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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旨在向有意在中国投资的客商提供关于杭州市（位于中国浙江省）的投资环境概览。 

杭州，浙江省省会城市，被誉为“东南第一州”。作为长江三角洲重要的核心城市之一，杭州的经
济发展始终保持着快速增长。2007年到2012年期间，杭州市地区生产总值由2007年的4,104亿元增加到
2012年的7,804亿元，其复合年增长率达到了13.7%。第三产业的比例已达50%。 

作为中国战略发展的七大产业之一，生物医药一直是杭州着力发展的行业。2003年3月，国家发改委
批准杭州成立国家级生物产业高新技术基地。杭州市生物医药产业2012年的销售产值约为人民币
499.8亿元，比2011年增长26.0%。这一数字在2015年的目标值将为人民币1,000亿元。 

在中国，商业环境的变化日新月异。此外，成本以及运营状况亦因公司与行业不同而差异较大。我
们建议正在或即将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公司，向具备经验的专业顾问获取最新信息以及具有针对性的
建议，并进行适当的尽职调查。 

本报告旨在通过对公开信息的独立研究，向投资者提供关于杭州市商业环境的信息。本报告不能代
替投资前详尽的尽职调查。 

本报告中的信息来源已详细注明，在此特鸣谢杭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的协助。本报告中使用的
汇率为1美元=6.2548元人民币（源自中国银行于2013年4月10日的基准汇率），包含截至2013年3月31
日可获得的数据信息。 

 

 

 

 

 

 

 

 

资料来源：杭州市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杭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杭州市政府网站；杭州统计信息网；中国银行
网站；浙江新闻网；浙江在线网站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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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概览 

在跨国企业和先进实验室的带动下，杭州市生物
医药产业取得了良好的发展，2012年的销售产值
约为人民币499.8亿元，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的
复合年增长率目标值为26% 

■ 杭州的生物医药产业 

■ 活跃的外商投资 

■ 行业增长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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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目前拥有超过两百家生物医药企业，
2012年其生物医药产业销售产值约为人民币
499.8亿元。杭州市预计此数值将在未来三年
以复合年增长率26.0%的速度增长，在2015年
达到人民币1,000亿元 

■ 2012年，杭州市生物医药产业的销售产值占
浙江省该产业销售产值的37% 

■ 杭州市在其发布的杭州市重点产业发展计划
中已列出其生物医药产业主要发展的八个细
分行业（将在下文中分五部分介绍） 

 

杭州的生物医药产业 

杭州市生物医药产业2015年的销售
产值预计目标值为人民币1,000亿元 

复合年 
增长率: 
26.0% 

资料来源：杭州市十大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杭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和讯新闻网站；杭州市政府网站；网易新闻网站 

杭州市生物医药产业的主要发展方向 

化学制剂药、
生物疫苗、诊
断试剂及生物

保健品 

现代中药 农用生物制品 

干细胞与组织
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杭州市生物 
医药产业 

杭州市生物医药产业的销售产值2010年-2015年 杭州市生物医药产业2012年销售产值约为人民币
499.8亿元，在浙江省占有重要地位 

© 2013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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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为一所中国外商独资企业；版权所有，不得转载。中国印刷。 



5 由创新驱动的生物医药基地 

杭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外商投资快速增长 
 

■ 2012年杭州市医药制造业引进合同外资1.8亿
美元，同比增长超过200% 

■ 近几年杭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内的并购扩张活
动较为活跃，尤其是在跨国企业与内资医药
企业之间，例如： 

– 2010年，法国赛诺菲与杭州民生医药公司
成立了其第二家合资公司  

– 2011年，瑞士诺华公司完成了其对中国最
大的民营疫苗公司之一浙江天元生物85%
的股权收购 

– 2012年5月，辉瑞公司与浙江海正药业签
署合同建立一家合资公司 

 
 
 
 
 
  

活跃的外商投资 

 拜耳医药（德国） 
 诺华制药（瑞士） 
 赛诺菲集团 
 （法国） 

 大冢制药 
 泰尔茂株式

会社 

 正大集团（泰国） 
 Teva医药（以色列） 

 礼来 
 默沙东 
 艾康 
 辉瑞 

已在杭州投资的
部分外资生物医

药公司举例 

已在杭州投资的部分外资生物医药公司 

资料来源：2011年杭州市十大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杭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和讯网；网易网站 ；搜狐网站；中国日报网站；杭州
市工业经济信息网 

杭州市对生物医药产业十分重视，
提供了相应的扶持政策，例如医
药创新和技术改造项目的资金支
持、对新厂建设办理行政手续提
供便利条件、在杭州组织医药行
业论坛以促进行业交流等 
                               
- 赛诺菲管理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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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增长的驱动力 

■ 国内市场对生物医药不断增长的需求为
此行业在杭州的发展提供了基础。预计
产业规模将从2011年的约人民币1.5万亿
元增长到2015年的人民币3万亿以上，
复合年增长率达20% 

■ 杭州市及全国较高的人口老龄化（60岁
以上）水平及持续增加的老龄人口规模
驱动着市场需求的扩大。2011年杭州市
的老龄人口比例达17%，高于全国老龄
人口占全国人口7.6%左右的比例。同时，
全国老龄人口数目将从2011年的1亿人
以上增加到2020年的2.5亿人，并将在
2050年超过4亿人 

■ 不断增长的人均年医疗花费也是 
 市场增长的因素之一。2011年 
 中国人均年医疗花费约为人民 
 币706元，这将在未来几年 
 以20%以上的增长率增加 

杭州拥有较丰富的生物医药
行业人才资源 

杭州市政府的支持 

■ 杭州市拥有众多产业基地，为生物医药行
业提供良好的发展土壤，例如： 
− 位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药港 
− 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现代中药产业） 
− 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农用生物制品产业） 

■ 包括拜耳医药公司、赛诺菲集团和辉瑞公
司在内的跨国医药公司为杭州生物医药产
业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行业引导 

■ 为促进行业信息的交流，杭州市政府建立
了生物医药信息交流及服务平台，提高了
业内企业交流的效率，为相互合作创造了
良好环境。这些平台包括公共试验中心、
创新试剂服务平台等 

■ 杭州市的生物医药研发资源雄厚。在
这一行业领域，当地拥有20多所高校
研发机构和22所实验室。他们为当地
行业的发展提供了高素质的专业人员 

■ 对于生物医药行业的辅助行业，如金
融、工程、市场营销及人力资源等，
杭州市亦有较充足的人才供应 
 

■ 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杭州市大力
发展的十大产业之一，受到政
府多方面的政策支持。杭州政
府制定了《杭州市生物医药产
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3-2015）》以引导和支持
产业 

■ 为改善生物医药行业的投资环境，杭州政
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帮助行业的成长，例
如成立生物医药企业创业孵化基地、设立
信息服务平台和鼓励医药物流系统的建立
等 

■ 杭州市海关针对生物医药企业设立了专门
的机制。例如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
派遣专人根据企业业务特点提供通关建议，
有效提高了企业通关的效率 
 

资料来源： 2011年杭州市十大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杭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和讯网站；网易网站；中财网网站；Bioonnews网站；
杭州在线健康网站 

增长的市场需求 杭州市规模化的产业基地 

■ 作为浙江省的省会城市，杭州
市拥有38所高等教育机构，每
年应届毕业生人数达12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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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制剂药、生物疫苗、诊断试剂
及生物保健品 

■ 现代中药 

■ 生物医学工程 

■ 干细胞与组织工程 

■ 农用生物制品 

 

 

杭州市将重点发展生物医药产业中的八个细分行
业（分五部分介绍），政府积极的鼓励措施和当
地良好的产业基础为各个产业方向提供了良好的
发展基础 

重点细分行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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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于2008年得到国家批准建立国家医药
产业发展基地，包括杭州新药港、杭州经济
开发区、江东工业园和新加坡（杭州）产业
园等 

– 杭州政府在产业园区中设立了公共信息平
台，提供实验资源共享、创新支持等服务，
以帮助企业的交流与合作 

■ 2012年杭州市“生物产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
地新药创制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项目被批准
成为“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 项目将计
划总投入5.83亿元，支持新药研发子课题32个 

化学制剂药、生物疫苗、诊断试剂及生物保健品 
杭州为化学制剂药、生物疫苗、诊断试剂及生物
保健品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化学制剂药 
■ 杭州市化学制剂药产

值约占杭州市生物医
药产业销售产值的65%，
为325亿元左右(a) 

 

中国药品市场未来2年
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
14-17%，高于全球市场
的平均值5-8% 

生物疫苗 
■ 杭州是全国生物疫苗

产业较早实现疫苗出
口的地区。从2006年
开始出口甲肝疫苗到
印度，到目前海外市
场已拓展到危地马拉
和埃及等20多个国家
和地区 

诊断试剂 
■ 杭州市在这一领域处

于全国领先地位。例
如位于杭州的浙江艾
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是全国首家获得FDA
证书的诊断试剂公司 

生物保健品 
■ 杭州市有良好的保健

品行业基础，例如位
于杭州的浙江花园生
物高科股份有限公
司，其VD3产能达
5,000吨左右，占全球
供给的45% 

2012年我国疫苗市场
规模约为人民币120亿
元，未来3年的复合年
增长率将高于20% 

我国2012年诊断试剂
市场规模超过人民币
160亿元 

我国生物保健品产值达人民币1,500
亿元，并预计将在2020年达到人民币
4,500亿元 

杭州拥有全国第一个生产并出口
甲型肝炎疫苗的企业；国内首个
通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认证的诊断试剂也产自
杭州 

注释：  (a) 基于2012年生物医药产业销售产值及比率估算  
资料来源：中国化工日报网站；国盛证券网站；浙江中小企业联盟网站；杭州十大产业发展办公室； 杭州工业经济信息网；药家网；中国联合市场研

究网站；经济日报网站；浙江在线网站；中国高科网；浙商网；BIOON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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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正着力发展并完善其现代中药产业链 

■ 杭州正通过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并运用先进生
产技术加快发展现代中药产业 

– 为实现产业链上游的产业化，杭州市正通
过试点项目推广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化（GAP）种植。项目目标实现大规模种
植的标准化，并保持种植的绿色环保及可
持续发展 

– 2011年，杭州市建立了6个企业和科研机构
的中药现代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支
持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 

– 作为“浙江现代中药科技产业园”项目的
重要部分，现代联合集团获得杭州市支持，
于2012年投资建设了以名贵药材种植为基
础的现代农业生态观光园，总占地超过
2,000亩 

现代中药 

资料来源： Bioonnews 网站；新华网；中国联合市场研究网站；中国日报；Gannet公司网站；China Org网站；杭州市政府网站; 正大青春宝公司官方网
站；普陀新闻网；TopSage.com 

传统中医及其技术正面向全球发展，市场需求不
断扩大 

■ 中国商务部关于医药产品进出口数据显示，
2012年中医药出口额达25亿美元，出口总重
量比去年同期增加7.2% 

■ 过去几年，国家卫生部一直着力推广中医药
企业与高校和实验室的合作，以实现技术的
产业化 

目前我国已培养中医专业外籍
留学生3,500多人，这一数字预
计在2020年将增长到约7万人 

中国政府支持针对中医药常用的300
种药材进行科学研究，以协助其面
对出口国际市场时所需的技术检验 

杭州基于其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为现代中药产业
制定了具体的发展方向 

■ 借助现代生物和医学技术，将国际医学标准
应用到中国传统医药的研发和生产中 

■ 着力改善传统中医的生产效率和质量管理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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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由创新驱动的生物医药基地 

杭州生物医学工程行业的发展方向 
■ 杭州市计划发展成国内重要的医疗器械制造

基地，重点发展数字化和面向个人的高附加
值医疗器械 

生物医学工程 

注释：     (a) 此数据基于2011年数据推算而出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杭州经济与信息技术委员会网站；中国医药协会网站；中国医药网   

杭州生物医学工程行业呈现稳步增长趋势 

■ 杭州生物医学工程领域主要指医疗器械行
业，其2012年收入约为25亿元人民币(a)，同比
增长26% 

■ 目前杭州市已有泰尔茂、旭化成公司等国际
知名企业入驻，形成了以骨干企业为驱动，
具有国外先进技术的医疗器械高新技术产业 

■ 杭州市活跃的金融市场为推动生物医学工程
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持，例如杭州银
行2012年推出了“医疗贷”贷款产品，专门
为医疗器械和医药行业的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预计国内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将从 
2012年的 

约1,500亿元人民币(a) 

增长至2015年的 

3,000亿元人民币 

杭州市包括生物医学在内的生物医药
行业2011至2015年的复合年增长率 

目标值为 

26% 
 

2012年杭州医疗器械行业收入约为 

人民币25亿元(a)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市场正处于高速增长期，过去
10年中复合年增长率达到21.3% 
■ 中国与美、日等发达国家医疗器械与药品销

售量比例的差距显示了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巨
大的发展空间 

1:1 1:10 
发达国家 中国 

销售量比例，医疗器械：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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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由创新驱动的生物医药基地 

干细胞与组织工程 

注释：         (a) 863计划即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是中国政府的
一项高技术发展计划 

   (b) 此数据基于2011年统计数字及2015年目标值估算 
资料来源： 腾讯新闻； 生物谷新闻网；杭州市政府网站 

杭州是中国干细胞研究与组织工程领域的先行者 

■ 杭州市自2008年开始举办干细胞论坛。在最
近一期的于2012年4月举行的论坛上，国内外
约500名干细胞研究专家和行业代表出席并参
与了讨论 

■ 杭州市的干细胞企业正在全球干细胞行业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 

− 杭州易文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参与了国家
863计划(a)干细胞研究应用项目，并被拥有
全球最大干细胞库之一的美国上市公司
Cryo-Cell选择成为其在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 

 

 

 

 
 

杭州市正积极推动干细胞技术的应用 
■ 杭州市借助其丰富的科研资源，计划将先进

的干细胞技术应用到疾病治疗领域，包括： 
- 冠心病 
- 糖尿病  
- 组织工程 

 
 
 
 
 

中国干细胞与组织工程行业收入在2012年达到 

约54亿元人民币(b) 

预计2015年达到 

300亿元人民币 

复合年增长率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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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农用生物制品产业是当地生物医药产业的
一个重要部分。中国政府对此行业的重视对其的
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 杭州市农用生物制品销售额约占杭州市生物
医药产业总销售额的30% 

■ 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列出详细规划，计划开
发近300种新的转基因产品并发展高度标准化、
机械化的种子生产基地 
 

农用生物制品 

资料来源：和讯网；浙江在线网； 科学网；浙商网；杭州日报；传化科技主业；石家庄种子网；和讯网网站 

■ 杭州市研发了转基因杂交水稻、水稻单茎
（MOC1）基因和“超油2号”甘蓝型油菜品
种。水稻单茎基因被评为全国十大科技成果
之一，“超油2号”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含油量
最高的甘蓝菜型油菜品种 

■ 杭州传化科技城与来自以色列的Infinity（英
菲尼迪）投资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将在“中以国际农业孵化器”和“创业投资
基金”等领域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杭州市农用生物制品销售额 
占生物制品销售额的 

30% 
 

杭州市农用生物制品产业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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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由创新驱动的生物医药基地 

投资环境 

■ 产业园区 

■ 政策支持 

■ 杭州的优势 

■ 投资案例 

杭州市的众多产业园区、先进的技术支持和长江
三角洲地区强劲的经济增长从各个方面为杭州市
生物医药行业提供了优越的投资环境和成长的驱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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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4 

6 

2 

3 

杭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主要包括一个核心产业发展区和五个产业扩展区 

 
 
 核心产业发展区 产业扩展区 

资料来源： 杭州市政府网站；杭州市十大产业发展规划;（2011-2015） 杭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桐庐经济开发区 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 

临安经济开发区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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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2010 

2011 

2012 

2008 

杭州政府近期出台了一系列生物医药产业支持政策，着力协助企业吸引海外人才、获取资金支持和
建立高效的研发机制 

主要政策及措施 

《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扶持我市十大产业科技创新的实施意见》 

→ 制定包括生物医药行业在内的十大产业税收、科研经费补助等优惠政
策 

《杭州市引进大院名校研发机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 设立单项最高3,000万人民币的专项基金，鼓励包括生物医药在内的十
大产业领域科研机构的引进 

《关于杭州市医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 设立最高不超过50万人民币的专项基金促进生物医药产业的科研和转
型 

《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和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驻浙江海外高层次人才创
新园创新创业的若干意见（试行）》 

→ 制定包括生物医药行业在内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标准及资金住房补贴等
优惠政策 

《杭州市科技创业种子资金资助管理办法》 

→ 设立最高100万人民币基金以资助科技型初创企业的技术创新及科技成
果转化 

《杭州市技术改造（工业投资）项目财政资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补充意见》 

→ 对包括生物医药行业在内的重点行业技术的改造提供资金资助、贷款
优惠等扶持政策 

《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管理办法》 

→ 设立相关管理办法，促进包括生物医药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技术研发 

《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 

         →制定高新技术人才引进标准和计划以及资金补助等吸引人才的优惠措施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设定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以便相关企业申请优惠政策 

 

年度 

Investment policies 

资料来源： 杭州是十大产业发展办公室 

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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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2  

0 

2 

4 

6 

8 

杭州 浙江省 全国 

申
请

数
/千

人
 

6.4% 

3.9% 3.5% 

0% 

2% 

4% 

6% 

8% 

杭州 浙江 全国 

杭州在生物医药产业基础及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领先于周边城市 

 

 

 

 

 

 

 

 

 

 

2012年生物医药产业销售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值(a) 

杭州市提高竞争力的举措示例 

竞争力要点 目前情况 杭州所安排的改善和提升举措 

人才培养和    
引进 

行业对高级人才有较
大需求 

2008至2011年间已颁布多个鼓励人才培养和引进的政策，
努力推动为人才提供培训、科研资金、住房、子女教育等
有竞争力的服务 

国际化服务   
能力 

专门为外籍人士服务
的机构在不断的增加 

■ 引进高水平的中小学外籍教师和国外办学团队，办好
国际学校，方便外籍人士子女的上学 

■ 引进国际医疗人才，提升医疗配套服务的国际化水平，
方便外籍人士就医 

2012年每千人拥有的专利申请数量 

杭州的优势 

注释：        (a) 杭州和浙江生物医药销售产值基于2011年数据估算 
资料来源：杭州市统计局网站；浙江省统计局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经济网网站；赛诺菲管理层访谈；中证网；杭州及浙江省生物医药产业“十

二五”规划   

杭州在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和服务能力，以提升自身竞争力 

杭州市对生物医药行业十分重
视，提供了相应的扶持政策，例
如医药创新和技术改造项目的资
金支持、对新厂建设办理行政手
续提供便利条件、在杭州组织医
药行业论坛以促进行业交流等 
                               
- 赛诺菲管理层 

“ 

” 

比全国平均值高出82% 

是全国平均值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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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背景介绍 

■ 法国赛诺菲医药集团（“赛诺菲”）是一家
多元化的医药健康企业，产品涉及处方药、
疫苗、健康药业、罕见病和动物保健，全球
约有105,000名员工，业务遍及110个国家 

■ 赛诺菲于1995年和2010年与杭州民生药业有限
公司分别组建了合资公司杭州赛诺菲安万特
民生制药有限公司和杭州赛诺菲民生健康药
业有限公司，分别从事处方药和保健品的生
产和销售 

■ 目前赛诺菲在中国11个地区设有办公室，全
国共有6,000余名员工，其中杭州约有900名 

法国赛诺菲医药集团 

资料来源：与法国赛诺菲医药集团管理层访谈；赛诺菲集团官方网站；前程无忧；杭州日报；杭州市政府网站； 健康在线 

杭州市对生物医药行业的重视和扶持以及当地庞大的人才库有力地促进了赛诺菲的发展 

赛诺菲在杭州经历了快速的成长并将扩大生
产能力 

■ 随着在杭州业务的扩大， 公司正在杭州滨江
经济开发区和余杭经济开发区建设产能更大
的新厂 

‒ 滨江区的新厂总投资3.3亿元人民币，主要
生产处方药，产能预计为2亿个包装单位 

‒ 余杭区的新厂总投资3.5亿元人民币，将主
要生产健康药业产品，产能预计为年产30
亿片 

‒ 公司预计于2013年将杭州现有的两个生产
基地都搬到上述新厂 

在杭州先后成立两家合资公司，
目前业务收入超过人民币50亿元 

投资案例（一） 

杭州市高等教育发达，丰富的人
才资源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很好
的支持 
                             
 - 赛诺菲管理层 

“ 
” 

杭州市历史悠久，自然风光优
美，气候宜人，居住条件很令
人满意 
                                
- 赛诺菲管理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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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背景介绍 

■ 杭州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杭州金
域”）前身为杭州友好医学检验中心，于
2010年被金域医学检验集团收购后而成立 

■ 金域医学检验集团创立于1994年，总部位于
广州， 是中国最早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的独立实验室和进入医学检测服务领域
的企业之一 ，目前在全国19个地区设有综合
性医学检测中心 

■ 金域集团的业务领域为医学检验和病理诊断
等，按检验要求的高低可分为普通检查和特
殊检查两个级别，目前可开展检验项目有
1,500多项，年检验服务标本超过1,000万例 

杭州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资料来源：金域检验集团网站；杭州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管理层访谈 

杭州市经济发达，市场活跃，
医院等医疗机构的商业意识很
强，因此对独立实验室的接受
程度比其他地方要高 
 
- 杭州金域管理层 

“ 
” 

自投资后，杭州金域经历了快速的成长 

■ 公司在2010年成立后，业务取得了快速的成
长，过去两年的年营业额同比增长都超过
50%，员工人数也从约90人增加到约150人 

■ 目前 公司的业务以医学检验和病理诊断为
主，其收入占总收入的90%以上，未来将通过
投资购置设备、引进新高端技术人才、研发
引进高端技术平台、健全检验项目产品线等
方式来加强为各级医疗机构提供检验服务的
能力，以提高特需检查在收入中的占比 

■ 2013年公司计划搬迁到新的实验大楼，努力成
为杭州市、浙江省各医疗机构、生物技术企
业的公共医学检测服务平台 

投资案例（二）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杭州
市医疗市场和医学检验的市场容
量还在不断增长，为我们提供了
很好的发展机会。尤其是特需检
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 杭州金域管理层 

“ 
” 

杭州市活跃的市场环境和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为金域的快速成长提供了支持 

自投资后营业额年增长率
超过50% 

公司的服务标本量领先于
金域集团的其他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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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bet 

Xinjiang 

■ 杭州：“生活品质之城” 

■ 高速发展的经济 

■ 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 

■ 深厚的人文基础和宜人的生态环境 

■ 联系单位 

2012年常住人口数: 8,802,000 

长三角地区第二大经济城市 

我国七大古都之一 

杭州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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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xi 

Fujian 

■ 杭州市是浙江省省会，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北
部 

■ 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杭州曾被意大
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赞叹为“世界上最美丽华
贵之城” 

■ 杭州作为中国东南部重要的交通枢钮，连接
着浙江、安徽、云南和广东省的主要城市 

杭州：“生活品质之城” 

北京 

香港 

11条国道、省道交汇处 

杭州市总面积: 16,596 平方千米 

杭州以其优越的生活品质而闻名 

多条高速铁路线、普通铁路线和公路线贯
穿杭州 

250 公里 

500公里 

750公里 

杭州 
上海 南京 

1,000公里 

注释：  区间距离为估算距离 
资料来源：杭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杭州市政府网站；杭州市规划局网站；杭州市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2年，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游客
进出港人数达到19,115,3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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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发展的经济 

杭州市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极具潜力的消费市场 

■ 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2012年，杭州市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7,511元，高于
全国平均值53%，同比增长10% 

■ 2012年，杭州市消费品市场发展平稳，全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945亿元，比2011年
增长了15.5% 

杭州市地区生产总值2007年-2012年 

复合年
增长率 
13.7% 

杭州市及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2007年-2012年 

杭州市复合
年增长率：

11.6% 

资料来源：杭州市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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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在全国城市中有突
出的竞争力 

■ 2012年,杭州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达人民币7,804
亿元, 比 2011年增长 11% 

– 其2007年到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复合年增
长率达到13.7% 

■ 2012年，杭州市进出口总值达到3,858.1亿元
（616.8亿美元），过去5年复合年增长率为6.4% 

– 其中进口额为1,277.4亿元，出口额为
2,580.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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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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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西门子 
 德国拜耳医药 
 诺华制药 
 瑞典伊莱克斯 

 三井住友 
 松下电器 
 三菱 
 伊藤忠商事 
 日本永旺 

 

 LG电子 
 印度塔塔集团 

 美国礼来公司 
 美国摩托罗拉 
 默沙东 
 可口可乐 

 部分入驻杭
州的世界500

强企业 

杭州市产业结构逐步调整  
■ 杭州市的经济发展以第二、三产业为主。近

五年来，该两产业每年均占杭州市地区生产
总值的95%以上 

■ 近年来，杭州市第三产业取得较快发展。
2012年，第三产业总产值约为3,921亿元，其
2007年 至 2012年 总产 值复 合年 增长 率约 为
15.7% 

 
 
 
 
 
 
 
 
 
 
 
 
 
 

资料来源：杭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 杭州市2011、2012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浙江日报   

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 

外商直接投资不断推动杭州经济发展 
■ 2012年杭州市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较上年增长

3.7%，达到人民币310亿元（50亿美元）。
2007 年至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保持着
11%的复合年增长率 

 

2007至2012年复合
年增长率：15.7%  

杭州市外商直接投资 2007年-2012年 

在杭州投资的部分世界500强企业 

复合年
增长率: 

11% 

第一产业 
3% 

第二产业 
47% 

第三产业 
50% 

2012年杭州市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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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拥有领先的教育水平和不断提高的科研创新
实力 

■ 杭州市拥有38所普通高校、314所中学，以及
37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 近年来，杭州市不断鼓励企业加大科技研发
投入和加快科研机构设立。2012年，杭州市
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达53,785件和40,651
件， 分别比上年增长31.5%和39.0% 

■ 杭州国际学校是浙江省第一所专门招收外籍
及港澳台籍人士子女的学校 

深厚的人文基础和宜人的生态环境 

38所高等院校 

每年约12万应届毕业生 

杭州气候 

季节 气温(平均气温
幅度 ºC) 典型天气 

春 10.0 – 22.2 

夏 24.9 – 30.2 

秋 15.9 – 24.5 

冬  1.4 – 6.7  

杭州市四季分明，气候宜人 
■ 杭州市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

17.2℃，年平均降水量约为1,360毫米 

■ 截至2012年底，杭州市绿化覆盖率达40％，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5.5平方米 

■ 杭州具有全国领先的优越的生活品质，获取
的奖项包括： 
–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称号 
– “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城市” 
– “中国人居环境奖” 
–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 
–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杭州以高质量生活水平闻名 

资料来源：杭州市政府网站；杭州市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浙江新闻；中商情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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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婀娜多姿的山水、缤纷绚丽
的艺术和丰富精彩的活动使这个
休闲之都充满无限魅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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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单位 
杭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 

杭州市延安路457号 
电话： +86 (571) 8515 6707 
传真： +86 (571) 8515 5825 
网址： http://www.hzwjm.gov.cn  
  
杭州市国际投资促进中心 

电话：+86 (571) 8515 9060 
传真： +86 (571) 8515 9006 
电子邮件：swj.cjzx@hz.gov.cn  
  
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杭州市环城北路318号 
电话：+86 (571) 8525 1907 
网址： http://www.hzdpc.gov.cn 
 
杭州市建设委员会 

杭州市长生路9号 
电话： +86 (571) 8701 2398 
网址： http://www.hzjw.gov.cn  
  
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杭州市环城北路318号 
电话：+86 (571) 8525 2053 
电子邮件：sjw@hz.gov.cn 
 
 
 
 
 
 
 

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杭州市凤起东路109号 

电话：+86 (571) 8643 9877 

网址： http://www.hzaic.gov.cn 

杭州市国土资源局 

杭州市文三路359号 
电话： +86 (571) 8822 7666 
网址： http://www.hzgtj.gov.cn 
 
杭州市国家税务局 

杭州市建国南路276号 
电话：+86 (571) 8716 0000 
网址： http://www.hzguoshui.gov.cn 
 
杭州市地方税务局 

杭州市中河中路152号杭州市财税大楼 
电话：+86 (571) 8780 5588 
网址：http://www.hzft.gov.cn 
 
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杭州市中河中路242号劳动大楼 
电话：+86 (571) 12333 
网址：http://www.zjhz.ls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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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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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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载资料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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