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森堡经济 
开放

活跃

可靠



做为一个开放并具有活力的国家，卢森堡在国际上始终将自
己定位为可靠的、创新的合作伙伴，向企业和投资者提供适

宜他们发展的环境

Carlo Thelen, 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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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国土面积虽小（2586平方公里），但经济活跃、生
活品质高,也是全球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地处欧洲中心，170个国家侨民共存，多语种人口及其大
公国的地位，让卢森堡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卢
森堡有三种官方语言：卢森堡语、德语和法语。卢森堡
的政体是议会制君主立宪制。

今天的卢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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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列世界第一，80800欧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出欧洲平

均水平（欧盟28）3倍以上 ；但因为有相当数量的跨境工作者为国内生产总值做出了贡献

却没有被计入人口数，所以该数值会偏高。 

人均国民总收入  

（用购买力平价表示）

= 72080美元

预计从现在到2018年会有5%左右的增长，卢森堡因此成为 欧盟内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

在国际性的竞争力比较中（世界经济论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委员会……）， 

卢森堡一般都为位居前25名。

生活水平 

卡塔尔 澳门 科威特 文莱 新加坡 卢森堡 
第6名

/卢森堡市– 基希贝格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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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Sta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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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吗？

307000 
卢森堡人

32100  
其他 
欧盟侨民

39700  
第三国家侨民大公国 

具有丰富的多样性。 

Valérie Dubois-Chamérian 
Diversity创始人

人口构成：



今天的卢森堡  9

170个国籍的居民每天共同生活在一起。46.7%的居民是非卢森堡国籍。国内就业 

率在2000到2015年增长了1.5倍（增长53%）。71%的工作岗位由非卢森堡人担任。

人口和就业 

2000年到2017年卢森堡人口变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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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590.667

2017

卢森堡人口在2005到2015年间 

增长了23%（欧元区为3%）。2017

年1月1日，人口达到590.667。

来源：Statec

在卢森堡，一切都 
方便、亲近和直接。 

Fahd El Mahjoubi 
Ecotech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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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德国

      41%的就业人口  

拥有高等教育学历。

        2017年6月失业率为 6%。

        2017年1月1日，最低工资（18岁和无资质的） 

为 1998.59欧元。 

比利时

来自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跨境工作者

占国内就业人口的45%。在2000到2015

年间，这一数值翻了一番 。

卢森堡地处三国交
界处，这一点为不
同的工作方式赋予
了丰富的可能性。 

Vanessa Leiritz 
Soundtastic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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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于卢森堡南部的Esch-Belval，这所大学在不

到50年的时间里迅速跻身全球最好的20所大学行

列。 

卢森堡大学与许多国外高校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其中20个单位位于卢森堡方圆200公里以内。

除了它的大学和4个公共研究中心（LIST、LISER、LIH 和Max Planck），卢森堡境内还有不少

工业方面的私人研究中心，均从属于大型国际集团，如固特异（美国境外第八大研究中心）

Husky、IEE、Delphi（全球总公司和拥有600名专家的研究中心）及杜邦公司。

在卢森堡大公国，每1000名就业人员中有7.12个研究员，与欧洲平均水平持平。研发产业

的雇佣人数超过5000人，这一数值在过去15年间增长了40%。

2014年卢森堡的科研投入为 6.142亿欧元，即国内生产总值的1.25%。政府目标是增加科研

方面的公共支出，到2020年之前使之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3%到2.6%。目前，一半以上的

科研费用来自私人领域。

高等教育和研究 

  
Esch Belval大学 校区

WILTZ

卢森堡

梅尔施

永林斯特

迪德朗日

ETTELBRUCK

REDANGE

格雷文马赫 

迪弗当日

2003年，卢森堡拥有了一所以教育和研究为核心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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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通过执行欧洲相关规定和国际相关协议和条约，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知识产权环境。 

它通过2009年6月5日颁布的有关推动发展与创新研究的法令，加强了自身的吸引力。 

在卢森堡的法律体制内，有多种专利类型可供选择，即国家级专利、欧洲专利或国际专

利。卢森堡同样是比荷卢知识产权局的一员。

卢森堡知识产权局创立于2015年；这一经济利益团体（GIE）旨在将国家和国际知识产权技

能联合起来。
知识产权 

您知道吗？

InterNations 2016年排名

在移民
最喜欢的 

卢森堡大公国位列

卢森堡市位列

生活质量
美世生活质量调查2017

21/231 

9/67

（国内稳定性、犯罪率极低 、 
 公共秩序）

最安全城市
1/230 最适宜生活

全球宜居城市指数2014

6/64

和工作的城市
美世生活质量调查2016

国家中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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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的企业数量每年增长1000个单位（创立企业数与停业企业数差值）。卢森堡已经建

立了完整的“生态系统”链来帮助计划创业者。 

一批公共机构、私人机构或公司合作机构会为创业者提供庇护和支持，甚至为其创业项目

提供资金支持。卢森堡旨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创业国度。 

企业 

前十名雇主（依据2017年1月1日的雇员人数，行政机构和医院除外）： 

 01  电信 卢森堡邮政 4350

02  铁路运输 国家铁路公司 (CFL) 4170

03  钢铁工业 安赛乐米塔尔 4160

03  零售业 CACTUS 4030

05  银行 BGL法国巴黎银行 3700

06  清洁 卢森堡DUSSMANN 3650

07  汽车工业 固特异、邓禄普 3410

08  咨询 普华永道国际会计事务所 2840

09  航空运输 卢森堡航空公司 2630

10  银行 BIL集团 1940

与政府 
和促进机构的紧密合
作关系也是卢森堡的
一大优势。 

Charles-Louis Machuron，
卢森堡Silicon创始人

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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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拥有274公里的铁路。与通向巴黎 和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东部TGV网相连。每1000平

方公里有58.77公里的高速公路，卢森堡的高速公路密度也是世界上最高之一。

卢森堡机场在2000年到2015年间旅客人数增长60%，货运增长47%。新航空大楼在2008

年落成。 

2015年，576，000名居民中有906，000个移动电话用户，每一个居民就有1.57部手机。

这一设备拥有率让卢森堡成为欧盟内继芬兰、意大利、葡萄牙和奥地利之后的第 

5名。 

几乎所有的家庭都配有一台电脑（95%）并连接了互联网（97%）。智能手机和笔记本

电脑是使用率最高的移动工具。90%以上的家庭都接入了超高流量网络，丰富的宽带连

接让卢森堡与欧洲各大中心相连。 

每1000名居民拥有678辆私人汽车，卢森堡因此成为欧盟国家里汽车设备拥有率最高的国

家。

卢森堡市是与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齐名的欧洲首都，聚集了12个欧洲机构。  

2015年，10，400名居民在卢森堡的国际机构内工作。

基础设施和设备  

欧洲机构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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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吗？

卢森堡境内有超过10家米其林星级餐厅，让卢森堡成为美食餐

厅最密集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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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经济 以其强大的金融产业著称（2015年，27.5%
的附加值和11.7%的就业）。该领域之专业名不虚传，
且经常进行革新（伊斯兰金融、人民币、气候融资、微
金融……）。然而，在希望让卢森堡经济更多样化的政
府的推动下，其它产业也发展迅速。不少国际顶尖企业
选择在卢森堡发展它们的重要项目，在它们的大量投资
下，卢森堡工业得到了强化。

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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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服务 金融服务

24.7%

63.0%

金融在1970年迅猛发展，取代钢铁行业成为卢森堡经济的发动机。如今卢森堡的金融行业

以国际化、高度多样化、创新能力和稳定性为特征。 

金融地位  银行

卢森堡拥有141家银行。 

设立在卢森堡的银行尤其精于：

•   私人银行业务

•   人寿保险

•   投资基金管理

银行业能够自我调整和不断多样化，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个性化管理服务需求和金融优化需求。

国内生产总值占比：
资料来源：Statec

5.4%

0.3%

0.9%

4.5%

1.2%

建筑业

农业

能源、水

其它产业

钢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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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基金管理机构 

4141家投资基金管理机构管理着39.56亿欧元的净资产 （2017年5月）。这一总额是大公国

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50多倍，接近意大利的国内生产总值。 

在管理资产额上，卢森堡位列欧洲第1，世界第2(仅次于美国)。卢森堡知道如何创造有竞

争力的现代法律和规章框架，它迅速地移植了欧洲规定UCITS 1，为投资基金管理机构发放

欧洲通行证。 

在这一领域，卢森堡总是能提出创新解决方案（SICAR、对冲基金、家族财富管理公司、 

证券化、养老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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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领域专业人员

这一称谓指的是非信贷机构但因其业务性质必须接受金融产业监管委员为监管的金融领域

专业人员。它可以指： 

•   投资企业（投资顾问、经纪人、代理人、资产管理人……） 

•   特定金融领域专业人员（注册代理、金融工具专业管理人、卢森堡认证管制市场经营

者、进行外汇交易的人……） 

•   支持性金融领域专业人员（客户沟通员、金融领域行政管理员、信息系统操作员……） 

这一类进行非银行性金融操作的企业，因为金融领域越来越频繁的借助外包而在卢森堡境

内呈增长趋势。超过300个PSF在卢森堡雇佣了超过15，200名员工。 

 金融科技 

金融的活跃让卢森堡成为发展新兴金融科技的天然土壤。这是一个迅速崛起的产业。2016

年末，已经有约150家金融科技公司，其中2/3成立不到3年。

 保险公司 

94家保险公司和223家再保险公司均得到卢森堡市场调节机构保监会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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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行业监管委员会 

金融行业监管委员会是监管专业人员和卢森堡金融领域产品的公共机构。金融行业监管委

员会： 

•   监督 

•   管理 

•   审批 

•   调查

•   在必要时进行检查和惩罚 

此外，金融行业监管委员会还负责促进金融产品和服务市场 的透明性、简单性和公平性，

使金融消费者保护、反洗钱和反资助恐怖主义相关法律得到执行。

/金融行业监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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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的增长快于卢森堡整体经济增长。2009到2013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7.4%。

信息和通信技术从业者占卢森堡国内就业的4.6%，欧洲平均值为 3.5%（2015年数据）。该领域的

活跃可归功于： 

• 具有吸引力的税收 

• 制度层面的积极性 

• 先进的基础设施（包含28个高安全性数据中心） 

•  一项将各大国际企业吸引到卢森堡的产业政策，比如Verizon Business, Skype, eBay, Apple 
iTunes, Amazon, Paypal, Google, Vodafone，及许多其它的TIC领域的企业，比如线上视频游戏

企业或电子书发行企业。 

信息和通信技术 

和数字经济 

在音乐下载、视频点播、付费电视及广播电视数字转播等视听数字内容发行方面，卢森堡已经成

为理想的世界中心。 

卢森堡的IT生态系统在电子安全（LuxTrust等）和高流量连接领域 (Teralink, P&T Luxembourg、 

卢森堡数据中心、(Inexio,LuxConnect等）有着非常出色的本地企业。为了促进电子商务的繁

荣，卢森堡建立了通往巴黎、法兰克福、伦敦的骨干网冗余链路，及一系列企业孵化器。

卢森堡从2008年开始提供在知识产权和域名管理方面具有吸引力的环境。2009年创建LU-CIX之
后，卢森堡便拥有了自己的商业互联网交换中心（IXP（。 

2014年10月，为了使卢森堡跻身优秀高科技中心行列，为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做准备，卢森堡政

府发起了Digital Lëtzebuerg（基础设施、电子技术、金融科技、促进、创新、电子管理）集体

创议。 

依据卢森堡的创议，欧盟希望在2023年之前建成一个联通欧盟各国的高性能计算机（HPC）网

络。卢森堡将从2018年开始拥有自己的HPC。负责该项计划的欧洲委员会部门将设立在卢森堡，

并将雇佣200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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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传媒通信大亨均创立于卢森堡，如今也继续以大公国为基础发展着自己的业务： 

RTL集团，欧洲首家电视和广播发行者，最早可追溯到1924年。目前，刚刚在卢森堡建立新

址的贝塔斯曼持有该集团75.1%的股份。

SES，成立于80年代初，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一通信服务和电视播送供应商，拥有超过50个

卫星。

近几年，卢森堡还在国际电影制造产业内为自己创造了名气，它拥有不下20个活跃公司和

700个产业内稳定雇员。卢森堡出品以及联合出品的电影经常获得国际电影大奖。2016年，

电影《超新约全书》斩获了四项大奖。

动画产业也获得了巨大成功。2014年，动画短片《哈布洛先生》获得了卢森堡第一个奥斯

卡奖。同样在2014年，《艾特熊和赛娜鼠》 也获得了凯撒奖和戛纳奖。

音像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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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的物流基础设施让卢森堡位列世界银行“物流绩效指数”排名第二名（总共160个国

家）。卢森堡还实行了一项对物流活动产生积极影响的行政简化策略。凭借与国际市场良

好的连通性，卢森堡如今已成为高附加值物流活动的理想运营基地。 

物流  空运 

卢森堡空运中心的年货物处理量为一百万吨，位列欧洲第六。目前的设施可以同时容纳或

处理8个飞机的货载。预期2018年扩增后，该容量将达到12架飞机。卡车装货间临近降落跑

道，极大地减少了货载处理时间。  

全货运运营商 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业务量迅速增长（2000-2009年间每年增长12%）， 

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公司之一，在全球拥有85个办公点，90个连通目的地，超过1870名员

工。

 
卢森堡有很多制作公司，因此也有很多有趣的音
像项目，特别是动画片。 

Vanessa Leiritz, Soudtastic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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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空运中心从2013年开始，设立了一个与药品及健康相关产品专仓储中心，配备先进

的温控系统。与机场直接相连的卢森堡自由口岸，可为各类贵重商品提供最高程度的安全

性和有保障的环境（温度和湿度控制），占地22000平方米，配备300个地下室。专门为藏

酒、艺术品或复古汽车设置了专门的仓储场地。其内部体积足够大，可容纳尺寸非常大的

货物。

 河运和海运 

这类型运输的重要性在日益增长。离莱茵河200公里的摩泽尔河上的梅尔泰特港口，其运输

量在2013到2014年间增长超过14%。该港口占地 65公顷，对于钢铁行业商品或石油产品来

说是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1600米的码头配备10个轮式起重机，每个可起重12到35吨。

虽然没有海岸区，卢森堡扔拥有一支悬挂卢森堡国旗的舰队。335家海运公司在卢森堡注

册，可提供最现代的船队（船只平均年龄为6.3岁）。2015年，卢森堡海运公共登记册上记

录了230只船舰。该领域有约400个固定岗位，及4000多名在商船上工作的海员。 

 铁路/公路运输 

卢森堡刚刚建成一个多模态物流中心，可将商品集装箱直接从火车转移至卡车，反向亦

可。多模态CFL中心位于卢森堡南部的贝唐堡。该物流中心计划 在2025年达到45万货盘或

30万集装箱的年度容量。货运CFL（常规铁路运输）和多模态CFL（复合运输和多模态物流

服务）保证了通往北海、波罗的海和欧洲南部港口的铁路和公路连线。卢森堡境内有800家

公路运输企业，其中半数专门从事国际运输。这些企业拥有7000名司机，和一个超过5000 

辆卡车的车队。数量众多的转运商、装卸领域技能参与者及技术供应商的出现，完善了上

述基础设施。 

卢森堡是一个小市
场。它可以充当某
种实验室，这对于
测试某种产品来说
非常方便。

Guido von Scheffer, 
Motion-S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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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生物医学生态系统由一个年轻且充满活力的公共研究社群推动，他们拥有关键战略

领域的卓越科学成就，例如癌症、免疫学和神经退行性疾病。

卢森堡卫生研究所(LIH)和卢森堡系统生物医学中心(LCSB)聚集了雄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它们得到主要生物医学研究支持基础设施——卢森堡综合生物库(IBBL)的支持。

这些科研机构推动了越来越多活跃于该领域的中小企业和初创公司的研究与创新能力，比

如Fast-Track Diagnostics, Flen Health, Complix, ITTM, Braingineering Technologies等。卢

森堡即将推出的一系列旨在促进活跃于移动健康和大数据分析板块的公司的创新与价值创

造的新举措，毫无疑问将增强卢森堡做为数字健康领域集群中心的吸引力。

生物科技和生物

医学

/Ketterthill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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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在许多环境保护领域均有建树： 

总共约200家企业在政府宏大计划的支持下，正努力于上述不同领域。 

生态科技 

和 

可再生能源 

生态建筑 可再生 

能源

垃圾处理 水务管理 电动 

交通

/ 风力田– Wincran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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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得益于历届政府的支持政策和推进，一直在不断增长，占据卢森堡国内生产总值 

6.5%，直接或间接地雇佣了20000名员工。卢森堡政府创立了一个意在持续改善旅游基础设

施的长期计划系统。 

在该产业内，MICE（Meetings, Incentives, Conferences and Exhibitions：会议、奖励旅游、大

型会议和展览）部分增长迅速，成为卢森堡政府旅游政策的优先发展项，MICE商务旅游带

来的住宿经济效益平均高出休闲旅游3倍。
旅游和 

MICE 

多个欧洲机构均位于卢森堡：

•  欧洲议会秘书处 

•  欧盟委员会各部门 

• 欧盟法院 

• 一审法院 

•  欧盟统计局 (Eurostat) 
•  欧盟官方出版局 

• 欧洲审计院 

• 欧洲投资银行 (BEI) 
• 欧洲投资基金会 (FEI) 
•  欧盟机关翻译中心 

•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法院

您知道吗？

是
卢森堡 

欧盟
首都之一

    更多详情，请访问： 

http://meetings.visitluxembour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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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由钢铁行业主导的卢森堡工业，在过去30年间有了多样化的发展，如今已活力重现，

大量投资用于扩建、更新现有设施，或建造新设施、促进革新。其中许多投资都源于各大

国际企业受到了卢森堡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水平的吸引。 

工业

/ TIC系统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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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rn

Foetz
迪德朗日

迪弗当日

Clerveaux

Diekich

Lentzweiler

Bissen
Echternach

Rodange

Fanuc，日本工业机器人生产商，欧洲总部位
于卢森堡，20，000平方米 的欧洲仓储和分销
中心。

杜邦公司，美国化学专业集团， 
第二条生产线Tyvek®的建造。

Hydro Aluminium，挪威生产商，铝回收工厂

卢森堡啤酒厂 Brasserie de Luxembourg，比利时-巴西
AB InBev集团子公司，建造新的啤酒酿造厂。

Euro-Composites，卢森堡合成材料板制造
商，精细设备生产和采购厂扩建。

Fage，希腊酸奶生产商，15公顷的生产厂房。

Retal， 乌克兰塑料塞和预制瓶制造商， 
2016年建成4000平方米工厂，5条生产线。

Kronospan，奥地利压缩或压制木料板制造商，扩大生产容量，
建造第二个热电共发电站。

Faymonville，比利时
特殊运输拖车制造
商，1000平方米的新工
厂和物流中心建造。

艾利丹尼森，美卷纸国标签
材料生产商，扩建12，000平方
米，用以容纳新生产线、扩大
仓储和发货能力。

安赛乐米塔尔（钢铁），  
生产线和物流基础设施投资

OCSiAI，俄罗斯碳纳米管制造商。
建立了研究中心和生产厂房。

固特异（轮胎） 
和IEE（传感器），  
研发中心。

WILTZ

卢森堡

梅尔施

永林斯特

ETTELBRUCKREDANGE

格雷文马赫 

Sanem

已宣布的 主要 工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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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工业

卢森堡境内有不下40个汽车部件产业活跃企业。该产业雇佣10，000名员工，营业额达

到15亿欧元。在该工业分支中，30%的人员从事研发。产业内企业与某些研发新产品

的研究中心保持着紧密联系。为了进一步推动，卢森堡将在2018年夏天，在固特异试

验通道旁边建立汽车园区。届时将邀请多个产业内企业在这一新创新基地的实验室、 

会议室和展览厅内集中展示它们的研究活动。

卢森堡也被认为是研发和测试新车辆模型的理想市场。

/ 监护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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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境内公司研发的产品和技术

轻质钢板

夜视、 
光学传感器 
和雷达

安全阀门 供暖和空气调节系统

电池

 发动机传感器 
（温度、等级、压力……）

 

内部 
和外部零部件

客座占用 
光学传感器

燃料喷射系统、 
发动机控制组件、 
废气控制系统 启动装置和弹簧锁 轮胎 蓄罐

挡风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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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非常关注太空相关活动。真正的先驱者，同步卫星公司SES，从1985年开始开展业

务。此后，它便成为欧洲第一个和世界第二个卫星运营商，占据22%的市场份额。54个在运 

营中的 卢森堡卫星正处于地球轨道上。2011年发送了第一个100%卢森堡制造的卫星。 

与其它国家不同，卢森堡没有国家航天局，但注重跨国合作。2005年，为了参与通信、对

地观察、技术和导航计划，卢森堡加入了欧洲航天局。同一年，GLAE（卢森堡航空航天集

团）成立。该领域有 约30个企业，全球总员工数700 人。

自2016年起，卢森堡进入了“征服”太空新阶段，应用了旨在研究如何利用太空资源 

（特别是来自小行星的稀有金属）的策略。该策略在于：打造法律框架，投资研发计划，

买进产业内企业股份。 

2018年10月之前，卢森堡将建立航天局，及一个专为太空产业而设立的投资基金。

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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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卢森堡开始鼓励优先产业建立产集群，促进国家经济多样化。此举在于将那些创

造促进创业、技术转让、创新和国际发展的生态系统的私人、公共机构网罗起来。 

附属于国家创新机构Luxinnovation的产业集群业务覆盖面非常广：

•   材料和生产技术

•   电子信息技术

•   生物健康

•   生物态创新

•   汽车零部件

•   太空

•   物流

•   海运

•   会展旅游

•   木材 

•   创意产业

产业集群  

    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luxinnovation.lu/innovate-in-luxembourg/luxembourg-cluster-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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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森堡，正如很多企业负责人所强调的那样，内部市
场的小，促使他们在大多数决策过程中都从国际层面进
行思考。这一特征，加上这片土地上来自十多个不同国
籍的劳动力，让卢森堡经济成为世界最开放的经济之一。 

开放和国际化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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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占据着欧洲的中心地位。它是欧元区和申根区成员。它因此成为了通往一个拥有 

5亿多消费者、一个商品、资本、人员自由流通的市场的理想门户。 

卢森堡与三个邻国联系密切，其中的法国和德国是欧洲最大的两个市场，而卢森堡人 

完美地掌握这两种国语言。 

卢森堡企业家国籍

卢森堡高度欧洲化和国际化的特征也体现在那些在卢森堡境内开展业务的企业家的多样国

籍上。 

位于 

欧洲 

中心的卢森堡

10 %

6 %

5 %

6 %

德国人

葡萄牙人

意大利人

其他欧洲国家侨民和第三国家
侨民

法国人 比利时人

卢森堡人

25 % 22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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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位于大地区的跨境区中心，该区域内从80年代开始就进驻了许多企业。大地区的概念包

含卢森堡、法国东部、德国萨尔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地区以及比利时瓦隆地区。卢森堡是位于这

片广袤区域中心的最小国土家。大地区内有1150万居民，375，000家企业和15所大学（数据不

包含阿尔萨斯区、香槟区和阿登省）。

这是一个成员区域间密集交流的空间，特别是就业方面。仅该区域内的跨境活动就占 

欧盟的40%，每天有不下200，000人跨边境上班。其中71%是从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前往卢森

堡。

位于大地区中心

的卢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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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吗？

卢森堡拥有

359公里边境： 
其中 比利时148公里 ， 
   德国138公里， 
    法国73公里。

巴黎

罗马

慕尼黑

法兰克福

伯尔尼

柏林

哥本哈根

马德里

巴塞罗那

布鲁塞尔

伦敦

爱丁堡

阿姆斯特丹

2小时 
的火车或飞机可达

多个 经济中心

卢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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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经济的开放程度为欧洲最高，也是世界最高之一。开放程度可通过该国商品和货物

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卢森堡的这一比值高达196，比利时为80，而美

国只有15。

卢森堡的经济开放程度也得到了国际商会(ICC)制定的“开放市场指数”的证实。在该排名

中，卢森堡名列第三，仅次于香港和新加坡，比利时紧随其后（第四名）。卢森堡80%以上

的商品和服务均用于出口。

占据卢森堡出口较大比重的商品有：金属制品（钢铁、冶金等）、机械设备以及交通设备。 

在商品进口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产品类别是交通设备、机械设备以及化学产品。与卢森

堡货物贸易最频繁的3个国家为德国、法国和比利时，其中从比利时进口的产品最多。2016

年，货物贸易差额为逆差56亿欧元，出口额为119亿欧元，进口额17.5亿欧元。

卢森堡 

和世界 

/欧盟法院，卢森堡基希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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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它的国际机
场，卢森堡 
成为了卢比荷的一
个重要分配平台。

Cyril Marchiol, 
Tsumé创始人

大公国的经常账户（现金流差额，包括贸易差额、薪资、股息 利息、资金转移等）盈余为

约27亿欧元，主要源于服务差额的巨大盈余，而服务差额的巨大盈余主要来自金融服务出

口，仅金融服务就占据了服务出口的58.2%（2015年）。国家开放性的另外一个放面是其吸

引国外投资的能力。2013年，直接国外投资达到310亿美元。

您知道吗？

几乎所有在卢森堡放映的电影都为原音字幕版。

博物馆里大多数的作品解释牌都有三种语言，德语、

法语和英语。

当地出版界会推出德语、法语和英语文章混合的报 

杂志。也可获得其它具有代表性的国外社群语言的报

纸杂志。和文化
多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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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背景下，卢森堡深刻地意识到，为吸
引企业及雇员到国内发展，税收政策是具有代表性的吸
引要点。现政府刚刚进行了一项税收改革，其目标有
三：公正性、持续性和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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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的税收环境对企业来说变得更有吸引力。2017年1月1日，因税收改革，企业标准总

体税率从29.22 %降至27.08 %，从2018年开始将变为26.01%。目前27.08%的税率对应着几个

构成部分：19%的“ 企业所得税 ”，因资助就业基金的团结税而增加了7%，再加上市镇营业

税。后者由每个市镇规定，比如卢森堡市的市镇营业税已上升到6.75%（用于计算上文税率

的参考）。 

企业可以享受许多减税政策，比如在投资融资方面。此外，可征税收入未超过25，000欧

元的公司，从2017年1月1日开始，标准总体税率调整为22.8%。不管是征税门槛（之前是 

15，000欧元）还是税率（税收改革之前企业为28.15%）都朝着利于小企业的方向做出了调

整。

税收改革还带来了其它好处，比如： 

•  可以递延摊销 

•  提高投资利润率 

• 取消应收款转让0.24%的注册费 

• 可通过电子方式提交公司纳税申报 

• 方便企业转让 

除税收改革外，还宣布了有关知识产权的新措施，并将在接下来几个月生效。

企业  

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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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针对自然人收入的税率是欧洲最低之一，尤其针对夫妻而言。所得税依据23个渐进

税率段，自2017年1月起最大边际税率为42%（合并了“就业基金”团结税后为45.78%，该

税率在超过某一收入门槛后达到9%）。

卢森堡的税收力度依据收入及家庭组成而变化。依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已婚夫妇，有

两个子女和两份收入的（分别是平均收入的100和67%），将被征收26%的总税费——包含社

会缴款，而欧盟平均水平为36%。 

房产税也是欧洲最低之一。据欧盟委员会数据，不动产的经常性征税在2014年占卢森堡国

内生产总值的0.1%，而欧元区为1.4%。 

个人税  

 

/ 卢森堡之家 – 概念商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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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5年 1月1日起，标准增值税税率为17%。这是欧盟最低的增值税税率（马耳他18%，

塞浦路斯、罗马尼亚和德国19%）。此外，还应用了14 %的中间汇率（特别针对育儿费用和

证券管理费），8 %的折价税率（特别针对某些能源供给）和3%的“超折价”税率（针对大

多数食品商品、餐饮、图书、药品及某些住房建造或翻修工作，包括但不仅限于此）。此

外，在购得主要住房或翻修工程时执行3%的“住房”增值税率。

国内消费税及相似税率与国际相比也很优惠。
增值税

您知道吗？

议员

60
 6  

名DEI GRENG（绿党）

议员

 13  
名LSAP （社会民主党）

议员

 23  
名CSV （基督教民主党)

议员

 3
名ADR （右派）

议员

 13  
名DP（自由党）

议员

 2  
名DEI LENK（左派）

议员

政治格局众议院构成（2017）

外国人选举权 

在卢森堡，定居5年以上的外国人可报名加入选民名册， 
为市镇选举和欧洲选举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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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的卢森堡

2015年末，卢森堡发起第三次产业革命战略研究， 
与美国经济学家Jeremy Rifkin团队合作，研究的第一步在
于设想未来的卢森堡，考虑了目前和未来的技术发展，及以
更负责任的方式利用地球资源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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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牵涉到公共机构、私人企业及公众，覆盖面广，分为9大主题（6项产业思考和3个

横向主题），每个主题均由专门工作小组负责，研究结果已于2016年11月14日以“2050蓝

图”的形式公布。 

3大横向主题：

• 智能经济

• 循环经济 

• 专业消费者和社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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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产业思考：

   能源：从现在到2050年，卢森堡希望可再生能源（风力、太阳能、地热和沼气）可

覆盖其总能源消耗的70%。 

   交通：卢森堡希望促进低污染交通：推行无人驾驶电动车，投资公共交通基础施。

   建筑：为了限制能源消耗，将构思新一代建筑。将着手进行有关智能建筑的试点计

划，促进资源的循环使用。 

/2016年11月14日 – 美国经济学家Jeremy Rifkin介绍了第三次产业革命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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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产食品加工业：卢森堡希望对食物垃圾的管理及该领域的能源利用进行深入思考。  

   工业：卢森堡希望通过鼓励工厂和工程中心采用新技术来保持自己的工业性： 

3D打印、机器人技术、增强现实和物联网。

    金融：金融产业也参与了数字化革新和转变。为了帮助卢森堡经济转型，金融产

业希望发展“绿色”金融和微金融，改善立法框架，加强金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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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产业革命”研究管理

政府理事会

8个主题平台“公共-私人合作”

可持续建造 

国家委员会
卢森堡能源经济 高水平TIR产业组 循环经济 智能交通

卢森堡可持续发

展金融平台

农业可持续 

集约化

战略监控委员会
主席：经济部部长

相关部长、资方组织、工会和同业工会、公众

劳动就业与 

社会问题

    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troisiemerevolutionindustrielle.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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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提供的教育覆盖了从学前到高中的全部学习阶

段，且为多欧洲语种。此外，卢森堡的一些小学和中

学今后还会开设英语区。

您知道吗？

体育
基础设施
非常发达
例如：

6
38
个高尔夫球场

个泳池

卢森堡境内约有15所

国际学校

/ Technoport, Esch-sur-Alzette /



从一个农业国家到一个走在未来技术发展前列的国度： 
卢森堡的经济发展阶段。

卢森堡是一片永远在转变着的土地，它能够在这个不断
变化的世界里自我创新。卢森堡能够抵御近几年的动
荡，也准备好迎接未来的挑战。

您知道吗？

卢森堡

经济发展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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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

卢森堡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博

览会——伦敦“万国工业博

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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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

1859

卢森堡最早的两条铁路落成（通往法国和比利时）。

农业主导时期

大公国皇室法令问

世，创立了商会 。

1841

卢森堡大公国的独立，4月19日的 

《伦敦条约》确定了卢森堡现在的边

界，将其从比利时分离出来。

1839



   194519291927

工业成为经济主导的时期

经济危机，股票暴跌。开始了“大萧

条”时期——20世纪最严重的经济危

机。

法-德钢铁国际协议创立。

卢森堡境内有24 

家银行。

1926

卢森堡以正式成员身份

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

1901-1902和1911 

 

一次重要的移民浪潮后，国外的钢铁

工人数量超过卢森堡工人。

从1899年起1870

卢森堡第一次 

工业革命。

1860–1885

分别创立医疗保险、事故保

险和养老保险的法律。  

这些保险意在减少社会不平

等，促进团结。

钢铁和采矿工业位于卢森堡南

部。1870到1970年间，钢铁和采

矿工业是卢森堡经济繁荣的主要

支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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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571952

卢森堡 

是欧洲煤钢联营的创始

成员，并成为了欧洲 

第一首都。 

  1945年以后

1921

卢森堡是欧盟“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

的 创始成员之一（还有比利时、法国、

德国、意大利和荷兰） 。

卢森堡第二次工业革命  

汽车、化学和电力产业

迅猛发展。

成立经济社会委员会——

经济和社会方针决策机

构。

1918 

在一项大公国皇室法令

中，首次使用了 

“卢森堡法郎”说法。

1913

矿工和钢铁工人（19，000名工

人）占全国工人和手工业人口一

半以上 。

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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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的经济结构

2015年的经济结构

卢森堡是以下国际联盟的成员：

• 关税同盟（1842）

• 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1921）

• 比荷卢三国关税同盟（1944）

• 联合国（1945）

• 北约（1949）

• 欧洲委员会（1949）

• 欧洲煤钢联营（1952）

• 欧洲共同体（1957）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60）

•  申根区（1985年与德国、法国、

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

• 欧盟（1993）

• 欧元区（1999）

6 %

6%

3%

农业

建筑业

能源

服务业
工业

87.7%

5.7%

工业

服务业

44%

41%

您知道吗？

5.4%

0.3%

建筑业

农业

0.9%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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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052002

1977

1999

1975 

1985

世界钢铁产业危机严重地

影响了卢森堡。实际GDP

增长率20多年以来第一次

为负。

经济部宣布进行名为“第三次产业革命策略”的

战略研究。 

卢森堡加入申

根区（自由流

动） 。
引入欧元做 

为代表性货币，

开始执行统一货

币政策。

发行欧元纸币

与硬币 。

12月24日的法律创建了三方会

议——资方社会合伙人、工会和政

府参与的会议，目的是针对某些经

济和社会问题商讨三方一致同意的

解决方案。

商会、销售业工会和经济部推

出“卢森堡制造”标签 。

卢森堡在

2005年7月10

日欧盟宪法

公投会议上

投赞成票。

1970

魏尔纳计划出现，提

议引入统一的欧洲货

币。

服务产业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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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我得到了商会的大量支持和帮助，商会帮我联系了 
SNCI，获得了启动贷款，MCAC做的担保。 

——Thierry van Ravestyn，Up Trace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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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职业公会和公共机构，商会维护着所有经济产业（手工业和农业除外）企

业的利益，即占就业量75%的90000侨民和80%的卢森堡国内生产总值。

    7, Rue Alcide de Gasperi 
Luxembourg Kirchberg

创业之家——一站式服务机构，是将所有参与卢森堡企业创建与发展价值链的

相关方面联合起来的一个平台。它向创业计划持有者和已确定的领导者提供可

靠的服务提案。 

根据申请和经济部的预选，国外投资者在来到卢森堡时也可依据订制的计划享

受该项服务。 

    14, rue Erasme 
L-1468 Luxembourg-Kirchberg

CHAMBRE DE 
COMMERCE 

商会

HOUSE OF 
ENTREPRENEURSHIP 

创业之家

  

chamcom@cc.lu

  

www.cc.lu

  

info@houseofentrepreneurship.lu

  

www.houseofentrepreneurship.lu

国际事务 

国际事务服务的主要任务是，推进企业的国际化活动，帮助企业开展商品和服

务的进出口。 

   international@cc.lu

商业和合作公司贷款与保险:

商业和合作公司贷款与保险互助机构帮助创业者为其投资项目融资。如果创业者

提供的担保不足，它可以向认证信贷机构担保，以便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融资。 

   cautionnement@houseofentrepreneurship.lu

       www.cautionnement.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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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国家行政指导包含一个法语、英语和德语的企业门户网站，网站上汇集

了不少对企业有用的行政信息，还可在线进行多项操作。GUICHET.LU

  

www.guichet.public.lu/entreprises

卢森堡金融推广署（Luxembourg for Finance），针对金融中心发展的事务

所，是卢森堡政府和金融产业职业联盟之间的公-私合作机构。它的目的是发展

卢森堡金融产业，发现新的发展机会。

    12, rue Erasme  
L-1468 Luxembourg

Luxinnovation是一个致力于通过支持创新、推动卢森堡国外业务（进出口）和

成为外国投资者联系人的方式促进卢森堡经济发展的组织。

    5, avenue des Hauts Fourneaux 
L-4362 Esch-sur-Alzette

LFF  
（卢森堡金融推广署）

LUXINNOVATION

  

www.luxembourgforfinance.com

  

www.luxinnovation.lu

您知道吗？

创业之家一站式服务机构自2016年10月启动以来，已经

有近21，000名客户通过面谈、电话或信件的方式获得了

建议。在每月举行的免费集体会议“怎样在卢森堡成

立我的公司？”过程中，该一站式服务机构还接待了 

167名项目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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