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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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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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納塔卡州
這裡就是未來所在

卡納塔卡州是印度發展史上的一個亮點，是世界上最好的縮影。

該州擁有古老的遺產、優美的景色、多樣的生態和豐富的文化，
也是一塊充滿創新、工業並富含優勢的土地。

該州為印度矽谷的所在地，引領著IT和ITeS、機床、航太和國
防、ESDM、生物科技、研發和工程設計等行業的發展。

從絲綢到精密製造，該州涵蓋了整個工業領域，使它成為全球供
應鏈中的一個重要角色。

來卡納塔卡州投資，在卡納塔卡州創造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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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驅動成長的引擎

經濟概況

• 2680億美元的GSDP，預期增長率為9.5%。

• 吸引海國直接投資（40%以上）方面在印度排名第一。

• IT和ITeS出口方面排名第一。

• 各州的出口總額中排名第一。

卡納塔卡州的優勢：領先的投資標的

• 印度創新指數排名第一。

• 全國最大的研發中心。

• 400家財星500強公司的所在地。

• ESDM、航太和國防以及機床製造領域排名第一。

• 生物科技之生產和出口方面排名第一。

• 宜人的氣候和國際大都會文化。

• 擁有最多的工程學院、ITIs及理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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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基礎設施
三大產業
黃金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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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納塔卡州的優勢

• CBIC（清奈-邦加羅爾產業廊道）
• BMEC（邦加羅爾-孟買產業廊道）
• HBIC（海得拉巴-邦加羅爾產業廊道）

• BIAL以航空運輸量計算，為印度第三大機場。

• 國際機場–班加羅爾&門格洛爾。

• 國內機場–邁索爾、毗奢耶那伽羅、胡布利、貝爾高姆、古爾伯加、比德爾。

• 未來的機場–希莫加、吉格默格盧爾、哈斯桑。

• 鋪設道路共240,000公里。

• 13條高速公路。

• 在西海岸有與深海連接的門格洛爾新海港。

• 9個小港口。

• 鐵路網–3,250公里。

• 地鐵總長115公里，其中56公里已啟用。

• 航空貨運設施-班加羅爾、曼加羅爾和胡巴利。

• 6個ICDs與港口有直接的鐵路連接，包括印度第二大的ICD。

• 5個集裝貨櫃運輸站。

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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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買
距離980公里

清奈
距離347公里

班加羅爾
杜姆古爾

海得拉巴
距離580公里



卡納塔卡州
健全的生態體系：
優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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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納塔卡州
健全的生態體系：
優質教育

卡納塔卡州進行了重大改革，增加了公共
投資，以確保教育的機會、公平和質量。

工程學院

大學

醫學院
(MBBS)

國際學校

234

44

5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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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納塔卡州
健全的生態體系：
技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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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人口數量優勢，卡
納塔卡州希望在2017
至2030年期間為1880
萬青年提供技能學習。

在先進的製造模塊（人工智能、物聯網）和熟練的製造工藝的交叉點上，擁有最
大的勞動力。

勞動力成本比中國低50%，比印度的競爭國家便宜15%。

1,777個公共和私營ITI為1.8L青年提供技能培訓。

約有360所理工學院，可容納9萬多人。

學徒培訓計劃（ATS）有超過4,232家機構，超過39,610個名額。

模塊化就業能力計畫有800個活躍的職業培訓機構，在68個部門實施500個課程。

基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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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納塔卡州
健全的生態體系：
知識中心



卡納塔卡州佔印度研發中心的最大部分，現在是
全球技術創新的領導者。

高科技領域的專業包括芯片設計、數據分析、電
氣系統、移動互聯網設備、高密度包裝和航太。

擁有400多家跨國公司的全球研發中心

佔1,500個全球內部中心的35%(GIC)

世界級的孵化中心、實驗室和通用儀器設施

數據科學、物聯網（IoT）、人工智能（AI）、動畫和奈米科技的卓越中心（CoE）

全國40%的工程和設計營收來自卡納塔卡州

最大的
生物技術中心_

最多的
研發中心

最多的
軟體技術園區

最多的
工業培訓機構

最多的
醫學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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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納塔卡州
健全的生態體系：
政策推動



工業政策

航空航天
國防政策

電動車政策

紡織業政策

IT、BT、ESDM
政策

數據中心

創業政策

卡納塔卡州的工業成長透過透明的部
門政策指導，為新工業和企業家提供
廣泛的支援。

卡納塔卡州於2020-25年新版工業政策中宣布了多
種財政激勵措施，為投資者創造有利的成本經濟。

投資促進補貼。

最高為年營業額的2.25%。

6-10年，最高可達

固定資產價值的40-60％。

100%報銷土地轉換費。

100%報銷印花稅。

0.1%的優惠登記費。

對建立污水處理廠提供50%的補貼，最高可達250升，對支柱產業提供

7千萬至1億盧比的補貼。

新工業政策下有吸引力的激勵措施


營業額相關補貼


預設置收費

首都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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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納塔卡邦
健全的生態體系：
辦事方便



卡納塔卡州是經商簡易化的領導者。其商業友好
的環境、透明的程序和簡化的政府政策和條例，
不僅僅是大公司，也為中小公司及新創公司提供
了便利。

電力 水 消防 土地

勞工

環境建設規劃獎勵申訴處理

市政機關

所有審批的單一窗口

為改善EODB實施了基於宣誓書的清算系統(ABC)

單一窗口審批，快速通道流程

• 通過引入暫停期放寬15項審批

• 續。

• 暫停期長達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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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納塔卡州
健全的生態體系：
生活及娛樂



卡納塔卡州在商業和娛
樂之間提供一個完美的
平衡。該州的國際大都
市文化提供了一個很良
好的居住空間。

擁有許多熱門的旅遊景點，包括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的遺產地，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
的遊客。

超過40家五星級酒店，包括泰姬陵酒店
集團、香格里拉和凱悅等等。


豐富的文化遺產，擁有各種美術館、藝文
表演中心、音樂和舞蹈學院。

來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包括中國菜、日本
菜、歐洲菜等等。

購物中心、高爾夫球場、電影院、酒吧和
俱樂部提供多樣化的娛樂選擇及提供全球
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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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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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系統設計與製造
卡納塔卡州是該國投資電子系統設計和製造的首選地，它
是國家電子工業中貢獻最大的五個州之一，該州擁有主要
的電子硬體和設計公司。

• 印度最大的芯片設計中心，擁有85家以上的無廠芯片設計公司。

• 該州在半導體設計領域中領先全國，擁有印度60%的份額，目前
有英特爾和高通等公司。

• L&T、Wipro、Cyient等公司在印度的電子設計領域佔有40%
的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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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邁索爾、達瓦爾德和班加羅爾開發3個電子製造
產業群聚（EMC）。

• 常見設施，如測試、元件庫、技術專長、內部指
導、技能提升、產品設計、設計工作室。

• 在邁索爾設有Lahari中心，提供先進且高品質的電子
測試及認證。

新倡議及機會

在眾多具有吸引力的
激勵措施中，包含
25%的土地補貼和
1%PLI為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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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太及國防設備
自1940年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HAL）成立以來，卡納
塔卡州的航太和國防工業一直遵循「印度製造」的模式，
許多公共部門（PSU’s），包括DRDO、ISRO和NAL的
總部都設在該州。此外，包括Boeing、Airbus、Collins
Aerospace、Dynamatics和Goodrich在內的幾家航空業
巨頭都在卡納塔卡州設有分部。

• 班加羅爾在吸引外國投資方面位居全球航太城前三名。

• 在貝爾高姆和班加羅爾建立了2個航太和國防經濟區。

• 印度四分之一的飛機和航太產業的所在地。

• 卡納塔卡州是印度A&D行業70%的供應商所在地。

• 貢獻了印度65%的國家航太相關出口份額。

• 為國防部門提供全國67%的飛機和直升飛機。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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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具有吸引力的
激勵措施中，包含
20%的資本補貼和
1%PLI為期5年。

• 該州提供了許多研究、設計和開發能力的技術人才。

• 位於班加羅爾的卡納塔卡州航空航天培訓中心
（KATC）正被設立為新創公司的孵化器。

• 卡納塔卡州正在建立一個新的國防產業群聚，以推
動“印度製造”的國防領域。

新倡議及機會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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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床工具
卡納塔卡州的機床行業始於1953年Hindustan機床公司
的成立，同年Bosch在班加羅爾建立了生產設施。

今時，卡納塔卡州已成為全國領先的機床生產州，著重
在高單價的工程產品。

• 卡納塔卡州佔整個印度機床生產總份額的50%（以產量計算）。

• 卡納塔卡州是特殊用途和重型電氣機械的第二大生產州。

• 從價值上來說，班加羅爾生產的機床佔全國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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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具有吸引力的
激勵措施中，其中招
商補貼最高可達年營
業額的2.25%，為期
6-10年。

新倡議及機會

• 印度第一個綜合機床園區（TMTP）已在杜姆
古爾的Vasanthanarasapura建立，佔地540
英畝。

• 帶有培訓、測試和研發設施的工程中心正在
TMTP建立。

• 貝爾高姆的全球精密工程經濟區和門格洛爾的
全球工程經濟區

• 製造業4.0中心將在該州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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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有培訓、測試和研發設施的工程中心正在
TMTP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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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及創業
卡納塔卡州的首都班加羅爾號稱「印度的矽谷」。在
印度的4個”十角獸“中，有3個（Flipkart、Swiggy
和BYJU）在此，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獨角獸，如
Ola、Razorpay、Unacademy、ShareChat和Udaan。

• 卡納塔卡州是該國第一個在2015年推出創業政策的州，設有一個
專門的新創部門。

• 在印度的100家獨角獸企業中，有39家位於班加羅爾，創造了一
個具有全球性的強大新創企業生態系統。

• 班加羅爾獨角獸公司的估值佔全國獨角獸公司估值的55%。

• 該州是多個國際孵化器的所在地，這些孵化器包含許多全球知
名企業，如微軟、NetApp、SAP、NUMA、Airbus和Catalyst
等。

• 該州的Elevate100提供40億美元資金為新創企業打造了一個全面
的創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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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倡議及機會
• 通過參與「Elevate」資助高潛力新創企業。目

前，已有488家新創企業入圍。

• 參與卡納塔卡州政府提供的風險基金。

• 通過姐妹城市、技術峰會和研發等舉措成為全球創
新聯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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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汽車零件及
電動汽車
卡納塔卡州是印度第四大汽車製造地，佔全國汽車總
產量的8.5%。該州也是第一輛國內製造的電動汽車公
司—RevaMahindra的所在地。

34

汽車和汽車零件

2017年電動汽車和儲能政策

• 該州有7家主要的原始設備製造商和50多家汽車零件製造商。

• 在霍斯科泰、比達迪、胡布利、希莫加和貝爾高姆擁有主要的汽
車產業群聚。

• 印度兩輪電動車銷量排行榜第一。

• 第一個全面推出和精心設計「2017年電動汽車和儲能政策」的州。

• 2020年發佈更新的政策，提供一流的激勵措施。

• 卡納塔卡州的明確願景，使該州成為印度的「電動車之都」。



• 班加羅爾附近正在建立電動汽車產業群聚。

• 在班加羅爾建立首個電動車測試設施。

• 建立一個研發中心和一個電動車孵化中心。

• 超過25GWh的電池製造項目正在籌備中。

新倡議及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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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製藥及
醫療設備
卡納塔卡州是全球和國內生物科技投資在印度的第一
站，占生物科技公司的60%以上。強大的研發設施、技
術人才和合適的政府政策，使卡納塔卡州成為國家的生
物科技首都，卡納塔卡州在製藥和醫療設備製造方面也
有強大的基礎。

• 2017至2022年全面的生物科技政策，預估市場將達到1000億美元。

• 佔印度所有生物科技出口的1/3以上和藥品出口的12%。

• 生物創新產業群聚、生物科技學校、擬建的海洋生物科技園區、動物
生物科技園區和農業生物科技園區的所在地。

• 設立5億美元的生物風險基金。

• 班加羅爾和邁索爾是醫療器械製造的主要中心。

• 擁有專屬醫藥經濟特區、醫藥工業區和研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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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具有吸引力的
激勵措施中，其中招
商補貼最高可達年營
業額的2.25%，為期
6-10年。

• 位於耶德吉爾的Kadechur-Badiyal工業區的Buk
DrugPark佔地超過1,500英畝。

• AYUSH，Shivamogga的生物製藥和健康產業群
聚。

• 投資綠地和棕地項目、實驗室和製藥實驗室。

• 參與加速藥物發現、藥物設計和生物仿製藥發現。

新倡議及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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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加速藥物發現、藥物設計和生物仿製藥發現。



農業和食品加工
卡納塔卡州超過65%的土地面積用於農業和耕作活動，這
一至關重要的行業僱用了該州目前工作人口的60%。卡納
塔卡州是咖啡、青辣椒、蠶絲、小米、葡萄、紅花、小黃
瓜、香料、甘蔗、芒果和豆類的主要生產地。

• 佔印度咖啡總產量的70%。

• 佔全國向日葵產量的60%。

• 佔穇子生產和收割產量的60%。

• 大量的甘蔗和豆類種植。

• 4個食品園區和2個大型食品園區。

• 擁有20個農業和食品加工產業群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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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20個農業和食品加工產業群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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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補貼和PLI是激勵
措施之一，為快速消
費品產業群聚的獎勵
措施。

• 即將在胡布利建立的快速消費品產業群聚擁有
1000多英畝的土地。

• 倉儲、冷庫和物流方面的機會持續增加。

• 有機農業和食品加工的大幅增長。

• 發展微型和小型食品加工單位的產業群聚。

新倡議及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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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品及服裝業
卡納塔卡州是印度紡織品和服裝製造業的領頭羊，負責全
國服裝總產量的20%。該州佔全國絲綢產量的49%，全國
羊毛產量的12%，以及全國棉花產量的6%。

• 卡納塔卡州佔印度服裝出口收入的19%。

• 該州是技術紡織品的主要市場。

• 該州擁有325個技能發展中心，已經培訓了165,200人。

• 9個手織機產業群聚，專門的服裝區，以及一個233公頃的
紡織經濟特區。

• 在班加羅爾農村的Dodaballapura建立了第一個綜合紡織
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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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經濟特區。

• 在班加羅爾農村的Dodaballapura建立了第一個綜合紡織
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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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具有吸引力的
激勵措施中，包含補
貼高達年營業額的
2.25%，為期6-10
年。

• 在古爾伯加和維賈伊普爾有1000英畝的土地用於
建立大型紡織園區。

• 為保護紡織遺產提供創新解決方案的機會。

• 根據印度政府的PLI激勵措施，加強對技術紡織
品和人造纖維（MMF）生產的關注。

新倡議及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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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工業
卡納塔卡州擁有豐富的鐵礦石資源，是國家鋼鐵工業的支
柱之一。該行業始於1923年在巴德拉瓦蒂的邁索爾鐵廠（
維斯瓦拉亞鋼鐵廠）。印度十三家主要的鋼鐵廠中，有兩
家就在該州。

• 卡納塔卡州估計有20億公噸的鐵礦石和豐富的其他礦物，如石
灰石、矽石、錳等，這些都是生產鋼鐵的必需品。

• 全國鋼鐵總產量的13.7%是在該州產出。

• 擁有全國74%的磁鐵礦和11%的赤鐵礦資源。

• 18家單位的綜合鋼鐵產能為22百萬公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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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家單位的綜合鋼鐵產能為22百萬公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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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具有吸引力的
激勵措施中，其中招
商補貼最高可達年營
業額的2.25%，為期
6-10年。

• 貝拉里、奇特拉杜爾加、科普帕爾和奇卡馬加魯爾
等地區是該州鐵礦的神經中樞。

• 主要的綜合鋼鐵項目正處於不同的實施階段。

新倡議及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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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部門
卡納塔卡州的清潔能源之旅始於1902年在邁索爾的
Shivanasamudra地區建立的第一個水力發電站。隨著
2018年在圖姆庫爾的帕瓦加達建立了一個2000兆瓦的太
陽能發電園，這一旅程達到了頂峰。

• 印度發電量第七大州。

• 63%的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在印度排名第一。

• 印度太陽能發電量第一。

• 2009年，第一個建立了3兆瓦公用事業規模發電廠的
州。

• 每公里36,858條線路的輸電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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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公里36,858條線路的輸電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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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具有吸引力的
激勵措施中，其中招
商補貼最高可達年營
業額的2.25%，為期
6-10年。

• 卡納塔卡州擁有86吉瓦的可再生能源潛力，其中太
陽能光伏潛力約佔24.7吉瓦。

• 印度第一個綠色氫氣電解器生產單位和太陽能電池
和模塊生產單位的所在地。

• 建立專門的綠色能源走廊和園區。

• 輸電線路的擴容。

• 通過5個ESCOMs轉換為智能電網。

新倡議及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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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及健康
當你走入卡納塔卡州，你會發現自己身處在一個處處
激發奇蹟的土地，該州的自然風景是充滿詩情畫意
的，它完美的結合丘陵、平原、河流、瀑布、海灘和
充滿野生動物的森林，許多不同的朝代都在這片土地
上留下了他們的足跡，這也使它成為歷史、宗教和遺
蹟的寶庫。

4646

• 印度的旅遊景點數量排名第一。

• 25個野生動物保護區與5個國家公園。

• 2個著名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亨比和帕塔達卡爾建築群。

• 歷史和自然旅遊景點的結合，包括貝魯爾、哈勒比杜、什拉瓦納貝拉戈拉、巴
達米、班迪普爾等等。

• 特級專科醫院，像是NarayanaHealth,ApolloHospitals,ManipalHospital,
MSRamaiahMemorialHospital,ColumbiaAsia,andStJohn’sMedical
CollegeHospital。

• 有66家AYUSH藥房和60家醫院專門從事阿育吠陀、自然療法、瑜伽、烏納尼
和順勢療法、瑜伽和自然療法。



在眾多具有吸引力的
激勵措施中，其中印
花稅豁免高達100%
和優惠的註冊費。

新倡議及機會
• 印度政府的遺產城市發展和擴大計劃支持提高遺產

城市的旅遊潛力，巴達米是12個遺產城市之一。

• 諸如游船（曼古魯魯/卡納塔卡州海岸）、探險（凱
爾河/杜巴雷）、醫療和生態旅遊（馬爾納德卡納塔
克邦/卡納塔卡州西高止山）等特色旅遊的巨大潛
力。

• 健康和保健旅遊產業群聚正在希莫加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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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PPAL

DHARWAD

DHARWAD

RAMANAGARA

BENGALURU

VIJAYAPURA

YADGIR

MYSURU

BIDAR

玩具

快速消耗品

電磁兼容

電動車

電磁兼容

紡織業

製藥

電磁兼容

農業

• 建立製造業生態系統的特定部門產業群聚。
• 最先進的基礎設施，以促進順利的製造過程。
• 提供特定行業的需求，如為EMC提供TTP水。
• 在具有良好連接性的戰略地點建立產業群聚。

基於產品的產業產業群聚發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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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插即用型基础设施

日本工業區 Aequs玩具公園，Koppal
和CEDG公園，Hubli

Indospace工業與物
流園，Narasapura和

Mindahalli

圖姆庫爾機床園區

科技創新國際園區
（台灣CDC

520英畝，已分配200英畝；31英畝商業活動
預留，不間斷供電。

全集成製造設施，單位特殊獎勵計劃。

64和50英畝的土地，良好的連通性；位於班加
羅爾市附近。

530英畝，已分配115英畝，印度第一個按國際標
準建造的機床園區。

70英畝已開發的A級基礎設施，預留的住宅和商業

空間，30米寬的主幹道。

全球工業城
特定行業的即插即用
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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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納塔卡州全球投資者會議
計劃於2022年11月2日至4日在班加羅爾宮舉行。

保存日期
更多詳情請關注

全體大會

B2G會議，網絡和其他更多

當地工藝品展示

文化節目 當地美食體驗

科技驅動的特別活動 創業推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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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0-2220 5333

ceo-ikf@karnataka.gov.in

www.investkarnataka.co.in

+91-80-2228 2392

md@kumbangalore.com 

www.kum.karnataka.gov.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