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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斯特郡位于中心地带、交通便利，公路四通八
达，可通往全英各个地区。伍斯特郡简直就是商业发
展与企业增长的理想地点。”

Sanctuary Group 首席运营官 Ian McDermott

迎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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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ORLD CLASS
DESTINATION

世界级的目的地

“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其他企业效仿
我们的做法，为他们在伍斯特郡的未
来投资。该地区连接至英国运输网络
枢纽，毗邻主要国际机场，也就是
说，我们在全英及全球的客户与供应
商可轻松便利地到达我们的欧洲总
部。该地区的一个重要优势是：非常
适宜居住。这一点，从长期来看，对
于吸引合适的员工至关重要。”

山崎马扎克英国有限公司欧洲集团总经理
Marcus Burton

历史悠久、文化多样、工业与经济发展强劲，拥
有高素质的员工及出色的交通基础设施——这就
是走在世界前方的伍斯特郡。

伍斯特郡凭借在先进制造、农业科技和信息技
术（包括迅速发展的网络安全专长）等方面的
特殊优势，吸引了Joy Mining、山崎马扎克、博
世、GKN、Halfords、Vax、Brinton’s Carpets
以及摩根汽车等受到国际认可的企业，以及一群
充满活力、不断壮大的较小型创业企业与新兴企
业。伍斯特郡也在快速将其自身打造为企业总部
的理想所在地。

然而伍斯特郡独一无二的优势在于其提供的优越
生活品质。迷人的景色、丰富的遗产、顶级体育
和文化景点——伍斯特郡应有尽有。

 世界级的伍斯特郡。世界级企业的完美所在地。



  

伍斯特郡四通八达，拥有令人羡煞的理想地理位
置，地处英格兰中心，M5、M42与M50高速公路
在郡内交织，形成高速公路网。

伍斯特郡毗邻伯明翰机场——‘欧洲中枢’航
站楼（Eurohub）——有前往美国、印度次大
陆、28个欧洲城市以及8个英国境内目的地的直达
航班，缩小了世界的距离。希斯罗机场、布里斯
托机场和曼彻斯特机场也可轻松达到，是开启海
外市场探索之旅的完美选择。

伍斯特郡各企业可以享受便捷的铁路交通服务，
与伯明翰、伦敦帕丁顿、布里斯托和卡迪夫之间
市际火车频繁往来。

PERFECTLY PLACED 
FOR BUSINESS

完美的营业地点

随着目前计划中的伦敦经伯明翰到北
部城市之间的新高速铁路的开通，您
的业务对客户而言触手可及，地理位
置优越为您的供应链带来诸多便利。

6 7

1小时55分钟

2小时

15分钟

1小时35分钟
45分钟

1小时15分钟

曼彻斯特

利物浦

伯明翰

卡迪夫

布里斯托
伦敦

伍斯特郡
伍斯特郡

行程时间从郡边界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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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其他企业效仿
我们的做法，为他们在伍斯特郡的未
来投资。该地区的一个重要优势是：
非常适宜居住。伍斯特郡让您享受高
品质的生活。”

欧洲集团总经理
Marcus Burton

YAMAZAKI MAZAK

山崎马扎克公司
山崎马扎克是世界最大的计算机控制金属切削机
床制造商，其工具用途广泛，无论是用于珠宝加
工还是生产喷气发动机；客户来自各行各业，均
是航空航天、汽车、医疗、施工设备行业内家喻
户晓的企业。

 该公司由山崎家族私人所有，于20世纪初在日本
成立。其欧洲总部和制造工厂共占地约30000平方
米，临近伍斯特市中心，拥有超过500名员工。

20世纪80年代中期，山崎马扎克公司做出一项战
略决定：在欧洲投资制造工厂。由于伍斯特郡出
色的制造业传承、技能基础、地理位置靠近交通
网络和中心地带，英国伍斯特胜出法国、德国和
比利时等其他地点，最终拔得头筹。英国作为第
一语言是另一个决定性因素。

自1987年起，马扎克已持续投资于扩大生产设
施，如新建的2500平方米技术中心。马扎克也是
国家学徒项目的主要支持者，一直以来陆续雇佣
大量年轻人，将其培养成为工程师和其他技术岗
位的工作人员。

“伍斯特郡靠近高速公路网，可以轻
松有效地分销至全英各地。我们还拥
有高品质的劳动力资源。我们的新场
地将进一步加强博世在该地区的品牌
知名度，同时保留在本地社区的工作
岗位。”

总经理
Carl Arntzen

WORCESTER,  
BOSCH GROUP

伍斯特是Worcester, Bosch Group的总部所
在，Worcester, Bosch Group即博世热力技术有
限公司的交易名称。

Worcester, Bosch Group的起源可追溯至 
1962年，Cecil Duckworth成立了Worcester  
Engineering Limited公司，该公司最初生产燃油
锅炉，20世纪70年代出现国际石油危机后转为生
产燃气锅炉，1996年被博世全面收购。

今日，该公司在英国与爱尔兰共有1650名员工，
其中伍斯特总部有超过1000名员工。10英亩的
场地专门用于制造其荣获最优秀产品（‘Which 
Award Best Buy’）的 Greenstar燃气锅炉，同
时也是管理部门、研究与开发设施、客户培训中
心以及客户联络中心的所在地。

Worcester, Bosch Group是英国家用燃气和 
燃油锅炉市场的领头羊，其可靠性与性价比经常
在消费者调查中位居第一。过去十年，其燃气市
场份额已经从17%上升至30%，营业额上涨了至 
少十倍。

为进一步扩张总部业务，博世目前正在建造新仓
库，仓库建成后，公司容量将从10200平方米提升
至14400平方米，由此证实博世持续不断地致力于
伍斯特郡的发展壮大。

博世还热衷于培养该地区的未来人才，特别是下
一代工程师，对学徒制和其他培训项目进行大规
模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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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CLASS SKILLS

世界级技能
在伍斯特郡，您会找到业务所需的技术员工。有
近一百万人居住在驱车45分钟就可到达的范围
内，很多从事高技能或专业职业。

 在伍斯特郡内，七分之一的受雇者就职于制造行
业，其中参与机械部件制造或其他工程供应链活
动的人数最多。

伍斯特大学位于伍斯特市，周边有出色的道路铁
路网络。此外，位于华威、伯明翰、布里斯托和
牛津的其他国际知名大学也仅需1小时就可到达。

伍斯特郡学徒制（包括高水平及工程行业）数量
快速增长，平均受教育水平持续高于全英平均水
平，您一定可以找到所需的人才团队。

PEOPLE IN RECRUITMENT CAT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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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斯特郡拥有表现卓越的公立与私立学校和大
学。我们的学生从数目来看成绩通常超出全英平
均水平，在GCSE考试中获得五个或更多A*-C级
成绩。A-Level考试成绩远远高于地区和全英平均
水平。您还也会发现，与该地区整体水平相比，
我们拥有NVQ Level 4+专业认证等级（大体上相
等于学士学位）的居民比例较大。

学徒制得到广泛支持，尤其在第3和第4水平以及
工程领域。超过172000名学生就读于距离伍斯特
仅1小时车程的10所大学，修读工程与技术专业的
学生比例为6.3%，超出全英平均水平。

伍斯特郡还有多个继续教育学院，包括工程与汽
车、园艺、饮食生产等专修学院。

伍斯特大学是我们的宝贵资产，作为伍斯特郡发
展最迅速的大学之一，伍斯特大学以教育与健康
课程为主导，同时科学（尤其是生物科学）及商
业学院也在经历快速壮大。

WORLD CLAS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世界级教育与培训
伍斯特大学的国家花粉和空气生物学研究小组提
供英国各地的花粉预测，并对花粉热等空气传播
过敏源方面开展至关重要的研究工作。学校设施
可供展开大气科学、过敏、产品试验、法医病理
学、农作物保护和植物科学领域的研究。

英国国家网络技术中心（NCSC）在MALVERN 
HILLS 科技园，位于该区域快速壮大的网络谷的中
心地带。该技术中心为企业和组织提供高水准的
培训，使他们可以防卫网络攻击。哈雷戴维森的
欧洲机构也坐落于伍斯特郡，主要用于培训经销
商和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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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处在伍斯特郡的正中心。周边
的高速公路与道路网意味着，如果早
上收到来自苏格兰的订单，晚上货物
就能送到。伍斯特郡是我们展开业务
的绝佳地点。”

总监
Andrew Billé

EVESHAM VALE GROWERS

在其位于伍斯特郡Fladbury市的种植中心，加剧
的绿色废弃物问题促使Evesham Vale Growers
建立了一座创新厌氧发醇工厂，该工厂现在为种
植提供二氧化碳，为其广阔的西红柿温室的供暖
和照明提供足够能量——还产生多余的电和煤
气，可以卖回给各自的国家电网。该公司目前正
对在周边投资建设另一家AD工厂，将更多废弃物
转化为能量。

新技术为公司带来各方面好处。除为绿色废物再
循环提供有效解决方案外，燃料成本的大幅减少
使公司为消费者提供了有竞争优势的价格。

总部位于巴克敏斯特（伊夫舍姆附近）的 
Evesham Vale Growers生产优质西红柿、 
小葱、小胡瓜和茴香。该农场也种植以浓郁多
汁、口味出众而闻名于世的伍斯特郡芦笋。

或许，Evesham Vale Growers的主人Billé家族决
定在伍斯特郡的Evesham Vale创立该农场并不令
人意外。毕竟，Evesham Vale拥有英国最富饶的
土地之一。

 对他们的业务而言，这一点或许和地处中心地带
一样重要。

GKN

“作为本地区的首要雇主，我们对本
地劳动市场的人才库非常感兴趣。我
们与其他雇主在招募团队伙伴方面相
互竞争，但是如果我们的总部位于东
南部，我们的竞争力则无法与其他雇
主相匹敌。公司位于伍斯特北部，该
地提供的生活品质使我们更加符合期
望要求。全英最美的乡村近在咫尺。
城市与乡村生活达到完美平衡。家庭
生活的理想之选！”

集团通讯部总监
Chris Fox

Global Engineering Group（GKN）主要擅长
为全球制造商提供系统和部件的设计、制造与服
务，企业总部位于伍斯特郡北部的Redditch，工
厂占地4.5英亩，厂内有250名员工。

 GKN已在Redditch建厂约40年，并且持续获益
于该地便利的交通。临近伯明翰国际机场为GKN
锦上添花，高管们可以轻松到达国际贸易所需的
国际市场。

作为本地区的首要雇主之一，GKN可以聘用高素
质的本地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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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从事哪个行业，伍斯特郡都是企业发展壮
大的理想基地。

伍斯特郡商业社区由众多不同领域的机构组成。
先进工程、农业技术与信息技术是伍斯特郡的特
殊优势，众多其他行业也在此成功运作，例如实
力雄厚的商业服务行业，还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
始设立全国或国际总部。

伍斯特郡全郡拥有众多地理位置优越的场地， 
这些场地从战略上来看临近主要的道路和铁路
网，可以接触具备良好资质和高度进取心的潜 
在雇员。

欢迎来到伍斯特郡
您会喜欢这里的一切！

WELCOMING 
A WORLD OF BUSINESS

迎接商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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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伍斯特郡，您会找到多种多样的开发地块，满
足您的商业需求。从占地72英亩的主要棕地地块
到2.5英亩或更少的较小型本地开发机会，我们竭
尽全力帮助您推动企业发展。

我们位于Redditch、Kidderminster、伍斯特和
Malvern的“变革性”场地为扩张提供重要机遇。
还可选择更进一步的战略雇佣场地，以及锁定本
地市场需求与供应的较小规模场地。

我们的外来投资专家团队竭诚为您服务。从初步
咨询一直到您搬入伍斯特郡，专家团队将帮助您
做出对业务最有利的决策。

A GAME CHANGING
LOCATION

变革性的地点

REDDITCH 东部门户
是大约占地40英亩的高水准商业
园区和10.05万平方米的潜在住宅
开发区。

南部KIDDERMINSTER 
企业园区
位于Kidderminster中心的棕地
地块，占地7.5万平方米，针对
商业开发。

伍斯特技术园
是接壤伍斯特市东部边缘
的区域，位于M5高速公路
沿线，占地72英亩，提供
30万平方米住宅区。

MALVERN HILLS科技园
是新兴与茁壮成长中的企业获得高度成
功的理想地点。待园区扩建至第4期之
后，将进一步提供21万平方米住宅区。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拨打 +44 (0) 1905 676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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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斯特郡适宜居住。地域广阔，可
以提供出色设备；距离人口集中的中
心足够近，可以吸引适当人才——还
是成立家庭的好去处！”

首席执行官
Guy Mucklow

POSTCODE ANYWHERE

创业家Jamie Turner与Guy Mucklow于2001年在
伍斯特创立技术公司——Postcode Anywhere。

该公司提供以云端为基础的地址管理服务，从创
业初期仅有三个职员的小公司发展成为当前50
人的团队。客户包括英国与国际的知名品牌，如
加拿大邮政公司、Honeywell、CapGemini与
Hi-Tech Sports。

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该公司近期在伍斯特市附
近投资新办公场所，而这些办公场所正是以其优
秀的环境资质、创意非凡的创新设计而著称。

公司执行总监Guy活力十足，热衷于在企业上
下营造充满激情、动力和热情的企业文化。他认
为，合适的团队对于公司实现发展的雄心壮志而
言必不可少，Postcode Anywhere在吸引所需人
才方面已经获益于其中心的地理位置。

对于以云端技术为基础的提供商而言，连接性必
不可少。如果公司下线，就无法为满足客户需求
提供服务。伍斯特郡拥有100兆专用带宽，为该公
司提供了其所需的强劲基础设施。

MALVERN INSTRUMENTS

“我们业务最关键的部分在于员工。
我们希望保留他们的经验、专识和才
智，这就是我们选择Malvern的原因。
除此之外，这里还提供高品质的生活
伍斯特郡适宜居住，因此我们的员工
保留度高。”

总经理
Paul Walker

与伍斯特郡优美的Malvern Hills地区众多的高科技
公司一样，Malvern Instruments起源于政府所有
的皇家信号与雷达研究院（RSRE），该研究院如
今已成为私有化公司QinetiQ。

20世纪60年代，两位曾就职于RSRE的科学家在
车库中成立了该公司，将理念转变为适销产品。
当初的无名小卒成长为如今的中坚企业——向
全球各市场出口产品，在全球拥有750名雇员，
其中Malvern办公室有至少300雇员。自1997年
起，Malvern Instruments归入Spectris plc公司
名下，该公司为FTSE 100指数公司，年销售额达到
12.5亿英镑，全球拥有雇员7500名。

该公司开发与制造多种分析仪器，使客户可以在
最微小的颗粒层面理解与监控其材料的表现。从
牙膏到水泥，从药物与石化产品到沐浴露与巧克
力，Malvern Instruments能帮助客户满足最严格
的法规要求。

尽管公司选址伍斯特郡是因其历史背景，但是选
择持续留在本郡则是慎重考虑之后的决定。20世

纪90年代末，当该公司正需扩张之时，Malvern
有新土地可供使用。近期，该公司荣获区域发展
基金（Regional Growth Fund），可进一步提升
其研究与开发能力。

未来人才对其十分重要，该公司积极参与学校培
养，特别是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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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斯特郡独一无二的优势在于，它不仅可以为
您、您的家庭和您的团队提供出色的工作环境，
还提供非凡的生活品质。

这里拥有丰富的历史与文化遗产、世界级体育与
文化名胜以及表现顶尖的学校。

无论您的激情所在——风光秀丽的乡村还是活力
四射的城镇，精彩绝伦的戏剧演出还是紧张刺激
的体育赛事，高街购物还是最新融合烹饪——您
会在伍斯特郡发现数不胜数的选择。

PROVIDING THE
PERFECT BALANCE

提供最佳平衡

“伍斯特郡是我的第二故乡。当我穿
过伍斯特塞文河上的桥，前往世界上
最美丽的板球场New Road时，我总
是步履矫健。作为伍斯特郡板球俱乐
部的赞助人，新宾馆和体育场的开发
让我印象深刻，这些在未来数年，将
成为俱乐部、城市以及伍斯特郡的巨
大资产。”

前英格兰银行行长
Mervyn King



24

投资伍斯特郡

[伍斯特郡

本地企业伙伴关系]

www.investinworcestershire.com
+44 (0) 1905 6766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