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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全球为了吸引长期外国投资展开的竞争中，那
些具有多样、全面工业基础以及致力于知识经
济和可持续发展“综合吸引力”的国家显得出类拔萃。
这正是法国所选择的道路。法国在近年的经济改革中
积极探索并在2010年推出了“国家投资计划”，提供
350亿欧元的资金，用于刺激高等教育和培训、研究、
工业和中小企业、数字经济和环保技术中的价值创造。
法国决定合并创新园区，进行高校改革以及重申对研发税收抵
免的承诺，同时取消地方营业税，这些都是出于同一目的：加
强法国企业的竞争力，促进战略性行业的创新。

“法国欢迎
人才和投资”

法国通过这些举动是为了符合在欧洲寻找最佳商业地点的国际
投资者的期望，为他们在欧元区中心提供熟练和高效率的劳动
力、高效的基础设施和政府服务，以及一个人口众多的市场。
由于一些成见很难消除，本文编写的目的就是为了纠正一些在
人们的观念和现实之间普遍存在的错误认识。例如，您是否知
道，法国是欧洲2009年获得国外投资最多的国家? 或是法国每
周仍然平均有12项能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来自国外投资者?
因此，我相信这份资料介绍将为潜在的外国投资者以及所有正
在增强法国吸引力的大使们提供最新资料和数字，表明法国在
2011年将是：一个有着全球远见和竞争力、致力于为未来做好
准备的国家。

戴 维 (David Appia)
国际投资大使,
法国政府投资部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友好的商业环境
法国正在推行基础改革,
并为未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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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春季以来，法国政府一直在进行一系列经济改革。从早期
为了提供企业便利和刺激竞争而实施的法律之一《经济现代化法》
(2008年8月)，到近期为迎接未来挑战对税制和“国家投资计划”进
行的关键变革，法国始终地致力于增加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促进竞争的税务制度
2010年采取了两项关键的税务措施：
• 对生产性投资取消了地方营业税。由于这一措施，法国的公司在
2010年节省了73亿欧元的地方营业税。
• 对法国主打的研发税收抵免持续提供经费，使其在欧洲仍属于最
为优惠的研发税收抵免 (参见第18页)。
这些措施延续了2008年以来采取的其它一些重要的税务改革，如：

• 法国主要通过2009年出台的针对自营企业家的简化自营企业形式
来鼓励企业发展：
- 根据营业额上限确定其资格：2011年营业额上限需为81,500欧
元或32,600欧元 (取决于商业活动)。
- 较轻的总体税负 (分别为营业额的12%或23%)。
• 2009年有58万多家公司成立，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个体户的盛行，
实施首年就有32万多家公司注册，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 2010年前三季度有近47.4万家公司创建 (包括27.6万家自营企业家
注册)，比2009年同期上升11.5%。
• 税务制度对于新公司也非常友好：新的企业家可以用每年的营业亏
损来抵扣公司税负。

• 对外籍专家的国外总收入最高可免除50%的所得税 (参见第11页)。

巴黎，欧元区领先的金融枢纽

• 支持绿色企业成长的绿色税收：可持续发展税收抵免和家庭能源改
善工程的免利息贷款 (参见第12页)。

• 纽约-泛欧证交所，世界最大、最具流动性的股市平台。
• 采取措施确保税务对于伊斯兰金融产品 (如：Sukuk、Murabaha、
Ijara、Istisna’a)的中立性。

• 取消原来的营业税：包括影响到股市交易者的证券交易税 (impôt
sur les opérations de bourse) 和公司按照营业额比例支付的年度定
额税 (imposition forfaitaire annuelle)。

在欧洲经济战略的中心进行投资
在五个战略优先领域投资350亿欧元，提高法国竞争力 (参见第14页)。

鼓励竞争
• 成立单独的竞争管理机构。
• 撤销对供应商和分销商之间价格谈判的管制。
• 扩大产品促销及优惠销售范围。

除了投资优先行业外，在2010年国家工业圆桌会议举行后，还有一
项国际投资者可能特别感兴趣的重要措施：
工业免利息贷款：在“再工业化资助”的商业发展贷款方案下，制造业
投资者有可能申请到2亿欧元资金的无担保免息政府贷款：

• 对于开设酒店和超市给予更大的灵活性。

• 向在法国任何地方投资的制造领域全部中小企业和中等规模公司开
放 (5000名员工以上)。

支持新公司

• 符合要求的项目不仅包括工业设施，还包括公司总部和研发业务。

• 现代化的风险资本工具：一种新的法国私人股权基金类别，其中投
资、定期付款和部分回购规则建立在资金管理基础上。

• 最低投资额500万欧元，同时保证在三年内至少创造25个工作机会。

• SAS (单一股份公司) 和 SA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结构简化。

• 根据欧盟条例，可提供的贷款数量根据公司规模和投资地区不同有
所差异。任何给予的国家资助不超出符合要求的投资成本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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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2010年11月9日颁布法律进行退休改革是法国改革计划进程
中的又一座里程碑。提高退休年龄将保护法国的养老金融资模式，
并确保该系统在2018年前重新恢复平衡。

新型工作合同

2007年以来，法国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多项改革，实现了：

• 推出新的聘用规定：试用期最长期限 (含试用期更新) 延长2个月，
这意味着雇主现在可以将蓝领工人和雇员的试用期延长至4个月，
管理人员则可延长至8个月。

• 进一步鼓励使用加班时间；
• 在安排工作周方面，给予公司更大的自由度；
• 进一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雇主和雇员的加班时间激励措施
在法定每周工作时间的基础上，公司员工每加班一个小时，雇主可
享受社会保障金缴款减免。
这项措施也适用于兼职员工。员工也能享受税收和社会保障金缴款
减免，加班薪水比平常增加25％。
在首次检验2010年初进行的改革时发现，法国雇佣10名以上员工
的所有公司中有四分之三已经从加班时间激励措施中受益。

• 推出一种新型工作合同，“objectif défini”或称为既定目标合同：
合同为期18至36个月，专门针对工程师和管理人员。

• 制订新的合同终止程序，“rupture conventionnelle” (协议终止合
同) ：受到美国或英国通常采用的折衷协议的启发，是一种通过
雇主与雇员双方共同协商终止合同的方式。2008年以来，已有
近40万分该类协议签订，目前占永久性合同终止手续的8%。
公司工会代表的新规则
• 与工会建立更加灵活变通的关系，获得10％选票的人才能出任
工会代表，并有权签署协议。只有在取得至少代表30%选票的一
个或者多个工会签字的情况下，公司协议才能生效。

在协商工作时间方面更加自由
雇主联合会和工会可以在公司层面上就有关加班时间指标、超出该
指标的时间、以及相应的法定休息日进行自由协商。
对于加班时间的限制，以往每年定为220小时，现在可以在欧盟规
定条例限制 (每周48小时) 内，根据公司协议确定时间。
企业现在可以增加公司管理人员或独立受薪雇员的工作时间 – 他们
的工作时间归属 “forfait jours” (固定天数) 系统，以前是218个工
作日 – 由于可选择的休息日回购，这一数字提高到了235天。

“我们对法国员工确实非常欣赏，他们都很有创
意，很灵活。”
竹腰涉氏
资生堂欧洲公司营销副总裁

允许零售商在星期日营业
2009年8月10日 颁布的法律增加了周日工作的可能性：
• 在规定为旅游区、温泉或文化景点的城市，所有零售商目前都可
以在星期日营业，无需取得事先批准。
• 对居民超过100万的城市，当地行政长官可对城市内哪些区域的
零售商可在星期日开门营业做出规定。

“法国在过去几年里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对
商业变得越来越热情。”
Shelley Bays
副总裁，巴黎企业联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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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以其优质的生活质量，丰富多样的文化，以及高效率的医疗和
教育系统而闻名于世，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使之成为全球外国直
接投资的首选地。法国还为外籍人士提供了许多其它的有利条件。
允许国际调动的多年居住证
• 向希望在法国创建商业，工业或者贸易项目的外国公民发放“优
秀人才”居住证。该居住证有效期为三年，可以延期，例如根据
特定条件，可发放给管理法国一家分支机构的外国公民 (总监在
集团内部的调动) 或正在创办一家初始投资至少为30万欧元的公
司人士。
• “外籍雇员”临时居住证：适用于集团内部人员调动 (同一集团下
属公司之间或同一公司的机构之间）的三年期居住证，可以延期。
这两种居住证为持证人的随行家属提供了便利条件。家属有权获得
“私人和家庭生活”居住证，并由此取得就业的权利。
• 对于短期派遣，新出台的12个月工作许可让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外
国公民每半年在法国停留三个月。
• 长期居留签证代替居住证：2009年6月以来已简化了条例，允许
某些外国公民 (特别是学生和临时工) 持有长期居住签证代替居
留证，有效期长达一年。这些外国公民无需为了在法国居留的前
12个月再到当地 (警察局) (法国每个省份的地方国家政府机构) 申
请临时居留证。

针对外籍人士的五项主要税收和法律条文的修改
• 免除国外收入所得税：该系统目前对外籍人士更为有利，因为它
最高能为 (集团内部调动或海外直接招聘) 员工免除总收入 (驻外
津贴加上一部分国外工作报酬) 一半的所得税。
• 免除财富税：5年内对在法国境外持有的资产或地产免征财富税。
• 减免资本收益税：对于“被动”来源，如股息，利息和费用，以及
从来自国外的股权转让的资本盈利处获得的收入免除50％的所得
税。
• 减免社会保障金缴款：对于之前没有加入欧盟社会保障计划的雇
员，最长期限6年之内，可免除为其支付养老保险费。
• 更具包容性的体制：该体制现已将对现有雇员的特权延伸到了其
他直接在国外招聘的员工，以及某些非受薪人员。
国际院校
法国拥有为数众多 (179所) 的国际性院校。它们向巴黎和巴黎大区
的周边地区 (64所) ，以及全国其它大城市均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服
务。
参见网站：www.fdei.org

• 2010年8月起可向设在法国的外国子公司投资者或负责人颁发特
殊经济贡献人士的10年居住证，被授予者须满足下列条件：
- 为法国创造或保持有50个工作岗位，或者
- 投资额超过1000万欧元。
首次尝试为外籍员工提供一站式服务
2010年12月1日起，位于巴黎、上塞纳和罗纳省的雇主可使用一
站式服务，通过法国移民及融入局 (OFII) 的单个联络人为外籍员
工办理手续。

“办理正式申请过程惊人得快[...]。相较于我
和妻子在1996年第一次办理居住证，这次的手
续办理更快捷，更加便利。”
Jeremy Leven
美国制片人，导演，screenwriter and novelist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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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
目标：2020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降低20%，降至1990年的排放
水平。
措施包括：
2007年秋季，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发起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协商进程，
即“Grenelle”环境圆桌会谈，它基于四个主题：应对气候变化；保
护并管理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环境；促进可持续增长；建立对环境负
责的民主制度。
法国的全面行动计划后来体现在两条相继推出的政府法案中：Grenelle I
规划法案 (2009年8月3日) 和Grenelle II执行法案 (2010年7月12日)。
由此产生的“绿色新政”，旨在寻求降低四分之三的能源和原材料消
耗的同时，维持国家现有的财富水平。它还符合2008年底在法国担
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时通过的“能源与气候”一揽子计划，确立了2020
年“20-20-20”目标：减少20％的温室气体 (GHG) 排放量，能源效率
提高20％，欧盟能源消费中可再生能源的份额提高20％。
Grenelle会谈规定的主要项目将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决定性的推
动作用：

• 优先选择公路和航空作为交通工具：到2020年，铺设2,000公里
(1,250英里) 长的高速铁路线，兴建专用“铁路高速通道”，并且重
新启用废弃的铁路线；扩大内河航运网络，海洋/公路运输和港口
货运设施。
• 通过降低环保车辆价格并提高污染较大车辆价格的激励措施，以
及政府对制造商开发混合动力和电动车的支持，到2020年，将私
家车的废气排放量从176克二氧化碳/公里减少至120克二氧化碳/公
里。
节能和除碳
目标：
• 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降低4倍。
• 到2020年，在终端能源消费量中，实现可再生能源达到市场份额
的23％ (相对于目前的10％的占有率)。
• 到2020年，法国将把水电特许经营权投入开放竞争。

• 至2020年， 4500亿欧元潜在的公共和衍生私人投资。

• “蓝色能源”计划：推动研发和尖端海洋技术 (海浪和潮汐能源、漂
浮式风力涡轮机)。

• 政府每年再投资50亿欧元用于可再生能源\绿色基础设施和可持续
发展(参见”国家投资计划”,第14页)。

措施包括：

波士顿咨询集团称，“法国的主要经济合作伙伴或世界工业大国没有
一个像法国那样制订出一个如此强烈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刺激计
划。[…] 法国比美国和德国更积极参与为“绿色”环保措施筹资” 。
(“Grenelle环境措施 组合的思考”, 2009年6月)。
法国和外国公司正在创造大量的投资机会，主要在下列行业中：
建筑和住房

• 3年 (2009年-2011年) 内设立“可再生热能基金”，基金总额近10亿
欧元，促进企业、社区和个人从可再生能源中产生热能 (生物能源、
地热能、太阳能热能等)。
• 对来自风力、生物能源、地热、水力、太阳能光伏和太阳热能的
可再生电力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上网电价补贴。
环境和废弃物
目标：

目标：2020年前将现有建筑物的能耗削减至少38%。

• 不鼓励产生废弃物较多的消费品的生产，从而从源头降低废弃物
的数量 (每人每年5公斤) 。

措施包括：

• 2012年前再生75%的家用包装 (2006年为60%)。

• 私人房产节能改造的免息“生态贷款”(无免息调查，每处房产3万欧
元封顶)。

• 2012年前再生35%的有机家庭垃圾，2015年前再生45%。

• 对室内安装、维护和翻修工程征收5.5%的增值税。

措施包括：

• “可持续发展税收抵免”让能源改善工程可减免税 (太阳能光伏板最
高减免25%，热泵最高40%)。

• 所有地方政府五年内引入废弃物管理激励金。

• 对购买节能房屋的首次购房者以优惠条件提供免息贷款。

• 到2011年底前对所有废水处理厂实行现代化。

• 2012年前再生75%的企业垃圾，2020年前再生70%的建筑垃圾。

• 除了现有援助外，对有机农业提供税务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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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是法国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中心措施，是保持竞争力并为法国
的未来做准备的支撑性措施。这些措施是推动法国2009年经济刺激
计划的两大目标之一。该计划确定了接受法国政府“国家投资计划”
拨款的五大战略领域。

“国家投资计划”
开支明细

“国家投资计划”
350亿欧元的“国家投资计划”于2009年末拟定，通过对创造高附加
值和就业机会的行业进行投资来支持未来增长。

高等教育和培训

31%

研究

23%

中小企业和工业部门

19%

可持续发展

14%

数字经济

13%

政府数字，2010年

确定投资的五大战略领域是：
• 高等教育和培训：共计110亿欧元，专款专用，包括77亿欧元用
于建造5到10所卓越的高等院校，以及10亿欧元用于将萨克雷
Saclay高地变为欧洲最大的科技产业园区。
• 研究：共计79亿欧元，专款专用，以促进研究，包括研究设施
(10亿欧元) 和卓越实验室 (10亿欧元)；在生物科技和纳米科技的
重要领域进行更多研究（8.5亿欧元用于创立大学医院研究所）；
推动公共研究 (10亿欧元) 和Carnot研究所 (为研究合作提供关键
支持；5亿欧元) 以及技术创新 (新的世界一流技术研究所；20亿
欧元)。
• 中小企业和工业部门：65亿欧元的预算，以保持和推动航空和航
天工业的竞争力 (20亿欧元)，汽车、铁路和造船工业 (10亿欧元)、
中小企业 (25亿欧元，包括15亿欧元用于为创新企业提供资金，
4亿欧元用于创业公司，以及5亿欧元用于加强创新产业园区)。
• 可持续发展：51亿欧元 – 再加上政府在2020年之前每年在法国的
“绿色新政”框架内的70亿欧元拨款 (见第12页) – 以支持可再生和
低碳能源工业的技术和工业进步 (25亿欧元)，第四代核反应堆的
开发 (10亿欧元)、可持续运输和城市规划 (10亿欧元)，以及社会
住房的节能翻修 (5亿欧元)。
• 数字经济：45亿欧元的国家数字经济基金，为法国配备一个非常
高速的宽带网络 (20亿欧元) 以及开发创新服务、应用和内容 (25
亿欧元)，尤其是通过法国文化遗产的数字化。
如需了解这些项目以及相关招标的详细情况，请访问：
http://investissement-avenir.gouvernement.fr

法国经济刺激计划的最新情况
2009年1月法国推出的以投资为重点的390亿欧元刺激计划在2010
年末几乎全部注入到经济中。措施包括：
• 增加公共投资 (105亿欧元) 包括40亿欧元投资用于战略领域 (基础
设施、高等教育和研究以及国防相关工业)。
• 40亿欧元用于部分国有的公用事业 (法国电力、法国天然气苏伊士、
法国大众运输公司、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法国邮政总局)，以帮助
改进和发展运输、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和服务。
“大巴黎区” 项目：
建造一座21世纪的国际都市
“大巴黎区”项目旨在让巴黎区成为一个更有活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的“国际都市”，在创新和知识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
巴黎区已经有着研发领域高度集中的公共和私人利益相关者，拥有
8万多名研究人员和七个创新产业园区。
“大巴黎区”项目包括一个计划投入210亿欧元的综合交通项目。经过
改良的新型第三代巴黎区域运输网络将在其范围以及对城市发展的
影响方面达到与以往项目相当的水平。筹资将从2013年开始，建设
工程预计将持续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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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税收抵免工作实例

研发总费用

欧元

欧元

欧元

欧元

欧元

欧元

欧元

欧元

欧元

初级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薪资和
社会保险缴费*
(前24个月双倍计算)
其他研发人员的薪资和
社会保险缴费

一个国家的经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鼓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
能力，2008年法国政府完成了对法国研发税收抵免政策 (Crédit
d'Impôt Recherche) 的重大改革，改进了针对外国公司的条款并简
化了相关手续。
法国的研发税收抵免是欧洲现有最好的研发税收激励政策
• 占第一年所有研发费用的40％，第二年的35％，其后年度的30%，
直至达到1亿欧元，超过这一上限后为5％。
• 与公共部门实验室一起进行的研发工作开支可加倍计算 (分包费
用最高总计1200万欧元)。实际上，这意味着研发税收抵免在第
一年可包含符合要求的费用的80%，第二年为费用的70%，之后
为60%。
• 薪资和管理费用的加倍计算意味着初级博士后人员的薪资在申报
评估时可计算为四倍。
• 对于计算出的每年研发总费用 (工资、社会保障金、业务开支、
(折旧费和专利等)，不设税收抵免支出上限。但是，对于符合条件
的分包费用会有一定的限制。
• 中小企业对于上一年度发生的研发支出可以立即获得研发税收抵
免。
研发税收抵免案例分析
如果一家公司符合要求的研发费用为100万欧元，研发税收抵免的
总金额在第一年为40万欧元。
但是，如果一家公司在3年时间里花费100万欧元，以15万欧元的
薪水聘请了一名初级博士后研究人员，并与一家公共部门的实验室
一起支出了50万欧元，其符合要求的研发费用在申请评估时将加倍
计算，从而使最初两年符合要求的费用总计为165万欧元，第三年
为150万欧元。
在后一个例子中，研发税收抵免的金额则在第一年为66万欧元，第
二年为57.75万欧元，第三年为45万欧元。

各公司在集团内部开具发票的
研发分包费用
公共部门研究机构开具发票的
研发分包费用
(每年加倍计算)
管理费用的固定津贴：
- 符合要求的人事费用的50%
- 前24个月内初级博士后研究
人员费用的200%
- 研发固定资产折旧费用的75%
研发设备的折旧
其它符合要求的费用
符合研发税收抵免要求的总费用
费率
可申请的研发税收抵免金额

*初级博士后研究人员：持有科研博士学位(PhD)或同等学历员工，他们在公司的首份固定期限雇佣合同，
雇主公司在前一年不得裁员。

法国公司近期的税收节减
• 迄今，超过2千家外国公司已经成功收回2008年研发开支的研发
税收抵免金额。
• 2009年期间，法国公司就前几年的研发开支收回62亿欧元。
(资料来源：法国经济、财政和工业部，2010年)

“在法国，天地之间存在一种和谐 – 一种文化
传统与战略眼光以及攻克尖端技术之间的真正
平衡。”
Aldo Mucciardi

法国ATR公司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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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是全球研发领域中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充足的高素质研发人
员，优良公共研究机构，以及正在进行中的大型国家投资和大学现
代化项目，法国在这一方面具有决定性优势。
研究领域中更加强有力的公私合作关系
• 71处创新产业园区：作为中坚力量的公共研发
中心和教育机构已经和产业园区内的私营企业
合作开展创新项目。2010年，正式批准六个绿
色技术产业园区，着重水循环质量管理、地球
科学、回收利用和可持续建筑。

法国2009年有7217项
新专利申请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全球排名第五,
欧洲排名第二。

• 出色的公共领域研究网络：
- 法国的高级研究专业网络（RTRA）按照研究中心的地理分布，
紧密汇集了大量为共同科学目标而努力的顶尖科研人员。
- 法国的卡诺研究所属于公共研究机构，设立积极政策，寻求与包
括私营公司在内的社会经济利益相关者合作开展研究。
政府的积极支持
• 政府的“国家投资计划” (参见第14页) 留出资金促进高等教育和研
究，以便：
- 为世界知名校园融资，例如萨克雷高地 (已另行拨款10亿欧元)，
并设立或加强尖端研究实验室；
- 更好地从基本研究和科学发现向工业应用转型，主要通过设立机
构加速技术转让；
- 为航空航天、医疗保健、生物技术和无碳能源行业未来的基础研
究设施和研究项目筹资。
• 法国国家研究署支持公共部门实验室和私营公司联合进行的研究
项目。创新中小企业援助的主要提供者“奥塞欧创新集团”，以及
企业竞争力基金(FCE)均为由创新园区执行的研发项目拨款。还
可以通过欧盟第七个研究和技术开发框架计划(FP7)获得研发支持。

理科毕业生
法国是欧洲20-29岁青年人中理科毕业生比例最高的国家。根据欧
盟统计局的数字 (2010年)，2007年，法国每1万名20-29岁青年人
中有207人为理科毕业生，而英国为175人，德国为114人。
现代化的法国高校
从2007年8月10日颁布法律开始，法国一直在对高等教育和研究机
构进行改革，改变了高校的组织和运作方式，使之对于商业领域变
得更加具有吸引力，更加开放。
高校现在可以制定自己的科学、预算和人力资源政策，并且能够自
行管理其不动产。他们可以更容易且更具竞争力地招聘员工，开设
新的培训课程，建立伙伴关系，并能够从其有权自行设立的高校基
金会中获取资金。
截至2011年1月，几乎90%的法国高校都选择了“自治制度”。
已经启动的新型高校校园计划将会投入大量资金对校园设施进行翻
新及改善。政府资金划拨50亿欧元用于通过公私合作关系建立充满
活力的校区，合并未来的主要校区，提高自身国际形象。
改造工程将在以下12个主要校区内进行：里昂、埃克斯-马赛、波尔
多、格勒诺布尔、斯特拉斯堡、图卢兹、蒙彼利埃、里尔、洛林以
及巴黎大区内的3个校区 (巴黎，萨克莱和孔多塞-奥贝维利耶)。
得益于法国政府将帮助建立世界一流校园的“国家投资计划”，高校
现代化规划的进展得以加快。
私营部门研究税免除
除了研发税收抵免外，对两类新设立的公司还有颇具吸引力的税务
和社会保险费的免除政策，这两类公司是：新的创新公司 (JEI) 和
新的高校企业 (JEU)。

“法国人喜欢创新。这里非常适合搞研发，它对
我们的业务有很大的贡献。”
林 强

中兴通讯欧洲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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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d(园区)
营养卫生
波洛格内
水生产品园区

及长寿园区
UP-TEX园区(纺织技术)
里尔
I-交通园区
瓦朗谢讷

阿尔克

勒阿弗尔
Novalog园区
图像&网络园区
拉尼永

创新产业园区 (pôles de compétitivité) 将领先企业，高校和研究机
构集中在同一区域内，使之能够在尖端研发项目中展开合作。

安全电子交易TES园区
(安全电子交易)

布列塔尼海洋园区
布雷斯特

卡昂

曼德维尔
马园区

Valorial园区
(未来食品)

化妆品园区
夏尔特尔

雷恩

研发的合作机会
产业园区向外国投资者提供直接接触供应商、分
包商和客户在各自领域的专家网络。欢迎外国投
资者参与产业园区中正在进行的项目，以及启动
创新项目；目前已有528家外国公司成为法国产
业园区的研究合作伙伴。
重要激励措施

产业园区中的公司
在2009年推出了
2千多个经过批准的
研发项目,
每个项目平均涉及15名
科研人员,
总研发开支
接近40亿欧元。

植物园区

高级汽车园区
EMC2园区(航空/造船)
西部土木工程园区
大西洋生物疗法园区
南特

• 自创办以来，法国的创新产业园区已经与其它国家的产业园区建
立了联系。
• 法国政府的“国家投资计划”筹集的5亿欧元已经分配到位，进一步
增强了法国创新产业园区的国际形象。
http://www.invest-in-france.org/us/why-choose-france/research
-and-partnerships-innovation- clusters.html
该链接将带您进入IFA网站的一张互动地图，您可以按地区或行业
选择一个产业园区，并打印出一份其研究方向的介绍。

未来汽车园区
蒙贝利亚尔

Vitagora园区(食品与营养)
贝桑松

第戎

谷物园区

Elopsys园区(微波真空)
陶瓷园区
里摩日

里昂城市汽车和巴士 2015
纺织园区
(纺织技术及实用)

航空航天园区
(航空、航天及装载系统)
(癌症-健康学研究)
(农产品)
图卢兹

安纳西

(1)

纳米技术园区(纳米技术和嵌入式软件)
Tenerrdis园区(可再生能源)
格勒诺布尔

(运动休闲活动)

欧洲的水果和蔬菜
亚威农
圣保罗-雷斯-杜朗斯
癌症-生物健康园区
(可在生能源建设)

Trimatic园区(工业核技术)
蓬-圣埃斯普里

(农业综合企业)
蒙彼利埃

Derbi园区
(建筑可再生能源材料)

风险管理
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
(复光学及成像系统研究中心)

佩皮尼昂

(2)

通讯安全园区
(安全通讯解决方案)
苏菲亚安蒂波里斯-鲁塞
(香水,化装品)

格拉斯
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园区
土伦

(罕见疾病及
爆发疾病病理学区)
(航空航天)
马赛

主要创新研发区
其它科技园区
研发领域与已存在
的相关园区相联

阿尔沃河工业(智能机电)

克莱蒙-费朗
里昂生物技术园区(健康)
肉类创新园区
阿克斯勒拉-里昂-阿尔卑斯园区
(肉制品)
(环境友好的化学) 里昂

(机械工程)
圣艾蒂安

波尔多

• 向2009年至2011年期间加入产业园区的企业支付15亿欧元资金，
帮助他们完成研发项目。

更紧密的国际联系和新的研究方向

埃皮纳勒

塑料园区
瓦约纳克斯

普瓦捷

革新产品园区

阿尔萨斯生物谷

天然纤维园区

MTA园区(混合能源车辆及电车)

• 研发的筹资和税务抵免：财政收益和税收抵免，
同样适用于外国公司。2006年至2008年期间，产业园区中总共收
到了20亿欧元的初期扶持资金。

• 2009年至2014年期间，法国政府还将另外拨款5亿欧元给数个大
型项目，其中包括Minalogic产业园区的“Crolles 3”计划。该计划
已经整合了公共/私营投资总计25亿欧元，用于建设欧洲纳米技术
研究中心。

斯特拉斯堡

自由开源软件

勃艮地核园区

图尔
S2E2园区
(科学及电力能源系统)

儿童园区
绍莱

梅斯
Mipi园区
(创新材料与智能产品)

拉昂
金融创新园区
巴黎地区数字园区
巴黎地区多媒体园区
巴黎医学园区
城市与可持续交通园区
Astech园区
巴黎
奥尔良

(橡胶工业)

安纳西

工业&农业资源园区

汽车园区
鲁昂

(1)

热带健康学
(里昂生物技术园区)

圭亚那

(2)

环保高效技术
(能源园区)

瓜德罗普

(农产品及热带农业健康食品学)

圣德尼岛

“Cap Digital 产业园区让施乐公司得以保持其
创新性。我们参加了萨克雷的多个高科技计划，
这里如今已经成为法国的硅谷。”
Frédérique Segond
施乐欧洲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

为什么选择法国?
在劳动力、
基础设施和
经营成本方面,
法国是您明智的投资选择

为什么选择法国?

法国欢迎人才和投资

2009年，法国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约为2.67万亿美
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0)。
主要市场潜力
法国有6470万拥有强大购买力的人口 (法国国家统
计局, 2010)。通过其在欧盟中心的战略性地理位
置，以及世界上最大单一市场的地位，企业可直
接接触到近5亿名消费者。法国还是世界头号旅
游目的地，2009年游客数量为7680万人次 (联
合国世界旅游组织，2010年)。

根据财富杂志全球
500强排行榜,
2010年世界
最大的500家公司中
有39家法国公司
(德国：37家；
英国：29家)。

据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2010年的调查，在欧盟国家中，法国的商业
起步和经营成本*是最低的，在被调查的十个国家中名列第六位。
(*成本包括：劳动力、设施成本、运输、公共事业费和公司税款。)

2010年商业起步和经营成本基准
(美国=100)

资料来源：竞争选择：毕马威国际商业地点指南
- 2010年版

强盛、多样化的经济，全球性公司
法国拥有强盛和多样化的工业基础，其主要动力在于：
• 欧洲最大的药业、航空航天、核能和农产品部门，
• 欧洲大陆的第二大化学工业
• 以及第三大信息通信技术部门。
(法国农业部/ LEEM / GIFAS / INSEE / EITO, 2010年；欧洲事务委员会，2009年)

法国拥有310多万家公司。根据福布斯杂志报道，下列法国大型集
团公司跻身世界最大的200家公司行列：法国巴黎银行 (第11位) 、
道达尔 (第19位) 、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 (第24位) 、法国电力集团
(第27位) 、金盛集团 (第28位) 、法国电信 (第56位) 、 赛诺菲安
万特集团 (第57位)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 (第73位) 、法国兴业银行
(第103位) 、 万喜集团 (第124位) 、威望迪 (第140位) 、法国国家
人寿保险 (第151位) 、欧莱雅集团 (第152位) 、布伊格 (第178位) 、
达能 (第182位) 、家乐福集团 (第192位) 。
法国，世界最佳的居住地
根据《国际生活》杂志2010年的生活质量指数显示，在对生活成本、
文化、休闲、经济、环境、自由度、医疗保健、安全和风险、基础
设施、气候进行比较后，法国获得了全世界最佳居住地的荣誉。
201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法国美食”等46个新项目添加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单中。

“TrustPort 决定在法国设立公司主要是出于经
济原因：法国在欧盟范围内强大的经济和商业
环境 。”
Vladislav Nemec, TrustPort, 公司首席运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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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巴黎成为“财富”全球500强公司总部入驻数目欧洲第一的
城市 (全球第三，仅次于东京和北京)。
大巴黎区的房地产价格，包括住房和商业房产，低于大伦敦区，而
Cushman & Wakefield在2010年还发现其它法国城市的写字楼价格
比其它欧洲城市明显较低：马赛215欧元/平方米/年，里昂260欧元
/平方米/年，而法兰克福为408欧元/平方米/年，阿姆斯特丹423欧元
/平方米/年，马德里446欧元/平方米/年。

“我们一直在寻求一个交通便利、拥有优秀IT人
才资源以及具有合理经营成本的地点”
Christophe Martinoli
Wipro法国公司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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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法国?

法国欢迎人才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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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外国直接投资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法国在2009年是外国
目前有24,000多
直接投资 (FDI) 的第二大主要接受国，有596
家外国公司
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法国，仅次于美国
在法国经营业务
(1299亿美元) 和中国 (950亿美元)。就这点而
(ORBIS 2010)
论，法国是外国直接投资在欧洲的最大投放地，
占有17％的市场份额。

46

678

34
德国

• 根据安永欧洲投资监控系统，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国际投资项目方
面，法国在2009年是欧洲第二大接受国(EIM，2010年)。

英国

146
比利时

• 法国的外国投资者在研发和物流领域的投资所创造的工作机会多
于所有其它欧洲国家 (EIM, 2010年)。
• 按照由制造业和环保技术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项目数量计算，法
国也是欧洲首要的目的地 (EIM, 2010年)。

法国

• 2007年4月，泛欧证券交易所 (包括巴黎证券交易所) 联合纽约证
交所创建了世界上最大和最具流动性的股票市场交易平台，纽约
泛欧证券交易所 (NYSE Euronext)。

15

西班牙

安永欧洲投资监控系统，2010年；联合国贸发会世界投资报告，2010年。

Thierry Marchandise
佳能法国公司CEO

100 31
意大利

173

“认为法国作为内向型国家的形象，完全是夸大
其词和没有根据的成见。”

36

60

529

• 截至2009年年底，外国投资者拥有名列CAC 40企业42.3%的产
权股份 (法兰西银行，2010年)。

418

2009年的项目数量
(安永会计事务所，2010年)
2009年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
(10亿美元) (联合国贸发会，2010年)

为什么选择法国?

法国欢迎人才和投资

选择法国的国际投资者能够获得众多关键优势。从高效率、高素质
的劳动力到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和低廉的商业成本，这些都使得法
国成为您明智的投资选择。
• 法国在世界每小时劳动生产率排名中居第三名，仅次于美国和挪
威，小时产量高于其它欧洲大国 (国际劳工组织数据)。

法国拥有高素质的劳动力，工作能力强，胜任多种任务并且能够快
速适应新的工作方法。法国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非常高；据欧
洲统计局数据，法国青年 (25-34岁) 持有高等教育文凭的数量在欧
洲排名第三。
高等教育毕业生 (2007年)
(25岁至34岁所占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欧洲统计局 2009年

2010年劳动生产率

资料来源：KILM第六版，国际劳工组织，2010年11月

每小时国内生产总值 (1990年美元购买力平价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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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可能是我们的员工中最具生产力的劳动力
之一。他们带来了出色的才华和创新的思维。”
Narayana Murthy
, Infosys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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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教育体制
• 在2010年欧洲入选《金融时报》“欧洲商业学院”名单的前15所院
校中，法国顶尖的商业和管理学院就占了5所：这些学院分别是巴
黎高等商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里昂商学院、巴黎欧洲高等
商业学院和高等经济商业学院。在欧洲商业研究生院校前75名的
调查中，巴黎高等商学院连续第五年蝉联榜首。
• 法国高等院校中有二十二所名列2010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前500
名 (“上海榜”)。
• 在2009年的大学毕业生担任全球500家最大公司执行董事职务人
数的排名中，法国也取得了不错的名次 (在377所院校中名列第28
位)。法国5大院校：巴黎高等商学院 (排名第6)，法国国立行政学
院 (排名第10)，巴黎理工学院 (排名第14)，巴黎政治科学院 (排
名第15) 和法国国立高等矿业学校（排名第18) 在其中位居前20名。
(资料来源：法国国立高等矿业学校，2010年世界大学专业排名)。
• 2008年有近250,000名外国留学生在法求学 (法国教育服务中心，
2010年)，法国成为全世界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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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法国?

法国欢迎人才和投资

法国是欧洲的十字路口，能够方便快捷地到达各主要欧洲城市。
法国拥有欧洲最长且最安全的公路网络，高速公路长度超过11,000
公里 (近7000英里)，公路长度超过110万公里 (685,000英里) (欧盟
道路联合会，2010年)。
安全舒适的TGV高速列车大幅缩短了乘客往返欧洲城市之间的旅行
时间。巴黎到伦敦仅需2小时15分钟，巴黎到布鲁塞尔需1小时20分
钟，巴黎到斯特拉斯堡只需2小时20分钟 (国际铁路联盟，2010年)。
2009年法国机场共接待旅客1.5亿人次，并运送220万吨货物。法国
有80个运营定期商业航班的主要机场。2009年，法国机场的货物流
量为世界第1位，客运量世界排名第2位。巴黎戴高乐机场是法国的
航空枢纽，客流量接近5800万人次。在2009年，还有另外5座法国
机场：巴黎奥利机场，尼斯-蓝色海岸机场，里昂-圣-修伯利机场，
马赛-普罗旺斯机场和图卢兹-布拉尼亚克机场的客流量分别超过了
600万人次 (国际机场协会/法国巴黎机场公司，2010年)。
法国港口与欧洲高速公路、铁路和水路网络的连接十分便利。在最
新的鹿特丹港排名 (2010年) 中，法国的2座港口跻身2009年欧洲十
大吨位港口行列：马赛港 (第4名) 和勒阿弗尔港 (第6名)。

法国的动力能源市场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市场
德勤2010年的
一项研究将法国
之一。
排在八国集团碳
排放方面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字 (2010年)，法国每千瓦小
的首位。
时工业用电的价格 (0.075欧元) (包括增值税)，比
英国 (0.099欧元) 和德国 (0.112欧元)的价格更具
竞争力。法国工业用天然气每吉焦耳的价格 (包括增值税) (9.190欧
元) 也低于德国 (10.10欧元)，但高于英国的价格 (5.943欧元)。
核能一直是法国能源战略的重点，占全国电力供应的81％。市场目
前正处在快速发展时期。法国已成功地实现了其《京都协议》减排
目标，并在政府的鼓励措施下，加大对以可再生能源为首的新兴领
域发展的投资：(详见第12页) 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水电，生物
能源和生物燃料，都是法国未来能源计划的重要项目。
作为ITER (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 项目的主办国，法国还致力于创新
能源事业。ITER项目涉及设计和建造核聚变实验反应堆。

法国的宽带互联网普及率为29.2％，比欧洲其它主要国家，如英国
(28.8%）、西班牙 (20.7%) 和意大利 (19.8％) 更高，足以媲美德
国 (29.4%) (欧盟统计局，2010年)。2010年入网用户为2090万家
(法国电信监管局，2010年)，高速互联网市场发展迅速。此外，法
国电信费率居欧盟最低水平 (法国移动电话公司协会, 2010年)，而
且网络连接非常可靠。

考虑到核能和可再生电力在法国能源组合中的重要性，在法国投资
和生产可降低工业的碳足迹。

法国2009年的初级能源生产

2009年国际游客入境估算

核电

81%

(以百万人次为单位）

其它可再生能源 / 废物再生能源

12%

水电 / 风力发电

5%

其它(石油、天然气等)

2%

资料来源：世界旅游组织

资料来源：法国生态、可持续发展、
运输和住房部 (201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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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

上海
台北
香港

东京

法国政府投资部
合作伙伴网络

悉尼

法国政府投资部

新德里
米兰

约翰内斯堡

阿布扎比

特拉维夫

伊斯坦布尔

莫斯科

圣保罗
旧金山

芝加哥

墨西哥

多伦多

纽约

• 搜寻创新产业园区的机会：我们可以带您接触与您的项目最息息
相关的创新产业园区，以便您寻找最佳商业机会。

IFA办事处
IFA特派员

• 对您获得政府援助的权利进行分析：法国政府投资部可以帮助您
明确您的项目在地区、国家和欧盟级别可以得到的财政优惠。

马德里

• 与职权部门取得联系：法国政府投资部可以将您介绍给地方当局、
政府代表和民选官员，包括法国行政大区和省级负责人。

布鲁塞尔
巴黎

• 回答商业询问：法国政府投资部可以解答有关
税收、劳动法、驻外工作人员和其它与您投资有关的法律法规方
面的疑问。我们还可以在工作人员的安置方面提供帮助，包括对
行政手续的支持。

斯德哥尔摩

• 选择最适合您的投资项目地点：我们的专家可
编写一份选址清单，并且安排与当地合作伙伴
开展考察，以便您能够挑选出最适合您经营策
略的地点。

IFA负责
帮助和促进
法国的
外来投资。

杜塞尔多夫
阿姆斯特丹
伦敦

法国政府投资部帮助您：

在世界各地拥有27家办事处,共计160名员工

法国政府投资部与法国的22个地区发展署一起，在项目的每一个阶
段都能为您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持。

新加坡

得益于遍布全球范围的27家分部，法国政府投资部 (IFA) 可以通过
提供免费和保密的个性化服务，向您提供帮助并满足您项目的特定
需求，以此确保您在法国的投资项目能够马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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