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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是连接中国东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 

■ 长沙是沟通南北方和东西部的交通要道，是三

条国内主要高铁动脉的交会点：南北向的京广

高铁，东西向的沪昆高铁及渝厦高铁（沪昆高

铁将于2014年通车；渝厦高铁将于十二五期间

开始建设） 

■ 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及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

亦是中国中部地区(a)的核心城市之一 

■ 长沙是全国17个区域性物流节点城市之一,临近

沿海发达地区，离香港仅1.5小时的飞行距离，

乘坐高速铁路3小时即可到达香港 

长沙 

国内贸易（以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来体现） 

2,454.7亿元 

物流总额及同比增长率 2万亿元，19.3% 

接待国内游客人次及同比
增长率 

7,989万人次，34.7% 

注释：(a) 中部地区包括湖南省、湖北省、江西省、安徽省、河南省和山西省 
            (b)下表为2012年数据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 2012年长沙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长沙与中国腹地及世界经济紧密相连（b） 

进出口总额 86.9亿美元 

外商直接投资额及同比
增长率 

29.8亿美元，14.4% 

在长沙直接投资的境外
世界500强企业数量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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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2年国内贸易快速增长（以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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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 

比利时， Mons 

韩国，Gumi 

日本， 
Kagoshima 美国， 

Annapolis 

美国，Jersey 

美国， 
Saint 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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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 
Brazzaville 乌干达， 

Entebbe 

新加坡， 
Chua Chu Kang 

澳大利亚，
Auburn 

巴西， 
 Francisco Beltrao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2012年长沙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长沙市统计局网站 

 
长沙市及其全球友好城市位置示意图 

年均复合增长率：13.9% 年均复合增长率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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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跨国企业已选择
长沙以进入中国 

欧洲 北美 
■ 美国花旗集团 
■ 美国麦当劳 
■ 美国思科 
■ 美国百事 
■ 加拿大麦格纳国际 
■ 美国霍尼韦尔 

日韩 

■ 日本丸红 
■ 日本三菱重工 
■ 日本住友株式会社 
■ 日本伊藤忠 
■ 日本电气 
■ 日本铃木 

■ 日本丰田 
■ 日本日立 
■ 日本三井物产 
■ 日本富士通 
■ 日本邮船 
■ 韩国三星 

其他国家和地区 

■ 香港和记黄埔 
■ 香港怡和洋行 
■ 香港华润 
■ 台湾鸿海科技 

投资长沙的世界 

500强(a) 及
来自投资者的评价 

■ 法国家乐福 
■ 英国汇丰 
■ 卢森堡米塔尔 
■ 德国大众 
■ 德国麦德龙 
■ 德国博世 

■ 德国西门子 
■ 芬兰诺基亚 
■ 法国达能 
■ 意大利菲亚特 
■ 比利时百威英博 
■ 法国威立雅环境 

“长沙有很多工程机械类
企业在考虑出境投资，例
如到非洲等地区。我们有
机会为这些企业提供相关
的专业服务” 

渣打银行 
长沙分公司管理层 

“长沙的区位辐射优势较
明显，有良好的汽车产业
基础，交通和物流也很便
捷，这些是我们选择长沙
的重要原因” 

上海大众 
管理层 

注释：(a)截至2012年底，在长沙直接投资的境外世界500强企业共计49家，本页只列出了部分企业的名单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 中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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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竞争力提升 
速度最快的第四位城市”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2012中国十佳 
   宜业城市” 

“中部最佳商业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 

《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2年 

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 ，
2012年 

《福布斯》中文版， 
2012年 

中央宣传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
委员会办公室，2012年 

⋯或更广泛市场
的基地 

© 2013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
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中国印刷。 
毕马威的名称、标识、和“cutting through complexity”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注册商标。 



5 ︱长沙：进入中国市场的基地 
 

© 2013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
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中国印刷。 
毕马威的名称、标识、和“cutting through complexity”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注册商标。 

进入快速增长的长沙当地
市场和中国区域市场 

分享成本优势， 
建立生产或服务基地 

建立与长沙市产业链
的协同效应 

长沙及中部地区的消费市场不断快速增
长，在中国有重要的地位，例如： 

■ 长沙及湖南省201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
达到2,454.7亿元和7,854.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5.7%和15.4%，增速都高于全国平均值14.3% 

■ 长沙及湖南省城镇居民201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达到30,288元和21,319元，同比分别增长
14.5%和13.1%，增速都高于全国平均值12.6% 

■ 长沙所直接辐射到的中国中部地区(a)覆盖约
3.61亿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28% 

长沙在人力及运营成本上相比沿海地区低
10%或更多 

■ 长沙已成为沿海地区企业为控制成本而进行战
略转移的目的地之一 

‒ “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相比较，长沙市
较低的人力成本有效地为企业提供了成本优
势，从而使企业有机会获得较高的利润空
间”——金谷外包管理层 

■ 长沙的人力成本比沿海地区要低10%或更多 

‒ 长沙市2012年职工月平均工资为2,900元人民
币，比主要沿海城市（b）的相同指标要低10%
或更多 

长沙的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文化
创意等产业有较完整的产业链，可为相
关产业的企业提供协同发展机会 

■ 得益于长沙较完善的汽车产业链，广汽集团
在长沙投资设立广汽菲亚特后，又与三菱成
立了在长沙的合资公司 

‒ “长沙较完整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和良
好的投资环境，使得其很可能成为我们
‘大广汽’的第二基地”——广汽集团管
理层 

■ 湖南卫视在国内的广泛收视率和较大影响
力，促进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创意企业到长沙
投资与其合作，例如淘宝网于2009年与湖南
卫视组建跨媒体的合资子公司 

 

这些跨国企业利用长沙的
优势来实施其发展战略 

注释：(a) 中部地区包括湖南省、湖北省、江西省、安徽省、河南省和山西省； 
            (b) 例如南京、苏州、杭州、福州等 
资料来源：长沙商务局；中商情报网；湖南省统计局；百度百科；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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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长沙百事管理层访谈；湖南英博管理层访谈；博世长沙管理层访谈 

进入快速增长的长沙当地市场和中国区域市场 

长沙百事 长沙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 长沙百事是由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于2005年
在中国设立的第20家灌瓶厂，2009年公司整体经营
业绩在百事中国地区名列前茅，员工人数近千人 

■ 目前长沙百事碳酸饮料的产能约为4,400万标箱，
主要面向湖南省内，其中长沙是百事最重要的市场 

 

“长沙的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为长沙

百事的产能扩张、产能利用率的提高

提供了保证”  

“在金融危机大环境下，长沙百事的

销售得到持续增长，得益于长沙较强

的消费能力” 

长沙百事 
管理层 

“英博的产品销售主要通过公路运

输，当地便捷的交通与低廉的运输成

本使产品销售畅通无阻” 

“为帮助我们招聘技能型人才，政府

还为我们提供了住房补贴等引进人才

的优惠措施” 

湖南英博 
管理层 

分享成本优势，建立生产或服务基地 

湖南英博 湖南英博白沙啤酒有限公司 

■ 百威英博是全球领先的酿酒制造商,也是全球五大
消费品公司之一； 湖南英博是百威英博在中国的
30多个工厂之一，于2008年成立于长沙 

■ 目前湖南英博在职员工约300人，年产能约18万吨 

“我们的长沙研发中心正在研发多种

本地化产品，以便和当地产业链更好

合作” 

“长沙的航空运输、铁路运输和公路

运输都比较方便” 

博世长沙 
管理层 

建立与长沙市产业链的协同效应 

博世长沙 博世汽车部件（长沙）有限公司 

■ 博世长沙是于2004年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主要进
行汽车部件、汽车电子设备系统的研发、生产、应
用和销售 

■ 博世长沙2012年在长沙投资人民币7亿元建设研发
中心，以加强研发汽车零部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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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一直致力于
增强竞争力 

第1产业 
4% 

第2产业 
56% 

第3产业 
40% 

第1产业 
9% 

第2产业 
42% 

第3产业 
49% 

与10年前相比，长沙的第2产业即工业在
地区生产总值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 

6,399.9 928 

与其他中部地区主要城市的主要经济指标
相比，长沙处在有竞争力的位置（a） 

 

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可支配收入 

亿元 亿元 

注释： (a)所比较的数据为2012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 2012年长沙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长沙市统计局网站；武汉市统计局网站；
郑州市统计局网站；西安市统计局网站；合肥市统计局网站、南昌市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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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可支配收入 同比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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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利用外资 社会零售总额 

与10年前相比，长沙的制造业产业规模增长了超过
10倍，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产业中的支柱地位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 2012年长沙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长沙市统计局网站；武汉市统计局网站；
郑州市统计局网站；西安市统计局网站；合肥市统计局网站、南昌市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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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利用外资 同比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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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率 

2003年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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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亿元 3,05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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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的发展愿景 

主要发展部署 

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 推动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发展 

■ 激活消费、扩大内需 

■ 打造长沙成为国内文化创意中心 

■ 引进及壮大金融机构 

提升城市宜居品质 ■ 加强城区与自然及景观融合发展 

■ 完善交通基础设施 

■ 发展云计算及公共服务信息化等 

■ 推进节能减排 

提升农村发展水平 ■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 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如医疗、金融等 

■ 推动农业工业化、休闲观光农业、 
农产品加工等的发展 

提升人民幸福指数 ■ 加强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 

■ 开发利用历史文化 

■ 增加医疗卫生资源及推动医药卫生体制和公
立医院改革 

提升政府服务效能 ■ 优化投资环境，例如建设保税区、口岸电子
信息平台等 

■ 优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审批事项 

扩大的市场： 

■ 当地市场随着经济发展
及扩大内需而增长 

■ 不断完善的交通有助于
更快响应内陆及境外市
场 

产业投资机会： 

■ 依托现有基础的产业投
资机会，如制造业、物
流、金融、节能环保、
农业、文化创意、医疗
等 

配套环境在完善： 

■ 人才培养和供应可得到
政府支持 

■ 公共服务如通关、行政
审批等更方便 

■ 商务与居住环境在不断
改善 

给投资人的启示 

现代中心城市 国际文化名城 

长沙为实现其愿景进行了部署，
同时也提供了更多投资机会 

资料来源：2012年长沙市政府工作报告；长沙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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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幸福家园 生态宜居之都 

富裕、秀美、 
文明、幸福的 

大长沙 

资料来源：长沙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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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努力建设集群化
的现代产业体系 

工程机械产业有良好的产业基础 

汽车制造业已形成较完整的产业链 

新材料产业聚集度高，在多个领域建立了优势 

文化创意产业形成了多个国内知名企业和品牌 

其他产业也在快速集群化发展 

13 

15 

17 

1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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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 

金融服务 

文化创意 

汽车及零部件 

新材料 

工程机械 

代表性的重点发展产业 
及其2012年工业产值和同比增长率 

新兴产业也趋向于集群化发展 
（以下面四个产业为例（a）） 

服务外包 

现代物流 
1,947亿元， 
6.6% 

311亿元，26.6% 

1,250亿元，20.0% 1,239亿元，19.0% 

工业产值
197.5亿元 

增加值 
231亿元 

业务量 
350亿元 

物流总额 
2万亿元 

注释： (a)所列数据为2012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 2012年长沙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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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机械产业有良好的产业基
础，工业产值占全国的32% 

工程机械产业是长沙主要的支柱产业，混凝土泵机
等产品在国内外具有领先地位 

■ 2012年长沙工程机械产业工业产值达到1,947亿元，同比
增长6.6%，约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4% 

‒工业产值占全国工程机械产业总产值的32% 

■ 主要企业有较强的研发能力，混凝土泵机等多项产品在
行业内具有领先地位 

‒主要企业如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山河智能等企业拥
有数百项国家专利 

‒三一重工研制的混凝土泵车三次创下延伸臂架高度的
吉尼斯世界纪录 

■ 主要企业在不断加强国际化发展 

‒三一重工2012年初收购了德国的普茨迈斯特 

‒中联重科2012年则完成了对意大利混凝土机械企业
CIFA的全资收购 

2015年全产业销售收入目标为 

2,500亿元 

主要企业 

■ 中联重科 
■ 三一重工 
■ 山河智能 
■ 恒天九五 
■ 奥盛特重工 
■ 星邦重工 

■ 飞翼股份 
■ 瑞龙重工 
■ 中立机械 
■ 顶立科技 
■ 协力液压 
■ 中航起落架 

未来主要发展方向包括： 

■ 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配套 

■ 推进自主创新，发展核心技术 

■ 加强国际化合作和拓展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长沙市政府网站；中国行业咨询网站；搜狐网；中国网络电视台网站；长沙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 



长沙：进入中国市场的基地︱ 14 
 

© 2013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
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中国印刷。 
毕马威的名称、标识、和“cutting through complexity”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注册商标。 

代表性产业介绍 

“长沙政府多次积极协助企业解决困难，如
协助我们与电力公司协商，在较短的时间内
为我们解决了电力线路连接的问题，没有耽
误我们的项目进程” 

中航起落架 
管理层 

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起落架”） 

■ 中航起落架成立于2008年，主要从事飞机起落架和全机液压附件生产、国外先进

起落零部件转包生产、叉车油缸和汽车翻转机构等 

■ 除飞机起落架外，结合长沙的工程机械等产业，公司已开发了500多种民用液压产

品，为工程机械、汽车、摩托车、叉车等行业配套，目前产品销往国内29个省市

的300多家大中型企业 

■ 公司目前资产总额已超过13亿元，员工超过3,000人 

投资案例 

资料来源：人民网；中航起落架公司网站；中航起落架管理层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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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产业销售收入目标为 

2,000亿元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已形成较完整的
产业链，可生产6大类整车及零部件 

产业快速增长，已形成覆盖产业链的集群，研发
能力不断增强 

■ 2012年长沙汽车与零部件产业工业产值达到311亿元，
同比增长26.6% 

■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较完整，在汽车设计研发、零部件
生产及整车生产等环节上都有多家企业，集聚效应日益
明显 

■ 产业内研发能力不断增强，包括以下技术能力： 

‒遥控驾驶技术 

‒双向逆变式充放电技术，既可把电网的交流电变成直
流电实现充电，又能把电池里的直流电反向变成交流
电实现放电 

‒DMⅡ代动力技术，控制发电机和电动机两种混合力
量相结合的先进技术 

‒DDCT变速器技术 

 

汽车及零部件设计、研发 整车生产 零部件生产 

长沙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及主要企业 

■ 博世 
■ 卡斯马 
■ 马瑞利 
■ 江森 
■ 住友橡胶 
■ 日立汽车电器等 

■ 上海大众 
■ 比亚迪 
■ 广汽菲亚特 
■ 广汽三菱 
■ 北汽福田 
■ 众泰 
■ 陕汽重卡等 

■ 博世 
■ 立中汽车设计等 

未来主要发展方向包括： 

■ 支持整车发展，推进轿车、越野车、
卡车、专用车项目建设 

■ 增强核心零部件配套能力，加快汽车
电子电器、发动机、车桥和底盘等零
配件发展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长沙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 

轿车、轻中重载货汽车、越野车、专用
车、客车、新能源汽车 

6大类整车及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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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产业介绍 

“长沙作为湖南省的省会，交通便利，公路、
铁路、水路和航空都比较发达，有利于企业
降低物流成本。” 

广汽菲亚特 
管理层 

广汽菲亚特汽车有限公司（“广汽菲亚特”） 

■ 公司成立于2010年，是意大利菲亚特集团和广汽集团共同投资成立的合资企业，

主要业务包括乘用车整车、发动机、零部件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

等 

■ 公司总投资额为50亿元人民币，一期形成年产销14万辆整车的规模 

■ 首款汽车于2012年9月正式上市，并在2个月内就达到了1.2万台的销量 

■ 目前在全国已经拥有113家特约经销店，预计2013年底达到150家经销商和超过200

个的销售服务网点 

投资案例 

资料来源：新浪网；广汽菲亚特公司网站；广汽菲亚特管理层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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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产业销售收入目标为 

1,000亿元 

主要企业 

■ 晟通科技 
■ 金龙国际 
■ 杉杉户田 
■ 蓝思科技 
■ 瑞翔新材 

■ 科力远 
■ 远大住工 
■ 博云新材 
■ 镁镁科技 

未来主要发展方向包括： 

■ 重点发展新能源材料、金属新材料、
先进复合材料和节能环保材料 

■ 扶持住宅工业材料 

■ 推动下一代生物质材料、信息材料、
稀土材料的技术和产品储备 

新材料产业聚集度程度较高，在
金属材料、硬质材料、储能材料
和复合材料等领域具有优势 

长沙的新材料产业保持快速增长，主要产品占有
较高的市场份额 

■ 2012年长沙新材料产业工业产值达到1,239亿元，同比增
长19.0%，约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5.5% 

■ 在金属材料、硬质材料、储能材料和复合材料领域的主
要产品在市场上占据较高的份额，例如： 

‒力元新材料的连续化带状泡沫镍产能约500万平方米，
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商之一 

‒杉杉户田2012年锂电池正极材料销量约5,000吨，是国
内第1、全球第3大厂家 

‒蓝思科技生产的显示屏，装备了全球60%以上的手机、
电脑和数码相机等 

■ 新材料领域有丰富的人才供应 

‒长沙在此领域拥有10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3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5个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 

‒平均每年新材料及相关产业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
1000多人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长沙市政府网站；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人民网；中国投资咨询网；北极星智能电网在线网站；安徽新闻网；新浪
网；长沙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 



长沙：进入中国市场的基地︱ 18 
 

© 2013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
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中国印刷。 
毕马威的名称、标识、和“cutting through complexity”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注册商标。 

代表性产业介绍 

“长沙有色金属矿藏丰富，
可为公司提供良好的原材料
供应” 

镁镁科技 
管理层 

长沙镁镁科技有限公司（“镁镁科技”） 

■ 镁镁科技成立于2006年，主要从事生产和研发各式阀控式铅酸蓄电池以及各式牵

引蓄电池，约有40%的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 

■ 随着业务的扩展，公司已进行数次增资，截至2012年底注册资本达到5300万美元 

■ 公司现有员工约800人，预计3年后将扩展到1500人，未来3年业务收入预计每年有

10-20%的增长 

投资案例 

“长沙地处中国中部地区，本
地及周围省份劳动力丰富，劳
动力成本相对较低” 

镁镁科技 
管理层 

资料来源：镁镁科技公司网站；镁镁科技管理层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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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产业销售收入目标为 

2,000亿元 

未来主要发展方向包括： 

■ 长沙将积极探索“文化+创意”、
“文化+科技”、“文化+金融”、
“文化+旅游”等产业发展新模式，
通过设立创业投资基金、为企业提供
资金扶持、政府引导金融和科技等领
域的企业与文化企业合作等方式，来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在影视传媒、动漫
游戏、新闻出版、演艺娱乐等方
面形成了国内知名的企业和品牌 

长沙文化创意产业活跃，在动漫、电视、出版等
领域有良好的基础 

■ 2012年总产出约为1,250亿元，增加值约为587亿元，占
地区生产总值的9.2% 

‒产业总体规模和增加值占GDP比重在中部省会城市中
均排名第一 

■ 长沙在动漫、电视和出版等领域有良好基础 

‒截至2012年，长沙市动漫产量连续4年居全国第一 

‒ 2012年湖南卫视全天平均收视率位居全国省级卫视第
一名 

‒青苹果数据中心是国内最早的出版数字化企业之一，
年生产能力达200万亿汉字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长沙市政府网站；和讯网；湖南在线网；福建媒体资源网；长沙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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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产业介绍 

“湖南的电视和媒体业等在国内有较强影响
力，我们将整合这些资源和优势，在发展我
们自身业务的同时，在当地参与构建具有生
机活力的移动互联网产业生态” 

拓维信息 
管理层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拓维信息”） 

■ 拓维信息成立于1996年，主要业务包括手机动漫、移动教育和电子商务，目前以

长沙为总部，在全国29个省市设立了分支机构 

■ 拓维信息2008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是国内最早上市的动漫企业之一，并于

2010年成为经文化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认定的中国18家重点动漫企业之一 

■ 公司自成立以来发展迅速， 2012年收入达到4.3亿元，同比增长16.5%；目前在长

沙总部员工已超过1,000人，未来3年内将继续扩大人员规模 

资料来源：拓维信息公司网站；拓维信息管理层访谈 

投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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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产业也在快速集群化发展，
包括生物医药、现代物流、服务
外包和金融服务等 

长沙拥有中西部地区唯一的国家级生物产业基地，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速 

■ 2012年，长沙生物医药产业完成工业总值197.5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31.8%  

■ 未来主要发展方向包括医药、育种和生物制造三大领域，

重点发展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品、医疗器械及设

备、超级稻等粮油作物育种等 

■ 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生物医药产值占全省的三分之

一以上，汇聚了上百家生物医药企业，例如九芝堂、方

盛制药等 

 

 

31.8% 

国家级生物产业基地 2015年产值目标 

500亿元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中国中小企业信息网；长沙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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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现代物流示范城市之一及现代
服务业综合试点城市之一 

长沙是全国17个区域性物流节点城市之一，流通
领域46个现代物流示范城市之一及现代服务业综
合试点城市之一，物流产业快速发展 

■ 2012年，长沙物流产业物流总额达到2.0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19.3%  

■ 根据《 长沙市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2011- 2020）》，

长沙将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及空港规划建设五大

物流园区和十大物流中心，以促进物流产业集群化发展，

包括以下目标： 

‒ 50%物流企业集聚于物流园区与专业物流中心 

‒园区物流业产值占长沙市物流业总产值的60～70% 

 

2015年物流总额目标 

30,000亿元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北方网；长沙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 



23 ︱长沙：进入中国市场的基地 
 

© 2013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
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中国印刷。 
毕马威的名称、标识、和“cutting through complexity”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注册商标。 

长沙是“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之一，已拥有
700多家软件及服务外包企业 

■ 长沙市服务外包产业2012年完成业务总量达到350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18.1%  

■ 2007年长沙被认定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高新

区、青竹湖生态科技（产业）园、隆平高科园、岳麓科

技园被正式命名为“湖南省服务外包示范园区” 

■ 根据《长沙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规划》，预计到2015年

产业从业人数达15万人，年业务总量超过500亿元人民

币 

 

18.1% 

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2015年业务总量目标 

500亿元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 

其他产业也在快速集群化发展，
包括生物医药、现代物流、服务
外包和金融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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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长沙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还不高，未
来将加强金融机构引进，致力于打造区域金融中
心 

■ 2012年，长沙市金融服务业实现增加值231.12亿元，比

上年增长11.6% 

■ 目前除四大国有银行外，外资银行如汇丰、花旗、新韩、

渣打、东亚银行已在长沙开设分行；兴业银行、民生银

行等股份制银行也已入驻 

■ 长沙市下一步将加大金融机构引进力度，重点引进金融

业法人机构和区域管辖机构，增强辐射带动功能 

2015年产业增加值目标 

300亿元 

本外币存款余额  

8,801亿元 

本外币贷款余额 

8,519亿元 

比年初增长 

19.5% 

比年初增长 

13.8%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 2012年长沙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长沙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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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不断完善配套资源
以满足现代产业体系的
发展要求 

便捷的交通便于企业拓展市场和控制物流成本 

众多服务和优惠政策可协助企业控制运营成本 

丰富的人才供应有利于企业获得较低的人力成本 

工业园区的产业集群和配套支持有助于企业发展 

27 

31 

34 

35 

37 良好的商务环境可支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不断完善的配套设施可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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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a） “五定”班轮指定装、卸港口、定运输线路、定班轮船期、定航班时间、定全程运价 
        （b）重大投资项目包括世界500强企业、合同投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资项目、合同投资额在1亿元以上的生产性投资项目等。

欲了解更多信息，可与长沙市商务局联系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 

便捷的交通与物流资源 

■ 国际机场已开通76个连接国内和境外城市的直航航线 

■ 贯穿中国南北的京广高铁已全线贯通，连接东西部的沪昆高
铁将于2014年建成，渝厦高铁即将启动建设 

■ 高速公路总里程已达517公里，并将继续增加 

■ 长沙港是国内23个主要内河港口之一，2012年吞吐量3,092万吨；
并开通了到上海的“五定班轮”（a） 

 

投资服务及运营成本 

■ 针对重大项目，企业可享受“绿色通道”的便捷服务（b） 

■ 长沙市及各工业园区发布了众多促进投资和产业发展的优惠
政策，如税收优惠、土地和建设费用补助等 

■ 政府大力投入来扶持重点企业发展，如高新区和经开区管委
会财政每年安排2亿元人民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人力资源与成本 

■ 97家科研机构，2012年研发投入2.98亿元，同比增长10% 

■ 50所高等院校，每年新增毕业生31万人 

■ 已发布了促进人才引进的政策和措施，如资金补助等 

■ 人力成本相比沿海地区要低10%或更多 
 

工业园区与配套 

■ 主要有“四区八园”共12个产业园区，规划面积合计467平方
公里（目前已开发约28%） 

■ 工业园区内形成了各自的产业集群，有利于相应产业的企业
取得协同效应 

■ 各工业园区对入驻园区的企业可分别提供优惠的税收和融资
政策 

 

公用设施及商务、生活资源 

■ 酒店、地铁等商务配套设施不断完善 

■ 有专门为外籍人员服务的医院、国际学校等 

■ 气候宜人，旅游资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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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的交通便于企业拓展
市场和控制物流成本 

黄花国际机场可直航60个国内主要城
市和16个国际城市和地区，货运量不
断上升 

■ 机场距城区约17公里，可直航60个国内

主要城市和16个国际城市和地区，并已

开通经上海到巴黎、法兰克福、伦敦、

洛杉矶、温哥华、悉尼、墨尔本等7条国

际航线 

■ 2012年旅客吞吐量达到1,474万人次，货

运量达到11万吨，同比分别增长7.8%和

44.7% 

■ 2012年经扩建后可满足旅客吞吐量1,800

万人次和货运量40万吨的需求 

长沙铁路网络不断完善，高速铁路、
城际铁路等提供了便捷的铁路运输 
            

■ 长沙是三条国内主要高铁动脉的交会点：

南北向的京广高铁（北京-广州），东西

向的沪昆高铁（上海-昆明）及渝厦高铁

（重庆-厦门） 

 京广高铁已投入运行，沪昆高铁将于

2014年通车，渝厦高铁将于“十二五”

期间开始建设 

■ 7条与周边城市连接的城际快速铁路预计

将在未来5年内建成，包括长沙-株洲-湘

潭城铁、长沙-益阳-常德城铁和长沙-浏

阳城铁等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民航资源网；长沙晚报网站；湖南在线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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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里程不断扩张，交通方便 
 

■ 2012年长沙新开通了大浏（大围山-浏

阳）、长湘（长沙-湘潭）、浏醴（浏阳-

醴陵）3条高速公路，全市总高速里程达

到517公里，增长78.9% 

■ 目前绕城高速、长浏高速等正在建设中，

预计2013年底建成投入使用 

长沙港是长江水系重要的内河港口之一，
吞吐量不断增加 

■ 长沙港口主枢纽霞凝港区是交通部确定

的全国23个内河港口主枢纽之一，拥有8

个千吨级港位 

■ 长沙港在2012年完成货物吞吐量3,092万

吨，预计2015年可完成货物货物吞吐量

4,000万吨 

■ 长沙已开通至上海的国际集装箱“五定”

班轮（a） 

1,800万人次     
旅客吞吐量 

条国内主要
高铁动脉的
交会点 

3 
条与周边城
市连接的城
际快速铁路 

7 
个内河港口
主枢纽之一 23 

京广高铁 

沪昆高铁 
渝厦高铁 

四    川 

重庆 

湖   北 

浙        
江 江   西 

广    西 广        东 

贵  州 

云   南 

注释：（a） “五定”班轮指定装、卸港口、定运输线路、定班轮船期、定航班时间、定全程运价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民航资源网；长沙晚报网站；湖南在线网站 

长沙 

湖   南 

上海 

广州 

厦门 

福  建 

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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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货物航空货运成本（a） 

从长沙出发 （元人民币/公斤) 

目的地 
45-100 

（公斤） 
100-300 

（公斤） 
300-500 

（公斤） 
>500 

（公斤） 

香港/澳门 
13 11 11 10.5 

韩国/台湾 
9 8 7.5 7 

日本 
15 14 13 12 

东南亚 
15 14 13 12 

南太平洋 
20 19 18 17 

美国/加拿大 
31 29 27 25 

西欧 
23 21 21 20 

中东/南亚 
31 28 26 24 

南美/东欧/非洲/其它 
35 33 32 30 

便捷的交通便于企业拓展
市场和控制物流成本 

注释：（a）价格仅供参考，具体价格以当时报价为准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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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运输成本及运输时间（a） 

一个20尺标准集装箱从长沙到以下城市海运运费及时间 

目的地 运费（元人民币） 时间（天） 

香港 4,000 12 

大阪 4,000 12 

洛杉矶 12,500 28 

鹿特丹 9,850 40 

汉堡 9,850 40 

纽约 20,500 40 

注释：以上运价是按照2013年4月份的海运行情 

铁路运输成本及运输时间（a） 

一个20尺标准集装箱从长沙到以下城市铁路运费及时间 

目的地 运费（元人民币） 时间（天） 

北京 4,944 8 

上海 3,794 6 

广州 2,529 4 

深圳 3,365 5 

注释：以上运价是按2013年4月铁路系统最新核定运费 

航班及票价（a） 

从长沙到以下国内城市的航班及参考票价 

目的地 
机票价格 

（元人民币） 
飞行时间 
（分钟） 每周航班数目 

北京 1,220 120 98 

上海 890 90 98 

广州 690 70 25 

深圳 730 80 21 

重庆 740 60 70 

注释：（a）价格仅供参考，具体价格以当时报价为准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上港集团长江物流湖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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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运营成本的
影响示例 

投资流程 
考察与选址 企业设立（1） 

投资服务示例 ■ 协助提供招商项目信息， 
例如以下链接所列出的参考项目信息： 
www.cstrade.gov.cn/swt/swt/project_list.asp 

■ 协助提供当地投资环境信息 

■ 协助联络当地企业 

■ 具体洽谈投资需求和配套资源 

■ 长沙市政府针对重大投资项目设立
了项目审批的“绿色通道”领导小
组，协助研究、协调、解决这些项
目在办理审批手续过程中遇到的重
大问题（a） 

■ 协助企业租用土地 

■ 工业园区可协助办理企业设立和项
目建设手续 
 

■ 企业可以通过向当地政府购买一定
年限的土地使用权来租用土地；工
业用地的租用年限通常为50年 

■ 根据中国的现行法规，土地使用权
需通过公开招标、拍卖或挂牌的方
式取得 

■ 长沙各工业开发区都有自己的土地
使用权转让基准价格，实际成交价
格需要与开发区管理层协商决定，
开发区如长沙经开区可针对具体项
目提供优惠的土地价格 

■ 对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重点工业
项目以及对就业、税收、出口和经
济结构调整有突出贡献的重大项目，
其投资总额超过3,000万美元，年实
现税金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长沙
可从其投资当年起3至5年内，返还
其缴纳的土地出让金的30%至100% 

企业运营成本：土地 

众多服务和优惠政策可
协助企业控制运营成本 

注释：（a）重大投资项目包括世界500强企业、合同投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资项目、合同投资额在1亿元以上的生产性投资项目等。
欲了解更多信息，可与长沙市商务局联系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 

http://www.cstrade.gov.cn/swt/swt/project_lis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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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长与扩张 企业设立（2） 

■ 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先进服务企业
等提供税收优惠政策 

■ 为服务外包等产业的企业提供财政补助
等 

■ 对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等企业的研
发费用，允许其抵扣所得税 

■ 长沙市政府针对重大投资项目设立了项
目审批的“绿色通道”领导小组，协助
研究、协调、解决这些项目在办理审批
手续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a） 

■ 协助企业租用土地 

■ 工业园区可协助办理企业设立和项目建
设手续 
 

■ 园区内的企业可以自己建造厂房，建
造费用与上一年相比相对稳定（如下
一页的表格所示） 

■ 对落户于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
企业和落户于省级以上园区且符合产
业规划的高新技术企业，建设工程报
建费超出42元/平方米的部分由市财政
通过园区返还企业 

■ 企业也可租用标准厂房，年租金一般
为160-360元人民币每平方米，取决于
厂房所在的位置不同价格有所差异 

 “标准厂房”是指具有6层高钢筋混凝
土厂房，每层1,000平方米面积和4至5
米高度 

企业运营成本：厂房建设 

■ 为扶持企业发展，长沙市提供了多项税
收优惠和财政扶持政策，例如： 

‒ 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按15%的优
惠税率征收所得税 

‒ 长沙市设立5,000万元人民币的专项基
金用于为服务外包企业的各项补助和
配套设施的建设  
 

企业运营成本：税收优惠和财政扶持 

注释：（a）重大投资项目包括世界500强企业、合同投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资项目、合同投资额在1亿元以上的生产性投资项目等。欲
了解更多信息，可与长沙市商务局联系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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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服务和优惠政策可
协助企业控制运营成本 

厂房建造费用（元人民币/平方米），2012年 

高新区 长沙经开区 宁乡经开区 浏阳开发区 

2011 2012 2011 2012 2011 2012 2011 2012 

基于1000平方米面积
和8-15米高度的单层
轻钢结构厂房 

400-600 500-800 800-1,000 1,000 800-1,000 900 1,500 800,-1,500 

基于1000平方米面积
和4-5米高度的3-6层
钢筋混凝土结构厂房 

800-
1,200 1,000-1,500 1,000-

1,500 1,500 1,000-1,400 800-1,400 1,300 800,-1,500 

厂房建造费用相对稳定 

土地基准价格 

土地基准价格（元人民币/平方米），2012年 

主要工业园区 2011 2012 

高新区 480 525-600 

长沙经开区 550 550 

宁乡经开区 390-525 390 

浏阳经开区 120-140 340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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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人才供应有利于企业
获得较低的人力成本 

长沙企业雇员指导工资 

年薪（元人民币） 

职位 2011年 2012年 

生产经理 20,110-164,000 22,100-185,000 

财务经理 19,160-168,740 21,200-177,500 

销售经理 14,500-143,300 15,400-151,000 

技术人员 15,460-101,330 19,300-108,000 

操作人员 12,240-136,600 14,000-77,500 

 -    

 2,000  

 4,000  

 6,000  

 8,000  

广州 南京 福州 武汉 长沙 西安 

元
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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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资 福利 

长沙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可为企业持续提
供较人才供应 

■ 长沙现有97所科学研究开发机构和50所

普通高校，每年应届毕业生约有31万

名。毕业生人数和高校规模位居中部城

市前列 

■ 作为工业机械产业的领跑者，长沙拥有

较为丰富的技术专业人才储备 

■ 长沙有32所技工学校，2011年，长沙市

属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人数达4.3万人，

覆盖专业包括电气、汽车维修、机械设

备维修等 

■ 据长沙市芙蓉区2012年对企业的调查，

就业人员平均流动率约为9.6% 

 
与中国其他主要城市相比，长沙的人力
成本低于沿海地区，与其他中部地区城
市相近 

■ 长沙平均工资、企业负担的人力成本总

额（包括社会福利）相比沿海地区城市

具有较明显优势 

■  我们选取了武汉、西安、福州、南京、

广州作为比较城市，长沙人力成本低于

沿海地区的广州、南京、福州， 与其他

中部地区城市如武汉、西安相近（见右

图） 

■ 按当地政府规定，企业应负担的社会福

利相当于员工基本工资的44%，即，如

果一名职工月平均工资为2012年长沙市

平均月工资2,900元，公司还需支付1,276

元的社会福利费用 

■ 长沙企业雇员工资相对稳定，平均增幅

约为5-10%（如右表所示） 

长沙通过发布吸引人才的政策和措施，
协助企业更好地获得人才供应 

■ 根据《长沙市引进国际高端人才三年行

动计划（2009-2011年）》（简称“313计

划”），长沙市2009至2011年力争引进

万名英才，其中专业技术人才4,000人以

及企业经营人才3,000人 

■ 政府每年安排不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为

列入“313计划”的高端人才提供安家费

补助和事业启动资金，同时，为各科技

产业园区和区、县（市）提供相应配套

资金支持 

■ 对用人单位引进储备且签订3年以上劳动

合同的博士生、硕士生给予安家补助，

其标准为博士生每人6万元人民币和硕士

生每人3万元人民币，并按三年逐步给予 

5,746 

7,488 

5,414 
4,248 4,176 

3,312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长沙市芙蓉区政府网站；广州市统计局网站；南京市统计局网站；福州市统计局网站；武汉市统计局网站；西安市统
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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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的产业集群和配套
支持有助于企业发展 

目前长沙主要有 “四区八园”合计12个
工业园区，经济规模快速增长 

■ 12个工业园区中包括4个国家级开发区，

以及8个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 

 其中“四区”是指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宁乡经济

技术开发区和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四

个国家级开发区） 

■ 近年来，“四区八园”保持着较快的发

展速度 

 2012年，“四区八园”实现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1,392.3亿元人民币，2009-2012

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35.5%；占全市规

模工业增加值的60.3% 

工业园区为企业提供了土地、优惠政策
等配套支持 

■ 工业园区可为潜在投资企业提供基础条

件良好的土地，目前还有较大比例的待

开发面积，例如： 

 四个国家级开发区规划面积合计467平方

公里，目前已开发面积只占其中约28% 

■ 各工业园区对入驻园区的企业提供优惠

的税收和融资政策，例如： 

 高新区对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在5亿元人

民币以上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

料行业业，在项目投产后，根据项目对

高新区财税的贡献情况，给予其按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不低于10%的产业发展配

套资金支持 

 

 

工业园区内的产业集群化为相关企业提
供了产业链支持 

■ 工业园区内形成了较集中的产业集群，

可为相关企业提供产业链支持，例如： 

 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汇聚了近60家符合

GMP标准的医药生产企业，其总产能约

占湖南省的三分之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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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2010 2011 2012 

亿
元

 

2009-2012年“四区八园”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 

复合年增长率 

35.5%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长沙市商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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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八园”产业侧重有所不同，分布在离机场和港口约40公里范围内 

10 公里 

20公里 

30公里 

40公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江西省 

醴陵市 株洲市 
湘潭市 

韶山市 

岳阳市 

长沙市 

市区 

萍乡市 

汨罗市 

机场 
高铁站 

长沙港 

“四区八园”名称： 

1. 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 

2.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3. 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 

4. 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5. 隆平高科技园 

6. 金霞经济开发区 

7. 望城经济开发区 

8. 雨花经济开发区 

9. 天心经济开发区 

10. 暮云经济开发区 

11. 浏阳制造产业基地 

12. 金洲新区 

主要产业所在的园区 

产业 所在园区 

工程机械 2，8，10，11 

汽车与零部件 2，8，10，11 

新材料 1，3，5，6，7，10，12 

生物医药 1，4，5 

商贸物流 6，7，9 

电子信息 1，2，4，5，12 

先进制造 1，3，10，12 

环保产业 1，8 

食品饮料 2，4，7 

服务业 3，5，12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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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商务环境可支持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 

长沙可提供多种长期和短期的住宿方式 

■ 长沙目前共有35家高端酒店，其中有22家四星级

酒店和13家五星级酒店 

■ 长沙经济型酒店也相当集中，莫泰、汉庭、如家、

锦江之星等均可以提供每晚间110-200元人民币的

标准住房 

■ 外籍人士如果打算在长沙长期居住，可以有多种

选择，包括购买、租住公寓，或在长沙的酒店里

长期包房 

■ 2012年长沙市区内的商品房销售均价约为每平方

米6,545元人民币，市区内两居室（约合100平方

米）的公寓月租金约为1,500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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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线路名称 建设起始时间 

1号线 2010-2014年 

2号线 2009-2013年 

3号线 2013-2016年 

4号线 2013-2017年 

不断完善中的地铁网络
可提供便捷的市内交通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 

长沙市内交通便捷 

■ 长沙市的公共汽车单程统一票价为1元人民

币，空调车为2元人民币 

■ 截至2012年年底，长沙约有 6,280 辆出租车供

乘客使用。白天出租车起步费在最初2公里为

6元人民币，以后每公里1.8元人民币；夜间

出租车起步费在最初2公里为7元人民币，以

后每公里2.16元人民币 

■ 建设中的四条城市地铁线路呈十字贯穿整个

城市，预计于2013至2017年完工并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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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完善的配套设施可
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 

长沙可提供国际化的教育服务 

■ 长沙已设立有国际学校可供外籍员工子

女选择，包括： 

‒ 麓山国际实验学校，可提供小学、

中学、国际部的课程 

‒ 长沙（玮希）国际学校，目前可提

供小学课程 

长沙可提供便利的医疗服务 

■ 截至2012年底，长沙市拥有卫生机构 

4,270个，其中医院、卫生院 254个。为

境外人员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有湘雅附

三医院和长沙市中心医院等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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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可提供众多的餐饮与休闲选择 

■ 以长沙菜肴为代表的“湘菜”是中国

八大菜系之一，有菜肴4,000余种 

■ 长沙酒吧、影院集中，另有灰汤温泉

度假区、青竹湖高尔夫球会和田汉大

剧院等提供多种休闲娱乐方式 

长沙历史悠久且气候宜人，有较丰富的
旅游资源 

■ 长沙市有书面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

前1,600年。1982年长沙市即被国务院命

名为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 2012年长沙市年平均气温为17.6℃，全

年降水总量约为1,730毫米 

■ 长沙拥有1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15个

国家4A级旅游景区，2个国家重点风景

名胜区以及11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资料来源：长沙市商务局 



41 ︱长沙：进入中国市场的基地 
 

© 2013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
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中国印刷。 
毕马威的名称、标识、和“cutting through complexity”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注册商标。 

附录：主要联系单位及联系方式 

 
长沙海关 
changsha.customs.gov.cn 
 
星辰在线 
www.changsha.cn  

 

 

投资及商业活动可联系 

了解主要开发区可联系 

其他主要政府部门联系方式 

长沙市商务局 

长沙市岳麓大道218号市政府
第一办公楼10楼 

邮政编码：410013 

网址：www.cstrade.gov.cn     

 

 

外商投资促进处 

电话:+86 (7 31) 8866 5557 

电子邮件：hninvest@yahoo.com.cn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长沙支会暨 

中国国际商会长沙商会 

地    址：长沙市朝阳路182号 

电    话：+86 (731) 8416 5136 

网    址：www.csccpit.org 

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管理委员会 
长沙市河西麓谷大道668号 
电话：+86（731）8899 5180 
网址： www.csxdq.gov.cn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长沙市河西麓谷大道668号  

电话:+86 (731) 8899 5542 

网址： www.cshtz.gov.cn  

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长沙市岳麓大道218号市政府第一
办公楼5楼 

电话：+86（731）8866 5530 

网址：http:// fgw.changsha.gov.cn 

 

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长沙市岳麓大道218号市政府第二
办公楼10楼 

电话：+86（731）8866 5908 

网址：www.zgcsjs.com 

 

长沙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长沙市岳麓大道218号市政府第一
办公楼8楼 

电话：+86（731）8866  6008 

网址： www.csgy.gov.cn  

 

长沙市国土资源局 

长沙市劳动东路238号 

电话:+86 (731) 8299 6215 

网址： www.csgtzy.gov.cn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  

长沙市万家丽中路269号  

电话:+86 (731) 8815 1200 

网址：http:// jtysj.changsha.gov.cn 

 

长沙市城乡规划局 

长沙市岳麓大道218号市政府第二办公
楼9楼 

电话+86(731) 8866 6205 

网址：www.csup.gov.cn 

 

长沙市环境保护局 

长沙市朝阳路160号  

电话:+86 (731) 8412 9654 

网址： http://hbj.changsha.gov.cn 

 

 

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669号 

电话:+86 (731) 8490 7958/8866 6050 

网址：www.csldbz.gov.cn/www.crxx.com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长沙市南二环一段411号 

电话:+86 (731) 8997 1997 

网址：www.csaic.gov.cn 

 

长沙市国家税务局 

长沙市韶山北路269号 

电话:+86 (731) 8418 5602 

网址：www.csgtax.gov.cn 

 

长沙市地方税务局 

长沙市白沙街1号 

电话:+86 (731) 8511 8960 

网址： www.cstax.gov.cn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长沙市星沙三一路2号 

电话:+86 (731) 8401 1101 

网址： www.cetz.gov.cn 

 

外商投资管理服务处 

电话:+86 (731) 8866 6056 

电子邮件：csinvest2008@yahoo.com.cn 

对外贸易处 

电话:+86 (731) 8866 5556 

电子邮件： ld_trade@126.com 

 
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 
www.hunan.gov.cn 
 
长沙市政府门户网站 
www.changsha.gov.cn 
 
长沙商务通 
www.cstrade.gov.cn 

 

 
长沙市房地产开发信息网 
www.haofz.com 
 
长沙市在线地图 
www.changsha.edushi.com 
 
长沙旅游网 
www.csta.gov.cn 

 

主要互联网网站 



联系我们 
毕马威中国 

冯光明 
首席合伙人 
华东华西区 
电话：+86 (21) 2212 2801 
邮件：nelson.fung@kpmg.com 

何超良 
合伙人 
税务咨询服务 
电话：+86 (21) 2212 3406 
邮件：chris.ho@kpmg.com 

龚伟礼 
首席合伙人 
南京 
电话：+86 (25) 8691 2999 
邮件：william.gong@kpmg.com 

淘匡淳 
首席合伙人 
亚太区咨询服务 
电话：+86 (10) 8508 7055 
邮件：honson.to@kpmg.com 

董梅 
合伙人 
投资和重组咨询服务 
电话：+86 (10) 8508 5809 
邮件：mei.dong@kpmg.com 

王镇华 
合伙人 
投资和重组咨询服务 
电话：+86 (21) 2212 2721 
邮件：jeffrey.wong@kpmg.com 

关于毕马威 

毕马威是一家网络遍布全球的专业服务机构，专门提供审计、税务和咨询
等服务。毕马威在全球156个国家拥有超过152,000名员工。 
毕马威中国在北京、上海、沈阳、南京、杭州、福州、厦门、青岛、广州、
深圳、成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共设有十三家分公司 (包
括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专业人员约9,000名。 其中，上海分
公司是华东和华西区的核心。 

一九九二年，毕马威在中国内地成为首家获准合资开业的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毕马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立更早在一九四五年，在香港提供专业
服务逾60年。率先打入中国市场的先机以及对质量的不懈追求，使我们积
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中国多家知名企业长期聘请毕马威提供专业服务，
也反映了毕马威的领导地位。 

毕马威以统一的经营方式来管理中国的业务，以确保我们能够高效和迅速
地调动各方面的资源，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我们在国内建立了实力
雄厚的行业专责团队，以便使我们的合伙人和员工在各行各业累积的经验
发挥在客户所需的范畴上。凭借我们对各行各业和国内情况的深入了解，
我们可随时调派深谙客户业务的各类专业人员，为客户提供至臻完善的专
业服务。 

为了更好协助境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融入全球经济，毕马威专
门设立了全球中国业务发展中心（GCP），目前已覆盖了全球40多个国家
和地区，由具有当地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员组成，专门为中国和当地之间的
跨国投资和招商引资提供专业服务，包括协助跨国企业进入中国投资和中
国企业往海外拓展。中国业务发展中心在毕马威各业务部门的紧密配合下，
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活动和客户拜访，向当地的企业介绍与中国相关的业
务、投资信息和最新资料，包括向当地企业和投资人分发毕马威中国为国
内各城市所完成的投资环境研究报告和行业研究报告等。 

© 2013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
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中国印刷。 
毕马威的名称、标识、和“cutting through complexity”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注册商标。 

mailto:nelson.fung@kpmg.com?cc=enquiries.hk@kpmg.com&subject=Web:[Changsha-Gateway-to-Inland-China]
mailto:honson.to@kpmg.com?cc=enquiries.hk@kpmg.com&subject=Web:[Changsha-Gateway-to-Inland-China]
mailto:chris.ho@kpmg.com?cc=enquiries.hk@kpmg.com&subject=Web:[Changsha-Gateway-to-Inland-China]
mailto:mei.dong@kpmg.com?cc=enquiries.hk@kpmg.com&subject=Web:[Changsha-Gateway-to-Inland-China]
mailto:william.gong@kpmg.com?cc=enquiries.hk@kpmg.com&subject=Web:[Changsha-Gateway-to-Inland-China]
mailto:jeffrey.wong@kpmg.com?cc=enquiries.hk@kpmg.com&subject=Web:[Changsha-Gateway-to-Inland-China]


北京 
中国北京东长安街1号 
东 方广场东2座8层 
邮政编码 : 100738  
电话 : +86 (10) 8508 5000  
传真 : +86 (10) 8518 5111  
 
沈阳 
中国沈阳北站路59号 
财富中心E座27层 
邮政编码 : 110013  
电话 : +86 (24) 3128 3888  
传真 : +86 (24) 3128 3899   
 
厦门 
中国厦门鹭江道8号 
国际银行大厦12楼 
邮政编码 : 361001  
电话 : +86 (592) 2150 888  
传真 : +86 (592) 2150 999 
   
深圳 
中国深圳深南东路5001号 
华润大厦9楼 
邮政编码 : 518001  
电话 : +86 (755) 2547 1000  
传真 : +86 (755) 8266 8930   
 
澳门 
澳门苏亚利斯博士大马路 
中国银行大厦24楼BC室 
电话 : +853 2878 1092  
传真 : +853 2878 1096  
 
 
 

上海 
中国上海南京西路1266号 
恒隆广场50楼 
邮政编码 : 200040  
电话 : +86 (21) 2212 2888  
传真 : +86 (21) 6288 1889  
 
南京 
中国南京珠江路1号 
珠江1号大厦46楼 
邮政编码 : 210008  
电话 : +86 (25) 8691 2888  
传真 : +86 (25) 8691 2828  
 
青岛 
中国青岛东海西路15号 
英德隆大厦4层 
邮政编码 : 266071  
电话 : +86 (532) 8907 1688  
传真 : +86 (532) 8907 1689  
 
成都 
中国成都顺城大街8号 
中环广场1座18楼 
邮政编码 : 610016  
电话 : +86 (28) 8673 3888  
传真 : +86 (28) 8673 3838  

杭州 
中国杭州杭大路9号 
聚龙大厦西楼8楼 
邮政编码 : 310007  
电话 : +86 (571) 2803 8000  
传真 : +86 (571) 2803 8111  
 
福州 
中国福州五四路136号 
福建中银大厦25楼 
邮政编码 : 350003  
电话 : +86 (591) 8833 1000  
传真 : +86 (591) 8833 1188 
 
广州 
中国广州市天河路208号 
粵海天河城大厦38楼 
邮政编码 : 510620  
电话 : +86 (20) 3813 8000  
传真 : +86 (20) 3813 7000  
 
香港 
香港铜锣湾轩尼诗道500号 
希慎广场23楼 
电话 : +852 2522 6022  
传真 : +852 2845 2588  

kpmg.com/cn  

本刊物所载资料仅供一般参考用，并非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个别情况而提供。虽然本所已致力提供准确和及时的资料，
但本所不能保证这些资料在阁下收取本刊物时或日后仍然准确。任何人士不应在没有详细考虑相关的情况及获取适当的
专业意见下依据本刊物所载资料行事。 
 
© 2013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中国印刷。 
毕马威的名称、标识、和“cutting through complexity”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注册商标。 
 
刊物编号：CN-T&R15 
出版日期：二零一三年五月印刷 

www.kpmg.com.cn

	Slide Number 1
	Slide Number 2
	Slide Number 3
	Slide Number 4
	Slide Number 5
	Slide Number 6
	Slide Number 7
	Slide Number 8
	Slide Number 9
	Slide Number 10
	Slide Number 11
	Slide Number 12
	Slide Number 13
	Slide Number 14
	Slide Number 15
	Slide Number 16
	Slide Number 17
	Slide Number 18
	Slide Number 19
	Slide Number 20
	Slide Number 21
	Slide Number 22
	Slide Number 23
	Slide Number 24
	Slide Number 25
	Slide Number 26
	Slide Number 27
	Slide Number 28
	Slide Number 29
	Slide Number 30
	Slide Number 31
	Slide Number 32
	Slide Number 33
	Slide Number 34
	Slide Number 35
	Slide Number 36
	Slide Number 37
	Slide Number 38
	Slide Number 39
	Slide Number 40
	Slide Number 41
	Slide Number 42
	Slide Number 43
	Slide Number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