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士的金融技术
要点概述
瑞士作为金融商业驻地，在国际上享有值得信赖、诚信可靠、创新能力强等盛誉。 瑞士多
年来在银行、保险业积累的经验以及其雄厚的技术实力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为金融技术行
业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先决条件和一流的生态系统。 随着新版银行法的出台以及商业模
式中立的金融科技许可证制度的建立，瑞士正努力为金融技术行业的发展开疆扩土： 金
融技术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在未来将进一步降低，而瑞士作为金融商业驻地的国际竞争
力也将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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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开发 (R&D)
• 作为传统金融商业驻地，瑞士的金融基础设施依托于毗邻的高

校，这不啻为推动金融技术业创新发展的理想先决条件。 不仅如
此，瑞士作为商业驻地的重要优势还包括其稳定的政局、快速的
审批流程、雄厚的风投资本、大量的信息通信技术 (ICT) 领域的
专业人才和高校毕业生以及众多与商界密切合作的国际知名高
校与科研实验室。 

• 瑞士市场已开始采取切实措施，以促进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并深
化与相应金融技术初创企业的合作。 根据由 PwC 于 2017 年发
布的《全球金融技术报告》，75 % 的瑞士受访企业表示计划在未
来三年引进区块链应用技术。 因此，不仅瑞士的金融企业在过去
几年内加强了国际化战略布局和专项研究，企业孵化器、加速器
和风险资本家们也开始着眼于国际金融技术市场。

• 作为全球首个支持比特币的政府，楚格市于 2016 年 6 月正式宣
布比特币为合法支付方式。 楚格与沙夫豪森市政府自 2017 年起
为其市民提供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身份认证。 截至 2019 年，
数字身份证技术将在瑞士全境全面推广。

• 于 2017 年 6 月在楚格诞生的瑞士基金“加密货币基金”是世界
上第一支为市场提供安全、简单的加密货币投资渠道的规范化
基金。  

• 2017 年，瑞讯银行 (Swissquote)、瑞士安勤私人银行 (Falcon 
Private Bank)、Vontobel 等知名金融机构相继推出加密货币领
域的 DLT（分布式账本技术）计划。

• 瑞士即将于苏黎世州建成带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块链研究与创
新中心， 该中心将被命名为“Trust Square: Blockchain Swiss 
made” (www.trustsquare.ch) 。 该中心将聘用共计 300 名企业管
理人员和研究人员，这一数字将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全球最大
的区块链研究中心。

• 加密谷协会 (www.cryptovalley.swiss) 将吸引最具创新能力的金
融技术研究项目落户瑞士。 为此，该机构与瑞士高校紧密合作，
并为研究机构、初创企业和风险投资人定期召开相关会议。

• 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 10 次 ICO（首次代币发行）活
动有 4 次在瑞士举行。 正如加密谷一样，日内瓦作为瑞士的创新
中心，为促进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投入巨大。 2018 年 5 月，日内瓦
州政府发布了第一份专为推动 ICO 项目发展的指导方针。

• 瑞士金融与技术协会 (www.swissfinte.ch) 有会员 600 个，致力
于深化瑞士金融技术企业与全球相关市场的联系。 而促进专业
知识的交流以及放宽对金融技术初创企业和投资者进入新市场
的限制，是该机构的工作重点。 2017 年，该机构与阿布扎比、香
港和新加坡的金融技术机构建立了全新的合作伙伴关系。

• 除了有利的金融监管条件和完善的商业生态系统，瑞士稳定的
政局和较高的安全系数也使其成为保存数字资产的理想地点。 
瑞士山区作为数据保存地点，其安全性已久经考验，甚至可以吸
引到来自硅谷的金融技术企业落户于此。 也正因如此，比特币行
业的先锋企业 Xapo 和 Breadwallet 等已经将其总部迁至瑞士，
而这也为瑞士的创新产业集群再添助力。

• 巴塞尔大学的“创新金融中心” (CIF) 致力于推动金融技术、电子
银行和创新金融领域的发展，并着重参与区块链项目、创新融资
和金融解决方案 (www.cif.unibas.ch/en/home) 的研究。

瑞士金融技术生态系统的国际排名
2018 金融技术中心排名

城市  排名
 新加坡 1
 苏黎世 2
 日内瓦 3
 伦敦 4
 阿姆斯特丹 5
 多伦多 6
 斯德哥尔摩 7
 纽约 8
 旧金山 9
 香港 10

 法兰克福 11

 柏林 12
 悉尼 13
 奥斯陆 14
 维也纳 15

来源： IFZ 金融技术研究，2018年

加密谷
位于楚格州内外的加密谷作为繁荣的生态系统，与国际区块链技术创新中心有着
紧密的联系。 堪称金融界硅谷的加密谷，是如 Ethereum 等明星企业和 500 多家
区块链初创企业的摇篮。

https://www.trustsquare.ch/
http://www.swissfinte.ch
http://www.cif.unibas.ch/en/home


成本和融资 
• 在过去的一年中，瑞士的初创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总额高达 

9.38 亿瑞士法郎。 其中金融技术企业获得投资额的增幅最快（达
到 61.8 %），提高至 7,580 万瑞士法郎。

• 而瑞士境内的企业孵化器、加速器和多种活动的主办单位也在
过去几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它们为初创企业及跨国企业
提供多种服务、支持和平台，以帮助企业迅速发展壮大。 

• 积极支持瑞士创新型初创企业发展的企业孵化器和加速器
包括： F10、Fusion、Nexuslab、瑞士金融与技术协会顾问项
目、Thomson Reuters（重点关注金融技术与法律技术初创企
业的孵化器）、Kickstart Accelerator、Venture Kick、Pirates Hub 
(Swisscom) 等等。

• 多种竞赛和奖项也积极推动创新解决方案的诞生： Swisscom 
StartUp Challenge、Swiss FinTech Award、SIX Hackathon、Hack 
the Valley (Thomson Reuters)、Reverse Pitch（瑞士金融与技术
协会）、Swiss Startup Summit、Blockchain Competition 等等。

框架条件和市场准入 
• 瑞士政府洞悉到金融技术业和区块链技术蕴藏的巨大潜力，因

此对其法律规定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自 2017 年 7 月起生效的新
规不仅降低了金融技术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还同时持续巩固
了瑞士作为金融业驻地的国际地位。 监管部门进一步优化监管
程序，通过在金融领域推出创新型商业模式为金融技术企业铺
平道路。 

• 1 亿瑞士法郎以下规模的金融技术企业营业许可 
许多金融技术企业都需要获得银行类企业的营业许可，即使其并
不从事银行业经营活动。 而银行业许可的审批流程则与高昂的
成本密不可分。 为了促进此类创新型商业模式的诞生，瑞士政府
特别出台了金融技术企业营业许可规定，这也为其他国家的监
管机构做出了榜样： 在他国政府还在要求外来企业符合特定商
业模式要求的时候，瑞士已经着手通过放宽监管规定、颁发中立
商业模式营业许可为并非从事银行业经营活动的金融技术企业

（投资额在 1 亿瑞士法郎以内）广开方便之门。 

• 一视同仁的 Sandbox （沙盒）机制 
创新技术往往诞生于可用资金并不充足的初创企业中。 政府较
高的监管要求对于企业起步阶段的发展特别重要。 因此，瑞士政
府引进了 Sandbox 机制： 企业可以接受最高 1 百万瑞士法郎的
顾客资金，并在此过程中无需遵守其他繁复的监管规定。 通过这
种方式，初创企业可以在市场中实际检验其商业模式在概念和
经济方面的有效性，然后再决定是否进一步申请其他许可。 与英
国不同，这一 Sandbox 机制对市场内所有阶段的企业开放，不仅
没有瑞士联邦金融市场监管局 (FINMA) 的金融市场监管，也不
存在时间方面的限制。 
 
此外，监管部门尤其降低了众筹基金的审批要求： 众筹基金平台
只要可以确保所接受的客户基金在其账户上的停留期不超过 60 
天，就可以无限制推出众筹项目。 

来源： 瑞士风险投资报告，2018 年

对瑞士初创企业的投资，2017 年
逐年发展趋势（单位：百万瑞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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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和其他信息

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
国际金融问题 
秘书处 (SIF)
https://www.sbfi.admin.ch/sbfi/en/
home.html

瑞士联邦金融市场监管局 (FINMA) 
www.finma.ch，fintech@finma.ch 
或致电 +41 31 327 16 16

协会和网络
www.cryptovalley.swiss
www.swissfinte.ch
www.swissfintechinnovations.ch

创新型与初创企业
援助/融资（风投）
www.f10.ch
www.fusion.xyz/fintech
www.kickstart-accelerator.com
www.masschallenge.org/programs-
switzerland
www.swissfinancestartups.com
www.swissfinte.ch
https://www.tradeplus24.ch/en/

出版物和工具
IFZ 金融技术研究，2018年 
An Overview of Swiss FinTech
www.hslu.ch/ifz

2017 PwC  国际金融技术报告
www.pwc.ch

瑞士风险投资报告，2018年
https://www.startupticker.ch/en 

加密谷地图 
www.cryptovalley.directory

ICP 指南与地图
（日内瓦州）
http://www.whygeneva.ch/en

瑞士金融技术生态系统指南
www.swissfin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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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鸣谢 国际金融问题 秘书处
 (SIF) 及 瑞士金融与技术协会 对本
简介编撰给予的大力支持。

2018 年 9 月

发展动态
• 联邦委员会于 2017 年 7 月修订了银行业条例。 该法案于  2017 

年 8 月 1 日正式生效。 此举使金融技术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得
以降低，而瑞士作为金融商业驻地的国际地位则得到了决定性
的提升。 

• 银行业条例 (BankV) 的修订，旨在规范金融技术企业在传统银
行业经营活动之外的服务，并调节其潜在风险。 

• 瑞士的消费者群体，特别是高度依赖数字设备的千禧一代，为 
B2C 领域的金融科技企业创造了理想的发展条件。

• 由于瑞士市场本身的规模有限，与国际市场相接轨对于众多瑞
士金融技术企业而言意义重大。 立法部门也会在制定法律的过
程中对此给予更多关注。 而瑞士绝佳的金融业体系和其在金融
服务出口方面的经验和优势，也意味着瑞士 B2B 产业的无限发
展潜力。

范例分析

瑞士为金融技术企业提供创新、可持续、快速发
展的最佳平台。 其作为传统金融强国所具备的强
大实力、完善的教育体系加之稳定、可靠的政治
环境，都使瑞士成为创新型企业的理想落户地点。 
如放宽审批、申请条件等对监管规定的修订，使得
金融技术企业得以通过简单的商业模式轻松进入
相关市场。 

ROLAND RUETTIMANN 
CB Financial Services AG 执行合伙人 
www.c-b-f-s.com

瑞士贸易与投资署
电话：+41 44 365 51 51 | invest@s-ge.com | s-ge.com/in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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