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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回顾五年来的

历程，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持续稳步增长，使中国

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连年保持较高水平，为

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经济体之一；中国认真履行加入承诺，树立了负

责任大国的形象，获得世贸成员的一致好评；中国积极参加世贸组织多

哈回合谈判，提交了70多份谈判建议，成功组织了大连小型部长级会

议，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得到各方的广泛认可和赞扬。

但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

均国民收入仅排在世界第110位，超过10%的人口每天收入不到1个美

元，仍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

长期以来，瑞士经济促进署在促进中瑞企业之间的双边合作和交流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愿意竭诚为中瑞企业发挥桥

梁作用，为中瑞经贸合作贡献力量！

瑞士－全球战略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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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振宇大使寄语

孙振宇

大使，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常驻代表

世界贸易组织： 过去、现在和将来

瑞士贸易公司：通往欧洲市场的大门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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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世界贸易组织拥有近�50名成员，�成员的贸易���世界贸易��成员的贸易���世界贸易��世界贸易�
�的97%以上，另外还有约30个国家和地区�在��世�����在��世������世����
谈判。全体成员共同做出世贸组织的相关决议，也�是说每一项决
议都要求全体成员一致通过。�实在世贸组织中也�以����来也�以����来以����来
通过决议，但在现实中从来没有运用过这一规则，而且这种情况在
世贸组织的前身“关贸�协定”中也极为罕见。世贸组织的最高决
策机构是部长级会议，这个会议每两年至少召开一次。部长会议以
下是�理事会（通常由驻日内瓦的大使或各代表团的团长组成，有
时各成员国直接���员出��。�理事会每年在日内瓦�部召开���员出��。�理事会每年在日内瓦�部召开��员出��。�理事会每年在日内瓦�部召开
�次会议，�以贸易�策机���机构和���决机构的��召开�以贸易�策机���机构和���决机构的��召开以贸易�策机���机构和���决机构的��召开
会议。�理事会下设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和知识产权
（TRIPS�理事会。此外，还有许�专门委员会及工作组负责处理
个别的协议及�它事宜，如环境、发展、�世申请及地区贸易协议
等。

秘书处

世界贸易组织的秘书处设在日内瓦，拥有600名工作人员，由世贸
�干事领导。秘书处的年预算约有�.6亿瑞士法郎。该机构在日内
瓦以外地区�设�它��机构。由�世贸的决策是由各成员����设�它��机构。由�世贸的决策是由各成员����它��机构。由�世贸的决策是由各成员���
订的，所以秘书处�没有�它国际机构所拥有的决策权。秘书处的
主要职能是给各理事会、委员会及部长会议提供技术性�持，�为
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析世界贸易�势，以及向公众和媒体
�释WTO的活动。

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是由�成员方�府经营的。所有重大决策都由世贸组
织成员通过各�部长（部长会议每两年至少召开一次�或各�大使
或代表（这些大使或代表会在日内瓦定期召开会议�共同�订。决
策的�成通常要一致通过。如果世贸组织的章程对�成员的�策构
成了约束，但这是组织成员共同协�的�果，这些章程将由各成员但这是组织成员共同协�的�果，这些章程将由各成员这是组织成员共同协�的�果，这些章程将由各成员是组织成员共同协�的�果，这些章程将由各成员组织成员共同协�的�果，这些章程将由各成员，这些章程将由各成员这些章程将由各成员将由各成员由各成员
根据�定的程序来共同维护，包括利用�能的贸易�裁。但这些�
裁是由所有成员方实施�经全体成员授权的。�50个成员�成一致
决议是非常困难的，�优势在�通过这种方法�成的决议更易�被
所有成员接受。尽管困难很大，但世贸组织还是达成了很�重要协

世界贸易组织�过���在和�来界贸易组织�过���在和�来贸易组织�过���在和�来易组织�过���在和�来组织�过���在和�来

世界贸易成立于1995年，该组织是最年轻的国际性组织
之一，其前身是成立于二战结束之后的“关贸总协定”
（GATT）。
虽然世贸组织成立时间不长，但最初依据“关贸总协定”建
立起来的多边贸易体制却已走过了50年的风雨历程。在过�
的50年里，世界贸易实�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商品出口年均
增长6%。2000年的贸易总额是1950年的22倍之多。“关贸
总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为建立一个强大而繁荣的贸易体
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这一体制又促进了世界贸易实
�前所未有的发展。该体制是通过“关贸总协定”框架下的
一系列或多轮贸易谈判得以发展的。最初的几轮谈判主要集
中在降低关税方面，但后来的谈判就涵盖了诸如反倾销及非
关税措施等其它领域。最后一轮谈判，即1986-1994年的乌
拉圭回合贸易谈判直接促成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诞生。

议。

最高权力机构�部长会议

这样，成员方通过不同的理事会和委员会来�订决策，这些理事会
和委员会由世贸组织的所有成员组成。世贸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是
部长会议，部长会议每两年至少召开一次，有权对�边贸易协定下
的所有事项做出决定。

第二级�三种形式的总理事会

部长会议休会期间的日常工作由三个机构负责：
— �理事会
— ���决机构
— 贸易�策机���机构

事实上这三个机构是合而为一的，即虽然上述三个机构根据不同的
权限召开会议，但《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规定上述三个机构都是�
理事会。也�是说，三个机构都是由世贸组织的全体成员组成，都
对部长会议负责。

世贸组织小资料

     �部所在地：瑞士日内瓦
     成立日期：�995年�月�日
     创立途径：乌拉圭回合谈判（�986-�994年�
     成员组成：截止�007年�月��日共有�50个国家（地区�
     预算：�006年�.75亿瑞士法郎
     秘书处工作人员：635人
     秘书处领导：帕索·拉米（�干事�

 职能：

    ·管理世贸组织的贸易协定
    ·贸易谈判论坛
    ·处理贸易��
    ·监督各国贸易�策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
    ·与�它国际组织开展合作

瑞士 - 全球战略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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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代表部长会议处理世贸组织的所有事项。如果以���
决机构及贸易�策机���机构召开会议，�会对�决成员之间
��的程序���议，同时对成员的贸易�策���析。

第三级�三种形式的总理事会

�理事会下设三个理事会，每个理事会都负责不同的贸易领域，
全部对�理事会负责：
— 货物贸易理事会(货物理事会)
— 服务贸易理事会(服务理事会)
— 知识产权理事会(TRIPS理事会)

�如各�名称所述，上述三个理事会负责各�贸易领域相关的世
贸组织协定工作。同样，这些理事会也由世贸组织的全体成员组
成，也有��的下属机构。

另外还有6个机构对�理事会负责，只是它们的职责范围相对小一
些，所以称之为“委员会”。但这些委员会也由世贸组织的全体
成员组成，主要负责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地区贸易协议以
及一些管理性事务。�996年��月在新加坡召开的部长会议决定成
立新的工作组来�议投资与竞��策、�府采购的透明度以及贸
易便捷化等��。此外，负责处理�边协定（尚�被所有世贸组
织成员签署的协定�的另外两个下属机构负责定期向�理事会通
报各工作组的活动情况。

中国和WTO

�986年�月，中国提出希望恢复�在GATT中的席位。

�987年7月，GATT�命瑞士驻GATT大使吉拉德为中国工作组

主席。

�987年��月，中国向GATT��递交了关�我国外贸体�的答

疑稿。

�989年4月�8日至�9日，GATT中国工作组第7次会议在日内瓦

举�，完成了对中国外贸�度的�估。

�994年4月��日至�5日，GATT部长级会议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

举�，乌拉圭回合谈判�束，中国同�他���个缔约方一道，

签署《乌拉圭回合谈判�果最后文件》和《建立世界贸易组织

协议》。鉴�WTO的成立，中国表示希望成为WTO的创始成员

国。

�994年5月�-�0日，GATT秘书长萨瑟兰访华，向中国�府通

报了中国加�GATT/WTO的情况。

�995年7月�日，WTO决定接纳中国为观察员。

�995年��月，中国复关谈判转为加�WTO 的谈判。中国�府

照会WTO�干事鲁杰罗，把中国复关工作组更名为中国“�

世”工作组。

�996年3月��日，龙永图率团赴日内瓦出席WTO中国工作组第

一次��会议。

�997年8 月至�0月，中国�别与新西兰、韩国达成双边协议，

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巴基斯坦签署了�束双边市场准�

谈判协议，�与智利、哥伦比亚、阿根廷、印度等基本�束了双

边市场准�谈判。

�997年��月�日至�6日，中日两国双边市场准�谈判基本�束。

�997年��月5日，WTO中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发表声明，一致�持

中国尽早加�。

�998年6月�7日，江泽民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提出“�世”3原

则：�．WTO没有中国参加是不完整的。�．中国毫无疑�要作为

一个发展中国家加�WTO。3．中国的“�世”是以权利和义务的

平衡为原则的。

�999年��月3日，中智达成协议。

�999年��月�5日，中美签署双边协议。

�999年��月�6日，中国与加拿大签署双边协议。

�999年��月�4日，中国和古巴、委内瑞拉两国�束双边谈判。

�000年�月��日，中国与巴西和斯里兰卡达成双边协议。

�000年�月�7日，中国与古巴、乌拉圭、秘鲁签署双边协议。

�000年�月�8日，中国与挪威、冰岛达成协议。

�000年�月�6日，中菲达成双边协议。

�000年�月��日，中国与印度签署双边协议。

�000年3月7日，中国与哥伦比亚达成双边协议。

�000年3月�0日，中泰签署双边协议。

�000年3月��日，中国与阿根廷达成双边协议。

�000年3月�4日，中波、中吉达成协议。

�000年4月��日，中马达成双边协议。

�000年5月�6日，中国与拉脱维亚达成双边协议。

�000年5月�9日，中欧达成双边协议。

�000年5月�3日，中澳达成协议。

�000年7月�6日，中厄签署双边协议，�完成了与危地马拉和哥斯

达黎加的双边谈判。

�000年9月�6日，中瑞签署双边协议。

�00�年9月�7日，中国加�WTO的所有法律文件在瑞士日内瓦获

得通过，中国长达１５年的马拉松�复关/�世谈判宣告完成。

�00�年��月，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哈举�，批准中国加�

WTO议定书。

�00�年��月��日，中国��成为WTO成员。

�00�年�月�9日，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

举�升旗和挂牌仪�。中国首�常驻WTO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孙

振宇和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大使沙祖康共同升起鲜艳的

五星红旗。

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瑞士日内瓦驻地瑞士日内瓦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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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优势

从�业角度看，瑞士贸易公司�以在许�方面为整个集团的批发、
零售贸易活动提供便利。许�功能（如图示中所列的典型业务��
以在瑞士集中，从而使公司享受到规模经济的好处。掌握�国语
言、接受过良好教育、面向国际的人力资源，极为灵活的劳动力法
规，配以世界一流的生活质量和基础设施，瑞士为包括中国在内的
投资者营造了一个十�具有吸引力的�业环境。 

法律优势

无论你居�何处、拥有何种国籍，瑞士宪法所提供的贸易和产业�
由，使每个人都有在瑞士设立和经营公司的权利。和欧洲的绝大部
��他国家相比，瑞士的法律要求比较低。例如，一个�业企业只
需两周�能在瑞士设立，且对�大��类型的企业来说，在瑞士不
需要申请营业执照。此外，瑞士的公司�以使用外国货币记账，仅
需将年度财务报表换算成瑞士法郎。这�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汇率变
化的影响。对�以英文记账的会计和财务资料，不需再将�翻译为
瑞士的法定语言。

税收优势

对�一个将欧洲的贸易活动整合到瑞士的企业集团来说，�业和
法律的优势只是�诸�收益中的一部�。

所得税
从事跨国贸易的公司�以申请特殊的纳税身份，即“混合公
司”。申请“混合公司” 需要满足的条件是公司不低�80%的收
�和�出来源��在瑞士境外的关联方和非关联方的贸易活动。
满足条件的公司�以��来源�瑞士境外的业务（如销售、融
资、知识产权开发等�的利润缴纳仅为9%-��%的所得税，�且
该公司从符合条件的受控公司所取得的股利和资本收益都是免税
的。

转让定价
通常来说，与关联方的交易需要遵循公平交易原则。然而，瑞士
�没有专门的转让定价文档准备要求，且对转让定价��调整的
举证责�由税务机关承担。

税法实施
瑞士税务机关愿意�税法的具体应用与实施与企业��预先的�
谈，企业�以在几个星期内取得税务机关对具体纳税处理方法的
相关批文，这�以大大减低以后纳税的不确定性。

结论

在瑞士设立贸易公司将为中国投资者打开通往欧洲市场的大门。
中国投资者不仅�以利用瑞士有利的地理位置，而且还�以享受
到这个国家为外国企业所创造的各种有利条件。

瑞士贸易公司�� 通�����的大��� 通�����的大�通�����的大�

瑞士是众多国际性贸易公司的所在地。这些贸易公司通过瑞
士向��邻国和��以外的地区采购及销售各种货物，不仅
包括零售消费品，诸如服装�饰品或者高档商品，还包括其
他各种普通商品，机器设备，信息和金融产品以及各类服
务。瑞士之所以受到国际性贸易公司的青睐有许多原因。关
键因素之一是瑞士具有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得贸易公司的活
动能够覆盖整个����。其他重要因素还包括瑞士长期的
社会稳定�自由的法制�对自由竞争的保护�政府的合作和
优惠的税收政策。

Kerstin Heidrich  

(柯思婷)

高级经理

安永华明／中国

瑞士中心负责人

电话�+86 10 5815 3314

传真�+86 10 8518 8308

电邮�Kerstin.heidrich@cn.ey.com

倪勇军  (Peter Ni)

合伙人

安永华明/中国

国际税务领导人

电话�+86 21 2405 2084

传真�+86 21 2412 0084

电邮�Yongjun.ni@cn.ey.com

欧洲贸易
典型结构 

中国公司

瑞士贸易公司

欧洲客户

 ≥ 80% 从瑞士以外地区采购 

 ≥ 80% 销往瑞士以外地区 

税率9%-12%

瑞士贸易公司典型业务
·物流及进出口
·会计、成本控制、银行票据、融资
·人员招聘、管理与培训
·市场推广、广告业务、产品调研
·确保业务合法、合规
·售后服务与维护

瑞士 - 全球战略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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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集团在瑞士设立��总部

印度Arexera 信息技术公司将在苏黎世地区设立欧洲�部，它将通过
这个机构管理全球的专利事宜。此举将为当地创造�0个工作机会。�
择立足瑞士的决定性因素是瑞士极具吸引力的金融税务�策和专利保
护措施。Arexera信息技术公司成立��998年，是一家为客户提供高
级信息程序�决方案的公司。

成功案例

瓦，是因为日内瓦地区素有“瑞士钟表中心”之称，而且
日内瓦位居欧洲中心，因此日内瓦�具备了作为该公司的
欧洲�部驻地来处理邻近市场��的便利条件。设立伊始
会有两名员工开始在这个机构工作。到�007年中期，员工
的�量将会逐步增加到�0人。

Wing Hon在全球范围为高档奢侈钟表提供高品质的生产
配件，�在全球为�500�人创造了工作机会。，�在全球为�500�人创造了工作机会。在全球为�500�人创造了工作机会。

Arexera是Aftek Infosys Ltd.的子公司。Aftek拥有大约400
名员工�� �005年营业�为45�美金�� �利约�4�美金�比员工�� �005年营业�为45�美金�� �利约�4�美金�比
去年同期增长约40％。Aftek�部在孟买，成立��986
年，90年代中期在孟买、新德里和卢森堡上市。除了Ar-
exera信息技术公司，Aftek集团还拥有Opdex Inc. USA子
公司。Opdex Inc. USA是一家致力�为电力系统故障提供
网络�决方案的全球领先的美国公司。的全球领先的美国公司。全球领先的美国公司。

瑞士 - 全球战略焦点

中国远东电子电路集团有限公司

在瑞士成立下属企业�瑞达公司

瑞士瑞达公司位�瑞士的沙特圣登尼，该公司是中国远东电子电路集
团有限公司的下属企业。这一大型企业集团在北京和沧州拥有两个印
刷电路板装配工厂，在北京拥有一个表面安装技术工厂和一个塑料注
射模型工厂，同时在沧州、纽约和温哥华�别设有�出口办事处。

瑞达主要为生产，或有意生产电子产品的客户提供全面服务，专门从
事单面、双面及�层印刷电路板装配、元件采购、元件安装、塑料模
型生产/组装以及成品包装业务。该公司提供的全方位服务包括协助
客户设计及采购生产所需的各种原材料。瑞达与中国的�家生产�保
持着独家联系，客户范围从服装生产厂家到日用品生产厂家，有助�
加强瑞士乃至欧洲与中国的�一步联系。

沧州市远东电子电路集团
电话：+86 3�7 4888566
瑞士瑞达公司
电话：+86 �� 9648608

M. E. Time SA在日内瓦成立

来�中国的Wing Hon精密工业公司��006年��月在日内瓦设立欧洲
�部，�命名为“M.E. Time SA”，它主要负责公司的营销、�客关负责公司的营销、�客关公司的营销、�客关
系开发和维护，以及产品销售。

Wing Hon�择日内瓦作为欧洲�部驻地的原因是，日内瓦不仅有高品
质的生活水平、极具吸引力的工作环境，而且最重要的是它邻近瑞士而且最重要的是它邻近瑞士最重要的是它邻近瑞士它邻近瑞士邻近瑞士
钟表中心。在M.E. Time SA的�址时面临�种�择。之所以�择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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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关注

关于我们

瑞士投资环境推介会
�006年��月��日，瑞士经济促�署与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共同主办的 “瑞士资源和投资环境推介会” 在广州成功举�。广

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朱泽南先生和瑞士驻广州�领事聂

伟先生(Werner E.Nievergelt) 致开幕词，瑞士经济促�署特命中国

事务专员托马斯·霍伦斯坦(Thomas Holenstein)、瑞士信贷集团常

务董事、中国区代表布克曼博士(Dr. Urs Buchmann)、瑞士德勤会

计师事务所税务合伙人睿飒伟(Reto Savoia)、瑞士地方代表等高级瑞士地方代表等高级等高级

�员和跨国公司的专家�财务、税法和生产力等方面议�做了专�

演讲。共约70�家广东企业�� �府�员、协会和企业代表、及媒体

共约�80人参加了此次推介会。

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第十次世界巡演在瑞士揭幕
�007年�月3�日吴氏策划中国��民���会第十次世界�演首��民���会第十次世界�演首民���会第十次世界�演首会第十次世界�演首第十次世界�演首

场演出在瑞士

著名城市卢塞

恩��大厅奏

响。中国民�

�团在卢塞恩

为�000�名来

�瑞士不同城

市的�迷奉演

了精彩的中国

民���。吴

氏策划今年的大规模国际�演包括瑞士、意大利、奥地利、德国、

卢森堡、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罗斯以及埃及等十二个国

家，地跨亚欧非，�程��里，系中国民���有�以来规模最，系中国民���有�以来规模最

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回演出。

瑞士 - 全球战略焦点
第二年次，第二刊，
�007年4月

发行数量�3500份

出版社和编辑部�
瑞士经济促�署
LOCATION Switzerland
Herrenacker �5
CH-8�00 Schaffhausen
Schweiz

Phone +4� 5� 560 06 ��
Fax +4� 5� 560 06 �3
contact@locationswitzerland.cn
www.locationswitzerland.cn

中国协调单位
北京联瑞国际咨询有限公司 
Wu Promotion Business Co.��Ltd. 
��06 Fulihuayuan��40 Maizidian St. 
�000�6 Beijing�� PR.China 
Phone +86 �0 5�65�470 
Fax +86 �0 650�707� 
www.wupromotion.com/business

预告1�2007 年中国企业先锋��考察团暨高级私人研讨会

瑞士经济促�署将��007年6月4日至6月9日专门为中国�界精英

们特别组织这次以“如何成功立足欧洲”为主�的高级�修旅�。

这次旅�将有助�参加者回答中国企业��欧洲前后所面临的诸�

��，��一步了�如何有效利用欧洲市场的�样机会和如何保持

企业持续发展的秘诀。

预告2�2007年��推介会��推介会推介会

瑞士经济促�署将��007年 7月3日或4日在厦门举办“瑞士资源和

投资环境推介会 ”，具体时间和地点请见我们网站（www.loca-

tionswitzerland.cn�上的通告。感兴趣的人士�以通过我们的联系

方�（见本页右侧信息�获取关�讲座的详细信息。

绘图设计�沙夫豪森
BBF/PGU �� Switzerland
www.bbf.ch

有关中文网站

www.locationswitzerland.cn

www.swissworld.org

www.eda.admin.ch/beijing

www.swissinfo.org

www.myswitzerland.cn

www.sinoptic.ch

瑞士 - 全球战略焦点

瑞士经济促�署是瑞士国家

经济事务�局(Seco)的�方区域域

促�项目。

我们无偿为中国的跨国企业

在瑞士开设公司或者�公司提供

区位�估服务。

联系方�:

瑞士经济促�署

LOCATION Switzerland

Swiss Foreign Investment Agency 

Herrenacker �5��

CH-8�00  Schaffhausen

Phone +4� 5� 560 06 ��

Fax +4� 5� 560 060 �3

contact@locationswitzerland.cn

www.locationswitzerland.cn

瑞士经济促�署中国联络部 

c/o 北京联瑞国际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40号 

富丽华园��06 

邮遍：�000�6 

电话：+86 �0 5�65 �470 

传真：+86 �0 650� 707� 

business@wupromotion.com

瑞士驻华大使馆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东五街3号

邮编：�00600

电话：+86 �0 653� �736

传真：+86 �0 653� 4353

Vertretung@bei.rep.admin.ch

www.eda.admin.ch/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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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新角度

始於1856年，我们一直专注为客户带来更多新观点。不但了解过�，更以未来为导向。
我们总是由另一个角度看出契机与挑战。全因我们深知成功稳固财富的要诀，从我们对工
作的热忱取得巨大成果。
www.credit-suiss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