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向俄亥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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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亥俄州四季分明，常住居民和游
客的生活成本较低，而且拥有世界
一流的教育机会，是您在美国获取
成功的理想之所。

在俄亥俄州，您将发现：
• 包括辛辛那提、克利夫兰、哥伦

布等在内的 16 个主要大都会地区
• 200 多所大学和学院
• 全球最好的医疗中心
• 七座民用机场
• 74 个国家公园
• 七支职业联盟球队
• 多元化的州经济体

美国能源的新家园
创新技术释放了俄亥俄州地下的尤蒂卡和马塞勒斯页岩
层（称为“页岩区块”）储备的巨大地质能源。自 2011 年
初以来，这些位于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
州的页岩区块占到了美国页岩气产量增长的 85%。来源于
这些页岩区块的大量天然气和液态天然气 (NGL) 已经大大
改变了能源格局。配合管制宽松的能源市场，俄亥俄州提
供了美国最具优势的能源经济，从而使其成为中游和下游
投资的最佳选择。这就是为什么该州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 
700 亿美元的上游、中游和下游私人投资的原因。

俄亥俄州稳定的电力供应和管制宽松的市场环境为能源密
集型消费者（公司和居民）节省了资金，使之成为迁址和
扩展的明智选择。俄亥俄州管制宽松的公用事业市场让消
费者能够购买满足其需求的最佳电力和天然气供应策略。
这种灵活性让所有行业（从技术到重型制造）都能够在俄
亥俄州拥有巨大优势。

俄亥俄州聪敏智慧、充满生气且正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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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亥俄州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拥有稳定的经
济、多元化的产业布局及友好亲商的社区团体，
而且富有创新精神，这些为国际投资者获取成
功提供了条件。俄亥俄州邀请您来这里创业、
发展并壮大。

俄亥俄州的经济总量位列美国第七，热诚忠实
的劳动力群体与多样化的产业布局使得俄亥俄
州脱颖而出，成为国际化企业在美国开启新业
务的理想之所。

俄亥俄州的地理位置让企业站在一切资源的核
心要地，并毗邻芝加哥、纽约、底特律和多伦
多等人口和产业活动要地。

7 座商业机场和 
97 座通用航空 

机场。

第 4 大州际公路系统。 
方圆 1000 公里以内囊括 

60% 的美国和加拿大人口。

全美第 4 大铁路系统，
连接 13 个联运枢纽。

伊利湖上的 9 个商业港口以及俄亥
俄河沿途的多个终端站。唯一一个
拥有直达欧洲的集装箱和重型货物

运输路线的美国中西部州。

美 国 中 西 部 最 大 的 
外贸区。

超过 60% 的美国和加拿大人口
可开车一天抵达的中心位置。

一个通达全球的充满活力的美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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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遍及全州的资源重新定义成功
俄亥俄州拥有帮助企业进一步获得成功所需的竞争性资产。让俄亥俄州成为最佳投资地点的资源包括：

• 有利的商业环境为公司提供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俄亥俄州拥有 20 亿美元的预算储备金、较低的税收和较
低的运营成本，有助于支持正在发展的经济体实现成功。

• 一体化交通基础设施将高速公路、联运设施、机场、水运及廉价的能源连接在一起，使得企业能够以较
低的成本更高效获取原材料、生产商品和接触客户。

• 570 万技术娴熟的劳动力，并以工作效率和强烈的工作责任感而闻名。该州的 200 所教育机构提供了随
时准备好迎接明天的工作的人才。

• 强大的研究与创新网络，公私机构的通力合作、开放的学术与研发资源以及商业投资人，共同协助俄亥
俄州的企业进一步提升竞争优势。

Construction Ready Day One 

All due diligence 
studies completed

State & federal 
entities concurrence

All utilities 
on site day one

Authenticated

SiteOhio
这是 JobsOhio 提供的独一无二的项
目，可保证工业场址能立即投入开
发。选择这些场址的公司能够降低
选址风险，降低成本，并加快进入
市场的速度。这项选址评估项目超
越了常规场址认证的流程。

SiteOhio 将针对不动产进行比美国
其他各州更为严格和全面的审查和
分析流程。

一天内开通场址的
所有公用事业设施

已完成所有尽职
调查研究 州和联邦实体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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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亥俄州概况
#4

美国商业环境排名

49
俄亥俄国际企业国籍总数

247,000 +
受雇于全球公司
的俄亥俄州人数

120 亿美元  
每年研发投资总额

技术发展
技术整合是一种提高效率、站稳脚跟并保持盈利的必要发展方式。从健康科技到物联网 (IoT)、智能移动和金融科技，
企业正在俄亥俄州采用新技术并取得成功。俄亥俄州的企业与其他企业、教育机构以及公营和私营实体展开合作，
开设联合创新中心，衍生新企业并追求创新。

俄亥俄州拥有蓬勃发展的科技环境，由初创公司、财富 500 强和 1000 强企业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各类企业组成。
无论是农业综合企业还是金融服务、能源或物流，企业都在努力实现数字化转型以紧跟潮流。随着精通技术的企
业不断发展，他们正在俄亥俄州寻找为实现目标所需的资源和支持环境。

9
每周的国际 747 和 777 货运
航班提供全球空运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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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市场的领导者在俄亥俄州蓬勃发展
先进制造行业

汽车行业

航天及航空

医疗保健

金融服务

食品与农业企业

技术行业

物流和分销行业

能源化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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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亥俄州经济发展署 (JobsOhio) 是一家企业化运作的非营利性机构，旨在通过商业吸引、保留和扩展工作来推动俄亥
俄州的就业机会创造和新资本投资。为帮助全球投资者在俄亥俄州蓬勃发展，JobsOhio 以及我们遍及全州的广阔网络，
为您快速启动提供量身定制的免费支持和帮助。随着您企业的发展壮大，请继续利用这些服务和计划来帮助您实现不
断变化的业务目标。

JobsOhio 经济发展补助
旨在通过为俄亥俄州的合格项目提供资助，促进经济发展、企业扩张和创造就业。

JobsOhio 成长基金
为难以通过常规的私人融资渠道获得资金的企业提供扩建项目的资金。

JobsOhio 研发中心补助
推动俄亥俄州企业研发中心的创建，支持新兴技术和产品的开发和商业化。

JobsOhio 振兴计划
致力于振兴各个场址，为支持俄亥俄人就业的最终用户做好准备。

JobsOhio 劳动力补助
通过为企业提供员工发展和培训计划方面的资助，促进经济发展、业务拓展和创造就业。

俄亥俄州创造就业税收减免
该州的退税额可适用于企业的俄亥俄州商业税 (CAT) 税额。

人才服务
通过人才吸引、寻找、预先筛选以及量身定制的培训计划，帮助企业招募技能熟练、训练有素
的劳动力。

选址
JobsOhio 提供有关可用土地、房产以及经 SiteOhio 认证的场址的信息，
并可以协调安排实地考察。

详细研究
包括人口统计信息、劳动力信息和自定义数据在内的市
场调研。

特别援助
解决国际业务各种考虑因素的以行业为中心的
帮助，以及 JobsOhio 和俄亥俄州经济发展地
方合作伙伴提供的发展所需的定制支持。

全球市场的领导者在俄亥俄州蓬勃发展 JobsOhio 服务和激励措施



如需了解俄亥俄州合作机会和资源，
请访问 JobsOhio.com

有着发明的历史和创新的未来。俄亥俄州的发展影响着全世界。
这正是全美乃至全球的公司骄傲地选择了俄亥俄州的原因。

诚邀您投资俄亥俄州。

关于 JobsOhio
俄亥俄州独特的经济发展架构包括州级的 JobsOhio、六个区域经济发展组织和数百个当地
经济发展合作伙伴。

JobsOhio 及俄亥俄州经济发展地方合作伙伴共同为企业提供解决方案，并推动整个俄亥俄
州的经济繁荣。我们的团队合作努力，提供免费服务，包括：
• 选址协助
• 根据您的需求定制的激励项目
• 引荐行业影响者和合作伙伴

41 S. High Street, Suite 1500 Columbus, OH 43215  
JobsOhio.com | contact@jobsohio.com 
+1.614.224.6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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