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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要素
食物材料和農業

迪凱特 (Decatur)及梅肯縣 (Macon County)在食品和農業 

方面已經形成全球化的力量。  

這裡擁有隨時就緒的勞動人口、繁榮的經濟，以及聞名世界的 

食品業巨頭，該地區的眾多優勢，有利並促進行業發展。協同 

當地提供關聯和輔助支持的產業，迪凱特通過中西部內陸港

(MIP)提供物流的連接和服務。

迪凱特及梅肯縣經濟發展公司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of Decatur and Macon County)與中西部內陸

港戰略發展聯盟 (MIP Strategic Development Coalition) 
邀請您瞭解更多有關於迪凱特和我們周邊的地區。



伊利諾伊州食品生產檔案

製造業排名  第一

食物製造商  1,300 家

行業總值  134 億美元

雇用員工  120,000人

全美國就業排名  第三

出口總值  27 億美元

 生產的散裝食品配料 
• 植物油
• 高果糖玉米糖漿
• 山梨糖醇液
• 丙二醇
• 乾澱粉 
• 葡萄糖漿
• 結晶葡萄糖 
• 聚葡萄糖
• 可溶性玉米纖維
• 玉米蛋白粉和飼料
• 玉米胚芽

• 水解植物蛋白產品

生產的特種食物配料

• 包裝脂肪和油 (包括起酥油、 
 瓶裝油和人造黃油) 
• 大豆粉/大豆粗粉
• 分離大豆蛋白
• 濃縮大豆蛋白
• 天然來源維生素E
• TVP®–植物組織蛋白
• 濃縮大豆異黃酮
• 山梨糖醇及多元醇製品
• 流體卵磷脂

伊利諾伊州農業檔案

主要商品  玉米、大豆、豬、牛、乳製品

農場數量 76,000個

農場總面積  2,800 万英畝

農場平均面積  368  英畝

農業年銷售額  90 億美元

農業出口總額  57億美元

• 脫油卵磷脂
• 蛋白脆片
• 丙二醇
• 甘油
• 黃原膠

行業龍頭

伊利諾伊州內的76,000個農場共佔地2,800萬英畝，接近全州土地總面積 

的80%，並出產各種各樣的商品。超過 1,000家食品公司在州內經營業務。 

增值性食品加工是本州主要的製造業活動之一，每年為伊利諾伊州的未加工 

農產品增加接近 134億美元的價值。

全世界大部分頂尖的食品 

和飲料公司，其產品都 

使用迪凱特製造的食品 

配料。在工業、動物飼料 

和其他市場也採用這些 

配料。

檔案
伊利諾伊州

農作物生產 
全國第三

農業商品出口 
全國第三

大豆產量 全國第一

受雇於 
食品加工業 
人數 
全美國第三

農業經濟繁榮度 

全國第二

(信息來源：IDOA， 
福布斯雜誌)

第1位

第1位

第3位

第3位

第2位

第3位

食物加工 
銷售額全國第一



天然資源

• 解除的管制州份，能提供全國 

最低工業電力費率。

• 疏浚工程增加迪凱特湖儲水量 

高達30%

位於伊利諾伊州中部相關聯以及支持產業

工廠和製造商
ADM 
Beer Nuts
Caterpillar
Clarkson Soy Products
GSI Group 
Heinkel’s Packing Co.
Kraft 

Mel-O-Cream Donuts
National Foodworks Services 
Nestle USA 
Pinnacle Food
Prairie Farms 
Stratas Foods 
Tate & Lyle

Morris Packaging
RV Evans 
Sloan Implement
Sysco

包裝和分撥
Berlin Packaging
Frito-Lay 
Hoelting Food Service
MBM Food Service
MJ Kellner Co.

行業龍頭

農作物生產 
全國第三

食物加工 
銷售額全國第一

為何選擇伊利諾伊州的迪凱特和梅肯縣

Archer Daniels Midland Company (ADM)的每件產品都是全球研究和開發網絡的結晶。在最先進的烹飪中心、高級試驗工廠 

以及遍及世界各地的實驗室裡，我們的研究人員將技藝經驗與先進的設備相融合。迪凱特是ADM北美洲總部所在地。

Tate & Lyle 是一家全球性供應商，為食品、飲料和其它行業提供風格獨特、品質精良的配料和方案。 

這些配料為數以千計的食品增添美味、口感、營養並提升功能，讓全世界百萬消費者得以享受美食。 

Tate & Lyle的行政和廠房設施在迪凱特社區已有百多年歷史，共佔地超過400英畝。

Caterpillar是全球領先的建築和礦山設備、機械和發動機製造商。該公司提供各種方案，幫助農業生產商 

提高生產力和效率，保持利潤率。此外，公司也提供可靠、節能、更經濟實惠的農業設備，利於農業生產商 

擁有和操作。Caterpillar迪凱特在公司全球礦業部露天採礦設備方面居於領先地位。

National Foodworks是世界級食品概念公司。該公司帶動日新月異的食品業，為大型供應商不斷推出 

獨特的產品、創意和新配方，滿足其需求並促成他們與國內外食品公司的合作。

平均工業電力費率

伊利諾
伊州

密蘇 
裡州

印第 
安納州

北卡羅 
來納州

明尼 
蘇達州

南達 
科他州

紐約州 內布 
拉斯加

堪薩 
斯州

威斯 
康辛州

加利福 
尼亞州

5.80 5.89 6.34 6.42 6.54 6.57 6.70 7.01 7.09 7.34 10.49

信息來源：2012年能源信息管理 (美分/千瓦時) 



伊利諾伊州設有支持研究和創新的教育學院— 

為該地區提供畢業生，可從事行業包括生物科技、 

食品業、化學工程、研究、商業等。

訓練有素的勞動人口

迪凱特的Richard Community College(簡稱RCC學院)和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簡稱UIUC大學) 
通過轉學保證協議形成合作關係——— 使得農業、消費者以及環境 

科學(簡稱ACES學院)規定學科中符合條件的低年級學生能夠 

自動被UIUC大學錄取。ACES學院在國家和國際研究倡議方面 

舉足輕重，許多研究讓農業和食品加工業受益匪淺。他們在 

尖端領域進行前沿研究，包括農業及生物工程學、農業經濟學和 

社會科學、農業信息技術、農作物和動物系統、食物科學及人類 

營養學、市場營銷學和農業產品應用。  

密利克大學的化學系為學生提供機會，讓學生在畢業前 

Millikin大學化學系在學生畢業前為他們提供與老師

共同研究和到企業實習的機會。近期的畢業生獲得

ADM、Sigma-Aldrich、Akorn Pharmaceuticals、

Tate & Lyle、EPL BAS Laboratory等公司聘用。

Millikin大學和 Archer Daniels Midland 
合作開拓尖端技術。

limitlessdecatur.com

咨詢有關迪凱特和梅肯縣在商業激勵和協助方面的最新信息， 

請發電郵至 info@decaturedc.com或瀏覽decaturedc.com或 

midwestinlandport.com。免費提供咨詢服務，並對所有問詢予以保密。

目前有超過 

350名 
食品科學家在 

迪凱特及 
梅肯縣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