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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一个伟大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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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城市，正如伟大的发现，
有时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两百五十多年以前，一些苏格兰人与爱
尔兰人沿着几条卡托巴印第安人的旧经
商路线，来到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然
后定居下来。这就是夏洛特的开始。

时至今日，夏洛特所发生的事不再是无心
插柳的结果。它成了人们向往的城市—许
多人拿夏洛特和他们居住的地方相比后
说：“让我们打好包，准备搬过去吧！”

夏洛特经过仔细规划和逐步开发，已成
为美国南部，甚至是全美境内的主要城
市。今天，夏洛特是全美城市人口数额
排名第17，比起 1990 年全美城市人口数
第 35 的排名向上攀升了许多。许多来
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考虑定居夏洛特是
有原因的。您也一起来发现夏洛特吧。

联络人： 媒体：Natalie Dick, 704 378 1354 。
文章：Lore Postman。设计：Andrea Ware。
摄影：PatrickSchneiderPhoto.com。 
© 2013 Charlotte Chamber of Commerce SCHI  7/13  .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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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中心位置

卡罗来纳皮德蒙特是一片苍
翠繁茂的山麓丘陵区，一直
绵延到北卡罗来纳州的中
部。而在这里，最南端
的地方，坐落着梅克伦
堡郡的首府夏洛特。 

夏洛特拥有各项得天独厚的条
件：往北开两小时的车程，即可抵达
风景优美的蓝脊山；往南三小时，便
是著名的亚特兰大海滩；高质量的生
活水平，低于平均的生活费，充足的
就业机会，世界级的艺术，主要的体
育赛事，这种种优异的条件使得夏洛
特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优秀人才。

其中气候更是我们吸引人前来的重
要因素。在这里，您不会感受到气
候的剧烈变化；事实上，此地冬季
温和，夏季短暂，春季秋季长久宜
人，四季分明的气候，全年经常阳光
普照，伴随著名的卡罗来纳蓝天。

夏洛特



国际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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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融合多种文化，对多元化的意
见，看法，企业运营和居民抱持欢迎态
度。外资公司使我们的商业社区，文化
设施和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丰富，而夏洛
特也以一个良好的环境回报，让这些外
资公司能够成长茁壮，出生于外国的专
业人员能够体会到宾至如归的感觉。  

夏洛特-梅克伦堡郡有将近 630 家外
资公司，来自全球 45 个国家，为此
地将近31000人提供了工作机会。梅克
伦堡郡四周的大都会区有 15 个郡，
在此经营的外资公司共有 448 家。    

夏洛特支持企业的环境，使得有超过 
264 家《财富》500 强公司在梅克伦
堡郡设立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营业处。

针对外资公司，夏洛特提供了卓越的空
运服务，外贸保税区，对企业友好的政
府，同时也支持许多从事国际业务，对
外政策和全球文化事务的非营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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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洛特做生意有许多好处。夏洛特位居
全美第五大都市区的中心，卓越的地理位
置为在此地经营的公司提供了无数机会。 

夏洛特被誉为整个都市区的金融，分
销，运输业务的发电厂，已经发展
为主要的批发中心，拥有极为突出
的人均销售额，名列全美第六。 

这个城市是全美第二大金融中心 (仅
次于纽约市)，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
行) 的总部就设于此地。梅克伦堡郡同
时也拥有北卡罗来纳州最大的制造业，
主要的制造行业在这里都有据点，包括
航空航天与国防制造设备，工业机械
与金属加工业，计算机与电子产品，
消费品和生物医学设施等等。这些年
来，夏洛特俨然已化身为强力磁铁，吸
引了各家研发与科技公司来到此地。  

夏洛特丰富的商业根基有着优越的州与
联邦高速公路网加以配合，包括南北向
和东西向的主要州际公路动脉，以及
一座扩建的现代化国际机场航站楼。

实力强大的地方经济



来到夏洛特，您最先注意到的，就是这个社区的
美和多元化。从闹市区高耸新潮的居住形态，到
坐落在枫叶，橡树叶交织而成的 24 米长绿色苍
穹下的宏伟砖屋，以及诺曼湖畔和威利湖畔的房
子，到步行可达夏洛特新建的轻轨通勤列车路线
的共管式公寓。无论您偏好哪一种生活形态，夏
洛特都能提供一个最适合您的家园和社区。

欢迎来到我们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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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教育的城市

知识推动创新，而高等教育是任何城
市掌握未来实力的关键。夏洛特拥有 
39 所学院和大学，其中包括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rlotte (北卡罗
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该校是北卡罗
来纳大学 16 所分校中第四大分校 (同
时也是成长最快的分校)；此外，全
美最负盛名的私立学院之一 Davidson 
College (大卫森学院)，还有全国知名
的烹饪学校 Johnson & Wales University
(强生暨威尔斯大学) 也在此地。

位于夏洛特的大学还有 Johnson 
C. Smith University (强生史密
斯大学)，该所私立文学学院在 荣
登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美国南
部最完善学院名单；还有私立学院 
Queens University of Charlotte
(夏洛特女王大学) ，提供艺术，科学，
护理，商业等学科的大学本科及研究生
课程。夏洛特还有 Central Piedmont 
Community College(中央皮德蒙特社区
学院)，该校为全美最大的两年制学校之
一，每年有61000多名学生就读，学校提
供高质量的公司课程与进修教育课程。 
 

从幼儿园到博士班，夏洛特提供了充
分的教育机会。因此，夏洛特的居民
都受过良好教育。数据证明40%的夏
洛特市民拥有本科或以上文凭，相对
于整个北卡只有26%，全美是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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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四方市场

Charlotte Douglas International Airport (夏洛
特道格拉斯国际机场) 提供了四通八达的
通勤和货物空运服务。作为 US Airways (全
美航空公司) 最大的转运中心，这座机场可
以让您直飞全球各地 171 个城市，包括法
兰克福，慕尼黑，伦敦，巴黎，多伦多，
墨西哥市，以及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各地城
市。每天约有 700 个航班离开夏洛特。 

夏洛特位居高速公路和铁路系统的心脏地带，
该系统伸展至美国东部和南部。美国前 100  
大的卡车运输公司中，有40%以上设在夏洛
特，名列全美第十一位。夏洛特地区拥有两
大主要的铁路系统: Norfolk Southern 和 CSX，
连接 23 个州，提供便利的铁路运输服务。 

2007年，夏洛特开始提供轻轨铁路通勤服务。
这条总长将近 16 公里的路线从本市中心出
发，直抵本市最南端，沿途设有七个车站。目
前正计划在未来几年将这项通勤服务延伸到
夏洛特的东北部， 预计2017年初开始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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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的艺术眼光

从毕加索到帕瓦罗蒂，夏洛特是一
个享受艺术，培育艺术的城市。夏
洛特地区的访客和居民，都能够很
方便地欣赏各种类型的视觉艺术，
古典音乐，现代音乐，歌剧，剧
场和舞蹈表演。此外，夏洛特还
有数个科学和历史博物馆，进一
步提升了城市的文化生活质量。 

夏洛特的文化活动从正式到轻松的
类型都有，正式者像是打上黑领
带去观赏百老汇的开幕演出，轻
松者像是星光下的野餐活动，由
夏洛特交响乐团的年度夏季流行音
乐系列陪伴您渡过美好的夜晚。

夏洛特有好几所博物馆，其出
色的固定展览品和吸引巡回展
览品的能力深得全国的肯定。
剧场表演从百老汇的卖座剧，到
本市素负盛名的业余剧团，到
知名的儿童剧院，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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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一年四季总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在进
行中。从郡内各地公园举行的小型庆祝活
动，到吸引数万人前来的闹区街道市集活
动，足以证明一件事：夏洛特知道怎么举
办一场宴会—而且欢迎人人参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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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大联盟运动城镇

此地的居民无论是以球迷的姿态看球
赛，还是亲身上场参与，夏洛特都是
不折不扣的大联盟运动城镇。 

这里是美国国家美式足球联盟 
Carolina Panthers (卡罗来纳黑豹队) 
和美国国家篮球联盟 Charlotte Bobcats 
(夏洛特山猫队) 的主场。每年五月
举行的Wells Fargo Championship是这
里的盛事，来自全球的顶尖高尔夫球
球员齐聚此地参加比赛。

每年冬天，球迷们为夏洛特的职业冰
球队 Checkers (西洋棋队) 加油；到
了夏天，球迷的加油对象换成了夏洛
特市的职业足球队 Charlotte Eagles 
(夏洛特老鹰队) 和棒球队 Charlotte 
Knights (夏洛特骑士队)。目前大家热
衷于在市中心正在建造的一座棒球场
很有可能2014年举办公开赛。此外，
夏洛特还拥有许多最热门的 NASCAR 
(美国汽车比赛协会) 赛车队，是未
来美国美国汽车比赛协会 名人堂所
在地，还有着最受欢迎的美国汽车比
赛协会赛车车道。



各式户外活动让您跃跃欲试

夏洛特有着宜人的气候，到处可见的公园，公立与私立高
尔夫球场，三座湖泊，以及许许多多的户外设施，都令人
心旷神怡，跃跃欲试。 

诺曼湖，威利湖，山岛湖沿岸总长 1363 公里，您可以在
此垂钓，划船，露营，享受悠闲的时光。新成立的美国国
家白水中心除了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皮艇和泛舟好手外，
也提供许多家庭一个度过炎夏的好去处。不想把身体弄

湿吗？那就去尝试该中心 14 米高的攀岩塔以及 9 米高的
攀岩墙。另外该中心提供高冒险绳缆课程，也备有脚踏
车出租，让您可以到本地区 18 公里的各条林间小径中一
窥究竟。

从骑脚踏车，到远足，到划船，或只是享受户外美好的一
天，夏洛特都是一个完美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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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洛特，您的未来无限美好

绿色，成长，伟大， 
这些都是住在此地的居
民对夏洛特所持有的
愿景，而这群人也努力
保持夏洛特的灵魂与风
貌。 

夏洛特这座 Queen City 
(女王城) 正依循着悉心
规划的蓝图快速发展，
在追求发展之际也不忘
保护我们的环境。我们
深信发展的重要性，但
这个城市真正的未来与
我们的生活质量密不可
分。诚挚邀请您一起与
我们分享未来，就在夏
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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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想的地理位置， 世界一流的国际机场， 
多项职业球队， 低能源价格， 多元化及聪慧劳动力，  

和世界一流的教育系统， 不难看出为什么 
每年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聚集在夏洛特。

charlottechamb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