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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州是美国最繁忙的国际贸易中心之一，每年出口至全球各地的商品总额达819亿美元。依托近环太平洋市
场有利地位、在贸易方面的领悟能力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近40%的工作都和贸易相关），华盛顿自然而然地成
为一个回报丰厚的贸易伙伴。该州和中国的贸易总额自2004年来增长了230%。今天，华盛顿州每年出口销往中
国市场的商品和服务的总额近60亿美元，包括商用飞机以及闻名世界的苹果和樱桃等。

集中化的出口中心

华盛顿州熟悉全球化的市场环境。当地接近
9000家公司公司从事出口、国际运输和服务行
业，种类涵盖医疗器械、软件、电子设备、农
产品、林产品、石油以及化学制品等等，且范
围还在不断增加。我们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
是等距离的地理优势。华盛顿州地处欧洲与亚
洲中间位置，且 与西海岸其他城市的港口相
比，当地部分港口到中国的航程要短一天。此
外，州政府推出旨在帮助中小型公司开发新市
场的出口计划——China Accelerator。通过该
计划，我们驻中国的团队直接和华盛顿公司合
作，为其产品和服务发掘新客户。来自华盛顿
州商务部的代表则通过政府层面的介绍、项目
配对、市场信息调研、出口报关文件和其他贸
易服务，为商业发展提供更多支持。

成长型经济

华盛顿州是一个在全球享有盛誉的世界级贸易
中心和国际贸易商埠，更是您投资的明智选
择。作为国际贸易的先驱，华盛顿州为商业的
拓展、发展和投资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遇。除
了免除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等优厚待遇，华盛
顿州还推出了像EB-5这样独具创意的引资政策
为外国投资者在当地投资和经营创造了绝佳的
机会。此外，投资者还可以直接和我们的中国
贸易办公室合作，发掘并利用丰富的投资机
会。

西雅图

华盛顿州



廉宜成本，可持续能源

华盛顿州拥有美国最大的水力发电厂，在部份
领域，企业可以享受到最廉宜的价格（最低可
达每千瓦时4.25美分）。 同时，州内通过对
风能、太阳能、生物燃料和潮汐能等的扩大利
用，形成对可再生能源的良好补充。州内通过
输油管从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引入天然
气，价格十分优惠。所有这些，为您营造了一
个高效、可规模化且无缝的电力网，为有特殊
能源需求的公司，像高科技材料生产、食品加
工厂和服务器场等企业，提供了不受干扰且持
续的能源。

持续的创新文化

华盛顿是一个可以让新理念成为国际性标志
的地方。许多在航空、零售、电子商务、软
件、房地产、信息技术和旅游等领域作为改
革先驱的公司都将总部设置在这里，华盛顿
州也因此奠定了根深蒂固的企业精神和乐观
进取的心态。星巴克、波音、微软、诺德斯
特姆和亚马逊等公司，不仅打造了享誉全球
的品牌，也改变了各自所在产业的面貌。我
们拥有高于平均水平的人均专利率。新的想
法和理念在这里得到专业知识的支撑，配合
在市场方面的独创能力与天赋，我们在竞争
中抢占有力地位，打造卓越的、世界级的文
化创新。

选择华盛顿作为您的合作伙伴

想了解更多关于华盛顿州贸易和投资机

会的信息，请联系商务部。

电话：+1 206.256.6100

电邮： trade@choosewashingtonstate.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www.
choosewashingtonstate.com。



关键领域

100多年来，华盛顿一直是航空航天的温床，是
航空航天工业的世界领袖。我们的航空航天企
业每年生产1200多架飞机，包括500架商用和军
用喷气飞机和700个无人飞行器。波音喷气飞机
在全州各地工厂都有生产，包括737、767、747
、777和新的787。波音位于华盛顿兰顿的工厂
每天生产一架737飞机。

波音是航空航天业最大的雇主，但是1,256家和
华盛顿航空航天相关的公司雇佣了131,000多名
工人。这些公司为全球市场生产零部件和产品，
从为空中客车喷气飞机制造机翼镶板的巨大的机
器到让好奇心的火星上轻轻着陆的制动火箭他们
总在寻找和其他公司建立新的伙伴和新的企业建
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减少企业在航空航天相关的活动的营业税，
免除机械设备的销售税和使用税。另外，商务部
的航空航天专家免费为企业在出口、供应链合
伙、扩展、场地选择、劳动力培训、市场情报等
方面提供咨询和帮助。 

在华盛顿州，每个地区都为航空航天公司提供
一些别具一格的待遇。皮吉特湾拥有400名供应
商，拥有一体化的交货系统，采用及时和简洁
的生产流程，确保产品交付的效率。在华盛顿
州西北部，拥有一个生产新一代复合材料和材
料的复合材料和高端材料生产园区。华盛顿西
南地区是一个无人机生产、航空电子设备和工
程中心，是一个供应链聚集区，通过金属表面
处理、塑料和电子等为航空航天业提供支持。
东部地区有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外国贸易
区、成长中的供应商园区以及提前批准的工业
用地，这些地点非常适合航空航天公司，特别
是哪些采用高增长模式需要使用飞机场的航空
航天公司。 

航空

毫无争议的全球领袖



我们使用的能源中将近75%来自大自然，不难看
出为何在全美新能源发现和利用的努力中，华
盛顿州处于中心地位。

我们非常幸运，全州的水坝为我们的企业提供
了低成本的可持续的能源，每千瓦时低至2.5
分。华盛顿州的公司在创造新能源、探索新资
源方面处于前沿位置，例如，生物燃料、潮
汐、风和太阳，为美国和全世界提供低成本
的、可再生的、多种多样的、清洁的能源选
择。  

在华盛顿州开展业务的清洁能源公司对可再生
的新能源的前景充满热情，这些公司得到了吸
引顶尖人才的世界级的研究机构的支持，包括
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华盛顿大学，华盛顿
州立大学，华盛顿清洁能源技术联盟，华盛顿
技术工业协会和西北能源效率理事会。

为了吸引投资、创新和新的商业企业，华盛顿
州提供了一系列鼓励措施，包括减少太阳能系
统、组件或半导体材料的生产商的营业税和开
业许可税；免除半导体气体和化工产品的购买
销售税；抵免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的销售税；对
于来自森林的生物质采集器，抵免营业税和开
业许可税并免除销售税。

清洁能源技术

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生命科学

致力于民族……和世界人民的健康

华盛顿州高级生命科学和全球健康已有150多
年历史，华盛顿的企业拥有创新的热情，掌握
将最新进步和发现用于市场的专门技术。生命
科学和全球健康公司、教育机构和组织紧密协
作，在研究实验室中，在孵化器中，在大学中
捕捉最新的、最睿智的理念。

有时候我们的观点是革命性的，包括对心脏除
颤器的完善，完善过程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我们开发了让长期肾脏透析成为可能的外分
流；我们建立了布鲁斯实验方案，这是诊断和
评估心脏病和肺病的标准的踏板实验。

我们的研究人员和科学家致力于改进美国和全
球的健康状况，美国近200家机构的焦点是通过
研究、培训、教育和提高公众意识来促进和改
善全球健康状况，这200家机构中包括盖茨基金
会，该基金会已经投入260亿美元来支持100个
国家中的全球健康倡议活动。 

华盛顿因近500家生命科学和全球健康组织以及
两个主要的研究性大学（华盛顿大学和华盛顿
州立大学）而自豪。这里也有全国仅有10个的
其中一个联邦实验室。实验室设在里奇兰，有
4,700名科学家、研究人员和支持性人员。

这些组织和机构拥有26,300名工作者，包括近
4,500名科学家。创新确实是华盛顿州的口号。
例如，博瑟尔有我们的生物医学装置创新合伙
区（IPZ），他们把全球公司、做出突破成就的
研究人员以及有影响力的贸易组织联系起来以
促进快速增长并减少上市时间。西雅图的福瑞
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在开发新的癌症疗法上
起关键作用，希望有朝一日找到治疗这一绝症
的方法。

华盛顿州和其他生命科学/全球健康中心的区别
是华盛顿州具有和信息技术公司协作的能力。 
通过这种合作伙伴关系，企业可以利用即是不
是全球也是国内一些最富于创新和才华的专业
人员的集体智慧，把融合了一流技术和新的保
健理念的新产品推向市场。我们的生命科学领
域中有诺贝尔获奖人员、国家科学院的成员以
及闻名国际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 。 



信息 & 通讯技术

掌握数字世界

我们虽然由于拥有的3,000家软件企业和267,000
多名高技术工作者而有资格争当下一个硅谷，
但更希望按照自己的优势得到评判。实际上，
世界上很少地方能像我们这样，拥有优秀的ICT
人才。他们有的在刚开办的但注定会成为华盛
顿州下一个商业传奇的小公司上班，有的在微
软、克雷、Attachmate、Nintendo和亚马逊等这
样传奇的公司工作。 

华盛顿州之所以成为ICT 的温室，原因很多。我
们为专业人员提供了很高的生活质量，包括能
居住在吸引年轻技术人员的、富有活力的城市
中心。公司重视和其他新创公司和创新中心的
联系，创造了协同效应，哺育了能很快投放市
场的新理念。

在华盛顿州，协作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寻找新
的投资的风险资本家、主要大学中处于前沿地
位的研发实验室、大量的联网机会以及我们与
生俱来的竞争精神的支持下，企业与企业之间
很愿意结为伙伴来推动创新，不断把革命性的
新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随着汽车开始从汽油
驱动的交通工具变成“轮子上的软件”，通常被称
为互联汽车，新生的汽车IT业出现了这种完美的
协作潮。ICT、航空航天、复合材料和清洁能源

技术结合起来改变了汽车工业的面貌， 促进从
每个领域汲取最佳和最聪明的理念的汽车市场
产生先进的理念。

ICT在华盛顿州是个很大的业务，每年估计创造
250亿美元收入。从微电脑业务生产力工具到电
信到互联网、商务和数字游戏，ICT公司几乎参
与每一产品和服务线。 

如果您投资ICT，您不会孤单，这个行业非常
活跃，有很多增长和扩张的机会。新来者，无
论是新开的、致力于改变在线娱乐面貌一人公
司，还是希望把经营扩展到美国的海外大公
司，都有很多发展空间。

华盛顿商务部经验丰富的ICT业务专家团队很乐
意帮您踏上成为本州下一个商业传奇的旅程，
为了让您步入成功之路，华盛顿州提供高技术
企业研发费用税收抵免和销售和使用税递延/减
免。华盛顿是个投资和运作商业的好地方，这
是个非常简单的事实。



高端制造

一流的工具和材料

不久前，汽车还是用钢铁制造，飞机是用铝制
造，船是用纤维玻璃制造。但时代真的已经变
了，我们拥有突破障碍、追求新高、探索未知
的开拓精神，对这种开拓精神的无情挑战要求
我们继续探索新材料，寻找能经受住物理定律
和自然的力量的考验的材料，寻找能满足我们
突破性能的贪求的材料。

华盛顿州一直是这一前沿领域的先锋，我们进
入奇异的材料世界并推动生产能力的时间可
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当时一个名叫Heath 
Tecna的小公司开始供生产防御项目用的新材
料。如今，这里有100家从事复合材料和高端材
料研发、制造、生产和工装的公司，打造了一
个年收入达33亿美元的行业。

复合材料和高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需求现
在达到空前的状况，华盛顿的企业不仅满足了
这种需求，在某些方面还创造了这种需求。Jan-
icki 工业公司是个不错的例子。1933年，Janicki 
工业公司把复合材料引入海洋生产行业，目前
在继续向航空航天、风力、海洋技术和能源等
领域的客户提供创新型的工程、制造和生产服

务。在复合材料领域，包括Fiberlay公司、Heat-
con 复合材料系统公司、宝马和住商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在内的其他公司加入了Janicki 工业
公司，在华盛顿东部打造了一个利用我们低成
本的能源和可以升级的电网的1亿美元的复合材
料工厂。 

我们很多先进的生产企业都是这个行业中的领
军企业，Electroimpact就是这样一家企业，该企
业生产的巨型机器，能采用无与伦比的精确度
为庞巴迪和空中客车生产下一代飞机机翼。

为了支持这些行业，华盛顿州非常重视研发。
研发机构包括位于华盛顿大学的兰博基尼先进
复合材料实验室、航空航天及高端材料卓越中
心、华盛顿西部大学的工程技术部和太平洋西
北国家实验室。 华盛顿州也向高端材料企业
提供经济鼓励，包括免除机械设备销售的销售
和使用税、抵免研发费用的营业税和开业许可
税、递延/免除高技术销售税和使用税，从事航
空航天领域高端材料的企业还可以享受到额外
的鼓励。



海上

创新和卓越的海事传统

华盛顿拥有3,200英里的海岸线、7,800个湖泊和
50,000英里的河流和小溪，因此成为主要的海洋
技术中心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实际上，华盛顿州生产的超级游艇超过所有其
他49个州生产的游艇总数。每年，区域造船公
司开始制造这些豪华船只中的8到10艘。该州
1,100家和海洋相关的公司组织雇佣28,000名熟
练的手艺人、海洋工程师、工匠和造船工人。
这些公司从事军用飞机、定制皮艇、豪华游
艇、海洋设计和建筑、造船和维修以及后续市
场产品和服务等领域。

如果您想在茁壮成长、利润丰厚的海洋行业投
资，华盛顿州就是您投资的地方。北部海洋公
司、 全美海洋公司、 Bayview Edison工业公司、 
Christensen 游艇公司、达科他 Creek工业公司、 
Janicki 工业公司、 Sunstream公司、 Platypus海
洋公司以及安全船只国际公司等公司在华盛顿
州都有经营。 很多公司在自己从事的领域中很
出名，例如，甲骨文赛艇 (2010年美国杯获得
者， 位于华盛顿安那柯缔斯（Anacortes）) 和 
Todd 船坞公司。有的公司是新建的小公司或细
分市场主导者， 分享海洋技术市场的丰厚利
润。

我们1,100家企业中的每家企业无论规模大小
都发现华盛顿州技艺精湛的劳动力和在高端材
料、高技术和航空航天领域的广泛经验有助于

推动海洋技术领域的革命。这种不同领域之
间的“异花授粉” 能让华盛顿的企业越过竞争对
手，交付新一代更有效、更快，当然也更奢华
的船只。

华盛顿是水手的梦想，这一点不足为奇。我们
人均船只使用量居全国榜首，估计每五个居民
拥有一只船。您会发现我们的水路上挤满了大
小不一、形状各异的船只，冬天也不例外。华
盛顿有300多家海鲜公司，在海鲜产量上，仅次
于阿拉斯加。 我们甚至坐船去上班，华盛顿州
的轮渡系统有28只渡轮提供，每年在10个路线
上轮渡2400万名通勤人员和1100万辆车。

我们对自己的海事历史的热爱延伸到了教育领
域，公私合伙保证了教育水平高、经过培训的
工作者的稳定供应，这些人不仅学习过海洋科
学，也学习过航空、软件、硬件、电子甚至纳
米科技。华盛顿大学通过其海事学院和水族&渔
业科学项目开设课程。还有西雅图中央社区大
学的西雅图海事学院、太平洋海洋研究所和西
部区域水产养殖中心。 海洋制造和技术的西北
卓越中心、海岸线社区大学的卓越生产中心以
及埃德蒙斯社区大学的材料科学技术项目也提
供证书和学位项目，确保华盛顿的海事业掌握
强大的丰富的专门知识和技能。

maritime



农业 & 食品加工

众多的机会

华盛顿州拥有36,000个农场和1500万英亩的耕
地， 农业产品和食品加工能力世界闻名。农作
物有300种作物，数量居美国第二位。

从东部绵延起伏数英里的温暖的平原到南方、
北方和西方的湿润的山坡和山谷，华盛顿的地
理状况和微气候多种多样，这是我们成功的一
个原因。再加上能源成本低廉，可以近距离通
过海陆空等交通方式到达主要市场，这一切让
华盛顿成为希望在优越的种植和生产环境中扩
大规模、实现成长和繁荣的农业和食品加工增
值企业的明智选择。

在华盛顿，食品和饮料生产支持的就业岗位数
量估计有131,000个，创收约350万美元。华盛顿
州是苹果、甜樱桃、梨、木莓、啤酒花及其著
名的土豆的领先生产商，这些产品被运往全球
重视质量、口味和价值的客户手中。华盛顿州
在海鲜生产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在鱼类和贝类
的运输上仅次于阿拉斯加，位居第二。

华盛顿州距离欧洲和距离亚洲的距离相同，通
过75个公共口岸、139个飞机场和3,666英里的铁
路联系，确保您的作物、食品和饮料产品快速
有序地到达目的地。华盛顿在西海岸拥有这里
最大的口岸边冷藏设施——贝灵厄姆冷藏。华
盛顿州也是美国最通晓贸易的其中一个州，中
国是我们包括樱桃、苹果和葡萄酒在内的农业
产品出口最大的市场之一。 华盛顿州有700多家
酿酒厂，生产国际大量需求的优质红葡萄酒和
白葡萄酒。华盛顿仅次于加利福尼亚是葡萄酒
第二大生产商和出口商。

为了促进增值的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产品的生产
和贸易，华盛顿州向希望在华盛顿州运作商业
的公司提供了一系列鼓励措施，包括减税。另
外，华盛顿州没有个人所得税或公司所得税，
这让华盛顿州成为诱人的开办新工厂和生产设
施的地方。



集中化的出口中心

华盛顿州

9小时

9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