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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简介

李永法集团有限公司是在柬埔寨最有活力和多元化的企业，扮演柬埔寨王国政府的经济战略，即

经济多样化的重要角色。

致力于柬埔寨王国的发展，李永法集团在一些行业上作了大量的投资，包括酒店，农业，房地

产，基础设施，娱乐和媒体（始于2015年）。

在90年代该集团已开始建立了多家酒店，并已在酒店业中建立知名度，继而向休闲娱乐业的方向

拓展业务。

自运行以来，李永法集团在柬埔寨基础设施和农产业发展上做出了巨大贡献。集团已投资数亿美

元建立了遍布全国各地的道路、桥梁、发电厂和水净化厂。该公司也一直在帮助建立柬埔寨的拥

有巨大潜力的制糖业。

为了配合集团的战略发展，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帮助柬埔寨皇家政府的重点发展方向: 向多元化的

工业领域，李永法集团已成立了国公经济特区（KKSEZ）。 本集团继续欢迎来自本地和外国直

接投资的中大型跨国公司，并希望将来已柬埔寨的经济持续发展，将成为在东南亚地区一个工业

和农业上关键参与者。

企业愿景

李永法集团之愿景是以帮助柬埔寨的经济发展为优先，为我们的客户、合作伙伴、供应商和员工

提供价值和可持续性。 

企业使命

在李永法集团，我们相信公司的使命是：

 创建柬埔寨最成功的多元化企业集团。

 与信誉良好的和受尊敬的国际组织创建可持续的伙伴关系，促进柬埔寨成为国际公司的理想

投资国家。

 给柬埔寨商业环境引进国际商业标准和执行惯例。

 为柬埔寨王国政府的人民创造就业岗位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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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致词

涉及到增长和发展，柬埔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故事，在李永法集团，我们自豪成为参与者之

一。

柬埔寨乃迅速崛起的国家之一，是东南亚国家中一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有一半的全国人口年龄

在25岁以下，这将会带来更多的增长潜力和未来发展。因此，在李永法集团，我们坚信在柬埔寨

投资，其有战略和经济意义。

作为东南亚国家的中心地区，柬埔寨提供了理想的地理位置，给于有意以柬埔寨作为中心连接亚

洲各国。当东南亚经济共同体从理想变成现实，柬埔寨的地理位置变得比以前更加具有吸引力。 

以一个非常开放的投资环境和免税的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吸引力，柬埔寨王国政府正在积极寻求和

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政府也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是东盟经济区的活跃参与者，所

以使任何潜在的投资者更有信心。

除了提供信心及创造吸引力，柬埔寨王国政府已确定了一系列的有针对性的投资重点行业，包括

该国的工业、农业、房地产业和服务业，这些都是李永法集团正在努力建设的领域。

最后，作为一个在该国最多元化的业务集团，李永法集团在柬埔寨王国持续发展上很荣幸发挥显

著的作用，期待并欢迎具有相同目标的投资者和公司。

董事长简历

李永法勋爵阁下出生于1958年，柬埔寨国公省。在柬埔寨国家刚刚结束战争的时候，他以年龄比

较年轻时就表现出了商务贸易方面的天资，此天资使了他成为80年代一位贸易商，最终在2000

年,他成为全国最受尊敬的企业家和柬埔寨王国政府的商业顾问之一。自此,勋爵阁下拓展投资，

推动经济成为柬埔寨发展的标志性公司。

李永法勋爵的成就主要包括：

 2012 – 再次当选为柬埔寨王国政府参议员

 2006 – 当选为柬埔寨王国政府参议员

 2005 – 提名为李姓协会高级顾问

 2001 – 当选为柬埔寨商会副会长

 2000 – 任命为洪森首相的经济顾问

 2000 – 任命为国公省发展的政府代表

 1999 – 李永法集团董事长

 1992 – 李永法集团总裁

集团董事长李永法勋爵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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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多棉芷省

居实省

磅湛省

柬埔寨

金边
国公

李永法集团的地图位置 李永法集团业务类型摘要图表

  

房地产业 娱乐及
服务业

媒体业

李永法集团

国际贸易业

金边大酒店 Chup 橡胶园
有限公司

磅湛省

Osmach
免税商店

Osmach
电力自来水

Osmach 度假村

居实省

金边糖厂及甘蔗园

奥多棉芷省

国公房地产项目

国公免税商店

国公电力自来水

国公桥

国公卡里萨国
经济特区和

深海港口

国公经济特区
(KKSEZ)

国公度假村

国公

新金边房地产

PNN 电视台

英雄
股份有限公司

Prek Phnouv 
桥和公路 BOT

柬埔寨电力
私人有限公司

金边花园
城房地产

金边
野生动物世界

花园大酒店
及高尔夫

金边

农业 基础设施
和公用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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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边市李永法集团



金边大酒店

金边酒店位于柬埔寨首都中心，可以方便地前往许多城市的景点。从金边国际机场仅花15分钟，

可达到金边大酒店，因为坐落在金边最著名的街道之一。

金边大酒店2003年开业，已经成为亚洲和西方游客的最喜欢的酒店。距离城市的中央商务区仅

花5分钟，距离著名的洞里萨河和湄公河仅花15分钟，金边大酒店就是非常适合商务和休闲的地

方。

随着在柬埔寨旅游业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行业，金边大酒店和李永法集团有望在金边和柬

埔寨发展餐饮服务业，在未来几年可发挥显著的一部分。

娱乐及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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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及服务业

花园大酒店

与其说是一个酒店, 不如说是一个度假村，花园大酒店提供休闲场所 - 有各种娱乐，高尔夫球

场, 世界野生动物园和水上乐园为您选择。

豪华的花园大酒店定于2016年2月运营，有8000万美元的初始投资。

坐落在柬埔寨乡村的绿化风光和美好设计的高尔夫球场，花园大酒店预计将吸引来自金边以及海

外的青睐。

花园大酒店有望成为柬埔寨最炙手可热的的休闲景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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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城高尔夫俱乐部

柬埔寨成为一个越来越热门的高尔夫目的地，李永法集团荣幸成立了花园城高尔夫俱乐部。

成立于2013年4月，花园城高尔夫俱乐部就是金边市的许多高尔夫爱好者的首选。该俱乐部在亚

洲球手众所周知。

由世界领先的高尔夫球场管理公司管理： IMG，花园城高尔夫俱乐部由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18

洞，为真正爱该运动的人提供多样性和多功能性。

俱乐部不仅发展2个高尔夫球场，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设施，如餐厅、酒吧、一个高尔夫球练习场

和一个专卖店。住在花园城大酒店的顾客可以走出去到第一洞发球台。

投资2000万美元之后，花园城高尔夫俱乐部的第一个18洞已经于2012年投入使用。

随着花园城高尔夫俱乐部的第18洞已经有很高的需求，李永法集团预计将在2020年开第二个18洞

的球场，有助于促进柬埔寨作为一个亚洲高尔夫目的地的名气。

娱乐及服务业

17LYP. GROUP16 LYP. GROUP



娱乐及服务业 房地产业

金边野生动物世界

接近城市的金边野生动物世界，您可享受未受污染的环境，金边野生动物世界有望吸引孩子和家

长。

在柬埔寨国人充分寻找新的休闲选择，金边野生动物世界预计将备受柬埔寨家庭和游客的青睐。

结合教育性以及娱乐性的金边野生动物世界有800多动物的生态友好的动物园。栖息在金边野生动

物世界的动物包括熊，鸵鸟，袋鼠，长颈鹿，老虎，海豚和鹿。有娱乐和教育的形式鳄鱼表演，鸟

类表演，猩猩表演和老虎表演。

金边野生动物世界是李永法集团最新柬埔寨休闲的贡献。

花园城

从金边市中心仅仅10公里，这是花园城市生活的新概念。

花园城是李永法集团开发的一个新卫星城市，以满足柬埔寨人民的居住和生活需求。

花园城市位于2000公顷的土地，是一个住宅区，有商务与休闲娱乐活动，更重要的是有全国集中

起来的物流中心，接连花园城经济特区以便提供一条线一个窗口的服务生产企业的新卫星城的发

展计划。

一个社区包括商业中心、会议设施、休闲场所和娱乐场所，花园城有望成为数千人的家园。

量身定制和理想的位置使花园城市是一个改造未来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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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城市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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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城 金边新城

3

4 5

2

1

5

6

此桥链接公路8号和公路1号

日本桥

金边

桥= 1.5公里处
占地面积=2000公顷
公路=8公里

房地产业 房地产业

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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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

柬埔寨电力有限公司 (CEP)

李永法集团帮助发展国家的基础设施，就是柬埔寨的电力有限公司。

柬埔寨电力有限公司用重油作为燃料所产生电力，生产能力45兆瓦的电力供应，为成千上万的企

业和家庭供电。

坐落在金边，柬埔寨电力有限公司目前为千家企业和成千上万的家庭服务。在这个国家，柬埔寨

电力有限公司为以百万计的人民提供电力。

2005年电厂开始运作，今天仍然是该国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之一。

房地产业

金边新城

24 25LYP. GROUP LYP. GROUP



国际贸易业

国际贸易业

自80年代，李永法集团的国际贸易业一直与其他地区国进行贸易往来，其中有香烟，饮料和商

品货物。成立于1995年，英雄（Hero King）有限公司在柬埔寨和第三国独家经销众多品牌的香

烟，和红牛能量饮料。

李永法集团是与在柬埔寨韩国现代客车的合作伙伴。汽车备件组装工厂是柬埔寨王国，国公省经

济特区首次合资建立的。

业务范围：

 英雄有限公司（Hero King Co, Ltd ）

媒体业

PNN 电视台

为了推动柬埔寨媒体业升级到一个新的水平，PNN 电视台是李永法集团进入传媒业的新领域。

本着以提高当地媒体产品的标准，李永法集团在金边郊区投资超过4000万美元建立了 PNN 的工

作室和组装先进设备。该集团还创建具有全国最大的传播，覆盖的范围达95％。

PNN 电视台，在2015年第二季度开始首播，还将推出最新的广播技术，确保播放质量是独一无

二的。

PNN 的标语是“娱乐无时无地”，该标语结合电视台的宗旨即服务国家及人民以有针对性的本

地节目作为精神。

PNN 有望领先造出优质的自产的节目有助于该国独特的文化创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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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公省李永法集团  





娱乐服务业

国公度假村

“有休闲与优质服务的美丽目的地”

位于在柬埔寨和泰国边境上，是李永法集团的国公度假村。

在柬埔寨国公省得“隐藏的宝石”是一个理想的目的地，去从现代生活的考验和
磨难逃避。

从金边到国公度假村，您可访问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森林风光和整个国家的一些
最秀丽的河风景。度假村提供521间客房，有私人海滩，室内免税商店和水疗中
心。

因此，国公度假村已经不断发展，因为物业开业于1998年，由原始投资的1500万
美元, 拓展到1亿美元以呈现目前的规模及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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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和经济特区

国公经济特区

日本汽车零件供应商矢崎（Yazaki）公司，服装厂KKN，和日本体育用品制造公司 MIKASA 已成

为国公经济特区（KKSEZ）的厂家 -　跟韩国现代汽车公司一样。

这些著名的公司已经搬迁其生产厂到国公省，利用柬埔寨的开放商业环境和新发现的稳定性。

由于位置在泰国和越南之间 ，柬埔寨国公经济特区正在为邻国周围提供一个更优秀的选择。

国公经济特区（KKSEZ）是奠定在335公顷的庄园上，建立了6000万美元的投资，以达到亚洲 

‘蓝筹’公司的标准规格。它的建筑是为了生产效率特定建造的。

员工住处接近于已经建立的场所和运输环节。48号公路和新扩建的道路连接到泰国边界，这还没

提到相近的国公码头，使 KKSEZ 成为战略性位置，提供原材料和高效成品的廉价运输。

KKSEZ 已经成立，维持柬埔寨政府的双赢战略为所有相关合作伙伴提供规模效益。该区域是为

柬埔寨人民提供数万个就业机会，也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住进来的选择，并可以同时给于利润转回

母国提供无限制的方便。

在国公经济特区的李永法集团 ，有吸引投资激励的措施。其中包括100％的税收减免：

 合格投资项目(QIP)长达9年的免税期 

 100％ 出口和运输豁免增值税

 100% 进口和出口免税

 投资者和他们家庭成员获准柬埔寨移民签证 

 无限制的汇回利润

 对原材料，设备，建筑材料等进口免税

 免税出口到欧盟除了武器 (EBA) 条约。

其他好处包括接近关键位置和边境口
岸:

 泰国边境 2公里

 曼谷 400公里 

 林查班（泰国港口） 330公里

 西哈努克港 233公里

 越南河仙边境 285公里

 金边 29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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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

李永法集团已经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业绩，帮助该集团赢得30年特许经营权，以建设和运营

1,900米长的国公桥。

建于2002年,在柬埔寨王国政府的 BOT（建设 - 经营 - 移交）模式下，国公桥是柬埔寨最长的

跨海大桥。这座桥连接国公省城镇和柬泰国边境地区，蒙多司马县（Mondul Seyma）。

除了建立重要的国公桥，李永法集团还提供价格实惠的电力和自来水，以满足国家在国公和奥多

棉吉省不断增长的需求，是位于李永法集团的度假村业务经营的地方。

如今，李永法集团不仅是电力投资公司领先者之一，同时也迅速成为在柬埔寨领先的生物能源和

基础设施的合作伙伴。

本集团的未来项目包括在国公省的一个200兆瓦水力发电站计划，15米深的天然海港,以服务2200

公顷的国公经济特区 。

业务范围： 

 国公电力和自来水有限公司

 国公桥有限公司

 国公海岸有限公司（Kong Kong Seaboard Co., LTD）

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房地产和经济特区

关于基里沙果(KIRISAKOR)国公经济特区简介

 位于国公省 Preaek Khsach 和 Phnhi Meas 乡(基里沙果县), Chrouy Pras乡(国公县)。

距离48号公路约30公里。

 有2200.65公顷的总面积（A + B）。

 于2008年9月5日由柬埔寨王国政府批准，参照二级法令第125号

 是国公经济特区有限公司 （Koh Kong SEZ Co, LTD)的第二个经济特区，同属于李永法集

团子公司。

基里沙果国公经济特区 的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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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业

国公国际贸易业

目前，李永法集团正在经营两间免税商店，在国公省和奥司马（Osmach）柬泰边境。

业务范围：

 国公免税商店

在奥多棉吉省的李永法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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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服务业

奥司马 (O-SMACH) 度假村

奥司马（O-Smach）度假村位于距离从柬泰边境约100米，是一家四星级的酒店和赌场，为专喜

欢欣赏大自然 人士定制的娱乐场所。

投资超过1亿美元建奥司马（O-Smach）度假村，有210豪华室包括24小时营业的餐厅、咖啡

厅、游泳池、健身房，桑拿浴室和按摩室。

坐落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酒店也迎合赌客。对于喜欢玩一两手的人，有老虎机和赌桌。

奥司马（O-Smach）度假村位于距离泰国苏林68公里，以及从柬埔寨古老城市暹粒150公里。

奥司马 (O-SMACH) 电力和自来水

作为奥多棉吉省地区唯一的开发商，这是李永法集团提供了许多领域的基础设施。要做到这一

点，李永法集团已建成了污水处理厂，提供38000立方米/月的自来水和输电路线，提供2.70兆瓦

电力。

污水处理厂为4455户提供干净水，输电线路为4845家庭和企业提供电力。

李永法集团在奥多棉吉省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已达到450万美元。

 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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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业

奥司马 (O-SMACH) 免税商店

奥司马（O-Smach） 免税商店进口了威士忌，葡萄酒和奢侈品。

为了方便位于相近奥司马（O-Smach）度假村，奥司马（O-Smach）免税商店库存产品包括酒

精、香烟、巧克力、和设计师品牌服装。

奥司马（O-Smach）免税商店出售所有免税产品。

在磅湛省的李永法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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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占扑 (CHUP) 橡胶园有限公司

因为橡胶成为一个主要出口商品，李永法集团确定发挥其部分协助发展柬埔寨王国政府与行业。

目前，李永法集团拥有全国最大的17720公顷橡胶种植园，占扑（CHUP）橡胶园有限公司位于

磅湛省。国际ISO9001认证的种植园，目前生产每天50吨 - 代表该国目前产量近10％。

在2013年，柬埔寨共出口74198吨，总价值为 $1.7亿。根据柬埔寨农业部，2015年橡胶种植的

土地面积达到250000公顷。到2020年估计450000公顷。

而该国的橡胶行业仍然取第二名排在稻米产业之后随着农业增长，并预计将继续增长。对于占扑

（CHUP）橡胶园有限公司集团相信将领导该增长速度。

在居实省李永法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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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金边糖厂及甘蔗园  

除了基础设施的发展之外，李永法集团还率先投资国家的农用工业，位于居实省的制糖行业。

居实省就是柬埔寨以前投资不足和低度发展的一部分，现在由金边糖业有限公司（PPS）投资

2.2亿美元，以及基本设施比如电力和清洁水的开发。

金边糖厂及甘蔗园坐落于9000公顷在居实省的中心，是本国最有效和最现代化的糖厂。这也是全

国唯一百分之百柬埔寨业主拥有的甘蔗糖厂。它采用了从英国，法国，日本，中国和泰国的最先

进的设备，糖厂也提供了数千名当地民众的就业机会。由此居实省的状况也盖起了商店，学校和

社区的建筑。

此外，为协助社区的发展，金边糖业有限公司(Phnom Penh Sugar Co,. LTD) 构建了一条路长

22公里链接 Tran Tayeng 分区到 Oral 分区，两座桥梁，和电厂可为工厂供应32兆瓦的电力以

及提供自来水的设施。

金边糖业公司（Phnom Penh Sugar）目前每年可生产15万吨精炼糖。该工厂生产的甘蔗糖八成

是供给柬埔寨国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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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由金边糖厂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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