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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是世界最佳的经商地，这不是丹麦自我标榜的。许多事实和数据证明了这一点：
福布斯，世界银行，经济学人信息部等各种享有盛誉的国际报告年复一年地将丹麦
评选为世界最适宜经商的国度1。 

一个安全和金融稳定的天堂 

丹麦是金融稳定及透明的代名词。

它已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应对国际

金融危机。丹麦拥有强大的公共财

政，其财政表现超越了它的欧洲邻

国，这点已经在 2009 年 IMD 金融

稳定压力测试
2
中得到证实。虽然丹

麦的货币不是欧元，但它仍是欧盟

中强大的成员国之一。 

高度透明拒绝繁文缛节 

根据世界银行报告，丹麦是世界上

最易经商的地区之一
3
。丹麦的公共

部门以服务质量，服务理念及积极

处理事务的态度闻名于世。 

丹麦的公共部门雇员则以清正廉

洁闻名，这使得丹麦在国际透明度

指数
4
中继续名列前茅。 

一个低风险的选择 

选择丹麦，您可在最大程度上降低

短期与长期的风险：如果出于某些

未预见的原因，如您公司不得不减

少或退出在丹麦的业务，由于有保

障费用机制，丹麦灵活的劳动力市

场可以使您在无需损失任何费用

的前提下完成丹麦业务的减少或

退出。但丹麦拥有的不仅仅是稳定

和透明… 

 

                                                        
1
 福布斯最新“最适宜经商国家”（2010），丹麦已经连续三年位列第一。经济学人信息部最新 2008-2012

最佳经商环境排名中，丹麦位居首位。 
2
 IMD WCY，2009（http://www.imd.ch/news/upload/Stress_2009.pdf） 

3
 世界银行，2009（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ror/IC.BUS.EASE.XQ） 

4
 国际透明度，2009（http://www.transparency.dk/nyheder/CPI2009_Fuld_oversigh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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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丹麦是一个非常适宜开展业务的国家。高素质的丹麦人和丹麦式的雇佣规则使

得员工规模调整成为了可能，即在公司生意好时雇佣员工；在生意不好时进行裁员，丹麦

人已经习惯了这种雇佣规则。 

正是因此，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使丹麦成为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国家进行业务开展。但是

我们选择在丹麦开展业务最主要的原因是丹麦所拥有的丰富人才储备”.
5 

Lars Renstrom, Alfa Laval CEO 

参见戴尔，微软，辉瑞，诺基亚，Biogen 

Idec，西门子风力发电等众多外国公司

为何在丹麦创办企业： 

市场通道 

在丹麦开展业务可以使您获得整个欧

洲的市场渠道，在次日交付时限内您可

拥有世界最富有的 1亿消费者。丹麦人

是世界最快接受新产品的人群，因此丹

麦亦被誉为世界最佳的测试市场。 

完美的北欧中心 

丹麦的哥本哈根机场位于北欧及波罗

的海地区中心，是斯堪的纳维亚的主要

运输中心，共有大约 60个航线飞往 140  

个目的空港，每年空运货物处理量

312,000 吨，并拥有全欧洲机场最

短的货物清关时间。哥本哈根机场

屡次被评为欧洲最高效的机场
6
。

机场离开市中心仅为 8公里，搭乘

世界最佳的地铁
7
15 分钟内即可到

达。 

除哥本哈根机场外，丹麦还拥有三

座国际机场，分别坐落于日德兰半

岛的奥胡斯，奥尔堡和比伦德。 

总体而言，丹麦拥有高度发达的密

集型运输基础设施，包括多个通往

邻国瑞典和德国的高效通道。 

 

 

 

 

 

 

 

 

 

5.Lars Renstrom, CEO, Alfa 

Laval, 2010 年 11月 29日，

“Ingenioren”非官方翻译 

6.http://atrsworld.org/air

portawards.html 

7.http://www.terrapinn.com

/2010/metroaward/indext.s

tm 

 

http://atrsworld.org/airportawa-rds.html
http://atrsworld.org/airportawa-rds.html
http://www.terrapinn.com/2010/metroaward/indext/stm
http://www.terrapinn.com/2010/metroaward/indext/stm
http://www.terrapinn.com/2010/metroaward/indext/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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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能源和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创新领导者 

丹麦公司控制了全球三分之一的风能市场，大约 20%的丹麦电力来自于风力

发电 – 风力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例几乎是排名第二位国家的两倍。丹麦

的港口、生产和物流公司为北部及波罗的海的海上风力发电机组部署提供了

完美的平台。丹麦的风能产业群拥有 200多家公司，投资者可获得大量研发

人才。丹麦是首批在商业可行性基础上进行开发第二代生物燃料的国家，并

在能源功效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获得比欧盟其他成员国更高的每瓦单位

国内生产总值。丹麦拥有几十年在智能电网中整合风能和分布式能源的经

验，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大量投资。 

全球生命科学中心 

丹麦是生命科学领域的主要成员，多个全球制药公司的所在地（如诺和诺德

（Novo Nordisk）,伦贝克制药（Lundbeck）和利奥制药 （LeoPharma）） 

，也是众多在研发上处于强势地位的中小型生物科技公司所在地。就绝对数

量而言，丹麦拥有欧洲规模第三大的商业药品开发生产线。丹麦生物技术领

域的累计投资已达到 38.62亿欧元，排名欧洲第二。丹麦生命科学板块同样

包含了一个强大且具有创新力的医疗技术产业。在新产品设计以及诊断、治

疗和护理解决方案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丹麦拥有技术高超且及具远见的公

司、大学及公共卫生部门，使得丹麦的医药医疗技术产业和研究环境正呈持

续增长之势。 

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领导者 

丹麦的信息通信技术产业以先进高科技社会为中心，其特色包括世界级信息

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世界最高的宽带普及度，以及拥有世界最佳电子成熟度

的国民。丹麦研究机构的尖端创新能力使他们在当今和未来的全球技术版图

上留下了印记。此外，丹麦开发、测试和全社会接受新技术的独特环境，使

得其在新技术
9
的开发和应用方面排名世界前十。 

“丹麦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国家，并是世界其他国家效仿的基准。这种

地位是不会被动摇的” 

WEP 全球竞争力网负责人，高级经济学家 

Jennifer Blanke 

产业 

8.经济学人信息部，2009

年电子成熟度排名，

http://www/eiu.com/

sponsor/ibm/e-readi

nessrankings 2009 

9.IMD 世界竞争力年鉴 

2010 

http://www/eiu.com/sponsor/ibm/e-readinessrankings%202009
http://www/eiu.com/sponsor/ibm/e-readinessrankings%202009
http://www/eiu.com/sponsor/ibm/e-readinessrankings%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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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对于我们这样的公司而言具有很多优势：年轻且富有活力的员工，

受过良好教育，拥有良好的语言技能和工作道德规范，这些将高于您的

预期。我们员工拥有的这些素质对于我们商务中心高水准的运营尤为重

要，这也正是我们选择丹麦的决定性原因。” 

Guy Auger, 戴尔丹麦公司总经理 

 

高素质和积极进取的员工 

96％的丹麦年轻人受过中等教育，47％受过高等教育。丹麦人还拥有良好

的语言技能：英语综合熟练度排名世界前三位
10
。80%的丹麦人会说英语，

53%会说德语，25%会说瑞典语，10%会说法语。此外，丹麦劳工拥有世界

最高的劳动意愿度和很高的员工满意度。在丹麦就读的国外博士生从 2000

年到 2008 年增长了 250%，部分原因是由于政府支持的工业博士项目亦面

向国外学生。此外，许多出版刊物已印证了丹麦的大学和私营企业在研究

领域的独特互动机制。 

灵活的雇佣和解雇模式 

研究再次显示丹麦拥有欧洲最灵活的雇佣和解雇规则。70%到 80%的丹麦劳

工参与了失业保障计划，该计划结合政府赞助的社会保障网络及灵活的雇

佣和解雇模式，组成了丹麦“灵活保障”的核心。根据惯例，公司有权在

提前三个月通知员工的前提下，可不承担离职成本而解雇员工。 

成本效率 

丹麦灵活保障不仅仅使新投资者的沉淀成本明显减少，与其他国家如德国

和瑞典相比，还能使他们更为灵活地进行计划和调整生产规模。丹麦的雇

主不需要支付社会保障金（除了支付每年仅 1000欧元/每个员工的费用），

而在德国和瑞典的雇主需要支付工资的 30%作为社会保障金。

 

10. IMD WC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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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的办公室租赁成本和企业税

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低的，亦低

于欧盟平均水平。允许商业成本的

抵扣和折旧，更大幅度的减少了有

效税费。丹麦亦提供了世界最低的

数据和无线通讯费率，以及具有竞

争力的薪资水平，尤其针对管理人

员/科学家。 

外国人的选择 

除了对外语的精通，丹麦人亦以不

刻板、随和、独立和高效而闻名。

根据幸福指数排名，丹麦人连续多

年被评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民。作

为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参照标准，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是世界上最具魅力

的城市之一 11。哥本哈根连续三年被

著名生活杂志 Monocle 评选为世界上

最宜居住的两个城市之一。符合条件

的欧盟成员国公民和非欧盟成员国公

民都可在五个星期内获得居住和工作

许可、丹麦银行账户及丹麦民事登记

代码，亦可享受丹麦福利服务，包括

医疗保健和教育。 

此外，还有多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外

国雇员税务计划，包括可享受 25%的

低廉收入税。 

 

 

11.Mercer  2010年生活质量

调查 

(http://www.mercer.com/

qualityoflivingpr) 

 

哥本哈根，丹麦首都，目标

成为世界自行车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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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其他概况 

 国土面积：43,095 平方公里(不包括法罗群岛和格陵兰岛) 

 人口：550万 

 首都哥本哈根人口 180万 

（不包括马尔默地区） 

 货币：克朗（DDK） 

 失业率：4-4.5%（2010年） 

  

 

厄松地区-北欧/波罗的海地区城市

群的领导者 

厄松地区包括哥本哈根地区和瑞

典南部地区，该地区的厄松大桥连

接丹麦和瑞典两国。厄松地区是斯

堪的纳维亚人口最多的区域，并连

接其他北欧的消费者。它拥有斯堪

的纳维亚最大的高素质劳动力储

备。厄松地区还拥有斯堪的纳维亚

地区最大且最成功的生命科学和

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另厄松地区的

科学产出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

的前列。 

毗邻 8200 万德国消费者： 

德国与丹麦在丹麦西部地区接壤，

那里的丹麦人精通德语，可确保多

重业务的开展。丹麦东部的波罗 

的海将建造一条隧道与德国连接，

使得从哥本哈根到柏林的运输时间

缩短了大约 1 个小时。 

“医药谷”是一个生命科学产业群，

横跨厄松地区，拥有几百个生命科

学公司，大型院校和医院。年销售

额为 134 亿欧元，占丹麦 GDP 的

5%以上。 

“您的地区总部” 

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立足丹麦节省

了覆盖北欧和波罗的海区域的业务

成本。3,400 个知名国际公司包括

Biogen Idec，IBM，欧莱雅，戴尔，

壳牌，索尼和 Max Mara，在哥本哈

根地区设立了研发中心、地区总部、

共享服务中心或开展销售活动。 

 

厄松大桥 

2000 年建成的厄松大桥连接哥本哈

根与瑞典马尔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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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本哈根  斯德哥尔摩  奥斯陆 

 最宜生活和工作的城市排名
12
  2   6  18 

 最易经商的城市排名
13
  6  18  10 

 办公室租赁
14
  333  522  456 

 企业税  25%  26.3%  28% 

 

 

英语熟练度 

（根据国家排名）
15
 

 1  21  16 

 大城市地区人口
16
  2,541,813  2,019,182  1,403,268 

 

 

雇主解雇前必须与工会 

协商？ 

 

 

不需要，除非大规

模解雇需要提前通知 

 任何情况下都

需要 

 

 

需要，如果雇主是

关税协议的一方 

 后进先出原则？  

 

不是，雇主享有全

部选择自由 

 是的  

 

是的，如有是客观

正当理由，可例外。 

 

 

雇主必须重新雇佣原员工？  不需要  是的  

 

是的，如果该员工

在公司已经工作超

过两年。 

12. “生活质量调查 2010”，Monocle. 2010 年 7/8月（http://www.monocle.com/specials/35_cities） 

13. “经商”世界银行 2010 (http://www.doingbusiness.org/economyrankings/) 

14.  总占用成本 欧元/平方米/年。 来源: CB Richard Ellis, 全球办公地租赁, May 2010 

15.  WCY IMD 2010 

16.  首都地区. 哥本哈根 = 厄松哥本哈根和马尔默地区 

北欧总部-快速对比 

http://www.monocle.com/specials/35_cities
http://www.doingbusiness.org/economyran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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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材料由独立专家合作完成，并已放入我们服务供应商网络。本材料所列信息可能存在误差或遗漏。丹麦投资促进局与我们的合作伙伴

不对误差或遗漏可能造成的损失负责。 

 

 

  

丹麦投资促进局为在丹麦开展业务的公司提供度身定制的解决方案。我们致力于为进

驻丹麦的公司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如果您正在考虑建立新公司或研发机构，或正在寻

找欧洲最佳的专业技术人才，请将丹麦投资促进局作为您的第一站。 

我们的专业人员有着企业工作背景、敏锐的行业洞察力和良好的关系网络。无论是公

司成立之初，还是在公司业务不断增长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为您提供方方面面的建议。

我们为您提供定制的解决方案，包括与丹麦主要公司的联系，安排实地考察活动，以

及提供全面的基准分析。我们了解丹麦各地的法律以及进驻丹麦的优势 – 所有服务

都是免费的，并为您完全保密。 

我们期待您的垂询 

总部 

丹麦投资促进局 

丹麦外交部 

Asiatisk Plads 2 

1448 Copenhagen K 

Denmark 

Tel.: +45 33 92 11 16 

 

欧洲 

丹麦投资促进局 

丹麦王国总领事馆 

77, Avenue Marceau 

75116 Paris 

France 

Tel.: +33 1 4431 2193 

 

北美 

丹麦投资促进局 

丹麦王国总领事馆 

885, Second Avenue, 

18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7 

USA 

Tel.: +1 212 223 4545 

亚太地区 

丹麦投资促进局 

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 

钦州路 100号 2号楼 711室 

上海，200235 

中国 

电话： +86 21 6085 2000 

 

 

 

竭诚为企业服务 

idk@um.dk  www.investindk.com 

mailto:idk@um.d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