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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瑞士

安全、稳定、开放、包容。

政治稳定、联邦制度、广泛的贸易网络 

–瑞士的这些支柱是安全、增长和成功的象

征。

瑞士为联邦制政体，分为三个政治级

别：联邦政府、26个州和大约2,500个市

镇。各州行使广泛的权力，在医疗、教育和

文化相关举措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各市镇

自行设定针对个人的市政税率。 

草根阶层对政治决策的参与程度较高。 

得益于公民投票、公民表决提案和强制性决

议，选民在政治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这种

直接民主制度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所有主

要政党在国家政府和各州内阁中均占有席

位。政治体系的稳定使得经济享有高度的可

靠性，而风险概率可以估量。

瑞士有4种官方语言：德语、法语、意

大利语和莱托罗曼语。英语在商业中被广泛

使用。不同文化并存–20%以上的人口为

外国人–意味着社会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包

容性。

瑞士拥有众多战略优势，使其能够为前

瞻性的研究、生产和服务型企业提供最佳先

决条件。瑞士被认为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商

业驻地是当之无愧的。瑞士经济的突出特点

是高度创新、商业文化发达以及劳动力市场

高效。

治理值得信赖。

安全与信任

政治。
瑞士的政治体制

www.admin.ch

瑞士作为商业驻地的
成功是基于其政治稳
定性、管理程序的高
效以及较高的教育水
平。
Volker Herre, Hugo Boss (瑞士) 股份公
司董事总经理

«

«



6 瑞士

工作场所氛围良好。

雇主和员工之间的合作氛围使得双方均

受益，这在瑞士并非特例，而是普遍现象。

 

瑞士经济的生产力跻身全球最高水平。 

劳动力市场受监管的程度不高，劳动法较为

开明。失业率处于低位，过去十年内一直保

持在4%以下。

总工时较长，从而推升了工作场所生产

力。雇主和工会在社会合作伙伴关系方面携

手合作。纠纷以协商的方式得到解决，因此

几乎很少出现罢工。社保体系重点强调个人

责任，因此按照国际标准来看，瑞士的社保

成本适中。

员工一般具有很高的积极性，十分可靠

且责任感极强。中小企业的员工尤其如此，

他们会在很大程度上将公司当成是自己的事

业。

社会、公平和积极。

安全与信任

由于和平共处、充满
信任的关系，拜耳公
司自 1954 年以来在
瑞士取得了成功。
rainer scHorr, 拜耳公司驻瑞士代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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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稳定 – 瑞士的精华之一。

瑞士是世界上购买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该国极其重视连续性，温和的消费物价通胀

意味着物价稳定并且可靠。

保持购买力是瑞士经济政策的基石之

一，该国被认为是连续性和责任性方面的典

范，这就是瑞士将该国货币的稳定性放在十

分重要位置的原因所在。 

低水平的通胀率和资本成本、良好的投

资氛围以及强劲的购买力使得瑞士经济体成

为全球最为自由且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

一。瑞士GDP增长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即

是明证。 

根据瑞银的“物价与工资”（2011年 ） 

研究显示，苏黎世和日内瓦的工资水平在全

球称雄，瑞士支付的工资是世界最高的。苏

黎世和日内瓦是总工资水平最高的城市，随

后依次是哥本哈根、奥斯陆和悉尼等。

强劲的购买力。

购买力。
瑞士联邦统计局

www.bfs.admin.ch

瑞士追求一流的质
量 - 因此星巴克的
咖啡体验在这里特
别成功。
Frank WuBBen, 星巴克咖啡瑞士公司
董事总经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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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包容、国际交融。 

瑞士实践以诸如人性、外交和包容等价

值观为重。此等因素在跨国公司决定选址时

相当重要。

身为商业驻地，瑞士需要变得国际性，

外国员工和企业重视包容文化。瑞士的中立

政策对外交、人道主义活动参与度以及日益

增多的国际合作起到促进作用。但瑞士也是

世界政治的参与者。

瑞士自2002年起成为联合国成员，并

加入了众多特殊联合国计划署、机构和组

织。此外，瑞士在诸如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EFTA）等重要经济组织中发挥积极作

用。瑞士还代表与某些第三国并无外交关系

的国家的利益。作为中立国，瑞士常常在具

有政治敏感性的会议和大会中找准自身的位

置。诸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

等各类国际性组织的总部设在瑞士。

日内瓦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合作中心之

一，并且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所在

地。WTO负责起草多边贸易体系的法律和

制度框架，并且是在全球层面上管理两国间

贸易关系的唯一组织。 

总部设在瑞士的部分国际性组织包括：

 

国际教育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BIE/UNESCO) 

日内瓦

www.ibe.unesco.org

国际清算银行 (BIS)

巴塞尔

www.bis.org

欧洲核子研究组织 (CERN)

日内瓦

web.cern.ch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EFTA)

日内瓦

www.efta.int

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苏黎世

www.fifa.com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

日内瓦

www.icrc.org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ISO)

洛桑

www.olympic.org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日内瓦

www.iso.org

欧洲足球联合会 (UEFA)

尼翁

www.uefa.com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UNHCR)

日内瓦

www.unhcr.org

世界卫生组织 (WHO)

日内瓦

www.who.int

世界贸易组织 (WTO)

日内瓦

www.wto.org

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格朗

www.wwf.org

实践多元化。

安全与信任



9瑞士

温和的税收环境。

瑞士创建了灵活的联邦结构税收体系。

该税收体系构成了对个人和公司公平征税的

基础，且税务负担适度。 

瑞士有着具有吸引力的税收体系。早在

2003年就实行了“债务刹车”机制，要求

联邦政府负责在经济形势中保持收支平衡。

与众多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总体税负适

度。

瑞士税收体系体现了该国的联邦结构，

由联邦政府、州和市镇征税。在联邦层面

上，公司所得税税率仅为8.5%。 州和市镇

层面上也征收所得税。各个州和市镇之间在

税收方面的竞争激烈，这意味着选址尤为重

要。企业有可能获得对于这些税收全部或部

分的豁免，这取决于在瑞士的投资项目所创

造的工作场所数量。

为了避免在瑞士和国外受到双重征税，

瑞士已与所有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和众多其他

国家签订协议。瑞士还因纳税人和税务当局

之间的建设性关系而闻名，这种信任精神受

到从事税务咨询和审计领域的部分知名企业

的极大赏识。

联邦结构及理性的征税。

税收。
瑞士联邦财政部

www.efd.admin.ch



快速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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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闯劲就有未来。

设立企业变得容易。

设立企业通常涉及大量行政工作。 但在

瑞士并非如此，在瑞士，创建公司快速简

便，原则上每个人都被准予经营企业。

从提交申请到公司合法成立，在瑞士一

般只需2到4周。瑞士欢迎外国人士在该国

创建公司，并向他们提供各类扶持。贸易和

行业的自由度从本质上允许每个人开展贸

易、经营企业以及组建公司或持有公司权

益。唯一条件是公司的授权签署人必须居住

在瑞士。 

一旦您决定入驻瑞士，相关州的经济发

展部门可以帮助您进行本地项目协调。银

行、咨询公司、受托人和公司法方面的专业

律师也可为您解答各种具体问题。联邦政府

的网站也列有相关信息。在线支持覆盖从起

草商业计划到在商业注册处进行公司登记的

所有事宜。

 将注册办事处迁至瑞士的公司一般选择

成为股份有限公司（Aktiengesellschaft 

[AG]）或有限责任公司（[GmbH]）。如果

瑞士分公司采用独资、一般合伙或有限合伙

的形式，那么成立公司的全部程序可以通过

政府门户网站在线完成。 

瑞士企业的开拓精神谱写出了成功的历

史。 例如，Theodor Tobler 在 1908 年推

出其著名的牛轧糖巧克力 Toblerone。白牛

轧糖和牛奶巧克力的组合大获成功。这一创

意糖果为独特的金字塔形，目前由卡夫食品

所有，在120多个国家的商店有售。 

快速简便

创建公司。
联邦政府中小企业门户网站：

www.kmu.admin.ch

瑞士公司不仅对于 
Toblerone 非常重要，
而且对于我们位于苏黎
世的欧洲总部也很重
要。
Daniel Meyer, 卡夫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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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总部的不二之选。  

法律确定性、低税收和高品质生活–瑞

士在许多方面对于外国企业具有吸引力。

 

当企业将总部迁址至另一个国家时，会

产生广泛的后果，因此企业要十分仔细地审

核整体商业环境。跨国公司和企业总部的高

度集中向企业很好地证明了瑞士的魅力。作

为企业总部驻地在国际上进行比较时，瑞士

跻身最受欢迎的行列。 

驻地的最重要优势包括法律安全和适度

税收。在瑞士税收体系下，企业受益于低税

率和其他有利于企业的规定。

为了避免双重征税，瑞士已与所有主要

的工业化国家和众多其他国家签订协议。 

纳税人和税务当局之间的关系体现了理解和

相互尊重。高品质生活对于外国员工而言是

一个尤为重要的因素。Sigma-Aldrich 

Corporation曾经花了两年时间为其新的欧

洲总部寻找驻地。

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局合作，这家美国生

命科学企业最终选中圣加仑。针对欧洲、中

东和非洲地区的所有必要职能均已整合至该

公司的新中心，该中心从事生产用于化学和

生化研究的产品和设备。选择圣加仑的决定

性因素是其地处中部、交通网络发达、邻近

一流的教育和研究机构以及与政府当局容易

开展合作。另一考虑因素则是，这里有员工

期待的高品质生活。

备受追捧的总部驻地。

快速简便

我们的EMEA总部设在
瑞士，因为与州政府的
关系以及我们员工的生
活品质都是别无仅有
的。
MicHael Harris, sigMa-alDricH国际有限公
司副总裁兼董事总经理

«

«

中央职能。
瑞士跨国企业联合会

www.swissholding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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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动能的推动力。

瑞士是投资者的避风港，这在整体上对

该国经济有利。

近几年，吸引投资资本的难度越来越

大。瑞士金融行业已顺应了新的环境，并认

为其已做好全副准备来面对竞争。瑞士资本

市场状况良好，寻求资本的人士能够找到合

适的长期贷款人。银行业中的良性竞争证明

了一个事实，即瑞士信贷市场运行良好，

这对企业也有益处。瑞士还在鼓励投资

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通过风险投资基金融

资可享受税收减免政策。虽然买卖瑞士证券

按1.5%的税率征税，但买卖外国证券的税

率达3%。

在这样的环境下，不但银行业取得了蓬

勃发展，旅游业也是如此。根据由埃及投资

者 Samih Sawiris 牵头的大型项目 Ander-

matt Swiss Alps”，位于乌里州的冬季运

动度假村正在进行扩建，完工后将成为一年

四季皆可前往的专属旅游目的地。这意味着

将在未来进行可持续投资，而这可能成为整

个瑞士旅游业的新名片。

投资者的福音。

投资。
在瑞士投资

www.invest-in-switzerland.com

我在瑞士开公司，因
为这里的条件非常理
想。 
saMiH saWiris, anDerMatt sWiss alps ag 

董事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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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和工作许可。

针对获得在瑞士工作的许可，目前实行

双重制度–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和所有欧洲自

由贸易联盟成员国的公民所适用的条件与瑞

士籍员工相同，而其他国家的公民须获得工

作许可。

   

外国人士不仅丰富了瑞士的文化，该国

很大一部分的财富也由他们创造。针对外国

人士的居住和就业规定相当简单。

对于停留不超过三个月的，出具有效护照一

般就已够。某些国家的公民须要出具进入瑞

士的签证，签证可在瑞士驻外领事馆或大使

馆申请。

对于停留三个月以上的，一般须要出具居住

许可。居住许可由州移民处签发。所有欧盟

成员国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的公民与

瑞士籍员工同等对待，不需要工作许可，但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公民除外。

在瑞士的雇主一般代表其他国家公民申请许

可。在某些行业，诸如外科医学、酒类贸易

和银行业，还须要来自联邦政府或相关州的

特别授权。各州经济发展部门可提供与此等

事项相关的有用协助。 

  

大门始终向优秀人才敞开。

进入瑞士以及在
瑞士生活。
签证和居住许可

www.bfm.admin.ch

瑞士驻外大使馆、领事馆和使馆：

www.eda.admin.ch

«

由于瑞士的生活丰富
多彩，创意人才可以
在这里充分发挥其出
色构思。  
petra Jenner, 微软瑞士有限公司总经理 

«

快速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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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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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热土。

领先的科技中心。

知名大学、跨境合作和一流研究–勤勉

的教育政策结出丰硕果实。

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以及持续

创新是像瑞士这样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最重

要的资本。因此教育和研究是瑞士政治领域

中的重要主题。瑞士的公立学校、私立学校

与寄宿学校、大学和科研机构在全球享有绝

佳的声誉。瑞士教育的一个特点是双元制就

业培训体系，在该体系中，培训生在继续上

学的同时在各自所属的分班中学习手工、工

业或以服务为导向的技能。 

完成培训后，培训生可以继续在一所应用科

技大学就读，甚至可以在一所联邦理工大学

就读。 瑞士将该国约3%的GDP用于研究和

科技。各所大学和理工大学在最高层面开展

研究，并与国际研究界进行密切合作。与欧

盟的双边协议意味着瑞士各所大学的研究员

可以参与所有欧盟的发展计划。来自各行业

的组织和公司将瑞士用作国际创新中心。 

医药制造商诺华就是一个例子。制药市场尤

其受到知识和创新的推动。这就是位于巴塞

尔的诺华园区向有才能的个人提供适合创

新、知识交换和学科间合作的优越环境的原

因所在。与IT业进行前瞻性合作的另一个主

要例子是IBM和位于苏黎世湖区Rüschli-

kon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纳米技术研究所

之间的合作。欧洲核子研究组织位于日内

瓦。 

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成立于1980年代末，是

物理领域最重要的研究中心之一。瑞士联邦

理工学院苏黎世分院和洛桑分院均十分活跃

于科学合作、专有技术转让、促进初创公司

和与行业开展合作的领域。另一所国际知名

的教育机构是圣加仑大学。这所培养经济学

家和律师的网络化程度很高的精英教育机构

由40个学院组成，这些学院与私营部门有

着密切联系。

创新与科技

大学。
瑞士大学校长会

www.crus.ch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苏黎
世分校以其坚实的教育
基础带来了多种多样的
创新。
ralpH eicHler,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苏黎
世分院院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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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最大资本。

创新与科技

教育。
瑞士教育体制

www.swissworld.org 瑞士对于 Google 的
新产品研发非常关
键。这里具有发明家
精神。
patrick Warnking, google 

瑞士有限公司总监

«

«

高技能员工。

受过良好教育、会使用多国语言、可靠

且具有责任感的瑞士籍员工对于任何雇主而

言都是很棒的选择。

国际性研究确认，瑞士籍员工特别积极

和忠诚。他们还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广泛的

语言技能以及高于平均水平的国际经验。 

瑞士不仅是领先的创新之地，还拥有众多一

流的教育机构。同时强调学术成就和职业培

训的双元制瑞士教育体系被认为是欧洲的一

个范例。 

这一以实践为导向的模式使得学生能够获得

职业资格。教育路径在近几年愈发多元，教

育体系已变得更加灵活。完成见习期的学生

现在可以获得额外的资格，使他们有机会继

续在大学深造。瑞士在高等教育人均支出方

面排名全球第一，提供全球所有国家中最为

多元化的研究机会。这在经合组织的研究中

得到证实，该研究指出瑞士是最具创新性的

国家之一。瑞士在发展新技能和新技术方面

处于领先地位，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份调查显

示，瑞士的竞争力居各国最高水平。 

知名的私人学校与寄宿学校、以实践为导向

的基础教育以及跻身全球一流水平的综合性

大学和应用科技大学 – 瑞士教育体系依托

企业基金会和受益于这一体系的企业。谷歌

被认为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雇主之一，该公

司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该公司位于苏黎

世的瑞士总部与瑞士高等教育机构开展密切

合作，这转而向其每年输送大量高素质的新

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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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的家园。

在私人银行、资产管理和保险等领域，

瑞士是经验、安全和专业的象征。

瑞士是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该国

具有专长的主要领域是私人银行、资产管理

和保险。除苏黎世以外，日内瓦也是欧洲主

要的金融中心之一，日内瓦在当前的行业趋

势中已吸引众多银行、资产管理机构和对冲

基金进驻。瑞士从整体上提供面向个人和企

业客户的各类金融和保险产品与服务。

 金融业使得瑞士证券交易所对于瑞士本国

和外国企业而言十分具有吸引力。与欧洲其

他证交所相比，瑞士证券交易所的国际公司

比重最高。该证交所使得企业能够接触国际

投资者群体，并且拥有自律监管权，使其能

够将投资者保护与合同义务相结合。诸如

ABB、瑞信集团、雀巢、诺华、瑞银、苏

黎世金融服务等在瑞士上市的公司在全球备

受推崇。 

总部位于巴塞尔的罗氏是全球最大的生物科

技公司之一，该公司也已在瑞士证券交易所

上市多年。为了取得成功，金融中心需要拥

有可量化的运营环境。瑞士长期的经济和财

政稳定通过低企的通胀率和利率得到证明，

而瑞郎稳定的汇率使其成为一种具有吸引力

的储备和多元化货币。

实力雄厚的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
瑞士国家证券交易所

www.six-swiss-exchange.com

我们支持企业打入瑞
士市场–作为经验丰
富的金融服务企业以
及瑞士经济促进署的
长期合作伙伴。
BarenD FruitHoF, 瑞士信贷股份公司企
业和机构客户主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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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创新和创意。

孕育新想法的肥沃土壤 – 新开发的技

术和发明在瑞士获得保护的力度比在任何其

他国家都要大。

按人均比例计算，瑞士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

人数比例在世界上最高。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高度发达。专利、商标、设计权和版权受到

全面保护。瑞士联邦知识产权局确保创新绩

效未被竞争对手滥用。在过去15年中，瑞

士在需要进行大量研究的增长型行业取得了

重大进展。

新技术领域的重要性得到提升。 更多专

利正在发布中，并且越来越多的产业集群已

在诸如医疗技术、生物技术和环保与建筑技

术等领域形成。在这些方面，瑞士也处于前

列。

例如，总部位于格拉鲁斯州Bilten的Hess 

Medizintechnik AG 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公

司，它提供各种医疗技术解决方案以及生产

用于诊所与医院的治疗床护理、床和设备。 

除了自有产品以外，该公司还供应大批量生

产及定制的知名外国产品。瑞士对于知识产

权的高度重视无疑使得该公司受益。

重视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
保护商标、专利和版权 

www.ige.ch 质量没有商量的余
地。为了能够为我们
的顾客提供符合其需
要的产品，我们必须
创新。
Walter Zannier, 

Hess MeDiZintecHnik ag 首席执行官

«

«

创新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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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集群。

 

保持联系、寻找项目合作伙伴、获取更

多知识 – 瑞士已发展成许多行业的重要中

心。 这使得进入新市场变得简单。 

瑞士存在各种生产商、供应商、研究机

构和服务提供商网络。这些网络通过采购商

和供应商之间的联系以及通用的技术和技能

而密切连接。 

一系列国际上重要的产业集群近几年在

瑞士形成– 始终利用瑞士优越的研究和科

技环境、高效的登记和认证体系以及受到极

好教育、具有技术技能和通常会使用多国语

言的员工。 

汽车：瑞士拥有高度专业的供应商网

络，供应各类零件的元件。这使得汽车业能

够受益于精密与微机械以及材料与塑料技术

领域的一系列合作伙伴以及纺织行业中经验

丰富的代表。

建筑技术：位于楚格州的西门子建筑技

术全球总部将当地的人口密集地带用于建筑

技术。例如，在楚格湖畔开发了火灾探测系

统或设备，以取得高效的能源平衡。这个位

于瑞士中心的相关集群为专业技术的积累做

出了重要贡献，并提高了竞争性。

清洁技术：瑞士已在开发用于高效能源

利用的环保技术和系统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

位，尤其在削减二氧化碳排放和回收领域处

于领先。

大宗商品交易：瑞士作为数条欧洲贸易

路线交汇的历史中心，是大宗商品最重要的

转运点之一。日内瓦已成为重要的原油和谷

物交易平台。斯特拉塔和嘉能可这两大公司

所在的楚格州已将自身打造成采矿产品的全

球交易中心。

信息技术：作为商业驻地，瑞士是信息

技术和通信行业的重要中心。谷歌、IBM、

戴尔、惠普、路透社和Orange是该行业中

在瑞士设立企业的部分大雇主。

生命科学、化工和制药：瑞士生物科技

公司的密度在全球绝无仅有。这一领域的企

业类型广泛，既有诸如诺华和罗氏等大型跨

国公司，也有创新型初创企业，创新型初创

企业尤其获得蓬勃发展，原因在于瑞士联邦

理工学院苏黎世分院和洛桑分院的出现。  

豪华手表行业：近几年，瑞士手表制造

商成功提升各自在全球市场中的领先地位，

在高档手表市场中的份额升至50%以上。

单单斯沃琪集团就拥有诸如宝玑、欧米茄、

天梭和雪铁纳等众多豪华手表品牌。

机 械 、 电 子 和 材 料 行 业 ： 拥 有 诸 如 

ABB、Bühler、Georg Fischer 和

Schindler 等公司，瑞士是几乎所有行业中

全球最佳的工作场所之一。 

医疗技术：在瑞士，用于研究的投资以

及中型科技公司的增长速度高于平均水平。

除了诸如辛迪思和Sonova等知名国内企

业，外国企业日益增多，例如位于日内瓦湖

区的美国公司美敦力。

原材料贸易：瑞士是欧洲多条贸易路线

的一个历史枢纽，是最重要的原材料中转地

之一。日内瓦是原料油和粮食贸易的一个重

要平台。在Xstrata和Glencore两大企业所

在的楚格州，形成了一种全球的原材料贸易

中心。

全球重要的产业集群。

知识和技术转移。
瑞士联邦技术与创新委员会（CTI）

www.kti.admi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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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创意遍及众多行业。

创新型中小企业、着重侧重于出口和大

量专利– 瑞士的成功故事。 

瑞士经济因创新而繁荣发展，该国经常

位居欧洲创新指数前列。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的一份研究，瑞士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

家。

众多专利、注册商标和设计清楚地表明

了瑞士高水平的创新力，而知识密集型行业

的众多从业人士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推出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中小企业的密度超出

了周边国家的平均水平。高技术产品在出口

中的高比重也证明了瑞士经济的创新潜力。 

总部位于卢塞恩的SCHURTER AG是其中

一家创新型制造企业，该公司是全球领先的

电气和电子元件制造商。其丰富的产品品种

包括设备防护、设备插头和接头、EMC 产

品、输入系统和EMS服务领域的标准解决

方案。该公司由 Heinrich Schurter 于

1933 年创建，现有员工逾 1,600 人，分

布于数个国家。这家第三代家族企业在多个

国家开展业务。

享誉世界的创新。

创新意味着，与顾客
紧密合作开发产品和
服务。
ralpH Müller, scHurter ag 

首席执行官

«
«

创新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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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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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生活之地。

品质与生活

旅游。
旅游和旅游业

www.myswitzerland.com

社区的支持以及欧洲
中心地带的经济优势
让瑞士独具吸引力。
patrick Feil, DacH, HoliDaycHeck ag 
负责人

«
«

无与伦比的生活品质。

独特的自然风景、一流的基础设施、发

达的医疗服务以及名目繁多的体育、娱乐、

教育和文化活动–高品质的生活是瑞士的最

大优势之一。

瑞士的生活品质很高。美世公布的全球

最宜居城市排名将苏黎世、日内瓦和伯尔尼

排在了前十。瑞士的城市和乡村地区经常因

收入、学校、气候和治安而广受赞誉。人身

自由、受到极好保护的自然环境（湖水和河

水清澈）以及适度的税务负担也是积极因

素。   

瑞士医疗体系位居世界前茅。公立和私

立医院的密集网络确保了一流的医疗服务。 

福利体系结构堪称典范。养老金发放以“三

大主要支柱”为基础，其结合了政府、职业

和个人举措。 

瑞士地处欧洲中心，数个产业集群在此

交汇。瑞士有4种官方语言-德国、法语、意

大利和莱托罗曼语，因此该国了解各种不同

的生活方式。各种风景覆盖阿尔卑斯山脉、

富饶的Mittelland地区和德欣州受地中海影

响的地区。休闲活动也很丰富多彩。在

41,000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大自然爱好

者、体育爱好者和文化爱好者都会找到感兴

趣的事物。因此该国总有新奇的事物令游客

留下深刻印象，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位于博登湖畔 Bottighofen 的 Holi-

dayCheck AG 公司对该地区进行了各种各

样的研究，他们经营着德语区最大的假期评

估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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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的信息社会。

最先进的信息和通信 – 瑞士信息社会

的网络化程度极高。 

商业驻地依赖新技术的广泛可得性。 现

代化的信息和通信工具是必不可少的，尤其

是在21世纪的信息社会。瑞士是在这些技

术中投入最多的国家之一。 

“光纤到户”正在全国展开。与常见的

系统相比，光纤电缆使得能够同时更快传输

更大量的数据。现有的铜电缆和共轴系统正

日渐达到能力极限，并且正在被逐步取代。 

罗技也在1982年克服局限，当时其成

为了全球首家大批量生产电脑鼠标的生产

商。这家电脑周边设备生产商自那时起成为

了知名瑞士企业之一。罗技集团继续使用其

位于瑞士的场所，利用最新的周边设备使人

们更容易地接触到数码世界。该公司自身是

正在不断改进的通信基础设施的受益者。

信息流动不受限制。

品质与生活

w
信息和通信技术
( ICT ) 中心。
瑞士是一个ICT中心
www.ictswitzerland.ch

作为瑞士创新力量的
证明，我们近期在洛
桑联邦理工学院设立
了我们的创新中心。
Junien laBrousse, 罗技欧洲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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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欧洲的中心。

瑞士经济的稳定性居全球前列。 瑞士与

欧洲各大商业中心紧密融合，在与欧洲经济

体系进行融合的同时保持政治独立性。

瑞士地处欧洲中心，这不仅仅是从地域

的角度而言。不同文化在此交汇，这个多语

言国家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连接了欧洲大

陆的东南西北。瑞士与欧洲四大市场中的三

大市场-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都有国界相

交。

瑞士与欧洲保持紧密的经济联系。 欧盟

是瑞士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瑞士约2/3的出

口流向欧盟，而约4/5的进口来自欧盟。

虽然瑞士并非欧盟成员国，但广泛的自

由贸易协议和一系列双边协议意味着商品和

服务可自由交换。这些协议的签署也意味着

瑞士充分融入欧盟内部市场，这一市场拥有

5亿消费者。但瑞士保持了政治独立性。 由

于出入自由，不受限制，欧盟和欧洲自由贸

易联盟成员国的公民可自由进入瑞士劳动力

市场，只有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两个欧盟

成员国例外，在这两个国家实施特别过渡协

议。 

地处欧洲中心。

瑞士与欧盟。
合作与协议

www.europa.admin.ch

瑞士的经济地位非常
有利于它能从未来的
成长市场中受益。
siegFrieD gerlacH, 西门子瑞士公司
首席执行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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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一流。

密集的铁路和公路网络、遍布全国的能

源供应系统和满足每项要求的设施确保流动

性、安全性和便捷性。

瑞士与欧洲交通网络紧密相连。可靠的

连接确保乘客和货物快速、无误的运输。该

国的公路网络是欧洲大陆最密集的网络之

一。 

位于苏黎世、日内瓦和巴塞尔的三大机

场提供向欧洲及以外地区所有重要目的地的

直航服务。公共交通值得信赖。瑞士联邦铁

路公司（SBB）是全球最成功的铁路公司之

一。每天有最多达 9,000 辆列车行驶在

3,000 公里长的铁轨上–该国的铁路网络

是全球运营程度最为密集的网络。该公司旗

下子公司 SBB Cargo 每天在瑞士和欧洲境

内运输约 230,000 吨货物。

该国各个地区均有充足的水力和能源供

应，邮政和通信服务随时都得到保证。瑞士

房地产市场拥有可用于建造零售地产的充足

土地，并且还拥有可用于建造商业地产的充

足土地。科技园区和办公中心对于渴望将自

身的基础设施保持精益化的企业而言具有吸

引力。近几年，外国公民在土地所有权方面

所受的限制已大大放宽。

基础设施与瑞士手表一样可靠。

能源和运输。
瑞士联邦铁路局

www.sbb.ch

瑞士联邦环境、运输、能源与通讯部

www.uvek.admin.ch

苏黎世机场作为具有
吸引力的枢纽以及瑞
士国际航空公司的主
营机场保证了瑞士与
世界各地的联通。
Harry HoHMeister, 瑞士国家航空公司
首席执行官

«

« 

品质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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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就是优势。

各州的经济发展 。

26 个州之间存在良性竞争。  

大多数州各自设有经济发展部门，并且

许多州还加入了地区性组织。

可享受的金融激励政策将视驻地、地方

优先事项和地区经济环境而定。在与相关地

方经济发展部门的密切合作下，想要在瑞士

设立企业的公司将会在这方面获得很好的建

议和意见。

阿尔高州（AG） www.aargauservices.ch

外阿彭策尔州（AR） www.ar.ch/wirtschaft

内阿彭策尔州（AI）  www.ai.ch

巴塞尔县（BL）和巴塞尔市（BS）  www.baselarea.ch

伯尔尼州（BE） www.berneinvest.com

弗里堡州（FR） www.promfr.ch

日内瓦州（GE） www.geneva.ch

格拉鲁斯州（GL） www.glarusnet.ch

格劳宾登州（GR） www.awt.gr.ch

汝拉州（JU） www.eco.jura.ch

卢塞恩州（LU）  www.luzern-business.ch

纳沙泰尔州（NE） www.e-den.ch

下瓦尔登州（NW） www.nw.ch 

上瓦尔登州（OW） www.iow.ch

沙夫豪森州（SH） www.sh.ch/wf 

施维茨州（SZ） www.schwyz-wirtschaft.ch

索洛图恩州（SO） www.standortsolothurn.ch

圣加仑州（SG） www.standort.sg.ch

提契诺州（TI） www.copernico.ch

图尔高州（TG） www.wiftg.ch

乌里州（UR） www.ur.ch/wfu

沃州（VD） www.dev.ch

瓦莱州（VS） www.business-valais.ch

楚格州（ZG） www.zug.ch/economy

苏黎世州（ZH）  www.standort.zh.ch

巴塞尔大区 www.baselarea.ch

日内瓦-伯尔尼大区 www.ggba-switzerland.org

大苏黎世区 www.greaterzuricharea.ch

圣加仑博登湖地区 www.sg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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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驻地即是目标。

瑞士的经济发展 。

促进商业驻地是瑞士经济政策的一项重

要元素。

联邦政府与企业和各州密切合作以确保

尽可能最佳的框架条件。瑞士贸易投资促进

委员会（STIP）通过向潜在外国投资者介

绍瑞士的框架条件与作为商业驻地的特别优

势以及企业落户该国所涉及的程序，发挥宝

贵的作用。 

STIP分析市场潜力、目标群体和相关趋

势，并在落户瑞士的企业需要时将这些信息

提供给各州。STIP代表联邦政府协调在促

进瑞士成为商业驻地的过程中所涉及的所有

机构的活动。鉴于瑞士的联邦制度，在商业

驻地方面的促进由联邦政府和各州实施。 

STIP下属瑞士商务促进中心确保海外对于

瑞士作为商业驻地的推广与全国层面上的推

广相符。STIP是外国投资者的第一联系

人，帮助他们与适当的州政府机构进行接

触。各州经济发展部门向潜在投资者介绍各

州的优势、与有兴趣投资的潜在投资者保持

联系、就具体设立地点提出建议以及为投资

者提供本地支持。 

瑞士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财政协助项目

具有战略意义并且及时。一般来说，财政协

助与私营领域举措一同实施，所使用的特别

措施取决于具体的投资项目，还可以针对具

体的情况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

驻地推广。
瑞士的经济发展

www.invest-in-switzer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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