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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治亚州为增加就业机会而设立的税收奖励措施已经实施了超过25年

• 在美国各州的企业税中，佐治亚州的企业税率排名第七（从低往高排名）

• 佐治亚州在《区域发展杂志》关于政府审批速度的排名中名列第一

• 在《区域发展杂志》关于政府的响应与合作度排名中，佐治亚州从2014年到

2019年均排名第一

• 在美国三个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的报告中，佐治亚州政府在过去20年均保持

AAA信用级别

• 只要符合条件，企业可以将一些税收抵免额度用于抵免州的工资税，而且不需

要特殊申报，这将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现金流

世界领先的物流体系
• 佐治亚州拥有全球客流量最大的机场：亚特兰大哈兹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

(Aviation Pros 2003 –2020)

• 美国最大且发展最快的集装箱码头 - 萨凡纳港城市花园码头

• 美国东南部最发达的铁路运输网络：我们拥有两个一级铁路运营商，超过5,000

英里的铁路网构成了高效的海路 - 陆路运输体系

• 只需2小时的飞机或2天的公路/铁路运输，即可触达北美地区80%的人口和市场

• 所有全球一级光纤运营商均在亚特兰大设有主要节点

高素质、多样化且具有包容性的劳动力市场
• 佐治亚州有510万熟练的劳动力，是美国东南部第二大的劳动力市场

• 遍及全州的高等教育体系为企业源源不断地输送高素质人才，其中佐治亚理工大

学和佐治亚大学均在美国的公立大学中排名前20

• 佐治亚州劳工署为本地企业提供专业的招聘与培训的协助

• “佐治亚快速启动项目”（Georgia Quick Start ）是在美国排名第一的员工培

训计划。佐治亚州技工教育管理署（Technical College System of Georgia）

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免费提供定制化的员工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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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我们与各界建立了广泛

而牢固的伙伴关系。加上佐治亚州亲商的投资环境、

享誉全球的高效的物流体系，以及大量高素质的劳动

力资源，这些都吸引了众多行业领军企业落户于佐治

亚州，并在此不断发展壮大。

友善而值得信赖的经商环境



在佐治亚州的投资只是我们建立关系的第一步，也是您的业务取

得长期成功的开始。当您的企业落户到佐治亚州，佐治亚州经济

发展署（简称：GDEcD）的专家团队就开始为您的业务成长提

供支持。除了选址和拓展服务之外，GDEcD 还提供其他的免费

服务，如出口支持、促进商业创新、联系跨行业的资源，以及帮

助小企业成长等。当新冠病毒开始传播时，佐治亚州各级经济发

展机构和我们整合的资源都为维护地方经济的稳定发挥了巨大的

作用。

在整个COVID-19疫情期间，经商出身的佐治亚州州长 Brian 

Kemp 一直把重点放在保持本州的经济恢复上。虽然佐治亚州经

济发展署转为远程办公，但是，各个团队一直在积极协调资源应

对紧急状况，并不间断地为本地企业提供业务指导。在2020年3

月至12月期间，佐治亚州共落实了252个（总价值88亿美元）的

新的投资项目，并创造了25,512个新的就业机会。

我们编写了一份详细的COVID-19商业指南，并在不断地更新。

这份指南概述了在特殊时期，企业保持运营所需要的安全程序和

相关资源。

佐治亚州的企业、州政府、经济发展机构和非营利组织联手应对

新冠病毒流行所带来的挑战。自2020年3月以来，各种规模的企

业已经联合起来，积极调整业务方向，重新安排设备和生产设

施，以用于生产抗疫关键物资和个人防护用品。佐治亚州定期更

新的COVID-19供应商列表和地图将350多家本地企业与需要这些

关键物资的机构或社区联系起来。

新发布的关于生产个人防护用品的税收抵免

佐治亚州议会一直以来都非常支持亲商和鼓励投资相关的政策。在

2020年，佐治亚州议会通过了“生产个人防护设备税收抵免”的

新法案，用来激励那些帮助国家抗击新冠病毒的企业。根据这项法

案，佐治亚州为那些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来制造个人防护装备

（PPE）或洗手液的企业提供了一项额外的“就业机会税收抵

免”。具体内容详见第8页。

税收抵免更新
Brian Kemp 州长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对那些近年来创造了新

工作岗位，但由于新冠病毒流行的影响，不得不在2020年和/或

2021年削减这些工作岗位的佐治亚州企业给予救济。该命令还规

定，这些企业可以选择在2020年和2021年纳税年度时，为那些临

时变为远程工作状态的就业机会申请“就业机会税收抵免”。具体

内容详见第5页。

TYLER MERRITT  
CEO AND CO-FOUNDER 

NINE LINE APPAREL, SAVANNAH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帮助您维持稳定的生产运营

生产支持 运营支持 供应商支持

超越商业伙伴的关系

3

“正是佐治亚理工大学等教育

机构以及企业和政府领导人的

关键支持，才使我们能够在

极短的时间内，开发出防护面具，

以拯救生命，并保护在

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 

像其他佐治亚州的同胞一样，

帮助周围的人是我们日常任务

的一部分。”

https://www.georgia.org/covid19bizguide
https://www.georgia.org/covid19suppliers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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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治亚州2021年就业机会税收抵免地区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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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

= 佐治亚州港口

MEXICO

CANADA

USA

佐治亚州

Albany 奥尔巴尼

瓦尔多斯塔

盖恩斯维尔

Rome 罗马

Brunswick 布朗斯维克

Macon 梅肯

Atlanta亚特兰大

Columbus 哥伦布

Savannah 萨凡纳

Athens 雅典

Augusta 奥古斯塔

此地图依据佐治亚州社区事务署于2021年1月份发布的信息绘制。



就业机会税收抵免

就业机会税收抵免 

无论是新注册的企业，还是现有企业，只要在佐治亚州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都可以享受“就业机会税收抵免”。这项税收优惠政策可以

有效地降低企业的所得税负担，并且在某些地区，还能降低企业的代扣工资税。

每年，佐治亚州政府会根据失业率、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和贫困率数据，将所有159个郡划分成四个等级。每一个郡的级别决定了落户

于该郡的企业可以获得的“就业机会税收抵免”的额度。落户企业必须满足相应的新增就业机会的最低要求。每一个新创造的就业机会

必须保持5年。在这个新工作产生的第一个5年内，企业每年都可以获得相关的“就业机会税收抵免”。

特殊地区

在佐治亚州，有一些地区可以不受所在郡的级别限制，而享受特殊的“就业机会税收抵免”政策。这些特殊地区的企业可以将“就业机

会税收抵免”用于抵扣州的代扣工资税。包括零售业、餐饮业和服务业在内的，任何性质的企业在机会区（OZ）、军事区（MZ），以

及佐治亚州40个人口稀少的郡创造两个或更多新就业机会，就可以获得“就业机会税收抵免”。

MZ=军事区  OZ=机会区  LDCT=人口稀少地区

佐治亚州的机会区（Georgia OZs）是一项州级计划，比美国联邦机会区（Federal Qualified OZs）更早创立。 联邦机会区通过临时

推迟联邦资本利得税的缴纳来鼓励私人投资。 有关联邦机会区的更多信息，包括其位于佐治亚州的位置图，请访问 Georgia.org/

FedOZ 

就业机会税收抵免的更新

如果佐治亚州的企业在2016年及之后申请了“就业机会税收抵免”或“优质就业机会税收抵免”，在申报2020/2021年税务抵免时，

可以有一个选项，使用其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数据，也就是2019年获得税收抵免时申报的就业机会数量来替代其在

2020/2021年的实际工作机会数量。而由于新冠病毒流行影响所导致的工作流失将不会影响该企业获得“就业机会税收抵免”。这只是

一个临时的选项，并不意味着法律的改变。在2020/2021年，企业依然可以根据其创造的新工作数量来申请“就业机会税收抵免”，这

包括了那些在佐治亚州，但是临时转为远程工作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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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联合发展署 (JDA) 的500美元奖励。佐治亚州的郡可成立合作联盟，让更多企业受益于500美元的就业机会税

收抵免奖励。目前大部分郡都是 JDA 成员。如果需要确认某一个郡是否是JDA成员，请致电   +1(404)962-4181查询

** “就业机会税收抵免”适用于抵扣佐治亚州的企业所得税

MZ=军事区 OZ=机会区 LDCT=人口稀少地区

级别
就业机会税收抵免金额

（美元/工作/年，
5年有效）

最少新增
就业岗位数

就业机会税收抵免适用** 结转 

1 $4,000* 2
100% 州企业所得税 – 余额可
用于最高 $3,500 的代扣工资税

10年

2 $3,000* 10 100%州企业所得税

3 $1,750* 15 50%州企业所得税

4 $1,250* 25 50%州企业所得税

MZ/OZ $3,500 2
100%州企业所得税 - 余额

可用于代扣工资税

LDCT $3,500 5
100%州企业所得税 - 余额

可用于代扣工资税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www.georgia.org/fedoz


“就业机会税收抵免”额度计算

一个分销中心决定落户在1级郡，并创造了150个就业机会，

且保持了5年。

“就业机会税收抵免”额度：在1级郡的是 $4,000/工作/年

5年内，“就业机会税收抵免”的总额度：

150工作 X $4,000 X 5年 = $3,000,000

• 制造业

• 仓储、分销和物流

• 软件开发

• 金融科技

• 数据中心

• 客服中心

• 电信业

• 研发中心

要获得抵免资格，每个就业机会必须满足：

• 每周工作时间超过35小时

• 提供与现有员工相同的健康保险福利

• 该岗位工资高于佐治亚州薪资最低的郡的平均工资

（2020年6月的数据为 $541/周）

当一个企业满足了“就业机会税收抵免”的要求时，其每创造

（或保持）一个新的就业机会，就可以开始（或保持）一轮长

达5年的“就业机会税收抵免”周期。

一般而言，企业落户五年期后所创造的新就业机会将无法获得

此项税收抵免。但是，如果这个企业在该年新增加的工作数量

超过了起始年所要求的最低工作数量，则该企业依然可享

受“就业机会税收抵免”政策。

“就业机会税收抵免”额度可以用于抵扣部分或全部州的代扣工资
税：

• 3级或4级郡：50%

• 2级郡：100%

•  在 1 级郡、机会区、军事区和人口稀少地区：100%

抵免所有州企业所得税后，在 1 级郡、机会区、军事区和人口稀

少地区有项目的企业，还可以将未使用的“就业机会税收抵免”额

度用于抵扣佐治亚州代扣工资税（最高为每个就业机会$3,500/

年）。

纳税年度结束后，符合资格的已申报但未使用的“就业机会税收抵

免”额度可结转10年。

“就业机会税收抵免”需满足《佐治亚州行政法规》(O.C.G.A.)

第 48-7-40，佐治亚州社区事务署的规定：第110-9.1，以及佐治

亚州财政署的规定：第560-7-8-.36.

符合条件的企业，如果其“就业机会税收抵免”额度

在用于抵扣州的企业税之后还有余额，可以用来抵扣

州的代扣工资税。这将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现金流，而

企业可以将其用作任何地方，且无需申报。这对于本

手册中介绍的其他税收抵免同样适用。

用“就业机会税收抵免”余额

来降低佐治亚州的代扣工资税

就业机会税收抵免（续）

符合就业机会税收抵免的资格

凡是落户企业在佐治亚州内的任何地区创造新的全职就业机

会，都可享受佐治亚州“就业机会税收抵免”，前提是该企

业或企业总部属于如下行业：

Mand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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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税收抵免 

对于获得“就业机会税收抵免”或“投资税收抵免”资格的纳税企

业而言，“港口税收抵免”是一个额外的奖励。只要该企业（1）

满足了“就业机会税收抵免”或“投资税收抵免”的标准，且

（2）该企业通过佐治亚州港口的进出口量比前一年有所增加，就

可以得到“港口税收抵免”。

企业需要根据其前一年的佐治亚州港口运输数据来进行“港口税收

抵免”的申报。例如，要申报2020年的”港口税收抵免“，该企

业需要以2019年的佐治亚州港口运输数据来计算 。

具体的申报额度与港口进出口运量相关，需要比数据年的上一年

（基准年）提升至少10%。基准年的港口运量最低要求（至少满足

一项）：

例如，一家企业申报2020年的”港口税收抵免“时，如果他们在

2018年（基准年）没有进出口数据，则这个公司在2019年必须至

少通过佐治亚州港口运输了82.5净吨（或5.5个40英尺集装箱，或

11个20英尺标准箱）的货物。

“港口税收抵免”与就业机会或投资税收抵免可以同时使用，前

提是港口运输量增长高于基准年的港口运量，并且公司持续满足

就业机会或投资税收抵免要求：

基于“就业机会税收抵免”的“港口税收抵免”奖励

如果纳税人通过佐治亚州港口的运输量增长符合“港口税收抵

免”，且其创造的新就业机会符合“就业机会税收抵免”的要

求，每个新增的就业机会可以得到额外的奖励：$1,250/年，最

长5年。这 $1,250可计入当年“就业机会税收抵免”额度。

基于“投资税收抵免”的“港口税收抵免”奖励

不论企业所投资的地区是什么级别，该“港口税收抵免”都可以

将相关“投资税收抵免”提高至 1 级地区的同等价值；因此，对

于制造业或提供电信服务的投资项目，“港口税收抵免”可以直

接降低符合资格的投资额的5%，而对于回收、污染控制，以及国

防转换项目而言，该抵免可帮助企业节省高至 8%的成本。请参

见第9页了解“投资税收抵免”的额外信息。

萨凡纳港
Port of Savannah

一个分销中心决定落户在1级郡，并创造了150个就业机会。在

同一年，这个企业开始通过佐治亚州港口进口了11个标准箱的

货物。并且，在之后的5年中，这个企业保持了这些就业机会和

每年11个标准箱的进口量。

“就业机会税收抵免”：在1级郡的是 $4,000/工作/年

“港口税收抵免”：$1,250/工作/年

5年内，“就业机会税收抵免”的总额度为：

  150工作 x $4,000 x 5年 = $3,000,000

+ 150工作 x $1,250 x 5年 =    $937,000

= $3,937,500

基于“就业机会税收抵免”的“港口税收抵免”计算

港口税收抵免

一家落户在在4级郡的制造型企业，其2020年的投资税收抵免

已经获得了GDOR的批准，且该企业在2018-2019年通过佐治

亚州港口的运量增加了10%以上。开始通过佐治亚州的港口进

口了11个标准箱的材料。同年，该企业投资1,000万美元用于

建设新厂房以及购买新的机械设备，其中包括了50万美元的污

染控制设备的购买。其获批的投资项目的建筑和设备费用为

1,000万美元，其中50万美元为污染控制设备。

“港口税收抵免额度”计算：

建筑和设备费用可获得额外4%的投资税收抵免（950万美元部

分从1%增加至5%）

污染控制设备费用可获得额外5%的投资税收抵免（50万美元部

分从3%增加至8%）

“投资税收抵免”总金额为：

   $9,500,000 x 5％  = $475,000

+ $500,000 x 8％  =   $40,000

= $5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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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净吨港口运输量，或

• 5个40英尺集装箱，或

• 10个20英尺标准箱

• “港口税收抵免”最高可用于抵扣50%的州企业税。未使用

的“港口税收抵免”额度可以转结10年。

        注意：“港口税收抵免”奖励不得与“优质就业机会税收抵免”

一同使用

• “港口税收抵免”需满足《佐治亚州行政法规》
（O.C.G.A.）第48-7-40.15 列出的计划要求。

基于“投资税收抵免”的“港口税收抵免”计算



生产个人防护用品（PPE）
的税收抵免

生产个人防护用品（PPE）的税收抵免

佐治亚州为了对抗COVID-19疫情，而设立了新的“生产个人保

护设备（PPE）税收抵免”（以下简称“PPE税收抵免”）奖

励。该奖励措施鼓励企业创造就业机会来扩大个人防护用品

（PPE）和洗手液在佐治亚州的生产。

符合条件的个人防护设备制造商可以在五年内，为每个新创造的

就业机会申请$1,250/年的额外税收抵免额度。 像“港口税收抵

免奖励”一样，制造商必须首先满足“就业机会税收抵免”的要

求，才能为符合要求的就业机会申请额外的 $1,250/年的额度。 

PPE税收抵免额度可用于抵销公司最高100％的企业税，结余部

分可用于抵扣州的代扣工资税。 未使用的信用额度可以结转10

年。

如果工厂生产多种产品，则只有那些专门用于生产PPE或洗手液

的工作才能够申请“PPE税收抵免”。 如果工厂停止生产PPE或

洗手液，或者这些员工不再参与PPE或洗手液的生产，则公司不

可再为这些就业机会申请“PPE税收抵免”。 符合“PPE税收抵

免”的范围是生产：

• 个人防护用品

o 任何旨在保护穿戴者免受伤害或防止感染、病毒或其他疾

病传播的防护服、头盔、手套、口罩、护目镜、面罩、洗

手液、呼吸器或其他设备。 该术语包括的产品由 29

C.F.R. Section 1910，Subpart I 定义。

• 洗手液

o 为去除常见病原体而应用于手部清洁的任何洗手液、护手

霜、肥皂或药剂，包括但不限于在 7 C.F.R. Section

3201.18 定义的手部清洁剂和消毒剂

“PPE税收抵免”仅适用于在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期间结束的纳税年度。 但是，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结束的

纳税年度中申请的“就业机会税收抵免”可以在之后五年内有

效，只要这些就业机会得以维持，并继续致力于PPE或洗手液的

生产即可。

“PPE税收抵免”需满足《佐治亚州行政法规》O.C.G.A 第

48-7-40.1A 中的要求，以及佐治亚州税务署在法规第

560-7-8-.66中发布的规则的约束。

一家企业在 1级郡建立了一个工厂，并创造了300个新的就业机

会，这些工作岗位有资格获得就业机会税收抵免。 其中100个工

作岗位将用于制造PPE，其他200个工作岗位将用于制造另一种

产品。 该企业需要进口原材料并出口一些产品，所以该企业也有

资格获得港口税收抵免奖励。 

• “就业机会税收抵免”：在 1级郡，$4,000/工作/年

• “PPE 税收抵免”：$1,250/工作/年

• “港口税收抵免”：$1,250/工作/年

“PPE税收抵免”计算：

• 就业机会税收抵免 = 300工作 x $4,000 x 5年 = $6,000,000

• PPE税收抵免 = 100工作 x $1,250 x 5年 = $625,000

• 港口税收抵免 = 300工作 x $1,250 x 5年 = $1,875,000

5年整体税收抵免额度 = $8,500,000 

其中，$5,875,000 可以用作抵扣州的代扣工资税。当然，这要

在该企业在完成州的企业税抵扣之后进行。

(注：每个就业机会每年最多可以抵扣$3,500的代扣工资税).

“PPE税收抵免”计算 

适用于抵扣州代扣工资税（详见第6页）

8

$



投资税收抵免

投资税收抵免

佐治亚州为州内现有的制造型和电信行业企业提供“投资税收

抵免”。根据企业所处的郡的等级，抵免额度为符合条件的投

资支出（以下简称为“项目”）的1～5%。符合条件的企业必

须：

除非得到佐治亚州税务署署长的书面同意，一个项目获得“投资税

收抵免”的持续时间不得超过三年。此项抵免可用于抵扣50% 的

州企业所得税，未使用的剩余额度可结转10年。要享受这些抵

免，纳税人必须在项目完成后的三十 (30) 天内向佐治亚州税务署

提交书面申请。就一个项目的抵免而言，纳税人仅可申请“就业机

会税收抵免”或“投资税收抵免”其中的一个，不可以两项都申

请。

从2020年1月开始，当首次申请“投资税收抵免”满足了州企业所

得税的50％的要求，则在1级和2级农业郡，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

将未使用的“投资税收抵免”额度用于抵扣州代扣工资税。 根据

佐治亚州法律的定义，这些农业郡在第11页的地图上予以标识。

“投资税收抵免”用于抵扣州代扣工资税的金额上限为100万美

元/年。 佐治亚州全年给予所有企业州代扣工资税抵免的总额度为

1,000万美元。 如果所有企业总申请额超过1,000万美元，佐治亚

州税务署将为每个符合条件的企业按比例来分配额度。

“投资税收抵免”需满足《佐治亚州行政法规》(O.C.G.A.)第
48-7-40.2、第48-7-40.3 和 第48-7-40.4 列出的计划要求以及佐治
亚州税务署在第560-7-8-.37 条例中发布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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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抵扣州代扣工资税（详见第6页）

• 在佐治亚州运营制造工厂或电信设施至少三年时间，并且

在佐治亚州新建或对现有的制造厂或电信设施投资超过

10万美元。

或者

• 作为制造型企业或电信企业在佐治亚州设立的办公室或其

他辅助设施，至少经营三年时间，并且在佐治亚州新建或

对现有的制造厂或电信设施投资超过10万美元。

符合“投资税收抵免”资格的投资类型包括，但不限于：

• 土地收购资金

• 设施更新

• 建筑物

• 用于制造或电信设施的机械和设备

以下方面的投资可享受更高抵免（3～8%，取决于投资所在郡

的等级）：

• 回收或污染控制设备

• 军工企业转型生产民用新产品

*回收、军用转民用、污染控制

** 在1级和2级的农业郡，投资税收抵免在应用到50%的纳税义务之后，还

可以抵免部分州企业代扣工资税 

级别 投资税收抵免 
最低投资金额

（美元）

抵免适用于州
企业所得税的

百分比

结转 

1 5%-8%* $100,000 50%** 10年

2 3%-5%* $100,000 50%** 10年

3 1%-3%* $100,000 50% 10年

4 1%-3%* $100,000 50% 10年

一家制造型企业在1级地区落户。该企业投资1,000万美元用于建

设新厂房以及购买新的机械设备。总投资额中包括了50万美元的

污染控制设备的购买。

“投资税收抵免”：

在1级郡落户或扩展，有5％的投资税收抵免额

在1级郡投资污染控制设备，有8％的投资税收抵免额

“投资税收抵免”总额度计算：

    $9,500,000 x 5％ =  $475,000

+ $500,000 x 8％ =    $40,000

=  $515,000

“投资税收抵免”计算



“优质就业机会税收抵免”额度可用于抵扣100%的州企业所得

税，抵扣之后的剩余额度可用于抵扣企业的州代扣工资税。当年

已申报但未使用的“优质就业机会税收抵免”额度在纳税年度结

束后可以结转10年。

一个符合条件的新增就业机会可享受“优质就业机会税

免”或“就业机会税收抵免”，但不得同时申请。当然，不符

合“优质就业机会税收抵免”条件的新增就业机会依然可以申

报“就业机会税收抵免”，前提是要满足“就业机会税收抵

免”的全部要求。如果您想了解佐治亚州最新的各郡平均工资、

就业数据，以及工资年度报告等相关信息，请查看 Georgia 

Labor Market Explorer网站（explorer.gdol.ga.gov）。

“优质就业机会税收抵免”需满足《佐治亚州行政法规》

（O.C.G.A.） 第48-7-40.17 列出的要求以及佐治亚州税务署在

第560-7-8-.51条例中的规定。

“优质就业机会税收抵免”更新

受COVID-19疫情影响的企业可以选择继续申请“优质就业机会

税收抵免”，即使目前的就业数量不能满足这些就业机会的要

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5页。

优质就业机会税收抵免

优质就业机会税收抵免 

如果落户企业创造并保持新的就业机会，且工资至少为该郡平均

工资的110%，则可享受“优质就业机会税收抵免”(简称：

QJTC)。每个就业机会的税收抵免额从$2,500/年到$5,000/年不

等，以五年为限。

在1级偏远郡和2级偏远郡，落户企业需要至少在12个月内创造10

至25个符合要求的工作机会，才能够申请“优质就业机会税收抵

免”。而在其他1级郡和2级郡，以及所有3级郡和4级郡，落户企

业需要在24个月内创造至少50个符合条件的就业机会，才能享受

这个优惠。

每个就业机会的薪酬必须达到企业所在郡的平均工资的110%才能

申请这项税收抵免。在同一纳税年度创建的所有符合要求的就业

机会均可获得相同的“优质就业机会税收抵免”。具体该税收抵

免的额度需根据该企业所创造的符合要求的就业机会的平均工资

与其所在郡的平均工资进行比较计算。

对于已获得“优质就业机会税收抵免”七年期资格的企业，如果

在佐治亚州有投资超过250万美元的新项目（符合法律要求），将

获得新的一轮七年期“优质就业机会税收抵免”。新的七年期税

收抵免将在上一轮七年期结束后立即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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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抵扣州代扣工资税（详见第6页）

与企业所在郡的平均工资
的比较

大于等于110%且小于120%

大于等于120%且小于150%

大于等于150%且小于175%

大于等于175%且小于200%

大于等于200%

优质就业机会税收减免额度
（美元/年，5年有效）

$2,500

$3,000

$4,000

$4,500

$5,000

“优质就业机会税收抵免”计算

一个制造业企业在 1 级偏远郡落户。工厂为当地创造了200

个就业岗位，并可以保持5年。在这200个就业岗位中：

• 有15个属于管理工作的就业岗位的工资均超过了该郡的

平均工资的110%

• 这15个工作的平均工资比该郡平均工资高出200%以上

在1级偏远郡的优质就业机会税收抵免：$5,000/工作/年

在1级郡的就业机会税收抵免：$4,000/就业岗位/年

“优质就业机会税收抵免”计算：

     15工作 x $5,000 x 5年 = $375,000

“就业机会税收抵免”计算： 

     185工作 x $4,000 x 5年 = $3,700,000

5年内，就业机会税收抵免额度：

 $375,000 + $3,700,000 = $4,075,000

https://explorer.gdol.ga.gov/vosnet/Default.aspx


2021年佐治亚州偏远郡划分

“优质就业机会税收抵免”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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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图依据佐治亚州社区事务署于2021年1月份发布的信息绘制。

MUSCOGEE

= 佐治亚州港口

佐治亚州

Albany 奥尔巴尼

瓦尔多斯塔

盖恩斯维尔
Rome 罗马

Brunswick 布朗斯维克

Macon 梅肯

Atlanta亚特兰大

Savannah 萨凡纳

Augusta 奥古斯塔

Athens雅典

创造新就业机会的时间范围

Columbus 哥伦布



大型项目与数字娱乐项目税收抵免

位于亚特兰大的 NCR全球总部

大型项目税收抵免

每个符合条件的新增就业机会在企业落户的第一个五年期间可以

享受每年$5,250的税收抵免额度。符合条件的企业：

• 雇佣至少1,800名新增全职员工

• 投资最少4.5亿美元或提供最少1.5亿美元年工资总额

• 企业平均工资高于特定下限或者展现出高增长潜力

企业有6年的时间来满足以上的投资要求。但是，如果企业的投资

总额超过6亿美元，这个时间可以延长到8年；如果企业的投资总

额超过8亿美元，这个期限也可延长到10年。

任何一个创造最多4,500个就业机会的项目可享受这些抵免。但是

该企业不得再重复申请其他的税收抵免，研发和员工培训的税收

抵免除外。未使用的“大型项目税收抵免”额度可结转10年。如

果该企业不能满足保持1,800个新就业机会的要求，则其“大型项

目税收抵免”资格将会被取消。

“大型项目税收抵免”需满足《佐治亚州行政法规》(O.C.G.A.) 

第48-7-40.24 列出相关规定。

数字娱乐项目税收抵免

如果一家数字化/交互式娱乐制作公司在佐治亚州的州内开支超过

25万美元，该企业就可享受价值为其开支金额20%的税收抵免。

如果企业在其项目的宣传网页中加入嵌入式的佐治亚州徽标和超

链接，或者其他佐治亚州政府认可的替代方式来为佐治亚州提供

等同或更好的市场推广机会，则可额外享受10%的税收抵免。

这项税收抵免可用于抵扣州的企业所得税，余额部分可以抵扣州

代扣工资税。该交互式娱乐制作公司可选择将其税收抵免一次性

出售或转让给佐治亚州的一位或多位纳税人。

只有总收入在 1 亿美元以下的交互式娱乐公司才可享受这项税收

抵免。交互式游戏的先行版本或可享受有效期长达3年的 20% 的

税收抵免。

佐治亚州为交互式娱乐制作企业及其附属机构提供的“数字娱乐

项目税收抵免”总额为每年1,250万美元，并且按照先来先得的方

式发放。一家企业一年的“数字娱乐项目税收抵免”上限为150万

美元，或等值于其在佐治亚州所支付的薪酬总额（取两个数值较

低者）。

电影、电视和交互式娱乐税收抵免需满足《佐治亚州行政法规》

(O.C.G.A.) 第48-7-40.26 列出的计划要求。音乐和戏剧演出税收

抵免需满足《佐治亚州行政法规》(O.C.G.A.) 第48-7-40.32 列出

的计划要求。详情请访问 Georgia.org/Film。

载人电动飞机制造商 Archer在佐治亚州的工厂

总投资额
（美元）

在以下时间内
完成投资额

在以下时间内满足最低
新增就业机会的要求

≥$4.5亿 第六年底 6年

≥$6.0亿 第六年底 8年

≥$8.0亿 第八年底 1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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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项税收抵免均适用于抵扣州代扣工资税（详见第6页）

https://www.georgia.org/industries/film-entertainment/georgia-film-tv-production


MEGA PROJECT & DIGITAL ENTER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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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税收抵免

研发税收抵免 

落户佐治亚州的企业在本州开展满足条件的研发活动（R&D）可

享受“研发税收抵免”，前提是该企业或其总部从事如下行业：

• 制造业

• 仓储、分销和物流

• 软件开发

• 金融科技

• 数据中心

• 客服中心

• 电信业

• 研发中心

每年，根据佐治亚州的研发费用总支出，“研发税收抵免”的

要求会有所调整。这些包括了在佐治亚州内部购买材料、州内

合同的相关费用、部分研发人员的工资，以及在佐治亚州内，

对于研发项目的直接管理和支持所产生的成本等。 符合资格的

研发支出的条目位于《1986年国内税收法规修改版》第41节，

但所有支付的工资和购买的服务和物资必须用于在佐治亚州内

开展的研发。根据第41节的定义，研发行为不仅仅是开发新产

品，还包括：

• 开发和测试新的模型，铸坯或模具

• 开发和测试新的生产装配线或新的物流设施

• 使用和测试新的工厂设备或ERP软件

• 对旧版软件或云储存方案进行升级

使用完所有其他税收抵免额度后，“研发税收抵免”额度可用于

抵免州企业所得税净额的50%。当年已申报但未使用的研发税收

抵免额度在纳税年度结束后可结转10年。

每一年，研发税收抵免的额度等于符合条件的研发支出的10%减

去基准金额。计算基准金额：用企业当前纳税年度在佐治亚州的

销售额乘以下面两个数值中较低的一个：

• 该企业前三个纳税年度，符合条件的研发总开支与在佐治亚州

的销售额之比的平均数

或

• 0.300

如果该企业在前三个纳税年度中的一个或多个纳税年度中未在佐

治亚州有销售行为，则应该使用该企业在当前纳税年度在佐治亚

州的销售收入乘以0.300，以计算基本金额。

“研发税收抵免”需满足《佐治亚州行政法规》(O.C.G.A.)第

48-7-40.12 列出相关规定，以及佐治亚州税务署第560-8-7-.42的

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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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抵扣州代扣工资税（详见第6页）

“研发税收抵免”计算

从2017年至2019年，一家落户于佐治亚州制造型企业每年花费

50,000美元用于研发，这笔研发支出符合联邦研发税收抵免的条

件。 由于所有研发工作均在佐治亚州进行，因此也可以申请佐

治亚州研发税收抵免（QRE）。 该企业在佐治亚州每年的销售

总收入（GR）为100万美元。

2017年 $50,000 QRE / $1,000,000 GR = 0.05 

2018年 $50,000 QRE / $1,000,000 GR = 0.05 

2019年 $50,000 QRE / $1,000,000 GR = 0.05

基准金额 = 当年的销售额 x 下面两个数值较低的一个：

或

• 过去三年平均的 QRE/GR = 0.05

• 0.300

基准金额 = $1,000,000 x 0.05 = $50,000

在2020年，包括人员成本和物质成本在内，该企业在研发上的

支出为15万美元（QRE），则该企业在佐治亚州可申请的“研发

税收抵免”额度为：

$150,000 QRE – $50,000 基准金额 = $100,000

x 10% =   $10,000

三年平均的

QRE/GR 

= 0.05



其他税收抵免

保险费税收抵免

佐治亚州针对落户的保险公司提供年度“保费税收抵免”。如

果该保险公司在佐治亚州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就有可能获得

该项税收抵免。

每个就业机会可获得“保险费税收抵”免额度。该抵免额度的

使用方式，以及资格要求均取决于保险公司落户的社区的级

别。具体每个郡的级别见第4页上的地图。下面的图表列出了保

险费税收抵免在不同级别的郡的政策。

当一家保险公司获得保险费税收抵免资格，只要保持该就业机

会，就可以从第2到第6年度获得税收抵免。

育儿税收抵免

“育儿税收抵免”适用于购买或建造符合资格的育儿设施，或者

向员工提供或承担育儿服务的企业雇主。

如果企业雇主购买或建造育儿设施，且获得佐治亚州政府的认

证，则可以获得额度为100%的建造成本的“育儿税收抵免”。

抵免额度可分摊到10年使用（即每年10%）。未使用的抵免额度

可结转3年。

如果雇主提供或赞助佐治亚州认证的育儿机构，也可以申请育儿

税收抵免。抵免额度为其（提供或赞助育儿机构的）直接成本的 

75%。未使用的抵免额度可结转5年。

“育儿税收抵免”额度可用于抵扣州企业所得税的50%。

“育儿税收抵免”需满足《佐治亚州行政法规》(O.C.G.A.)第

48-7-40.6 列出的要求，以及佐治亚州税务署在第560-7-8-.38 条

例中发布的规定。

再培训税收抵免

“再培训税收抵免”可以帮助企业降低对现有员工在新设备和

软件上的培训成本，从而帮在新技术投资中获得更大的回报。

符合要求的员工再培训项目必须经过佐治亚州立技工学院教育

管理署（Technology College System of Georgia）的批

准。符合条件的再培训机构包括在特定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的企

业、技术服务商、私人培训机构，以及佐治亚州的公立科技院

校等。“再培训税收抵免”可覆盖的成本包括员工在培训阶段

的工资（包括一名公司负责培训的人员的工资）和培训所需材

料的费用。

“再培训税收抵免”以雇主用作再培训的直接成本的50%来计

算，每个员工可获得经批准的再培训计划最高抵扣额为$500/

年。一名员工“再培训税收抵免”可以用作：

• 最高抵免50%的公司州内企业所得税

• 如果在一个纳税年度未完全使用，剩余额度可以结转10年

“再培训税收抵免”需满足《佐治亚州行政法规》(O.C.G.A.) 

第48-7-40.5 列出的计划要求。欲了解这项抵免政策的细则，详

情请访问 tcsg.edu/about-tcsg/econdev/tax-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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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1

2

3

4

保险费税收抵免
(美元/就业岗位/

年，5年有效) 

$3,500

$2,500

$1,250

$750

最少新增
就业机会

数  

5

10

15

25

可以抵扣佐治亚州
保险费纳税额的

100%

100%

50%

50%

结转  

10年

10年

10年

10年

申请获得“保险费税收抵免”，落户的保险公司需根据所在郡

的级别，每年创造5至25个新的就业机会。这些新的就业机会必

须符合以下条件：

• 没有预先设定的结束日期

• 正常工作周，每周工作35小时以上

• 提供与本地其他企业相同的福利，例如健康保险等

• 平均薪酬高于所在郡的平均工资水平，且高于佐治亚州的

最低郡平均工资（在2020年6月份的数据是 $541/周）

“保险费税收抵免”需满足《佐治亚州行政法规》(O.C.G.A.) 

第33-8-4.1列出相关规定，并且要满足佐治亚州社区关系署于

2008年发布的第110-9-1的相关规定。

“保险费税收抵免”计算

一家保险公司决定落户于1级郡，并为佐治亚州带来了150个新

的就业岗位，且这些就业机会会保留5年。

“保险费税收抵免”：在1级郡，每个就业机会额度为$3,500/

年。则5年内可以申请的“保险费税收抵免”额度为：

 150就业岗位 x $3,500 x 5年 = $2,625,000

https://tcsg.edu/about-tcsg/econdev/tax-credit/


招聘、培训与教育

快速启动员工培训计划 (QUICK START)

作为全美最好的劳动力培训项目，快速启动员工培训计划（Quick 

Start）帮助符合条件的，在佐治亚州投资的企业定制全面的劳动力

解决方案。这是一项免费服务，旨在帮助在以下行业开设或扩建其

生产设施的企业尽快开始运营：

• 先进制造业

• 汽车

• 航空航天

• 生命科技/健康医疗

• 分销中心

• 食品加工

• 运营总部

服务内容包括：

劳动力战略咨询：“快速启动员工培训计划”（Quick Start）培

训专业人士会与企业相关行业的专家合作，以保证培训内容满足企

业目标

雇用前评估：帮助企业根据自己定义的标准来评估求职者，并预先

了解他们的技能

定制雇用后以及特定职位的培训计划：从基础知识到企业所需的特

定技能，快速启动项目可以为企业员工提供全面的培训计划

领导力与生产力提升培训：通过快速启动员工培训计划，来保持企

业的竞争力，并加强对所有员工的持续培训。

详情请查询：GeorgiaQuickStart.org

招聘协助 

佐治亚州劳工署 (GDOL) 通过发布空缺职位通知，收集和筛选申请

和简历，并将符合条件的求职者推荐给雇主进行面试。另外，还可

以为雇主提供面试场所，举办招聘会，或通过猎头招聘的方式帮助

雇主找到合格的员工。该部门的企业服务组可为新落户的企业提供

定制的招聘计划。

佐治亚州的大学和学院 

每年，佐治亚州的公立和私立高等院校都会授出95,000个学位。 

这些院校通过校内的职业服务中心将雇主与其学生和毕业生联系

起来，创造实习、合作和招聘的机会。 雇主可以联系各所高等院

校、佐治亚州高等教育管理署（University System of 

Georgia）、佐治亚州技工教育管理署（Technical College 

System of Georgia）、以及佐治亚州大学协会（Georgia 

Independent College Association）等机构来了解详情。

希望奖学金和助学金计划（HOPE）

HOPE是佐治亚州特有的奖学金和助学金计划，旨在向符合要求

的佐治亚州公立及私立学院、大学以及公立技术学院的学生提供

取得学位、文凭和证书方面的经济帮助。这些计划同样适用于那

些带着孩子移居到佐治亚州的家庭，以及通过当地技术学院培训

员工的企业。详情请查询： GAfutures.org

HOPE 奖学金面向于达到学业要求的佐治亚州学生。HOPE 助学

金只对希望从佐治亚州的技术学院获得技术学位或证书的佐治亚

州居民提供学费资助。HOPE职业助学金是一个州政府资助的助

学金项目，作为HOPE助学金的补充，可以资助学生的学费或其

他费用，以达到“零学费”的效果。HOPE职业助学金只适用于

佐治亚州技工教育管理署（Technical College System of 

Georgia）体系内的一些热门专业的学生。

HOPE 职业助学金计划涉及领域:

自动化技术

航空航天技术

认证助理工程师

商用卡车驾驶

计算机程序编写

计算机技术

柴油设备和技术

工业维修

物流与运输技术 

精密制造

焊接技术

了解关于这些助学金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TCSG.edu/free-tu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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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企业的免税政策

销售与使用税豁免 

佐治亚州针对制造型企业所必须付出的各种支出提供“销售税与使用税豁免”。 以下是佐治亚州对其制造型企业免征6％～

8.9％的销售与使用税的主要支出领域。

免税政策

16

免税项目 说明

制造机械和设备 

工业设施的维修 为佐治亚州现有制造工厂购买，维修，或更换零部件、操作工制服、模具、压铸机、工业用蜡或

其他用于制造有形资产的必要工具均无需纳税。[《佐治亚州公司法》（Ga. Comp. R. & 

Regs.）第560-12-2-.62] 

工业材料和包装 购买用于进一步加工、制造或转换为成品组件的材料；制造产品的涂层或浸染材料；以及用于包

装产品进行出售或运输的一次性材料可无需纳税。[《佐治亚州公司法》（Ga. Comp. R. & 

Regs.）第560-12-2-.62] 

生产过程中使用的
能源

购买、使用、储存或消耗生产过程中必要且主要的能源无需纳税，但专用于教育的部分税收不能
减免（一般为 1%）。其中包括制造工厂中直接或间接使用的能源。[《佐治亚州公司法》（Ga. 
Comp. R. & Regs.）第560-12-2-.64] 

如果制造型企业拥有专门用作处理材料的设施，其购买或扩建价值大于等于 500 万美元的，专门

用于处理、移动或储存有形流动资产的机械和设备无需纳税。[《佐治亚州公司法》（Ga. 

Comp. R. & Regs.）第560-12-2-.103]

企业购买主要用于降低或消除空气或水污染的机械和设备及其任何维修部件、更换部件或组件无

需纳税。[《佐治亚州公司法》（Ga. Comp. R. & Regs.）第560-12-2-.62] 

洁净室设备 当等级 100 或以下的洁净室直接用于有形动产的制造时，用于建造或运营洁净室的机械、设备和

材料无需纳税。这项免税政策不适用于洁净室所在的永久性的、不可移动的建筑物。[《佐治亚

州行政法规》(O.C.G.A.)第 48-8-3(69)]

主要材料处理设备

污染控制设备 

为佐治亚州的工厂购买其生产过程所必需使用的机械设备，企业无需缴纳销售税。免销售税的新

购机械设备必须用于在佐治亚州新建的生产设施，或者用于更换或升级现有的机械设备。[《佐

治亚州公司法》（Ga. Comp. R. & Regs.）第560-12-2-.62]

库存税豁免

佐治亚州对库存、任何其他不动产或动产不征收财产税。根据佐治亚州的一级自由港法律，各郡、市可选择免除四种不同类型

的库存的本地财产税。当地政府可以以20%、40%、60%、80% 或 100% 的比例免除财产税。

一级自由港法律规定的两类商品：

第一类：制造或生产过程中的商品库存，包括原材料或半成品。

第二类：在本州制造或生产的，且制造商或生产商持有不超过 12 个月的成品库存。



对于数据中心和高科技企业的税收豁免

销售与使用税豁免

佐治亚州对于数据中心和高科技企业免除6%～8.9%的销售与使用税。

对于分销中心的税收豁免

销售与使用税豁免 

佐治亚州对于以下设备免除6%～8.9%的销售与使用税。

数据中心 新建数据中心（并置和单用户）项目如果创造了20个以上的高薪新就业机会，并且满足了最低投资要求，

其采购行为有可能得到销售与使用税豁免。 投资要求与该机构所在郡的人口相关（从1亿美元到2.5亿美元

不等）。 符合条件的采购包括材料、组件、机械、硬件、软件或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冷却塔、储能或节能

技术、开关设备、配电单元、交换机、外围计算机设备、路由器、电池、布线、 电缆、导管等。[《佐治亚

州公司法》（Ga. Comp. R. & Regs.）560-12-2-.117]

高科技企业（包括单

用户的数据中心）

如果一家高科技公司在一个自然年内符合条件的采购总额超过1,500万美元，则某些计算机设备的销售是免

税的。 该高科技公司必须符合北美行业分类系统（NAICS）代码分类，其中包括单用户数据中心（但不包

括并置数据中心）、软件发行商、计算机系统设计、特定的电信公司、金融交易系统，以及研发中心等。

[《佐治亚州公司法》（Ga. Comp. R. & Regs.）560-12-2-.107]

主要材料处理设备 分销或仓储中心用于采购或扩建的投资如果达到500万美元或更多，其符合条件的采购可以免征销售与使

用税。 符合条件的设备指的是用于处理、移动或存储有形资产的机器和设备。分销或仓储中心的零售销售

额不可超过其总销售收入的15％。[《佐治亚州公司法》（Ga. Comp. R. & Regs.）560-12-2-.103]

库存税豁免

佐治亚州对库存、任何其他不动产或动产不征收财产税。根据佐治亚州的一级自由港法律，各郡、市可选择免除四种不同类型的库存的

本地财产税。当地政府可以以20%、40%、60%、80% 或 100% 的比例免除财产税。与分销中心和仓储设施相关的第三和第四类商品如

下：

第三类：存放在仓库、装卸处或码头，不超过12个月且要运往州外的成品的库存。

第四类：存放在仓库的，为配送中心的订单准备的不超过12个月的库存。

当地政府还可举办公民投票来审批二级自由港，其可对一级自由港未涵盖的任何库存或不动产进行免税，包括零售库存。一级和二级自

由港税收豁免政策列于《佐治亚州行政法规》(O.C.G.A.) 48-5-48.1、48-5-48.2、48-5-48.5 和 48-5-48.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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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豁免 说明

税收豁免 说明

外贸免税区（FTZ）

借助于 FTZ 计划，符合资格的公司可递延、降低或抵免从海外进口的，且用于在佐治亚州组装产品的材料的关税。佐治亚州有

三个国际港口符合FTZ的资格：

• 亚特兰大 （Atlanta）– FTZ #26

• 布朗斯维克（Brunswick）– FTZ #144

• 萨凡纳（Savannah）– FTZ #104



已在佐治亚州落户的企业，和新入驻的企业一样，都适用于一些本手册所列出的政策和服务。

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

国际贸易

在过去40多年里，佐治亚州政府一直致力于帮助本州企业开拓国际

市场。佐治亚州在全球12个主要的市场均设有代表处（见地图）。

我们的国际贸易代表在世界各地推广佐治亚州，吸引国际投资，并

协助本州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佐治亚州经济发展署国际贸易部为本地企业的成长提供很多专业的

免费服务，包括市场分析、出口市场的核心人脉拓展、以及介绍高

性价比的国际贸易机会等。

• 全球视野 – 提供出口贸易、行业特定和国家特定的数据指导

等知识。他们的服务包括调研，出口培训，咨询，市场评估，

以及建立当地伙伴关系等。

• 全球对接 – 通过国际和国内的贸易展、贸易代表团、访问佐

治亚州的国际采购团、进出口介绍会、商业合作伙伴的认证，

以及贸易机会通讯（Trade Opportunity Alert）等，将佐治

亚州的供应商与国际买家对接。

企业拓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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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J. CAVAGNARO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ADEDGE WATER TECHNOLOGIES

“ 佐治亚州经济发展署国际贸易

团队拥有最好的专业精神和职业操守。 

佐治亚州经济发展署是 AdEdge 

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国家及地区取得成功

的关键因素。 我们很幸运有这样一个

卓越的团队
与我们一道拓展国际市场。”

佐治亚州国际代表

巴西 以色列

加拿大 日本

智利 韩国

中国 墨西哥

哥伦比亚 秘鲁

欧洲 英国和爱尔兰



佐治亚州致力于为全州的小型企业提供服务。 为了确保佐治亚州成

为美国最适合小型企业经营的州，在就职首日的第一份行政命令

中，州长 Brian Kemp 就成立了“佐治亚人民优先委员会”，以审

查并优化各项州内的法规、政策和程序，从而提升对州内小企业的

支持效率。 该委员会已经提交了其其研究报告。州议会将对小企业

的需求来开始立法过程。详情请访问 Georgiansfirst.georgia.gov

每年，佐治亚州经济发展署和佐治亚州经济发展委员会(GEDA) 会

在一起评选该年度最卓越的、独特的且有影响力的小企业。通过佐

治亚州小企业之星（The Georgia Small Business ROCK STARS ）

评选，越来越多的，在各个行业具有创新精神和快速发展的小企业

被发掘出来。

佐治亚州的小型企业只要符合资格，就有可以从本手册中的许多激

励措施中获益。 Georgia.org/SmallBusiness 提供了各种小型企业

发展所需的资源，包括启动，成长，融资，联系和创新等。

创新中心

创新中心（COI）是佐治亚州独有的，促进商业创新的主要资源。 

佐治亚州共有五个创新中心。在其支持下，佐治亚州的企业可以很

容易地将新的想法和技术转化为具有商业可行性的产品与服务，得

以参与全球市场上的竞争。 作为佐治亚州经济发展署的一个部门，

这五个独立的创新中心在全州范围内运作。

“发现自己企业的痛点，找到

真正阻碍我们发展的问题所在，

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 总有一些地方，

创新中心可以帮到您来

增长您的业务！”

2020 年的“佐治亚州小企业之星”获奖企业，由左至右：  Southern Baked Pie Company, 

Gainesville; Hatchworks Technologies, Chamblee; Blackhawk Fly Fishing, Clarkesville;  

High Road Craft Brands, Marietta

小企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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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创新中心，佐治亚州的企业可以获得：

• 专业而精湛的行业技术知识

• 新产品的开发与市场化协助

• 开拓性的研究和协作渠道

• 商业、学术和政府伙伴关系

航空航天      能源科技        信息技术          物流          先进制造

JESSICA LITTLE 
CO-FOUNDER  

SWEET GRASS DAIRY

http://Georgiansfirst.georgia.gov
https://www.georgia.org/small-business


佐治亚州经济发展署  Georgia Depart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75 Fifth Street, NW, Suite 1200  |  Atlanta, Georgia 30308 - USA  |  +1(404)962-4000  |  

www.GeorgiaBusines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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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治亚州是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佐治亚州经济发展署的专家团队不仅仅提供入驻和拓展的服务，我们在这里帮助您的企业

成长并取得成功。我们很荣幸能够向您介绍佐治亚州的经济环境和各种投资奖励政策，并

期待在佐治亚州为您的企业提供选址、培训员工、出口协助等服务。

      联系人：佐治亚州经济发展署中国事务执行总监 佐治亚州经济发展署官方微信

徐思行 女士

美国办公室电话：+1(404)962-4081

电子邮件：sxu@georgia.org

个人微信：Snapyjacky_5

www.georgiabusines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