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3

4

5

目

录

目

录 ···················································································································································· I

导

言 ··················································································································································· 1

第一章 和平富饶的北欧强国 ··········································································································· 1
第一节 国情一瞥 ·················································································································· 2
一、秉持中立外交的北欧王国 ·························································································· 2
二、国土与人口·················································································································· 3
三、语言、气候与行政区域 ······························································································ 3
五、民族与宗教·················································································································· 4
第二节 资源状况 ·················································································································· 4
一、耕地有限而盛产谷物 ·································································································· 4
二、“越采越多”的森林资源 ···························································································· 4
三、以铁矿为主的矿产资源 ······························································································ 5
四、全面发展的可再生能源 ······························································································ 5
第二章 以创新为动力的瑞典经济 ··································································································· 7
第一节 经济发展特点··········································································································· 7
一、外向型经济模式 ·········································································································· 8
二、全面好转的经济发展情况 ·························································································· 9
第二节 产业结构介绍 ········································································································ 10
一、长盛不衰的传统产业 ·································································································11
二、不断创新的高科技产业 ···························································································· 16
第三章

国际贸易与投资 ················································································································ 19

第一节 增长势头强劲的国际贸易······················································································· 19
一、主要贸易伙伴············································································································ 19
二、对外出口增长迅速 ···································································································· 20
三、进口以工业需求为导向 ···························································································· 23
四、蒸蒸日上的中瑞双边贸易关系················································································· 25
第二节 规模庞大的外国直接投资······················································································· 26
一、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和来源 ························································································ 26
二、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方向和方式················································································· 27
三、投资瑞典的跨国公司和主要投资项目 ····································································· 28
四、中瑞双向投资和其它经济合作················································································· 28
第四章 优良的投资环境 ·················································································································· 30
I

第一节 波罗的海地区的巨大潜力····················································································· 30
一、强劲的区域实力 ········································································································ 30
二、瑞典：进军欧洲的桥头堡 ························································································ 31
第二节 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 31
一、交通与物流················································································································ 31
二、信息化与通讯············································································································ 32
第三节 北欧金融中心 ·········································································································· 33
一、发达完备的金融体系 ································································································ 33
二、北欧最大的证券市场 ································································································ 34
三、严格的内部风险管理制度 ························································································ 34
四、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 ································································································ 35
五、外部对银行业风险的监控 ························································································ 35
第四节 欧洲领先的风险投资市场······················································································· 35
一、技术交易主导型的风险投资····················································································· 35
二、瑞典风险投资产业的优势 ························································································ 36
三、瑞典风险投资项目吸引国际投资举例 ····································································· 37
第五节 世界领先的技术研发基地······················································································· 38
一、网络与通信技术 ········································································································ 39
二、汽车电子通信和智能安全技术················································································· 40
三、光电子技术················································································································ 42
四、临床试验···················································································································· 44
五、生物技术···················································································································· 47
六、化工技术···················································································································· 48
第六节 劳动力市场状况 ······································································································ 49
一、社会福利成本············································································································ 49
二、雇佣 ··························································································································· 49
三、工会组织···················································································································· 50
第七节 具有吸引力的商业成本··························································································· 51
一、欧洲地区具有竞争力的薪资成本············································································· 51
二、相对较低的各方面商业运营成本············································································· 52
三、务实高效的公共服务 ································································································ 54
第八节 适宜投资瑞典的三类中国企业 ············································································· 54
第五章 瑞典投资法律与政策 ········································································································· 56
第一节 瑞典法律体系介绍··································································································· 56
一、瑞典的法律体系 ········································································································ 56
二、欧盟法律在瑞典的实行 ···························································································· 56
三、瑞典的法院体系 ········································································································ 56
四、瑞典的国际仲裁 ········································································································ 57
II

五、瑞典法律的效力 ········································································································ 57
第二节 与投资有关的法律分析··························································································· 58
一、瑞典竞争法················································································································ 58
二、瑞典外汇制度············································································································ 59
三、知识产权的特许权授予 ···························································································· 60
四、瑞典的专利法和商标保护 ························································································ 61
五、瑞典劳工法················································································································ 61
第三节 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政策··························································································· 63
一、对外经济贸易政策与法规 ························································································ 63
二、对外贸易管理体制 ···································································································· 64
三、非关税贸易措施 ········································································································ 64
四、技术卫生安全标准 ···································································································· 65
五、商品原产地规则 ········································································································ 65
六、商标与专利注册管理 ································································································ 66
第四节 投资政策分析 ·········································································································· 67
一、内外平等的投资政策 ································································································ 67
二、限制外资进入的领域 ································································································ 68
第六章

与投资有关的税收体系 ··································································································· 69

第一节 瑞典的税收体系 ······································································································ 69
一、瑞典税务机关的构成与运作····················································································· 69
二、瑞典税收征管的特点 ································································································ 69
第二节 瑞典的主要税种····································································································· 72
一、公司所得税················································································································ 73
二、个人所得税················································································································ 74
三、增值税························································································································ 75
四、关税 ··························································································································· 76
五、消费税························································································································ 78
六、资产税和财产税 ········································································································ 78
七、印花税························································································································ 78
八、社会福利税················································································································ 78
九、房地产税···················································································································· 78
十、遗产和赠与税············································································································ 79
第三节 与投资有关的税收优惠 ························································································· 79
一、投资税收优惠············································································································ 79
二、重要海外雇员的税收减免 ························································································ 79
三、与投资欧盟其他国家相比所具有的税收优势 ························································· 80
四、与中国的双边税收协议 ···························································································· 81
III

第七章

投资瑞典需要注意的问题 ······························································································· 82

一、汇率问题···················································································································· 82
二、法律问题···················································································································· 82
三、欧盟反倾销问题 ········································································································ 83
四、人员安全问题············································································································ 83
五、从事贸易注意事项 ···································································································· 83
六、贸易风险规避与防范 ································································································ 84
第八章 瑞典的企业设立与人员进入程序 ···················································································· 87
第一节 瑞典的商业组织形式······························································································· 87
一、瑞典基本商业组织形式 ···························································································· 87
二、有限责任公司············································································································ 87
三、分公司························································································································ 87
四、代表处························································································································ 87
第二节 在瑞典建立企业的程序··························································································· 87
一、注册设立方式············································································································ 88
二、买壳设立方式············································································································ 88
三、公司注册程序及手续 ································································································ 88
第三节 公司治理的相关规定······························································································· 89
一、股东及股本················································································································ 89
二、财务报告和审计 ········································································································ 89
三、董事会························································································································ 89
四、董事职责···················································································································· 90
五、董事会决议················································································································ 90
六、母公司························································································································ 90
七、公司名称···················································································································· 90
八、董事会的登记机构 ···································································································· 90
九、会计年度···················································································································· 91
第四节 公司的并购 ·············································································································· 91
一、公司的合并················································································································ 91
二、公司收购的相关法规 ································································································ 91
三、收购私营公司的手续 ································································································ 92
四、收购上市公司的手续 ································································································ 92
五、公司收购相关事项 ···································································································· 92
第五节 赴瑞典所需签证信息······························································································· 93
一、入境签证···················································································································· 93
二、居留和工作许可 ········································································································ 94
三、在瑞典设立公司所需的居留许可············································································· 94
IV

四、与投资移民相关的规定 ···························································································· 94
第六节 针对移民的社会保障······························································································· 95
第九章

瑞典生活指南 ···················································································································· 96

第一节 居住与语言交流 ······································································································ 96
第二节 文化、民俗与教育··································································································· 97
第三节、健康、休闲与美食 ································································································ 98
第四节、交通、旅行与通讯 ································································································ 99
第五节、银行、保险·········································································································· 100
第六节 主要城市 ················································································································ 101
第十章 投资服务 ·····························································································································102
第一节 官方投资服务机构································································································· 102
一、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 ······························································································ 102
二、瑞典国家贸易署 ······································································································ 105
三、其他官方/半官方机构 ····························································································· 106
第二节 民间的投资中介机构····························································································· 106
一、瑞典商会·················································································································· 106
二、瑞典商贸联合会 ······································································································ 107
三、瑞典代理商协会 ······································································································ 107
四、瑞典贸易研究所 ······································································································ 107
五、瑞典－中国贸易委员会 ·························································································· 108
六、其它投资中介机构及其联系方式··········································································· 108
第三节 东道国的投资项目推介平台与投资项目检索途径 ·············································· 109
一、博览会、展览会 ······································································································ 109
二、投资促进相关机构 ·································································································· 109
第四节 中国驻当地机构 ·····································································································112
附件 1：中外企业投资瑞典的案例······················································································ 113
附件 2：1995 年—2004 年各国在瑞典投资举例································································ 115
附件 3：部分瑞典法律的查询方式······················································································ 116

V

导

言

瑞典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以高水准的生活、广泛的福利事业和世界领先的通信
和运输系统著称于世。瑞典政府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对于外国投资给予鼓励，加之政治稳
定、经济发达、信用体系完善、社会治安良好，瑞典已成为外国投资者最为关注的国家之
一。
瑞典位于波罗的海的中心，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不仅是地区贸易的“桥头堡”，也是外
国投资者进军北欧的门户，同时辐射整个欧洲市场，蕴藏着巨大的商机。瑞典的国民经济
十分发达，除了采矿冶金、林业造纸、电力和机械制造这四大传统工业，瑞典的高科技产
业发展迅速，政府不断加大科研的力度和投入，并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措施，鼓励外资进入
到高科技产业。
作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瑞典与中国有着长期友好的历史。近年来，两
国在投资方面的合作逐步深化，2003 年，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Invest In Sweden Agency，
简称 ISA）与我国商务部共同成立了投资工作小组，双方定期双边投资的政策、措施和重
大项目等进行沟通与协商。
目前，中国已成为瑞典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诸多闻名世界的瑞典行业巨擘，如
爱立信、宜家、ABB、沃尔沃等等都在中国建立了分公司，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
业开始将投资目光聚焦在瑞典。中国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技术、中兴通讯已将其
研发中心设于瑞典，中国五矿集团、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浙江广厦集团及上海外国投资促
进中心等不同领域的近 40 家中国企业和政府机构也在瑞典设立了公司或办事处。
瑞典政府将中国视为主要合作伙伴，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在瑞典的投资给予充分
鼓励。中国已经成为瑞典政府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长期目标。

第一章 和平富饶的北欧强国
瑞典王国（The Kingdom of Sweden）形成于公元 11 世纪初。在历史上，瑞典领土曾
一度覆盖当今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俄国、波兰和德国的波罗的海沿岸
地区，其后经过几个世纪的战争，1814 年与挪威结成瑞典-挪威联盟。自 1814 年以来, 瑞
典未卷入国际纷争和战争，19 世纪末起奉行中立政策，和平时期不结盟，战争时期保持中
立。1905 年，瑞典宣布解散挪一瑞联盟，自此正式独立。
独立日：６月６日（原为国旗日）。
国旗：为蓝色，黄色十字略向左侧。蓝、黄颜色来自瑞典皇
徽的颜色。
国歌：《你古老的光荣的北国山乡》。
国徽：大国徽为斗篷式，饰有王冠的蓝盾被黄十字一分为四：左上和右下部绘有３顶
王冠；右上和左下部绘有戴王冠的金狮。大盾中有一小盾，左面由蓝、银白、红三色斜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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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个金瓶组成；右面绘有一个城堡式的钟楼
和一只金鹰。蓝盾两旁是金狮，下端为勋章。
小国徽为一带王冠的蓝盾，盾面上三顶金冠是
瑞典王国的象征，也象征着当年组成卡尔马联
盟的丹麦、瑞典和挪威。
地理位置：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部，
西邻挪威，东北接芬兰，东南濒波罗的海，西南隔卡特加特和厄勒海峡同丹麦相望。
首都：斯德哥尔摩
其他重要城市：哥德堡、马尔默

第一节

国情一瞥

一、秉持中立外交的北欧王国
（一）“不结盟”与“保持中立”的对外政策

瑞典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两条原则上——“和平时期不结盟，战争时期保持中立”。这项
政策成功地保卫了国家的安全，使她在近二百年中幸免于战祸，包括两次世界大战。
如今，瑞典积极参与周边地区、欧洲和世界事务三个层面的国际合作，认为合作即安
全，邻近地区是自身的安全基础。支持欧盟在欧洲安全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承认北约在
欧洲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重视同美国、俄国的关系，把参与联合国事务视为外交基石
之一。
（二）深受国人爱戴的瑞典王室

国王在瑞典历史上曾起过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16 世纪，古斯塔夫•瓦萨建立起
了中央集权的、世袭的瑞典封建王国，成为现代瑞典的缔造者；其孙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
英勇善战，先后打败了丹麦、俄国与波兰，使瑞典成为欧洲强国，与凯撒大帝、亚历山大
大帝齐名；卡尔十四世则是瑞典现行的和平中立政策的奠基人。
进入 20 世纪，瑞典开始实行议会制，国王是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统帅，作为国家象征
仅履行代表性或礼仪性职责，不干预议会和政府工作。现今的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
夫于 1973 年正式登基即位，当时年仅 27 岁。卡尔十六世与平民出身的王后育有三个子女，
按照瑞典新颁布的法律，国王的第一个孩子是王位继承人，长公主维多利亚因此成为女王
储。
（三）“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瑞典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立法、行政与司法权分别由议会、内阁和法院掌
握。议会采用一院制，主要职能包括制定法律、决定税收和公共资金的使用、监督政府行
为和国家行政等。内阁由首相和若干内阁大臣组成。首相通常为多数党或政党联盟的领袖，
由议长提名，经议会批准任命，各部大臣则由首相任命。内阁受议会委托管理国家，并对
议会负责。法院包括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两大法院系统，二者相互独立。高级法院和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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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院的法官由首相任命，检察总长和首席检察官隶属于内阁。行政法院与议会督导制
度相互配合，监督政府行政，成为瑞典司法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

二、国土与人口
瑞典国土狭长，南北长 1574 公里，东西最宽 500 公里。国土面积 449964 平方公里，
几乎与法国或西班牙相当，是欧洲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
就人口而言，瑞典却是一个小国，只有 900 万，仅相当于荷兰的一半，因此，瑞典成
为欧洲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
瑞典人口密度分布并不平衡。全国 90％的人口集中在南部和中部地区，马尔默胡斯省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达 151 人，而耶姆特兰省每平方公里只有 3 人。斯德哥尔摩、哥德堡
和马尔默是瑞典人口最密集的三大城市：斯德哥尔摩包括郊区在内拥有 180 万人口，哥德
堡和马尔默分别拥有 47 万和 26 万人口，这三市及其所在的三郡合计占全国总面积 4%，
却集中了总人口的 36%；而北方五郡合计占总面积 62%，人口只占 14%。在全国人口中，
90％为日耳曼族瑞典人，外来移民及其后裔约占 10%。
一项对欧盟地区人口流动习惯的调查结果表明，瑞典是欧盟中人口流动比例最高的国
家，有 35％的瑞典人目前工作和居住在出生的异地，而欧盟内部人口迁移的平均比例为
20％。导致瑞典人背井离乡的主要原因既不是更好的工作和居住条件，也不是更高的工资
收入，而是他们对改变生存环境和所使用语言的积极态度。另外，气候方面的吸引力和对
接触新文化的好奇心也是导致瑞典人爱搬家的重要因素。 1
瑞典也是世界上人口自然增长率最低、平均期望寿命最长和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
一。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人口增长显著下降，出生率下降明显，妇女人均生产率达历
史最低水平，移民数量也大幅减少，同时老年人口增加。据瑞典统计局年度人口预测，这
种趋势将持续一段时间。到 2015 年，年龄在 65 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
25%，而其他年龄段的人口比例将保持不变。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导致以较少的劳动人
口来供养更多的非劳动人口，同时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福利需求也
相应增加，从而要求更多的劳动人口和就业。 2
三、语言、气候与行政区域
瑞典语是瑞典的民族语言。瑞典语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北支，又称斯堪的纳维亚
语支。分布于瑞典和芬兰，使用人口共约 900 万，其中 800 万在瑞典。瑞典有约２万拉普
人讲拉普语，北部边远地区有３万人讲芬兰语。此外，英语是瑞典学校中的必修课，大多
数 40 年代以后出生的瑞典人都会讲英语。英语和德语是通用的商业语言。
瑞典所处纬度较高，国土大部分在北纬 60 度以北，但由于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瑞
典的气候要比同纬度的其他地区温和。1 月份瑞典南部平均气温为摄氏零下 1 度，北部为
摄氏零下 14 度，7 月份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为 15 到 17 度，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冬季从
12 月开始到第 2 年的 3 月底结束，降雪较多。受地形影响，降水量西多东少，大部分地区
1

资料来源：《瑞典人口流动比例居欧盟国家之首》，马世骏，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2006 年 4 月 10 日报道。
资料来源：《瑞典经济发展概况》，中国商务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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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降水量 500—750 毫米，西侧部分山区达 1000—1500 毫米，甚至更多，北部及东
部沿海仅 450—500 毫米。降水季节分配较均匀，以夏季较多。
瑞典全国划分为 21 个省和 289 个市。省长由国王任命，地方县市长官由地方选举中
获胜政党领导人担任。瑞典省和地方县市相对独立，无直接隶属关系。除基本政府职能外，
省政府主要负责辖区内的高等教育、高速公路等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地方县市政
府主要负责辖区内的基础教育及福利的建设和管理。省、市均有较大自主权。

五、民族与宗教
瑞典民族成分比较简单，主体民族（瑞典人）占 90％，北部有芬兰族约３万人，拉普
族近２万人，此外还有少量丹麦人、挪威人、德意志人、犹太人等。
瑞典的国教是基督教路德宗。法律规定非信奉国教公民不得担任首相，90%的国民信
奉国教。国王是教会的最高首脑，有权就宗教会议推荐的三人候选名单指定大主教和主教。
每逢复活节和圣诞节，大多数教徒都前往教堂祈祷。

第二节

资源状况

一、耕地有限而盛产谷物
瑞典半数以上的国土为森林所覆盖，16%为山脉和荒原，近 10%为湖泊、河流和沼泽
地，耕地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 6%。
瑞典现有耕地 300 万公顷，主要分布于南部和东南部滨海平原。耕地大部分种植牧草
和饲料，粮食作物以大麦、燕麦、马铃薯和小麦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是油菜和甜菜。瑞典
年产谷物 500－600 万吨，人均占有 560－670 公斤，粮食自给有余。瑞典是继法国后欧
盟成员国内人均出口粮食最多的国家，正常年景出口 150 万吨左右。粮食、肉类、蛋和奶
制品自给有余，蔬菜、水果主要靠进口，农产品自给率达 80％以上。 3
瑞典农业劳动人口只占全国就业人口的 3％左右，农业生产也是以家庭农场为主。随
着农业机械设备的不断更新，农民在粮食、牛奶和养猪等不同领域的经营更加趋向专业化。
二、“越采越多”的森林资源
从某种意义上说，瑞典的繁荣始于它的冻土森林。瑞典是闻名世界的“森林之国”
，森
林资源十分丰富，覆盖了全国 64%以上的陆地。其中北部和中部的森林均为云杉、松树等
针叶林，而南部则为针阔混交林。瑞典森林整体覆盖面积约为 2642 万公顷，人均拥有森
林的面积约为 3.2 公顷。
尽管森林资源非常丰富，但瑞典从不滥用自己的森林资源，相反对森林的科学培育、
保护和有计划开采十分重视。目前瑞典每年林木生产总量达 8500 万立方米，而采伐量只
有 6500 万立方米，采伐量低于生产量，使得瑞典森林覆盖率长期保持稳定，实现了“越
采越多、越采越好”的良好局面。自上世纪 20 年代瑞典第一次对全国森林资源进行普查以
3

资料来源：《丹麦、瑞典粮食流通及粮食质检情况考察报告》，2005 年 8 月，摘自中国国家粮食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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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瑞典的森林资源一直在不断的增长中，现在的数字是 100 年前森林资源的两倍。 4
如今瑞典已经完全实现了森林的工厂化生产和采伐，森林工业已经成为瑞典外汇纯收
入的最大来源。除大量出口木材外，瑞典还建立了庞大的纸浆、造纸、家具、林产化工、
火柴等工业部门，其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最前列。其中针叶树木产品的出口额居世界第
二，纸浆出口居世界第三，纸业出口居世界第四。
瑞典的森林资源主要归政府和一些大型造纸公司所有，但是，超过一半的能产林地则
由私人所拥有。

三、以铁矿为主的矿产资源
瑞典矿物资源中以铁矿最丰富，已探明铁矿石储量约 40 亿吨，居欧洲第三位。铁矿主
要分布在北部高纬度的拉普兰地区，四分之三集中在基律纳和耶利瓦勒地区。该地区出产
的铁矿含铁率高达 60%-70%，含磷量很低，是生产高品质钢的关键原料。耶利瓦勒号称欧
洲的“矿山之都”，不仅蕴藏着巨量的铁矿和铜矿，还伴生着金、银等矿产资源。
瑞典是欧洲最大的铁矿砂出口国，其北部矿区提供了出口量的 95%和本国消费量的
60%。利用丰富的铁矿资源，瑞典逐渐发展起采矿冶金、特种钢冶炼、机械设备和精密仪
器等产业，催生了一大批诸如基律纳铁矿公司（LKAB，1890 年）、斯凯孚轴承公司（SKF，
1907 年）、沃尔沃汽车公司（1927 年）等一批老牌知名企业。 5
除了铁矿以外，瑞典已探明的铀矿储量为 25－30 万吨。此外，北部和中部地区还有
硫、铜、铅、锌、砷等矿藏，但储量较小。
目前全世界只有 10 个国家建立了战略矿产储备制度，瑞典是其中之一。
四、全面发展的可再生能源
瑞典能源资源比较单一，煤、油、气蕴藏量极少，只有水能资源较丰富。瑞典平年可
利用的水利资源有 2014 万千瓦（1760 亿千瓦时），但已开发 81％，出于保护环境的考虑，
瑞典已经决定不再大幅度开发北部四大河流的水能，转而主要发展生物能、风能等其它能
源。近十年来，瑞典的可再生能源占能源市场的份额从 1994 年的 22%，发展到今天的 28%。
在发电方面，目前瑞典的电力生产已经基本实现无油化，国家电力来源几乎是水利发
电和核能各占一半。从 1880 年首座小水电到 1930 年长距离输电技术的产生，瑞典目前已
拥有二百多个水力发电厂。
此外，瑞典宽阔海岸线和北部山地使得风力发电充满潜力。斯堪地纳地区风力发电的
优势还体现在它可以平稳地与水利发电切换，互为补充。根据国家的能源发展政策，风能
和生物能源是瑞典可持续发展能源的首选，未来几年，瑞典的风力发电量将进一步增长。
瑞典作为地球上最靠北的国家之一，每年用于供暖的能源消耗在整个国家的能源供应
中占比 24%。目前，太阳能在瑞典也已成功地进入商业运作阶段，产能达 5000 万千瓦时，
乌普萨拉市产的太阳能板在发电效能方面创下国际同类产品的最高记录；地热取暖已逐步
取代燃油进入千家万户，超过 50%的地区的供热、供暖系统均采用地热或工业废热产生的
4

资料来源：《瑞典农业概况》，国际交流服务中心供稿，摘自中国农业外经贸信息网。
资料来源：《长盛不衰的瑞典制造业》，2005 年 11 月 8 日，摘自中国商务部网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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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或热水。
瑞典生物能源研究 20 多年来，生物燃料应用技术得以成功开发，成为可再生能源发展
中最快的。利用生物能源，在提供高品位电能的同时，既能满足供热的需要，还能够应用
于动力车用燃料。目前，瑞典的公交车已全部采用生物酒精做燃料，创下又一个世界第一。
混合燃料轿车已占瑞典轿车市场份额的 10%。2006 年前四个月，瑞典的酒精燃料销量增
长了 500 倍。今年，世界首部 100%乙醇燃料车即废气零排放的环保车即产自瑞典 SAAB
公司。
瑞典还是第一个使用沼气为动力的客运火车的国家。瑞典生物气体公司投资 1000 万
克朗开发的沼气动力火车，2005 年 9 月首航，时速 130 公里。为满足机动车使用清洁能
源的需要，瑞典能源公司目前正在兴建世界最大的、每小时 1600 立方米产量的沼气厂，
每年可减少大约 15000 吨二氧化碳排放量。今后五年，瑞典计划再建 5 个同等规模的沼气
厂，加快向无汽油燃料车的目标迈进。
目前，瑞典生物燃料的使用率已超过欧盟规定的 50%的标准，达到 56%，成为世界工
业化国家使用生物能源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 6

6

资料来源：《瑞典的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田英，2006 年 5 月 31 日，摘自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
参赞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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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以创新为动力的瑞典经济
瑞典最伟大的企业家和发明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1833-1896）用毕生
财产创建了诺贝尔基金会，用于表彰在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及和平领域为人
类创造最大福祉的个人。自 1901 年首次颁发以来，全世界已经有来自约 40 个国家的 700
多位杰出人士获得了这一世界公认的最高荣誉。
100 多年来，在推崇发明、鼓励创新的风气影响下，瑞典共有 30 多名科学家获得了诺
贝尔奖，正是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下，瑞典继续保持原有传统工业优势的同时，在高科技产
业领域也取得了惊人的进步，瑞典经济因而保持持续稳定增长。

第一节

经济发展特点

瑞典实行发达的私营工商业与比较完善的国营公共服务部门相结合的“混合经济”，
凭借长期的和平环境和比较稳定的经济政策，瑞典已逐步发展为一个先进的、高生活水平
的工业化国家，以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著称于世，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最富有的国
家之一。
表 2-1：瑞典近年国家经济统计数据
2004 年

2003 2004 2005* 2006*

瑞典克朗（10 亿）

年度对比（百分比）

国家经济统计数据
以市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2543

1.6

2.9

3.0

3.2

个人消费

1224

1.5

1.8

2.6

3.1

405

-1.5

5.4

7.6

6.7

实际商品和服务出口

1176

5.0

10.2

6.7

6.1

实际商品和服务进口

972

4.9

6.7

8.0

6.9

1.3

0.3

0.7

2.6

1.9

3.8

3.7

3.9

2003 2004 2005*

2006*

实际固定投资总额

价格
通货膨胀率
生产
商品和服务行业

1705

就业
失业率（占总劳动力百分比）

4.9

5.5

5.1

4.6

劳力市场计划（占劳动力百分比）

2.1

2.4

2.5

2.5

7

公共财政
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

55.9

54.5

54.4

54.1

政府综合净贷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
比）

-0.1

1.1

0.3

0.4

中央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 48.6

47.7

46.9

46.0

5.9

7.8

6.9

6.3

债券利率（10 年）百分比

4.9

3.9

4.1

4.9

短期利率（3 个月）百分比

4.1

3.0

2.1

3.3

国际收支
活期账户（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市值
利率

注：* 为预测值
资料来源：瑞典国家经济研究所、瑞典中央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一、外向型经济模式
历史上，瑞典一直采用以普遍取消关税及其它贸易壁垒为宗旨的外贸政策，支持世界
贸易自由化。瑞典幅员较小，是经济高度外向型的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为 80％左右，出
口占 GDP 的 45％左右。
2005 年全球经济继续处于经济增长的上升周期中。据美国商务部 2006 年 2 月公布的
数据表明，2005 年美国经济实际增长 3.5%，虽较 2004 年低了 0.7 个百分点，仍属历史上
较高增长率；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2005 年经济年增长率达到 9.9%；欧洲经济在
经历了连续 5 年的低迷之后，开始显现出复苏的迹象，而日本政府 2006 年 2 月公布的数
据也表明，2005 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 2.8%。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为全球产业投资的稳
定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瑞典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
的带动作用。
瑞典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欧盟成员国。瑞典一半以上的产品出口到其他的欧盟成员国，
其中主要是芬兰、挪威和丹麦等北欧邻国。美国是欧洲以外的主要市场，从瑞典进口产品
的数量大约是瑞典出口数量的 14%。此外，亚洲市场，特别是中国、日本、中国香港、韩
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对瑞典产品的需求量也占到瑞典出口总量的 10%以
上。瑞典与东欧和中欧的贸易往来也在逐渐增多，它们占瑞典出口和进口数量的 5%。
瑞典是最国际化的国家之一，自由贸易、跨国公司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了国际业务
的蓬勃发展。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计算，瑞典将是世界上拥有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爱立
信（ERICSSON）、伊莱克斯（ELECTROLUX）、沃尔沃（VOLVO）、绅宝（SAAB）、
ABB、宜家（IKEA）、阿特拉斯科普柯（ATLAS COPCO）、瑞典轴承公司 SKF、利乐包
装、阿斯利康等，无不是享誉全球的世界性品牌。全国工业产值主要来自于这些大型跨国
企业，它们同时为瑞典高水平的研究与开发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支持。
在过去 20 年中，迁入瑞典的新移民高达 100 万，占瑞典人口的 1/9；如果把第二代也
计算在内，总数为 190 万，约占人口总数的 21%。此外，目前有 30 万人工作在由外国人
控股的瑞典企业中，约有 62 万人受雇于境外的瑞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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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面好转的经济发展情况
2004 年底到 2005 年底，瑞典的外贸出口增长有所放慢。但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以及
对瑞典产品的需求增加，瑞典出口开始逐渐好转。例如，电讯产品的出口增长非常强劲，
同样，初级产品和商务服务的出口也增长迅速。根据最新的商业趋势调查，企业持有大量
新的出口订单，并对国外市场需求持积极乐观的态度。随着瑞典旅游业的兴盛以及边贸的
发展，外国人在瑞典的消费也大幅增长。
2005 年，由于总收入的提高和税率的降低，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了 2.5％，家庭消费
增长为 2.6％。此外，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瑞央行还将基本利率调低了 50 个基本点，降至
1.5％的历史最低记录。低利率、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以及劳动力市场的预期好转，都成
为推动国内消费增长的有利因素。瑞典国家经济研究所认为，2000 年底以来的消费低迷时
期已经结束，接下来将是一个家庭消费高速增长的时期。
2005 年，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值增长 10.1％，为 16 年来的最高水平。投资增长主要
集中在机械设备，而建筑方面的投资增长较慢。制造业和其它产品工业，特别是能源产业、
造纸以及机动车工业的机械设备投资增长很快。2005 年制造业投资增长最快的是采矿业。
对金属和铁矿石的需求增长提高了这些产品的价格，从而带动了采矿业的发展。
2005 年前三季度，商业领域的平均工资比 2004 同期增长了 3.1％，估计全年为 3.2
％，略好于 2004 年。其中，建筑、贸易、旅馆、饭店等行业的工资增长高于其它商业领
域。未来，GDP 的高速增长将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资源利用率会提高，从而带动工资的逐
步增长。与此同时，瑞典的通货膨胀在欧盟 25 个成员国中被认为是最低的国家之一，保持
在可控范围之内。
2005 年，瑞典就业形势止住了下跌的颓势，开始有所好转。投资的增长、适度扩张的
货币政策以及弱势克朗等因素将会给就业形势带来转机。瑞典国家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表明，
2005 年，就业增长了大约 0.5％，而失业率约为 5.4%。 1
表 2-2：瑞典近年主要经济指标
指标

单位

2003

2004

2005

2006*

实际GDP增长率

%

1.8

3.7

2.6

3.2

2573

2661

2764

1.81

1.8

1.7

10亿克朗 2460

GDP
农业占GDP比重

%

1.80

工业占GDP比重

%

27.04 27.70 28.1

28.3

服务业占GDP比重

%

71.15 70.49 70.1

70

%

-0.09

1.36

1.6

0.8

%

1.93

0.37

0.454 1.4

政府预算平衡
GDP)
消费物价变化率
1

(%

资料来源：《2005 年瑞典经济发展状况和 2006 年经济形势预测》，2006 年 2 月 7 日发布，臧金军执笔，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商务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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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美元汇率

1US$=SK 8.08
F

7.35

7.47

7.28

预算收入

10亿克朗 1429

1494

1548

1599

预算支出

10亿克朗 1431

1459

1504

1576

预算平衡

10亿克朗 -2.32

35.06 43.09 22

公共债务

10亿克朗 1273

1309

1335

1372

公共债务占 GDP比重

%

51.77 50.86 50.2

49.6

市场利率

%

3.25

2.31

1.89

2.5

人口

百万

8.976 9.01

9.05

9.09

失业率

%

4.875 5.53

5.82

5.2

%

1.074 -0.17

2.7

3

外 商 直 接 投 资 占 GDP
比重变化率
注：*为预测值。

资料来源：2005 年英国经济学家智库报告

第二节 产业结构介绍
二战以后，瑞典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与引进，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了瑞典产业结
构的第一次升级。在继续保留采矿冶金、林业造纸、电力和机械制造四大传统工业体系的
同时，其优势产业逐步向技术高度集约的造船业、汽车业、化学工业、机械加工业转移。
这期间，汽车、发动机、船舶、电信设备及各类家用电器的生产发展迅速，构成了整个工
业的基础。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瑞典实施了第二次重大的产业调整战略。瑞典政府进一步加大
科研与发展的力度和投入，积极发展信息、通讯、生物、医药、环保等现代高新技术产业，
完成了由基于原材料的传统生产模式向以高科技为主导的先进的工业化生产的转变。目前，
瑞典拥有自己的航空业、核工业、汽车制造业、先进的军事工业，以及全球领先的电讯业
和医药研究能力，在软件开发、微电子、远程通讯和光子领域，瑞典也居世界领先地位。
与此同时，依靠高科技产品和后工业化社会形成的第三产业，瑞典迅速成为现代化福利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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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005 和 2006 年排名世界 500 强的瑞典公司
单位：亿美元
公司名称

2005
营业收入

2006
排 名

营业收入

排 名

沃尔沃汽车公司
（Volvo）

286

180

322

178

爱立信通讯公司
（Ericsson)

180

338

203

319

伊莱克斯电器公
司（Electrolux）

164

364

173

371

瀑布能源公司
（Vattenfall)

154

391

173

374

斯堪斯卡工程公
司（Skanska）

165

362

167

400

诺迪亚银行
（Nordea)

136

458

148

460

SCA集团
（Sevenka
Cellulosa）

124

498

――

――

资料来源：《财富杂志》网站

一、长盛不衰的传统产业
（一）森林工业

作为世界林业强国，森林业对瑞典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几十年来，森林
业已经成为瑞典最主要的出口行业，其生产总值占GDP的 4%以上。由于严格的环保措施，
包括生态规划的减少污染物，瑞典的森林广泛获得认证监管，使其木材和纸张产品在国际
市场上显示出突出优势。目前，瑞典的木材出口量占全球木材总出口量的十分之一，同时，
它还是世界第四大纸张出口国、第三大纸浆出口国和第二大松木制品出口国。 2
经过多年的全球整合，瑞典的纸浆生产现在主要集中于少数几家企业和工厂，6 家最
大的纸浆厂总生产能力占全国年产量 60%；在造纸业，12 家最大的造纸厂拥有全国 65%
的生产能力，同时它们也是欧洲最大的造纸厂。
在家具业方面，瑞典拥有先进的信息基础设施、完善的创新体系和精良的生产技术，
处于家具产业的开发前沿；另外，它还拥有众多享有国际声誉的设计大师，在品牌和质量
方面也广受赞誉，因此其出口份额近年来出现显著增长，瑞典家具不仅热销到西欧国家，
而且逐渐在北美、亚洲也建立了稳固的市场。
2

资料来源：《瑞典的重要产业》，摘自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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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家具业中的世界性品牌是宜家（IKEA）。宜家自 1954 年在瑞典的艾尔姆胡尔特
开设第一家店铺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它已在全球 30 多个国家设有 200
多家商店，年营业额接近 130 亿欧元，其“瑞典现代主义”家具文化流行全世界，成为全
球最大的家具零售商之一。
（二）钢铁业

钢铁工业是历史悠久的工业部门之一。现全国有钢铁公司 20 余家，大多是生产特种钢
厂家。经过多次整合，瑞典的钢铁厂和银、铜制品生产厂不断向高、精、尖、新方向发展，
目前其生产重点是包括不锈钢、轴承、工具和高速钢在内的高附加值钢铁产品，在每年约
480 万吨的钢铁产量中，特种钢占 1/3，滚珠轴承钢、手表钢、剃刀钢、切削工具钢和石油
化工用的钢管等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较强。
瑞典是欧洲唯一的铁矿石出口国，其铁矿石的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 2%；铜、铅和锌
的生产分别占西方国家的 1%、3.7%和 3.3%；钢的出口量占瑞典全部出口商品的 4%。除
此以外，瑞典的机械工业还间接出口以钢为原材料的各种钢铁工具、机器和车辆。
（三）机械工业

机械工业是瑞典最大的生产部门，占瑞典出口总量的 56%。瑞典机械工业细分为五大
部分——金属产品、机械工程、电机工程、运输设备及仪器。该行业大部分是中小型规模
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斯德哥尔摩、哥德堡、马尔默等大城市。在最近 20 年中，瑞典机械工
业的产量增加了将近四倍。
瑞典支柱性制造业有以下两大类：
1、汽车制造
瑞典汽车工业非常发达，汽柴油发动机、远程通讯、安全和环保等技术领域居世界领
先，沃尔沃、斯堪尼亚和绅宝是三大世界性品牌。其中，沃尔沃和斯堪尼亚两家的重型卡
车产量占世界总量的 20%，是重型卡车产业的全球领袖。
瑞典社会经济对汽车工业依赖程度较大，2005 年汽车工业出口总额达 1100 亿克朗，
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14%。同时，对汽车工业的投资也很大，占工业总投资额的 1/5 至 1/4。
2005 年，汽车工业和零配件供应厂商共拥有就业人口 15 万人。 3
（1）领先世界的汽车技术
z 汽车安全技术：作为汽车安全和汽车电子通信技术的全球领先国家之一，瑞典制
订了一项崭新的汽车智能安全系统（IVSS）应用研究开发计划。许多瑞典大专院
校和科研机构都参与了这项专业技术研究，此外，瑞典汽车产业在管理这些资源
方面卓有成效，例如沃尔沃汽车已在福特集团内创办了汽车安全卓越技术中心，
还承担了为福特豪华汽车研制电子平台的工作。
z 远程信息处理技术：位于哥德堡的“汽车电子通信谷”是国际公认的技术研发群，
包 括 沃 尔 沃汽 车 公 司 、沃 尔 沃 卡 车公 司 、 绅 宝汽 车 公 司 、爱 立 信 、 沃达 丰
（Vodafone）、奥托立夫（Autoliv）等 50 多家公司及机构；福特汽车公司的全球
远程信息处理研发与企业发展中心也设在哥德堡。
z 汽车环保技术：沃尔沃轿车公司是首家生产可用多种燃料（天然气/生化气体和汽
3

资料来源：《瑞典国内的汽车工业发展状况简介》，2006 年 5 月 8 日，摘自中国机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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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的汽车的公司，Preem 精炼厂是世界领先的环保产品（低硫柴油）生产商。
z 极端严寒测试中心：严冬的气候条件与适宜的试验区域，为瑞典提供了试验汽车
性能的独特环境，位于北极圈以南 30 公里处的 Arjeplog 地区是欧洲最大的冬季
试车中心，世界著名汽车公司，如宝马、戴姆勒-克莱斯勒、PSA 集团、VAG 集
团、雪铁龙、菲亚特、福特等均将其冬季测试中心设在瑞典。
（2）行业巨擘简介
z 斯堪尼亚公司：是制造优质重载卡车和客车的世界领先企业，拥有百年历史，它
还生产工业及海运业所用的发动机，在欧洲及拉丁美洲均有工厂。该公司年产汽
车 5 万，其中 95%出口海外。
z 沃尔沃卡车公司：是沃尔沃集团的三大卡车品牌之一，年产重载卡车 7 万辆，占
全球市场 10%。在 16 吨以上卡车类别中，沃尔沃占全球市场 16%。沃尔沃集团
全年营业总额为 200 亿欧元（230 亿美元），其中 2/3 来自卡车制造业务。沃尔沃
集团的其它两个卡车品牌是“雷诺”和“Mack”，三个品牌合计每年生产 16 万多
辆卡车，员工超过 7 万人。 4
z 沃尔沃汽车公司：福特汽车集团下属分公司，也是其豪华汽车集团（PAG）的成
员。沃尔沃从 1927 年开始生产轿车，目前其产品已出口到世界各地 100 多个国
家。
z 绅宝汽车公司：设在瑞典特罗尔海坦市，是美国通用汽车集团（GM）中的一个独
立分公司，也是该集团的唯一欧洲豪华汽车品牌。在产品开发和生产规划方面，
绅宝与通用汽车集团密切配合，尤其与通用集团属下的欧宝（Opel）和菲亚特
（Fiat）分公司紧密合作，共同实施采购计划。
2、机械制造
在瑞典最大的制造业当中，Atlas Copco、Sandvik、SKF 和 ABB 是令人瞩目的全球市
场领导者。
Atlas Copco 是总部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大型跨国工业集团，其历史可追溯到
1873 年，在全球 5 大洲 13 个国家设有生产厂，主要产品为压缩机、发电机、各种工具，
以及装配系统等，业务范围还包括建筑和采矿。
Sandvik 是个高科技工程集团，为工具制造、特种钢、建筑及采矿等行业提供先进的
产品，并在上述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其产品和服务遍布全球 130 个国家。
SKF 是滚动轴承及密封件领域的全球顶尖制造商和供应商，公司成立于 1907 年，如
今它的 80 个生产基地遍布世界各地，在 70 个国家设立了自己的销售公司，并在全球拥有
7000 个经销商。
ABB 是 1988 年由瑞典公司 ASEA 与瑞士公司 Brown Boveri 合并而成，这个全球电
力工程集团的业务范围广泛，尤以电力的生产、输送、分配及高效利用等能力著称。ABB
在自动化生产程序、机器人、工业传动系统以及环境控制系统等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ABB 集团由遍布 140 个国家的上千家公司组成。
（四）化工业
4

资料来源：《投资瑞典•汽车智能安全系统》，2005 年出版，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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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产品在瑞典的生产已有超过 100 年的历史。著名的瑞典发明家、企业家阿尔弗雷
德.诺贝尔早在 1864 年就建起了他的第一家硝化甘油生产厂，在此后十多年间，包括美国
在内的许多国家设立了以诺贝尔的技术为基础的工厂。可以说，火柴和炸药是瑞典早期化
工业的主要产品。二战以来，瑞典的化学工业取得了快速发展，油漆和塑料迅速成为化工
产品的一大部分。而近十年来，医药工业的发展又使其成为化学工业的主力军。
1、产业布局和产品结构
瑞典森林和矿产资源丰富，其传统化工业主要生产纸浆造纸业所需化学产品、油漆以
及炸药和雷管等。瑞典虽然没有石油或天然气资源，但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就建立起了石
油化工生产基地，生产乙烯、丙烯、乙醇、碳墨、聚苯乙烯等产品，而且拥有北欧最大的
聚乙烯生产厂。
80 年代，为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研发、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瑞典化工领域进行了多
起公司并购合并。从此瑞典每种主要化工产品基本由一家制造商进行生产。作为基础化学
工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无机物、肥料和石油化工产品等纷纷被挪威和芬兰公司购并。
目前，瑞典化工生产集中在 20 家主要公司的 50 家工厂进行，工厂主要集中在瑞南部
地区和哥德堡、KARLSKOGA 以及斯德哥尔摩等地区，已经形成了门类相对齐全、品种大
体配套并可以较大程度满足国内需要的化学工业体系。产品涵盖无机化工、有机化工、石
油化工、精细化工、油漆和医药化工等各个方面。
瑞典拥有世界领先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年产脂肪酸 4.2 万吨和甘油 5000 吨，广泛运用
于食品、药品和化妆品中。Nordic Synthesis AB 公司是全球知名的精细化学制品公司，拥
有硝化、氧化硝酸和酸氯化等医药及专门化学用途的中间体专门技术。瑞典油漆产量也十
分可观。
尽管瑞典化学工业中多种产品具有规模和技术优势，但由于受国家小等因素的限制，
还有许多化学产品需要通过进口才能满足生产和消费市场的需求。瑞典年消费硫酸约 60
万吨，而国内年产仅约 5 万吨；制造炸药用的硝酸氨，年需求 20 万吨，几乎全部依赖进
口；乙醇产量也不能满足国内需要，每年大约需要进口 4 万吨；同样，在有机化学产品方
面，瑞典国内不生产甲醇、甲苯、苯和二甲苯，全部依赖进口。
2、化学工业与环保问题
瑞典对各行各业的环境保护问题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对化学工业尤其如此。为达到法
定的环境目标，每个企业不仅要有自身的环境保护约束机制，化学工业行业组织还在 1991
年启动了“责任保护”
（Responsible Care）承诺计划项目，该项目把企业的生产活动、经
营业绩同不断改善健康、安全和环境紧密联系起来。每年由瑞典化学工业协会对企业根据
“责任保护”承诺计划的指标内容，对企业进行一次调查和测评。这种企业自我约束机制与
行业组织监测相结合的方式，有效达到了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经营的目的。
所有瑞典化工企业都按照ISO14001 和/或EMAS标准建立环境管理体系。每年公布一
份关于企业实施“责任保护”承诺计划情况的报告，报告中包括大约 30 个不同的指标，以
确定企业生产是否能够达到环保标准。参与承诺计划的公司每三年对公司在安全、健康和
环境问题方面的 150 个问题进行自我评价。 5
5

资料来源：《瑞典化学工业特点及概况》，孙清香，2004 年 11 月 4 日，摘自中国驻瑞典使馆经济商务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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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在化学工业领域的研发创造了新型有效、经济可靠的水处理化学物、汽车废气催
化剂、空气污染处理吸附材料以及不需用氯成分的纸浆漂白方法等产品和技术。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瑞典各市政当局就开始建立化学污水处理厂，促进了瑞典利用化学方式进
行水处理技术的发展。
（五）能源工业

瑞典工业发达，能源密集企业居多，加上冬季漫长和交通线很长，因此是一个能源高
消费国家。能源消费近一半靠进口石油， 约 1/4 靠水力发电，约 1/5 靠核电站提供，其余
靠进口煤等。瑞典政府原计划投资建设更多的核电站，但在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
瑞典通过公民投票表决，决定在 2010 年前拆除所有核电站。
可持续发展是瑞典能源产业发展的基本国策。瑞典政府从上世纪 70 年代起，就着力打
造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能源产业。特别是经历了 70 年代世界石油危机的重创后，为保证
瑞典的经济发展不再受制于日益高涨的石油价格和日益匮乏的石油资源的威胁，从国家的
能源安全出发，瑞典政府制定了能源发展目标，并于 1997 年确立了能源战略的指导原则：
加快可持续能源系统开发，早日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全面实现可再生能源化。其主旨在于：
瑞典的电力和其它能源供应要有保障，价格在国际上要有竞争力；要高能效、低成本和可
持续发展；最大程度地降低能源对人类健康、环境以及气候的不利影响，促进生态平衡和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起，瑞典就颁布了一系列强制性的有关能源合理化使用和节能的法
律、法规，并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进行修订完善，以此来指导、规范企业的行为。为了保
证所制定的法规得以执行，政府还制定了许多具体可行的监督措施和必须执行的行业标准，
体系完备。
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机制是将能源战略落到实处的根本保证。瑞典从政府到地方都建立
了能源管理机构和咨询机构，瑞典可持续发展部归口管理能源产业，其下属机构瑞典能源
署具体负责与贸易部门、工业部门、能源公司及科研院所等各方的合作，协调、引导政府
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向，确保能源系统向生态平衡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系统转化。
瑞典的能源税收政策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如电力税、燃油税、汽车税等，依据对大气
的污染程度，针对不同种类的燃油收取不等税费。1991 年，瑞典还成为世界首批开征二氧
化碳税的国家。同样，为鼓励企业使用生物能源和本地能源，瑞典政府还从 2003 年起引
入了基于电力市场的电子证书系统，根据企业使用生物电能占用电总量的比例给予税收减
免优惠。这些行之有效的经济手段，为改善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生物燃料利用率，降低能
耗和环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另外，瑞典政府于 2005 年底成立了石油独立委员会，它是首相办公室直接领导下的、
专门为政府的能源决策服务的权威机构。它的成立进一步显示了瑞典政府在最短的时间内
消减国家对石油产品的依存度、2020 年实现无油化这一战略目标的决心和信心。
近年来，瑞典政府在发展可再生能源上的力度不断加大，除了继续投资生物能、风能、
潮汐等能源项目外，还不断增加 CHP（热电联产电厂）的数量，以逐渐摆脱对石油和核能
的依赖。
赞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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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瑞典几乎所有的电力都来自于核能和水能，仅在交通上依靠包括石油在内的化
石能源。作为一个冬季漫长而寒冷的国家，过去 10 年间，几乎所有取暖设备逐渐不再依赖
石油，开始依靠电、地热甚至是垃圾供暖。
2006 年初瑞典率先宣布，计划用 15 年的时间彻底摆脱对石油的依赖，而且不再建造
新一代核电站。主要用树木枝杈、锯末屑、秸秆等这些植物的“边角余料”为交通工具提
供动力，燃烧垃圾以解决冬季供暖问题，用可再生原料替代石化产品。 6 一旦这一目标得
以实现，瑞典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再依赖石油的国家。

二、不断创新的高科技产业
瑞典之所以成为工业强国和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之一，与其发达的产业结构是密不
可分的。像 ICT 信息通讯产业、生物医药业等高科技产业在瑞典占据重要地位。
瑞典政府不会耗费资源去保护失去比较优势和发展前景的产业，而是集中力量投入到
高等教育和对高精尖产品和技术的研发中，促进科技创新，时刻保持优势行业的领先地位。
为此，瑞典政府大力投资 R&D（达 GDP 的 4.3%），2005 世界竞争力年显示，瑞典的人均
R&D 支出排名世界第二。多年来，瑞典一直被评为世界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
（一）信息和通讯业

瑞典于 1993 年开放电信市场，垄断一经打破，市场迅即呈现蓬勃的商机，激烈的竞争
迫使电信业者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
瑞典是移动电话技术的发祥地，第一、二代技术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相继在瑞典萌
发成长，而在第三代（3G）技术、服务和产品的研制、测试和推出上，瑞典也远远超前于
其它地区。目前，瑞典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无线通信技术产业基地，使用尖端信息技术
的大量用户，还拥有先进技术开发、测试和上市的完善环境。
作为全球移动通信巨子，爱立信是瑞典最具代表性的通讯公司。创办于 1876 年的爱立
信公司是世界最大的移动系统供应商、世界第二大电信企业，在全球 140 个国家雇有员工
6 万多人。目前，全球十大移动电话运营商都是爱立信的客户，全球 40%的移动电话均使
用爱立信的系统接通。 7
瑞典以“无线谷”享誉世界，现已汇集了全球信息技术和电信领域的企业翘楚，集中
进行移动通讯的科研及开发。这些外国企业包括康柏、EDS、英特尔、摩托罗拉、诺基亚
和西门子等著名公司。
（二）生物医药产业
瑞典拥有卓越的生物技术研究力量以及经过强力整合的制药产业。在生物科学领域，
商界、学界、医疗界紧密合作，先进的科研成果很快就能完成技术转让，并迅速投入商业
应用中，这是瑞典能够迅速建立起一个多元化及不断创新的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瑞典拥有超过 380 家生物技术公司，并拥有欧洲最重要的生物技术产业基地中
的三个：斯德哥尔摩/乌普萨拉、马尔默/隆德地区，以及哥德堡。另外，大学城林雪平和乌
默奥则为这个生物技术王国提供了强大的研发动力。瑞典已跻身为欧洲第四大生物技术国，
6

资料来源：《寻找替代能源 瑞典计划用 15 年彻底断“油瘾”》，《广州日报》2006 年 2 月 9 日报道。
资料来源：《投资瑞典••无线、宽带、3G 通讯技术》，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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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而就人均生物技术公司、生物技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两项指标而言，瑞典则高居全
球之首。此外，在功能性基因化学、蛋白质组学、再生医学、神经系统医学和科技平台开
发方面，瑞典的研究水平已位居世界最前列。
瑞典政府于日前公布了一项三年计划的科技白皮书。瑞政府也资助了 250 万克朗（1
美元约合 8.493 克朗）给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以协助瑞典生物技术产业海外市场的推广，
以及成立瑞典生物技术促进会。 8
1、三大生物技术产业基地
斯德哥尔摩/乌普萨拉（Stockholm/Uppsala）地区：瑞典中、东部生物技术产业带的
核心，聚集了瑞典一半以上的生物技术公司，是瑞典东部生物技术产业带的中心，与英国
剑桥和德国慕尼黑并列为欧洲领先的生物技术产业基地之一。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学
院（Karolinska Institutet）是瑞典最享负盛名的医科大学；乌普萨拉原为药业巨头法玛西亚
的总部所在地，孕育了许多新成立的生物技术公司，以提供技术工具或服务为主。这里具
有悠久的科研传统，学术研究风气甚浓，再加上在阿斯利康等著名制药企业的带动下，现
已成为生物技术产业的龙头地带之一。
马尔默 / 隆德（Malmo/Lund）地区：位于瑞典南部的斯科讷州，邻近丹麦的哥本哈
根，在瑞典与丹麦两国政府的规划下，该地区已成为瑞典第二大生物技术产业基地，并形
成了北欧最大的生物技术产业带“医药谷”（Medicon Valley）。这里的基础设施优良，汇
集了瑞典 15%的生物技术公司，并拥有隆德大学及 Ideon 科学园区作为科研后盾。
哥德堡（Goteborg）地区：该地区汇集了瑞典 14%的生物技术公司，哥德堡大学的
Sahlgrenska 学院是瑞典最著名的医学院之一，曾经参与阿斯特拉捷利康公司畅销的抗溃
疡药品 Prilosec（美国以外地区称为 Losec）的新药研发，查默斯理工大学（Chalmers）
的生物科学专业以注重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互动而著称。该地区的生物技术公司主要以
药物研发为主要目标，值得一提的是，临床研究是这一地区生物技术发展的重点。
除了以上三大产业基地外，作为瑞典北部最大的大学城，于默奥则成为瑞典北部的生
物技术重镇。该地区拥有瑞典 2%的生物技术公司，其中包括数家全球知名的生物银行。
2、以高校为主的研究力量及相应的优势领域
瑞典生命科学的主要研究力量集中于瑞典高校。从发表的论文看，参与生命科学研究
的主要机构有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隆德大学、乌普萨拉大学、皇家工学院、哥德堡大学、
UMEA 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乌普萨拉农业大学、林雪平大学、瑞典传染病研究所，这
10 家单位发表的论文占研究机构发表论文的 97%以上。其中，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整体实力
最强，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基因与遗传学、免疫学、神经科学、病毒
学领域发表的论文都最多。隆德大学在生物技术和应用微生物领域发表的论文占绝对优势。
乌普萨拉大学在医学化学、哥德堡大学在生物材料领域发表论文较多。
3、两大公司为龙头的活跃的生物技术企业群
瑞典生物技术公司分为六类：制药与医药类（瑞典生物技术企业最大的类型）、生物技
术仪器类、生物农业类、生物制品类、环保生物技术类、功能食品类。在瑞典成立的跨国
制药企业阿斯利康（AstraZeneca）和法玛西亚（Pharmacia）是两家著名制药公司，在多
8

资料来源：《瑞典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现状》，2006 年 5 月 16 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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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业务上均占据全球领导地位。
阿斯利康公司是全球 5 家最大制药公司之一，在世界各地雇有 5 万多名员工。瑞典是
该集团的全球研发总部所在地。
法玛西亚公司在药品研发项目上的投资已超过 200 亿瑞典克朗，相等于其营业额 17%
以上。法玛西亚在瑞典的研发成果迄今已转化为多种重要药品。2003 年，辉瑞（Pfizer）
公司完成了对法玛西亚的收购，合并后成为全球最大的研发型制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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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际贸易与投资

作为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国家，瑞典高度依赖对外贸易。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走向复
苏，瑞典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出口增长势头强劲。同时，由于奉行国际资本准入原则，
对外资企业采取开放态度，瑞典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保持高速稳定增长，成为波罗的
海诸国中累计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第一节 增长势头强劲的国际贸易
一直以来，瑞典奉行以普遍取消关税及其它贸易壁垒为宗旨的外贸政策，支持世界贸
易自由化。经过多年发展，瑞典已经成为经济高度外向的国家。相对于瑞典的少量人口，
其对国际贸易的贡献非常大——瑞典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 0.2%，贸易额却占世界总贸易
额的 2%。 1

图 3-1：瑞典对外贸易统计
资料来源：瑞典统计局

一、主要贸易伙伴
瑞典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欧盟成员国，其一半以上的产品出口到欧盟国家，如德国、丹
麦和挪威等。芬兰、挪威和丹麦三国的人口不到 1500 万，但它们从瑞典进口的产品却占
1

资料来源：《瑞典外贸》，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王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19

瑞典出口产品的十五分之一。欧洲以外，美国是瑞典出口的主要市场，对美出口约占到瑞
出口总量的 14%。此外，瑞典对亚洲市场的出口发展迅速，特别是对中国、日本、香港、
南韩、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瑞典对亚洲出口数量已经占到出口总量的 12%，其中中国
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瑞典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表 3-1：瑞典主要贸易伙伴
瑞典前三大进

占进口总额的

瑞典前三大出

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口国

比重

口国

德国

17.30%

美国

10.10%

丹麦

8.80%

德国

9.80%

挪威

7.70%

挪威

8.50%

资料来源：瑞典统计局
虽然发展中国家对瑞典产品的需求还不到瑞典对外贸易额的 10%，发展中国家市场却
对瑞典的小型企业非常重要。例如，许多企业参与了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
能源、通讯和土木工程领域。尽管瑞典对东欧和中欧的出口不到总量的 5%，但它们的贸
易往来正在逐渐增多，尤其是与波罗的海诸国。

二、对外出口增长迅速
近年来，瑞典制成品出口中发展最快的是电子工业，包括通讯和电脑相关产品。此外，
瑞典的初级产品出口增长迅速，2005 年的增长率高达 7.7％，其中成品油出口的快速增长
甚至造成了库存的耗尽。能源之外的初级产品的出口增长率为 6.5％，这主要是由于欧洲市
场的需求而带来的粮食大量出口。在 2005 年，瑞典服务业的出口增幅达到了 9.1％，其中
增长最快的要数商务服务，主要是对电讯产品的需求造成的 2。

2

资料来源：《2005 年瑞典经济发展状况和 2006 年经济形势预测调研》，臧金军，商务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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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瑞典主要商品和服务出口统计及预测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4 年

同比增

同比增

同比增

同比增

（10 亿

长率

长率

长率

长率

克朗）

（%）

（%）

（%）

（%）

出口商品

900

9.8

4.7

7.6

7.1

制成品

765

9.7

4.2

8.2

7.7

初级产品

133

11.3

7.7

4.1

3.7

出口服务

282

14.1

9.1

8.7

6.7

总计

1183

10.8

5.7

7.9

7.0

注：2005 年以后为预测数据 （按不变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瑞典统计局
瑞典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于出口。在整个出口产品中，工业产品占到
82%。瑞典出口产品数量的一半以上是工程技术产品，主要包括电子设备、机械和车辆等。
尽管瑞典的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但它在瑞典的出口产品中仍占有
一定的优势地位，像爱立信、ABB、伊莱克斯、沃尔沃和绅宝这样的制造业跨国公司，它
们所拥有的雇员占到全部工业领域雇员的 70%。 3
表 3-3：2005 年瑞典五大类出口商品的国别/地区构成
单位：百万美元
主要用于载人的机动车辆
国家和地区

金额

占比%

美国

2300.3

28.2

英国

1124.7

13.8

德国

623.8

7.7

挪威

452.3

5.5

丹麦

444.8

5.5

由混合或非混合产品构成的药品，未配定剂量
国家和地区

3

金额

资料来源：《对瑞出口指南》，2004 年 9 月 8 日，摘自中国商务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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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美国

1435.2

22.8

德国

1041.2

16.6

法国

763.5

12.1

加拿大

355.8

5.7

澳大利亚

292.8

4.7

石油及从沥青矿物提取的油类及其制品；废油
国家和地区

金额

占比%

德国

803.5

16.2

丹麦

788.6

15.9

美国

540.2

10.9

英国

458.4

9.2

挪威

448.8

9.0

无线电话、电报、广播电视发送设备；摄像机
国家和地区

金额

占比%

美国

846.5

18.8

挪威

265.7

5.9

丹麦

239.5

5.3

西班牙

230.5

5.1

俄罗斯

204.6

4.6

牵引车、拖拉机、载人载货机动车辆的零件、附件
国家和地区

金额

占比%

比利时

1050.2

26.7

荷兰

401.4

10.2

美国

381.5

9.7

德国

339.7

8.6

法国

295.1

7.5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国别数据网（以下简称国别数据网）
欧盟、亚太地区、北美自由贸易区是瑞典最大的产品出口地，分别占出口产品总额的
54％、22.3％和 11.7％。从国别看，美国、德国、挪威是瑞典产品最大的出口国，分别占
出口总额的 10.1％、9.8％和 8.5％。 4

4

《瑞典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额》（2005 年 1—12 月），摘自国别数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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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005 年瑞典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额
单位：百万美元
国家和地区

金额

占比%

同比%

总值

129970

100.0

5.5

美国

13116

10.1

3.4

德国

12747

9.8

6.7

挪威

11056

8.5

7.1

英国

9201

7.1

1.4

丹麦

8199

6.3

5.6

芬兰

7074

5.4

10.9

法国

5997

4.6

6.3

荷兰

5616

4.3

-0.9

比利时

5291

4.1

0.4

意大利

4256

3.3

-2.9

西班牙

3646

2.8

6.0

中国

2401

1.9

-3.3

波兰

2189

1.7

5.6

俄罗斯

2048

1.6

14.3

日本

1873

1.4

-12.2

欧盟 15 国

70185

54.0

5.2

亚太经合组织

27059

20.8

2.3

北美自由贸易区

15167

11.7

2.6

中东欧自由贸易区

4243

3.3

5.5

东盟 10 国

1930

1.5

0.7

南方共同市场

949

0.7

4.8

安第斯共同体

315

0.2

51.9

资料来源：国别数据网

三、进口以工业需求为导向
瑞典工业以组装加工为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进口货物，进口货物的 70%都是由
于工业的需要。2005 年，瑞典进口货物主要是原油及制成品、机械和交通设备、电子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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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数据处理设备等，上述产品约占进口商品总额的 30％。
在瑞典进口的商品中，总额的 64.6%来自欧盟，此外，亚太地区为 17.8％，中东欧地
区为 4.4％，北美自由贸易区为 4％。从国别看，德国是瑞典最大的产品进口国，占进口总
额的 17.3%，其次为丹麦（8.8%），挪威（7.7%）。
表 3-5：2005 年瑞典从主要贸易伙伴进口额
单位：百万美元
国家和地区

金额

占比%

同比%

总值

110700

100.0

10.2

德国

19112

17.3

5.5

丹麦

9730

8.8

11.1

挪威

8552

7.7

17.5

英国

7174

6.5

-0.3

荷兰

6678

6.0

7.6

芬兰

6397

5.8

4.5

法国

5425

4.9

-0.6

比利时

4237

3.8

8.3

中国

3938

3.6

23.9

美国

3931

3.6

6.1

俄罗斯

3630

3.3

49.2

意大利

3384

3.1

4.6

日本

2544

2.3

7.9

波兰

2505

2.3

2.0

西班牙

1717

1.6

10.2

欧盟 15 国

71551

64.6

7.9

亚太经合组织

18463

16.7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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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自由贸易区

4878

4.4

10.8

北美自由贸易区

4388

4.0

6.5

东盟 10 国

1173

1.1

10.2

南方共同市场

543

0.5

2.9

安第斯共同体

373

0.3

39.4

资料来源：国别数据网
来自于非洲的进口物品占瑞典总进口物品的 0.4%，其中石油占主导地位，此外食品也
占很大的一部分。近几年，瑞典从非洲进口纺织品和鞋类物品的数量有所减少，只占瑞典
同类物品进口总量的 0.9%。
瑞典从中东主要进口石油产品和原油，其他物品的进口数量很少。从大洋洲进口的物
品很少，占总进口数量的 0.3%，其中食品占 1/3。从拉丁美洲进口物品的数量自 80 年代
一直下降，1993 年后开始回升。瑞典从这一地区进口物品的重点仍是食品。瑞典的咖啡一
半以上都是从巴西和哥伦比亚进口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纺织品是瑞典从亚洲发展中国
家的主要进口产品。

四、蒸蒸日上的中瑞双边贸易关系
瑞典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自 1950 年两国建交以来，中瑞双边贸易稳步
快速发展。目前，瑞典是我国在欧盟地区的第九大贸易伙伴，在北欧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是瑞典的第十二大贸易伙伴，在亚洲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 5
近年来中国与瑞典的双边贸易保持高速发展。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 年两国双边贸易
额为 51.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7％。其中，中国出口 18.6 亿美元，进口 33.3 亿美元。2005
年双边贸易额为 56.9 亿美元，同比增长 9.6％。其中，中国出口 25.7 亿美元，增长 38.6
％；进口 31.2 亿美元，下降 6.5％。根据瑞典统计局统计，自 2003 年起中国已经取代日
本成为瑞典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瑞中两国的贸易额约占瑞典贸易总额的 2%。

5

资料来源：《中国与瑞典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大使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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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中瑞双边贸易统计
单位：万美元
双边贸易总额
年份

中国出口

中国进口

顺逆差

贸易额

增长率
(%)

出口额

增长率
(%)

进口额

增长率
(%)

金额

2002

270103

-12.8

91000

-2.3

179102

-17.4

-88102

2003

416903

54.3

145293

59.7

271610

51.6

-126317

2004

519935

24.7

186001

28

333934

23

-147933

2005

569876

9.6

257656

38.6

312220

-6.5

-54564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统计
瑞典向来支持世界贸易自由化，主张普遍取消关税及其它贸易壁垒。1985 年和 1991
年，瑞典分别取消了对中国瓷器、纺织品和服装的配额，在近年来欧盟对华纺织品进口设
限问题中，瑞典坚持要求欧盟取消或提高配额。
中国对瑞典主要出口船舶、服装、照明器材、机械基础件、鞋、贱金属器件、移动通
信设备、游戏用品和电话机等；从瑞典进口的货物主要包括钢材、汽车和汽车底盘、纸及
纸板、机械提升搬运装卸设备、医药品和造纸机械等。中瑞两国在技术引进和技术合作方
面也发展较快。

第二节 规模庞大的外国直接投资
瑞典对外资企业采取开放的态度，实行完全市场经济和非歧视性原则，既不会为保护
本国产业而限制外国企业，也不针对外资实行特殊鼓励优惠政策。据联合国贸发会
（UNCTAD）统计，瑞典是波罗的海区域诸国中累计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一、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和来源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瑞典政府缩小经济管制范
围，以及在瑞典加入欧盟的推动下，流入瑞典的外国直接投资稳定增长。
在 1999 年至 2003 年的四年中，瑞典吸引了 890 亿欧元的外资，在全球吸引外国投资
国家中位居第十一位。不断涌入的外国直接投资逐渐积累，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
攀升，从 1995 年的 12%上升到 2003 年的 48%，比例之高为世界首位。相比之下，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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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欧洲的平均比率仅为 3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 2005 年 9 月发布的《2005 年世界
投资报告》中指出，瑞典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潜能指数方面名列前茅。 6
瑞典的外国投资者主要来自德国、芬兰、美国、英国、荷兰等国。挪威和丹麦的投资
者在瑞典也十分活跃。来自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近 40 个国家的公司也在瑞典进行了投
资。在瑞典，超过 1 万家外资公司雇佣了近 60 万瑞典人，占到私营员工总数的近 25%。
在 2003 年，仅美国公司在瑞典就雇佣了 10.6 万名员工，法国、德国的公司也分别雇佣了
近 4 万名员工。

二、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方向和方式
瑞典的外国直接投资覆盖多个行业，包括信息通信技术、制造和工程领域、纸浆和造
纸、制药和生物技术、交通、能源、采矿和矿物、酒店和餐厅以及零售和房地产等。其中，
制药与化学、机械与设备以及能源所占的比例最大。不过，近年来瑞典 25％的投资增长都
集中在信息技术领域，并且服务业在总体上体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
国投资者。
表 3-7：2003 年瑞典的外商直接投资（按产业排名）
产业

投资额（10 亿瑞典克朗）

百分比（%）

制药与化学

306

28

机械与设备

197

18

纸浆与造纸

94

9

食品

25

2

其它制造业

70

6

能源

106

10

贸易

74

7

建筑业

52

5

银行与保险

14

1

其它服务业

156

14

总计

1094

100

数据来源：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
外商投资活动以多种形式进行，包括兼并、收购、资金投资和工业投资等。在 2000
年—2004 年期间，外国投资者平均每年收购多达 135 家瑞典公司。此外，大量国际信息技
术公司和电信公司也纷纷在瑞典设立了研发中心，Nokia、Nortel、Networks、Intel、Microsoft

6

资料来源：《2005 年世界投资报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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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Oracle 等公司都选择瑞典作为他们的研发中心和新的无线应用发展中心。

图 3-2：2000 年-2004 年累计跨国并购成交数目
800

781

750
700
664
650
600

2000年-2004年跨国并购累计成交数目
外国公司在瑞典的并购案例数目

瑞典在国外的并购案例数目

数据来源：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

三、投资瑞典的跨国公司和主要投资项目
由于瑞典机械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明显，投资瑞典的外资公司主要集中于制造行业。按
照员工人数排序，规模最大的外资公司包括美国福特汽车公司、ABB公司、英国阿斯利康
公司、丹麦北欧航空公司、丹麦国际服务系统、芬兰Stora Enso公司、美国Manpower公司、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法国Vivendi公司、荷兰Concordia公共汽车公司等。 7
在无线通讯领域，瑞典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自 1998 年以来，在这个领域积累
了许多外商投资项目，包括美国安盛咨询公司的全球 WAP 应用软件及服务中心项目、康
柏公司的无线通讯技术中心及电子商务开发中心项目、美国 EDS 公司的移动通讯卓越中心
项目、惠普公司的无线通讯研究项目、IBM 公司的无线互联网开发中心项目、英特尔公司
的无线通讯发展中心及电子商务研究中心项目、摩托罗拉公司的无线通讯应用软件及服务
发展中心项目、诺基亚公司的研发移动通讯基础设施项目，等等。
四、中瑞双向投资和其它经济合作
1982 年，瑞典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定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的国家。同年，两国第一家合
资企业华瑞制药公司在江苏无锡建立，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制药行业最大的合资企业之
一。90 年代初，瑞典在中国的投资大幅度增加，主要集中在汽车、电信、工程、医药、造
纸与包装等行业。
截至 2005 年底，瑞对华投资项目为 725 个，合同融资金额 18.2 亿美元，瑞方实际投
入 11.6 亿美元。其中，2005 年瑞典对华投资项目 80 个，合同金额 3.3 亿美元，实际投入
7

资料来源：《投资于瑞典的世界著名跨国公司》，摘自南南合作经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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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亿美元。截至 2005 年底，我同瑞签订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合同 1044 项，总金额 86.2
亿美元。其中，2005 年引进合同 65 个，金额 2.3 亿美元。目前两国合作的主要大项目有
北京市牛奶公司液态奶加工生产线、GEF 高效工业锅炉、三峡至常州、广东、上海直流输
电工程以及北京爱立信软件许可协议项目等。
中国以前在瑞典投资较少，大部分都是贸易公司或服务机构。2002 年末，瑞典政府正
式在上海设立了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总部，并拨专款用于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瑞典。不久，
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又与国家发改委签署了有关建立投资促进合作机制谅解备忘录，并同
商务部成立了投资工作小组，努力为中国企业到瑞典投资创造全方位的条件。
近年来，中国公司开始在瑞典的信息及通信科技领域投资，国内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
商华为科技与中兴通讯已分别在瑞典设立了研发中心。截至 2005 年底，经商务部批准或备
案在瑞典设立的中资企业共 12 家，双方协议投资总额 705 万美元，中方投资 486 万美元，
全部为服务贸易类企业，涉及旅游、贸易、软件开发及航空运输等行业。青岛啤酒、上海
汽车集团和广厦集团等一批中国知名企业也进入瑞典投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此外，为了促进两国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两国还建立了近 20 对友好省市关系，如上
海市——哥德堡市、广东省——斯科纳省、浙江省——乌普萨拉省、山东省——韦斯特省
等。这些友好省市的互动交往进一步推动中瑞两国双边经贸关系向前发展。
瑞典政府将中国视为主要合作伙伴，从各个层面支持和促进两国相关领域的合作与交
流，并重视两国企业家间的信息互动。中国已经成为瑞典政府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长期目
标。
中瑞双边签署的合作协定主要有：
1957 年《中瑞贸易协定》
1975 年《中瑞海运协定》
1978 年《中瑞工业和科技合作协定》
1982 年《中瑞投资保护协定》
1986 年《中瑞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
1993 年《中瑞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
2003 年 2 月成立相互投资工作组
2003 年 7 月签署相互投资工作组章程
2004 年 9 月签署中瑞相互保护投资协议的补充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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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优良的投资环境
先进的市场与物流配套服务、世界一流的尖端技术、突出的商业成本优势、教育水平
良好的人力资源……如今，瑞典已成为全球获得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
2004 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04-2005 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通过对 8700 位
经济和金融界领导人进行问卷调查，对全球 104 个经济体的综合经济状况，包括贸易与投
资开放度、政府作用、金融环境、基础设施、技术、管理、人力及公共机构等进行了评估，
瑞典仅次于芬兰和美国，排名第三。 1

第一节 波罗的海地区的巨大潜力
波罗的海地区包括斯堪的纳维亚（瑞典、丹麦、挪威、芬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爱
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北部、俄罗斯西部地区（包括圣彼得堡地区）和德国北
部。早在 14 世纪，区域内的商业联系就已形成。相近的地理位置、共同的文化和商业传统
以及该地区迅速扩张的经济，孕育出了许多贸易和投资机遇。

一、强劲的区域实力
波罗的海地区是欧盟的重要门户，也是欧盟地
区经济最发达和活跃的区域之一，在欧盟的 5 亿消
费者中，来自本地区的就有约 1 亿。
地区内的国家各有独特优势，迥异的成本结构、
工业专长和价值链定位，促成了多样化这一显著优
势。因此，投资者无论是需要低成本的生产，还是
世界领先的技术和研发，这一区域都能予以满足。
根据区域内各个市场的优势来选址运作，从而获得
最佳成本效益，这一策略已帮助不少企业走向成功。
根据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发布的《2004 年度地
区报告》，近年来波罗的海地区在经济繁荣、劳动生
产率以及创新增长率等指标上均比较强劲。各国可实现优势互补。目前，波罗的海国家发
展迅速，GDP每年增长约 6%~7% 2，显示出可观的增长潜力。
对于投资者而言，进入该地区还意味着面对一个贸易自由并且法律协调的环境，而且
是一个两倍于美国人口的市场。

1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公布全球竞争力最新排名》，李洁，2004 年 10 月 13 日，新华社。
资料来源：《波罗的海客商盯上长三角 近 500 位客商聚长兴》，2005 年 9 月 14 日，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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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瑞典：进军欧洲的桥头堡
瑞典位于波罗的海地区的中心，是波罗的海和北欧地区的关键纽带，南接东欧和西欧，
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瑞典市场可以辐射到整个欧洲，这使得她拥有来自欧共体市场的 5 亿
消费者，是外国投资者挺进本地区的“桥头堡”。
瑞典商业和公共服务部门广泛使用先进技术和创新解决方案，再加上瑞典优良的人力
资源、研发设施、先进的测试市场、高效的物流及客户支持服务，这些都为国际高标准的
业务运作奠定了基础。
为了简化运作并降低成本，跨国公司往往需要设立地区总部，通过集中行政、客户支
持、会计和财务等职能部门来节省开支。瑞典很自然便成为波罗的海地区的枢纽。瑞典拥
有高标准的道路基础设施，高速公路将主要物流中心连接起来，避免了在欧洲其它国家经
常出现的交通拥堵现象。除了进出瑞典的公路和铁路运输网之外，一些班次频繁的航线以
及完善的港口网络也提供了支持。乘坐飞机来往于该地区的主要城市所需时间不超过 2 个
小时，公路运输在 24 小时内也可通达整个地区。
瑞典在该地区内的强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在该地区最领先的 20 家创新企业中，有
12 家来自瑞典，同时瑞典还拥有最多的美国专利，并吸收了该地区约半数的外国直接投资。
据厄勒海峡研究所 2004 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活跃于波罗的海地区的大型国际企业
中，2/3 选择瑞典作为其地区总部。
目前，瑞典已发展成为该地区最大的市场，其中，斯德哥尔摩地区是消费电器、信息
通信技术、生命科学、物流等企业的地区基地，哥德堡是船运和汽车中心，马尔默/厄勒海
峡地区则是食品和生命科学基地。

第二节 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

一、交通与物流
（一）方便快捷的交通运输
瑞典陆海空交通运输高度现代化，全国已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络。
1、铁路
铁路在瑞典国内运输中占有重要地位。2004 年铁路总长 11050 公里，其中电气化铁
路占 2/3；客运量 1.47 亿人次，货运量 6015 万吨。最重要的线路有连接南部大城市的环
线（斯德哥尔摩—哥德堡—马尔默—斯德哥尔摩）以及北部输出铁矿砂的吕勒奥—基律纳
—纳尔维克（挪威）线。
2、公路
2004 年瑞典公路总长 23 万公里，其中有国道、省道 10.6 万公里，公路货运量 3.25
亿吨。公路运输现已承担国内客运量的 90％和货运量的 50％左右。
3、水路
海运是瑞典水运的主要方式，全国港口吞吐量 1.7 亿吨。主要海港有哥德堡、斯德哥
尔摩、吕勒奥、乌克瑟勒松德和马尔默，哥德堡是第一大港，年吞吐量 2300 万吨。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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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线，大多数港口都拥有储藏干货、农产品及冷冻产品的先进储藏设备，内陆的配送有大
型托运承包公司负责，即使国内最边远地区，通夜也可到达。
内河航运在瑞典居于次要地位，全国运河总长约 1250 公里，内河航道 640 公里。
4、航空
瑞典拥有众多大中小航空公司，航线众多，航空便利。瑞典与丹麦和挪威共同拥有北
欧航空公司（SAS），瑞典持有其中 3/7 的股份。该公司现有飞机 154 架，航线遍及五大
洲 50 余个国家的上百个大城市以及国内的 24 个城市。此外，瑞典还有安德森商业航空公
司（Andersson Business Jet）、商业喷气公司（Business Jet）等小型从事商业旅行服务
和国内短途旅行的航空公司十余个。2004 年全国机场进出港 2347 万人次，货运量近 20
万吨。经由德国至荷兰或英国港口的航线是瑞典最繁忙的航空线。
（二）高效的物流渠道
以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为支撑，瑞典已经建起了一个成熟高效的物流系统，主要的物流
中心是斯德哥尔摩、哥德堡、马尔默和赫尔辛堡。斯德哥尔摩是瑞典首都和商业中心，多
数大型公司的总部都设在这里。位于西南海岸的哥德堡是瑞典第一大港口城市和工业中心，
拥有从汽车到石油化工等不同领域的产品。马尔默和赫尔辛堡位于瑞典的西南海岸，毗邻
丹麦，是联接瑞典与欧洲大陆的主要海港。
目前，瑞典大约 2/3 的进口商品是通过批发商和进口商来进口的，消费品和工业原材
料通常也利用这些渠道进口。进口在瑞典工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约 70%的进口
商品都用于工业生产、组装或投资中。向瑞典销售工业产品的零部件及原材料可以直接与
各工业厂商联系或通过专门的进口商及进口机构联系。电话销售在瑞典很少见，但有线电
视频道的定购单和使用率正逐步增多。直接销售也被用于对书刊和杂志等的销售。特殊产
品的销售一般可以通过邮购公司形成的巨大配送渠道来进行。
1、食品和方便物品
瑞典境内的食品和方便物品的配送主要由 ICA、COOP、Axfood 和 Bergendahls 四
大公司集团负责，它们占有整个市场份额的 75%。销售环节由遍布全国的约 7000 个连锁
店负责。目前约有 300 家小型或中等批发公司专门负责各种物品或特定客户群。对食品市
场零售贸易的关注已经使很多批发商大大增加了他们的产品供应者，希望进入该市场的生
产厂家必须要有新的产品。一般来说，要同时与几个批发公司发生贸易关系。
2、专业产品
瑞典的专业产品市场由许多拥有不同品牌的公司所占有，通常由连锁店、自愿连锁店
分销这些产品。瑞典家具和内部装饰连锁店 IKEA 和服装连锁店 H&M 都是非常著名的，他
们在不同的国家依靠采办处进口商品。

二、信息化与通讯
（一）欧洲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瑞典是欧洲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从 1870 年开始，瑞典人均拥有电话线路的
数量已居于世界各国之首，目前，瑞典在信息技术领域及网络的成熟度方面仍居世界领先
地位。瑞典的光纤基础设施领先世界，全国 100 多个城镇中建有 200 多个城域网络，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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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家庭都可上互联网。截至 2005 年 1 月，瑞典第三代移动通讯的人口覆盖率达到 85%，
位居欧洲第一。截至 2005 年 3 月，由三大运营商TeliaSonera、沃达丰、中国香港和记黄
埔与瑞典投资商已共同拥有 42 万第三代移动通信用户。 3
目前，瑞典政府已制定了到 2010 年建成全球最先进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简称 NII）的计划。该计划认为，瑞典先进的信息基础结构业
已建成，NII 建设的关键是新业务的应用和扩散，目标是无论何时何地，让每个公民都能以
电子方式快速、方便、安全、廉价地享用信息服务和相互通信。为此，政府建立了首相直
接领导的由政府部门和产业界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并为相关的研发工作拨出 10 亿瑞典克
朗，作为专项政府基金。
（二）发达的信息通讯技术产业
信息通讯技术产业是瑞典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有大约 1200 家企业。私营和公营信
息技术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大约 140 亿欧元，TELIASONERA、沃达丰和中国香港和记黄
浦是瑞典最大的电信运营商，共拥有 42 万第三代移动通信用户。今后信息通讯技术领域的
发展重点是安全、IP 电话技术和移动解决方案，多数瑞典企业将在两年内建立无线局域网
和无线电话网。
瑞典移动通信网络运营商在世界上率先推出了因特网移动接入服务。例如，Europolitan
公司于 1997 年在世界上首创了移动电子邮件服务。GPRS，被称为 2.5 代通信技术，也于
2000 年在瑞典首先推广。综合而论，瑞典网络运营商向客户提供的因特网和 SMS 等基础
服务达数百种之多。
（三）世界领先的研发水平
瑞典在信息通讯技术产业中实力雄厚，一系列国际先进的无线技术专利均为其研发和
拥有。正在开展的 WCDMA 第三代移动通讯技术研究，及其前身 NMT、GSM、GPRS 等
无线技术主要是由瑞典企业爱立信和 TELIASONERA 开发的，蓝牙标准也是由瑞典首创。
因此，当 Intel 决定在美国以外设立一个无线中心时，选择了斯德哥尔摩的西斯塔无线硅谷；
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中兴通讯和华为也同样将它作为海外的重要研发基地。

第三节 北欧金融中心
瑞典是世界比较发达、富有的国家之一，其金融业发展一直保持世界领先水平。目前，
斯德哥尔摩地区已经成为波罗的海及北欧地区的商业和金融中心。

一、发达完备的金融体系
瑞典金融系统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等多家组成，其中商业银
行有 4 家。中央银行在整个金融系统中居主导地位，担负着国家金融管理的重要职能。
斯德哥尔摩拥有北欧最大的证券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所，成为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重
要舞台。斯德哥尔摩金融服务公司雇员超过 4.5 万人。瑞典联合储备银行、瑞典商业银行
3

资料来源：《投资瑞典》，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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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enska Handels Banken ，简称SHB）、北欧投资银行集团和北欧斯安瑞典银行
（Sviskaenska Enskilda Banken ，简称SEB）等主要瑞典银行都在该地区广布网点，其
中SEB和瑞典联合储备银行占据波罗的海银行业市场 70%的份额。 4

二、北欧最大的证券市场
以斯德哥尔摩为基地的 OMX 集团提供进入泛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各证券市场的通道。
OMX 拥有并管理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哥本哈根、塔林、里加和维尔纽斯的证券交易所，
他们共占北欧-波罗的海市场约 80%的份额。OMX 旗下证券交易所的营业额在欧洲列第 7
位。斯德哥尔摩也是北欧风险投资活动的中心。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的市值为 2800 亿
欧元（约合 3600 亿美元，2005 年 3 月数据），拥有近 50 家瑞典以外的成员公司。
此外，斯德哥尔摩还拥有一流的金融基础设施。世界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主要国际
律师行、全球大型房地产顾问公司等等都在该地区设有分支机构，为企业银行业务和投资
银行业务提供保险经纪、专业咨询等各类服务。
三、严格的内部风险管理制度
瑞典各大商业银行均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风险管理制度，优异的经营成果来自于严格
的内部风险管理。
瑞典的商业银行将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分为战略、执行、操作等层次。战略层次由董
事会与总行高管层构成，董事会下属由执行总裁、地区高级经理、财务总监、信贷部主任、
风险管理部经理以及风险管理专家组成的风险政策管理委员会，负责设计、修正银行的风
险管理政策和程序、颁布风险管理准则、规划部门风险限额、审批限额豁免、监控风险暴
露，以达到银行风险在总量与结构上均与风险管理目标一致。
执行层次由总行风险管理部、主线主管与分行高管层等构成。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的
风险管理部负责风险管理的具体实施，业务主线主管负责风险的纵向控制，分行高管层负
责风险的横向控制。内部审计部独立于其它业务部门，专司不同领域中的风险监测，直接
对董事会负责。
在操作层面上，每个风险管理岗位都有明确的业务权限和制约机制。员工在从事每项
业务时都必须考虑风险因素，由此形成全员的风险管理文化。风险管理的重点还要从关注
单笔交易、单项资产和单个客户，扩大到高度关注所有风险暴露的总体风险控制。
在银行、保险和其他金融业务一同经营的混业经营的模式下，由于高力度控制风险，
目前瑞典的商业银行仍能保持较高的资产回报率。如瑞典商业银行（SHB）和北欧斯安瑞
典银行（SEB）的不良贷款率常年保持在 1%左右，与花旗银行不相上下。权益回报率方
面，SHB 银行为 15.66%，花旗银行为 16.70%。2004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5913
亿瑞朗的瑞典第二大商业银行 SEB 银行的贷款余额为 7830 亿瑞朗（7.5 瑞朗约折 1 美元），
其不良贷款（可疑贷款）率仅为 1.12%，2003 年和 2004 年，其贷款损失水平仅分别为 0.12%
和 0.10%，在全球同行业中领先。

4

资料来源：《走进瑞典》，2005 版，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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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
近年来，SEB 和 SHB 等大型银行大量采用先进工程技术，识别、衡量和监控风险。
这使得风险管理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特征，也使得风险管理成为艺术性和
科学性相结合的工作。如 SEB 在风险管理过程中，除通过违约率和损失率计算客户风险评
级外，还对非预期事件进行考虑，探索潜在问题出现的可能，检测不足之处，协助识别可
能的损失。此外，为防范风险，SEB 银行将经营长期战略计划和具体业务计划流程不断与
贷款风险模型相结合，以确保在早期确定、监控、管理与资金相关的操作风险。
五、外部对银行业风险的监控
1991 年，瑞典实行金融监管一体化，政府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瑞典金融监管局负
责对银行、证券及保险业实施统一监管。目前瑞典金融监管局将商业银行作为高风险类进
行重点监管，特别是加强了房地产信贷的监管。在充分相信商业银行财务报告的基础上，
通过分析瑞典国内的四大商业银行风险报告，将主要风险确定为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两个
层面，对商业银行的风险和内控制度进行监控，以及对商业银行贷款评估和计算风险模型
进行测试。并将风险分为操作、信用、市场和固有风险四个评估区域进行监控，主要侧重
对内部控制制度检查。同时对混业经营的风险采取分业调查、依据贷款评估模型对集团风
险进行评估。 5

第四节 欧洲领先的风险投资市场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瑞典风险资本市场比较活跃，投资者的构成日趋多元化，包
括商业化投资者、私营风险投资商、风险投资管理基金、政府风险投资机构、外国投资者
以及隶属大型企业集团的风险投资公司等。
在过去十年中，风险投资商机吸引了大量资金涌入瑞典市场。私募资本业所吸纳的资
金总量（包括风险投资和收购）已从 24 亿欧元增长到近 300 亿欧元。创业基金的成功崛
起对瑞典风险资本行业的成长发挥了关键作用。目前瑞典风险投资公司管理着 90 亿欧元的
基金。
瑞典私募资本产业（以投资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仅次于英国，居欧洲
第二位。其集团联合程度（即涉及私人资本市场内两个或两个以上投资者）占投资总量的
2/3。2004 年由私人资本和风险投资基金募集到的资金总额达到 37 亿欧元。 6

一、技术交易主导型的风险投资
瑞典在技术革新方面的良好业绩是吸引风险投资的显著动因。2003 年，欧洲私募基金
在信息通信技术或生命科学项目上的投资比例只占 33%。而相比之下，瑞典在这些方面的
5

资料来源：本节第三、四、五部分摘自《北欧瑞典银行业风险管理内容、理念及启示》，沈万君， 2005
年 12 月 19 日，中国审计在线网站。
6
资料来源：《风险投资》，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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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投入高达 69%。国际风险投资公司也将注意力集中在瑞典科技企业上，来自美国、法
国、荷兰和以色列等各国约 100 家风险投资公司中，大部分都将投资重点放在了信息通信
技术或与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相关的项目上。通常，这类投资公司的管理层都由经验丰富
的实业家和企业家组成，以生命科学为重点的投资经理一般都具备医药工业或生化技术研
究的背景，而具有无线技术优势的风险公司往往是由来自无线产业的合伙人组成。

二、瑞典风险投资产业的优势
瑞典风险投资已具有一定规模。其风险投资基金占据了欧洲投资总额的相当大的比例，
例如，2003 年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瑞典投资占 12%，信息通信技术项目占 6%，高于欧洲平
均水平。不仅如此，国际资本也正在越来越关注瑞典风险投资， 66%的风险投资基金来自
瑞典以外的投资者。
此外，由于广泛应用标准化、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基金结构，因而降低了国际投资者进
入瑞典风险基金行业的门槛。基金管理费与国际标准相一致，加上瑞典有各式各样的私募
资本法律顾问，从而保证了行业的高效率和可靠性。
目前，瑞典最大的 5 家信息通信技术风险投资公司已投资于 100 多家投资组合公司，
瑞典最大的 5 家生命科学风险投资公司已投资于 130 多家投资组合公司，瑞典对于高科技
和创新的重视充分反映在该国的风险投资产业上，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这也意味着可以
较低成本获得瑞典技术。
表 4-1：瑞典主要私人资本投资公司一览
资产
百万美元

公司名称

投资额
百万美元

投资
总数量

投资组合公司举例

生命科学
Jolife、InDex

CapMan

1600

1000

75

H&B/Life Equity

200

120

17

Biovitrum、Gyros

Healthcap

850

420

41

Aerocrine、Karo Bio

InnovationsKapital

240

不详

16

Jolife、rexis

300

150

25

Scandinavian
Science Vent.

Life

Pharmaceuticals

A Carlsson Research

信息通信技术
CapMan

1600

1000

19

Northlight Optronics

BrainHeart Capital

175

130

13

Maingate、Mobeon

InnovationsKapital

240

不详

31

Sicon、Silics、Spotfire

IT Provider

410

270

24

36

BlueFactory、Envox、
Drutt

Ledstiernan

IpUnplugged、

150

120

23

Altor Equity Partners

820

230

3

Lindorff、Dynapac

EQT

7000

2600

21

com hem、Duni

Industri Kapital

4700

3500

25

Sydsvenska Kemi

Nordic Capital

3000

不详

16

Ratos

1100

880

Columbitech

收购基金

Molnlycke Health
Care

18

Lindab、DIAB

资料来源：瑞典风险投资协会（SVCA）和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ISA）

图 4-1：瑞典基金风险投资的高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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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北欧地区包括挪威、瑞典、芬兰和丹麦。数据截止到 2003 年 12 月 31 日，欧洲基金
以欧元计算，美国基金以美元计算。该分析以数项基金为调查样本。
资料来源：Thomson Venture Economics，2004 年

三、瑞典风险投资项目吸引国际投资举例
截至目前，瑞典最为吸引国际风险投资的项目主要集中于信息通信技术与生命科学两
大领域。根据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发布的资料，来自美国、英国、法国、丹麦、芬兰、荷
兰等国的知名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于多项重点高科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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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技术方面，来自丹麦的 Nordic Venture Partner 公司、法国的 Innovacom 公
司、荷兰的 Gilde Investment Management 公司、日本的 NEC 和 MIC 公司，以及美国的
MPM BioEquities 公司、Altas Venture 公司、Sprout 公司、Cooper Hill 公司、Pequot 公
司、Quantum 公司等，都在瑞典投资建设了多个高科技项目。
在生命科学方面，芬兰的 Biofund 公司，英国的 3i 公司、Apax 公司、Abingworth 公
司和 Schroder Ventures Life Sciences 公司，美国的 MPM BioEquities 公司、Alta Partners
公司，法国的 Sofinnova 公司、 Credit Lyonnais Private Equity 公司和 Auriga Partner 公
司等等，也先后投资建设了多个生命科学高科技项目。

第五节 世界领先的技术研发基地
瑞典一直被列为全球高技术市场的主导国家之一。瑞典的实力主要体现在高新技术、
强大的创新能力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上。在经济学人智库（EIU）所做的 2005—2009 年经
济展望中，瑞典被评为世界上最具商业吸引力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在高技术市场上，特
别是信息和通讯技术领域，外国直接投资纷纷流向瑞典。外国投资者已发现瑞典具有许多
商务和投资机会，目前，全球很多著名跨国公司都选择在瑞典设立研发中心，诸如
Accenture、Cambridge、Technology Partners、Cap Gemini Ernst & Young、思科、康柏、
EDS、惠普、华为、IBM、英特尔、微软、摩托罗拉、诺基亚、北电网络、甲骨文、RSA Security、
三星、西门子、索尼、Sun Microsystems、Sybase，等等。
由于对于研发、高等教育和信息通信技术长期稳定的投资，瑞典现在成为了世界上领
先的知识经济体。根据欧盟委员会的统计，瑞典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4.3%投入到研发中，比
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都要多，而且在创新方面位居欧盟国家之首。瑞典在商业领
域相关的公共拨款中，研发费用（72%）紧随日本和韩国位居第三。凭借其人均拥有的科
学出版物数量和向欧洲专利局申请的专利数量，瑞典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名列前
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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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003 年研发人均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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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与通信技术
瑞典是移动电话技术的发祥地，继开发出第一、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后，瑞典主导开
发了 WCDMA 项目，即第三代（3G）尖端通信技术，该技术已被欧洲、日本和美国接受
为移动电话系统的第三代技术。其研发步伐远远超前于其他地区。
瑞典无线通信技术基地的核心是斯德哥尔摩-基斯卡都市圈，这里有大量的国际科研和
产品开发基地。距此不远则有哥德堡、卡尔斯克鲁纳/罗奈比、林雪平/诺尔雪平、吕勒奥/
于默奥和马尔默/隆德等地区，无线通信技术也都是这些地方的强势所在。为了满足市场对
技术人员的需求，斯德哥尔摩、哥德堡、卡尔斯克鲁纳等地还相继成立了培养 IT 人才的专
门院校。
瑞典拥有大量测试和评估移动通信新技术和服务的实验环境，这些基地遍及全国各地。
其中重点项目如下：
（一）Stockholm.Open 通信网

位于斯德哥尔摩-基斯卡都市圈。“Open.net”网是一项集体协作开发工程，目的是建
立不依赖运营商的移动和固定接入网络。项目内容包括建立实验网络和测试台。
www.kistaip.net 网于 1999 年和 2000 年建成，主要覆盖 IT 院校校区和学生住宅区。斯德
哥尔摩和全国其他地区及国外也相继建立通信网。
网址：www.stockholmop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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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elematics Valley 科技谷

位于哥德堡。致力于研究具备报警器、电子邮件、因特网接入，以及语音控制等功能
的智能汽车。Telematics 科技谷于 2001 年 8 月启动，计划成为开发 Telematics 技术，即
车载移动通信技术的世界主要基地。这片科技园现已有 50 家企业进驻，包括 PAG 的世界
运输通信技术研究中心及惠普实验室等许多企业。
网址：www.telematicsvalley.org
（三）Wireless People 无线精英发展区
位于卡尔斯克鲁纳/罗奈比地区。著名移动通信服务运营集团 Europolitan Vodafaone
公司的总部就设在此地，Sun 公司和摩托罗拉公司的科研开发中心与其毗邻而居，电信、
因特网以及无线通信技术领域的许多企业汇集于此，形成一个高密度科技基地。该区正在
建造之中，它将成为无线通信技术服务和产品的测试平台。该发展区提供一个高科技私营
及商业用户基地，帮助他们及时接触所需的尖端技术和知识，并为他们配备基础设施，促
进工业界与学术界携手合作。
网址：www.telecomcity.org
（四）Internet Bay 因特网湾
因特网湾开发区位于瑞典北部，跨越西博滕和北博滕两省，技术开发重点放在远距离
通信技术和移动电话产品方面。该开发区已建立许多测试平台，包括个性化和面向商业的
服务，覆盖领域有移动电子、娱乐信息、教育、医疗保健，以及工艺过程设备控制。这些
测试平台已吸引大量企业和研究机构，以及许多起步创业公司。爱立信和诺基亚都在此地
建有研究和产品开发中心。
网址：www.internetbay.nu
（五）Home Communications 家庭通信项目
位于林雪平地区。重点致力于宽带通信与家庭生活的研究，它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生活
方式，即家庭将进入联网，保持“全天候接通”
。该项目已经启动，目的是发展家庭通信技
术、产品和服务。目前，诺基亚、爱立信等许多通信公司的家庭通信技术全球开发部门已
在这里立足生根。
网址：www.homecom.org

二、汽车电子通信和智能安全技术
（一）汽车电子通信领域

几十年来，瑞典在汽车制造业和电信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两个专业领域的独特组
合正使瑞典成为世界汽车电子通信业的中心之一。通过采用爱立信在无线通讯领域的最新
革新技术，及其他电信开发商的先进技术，沃尔沃汽车、绅宝和斯堪尼亚已成为汽车电子
通信领域中颇有实力的一员。目前，瑞典已投入下一代的汽车电子通信技术的研究，该技
术将使汽车和卡车成为智能平台，方便各种系统之间、系统与制造商、服务设施、驾驶者
及拥有者进行交流。
1、关于“汽车电子通信谷”
为支持不断发展的汽车电子通信产业，一些企业和机构于 2001 年在瑞典哥德堡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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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一个企业合作园，称为“汽车电子通信谷”
（网址 www.telematicsvalley.org）。该合
作园为汽车工业和应用汽车电子通信业提供一个中性的互动平台，以开发生产制造业企业
和供应商都能接受的功能性解决方案。
“汽车电子通信谷”是一个综合性组织，其主要任务是促进汽车电子通信企业互相合
作，并为汽车制造企业、汽车产品供应商和相关科研项目提供有针对性的技术测试平台。
每年组织大约 10 次活动，这些活动包括主办汽车电子通信国际年会，并发表关于瑞典汽车
电子通信行业及其相关企业的调查报告。
目前，已有 60 多家公司及机构加盟“汽车电子通信谷”，他们主要是一系列先进的汽
车电子通信客户，即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
“汽车电子通信谷”具备完整的汽车电子通信价值链，因此吸引了 IBM 等大型跨国公
司以及诸多著名的国际咨询公司在此设立分支机构，全球领先的管理咨询公司埃哲森咨询
公司（Accenture）就选择哥德堡作为其在北欧的汽车电子通信服务中心。
此外，该园地吸引投资者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它拥有世界一流的专业人才。作为
瑞典第二大高等学府，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的商业孵化机构 Chalmers Innovation 现已创建
了许多新公司，其中包括汽车电子通信领域的公司。该大学与哥德堡大学在汽车电子通信
谷心脏地带的 Lindholmen 科技园联合建立了一所名为 IT University 的信息技术大学，致
力于科技研究与行为科学的整合，并培养了大批移动通讯服务和汽车电子通信专业人士。
“汽车电子通信谷”汇集了大量先进的专业技术研究机构，诸如：
Imego：Imego 的传感器专家正以微型技术为基础，迅速开发创新的微型传感系统及
其应用。Imego 目前的主攻方向是将现有传感器用于新用途，开发模块式传感器平台，以
及运用算法语言整合传感器信号。
工业研究与开发公司（IVF）：IVF 致力将学术研究与工业应用相结合，通过开展项目
研究和成果转化来开发产品和工艺。IVF 与查尔姆斯大学合作，在重点开发高度可靠的电
子硬件的同时，还研制将电子和微型系统结合到产品中的技术。
瑞典国家试验研究院（SP）：SP 是为汽车制造商及供应商提供全面服务的瑞典最大试
验和评估基地，服务范围还包括质量系统认证和测量系统的校准与标定。SP 的活动涵盖客
户所需的所有科技领域，包括与大学、其它研究机构和工业伙伴合作，共同研究和开发技
术。SP 各研究小组的工作涉及到 IVSS 的许多方面，其电子学的研究主要是软件系统和子
系统以及电子硬件，有些课题也涉及具体部件，例如：半导体的可靠性。
瑞典国家道路交通研究院（VTI）：信息技术对道路交通的影响日益成为 VTI 的重要研
究领域。VTI 的智能交通管理系统（ITS）的重点是研制交通管理、交通控制和道路使用者
支持技术。
2、对投资的强大吸引力
得天独厚的行业合作环境。在瑞典，通讯业、汽车制造业和 IT 业都在发展汽车电子通
信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瑞典企业在这些领域的领先地位，为推动汽车电子通信下一步
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企业间的密切合作有利于为汽车电子通信制定出行业标准，
这对该技术的长远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
无线技术的领先者。作为 GSM 移动通讯网络系统的世界级领导者，爱立信公司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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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域地位正在向以 WCDMA/UMTS 为主的网络系统延续。此外，根据“汽车电子通信研
究小组”（Telematics Research Group）的预测，爱立信发明的蓝牙无线通讯技术将为汽
车电子通信起到关键性推动作用。
举世瞩目的移动通讯市场。先进的移动通讯网络对汽车电子通信服务至关重要。
Teliasinera 和 Tele2 以及一些世界级的厂商，如沃达丰，还把几项最新的移动服务项目放
到瑞典市场来做实验。与此同时，瑞典国内的运营商也在向东欧和中欧扩展。成熟的瑞典
市场正在培育出强大而具有竞争力的电信运营商。
成熟的信息通信技术。信息通信技术的硬件和软件是汽车电子通信发展的基本条件。
瑞典在 IT 和电信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已为世界所公认，其信息通信技术业的成熟，使得该
领域大批国际性公司，诸如全球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 Accenture、全方位的 IT 商业与技术
服务公司 EDS、新加坡电子元件生产服务供应商 Flextronics 以及 IBM 等等，纷纷将其汽
车电子通信中心设在了瑞典。
以上这些发展为瑞典在汽车电子通信领域创造了独特的投资机遇，显示出强大的吸引
力。
（二）汽车智能安全领域
瑞典国会已通过了一项零车祸决议。根据该项决议，作为长期目标，瑞典最终将实现
道路交通中无人死亡或严重受伤。因此，汽车安全研究已成为当前一项重点研发领域。
作为汽车安全和汽车电子通信技术的全球领先国家之一，瑞典为此特别制订了一项崭
新的汽车智能安全系统（IVSS）应用研究开发计划。该项目将为汽车内安全系统和路边系
统的研制奠定基础，这些设计概念通常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同时充分适应人的需要。此外，
IVSS 项目将有望催生出独特的技术力量，促进研究、教育、设计和测试的强劲发展。
这项价值 6800 万欧元（约合 8300 万美元）的计划向所有国际企业和合作伙伴开放，
鼓励全球竞争者参与竞争前的研发项目，该计划将延续到 2008 年。此外，瑞典国家道路
管理局（SNRA）和瑞典创新系统署（Vinnova）也提供了 3800 万欧元（约合 4600 万美
元）公共基金，用于工业先导研究开发项目，而相应的工业基金将提供 3000 万欧元（约
合 3700 万美元）。 7
这项计划将进一步加强瑞典的 IVSS 基地群的实力，也将为各国际企业加盟提供新的
机遇。参与该项目的企业，能够与福特和通用汽车集团，以及新组建的沃尔沃-雷诺-Mack
和斯堪尼亚-大众汽车集团等企业展开业务合作，而这又必将促进基地群的 IVSS 科研成果
向商品化方向转化。
对于投资者而言，通过参与先进的 IVSS 技术研发，不仅能够充分利用世界一流的 IT
环境和尖端无线系统应用技术，而且还有机会参与 IVSS 基地的各种研发计划，并由此跨
入通向全球汽车和卡车工业的门户。

三、光电子技术
瑞典自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致力于光学和光电子学研究，目前，瑞典在外延技术和处
理技术、高速光电装置、二极管泵激的固态激光器、半导体激光器、多量子阱空间光线调
7

资料来源：《汽车智能安全系统》，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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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光晶体、石英硅波导管、光组装与包装、特种光纤、光网格及超高速光学、量子光
学方面均取得了世界领先的研究成果。
（一）光电基础设施的供应者
瑞典的光电子技术历来就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对其国土面积而言，瑞典的光电业
分布广泛。现阶段随着电信行业带宽与网络容量需求的大幅增长，光电子产品的商业化正
在加速发展。斯德哥尔摩市郊的西斯塔聚集着各种新生的高科技公司，拥有一流的应用研
究、派生机构和不断改进的基础设施，现已孕育了一批新兴的光电企业。此外，西斯塔的
吸引力还在于它有着与企业间研究合作的良好纪录，不仅激励了对低廉的大规模生产的投
资，而且使光电产品的开发进一步向着一体化、功能强、成本低的方向发展，而且也为其
它行业的公司提供了重大优势。
（二）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机构
如今，瑞典在光电子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主要在三所大学和一所工业研究机构
里展开。
1、皇家理工学院（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位于斯德哥尔摩市。该学院的光电研究范围十分宽广，将光电网络与传输技术同设备
研究和初级启动机制研究纵向结合，这种方法十分适用于光电子学这个全新的领域。学院
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超高速技术与系统、量子信息技术与系统、光传输、集成光电器件以
及 III Vs 和二氧化硅/硅系统中的材料科学与技术。全球已经在其中若干领域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皇家理工学院的研究一直以来不仅为一些刚刚起步的公司所倚重，也是电信及其它
领域中现营企业的坚实后盾。
该学院网站：www.kth.se
2、查尔姆斯理工大学（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位于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该校微电子工程系光电实验室的研究与教学集中在光纤
通信、光电子学与光学领域。其中，在光纤通信方面的科研包括高速数据传输中的传输损
伤、全光学数据操控、光信号监测及微波光电子学的系统情况，在光电子学方面的研究集
中于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VCSELs）及相关技术，在光学领域的研究方向为引发衍射微
型去载的制造以及新型衍射装置的应用。
该大学网址：www.chalmers.se
3、瑞典中部大学（Mid Sweden University）
位于瑞典中部城市松兹瓦尔。该校的光电研究主要着重于探索半导体与玻璃制品中稀
土金属离子的光学特性。稀土元素对于许多光电设备都十分关键，促成了一些目前最重要
的现代应用。瑞典中部大学同瑞典及格外从事固体物理、材料化学、光纤与半导体技术研
究的机构联合开展这项尖端研究。
该大学网址：www.mh.se
4、Acreo 光电技术中心
Acreo 成立于 1999 年，合并前身是瑞典光学研究所（IOF）和瑞典工业微电子中心
（IMC），二者均源起 50 年代初，在瑞典负有盛名。Acreo 目前的研究方向是创新性的微
电子学和光学解决方案，从事研究和制造这些领域的应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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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eo 由工业协会与瑞典政府共有，聘有约 200 名资深科学家、工程师及辅助工作人
员。其总部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市郊充满活力的西斯塔技术园区内，另有分部设于其它 4
个城市中。作为连接学术研究与企业生产之间的桥梁，它对外与一流大学密切合作，对内
开展大量研究工作，可与客户签订研发合约，向他们提供针对未来产品创新的解决方案。
Acreo 涉及的技术领域包括光纤网格、宽带技术、特种光纤、低成本光电互连与包装、
微电子加工技术、稳态电子学、光纤传感器技术等。它拥有大量设施先进的实验室，可以
提供：一个全面的开放式测试平台，用以对光网络技术与应用进行高达 40Gbits/s 的实地
试验，实地试验与实验室内进行的测试费用相同；一个光网络实验室，用于高达 40Gbits/s
的传输实验；一个装备齐全的实验室，用以进行特种光纤的研制和生产；用于布拉格式光
纤光栅的设计、样品制作和试验的先进设备。
该中心网址：www.acreo.se
（三）瑞典光电协会
经过了 30 多年的发展，瑞典各种光电研究逐步形成了一个个具有相当实力的学术中
心，并在光电子技术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批重要的产业设施。瑞典光电协会是由许多瑞典
公司、大学研究团体、研究所及赞助机构组成的一个非盈利性组织，其目标在于汇聚专业
人士与机构，推动研究进程，促进技术转让，以利于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该协会意在提高企业知名度，宣传企业业绩，同时去吸引并帮助对内投资。在瑞典一
流的大学里，以及在 Acreo 光电技术中心的应用研发中，该协会都开展了相关的学术研究
并提供培训，通过推动技术培训和与学术界的互动，鼓励对专业技能的培养，以满足企业
的要求。
（四）政府的支持
目前在瑞典，许多光电业的投入都以光纤通信为发展方向。政府承诺要确保并提升瑞
典在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内的全球领导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府已拨款 13 亿
美元用于在全国范围内投建最大容量的宽带网。另外，政府还拨有巨款支持基础研究立项，
例如研制新一代高容量光纤基础设施以及提高现有网络运营的成本效益。 8

四、临床试验
在北欧国家中，瑞典拥有最大的药品市场，并占有最大的临床试验份额，而且药物开
发过程追求高效率，鉴于瑞典能够快速及低成本地提供有效的临床数据，因此各大领先的
制药公司纷纷进入瑞典。
如今，已有 30 多家最大型制药公司在瑞典进行临床试验。世界上最畅销的药物在临床
开发阶段都曾在瑞典病人身上做过试验，这反映了瑞典在临床试验领域里的领先地位。
（一）可靠的临床试验基础

瑞典实行全国统一的公共医疗保健体系，该体系以公民的身份证号码为核心。全国性
的登记机制便于对病人进行长期的追踪研究，减少失访率，而统一医疗保健体系具有相同
的流程、治疗原则以及数据搜集程序，从而形成临床试验的重要优势。
公共医疗保健体系建立了庞大的生命信息库，此外更专为研究而建立了一些基于人口、
8

资料来源：《瑞典光电子技术》，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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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清晰的生命信息库。瑞典还有综合性的登记系统，记录病况、死亡和遗传相关性等信
息，例如癌症登记，多代登记和双胞胎登记等。这些登记数据和医疗记录非常可靠而且质
量很高。另外，通过个人身份号码就能让各种生命信息库和登记体系互相连接起来，这也
为流行病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有利条件。
此外，病人愿意参加并完成临床试验，这也是瑞典的优势。瑞典的临床试验参加率高、
流失率低，这反映出瑞典人民的教育素质高，对公共医疗保健体系的信任和信心，以及他
们意识到新的治疗方法所能带来的潜在益处。极高的病人追踪配合率为开展临床试验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二）广泛开展的临床研究与服务
在瑞典，制药业、大学和医院之间因高度合作而深受外界称誉。很多以大学生为基地
的现场管理机构（SMOs）提供一至三期的临床试验服务，包括筹备试验报告，向医药产
品署及道德检查委员会提交试验方案，以及执行临床试验并进行监督、分析及撰写报告等。
这些中心与医院的临床部门合作，而大多数医院也配备了自己的临床研究中心。
另外，瑞典的吸引力不仅体现在高度的科学可信性和精确的医疗纪录管理上，该国还
有许多高质量的“合约研究机构”（CROs）和“现场管理机构”（SMOs），它们能够向制
药公司提供不同临床阶段所需要的大部分服务。
这包括跨越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和东欧地区的多中心研究。该地区国家的医疗保
健体系、医疗传统和对病人进行追踪研究的能力都十分相似，因此十分适合对拥有 2500
万人口的斯堪的纳维亚进行大规模的临床试验。区内具有最多人口和最大药品市场的瑞典
是管理此类研究的理想中心。
瑞典的合约研究机构：
1、 Berzelius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www.bcrc.nu）
2、 Clinical Data Care（www,clinicaldatacare.com）
3、 Covance（www.covance.com）
4、 Galenica（www.galenica.se）
5、 Medilab（www.medilab.se）
6、 NDA Regulatory Service（www.ndareg.com）
7、 NMCT（www.nmct.se）
8、 North Sweden Cliniacl Research Institute（www.nscri.com）
9、 Omnicare Clinical Research AB（www.omnicarecr.com）
10、
Parexel （www.parexel.com）
11、
Pharmanet（www.pharmanet.com）
12、
PPD Development（www.ppdi.com）
13、
Quintiles（www.quintiles.com）
14、
Scandinavian CRI（www.scandinaviancri.se）
15、
Scandinavian Regulatory Medicine（www.srs.se）
16、
SEDOC Pharmaceutical Medicine（www.dedocp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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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Smerud Medical Research（www.smerud.com）
18、
TFS Trial Form Support（www.tralformsupport.com）
（三）具有影响力的监管机构
瑞典“医药产品署”
（MPA）是世界上最受尊重的监管机构之一。瑞典医药产品署是最
早几家被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认可的机构之一，瑞典的临床资料得到了美国和欧
盟主要药物监管机构的承认。
无论是通过“集中程序”申请，还是通过“相互承认程序”申请，瑞典医药产品署都
是欧洲最常用的监管机构。2002 年，瑞典医药产品署根据欧盟“集中程序”而作为申请报
告起草者或共同起草者参与调查的比例为 30%（2001 年为 29%）。
瑞典医药产品署也是制药行业首选的调研权威机构。2002 年，通过“相互承认程序”
，
瑞典、德国、荷兰、丹麦和法国五个国家完成了“新化学实体药（NCE）”的应用。瑞典因
11 项已完成的应用而位居榜首（占项目总数的 27%）。
医药产品署还提供科学咨询（包括内部和外部咨询）。外部咨询顾问经常由当地的优秀
临床研究专家担任。
瑞典医药产品署网址：www.mpa.se
（四）在瑞典开展临床试验的药业巨头
表 4-2：瑞典开展临床试验的药业巨头
雅培（Abbott）

美国

爱尔康（Alcon）

美国

眼力健（Allergan）

美国

安进（Amgen）

美国

阿斯利康（AstraZenca）

瑞典/英国

安万特（Aventis）

德国/法国

百特（Baxter）

美国

拜耳（Bayer）

德国

百灵佳殷格翰（Boehringer Ingelheim）

德国

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

美国

礼来（Eli Lilly）

美国

藤泽（Fujisawa）

日本

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

英国

杨森-齐拉格（Janssen-Cilag）

比利时

强生（Johnson & Johnson）

美国

默克（Merck）

美国

诺华（Novartis）

瑞士

辉瑞（Pfizer）

美国

罗氏（Roche）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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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诺非-圣拉德堡（Sanofi-Synthelabo）

法国

先灵堡雅（Schering-Plough）

美国

雪兰诺（Serono）

美国

惠氏（Wyeth）

美国

山之内（Yamanouchi）

日本

资料来源：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

五、生物技术
在瑞典，生物技术一直是国家优先支持的研究领域和优先发展的产业。瑞典政府在
1992 年提出的研究法案中即将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材料技术作为三大优先研究领域；
1996 年，在“研究与社会法案”中，瑞典提出要将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占据世界领先的
地位；2000 年，瑞典继续将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制订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瑞典战略领域。
与此同时，瑞典政府还注重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相互协调与促进，在
制订国家整体规划与推动生物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注重同生物技术几大重点地区
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区域创新体系的规划建设的相互协调，形成国家、区域不同层面相
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一）强大的政府支持

瑞典政府对生物技术研发的投入主要包括两个渠道：其一，政府每年向大学生物技术
专业系科直接拨款；其二，瑞典公立研究资助机构在生物技术领域投入大量研究资金。投
入最多的机构分别为战略研究基金会、技术创新局以及瓦伦堡基金会、医学研究理事会和
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
瑞典战略研究基金会重点支持对提高瑞典生物技术产业竞争力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
该基金会的总体资金大约为 1.2 亿瑞典克朗；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和医学研究理事会重点
支持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每年这两个机构的研究经费支持力度分别为 9000
万瑞典克朗和 1 亿瑞典克朗；技术创新局、瓦伦堡基金会分别提供 7000 万瑞典克朗和 1.1
亿瑞典克朗的研究资金。此外，瑞典公司特别是大公司对大学技术系生物技术研究的投入
占总经费的约 20%，例如，乌普萨拉大学和隆德大学生物技术领域研究经费一半以上由公
司投入。
（二）全方位的平台建设
在创新体系的构建过程中，瑞典政府特别注重对交流平台的建设。目前主要的生物技
术交流平台包括：1）大学科技园（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通过创建专门的科
学技术园区，充分利用大学的人才、成果优势，促进转化；2）技术转化基金
（Technology Link Foundations），旨在促进大学和工业界的合作，特别是与中小企业的合
作；3）9 个技术圈（Technopoles），旨在提供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服务，帮助研究人员与投
资者、高技术公司、其它专家展开联系，从而形成创业者、投资者、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的联系网络。
（三）多形式的种子基金与完善风险资本市场
如果把生物技术企业按其产生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种子萌发、起步、扩展、成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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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的话，以政府下属各种机构为主的种子基金主要支持第一阶段的企业。
瑞典 NUTEK 为刚起步的公司提供服务的种子基金，其主要形式为赠款及软贷款，当
公司营利时再逐步归还贷款。仅 1999 年，该基金会支持的 64 个公司中 26 个公司为生物
技术公司。SIC 和地区的技术转移基金和部分大学的大学集团公司也为与企业的合作及大
学成果转化提供种子基金。为激励技术型中小企业，2002 年，NUTEK、ALMU 和 VINNOVA
共同发起企业竞赛，共向 20 家企业各提供 30 万克朗的赠款。同时，近年来，皇家工学院、
隆德大学、林雪平大学都成立了大学的企业控股集团、风险投资公司、瑞典工业基金会及
有关企业共同成立的种子基金公司，扶持新企业起步。
另一方面，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瑞典的风险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同种子基金不同，
风险投资主要集中于公司的起步和扩展阶段。2002 年上半年，有关风险投资公司共投入
5.8 亿克朗用于瑞典制药业。调查显示，风险投资公司对生物技术业投资信心继续增强，新
近投入的资金 33%用于新的项目，66%用于已有收益的既有项目的再投资，对于一些项目
几家风险投资公司共同出资支持企业的比例日益增加。
（四）促进创新和成果转化的专利政策
瑞典专利法规定，除非与公司或其它单位事先有专利权协议，公立研究机构研究人员
拥有公立研究项目成果的专利权。同时，瑞典大学为了促进研究人员申请和转让专利，设
立了许多咨询公司，协助进行专利申请和交易活动，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瑞典研究人
员研究开发和申请、转让专利的积极性，促进了瑞典专利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对促进创新
和科技成果转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广泛的国际合作
瑞典在生物科技领域参与的国际合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参与生物医药和生物技术
领域的国际合作区域性和国际性科技计划。在欧盟第四框架、第五框架计划中，生物技术
占了相当大的比例。2）有关资助机构如战略基金会积极支持研究机构在各自领域内同世界
一流的研究小组开展合作，战略基金会国际合作部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掌握国际一流的研
究小组，并推动与其合作。3）瑞典大学、公司的研究人员在与外界合作方面持广泛认同的
态度，研究人员在与国外合作上非常积极并取得明显成效。如在生物技术领域发表的论文，
1/3 以上是由瑞典人与其它国家作者合作发表的，4%的论文是由两个以上国家作者合作发
表的。美国是瑞典该领域最主要的合作伙伴。 此外，瑞典人的创业精神，风险资本市场及
政府的支持等也有效地推动了生物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

六、化工技术
化学工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拥有强大的科研能力和设备是发展化学工业的基础。瑞
典化工业一贯重视研发，化工领域占瑞典研发总投入的 19%，从事化工研发人员占瑞典总
研发人数的 11%。全行业达到了高度技术密集，创新产品和专利技术层出不穷，有些专利
技术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得到了广泛采用，比如硅石微粒与阳粒子淀粉结合制造造纸业
需要的脱水剂、克隆精细硅石微粒技术、硝化技术、氧化硝酸和酸氯化等专门技术等等。
在化学研发中，医药领域的研发占主导地位。2001 年瑞典化工研发总支出为 144 亿克
朗，其中医药工业达 126 亿克朗。化工研发支出占到瑞典制造业总研发支出近 25%。
48

多年来包括许多中小企业在内的化工企业与高等院校中的化学研究机构建立了紧密的
合作关系。许多技术创新公司都集中在哥德堡、隆德和斯德哥尔摩等地距科研机构较近的
科技园区。

第六节 劳动力市场状况
瑞典作为欧盟成员国，一直遵循欧盟统一的劳工市场政策，对外籍劳工的引进在某些
方面比欧盟的政策更严格，这主要是考虑到瑞典行业工会的利益，也为避免非法劳工的引
进。由于拥有发达、完善和免费的教育体系，瑞典的劳动力素质较高，且具备工作负责、
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
瑞典工程师、技师和信息业、制药方面的专业人才的工资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有竞争
力；瑞典高级管理人员、经理等的工资要普遍低于那些欧洲国家，比美国低得更多。预计
在将来一段时期，瑞典 GDP 的增长将使劳动力市场的资源利用率提高，从而带动工资的
逐步增长。

一、社会福利成本
瑞典的社会保险体系包括退休金、医疗保险、失业及残障福利、带薪产假、儿童及青
少年福利等。社会保险体系的资金来自雇主，他们为此支付的金额大致为雇员薪金的 33%。
这个数字还包括按照工会协议所发放的集体补助退休金和保险计划。雇员自己缴纳薪水的
7%以支付医疗保险和退休金。
二、雇佣
签订雇佣合同：瑞典法律并不要求书面协议，但是，雇主必须向雇员书面提供有关雇
佣的重要条款细节；雇员个人的雇佣合同经常引用集体协商合同的条款。
瑞典公司的工作时间：法律规定一周最多工作 40 小时，每月加班不得超过 50 小时
或者全年不得超过 200 小时，除非集体协商合同另有规定。
瑞典对雇员的假期规定：除了银行假日（每年约 10 个工作日）以外，雇员有权每年带
薪休假至少 25 天，但这一规定不适用于管理职位或类似职位的雇员，或者有权自行安排
工作时间的雇员。
雇主支付病假工资：雇主应当负责支付雇员每次病假的前两周内的病假工资，但病假
第一天的工资不计；其后的病假期间，支付工资的 80％；病假前两周以后的福利由国家社
会保险机关负责。
瑞典生育假：父母双方有权获得总共 480 天的假期，可由父母双方共享，并可在子女
年满八岁前的任何时间内使用。但是，为增加父亲和新生儿的相处时间，父亲必须使用至
少 60 天（如果父母双方决定由父亲长时间在家伴随子女，则母亲必须使用至少 60 天）。
如果父亲不在家逗留 60 天，将丧失该 60 天的假期。生育假期间的工资由国家支付，一
般大约为承担照看子女主要义务的父母工资的 80％，最高可达 284200 瑞典克朗（约 3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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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此外，父母有权最多减少 25％的工作时间，期间无报酬，直至子女年满八岁，或
者直至子女上学第一年完毕，以先发生者为准。一旦返回工作，父母有权在原条件下恢复
雇佣。
瑞典对解雇雇员规定：如果解雇雇员，雇主必须说明解雇理由并发出适当的通知；解
雇应以书面形式进行，并载明相关情况。通知的最短期限为 1 至 6 个月，视雇佣期限而定。
解雇的正当理由包括工作短缺、冗员和雇员有不正当行为。以雇员有不正当行为为由
解雇雇员仅在雇员违约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该合同义务对雇主有重要利益并且该重要性
已为雇员所知。通常雇主很难证明雇员的不正当行为。如果雇主不能说明正当理由，则解
雇将被视为无效。
如果解雇被宣布无效，雇主仍不让雇员返回工作的，雇主将受到最多为 32 个月工资
（或者 48 个月工资，如果雇员超过 60 岁）的罚款。立即解雇仅在雇员有重大过失时才
可执行。如果雇员是工会成员（或者雇主受集体协商合同所约束），无论解雇基于何种原因，
解雇雇员之前，必须通知工会并同工会协商。
瑞典对雇佣协议有无限制：重要雇员的雇佣合同经常含有限制雇员在雇佣期内以及期
满后一定期限内参与同雇主相竞争的业务的条款。瑞典无法律禁止此种条款。但是，案例
法表明若使上述协议的限制发生效力，该协议限制的期限至多为雇佣关系终止后的两年，
并且应给予雇员补偿。如果雇员被解雇，上述协议的限制不产生效力，合同法同样也有条
款规定，法院如若发现上述协议不合理，可以修改或取消禁止竞争协议。
瑞典的劳动成本：所有雇主必须缴纳国家社会保障费，2002 年大约为雇员工资总额
的 33％。雇主支付雇员的退休养老金的现象也很普遍，在此情况下，雇员工资总额中的
24％为社会保障税。

三、工会组织
瑞典工会会员众多，包括约 85%的蓝领工人和 75%的专业雇员。
行业内工会（如金属加工工人或工程师工会）是瑞典工会中心机构的一部分。瑞典人
工资受各行业工会的影响，这些行业工会组成总工会，最大最有影响的工会包括：瑞典工
会联合会（LO,The Confederation of Swedish Trade Unions），代表蓝领工人和市政机构
雇员；工薪阶层总工会（TCO，Central Organization for Salaried Workers），代表白领阶
层的工人；专业人员协会联合会（SACO, Confederation of Professional Assaociations），
代表研究生水平白领工人。这些工会组织制定指导性的工资合同，而不是在公司水平上讨
价还价。这些总的指导方针再加上强大的会员力量，使瑞典很少发生罢工、停工、非统一
组织的罢工现象，因此，在某公司范围内发生罢工的可能性很小。
此外，公司本身也是涵盖各工业领域的各种雇主协会的成员，各企业一般都属于其所
在具体行业（如机械工程、化学制品、建筑等行业）的雇主协会成员，这些雇主协会又是
瑞典企业家协会（Swedish Confederation of Enterprises）的成员。
如今，瑞典的“劳动—经营”结构已趋向于在公司层次上谈判工资合同。尽管现在有
各个公司自行制定薪金合约的明显趋势，但传统的行业内工会协议为每个行业确立了基本
标准。一般说来，每年加薪比例大约为 3%。资方和工会间的集体谈判体系使在瑞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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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国管理者几乎无需花费时间与精力进行本地工资协商和工会合约磋商。

第七节 具有吸引力的商业成本
瑞典的商业环境具有极强的竞争力，进入瑞典开展业务的行政障碍很少。在瑞典的经
营成本较低，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调查，在瑞典经商的成本比日本、美国和德国
都低廉许多，按国际权威机构的评定，是日本的一半，比美国、英国、德国低 15%—35%。

一、欧洲地区具有竞争力的薪资成本
瑞典的人力资源整体受教育程度高，并具有良好的语言技能，几乎人人都能讲流利的
英语，商业沟通非常方便。根据Mercer Sweden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在瑞典聘用一个技
术工程师的平均成本比在法国和德国低 30% 9，极具竞争力的技术劳工成本使以技术为主
导的生产更具成本效益。
在 2005 年一项针对 15 种专业和管理工作的整体薪资成本的调查中，瑞典比日本、德
国和法国低很多。与此同时，制造业雇员的成本则更具竞争力，瑞典工会团体对 10 个欧洲
国家的评估显示，瑞典的薪资水平仅高于其中一个国家。
表 4-3：15 种职位的综合薪资成本
单位：百万欧元，2004 年
爱尔兰

0.92

美国

0.93

芬兰

0.99

丹麦

1.01

爱尔兰
美国
芬兰
丹麦
瑞典
英国
挪威
法国
德国
日本

1.05

瑞典
英国

1.08

挪威

1.09

法国

1.11
1.18

德国

1.26

日本
0

0.5

1

1.5

注：年度总体薪资成本包括首席执行官、项目经理、财务经理、采购员、接待员和生
产工厂经理等 15 个职位的薪资，含社会福利支出。
9

资料来源：《如何在瑞典投资》，《国际招商快报》，2004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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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信惠悦咨询公司，2005 年

二、相对较低的各方面商业运营成本
（一）办公场所及成本

瑞典的工业和办公场地租金相对较低。例如，在欧洲进行的一项针对不同工业场地租
金的调查显示，瑞典位居第八。瑞典金融部门和其他业务供应商服务先进，在整体基础设
施质量方面，参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采访的经理人将瑞典纳入全球前 10
之内。从基础设施成本来看，瑞典也颇具吸引力，2004 年一项针对国际电话和电力成本的
全球性研究中，瑞典分别位居第 3 位和第 4 位，其中，瑞典的全国性电话成本最低。
表 4-4：主要欧洲城市工业物业租金
单位：欧元，每平方米/年
1

英国伦敦

236

2

爱尔兰都柏林

141

3

俄罗斯莫斯科

125

4

法国巴黎

120

5

瑞士苏黎士

117

6

挪威奥斯陆

115

7

芬兰赫尔辛基

102

8

瑞典斯德哥尔摩

99

9

西班牙马德里

96

10

意大利米兰

91

注：租金以内部净值计算。租金为该国/地区最贵地段的最高租金。
资料来源：高纬物业，2005 年
瑞典房地产相关法规相对稳定；房屋租期一般来说均为一致，且时间较短。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一些有利因素，如高透明度的市场、成熟的数据系统以及高标准的经营场址。
1、租期
商业用途房屋租期一般为 3 至 5 年，租金与消费价格指数挂钩。在租期内终止合同一
般会有相应处罚。租期结束时，双方可根据市场水平协商下一轮租金。
2、支付方式
经营场址租金按每平方米及年度以瑞典克朗标价。标准协议一般要求提前支付一个季
度租金。在租期内对租金的调整基于瑞典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
3、租金中包含的项目
所出租的办公场所一般均能满足用户的要求提供基本装修。零售和工业用场所则不提
供装修。租金一般涵盖供暖费和水费，但不包括电费。另外，租金中还包括清洁公共区域
和清理积雪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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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常管理与维修
房主承担日常管理与室外维修及保险的费用，租户负责内部维修。
5、保证金
办公用房不收取保证金，但是对用于零售业的房产收取保证金则是很普遍的，尤其是
那些处于极佳地段的旺铺。通常租户需提供相当于 6 个月租金的保证金或者银行担保。
6、物业改良
对租用房屋进行施工须得到房主的明确同意，施工费用由租户承担，且在合约终止时
租户有义务将房屋恢复原状。一般来说，出租的场所已能满足租户的需要。
7、经纪人和代理商
租用或购买房产，均可自行办理或委托经纪人代办。大型外国企业通常会委托国际房
产代理机构来管理它们的房产事宜。
在瑞典，出租的服务性的办公室一般已包括必备的办公设备，如办公桌、椅、传真、
电话、宽带、电脑、复印设备、装饰、窗帘等。租赁费因地点、大小、租赁期间、设备提
供不同而不同。瑞典没有对办公地点的特殊要求，公司可以自主决定如何租赁办公地点，
或可考虑购买单元房作为办公室。
（二）相关税费成本
在瑞典，28%的公司税率是欧盟中最低的税率之一。企业还可以作税前拨备，在动用
此储备时才缴税。目前，企业的应缴付税率平均占未分配利率的 26％。根据 Baker &
McKenzie 的调查，瑞典的有效边际税率为 15.7%，在欧盟中只有三个国家有更低的边际
税率。外资企业享有的另一项优厚条件是其瑞典子公司缴付母公司的股利无须纳税。
公司员工的工资税：（不要求一定雇人，可以是投资人自雇）工资税一般为 30%；
社会保险费：为税前收入的 30%左右；
公司注册费用：瑞典私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股本最低为 10 万瑞典克朗，购进现有公
司或建立一家新的有限责任公司或分公司所需成本大约为 1 万至 1.2 万瑞典克朗。
（三）在瑞典的生活费用
瑞典的生活费相对较低。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调查，在 4 个主要北欧城市
（哥本哈根、奥斯陆和赫尔辛基）中，斯德哥尔摩的生活费最低。瑞典的居住条件高而费
用相宜，60％的房子属于私有。
表 4-5：全球各大城市生活成本排名
以苏黎世指数=100 为参考
1

英国伦敦

122．4

2

挪威奥斯陆

109．4

3

美国纽约

105．0

4

日本东京

104．6

5

丹麦哥本哈根

104．1

6

中国香港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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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瑞士苏黎士

100．0

8

法国巴黎

99．3

9

美国芝加哥

99．1

10

瑞士日内瓦

98．2

11

爱尔兰都柏林

97．5

12

瑞典斯德哥尔摩

95．2

13

瑞士巴塞尔

92．8

14

芬兰赫尔辛辛基

91．8

15

奥地利维也纳

90．8

注：一组 115 种商品和服务的成本，包括 3 类租金成本。
资料来源：瑞士联合银行（UBS），“价格和收入”，2005 年 2 月
此外，瑞典在许多公用事业方面，如电信、电力和水资源等收费都处于欧盟的较低水
平，这些都有效的降低了商业总体运营成本。其中，瑞典企业每月支付 2Mbs宽频连网服
务的费用平均仅约 93 美元，居欧洲最低；10 到 2003 年欧盟范围内的电力市场开放程度平
均达 80％，而瑞典电力市场已完全开放，平均每度电 0.66 克朗（包含网络费和税，约合
0.72 人民币）；11 瑞典水价折合成人民币为 4.8 元/立方米，而欧洲其它发达国家是 6 到 8
元/立方米。 12

三、务实高效的公共服务
瑞典的公共服务以高效、快捷和非官僚主义而著称。瑞典是世界上信息通信技术的领
先者，他们要求广泛而便利地享用互动式的电子服务。根据 2005 年凯捷咨询集团代表欧
盟委员会所做的一项涵盖 28 个国家共 1.4 万个网站的研究，在欧盟范围内，瑞典的公共事
业提供最先进的电子服务，并为市民提供最好的网上服务。越来越多的瑞典人采用电子方
式办理纳税申报，2005 年有 1/3 的瑞典人采用了这一方式。

第八节

适宜投资瑞典的三类中国企业

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一般采用两种途径：一种是选择低端市场，如东南亚、
东欧、南美、非洲等地区，主要是开展低端产品、廉价商品的贸易类投资；另一种是进入
高端市场，如美国、欧洲、日本等地区，主要是以高端产品、高端技术、核心技术为主的
工业类投资。
根据中国商务部于 2004 年首次发布的《中国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适合中国
10

资料来源：《瑞典宽带上网费率全欧洲最低》，摘自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资料来源：《瑞典全方位的节能供暖系统》，2005 年 5 月 16 日，转自中国节能产品网。
12
资料来源：《南水北调投资重估，北京水价再次上涨》，2006 年 2 月 27 日，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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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到瑞典投资的行业主要包括计算机等电子设备、精密仪器、建筑材料和旅游等。瑞典
在电子设备、精密仪器、汽车、机械制造、信息通讯、生物医药等行业具有相当明显的比
较优势，而这些正是中国重点发展的支柱行业。因此，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在瑞典投资设立
研发机构，借助当地的科研力量来解决国内技术难题，提高国内行业的创新能力和科技水
平。
此外，由于产业升级的原因，瑞典已经逐步放弃了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各种
生活消费品和家电用品的生产几近于零，而这些行业恰恰是中国的出口优势所在。加上瑞
典地理位置优越，通过瑞典可以顺利通达欧盟主要市场，因此中国企业可以考虑在瑞典投
资设立贸易型公司或代理机构，将各类生活消费品和家电用品打入欧洲市场。
从瑞典的发展阶段和投资环境特点及中国企业的实际来看，以下三类中国企业相对而
言最适合到瑞典投资。
第一类：高科技领域企业。如信息通信、光通信及元器件、芯片设计、汽车电子、汽
车智能安全系统、生物科技等企业。瑞典是世界通讯领域的先行者，拥有最尖端的技术，
并聚集了很多投资无线通讯的世界著名公司和研究机构。中国的华为技术和中兴通讯都已
加入其中，并在技术和产品上均取得了长足的突破，因此带动了国内同行业的发展。
第二类：传统工业与服务业。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许多产品不仅价格低廉而且
质量优良，在国际上极具竞争力。同样，由于瑞典的传统工业产品缺乏，中国的加工制造
企业在瑞典具有很大的生存空间，尤其是轻纺产品和成衣等企业。由瑞典向外辐射的“大
欧洲”市场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传统的加工制造企业不仅可以通过代理公司出口
瑞典，甚至可以开厂设点。
第三类：工业用原材料行业。资料显示，瑞典进口商品的 40％左右是工业用原材料、
半成品和零配件。如果中国企业能进入瑞典这一市场，不仅出口额上升，而且产品附加值
增加，经济效益也很高，同时又能避开欧盟的一些贸易限制，扩大市场份额。 13

13

资料来源：《三类中国企业适合投资瑞典》，2004 年 5 月 28 日，《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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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瑞典投资法律与政策
瑞典是一个高度法治的国家，拥有非常完备的法律体系。其中，与投资相关的法律和
政策是外国企业在瑞典开展业务的重要环境。中国公司在瑞典进行投资时，需要充分地了
解这些法律和政策，以便更好地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让事业顺利进行。

第一节 瑞典法律体系介绍

一、瑞典的法律体系
瑞典是大陆法国家，法律体系以成文法为主、案例法为辅。1995 年 1 月 1 日瑞典正式
加入欧盟之后，欧盟的法律直接被适用于瑞典国内或者融入到瑞典的法律体系中。鉴于欧
盟法律体系中案例法的重要作用，案例法会在瑞典法律体系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根据《瑞典加入欧盟条约》规定，欧盟法律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即“欧盟全法”）对
瑞典具有约束力。欧盟成员国之间缔结的条约和协议以及欧盟与其他第三方国家或国际性
组织之间缔结的条约和协议同样适用于瑞典。
二、欧盟法律在瑞典的实行
欧盟法律优先于国内法律是欧盟成员国间的根本原则。瑞典在其加入欧盟的政府决议
案中强调，瑞典法院有义务依据相关的欧盟法律及其目的来解释和适用瑞典法律。决议案
还指出，瑞典法院应根据欧盟法律采用的一般解释原则做出裁定，确保欧盟法律在瑞典的
施行和执行。
对于可能会与欧盟法律产生冲突的国内法，欧盟法律授权瑞典法院对国内法的有效性
进行甄别，法院会全面优先适用欧盟法律。瑞典法院在对涉及欧盟法律的立法进行司法审
查时所享有的权利，比对涉及瑞典宪法的立法进行司法审查所享有的还要大。欧盟法律还
规定，终审法院有义务将案件提交欧洲法院做出先行裁决。
如今欧盟法律在瑞典法院施行了 10 年，总的来说瑞典法院对欧洲法律的反映良好。
三、瑞典的法院体系
瑞典拥有民事法院和行政法院两套各自独立的法院体系，民事法院由 80 个地区法院、
6 个上诉法院和 1 个最高法院组成，管辖有关私法和刑法纠纷，审理刑事、民事、商事等
一般案件；行政法院由 23 个地区法院、6 个上诉法院和 1 个最高法院组成，管辖公法方面
的争议，审理涉及税收、儿童保护等社会问题的特殊类型案件。此外还有特别法院，管辖
特殊法律领域的纠纷，例如劳动冲突、市场立法和专利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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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瑞典的国际仲裁
（一）瑞典的仲裁法

瑞典主要的仲裁法律是 1999 年的仲裁法，即《瑞典仲裁法》，该法规定了瑞典的一
般仲裁程序，同时也规定了外国仲裁裁决在瑞典的执行，即实施 1958 年的《承认和执行
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简称《纽约公约》）。
《瑞典仲裁法》的多数规定不具有强制性，在这方面，当事各方可适用其他规则的相
关规定，如《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规则》（简称《SCC 规则》）。
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简称“SCC 仲裁院”）受理国内和国外仲裁案件，并且其仲裁
规则经常在仲裁条款中所引述。除非因缺少正当程序而被宣告无效，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并
且不得上诉或被撤销。
（二）瑞典仲裁制度特点
瑞典法院充分尊重仲裁的自治性。按照瑞典法律，仲裁裁决一经作出即是终局的并具
有约束力，对案件的裁决结果不能上诉。当然，如果仲裁裁决在程序上违法，法院可以认
定其无效或撤销该裁决。法院最主要的角色是协助仲裁的程序管理，如仲裁员的选定及对
当事人的异议作出决定，当然法院也可以协助取证或采取临时保护措施。但总的来说，这
种必要的保障体系并未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瑞典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 保护仲裁裁决的法
律效力还体现在瑞典不附带任何保留条款地加入了《纽约公约》。此外，瑞典还不附带保
留条款地承认了 1923 年《日内瓦协议》和 1927 年《日内瓦公约》。因此，瑞典的仲裁裁
1
决在国际上也具有最大程度的强制执行力。

五、瑞典法律的效力
在瑞典，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瑞典每年新生效的法律、法规、条例多达数百项。
总共只有 900 多万人口的瑞典，就有 97 个区法院，6 个受理上诉法院，还有课税事务法院、
公共事业法院以及审理水力、住房、商业、土地及劳资纠纷等事务的法院。
在瑞典，详细说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系统也很发达。不但各项的福利都法律化、
制度化，一个人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也都法律化、制度化。比如瑞典的福利制度都有明确的
法律规定，凡是应该得到的各项福利待遇和国家的帮助而没有得到的，都可以到法院起诉。
接受这种起诉的特别法院，叫公共保险法法院，全国共有三个公共保险法法院，斯德哥尔
摩还有一个全国最高公共保险法法院，凡对地方公共保险法院判决不服的，可以上诉到那
里。公民对社会应尽的义务而没有尽到的，比如说，偷税漏税等也要受到法律制裁。
瑞典依法治国的突出表现是，国家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公开超越法律，不但部长和
总理，就是国家机关也都可能成为民事、刑事的被告和原告。瑞典的刑罚不高，犯罪率却
很低。瑞典早就废除了死刑，最高刑期只有 12 年。他们最主要的一条经验是，严格地依法
办事，做到不纵不枉。

1

资料来源：《浅议瑞典仲裁制度的特点》，安耐特·马格努森著，范文静译，转自重庆仲裁委员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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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与投资有关的法律分析
瑞典有关外国投资的主要法规有：竞争法、公司法、外汇管理法规、环境保护法规、
外国接管瑞典企业法、劳动法规等。

一、瑞典竞争法
1993 年 7 月 1 日瑞典政府颁行《瑞典竞争法》，同年瑞典竞争局成立，主要任务就是
实施竞争法，保护消费者利益以及在私有和公共行业促进有效竞争。20 世纪 90 年代，瑞
典的法律改革比其他欧盟国家进行得更快、更深入，通过逐步取消政府垄断和修改反竞争
法律，先后在邮政、电信、国内航空运输、铁路运输、供电等部门引入了竞争机制。
（一）竞争法的主要内容

竞争法以欧盟竞争法为基础，主要包括禁止反竞争合作、禁止滥用市场优势地位和对
企业兼并的控制三部分。
1、禁止反竞争合作
瑞典竞争法禁止以下反竞争合作方式：直接或间接固定购买价格、销售价格或者其他
交易条件；限制或控制生产、市场、技术开发或投资；分割市场或货源；对相同情况下的
交易对象适用不同的交易条件；订立合同时要求对方接受与合同标的无关的附加条件；其
他限制协议当事人相互竞争或者限制他们与第三方开展竞争的协议。由于限制竞争的协议
对竞争的损害非常严重，因此瑞典竞争局和法院对这种行为的制裁也非常严厉，对违法企
业可以处以 5000 瑞典克朗以上、500 万瑞典克朗以下（或者虽超过 500 万瑞典克朗但不
超过企业前一个营业年度年营业额的 10％）的罚金。瑞典竞争法还规定了限制竞争协议的
豁免：如果协议有利于改善生产或分销，或促进技术、经济进步；能够使消费者分享协议
产生的一定利益；并不产生使企业在公用事业的重要部分排除竞争的可能，瑞典竞争局可
以依法对其进行豁免。另外，对于农业部门也有特殊规定，禁止限制竞争协议的规定不适
用于初级农业协会内部或其分支机构之间关于协会成员从事生产、采集、加工、销售或有
关活动，以及购买这些活动所需的货物或者服务等方面进行合作的协议。
2、禁止滥用市场优势地位
该法第十九条规定，禁止一个或多个企业在市场中滥用优势地位。滥用市场优势地位
应当包括以下三个要件：一是一个或几个企业在某一市场上拥有市场优势地位；二是这个
或这些占有市场优势地位的企业存在滥用市场优势的行为；三是这种滥用行为损害了瑞典
的市场竞争或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一般来说，市场优势地位是指不考虑别的竞争者
和消费者的利益来操纵市场，企业可以自行制定价格。一个企业占有市场份额超过 50%就
是占有优势地位，但如果企业占有市场份额的 40%，但竞争者势力非常小，则也被认为处
于优势地位。该法以列举方式规定了四种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一是直接或间接强迫接受
不公平的购买或销售价格等不公平的交易条件；二是限制生产、销售或开发新技术，损害
消费者利益；三是就相同交易采用不同的交易条件，从而使交易对手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四是订立合同时强迫对方接受与合同标的无关的商品或服务。据此可以推定，第十九条意
义上的滥用行为不存在豁免的可能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该法关于限制竞争协议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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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不足。
3、企业兼并的控制
该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如果参与企业合并的企业前一年度的营业额超过 40 亿瑞典克
朗，该企业合并事项应通知瑞典竞争局。不过，如果被收购的企业的上一年度的营业额少
于 10 亿瑞典克朗，则无需通知竞争局，但是竞争局可以基于特殊理由要求合并当事人申报
该兼并，同时合并当事人也可以自愿向竞争局进行申报。竞争局应当在接到企业的申报之
日起 30 日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兼并的决定。根据该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如果该兼并产生
或加强了企业的市场优势地位，并严重阻碍或者可能阻碍有效竞争，或者该项兼并有损于
公共利益，则应被禁止。1993 年以来，竞争局已经处理了 1500 多件关于兼并的案件。
（二）瑞典竞争法执法体系及机构
瑞典竞争法的执法体系包括瑞典竞争局、斯德哥尔摩城市法庭和市场法庭。
瑞典竞争局是独立的机构，执法过程中不受任何部门的干预。竞争局局长由政府任命，
任期六年。竞争局的职责是：
1、负责实施竞争法；
2、提出修改竞争法律的建议；
3、宣传竞争文化；
4、促进研究。
附属竞争局的部门是竞争研究理事会。瑞典竞争局有 100 多名工作人员，主要由经济
学家和法律专家构成。其组成机构有：
1、竞争执法部门。从事调查处理与竞争有关的案件。其中竞争执法一局主要负责建筑、
食品、石油、化工、制药等领域的竞争执法。竞争执法二局主要负责金融、服务、电信、
媒体、工厂、航运、铁路、能源等领域的竞争执法。
2、经济分析局。分析有关案例，起草经济分析研究报告。
3、信息局。传播竞争规则与发展知识，在社会上促进以竞争为主的文化。
4、国际秘书局。负责与欧盟及其他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合作交流。
5、法律秘书局。由律师组成，负责处理具体案件，进行法庭辩论。
6、计划协调秘书处。负责处理竞争局内部事务。
斯德哥尔摩城市法庭是瑞典竞争案件的上诉法庭，由四名成员组成，其中两名是依法
具有资格的法官，另外两名是经济学专家，由一名依法具有资格的法官担任法庭主席，负
责审理由瑞典竞争局起诉的竞争案件，并有权应瑞典竞争局的要求，对违反竞争法的企业
处以罚金，或禁止企业兼并。
市场法庭是专门处理竞争事务的终审法庭，负责对不服斯德哥尔摩城市法庭判决而提
起上诉的竞争案件做出最终裁决。 2

二、瑞典外汇制度
瑞典的外汇制度规定：
居住在国外的非居民及移居国外成为非居民者可持有境外克朗帐户。 帐户的款项可以
2

资料来源：摘自《俄罗斯、芬兰、瑞典反垄断立法考察报告》，国家经贸委经济法规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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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对外支付或转让，及兑换成任何一种外币。
对外国的支付及来自国外的收入可以用任何一种外币或通过境外克朗帐户以克朗办
理。所有的货币和资本交易都可以自由进行。
出口收入可出售兑换成瑞典克朗，也可存入在瑞典的外币帐户， 持有者可用于对外支
付。
进口支付可以自由进行。允许进口商接受外国信贷。
经常性非贸易收入与贸易出口收入同样对待。 进入瑞典境内的个人携带的现钞、硬币
及其他支付工具数额不受限制。
居民对非居民的非贸易支付受限制。到国外旅行所需外汇没有限制。
离开瑞典的个人携出的瑞典现钞和硬币没有限制。在国外期间， 居民可在国外开立帐
户，为控制税收及统计的目的，规定其帐户应向瑞典国家税务局申报。 3

三、知识产权的特许权授予
在瑞典进行生产和销售时可能会涉及签订知识产权的许可协议。知识产权的许可协议
通常指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的所有者（许可人）授予他人（被许可人）一项权利，以便他
人可以利用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许可协议的目的通常是让被许可人能够生产和销售已由
许可人生产和销售的同样产品。在其他情况下，被许可人为了生产自己开发的产品，也必
须获得许可。
欧盟法律中几乎没有针对许可协议的法律规定，但共同体竞争法（即欧盟条约第 81
条和第 82 条）对许可协议具有很大影响。根据该条款，凡是将限制竞争作为目标或结果的
协议都是禁止的，而且，协议中的限制性条款将自动无效。在协议一方提出申请后，欧盟
委员会可在某些条件下，宣布不予适用欧盟条约第 81 条。为了方便授予此类豁免，委员会
采纳了不少集体豁免的规定，其中包括为某些技术转让协议类别提供的豁免。
（一）许可协议所包含的权利

许可协议必须明确其所包括的权利。专利许可仅披露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法，并不披露
经济上最有效的解决方法。
（二）技术转让
许可协议必须规定技术转让的实际做法。专利一般都列为许可协议的附件，但被许可
转让的专有技术唯有得到妥善的书面记录，才能适用集体豁免。
（三）转让与转授许可
在许多司法辖区，被许可人未经许可人同意不得擅自转让许可。如果被许可人希望拥
有转让和转授许可的权利，通常必须在协议中对此作出明确规定。
（四）使用分包商的权利
在法律上，转授许可持有人和分包商有很大区别。在大部分司法管辖区，被许可人有
权在协议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使用分包商。依据瑞典法律的标准，只要没有发生知识产
权的实际转移，这种做法便是允许的。
（五）使用领域条款
3

资料来源：转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王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60

在有些情况下，被许可人没有必要在所有可能的技术领域内使用被许可技术，在这种
情况下，许可人可以对被许可人利用许可技术的领域做出限制。
（六）地域范围
在许可协议中必须订明条款，对许可所覆盖的地理范围做出规定。地域范围可限于若
干国家、某一特定国家或某一国家的特定区域，并且必须避免模糊的表述，例如，西欧国
家。
许可领域也可以涵盖全世界。但是，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并非在世界所有国家都得到
保护，因此，全球性许可在有些国家是没有法律效力等。如果许可协议没有规定地域范围
的条款，必须通过对协议的解释来确定许可的地域范围。 4

四、瑞典的专利法和商标保护
（一）瑞典专利法的等同原则
瑞典法院在对专利侵权案件的审理中，运用等同原则，即在专利侵权诉讼中，法院对
于涉嫌侵权的某项设计，经与已获专利的发明相比较，发现虽然该设计的技术特征表面上
与已获专利的发明的技术特征不相同，但其实质上是该设计人以所属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公知的实质上相同的方式和技术手段，替换专利独立要求部分的必要技术特征，产生实
质上与专利技术相同的功能和效果，这时法院视该设计并未脱离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并认定
该设计对已获专利的发明构成侵权。
（二）瑞典商标法
根据瑞典商标法，商标所有人的权利主要集中在商标所有人能否制止将具有混淆性、
近似的商标用在与其同类的商品和服务上。
瑞典法院认为，商誉价值建立在与商标相关的专有权上，并在以市场渗透为目标的营
销活动和行动中产生投资效应，因此，保护商誉价值与保护投资息息相关。《瑞典商标法》
第 6 条第 2 段规定，新商标不得对老商标的显著特征进行不公平利用，或利用后会对老商
标的显著特征或声誉造成危害。 5
五、瑞典劳工法
瑞典拥有非常完善的劳工法规体系，包括《工作环境法》、
《就业保障法》、《平等机会
法（男女工作平等法）》
、
《工资担保法》、
《公共部门就业法》
、
《禁止在职业生活中歧视残疾
人员法》、《反对职业生活中的种族歧视措施法》等等，对相关就业问题做出详细、明确的
规定，使就业政策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其中，于 1974 年生效的《就业保障法》从根本
上限制了雇主自由解雇雇员的权利，为雇员的就业安全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法律保障。
（一）《就业保障法》主要内容

《就业保障法》主要就雇佣双方终止劳动合同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关问题做出规定。其
中，法律将劳动合同分为无期限和固定期限两种，并规定了两种劳动合同适用的具体细则。

4

资料来源：《知识产权的特许权授予》，作者 Lars Pehrson，选自《瑞典高科技和知识产权法律》。
资料来源：《瑞典的商标保护》，作者 Jan Rosen，选自《瑞典高科技和知识产权法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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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雇主决定终止无限期劳动合同的情况，法律作了严格的规定：雇主决定终止合同
应该建立在客观原因基础之上，除非有充分的理由，任何雇员都不能被随意解雇。职员的
偶尔过错、失误以至不轨行为，不能构成解雇的充分理由。雇主在做出解雇决定时，必须
发出书面的终止合同通知。根据雇员实际工作的年限，通知必须在雇佣关系结束前 1 至 6
个月发出。在终止合同通知中，雇主必须告知雇员若要使合同终止无效的所需程序，以及
如何索赔由合同终止所带来的损失，并且声明雇员是否享有再次被聘用的优先权。此外，
雇主有义务在雇员要求的情况下向雇员陈诉终止合同通知里的条件，当雇员要求陈诉为书
面时，雇主则必须给出书面陈诉，并交至雇员本人。当雇主声明雇员在收到终止合同通知
后不必继续工作或仅需在一定期限内工作时，雇员有权获得工作的报酬和其它雇用收益，
并有权要求雇主给予相应的补偿。
关于雇主决定不再续签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况，法律规定：雇主必须在合同期满前
一个月告知雇员，雇用期限少于一个月的应在开始工作时告知雇员，季签的则应该在下一
季开始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同样，通知必须明确告知雇员若想声明该合同为无限期
合同或者希望申请得到有关损失补偿的所需程序，以及告知雇员是否享有再次被聘用的优
先权等。
法律还规定，在雇员基本未能履行其对雇主的义务时，雇主可将其辞退，但必须出据
书面辞退通知。在通知中雇主必须明确告知雇员若希望声明该辞退通知无效，或者希望申
请得到有关损失补偿所需经过的程序。此外，如果雇员要求，雇主有义务向雇员陈诉辞退
的原因和条件，如果雇员要求该陈诉为书面，则雇主必须给出书面陈诉。此外，法案也规
定辞退通知必须在与雇员本人交流之后才能生效。
雇员下岗时有权拿到自己下岗前的工资和收益，由于工作量减少而必须精简人员时，
雇主必须按照工龄长短决定裁减顺序，即“最后受雇者最先被解雇”。双方签订或停止执行
协议时，需提前告知雇员所在工会，工会有权就有关问题与雇主协商。
此外，法律还规定了退休的养老金制度、终止合同通知/辞退通知合法性的争议处理机
制、雇员索赔机制以及诉讼机制等。
（二）就业工作专门机构
瑞典国家劳动力市场管理局代表国会和政府全权负责就业管理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实
施。它由中央管理机构——国家劳动力市场委员会和设在 21 个省的省劳动力委员会组成，
包括遍布全国各地的数百个就业服务办公室、职业生活服务机构。从国家到地方的劳动力
委员会都吸收工会和雇主协会的代表参加。国家劳动力市场管理局的职责是：协调和促进
各个部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实施就业技能培训计划，为就业困难人员提供支持；负
责就业服务机构、劳动力市场政策项目和失业保险系统的业务开发、监督管理和经费控制；
负责其他就业管理工作。国家劳动力市场管理局自上而下地层层实行就业工作的管理，使
就业问题的解决井然有序。 6

6

资料来源：《瑞典是如何解决就业问题的》，转自江苏劳动保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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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政策
瑞典的贸易政策已经和欧盟形成一体，并完全融入到欧盟的市场及关税联盟中。瑞典
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之一，一贯主张全球范围内最大程度的自由贸易，积极推动多边
贸易体系的实现。
瑞典执行欧盟共同的贸易政策。加入欧盟，意味着瑞典融入到整个欧盟市场中，也意
味着瑞典可以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领域中拥有建议和推动相关立法的权利，并能够与其
他国家分享所签订的协议。与此同时，瑞典也要执行欧盟制定的反倾销保护措施。比如在
农业领域，瑞典在欧盟为成员国提供更多的出口补贴和边境保护的前提下，也作了政策方
面相应的调整。作为反常规贸易和自由贸易领域中的先驱者，瑞典在欧盟国家里倾向贸易
自由化。因此，瑞典也尝试在一些重要的贸易问题上对欧盟和世界贸易组织施加影响，如
贸易和环境、投资、竞争和劳动标准等方面问题。

一、对外经济贸易政策与法规
（一）对外经济贸易政策

瑞典经济主要依赖对外贸易，主张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从 1991 年起，瑞典政府曾
逐步取消了进口配额。1995 年加入欧盟后，除了坚持对酒类继续实行“垄断进口，国家专
营”的传统政策外，瑞典在执行欧盟的共同对外贸易政策与法规方面积极要求欧盟减少贸易
限制，反对反倾销措施。
（二）优惠协议
瑞典向来支持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认为这不仅能够使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简单
化，而且能增加各国挑选进口商品的自由度。
作为欧盟成员国，瑞典跟欧盟一样对符合贸易优惠协议的国家给予免税及减税优惠待
遇。目前，关税最优惠国待遇只适用于从八个世贸成员国进口商品：澳大利亚、加拿大、
中国香港、中国、日本、南韩、新西兰、新加坡和美国。
优惠协定排除在自由贸易和关税同盟以及国家或地区间为加强经贸合作而建立的合作
机构之外。欧盟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多边和单边的优惠协议，通过这个优惠协
议，欧盟成员国在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商品时可以实行免税或减税优惠制度。这些国家
和地区包括：挪威、冰岛、瑞士、中欧及东欧地区、巴尔干西部等等。 7
（三）惠普制
普惠制，即普遍优惠制（GSP），是发达国家（给惠国）对从发展中国家（受惠国）进
口某些适合的产品时给予减免或免税的优惠待遇。
从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欧盟开始实施新的普惠制，内容包括一般普惠制、针对最不
发达国家的特殊普惠制和旨在帮助竞争力微弱国家的附加普惠制。新普惠制规定，受惠国
的任何一种产品如果在欧盟市场的份额超过 15%，则将失去普惠制待遇；纺织品和服装的
门槛则更低，为 12.5%。 8
7

资料来源：《中国企业对瑞典出口指南》，摘自中华进出口在线。
资料来源：《欧盟普惠制》，2006 年 1 月 4 日发布，新华网。
63

8

瑞典依据欧盟规定，给予中国普惠制待遇。

二、对外贸易管理体制
瑞典对外贸易的管理体制是：中央政府通过立法进行宏观控制，企业依法经营进出口
贸易。瑞典政府中主管对外贸易的是贸易大臣。所在的部门下设国家贸易署，主要任务是
在欧盟对外贸易政策和有关法规的框架内，研究起草瑞典的对外贸易政策和法规，提交政
府和议会讨论批准；对有关外贸的各种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报告。国家贸易署负责反
倾销、关税和原产地规则等事项，还具体负责进出口许可证的发放和认证工作。
从事进出口贸易的瑞典公司，主要是通过加入有关的贸易协会和商会来沟通信息，促
进交流，并向政府反映意见和要求，以便保护自己的利益。瑞典这类非官方的贸易机构主
要有：瑞典贸易委员会（亦称出口促进会，享受政府资助）、瑞中贸易委员会、瑞典商贸
联合会、瑞典雇主联合会、瑞典批发零售商协会和瑞典代理商协会、纺织品进口商协会等。
瑞典没有全国性的商会，均为相互有业务联系的私营地区商会，如斯德哥尔摩商会、西瑞
典商会（在哥德堡）、南部商会（在马尔默）、东部商会（在林雪平）和北部商会（在律
勒欧）。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在国际贸易仲裁方面久享盛誉，具有权威。 9
三、非关税贸易措施
瑞典虽然主张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但在 1995 年加入欧盟后便开始执行欧盟的非关
税贸易限制政策。包括：
（一）禁令和控制
1．欧盟理事会决议规定：输入欧盟的产品不论是从哪个成员国的口岸进口，必须按统
一标准或指令接受安全和卫生检查。
2．欧盟理事会 1986/3842 号令规定：为保护商标和制止冒牌货进口，商标持有者可
以提出申请禁止那些已被提出侵权而尚未被证实的冒牌货在成员国市场自由流通。
3．根据《关于有危害性的动植物标本的国际贸易协议》，欧盟所有成员国禁止进口那
些经过加工的或未经加工的象牙（欧盟 1982/3626 号令）、禁止进口海豹和海狗的毛皮及
其派生产品（欧盟 1983/129、1985/444 号令）、禁止进口使用捕兽机或设陷阱等方式捕
获的动物皮毛（欧盟 1986/748 号令）。
4．根据维也纳公约和 1990 年 7 月蒙特利尔议定书关于保护臭氧层的约定条款，欧盟
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生产和消费含氯氟烃产品，禁止进口此类产品和使用该类产品
的空调、冰箱、制冷机器设备等。
5．欧盟还根据世界上突发事件的性质和影响，颁布一些临时或紧急禁令。
6．除上述欧盟统一对外的禁令外，欧盟条约规定各成员国维持本国对进口的禁止或限
制。
（二）数量限制措施
欧盟对进口商品的数量限制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以欧盟统一对外实施的问题限制，
9

资料来源：
《瑞典王国基本国情介绍》，2006 年 3 月 17 日，摘自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CEATEC）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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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区域对外共同的进口数量限制；其二是欧盟内各成员国各自推行的国家限制措施，如进
口配额等。
（三）反倾销措施
欧盟现行反倾销措施主要依据 1996/384、1997/2026 号条例即《欧盟反倾销条例》。
条例规定进入欧盟的产品如果出口价格低于欧盟近似产品的正常价格、对欧盟内相关产业
造成实质损害或损害威胁或妨碍相关工业的建立、前者和后者存在因果关系、损害欧盟共
同利益，经规定程序调查核实，则认定为倾销并实施反倾销措施。
除对进口成品实施反倾销限制外，欧盟还对为规避反倾销税的“来件装配”、“来料
加工”等组装加工经营行为进行反倾销立法。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欧盟采用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三种手段作为其主要技术性贸易壁垒措
施。即有统一的欧盟指令、欧洲标准和统一认证体系，又有成员国各自拟定的法律法规和
标准，这就使欧盟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复杂而且严密。
1．技术法规通常以欧盟条例、指令或欧盟理事会决议颁布，其适用范围在欧盟所有成
员国，要求级别是最高的一种形式。
2．欧盟指令是要求各成员国把有关立法纳入欧盟法律体系的条文，是对成员国具有约
束力的通用法律，一般给成员国一定的时间开始执行，使其转化为本国的法律。
3．欧盟委员会决定或欧盟决议是有明确针对性的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
（五）关于政府采购的立法限制
虽然欧盟多数成员是GATT《政府采购协议》的签字国，但其有关政府采购的指令和
规定对欧盟内外是有所差异的，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区域保护主义倾向。 10

四、技术卫生安全标准
瑞典在技术、卫生和安全方面的标准主要是根据欧盟制定的法规，然后将其转化为瑞
典标准。
进口到欧盟国家的产品应在产品上标注安全认证（CE）。CE 标识表明制造商或进口
商确认产品性能满足所有的技术要求，并且公司能够通过提供文件加以证明。
瑞典在食品方面的调查与标签要求与欧盟的标准一致。瑞典不允许来源不明的物品进
入市场，其特殊市场管理主要涉及几类产品，如医药品和化学药品等。对于食品标签，瑞
典要求很精确，在对健康、卫生与标签规定的标准也很严格。
在瑞典，包装也代表着产品的一部分。在货物转运到瑞典的过程中，集装箱和托台内
的所有物品都应该是受到包装保护的，以便防止它们在搬运的过程中受损。当企业从国外
进口商品时，进口商都希望他们接到的货物仍保持整洁的、精细的、没有损坏的包装。 11
五、商品原产地规则
瑞典执行欧盟的商品原产地规则，有以下两种规则形式：
10

资料来源：《欧盟非关税壁垒简介》，摘自 WTO 与法治论坛。
资料来源：《中国企业对瑞典出口指南》，摘自中华进出口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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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非优惠的原产地规则
非优惠的原产地规则适用于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外国家的贸易。符合下列两类情况即可
确认商品原产地：
1、原产于某一国家的商品必须是全部在该国获取或制造。
（1）该国种植收获的蔬菜产品；
（2）该国出生并饲养的活动物；
（3）该国境内开采的矿产品；
（4）由在该国注册并悬挂该国国旗的船只捕获的海产品；
（5）以全部在该国生产的产品及其衍生产品加工制造的产品。
2、商品的原材料、零件、附件、组装件等来源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当商品的生
产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时，原产地可确定为：承担商品生产的最后和主要生产的国家、
或专为该种产品生产而生产相应设备的国家、或在生产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国家。上述定义
一般在规则中没有进一步解释。但在个别情况下，欧盟对涉及几种商品的、生产的“最后
和主要环节”的确定进行了解释。在原产地规则下，“增值”部分指进口配件(如来自欧盟
外的国家)的海关价值和产品出厂价之间的差价，减去出口退税部分。包括劳动力成本、一
般管理费用、利润、税(含地方企业税等)，但不含增值税。从 1993 年 1 月 1 日起，欧盟取
消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原产地规则对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已无关紧要。但在欧盟成员
国与第三国的某些贸易关系中，在欧盟实行统一的数量限制或使用反倾销措施时，原产地
规则又是必要的。
（二）优惠的原产地规则
优惠的原产地规则一般比非优惠的原产地规则更为严格，主要见欧盟与第三国或第三
国集团所签定的优惠或自由贸易协定，以使商品能以比统一关税(CET)更优惠的关税进入
欧盟。获得原产地证明的商品必须是：全部在该国制造；或已在该国进行了充分的生产加
工。制成品含有从其它国家进口的成分，需要确定是否在该国进行充分的生产加工，将最
后制成品按其来源于不同非原产地之成分进行不同的关税分类。 12

六、商标与专利注册管理
如果外国出口商要使自己的商标和专利在瑞典市场得到保护，必须向瑞典专利注册局
申请取得专利和商标的注册证。但是，瑞典专利局不直接接受外国人的注册申请，非瑞典
居民须委托一家瑞典专利商标注册代理办理有关事宜。瑞典共有这类代理机构 200 余家，
申请人可与瑞典专利注册局联系，请其推荐合适的代理人。申请人和代理人签订一份标准
协议后，一切具体手续均由代理人代为办理。
瑞典是欧盟成员国，如果在欧盟某成员国的商标和专利注册机构注册后，再提交一份
专利或商标的瑞典文本，即可在瑞典自动得到保护。瑞典专利注册局也是北欧国家这方面
的龙头机构，在瑞典专利注册局注册的专利和商标，同样在丹麦、挪威、芬兰和冰岛自动
得到保护。 13
12

资料来源：《欧盟原产地规则》，中国机电出口指南网站 2006 年 4 月 17 日发布。
资料来源：
《瑞典王国基本国情介绍》
，2006 年 3 月 17 日，摘自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CEA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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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投资政策分析

一、内外平等的投资政策
瑞典对外资企业采取开放的态度，实行完全市场经济和非歧视性原则。根据瑞典法律，
在瑞典投资的外资企业与国内资本企业一样被认为是瑞典公司，享有同等国民待遇，在法
律上一视同仁。内、外资企业均可以获得同等经济资助，包括津贴、贷款和信用担保等。
（一）产业政策

瑞典政府致力于宣传推广其尖端科技和优秀产业，指导内、外资进入信息通讯技术、
电子、汽车、生命与生物科技、食品与林木加工等五大行业。总的来说，瑞典的所有产业
都是对私人资本开放的，包括铁路、邮政、电信、广播、电视等这些曾为国家垄断经营的
行业。在具体操作上，瑞典仅对一些有关国家战略利益的领域的投资项目加以限制（并非
禁止），例如：军工、航空运输、海上作业、采矿、战略物资、银行及保险等。限制手段主
要是以发放许可证和牌照的方式来筛选具备实力和资质的企业。
（二）地区政策
在瑞典，任何可能影响欧盟成员国之间贸易的举措（如动用国家资源帮助特定产业或
地区的行为）都是禁止的。不过，根据欧盟条约第八十七章的第一和第三条款，允许向那
些生活水平低、失业率较严重的落后地区采取援助性政策，以帮助这些“欠受惠地区”
（LFRs）的经济发展。同样地，也允许帮助某些特定经济地区和经济活动的发展，前提是
这种帮助不能给欧洲共同市场的贸易条件和共同利益带来负面影响。在操作上，瑞典政府
通过划定特定的区域来对投资进行引导和鼓励，北部 Lapland、Norrland、Varmland 等山
区和北极边远地区为一类地区，Dalarna 等中部山地为二类地区，北部沿海和南部某些地
区为临时补贴地区。对在不同地区投资的外资企业，采取了通过地方政府出面给予补贴、
贷款等方式，实施其鼓励政策。
（三）投资鼓励措施
瑞典不对外资所有权进行限制，允许 100%的外资控股权。但是依照欧盟规则和瑞典
法律，并购投资需要报瑞典竞争局批准。就鼓励性措施而言，瑞典对在一类和二类地区进
行建筑和机械设备投资的企业给予补贴和贷款。在一类地区，对中小企业的补贴可高达投
资总额的 40%，对其他企业的补贴达 35%，贷款可达投资总额的 30%；在二类地区，对
企业的投资补贴为投资额的 20%，贷款为投资额的 30%。
（四）开发鼓励措施
在补贴区域内进行产品开发、商标、专利、市场营销培训等投资的企业可获得补贴。
在一类地区，中小企业可得补贴可达 40%，其他企业为 35%；在二类地区，补贴最高限额
是批准投资额的 20%。额外贷款可达总扶持金额的 50%。
（五）就业鼓励措施
在优惠地区提供新的长期就业机会的企业均可获得就业补贴，在 5 年期内递减发放。
一类地区的新创就业机会可获补贴 20 万克朗；二类地区的新创就业机会可获补贴 12 万克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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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
（六）运输鼓励措施
在 Norrland、Varmland 和 Dalarna 大部分地区（均为一类和二类地区）的企业，可获
得原材料和货物运输的补贴。根据企业所在地区和运输距离远近，补贴幅度为运输净费用
的 10-50%。
（七）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
凡雇员人数不超过 50 人、营业额不超过 4000 万克朗、资产不超过 1500 万克朗的中
小企业，均可获得对建筑和机械设备投资额的 15%的补贴。 14
此外，瑞典对内、外资企业提供了自由、宽松的经济制度环境。瑞典没有影响公司进
行正常商业交易的外汇管制规定，也没有关于开设外汇帐户及在瑞典银行保持外汇平衡的
法律规定，但当外汇交易超过 7.5 万瑞典克朗（8.9 万元人民币）时需报告瑞典中央银行。
国家对利润的汇出、投资清算、特许权使用费和许可费用的支付也没有限制，子公司和分
支机构可以向在瑞典外的母公司转移管理服务费用和研发支出等费用。投资基金的收益（如
股票红利、利息）可以自由转移。外商独资公司可以从母公司或海外的信贷机构筹集外币
贷款。

二、限制外资进入的领域
外国资本在瑞典投资或扩大在瑞典已有的投资，须经瑞典银行批准。如果申请符合有
关规定，一般可在一周内获得批准。建设新厂或扩建老厂，须获得环境保护委员会和地方
政府的批准。根据劳动部和瑞典工业联合会所达成的协议，最大的 170 家制造厂的新投资
地址必须在初步计划阶段向劳动市场管理委员会咨询。
许多瑞典公司在公司章程中都有“对外国人所有权的限制”条款，规定至少要有 60%
的股份资本和 80%的投票权须由瑞典公民掌握。如果公司章程未规定这种条款，则被认为
是外国公司。外国公司不能拥有瑞典的矿山、石油贮藏、农田、森林、水资源等自然资源，
也不能持有拥有上述自然资源的其它公司的 20%以上的投票股权。
外国人不能拥有在瑞典注册的船舶、飞机和传递有关瑞典公司和个人信用资料的企业，
不得经营国内航空，不能持有银行和军工厂的股份。外资持股 20%以上的公司购买房地产，
须获得地方政府的批准。外资购买和接管现有瑞典企业，必须遵守“外国接管瑞典企业法”
的规定，当外资比例分别达到 10%、20%、40%、50%这几个等级之前，必须咨询工会并
获得雇员的同意，保证“共同决定法”的实施。如果雇员不同意，则要求工业部介入，在
董事会中增加一名国家代表。
除上述限制和批准手续外，外国企业在瑞典的投资与经营活动与瑞典国内企业享有同
样的自由权。 15

14

资料来源：转自中国机电出口指南网站，《瑞典外资、税收政策调研及对瑞投资指南》，2006 年 4 月 30
日发布。
15
资料来源：《瑞典投资环境》，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沈阳市分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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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与投资有关的税收体系

第一节 瑞典的税收体系

一、瑞典税务机关的构成与运作
（一）税务机关的构成

瑞典税务机关由国家税务总局和地区税务局组成。国家税务总局负责发布税收法规、
税收法规的行政解释、税务建议以及管理地区税务局的税收政策。地区税务局负责中央及
地方各税的具体征收工作，在国家税务总局下属的 10 个区域性征税机构中，斯德哥尔摩、
马尔默、哥德堡三个区域性征税机构设有大企业税收征收管理办公室。各级税务部门执行
税法并向法律负责，具有完全的独立性，政府、议会都不能干预税务机关的工作。瑞典所
有的税法都由议会通过颁发，议会设有税收委员会，专门负责税收事项。税法一经颁布，
就具有法律上的权威性。除了各单行税法外，瑞典还有统一的征管法，以作为各税种征收
共同依照和遵循的法律依据。瑞典专门设有行政法院，组织形式与普通法院相同，主要职
责是专门审理税收诉讼案件。行政法院有关税收诉讼的一些重要判例也作为瑞典税法的重
要组成部分。
（二）集中式的税收管理体制
瑞典税收管理体制比较集中，中央政府掌握绝大部分税收收入，中央收入主要来源于
增值税（2003 年增值税占中央总税收的 33%）、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税（占 17%）、消
费税及关税（占 16%）、个人及企业所得税（占 8%）以及一些其它收费；地方政府收入
主要来源于个人所得税。地方政府只征收个人所得税及一些附加税。瑞典国家税务局隶属
财政部，具体负责全国的税务管理工作。 1
（三）现代化和人性化的纳税服务
瑞典很早就开始采用计算机处理个人及企业的税收，因此税收系统的自动化程度世界
第一。自动化系统使国家税务局有能力完整地处理纳税人的报税，并对其税务提出合理的
减免税建议。
在将来，瑞典大部分的报税手续与税局的通信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完成。不过富有人
性化的服务仍然存在，这对外国投资者及商人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常会遇到一些复杂
的税收问题，其中不乏涉及国际税收体制的问题。瑞典的税务人员及专家都能够用英语交
谈，为顾客提供信息、分析特别个案、查证先例、核实欧盟法例及双重课税条约，并提供
其他许多有价值的服务。 2

二、瑞典税收征管的特点
瑞典税务管理有完善的税源监控体系，先进的税收征管手段和规范的税务执法程序，
1

资料来源：《瑞典税收制度考察报告》，转自中税网，源自《经济参考报》。
资料来源：摘自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中文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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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保证了瑞典税收政策的正确实施。总体来看，瑞典税收征管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完善的税源监控体系
从 1991 年起瑞典税务部门取代教会管理人口登记工作，目前在全国所有联网的税务
机构都办理人口登记手续。它对瑞典的所有企业和常驻人口都给出一个户籍号，企业注册
时就必须申请户籍号，婴儿出生时，医院就将信息传递给税务人口管理处，税务人口管理
处将此婴儿的详细信息，如父母信息、常住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存入数据库，个人住址
迁移、结婚、纳税等信息逐步增加，个人死亡或企业注销时，注销户籍号。户籍号成为瑞
典个人和企业的唯一身份识别号。瑞典公民一出生就有一个位 10 位数字的终身税务号码，
此号码用于税务申报和一切经济活动。所有部门都要使用这个号码，而且管理严格，如搬
迁一周内必须向税务部门申报，婴儿出生三个月内也必须申报等。税务部门可以通过税务
号码掌握纳税人的一切经济活动、收入来源和财产状况。纳税人去世时，税务局还要按照
该纳税人的财产、负债征收遗产与赠予税后，然后再核销该号码。同样，公司申请成立时，
也有一个统一的税务号码。每年年底银行会将每个个人和公司的财产收入等情况提供给税
务部门，税务部门在纳税审查时进行核对，根据纳税号码，税务部门可随时查阅纳税人的
缴税情况。
瑞典个人和企业户籍信息无偿向政府各部门和社会提供，它成为个人和企业生存的基
础。银行开户，社会保障缴费等日常经济生活都需要户籍号，个人和企业的不良信息也在
户籍信息中体现。为了加强税源控制，瑞典税务局还制定了许多防止偷税的措施，如为了
防止打黑工，税务局核发一种类似营业执照性质的证件(F-skatt)，要求家庭装修公司必须
到税务机关领取，如果某个家庭让没有许可证的装修公司进行装修，税务局查出来后就要
求该家庭缴纳装修公司应该缴纳的税收。
（二）严格的税收双向申报制度
瑞典是以直接税收为主体的税制体系，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是收入的主要来源。为了保
证个人所得税的正确申报，瑞典实行了严格的双向申报制度，即雇主要按照发给雇员的工
资薪金代扣税款，按月向税务部门进行申报，而纳税人则要在次年 3 月 31 日前自行申报
其收入和税收（瑞典所得税法允许扣除一定的交通费、业务书籍费用和家庭电脑设备等费
用）。同时，瑞典税法还规定，雇主和其他人员必须向税务机关提供支付给纳税人工资、
薪金和其他报酬的说明。此外，雇主在缴纳社会保险税时的依据也是雇员的收入总额。税
务部门通过电脑核对雇主和雇员分别申报的收入情况，审核纳税人应纳税款，防止不实申
报。
（三）公开透明的法律制度和社会诚信的信用体系
瑞典设有讨债公司，专门追讨各类债务。瑞典税务部门发现纳税人有偷漏税行为时，
对纳税人进行处罚和追缴税款，纳税人逾期不缴纳税款和罚款时，税务部门就将案件移送
法院，法院判决后移交讨债公司。个人债务经过司法程序后也移交讨债公司。讨债公司对
债务人发出讨债通知，对讨债公司债务逾期未清偿的，讨债公司一方面将逃债企业或个人
的资产查封，拍卖抵税，同时将债务人逃债的不良信息向全社会公布，社会各界将逃债人
列入黑名单，逃债人将无法找到工作，无法开办企业，无法在银行贷款，企业则无法经营。
（四）规范的分类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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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税务检查分为三种：第一种叫桌面检查，主要是税务人员对个人和雇主申报情
况进行审核，对一些有疑义的地方通过电话、传真、邮寄等形式向纳税人询问，要求纳税
人解释原因或进行改正。这种检查一般都在办公室内完成，因此也叫办公桌上的审查。
第二种税务检查主要是通过与纳税人有业务往来的第三者得到一些资料而对纳税人纳
税情况进行检查，或对连续几年盈利太低的公司进行检查。这种检查又分为三类：一是计
划性检查，如对一些大公司的定期或不定期检查；二是抽查；三是对建筑、饮食、发廊等
行业进行专项检查。
第三种方式是案件稽查。瑞典税务局没有扣押、查封等强制权力，因此，对案件的稽
查主要是配合警察机关一起进行。
瑞典税收征管体系比较完善，公民纳税意识较强，因此偷逃税现象不多，税务案件较
少。瑞典税法规定，涉税案件的追溯期限为 6 年。瑞典对偷税的行政处罚严厉，一般涉税
案件根据情节轻重处 20%—40%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禁止经营 3—10 年，偷税 3.8 万瑞典
克朗以上的移送检察官起诉，涉税犯罪最高可判刑 10 年。
（五）先进的税收征管手段
瑞典普遍采用计算机进行税务管理，税收征管效率很高。纳税人进行纳税申报后，税
务局主要凭借计算机对申报表进行审核，进行税款征收和入库。瑞典全国有统一的纳税申
报表格式，每种数据都有固定的编号，因此，计算机会自动对申报表中的数据进行核对，
并自动提示一些问题，税务人员根据计算机提示的问题再做进一步的审查。这样既有效防
止了申报的错漏，又大大减少了税务人员对申报表进行人工审核的工作量，使工作效率大
大提高。
瑞典税务系统的计算机对纳税申报表最多可自动生成 500 个问题供纳税人参考。瑞典
税务系统的计算机网络十分发达，不但在税务系统内部实现联网，而且与海关、银行等许
多部门实现联网。通过瑞典税务系统的电脑网络，可随时查到所需纳税人资料。税务人员
随机输入一个纳税编码，就可马上查询到该纳税人的收入、财产及纳税情况；输入一个“姓”，
就可查询到该姓家族所有人纳税的历史记录。同时，瑞典的计算机网络也广泛运用于税务
宣传、咨询及行政管理等方面。
（六）重视税收宣传、咨询工作
瑞典税务部门非常重视税收宣传和咨询工作，各地税务局都有专门的宣传、咨询部门。
比如卡尔斯塔德(KARLSTAD)税务局有 60 多人专门从事宣传、咨询工作。他们接受纳税人
的电话咨询、上门咨询，向纳税人宣传税收知识，增强其纳税意识。税务部门进行的税务
咨询、提供的税务资料、发放的一些宣传小册子都是免费的。
瑞典税务局十分重视和维护纳税人的权利。他们认为纳税人有权知道自己该缴什么税，
应该如何缴纳，并且让纳税人感到有一种荣誉感和自豪感。同时，税务局也想方设法简化
办税程序，为纳税人提供优质的服务。如他们设计了一种简易纳税申报表，供纳税人使用，
允许纳税人向任何一个部门进行纳税申报，然后在税务部门内部进行资料的移交。
瑞典税务部门通过多种对外宣传渠道，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如通过印刷品、每日
新闻、贸易杂志、电视电台、网络和信息发布会等大众媒体发布和宣传税收。瑞典的纳税
人如果认为自己受到税务当局不公正待遇，可以通过纳税人协会与税务局进行交涉，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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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到电视台为自己做出辩护，税务当局应就此做出回应。瑞典政府设有独立于税务当局
的事前裁定理事会，如果纳税人对自己的应纳税额存在疑问，可以事前申请裁定，税务当
局和纳税人有一方不服理事会的裁定可以上诉。税务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可以要求纳税
人提供所有材料，纳税人可以遵从也可不遵从。但必须将资料密封交给税务法庭，由法庭
决定此资料是否与税务审计有关。如果有关，则交给税务当局，否则退还给纳税人。
（七）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
瑞典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公务员制度，这套制度对公务员的选择、任免、轮换、考核、
培训等方面都作了严格的规定，特别注重团队的建设，尤其是对领导的素质教育、领导方
法、如何面对媒体都有十分具体的培训和考核办法，从而保证了执法公务员应具备的基本
素质，有利于提高其执法水平。税务机关有健全的审计稽查制度，内部审计机构与专司税
收征收管理的机构有着不同的执业范围和执业人员，客观上达到了相互制约的目的。
审计和稽查部门只负责了解违法和涉嫌犯罪的事实，不负责评税，只需把审计、稽查
报告提交评税部门，审计部门没有权力征收税款。税务部门均设有纳税评估局，对纳税人
分税种的应缴数额进行评估核定，并就核定的结果做出核税决定书。纳税人如认为税务机
关核定的税额有误，税法规定纳税人可书面请求重新核定。税务机关收到重新核定的申请
后，须由另外的核税部门复核并做出决定。如果纳税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申请复议，核
税决定书开始生效。
在注重税收执法监督的同时也兼顾工作效率，效率的取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争取与纳税
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为纳税人服务。税务部门十分重视鼓励和培养纳税人的自愿纳税意识，
对纳税人尽量做到注重预防，科学选案，密切关注纳税人的新动向，为其提供优质服务，
以此来减少税收征管的成本，缩小税务稽查工作的范围，提高征管效率。
为了加强对政府部门的监督，瑞典还设有特派员制度（Ombudsman Survey）。特派
员不屈从任何政治压力，他调查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各种申诉。申诉必须以书面形式呈递，
特派员有八名律师协助其工作，他仔细阅读每一封来信，而且特派员的工作无秘密可言，
因为他的来往信件可供公众审查。如果公民的申诉言之有理、证据确凿，特派员就为他伸
张正义。 3

第二节

瑞典的主要税种

瑞典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课税制度。瑞典现行主要税种有：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
增值税、消费税、社会保障税、土地和财产税、遗产和赠与税、森林税、彩票税、资产税、
净财富税、广告税、烟草税、酒类制品税、注册登记税、印花税和年度车辆税。所得税是
瑞典地方税的主体税种。
在瑞典注册的公司和外国法律实体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分，即：在瑞典专利和注册局
注册的公司被认为是瑞典公司，不符合此条件的则为外国公司。瑞典公司要承担国家所得
税、某些工薪税和社会保障税，但不缴纳地方所得税和国家净财富税。
3

资料来源：摘自《北欧五国税务管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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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所得税
（一）纳税人

瑞典法律规定了不同的实体，如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合伙企业）、经济协会
（如合作社）
、互助保险公司和股份公司。在这些实体中，各类合伙企业不作为单独实体课
税，其成员单独缴纳国家税。瑞典公司（股份公司）应就其各种来源的所得缴纳国家所得
税，外国公司也应就相关所得纳税。
（二）课税对象和税率

所得税按应纳税所得净额征收。公司的全部所得都应作为营业所得，包括出售股票、
不动产或其他资本性资产所获得的收益纳税。正常经营过程以外处理某些资本性资产（主
要是证券）所发生的亏损只能以同类资本所获收益抵扣，当年抵扣不完的，可向后结转。
正常经营过程内处理资产的亏损可全部冲抵其他所得。瑞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票收益，只
有一半是应纳税的，其亏损也只有一半是可以扣除的。
外国公司应就来源于瑞典的不动产所得、与在瑞典进行的工商企业实际有联系的各种
来源的所得，和正常经营渠道以外处理不动产或一家企业或企业的一部分所获得的收益纳
税。原则上，分支机构与瑞典的有限责任公司一样征税。分支机构汇回总部的利润免除预
提所得税。分支机构的帐目必须独立于外国公司的帐目。公司所得税率以统一的 28%的比
率征收；单位信托要承担 30%的税率。瑞典税制对发生在瑞典境外的税收按避免双重征税
协定和瑞典法律的规定可以得到广泛的双重税收减免。
（三）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税额的计算
资本收益：公司的资本收益计入营业所得中纳税，不单独征收资本收益税。公司纳税
人可依据账面折旧或残值折旧两种方法对机器、设备及某些无形资产折旧。在采用账面折
旧时，公司可提取不超过税法规定的最高数额的折旧。采用残值折旧时，公司在所得年度
最多可扣除下述总额的 25%，即上一年度末机器、设备存货总额的残值，加当年购置项目
及公司仍拥有项目的成本，减以前年度购置及当年出售或处理项目收到的全部收入。
股息：瑞典公司的股息为应纳税所得。但赖以分配股息的股份应是与经营有关的控股，
即至少是分配股息公司表决权的 25%。对外国公司的股息，支付股息的公司必须缴纳相当
于瑞典公司税的税。此外，股息的免税依税收协定规定执行。任何所得年度的亏损可以向
后结转，从下一年的应纳税所得中扣除。如下一年仍为亏损，累积亏损仍可在下一年扣除。
关联交易：瑞典税法规定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应按独立企业之间的交易对待，即其价
格和条件应与独立企业之间的交易相同。虽然举证责任在税务当局，公司也必须准备提供
所有必要的资料，使得税务当局能裁定所适用的价格或条件。不允许关联公司合并申报所
得税。除超额折旧外，公司还可就当年的应纳税所得的 1/4 提取“税收分配折旧”，从而得
到推迟纳税的好处。
贷款利息和红利：贷款利息通常可以抵扣，对海外贷款方支付的利息不会预提所得税。
瑞典没有债务与股本比例的要求。支付给在瑞典没有住所的股东红利要代扣 30%的所得税，
但是根据避免双重征税的条约，可以通过直接减小税率，或者通过退税申请来减免税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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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若在欧盟的公司持有瑞典子公司至少 25%的股份，则支付给欧盟公司的红利免除代扣
所得税。支付给其他外国公司（至少拥有瑞典子公司 25%的股份）的红利通常也免除代扣
所得税。
如果瑞典母公司在会计年度末拥有的股份至少达到子公司投票权的 25%，或者该股份
被认为系瑞典母公司或其关联公司开展业务所必需的，则瑞典母公司获得的红利免税。如
果瑞典公司至少拥有欧盟国家的公司（瑞典公司除外）25%的股本，则红利也可以免税。
如果一家非瑞典子公司支付红利给一家瑞典母公司，支付红利的该部分利润必须已按
与瑞典的公司税率相当的税收标准缴纳了所得税（15%的税率可被认为与瑞典的税率相
当）。如果不符合上述要求，则获得的红利应在瑞典纳税，但是可以抵扣红利总额的 13%
以及在来源国的预提所得税。
税收储备基金：对绝大多数公司而言，向税收储备基金的划款可从公司营业收入中扣
减。每个年度的划款将单独成立一个基金。每个年度划款的最高额为公司应纳税所得额的
25%。自划款后的六年，储备基金必须转为应纳税所得。

二、个人所得税
（一）纳税人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为瑞典居民和非居民个人。
（二）课税对象和税率
个人所得分为三类：个人取得的劳动所得、资本所得和营业所得均为个人所得税的课
税对象。
个人劳动所得和营业所得（包括工资、农业和商业收益）实行累进制税率，在作个人
免税额扣除之前，仅按约 31%的税率征收地方税。那些年总收入超过 273800 克朗（折
35106 美元/292966 人民币），其收入超过部分要交 20%的国税。总收入超过 414200 克
朗（53103 美元/443194 元人民币），超过部分交 25%的国税。除此之外，收入不超过 31.2
万克朗一般需缴纳 7%的退休金费用。
从 2000 年开始，瑞典开始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此项改革完全实施后，减少的税款
将补偿所有的个人退休金费用。2002 年，减少的税款已补偿 3/4 的退休金费用。
若个人资产超过 150 万瑞典克朗或夫妇合计应计税收入超过 200 万克朗，则征收 1.5%
的国家财产税。个人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房地产、汽车、船舶、珠宝等。另外，单
个家庭居住的房屋按照评估价值的 1%征税。资本纯收益（如利息、股息、资产增值等）
征税税率为 30%。付出利息可完全扣除。多至 100%的资本亏损可从资本增值中扣除，但
在某些情况下，只能扣除 70%。若亏损 10 万克朗或低于 10 万克朗，征税时可减收亏损额
的 30%税款。若亏损额超过 10 万克朗，则减收 20%。
非居民个人应就来源于瑞典的所得，包括在瑞典的不动产所得和在瑞典从事经营的所
得纳税。在瑞典从事服务由瑞典支付的薪金、工资、养老金及来自瑞典公司的董事费，应
按 25%的比例税率缴纳所得税。全部所得税都要源泉扣缴。
个人在瑞典停留 6 个月以上通常被视为税收上的瑞典居民，须就其全球所得纳税。个
人在瑞典停留少于 6 个月的，通常仅就其来源于瑞典的所得纳税。非居民个人或外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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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税所得的计算与居民所采用的方法相同。然而，雇佣所得、养老金及来自瑞典公司的
董事费则按 25%的税率征税。
瑞典公司支付的股息要在瑞典纳税。税收协定另有规定者除外，特许权使用费以正常
的所得税税率按瑞士来源的所得课税。支付给非居民收受人的利息在瑞典不纳税。
表 6-1：个人所得税征收情况一览
年收入
地方所得税
（单位：瑞典克朗） （地区差异）

国家所得税

低于 273800

27%-34%

200 克朗

超出 273800

27%-34%

超出部分征收 20%

超出 414200

27%-34%

1. 在 273800-414200 之间的部
分，征收 20%
2. 超出 414200 的部分，征收
25%

三、增值税
增值税是对在瑞典独立从事经营活动或其他经济活动中所提供的劳务和商品课征的一
种税。此外，也对进口到瑞典的商品征收增值税。瑞典增值税被称作“MOMS”，其征收
符合欧盟委员会的指导原则，税率依不同商品和服务而不同。增值税覆盖范围很广，是瑞
典一大税种。
凡在瑞典独立从事经营活动或其他经济活动过程中提供劳务和商品的，均为增值税的
纳税人。瑞典增值税的标准税率为 25%，为了避免双重征税，对于提供应纳增值税的商品、
劳务和提供在瑞典境外要缴纳其他税种的商品、劳务所缴纳的税款，给予抵扣。对某些免
税交易如出口也可以给予抵扣（又称为零税率），但大部分免税交易不给予供应商抵扣增值
税的权利。瑞典对许多行业按增值税低税率征收，适用 12%税率的征收范围主要包括：粮
食、食品(不包括烈性酒、果酒和烈性啤酒)；旅店房间出租或类似业务、露营场地出租和
露营业中类似的业务；个人运输(不包括具有明显旅游特点的运输)，将滑雪者运送上山的
业务；艺术家和原创作者制作的艺术品的销售、贵重艺术品、收藏品和古董。适用 6%税
率的征收范围主要包括：类似于日报的新闻杂志(每周至少发行一次)、广播和音像新闻杂
志。欧盟内的货物和服务贸易适用于特殊的增值税规则，欧盟外的货物和服务进口到欧盟
要征增值税，欧盟内的货物和服务出口到欧盟外免征增值税。
纳税人应就所提供的商品和劳务冲抵营业支出后向税务当局缴纳增值税。对某些交易，
如某些劳务的提供，劳务的接收人应缴纳增值税，而不是提供劳务者。特别规则允许瑞典
外国企业所发生的增值税予以返还。
2004 年瑞典进一步加强了对增值税发票的管理，新的发票规定了 13 项必填项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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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正常的日期、货物名称或服务项目、价格、数量、金额、税额、电脑流水号、买卖双方
名称和税务登记号等外，还对经营者提供已售货物或服务的付款日期、最后付款日期或当
日付款日期、利润率、运输物品提供有关运输信息(车辆牌号)等方面内容都做了十分严格
的规定，不符合规定的一律不能抵扣税款。瑞典规定增值税按月申报纳税，纳税人必须在
纳税义务发生当月的次月 12 日前申报纳税，但是如果当月销售额超过 4000 万瑞典克朗，
纳税人可以在次月 26 日前申报纳税。年销售在 100 万元以下的小企业则可以随所得税申
报时按年申报纳税。 4

四、关税
自瑞典成为欧盟成员国以来，瑞典就采用欧盟对非欧盟成员国的关税、规章和制度。
一般进口到瑞典的商品，都要办理海关手续。如果进口商打算把进口货物投放到瑞典市场，
在进口时，必须向海关提交一份固定格式的申报单。凡在瑞典海关“立即放行制度”中登
记注册的进口商，可以在通关之后的第二周再向海关申报。未在海关登记注册的进口商，
则必须在提货前向海关呈交一份整套的申报单。
海关对投放到国内市场的进口货物，除按欧盟的共同税则征收关税外，还征收 25%的
增值税，对食品类商品征收 12%的增值税。瑞典海关对用于展览会和交易会展品的临时性
进口，在海关监管下免征进口税。凡进口后不打算投入瑞典市场的商品，可在海关监管下
临时存放在保税仓库或自由港，准备转口。企业进口原材料进行加工，为了便利企业资金
周转，可向海关申请，允许在自己的仓库里封闭一处为保税仓库。暂时存放进口的原材料，
分批提取，分批缴纳关税。
（一）关税的征收和减免

欧盟海关税则是基于协调制度的。从非欧盟国家进口，为符合进口规则的要求，欧盟
实行一体化关税税则。根据关税、配额、优惠和其他进口规则，一体化关税则涵盖了 2000
个细目。进口关税是按照从价税计征的。根据 1994 年关贸总协定第 7 条的规定，进口货
物的完税价格应为成交价格，即为该货物出口销售至瑞典实付或应付的价格。大约 90%的
进口税是根据物品价格制定的。例如，货物出口到瑞典境内后，进口商才最终付费，同时
还要附加上运费和保险这样的成本费用。海关完税价格是根据货物抵达进口国目的地的
CIF 价格计征的。对于农业产品，进口关税是非常明确按照重量计征的。水果、蔬菜和园
艺产品按季节性关税征收，也就是说当国内产品供应充足时，进口关税价格相应就高。1999
年，最惠国的所有物品的关税被平均制定在 7%左右。非农业产品的关税为 4.5%，而农业
产品的关税为 17%。肉类，乳制品，谷类，纺织品及服装的税收是最高的。农产品和园艺
产品的税率是频繁变化的。因此瑞方建议出口商在出口之前应向瑞典官方查询相关信息。
另外，大多数农业产品需要出口许可证。
在一定条件下，以下商品有可能减免关税。
——商业样品
——展览或商品交易会的商品
——专业设备（工具、教学仪器等）
4

资料来源：一、二、三条目内容均摘自《瑞典税制》，2005 年 2 月 19 日，中华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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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品
——固定教育材料
（二）其他进口税
对于低于正常采购价格销售的商品征收反倾销税。反倾销税作为惩罚性关税，其税率
高于正常关税。从非欧盟国家进口的特定商品，如烟、酒和能源要征收消费税。其他进口
费用，如产品随机取样费、设备保护费、质量控制费在货物进口时征收。
（三）相关文件
在出口商品到瑞典之前，出口商应与进口商或运输代理商协调好是否对商品有文件上
的特殊要求。出口商应准备的出口有关文件包括商业发票、装载发票、提单或其船务文件。
瑞典海关要求发票必须包括：
——销售商的名称和地址
——购买商的名称和地址
——发票填写日期
——包装号和包装类型（木箱、包裹或集装箱）
——货物总重量、标记及号码
——根据商业条款，要列出出口商品的名称、数量及每件商品的价格
——运货及支付的折扣和条件
——商品的净重和支付货币
船务文件应用英语填写。一般海运提单应满足装运瑞典的要求。如果进口商品需要申
请特惠关税，应出具原产地证明。根据商品类型的不同，对于文件的生效日期，要求及规
定都有所不同。纺织品、钢铁商品、渔产品、农业产品及产于中国的固定产品都需要进口
许可证。
除食品之外，对动物，植物及相关商品的托运必须伴有植物检疫证明。同时，出口商
品原产地的植物检疫证明必须得到瑞典生产和出口官方机构的认可。
食品的托运必须到特殊边境管制站，因为进口管制，进口商要递交预备申请。动物产
品（肉、鱼、牛奶）的生产地必须是欧盟及瑞典农业部认可的商业机构。肉类商品包括家
禽都要经过沙门氏菌检测。所有在瑞典销售的食品都要用瑞典语注明。进口的食品不能含
有禁止的添加剂。通常食品中的非动物产品的进口要从瑞典国际食品办公室获得进口许可，
这些食品包括花生、苏木素、无花果、可可、椰子肉、大豆蛋白质及矿泉水。花生和苏木
素的进口必须提供黄曲霉毒素的检测证明。
（四）过境许可
瑞典以它的临时免税通关卡制度而荣耀。这是为商务及专业人士携带商业样品、广告
材料及胶片、药物、专业器材进入特定国家所设计的入关简化程序。目前，57 个国家加入
了临时免税通关卡制度。过境许可由瑞典商会签发。
（五）贸易禁令和许可
以下产品进口到瑞典是禁止的：
——含汞产品。例如：体温计、开关或其他电子商品；
——多氯化联二苯、聚氯三联苯商品。例如：变压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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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氯化碳产品。例如：泡沫橡胶、发胶和含碳、溴或卤气体的灭火器；
——用镉做表面处理的商品或含镉物质的商品。
对于进口有限数量的武器、炸药、药品、毒药等商品需要进口许可和特殊许可。从欧
盟、挪威、冰岛和瑞士以外的国家进口部分铁和钢产品需要进口批文或许可证。向瑞典出
口危及野生动物群和植物的商品，例如，尼罗河鳄鱼必须得到出口国权威机构的许可和瑞
典农业部签发的许可。 5

五、消费税
消费税在瑞典是选择型消费税。由于消费税具有转嫁容易、征收阻力小、选择性强的
特点，一百年前消费税就是瑞典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对于取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具
有一定的作用。
瑞典近几十年也采取了一些扩大消费税范围和提高税负的措施。2003 年，瑞典对从广
告业到杀虫剂共 21 个税目的产品和服务征收消费税，但主要是针对能源、环保、道路车辆、
酒和烟四大税目的产品征收消费税，特别是对能源及环保征收的消费税占到三分之二左右。
对酒精含量在 8.5%-15%的葡萄酒每升征收 22.8 瑞典克朗的消费税。目前消费税收入占瑞
典全部税收收入的 8%左右，其中进口消费税全部上缴欧盟。 6
六、资产税和财产税
瑞典本土企业不用缴纳年净资产税和财产税，外国企业的分公司则需要缴纳财产税，
在不同的避免双重征税协议下税率不一，缴纳财产税的外资分公司可以免除资产税。 7
七、印花税
少数交易需交印花税。例如：房地产转让按个人交易价格的 1.5%、单位交易价格的
3%征收。
八、社会福利税
瑞典的社会福利税由雇主支付，是雇员月薪的 33.06%；另外雇主还需为雇员缴纳到某
一地区或某一集体机构的“集体福利税”：白领阶层为 7.4%；蓝领阶层为 6%。 8
九、房地产税
房地产税属于中央税，房地产所有者每年应缴纳房地产税。税率为房产“税收价值”
的 0.5%—1%，房产“税收价值”相当于房产市场价值的 75%，房产的“税收价值”每年

5

资料来源：关税相关内容均摘自《中国企业对瑞典出口指南》，中华进出口在线。
资料来源：《瑞典税收制度考察报告》，中华税网。
7
资料来源：《瑞典投资指南》，转自北京 WTO 事务信息网。
8
资料来源：七、八均转自《瑞典王国基本国情介绍》，2006 年 3 月 17 日，摘自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
会（CEATEC）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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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修改更新。新建成的房屋自建成之日开始的 5 年内，免征房地产税，之后 5 年内减半
征收房地产税。个人房屋的出售按净收入的 50%征收资本所得税，税率为 30%。 9

十、遗产和赠与税
瑞典遗产和赠与税采用高额累进税率。遗产税是对每一个继承人所占的遗产份额单独
征收的。它的税率随所接受的财产价值及继承人与被继承人关系的不同而不同。就最优惠
的一类人（包括配偶和子女）来说，仍然健在的配偶有 28 万瑞典克朗的免税额，对每个子
女的免税额是 7 万瑞典克朗。如果子女未达到 18 岁，每年的税率是：第一个 30 万瑞典克
朗 10%；第二个 30 万瑞典克朗，适用 20%累进税率，最高税额 9 万；超出 60 万瑞典克
朗的部分，适用 30%的税率。对享受优惠待遇的这类人超过免税额的遗产，对其他大多数
个人继承人继承的遗产，第一个 7 万瑞典克朗的税率为 10%；第二个 7 万瑞典克朗适用
20%的累进税率，最高税额 2.1 万瑞典克朗；超出 14 万瑞典克朗的部分，适用 30%的税
率。瑞典对家族公司规定了某些减免税。被继承人死亡之日前 10 年的赠与按遗产课税。10

第三节

与投资有关的税收优惠

一、投资税收优惠
设立在瑞典北部的公司允许减少部分社会保障费，另外还能获得有关固定资产或无形
资产投资，以及聘请、培训和教育雇员的补贴。重要海外雇员还可享有税收减免。除此以
外，对国内和海外投资者，皆无其他税收优惠，如免税贸易区、研发费用的税收优惠，或
者留存收益的低税率。
二、重要海外雇员的税收减免
2001 年 1 月 1 日， 瑞典国会通过了一个新的法律，对在瑞典工作一定时间的外国侨
民(专家，管理人员，科学家，研究员等)给于税务减免。立法规定在瑞典受雇时间不超过
五年的前提下，侨民在头三年内应税收入享受 25%的税务减免，即在头三年受雇期间侨民
只为个人收入的 75%付税。住房津贴、生活费用和股票期权等额外津贴也适用这样的减免。
搬迁和孩子的入学费等安置费用也免除征税。侨民的其他税务构成与瑞典公民相同，例如，
维持瑞典境内外两个家的额外支出的税务减免也与瑞典公民相同。
要申请这样的税务减免，须符合下列标准:
1、是瑞典没有或难于寻觅的专门人才、科学家或专家，你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或在
公司中具有重要作用的人员。
2、被瑞典公司或长期在瑞经营的外国公司雇用。
3、在瑞典工作之前的五年内不是瑞典居民。

9

资料来源：《瑞典税收制度考察报告》，转自中华税网。
资料来源：《瑞典税制》，中华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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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在瑞典居住时间不会超过 5 年。 11

三、与投资欧盟其他国家相比所具有的税收优势
瑞典的名义税率是 28%，而有效税率为 25%，因此相比经合组织的其它国家而言，瑞
典的税率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另外，由于利润税可能缓征，在某些情况下有效税率还可
以低至 23%。
（一）利润转移

瑞典没有海外交易限制及控制，也没有外汇现钞管制，对利润的汇出、投资清算、特
许权使用费和许可费用的支付也没有限制。海外公司的瑞典分公司可以将利润转移到海外，
而不需要象一般的企业所得税一样缴税。当接收的公司为瑞典公司对应的母公司，且转移
的利润可免税时，将不征收代扣所得税。这些规则非常有利，因为对于非上市股，这是无
条件满足的，无论持股时间多长，持股份额多少，资产总额多少。一般而言，对于欧盟成
员国或者与瑞典达成避免国际重复征税条约国家，均没有代扣所得税。这种好处也可以适
用于其它的条款。 12
（二）税分配储备
瑞典税法允许损失税收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它提供了一个选择，用来建立储备，称
为税分配储备。这是在货币贬值储备之外的。应缴税收入的四分之一适合作为这个储备。
在哪一年释放储备可以由公司自由决定，例如，用来弥补净经营损失。但储备金必须在加
入储备的 6 年内释放为企业的应缴税收入。
（三）无资本弱化规则
资本弱化规则（Thin Capitalization）是指工业化国家运用的为防止本国税基的流失，
针对外国公司为在本国的附属机构提供的超过正常水平的贷款以达到降级附属机构税收负
担目的的行为而采取的反避税措施规则。瑞典没有资本弱化规则，因此一个瑞典控股公司
可以通过向其母公司或者联营公司借贷来达到资本化。此外，在瑞典利息是无需被征收代
扣所得税的。这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税制结构，尤其在投资的回报以利息形式体现的时候。
表 6-2：欧洲五个税收管辖区域控股公司税收状况一览

11

瑞典

荷兰

比利时

卢森堡

丹麦

企业税率

28%

34.5%

34%

30.38%

28%

红利处理

免税

免税

95％免税

免税

免税

最小持有红利

无

5%

10% 或
120 万欧
元

10%或 120
万欧元

20％

资产受益处理

免税

免税

免税

免税

免税

最小持有资本

无

5%

无

10%或 600

无

资料来源：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哥德堡总领馆经济商务室网站。
资料来源：《中国企业对瑞典出口指南》，转自中华进出口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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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受益

万欧元

最小持股时间

无

无

一年

一年

一年

最小资本受益
持有时间

无

无

一年

一年

三年

无交易活动是
否需要补充

是

否

否

是

是

利息减免

是

否

是

是

是

集团贡献

是

是

否

是

是

无资本弱化规
则

是

否

否

否

否

CFC*规则

是，但
受限

否

否

否

是

交易前绑定规
则

是

是

是

是

是

无资产税

是

否

否

否

是

低/无代扣所
得税

是

是

是

是

是

税务处理网络

非常好

非常好

好

好

好

*CFC＝控股外国公司
资料来源：中国驻哥德堡总领馆经济商务室网站

四、与中国的双边税收协议
瑞典和中国于 1986 年签署了双重征税条约，并于 2000 年进行了修订。如果符合所规
定的标准，就有可能使瑞典公司向中国公司分发股息而无需在瑞典纳税。因此，根据这一
条约，如果中国公司设立一个瑞典控股公司，这将有利于其在欧洲甚至全世界开展业务。
根据此股息和资本收益征税流程的运作方式，可以达到最佳的实际纳税。 13

13

资料来源：《在瑞典开展业务》，转自出国移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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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投资瑞典需要注意的问题

2005 年，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了《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
报告（ITIRI）
。报告包括了各大洲 75 个国家和经济体，它们占到世界经济总量（GDP）的
94%，占全球出口贸易总额的 91%，占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 89%。报告通过政治风险、经
济风险、政策风险、支付风险四个大类指标和十六个分项指标的系统分析，为各国国际贸
易投资风险与趋势进行了排序。在全世界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最小的前十位国家与地区中，
瑞典继爱尔兰、中国香港、新加坡之后，名列第四。 1
近年来，由于政治稳定、经济良好、技术先进、设施精良的瑞典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
资进驻。然而在进入瑞典市场时，中国企业仍需要考虑一些投资风险因素。

一、汇率问题
瑞典自 1992 年起实行自由浮动汇率政策，瑞典中央银行不直接干预克朗的汇率走势，
而是通过调整利率政策、控制国债规模等间接手段对克朗的汇率施加影响。由于瑞典没有
加入欧元区，现在克朗实行盯住欧元的汇率政策。据 2006 年初瑞典SEB银行预测，克朗
今后还将继续走弱，今后几个月中克朗对美元将跌到 8.20 的比率，对欧元将会跌到 9.60 的
比率 2。因此对瑞典投资或进行贸易，要注意汇率风险，避免采用克朗计价。
二、法律问题
瑞典是一个高度法治的国家，中国公司在瑞典进行经营活动时，必须遵守注意围绕瑞
典劳动力市场的一些独特法律制度。
瑞典劳工法中有一些强制性规定，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关于终止劳动合同的部分。
一般而言，雇主只有在某些客观条件下，例如出于雇员的个人问题或必须精简人员时，才
可以解雇人员，而且必须事先与雇员所在的工会进行沟通，双方达成一致才能解除雇佣关
系。
相比起因为雇员个人原因的解雇来，出于精简人员的做法更容易使雇主得到支持。但
它并不意味着雇主可以任意解雇某一雇员。雇主必须考虑到是否涉及到所谓的“长辈名单”
以及歧视问题。以后者为例，欧盟所有成员国都制定了防止歧视的法规，特别是关于性别、
种族、宗教、其它信仰和性取向等方面的职业生活的法律。
此外，在瑞典，工会并不从属于政府，工会有权组织罢工，以强制促使雇主达成某项
集体协商合同。对于雇主而言，在做出重大决策之前，有时需要咨询工会，工会的意见常
常是雇主做出最后决策的重要参考。而对于外国雇主来说，鉴于工会通常拥有很多劳工法
方面的知识，工会的意见可有助于雇主正确地处理劳工问题。
无论雇主和雇员之间是否协议指定其它国家的法律作为劳工纠纷的适用法律，强制性
1

资料来源：
《中国、香港为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最小的国家和地区》，刘长忠，2005 年 11 月 1 日，中新社。
资料来源：中国驻瑞典经商参处，引自中国商务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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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的劳工法规都适用于所有在瑞典工作的雇员。因此，无论是在瑞典投资设厂，还是建立研
发中心，都要认真研究瑞典劳工法，避免因裁员而发生的法律纠纷。 3

三、欧盟反倾销问题
在 1998 年以前，欧盟一直把我国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1998 年 4 月欧盟把中国
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改入“转型市场经济国家”，即处于向市场经济国家转变的过渡
期。欧盟尚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这个一过渡期中，原则上中国生产企业或生产出口商可以向欧盟申请“市场经济待遇”
或分别税率。若申请成功，将以该企业的实际发生价值和价格作为企业的生产价值和出口
价格，而不必像对待非市场经济国家那样以“第三国作为替代国”。这样，企业遭遇 反倾
销的几率将大大降低，或者可能被征收相对较低的反倾销税。但在所有欧盟对我国发起的
反倾销调查中，绝大多数企业都难以获得“市场经济待遇”或分别税率。
瑞典执行欧盟统一的对华贸易政策，如欧盟对中国出口产品设限或进行反倾销调查，
瑞典也要采取行动。因此中国出口商要及时掌握欧盟对华贸易政策动向，与瑞典有关商会、
协会、进口商保持沟通，了解情况以便采取应对措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四、人员安全问题
瑞典社会治安状况总体良好，刑事犯罪率相对较低，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也非常友善，
但近几年由于中东移民以及难民的增加，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有增长的趋势，针对外国人的
抢劫、偷窃行为时有发生，给瑞典社会带来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因此，选择投资地点很重
要。
五、从事贸易注意事项
（一）熟悉瑞典市场特点和贸易惯例，加快交易进度
一般说来，和瑞典的公司建立业务关系开始比较困难。正如瑞典人所说，建立关系需
要 5 年，但是一旦确立了关系，就会非常稳定，一般就能维持 10～15 年，或更长的时间。
所以，在开始联系客户时，必须要有耐心，不要联系一两次没有结果，就失去信心，停止
联系。瑞典市场不大，一般订货数量较小，而且对质量要求较高。但是，只要价格在合理
范围之内，瑞典进口商一般不愿讨价还价，不过会提出在原报价基础上增加诸如瑞典文标
签和说明等。如果了解这些情况，报价时可做好充分准备，加快成交。
另外，瑞典商店商场进货时间固定，进口商一般根据客户要求的时间订货，在港口接
货后，直接将货物运给订货的客户，不再进仓库，以便节省费用。因此，及时供货对瑞典
进口商来说至关重要。
（二）提高货物质量，增加货值
瑞典现在执行欧盟对我国的贸易限制政策，使得我国有些产品的出口在数量上受到了
严格的限制。因此，我国的生产和出口部门，要高度重视产品质量、花色、图案和设计，
提高货值，利用有限的配额，增加出口换汇率，提高经济效益。
3

资料来源：瑞典 DELPHI 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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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用灵活多样的贸易方式，加强瑞典对我国商品的了解
瑞典市场较为稳定，销售渠道又相对固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向新客户介绍新产
品，传统的交易方式有时难以达到目的。瑞典各大展览馆每年定期举行各类专业展览会和
交易会，欧洲和世界其他各地的许多生产厂家和贸易公司都来参展，瑞典和附近国家的进
口公司大多派人来洽谈订货。参展的费用可能略高，但参加这些展出不仅可以接触来自不
同国家的许多客户，当面促销，而且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产品的情况，进一步提高和改进
自己的产品，并能了解和考察当地市场需求。
要想取得好的效果，参展者必须事先对展览会进行充分了解，精选适销对路的参展商
品，运用各种宣传手段充分展示自己的产品，让来访者充分了解自己产品的特点。因此，
运用灵活多样的促销方式，可更快地开拓市场。

六、贸易风险规避与防范
根据瑞典市场的特点，中国企业要想成功进入瑞典市场，应制定长期计划，其中包括
学习瑞典商业文化和商业惯例。
供应公司要在市场中保持不变地位，就要充分给予优先权以在商业活动中推动市场导
向。瑞典作为一个苛刻的市场，享有良好的声誉。瑞典进口商有独特的眼光，消费者一般
对产品的质量、设计和包装及送货的准时要求都非常高。在选择两种同等商品时，产品对
环境的损害程度就成为非常重要的因素。
同时，还要提醒中国出口商，瑞典消费者的偏爱与年龄的不同和种族群体的不同有很
大关系。瑞典大多数人喜爱高质量的产品，尤其是年轻一代和城市居民。全国共有 420 万
劳动人口，其中女性劳动人口约为 200 万，占总数的 48%。
（一）瑞典企业的商业习惯
多数瑞典公司都习惯与外国供货商进行贸易往来，同时他们也熟悉国际谈判的每一个
细节。
瑞典企业根据供应商的意愿可与代理商或代理人、原始生产厂进行交易。价格、质量、
及时送货和实用的服务等都是决定供应者能否成功的具有竞争力的因素。虽然价格在成本
支出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瑞典商家认为所有权费用（TCCO）问题比价格更为重
要。
外国商人通常与瑞典的客户谈论太多关于生意的问题，而很少谈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
兴趣。而瑞典商人正好相反，希望他们的合作商省略不必要的谈话，直入主题。在瑞典，
直接的谈话方式被认为是非常有效，而又不浪费彼此时间的商谈模式。 瑞典商家希望客户
向他们提供迅速送货，准确的项目号码及百分之百的质量保证等承诺。同时他们也会问及
与产品有关的服务问题，例如维修、保养和安装等。在与瑞典商家建立业务关系之前，他
们一般会对外国公司的生产能力、质量控制系统、环境问题和产品发展潜力以及财政实力
予以考察。同时瑞典公司也建议出口商对他们做类似的调查。
（三）企业结构
瑞典企业与其他外国企业相比处理问题要灵活一些。瑞典人习惯用一种不是很正式而
非常实用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甚至有时会回避决策人。同时在瑞典企业中，关于企业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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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划不会仅限于在一两个人之间进行讨论，而是每一个人都参与进来，这样就会激励所
有员工投入更多的热情到工作中。
在瑞典企业中，没有明显的阶级划分，个人身份的高低对工作并没有很大的影响。经
理不会向员工暗示自己的身份，同时员工也不会感觉自己的地位比他们低。瑞典人在工作
中通常只用姓氏相互称呼。在工作会议中，意见的一致是非常重要的，几乎不会出现激烈
的争执。如果要提出相反意见，也不能只代表个人意见。这样的工作方式与其他国家有很
大的不同，瑞典的商业文化具有很强的妥协性。
（三）商业道德
虽然瑞典人不是特别注重宗教，而且也不经常去教堂，但基督教理论潜意识地影响了
瑞典商业文化。在瑞典商业范畴中，行贿被认为是极其严重的罪行，同时在商业招待费中，
圣诞或生日礼物的价值只要超过 300-500 克朗的支出，就会认为是不合理的。
（四）贸易和环境
瑞典企业越来越将环境看作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如果企业忽视了对环境的
管理，很有可能会减弱企业的竞争力。随着贸易的不断扩大，我国的生产商如想在瑞典市
场保持他们所占的市场份额不变，就需要更多的关注企业对环境要求的信息。
（五）商场讯息和推销
众所周知，瑞典是一个购买市场。瑞典企业不轻易更换供应商。许多商业关系一旦被
建立，往往会保持几十年。但对于想进入瑞典市场的新商家来说，最初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建立信心，争取得到瑞典企业的信赖。瑞典商家非常注重诚恳的态度，如果供货商在第一
次贸易往来时没有履行承诺，今后很难再有其他机会。
外国商家毛遂自荐方式是与瑞典企业建立关系并进入瑞典市场的最为重要及有效的方
式。一旦出口商和进口商开始交换意见，许多问题就会在短时间内解决。如果中国出口商
希望同瑞典商家建立关系，亲自拜访客商也应视为是一种投资，同时应提前做好详细的计
划（至少提前 6 个月）。
作为出口商可以根据商品成本和自身的能力在同一时间聚焦几个市场。 广告在瑞典商
业范畴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商家可以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广告宣传。每日新闻报纸和
其他出版物是目前最重要的媒体宣传手段，占全部广告支出一半以上，其次为广播和商业
电视。除此以外，还有用于固定类型产品的其他形式的宣传方式，如销售广告、电影广告、
户外海报和告示牌等。 斯德哥尔摩最大的三大报刊是《每日新闻》、《瑞典日报》和《今
日工业报》，为全国发行的报刊。哥德堡和马尔默最主要的报刊为《哥德堡邮报》和《南
瑞典报》。
（六）商业展会
中国商家要查询关于市场需求、物流系统、标准和发展潜力等信息，可以通过相关的
商业展会获取资料。作为展出者参加展会，可从前期的计划安排中获得与市场相关的知识，
并在短时间内收集到消费者对产品的反应。公司对商品精彩的介绍可以帮助其与贸易组织、
媒体代表和记者及具有潜力的进口商等建立起商务关系。
在瑞典贸易组织、瑞典展馆商业部门、行销和公共关系咨询部门或展览组织者的帮助
下，参展者可以分辨出具有实力的购买商并与之建立关系，请他们参观自己的展位。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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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者不精通瑞典语或英语，最好提前雇佣翻译。 接下来是作为参展商最重要的一步。瑞
典人非常注重是否能在短时间内得到他们需要的信息。所以参展商应在准备工作中建立一
套客户登记系统，可将客商所需的咨询材料迅速交与其手中。快速、专业地反馈给用户打
下可以信赖的良好基础，同时有益于与之建立商业关系。
（七）报价
瑞典进口商接到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大量商业报价。我出口商在与进口商进行最初的商
业谈判时，应将重点放在瑞典客户关注的价格、条款和最低数量等问题上。出口商在报价
时应包括以下内容：
1、商品
尽可能全面地描述商品的技术性能，同时可以付上宣传手册或图片。如果没有上述资
料，样品也是非常有效的宣传手段。但在看样品之前，出口商应与进口商签署有关协议，
不包括大量产品的提供。
2、价格
在欧洲更适宜用可自由兑换货币来报价。在瑞典主要港口或欧洲海港，主要流通美元
或瑞典克朗。瑞典商人不愿花费太多的时间讨价还价，所以在价格上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谈
判。
3、支付条件
在瑞典关于支付条件没有具体的要求。但是，只要竞争存在，优惠的支付条件也就随
之存在。普通销售条件是在送货后 30 到 90 天内支付货款，但也根据不同商品的种类和购
买商的信贷分类而做相应调整。
4、数量
瑞典是个有限的市场，所以有时进口商在定货时，需求量很少。
5、质量
瑞典进口商非常注重商品的质量，所以在到货时，进口商会很细致地检查商品质量是
否与样品一致。
6、实用性
进口商需要知道产品的性能和可出口数量。
7、包装/运输
进口商需要了解包装的种类、包装材料及大小等，同时还要了解运输方式和送货时间。
8、证明
出口商需出示银行状况证明（银行名称、地址）、各种贸易组织成员的资料和以前的
出口贸易经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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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瑞典的企业设立与人员进入程序
第一节 瑞典的商业组织形式

一、瑞典基本商业组织形式
瑞典基本商业组织形式有无限责任公司（enkla bolag）、贸易合伙公司（handelsbolag
或 HB）、有限合伙公司（kommanditbolag 或 KB）和有限责任公司（aktiebolag 或 AB）。
外国公司还可以通过在瑞典设立分公司（filial）和代表处开展业务活动。
二、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个人对公司义务不承担责任，这是瑞典也是外资进入采取的最普
遍的商业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分为私营公司和公开上市公司，两者最低股本分别为 10
万和 50 万瑞典克朗。有限责任公司应当设有董事会，对公司负责并管理公司业务。私营公
司的董事会可由较少的董事组成，但至少委派一名代理董事。除非被授予特许，一半以上
的董事必须居住在欧洲经济区（EEA）。
三、分公司
外商如果希望在瑞典开展业务而尚未在瑞典成立公司的，也可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
不需要瑞典政府相关机构的批准，只须在瑞典公司注册办公室登记即可。分公司的设立没
有最低资本的要求，在法律上的操作规定也相对较少，但是分公司不能享受某些税务抵扣，
建立的时间通常比有限责任公司要长。
四、代表处
外国公司在瑞典设立代表处通常不需要事先审批。但是代表处不是一个法人实体，不
能从事任何经营性活动，只能进行联络、市场调研、推介母公司形象和产品等非经营性活
动，也不能以母公司名义接受订单、开具发票，因此代表处并不需要缴纳公司所得税。

第二节 在瑞典建立企业的程序
根据瑞典的法律，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设立程序相同，且非常快捷便利。一般
来讲，在瑞典经商无需营业执照，某些特殊领域像保险、银行、金融服务除外，但在其它
欧盟国家获准经营的企业可以利用这些共同认可的执照在瑞典营业。外资公司如果希望在
瑞典开展业务而尚未在瑞典成立公司的，可以通过设立分公司经营，这类分公司无需瑞典
政府机构批准，只须在公司注册办公室登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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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册设立方式
瑞典居民或外国投资者在瑞典公司注册办公室（原系瑞典专利及注册局公司部）登记，
就可以设立公司。注册时仅需完成一些例行手续，如填写递交申请表等，注册费用为
1000-2000 克朗。私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本最少为 10 万克朗，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则需 50
万克朗。
二、买壳设立方式
该方式较之注册设立方式更为快捷、方便。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专门从事公司组建及
登记的律师事务所或咨询顾问公司，以买壳方式（购得已正式组建并注册登记的现有公司）
设立企业，费用约 10500 克朗。
三、公司注册程序及手续
根据世界银行 2004 年对 130 个国家的商业指标调查，瑞典是世界上商业管制最少的
国家之一。新公司可在两、三个星期内走上正轨。在瑞典设立公司手续和程序简便。以设
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为例，只须遵循以下几个步骤：
（一）联系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
中国企业如果考虑在瑞典投资，首先可以联系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驻华机构或代表，
也可与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斯德哥尔摩总部联系，向其介绍投资计划，并共同商讨实现计
划的最佳方式。这也是获得关于瑞典相关规定和规章信息，了解所从事领域市场概况以及
得到在瑞典联系律师、会计、顾问等建议的绝佳机会。
（二）注册公司
在瑞典设立有限责任公司非常简便，大多数外国投资者都选择这种公司形式。申请通
常 在 律 师 的 帮 助 下 起 草 ， 并 在 瑞 典 公 司 注 册 办 公 室 （ Bolagsverket ） 登 记 备 案 。 在
Bolagsverket 收到申请后平均约一至两周内，可获得批准。
另一个选择是买壳设立方式。
根据瑞典公司法，申请者应备齐下列文件：
——合伙备忘录
——合伙条款（附于合伙备忘录之后）
——股东年会的计划日期和内容
——银行存款证明原件（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者需在瑞典银行存入 10 万克朗，作
为注册资金，且证明需由至少两名银行主管签字）
——股份认购者名单
——合伙条款修改后的股东认定书（两份，只在公司股东大会确认需要修改时才需具
备）
——公司处（Companies Department）出具的允许公司倡立者或主管为“非欧洲经济
区”公民的证明（特殊情况下需具备）
——公司注册申请表
另外，还应缴纳 1100 克朗的公司注册费，并配备一名合格持证的审计师。所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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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由董事会成员签字。
根据瑞典的法律，一个外国公司在瑞典境内设立子公司，所有程序与瑞典公司相同。
通常来讲，外国人持有全部股份的公司与只持有一部分股份的公司并不存在立法上的不同。
（三）寻找办公场所
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与瑞典各地方投资促进机构密切合作，这意味着投资者可以获得
在瑞典不同地区选择适合业务需要的办公地点的建议。在大城市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专业
公司，帮助寻找办公场所。
（四）雇用本地职员
无论是临时雇用合同还是长期雇用合同，国外公司都可以从多个机构获得各个业务层
面的协助。瑞典所有未就业人员都在本地就业中心注册（Arbetsformedlingen），各公司
可在就业中心免费刊登招聘广告。
（五）申请财政激励措施
在瑞典某些地区设立公司，就有资格获得投资和雇用补助。例如设在瑞典北部地区的
中小企业允许减少部分社会保障支出，获得有关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的投资，以及聘用、
培训等补贴。重要海外雇员还可享受税收减免政策。开展研发等特殊活动也可以获得补助。
具体信息，投资者可向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瑞典国家工业科技发展局咨询。

第三节 公司治理的相关规定

一、股东及股本
瑞典对于股东的人数和国籍并无限制。股东有权通过非上市股东协议书和/或公司章程
规范相互关系。股东通过股东大会行使权利。大多数决议可简单多数通过，但某些决议，
如修改章程，则需特定多数才可通过。除非章程另有规定，所有股份具有同等权利。章程
可以规定不同的股份种类，即享有对公司资产或利润的不同权利，或者不同的投票权。自
2000 年 3 月 10 日起，上市公司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回购或出售其股份。董事会或中央证
券保管处（如果公司的股份在该保管处登记）应对公司的所有股份和股东进行登记。上市
公司的股本必须至少为 50 万瑞典克朗（约为 64103 美元），私营公司至少为 10 万瑞典克
朗（约为 12821 美元）。
二、财务报告和审计
一份年度审计报告，包括一份董事会报告。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应于年度股东大会通
过年度财务帐目后，不迟于一个月内向专利和登记处递交。有关公司董事、董事长、代理
董事、审计师、章程或名称，以及股份资本的分配、回购、减少均应向专利和登记处进行
汇报登记。
三、董事会
有限责任公司应设有董事会，对公司负责并管理公司业务。至少一半的董事会成员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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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是欧洲经济区的居民。如果其中没有注册的瑞典籍董事会成员被授权代表公司接收传票，
则必须委任一名。
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必须由至少三名董事组成。私营公司的董事会可由一名或两名董事
组成，但至少委派一名代理董事。大多数董事和执行董事必须居住于 EEA，除非获得专利
和登记处特许。如果董事会由一名以上董事组成，则其中一名必须委派为董事长，董事长
应确保在必要时或者在董事或执行董事提议时召开董事会会议。上市公司必须委派执行董
事，而私营公司可以委派执行董事。上市公司的执行董事不得同时兼任董事长。执行董事
根据董事会指示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并被授权就公司的日常经营代表公司并代表公司签
字。
对私营公司中职工在董事会中的代表法律有强制性的规定。如果公司职工超过 25 名，
职工通过工会有权委派两名董事以及两名代理董事；如果公司职工超过 1000 名，则该人
数为 3 名。

四、董事职责
董事会负责公司的组织以及公司事务的管理，尤其必须确保公司的财务记录、资金管
理和财务事项均被正确处理。董事具有信托义务，应以公司的最佳利益效忠公司。董事会
成员或者总经理在履行自身职责时因故意或过失而导致公司遭受损失的将予以赔偿。承担
上述赔偿责任的前提必须是因为违反公司法案、年度报告法案或者章程。董事会或董事会
授权的个人有权对外代表公司并代表公司签字。
五、董事会决议
为了达到法定人数，董事中的大多数或者章程规定的更多的人数均应出席。除非章程
规定特定多数，董事会采取简单多数通过决议。即使并非所有董事均出席董事会，但必须
由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投票同意方能通过一项决议，除非章程另行规定。
六、母公司
母公司一般不承担其子公司的债务和责任。但是在少数情况下，例如子公司投资不足，
并在很大程度上由母公司控制而完全失去了独立性时，最高法院也会裁决由母公司承担责
任。
七、公司名称
公司信头、发票和订单书写必须标明公司名称、董事会在瑞典的地址以及公司的登记
号。上市公司名称必须伴有“（publ）” 字样，除非公司名称中已含有“publikt”字样。
八、董事会的登记机构
章程必须指明董事会的登记机构在瑞典的地址。任何地址变更必须递交专利和登记处。
在诉讼活动中，公司受登记处所在地的地区法院管辖，除非法律规定或参与诉讼的当事人
另有协议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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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会计年度
公司可以选择以下期限作为会计年度。
¾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¾ 5 月 1 日－4 月 30 日
¾ 7 月 1 日－6 月 30 日
¾ 9 月 1 日－8 月 31 日
帐簿必须保留在瑞典并至少保存十年。

第四节 公司的并购

一、公司的合并
发生下列情况，公司的合并必须通知瑞典竞争管理机构：
1、交易导致一家或多家企业或商行的控制发生持续变化（包括兼并、收购占控制地位
的股权、全面合资以及使一家企业或商行的控制权发生实质变化的行为）；
2、在前一会计年度中，所有相关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收入超过 40 亿瑞典克朗（约合
5 亿美元）；
3、在前一会计年度中，至少两家相关企业在瑞典的收入各自超过 1 亿瑞典克朗（约
合 1300 万美元）。
但是，如果公司合并在欧盟设定的限度内，即符合欧盟合并条例设定的限度，瑞典的
公司合并控制条例就不再适用。
瑞典对于不递交通知的行为并无直接制裁，对于在通知/申报前也不禁止实施合并。然
而，通常惯例是在合并发生后，完成之前递交通知，以防合并被禁止而失去效力。竞争管
理机构可以要求各方通知有关特别交易。
二、公司收购的相关法规
上市公司的收购由财政监督机构发布的金融票据交易法案和法规进行规范。其他相关
法规来源为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签发的建议书，瑞典工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交易规则。
这些规则和建议书构成证券上市交易合同的组成部分，因此通过合同形式对上市公司产生
效力。
除瑞典公司法的普通规定外，收购非上市公司并无任何特别法律规定。有关公司信息
可以通过公开的贸易和工业登记、法院记录、股东登记等获得。这些信息通常是免费的，
或者只需非常有限的管理支出。
对上述两类公司的收购取决于章程或股东协议的特别规定。在收购前，各方可准备一
份协议备忘录或者一份意向书。这些文件通常含有与交易谈判有关的条款，如锁定条款、
保密条款等。若谈判的一方无意缔结合同而恶意磋商，则可能需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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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私营公司的手续
瑞典对于收购公司股份或资产的合同形式无特殊要求，但惯常的做法是以书面协议载
明交易的条件和条款。股权转让应在被收购公司的股权登记册中进行登记。为保护收购方
免受出让方债权人债务偿还的要求，有必要将股权证合法背书给收购方。
四、收购上市公司的手续
就有关上市公司的交易而言，潜在收购方必须公开公布要约的条件，该要约受证券交
易规则规范。如果一个自然人或法律实体，无论其国籍，购买或出售在斯德哥尔摩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的股票，当持股超出一定限额时应告知市场。当股东每通过、超过或低于五
个百分点时，即 5%、10%、15%等直至 90%，应当发布公告。该限制同样适用于股份资
本和投票权。公告应当于相关交易完成后的股市营业日之前发出。如果持有任何上市公司
的股权超过股本的 1/3 或 2/3 的投票权，则根据法律规定需要进行公告。
如果收购方的持股达到或超过上市公司投票权的 40%，瑞典工商证券交易委员会将签
发的有关股票收购要约建议书，设定收购方发出公开要约收购所有剩余股票的义务。
在瑞典没有外汇现钞管制，对利润的汇出、投资清算、特许权使用费和许可费用的支
付也没有限制。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可以向在瑞典外的母公司转移管理服务费用和研发支出
等费用。投资基金的收益，比如股票红利、利息收益可以自由转移。外商独资公司可以从
母公司或海外的信贷机构筹集外币贷款。
瑞典于 2003 年 7 月 1 日推出一项新的法规，对出售长期持有的企业控制性股票而获
得的资本收益免征税款。根据一些国际税务顾问的分析，实施新税制后，加上现有的企业
税收优惠政策，将使瑞典成为对控股公司实行最低税收的欧洲国家之一。
五、公司收购相关事项
目前中国也有一些投资咨询公司与瑞典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针对中国投资者的全新投
资项目，为中国投资者寻找适于收购的瑞典企业或其他北欧国家企业以协助迅速完成其商
业活动的海外拓展。此类公司收购的目标公司主要有两类：一是桥头企业，便利中国投资
者尽快进入瑞典/北欧市场以取得大额的零部件生产订单，带回中国生产再供应到欧洲市
场；二是高科技企业，对于这类企业的定价是以其在相邻市场上的潜在销售额为基础的，
并不把其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潜在销售机会纳入考量。
（一）桥头企业收购
相比于徒手开辟一个全新市场，收购桥头企业可以为中国投资者所用，带领他们进入
欧洲市场，协助其尽快在此开展商业活动。由于货物交付迟延/产品质量缺陷等风险的存在，
欧洲消费者在大多数时候都不愿意将其产品的所有零部件生产依靠远程供应商。因此，如
果利用在瑞典的公司应付短期定单或紧急定单，则其在欧洲市场上的存在将会被作为保质
货物按期交付的保证。为此，我们坚信收购此类企业可以极大地帮助消除欧洲消费者的疑
虑，因为该桥头企业能够缩短交易完成的前置期，还能提供短期货物供给、产品质量保证
和消费者售后服务。
（二）高科技企业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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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企业主要活跃于信息技术、通信和生命科学领域。很多情况下，它们是一些拥
有领先技术的公司，可能需要更多的资金注入以完善技术发展或将产品投入市场。这对于
中国投资者而言无疑是一个极佳的机会，可以借由购买公司股份及/或购买技术的使用权来
进入瑞典乃至欧洲市场，并且拓展自身的业务范围和国内市场。
（三）信息备忘录
为促成收购，卖方将提交一份信息详尽的备忘录，并组织安排工厂参观以及管理层的
介绍和会晤。感兴趣的买家可以借此对该公司的商业运作、财政状况以及法律事务进行全
面深入的调查和了解，也可以对股份购买协议进行充分协商。
（四）法律顾问
投资人可以委托瑞典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顾问，提供瑞典法下关于公司收购的种种法
律服务，服务通常包括：对被收购企业（即卖方）的尽职调查、起草收购合同及就合同条
件进行协商谈判、确定最终出价并完成交易等等。

第五节 赴瑞典所需签证信息
瑞典的劳动力市场近年来呈积极发展态势，失业人数大幅下降。大多数地区就业机会
持续增长，交通、通讯（包括电讯）
、生物工程、机器制造、建筑、咨询业（信息服务业）
和商业等就业增长尤为显著。 瑞典遵循欧盟统一的劳工市场政策，对外籍劳工的引进在某
些方面比欧盟的政策更严格。被瑞典接受为移民的外国人可给予永久居留证，凡持有永久
居留证者可无限期地在瑞典居住和工作，并可未经许可而入境，在瑞典合法居住 5 年以上
的外国人可以成为瑞典公民，但必须在此期间没有犯过严重的罪行。与瑞典公民结婚或同
居者，可在较短时间取得瑞典国籍，但属于这种情况者一般要在瑞典至少居住 3 年并与瑞
典公民结婚或同居两年以上。无国籍者或政治难民在瑞典合法居住 4 年后即可取得瑞典国
籍。

一、入境签证
中国公民到瑞典经商、参加会议或作其他短期逗留必须申办签证。签证必须到北京的
瑞典大使馆或上海、广州及香港的瑞典总领事馆办理。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和澳门特别
行政区护照者无须签证。在瑞典，入境签证根据部分欧盟国家协议的有关规定签发。申请
人须出示仅作短期逗留以及经济能力的证明，在停留期间能生活自给并持有瑞典方所出的
邀请函。商贸旅游或参加会议者须出示有关机构的邀请信。签证申请最少要在出发前两个
星期呈交，签证以计划逗留时间计算，最长 90 天，只有在非常特殊情况下才会签发 90 天
以上的签证，但绝对不会超过一年。
瑞典于 1996 年加入申根协议，只要获得瑞典的签证，在申根国家开展业务无须另外
签证。申根协议国成员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冰岛、
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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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留和工作许可
高层管理人员和专家被瑞典公司或在瑞典的外国公司雇用时，获得工作和居留许可不
会有什么问题。工作许可最初批准期限通常为一年，其后可在瑞典进行续签。参与跨国交
流项目的工作者，最高可加签到 4 年。申请人必须持有雇主填写的书面雇用表格。要保证
最低工资和住所以及在合同结束后预计离开瑞典的时间。除以上必备条件外，建议准备一
封瑞典雇主的推荐信，说明为何雇用一个具有你这样技能和资格的国际雇员而非瑞典本地
雇员的原因。工作许可持有人只能从事申请时所述的商业活动和工作、受雇于提供保证的
雇主。在工作年龄段的随行家属可获发同一期限的居留许可。申请者如果获签不少于 6 个
月的工作许可，随签配偶也自动获得工作许可。申请资料应当递交到所属瑞典大使馆或领
事馆，也可以登陆移民局网站进行便捷的在线申请。瑞典移民局对申请的批复通常要 6 到
8 周。
只要在瑞典逗留时间超过 1 年，雇员及家属均可享有和瑞典公民同等的福利待遇，包
括完善的医疗服务、失业津贴和免费的高等教育，所面对的税务也相同。
三、在瑞典设立公司所需的居留许可
在瑞典设立公司成为瑞典公司合伙人的外国公民，如要在瑞典停留超过 3 个月就必须
申请居留许可。自雇企业家不需要工作许可，但应当申请居留许可。申请时必须提交以下
证明资料：拥有足够资金在瑞典设立或购买公司；申请人和家庭成员至少在 1 年内能够生
活自给；一份详细的商业计划，包括利润和流动资金预算、客户群、银行关系和商业经验；
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计划和合理利润预测的评估意见；如果申请人已经购买了一家现有的瑞
典公司，需要该公司最近两年的财务或审计年报。居留许可申请可递交到瑞典驻华大使馆
或领事馆。瑞典移民局将对经营计划及其他材料进行商业评估并做出决定，这通常要几个
月的时间。居留许可有效期为 12 个月，可以在瑞典续签。在结束两年的考察期后，有可能
获得永久居留许可（即 PUT）。
四、与投资移民相关的规定
投资瑞典，在达到商业目的的同时还可以获得瑞典的永居权，甚至加入瑞典国籍。根
据瑞典现在的移民政策，自雇型的投资者，只要在投资的前 2 年能证明其公司经营可以维
持其本身及家人的正常生活，就可以申请永居，3 年后便可申请公民权。投资人的个人条
件无特殊限制，但应为在 18 周岁以上的完全行为能力人。投资人的配偶和未婚的 18 岁以
下的子女可同时申请，18 周岁以上的子女可通过另外方式申请。目前，瑞典政府对投资瑞
典并继续后续申请的政策有所松动，很多方面没有作出硬性的、明确的规范，条件宽松，
而且对投资瑞典的申请人，也没有语言、年龄、职业的苛刻规定。随着外国投资人的不断
增加，瑞典政府有可能采取限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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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针对移民的社会保障
瑞典社会保险系统资金主要由雇主投入，其数额约为雇员工资总额的 33%。除非决定
维持在原居住国的社会保障系统的状态，移民一旦获得个人身份号，就必须立刻到当地的
社保机构登记以获得卫生保健、牙齿和医疗保健等福利、家庭和子女津贴、工作人员补助
等。要登记获得社保福利，必须提供护照、在社保机关填写登记表。如果有家庭成员随同
迁居，则家庭成员要亲自到社保机关申请。欧盟已实施一些有关社保的规则，以加强劳动
力在欧盟内劳动力市场不受限制地流动。多数情况下移居到瑞典的家庭有权选择加入瑞典
社保系统还是保留在原住国社保系统内。
非欧盟/非欧洲经济区成员国公民如果在瑞典居住少于一年，则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
都不能享受瑞典社保系统的社会福利。因此，如果在瑞典居住少于一年，就应该在永久居
住国投保一份综合健康计划，以支付在瑞典期间的意外和疾病。但这一条不适用于欧盟/欧
洲经济区成员国公民，因其不论在瑞典呆多久都享受瑞典的社保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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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瑞典生活指南

第一节 居住与语言交流
一、居住
瑞典是一个高度重视国民福利的发达国家，它的居住条件十分优越，形式也多种多样。
住房形式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租房和买房，这两种情况在瑞典居民中各占一半。其中
买房又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买居住权，一种是买所有权。普遍而言，住房费用基本
要占瑞典国民人均收入的1/3甚至一半左右。
就买居住权来说，多数是买一套居住单元的居住权。但也有很多时候是买独立小别墅
的居住权。买居住权这种形式实际上是参加一个居住权协会，多数房子产权是属于这个组
织的。这个协会可以是一个联合体，也可以隶属于某一房产公司。
买居住权需要首先交一笔投资款，以后每个月仍需交一定的维持费用，包括管理费和
供暖费等。买了居住权后，房主可以一直住下去，可以安排房子内部的一切，也可以重新
装修。当然，费用都得自己支付。最后搬家时，房主可以卖掉居住权，收回投资款。如果
买主在购买居住权时向银行贷了款，则除了上述费用外，每月还要支付贷款利息，购买居
住权的贷款利息一般略高于购买所有权的贷款利息。
购买住房所有权的投资远多于购买居住权，一般为三到四倍。绝大多数人都要向银行
贷大部分款项。房子买下后，一切都归房主所有，当然一切也都要房主自己来管理，包括
供暖、热水、维修等。每个月的支出大部分是付利息，另一部分则是房子的维修费用，包
括水电费、清洁费、保险费等，还有一小部分则是房产税。由于利息的一部分（现在为30%）
可以从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中扣除，因此实际缴纳的利息比贷款利息要低些，但总的支出比
住单元房要贵。不过一般这种别墅式的房子都比单元房大许多，按面积计算，费用也不贵。
瑞典的房产市场对外国人并不完全开放。因为瑞典房价较英、德等多数欧洲国家都要
低。外国人在瑞典买房要经过审批。一般来说，有居住许可就可以向居住权协会申请购买
居住权。有永久居住许可的人可以向省政府申请买住房所有权。对于在瑞典暂住的人来说，
购买居住权要相对合算一些。
二、语言与交流
瑞典的官方语言为瑞典语。瑞典学校里英语是必修课，大多数40年代以后出生的瑞典
人都会讲英语。英语和德语为常用的商业语言。瑞典人整体教育水平很高，和瑞典人接触，
他们通常都以一种极其礼貌的方式与你交流，谈不上热情好客，但可以感觉出他们的关切
与善意。在瑞典，也许因为生活比较富足，竞争并不激烈，生活至上，人与人之间是一种
很舒服的关系。瑞典人非常友善，公路上很少听见不耐烦的喇叭声，也永远不必担心车子
与你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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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化、民俗与教育
一、生活及文化
虽然远离欧洲大陆的文化中心，瑞典文化同样丰富多彩。表现在对大自然近乎崇拜的
绘画、风格独特的建筑、辉煌的电影和戏剧、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英美的音乐出口国、迷
你主义和华丽夸张的现代工业设计、简约干净的传统民间艺术、遍布全国的美食餐馆，这
一切都显示了瑞典简洁、新颖、淳朴、感伤、眷恋乡土和返璞归真的文化气质，并展现了
该国在吸收其它先进文化并进行发挥和创造上的能力。
瑞典人文化素质较高、热情好客、纯朴诚实、谈吐文明、行为规矩、重诺守时。瑞典
人十分重视环境保护，爱花、爱鸟和其他野生物，热爱大自然。雇员每年享受 5 周的法定
有薪假期，每周工作 5 天，全年累计工作 1500 小时。人们喜欢利用闲暇时间到野外活动，
到森林和田野远足，采摘野果和蘑菇，到大海、湖泊去游泳、泛舟、垂钓，在昼长夜短的
夏季，大家纷纷到国内外去旅游。瑞典已成为世界上外出旅游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二、工作日和公众假期节日
z 节假日
1 月 1 日元旦，1 月 6 日主显节，4 月 14 日耶稣受难日，4 月 17 日复活节，5 月 1 日
劳动节，5 月 25 日基督升天，6 月 5 日圣灵降临节，6 月 24 日仲夏节，11 月 4 日万圣节，
12 月 25 日圣诞节，12 月 26 日邮差节（Saint steph-en's Day）。
z 工作时间
一般办公时间为上午 8 时半或 9 时至下午 5 时，夏季有的单位下午 3 时或 4 时停止办
公。一般 6 月底至 8 月初为休假季节。
z 商业机构营业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9：00-17：00/18：00，星期六 13：00-15：00。
z 政府机构办公时间
上班时间通常比商业机构早 1 小时，全日工作，星期六、日休息。
z 银行营业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9：30-15：00（星期四 18：00），星期六、日休息。

三、民俗
瑞典的民俗色彩纷呈，涵盖吃、穿、戴和礼仪各个方面。南北反差很大。在北方，森
林逐渐消失为冻土，在这里，传统和民俗有很深的影响；而在气候比较温和、土壤更加肥
沃的南方，基本上流行的是欧洲大陆的风俗习惯。
在瑞典，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传说。比如人们认为一大早看到野兔是会倒霉的，
但如果碰到狼或熊则是一个好兆头，因为它将预示着狩猎的顺利。关于孩子的出生，瑞典
人也有一些古老的习俗。孩子出生后，这家的女人们必须抱着他，绕父母的壁炉转三圈，
然后检查他的胎记。如果孩子身上带有膜状的东西，那就意味着守护神会一直伴随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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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典人看来，没有守护神保护的孩子有可能会被女巫偷走，变成游魂。

四、教育
瑞典实行普遍的、免费的、高质量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移民还可参加免费的语
言学习及其它实用课程的学习。除从小学到大学一律实行免费教育外，学生从一到九年级
还可以在学校享受免费午餐，高中学生每个月还可以领取一定数额的助学金，大学生每个
月则可获得助学金和低息学习贷款。
大学在瑞典只是普及教育，所以瑞典人口素质很高。瑞典的高等教育由本科教育、辅
助和高级研究、研究培训组成。基础高等教育提供标准形式的学习项目和课程，分为本科
学习和研究生学习与研究两个阶段。
瑞典有40余所高等院校，最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包括斯德哥尔摩大学、乌普萨拉大学、
隆德大学、哥德堡大学、于默奥大学和林雪平大学等。这几所大学都设有众多院系，都有
数万名学生。
瑞典最著名的专科性学院包括斯德哥尔摩商学院、皇家工学院、卡罗林斯卡医学院、
查尔摩斯工学院和吕勒奥工业大学等。其中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是评选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
的机构，名气很大。
与其他很多国家不同的是，瑞典的科学研究主要是在高教体系内进行。因此，各综合
性大学及一些主要的专科性学院科研力量雄厚，有大量研究人员，并培养众多的硕士生和
博士生。在瑞典有许多英语学校，也有不少专门提供瑞典语教学的语言学校。在瑞典的外
国企业家、长期工作人员、外交官、研究人员和其他居住者的孩子，可以选择接受国际化
的英语教育，或是进入瑞典的公立学校享受从小学至大学的系统教育。

第三节、健康、休闲与美食
一、健康
在瑞典逗留超过 12 月者（包括申请人及其家属），可申请瑞典的户籍号，之后享有
和瑞典公民相同的待遇，包括领取三种津贴：医疗费津贴、病假津贴和双亲津贴。这保证
了全民福利制度的实施，不管是襁褓中的婴儿，还是年届古稀的老人，都平等地享有免费
医疗的福利。
每个人第一次就医时都会得到一张全国通用的就医卡，上面标明历次的就医费用，一
般挂号费为每次 120 克朗，一年内累计 900 克朗后即免费。如需用药，则持医生开具的处
方到药店购药，一年内如药费累计超过 3000 克朗既可享受免费用药。而其他的费用，如
治疗费、住院费，甚至包括特殊情况往返医院或诊所的路费等则享受全免。如果你因病不
能正常工作，还可享受病假津贴，用于弥补患者因病而减少的收入损失，相当于正常收入
的 80％。 4

4

资料来源：《瑞典：医疗体制以人为本》，刘仲花，2003 年 1 月 29 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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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休闲
如同多数北欧国家一样，瑞典人生活步调缓慢，非常悠闲，工作虽然重要，但绝对不
能凌驾于生活之上。下班后不能赶着去应酬，通常会去散散步，到餐厅去喝杯啤酒、咖啡，
或在公园跑步，在自行车道上骑脚踏车，悠然自乐。在瑞典咖啡店就象沃尔沃轿车一样随
处可见。喝咖啡已成为瑞典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一种
娱乐方式。瑞典是继芬兰之后世界第二大咖啡消费国。平均每个瑞典人一天要喝 4 杯咖啡，
每年要喝掉 200 升或 10 公斤咖啡。咖啡会又称“Fika”，无论在家中还是饭店享用佳肴，
瑞典人都离不了咖啡。

三、美食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是美食之都。瑞典的美食有：冷熏三文鱼、鳌虾、鱼肉干酪、各
式啤酒等。Smorgasbork 是典型的瑞典式自助餐，供有不同种类新鲜的、腌制的和烟熏的
鱼，脆面包，奶酪，自制的肉丸子，新鲜马铃薯等，此外还有烈酒。你在瑞典也能享受到
其他民族的佳肴，如印度菜、泰国菜、日本菜、中国菜和美国菜等等，应有尽有。
瑞典烹饪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做法，包括“husmanskost”，可以译成“老式家常菜”，
原来指简单的农夫伙食，就是大多数瑞典人说的“瑞典饭”。今天的 husmanskost 已用一
些高档的原料，但简便风格依然保留。真正的 smorgasbord，无论在圣诞节还是在仲夏节，
都以鲱鱼为中心，要经过各种特别的方法腌泡。鲱鱼可搭配煮马铃薯和酸奶油一起吃。烈
酒是纯伏特加或加香料的伏特加，另外还有众多品种的熏制或腌制大马哈鱼、鳗鱼、火腿、
香肠、馅饼和生菜等。

第四节、交通、旅行与通讯
一、交通
（一）民航
北欧航空(SAS，电话为 70-10-30-00)是瑞典境内最大的航空公司，瑞典国内航线大多
以斯德哥尔摩的阿兰达(Arlanda)机场为转运站。瑞典的机票比较昂贵，但是基本都有折扣，
例如回程票在 7 天前登记，或团体票及老人票等都有优待。
瑞典有三个大型的国际机场，斯德哥尔摩的阿兰德机场，哥特堡的兰德威特尔机场
（Landvetter）和马尔默的斯图洛普机场（Sturup），这三个机场都有频繁的巴士班车载
客前往市中心，机场巴士车费大约在 30－35 克朗之间。
三大城市机场也有计程车可以载客到市中心，但车费较贵。如果旅客的终点站不是市
区主要火车站，则可以搭乘北欧航空公司的旅行车，从阿兰德机场到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每
人约需 105 克朗，从斯图洛普机场到马尔默市中心每人约需 180 克朗，而且三名旅客一起
搭车到同一地址可享优待，只需付两人的车费即可。
（二）铁路
瑞典拥有成熟的铁路网，搭乘火车是最方便的交通方式。瑞典人以自己研发的 X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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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骄傲，它是连结瑞典主要城市的高速火车，时速达 200 公里。
（三）巴士
瑞典的公车系统非常方便，如果使用 Tagplus 卡，一张票可同时乘坐火车和巴士。长
途巴士负责区域或境内的交通连结，最大的是 Swebus，南半岛的周末巴士还有 Svenska
Buss，最好事先订票。持有欧洲青年卡(European Youth Card)，可享有周末车票半价优待。
（四）租车
国际连锁的租车服务非常昂贵(短期的中型车租车服务会高达每日 800 克朗)，周末及
夏季的套餐提供较优惠折价费率，但是在机场的租车中心并不常见。基本的小型车费率为
每日 200 克朗。国际连锁租车 Happy Rental 较便宜，小型车每日收费 99 克朗。租车人必
须年满 19 岁，并要持有国际驾照。

二、旅游住宿
瑞典住宿不便宜，建议可以先找瑞典旅馆协会，他们提供各具特色的旅馆，而且价钱
不贵，通常他们提供的旅馆一个晚上约为 400 克朗，双人房为 600 克朗。斯德哥尔摩有 200
多家饭店可供选择，要想感受都市的喧闹，可住在市中心，要想宁定心神，可住在城郊。
瑞典的酒店一般要 700 瑞典克朗以上。大城市基本提供旅游套餐特惠项目，内容包括
住宿折价、免费当地交通及所有景点交通费，甚至回程铁路车票优惠。游客中心及旅行社
皆提供详细资料。

三、通讯
瑞典的个人计算机与移动电话渗透率高，信息技术应用广泛。不论老少，瑞典人在工
作、学习或购物时，都常常使用互联网。作为最早应用信息技术的国家之一，瑞典是网上
银行最大的用户之一，也是利用互联网进行购物最频繁的国家之一。

第五节、银行、保险
在瑞典有四个主要银行，分别为北欧斯安银行（SEB）、北欧银行集团（Nordea
Banken）、联合储蓄银行（Foreningssparbanken）、瑞典商业银行（Svenska
Handelsbanken）。银行通常的营业时间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从上午 10 点到下午 3 点，一
些银行星期四开到更晚些，银行周末不营业。瑞典的银行支付过程可能与中国的支付过程
有很大区别，例如支票在瑞典就不象在其他的国家那样经常使用，并且还要收取相当高的
手续费。
1855 年，瑞典斯堪的亚公共保险有限公司在斯德哥尔摩成立，是瑞典最早的、且至今
仍在运营的上市公司，一家国际性的金融服务及保险集团，在全世界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开展业务。主要向个人及企业提供灵活的长期投资储蓄与保险一体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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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主要城市
一、斯德哥尔摩
是瑞典的首都，也是全国第一大城市。地处波罗的海和梅拉伦湖交汇处。面积 200 平
方公里，由 14 个岛屿和乌普兰与瑟南曼兰两个陆地地区组成。斯德哥尔摩至今已有 700
余年的历史，今日不仅发展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经济和交通中心。其工业总
产值和商品零售总额均占全国的 20%以上。拥有钢铁、机器制造、化工、造纸、印刷、食
品等各类重要行业。全国各大企业以及银行公司的总部有 60%设在这里。斯德哥尔摩风景
秀丽，城市临湖和滨海一带尤为秀美。梅拉伦湖有大大小小岛屿 400 余座，座座岛屿风采
各异。其中在桦树岛出土的文物中发现有中国唐朝时的丝绸片。位于城市中心地区的老城，
具有浓浓的中世纪情调。

二、哥德堡
瑞典第二大城市，城市人口 80 万，也是瑞典第一大港口。位于西海岸卡特加特海峡，
与丹麦北端相望。哥德堡港口终年不冻，是瑞典和西欧通商的主要港埠。哥德堡机械、化
学、纺织工业十分发达。闻名于世的瑞典滚珠轴承公司的总部和沃尔沃汽车公司的总部均
设在该城。哥德堡建有大学、海洋学研究所及其他各种文化设施。哥德堡大学、哥德堡工
程学院等均建于此。哥德堡也是瑞典旅游胜地之一，17 世纪建造的皇家住宅，1699 年建
造的旧市政府，18 世纪中叶建造的瑞典东印度公司，以及 1815 年建造的大教堂等名胜之
地，每年都要吸引数十万国内外旅客前来观光。

三、马尔默
马尔默是瑞典第三大城，是重要的海军基地和交通枢纽。该城坐落在瑞典最南端，隔
厄勒海峡同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相望。两城相距仅 26 公里。马尔默市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
濒临海洋，为运河环绕的老区；另一部分是向腹地延伸的现代化新区。城市建筑颇具特色，
市政府是一幢荷兰文艺复兴式样的建筑。圣彼得大教堂是哥特式的建筑。城中还有许多 16
世纪时的精美建筑物。该城的造船、化学、纺织、制糖、水泥、橡胶等行业尤为发达。经
常对外输出谷物、糖、水泥和粘土矿等。

四、乌普萨拉
乌普萨拉是文化古城，位于瑞典东部。城市濒临费利斯河和梅拉伦湖。乌普萨拉曾为瑞
典旧王朝的故都。瑞典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乌普萨拉大学即设于此。城市建有博物馆 10
多个，其中包括专门展出中国展品的中国瓷器馆和中国化石馆。乌普萨拉是瑞典国王举行
加冕典礼的圣地，城市还保有 1287 年始建的哥特式砖造大教堂，12 世纪建成的圣三位一
体教堂，16 世纪建筑的城堡以及古斯塔夫一世等历史名人的陵墓。乌普萨拉的自行车、金
属机械、陶器以及食品等各项生产均具一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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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投资服务
第一节 官方投资服务机构

一、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
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隶属瑞典外交部，致力推广瑞典的外商直接投资。有意到瑞典开
设或扩展业务的公司可向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及其地区网络免费索取资料和寻求协助。该
署将动用所有资源，包括本身丰富的经验、各海外办事处以及国内的相关网络为外商提供
免费咨询，同时以印刷和电子的形式为投资商全面更新各种信息，包括瑞典的优势、主要
的业务领域和瑞典的经济情况。
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致力于宣传推广瑞典的主要工业发展状况、尖端科技以及优秀专
业簇群的咨询，包括信息与通信科技、电子、汽车、生命与生物科技、医疗、汽车、食品
与林木加工。该署还将推广其它业务领域包括物业和其他服务的外商投资，重点在于物流
配送服务、联系中心、共用服务中心和地区总部；提供瑞典全国、地区和本地经营环境的
详细咨询，例如税率、办公室价格、劳工成本和地区财务援助；协助外商联系及安排考察
计划，找到最适合的落脚点，详细考虑当地劳动力供应、语言能力、供应商、交通和其他
商业需要；提供公共机构的联系方法，包括电力、电信和供水等机构；提供专业服务机构
的联系方法，包括律师、会计师、迁移专家和招聘公司等；协助联系瑞典的企业，商讨合
资经营和其他合作形式的可能性；提供遍布瑞典全国的地区网络有效支持。
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以斯德哥尔摩为总部，分别在上海、伦敦、纽约、东京设有四大
主要办事处，在丹麦、芬兰、德国、意大利、美国洛杉矶、南韩和台湾均派驻代表。另外，
该署也跟国家和国际网络、全球瑞典大使馆和领事馆保持密切联系。该署的中国办事处于
2002 年底成立于上海，并在北京和广州相继设立了办公室，为中国企业投资瑞典提供“一
站式服务”， 服务内容包括有政策咨询、项目推介、专业服务、建立纽带。
z 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中国机构联系方式：
1、陈永岚（Eddie Chen）
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驻华机构首席代表
上海（大中国区总部）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283 号香港广场南座 2203 室
电话：+86 21 6390 6598
传真：+86 21 6390 6592
电邮：shanghai@isa.se
2、北京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大街 23 号东外外交大楼 505 室
电话：+86 10 6532 5664
传真：+86 10 6532 5663
102

3、广州办公室
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233 号中信广场 1002B-03
电话：+86 20 3891 2383
传真：+86 20 3891 2100
z 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斯德哥尔摩总部联系方式：
Invest in Sweden Agency
地址：Klarabergsviadukten 70 B6 P O Box 90 SE-101 21 Stockholm， Sweden
电话：+46 8 402 7800
传真：+46 8 402 7878
网址：www.isa.se & www.isachina.se
区域合作负责人：Börje Svanborg
电话：+46 8 402 78 27
手机：+46 706 42 78 27
电邮：borje.svanborg@isa.se
区域合作协调员：Elisabeth Tejme
电话：+46 8 402 78 18
手机：+46 706 45 78 58
电邮：elisabeth.tejme@isa.se
z 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地区网络分布：
1、瑞典北部投资促进局（NSIIA）
负责人：Lars Sandström
电话：+46 920 24 42 50
电邮：lars.sandstrom@norrlandsfonden.se
2、瑞典中部投资促进局
负责人：Robert Nordin
电话：+46 70 379 40 19
电邮：robert.nordin@midsweden.com
3、中斯堪的纳维亚商业网络
负责人：Christian Plüschke
电话：+46 63 57 11 28
电邮：christian.pluschke@midscand.com
4、耶夫勒投资促进局（IGA）
负责人：Bruno Ahlqvist
电话：+46 26 66 20 91
电邮：bruno.ahlqvist@mhk.cci.se
5、达拉纳省投资促进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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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Ingela Mästerbo
电话：+46 243 735 99
电邮：ingela.masterbo@investindalarna.se
6、韦姆兰投资促进局（INVA）
负责人：Gun-Marie Östedt-Axelsson
电话：+46 54 22 14 87
电邮：gun-marie@wermland.cci.se
7、厄勒布鲁商业委员会（BRO）
负责人：Malin Eriksson
电话：+46 702 31 24 86
电邮：malin.eriksson@br-orebro.se
8、斯德哥尔摩商业委员会
负责人：Ann-Sofie Johansson
电话：+46 8 508 280 81
电邮：ann-sofie.hohansson@sbr.stockholm.se
9、斯卡拉堡投资促进局
负责人：Ingemar Fredriksson
电话：+46500 49 72 02
电邮：ingemar@tsp-consultancy.com
10、瑞典东部发展促进局（ESDA）
负责人：Joakim Kärnborg
电话：+46 13 25 56 28
电邮：joakim.karnborg@eastsam.com
11、哥德堡商业委员会（BRG）
负责人：Petra Sedelius
电话：+46 31 61 24 22
电邮：petra.sedelius@brg.goteborg.se
12、Sjuhärads 市政委员会
负责人：Per Wallinder
电话：+46 33 48 09 51
电邮：per.wallinder@sjuharad.com
13、斯堪的纳维亚投资促进局
负责人：Anne-Marie Hagström Hirschberg
电话：+46 36 60 14 35
电邮：am.hh@locationscandinavia.se
14、卡尔玛投资促进局
负责人：Magnus Gustafson
电话：+46 480 44 83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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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magnus.gustafson@kalmar.regionforbun.se
15、斯莫兰投资促进局
负责人：Karin Darlington
电话：+46 470 72 33 29
电邮：karin.d@kfkr.se
16、斯科讷投资促进局
负责人：Douglas Almqvist
电话：+46 40 20 96 08
电邮：douglas.almqvist@positionskane.com

二、瑞典国家贸易署
瑞典国家贸易署是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同时也是瑞典进行国际贸易，提供贸易政策
的重要行政机关。该署主要负责瑞典在欧盟成员国框架之内，特别是内部市场的参与、关
税联盟和通用贸易政策。其主要任务是分析贸易政策事务，管理进口和出口许可证及简化
贸易过程。
国家贸易署当前主要研究起草瑞典的对外贸易政策和法规，供政府和议会讨论批准；
对有关外贸的各种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报告。国家贸易署还负责反倾销、关税和原产
地规则等事项以及进出口许可证的发放和认证工作。随着贸易的逐步发展，贸易便利化问
题日益成为瑞典政府关注的焦点，国家贸易署在瑞典工贸部的直接授意下，积极开展在该
领域的研究和国际合作，并在其机构下建立了多个涉及贸易便利化研究和服务的组织。
另外，瑞典在全国范围成立了一个咨询机构叫做“开放瑞典贸易局”， 是国家贸易署
的一部分。这一机构于 2004 年 10 月成立，是负责瑞典外贸和贸易政策的政府机构，其目
的旨在协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向瑞典出口商品，是提供瑞典贸易法规和规则信息
的一站式信息中心。很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已经咨询了开放瑞典贸易之门。通过这
一机构，可以简化发展中国家向瑞典的出口程序，并可以找出问题加以克服。
1、瑞典国家贸易署联系方式：
地址：Kommerskollegium， Box 6803， 113 86 Stockholm
电话：+46 8 690 48 00
传真：+46 8 30 67 59
电邮：kommerskollegium@kommers.se
网站：www.kommers.se
2、开放瑞典贸易局联系方式：
地址：Open Trade Gate Sweden， Box 6803， S-113 86 Stockholm， Sweden
电话: +46 8 690 49 40
传真: +46 8 690 49 41
电邮: info@opentradegate.se
网站：www.opentradegat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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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官方/半官方机构
1、瑞典国际开发援助署（SIDA）
其职能是规划管理并组织实施瑞典同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中东欧国家和地区的
双边及多边发展合作。
网址：www.sida.se
2、瑞典国家财产委员会
负责国有建筑、林地等管理。
网址：www.sf.se
3、瑞典增长政策研究所
通过提供现阶段增长政策数据，向国会、政府、政府机构以及研究人员提供支持，并
为增长政策的分析与评估创立和制定更佳基础数据。该所负责国际商务信息以及通信技术
领域内的数据统计。
网址：www.itps.se
4、中国瑞典商会
将向中瑞两国政府部门提供信息，并对方针政策的制定提出建议，定期组织宴会式会
议和其它社会活动和讨论会，商贸代表团出访、展览、讲座和研讨会，同时为商会会员提
供服务，收集、评估并传送有关商业的数据资料或其它信息。在北京、上海、香港设有办
事处。
网址：www.swedishchamber.com.cn

第二节 民间的投资中介机构

一、瑞典商会
瑞典共有 12 个商会，12000 名成员。瑞典商会与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在促进贸易服务
方面签署了协议。其目的是增加瑞典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商业往来并加强对以上地
区的出口。通过互联网（www.Chambertrade.com）各国公司都可以直接登记他们的商业
需求，同时也可以寻找具有潜力的商家和合作伙伴。除此以外，瑞典商会还提供瑞典市场
对固定商品的调查咨询，客户均可从网站下载。当访问瑞典时，外商可以与瑞典商会取得
联系，索取瑞典市场的相关信息和指导。
瑞典国际商会(Sweden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联系方式：
地址：P.O.Box 16050，103 21 Stockholm
电话：+46 8 440 8921
传真：+46 8 411 31 15
网址：www.icc.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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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瑞典商贸联合会
瑞典商贸联合会（Svensk Handel）是瑞典进口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的联合组织。作
为瑞典最主要的非官方贸易组织之一，它拥有 20000 会员，下设 100 多个贸易协会和地区
商业协会。
瑞典商贸联合会致力于建立有效的自由市场经济。其工作重点放在以下几个领域：
¾ 私人企业
¾ 稳定的司法框架
¾ 灵活的劳动市场
¾ 平等竞争
¾ 减少征税
¾ 合理的进口和国内贸易
¾ 没有贸易保护措施的国际贸易
¾ 强化贸易和进口对瑞典经济重要性的认知
联系方式：
地址：103 29 Stockholm Sweden
电话：+46 8 762 77 00
传真：+46 8 762 77 77
电邮：importcouncil@swefedtrade.com
网址：www.svenskhyandel.se
三、瑞典代理商协会
中小企业第一次进入瑞典市场可以通过商业机构。瑞典许多商业机构都是瑞典代理商
协会的成员。该协会拥有大约 600 名会员，其中的 90%的企业都是不到 10 人的小型企业，
他们是对外贸易的商业机构或者是独家经销商。
瑞典代理商协会的成员一同出版了有广告副刊的时事通讯，该通讯刊登了所有成员公
司。商家可以通过广告与瑞典机构、进口商和批发商联系。
网址：www.agenturforetagen.se
四、瑞典贸易研究所
瑞典贸易研究所（Handelns Utredningsinstitut，HUI）为零售商和批发商提供市场信
息和具有发展潜力的出口商。它所提供的信息涉及到比较详细的领域，例如对市场鞋类产
品的统计，在特定的市场可以找到多少公司，最大公司名单及其营业额等。瑞典贸易研究
所同时也负责做市场调查，为零售、批发及其他领域的调查提供了场所。
联系方式：
地址：103 29 Stockholm Sweden
电话：+46 8 762 72 80
传真：+46 8 679 76 06
电邮：hui@hu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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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hui.se

五、瑞典－中国贸易委员会
瑞典－中国贸易委员会(Sweden-China Trade Council)于 1980 年创立。它是由瑞典贸
易委员会、瑞典商业贸易联盟、瑞典商会联盟和瑞典工业联盟合组建的。该委员会成员包
括瑞典与中国贸易的主要出口商和进口商。瑞典服务行业的主要公司也是委员会成员。瑞
典－中国贸易委员会是瑞中之间的商业纽带，它协助瑞典公司及中国企业寻求商业伙伴并
提供有关中国和瑞典市场的咨询。瑞典－中国贸易委员会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CITIC)、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以及广州市签有合作协议，并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哥德堡、
香港和上海设有办事处。
联系方式：
地址：Box 5513.SE-114 85 Stockholm.Sweden
电话：+46 8 783 8500
传真：+46 8 662 9093
网址：www.sctc.se
六、其它投资中介机构及其联系方式
1、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Sida)
地址：105 25 Stockholm Sweden
电话：+46 8 698 50 00
传真：+46 8 20 88 64
电邮：info@sida.se
网址：www.sida.se
2、瑞典国家工业与技术发展局(NUTEK)
地址：Liljeholmsv&auml;gen 32 117 86 Stockholm Sweden
电话：+46 8 681 91 00
传真：+46 8 19 68 26
电邮：nutek@nutek.se
网址：www.nutek.se
3、瑞典贸易委员会(Swedish Trade Council)
地址：Box 5513，SE-114 85 Stockholm，Sweden(Storgatan 19)
电话：+46 8 783 85 00
传真：+46 8 662 90 93
网址：www.swedishtrade.se
4、瑞典企业联合会(Federation of Swedish enterprises)
地址：Storgatan 19， SE-114 82 Stockholm
电话：+46 8 553 43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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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46 8 553 430 99
网址：www.svensktnaringsliv.se
5、瑞典私募资本及风险投资协会（SVCA）
地址：Svenska Riskkapitalföreningen (Swedish Private Equity &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 ， Grev Turegatan 18， 114 46 Stockholm
电话：+46 8 678 30 90
传真：+46 8 678 40 90
网址：www.vencap.se
6、北欧风险网络（NVN）
地址：Hamngatan 13， SE - 111 47 Stockholm
电话：0046-708 699 354
网址：www.nordicventure.net

第三节 东道国的投资项目推介平台与投资项目检索途径
一、博览会、展览会
瑞典每年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展览会数量非常之多，涉及的行业也很广泛。斯德哥尔
摩市的斯德哥尔摩展览馆、索伦图纳展览馆、哥德堡市的斯万士卡展览馆和马尔默展览馆
是瑞典经常举办大型国际博览会、展览会的 4 大展览馆。展会中涉及的行业不仅有化工、
机械、纺织、轻工、工艺、建材、家具、光学、医保、船舶，还有广告传媒、旅游服务等。
这些博览会、展览会的影响面较大，北欧、中欧的公司和商人都云集于此，洽谈生意。一
些大型国际性博览会、展览会的影响甚至遍及欧洲和全世界。
瑞典的博览会、展览会分为 3 种：面向进口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的，直接面向公众消
费者的和二者相结合的。参展费用随展览会的规模、展馆的不同而不同，展台价格也各异，
每平方米从 500 瑞朗到 1800 瑞朗不等。
二、投资促进相关机构
1、国家经济研究协会（Konjunkturinstitutet）
国家经济研究协会是一个研究组织，主要的功能是管理和分析经济发展，为瑞典经济
发展提供预测，并进行相关的研究。
网址：www.konj.se
2、国家海关署
国家海关署负责边界的贸易和商品流动。当您作为私人旅客或经营者，要从瑞典边界
运入或运出商品时，就会与他们打交道。他们有责任对您从欧盟以外国家购买的商品收取
关税、税费和其它费用。他们还为制作外贸统计数据收集所有的数据明细。当您与欧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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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国家进行贸易时，他们可以为你介绍适用的规定。
网址：www.tullverket.se/en
3、国家社会保险署
国家社会保险署和社会保险办公室共同管理社会保险计划，并对大部分社会金融安全
网负责。其网站介绍国家社会保险署与瑞典社会安全系统的相关信息。
网址：www.rfv.se/english
4、国家税务署
税务署的职责是确保税额、税收和收费的公正。税务署的另一项工作是决定瑞典境内
不动产的估定价值。
网址：www.skatteverket.se
5、国家审计署
国家审计署是负责瑞典中央政府审计工作的独立机构。
网址：www.riksrevisionen.se
6、瑞典公司注册办公室
瑞典公司注册办公室负责所有企业的注册--从个体商人到各种规模的公司，包括外国
公司瑞典分部和企业抵押。瑞典公司注册办公室从县管理署、地区法庭、瑞典商务署和金
融监管局接管了大量的工作。因此，他们现在有一个完整的商业注册系统--贸易和产业注
册。
网址：www.bolagsverket.se/in_english
三、其它实用信息
1、瑞典银行 （Riksbanken）
地址：Brunkebergstorg 11，SE–103 37 Stockholm
电话：+46 8 787 00 00
2、私有企业联合会 （Företagarnas Riksorganisation）
地址：Sergelgatan 1， SE–106 67 Stockholm
电话：+46 8 406 17 00
3、瑞典工业联合会 （Industriförbundet）
地址：Box 5501， SE–114 85 Stockholm
电话：+46 8 783 80 00
4、金融监督委员会 （Finansinspektionen）
地址：Box 7831， SE–103 98 Stockholm
电话: +46 8 787 80 00
5、瑞典国家统计局 （Statistiska Centralbyrån SCB）
地址：Box 24300， SE–104 51 Stockholm
电话: +46 8 783 40 00
6、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中心 （Stockholms Fondbörs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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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Box 1256， SE–111 82 Stockholm
电话: +46 8 613 88 00
7、执业会计师监管委员会 （Revisorsnämnden）
地址： Box 24014， SE–104 50 Stockholm
电话:+46 8 783 18 70
8、瑞典证券集中保管机构 （Värdepapperscentralen VPC AB）
地址：Box 7822， SE–103 97 Stockholm
电话: +46 8 402 90 00
9、瑞典会计标准委员会 （Redovisningsrådet）
地址：Box 6417， SE–113 82 Stockholm
电话: +46 8 15 18 95
10、瑞典注册会计师协会 （Föreningen Auktoriserade Revisorer FAR）
地址： Box 6417， SE–113 82 Stockholm
电话: +46 8 23 41 30
11、Almi Företagspartner AB
为中小型企业提供融资和业务拓展咨询服务。
网址：www.almi.se
12、瑞典中央银行
瑞典的经济和财政数据库。
网址：www.riksbank.com/swedishstat
13、瑞典创新署（Vinnova）
整合科技、运输和职场上的研发。
网址：www.vinnova.se
14、瑞典国家工业科技发展局（Nutek）
负责工业政策失误的瑞典中央公共机构。
网址：www.nutek.se
15、瑞典出口信贷担保局（EKN）
为公营和私营部门包括外国投资者提供金融界解决方案。
网址：www.ekn.se
16、瑞典移民局
负责签证、工作及居住许可、瑞典公民事务的政府机构。
网址：www.migrationsverket.se
17、瑞典国家劳动力市场管理局（AMV）
提供瑞典劳动力市场咨询。
网址：www.am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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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国驻当地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王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是中国商务部派驻瑞典归口管理对
外经济贸易工作的代表机构，是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务处于 1953 年正
式建立，其主要职能是贯彻执行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在商务部授权
范围内，加强调查研究，承办对外经济贸易方面的有关事务，为两国工商企业的沟通和联
络提供服务，促进双边经济贸易的发展。
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联系方式：
地址：Ringvägen 56，18134 Lidingö，Stockholm，Sweden
电话：+46 8 7674083 0046-8-7679625
传真：+46 8 7318404
网址：http://se.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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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中外企业投资瑞典的案例
1、中国中兴通讯公司
中兴通讯是中国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全球电信商提供专门的网络解决
方案。该公司开发和制造固定、移动、数据、光网络的通信设备，以及智能网络和第三代
移动通信网络的设备。中兴通讯的总部设于深圳，1997 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为了提
高产品质量、减低成本、促进销售和投资回报，中兴每年会将 10％以上的收入拨作研发之
用，近半数的中兴员工参与研发，中兴现已拥有约 700 项专利，87％以上属于原创革新。
中兴通讯是非常典型的以技术为导向而投资瑞典的案例。 瑞典的通讯、电子信息、光
电行业起步早，技术基础雄厚，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的高科技产业基地之一，目前信息产业
是瑞典的一大投资亮点。瑞典 3G 研发走在世界前列，拥有通信领域的核心技术和最多的
专利。在斯德哥尔摩西斯塔科学园，聚积了大量进行无限通讯技术研究的世界著名企业的
分支研发机构。
2002 年，中兴通讯在考察了德国、英国和瑞典的投资环境后，最终选择在西斯塔科技
园建立了他们在欧洲的首个研发中心，从事 WCDMA 关键技术的研发。作为在海外投资已
有很多成功经验的国际化公司，中兴通讯很快融入瑞典商业体系，机构本地化，是成功投
资瑞典的范例。

2、美国生物技术公司 Sangart 在瑞典设立临床研究基地
基于与瑞典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关系，美国生物技术公司 Sangart 决定选择瑞
典作为它的临床研究基地。公司总裁 Robert Winslow 博士表示，“能够‘既轻又快’地推
行临床试验是选择瑞典的一项决定性因素。”
Sangart 是致力于探索用于输血的全血安全替代产品研究的数家公司之一。经过 2002
年在健康志愿者中进行首批试验后，Sangart 于 2003 年春天在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医
院里为其人造血产品 Hemospan 进行第一阶段后期和第二阶段的临床试验。
所有临床前和临床试验都在瑞典进行。Winslow 博士说，
“我们认为，在瑞典处理文件
及申请有关部门批准等事务的时间更快。另外，对于资源有限的公司，瑞典在临床试验方
面的低成本也极具吸引力。 ”
Winslow 博士还表示，Sangart 能够与瑞典有名望的临床医师合作共事，这为挑选称
职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便利。
“我们与瑞典的医院、研究机构、医院产品署和合约研究机构都
有极佳的工作关系。”
在 2003 年，Sangart 的努力结出了丰硕成果。卡罗林斯卡医院的医生们进行的人造血
临床试验，对病人无明显副作用或者并发症，堪称医疗界的一项首创。Winslow 博士赞扬
瑞典是从事研究的理想地点，并指出与瑞典国防部和卡罗林斯卡研究所的合作是 Sang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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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取得成就的关键所在。
他说，
“瑞典医疗界的亲密关系是一大优势。大家都很容易取得联系，加上研究质量的
确值得称赞，完全不比我们接触过的任何地方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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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995 年—2004 年各国在瑞典投资举例

企 业

国家/地区

行 业

投资类型

雅高

法国

服务业

收购/扩充

华硕

台湾

信息通信技术

新兴

Bauhaus

德国

零售

新兴

BioMerieus

法国

生命科学

扩充

福特汽车

美国

汽车业

收购

Geab The Phone House

英国

电信

收购/扩充

华为技术

中国

电信

新兴

Kaupthing

冰岛

金融服务

收购

Kesko K-Rauta

芬兰

零售

新兴

Kuwait Finance House

科威特

房地产

收购

Lidl

德国

零售

新兴

马士基物流

丹麦

物流

新兴

MIC(Mobile Internet Capital)

日本

信息通信技术

战略联盟

Minmet

爱尔兰

采矿

扩充

Moelven Industrier

挪威

木材加工

收购

Morton

美国

汽车

合并

NEC

日本

信息通信技术

收购

辉瑞

美国

生命科学

收购

Preem Petroleum

沙特阿拉伯

石化

扩充

Robert Bosch

德国

汽车

扩充

Rodamco

荷兰

房地产

收购

苏格兰皇家银行

英国

金融服务

新兴

Sodexho

法国

服务

新兴/扩充

住友制药

日本

生命科学

战略联盟

Sweden House/Tomoku Hus

日本

木材加工

新兴

Ticketmaster

美国

服务

收购/扩充

Trustline

挪威

联络中心

新兴

横河电机

日本

电子

新兴

Zeneca

英国

生命科学

合并

中兴通讯

中国

电信

新兴

资料来源：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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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部分瑞典法律的查询方式
¾ 瑞典宪法（中文）
http://fxylib.znufe.edu.cn/new/ShowArticle.asp?ArticleID=3006
¾

商业法
瑞典产品安全法案
http://www.sweden.gov.se/content/1/c6/03/34/49/3baa13c6.pdf
¾

劳工法
1、瑞典工作环境法
http://www.av.se/inenglish/lawandjustice/workact
2、瑞典就业法
http://www.sweden.gov.se/content/1/c6/01/99/51/8e2b787d.pdf
3、瑞典劳动争议（审判程序）法
http://www.sweden.gov.se/content/1/c6/01/99/15/43f30e8a.pdf
¾

公司法
1、瑞典 企业协会法案（英文）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legislation.php?tid=2&lid=56
2、瑞典企业创立法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legislation.php?tid=2&lid=41
3、瑞典公司管理法
http://www.sweden.gov.se/content/1/c6/02/62/96/f8334504.pdf
¾ 瑞典竞争法
http://www.kkv.se/eng/competition/competition_act_fulltext.shtm
¾ 瑞典环境法
http://www.sweden.se/templates/cs/BasicFactsheet____9219.aspx
¾ 知识产权法
1、瑞典专利法（中文）
http://www.ipo.gansu.gov.cn/zlzx/images/QTGJZSCQBHFL/1002.htm
瑞典专利法（英文）
http://www.wipo.int/clea/docs_new/pdf/en/se/se001en.pdf
2、瑞典版权著作权法
http://www.wipo.int/clea/docs_new/pdf/en/se/se052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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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瑞典设计法
http://www.wipo.int/clea/docs_new/en/se/se026en.html
4、瑞典商标法
http://www.wipo.int/clea/docs_new/pdf/en/se/se051en.pdf
¾ 瑞典仲裁法
http://www.chamber.se/arbitration/english/laws/skiljedomslagen_eng.html
¾ 瑞典外国人法案
http://www.legislationline.org/legislation.php?tid=129&lid=66
¾ 银行法
1、瑞典反洗钱法
http://www.sweden.gov.se/content/1/c6/02/77/74/ea27ae68.pdf
2、瑞典国家银行法
http://www.riksbank.com/templates/Page.aspx?id=3148
¾ 瑞典交通运输和海事法
http://www.unoosa.org/oosa/SpaceLaw/national/sweden/act_on_space_activities_1
982E.html
¾ 邮政和媒体法
1、瑞典邮政法案
http://www.pts.se/Archive/Documents/EN/Postal_Services_Act_1993_1684.pdf
2、瑞典 电子传媒法案
http://www.pts.se/Archive/Documents/EN/The_Electronic_Communications_Act_20
03_38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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