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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所创造价值

 在瑞士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

213,454
名雇员

相关数据

资料来源: SIF和瑞士银行，2018年

66.51
亿瑞士法郎 

瑞士银行管理的资产

瑞士-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
要点概述
无论是在资产管理和保险经营方面,还是作为原料交易平台,瑞士均是世界领先的金融中
心之一。 众多的国际和本地金融服务企业为其他行业的公司提供了高度发达、灵活开放
的资本市场和现代化的金融基础设施。 为此,瑞士可在项目融资、投资咨询、风险评估和并
购协助等领域提供广泛的金融服务。

5.5 %
在所有瑞士工作岗位 

中的占比 

 金融服务（银行等） 114,893
 保险 43,544
 金融业相关业务  55,017

资料来源： SIF，2018年

瑞士金融业的主要业务领域
根据行业雇员人数划分，2017年

54 %

26 %

20 %

银行
UBS
Credit Suisse
Raiffeisen
Zürcher Kantonalbank
Postfi nance

保险公司 
Zurich Insurance Group
SwissRe
Swiss Life
Axa Vesicherung
Helvetia

10大公司
五家最大的银行（按资产总额）和五个最大的保险公司（按毛保费）

官方项目



金融——企业服务业的核心
• 瑞士是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之一, 具有创新、稳定和安全等特点。  

金融业是瑞士最重要的经济领域之一,其创造的价值占据了瑞士
GDP的9.1 %。 基于这一数据及其高度的国际一体化特征,它对具
有资本需求的国内外企业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 瑞士的金融业高度分化,由许多银行及不同大小和不同活动领域
的金融服务供应商组成。 除了国际化的跨国银行和私人银行,也
有许多州和地区的本地银行及资产管理公司和家族办公室。  它们
可以提供广泛的金融服务,为不同需求的公司制定专业化的解决
方案。

• 瑞士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金融基础设施,为企业和个人的国内/国
际收支往来提供了安全可靠的保障。

• 无论是在项目、房地产、出口和贸易融资领域还是在风险评估方
面,高度发达的金融行业可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广泛的咨询服务。 
它们包括各种专业化的解决方案如不同形式的融资、风险转移和
对冲、资产管理、企业职工养老方案、并购协助或继任计划等。  

• 强大的金融体系为瑞士公司提供了便捷的融资渠道。 得益于瑞
士银行相对较低的基准利率和息差,瑞士的信贷费用较其他国家
要低很多。

• 上市公司可通过瑞士证券交易所(SIX Swiss Exchange)从实力雄
厚的国内外投资商处获得重要的资金来源。  瑞士证券交易所对
制药、生物和医疗技术公司都极具吸引力。 SIX Swiss Exchange
是欧洲最重要的生命科学证交所。

• 伯尔尼证交所(BX)是瑞士另一个费用相对低廉、深受发行企业
欢迎的证券交易市场,主要面向中小型企业及房地产、投资和基
金管理公司。 BX的交易和结算基于现代化的全电子交易平台。 

瑞士银行业概览
按类别分类的瑞士银行数量，2016年

类别  数量
州银行 24

大型银行 4
地区银行和储蓄银行 62
赖夫艾森银行 1
证券银行 43
外资控股银行 81
外国银行分支机构 26
私人银行 6
其他银行 14
总计  261

资料来源： SIF，2018年

企业金融服务的负担能力
瑞士在全球140个国家中的排名

国家  排名
 瑞士 1

 新加坡 2

 芬兰 3

 日本 4

 卢森堡 5

 中国香港 6

 德国 7

 奥地利 8

 巴拿马 9

 美国 10

资料来源： 世界经济论坛（WEF），2018年

 1 瑞士证券交易所 405
 2 LSE集团 244
 3 NASDAQ OMX 143
 4 Euronext 129
 5 德国证券交易所 119

资料来源： 瑞士证交所，S&P Capital IQ，2018年8月

欧洲最重要的生命科学证交所
交易额（单位：十亿欧元）



• 得益于高度密集的金融服务公司,瑞士拥有大批金融、会计、贸
易和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可为其他行业的公司提供专业的咨询
服务。  

瑞士作为贸易中心
• 在过去几年中,瑞士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原材料贸易平台之一。 

以销售额为标准,一些原材料公司位于瑞士最大的公司之列,并在
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 原材料交易总额占据了瑞士过境贸易的94 %。 这相当于国内生
产总值3.7 %（2016年GDP）。 交易的商品包括近60 %的能源材
料、20 %的矿物原料和15 %的农林产品。

• 原材料贸易和金融业的关系非常紧密。   由于原材料交易商需要金
融服务的支持来对冲风险,高度发达的瑞士金融市场对这类公司
尤其具有吸引力。

• 活跃于瑞士贸易平台的还有众多的物流公司,它们为其他行业的
公司在供应链管理和国际货运方面提供有力的支持。  相关的公
司包括全球货运公司、检验和认证公司、专业咨询公司及律师事
务所。

瑞士作为保险中心
• 瑞士的保险业与银行业合在一起构成了瑞士最重要的经济领域

之一。 瑞士保险业拥有近7万名雇员，创产值高达300亿瑞士法郎
（2016年），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在国内生
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 与银行业类似,瑞士保险业高度分化,由不同大小和不同活动领域
的公司组成。 除了国际化的大型保险公司,也有许多面向国内市场
的小型保险公司。

• 得益于高度密集的保险公司,瑞士拥有大批的保险专家和精湛的
保险专业知识,可为企业和个人在风险评估及风险转移和对冲方
面提供一流的咨询服务和有效的解决方案。 

• 保险公司可以帮助个人和企业实现那些通常因风险过高而无法承
担并不得不放弃的业务和投资活动。  它解放了受风险束缚的资本,
使人们有能力承担新的风险。

资料来源： swissbanking，2018年

创产值
单位：瑞士法郎，2017年

总计
6,300亿 

 金融业总效应 820亿
 其他瑞士经济部门 5,500亿

 银行部门直接效应               300亿 
 银行部门间接效应 150亿
 保险部门直接效应 300亿
 保险部门间接效应 70亿
 其他瑞士经济部门 5,500亿

瑞士保险业概览
按类别分类的瑞士保险公司数量，2016年

类别  数量
损失险 120

自保险 25
再保险 30
人寿保险 19
监督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  13
总计  207

资料来源： SIF，2018年



最新动态
• 瑞士与欧盟于2015 年3月草签了关于引进税务相关自动信息交换

的全球标准协议。 瑞士和欧盟28国将从2017年起收集银行账户信
息并将于2018年开始进行交换。 通过实施该项全球标准,瑞士和欧
盟对防止偷税和漏税的行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瑞士联邦委员会于2015年10月确立了针对系统关键银行在资本配
置方面的关键数据,并决定通过采取其他更多措施来加强现有的
大到不能倒制度体系以及巩固这些银行的稳定性。 全球范围的系
统关键银行,目前最新的资本充足率为百分之五。 此外,这些银行
还需满足和停业公司同等的资金条件。 承载亏损的资金总额因此
将占总业务的百分之十。 此外,瑞士的应急预案将于2019年完成
并实施。 大到不能倒制度体系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因为系统
关键的参与方出现的现金紧缺情况引进的措施。 现在,瑞士金融
机构的资本比率在国际同等机构中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 英国民众通过投票退出欧盟。 这将成为英国和欧盟之间谈判的主
题。 只要谈判还没结束,则对目前金融中心瑞士的现状不会有丝
毫影响。 

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
瑞士联邦财政部
www.efd.admin.ch

瑞士联邦国际金融事务秘书处
www.sif.admin.ch

瑞士国家银行
www.snb.ch

瑞士联邦金融市场监管局
www.finma.ch

出版物和工具
瑞士作为金融中心对国民经济的
意义
www.bakbasel.ch > Publikationen 
> Berichte & Studien > Schweizer 
Finanzsektor

瑞士金融业关键数据
www.sif.admin.ch

瑞士金融业对国民经济的意义
www.swissbanking.org

在瑞士银行开户常见问题解答
www.swissbanking.org 

协会和网络
瑞士银行家协会
www.swissbanking.org

瑞士托运商委员会
www.swiss-shippers.ch

瑞士贸易和航运协会 
www.stsa.swiss

S-GE 资源
投资人手册
www.s-ge.com/
handbookforinvestors

2018年9月

联系方式和其他信息推荐语

“外国公司之所以选择入驻瑞士,有很多很好的理
由,其中之一便是:瑞士是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可以
提供稳定、灵活和安全的资本市场及利于商业经营
的框架条件。  我们有很多国际客户非常欣赏这里丰
富多样的融资方案、非歧视性的资本市场准入,以及
经验丰富的国际化银行在金融交易过程中体现出
来的专业水平和敬业精神。”

DR. FELIX W. EGLI, LLM 
Vischer公司律师和合伙人 
www.visch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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