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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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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总部所在地   机会在您手中！

丰富的人力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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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总部的热点

工作并享受最优质的生活

您总部的最佳合作伙伴



大钟山，Wörthersee湖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很多人会将这个阿尔卑斯共和国与度假和文化联系在一起。这

可能掩盖了一个事实，奥地利的国土面积只有德国的四分之一，人口仅相当于德国的十分之一，然而奥地

利是欧洲的主要经济强国之一。



您的总部所在地    

     机会在您手中！

中心地理位置，未来市场准入，稳定的经济环境和一流的生活质

量。这仅仅是奥地利成为地区总部所在地的其中三个吸引力。 

成为商业中心的有力理由。 

大约300家知名公司的地区总部以奥地利为中心协调跨国业务。这些公司分布

于多个部门和产业，从跨国制药礼来公司和电子产业巨头西门子，到领先的品

牌产品制造商汉高。据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这些企业高度重视奥地利的中心地

理位置、中东欧市场的便利准入和一流的基础设施。此外，奥地利拥有高素质

的员工、稳定的经济政治环境以及适度的税收，这也是许多公司青睐奥地利的

原因。

许多地区总部利用其奥地利基地的优势，将经营活动扩展到充满活力的中东

欧和东南欧市场。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利用奥地利为跳板进军西欧

市场。

400公里内覆盖5千多万人口的大市场。

从维也纳机场出发，您可以在三小时内飞抵欧洲各地。维也纳机场直达45个中

东欧目的地，是目前该地区一流的航线枢纽。

可靠、创新和利润丰厚。 

地理位置并非是吸引投资者的唯一因素。以购买力来衡量，奥地利是欧盟最富

有国家，其经济增长超过了欧盟的平均水平。经济和政治局势稳定，公共管理

透明，而且，跨国公司总部也非常清楚他们在税务方面得到的优惠。企业所得

税为25%，税率适中，同时，集团税制对于成立控股公司也相当有吸引力。 

另一个竞争优势是奥地利的研发。奥地利是欧盟地区研发支出增长最多的国

家，年增长率为8%。政府向公司提供税收优惠并支持私营公司与科学界的合

作。这一举措相当成功：在奥地利设立的地区总部中，四分之一已具备承担

各自公司研发的能力。 



工作与生活最佳所在地。  

在奥地利，每家公司总部都能聘用到合适的员工，无论是制药公司、研究机构或

高科技衍生企业。在合格的专业员工供给方面，奥地利跻身欧盟前三名。员工们

都受过优质的培训，积极努力，兢兢业业。这主要归功于奥地利以实践为导向的

教育体系。此外，越来越多的优秀专家从邻国尤其是德国和东欧迁至奥地利。 

在生活质量方面，奥地利也有突出的优势。根据美世最新研究显示，维也纳排名

全球最宜居城市榜首，其考量因素包括高层管理人员高度重视的三个方面：高度

的个人安全、政治稳定和基础设施。

欢迎！您有好伙伴！ 

设在奥地利的地区公司总部是国际社区的一部分。维也纳不仅拥有联合国在欧

盟的唯一总部，而且也是约30个国际组织总部所在地，如石油输出国组织（欧

佩克）、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及国际原子能机构（IAEO）。 

独立运作的平台--奥地利总部向各公司总部提供了一个建立网络、对话和交流

意见的论坛。该平台支持管理者们尽力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

 （市场）接近：

位置/基础设施：

人力资源：

稳定性：

税务系统：

面积：

人口:

经济增长：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通货膨胀率：

研发比率：

来源：奥地利总部，2009 2011年预测（日期：2011年1月）

跨国公司选择奥地利的理由： 奥地利一览：



奥地利总部(Headquarters Austria)提供平台和服务 。  

奥地利总部(Headquarters.Austria)为设立在奥地利的公司总部提供支持。它为这

些公司总部提供平台，供他们交流思想和经验，不断进行对话，提倡共同利益。

这个独立的组织与工商业、科学界以及利益团体保持紧密合作关系。

“在奥地利，一家地区总部有机会与上百家其他公司总部接触。我们支持他们

交换意见，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利益，并发展合作项目。我们的成员包括公司

总部、各行业的经理人和专家。”主席



丰富的人力储备

平均水平以上的生产力、一流的专业人员以及充分的专业知识为区

域总部从“奥地利制造”的业绩中带来最佳利润。 

“活到老，学到老”。这是许多奥地利人的座右铭。奥地利的教育面向企业，同

时奥地利也是欧洲地区继续培训和专业发展的冠军。区域总部随时都可以雇佣到

高素质、积极主动的员工。如果需要，还可以找到可靠的合作伙伴，他们具备欧

盟及中东欧市场广泛的业务经营知识。 

拥有优质员工储备。

就训练有素的优秀技术劳动力供给而言，奥地利名列欧盟前三位。在此方面，奥

地利还被最新世界竞争力年鉴评为全球第五名。投资者尤其看重员工的专业能力

和渊博的知识。 

在员工的积极性方面，奥地利在全球排名第三，仅次于瑞士和丹麦。区域总部还

受益于教育系统和工商界间的紧密联系。35所应用技术学院和22所公立/私立大

学与产业部门保持密切联系。

国际业务专门知识。 

作为南北和东西地区的门户，奥地利为国际业务提供基本战略优势。银行、税务

和管理顾问、律师以及广告公司都拥有与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广泛接触的经验。

他们具备的专业知识和广泛的人际网络使他们成为奥地利区域总部可靠的合作伙

伴，以便这些公司总部以奥地利为基地开展新兴市场的业务。 

实际上奥地利的国际公司数量相当可观。大约1000家国际公司以奥地利为基地协

调中东欧商业活动，约16000家奥地利公司与东欧公司成立了合资企业。同样，

越来越多的东欧企业选择了奥地利作为他们的合作伙伴，因为奥地利能为这些公

司提供扩大欧盟业务所需要的专业技术和服务供应商。大约2100家东欧企业已经

决定在奥地利落户。 



礼来奥地利公司

董事总经理

礼来重视获取高素质的专家

礼来公司在维也纳已运作约35年，拥有近190名员工。除了作为商业中心服务本国

市场，维也纳公司同时也是该集团的区域医疗中心（拥有近50位研究人员）、欧洲

MidSize分支机构、以及非洲与中东的管理团队所在。此外还包括礼来动物保健品

公司。

“对于礼来而言，奥地利是一个国际研究中心。受过优质训练的高素质专家库是奥

地利作为商业中心得到青睐的重要因素，当然还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与研究中心

的合作。税收环境很有吸引力，只是员工成本相对国际上稍微高一些。”



工业：中等成本，一流业绩

生产能力反映的是产出和劳动投入之间的关系，它是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根据

最新的世界竞争力年鉴显示，奥地利制造业平均每名员工每小时的产出近45美元，

生产能力居全球第八，超过英国、德国、瑞士、日本等产业国。 

近年来，奥地利的工业生产能力上升很快，远远超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幅度。奥地

利的单位劳动成本在1998年至2008年间下降了近9%，在全球名列前茅。

究其原因，不外乎良好的产能利用率、后铁幕时代的经济促进措施，但最重要的还

是积极主动的高质量员工。

资料来源：2010年世界竞争力年鉴 资料来源：2010年世界竞争力年鉴

制造业每人每小时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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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以奥地利为桥梁进军东欧

汉高中东欧总部（汉高CEE）设在维也纳，是德国汉高集团最重要的增长点之一，

负责协调中东欧和中亚32个国家的业务运营，拥有35个工厂，约9500名员工。汉

高的维也纳工厂生产超过20万吨洗涤剂和清洁用品，其中80%用于出口。 

汉高中东欧总裁

“汉高公司对奥地利的商业位置充满信心。我们的竞争优势之一是处在欧洲中心的

独特地理位置。我们从维也纳协调整个东欧业务，2010年在中央仓储和洗涤剂厂

已投资近3千万欧元。有了汉高东欧学院，我们可以利用该地区庞大的专门技术网

络来实现技术转移。” 



您可信赖的伙伴

稳定的经济、高效的公共管理和适度的税收使奥地利成为您总部的

安全避风港。

哪个公司不希望节省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和金钱？这主要取决于有利商业发展

的税收体系和高效的公共管理。总部设在奥地利的跨国公司受益于上述优势。

而且，奥地利还是个政治、经济和社会非常稳定的国家。

稳定的社会和数字化的行政流程

奥地利不仅是欧盟最繁荣的国家之一，也是全球最安全最可靠的地方之一。据

2010年世界竞争力年鉴显示，奥地利在个人安全和私人财产保护方面是世界最

安全的国家。低犯罪率和高度法制化对公司特别有吸引力。此外，在劳资关系

方面，奥地利位列全球榜首，每年每1000名员工的罢工时间不超过一天。 

奥地利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开展公共行政工作，高效可靠。许多信息和文件都能以

电子方式获取，为与政府机构合作提供了便利，简化了行政流程。凯捷咨询最近

一项基于在线服务可用性的研究表明，在欧洲，奥地利的电子政务化排名第一。

目前超过80%的公司已从政府的电子服务中获益。奥地利在此方面的领先地位突

出表明公共行政机构着眼于商业发展和以客户为导向的态度。 

对总部的适度征税

在奥地利设立地区总部的另一个竞争优势是适度的税收。在奥地利，有限责任公

司营业税率仅25%，无财产税或贸易税。此外，公司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申请免税

的研究津贴或教育津贴。



卢克石油向欧洲敞开大门

卢克石油是俄罗斯第二大石油巨头。十五年来，通过以维也纳为基地的控股公

司卢克石油国际有限公司，卢克石油运营着包括欧盟13国和美国的炼油厂、加

油站等海外分支或股份公司。

“奥地利是理想的东西欧商业枢纽。我们高度评价奥地利卓越的基础设施（尤

其是优良的航线）、高素质的劳工市场、以及维也纳高品质的生活环境。除了

地理优势，经济与政治的高度稳定也是我们青睐于在维也纳设立总部的重要原

因。”
卢克石油控股公司

首席执行官



奥地利对于控股集团的税收计划可作为整个欧洲的榜样

子公司的盈利与亏损集中在母公司，实行统一的税率。母公司的亏损结转与

其他公司应纳税的利润统一。前提条件是奥地利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在它的外

国公司拥有51%以上的股权。对地区总部而言，该体系可为其在集团内部争

取更大的竞争力，并减少开拓新市场带来的风险。

此外，如果是收购，交易中购买的资本化商誉在15年内可减扣税收，这是目

前其它国家不具备的优势。

联邦财政部

政府办事指南

经济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010年企业所得税税率
未分配利润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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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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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欧盟委员会，EUROSTAT,OECD 来源：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西门子中东欧技术公司

主管

西门子依存于科研力量   

西门子股份公司成立了西门子中东欧集群，负责协调19个中东欧市场的业务。西

门子中东欧公司2009年成立于维也纳，在西门子集团研发领域占据重要位置。约

1000名员工分布在8个国家，致力于开发能源、医疗保健和工业产品及解决方案。

“奥地利是西门子集团研发版图的中心力量。奥地利的技术能力受到高度重

视，尤其是在面向未来的智能电网、电动汽车和可持续城市发展领域。我们

的发展方向明确：以技术知识为基础，将西门子奥地利定位为一流的欧洲研

发中心。”



研发总部的热点

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和抗癌药物都属于当前需求旺盛的研发创新

领域。奥地利对研发总部的推进工作是件好事。

奥地利在创新方面的骄人成绩不言自明。上世纪80年代初，奥地利的研发还停留

在起步阶段，而今奥地利已成为欧盟最具研发活力的国家。这是在该国设立区域

研发总部的底线优势。在奥地利，研发得到公众的促进支持，所需的基础设施健

全，而且专业员工受过优质培训。

研发税收优惠政策 

这一优势受到跨国公司的高度重视。五分之四的跨国公司在奥地利开展生产，四分

之一的跨国公司以位于奥地利的地区总部为基地开展战略研究和开发工作。巴克斯

特、西门子、飞利浦和宝马等跨国公司约占了奥地利研发总支出的四分之一。 

政府向开展研发的公司提供税收优惠，并促进其与科学界的合作。地区总部可

以享受相当于研发总费用10%的奖金，全额现金返还。

处于欧洲的领先地位 

根据欧盟创新记分牌显示，奥地利的创新实力在欧洲排名第三，仅次于卢森堡

和丹麦。被全球公认为智囊库的奥地利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自1999年以来，

研发经费翻了一倍，接近每年上升8%。2010年，奥地利投资了近78亿欧元用于

研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76%。

在奥地利，近一半的公共补贴直接用于非大学研究。1500多名科学家和产业员

工在一个被称为“COMET--优秀技术中心”的研究促进计划框架下共同工作。其

他组织如奥地利技术学院、Joanneum研究所等也从事具有国际竞争力水平的研

发工作。此外，企业集群也致力于优势集成，促进引领趋势的发展。



奥地利、德国和欧盟27国的研发支出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

资料来源：

奥地利经济服务责任有限公司 (AWS)
公共补贴和奖金组织

奥地利研究促进局 (FFG)
国家应用研究经费机构

奥地利科学基金会 (FWF)
中央基础研究经费组织

基金： 



工作并享受最优质的生活

奥地利拥有无与伦比的生活质量和都市环境。维也纳是世界上最受

经理人青睐的城市。

在国外生活和工作过的人们都知道：投资地点的选择不仅是一个理性的决定，也

是一种美好的感觉。在这方面，奥地利有其不可比拟的优势：最新世界竞争力年

鉴显示，没有哪个国家的生活质量能够超越奥地利。

高管们青睐维也纳

美世国际咨询集团编制的“2010年生活质量调查”表明，维也纳是世界上最适宜

居住的城市，领先于瑞士苏黎世和日内瓦。奥地利首都连续两年得大奖，在于其

地理位置因素，以及高管们对商业城市所重视的素质，即稳定、安全、教育和医

疗保健。 

外籍人士纷纷涌入这个绿色的首都城市，根本原因在于它的高福利、文化氛围、

以及健全便捷的购物和娱乐设施。此外，根据美世的全球性“生活成本调查”显

示，维也纳的生活成本相当适中。该调查对143个大城市海外员工的生活成本进行

了评估。维也纳名列第28位。最昂贵的大都市为东京和莫斯科。

人身安全 

生活质量也包括低犯罪率、尽可能的人身安全。在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方面，世

界上几乎没有其他国家比奥地利更安全。即使在大城市，您也可以放心地搭乘夜

班地铁，或者欣赏完戏剧后在城中漫步。



“奥地利由于长期的可靠与稳定脱颖而出。这点对于像勃林格殷格翰一类以研发为基础的

公司而言尤其重要。此外，维也纳具备良好的研发基础设施和高质量的生活，是一个对海

内外高素质员工有吸引力的城市。”



国际组织所在地和世界领先的会议中心 

在奥地利为地区总部工作的员工很容易融入到国际社区中，这里有适合您的幼

儿园、学校和文化设施。维也纳不仅拥有众多的公司总部，还是30多个国际组

织的总部所在地。14000多名国际雇员和外交官在这里工作、生活。维也纳商务

局的外籍人士中心为他们提供支持和服务。

此外，维也纳也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国际大会和会议目的地。根据国际大会和

会议协会（ICAA）公布的数据，维也纳是2009年最受青睐的会议城市，这已经

是该市第五次获此殊荣。2009年，共有160个国际会议在维也纳举行，紧随其后

的是巴塞罗那（135个国际会议）和巴黎（131个国际会议）。

维也纳外籍人士中心为国际雇员提供咨询服务

全球最适宜人居城市

按生活质量排名

无可比拟的生活质量

10=生活质量非常高

维也纳

苏黎世

日内瓦

温哥华

法兰克福

哥本哈根

阿姆斯特丹

布鲁塞尔

柏林

卢森堡

斯德哥尔摩

巴黎

伦敦

东京

米兰

纽约

布拉格

布达佩斯

华沙

布拉迪斯拉发

奥地利

瑞士

瑞士

加拿大

德国

丹麦

荷兰

比利时

德国

卢森堡

瑞典

法国

英国

日本

意大利

美国

捷克共和国

匈牙利

波兰

斯洛伐克

奥地利

挪威

瑞士

丹麦

荷兰

德国

法国

美国

英国

捷克共和国 

日本

意大利

匈牙利

波兰

资料来源：美世咨询   全球生活质量调查2010 资料来源: 2010年世界竞争力年鉴



明基奥地利

中东欧董事总经理

明基：地理位置及生活质量最高分

台湾台北的全球电子产品制造商明基是一家跻身于亚洲最成功扩张和创新企业行列

的公司。明基在维也纳的团队为20多个中欧和东南欧国家提供咨询支持。其产品组

合包括IT周边设备（显示器）和消费电子产品（投影机、数码相机、监控电视），

由甄选出来的批发商在中东欧地区销售。

“对明基而言，奥地利的中心地理位置和良好的交通条件至关重要。这样，我们可

以协调在整个中欧、东欧以及南欧市场的商业活动。此外，我们高度重视该国能提

供训练有素的员工，他们精通东欧语言，并熟悉本地市场。”



300多家公司在奥地利设立了地区总部

包括：

Aastra 科技
爱克发（Agfa）医疗器械
液化空气集团

阿尔卡特

安联保险

Ardex建材
爱思康通信

埃及航空

伊莱克斯

礼来制药

ERGO保险
爱立信

依视路(Essilor)
长荣航空

凯驰(Kärcher)清洁
Keller Grundbau
起亚汽车

可耐福(Knauf)建材
克诺尔车辆制动(Knorr Bremse)
德迅(Kühne&Nagel)货运

瑞好(Rehau)

Rewe

威图(Rittal)集团

博世

三星

辛克（Schenker）物流
迅达

夏普

西门子

康美包(SIG Combibloc)
SMC Pneumatik
Sunpor

Teekanne
Torrex Pharma
Transearch

伟创力(Flextronics)

费森尤斯(Fresenius)

Logwin物流
卢克石油

捷富凯(Gefco)物流
捷孚凯（Gfk）市场研究
葛兰素史克医药

环球退税

麦格纳(Magna)汽车
曼恩(MAN)汽车
玛氏（Mars）食品
马自达汽车

麦德龙

Mondi

喜力

汉高

惠普

日立数据系统

Hoebinger

Neckermann Versand
雀巢

诺基亚西门子

NXP半导体

UGI集团/Flaga
UniCredit集团
USU集团

奥美德(Vamed)医疗建筑
维斯塔斯（vestas）风力技术
沃尔沃

西联汇款

Westfalia

苏黎世保险

IPICO
英飞凌

松下

Peek&Cloppenburg百货
PNO

昆泰(Quintiles)医疗

欧倍德

Jeld-Wen/Dana
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
JVC

拜尔斯道夫(Beiersdorf)日化
明基

Berner Direktvertrieb
勃林格殷格翰

北欧化工

Brenntag
Brother中东欧

C&A

佳能

Compuware

科法斯(Coface)

CNH

达能

丹沙(Danzas)货运

Deka银行

DHL

dm



您总部的最佳合作伙伴

作为奥地利联邦政府所属官方投资促进机构，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

(ABA)为跨国公司在奥开展业务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信息咨询与个人咨询服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经济，政治和法律环境 

• 税务问题与劳动法规 

• 奖励和融资

• 行政手续支持（工作许可、签证等） 

• 国家及地区机构联络

• 持续的支持。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将一如既往地为已在奥开展经营的企业服务

您是否正计划在奥地利设立总部？ 

我们期待着您的来电或电子邮件：

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

Martin Müllner  总部及集团发展部总监 

电话: +43-1-58858-85

Email: m.muellner@aba.gv.at

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中国代表处

乌姗姗 中国首席代表

电话: +86-21-6279 7197

Email: shanghai@advantageaustria.org

其他服务领域：奥地利国家投资促进局提供个人咨询服务，并提供以下领域的手册，欢

迎索取。

汽车行业手册

奥 地 利
致力于创新与品质的国际汽车业

投资奥地利

商业据点—奥地利

奥地利—通往东欧的桥梁

汽车行业手册

研发行业手册

电信/IT行业手册

生命科学行业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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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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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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