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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时内飞抵欧洲各地

奥地利在欧洲的中心地理位置使之成为理想的东西方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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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汽车投资的新一代发动机

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商业投资的最佳咨询伙伴



通用汽车动力总成奥地利公司的发动机生产 

自1982年在维也纳     阿斯本投产首家欧宝工厂以来，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对其在奥地利的工厂一

直充满信心。

投 资 奥 地 利



红白红汽车动力站

前轮驱动，第一辆下线的保时捷，或未来的电动汽车：奥地利的汽车业

是质量和灵感的象征。

奥地利不仅为古典音乐定调,还是一百多年来欧洲汽车产业的动力源。今

天，奥地利更成为一个充满前景的商务据点。 

一个充满前景的产业。全球众多汽车制造商和零部件供应商，如麦格纳、

米巴或曼恩商用车辆公司都选择奥地利生产汽车或汽车零部件，并在这里

发展创新技术。奥地利是全球汽车厂商趋之若骛的商业中心：以通用汽车

公司为例，2008-2010年，该公司仅在维也纳-阿斯本的发动机工厂就投资

了约2亿欧元。

汽车业是奥地利五大产业之一，共有700多家公司，约15万-20万名从业

人员，年收入近215亿欧元。加上关联产业和服务，奥地利的汽车业为

本国约37万人提供就业机会，从业人员总数在全国占第八位。

每年下线的发动机、变速器以及整车的数量也相当可观。奥地利每年发

动机和变速箱的产量为180万台，高品质的两轮或四轮整车产量近29万

辆。全球对奥地利制造的汽车与汽车组件青睐有加，近90%的产品出口

到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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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物流基础设施 

10=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非常高效

制造业每工时产能

员工人均每工时国内生产总值（单位：美金）



青睐奥地利的理由。欧洲的中心地理位置，以及优越的物流基础设施为投资者提供

了有利的竞争优势。以维也纳为中心的300公里内，分布着10多家汽车制造厂。包
括宝马、麦格纳和沃尔沃在内的1000多家跨国公司，以奥地利为中心协调其在东欧
和东南欧的市场经营活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正利用奥地利作为跳板进

军欧盟。  

国际制造商和零部件供应商看重奥地利的工人生产效率高、教育程度高、工作积极

进取。奥地利的经济和政治局势稳定，公共管理透明。此外，在税收方面，对公司

也很有吸引力：企业所得税率25%适度合理，集团税制对控股公司相当有利。

未来的绿色汽车。最近的研究表明，20万辆由绿色电力驱动的电动汽车将在2020
年前行驶在奥地利的道路上。一流的能源公司、工业企业和科研机构正努力在奥地

利移动电源平台框架下实现一个共同目标，即将奥地利引入电动汽车时代。为此，

这些合作伙伴计划在2020年前共投资5000万欧元。

大家寄希望于电动汽车，有其合理之处。电动汽车是一种高效、环保和经济的私人

交通工具--而且电力由可再生能源供应。下一步计划是成立移动电源区。20万辆电
动汽车的使用能减少50万吨的CO2废气排放，并在未来节约1.40亿升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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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弗勒集团是全球领先的精密产品制造商。过去50多年来该集团的下奥地利州贝恩多夫工厂

一直从事高品质滚动轴承的生产。



汽车的创新之路

创新不仅仅源于巧合。它需要专业知识、基础设施网络和资金。这

些因素在奥地利都是被优先考虑的。 

奥地利在许多领域的的竞争力和技术领先地位来源于同一个优势：开创性的想法。这对于所

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至关重要。

东西方的商业门户。由于其中心的地理位置，奥地利长期以来作为跨国知识基地。来自匈牙

利或捷克等国家的高管及专业人员与落户奥地利的公司分享了他们的技术知识。中东欧地区

许多学生就读于奥地利各大学。

维也纳技术大学和布拉迪斯拉发技术大学共同推出的汽车工业MBA课程在欧洲独树一帜。这

个研究生课程由维也纳商务局交通集群部门（原维也纳地区汽车集群）开发，专门面向汽车

行业的专家们。该课程利用本地区现有的专业知识来促进知识互动与转移。

示范性的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奥地利员工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工作积极主动，表现优

秀，并积极投身进一步的培训，以获得额外的资质。这一点要归功于奥地利非常注重实践的

教育体系。目前，共有1400名青年完成了汽车行业的学徒项目，许多人结业后将进入大学继

续学习。

各大教育机构提供的课程与教学研究侧重于汽车行业，例如，维也纳技术大学、格拉茨技术

大学、林茨大学机电学院、蒙大拿大学雷奥本分校，高职类学校如格拉茨的JOANNEUM高等

专业学院、维也纳新城高等专业学院或上奥地利高等专业学院都提供优质的以实践为导向的

教育。

研究型公司的资金。奥地利是欧洲的创新先锋。根据欧盟的创新计分卡统计，奥地利的创新

能力排名第三，仅次于卢森堡和丹麦。在研发经费支出方面，奥地利表现出了整个欧盟最具

活力的增长速度，达到每年约8%的增长率。自1999年以来，奥地利用于研发的投资增长了一

倍。 2010年，奥地利国内生产总值的2.76%专门用于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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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

Joannem高等专业学院
    www.fh-joanneum.at

维也纳新城高等专业学院
    www.fhwn.ac.at

上奥地利高等专业学院
    www.fh-ooe.at/fe/forschung/

蒙大拿大学雷奥本分校
    www.unileoben.ac.at

格拉茨科技大学
    www.tugraz.at

维也纳科技大学
    www.tuwien.ac.at

林茨大学
    www.mechatronik.jku.at

汽车工业工商管理硕士
    automotive.tuwien.ac.at

研究促进机构

奥地利经济服务责任有限公司 (AWS)
    www.awsg.at

奥地利研究促进所 (FFG)
    www.ffg.at

奥地利科学基金会(FWF)
    www.fwf.ac.at

麦格纳电子汽车系统与施泰尔马克格拉茨能源集团在格拉茨市共同设立了电动汽

车技术中心。英飞凌与AVL李斯特跻身奥地利研发冠军前10名，他们的研发投入

份额分别为22%和13%。与许多其他公司一样，这两家公司受益于奥地利鼓励研

发的激励政策。此外，政府管理部门提供税收优惠，并以各种方式促进商界和科

学界的合作。 

面向世界的奥地利新技术。奥地利汽车产业在工程和工厂自动化等领域具备传统

优势。奥地利的公司也致力于开发新技术与新应用，重点包括电动汽车、替代驱

动系统和存储技术。

奥地利移动电源平台于2009年推出的电动汽车已在本国上路。2010年以来示范

项目EmporA（奥地利电动移动电源）一直稳步发展，并进一步开发了完整的电

动汽车系统。多家行业内领先的公司以及研发合作伙伴参与了该项目。 

由福尼斯公司开发的能源细胞引起了国际关注。这种技术将剩余的电力转换成氢

气储存，然后将其转换为需要时可利用的能源。位于蒂罗尔的攀时公司开发用于

燃料电池的组件。许多研究项目使用绿色回收物、稻草或木材等作为原料，开发

第二代生物燃料。



HYCAR1是奥地利第一款氢动力汽车，

已获道路行驶权。

英飞凌半导体使电动与氢动汽车奔驰

奥地利第一辆氢动力汽车 

HycentA（奥地利氢中心）是奥地利研究氢燃料使用的主要机构。该中心拥

有奥地利首个充氢站及检测中心。HycentA的工作目标是，将氢能源尽可能

地广泛使用。

所需氢气由当地生产，从水力发电厂通过电力电解水获取。HyCentA由于开

发了奥地利第一款氢动力汽车而享有盛名。在奥地利TÜV集团专家指导下，

HYCAR1汽车已取得道路行驶权。该汽车内燃机由汽油、氢或天然气、以及

天然气和氢气的混合物驱动。

利用电源插座随时充电 

全球汽车微芯片市场引领者英飞凌连同其他19个合作伙伴参与了奥地利移动电

源平台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快速发展奥地利的电动交通。“充电无处不在”

，摆脱了传统概念上对电动汽车充电站的依赖。无论在家中、车库、办公室或

在超市购物，车辆通过电源插座的高压电流随时随地实现充电。

半导体对于电动汽车尤其重要。其功能在于转换电能，传输到发动机和辅助动

力装置以及优化电池充放电。微芯片也被用于汽车的动力总成和安全系统，以

及计算用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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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f Affenzelle，
AVL李斯特公司全国及国际研究部主任

AVL:在研究为基础的道路上通向成功 
AVL李斯特公司是奥地利最深入地进行研发的公司之一。该公司每年
12%的年收入用于研发。

AVL李斯特公司也是奥地利的创新冠军之一。公司的全国及国际研究
部主任Josef Affenzeller先生阐述了把握未来的先决条件与计划。

多年来， AVL为何成为创新先锋？ 

AVL的企业文化使我们能够处理与我们研发工作相关的前瞻性问题。我们的目标是
成为制造行业的创新型合作伙伴，因此我们拥有多项专利。同时，我们也非常注意

员工的素质，并确保知识和技能的结合。我们正在不断地激励他们超越自身的专业

视野。 

信息技术发挥怎样的作用？

软件和信息工具的发展是一个重点。这包括我们用于测试驱动系统或实时操作单个

组件的测试系统。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真实地模拟道路状况。或者我们测试单

个组件，模拟补充所需的环境。这个方案以非常复杂的软件解决方案为基础。萨尔

斯堡CD实验室正致力于研究这些系统的未来解决方案。 

电动汽车领域的新事物是什么？ 

举例来说，我们在电池的研究和开发领域以及在复杂的控制系统方面积极努力，并

已提供测试系统。 AVL Range Extender是一个电能供应引擎，在需要时将提供电
能，由此扩大了电动车的行程范围。因此，可以设计体积更小的组件，降低成本。

这对于促进大众接受电动车有重大意义。 

AVL是全球最大的开发、仿真和测试动力总成系统技术的私有公司，其技术用于轿
车、卡车和大型发动机。共有4300名员工受雇于全球45个分公司，其中1920名员
工在AVL李斯特格拉茨总部工作，96%的产品出口。



知识竞争力 
战略伙伴关系使之成为可能：公司和研究机构共同开发创新，利用协同作用，节

约成本。 

在奥地利，工商界和研究界密切合作。零部件供应商、汽车制造商、服务提供商

和科研机构携手合作，致力于未来技术的开发创新，并共同从技术知识中受益。

作为集群地的奥地利。三个最重要的汽车产业集群位于上奥地利州、施泰尔马克

州和维也纳地区，它们致力于促进战略伙伴关系，支持新的发展。上奥地利州的

汽车产业集群是规模最大的集群，拥有215个成员。目前合作项目是电动汽车平台
--“上奥地利州清洁运动”，该项目包括32家零部件供应商，他们正在为电动汽车的
系列生产做准备。 

在奥地利创新实力最强的施泰尔马克州，汽车产业集群包括180位合作伙伴。
Acstyria为他们提供了合作平台及深入教育的倡议，同时它每年在莱布尼茨组织
Autocontact商业年会。维也纳商务局的汽车产业集群包括维也纳周边和布拉迪斯
拉发地区的约120家供应商和承包商，他们共同促进与周边国家的知识转移，并创
建了维也纳汽车学院。 

  
技术中心促进发展。由“COMET   优秀技术中心”全力支持，来自商界和研究领域
的1500余名员工在技术中心共同开发项目。“K2汽车   可持续汽车技术”研究计划
就是一个例子。奥迪、宝马和戴姆勒等制造商正与该中心研究成员共同开发一种

面向未来的整车系统。

 
在“AdvAluE--铝在生态交通的先进应用”项目中，轻金属技术中心Ranshofen与
麦格纳斯太尔、乔治费歇尔等公司以及研究机构合作开发机动车制造用轻金属

材料。另一个例子是位于维拉赫的“KAI汽车及工业电子产业技术中心”。在该中
心，英飞凌与Kristl Seibt公司及技术中心研究伙伴合作开发汽车电子组件。

汽车产业集群与技术中心

奥地利替代推进系统机构

上奥地利州汽车产业集群

奥地利汽车协会

奥地利汽车工程师学会

虚拟车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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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促进产业持续发展

汽车产业关注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和持续投资。位于格拉茨的AVL李斯特公司
是国际公认的内燃机研发中心。半导体制造商英飞凌和austriamicrosystems均
是奥地利科研密集型公司之一。麦格纳斯太尔在格拉茨市设有全球最大的工业

集团开发中心。格拉茨技术大学的Frank Stronach研究所共有四个部门，包括汽
车工程和车辆安全部门。 

大学以及非大学研究机构与工业界紧密合作。除了位于维也纳和格拉茨的技术

大学，还有众多科研院所正在进行达到国际标准的先进研究。奥地利技术学院

(AIT)是奥地利最大的非大学研究机构，拥有900多名员工。创新和技术供应商
Joanneum Research的研究重点是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

工业研究前5位 
每名雇员的研发支出（单位：欧元）

产业雇员中的研究人员的比例(%)

平均

电气 / 电子
汽车

化学

机械 / 金属制品 
NE金属 

平均

电气 / 电子
汽车

化学

机械 / 金属制品 
NE金属 

资料来源：奥地利汽车协会，2010

资料来源: 奥地利统计, 2007

研究机构

奥地利科技学院

卡林西亚技术研究中心

克里斯蒂安多普勒研究协会

格拉茨Joanneum

林茨机电中心

格拉茨技术大学

维也纳技术大学

虚拟现实与可视化研究中心

活动

格拉茨汽车论坛

林茨汽车

莱布尼兹Autocontact

维也纳汽车学院

维也纳国际汽车研讨会



集群：

富有前景的成功模式 

施泰尔马克州的研发比例高达4.3%，居奥地利榜首。Acstyria及其创

新活动为此做了很大贡献。

 

ACstyria成员包括知名公司AVL李斯特、麦格纳斯太尔、英飞凌、AT＆S及austria-
microsystems。ACstyria的董事总经理卡尔.潘西先生为我们解释了集群向成员提
供的有利条件。 

集群给成员提供了什么优势？ 
集群是一个网络，它将商业、工业、科研和公共机构最优化地联系。我们是合作

伙伴的信息接口和中心联络点，同时也是他们的创新发展动力。我们每天的推动

力就是捆绑现有的技术知识并将其网络化。 

如何支持公司寻求开发新的东西？ 
汽车业是一个技术驱动和研究密集型的行业，对质量和创新要求很高。为了发展

富有前景的产品和技术，我们提倡并支持成员公司间的合作。同时，施泰尔马克

州是研发的温床：该州有五所大学、两所高等专业学院和三个K2技术中心，组成
庞大的专门知识网络。 

您对未来寄予什么样的期望？ 
我们希望成员公司“适应未来”     并由此进一步加强施泰尔马克州的商业中心地位。
我们特别重视提高竞争力，抓住市场机会和促进创新实力。例如，我们一年一度

的“未来会议”，以及汽车领域的综合教育机构施泰尔马克汽车学院，都是为实现这
些愿景而设立的。

Acstyria汽车产业集群

ACstyria是施泰尔马克州汽车产业的合作网络，拥有190家成员公司，覆盖4万多

名员工。它成立于1995年，是奥地利最早的汽车产业集群。

投 资 奥 地 利

Adstyria董事总经理





Savvy的高科技供应商们

创新思想是汽车行业的发展动力。奥地利的元器件供应商正在全

球创新和质量的竞争中发挥作用。 

从电机螺丝到运动座椅：如果没有奥地利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世界上几乎没

有一辆车可以完成装配下线。在创新、质量和按时交货方面，奥地利供应商应

该站在冠军领奖台上。 

全速前进。汽车零部件供应业是奥地利最有优势的产业之一。该产业每年增长

率为8%，超过了奥地利的整体经济增长率。该产业约90%的产品出口，650多
家供应商们完全或部分从事汽车产业工作，每年产生约165亿欧元收入。 

生产与开发的责任越来越大，竞争压力加剧，要求创新的时间间隔也越来越

短。产品概念、技术知识和最高质量标准是奥地利供应商行业的基石。汽车

厂家高度重视灵活的方法、产品开发合作和广泛的产品与服务供应。 

大玩家和专家。国际投资者以及汽车制造商能够在奥地利找到卓越的零部件供

应商，如奥钢联、麦格纳、米巴和AVL。此外还有半导体制造商英飞凌以及汽车
座椅专业生产商Eybl            International。BRP Rotax等以生产休闲车发动机为特色的
公司也在专业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此外，还有许多专业公司，由于其创新能力而享有盛名，他们的产品覆盖LED
头灯到燃料电池等多个领域。许多零部件供应商由于在地理上接近蓬勃发展的

中东欧市场而受益。全球汽车总产量的5%由中欧及延伸地区生产，这一地区被
称为“东方底特律”，包括维也纳地区、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国、匈牙利、罗马尼
亚和波兰。

投 资 奥 地 利



底盘

例如车轴、刹车、弹簧、转向、悬架、车轮、

减震器等...

车身

例如外部后视镜、钣金、油漆、表面技术、

冲压件、门等..

电气和电子设备

例如音响、照明、电缆、电线、自动控制器、

车锁装置、安全电子等..

内饰

例如阀门、拉手、车内镜、地垫、安全带、座椅布、

内衬板等..

变速器和发动机

例如排气管、齿轮箱、发动机、催化转换器、

油箱等...

奥地利制造的汽车



投 资 奥 地 利

奥地利供应商具备许多优势：稳定可靠，高效地处理复杂问题，

以及高水平的技术合作。



未来的头灯

由下奥地利州照明系统制造商ZIZALA Lichtsysteme为宝马公司K1600独家生
产的自适应曲线照明系统在全球独一无二。无论是制动、加速或曲线行车，

车头灯会一直跟随着车身的的每次运动而运动。因此，大灯的光束始终在道

路上保持笔直状态。这增强了驾驶者的安全。 

作为ZKW集团的下属企业，这家专业公司提供了头灯生产的整套解决方案，
从开发、注塑成型到交付。创新的LED大前灯模块已进入批量生产。该前灯
用时持久，高效节能，轻薄美观，与传统前灯相比无需维护。

专利测量机 

坐落在格拉茨的M＆R自动化公司将提高工业自动化程度作为自己追求的目

标。它所拥有的专利方法使客户能够很容易地测量圆周齿隙，提高装配质量，

降低成本。它的动态测量机产品使M＆R自动化公司成为全球市场该领域的技

术先驱。 

M＆R提供装配和生产机械，包括对同一厂商产品的所有测试和测量安装。

它的客户覆盖全球汽车供应行业的各个领域。无论是个人工作站，还是整个

工厂，它的综合工程都能确保操作流程的可靠性和可追溯性。
M＆R公司的的动态测量机: 

技术领域质的飞跃。

ZIZALA大灯生产接受严格的测试。 



米巴集团：

进步来自于激情
米巴集团从一个家族企业起步，现已发展成为推动奥地利汽车零部件供

应商行业前进的驱动企业之一。 

这家奥地利集团拥有研发技术中心。该集团总裁Peter Mitterbauer先生阐述了

在国际上赢得成功的关键条件。 

奥地利的商业位置为零部件供应商行业带来怎样的优势？ 

国内汽车行业面临的机遇显然与该国的技术能力密切相关。健全的教育非常重

要。奥地利工程师们已经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上开始自己的事业。此外，企业

文化也很关键。促进专业发展，持续性地教育，为新式的、新颖的和创新的事

物提供发展机会，以及企业家精神，追求成功的激情，这些都很重要。

目前国际汽车行业对供应商有着什么要求？ 

时间正日益成为决定性的竞争因素。如果供应商能大大缩短产品开发周期，那

么汽车制造商将能更快地、更大程度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同一车款的生命周期

已大大缩短。这对零部件供应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开发和创新发挥的作用？ 

米巴集团每天约有150位员工研发更高效的驱动系统的组件。我们通过专利申

请来保护这项工作的成果。目前我们拥有大约150项专利。但是个人的力量毕

竟有限。为此，我们一直与其它伙伴进行研究合作。我们的网络及与奥地利顶

级研究机构的密切接触给我们带来了创造未来的可能。 

米巴集团 

米巴集团在全球的16个生产基地拥有近3000名员工，汽车业占该集团总收入的

40%。最近，该公司通过收购向电力电子元器件领域迈出了第一步。同时，公

司还积极投资于能源部门。

投 资 奥 地 利

米巴集团总裁



奥地利周边的汽车生产基地

阿斯顿马丁 菲亚特 福特 标致 大众

通用

雷诺

铃木

丰田

现代起亚

三菱

戴姆勒

宝马

非自主拥有 / 经营



不间断生产 

发动机、变速器、汽车：奥地利汽车制造商们的知识技术为全世

界所需求。 

奥地利因汽车零部件供应闻名于世。经济危机结束后下线的两轮和四轮汽车数

量也在不断增加。 

发动机，变速器与汽车。奥地利是全球人均生产发动机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可以说奥地利的汽车制造商保证了汽车的使用。奥地利年产发动机和变速器

180万台。位于斯太尔的宝马工厂是宝马集团规模最大的发动机工厂。全球的

欧宝汽车，每两辆中就有一辆的变速器产自奥地利的通用汽车动力总成工厂。

奥地利每年生产73000辆轿车、卡车和巴士，27000辆拖拉机和拖车以及52000

辆摩托车。其中约90%车辆出口，用于各大洲的个人用途及公共领域。甚至英

国军队也在用奥地利车辆，在维也纳的合资公司Rheinmetall曼恩军用车辆公

司就是专为此生产军用车辆的。

领先的汽车制造商。对奥地利工程技术和工厂自动化能力的追捧已经超越了国

界。全球领先的汽车及商用车辆制造商对奥地利作为商业投资地充满信心。麦

格纳斯太尔公司为奔驰生产G级车，曼恩商用车辆奥地利股份公司2009年在奥

地利生产的卡车底盘达到15,600个。 

许多生产商专门从事个人运输或特殊用途的机动车辆生产，包括农用拖拉机、

卡车和巴士拖车。位于上奥地利州的卢森宝亚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消防车辆生

产商。

投 资 奥 地 利



曼恩卡车: 为明天提供创新的交通方案

曼恩商用汽车公司奥地利股份公司代表曼恩集团在奥地利生产轻型、中型卡车

以及操纵室。集团的维也纳工厂专注于军用车辆的生产。其奥地利公司约3500

名员工所生产的99%的车辆用于出口。 

由于持续优化的性能、质量和效率，曼恩卡车十分抢手。它的“纯柴油”技术以 

“为明天提供创新的交通运输解决方案”为座右铭。曼恩TGL和TGM轻/中型车辆

完全符合当前欧5和EEV排放标准，不需要任何添加剂。客户对该系卡车简单

的装配和低成本优势赞不绝口。

X-Bow：从0到100马力只需3.9秒 

2007年，两轮车生产商KTM的首款车型X-Bow（发音为“ Crossbow”）在日内瓦车
展中亮相。该车自2008年开始小批量生产。它是第一款配备一体式碳纤维车架的
可上路运动车，到2010年底共售出500余辆。X-Bow共有五种型号：Street，
Roc，Clubsport，Superlight和GT4。从2011年开始，新款R型将配备更强大
的引擎。

X-Bow将一级方程式技术带到了公路上。基本版本配备奥迪的两升TFSI发动机，
240马力，最高时速可达217公里。在格拉茨生产的speedster重量仅为790公斤，
是一款名副其实的轻型车，且具有低油耗和低排放的优点。

曼恩公司的产品，如TGM商用货车

在国际市场非常紧俏。

KTM最新车型X-BOW R正在进行

路测。



通用汽车投资的新一代发动机

从1982年以来，通用汽车动力总成公司一直忠实于奥地利的商业位置。今后，公
司将在其维也纳-阿斯本工厂大量投资。 

3千万台发动机和变速器：2010年春季，通用汽车动力总成奥地利公司创造了这个
纪录。该公司总裁Rudolg Hamp先生解释了奥地利公司对通用集团公司的价值所
在以及公司的远景。 

您目前管理着通用汽车在全球最大的发动机和变速器工厂。请问奥地利作为商业投

资地具有哪些吸引力？ 

我们重视高生产率，生产质量以及拥有知识和创造力、训练有素的员工。根据公司

的持续改进计划，仅2009年我们节约了近310万欧元。我们提出了共28,000项改进
措施，相当于平均每名员工提出了18项改进意见。 

在通用汽车动力总成奥地利公司，创新和新技术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2008年至2010年，我们在奥地利的工厂投资了约2亿欧元。这些投资主要集中于
新一代发动机，用于雪佛兰Volt和欧宝Ampera的1.4升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和环保
E-Flex驱动系统。未来变速器和发动机的优势将在于更大的运作效率，并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量。

您认为目前汽车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重要的是保持公司的国际竞争力。最近，我们开始向美国、俄罗斯、中国、澳大利

亚、南美及韩国的工厂供货。为了能够在这些市场赢得竞争力，我们需要适当的条

件和灵活的工作时间模式。 

通用汽车动力总成奥地利公司 

通用汽车全球最大的动力总成工厂坐落在维也纳  阿斯本，每年约生产130万台发
动机和变速器。通用汽车奥地利公司拥有约2,100名员工。自1982年成立至今，通
用汽车集团在该工厂已投入22亿欧元，生产包括TWINPORT ECOTEC和ECOTEC 
Turb在内的发动机以及五速和六速变速器产品。

通用汽车动力总成

奥地利公司总裁

投 资 奥 地 利



全球一半的欧宝车使用“奥地利制造”的变速器，

三分之一的欧宝车使用“奥地利制造”的发动机。



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为您提供全面的服务

     从投资促进、市场机会，到税务法规等等。

29名高素质员工随时为您免费提供他们的专业知识。

投 资 奥 地 利



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

商业投资的最佳咨询伙伴 

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是隶属于奥地利联邦政府的官方咨询机构，是为国际投

资者服务的首要联络点。 

•  经验丰富的商业选址顾问将为您一对一服务，并为您提供在奥地利需要的联络信息。 

•  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为您提供有关奥地利作为商业投资点的综合信息，以及产业、技术、
  市场、政治与经济环境方面的信息。 

•  在优化商业选址方面，我们也会就劳工、税务、投资补贴、房地产价格等诸多问题向您提供
  建议。 

•   此外，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还将帮助您处理诸如申请投资补助、领取营业执照等手续。投
  促局员工将提供支持，以便您能与各州/地区投资促进机构密切合作。

•  在项目结束后，如果您有扩大投资的需要，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将愿意提供后续服务。

•  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拥有全球性服务网络，包括纽约、东京、上海的代表处以及奥地利联
  邦商会驻各国商务处。

专业手册。关于奥地利作为商业投资地的更详细信息，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除了提供综合咨

询服务外，还为您准备了以下领域的手册，欢迎索取。

商业据点—奥地利

奥地利—通往东欧的桥梁

电信/IT行业手册

研发行业手册

生物技术行业手册

旅游行业手册

商业据点—奥地利

奥地利—通往东欧的桥梁

电信/IT行业手册

研发行业手册

生物技术行业手册

旅游行业手册



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

ABA-Invest in Austria
Opernring 3
A-1010 Wien
Tel.: +43-1-588 58-0
Fax: +43-1-586 86 59
E-Mail: office@aba.gv.at

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美国代表处

ABA-Invest in Austria
120 West 45th Street, 9th floor
New York, N.Y. 10036, USA
Tel.: +1-212-398 1221
E-Mail: office-usa@aba.gv.at

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日本代表处

ABA-Invest in Austria
3-13-3 Motoazabu
Minato-ku
Tokyo 106-8691, Japan
Tel.: +81-3-3796 1331
Fax: +81-3-3796 1332
E-Mail: aba-tokyo@advantageaustria.org

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中国代表处

ABA-Invest in Austria
上海市南京西路1376号上海商城西峰514室,155信箱
200040 中国
Tel: +86-21-6279-7197
Fax:+86-21-6279-7198
E-Mail:shanghai@advantageaustria.org

官 方 投 资 奥 地 利 顾 问

官方投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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