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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強大的世界經濟體

法國 :

 歐盟第二大經濟體 (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3年)

 世界第六大資本輸出國，第五大勞務輸出國 (來源：世界貿易組織，2012年)

 31家法國企業位列世界500強（德國：29家，英國：26家）(來源：2013榜年《財富》世界500強企業排行)

先進且多元化的工業基礎：

- 航空航太業與核工業：歐洲第一
(來源：歐盟統計局，2012年；資誠，2011年)

- 化學工業：歐洲第二
(來源：法國化學工業聯盟，2013年)

- 農副產品加工業：歐洲第三
(來源：法國農業部，2012年)

- 資訊技術與通信業：歐洲第四
(來源：美國商業資訊，2012年)

歐盟五大經濟體
GDP 2012 (市價，單位：十億美元）

(來源: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世界經濟展望 » 資料庫，

2013年5月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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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外來投資開放的國家

 工業領域吸引外國投資：歐洲第一（來源：安永會計師事務所，2013年）

吸引美國可新增就業的投資專案：歐洲第一（來源：安永會計師事務所，2013年）

 歐盟第五大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國，2012年外資流入量達250億美元
（來源：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13年）

關鍵資料：

13
= 2012年平均每週有13家外國企業決定在法投資。

39
= 2012年在法投資的外國企業來自39個不同國家。

6960
= 十年來，外國企業在法國共投資了6960個可新增

就業的專案。

（來源：2012年《法國政府投資部工作報告》）

 超過20000家外國企業在法投資：

 員工人數接近兩百萬，

 完成了法國所有企業科研專案總量的29% 

 實現了法國出口總量的 1/3

外國投資者持有資本占法國最大40家上市企

業（CAC 40）總資產的 43.3%

(來源：法蘭西銀行， 2012年)

（來源：法國國家統計及經濟研究所-法國高等教育暨研究部，
2012年）



3. 位處歐洲市場核心，通往歐洲、中東和非洲經濟區的門戶

法國:

- 歐洲第二大市場：6500多萬人口

- 世界第一大旅遊目的國：8300萬外國遊客

- 人口出生率歐洲第二：歐盟超過一半的人口自然增長來自法國

(來源：歐盟統計局，2013年 - 世界旅遊組織，2013年) 

 位處歐盟27國中心區具吸引力的經濟體: GDP排名第一的世界經濟強國, 擁有
超過5億名消費者 (來源：歐盟統計局，2013年 - 歐盟委員會年度宏觀經濟資料庫，2013年)

 法國，歐洲第二大儲蓄國：2011年居民儲蓄率達
到其可支配收入總額的15.7%，而歐盟27國平均儲蓄
率為 11%。

(來源: 歐盟統計局， 2013年)



4. 連通歐洲與世界各地的交通樞紐

 2011年，2個法國港口列入歐洲輸送量十大港口：馬
賽港（第五）和 勒阿弗爾港（第八)。(來源：鹿特丹港口，

2012年)

 高速鐵路網位居歐洲第二。

(來源：國際鐵路聯盟，2013年)

 公路網位居歐洲第一，公路總長超過100萬公里。

(來源：歐盟統計局，2013年)

 巴黎夏爾-戴高樂機場：歐洲第二大客運機場，歐洲第一大貨運機場

(來源: 國際機場協會，2013年)

 巴黎勒布爾熱機場：歐洲第一大商務機場 (來源: 巴黎機場公司，2013年)

寬頻普及率高於經濟合作和發展
組織成員國的平均水準

(法國每1000位居民中寬頻用戶
數量占35.5%，德國33.8%， 英國

33.6%)

(來源：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2012年)

勒阿弗爾港連續3年被《亞洲貨運新聞》（2013）

雜誌評為「歐洲最佳港口」



成本指數
(參考係數 : 100 – 美國)

(來源：歐盟統計局，2013年)

工業用電價格比較

2012年第二季度

德國: 87歐元/千度 - 稅外價

法國: 67歐元/千度 - 稅外價

英國: 115歐元/千度–稅外價

消費額度：500 - 2 000 千度

極富競爭力的電價

*列入考慮的成本包括：

人力資源、配套設施、交通
運輸、公共服務（電力、天
然氣、通訊）、盈利稅。

 在法國每位員工的平均勞動成本（工資和必要繳納的費用）
低於荷蘭、美國或德國。

（來源：《競爭選擇報告》，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2012年）

 相對GDP而言，法國工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低於英國、日本
、德國或美國。

（來源：《世界競爭力年度報告書》，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2012年）

5. 法國 - 極具競爭力的投資地

 在法經商的創業成本及運營成本*低於義大利、美國和德國。

（來源：《競爭選擇報告》，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國際企業地點選擇指南，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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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歐盟統計局，2013年）

科技領域人力資源
持有高等教育證書人員數量

占20-29歲人口數量比例（2010）

6. 高質高效的勞動力資源

 法國25-34歲的人群中，持有高等教育證書的人員所占比例高（43%），高於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國家的平均水準（38%）。（來源：《教育概況》，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2012年）

 法國每小時的勞動力生產率位居歐洲第三。 （來源 ：國際勞工組織，2013年）

國家
管理人員（主任、經理等）

平均每週的工作時數
普通員工平均每週的工作

時數

法國 44,6 36,5

英國 43,6 36,3

德國 43,1 34,7

歐盟 42,8 36,3

管理人員的工作時數高於歐洲平均水準：

（來源：歐盟統計局，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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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爭力和就業稅收抵免政策能使2013年的勞動力成本降低4%，2014年後將達到 6%。企業每
年能因此減免200億歐元的稅收。稅收抵免額度根據企業工資總額按比例計算，該工資總額中
不包括高於法國最低工資標準2.5倍的工資收入。

 歐洲最具吸引力的研發費抵稅激勵政策:

- 每年30%的科研費用免稅，直到減免的稅額達到1億歐元，自此，5%的

科研費用免稅；

- 雇用持有博士學位的年輕人展開研究工作，其前24個月的薪資在申報

時可按其金額的4倍計算；

- 從2014年起，中小企業進行創新活動的花費也納入可抵免費用中；

- 研發費抵稅機制在五年內保持穩定，以確保企業能預先安排業務，得

到法律保障。

關於企業盈利稅有效稅率*的分析，法國具有很大優勢:

- 在研發活動方面：法國名列第一，領先於英國（第五）和德國（第十一）；

- 在生產活動方面：法國排名第六，領先於德國（第十）和義大利（第十三）。

*不同國家稅率基數不同

（來源：《競爭選擇報告》，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2012年）

2008-2010年，在18000
家申報了研發費抵稅的
企業中，有超過2000家

外國企業。

（來源：法國高等教育和研究部，
2012年）

7. 具有競爭力的稅收政策



 外國企業在法國投資的科研專案數量位居歐洲第三。
（來源：安永會計師事務所，2013年）

 26家高等教育研究所促進公立大學、高等學府及研究機
構之間專案和資源的互助互惠。 （來源：法國高

等教育和研究部，2012年）

 11 位法國數學家獲得了菲爾茲獎，自1936年以來，共有
52位數學家獲此殊榮。（來源：國際數學聯盟，2013年）

 9.1：法國每1000名就業者中研究人員的數量，領先於比
利時(8.6)，英國(8.3)，德國(7.9)和西班牙(7.0)。

(來源：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科學技術發展主要指標報告，2013年)

法國是世界第五大留學生接收國。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2012年）

外國企業在科研方面的投資: 

從2007年起，外國企業在科研方面

的投資超過200項
（2012年45項）

（來源：法國政府投資部 2012年度總結）

8. 科研與創新優先

 法國國際專利持有量位居歐洲第二，世界第六。
（來源：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法國工業產權局，2012年6月）

 71個創新產業群聚通過公立或私立專案合作，促進科研的發展。

 608家外國企業是其成員。（來源 ：法國經財部工業和服務業競爭力總司，2012年）



 「投資未來計劃」進展（對優質投資專案，由國家出資扶植）： 2013年初，22億歐元被重新分配
，投向政府重點關注領域。五大發展重心：支持創新及產業鏈發展、基因科學的發展和普及、教
育、能源轉化、健康和生物醫學的發展。

 2013年7月初，法國總理公佈了新一輪「投資未來計劃」，撥款總額120億歐元。

 「新大巴黎計劃」

 2013年3月通過的「新大巴黎計劃」，旨在促進首都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增進經濟合作，
增加就業機會。巴黎現有80 000名研究人員，7個創新產業群聚和850個研究室，將大力開展
研究、創新及產業開發。

 計劃投入320億歐元對現有交通網（城際列車、捷運、有軌電車）進行現代化改造及擴建。

9. 經濟增長戰略下的投資

新一輪「投資未來計劃」的資金分配
（單位：十億歐元）

來源：《投資法國》，總理府新聞公報，
2013年7月9日

新增捷運線路， 「大巴黎快線」

投入250億歐元，長達200公里的自動捷運新線路，72
個新捷運站，更完善地連接各大經濟中心與機場

（來源：大巴黎公司，2013年)

科研與大學
能源轉變
永續工業創新
航空太空
數位經濟
衛生健康
青年、培訓及國家現代化
國防工業技術



 世界第一旅遊目的地 ，遊客數量多於美國和中國。 （來源 ：世界旅遊組織，2012年）

 生活品質位居歐洲第二。(來源：《國際生活》，2011年)

國家
排名

(按最終得分)

馬爾他 1 

法國 2 

比利時 2

德國 3

奧地利 3

巴黎的優勢，「世界之城」

- GDP歐洲第一(6000億歐元)                     (來源：巴黎

大區經濟發展局，2012年）

- 生活品質位居世界第一 (來源：《

機遇之都2012》，資誠）

- 世界500強企業總部數量歐洲第一(2012年)

- 經濟實力全球第二的大都市 (來源：《機

遇之都2012》，資誠）

- 歐洲第二大最具創新活力的城市 (來源：

《全球創新城市指數》，2012-2013年）

- 全球第二大會議舉辦城市
(來源：國際大會及會議協會，2011年)

- 世界第二大金融資產管理中心 （來源：巴

黎歐洲金融市場協會，2012年）

《國際生活》雜誌的9項評判標準 :
生活成本 (15%)，文化娛樂 (10%)，經濟

(15%)，環境 (10%)，自由 (10%)，健康衛生
(10%)，基礎設施 (10%)，安全與風險 (10%)

，氣候 (10%)

（來源：《國際生活》，2011年）

歐洲高品質生活五強國家

10. 公認的高品質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