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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发区区位交通分析

（3）开发区优惠政策分析

（4）开发区配套设施与服务

（5）开发区企业进驻情况

（6）开发区经营情况分析

（7）开发区招商引资分析



（8）开发区竞争优势分析

8.2.7 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1）园区发展概况分析

（2）园区区位交通分析

（3）园区优惠政策分析

（4）园区配套设施与服务

（5）园区产业定位分析

（6）园区企业进驻情况

（7）园区经营情况分析

（8）园区竞争优势分析

（9）园区发展规划分析

8.2.8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1）开发区发展概况分析

（2）开发区区位交通分析

（3）开发区优惠政策分析

（4）开发区产业定位分析

（5）开发区企业进驻情况

8.2.9 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区

（1）开发区发展概况分析

（2）开发区区位交通分析

（3）开发区优惠政策分析

（4）开发区配套设施与服务

（5）开发区产业定位分析

（6）开发区企业进驻情况

（7）开发区经营情况分析

（8）开发区竞争优势分析

（9）开发区发展规划分析

8.2.10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1）示范区发展概况分析

（2）示范区优惠政策分析

（3）示范区配套设施与服务

（4）示范区产业定位分析



（5）示范区企业进驻情况

（6）示范区经营情况分析

（7）示范区竞争优势分析

（8）示范区发展规划分析

8.2.11 宝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开发区发展概况分析

（2）开发区资源情况分析

（3）开发区区位交通分析

（4）开发区优惠政策分析

（5）开发区配套设施与服务

（6）开发区产业定位分析

（7）开发区招商引资分析

（8）开发区发展规划分析

8.2.12 洛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开发区发展概况分析

（2）开发区区位交通分析

（3）开发区优惠政策分析

（4）开发区产业定位分析

（5）开发区企业进驻情况

（6）开发区经营情况分析

（7）开发区竞争优势分析

（8）开发区招商引资分析

8.2.13 连云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1）开发区发展概况分析

（2）开发区区位交通分析

（3）开发区优惠政策分析

（4）开发区配套设施与服务

（5）开发区企业进驻情况

（6）开发区招商引资分析

（7）开发区竞争优势分析

8.2.14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开发区发展概况分析



（2）开发区区位交通分析

（3）开发区优惠政策分析

（4）开发区配套设施与服务

（5）开发区产业定位分析

（6）开发区企业进驻情况

（7）开发区经营情况分析

（8）开发区竞争优势分析

8.2.15 金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1）开发区发展概况分析

（2）开发区区位交通分析

（3）开发区优惠政策分析

（4）开发区配套设施与服务

（5）开发区产业定位分析

（6）开发区企业进驻情况

（7）开发区经营情况分析

（8）开发区招商引资分析

（9）开发区竞争优势分析

8.2.16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开发区发展概况分析

（2）开发区优惠政策分析

（3）开发区配套设施与服务

（4）开发区产业定位分析

（5）开发区企业进驻情况

（6）开发区经营情况分析

（7）开发区竞争优势分析

（8）开发区发展规划分析

8.2.17 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开发区发展概况分析

（2）开发区资源情况分析

（3）开发区区位交通分析

（4）开发区配套设施与服务

（5）开发区产业定位分析



（6）开发区经营情况分析

（7）开发区招商引资分析

（8）开发区竞争优势分析

（9）开发区发展规划分析

8.2.18 绍兴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开发区发展概况分析

（2）开发区优惠政策分析

（3）开发区产业定位分析

（4）开发区经营情况分析

（5）开发区招商引资分析

8.2.19 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开发区发展概况分析

（2）开发区区位交通分析

（3）开发区优惠政策分析

（4）开发区企业进驻情况

（5）开发区经营情况分析

（6）开发区招商引资分析

（7）开发区竞争优势分析

8.2.20 江阴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开发区发展概况分析

（2）开发区区位交通分析

（3）开发区配套设施与服务

（4）开发区产业定位分析

（5）开发区企业进驻情况

（6）开发区招商引资分析

8.2.21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开发区发展概况分析

（2）开发区优惠政策分析

（3）开发区配套设施与服务

（4）开发区产业定位分析

（5）开发区经营情况分析

（6）开发区竞争优势分析



（7）开发区发展规划分析

8.2.22 淄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开发区发展概况分析

（2）开发区资源情况分析

（3）开发区区位交通分析

（4）开发区优惠政策分析

（5）开发区产业定位分析

（6）开发区企业进驻情况

（7）开发区经营情况分析

（8）开发区竞争优势分析

8.2.23 莱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开发区发展概况分析

（2）开发区区位交通分析

（3）开发区优惠政策分析

（4）开发区配套设施与服务

（5）开发区产业定位分析

（6）开发区企业进驻情况

（7）开发区招商引资分析

（8）开发区竞争优势分析

8.2.24 吉林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开发区发展概况分析

（2）开发区区位交通分析

（3）开发区产业定位分析

（4）开发区经营情况分析

（5）开发区招商引资分析

（6）开发区发展规划分析

8.2.25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1）开发区发展概况分析

（2）开发区配套设施与服务

（3）开发区产业定位分析

（4）开发区企业进驻情况

（5）开发区招商引资分析



（6）开发区竞争优势分析

8.2.26 铜陵经济技术开发区

（1）开发区发展概况分析

（2）开发区资源情况分析

（3）开发区区位交通分析

（4）开发区优惠政策分析

（5）开发区经济运营情况分析

（6）开发区企业进驻情况

（7）开发区招商引资分析

（8）开发区发展规划分析

8.2.27 国家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1）开发区发展概况分析

（2）开发区优惠政策分析

（3）开发区配套设施与服务

（4）开发区产业定位分析

（5）开发区企业进驻情况

（6）开发区招商引资分析

（7）开发区经济运营情况分析

8.2.28 湖南国家新材料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基地

（1）基地发展概况分析

（2）基地区位交通分析

（3）基地产业定位分析

（4）基地企业进驻情况

（5）基地经营情况分析

（6）基地竞争优势分析

8.2.29 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1）园区发展概况分析

（2）园区区位交通分析

（3）园区优惠政策分析

（4）园区产业定位分析

（5）园区企业进驻情况

（6）园区招商引资分析



（7）园区竞争优势分析

（8）园区发展规划分析

8.2.30 辽宁北方新材料产业园

（1）园区发展概况分析

（2）园区组织架构分析

（3）园区资源情况分析

（4）园区区位交通分析

（5）园区优惠政策分析

（6）园区配套设施与服务

（7）园区产业定位分析

（8）园区招商引资分析

8.2.31 浙江东阳磁性材料产业基地

（1）基地发展概况分析

（2）基地区位交通分析

（3）基地优惠政策分析

（4）基地企业进驻情况

（5）基地招商引资分析

（6）基地竞争优势分析

（7）基地发展规划分析

 

第9章 中国新材料产业园区投融资分析

9.1 新材料产业园区投资分析

9.1.1 新材料产业园区投资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

（2）经营风险

（3）政策风险

（4）人才技术风险

9.1.2 新材料产业园区投资重点分析

（1）新材料产业园区投资重点领域

（2）新材料产业园区投资重点产品

9.2 新材料产业园区融资分析

9.2.1 企业融资模式



（1）政府特殊支持融资

（2）通过银行贷款融资

（3）社会资金

9.2.2 项目融资模式

（1）特许经营（BOT模式）

（2）公私合营（如PPP模式）

（3）施工方垫资承包

（4）使用者预付费

9.2.3 其他融资模式

（1）投资公司担保贷款模式

（2）重庆&ldquo;渝富&rdquo;模式

（3）土地资产证券化模式

（4）信托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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