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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关注

研究，是事业发展和成功重要的，甚至是最有影
响、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当然，研究与任何
其他活动一样，都要根据商业模式达到一定的平
衡。然而，研究并不简单是投入大量金钱然后得
到投资回报；最终的研究成果能在一段合理的时
间内为投资者独家使用，而后纳入大众知识体系
也是同等重要的。积极的法律保护鼓励了新发明
问世，也防止了不经济的徒劳保密。接下来，选

择在哪里进行研究活动是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所选的地点必须能提
供投资基金、合格的专业人员、大学和研究所。同样重要的，是此地
点必须拥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如果金融、知识及法律保护这
三者能完美的结合起来，那么为商业利益或人类发展而进行的长期的
基础科学研究以及短期应用科学研究都将有非常美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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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产品进行出口以及为国际客户提供服务在多年前就已是瑞士

成功的关键因素。瑞士国内市场很小，大部分瑞士制造业都从事

于生产高质量的产品进行出口。主要出口产品包括：机械、电

子、化工、医药产品及钟表。当今的全球化市场环境使得在世界

任何地区生产产品、提供服务成为可能。鉴于瑞士高昂的劳动力

成本，越来越多的产品在国外，如亚洲进行生产。

全球化的市场使瑞士面临的从未休止的挑战更加严峻，促使瑞士

持续地改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持续地发明新的、有吸引力的产

品和服务。在这种环境下，知识成为关键的财富创造因素，能够

创造有吸引力、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知识创造财富—这是瑞

士成功的关键秘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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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知识具有极大的价值，并通常来源于广泛的研发工作或某一领域长年的

经验。知识面临的一大挑战是由于知识的特性：某些知识可以被轻易的

复制。为了防止其他人非法复制这类知识，每个国家都制定了知识产权

法。

知识产权是涉及保护思想创新，如技术发明，同时也包括商业化的音

乐、文学、艺术作品、符号、名称、形象及设计的法律领域。这样的创

新可能受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或其他相关法律的保护。在知识产权

法的保护下，这些抽象“产权”的持有者对法律保护下的技术发明、创

造性工作或商业符号拥有某种排他性的权力。

知识产权法旨在保护不同形式的产权，也叫做知识产权。

专利可能会授予某一新的、有用的、并非显而易见的技术发明，并给专

利持有者防止其他人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一般专利申请表上为20年）未

经持有者许可而使用该发明的权利。

工业设计产权保护工业产品的外观、款式或设计等形式（如零配件、家

具或纺织品）。

商标是用于将某一产品或服务与其他产品和服务相区分的区别性标志。

版权存在于创作性的艺术作品（如：书籍、电影、音乐、绘画、照片及

软件），并赋予版权所有者在某一时期内（作者在世时到离世之后若干

年）对文学艺术和其他作品进行复制或改编的独家权。在欧洲，版权期

限为创作者在世之年加上离世后70年。

商业秘密是指机密并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涉及商业活动或关于某行业私

密知识的信息。公开商业秘密有时是非法的。

商业战略中的知识产权

随着新技术的出现，知识成为非常重要的资产，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为

成功的关键因素。根据商业保护工具的性质，某些工具可以成为增加收

入的来源，如通过专利、工业设计或商标等的授权许可。为达到预期的

竞争优势，重视知识产权的商业战略是至关重要的。对瑞士制造型的公

司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专利，意味着一项技术发明拥有受法律保护的权

利。专利保护和创新相辅相成。在瑞士，研发活动的水平在近几年以有

史以来最快的速度迅速提高。通过专利保护研发的投资已经成为公司考

虑的主要问题。除了单纯保护研发投资，通过颁发许可证获得额外收入

的潜能也成为企业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考虑到以上情况，欧洲专利

局专利申请统计（数据一）中，瑞士每百万居民专利申请率最高就不足

为奇了。



《专利合作条约》国际申请位于前十五位的原属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7	 			2007	
	 	 	 	 		估值	 		百分比				增长

美国			 		43'350			46'803			50'941			52'280			33.5%				2.6%

日本	 		20'264			24'869			27'033			27'731			17.8% 				2.6%

德国	 		15'214			15'984			16'732			18'134			11.6%				8.4%

韩国		 		3'558	 		4'688	 		5'944	 		7'061	 		4.5%	 			18.8%

法国	 		5'184	 		5'748	 		6'242	 		6'370	 		4.1%	 			2.1%

英国	 		5'027	 		5'084	 		5'090	 		5'553	 		3.6%	 			9.1%

中国	 		1'706	 		2'503	 		3'951	 		5'456	 		3.5%	 			38.1%

荷兰	 		4'284	 		4'500	 		4'529	 		4'186	 		2.7%	 			-7.6%

瑞士	 		2'898	 		3'290	 		3'577	 		3'674	 		2.4%	 			2.7%

瑞典	 		2'851	 		2'883	 		3'316	 		3'533	 		2.3%	 			6.5%

意大利	 		2'189	 		2'349	 		2'716	 		2'927	 		1.9%	 			7.8%

加拿大	 		2'104	 		2'318	 		2'566	 		2'707	 		1.7%	 			5.5%

澳大利亚			1'837	 		1'996	 		2'001	 		2'054	 		1.3%	 			2.6%

芬兰	 		1'672	 		1'893	 		1'845	 		1'952	 		1.3%	 			5.8%

以色列	 		1'227	 		1'454	 		1'589	 		1'683	 		1.1%	 			5.9%

其他	 		9'245	 		10'326			11'084			10'800			6.9%	 			-2.6%

总数	 		

如何在欧洲进行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工业发展迅速，越来越多地生产高科技产品。为增加收入，中国企业

也越来越倾向于直接向欧洲出售产品。在欧洲市场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

一就是一个重视知识产权的企业战略。尽管一个适当的企业战略是个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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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欧洲专利局申请专利的数字 (各国每一百万居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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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二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申请的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表明了各

原属国的专利申请数量。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最

大。2007年，美国占33.5%,日本占17.8%，德国占11 。这三个国家一

共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专利申请的63%。专利统计同时让我们看

到一个有趣的未来趋势。中国和韩国的专利申请正在快速增长，扩大

了这些国家发明保护的覆盖范围。这两个原属国在2007年专利申请的

增长量最大，中国增长了38.1%，韩国增长了18.8%。这些国家越来

越了解知识产权在财富创造中的力量了。

欧洲专利局各缔约国（版权：欧洲专利局）

122'610		136'688		149'156		156'100 4.7%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由183个成员国组成，其中包括中国。汉语还是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的官方语言之一，这意味着可以用中文填写专利申请在

中国专利局或直接在日内瓦进行申请。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交的专

利申请适用于《专利合作条约》。《专利合作条约》提供了一套处理

专利申请的国际程序，称为国际申请，可以在专利申请首次提交的30

个月之内提出，首次申请可在任何国家提交。其后，决定专利申请要

在哪个国家继续进行并再在目的国提交申请。

想在欧洲获得专利保护，需要在目的国提交专利申请，或者在欧洲专

利局申请。想在欧洲若干个国家获得专利保护，向欧洲专利局提交申

请将会更经济，因为欧洲专利局单一、集中的专利许可程序为欧洲34

个缔约国所认可，其官方语言是英语、法语和德语。向欧洲专利局提

交专利申请，必须有一名欧洲当地的专利代理人参与。一份欧洲专利

申请可以提交或者按照世界知识产权机构的程序提交。在2006年，欧

洲专利局批准了近63，000件专利。

对特定的中国企业来说，现阶段仅在欧洲注册商标可能就足够了。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对国际注册商标执行马德里体系，提交一份商标保护

申请即可获得所有成员国的商标保护。中国是马德里体系的成员国，

中国企业可在中国专利办公室进行国际商标申请，并在马德里体系的

成员国享受商标保护。大部分欧洲国家尤其是欧洲共同市场都在此体

系中。

因此对中国企业来说，专利保护或商标保护在欧洲是便于操作的。这

些专利或商标很可能构成未来创造财富的基础。

中国企业申请专利的程序

1、确认发明。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

方案。

2、确认此项发明是可以获取专利的。获取专利的条件是创新性、独

创性和实用性。

3、起草专利申请书。专利申请通常包括发明的名称、摘要、发明应

用的对象、能够展示发明的图像，图像说明和权利要求书。

4、向国家专利局，在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www.sipo.gov.cn)提交专利申请表和申请书。

5、获取专利的程序。国家知识产权办公室会公布专利申请，审查发

明，如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要求，即可授予专利。

6、在其他国家寻求专利保护。在首次递交专利申请一年之内，优先

权允许申请人在其他国家进行同样的申请。申请外国专利有多种不

同的方法：可以通过各自国家的专利局，或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或欧洲专利局等国际专利机构。

在保护发明时，向熟悉发明事务处理、起草专利申请、熟悉本国和

国际专利法的专利事务所咨询是非常明智的。

Dr.Graf	&	Partne r	能在欧洲及瑞士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提供关于咨

询，包括在欧洲保护发明、工业设计和商标的商业战略以及进入欧

洲市场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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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

战，但在欧洲保护知识产权却不是那么困难。

世界专利体系根据责任范围划分为不同的实体。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

国家专利局（如瑞士国家专利局在伯尔尼(www.i g e.c h)或中国国家

专利局在北京(www.sipo.gov.cn))。为顺畅地履行专利保护程序，欧

洲有两个重要的多国联合专利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位于

瑞士日内瓦(www.wipo.int))和	 欧洲专利局	 (EPO，位于德国慕尼黑

(www.epo.org))。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标识



成功的科技发明，让人过目不忘的商标，以及独一无二的设计都

有其共通之处：它们都是其创造者知识开发的产物，也是跨国集

团的宝贵财富。并且，如果这些知识产权能够以有效的法律规定

及严谨的法律机制进行保护，且在相应的市场领域有效运用，它

们将能最大程度地为集团创造利润。在瑞士的税收和法律制度

下，企业能够轻易地同时实现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并达到税务效益

性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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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优势

从商业角度而言，如果将跨国集团的相关知识产权集中安排由瑞士企业

持有，将对其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之间知识产权的开发大有裨益。这不

仅仅体现在有利于统一标准的执行，例如集团内部许可协议的统一签

订，且体现在专利、商标和设计在不同法律领域中的相关知识产权的登

记和保护等方面。例如，根据欧洲专利公约，只需要向瑞士联邦知识产

权协会提交一份申请，即可在包括瑞士在内的三十个欧洲国家对该专利

进行有效登记。以上不仅由于瑞士是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成员国之

一并且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部的所在地，这个国家本身就已具有对全

球商标保护的深远传统。

法制优势

瑞士宪法赋予的贸易与行业自由允许每一个人在瑞士开设企业及从事商

业活动，且不受该个人的居住地和国籍的限制。与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

相比，瑞士的法制要求相对比较宽松。比如，假如一个瑞士企业对全球

范围内的集团子公司许可使用其知识产权，这个企业的设立程序可以在

两周内完成，且根据当地规定并不需要领取营业执照。另外，为最大程

度地降低汇兑风险，企业的会计账册可以外币为记帐本位币，并只需要

在年度财务报告中换算成瑞士法郎。同时，如果企业以英语记帐，也毋

需翻译成瑞士三种官方语言任何之一。

税务优势

上述在商业及法制方面的优势仅仅是集团将知识产权集中安排在瑞士所

能获益的其中一部分。

所得税

在瑞士从事知识产权管理的企业，假如满足只从事管理职能而不在瑞士

从事任何商业活动之条件，在瑞士称之为“户籍公司”，则可以申请享

受特殊税务待遇。户籍公司从许可境外企业使用其知识产权所获得的利

润只需要缴纳税率为8%～12%的所得税。此外，瑞士的“户籍公司”

的特殊税务待遇不会取决于该公司是否对知识产权拥有法律上的所有

权，或者是否仅被授予契约性许可开发权。同时，该项知识产权是否自

行开发或受让取得亦并不影响该税务待遇。

转让定价

一般而言，关联交易需要遵循独立交易原则。然而，目前瑞士并没有具

体的转让定价文档要求，对任何转让定价调整的举证责任也由税务机关

承担。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依据瑞士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所签订的大量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和其已加入

的欧盟利息权力金税务指令，企业所收取的特许权使用费由于不需要缴

纳国外的预提税款而可保留绝大部分收入。

税务鉴定操作

瑞士税务机关对于预约税务鉴定的磋商持开放态度。一般情况下，几周内

可获得税务鉴定结果，以避免在此后纳税阶段可能会产生的不确定性。

结论

中国投资者在瑞士设立知识产权企业，将可获得完美的待遇：一方面可

以享受在宽松的法制要求下严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另一方面良好的

税务体制可以有效地降低集团整体的税负。

许可协议

特许权使用费

总 部

（中国）

集团公司

（高税负国家/地区）

知识产权企业

（瑞士）
税率为

8％ - 12％
降低

应税利润

典型的知识产权开发的企业架构



7

上海日光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日光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中澳合资企业，为众多全球顶

级品牌企业和咨询公司进行在线的数据采集，继而通过这种方式来

收集消费者对企业的产品及服务的反馈信息，从而拉近企业与消费

者之间的距离。该服务同时为海外企业更好地了解中国市场提供前

期市场信息及所有相关行政程序，进而为企业未来打开中国市场提

供助力。

上海日光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7年前，是最大的多晶太阳能电

池生产商。

2007年底，尚德太阳能国际公司在瑞士苏黎世设立其总部。

印度《金融快递》访谈

印度最大的钟表配件制造商	Kamla	Dials	 and	Devices	谈落户瑞士的收

益。

您是第一位在瑞士设立钟表表面制造工厂的印度人。为什么您认为在

瑞士发展如此重要？

瑞士钟表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在于高端钟表。并且瑞士人十分注重

“瑞士制造”的商标。在印度生产表面再供应给瑞士的钟表制造商

是不可能的。我们也是第一个在瑞士设立工厂的亚洲企业。

在瑞士设立工厂是怎样的？容易吗？

我们于1983年开始生产钟表表面。如今，我们已经占据国内钟表市

场70%的份额，并向	Titan	and	Timex	等顶级印度钟表制造商提供货

源。同时，总产量的45%出口海外。但是为了接触到瑞士的钟表制

造商，我们需要在瑞士有一座工厂，当时我们也曾四处寻找。

最初我们试图利用当时已有的公司，但因为成本过高而放弃。现在

我们已经在伯尔尼州得到一座工厂，位于一个叫	Pilania	的地方。这

家工厂以前一直生产钟表表面，但已于4年前关闭。同样由于早期

钟表业的衰退，瑞士缺少训练有素的员工和设备，我们在这里发现

了商机。现在生产能力已经赶不上需求了。这里的钟表制造商以数

十万为单位进行生产，这意味着有很大的需求。

在这个过程中您投资了多少钱？

我们投资了270万美元，将分成2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并购，安排

工人（因为工厂之前生产价格较低的促销类钟表，我们重新雇佣了

了一些老员工，同时也招聘一些新员工）。在第二阶段从今年开

始，我们预计投入150万美元。

在瑞士寻找消费者容易吗？

与我们预料不同的是，现有的表面制造商听说我们进入这个市场

后，在巴塞尔钟表展时前来联系我们，因为他们已经有太多的订

单。在一块钟表上，表面往往是唯一可以展示品牌的地方，同时这

里也涉及知识产权的问题。在产品最终定稿前有很多步骤，并可能

反复很多次。

在瑞士工作有什么不同之处？

瑞士人崇尚注重细节。在瑞士，技术工人属于收入最高的人群。我们

也带去了一些印度最好的技师，但目标还是建立一座瑞士工厂，由瑞

士团队负责管理。他们身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注意力集中，在

质量上绝不妥协，非常程序化，这些都带来最终完美的产品。这些又

融合了印度以服务为导向的素质，这当然是一个伟大的结合。瑞士人

很欣赏我们的敬业与充满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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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强劲的出口经济以及作为瑞士首都的政治地位，伯尔尼州为投资

者提供了非常有吸引力的国际环境。2007年，伯尔尼被评选为中国企业

最佳投资城市。它与瑞士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欧盟保持密切的联系，

确保了繁忙的经济贸易，尤其是与相邻的德国、法国及意大利的经济往

来。在伯尔尼，企业日常使用的不仅仅是德语和法语，很多雇员也能很

好地掌握和使用英语及意大利语。伯尔尼州简单直接的外国人工作、居

留许可批准体系可以很好的支持个人发展及商业活动的快速运行。国际

学校为国际学生和成人提供了众多培训和进修选择。

领先的技术优势和有用的网络

在伯尔尼州，企业从专业技术、高素质的研究人员和信息通讯技术、

高精度行业、医疗技术、环境和能源技术以及设计和商业服务等关键

行业的领先技术优势中受益匪浅。与以上行业有关的制造商、供应商、

企业、院校、行业协会和研究中心形成了一个网络，即所谓的“集

群”。“集群”成就了有利于生产发展的的协作与良性竞争。现在，易

趣、IXYS、Cemex、摩凡陀、DeTeWe	 Telecom、百事、雅迪、费斯托、

Kathleen	 Madden、爱马仕、Orange	 Communications	 和杰特贝林公司等

大公司已表明他们深信伯尔尼州的优势。在过去的几年，第一批印度企

业，如	Pylania	Ltd，已经在这一地区开展业务。

位于伯尔尼的中国商务中心是另一个有用的网络。该中心负责协助所有

与中国有关的商务活动，提供项目管理、行业调查、招聘高级管理人员

和信息搜集等服务。

竞争力最大化的理想环境让伯尔尼州格外有吸引力的另一因素在于其极

有竞争力的企业税制—只占公司净利润的15%-23%。对于有意在这里

立足的公司和个人，伯尔尼州有优惠的企业税收政策，提供特殊税收模

式和免税期。

在瑞士，非税务局民为无常驻机构的非本地企业工作，如果每年不超过

183天，可以免征瑞士税。管理者和某些专家很可能有资格享受特别的

税收额外减免。

劳动者的高度自觉性

伯尔尼大学、伯尔尼应用科学大学和以职业为导向的专业培训体系保证了

受过良好教育、高素质而且有工作动力的劳动力群体。除此之外，瑞士员

工的高度自觉性、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为高于平均的生产力奠定了基

础。

生活质量高、安全可靠、四通八达

伯尔尼州不仅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驻地，同时也是有吸引力的宜居之

所。那些工作在此的人们同时也享受着在知名旅游目的地居住的特权。安

全而有活力的市中心最适合漫步，综合性的公共交通网络让人即使不用开

车也可以四处转转。今年，2008年欧洲足球锦标赛将在瑞士举行。法国

队、意大利队、荷兰队和罗马尼亚队将在伯尔尼的“Stade	 de	 Suisse”足

球馆进行比赛。为报道伯尔尼如何为08年欧锦赛作准备，中国中央电视台

已3次访问伯尔尼。

伯尔尼经济发展局	—“一站式”服务

伯尔尼经济发展局是您在伯尔尼开展业务、选择企业驻地的官方合作伙

伴。它为潜在投资者提供有用的商业信息、为新企业建立提供积极帮助并

协助立项。伯尔尼经济发展局官员提供免费的初期咨询。我们的网址是：

www.berneinvest.com。网站将向您展现一个全面的伯尔尼州，并介绍伯

尔尼经济发展局提供的各项服务。

伯尔尼，中国企业最佳投资城市

来瑞士和首都伯尔尼吧！宽松的劳工法、较低的社会成本和低于

欧洲平均水平的企业税制——瑞士成为欧洲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

并非毫无原因。在这里，你可以自由地实现自己对企业的期望。

伯尔尼州完美地坐落在瑞士的心脏地带，位于日内瓦和苏黎世之

间。无论经商或休闲，伯尔尼都是最佳之选。

位于首都伯尔尼的瑞士联邦大厦



中国和瑞士的生态旅游

去年十一月份，来自中国和瑞士的科学家和实干家们参加了在瑞士圣加仑

大学举办的一次大型科研会议，该会议的中心议题为生态旅游的措施和目

标。会上，与会者根据来自两国的众多范例对生态旅游事业中至关重要的

成功因素以及环境、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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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此次科研会议的成员包括十位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和实干家以及十一

位来自瑞士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他们以集体研讨会的形式报告了

迄今为止各自取得的研究成果。讨论的中心主题是就各自在旅游业的生

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方面所取得的认识进行相互

交流。

瑞方与会成员的报告主题有消费者眼中的可持续性旅游产品、气候变迁

框架下的生态效益、从各利益群体的角度看可持续性旅游的局限性和潜

力等，他们将这些主题定位为研究重点。然后他们又做了关于“网络公

园”这一项目的报告，所谓“网络公园”是一个移动信息系统，可以为

那些在瑞士国家公园里散步休闲的游客们提供信息服务。

中方的研讨会成员在讨论中则介绍了四川省的风景、生态和经济现状，

并且报告了当前在发展该地区生态旅游方面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研究课

题和研究结果。以世界著名的四川各大景点为例，大家还提出了很多问

题，其中包括关于大力发展旅游业对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和旅游景点

的战略建设等问题。

中瑞参会成员合影

盛誉全球的“罗马俱乐部”成功迁徙到瑞士温特图尔市

“罗马俱乐部”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术、文化、经济和政治领域的

代表人物组成的非商业民间团体。意大利人	Aurelio	 Peccei	和苏格兰人

Alexander	 King	于1968年创办该社团，旨在创造适于人类居住和可持续

发展的未来。1972年以后通过大量有关“增长极限”的报道，“罗马俱

乐部”受到全球范围内的关注。由“罗马俱乐部”成员自发定期出版

的学术研究报告“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也成为研究世界局势的重要

参考资料。

为促进相互了解，并为以后的进一步合作奠定基础，与会双方最后还

根据报告中所提到的研究范例就两种文化之间的共同之处和存在的差

异进行讨论并得出结论。这次具有专业水准的交流研讨会的另一个

意义在于,可持续性生态旅游在中国依然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

而瑞士学者们早就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并且已经在实践中获得初步成

果。可持续性发展是中国最新五年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可持续性生

态旅游也被视为提高中国民众环保意识的一种合适的手段。

“罗马俱乐部”的主导思想是持久发展，关照全世界人类及其后代的

需求。它所代表的观点是全球性的，明确反对短期和以偏概全的思维

及行为方式。它希望尽可能多地影响大众，使其为人类的持续发展而

改变他们的行为。

该俱乐部的高级执行委员会在2008年4月决定将其总部办公地点从

德国汉堡迁到位于瑞士大苏黎世经济区的温特图尔市。俱乐部总裁	

Eberhardt	von	Koerber	先生如是阐述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温特图尔市

已经由一个工业基地转变成一个服务、文化和知识中心，该城市拥有

优秀的连接国际和国内的交通网络。我们俱乐部还可以依靠当地的智

力资源继续扩大我们在全球的工作。”俱乐部秘书长	Martin	 Lees	先生补

充道：“我们将在温特图尔市创建一个以未来题目为主题的全球中心，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气象保护、能源和自然资源的保护、环球化对就业

和生活水平的影响等”。

温特图尔市市长	Ernst	 Wohlwend	亲自参加了迁址谈判。市政府全体成

员完全认同“罗马俱乐部”的发展目标。来自	Robert	 und	Ruth	Heuberger

基金会的一笔巨额启动资金为这次迁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罗马俱乐

部”落户温特图尔市提升了该市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竞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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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北京奥运会“瑞士屋”

即将召开的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将是中国有史以来主办的最大国

际盛会。瑞士将通过这个难得的盛会在中国展示其独特的魅力，12

家瑞士企业也将有机会在“瑞士屋”中充满吸引力的奥博园内展现

自己。在琉森经济发展局的横幅下，人们还能看到5家位于琉森的

成功企业，他们已在中国开展业务。

对考虑在瑞士，或与瑞士做生意的中国企业来说，2008年北京奥运

会“瑞士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使他们可以与来自瑞士—

这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中心的官员及专家进行交流。

2008年北京奥运会“瑞士屋”旨在为来自瑞中政治、商业领域的高

层人士提供会晤场所，并可作为瑞士奥运代表团、官员、运动员和

中外公众增进相互交流的绝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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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11日，中国新任驻瑞
士联邦特命全权大使董津义向
瑞士联邦主席帕斯卡尔·库什
(Pascal Couchepin) 递交了国
书。董大使是天津市人，出使瑞
士前曾任中国外交部办公厅主
任、驻意大利共和国特命全权大
使兼驻圣马力诺共和国特命全权
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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