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来到英
国牛津郡



投资世界级经
济和改变生活
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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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郡经济
• 英国政府的三大净贡献地区之一，每年产

生230亿英镑的总增加值

• 2017/2018年度，牛津郡的外国直接投资
项目增长了181%，牛津郡占全英格兰所有
投资的9%。

• 自2011年以来，私营企业新增了5万个就
业岗位。

• 每年接待访客3000万人次，其中许多来自
海外。

• 这里是西欧科学研究设施最集中的地区。

• 也是汽车创新业和先进制造业的中心。

• 这里拥有1500家高科技公司，诞生了众多
成功的独角兽企业——  即市值超过10亿
美元的公司。

• 在《泰晤士报》2020年全球高等教育排名
中，牛津大学名列榜首，这也是牛津大学
第四年蝉联这一头衔。

•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虽然成立时间不久，但
却是出色的研究型英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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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郡的突破性
领域:概述

牛津郡的创新能力极强，且非常关
注变革性技术，政府为支持该地区
特别推出一项战略，即到2040年
时，将该地区推举至全球创新生态
系统前三名。

该战略主要侧重于两方面，其一是
牛津郡拥有全球领先的科技集群，
其二是牛津郡作为牛津剑桥弧线
的一部分，有能力引领新兴变革性
技术和行业。

牛津剑桥整合区（Oxford-Cambridge Arc）将这两座城市连接起
来，将这片地区发展成创新集大成之地，加强了两地之间的交通
连接，最大限度促进了这个地区的增长和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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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 
牛津拥有欧洲最出色的生命科学集群之一，是全球创业
和商业的中心。国家级资产包括:

• 位于哈维尔（Harwell）的罗莎琳·富兰克林研究所
（Rosalind Franklin institute），通过物理科学创新
来改善健康

• 结构基因组学联盟

• 牛津大学，世界医学高校名列第一（《泰晤士报》全球
高等教育排名）。大学中的医学科学部是欧洲最大的
生物医学研究中心之一。

太空引领的数据应用: 
哈维尔科学与创新园区（Harwell Science and 
Innovation Campus）是欧洲最大的太空机构集群所在
地，拥有90多个组织机构。重点行业机构包括:

• 卫星应用弹射公司（Satellite Applications
Catapult） 

• 欧洲航天局的太空应用及电信欧洲中心（ESCAT）也
位于哈维尔。

• 到2021年，牛津郡将成为英国国家卫星测试基地的所
在地。

量子计算: 
牛津大学领导一个由九所英国大学组成的联盟，计划
于2020年建造首台Q20:20量子计算机演示机。

低温学: 
低温技术支撑着约17%的英国经济，包括太空、生命科
学、能源和量子计算等增长关键领域。

机器人学及自主系统（RAS）: 
牛津郡处于联网自动驾驶汽车（CAV）的研究前沿:

• 总部位于牛津的Oxbotica公司正牵头成立一个联盟
机构，推出无人驾驶汽车车队

• 卡勒姆科学中心（Culham Science Centre）的RACE
是一家出色的英国科研中心，也是全国四大CAV试验
机构之一

能源:
牛津郡拥有众多能源企业，其中包括卡勒姆聚变能源中
心（CCFE）和位于哈维尔的法拉第研究所（Faraday 
Institution），这里有30家工业、学术和公共组织。

数字及创意: 
牛津郡拥有3000多家数字及创意企业，每年为英国经济
带来14亿英镑的收入。

赛车运动: 
牛津郡云集众多世界知名赛车品牌，其中包括威廉姆斯
F1、雷诺跑车F1、Prodrive和Roborace；许多全球供应
链

公司也集中于此，如SS Tube技术公司，Lentus复合材
料公司，及宝马迷你制造厂。牛津郡是很多新兴的E级方
程式赛车车队所在地，其中包括安德雷蒂
（Andretti）、DS TECHEETAH、马恒达车队（Mahindra 
Racing）及蔚来汽车 (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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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英国牛津郡:
变革性技术之家

牛津郡位于英格兰东南部，地理位置极
其便利；牛津城距离伦敦一小时车程，
距离英国最大的机场——伦敦希思罗机
场只有45分钟车程。

牛津郡的人口只有68.2万，但这个郡每年的总增加值高
达230亿英镑，是英国政府仅有的三个净贡献地区之一。

牛津郡是全球知名地区，亦是英国经济最强劲的地区之
一，在确保投资以促进增长方面硕果累累。例如，腾讯和
复星医药均为牛津科技创新组织（Oxford Sciences 
Innovation）的投资者， 
该组织筹集6亿英镑的基金，旨在帮助牛津杰出的科学
家创建改变世界的伟大事业。这个组织为科学家们提供
种子基金和后续基金，金额从10万英镑到1000万英镑
不等。

“天然实验室”（Living Laboratories）的目标是提出适
合现实生活的设计、探索和体验解决方案，以便在实施
之前评估它们的影响，这一概念在此扎下了坚实的基
础。合作伙伴与当地社区密切合作， 

通过在清洁增长、数据和流动性、以及健康和福祉方面
建立天然实验室，将解决方案推向市场。

牛津郡为外国投资提供各种机遇，欢迎希望与牛津郡
及牛津剑桥弧线等更广泛地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投
资者，牛津剑桥整合区是投资和国际贸易的理想地点。

从牛津到伦敦只
需60分钟车程

从牛津到伦敦希思罗机
场只需60分钟车程

伦敦希思罗机场至巴黎
戴高乐机场的航班用时
75分钟

从牛津到多佛港只
需160分钟车程

伦敦希思罗机场至纽约
肯尼迪机场的航班用时8
小时15分钟

伦敦希思罗机场至北京的
航班用时9小时4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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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郡拥有历史名城牛津和世
界排名第一的学术机构牛津大
学。从1096年起， 
牛津大学就开始了教学工
作，成为英语国家中最古老的
大学。

牛津大学名人辈出，比如科
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蒂姆·伯纳斯-
李（TimBerners-Lee）、
多萝西·霍奇金（Dorothy
Hodgkin）和埃德温·哈勃

（Edwin Hubble），另有28位
英国首相、30位国际领袖和50
位诺贝尔奖得主毕业于此。

牛津还因其第二所大学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而闻名。根
据2019年新兴大学排名，牛津
布鲁克斯大学是英国领先的
研究型大学。这所大学已成长
为英国最优秀的现代大学之
一，凭借卓越的教学和研究水
平而享誉世界。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教授赛车运
动工程课程已有20多年的历
史，几乎世界上所有一级方程
式车队中都有这所大学的毕
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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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
（OSCAR）

OSCAR是牛津大学在海外设立的首个高级物理
和工程科学研究中心，主要负责推动牛津大学
数学、物理和生命科学部的活动。OSCAR地处历
史名城苏州的苏州工业园区，位于上海西侧，距
离大约60公里。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于牛津开设了一个校区，
使得该商学院成为首家在中国大陆以外拥有独
立国际校区的中国大学和商学院。

牛津郡与中国有着
深厚而持久的联系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
牛津大学与中国的关系已有400多年历史。如
今，牛津大学仍然是欧洲研究中国最重要的中
心之一，也是与中国机构合作的中心。潘启新中
国中心是一所专门性机构，拥有约50名学者，专
门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是非营利性的合作机构，旨在为全世
界提供汉语语言和文化教学资源及服务。学院
在全球各地支持本地的汉语教学，并促进文化
交流。

中国医学科学院－牛津大学免疫
与转化医学联合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牛津大学免疫与转化医学联
合中心成立于2013年，由中国医学科学院、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佑安医院、牛津大学
人类免疫学系和纳菲尔德医学部合作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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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性的科学、
创新和企业

两个在国际享有重要地位的科学园区
牛津郡长期以来以卓越的科学和创新
而闻名，如今它亦是英国两所大型领
先科学研究中心的所在地：卡勒姆和哈
维尔。  

卡勒姆科学中心已获得公共资金支持，拥有世界一流
的核聚变动力研究所、自动驾驶汽车测试中心、商业技
术组织及卡勒姆创新中心。

哈维尔园区是欧洲领先的科学与创新园区之一，拥有
众多世界首项发现：从世界最大的素数、到欧洲第一座
产生能量的裂变反应堆的建造、再到晶体管计算机的
问世。

钻石光源（Diamond Light Source）—— 世界最先进科
学设施之一，英国的国家同步加速器也位于哈维尔。现
在已有7000多名研究人员使用该设施研究各项物质，
研究对象从化石到病毒应有尽有。2020年，哈维尔还将
迎来罗莎琳·富兰克林研究所的新建中心，将成为世界
领先的显微镜学、度谱术和生物化学研究机构所在地。

一份近期进行的科学与创新审计报告指出，牛津郡将有
望在数字健康、太空引领的数据应用、自动驾驶汽车和
支撑量子计算方面，成为全球技术领导者。到2030年，这
些技术对英国经济的金融影响可能会达到1800亿英镑
左右，占全球经济的6%左右。

投资1400万英镑支持清洁水
源、可持续能源和低碳

2018年10月，隶属英国研究与创新署
（UKRI）的英国工程和自然科学研究委员会
（EPSRC）宣布，向英国催化中心投资1400

万英镑，支持一个全国性的研究项目。

该催化中心位于牛津郡哈维尔园区的研究
中心，负责协调英国各地的合作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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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变革
性技术

1. 重点技术:
联网自动驾驶汽车
牛津郡为联网自动驾驶汽车（CAV）在现实世界的测试提
供近乎完美的测试平台。如果英国在自动驾驶汽车发展
方面保持全球强势地位，到2030年，这项技术有望为英
国经济带来至少510亿英镑的收入， 
创造32万个新就业岗位，避免5000起严重事故，挽救
2500条生命1

牛津郡之所以是理想的测试地点，源于其地理位置非常
接近自动驾驶汽车的设计、通信、导航及分析设施和劳
动力。

2010年，牛津机器人研究所（Oxford Robotics 
Institute）启动了英国的自动驾驶汽车项目。Oxbotica
成立于2014年，是牛津大学的一个分支机构，它目前领
导着英国联盟的开发工作，推出一系列可在公共道路上
行驶的无人驾驶汽车。

位于卡勒姆的RACE机构（其名称为“在挑战性环境中的
远程应用”缩写）共同进行这项研究开发工作，该机构提
供了适当的测试环境，以便在公共高速公路上推出这项
科技。

StreetDrone公司同样位于牛津，它成立于2017年， 旨
在开发能够让每个人都使用的无人驾驶技术。 
这家公司的产品和系统可以在多种车型上使用， 
还与雷诺（Renault）、米尔布鲁克（Millbrook） 
和英伟达（NVIDIA）等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想象一下，跑道上奔跑着十辆电动赛车，其中五辆按顺时针冲
刺，另外五辆则为逆时针飞驰。单这些车辆在相遇后但并没有相
撞，而是互相躲闪，通过几毫米避开车祸。Roborace公司中的世

界一流机械和电子工程师团队，已经在英国“赛车
谷”中心的班伯里开发出这种自动驾驶赛车。更重要的是，这

种赛车已在公共场所中经过测试并证明可用。

1 联网自动驾驶汽车:英国经济机遇，毕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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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点技术：
量子计算
到2030年，量子技术将彻底改变我们的世界和生活，届
时会有各种多样化的全新产品，为我们提供现在无法想
象的功能。对英国来说，数十亿英镑的未来产业将催生
新的产业，同时还会带来服务这些产业的供应链。在发
展量子计算能力的竞赛中，英国占据着强大的全球地
位。

在英国国家量子技术项目的四大中心中，NQIT（网络量
子信息技术）中心规模最大，由英国政府投资2.7亿英镑
建设而成。在进一步投资的支持下，这个中心正在英国
建立起一整个量子技术产业。九所英国大学和30多家公
司协作，共同开发一台量子计算机演示机；Q20:20引擎，
通过网络化、混合光物质的方法来处理量子信息。

牛津郡将打造一个“量子谷”来建造这台计算机，在整个
供应链中为英国创造一万个就业机会。本地公司也参与
其中，比如牛津仪器公司（Oxford Instruments），为一个
版本的新计算机所使用的超导体提供冷却技术。

欧洲最大的低温技术集群之一也位于牛津郡，这也成为
该地区的一个特别优势。过去的60年里，牛津大学、哈维
尔园区和牛津仪器公司共同打造了一个强大的低温技术
学术及商业社区。

3. 重点技术:
数字健康
数字技术可以彻底改革医疗保健，无论是预防、诊断和
干预，还是持续监测。到2022年，英国数字医疗市场预计
将增长至40亿英镑，这主要得益于云服务和交付模式的
高速增长。2

牛津郡及其周边地区拥有160多家数字医疗公司，在整
个行业、学术界、国民医疗保健制度（NHS）和第三产业3

中拥有430家利益相关方该地区主要侧重于开发和示范
以技术为基础的高收入医疗解决方案，是潜在重要增长
集群。4

在整个护理过程中创建一个完整的数据及测试环，将能
够让现有的技术顺利解决并进入市场。开发人员通过
端到端患者通道和试验台系统，可以加速创新、演示和
实际应用，更好地为健康效益和成本制度提供佐证。到
2030年，这将创造30万个新工作岗位（其中在牛津郡提
供3.3万个），每年为NHS节省18亿英镑5 。

Sensyne Health已获得牛津大学学
术健康科学网络（AHSN）的支持， 
为妊娠期糖尿病妇女提供更好的护
理。GDm-Health是一种远程监测系
统，用于监测怀孕期间罹患糖尿病的
女性。

2  https://www.digitalhealth.net/2018/05/digital-health-intelligence-forecast-nhs-it-4bn-2022/
3  https://www.healthandwealthoxford.org/wp-content/uploads/2016/11/Digital-Health-in-Oxford-Wider-Region.pdf
4 https://www.healthandwealthoxford.org/wp-content/uploads/2016/11/Digital-Health-in-Oxford-Wider-Region.pdf
5 http://www.ukspace.org/wp-content/uploads/2017/04/Industrial-Strategy-Consultation-UKspace-and-SGP-response-FINAL-1204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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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ealthandwealthoxford.org/wp-content/uploads/2016/11/Digital-Health-in-Oxford-Wider-Region.pdf
http://www.ukspace.org/wp-content/uploads/2017/04/Industrial-Strategy-Consultation-UKspace-and-SGP-response-FINAL-120417.pdf


4. 重点技术:
太空引领的数据应用
英国航天工业的目标是到2030年占据全球航天10%的
市场份额。这将意味着给英国带来每年400亿英镑和10
万个工作岗位。太空数据包括对地观测、卫星定位和通
信。为了开发产品和服务，太空数据将与其他数据源一
起应用，创建现实世界的解决方案。

牛津郡90多家与太空相关的组织、卫星应用弹射公司、
太空应用及电信欧洲中心（ESCAT）均位于哈维尔，不仅
构成欧洲最大的太空机构集群，还拥有世界级的研究水
平，够久见丰富的创新生态系统，具有居住轻重的全球
影响力。

为了维护英国的全球地位，进一步帮助联网自动驾驶汽
车和数字健康使用位置数据及沟通，政府将提出一系列
干预措施，包括建立数据分析中心以发展应用、与天然
实验室合作以展示数据产品，提升英国空太空外来投资
的价值主张。

位于哈维尔的RAL太空公司不断进行世界级的太空研究
和技术开发，曾参与210多项太空任务，这家公司处于英
国太空研究的前沿。RAL提供太空试验和地面设施、设计
并建造仪器、分析并处理数据、运行S及X波段地面卫星
接收站，为未来的太空任务提供领先的概念研究。

2005年，由位于牛津郡的英国科学技术设施委员会（STFC）的
RAL太空公司和中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共同领导的中英联合实

验室成立，旨在深化两国间的合作。2018年12月10日，中英两
国航天研究和工业领域的领军人物将进行会晤，讨论如何进一

步合作，如何为未来的创新发展铺平道路。

2  https://www.digitalhealth.net/2018/05/digital-health-intelligence-forecast-nhs-it-4bn-2022/
3  https://www.healthandwealthoxford.org/wp-content/uploads/2016/11/Digital-Health-in-Oxford-Wider-Region.pdf
4 https://www.healthandwealthoxford.org/wp-content/uploads/2016/11/Digital-Health-in-Oxford-Wider-Region.pdf
5 http://www.ukspace.org/wp-content/uploads/2017/04/Industrial-Strategy-Consultation-UKspace-and-SGP-response-FINAL-1204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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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arwellcampus.com/
https://sa.catapult.org.uk/
https://www.esa.int/About_Us/Corporate_news/ECSAT


六大行业一览

1.  
健康与生命科学
牛津郡是欧洲最大、最成功的生命
科学机构集群所在地之一， 
众多世界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在这
里创建和蓬勃发展。牛津郡的机构
集群包括药物发现和开发、诊断、医
疗设备、数字健康、精准医疗和再生
医疗。

该郡拥有一万多名从事科学研发 
和医疗相关制造业的员工。研发人
员的比例是 
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倍多。这里汇聚
多家全球性企业的总部，包括雅培

（Abbott）

糖尿病护理（Diabetes Care）、美艾
利尔（Alere）、益普生制药（Ipsen）
和福泰制药（Vertex）。有三家公司
的 估值超过了10亿美元：牛津纳米
孔技术公司（Oxford Nanopore 
Technologies）, Immunocore公司
及Adaptimmune公司。

2.  
汽车和高性能技术
牛津郡的制造业员工数量超过
23000人，是汽车供应链公司的理
想地点，这些公司可获取本地专业
人士的帮助，且这里距离汽车工厂
十分接近。宝马 MINI的制造工厂就
位于考利，自2001年推出新款宝马
MINI以来，这家工厂已经生产了250
万辆汽车。除了宝马，捷豹路虎

（JLR）的装配厂位于索利赫尔和伯
明翰，距离牛津郡不到50英里。

上世纪60年代末，前国际汽联主席
麦克斯·莫斯利（Max Mosley）和工
程师罗宾·赫德（Robin Herd）创办
了March Engineering赛车制造厂， 
从此之后，牛津郡也成为了一级方 
程式赛车的家。更多的赛车队在这
里设立了场址，让牛津郡成为“赛车
谷”的一部分。这里常驻的F1车队包
括威廉姆斯、雷诺和哈斯F1车队。

3. 
创意及数字
据估计，牛津郡约有2.2万人从事数
字行业的工作。 
这个领域的知名企业包括
Rebellion、Sophos、CQR、Nominet
和Vicon。总体而言，这里约有4700
个创意和数字领域的企业，每年创
造超过14亿英镑的收入。

牛津郡在游戏和网络安全业有着特
别的优势。安全软件公司Sophos 
成立于1985年，，面向中等市场企业
提供加密、端点和防病毒产品。该公
司在2018年的收入为7.686亿美元。

Rebellion是欧洲领先的游戏开发商
之一，曾发行多款热门游戏， 
包括《狙击精英》和《异形大战铁血
战士》系列。该公司由兄弟二人成立
于1992年，现有300名员工，其发行
的游戏畅销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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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reestylediabetes.co.uk/
https://www.alere.com/en/home.html
https://www.alere.com/en/home.html
https://www.ipsen.co.uk/
https://www.vrtx.com/
https://nanoporetech.com/
https://nanoporetech.com/
https://www.immunocore.com/
https://www.adaptimmune.com/
https://www.bmw.co.uk/
https://www.jaguarlandrover.com/
https://www.williamsf1.com/
https://www.renaultsport.com/-Formule-1-330-.html
https://www.haasf1team.com/
https://rebellion.com/
https://www.sophos.com/en-us.aspx
https://www.cqr.com/
https://www.nominet.uk/
https://www.vicon.com/
https://rebellion.com/


4. 
旅游经济 
这里的旅游经济价值21.7亿英镑，
约占牛津郡总增加值的10%。国际
游客访问最多的英国城市中，牛津
位居第七名。2017年，这里接待了近
3000万游客。

牛津以其历史悠久的大学而闻名，
同时也拥有很多其他的特色景点（ 
其中许多都与牛津大学相关），包括
阿什莫林博物馆——世上第一个大
学博物馆、皮特·里弗斯博物馆、大
学自然历史博物馆、大学植物园、谢
尔登剧院和霍利韦尔音乐室。

牛津也是前往牛津郡其他景点的旅
游交界处。该郡拥有更多著名景点，
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出生地——布
莱尼姆宫，比斯特村和泰晤士河畔
亨利小镇。

5. 
零售业
比斯特购物村离伦敦只有46分钟的
火车车程。这个奢华购物村 
拥有160多家世界著名品牌的精品
店，全年提供在推荐零售价基础上
最高四折的优惠。除了众多的餐厅
和咖啡馆，这个购物村还提供一系
列优质服务，包括代客泊车、免提购
物、屡获殊荣的比斯特游客中心以
及现场退税和换汇服务。

牛津全新打造的西门中心
（Westgate Centre）于2017年开

放、造价五亿英镑，提供74000平方
米的购物、餐饮和休闲空间。这家购
物中心内有100家商店，一家包括五
个放映厅的电影院，提供3400多个
全职工作岗位。

6. 
能源
牛津郡它致力于开发未来的能源系
统，这些系统可以大规模运行，而且
与交通和电力等其他行业密切相
关。这也让该郡在英国的地位非常
独特。该郡在电池技术方面的发展，
使其在自动驾驶汽车革命中保持前
沿地位。

位于哈维尔的卡勒姆聚变能源中心
（CCFE）和法拉第研究所拥有30家

工业、学术和公共组织，是能源创新
的领导中心。英国原子能管理局位
于卡勒姆，是欧盟聚变协作项目的
主要参与者，该项目由欧洲聚变能
源发展联盟管理。该管理局还运营
着世界最大的聚变装置JET。这里
也是托卡马克能源公司（Tokamak 
Energy）和首光聚变公司（First 
Light Fusion）的所在地，这两家公
司都是世界领先的聚变初创公司。

牛津郡的比斯特购物村是最受中国游客
欢迎的目的地之一，受欢迎程度仅次于

白金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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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shmole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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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irstlightfu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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