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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城区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东江中上游与新丰江的汇合处，是河源市南大门，

古称槎城，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1988年1月，国务院批准撤销河源县，同

时设立河源市和源城区。源城区为县级行政区，是河源市唯一的市辖行政区，是河

源市委、市政府所在地，也是河源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下辖2个镇和5个

街道，28个行政村和44个社区，国土总面积361.5平方公里，其中林地面积约

190.6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约20.68平方公里。2020年末户籍总人口33.62万

人，常住总人口70.41万人。当前，源城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省委“1+1+9”工作部署和市委“七大行动”，全域全面

“融湾”“融深”，又快又稳发展都市经济，致力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幸福源城，加

快打造全市综合枢纽、发展引擎，更好在“示范区”“排头兵”建设中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奋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全市前列。



广东省全域旅游示范区
Regional Tourism Demonstration District In Guangdong Province

全国生态文明先进区
National Advance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Zone

Guangdong Province Promotes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广东省推进教育现代先进化
Guangdong Provinc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Demonstration Zone

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源城区与广州、深圳、香港相距约180公里，被纳入深圳

都市圈副中心，处在“双区”辐射带动第一圈层，在对接服务

“双区”、两个合作区上具有天然优势。源城区也是河源市重

要的交通枢纽，205国道、京九铁路、广梅汕铁路纵贯全境，广

河、惠河、粤赣高速连接内外，特别是今年12月10日赣深高铁

通车后，源城将与东莞、深圳、香港形成半小时生活圈和黄金

经济圈的同城效应，迎来快速发展黄金期。



源城区拥有一流的水质、一流的空气、一流的森林，风光

旖旎，景色迷人，犹如一幅优美的山水画卷，是宜居、宜业、

宜游的山水园林城市。市区空气质量常年维持在国家一级标

准，境内新丰江常年稳定在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森林覆盖率

达51.74%，被誉为“青山绿湖碧水城”，是广东省林业生态

区。源城区水电资源充足，有水域面积370平方公里、库容

139亿立方米的新丰江水库，有装机容量40万千瓦的新丰江水

电站和装机容量120万千瓦的河源火力发电厂。矿产资源品种

达56种之多，具有种类多、分布广、品位高、规模大等特点，

其中铁、钛、钧、锡、稀土、萤石、高岭土、陶瓷土等优势矿

资源十分丰富，享有“粤东宝库”之美誉。



源城区出台了一系列大力鼓励、吸引外来投资的优惠政策，如

《源城区重大投资项目扶持办法》《源城区促进工业企业上规模、达

产增效有关奖励措施》《关于源城区企事业单位优秀科技人才培养补

助暂行实施办法的通知》以及《源城区关于促进自主创新的实施意

见》等，致力打造低成本、高回报的投资“洼地”。



（一）指导思想。

（二）基本原则。

（三）加大财政资金投入。

（四）落实科技创新奖励。

（五）强力推进产学研合作。

（六）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七）培育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八）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九）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十）发展农业科技。

（十一）推动专业镇转型升级。

（十二）加强健康科技教育。

（十三）推广宜居环境新技术。

（十四）强化公共安全科技措施。

（十五）加强组织领导。

（十六）强化服务保障。

（十七）营造良好氛围。





8-13元/㎡

对符合《广东省优先发展

产业目录》的工业项目可

给予优惠

企业：727.91元/月

个人：378.79元/月

合计：1106.7元/月

峰电价：0.8296元

平电价：0.4993元

谷电价：0.2068元

4.9元/㎡（工业企业）

1620元/月



0762-3366064

0762-3372610

0762-3665417

0762-3333992

0762-3332227

0762-3332722

0762-2833133

0762-3222619

0762-3382808

0762-3499268

0762-3308896

河源海关

河源出入境检查检疫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河源市支局

源城区发展和改革局

源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源城区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源城区税务局

市生态环境局源城分局

市自然资源局源城分局

源城区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源城区招商局



河源人力资源丰富，市区目前拥有两所全日制大学和一所高级技工学校，

每年可提供大量的企业后备人才和劳动力。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是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的分校区，是河源市的

第一所本科高等院校，于2020年10月正式开学。该校位于河源市东源县仙塘

镇，地处梧桐山下、东江河畔，总占地面积1081亩，校舍建筑面积22万平方

米，总投资共22.98亿元，办学规模为12000人。整个校区共分为教学实

训、生活及运动等三大区域，承载多元化功能，集公共教学、实训功能、学

习交流为一体。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由河源市人民政府创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

校，是广东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位于广东省河源市江东新区，与源城区

相毗邻。学校背靠梧桐山，面向东江河，紧依东环路，风光旖旎，交通便

利。学校占地面积1500亩，总建筑面积27.7万平方米，校园内基础设施一应

俱全，文化内涵丰富，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校园环境，使学校成为莘莘

学子求学修身、磨炼技能的理想场所。

河源技师学院(河源市高级技工学校)创办于1988年，2005年迁入新校区

办学，位于河源市东环路大学城片区，占地面积21.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4.1万平方米，全日制在校生7140人，教职工415人。学院开设数控加工技

术、模具制造、汽车检测与维修等22个专业，建有数控、模具、汽车维修、

电气自动化、电脑美工、会计电算化、服装等实训场所92个。校园繁花似

锦，绿树成荫，是名副其实的园林式学院。



坚基商业中心



中国·河源巴伐利亚庄园位于源城区高埔岗街道，是广东省发改委、深

圳市人民政府推荐的“双转移”重点示范项目，获广东省2012至2018年重

点建设项目，相继获得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国旅居养老示范基地试点单

位，广东省养老服务示范基地、广东省劳模疗休养定点接待单位、深圳市劳

模疗休养基地、深圳市经济特区异地（河源）养老创新基地等多项荣誉。庄

园占山地约10.4平方公里，按照“一园两区”规划建设，即：旅游度假区

（约8.2平方公里），康养生活区（约2.2平方公里）。旅游度假区以文化旅

游为主线，以“医养结合和教育研学”为两翼，以“无处不康养，无处不欢

乐”为宗旨，打造三大文旅小镇：黑森林温泉旅游小镇、海德堡教育研学小

镇、巴伐利亚森林文旅小镇。康养生活区以“进阶至美人生”为理念，按照

“四山两水一分田，三分旅居是家园”，以“无处不康养，无处不新家”为

宗旨，打造产城融合的三大康养小镇：莱茵谷体育康养小镇、多瑙河书院康

养小镇、中德创客康养小镇。

中国·河源巴伐利亚庄园万隆城商业中心



客天下·河源国际旅游度假区位于河源市源城区客天下大道1号，坐落

于美丽的天然水晶山脚下，项目占地8000亩，远期规划面积达2万亩，预计

投资150亿。河源客天下凝聚了客天下品牌在文化、旅游、生态及新型城镇

化特色小镇开发等领域多年的成功经验，结合项目区域特点，创新打造温泉

小镇、客家小镇、九大恐龙主题乐园、特色休闲体验区，形成以温泉文化、

客家文化、恐龙主题文化为主题，以生态环保为理念，以创新梦想为驱动，

融汇休闲度假、生态文化旅游、商务培训等多元业态为一体的全域休闲度假

综合体。作为国家AAAA级景区的河源客天下，2019年被评为“省级旅游度

假区”，连续4年入选广东省重点项目，着力提升“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温泉之都、恐龙之乡”河源旅游城市的形象。

客天下·河源国际旅游度假区



该项目由上市公司(股票代码300822)深圳贝仕达克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是一家涵盖设计、生产及销售LED照明、

PCBA、数码电器、模具、注塑等多系列产品的综合性高科技企业，

是全球节能照明、工业制造、数码电器类产品的主要供应商之一，也

是广东省创建节能环保型示范企业，产品被广泛用于室内外照明、家

电、电动工具、数码电器、汽车、仪器仪表、工业控制、防灾救灾设

备、医疗设备、户外生活等领域。项目投资总额10亿元，规划用地

面积约10万平方米，待项目全面投产后，可实现年工业产值10亿元

以上，年税收5000万元以上，可提供就业岗位1000个以上。

该项目是深圳市大鹏新区管委会和源城区政府在充分借鉴深圳天安数码城成功

经验的基础上，合作共建的“产城融合示范点”位于河源大道西边，计划总投资约

8亿元，总规划用地面积约7.8万平方米（由工业、商业、居住三块不同性质的用地

组成），总建筑面积约29.2万平方米。项目的开发建设，将为源城摸索出一条研发

厂房、商务办公及生活配套服务区开发建设的新模式，有利于完善园区的基础设

施，为开展招商选资工作创造更好的条件。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成为集居住、产研

及商务为一体的科技生态园，跃升为该片区的城市地标，有效激发片区活力，并为

源城的跨越发展增添强大动能。

河源鹏城科技生态园

该项目规划选址位于城区源南镇，紧邻长深高速，交通便利，位置优渥，总规
划用地面积10.86平方公里。项目以发展5G产业为主导，带动全产业链发展，形
成各具特色优势的5G产业发展集聚区。着力打造“一心、两轴、一环、三带”
（一心，既以综合配套服务产业带为城市核心；两轴，既沿南北和东西向两条城市
主干道形成城市产业发展轴及城市山水活力轴；一环，既沿建设用地外侧和生态景
观内侧形成城市景观环路；三带，既依据交通和功能的划分，在用地内打造生产制
造产业带、智慧生活居住带、山生态休闲景观带），集现代与风景于一身的休闲旅
游智慧新城。

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创新谷

创新智谷 绿韵康城

创新智慧产业城山水田园生态城 客家文化宜居城

SITE



春沐源小镇位于河源市源城区陂角村，长深高速埔前出口旁，总

规划范围约8.5平方公里，总占地面积3800亩，总建筑面积200万

㎡，计划总投资200亿。小镇荣获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广东省特色

小镇、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广东省AAA级农业公园、广东省农

业科技园区。春沐源小镇一期投资50亿人民币。一期打造一湖两岸

美景，拥有中心湖、露天剧场、儿童营地、曲溪乐园、恐龙脚印戏水

池、龙骨游乐装置、业主食堂、深夜食堂、社交厨房等。后期更会配

套山谷音乐厅、林中美术馆、溪山书院、冥想茶室、水岸民宿、精品

温泉酒店、森林营、田园营、马术营、文创工坊等，形成文化驱动的

深度体验社区。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园——春沐源智慧果蔬梦工厂，

展示规模化设施农业、立体种植、无土栽培、智能管控等先进技术，

展示农业科技发展新动态，以花海稻田、美食餐饮、精品田园民宿等

为延伸，打造了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都市郊野休

闲度假基地等。

春沐源小镇



园区以电子信息为产业发展方向，重点承接和发展国内外及珠三角地区转入的电子电器产业和“四

新”（新电子、新能源、新医药、新材料）产业项目，努力打造环珠三角产业带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

地和高新产业区，曾荣获“广东省电子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广东省循环经济工业园”“广东省循环

化改造试点园区”“广东省五星级优秀服务园区”“广东省2015年度优秀园区”等荣誉称号，并多次在

省产业园考核和扩能增效专项资金评比中获得省财政扶持资金奖励。目前园区现有落户项目155个，合

同投资总额约350.7亿元。2020年，转移园实现工业产值98.7亿元，同比增长7.3%；实现工业增加值

24.97亿元，同比增长8.8%。

园区交通便利，位于惠河高速公路河源埔前出口处，紧靠河源国家级高新区，距离河源市中心仅

11公里，惠河高速公路、205国道、广梅汕铁路穿园而过，距离珠三角核心城市仅2小时车程。园区规

划面积17.69平方公里，累计投入开发建设资金约25亿元，完成开发面积约8平方公里，基础配套设施

完善，建有污水处理厂、企业服务中心、公共服务中心、劳动培训中心、科技孵化器、人才驿站、创业

孵化基地、商住楼盘、综合市场、公共汽车站、银行网点、文化广场、派出所、学校等。

该园前身由深圳市罗湖区、河源市源城区政府于2007年1月签订正式协议共同建立，2008年6月被

省政府认定为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2014年6月，深圳市大鹏新区正式与源城区结对帮扶，园区更名为

深圳大鹏（河源源城）产业转移工业园。





源城区工业园三期
扩园

新一代电子信息
产业创新谷

容积率≤4.0

容积率≤4.0

容积率≤4.0

源城区工业园三期扩园 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创新谷



混凝土

混凝土

混凝土



混凝土

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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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

混凝土



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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