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塞尔维亚第一个 
工业化学园区

多家企业——同一个场地

塞尔维亚第一个工业化学园区正
在多瑙河畔普拉霍沃市内的一个
吸引人的地方开发。

普拉霍沃工业化学园在一个较大
的制造基地内为投资者们提供 
结合其自身商业模式的个性化 
选择和可持续解决方案概念， 
这样便于企业能够专注于其核心
业务以及在自己的生产设施进行
投资，而生产所需的所有其他 
条件和基础设施都则由工业化学
园区的管理方提供。

该概念使企业无需投资于其所在
行业的基础设施即可快速启动 
生产，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可以大
大缩短初期投资和产品上市周期。



康斯坦塔

[~2.300 km]

[626 km]

鹿特丹

24h

普拉霍沃

地理位置优越， 
与欧洲相连。

从地缘战略和物流角度看 
，普拉霍沃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适合开发工业化学园区的 
基础设施。 
它位于多瑙河河畔 , 在塞尔维亚、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三国交界处

河流运输
向东，多瑙河将普拉霍沃直接连接到黑海

（626公里）和该地区最重要的港口 
康斯坦塔，其每年的重装能力为1亿吨。

向北，多瑙河将普拉霍沃和多瑙河流域 
国家连接，一直到德国。通过莱茵-美因- 
多瑙河运河，它与鹿特丹和北海以及 
曼海姆相连，曼海姆是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之一，也是欧洲化学工业的中心。

普拉霍沃国际港口位于多瑙河河畔，杰尔达普水电站 
下游约40公里处，是其作为该地区的主要优势之一， 
它为前往众多市场提供了最具成本效益的运输方式。

铁路运输
港口内有发达的铁路基础设施，其中有许多工业轨道，
整个现有综合设施与塞尔维亚铁路系统和国际铁路网
相连。普拉霍沃工业园区还通过铁路与波尔冶炼盆地 
相连，后者是阴极铜的生产商，也是硫酸的重要生产商，
硫酸是许多化学工业分支机构的基本原料。

 

公路运输
普拉霍沃与保加利亚的维丁和罗马尼亚的卡拉法特 
之间相距大约有50公里距离，这两座城市都是欧洲4号
走廊上重要的公路和铁路枢纽。一条150公里的高速 
公路还将其连接至欧洲10号走廊，这条线路将塞尔维亚
与其它欧洲国家连接在一起。

 欧洲 4号走廊多瑙河国际与国内主要的铁路连接线  欧洲10号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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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霍沃工业区悠久的化工传统和现有的基础设施为
该地区未来的工业和物流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将
吸引欧洲、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者们。

普拉霍沃的化工综合设施成立于1960年，并分阶段 
开发，是前南斯拉夫计划经济中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

2012年，Elixir集团将IHP Prahovo私有控股，并开始对 
工业区的振兴和建设进行投资，同时还开始生产各种 
产品以及占领不同的市场：

园区现有综合基础设施为进一步开发和建设新的生产
能力提供了巨大的潜力。

多瑙河上的普拉霍沃国际港口位于杰尔达普水电站 
下游约40公里处，是其作为该地区的主要优势之一， 
为前往众多市场提供最具成本效益的运输方式。

已开发的工业铁路网在港区内具有多个转运站，并且 
整个工业园区与塞尔维亚铁路系统和国际铁路网相连。2017年，法国的Phosphea企业在普拉霍沃工业园区内

投资建设自己的工业设施，该企业获得所有原材料和 
能源，并获得整套基础设施和物流支持。

Elixir集团70%以上的产品用于出口。

供水通过企业自有的4 x 650 m3/h 多瑙河上的泵站 
（工业用水和消防用水）。

电源由企业自备的封闭配电系统和高压变电站供电，总
装机容量为2x31.5MW。

该系统通过电力线与杰尔达普水电站和内格廷市的 
高压变电站相连。

蒸汽通过向每个用户分配的隔热蒸汽管道系统供应。 
目前的蒸汽产量是每小时55吨。

根据当地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已经计划扩大现有产能。

• 磷酸: 每年165,000 吨 P2O5;
• 磷酸净化: 每年100,000 吨 P2O5;
• NPK 矿肥: 每年600.000 吨;
• 三氟化铝 (AlF3): 每年 6,000 吨.

普拉霍沃化工综合设施 现有基础设施



Elixir集团已投资扩建工业综合设施总面积为300公顷的工业园区，其中115
公顷专用于开发工业化工厂，并将其组织成以下几个主要部门及技术单位:

• 总面积为62公顷的化学园区，旨在为化工新建生产设施。
• 总面积22公顷的工业园区，旨在为其他工业分支机构建设生产设施、 

基础设施、物流和企业活动所需的其他设施。

化学园的发展分两个阶段进行。该项目获得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的支持，
并且所有知名机构都参与了该项目、规划过程以及工业化学园区基础设施
的设计。

工业园区的开发计划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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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1 工业园 – 22 公顷
2 化学园 - 62 公顷
3 能源岛和基础设施 - 21 公顷
4 生态岛 - 10 公顷
5 110/10变电站 - 5 公顷
6 磷石膏储存 - 128 公顷

63 公顷

115 公顷

53 公顷

效益 & 
优势115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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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的基础设施:

 内部道路

 带地下设备的走廊

 -排水系统和供水网络
 -电力网络和光纤电缆网络

 地面安装走廊:
 -辅助和能源流体、液体原材料和产品的管道桥

 现场所有设施的最终废水处理厂(~700 m3/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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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22公顷的能源岛旨在为化学园区建设基础设施和
能源能力供给，包括废水处理厂、热废料处理厂、蒸汽 
生产能源厂、天然气变电站，以及化学园区所需的 
基础设施和其他设施（工艺废水处理、压缩空气等）。

用于固体和液体原材料成品的转运和储存的仓库物流
中心、带有铁路和卡车码头。

地下和地上设施的管道走廊将与内部道路网平行形成，
为现场所有生产设施提供最高效的基础设施和物流， 
包括：供水和排污水管网、工艺废水收集器、电力电缆、
光纤网络，蒸汽管道、燃气管道等。

根据2020-2025年国家废料管理战略，生态岛面积为
10公顷，用于处理和管理工厂产生的工业废料。在对
所有工厂的废水进行适当预处理后，最终废水处理
中央工厂将处理化学废水中最关键问题，防止 
多瑙河 （约700 m3）受到污染。

基础设施

1 32

普拉霍沃工业和化学园区内的所有企业都将会被提供
带办公空间和会议室的中央行政大楼以及为员工提供
的中央食堂。

作为磷酸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扩建项目还计划长期 
开发现代磷石膏的堆场。普拉霍沃的现代磷石膏堆场是
在塞尔维亚建造的第一座此类堆场（128公顷）。

区域内的基础设施是指为许多未来的投资者提供带有设备的基础设施走廊。



多瑙河上的国际港口普拉霍沃位于杰尔达普水电站下游约40公里处，是
其作为该地区的主要优势之一，为前往众多市场提供了最具成本效益的
运输方式。

Elixir集团是普拉霍沃港的经营者，该港拥有700米长的运营码头、7个内
河船舶泊位以及接收和处理来自内河驳船、铁路列车和运输卡车的各类
货物的设施。目前的转运能力约为每年200万吨。

普拉霍沃港的发展计划包括将港口区的基础设施容量扩大3.5公顷（共10
公顷），将各类货物的年转运能力提高到350万吨，并在港口建造新的 
封闭式和开放式仓库。

普拉霍沃港口

350万 
吨/年

700 米
运营码头

7个泊位
用于内河船舶

200万吨
- 目前的转运量

350 万吨
– 设计的转运量



港口运营
驳船、火车和卡车的各种停靠和重装。

园区内交通运营
多条铁路线与火车站的轨道交通协调，并且对道路运输
进行监管，指定换装站、车辆段和停车场。
 
电力
工业综合设施内有一个高压110/10 KV变电站，功率为 2 
x 31.5 MW。
 
蒸汽
目前的蒸汽产量是每小时55吨。计划建造一座热处理 
固体和液体废料厂（每年高达6万吨），热能还用于每 
小时额外生产45吨蒸汽。
 
供水
通过多瑙河上的一个容量为4×650 m3/h的泵站， 
为工业综合设施和消防供水。
 
废水处理
正在设计现代化的工厂，用于对现场所有生产工厂的 
废水进行最终处理（1000-1500 m3/h）
 
物流
组织运输、仓储和其他物流业务。
 
废料管理
管理生产流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工业废料。
 
实验室
现代化的实验室提供广泛的物理和化学测试和分析。
 
免税区
一系列的财政和关税优惠。

工业化学园区服务

其它服务

-园区安保
-防火
-维护
-采购
-车间服务 
-工程服务
-建筑施工
-人力资源支持
-教育中心
-商务事务所
-获得所需许可证的支持
-海关和货运服务
-餐饮

普拉霍沃工业化学园区的最终发展目标
正如其他欧洲化学园一样，是为客户提供
所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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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塞尔维亚共和国国家就业服务局，2019年1月

其它好处
鉴于许多理由普拉霍沃工业化学园是投资新生产设施的最佳场地。

平均毛月薪 (欧元)

塞尔维亚 643
罗马尼亚 891
匈牙利 1,186
波兰 1,222
斯洛伐克 1,406
捷克共和国 1,501

各地区平均净月薪（欧元） 

企业利润税

语言能力 

按教育水平划分的失业人口结构 税率对照表

语言知识的指示，基于        
十万以上 

塞尔维亚 15%
罗马尼亚 16%
克罗地亚 18%
捷克共和国 19%
波兰 19%
斯洛伐克 21%

英语 86%
德语 12%
俄罗斯语 12%
法语 6%
西班牙语 6%
意大利语 4%

劳动力与教育

电费 市场准入

- 补助金
- 税收减免
- 工资税优惠
- 无双重征税

塞尔维亚 0.067 €/kWh
罗马尼亚 0.08 €/kWh
克罗地亚 0.14 €/kWh
捷克共和国 0.08 €/kWh
斯洛伐克 0.11 €/kWh

塞尔维亚与许多国家经济协会签署了 
一系列贸易协定。如此为塞尔维亚生产的
商品打开了大门，进入市场的总人口为11亿。

塞尔维亚为外国投资
者的激励

Elixir花园为单身人士和家庭提供完整的城市住房便利
设施：

住宅楼；家庭住宅；
迷你购物中心；
各种房地产设施；餐饮；
幼儿园、图书馆、画廊；
停车场和地下车库；公园、喷泉和  装饰性绿化。

除其他好处外，Elixir花园将是普拉霍沃工业化学园 
进一步人力资源开发和活动扩展的重要支持。

Elixir 集团专注于人力资源的未来发展，其目标是为年轻人提供前途，吸引
和鼓励他们在普拉霍沃的化工行业发展。

制定人力资源战略

 普
拉

霍
沃

8 k
m

Elixir 花园
54.000 m2

内格廷市

ICPP

Elixir 集团的2020+人力资源战略意味着与所有教育 
机构进行深入和建设性的合作，积极参与双重教育，为
有天赋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在有利条件下解决就业员工
和管理层的住房问题，建立自己的教育和培训中心以及
其他企业和人力资源项目。

最重要的人力资源项目是在内阁廷市有吸引力的位置
分阶段建设“Elixir花园” 住宅和商业中心，总面积5.4万
平方米。

Elixir 花园
Elixir花园的住宅和商业综合区建设位置相对于内阁廷市中心的空间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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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东南地区                            

伏伊伏丁那 舒马迪亚与塞尔维亚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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