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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欢迎您的光临！

在今天的全球化市场条件下，经济领域的竞争异常激烈，这就要求经营者必须具有经

过深思熟虑的全球市场战略。企业驻地的选择是该战略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您在做出

决定时必须考虑该区位具备哪些可促使企业成功的关键性要素及区位自身的优势所

在。同时您也须得将可能蕴含的风险因素和不确定性降至最低。瑞士是欧洲最具优势

的经济区位之一。对此我们深感骄傲。国外的直接投资对于一个国家保持和提高其国际

竞争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可以将最先进的科技和高资质的工作人员引入该国。

我们的国家具有市场条件自由、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稳定以及拥有面向未来的科研

等优势，这使得我们的国家无论对于本地企业还是外国企业而言都可谓是一个开放、高

效的经济区位。本书是我们所出版的投资指南的缩略版本，在本书中我们会向您介绍关

于瑞士经济、企业和个人生活等领域的基本信息。本书所提供的背景信息和联系方式

可以让您和您的智囊团获得关于瑞士的总体印象，从而简化您做出投资决定的过程。阅

读本书之后，您将会了解到在瑞士成立公司是何等简单方便。

如果您已经选择了瑞士作为您在欧洲创业和发展的基地，那么您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

一定会得到瑞士各州和地区经济促进机构的专业支持。我们也同样欢迎非直接投资商

的企业家来瑞士。

我谨保证上述内容属实。

	 多丽丝		• 	洛伊特哈德	(Doris Leuthard)
	 瑞士经济部部长	

	 瑞士联邦委员会联邦委员	

	 	

瑞士 - 为您打开欧洲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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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经济稳定

瑞士的联邦式国家行政结构具有高效率的特点，这种结构使得各州都在很大程度上拥

有自主的政治决定自由和行政自治权。各领域的决策过程和政策制定过程都因此而得

到简化。

世界著名的高校和科研研发机构

科技更新的速度越快，科研能力在经济实体的区位要素中所起的作用越重要。瑞士是

世界上科研活动最活跃的国家之一。

高劳动生产率与高生产质量和高服务质量相结合

瑞士属于世界范围上劳动生产率最高的经济实体之一。

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在瑞士，知识产权通过一个国际合同网络得到保护。如果按人均比例计算，瑞士获得诺

贝尔奖者比例在世界上最高。

负担适中的税制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瑞士的纳税负担适中。此外瑞士的征税机制中还存在各种财政调

节可能性。

一流的基础设施

国际评级机构已经证实，瑞士的基础设施属于世界上最发达、最可靠的国家之一。瑞士

拥有非常现代的IT基础设施和最先进的技术辅助手段，这为研发新科技提供了最佳的

前提条件。

瑞士十大区位优势概览

国内生产总值 1		 CHF 5320亿
国民收入人均 1	 CHF 54421
通货膨胀率1		 	2.4%
失业率 1			 2.6%
常住人口	(2007)2	 759.35万	

2008年主要经济指标

信息来源	
1	 瑞银，经济调查
2	 联邦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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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的资本市场和高度专业的国际银行体系

瑞士是世界最大的金融基地之一，其排名甚至在伦敦、纽约或者法兰克福之前。	

瑞士的银行和证券市场为企业投资行为提供绝佳的融资可能性。

战略性的经济区位和科研区位

在瑞士，欧洲科技产业群聚集和融汇了各种文化、科学和自由的经济环境。

高生活质量

瑞士的住房水平能够满足最高质量的需求。个人安全和私人领域何时何地都有保障。	

瑞士的健康医疗体系堪称世界最高水平。

专业支持和经济促进

瑞士有一系列具有非常吸引力的融资支持可能性，投资商在此可以拥有多种选择。联邦

经济促进机构，或者说官方的对外经济促进机构	—	瑞士经济促进署osec和经济界以
及各州政府紧密合作以保障投资促进工作的实施。投资商在瑞士可以直接与最重要的

联系单位和联邦机构联系。准投资商在整个投资过程中都会得到各种专业支持。

瑞士在 2008-2009 年度的指数报告所
调研的 134 个国家中名列第二。

详细信息请见：

www.weforum.org

全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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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瑞士工作的欧盟公民已达到85万人，占瑞士所有就业人员总数的20%以上。作
为贸易伙伴，瑞士是欧盟第三大供货商和第二大客户。

瑞士虽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是瑞士和欧盟之间所签订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

协定使得瑞士和欧盟成员国之间实际上实现了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通。这些协定使得

瑞士完全融入欧盟市场，并且同时拥有面向欧盟市场49.1亿顾客的准入通行证。与此同
时瑞士还依然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

瑞士和欧盟

关于双边协定的详细信息请见：

www.europa.admin.ch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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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地理位置及其联邦制的结构使得这个国家成为各种不同文化和语言的融合汇集

地。瑞士有四门官方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士语。英语在瑞士使用范围也很

广，并越来越成为瑞士最重要的职业语言。同语言一样，瑞士在文化上也具有独一无二

的多样性。

瑞士具有长期稳定的政治条件、自由的市场环境和乐于合作的、对企业友好的政府机

构，这样的投资环境非常适合来自境外的直接投资。这正是众多全球知名企业将其总

部、生产基地和科研基地迁至瑞士境内的原因。

 

瑞士的各大城市

城市 城市

苏黎世	 358540人

日内瓦	 179971人

巴塞尔	 163521人

伯尔尼	 122658人

洛桑	 119180人

温特图尔	 96462人

圣加伦	 71126人

卢塞恩	 58381人

卢加诺	 50603人

比尔	 49353人

图恩	 41642人

信息来源：2007年各城市常住人口统计	
瑞士联邦统计局

政治稳定

Zurich

Geneva

Basle

Berne

Lausanne

St. Gallen

Lucerne

Winterthur

Lugano

Thun

Biel

/苏黎世

/日内瓦

/巴塞尔

/伯尔尼

/洛桑

/温特图尔
/圣加伦

/卢塞恩

/卢加诺

/比尔

/图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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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稳定的购买力、低通货膨胀率、长期低资本成本、优良的投资环境、健康的公共融

资和鲜见罢工等条件保证了瑞士经济的繁荣和稳定。

瑞士经济的强劲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瑞士与境外其他国民经济的紧密联系。瑞士

国内市场的局限性使得瑞士企业很长时间以前就开始寻找境外销售市场并精心经营，

境外市场往往成为瑞士企业最重要的销售市场。对于这些企业而言，欧洲市场遥遥领

先于其他市场，为瑞士企业最重要的市场。五分之四的商品进口和接近三分之二的货物

出口都是与欧盟国家进行贸易的。在欧盟国家中德国是瑞士最重要的传统贸易伙伴，紧

随其后的是意大利和法国。

虽然瑞士相对而言是个小国家，但是瑞士属于世界20个最重要的出口国家之一。瑞士人
均出口额在世界排名表上也是名列前茅。

经济稳定

瑞士外贸发展（单位：百万瑞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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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项调研显示瑞士是世界最具创新能力和最利于企业发
展的国家之一。此外，在获取未来增长型行业中的新技能和新科技方面瑞士也位于世界

前列。

瑞士的教育体制适于培养创新意识

教育在瑞士有史以来就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从瑞士在其中小学校、综合性大学和应用

技术大学所进行的财政投资水平之高就可以证明教育所受到的高度重视。瑞士独特的

双元制教育系统使得教育形式实现多样化，从以实践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到综合性大学

教育，一应具备。瑞士的综合性大学和应用技术大学以其一流的水平和高学术标准闻名

于世。众多享有盛誉的私立学校和国际学校更完善了瑞士的教育体系。瑞士创新促进

办公室 (KIT)，作为一家官方融资机构，专门为创新性的科研成果实现从实验室到市场
的高效快捷的转变提供支持。另外，KTI还为由高校和私营企业共同参与研发的应用型
科技提供资金支持。

大量的研究工作

在全球范围内，瑞士的学术机构无论是在基础研究领域还是在应用研究领域都享有极

高的科学声誉。这种盛誉并非只归功于大学和经济界之间的紧密合作。瑞士在科学研发

活动中所进行的投资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近 3%。整个国家中的研究费用有四分之
三来自私营经济。

如今，要开展大型的研究项目则必须以多国合作为前提。瑞士在与外国伙伴共同开展研

发项目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尤其是在同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合作方面。瑞士同欧盟之

间的相关双边协定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前提保障，并为科研合作设计了明

确的程序与方式。瑞士与亚洲的国家也签订了科研协定，如与日本和印度。

杰出的科学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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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属于世界上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国民经济体之一。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世界排名

第六，人均购买力名列世界第七位。瑞士名义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50500美元，
远远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高出德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4%，高出奥地利30%。而瑞
士国内生产总值中有接近十分之七来自于服务行业，这就是瑞士的“成熟”国民经济

的写照。

瑞士劳动力市场具有自由的劳动法律，雇主和雇员之间关系融洽，规章限制少、社会

福利持续稳定等特点。

劳动者的福利保险由劳资双方共同支付。国际对比调研证明，瑞士的雇员的工作积极

性最高。瑞士以中小型企业占多数，在这些企业中员工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并且都积

极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而奋斗。相应的，企业生产率就高。

瑞士劳动者劳动生产率高的另一个原因是法律规定的最长总工作时间。下面的表格

显示各国年工作时间长度对比。

全球领先的劳动生产率

年工作时间长度

新
加
坡

美
国

瑞
士

英
国
	

	意
大
利
	

	日
本
	

荷
兰

比
利
时

比
利
时

德
国

法
国

21
29

19
27

18
86

18
56

18
0818

32

17
63

17
48

17
47

17
25

15
82

信息来源：合作咨询与科技集团(CCT SA)，日内瓦，
2008年8月
(www.cc-t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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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是瑞士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基础。按人均比例计算，瑞士获得诺贝尔奖

者比例在世界上最高。以每十万公民所申报的专利数计，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均申报专

利数目超过瑞士。瑞士人的出版物也是世界上被引用最多的。

各地区性中小学和高校以及联邦中小学校与高校，与世界著名的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

院(IMD)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以及洛桑联邦理工学院一起，为研发新科技提供了极佳
的环境。药物学、生物科技、医学科技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的领头企业都在瑞士设立自己

的研究实验室，他们都受益于瑞士在科技进步方面所具有的巨大潜力。

瑞士通过签订一系列国际合约使得知识产权得到保护。此外，瑞士以其极具吸引力的税

收制度为具有高度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提供支持，即在征收收入税时采用高效率的征

税方式。

瑞士作为纳米科技基地的魅力

 “瑞士在教育和技术诀窍领域坚持高技术标准，各个层面的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为

上都精益求精，包括从职业教育层面一直到吸引全世界专业人士和研究者的科学界最高

成就层面，求精精神到处存在。这使得瑞士成为一个极佳的纳米科技区位。”

海因里希		• 	罗尔博士，因发明扫描隧道显微镜，获得198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知识产权保护

大学教育

调研指标取值范围：0-10

新
加
坡

加
拿
大

瑞
士

美
国
	

	瑞
典
	

荷
兰
	

德
国

英
国

法
国

日
本

8.
19

7.
96

7.
54

6.
74

6.
55

6.
25

5.
62

5.
29

7.
94

4.
18

信息来源：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
	《2008	全球竞争力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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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环境是您为企业选择注册地时所考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瑞士给企业提供相当便

利的税收环境，整体税收负担适中。在联邦层面，征收总税率为8.5%的收益税。如果将
州层面和乡镇层面的收益税也算上的话，那么税率的范围从7.8%到25%。相对于其他
欧洲国家，瑞士的这个税率体制是相当灵活的，征税负担适中。为了控制税收争议问题，

瑞士税收机关通常会为企业预估收益额度，并以此为基础征税。如果某一企业集团在

瑞士实施企业协调功能和管理功能（比如技术支持、行政支持或者科学支持，包括研究

行为和广告行为），那么被征税的收益额度通常会确定为所有间接费用成本的5%。

颇具吸引力的结算税收体制

瑞士签订了大量适用于所得税和财产税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从而允许返回结算税。

另外，瑞士对于向外国企业支付的利息或者专利许可费用不征收结算税，并且瑞士也没

有《受控外国公司法》(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 CFC)。瑞士税制具有额外吸
引力的一点是，根据相关投资项目在瑞士所带来的新工作岗位的数量，企业可以获得联

邦层面、州层面和乡镇层面的全部或者部分减免所得税和财产税，减免年限可达10年之
久。

乐于合作的税收机构

除了只征收较低税率的收益税之外，瑞士传统上就以其纳税人和税收机关之间的合作

性和建设性关系而闻名。为了减少将来可能出现的税收风险，瑞士尽可能地充分利用税

务预估的可能性。

税收激励

不同国家的企业收益税

中
国
香
港

瑞
士

奥
地
利

丹
麦

	荷
兰

英
国

瑞
典

德
国

美
国

日
本

17
.5

21
.3

3

25
.0

0

25
.0

0

25
.5

0 28
.0

0

28
.0

0

32
.8

2

35
.0

0

40
.8

7

信息来源：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
	《2008全球竞争力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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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使得企业在瑞士的运作更为简单轻松。

电信

对于很多投资商而言，投资地的电信系统情况是在选址时所考虑的三个最重要因素之

一。对于投资商而言，瑞士在电信行业持续的高投入是他们很乐于见到的。信息企业和

经营电子商务业务的企业都认为瑞士的基础设施是世界一流的，能够满足他们企业在

电信方面的高水准要求。

鉴于这些高品质服务的存在，人们也就不用惊讶于为什么瑞士的商用电脑和个人电脑

用户及互联网用户是欧洲最多的。

房地产

房地产市场可以提供充足的建筑用地和地产为新商业行为所用。在过去的几年中，瑞

士大大放开了对境外人员的地产限制。

交通

便利发达的交通系统是瑞士吸引投资商的又一大亮点。无论是在国际交通方面，还是

在地区间交通方面，瑞士的公共交通系统都是高度发达便利的。瑞士有三个国际机场，

苏黎世、日内瓦和巴塞尔，商务人士可以任选其一。这三个国际机场都有直飞欧洲和海

外目的地的直航飞机。

融资

在瑞士证券公司SWX上市的企业，都受益于瑞士颇具吸引力的税收结构和诸多允许机

构式投资人进行高风险股票投资的公司法案。1999 年中期SWX专门针对新兴增长型企
业的特别需求开设了新市场。为了支持新兴的增长型企业，瑞士开设了大量科技园和企

业孵化中心。

一流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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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生物科技产业的特点是创新、增长和多样性。坐落在瑞士的那些世界知名的生命

科学企业、高品质的综合性大学以及应用技术大学都是促成瑞士能够建立运作良好、

生气勃勃的生物科技产业群的有利因素。现在瑞士已经是欧洲第五大生物科技基地。

生命科学企业包括从领先的跨国企业直到以高校分支的身份起家的新兴创新型企业。

这个行业具有绝对的多样性，囊括了在生命科学的各领域从事研发的企业。

微技术行业和纳米科技具有的高经济潜力

微技术和纳米科技属于最具创新潜力的科技产业之一。瑞士恰恰在这些领域拥有大量

的技术诀窍和科学成果。瑞士的高技术教育标准以及科学领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性传

统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创造一个颇具吸引力的环境。

不断发展的市场：瑞士的环保科技

环保科技行业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与国际水平相比，瑞士在预防二

氧化碳排放量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回收量处于世界第三位。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瑞士也

是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的国家之一。瑞士的环保法规和法律是由政府和私营经济

界共同制定的。于是双方共同达成的解决方案既在经济上具有效益性，又有利环境保

护。

医学科技创新的理想条件

瑞士具有出色的学术机构，且在技术行业有丰富的经验。这些前提条件使得医学器材和

精密仪器的研发能够在瑞士获得世界领先的研究环境。而瑞士高工作效率的登记系统

和认证系统则使得新产品能够快速获得市场准入，如此的高速是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

实现的。瑞士的医学科技行业包括500多家专门经营顶级科技产品和高附加值服务的
企业。联邦对企业的支持，如医学科技创意项目等，是医学科技行业的一个重要增长因

素。

ICT-创新的开放式市场

瑞士在技术研发方面摇摇领先，尤其是在信息科技和通讯科技领域。在通讯科技领域，

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瑞士每100位居民中就有69位享有电
讯连接服务。

新科技和新科技产业群

融资性的后台服务企业和环球共享服

务中心 (SSC)为同属一个组织的多家
商业单位在提高商业效率和税收效率

方面提供支持服务和企业运作服务。

环球共享服务中心负责服务的成本管

理和质量管理，具有自己独立的、专用

的资源。SSC通常会与其内部客户签
订合同（服务水平协议），合同中通常会

就相关服务参数达成协议，包括成本、

时间和质量等。

现有的商业环境是环球共享服务中心

在决定选择瑞士为基地时的一个非常

关键的因素。瑞士提供的是开放式的、

自由的和充满竞争的商业环境，在这样

的环境中环球共享服务中心能够最好

地实现繁荣。

环球共享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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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cially chocolate with high cocoa content 
can vary enormously in terms of quality – 
 immediately noticed when tasted. 

Creating finest dark ChoColate is an art. Decades of expe-
rience, great skill, dedication and passion and the selection of the finest 
raw materials and highest quality ingredients are needed to create the 
quintessential dark chocolate pleasure. An art that the Lindt Master 
Chocolatiers have perfected for over 160 years and you can experience 
this craftsmanship with Lindt Excellence.

all the PoWer of CoCoa
Especially chocolate with high cocoa content can vary enormously in 
terms of quality – immediately noticed when tasted. These differences 
already begin at the selection of the cocoa beans. The type and origin 
of cocoa are fundamental prerequisites for the high quality of Lindt 
Excellence 70 %. Hand-picked fine cocoa varieties are predominant-
ly used, which only grow in selected harvesting regions in South and 
 Central America. These beans are very rare and they only amount to 
five percent to the global harvest. Their aroma is particularly intense 
and responsible for a wonderful, long-lasting taste – one of the characte-
ristics of Lindt Excellence 70 %. The Lindt Master Chocolatiers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fermentation of the cocoa beans, as it is not 
until this process, that the cocoa beans release their precious aromas. 
Upon their arrival at Lindt the cocoa beans are gently roasted according 
to a traditional and strictly confidential procedure. Profound knowledge 
is required to roast each cocoa bean va-
riety at the correct setting, because only 
this individual treatment will ensure that 
every cocoa bean can develop the full 
aroma. After the roasting, the beans of 
different origins and stages of maturity 
are mixed in an optimal ratio according 

to a secret blend to deliver the ultimate diversity of aromas. This blen-
ding is a decisive process for the final taste of the chocolate, for which 
decades of experience and great skills are required. The Lindt Master 
Chocolatiers belong to the very few experts worldwide who have per-
fected this art and up to this day, the Lindt Master Chocolatiers roast 
the cocoa beans themselves. This is one of the many quality criteria that 
make Lindt Excellence so exceptional and inimitable. Finally, the beans 
are ground to thousandths of millimetres in size and processed with 
other ingredients. This enables the famous smooth melting consistency 
of Lindt chocolate and prevents a sandy feeling on the tongue.

the seCret of the ConChe
If there is one inarguable quality that makes Lindt Excellence so su-
perior, it would be its tender melting sensation – when it softly melts 
on the tongue and gently caresses the palate. This now famous melting 
sensation is the creation of one man, Rodolphe Lindt, who in he year 
1879 invented something revolutionary to the chocolate world – the 
invention was the conche, its process conching. The chocolate is stirred 
and warmed in the conche up to 72 hours. These many hours of con-
ching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the high quality of the chocolate. 
During conching, the solid and liquid components blend together and 
each individual particle is coated with cocoa butter and moreover, the 
conching causes the undesirable bitter elements to volatilise. The long 
conching process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li-
cious and intense aromas of the cocoa and helps to distribute these aro-
mas evenly among the entire chocolate mass. This results in the smooth 
symphony of over 400 different aromas, for which Lindt Excellence is 
so famous. Finally, the brown gold is poured into chocolate moulds and 

carefully packed. The especially thin 
tablet format enhances the full flavour 
sensation on the palate. The perfect 
shine, the crisp snap when breaking, 
the soft sharp scent and the bittersweet 
aroma make Lindt Excellence 70 % an 
inimitable pleasure. 

70 % is not just 70 %

Lindt_210x297mm_Ad.indd   1 19/06/2009   9:5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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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所能提供的生活质量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比拟。

瑞士拥有完善的卫生医疗体系，是更加安全的国家

在瑞士几乎没有那种人口密集的大型居住社区。无论在哪儿，孩子都可以自己去往学

校，而无须成人陪伴。由于瑞士的居住结构主要是非集中的、大空间的，因而即使是在

上下班高峰时段都很少发生交通拥挤的情况。

由专业医学人士提供高质量的卫生医疗服务，并拥有知名的医疗机构和顶级医学研究

机构，因而瑞士是全球健康医疗体系最好的国家之一。由公立医院和私营医院组成的密

集网络能够确保在瑞士的每片土地上，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最高质量水平的医疗服务。瑞

士在卫生医疗领域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10% 左右。

高质量的独呢栋房和单元房

瑞士的房地产市场上有大量的房屋可以出租或者出售。不管是在市中心还是集中居住

的地方，居住结构都是一目了然的。瑞士的居住环境非常舒适。从居住消费和购买力之

间的对比关系看，瑞士的居住消费在欧洲是很便宜的。

地理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

瑞士的文化和体育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因而能够满足不同人群各异的品味需求。

除了国际闻名的重要活动，如卢塞恩的音乐周、蒙特勒的爵士音乐节或者洛迦诺的电影

节等，每年还会有很多其他的小型节庆以及其他文化和体育活动。

多家高品位的博物馆也会常年举办国际性的、国内和地区性的艺术文化展览，展览范围

也包括一些见证工业产品发展的收藏，如钟表展和纺织品展。

对于热爱自然和爱好运动的人士而言，瑞士的山水湖泊常年都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去处。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有众多的体育协会，涉及各色各样的体育运动形式，如自行车

或者滑雪运动、帆船运动、登山运动、骑马等等。

无可比拟的生活质量

www.swissinfo.ch

在这里您可以获悉一切您想了解的

瑞士信息	

www.myswitzerland.com

这是瑞士旅游局的网页

信息

国际大都市生活质量对比

城市 排名

维也纳 1

苏黎世 2

日内瓦	 3

温哥华	 4

奥克兰	 4

杜塞尔多夫	 6

慕尼黑	 7

法兰克福	 8

伯尔尼 9

悉尼	 10

信息来源：美世咨询公司，2009年
全球生活质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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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经济促进署是在中国提供关于瑞士作为企业和经济区位的相关信息的中心联系

处。该办公室设在瑞士驻北京大使馆内，以信息和文件等方式给中国企业和投资商提供

支持，并邀请他们参加各种活动。另外，那些有兴趣在瑞士建立公司的投资商和企业家

可以在免费的咨询活动中获得很多关于瑞士区位条件和相关促进机构的重要信息，以

及瑞士各地地方联系伙伴的联系方式。

初步信息

提供初步信息的目的在于宣传关于瑞士作为企业驻地的最新信息和重要的基本情况。

这些信息通过大量的宣传材料、互联网、投资商热线、媒体旅游以及直接面向个人的信

息讲座活动等形式传播。

基础咨询

瑞士经济促进署	(osec)在基础咨询中对外国投资商提出的各种专门性和各异性问题予
以解答。在此项工作的实行过程中，(osec) 与来自私营经济界以及各州经济促进机构网
络的合作伙伴紧密合作。

具体咨询

瑞士经济促进署向您提供具体咨询、具有资质的分析和经过认证的联系方式，陪伴您

走上选择瑞士驻地的成功之路。具体咨询服务由私人专家提供，咨询方需缴纳相关费

用。

量身定做的支持服务

瑞士经济促进署中国联络部

c/o 瑞士驻华大使馆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东五街 3 号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 7536
传真：+86 10 6532 2736
电邮：bei.swissinvest@eda.admin.ch
www.osec.ch

联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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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zerland.
Trade & Investment Promotion.

阿尔高州		 www.aargauservices.com
内阿彭策尔州		 www.ai.ch
外阿彭策尔州		 www.wifoear.ch
伯尔尼州		 www.berneinvest.com
巴塞尔郡和巴塞尔市	 www.baselarea.ch
瑞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局 www.dews.com
弗里堡州		 www.promfr.ch
日内瓦州		 www.geneva.ch
格拉鲁斯州		 www.glarusnet.ch
格劳宾登州	 www.awt.gr.ch
汝拉州		 www.eco.jura.ch
卢塞恩州		 www.luzern-business.ch
纳沙泰尔州		 www. www.e-den.ch
下瓦尔登州		 www.nwcontact.ch

上瓦尔登州		 www.ow.ch
圣加仑州		 www.location.sg.ch
沙夫豪森州		 www.economy.sh
索洛图恩州		 www.locationsolothurn.ch
施维茨州		 www.sz.ch/wirtschaft
图尔高州		 www.wiftg.ch
提契诺州	 www.copernico.ch
乌里州		 www.ur.ch/wfu
沃州		 www.dev.ch
瓦莱州	 www.vs.ch
苏黎世州	 www.awa.zh.ch
瑞士大苏黎世经济发展局	 www.greaterzuricharea.ch
楚格州		 www.zug.ch/economy

瑞士各州的经济促进局

瑞士	-	您在欧洲的最佳企业驻地	
2009年8月
发行数量：7000 份

Copyright ©	瑞士经济促进署版权所有 2008

瑞士经济促进署总部地址	
osec 
Stampfenbachstrasse 85 
P.O. Box 2407 
CH-8021 Zürich
电话： +41 44 365 51 51
传真： +41 44 365 52 21
info@osec.ch

咨询热线:	010 8532 7536
www.osec.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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