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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您将知道... 

 

墨西哥拥有广泛的熟 

练技术人员，并且能根据您的业务性质进行选择。 

 

根据每个地区的需要，设计技术学校和大学的学术

计划，为技术人员提供足够的技能，使他们的工作
具有专业知识和交付灵活性。

1. 人力资源与技能 

建议您咨询相关的专家，他们可以为您的运营找到
合适的人才，以避免增加您招聘和运营成本， 

招聘不在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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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开墨西哥业务前，您应该知道的10件事。 

2. 质量认证 

我们在墨西哥有超过40年的制造经验，其中质量认证取决于

行业类型。

该地区的一些公司获得了最高质量标准的认证，例如NADCAP，AS9100， 

ISO9001：2018和IAFT16949：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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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地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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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发展不同，比如：

 

• 注塑成型 

• 压铸件 

• 精密加工 

• 组装跟测试 

• 重力铸造 

• 热处理和化学处理 

• 聚氨酯成型 

• 线束组装 

• 钣金成型 

• 金属冲压 

我们可以为软着陆公司提供墨西哥应商清单，以便他们可以

根据自己的日程安排去拜访。 



4. 进出口 

节省关税 

 

利用墨西哥与美国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向40多个国家/地 

区进口原材料并出口成品 

 

可以获取反恐海关贸易伙伴关系（C-TPAT） 

墨西哥飞往美国的货物，加快货物运输过程的认证 

建议您请团队中的海关和国际贸易专家来设计货物物流,, 可帮助您优化物流和海关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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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您了解拥有自己的法人实体与在庇护计划的法人实体下工作相比的成本，风险和负债 

如果您正在考虑将业务扩展到

墨西哥，则可以选择以下启动

阶段的2个方法： 

 

1.  建立自己的法律实体 

 您承担所有风险，以及可能

产生的负债 

 

2. 建立孵化保护程序

通过他们的保护伞可以为您消

除以下风险：

在一个未知的国家工作，有不

同的法律法规，语言，文

化，游说策略

5. 启动框架：合规性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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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 

规则 标准  政策 需求 条例 透明性 法律 



贵司将在墨西哥被征税，具体取决于您的公司注册状态以及库存，进口和出口的处理方式。 

 

您可能要承担以下税种： 

 

• 增值税(VAT): 16％ 

• 所得税: 30％ 

6. 税收 

咨询软着陆公司，您可以完全了解您具体需要支付多少钱以及短期和长期如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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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软着陆公司合作，使您在墨西哥开展业务，能快速找到最
方便，性价比高的区域。. 

7. 如何选址 



如何选址 

并非所有地区在墨西哥都有相同的概况，比如优势和成本。 

因此，了解您的特定需求，然后将其与关键区域所提供的内容相匹配

非常重要。 以下是进行选址时要考虑的10个最重要的因素。 

1. 商业环境 

2. 劳工 

3. 人口统计学 

4. 学术基础设施 

5. 生活质量 

6. 政治环境 

7. 地理及气候 

8. 交通条件 

9. 供应链基地 

10.基础建设 

10 开启开墨西哥业务前，您应该知道的10件事。 



工业地产公司将帮助您计算数据，为您选择在墨西哥运营找到

最具成本效益的收益。 

8. 工业地产 



当您在墨西哥寻找工业厂房时，有几件事情需要考虑： 

 

 您是适合现有的任何设施，还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定制 

 您将租用或购买厂房？ 如果您不想在新项目中使用大量启动资金，则可以找房地产开发商来为您融资

并租赁该厂房。 

 确保您充分了解厂房设施所需的规格，例如高度，码头数量，地基，能源，水，天然气等。 没有这些

数字可能会使您超支运营费用。 

工业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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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要去的地方，请提前联系软着陆公司，他们可以帮

您建立并完成工业厂房安全方面的问题。

9. 安全 



安全性 

您必须了解的墨西哥工业厂房安全事项：

• 制造业公司并未受到有组织犯罪的影响

• 结合了C-TPAT认证，建议通过以下方式确保工厂的

安全，比如更新员工安全手册，并建立紧急应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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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洲工业业务

代表联系，您将获得量身定制的成本模型模拟..

10. 在墨西哥建立工业厂房您
将花费多少费用 

这些最重要的因素，每个制造商

都想解决如下问题。

• 每月的总运营成本在多少?

• 每小时总成本花费在多少?

• 人工成本在多少？

• 进口，出口，物流费用在多  

少？

•工业厂房，公共设

施，水电费分别在多

少？

• 在成本费用中，其他

费用是否也要考虑一

下？



墨西哥工业庇护孵化项目 

皆在帮助贵司成功在墨西哥开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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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墨西哥美洲工业庇护孵化项目，你可以获得如下收益： 

• 无障碍多次访问墨西哥 

• 您可以将100％的精力集中在制造业运营上 

• 独立运行成本低于单独运行操作 

• 仅需9周可以快速启动项目 

• 财政、海关和人力资源方面的最低责任 

• 总部对行政职能的最低监督要求 

• 完全遵守墨西哥法律法规 

• 间接采购:利用规模经济最大化节约成本 

• 持续的咨询服务包括（人力资源，财政和海关） 

• 稳健的IT平台 

• ISO 9001-2015认证 

墨西哥工业庇护所计划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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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孵化项目下，您不用担忧其他法律合规性 

• 优化和管理原材料，机械和设备的关税 

• 清关（北行区，南行区和保税区） 

• 其他政府机构的许可证，审核和证明（FCC，FDA, USDA，HAZMAT） 

• 货运代理 （（合并和仓储）） 

• 墨西哥和美国清关行 

• 海关软件（法律要求） 

• 法规合规（许可证） 

• 充分填写法律文件 

• 设备标签控制系统 

• 妥善和解以节省职责 

• 协助获取C-TPAT 

庇护孵化计划将帮助您绕过所有这些法律问题，您可以完全放心在墨西哥建立制造工厂并进口和出口原材
料。

除其他好处外，根据我们的自由贸易协议，庇护所计划还为您提供了提高客户总成本的替代方案。 

海关庇护孵化项目样本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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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孵化是什么样的？ 

生产 

维修 

客户

管理 

设计 

质量 

排程 

原材料 

供应商管理 

直接 

采购原材料 

间接采购原材料 

进出口 

海关  

职责优化 

货代 

经 

营许可证 

会计 

财务 

应付账款和应收账款 

人力资源 

招聘与选拔 

培训合规 

薪 

酬福利管理 

工资单 

劳工管理 

联盟关系 

 工厂经理 

日常管理 

环 

保合规 

移民支持 

在墨西哥的新工厂中，您可以在白框中找到要负责的功能，以满足客户的需
求。蓝色的框包含了一个完整的庇护孵化项目所涵盖的所有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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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孵化项目的众多优势之一是，您将完全专注于在墨西哥开展业务 

销售，客户服务和生产。 创业阶段您无需担心或面对任何法律或行政事务的风险/责任。 

孵 

化项目申请 

在墨 

西哥制定商
业议程 

仅需9周启动项
目 

 你会获得量身定制的评估和路线

图，开始运营的墨西哥区域可能

会有您的业务增长潜力如奇瓦瓦

州或克雷塔罗州） 

 您将获得量身定制的成本模型，

在此模型中，您可以比较每个地

区每小时的总运 营成本 

 在这一点上，我们将与行业协会和

产业集群协调在墨西哥选定地区的

业务议程 

 作为议程的一部分，您将可以访问

庇护所的房地产设施，在那里您可

以进行运营 

 除此之外，您还将得到孵化器提供

的不同服务的介绍，您还将会见政

府官员。 

 在此阶段，您将获得所有经营许可

证。

 您将聘用 和组织人力资源（包括工

资管理）

 你会获得机械和设备安装的使用权

 您将完成所有海关和物流的设置。

 您将完成所有文书工作和管理任

务，以便可以从新区域开始为客户提

供优质服务。

墨西哥庇护孵化项目：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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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已经看到了不同类型的成本，这些成本会影响您的分销或制造总运营成本。 但是，将所有部分放

在一起不仅需要将数字相加。 

 

基于“小图片”假设，可能会有很多隐性成本，例如，使用错误的技能组，供应商或基础架构类型去

某个位置以支持您的运营，或者员工福利因地区而异。 

 

我们建议您获得免费成本模型模拟，在这里可以比较在墨西哥主要工业地区开展业务的总成本。 

 

针对您的墨西哥项目量身定制的成本模型将包括以下直接成本： 

 

• 直接和间接劳动 

• 房地产和公用事业 

• 海关与物流 

• 行政，法律和其他间接费用 

 

Request yours at start@americanindustriesgroup.com  

免费模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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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工业集团成立于1976年，通过庇护孵化服务及工业房地产，为200

多家国际公司在墨西哥开展业务做出了贡献。

关于美洲工业集团 



价值主张 

为什么选择庇护孵化项目？ 

我们与即将到来的公司合作，成为他们的日常行政解决方案供应商，例如：人力资

源、 会计、财务、海关、物流等。这样我们的客户就可以专注于质量、生产力和

准时交货等生产关键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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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We Help Companies to Succeed 

in Mexico 

! 

在墨西哥满足您各个阶段的工业业务需求 

选址 

我们帮您在墨西哥

开展业务 

并找到合适的地点，

包括协调 

不同地区的业务计

划 

庇护孵化项目开
始 

我们负责所有项 

目的启动包括：法律，

运营和环境 

许可，人力资源，海关，

物流，财 

务，会计和所有行政管

理业务来帮 

助您发展业务 

墨西哥其他领域 

扩张 

我们通过与产业集群

和协会合作 

在墨西哥不同地区推

广您的业务 

来发展您的业务 

供应链部门搬迁 

我们可以帮助您培训

和迁移您的 

外国供应商或您在墨

西哥附近运 

营的其他部门. 

我们如何帮助贵公司在墨西哥取得商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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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客户来自 

Automotive 

Others 

Aero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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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存的工业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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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庇护孵化服务 工业地产 

• 客户用工人数超过16000名员工 

• 每年超过 30000次无障碍进出口交易 

• 超过120万平方米可用工业厂房 

• 所有建筑均为A类建筑 

• 下属15个工业园遍布全墨西哥各产业带 



您可以依靠美洲工业集团的专业知识来避免不必要的问题

并减少高昂的成本，确保项目的成功建立及运营，同时尽 

可能地节省成本。 

总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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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 us at www.americanindustriesgroup.com   

Email: start@americanindustriesgroup.com   

US toll-free: +1 (877) 698 3905 

http://www.americanindustriesgroup.com/
mailto:start@americanindustriesgrou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