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克郡拥有超过625家国际公司，
为贵公司的成长奠定基础。 

•  多家国际航班 -  
  伦敦、巴黎、多伦多

•  1 小时飞往纽约市、 
   亚特兰大、华盛顿特区

•  每日航班到芝加哥、 
  旧金山、洛杉矶、 
  西雅图、迈阿密

•  货柜车3 小时到诺夫 
  克港(Norfolk)、 
  威尔明顿港 (Wilmington) 
      和莫雷黑德市港 
  (Morehead City)

生活质量交通便利 经济 人才

• 第93号自由贸易区

• 美国专利增长最快 
 第二名 

• 近五年来并购项 
 目金额超过92 
 亿美元

• 顶尖研究性大学 
 花费的研发费超 
 过二十亿美元

•在美国受教育程度最
 高的城市中排名第二

•三所一级研究性大学： 
 北卡罗莱纳大学、 
 杜克大学、 
 北卡州立大学

• 175,000 名学生就读顶尖研 
 究性大学，其中国际学生 

2,000多名

• 12 所学院位于维克郡

•一半人口拥有本科或以上学历

• 175,000 多名在国外出生的居民

• 每天有63 名新居民迁入； 
 其中 9名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

• 最理想的居家场所

• 发展最快的大都市

Raleigh-Wake.org/International 
@RaleighWake 

本手册的翻译由博辰东
方语言文化公司提供

维克郡经济发展委员会



罗利 - 达勒姆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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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奎 - 瓦赖纳市

凯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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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区研究园

参阅背面，
查看该地区每家公司的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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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及生产工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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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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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业 (34)

使用清洁能源的产品,

位于三角区研究园的国际企业
业务规模显著的企业



位于三角区研究园的部分国际企业名单
先进制造业
法国Air Liquide 美国分公司|威尔森市
加拿大Airboss橡胶|维克森林市
日本味之素北美公司|罗利市
法国阿科玛公司|凯瑞市
日本爱信AW株式会社北美分公司|达勒姆市
印度雅阁医疗有限公司|达勒姆市
以色列阿达玛公司|罗利市
法国Arbiom公司|达勒姆市
日本阿斯特拉斯制药公司|艾派克市
印度阿拉宾度制药公司|达勒姆市
德国博世包装服务有限公司|罗利市
德国比埃勒汽车公司|莫里斯维尔市
日本CBC 美国分公司|凯瑞市
墨西哥Cemex材料公司|威尔森市
英国城市电力公司|凯瑞市
德国多玛美国公司|达勒姆市
日本卫材公司|达勒姆市
德国汉森水泥|霍利斯普林斯市
日本JUKI自动化系统控股公司|莫里斯维尔市
日本凯恩斯美国公司|罗利市
日本神户钢铁美国控股公司|罗利市
加拿大利纳马锻件|威尔森市
德国曼胡默尔集团|罗利市
日本Master-Halco公司|克莱顿市
英国摩根高级材料有限公司|罗利市
法国耐克森美国公司|富奎 - 瓦赖纳市
法国Norandex配送公司|罗利市
日本冈谷美国公司|莫里斯维尔市
日本欧姆龙电子元件|罗利市
以色列Palziv北美有限公司|路易斯堡
英国Panaz美国有限公司|罗利市
德国施迈茨有限公司|罗利市
以色列Shalag Nonwovens科技|牛津市
日本岛津科学仪器公司|达勒姆市
德国西门子工业|达勒姆市
德国西门子电力传输与配送|温德尔市
瑞士 Skan 美国公司|罗利市
瑞士Stromasys 工程|罗利市
日本住友商事|维克森林市
中国视觉纺织美国公司|凯瑞市
德国福伊特公司|威尔森市
日本YKK美国公司|罗利市

清洁科技
瑞士ABBA公司|罗利市
瑞士布勒公司|凯瑞市
中国明阳风电美国公司|罗利市
法国施耐德电气楼宇美国公司|莫里斯维尔市
法国施耐德电气美国公司|罗利市
日本住友电工光波公司|达勒姆市

消费品与服务
德国阿尔迪公司|达勒姆市
英国联盟电子公司|罗利市
以色列音频代码公司|莫里斯维尔市
墨西哥Bar-S 食品公司|罗利市
法国布莱斯建设公司|维克森林市
英国BP产品北美公司|扬斯维尔市
日本佳能美国公司|达勒姆市
加拿大CCL标签美国公司|罗利市
中烟国际|罗利市
英国康柏集团美国公司|达勒姆市
英国弗格森企业|卡尔伯罗市
日本藤仓美国公司|罗利市
德国汉高公司|凯瑞市
日本柯尼卡-美能达商务解决方案美国公司| 
  莫里斯维尔市
英国梅里亚公司|富奎 - 瓦赖纳市
中国东软公司|莫里斯维尔市
日本松下美国公司|达勒姆市
以色Radware公司|列凯瑞市
墨西哥混合混凝土公司|卡尔伯罗市
法国红色风暴娱乐公司|凯瑞市
日本理光美国公司|凯瑞市
加拿大粉碎技术美国公司|艾派克市
中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克莱顿市
英国施蒂费尔实验室|达勒姆市
日本东芝美国商务解决方案公司|莫里斯维尔市
瑞士泰科电子|富奎 - 瓦赖纳市
加拿大Vidir公司|艾派克市
中国中兴公司|莫里斯维尔市

生命科学
德国巴斯夫公司|霍利斯普林斯市
德国巴斯夫植物科学公司|达勒姆市
德国拜耳作物科学|克莱顿市
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达勒姆市
英国奇尔特恩国际|凯瑞市
印度Cirrus制药公司|莫里斯维尔市
加拿大作物生产服务公司|普林斯顿市
日本富士 Silysia 化工|达勒姆市
日本富士胶片Diosynth生物科技美国公司| 
  莫里斯维尔市
英国葛兰素公司|三角区研究园
中国红烯生物技术|三角区研究园
中国Makhteshim Agan作物公司|罗利市
加拿大Medicago公司|达勒姆市
英国MedPharm公司|三角区研究园
德国Merz公司|罗利市
瑞士诺华疫苗和诊断公司|霍利斯普林斯市
瑞士山德士公司|威尔森市
德国西门子医药公司美国分公司|凯瑞市
法国索迪斯公司|艾派克市
瑞士先正达作物保护公司|三角区研究园
瑞士Tecan美国集团|莫里斯维尔市
加拿大Valeant制药国际|达勒姆市

专业服务
英国AON公司|罗利市
法国AXA 顾问公司|南派恩斯市
瑞士信贷美国分公司|莫里斯维尔市
德国银行全球技术公司|凯瑞市
日本电通安吉斯英国公司|凯瑞市
德国科德宝集团|莫里斯维尔市
日本富士通北美公司|扬斯维尔市
英国吉凯恩集团|达勒姆市
英国吉凯恩货运服务|莫里斯维尔市
印度HCL美国公司|凯瑞市
英国ICAP能源公司|教堂山市
中国远望谷公司|罗利市
瑞士Kuehne + Nagel公司|罗利市
中国联想集团|莫里斯维尔市
德国Lincare 公司|凯瑞市
加拿大巨石有限公司|维克森林市
日本快递美国公司|莫里斯维尔市
英国Premier 研究|达勒姆市
加拿大RBC财富管理|罗利市
加拿大 Stantec 建筑设计|罗利市
加拿大 Stantec 咨询服务公司|罗利市
加拿大汤森路透公司|罗利市
瑞士瑞银金融服务公司|教堂山市
法国威立雅运输服务公司|罗利市 
日本玉森物流美国公司|莫里斯维尔市

资源/教育
中国卡罗莱纳中文学校|罗利市
德国卡罗莱纳儿童学校|凯瑞市
中国博辰东方语言文化公司|罗利市
北卡中美生物科技协会|三角区研究园
中国北卡华人联合会|凯瑞市
中国旅美科技协会北卡分会|凯瑞市
墨西哥领事馆|罗利市
美国南北卡州华人工商总会|三角区研究园
日本美国学会|教堂山市
日本文化交流协会|罗利市
北卡日本文化中心|罗利市
北卡华人企业协会|罗利市
洛丽中文学校|罗利市
罗利日语学校|罗利市
法国 SKEMA 商学院|罗利市
以色列勒纳学校|达勒姆市
三角区华美协会|凯瑞市
三角区英美商业委员会|凯瑞市

对于希望在美国创立或增强商务发展的国际企业来说， 
维克郡是一个理想的地点。请登陆raleigh-wake.org了解更多资料。

Asian Culture & Language Authority 

Translation Services Provided by

维克郡经济发展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