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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為了吸引創造就業的外資、實現價值增長和爭奪人才的競爭中，那些具有強勁

與綜合「投資吸引力」的國家往往脫穎而出。

作為歐洲為數不多可以憑藉如此多結構優勢而引以為傲的國家之一，法國更顯得卓越

不群。

法國憑著高效的公共服務、世界級的基礎設施、多樣化的技術基礎、卓越的專業領

域、高效的勞動力以及歐洲最富活力的人口結構，使其在全球經濟危機中彰顯重要地

位，也顯示了這個國家對未來充滿信心。

法國更以其優質的生活品質著稱，平均每週有13家外國公司在法國作出能夠提供工作

機會的投資。

法國是擁有最多外國工業投資的歐洲國家。

由於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投資競爭主要體現在競爭力的強弱、管理效率的高低以及對

外國投資者的歡迎程度上，2012年11月6日法國總理公佈《國家發展、競爭與就業

計畫》、公共投資銀行的成立以及2013年1月11日資方聯盟與工會簽定的協議將會

鞏固法國在歐洲國家中的傑出地位。

投資吸引力還取決於潛在投資地專案的形象和相關的市場瞭解。我衷心希望本手冊的

事實與資料有助於投資者瞭解法國，藉由強調法國是歐洲市場中心的一個開放、富競

爭活力與創新思想的國家，從而拉近投資者的認知與真實之間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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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位於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中心，
是通往歐洲以及非洲和中東地區的理想跳板。



通過重點專注於歐洲委員會於2012年6月採納的1,200億歐元發展計畫的相關工作，歐洲致力
于深化經濟和貨幣聯盟以及減少政府赤字（法國預定於2017年之前實現預算平衡）。

領先的股票交易中心、歐元區市場的主要門戶以及歐洲第二最受外國金融公司歡迎的城市
（是500家銀行和金融機構所在地）。
（資料來源：巴黎歐洲金融市場協會，2012年）

全球第二大資產管理中心（管理資產達26,000億歐元），擁有四家名列全球前20名的法國資
產管理公司：東方匯理（Amundi）、安盛投資管理（AXA Investment Managers）、巴黎
銀行投資合夥有限公司（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和法國外貿銀行資產管理
（Natixis AM）。
（資料來源：巴黎歐洲金融市場協會，2012年）

據《全球金融雜誌》（2012年8月刊），四家法國金融機構被列入全球50家最安全的金融機
構：法國國家發展主權基金（Caisse des Dépôts et Consignations）（第6位）、法國聯
邦互助信貸銀行（Banque Fédérative du Crédit Mutuel）（第36位）、法國郵政銀行
（La Banque Postale）（第43位）和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第4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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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厚、多元化的經濟體雄厚、多元化的經濟體

歐洲中心充滿活力的經濟體歐洲中心充滿活力的經濟體

1

富有活力的經濟體和市場富有活力的經濟體和市場

歐洲第二大和全球第五大經濟體;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2年）

歐洲第二大消費市場，居民達6,500萬;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2012年）

全球熱門旅遊目的地，遊客達7,950萬;
（資料來源：全球旅遊組織（UNWTO），2012年）

法國的生育率居歐洲第二高，占歐盟自然人口增長量的一半以上;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2012年）

法國的海外領地使其影響力延伸到全球四大洋，法國還擁有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專屬
經濟區。（1,100萬平方公里）

世界級工業部門世界級工業部門 
歐洲最大的航空航太和核工業;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2012年；資誠，2011年）

歐洲第二大農業食品和化學工業;
（資料來源：法國農業部，2010；法國化學工業聯盟（UIC），2012年）

歐洲第三大資訊與通信技術（ICT）和製藥業。
（資料來源：歐洲資訊技術觀察中心（EITO），2010年；法國製藥公司協會（LEEM），2011年）

法國公司位列其所在領域的前線法國公司位列其所在領域的前線

在全球500強公司中，32家為法國公司（德國32家，英國26家），與德國並列全球第四名;
（資料來源：《財富》全球500強，2012年）

13家法國公司或研究組織入選全球最具創新性機構100強 ( 資料來源：湯森路透，2012年），
使法國名列歐洲第一名，其後是瑞典（3家）、瑞士（3家）和德國（1家）。

歐盟27個成員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總和超過美國（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2年）；歐
洲單一市場擁有超過5億具有較高購買力的消費者。

歐盟是全球領先的外商投資地區：2011年，歐盟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總額達4,253億美元，
幾乎是美國相關數字的兩倍。歐盟吸引了新興國家（金磚國家）所有投資的14%，而美國
僅占5%。
（資料來源：聯合國貿發會，2012年）

技術力量方面，法國擁有150萬研發人員，較美國多10萬，更是日本的兩倍以上。雖然歐
盟的研發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比例低於美國和日本，但歐洲公司申請三地專利（在歐洲、
北美和日本提供保障）數量卻接近於後兩者。（資料來源：經合組織，2010年，2011年）

全球領先經濟區的中心全球領先經濟區的中心

巴黎：歐元區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巴黎：歐元區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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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流入歷史悠久外資流入歷史悠久
自19世紀起，外國公司就開始在法國開展業務。
例如，1832年義大利忠利集團（Generali）、1842年法國哈維蘭餐瓷（D. Haviland）、
1868年美國摩根大通（JP Morgan）、1872年比利時蘇威（Solvay）、1868年瑞士雀巢
（Nestlé）、1876年瑞士巴塞爾化學工業公司（Ciba）、1878年日本三井物產（Mitsui & Co）
以及1899年德國博世（Bosch）。

自那時起，來自132個國家的越來越多的外國公司紛紛在法國的各個行業領域開展業務：1914 
年美國 IBM 、1917英國巴克萊銀行（Barclays Bank）、1920年英國 BP集團旗下的嘉實多
（Castrol）、1930年義大利菲亞特（Fiat）、1933年美國可口可樂（Coca-Cola）、1951年
美國華特迪士尼公司（The Walt Disney Company）、1959年義大利費列羅（Ferrero）、
1960年日本三菱（Mitsubishi）、1974年日本味之素（Ajinomoto）、1974年美國通用電氣
（General Electric）、1981年瑞典宜家家居（IKEA）和1998年日本豐田（Toyota）。

    巴黎迪士尼樂園，1992年於歐洲中心地帶落成，自開業以來，迎接超過2.5億遊客。自
    1999年至今，豐田已向其位於法國北部的瓦朗謝納工廠（Valenciennes plant）投資超過
    9億歐元。

對外資最開放的國家之一對外資最開放的國家之一

法國是歐洲吸引外國工業投資首屈一指的國家。
（資料來源：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歐洲吸引力調查》，2012年）

法國擁有全球第四大外國直接投資（FDI）存量，僅次於美國、中國和英國。
（資料來源：聯合國貿發會《全球投資報告》，2012年）

就外國直接投資存量與國民生產總值比率而言，法國（39%）的排名領先於美國（23%），
德國（20%）和日本（4%）。
（資料來源：聯合國貿發會，2012年）

法國最能創造就業的外資來自美國和德國。2011年，149家美國公司和120家德國公司選擇
在法投資。
 （資料來源：法國政府投資部 2011年報告《法國創造就業的外資》）

法國充滿活力的外國公司法國充滿活力的外國公司

法國有超過20,000家外國公司。
（資料來源：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INSEE），2012年）

這些公司包括數量眾多的大型企業（擁有員工超過5,000人的在法企業中，32%源於外國企業）
和中型公司（28%的這類法國公司是外國公司的子公司，擁有員工介於250人至5,000人）。
（資料來源：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2012年）

儘管外國公司僅占法國公司總數的1%，但它們卻聘用近200萬人（即13%的就業人口），占
法國出口總額的三分之一以及法國商業研發總量的20%。
（資料來源：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

法國50家最大的外國集團共聘用近500,000人。有20家外國公司的員工人數超過10,000人，
包括菲亞特（Fiat）、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富豪卡車（Volvo Trucks）、華特
迪士尼公司（the Walt Disney Company）、聯合技術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翠豐
（Kingfisher）和丹麥ISS設施服務集團（ISS）。

開放和富有吸引力的經濟體開放和富有吸引力的經濟體

作為首選的國際投資地點，法國對其監管措施作出了作為首選的國際投資地點，法國對其監管措施作出了
修改，簡化了適用於外來人才與專家的手續程序。修改，簡化了適用於外來人才與專家的手續程序。

外國人才與投資的首選地點外國人才與投資的首選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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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人才居住證：傑出人才居住證：該居留證有效期為三年，可以延期，根據特定條件，發放給管理在法國設
立分支機構的外國公民。隨行家屬獲發放「私人和家庭生活」居留證，期限也是三年。

外派員工居住證：外派員工居住證：該居留證有效期為三年，可以延期，發放給集團內部調動人員。根據特定
條件，該居留證適合於受派遣或簽定合同而在法國分支機構工作的雇員。隨行家屬獲發放多
年期「私人和家庭生活」居留證。

歐盟藍卡：歐盟藍卡：該居留證有效期為三年，發放給高級資格員工（完成三年或以上高等教育或有五
年專業經驗個人，其稅前工資至少為4,300歐元/月）的三年居留證。持任意歐盟成員國簽發
的歐盟藍卡者可在18個月後向其他歐盟成員國申請類似居留證。

    2012年11月，法國出臺的「國家發展、競爭力和就業計畫」中，宣佈發放「人才護照」，
    以便於引入傑出外國人才，同時推出符合歐洲最佳慣例的簽證發放程式。

法國移民與融合主管機關（OFII）是持外籍員工居留證、技術與專業技能居留證與歐盟藍卡
的個人在巴黎、上塞納、伊芙琳、羅納、上加龍、伊澤爾、北部和多姆山省等法國八個行政
區的統一聯絡處。

OFII也是負責所有與員工移民有關事宜的統一聯絡處（工作許可證、體檢和居留證發放）。

短期派遣：短期派遣：定期派出員工在其法國子公司工作的外國公司可申請為期12個月的工作許可證和
短期居留簽證，可在期內多次出入境。如出於職業原因，此簽證和工作許可證持有者可每六
個月在法國一次性逗留三個月。

長期居留：長期居留：特定類別的外國公民，如學生和臨時工，可獲發放長期居留簽證，作為居留證使
用，有效期介於3至12個月。持此類證件的外國公民在法國第一年無需向行政長官申請居住
許可證。

擁有至少相當於碩士學位資格的學生，在其「學生類」臨時居留證到期時，有資格申請六個
月的臨時居留證，可使其在法國從事與其學業相關的工作。「學生類」居留證到期時，他們
還可以申請「員工類」居留證。

    2012年11月法國提出的《國家發展、競爭力和就業計畫》中，宣佈啟動「法國品牌」活
    動，以推廣法國的優勢以及提升其經濟和旅遊吸引力。

促进国际调动的多年居留证促进国际调动的多年居留证

法國移民與融合主管機關（法國移民與融合主管機關（OFIIOFII）「一站式服務」）「一站式服務」

其他計畫其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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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有效和客製化的融資服務獲取有效和客製化的融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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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執行多年簡化計畫以簡化適用的標準。

每設立一項新標準，必須廢除一項舊標準，以避免標準數量過多。

設立長期業務磋商安排和協調業務簡化工作的部會工作小組，以徵集意見、解釋和引入簡化
措施。

從2013年第一季度起實行統一名義社會保險申報，到2016年完全取代10個相互獨立的社會
保險申報項目。

為衡量公共服務的品質，將於2013年3月開展獨立用戶調查（包括公司）。

統一的網路門戶（www.guichet-entreprise.fr）：業務辦理中心（centres de formalités des
entreprises – CFE），通過統一的線上支持網站，接收更多資源，與商務人士進行面對面交
流。

法國稅務局網站（impots.gouv.fr），使企業可以線上繳稅。2011年，約85%的增值稅和企
業所得稅是通過電子方式支付（自2010年以來上升了10%）。

網路企業網站（www.net-entreprises.fr）是免費、簡單而安全的線上服務網站，使企業及
其代表可以向各種社會保障部門提交強制性返還申報表，並繳納相關款項。

無紙化程序已經展開，而公共採購合約電子簽名的出現更帶動了這項措施。

「只需告訴我們一次」：2012年11月啟動了公司查詢資訊同步目錄，避免了公司向不同主管
部門重複提交資料。

「統一業務支援網站」將於2013年3月推出。

簡化企業行政手續簡化企業行政手續

20122012年1212月1919日，法國政府新推出一項重要的長期項日，法國政府新推出一項重要的長期項
目，以連貫有序的方式重新審視政府的行動，同時平目，以連貫有序的方式重新審視政府的行動，同時平
衡公共財政。衡公共財政。

友好的商業環境友好的商業環境

法國公共投資銀行提供多種融資工具與方案，可向公司特別是中小企業和中型公司提供量身
定做的融資服務，以在公司成長的每個階段提供支援。公共投資銀行擁有420億歐元的資源。

由公共投資銀行執行的政府擔保可為中小企業提供5億歐元的擔保額度。

創新融資：法國「國家投資計畫」將投入新資源以幫助公司獲得創新融資，並將研發成果投
入大規模生產。

新的創新扶持計畫，該計畫將附帶一項突破性的創新方案，該方案以各種雄心勃勃的科技項
專案為基礎，預示著未來十年可能出現的全新尖端、高成長性、高科技的產業（例如，細胞
工程、機器人技術、先進的材料和燃料電池）。

雇主聯盟與工會就勞動力市場於2013年1月11日訂立的協議，為一項全新政府議案的實施奠
定了基礎，這項議案在為員工提供所需保障同時，還為公司提供了修訂的空間，以維持經濟
活動和就業的持續進行。

根據特定條件，真正實現自主工作的員工可以按照每週、每月或每年的小時數或天數計算工
作時間。

根據實際情況，如果公司希望在限定期間內招聘人手，可委託臨時招聘機構或與員工訂立定
期合約。「固定目的」定期合約可用於招聘技術性員工或工程師在18至36個月期間內從事特
定項目或任務。

雇主和員工經協商雙方同意後可以解除聘用合約。

現代化專案（MAP）將包括公司標準簡化措施，以及進一步推動數位技術以提高政府效率。

靈活可協商的勞動力市場靈活可協商的勞動力市場

電子政務電子政務

2011年，有550,000家新企業在法國創立，其中307,000家加入了「自動創業」商業計畫。 
法國是歐洲頭號的創業國家。（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2009年）

在法新創企業

資料來源：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2013年

新創企業 自動創業的個人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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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歐洲最佳生活品質第二名;
（資料來源：國際生活，2011年）

全球首屈一指的旅遊勝地;
（資料來源：世界旅遊組織（UNWTO），2012年）

在滿足社會需求的醫療基礎設施方面名列歐洲第三名、全球第五名（德國：第12名；英國：
第25名）;
（資料來源：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2012年）

出生時平均餘命名列全球第六名（81.5歲）。
（資料來源：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2012年）

集團內部人員調動或直接從國外招聘的員工、公司董事以及特定條件下非受薪人員可以申請
免繳總收入（包括任何外派獎金加其在法國以外地區工作所獲的報酬）50%的所得稅。

對在法國以外地區獲得的諸如獎金、利息和資本利得等需繳納的資本利得稅可免扣50%。外
派員工還可申請就在法國以外地區所持的資產或不動產免繳五年的財富稅。

對非本地公司還設有「統一稅務中心」。

法國有306所學校可提供國際雙課程，包括由來自相關國家或地區的母語教師教授的外國語
課程。

新的國際課程包括：蒙彼利埃已開設的中文班，埃克斯 - 馬賽、里昂、蒙彼利埃和凡爾賽教
育區已開設的阿拉伯語班。克雷泰伊（Créteil）地區將開設巴西葡萄牙語班，史特拉斯堡地
區將開設土耳其語班，以及巴黎將開設韓語班（全部課程將於2014年之前開課）。還有幾個
地區教育部門將會開設英語班。

為駐外人員與非本地企業制定的稅務制度為駐外人員與非本地企業制定的稅務制度

[ 12 ]    法國歡迎人才與投資

高品質生活高品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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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國教育部

學校提供多姿多彩的國際課程學校提供多姿多彩的國際課程



2 推動推動創新與創新與
技術進步技術進步

自2001年以來，法國憑著高素質的研究人員，
充裕的人才資源以及優良的研發環境，
吸引了300多家外國公司在
法國投資設立研發中心，
其中有100多個投資案是在過去三年中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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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產業群聚創新產業群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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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1個開放和創新生態制度個開放和創新生態制度

法國擁有71個創新產業群聚，當中的公司、公共教育機構和研發實驗室展開共同合作，重點
集中於以市場為導向的專案和原型。他們在尖端的關鍵技術領域提供國際性定位，並向國際
公司開放成員資格。

自2005年以來，法國推展了約5,700個合作研發專案，約600家在法外國公司已成為創新產業
集群的成員。
（資料來源：法國財經就業部工業暨服務業總局（DGCIS directorate），2011年）

自2008年以來，中央和地區政府發放了27億歐元的研發資金*，此外，項目合夥人支出了約
30億歐元的研發資金。 
（資料來源：法國財經就業部工業暨服務業總局（DGCIS directorate），《創新產業群聚評估報告》，
2012年6月）

*為回應部會專案招標而從部會基金（FUI）、法國國家研究局、法國創新融資國營公司（OSEO）以及法國產業和區域戰略創新
計畫中提撥的綜合資金總額。
 

資料來源：法國財經就業部工業暨服務業總局（DGCIS directorate）
法國區域發展與經濟吸引力部際代表團（DA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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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ly efficient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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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maginove（影像）

(8) Lyon Urban Truck&Bus（城市卡車與公車）

(9) Techtra（紡織技術）

(10) Lyonbiopôle（醫療保健）

(11) Axelera（環保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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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ap Digital Paris Région（數位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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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edicen Paris Région（醫學）

(5) Advancity（城市與永續交通）

(6) Astech（航空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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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大學可以與公司訂立合夥協議，通過大學基金獲得資金，並設立商業性分支機構管理專
利組合。

「卓越計畫」將用以設立5至10個世界級跨學科高等教育和研究中心。這些專案可從「國家
投資計畫」中獲得63.5億歐元的研發資金。

23個「研究和高等教育中心」正在建設當中，這涉及近60所大學、醫院、高等教育機構和研
究單位（ENSAM工程學院、格勒諾布爾物理研究院、法國全球物理研究院等）。

「技術研發機構」通過公、私共同投資模式將工業專業技能與公營企業的研發能力相結合。
政府向這些機構提供的公共資金達20億歐元。

專利申請

    法國在專利數目方面名列歐洲第二、全球第四。

    2011年申請國際專利7,664個。
（資料來源：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2012年）

歐洲共同體專利

    從2014年開始，發明者可向歐洲專利辦公室申請辦理共同體專利，以獲得歐盟25個成員
    國的合法保護，從而降低成本。專利申請可用法語書寫，巴黎被選中成為新成立的統一專
    利法院（Unified Patent Court）的中央分支所在地。

大學和研究機構與企業放開合作大學和研究機構與企業放開合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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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提供全歐洲最佳的研發稅優惠待遇法國提供全歐洲最佳的研發稅優惠待遇

資料來源：2012法國政府預算案附錄
「國家投資計畫」執行和監察報告

“國家投資計劃” 下投資細分圖
(10億歐元)

「國家投資計劃」「國家投資計劃」

投入350億歐元刺激公共部門和公、私合作的研發專案及促進尖端領域和世界級工業部門的
投資，從而提高增長潛力。

五個優先發展領域：高等教育和培訓、科技研發、世界級工業部門和創新型中小企業、綠色
技術和數位經濟。

由國際諮詢團對候選專案進行評估，並由投資委員會總會對其進行管理。投資委員會總會是
法國總理管轄下的機構，自2012年6月起，由前EADS主席Louis Gallois負責帶領。

在91次專案招標中，共計933個專案被選中，涉及公司超過2,000家。截至2012年夏季，已總
計撥款269億歐元。
（資料來源：投資委員會總會《2011年-2012年「國家投資計畫」執行報告》）

研發與創新扶持措施研發與創新扶持措施

高等教育
和職業培訓

11

研發
7.96.5

永續發展
5.1

數字經濟
4.5

涵蓋總體研發成本的30%，最高免稅額達1億歐元，超過此限額的免稅率為5%。從2013年起，
適用資格將延伸至中小企業的創新開支（免稅率為20%，最高免稅額為40萬歐元）。

對推展公、私合作研發專案提供有力的激勵措施，由於發放給公共機構的研發支出可重複計
算，因此可享受雙倍免稅額（最高免稅額為1,200萬歐元）。

迄今，已有17,700家公司享受了法國的研發稅優惠政策，其中2,000家為在法外國公司。2010
年，發放給公司的總體免稅額達50億歐元。
（資料來源：高等教育和研發部，2012年）

法國對推展研發專案的公司提供的企業所得稅優惠（包括課稅基礎、折舊免稅額、課稅減免
和優惠在內）居於全歐洲之首。
（資料來源：畢馬威《其他具競爭力的地區》，2012年）

Chuck Davis
卡夫食品（歐洲）研發副總裁

工業與
中小企業

薩克雷（Saclay）是一個充滿吸引力的地區，

同時密切接觸我們可能沒有的技術。”
讓我們有機會與大學、外部企業緊密合作，
原因是對法國這個重要研發中心進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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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位經濟占法國就業機會的3.7%，國民生產總值的5.2%，私營部門總體附加價值的7.9%，
以及私營部門研發工作的四分之一以上。
（資料來源：2011年麥肯錫報告《網際網路對法國經濟的影響》）

在對雲端運算的投資、電子商務領域的25%年增長率以及五個專屬的創新產業集群（Cap Digital、
Images and Networks、Minalogic、SCS 和 Systematic）的支持下，法國的電信網路位居全
球前列。

在法外國公司包括 Ad Ultima、雅虎、Brightcove（英國）有限公司、Celum（法國）、英特
爾、Glam Media、Neovini、Jovent、微軟、Peppercan、谷歌、Teamquest Corp.、浪潮軟體
（Wave Software）、TurboHercules、360 Innovation、益百利（Experian）、CheetahMail
和 eCairn（法國）。

全國安裝超高速網際網路

    2013年法國將啟動按地區分階段安裝超高速網際網路計畫。

法律和監管架構法律和監管架構

歐盟2008年採納的「能源與氣候方案」要求到2020年減少20%的溫室氣體排放，提高能源
效能20%，以及實現在歐盟最終能源消耗量中可再生能源占比達到20%。

作為法國「綠色新政」（分別在2009年和2010年通過的「Grenelle I」和「Grenelle II」環
境法案）的一部分，法國訂立了更為雄心勃勃的目標，到2020年實現國內最終能源消耗量中
可再生能源占比達到23%。

在2012年9月召開的「環境大會」圓桌會議後，法國啟動了全國諮詢程序，主要集中在管理
能源轉換和保護生態多樣性上。2013年，能源轉換規劃法案將提交議會審議。

全面致力於數位經濟的發展全面致力於數位經濟的發展

作為創新、經濟增長和就業的推動力，數位經濟和綠作為創新、經濟增長和就業的推動力，數位經濟和綠
色經濟成長是法國工業和技術發展計畫的核心。色經濟成長是法國工業和技術發展計畫的核心。

優先發展數位經濟，優先發展數位經濟，
實現永續發展實現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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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能源轉換綠色能源轉換

富有吸引力的市場富有吸引力的市場

一個適合於可再生能源、低碳機動車、智慧電網、永續運輸工具和基礎設施發展的不斷增長、
創新的市場。法國擁有七個綠色技術專屬創新產業群聚和九個能源專屬創新產業群聚。

活躍在法國能源與綠色技術市場的外國公司數量眾多，包括通用電氣、西門子、Enercon、
維斯塔斯（Vestas）、 Sunpower、龐巴迪（Bombardier）、江森自控（Johnson Controls）
和東芝。

二氧化碳排放密度（二氧化碳排放量/GDP）全球第四低，碳足跡少於其他歐洲國家，
包括德國和英國。
（資料來源：IMD《世界競爭力年鑒》，2012年）

鼓勵工業界與研發部門合作的組織機構及激勵政策鼓勵工業界與研發部門合作的組織機構及激勵政策

十一所「世界級低碳能源研究院」，為高等教育機構和研發單位與公司的長期合作提供資助
（「國家投資計畫」架構下9.2億歐元的激勵資金） 。

世界級研發中心，包括國家太陽能研究所、智慧電網格勒諾布爾中心和CNRS（法國國家科
學研究中心）佩皮尼昂熱力太陽能 PROMES實驗室。

可再生能源發電執行專案電價補貼，對熱能翻新工程提供免息「生態貸款」，對特定類型的
節能工作提供課稅減免（增值稅稅率降低和/或特定稅務優惠），向中小企業提供有擔保「綠
色貸款」補助。

根據「國家投資計畫」，向低碳能源示範專案和綠色化學、未來機動車、智慧電網和循環經
濟提供28億歐元專案資金。

法國政府2012年7月啟動「機動車計畫」，以支持電動和混合動力機動車的研發。



3 培養培養人才人才
與提升競爭力與提升競爭力

法國是一個極具投資吸引力的國家。
其良好的市場競爭營運條件
每年吸引了超過600個外國投資者選擇
在此進行可新增就業的
投資專案並創立企業。



培養人才與提升競爭力

在《金融時報》「歐洲商科大學2012年排名」中，有三所法國商學院進入前十：巴黎高等商
學院（HEC Paris）、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和歐洲管理學院（ESCP Europe）。

法國的大學和高等院校中有20所進入2012年全球大學學術排名500強。（《世界大學學術排名》）

全球392所為世界500強企業培養過大批高級管理人才的高等教育機構中，法國占了25所。 
（Ecole des Mines《高等教育機構國際職業排名》，2011年）

法國在接收外國留學生人數方面名列全球第四名，僅次於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其中高等
教育的外國留學生註冊人數超過285,000人。
（資料來源：法國教育服務中心，2011年）

畢業人數比例
（每 1,000個20至29歲人口）

法國25至34歲持大學學歷人數名列歐盟第六（法國：43%；德國：26%）。
（資料來源：經合組織《教育概況2012年》）

2009年，法國20至29歲完成理工科高等教育人數比例在歐洲名列第一。

高等教育畢業生比例高高等教育畢業生比例高

法國高水準的教育制度獲得了廣泛的認同，法國高水準的教育制度獲得了廣泛的認同，
加上其高素質的勞動力，加上其高素質的勞動力，
使之成為企業選擇設立地點時的決定性因素。使之成為企業選擇設立地點時的決定性因素。

技能卓越且高效的勞動力技能卓越且高效的勞動力

法國總體勞動力成本（工資、稅收以及其他繳納的費用）低於美國、德國、荷蘭和日本。
（資料來源：畢馬威《其他具競爭力的地區》，2012年）

按實際企業所得稅率劃分（這其中考慮到了不同的納稅基數、資本折舊規定和課稅減免優惠），
法國在研發營運方面排名歐洲第一，在製造業營運方面排名歐洲第六。
（資料來源：畢馬威《其他具競爭力的地區》，2012年）

馬賽（240歐元/平方公尺）和里昂（260歐元/平方公尺）的辦公室租金成本（按每年每平方
公尺的歐元計算）低於法蘭克福（408歐元/平方公尺）或阿姆斯特丹（423歐元/平方公尺），
巴黎商業區租金成本（875歐元/平方公尺）低於倫敦西區（1,978歐元/平方公尺）。
（資料來源：Cushman & Wakefield 《全球辦公室》，2012年）

法國2012年11月發佈的「國家發展、競爭力和就業計畫」中宣佈將使勞動力成本減少200億歐元。

與此同時，新訂的競爭力和就業稅貸款（CICE）將根據公司總工資成本按比例計算
（2013年為4%，從2014年起為6%），高於國家最低工資2.5倍者不包括在內。

中小企業和中型公司（根據法國法律定義）可提前以現金退還的方式享受此項課稅減免。

就供電服務的品質、可用性和連通性而言，法國是全球領先的國家。
（畢馬威 /舒瓦瑟爾研究所（Institut Choiseul），2012年）

法國工業用電電費（不含增值稅）（0.08歐元/千瓦時）低於德國（0.089歐元/千瓦時）和英
國（0.109歐元/千瓦時）。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2012年）

法國工業用天然氣費（不含增值稅）低於德國（0.037歐元/千兆焦耳），也低於歐洲平均水
平（0.046歐元/千兆焦耳）。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2012年）

法國的國際電影製作（TRIP）退稅率為20%，到2014年，每部影片的退稅額上限將從400萬
歐元上調至1,000萬歐元。

資料來源：畢馬威，
《其他具競爭力的地區》
2012年

工業國家
創業
成本指數
基數100 = 美國

企業創立和營運成本：法國的有力優勢企業創立和營運成本：法國的有力優勢

富有競爭力的成本結構富有競爭力的成本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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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

英國 17.5

德國 13.5

瑞典 13

歐盟統計局，2012年

優質教育制度優質教育制度

畢馬威發佈的《其他具競爭力的地區》國際企業地點選擇指南比較了九個工業國家和五個新
興國家創立和營運公司的成本，並將法國排在美國、德國、日本、澳大利亞和義大利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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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電影製作可享受更大的課稅優惠國際電影製作可享受更大的課稅優惠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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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法國寬頻普及率為35.9%。
（資料來源：經合組織《寬頻統計》，2011年12月）

2012年第一季度用戶達2,310萬，高速和超高速寬頻市場目前正快速擴張。
（資料來源：法國電信和郵政監管局（ARCEP），2012年5月）

截至2012年3月31日，法國移動網路服務使用者達6,950萬。
（資料來源：法國財經就業部工業暨服務業總局（DGCIS directorate），2012年）

高性能的電信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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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高速列車軌道數在歐洲名列第二；
（資料來源：國際鐵道聯盟，2012年）

法國的公路網路在歐洲處於領先地位；
（資料來源：歐盟統計局，2012年）

巴黎戴高樂機場為歐洲最大的客運機場、第二大貨物集散樞紐；
（資料來源：國際機場協會，2012年）

布林歇機場：歐洲主要商務機場；
（資料來源：ADP，2011年）

兩個法國港口以噸位計名列歐洲港口前十：馬賽（第5位）和勒阿弗爾（第8位）。
（資料來源：鹿特丹港，2012年）

無數外國物流公司都在法國設立子公司，包括瑞士Kuehne + Nagel、德國DHL供應鏈、英國
Wincanton和美國聯邦快遞。

法國在接收外國物流投資方面領先於歐洲。
（資料來源：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歐洲吸引力調查》，2011年）

亞馬遜已經在法國設立了三個物流中心（2007年在法國中部地區，2010年在羅納阿爾卑斯地
區，2012年9月在勃艮第），並宣佈2013年將在北部加來海峽地區再設立新的物流中心。

1999年，美國聯邦快遞選擇在巴黎戴高樂機場設立其歐洲/中東/非洲物流中心，目前該中心
已成為其全球三大中心之一，其餘兩個分別是中國廣州中心和美國孟菲斯中心。

法國地處歐洲中心地帶，擁有高效的基礎設施，法國地處歐洲中心地帶，擁有高效的基礎設施，
與各出口市場的連接非常方便，與各出口市場的連接非常方便，
並且是營運物流業務的理想地點。並且是營運物流業務的理想地點。

世界級基礎設施世界級基礎設施

Narayana Murthy
印孚瑟斯主席

法國人可能是世界上生產效率最高的人口。
他們才華洋溢、富於創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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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的勞動力每小時生產率排名歐盟第四名，次於比荷盧經濟聯盟，但領先於德國和英國。
（資料來源：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2012年）

高效的勞動力高效的勞動力

快速高效連接出口市場快速高效連接出口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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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員平均每週工作小時數（2011年）
歐盟統計局，2012年

Marc Onetto
亞馬遜副總裁

法國早於其鄰國開始實施電子商務，
並已經建立成熟的電子商務市場。”

地處黃金地帶的歐洲物流中心地處黃金地帶的歐洲物流中心



到到20252025年，「大巴黎」專案將帶來全新的公共交通網絡年，「大巴黎」專案將帶來全新的公共交通網絡

法國是歐洲土地面積最大的國家，是德國的1.5倍，英國的2.5倍。

法國各地區頗具投資吸引力，且遍佈高性能的基礎設施網路。過去三年中，法國大陸的每一
個地區都曾獲得新的外國投資。

通過創新產業群聚，工業和科技專業水準在地方級別上得到提升。法國的區域和主要城市都
對歐洲和全世界開放。

《財富》全球500強公司在法國巴黎設立的總部數多於其他任何歐洲城市。

區域多樣化，土地資源潛力雄厚區域多樣化，土地資源潛力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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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國政府投資部法國政府投資部(IFA)(IFA)
促進和推動在法國促進和推動在法國
創造就業的外國投資。創造就業的外國投資。

法國政府投資部與地區發展署合作，
在法國各地為國際投資者提供
商業機會和量身定做的服務。

排名 國家
《財富》全球500強

公司數量

1 東京 日本 48

2 北京 中國 44

3 巴黎 法國 19

4 紐約 美國 18

5 倫敦 英國 17

資料來源：《財富》全球500強，2012年

「大巴黎」專案旨在提升巴黎地區的經濟永續發展能力、加強團結、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該專案的重點將放在整個區域的研發、創新和工業發展上。這個區域有80,000研發人員、7
個創新產業群聚和850個研究實驗室。

從現在起到2025年，法國將投資200億歐元的專款用於建設長達155公里的高速自動地鐵系統，
將主要的經濟中心和都市圈連結起來（57個新地鐵站），另投資125億歐元用於現有地鐵網路
的現代化建設。

從現在起到2020年，歐洲最大的科技園將坐落於巴黎南部的薩克雷高原（Saclay Plateau）。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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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政府投資部法國政府投資部
幫助您：幫助您：

    回答商業詢問：

    法國政府投資部可以解答有關稅收、勞動法、駐外工作人員和與您投資有關的法律規定方

    面的疑問。

    選擇最適合您的投資專案地點：

    我們的專家可以編寫選址清單，並且安排您與當地合作夥伴見面商談。

    與主管部門取得聯繫：

    法國政府投資部可以協助或安排您與國家或地方當局取得聯繫。

    對您獲得政府援助的權利進行分析：

    法國政府投資部可以幫助您尋找適合您的專案地區、國家和歐盟級別可以得到的財政優惠。

    獲取創新產業群聚區相關機會的資訊。

此外，法國政府投資部製作並分發有關在法投資的優勢和吸引力的資料，並對國際投資流和

決定投資吸引力的因素進行分析。

法國政府投資部還向法國當局提出如何使法國對外資更具吸引力的建議。

如需查詢更多資訊，請聯繫法國政府投資部大中華區辦事處：如需查詢更多資訊，請聯繫法國政府投資部大中華區辦事處：

北京北京
北京市朝陽區第三使館區
亮馬橋天澤路60號1606室
法國駐華大使館
法國政府投資部
郵編：100600
電話：+86(10) 8531 2344
傳真：+86(10) 8531 2349

上海上海
上海市黃浦區廣東路689號
海通證券大廈202室
法國政府投資部
郵編：200001
電話：+86(21) 6135 2040
傳真：+86(21) 6341 1206

香港香港
香港夏慤道十八號
海富中心第二座二十五樓
法國駐港澳領事館
法國政府投資部
電話：+852 3752 9170
傳真：+852 3752 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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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利用新浪微博和法國政府投資部的LinkedIn社群聯絡我們

如需更多資訊，請瀏覽以下網站

www.investinfrance.org

法國法國
歡迎人才與歡迎人才與
投資投資
法國政府投資部 (IFA)
幫助和促進在法國的國際投資。
法國政府投資部網路全球運作。
法國政府投資部與地方機構發展合作，
在法國各地為國際投資者提供商業機會
和量身定做的服務。

法國政府投資部法國政府投資部
北京市朝陽區第三使館區
亮馬橋天澤路60號1606室
郵遞區號 : 100600
電話 : +86 10 85 31 23 44
傳真 : +86 10 85 31 23 49

上海市廣東路689號
海通證券大廈202室
郵遞區號 : 200001
電話 : +86 21 61 35 20 40
傳真 : +86 21 63 41 12 06
china@investinfrance.org
www.investinfra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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