车工业园 汽车及零部件

6. 浙江·宁波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

区

汽车及零部件

7. 浙江·台州经济开发区 汽车、摩托车及零部件

8. 浙江·玉环经济开发区 汽车、摩托车及零部件

9. 安徽·合肥包河经济开发区 汽车及零部件

10. 安徽·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汽车及零部件

11. 湖北·十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汽车及零部件

12. 湖北·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专用汽车及零部件

13. 湖北·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汽车及零部件

14. 湖北·襄阳汽车产业园 汽车及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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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江西·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 汽车及零部件

16. 湖南·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汽车及零部件

17. 重庆·江津工业园区 汽车及零部件

18. 重庆·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园 汽车及零部件

19. 四川·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 乘用车及关键零部件

20. 四川·资阳经济开发区 商用车及关键零部件

（四）家电产业

1. 安徽·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家用电器、智能家电及相关设备

2. 安徽·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高效节能家电

3. 安徽·霍山经济开发区 LED 光源及灯具

4. 安徽·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 空调整机及零部件

5. 江苏·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 智能家电

6. 四川·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 LED 平板电视整机及零配件

（五）纺织服装产业

1. 江苏·苏州吴江盛泽纺织科技产

业园

化纤纺织

2. 江苏·高邮经济开发区 服装

3. 江苏·海门工业园区 纺织

4. 江苏·江阴-睢宁工业园 无污染印染、色纺、新型纺织材料、针纺、



19

自有品牌服装加工

5. 江苏·江阴新桥园区 高档毛纺、精纺

6. 江苏·金坛经济开发区 服装创意设计、高档面料及服装制造

7. 江苏·南通家纺产业园 新型纺织材料、新型纤维和面料

8. 江苏·沭阳纺织（纤维新材料）

产业园

包覆纱、智能纺织机械、智能纺织品、智能

纺织服装

9. 江苏·宿迁市宿城经济开发区 高档服装、产业用纺织品、化纤仿真家纺

10. 江苏·盐城市纺织染整服装工业

区

印染、服装

11. 浙江·绍兴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化纤新材料、纺织

12. 浙江·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制鞋

13. 浙江·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 纺织

14. 浙江·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 纺织、服装

15. 浙江·兰溪经济开发区 纺织

16. 浙江·绍兴滨海工业园区 纺织、印染

17. 浙江·海宁经济开发区 皮革及其制品

18. 浙江·桐乡濮院针织产业园区 针织服装

19. 安徽·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制鞋、鞋材配套

20. 湖北·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纺织、印染

21. 湖北·荆州市沙市区岑河针纺织 针织服装、婴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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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工业园

22. 湖北·襄阳纺织服装产业园 服装、家纺、产业用纺织品

23. 湖北·孝感汉川马庙纺织工业园 纺织、服装

24. 湖北·孝感汉正服装工业城 纺织、服装、印染

25. 江西·分宜工业园区 麻艺服装家纺、麻及麻混纺纱线和面料

26. 江西·奉新工业园区 高档纱线、中高端针织面料、印染、家纺面

料

27. 江西·南昌昌东工业区 针织服装、印染、服装创意设计

28. 湖南·华容工业集中区 婴童服饰、服装

29. 湖南·蓝山经济开发区 机织服装、针织或钩针编织服装

30. 重庆·开县工业园区 休闲服装、羊绒针织、内衣、户外服装

31. 四川·彭州工业集中发展区 服装设计与制造、家用纺织品

32. 四川·宜宾市盐坪坝产业园 纺织用高性能纤维、纺织用绣花线

33. 云南·保山工贸园区 服装

34. 贵州·碧江经济开发区 纺织材料、服装、制鞋

35. 贵州·兴仁县工业园 织造、服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