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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治亚州的食品加工行业
美国东南部的粮仓
佐治亚州的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其食品和饮料加工业蓬
勃发展、方兴未艾。
各种规模的食品加工企业正在将各种产品源源不断地从佐治亚州运输
到美国各个地方。以佐治亚州为基地，企业可以快速有效地覆盖美国
东南部市场。美国东南部地区是北美洲发展最快的地区。到2030年，
随着美国东南部地区的人口预计将从8,000万增加到9,800万，将占美
国人口的27%，作为美国东南部地区核心的佐治亚州，将愈发重要。



2,625个
2014-2019年，食品加工行业

新创造的就业机会
数据来源：佐治亚州劳工署, 2020

197个
2014-2019年，食品加工企业

新建或扩建的生产设施 
数据来源：佐治亚州劳工署, 2020

1,586家
食品加工企业

落户在佐治亚州 
数据来源：BusinessWise and 

Gazelle, 2020

130亿美元
食品和纤维类产品为

佐治亚州带来的直接经济贡献 
数据来源：AG Snapshots, 2021

#3

#2

肉鸡、花生#1

佐治亚州在全美
食品行业的排名

棉花、碧根
果、西瓜

灯笼椒、蓝莓、
黄瓜、桃子

最近在佐治亚州投资的食品加工企业

74个 新的就业机会
2,500万美元 投资金额

2021年

250个 新的就业机会
320万美元 投资金额

2021年

40个 新的就业机会
2021年

750个 新的就业机会
2020年

100个 新的就业机会
1.25亿美元 投资金额

2020年

250个 新的就业机会
2,000万美元 投资金额

2021年

400个 新的就业机会
3,700万美元 投资金额

2020年

100个 新的就业机会
3,420万美元 投资金额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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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的食品加工业
佐治亚州的食品加工行业包括了许多在世界上耳熟能详的品牌。

可口可乐公司和福来鸡（Chick-fil-A）都是诞生于佐治亚州的企业。 
Flowers Foods、Fieldale Farms、Mexican Foods等食品企业的总部都位
于佐治亚州。Wrigley、卡夫食品、Chicken of the Sea、Hillshire Brands 
等著名食品品牌都在佐治亚州建设有主要的生产设施。Frito-Lay 最大的工
厂就在佐治亚州的Perry市。星巴克第一座生产速溶咖啡的工厂就位于佐治
亚州的 Augusta 市。在过去10年间，著名食品品牌 King’s Hawaiian 在佐
治亚州 Oakwood 市的工厂的运营体量已经翻了一倍。

在过去10年里，有293家食品加工企业在佐治亚州新建或扩建其生产设
施，总投资额将近48亿美元。

饮料行业多年的领导地位
佐治亚州在饮料行业有着不可撼动的领导地位。

除了享誉世界的可口可乐公司，还拥有许多著名的饮料品牌在佐治亚州建
设了主要的生产基地：Buffalo Rock、百事可乐、Shasta Beverages、星
巴克等。

全球最大的两个啤酒品牌 Anheuser-Busch 和 MillerCoors 在佐治亚州都有
主要的生产设施。佐治亚州也有许多备受消费者欢迎的本地精酿啤酒品
牌：SweetWater、Terrapin Beer Co.、Creature Comforts Brewing 
Co.、Monday Night Brewing、Reformation Brewery、Red Brick Brewing 
Co.等。饮料灌装厂和分销商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 DS 
Services、Niagara Bottling、Premium Waters、 CCDA Waters 等。从灌
装厂到葡萄园、葡萄酒庄，佐治亚州的整个饮料行业正在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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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家喻户晓的食品品牌的总部位于佐治亚州，
我们期待您加入这个大家庭！

更注重环保的绿色农业
凭借佐治亚州发达的供应链和物流网络，食品企业可以从容地优化其生产周期。
佐治亚州也拥有美国东南部最大的立体农场。

• Kalera 是全美发展速度最快的立体农场之一，
是控制气候变化与栽种科技领域的领军企业。
在2021年，Kalera 在佐治亚州的 Forest Park
市投资建设了一个迅速增长的生产设施。

• 这个农场面积高达77,000平方英尺（约7,154
平米）的，是美国东南部最大的立体农场，每
年可以生产超过1,000万株生菜。

• 通过佐治亚州高效的物流网络，Kalera 可以缩
短为全美的零售商和批发商的供货运输时间，
从而着保证了产品在送达时保持新鲜状态。

• 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Pete’s 公司，是一家历史悠久的温室农业
企业。近期，Pete’s投资了1,800万美元在佐治亚州 Warner
Robins 市建立了其位于美国东海岸的第一个环保温室农场。

• Pete's 公司将利用这个面积达24英亩（约97,125平米）的温室农
场来满足其零售和食品加工合作伙伴日益增长的需求。多年来，
佐治亚州一直是农业科技和可持续农业的领导者。与传统的农场
相比，生产相同数量的产品，这个温室农场可以减少90%的土地
与水的消耗。

• Pete’s 的CEO Brian Cook 分享道：“在佐治亚州建设这个新的温
室农场是实现我们战略拓展的关键一步。我们的目标是让美国东
南部的消费者有机会吃到产自本地的、干净且环保的绿色蔬菜。”



8

佐治亚州的物流行业
让货物运输更快、更有效率
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佐治亚州拥有得天独厚的物流基础设
施，可以无缝连接海陆空的交通运输
网络，也是北美光缆的主要节点。发
达的交通与信息网络使得佐治亚州的
企业拥有巨大的竞争优势，可以从容
地覆盖北美及全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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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客运量最大最高效的客运机场

• 连接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个国际机场

• 北美排名第12位的货运机场，每年的货运量超过65万吨

• 3个货运中心，超过2亿平方英尺（约1,858万平米）的仓库面积

空中运输
亚特兰大哈兹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
Hartsfield-Jackson Atlanta International Airport

• 美国东南部最长的铁路网络，超过5,000英里（约8,047公里）

• 拥有2家一级铁路运营商：CSX 和 Norfolk Southern，以及24
家短程铁路运输服务商

• 拥有北美地区最大的单一铁路站台

铁路运输

• 全美名列前茅的州际高速公路网络将佐治亚州与其他15个州连
接起来

• 2条南北向纵贯美国的州际高速公路：I-95 和 I-75

• 4条东西向横贯美国的州际高速公路：I-20、I-85、I-16 和
I-59

• 总长1,200英里（约1,931公里）的州际高速公路

• 超过2万英里（约32,186公里）的州内高速公路和联邦公路

公路运输

• 是北美洲出口量最大的港口，也是美国运输量排名第三的，且
发展最快的集装箱港

• 占地面积达1,345英亩（约5.5平方公里）的花园城市码头是北
美地区最大的单一集装箱码头，一级铁路运营商 CSX 和
Norfolk Southern 的铁路直铺到码头

• 佐治亚州港务署为货主提供多式联运集装箱的实时信息服务，
货主可以实时查询货物从卸船到运输完成的全过程

• 通过 I-95 和 I-16 州际高速公路，货物可以从码头直接运输到
美国内陆地区

海运
萨凡纳港  Port of Savan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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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治亚州港口

佐治亚州机场

州际高速公路

萨凡纳港

布朗斯维克港

阿巴拉契亚内陆港

亚特兰大



• 佐治亚州港务署在 Colonel’s Island 的码头建设
了第四个滚装船泊位，主要用于汽车的进出口

• Mayor’s Point 码头为林木产品提供了仓储和进出
口服务

• 由 Logistec 公司运营的 East River 码头负责运
输大宗商品，包括木质颗粒燃料、花生壳颗粒燃
料、矿砂等

• 从码头可以无缝连接铁路和 I-95、I-16和 I-10
州际高速公路

布朗斯维克港  
Port of Brunswick

• 为快速服务和电子物流系统提供高效的通关、装
卸与仓储服务方案

• 拥有CSX 独家运营的388英里（约625公里）长
的铁路，直接连接萨凡纳港的花园城市码头

• 为集装箱卡车提供了专用装卸通道，可以将货物
从佐治亚州、阿拉巴马州、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
直接运送到萨凡纳港的深水码头

• 提供进出口货物的多式联运服务

阿巴拉契亚内陆港 
Appalachian Regional Port

物流行业的创新

佐治亚州致力于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物流需求而不断创造
新的解决方案。例如，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是第一个使
用“空运社区系统”（Air cargo community system，简
称：ACCS）的国际机场，将货主、航空公司、卡车公
司、进出口商、地面运输公司、货运服务商和机场相关
部门的全部通信实现了电子化。这个系统减少了数据的
重复输入和文件的数量，降低了物流的整体成本，从而
提升了航空货运的运营效率和准确率，并有助于对整个
供应链进行更好的规划。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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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存储
专用的冷链存储设施
对于食品加工行业至关重要
在冷冻商品和需要温控的商品物流领域，佐治
亚州拥有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佐治亚州拥有
67个冷链存储设施、1.89亿个立体温控存储空
间（以1立方英尺 - 约0.3立方米为单位）。佐
治亚州的冷藏存储能力在美国排第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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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前五大冷藏
仓储企业中，有
两家的总部位于
佐治亚州

全球前五大冷藏
仓储企业中，有
四家在佐治亚州
有物流设施

佐治亚州的冷链资源

全球顶尖的第三方
物流供应商(3PL)

中，有85%在佐治
亚州开展业务

• 拥有美国最大的港口冷藏货物运
输设施，包括119个可持续供电的
冷链集装箱存储架，能够一次存
放 2,856 个冷链集装箱

萨凡纳港  
Port of Savannah

• 为货主提供就近存放易腐烂物品的
冷冻存储设施。也是美国东南部唯
一获得美国农业部批准的，拥有甲
基溴替代品的冷处理能力的机场

• 达美航空为易腐烂物品提供机场内

的存储设施

亚特兰大国际机场

Hartsfield-Jackson Atlanta 
International Airport

Agile Cold Storage

在2020年10月份，Agile Cold Storage宣布
投资超过6千万美元，在佐治亚州建设两个
全新的，面积达14万平方米的半自动冷藏
库。Agile Cold Storage 向北美洲主要的食
品生产加工企业和农场主提供温控仓储服
务。由于佐治亚州在冷链物流设施上持续的
巨大投入，加上其发达的空运、海运、铁路
和州际高速公路运输网络，佐治亚州的食品
加工企业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

“当我们在美国东南部寻找合适的地点来建设两个新的冷冻
库时，佐治亚州凭借其无可比拟的优势，脱颖而出。佐治
亚州拥有各类别的食品加工企业、大量的温控物流设施，
以及世界一流的萨凡纳港，这些都是吸引我们的地方。”

- Don Schoenl，Agile Cold Storage 总裁兼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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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与
人才培养
一流的劳动力资源
佐治亚州的劳动力资源助力其在食品行业保持领先地位
一个企业的成功离不开招聘、培训和留存高质量的人才。佐治亚州
政府将劳动力培训、招聘和人才教育放到重要的位置。无论是本地
的企业，还是刚入驻的企业，都会被佐治亚州510万多样化的劳动
力资源所吸引。佐治亚州有着全美最好的劳动力培训计划和美国东
南部规模第二大的劳动力市场。这也是为什么佐治亚州在《区域发
展杂志》2020年的评选中，获得“全美最具竞争力的劳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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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启动”培训计划（Quick Start Training）
连续多年在美国的劳动力培训领域中排名第一，佐治亚州的“快速启动”项目是一个专门为符合条件的佐治亚州企业量
身定制的劳动力培训计划。一家在佐治亚州投资的企业，如果创造了足够的就业机会，就可以得到这个免费的服务。
针对食品加工企业的需求，“快速启动”计划覆盖了生产、运营和分销等环节。“快速启动”计划保证了企业员工能够了
解最新的食品安全标准，并掌握食品生产所必要的技能，如混合搅拌、巴氏消毒、采样测试、更换程序、冷冻、烹
饪、发酵、煎炸、烘烤等。

根据每个企业的不同需求，培训计划可以包括：

• 危害分析和临界点控制
（HACCP）概述和标准

•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的要求

• 文档系统

• 卫生要求

• 搅拌、罐装、巴氏消毒、加
注、包装、贴标等

• 刀具维护

• 烘烤和烹饪

• 控制面板指南

• 更换程序

• 原料测试
• 机器人操作

• 精密制造

• 讲师培训

Sugar Bowl Bakery
2020年3月份，在美国知名的由少数族裔经营的面点企业 Sugar Bowl 
Bakery 在佐治亚州的 Tucker市建立了其东海岸的第一个工厂。从2020年到
2025年期间，Sugar Bowl Bakery将给这个项目投资3,700万美元，创造400
个新的就业机会。佐治亚州“快速启动”计划已经开始帮助 Sugar Bowl Bakery 
招聘并培训其新员工，包括了烘培管理、生产、质检、维修、仓储和消毒等
职位。

“Sugar Bowl Bakery在佐治亚州Tucker 市的投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我们的客

户。” Sugar Bowl Bakery的联合创始人兼CEO Andrew Ly分享道，“36年

前，我们兄弟几个人在旧金山开创了这家企业，来实现我们的美国梦。尽管

我们的业务不断地增长、转型，我们的目标一直没有变，也就是让消费者从

美食中感受快乐！在佐治亚州的投资，是实现我们的目标的关键一步！”

人才储备
佐治亚州的大学和学院为蓬勃发展的食品加工行业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佐治亚州的人才储备包括了80所国家认证的公
立与私立的大学和学院，拥有88个校区的22所工程技术学院，包括了600多个网上学习课程，以及范围更广的、有针对
性的短期认证培训项目，包括自动生产技术、机器人操作、电气控制等内容。

佐治亚州食品行业就业分布
64,487
  1,628
  1,073
  2,057
  1,585
    673
37,983
    691
 9,959
 8,838

食品生产 
动物食品生产  
谷物和油籽加工 
糖和糖果类产品的生产  
水果、蔬菜的保鲜和相关食品的加工 
奶制品的生产  
牲畜屠宰加工  
海鲜产品的处理和包装  
面点和玉米饼的生产 
其他食品生产  

数据来源：JobeEQ 2020年第二季度就业统计，基于前4个季度的移动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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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创新
适合创新的生态环境
行业发展的关键
对于研究型的企业，佐治亚州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地方了！佐治亚州多年来对于创
新的投入，已经形成了包括企业创新中心、研究型大学、投资者和初创企业的完整
的生态系统。

佐治亚州的研究型大学 – 每年用于研发的公共和私人经费高达20亿美元 – 与佐治
亚州研究联盟（Georgia Research Alliance，简称：GRA）紧密合作，是美国大学
研究的成功样板。佐治亚州的研究型大学拥有世界知名的科学研究中心，吸引了来
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在食品安全和加工领域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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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的科研资源
佐治亚州领先的科研资源是其食品加工业成功的基础！

佐治亚大学食品安全中心

是这个行业的领导者。不断研发新的技术，来检测、控制并减少食品中会导致疾
病的微生物和毒素。

佐治亚大学食品创新与市场化中心

在食品开发和加工领域，为创业者和企业提供创新的想法与技术。中心建有三个
不同的可控环境的环境实验室，其现代化的、规模适当的设备都可以为研究项目
提供支持。

佐治亚理工大学食品加工技术系（FPTD）

通过推广先进影像和传感器技术，以及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来提升食品的质
量，并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创新之路
为了开拓新的市场，奶制品厂家Sweet Grass Dairy 的CEO 
Jessica Little 来到佐治亚州经济发展署创新中心（Centers 
of Innovation，简称 COI）寻求帮助。COI 帮助这家企业联
系到了行业的专家，并为其市场拓展制定了有效的计划。

Sweet Grass Dairy 有能力提升奶酪的产量以销往新的市
场，但是与佐治亚大学“产品货架寿命”的研究项目合作之
前，奶酪产量的提升并未给这家企业带来销售额的增长。
为了协助其达到其业务目标，COI将佐治亚大学食品创新中
心（UGA FoodPIC）介绍给Sweet Grass Dairy，并帮助双
方开始了一个新的研究项目。该项目对 Sweet Grass Dairy
的四种奶酪产品进行研究，来找到最合适的货架存储时间
和包装方法，从而在其运到目标市场的时候，依然能够保
持产品的最佳质量。

这个博士研究项目帮助企业了解了如何科学地规划产品的
生产、存储和运输，以保证其奶酪产品的质量与口感。这
给了企业更多的信息与信心开拓新的市场，最终，也给企
业的销售带来了明显的增长。对此，Sweet Grass Dairy 
的CEO Jessica Little不无感慨:“这个FoodPIC的研究项目
不仅让我们对现有的货架时间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开拓
了我们的思维，为不同的市场来制定合适的产品货架时
间。通过延长奶酪的货架存储时间，我们有机会覆盖更远
地区的市场，甚至是国际市场。”

在COI的帮助下，Sweet Grass Dairy通过与佐治亚大学的
专家的合作，成功地将其奶酪产品销售到美国40多个州，
并出口到亚洲市场。通过为Sweet Grass Diary配置合适的

资源，COI为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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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治亚州的优势
美国最佳经商之州
友善的经商环境
包容合作的文化与稳定可靠的政策造就了佐治亚州多样化的经济结构。友善而高效的商业架构、世
界领先的研究中心，以及政府、本地经济发展机构与企业精诚协作的伙伴关系，都是吸引世界各地
企业家的重要因素。在2014- 2020年间，《区域发展杂志》（Area Development）连续7年将佐治
亚州评为“美国最佳经商之州”，而《选址杂志》（Site Selection）则更是在2013-2020年间，连续
8年将“美国最佳商业环境”的桂冠授予佐治亚州。稳定而亲商的金融与监管环境是佐治亚州多年名
列前矛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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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抵免政策

就业机会税务抵免

对于新入驻的企业或现有企业在佐
治亚州拓展业务，只要为本地创造
了新的就业机会，就有可能获
得“就业机会税务抵免”。这些税务
抵免政策可以有效地减少企业的营
业税负担，并在一些条件下，可以

降低企业带扣工资税。

研发税务抵免

在一些重要的行业，佐治亚州的企
业所进行的研发投资可以获得相应
的税务抵免。这项税务抵免适用于
企业在其在创新研究上的投资，研
发新产品和生产过程的成本，更新

生产设备的成本等。

投资税务抵免

对于制造型企业和电信行业的企
业，根据企业所在的郡的减税级
别，可以获得投资价值1%-5%的

税务抵免额度。

销售与使用税豁免
为了帮助企业降低营业成本，佐治亚州政府允许企业对于多种设备和服务的采购

免缴销售与使用税。这项税收豁免包括：

• 生产所需要的机械设备
• 维修工业机械所需的零部件
• 生产所需要的原料和包装
• 生产所使用的能源（不包括专门用作教育的能源，通常为1%的税率）

• 物料装卸运输设备
• 污染控制设备
• 洁净室设备

稳定而亲商的政策基础
• 佐治亚州政府在“合作与响应”评分中排名第一 （《区域发展杂志》2014-2020）

• 美国三家主要的评级机构的报告中，佐治亚州连续20多年获得 AAA 评级

• 佐治亚州政府设立了26亿美元现金的紧急备用基金（占年度支出的10%）

• 长期以来，佐治亚州政府一直为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提供税收抵免：“就业机会税收抵免”已经实施了25年，“优质就
业机会税收抵免”和“大额投资税收抵免”已经实施了15年

• 允许企业将一些未使用完的税收抵免余额用于抵扣企业代收工资税

• 佐治亚州的企业所得税很低，在美国排名第七（从低到高排名）。而最新的减税措施、使用单一因素分摊原则、与
联邦政府使用相同的税收代码等亲商政策，都使得佐治亚州更具竞争力

• 佐治亚州的环保审批流程由美国环保署（EPA）统一管理，这大大加快了审批速度

极具竞争力的运营成本
佐治亚州的企业正在享受低成本的红利，这
包括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建设成本、电力
成本和其他的运营成本。得益于其优越的地
理位置和多年来在基础设施上的持续投资，
佐治亚州的企业可以降低其人员交通与货物
运输的成本，并大幅提升效率。佐治亚州的
几个大都市圈的工业和商业房地产成本与美
国其他主要的都市圈相比，具有巨大的优
势。

低工会渗透率
佐治亚州相信“自愿工作”和“工作权”同样重
要，州政府努力将各种对劳工工作的影响降
到最低。相比其他主要的工业州，佐治亚州
的工会比例非常低，极具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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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愿意倾听您的需求！
佐治亚州经济发展署（The Georgia Depart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的食品加工行业团队在各个方面支
持全球领先的食品和饮料企业的运营，包括选址、劳动力培训等。我们经验丰富的行业专家和广泛的行业关系网

络将为您的企业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帮助。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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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办公室电话：+1(404)962-4081

电子邮件：sxu@georgia.org

微信：Snapyjacky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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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佐治亚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