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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读者：
瑞士的高等教育主要由十二所公立大学和七所联邦高等专业学院，也称
为应用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组成；科研
机构有四所联邦研究所和享受政府补贴的四所独立学院。大学和科研机
构分布均匀，覆盖瑞士全国，形成不同层次�不同专业领域的教学和科
研网络。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和洛桑联邦理工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名
列前茅。
大学和高等专业学院培养的是教师�科研人员和工程师，高等商业学校
培养的则是企业的高层管理人才。在经济�技术全球化的过程中，要求
具备改革创新和市场方面知识的经济�商业专业人才显得极为重要。如
果一个中国的公司想要在欧洲站稳脚跟，就需要这样的在当地受过良好
教育的专业人才。瑞士的圣加仑大学�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是全球
最好的商业�经济管理学校之一，是许�年轻人向往学习的很好选择。

瑞士－全球战略焦点

《金融时报》MBA学院排名
一流的商业学院面向亚洲
如何从瑞士的低税率中获益
瑞士��部部长访问中国
成功案例
中国优秀�业先锋瑞士考察团
动态关注 关于我们

如果说瑞士的经济特点是“高精尖特贵”，那么“质量”�“创新”�
“追求卓越”是瑞士教育和科研的代名词。正是由于瑞士高水平�高质
量而又与实际紧密联系的教学和科研，每年为瑞士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各
类人才，保证了这个国家在激烈的竞争中始终占据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前
沿和科学研究高端的一席之地。
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要培养更�的高层次人才，瑞士的经验值得我
们学习和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瑞在教育和科研领域的合作有着广
阔的前景和未来。
黄颖

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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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MBA学院排名
教育�科研和创新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随着创
新产品的不断涌现，各类市场营销活动日趋热烈，社会福利也
随之而丰富，经济得到持续发展。开拓新兴市场需要的不仅是
相关的管理能力，还需要专业化的市场开发技巧。在新兴市场
的拓展方面，这尤其是决定成功和失败的关键要素。著名的商
学院在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培养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
文首先将深入剖析《金融时报》评定的“MBA学院排名”，
然后将向大家介绍两家优秀的瑞士高校。

然而�在两年制的MBA课程方兴未艾的时候�一年制的课程已�
开始在美国�步发展并流行起来。兼职MBA和远程MBA课程也开
始广泛开展。
随着对M B A需求的日益广泛和全球商业��水平的普遍提高�
M B A教程的内容也�步趋于国际化。计划参加M B A学习的学员
目前需要综�考虑以下因素�如学校距离的远近�课程时间的长
短�相关特设课程等等。对于MBA的课程并没�一定之规�各学
院提供一系列各具特色的不同课程供学员选择。

工商管理硕士（MBA）

《金融时报》全球MBA排名

目前�提供MBA课程的商学院在教育行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MBA�
即工商��硕士�是一个得到国际认可的�专为学生和继续教育人员
进行工商��领域的专业技能培训的重要学位。它的课程设置旨在帮
助学员获得�业��等高端职位所需的实战技能。尽�如此�MBA
的价值不仅限于“商业”领域；在�共�政府�私营机构以��它领
域�MBA学员们同样在��和领导职位上发挥作用。

《金融时报》每年将�布全球MBA排名�此排名�上海的排名相
似�但它是M B A课程的专业排名。至2007年,《金融时报》已连
续9年�布此排名�同时�布的还�《高层��培训课程（无学
位）》排名。此排名包括3类商学院：提供�开入学课程���特
设课程�和两种组�课程的商学院。�开入学课程面向对此课程
�兴趣的任何�业的员工开放。参加排名的课程不得短于3天。�
�特设课程是根据某��的要求�向此��的一部分员工提供度
身定制的专门培训和发展课程。2家提供�开入学课程的学院和
67家提供��特设课程的学院参加了调查。参加调查的学院�须
符�一项标准：2006年�相应课程的收益不得低于两百万美元。

MBA是目前最流行的专业学位课程�世界各地�超�200个MBA
课程在同时授课。我们首先介绍的是20世纪之交美国大学提供的
MBA课程�这时期的课程设置主要以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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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瑞士的欧洲领先商学院
排名前两位的学校分别是美国的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和美国的哈弗商
学院。排名前10 位的商学院中只�两家在欧洲而不在美国。 一家是
瑞士的洛桑国际��发展学院�排名第三。在高级��培训课程的综
�排名中�洛桑国际��发展学院排名欧洲第一�这是根据���特
设课程排名第二和�开课程排名第五的综�排名。
�次�瑞士圣加仑大学�开课程在全球排名中居第23位(欧洲范围内
排名第10位)�引人注目。这些教育机构对外国��雇用�格员工至
关重要。一方面�毕业生了解当地和欧洲市场；另一方面�他们大部
分来自国外�英语或者中文是他们的母语。因此�他们是两种不同文
化沟�的重要桥梁�也是取得市场成功的关键因素。
对高等教育的投资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来源：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传统排名依据两种不同的调查：电话访问和由每家参加调查的商
学院在线填写统计数据。在调查的初期�参加排行评定的商学院
要提供他们最佳客户的联系方式。对这些最佳客户将进行关于这
家商学院的电话访问（主要访问）�如果被访问人同意�电话访
问也会涉�12个月内为他们提供培训服务的第二家商学院（次要
访问）。电话访问将由专业市场调研��进行。电话访问中被访
问者将对课程的多方面情况给出1-10的评分。

关于国家或大学的创新潜力的统计数据表明�瑞士一直为科研和教
育投入大量的资金。近6%的瑞士GDP被用于教育�位居世界领先国
家之列。只�斯堪地纳维亚的国家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高于瑞
士。 人均教育支出全球范围内只�美国高于瑞士。�他“���作
�发展组织”的成员国家�如德国��国�意大利�英国等在此方面
远远落后于瑞士。

而且�《金融时报》定义了三类��特设课程�每类�不同的权
重。权重按降序排列如下：
战略课程：课程设计针对���业战略的决定和影响
综�课程：侧重于��运行相关的综���
特定功能课程：特定功能� 例如营销
调查问卷的权重会因被访问者的职位高低���的规模和为该��
提供个性化课程的商学院数量不同而�所区别。排名评选中前11个
标准的数据来源于电话访问�这将占评分80%的权重。而最后个
标准的数据来源于商学院提供的统计数据�占20%的权重。
���特设课程排名相同��开课程的排名也使用两种调查的数
据：由参加该课程的学员在线填写的调查表和由参加评选的商学
院在线填写的统计数据。
在线问卷调查结束后�将对由高级和普�学员填写的调查问卷上
的数据进行比较。两种调查问卷的数据将被分别计算。最终两种
计算结果将按0/0的比重进行组��并为占最终排名80%比重的
前10个评选标准提供数据。来自商学院的统计数据将�成最终6个
指标�并在最终排名中占20%的比重。
在两个排名中�对表格中第一部分的计算包括前一年或前两年(如
果可能)的数据。两年数据所占比重是:�如果学校已�参加了
3年评比�三年数据的比重是0:3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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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商业学院面向亚洲
圣加仑大学
位于瑞士的圣加仑大学 (HSG) 是一所一流����������
的���������
拥有管理，经济，法
律和社会科学专业的欧洲大学。她是第一所同时获得美国国际管
理教育协会(AACSB)和欧洲管理教育改进系统(EQUIS)双认证的德
语授课大学。
在金融时报2007年的行政管理教育排名中,圣加仑大学作为德语授
课大学的唯一代表在欧洲最顶尖的18所商学院中排名第11位。在
德国高等学校发展中心2005年排名中(CHE 2005), 圣加仑大学也
是欧洲德语国家中的顶尖学校之一。她在瑞士是排名第一的商业
管理和经济大学。
良好的就业机会
建立于1898年����������������������
的���������������������
圣加仑大学通过其与瑞士及国际公司的合作与企
业建立了一个紧密的网络。学校还提供用英语授课的全日制工商
管理硕士(MBA)课程和不同的行政工商管理课程(EMBA)。全球超
过18000人的校友网络和良好的就业机会: 瑞士最大的560家企业
高层管理人员中的25%拥有圣加仑大学的学位。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来源：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成立于1990年1月，由两所商学院合

和中国有广泛的联系

并而成。其前身是1946年Alcan先生在日内瓦创立的国际管理学院

圣加仑大学拥有一个中瑞发展研究中心 (CSSC-HSG)。中瑞发展
研究中心通过自身专家与外部合作伙伴的合作能够提供中瑞合作
背景下所有问题的全面综合解决方案。
圣加仑大学公共服务和旅游学院 (IDT-HSG) 受托负责中瑞公共管
理培训项目第三阶段的运作。至2008年将有总计超过600名中国政
府官员在瑞士和欧洲其它国家接受培训。
圣加仑大学通过其亚洲研究中心的存在拥有了一个欧洲领先的亚
洲管理学研究平台。
从2007年秋季开始圣加仑大学将为来自欧洲以外国家的学生提
供额外的学习名额。初期每年将为来自象中国，新加坡，印度和
拉美地区等焦点国家的学生提供总计50个硕士阶段的学习名额。
(www.unisg.ch)

（IMI），和1957年Nestlé先生在洛桑创立的国际经济管理与发展学
院（IMEDE）。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是当下世界著名的企业经营
管理培训学院。
每年大约有8，000名来自超过98个国家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报名
参加20多个公开招生的企业经营管理培训课程（包括MBA和EMBA
强化课程）和公司特设课程。目前，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已经有
35%的学员来自亚洲，这其中就有10%是中国人。
事实上，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学员来自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各个
领域，涵盖了年轻的经理人到世界顶级集团的董事会成员。课程采
用英语授课，颁发MBA和EMBA等学位。
学校拥有52位来自全球20个国家的全职教师，这些教师都是各自领
域内公认的权威人士。这些教师在授课的同时，还进行商业分析与
研究，并大多担任著名大公司的经济顾问。
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教学根植于其基础研究之上。目前正在进
行70多个项目的研究。教学人员确保研究与实际管理相关，并为学
院的课程不断注入新鲜内容。
最近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在上海浦东设立了研究中心，这将有助
于实现其东西方管理系统的和谐融合的目标。
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研究策略包括对经理人在中国经商或在中
国寻求国际市场机会时遇到问题的研究。研究结果将成为学院在洛
桑的全球会议中心课堂上的学习内容，使世界范围内的经理人从对

圣加仑大学

来源：圣加仑大学

该区域当前商业环境和困境的最新研究中受益。



瑞士 - 全球战略焦点

如何从瑞士的低税率中获益
较低的公司税税率

增值税/产品销售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7

众所周知�瑞士吸引了很多著名的跨国��在�设立欧洲总部。瑞士
以语言的多元化而闻名�基础设施的高效性更是位居世界之首。这两
个基本条件可以确保贸易的成功�而�税收制度更是锦上添花�瑞
士是一个仅对境内收入征税的低税国。实际上�许多��在初期仅在
瑞士�一间小办�室�只是拓展欧洲市场的贸易��。瑞士的贸易�
�自中国��购买货物然后销售到欧洲市场��常这样的贸易收益按
8%-10%的税率征税。
较低的增值税税率
虽然瑞士不是欧盟成员国�除了较低的��税税率外� 瑞士的
7.6%标准增值税税率是欧洲最低的。由于瑞士不属于欧盟�所以不
受欧盟增值税指令关于标准税率在1-2%之间的约束。瑞士较低
的增值税税率对于那些不能�全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业非常�
吸引力（如控股��或金融�业）�这是吸引诸多��将�欧洲总
部设在瑞士的又一�利因素。
�欧盟增值税指令相比�瑞士的增值税�是最容易执行的税�之
一。尽�瑞士的增值税�不受欧盟增值税指令�辖�但�许多增值
税概念�欧盟相同�而且瑞士关心贸易�业的税务当局不断�善增

来源：毕马威2007公司税率和间接税率调查报告

值税制度。
在欧盟注册
增值税在货物进口并被使用的国家缴纳。如果一家中国����
设在瑞士的贸易��在欧盟开展业务�就涉�欧洲的增值税�这
是任何一家在欧盟从事贸易活动的��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当
然�设在瑞士的��仍然可以利用欧盟增值税指令提供的简化方

式。例如�自中国进口的货物可以用船运到一个传统的欧洲港
口�如汉堡或鹿特丹。为了推迟进入欧盟时应缴纳的增值税和
关税�可以利用在港口的保税仓库�这在欧洲是一种惯用的方
式。因为保税仓库是不用缴纳增值税和关税的区域�保税仓库
内的任何交易都免征增值税和关税。
结论
概括地说�瑞士贸易��可以同时享受瑞士低�
�税税率（8-10%）和低增值税税率（7.6%）的
优惠�在进口货物到欧洲时�可以考虑利用保税
仓库推迟缴纳增值税。如果�要�瑞士贸易��
也可以很容易地在欧盟注册。

Sarah P P Chin (陈莎拉）
增值税合伙人 苏黎世KPMG
Phone: +41 44 249 45 63
Fax: +41 44 249 49 60
Email: sarahchin@kpmg.com

莎拉是苏黎世KPMG主管增值税的合伙人，有15
年的间接税经验，主要研究瑞士和其他国家间的
跨境增值税问题，以及公司在瑞士经营或者重组
时涉及到的有关瑞士和欧盟的增值税筹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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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经济部部长访问中国
今年7月瑞士联邦委员����
、瑞士经
济部部长���������
多丽斯·洛伊哈德女
士率瑞士经济代表团对中国进
行了访问，此行主要目的是为
了签署瑞士与中国间的自由贸
易协议。
瑞士经济部部长多丽斯·洛伊
哈德女士7月8日至14日对中
国的访问加强和巩固了瑞中两
国在多边和双边领域的合作。
此次访问中多丽斯·洛伊哈德
女士和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
以及中国政府相关官员举行正
式会晤，双方就进一步改善瑞
士公司在中国发展的框架性协
议进行了磋商。多丽斯·洛伊
哈德女士还访问了成都，并与
当地政府探讨了外国公司如何
加入和推动中国西部大开发建
设。代表团一行最后一站访问了广州。

瑞士联邦委员、瑞士经济部部长多丽斯·洛伊哈德女士

来源：瑞士经济促进署中国联络部

“政治应充当经济在国外市场开拓的先锋”，联邦委员多丽斯·

一些国家。自由贸易协议的目的是以WTO和多哈回合的多边协议�
为

洛伊哈德这样阐述此行的任务。为吸引有潜力和有意向的中国公

立足点，确立区域物流、技术服务、投资、贸易和知识产权的中心地

司入驻瑞士，并在瑞士设立区域总部和控制中心，联邦委员多丽

位；并解除贸易障碍，如关税、税收和未规定的义务以促进贸易，实

斯·洛伊哈德女士还参加了瑞士经济促进署在北京和广州组织的

现共同经济增长和优势互补。同时通过加入自由贸易协议也可增强本

商务活动。2007年7月8日联邦委员洛伊哈德女士率团与中国商务

土企业竞争力。

部部长薄熙来进行正式会晤，并对瑞中双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发
布官方声明。此次对话将对瑞士经济在中国非物质产权的保护产
生深远意义。

中国和瑞士虽然在经济结构上存在差异（瑞士服务过剩，中国产品过
剩），两国期待通过自由贸易协议实现互利互惠。

此外，联邦委员多丽斯·洛伊哈德女士还出席了瑞士著名化工企
业Lonza为其新建成制药产品厂房举行的中国传统落成剪彩仪式。
当地政府代表、瑞士工商代表和中瑞媒体记者陪同出席了此活
动。

与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会谈
此行倍受瞩目的还有联邦委员多丽斯·洛伊哈德女士与中国商务
部部长薄熙来针对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会谈。双方约定将开始进
行相关的可行性研究。
自由贸易协议是瑞士对外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除WTO
框架下的多边贸易和双边市场开放政策。瑞士现已签署的14个自
由贸易协议已形成了覆盖每个欧盟成员国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网
络。不仅涉及欧洲��������������������
，�������������������
还有地中海地区、亚洲���������
、��������
北美洲和南美洲的

瑞士经济部部长多丽斯·洛伊哈德女士与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会面

来源：key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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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AGCO 集团在瑞士 设立新的欧洲总部
AGCO 集团作为世界范围内致力于拖拉机、收割机和农机配件的开发、
生产和销售的大型企业公布其欧洲总部在瑞士的成立��������
。�������
第一批工作人员
将于今年入驻欧洲中心，预计到2010��������������
年�������������
将逐步完成必要的初期投入。
1990年成立的AGCO集团是一个世界级的农业机械及其配件生产商。
销 售 网 络 遍及 全 世 界 140多个国家并拥有
3200多个经销商。旗下的著名品牌有：
AGCO, Challenger, Fendt, Gleaner, Hesston, Massey Ferguson, New Idea, RoGator,
Spra-Coupe, Sunflower, Terra-Gator, Valtra 和 White Planters，公司总部位于美国乔
治亚洲的德卢斯。2006年度公司净产值为54
亿美元。

诺华斥资3亿瑞郎在巴塞尔发展降压药，并增加了80个新的工作机会
全球著名的制药企业巨擎诺华集团将扩大经营规模，正式投产各类降压
药。诺华最近共投资约3亿瑞朗以加强诺华在瑞士的化工生产, 为巴塞
尔地区新增了近80个就业机会。
此外，诺华在瑞士新建工厂系诺华在瑞士的九大所在地之一，约有
12000个员工。作为安全设备最大的买家，诺华集团间接地为瑞士提供
了超过50000个工作机会。诺华集团同时为研发机构提供了大量的商业
机会：诺华每年约投资200亿瑞朗用于当地的研发项目。而诺华集团在
瑞士的Basel, Schweizerhalle, Stein und Nyon等地设立的生产基地也有
大量的出口：过去的几年
中他们的出口额达到了222
亿瑞朗，相当于瑞士同类
产品总出口额的12.5％。

谷歌在瑞士继续扩张
坐落在瑞士苏黎世的谷歌欧洲研发中心于2004年正式运营。谷歌把欧
洲乃至全球的大量优秀软件工程师、高级程序编制员和高级电脑专家
招聘到瑞士的研发中心解决各类技术问题。
谷歌目前已经为其今后的实质性扩张打下了基础。它在苏黎世的中心
地区租用了一座五层的办公大楼，加强在瑞士的招聘力度，并建立了
研发基地。谷歌现在苏黎世有近200名工作人员，其中占
很大比重的是技术领域服务的软件工程师，而且这个比重
在不远的将来还将继续提高。
苏黎世拥有居于欧洲中心的地理位置。其方便快捷的交
通、收费低廉的劳务居留审批以及世界范围内评比���
中��
最高
水平的城市生活质量是谷歌把美国本土以外的最重要的公
司总部设在苏黎世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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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企业先锋瑞士考察团
2007年6月3日至9日，一支高端中国国际化企业家代表团在瑞士经济
促进署的安排下，对瑞士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此行的主要目的是
在中国国际化企业中提升瑞士作为欧洲最佳企业驻地的国家形象。
代表了10家公司的15位总裁、董事长、首席财政官及副总裁参加
了此次瑞士考察活动。10家公司分别来自公路和矿山建筑、化工制
药、IT及贸易等多个行业。瑞士驻华特命全权大使丹特 · 马提内利
先生亲自为中国企业家们签发了邀请函。
此行的主要目的如下：
1、向世界先进的全球化企业学习、取经
2、与瑞士高层的政治、经济领袖建立广泛联系
3、亲身感受作为最佳企业驻地的瑞士
向领先者学习
瑞士信贷集团副总裁Hans-Ulrich Doerig博士
来源：瑞士经济促进署中国联络部

瑞士经济促进署与知名机构和成功的全球化企业合作，通过一系列
内容详实的研讨会，向中国企业家代表介绍了在欧洲获得商业成功
的关键因素。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向中国企业家代表介绍了

为一直贯串活动中的管理诀窍的交流和传递十分有效。与瑞士洛桑

其编著出版的《世界竞争力报告》，并对在欧洲进行商业选址须考

国际管理发展学院院长Peter Lorange会谈、参加瑞士信贷集团副

虑的因素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在洛桑的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全球总

总裁Hans-Ulrich Doerig的特邀午宴都是此行的亮点。特别是与瑞

部，中国企业家代表聆听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如何创建成功

士联邦委员会委员兼经济部部长多丽斯·洛伊哈德女士的交谈，令

品牌”的讲演。罗氏制药公司向代表们诠释了长期研发工作对其长

绝大多数的参与者难以忘怀。巴塞尔州的2位部长在其历史悠久的

达一世纪的企业持续增长的重要意义。瑞士信贷在其关于瑞士银行

市政建筑中举行的欢迎会是与政界高层建立联系的另一契机。在苏

的研讨会中，介绍了国际客户可以享受的多种金融服务。普华永道

黎世的最后晚宴上，中国驻瑞士总领事李晓驷和瑞中经济协会主席

会计师事务所则向代表们介绍了卓有成效的全球化商业架构。最后

库尔特·哈里的亲切接见引发了代表们的热烈讨论。最后，中国驻

一场研讨会在瑞士的桑蒂斯山峰上举行，会议涉及了欧洲人力资源

瑞士经济商务参赞王贺亮的热情欢迎及随后可谓此行中最可口的中

管理及中欧薪酬差异等相关议题。代表团还参观的瑞士著名手表品

国餐，值得在此特别提及。

牌雷达表的总部和生产基地，并与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就品牌经
营、智能化管理等题目进行了交流。
与瑞士高层政治、经济领袖建立广泛联系
中国企业家代表们十分重视此次与瑞士高层建立联系的机会，并认

亲身感受作为最佳企业驻地的瑞士
此次瑞士之行特别安排使用瑞士现有的多种不同公共交通工具，如
公共汽车、船舶、火车、有轨电车、缆车、飞机。诸如从日内瓦到
洛桑的豪华游轮，巴塞尔的城市观光，苏黎世独特的有轨电车，桑
蒂斯山之旅，使代表团成员领略了以生活质量全球最佳而闻名的瑞
士。通过对雷达表公司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访问，以及两家
公司对瑞士工作环境的介绍，代表们对在瑞士从事商务活动有了全
面的认识。
总而言之，“瑞士经济促进署2007中国优秀企业先锋瑞士考察
团”为进一步了解中国企业家和高级管理者，以及中国企业向欧洲
扩张时的需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共同度过的6天时间，与企
业家们实地的讨论，可能是最行之有效的提升瑞士作为最佳企业驻
地的国家形象的方式之一，这与增加瑞士就业机会、投资、税收收
入的目标相一致。

瑞士经济促进署2007中国优秀企业先锋瑞士考察团成员
来源：瑞士经济促进署中国联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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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关注
瑞士资源和投资推介会—福建
2007年7月3日和5日，“瑞士资源和投资环境推介会”分别在福建
省福州、厦门两市成功召开。瑞士经济促进署，福建省对外贸易经
济合作厅、福州市人民政府、福建省工商业联合会，福州市对外贸
易经济合作局，厦门国际商会和厦门市青年企业家协会联合组织了
此活动。
福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梁建勇先生、瑞士驻广州总领事聂伟先
生(Werner Nievergelt)和厦门市贸促会会长林树溪先生分别在福州
和厦门的会议中致词，瑞士经济促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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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华明中国瑞士中心负责人
柯思婷�����������������������������������
女士���������������������������������
（Kerstin Heidrich）、瑞士地方代表等高级官员和跨国
公司的专家就财务、税法和生产力等方面议题做了专题演讲。共约
190家当地企业参加了福建推介会。

中国登山人成功征服瑞士最高峰
为了更好的让中国游客了解瑞士的山地旅游资源，宣传“瑞士阿尔卑
斯山地旅游年”，应瑞士国家旅游局邀请，瑞士旅游形象大使、著名
登山人王石先生、香港攀山训练中心总教练钟建民先生和曾五次登顶
珠峰的藏族登山队员阿旺于2007年7月2日赴瑞士挑战马特宏峰。由
于当地气候变化原因，登山团队临时改变计划，挑战瑞士最高峰——
杜富尔峰（海拔4634米）。7月8日，登山团队正式向杜富尔峰发起
挑战并于当地时间11时30分成功登顶，并于下午4时返回采尔马特。
这是首次内地和香港登山人联手成功登上瑞士最高峰。
7月9日晚瑞士国家旅游局在采尔马特举办成功挑战瑞士第一峰庆功
宴。瑞士国家旅游局副局长Urs Eberhard先生，瑞士国家旅游局中
国区主任Simon Bosshart先生，采尔马特旅游局副局长Daniel Luggen先生和中国国家旅游局驻苏黎世办事处副主任罗卫健先生，以
及来自京、
沪、穗、港
的 媒 体 、企
业家登山队
和登山助威
团共约70人
出席了此次
活动。
供稿及查询：
瑞士国家旅游局
2007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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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 10 8532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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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於1856年，我们一直专注为客户带来更多新观点。不但了解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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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出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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