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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城 市 综 合 多 维 运 营 商



企业简介
COMPANY PROFILES
七星海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七星海城市”）
以“创新驱动型国际城市运营商”为战略定位，开展多元业务
包括：旅游度假、大健康养生、项目开发、商服配套、教育培训等产业
以城市生命体的规划理念，因地制宜研发产品
实现区域功能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全面开发与综合运营管理
真正实现共商、共建与共享
成为美好生活的创造者，逐步成长为世界优秀城市多维运营商

Coastal City Development Group Co., Ltd. (referred to as “Coastal City”), 
taking “innovative and driving type international city operator” as the strategic position, 
has carried out diversified businesses, including: tourism and vacation
based on the planning concept of urban life,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o realiz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ed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regional functions and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truly realize mutual consultation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and become the creator of a better life, the model of the future city. 
It will gradually grow into an outstanding comprehensive  multi-dimensional operator of the world.



2008年11月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见证优联集团与柬埔寨王国政府
完成七星海项目签约仪式

2016年3月 李克强总理与柬埔寨首相洪森举行会谈

2016年10月 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王国进行国事访问

2016年10月 习近平主席同柬埔寨首相洪森举行会谈

2019年5月，在柬红十字会捐赠仪式上合影留念

2018年1月 李克强总理在金边和平大楼同柬埔寨中资企业代表合影留念

企业实力
ENTERPRISE STRENGTH 

2008年11月，时任天津市市委书记张高丽出席并见证集团与柬埔寨政府签署土地移交协议。

自2010年起，连续12年向柬埔寨红十字会捐款，累计超过750万美元。

2015年9月，柬埔寨王国首相洪森将项目纳入柬中两国“一带一路”重点合作项目，并命名为【柬中
综合投资开发试验区】。

2016年10月和2019年4月，两次纳入中国国家发改委和柬埔寨王国发展理事会签署的中柬《产能
与投资合作重点项目》。

2017年6月，柬埔寨王国天津商务中心正式获批建立。

2017年12月，获得柬埔寨旅游部CHINA READY公众平台的独家运营权。

2017-2019年，连续获得柬埔寨“最佳旅游度假区特别奖”。

2017-2020年，连续四年入编中国商务部《中国“一带一路”年鉴》。

2018年3月3日，投资修建的68公里高等级公路，被柬埔寨政府命名为“赛蒲桐大道”。

2018-2019年，蝉联柬埔寨“美丽休闲沙滩奖”。

2019年，获得洪森首相亲笔签发的“绿色任务-生态商业特别奖”。

2019年7月，项目纳入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分会“民营建设企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课题研究”。

2019年9月，被纳入2019年度“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国际合作重点项目。

2019年10月，被列入2019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发展行动方案。

2019年12月，荣获“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年度双创企业”奖项。



企业荣誉
ENTERPRISE HONOR

2017-2019 连续获得

柬埔寨“最佳旅游度假区特别奖”

2018-2019 蝉联

柬埔寨“美丽休闲沙滩奖”

From 2017 to 2019

awarded the 

"Special Award for Best Tourist Resort" 

in Cambodia

From 2018 to 2019, 

won the  Cambodian

"Beautiful Leisure Beach Award"

2019年，获得洪森首相亲笔签发

“绿色任务-生态商业特别奖”

In 2019, 

it received the 

"Green Mission: Eco-Business Special Award"

signed and issued by 

Prime Minister Hun Sen

2017年12月，获得
柬埔寨旅游部CHINA READY公众平台的独家运营权

2021 年 10 月柬埔寨旅游部
在七星海旅游度假区率先启动《疫苗旅游战略计划》

In December 2017, obtained the exclusive right to operate the CHINA READY Wechat
 public platform of Ministry of Tourism of Cambodia

October 2021, Ministry of Tourism of Cambodia took the lead in
launching the "Vaccination Tourism Strategic Plan" in Coastal City Tourist Resort



GENERAL OVERVIEW

宏观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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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2020)
GDP：799亿美元
人均GDP：0.14万美元
人口：5337万人

老挝(2020)
GDP：191亿元
人均GDP：0.26万美元
人口：727.56万人

泰国（2020）
GDP：5.02千亿美元
人均GDP：7186.87美元
人口：0.7亿人

马来西亚（2020）
GDP：3.37千亿元
人均GDP：1.04万美元
人口：0.32亿人

新加坡（2020）
GDP：0.34万亿美元
人均GDP：5.98万美元
人口：570万人

印度尼西亚（2020）
GDP：1.06万亿美元
人均GDP：0.39万美元
人口：2.74亿人

文莱（2020）
GDP：120.16亿美元
人均GDP：2.75万美元
人口：42.87万人

柬埔寨(2020)
GDP：258.09亿美元
人均GDP：0.15万美元
人口：1600万人

越南(2020)
GDP：2711.58亿美元
人均GDP：0.28万美元
人口：0.97亿人

菲律宾(2020)
GDP：3614.89亿美元
人均GDP：0.33万美元
人口：1.1亿人

东南亚旅游投资看柬埔寨
INVESTMENTS IN SOUTHEAST ASIA FOCUS ON CAMBODIA

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

东南亚最佳投资目的地
·柬埔寨国民经济正处于黄金发展期，被冠以“亚洲经济新虎”之称
·政策开放、政局稳定，（疫情后）国际游客数量逐渐恢复，并呈现走高趋势

四心交汇 核心区位
 ·东盟贸易市场中心
 ·东南亚旅游度假休闲中心

·东南亚的几何中心
·东南亚交通枢纽中心

·便捷的落地签政策
·佛教国家，待人友善
·总人口约1650万人，平均年龄27岁，劳动力充足
·全球第三大美元资产国

经济发展增速占全球前列
·柬埔寨国民经济全球经济增速Top9，保持7%增速（疫情前）
·2022年，柬出口额创新高，经济复苏势头强劲
  世行预测2022年柬埔寨经济增长4.5%



韩国
 Korea

日本
Japan

柬埔寨“宜+易”的投资优势
CAMBODIA'S "FAVORABLE + EASY" INVESTMENT ADVANTAGES

永永

东盟核心
每年7%GDP增长

旅游城市
入境度假人数激增

一带一路
国际资本争相进驻

永久产权、免征境外
收入税、遗产税

美元资产国
外汇自由流通

惠
政策支持
非CRS，享贸易优惠

房产市场持续升温
投入资金少，高报酬

泛亚铁路
3小时东南亚经济圈3h

年轻人口国
城建发展迅速

柬埔寨促进与多个国家贸易
截至2021年，柬埔寨累计吸引外来直接投资达410亿美元，与2020年相比，增加11.2%

柬埔寨-中国：作为最大的投资者，累积投资达180亿美元，占总外资的43.9%
中柬双边贸易额达111.4亿美元，同比增长37％

柬埔寨-韩国：累积达49亿美元，占总外资的11.9%
10年增长254%，双边贸易年增长15%

柬埔寨-日本：累积达24亿美元，双边贸易额达22.92亿美元，同比增长13%
目前在柬137投资项目

柬埔寨-美国：双边贸易总额达91.58亿美元，同比增长32.62%
柬埔寨对美国贸易顺差达83亿美元

东盟经济圈

华南经济圈
西南经济圈

2 hours voyage
2小时航程

3 hours voyage
3小时航程

4 hours voyage
4小时航程

5 hours voyage
5小时航程



国公港
500吨

七星海-北海港
深水港口

七星海-游轮港
万吨码头

七星海-南海港
深水港口

西哈努克港
5万吨

SSEZ

柬埔寨旅游投资看沿海
CAMBODIAN TOURISM INVESTMENT FOCUS ON COAST

柬埔寨国公省将打造成为国际级“生态旅游区”

十年发展规划及四角战略提出重点发展海洋经济
·国公经济中心与西港经济中心带动沿海经济的发展
·沿海旅游是柬埔寨重点的旅游发展方向

海洋经济提速  支撑柬埔寨快速发展
·金边首都经济圈   ·暹粒内陆旅游圈   ·沿海经济及旅游圈

无论从土地面积、海岸线长度、自然资源丰富程度
国公省是最能承接海洋经济的载体
无论从通商贸易还是度假旅游方面七星海有着突出优势
柬埔寨沿海旅游投资靶向直指国公省⸺七星海

国公省西南侧沿海的世界顶级旅游目的地
国公经济中心和西港经济中心组成沿海经济带
七星海城市地块呈L型，总占地面积360平方公里
西部与南部面向泰国湾，全年无自然灾害的影响
项目南北长约40公里，东西长约30公里，海拔不超过200米
拥有90公里的优质海岸线
占柬埔寨总海岸线五分之一，优质海岸线的二分之一



CITY MASTER PLAN

城市总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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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STAL CITYCOASTAL CITY
 CAMBODIA-CHINA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PILOT ZONE

一座面向世界的 滨海旅游度假目的地

| 中 柬 经 济 走 廊
| 柬 埔 寨 新 型 城 市 引 跑 者
| 柬 中 文 化 产 业 领 跑 者
| 柬 埔 寨 旅 游 示 范 者

一带一路支点新兴宜居智慧创新全球滨海旅游度假目的地
中柬产能与投资合作重点项目

“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国际合作重点项目

【柬中综合投资开发试验区】即七星海



项目概况
PROJECT OVERVIEW

柬中综合投资开发试验区即七星海旅游度假特区位于柬埔寨国公省西南海岸
具备突出的国际核心区位价值
结合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和柬埔寨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特殊历史机遇
融合自然资源、属地人文精神与优质政策资源三大资源
统一规划与统一配套管理两大优势
即将成为一座新兴绿色、生态、智慧、科技的
全球滨海旅游度假目的地

沿海经济时代的优选之地

快捷空路
•七星海国际机场2022年通航，2小时直飞东南亚各国、5小时直飞北京及亚洲大部分国家
•目前，直升机60分钟直达金边

便捷海路
•数个快艇码头，已实现游轮航线通航， 50分钟直达西港 
•万吨客货两用码头主体已完工，相应配套到位后即可使用
•规划2座深水港口，建成后将成为区域内的综合性港口

快速陆路
•赛蒲桐大道全长68公里，是实现区域内通外联的高等级公路
 快速链接48号、4号公路，实现3个半小时直达金边
•未来，金边-西港高速联通后，仅需2小时

泰国湾
GULF OF THAILAND

4

4

4

4
48

 赛
蒲桐大道

SAY PHUTHORNG  ROAD

国公
Koh Kong

国公岛
Koh Kong
island 

高龙岛
Koh Rong

高龙撒冷岛
KOH RONG 
SANLEAM

西港
Sihanoukville

七星海-北海港
深水港口

七星海-游轮港
万吨码头

七星海-南海港
深水港口

西哈努克港
5万吨

Sihanoukville

七星海国际机场
Dara Sakor
International Airport

西哈努克国际机场
Sihanouk international airport

乘车3.5h到达金边

3.5h by car to Phnom Penh 

快
艇

50m
in到

达
西

港

50m
in speedboat arrives at Sihanoukville

总占地                      平方公里360
122

海拔不超过                      米200

拥有             公里优质海岸线90
柬埔寨海岸线1/5优质海岸线的1/2

PM2.5值小于6.5
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16000个/CM³以上

土地年限至                          年2107

11°N的优质纬度气候

18万公顷国家森林保护区

47.74平方公里世界红树林保护区

179种已发现的海洋生物物种

87种已发现的哺乳类、鸟类动物

33种已发现的淡水生物物种

238



3

THREE MAJOR NEW DISTRICTS

三大新区

3.0



功能划分及路网规划
FUNCTION DIVISION AND

ROAD NETWORK PLANNING

红树林保护区

森林保护区

水库、湖泊

水库用地

码头

工业配套

机场用地

城市快速路

城市主干道

城市次干道

七星海-北海港
深水港口

七星海-游轮港
万吨码头

钢码头

七星海国际机场

七星海国际新区
深度挖掘柬埔寨文化和项目自然资源，
通过旅游度假产品和旅游景点的开发，
打造成为东南亚柬埔寨全新的综合旅游度假目的地。

七星海未来新区
打造智能化、科技化的未来新区，以创新研发、智能科技等新兴产业
和高品质的生活配套吸引外来科技人才，是国际精英的聚集地。

七星海世贸新区
柬中综合投资开发试验区的
城市门户、商务商业核心、产城融合发展区。
成为未来东南亚的新兴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

七星海-南海港
深水港口



打造现代化国际化海岸新城，凭借数智办公、国际教育、多元化生活等优势资源，
承担起城市精英人士的圈层需求，集富于此。

1.精英片区

致力于推动竞技产业发展，为竞技活动提供便捷的绿色通道，盘活当地资源，
实现竞技项目有效落地及合作共赢。

2.滨海竞技片区

以文化定位城市，以海洋集聚人才，最终打造成底蕴与未来发展力相交融的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兴科教基地。

3.科教新城片区

凭借科技智能化手段满足“生态优先”的新生代生活观念与居住模式，
描绘人与自然交融的现代雅居生活画面，以此为未来新区提供一处心灵回归之所。

4.山林雅居片区

科教新城片区

山林雅居片区

滨海竞技片区

精英片区

七星海 未来新区

1

2

3

4

COASTAL CITY FUTURE NEW DISTRICT



以“全能配套”和“康养度假”两大特色为出发点，
打造智慧产业园区、星月湖文旅产业小镇、商业风情街区、钻石海湾、瞰海公寓，康养别墅度假区，
滨海休闲度假酒店，静海浴场八大功能区，将缔造成世界级旅游度假新目的地。

1.文旅&康养度假区 

位于国际城西南部，将通过建立一个蓬勃发展的新社区把景色宜人的地方分享给世界上更多的人。
项目将包括多种设施-豪华度假村、中高层住宅楼、别墅以及丰富的商业和娱乐设施，
以尊重自然环境的方式来展现柬埔寨富饶的文化。把柬埔寨的印象融入建筑、文化与艺术中。

2.娱乐度假区

项目包含26个世界风情小镇，每个小镇特色各异，凝聚各国特色璀璨风情，
融合文旅、体验、度假、娱乐于一体，让游客可于星月海岸一地领略世界各国精粹，
使“城中世界，世界之城”的大型文旅项目落地七星海。

3.星月海岸

保税区以保税为特色，以空港为依托，形成了国际贸易、现代物流和出口加工三大主导产业，
成为七星海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泰国湾区域乃至东南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
重要的服务、辐射和带动作用。该区作为高度开放的特殊经济区域，
保税区具有国际贸易、现代物流、临港加工和商品展销四大功能，享有海关、税收、外汇等优惠政策。

4.空港物流保税区

星月海岸
娱乐度假区

文旅&康养度假区 

空港物流保税区

七星海 国际新区
COASTAL CITY INTERNATIONAL NEW DISTRICT

1

2 3

4



打造智能化、低密度、生态型的总部楼群，覆盖办公、科研、产业等多方位企业智能，
并提供优异的中枢式运营管理氛围，
构成以临港、物联网、智能科技、信息、金融等服务功能为一体的企业总部集聚地

1.总部经济片区

满足科技与创意产业、金融保险、贸易等高端商务活动的办公需求，
布局与设计将体现绿色低碳理念，提供多元化的商务办公空间选择，
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企业入驻。

2.世贸城市中心

海洋经济片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港口引擎。秉持港产城一体化发展理念，集约功能布局，
提升集散能级，努力把海洋经济片区打造成柬埔寨发展海洋经济产城融合发展的示范区，
倾力谱写向海而兴、以港图强的新篇章。

3.海洋经济区

依托智慧创新驱动和港口码头驱动两大引擎，
着力发展国际贸易、仓储物流等绿色环保相关的产业，
并提供完整的产业链。

4.港口及仓储区世贸城市中心

海洋经济区

港口及仓储区

总部经济区

七星海 世贸新区
COASTAL CITY WORLD TRADE DISTRICT

1

2

3

4



SEVEN AREAS

七个区域

4.0



大宗土地投资开发项目
BULK LAND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北线储备用地01
20000 公顷

文旅康养区02
3972 公顷

空港经济区03
2396 公顷

国际贸易区04
6000公顷

凤凰大道以北05
114 公顷

凤凰大道以南06
278公顷

星月海岸07
2092 公顷

01

02 04
03

07
0605



北线储备用地
NORTHERN LINE RESERVED LAND

总占地面积：约20000公顷01
规划建设未来新区
吸引常住精英人口，扩大地区生产总值



宾布盖水库

山地高尔夫球场

俾斯麦水库

文旅康养区
CULTURAL TOURISM HEALTH&CARE AREA

总占地面积：约3972公顷

可建设用地：约2539公顷

水库用地：约487公顷

森林保护区：约907公顷

可建设用地容积率： ≤0.5



机场
国际购物

中心

空港经济区
AIRPORT ECONOMIC ZONE

总占地面积：约2396公顷

机场自身建设用地：约1096公顷

临空经济区：约1154公顷

红树林保护区： 约146公顷



度假
别墅

高尔夫
球场

东盟
永久
会址

国际贸易区
INTERNATIONAL TRADE ZONE

总占地面积：约6000公顷

可建设用地：约4931公顷

红树林保护区： 约1069公顷

海景
小高层

深水
码头



TEMI小镇

星河街
尚湾区

凤凰大道以南

NORTH OF PHOENIX BLVD

总占地面积：约278公顷

可建设用地：约278公顷

凤凰大道以北

SOUTH OF PHOENIX BLVD

总占地面积：约114公顷

可建设用地：约114公顷

容积率： ≤0.5

钻石海湾

星月湖文旅小镇



星月海岸
CHHNE DARA CHAN

星月蓝湾

中央大道

城中世界

超维
娱乐城

竞技
俱乐部

总占地面积：约2092公顷

可建设用地：约1297公顷

红树林保护区： 约795公顷



FIVE-DIMENSIONAL PLATE 

五维板块

5.0



涉猎领域涉猎领域
FIELDS COVERED

HEALTH CLASS 

ART SCIENCE PRACTICE 

FOREST OXYGEN 

PHYSIOTHERAPY 

PORT LOGISTICS

GOLF AIRPORT DIVING 

大健康养生空港物流

教育培训
INTERNATIONAL TRADE

国际贸易

YACHT EQUESTRIAN

旅游度假



1

2

3

4

基建配套基建配套
INFRASTRUCTURE AND SUPPORTING FACILITIESINFRASTRUCTURE AND SUPPORTING FACILITIES

以沿海经济开发·生态康养·文旅产业合作为重点

已建基建类

两座共计2500万立方的水库
七星海国际机场
游艇码头、海上活动体验区
主体已完工的万吨客货两用码头
赛蒲桐大道

启动区域内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
引入适宜文旅度假项目及活动提升区域通达性和产业吸引力。
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稳发展,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开放、绿色理念突出的柬埔寨先发优势,
以新时代的样本谋求创新。

1

2

3

4

5

热销项目

七星海·星月海岸
七星海·星月湖文旅产业小镇
七星海·尚湾
七星海·星河街

1

2

3

4

已建配套类

18洞海滨灯光高尔夫球场
18洞山地高尔夫球场、高尔夫练习场
高尔夫度假酒店
钻石海湾
帆船俱乐部栈桥码头

1

2

3

4

5

已建房建类

环山度假村
颐海山庄
快乐主屋
长湾
海湖庄园
TEMI小镇

1

2

3

4

5

6

1

1

2

5

3

3

3 3

4

12
3

4

5
6

1

2

3

4

5

5

1

23 4



招商合作产业招商合作产业
INVESTMENT COOPERATION INDUSTRIESINVESTMENT COOPERATION INDUSTRIES

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中柬合作规划纲要指导方针”、柬埔寨四角战略及工业发展规划、柬中综合投资开发试验区整体规划
·重点以基础设施、产业及金融、文化及旅游度假、大健康及养生为主要合作发展方向。
·引入各领域龙头企业，参与管委会的职能建设，制定相关产业及领域的标准，辐射东盟市场。

1.基础建设
码头建设及运营、路网、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

2.产业及金融
会展中心、商业金融、自然轻工业
物流及加工、空港产业区、海洋经济区

4.大健康养生
康体运动、健康服务、医美中心、
综合性/专科医院、大型综合性医疗机构
职业护士/护工技能学校

3.文化及旅游度假
主题公园、文化演艺、俱乐部、度假村、购物中心
主题商业街、奥特菜斯、免税商场文旅小镇
星级酒店、教育培训



招商合作项目招商合作项目
INVESTMENT COOPERATION PROJECTS INVESTMENT COOPERATION PROJECTS 

星月湖文旅产业小镇
STARDREAM LAKE TOURISM TOWN

星月海岸
CHHNE DARA CHAN

项目位置
低密一线核心 依傍生态湖景
土地招商
旅游、度假、产业、投资、商铺、娱乐

总占地面积：约248公顷

可销售用地：约140.4公顷

起售面积：200㎡【自由组合无上限】

总占地面积：约20.92㎡

可销售用地：约650万㎡

尚湾北区
TEMI SHANG BAY

项目位置
海边一线地揽岸观景
土地招商
旅游、度假、产业、投资、娱乐

总占地面积：约32.94公顷

可销售用地：约20.27公顷

起售面积：500㎡

房屋销售及商业招商
庭院公寓、别墅、商铺

总占地面积：约46035㎡

可租售面积：约9588㎡

商铺共计：94间

星河街
MINI GALAXY

COASTAL CITY  CHHNE DARA CHAN



合作形式合作形式
COOPERATION FORMSCOOPERATION FORMS

针对七星海项目内已规划的土地、商铺、屋栋等产品直接进行购买或租赁，
建设、经营及收益遵照七星海对该项目的相关销售政策及经营政策执行。

预期对于七星海项目内规划可售土地进行投资,有整体打包经营计划,
经营方向为完善配套、增加多元化产业及其他有益于七星海项目整体发展时,
可以土地作价入股的形式进行合作,双方商讨确定具体合作模式及股权、利益分配。

针对大型投资项目、大型配套项目等需高资金投入且长线运营的项目，
可采用联合开发模式，双方商讨具体投资细节及责任分配，
以及未来经营模式及利益分配。

购买/租赁
PURCHASE/LEASE

土地作价入股
LAND VALUATION FOR SHARE

联合开发
JOINT DEVELOPMENT



开发时序及预期开发时序及预期
DEVELOP TIMING AND EXPECTATIONSDEVELOP TIMING AND EXPECTATIONS

七星海城市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国际合作重点项目的积极作用,逐步完善各类服务配套
呈现丰富的文旅内容打造生态宜居旅城,积极开拓新兴文旅体系与大健康养生典范

目标

文化+

旅游+

总规

2022年
七星海国际机场正式通航

常住人口: 130万人;    旅游人口:686万人次;    就业岗位:100万个;    住宅单位:41.4万套;    酒店客房数:9.45万套

启动生态自然旅游资源开发
入适宜旅游度假项目及活动
提升区域交通通达性和产业吸引力

各合作项目一期开发竣工并投入运营
针对不同需求客户1-30天旅游线路
运营初具规模

各合作项目建设和运营，
实现约200万㎡开发建设体量
落成并实现各类旅游
及配套项目的全域运营

各区域项目呈现，完善七星海各类城
市配套设施建设
协同产业稳步运营，提高区域经济发展速度

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
从消费输出型旅游大国向积极发展旅游国际合作和旅游外交强国转变

完善体系化发展【旅游+】健康、工业、体育、科技、研学、互联网
主动推动旅游与农业、工业、交通、航空、教育、卫生、体育等各领域相加相融

从浅层次旅游向深层次旅游转变
从事业方向向产业方向转变

线上线下实现运营互通
产业联动拓展+精神品质升级

从粗放型旅游发展向集约型旅游发展转变
从观光旅游向度假休闲旅游并重转变

文化传承和已有资源的整合
自然生长出的康养度假胜地

2023年
具备承接各类旅游线路能力

2025年
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

2030年
整体呈现全球滨海旅游度假目的地

中期目标



免税店

星月海岸

中央景观大道

机场大道

东盟永久会址

山地高尔夫球场

海湖庄园

TEMI星河街

COASTAL CITY
缔 造 多 元 新 格 局七 星 海 城 市

布局全域 +
GLOBAL LAYOUT 

七星海国际机场

黄金海岸

星月湖文旅产业小镇

快乐主屋
环山度假村

滨海灯光高尔夫球场

帆船俱乐部栈桥码头
高尔夫别墅

阳光半岛酒店

TEMI尚湾

钻石海湾

TEMI小镇

新兴滨海城市
EMERGING COASTAL CITY 



EXCLUSIVE POLICIES AND ECOLOGICAL ADVANTAGES

专属政策及生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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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政策支持
POLICY SUPPORTPOLICY SUPPORT

中柬两国

柬方

中方

投资保障

2016年10月，2019年4月，两次纳入中柬《产能与投资合作重点项目》清单

2015年，纳入柬埔寨“一带一路”重点项目

2017年6月，批准成立柬埔寨王国天津商务中心

2017年12月，2018年12月，2019年11月，三次蝉联柬埔寨最佳旅游度假区特别奖

2016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6)》中，评为2016年“一带一路”十大先锋企业

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入编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编制的中国《一带一路年鉴》

2019年5月，纳入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分会“民营建设企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课题研究"

2019年9月，纳入2019年度“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国际合作重点项目

2019年10月，纳入2019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发展行动方案

2019年12月，获“2019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年度双创企业”奖

统一规划、统一招商、统一管理，七星海管委会可提供一站式服务

享有柬埔寨王国合格投资项目(QIP资格）相关优惠政策，经批准的合格投资项目利得税免税期最长为9年

享受《经济特区法》、《投资法》中规定的全部投资优惠政策，及由总理府特批的优惠政策

获得柬埔寨国土部颁布的99年合法土地租赁证，土地无任何纠纷，安全有保障

集团深耕14年，与柬埔寨政府保持密切关系，可协助各合作企业争取牌照及政策支持



Top7优质生态

经中国权威检测机构于2019年1月在七星海实地检测，
对七星海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如下:

1.环境空气质量
项目区负离子浓度范围，属于森林瀑布周边负离子浓度的最高范围。
大气环境中负离子达到16000个/cm3对血压、心脏、血管、血液、呼吸、骨骼、疲劳等
上百种疾病有辅助治疗作用，对人体健康非常有利。
项目区大气环境质量好，能满足国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和其他特殊保护的区域对空气质量的最高要求。
项目区 PM 2.5小于6.5。

2．地表水质量
项目区地表水水质质量达到源头水、国家自然保护区水质水平。项目区水库、河流总体水质

优于国内主要湖泊、河流最优断面水质状况。

3．陆地生态环境质量（土壤质量)
项目区内土壤质量较好，未受到污染。

4.滨海生态环境质量（海水质量)
项目区海水水质质量属于海洋渔业水域,海上自然保护区和珍稀濒危海洋生物保护区水质。

两座共计2500万m³滨海淡水景观湖
特色水趣一站尊享

东南亚天然氧吧
负离子平均含量常年约为16000个/cm³，PM2.5≤6.5

柬埔寨波洞沙果国家公园
最大沿海原始森林公园

世界第二大红树林保护区
东南亚第一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纯净海洋环境
丰富鱼、虾、蟹等海洋物产资源

玻璃海水秘境
沿海区域年平均气温26—32℃之间
适宜游泳、潜水及帆船等海上运动

最美奶粉沙滩
全年无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影响

TOP7 QUALITY ECOLOGY
Top 1 Top 2 Top 3

Top 4 Top 5

Top 6 Top 7



在七星海城市开发过程中
旨在维护海洋、森林、水体、沙滩等自然资源
保护和修复海岸线生态环境，创新海岸线开发利用模式
创造优良的滨海生态、生产、生活空间与环境
打造生态健康、环境优美、人岛和谐、监管有效的生态经济特区

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系统性原则；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原则；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因地施策：根据项目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特征及生态环境问题
确定合理可行的生态岛礁工程建设类型，重在保持
项目的田园风貌和文化特色，维护项目生态系统完整健康，突出滨海特色
科学设计：选择具有可操作性的技术措施，合理安排生态岛礁建设的空间布局与实施方案
为生态系统自然恢复创造良好条件，提高项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防灾减灾能力
确保生态建设成果持久发挥作用

生态发展原则
PRINCIPLES OF ECOLOGICAL DEVELOPMENT



A CITY FOREVER WONDERFUL

永远精彩的城市

以360平方公里体量沃土，依托原生大资源、全维大配套、IP大内涵、产业大整合、全域大运营、长期大布局

创造DIY新生活为特色的数字文旅时代；开启“一带一路”特色文旅IP为典范的文旅创意时代；打造超维海域为场地的世界级蓝色合作空间

建立以文旅产业发展的国际合作服务平台，以国际化人才培养为重点的文旅复合型人才库，成为辐射全球的文旅典范窗口

搭建精品化、链条化为发展的旅游演绎新形式
加速布局文旅产业 成就美好生活

总占地面积：约32.94公顷

可销售用地：约20.27公顷

起售面积：500㎡



中国：中国天津市河东区十一经路78号万隆太平洋大厦4层

金边：柬埔寨金边市西哈努克大道（274路）P.G.C.T中心一楼

项目：柬埔寨国公省柬中综合投资开发试验区七星海高尔夫度假别墅区60868585+855(0)
招商热线 MERCHANTS HOT LINE

68268555+855(0)
销售热线 SALES HOT LINE

柬中综合投资开发试验区七 星 海 城 市柬埔寨七星海旅游度假特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