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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 月 1 日起，上海 2017 年版《上
海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规
定》正式实施。《规定》一经发布，立即引
起广泛关注。吸引跨国公司设立地区
总部是上海扩大开放，提高利用外资质
量和水平的重要举措。自 2002 年以
来，总部经济政策的实施为优化上海总
部经济发展环境、提升总部经济水平发
挥了重要作用。截至 2016 年年底，外
商在上海累计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580 家，投资性公司 330 家，研发中心
411家。

随着上海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和“四
个中心”建设不断推进，上海吸引跨国
公司地区总部数量稳步推进。2016
年，上海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及总部
型机构 45 家，新增投资性公司 18 家，
研发中心 14 家，上海作为我国内地跨
国公司地区总部最为集中的城市地位
不断巩固。

15 年持续推进总部经济

上海早在 2002年就在全国率先出
台《上海市鼓励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
总部的暂行规定》，2008 年修订并发布

《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
规定》，2011 年再次修订并发布《上海
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规
定》。10 年间,由于持续不断实施鼓励
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政策，上海总部
经济取得了良好成效，特别是 2011 年
版总部经济政策，对不断优化上海总部
经济发展环境、提升总部经济水平起到
了重要作用，该版总部经济政策有效期
为 5年，已于 2016年 12月 19日到期。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

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
更加积极地利用外资参与上海“四个中
心”和“科创中心”建设，主动适应跨国
公司发展新趋势、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新
变化，保持上海总部经济政策的连续性
和稳定性，上海市政府于 2017 年 1 月
27 日发布了《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设
立地区总部的规定》，2 月 1 日起实施。
结合上海实际，新版《规定》延续和优化
总部政策，进一步优化了总部经济发展
环境，以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落户上海。

由于制度层面的不断完善，使得上
海已经成为跨国公司投资兴业的优质
沃土。一系列总部经济政策出台，从认
定条件、财政扶持、贸易便利、出入境管
理、人才引进与就业等领域，为促进跨
国公司地区总部在上海持续健康发展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并对上海经济
发展产生了集聚效应。

近年来，上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
量 稳 步 提 升 ，经 济 规 模 不 断 扩 大 。
2012 年至 2016 年，共有 227 家跨国公
司地区总部落户上海（五年落户数分别
为 50、42、45、45、45 家），占上海全市
58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 39%。

总部经济发展保持较高水平

较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的稳
步增加，更重要的是这些跨国企业的业
务经营范围不断拓展，大部分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已经成为集管理决策、采购销
售、研发、物流分拨、资金运作、共享服
务 等 多 种 职 能 于 一 身 的“ 综 合 性 总
部”。在 2016 年新增的 45 家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及总部型机构中，就有 15 家

企业被认定为亚太区总部，富世华、卡
摩速、李尔等知名跨国公司都将亚太区
总部设在上海。上海目前亚太区总部
累计达 95 家，亚洲区总部达 10 家，北
亚区总部有 5家。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
质量也保持了较高水平，在产业带动、
人才集聚、技术创新和要素辐射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为上海经济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截至 2015 年，驻沪跨国公
司地区总部投资总额累计达 457 亿美
元，户均超过 8800 万美元；2015 年地

区总部营业收入达 5926 亿元人民币，
户均超过 11 亿元人民币；纳税总额达
417 亿元人民币，户均超过 8000 万元
人民币；吸纳就业达 17.73 万人，户均
达 343 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占
上海全市外商投资企业比例仅 1.26%，
但营业收入占比达到了 9.42%，净利润
总额占比达 17.37%，从业人数占比达
到 了 5.83% ，纳 税 总 额 占 比 为
10.59%。在 2016 年上海全市第三产
业税收百强榜中，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占
据了 12席。

实施新版地区总部规定 提升总部经济发展水平

上海巩固跨国公司投资优势地位
本报记者 沈则瑾

目前，全球有 1000 多家跨国公
司将其全球或区域总部设于瑞士，包
括通用汽车、惠普、IBM、宝洁等在
内逾 60%的美国跨国公司欧洲总部都
位于瑞士，瑞士因此亦有“欧洲的中
央商务区 （CBD） ”之称。在瑞士联
邦主席多丽丝·洛伊特哈德看来，“我
们的自由经济政策，稳定而透明的政
治环境，不仅使瑞士成为全球范围内
颇具竞争力的国家，还特别为外资贸
易类企业和欧洲总部类公司提供了最
好的商务条件”。

挡不住的低税率“魅力”

瑞 士 地 处 欧 洲 中 部 的 “ 心 脏 地
带”，毗邻欧盟三大市场——法国、德
国和意大利。中立国地位使其在历史
上免受战乱之扰，现实中又使跨国公
司在欧洲其他国家市场经营时，较少
受消费者对总部所在地国家的偏见影
响。瑞士虽然不属于欧盟国家，却与
欧盟国家签有超过 120 个双边协议，
使其可以充分享受欧洲经济一体化的
好处。早在 1972 年，瑞士即与欧盟达
成自由贸易协定。此后，瑞士采用了
欧盟的大部分内部市场规则，作为回
报，欧盟给予瑞士公司优惠政策，使
其得以轻易进入 5 亿人口规模的庞大
欧盟市场。瑞士还是申根区成员国。
在本国人口较为有限、技术含量较高
的劳动者数量不足这一大背景下，人
才自由流动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瑞士之所以能够吸引这么多跨国
公司前来设立总部，广为外界所知的是
因为其“避税天堂”地位。瑞士联邦政
府分别于 1997 年和 2007 年出台了两
次企业税制大型改革法案，旨在改善税
务体制，让瑞士对企业更具吸引力。在
以降低税率为核心的 1997 年税制改革
后，瑞士公司的总纳税额约占净收益的
25%。在欧洲富裕国家中，只有爱尔兰
的公司税比其更低一点。据普华永道
评估，如果跨国公司在瑞士设立一个业
务控制中心，税率会低至 6%至 10%。
2006 年 1 月份，美国食品巨头卡夫公
司宣布将其分散在伦敦和维也纳的欧
洲总部迁到瑞士苏黎世时，英国的企业
税率高达 28%，而卡夫在苏黎世的纳税
起点仅为 15%。

除了瑞士联邦政府明确保留的税
种外，瑞士各州都有自己的税法和自

由征税权力。大部分州的税务登记都
不对公众监督开放，对控股公司甚至
免征全部所得税。瑞士很多州早已跻
身全球税率最低的“税收天堂”之
列。对于瑞士山区地带的一些州来
说，用税务杠杆来吸引企业更是不二
之选。比如，在瑞士最小的州之一楚
格，虽然人口不足 12 万，却有近 3 万
家企业在此登记落户，其中名气最大
的莫过于从美国迁来的全球最大大宗
商品交易商嘉能可。

注重研发和创新能力提升

当然，单纯依靠税收优惠这个武
器并非久长之计。随着美国和欧洲对

“避税天堂”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瑞
士最终于 2014 年承诺调整税法，向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新型国际标
准看齐，在 2019 年前废除那些被认为
是“具有危害性的”税收操作，并对
跨国企业的业务与利润实行信息交
换。根据瑞士联邦政府的最新计划，

瑞士今后在尽可能继续维持低税率的
同时，将把吸引跨国公司总部的重心
进一步向研发和创新领域转移。

作为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
瑞士的成功主要取决于研发和创新能
力。根据 2011 年最新修订的 《研究与
创新促进法》，瑞士联邦政府的创新责
任由“单纯促进科学和创新”扩展到

“将科学和创新政策与科学和创新过程
整合成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进程”。瑞士
每年用于研发的资金投入一直保持在
国内生产总值的 3%左右，不论研发投
入总量还是人均研发费用都在发达经
济体中名列前茅。从 2013 年至 2016
年，瑞士联邦政府对教育、科研和创
新的投入预算约为 260 亿瑞士法郎，
超过欧盟平均水平。政府投入其实仅
占研发支出总额的 30%，其余 70%的
大头都来自私营部门。

健全的金融设施成优势

宽松的劳工法带来宽松的人力环

境，也是瑞士吸引跨国公司总部的众
多优势之一。在瑞士，合同法、债权
法及集体劳动协议共同调节着雇佣双
方的关系。瑞士劳动法的条款少于欧
盟法律体系，因此自行安排的自由空
间更大，对法律条款的解释余地也更
大。虽然瑞士属于高工资成本国家，
但其每周 40.5 个小时的工作时限要明
显长于其他欧洲发达国家，罢工几乎
不存在。

此外，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离
岸金融中心，瑞士还拥有完备且具活
力的金融体系、健全的金融基础设
施、创新能力和流动性极强的金融市
场、广泛的金融服务、可靠的法律以
及严密的监管体系等。低通胀率、低
利率以及坚挺的瑞士法郎，都是瑞士
经济和金融长期保持稳定的重要原
因，也为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入驻进一
步夯实了基础。正如瑞士前驻华大使
顾博礼所说：“瑞士已经由工业区域总
部所在地，渐渐转变成以金融、服务
业为主的区域总部所在地。”

看瑞士如何打造总部经济
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陈 建

图为位于瑞士山区小州楚格的全球最大大宗商品交易商嘉能可公司全球总部大楼。 本报记者 陈 建摄

近日，法国南部最大的华商贸易批发城——马赛国际商
贸城项目奠基仪式在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举行。该项目由旅
法华商投资、法国马赛市政府重点扶持，投资总额达 3000
万欧元，预计于 2017 年 7 月份建成使用。届时，马赛国际
商贸城将成为地中海周边最大的贸易批发商城，作为法国南
部、西班牙、意大利、东欧以及北非国家中小企业的窗口和
平台，与中国开展进出口贸易。马赛国际商贸城项目受到当
地政府的高度重视，法国参议院副议长、马赛市市长让克
洛·戈丹和马赛市主管经济的副市长巴拉基安等参加奠基仪
式。法专家表示：“商贸城项目的落地是马赛的重要机遇，
将使古老的马赛港焕发全球化新光彩。”

马赛市位于地中海沿岸，是法国第二大城市。由于其优
越的地理位置，自古就是繁荣的商业港口城市，但近年来由
于历史原因，马赛的商品批发商大量聚集在市中心，但受交
通、物流等客观条件限制，面临空间不足、交通不便、装卸
货物困难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货物集散与商业发展。戈丹指
出：“在这样的条件下，马赛已不能适应商品从各地纷涌而
来的全球化时代。”法专家表示：“新商贸城的落地将彻底改
变这种现状，并为未来双方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实践共同
发展新模式创立典范。”

马赛国际商贸城位于马赛市北部的圣安德烈开发区，三
面环山，南朝大海，其南边是繁忙的马赛港码头，北部是马
赛沿海购物中心。商贸城占地 25 公顷，总建筑面积为 6 万
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法国第二大、法国南部最大的华商贸
易批发市场，并将吸引 200多家批发商入驻。同时，商贸城
还架起了马赛与欧洲、中东、中国各大贸易港的海上运输枢
纽，是连接旅法华商与南欧和北非地区市场的唯一直接商贸
平台。戈丹指出：“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项目，将为马赛北
部地区和马赛—福斯港口的发展带来经济效益。通过这样一
个有前景、可以增加就业的经济项目，我们可以打造一个充
满活力和吸引力的大都市，马赛将成为整个经济地区发展的
火车头。”

法专家认为，商贸城的落地还为未来双方合作模式提
供了典范。一是可以积极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商贸
平台。当地媒体 《普罗旺斯报》 认为，兴建马赛国际商贸
城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果，也是马赛市政府对接“一
带一路”的重要举措。巴拉基安指出：“我一直希望找到
马赛与‘一带一路’对接的抓手。此次国际商贸城项目就
是马赛对接‘一带一路’的重要标志。马赛将利用优越的
地理位置与地中海港口优势，促进中国与南欧及北非的商
贸联通。”二是采取因地制宜的灵活方式推动自由贸易。
商贸城所在新园区与优质高速公路相接，毗邻马赛港未来
的集装箱码头，距离机场仅约 15 分钟车程。园区内商铺大
多由两层集装箱搭建，每家面积约 170 平方米，展示货物
极为便利。戈丹说：“这样的模式很容易吸引国际客户，
为马赛批发商赢得先机，同时强化马赛港的战略地位。”
三是将为当地带来切实的福利，为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助
推作用。马赛市政府评估认为，国际商贸城项目对振兴马
赛至关重要，并将大大促进马赛市北部与马赛港的经济发
展。同时，该商贸城项目落地后能容纳 200 个商铺，将创
造超过 1000 个就业岗位。有当地民众表示：“这对我们而
言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将使马赛再现繁荣景象。”
四是放大产能合作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中国驻马赛总
领事朱立英表示，近年来中企与马赛当地企业的产能合作
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山东潍柴动力公司的收
购项目，及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电商平台天猫国际与马赛市
政府签署合作意向等都树立了双方合作的典范，打消了法
方最初的一些疑虑，让法方吃了定心丸，也提升了马赛吸
引中国投资的积极性。

法专家认为，随着中法双方这种创新合作模式的迅速
落地与不断成熟，未来马赛将积极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与地中海港口优势，促进中国与南欧及北非的商贸联通，
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又一个重要支点。同时，随着商
贸城合作效益的显现，将为双方未来扩大合作注入新的活
力。戈丹表示，未来，在马赛国际商贸城项目成功的基础
上将与华商合作在非洲刚果 （布） 投资兴建大型国际贸
易城。

华商投资国际商贸城——

法国马赛对接“一带一路”建设
本报驻巴黎记者 李鸿涛

江西省东乡县天然丝瓜络专业合作社自 2007 年成立以

来，采取“省级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种

植丝瓜并开发 4 大系列、200 多个品种的丝瓜络产品，远销美

国、韩国、日本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图为江西美尔丝瓜络

有限公司员工在晾晒丝瓜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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