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士——您的研发中心
简介
要借助新的产品、服务和技术推动公司发展,就需要进行研发工作。 以研发助创新,能够提
高投资回报,为业务和整体经济创造长期价值和竞争优势。

在商业全球化的今天,您面临的竞争者可能是资金雄厚、运作高效的国外企业,也有可能是
本地企业。 以研发推动创新对任何企业的长期制胜都至为重要,这一点已日渐明显。
 
将研发活动迁到瑞士,您就可以利用瑞士的王牌: 瑞士拥有具有针对性建设且全球杰出的
网络化教育、研究和创新中心，这些中心不断提高瑞士作为商业驻地的质量。

瑞士具备成熟的商业文化,这里有受过良好教育且适应性强的国际化劳动力。因此,瑞士常
年位居全球竞争力报告前列。 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瑞士的创新能力。 极具竞争力的
税收环境使瑞士非常适合知识产权(IP)相关业务。

为什么应该考虑瑞士？

如果您想实现如下期望,瑞士可提供众多优势:
• 专注于生命科学和信息通信技术,希望吸引到顶尖研究人员
• 希望从研发投入取得高回报的知识产业公司
• 正在寻求与学术界的合作并吸引顶尖研究人员

全球研发支出
GDP中占比，2015年

国家/地区 百分比
 以色列 4.25

 瑞士 3.37

 日本 3.29

 瑞典 3.28

 德国 2.93

 芬兰 2.90

 美国 2.79

 荷兰 1.99

 欧盟（28国） 1.96

 英国 1.70

资料来源： 瑞士联邦统计局，2018年

官方项目



研发的重要趋势

趋势1: 将研发整合到财务和业务战略
对于知识型企业来说,将研发整合到财务和业务战略来提高投入
回报是很大的挑战。 换言之, 将研发独立开来,不纳入金融和财务
规划模型,即便从科学角度上看很成功,但这可能会造成低产出,甚
至负产出。

挑战:
• 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资本
• 通过高效的注册和专利申请程序减少上市时间
• 通过提高创新节奏避免竞争力损失

为什么选择瑞士:
1. 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 

在瑞士,知识产权能享受到几个很有吸引力的规划模式,包括减
少专利和商标使用权税的“知识产权盒”。 例如,下瓦尔登州对知
识产权许可产生的许可净收入征收1.2 %的统一税率。 知识产权
法（IP）中的条目定义符合第三次企业税收政策改革中推荐的（
最新）表述以及国际标准（经合组织）。

同时也提供瑞士知识产权品牌税。 瑞士在国内法律的框架下实
施单方面品牌免税, 意味着瑞士公司的国外分公司的利润在瑞
士不会收税。 这在原则上导致了0 %的有效税率,尽管通常总部
分配到5 %至10 %。在税收不高的分部,基本只有极低的收入税
收甚至零税收。 但是分公司需要拥有足够的净资产值才够资
格。 如果分公司5至10 %的利润在瑞士纳税,可有效将税率降低
到1 %以下。

将知识产权管理集中在一个瑞士公司或分部不仅能带来税收上
的优惠,还能带来许多其他方面的优惠:
• 按需保留知识产权的注册
• 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登记和相关的费用
• 低管理成本
• 集中的知识和为其他部门一站式服务
• 在重组时提高可转移性 

知识产权可通过以下方式转让:
• 知识产权的出售或质押
• 知识产权公司搬迁
• 无偿贡献 
• 分配给一个分支机构

2. 知识产权折旧 
如果瑞士税务机关认为在商业上合理的话,折旧可以免税,即根
据安全港的折旧率或在特定情况下合理的税率。 安全港的知识
产权依照会计原则一般五年的折旧期,税率分别为20 %(按直线
折旧法)或40 %(按余额递减折旧)。 依据知识产权的性质,其他
造成低税率的折旧方法在商业上也是合理的。

3. 高效的发明和商标专利申请程序
瑞士的专利和药品注册部门经验丰富,办事效率高。 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WIPO)称,瑞士的人均专利申请量居欧洲之首。

专利注册 
作为欧洲专利公约和国际专利体系(PCT)的一部分,瑞士可以申
请148个国家的专利保护,其中包括38个欧洲国家。这意味着在
位于日内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提交一份国际专利申请
后,您可以同时在148个国家寻求PCT的专利保护。

另一个好处,是瑞士成本低廉的注册程序。 不同于其他国家,瑞
士不会对发明的新颖之处进行深入的审查。 发明必须要创新,
才有资格获得专利注册。

对医疗产品和设备的登记 
瑞士医药管理局为进入瑞士的新治疗产品颁发销售许可证,过程
通常要330天。 对于特定的治疗产品,可以实行快速授权程序。 瑞
士医药管理局与欧洲药品管理局和行业通力合作,其高效率倍受
赞誉。 联邦卫生局负责价格设定,定价模式会考虑到瑞士与其他国
家相比更高昂的开发成本。 因此,首先在瑞士申请销售许可证的药
品生产企业,通常可以拿到极具吸引力的价格。  



案例研究:
下瓦尔登州是唯一一个对知识产权许可产生的许可净收入征收
1.2 %统一税率的州。该州有60 家知识产权公司,其中约50家是外
国公司。

案例研究:
雀巢公司是一家跨国食品和饮料公司,总部设在沃韦。雀巢的 34 个
研究中心中就有 8 个设在瑞士。这些中心进行配料,食品科学技术、
质量、安全健康科学,以及临床开发方面的研究。该公司55 %的研发
投入都在瑞士。雀巢健康科学研究中心位于洛桑联邦理工学院附
近。因此学院和研究中心可以在健康问题和与个体营养相关的慢
性疾病课题上,进行积极的研究工作。

Biogen公司在索洛图恩州的路特巴赫建立了高度现代化的生物制
药生产厂。该工厂将结合Biogen在分批式细胞培养技术和蛋白质纯
化方面的最新方案。该一过程将可以实现大规模的生物制药批产。
在2019年开始试产时将可以创造多达400个新工作岗位。 

迪斯尼(瑞士)有限公司在瑞士设立了一个创新实验室,从事计算机
图形、立体声和展示、动画、捕获技术和效果方面的研究。该实验
室能便利地接触到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该实验室与苏黎世
联邦理工学院的计算机图形实验室建立了牢固的关系,进行未来视
频技术(视频操作、视频编码、3D和感知研究)、计算机摄影技术、
人类面部动画和捕捉技术方面的研究。其他的优势还包括无线网
络和计算材料。尽管相距遥远,苏黎世的研究者仍频繁与迪士尼公
司的业务部门联系。

蓝脑（Blue Brain）项目由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发起，旨在对人
脑进行生物数字化重建和模拟。通过基于超级计算机的模拟过程
可以提供一种全新工具，以便研究大脑不同组织层面中的复杂互
动。

2. 瑞士创新促进机构（Innosuisse） 为私营部门和学术界合作项
目的研发提供可高达 50% 的资助。 有资格享有资助的公司不
需要为瑞士公司,但主要的增加附加值行为应在瑞士进行。

专利合作条约专利申请前10名国家
专利申请数量和与上一年数量相比总数的变化百分比

国家  2016  2017  变化（%），与  
    上一年相比

 美国 56,594 56,624 ↗ 0.1
 中国 43,091 48,882 ↗ 13.4
 日本 45,209 48,208 ↗   6.6
 德国 18,307 18,982 ↗ 3.7
 韩国 15,555 15,763 ↗ 1.3
 法国 8,210 8,012 ↘ 2.4
 英国 5,502 5,567 ↗ 1.2
 瑞士 4,367 4,491 ↗ 2.8
 荷兰 4,676 4,431 ↘ 5.2
 瑞典 3,720 3,981 ↗ 7.0

资料来源： 瑞士央行，2018年

趋势2: 合作研究
合作研究指的是学术界、研究机构和私营部门之间进行密切的合
作。 特别是在制药和生物技术部门,以及技术和工业部门。 这种合
作通常在特定地点进行,在地点邻近、核心能力、熟练劳动力和专
家、活动基地、专门基础设施(物质和精神上)和产业组织方面建立
网络并从中受益。 地理位置上的集群为加快技术创新、激发新公
司活力、吸引投资和培养高技术劳动者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环境。

挑战:
• 找到学界或科研界的合作伙伴
• 为与学界开展的合作筹资 

为什么选择瑞士: 
1. 所有的瑞士大学都有完善的技术转让组织和该领域的专家。 与

行业合作时,他们通常采用两种模式: 签订承包合同或转让合
同。 Unitectra这样的专门服务供应商为一些大学的技术转让提
供协调, 为寻求与学界合作的公司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案例研究:
诺华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制药企业,诺华生物制药研究所是其最大
的研究中心。 该中心位于瑞士巴塞尔，从事新药开发工作并专注
于自身免疫、移植、炎症以及肌肉骨骼、神经系统和肿瘤方面的疾
病。 诺华集团的成功,一部分原因在于其身处瑞士的地理优势,公
司因此可以与学界、研究所、其他生物科技和制药企业以及医院进
行合作。

ABB公司是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导厂商, 集团雇佣了
超过140,000名员工，业务遍及全球约100个国家。 其研究中心位于
Baden-Dättwil，拥有来自40个不同国家的约220名员工。 该中心还
能依靠附近大学和研究所的110位科学家。

瑞士现代电气（Hyundai Electric Switzerland）不久前在苏黎世开
设了一处现代电气研发中心，该中心的技术水平在能源解决方案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该研究中心依托于全欧洲境内的优质劳动力
和高压技术领域的专业经验，致力于推动高压产品的技术发展，并
为 50 名高素质工程师提供现代化的工作环境。 该公司之所以选择
在瑞士成立这家研发中心，也是为了从瑞士有利且稳定的劳动力
市场条件中获益。

瑞士创新力的其他信息
www.s-ge.com/innovation > Factsheet Innovation

趋势3: 吸引合格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 
您的实际经验是核心竞争优势之一,创新是增长驱动力之一。 要保
持竞争力,打造出有创意的新产品解决方案,一支具备高技能和灵
活性的员工队伍至关重要。 

挑战:
• 通过有吸引力的工作/生活环境吸引高度胜任的科学家。

为什么选择瑞士:
• 瑞士有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 瑞士为科学家提供高额收入。
• 定居瑞士的研究人员每年发表大量著作，在经合组织所有国家

中居民人均占比最高。
• 在上海大学的排名中,瑞士的大学人均拥有量位居第一。

最强大脑
进入 “上海排名” 100 强大学的数量，2017年

国家/地区 Top20 Top100
 美国 16 48
 英国 3 9
 瑞士 1 5

 澳大利亚 0 6
 德国 0 4
 荷兰 0 4

 加拿大 0 4
 法国 0 3
 日本 0 3

 爱尔兰 0 1

资料来源： 上海排名，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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