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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新闻 

瑞士国库黄金知多少   
历来奉行保守机密的瑞士人, 也有一吐为快的时候。瑞士中央银行最近罕见地披露了瑞

士国家黄金储备总量及黄金储藏的国家。据瑞士中央银行公布的数据, 瑞士国库现有黄金 1040

吨。按照目前瑞士法郎汇率, 上述黄金价值约 460亿瑞士法郎。瑞士国库黄金 1040吨中的 70%, 

储藏在瑞士本土, 20%在英国, 10%在加拿大。选择英国和加拿大储藏瑞士黄金,考虑到这两个国

家政治和经济稳定等因素。在此公布之前,人们普遍猜测大部分瑞士黄金可能储藏在美国。因

此才有瑞士政党要求进行公民投票把储藏在国外(美国)的黄金调回本国。正是针对这个传言, 

瑞士中央银行才破天荒地公布有关黄金储备情况, 防止传言蔓延蛊惑人心。  
 

消息来源: 瑞士法文报纸 LE TEMPS, 2013年 4月 27-28日第 19页, 经本刊编辑 

 

瑞士外汇储备又获升值   
瑞士外汇储备在 2013 年 4 月底达到 5190 亿瑞士法郎。但是处于动态中的外汇储备,其存

量和价值取决于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在瑞士外汇储备中, 有相当比例欧元和美元。2013 年第一

季度瑞士法郎汇率下跌, 使得瑞士外汇储备中欧元和美元升值。仅此一项, 瑞士外汇储备就有约

110 亿瑞士法郎收益。但是, 好日子并非总是对瑞士人开口笑, 瑞士人也有落泪的时候。譬如, 

2011 年, 由于汇率原因, 瑞士外汇储备有 26 亿瑞士法郎亏损。2010 年前九个月, 在瑞士中央银

行干涉外汇市场, 将瑞士兑换欧元汇率固定在 1.20瑞士法郎兑换 1欧元之前, 瑞士外汇储备已经

产生了 270亿瑞士法郎亏损。此一时彼一时, 管好外汇储备绝非易事。  
 

消息来源: 瑞士法文报纸 LE TEMPS, 2013年 4月 30日第 17页, 经本刊编辑 

 

瑞士名表在中国销售出现下滑  
据瑞士手表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出口中国大陆手表同比下滑 26%，而中东及

欧洲市场，尤其德国和英国市场销售良好，所以瑞士手表整体出口小幅增长 2.3%。近年来瑞

士名表公司不断在中国开店，如今一些厂家发现，名表销售势头下滑，出现库存积压，甚至不

得不关店。瑞士名表爱彼 (Audemars Piguet) 首席执行官弗朗索瓦-亨利·本纳明(François-

Henry Bennahmin) 说：“我们在中国市场销售将会减缓，因此每一步都得更加谨慎。” 爱彼在中

国开了 22家店，其中 6家已经关张。 

 

报道援引咨询公司麦肯锡研究称，下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 越来越多喜欢旅游和

富有中国人在海外购物。中国奢侈品消费约 50%发生在海外。爱彼表首席执行官弗朗索瓦-亨

利·本纳明说：“如今，在巴黎开个 50 平米的店比在中国开设一个 50 平米的店更有意义。” 

瑞士手表品牌帕玛强尼 (Parmigiani Fleurier) 创建人米歇尔·帕玛强尼 (Michel Parmigiani) 说：

“有人急于进入中国市场，没有考虑中国人在海外购买需求，海外购物可以避免交昂贵税金。”

另一个重要因素则可能与中国政府反腐行动相关,这一行动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打击赠送昂贵礼

品。去年以来，一些中国官员因配带价格高昂名表被网民曝光。这些被戏称为“表哥”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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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随后调查中，大部分都被证实存在贪腐问题。为了拓宽民意监督渠道，中国反腐纪检部

门已经设立了专门网络举报监督专区。 
消息来源:: 新华网 2013年 4月 28日讯, 经本刊编辑 

 

瑞士全国人口逾八百万   
据瑞士联邦统计局数据, 到 2012年 12月 31日, 瑞士全国人口达到了 8 036 900 人。较之

2011年, 增长了 1%, 即 82 300人。2012年人口增长, 其中自然增长 (新出生人口) 17500人, 余下

64800 人为外来移民。截止到 2012 年, 外籍人占瑞士全国人口比例上升到 23.3%. 较 2011 年上

涨了 0.5%。  
 

消息来源: 瑞士法文报纸 LE TEMPS, 2013年 4月 26日第 8页, 经本刊编辑 

 
 

 

国内动态  
金价暴跌又上涨：“中国大妈”博弈金融大鳄 

2013 年 4 月 15 日，黑色星期一 , 黄金一天大跌

20%，世界哗然！大量中国民众冲进最近店铺抢购黄金制

品，一买就是几公斤，他们被称作是抄底黄金市场的 “中国

大妈”。 
 

据人民网援引的数据称，自金价下跌以来 10 天内，

中国内地投资人以 1000 亿人民币，鲸吞了实物黄金 300

吨，约占全球黄金年产量 10%。而受市场需求强劲影响，纽 

约黄金期货价格上周大幅上升 4.2%，收于每盎司 1453.6美元，这一涨幅为 2012年 1月以来最

高。 据香港入境处资料显示，4 月 28 日约 12.1 万内地旅客抵港，较去年同期 9.7 万人上升

24%。4月 29日这一数字增至 16.2万人。香港媒体报道称，多个金铺门口出现排队等候开门的

场景，其中多是内地游客。不少内地游客大手笔买入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金饰。  

 
  今年 3月开始，英国巴克莱银行、加拿大丰业银行、法国兴业银行、德意志银行以及美

国高盛银行先后下调关于黄金价格预期。五大银行集体唱空，再加上美联储对 QE 报告利率态

度暧昧都暗示，这场“黄金大劫案”似乎不简单。这场做空或许是为了驱逐货币走进股市，提振

经济复苏，或许是为了显示美元可靠地位。但没想到，大量亚洲民间买家充分买进，势头持续

不减，竟然与国际金融大鳄看空势力形成对冲，金价止跌回暖。4 月 24 号，高盛提出暂停做

空。有人说，高盛懂黄金，却不懂抄底的“中国大妈”。  
 

消息来源: 信息时报 2013年 4月 30日讯, 经本刊编辑 

 

中国第一部旅游法   
据媒体报道, 2013年 4月 25日,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第一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该法分为 10 章 111 条款。从此, 中国人和外国人在中国旅游将有法

可依。  
 

消息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3年 4月 26日第 4页, 经本刊编辑 

 

中国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加紧建设   
据报道, 国务院办公厅今日发布了 2013 年 « 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 » 。根据该安排, 推

进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化建设, 重点加快婴幼儿配方奶粉和原料乳粉, 肉类, 蔬菜, 酒类, 保健食品

电子追溯系统建设, 并在 2013年底前, 完成建设国家食品安全信息平台。  
 

消息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3年 4月 27日第 4页, 经本刊编辑 

“五一”小长假期间，广州不少大妈阿婆

到商场买金。信息时报记者 冯今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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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服务 
 

在瑞士购置房产首期付款问题  
  

 在大多数人在瑞士购买房产时会遇到两个基本问题 : 1) 如何筹措约房款的 20%的首期付

款 (简称首付) , 2) 与银行谈判余下的 80%贷款。 我们在本期中与读者交流第一个问题, 在下期

涉及第二个问题。 

 

  解决首付最好的办法, 是自己存有相当于房款 20%的储蓄。 但是, 并非所有的人在购房时, 

都已经具备了 20%储蓄, 尤其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或夫妇。没有办法, 就要找办法来解决, 否

则购房永远是梦想。 

 

 根据实际情况, 下列几个方法或途径可供考虑或选择。 
 

1) 利用第二养老金的一部分。但是参加工作不到五年时间的人, 能够动用的第二养老金金额

十分有限。 

2) 父母可能的赠与。 

3) 家中可以抵押的财产, 如土地, 或其它不动产。  

4) 第三方可能提供的私人借款。 

5) 增加其他人的银行贷款额度。譬如, 父母亲住房, 经过若干年偿还, 银行贷款已经低于

50%。假若父母亲手中没有现金, 可以通过提高银行贷款比例, 即增加贷款, 为子女购房提

供首付。父母增加贷款产生的利息, 可以由子女担负, 也可以由父母自己承担。提高贷款

的份额, 需要对父母的房产根据现在市场价值, 进行新评估, 以确定其现有价值。银行根据

房产现有价值, 才可以确定可能提供的最大贷款金额。   
 

消息来源: 瑞士法文报纸 TOUT L’IMMOBILIER , 2013年 4月 15日第 12-13页, 经本刊编辑 
 

信息交流 

信息平台 
为活跃华人社会，交流信息，方便大家在瑞士生活，工作和学习，我们专门设立了分类广告

栏。如租房，买房，卖房，教师授课，寻求服务，华人企业，餐厅转让等等。根据广告尺寸，最低

收费 20 瑞朗。希望大家以最少费用取得最大效益，达到目的。欲刊登广告信息的朋友，请在每月

25日前与我们联系，以便及时登出。 

 

欧亚音乐会预 告 
2013 年 5 月 17 日晚, 在日内瓦 VICTORIA HALL 音乐厅举办一场欧亚古典声乐音乐会, 

由中国, 日本, 瑞士和法国著名音乐家联合演出。日内瓦市内四个售票地点, VICTORIA HALL

音乐厅和 FNAC 同时出售演出入场票。本事务所也将协助并直接售票, 联系人王秋云。欢迎大

家垂询并购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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