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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星级的物流，配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驳船和空运。

· 非工会的，充足的制造业类型的劳务资源。

· 世界一流的技术培训，可以为您量身定制培训计划以满足您公司的具体需求。

· 对商务友善支持的民选官员和社区领袖。

· 低成本的能源供给，其中包括美国最先进的智能电网，以及来自田纳西河流充足的供水。

· 这个充满经济活力和具有高尚的生活品质的城市赢得了国内和国际的关注，并成为其他城
市学习的典范。

查塔努加市，田纳西州:

美国南方 
吸引制造业的磁石

接近市场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查塔努加吸引了超过40亿美元来自不同产业的新近投资，还在于它具
有：

距离主要的市场
(1英里=1.61公里)

180 英里范围内: 

亚特兰大  Atlanta
纳什维尔  Nashville

诺克思维尔  Knoxville
伯明翰  Birmingham

300 英里范围内:

夏洛特  Charlotte

路易斯维尔  Louisville

孟菲斯  Memphis

地处查塔努加的制造商占据着

中心的位置和便利的交通 
 能够辐射到1.36亿人口居住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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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我们查塔努加的员
工来上班，他们对制造汽车倍
感兴奋。”

Frank Fischer 弗兰克·菲舍尔
Chairman and CEO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Volkswagen Group of America 美国大众汽车集团
Chattanooga Operations, LLC 查塔努加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大众汽车
选择查塔努加市

致力成为世界第一的汽车制造商

2008年1月，大众汽车的选址团队就设立美国汽车组装
厂的事项，开始对300多个候选的地点进行分析。该公司已
经确立了目标，要成为世界第一的汽车制造商，然而它那
时在利润丰厚的美国市场所占的份额却不到2％。

新工厂将成为大众汽车在美国唯一的生产基地，并将为实
现公司宏伟的销售目标起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期望如此之
高，在分析这几百个可能的建厂地点时，大众汽车团队没
有辜负他们的声誉，精心周全地考虑到了每一个方面和各
种因素。

六个月后，查塔努加以其最佳的位置、最强的劳务资源、
以及与大众汽车空前的合作精神而跃居至首位。甚至在大
众汽车敲定1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之前，查塔努加就积极主
动地开始为建厂的工地和空气许可证做准备了。

“查塔努加为我们做到了移山开路，排除了一切障碍，”
美国大众汽车集团查塔努加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弗兰克·菲舍尔说，“州和地方一级的政府官员
与查塔努加商会、几十个社区组织一起合作，帮助我们从
建厂到投产创造了最短的时间纪录。”

大众汽车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求建造一个全新的工厂，来配
合他们最新研制和发布的全新款式的帕萨特(Passat)车型，
它将由新雇用的、经过培训的生产团队来制造。

田纳西州和查塔努加市与大众汽车肩并肩地合作，为建筑
施工做好准备；建立厂地的培训学院；筛选数以千计的当
地的劳务申请；并按公司的严格规范来培训新聘用的工

人。与此同时，查塔努加还帮助近20个汽车制造供应商配备
员工并开始运作。

在该项目宣布实施后过了仅18个月，大众汽车就开始投入生
产并拥有近2000名员工，包括一个新近培养的本地工人的生
产队伍。

尽管面临时间紧迫以及其他方面的挑战，当第一批汽车从生
产线组装完成的时候，大众汽车及其供应商和他们的员工荣
获了“2012年度北美车型”（2012 Motor Trend Car of the Year 
）的荣誉。

更重要的是，美国汽车消费者喜爱查塔努加生产的帕萨特汽
车(Passat)，同时大众汽车迅速地获得了美国市场的份额。



有近100万

还有全美领先的技术教育培训，
在查塔努加很容易就能雇佣训练有素的员工。

的人口，历史悠久的制造业传统



查塔努加 
劳动力和培训: 

资源庞大 地位领先

近年来，查塔努加地区在其悠久的制造业传统的
基础上，又新近吸引了40亿美元来自汽车、能源及
其他行业的投资。这使我们走在了美国制造业复
苏的前列。

同时，在技术劳务人员的预备工作方面，我们也
处于领先地位。我们的教育培训人员和企业在各
个层面上合作，不断扩展我们庞大的、训练有
素的制造业劳务资源，通过给年轻人提供实用性
的、以应用为主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
的基础知识，并结合技术培训帮助他们掌握现代
制造型企业所要求的特殊技能。大众汽车和瓦克
化学（Wacker Chemie）连同其他100多家制造商与
查塔努加州立社区大学合作，提供量身定制的培
训计划。

查塔努加地区制造业的薪资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7％。
 （因为当地的生活成本远低于全美的平均水平）

劳动力资源
465, 256名工人（该地区的总人
口：987, 245人）

制造业雇佣人数
32, 000人在查塔努加的大都市统
计区

制造业工人薪资 32050美元／每年

教育程度
52.7％受过部份大学教育（22.9％
具备4年制本科学历或更高）

参加工会比例 占制造业工人的2.2％

劳动权力 (Right-to-
Work)

有保障



世界一流的制造业培训为您特殊的需求做好准备
查塔努加州立社区大学已经为不同行业的数百家企业制定和提供了专门的培训课程。事实上，查塔努加州立社区大学的课程设
计者们在为各行各业，包括能源、化工、重型设备和汽车制造行业设置、推出前沿性的培训课程之前，特意前往美国和欧洲观
摩学习。

查塔努加州立社区大学提供以下的学位：

两年制学位 
·自动化控制
·化学工程技术
·电脑系统
·设计/制图工程技术 
·电器及仪表系统
·工程系统管理
·工业技术
·机械工程技术
·核电工程技术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技术 
·太阳能技术
·焊接工程技术

一年制的技术证书
·工业电子
·工业维修技术员
·机床技术
·刀具及模具维护



高等教育培养 
经理人才和工程师

在不到50英里的范围内，有十所高校每年在商业、工程、计
算科学、化学等学科方面培养着数以千计的学生。《美国
新闻与世界报道》频频将田纳西州立大学的商学院排在前50
名。从查塔努加到亚特兰大，纳什维尔和诺克斯维尔，仅需
两个小时车程，因此，很容易从佐治亚理工学院，埃默里大
学，范德堡大学和诺克斯维尔的田纳西州立大学招募人才。

公立学校教授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英文简
称STEM）

使用工业性质的专题项目教学
当地的公立学校专心致力于成为素质良好的制造业工人的大
型输送管道。位于查塔努加州立社区大学校园的汉密尔顿县
的STEM高中，为学生提供以专题研习为主的教程，让他们
通过真实的例子，工业性质的专题来学习，它需要综合应用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知识。汉密尔顿县学校还负
责田纳西州东南部STEM中心的运作，它为整个地区的学校
在以专题项目为主的STEM教育方面培养着师资力量。

“查塔努加迎来了
美国制造业的重生”
－工业周刊杂志



查塔努加
美国最适宜居住的

地方之一
宜居排名全美领先于户外杂志（Outside 
Magazine）和国家地理探险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 
Explorer）等出版物列出的最适宜居住地方的排名榜。
最具吸引力的生活方式，在查塔努加随处可见：

· 音乐：每个星期五晚上的免费夏季音乐会，每年
六月份的持续10天的河湾音乐节（Riverbend Music 
Festival），还有各种音乐演出场所。

· 餐饮：从顶级的、本地出产的美食，到最好的“
地道家常”烹饪和烧烤。

· 文化：亨特美国艺术博物馆（Hunter Museum 
of American Art）、查塔努加剧院（Chattanooga 
Theatre Company）、查塔努加交响乐和歌剧团
（Chattanooga Symphony and Opera）、几十个艺
术节，包括四桥艺术节（Four Bridges Art Festival）
等等。

· 医疗保健：从心脏医护到中风治疗的全国排名的
三大医院。

· 户外探险：该地区的山脉，河流和湖泊距您仅是
数步之遥，可从事划船、白水漂流、滑翔、攀
岩、划船、骑自行车和徒步旅行。

· 购物：从汉密尔顿购物广场（Hamilton Place）
－田纳西州最大的购物中心，到精品购物和几家
农夫市场。

教育
查塔努加的公立学校包括两所全国顶尖的“磁铁学校”
（Magnet School）。有几所学校设立有国际文凭（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课程。科技数学工程高中及培训中心（The 
STEM High School and HUB ）致力于以工业性质的专题项目教
学，来教授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知识。汉密尔顿县
还拥有41所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高校有田纳西州立大学－查
塔努加分校和查塔努加州立社区大学，还有七所私立大学和学
院以及众多的私立技术培训学校。

给每人加薪（不花费一分钱的成本）
查塔努加提供低廉的生活成本和低税收，无论是您的高管还是
普通员工，搬来这里都会有更强的购买力：

· 现有的独立屋的中间价格仅仅约为129, 000美元。

· 阿克拉（ACCRA）生活成本指数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 田纳西州不征收州的个人所得税。



查塔努加是“排名前十位的

潇洒地生活，尽情地玩乐，
和工作（如果你一定要）的城市”
- 户外杂志（Outside Magazine ）



查塔努加
对商务活动友善支持 

运作成本低廉

田纳西州和查塔努加市提供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
的“亲商”的氛围以及非常低廉的运作成本。查塔努
加商会是为您提供“一站式服务”的联系点，它将协
调市、县、州各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协助您选址，
提供各项优惠鼓励措施，并快速跟踪您的审批进度。

查塔努加市和汉密尔顿县在提供优惠鼓励政策上，和
田纳西州政府合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培训以及相关
领域提供额外的优惠鼓励。查塔努加州立社区大学和
田纳西州就业中心协同工作，帮助您迅速完成招聘和
培训的任务。

一旦我们的团队帮助您启动项目并开始运作，您即可
享受低廉的雇用成本，对商户优惠的税率，全美最先
进的智能电网，还有美国速度最快的、全社区布网的
互联网。

快速进入市场：
查塔努加市快速的审批和支持服务，使得亚
马逊购物网站（Amazon.com）在短短8个月
内就建成一个100万平方英尺的物流分配中
心并且招聘到1,250名员工。



田纳西州是排名前十位的“繁文缛节最少，商
业税率低的州”

- 美国商会



美国智能程度最高的智能电网
由超过1,200个智能交换机控制管理的智能电网以光纤线
路连接每个家庭和企业的智能电表，查塔努加的企业享
有更少的停电停工时间，这归功于我们拥有全美唯一具
有“自我修复”功能的可靠的电力系统。通过重新路由
电源 - 通常在不到一秒的时间自动切换，从而限制停电。
该系统还可以用来为您的设施提供第二个电力接口，仅
需很少的成本，您就可以得到双线馈电。此外，峰谷分
时的电价也可帮助您降低电力成本。

美国的第一个千兆高速互联网
2010年12月，查塔努加完成了全美最大的、地区范围内
100％的光纤全面布网，形成了“光纤到户”的网络。
该“千兆网”由当地的电力委员会（EPB）开发和运作，
属于市政设施，无论收入多少皆可使用，它涵盖了600平
方英里的范围内所有150,000户家庭和企业。居民上网可
以享受高达每秒1千兆位的数据传输速度，比其他大多数
城市最快的宽带快200倍。查塔努加的千兆网络能够：  

· 提高生产力和效率－通过让员工远程处理海量数据的
文件。

· 让本地的制造企业在引领3-D打印的技术革命方面，
占据优势地位。

· 推动了几十个当地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创立，标志着查
塔努加正崛起为新的高科技中心。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工业中
心，查塔努加不但提供劳动力，
基础设施，而且还创造了高级制
造业商家获得成功所必备的商业环
境。”
Robert Long 罗伯特·龙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执行副总裁
Chattem, a Sanofi Company (赛诺菲制药的分公司）



雇用成本 · 制造业薪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的17%

· 工人赔偿保险金费用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

· 没有州的所得税

优惠的税收 · 没有州的物业税

· 没有对成品库存的州税

  优惠鼓励措施
帮助您启动

· 田纳西州的“快速通道”基础
设施补助金 (FastTrack Grant)

· 田纳西州的“快速通道”培训
补助金 (FastTrack Grant)

· 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给予其他的
州和地方的优惠鼓励

能源设施 · 美国最先进的智能电网，具有
多元化的发电能力，为用户提
供价格实惠和高度可靠的电
力。

· 来自田纳西河的丰富廉价的水
资源。

“从民选的领导班子到生产工人，查塔
努加全心全意地为满足高级制造业商家

的需求服务。”
布鲁斯·尼尔森  Bruce Nelson 

总经理  GM
 小松集团   Komatsu



查塔努加的物流: 
五星级的位置

和基础设施

具有便捷的州际公路，查塔努加地处中心
位置，其方便和低成本的运输能到达美国的东
南部，中西部和东海岸中部的各大都市，还能
通达墨西哥湾和大西洋的港口。

此外，本市被Chief Logistics Officer杂志评为五星
级的物流基地，这归功于优良的基础设施，能
提供各种运输方式。

也许最能印证查塔努加的位置和物流的事实
是，我们拥有本地成长的一些全美最大的货运
和物流公司，其中包括U.S. Xpress、Covenant 
Transport 和 Kenco Logistics，更不用说新兴的运
输业领袖－Access America，其3年增长率达到了
619％。

拥有70多个货车运输公司、由CSX国际运输公司
和诺福克南方铁路（Norfolk Southern）提供的
双轨运输服务，以及多个驳船运营商，查塔努
加提供了极具竞争力的货物分配运输成本。

货车运输 · 便捷通达I-75，I-24和I-59州际高速路。

· 邻近I-40，I-20，I-65州际高速路。

· 70多家本地的普通承运商（提供有竞争
力的费率）

· 4个货运站

铁路运输 · 由CSX和诺福克南方铁路（Norfolk 
Southern）提供服务

航空运输 · 由4大航空公司提供服务

· 直飞的主要航线包括到底特律、亚特兰
大、华盛顿特区和芝加哥

· 联邦快递正不断扩大规模，处理与日俱
增的空运业务

驳船运输 · 通过3个公共港口码头进入田纳西河

· 连接16, 000英里的通航水道，包括阿拉
巴马州的莫比尔市、佐治亚州的萨凡
纳市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的各
个港口。

外贸区 · 134号对外贸易区涵盖了大部分可利用
的工业物业，由查塔努加商会管理



“无论您是向其他公司供货的供
应商还是成品制造商，查塔努加
所处的中枢位置能拉近您与客户
的距离。”
Don Peters 唐·彼得斯
President 总裁
Tennessee Rand 



Card-Monroe公司是查塔努加当地的一家地毯簇绒机
械的制造商，该企业创造了一项全新的、先进制造工
艺程序，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和低成本，生产出栩栩如
生、高清晰度、色彩丰富的地毯，因而给地毯制造业
带来一场革新。



 

$0.25 亿

$0.252 亿

$0.267 亿

$0.28 亿

$0.28 亿

$0.339 亿

$0.35 亿

$0.36 亿 

$0.60 亿 

$0.67 亿 

$0.70 亿 

$0.88 亿

$0.90 亿

$1.39 亿

$1.40 亿

$1.20 亿

$1.25 亿

$1.60 亿

$3 亿

$4.5 亿

$10 亿

超过
40亿美元

在本地区的投资

过去的5年中

$20 亿 (美元)



w w w . C h a t t a n o o g a C a n D o . c o m

811 Broad Street
Chattanooga TN, 37402 - 2626

1.423.756.2121 •  info@chattanoogacando.com
www.chattanoogacand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