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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引进来到走出

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

路”，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超过 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

和动力源。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以“一

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

去并重，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

能合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

优势，为新时代贸易投资促进工作指明了

方向。

中国贸促会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贸促系统优

势及国际化资源优势，通过 30 多个驻外代

表处和 300 多个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为

企业对外投资搭建平台、提供信息、开展

培训、维护权益，发起成立“一带一路”

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全国企业

合规委员会，发布《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

投资指南》，助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行稳致远。

企业是对外投资合作的主力军。近年

来，中国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投资范

围遍及世界各地，投资领域日益拓展。同

时，企业在对外投资中也面临着对东道国

（地区）政策法规、营商环境及潜在风险

不了解，实用经贸信息匮乏等困难，导致

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水土不服甚至遭受

不必要的损失。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下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企业对外投

资面临更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需要及时

了解东道国（地区）吸引外资政策变化，

准确评估投资风险和机遇。

为推动对外投资合作平稳、有序、健

康发展，帮助企业更好地开拓国际市场，

中国贸促会依托驻外代表处，与国内外专

业机构合作，组织编写《企业对外投资国

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系列丛书，运

用数据、案例和特别提示，系统介绍一些

重点国家（地区）的经贸概况、吸收外资

环境及政策、中国企业投资状况、中国企

业融资渠道、合规运营及工作生活基本信

息等。同时，将不定期根据东道国（地区）

形势变化、国家政策调整、企业需求等情

况进行更新。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

境指南》力求贴近现实、通俗实用、全面

准确。欢迎社会各界批评指正、贡献智慧，

使本系列丛书不断完善，成为中国企业对

外投资的重要参考。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   

中 国 国 际 商 会 会 长
高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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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瑞典（2020）

1　国家概况

1.1 地理环境①

地理位置

瑞典王国（以下简称瑞典）位于北欧斯

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半部，面积 45 万平方公

里。西邻挪威，东北接芬兰，东临波罗的海，

西南濒北海，同丹麦隔海相望，海岸线总长

2181 公里，领海 12 海里。地势自西北向东南

倾斜。北部为诺尔兰高原，南部及沿海多为

平原或丘陵。

气候

瑞典大部分地区属温带针叶林气候，

最南部属温带阔叶林气候。受北大西洋暖

流影响，1 月平均气温北部为 -16℃，南部

为 -0.7℃；7 月平均气温北部为 14.2℃，南

部为 17.2℃。

人口

截至 2020 年 10 月，瑞典总人口约为

1037.8万。②绝大多数为瑞典人，移民多来自

于中东、东南欧、非洲等地区。北部萨米族

是唯一的少数民族，约 2 万人。主要宗教为

基督教路德宗。

首都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Stockholm），是

瑞典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交通中心。市区

人口 97.4 万，全年平均气温 6.7℃。斯德哥

尔摩建在 14 个岛屿上，由 57 座桥梁相连，

享有“北方威尼斯”的美誉。③

行政区划

瑞典全国划分为21个省（区），省（区）

下共设 290 个市。

1.2 政治制度

宪法

瑞典现行宪法由政府法典、王位继承法

和新闻自由法 3 个基本法组成。此外还有议

会组织法。宪法规定瑞典实行君主立宪制。

议会

瑞典议会是国家立法机构，实行一院

制，共 349 名议员。议员经普选产生，任期

4 年。本届议会于 2018 年 9 月产生，设有 15

个常设委员会。温和党人安德烈亚斯·诺尔

（Andreas Norlén）连任议长。

政府

政府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由首相府、

文化部、国防部、教育和科研部等 12 个部门

                                           

①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gov.cn.

②  瑞典国家统计局 . https://www.scb.se.

③  世界首都网 . https://www.worldscapitalcit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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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瑞典地图①

                                          

①  地图来源：中国地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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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①2019 年 1 月，社会民主党（以下简

称“社民党”）和环境党组成新一届联合政

府，现共有阁员 23 人。现任首相为斯特凡·

勒文（Stefan  Löfven，社民党），副首相兼

环境与气候大臣伊莎贝拉·勒温（Isabella 

Lövin，女，环境党）。

国家元首

在瑞典，国王是国家元首，作为国家象

                                           

①  瑞典政府网 . https://www.government.se.

②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gov.cn.

表 1-1　瑞典主要政党介绍②

主要党派 基本情况

社民党

（Socialdemokraterna）

1889 年成立，瑞典第一大政党，曾长期执政。现有党员约 10 万人。主张保

持和发展福利制度，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环境党

（Miljöpartiet）

1981 年成立，现有党员约 2 万人。强调环保，主张关闭核电站，反对加入

欧元区。

温和党

（Nya Moderaterna）

1904 年成立，现有党员约 5.5 万人。主张坚持私有制和为企业减税，积极

参与国际合作，主张加入北约。

自由党

（Liberalerna）
1934 年成立，现有党员约 1.8 万人。主张自由竞争和宽松的移民政策。

中间党

（Centerpartiet）

1913 年成立，现有党员约 4.3 万人。反对加入欧盟和北约、反对中央集权，

强调环保。

基督教民主党

（Kristdemokraterna）
1964 年成立，现有党员约 2.3 万人。坚持基督教价值观、重视家庭。

左翼党

（Vänsterpartiet）

1917 年成立，现有党员约 1.1 万人。要求缩短工时、重视妇女权利、反对

加入欧盟。

瑞典民主党

（Sverigedemokraterna）

1988 年成立，现有党员约 2.3 万人。具有民粹主义色彩，要求政府实行更

加严格的移民政策。2010 年首次进入全国议会。

征仅履行代表性或礼仪性职责，不能干预议

会和政府工作。现任国王为卡尔十六世·古

斯塔夫（Carl XVI Gustaf）。

政党

瑞典的主要政党有：社民党、环境党、

温和党、自由党、中间党、基督教民主党、

左翼党及瑞典民主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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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商务部全球法规网 . http://policy.mofcom.gov.cn.

②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gov.cn.

③  同②。

④  瑞典外交部 . https://www.government.se/government-of-sweden/ministry-for-foreign-affairs.

⑤  同②。

⑥  欧盟官网 . https://europa.eu.

1.3 司法体系

瑞典法律体系源于大陆法律传统，依赖

于成文法，主要有 4 个来源：成文法、预备

立法材料、判例法和文献。①

法院分三级：最高法院、6所中级（上诉）

法院、72 所初审法院。此外，另设 28 所行政

法院，皇家最高法院由政府任命的 16 名终身

法官组成。

全国设国家检察院、6 个中级检察院、

38 个区级检察院和 11 个专司经济犯罪的检察

院，国家检察长由政府任命。设有独立监察

官，对议会负责，监督各级政府机构和官员。②

1.4 外交关系

瑞典奉行“小国大外交”政策，视人权、

民主和多边合作为外交政策基石。支持经济

全球化，倡导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反对保

护主义、民粹主义。

瑞典为欧盟成员国和北约伙伴国，积极

参与欧盟事务，支持欧洲一体化，主张加强

跨大西洋合作，近年来也更加重视发展同新

兴国家的外交关系。③

截至 2020 年 10 月，瑞典与 171 个国家

建立外交关系。④

与中国关系

瑞典于 1950 年 5 月同中国建交，是第一

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建交后，中瑞关

系平稳发展，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

个领域和各个层次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并

取得显著成果。2012 年 4 月，时任中国总理

温家宝对瑞典进行正式访问。2015 年 3 月，

瑞典首相勒文来华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2018 年 1 月，瑞典第一副议长芬尼同北欧和

波罗的海国家议长联合访华。⑤

与欧盟关系

1995 年 1 月，瑞典正式加入欧盟，但目

前尚未加入欧元区。⑥近年来，瑞典将与欧盟

国家的合作放在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特殊地位，

支持欧盟继续扩大，推动欧盟一体化进程。

欧洲议会中有 20 名议员来自于瑞典，欧洲经

济和社会委员会、欧洲地区委员会等组织中

也有多名瑞典代表。同时，瑞典还通过其在

布鲁塞尔的常驻代表机构与欧盟机构进行沟

通，确保国家利益和政策在欧盟决策中得以

贯彻。近年来，瑞典与欧盟国家的贸易往来

密切。2019 年，瑞典与欧盟国家进出口贸易

额占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5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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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关系

瑞典与美国的关系可追溯到 1638 年第一

批瑞典移民迁移到特拉华海岸，是最早承认美

国独立并向美国委派领事的国家之一。①瑞美

双边经济关系历来密切。2019 年，瑞典和美

国的双边贸易额为 255 亿美元。同时，瑞典

是美国的第13大投资国，投资额超过600亿美

元，为美国提供了超过20万个就业岗位。②瑞

美两国在众多领域进行长期合作，包括经济、

科技、生物技术及信息通信技术等。③

1.5 社会人文

中国企业赴瑞典投资，需了解当地社会

人文基本信息，以便更好开展合作。

                                           

①  美国驻瑞典大使馆 . https://se.usembassy.gov.

②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

③  一带一路数据库 . https://www.ydylcn.com.

④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se.mofcom.gov.cn；瑞典中文网 . http://facts.sweden.cn.

表 1-2　瑞典社会人文基本信息④

民族
主要民族：瑞典人

少数民族：萨米族
官方语言

瑞典语

英语为通用语言

货币 瑞典克朗（SEK） 宗教 基督教路德宗

国旗 蓝、黄双色旗 国歌 《你古老，你自由》

医疗 分散式医疗卫生系统；资金由税款支持，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医疗服务。

教育 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节假日

国家公共假日包括：新年（1 月 1 日）、主显节（1 月 6 日）、耶稣受难日（复活节前的星

期五）、复活节（4 月）、劳动节（5 月 1 日）、耶稣升天节（5 月末）、国庆节（6 月 6 日）、

仲夏节（6 月末的星期六）、万圣节（11 月 1 日）、露西亚节（12 月 13 日）、圣诞节以

及圣斯蒂芬日（12 月 25 日、12 月 26 日）。

社交习俗

● 瑞典人一般惯以握手为礼，也施接吻礼，但不多见。
● 瑞典人在与客人交谈时，不喜欢距离过近，应保持一定距离；谈话时喜欢互相注视，以

显示重视对方及相互间的亲密。
● 瑞典人宴请宾客非常正式，有繁复的礼仪。宴会一般安排在傍晚，应邀赴宴的客人必须

准时赴约，并送给女主人鲜花或巧克力。对于同桌的客人，要记住名字和称呼，以便在

餐桌上交流。
● 瑞典人待客用酒多为酒精度数较高的白兰地，来客一般不向女主人敬酒。宴请结束后，

客人离桌前要向主人表示感谢，通常还要在次日打电话或写信再次表示谢意，否则可能

被认为缺乏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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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习俗

● 越橘酱被广泛用作各种菜肴的佐料；腌鲱鱼为瑞典式自助餐的核心，通常与脆面包、煮

土豆、酸奶油等搭配。
● 许多瑞典人有每周四吃豌豆汤和薄煎饼的习惯。
● 瑞典人酷爱甜食，有许多节日均以甜食为名，如肉桂面包卷日、华夫饼日等。
● 每年 8 月底至 9 月初，瑞典人有食用臭鲱鱼的传统。

禁忌
● 忌讳数字“13”。
● 忌讳陌生人询问其政治倾向、家庭经济情况、年龄、宗教信仰、行动去向等问题。

续    表

2　经济概览

2.1 宏观经济

瑞典经济发达，重视工业及高科技发展，

持续吸引境外投资，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

2015—2018 年，瑞典国内生产总值（GDP）保

持稳定增长趋势，2019年略有下滑。2019年，

瑞典 GDP为 5307.9 亿美元，同比下降 4.47%；

人均 GDP 为 5.16 万美元；公共债务占 GDP 比

重为 35.16%，为近年最低。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截至2020年10月，

瑞典当年实际 GDP 较上年同期下降 4.7%。①为

此，瑞典中央银行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包

括：一是维持零利率不变，并不排除将来降

低利率的可能性，以在经济复苏阶段刺激需

求并支持温和通胀。二是采取更多信贷措施，

帮助企业和家庭渡过难关，例如计划向银行

提供高达 5000 亿瑞典克朗的企业信贷支持；

实施债券购买计划等。②

                                           

①  IMF Datamapper. https://www.imf.org.

②  瑞典中央银行 . https://www.riksbank.se.

③  自瑞典国家统计局（https://www.scb.se）搜集到单位为瑞典克朗的数据，并使用其公布的当年年平均汇率分别

换算为美元。

表 1-3　2015—2019 年瑞典宏观经济数据③

指标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宏观经济数据

GDP（百万美元） 504795 515775 541580 555616 530791

人均 GDP（万美元） 5.15 5.20 5.36 5.46 5.16

GDP 增速（%） -13.27 2.18 5.00 2.59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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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

2019 年，瑞典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

31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9%。其中，进口

货物总额为 158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0%；

出口货物总额为 1605 亿美元，同比增长

5.33%。2019 年贸易顺差 18 亿美元，2018 年

为逆差 47 亿美元。

                                           

①  瑞典国家统计局 . https://www.scb.se.

指标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财政收支

公共债务总额（百万美元） 220791 217938 220599 216007 186621

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 43.74 42.25 40.73 38.88 35.16

国际收支

货物出口额（百万美元） 139882 139334 152787 165892 160507

货物进口额（百万美元） 138246 141051 154040 170575 158732

外国直接投资净额（百万美元） 343839 367640 423068 362025 420085

外国直接投资净额占 GDP 的比重（%） 68.11 71.28 78.12 65.16 79.15

汇率变化

年均汇率（欧元 / 瑞典克朗） 9.36 9.47 9.63 10.26 10.59

年均汇率（美元 / 瑞典克朗） 8.44 8.56 8.54 8.69 9.46

续    表

图 1-2　2015—2019 年瑞典对外贸易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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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主要进口商品为运输工具、机械设

备以及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等，其

次主要有食品饮料、化学品等；主要出口商

品为运输工具和机械设备，其次主要有基本

药品及制剂、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

品等。

图 1-3　2019 年瑞典主要进口商品及金额①

图 1-4　2019 年瑞典主要出口商品及金额②

                                           

①  瑞典国家统计局 . https://www.scb.se.

②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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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瑞典主要对外贸易伙伴为欧盟

国家，分别占出口总额的 52.48% 和进口总额

的 65.70%。与瑞典贸易额排在前 5 名的国家

依次为德国、挪威、荷兰、丹麦和芬兰。其中，

德国排名第一，双边进出口贸易额为 452.78

亿美元，占瑞典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14.18%。

                                           

①  瑞典国家统计局 . https://www.scb.se.

②  同①。

表 1-4　2019 年瑞典主要进出口贸易对象国①

国家
出口

国家
进口

金额（亿美元） 占比（%） 金额（亿美元） 占比（%）

挪威 171.65 10.69 德国 283.82 17.88

德国 168.96 10.53 荷兰 149.55 9.42

美国 127.79 7.96 挪威 145.33 9.16

芬兰 114.02 7.10 丹麦 105.32 6.64

丹麦 111.68 6.96 中国 81.78 5.15

外贸依存度。瑞典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5—2019 年瑞典对外贸易依存度从 55.10%

增至 60.14%。总体来看，瑞典对外贸易依存

度保持稳定，处于中等水平。

图 1-5　2015—2019 年瑞典外贸依存度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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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展规划

《2020 年国家改革计划》①

作为欧盟成员国，瑞典每年需向欧盟

委员会提交一份国家改革计划，报告过去

一 年 对“ 欧 洲 2020 战 略 ”（Europe  2020 

Strategy）各方面的执行情况以及未来计

划采取的措施。2010 年以来，“欧洲 2020

战略”一直是欧盟促进发展和就业的共同

战略。

2020 年 5 月，瑞典政府发布《2020 年国

家改革计划》，其中制定了多项目标，把稳

定宏观经济和公共财政，提供高质量投资，

以及进行生产力改革列为首要任务。具体措

施包括：

（1）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

冲击，为企业制定一揽子危机应对方案，降

低企业经营成本，增强资本流动性，改善企

业融资渠道；

（2）扩大对太阳能、沼气生产等绿色产

业的资助；

（3）通过对特定建筑项目提供政府资助，

修订《规划与建筑法案》等方式，消除建筑

业结构性障碍（如取消进入限制、减少规模

效应及上下游资源垄断等），刺激住宅建设

投资，提高住宅建设市场效率（如提高资本

流通效率、资本回报等）；

（4）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政府投入，改进

运输方式，鼓励新能源汽车研发创新，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促进运输业的可持续发展；

（5）提高公共和私人研发投资，目标是

使其占 GDP 比重提高至 4%。

《2014—2025年国家交通发展规划》

2013年6月，瑞典交通运输管理局（Swedish 

Transport Administration）制定了《2014—

2025 年国家交通发展规划》，在 2014—2025

年间，预计投资 6020 亿瑞典克朗（约合 910

亿美元）用于改善铁路、公路和市政交通。

其中，5220 亿克朗由国家财政出资，800 亿

克朗通过征收基础设施建设税或融资解决。

根据规划，计划 2810 亿克朗用于完善国

家交通系统、新建快速铁路或公路，其中，

860 亿克朗用于国家铁路运行、维护和再投

资，1550亿克朗用于现有国家公路的运行、

维护和重建。②

《2025 年全瑞典宽带联通计划》

2017 年 3 月，瑞典企业与创新部（Min-

istry of Enterprise and Innovation）发布

《2025年全瑞典宽带联通计划》，希望通过宽

带计划鼓励运营商扩展宽带开发，使瑞典实

现全国性宽带连通。该计划共分为3个步骤：

2020 年，瑞典 95% 的人口可随时随地接入快

速宽带；2023 年，火车站、地铁站等公共

场所能提供免费超快宽带；2025 年，瑞典

全民可连接快速宽带，实现全瑞典联通。③

                                           

①  瑞典政府网 . https://www.government.se.

②  瑞典交通运输管理局 . https://www.trafikverket.se.

③  瑞典企业与创新部 . https://www.government.se/government-of-sweden/ministry-of-enterprise-and-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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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地区情况①

瑞典依地区可分为三大主要区域：瑞典

东部、瑞典南部及瑞典北部。其中，瑞典东

部主要由斯德哥尔摩及中东部地区构成；南

部主要由斯莫兰地区、南瑞典及西瑞典构成；

北部主要由近北地区、中北地区及远北地区

构成。各地区所辖省（区）见表 1-5。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c.europa.eu；瑞典国家统计局 . https://www.scb.se.

表 1-5　瑞典各地区所辖省（区）

地区 省（区） 首府 所辖市（个）

斯德哥尔摩地区 斯德哥尔摩（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Stockholm） 26

中东部地区

乌普萨拉（Uppsala） 乌普萨拉（Uppsala） 8

南曼兰（Södermanland） 诺尔雪平（Norrkoping） 9

东约特兰（Östergötland） 林雪平（Linköping） 13

厄勒布鲁（Örebro） 厄勒布鲁（Örebro） 12

西曼兰（Västmanland） 韦斯特罗斯（Västerås） 10

斯莫兰地区

延雪平（Jönköping） 延雪平（Jönköping） 13

克鲁努贝里（Kronoberg） 韦克舍（Växjö） 8

卡尔马（Kalmar） 卡尔马（Kalmar） 12

哥特兰（Gotland） 维斯比（Visby） 1

南瑞典地区
布莱金厄（Blekinge） 卡尔斯克鲁纳（Karlskrona） 5

斯科讷（Skåne） 马尔默（Malmö） 33

西瑞典地区 哈兰（Halland） 哈姆斯塔德（Halmstad） 6

近北地区

西约塔兰（Västra Götaland） 哥德堡（Göteborg） 49

韦姆兰（Värmland） 卡尔斯塔德（Karlstad） 16

达拉纳（Dalarna） 法伦（Falun） 15

耶夫勒堡（Cävleborg） 耶夫勒（Gävle） 10

中北地区
西诺尔兰（Västernorrland） 海讷桑德（Härnösand） 7

耶姆特兰（Jämtland） 厄斯特松德（Östersun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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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斯德哥尔摩投资促进局 . https://www.investstockholm.com.

图 1-6　瑞典各地区分布

斯德哥尔摩（Stockholm）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是国家决策中心

和公共行政中心；面积 6779 平方公里，包

括 26 个市镇，总人口约为 231 万。2018 年，

该地区 GDP 为 1732.69 亿美元，占全国 GDP

的 31.1%，在 8 个地区中排名第一，人均 GDP

为 7.45 万美元。近年来，该地区受高等教育

人口持续高于欧盟平均水平，2019 年，地区

内高科技领域就业人数占地区总就业人数的

9.7%，占全国高科技领域就业人数的 45.1%。

斯德哥尔摩是一个全球性的科技创业

中心，其拥有的独角兽型企业仅次于硅谷，

Spotify、Skype、King、iZettle 等互联网公

司均创立于此。近年来，斯德哥尔摩的创意

文化产业发展势头强劲，2018 年，该产业创

收高达 2170 亿瑞典克朗，远超该地区零售业

及食品业收入额；在促进地区经济的同时，

创意文化产业也极大推动了劳动力市场发展，

目前斯德哥尔摩已有超过 63000 人直接就业

于该产业。①

斯德哥尔摩拥有强大的创新潜能，其创

新水平居瑞典所有地区之首，且高于欧盟平

均水平。皇家理工学院（KTH）、斯德哥尔摩

大学（SU）、卡罗林斯卡学院（KI）等实力

雄厚的研究型学府均坐落于此，与地区内各

类科技园及孵化器在生命科学、市场营销、

网络分析等方面广泛开展合作研究。2017年，

地区 省（区） 首府 所辖市（个）

远北地区
西博滕（Västerbotten） 于默奥（Umeå） 15

北博滕（Norrbotten） 吕里奥（Luleå） 14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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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地区研发投资高达 56 亿欧元，占

地区 GDP 的 3.75%，其中 73.5% 来自私营企

业。同时，其专利注册数量居瑞典领先地位，

2019 年，该地区向欧洲专利局（EPO）提交的

专利申请高达 2389 项，占瑞典专利申请总量

的 54.5%。

主要产业：信息通信、生命科学、金融

服务、商业咨询、创意文化、钢铁、机械制造、

化工等。

中东部地区（Östra Mellansverige）

中东部地区面积 38119.9 平方公里，2018

年人口约为 169 万。2018 年，该地区 GDP 为

801.28 亿美元，占全国 GDP 的 14.4%，在 8 个

地区中排名第 3，人均 GDP 为 4.72 万美元。

2019 年，地区内高科技领域就业人数占地区

总就业人数的 4.9%。

瑞典最古老的大学—乌普萨拉大学位

于该地区内，另外，地区内还有瑞典农业科

学大学（SLU）等高校及多所大学附属医院。

该地区商业环境多样化，在生命科学及生物

技术、自动化制造、食品行业等领域建立了

产业集群，如生物科技谷（Biotechvalley.

nu）、机器人谷（Robotdalen）、格里提坦

国际能力中心等。2017 年，该地区研发投资

为 24.4 亿欧元，占地区 GDP 的 3.51%，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及欧盟平均水平，其中 57.3%

来自私营企业。2019 年，该地区向欧洲专利

局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全国排名第 4 位，共

235 项，占瑞典专利申请总量的 5.4%。

主要产业：生命科学 / 生物技术、健康

产业、自动化产业、食品行业。

斯莫兰地区（Småland med öarna）

斯莫兰地区面积 35382 平方公里，2018

年人口约为 86 万。2018 年，该地区 GDP 为

411.48 亿美元，占全国 GDP 的 7.4%，人均

GDP 为 4.78 万美元。近年来，该地区受高等

教育人口持续高于欧盟平均水平，2018 年，

地区内高科技领域就业人数占地区总就业人

数的2%，占全国高科技领域就业人数的3.2%。

斯莫兰地区创业氛围浓厚，在林业、机

械工程及汽车行业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产业集

群。地区内有许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企

业，包括戴纳派克（Dynapac）、卡尔玛工业

集团（Kalmar Industries）、萨帕（Sapa）等。

该地区有延雪平大学、哥特兰大学等高

等教育学府，同时还有玻璃研究所（Glafo）

和瑞典铸造工业技术贸易培训学院等国家研

究机构。

主要产业：沿海地区和岛屿的关键产业

是旅游业和农业，内陆地区主要是林业和制

造业。

南瑞典地区（Sydsverige）

南瑞典地区面积 14341 平方公里，2018

年人口约为 150 万。2018 年，该地区 GDP 为

702.02 亿美元，占全国 GDP 的 12.6%，人均

GDP 为 4.64 万美元。2019 年，该地区受高等

教育人口占比达到最高值，高科技领域就业

人数占地区总就业人数的 4.6%，占全国高科

技领域就业人数的 12%。

南瑞典地区拥有现代、开放的国际商业

环境。位于该地区内的布莱金厄省被誉为“瑞

典物联网中心”，拥有世界一流的物联网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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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莱金厄投资促进局 . https://businessblekinge.se.

②  斯科讷投资促进局 . https://investinskane.com.

③  哈兰投资促进局 . https://www.investinhalland.com.

念开发及测试技术。此外，瑞典海军及国家

海岸警卫队总部均在该地区，他们参与建立

了位于布莱金厄省的瑞典国家水下技术中

心，赋予了该地区在海洋信息系统及水下技

术领域的强劲竞争力。①南瑞典地区的清洁

能源产业发展水平也处于世界前沿。位于南

瑞典斯科讷省的废品处理公司 Sysav 开发了

欧洲最现代化的废物发电设施，风力发电巨

头 Vestas、节能工程领域世界领导者 Alfa 

Laval 的总部也位于该地区。这些大型跨国公

司与多个初创企业给南瑞典地区的清洁能源

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潜能。另外，该地区还

拥有北欧最大的生命科学集群，是人造肾脏、

超声诊断及尼古丁口香糖等发明的发源地。②

该地区拥有隆德大学、马尔默大学、布

莱金厄理工大学等知名高校，与 MAX  IV 实验

室、欧洲散裂源（ESS）研究中心等组织均有

广泛合作。该地区研发投入常年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及欧盟平均水平，2017 年，地区研发

投入约 19 亿欧元，占地区 GDP 的 3.2%，其中

超过一半来自于私营企业。2019 年，该地区

向欧洲专利局提交了 585 份专利申请，占瑞

典专利申请总数的 13.4%。

主要产业：物联网、海洋技术、清洁能

源、生命科学、信息和通信技术、食品行业。

西瑞典地区（Västsverige）

西瑞典地区面积 30934 平方公里，2018

年人口约为 202 万。2018 年，该地区 GDP 为

1090.60 亿美元，占全国 GDP 的 19.6%，在 8

个地区中排名第 2 位，人均 GDP 为 5.37 万美

元。2019 年，该地区高科技领域就业人数占

地区总就业人数的 4.4%，占全国高科技领域

就业人数的 16.4%。

西瑞典地区铁路、公路、港口运输发达，

拥有四通八达的密集运输网络。③该地区重视

汽车制造及贸易行业的发展，生命科学、旅

游业、通信技术等行业也发展较快。沃尔沃、

阿斯利康（AstraZeneca）等大型跨国公司均

将总部设立在该地区。

该地区拥有良好的创新环境，查尔姆斯

理工大学、哥德堡大学等著名高校以及多个

国家级和地区级研究所赋予该地区较强的研

发能力。2017 年，该地区研发投入达 45 亿欧

元，占地区 GDP 的 4.83%，远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及欧盟平均水平，其中，81.8% 来自私营企

业。2019年，该地区专利申请数量为 700项，

占全国申请总量的 16%，在全国地区级排名中

仅次于斯德哥尔摩。

主要产业：汽车制造、商品贸易、生命

科学、物流运输、旅游业、通信技术、石化

工业、环境与能源行业等。

近北地区（Norra Mellansverige）

近北地区面积 69148 平方公里，2018

年人口约为 85 万。2018 年，该地区 GDP 为

375.77 亿美元，占全国 GDP 的 6.8%，人均

GDP 为 4.40 万美元。2019 年，该地区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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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就业人数占该地区总就业人数的 2.1%，

占全国高科技领域就业人数的 3%。

卡尔斯塔德大学是该地区商业创新的重

要基地，该大学与众多行业企业开展合作研

究。该地区建立了 Packaging  Arena（包装

业）、Triple  Steelix（钢铁工程）、Visit 

Dalarna（旅游业）、Fiber  Optics  Valley

（信息和通信技术）及 Paper  Province（造

纸业）等较为成熟的产业集群及创新平台，

拥有斯道拉恩索（Stora  Enso）、美卓造纸

（Metso  Paper）、莫尔文（Moelven）、山

特维克（Sandvik）及奥托昆普（Outokumpu）

等大型跨国公司。2017 年，该地区研发投入

为389.41亿欧元，其中80.4%来自私营企业。

主要产业：钢铁工程、制浆造纸、包装

业、机械制造、车辆制造、食品加工、信息

和通信技术和旅游业。

中北地区（Mellersta Norrland）

中北地区面积 76709 平方公里，2018

年人口约为 38 万。2018 年，该地区 GDP 为

176.59 亿美元，占全国 GDP 的 3.2%，人均

GDP 为 4.70 万美元。高科技领域就业人数占

地区总就业人数的 3.8%，占全国高科技领域

就业人数的 2.6%。

中北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森林覆盖面

积 约 67%。 该 地 区 已 建 立 Fibre  Network

（林业）、Biofuelregion（能源行业）、

Processum（加工工业 / 生物炼制）及 Peak 

Innovation（旅游 /运动设备）等产业集群。

该地区最著名的大学是瑞典中部大学，

侧重于对地区林业、数字化、旅游业等行业

开展相关研究。2015 年，该地区研发投入

为 1.09 亿欧元，占地区 GDP 的 0.8%，其中

65.4% 来自私营企业。

主要产业：林业、加工工业、旅游业、

商业服务、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环保产业。

远北地区（Övre Norrland）

远北地区自然资源丰富，面积 164077 平

方公里，2018 年人口约为 52 万。2018 年，

该地区 GDP 为 270.98 亿美元，占全国 GDP 的

4.9%，人均 GDP 为 5.21 万美元。高科技领域

就业人数占该地区总就业人数的 2.9%，占全

国高科技领域就业人数的 2.8%。

远北地区拥有优质的铁矿、木材等天然

原料，有发展林业、采矿业的天然优势。独特

的自然环境与靠近北极的地理位置也让该地区

成为旅游胜地，积极发展创意旅游产业。同

时，近年来该地区可再生能源和环境科技行业

发展较快，主要侧重于水力发电、生态能源等

领域，强大的电力生产能力也使该地区的用电

成本大大降低，其电价为欧洲最低。①

该地区的两所著名大学为吕里奥理工大

学和于默奥大学，为支持地区商业创新与发

展，两所大学与瑞典农业科学大学在该地区

的分部合作成立了北部创新办公室，针对地

区产业发展进行各项研究。2015 年，该地区

研发投入 5.7 亿欧元，占地区 GDP 的 2.7%，

高于欧盟平均水平，其中 24.8% 来自于私营

企业。

主要产业：林业、采矿业、旅游业、可

                                           

①  北博滕投资促进局 . http://www.investinnorrbott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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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瑞典交通研究分析部网站（https://www.trafa.se）和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瑞典

（2019 年版）》整理。

②  中国国家铁路局 . 国外铁路发展概况——瑞典铁路 . http://www.nra.gov.cn.

③  瑞典航空公司 . https://www.airsweden.aero.

④  北欧航空公司 . https://www.flysas.com.

再生能源、信息和通信技术及生物技术。

2.4 基础设施

公路

瑞典公路总长 23 万公里，其中有国道、

省道 10.6 万公里。瑞典公路网北接芬兰，

西临挪威，南可通过丹麦到达欧洲大陆。

公路运输现已承担瑞典客运量的 90% 和货运

量的 50% 左右。根据瑞典交通研究分析部

（Transport Analysis）统计数据，2019年，

瑞典公路运输里程总量为 836.74 亿公里。①

铁路

瑞典铁路网主要由 4 种类型线路组成：

（1）六大干线，分别是西部干线、南部干线、

北部干线、东海岸线、东北部干线和上诺尔

兰干线，形成瑞典铁路的核心；（2）支线和

县级线路，由地方运输管理局经营，提供客

运服务；（3）通勤线，县级线路中使用率低

的线路转为当地的通勤线；（4）两条特殊铁路

线，一条是北部的矿石专用线，另一条是从

穆拉至耶利瓦勒长约 1053 公里的铁路线，二

者均独立经营。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瑞典一直致力于

既有铁路线提速。目前，瑞典已运营的高速

铁路为从克拉姆福什（Kramfors）到东北部

于默奥（Umea）的波的尼亚铁路，全长 190

公里。瑞典还计划建设斯德哥尔摩—马尔默 /

哥德堡高速铁路，全长 750 公里，最高运营

速度 300 公里 / 小时，该工程预算总造价约

1250 亿瑞典克朗，工期为 15 年，计划 2030

年建成通车。②

空运

瑞典主要航空公司有瑞典航空公司（Air 

Sweden）、北欧航空公司（SAS）等，航线众

多，航运便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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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航空公司始

于 2001 年的北欧航空（Nordic Airlink），

经多次业务整合，现总部位于斯德哥尔摩，除

航线运营外，还可向航空公司、旅行社、政府

机构和企业等提供湿租和全包机服务。③北欧

航空公司为瑞典、丹麦、美国、挪威共同持股，

是北欧第一家推出高速 WIFI 的航空公司，其

提供航线的目的地多达 1300 个。④

瑞典年均运送乘客超过 1.5 万人的商务

机场有 32 个。主要国际机场有斯德哥尔摩的

阿兰达机场、哥德堡的兰德维特机场和马尔

默的斯特鲁普机场。其中，阿兰达机场是瑞

典最大的机场，也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主

要机场之一。2018 年，阿兰达机场客流量达

到近 2700 万人。作为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

海航空运输枢纽，目前，该机场提供 18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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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内及国际航线。①

水运

海运是瑞典水运的主要方式。根据瑞典

交通研究分析部统计数据，截至 2019 年，瑞

典共有 133 个港口，其中有船舶交通往来的港

口为99个，所有港口吞吐量总和为1.7亿吨，

客运量3050万人次。主要大型海港有哥德堡、

斯德哥尔摩、吕里奥、特雷勒堡和马尔默。瑞

典多数港口为综合性港口，哥德堡港作为瑞典

第一大港，拥有工业、客运、集装箱装卸等多

重功能。此外还有大量专用港口，包括工业港

口、客运港口、石油港口等。

内河航运在瑞典居于次要地位，全国运

河总长约 2603 公里。②

电力

根据近年电力使用数据，瑞典全国每年供

电量在 396 亿千瓦时至 520 亿千瓦时之间。③

其中 83% 的电力供应来自核电和水电，10% 的

电力来自以热电联产（CHP）的方式运行的生

物燃料发电厂，剩余7%的电力来自风力发电。

瑞典的大部分电力产自北方，但北方地区的

用电量却低于人口稠密的南方。④

瑞典电力网络分为国家电网、区域电网

和地方电网。国家电网主要进行远距离大容

量电力传输，由政府机构瑞典电网（Svenska 

kraftnät）运营，其负责管理全国电力网络

系统。⑤区域电网主要连接国家电网和地方电

网，同时也为发电厂及大型电力密集型工业

供电。地方电网负责为最终消费者供电，如

住宅及商用场所。

区域电网和地方电网由电力公司运营，

目前瑞典电力公司数量约 170 家，大部分为

市政控股，前三大电力公司为 Vattenfall 

Eldistribution、E.ON  Elnät  Sverige 和

Ellevio。⑥

通信

瑞典是全球通信行业最发达的国家之

一，也是移动通讯系统（GSM）、WCDMA 和蓝

牙等无线技术的发源地。

移动电话。根据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

（PTS）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6月，瑞

典有约 1420 万移动电话用户，其中合约用户

占 77%，其余用户使用现金卡即付即用。瑞

典前四大移动电信运营商为 Telia Company、

Tele2、Telenor 和 Hi3G。

固定电话。近年来，瑞典固定电话用户

持续减少。截至 2018 年 6 月，瑞典有约 240

万固定电话用户，较上年同期下降 15%。按用

户量计算，Telia Company 的固定电话市场份

                                           

①  阿兰达机场 . https://airportarlanda.com.

②  根据瑞典交通研究分析部网站（https://www.trafa.se）和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瑞典

（2019 年版）》整理。

③  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IVA）.《未来电力使用报告 2016》. https://www.iva.se.

④  瑞典中文网 . http://facts.sweden.cn.

⑤  瑞典国家电网 . https://www.svk.se.

⑥  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IVA）. https://www.iv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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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界经济论坛 . https://www.weforum.org.

②  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PTS）. https://www.pts.se.

③  U.S. Department of State-2020 Investment Climate Statement.

额最大，为 53.4%；其次为 Com-Hem，市场份

额 12.7%；最后为 Telenor，市场份额 6.1%。

互联网。瑞典互联网接入服务较为完善，

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6 年全球信息技

术报告》中，瑞典网络就绪指数排名全球第

3。①无论是使用固定宽带还是移动宽带，用

户都能获得良好的使用体验，特别是光纤接

入和 4G 技术。瑞典主要网络服务运营商为

Telia  Company、Telenor 和 Tele2，在固定

宽带及移动宽带中均占有较高市场份额。②

2.5 经济园区

科技园

瑞典的科技园注重打造园区内的产业

链，形成集聚和示范效应，注重产学研结合，

借助创新的服务体系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具备完善的风险投资进入与退出机制。其中，

最为著名的科技园是 Kista 科技园。

Kista 科技园。Kista 科技园被《连线》

（Wired）杂志评为全球第二大科技园，地位

仅次于美国硅谷，也被称为欧洲的硅谷。

● 重点领域。Kista 科技园聚焦于信息通

信技术（ICT）领域，在移动和无线通信、多

媒体、宽频带系统等领域尤为突出，还在 IT

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环境工程和纳米技术

等领域快速发展。

● 园区企业。园内拥有约 8800 家企业和

超过66500名员工，其中ICT企业有1082家，

ICT 从业人员的高度集中赋予了园区巨大的发

展潜能。引领全球通信技术的爱立信公司总

部位于该园区中心，IBM、甲骨文、英特尔、

微软、华为、中兴通讯等全球知名企业也先

后在此设立了研发中心或生产基地。

● 园区优势。园区对其集聚的企业无特殊

优待，企业发展得益于其合理定位的产业链、

完善的服务和管理。园区不仅关注科技，还

精心规划了集公园、娱乐、购物、居家、文

化活动于一体的公共环境，在创造经济效益

和就业机会的同时，也改善了地区基础设施

和生活环境，具体见表 1-6。

其他科技园。瑞典还有 IDEON 科技园、

MEDEON 科技园、MINC 孵化园和 SUP46 创业

园等科技园。

保税港区

瑞典在斯德哥尔摩、哥德堡、马尔默和

延雪平等地分别设有保税港区，未结关或未

经海关检查的商品可储存在这些区域。在保

税港区，商品可作为原料用于区内工业生产，

也可以进行分类、再包装、出口或返运回原

产地，而无需支付关税和其他进口相关费用，

但不得在区域内零售。此外，商品也可以在

结关后进入瑞典市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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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国家③

序号 国家 / 地区 序号 国家 / 地区 序号 国家 / 地区

1 阿尔巴尼亚 12 加纳 23 北马其顿

2 阿尔及利亚 13 冰岛 24 挪威

3 安道尔 14 以色列 25 圣马力诺

4 亚美尼亚 15 日本 26 塞尔维亚

5 波黑 16 约旦 27 新加坡

6 喀麦隆 17 韩国 28 南非

7 加拿大 18 黎巴嫩 29 叙利亚

                                           

①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s://se.mofcom.gov.cn.

②  瑞典贸易署 . https://www.kommerskollegium.se.

③  世界贸易组织 . http://rtais.wto.org.

2.6 多双边经贸协定

瑞典是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

1995 年加入欧盟，欧盟与第三国签订的国际

贸易协议直接适用于瑞典。②

表 1-6　瑞典部分科技园基本情况①

园区名称 简介 重点领域

IDEON 科技园

瑞典第一个科技园，成立于 1983 年，其初衷是发展知

识产业，如今已经成为发明与创新的象征。园内多为中

小企业。

信息通信、生命科学和绿

色技术

MEDEON 科技园

成立于 1985 年，地处马尔默医学谷地区。与大学、医

学院以及医院紧密协作，众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推动

园区内的科研与开发。

生命科学和医疗科技

MINC 孵化园
于 2003 年由马尔默市政府投资成立，是马尔默创新体

系的组成部分，致力于协助小企业成长与发展。
新兴行业孵化器

SUP46 创业园

成立于 2013 年，位于斯德哥尔摩市。与会员企业之间

只是业主与租户的关系，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收入除支

付办公场地租金和人员工资福利外，全部用于提高服务

质量与增加服务项目。

互联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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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家 / 地区 序号 国家 / 地区 序号 国家 / 地区

8 智利 19 墨西哥 30 突尼斯

9 科特迪瓦 20 摩尔多瓦 31 土耳其

10 埃及 21 黑山 32 乌克兰

11 格鲁吉亚 22 摩洛哥 33 越南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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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瑞典营商环境

1.1 各方评价

世界银行评价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营商环境

报告》，瑞典营商环境便利度在 190 个国家

                                           

①  世界银行 .《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

②  世界经济论坛 .《2019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2018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中排名第10位，相比2019年提升2位。其中，

在登记财产方面从第 10 位升至第 9 位，获得

信贷方面从第 85 位升至第 80 位，保护中小

投资者权益方面从第 33 位升至第 28 位。①

世界经济论坛评价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 年全球

竞争力报告》，瑞典在 141 个经济体中排名

第 8 位，总体较 2018 年上升 1 位。其中，信

息通信技术较 2018 年上升 1 位，健康水平较

2018 年提升 6位。②

图 2-1　2020 年瑞典营商环境各分项排名

表 2-1　2018—2019 年瑞典全球竞争力

各分指标排名情况

瑞典全球竞争力
分指标

2019 年排名 2018 年排名

机构设立 10 9

基础设施 19 17

信息通信技术 4 5

宏观经济稳定性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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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瑞典贸易投资委员会 . https://www.business-sweden.com.

②  Trading Economics.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Tax Foundation. https://taxfoundation.org.

瑞典全球竞争力
分指标

2019 年排名 2018 年排名

健康水平 11 17

人力资源技术水平 7 7

产品市场 16 10

劳动力市场 22 17

财政体系 8 6

市场规模 40 40

商业活力 6 4

创新能力 5 5

1.2 优化营商环境相关举措

瑞典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开设企

业方便高效，制度体系透明公开，连续 4 年

在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排名

前 10。

设 立 贸 易 投 资 委 员 会。为进一步便利

外国投资者投资瑞典，瑞典贸易委员会和

投资促进署联合成立了瑞典贸易投资委员会

（Swedish  Trade  &  Invest  Council），为

外国公司提供投资瑞典的各类专业服务，包

括业务发展建议、市场扩张支持、销售增长

方案等，以吸引和方便外国公司来瑞典投资

开展业务。①

减 轻 企 业 税 负。瑞典政府通过降低企

业所得税税率来减轻企业税负，提高企业资

本回报率，给予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投

资动力。2010 年，瑞典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26.3%，2019 年降低为 21.4%。瑞典企业所得

税税率与世界平均企业所得税税率 25% 相比

处于较低水平。②

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瑞典位于北欧中心，

与挪威、瑞典、丹麦和其他欧洲地区有良好

的公路、铁路、空运和海运的连接。2018—

2019 年，政府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投资约

630 亿欧元，比原计划增加了 100 亿欧元，通

过提高基础设施的高效性和可靠性增加对外

资的吸引力。

1.3 吸引外资基本情况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

的《2020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瑞典吸收

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从 2018 年的 38.57 亿美元

跃升至 2019 年的 205.68 亿美元，主要原因

是欧盟对瑞典增加了 165 亿美元投资。

外资主要来源地

根据瑞典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瑞

典吸引外资主要来源地有卢森堡、瑞士、英

国、爱尔兰和美国等。中国对瑞典投资 101

亿瑞典克朗，排名第 8 位。从 2014—2018 年

平均值来看，瑞典吸引外资主要来源地为英

国、荷兰、芬兰、卢森堡和德国等。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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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14—2019 年瑞典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流量①

表 2-2　近年来瑞典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来源地及投资额②

单位：亿瑞典克朗

2019 年投资额排名 国家 / 地区 2019 年投资额
2014—2018 年

投资额平均值排名
国家 / 地区

1 卢森堡 287 1 英国

2 瑞士 218 2 荷兰

3 英国 216 3 芬兰

4 爱尔兰 170 4 卢森堡

5 美国 156 5 德国

6 荷兰 145 6 挪威

7 德国 113 7 美国

8 中国 101 8 中国

9 丹麦 79 9 丹麦

10 比利时 65 10 瑞士

                                           

①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0.

②  瑞典国家统计局 . http://www.scb.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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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主要领域

2019 年，外国企业在瑞典投资的前五大

领域分别为制造业、科技行业、批发与零售

业、信息通信业、金融和保险业。

图 2-3　2019 年瑞典吸收外国直接投资

行业分布①

1.4 生产要素概况

瑞典的水价、电价、天然气价格受市

场供需影响小幅波动。瑞典能源市场监管局

（Swedish Energy Markets Inspectorate，

简称“Ei”）负责规范该国电力、天然气和

地区供热市场。②

电价

瑞典有约 170 家不同规模的电网运营商。

瑞典能源市场监管局负责监测电网运营商是

否按照《电力法》履行其义务。

瑞典电价实行阶梯定价。2019 年，工业

用电价格为 0.47~1.55 瑞典克朗 / 千瓦时，

生活用电价格为 1.56~4.23 瑞典克朗 / 千瓦

时。③

表 2-3　2019 年瑞典用电价格

生活用电 工业用电

年用电量
（千瓦时）

用电价格
（瑞典克
朗 / 千瓦

时）

年用电量
（兆瓦时）

用电价格
（瑞典克
朗 / 千瓦

时）

<1000 4.23 <20 1.55

1000~2500 2.53 20~500 0.85

2500~5000 2.17 500~2000 0.7

5000~15000 1.83 2000~20000 0.6

≥15000 1.56 20000~70000 0.5

70000~150000 0.47

注：1 兆瓦时 =1000 千瓦时。

水价

瑞典无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之分。供水

和排水费用按不同用量等级适用不同价格，

包括固定年费（由用户年用水量确定）和浮

动水费（按实际用量收取），均价约 15 瑞典

克朗 /吨。④

                                           

①  瑞典国家统计局 . http://www.scb.se.

②  瑞典能源市场监管局 . https://www.ei.se.

③  同①。

④  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瑞典（201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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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价格

瑞典天然气价格实行阶梯定价。2019年，

工业用气价格为0.5~1.55瑞典克朗/千瓦时，

生活用气价格为 1.13~2.15 瑞典克朗 / 千瓦

时。①

表 2-4　2019 年瑞典天然气价格

生活用气 工业用气

年用气量
（千瓦时）

用气价格
（瑞典克
朗 / 千瓦

时）

年用气量
（兆瓦时）

用气价格
（瑞典克
朗 / 千瓦

时）

<5500 2.15 <300 1.55

5500~55000 1.17 300~3000 0.85

≥ 55000 1.13 3000~30000 0.7

3000~300000 0.6

300000~1100000 0.5

注：1 兆瓦时 =1000 千瓦时。

劳动力

瑞典拥有发达、完善和免费的教育体系，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高。2019 年，瑞典劳动

人口占 15~74 岁人口总量的比例达到 73.3%，

男女就业率基本持平。

表2-5　2018—2019年瑞典劳动人口数量及占比

2018 2019

15~74 岁人口数量 7461000 7510000

劳动人口数量 5441000 5504000

劳动人口占比 72.9% 73.3%

2020 年初，瑞典劳动力平均时薪为

178.3瑞典克朗，②不同行业薪酬有一定差距。

瑞典法律上未制定最低工资标准，通常依据

集体劳动合同（劳资协议）确定工资标准。

表2-6　2019年瑞典不同行业月平均工资③

序号 行业
平均工资

（瑞典克朗 /月）

1 行政 26862

2 农业 25136

3 文化艺术 27877

4 银行 39278

5 汽车 32165

6 化工 32745

7 贸易 32698

8 建筑和房地产 34248

9 客户支持服务 27918

                                           

①  瑞典国家统计局 . https://www.scb.se.

②  Trading Economics. https://zh.tradingeconomics.com.

③  https://www.payl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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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业
平均工资

（瑞典克朗 /月）

10 经济、金融与会计 35772

11 教育、科学与研究 29517

12 电力工程 33839

13 普通劳工 23992

14 人力资源 37530

15 信息技术 48075

16 保险 33582

17 新闻、媒体与印刷 29412

18 法律 39900

19 租赁 47516

20 管理 49538

21 市场营销和广告 35635

22 机械工程 32891

23 医药和社会关怀 29007

24 矿业与开采 34934

25 制药 38203

26 生产 29464

27 公共管理 33404

28 品质管理 37424

29 安防 28061

30 服务业 24310

31 技术开发 44422

序号 行业
平均工资

（瑞典克朗 /月）

32 电信 39544

33 纺织与服装 20435

34 高层管理人员 76134

35 旅游、餐饮与住宿 24418

36 翻译 31359

37 运输 27330

38 水资源、林业、环境管理 31278

39 木材加工 26818

土地价格

瑞典的土地价格因地理位置差异较大。

2018 年，农业用地平均购买价格约每公顷

90700 瑞典克朗，农业用地平均租金价格约每

年每公顷 1726 瑞典克朗。瑞典不同地区农业

用地价格及租金见表 2-7。①

表 2-7　2018 年瑞典农业用地价格和租金

单位：瑞典克朗 / 公顷 / 年

城市 / 地区 农业用地价格 农业用地租金

瑞典中东部 855000 1699

瑞典南部 1822000 3615

瑞典西部 902000 1789

哥得兰南部平原 2162000 4170

哥得兰北部平原 1030000 2353

                                           

①  瑞典统计局 . https://www.scb.se.

续    表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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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瑞典吸收外资政策法规

2.1 主管部门

瑞典贸易投资主管部门是贸易投资委员

会（Swedish  Trade  &  Invest  Council），

由瑞典贸易署和投资促进署共同成立，主要

职责是协助瑞典公司寻找国际合作伙伴进入

当地市场，吸引外国企业来瑞典投资开展业

务，并提供业务发展建议、市场扩张支持、

销售增长方案等专业服务，为外国企业在瑞

典投资提供便利。该委员会目前已在 57 个国

家和地区设立办事处，在中国的代表机构设

立在上海九江路。①

2.2 市场准入

在瑞典外国企业同本土企业受相同法律

约束，包括《公司法》《竞争法》等。在实

际操作中，瑞典仅对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外

国投资加以禁止或限制，但该禁止或限制并

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禁止外资进入的行业。外国投资者不能

在瑞典注册船舶、飞机制造以及传递有关瑞

典公司和个人信用资料的企业；不得经营国

内航空运输企业；不能持有银行和军工厂

股份。

限制外资进入的行业。获得许可才有资

格进入的行业包括武器及安防、航空运输、

危险化学品、海上作业、采矿、战略物资、

出版、林业、银行及保险等，主要以发放许

可证和牌照的方式筛选具备实力和资质的

企业。②

                                           

①  瑞典贸易投资委员会 . https://www.business-sweden.com.

②  根据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处（http://se.mofcom.gov.cn）和 Verksamt (https://www.verksamt.se) 网站信息

整理而成。

表 2-8　外国投资者需获得经营许可的行业及相关规定

行业 主管部门 相关规定

航空运输
瑞典交通运输管理局

（Swedish Transport Administration）

以盈利为目的航空运输服务，需要得到瑞典交通

运输管理局的授权。

武器及安防
瑞典警察局

（Swedish Police）

买卖枪支许可证或武器维修许可证，需要由瑞典

警察局进行评估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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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安全审查。2019 年 2 月，欧盟通过

《欧盟统一外资安全审查框架建议》（以下

简称“法案”），以保护欧盟的战略技术和

基础设施。该法案确立了欧盟委员会与各成

员国的外商投资审查机制，明确了合同协作

机制有关信息交换的要求，并将关键基础设

施、关键技术、战略主权、敏感信息、外国

政府控制、文化多元性等都纳入判断影响安

全或公共秩序的因素。①

2.3 企业税收

在瑞典，企业经营所涉及的主要税种包

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个人所得

税、印花税、房产税、关税等。瑞典税收管

理体制较为集中，中央政府掌握绝大部分税

收收入，地方政府只征收个人所得税及一些

附加税。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针对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及其

他所得征收。其征收范围包括居民企业和非

居民企业。居民企业就其全球范围内的收入

纳税，非居民企业只对其瑞典来源的收入履

行纳税义务。居民企业是指在瑞典境内注册

成立的企业，反之为非居民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企业所得税统一税率为 21.4%。

根据瑞典政府发布的信息，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企业所得税税率将降至 20.6%。③

增值税

在瑞典从事经济活动并销售应税货物或

                                           

①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 http://www.ccpit.org.

②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se.mofcom.gov.cn.

③  KPMG Sweden-Income Tax. https://home.kpmg.

行业 主管部门 相关规定

银行、保险和金

融业

瑞典金融监管局

（Finansinspektionen）

在瑞典从事银行、保险和证券交易等业务活动，

需获得金融监管局许可。

采矿业
瑞典采矿监察局

（Mining Inspectorate of Sweden）

在瑞典境内经营采矿、勘探业务，需获得瑞典采

矿监察局许可方可经营。

环境保护业
瑞典化学署

（Swedish Chemicals Agency）

在瑞典制造、销售和进口对环境造成危害的生活

杀灭剂或危险化学品，需获得瑞典化学署的批准。

通信业
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

（Swedish Post and Telecom Authority）

任何在瑞典提供通信网络和服务的个人或企业都

必须向邮政电信管理局申请，获得许可证后方可

运营。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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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应税服务，必须向税务机关登记，提交

纳税申报表并缴纳增值税。①增值税税率及征

收范围见表 2-9。

表 2-9　瑞典增值税税率及征收范围

税率类型 税率 征收范围

标准税率 25%
适用除规定采取较低增值税税

率的所有商品和服务。

优惠税率

12%

食品（不包括烈酒、葡萄酒和

高浓度酒精饮品）、餐饮服

务、艺术品及收藏品、酒店和

公寓住宿服务、出租露营地服

务等。

6%

书籍、报刊杂志、公共交通运

输服务、体育赛事、马戏团和

电影院等剧院入场费等。

免税 0%

银行服务、保险及保险代理服

务、义务教育、国际航空服

务、牙科和医疗护理服务等。

消费税

消费税是瑞典中央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

入来源，主要针对烟类、酒类及能源类产品

征收，其主要税率见表 2-10、表 2-11、表

2-12。②

表 2-10　瑞典烟类消费税税率

烟种类 消费税

香烟 1.6 瑞典克朗 / 根 × 根数 + 零售价 ×1%

鼻烟 459 瑞典克朗 × 公斤数

咀嚼烟 506 瑞典克朗 × 公斤数

表 2-11　瑞典酒类消费税税率

酒种类 酒精度 消费税

啤酒

0.5%~2.8% 0 瑞典克朗 / 升 /1%

>2.8% 2.02 瑞典克朗 / 升 /1%

计算公式：消费税 = 适用税率 × 酒精度

× 升数

红酒

1.2%~2.25% 免税

2.25%~4.5% 9.19 瑞典克朗 / 升

4.5%~7% 13.58 瑞典克朗 / 升

7%~8.5% 18.69 瑞典克朗 / 升

8.5%~15% 26.18 瑞典克朗 / 升

15%~18% 54.79 瑞典克朗 / 升

计算公式：消费税 = 适用税率 × 升数

乙醇
>1.2% 516.59 瑞典克朗 / 升

计算公式：消费税 = 适用税率 × 升数

表 2-12　瑞典能源类消费税税率

能源种类 消费税

符合环境等级 1 级的汽

车燃油
4.10 瑞典克朗 / 升

符合环境等级 2 级的汽

车燃油
4.13 瑞典克朗 / 升

用于机动车辆、船舶或

飞机的液化石油气
免税

用于其他用途的液化石

油气
1160 瑞典克朗 / 千克

用于机动车辆、船舶或

飞机的天然气
免税

                                           

①  根据瑞典税务局《增值税手册》整理。https://www.skatteverket.se.

②  瑞典税务局 . https://www.skatteverke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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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种类 消费税

用于其他用途的天然气 998 瑞典克朗 / 立方米

煤 687 瑞典克朗 /1000 千克

原油 4323 瑞典克朗 / 立方米

个人所得税

在瑞典有住所或一个纳税年度内累计停留

超过 6个月的自然人为瑞典居民纳税人，反之

为非居民纳税人。居民纳税人就其全球所得在

瑞典缴纳个人所得税，非居民纳税人仅就其来

源于瑞典的收入在瑞典缴纳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对个人劳动收入和个人非劳

动收入按照一定比例征收。①其中个人劳动收

入包括雇佣收入以及营业收入，按照表 2-13

税率进行缴纳。②非劳动收入是指投资收入，

即利息、股息、租金、资本利得及其他因提

供资金得到的收入，按 30% 的税率缴纳。③

表 2-13　瑞典个人所得税税率

应纳税所得额（瑞典克朗 / 年） 税率

＜ 490700 0%

490700~689300 20%

＞ 689300 25%

印花税

印花税主要针对房地产转让、抵押贷款

等行为进行征税。房地产转让业务，个人交

易按照价格的 1.5% 征收，企业交易按照价

格的 4.25% 征收。抵押贷款业务，抵押物为

飞机或公司时，按照贷款金额的 1% 征收；

抵押物为不动产时，按照贷款金额的 2% 征

收；抵押物为船舶时，按照贷款金额的 0.4%

征收。④

房产税

房产税按照房产“税收价值”的 0.5%~1%

向房产所有者征收，其中房产“税收价值”

相当于房产市场价值的 75%，每年更新。

工业产权的税率为 0.5%（除水力发电厂

和风力发电厂外），水力发电厂的税率为1%，

风力发电厂的税率为 0.2%，商业用房的税率

为 1%。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企业缴纳的房

产税可抵扣。⑤

关税

瑞典是欧盟成员国，也是欧洲关税同

盟成员，其与欧盟其他成员国的贸易遵循欧

盟内部统一大市场原则，从欧盟以外地区进

口的商品要缴纳关税且需根据欧盟海关关税

（TARIC）进行分类。关税税率取决于货物的

                                           

①  PwC Worldwide TAX. https://taxsummaries.pwc.com.

②  Sweden Salary Calculator. https://www.icalculator.info.

③  同①。

④  Deloitte: International Tax Sweden Highlights 2020. https://www.deloitte.com.

⑤  根据 PwC Worldwide TAX（https://taxsummaries.pwc.com）和《中国居民赴瑞典投资税收指南》公布的信息整

理而成。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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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通常从 0~20% 不等，从瑞典出口的货

物通常不征税。①

2.4 土地获得②

瑞典关于土地和房地产获得、租赁、赠予

等的法律法规主要是《土地法》。房地产和城

乡规划的主管部门为瑞典国家住房、建筑和规

划委员会（https://www.boverket.se）。

瑞典的土地分为公有土地和私有土地，

从功能上划分为农业、林业和其他用地。对

于公有土地，企业可获得土地租赁权，租赁

权人对土地的权利和所有权人的权利实质上

是相同的，并可以转移其对土地的租赁权。

土地租赁期限至少 40 年，承租人每年需要向

业主支付租赁费，该租赁费每10年重新确定。

对于私有土地，土地可在公开市场上出售，

但土地所在地区的自治体对其土地具有优先

购买权。

为了保护水域环境，原则上不允许开发

使用水域附近的土地，包括公有土地和私有土

地；对海岸、湖畔以及大型河流两岸距离水边

100米、甚至 300米以内的区域皆禁止开发。

外国企业获取土地

外国企业在瑞典获得土地与瑞典企业条

件相同，土地年限根据合同规定不等。

2.5 外汇相关规定

瑞典外汇主管部门是瑞典中央银行，瑞

典没有特别的外汇管制规定，但如果外汇交

易涉及洗钱或资助恐怖主义活动，瑞典金融

监管局有权根据《反洗钱法》要求外汇持有

者申报来源和用途。③

对于个人，其出入境所携带的现金数额

不受限制。

对于企业，瑞典也没有企业开设外汇账

户并保持外汇平衡的法律规定，企业出口收

入可兑换成瑞典克朗，也可直接存入在瑞外

币账户；进口支付也可以自由进行，且允许

接收外国信贷；利润汇出、投资清算、特许

权使用费和许可费用的支付也没有限制。当

外汇交易金额超过 7.5 万瑞典克朗（约 5.4

万元人民币）时，须报告瑞典中央银行。④

2.6 外资优惠政策

瑞典对外资采取开放态度，不会为保护

本国产业限制外国企业，也不针对外资实行

特别的鼓励优惠政策。

补贴区域优惠政策

在瑞典，投资者在补贴区域内进行特

定投资活动可享受优惠政策。补贴区域分为

                                           

①  根据 PwC Worldwide TAX（https://taxsummaries.pwc.com）和 THOMSON REUTERS WESTAW（https://content.

next.westlaw.com）公布的信息整理而成。

②  根据 National Board of Housing、Building and Planning（https://www.boverket.se）、Land Code（1970:994）和中

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瑞典（2019 年版）》提供信息整理而成。

③  THOMSON REUTERS. https://content.next.westlaw.com.

④  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瑞典（201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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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地区（一类地区和二类地区），中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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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涉及建筑、机械制造、

产品开发、专利研发等。

                                           

①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se.mofcom.gov.cn.

②  EY.Worldwide R&D Incentives Reference Guide.

表 2-14　瑞典补贴区域内投资特定行业的鼓励政策①

鼓励政策 一类地区 二类地区

投资补贴 投资总额的 35%~40% 投资总额的 20%

贷款 投资总额的 30% 投资总额的 30%

就业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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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万瑞典克朗 12 万瑞典克朗

运输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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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额度为运输费

用的 10%~50%。

派遣人员税收减免

对于派遣的外国专家和科学家（以下简

称“派遣人员”），如其具备瑞典稀缺的知

识和技能，给予个人所得税 25% 的减免，最

长减免期限为 3年。

对派遣人员给予个人所得税减免，需满

足的条件主要包括：①派遣期限不超过 5 年

的派遣人员，其派遣期限的前 3 年可享受减

免；②雇主必须是具有瑞典税收居民身份的

公司或外国企业常设瑞典机构；③该减免需

要报税务局审批，因而需要派遣人员在受雇

后的 3 个月内向公司董事会提交税务减免申

请，公司再向税务局提交申请。

从事研发活动的优惠政策②

为鼓励研发活动，瑞典政府在社会保

险和个人所得税方面给予一定优惠政策。自

2020 年 4 月起，将从事研发活动的公司雇员

社会缴纳的保险费率由 31.42% 降至 10.42%。

对于从事研发活动的公司雇员减免社会保

险费，需满足的条件主要包括：①其开展的研

发活动是具有商业价值的；②为进行研发，将

会开发或运用新知识、新产品、新生产工艺；

③其研发将会对现有的产品质量、产品使用、

生产工业和流程等有大幅提高；④此研发不是

政府资助进行的活动；⑤该雇员从事研发活动

的时间占有效工作时间的比例不得低于 75%；

⑥该雇员年龄低于 65岁；⑦该雇员的工资必

须由具有瑞典税收居民身份的公司支付。





第三篇　中国企业对瑞典投资



  38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瑞典（2020）

1　中瑞经贸关系

1.1 中瑞双边贸易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近年来中瑞双

边贸易额稳中有升。2019 年，中瑞双边货物

贸易额为 176.8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其

中，中国对瑞典出口 85.38 亿美元，同比增

长 4.2%。中国自瑞典进口 91.43 亿美元，同

比增长 2.1%。①

中国对瑞典出口的主要商品有机电产

品、纺织品及原料和家具、玩具及杂项制品

等。2019年，机电产品出口额为35.7亿美元，

纺织品及原料为 12.8 亿美元，家具、玩具及

杂项制品为 12.5 亿美元，合计占中国对瑞典

出口总额的 63.8%。

                                          

①  中国海关总署 . http://www.customs.gov.cn.

②  《国别贸易报告：2019 年瑞典货物贸易及中瑞双边贸易概况》.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

中国自瑞典进口的主要商品有化工产品、

机电产品和运输设备等。2019 年，化工产品

进口额为 20.1 亿美元，机电产品进口额为

18.9亿美元，运输设备进口额为14.3亿美元，

合计占中国自瑞典进口总额的 70.8%。② 

1.2 中国对瑞典投资概况

近年来，中瑞之间的投资合作日益密切，

直接投资流量和直接投资存量呈现逐步上升

趋势。2019 年，中国对瑞典直接投资流量为

19.16 亿美元。截至 2019 年末，中国对瑞典

图 3-1　2015—2019 年中瑞货物贸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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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se.mofcom.gov.cn.

②  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③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se.mofcom.gov.cn.

直接投资存量为85.79亿美元。

中国企业对瑞典投资主要覆盖汽车、信息

通信、金融、矿业、新能源、医药等领域。目

前在瑞投资的中资企业主要有中国银行、五矿

北欧金属有限公司、中国国际航空、华为、中

兴、沃尔沃、中欧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等。①

图 3-2　2015—2019 年中国对瑞典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②

1.3 中瑞经贸合作机制

中瑞经贸联委会

1974 年 12 月，中瑞经贸联委会正式成

立，其下设投资、节能环保和企业社会责任

工作组，推动重点产业和重要项目合作。经

贸联委会一般每两年召开一次，两国政府就

双边关心的重大经贸议题进行磋商。2017 年

2 月，中瑞经贸联委会第 20 次会议在北京召

开，双方就中瑞经贸关系、“一带一路”倡

议合作、中欧经贸关系等交换意见。同日，

双方共同举办了“一带一路”企业圆桌会，

中国铁建、中国船级社、国开行、吉利、沃

尔沃、爱立信、山特维克、ABB 等两国企业代

表出席，共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拓展中

瑞企业及产业合作的深度和广度。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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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瑞科技合作联委会

2007 年 9 月，中瑞科技合作联委会第一

次会议在北京召开。①该联委会旨在促进两国

科技创新领域的政策和战略对接，推动两国

地方合作，发挥联委会机制协调、统筹、决

策的重要作用，为中瑞科技创新合作提供有

力支撑。2019 年 9 月，中瑞科技合作联委会

第 5 次会议于北京召开，双方在会上主要回

顾了近两年中瑞科技创新领域新进展，并就

中瑞可持续发展、生命科学与健康、北极科

研、信息和通信技术等领域合作进行了探讨

交流。②

中瑞经贸协定

中国与瑞典在经济贸易、知识产权保护、

环境保护等领域签署了一系列政府和部门间

合作协定或备忘录。

2020 年 12 月 30 日，中欧领导人共同宣

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该协定对标

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将为中欧企业带来更

多的投资机会。瑞典作为欧盟成员国适用于

该协定。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 http://www.gov.cn.

②  中国科学技术部 . http://www.most.gov.cn.

③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se.mofcom.gov.cn；中国驻哥德堡总领事馆 . http://gothenburg.mofcom.

gov.cn.

表 3-1　中瑞签署的主要经贸协定③

序号 协定名称 签署时间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典王国政府关于工业和科技合作协定》 1978 年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典王国政府贸易协定》 1979 年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典王国关于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 1982 年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典王国政府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1986 年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典王国政府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 1993 年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典王国政府关于互相保护双边投资协议的补充协定》 2004 年

7 《中瑞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协定》 2006 年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瑞典王国企业、能源和交通部中小企业合作

备忘录》
2010 年

9 《中国商务部与瑞典外交部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012 年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部与瑞典王国环境部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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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瑞工商界交流与合作

中国瑞典商会

中 国 瑞 典 商 会（Swedish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是中国官方认可的非营

利、非政府组织，成立于 2008 年 7 月，会员

企业包括 240 家瑞典公司及其相关公司。商

会的目标是推动中瑞经贸关系发展并推广瑞

典品牌，通过促进网络和信息交流提升会员

的商业利益。①

中国瑞典商会

北京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西 20 号 2 层

　　　　226

电话　　+86-10-64685820/64685825

邮箱　　beijing@swedcham.cn

网址　　https://www.swedcham.cn

上海

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 号世纪商

　　　　贸广场 20 楼

电话　　+86-21-80135039

邮箱　　shanghai@swedcham.cn

瑞典中国商会

瑞 典 中 国 商 会（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weden）成立于 2016年 12月，

是由在瑞典的中国投资企业为主发起倡议成

立的非营利组织，以促进中瑞贸易与投资合

作为主要目标，既为中资企业在瑞典安家落

户提供有效的帮助，也为当地中资企业提供

支持和服务。②

瑞典中国商会

电话    +46-709619587

邮箱　　jason@airchina.se

网址    http://www.khis.se

瑞中企业家协会

2015年 11月，瑞中企业家协会（Sweden-

China Entrepreneur Association）在斯德哥

尔摩成立，该协会是由瑞典企业家和在瑞华

人企业家共同创办的会员制信息交流平台，

会员多为年收益超过 1000 万人民币的瑞典或

中国注册企业。该协会重点关注绿色环保、

节能技术、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生命科学、

电子信息等领域，致力于深化瑞中、欧中之

间在科研、金融、贸易、人才等方面合作交

流，为瑞中企业家创造商业信息交流平台，

搭建跨国界、跨文化交流桥梁。③

                                          

①  中国瑞典商会 . https://www.swedcham.cn.

②  瑞典中国商会 . http://www.khis.se.

③  瑞中企业家协会 . http://www.swe-ch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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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瑞典投资形式

2.1 设立实体

实体类型

在瑞典，法律允许投资人成立的公司形

式包括：个体经营者、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商会。对在瑞典开展

业务的外国投资者而言，最常见的公司形式

是有限责任公司。

瑞中企业家协会

　　　　World Trade Center D4, Klaraber-
地址　　gsviadukten 70, 107 24 Stockholm, 
　　　　Sweden

邮箱　　info@swe-chi.com

网址    http://www.swe-chi.com

瑞典华人工商联合总会

2009 年 10 月，瑞典华人工商联合总会

（Chinese Con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Sweden，简称“华人工商总会”）

在斯德哥尔摩成立。华人工商总会由瑞典当

地华人工商界人士共同倡议和发起，旨在联

合和团结全瑞典工商界华人，认真遵守瑞典

的法律和规章，努力争取和维护瑞典工商界

华人的权益。同时，华人工商总会立足瑞典

在科技创新、绿色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

优势，积极为中国和瑞典企业之间的科技合

作、经贸往来、人才交流和投资融资等牵线

搭桥。①

瑞典华人工商联合总会

地址
　　Siktgatan 9, 162 50 Vällingby, 

　　　　Sweden

邮箱　　epost: info@chineseic.se

网址    http://www.chineseic.se

                                          

①  瑞典华人工商联合总会 . http://www.chineseic.se.

②  瑞典公司注册局 . https://www.bolagsverket.se.

除以上实体类型外，外国企业也可以在

瑞典直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

机构，而是外国企业的一部分；但是分公司

的账务核算必须独立于外国企业，且聘任一

家瑞典法定秘书公司。分公司有权在遵守瑞典

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独立开展经营活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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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瑞典实体类型①

个体经营者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商会

法人实体 否 是 是 是 是

所有者人数 仅 1 人
至少 2 人或 2 家

企业

至少 2 人或 2 家

企业

至少 1 人或 1 家

企业

至少 3 人或 3 家

企业

所有者责任

经营者对订立的

协议和企业的债

务 承 担 个 人 责

任。

如果合伙企业不

能偿还债务，合

伙人应对企业债

务负责。

如果有限合伙企

业 不 能 偿 还 债

务，普通合伙人

应对企业债务负

责。

有限责任公司对

其债务负责。

商会对其债务负

责。

注册资本要求 无 无

普通合伙人：无

有限合伙人：最

少 1 瑞典克朗

最少 25000 瑞典

克朗

要求以现金或服

务形式出资

公司代表 个体经营者 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 董事会 董事会

税务

对企业经营者取

得的利润征税。

（个人所得税 +

社保费用）

对合伙人在合伙

企业取得的利润

征税。

（个人所得税 +

社保费用）

对合伙人在合伙

企 业 的 利 润 征

税。

（个人所得税 +

社保费用）

对公司征企业所

得税。

对公司所有者的

工资和股息（如

有）征收个人所

得税。

对公司征企业所

得税。

对公司所有者的

工资和股息（如

有）征收个人所

得税。

年度报告和审计

要求

只 需 要 年 度 账

目，不需要审计。

如果所有人中有

法人实体，必须

任命会计并向瑞

典公司注册局递

交年度报告。

如果所有人中有

法人实体，必须

任命会计并向瑞

典公司注册局递

交年度报告。

必须向瑞典公司

注册局递交年度

报告，某些情况

下也需要提供审

计报告。

小企业可以选择

不任命审计师。

必须编制年度报

告 和 任 命 审 计

师。

                                          

①  Government services for business. https://www.verksamt.se.

②  瑞典公司注册局 . https://www.bolagsverket.se.

设立实体流程

无论设立何种类型的实体，都须在瑞典

公司注册局和瑞典税务局进行登记，可以网

上登记或现场进行登记。完成公司设立通常

需要 1~2 周。根据 2020 年世界银行报告，在

瑞典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流程见表 3-3。

外国企业分公司的设立也需要在瑞典公

司注册局和瑞典税务局进行登记注册，基本

流程与上述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一致。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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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瑞典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流程①

序号 设立流程 相关机构 所需时间 相关费用

1 

获取瑞典银行书面

证明，证明为认购

股份的现金已存入

账户。

银行 1 天 免费 

具体说明：银行证明可以由欧洲经济区内的银行，信贷公司或信贷机构提

供。应以瑞典文写明：（1）存入金额；（2）该金额是为支付正在组建公

司的股份份额；（3）股份支付日期；（4）账号；（5）是否已提款等。

2 
提交申请，并获得

注册证书。 

瑞典公司注册局 5 天 
普通申请 2200 瑞典克朗

在线申请 1900 瑞典克朗 

具体说明：瑞典公司注册局和瑞典税务局的联合管理网站（www.verk-

samt.se）提供企业注册“一站式”服务。在该网站上，申请人既可以完成

公司登记，也可以申请税务登记（所得税和增值税）、雇主登记和提交基

本纳税申报表（即开办公司通常需要的所有注册）。注册表格可在此网站

或瑞典公司注册局网站（www.bolagsverket.se）或瑞典税务局网站（www.

skatteverket.se）查询。

申请人必须在签署设立公司契约之日起 6 个月内申请注册。申请书必须由

董事会成员签署（手签或电子签），并附有设立公司决定、银行书面证明

（或非实物出资的，需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公司章程的

副本和股份认购清单的原件或经核实的副本。拟用公司名称的唯一性须与

瑞典公司注册局核对。

批准后，瑞典公司注册局将为公司分配一个组织识别号，并发布公告。公

告包括公司名称、地址、董事会成员和其他授权代表信息。

3 完成税务登记。

瑞典税务局 1 天 免费 

具体说明：需要缴纳增值税并打算在瑞典开展业务的雇主或公司必须在瑞

典税务局注册。

除异常情况，公司应在开始经营活动前 2 周向瑞典税务局登记。申请表格

可以从瑞典税务局网站下载（www.skatteverket.se），也可以通过免费邮寄

方式获得。

4 
提交所有受益人的

信息。

瑞典公司注册局
小于 1 天

（网上流程） 
250 瑞典克朗 

具体说明：自 2017 年 8 月起，新注册的公司和协会必须在注册日期起 4

周内通过 Bolagsverket 网站完成受益人信息登记，提交受益所有人信息以

及受益性质和范围的可靠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基本信息，如公司名称、地

址和公司注册证明，以及有关受益所有人的姓名、个人身份证号码、公民

身份证和国籍。

                                          

①  Doing Business 2020-Sweden，World Bank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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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清算

根据瑞典《破产法》，公司破产清算包

括两个步骤：（1）债权人或债务人向法院提

出破产清算申请；（2）法院对破产申请作出

裁决。当债务人被宣布破产后，法院将指定

破产清算人。公司董事和股东负责向清算人

提供相关信息。清算人负责处置公司资产，

并向债权人分配资金。清算人在做出重大决

定前，需与债务人和破产监管局协商沟通。通

常情况下，整个破产清算流程需要 1~3 年。①

2.2 兼并收购

在瑞典，兼并收购主要有法定并购和要

约并购两种形式。法定并购适用于上市公司

和非上市公司，要约并购仅适用于上市公司。

主管部门

瑞典竞争管理局（Swedish  Competition 

Authority，SCA）负责监督公司收购符合

《竞争法》，确保市场的公平竞争和良好运

作。瑞典证券委员会（Swedish  Securities 

Council，SSC）负责监管瑞典证券或股票市

场上的交易行为符合《收购法》。

相关法律

瑞典有关兼收并购的主要法律包括《公司

法》《收购法》《竞争法》《金融工具交易法》。

兼并收购主要环节

在瑞典，兼并收购需依照《公司法》的

有关规定进行，法定并购主要环节如图 3-3

所示。

图 3-3　瑞典兼并收购公司的主要步骤②

                                          

①  Lexology. https://www.lexology.com.

②  瑞典《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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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典兼并收购上市公司，除了可以按

照上述《公司法》的规定进行法定并购外，

也可以通过公开要约的方式进行兼并收购。

在公开要约并购中，要约人必须根据《金融

工具交易法》和《收购法》准备一份要约文

件并提交瑞典金融监管局审批；经批准后，

要约人才可以发布要约文件。

近年来，欧盟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审查趋于严格，有意在瑞典开展并购业务的中国企

业，在并购前务必了解所并购企业是否涉及敏感行业或信息，以免受损。中国企业可以

委托瑞典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顾问，提供关于公司收购的法律服务，通常包括：对被收

购企业（即卖方）的尽职调查，起草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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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特别提示

                                          

①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se.mofcom.gov.cn.

②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 . http://www.chinaembassy.se.

2.3 联合研发

中国与瑞典政府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源

远流长。1978 年 12 月，两国政府签署《中瑞

工业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并于 2004 年 12

月重新签署该协定（新版），为两国更广泛

的科学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协定框架下，

中国科技部与瑞典教育科研部牵头建立了中

瑞科技合作联委会机制。近年来，双边科技

合作不断深化，合作领域越来越广泛，涉及

能源、环保、卫生、冶金、航空航天、农业等。

2011 年 11 月，中瑞在“可持续发展”和

“生命科学”两个领域签署《执行安排》协议。

2017 年 8 月，双方确定将北极科研、生命科

学、气候变化等作为未来合作的优先领域，

标志着中瑞科技创新合作迈入新的阶段。②

感知集团设立物联网瑞典研究院。中国感知科技集团（以下简称“感知集团”）

是一家以物联网为核心，研、产、融、商深度融合的跨国高科技企业集团。经过 5 年

发展，集团已拥有 71 家分支机构，产值规模超过 170 亿元。2015 年 7 月，由感知集

团投资的“物联网瑞典研究院”在斯德哥尔摩西斯塔科技园正式成立。该研究院一方

面重点在物联网核心芯片技术、标准化技术以及健康和医疗等应用领域开展研究；另

一方面，与当地的合作伙伴和高校紧密合作，共同推进物联网国际标准化。

案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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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资目标行业

信息通信产业

瑞典的信息通信产业高度发达，以无线

电、通信软件、汽车电子通信、光电、嵌入

式系统芯片的发展为主。2019 年，产业收入

总额约 6516 亿瑞典克朗，出口额约 1235 亿

瑞典克朗。①截至 2020 年第二季度，从业人

员数量近 2010 万。②

哥德堡地区是瑞典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最

具代表性的地区。当地拥有约 5300 家信息通

信公司和约 26500 名该领域研究专家。信息

通信技术在该地区的应用领域多种多样，嵌

入式系统、基础设施和云服务、移动技术、

视觉化和游戏、微波技术等领域有很大增

长潜力，发展前景较好。当地有 3 个科学园

和 1 家著名科研院校—查尔默斯理工大学

（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为科研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瑞典信息通信产业的引资优势主要体

现在科研条件便利，发展速度快，增长潜力

大等。在瑞典投资的跨国企业包括诺基亚、

IBM、英特尔、微软等。目前，华为、中兴等

中国企业已在瑞典设立分支机构。华为还联

合中航信、博能、天睿、华东电子、晶通等

合作伙伴在瑞典提供领先的智慧机场解决方

案，运用无线网络同时提供专业的宽带集群

和数据传输服务。③

生命科学产业

瑞典生命科学产业发达，生物技术、制

药和医疗设备等方面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

                                          

①  瑞典国家统计局 . https://www.scb.se.

②  Statista. https://www.statista.com.

③  华为 . https://www.huawei.com.

瑞典电信业发达，是全球无线技术的科创中心，有“北欧科技之星”之称，在全球

最有创造力国家排行榜中长期位居前列。中国在物联网领域布局早，发展速度快，形成

了较强的技术积累和人才储备。该研究院的设立，结合了瑞典的电信科技力量和中国的

专业人才，不仅提高了中国研究人员的科研能力，推动了中国企业在科研领域和高端技

术行业的发展，而且有助于推动国际合作，推进物联网标准化，打造物联网相关的创新

生态系统，建立新的双边科研合作关系。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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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系统技术、非扩散测量技术以及生物

材料的研究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产业

门类包括药物研发和生产、医疗技术和器械、

诊断技术和设备、生物材料、临床试验、系

统解决技术等。瑞典拥有影响世界的医学发

明，如心脏起搏器、呼吸器、人造肾、超声波、

伽马刀、局部麻醉等。

2010 年以来，瑞典生命科学产业的年

净出口值基本维持在 250 亿瑞典克朗以上。

2015—2019 年，瑞典生命科学类企业融资规

模达 350 亿瑞典克朗，投资回报达 220 亿瑞

典克朗。①股票市场为其主要融资来源，占融

资总额的 75%。

瑞典生命科学产业代表区域有斯德哥尔

摩—乌普萨拉地区、哥德堡地区、马尔默—

隆德地区等。②斯德哥尔摩地区在数字化的

生命科学医疗解决方案开发方面独具优势，

在过去 10 年中，该地区平均每年新建 15~20

家生命科学企业。③哥德堡是瑞典领先的生

命科学地区之一，在该领域拥有约 450 家企

业和大规模国际研发集群，在开发智能机械

臂、3D 生物打印和辅助技术等方面处于领先

地位。④

瑞典的生命科学产业引资优势主要体现

在产业门类齐全，技术水平领先，投资回报

率高等。中国医药企业已在瑞典设立分支机

构，例如，中国上海东宝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在瑞典利姆港投资设立瑞康生命科学有限

公司。⑤

汽车产业

瑞典的汽车制造工业居世界领先地位，

是其支柱产业之一，也是最大的出口产业。

瑞典特别关注汽车产业的创新性、可持续性

和协同创造性，具有丰富的汽车制造经验，

汽车生产和软硬件测试研发环境良好，配件

供应充足。同时，在汽车移动通信系统、安

全系统和自动化等专业技术方面独具优势。⑥

瑞典汽车业的产能利用率较为突出，汽

车、拖车和半挂车产业的工业产能利用率一

直维持在约 80%~90%。2018—2019 年，汽车

产业工业生产指数（IPI）月同比平均增长率

为 4%。⑦瑞典汽车产业以出口为导向，生产的

商用车中 85% 以上用于出口，重型汽车出口

比例高达 95%。⑧

瑞典汽车产业的三大品牌为沃尔沃、萨

                                          

①  瑞 典 投 资 机 构 Industrifonden 报 告 .The Life Science Funding Landscape in Sweden 2015—2019，2020 年 6 月。

https://industrifonden.com.

②  瑞典政府网 . https://www.government.se.

③  PharmaBoardroom. https://pharmaboardroom.com.

④  Business Region Göteborg AB (BRG). https://www.investingothenburg.com.

⑤  瑞康生命科学有限公司 . http://www.rechon.com.

⑥  瑞典贸易投资委员会 . https://www.business-sweden.com.

⑦  瑞典国家统计局 . https://www.scb.se.

⑧  Car Brand Names. https://car-brand-na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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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和斯堪尼亚。沃尔沃集团在2019年《财富》

世界 500 强中名列第 253 位。

瑞典汽车产业引资优势主要体现在技术

水平先进、研发环境良好、生产经验丰富等。

在瑞典投资的外资企业有大众、恒大、吉利

等。2010 年，中国汽车企业浙江吉利控股集

团成功并购沃尔沃汽车公司。2019 年，沃尔

沃汽车集团自 1927 年成立以来销量首次突破

70 万辆，连续 6 年创历史销量新高。沃尔沃

汽车在中国生产的车型迄今已出口至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①

清洁能源产业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瑞典政府大力发展

可替代能源，对化石燃料的进口依赖程度逐

渐降低，较为成熟的清洁能源技术在能源使

用中占比逐步提高。目前，瑞典电力生产基

本实现无油、无煤，电力来源主要为水电和

核电。清洁能源的应用领域广泛，不仅用于

工业生产、房屋供热等，还用于交通运输行

业，同时带动了有机废料的回收利用和林木

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大的产业发展

空间。②

2019 年， 瑞 典 核 燃 料 发 电 66585GWh

（相当于 665.85 亿度电），约占总发电量的

40%；水力发电 65139GWh（相当于 651.39 亿

度电）约占总发电量的 39%。同时，瑞典广泛

使用生物能源，在空间供热和区域供热方面

也主要使用低碳能源。

瑞典在《能源协定》和《气候框架》中

设定目标，计划到 2030 年减少 70% 的交通排

放，到 2040 年实现 100% 可再生能源发电。③

瑞典清洁能源产业的引资优势主要体现

在其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政府重视程

度高等。投资瑞典清洁能源产业的中国企业

包括中国广核集团、远景能源、湖南德胜能

源设备发展有限公司等，外资企业包括西班

牙风电巨头 Iberdrola 等。中国广核集团于

2018 年正式完成对欧洲最大单体陆上风电

场—瑞典北极风电项目 75% 股权收购。这

次并购使中国广核集团得以进入北欧市场，

对中国企业深耕欧洲市场具有深远意义。④

环保产业

瑞典是开展环境保护最早的国家，环保

产业一直以来都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强调

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政府

机构间具备完善的管理体制，通过法律、经

济、教育等多种手段引导企业注重环保。瑞

典拥有约 3500 家清洁技术公司，总收入约为

140 亿美元，涉及领域涵盖污水处理、废气排

放控制、固体垃圾回收与处理等技术，使环

                                          

①  沃尔沃汽车集团 . https://www.media.volvocars.com.

②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https://www.irena.org.

③  国际能源署（IEA）. https://www.iea.org.

④  新华网 . http://www.xinhua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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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产业成为经济新增长点。①

瑞典极为重视对环保的投入。2015—

2019 年，瑞典环保总支出逐年增长，由 2015

年的 126.44 亿瑞典克朗增长至 2019 年的

180.51 亿瑞典克朗。②瑞典温室气体排放量自

1990 年以来已减少了近 20%，是欧洲最低的

国家之一。瑞典还设定了到 2050 年使温室气

体净排放为零的目标。③

瑞典的环保产业引资优势主要体现在

发展速度快、技术应用广泛等。著名环保企

业包括阿法拉伐（AlfaLaval）集团、普拉

克公司、恩瓦克（Envac）等。中国企业国

中水务通过收购瑞典水净化设备公司 Josab 

International  AB，掌握了成熟的便携式小

型供水设备和水净化技术，迅速打开农村环

保水利产业的新市场，加快了中国环保企业

“走出去”的步伐。④

新材料产业

为减少对环境和气候的影响，瑞典近年

来特别关注发展循环经济和生物经济，推动

高附加值生物基材料的发展，以取代化石基

原材料。许多瑞典公司正在使用木材开发新型

生物基材料，用于阻隔薄膜、化学品、碳纤维

和其他未来具有变革行业潜力的材料开发。

瑞典开发新材料自然资源条件优越，除

了丰富的森林资源，还有大量矿物和稀土金

属矿藏，包括钇、铽和铈等，这些矿藏对很

多高科技产品的生产至关重要。瑞典也是超

级材料石墨烯研究的世界领导者。查尔默斯

理工大学的石墨烯旗舰项目是欧盟有史以来

最大的研究项目，涵盖来自 17 个欧洲国家的

60 多家机构和产业集团。

2015—2018 年，瑞典从事增材制造（3D

打印）的公司数量增加了两倍，研究所和研

究人员数量也显著增加。科研人员与初创

企业通力合作，加快了产业研究技术成果的

转化。⑤

瑞典的新材料产业引资优势主要有自然

资源丰富、研发实力强、市场潜力大等。在

瑞典投资 3D 打印的外资企业有西门子、通用

电气等。西门子在瑞典芬斯蓬市（Finspång）

开设了一间大规模制造金属 3D 打印部件的工

厂，是瑞典国内的首家此类工厂，总投资约

为 2 亿瑞典克朗。2019 年，中国企业万华化

学收购瑞典国际化工 100% 股权，掌握了瑞典

国际化工的自有技术，优化了公司在欧洲的

研发能力，促进和提升了公司在化工新材料

领域的全球行业竞争力。⑥

                                          

①  瑞典政府网 . https://www.government.se.

②  瑞典国家统计局 . https://www.scb.se.

③  AZO Cleantech. https://www.azocleantech.com.

④  中国水网 . http://www.h2o-china.com.

⑤  瑞典贸易投资委员会 . https://www.business-sweden.com.

⑥  新华网 . http://www.xinhua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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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瑞典投资建议与典型案例

4.1 投资建议

中国企业赴瑞投资，应综合考虑自身投

资战略和当地产业优势，客观评估投资风险

并做好防范措施，熟悉市场特点，尊重文化

差异。

提升自身合规水平

中国企业应提高合规意识，赴瑞投资要

遵守当地有关法律法规，密切关注行业具体

规定，确保合法合规运营。例如，瑞典十分

重视环境保护，企业投资前应充分了解当地

环境保护法规，实时跟踪当地的环保标准，

做好污染物控制及治理措施。同时，瑞典对

雇佣员工等也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制定诸多

法律条款以禁止办公场所内发生歧视行为等。

企业应认真研究劳工相关政策法律，避免劳

工纠纷。此外，企业可聘请熟悉当地合规要

求的中介机构参与项目全流程管理，以避免

日常运营中遇到不必要的障碍。

熟悉瑞典市场环境和企业特点

瑞典国内市场规模较小，对合作业务关

系稳定性要求较高。中国企业投瑞典需要耐

心，特别是在与瑞典企业建立联系的初期。

瑞典企业对于产品质量要求较高，但对合理

的报价不愿讨价还价，可能会提出在产品上

增加诸如瑞典文标签和说明等额外要求。①中

国投资者应提前了解瑞典的市场状况和瑞典

企业的经商特点，提前做好充分准备以便在

瑞典顺利投资运营。

加强投资风险防范

瑞典金融市场较为发达，企业可以积极

利用瑞典保险、担保、银行等保险金融机构

和其他专业风险管理机构的相关业务保障自

身利益。中国企业赴瑞投资，应提前对瑞典

优势行业及投资标的进行分析，制定投资可

行性报告。企业也应根据自身投资战略的变

动及时调整资金使用范围，降低资金风险，

确保企业稳定经营。此外，企业可提高瑞典

本土员工特别是中高层管理员工的比例，借

助其对当地市场的风险防控经验，增强企业

的风险防范能力。

尊重文化和观念差异

外国企业赴瑞投资应充分了解瑞典当地

文化观念和特色民风民俗，避免文化冲突。

瑞典当地民主和平等观念很强，作为欧盟、

WTO 和 OECD 等多边组织的成员国，瑞典实行

完全市场经济和非歧视性原则，对不同产权

和国籍的资本一视同仁，不会为保护本国产

业而限制外国企业，同时，也不会针对外资

实行特殊鼓励优惠政策。②中国企业可以积极

                                          

①  根据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瑞典（2020 年版）》整理。

②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se.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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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地的本土企业及先行的跨国企业进行沟

通交流，学习相关经验，以“求同存异，相

互尊重”的思考方式平衡文化差异，以诚相

待，和睦相处。

4.2 典型案例

吉利收购沃尔沃 100%股权①

项目概况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以下简称“吉利集团”）是中国汽车行业十强企业。1997 年

进入轿车领域以来，吉利集团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持续的自主创新，取得了快速的发

展。沃尔沃（Volvo）成立于 1927 年，总部设在瑞典哥德堡，是一家全球知名汽车企业。

2010 年 3 月，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以 18 亿美元收购沃尔沃 100% 股权，并且在知

识产权、零部件供应和研发方面达成重要条款。

主要实践

综合考量投资价值，实现效益最大化。吉利集团借助此次成功收购实现了品牌、

人才和技术三方面的价值。一是利用沃尔沃的品牌知名度提升整体形象，并通过品牌

移植来提升自主品牌价值，以成为能够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高端民族品牌。二是拥有

一支高素质研发人才队伍，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三是建立汽车技术中心，

在汽车安全领域拥有了一系列领先技术和生产豪华车型的技术体系能力。此次并购使

得吉利汽车进一步开拓市场，在控制生产成本的同时不断创新，实现营收的显著增长，

实现效率和效益的最大化。

维护发扬原有品牌，实现协同发展。企业并购难免影响被并购企业原有的品牌价

值。沃尔沃豪华车品牌的世界地位和享誉全球的安全性能早已深入人心。吉利为了维

护沃尔沃品牌形象，早在 2010 年收购开始，就与沃尔沃汽车确立了协同发展的策略，

保留了总部、原工厂、全部员工队伍和高管团队以及经销渠道，还在成都新建了品牌

体验中心，向世界展示出先进汽车制造能力。双方在研发、采购、质量管理、品牌建设、

人员培养等方面各自发挥优势，在保持双方品牌独特定位的基础上共同发展。由此，

吉利汽车成功保留了沃尔沃这一瑞典品牌，发扬品牌价值，使品牌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积极融入当地文化，顺利完成过渡衔接。跨国并购中极具挑战的是文化融合，以

及国际化运营团队的有效合作运转。吉利收购完成后，尊重瑞典当地的商业文明、原

案例 2

                                          

①  时海涛，于峰 .《吉利收购沃尔沃案例分析》，载于《现代商业—产业研究》第 250 页、第 251 页 . https://

www.ixues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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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人股份收购OPCON公司核心业务子公司

项目概况②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人股份”）是一家以压缩机为核心，集

余热回收发电、工商业制冷等研发、设计、制造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瑞典 OPCON 公

司发明了世界第一台蒸汽轮机，其子公司 SRM 是全球压缩机技术的鼻祖，另一子公司

OES 是螺杆膨胀发电机技术的创始者，掌握着来自全世界的客户资源。雪人股份将瑞

典 OPCON 公司作为收购目标，通过收购完成产业升级，以掌握核心技术。

2015 年 6 月，雪人股份旗下的并购基金投资 4 亿元收购了瑞典 OPCON 核心业务两

大子公司 SRM 和 OES 的 100% 股权。通过并购，公司掌握了先进的螺杆膨胀发电机技

术和氢燃料电池空气循环系统核心技术。

主要实践

评估投资价值，掌握先进技术。雪人股份通过并购基金，全资收购了瑞典 SRM

及 OES 公司，拥有了压缩机核心技术的同时，致力于开发节能低碳产品。收购后，

公司利用先进螺杆膨胀发电机技术，开发废气余热及低品位能源利用发电技术。

雪人股份还掌握了氢燃料电池空气循环系统核心技术，目前已开发出 12 个型号

的燃料电池系统，为克莱斯勒、奔驰、通用、沃尔沃等众多汽车生产商提供过燃料

电池系统，未来将在国内进行燃料汽车推广，推动汽车行业环保健康发展。

加强政府沟通，保持协同合作。雪人股份在并购全过程中保持与政府机构的良好

沟通，充分说明并购原因、并购方式、发展规划及未来收益等，获得了政府的认可和

大力支持，使得并购道路更加顺畅。同时，雪人股份尊重瑞典协同合作的文化氛围，

对并购后的合作保持积极开放的态度，求同存异，妥善处理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

案例 3

本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念，合理处理当地劳工关系，实现顺利衔接。①完成收购后的

10年间沃尔沃汽车不断发展壮大，不仅实现了经济效益，更实现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促进北欧文化与全球多元文化的有机结合。

                                          

①  中欧汽车技术中心 . https://www.cevt.se.

②  雪人股份 . https://www.snowk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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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瑞典技术创新优势。瑞典是北欧五国中面积最大的国家，有着“创新之国”

的美誉，在近几年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瑞典始终位居第 3。①中国企业可结合自身发

展方向，通过收购兼并、国际参股、技术合作等方式，利用瑞典的核心技术以及全球知

名品牌，实现产业升级，扩展业务领域，扩大国内外市场份额。吉利集团和雪人股份的

成功案例，反映出通过跨国并购拥有全球领先技术的重要性和显著成效。

综合考量投资价值和自身需求。企业在投资前应充分考量投资对自身企业未来发

展的利弊，包括投资对象的品牌价值、技术能力、未来发展和影响效应等，提前为解决

跨国并购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做准备。上述两则案例中，中国企业在投资前，均结合自身

需求，综合考量投资价值，评估发展前景，并与目标企业进行充分的合作与沟通，为成

功投资打下坚实的基础。沃尔沃为吉利集团提供品牌价值和技术优势，吉利集团所提供

的资金和销售市场解决了沃尔沃的经营困难；雪人股份并购 OPCON 公司以获取其核心技

术，OPCON 公司的技术得以进一步开发、应用和推广。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吉利集团和雪人股份在瑞典的投资实践中，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注重与员工、政府、企业的交流，提供了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普

遍认可，为企业在瑞长期稳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启示

                                          

①  中国·江苏第六届国际产学研合作论坛暨跨国技术转移大会简报第六期 . http://www.citt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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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瑞典金融市场概况

瑞典金融市场较为发达，金融体系由银

行、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和金融监管机构

构成。目前瑞典有 166 家银行、①2 家证券交

易所、139 家保险公司。②

1.1 银行体系

瑞典的银行体系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

                                          

①  独立机构 TheBanks.EU. https://thebanks.eu.

②  瑞典国家统计局 . https://www.scb.se.

③  瑞典中央银行 . https://www.riksbank.se.

构成。商业银行包括本土银行和外资银行（含

中资银行）。

中央银行

瑞典中央银行隶属于瑞典议会，主要职

能包括：发行货币并维持货币体系的稳定；

制定货币政策调控通货膨胀，确保货币支

付的安全性与高效性；支持总体经济政策

目标。③

表 4-1　瑞典主要金融机构

中央银行

瑞典中央银行

主要本土银行

瑞典商业银行 瑞典银行 北欧斯安银行

主要外资银行

美国银行 汇丰银行 德意志银行 花旗银行

中资银行

中国银行斯德哥尔摩分行

主要保险公司

Folksam 保险公司 Moderna 保险公司

证券交易所

纳斯达克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 NGM 证券交易所

金融监管机构

瑞典金融监管局



  57

第四篇　中国企业融资

                                          

①  瑞典商业银行 . https://www.handelsbanken.com.

②  瑞典银行 . https://www.swedbank.se.

③  北欧斯安银行 . https://sebgroup.com.

瑞典中央银行

网址    https://www.riksbank.se

地址    Brunkebergstorg 11

电话    +46-8-7870000

本土商业银行

瑞典本土银行主要有瑞典商业银行（HAN-

DELS  BANKEN）、瑞典银行（Swedbank）和北

欧斯安银行（SEB）。

瑞典商业银行。成立于 1871 年，是瑞典

历史最为悠久的银行之一，在瑞典约有 400

家分支机构，可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日常基础

现金服务，为大型公司提供如资产管理、银

行交易及企业融资等服务。①

瑞典银行。前身是成立于 1820 年的瑞

典第一储蓄银行和成立于 1915 年的第一农

村信用银行，目前约有 730 万个人客户和约

54.6 万家企业客户，是瑞典拥有最多客户的

银行。②

北欧斯安银行。成立于1856年，为瑞典、

丹麦、芬兰等北欧国家及英国、德国等其他

国家的全球客户和金融机构提供企业金融服

务及投资银行服务。银行拥有比较完善的国

际服务网络，在中国北京、上海、香港设有

办事处。③

表 4-2　瑞典主要本土商业银行联系方式

银行名称 联系方式 地址

瑞典商业银行
网址： https://www.handelsbanken.com

电话：+46-8-7011000

Kungsträdgårdsgatan 2, SE-10670 Stockholm, 

Sweden

瑞典银行
网址：https://www.swedbank.se

电话：+46-8-58590000
Landsvägen 40, 172 63 Sundbyberg, Sweden

北欧斯安银行
网址： https://seb.se

电话：+46-7-71621000

Kungsträdgårdsgatan 8, SE 106-40 Stockholm, 

Sweden

外资银行

瑞典的外资银行主要有：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汇丰银行（HSBC）、德意志

银行（Deutsche  Bank）和花旗银行（Citi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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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瑞典主要外资银行联系方式

银行名称 联系方式

美国银行

网址： https://www.bofaml.com

电话：+46-8-4591280

地址： Birger Jarlsgatan 13, SE-111 

　　　45 Stockholm, Sweden

汇丰银行

网址：https://www.business.hsbc.se

地址： Birger Jarlsgatan 4, 114 34 

　　　Stockholm, Sweden

德意志银行

网址： https://www.db.com

电话：+46-8-4635500

地址：Jakobsbergsgatan 13,111 44 

　　　Stockholm, Sweden

花旗银行

网址： http://careers.citigroup.com

电话：+46-8-7233400

地址：Birger Jarlsgatan 6, 114 34 

　　　Stockholm，Sweden

中资银行

中国银行于 2012 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设

立分行，是第一家在北欧地区注册营业的中

资银行。

中国银行斯德哥尔摩分行

地址
    BIRGER JARLSGATAN 28, 

　　　　STOCKHOLM, SWEDEN

电话    +46-10-7888888　

邮箱    service.se@bankofchina.com

网址　　https://www.bankofchina.com

目前该分行主要提供与中瑞贸易相关的

企业金融服务，包括向当地国际化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及中资企业提供银团贷款、集团

统一授信、全球现金管理、人民币综合服务、

企业融资、国际结算以及外汇交易等金融

服务。①

1.2 证券市场

证券交易所

瑞典主要的证券交易所为纳斯达克斯德

哥尔摩证券交易所（Nasdaq  Stockholm）和

Nordic Growth Market 证券交易所（NGM）。

纳斯达克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北

欧地区最大的证券交易所，前身为斯德哥

尔 摩 证 券 交 易 所（Stockholm  Securities 

Exchange），成立于 1863 年，后由纳斯达克

集团收购，为纳斯达克成员所之一。②主要运

营 OMX Stockholm 和 First North Sweden 两

个证券市场，产品类型涉及股票、债券、认

购权和交易所交易基金等。③网址：http://

www.nasdaqomxnordic.com。

NGM 证券交易所。北欧领先的证券交

易所之一，为北欧市场提供超过 15000 种工

具的交易，包括股票、债券和其他衍生产

品。主要运营两个较小的市场，Spotlight/

AktieTorget 和 Nordic MTF。网址：https://

www.ngm.se。

                                          

①  中国银行 . https://www.bankofchina.com.

②  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 . http://www.nasdaqomxnordic.com.

③  纳斯达克斯德哥尔摩 2018 年年报 . http://www.nasdaqomxnord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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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指数

瑞典主要的证券交易指数包括 OMX 

Nordic 40指数（OMX N40）和 OMX Stockholm 

30 指数（OMX S30）。

（1）OMX  N40 指数是自由流通市值加权

指数，用以衡量在纳斯达克哥本哈根、赫尔

辛基、冰岛及斯德哥尔摩上市的规模最大、

最常交易的 40 个证券的表现。①主要成分股

包括Ambu（安保）②、Ericsson B（爱立信）、

Volvo B（沃尔沃）等知名企业。

（2）OMX  S30 指数是市值加权指数，用

以衡量在纳斯达克斯德哥尔摩上市的规模最

大、最常交易的 30 个证券的表现。③主要成

分股包括 Ambu（安保）、Atlas Copco（阿特

拉斯·科普柯集团④）、Volvo B（沃尔沃）、

Swedbank A（瑞典银行）等知名企业。

1.3 保险市场

瑞典保险市场主要险种有养老保险、人

寿保险、财产保险、疾病保险、意外保险、

健康保险及其他非人寿保险等。2019 年，养

老保险和人寿保险的保费总额约 2670 亿瑞典

克朗，非人寿保险的保费总额约 920 亿瑞典

克朗。在过去 10 年里，瑞典总保费增加了

32%。⑤2019 年，保险业从业人员将近 22000

名，约占劳动力市场的 5%。

                                          

①  纳斯达克 . https://indexes.nasdaqomx.com.

②  Ambush 中国 . http://ambuchina.com.

③  同①。

④  阿特拉斯·科普柯中国 . https://www.atlascopco.com.cn.

⑤  瑞典保险协会 . Insurance in Sweden 2010-2019. https://www.svenskforsakring.se.

表 4-4　瑞典主要保险公司介绍

公司名称 简介 联系方式

Alecta Insurance
成立于 1971 年，为瑞典 250 万人和 35000

家企业提供职业养老金计划。

地址：Regeringsgatan 107, Stockholm,  Sweden 

电话：+46-8-4416000

网址：ttps://www.alecta.se

AFA Insurance

集体协议保险机构，归瑞典企业联合会、瑞

典工会联合会和谈判与合作委员会三方所

有。目前服务客户人数达 480 多万。核心保

险业务为疾病、工伤、死亡等意外保险。

地址：Kundcenter har öppet vardagar kl 8-17, 

　　　Sweden 

电话：+46-7-71880099

网址：https://www.afaforsakring.se

AMF Insurance

瑞典领先的养老保险公司之一。其资产规模

达 6850 亿瑞典克朗，为大约 400 万客户提

供服务。主要产品为传统人寿保险，为个人

和企业提供职业养老金计划。

地址：Klara Södra Kyrkogata 18, Sweden 

电话：+46-8-6963100

网址：https://www.amf.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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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融资渠道及方式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

国企业对外投资步伐加快，融资需求日益增

长，在境内外融资的渠道及方式也日趋丰富

和多元化。 

2.1 境内融资

企业在境内融资一般采用信贷融资、债

券融资、股权融资等三大类方式。下面主要

介绍与企业对外投资紧密相关的一些具体融

资方式。

信贷融资

国内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为“走出

去”企业提供多种形式的贷款融资产品。

政策性银行贷款。国家开发银行（以下

简称“国开行”）是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

机构，也是中国最大的中长期信贷银行和债

券银行。近年来，国开行积极深化与各国政

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合作，推出多项国际

业务产品，主要用于支持中国企业融资的是

贷款融资类产品和自营投资类产品。

（1）贷款融资类产品：旨在解决中国企

瑞典国家统计局（SCB）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 2019 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保险公司共

139 家；人寿保险公司资产总值为 45160 亿瑞

典克朗，同比增长 10.90%；非寿险公司总资

产达 5400 亿瑞典克朗，同比增长 4.45%。①

1.4 金融监管机构

瑞典对金融业采取混业监管模式，主要

监管机构有瑞典中央银行和瑞典金融监管局。

瑞典中央银行

瑞典中央银行重点监管主要银行、金融

市场以及金融基础设施的运作，负责维系支

付机制的安全高效和国家金融系统的稳定，

在危机情况下向银行提供临时流动性援助。

瑞典金融监管局

瑞典金融监管局（Finansinspektionen, 

FI）负责监管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维

护与促进金融市场的高效性与稳定性。金融

监管局隶属于瑞典财政部，②主要职能包括：

制定金融监管规则；颁发金融机构经营许可

牌照；评估金融市场、行业和金融机构健康

状况；检查各金融机构风险内控机制和合

规情况；分析调研金融市场趋势等。网址：

https://fi.se。

                                          

①  瑞典国家统计局 . https://www.scb.se.

②  瑞典金融监管局 . https://f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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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进出口银行官网 . http://www.eximbank.gov.cn.

业在基础设施、装备制造、金融、农业、民生、

能源等重点领域的资金困难问题，主要包括

外汇中长期项目贷款、国际银团贷款等。

- 外汇中长期贷款：期限在一年 ( 不含 )

以上，以贷款形成资产的预期现金流作为偿

还主要来源的贷款，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基

础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基本建设及技术改

造项目等领域。

-国际银团贷款：两家或两家以上金融机

构向借款人发放的，贷款资金用于支持国际

项目的银团业务。国际银团贷款的优势在于

利用国际金融市场资源，贷款金额大、贷款

主体多；有助于企业优化资产结构，降低贷

款集中度。该产品适用于支持境外项目的国

内外集团客户大型项目融资、贸易融资以及

各种大额流动资金融资。

（2）自营投资类产品：作为中国银行业

唯一具有人民币投资功能的专业投资机构，

国开行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和丰富的基金筹备

设立经验，积极开展政策性基金业务，推动

中国企业“走出去”。其中，典型的自营投

资类产品是多双边合作基金，如丝路基金等。

国家开发银行

网址    http://www.cdb.com.cn

电话　　+86-10-68306688

传真    +86-10-68306699

邮箱    webmaster@cdb.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8 号

中国进出口银行①（以下简称“进出口银

行”）是支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投资发展与

国际经济合作、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政

策性银行。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方面，进

出口银行逐步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

支持力度。中国企业可通过进出口银行的信

贷业务进行融资，主要包括境外投资贷款、

“两优”贷款、对外承包工程贷款、出口卖

方信贷和出口买方信贷等。

-境外投资贷款：进出口银行对境内外中

资企业的各类境外投资项目所需资金提供的

本、外币贷款。该项业务适用于在中国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境内中资企业，或在中国境外合法登记注

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境外中资企业。

-“两优”贷款：中国援外优惠贷款和优

惠出口买方信贷的简称，是中国政府给予发

展中国家政府的优惠性资金安排。进出口银

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两优”贷款业务唯一

承办行。“两优”贷款的借款人一般为借款

国政府主权机构。某些情况下可以为借款国

政府指定并经中国进出口银行认可的金融机

构或其他机构，但应由其政府主权机构提供

担保。

- 对外承包工程贷款：进出口银行对企

业实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所需资金提供的本、

外币贷款。该业务的支持对象包括中方借款

人和外方借款人。

-出口卖方信贷：进出口银行对我国境内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企业出口特定产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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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所需资金提供的本、外币贷款。

-出口买方信贷：进出口银行向境外借款

人提供的促进中国产品、技术和服务出口的

本、外币贷款。

中国进出口银行

网址    http://www.eximbank.gov.cn

电话    +86-10-83579988

传真    +86-10-66060636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30 号

政策性银行为海外投资项目提供贷款支持

国开行提供外汇中长期贷款。2013 年 9 月，中石油与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康采恩签

署了加尔金内什气田年 300 亿立方米商品气 EPC 合同和年增供 250 亿立方米天然气的

购销协议，国开行与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康采恩签署了项目建设融资协议。

国开行提供国际银团贷款。2014 年 4 月，五矿资源有限公司、国新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和中信金属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以 58.5 亿美元收购嘉能可邦巴斯项目股权，国

开行与花旗银行、工银国际等银行为其提供银团贷款融资支持。

中地海外集团承建喀麦隆项目获“两优”贷款支持。2009 年，进出口银行与喀麦

隆经济计划与国土政治部签署融资贷款协议，为喀麦隆杜阿拉水厂项目提供援外优惠贷

款。这是进出口银行投资建设的重要供水项目。该项目由中地海外水务有限公司承建。

中成套集团承建巴巴多斯项目获“两优”贷款支持。2015 年 11 月 23 日，中国

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EPC方式承建的巴巴多斯山姆罗德酒店项目正式奠基。

该酒店项目合同总金额 2 亿美元，由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买方信贷，是巴巴多斯政府

使用进出口银行提供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的第一个项目。

案例 1

政策性银行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宗旨，在支持企业“走出去”、国际产能合作、

能源资源安全、区域互联互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应深入了解政策性资金的申

请条件、特点，用好用足政策性资金，助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做大做强。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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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并购贷款。跨境并购贷款业务是由

银行向企业或其在境外设立的实体提供贷款，

用于其收购境外目标企业的股权、股份或资

产。近年来，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交易活跃，

国内商业银行充分发挥国际化、多元化优势，

积极开展跨境并购贷款业务，重点支持有实

力的国有大型企业或优质民营企业实施符合

自身产业和发展战略的境外收购兼并，以获

取海外优质资源、关键技术、研发能力及分

销渠道，提升核心竞争力。

跨境并购贷款的特点是，成本相对较低，

产品相对成熟，审批流程较快，无资金募集

环节。

商业银行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跨境并购贷款服务

洲际油气获跨境并购贷款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企业股权。2014 年，中国民营企

业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际油气”）和哈萨克斯坦马腾石油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收购协议，由洲际油气出资 5.25 亿美元收购马腾石油公司 95% 的股权。中国银

行海南分行和中行的两家境外分行通过组织银团方式提供了 4.3 亿美元的跨境并购贷

款。该笔跨境并购贷款为“一带一路”倡议下海南省企业获得的第一笔境外并购贷款。 

长电科技利用跨境并购贷款等方式收购新加坡半导体企业。2015 年，江苏长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电科技”）收购全球半导体行业排名第 4 的新加坡

STATS ChipPAC Ltd（以下简称“星科金朋”）。中国银行采用跨境并购贷款等方式，

联合多家境内外金融机构为长电科技筹组了 1.2 亿美元贷款，成功支持该笔交易。并

购后，长电科技跻身全球半导体封测行业前 3 位，成为全球半导体领军企业，同时提

升了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在全球的地位。

案例 2

内保外贷。境外中资企业成立时间较短

或不具备从境外银行获得融资的条件，通过

内保外贷方式解决资金需求，是目前企业采

用较多的一种融资方式。这种方式的通常做

法是，由商业银行为境内企业提供信用担保，

由银行的海外机构为企业在境外设立或参股

的企业提供融资。

需要强调的是，在内保外贷业务中，境

外企业必须有中资法人背景。企业申请内保

外贷需要证明其主体资格合法性、商业合理

性、主债务资金用途、履约倾向性等方面的

真实性、合规性和合理性。此外，贷款银行

尤其关注境外企业的还款来源和履约倾向性。

在贷款额度内，境内银行开出保函或备

用信用证为境外中资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无

须逐笔审批，业务流程较短，融资成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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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内保外贷结构示意图

境外中资企业通过内保外贷解决资金需求

国内某油脂进口企业通过内保外贷解决境外子公司资金缺口。D 企业主要从事油

脂类商品进口业务，企业法人在新加坡注册了公司 E，公司 E 流动资金紧张，由于刚

刚在境外成立等因素，E 公司在新加坡直接融资困难较大。D 企业在天津银行有外汇业

务授信额度，遂向天津银行申请开立融资性保函，受益人为公司E，金额1000万美元。

经审核后，天津银行向受益人公司 E 开具融资性保函 1000 万美元，通过境外代理行对

公司 E 进行融资，额度为 1000 万美元。公司 E 获得了流动资金的支持。

国内某医药公司通过内保外贷实现跨境并购。① S 公司为国内医药上市公司，为

整合资源，拓展海外市场，S 公司有意收购国外某农药医药化学品生产商 H 集团 100%

股权，收购对价 1.54 亿美元。S 公司为 A 银行的客户。考虑到 S 公司为外向型企业，海

外销售主要面向欧美，且在境外有经营实体和经营现金流，在境内可提供现金存单等优

质金融资产作为质押物；同时结合 S 公司自身资产状况和融资需求，以及考虑当时的经

营环境，A 银行为 S 公司制定了内保外贷融资服务方案，较好地满足了跨境并购资金需

求。最终，在 A 银行的大力支持下，S 公司成功完成了收购，有力推进了其拓展海外市

场的发展战略，使其在通过打开发达国家市场增强自身实力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案例 3

                                          

①  《中国外汇》2018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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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保跨境融资担保服务。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保”）在助

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中推出了多元化的产品及服务，主要包括：中长期出口信用

保险、海外投资保险、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国内信用保险、与出口信用保险相关的信用

担保和再保险、应收账款管理、商账追收、信息咨询等出口信用保险服务。企业可以通

过选择合适的中信保产品及服务获得向多家银行融资的便利。

以对“走出去”中国企业的融资担保为例，中信保以跨境担保方式，向境外融资

银行或其他债权人出具融资保函，承担特定境外借款人的还款风险，一般由境外借款人

的国内母公司向中信保提供全额反担保。

特别提示

中信保为某非洲房建项目前期融资提供跨境担保。中国某对外承包工程企业 A，

2013 年中标非洲某建筑项目。由于项目预付款无法覆盖前期支出，该企业需要垫付近

3 亿元人民币的款项，而其境外项目较多，大额垫款将导致流动资金紧张。为此，A 企

业拟以其新加坡分公司作为融资平台，筹措项目建设期过桥资金。具体操作：由 A 企

业向中信保申请内保外贷担保融资，中信保综合考察项目情况并评估授信，向注册在

新加坡的一家外资银行提供跨境担保，该外资银行据此向 A 企业的新加坡分公司提供

贷款，从而解决了项目建设期资金不足的问题。由于 A 企业在中国信保的评级较高，

此次融资不需要其向中信保提供反担保，降低了融资成本。

案例 4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网址　　http://www.sinosure.com.cn

电话
　　+86-10-66582288

　　　　400-650-2860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丰汇园 11 号丰汇

　　　　时代大厦

债券融资

企业债券融资的常见方式是发行企业债

券和公司债券。近年来，国家鼓励参与“一

带一路”项目的企业通过发行“一带一路”

公司债券进行融资，下面仅就这一具体方式

简要介绍。

 “一带一路”公司债券。项目要求：项

目应经省级或以上发改部门或其他国家职能

部门认定为“一带一路”项目，或为发行人

与沿线国家（地区）政府职能部门或企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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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融资

股权融资方式包括在交易所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IPO）、向原股东配股、定向增发、

私募发售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下面主要介

绍定向增发等 3种方式。

定向增发。定向增发是被上市公司广泛

采用的一种上市后再融资手段，由上市公司

向符合条件的少数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得资金一般用于补充资金、并购重组、

引入战略投资者等。一般是面向公司股东进

行增发，多数时候也会给基金、保险、社保、

券商、企业年金、信托等相关机构以及个人

投资者配发一定比例的股票。根据《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募

集资金用途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

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定向增发新股不需要经过烦琐的审批程

序，对公司没有盈利要求，也不用漫长地等

待，承销佣金仅为传统方式的一半左右。对

于一些面临重大发展机遇的公司而言，定向

增发是重要融资渠道之一。

签订协议，且已获得有关监管机构必要批复、

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在债券存续

期内，发行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进展情

况等。

资金的使用要求：用于投资、建设或运

营“一带一路”项目，偿还“一带一路”项

目形成的专项有息债务或开展“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地区）业务。为提升该类债券募

集资金使用的灵活性，在满足上述前提下，

允许使用不超过 30% 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偿还银行借款。对于境外政府、金融机

构和企业在国内发行的“一带一路”债券，

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将募集资金

出境。

红狮集团发行“一带一路”公司债券投资老挝项目。① 2018 年 1 月 19 日，红狮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一带一路”建设公司债券在上交所成功发行，成为首家国内企业

公开发行的“一带一路”建设公司债券。该债券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

发行规模为 3 亿元，利率 6.34%，全场认购倍数 2.67 倍，期限为 3 年，主体和债项评

级均为 AAA，募集资金将用于老挝万象红狮水泥项目的相关装备购置。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产高标号水泥 200 万吨，既可满足老挝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对高品质水泥的需求，

也有利于输出国内先进的水泥工艺、技术和装备，提升老挝水泥工业的整体水平。

案例 5

                                          

①  上海证券交易所 .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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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发售。私募发售近几年来比较活跃，

成为中小民营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之一。这

种方式的特点是，由企业自行选定投资人并

吸引其增资入股。投资人类型主要有以下几

种：个人投资者、风险投资机构、产业投资

机构和上市公司。不同类型的投资人对企业

的影响是不同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业务特

点或经营方向进行选择。

可转换公司债券。依据约定的条件，可

转换公司债券（又称可转换债券、可转债）

在一定期间内可以转换成股份。期限最短为

1 年，最长为 6 年。面值每张 100 元。公开发

行可转换债券，应委托有资格的资信评级机

构进行信用评级和跟踪评级。

蓝帆医疗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跨国收购交易的配套资金。2018 年，山东蓝帆医疗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医疗”）耗资 58.95 亿元间接收购心脏支架制造商柏

盛国际 93.37% 股份。此次交易涉及跨界 LBO（杠杆收购）、大股东过桥收购和 A 股并

购三大环节。其中，A 股并购交易环节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该交易中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2018 年 9 月，蓝帆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以 18.58 元 / 股的价格，成

功发行 9887.1 万股，总共募集资金 18.37 亿元，所募资金将全部用于为收购柏盛国际

需向淡马锡等境外股东支付的现金对价。此次并购交易帮助蓝帆医疗实现了向心脏支

架等高值耗材业务的国际延伸和产业升级。

案例 6

珠海艾派克公司通过多元融资方式收购利盟国际。① 2016 年 4 月 20 日，中国知

名打印机耗材生产商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派克”）发布公告

称，全资收购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的国际著名品牌打印机及软件公司利盟国际

（Lexmark）。此次并购最终交易额为 39 亿美元（约合 260 亿人民币）。

在筹资过程中，艾派克采用多元化融资方案，即通过企业自有资金、大股东借款、

私募股权投资、私募可转换债券以及银团贷款等方式筹措资金。最终，艾派克成功收

购比自己大数倍不止的国际巨头。

案例 7

                                          

①  赵晴等 .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融资方式创新—以艾派克并购利盟国际为例 . 财会月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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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并购多元化融资。企业在进行跨境并购时，应积极尝试运用多种方式和渠道

进行融资，这样不仅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并购资金，还能够合理配置融资资源，降低融

资风险，从而保障并购交易的顺利进行。

特别提示

汇率波动风险。①外汇风险管理是海外投资风险管理的重要领域。有效管理外汇风

险可避免因汇率波动可能给企业造成的损失，还能够增加风险收益；反之，企业可能蒙

受巨大损失。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及外汇管理水平，结合专业的分析和建议，合理选

择不同的金融工具，有效应对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汇率波动风险主要包括：人民币汇率、投资项目所在地货币汇率以及国际通用货

币汇率波动风险。

- 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人民币对外币汇率波动会给境外企业带来人民币升值、

外币贬值的风险。

- 投资项目所在地货币汇率波动风险：项目所在地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同，可能

会引起汇率大幅度波动，从而为在当地经营的中国企业带来一定的风险。

- 国际通用货币汇率波动风险：经济全球化发展下，影响可自由兑换货币汇率的

政治、经济因素更加复杂，对汇率波动进行有效识别评估的难度不断加大，进一步增加

了境外企业的汇率管理难度。

特别提示

海尔集团利用期权组合应对汇率风险。2016 年海尔收购 GE 旗下家电业务部门，

收购资金由自有资金和并购贷款共同组成，金额高达 54 亿美元。其中，自有资金有一

部分来源于人民币，预计在并购前后可能产生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风险。海尔旗

下的海云汇外汇资本市场 ( 香港 ) 有限公司利用期权组合，有效规避了并购面临的汇率

风险，为本次并购节省了上亿元的财务费用，并实现了保证经营利润的目标。

案例 8

                                                                                    

①  尹伟林 . 境外投资企业汇率风险及应对措施。



  69

第四篇　中国企业融资

                                                                                    

①  瑞典银行 . https://www.swedbank.com.

②  瑞典中央银行 . https://www.riksbank.se.

③  Startupoverseas. https://www.startupoverseas.co.uk.

④  纳斯达克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 . https://www.nasdaq.com.

2.2 在瑞典融资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是瑞典企业最常用的融资形

式。大多数瑞典银行都能向企业提供贷款服

务，具体包括分期付款贷款（抵押贷款）、

票据贴现、融资租赁等。①

瑞典中央银行通过制定贷款基准利率调

控市场贷款利率。2015 年以来，瑞典央行基

准贷款利率始终维持在 1% 以下，2020 年 1 月

至 9 月在 0.1%~0.75% 之间，2020 年第三季度

为 0.1%，是 2015 年以来最低值。②

银行会对申请贷款的企业进行全面评估，

以识别企业还款能力。评估内容通常包括：

● 申请人的个人经历、私人财务状况和

教育背景等；

● 商业计划书是否足够详细且可实现；

● 企业的其他所有者情况；

● 企业是否拥有会计师或外部财务支持；

● 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纳税申报表（如

需要）。③

上市融资

在瑞典，企业可选择在瑞典证券市场上

市融资，内外资企业适用相同法规。纳斯达

克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对企业在瑞典上市

有详细要求，具体上市流程如图 4-2 所示。

图 4-2　纳斯达克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上市流程及要求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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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mi 投资公司官网 . https://www.almi.se.

2.3 国际市场融资

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可多关注权威国

际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支持，同时用好在国

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上市等融资方式。

国际金融机构融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

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

在其业务涵盖的地区和领域往往具有明显优

势和先进经验。对于符合其融资条件的项目

和企业，这些机构以贷款、股权投资等方式

提供融资支持，具有融资期限较长、利率相

对较低、性价比较高的特点。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简称“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

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亚太

地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是首个由中国

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总部设立于北京，

法定资本为 1000 亿美元，2016 年 1 月开始运

营后，目前已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103 个成员。

亚投行利用贷款、股权投资及提供担保等融资

方式支持亚洲各国交通、能源、电信、农业和

城市发展等多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亚洲

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

其他融资方式

企业还可选择瑞典风险投资公司进行融

资。瑞典有一家具有代表性大型国有风险投

资公司 GreenTech 及 8 家地区性风险投资公

司。2019 年，上述投资公司共进行了约 50 项

新投资。位于隆德地区的 Almi 投资公司是瑞

典最为活跃的早期阶段创业投资公司，可为

企业提供有市场潜力的创新项目的可行性研

究资金及用于开发的创新贷款、小额贷款、

出口融资等。2017 年，被 Google 收购的音

频技术公司 Limes  Audio、被 Qlik 收购的地

图公司 Idevio 及世界知名图形开发公司 Neo 

Technology 等，Almi 投资公司都曾是其最早

的外部投资者之一。①

音频技术公司借助风险投资被 Google 收购。2017 年，Google 收购了著名音频技

术公司 Limes Audio。早在 2010 年，Almi 投资公司就看到了 Limes Audio 技术实力和

音频技术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对其进行了第一笔投资，是其最早的外部投资者之一。

Limes Audio 在后续发展过程中获得了 Almi 投资公司的持续支持，吸引了多家知名品

牌客户。Almi 投资公司现已成为 Google 的一部分，也成为了瑞典风险投资行业的代表

性案例之一。

案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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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截至 2020 年 5 月，亚投行共批准 71 个

项目，总投资 142.7 亿美元，投资项目分布

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非洲 6

个地区的21个国家，覆盖交通、能源、电信、

城市发展等多个领域。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网址    http://www.aiib.org

电话    +86-10-83580000

传真    +86-10-83580000

邮箱    information@aiib.org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天辰东路 1 号亚洲

        金融中心 A 座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①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EBRD）成立于 1991 年，总部设

在伦敦，是欧洲地区最重要的开发性金融机

构之一。目前业务范围已覆盖中东欧、地中

海东部和南部及中亚等地区，为这些地区的

经济转型与发展提供投融资支持。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可依据特定项目需求弹性地设计各

种融资工具，包括贷款、股本投资及担保，

提供的贷款额度从 300 万欧元到 2.5 亿欧元

不等，平均金额为 2500 万欧元。

2016 年 1 月，中国正式成为欧洲复兴开

发银行的第 67 位股东。截至 2018 年 12 月，

中国对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投资为 19.2 亿欧

元。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覆盖中东欧、中亚、

中东等地区，与“一带一路”经济带范围高

度契合。中资企业可在上述地区与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开展项目和融资合作。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网址    http://www.ebrd.com 

电话    +44-20-73386000

地址
    One Exchange Square, London EC2A 

        2JN, United Kingdom

安琪酵母埃及分公司获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安琪酵母公司成立于 1986 年，

是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大酵母公司，产品出口到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市场份

额达到 12%。安琪酵母公司设在埃及的工厂，获得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发放的 5200 万

美元贷款，用于建设新的酵母抽提物生产线和更先进的污水处理系统。这是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第一次向中国企业提供贷款支持。

案例 10

 国际金融公司。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

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IFC）是世界

银行集团成员，也是专注于发展中国家私营

部门发展的全球最大发展机构，重视那些既

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又能帮助当地

人民脱贫致富的行业的投融资，例如金融、

                                          

①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官网 . http://www.eb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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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卫生、教育以及中小

企业等，但对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等标准要

求较高。IFC 资助的项目需符合以下标准：

（1）位于 IFC 成员国的发展中国家；

（2）来自私营企业；

（3）技术上有合理性；

（4）有良好的盈利前景；

（5）能使当地经济受益；

（6）能做到对环境和社会无害，满足

IFC 以及所在国家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自 1985 年首次投资以来，IFC 已筹集并

投资超过 125 亿美元，支持了 30 个地区的

370 多个项目。IFC 独特的融资和咨询产品将

全球专业知识与本地知识相结合，从而最大

程度地提高投资回报和社会效益。①

国际金融公司

网址    https://www.ifc.org

电话    +1-202-4731000

地址
    2121 Pennsylvania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433 USA

国际金融公司为新希望子公司提供优惠贷款。2015 年 6 月，新希望集团的子公司

新希望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新希望”）与国际金融公司（IFC）签

署融资协议，由 IFC 向新加坡新希望提供为期 7 年的 6000 万美元优惠贷款，主要用于

其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市场的农牧业与食品领域的投资和运营。IFC 的资金支持不仅为

新希望集团加速国际化进程，提升其饲料等农产品市场占有率提供了助力，同时也通

过新希望集团的业务拓展为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越南等地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提高了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和农牧业发展水平。

案例 11

境外发债

近年来，境外发债逐渐成为中资企业重

要融资方式之一，其优点在于境外债券在产

品结构上有足够的空间利用利率、汇率等方

法降低融资成本。中国企业发行较多的是中

资美元债。

中资美元债。中资企业（包括境内企业

或其控制的境外企业或分支机构）在离岸债

券市场发行的、向境外举借的、以美元计价、

按约定还本付息的债券。

发行方式按照美元债现行监管规定，一

级市场主要有 RegS 规则、l44A 规则及 SEC 注

册 3种发行方式（详见表 4-5）。

                                          

①  国际金融公司官网 . https://www.if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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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美元债 3种发行方式对比

名称 RegS 144A SEC

投资者 美国本土以外的机构投资者
欧洲及亚洲机构投资者、

美国和各机构投资者

全球机构投资者、美国个

人投资者

审批 无需审批 无需审批 无需审批

适用 通常应用于中小国美元发行 全球发行 全球发行

期限 3~10 年 5~30 年 5~30 年

发行规模 2 亿 ~10 亿美元 5 亿 ~30 亿美元 5 亿 ~60 亿美元

发行利率 最高 中间 最低

发行周期 约 6 周 约 8 周 约 8 周

会计报表

要求

不需使用美国会计制度；

不需要列出本地准则和美

国准则的重大差异

不需使用美国会计制度；

必须列出本地准则和美国

准则的重大差异

不需使用美国会计制度；

必须列出本地准则和美

国准则的重大差异

披露义务
较少的披露义务；较简化

的尽职调查

严格的披露义务；严格的

尽职调查

严格的披露义务；严格的

尽职调查

评级
一般需要两家评级机构的

评级

一般需要两家评级机构的

评级

一般需要两家评级机构

的评级

对于中资企业来说，由于 RegS 规则项

下的披露标准宽松，可大大简化发行流程和

降低发行成本，因此目前中资企业大都采用

RegS 规则的发行方式。但由于其发行对象的

范围受限，故发行规模较其他两种发行方式

要小得多，通常在 10 亿美元以下。

中资企业通常采用的发行模式有直接发

行或间接发行。

（1）直接发行。境内企业直接在境外离

岸市场发行中资美元债。

（2）间接发行。境内企业通过其境外子

公司发行美元债，主要包括担保发行和维好

协议发行两种架构。担保发行由境外子公司

发行美元债，而境内母公司担任发行主体担

保人。维好协议发行是境内母公司与境外子

公司签订维好协议，母公司为境外子公司提

供支持，以保证发行主体保持适当的流动资

金等，保障能够偿还债务。但维好协议实际

并无法律效力。

境外上市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的队伍越

来越庞大，其中不乏一些知名央企和互联网

科技公司等。境外上市具有门槛低、筹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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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时间短、条件明确、易于操作等特点。企

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在境外上市，充

分利用境外资本市场，筹集企业发展所需资

金，不断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就上市地点而言，企业还需根据自身发

展战略和市场定位以及不同证券交易所的上

市要求和比较优势进行准确评估，选择适合

的上市地点。下面简要介绍在中国香港、新

加坡和美国上市的情况。

中国香港上市。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

之一，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2019 年，

香港主板 IPO 项目数量合计为 148 家，香港

主板 IPO 募资总额合计为 3102 亿港币。消费

行业及制造行业仍为香港主板 IPO 项目的主

要来源。如今，港交所拥有稳健的二级市场、

完善的监管机制、透明的程序、健全的法制、

高标准的国际企业管治水平，已经成为中国

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的首选伙伴。港交所对

赴港上市企业主体的注册地、财务指标、公

司治理结构等有严格要求。

新加坡上市。新加坡是全球最成熟的金

融市场之一。新加坡股票市场具有 5 大优势

吸引中企纷纷前往新加坡寻求上市：一是制

造业公司在新加坡股市占比大，约为 38%；

二是外国企业在新加坡股市占比较高，约为

20%；三是相对流通性（交易值与市值之比）

较大，特别是 100 多家具有中资背景的股票

流动性更佳，上市挂牌的中国企业股票换手

率更高；四是新加坡聚集了大量世界一流的

投资专家和基金经理；五是新加坡金融市场

有成熟和活跃的二级市场提供增发融资。新

加坡交易所对上市企业注册地并没有严格要

求，但对财务指标有着十分明确的要求。

美国上市。美国证券市场的规模是世界

其他任何一个金融市场所不能比拟的，全方

位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及多种上市标准（纳

斯达克有 3 种标准），能满足各类企业不同

的资本运作需要。在美国最主要的证券交易

市场有纳斯达克（NASDAQ）、纽约股票交易

市场（NYSE）、美国股票交易市场（AMEX）。

公司只有在满足各市场的要求后，其股票或

者证券才能在市场上发行交易。

充分利用国际金融中心的专业优势。中国香港、新加坡、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

中心聚集了数量众多的大型金融机构、专业服务机构以及优秀的人才队伍，能为企业提

供各类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其中香港已成为中国内地企业最重要的境外上市目的地及

全球主要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

中国企业既可以利用在这些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本市场上市获得资金，还可以利用

国际金融中心提供的专业服务，更好地开拓海外市场。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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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概股回归香港上市值得关注。2018 年，港交所对上市规则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

修订，其中包括允许同股不同权股权架构的企业在港上市以及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港

作第二上市。在美股市场的政策不稳定性日益加剧，以及中概股企业受美国市场监管日

益严格的背景下，为避免由于单一资本市场带来的融资风险，在港作第二上市也成为中

概股企业打造多元融资渠道、分散风险的一个较好途径。

特别提示

2.4 多双边合作基金

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企业“走出

去”和国际产能合作，中国发起设立了多支

多双边合作基金，如丝路基金、中国—东盟

投资合作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非发展基金、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中拉合作基金等。

多双边合作基金主要以股权类投资为

主，可在不增加企业债务负担的情况下，为

项目建设提供长期、可靠的资金支持，契合

大型项目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

是对信贷融资、债券融资等融资方式的有益

补充。中国企业可根据项目特点及所在地区，

多与对应的多双边合作基金进行对接，获得

融资支持。

丝路基金

丝路基金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在北京

注册成立，资金规模为 400 亿美元和 1000 亿

元人民币，由中国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

共同出资，出资比例分别为 65%、15%、5%、

15%。丝路基金致力于为“一带一路”框架内

的经贸合作和双边多边互联互通提供投融资

支持。

从业务模式上看，丝路基金可以运用股

权、债权、基金、贷款等方式提供投融资服

务，也可与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外金融机构

等发起设立共同投资基金，进行资产受托管

理、对外委托投资等；从业务范围上看，丝

路基金投资主要支持“一带一路”框架下的

合作项目，支持各类优质产能“走出去”和

技术合作；从资金投向上看，丝路基金重点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支持投资所在国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和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截至 2019 年 11 月，丝路基金通过股权、

债权等多元化投融资方式，已签约投资项目

34 个，承诺投资金额约 123 亿美元。投资覆

盖俄蒙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及欧

洲等地区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

金融合作等领域。



  76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瑞典（2020）

丝路基金

网址    http://www.silkroadfund.com.cn 

电话
    +86-10-63886800

　　　　+86-10-63886850

传真    +86-10-63886830

邮箱    public@silkroadfund.com.cn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CAF）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以下简称“东

盟基金”）是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核

准的离岸美元股权投资基金，由中国进出口

银行连同国内外多家投资机构共同出资成立。

东盟基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能源和

自然资源等领域，为中国及东盟地区的优秀

企业提供资本支持。东盟基金资金募集的目

标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

东盟基金投资的主要项目包括：入股柬

埔寨光纤通信网络公司帮助其发展全国性光

纤网络及数字电视业务；收购位于泰国最大

的深水港林查班港一码头资产组合的少数股

东权益；入股菲律宾第二大航运公司 Negros 

Navigation，并以其为主体，全面收购菲另

一航运公司，合并后的公司成为菲国内客货

航运的领军企业；入股亚洲钾肥集团 , 对其

老挝钾盐矿项目进行开发建设等。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网址    http://china-asean-fund.com

电话    +852-31251800

传真    +852-31251700

邮箱    information@china-asean-fund.com

地址
    香港中环街八号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6713-6716 室

东盟基金与中印尼企业合作开发印尼大型镍铁冶炼项目。2013 年，东盟基金与

上海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印尼八星投资公司合作在印尼开发大型镍铁冶炼项目。

该项目位于印尼苏拉威西岛中国—印尼经济合作区青山园区，建成后年产 30 万吨镍铁

以供出口。该项目是东盟基金在印尼的第一个投资项目，也是其在东盟地区的第 9 个

投资项目。

案例 12

                                          

①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 http://www.china-ceefund.com.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①

2012年 4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在波兰出席首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

晤时正式提出，中国政府将发起设立中国—

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一期），指定中国进

出口银行为基金承办单位。中东欧基金（一

期）封闭金额 4.35 亿美元，于 2014 年年初

正式运营。基金二期于 2017 年设立并投入运

营，规模为 1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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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采用有限合伙制形式在卢森堡注册

成立，在波兰（华沙）、匈牙利（布达佩斯）、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和克罗地亚（萨格

勒布）均有办公室。

中东欧基金重点支持中东欧国家基础设

施、电信、能源、制造、教育及医疗等领域

发展，积极寻找盈利能力、风险管控能力强

的企业和项目，投资模式采取股权投资，夹

层债务或混合金融产品等多元化模式，单笔

投资规模 1000 万 ~7000 万美元之间。目前，

该基金已实施波兰地平线（Skyline）能源、

格勒诺布尔（Grenoble）风电等多个重点项

目，为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合作贡献了一

份力量。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网址     http://www.china-ceefund.com 

电话     +48-669-898887

邮箱     office@china-ceefund.com

地址

     68-70, Boulevard de la Petrusse, 
         L-2320, Luxembourg
         卢森堡 L-2320 大道，佩特鲁斯
         大道 68-70 号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以下简称“欧

亚基金”）由习近平主席于 2014 年 9 月在上

合组织杜尚别元首峰会期间宣布成立，是促

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合作的重要股

权投资平台。欧亚基金主要投资于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未来

将逐步扩展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域内国家。基

金首期规模为 10 亿美元，总规模为 50 亿美

元，主要投资于能源资源及其加工、农业开

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制造

业等欧亚地区优先发展产业。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

网址
     http://www.china-eurasian-fund.

         com

电话     +86-10-56792900

传真     +86-10-56792960

邮箱     info@china-eurasian-fund.com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

         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3 层 E304-305

欧亚基金投资巴基斯坦能源项目。欧亚基金联合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巴基斯坦安格鲁集团等投资建设了巴基斯坦塔尔煤田第一座坑口电站。该项目总

装机 2×330MW，被列入“中巴经济走廊”首批优先实施项目清单。项目建成运营后将

有效提高巴基斯坦供电能力，改善供电短缺局面。

案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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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发展基金投资中非棉业项目。中非发展基金与中国青岛瑞昌、青岛汇富共同

出资设立中非棉业发展有限公司，在马拉维、莫桑比克、赞比亚及津巴布韦等国家开

展棉花种植、加工和销售业务。项目以“公司 + 农户”方式运作，充分调动了棉农的

积极性，不仅带动了非洲各国棉花产业的发展，也给当地人民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

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项目直接雇用当地员工 3300 余人，间接带动农户种植棉花 4

万 ~5 万户，惠及当地农户 20 余万户。

案例 14

中非发展基金

中非发展基金于 2007 年 6 月正式开业

运营，由国家开发银行承办，旨在引导和鼓

励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并在不增加非洲债务

负担的情况下，通过投入资本金，以市场化

方式增加非洲自身发展能力。总部设在北

京，在南非、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加纳及

肯尼亚分别设有 5 家代表处。2015 年 12 月，

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

上宣布为基金增资 50 亿美元，基金总规模达

到 100 亿美元。

中非发展基金按照国际股权投资基金的

操作模式，结合中国、非洲经济发展和产业

调整方向，通过投资和咨询服务等方式引导

和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直接投资，帮助

对非投资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寻找好的项目

和合作伙伴。基金覆盖基础设施、产能合作、

农业民生、矿业等领域，主要项目包括：招

商局尼日利亚 TICT 港口项目、海信南非家电

园项目、一汽南非汽车组装厂、武汉人福制

药马里糖浆和大输液现代化药厂项目等。①

 中非发展基金

网址     https://www.cadfund.com

电话     +86-10-59892900，59892800

传真     +86-10-59566969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

          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10、F11

                                          

①  中非发展基金 . https://www.cadfund.com.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2015 年 12 月 4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

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设立首批资金

100 亿美元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2015 年末，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在北京注册，由中国国家外

汇储备持股 80%，中国进出口银行持股 20%。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是中长期开发投资基

金，秉承“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通

过与境内外企业和金融机构合作，以股权、债

权等投资方式，坚持市场化、专业化和国际化

运作，促进非洲“三网一化”建设和中非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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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覆盖制造业、高新技术、农业、能源、

矿产、基础设施和金融合作等各个领域，促进

中国与非洲共同发展、共享繁荣。

基金投资的主要项目包括：深圳传音控股

公司股权投资项目、中国有色集团刚果（金）

DEZIWA 铜钴矿项目、洛阳钼业收购 Tenke 铜钴

矿股权项目、中信建设安哥拉铝合金型材厂项

目、白银有色集团认购南非斯班一黄金有限公

司增发股份等。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网址　　http://cafic.com.cn

电话    +86-10-66151699

传真    +86-10-66151727

邮箱　　cafic@cafic.com.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9 号北楼 8 层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投资埃塞—吉布提油气项目。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参与投资的保

利协鑫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石油天然气项目，总投资 36.8 亿美元，被国家发改委列入

“一带一路”项目储备库，同时被国家能源局列为“一带一路”重大能源项目。

2018 年 6 月，保利协鑫埃塞俄比亚—吉布提项目第一桶试采原油顺利产出。2019

年 1 月，中交产投与保利协鑫天然气集团就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天然气项目正式签署

《核心投资条款》，协议明确了中交产投将入股“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天然气”项目

上游，控股中下游。这是埃塞俄比亚首个生产天然气和原油并对外创汇的项目，也是

“一带一路”非洲沿线最大能源项目。

案例 15

中拉合作基金

2014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在巴西访问期

间正式宣布启动中拉合作基金。2015年4月,

国务院研究决定规模扩大为 100 亿美元，由

中国进出口银行具体筹建，于 2016 年 1 月

正式投入运营。

中拉合作基金致力于服务中拉全面合作

伙伴关系，支持中国企业投资拉美地区，并

通过股权、债权等方式投资于拉美及加勒比

地区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

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和产能合作等领域。

中拉合作基金

网址    http://www.clacfund.com.cn

电话    +86-10-57902500

传真    +86-10-59566211

邮箱    investment@clacfund.com.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

        晨世贸中心东座 5 层 E506-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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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境内合规

近年来，我国政府相关部门简政放权，

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同时也加强了对企业

境外投资的合规管理，引导企业合理有序开

展境外投资活动，防范和应对各类风险。对

外投资企业要密切关注国内相关政策法规，

准确把握政策导向，依法依规履行境外投资

国内申报程序，以避免出现在境外工作完成

后，因境内合规问题导致投资失败的风险。

1.1 相关政策法规

企业境外投资需要遵守的国内相关政策

法规主要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

资委、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制定的相关政

策法规等。详见表 5-1。

表 5-1    企业境外投资需遵守的部分国内政策法规

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时间

1 《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09

2
《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资本项目外汇

管理政策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4

3

《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

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4

4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商务部 2014

5
《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

管理政策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5

6
《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

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7

7 《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 国资委 2017

8
《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

的指导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

行、外交部
2017

9 《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7

10 《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

行、外交部、全国工商联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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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时间

11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
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银监

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
2018

12 《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2018）》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8

13

《关于做好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开办企业

（金融企业除外）核准初审取消后相关工

作的通知》

商务部办公厅 2018

14 《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

人民银行、国资委、国家外汇管理

局、全国工商联

2018

15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实施规程》 商务部办公厅 2019

1.2 境外投资核准或备案

企业在开展境外投资前，应按照相关规

定，主动向境外投资主管部门申请核准或备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发布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

展改革委 2017 年第 11 号令），对敏感类项

目实行核准管理，对非敏感类项目实行备案

管理。敏感类项目包括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

的项目和涉及敏感行业的项目。

敏感国家和地区：与我国未建交的国家

和地区；发生战争、内乱的国家和地区；根

据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等，需

要限制企业对其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其他敏

感国家和地区。

敏感行业：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8

年 1 月发布的《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

（2018）》，包括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维修、

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新闻传媒，以及《关

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

的通知》中限制企业境外投资的行业，例如

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

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

或投资平台，详见表 5-2。

商务部。根据商务部发布的《境外投资管

理办法》（商务部 2014 年第 3号令），企业

境外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

实行核准管理；企业其他情形的境外投资，实

行备案管理。实行核准管理的国家主要是与我

国未建交的国家、受联合国制裁的国家。必要

时，商务部可另行公布其他实行核准管理的国

家和地区的名单。实行核准管理的行业主要是

涉及出口我国限制出口的产品和技术的行业、

影响一国（地区）以上利益的行业。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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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规定

项目分类
境内企业直接

开展投资

境内企业通过其
控制的境外企业

开展投资
具体内容

敏感类

项目

核准（国家发展改

革委）

核准（国家发展

改革委）

1. 实行核准管理的，投资主体向核准机关提交项

目申请报告并附具有关文件，项目申请报告应

当包括以下内容：
● 投资主体情况；

● 项目情况，包括项目名称、投资目的地、主

要内容和规模、中方投资额等；

● 项目对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分析；

● 投资主体关于项目真实性的声明。

2. 核准机关应当在收到项目申请报告之日起 5 个

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投资主体需要补正的内

容。核准机关应当在受理项目申请报告后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予以核准的决定。项目情

况复杂或需要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的，经核准机

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核准时限，但延长的

核准时限不得超过 10 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

长时限的理由告知投资主体。符合核准条件的

项目，核准机关应当予以核准，并向投资主体

出具书面核准文件。

非敏感类

项目

央企、大额：备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央企、非大额：

备案（国家发展改

革委）

央企、大额：

报告（国家发展

改革委）

央企、非大额：

无需履行手续

1. 实行备案管理的，投资主体通过网络系统向备

案机关提交项目申请报告并附具有关文件。项

目备案表或附件不齐全、项目备案表或附件不

符合法定形式、项目不属于备案管理范围、项

目不属于备案机关管理权限的，备案机关应当

在收到项目备案表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

告知投资主体。备案机关在受理项目备案表之

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投资主体出具备案通知书。

2. 投资主体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展大额非敏

感类项目的，投资主体应当在项目实施前通过

网络系统提交大额非敏感类项目情况报告表，

将有关信息告知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主体提

交的大额非敏感类项目情况报告表内容不完整

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当在收到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一次性告知投资主体需要补正的内容。

非央企、大额：
备案（国家发展改

革委）
非央企、非大额：

备案（省级发改委）

非央企、大额：
报告（国家发展

改革委）
非央企、非大
额：无需履行

手续

注：“大额”指中方投资额在 3 亿美元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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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发

布《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商

合发 [2018]24 号），加强对外投资信息统一

汇总和事中事后监管。2019 年 5 月，商务部

制定《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实施规程》，

明确了相关工作细则，要求投资主体按照“凡

备案（核准）必报告”的原则履行对外投资

报告义务，包括定期报告境外企业合规建设、

基本经营状况、投资障碍等情况。

1.3 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规定，企业境

外直接投资获得境外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或备

案后，由银行按照《直接投资外汇业务操作

指引》直接审核办理外汇登记，国家外汇管

理局及其分支机构通过银行对外汇登记实施

间接监管。2017 年 1 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

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

合规性审核的通知》（汇发〔2017〕3 号），

要求境内机构在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登记和资

金汇出手续时，除按规定向银行提交相关审

核材料外，还应说明投资资金来源与资金用

途（使用计划）情况，提供董事会决议（或

合伙人决议）、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从而进一步加强对境外直接投资真实性、合

规性的审核，详见表 5-3。

表 5-3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规定

银行直接办理
的事项

境外直接投

资前期费用

登记

1. 境内机构（含境内企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下同）汇出境外的前

期费用，累计汇出额原则上不超过 300 万美元且不超过中方投资总额的

15%。

2. 境内机构汇出境外的前期费用，应列入其境外直接投资总额。

3. 银行通过资本项目信息系统为境内机构办理前期费用登记手续后，境内机

构凭《业务登记凭证》直接到银行办理后续资金购付汇手续。

申请材料：

1. 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

2. 营业执照（尚未办理“五证合一”的企业，还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

3. 境外投资资金来源证明、资金使用计划和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

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注意：

境内机构为其境外分支、代表机构等非独立核算机构购买境外办公用房的，

需提交以下材料：

1.《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

2. 境外设立分支、代表机构等非独立核算机构的批准 / 备案文件或注册证明

文件。

3. 境外购买办公用房合同或协议。

4. 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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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银行直接办理
的事项

境内机构境

外直接投资

外汇登记

银行要求的审核材料主要有：

1.《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

2. 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明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多个境内机构共同实施一项

境外直接投资的，应提交各境内机构的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明及组织机

构代码证）。

3. 非金融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金

融机构境外投资提供相关金融主管部门对该项投资的批准文件或无异

议函。

4. 境外投资资金来源证明、资金使用计划和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

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5. 外国投资者以境外股权并购境内公司导致境内公司或其股东持有境外公司

股权的，另需提供加注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加注的外商投资企业营

业执照。

6. 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境内机构境

外直接投资

资金汇出

银行要求的审核材料主要有：

1. 业务登记凭证。

2. 资本项目信息系统银行端中打印的对外义务出资额度控制信息表。

3. 境外投资资金来源证明、资金使用计划和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

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企业在开展境外投资前，应针对具体投资项目向相关部门确认具体流程及要求，

特别是要及时了解国家关于企业境外投资的政策变化。此外，企业在核准或备案、信

息报告、外汇登记等环节提供的材料，应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对于瞒报、

漏报甚至提供虚假材料的，有关部门将视情节采取相应惩戒措施或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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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瑞典合规经营

2.1 劳工雇佣

瑞典拥有完善的劳工法规体系，包括《劳

动法》《就业保障法》《工作环境法》《反歧视

法》《劳动争议法》《工作时间法》《年假法》

等。其中《就业保障法》是瑞典劳工雇佣领

域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对劳动合同、雇员薪

资、劳动就业制度、工时与假期安排等做了

详细规定。

劳动合同

根据瑞典《就业保障法》，劳动合同分

为无期限合同（Indefinite  term）和固定期

限合同（Fixed term）两种。

无期限合同。雇主与雇员解除劳动合同

时需提前较长时间通知雇员，通知期限取决

于雇员的工作年限。①具体见表 5-4。

表 5-4　瑞典解除无期限劳动合同的通知期限

工作年限 提前通知期限

少于 2 年 1 个月

2 年 2 个月

4 年 3 个月

6 年 4 个月

8 年 5 个月

10 年 6 个月

固定期限合同。最长有效期限为 2 年。

合同期限超过 2 年或在过去 5 年内连续签订

的合同将自动转为无期限合同。固定期限合

同到期后终止雇佣关系的，雇主需至少在合

同到期日前 1个月通知雇员。

合同内容。劳动合同规范了雇主与雇员

之间的雇佣关系，通常雇主最晚应在雇员开

始工作后的一个月内提供书面劳动合同或告

知与雇佣关系有重大影响的条款和条件，其

内容须至少包括：

（1）雇主和雇员的姓名和地址、雇佣开

始日期和工作地点；

（2）雇员的责任、职务名称及职位；

（3）雇佣期限属于无期限、固定期限或

是试用；

（4）起薪标准、工作福利及支付工资的

时间；

（5）雇员带薪年假时长及正常工作时长；

（6）适用的集体协议。

集体协议。瑞典集体协议模式建立在工

会和雇主组织的基础上。该协议通常规定雇

主或雇主联合会与工会之间的谈判程序、雇

佣协议的条款和终止、雇员的工作时间、最

低工资、休假补偿和疾病补偿等事项。集体

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通常是劳动合同中的

一部分，集体协议达成的条件应优于劳动合

同中的雇佣条件。②

                                          

①  《就业保障法》（Employment Protection Act）。

②  The Swedish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https://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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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

瑞典未规定法定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

资是各行业通过集体协议确定的，通常为瑞

典平均工资的 60%~70%。对于不适用集体协议

的行业，工资主要由雇主和雇员协商确定。①

加班费通常为工资标准的 150%~200%。②

工时与休假

工作时长。瑞典实行每周 5 天工作制。

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 8 小时，每周不超

过 40 小时。如需加班，加班时间总和每月不

得超过 50 小时。③

年假。雇员每年享有 25 天法定带薪年

假。如果雇员在 8 月 31 日后入职新工作，当

年只享有 5天带薪年假。④

病 假。雇员有权享受带薪病假。在前

14 天病假内，雇主按工资的 80% 支付病假工

资；超过 14 天，雇主须向瑞典社会保障局

（Föräkringskassan）报告，由社会保障局

向雇员支付疾病津贴，雇主则不再支付病假

工资及相关福利。⑤

育儿假。雇员有权享有 480 天带薪育儿

假，并可以在父母两方之间相互转让。父母

一方必须保留至少 90 天属于自己的育儿假，

不得转让给另外一方。⑥

社会保险

雇主需为雇员缴纳社会保险，包括退休

金、抚恤金、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父母津贴、

失业保险及其他津贴。各项社会保险以所得

税法规定的雇员总收入为计算基数，总额占

雇员月薪的 31.42%，由雇主代扣代缴。⑦

表 5-5　各类社会保险费率

保险种类 占月薪的比例

退休金 10.21%

抚恤金 0.60%

医疗保险 3.55%

工伤保险 0.20%

父母津贴 2.60%

失业保险 2.64%

其他津贴 11.62%

总额 31.42%

工会

瑞典的工会由三大联盟组成，分别为瑞

典工会联合会（Swedish Trade Unione Con-

federation）、瑞典雇员联合会（Swedish 

Confederation  of  Employees）、瑞典专业

协会联合会（Swedish Confederation of Pro-

fessional  Associations）。工会可参与涉

                                          

①  Destination Scanner. https://destinationscanner.com.

②  Global Payroll Management Institute. http://www.gpminstitute.com.

③  《工作时长法》（Working Hours Act）。

④  《年假法》（Annual Leave Act）。

⑤  Oresunddirekts. https://www.oresunddirekt.dk.

⑥  L&E Global Employment Law Overview Sweden 2019-2020. https://knowledge.leglobal.org.

⑦  Business Sweden 2019.The Swedish Social Security System. https://investinska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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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员工利益的相关政策和议题的讨论并提出

倡议。雇员有权决定是否加入工会，目前约

75% 的瑞典雇员选择加入工会。①

外国人在瑞典工作规定

瑞典作为欧盟和欧洲经济区成员国，在雇

佣外籍人员时一般优先考虑欧盟和欧洲经济区

国家的公民。如果瑞典用工单位拟招聘非欧盟和

欧洲经济区国家员工，应先向瑞典劳动就业管

理 局（http://www.arbetsformedlingen.se） 提

出申请，再在EURES网站（https://ec.europa.

eu）发布招聘广告，发布广告10天后非欧盟或

欧洲经济区的公民才有资格申请。被雇佣人员

在收到雇主发出的书面聘用合同后，可以联系

瑞典移民局（Swedish Migration Agency）申请

工作许可。②

2.2 财务及税务

财务会计制度

根据欧盟的要求，在欧盟证券市场上市

的瑞典公司，包括银行和保险公司，必须采

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未上市的瑞典公

司需要遵从瑞典会计准则。③

瑞典会计准则最重要和普遍适用的法规是

1995年通过的《年度会计法》和1999年通过的

《簿记法》。《年度会计法》主要规定了年度财

务报告的准则；《薄记法》主要规定了交易记

录、凭证保存和会计资料归档的一般规则。④

税务申报

瑞典的税收体系以所得税和增值税为核

心，主要税种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个

人所得税等。

企业所得税申报。在瑞典注册的法人实

体和分支机构必须按年度申报企业所得税，

提交纳税申报表的截止日期取决于该企业的

财政年度结束日期。

表 5-6　瑞典企业所得税申报时间⑤

财政年度结束
日期

申报截止日期

纸质申报 在线申报

1 月至 4 月 11 月 1 日 12 月 1 日

5 月至 6 月 12 月 15 日 次年 1 月 15 日

7 月至 8 月 次年 3 月 1 日 次年 4 月 1 日

9 月至 12 月 次年 7 月 1 日 次年 8 月 1 日

增值税申报。增值税申报分为月度申报

和季度申报两种方式。

（1）月度申报：如果月销售额超过 4000

万瑞典克朗，纳税人须按月申报，申报纳税

的截止日期为次月 12 日。大型公司申报纳税

的截止日期可以延长至次月 26 日。⑥

                                          

①  Workers Union. http://nordicwork.com.

②  瑞典中文网 . http://facts.sweden.cn.

③  Delottitte. https://www.iasplus.com.

④  瑞典会计准则委员会 . https://www.bfn.se.

⑤  Delottitte. https://www2.deloitte.com.

⑥  European VAT Desk. https://vatdesk.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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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季度申报：如果月销售额不超过

4000 万克朗，但大于 100 万克朗，纳税人可

以按季度申报，申报纳税的截止日期为当委

结束后的次月 12 日。

个人所得税申报。个人所得税须按月由雇

主代扣代缴或雇员自行申报缴纳，申报纳税的

截止日期为次月 12日。个人需在次年的 5月 2

日前汇总申报年度个人所得税。①

税务稽查

瑞典税务机关有权对纳税人提交申报资

料的准确性、及时性等进行稽查。被稽查对

象在稽查期间需要配合提供所有资料，包括

纸质文件和电子文档。税务机关稽查不设定

具体期限，可覆盖所有税种。

瑞典对偷逃税行为主要实行罚款为主，

判刑为辅的惩罚措施。罚款金额为所欠税额

的 40%，偷逃增值税、社会保障费罚款金额为

所欠税费金额的 20%。②

关联交易

瑞典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必须符合

独立交易原则。瑞典自 2017 年 4 月起遵循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税基侵蚀

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BEPS），该计划旨在

防范跨国集团利用国际税收规则的不足，以

及各国税制差异和征管漏洞，最大限度减少

其全球总体的税负，甚至达到双重不征税的

效果，造成对各国税基的侵蚀。满足 BEPS 条

件的企业需准备有关文档。外国企业赴瑞典

投资成立的公司以及在瑞典设立常设机构，

应按照 BEPS 规定申报关联交易书面资料。③

2.3 知识产权保护

瑞典负责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机构是瑞

典知识产权局（PRV）。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

律主要包括《知识产权基础法》《专利法》《商

标法》《设计保护法》等。瑞典是《商标国

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成员国，并加入了多项

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例如《保护

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商标法条约》《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专利法条约》《专

利合作条约》等。④

商标权

瑞典《商标法》规定，商标申请者享有

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个人或企业拥有已被长

期广泛使用且已确立了良好信誉的未注册商

标，也可以享有该商标的专用权。商标权自

向知识产权局提出登记申请之日起，有效期

为 10 年。有效期到期前 6 个月，注册人可以

向知识产权局申请延期并缴纳延期费用。⑤

                                          

①  瑞典税务局 . https://www.skatteverket.se.  

②  同①。

③  Deloitte. https://www.deloitte.com.

④  IP Coster. https://www.ip-coster.com.

⑤  瑞典《商标法》（Sweden Trademarks Act）. https://www.jpo.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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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瑞典商标申请程序①

                                          

①  瑞典知识产权局 . https://www.prv.se.

②  同①。

③  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 http://ipr.mofcom.gov.cn.

专利权

瑞典对技术领域内具有新颖性、创造性

和工业适用性的发明给予法律保护。瑞典专

利的保护期从申请日或优先权日（第一份申

请提交日期）起算，最长为 20 年。专利所有

人需逐年支付维护费，防止专利权失效。②

图 5-2　瑞典专利申请程序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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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瑞典专利的申请费、公开费、维护费①

单位：瑞典克朗

项目 细目 金额

申请费

基本费用 3000

超过 10 项权利要求，从第 11 项起每

项增加 150 瑞典克朗。

公开费

基本费用 2500

申请费中未包含的专利权利，每增加

一项增加 150 瑞典克朗。

维护费

第 1 年费用 0

第 2 年费用 0

第 3 年费用 1400

第 4 年费用 1500

第 5 年费用 1700

第 6 年费用 1900

第 7 年费用 2100

第 8 年费用 2400

第 9 年费用 2700

第 10 年费用 3000

……

维护费在晚于到期日支付的，费用增

加 20%。

要求专利

限制或撤

销专利

基本费用 8500

外观设计权

外观设计权主要保护产品的外观而非功

能不被他人复制使用。外观设计权的保护期

自注册之日起 5 年，到期后可延长申请，最

长可获得 25 年的保护期。申请外观设计权所

需提交材料主要包括申请人或代理人和设计

者的个人信息、所设计的产品、外观图片、

申请费用等。②

版权

在瑞典，作品创作完成后，创作者无需采

取任何行动就能自动拥有相应的版权。有效期

为创作者生前，以及创作者去世后 70年。③

侵权行为

瑞典为每类知识产权制定了专项法律，

违反知识产权保护条款的行为属侵权行为。

被侵权者可以要求侵权者终止侵权行为，并

要求其赔偿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如侵权

者继续侵权，被侵权者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每类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对侵权行为的

赔偿和处罚方式的规定有所不同。例如，根

据《专利法》，被侵权人可以要求专利侵权

人应当就其侵权行为支付合理的赔偿，赔偿

金额通常包括专利许可申请费用、损失的利

润和声誉的损害。侵权诉讼可以由专利权人

或被许可人发起，通常审理时间不到一周，

判决通常在审理后 6周以书面形式宣布。④

                                          

①  瑞典知识产权局 . https://www.prv.se.

②  同①。

③  Copyright Index. https://copyrightindex.com；瑞典知识产权局 . https://www.prv.se.

④  《专利法》（Patents Law）。



  93

第五篇　合规运营及经贸纠纷解决

2.4 数据及隐私保护

瑞典数据及隐私保护的主管部门是瑞典数

据保护局（Data Protection Authority）。①

2018 年 5 月，瑞典议会通过新法案《数

据保护法》，取代了旧的《个人数据保护法》，

以落实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瑞典

的《数据保护法》是对《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的补充，主要适用于政府部门和民间部门对

于个人信息的使用或再利用。②而欧盟《通用

数据保护条例》适用范围广泛，任何收集、

传输、保留或处理涉及到欧盟所有成员国内

的个人信息的机构组织均受该条例的约束。

因此，涉及个人敏感数据处理的相关机构须

审查现有的政策和做法，并确保：

（1）在大规模处理个人敏感数据之前实

施了隐私影响评估；

（2）若基于个人同意处理其敏感数据，

则应满足《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项下的有关

要求，包括：同意书必须以清晰明了的语言

表达、同意方式不接受预勾选的方框、个人

可以随时撤回同意书等；

（3）根据需要委派数据保护专员，数据

保护专员必须参与所有数据保护问题，不得

因履行其职责而被解雇或受到处罚。数据保

护专员必须直接向最高管理层和相关监管机

构报告。

违反《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规定的机构

组织，将被处以高达全球年收入 4% 或 2000

万欧元（两者取最高）的严厉处罚。③

                                          

①  瑞典数据保护机构 . https://www.datainspektionen.se.

②  StarAudit. https://staraudit.org.

③  Linklater. https://www.linklaters.com.

④  DZone. https://dzone.com.

瑞典交通管理局数据泄露事件。④瑞典交通管理局 2015 年将该局 IT 系统管理和

维护工程外包，但外包过程中存在违规操作，将未经加密处理的交通资料上传至外包

公司位于他国的数据库。其中一家外包公司为 IBM 瑞典分公司，该公司服务器实际放

置在捷克，受雇于该公司的捷克电脑工程师可以轻而易举地接触到敏感数据。另一外

包公司是一家塞尔维亚的通信公司，负责维护瑞典交通管理局网络防火墙和通信系统，

也拥有查看相关数据的权限。瑞典交通管理局承认在互联网工程服务外包中发生了大

规模资料外泄事件，两名官员也因此被免职。

案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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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贸易监管

相关法律

作为欧盟成员国，瑞典执行欧盟统一的

海关法律和规章。《欧盟海关法典》建立了

欧盟海关法规，制定了适用进出欧盟关税区

货物的一般规则和程序。在不违反国际法和

国际公约以及欧盟在其他领域立法的前提下，

该法规在欧盟的整个海关地区统一适用。①

瑞典海关（https://www.tullverket.se）

负责管理和执行欧盟对非成员国进出口货物

和服务的监管、关税征收等活动。②

进出口限制

出于贸易政策、环境保护、健康与安全、

防止动植物疾病传播等原因，瑞典对部分商

品的进出口有特殊规定或限制，详见表 5-8。

瑞典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重视保护个人数据和隐私。中国企业投资瑞典，应充

分了解欧盟及瑞典当地有关规定和监管要求，避免因保护不当泄露个人数据和隐私而

受到惩罚，或给企业运营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启示

                                          

①  Regulation (EU) No952/2013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https://eur-lex.europa.eu.

②  瑞典海关 . https://www.tullverket.se.

③  同②。

表 5-8　限制性进出口商品③

序号 进口商品 出口商品

1
武器、火器和弹药的进口必须得到瑞

典警方的许可。

军事设备和军民两用货物需要获得瑞典战略产品监察局

的许可。

2

受《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的

濒危动植物及其衍生产品需要获得瑞

典农业委员会的许可。

具有历史或文化价值的物品需要获得瑞典国家遗产局的

许可。

3
麻醉药品和机能增强物质需要获得药

品监督管理局的许可。

受《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的濒危动植物及其衍

生产品需要获得瑞典农业委员会的许可。

4
肉制品、乳制品等需要获得瑞典国家

食品局或瑞典农业委员会的许可。

放射性废物，臭氧消耗物质，例如，使用过的制冷剂等

需要获得瑞典辐射安全局和瑞典环境保护局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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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检验检疫

瑞典奉行欧盟共同的检验检疫政策，无

论在欧盟内部流通的商品，还是从第三国进

口或出口的商品都必须符合欧盟相关的法规

和标准要求。对于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检

验检疫管理方式，有的需要对整个产品的管

理体系进行符合性评估，有的需要在边境实

施逐批检验检疫或抽查检验检疫等。①瑞典农

业委员会和瑞典食品安全局主要负责对进出

口动物、植物、肉制品、乳制品等的检验检

疫，并签发检疫证书等文件。

2.6 反不正当竞争、反商业贿赂与反腐
败、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

瑞典竞争局（Swedish Competition Aut-

hority）是市场竞争的监管机构，致力于为

消费者创造良好公平的市场环境。②

反不正当竞争 

瑞典《竞争法》于 1993 年 7 月颁行，代

替了 1982 年的《竞争法案》和 1991 年的《禁

止限制农产品竞争法案》，后又进行过多次

修订。该法以欧盟竞争法为基础，主要对以

下 3 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管：反

竞争合作、滥用市场优势地位和经营者集中。

                                          

①  EU Standards. http://eustandards.net.

②  瑞典政府网 . https://www.government.se.

表 5-9　不正当竞争行为及主要内容

不正当竞争行为 主要内容

反竞争合作

禁止以下反竞争合作：
● 直接或间接固定购买价格、销售价格或者其他不公平的交易条件；
● 限制或控制生产、市场、技术开发或投资，以损害消费者利益；
● 对相同情况下的交易采用不同的交易条件，从而使交易对象处于竞争劣势；
● 订立合同时要求对方接受与合同标的无关的附加条件。

滥用市场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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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个

要素：
● 一个或几个企业在某一市场上拥有市场优势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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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种滥用行为损害了瑞典的市场竞争或欧盟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贸易。

经营者集中

监管任何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瑞典市场竞争的集中行为，包括企业合并。当企业合并满

足以下 2 个条件时，必须通知瑞典竞争局：
● 在上一财政年度，所有有关合并企业在瑞典的总营业额超过 10 亿瑞典克朗；
● 在上一财政年度，至少有两家相关企业在瑞典的单独营业额均超过 2 亿瑞典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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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企业涉嫌违反《竞争法》的情况，

违法企业将被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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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罚款，并赔偿对另一家企业或协议的另一

方造成的损失。①

                                          

①  瑞典竞争局 . https://www.konkurrensverket.se.

②  同①。

③  Lexology. https://www.lexology.com.

瑞典健身平台与供应商签订独家协议违反竞争法。Im with Bruce AB（以下简称

“Bruce”）是瑞典一个提供健身服务的集中平台，没有自己的培训设施，而是通过与

一些健身工作室签订协议来对外出售会员资格，允许客户通过 Bruce 的订阅服务在几

个不同的健身工作室接受健身培训。

瑞典竞争局调查发现，与 Bruce 签订协议的健身工作室，将不能与 Bruce 的竞争对

手再签订协议，因而判断该协议具有排他性，并对市场的竞争与发展产生持久影响。②

案例 2

瑞典《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有明确规定并严格执行，中国企业和投资者应予以

密切关注，谨慎遵守有关法律，建立完备的合规制度和内部风险防控机制。在发现企

业可能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风险时，应及时评估风险，通过合理的渠道和方式化解，

以避免因触犯法规而被瑞典竞争局调查甚至处罚。

启示

反商业贿赂与反腐败

瑞典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欧洲委

员会反腐败民法公约》《欧洲委员会反腐败刑

法公约》和《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

国公职人员公约》成员国。③瑞典《刑法》对

禁止贿赂做出了规定，并将贿赂分为受贿和

行贿两种。

根据《刑法》，任何人接受或要求不正

当利益应被定罪为受贿；任何人提供、许诺

或给予不正当利益，应被定罪为行贿；此外，

共谋、协助和教唆以及企图行贿也被定为刑

事犯罪。其中，不正当利益是指任何具有经济

价值的利益或特权，如金钱、礼物、折扣等。

瑞典警方有义务对可疑的贿赂犯罪进行

调查，检察官将对被评估定罪的行为进行起

诉。行贿的处罚包括罚款或6个月至2年监禁；

情节严重者，可判处最高 6年监禁。

如果当事人犯行贿或受贿罪，且该行为

是公司商业活动的一部分，除当事人承担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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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责任外，该公司还将被处以 5000 瑞典克朗

至 5亿瑞典克朗的罚款。

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

瑞典金融监管局负责监督瑞典金融市场

运营，预防并打击洗钱活动。瑞典涉及反洗

钱及反恐怖融资的法律主要有《反洗钱法》

和《洗钱罪处罚法》，其中《反洗钱法》主

要防止公司被用来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活动，

《洗钱罪处罚法》是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行

为的刑法处罚框架。

此外，瑞典也是反洗钱国际组织金融行

动特别工作组的成员国，执行金融行动特别

工作组公布的《40+9 项建议》标准，内容涉

及刑事司法制度和法律执行，金融制度及其

规章，以及国际合作事宜。①

2.7 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

瑞典环境部主要负责实施环境和气候政

策，致力于解决气候、生物多样性、化学品、

生态循环、自然和森林保护、海洋和水环境、

辐射安全和国际环境合作等问题。②

各地环境保护局、地方行政委员会负责

组织制定各类环境保护标准、基准和技术规

范，对重大环境问题和环境污染防治的统筹

协调和监督管理。环境法院负责审批对环境

有污染的活动，对环境危害较小的活动可由

地方行政委员会审批。

瑞典的环境政策侧重于减少排放物和有

害物质。由于许多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瑞

典积极与其他国家协同合作。

相关法规

瑞典《环境法典》于 1999 年 1月生效。

《环境法典》由 15 部法案组成，分别为《自

然资源法》《自然保护法》《动植物法》《健

康保护法》《环境保护法》《水资源法》《农

业土地管理法》《转基因生物法》《化学产品

法》《生物杀虫剂法》《杀虫剂林地传播法》《燃

料法》《公共清洁法》《禁止向水中倾倒废物

法》《环境损害法》。

环境许可

企业在瑞典开展以下活动时，需要事前

获得环境许可证。

（1）建造或经营对环境有污染的工厂、

设施等项目；

（2）废水排放到陆地、水域或地下水；

（3）所从事的活动将产生固体废物及其

他固体且可能污染土地、水域或地下水等，

需要企业提前取得环境许可证。

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企业开展的活动如污染环境，除申请环

境许可证外，还需准备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应包括对活动的描述，如位置、设

                                          

①  Sanction Scanner. https://sanctionscanner.com.

②  瑞典政府网 . https://www.governmen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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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方案和规模；为避免或减轻不利的环境影

响而采取的措施；活动对人类健康、环境土

地、水和其他资源的主要影响；对可替代场

地和设计方案的描述及选择原因等。①

环境污染处罚

一般来说，有以下故意行为的个人将被

处以罚款或 2年以下有期徒刑：

（1）污染土地、水和空气，并危害公众

人身健康或损害动植物；

（2）储存废物等的方式对公众人身健康

造成损害；

（3）噪声、振动或辐射等对环境造成重

大损害。

有以下行为的企业，需要在 30 天内支付

罚款，具体金额由瑞典环境保护局和地方行

政委员会决定：

（1）没有遵守《环境法典》；

（2）没有按照许可证的要求开展活动。

                                          

①  The Environmental Code. https://www.government.se.

②  Emission Standards. https://dieselnet.com.

沃尔沃努力降低卡车排放对环境的影响。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对汽车废气的排放

量有严格限制，并不断降低每种型号汽车可以排放的废气限度。例如，目前实施的欧

6 标准强制规定了对于柴油发动机所产生的氮氧化物减排 67%，细颗粒物排放量减半的

限制。瑞典重视环境保护，执法严格，配备柴油发动机且总重超过 3.5 吨的重型卡车

需要在瑞典规定的环境区内行驶，驾驶员必须出示证明发动机达到欧洲排放标准的文

件。②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为降低卡车排放对环境的影响，符合欧盟标准，成立了全球

第一家 CO2 零排放工厂，同时不断改良产品，研制新型发动机，提高能效减少排放。

案例 3

中国企业在瑞典投资应当遵守当地有关环保规定，如投资涉及排放废气、固体废

弃物等方面的项目，需要采取特别环保措施，以避免因环境污染问题给企业发展带来

负面影响和经济损失。

启示

2.8 卫生与安全

在瑞典开展贸易投资活动，企业须严格

遵守当地卫生和安全规范，关注业务发展带

来的卫生、环境安全等问题。尤其对餐饮业、

建筑工程等行业，投资者要深入了解业内的

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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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

瑞典的食品主要通过《欧盟食品法》进

行监管，在某些情况下，会遵照瑞典法律予

以补充监管。①瑞典食品管理分 3 个层次：国

家食品管理局负责在国家层面执行食品法律

和由其制定的食品法规和规章；各省食品管

理局负责在地区层面协调食品控制；各市环

境和健康保护委员会负责地方层面的食品控

制。瑞典食品管理遵循消费者至上基本原则，

食品销售商对食品安全负全部责任。②

根据 2019 年发布的《全球食品安全指数

报告》显示，瑞典位列食品安全国家排行榜

的第 7 名，是食品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这主

要得益于瑞典食品安全的严格规范，例如瑞

典禁止饲料添加抗生素、生长激素、推行人

道畜牧；严禁果蔬喷洒违禁农药；食品生产

厂商在使用食品添加剂时需进行反复的试验，

以证明不会对消费者健康造成损害；食品外

包装上须标明食品添加剂的成分含量等。

建筑工程安全

根据瑞典《工作环境法》和《建筑法》，

雇主负责保护施工现场的工人免受疾病和事

故的伤害。在建筑工程开始之前，企业需要

申请建筑许可证。③

以斯德哥尔摩为例，斯德哥尔摩城市规

划技术管理委员会负责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监督人员可以直接去现场随机监督执法，检

查过程中发现质量问题有权责令整改，如情

节严重，将直接移交法院处理。斯德哥尔摩

城市规划技术管理委员会围绕工程质量、施

工安全和作业环境实施差别化管理，对信誉

优良、管理规范的企业每1~2个月检查一次，

其他企业大约 1个月检查 2次。④

2.9 社会责任

作为欧盟成员国，瑞典遵守欧盟关于企

业社会责任的指令。欧盟规定如果公司雇员

大于 500 人或者净收入超过 4000 万欧元，则

需要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瑞典政府非常

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在指标要求上比欧盟更

为严格，要求雇员大于 250 人的公司必须发

布社会责任报告。⑤报告披露的信息涉及环

境、社会及公司治理，具体包括人权、劳工、

性别平等、产品安全、消费者保护等方面。

中国企业在拓展海外业务的同时，应主

动承担和履行社会责任，回馈当地社会和人

民。遇到危机或自然灾害时，可捐款捐物，

积极参与救助和抗灾减灾工作。企业还应多

开展有益于当地社会民生的公益活动，树立

可信赖、负责任的良好企业形象，为当地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①  Jordbruks verket. https://www.jordbruksverket.se.

②  中国商务部市场秩序司 . http://sczxs.mofcom.gov.cn.

③  DLA PIPER. https://www.dlapiperrealworld.com.

④  《质量管理》瑞典建筑工程质量管理特点分析。

⑤  WTO 经济导刊 . http://www.wtoguid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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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贸纠纷解决

中国企业到瑞典投资、建厂、合作、经

营过程中，应当遵守瑞典的法律规定，认真

履行签订的合同。在瑞典，企业可通过诉讼、

仲裁、调解等方式解决争议。

3.1 诉讼

瑞典《诉讼法》于 1942 年颁布，主要包

括对法院组织体系、诉讼程序、证据、三级

法院的审判程序等法律规定。

诉前防范

企业在签订合同时，应对未来履行合同

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争议提前设置救济措施，

事先在合同中约定出现争议的解决方案。在

合同履行过程中一旦发生争议，中国企业应

根据争议的性质和规模及时向律师事务所、

经贸仲裁机构等寻求帮助。

诉讼体系

发生商业纠纷的企业可以向瑞典法院提

起诉讼。瑞典法院分为三级：地方法院、上

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瑞典的司法审查为三级

图 5-3　负责任的企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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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制，即每个案件都要从地方法院开始审

理，经过两次上诉，直至最高法院做出终审

的裁判。

诉讼程序

瑞典法院的诉讼程序包含的主要步骤如

图 5-4 所示。①

诉讼建议

如果发生诉讼，建议诉讼人先进行情况

评估。由于诉讼花费的时间通常比仲裁和调

解的时间长，企业在投资时如与瑞方合作伙

伴产生纠纷，应以仲裁或调解作为首选方案。

此外，企业可在合同中建议明确仲裁条款，

以降低相关商业风险。

                                          

①  瑞典政府网 . https://www.government.se.

图 5-4　瑞典诉讼程序

3.2 仲裁及其他争议解决方式

仲裁

在瑞典，建筑和工程协议、商业收购、

服务协议等方面的争议通常以仲裁方式解决。

2018 年 11 月，为提高仲裁程序的效率，瑞典

通过立法机构修改了《仲裁法》。新修改的

部分已于 2019 年 3 月 1 日生效。

仲裁机构。仲裁机构在瑞典历史悠久。

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所成立于 1917 年，由委

员会和秘书处组成，是世界著名的仲裁机构，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具有较高的声誉。2018年，

斯德哥尔摩商会共处理 152 件仲裁案件。

仲裁程序。见表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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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瑞典仲裁主要程序①

步骤 程序 说明

1 以书面形式提交仲裁的请求

该请求包括以下内容：
● 仲裁请求；
● 需要仲裁员作出裁决的事项；
● 仲裁员人选。

2 提交仲裁诉求

● 提交仲裁请求的一方应在仲裁员所决定的时间内提出自己的

仲裁诉求和支持该诉求的情况；
● 对方应在仲裁员所决定的时间内说明自己对该仲裁诉求的立

场以及支持其立场的情况；
● 双方当事人都可在仲裁过程中更正或补充其先前提出的仲裁

诉求并提出新的、支持自己立场的情况。

与诉讼相比，瑞典的仲裁具备的主要优势和劣势见表 5-11。②

表 5-11　瑞典仲裁的优势与劣势

优势

（1）瑞典《仲裁法》几乎没有强制性的程序规则，使得仲裁程序能够量身定制。

（2）可用英语进行仲裁，仲裁员和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所须对仲裁和其结果保密。

（3）纠纷处理更快。2018 年，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所处理的大部分案件，从提交到裁决平均

需要 6~12 个月。

（4）瑞典和中国分别于 1958 年和 1987 年加入《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以

下简称《纽约公约》）。根据《纽约公约》，两国境内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均可在

对方国家获得承认和执行。

劣势

（1）一般不能对仲裁裁决提出上诉。

（2）当事双方需要承担仲裁员的费用和仲裁机构的行政费用。仲裁员的费用根据争议金额确

定，在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所官网上可以找到成本费用计算器，方便双方估算成本。

                                          

①  The Swedish Arbitration Act.

②  Thomson Reuters.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

仲裁规则。在仲裁庭组成之前，秘书处

负责管理仲裁程序，一旦仲裁庭组成，案件

就完全移交仲裁庭，程序和实体都由仲裁庭

进行管理。首席仲裁由仲裁院主席指定，案

件在首席仲裁的督导下进行，所有函件均由

首席仲裁签字发出并交由仲裁机构备案，无

须加盖仲裁机构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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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CSID. https://icsid.worldbank.org.

国际仲裁

瑞典和中国分别于 1967 年和 1993 年加

入《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

公约》（以下简称《华盛顿公约》）。该公

约规定，成员国国民与东道国之间发生争端

时，成员国国民可诉诸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

心（ICSID）。因此，中国投资者与瑞典政府

之间因投资产生的争议可提交 ICSID 解决。①

表 5-12　申请 ICSID 争端解决的主要程序和要求

步骤 具体要求

提出仲裁申请 ● 向 ICSID 秘书长提出。

组成仲裁庭

● 仲裁庭可由双方同意的独任仲裁员或 3 名仲裁员组成。如果选择 3 人仲裁庭，双方

各指定 1 人，再由双方所指定的仲裁员共同指定第 3 位仲裁员。
● 在秘书长发出仲裁登记通知后 90 天内，如果双方无法选择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则

ICSID 主席在仲裁小组中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任何一位仲裁员不得是当事人所

属国的公民。

选择适用法律
● 发生争议的双方，有权自主选择解决争议时所适用的法律，若未作出选择，适用的

法律根据冲突规范确定。

调解

瑞典的调解机构包括斯德哥尔摩商会和

西瑞典工商会。调解可以在诉讼前或诉讼发

生后进行，调解员有保密义务，不得透露他

们在调解过程中获得的任何信息。调解费用

取决于纠纷的复杂性和争议金额的大小，通

常由双方当事人承担。

调解程序因案件而异，一般可分为以下 5

个阶段：

（1）准备阶段，调解人向当事人解释过

程，费用和时限在这一阶段决定；

（2）召开全体会议，各方陈述案件；

（3）调解人与每一方之间召开闭门会议；

（4）谈判阶段；

（5）在双方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缔结和解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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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贸促会经贸纠纷解决
      特色服务

4.1 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渐深入，为

响应国际社会呼声，在中国贸促会推动下，

中国国际商会联合“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

相关工商会、法律服务机构等按照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共同发起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

解决组织。作为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重要成果，2020 年 10 月 15 日，

该国际组织正式成立。该国际组织为非政府

间、非营利性国际社会团体，将为境内外企

业提供包括宣传培训、对话磋商、合规建设、

预警防范、标准合同制定、调解、仲裁等国

际商事争端预防和解决多元化、“一站式”

服务，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 营造高效便

捷、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

4.2 商事仲裁

一般商事仲裁

商事仲裁是中国贸促会最早开展的商事

法律业务。1954 年 5 月，中国贸促会经中央

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涉

外仲裁机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以下简称“贸仲委”）。经过多年的发展，

贸仲委已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常设商事

仲裁机构之一，独立公正地解决国内外经济

贸易争议及国际投资争端。贸仲委总部设在

北京，在加拿大、奥地利、中国香港、深圳、

上海、天津、重庆、杭州、武汉、福州、西安、

南京、成都、济南均设有分支机构。除传统

商事仲裁服务外，还为当事人提供网站域名、

网上仲裁、调解、投资争端解决等多元化争

议解决服务，以及粮食、工程建设、金融等

行业争议解决服务等。

海事仲裁

1959年 1月，中国贸促会经国务院批准，

成立了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海

仲委”），海仲委是目前中国最有影响力、

最具权威的涉外海事仲裁机构。中外企业在

航运金融、航运保险、物流、航空、涉海（水）

上工程、海洋资源开发等海事领域的争议均

可向海仲委申请仲裁。海仲委总部设在北京，

在上海、天津、重庆、深圳、香港、福建设

有分会，在浙江等地设有自贸区仲裁中心，

在大连、天津、青岛、宁波、广州、舟山等

城市设有办事处。

4.3 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贸促会自1957 年起开展知识产权服

务，是中国最早开展涉外知识产权服务的机

构，为中外企业在专利、商标、著作权域名、

商业秘密、商业外观、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

权相关领域提供咨询、申请、调解、行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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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诉讼服务。中国贸促会下设中国贸促会

专利商标事务所、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

限公司、中国贸促会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等三

家知识产权代理和维权机构，在北京、纽约、

东京、慕尼黑、日内瓦、马德里、中国香港、

上海、广州、深圳设有分支机构。

专利服务

·现有技术检索及可专利性分析

·准备和办理专利申请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专利复审与无效事务

·专利侵权纠纷的司法诉讼、行政解决以及
  海关保护措施

·专利海关备案

·专利检索、监视、侵权分析、企业并购中
  的尽职调查等

·专利许可与技术转让

商标服务

·商标事务性咨询

·商标申请前查询及提供可注册性分析

·商标查询、监视及广告

·商标注册申请与续展

·商标异议、评审和行政诉讼

·商标许可与转让

·商标侵权司法诉讼、行政查处及相关
  法律事务

·商标海关备案

·商标、品牌战略设计

其他知识产权相关服务

·办理著作权和计算机软件登记

·代理著作权许可或转让合同谈判和签约

·办理著作权侵权诉讼及相关法律事务

·代理著作权海关备案

·提供与反不正当竞争和商业秘密保护有关
  的法律咨询服务

·提起侵权诉讼及处理相关的法律事务

·为技术贸易提供技术、法律、贸易方面的
  咨询服务

·代理技术贸易合同谈判和签约

·域名注册与争议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

4.4 “两反一保”服务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和企业“走

出去”深入推进，企业面临的反倾销、反补

贴、保障措施（“两反一保”）等案件日益

增多，中国贸促会为企业提供“整链条、全

覆盖”的经贸摩擦应对服务。在立案前，代

表企业与国外商协会开展产业对话，消除分

歧；在案件应对期间，组织行业企业积极开

展游说应对工作；在中国企业受到国外“两

反一保”措施后，帮助企业在国外法院提起

司法救济诉讼，代表行业向外国政府反映情

况。目前，中国贸促会已在全国设立 102 家

贸易摩擦预警机构，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经贸

摩擦预警体系，不仅涵盖了大部分省市区，

且覆盖了钢铁、重型机械、茶叶、平衡车行

业、特种纸行业、电动工具行业、管道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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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陶瓷行业等几十个经贸摩擦重点多发

行业。中国贸促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负责“两

反一保”相关业务。

4.5 商事认证服务

中国贸促会的商事认证业务主要包括签

发中国出口商品原产地证明书、出具商事证

明书和人力不可抗力证明书、签发暂准进口

货物通关（ATA）单证册以及代办涉外商事文

件领事认证等内容。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

心负责统筹协调全国贸促系统 300 多家商事

认证签证机构开展相关业务，每年签发各类

证书约 450 万份，每年为企业减免费用约 2

亿元，显著提升了贸易便利化水平。2019年，

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心还启动了企业信用

服务平台，在国内外建立了广泛的企业信用

调查渠道，建立了国际经贸领域失信企业数

据库，为中外企业提供信用公共服务，帮助

企业防范国际经贸领域的商业信用风险。

4.6 商事调解服务

商事调解是一种非对抗的争议解决方

式，主要解决中外当事人在经济、贸易、金

融、投资、技术转让、承包工程、运输、保

险以及其他商事、海事方面的争议。中国贸

促会于 1987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贸促

会 / 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可根据当事人

之间的调解协议受理案件，如没有调解协议，

经一方当事人申请在征得他方当事人同意后

也可受理。调解中心已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

调解中心近 50 家，还与部分国际调解机构成

立了联合调解中心。

4.7 合规建设服务

2018 年 1 月，中国贸促会设立全国企业

合规委员会（以下简称“合规委员会”），

具体业务由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负

责运作。这是迄今国内成立最早、服务企业

合规建设最权威最全面并具有广泛代表性的

专业合规组织机构。合规委员会特色服务包

括企业合规体系建设、合规培训、合规风险

管控方案设计、在线合规咨询、资信查询等

信息服务。

4.8 其他相关服务

境外投资全流程“一站式”综合服务

通过在 130 个国家建立的 300 多个多双

边合作机制搭建了全球综合服务网络，针对

企业在境外投资中遇到的问题，为企业境外

投资提供涵盖投资前期、中期、后期的全流

程法律服务，并为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提供

包括法律服务、海外项目对接、商务考察、

税务咨询、融资方案等在内的“一站式”综

合服务。

企业信用公共服务

在国内外建立了广泛的企业信用调查渠

道，建立了国际经贸领域失信企业数据库，

为中外企业提供信用公共服务，帮助企业防

范国际经贸领域的商业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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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电话    +86-10-82217788，64646688

传真    +86-10-82217766，64643500

邮箱    info@cietac.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6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电话
    +86-10-82217900  

        +86-10-82217767/7923/7735

传真    +86-10-82217966

邮箱    cmac@cmac.org.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16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专利商标事务所

电话    +86-10-66412345，68516688

传真    +86-10-66415678，66413211

邮箱    mail@ccpit-patent.com.cn

地址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

        远洋大厦 10 层

邮编    100031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

电话    +86-10-82217081

传真    +86-10-82217052

邮箱    adr@ccpit.org

网址
    http://adr.ccpit.org/CH/Index/index.

        html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4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知识产权服务中心

电话    +86-10-82217309

传真    +86-10-82217304

邮箱    iprsc@ccpit.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14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商事法律服务中心

电话    +86-10-82217056/7055/7151

传真    +86-10-82217055

邮箱    iprsc@ccpit.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4 层

邮编    1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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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企业权益保护中心

电话    +86-10-82217388

传真    +86-10-82217388

邮箱    iprsc@ccpit.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14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

电话    +852-28284688

传真    +852-28271018

邮箱    patent@cpahkltd.com

网址    https://www.cpahkltd.com

地址
    香港湾仔港湾道 23 号

        鹰君中心 22 字楼

商标侵权纠纷案。阿乐斯公司是依据德国法律成立的法人企业，专业从事生产

设计、制造和销售各种隔热、绝热材料。阿乐斯公司申请注册了多项商标，是“福

乐斯”“Armaflex”等商标的持有人。阿乐斯公司发现，杭州阿乐斯福乐斯公司在其

保温绝缘材料上单独使用了“阿乐斯福乐斯”。同时，该公司的英文名称“Hangzhou 

Armacell Armaflex Commerce Co., Ltd.”也使用了阿乐斯公司所拥有的“Armacell”和

“Armaflex”商标。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接受阿乐斯公司的委托，向法院提起

诉讼并胜诉，有效维护了阿乐斯公司的合法权益、形象及声誉。

案例 4

专利权权属纠纷案。此案涉案专利属发明专利，为胜德国际研发股份有限公司所

有。北京突破电气公司认为该专利与两公司联合开发的某专利类似，权利应归属于突

破电气公司。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受胜德国际公司的委托，对专利的技术

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该专利并非联合开发专利的简单叠加，且与联合开发专利

无直接关联。相关诉讼请求得到了法院支持，维护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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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美国铁质机械传动部件“双反”案。2015 年 10 月 28 日，美国 TB Wood's 

Incorporated 公司向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对进口自中国

的部分铁制机械传动部件发起“双反”调查。中国贸促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认真分析

案件特点，积极开展发动企业、法律抗辩、游说施压等相关工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美起诉方五次缩小涉案产品范围，涉案金额由近 3 亿美元缩减至约 2000 万美元，美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最终作出无损害裁决。我方应对工作取得完胜，维护了年均 3 亿美元

的出口市场。

案例 6

通过调解—仲裁联合机制解决争议。某大型国有 A 公司与某民营 B 公司就海外工

程项目款项发生争议，B 公司多次向 A 公司提出补偿前期投入款项，但是由于当事双

方之间就标的工程项目仅有口头上的约定，故 A 公司对前期 B 公司所投入的金额存在

严重的分歧。B 公司尝试了多种手段去追讨款项甚至包括上访，均无果。后 B 公司向中

国贸促会调解中心提出调解申请，调解中心就此事联络 A 公司，向其普及了调解的作用

和优势，A 公司同意进入调解。通过调解中心与相关仲裁委员会建立的调解—仲裁联合

机制，以和解协议为基础，由仲裁委员会制作了裁决书，为本次调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案例 7

承运人无单放货案。河北某公司与巴西买方签订了买卖协议，约定支付方式是

D/P，贸易术语 FOB，承运人由巴西买家指定。货物从中国天津港海运发出后，河北公

司随即将全套正本提单交付给托收行，委托其代收货款。货物到港后，巴西买家因经

营不善，面临破产重组，不能及时付款赎单。河北公司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告知承

运人，提醒其妥善保管货物，可能需要运回。此时承运人告知该河北公司，货物已经

被巴西买方凭副本提单提走。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代理该河北公司向承运人

提起索赔并胜诉，河北公司获全部货款及利息赔偿。

案例 8

敦促履约案。美国公司在收到陕西某公司发送的产品后，发函称产品存在质量问

题。这批产品在量产之前经美国公司检测并出具了检测合格报告。陕西公司认为，美

国公司此举为恶意拖欠货款。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接到投诉后，迅速向美国公司发送

敦促函，促使美方同意签署和解协议，帮助陕西公司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

案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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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签证及居留许可

1.1 签证

签证类别

欧盟以外国家的公民访问瑞典需要申请

签证。签证类别分为统一申根签证（A 类和 C

类）和瑞典国家签证（D类）。

统一申根签证适用于申请人在瑞典的停

留时长少于90天，目的为旅游、商务/会议、

探亲 /访友、文化、体育、公务访问、就医、

短期学习、过境、团队旅游等情况；①瑞典

国家签证（D 类）一般适用于申请人在瑞典学

习、工作和永久居住。②

                                          

①  瑞典移民局 . https://www.migrationsverket.se；瑞典签证中心 . https://www.vfsglobal.se.

②  申根签证信息 . https://www.schengenvisainfo.com.

③  瑞典驻华大使馆 . https://www.swedenabroad.se；瑞典移民局 . https://www.migrationsverket.sef.

表 6-1　瑞典签证类别

签证类别 适用情况 停留时间

统一申根签证

A 类签证

机场过境签证，持有者不能进入申

根国，但可以通行申根国机场的国

际区。在申根国机场从一个非申根

国转机前往另一个非申根国的公民

必须持有机场过境签证。

过境时间。

C 类签证

一次入境签证
短期签证，持有者可以在申根国居

留一段时间，具体时间取决于签证

的有效期。

签证持有人首次进入

申根国领土首日起的 6

个月内，总停留时间

不超过 90 天。

两次入境签证

多次入境签证

瑞典国家签证 -D 类签证③ 需有特殊理由，一般授予将在瑞典

学习、工作或者永久居住的个人。
超过 90 天，最长 1 年。

签证办理

申请签证所需材料见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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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瑞典移民局 . https://www.migrationsverket.se；瑞典签证中心 . https://www.vfsglobal.se.

②  瑞典驻中国大使馆 . https://www.swedenabroad.se.

③  瑞典签证中心 . https://www.vfsglobal.se；申根签证信息 . https://www.schengenvisainfo.com.

表 6-2　签证申请所需材料

签证类别 申请材料

统一申根签证①

（商务 / 会议目的

为例）

（1）本人签字的“申根签证申请表”；

（2）10 年内签发的有效护照，附身份信息页复印件两份及签字页复印件一份（护照

须在签证过期后 90 天仍然有效，且至少有 2 页签证空白页）；

（3）最近 6 个月拍摄的 2 寸淡色背景彩色照片 1 张（仅针对过去 59 个月内已采集

过申根指纹和未满 12 周岁的申请人）；

（4）中国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5）个人旅行医疗保险（覆盖所有申根国家并在停留时间内有效，能够涵盖由于医

疗或紧急医疗原因 / 紧急住院治疗而导致的遣返费用，投保总额至少为 3 万欧

元）；

（6）瑞典方公司邀请信原件；

（7）中方公司的英文派遣函原件；

（8）中瑞双方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9）经济担保证明。在瑞典所需资金为每天 450 瑞典克朗，不包含住宿的费用。申

请人自行承担费用的需提供过去 3 个月的银行对账单，派遣方或邀请方承担费

用的需在派遣函或邀请信中明确说明；

（10）使领馆可能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

瑞 典 国 家 签 证 -D

类签证②

（1）本人签字的“国家签证（D 签证）申请表”；

（2）护照原件或其他有效旅行证件；

（3）护照身份信息页以及任何护照延期及更名页的复印件一份；

（4）最近 6 个月拍摄的 2 寸彩色白底照片 1 张；

（5）使领馆根据申请人的自身情况要求提供的附加材料。

签证申请流程见表 6-3。

表 6-3　签证申请流程

签证类别 申请流程

统 一 申 根 签 证 -A

类和 C 类签证③

（1）了解所需申请的签证类型。

（2）在瑞典签证中心网站查看所属领区，确定要前往的签证申请中心位置。

（3）填写申请表格，并准备相关材料。

（4）递签。可以在工作时间直接到签证申请中心递交申请。递交申请后需要进行生

物识别数据采集。支付签证费人民币 655 元 / 人（12 岁以上）和服务费 188 元

/ 人。费用会根据每月汇率上下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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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类别 申请流程

（5）递交签证申请后，可以在瑞典签证中心官网查询办理进度。①

瑞 典 国 家 签 证 -D

类签证②

（1）填写申请表格，并准备相关材料。

（2）将 D 类签证申请提交至瑞典驻中国大使馆或瑞典驻上海总领事馆，无需预约。

（3）使 / 领馆根据申请人的自身情况要求提供附加材料，视具体情况确定后续流程。

表 6-4　瑞典驻华使领馆及各签证中心联系方式③

签证中心 / 使、领馆 电话 地址

瑞典驻华大使馆

（北京）④ +86-10-85311800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东直门外大街 3 号，邮编：100600

瑞典驻上海总领事馆 +86-21-53599610 中国上海淮海中路 381 号中环广场 1521-1541 室

瑞典驻香港总领事馆 +852-25211212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 56 号，东亚银行港湾中心 25 楼 2501 室

北京签证中心
+86-10-84004367

+86-10-84004397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0 号 4 层二十一世纪大厦

长沙签证中心 +86-731-85786756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 258 号鑫远白天鹅酒店二层

5、6 号会议室，邮政编码：410000

成都签证中心 +86-28-67693811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 4 区 11 栋门牌 15-18，邮政

编码：610000

重庆签证中心 +86-23-63702792
重庆市两江新区西湖支路 2 号精信中心 B 塔 3 层 6 号，邮

政编码：401147

杭州签证中心 +86-20-29106158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钱江路 1366 号华润大厦 A 座 702 室，

邮政编码：310016

上海签证中心 +86-20-29106158
上海市黄浦区四川中路 213 号久事商务大厦 3 层 ，邮政编

码：200002

沈阳签证中心 +86-24-82919355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 61 号沈阳财富中心 A 座 4 层 3

号，邮政编码：110000

武汉签证中心 +86-27-87273618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71 号，汉街总部国际 B 座

3906-3907 室，邮政编码：430000

                                          

①  瑞典签证中心 . https://www.vfsglobal.se；申根签证信息 . https://www.schengenvisainfo.com.

②  瑞典移民局 . https://www.migrationsverket.se；瑞典驻华大使馆 . https://www.swedenabroad.se.

③  瑞典签证中心 . https://www.vfsglobal.se.

④  瑞典驻华大使馆 . https://www.swedenabroad.se.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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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申请注意事项

申请申根签证应注意以下事项：

（1）使领馆的审理时间为 15 天之内，材

料由签证中心递送到使领馆的时间另算，通

常不超过一周。特殊情况下，受理时间可能

长达 45 天。

（2）准许在申根区域停留的天数以及有

效期在旅行证件的签证页上有说明。瑞典大

使馆或领事馆会在签证页上外加 15 天有效期

以便申请人灵活安排行程。但在申根区的可

停留天数仍然只限签证页上注明的天数。

（3）瑞典边境海关会进行入境检查。因

此，建议携带一份申请签证时的材料复印件。①

1.2 居留许可

外国人如需在瑞典停留超过 90 天，需要

向瑞典移民局申请居留许可。②

                                          

①  瑞典签证中心 . https://www.vfsglobal.se.

②  瑞典移民局 . https://www.migrationsverket.se.

③  瑞典移民局 . https://www.migrationsverket.se；瑞典驻华大使馆 . https://www.swedenabroad.se.

续    表

签证中心 / 使、领馆 电话 地址

西安签证中心 +86-29-89522093
陕西省西安高新区沣惠南路与科技六路交汇处摩尔中心 A

座 1801/1802，邮政编码：710000

济南签证中心 +86-531-83185899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文化西路 15-1 号，千佛山大厦（济

南签证中心）8 楼，邮政编码：250011

南京签证中心 +86-20-29106158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河西大街 190 号北京银行大厦 7 层，

邮政编码：210019

昆明签证中心 +86-871-65658476
云南省昆明市世博路 12 号低碳中心 A 座 1501D，邮编：

650000

表 6-5　居留许可申请流程及所需材料③

申请流程

（1）填写申请表格，并准备相关材料。

（2）递交申请。携带所需材料及本人护照原件在预约好的日期前往瑞典驻华大使馆或瑞典

驻上海总领事馆递交申请。递交申请后，使领馆将以人民币收取申请费，约合成人每

人 1500~2000 瑞典克朗。费用会根据每月汇率上下浮动。

（3）申请人需要参加与递交申请有关的面谈，回答有关访问瑞典的问题。



  116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瑞典（2020）

2　租房

2.1 租用办公用房

在瑞典，商业租赁必须遵守瑞典《土地

法》规定。商业房产租赁体系趋于标准化，

可为短期租赁的商业租户提供灵活服务，法

律监管透明度较高。①

租赁合同

商业租约一般为 3~5 年，根据房产和企

业类型的不同也可有更长期的租约。

大部分出租人会使用标准商业租赁合

同，并另附与价格指数调整和物业税相关的

文本。很多合同附有大量特殊条款，尤其是

零售场地租赁合同。

租金

租金通常包括供暖费和水费，但不包括

电费、冷气费、通风费和通讯费。部分商业

房产的租金包含公共区域保洁和除雪费用；

有些则不包含这部分费用，需要承租人支付

一定服务费或自行完成保洁和除雪工作。标

准合同大多要求承租人预付一个季度的租金。

斯德哥尔摩的租金水平居于全国首位，

租金根据距离市中心的远近有所不同。在加

尔代特（Gärdet）和索德（Söder）地区，月

租金一般不低于 1500 瑞典克朗 / 平方米；在

斯兑乐广场（Stureplan）和奥斯特马尔姆

（Östermalm）地区，月租金可高达 5000 瑞

典克朗 /平方米。②

税费及押金

承租人一般按照租赁面积缴纳物业税。

应纳税额根据瑞典税务局制定的税务评估价

值来核算，该税务评估价值相当于该房产市

（4）申请获批以后，瑞典移民局会制作居留许可卡，并将其由瑞典寄到瑞典驻华大使馆或

瑞典驻上海总领事馆。邮寄居留许可卡通常需要 2~3 周的时间。申请人可在接到通知

后，由本人或者委托他人领取居留许可卡。

所需材料

（1）本人签字的“居留许可申请表”和“家庭详细信息表”；

（2）护照身份信息页，以及任何护照延期及更名页的复印件一份；

（3）预订的返程票；

（4）最近 3 个月银行流水单或薪资明细表以证明申请人偿付能力（除定期存款账户外）。

如果邀请方支付申请人在瑞典的所有费用同样需要提供财力证明；

（5）瑞典驻华使领馆根据不同访问目的要求提供的其他附加文件。

续    表

                                          

①  瑞典贸易投资委员会 . https://www.business-sweden.com.

②  Verksamhetslokaler.se. https://www.verksamhetslokal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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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评估价值的 75%。商用写字楼税率为 1%，

工业用地税率为 0.5%。是否需要缴纳增值税

取决于承租人的业务类型。如需缴纳，合同

中通常会包含一项专门条款，约定承租人除

了支付租金外须缴纳增值税。

承租人通常还需支付相当于 3~6 个月房

租的押金或提供银行担保。

房屋改建

在征得出租人许可后，承租人方可在租

赁单元内进行改建。装修费用通常由承租人

承担，并承诺在租约到期时负责将房屋恢复

到出租方能接受的标准。若为出租人代表承

租人进行改建，一般不需要在租约到期时将

房屋恢复原貌。

2.2 租用住宿用房

租赁合同

租赁合同通常为无限期，也可以签订有

固定期限的合同。如果租期连续超过9个月，

合同终止前必须发出终止通知。终止通知应

在合同终止前 3个月以书面形式发出。①

未经出租人同意，承租人不得将房屋整

体转租，可分租其中一个房间或与他人共用

一个房屋单元。

租金

瑞典的租金制度受到严格监管。出租人

向承租人收取的租金不得高于该地区相同质

量和大小的其他房产的平均价格，此平均价

格通常由房产所有人与租户协会协商而定。

出租人上涨租金需要通知承租人。若承租人

同意或在2个月内未予回应，则适用新租金；

若承租人拒绝，出租人可向地方租金审裁处

提出涨租要求。②

截至 2020 年 10 月，在斯德哥尔摩市中

心，一居室平均月租金为 12960.04 瑞典克

朗，三居室平均月租金为 20525.20 瑞典克

朗；在斯德哥尔摩郊外，一居室平均月租金

为 8991.61 瑞典克朗，三居室平均月租金为

13101.68 瑞典克朗。③

租期保障

一般来说，承租人享有租期保障，无正

当理由不得被迫离开。因此，只有在承租人

严重违反租赁合同的情况下，出租人才可以

拒绝延长租期。租赁合同可能受外部因素影

响而终止，如房屋大规模翻新。出租人和承

租人可以专门准备一份协议说明承租人放弃

其租期保障，该协议通常需要获得地方租金

审裁处批准后生效。④

                                          

①  瑞典政府网 . https://www.government.se.

②  Just Landed-Relationships with landlords. https://www.justlanded.com.

③  NUMBEO. https://www.numbeo.com.

④  同①。



  118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瑞典（2020）

2.3 主要租房中介机构

瑞典主要房屋中介机构见表 6-6。

表 6-6　瑞典主要房屋中介机构①

机构名称 业务范围 网址

Samtrygg 住宅租赁 https://www.samtrygg.se

Qasa 住宅租赁 https://en.qasa.se

Andrahand.se 住宅租赁 http://www.andrahand.se

BoPunkten.se 住宅租赁 https://www.bopunkten.se

Instant Offices 商务租赁 https://www.instantoffices.com

Blocket.se 住宅 / 商务租赁 https://www.blocket.se

Bostad Direkt 住宅 / 商务租赁 https://www.bostaddirekt.com

Residensportalen 住宅 / 商务租赁 https://www.residensportalen.com

Verksamhetslokaler 住宅 / 商务租赁 https://www.verksamhetslokaler.se

Point2Homes 住宅 / 商务租赁 https://www.point2homes.com

                                          

①  The Local. https://www.thelocal.se.

②  Residensportalen. https://www.residensportalen.com.

③  瑞典新闻网 . http://news.sweden.cn.

2.4 租房注意事项

谨防诈骗。租户如遇到以下情况，需要

注意甄别是否为诈骗：租金明显低于租赁市

场平均水平；“房东”自称在另一个国家，

不方便带租户去看房；“房东”要求签订合

同之前先汇款；“房东”以安全为由要求租

户通过某个第三方“租金支付网站”进行汇

款等。②

转租。一手房租户必须有瑞典身份证和

固定收入来源，且地段好、价格低的房子会

有很多人排队等待。因此，租户很难租到一

手房，很多租户会选择转租房屋。找到满意

房屋后，租户要确定所签租房合同是经过房

屋管理委员会认可的正式合同，还是与房东签

订的私人合同。正式租约受法律保护，承租人

权利会受到充分保护，房东很难将租户驱逐。

私人租约属私下交易，即出租人在未经房屋管

理委员会允许的情况下出租私宅，承租人的权

利不能得到保护，房东也有可能受处罚。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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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瑞典对外交流委员会（Swedish Institute）. https://sweden.se.

②  中国经济网 . http://views.ce.cn.

③  同①。

3　医疗及保险

3.1 医疗体系概览

瑞典实施“分散式”医疗体系，中央政

府负责制定公共卫生及医疗保险的原则和指

导方针，由区级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及市政

府具体执行。①医疗体系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

及治疗的难易程度分级，不同级别的医疗机

构承担不同疾病的治疗和转诊分流，旨在实

现所有医疗资源的高效使用。②

分级医疗的优势在于护士在第一线过滤

出非紧急性的病人，并将不同疾病层级的病

人分散在不同医疗层级，不会发生过多病人

被安排到同一时段或者同一个层级医疗系统

就诊的情况。这有利于提供良好就医环境和

保护个人隐私，使病人得到合理充分治疗。

表 6-7　瑞典医疗卫生相关部门③

机构名称 简介

瑞典国家卫生与福利委员会

（Socialstyrelsen）
中央政府的专家机构及监管机构。

瑞典医疗卫生责任委员会

（Hälso-och sjukvårdens ansvarsnämnd）

政府机构，负责对医疗卫生从业人员行为的合法性进行

审查。

瑞典医疗卫生技术评估委员会

（SBU Kunskapscentrum för sjuk-och 

hälsovården）

致力于制定各类疾病的最佳治疗方法和寻求对医疗资源的

最有效利用。

瑞典牙科及医药福利局

（Tandvårds-och läkemedelsförmånsverket）

政府机构，负责确定何种药品、医疗器械或牙科医疗程序

由国家资助。

瑞典医药局

（Läkemedelsverket）

国家权威机构，负责规范管理及监督药品和其他医疗产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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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医疗设施

瑞典的医疗机构主要分为公立医院和私

立医院，多数医院设有急诊中心。① 

公立医院。拥有瑞典基本医疗保险的患

者可选择任意公立医院就医，在就医后也可

通过急诊科室或医生申请转诊入院，但由于公

立医院数量不多，等待就医的时间可能较长。

私立医院。私立医院通常拥有更好的医

疗设施，且通常无需等待太久，但治疗费用

往往较高。有的医生或专家会建立自己的私人

健康诊疗中心，只接受特定患者的就医需求。

急诊中心。当遇到突发意外或紧急情况

时，不论是否拥有国家医疗保险或家庭医生，

患者均可以直接至急诊中心就医或者打急救

电话“112”。急诊中心全天候开放，能够迅

速应对各种医疗健康突发疾病和紧急情况。

3.3 就医与买药

就医

在瑞典，除赴急诊中心就医外，预约医生

需要在当地公共健康中心（Vårdcentraler）

进行注册预约，一般需等一周左右。当遇到

高烧、咳嗽等不危及生命但需要专业医疗建

议的情况时，可拨打咨询电话“1177”。该

电话为全天候的非紧急健康问题咨询热线，

接诊医生会根据病人的描述给予具体照护及

非处方用药建议，病人再根据这些建议在家

自我照护并服药，用以缓解症状。②

在瑞典，享有合法居留权和居住超过 365

天以上的外国人，可注册申领一张当地的医

疗卡。医疗卡记录持卡人在瑞典期间所有的

就医状况，全国联网，医生可便捷地了解到

持卡人的既往病史及用药状况。

对于国际游客，赴急诊中心就诊后，需

要向急诊中心提供旅行证明或国际保险证明

等文件。

买药

瑞典实行“医药分家”的政策，对药品

严格管控。医院不直接出售药品，也无附设药

房。全国只有一个药店品牌—Apoteket。

Apoteket 在瑞典全国有超过 900 家分店，

绝对垄断瑞典药品出售，并严格保证药品质

量。在医院开出处方后，患者可在任何一个

Apoteket 购买处方用药。③

3.4 医疗保险

公共医疗健康保险

瑞典实行全民医疗健康保险，由中央政

府制定政策并出资运行，郡议会和市政府提

供医疗服务，患者仅需支付少量治疗费用。

                                          

①  TransferWise. https://transferwise.com.

②  同①。

③  瑞典药局（Apoteket）. https://www.apoteke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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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承担费用比例标准由郡议会规定，因此

在全国各地略有差异。瑞典政府规定，12 个

月内患者自行支付的治疗费用不超过 1100 瑞

典克朗，如果需要住院治疗，每天自费的住

院费用不超过 100 瑞典克朗，包含住院期间

的治疗费与处方药费。①

获得瑞典身份证的居民才能够享受公共

医疗健康保险涵盖的健保服务。外国人如没

有瑞典身份证，其医疗费用将会非常昂贵，

建议购买私人保险。②

私人健康保险

与瑞典公共福利体系相比，私人健康保

险覆盖面更广，能使居民更快获得医疗检查

和治疗措施。若因疾病或意外受伤或致残，

私人健康保险会给予大额赔付，如果导致残

障且无法工作，还可能提供其他类型的经济

补偿。③

旅客健康和意外保险

前往瑞典旅行的人通常需要购买旅客健

康和意外保险才能获得签证。该保险可为紧

急牙科护理、意外事故、医疗运输以及丧葬

费用等提供赔偿，可以在中国保险公司购买，

也可以在大多数瑞典保险公司在线购买。④

                                          

①  TransferWise. https://transferwise.com.

②  InterNations Go. https://www.internations.org.

③  The Newbie Guide. https://www.thenewbieguide.se.

④  同③。

⑤  同①。

4　开设银行账户 

4.1 开设个人账户

在瑞典，个人开设账户需要提供的主要

材料有：

● 护照；

● 居留许可证；

● 劳动合同；

● 瑞典身份证（如果要申请瑞典身份证，

个人需要携带护照、瑞典居留证和瑞典地址

证明，到瑞典税务局（Skatteverket）的人

口登记处现场注册）。⑤

如果开户人在瑞典停留少于 3 个月，银

行账户部分权限则会受到限制，例如不能使

用借记卡、不能访问网上银行等。

4.2 开设公司账户

在瑞典开设公司银行账户，每家银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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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提供的材料要求有所不同，通常包括全

套开户申请书和公司注册登记证明等。以中

国银行斯德哥尔摩分行为例，开设公司银行

账户所需材料如下：

● 全套开户申请书（原件）；

● 公司注册登记证明或营业执照副本（原

件核验）；

● 公司章程；

● 关于开立和使用银行账户的董事会

决议；

● 全体董事签名样本和所有授权签署人

的签名样本；

● 现任董事、秘书、高管人员和股东

名录；

● 公司股权结构说明书；

● 所有公司股东及有权签字人的身份证

件复印件。①

                                          

①  中国银行 . https://www.bankofchina.com.

②  European Union. https://europa.eu.

③  瑞典交通管理局 . https://www.trafikverket.se.

5　交通

5.1 购车

外国人可以在瑞典购车，购车后需完成

车辆注册并办理第三方责任险。通常情况下，

车辆首次注册 3 年后，需要进行第一次定期

检查，2 年后再进行第二次定期检查，之后

每年检查一次。车辆检查均价约 400 瑞典

克朗。②

5.2 驾车

驾照

中国内地驾照在瑞典可以使用一年；超

过一年，则需要考取瑞典驾照。获得瑞典驾

照的主要步骤包括：③

（1）视力检查；

（2）向瑞典交通局申请驾驶许可证；

（3）驾驶练习；

（4）通过驾驶理论考试；

（5）参加驾驶风险培训；

（6）预约驾考时间，考取驾照。

交规

驾车。在瑞典，车辆靠右行驶，白天驾

车也需打开近光灯。在工作日 6：30—18：29

时段内驶入斯德哥尔摩市区，将被征收 10~20

瑞典克朗不等的拥堵费，费用额度视具体时

段而定。

限速。城区限速 50 公里 / 小时，省道限

速 70 公里 / 小时，高速公路限速 110 公里 /

小时。超速罚款 300~1200 瑞典克朗不等，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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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租租车 . https://www.zuzuche.com.

②  根据 Visit Sweden (https://visitsweden.com) the Stockholm-Arlanda flygplats. https://www.swedavia.com.

情节严重程度而定。

超车。一般情况下，车辆从道路的左侧

超车。如遇有轨电车，车辆应从有轨电车的

右侧超车。当同方向的一条道路有两条以上

的车道，最高限速在 70 公里 / 小时以内，当

被超车车辆的司机明确示意要左转时，车辆

可从道路的右侧超车。

让路。在主干道行驶的车辆有先行权，

其他道路的车辆必须让路。有轨电车拥有优

先权，当有轨电车停车上下客时，机动车必

须给乘客让路。在行人过人行道时，路上没

有交通信号灯的情况下，行人拥有先行权。

在十字路口处，来自右方的车辆拥有先行权。

在十字路口处左拐时，需要给迎面而来的车

辆让路。①

5.3 公共交通

飞机

瑞典共有 65 个机场，其中斯德哥尔

摩共有 4 个国际机场，包括：阿兰达机场

（Arlanda  Airport）、布罗马机场（Bromma 

Airport）、 韦 斯 特 罗 斯 机 场（Västerås 

Airport） 和 史 卡 夫 斯 塔 机 场（Skavsta 

Airport）。这 4 个国际机场中，斯德哥尔摩

阿兰达机场是瑞典最大的空中枢纽，共有 2

号、3 号、4 号和 5 号四个航站楼，往返中国

的航班主要集中在 5号航站楼。②

阿兰达快线高速列车。往返机场和斯德

哥尔摩中央车站最便捷的方法是阿兰达快线

高速列车 (Arlanda  Express)，旅客只需 20

分钟可以直达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阿兰达国

际机场到达出口处即有自动出票机，提供英

语服务。成人单程票价为 299 瑞典克朗。

机场大巴。俗称彩虹巴士，在斯德哥尔

摩大区设有多个站点，到达斯德哥尔摩市中

心需要 40 分钟左右。成人单程票价为 139 瑞

典克朗。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开通了北京直飞斯德

哥尔摩的航班，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开通了上

海到斯德哥尔摩的直航。

火车

在瑞典境内乘坐火车出行十分便捷，尤

其是斯德哥尔摩—哥德堡—马尔默这三地之

间往返。前往挪威、丹麦和芬兰，也可以选

择火车通行。瑞典火车设一等座和二等座，

并为长途旅行提供卧铺和卧铺车厢设施。列

车基本信息、时刻表、票价等可以在网站

（http://www.sl.se）获取。

地铁

瑞典只有首都斯德哥尔摩有地铁，主要

有 3 条线路：红线、蓝线、绿线。共有 100

个车站，线路总长 108 公里。平时运行时间

为凌晨 5：00 至午夜 0：00，周末通宵运行。

可登录网站（http://www.sl.se）查询地铁

车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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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

斯德哥尔摩的公交车分为红、蓝两种颜

色。市区内的公交线路主要标号以1~4开头，

由蓝色公交车运营。其他非市区线路由红色

公交车运营。每条公交线路运营的具体时间、

车次等信息都不相同，建议查看网站（http://

www.sl.se）或者公交站台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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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简介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贸促会”）成立于 1952 年，是中国对外开放

领域重要的公共服务机构。经过 68年的发展，中国贸促会已经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经贸界人士、

企业、团体的重要纽带，成为境内外工商界开展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并将致力于为全球

工商界提供贸易投资促进服务和商事法律服务，代表中国工商界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贸促会已在全球设立 32 个驻外代表处，与 14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6 家对口机构及相

关国际组织建立了 382 个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初步形成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海外

工作网络。在中国贸促会推动下，地方各级和行业贸促会数量已超过 1000 家。贸促会和贸促

工作的有效覆盖面不断扩大。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贸促会将奋力推进新时代贸促事业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具有

中国特色的、充满活力的世界一流贸易投资促进机构，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贸促会网站 中国贸促会微信公众号

“中国贸促”

中国国际商会网站 中国国际商会微信公众号

“中国国际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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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瑞典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

1 议会
The Swedish Parliament

SE 100 12 Stockholm

邮箱：riksdagsinformation@riksdagen.se

电话：+46-8-7864000

网址：https://www.riksdagen.se

2 文化部 Drottninggatan 16, Stockholm

邮箱：kulturdepartementet.registrator@gov.se

电话：+46-8-4051000

网址：https://www.government.se/government-

　　　of-sweden/ministry-of-culture

3 国防部 Jakobsgatan 9, Stockholm

邮箱：forsvarsdepartementet.registrator@gov.se

电话：+46-8-4051000

网址：https://www.government.se/government-

　　　of-sweden/ministry-of-defence

4 教育与科研部 Drottninggatan 16, Stockholm

邮箱：utbildningsdepartementet.registrator@gov.se

电话：+46-8-4051000

网址：https://www.government.se/government-

　　　of-sweden/ministry-of-education-and-

　　　research

5 就业部 Fredsgatan 8, Stockholm

邮箱：arbetsmarknadsdepartementet.registrator@

　　　gov.se

电话：+46-8-4051000

网址：https://www.government.se/government-

　　　of-sweden/ministry-of-employment

6 企业与创新部 Herkulesgatan 17, Stockholm

邮箱：naringsdepartementet.registrator@gov.se

电话：+46-8-4051000

网址：https://www.government.se/government-

　　　of-sweden/ministry-of-enterprise-and-

　　　innovation

7 环境部 Malmtorgsgatan 3, Stockholm

邮箱：miljodepartementet.registrator@gov.se

电话：+46-8-4051000

网址：https://www.government.se/government-

　　　of-sweden/ministry-of-the-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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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

8 财政部 Jakobsgatan 24, Stockholm

邮箱：finansdepartementet.registrator@gov.se

电话：+46-8-4051000

网址：https://www.government.se/government-

　　　of-sweden/ministry-of-finance

9 外交部 Fredsgatan 6, Stockholm

邮箱：ud.kom.ipc@gov.se, ud.pressjour@gov.se

电话：+46-8-4055010

网址：https://www.government.se/government-

　　　of-sweden/ministry-for-foreign-affairs

10 卫生和社会事务部 Fredsgatan 8, Stockholm

邮箱：socialdepartementet.registrator@gov.se

电话：+46-8-4051000

网址：https://www.government.se/government-

　　　of-sweden/ministry-of-health-and-

　　　social-affairs

11 基础设施部 Herkulesgatan 17, Stockholm

邮箱：i.registrator@regeringskansliet.se

电话：+46-8-4051000

网址：https://www.government.se/government-

　　　of-sweden/ministry-of-infrastructure

12 司法部 Herkulesgatan 17, Stockholm

邮箱：ju.registrator@gov.se

电话：+46-8-4051000

网址：https://www.government.se/government-

　　　of-sweden/ministry-of-justice

13 交通运输管理局
Trafikverket, SE-781 89 

Borlänge

电话：+46-771-921921

网址：https://www.trafikverket.se

14 移民局 Hedenbrovägen 4, Boden
电话：+46-771-235235

网址：https://www.migrationsverket.se

15 金融监管局 Brunnsgatan 3, Stockholm

邮箱：finansinspektionen@fi.se

电话：+46-8-40898000

网址：https://www.fi.se

16 国家统计局
Solna strandväg 86, Solna; 

Klostergatan 23, Örebro

邮箱：information@scb.se

电话：+46-10-4794000

网址：https://www.scb.se

17 对外交流委员会
Virkesvägen 2, 120 30 

Stockholm

邮箱：si@si.se

电话：+46-8-4537800

网址：https://si.se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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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

18 旅游局
Slussplan 9, Gamla Stan, 

Stockholm

邮箱：info@visitsweden.com

电话：+46-8-7891000

网址：https://visitsweden.com

19 贸易署 Drottninggatan 89, Stockholm

邮箱：registrator@kommerskollegium.se

电话：+46-8-6904800

网址：https://www.kommerskollegium.se

20 贸易投资委员会

World Trade Center

Klarabergsviadukten 70

111 64 Stockholm

电话：+46-8-58866000

网址：https://www.business-sweden.com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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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中国驻瑞典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

1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 Lidovägen 8, 115 25 Stockholm

邮箱：consular@chinaembassy.se

电话：+46-8-57936404

网址：http://www.chinaembassy.se

2
中国驻哥德堡总领

事馆

Grönsakstorget 3, 411 17 

Göteborg

邮箱：chinaconsul_gb_se@mfa.gov.cn

电话：+46-31-842415

网址：http://gothenburg.chineseconsulate.org

3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

经济商务处

Ringvägen 56, 18134 Lidingö, 

Stockholm, Sweden

邮箱：se@mofcom.gov.cn

电话：+46-8-7318404

网址：http://se.mofcom.gov.cn

4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

教育处

Lidovägen 8, SE-115 25 

Stockholm

邮箱：info@lxgz.org.cn

电话：+46-8-57936442

网址：http://sweden.lxgz.org.cn

5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

领事部

Djurgårdsbrunnsvägen 40, 

11527 Stockholm

邮箱：consular@chinaembassy.se

电话：+46-7-60174441

网址：http://www.chinaembassy.se

6

上海市外国投资促

进中心驻瑞典哥德

堡办事处

gothenburg@investsh.org.cn
电话：+46-31-1586

网址：http://www.investsh.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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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瑞典主要商协会联系方式

序号 商协会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

1

斯德哥尔摩商会

Stockholms 

Handelskammare

Brunnsgatan 2, Stockholm

电话：+46-8-55510000

邮箱：info@chamber.se

网址：https://www.chamber.se

2

延雪平商会

Handelskammaren 

Jönköpings län

Fabriksgatan 6, 553 18 

Jönköping

电话：+46-36-301430

邮箱：info@handelskammarenjonkoping.se

网址：https://www.handelskammarenjonkoping.se

3

拉达伦商会

Handelskammaren 

Mälardalen

Rudbecksgatan 7, Box 

8044, 700 08 Örebro

电话：+46-19-6893500

邮箱：info@handelskammarenmalardalen.se

网址：https://handelskammarenmalardalen.se

4

中心商会

Mellansvenska 

Handelskammaren

Besöksadress: Tensionhuset, 

Trotzsgatan 20, Falun; Linn-

évägen 1, 802 67 Gävle

电话：+46-26-662080

邮箱：chamber@ mellansvenskahandelskammaren.se

网址：https://mellansvenskahandelskammaren.se

5

中部商会

Handelskammaren 

Mittsverige

Storgatan 23, 852 30 

Sundsvall

电话：+46-60-171880

邮箱：info@midchamber.se

网址：https://midchamber.se

6

北博滕商会

Norrbottens 

Handelskammare

Kyrkogatan 13, 972 32 

Luleå

电话：+46-920-244760

邮箱：info@norrbottenshandelskammare.se

网址：https://norrbottenshandelskammare.se

7

东部商会

Östsvenska 

Handelskammaren

Dalsgatan 13 Norrköping; 

Gjuterigatan 1C Linköping

电话：+46-11-285030

邮箱：info@ostsvenskahandelskammaren.se

网址：https://ostsvenskahandelskammaren.se

8

南部工业商会

Sydsvenska Industri- 

och Handelskammaren

Skeppsbron 2, 211 20 

Malmö

电话：+46-40-6902400

邮箱：info@handelskammaren.com

网址：https://handelskammaren.com

9

韦姆兰商会

Handelskammaren 

Värmland

Kontorshuset Skeppet, Inre 

hamn Tullhusgatan 1A, 

plan 5 652 26 Karlstad

电话：+46-54-221480

邮箱：info@handelskammarenvarmland.se

网址：https://www.handelskammarenvarmland.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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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西部商会

Västsvenska 

Handelskammaren

Parkgatan 49, 411 38 

Gothenburg

电话：+46-31-835900

邮箱：info@vastsvenskahandelskammaren.se

网址：https://www.vastsvenskahandelskammaren.se

11

西博滕商会

Västerbotten 

Handelskammare 

Bäckgatan 1 931 78 

Skellefteå

电话：+46-10-1302034

邮箱：info@handelskammaren.ac

网址：https://www.handelskammaren.ac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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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瑞典主要第三方服务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斯德哥尔摩办公室

地址：Torsgatan 21 (Bonnierhuset), 113 97 Stockholm

电话：+46-10-2133000

网址：https://www.pwc.se

2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斯德哥尔摩办公室

地址：Besöksadress: Rehnsgatan 11, 113 79 Stockholm

电话：+46-75-2462000

网址：https://www.deloitte.com

3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斯德哥尔摩办公室

地址：Jakobsbergsgatan 24, Box 7850, Stockholm 10399

电话：+46-8-52059000

传真：+46-8-52058800

网址：https://www.ey.com

4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斯德哥尔摩办公室

地址：Vasagatan 16, 111 20 Stockholm

电话：+46-8-7239100

网址：https://home.kpmg

5
维格律师事务所斯德哥尔摩办公室

（Vinge）

地址：Stureplan 8, Box 1703, 111 87 Stockholm

电话：+46-10-6143000

邮箱：contact@vinge.se

网址：https://www.vinge.se

6
修德律师事务所斯德哥尔摩办公室

（Schjødt）

地址：Hamngatan 27, Box 715, 101 33 Stockholm

电话：+46-8-50550100

传真：+46-8-50550101

网址：https://www.schjodt.no

7
曼斯律师事务所斯德哥尔摩办公室

（Mannheimer Swartling）

地址：Norrlandsgatan 21, Box 1711, 111 87 Stockholm

电话：+46-8-59506000

传真：+46-8-59506001

网址：https://www.mannheimerswartling.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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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瑞典主要中资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方式

1 华为瑞典公司

电话：+46-8-40884490

地址：Gustav Iii:S Boulevard 50 A, SE-169 74 Solna, Stockholm 

　　　County

网址：https://www.huawei.com

2 中兴瑞典公司

电话：+46-771-718719

地址：Kista Science Tower 18tr, SE-164 51 Kista, Stockholm

网址：https://www.zte.com.cn

3 沃尔沃汽车公司

电话：+46-31-838930

地址：Volvo Car Sverige, Karossvägen 2, Göteborg

网址：https://www.volvocars.com

4 中国银行斯德哥尔摩分行

电话：+46-10-7888888

地址：Birger Jarlsgatan 28, Stockholm, Sweden

网址：https://www.bankofchina.com

5 中国国航斯德哥尔摩营业部

电话：+46-8-216146

邮箱：arlanda@airchina.se  

地址：Kungsgatan 64,1tr P.O.Box-1131, SE-111 81 Stockholm

网址：http://www.airchina.com.cn

6 五矿北欧金属有限公司

电话：+46-8-6699001

地址：Arenavägen 41 16tr, SE-121 77 Johanneshov, Stockholm

网址：http://www.minmetals.se

7 中欧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46-31-3097570

地址：Theres Svenssons Gata 7, SE-417 55, Göteborg

网址：https://www.cevt.se

8 北京同仁堂国药有限公司瑞典店

电话：+46-8-50031388

地址：Odengatan 39, 11351, Stockholm

网址：https://cm.tongrent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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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

瑞典大型展览论坛简介

序号 展会名称 行业 简介及网址 展会 LOGO

1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建

筑建材展览会

NORDBYGG

建材

该展览会自 1980 年开始举办，至今

已成为北欧盛大、重要的建材行业展

览会，两年一届，展品范围包括空调、

建筑五金、建筑设备、建筑机械、建

筑材料、建筑用品、建筑器具、工程

车辆、电气安装设备、制热技术、卫

生技术等。

网址：https://www.nordbygg.se

2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春

季礼品及室内配件贸易

展览会

FORMEX

礼品

该展览会设立于 1960 年，每年举行

两次，分别在 1 月初和 8 月底举行。

展览会给参展商提供了发展潜在客

户、会见新客户与市场分销商、推出

新产品以及拓宽业务范围的平台。

网址：https://www.formex.se

3

斯堪的纳维亚嵌入式会

议

Embedded Conference 

Scandinavia

电子

行业

该会议在斯德哥尔摩举办，一年一

届。展览会为期两天，展出期间就数

字化、物联网、分散系统、信息物理

系统以及人工智能等话题进行研讨。

网址：http://www.embeddedconferen-

　　　ce.se

4
瑞典国际摩托车展览会

On Two Wheels
摩托车

该展览会是瑞典著名的摩托车专业展

会，自 2000 年开始举办，一年一届。

展出内容包括摩托车、轻便摩托车、

摩托车配件设备、摩托车服务、摩托

车服装等，还有摩托车表演，摩托车

比赛等项目。

网址：https://www.motortrendondem-

　　　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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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展会名称 行业 简介及网址 展会 LOGO

5

瑞典延雪平工程制造转

包商和供应商国际贸易

展览会

International Trade 

Fair for Subcontractors 

and Suppliers within the 

Engineering Industry

工程

制造

该展览会自 1975 年开始举办，是北

欧工程制造业分包商及其客户的领先

展会，一年一届，举办地点为延雪平

的埃尔米亚。

网址：https://www.elmia.se

6

瑞典延雪平国际林业展

览会

SKOGSELMIA 

BALTIC

林业

该展览会举办方为 Elmia Fairs，每年

举办一届。展出内容包括小型林业机

械、电锯、森林防火演示、锯木厂、

森林工业数字化、无人机、生物能源、

货物代理锦标赛、林业主题介绍等。

网址：https://www.elmia.se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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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中国企业对瑞典投资
1.感知集团设立物联网瑞典研究院………………………………………………46

2. 吉利收购沃尔沃 100% 股权……………………………………………………52

3. 雪人股份收购 OPCON 公司核心业务子公司……………………………………53

第四篇　中国企业融资
1.政策性银行为海外投资项目提供贷款支持……………………………………62

2. 商业银行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跨境并购贷款服务…………………………63

3.境外中资企业通过内保外贷解决资金需求……………………………………64

4.中信保为某非洲房建项目前期融资提供跨境担保……………………………65

5. 红狮集团发行“一带一路”公司债券投资老挝项目…………………………66

6.蓝帆医疗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跨国收购交易的配套资金………………………67

7.珠海艾派克公司通过多元融资方式收购利盟国际……………………………67

8.海尔集团利用期权组合应对汇率风险…………………………………………68

9. 音频技术公司借助风险投资被 Google 收购…………………………………70

10. 安琪酵母埃及分公司获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贷款……………………………71

11. 国际金融公司为新希望子公司提供优惠贷款………………………………72

12. 东盟基金与中印尼企业合作开发印尼大型镍铁冶炼项目…………………76

13. 欧亚基金投资巴基斯坦能源项目……………………………………………77

14. 中非发展基金投资中非棉业项目……………………………………………78

15.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投资埃塞—吉布提油气项目……………………………79

第五篇　合规运营及经贸纠纷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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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应对美国铁质机械传动部件“双反”案………………………………………109

7. 通过调解—仲裁联合机制解决争议…………………………………………109

8. 承运人无单放货案……………………………………………………………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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