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士——您的供应链中心 
简介
全球企业都在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影响。 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和跨境消费人
群,许多公司意识到必须以国际化视野看待商业问题。 全球需求带来了巨大商机,同时也
带来挑战,但是日益增加的客户渠道需求不断波动,商业机构必须对此加以警惕并积极应
对。

要在供应链执行上取得成功,需要制定出长期战略,以解决各种复杂问题,降低风险,削减全
球物流成本。 您必须建立有效和高效的全球供应链,提升用户体验,同时提升盈利能力、灵
活性、可扩展性和可持续性。

目前,全球企业面临的一项主要挑战是如何实现在不同地域和时间上不断发展。 内部物流
结构长期脱节,各种限制重重,这些问题都亟待他们解决——无论是与品牌、内部职能还是
经营单位相关。 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会阻碍对全球范围内的统一管理流程和方法的
实施。 合资和并购也同样面临着挑战:在继续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跨部门跨品牌利用成
本协同效益的难度增加。 

瑞士扼守美国、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战略区位,具有卓越的交通通讯基础设施以及出色的收
入和风险管理方案,是跨国企业进行供应链运作的首选。

为什么应该考虑瑞士？

如果您符合以下情况,瑞士可提供一系列优势:
• 希望从商业、物流和税收角度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供应链管理的跨国企业
• 对高价值产品有特别需求的跨国公司
• 在瑞士组织采购的金融服务供应商
• 希望受益于旅游经营者差额方案(Margin Scheme)的旅游和酒店服务供应商

2017年供应链风险最低的国家

国家  排名
 瑞士 1

 荷兰  2

 瑞典 3
 奥地利 4

 日本 5

 挪威 6
 芬兰 7

 新加坡 8

 美国 9

 丹麦 10

资料来源： 弹性指数年度报告，2017年

官方项目



供应链管理中的重要趋势

趋势1: 战略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正变得日益分散和复杂。 在跨职能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管理,
需要实施合适的价值链战略。 

挑战:
• 将商业、关税、贸易和物流问题引入共同的供应链模型，
• 招募能处理集成化供应链中复杂的物流、增值税、关税和贸易问

题的合格人员。

为什么选择瑞士:
1. 瑞士有一大批成功运用集成化供应链,将税收和关税与纯粹的

商业和物流考量相结合的跨国公司。

瑞士的大多数国际供应链管理运作都整合了税收筹划。 这种模
式的主要特点是,将销售获得的收入与制造及分销的风险集中
为单一的瑞士“企业家”实体。 将活动、功能、风险和其他实体转
移到集中式供应链管理上,能带来的好处, 包括具有竞争力的税
率,以及对跨国公司底限收益的巨大提升。

2. 瑞士有专精于价值链管理的多语种人才。 瑞士的各个大学和学
院提供供应链管理方面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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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供应链院校/学院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ETH） 
国际供应链管理EMBA
www.mba.ethz.ch
圣加伦大学 
物流管理EMBA
www.es.unisg.ch/emba
瑞士采购和物资管理协会 
瑞士认证采购专家
www.procure.ch
欧洲采购商学院  
采购和供应链MBA培训
www.eipm.org
物流管理国际学院（IML）  
全球供应链管理高层管理人员硕士
https://iml.epfl.ch
日内瓦大学：工商与经济学院  
销售管理、物流和采购深入研究文凭
http://achat.unige.ch
国际采购与供应管理联盟 
采购与供应链培训
www.ifpmm.org
苏黎世管理和法律学院 
供应链和运营管理硕士 
www.zhaw.ch/sml
卡莱多斯经济高等专科学校 
CAS供应链和物流管理 
www.kalaidos-fh.ch 
瑞士西北高等专科学校 
MAS卓越供应管理
www.fhnw.ch

来源：采购与供应链——瑞士2010年薪酬调查（MichaelPage.ch）、毕马威



趋势2: 风险管理
日益提升的复杂度不是唯一的挑战。 商业、物流、金融、声誉和法
律问题上的风险出现并不断增加。

挑战:
• 将主要活动和相关风险集中到一个基础设施良好,有利于供应链

的地点,以提升供应链的透明度。
• 通过在区位上靠近全球物流服务供应商集群,加强对供应链物流

环节的控制 

为什么选择瑞士: 
1. 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稳定的政治环境、可靠的劳动力,以及某些

情况下瑞士在国外政治风波中的中立态度,都可以降低风险

2. 瑞士有大量的服务提供商,涉及各行业供应链的方方面面,能很
好地应对各种风险模式 

在2018 年FM全球弹性指数排名中，瑞士在供应链安全度方面
名列榜首。 瑞士在这方面领先于所有其他国家，例如瑞典、德
国、荷兰和爱尔兰。 该指数提供了130个国家的相关业务对供应
链中断的韧性。 其中考虑到了经济、风险质量和其他供应链因
素,以及对腐败的约束、基础设施和当地供应商的质量。 

案例研究:
英荷联合利华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日化产品公司之一,其子公司联
合利华供应链公司位于瑞士沙夫豪森,保持独立运营。 这家位于瑞
士的公司约有1,400名员工，负责集团在欧洲和美洲的整个采购、
生产和物流流程。 作为联合利华新设的供应链中心,该公司负责原
材料和包装材料供应、集团的工厂网络(包括62 个欧洲生产厂的生
产计划、规模分配和投资)以及成品从欧洲生产地到终端消费者市
场的仓储和运输。

全球啤酒集团AB InBev通过Anheuser-Busch InBev Procurement 
GmbH将其全球采购中心落户瑞士楚格州的施泰因豪森。 瑞士高
效的供应链运作,吸引该公司在这里设立采购业务。 公司也受益于
这里高技能的劳动力和优良的企业发展环境。

案例研究:
奢侈品国际公司(古驰集团)的物流中心所在地位于瑞士的提契诺
州。 该中心占地320,000平方米，产品发往至世界各地。 LGI是古驰
集团的分销中心,最初只分销古驰的产品。 收购其他品牌之后,该
公司在瑞士设立了新的办事处以及物流中心。 著名品牌产品、服
装和配饰从瑞士分销到世界各处的集团直销店、特许经营店、免税
精品店、专卖店和多品牌专柜。 但该公司在瑞士设立物流中心以
前,曾面临奢侈品的物流安全问题。

美泰乐技术公司是一家领先的贵重金属精炼企业,位于瑞士纳沙
泰尔。 供应链的采购环节设立在瑞士,以确保贵重金属的来源合乎
法律和道德标准,不涉及犯罪、武装冲突或侵犯人权的行为。 需要
精炼的金属运至瑞士后,先在纳沙泰尔进行加工,随后及时安全地
送达客户手中。



趋势3: 电子商务供应链
电子供应链已经成为商业活动的标配。 企业日益将其作为采购和
销售交易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在个人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在线订购
商品和服务的情况下。 通过电子方式交付电子产品和服务的便利
性不断提升,地理界限也正在消失。 

挑战:
• 选址在具备IT技术基础设施,商业环境有吸引力的地点
• 确保数据保护 

为什么选择瑞士: 
1. 这里有IT专家以及连接整个欧洲的高速互联网。

2. 瑞士密集的数据中心集群,提供一流强大的数据保护环境。 瑞
士在数据中心风险指数中排名第三，该指数根据安全数据中心
运营的主要风险对全球37个国家进行评级。 瑞士的另一大优势
是具有较高的隐私保护排名。 

案例研究:
Kayak Europe GmbH是The Priceline集团的一家独立子公司，该公
司为旅行者提供所需的飞行、酒店、租车或旅游套餐信息。 这家位于
苏黎世的公司和一家提供多种语言服务的互联网平台合作。 该公司
主要依赖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员工,以及出色的互联网和IT基础
设施。

Expedia Lodging Partner Services Sarl位于瑞士日内瓦，负责全球所
有Expedia公司所有品牌的采购和销售，该酒店服务中心采购部门在
70个国家拥有约13,000名员工。 Expedia在全球范围内提供酒店客房
服务,在单一市场中采用多重销售渠道;积极宣传酒店正面形象,提高
酒店官网的直接订房率; 遍布全球的市场经理团队,对市场有深刻的
洞察,致力于提高酒店盈利。

瑞士增值税体系为旅游和金融服务业采购带来的益处
1. 瑞士旅游经营者差额方案(Margin Scheme): 瑞士增值税立法规

定,瑞士旅游公司在瑞士国外或主要在瑞士国外的旅游经营活
动免征增值税。 这对在国外采购旅游套餐的旅游公司来说,是
一个重大利好。 即便没有进一步的直接税收优化,这一政策也
使瑞士旅游公司在毛利率上比英国竞争者高出20%。 

2.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经常面临采购进项增值税,这会导致巨额
的最终成本,并可能削弱竞争优势。 瑞士的增值税率为7.7%,这
一相对较低的税率能减轻金融机构的负担,吸引企业来瑞士设
立采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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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akamai，2017年

2017年网络连接平均速度
在欧洲范围内比较，单位：Mbps

数据中心风险指数，2016年

国家  排名
 冰岛  1
 挪威  2
 瑞士  3
 挪威  4
 瑞典   5
 加拿大   6
 新加坡  7
 韩国  8
 英国 9
 美国  10

资料来源： Cushman & Wakefi eld，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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