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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公司
要点概述

瑞士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企业驻地之一。2020年有超过45,000家企业在瑞士进行了商业
注册。成立公司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大量公共和私人机构会帮助企业主选择适合的公
司形式,并为其出谋划策。只要满足所有前提条件,2至3周内即可成立公司。快速通道程序
则需要支付一定费用,但可在5天内完成公司的商业注册。
2010–2020 年间在瑞士成立的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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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项目

2020

成立公司的个人资格

原则上, 每个瑞士公民都可以成立公司或参股某一公司。新公司成
立时,创始人中必须至少有一人拥有瑞士居留权。根据人员自由流
动协议,欧盟成员国公民可以在瑞士自由居留和工作。第三国公民
必须拥持有工作和居留许可,才能在瑞士开展长期业务。
sem.admin.ch > Entry & residence > Labour / Work Permits
Regulations for work and residence permits

选择法律形式

法律形式的选择视公司目标和需求而定。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以
下几种形式最受欢迎:
•
•
•

有限责任公司(GmbH)
股份公司(AG)
分支机构

成立公司的准备工作

商业计划: 它是公司建立的基础。商业计划用于证明实现经营理念
的方式,包括战略、市场分析、计划措施和财务需求等。
kmu.admin.ch > Practical knowledge -> Setting up an SME -> Starting your own business
> First step > A well-planned start-up > Business plan
Business plan guidelines

市场分析和市场调研: 分析和研究潜力市场是商业计划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很多专门从事市场分析和调研的公司可以提供相关服
务,并帮助企业顺利进入市场。
vsms-asms.ch
Swiss Market and Social Research Association语

确定组织机构和公司章程: 无论是股份公司还是有限责任公司,公
司章程都必须包含关于法律形式、公司目标、公司地址、公司资本
和股东出资数额的详细说明。

法律形式的相关信息介绍和主要数据汇总表请参阅“投资人手册”
第5章“公司的成立和管理”。

许可证: 成立公司前必须弄清楚某些商业活动是否需要申请许可
证,以及是否满足市镇、州或联邦一级的其他特殊法规。

s-ge.com/handbookforinvestors
投资人手册

bewilligungen.admin.ch
Portal for permits and regulated professions in Switzerland

kmu.admin.ch > Practical knowledge > Setting up an SME
> Starting your own business > Choosing a legal structure
Choosing the ideal legal form

名称法

选择驻地

要创办一家公司就需要一个新的驻地。如尚未最终确定,可将公司
登记在律师或公证员名下。
公司税负取决于公司所在地,视州而定,一般在11,9-21,6 %之间。
s-ge.com/cantons
州经济发展机构有关公司选址的信息资讯

可在Regix网站上查询所需公司名称是否已被使用。建议在成立公
司或更改名称前,在联邦工商注册局查询某一公司名称是否可用。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必须在公司名称中说明其法律形式。个
体公司名称必须包含公司创始人的姓氏。
regix.ch
Tool for clarifying already assigned names
zefix.ch
Central Business Name Index

s-ge.com/realestate
理想的租赁场地或购买对象

公司域名: 建议尽早查询公司域名的可用性并进行登记。SWITCH
基金会受联邦通讯局委托,负责分配和管理“.ch”的下属子域名。

s-ge.com/corporate-taxation
公司税收

nic.ch
SWITCH Internet Domains

在瑞士境内有众多技术园区和企业孵化中心，可为初创企业提供
适宜的办公场所、共同的基础设施及专业的咨询服务，并在公司选
址时发挥重要作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投资人手册”第14章“促进对
瑞士的投资”。
swissparks.ch
Association of Swiss Technology Parks and Business Incubators
s-ge.com/handbookforinvestors
投资人手册

商标保护: 通过瑞士联邦知识产权局可以注册和保护技术发明、产
品商标及外观设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负责全球范围内的商
标注册和保护。
ige.ch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I)
wipo.int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开立账户

公司资本必须存入任意一家瑞士银行开设的银行账户中。银行开
具的资金证明是成立公司必不可少的文件之一。费用: 150至400瑞
士法郎。

记账义务: 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形式的公司需履行记
账义务。可以在每年的公司成立之日结清相关费用。如果一个股
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的总资产、销售收入或全职员工人数连续
两个财年超过一定限度,则必须接受常规审计。其他所有情况适用
于有限审计,全职员工少于10人且所有股东一致同意放弃审计的公
司除外。
AHV/IV/EO保险义务: 老年人与遗嘱保险(AHV)保证老年人和继承
者的基本需求。伤残保险(IV)是对伤残人员给予的经济保障。收入
补偿(EO)补偿一部分由于军事、民防或民用服务产生的损失。保险
费由雇主、雇员和国家共同承担。
ahv-iv.ch
AHV/IV

swissbanking.org > Topics > Information for bank clients
FAQ on the subject of account opening

bsv.admin.ch
Federal Social Insurance Office

商业注册

kmu.admin.ch > Pracitcal knowledge > Personnel > Personnel management > The employer’s obligatoins > Social insurance
Social insurance

进行商业注册必须递交一份经过公证签名的书面注册申请表。在
“瑞士债法”(OR),特别是“商业注册条例”中有关于注册流程的规
定。这类信息是公开的。

补偿基金: 特指存入雇主和被保险人的AHV/IV保险费,用于支付养
老金。

shab.ch
Swiss Official Gazette of Commerce SOGC

ausgleichskasse.ch
Overview of cantonal compensation funds in Switzerland

商业注册登记需要公证文件或公证过的签名。目的是为了证明签
名者的身份正确。公证员、工商注册机构或部分城市和地方当局均
可提供签名公证服务。
schweizernotare.ch
Swiss Notary Association

职业养老金(BVG): 职业养老金与AHV/IV保险一起用于保障退休人
员在退休后维持一贯的生活标准。职业养老保险由养老基金负责管
理,并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保费,其中雇主必须支付至少50%。

某些法律形式,例如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必须采用审计方法。

意外伤害保险(UVG): 瑞士的意外伤害保险属于强制性保险,相关
的保险服务由瑞士意外伤害保险机构(SUVA)提供。补充医疗保险
(例如,病假工资保险)和企业保险服务,但是这类保险在大多数行
业都属自愿投保。

expertsuisse.ch
Auditor and tax experts

suva.ch
Accident insurance

treuhandsuisse.ch
Swiss Trustee Association

企业保险: 原则上公司可以自行决定需要针对哪些风险进行投保。
具体的针对不同风险的投保决策与公司所在行业有关。

后续步骤以及应尽义务

业主责任险: 业主责任险的承保范围涵盖公司所有人/代理人或雇
员对第三方造成的伤害或损失。它不属于强制性保险,但非常值
得推荐。

sav-fsa.ch
Swiss Bar Association

增值税: 公司是否缴纳及缴纳多少增值税与多种因素相关。原则
上，在瑞士境内的年营业额高于100,000瑞士法郎时需上缴增值税。
estv.admin.ch > Value-Added Tax Radio and TV fee > Services VAT
Value-Added Tax (VAT)
s-ge.com/vat
Value-Added Tax

kmu.admin.ch > Practical knowledge > Setting up an SME
> Starting your own business > Insurance
Insurance

成立费用
成立一家股份公司的总费用由金额不同的多种费用组成——相比
而言，成立有限责任公司 (GmbH) 的费用更低。

预计成立企业的费用
（以瑞士法郎为单位）

股份公司 (AG)
注册资本

100,000+

咨询费用

1,000 – 4,000

成立费用

800 – 2,500

商业注册费用
排放税

600
针对于资本金在 1,000,000 以上的企业征收 1 % 的排放税

有限责任公司 (GmbH)
注册资本

20,000+

咨询费用

600 – 2,000

成立费用

700 – 2,000

商业注册费用
排放税

600

联系方式和其他信息
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
State Secretariat for Economic
Affairs SECO
seco.admin.ch

Swiss Bar Association
sav-fsa.ch

Federal Tax Administration
estv.admin.ch

expertsuisse.ch

SME portal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kmu.admin.ch
Online counter for efficient
company founding
easygov.swiss
协会和网络
Startup portal
startups.ch

针对于资本金在 1,000,000 以上的企业征收 1 % 的排放税

来源：EasyGov.swiss,2021 年

IFJ Startup Support
ifj.ch
Foundation platform
Canton of Zurich
gruenden.ch

Swiss certified auditors and tax and
fiduciary epxerts

Swiss Institute of Certified
Accountants and Tax Consultants
treuhandsuisse.ch
出版物
UBS resources for company foundation
ubs.com
S-GE 资源
投资人手册
s-ge.com/
handbookforinvestors
更多有关瑞士作为
商业驻地的其他简介
s-ge.com/factsheets

Company foundation
Greater Geneva Bern Area
ggba-switzerland.ch
Company foundation
BaselArea.swiss
baselarea.swiss
Association of Swiss technology
parks and startup incubators
swissparks.ch

我们愿为您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您是否想在欧洲开拓市场，
并期望将瑞士作为企业的驻地？我们不仅为您免费提供
咨询服务，
还能在整个落户过程中为您提供全程支持：我们为您和瑞士各州的经济
促进部门牵线搭桥，
并帮助您与税务、
不动产等领域的专家取得联系。
请通过以下网站联系我们：s-ge.com/invest

Switzerland Global Enterprise
T +41 44 365 51 51 | invest@s-ge.com | s-ge.com/invest

10/2021 © SWITZERLAND GLOBAL ENTERPRI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