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卡罗来纳州

美利坚合众国

国外投资



关于

南卡罗来纳州
中部联盟
南卡罗来纳州中部联盟 (CSCA) 成立于 1994 年，是一家 501(C)(3) 

非营利性公共/私人合伙公司，在南卡罗来纳州地区八个县从事招

揽资本投资的业务。无论您是在寻求扩展现有企业还是有意向在

这一地区选址的国际公司，CSCA 均可为您提供有效协助，加快

您的选址过程。现场专业项目管理团队将作为保密顾问参与州和

地方官员的协调，促进您工作的顺利开展。

95

95

85 385

这一地区方圆
60 英里/96.5 公里内

60 英里/96.5 公里

26

20

20

26
77

人口数量约为 150 万

费尔菲尔德市
(FAIRFIELD)

纽贝里
(NEWBERRY)

莱克星顿市
(LEXINGTON)

里奇兰市
(RICHLAND)

克肖市
(KERSHAW)

奥兰治堡
(ORANGEBURG)

克拉伦登市
(CLARENDON)

查尔斯顿港

萨瓦那港

乔治城港

查尔斯顿
国际机场 (CHS)

夏洛特道格拉斯
国际机场 (CLT)

哥伦比亚
大都会

机场 (CAE)

格林维尔 - 斯帕坦堡
国际机场 (GSP)

卡尔霍恩市
(CALHOUN)

南卡罗来纳州

哥伦比亚

夏洛特

哈茨菲尔德-杰克逊
国际机场 (ATL)

亚特兰大

乔治亚

北南卡罗来纳州

16
75

75

南卡罗来纳州中部联盟 | 32 | CENTRALSC.ORG



250 英里/402 公里

500 英里/80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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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

亚特兰大

那什维尔

华盛顿

莫比尔

达拉斯

查尔斯顿

芝加哥

底特律

大西洋

哥伦比亚

750 英里/1 ,207 公里

南卡罗来纳州中部地区与其它

35 个州距离为
1,609 公里/ 1,000 英里 

波士顿

与查尔斯顿港

地理优势

南卡罗来纳州中部
• 南卡罗来纳州中部地区位于北美东部时区，与全球各地的交往便利 

• 在这儿一天开车下来可碰到约 66% 的美国人

• 在同一天可游览多个美国主要人口密集区

• 距离查尔斯顿港仅 47 英里/76 公里车程，距离萨瓦那港仅 100 英里/161 公

里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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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至西南

南卡罗来纳州
弗洛伦斯至

德克萨斯州肯特

由北至南

缅因州霍尔顿至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东南至西北

南卡罗来纳州
查尔斯顿至

田纳西州金斯波特

由南至北

南卡罗来纳州
哥伦比亚至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

便利的交通
机场到达

哥伦比亚大都会机场 (CAE)

• 哥伦比亚大都会机场 (CAE) 位于南卡罗来纳

州中部地区

• 机场每年服务的乘客超过 110 万名，每日提

供 32 趟直达航班前往九个目的地

• 直达航班至夏洛特-道格拉斯 (CLT) 和哈茨菲

尔德-杰克逊 (ATL) 国际机场及其它 7 个机场

• 2016 年空运货物量为 66,600 吨

• CAE 工业园毗邻在用跑道

• 从南卡罗来纳州中部地区通过州际公路 I-77 

前往机场仅需 60 分钟车程

• 平均每日 700 趟离站

• 航班前往 31 个国际目的地

• 可通过铁路到达，两大铁路系统连接  
27,000 英里/43,452 公里轨道；可前往诺

福克南方铁路公司 (Norfolk Southern) 的
夏洛特地区联运站 (Charlotte Regional 
Intermodal Facility)

• 2016 年货运量约为 154,500 吨

铁路服务

• CSX 运输公司和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 
(Norfolk Southern) 在南卡罗来纳运营约 
1,928 英里/3,102 公里长的铁路。这两家公司

在查尔斯顿港均设有联运站

• 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于 2013 年在哥伦比亚

西部设立了一个新的大型换乘站，距离州际

铁路 I-26 仅两英里/三公里，毗邻哥伦比亚

大都会机场。铁路连接南卡罗来纳州的五条

短线路

• CSX 运输公司运营哥伦比亚西部的一个汽车

集散中心，在南卡罗来纳州中部地区运营距

离超过 325 英里/523 公里

• 这一地区拥有 15 条货运铁路，运营线路

逾 2,300 英里/3,701 公里。联邦铁路协会 
(Federal Railroad Association) 连续多次将这

一铁路系统排名全国前五

对外贸易区

• 对外贸易区 (FTZ)在特定条件下可允许各公

司延期缴纳、抵扣或减免进口货物关税

• 南卡罗来纳州对外贸易区的年度出口总量在

全国排名第二，其对外贸易区内的运营公司

数量排名第七 

• 南卡罗来纳州中部地区服务区为对外贸易

区 127 号 (FTZ 127) 和对外贸易区 21 号 
(FTZ 21)

• FTZ 127 位于哥伦比亚大都会机场并由其运

营，占地面积 108 英亩/44 公顷；美国海

关和边境保护局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CBP) 在此运营哥伦比亚航空港

• FTZ 21 被公认为美国最繁忙的对外贸易区，

地处奥兰治堡县、南卡罗来纳州和低地县 
(Lowcountry)，包括查尔斯顿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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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道格拉斯国际机场 (CLT)

州际公路

可通过南卡罗来纳州中部地区的四条主要州际公路到达美国境内及美国东部海岸线。平均 30 分钟内的通勤

距离为 30 英里/48 公里。

快递公司 
总部所在地
东南地区 
空运枢纽

2016 年 4200 万件行李

美国境内 
每日直达航班

30+ 排名

美国营运

第5国际 
直达 
城市

150+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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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顿港

• 从南卡罗来纳州中部地区乘坐州际公路 I-26 直达查尔斯顿港不

到一小时，港口与州际公路 I-20、I-77 和 I-95 相连。MSC 和 
Maersk 是最大承运人

• 查尔斯顿港平均每周可接收 11 艘超巴拿马型船只

• 南卡罗来纳州政府已拨款 3 亿美元支持深化港口水位项目，这

一项目将有利于提高超巴拿马型船只的运输效率，船只可不受

潮汐限制 24 小时到港，使得这一港口成为东部海岸船只水位最

深港口

• 货车等泊时间短，平均仅为 23 分钟，并可提供一台 500 吨/454 
公吨船式起重机适应重货吊装需求

深水位通道

1 
自 2011 年以来

美国发展最快

的主要港口

7
运送的货物价

值在美国排名

第七

2
美国对北欧的

第二大集装箱

贸易港口

19
在全球 20 大
集装箱装运港

中排名第19

查尔斯顿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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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顿港为美国高效能的港口之一，300 多年以来

一直为全球商业和贸易的主要港口。据称这一港口海

岸地区平均低潮位的最深水位可达 -45 英尺/-14 米，

每天可四小时接收超巴拿马型船只。深化港口水位项

目将深化水位至 -52 英尺/-16 米，到 2020 年，每天 

可全天候接收大型船只。查尔斯顿港是东南部唯一

一个能够深化足够深度水位进而完全容纳 

超巴拿马型船只的港口。

其它港口

• 乔治城港是南卡罗来纳州最知名的散装货物装卸港，距离这一

地区不到一小时车程 

• 萨瓦那港可提供超过 300 万平方英尺/278,709 平方米的仓储空

间，毗邻州际公路 I-16 和 I-95

查尔斯顿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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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高技能和高效率劳动力，长久以来吸引着世界知名公司寻求在此扩展其业务。南卡罗来纳州被
地区发展杂志 (Area Development Magazine) 评选为美国十大拥有高技能劳动力的地区之一，并且

通过多项高价值计划支持劳动力发展。

商业优势

南卡罗来纳州 
中部地区

高技能劳动力

南卡罗来纳州中部联盟 | 11

劳动力资源

• readySC™ 

• 成立于 1961 年，它属于美国高级网络培训计划，对合格的就业者不收取费用，专为满足就业者

的培训需求

• 超过 289,000 名工作者接受过国家认可的劳动力培训

• 这一项计划服务于各行业，包括但不限于航空、汽车、生物科技、呼叫中心、化学、分销、食

品和食品加工、金属、塑料、纺织等

• 米其林北美分公司、波音、宝马、UPS 快递公司和沃尔沃汽车也通过这一计划招聘和培训其员工

• Apprenticeship Carolina™ 为就业人员提供免费服务，帮助其在需求型注册学徒培训计划中获得发展

• 克莱姆森大学汽车研究国际中心 (CU-ICAR) 提供汽车行业专业研究和教育。其头衔包括“全球前五

最佳实践”和七大“优秀中心”之一 

• 快速就职中心 (Quick Jobs Centers) 为就职者提供热门职业方面的地方培训和技能提升

• Innovista 位于南卡莱罗纳州哥伦比亚中心，面积为 500 英亩，为创业公司提供办公和实验场所

• ACT WorkKeys Profiling & Certification 由美国主要测试机构 ACT 监
督，为就职者提供其当前职位的履历评估，以此匹配合格人才

• 南卡罗来纳职业中心是为雇主和劳工提供资料性、教育性和政府资源的

在地枢纽

• 军事机构：Fort Jackson、McEntire Joint National Guard Base 和  
Shaw Air Force Base 在现有专业军事人员中选拔优秀人才及军人配偶 
至非军事劳动力队伍

• 其它创业资源包括南卡罗来纳研究机构 (South Carolina Research 
Authority, SCRA)、南卡罗来纳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哥
伦比亚技术学院 (Columbia Technology Incubator) 和米兰德技术学院

企业园区企业加速器 (Midlands Technical College Enterprise Campus 
Business Accelerator)

美国

首个
经全面认证的就业
筹备社区所在州

在地劳动力 

平均人数超过

460,000

平均 
年龄

2022 年预测

生产岗位增长率 

比美国平均 

增长率快

4 倍
哥伦比亚市 MSA 2013-2016 年 38.4

人口总量

1,030,47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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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的经商环境

南卡罗来纳州数年以来位列美国五大最有利经商环境州之一，部分原因是州政府为小型企业实施侵

权法改革、劳工补偿改革、降低税收和医疗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由州政府主要基于联邦总应税收入征收。它由单个要素

分摊确定，仅按州内经营所得部分的收入征税。

企业所得税免税额度

• 职业免税额度 (JTC)：在南卡罗来纳州创造新就业岗位的 
公司即可申请其在该州收入税的税收抵免。未使用的抵免额 
可在 15 年内结转

• 企业总部税收免税额度：根据工厂成本或直接租赁费用抵免 20% 的企业所得税或执照费用。企业所

得税抵免无额度限制。可申请 5 年的抵免，未使用的抵免额可在 10 年内结转

5%
税率最低

美国东南部和全国

个新工
作岗位

1 =
750 美元 

至  
9,000 美元

分为四个级别

5 年 
所得税 
减免

每年最高减免 50%

10
生产与加工、 
仓储与分销、 
研究与开发、 

合格的技术密集型工厂、
企业办公场所（总部）

新增工作岗位
（月平均要求）

必须为企业职员/员工住所
并执行地方/国家人力资源

相关功能

抵免条件
房产

个人物业
符合其中一项或两项都可能享有抵免资格

独
立

地

方
或国家企业

总
部

新全职工作岗位数量

40+创
造

企业总部/研发职能部门（20 名员工被

划分为“总部员工”）

南卡罗来纳州技术学院 (SC TECHNICAL COLLEGE) 系统

• 南卡罗来纳州技术学院系统是州内最大高等教育系统，为全州 16 所技术学校提供支持，其中四所位

于南卡罗来纳州中部。这一系统也包括 readySC™ 和 Apprenticeship Carolina™

• 面向技术学院的专业知识培训领域包括热门职业（如电子机械、高级制造、信息技术、焊接等）技能

米兰德技术学院 (MIDLANDS TECHNICAL COLLEGE)  

• 米兰德技术学院是南卡罗来纳州中部地区最大的技术学院，拥有六个校区，提供 120 多项学位、文

凭和证书课程，其中 25 项以上课程与制造相关 

• 拥有35,000 平方英尺的场地专业提供电子机械和工业电子化/电子教育，另外拥有先进技术中心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Technology, CET)、企业加速器和 HAAS 楼层培训场地

• MTC 企业校区是美国首个此类型的校区。它面积为 150 英亩，教授和学生们穿梭于顶级工业园和学

院校区之间这一独特环境中

南卡罗来纳大学

• 南卡罗来纳大学是州内顶尖的大学，它的主校区位于南卡罗来纳州中部地区，每年在校学生超过 
32,000 人，提供 46 项国家级学业课程

• 南卡罗来纳大学的摩尔商学院的国际商务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不断被评为世界第一

• 南卡罗来纳大学的多个工程系的教学研究成果排名国内前 35 名，位列州内第一

• 南卡罗来纳大学的麦克奈尔中心 (McNair Center) 提供全州内唯一一项航空工程课程研究发展中的航

空产业，同时也开展研究、参与经济活动并提升劳动力发展

中部南卡罗来纳技术学院 • 米兰德技术学院 • 奥兰治堡 - 卡尔霍恩技术学院 • 皮埃蒙特技术学院

7 南卡罗来纳州中部地区的 
其它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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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税减免 

减免包括但不限于：6%
州销售税

各县的其它地方税收 

种类不同，范围在 

1% 至 2.5%

生产有形商品所用机械和设备 包装材料

研发机械/设备 污染控制设备

免税机械和设备的备用零部件 构成成品的材料

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燃料，包括电力

销售税和使用税及激励措施

地方物业税和激励措施

物业税 =
物业价值（减折旧） x 评估率 x 千分比

减免

TM 无形资产库存 污染控制设备

激励措施

5 年减免

县内物业税部分

南卡罗来纳州因其优惠的能源价格和所提供的福利成为美国一个成本低的经商黄金地段。

可靠实惠的公共事业

水和废水

• 八个主要河流流域流经南卡罗来纳州中部地

区，这一地区的公司可获得充足优质的淡水

供应

电信

Fiber Data Wireless VoiceFiber Data Wireless VoiceFiber Data Wireless VoiceFiber Data Wireless Voice

酌情激励措施

职业发展免税额度 (JDC) 

州立激励措施提供减免税以抵消在南卡罗来纳州建

厂或扩展工厂的成本；针对特定项目并符合职业免

税额度同样的标准

职业进修免税额度 

每年退税额可达 1000 美元/全职生产员；所退金额

必须用于该企业保持竞争力或引进新技术

天然气

• 天然气价格（4.64 美元/千立方英尺）比美国

东南部平均价格约低 6%。

用电

• 南卡罗来纳州工业用电价格国内最低，比国

内平均价格低 12%

• 正在进一步实施环保激励措

施，可帮助企业节省开支。

南卡罗来纳州和电力公司为

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折扣和

激励措施。

0                销售税 

                工业 

                电力 

                生产

减免税 特殊来源收入 
免税额度

43%
可节约

评估率 
10.5% 与 6% 

之间

税率
20-30 年 增加其它物业税节省额； 

视情况而定

生产投资 50,000 美元以上
（其它行业符合条件公司适用）

光纤 无线 数据 语音

生产资产估值抵扣

高于 14%

接下来 6 年内可享有同等比率的累积抵扣
（2018 年起实施）

水
废水

3.96 美元 | 5.14 美元
5.23 美元 | 6.73 美元

（每 1,000 加仑） 市或镇内 |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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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经济

前

出口

合作伙伴

美国轮胎和球或 
滚子轴承及部件

出口

第 1 第 15 
全球汽车市场 

 
出口总量 
全国排名 

1.中国    

2.德国   

3.加拿大   

4.英国 

5.墨西哥   

前

出口

项目

运输设备

机械

化学

塑胶产品 

金属制品

计算机和电子产品 

纸和纸板

电气设备

食品生产

纺织品和布料

- 2016 年度

南卡罗来纳州 2016 年全球出口

量创历史新高，商品出口额超过 

310 亿美元。 该州 过去五年的出

口增长额 (+24.5%) 位列东南部各

州第一，其与全球公司合作，实

施促进州贸易和出口计划 (STEP) 

等各项措施促进出口。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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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活动

南卡罗来纳州致力于帮助国际公司在美国市场建厂、重新选址并扩展业务。外国子公司在南卡罗来
纳州中部地区雇佣员工逾 22,000 名，二十多个国家的公司在这一地区设有办事处。德国、中国、
日本、印度和美国的二十多个国家的南卡罗来纳州商务部办事处将为全球企业提供额外协助。

澳大利亚

奥地利

比利时

百慕大

巴西

加拿大

中国

哥伦比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印度

爱尔兰

意大利

日本

列支敦士登

墨西哥

荷兰

沙特阿拉伯

新加坡

韩国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英国

1 - 3

8 - 12
4 - 8

Flag size represents the total  number of companies for each country of 

origin within a specific county.  Locations only represent operations 

within each county and do not indicate geographic site position.

2011 年以来， 

外国公司已公布在南卡罗来纳州投资额逾

167 亿 4000 万美元
并雇佣超过 

115,000 名员工
在国外直接投资方面连续多次排名 

美国第一

标记尺寸表示特定县内各原产地的公司总数量。 

地点只表示每个县内的经营地址，不表示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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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品牌

南卡罗来纳州中部
中部地区的 

高度多元化工业集团
 

帮助维持地区经济稳定和经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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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感谢以下单位为我们提供图片：Jeff Blake Photography, Riverbanks Zoo & Garden, Fairfield County Chamber of Commerce

生活
            生活成本

舒适并非总需要付出高的代价。南卡罗来纳州
中部地区和许多附近主要市区生活成本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居民生活质量优。

             住房

购房者无需通过激烈竞争即可购买中等价位的
各类住房。都市住房价格比全国平均价格低 
30%，在此处购房不失为一次划算买卖。

98.4 100综合

1.958 美元 2.261 美元汽油

91.33 美元 107.63 美元医生

2.17 美元 2.25 美元糖

1.46 美元 1.63 美元鸡蛋
(1 打)

哥伦比亚 MSA  
与全国对比

378.48 美元 426.42 美元处方药

- 社区和经济研究委员会生活水平指数， 

2017 年第 1 季度数据

- 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都市地区 
平均价格和适用性 （Metropolitan Median Area  

Prices and Affordability），2016 年度数据

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    
184,500 美元

夏洛特-康科德- 
加斯托尼亚， 
北卡罗来纳州    
208,400 美元

美国东南部     
209,200 美元

美国   
 235,500 美元

 

弗罗里达州迈阿密市    
305,000 美元

华盛顿
309,600 美元

纽约 -纽瓦克-泽西
市，纽约 - 新泽西   

437,500 美元

加州旧金山    
507,100 美元

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 | 161,800 美元
独立住宅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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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胜古迹、便利设施和娱乐

位于州中心具有其独特优势。南卡罗来纳州提供各种娱乐项目。

节日和活动

南卡莱罗纳大学 GAMECOCKS
南卡罗来纳大学的 Gamecocks 
深受家乡人民喜爱，赢得了最优
秀运动队和最佳竞技场的美誉

殖民地生活馆 乡镇礼堂 KOGER 
艺术中心 纽贝里剧院
流行表演和活动场地吸引全球表
演者前往举办各种地方活动

热闹新年 (FAMOUSLY HOT 
NEW YEAR) • 五点区圣帕特里
克日 (ST.PATS IN FIVE POINTS) 
• 7 月 4 日的穆雷湖 (LAKE 
MURRAY 4TH OF JULY) • 南卡
州庆典 (SC STATE FAIR)
此类活动在其同类型活动中规模
最大，吸引着大批观众前往

越野障碍赛 • 老爸钓鱼比赛 • 红
木小龙虾节 • 秋葵花式慢步舞 
(OKRA STRUT) • 银花鲈鱼节
南方食物和风俗最天然

文化活动

THE VISTA • 五点区 (FIVE 
POINTS) • 苏打城市市场 (SODA 
CITY MARKET) • 市镇区 
(DOWNTOWN DISTRICTS)
美食、游玩好去处 

EdVenture 儿童博物馆 南卡罗
来纳州州博物馆 河岸公园和花园
国家级教育和历史名胜展品适
合全家游

哥伦比亚艺术博物馆 城市艺
墅 THE NICKELODEON • 
TRUSTUS 市镇剧院
这一地区展示历史和现代艺术和
戏剧演出的景区不多

南卡罗来纳州州议会议场 卡姆登
独立战争遗址 温斯伯勒镇钟楼
国家级/国家历史地标项目景点

埃诺里河酿酒厂 • 美世酿酒厂 
(THE WINERY AT MERCER 
HOUSE) 
当地葡萄园和酿酒厂，提供独特
的圆叶葡萄

户外娱乐

河道/河堤
适合漂流、垂钓或观景，河流
和周边河堤可供水上和陆地爱
好者游玩

穆雷湖 马里昂湖 沃特里湖 
这三条知名湖泊占地超过 
173,000 英亩，适合划船、 
垂钓和水肺潜水等爱好者

鹅卵石 (COBBLESTONE) • 
WYBOO • 金山 (GOLDEN 
HILLS) • CAMDEN • MID 
CAROLINA（高尔夫俱乐部）
高尔夫爱好者的天堂，提供近 
四十多项公共/私立高尔夫地方
课程，全年开放

坎格瑞国家公园 • 芬利公园 • 桑
堤河州立公园 • 蒙蒂塞洛湖公园
这一地区共有 25 个地方性、 
州立和国家公园

SPIRIT COMMUNICATIONS 
PARK: COLUMBIA FIREFLIES 
棒球队
在南大西洋联盟排名第一， 
这一场所集娱乐和休闲为一体

特别感谢以下单位为我们提供图片：Columbia Metropolitan C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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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sc.org

备注

26 | CENTRALSC.ORG



• 知名景点指南 

• 工业选址和建厂详细信息

• 合作团队随时解答您的疑问

• 激励计划概述

您准备 
好了吗? 

联系我们 +1 803.733.1151
或 dking@centralsc.org

1201 MAIN STREET

SUITE 100

COLUMBIA, SC 29201, USA

+1 803.733.1131 | CENTRALSC.ORG

2 0 1 7  年

我们期待与您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