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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主题

无边境游览瑞士
和欧盟

亲爱的读者

我很高兴地看到您对瑞士怀有
如此浓厚的兴趣
怀着兴奋与敬意之情，我十一月初来到北京赴任瑞士驻华大使这一新职务。之所以兴奋是
因为我身处在一个历史悠久和底蕴深厚的文化圈的中心地带；之所以心中充满敬意是因为
中国之地大物博，情况之复杂，对于像瑞士这样的一个小国而言其实是巨大的挑战。
过去几年中选择在瑞士安家落户的跨国公司或者欧洲企业数目大幅上升，其中最关键的原
因在于瑞士在各方面都具有区位优势，如地处欧洲心脏地带、重要的交通枢纽地位——不
管是空中交通（瑞士国际航空公司现已推出上海和苏黎世之间的直航航班），铁路交通还
是汽车交通、法制安全、大量先进科技、一流的大学、上层的生活质量、有利企业的政策以
及隶属于申根国家等。中国的游客和商界人士如今可以凭一个签证游遍几乎整个欧洲大
陆。这些区位优势使得瑞士成为令国外企业和外国投资商非常感兴趣的经济区位。

顾博礼 (Blaise Godet)

在此祝您在瑞士马到成功，并期待与您进行合作。如果您有问题，我们随时乐意为您解答。
我们的团队包括：瑞士驻北京大使馆、瑞士商业促进中心、瑞士驻上海总领事馆以及驻广州
总领事馆。

顾博礼 (Blaise Godet)
瑞士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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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2日瑞士开始实施《申根-都柏林协定》中关于
实行边境人员自由往来的协议。随着该协定的实施，作为非
欧盟成员国的瑞士在很多领域中也成为了欧洲大经济圈的
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对于位于欧洲或者瑞士的企业，还是对
于在欧洲或瑞士逗留的游客而言，瑞士成为申根协议国都
意味着巨大的实惠。

员国而在另一欧盟成员国内开展银行业务以及保险业务和储蓄业务
等，而无需面对庞杂烦琐的手续。同时内部市场机制也采取措施以保
障各国的顾客无论选择哪一家银行、保险公司或者投资公司都能获得
同样的保护。这些措施中包括加大欧洲港口服务之间的竞争和提高欧
洲航空业务的效率。欧洲内部市场中的激烈竞争和企业扩张的可能性
使得欧洲企业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世界领先的地位。世界规模最大的
100家企业中有32家来自欧盟。同样，世界前100家大型商业银行中有39

《申根-都柏林协定》源于1985年由欧洲五国在卢森堡的小镇申根共

家来自欧盟，世界前100个最具价值的品牌中则有27个属于欧盟国家。

同签署的协议，根据该协议五国在其共同边境区域废除人员往来的边
境检查。如今申根协定的宗旨在于取消欧洲范围内的关税壁垒。经过

瑞士作为欧洲经济圈的一部分

多次扩展迄今已有30个国家签署了《申根协定》，瑞士为其中一员。到

瑞士地处欧盟的心脏地带，与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法国相邻，是具

目前为止实施该协定的国家共24国，其中22国为欧盟成员国，另外两

有特殊地位的非欧盟国家。瑞士通过与欧盟签订众多的涉及不同领域

国冰岛和挪威皆为非欧盟国家。瑞士于2008年五月通过全民公决批准

的双边协议来充分受益统一经济圈的好处，同时又可以避免欧盟内部

加入该协定，并于2008年12月12日起正式实施，由此瑞士成为申根条

统一市场上的弊端。欧洲内部市场具有约5亿名消费者，属于世界第三

约国中的第三个非欧盟成员国家。

大经济区。欧盟内部原先存在众多贸易壁垒，如不同国家在程序法规
和监管法律规范等方面的差异，都得到消除并被共同的程序、标准和

欧洲经济圈的优势地位

规定所取代。瑞士已经施行或承认很多的欧盟法规。瑞士和欧盟之间

1968年时欧洲内部就建立了旨在推进自由贸易的关税联盟。从拉普兰

所存在的最显著的差别在于货币不同，但在国际贸易中瑞士也是接受

省到西西里岛，从葡萄牙的大西洋岛屿到欧盟的东部边界，企业都无

欧元的。尽管如此，瑞士作为独立于欧盟之外的国家还能够向外国企

需缴纳关税。建立关税联盟同时也意味着，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

业提供欧盟成员国所无法提供的各种具有关键作用的区位优势。这些

商能享受到更加优惠的条件。如果按相应规定商品需缴纳进口关税，

优势中既包括税收优势，又包括政治稳定和世界模范的专利保护等等

那么不管进口渠道是港口、机场、街道还是铁路，所应缴纳的关税税

优势。

额都是一样高的。进口商可以以批发的形式一次进口大量商品入欧盟
境内，然后根据客户所在国将货物分装。他们无需非得经由比雷埃夫
斯港才可以将货物运往希腊，也不是非得经由马赛才可以将货物运往
法国。实际上他们经由这两个港口既可以向港口所在国运送货物，也
可以将货物送达位于另一国的目的地。这样的工作条件使得企业的工
作效率更高，产品价格更加具有竞争优势，从而改善消费者选择的可
能性。
通过建立欧盟内部市场使得原来的边境贸易检查由建立在互信、发货
和收货核查基础上的体制所取代。由此促进了各国对其他国家所实施
标准以及各种科技水平的信任。同时阻碍服务产业跨境作业的壁垒也
得到拆除。建立内部市场的目的在于保障所有的欧盟国家在公司法、
会计条例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从根本上保持一致。这样就使得企业
更容易在整个欧盟内部开展业务，并在企业运作方面实现效率最大
化。在原先的跨境资金往来中存在的壁垒逐步得到消除，不管是涉及
到企业投资、储蓄、留学还是旅游等方面的资金往来。对于金融机构
而言，欧洲内部市场的建立使他们能够更加简单的实现落户某欧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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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根协议纪念碑，卢森堡

瑞士在签署《申根协定》的同时，也签署了《都柏林协定II》。都柏林协
定统一规定所有申根公约国的难民避难政策，其目的在于限定每例避
难申请的验证只能由一个申根公约国负责。这样每名申请避难者都可
以确定其避难申请至少受到一个都柏林协议国的验证。由此可以避免
出现没有国家愿意负责验证相关避难申请的情况。

一个签证游遍欧洲
申根协定规定了单一的签证政策。申根区域内只需要一个签
证。持任何申根公约国签发的有效签证即可以自由进出所有
的申根公约国。但是这种统一的签证仅限于三个月以下（含三
瑞士与邻国之间的人员边境检查取消（列支敦士登除外）

个月）的短期居留。也就是说所谓的“申根签证”其实是典型
的适用游客或者商业人士的。长期签证或者工作许可签证则

瑞士作为正式的申根成员

依然由各国单独签发。

2005年瑞士全民公决批准通过《申根协定》和《都柏林协定》。到此时
为止就只剩下安全合作领域和避难申请领域还存在一些具体条约。

2008年12月15日，瑞士签发了第一张申根签证。新瑞士申根签

加入《申根-都柏林协定》给瑞士提供了一个加入涵盖整个欧盟的安全

证的持有者将不仅能在瑞士旅行，而且还可以在整个申根区

合作网络的绝佳机遇。鉴于结盟协议框架，瑞士即使不加入欧盟也是

域通行。同理，持中国护照者若持有其它申根国家签发的有效

可以加入其安全合作网络的。也就是说瑞士即使不接受欧盟的其他相

申根签证也可以自由通行瑞士，而不用再申请瑞士签证。

关规定也可以成为这个涵盖26国的安全合作网络的成员。2008年3月1
日起《申根-都柏林协定》的结盟协议正式生效。紧随瑞士之后，列支

新的瑞士申根签证的重要变化有：

敦士敦和塞浦路斯将于2009年加入成为申根国家。而保加利亚和罗马
尼亚两国也可能最早会在2011年加入申根协定。

- 新申请表
签证申请表可以从瑞士大使馆网站下载

加入申根协议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签证的简化。中国游客只需要一个
签证就可以在申根区内自由旅行。由于瑞士成为申根国家，位于瑞士

- 签证申请国

境内的中国公司工作人员在频繁往来欧盟国家从事商务活动时不再需

应申请哪国签证？

要另外申请签证（参见文章末尾处的文框）。这项优势更进一步提高

主要目的国 - 即签证申请国 - 的确定根据：

了瑞士作为欧洲地区总部基地的总体优势。另外瑞士成为申根国家同

1) 旅行主要目的地

时也简化了瑞士作为旅游国家的入境条件。到目前为止，游览欧洲的

2) 需停留最长时间的国家

中国游客通常会放弃顺路参观瑞士的打算，因为他们认为专门申请赴

3) 通过哪个国家进入申根区

瑞士签证太麻烦了。如今游客进入瑞士不仅不需要事先专门准备相关
申请入境的材料，连边检都将会被取消。

请看下列案例中对签证申请国的判定方法

外部边界，但是内部绝不再有边境

1) 为商务事宜来瑞士，并准备去法国和意大利旅游

一方面申根区内的所有边检被取消，而另一方面申根区与第三国之间

2) 旅游目的：在瑞士滞留3天，在法国和意大利各滞留2天

的外围边境地区依然设有边境检查。传统的各国边境之间的静态检查

3) 旅游目的：在瑞士滞留2天，在法国和意大利也各滞留2天

转变成了申根区外围边境的检查，并且大大加强外围边检。这样就形
成了一个大的区域空间，处于申根区最外层的各相关国家实行统一的

对第一种情况，申请申根签证时的主要目的地国应填写瑞士，

入境检查标准。同时申根区内各国边境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流动的警察

因为旅行的主要目的是商务事宜。第二种情况也应填写瑞士，

检查形式，这是对于外围边检措施的有力配合。

因为在瑞士的滞留时间比在另外两国都长。而在第三种情况
下，由于在3个国家的滞留时间都一样，则主要目的地国应填

加入申根协定，瑞士得到更多安全保障

写旅行时最初入境的国家。

申根协议不仅包括边防检查的内容，而且规定了一整套的措施。申根协
议扩大了协议国之间在安全领域里的合作，按照现实的需要在共同抵

- 申请程序

御犯罪方面进行协调。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是无国界的，但是警署的权

正常的申请过程一般需要5天，但可以办加急，加急签证的办

限只能在某国境内实施，不能在别国制裁犯罪。有了申根协议后各协议

理只需要2天。瑞士企业可以申请列入加急名单，这样企业的

国警署和司法部门之间能够更好地进行网络合作，从根本上简化并加快

员工就可以快速取得签证。

了国际合作。各国内部的安全因此得到了改善。协议国之间的合作经验
表明，国际间的跨境合作大大提高了国家安全保卫工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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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瑞交流

中国总理温家宝
访问瑞士
2009年1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正式拜会了瑞
士联邦主席汉斯-鲁道夫.梅尔茨 (Hans-Rudolf Merz)，联
邦副主席多丽丝 • 洛伊特哈尔德 (Doris Leuthard), 联邦议
员帕斯卡尔 • 库什潘 (Pascal Couchepin)，联邦民事务长
官兼联邦议员米舍利娜 • 卡尔米 - 雷伊 (Micheline CalmyRey) 以及联邦外交事务部长官。

图为温家宝总理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
（新华社）

关于经济合作的相关事项也同时被提及。会晤期间，双边签署了一项
新的双边投资保护协议。作为应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所作的部分努
力，中瑞双方决定开始一项关于在今年下半年创造双边自由贸易区的
联合可行性调研活动。在瑞士首都伯尔尼访问期间，温家宝总理和瑞
士联邦主席汉斯 - 鲁道夫 • 梅尔茨在友好的气氛中就中国和瑞士在
解决危机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和方法简要的交换了意见。梅尔茨对中国
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钦佩，同时他坚信中国经济持续增
长的前景一片光明。瑞士希望加强同中国的政策对话与实际合作。温
家宝总理表示中国非常重视同瑞士之间的深厚友谊，同时本着互相尊
重，互惠互利的原则开展更高层次的交流和扩大合作。瑞士是中国的
第十一大贸易伙伴，在欧洲的第六大投资国。去年，瑞士在华总投资额
达到了2.4亿美元，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12亿美元，中国对瑞士出口额为
39亿美元，中国从瑞士进口额为73亿美元。两位领导人都认为当前最
紧迫的任务是通过更加紧密的合作来度过经济危机。双方决定进一
步加深金融协作，扩大贸易与投资，减少贸易保护主义，并且促进国际

瑞士联邦主席汉斯 - 鲁道夫 • 梅尔茨于2009年1月27日在伯尔尼（右）亲切会见到访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
（新华社/姚大伟）

金融体系的改革。今后两国在科技，能源，环境保护，医疗制度和文化
方面增进合作。中国和瑞士同时签署了促进和保护投资方面的协议。

先生说。他进一步说，北京也准备好同欧洲一道为恢复国际市场的信

伯尔尼会晤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同包括外交部长，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

心而努力。温总理把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一些没有按照

会主任和商务部长一行同时前往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度会议。

经济模式来运作的经济系统。”温总理认为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

在世界经济论坛会议的第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对与会者

包括“低储蓄率和高消费的经济体系中的不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

说：
“从去年12月份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经济复苏的迹象，虽然

他同时警告要反对保护主义政策，将之形容为“损人不利己”。温总理

只是很小的一点迹象但是给了我很大的希望。”他指出银行贷款的增

用“信心之旅”总结了他的8天的行程，以“科学实际地度过难关的态

加，工业产品和消费价格的上涨。
“很多人怀疑中国是否可以保持稳

度”在欧洲人民面前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

定快速的增长率。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在座的所有人 - 我很肯定。”温

(稿件来源：新华社和 Swissinfo)

瑞士联邦主席汉斯 - 鲁道夫 • 梅尔茨 (Hans-Rudolf Merz)（右4）于2009年1月27日在
伯尔尼亲切会见到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右5）。
（新华社/兰红光）

6

瑞士 - 全球战略焦点 1/2009

中国贸易和投资促进团访问瑞士
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率领由100多位中国知名企业的精英组成的中
国贸易和投资促进团于2月25日和26日访问了瑞士，并与瑞士联邦副主
席兼经济部长洛伊特哈德 (Doris Leuthard) 共同出席了在瑞士苏黎世
举行的中瑞经贸合作发展论坛。
两位部长在论坛发言中共同表示在金融危机笼罩世界的今天，开放经
济政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是抵御金融危机的最佳方法。中瑞
两国将加强经贸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陈德铭部长与洛伊特哈德随后还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中瑞节能环
保领域经贸合作工作组的备忘录》，以进一步推动中瑞两国在生态园
区建设、节能降耗、污染治理、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经贸合作。代表团
中的中方企业与瑞士豪瑞和ABB等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这次中瑞企
业还签署了有关技术软件、先进电气设备和金属原料等方面的合作协
议，总价值约3-4亿美金。

陈德铭部长与瑞士经济部部长洛伊特哈德

陈德铭部长带领采购团来访瑞士是对于温家宝总理1月份的“信心之

中国采购团的瑞士之行圆满成功，中瑞双方都对未来的合作充满信

旅”的落实。陈德铭部长在记者招待会表示他很高兴在温总理访问瑞

心。记者招待会期间陈德铭部长风趣地说：
“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每

士的一个月之后，又来到瑞士这个美丽的国度，并能与老朋友洛伊特

1000人中有一个人戴瑞士表，那要戴多少瑞士手表。” 这句话虽说只

哈德再次就两国的经济合作问题进行洽谈。

是一句“戏言”，却也在无形中为两国的合作平添一份“乐趣”。
(稿件来源：新华社和 Swissinfo)

中国贸易投资促进团投资合作工作组访问瑞士
作为“中国贸易投资促进团”的重要内容和后续活动之一，由中国商
务部牵头组织的投资合作工作组于3月11日和12日在此访问了瑞士。

瑞士信贷银行 (Credit Suisse)、华为瑞士分公司 (Huawei Technology
Switzerland AG) 介绍了各自的业务情况和经验。汽车零部件、银行、
商务咨询、管道线路等２０多家瑞士企业参加了与中国企业的对口洽

工作组在瑞士访问期间参加了有瑞士经济促进署 (Switzerland. Trade

谈。

& Investment Promotion.) 、大苏黎世经济发展局 (Greater Zurich Area)

(稿件来源：新华社和 Swissinfo)

、日内瓦州经济发展局 (Geneva Economic Development Office) 、瑞
士信贷银行 (Credit Suisse) 、瑞士普华永道 (PricewaterhouseCoopers) 和瑞士GF公司等企业代表参加的“中瑞投资合作洽谈会”，寻找
中国企业到瑞士投资合作的机会。
瑞士经济促进署官员主持了洽谈会。他说，中
瑞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关系良好，双边
经贸不断加强。瑞士看好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势
头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愿与中国在机械、医药、
化工、医疗设备、生物技术和环保技术等瑞士
优势领域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
中国贸易投资促进团投资合作工作组组长、商
务部合作司副司长陈林表示，工作组此行的目
的就是到瑞士寻找投资合作机会，以实际行动
向外界传递积极信号，表明中国愿与世界各国
一道，通过相互开放市场，促进互利投资合作，
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诚意和信心。
代表团成员在莱因瀑布前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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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华特迪斯尼公司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建立研发实验室
在世界最知名品牌的排行榜上迪斯尼品牌名列第九。迪
斯尼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媒体娱乐公司之一，由华特迪士尼
(Walt D. Disney) 及其哥哥罗伊迪士尼 (Roy O. Disney) 于
1923年10月16日创建，创建之始公司形式为动画制作室，现
已发展成为好莱坞最大的动画制作公司，并拥有十一家主
题公园（香港迪斯尼乐园于2005年开始运营）的多家媒体网
络资产。
2008年8月华特迪斯尼公司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在苏黎世联合对外
公布建立迪斯尼电脑动画制作研发实验室的消息。此扩展项目由华特
迪斯尼公司图像-工程研发公司主席 Joe Marks 主持。他在接受采访
时解释了为何选择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作为理想的合作伙伴以及该
研发实验室的研发内容。
迪斯尼苏黎世研发中心主任格罗斯教授（左）和迪斯尼假想工程
研发中心总裁马科斯 （右）

Marks先生，为什么对于迪斯尼而言与高校进行合作很重要？
迪斯尼公司在各个业务领域都需要用到各种不同的科学技术，我们的
商业领域包括动画电影，体验和休闲主题公园，但同时也包括媒体领
域、游戏和ESPN体育平台。我们必须与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顶级研究

处理和应用科技方面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而后面提到的这些技术

人员保持紧密联系，以保障与竞争对手之间的距离，同时保障能够将

将来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指路明灯。他们能够预测未来趋势的能力无论

最新的技术应用到各个层面并对已有技术进行优化。

在过去还是现在对我们来说都具有高度的价值。

那么您是如何找到合适的研发合作方的呢？

在瑞士的新实验室工作的将会是哪些人员呢？

首先我们确定合作伙伴应为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并应具有与经济界

研发队伍将由约20名专家组成，负责进行应用型研究。研发小组将会

融合的研究氛围。此前我们就设想要在学术界找一家并非只将企业当

和信息工程系进行紧密合作，尤其是在图像加工和计算机动画等领

作资助来源或者只是想借机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市场的合作方。苏

域。研发实验室的负责人马库斯 • 格鲁斯 (Markus Gross) 本人也是苏

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ETH) 正是这样一个想要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ETH) 的教授。他将领导的这支研发队伍将由从世

的伙伴，于是我们就选择了他们。

界各地招聘的、并专门为此搬迁至瑞士的国际专业人员构成，这也是
目前国际顶级科研项目招人的惯例。

对于迪斯尼来说，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ETH)
在哪些学术领域实力特别强呢？

新研发试验室的科研重点在什么方面呢？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ETH) 除了在成像技术、计算机动画、计算机视

迪斯尼公司瑞士实验室的研发工作覆盖很多领域，如计算机摄影，即

觉、图像加工和图像测量等领域具有特别强的实力之外，他们在移动

设计能够推动真人动画电影技术的新一代电影摄影技术、或者用于
体验式和休闲主题公园卖点的视频展示技术。另一个核心领域是电脑
游戏，游戏中的人机互动不再是通过键盘，而是通过手势或者经由面
板和符号传递出的信号来实现。而我们的实验室对于科学界的一个
重要贡献还在于为教学提供服务。
大苏黎世区期刊2008年第2期 (Insight 2 / 2008, Greater Zurich Area AG)

根据点数据进行重建和3维立体几何分析
© Computer Graphics Laboratory, ETH Zu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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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新近落户瑞士
自去年十一月以来在瑞士境内首次有来自中国的银
行开展业务：中国银行 (Bank of China) 在日内瓦开
设分行。该分行将为那些拥有大量资产的中国及国
际上的私人客户提供服务。这家新开设的银行在日
内瓦共聘用40名工作人员。另外，中银（瑞士）基金管
理公司也将中国非政府机构和国际非政府机构以及
政府基金列为服务对象。此外，中银基金管理公司也
将管理中国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非政府机
构基金。中国银行是中国最大的银行之一，共有员工
22万名。
www.bankofchina.com

(从左至右)中国银行瑞士有限公司主席 Kenneth GE，中国银行集团总裁 Lihui LI，中
国银行瑞士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Jacques MECHELANY，副总经理 Xiaolu ZHANG

Tyco International 将注册地从
百慕大群岛迁到瑞士
泰科国际有限公司 (Tyco International Ltd) 于今日宣
布，其股东表决通过公司先前宣布的将驻地从百慕
大群岛迁往瑞士的决议，并计划在签署相关政府文
件后于下周正式执行。
泰科国际有限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TYC）是一个
多元化全球公司，其产品和服务行销全球60多个国
家。泰科是世界最大的电气、电子元件制造商和服务
商；海底通信系统的设计、生产、安装和服务商；也
是世界最大的防火系统和电子安全服务的生产商和
供应商；同时还是最大的流量控制阀门制造商。2007

图为新近迁到瑞士的泰科国际有限公司环球总部所在地

年，泰科的年收入超过180亿美元，全球雇员达到11
万8千人。

生命科学企业 PharMida 公司在巴塞尔建立
Midatech 集团是纳米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美国软件供应商 Pegasystems 公司
在瑞士开设欧洲分公司

的企业。该集团宣布已在巴塞尔建立子公司。新公
司名为 PharMida 股份公司，主营范围是研发药

美国服务企业 Pegasystems 公司总部位于美国马

物。PharMida 股份公司的目的是研发经临床验证

萨诸塞州剑桥市，主要提供软件解决方案来优化

有效的将金纳米粒子与药物相结合的形

企业业务流程。该公司的客户来自不同领域，如金

式。Midatech集团责任有限公司在研究、设计、合

融服务、保险业、生命科学领域以及通信业等。该

成和生产生物纳米粒子等方面皆处于世界领先水

公司在苏黎世新成立的 Pegasystems 股份公司的

平。这种纳米粒子可以用于研发多种具有新型特

目的之一在于向那些总部位于瑞士境内的、在全世

质、新功能和新应用途径的产品。它们在很多工业

界范围开展业务的企业提供更高质更全面的客户

领域都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其中包括医学诊断

服务。该公司选择落户瑞士的首要考虑是在瑞士

和治疗，也包括特种化学品生产、农业生产和电子

境内可以近距离为企业服务。

工业领域。

www.pega.com

www.midatech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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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缩影 - 巴塞尔

巴塞尔州：
最佳商务驻地

产业增长保护未来
支撑推动生命科学相关产业的一系列因素也为巴塞尔州的其他行业
带来利润，这些行业包括：物流、金融服务、艺术与设计、微技术和工
程。一些公司如恩德斯豪斯 (Endress+Hauser)、哈伯斯特 (Habasit) 或
Chemgineering 均通过成功立足巴塞尔支持其全球市场服务。这里也
是名表商 Favre-Leuba、Oris、Ronda 和 Fossil 的故乡。

在过去10多年间，巴塞尔州在瑞士保持着高速增长率，
是一 个成 功的 经 济发 展区域。成 功 得益于多方因素：
中 心国 际 机构 驻 地；创 新 型 公司；良 好 的 商务 环 境；
自由的劳工法律；低税率及高效管理。

商务中心
巴塞尔是重要的欧洲商务中心，是国际商务的核心地带。作为瑞士
第三大城市，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展览中心。一年一度的巴塞尔世界
博览会汇集全球手表和珠宝行业精英及新产品，每年春天举办的
艺术巴塞尔活动毋庸置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当代艺术盛事。
高品质生活
巴塞尔的生活品质很高—良好的医疗保健、教育、公共服务、高效的
交通体系、安全稳定的环境、高品质住房、丰富的休闲娱乐设施、怡人
的自然风景、充满活力的人文生活等，为当地人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
公司高管人员及科研人员提供了高尚的生活品质。

生命科技行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科研精英人才

巴塞尔—国际化区域

强大的生命科学
巴塞尔非同寻常的成功与生命科学紧密相关，其中包括医药科学、生

巴塞尔位于一个国际化区域的核心位置。它地处欧洲中心，约

物工程、医学技术、农业综合企业及专业化学制品。全球领先公司如

80万来自瑞士、德国和法国的人们聚集在这个交汇地带。由于

诺华 (Novartis)、罗氏(Roche)、先正达 (Syngenta)、Straumann,、龙沙

众多全球化大公司的总部设立在巴塞尔，该地区吸引了来自

(Lonza) 和科来恩 (Clariant) 以及众多中小型企业的总部均设立于此并

全球的众多高技能劳动力携其家庭成员来此工作生活。世界

且越来越多的新建公司及集团分支机构纷纷设立于此。

各国的公司也纷纷选择此地作为商业驻地。

您对巴塞尔地区有兴趣吗？

敬请联系我们：

如果您计划在巴塞尔地区设立商务机构，
我们很乐意为您提供帮助。
从决策到实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协助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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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您提出的关键问题予以解答

BaselArea Economic Promotion（巴塞尔州经济发展局）

- 就设立程序提供建议支持

Aeschenvorstadt 36, 4010 Basel, Switzerland （瑞士）

- 在商务选址、员工选择及办公区域问题上给与协助

电话：00 41 61 295 50 00, 传真：0041 61 295 50 09

- 与有关专家和权威人士和政府机构取得联系

info@baselarea.ch

作为一个瑞士政府机构，我们提供的所有服务均是免费的。

www.basela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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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关注
瑞士资源与投资环境高端推介会
由瑞士经济促进署、安徽省商务厅、安徽省贸促会和安徽省企业（家）
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瑞士资源与投资环境高端推介会暨瑞士与中国安
徽经贸交流会于2009年3月4日在安徽省会合肥市举行。
参加会议的120多人分别为来自安徽、上海、江苏、北京、湖南等地的中
国先锋企业（家）代表和省市政府为“走出去”提供服务的政府官员。
瑞士经济促进署 (Switzerland. Trade & Investment Promotion)、瑞士
信贷集团 (Credit Suisse)、瑞士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PWC) 和瑞士
数州的投资促进官员在会上和会后交流中向参会代表详细介绍了瑞
士在欧洲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瑞士作为欧洲的“中央商务区”的
独一无二的优势。安徽省的企业家代表也在会上发言，介绍中国企业“
走出去”过程中的问题和要求。
到会致辞的中瑞贵宾有：瑞士驻中国上海总领事范威廉 (Willam Frei）
先生、安徽省商务厅厅长于勇先生、安徽省企业（家）联合会主席吴昌
期先生。瑞士驻上海总领事范威廉说，快速崛起的安徽企业需要到海

合肥高端推介会会场

外市场大展拳脚，瑞士能够为安徽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和支持。

中国公司参加巴塞尔国际钟表首饰展
2009年国际钟表首饰展 (Baselworld) 从3月26日至4月2日在瑞士名城巴
塞尔举行，中国内陆共有26家厂商来巴塞尔参展，比往年减少了约25%,
香港296家钟表首饰生产商参加展出，是去年的全班人马。
天津海鸥手表集团在大陆展团几乎全部退出的情况下仍携最新研制
的薄型男女腕表（2.5mm），二和一 (陀飞轮和万年历) 腕表参展, 展位
面积大于2008年参展时的四倍, 并与数家销售商达成多项协议, 圆满
完成此次参展任务.
中国TTF公司以其精美的玫瑰金工艺在所有中国产品中脱颖而出，是
第一家闯入展览会第3展厅的中国首饰公司。TTF的目标是以展示名牌
首饰为主第2展厅，他们的产品集品质与设计于一身，争取跻身品牌产
品之列。
TTF公司如今已成为亚洲第一大玫瑰金生产商。并将玫瑰金销售到欧

天津海鸥手表集团在展会上与客商谈判

洲。此外TTF公司的全新显微悬浮镶嵌技术，制造出精美绝伦的首饰
突出了奢华与高贵，令欧洲同行也不得不自叹不如。
瑞士资讯 (swissinfo.ch), 瑞士海鸥股份有限公司 (Eurosina Ltd.)

第二届全球永久居留与投资移民大会

私人客户国际解决方案中，投资移民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
此次大会聚焦在那些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国际客户所关心的投资移

由汇丰银行与 Henley & Partners 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全球永久居留与

民等相关事宜。瑞士经济促进署 (Switzerland. Trade and Investment

投资移民大会于2008年11月在香港举行。

Promotion) 特命中国事务专员托马斯 • 霍伦斯坦 (Thomas Holenstein)

大会针对那些在全球范围扩张资产和活动的个人或由于个人或商业

，就“通过直接投资成为瑞士永久居民”做了总结性发言。单独讲解

因素计划重新部署商业格局的私人客户所关心的重点问题和当下面

和与多方专家的一对一会谈为参与者提供了进一步了解不同国家的居

临的问题进行讲演。移民通常会为客户带来难得的机会，因而在针对

住和移民条件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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