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数据 瑞士的医疗技术产业
要点概述
瑞士是全球最重要的医疗技术基地之一。 瑞士的医疗技术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
比重之大,对于民众就业的作用之大,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比拟的。  瑞士融合了
一流的科研设施和高度发展的卫生事业,以及由此产生的产品需求和创新刺激,成为了一
个极具吸引力的医疗技术研究、开发和生产基地。      

资料来源: 瑞士医疗技术行业调查，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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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开发(R&D)
• 在对高素质外籍专业人士的吸引力方面,瑞士排名全球第一。

• 2016年，瑞士医疗技术领域向欧洲专利局递交了约600份专利申
请， 较上一年增加11 %。 在欧洲范围内，瑞士排在德国和荷兰之
后位列第三。 

成本和融资
•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融资地之一,瑞士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资源充足,可以为新落户的企业在不同的融资领域提
供绝佳条件。      

• 2017年，近四分之三的瑞士风险 资本注入了生命科学 领域的公
司。 医疗技术初创企业共计产生了8,700万瑞士法郎的投资资
本。 

• 作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及欧洲最重要的生命科学证交所,瑞
士可以提供各种资金筹集渠道。 因此，瑞士证交所（SIX）将49 %
的交易资金投入生命科学项目。

• 瑞士医疗技术行业内的技术转让和合作关系是独一无二的。 
94 %的瑞士医疗设备制造商与大学、医院或相关行业如机械制
造和医药业的公司一起合作。     这对创新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
用。 在瑞士，医疗技术领域的制造商及专业供应商和服务商云
集，这里已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医疗技术产业集群。 此外，瑞士境
内众多的技术公司也使该行业在技术知识与经验方面受益匪
浅。

• 2017年，共有约1,000名本科、硕士和博士生在洛桑联邦理工学
院（EPFL）学习生命科学。 同年有2,600名学生在各大高等专业
学院学 习化学和生命科学课程。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Z）
有10名教授从事 医疗 技术研究工作。 十个额外的教授名额、新
的基础设施及医疗技术项目基金的拨配,将在未来数年进一步
加强ETHZ作为医疗技术中心的地位。   此外，巴塞尔大学的生物
医学工程系和伯尔尼大学附属医院也全身心致力于医疗技术的
研究和开发工作。 此外，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ETHZ) 的医疗卫
生科学和技术系，也已建成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全方位学
科体系。 

• 2017年，瑞士医疗技术制造商将其销售额的6 % 至18 %投入至研
究和开发工作中，而供应商的该项投入占其销售额的5 %至 9 %
。 2017 年，在制造商和供应商中，微型和中型企业将最更多收入
用于研发。 

• 为保护知识产权,企业只需按规定完成简单、快速的注册流程。 
通过使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系统(EPO欧洲专利局,WIPO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可以实现集中统一、国际有效的专利注册。 企业无
需为此在其他国家设立代表处。 

• 瑞士创新园区将有助于确保瑞士在创新型国家中的领先地位,
进而保持市场竞争力。 2016年初，瑞士创新园区正式启动。创新
园区以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和洛桑大学为两大主要创新基
地，并在阿尔高、巴塞尔和比尔地区建立了三大网络基地。

对高素质外籍员工的吸引力
«世界人才报告»中的排名，2017年

国家  排名

 瑞士  1
 丹麦  2
 比利时 3

 奥地利 4

 芬兰 5

来源： 《2017 年 IMD 世界人才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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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技术公司投资瑞士的前5大原因
在所有公司中的占比（单位：%）；制造商和供应商（n=116）

资料来源： 瑞士医疗技术行业调查结果，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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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创企业和落户瑞士的外国企业可获得州一级长达10年的企业
和资本税全部或部分减免。 

• 瑞士的医疗技术行业由跨国集团和许多中小型公司(SME)组
成。 在这些企业中，93% 的企业雇佣的员工数量不到 250 名， 而
五分之四的企业雇佣的员工数量则低于 50 人。 员工人数少于 
10 人的微型企业占比最高。 这为设立专业公司和公司收购提供
了机会。

• 与其他国际顶尖基地相比,瑞士生命科学行业的人均劳动生产
力最高。 2017 年，医疗技术行业的营业额为 158 亿瑞士法郎，每
名员工的劳动生产率合 27 万瑞士法郎。

• 瑞士创新促进机构Innosuisse通过创新项目、网络、培训和指导
有针对性地促进科学与市场之间的合作。 Innosuisse每年拥有
约2亿瑞士法郎的促进预算。 其绝大部分用于促进创新项目。  

• 瑞士之外也有便捷的公共资金渠道。 2014至2020年期间，在欧
盟第七框架计划中，本领域获得了1.724亿瑞士法郎（占总金额的
2.2 %） 的促进资金。 值得一提的是，在与各国的比较中，瑞士的
项目建议具有较高成功率。 

框架条件和市场准入
• 瑞士的医疗技术市场面向全球。 一方面,许多跨国集团均在瑞士

设立了医疗技术部门。 另一方面,在瑞士生产的医疗产品有75 %
出口国外,主要面向美国和德国,也有部分销往中国和日本。  保
险SERV为高风险出口业务提供安全保障。 

• 医疗技术行业的增长多年来始终保持稳定， 其增长率远超过瑞
士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未来数年增长最快的市场应是美
国、德国、瑞士和中国。 

• 得益于高度发展且财力雄厚的卫生系统,瑞士是医疗技术产品
重要的一级战略和临床市场。

• 瑞士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全球最高,这使瑞士成为了一个对医
疗设备制造商极具吸引力的销售市场。   此外,社保药物报销过程
快速、简单也是瑞士市场的一大优势。   

• 与欧盟/欧洲自由贸易区及其他40个国家（其中包括中国和日
本）签订的自由贸易协议为进入主要出口市场提供了保障。   由
于相互承认合规评定和质量管理标准,所以瑞士的医疗技术企
业在与欧盟成员国、欧洲经济区成员国以及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成员国进行的贸易中节省了大笔成本开支。 

• 欧洲国家之间相互承认产品质量法规和合规评定,大大简化了
欧洲内部的市场准入程序。

• 在双边投资保护条约方面,瑞士拥有世界上第三密集的网络体
系,仅次于德国和中国。  

2017 年瑞士医疗技术行业出口额
前 10 大出口国

  出口额（十亿瑞郎）
 美国 3.0
 德国 2.2
 荷兰 0.8
 比利时 0.6
 法国 0.6
 中国 0.5
 日本 0.5
 英国 0.3
 意大利 0.3
 澳大利亚 0.2

出口总额 11.3

来源: SMTI,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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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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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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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研究所(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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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动态
• 瑞士议会要求联邦政府制定一个关于建立未来基金(www.

zukunftsfonds.ch)的提案。   养老基金机构应将风险资本投入有
发展前景的经济领域,尤其是医疗技术行业。 这项举措主要对初
创企业大有益处。

• 瑞士拥有了自己的植入物注册系统(SIRIS)。 该系统可用于工业
和医院标杆管理。 作为长期效果与生存分析数据库,SIRIS是一个
重要的早期预警系统和医疗技术行业辅助工具。

• 在伯尔尼创建的国家级转化医学和创业中心将促进产业和医院
科研部门之间的合作,并改善转化医学在全球基地竞争中的框架
条件 (www.sitem-insel.ch)。  

• 2017 年 5 月 26 日，欧盟出台有关医疗器械 (MDR) 和体外诊断 
(IVDR) 的法规。 此举旨在提高患者治疗的安全性。 施行 MDR 
和 IVDR的新规，意味着欧洲各国在过渡期限内需要对本国的法
律做出相应的调整。 因此，修订后的瑞士医疗器械法应于 2020 
年春季生效。 瑞士的医疗技术行业致力于保持高水平的创新能
力，并同时 进一步利用有待挖掘的数字化潜力。

联系方式和其他信息推荐语

“强生医疗器材公司拥有6000多名员工,是瑞士境内
从事生产的最大美国企业。   作为医疗设备制造商,
广泛的专业知识和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对我们至关
重要。   而这两个要素我们都能在瑞士找到。”

CHRISTIAN FLOREY 
强生医疗器材公司总经理 
www.jnj.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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