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密尔沃基 7”是一项合作性的经济发展 活动，目的是为密
尔沃基地区 七县 - Kenosha、Racine、Milwaukee、Ozaukee、 
Walworth、Washington 和 Waukesha - 培养、保留、吸引企业

和人才

 

“密尔沃基  7” 地区经济发展合作关系 

756 N. Milwaukee Steet， Suite 400 • Milwaukee， Wisconsin 53202

电话： 866.596.6463 或 414.287.4126

电子邮件： milwaukee7@mmac.org

choosemilwaukee.com

选择
密尔沃基

七个县。 一个大区。

密尔沃基地区堪称经营企业的理想

之地，该地区的人均企业总部数

量在全美各个大都市区中排名 第

四。经济实惠的土地和租赁价格，

丰富的自然资源，高素质的人才队

伍，低廉的运营成本，便利的融资

途径、技术支持，高效的运输网

络，帮助该地区的企业获得发展和

成功。

开展全球商务活动的 
战略之地
密尔沃基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一个绝佳的贸易

中心。密尔沃基隶属康斯威星州，坐落在五大

湖区的中心位置 - 密歇根湖西岸，得天独厚的

地理位置将其与美国最大的淡水系连接在一

起。四分之一的美国居民 - 7,100 万人口居住

在距离密尔沃基一天车程以内的地方。 了解更多有关 
我们的主导产业

•  能源、自动化和控制
•  食品和饮料生产
•  信息技术
•  水处理技术
•  金融服务
•  医疗技术和生物医学密尔沃基

威斯康辛州

芝加哥



水处理技术
• 密尔沃基地区 (Milwaukee) 的水处理产
业市场价值 高达 105 亿美元，创造了 
20,000 个工作岗位，业务量占到全世界

水资源业务的 4%。  

•  该地区拥有超过 120 家水务相关公司，全世界最大的 
11 家水处理公司中有 5 家坐落于此地区。 

•  威斯康星大学 - 密尔沃基淡水科学院作为密尔沃基地
区的学术研究和调研中心，是北美第一家专注于淡
水研究的 科学机构。

•  密尔沃基因其在提高水质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付出的努
力和取得的成就，成为美国的第二个，也是全世界
仅有的 14 个被联合国列入全球紧凑型城市规划的城
市之一。  
 

 

金融服务
• 金融服务产业为该地区提供了
50,600 个工作岗位，占劳动力总人数
的 5.1%。
• 美国西北互助人寿保险公司 

(Northwestern Mutual) 是世界上最大的个
人寿险计划提供商，管理超过 1360 亿美元

的资产。
•  作为美国最大的 50 家银行控股公司之一，Marshall & 

Ilsley Corp. 也将公司总部设在密尔沃基地区；其他在
此地区设立营业部的 50 家顶级银行包括 JPMorgan 
Chase、U.S. Bancorp.、 Wells Fargo 以及 Associated 
Banc-Corp。

•  这里还是全球性私募股本、研究和金融服务公司 
Robert.W.Baird 的所在地， 其在德国、英国、中国大
陆和香港都设有办公室。

医疗技术和生物医学研究
• 威斯康星医学院是位列美国前 100 名
的学术研究机构，拥有超过 1.58 亿美
元的研究发展经费。 

• GE Healthcare 在该地区雇用了 5,000 名
员工，从事诊断和成像设备及临床系统运

行方面的研究。

 世界级的经济体系
密尔沃基地区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中心，致力
于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和开拓创新。 

•  密尔沃基地区的大都市生产总值达到 980 
亿美元，相当于新西兰、匈牙利或秘鲁等
经济体的生产总值

•  该地区拥有 200 万居民，51,000 家企业
和 100 万个工作岗位 

•  密尔沃基是美国第 22 大城市，居住人口
超过 600,000 人

•  该地区拥有全美最高的人均大学生比例，
每年注册超过 100,000 名大学生

•  威斯康星州用于学术研究和开发活动的经
费超过 10 亿美元

密尔沃基位于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北部， 距离
其 90 分钟车程，并为其提供更多的航空服务、
教育和劳动力输出。

许多备受赞誉的全球知名企业已经开始在密尔沃
基地区安营扎寨。 财富 500 强企业中已经有 8 
家公司将总部设在了这里，另有 29 家在方圆 90 
英里范围之内建立根据地。

 密尔沃基地区的主导产业

能源、自动化 及控制
• Johnson Controls 和 Rockwell 
Automation 是著名的自动化和控
制公司，拥有将近 6,000 名员工

• 西班牙风力涡轮发电机制造商 
Ingeteam 正在密尔沃基建造新工

厂，并欲将其打造为北美地区总部。
•  丹麦公司 Avanti Wind 也在该地区拓展经营业

务，为负责检查和维修风力涡轮机的技术员修
建攀登梯和载货升降机。

•  其他主要产业包括电力传输和变压器（Cooper 
Power 和 Waukesha Electric），以及航海仪器
（Astronautics）。

食品和饮料生产
• 该地区拥有超过 75 家食品制造
公司，雇用员工达到 14,700 人。 
 

• 威斯康星州作为美国排名前 
 10 位的农业大州，拥有超过 1,000 

家食品加工企业，该产业每年总收入高
达 100 亿美元。  

•  主要的产业分类和企业包括肉食/香肠加工
（Patrick Cudahy、Cargill Meat、Kenosha Beef 和 
Klement Sausage）、巧克力产品（Nestle 和 ADM 
Cocoa）、调味酱和调味品（Kikkoman、Wixon 
和 Foran Spice）以及牛肉（MillerCoors）。 

信息技术
• 密尔沃基地区拥有超过 2,500 
家高科技企业，雇员超过 12,000 
名。

• 该地区主要的公司包括：金
融业技术供应商 Fiserv、Fidelity 

National、Thomson Reuters BETA 
Systems；供应链系统公司 RedPrairie、HK 
Systems 和 CDC Supply Chain。

总部设在密尔沃基地区的 
财富 500 强企业

公司  产业 

Fiserv  数据服务	

Harley-Davidson 摩托车 

Johnson Controls 电池、控制 

Kohl’s 百货公司 

Manpower 临时就业服务 

Marshall & Ilsley Corp. 商业银行 

Northwestern Mutual 人寿保险 

Rockwell Automation 工业自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