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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
投资组合

曼彻斯特英中协会很高兴为您呈上本文，其中详细说明了大曼彻斯特
的各类核心投资机会。
本协会是一个以商业为主导的平台, 旨在加强大曼彻斯特与中国之间
的商业联系。本协会由以下公司主办:

协会感谢安胜恪道律师事务所对投资组合的支持和建议。

摄影:
Becky Lane
Rick Grange
Ben Page
Tf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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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ortfolio is part-funded by 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s within the
2014-2020 England Operational Programme.

前言
非常荣幸能向您介绍最新版的曼彻斯特投资组合。自
2018年以来，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到曼彻斯特，切
身感受到这座城市充满无限生机、具有独特魅力而且极
具创新精神。
曼彻斯特不仅是工业革命的发祥地、社会主义运动的起
源地和两支足球强队的故乡，而且在与中国建立稳固关
系方面也走在了前端。
我相信，在工业、教育和文化方面，曼彻斯特是与中国
联系最紧密的欧洲城市之一。
中国驻大曼彻斯特
总领事馆总领事郑曦原

我们每年都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游客和企业来到曼
彻斯特。这里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地理位置优越，位于
英国的中心地带，距离伦敦只有两小时的火车车程。
随着曼彻斯特与中国日益密切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联
系，曼彻斯特已成为中国投资的理想之地。
我期待看到中国-曼彻斯特关系的持续发展，给两国人民
带来繁荣富强。

欢迎阅读第四版曼彻斯特投资组合。本指南介绍了大曼彻斯
特地区的相关信息，该地区已成为欧洲商业区位的领跑者，
更是与中国合作的典范。

在曼彻斯特与中国交流联系空前密切的大背景下，我非
常荣幸能向诸位介绍曼彻斯特投资组合。

自2013年协会成立以来，“曼彻斯特-中国前景”得到了显
著发展。随着曼彻斯特直飞香港和北京航班的开通，该地区
与中国的联系空前紧密。此外，正如本投资组合手册所展示
的那样，曼彻斯特还将为中国提供更多投资潜力。

本指南介绍了大曼彻斯特的信息，该地区在欧洲贸易中
处于领先地位。
曼彻斯特是一座协作之城，在这里，学术机构、城市公
共机构和企业共同推动这个具有活力的经济体全速前
进。因此，曼彻斯特营造了一种鼓励积极创新的环境，
并且体现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成就了从分离原子到最
近成功分离出石墨烯的一系列开创性成果。
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
伯纳姆（Andy Burnham）

大曼彻斯特以其前瞻性思维和极具远见的经济和文化发
展方式而闻名。曼彻斯特拥有英国最全面的权力下放协
议，包括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在医疗保健和社会关
怀方面的联合管控。在全球经济中，城市将扮演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曼彻斯特正在树立自己的领先地位。
曼彻斯特位于英国北部振兴计划的中心区域，这项计划
由英国政府发起，旨在促进利物浦、谢菲尔德和利兹等
城市之间的经济集聚。自从习主席访英，双方达成了一
个广泛的共识，即曼彻斯特为加深英中双边关系的发展
带来了重大机遇。
大曼彻斯特欢迎您。

如您还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invest@manchesterchinaforum.com

Rhys Whalley申瑞
执行总监
曼彻斯特英中协会

该投资组合不仅展现了曼彻斯特的方方面面，还展现了其之
前在众多领域与中国的成功合作，更加突显曼彻斯特加强与
中国密切合作的开放态度。
我个人观点难免会有所偏颇，但曼彻斯特确实是一个投资的
好地方。再加上我的团队在曼彻斯特英中协会中提供的全力
配合，必将会使曼彻斯特成为期望开拓英国市场的中国企业
的完美投资场所。

investinmanchester.cn
我们期待您来到曼彻斯特。
推特: @GM_China_Forum
领英: Manchester China Forum
微博: @英国曼彻斯特官方微博
微信公众号ID：InvestManchester

为什么
选择曼彻斯特？

优势一览

斯德哥尔摩

奥斯陆
爱丁堡
贝尔法斯特
都柏林
阿姆斯特丹
巴黎

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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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极具成本效益的城市
当今，曼彻斯特被誉为欧洲
最具企业竞争力的城市。曼
彻斯特的企业运作成本比伦

低风险
在曼彻斯特经商的成本比伦敦
低40%。
莫斯科

布鲁塞尔

一座人才辈出的城市
曼彻斯特拥有4所大学和
101，
000 名在校学生。很
多大学生毕业后留在这个城
市发展，从而保证了源源不
绝的人才供应。

赫尔辛基

哥本哈根

伦敦

一座原始商业之城
曼彻斯特是世界上第一个现
代化工业城市。如今，曼彻
斯特凭借规模化和多样化的
经济，对无数企业提供源源
不绝的潜在客户。作为英国
第二大经济体，曼彻斯特拥
有英国最大的地区金融和专
业化的服务产业，蓬勃发展
的创意型数字和技术产业，
以及欧洲最大的临床学术
区。曼彻斯特作为仅次于伦
敦的英国第二大商品住宅市
场和最大的私募股权区，立
志在2020年前成为世界20
大数字城市之一。

交通便利
曼彻斯特地处英国中心位置。

伊斯坦布尔

发达的公路和铁路网络。
商业环境成熟
曼彻斯特成功地融合了众多大
型跨国企业和小型公司, 组成
了一个更大型的供应链。

行业丰富
专业领域包括生命科学, 2D材
劳动力充足
料, ICT, 能源与环境。
每年有33,600名新毕业生。
(1小时车程距离内共有402,600
欢迎
名)
曼彻斯特是欧洲最国际化的城
市之一，一直都受到游客和投
基础设施发达
曼彻斯特是英国首屈一指的多 资者的青睐。2018年，曼彻
元化交通枢纽。这里拥有英国 斯特被评为英国最宜居城市。
最大的地区机场, 曼彻斯特船
舶运河 (通往利物浦港) 以及

雅典

敦低40%。工资成本通常比
伦敦低30-40%，购买或租
赁办公地点的成本也显著低
于英国其他城市。上述因素
使曼彻斯特成为在英国创建
和发展企业的首选之地。
一座四通八达的城市
曼彻斯特拥有极为发达的交
通网络。这里拥有英国最大
的地区国际机场, 设有至全
球200多个城市的航班, 多
于希思罗机场。每小时有三
班直达伦敦的火车, 车程仅
两小时有余, 方便您轻松来
往首都。因此, 如果要在欧
洲设立总部, 曼彻斯特绝对
是理想之选。

一座娱乐之城
曼彻斯特是英国拥有剧院最
多的城市，作为曼城和曼联
的大本营，它也拥有丰富的
足球文化。
一座协作之城
大曼彻斯特由十个地方行政
区组成，包括博尔顿、伯
里、曼彻斯特、奥尔德姆、
洛奇代尔、索尔福德、斯托
克波特、泰姆赛德、特拉福
德和威根。它们都统一受英
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共执政机
构大曼彻斯特联合管理局
（GMCA）的管辖。

曼彻斯特地处中心区位，意
味着60%的英国消费者在
2小时之内就可以到达曼彻
斯特。
曼彻斯特拥有英国第二大复
合城市交通枢纽，仅次于伦
敦，660万劳动力分布在市
中心50英里范围内。
如您还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invest@manchesterchinaforum.com

北京
香港

660万
200+
101,000
40%
60%

工薪人口居住在市中心
及周边通勤方便距离以内

曼彻斯特机场通达的目的地
数量多于伦敦希思罗机场

曼彻斯特的在校
大学生人数逾

经商成本比伦敦低

的英国商业基地都可从
曼彻斯特抵达

人

MANCHESTER

1904

Frederick Royce与
Charles Rolls相遇,
成立了以他们的名字
命名的Rolls Royce
(劳斯莱斯) 公司。
这家公司至今仍声名
显赫。

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创新历史的城市,
已培养出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一
座具有真正开拓精神的城市, 是您实现宏
图大志与进行投资的理想之地。在这里,
商业, 文化和创意产业蓬勃发展。
从工业革命的爆发到第一台现代化计算
机的发明和石墨烯的分离, 这座城市从
未停止创新发展的步伐。以下精选了本
市部分荣誉历史时刻及成就。

曼彻斯特大学研制出昵称
为”Baby”的 首台有存储程
序和 内存的计算机。

曼彻斯特船舶运河通航, 一
项工程上的壮举, 让船舶可
从曼彻斯特顺利驶往50多公
里外的大海。

全球合作社运动
发源于曼彻斯特。

1844

1761
1783

Richard Arkwright在市中心
建立了首个利用蒸汽动力
的工厂, 为批量生产技术的
发展铺平了道路。

1803
“曼彻斯特
今日的实践,
乃是世界
明日的趋势。”

欧洲科学之城

第一届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
召开, 这是世界上首个集原
创, 新作与特别活动于一体
的盛会。

焦尔在曼彻斯特发现了热
力学第一定律。

2007

1850

2016

亨利•莱斯
材料研究院
开幕

2019

1830

2015

1917

全球第一条真正的火车线
路从专门建造的曼彻斯特
利物浦路火车站正式开始
运行。

曼彻斯特的外科
医生为病人做世
界上首例仿生眼
植入手术。

卢瑟福在曼彻斯特大
学发现了原子裂变
的方法。

1998

1853

现代化学的先导—
道尔顿的原子理论发布。

2010

1948

1894

布里奇沃特运河通航, 这
是第一条不依附于自然河
道的全人工航道。

曼彻斯特大学的科学家们
分离出世界上最纤薄的材
料—石墨烯, 荣获诺贝尔物
理学奖。

工作于43 Cross
Street的John
Benjamin Dancer发
明了缩微摄影术和
缩微胶卷。

1888

首个职业足球联盟成立

英国前首相
Benjamin Disra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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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最大的零售商场之一
特拉福德购物中心开业, 该
中心现在每年吸引着3,500
万顾客。

2012

BBC、ITV及其他众多媒体和数
字公司的新址—英国媒体城在
索尔福德码头盛大开业。

2017

安迪•伯纳姆
（Andy Burnham ）
出任大曼彻斯特
首位市长。

2018

大曼彻斯特
市长安迪·
伯纳姆访问
中国
石墨烯工程
创新中心
开幕
曼彻斯特中
国研究院
开幕

充分自主的
曼彻斯特

英国北部振兴计划

THE NORTHERN
POWERHOUSE

曼彻斯特是英国“北部振兴计
划”（Northern Powerhouse）
的中心。“北部振兴计划”涵
盖了北部一个GDP占英国总
量 20%的城市群，该城市群
形成了一个总价值接近3000
亿英镑的“超级”经济体，
经济规模直逼伦敦。除了曼
彻斯 特，“北部振兴计划”
还包括四个毗邻城市：利兹、
利 物浦、谢菲尔德和纽卡斯
尔。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类
似，“北部振兴计划”的战
略通过改善这些城市、城镇以
及港口之间的交通连接，更好
地整合这些经济体。通过改善
交通联系并着手实施共同经济
战略，“北部振兴计划”将以
更快的速度推动整个北方的经
济增长。这意味着曼彻斯特等
城市的经济增长率可达到高于
2.2%的强劲增长，今后可 能
会迎来指数增长，而不仅仅是
实现有机增长。
“北部振兴计划”城市群拥
有超过1500万的人口总量，
远超东京、纽约和伦敦，这意
味着我们是欧洲最大的劳动力
市场之一。该区劳动力拥有的
技能在全球范围内有广泛需
求，大部分人才分布在离曼
彻斯特不到45分钟的车程范
围内。这赋予落户北英格 兰

的70万家企业巨大的竞争 优
势，特别是其经营成本会 比
伦敦企业低40%。 该区企
业在金融和商务服务、 数字
和技术领域具有显著 优势。
此外，北部振兴计划 城市群
还具备能源、生命科 学、医
疗健康、先进制造和 物流方
面的关键技术。它在 材料科
学、核能、汽车、制 造、制
药、诊断学、肿瘤学 和医疗
技术方面均达到国际 化专业
水平。 英国北部振兴计划区
域在能 源、生命科学、医疗
保健、 先进制造业以及物流
等行 业也具备雄厚的实力。
同 时，该区域也拥有国际专
业 化领域，例如新材料、核
能、汽车、制造业、医药、
诊断学、肿瘤学以及医疗技
术等。 更好的交通运输网络
连通性 提高了这个城市群在
国际上 的地位，为英国北部
的大 学，例如在世界排名前
30 名的曼彻斯特大学，吸引
了 强劲投资和进行世界领先
水平研究的机会。英国北部
共 有40所高校，这些高校不
仅进行了世界级研究，每年
还培养了52.2万名本科生及
17.9万名研究生，使之成为
欧洲学生人口最为密集的区
域之一。 北部振兴计划地区

拥有价值 240亿英镑的投资
市场，投 资项目涉及住宅到
能源、科 学到航运的各种产
业，为中 国企业提供了大量
令人心动 的投资机会。
中国企业对北部振兴计划涵盖
的城市的增长预测高于其他地
区，使得这些地区成了中国企
业投资和发展的重点。
“一带一路”倡议与北部振兴
计划之间存在诸多行业协同效
应，包括能源、基础设施、先
进制造和技术。北部振兴计
划提供了价值240亿英镑可供
投资的项目。这些项目涵盖
了从住房到能源、科学到购物
一系列行业，为中国企业创
造了振奋人心的投资机遇。继
2018年宣布曼彻斯特机场集
团和北京建工集团同意联合竞
标保加利亚索菲亚机场（Sofia
Airport）特许经营项目后，大
曼彻斯特也在与中国企业在第
三国“一带一路”市场合作方
面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
大曼彻斯特具备中英合作的
成熟环境，已成为中国企业
落地英国的理想地点以及“
一带一路”倡议得天独厚的合
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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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derley Park

作为一个推动全球变化的城市，曼彻斯特在
世界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从工业革命到石
墨烯的分离和世界首例仿生眼植入手术等最
近的科学创新，曼彻斯特不断开拓进取。
今天，该区域的愿景依然是雄心万丈，并
且 注重发展、改革和提供一个能够实现企
业和 居民共荣的环境。 其中一个例子是该
区域 与英国政府签订的史无前例的权力下
放协 议，它见证了曼彻斯特成为英国首个
治理其 自身经济的城市。这一历史性的权
力下放 协议意味着该区域拥有强大的共同
投资机会，也意味着该区域在其生命科学、
交通、住房、规划、 商业支持、技能、培
训、科学和创新方面享有重大权力并负有重
要责任。

这些权力有助于实现:
• 投入220亿英镑用于大曼彻斯特地区的公
共支出；
• 建立一个3亿英镑的住房投资基金，在未
来10年内建造1.5万套住房；
• 控制60亿英镑的健康医疗预算，这是英国
健康与社会关怀 政策方面的里程碑式的
举措；
• 地方交通基础设施的广泛投资；
• 在城市区域创建5万个新的工作岗位；
• 科学方面的重要投资——石墨烯工程创
新中心（Graphene Engineering Innovation
Centre）、亨利•莱斯爵士材料研究院
（Sir Henry Royce Institute for Materials
Research and Innovation）和卓瑞尔河岸
天文台的巨型射电望远镜平方千米阵列
（Square Kilometre Array at Jodrell Bank）；
• 4500万英镑的生命科学投资基金用以支
持大曼彻斯特和阿尔德利公园的生命科学
企业。
这些项目也将尤其为住房、交通以及科
学和医疗保健领域的创新提供巨大的共
同投资机会。

“这里是首次发生原子裂变,
发明世界第一台计算机,
发现石墨烯的地方。我们
需要来自中国的专业技术
与合作, 推动下一批世界
第一的产生。”

如果您有兴趣了解更多
信息，请联系我们的项
目团队：
invest@
manchesterchinaforum.com

或者扫描下方：

曼彻斯特市议会
前行政长官
Joanne Roney

Manchester Town Hall

依托于
中国

曼彻斯特
英中协会

近年来, 曼彻斯特喜获来自中国的大额
投资, 全市现已有39家正在运营的中
国 公司。 其中包括中国银行、北京建
工集团 (BCEG)、正泰集团、华为技术
有线公 司, 以及国有重庆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 (CQME) /精密技术集团。

曼彻斯特深知中国对其发展的重要性，所以高度重视发展对华交流。
曼彻斯特英中协会（原曼彻斯特中国论坛）便应运而生了。该协会
是推进英中关系的独特全新举措，受到英国前财务大臣乔治·奥斯本
的大力支持。 该协会由当时的英国财政部长于2013年4月在曼彻斯
特、伦敦和北京宣布创建。这一行动因其创新性而广受赞誉，并由至
今的成就证明是成功之举。

北京建工集团宣布和曼彻斯特机场集
团（MAG）成立合资企业共同开发一
个 价值8亿英镑的空港城。 北京建工
总经理邢严说到:“能够参与 这样一个
有趣而又独特的开发项目实 在是一种
荣幸。我们将参与开发曼彻斯特空港
城这一举 措看作是中英两国之间谅解
备忘录的拓 展部分, 我们希望从中进
一步探索日后 的基础设施建设联合开
发机会。”

协会由德勤中国总裁David Percival MBE担任董事会主席，由申瑞
（Rhys Whalley）担任执行总监，由效力英国政府颇具影响的顾问、
欧洲级别最高的亚裔国会议员——肖尔迪奇区的韦鸣恩勋爵（Lord
Wei）担任非执行董事。
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

韦鸣恩勋爵与北京建工的戴董事长

董事会成员包括曼城足球俱乐部、曼彻斯特机场集团和曼彻斯特大学
等重量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及主要政府官员。
协会和多个重要伙伴密切合作，旨在加强曼彻斯特和中国的联系，积
极改善商务环境，提高曼彻斯特企业的对华合作水平。曼彻斯特已和
一批中国城市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如武汉早在1986年就和曼彻
斯特成为友好城市。

最近的对内投资项目包括：香港远东
发展集团投资价值10亿英镑的地 产项
目Northern Gateway以及华为英国媒体
城办公室的开业。

此举加强了该区和中国的关系，增加了当地的商业投资，促进北京和
香港直飞航线的开通，也促成习近平主席来访曼彻斯特。曼彻斯特英
中协会自创立以来一直被誉为成功的平台，并因其创新的方法和对英
中关系的杰出贡献受到胡润和英国国际贸易部的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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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英中协会旨在:

与中国建立长期战略
关系
确保曼彻斯特和中国之
间增加更多的直达航线
支持曼彻斯特实施与中
国互利共赢战略，重点
关注对内投资、贸易、
旅游经济和教育交流。

一次历史性的
访问

“ 交通的便利无疑为
曼彻斯特和整个北
方带来了巨大的文
化和经济效益，同
时也为创造均衡的
外向型英国经济做
出重大贡献。”
曼彻斯特机场首席执行官安德鲁·
考恩 (Andrew Cowan)

在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
10月访问曼彻斯特时，
曼彻斯特与中国的关系得
到进一步加强，这标志着
两国步入前所未有的合作
时期。
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伦
敦以外的英国城市，反映该区
和中国日益增长的联系和北部
振兴计划作为增长引擎拥有的
强大发展后劲。.

随着习近平主席对曼彻斯特的
访问，一批重大项目也相继落
地，其中包括：
·于空港城耗资1.3亿英镑打造
·
的中国企业区将为即将来英
投资的中国企业创造一个理
想的商业基地。
·北京建工集团投资米德伍德
·
洛克改造项目；
·开通曼彻斯特和北京直飞航
·
线——这是伦敦以外首条对
华直飞的航线。

习主席访问日程表
·从伦敦抵达曼彻斯特机场
·
·参观曼彻斯特大学国家石墨
·
烯研究院
·见证孙继海入驻国家足球博
·
物馆名人堂
·观看曼城足球学院训练赛
·
·参加曼彻斯特市政厅午宴
·
·参观空港城
·
·从曼彻斯特机场起飞离开
·

与中国携手
曼彻斯特可直达全球200多个目的地。其中包括
直飞香港和北京，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对英国
进行国事访问时宣布开通直飞北京的航线。曼彻
斯特机场是除伦敦以外唯一一个与中国大陆直飞
的英国机场，
曼彻斯特机场是通往北部振兴计划地区的门户，
海南航空运营这条直飞航线的决定证实了两地之
间日益紧密的关系。 进一步重申了曼彻斯特与中
国关系黄金时代的存在。
自从2016年6月直飞北京的航线开通以来，往返
曼彻斯特和北京的旅游人数增加了80%，每年有
超过10万人搭乘这条航线。这条航线的增长速
度超过了任何一条其他运营超一年的英中航线。
过去五年推出的20条欧中航线中，该航线排名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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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航线极大地造福了企业、学生和游客。例
如，这条航线开通以来的两年间，曼彻斯特的出
口额增长了41%，该地区的中国游客数量增长了
38%，现在曼彻斯特有6000多名中国学生。与
此同时，曼彻斯特飞往香港的航线自2014年开
始运营，并已增至每日一班。这两条航线使得曼
彻斯特成为通向中国的战略要地。

中国
社区

主要优势
人口
英格兰北部三分之一的中国人生活在曼
彻斯特。
学生
大曼彻斯特的中国学生人数同比增长9%
，而英国全国的中国学生同比增长率为
4%。
活动
整个城市内有超过十二个活跃团体, 涉及
领域包括艺术与文化以及商业与教育。

曼彻斯特唐人街, Photo ©Dave Leeming

曼彻斯特唐人街已成为英国第二大同
时也是欧洲第三大唐人街。多年来,
中国社区一直在曼彻斯特的经济与文
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市还拥
有历史悠久且兴旺发达的中国商业社
区, 在曼彻斯特中部地区此类社区尤
为活跃。

其中包括:

为表示对中国社区的认可, 我们于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在曼彻斯特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总领事馆。总领馆提供一系列领事事务,
社会与教育方面的支持服务, 同时还是英国
最大的领事代表机构之一。

曼彻斯特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该协会成立于1982年, 为曼彻斯特所有高等
院校的中国留学生提供了一个社交活动的
中心。它是英国CSSA的附属机构, 地点位于
中国大使馆内, 活动也由中国大使馆资助。
该协会的工作内容包括开展交流项目以及
提供商务与创业方面的咨询服务。

除了总领事馆，大曼彻斯特还有很多机构
为中国社区提供支持，并期望继续与中国
合作。

中国当代艺术中心(前身为中国艺术中心)
极受欢迎的中国当代艺术中心, 曾为多位艺
术家举办过首展, 之后这些艺术家大都获得
了国际认可。 该中心可为展览、特邀艺术
展出、交流项目、节日、座谈会和活动提
供创意性设计布展服务。

曼彻斯特大学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设在曼彻斯特大学内, 其目标为在
当 地社区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学院还与
全英其他29所孔子学院建立了友好合作关
系。除了为当地学校提供夜校语言课程与
拓展项目外, 该学院还为中国文化活动提供
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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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华人社团联合会 (FCAM)
曼城华人社团联合会(FCAM)是曼彻斯特 华
人社区协会的总括机构。该联合会旨在促
进中国与当地社团的融合, 鼓励当地人理解
与欣赏中国教育及文化并提供有关中国与
曼彻斯特的商业合作信息。同时,它是曼彻
斯特中国重大农历节庆活动的组织者, 例如
国庆节、中秋节及中国新年等。
李启鸿教育基金
该慈善组织为在英国求学的中国留学生提
供奖学金, 同时也为在本市的中国留学生提
供一系列其他服务。
曼彻斯特唐人街社区服务小组
该服务小组的成立得到了来自曼彻斯特市
政府的支持, 并将唐人街内的工商企业聚集
到了一起, 其主要目的是改善唐人街的周边
环境, 并着眼于将该区域打造成重要的城市
中心目的地。
曼彻斯特华人之家
曼彻斯特华人之家成立于2005年, 它提供了
一系列包含英语辅导、艺术与舞蹈课程、
体育课程及成人教育等服务。该社团还主
导了其他一些项目, 其中包括建立中国社区
档案等。

曼彻斯特中国研究院 (MCI)
MCI促进了英国对当今中国和全球化的更多
了解。MCI汇集了来自曼彻斯特大学的各领
域专家，促进了多学科间的合作，为那些
对英中关系感兴趣的人士提供了交流观点
和发展项目的场所。
苏曼国际教育中心
该专业教育机构成立于1993年, 致力于帮助
来自中国教育机构和组织的代表参观曼彻
斯特。它为中国和英国大学开展联合培训
计划提供服务, 并为希望留学深造的中国学
生提供帮助。
英国华裔青年企业家协会 (UKYCE)
英国华人青年企业家协会成立于2011年, 由
一批志同道合的商业人士发起。该协会为
企业与学生在英国商业文化、创业、签证要
求等方面组织交流会议。
慧妍社 (WAI YIN)
慧妍社为曼彻斯特中国社团及索马里、巴基
斯坦、孟加拉国和印度居民提供一系列的就
业、教育和社区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培训与
就业、抚养支持、心理健康辅导及帮助老年
人等。

充满互
助精神
的城市
曼彻斯特英中协会与大曼彻
斯特投资发展署MIDAS(大曼
彻斯特招商引资机构)为所
有有意向的中国投资者提供
一站式服务, 所有希望在此
投资或落户的企业都可在此
得到帮助和建议。
在曼彻斯特及其周边地区投
资的企业都将有机会申请若
干基金, 享受政府激励计划,
及其他英国政府提供的优
惠政策

大曼彻斯特投资发展署
(MIDAS)

英中贸易协会(CBBC)

大曼彻斯特商会(GMCC)

曼彻斯特发展公司

曼彻斯特推广署

www.investinmanchester.com

www.cbbc.org

www.gmchamber.co.uk

www.growthco.uk

www.marketingmanchester.com

MIDAS是一家备受赞誉的招
商引资机构, 已帮助数百工
商企业在大曼彻斯特落户及
发展。除了将曼彻斯特的
商业利益推广到全球范围,
MIDAS还免费向有意向的
投 资者提供高保密性的建
议, 并为迁入本地区的外资
公司 提供帮助。

65年来，CBBC已经处于英
中贸易关系的核心地位 –
它是专门针对中国的英国商
业网络，也是英中贸易关系
中独立的声音。 该协会帮
助英国企业发展和壮大与中
国的业务，同时也帮助中国
企业在英国拓展和投资。
英中贸易协会在英国和中国
组织一系列活动，提供定制
化的研究和咨询服务。该协
会与英国国际贸易部、英国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以及英国
政府各部门密切合作，为英
国企业提供出口机会，为中
国企业提供投资机会。

大曼彻斯特商会（GMCC）
是英国最大的商会，会员企
业总数逾4500名。GMCC是
获得英国总商会认可的52
个商会之一，利用其对地方
和中央政府的影响力，代表
商会会员从大曼彻斯特商业
团体的角度出发开展各项活
动。他们为大曼彻斯特及
更远地区的企业提供商业建
议、意见、行业资讯和专业
知识指导。

曼彻斯特发展公司（The
Growth Company）是一家商
业驱动型非营利性经济发展
机构。该公司旨在通过提供
一系列服务促进大曼彻斯特
的发展和繁荣。该机构主
要为各种类型的企业提供
支持，服务对象包括初创
企业、中小企业及跨国公司
等。致力于吸引外来投资、
提高人们的技能和就业能力
以及其他的企业支持服务。
该公司的服务通过提升能
力、培训技能、探索新方法
和提供各类建议，为与其合
作的团体和公司带来切实的
利益。主要的形式有：一对
一业务支持、组织活动或财
务指导等。

曼彻斯特推广署（Marketing
Manchester）是一个非营利
性机构，负责在本国和国际舞
台以及区域目标营销机构中推
广大曼彻斯特。

英国国际贸易部 (DIT)

HELLO Manchester

大曼彻斯特与柴郡生命科
学基金

大曼彻斯特投资基金 (GMIF)

HELLO Manchester为进驻该
地区的海外投资者提供免费
或优惠办公空间、其他专业
服务以及优惠的酒店和餐厅
服务。

这项耗资3100万英镑的GM&C
种子和早期风险投资基金面向
该区世界级生命科学企业。该
基金位于英国最大的生命科学
园区Alderley Park内，投资于生
命科学众多领域的业务，包括
制 药、生物技术、诊断学、医
疗科学、生命科学受托研究机
构 (CRO)。

大曼彻斯特为其未来开创了
革命性的投资新方式。GMIF
向那些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的企业提供大
量贷款。大曼彻斯特的地方
政府向企业提供了多达1亿
英镑的短期贷款，条件是政
府将获得新项目的股权，而
且这些新项目必须能创造就
业机会及促进该地区的经济
发展。

MIDAS隶属于曼彻斯特
发展公司（The Growth
Company），代表大曼彻斯
特十个地方当局，负责为大
曼彻斯特吸引新的投资和就
业机会，从而促进该地区的
发展和繁荣。
曼彻斯特发展公司旨在通过
提供相关服务，提升曼彻斯
特的形象，吸引对内投资，
挖掘最新商机， 支持现有
企业成长，并为个人提供新
技能培训和就业机会。

www.gov.uk/government/
organisations/department-forinternational-trade

DIT鼓励海外公司将英国作为
其全球首选合作伙伴。在西
北地区，DIT支持中小企业开
发国际销售业务，无论出口
商有没有经验，都会帮助他
们进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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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nvestinmanchester.com/
hello-manchester

海外投资者可以充分利用长
达6个月的免费或优惠办公
空间服务，在大曼彻斯特的
繁华地带开展业务。HELLO
Manchester项目得到了来
自MIDAS和曼彻斯特发展公
司提供的一系列免费商业
支持。

··提供场地位置
··预定住宿
··制作标书和相关支持
··组织现场参观
··组织媒体采访和记者报道
··策划社交方案
··会议宣传支持
··当地专业技术和行业知识

曼彻斯特推动创新
MADE SMARTER

创新认可

全球创新城市排名34 –
2018年创新城市指数
数字FDI战略全球排名第
6 – 2018年未来fDi数
字经济
优胜者：英国最佳商业
城市 – 今日管理/2019
城市中心

曼彻斯特科技园

200多年来，从工业革命的早期到能
创造未来的石墨烯和最新技术，曼彻
斯特的创新文化使我们始终处于全
球思维的前沿。全球互联互通能力
使我们能够接触到许多领域的专业
人才，但正是这种创新精神和世界级
的“Made Smarter”生态系统使我们
走在未来全球城市的前列。
作为英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领先区域城
市及英国政府本地产业战略的试点城市，
曼彻斯特的行业优势集中在科技和新兴领
域，如先进材料、医疗保健分析、网络
安全和金融科技。这里拥有完善的基础设
施，有除伦敦以外最大的私募股权公司
集中地，还有世界级的大学科研和行业合
作，这不仅拓展了曼彻斯特的创新范围，
更推动形成了一种由衍生公司、初创企业
和高增长中小企业组成的创业文化。

创新亮点

创新用基础设施

•	拥有价值6000万英镑的石墨烯工程创新
中心的故乡，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应用石
墨烯的中心以及英国先进材料的领军者。
•	本地工业战略（英国的试点计划）基
于“Made Smarter”的思路，通过鼓励数
字技术创造性的开发设计及采用来提高所
有行业的生产力。
•	曼彻斯特走廊是欧洲五大健康创新区之
一，拥有两所大学、五家医院和曼彻斯特
•	城市实验室（研究成果商业化的加速器）
，并且该地区的数字化数据生态系统已成
为现实世界大规模医学试验的全球试点。
•	价值1000万英镑的网络创新中心包括一
个分享最佳实践的合作区域
•	金融科技行业在过去十年中增长了50%
– 超出全国平均水平5倍以上 – 具有支
•	付、P2P借贷、大数据风险评估、网络安
全等方面的优势。
•	数字化转型：亚马逊和捷豹路虎 等公司正
落户曼彻斯特，为获取专业技能，实现业
务的数字化转型

曼彻斯特的各所大学、政府领导和房
地产开发商一起致力于提供完全支持
协作、研究和创新的基础设施。

如您还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invest@manchesterchinaforum.com

曼彻斯特科技园
英国最有活力、最繁荣的科学家、创新者和
企业家社区之一。科技园的设计初衷是为快
速增长的科技和数字技术企业服务，这些企
业包括：初创企业、全球企业和国际卓越研
发中心
ID Manchester
曼彻斯特大学拥有10.5公顷的创新和创业
开发项目，其中包括350万平方英尺的混合
用途区域。旨在吸引企业在英国设立总部、
创办或扩大公司规模、接受突破性技术并从
中获益

索尔福德克雷森特 (Salford Crescent)
以学术界和企业界之间的合作研究为支撑，
把索尔福德大学校园转变为一个新的产业创
新城市区。重点创新领域为能源、声学、
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医疗创新和自动驾驶
汽车。
阿尔德利园区 (Alderley Park)
这片占地400英亩、历史悠久的园地拥有提
供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设施和条件
Mi-IDEA
新兴技术的创新中心，与合作伙伴、初创企
业、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合作，为当今最紧
迫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挑战寻找创新技术解决
方案。
达斯伯里实验室 (Daresbury Laboratories)
国家科技创新园区为“北部振兴计划”服
务，支持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创新、合作、世
界一流的技术设施加快企业发展

本地工业战略

“本地工业战略不仅

为我们提高生产力
和促进经济繁荣提
供了动力，还为我们
创造了良好的、绿色
的工作岗位和熟练
的劳动力。这都将为
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提供动力”
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
(Andy Burnham)

大曼彻斯特本地工业战略（LIS）于2019年5月
发布，这是一项与英国中央政府共同推动的计
划，旨在提高大曼彻斯特的长期生产力。该战略
进一步强调了本城市地区在健康创新产业、先进
材料制造业、数字和创意领域，以及清洁增长的
领先地位
该战略旨在创新地利用这些机会，通过发展区域
创新优势，提高就业质量，采用新技术和设计新
的商业模式，确保大曼彻斯特和更广阔的英国的
繁荣未来。
该战略还纳入了英国首个城市地区清洁增长计
划，该计划概述了大曼彻斯特在2038年实现碳中
和的雄心，此目标比英国其他地区早12年。

大曼彻斯特本地工业战略中概述的核心目标和愿
望如下：到2040年，大曼彻斯特希望达到：
•	提高各行业的生产力和薪酬，特别是那些落后
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行业。
•	在整个城市地区的战略位置创造更多高质量的
制造业机会。
•	建立一个综合的数字化健康护理系统，利用先
进技术，帮助人们长时间保持高效。
•	实现碳中和，以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当地
环境。
•	成为公认的具有全光纤宽带和5G覆盖范围的欧
洲领先数字经济体。
•	创建一个区域范围的技能和就业系统，使人们
能够发挥其潜力，支持新兴产业，雇主也可获
得所需的人才与技能。
•	建立连接大曼彻斯特地区和英国的高效清洁基
础设施系统。

如您还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invest@manchesterchinaforum.com

大曼彻斯特认为合作是成功达到LIS战略目标的核
心要素。大曼彻斯特以全球创新中心而闻名，曼
彻斯特-中国的合作在大学、工业和政府交流都拥
有大量的机会。这种合作已开始涉及多个领域，
其中拥有许多机会，比如：
健康创新
曼彻斯特的开拓精神，60亿英镑的医疗和社会
护理预算，将该地区作为英国创新的试验平台。
曼彻斯特希望通过与中国尖端大学和领先的行业
参与者密切合作，继续推动其医疗保健行业的发
展。
先进材料与制造业
曼彻斯特已被全球公认为是石墨烯以及其他革命
性二维材料的故乡。全球对清洁能源和可再生材
料的关注也是大曼彻斯特的关注焦点，本地区希
望借助中英专业知识和经验来实现这一目标。

数字和创新产业
继本市被宣布为英国首批5G网络的实验城市之
一，LIS展示了曼彻斯特期望成为欧洲领先的技术
中心的雄心壮志。
曼彻斯特希望继续在数字创新领域开拓机会，欢
迎更多的中国科技公司加入本地区，与曼彻斯特
AI和5G领域的企业合作。
清洁能源
到2038年，大曼彻斯特希望成为一个碳中和的
城市地区。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一部分，本地区
启动了大曼彻斯特5年环境计划。为了有效实施
这一计划，曼彻斯特希望从中国的革命性可持续
发展城市中学习最佳实践。我们对实现清洁能源
的目标以及未来与中国公司和组织的合作感到非
常兴奋。

“大曼彻斯特本地工业
战略的发展与改进是一
项真正合作努力的成
功，商业为核心内容。当
地工业战略提供了一副
蓝图、一套工具让我们
可以走得更远更快，让
众多商业计划在此落地，
制造创新机会，提升出
口率等。此战略让我们
通过所共同关注的优先
事项，传达我们对未来
的雄心，继续引领产业
的发展。”
大曼彻斯特当地商业发展署主席及曼彻
斯特英中协会董事会成员迈克·布莱克本
(Mike Blackburn)
如您还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invest@manchesterchinaforum.com

充满活力
的城市

有什么新鲜事物呢？
在曼彻斯特，你总是可以发现一些新鲜事物，比如以下：
达科他酒店
2019年春季将迎来全新的、价值2500万英镑的达科他豪华酒店的开业。作为城市皮
卡迪利盆地再生区域的一部分，酒店提供了137间卧室。
The Cow Hollow酒店
北角最受欢迎的企鹅多次获奖的The Cow Hollow酒店于2018年开业，奖项包括纽约时
报的年度经济型酒店奖。
RHS花园布里奇沃特
欧洲最大的园艺项目之一，在距离市中心25分钟的154英亩土地上修建，花园将于
2020年开放。Worsley New Hall将有一个占地11英亩的围墙花园，欢迎大家来索尔福
德探索新的建筑、新的湖泊，漫步于新的林地之中。
Roomzzz谷物交易所曼彻斯特店
谷物交易所展示了其原有的爱德华时代风格，餐厅融合现代风味，提供世界各地风
味。豪华公寓式品牌Roomzzz的开业，让谷物交易所成为市中心的完美目的地。

Chinatown

曼彻斯特成为全球第7大最令人兴
奋城市，不难看出为什么！我们拥
有一流的娱乐，一流的购物，一流
的酒吧，餐厅和世界一流的体育。

外出就餐
曼彻斯特拥有众多屡获殊荣的餐饮场所，
有超过30种国际美食可供选择。中国城拥
有一些出色的餐厅，供应现代和中国传统
美食。
这个城市不断增长的美食现在
包括米德兰酒店的 The French 餐
厅，Spinningfields，Manchester
House，Deansgate 的 Hawksmoor 以及
Allotment 的全素食菜单，曼彻斯特现在还
是伦敦最受欢迎的 The Ivy 和Dishoom分店的
所在地。

Selfridges

购物
曼彻斯特为您提供无尽的购物选择, 从国王
街的名牌精品到阿黛尔购物中心的高街时
尚连锁品牌, 再到北角独立品牌, 可谓品种
繁多, 琳琅满目。这里仅罗列一些位于市
中 心的店铺: Harvey Nichols、Selfridges、
Vivienne Westwood、Armani、Zara 和 French
Connection等。
如您还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invest@manchesterchinaforum.com

夜生活
曼彻斯特的夜生活极富传奇色彩, 这里有传
统英式酒吧、鸡尾酒吧和夜总会。此外, 市
中心还有很多赌场, 如拉斯维加斯风格的
Manchester235以及位于唐人街核心位置的
Grosvenor。
北方门户城市
本市周围皆是景色怡人的乡村景观, 并有四
个车程均不到一小时的国家公园 。曼彻斯特
有着英国“北方之都”的美誉，其地理位置
优越，距离活力城市利物浦、历史名城切斯
特、约克等都非常近。该地区的交通网络亦
十分发达，可快速到达传统滨海古镇绍斯波
特和布莱克浦、英格兰湖区和威尔士。

Blackpool

体育与文化

文化

运动

曼彻斯特拥有生机勃勃的、独一无二的文化
氛围，这里有众多博物馆、剧院和丰富多彩
的活动和节日，包括两年一度的曼彻斯特国
际艺术节，期间会推出一些最好的原创演出
和艺术界知名人士的展览。

曼彻斯特一直都是体育运动的代名
词，2002年成功举办英联邦运动会之后更
是如此。本市还拥有全球最成功的两大足球
俱乐部 - 曼联队和曼城队。
其他世界一流的运动设施包括兰开夏郡板球
俱乐部（Lancashire County Cricket Club）、
老特拉福德板球场（Emirates Old Trafford）
、曼彻斯特水上运动中心（the Manchester
Aquatics Centre）、汇丰英国国家自行车中
心（the HSBC UK National Cycling Centre）、
还有Chill Factore的室内滑雪场以及遍布大曼
彻斯特一些高尔夫球场。

曼彻斯特的音乐氛围享誉世界。这座城市
是比吉斯乐队（Bee Gees）、史密斯乐团
（The Smiths）、绿洲乐队（Oasis）、接
招组合（Take That）、快乐分裂乐队（Joy
Division）等众多著名音乐人的大本营。这里
还有丰富多样的现场音乐表演，从小规模的
私人表演到曼彻斯特体育场演出，很多国际
大牌艺术家都曾在这里开办过音乐会。

案例研究

切塔姆音乐学院
(CHETHAM’S SCHOOL
OF MUSIC)

切塔姆音乐学院在曼彻斯特600年的历史中
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一个中心场地包含
三个对比鲜明的空间；英语国家里最古老的
公共图书馆；英国领先的专业音乐学院，培
养了300名世界上最优秀的年轻表演者；斯

曼彻斯特还是许多著名管弦乐团的主场，有
哈雷管弦乐团（The Halle）、BBC爱乐乐团
（The BBC Philharmonic）和曼彻斯特小交响
乐团（Manchester Camerata），近年来这些
乐团都在中国巡回演出过。
如您还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invest@manchesterchinaforum.com

托勒大厅（The Stoller Hall），可为现场表演
提供完美音响效果，打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
新演出场所。
400年来，这座英语世界里最古老的图书馆
一直被学者和思想家用作学习场所；在阅览
室里，游客们可以坐在壁龛附近的桌子旁，
这里曾经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弗
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定期
会面、阅读和探讨问题的地方。
切塔姆音乐学院继续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切
塔姆音乐学院是中国国际民间交流中心成立
的中欧人文艺术教育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
该联盟以研习班、研讨会、展览、访问演
出、互访等形式促进中欧相互的民间交流。
此外，切塔姆音乐学院还继续开辟与北京中
央音乐学院和2019年开设的孔子课堂更多
更好的合作机会，促进曼彻斯特与中国之间
的文化、语言和音乐交流。

案例研究

曼彻斯特足球集团

在过去的一年里，曼彻斯特足球集团一直恪
守参与中国足球长期发展的承诺。2017年9
月，该集团在深圳开设了新办事处，是首家
在中国开设第二个足球中心的世界级足球组
织。2019年2月，其宣布联合收购中国四川
九牛足球俱乐部（Sichuan Jiuniu FC）。

案例研究
按照中国教育部的规划，城市足球集团在中
国的业务还包括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建立多
个商业合作伙伴关系，进行社区项目以及在
中国各地城市学校有效开展城市教练的足球
技能培训工作。
“我们坚信中国足球的未来前景无限。我
们将长期致力于发展壮大四川九牛足球俱乐
部，培养中国足球人才。这些目标的重要性
不分伯仲。我们当前的重点是加强我们的足
球水平，利用我们所有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与球迷建立牢固的关系，树立强大的影响
力”- 城市足球集团首席执行官法兰·索里
亚诺（Ferran Soriano）

如您还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invest@manchesterchinaforum.com

曼联足球俱乐部

该俱乐部最近在北京推出了曼联体验中心，
旨在让球迷近距离感受标志性的老特拉福德
球场，并了解俱乐部的历史和传统。粉丝们
将享受互动体验，包括神圣三杰雕像的全尺
寸复刻，球员通道复刻，以及为游客提供为
俱乐部“签名”的机会。
该俱乐部还推出了专门的中文应用程序，可
以为粉丝提供新闻和独家视频。

这个世界闻名的足球俱乐部已经成为中国游
客的热门地点，现在正在探索通过创新的实
际的数字举措扩大其在中国的粉丝群。曼联
目前拥有6.59亿在线全球粉丝，其中超过1
亿是中国人。

这些举措是与中国领先的房地产投资公司华
锐世纪集团合作推出的，北京体验中心将于
2020年全面开放，预计其他中心随后将在
上海和沈阳开业。

在曼彻斯特
经商

一般而言, 在英国成立企业受到的
限制很少, 但也有一整套法律法规
框架需要我们遵循。这里有很多税
收优惠政策旨在吸引外来投资、区
域发展和研发, 这些正是中国企业
可利用的优势。在英国成立企业需
要特别考虑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创新和投资氛围
英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提供一系列的补
贴和奖励政策来鼓励创新。其中包括用
于科研和创新的欧盟旗舰项目：“地平
线2020”，提供连续7年（2014-2020
年）超过800亿欧元的项目资金支持，以
及更多具体英国补贴，例如英国技术战略
委员会提供的补贴等。英国在研究、开发
和创新领域成绩卓著, 英国政府不断努力,
以求使英国成为全球运营创新企业或服务
最好的国家。丰富的英国奖励政策包括:
研发支出信贷(RDEC)和专利盒。
RDEC最近经扩展, 可为大公司提供净值
10%的“线上”信贷额度 (为没有纳税义
务的公司退税), 中小企业的信贷额度最
高为33%。专利盒制度使公司在2013年
4月1日后可通过其专利发明和某些其他
创新为所得利润缴纳较低的公司税 (低至
10%)。

在初期构建正确的企业结构是成功的关键
在初期周详考虑长短期商业目标将有助于确
保确立最有效和高效的投资结构。需考虑的
因素包括:
··法律实体类型 (例如, 分支, 子公司, 合作
伙伴, 合资)
··资本结构 (例如, 股权, 债权)
··资金收回策略 (例如, 股息, 偿还债务, 公
司间费用)
··税务影响 (例如, 英国公司税, 增值税, 雇
佣税, 可用的税收优惠和补贴政策)
··人才保留和管理 (例如, 当地招聘与外派,
雇佣合约, 劳动法, 移民)
··持续合规义务 (例如, 从会计, 税收和法
律领域)
所有进入英国的企业必须到公司注册处进行
注册。注册申请在提交时必须包含各种所需
的文件, 包括公司章程和组织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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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作为英国雇主的责任
在英国组建团队最常见的情况是, 从中国招
聘驻外职员和在英国招聘的当地职员进行组
合。这将为雇主带来很多责任和义务:
• 作为英国雇主, 公司需要对其当地和驻外
职员实施严格的工资管理系统。
• 驻外职员和公司都必须理解英国和中国
之间的个人纳税制度差别, 确保符合税收规
定。
• 企业必须遵守英国的移民入国限制。这
些法规经常变更, 因而在法规变更时确定正
确的适用法规对个人或公司都非常重要。
• 英国和欧洲的商业背景环境包括；合规
义务, 市场推动者和股东对企业责任的预
期。这已超出公司的财务管理范畴, 且包含
一系列社会和环境因素。

助力中国企业成就美好明天
有关中国公司在英国开展业务考虑事项的更
多信息, 可参阅“中国企业投资英国指南”,
该指南由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在英国
驻北京大使馆和曼彻斯特英中协会联合创始
人德勤的帮助下完成。
中国企业投资英国指南
我们强烈建议企业在计划和确定其英国投
资项目时, 寻求专业、法律和财务方面的建
议。
德勤英国中国服务集团在支持中国企业在英
国开展标志性和挑战性项目方面有着悠久的
成功历史。其市场领先的“一站式”咨询服
务专为中国企业首次在英国开展业务或扩展
现有经营而设计。德勤拥有庞大的全球网络
系统，汇集了多学科团队提供的专业知识，
旨在为准备在英国和欧洲进行欧洲跨境投资
的中国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教育

“ 中国是我们的主要
合作伙伴 ，有超过
5000名学生在此
学习，我们的上海和
香港海外分部都均
有与很多中国领先
的学术机构合作。”

所有大曼彻斯特区的大学都热切
希望与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企
业和政府机构建立可持续发展的
长期合作关系。

曼彻斯特大学校长南希·罗斯威尔
(Nancy Rothwell)

曼彻斯特大学

曼彻斯特大学是英国第一所也是
最杰出的市立大学。现在它是英
国著名的罗素大学集团（Russell
Group）的成员之一，以其最高水
平的科研和教学能力享誉世界，
在2018年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
术排名中，在全球大学中排名
第24位，在欧洲大学中排名第8
位，在英国大学中排名第6位。

曼彻斯特大学与中国的商业界、公共机构和
学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招收的国际学生超
过英国其他任何一所大学，目前在校学生超
过4万人，其中5600多人来自中国。
曼彻斯特大学在全方位与中国建立紧密联系
方面，一直走在前列。2006年，曼彻斯特
大学成为第二个开设孔子学院的英国机构，
旨在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的了
解。2018年，曼彻斯特大学开设曼彻斯特
中国研究院，为有志发展英中关系的人士提
供交流平台。该研究院汇集来自这所大学的
专家们，有力推动涵盖艺术、人文、科学和
健康在内的跨领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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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大学与多个中国企业和机构建立合作伙伴
关系，合作涉及航空航天、高级材料、通信
和医疗保健等领域。主要伙伴关系包括：
•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北京先进材料研究
所（BIAM）-曼彻斯特大学技术中心的
合作。双方现在可以合作应对先进航空
材料的开发和制造所面临的关键挑战。
•	北京基因组学 - 与北京大学建立医疗合
作伙伴关系，为组学研究建立联合技术
平台。
•	建立临床研究方法中心，以支持曼彻斯
特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方向。
•	与华中科技大学（HUST）在物理、化学
和环境工程领域签订联合培训协议
•	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CETC）签
署合作协议，在射电天文高级仪器研究
（RAAIR）领域建立联合研究实验室
•	与清华大学的合作重心是健康研究、材
料和工程领域。
•	学生交流计划包括医疗实习、暑期课程
和实验室实习。

曼彻斯特大学 - 中国校友
曼彻斯特大学中国校友会分为八个分会，分
别在北京、上海、广东、湖北、江苏、四
川、天津和浙江。

曼彻斯特大学联系方式
网站：manchester.ac.uk
微信：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官方
微博：@曼彻斯特大学官方
电话：+44 (0) 161 306 6000
地址：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Oxford Road, Manchester, M13 9PL, UK

案例研究

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创办
英中基础设施联合学院
英中基础设施学院计划是该地区的重大开发
项目，将加强中英企业间的相互了解，以吸
引更多优质的中国企业。

2018年，曼彻斯特商学院受命创办英中基
础设施联合学院，这是由英中两国政府共同
组建的著名合资企业。该学院是一个高管教
育项目，为来自中国企业和官方的高管提供
课程、研讨会和研习班，以提高他们对英国
投资机会和法规的认识水平。

英国投资部长格雷厄姆·斯图尔特（Graham
Stuart）说：“英中基础设施学院计划对曼
彻斯特的基础设施非常重要，英国投资部作
为国际化经济部门，正在帮助‘北部振兴计
划’吸引外国投资。在我们寻求构建全球独
立贸易关系之际，中国作为世界领先经济体
和英国第五大贸易伙伴，是英国企业的重要
市场。”

曼彻斯特城市大学
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
1824年。它是英国最大的大学之
一，拥有3.8万多名学生，这里有来
自120多个国家的多元化国际学生。
该大学正在进行4亿英镑的投资计划，以提
升其教学和科研的设施、建筑和公共空间。
目前，曼彻斯特城市大学85%的研究具有“
世界领先”或“国际一流”水平。
曼彻斯特城市大学一直与中国保持密切联
系，包括其庞大的中国留学生队伍、卓有成
效的校友组织和科研交流。我们预计将于
2019年夏初在湖北省武汉市开设办事处。
曼彻斯特城市大学与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
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我们把法律课程放在
香港教授。这一合作关系已进行近30年，
已接收大约400名学生。
曼彻斯特城市大学是英国北方大学联盟的成
员之一，该联盟在2006年与上海科技大学
联合建立了一个联合机构 – 中英学院。中
英学院提供一系列的学士学位课程和文凭，
学生可以选择在中国或英国完成相应的学位
课程。

该大学在香港拥有一大批校友。包括曾在曼
彻斯特学习的学生，还有在香港学习法律课
程的学生。曼彻斯特城市大学与香港大学专
业进修学院合作开办这些法律课程已有30
年。香港正着手成立一个正式的校友分会。
在2014-2018年间，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研
究人员与101个中国机构的作者合著了318
份出版物，其中包括：
•中国教育部
•中南大学
•中国科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
•太原科技大学
•大连科技大学
曼彻斯特城市大学联系方式
网站：mmu.ac.uk
微博：@曼彻斯特城市大学
电话：+44 (0) 161 247 2000
地址：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All Saints Building, All Saints,
Manchester, M15 6BH,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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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福德大学

索尔福德大学与产业界有着悠久
的合作历史，在护理、工程和运
动医学方面一直保持着优势地
位。它始建于1850年，位于厄
韦尔河（River Irwell）河畔，占
地面积60英亩。1967年被授予
正式的大学地位，目前有超过2
万名在校学生。

学校欢迎来自中国的本科生、研究生、研究
人员以及英语语言学习者和暑期班的学生。
索尔福德大学与北京、上海以及沈阳、大
连、宁波、济南、杭州、重庆、武汉、西
安、广州、深圳等全国重点城市都有相应领
域的行业联系。
索尔福德大学与中国多所大学多个专业建立
了成功的伙伴关系，包括：
数码、创意艺术及传媒：
•	鲁迅美术学院-索尔福德大学艺术与传媒
学院与鲁迅美术学院在教学、研究和文
化交流方面积极合作。
•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Z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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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科：
•	中英学院（SBC）- 中英学院是由上海
科技大学于2006年在中国与包括索尔福
德大学在内的九所英国北方大学联盟成
员合办的一所国际大学学院。中英学院
提供英国学位，以及英国北方大学联盟
学历。
健康科学：
•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 在过去四年，
索尔福德大学已接受广东省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资助的25名护士进行护理硕
士课程的学习。
环境、工程与科学：
•	西安长江大学
•	天津城建大学
•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索尔福德大学在中国的校友分布在政府、教
育、建筑、医疗、商业和金融等领域。

索尔福德大学联系方式
中国
Daisy Chen，项目经理，china@salford.ac.uk
转交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16号中国人寿大厦
1001室中英商务委员会英国中心，
邮编：100020
网站：salford.ac.uk
微信：英国索尔福德大学北京代表处
微博：@英国索尔福德大学
电话：+44 (0) 161 295 5000
地址：The University of Salford,
The Crescent, Salford, M5 4WT, UK

博尔顿大学

博尔顿大学位于大曼彻斯特联合
政府的10个组成区之一，地处开
阔的乡村边缘，是一所教学任务
密集、研究领域广泛的大学，它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25年博尔
顿力学研究所的建立；是英国最
早创立的大学之一。

这所大学的教育特别强调专业教育和职业教
育。其使命的核心是通过一系列高质量的学
士及硕士课程，深耕科研，依靠科研，最终
强化教学成果。

1995年，博尔顿大学与香港和深圳确立合
作伙伴关系。随后与上海确立了机电一体化
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并与博尔顿的友好城市
肇庆建立重要联系。

博尔顿大学位于博尔顿市重建的核心地带，
过去10年里，该大学已投资近2亿英镑。它
是城市重建工作的引领者，其耗资数百万英
镑的基础设施项目正在改变市中心的自然
环境。

博尔顿大学在北京设立代表处，目前和全国
6所大学共同设立6个教育部批准的硕士和
学士学位专业。该校目前约有700名学生在
这些专业中学习，他们将接受大学客座教授
的讲座，并有机会在博尔顿拿到英国学位。

博尔顿大学的特效及视觉效果、护理、心理
学、英语研究、土木工程、数学及生物等专
业非常热门。

除了这些课程，博尔顿大学还与中国其他院
校建立20多个合作伙伴关系，其中许多院
校将学生送到博尔顿大学久负盛名的暑期班
学习。通过这种方式，每年为大约300名学
生提供英国高等的教育经历和英国文化的
体验。
博尔顿大学与上海市教委建立了重要的合作
关系。迄今为止，该大学与大曼彻斯特地区
的其他机构合作，为上海73所职业院校中
的40所学校的校长和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培
训，另有20所计划于2019年10月前往博
尔顿培训。

博尔顿大学最近一次提交给“卓越研究框
架”的研究成果中，超过86%的成果被评
为“世界领先的研究成果”，其余则被评
为“国际一流”。主要研究领域有阻燃材
料、微电子系统和处理器以及产业用纺织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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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博尔顿大学亦接待了上海市教委其他
部门的访问，例如他们的检验部门。此外，
在曼彻斯特大学的支持下，该大学还接待了
一个由中小学教师组成的代表团，进行为期
五个月的培训。
与上海市教委合作的这一举措，目前已引起
成都、广州和武汉等中国其他城市的兴趣。

博尔顿大学联系方式
网站：bolton.ac.uk
微博：@英国博尔顿大学
电话：+44 (0) 1204 900 600
地址：University of Bolton, Deane Road,
Bolton, BL3 5AB

联系我们
开启您在曼彻斯特的成功之旅。
T: +44 (0)161 237 4470
E: invest@manchesterchinaforum.com
W: investinmanchester.com
investinmanchester.cn

英国皇家北方音
乐学院(RNCM)

英国皇家北方音乐学院是一所领先的
国际音乐学院，位于曼彻斯特的中心
地带。多年来，该音乐学院一直是来
自英国和世界各地有抱负的专业音乐
人的首选院校。英国皇家北方音乐学
院隶属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伊丽莎
白女王二世是该学院的赞助人。该学
院蓬勃发展，欣欣向荣，如今已拥有
800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

英国皇家北方音乐学院成立至今已近50
年，虽然历史相对较短，但其悠久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893年，当时查尔斯•哈雷爵
士（Sir Charles Halle）创办了皇家曼彻斯特
音乐学院。1973年，皇家曼彻斯特音乐学
院与北方音乐学院（NSM）合并，成立了英
国皇家北方音乐学院。如今这所学院拥有来
自52个国家的320名教职员工和800多名
学生。
英国皇家北方音乐学院与中国一直保持紧密
联系，每年都吸引中国师生前来交流学习。
曼彻斯特大学联系方式
网站：rnmc.ac.uk
微博：international@rncm.ac.uk
电话：+44 (0) 161 907 5200
地址：RNCM, 124 Oxford Road,
Manchester, M13 9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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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
开放经商

欢迎来到曼彻斯特，
一座富有创新精神的
商业城市！

开放经商

在过去200年中，曼彻斯特对全世界的商业模式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工业革命以来，这个城市在原
子理论、现代计算机和石墨烯应用方面功不可没。
如今，曼彻斯特是英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堪称
英国的经济引擎。曼彻斯特以其优越的经商环境备
受赞誉。同时，曼彻斯特也是吸引国际人才的“磁
石”和精明投资者的首选之地。

曼彻斯特的优势领域
先进的制造业
曼彻斯特拥有令人羡慕的制造业底蕴，已
经吸引了诸如保洁、联合利华、日立、凯
洛格等企业入驻。如今该区域更成为先进
材料和石墨烯之家。
创意和数字媒体
250多年来，曼彻斯特从未停止创造未来
的步伐。 它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第一台
存储程序计算机的诞生地，首次进行原子
分裂的地方，也是革命性的2D材料石墨烯
被成功分离的地方。 雄心、创造力以及开
拓性的工作方式是这座城市的核心基因。

能源与环境
曼彻斯特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可持续发展
城市, 并为低碳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从而
造就了很多可持续发展投资机会。
生命科学与医疗保健
生命科学与医疗保健曼彻斯特是卓越的国
际化医疗中心，拥有顶级研究设施与一系
列创新型企业，其中许多企业与高等院校
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金融和商业服务
曼彻斯特拥有很多大型的国际化银行、
会计和法律公司, 以及众多专业咨询公司。
该城市还为很多设计和建筑公司以及高度
活跃的公共产业提供支持, 这些公司管理着
欧洲规模最大, 最成功的长期再生项目。

曼彻斯特在石墨烯领
域的创举对世界产生
的重大影响将不亚于
工业革命。并且，我们
可以自豪地说，两次革
新都起源于曼彻斯特
并在此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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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
制造业
曼彻斯特是全球第一个现代化工业城市,也是工业革命的诞
生地。这座城市仍然在全球工业化优势方面领先于英国其
他地区, 而曼彻斯特制造的标签也已成为品质与创新的代
名词。高端材料是曼彻斯特高端制造产业的核心。这是推
动这一领域不断创新的关键要素, 并得到本市众多研究与
合作计划的支撑。

轻型材料和复合材料
英国的轻型材料需求旺盛。预计到2021
年，相关业务的全球价值将达到1380亿英
镑。英国政府已将曼彻斯特作为发掘这一领
域商机的理想之选，并将此列入国家“高潜
在机会”计划的一部分。曼彻斯特位于欧洲
最大航空航天集群以及英国第二大汽车集群
的核心，便于接触劳斯莱斯(Rolls Royce)、宾
利（Bentley) 、空客 (Airbus) 、英国宇航系
统(BAE Systems) 、沃克斯豪尔(Vauxhall)和泰
雷兹(Thales)等终端制造商。汽车、航空航天
和铁路制造商促进了对轻型高强度材料的需
求，有利于减少碳排放量。这些轻型高强度
材料（包括复合材料和合金材料）也可应用
于建筑和能源等领域。

主要优势
曼彻斯特空港城
一个价值10亿英镑的10-15年的企业区发展
机会，专注于物流和先进制造空间。
特拉福德工业园
欧洲最大的工业园之一，在此坐落着诸多企
业，如Kellogg’s（家乐氏）、 Kratos、Cargill
（嘉吉公司）、P&G（宝洁）等。
索尔福德港口
一个三态内陆港和物流园区，仓储和运输设
施占地15.3万平方米。

航空航天
英国拥有欧洲最大的航空航天产业，其规模
仅次于美国。西北部地区占据该产业的主导
地位，并被认为是欧洲技术领先的产业中
心，拥有90多年的航空航天制造专业技术。
供职于BAE Systems、Airbus以及TRWLucas等公
司的2万多名航空航天从业人员，每年为这
一地区的经济带来70亿英镑的产值。

大学
这里拥有极佳的研发条件, 包括曼彻斯特大
学的石墨烯研究院、索尔福德大学的应用研
究, 以及博尔顿大学在纺织与材料方面的专
业研究。
物流
曼彻斯特不断投资扩建其已非常完善的多形
式物流基础设施, 该地区还通过世界货运中心
提供定制仓储服务。

128,800

曼彻斯特一直是创新的先行者。
它是全球第一个工业城市。首批
工厂和工业基地便诞生于此，福特
（Ford）也是在此制造出欧洲的第一
辆汽车。如今，曼彻斯特成为了英
国最大的先进制造业和高端工程的
核心集群，以及北部振兴计划区域
的中心。

先进制造业从业人员为5万人

无论您是想物色大规模制造厂还是测试实
验室，曼彻斯特都具有充足的基础设施来
支持创新、业务发展和商业化进程。

欧洲最大的先进材料研究中心
制造与工程部门从业人员

53000
5亿英镑
79亿英镑
斥资5亿英镑投资先进材料卓越中心
曼彻斯特的制造业创造

在先进制造业和高端工程方面，曼彻斯特
具备完整的资源。从研发、建筑服务和土
木工程到装配、配送和技术咨询，我们的
公司都可在整个业务生命周期过程中提供
全面周到的服务。
该区域在供应链、人才、产学研发合作以
及上市方面资源充沛，捷豹路虎(Jaguar
Land Rover)、ARM、AECOM、BAE Systems、
如您还有任何疑问，请联系：invest@manchesterchinaforum.com

保富集团(Balfour Beatty)、嘉吉(Cargill)、
亨氏(Heinz)、日立(Hitachi)、嘉科(Jacobs
Engineering)、家乐氏(Kellogg’s)、恩智浦(NXP)
、西门子(Siemens)、联合利华(Unilever)和柏
诚(WSP Parsons Brinckerhoff)等公司都落户于
此。
石墨烯的故乡
石墨烯是世界首个二维材料，最初在曼彻斯
特大学被分离出来。它是由碳原子组成的只
有一层原子厚度的二维晶体，极为轻薄，坚
硬、柔韧、透明，导电导热性能极强。这
种“神奇材料”的潜力巨大，有望应用于电
子产品、复合材料、柔韧触摸屏等领域。使
用1%的石墨烯，材料强度便可增强30%，
因此可将所需的原材料用量减少30%，重量
也随之可降低30%。曼彻斯特聚集了世界上
最多的石墨烯研究人员；逾200名研究人员
在此致力于石墨烯和相关2D材料的开发，并
促进其商业化应用。

汽车工业
西北部地区是英国第二大汽车及汽车配件制
造区, 拥有捷豹、标致 、路虎以及通用汽车/
Vauxhall等主要汽车制造商。该地区年营收达
90亿英镑, 占英国汽车销售总额的12%。 由
330多个公司构成，其中200家是汽车供 应
链中的主要企业。 曼彻斯特位于汽车产业集
群的核心位置,本 身吸引了大量投资, 其中数
字化转型、设计、工程和生产 咨询等领域的
优势尤为突出。
工业4.0
人工智能、机器人、增材制造、虚拟和增强
现实、物联网等领域技术和创新以及这些技
术的融合，可能会对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产
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曼彻斯特是西门子和捷豹路虎等知名公司的
所在地，鉴于该城市的制造业优势，再加上
丰富的专业人才资源，将会推动新兴技术的
不断发展，重塑未来工业格局。

卓越中心
石墨烯工程创新中心 (GEIC)
耗资6000万英镑的GEIC将在石墨烯商
业应用产品及相关2D材料的开发工作中
发挥关键作用。GEIC是行业领先的创新
中心，旨在与行业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开
创、测试并优化新的市场概念，以及业务
扩张和供应链整合所需的流程。
国家石墨烯研究院 (National Graphene
Institute)
国家石墨烯研究院是世界领先的石墨烯和
2D材料研究中心，旨在推动新兴和热门
应用领域的产学合作研究。
BP石油公司先进材料国际研究中心
(BP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Advanced
Materials)
这是一项投资额达6400万英镑的为期10
年的研究合作项目，合作方为英国石油公
司（BP）和其他三所大学，以曼彻斯特

大学为中心。其目的在于通过基础研究
到应用等各项工作，最终促进该领域的发
展，机构30-40%的活动集中在腐蚀方面
材料。
曼彻斯特大学道尔顿核研究院
(Dalton Nuclear Institute)
拥有英国最先进的核研究能力，是国际认
可的卓越中心。该研究所在同企业合作以
及推动核燃料循环创新方面取得了卓越
成就。
航天航空研究院
(Aerospace Research Institute)
多学科产业研究中心，其中包括了曼彻斯
特大学的100多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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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莱斯爵士材料研究所 (Sir Henry
Royce Institute)
曼彻斯特大学将成为亨利•莱斯爵士材料
研究所的所在地。该研究所共投资2.35亿
英镑，将涉及材料研究中包括石墨烯在内
的14大重点领域，研究中心将设在曼彻斯
特。它将为企业设计和测试新材料和加速
新材料上市提供场地。
国家复合材料认证与评估机构(NCCEF)
英国西北复合材料中心的商业分支机构。
材料研究与创新研究院(The Institute of
Materials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应用材料科学和工程应用的世界领先者。
该研究院是一个多学科中心，致力于携手
企业及其他学术机构进行研究创新。

曼彻斯特工程校区开发项目(MECD)
耗资3亿英镑打造的MECD将成为英国高
校承担的最大单体建筑项目之一，旨在创
建一个全新的动态工程校区，以整合曼彻
斯特大学的4个世界级工程学院。
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工程与材料研究中心
(Engineering and Materials Research
Centre)
该研究所的主要研究重点是材料科学、包
含表面工程、表面涂层特征以及包含阻燃
剂在内的有机聚合物等。

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

石墨烯
一段曼彻斯特的成功佳话

INOV-8
石墨烯材质运动鞋提高抓地力和耐磨性

2004年, 曼彻斯特大学的两名科学
家：Andre Geim 教授与Kostya Novoselov教授
分离出了石墨烯。这是人们首次获得全球最
纤薄、最坚硬且传导性最好的材料, 他们也
因此而荣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究石墨烯的应用，准备开发新一代高效能技
术。华为目前与曼彻斯特大学合作开展了两
个项目，旨在探索石墨烯在消费电子产品和
移动通讯设备领域中的革命性应用。

英国运动品牌inov-8与曼彻斯特大学合作，
成为世界上率先在运动鞋和健身鞋中采用石
墨烯材料的公司。实验室测试表明，这些鞋
的外底更结实、更有弹性和耐磨。

华为董事和高级副总裁陈黎芳说，“英国处
于基础技术研发领域的最前沿，华为很高兴
能与曼彻斯特大学共同开展华为创新研究
计划（HIRP）旗舰项目，研发多项前沿技
术。曼彻斯特大学作为石墨烯研究的大本
营， 拥有研究石墨烯的大量先进技术和设
施。我们相信我们的合作将为未来构筑更美
好的互联世界和促进信息通信行业的发展做
出巨大贡献。”

inov-8首席执行官Ian Bailey在评价合作以及
正在申请专利的技术时表示：“产品创新是
我们品牌的第一要务。这是我们与主要运动
品牌竞争的唯一途径。通过与曼彻斯特大学
的开拓性合作，inov-8甚至整个英国得以立
足石墨烯运动鞋创新领域的最前沿。而这仅
仅是开始，石墨烯的潜力不可限量。我们对
这次合作的前景充满期待。”

石墨烯有可能彻底改变一大批多样化材料应
用的现状, 从电子产品到复合材料和柔性触
摸屏都将因此而发生改变。为了支持这一“
神奇材料”的持续发展，英国政府已向曼
彻斯特大学的国家石墨烯研究院（NGI）和
石墨烯工程创新中心（GEIC）投资了1.21亿
英镑。
坐落于曼彻斯特大学校园中心的NGI和GEIC于
2018年开放。两者共同构成了世界领先的
石墨烯研究中心，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和
企业提供最先进的设施，促进多领域多项目
的合作。
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ICT)供应
商——华为，目前正和曼彻斯特大学合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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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大学“Nanomaterials”读者Aravind
Vijayaraghavan博士提到：“inov-8 G系列运
动鞋所采用的橡胶中添加了石墨烯材料，充
分发挥了这种材料的功效，包括材料强度。
与不添加石墨烯的同等工业标准橡胶运动鞋
相比，我们的独特配方可使外底的强度、弹
性和耐磨性同时提高50%。石墨烯配方橡胶
的弹性更强，且在所有路面上的抓地力更牢
固，耐磨性能更好，可提供可靠、强有力、
持久的抓地力。这是革命性的消费产品，将
对运动鞋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

“该城市具有丰富的人
才资源，科技行业刚
刚崭露头角，英国许
多发 展 最 为迅 速 和
最 有前景的 公司都
选择在此扎根。”
亚马逊英国区域经理道格·格尔
(Doug Gu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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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数字和技术
250多年来，曼彻斯特一直引领着世界产业格局。创新和
引领新的工作方式这一理念已融入我们的血液之中。曼
彻斯特是世界第一台存储程序计算机和商用计算机的诞生
地，这座城市始终引领着新兴技术的发展。
如今，曼彻斯特是欧洲最大的创新、数字和科技集群
之一，拥有软件开发、物联网、数据分析、增强现实
（AR）/虚拟现实（VR）、网络安全、IT服务、媒体制
作、动画和游戏等领域的专业公司。

卓越中心
媒体城 (MediaCity)
欧洲唯一的创新、媒体和科技产业特色中心。这里集聚了250多
家企业，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独立电视台（ITV）等国
际品牌以及Formisimo和Carbon Digital等快速发展的公司。该中
心是全球通信网络最为先进的区域之一，提供灵活的协作办公空
间，以促进企业茁壮成长。
The Landing
The Landing是位于媒体城核心的技术企业孵化器，旨在推动新兴
公司快速发展。该创新中心提供办公空间、技术区域（例如UX
实验室）、创客空间和社交空间，可容纳约120家公司。
Sharp项目
涵盖60多家创新数字企业和内容制作公司。这些企业可从灵活
空间、轮用办公桌、巧妙改装的集装箱办公室和服务式办公空
间中受益。租户也可以租用生产空间、工作室和各种高规格活
动空间。
网络创新中心
投资1000万英镑的新大曼彻斯特网络创新中心将建设一个协作
区域，以分享解决网络威胁方面的最佳实践，还有受英国Cyber
London (CYLON) 和 Mach37 既有运营模式影响而设计的孵化器。

市场机会
作为合作中心、会议中心和社交活动中心，
曼彻斯特是一个可以轻松创业的地方。它的
人才储备、成本效益、商务支持和全球连通
性为入驻企业提供了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
它们不断扩大、吸引人才、留住员工并轻松
进入整个英国、欧洲和更广阔的市场。
从IPO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和本土企
业，比如AO.com和Boohoo.com，到全球企
业亚马逊、惠普、BBC、谷歌、IBM和思科系
统。这些公司都汇聚在我们的创意和数字集
群，协作并推动创新。
曼彻斯特的优势在于其强大的创意、数字和
科技产业，这些公司不仅彼此相互协作，还
积极与生命科学、金融和其他专业服务以及
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企业合作，开创金融科
技、 数字医疗和工业4.0等新领域。

软件和数据
曼彻斯特是计算机科学、软件编程和开发领
域的先驱，拥有众多世界级软件公司和创新
创业公司。曼彻斯特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是
世界一流的计算机研究卓越中心。曼彻斯特
的各所大学与各类公司培养培训出的大量优
秀开发人员，能够熟练使用各种编程语言。
稳定充足的人才供应使得诸如IBM、巴克
莱、日立和思科等大公司将这座城市作为其
内部及咨询业务的研发、数据和软件活动中
心。曼彻斯特在数据分析、云计算、网络安
全和文本挖掘方面也实力雄厚。
电子商务
曼彻斯特的在线零售商数量显著增长，是
Kitbag(Fanatics)、Rentalcars.com、Boohoo.
com和AO.com等许多高速发展的电子商务公
司的所在地。本地区也是英国电子商务创业
最集中的地区，拥有众多前端和后端开发、
数据分析、市场营销和公关以及用户体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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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方面的专家。本市的中心位置和全球航运
的多式联运基础设施，更使曼彻斯特成为全
球电子商务公司的首选中心。
内容创作
曼彻斯特在内容创作方面的传统闻名全球。
除了电影、电视等传统优势外，曼彻斯特的
企业还推出了多平台体验服务——包括动画
和游戏的内容制作、后期制作、视觉效果以
及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感等业务。作为英国
广播公司（BBC）和英国独立电视台（ITV）
的重要基地之一，曼彻斯特的媒体制作行业
的繁荣得益于英国境内增长最快的媒体人才
资源和制作设施基地。
网络安全
作为前20名欧洲数字城市之一，曼彻斯
特培育了Avecto、Hedgehog、NCC Group和
Secarma等本土公司，致力于网络安全创新
和合作领域。曼彻斯特拥有众多在网络安

全研究领域紧密合作的大学机构，并投资
1000万英镑建设了旨在分享最佳实践的新
网络创新中心，不断吸引国际巨头向该地
区扩张，例如诺斯洛普·格鲁门(Northrop
Grumman)和雷声(Raytheon)等公司。
正因为如此，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在曼
彻斯特建设了新的中心设施，利用先进技术
来识别和阻遏英国所面临的威胁，并将曼彻
斯特置于国家安全工作的核心位置。
5G
5G将极大改变我们运营网络、交易和使用
数据以及使用和消费内容的方式。这将会促
使从事沉浸式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公司
去开发交通、能源和健康等全新的日常交互
应用程序。曼彻斯特是英国选定进行5G技
术初始部署的五个城市之一，国际电信运营
商Vodaphone在媒体城的The Landing商业区
建设了孵化器基地，为该技术的相关测试工
作提供支持。

4.4亿英镑
总增加值

创意数字领域从业人员超过

7.2万人
超过8000
家创意科技公司

位列欧洲数字城市

前20名
案例研究

华为

案例研究
“曼彻斯特被公认为英国顶级技术中心，
因此在此扩张业务将会带来明显的机遇。曼
彻斯特拥有高素质的人才资源、优秀毕业生
储备以及具有显著竞争优势的运营成本，是
科技公司走向繁荣的理想之选。”– 曼彻
斯特华为，Ji Dong

2019年初，国际电信公司华为在曼彻斯特
建设了主要基地，以充分利用该地区的专业
技术优势。华为与曼彻斯特的关系还在不断
深化，其在曼彻斯特的投资组合涵盖英国项
目交付运营中心、国家设计中心以及负责维
护与电信运营商Vodaphone和TalkTalk之
关系的主要客户团队。华为认可曼彻斯特在
技术领域的技术优势，在当地招募了大部分
人才。他们的设施将向当地和区域企业展示
智能技术的意义，进一步助力曼彻斯特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城市。

英国广播公司（BBC)

2011年，英国广播公司（世界上历史最
悠久的国家广播机构，以下简称BBC）将其
五大数字旗舰产品和一些大型品牌（BBC体
育、BBC儿童、BBC广播第5频道 、BBC爱乐
乐团和BBC学习频道）搬至位于索尔福德的
英国媒体城（MediaCityUK）新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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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媒体城已成为BBC第二大办公区，拥
有3000多名员工。BBC共有20多个部门在
此办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BBC将英国媒
体城视为创新的核心：这里30％的员工在
从事iPlayer（BBC视频点播程序）、BBC网站
和移动应用、研发与工程等数字与技术方面
的工作。
“曼彻斯特是一个充满活力且交通便捷的城
市，拥有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基于它独有
的精神、文化和学术实力，我们认为将曼彻
斯特作为BBC的北方总部是一个非常明智的
选择。这使我们有机会培育出更具协作性、
开放性、流动性和数字化的创新文化。”
Peter Salmon，BBC英格兰地区前任董事

曼彻斯特的优越条件
促进了金融、专业和商
业服务业的蓬勃发展，
这也是众多公司纷纷
在该市市中心地带扎
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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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和专业服务
曼彻斯特现代金融和专业服务业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工业革
命，不断增长的棉花产业需要得到金融和专业服务的支
持，于是，城市银行、保险公司和专业服务公司应运而
生。着眼现在，曼彻斯特的金融和专业服务业已成为了除
伦敦外最大的产业基地，占当地经济的20%。

主要资产
Spinningfields
经过过去20年的发展，Spinningfields已成为曼彻斯特的中心商
业区，占据了该市超过35%的办公空间。该区域被称为“北部
的金丝雀”，拥有许多金融和专业服务领域的大品牌公司。
The Vault
The Vault是一个金融科技数字化办公空间，提供完善的基础设
施和环境，可促进初创公司茁壮成长，同时鼓励合作和创新。
该办公空间位于Spinningfields内，致力于促进和协调金融机构
和投资商之间的联系。这里的企业将有机会与银行/投资商洽
谈，与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协调业务，并参加常规的金融
科技活动。
曼彻斯特Rise
Rise是由巴克莱银行运营的企业中心，旨在激励和培养技术企
业和初创公司。Rise提供一流的办公空间，方便企业与客户商
谈、与同行合作并参与技术研讨会和培训，提供了有助于促进
企业繁荣发展的环境。Rise允许各公司使用其银行许可证从事
交易业务，并使用Rise的技术平台来帮助测试新解决方案并推
动其投放市场。

曼彻斯特拥有英国第二大金融、专业
化和商业服务产业，仅次于伦敦，雇
佣人数超过283,000。它是英国除伦
敦外唯一各个方面基础设施和资源都
较为完善和充沛的城市，可以提供高
质量、低风险的投资环境，运营成本
比伦敦低30-40%。这里具有可促进
现代化商业繁荣发展的投资环境。

曼彻斯特比其他城市拥有更多的私企和保
险公司（除伦敦外），还吸引了诸多国际
巨头公司，例如富而德 (Freshfields) 和瑞
生 (Latham & Watkins）等法律事务所，汇丰
(HSBC)、纽约梅隆银行 (BNY Mellon) 和巴克
莱 (Barclays) 等投资银行，Slalom等美国咨
询公司以及 OakNorth 和 Williams & Glyn 等挑
战者银行。
金融科技
越来越多专注于支付、软件、平台、分析和
网络安全等领域的金融科技公司入驻曼彻斯
特。曼彻斯特此行业增长速度超过英国其他
任何城市，过去十年来增幅达50%，是全国
平均水平的5倍。
曼彻斯特是许多金融科技和数字公司的枢
纽，从商业加速器到共享办公空间，都吸取
了该城市的企业精神，为初创公司、中小企
业和大型公司提供合作的平台；其中包括支
持金融服务以及零售/电子商务领域的成熟
公司，以及开发创新解决方案和颠覆当前
业务模式的小型公司。Adyen、Ebury、V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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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s、Hello Soda和Access Pay等公司
从事多样化的业务，包括利用大数据来评估
客户风险，开发创新支付解决方案、个人对
个人（P2P）借贷、网络安全软件、云计算
和移动应用程序等。
法律服务
曼彻斯特可提供全面的法律资源来满足各种
业务需求，包括魔术圈和国际公司以及领先
的国内精品公司。服务内容涵盖企业财务、
商业联络、IP和银行业务。富而德律师事务
所在曼彻斯特拥有600多名员工，设有运营
中心以及拥有数字人才池的新技术卓越中
心，而瑞生国际律师事务所在该市设有欧洲
共享服务中心，并制定了来自洛杉矶全球支
持服务的战略。

259,000
400+
160
名员工

家法律事务所

亿英镑总增加值 (GVA)

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

AccessPay使用先进的云技术为客户提供安
全、简化和高效的多银行和多币种现金管理
系统、SWIFT、Bacs支付，直接借记管理，
快速支付和SEPA解决方案。AccessPay是英国
第一家允许提供云支付和与SWIFT集成的现
金管理程序的合作伙伴。

成立于2011年，Crowdcube是世界上领先
的，也是第一家投资众筹平台。志趣相投的
人将他们的资金和知识集中在一起，用来支
持创业、早期和成长阶段的业务。

ACCESSPAY

OAKNORTH

CROWDCUBE

AMIR NOORIALA
OAKNORTH的首席运营官
OakNorth是在资产、估值、利润和收入方面
全欧洲增长最快的金融科技公司。 OakNorth
的使命是为中小型以及成长型公司提供与
大型企业竞争所需的债务融资。自成立以
来，OakNorth集团已从投资者那里获得了
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包括Clermont
Group、Coltrane、新加坡经济发展投资公司
(EDBI)、GIC、Indiabulls、NIBC、Toscafund和
软银愿景基金 (SoftBank Vision Fund)。 由于
人才需求，OakNorth选择了曼彻斯特。曼彻
斯特拥有四所优秀的大学，以及拥有专业人
才库的大型银行。连通性是曼彻斯特的另一
个优点。曼彻斯特国际机场可以让我们方便
前往位于印度、纽约和新加坡等地的分部。
由于人才需求，OakNorth选择了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拥有四所优秀的大学，以及拥有专
业人才库的大型银行。连通性是曼彻斯特的
另一个优点。曼彻斯特国际机场可以让我
们方便前往位于印度、纽约和新加坡等地的
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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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Pay在2014年开设了他们的曼彻斯特
办公室。AccessPay的创始人阿里·莫伊德
评论道：“曼彻斯特是开展云计算业务的理
想地点。这个城市拥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定期举办科技相关的活动，并为初创企业提
供大量举措。曼彻斯特真的将自己打造成了
一个高科技中心，我们很高兴成为它的一部
分！”

2016年2月，Crowdcube在曼彻斯特设立办
公室，以便与大曼彻斯特和西北地区的初创
企业和成长型企业紧密合作。
Crowdcube的商业总监马特·库珀表示：
“我们已经在英格兰北部建立了一个充满活
力的投资者社区，从政府多元化的对西北
地区的百万英镑投资来看，我们肯定会有激
动人心的机会进一步刺激西北地区的初创企
业。”

这座城市的创新本质以及
与中国生命科学组织合作
的历史, 令该地区成为了有
意在欧洲新建或扩建项目
的企业的理想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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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
曼彻斯特在许多领域开创了先例，率先向世界引入体外受
精（IVF）技术，并首创了髋关节置换术和仿生眼植入手
术。该市设有60亿英镑的医疗健康和社会关怀预算，用
以探索、开发和部署新方法，对这些预算的本地管控促进
了医疗健康创新，目前该市拥有世界一流的研发机构以及
欧洲最大的临床学术园区。曼彻斯特是真正的世界领先医
疗创新之地，这里坐落着引领数据驱动型大规模医学试验
领域的North West eHealth公司、癌症护理、治疗和研究领
域世界先驱克里斯蒂医院（The Christie Hospital），以及
曼彻斯特科学联盟、曼彻斯特健康创新项目与国际诊断技
术公司Qiagen合作创建的世界一流的精准医疗园区。

70%
15.8万
60亿

主要优势
曼彻斯特健康创新项目
曼彻斯特健康创新项目是本市的学术健
康科学系统，为研究人员和生命科学行
业提供的简化的路线和视野，以进入大曼
彻斯特价值60亿英镑医疗保健与社会护
理经济以及更广阔的国民医疗服务系统
（NHS）。

的英国临床实验科学家
在曼彻斯特接受培训

该项目可提供简便的行业入门和创新途
径、世界一流的信息基础设施、清晰的系
统需求建议以及采纳途径更短、更准确，
决策更迅速的流程。

名医疗保健和社会护理从业人员

大曼彻斯特健康与社会护理联盟
（GMHSC）
该联盟负责使用60亿英镑的预算，用来
改善曼彻斯特280万居民的健康状况，并
达到世界一流的医疗服务水准。联盟还致
力于与业界合作，最大程度地发挥行业主
导的创新，从而改善健康结果，并降低
成本。

曼彻斯特拥有丰富的世界级研究和创
新资产。本市拥有英国第一个由中央
完全下放的医疗保健与社会护理体
系，其预算为60亿英镑。这为本地区
的合伙企业提供了改善患者疗效的独
特商业机会。通过曼彻斯特健康创新
项目的协助，本市为企业提供了成立
合股公司的机会，且这种企业形式能
够确保以一定的节奏和规模进行研究
和创新。

英镑的医疗保健和社会护理预算

曼彻斯特拥有种族多样化和稳定的人口。除
了居住在该地区的280万人以外，还有900
万人居住在曼彻斯特健康医疗管片区域内。
该市居民的慢性病，如糖尿病、慢性阻塞性
肺病和心脏病等发病率高于国家平均水平，
该市致力于通过加速创新卫生和社会保健系
统来改善居民的健康情况。
健康分析

在健康分析领域，曼彻斯特是世界公认的领
军者。本市独有的数据生态系统使得研究人
员能够实时监测自愿参与的患者，方便药物
试验获取真实数据，并缩短进入市场的时
间。由于曼彻斯特在数据分析方面的优势，
可以快速汇总和分析生成的数据。本地区同
时也是葛兰素史克创新型索尔福德肺病研究
基地，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实际生活中采取的
试验。该研究证实某药物比先行哮喘治疗方
法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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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科技

本地区已经拥有包括Hologic、Zilico和
Premaitha Health在内的强大的医疗科技公
司集群。曼 彻斯特分子病理学创新中心
（MMPathIC）等研究机构与中小企业和跨国
企业的合作，可完善诊断的发展路径，并将
新发现投入测试阶段，尽量减少临床实施的
障碍。此外，诊断技术加速器（DiTA）的体
外诊断技术可照顾到人口基数。曼彻斯特也
是第一台商用质谱仪的产地，如 今已成为
该领域的世界级领军者，具有专门 的研究
中心麦克•巴贝质谱中心（Michael Barber
Centre for Mass Spectrometry）。本 市在保
佑现有DiTA诊断技术加速器技术的同时，
还为探索石墨烯等先进材料的医学应用提供
了机会。
精准医疗

在过去的5年里，曼彻斯特已吸引了大约1
亿英镑的研究资金，用于精准医疗，主要
应用于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成像和生
物标记的精准医学。本市目前正在发展与
德国生物科学公司凯杰Qiagen的公私合营
伙伴关系，打造世界领先的基因组学园区
（Genomic Campus）。

精准医疗

本市还是曼彻斯 特精准医疗研究院所在
地，使得各类专业人 员与患者合作，以提
供个性化治疗。斥资 1800万英镑的斯托勒
生物标记发现中心致力于发现用于诊断、预
测和对疗法与药物反 应的新生物标记，并
促进这项技术的产业化 应用。 曼彻斯特基
因组医学中心是欧洲最大、最全面的基因学
研究机构之一。该中心主要用于开展新实
验，支持国际遗传学服务的发展。
人口多样性

曼彻斯特地区种族多样，人口稳定。除了居
住在该区域的280万人之外，还有900万人
居住在曼彻斯特的健康受托地区。城市居民
的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病和心脏病的长期
发病率高于平均值。因此本市致力于通过加
速健康和社会护理系统中的创新，改善人口
的健康状况。

Citylabs

Hexagon Tower

卓越中心
曼彻斯特健康创新项目

曼彻斯特健康创新项目不断推出定向创新
并利用有效和简化的评估流程进行落实，
在引领医疗成果转化领域始终处于领先地
位。该项目与美敦力（Medtronic）和罗
氏（Roche）等国际企业合作提供专家建
议，并促进其在整个大曼彻斯特地区的推
广。
曼彻斯特走廊

“曼彻斯特走廊”正逐渐成为欧洲五大创
新区之一。它是一批生物医学、制药、精
准医疗、临床试验、数字健康、医疗设备
及相关医疗保健领域科学领先机构的聚集
地。该区域同时还坐落着2所大学、5家专
科医院、地区政府、初创和全球企业、文
化遗产和一个企业振兴园区。
曼彻斯特科学联盟（MSP）

作为英国领先的科学和技术园区运营
商，MSP 拥有独一无二的科学家、创新
者、投资者和企业家社区。MSP通过创新
支持企业成长，促进企业与财务专家、相
关人才、市场、人脉与投资者的沟通与合
作。MSP 拥有300多家高增长型企业、曼
彻斯特整合医疗和创新科技中心（MIMIT）
和Qiagen精准医疗园区，提供从专业孵化

中心到定制实验室和国际卓越研发中心的
一系列服务。MSP 中心园区和Citylabs 1.0
、2.0 和 3.0都是走廊企业振兴区的一部
分。MSP 为坐落于此的生命科学企业提供
各项充足的激励条件。
空港城

曼彻斯特空港城是目前正在开发的最令人
期待的企业基地之一。空港城的总规划区
域约500万平方英尺（约合46万平方米）
，总开发成本8亿英镑。该项目将兴建办
公室、先进制造业和物流业设施，以及酒
店和零售商铺。空港城毗邻曼彻斯特机
场，是英国、欧洲乃至全世界企业的最佳
办公地点。
曼彻斯特大学

曼彻斯特大学是英国最大的单校区大学，
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第27位，是曼
彻斯特健康创新项目的创始成员。曼彻斯
特大学通过与世界各地的伙伴合作，进行
多学科研究，以解决社会上一些最紧迫的
问题。该大学拥有逾2000名研究人员，
凭借其基因组学成像和数据分析研究享誉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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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医院

克里斯蒂医院是癌症护理、治疗和研究
领域世界先驱。克里斯蒂医院是欧洲最
大的单点癌症中心，每年治疗患者人数
超过44,000，具有英国最大的试验组合
之一，其中包括550多例活性临床试验。
这里还有一些癌症主题研究中心，包括
英国国家健康研究所（NIHR）/英国癌病
研究组织克里斯蒂临床研究中心（Cancer
Research UK Christie Clinical Research
Facility）和曼彻斯特癌病研究中心组
织（Manchester Cancer Research Centre
tissue biobank）。
Hexagon Tower

Hexagon Tower是位于曼彻斯特北部的专业
科技园区。该园区占地15,720平方米，
包括12层办公室和实验室。其前身是英
国帝国化学工业集团（ICI）的研发和生产
中心，因此大部分研发设施已落成。创新
是该纵向科学园区的灵魂，这里坐落着龙
沙（Lonza）和天祥（Intertek）等著名公
司。

索尔福德大学

索尔福德大学与全球的医疗与社会护理组
织合作，并不断地寻求建立新的合作关
系。其行业伙伴能利用大学最先进的设施
进行研究，例如数字成像程序、心理学实
验室以及义肢和矫具学实验室。

曼彻斯特城市大学

曼彻斯特城市大学作为综合医疗领域的顶
尖研究型大学，拥有与英国和国外最佳医
疗保健服务供应商合作的悠久历史。该校
在自身优势学科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带来
积极的影响，提升今后在设计、开发和提
供全身医疗护理方面的效果，从而改善个
人、家庭和社区的健康与幸福程度。
博尔顿大学

博尔顿大学的健康和幸福研究中心主要负
责调查与公共参与，以改善社区健康的幸
福程度。其研究基于合作伙伴关系和社区
参与。中心团队在评价、需求评估、用户
服务参与和创新方面具备科研优势。

案例研究

爱德华医疗

爱德华医疗的母公司于1992年在中国以房
地产开发商的身份成立。如今，公司已涉足
多个不同行业，业务覆盖了房地产、酒店、
教育、农业和医疗等多个领域。该集团在
中国拥有并经营多个退休和老年护理保健中
心，同时配备相关教育和培训，以满足中国
快速增长的老年人口需求。

该公司近期的一项重要开发项目为爱德华
医疗保健管理研究中心。该中心主要提供
咨询、研究和信息服务。中心与为曼彻斯
特学术健康科学中心（GMAHSC）、曼彻
斯特整合医疗和创新科技中心（MIMIT）和
TRUSTECH NHS创新服务展开合作，探索和开
发可用于老年保健市场的护理系统、技术
与产品。该中心坐落于本市的Citylabs产业
园区。
TRUSTECH和MIMIT一直与爱德华医疗进行合
作，以界定老年保健市场的发展领域和多种
商机。目前，这一合作关系已扩展至与爱德
华医疗深入探索老年保健领域的发展机遇，
共同编制季度报告，有针对性地探讨诸如失
智症、体育锻炼、营养学、家居环境、性
健康等老年保健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与创新
产品。
该中心是NHS及其商业部门与中国开展合作
的绝佳机遇。双方可分享在高质量老年护
理、抗衰老技术和产品、以及护理新模式方
面的专业知识，帮助针对英国和中国的老年
护理专业人员开展培训和教育。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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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曼彻斯特基因组
医学中心

中国投资助力创新医
疗技术

基因组医学大学中心是北京大学健康科学中
心（PUHCS）与曼彻斯特学术健康科学中心
（MAHSC）合作成立的战略联盟项目。

LIG由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创立，旨在开发各
种新兴医疗技术，例如医疗护理终端中可用
于同时识别多种病原体的诊断技术，以及微
球显微镜技术。

该合作项目成立于2014年，旨在提供基因
组学研究和医疗健康领域双赢合作机会，造
福全球数百万患者。
此合作将提供基因组医学方面的进阶培训，
包括曼彻斯特大学与北京大学健康科学中心
（PUHCS）联合颁发的医疗基因组学研究生
证书（国际）。此外，此项目还将扩大罕见
基因疾病工作的影响，研究个性化治疗手段
并提供临床试验机会。
曼彻斯特学术健康科学中心是曼彻斯特大学
与一些英国国民健康保险（NHS）机构之间
的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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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从一个位于中国的联合体手中共获
得440万英镑的巨额融资，在英国成立了
Biowise和Nanowise研发和业务中心，从而可
以有效地实施将技术从概念转化为产品的
过程。
中国投资商还帮助该公司在中国市场寻找潜
在商业和制造合作伙伴，积极向下一阶段
迈进。

能源与环境
曼彻斯特已设定了在2038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长期环境
愿景，遥遥领先于英国其他城市。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曼彻斯特将气候变化和低碳战略实施计划作为一项
重点工作，加速了投资2亿英镑的低碳能源生产和效率项
目（包括智能电网和区域供热系统）的交付。

低碳
主要优势
在低碳建筑环境中运行的世界领先企业
包括伊顿公司、雅各布工程集团、美国
江森自控、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和西门子公司。
索尔福德大学
建筑环境学院是英国同类的佼佼者。环
境实验室内建造的一栋全尺寸两居室
房屋是其研究设施的一大亮点，Energy
House 2正在建设中。
曼彻斯特城市大学
拥有国际公认的航空运输与环境中心，同
时也是曼彻斯特燃料电池创新中心的所在
地。该中心支持总部位于曼彻斯特的企业
进行先进燃料电池材料和技术的开发，包
括引进氢作为低碳燃料。

曼彻斯特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接触价
值3.4万亿英镑的全球低碳市场，并且
拥有若干关键领域的专门技术。
输电配电和智能电网

据估计，到2020年，英国将投资共计340
亿英镑来推动智能电网的发展。英国配电
公 司西北电力（Electricity North West）的
足迹 遍布西北地区。公司将投资19亿英
镑发展 当地电力网络。西北电力为本地区
提供了 750多个就业机会。 本地区汇集了
一批在智能电网发展中起到关 键作用的跨
国公司，如西门子把输电配电的 英国总部
设在了曼彻斯特。其他输电配电 和智能电
网公司包括科进集团 （WSP）、柏诚集团
（Parsons Brinckerhoff）、兰吉尔（Landis +
Gyr）和思科系统（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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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顿大学
下属的可再生能源与环境技术研究院正
在开展下一代可再生能源以及能源收集
型创新材料的顶尖研究。
曼彻斯特大学
拥有输电、配电，尤其是智能电网方面
的关键技术。曼彻斯特大学的道尔顿核
研究院拥有英国最先进的核研究能力，
其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是英国最具研究
影响 力的三大机构之一。该大学在高级
材料研究和合作方面在英国排名第一，
并正在开发石墨烯等材料的新储能解决
方案。

节能和建筑技术

曼彻斯特为致力于探索节能技术的企业提供
了一个绝好的试验场地。潜在的投资者可以
充分利用由低碳建筑、室内翻新和建筑节能
带来的大量机会。德勤（Deloitte）的全球房
地产可持续发展中心、江森自控（Johnson
Controls）和伊顿公司(Eaton Corporation)等
建筑技术公司都在此落户。
曼彻斯特还为企业提供大量机会进入英国管
道风能开发市场。到2020年，这一市场价
值可达500亿英镑。入驻企业还可以和曼彻
斯特的世界一流大学进行合作。
能源系统

能源和气候变化部目前正大力投资新能源
系统的研究。据估计，这些可行性项目在
未来十年可能带来4-8亿英镑的资本投资。
曼彻斯特是能源系统领域的领军者，已建
成价值2000万英镑的开创性能源系统示
范项目（见案例研究），用于新技术的试
验。此外，作为到2038年低碳减排目标的
一部分，曼彻斯特还有一个五年计划，以
建立新的供热系统。

54
3.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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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

英国是海上风电的世界领先者。据估计，英
国Round 3风电装机容量具有1000亿英镑
的投资潜力。曼彻斯特是关键风电技术的中
心。西门子全球高压电网工程中心致力于英
国和欧洲西北部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的设计
和建造，也是一批海上风电场开发项目的
核心。

案例研究

GROW GREEN

价值

亿英镑
名从业人员
（大曼彻斯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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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DO

TRIANGULUM

家公司

该项目在曼彻斯特城市大学Birley园区安装
了太阳能光伏板、能储装置、创新需求端响
应平台和微电网控制器。 控制器可通过专
用网络连接和管理Birley园区的所有设施，
这就证明了专用园
区可以实现离网发电，并无缝集成到更广泛
城市“虚拟发电厂”——中央控制器。

Grow Green是在曼彻斯特实施的投资数百万
英镑的“地平线2020”示范项目，是曼
彻斯特市政府、曼彻斯特大学和Guinness
Housing Trust成立的当地合作项目。 该项
目旨在演示如何利用“绿色基础设施”缓解
气候变化（特别是暴雨）的影响。 他们将
在West Gorton区域建立新园区，用于采集暴
雨期间的大量雨水。 该项目还将监控园区
各种物理和社会措施的效果表现。
此外，Grow Green项目还有国际合作伙伴参
与其中，中国武汉参与了学习交流活动，了
解有关“海绵城市”建设的更多信息。

大曼彻斯特联合管理局已在实施一项价
值 2000英镑的智慧社区示范项目。此项
目由 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
（NEDO） 领导，由日立（Hitachi）具体
实施。此项目 投资了数百台新一代气源热
泵，通过 一个小型智能IT平台连接，从而实
现能量流动的先进管理。该试验采集的数据
作为政府制定低碳政策的依据。曼彻斯特现
在正在寻求与低碳供暖和智能家居技术供应
商合作，以实现2038年低碳减排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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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ngulum是在曼彻斯特实施的投资2400万
英镑的“地平线2020”示范项目。它是曼
彻斯特市政府、西门子、曼彻斯特城市大学
和曼彻斯特大学的合作项目。

在移动性方面，Triangulum鼓励其合作伙伴
曼彻斯特市政府、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和曼彻
斯特大学购买电动车，实现清洁商业和环境
运营，进一步促进企业车队电动化。 他们
向小型企业租赁电动载货自行车，尝试高效
低碳的当地配货方式。

核能
主要优势
曼彻斯特大学
道尔顿核研究所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目
前正和企业合作提供涵盖完整核燃料循
环的教育、培训和研究指导服务。曼彻
斯特的科学家和研究者们同时还和国家
核实验室和核现金制造研究中心展开密
切合作。
曼彻斯特毗邻英国一批主要的核卓越中
心，包括：
核先进制造研究中心、核管理办公室和
核退役管理署。该区是核时代公司总部
的所在地，该公司是坎布里亚的坞边
(Moorside)核电站的开发者。

英国的全球核市场正在发生变化。英
国正在着手开展一个估计价值为600
亿英镑的核电站建设新项目。此外，
据估计英国核退役管理局有价值700
亿英镑的核设施退役市场，未来十年
还将出现更多机会。

曼彻斯特作为核物理的发源地是把握英国核
市场大好机会的理想场所。曼彻斯特完善的
核研究资源在国际上广为人知。它独特的区
位优势使企业有机会接触世界领先的核研发
基础技术和领先科技，而这些机会是其他地
区不能提供的。
西北地区的公司数量和员工人数是欧洲任何
其他核产业群的两倍之多，在这里可以在
世界上最为集中的区域接触更广阔的核能平
台。这一点是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企
及的。
曼彻斯特拥有强大的核电工程和建筑技
术，汇聚了AECOM、雅各布工程（Jacobs
Engineering）、莫特麦克唐纳工程（Mott
Macdonald）、柏诚集团（WSP Parsons
Brinckerhoff）、奥雅纳工程（Arup）
、Costain核电集团总部和NuGen英国总部。
这里也有针对特定群体的企业，如Sella
Controls，主要致力于为核工业设计并供应
综合性的安全、控制和自动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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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的主要优势在于:
新建核电站
英国在距曼彻斯特200公里范围内的坎布
里亚坞边（Moorside）以及新威尔法（Wylfa
Newydd）新建了坞边核电站，英国其他地方
均可通过曼彻斯特的便捷交通网络轻松抵达
此处，再加上核电技术优势，使曼彻斯特成
为了在英国设立总部的理想位置。
退役
英国拥有完成世界上首批核电站退役的成功
经验，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全球核电退役市
场所提供的机会。这个市场的价值估计到
2030年将达到2500亿英镑。离曼彻斯特
不到25千米的英国核退役管理局(NDA)负
责包括英国民用核电站和核设施退役及相关
场地复用的一系列工作。位于曼彻斯特的企
业可以和英国核退役管理局(NDA)展开通力
合作。

业务现况和延寿
英国是公认的欧洲核电站延寿（PLEX）市
场之一，到2025年，这一市场的预期收益
将达到15亿英镑。曼彻斯特是企业接触这
一市场的最佳跳板。
燃料循环服务
西北地区作为英国唯一具备整套燃料循环设
施的地区，可以实施一系列的项目包括铀转
换和铀浓缩、燃料制造、发电、废燃料再处
理、废物处理和退役。

案例研究

新核能制造计划
NNUMAN是一项由曼彻斯特大学主导的，由
英国政府和其他业界资助的核能计划项目。
其目标在于通过长期研究实现可满足
英国核工业未来发展需要的创新制造技术。
NNUMAN为拥有新兴技术和工艺的企业提
供了关于以下主题的早期试验设施:
创新接合/焊接技术
高级加工和表面处理
近净成形和工程结构
产品性能

案例研究

通过英国监管流程支
持中国反应堆设计

Wood在英格兰西北部地区招聘了1,300多名
员工。该公司是Sellafield Ltd的主要供应商，
后者负责欧洲复杂的核能除役点工作，而
EDF Energy负责英国核电反应堆的运营。
英国的核电安全机制是世界上最为严格的系
统之一。Wood的职责是向中国广核集团解释
政府监管机构、核监管办公室和环境署的要
求，在英国通用设计评估（GDA）方面提出
建议，使中国广核集团在HPR1000反应堆
的安全措施设计达到标准。成功完成GDA
流程将大幅提升中国核电产业的声誉，以及
中国反应堆在海外市场的销售前景。

过去四年，Wood Plc一直与中国广核集团
（CGN）密切合作，他们提议在英国埃塞克
斯布拉德维尔（Bradwell）建设一个中国设
计的反应堆，作为EDF Energy公司的合资项
目。Wood签署了技术框架协议，帮助中国
广核集团达到英国监管机构、核监管办公
室（Office for Nuclear Regulation）和环境署
（Environment Agency）的要求。

中国广核集团项目的模型管理经理智升科博
士表示：“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中国能源公
司首选的全球业务合作伙伴。我们已经在核
电、采矿和可再生能源方面建立了强有力的
合作关系，期待进一步发展跨领域国际合
作，使中国公司能够找到新的市场来输出技
术和服务。”

600亿英镑
30亿英镑
50%

的英国新核能建
设项目
英国现有核电站
每年退役成本

的英国民用核能劳动力以
大曼彻斯特和更大区域为基地

如您还有任何疑问，请联系：invest@manchesterchinafor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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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
一座值得投资
的魅力城市

为什么选择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是英国除伦敦外发展最为迅速的
城市，在商业、城市质量、环境、零售和
休闲设施方面仅次于伦敦。
曼彻斯特的经济政策具有高度弹性，在吸引海外
投资者方面独具优势，深受国内外游客欢迎，同
时也是拥有学生人数最多的欧洲城市。
大曼彻斯特高度便捷的交通帮助其成为繁荣的商
业中心。曼彻斯特机场是英国第三大机场，仅次
于伦敦希思罗和盖特威机场，每年客流量逾2500
万人次，航班目的地超过200个。曼彻斯特地区
还拥有发达的公路和铁路网络，以及英国最大的
轻轨网络。一直以来，曼彻斯特注重基础设施的
投资，以支持截至2040年建造约22万套新住宅
的建设规划，并创造10万个新就业机会的目标。
在英国退欧的过程中，人们难免会产生忧虑的情
绪。然而，振奋人心的经济数据表明，自脱欧公

投以来，曼彻斯特的经济更加积极、强劲以及有
弹性。
在过去的20年里，曼彻斯特的就业增长超过了英
国的平均水平，预计在未来五年的增长速率将远
超英国平均值。2017年至2021年间，大曼彻斯
特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达到1.5%。据估计，
金融和商业服务行业的增长最快，将达到2.4%。

2018年欧洲
10大未来城市

中国投资者在
曼彻斯特投资
的项目

在过去四年中，由于中国投资者对曼彻斯
特房地产的投资热情持续上涨，房地产行
业成为了促进中英两国间经济增长最活跃
的部分。现在，因为曼彻斯特改善了与北
京和香港的连通性，随之成为了英国来自
远东投资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截至2017年，中国企业在曼彻斯特地区投资的项
目总价值已超过60亿英镑。尽管退欧给英国带来
了诸多不确定性，但来自大曼彻斯特投资发展署
和曼彻斯特英中协会的数据显示，自2016年以来
中国对本地区的房地产投资兴趣增加了53.8％。

中国投资者在曼彻斯特的房地产投资
项目主要包括：

市场概况

• 北京建工集团作为首选承包商，参与建设了
面积24英亩（约合10万平方米）、价值7
亿英镑的米德伍德洛克城市重建项目。项目
计划开发75万平方英尺（约合7万平方米）
的综合用地和2000户新住宅；

过去20年，曼彻斯特市中心的办公面积
新增865万平方英尺，总办公空间增加至
2200万平方英尺，其中Spinningfields占地
213万平方英尺。其他世界级的办公区包
括诺玛（NOMA）、新柏利（New Bailey）
和圆圜广场（Circle Square），还有邻近市
中心的英国媒体城（MediaCityUk）。

• 北京建工集团向空港城投资了10亿英镑。
该开发项目占地160英亩，包括物流、高级
办公室、酒店、零售以及先进制造。
• 香港培新集团斥资3亿英镑收购了Great
Northern项目。该楼盘位于曼彻斯特市中
心，集中了零售及休闲中心；
• 香港远东发展集团参与价值10亿英镑的
Northern Gateway项目建设，并投资1.1亿英
镑打造Angel Meadows项目的600户新住宅。

如您还有任何疑问，请联系：invest@manchesterchinaforum.com

目前规划中的办公空间面积超过230万平方英
尺，其中三分之二为新建筑，总面积为53.5万
平方英尺（已预出租），这其中包括位于娱乐城
（Enterprise City）的Booking.com（占地22万平
方英尺）和位于新柏利的Government Hub（占地
16.5万平方英尺）。

市中心的办公室需求非常旺盛，2018年曾创下
175万平方英尺的记录。这主要得益于入驻公司
的强劲需求，他们在过去几年内便拿下了76万平
方英尺的空间，最为显著的是，亚马逊仅去年便
购置了9万平方英尺的空间。
这就刺激了对更大规模办公室开发的需求。为了
应对该需求，开发商在2019年初便宣布计划在新
柏利和圆圜广场分别开发20万平方英尺和22万平
方英尺的空间。这些计划可能将在2022年完工。
所有类型办公室的可用率已跌至3.6%。空间紧
缺以及新开发项目不到位致使租赁需求大幅增
加，A级租赁房价飙升至每平方英尺37英镑。

成熟的国际投资环境

荣誉
英国除伦敦以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领先
城市
安永2018年英国吸引力调查

曼彻斯特市中心的价格和租金
一直有增无减，是英国最热门
的住宅市场之一。依目前的势
头看来，该领域市场仍会持续
增长。

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战略＃6
fDi 2018年全球未来城市
十大经济增长潜力（欧洲）
（商业设施年度全球投资排名于2018年7月
20日发布）

投资者对开发项目的热情激增，海
外投资者和英国机构争先恐后地投
资大型项目。在新项目落成前，住
宅需求将超过现有的供应，给销售
和租赁市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曼彻斯特的魅力

租赁前景

海外投资者对曼彻斯特地区抱有浓厚兴
趣，因为英国商业地产的吸引力以及曼彻
斯特特有的优势，所以海外对曼彻斯特的
兴趣依旧强劲。

尽管在过去两年中，英格兰西北地区的
市场建设投机分销区面积已超过300万平
方英尺（约合28万平方米），但整个地
区黄金地段的A级供应仍然无法满足当前
需求。

2018年，曼彻斯特市中心的写字楼交易额达到
8.4亿英镑，其中包括企业城3亿英镑的发展融资
协议，以及针对科学和技术企业的Legal & General
与Bruntwood之间的合资项目。其中，Legal &
General投资了1.8亿英镑的资金。

由于已开发的空间面积达200万平方英尺（约合
19万平方米），我们预计短期至中期的投机性发
展不会给供需变化带来更大的压力。
这也表明了曼彻斯特仍然需要开发更多高品质的
空间，租赁市场的价格也将会进一步上涨。根据
仲量联行的模型预测，全国性成产品开发配送仓
库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每年平均租金增长
率为3.6％。

2018年期间，主要收益率全年稳定在4.75％。

如您还有任何疑问，请联系：invest@manchesterchinaforum.com

仲量联行的五年预测结果显示，
北部经济振兴计划区域的住宅需
求保持强劲。目前，曼彻斯特给
英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包括
Greengate、New Victoria在内的房
产项目处于英国租赁市场的领先
位置。
由于供需同时增长，预计未来五年
曼彻斯特的资本价值增长率将达到
15.9%，租金价格也将同比上涨
16.5%。

电子商务行业的需求持续增长，消费者迫切需要
更快、更个性化的交付方式，如专业的运输系统
和快捷便利的退货方案。因此，询价水平仍然保
持良好状态。但这无疑给零售商增添了压力，导
致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完善供应链网络，以迅速
响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1788
新建1.9万
套新建酒店客房

套酒店客房（截至2019年）

酒店市场增长

曼彻斯特广场

在过去的20年里，曼彻斯特的酒店行业
有了惊人的增长。在高质量基础设施建
设的推动下，截至2019年，预计酒店客
房数量将在目前的1.7万间的基础上增加
1788间。

曼彻斯特广场是曼彻斯特市议会和英国政
府组织Homes England合伙组成的项目。

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本市制定了明确的住宅区建
设开发计划，并确定了可用于建设新住房的重点
区域。

该项目在两年前成立，旨在扩增整个城市的新建
住房，在供应链方面提供以下援助：

今年年初，本市与远东发展集团签订了一份长
期合作协议，计划开发300英亩（120公顷）土
地，在市内一主干线车站与城市北部之间建立起
便捷的交通设施。

•
•
•
•

在许多投资者眼中，曼彻斯特具有极强的投机前
景和吸引力。例如，2017年初，喜达屋资本集
团收购了拥有298间客房的曼彻斯特市中心假日
酒店。

土地供应
市场数据
融资
规划

该项目的合作对象包括土地所有者、开发商和投
资者，旨在挖掘城市发展潜力，并提供拥有各种
所有权的各类住房。

曼彻斯特一年四季都会举办各种盛会，包括足球
比赛、音乐会和各种大型会议。这大大刺激了酒
店的业务增长。曼彻斯特市议会对结合了高水平
行业指标的酒店发展抱积极态度，不断鼓励投资
者进驻曼彻斯特酒店市场。

目前，其在曼彻斯特各地的在建房屋建筑包括
7000套新房，待建房屋还有2万套，比之前翻了
一倍多。

即使投资者再挑剔，各具特色的曼彻斯特房地产
市场都可以满足其投资需求，从而推动该地区的
经济发展。

但这仍然无法满足当前强劲的市场需求。经济和
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曼彻斯特成为英国境内除
伦敦之外市场增长最快的城市。

如您还有任何疑问，请联系：invest@manchesterchinaforum.com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共
同打造魅力社区，以满足居民现在和未来的长期
需求。
第一阶段为Angel Meadow项目建设。项目计划在
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公园周围的4座建筑中新建
756套住宅，预计于2018年年初动工。
曼彻斯特全市范围内还有其他不同规模的投资机
会，曼彻斯特广场衷心希望与有意向的合作伙伴
进行详细商讨，邀您一起完成在曼彻斯特打造世
界级新住房的宏伟蓝图。

案例研究

THE NORTHERN
GATEWAY

案例研究

米德伍德洛克
(MIDDLEWOOD LOCKS)

联系我们
开启您在曼彻斯特的成功之旅。
T: +44 (0)161 237 4470
E: invest@manchesterchinaforum.com
W: investinmanchester.com
investinmanchester.cn

2017年4月，香港远东发展集团获选与英国曼彻
斯特市议会合作，共同开发Northern Gateway住宅
重建项目，预计将会为该地区带来超过10亿英镑
的投资。
项目计划在曼彻斯特市北部建立起便捷的交通设
施，同时着重于开发最具可持续性的社区。开发
范围从维多利亚车站北上，囊括New Cross、the
Lower Irk Valley以及Collyhurst的临近地区。 该项目
将会在未来十年建成1万套新住宅，释放超过300
英亩土地的发展潜力（约合121万平方米）。
除此之外，最近远东发展集团获得许可，将在
历史悠久的曼彻斯特Angel Meadow公园周围建造
754套新住宅。

米德伍德洛克是由FairBriar International在索尔福
德投资10亿英镑开发的全新综合用途项目，它
是Scarborough、中国华凌集团和新加坡上市公司
Metro Holdings Limited之间的合资项目。开发商选
择北京建工国际作为该项目的主要承建商。
该项目为占地24.5英亩的改造计划，预计提供
90万平方英尺的商用和综合用途开发空间，包括
办公室、酒店、商铺、餐厅和健身馆以及2,215
间新居。
第一期开发项目包括571间公寓和1万平方英尺
的商用空间，2018年秋季已入住。二期和三期
目前正在开发。

远东发展集团主席邱达昌说道：“曼彻斯特吸引
着各类人士驻足、定居，并且在此组建家庭。我
相信我们远东发展有足够能力来胜任这个卓越的
项目。”
远东集团与市议会的合作是一个曼彻斯特吸引大
规模外资的成功案例。该项目不仅能改善曼彻斯
特的现有景观，更能够为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人
们提供新的住房解决方案。

如您还有任何疑问，请联系：invest@manchesterchinaforum.com

案例研究 - 空港城

这里提供什么？

曼彻斯特空港城是当今最令人兴奋的商业开发区之一。曼彻斯特
空港城的总规划建筑面积约为500万平方英尺，总开发价值为8亿
英镑。
使用类型
混合办公，物流，酒店，休闲和先进制造业。
产业
航空相关的工业，技术，工程，快速消费品（FMCG），金融服
务，ICT，制药，生物技术，媒体和电信（TMT）。
关于开发
一号空港城的设计旨在满足21世纪不断变化的商业需求。该建筑
是曼彻斯特空港城办公楼开发的第一阶段，在未来五年内将建造
超过450,000平方英尺的全新办公空间。位于The Hut Group标
志性的THQ大楼旁边，一号空港城将坐落在繁荣的园区环境中，
提供无与伦比的全球连接和各种优质的设施。

一号空港城经过精心设计，
符合最高规格，满足用户的
需求。
这里提供明亮的办公空间，
面积达92,000平方英尺，
开放式面积为18,595平方
英尺。
投资机会
远期购买、远期融资或开发
融资。管理协议或特许经营
协议下运营商的机会。

办公室可以为企业量身定制，为创意产业提供开放式空间，或为
跨国公司提供简化的A级空间。建筑的设计非常灵活，可以容纳单
个或多个单位。
该项目还将包括一个2.5亿英镑的酒店区域，以满足曼彻斯特国
际机场持续增长的乘客数量以及该地区的商业需求。这个区域内
的园景花园为入驻企业和其他用户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心空
间。
曼彻斯特空港城是一个合资企业：
• 曼彻斯特机场集团 (MAG) 占股70%
• 北京建工集团(BCEG) 占股 20%
• 大曼彻斯特养老基金占股 10%

如您还有任何疑问，请联系：invest@manchesterchinaforum.com

圆圜广场 (CIRCLE SQUARE)
圆圜广场（Circle Square）是一个位于曼彻斯特牛津路“走廊”地
带的全新城市中心，四周遍布学术、科学、艺术、音乐和舞蹈等
世界领先的功能区。该广场将成为一个集居住、办公和社交活动
等功能于一体的中心地带，该项目致力于打造一个活力四射、共
同协作的互联社区。

这里提供什么？
地处市中心，地理位置优
越，距曼彻斯特机场仅20分
钟车程。
新住宅、办公楼、商店和餐
厅，占地240万平方英尺
（约合22万平方米）。
设计精美的公共区域，面积
达25万平方英尺（约合2.3
万平方米）。

使用类型
综合商业、零售、休闲和住宅。
关于开发
圆圜广场（Circle Square）是一个由布朗特伍德地产（Bruntwood）
和Vita集团（Vita Group）共同投资的以商业为主的综合项目，总
造价达7.5亿英镑。 项目落成后，广场将被打造成一个囊括商业
办公区（120万平方英尺，约合11万平方米）、 新住宅（1281
套）和地面零售和休 闲区域（10万平方英尺，约合1万平方米）
的繁华中心。项目还建有一个多层停车场和两间酒店。设计精美
的公共空间（25万平 方英尺，约合2.3万平方米）更将为城市带
来更多绿色。 位于牛津路走廊的中心地带的圆圜广场 将成为创新
社区的聚集 地，助推牛津路走廊早日实现全球五大创新区的宏伟
目标。
到2021年4月，超过三分之二的计划将完成，其中包括超过1700
间新房、40万平方英尺的工作空间、大部分零售和休闲空间、多
层停车场和酒店，以及大多数公共领域。总面积为220,000平方
英尺的第三个商业地块也将于2022年4月完工。

灵活、可持续、和谐互助的
办公区。
繁华的零售和休闲中心。

投资机会
大型租赁基础上的投资机
会，以及圆圜广场的未来地
块，或针对附近快速增长公
司的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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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路走廊企业区

这里提供什么？
曼彻斯特科技园：6.5万平
方米的新商用空间。

该区域位于占地面积243公顷的牛津路走廊的中心地带，集聚了
众多的科技企业、学术研究机构、临床医生和世界一流的医疗机
构。

曼彻斯特科技园：大量未开
发土地。
城市实验室：3300平方米
的再开发空间。

使用类型
综合用途。
关于开发
曼彻斯特“走廊”企业区占地面积10公顷，拥有两个最具发展前
景的商业区——曼彻斯特科技园和曼彻斯特大学中心医院NHS信
托基金（MFT）的城市实验室（Citylabs）园区；两者都由曼彻斯特
科学联盟（MSP）运营。计划落户或已经进驻“走廊”的企业将有
机会获得每年高达5.5万英镑的费用补贴*，以及业务支持服务和宽
带基础设施投资。
曼彻斯特科技园和城市实验室拥有独一无二的科学家、创新者、
投资者和企业家社区。MSP通过创新支持企业成长，促进企业与财
务专家、相关人才、市场、人脉与投资者的沟通与合作。MSP 是
英国领先的科学和技术园区运营商，曼彻斯特科技园和Citylabs提
供从专业孵化中心到定制实验室和国际卓越研发中心的一 系列服
务。
主要资产包括:
• 与思科合作的技术加速器项目；
• Mi-IDEA技术孵化 器，拥有20多家数据分析和技术创新初创公
司，将为该城市创造 2000多个工作岗位；
• 与MFT、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和TRUSTECH 合作的医疗技术孵化
器；
• 与Wayra和GCHQ合作的工程孵化器；

投资机会
通过与MSP共同创建远期
基金或创办合资企业，谋求
商业发展机遇；或直接投资
给位于企业园区内的高速增
长企业。
也可选择通过知识产权资产
的渠道与MFT开展合作。MFT
为投资者提供独资、合资或
建立合伙企业等投资方式，
共同开发经过验证的临床和
医疗解决方案，开拓英国及
全球市场 。

• 即将与国际诊断技术公司QIAGEN合作打造 未来世界领先的基因
组学园区。
曼彻斯特科技园制定了在10年内扩大至100万平方英尺的宏伟计
划，而城市实验室正在实施6000万英镑的扩张投资计划，目标是
为曼彻斯特和英国建设一个国际性的基因组学、精准医疗和转化
医学园区。
*该费用率的最长期限为5年，包含在国家补助方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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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STICS NORTH

这里提供什么？
100公顷办公用地；

Logistics North是英格兰北部推出的最大型开发项目之一，为制造
业或配送产业提供最佳的“设计和建造”机会。100公顷的就业
计划将提供近40万平方米（超过400万平方英尺）的定制建筑，
面积从20,000平方英尺到100万平方英尺不等。

租赁和永久业权定制设计和
建造；
460平方米的办公区；
大量酒店和旅馆机会；

使用类型
工业。

正在修建550英亩的国家
公园。

产业
物流，配送，制造。
关于开发
此项目位于西北高速公路网络的中心，是战略性的区域分销站
点，可轻松前往英国其他地区。该场地毗邻面积达240公顷的新
郊野公园，为企业及其员工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该计划得到
了曼彻斯特大都会议会的全力支持。
现在已经完成超过300万平方英尺的开发，现有租户包括
Aldi，Lidl，亚马逊，MBDA 和 Whistl。 The Multiply Logistics North 计
划是 Harworth 集团与兰开夏郡养老基金的合资企业，该计划还开
发了10个定制工业单位，规模从20,434平方英尺到149,198平
方英尺不等。在该计划的最后阶段，一个面积达131,341平方英
尺的工业单位将在2019年完成。
Multiply的工业单位可租赁，此外还有面积达5英亩的Logistics North
开发空间。
奥乐齐于2013年签署了该计划并成为了主要使用者，另外两名使
用者（Joy Global和MBDA）正在开发他们的新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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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CHESTER WATERS

这里提供什么？

Manchester Waters为企业提供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其在区域中心
（Regional Center）的战略性“棕色地带重建区”实施标志性和可
持续性的多功能空间项目。
该项目同时还会修建零售设施，为已有和新建社区提供便利。它还
将以开发项目为主题新建一座“地标”酒店。
使用类型
综合用途，酒店、办公、零售、商业和住宅。
产业
数字、创意和媒体、能源和环境、物流、零售和娱乐。
关于开发
波莫纳岛目前正在规划新建一个优质水景宅邸。这一项目将打造
2500套各种类型和产权的公寓。波莫纳岛的再开发将建成配套商
业和零售/休闲空间，为岛屿的进一步开发打下基础。
Cornbrook 枢纽毗邻Cornbrook Metrolink轻轨站。该轻轨站是曼彻斯
特的交通枢纽，通过它可以直达曼彻斯特机场、曼彻斯特市中心和
英国媒体城，并且和区域以及全国铁路网相连。此外，该地铁站还毗
邻曼联足球俱乐部大本营老特福拉球场（Old Trafford）。
Cornbrook欢迎入驻的投资者尽情融入这一商务休闲新天地。该开发
项目将沿波莫纳岛畔新建一家18层的高端酒店、一批水景公寓和
零售区，以及一个配套商业中心。因此，Cornbrook将自己定位于曼
彻斯特最重要的商务办公投资地。

Manchester Waters将打造
2500套住宅公寓，满足曼
彻斯特、特拉福德、和大曼
彻斯特郡的未来需求；此
外，它还有超过2.4万平方
米的商业建筑面积。“地
标”酒店新开发项目共18
层266间客房，可以欣赏曼
彻斯特市中心、老特拉福德
和英国媒体城无与伦比的
美景。
一楼是占地5300平方英尺
的零售区，同时还会新建20
万平方英尺的贸易和商业中
心；为企业提供高科技办公
套房和全国总部区，同时提
供350个专用停车位。
投资机会
曼彻斯特水城开发项目的
第 1和第2阶段现已售罄，
但第 3阶段仍有投资机会。
第3阶 段的开发包括单身公
寓，1 室，2室和3室的单
元，所有 这些都是值得投资
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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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菲尔德

这里提供什么？
230万平方英尺（GIA）甲
级写字楼空间

围绕着一个占地6.5英亩的公园，梅菲尔德将成为一个充满想象力
的以商业为主导的办公环境，拥有超过13英亩的公共区域。在皮
卡迪利火车站旁，该项目为计划进入曼彻斯特市中心东南方位的公
司提供了一个新的高速发展且具有影响力的新基础设施。
曼彻斯特市议会（MCC），大曼彻斯特交通局（TfGM），LCR和再生
专家U + I组成了梅菲尔德合作伙伴关系，现在正为这个占地30英亩
的场地实现雄心勃勃的目标。
产业
混合。

多达1,350个新房
350间酒店卧室
曼彻斯特百年以来的第一个
公共公园
零售，休闲，酒店和停车场

投资机会

关于开发
该项目将一块已开发用地转变为一个270平方英尺大的充满活力的
办公区域，里面还有酒吧、零售和休闲用途的板块，用以实现我们
世界领先的智慧和健康社会战略。
超过1,350名家庭住宅和公寓将住在这个高品质的公共区域，以梅
德洛克河为中心。
该址受益于卓越的连接性。梅菲尔德紧邻现有的Metrolink系统，提
供遍布整个城市的广泛电车网络，以及连接M60环路直穿曼彻斯特
市中心的Mancunian Way。曼彻斯特国际机场比其他任何英国的机场
前往的目的地都要多，且与该址距离仅13分钟的班车车程。

为了未来投资及持有：
•甲级写字楼空间
•500+停车位的多层停
车场
未来阶段将放出更多机会
mayfieldmanchester.co.uk

位于对面的皮卡迪利火车站在2017/18年度乘客数量高达2800万
人次，是英国除伦敦一位第四繁忙的火车站，共有六家火车运营公
司在此。
拟议的交通扩建计划包括“北部引擎”铁路和HS2扩建计划，将在
伦敦和曼彻斯特之间提供每小时15,000个座位，这将确保以皮卡
迪利周边和机场为中心的地区的经济增长。
作为战略伙伴，声誉极高的Broadwick Live将在今年夏天管理能容纳
一万人的文化空间，这将是梅菲尔德推上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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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媒体城

这里提供什么？
初期规划15公顷，后续规划
7公顷可发展空间。

这是欧洲最大的创意集团与数字化中心，是沛尔房地产集团（Peel
Land and Property）集团与Legal & General Capital成立的合资企业。
英国媒体城是各类传媒、数字和技术公司得天独厚的成长摇篮，不
管是创意和数字领域还是其核心领域内的数字和技术应用都在这里
蓬勃发展。
使用类型
综合商业、数字化设施和工作室、零售及住宅使用区。

既有建筑空间：
9.1万平方米办公
3200平方零售
2.3万平方米工作室
2200平方米娱乐酒店
和住宅
未来规划空间：

产业
媒体、数和创意、休闲和零售和物联网。

2.8万平方米办公区

关于开发
英国媒体城是一个价值7亿英镑的项目。这里坐落着BBC核心部
门、ITV、dock 10电视台和其他200多家企业－主要包含业内领军媒
体、数字和技术行业。在此落户的企业以索尔福德大学、未来技能
学院和新建的大学技术学院为引领，依托一系列教育和培训机构进
行人才培养。
在Peel和Legal & General Capital公司共同愿景的驱动下，英国媒体城
在未来几十年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1，
700平方米零售区
7，
500平方米休闲区
1，
800平方米公寓
附加超过80公顷的土地。

投资机会
携手英国媒体城实施一个或
多个私人租赁住宅项目。
携手英国媒体城实施私人出
售住宅建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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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福德水城
(TRAFFORD WATERS)

这里提供什么？
能够容纳3000个新居、新
总部、酒店和零售空间。

这个著名的战略开发区域邻近特拉福德中心，靠近特拉福德城
（TraffordCity）M60高速公路10号交叉口。这里拥有许多其他
主要的休闲设施，包括Beyond Ski Dome、David Lloyd Racquets
Centre、DW Sports Gym健身馆、Fives Soccerdome、Airkix（跳伞）
和特拉福德高尔夫中心（Trafford Golf Centre）。
使用类型
商用、住宅和零售综合用途。
行业
服务、数字、创意和媒体、银行、能源和环境、零售和休闲。
关于开发
该项目现已获得3000个住宅单元，以及70万平方英尺综合用途设
施（包括办公室、零售设施、学校和两家酒店）的许可用地。 特
拉福德城每年迎接4100万游客，目前正在进一步规划休闲开发设
施。

该区域还在开发一所中2
（Two Form）年级学校。

投资机会
特拉福德水城计划的投资额
约为10亿英镑。项目团队已
经包括负责总体规划和遗产
保护的IBI集团，负责景观建
筑的Gillespies，以及负责环
境评估的BWB咨询，还有
许多其他专业合作伙伴。

土地所有方沛尔房地产集团（Peel Land and Property）目前正在准备
一期住宅详细开发计划，其中还将包括主要基础设施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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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MANCHESTER

这里提供什么？

ID Manchester将是一个以创新、协作和企业为核心的活跃的世界级
社区。这个开拓性的创新社区将会给曼彻斯特中心区域带来巨变。
在这个互联企业和创新生态系统中，国际公司、活跃的初创和扩张
公司以及广泛社区都将得到繁荣发展。曼彻斯特大学校长女爵士南
希·罗思韦尔（Nancy Rothwell）教授表示：“我们正在寻找最优质
的合资公司合作，共同开发市中心的这块宝地，这里将产生数千个
新的工作岗位，提高大学和城市的声誉，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想法都
会在这里变成现实。”
使用类型
综合用途开发，满足不断增加的商业、住宅和零售需求。
行业
商业、住宅、零售和休闲。
关于开发
2019年2月，曼彻斯特大学向《欧盟官方公报》（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简称OJEU）提交了一份PIN（Prior
Information Notice）开始前期活动调研，目标是找到一位投资商
和开发合作伙伴，投资15亿英镑开发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的ID
Manchester创新区。

• ID Manchester 占地c.26英
亩（10.5公顷），是走
廊区目前遗留的最大的开
发机会。
• 合作伙伴需要开发c.16.4
英亩（6.64公顷）。
投资机会
曼彻斯特大学正在寻找一家
投资和开发合作伙伴。合
作伙伴需要具有相当实力和
抱负，将 ID Manchester 打
造为一个充满当地特色的国
际化社区。曼彻斯特大学
将与合作伙伴共同建造 ID
Manchester 这个庞大的合资
企业，并共享项目成功所带
来的长期收益。

ID Manchester是市中心占地350万平方英尺的高度互联、综合用途
开发区，旨在满足不断增加的办公、住宅和酒店空间需求。该区域
位于市中心南部，邻近皮卡迪利（Piccadilly）火车站和大学校园，
属于牛津路走廊区的一部分。
此项目开发可充分利用二级保护建筑Sackville Street Building现有的
绿地和特色，因地制宜，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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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福德新月和
大学区总规划

这里提供什么？

使用类型
混合和教育与研究。
行业
商业、住宅、零售和休闲。
关于开发
索尔福德新月，包括索尔福德大学，将在未来十年成为一个主要的
新城区。索尔福德新月和大学区是大曼彻斯特最大的发展机会，其
中心位置是曼彻斯特大都市扩张计划的一部分，具有明显而深远的
吸引力。
这是英国同类项目中的一个独特规划，此开发项目有机会创建和连
接现代住宅区，并利用索尔福德大学在工业4.0、健康创新、数字
和智慧城市、科技和文化上的全球研究优势，进一步吸引全球投
资，加速索尔福德经济增长。
总体规划愿景旨在通过创建以下方式将索尔福德的这一区域转变为
充满活力的新城区：
•一个探索和发现灵感的地方；
•学习、研究和合作的场所；

总体规划区域可能提供：
• 超过3000个新房
• 超过100万平方英尺的新
商业/创新空间
• 超过1百万平方英尺的新
教育空间
• 新学生宿舍
• 新的娱乐休闲空间
• 新酒店
• 三个多层停车场 (x2)
• 大量新基础设施，包括桥
梁、人行道和自行车道

投资机会
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下，成为
我们指定的总体规划私营部
门合作伙伴合作（竞标流程
于2019年六月开始，将在
2019年年底之前任命合作
伙伴）。

•工业和学术联手的地方；
•邻里之间和睦共处的家园；
•一个您可以步行、骑自行车，休息和玩耍的地方；
•被艺术，文化和遗产包围的地方。
凭借已有的公园和历史遗产（包括英国首个无条件免费的公共图书
馆，现为索尔福德博物馆和艺术馆），索尔福德雄心勃勃的计划为
该区域提供了促进长期增长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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