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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至少有10万辆完全由可再生能源供电的电动车行驶在奥地利的道路

上。这将造福于自然环境与商业。奥地利将处在电动交通关键技术前沿，由此将能吸引大量外

国投资者和公司。”

奥地利移动电源平台董事总经理Wolfgang Pell。该平台项目由奥地利高端的公用事业、产业公

司及研究机构共同倡议，旨在促进电动交通的发展。



环境产业的经济效益

奥地利的乡村和自然环境是这个阿尔卑斯山共和国的重要资源。正

因如此，众多拥有世界领先环保技术的公司把这里作为企业落户的

首选。

在人们开始意识到化石能源的全球性短缺以及能源成本不断上升之际，那些以

环保技术为重点的公司就已经在奥地利落户。他们的创新奠定了奥地利在环境

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这些公司的发展也依靠于系统性的创新推广和越来

越密集的研发伙伴网络。

奥地利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除了水处理的杰出成就，奥地利在早期阶段就

着手开发环境技术和许多其他领域的解决方案。就整个欧盟而言，奥地利共和

国首先创建了垃圾分类和废物处理的法律框架，遥遥领先于欧盟其他国家，从

而刺激了传感器等技术领域的创新。奥地利再生能源的利用率在其总能耗中所

占的比例也远远超过其他欧盟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初，奥地利再生能源利用

率已不断超过20%的水平，有望在2020年上升到34%。

 

奥地利技术带给全球的环境效益

奥地利的垃圾管理、污水处理、污染场地修复、太阳能和空气污染控制技术

全球领先。 

目前，奥地利的生态工业年收益达到106亿欧元，拥有约87000名从业人员。 

任何从事奥地利环保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企业都处于由专业公司、研究机构

和融资机构组成的密集网络之中。



基础广泛的支持

奥地利有一个强大的团体，旨在促进可再生能源使用的进一步发

展。客户和生态企业家致力于发展可再生能源——为消费者，当

然也为了良好的自然环境。

奥地利的环保技术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年增长率接近8%，比全球平均水平高

出两个百分点。可再生能源是未来的成长性市场。

目前奥地利已开发了国家级和地区级的可再生能源促进项目，从而使得具有高度

责任感和创新意识的公司以及个人从中受益。该项目基本框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

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的广泛利用，部分归因于各团体和商业协会所做的工作。他们

强烈支持可再生能源的高效和创收使用，并向公司咨询能源有关问题。

 

erbund-Austrian可再生电力公司(ARP)：成立于2007年，是奥地利最大的电

力生产厂家和电力贸易公司的子公司。到2015年，该公司将兴建发电设施，再

增400兆瓦由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力。重点包括：风力发电、小水电站、光电、

生物质能和地热。

奥地利能源局：奥地利国家和政府机构以及能源公司、商业协会的联盟。重点

包括：研究、项目开发和市场分析。

能源-气候保护伞组织：奥地利联邦商会环保技术供应商代表及众多筹资项目发

起者。

奥地利生物质能协会：支持以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利用为重点的可持续能源战略。

可再生能源工作组：独立的伞式能源组织，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合理利用以及能

源领域的研究和技术转让。 

环境技术集群：将企业纳入环保技术网络并推动市场准入。



“目前，奥地利的环保技术产业具有技术优势。驻欧盟布鲁塞尔总部的奥地利政府代表支持

2020年前尽快执行可再生能源目标，这为公司充分利用这一竞争优势带来了机会。奥地利产

业将能够实现欧盟的目标，即毫无困难地增加34%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Robert Kanduth, 能源-气候保护伞组织领导人及GREENoneTEC首席执行官



首席执行官

良好的网络

商界与科学界的合作绝对是双赢。Bioenergy 2020+首席执行官
Erich Fercher就技术中心作为实现盈利协同效应的基础发表看
法。

奥地利环保技术产业是全国最创新的产业部门之一。诸如Bioenergy 2020+等

技术中心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技术中心是一种宝贵的动力，它推动创新，促进并支持科学界与商界的合作。

奥地利的环保技术产业主要由中小型企业组成，这些企业往往没有足够的经费

开展研发。在诸如Bioenergy 2020+这样的网络框架中，这些企业可以充分利

用具备优秀专业知识并受国际认可的研究机构。同时，他们也可以与其他中小

型企业合作项目，以解决本产业面临的关键问题，从中获益。

企业如何很好地受益于这些网络?

Bioenergy 2020+为所有合作伙伴提供一个中立的平台。在此基础上，竞争企业
可以相互合作，共同解决关键问题。于是，就产生了互利的技术和知识转让。联

合研发成本较低，更容易获得资金，促进尖端创新。 

这些网络给作为研究基地的奥地利带来什么益处?

研究得到了广泛深入的鼓励和刺激。这种动态的过程增强了奥地利在环保技术

产业的竞争力，同时也提高了奥地利作为高绩效商业所在地的吸引力。

Bioenergy 2020+ 由奥地利联邦政府和施泰尔马克、下奥地利、布尔根兰各联
邦省提供支持，处于奥地利优秀技术中心项目COMET框架下。该中心包括了

与生物质能和生物燃气有关的所有研发领域。其合作伙伴从OMV、麦格纳等跨

国公司到KWB, Repotec Umwelttechnik、Güssing Biomass Power Plant等国

内领先公司。



大学和公司间的知识转让 

10 = 公司和大学间的知识转让高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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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的环境研究

商界和科学界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环境技术研究。通过这种方式，

奥地利的环境技术产业受创新驱动，同时也保证了稳定的利润。

大学和非大学研究伙伴为企业确保了源源不断的创新能力。这种成功模式也可

见于其他部门。科学与工业相互激励，产生新产品，这种合作方式在奥地利尤

其得到认可。因此，即使是小公司也能够从先进的研发中受益。

奥地利技术学院(AIT)

奥地利技术学院拥有五个部门（能源、移动、健康与环境、安保、预测及政策

制定），在整个欧洲范围享有盛誉，该学院着重于未来重要基础设施的研究。

JOANNEUM RESEARCH

JOANNEUM RESEARCH是奥地利最大的非大学研究机构之一，拥有13个研究

单位。作为商业和公共机构的创新伙伴，该研究所进行广泛领域的应用和技术

发展研究。 

奥地利生态研究所

自1985年以来，奥地利生态研究所一直是生态和可持续发展区域的研究咨询机

构。它的合作伙伴包括政治决策人、公共机构、商界、利益团体以及那些直接

受社会变革影响的团体。

维也纳自然资源与应用生命科学大学(BOKU) 

维也纳自然资源与应用生命科学大学将自身定位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可再生

资源教育和研究中心。作为自然科学、工程和经济学的集成体，BOKU致力于

深化自然资源生态和经济可持续使用的知识。 

奥地利环境与技术协会(ÖGUT)

2010年是奥地利环境与技术协会成立25周年。ÖGUT的定位是环境、企业和政

府机构的非党派平台。它提倡成员间的网络化和双向沟通，并以此激励与环境

相关的发展和创新。



绿色科技谷

——奥地利制造

ECO WORLD STYRIA 被评为环境工程集群全球第一名。这个最

新获得的奖项表明，施泰尔马克州是能源和环境技术公司的理

想落户地。

在施泰尔马克州,“绿色”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绿色不仅构成这个奥地利联邦省

的整个景观，该州的工商业也依绿色而成长。在施泰尔马克州,有150多家能源

和环境工程公司，他们开发、生产并在全球销售清洁技术。仅2009年，这些企

业的收入就达到27亿欧元，相当于该州总收入的8%。近年来，施泰尔马克州

的地区生产总值(GRP)平均增长达到22%，大大高于全球市场的增长速度。这

些施泰尔马克科技企业提供共约13，000个“绿色”就业机会。

全球第一。这种充满活力的发展由该地区广泛的探索工作和巨大的创新能力所驱

动。强大的集群是这一成功的关键。在短短五年时间内，ECO WORLD STYRIA

成为施泰尔马克州的一个世界级企业网络。这一点已被清洁技术产业投资集团所

承认。2010年初，清洁技术产业领域的美国投资网络将ECO WORLD STYRIA评

为全球顶级的能源和环境工程集群。由此，ECO WORLD STYRIA 的合作伙伴们

也跻身于国际十大集群名单，领先于新英格兰，芬兰，加拿大和丹麦。

优秀的管理。集群支持公司的创办、业务运作、起步、前沿创新以及研发和商

业之间的知识转移、新市场渗透。国际技术和市场引领者，例如回收公司

Binder+Co、生物质能专家Komptech、水力发电厂和水处理工厂专家Andritz 

Hydro，共同利用集群网络的优势和该地区的潜能。

“奥地利施泰尔马克州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地方，该州的研究比率达到地区生产总值的4.3%，
位居奥地利榜首。同时，该州拥有高素质员工和高度集中的环境工程公司。我们的目标是到2015
年该州的全球技术领先公司数目增加一倍，不负世界绿色科技谷之殊荣。”

Bernhard Puttinger,ECO WORLD STYRIA 董事总经理



鼎力资助

奥地利十分重视研究推广。国家政府以资金和尽可能最好的商业环

境来支持环境工程公司的创新、可持续发展和环保投资。

奥地利提供大量的基金资助项目来支持能源和环境领域的研发：

奥地利气候与能源基金：拥有1.5亿欧元可投资于气候有关项目。该基金为电

动车、节能车辆和能源存储技术以及可再生能源（太阳能热系统和光电）提供

支持。资助项目由奥地利研究促进机构(FCG)负责操作。

klima:aktiv:这个计划由奥地利联邦农林环保水利部倡议，旨在推进环保技术

和服务快速投放市场。

可持续发展技术：这个计划由奥地利联邦交通技术创新部倡议，重在支持研发

生态产业的结构性变化。

奥地利经济服务公司(aws)：向工业研究项目及在ERP技术方案范围内的未来

产业的试验发展提供支持。

Kommunalkredit公共咨询机构(KPC)：管理奥地利联邦政府的环境支持计划，

并代表下奥地利州和萨尔茨堡州发展生物质能和生物燃气项目的资金计划。 

税收减免。奥地利的企业可获得25%的免税研究津贴，这种税收制度对公司非常

有吸引力。这意味着研究支出的125%可从利润中扣除。如果研究支出增长，企

业还可能获得35%的免税研究津贴。另一种免税方式是，企业可获得8%研究奖

金，直接现金返还到投资中。同时，还可享受教育津贴、学徒津贴、亏损结转，

并有可能转移隐藏储备金。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并能获得9%的投资减免。

促进出口：奥地利的出口促进体系也有利于环保公司。奥地利管控银行股份公

司(OeKB)和奥地利出口基金创造了有利的融资条件。



全球领先

奥地利，全球可持续技术引领者

Binder+co: 凭借其独特的三路清晰度系统，Binder+Co已发展成为全球市场领

导者，及国际回收市场废玻璃分拣技术的佼佼者。Binder+Co公司为位于都柏

林的国际回收公司One51开发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加工厂。2009年7月，

Binder+Co因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基于玻璃碎片的特种玻璃回收的成熟工业体

系，获得奥地利国家创新奖。

SOLON Hilber:这个蒂罗尔本土制造的全球市场领导者隶属世界最大的模块生

产商——德国SOLON SE。SOLON Hilber是德国母公司的智囊团，它是被称为

“搬运工”模块开发市场的领导者。这种模块跟着太阳旋转，产生高能量输出。

世界上最大的跟踪太阳能电站位于巴伐利亚州。占地面积77公顷、共1,408台

SOLON模块产生的电力足够供应一个8500位居民的城镇。该公司的最新成果

包括SOLON Bus Port——为巴士站设计的太阳屋顶系统，该系统已经安装在

塞维利亚（西班牙）。 

维斯塔斯(VESTAS)奥地利：全球风力发电设施市场的领导者——丹麦维斯塔斯

集团以奥地利为基地，协调它在奥地利和东欧风力发电厂的销售、项目实施以及

服务。最新成功案例：维斯塔斯奥地利/东欧在匈牙利的市场份额增长到41%，并

以其84.45兆瓦和不断上升的产能保持该公司在匈牙利市场的领导地位。2010年6

月中旬，维斯塔斯将在Böny交付匈牙利境内最大的风力公园项目，这个订单的客

户是欧洲绿色能源Fejlesztö és Szolgáltató Kft。

AQUA工程公司：上奥地利州AQUA工程公司是一家国际水处理运营系统和技

术供应商——提供从废水和饮用水处理到海水淡化的设备与服务。截至2009年

底，AQUA工程公司再次赢得了两个大型合同。该公司目前正在为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联邦电力水力局建造一个日处理能力32，000立方米的污水处理厂，该

项目总投资为1770万欧元。第二个总额达900万欧元的合同是规划和交付两个

反渗透海水淡化厂的电气和机械设备。这两个工厂是埃及开罗“全国饮用水和卫

生排水组织”实施的项目。





东方门户

国内和国际公司成功利用奥地利的商业位置进军东欧和东南欧的未

来市场。

凯驰(Kärcher)：自1993年以来，凯驰是世界领先的清洁系统开发、生产和销

售集团，其奥地利公司一直是集团的中东欧司令部。从设在维也纳的中东欧总

部，凯驰奥地利负责协调集团在中东欧八个市场的业务营运，并负责在斯洛伐

克和罗马尼亚的办事处。这家国际经营公司不断扩大其在维也纳的活动。截至

2009年底，凯驰设立了新的中东欧地区中央存储厂，总投资额超过100万欧元。

Enercon：德国风力发电场制造商Enercon正在扩张奥地利的子公司。这家德

国风力设施市场领导者将于2010年年中在布尔根兰州设立中东欧服务中心。厂

房和服务办公室将设立在Parndorfer，提供多达200个就业岗位，总投资达250

万欧元。该服务中心为奥地利及其东部邻国客户服务。

VA TECH WABAG：这家跨国公司为工业和城市饮用水、污水处理厂、污泥处

理、海水淡化设施和水改良提供可持续解决方案。VA TECH WABAG奥地利公

司在中东欧地区为客户实施项目。2010年伊始，公司赢得了在捷克共和国的大

额合同。在北波西米亚，WABAG奥地利公司的工业废水处理技术中心WABAG 

Brünn，将为Prunérov电厂的废水净化设施进行更新和升级，费用超过1000万

欧元。

                                   



太阳能: 

灿烂前景

奥地利正在以太阳能为基础系统地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这个阿

尔卑斯共和国早已成为世界太阳能技术的领导者。

太阳在奥地利升起。太阳能的市场份额不断增加，目前太阳能发电量大概占可再

生能源发电总量的14%。例如，目前在奥地利运行的近400万平方米的太阳能集

热器，总产出1204亿千瓦电力。同时，该国的太阳能市场发展惊人，光伏组件

产量上升了25%，太阳能集热器甚至增长了120%。这个产业主要供出口。光伏

出口份额超过94%。80%的太阳热能产品远销国外。2008年奥地利的太阳能产

业总收入达10亿欧元。

太阳能技术的领导者。奥地利已经在国际上证明了它在光伏和太阳能光热能源

等领域的创新实力。克恩顿州GREENoneTEC公司被列为太阳能集热器生产的

全球市场领导者。位于福阿尔贝格州的AKS Doma是太阳热水供暖系统太阳能

集热器的主要供应商之一。世界排名第一的大型太阳能热系统制造商是格拉茨

的SOLID，该公司在2008年春季开设了中欧最大的太阳能电厂，占地面积

5600平方米。

市场继续增长。到2020年，太阳能采暖将占到奥地利总低温要求的10%，到

2050年将上升至40%。联邦交通、创新与技术部发起一个“2020年太阳热”的

经济刺激计划，旨在促进奥地利的太阳热能技术开发和利用。为了充分挖掘现

有潜力，奥地利投资约14.7亿欧元用于研发和刺激基金。 

类似的富有前景的预测也包括太阳能发电。到2050年，奥地利将计划安装22千

兆瓦的建筑一体化光伏。相当于每年20亿千瓦时，大约占奥地利总电力需求的

30%。

GREENoneTEC——太阳热能先锋

因在国际上炙手可热的产品创新，GREENoneTEC成为太阳能集热器的全球市

场领导者。这家成立于1994年的丹麦——奥地利公司向全球40多个国家提供技

术（出口率达85%），其欧洲市场份额超过25%。2008年，GREENoneTEC

的收入达1.17亿欧元。该公司太阳能集热器厂房占地面积达160万平方米，员

工410人。



“相对于欧州其他国家，奥地利的太阳比较少。因此，从初始阶段开始，高品质的太阳

能电站对于有效利用现有的太阳热能就非常必要。这成为奥地利太阳热能电站品质的基

础。今天，奥地利拥有众多的享有国际声誉的研究机构和公司以及咨询公司。太阳能光

热系统已成为出口主产品，为我们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带来了难以置信的光明前景。”

Christian Holter, S.O.L.I.D太阳能工程公司首席执行官



对待环境资源的明智处理方式

最大值=100

资料来源: 2010年环境表现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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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能: 
炙手可热的技术 

生物质能是奥地利第二大最重要的可再生能源。而且，奥地利的技

术和专有知识有着广泛的需求。 

除了水，如木材和农业副产品等自然资源都是奥地利最重要的能源来源。2008

年，超过44%的可再生能源来自于固态、液态和气态生物质，用于发电、发热和

燃料。奥地利宣布2020年的目标为超过50%的供暖、10%的燃料和约6%的电力

需求由生物质能提供。

最佳先决条件。仅2009年，私人家庭安装的生物质能供暖装置达到21300个。奥

地利的230万个中央供热系统中，四分之一以原木、木片和球团矿为原料进行加

热。此外，还建成了超过700个大型生物质能设施。总之，该领域的成功正是基

于生物质能领域的卓越技术知识和创新实力。生物质能技术带来了高额的收入。

2009年，22,700名环境技术领域员工产生的收入接近27亿欧元。

生物质能技术：奥地利制造全球需求旺盛。奥地利有相当数量的公司名列全球生

物质能领域最大生产商行列。Andritz集团、Binder或KWB等公司都是地区供热

厂和发电站生物质能锅炉的全球顶级供应商。奥地利的生物质能专业知识在东欧

和东南欧需求旺盛。在NIR-CE等促进跨境网络化项目框架下，奥地利正推动技

术和知识向中东欧地区转移。

KWB生物质能供暖有限公司

KWB生物质能供暖有限公司总部设在施泰尔马克州St. Margarethen/Raab，是奥

地利最大的生物质能锅炉制造商之一。公司拥有363名员工，其中213名在奥地

利。2009年公司销售额5300万欧元。公司在11个国家设有子公司，产品主要出

口到德国、瑞士、法国、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和智利。此外，该公司还拥有全欧

洲最大的私人生物质能研究和创新中心。中心占地1500平方米，共30名员工，

致力于面向未来的研究和创新解决方案。



绿色技术 

10=为公司提供竞争优势

资料来源：2010年世界竞争力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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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首要能源  

水电是奥地利最大的优势。该国的技术知识在东南亚和南美未来市

场备受追捧。 

奥地利被认为是欧洲的“水库”。全国年供水量为840亿立方米。其中3%或26亿立

方米就足以满足奥地利本身的用水需求。这种自然界赐予的珍贵礼物在这个阿尔

卑斯山共和国受到严格的保护和控制。奥地利的水电扩张受严格的环境限制。水

是奥地利最重要的能源来源，满足国内约60%的电力需求。 

微型水力发电厂潜力巨大。除了公用事业公司经营的大型水力发电站，还有许多

小型或微型水电站也发电。目前，已有超过2600家小型水电站向公共电网输送

不含二氧化碳的环保电力。它们提供奥地利所需电力的9%，满足全国160万居

民或超过50%家庭的电能需求。大型水电厂的开发潜力已近竭尽，但小型水电厂

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根据奥地利小型电站促进协会的估计，目前仅开发了45%

的市场。总之，潜力是巨大的。该环境技术领域的劳动力超过5200名，2008年

的产值约8亿欧元，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59%。 

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总需求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2010年世界竞争力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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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技术转让。奥地利水管理专业技术向来被国际认可和需求。该国在许多技术

领域跻身全球市场的领导者行列，从水力电厂建造到污水处理设施。除了欧洲，

奥地利技术和知识转让还主要针对东南亚、南美及中东的未来市场。在中欧和东

欧，奥地利的水资源管理能力主要集中在废水处理以及能源发电和水电的利用。

安德里茨(Andritz)水电

安德里茨（Andritz）水电公司是国际领先供应商之一,为顾客量身定制水电厂、

水电系统和服务。公司总部设在维也纳，在林茨和魏茨设有办事处，公司运营的

生产设施覆盖全球，包括德国、俄罗斯、中国、乌克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

2009年，公司拥有员工近6000人，收入近14亿欧元。

 

水能领先

占发电总量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欧洲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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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全自动的生物质能供暖可真正替代传统的用油取暖方式。我们没有停止，

而是通过不断深入的研究项目，推进产品的舒适性和环保性。KWB正与Bioenergy 
2020+等奥地利的研发中心、Fraunhofer研究所、德国航空航天研究所等国际机构一
起努力。” 

Erwin Stubenschrott, KWB生物质能供暖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风力发电方兴未艾 

奥地利风力发电零部件出口销售额达到3.5亿欧元，到2020年这个

数字将增长3倍。 

大风常常在阿尔卑斯山麓的丘陵地区和奥地利东部草地呼啸。奥地利风力最大的

布尔根兰州和下奥地利州，特别适合风力发电。首都维也纳的风也频繁而强劲，

足够转换成电力。

风力发电的最佳条件：617台风力涡轮机在奥地利大地旋转。其中90%位于下

奥地利州和布尔根兰州，后者年电力需求的50%来自于风能。该风电场每年产

生超过21亿千瓦时的电力，相当于奥地利电力总需求的3%。也就是说，风力

发电机向57万个家庭供电。自风能热潮在奥地利开始以来，已产生2500个新的

就业机会。

2009年，风力发电零部件所得的收入达到3.5亿欧元。国内风力涡轮机生产商

提供控制系统、风力涡轮叶片材料、风力发电机和全套风力发电厂系统。总的

来说，奥地利风力发电公司，如Austrian Wind Power、Enercon奥地利公司、

维斯塔斯奥地利公司、evn naturkraft以及WEB风力集团公司，每个风电场建设

能产生约300万欧元的销售额。

2020年能源美好前景：奥地利风能协会IG Windkraft是一个风能经营者、生产商

和赞助商组织，根据该协会预测，如果整体环境稳定，奥地利的风力发电可能增

加三倍，从995兆瓦增至3500兆瓦。最乐观的预计是，到2020年奥地利的风力

发电场有望产生73亿千瓦时的电量，从而满足10%的奥地利全年电力消费。

奥地利风电公司(AWP) 

奥地利风电公司是目前世界最大的风力发电公司，也是欧洲顶级风电生产商。

这家公司是布尔根兰州电力司BEWAG的子公司，从事布尔根兰州和下奥地利

州大型风力园的规划、建设、财务及运作。AWP在捷克共和国、克罗地亚、匈

牙利、意大利、斯洛伐克和波兰建有子公司，以便与商业合作伙伴开发与实施

项目。AWP共拥有138个风力场，输出电力达242兆瓦。公司计划未来三年投

资约7.2亿欧元，在布尔根兰州增建168个风力发电站。 



“奥地利的风能产业以出口为导向。我们公司提供控制系统，风力涡轮叶片材料，风力
发电机，风力能量转换系统及全面的风力发电站概念。2009年奥地利风能出口总额为
3.5亿欧元，为2500人提供就业机会。” 

Stefan Moidl, IG风力董事总经理，谈奥地利风能产业的出口潜力



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ABA)为您提供全方位服务——从投资补贴、市场机会、到税务法
规等等。25名高素质员工与您分享他们的专业技能，为您提供高效的、免费的支持。



您选址的最佳咨询伙伴

作为奥地利共和国设立的咨询机构，是国际投资者的首选

个性化咨询服务。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ABA)配备资深投资顾问。ABA为您提

供优秀的员工及个性化服务，为您搭建奥地利经商所需的人脉网络。

  全面的信息库。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ABA)为您提供有关落户奥地利的所有

最新数据。ABA提供有关分支机构、技术和市场开发以及政治和经济综合环境的

资料。

  称职的咨询。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ABA)向您提供选择最佳场所的建议。ABA

提供有关劳工和税务问题的信息，向您告知最可能获取的投资补贴，研究当前房

地产成本，或协助您解决在奥地利经营业务时可能出现的不同问题。

  大力支持。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ABA)帮助您办理手续，与公共机构打交道。

ABA将和您一起，完成投资补助或经营许可的各种申请，为您与相应区域投资促

进机构密切合作提供支持。

  长期服务。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ABA)提供长期的咨询服务和投资支持。即

使在项目完成之后，ABA也可为进一步投资和发展提供支持服务。

  国际支持。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ABA)设有全球性网络。ABA在纽约和东京

的办事处随时为您服务，成为您的合作伙伴，在奥地利联邦商会驻各国的商务处

也有相应联系人。

  其他领域。除了全面的个人咨询服务外，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ABA)编制了

专业宣传册，旨在为您提供如下方面的信息：

商业据点—奥地利

汽车行业手册

研发行业手册

电信/IT行业手册

生物技术行业手册

旅游行业手册

私人资本与房地产手册

环境技术与再生能源行业手册

化学/塑料行业手册

机械工程/机械电子/电子行业手册

物流行业手册

奥地利公司设立手册

税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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