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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指南

本指南手册为创业者提供信息及实践
指导。本指南手册为正走在创业道路
上的人士提供帮助。要想确保创业道
路更顺畅，需要有良好的规划并掌握
正确的顺序安排。 

本指南手册由赫尔辛基市设立的
企业发展中心 NewCo Helsinki 编
写。NewCo Helsinki 为企业提供从创
业到国际化发展等各类支持。我们的
核心服务是为企业提供咨询，但我们

NewCo Helsinki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五 8:30–16:30

访问地址：
Ensi linja 1, 00530 赫尔辛基
邮政地址：PL 450

00099 Helsingin kaupunki

电话：+358 9 310 36360

电子邮箱：yrityshelsinki@hel.fi
www.newcohelsinki.fi

欢迎您来了解我们的服务。

也提供其他协助企业发展的服务，如
组织各类活动及培训。我们的网站上
也提供大量与创业相关的信息。

对于创业者来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
到的外部支持及聆听专家对创业者经
营理念的建议是非常重要的。创业者
在创业初期可以受益于专家的支持帮
助：高达 80%从 NewCo Helsinki 获得
商业经营咨询的企业在五年之后 
仍然营业。 

欢迎您来了解我们的服务： 
 www.newcohelsinki.fi. 

http://www.newcohelsinki.fi
http://www.newcohelsinki.fi
https://www.facebook.com/newcohelsinki
https://twitter.com/NewCoHelsinki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newco-helsi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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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创业指南

NewCo HelsiNki 服务内容
无论创业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为
了生计为自己提供一份工作，或是其
他的原因，几乎所有的创业人士都需
要针对企业经营起步和发展的相关指
导。我们专为您打造的服务能够在您
遭遇各种情况、面临各类需求时助您
一臂之力！您可以先参加企业信息活
动，在这类活动中可以综合了解创业
相关信息、如何开始创业以及如何起
步经营。创业信息活动开始时会介绍 
NewCo Helsinki 的服务并且指导如何
撰写商业计划书。在创业信息活动最
后会介绍如何申请启动资金。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创业人士在赫尔辛
基地区创办运作良好、能盈利并且能
够创造工作机会的公司。您可以使用
我们的个人咨询服务，咨询服务涵盖
各个行业、广泛的专家网络，助您避
开风险、协助企业经营马到成功。  

当您开始考虑创业并且创办一家公司
时：  

参加创业信息活动 •	
深入了解我们的网站、我们的创业•	
指南以及其他可以利用的工具。 

出版商： 
NewCo Helsinki

编者： 
NewCo Helsinki 

设计及排版： 
Unikuva / Mats Vuorenjuuri

照片拍摄：
Jussi Hellsten, Hanna Pilli-Sihvola,

Mats Vuorenjuuri

www.newcohelsinki.fi 

© NewCo Helsinki 2018
版权所有 
印刷： 
Forssa Print. 本指南使用环保 Edixion 纸张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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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商业计划书，进行•	
相关的费用计算 –   www.

liiketoimintasuunnitelma.com 

预订个人咨询时间 •	
充分利用专家网络 •	
参加我们组织的各类活动和培训 •	
希望向国际市场进军的企业可以•	
参加企业成长咨询服务

441 428
PAINOTUOTE

从构思到经营理念 创业起步 公司发展

企业信息

商业计划书

启动资金

个人创业咨询

企业成长咨询

创业服务

不同行业的专家及网络体系提供的服务

各类活动、培训及研习班

社交网络

http://www.liiketoimintasuunnitelma.com
http://www.liiketoimintasuunnitel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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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一家新企业

全新的经营理念
成立一个公司是为了推广一种全新的
经营理念、产品、服务或者发明。以
这种方式开始公司经营具有挑战性，
并且面临的风险也最大。
 
现有的商业理念
一般创办公司的方式是利用现有的经
营理念进行创办，但是在公司经营过
程中要使用更具竞争力的方式或者在
新的市场进行推广。

收购现有企业
芬兰有很多等待接手经营者的公司。
找到一个这样的公司能够成为促进创
业者开始创业的一个动力。收购一个
公司往往会有风险，但是这么做也可
以使创业更为便捷，并且创业后能够
马上开始经营，因为客户和营业额都
是现成的。

创业的多种形式

其他的创业选择包括
1) 收购一家正在运营的公司
2) 部分收购一家公司（收购公司一个

功能部门）
3) 仅收购公司的业务
4) 收购一部分公司业务。

从芬兰公司搜索网站上可以获得等待
收购的公司名单。
 http://yritysporssi.fi 

如果您打算收购一家公司或者收购公
司业务，需要请专业人士对被收购公
司的财务状况及收购风险进行评估。
财务管理专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员、企业并购顾问等）可以就公司的
盈利能力和账目是否可信提供参考意
见。在收购合同及其他正式文件上签
字之前，还要需要征求法律专家的意
见。仅收购公司业务比收购整个公司
更为安全，因为被收购公司的负债不
会转移给收购者。

特许经营创业
特许经营创业无需创业者拥有自己的
经营理念就可以开展业务。特许经营
是一种两个独立公司之间的长期合作
协议。特许经营方授权加盟方（加盟
方可以为多个加盟方）使用特许经营
方开发出来的经营理念及商业计划进
行经营的权利，这一权利需要加盟方
付费购买，加盟方根据业务规章的规
定进行经营，特许经营方会对加盟方
进行监督。特许经营的主要原则是，
特许经营方将其经营模式进行复制，
即在不同的地区开办多家公司，这些
公司都以同样的经营理念运作。芬兰
的许多便利店、保洁公司及餐饮机构
都使用特许经营的经营模式。更多相
关信息可以从芬兰特许经营协会网站
上获取 	www.franchising.fi	

兼职创业
如果希望在全职工作或者学习之余进
行创业，但并不确定企业（尤其在创
业初期）是否可以盈利的话，可以进
行兼职创业。在兼职创业初期可以先
尝试一下是否能够找到足够客户，同
时对公司如何发展以及进行全职创业
的可能性进行评估。个人收入如果不
完全取决于公司成功与否，那么个人
面临的经济风险则会小。请注意，兼
职创业者无法享受到劳动局发放的启
动资金。

轻创业
轻创业是一种介于创业与受雇工作之
间的运作模式。利用这种模式可以测
试自己的经营理念及运作，最重要的
是可以测试公司的产品或者服务需
求。轻创业无需创办公司，而是以个
人的名义开账单。Ukko 和 Eezy 等
可以提供相关服务。 

合伙创业
虽然股东分担的责任与权力不尽相
同，但担任股东可以是一种非常好的
创业活动。例如，在一个家族企业
中，配偶与孩子可以成为股东。通过
转让股份，小企业也能够吸引重要人
士为企业投资和效力。

http://yritysporss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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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创业
团队企业是指多个希望创业的人共同
创办一家公司，团队中所有人都为企
业的成功承担责任。比如，当两家公
司合并，两家公司的老股东也能够成
为新公司的股东。

成长型创业
成长型创业与通常的企业经营相比，
在挑战性上有所不同。成长型创业过
程中包括相当多的假设和未知因素。
这一类型企业的挑战就是企业必须与

一个大团队一起快速成长。由于初始
情况的特殊性，创业者们必须做好
充分准备，并且配备正确的装备。其
中包括必须有足够的人手、专有技
术资源、良好的计划和费用计算工
具、详细的合同及良好的合同条款结
构。在遇到以上几种挑战时，可以向 
 NewCo Helsinki 创业服务寻求帮助。

成长型创业没有任何明确的定义，但
是成长型公司通常都有一套希望带动
公司强劲增长的新经营理念或者新经

营模式；成长型公司也可以从创办一
开始就将公司定位在国际市场，而且
公司业务范围并不受限，只要该业务
能够实现某增长目标或者达到某个指
标。指标可以是市场份额、营业额、
企业员工的数量增加或者前者各项都
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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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作的目标是使企业成功并且盈
利。创业就是识别企业经营风险，并
且规避风险，使企业经营能够盈利。
创业意味着创业者对自己经营理念抱
有信念。创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或
者说是一种谋生、工作的方式。创业
也会让创业者充分利用到自己的专业
技能、社交技能和语言能力。

谁是企业家？
不同的政府机构对企业家的官方定义
会存在差异。在企业权力、养老及失
业问题上，企业家都有不同的定义。
譬如：企业家是一个单独或者与其他
人共同经营一家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
的个人。企业经营需要承担风险。

什么是创业？

从失业保险的角度看，企业家则是
一个 

根据企业家养老金法案规定有保•	
险义务的人，或者

在企业中任管理层职位（执行总•	
裁或者董事会成员），企业家在
该企业中至少掌握15%的股权或
者与家庭成员共同拥有至少30%
的股权，或者 
在企业中工作，他本人或者家庭•	
成员或者他本人与家庭成员共同
拥有企业至少50 %的股权。 

在计算股权时，也要考虑到该人对另
外一家公司的间接所有权或者通过组
织对另外一家公司拥有所有权。

创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或者说是一种谋生、  

工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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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企业的各个阶段

经营理念 产品，客户群，怎么做？

资金安排

选择公司类型

个体 
经营 
商

合伙制企业 
• 普通合伙公司 
• 有限责任合伙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 私有（Oy） 
• 公有（Oyj）

合作社

商业活动许可申请

保险

会计安排

企业经营及后续发展

在企业信息系统进行公司创办登记（Y表格） 
用同一张Y表格进行商业登记和税务登记

商业计划书，包含财务和盈利能力计算

企业的创办过程包含全部以上阶段，但往往不同阶段在时间上不一定错开，有可能同时发生。在创业之前应该在不
同的保险及会计服务提供公司之间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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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构思到经营理念

对公司的构思是一种尚未成熟的经营
理念。只有当构思能够满足需求时，
对公司的构思才能成为一种经营理
念。一个公司的经营理念阐述公司如
何给客户带来效益——谁是公司客
户、如何获得客户、公司销售什么以
及公司如何进行市场营销。 

思考一下，如何定位公司的目标客户
群？如何获得客户？您的产品或者服
务有什么优势？您的产品或者服务能
够给客户解决什么问题？ 

产品或者服务必须有客户需求，同时
客户也愿意花钱购买。思考一下您的
产品或者服务是否物有所值？

潜在客户群是唯一能提供重要反馈信
息的群体，因此往往需要在实践中测
试您的产品及服务。 

经营理念必须实际可行
要落实一个经营理念既需要有企业家
的能力，同时也需要一定的资本。相
关领域的技能和知识可以通过教育培
训和工作经验获得，也可以通过业余
爱好积累。在对待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上必须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尽的
规划可以增加企业成功的可能。思考

如何让客户受益：客户可以获得•	
什么？客户如何使用您的产品？
为什么客户会购买您的产品？
品牌：为什么客户会从这个公司•	
购买产品？公司和公司的产品在
客户心中有什么样的品牌形象？
产品：生产什么产品？与竞争对•	
象的产品有何不同？怎么定价？
如何包装？
还有交货？是否需要提供网络客•	
服等？
目标客户/客户群：公司的目标客•	
户是谁？目标客户在哪？目标客
户数量有多大？如何接触这些客
户？
目标客户群中有多少人愿意购买•	
您公司的产品？他们用什么方式
付款？ 

如何经营：公司自己生产还是将•	
生产分包出去？如何进行市场营
销？如何销售产品？
资源：公司地点及设备，投资的•	
资产、创业者和员工的能力
及工作经验。•	

行业及行业内竞争
在策划商业计划书时，需要注意到行
业内部的竞争态势。目标市场同行业
公司越多，竞争越激烈。 

经营范围表示的是公司所处的行业，
例如餐饮行业、建筑行业和保洁行
业。公司经营创新越多，竞争就越
少。另外也要注意公司之间的间接竞
争。

考虑一下，  
您的产品或者服务有什
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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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计划书

什么是商业计划书（lTs）？
 商业计划书主要描述如何在实践中
实施经营理念。商业计划书需要规划
产品的特点、目标客户群、市场竞争
态势，创业者的学历和技能，以及公
司计划如何进行产品销售和拓展市
场。 

商业计划书还要通过评估计算的方
式，评估公司能否盈利以及经营公司
所需的资金。 

商业计划书不仅仅是创业者的一个计
划工具，而且能够作为一种商业谈
判工具。一份优质的商业计划书能让
人了解一个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未来前
景，有助于公司进行融资。在一份好
的商业计划书中也会提到影响公司成
功发展的风险因素。

在向劳动局或者经济发展、交通及环
境中心（ELY-keskus）申请启动资金
时，也需要提交商业计划书。经济发
展、交通及环境中心也为企业提供支
持。

商业计划书的组成部分
商业计划书需要进行定期修改和更
新。

结构框架范例
1) 经营理念概要：
经营理念包括以下内容：公司从事什
么业务，公司的目标客户是谁以及公
司如何经营实现目标。经营理念中有
何新颖的价值（新颖之处，为什么客
户会对您的产品感兴趣。在这一部分
也进行 SWOT 分析

2) 能力及专业技能描述：
创业者和员工必须有能力经营企业。
在此罗列创业者及员工的教育背景、
工作经历以及个人优势和劣势。

3) 对产品和（或者）服务的描述：
从客户的角度对产品进行批判性的描
述。将您的产品与竞争对手的产品作
比较：定价、优点、好处和缺点。

4) 客户及客户需求：
描述您的目标客户、目标客户的数
量、目标客户在哪、他们如何做出购
买决定以及目标客户最欣赏您产品的
哪些方面。您为客户解决什么问题或
者客户的需求是什么？

5) 行业及竞争态势：
描述公司所处的行业和行业竞争态
势。您为行业带来什么样的创新？还
是您的公司与竞争对手并无差别？尝
试从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例如，您
可不可以创办一家有机美发店（而非
传统美发店）？分析您所面对的最强
大的竞争对手的优势与劣势，将您的
经营理念与他们的经营理念进行对
比。

6) 市场范围及公司发展：
阐述您的产品在市场上的客户数量，
产品竞争态势及发展前景。阐述您要
瞄准哪个市场：某个城市，国内市
场，欧洲市场或者全球市场？公司业
务将来可否扩展到其他地区？如何进
行扩展？描述您的产品进入市场时可
能面临的障碍：法规障碍、各类限
制、海关和其他风险因素。

7) 销售、市场营销及广告：
阐述您准备使用哪些市场营销活动，
让客户了解并且说服客户您产品值得
客户购买。也需要注意如何让客户通
过网络了解您的产品。您如何将广告
定位到某一客户群体？考虑一下您企
业的形象及企业名字向客户传达了什
么，您的企业如何形成一个品牌？在
这些方面，您与您的竞争对手有何区
别？您如何组织销售，如何确保在销
售上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

8) 风险：
经营企业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分析您
公司所面临的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
如何让重要人士参与到您的公司事务
中？如果该重要人士决定离开您的公
司，那么该怎么办？您的经营理念是
否可以进行复制？您的经营理念是否
对经济波动非常敏感？风险不能完全
消除，但是高效良好的计划可以减少
风险的影响。

在www.liiketoiminta- 
suunnitelma.com 
网站上可以撰写计划
•  计划制定指导视频
•  更新计划需要定 
 期进行 

http://www.liiketoimintasuunnitelma.com
http://www.liiketoimintasuunnitel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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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知识产权：
依照知识产权法来规范保护重要的想
法理念。这样做可以减少想法被复制
的风险。您是否需要申请专利来保护
您的技术创新（有效期为20年）、 
或者实用新型保护（即有效期为4年
的“小专利”）、商标保护（在特
定区域注册的产品或者服务标识，
如 Apple 商标）以及产品外观设计保
护？仅版权保护不需要单独提交保护
申请。签订保密协议是防止客户或者
合作伙伴泄漏未受保护的经营理念的
方法之一。 

10) 费用计算：财政报表、 
盈利报表、销售报表及盈利计划

a) 财政报表：
财政报表计算公司起步阶段的资金需
求和资金来源。需要列出资金需求
启动公司经营必须进行的采购。 

营运资金是指（包括公司房租、工资
或者创业者的生活支出等）必须支付
的固定支出，就算公司盈利无法弥补
支出。生产设备、登记注册费用、租
赁担保及例如为期两个月营运资金等
都会罗列在资金需求栏中。另外财务
报表中要注明用于某个投资的资金来
源；资金来源必须涵盖资金需求。资
金来源可以由创业者自己投资、现物
出资、贷款、公司业务支持资金以及
外部股权投资组成。 

财务报表范例（个体经营商） 
资金需求 欧元

无形资产 创办公司支出 110 

其他

机器设备 电脑设备 0

生产工具采购 600 

有形资产投资 
（电脑及材料用品）  750 

汽车

办公家具 300 

电话/传真/网络安装 200 

机器及设备安装 0

办公场地装修翻新 0 

公司动产 办公用品 40 

其他设备

营运资本（2个月） 初始广告投放/宣传资料 1,600 

办公场地支出 房租及房租担保 0

设备支出 设备租赁/长期租赁 150

工资 员工开支

创业者生活开支 3,600 

库存和财务资产 初始库存 0

现金储备/现金 1,000 

资金需求共计 8,350 

资金来源 欧元

自有资本 股本

自有资金投资 2,600 

自有生产工具及材料  750 

其他

贷款资本 股东贷款

银行贷款 5,000

Finnvera 贷款

其他

供应商贷款

其他贷款

差额 0

资金来源共计 8,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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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报表范例： 
（个体经营商）

月 年 
（12个月）

= 目标收入（净利润）（包括创业者自己的工资目标） 1,800 21,600 

+ 还贷（贷款期限5年，贷款数额5,000欧元） 83 1,000 

税后收入 1,883 22,600 

+ 26.9%税率 693 8,317 

= 资金需求 2,576 30,717 

+ 贷款利息（4%） 17  200 

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需求） 2,593 31,117 

+ 固定成本（增值税0%）

企业家养老保险（YEL）24.1%（年收入20,000欧元， 
折扣22%） 308 3,697 

其他保险 80 960

工资*

工资社保费

办公场地支出

长期租赁支出 75 900

通讯支出（电话、网络等） 100 1,200 

会计、审计及纳税申报等 180 2,160 

办公室支出 50 600 

出差及汽车成本，出差津贴 0  0 

营销费用 250 3,000 

维修及保养 50  600 

失业基金支出 40 480 

其他费用 50 600 

B. 固定成本总计 1,233 14,797 

销售利率需求（A+B） 3,826 45,912 

+ 采购（材料及用品）（增值税0%）

营业额需求 3,826 45,912 

- 其他净收入

+ 增值税24% 918 11,016 

销售总额需求/ 开单需求 4,744 56,928 

b) 盈利报表：
盈利报表估算公司所需营业额（=销
售额/开单需求），以赚回成本并且
达到目标利润。销售目标（营业额）
可以细分为每月、每周或者每小时销
售目标。如果销售量并不切合实际，
也可以分析是否应该调整利润和销售
价格。这可以通过简单的敏感性分析
法来完成，即价格调整（或者成本调
整）需要多大的幅度才能达到预测业
绩。

c) 销售报表：
在销售报表中，盈利报表中的最低开
单目标按服务或者产品分别列出。这
能使客户重要性评估更简便，但是最
重要的是，这一报表让创业者清楚营
业额至少需要达到多少才能超过零收
入及达到所设定的目标结果。销售报
表是预测公司现金流的极好工具。 

产品 产品/
产品类别1

产品/
产品类别2

产品
/产品类别3

产品
/产品类别4

欧元　增值税
0%

单价 70 60 85 90

- 支出 3 3 23.12 28

= 利润 67 57 61.88 62

目标客户群 数量 总计 数量 总计 数量 总计 数量 总计 总计

消费者 10 670 15 930 1,600

asunto 有限责任公司
(asunto Oy) 5 335 10 620 955

承包商 15 855 15 928 1,783

建筑设计公司 8 456 8 495 951

总销售利润 1,005 1,311 1,423 1,550 5,289 

总销售量（额） 15 1,050 23 1,380 23 1,955 25 2,250 6,635 

*注意公司类型——个体经营商的目
标收入包含创业者的工资目标，在有
限责任公司中，薪资是固定支出。

（月）销售报表范例：



13

创业指南

销售利润需求 月 年 

营业额（增值税0%）  6,635  72,985 

总支出 -1,346 -14,803 

总销售利润 5,289 58,182

盈利报表中销售利润需求为 11个月 4,174  45,912 

差额（可能的额外销售需求）  1,115  12,270 

差额 %（差额%需要小于80%） 79% 79%

年增长率 第二年 第三年

收入 10%  20%

支出 12% 5%

另请注意，创业者也应该
有休假，因此年销售额要
更小（约11 个月）。

d) 盈利计划
在本阶段您应该考虑长远一些，要对
公司未来几年的盈利进行估算。可以
对公司的收入（= 在销售报表中估算
出的营业额）、支出、盈利能力及业
绩发展进行计划和预测。也可以对收
入与支出进行不同的估算（百分比变
化），从而了解收入与支出如何影响
公司盈利。如果支出项目在预测年份
中出现变化，而变化又与您所预测的
稳定支出有差异，那么对某些支出项
目最好分别进行估算。 

融资结果显示的是可用资金，可用资
金可以用于还贷等。 

盈利计划 第一年 第二年 个人估算 第三年 个人估算

销售收入 90,501 99,550 119,460

增值税 17,516 19,267 23,121

营业额 72,985 80,283 96,339

材料及用品 14,803 16,579 17,407

员工开支 3,697 4,140 4,347 42,000

房租 0 0 6,500 6,825 14,500

市场营销 4,600 5,152 5,409

其他经营支出 8,100 9,072 9,525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41,785 38,840 7,498

财务费用 200 160 120

税款 11,061 10,311 1,914

财务成果 30,524 28,369 5,464

折旧 462 346 260

合计 30,061 28,023 5,204

盈利计划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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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分析

swoT 分析范例：矩阵分析法 SWOT 分析是一种简单 
而且使用普遍的企业经营分析方法。 
SWOT 分析评估企业的经营理念、 
企业家及企业的优势、劣势、 
机遇及威胁。 

该分析法适合所有类型的公司。分析
对象可以涉及整个公司的业务，或者
只涉及某部分业务。分析表的最上行
列出公司的当前状况及公司的内部事
务。最下行列出公司未来情况及外部
事务。左侧列出积极正面的情况，右
侧则列出负面情况。该分析能够帮助
公司了解如何进一步扩大发展公司优
势、如何消除劣势，如何利用良好机
遇以及如何应对威胁。

风险及风险规避

企业会面临各类风险，但风险也可能
成为企业的机遇。创业者必须做好
迎接风险的准备，这是成功的必经道
路。对风险必须进行识别，做好准备
并且进行应对，以减小风险的影响。
换句话说，风险必须控制。企业面临
的风险可能包括业务风险、个人风
险、合同和责任风险、信息风险、产
品风险、环境风险、业务中断风险、
犯罪风险及火灾风险。良好的风险管
理具有积极主动、有意识、有计划和
系统性的特点。

强势

• 专业性强
• 工作经验
• 行业知识
• 产品创新
• 国际人脉

劣势

• 资金不足
• 缺乏企业经营经验
• 家庭状况
• 文化差异

威胁

• 创业者的有限精力
• 竞争力大
• 法律变更
• 政治形式

机遇

• 国际化
• 发展潜力
• 产品/服务新颖
• 新的市场领域

思考一下，您的公司可
能面临怎样的风险， 

应该制定什么样的计划
防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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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沟通

市场营销帮助公司实现销售目标。营
销计划与公司的其他经营规划必须协
调一致。 

在开始市场营销之前，需要进行彻底
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从市场调查
开始，市场调查旨在全面了解客户需
求，并且对其他公司/竞争者有一个
良好的整体了解。有了这一基础就能
够开始考虑向客户提供什么，如何使
您的公司在业内脱颖而出。 

成功的销售需要有明确的产品，针对
产品要与客户进行良好的沟通。通过
对目标客户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能
够决定产品和营销沟通主要针对哪一
个客户群。

将客户群分为不同的目标客户群，
即进行客户细分。
企业经营的核心是客户，必须通过市
场营销来识别和接触客户。不同的
客户群最好更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群
体，如果

市场上潜在客户数量足够的话，•	
同一个群体的客户有相同的特点•	
和需求
客户群之间存在差异•	
市场营销能够以经济高效的方式•	
接触到选定的客户群。

营销沟通方式
通过市场营销，公司可以将重要信息
传递给客户，这类信息可以突出公司
的优势或者客户的需求。营销沟通内
容规划好之后，需要采用合适的沟通
方式来使目标客户群了解公司产品和
公司形象。沟通的方式及渠道多种多
样， 

在接触目标客户群时最好选择最具成
本效益的沟通渠道。

沟通渠道包括
1) 自有媒体
2) 付费媒体
3) 寄生媒体

自有媒体是指公司网页、社交媒体渠
道等，如 Facebook 和推特等。网络
上可以找到很多免费沟通的渠道，但

是须要仔细考虑这些渠道对您公司的
市场营销可以起到什么帮助，以及不
同的渠道适合传递给客户什么样的信
息，这也是增加您公司网页点击量的
一个有效方式。还要考虑您有多少时
间来管理不同的营销沟通渠道。

付费媒体在不同媒体上购买投放传统
广告，例如纸媒、电视及户外广告
等。对于刚开始创业的人士来说，这
些广告方式都非常昂贵。电子广告渠
道是更具成本效益的选择，而且电子
广告可以将客户直接引导到公司网站
或者网店。电子广告渠道包括需要花
钱购买的 Facebook 广告以及关键词
广告等。

寄生媒体是指在非购买的媒体中通过
运作而获得的免费曝光。例如，如果
一种新产品发布消息被报纸或者网络
新闻报道的话，该产品可以获得良好
的知名度。

进行市场营销计划的一个得力工具
是营销组合模型。该模型由四个 
P 组成：Product、Price、Place 和 

Promotion。分别指的是产品、价格、 
地点及推销。您可以根据客户群选择
您想要的营销组合，集中使用您所选
组合用于市场营销。

产品 = Product：产品或者服务、产
品或者服务的特征、产品名称、保修
期、创新价值及与竞争对手产品的不
同之处。

价格 = Price：客户用金钱或者其他付
费方式购买的产品。市场竞争态势、
市场份额、客户对产品价值的看法、
生产和材料成本及折扣都会影响到定
价。

地点 = Place：产品的购买地点。比
较经常使用到的一个专有名词是分销
渠道，分销渠道既包括实体店，又包
括网店。

推销 = Promotion：
公司可以利用所有的沟通渠道推销产
品。推销包括广告、在销售点推销或
者网络推销、促销活动、公关及口碑
营销（口口相传）。

推销 
（Promotion）
• 广告 
• 促销活动
• 销售人员

价格（Price）
• 品牌标识
• 竞争态势
• 生产成本
• 客户感知 
 价值

四个 P
市场营销 

计划

地点（Place）
• 销售地区
• 分销渠道

产品（Product）
• 特点
• 产品名称
• 创新
• 保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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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营销是接触客户的常用方法之
一。例如，美发店经营者可以自己在
附近地区居民的信箱中派送美发店广
告。所有直接发送到客户手中或者电
子邮箱中的广告宣传单、名片等都属
于直接的营销方式。您需要了解直接
营销是否需要对方许可，

同时记住口碑营销也是一种非常好并
且重要的营销方式。客户之间往往会
就好的或者坏的购买经历进行交流，
他们对产品的看法会在如 Facebook 
之类的社交媒体上传开。营销时也要
特别注意客户服务，您能否在销售产
品时给产品带来附加值，促进客户对
公司形成正面的印象（包括产品包装
外观、折扣、送货上门、赠品），另
外也需要注意如何处理客户投诉。 

公司营销计划可以使营销策略更一
致、更清晰，也可以帮助公司跟进营
销进展，开发未来市场。另外，您应
该定期检查公司的营销组合和客户
群。同时也可以考虑以下问题：营销
策略有没有帮助您实现想要的目标？
或者是否需要做出调整，调整营销风
格或者广告风格？公司最重要的客户
群是否改变了其购买行为（需求出现
变化）？当前的客户是哪些人，将来
希望哪些人成为公司客户？公司竞争
对手们在做什么？ 

现在消费者都在网上搜索产品或者公
司，产品或者公司的网上能见度既可
以是需要付费的互联网搜索广告、公
司自己的网站或者网店。公司网站必
须经常更新维护。和其他网页一样，
网店是一种非常好的收集信息、登记
客户记录的方式。应该让客户知道收
集的信息将用于哪些用途，客户也应
该了解如何阻止被收集的信息用于其
它用途。

商标
商标是一种将公司生产的产品或者提
供的服务与其他公司的产品或者服务
区分开来的标志。公司应在国家专利
和注册委员会注册保护其商标。注册
后公司的产品或者服务将被授予使用
该标志的专有权利。商标既可以是一

个词或者一个图案，也可以是词与图
案的组合，还可以是一句口号、几个
字母组合或者声调等其他可以用图形
来表示的标志。在芬兰注册的商标仅
在芬兰受保护。如果公司希望商标在
国外也受到保护，必须另行申请。

互联网域名 
域名是指在网络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
的网址。域名不需要与公司的名称一
致，可以是公司名称的一部分或者缩
写，最好简短易记。域名不能和其他
受保护的域名、品牌或者自然人的名
称相重，域名也不得含有攻击性或侵
犯性的言论。从服务提供商可以直接
订购域名，或者订购虚拟主机服务，
一步到位满足您的所有需求。芬兰国
家域名后缀 .FI 由芬兰通讯管理局授
予。	vwww.domain.fi.	

请记住，公司可以充分
运用 社交媒体 营销。 
要记得社交媒体的 
游戏规则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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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在定价前要考虑您的产品或者服务带
给客户什么样的价值。随后要考虑您
提供的服务质量或者产品质量是否比
竞争对手要好。

客户愿意为产品的附加值买单吗？客
户会不会为公司形象、产品质量、良
好客户服务、保修服务或者购买地点
等附加值买单？您的产品或者服务比
竞争对手的价格要高还是低？

仔细考虑价格水平，并根据公司产品
形象确定价格。当以一定的产品价格
进行谈判及交易时，这一价格在未来
几乎不再有提高的可能。同时记住，
很多客户都期待价格还有议价的余
地。公司提供的专家服务可以根据服
务时间长短定价。因为无法提前预知
服务所需时间，以小时计费的服务无
法提前准确告知客户最终的总价，定
价示例中显示工作内容及工作时间，
您可以使用定价示例作为定价参考。

定价时也使用各种促销方式，如推广
试销、合同价、快速订购价、某些促
销时段价（如销售淡季时）。这些方
式有助于将基本价格定位在您想要的
水平。定价模式包括餐饮业的特价午
餐或者旅游业的提前预订优惠价等。
也有些客户希望按照价格表来付费，
并且并不讨价还价。定价是一个重要
的竞争因素，但也并非唯一的竞争因
素。往往人们认为要打价格战，价格
定位要比竞争对手的价格低。但是要
考虑一下您产品的真正价格，公司必
须从产品销售中获得部分利润。如果
以较高价格（即高利润）出售产品，
那么销售量小一些也能满足盈利，利
润低的话就必须保证销售量要大。

例如：您的产品成本为28欧元，竞争
对手以55欧元的价格（包含增值税）
销售同样的产品。请注意，如果以低
于对手20%的价格来销售产品，你们
之间的利润差异会有多大。

毛利
正确地给您的产品定价。公司出售的
每一件产品或者服务有多少毛利？从
单件利润来看，产品销售量是否足

定价范例 竞争对手 
价格

低20%的价格

售价 55.00 44.00 

- 增值税 24% 10.65 - 8.52 

不含税价格 44.35 35.48 

- 购买价（增值税0%） 28.00 - 28.00 

利润 16.35 7.48 

售价计算范例：  欧元

产品的所有成本 150.00

+ 目标利润率（35%）  80.77

= 不含税售价 230.77

+ 增值税24% 55.38

= 含税售价 2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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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订购产品后，公司需要1到5天的
时间才能给客户发货，账单通常在发
货1到5天之后寄出。付款期为7到21
天。如果客户在付款最后期限那天付

公司销售款到帐时间表范例：

客户订货 公司给客户发货
公司给客 
户寄账单

客户付款
货款到达 
公司账号

款，货款将在2天之后到帐。也就是
说，最理想的情况是，在订货之后需
要2周时间货款才能到达公司账户。

够？同时请记住公司需要支付的固定
成本和产品从生产到销售总共花费的
时间。从盈利报表上可以很好地了解
您的定价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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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指南

销售及销售工具 

销售工作往往被人低估和误解，销售
是公司业务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过
程，而且销售是一个过程，并非一种
单独的功能，切记准备足够时间和资
源来进行销售。公司其他的环节过程
包括生产和产品开发。 

销售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激发客户兴趣 •	
销售以及签订合同协议确认交易•	
按合同规定给客户寄出产品或者•	
提供服务
售后维护、支持服务以及进行新•	
的交易 

销售渠道
先考虑销售给谁，如何获得客户。公
司是进行企业对消费者还是企业对
企业营销，接触客户的主要渠道是什
么。同时也思考一下，客户如何了解
找到您的公司。

原则上销售可悲分为三类：
零售•	
网络销售•	
直销•	

企业对消费者营销中，消费者希望能
有一种着迷的感受。消费者在购物
时，是以情感来带动购物。要做好良
好销售准备，做到振奋消费者信心、
充满激情而又有说服力。思考一下如
何将公司产品与竞争对手产品区分开
来。

在企业对企业的销售中（B-to-B），
客户一般期待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案。
做好充分准备，提前分析了解客户
需求，直接询问客户需求是一个了解
客户的有效方式。创建良好的解决方
案，并让客户接受该方案，然后推动
双方进入交易阶段。请记住，一个优
秀的销售人员也是优秀的倾听者！

网络销售能使公司向国际化发展。网
店每天24小时、每周7天都营业，销
售对象既包括消费者也包括企业。仔
细考虑公司网站的内容、内部逻辑及
网站的功能性。站在客户的角度上仔
细考虑网页的可用性及购物体验。当

销售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如何让客户
购买产品？

销售资料 
销售资料是指什么，客户如何识别您
公司的销售资料？思考如何保持销售
资料的统一性及外观。销售资料既可
以是营销或者广告材料，也可以是产
品出售、订单确认、合同及甚至账单
也可以成为公司特有的资料，这些资
料统一的外观有助于打造一个可信的
公司形象。

网络销售工具 
从公司主页开始吧！主页既是一种辅
助的沟通方式，也可以用于辅助销
售。请记住，建立公司主页的目的是
为了您的客户。要立马重视网站质
量，打造可信赖的公司形象。清晰明
了、用户友好的网页会给公司增加销
售量，要专注于网站要点内容，计算
一下客户在网上下一个订单需要点击
鼠标多少次，鼠标点击次数越少越
好。

如何 
在实践中 

进行销售？
—需要进行计划并且 

预备足够的 
时间进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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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融资

在创业初期会不断需要资金使公司保
持运转。初始投资应该投入多少资金
取决于公司经营理念，不同行业的公
司之间也存在差异。如果一个公司的
经营理念以创业者对服务的销售技能
为基础，并且需要用到大量自己的时
间（如口译及笔译工作），那么这类
公司对初始投资的需求就会比其他公
司如产品制造公司或者餐饮公司要少
很多。初始投资能让公司开始运转经
营。当公司经营能够盈利时，未来投
资需求可以通过收入融资，即商业运
营产生的收入来支付。

财务报表可以显示经营初始阶段资金
需求及资金来源。下面了解资金来源
问题。

自有资本
创业者可以将自己的资金或者其他资
产（有形资产）投资于公司。创业者
自己的储蓄、工具设备等被称为自筹
资金。一般来说，贷款方，即银行在
发放贷款时会要求20%的自筹资金。
创业者的家人、朋友及熟人也可以给
公司投资，从而获得公司股权。 

外部资金
创业者开办公司通常除了需要自有资
本之外，还需要用到外部资金，即
贷款。各大商业银行和特别融资公司
机构 Finnvera 是主要的贷款发放机
构。在对创业公司进行融资时，银行
和 Finnvera 之间以 Finnvera 提供初
始担保的形式合作融资。有了初始
担保，创业公司更容易获得银行贷
款。 www.finnvera.fi, finnvera.fi/
Tuotteet/Takaukset/Alkutakaus 贷
款需要支付利息，利息利率可能与欧
行同业拆借利率（Euribor）的参考
利率相绑定。此外，贷款方还要获得
一些利润，即利率保证金和贷款交付
费。不同的贷款方对贷款有不同的偿
还期限。通常银行要求贷款抵押，如
抵押房地产或者其他资产。在贷款时
一定要多问几家银行。其他外部投资
者，例如熟人或者家庭成员的资金也
可以是贷款形式的资金，这类贷款也
必须支付利息。

所有贷款，包括利息和还贷方式都最
好以书面协议方式记录下来。创业者
必须记住，延长还款期（供应商贷
款）、长期租赁解决方案以及银行信
贷账户和信用卡等也是缓解短期资金
困难的方式。融资租赁是一种长期租
赁，在这类租赁中租赁物件是主要抵
押品。之前所提到的各类贷款中，创
业者必须注意贷款年利率，贷款年利
率可能比银行普通年利率要高很多，
从而使贷款变得非常贵。 

资本投资
私募股权投资者（天使投资人或者资
本投资公司）向目标公司投资，获得
目标公司股权。私募股权投资者在投
资时，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因此投
资者也会期待巨大的投资回报。投资
条款在股东协议中会有详细规定。 
	www.fiban.fi	

大众融资越来越受欢迎，也有各种各
样的融资模式可用。股权众筹、债务
众筹及预售融资等大众融资方式都适

合各类公司。

公司资助/公司拨款
经济发展、交通及环境中心（ELY-

keskus）向各类公司及公司项目提供
资助，公司所处行业及地点不同，所
获得的资助也有所区别。

经济发展、交通及环境中心对公司资
助或拨款通常酌情考虑，资助的前提
条件是公司经营能够盈利。

创业者在寻求投资之前应该申请公司
资助。资助资金通常在公司采购完成
之后付给公司。

创新企业也可以从芬兰国家技术创新
局（Tekes）申请资金援助。 
 www.tekes.fi ，另请参考 
 http://team.finland.fi/ 
 palvelut/rahoitus 

如果公司希望业务扩展到发展中
国家，可以从芬兰合作伙伴计划
(Finnpartnership) 获得资金支持。 
 www.finnpartnership.fi 在进行公
司经营规划时，应该记住公司不能依
赖这类资金支持。公司应该在没有资
金支持的情况下也能够盈利。

贷款资金主要由
商业银行和特别融资公

司机构 Finnvera  
发放。

http://www.finnvera.fi
http://www.finnvera.fi/Tuotteet/Takaukset/Alkutakaus
http://www.finnvera.fi/Tuotteet/Takaukset/Alkutakaus
http://www.tekes.fi
http://team.finland.fi/palvelut/rahoitus
http://team.finland.fi/palvelut/rahoitus
http://www.finnpartnership.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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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经费

FINNvEra

银行

投资 
人

资助 
和拨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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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启动资金

在企业创办阶段，启动资金有助于推
动新企业的创办和保障新企业家就业
生计。

申请启动资金
可以从劳动局（TE-toimisto）申请启
动资金，启动资金的发放也由劳动局
决定。申请启动资金时， 

请不要先注册公司或者开始经营•	
公司。 
参加公司创办信息活动， •	
即 NewCo Helsinki 举办的公司信
息活动（Yritysinfo）
准备一份初步商业计划书和各类•	
报表
在 •	 NewCo Helsinki 预订免费咨询
时间
与劳动局的专业人士联系： •	
 http://toimistot. 

te-palvelut.fi/uusimaa/ 
starttiraha 

更多信息请参考 •	
 www.newcohelsinki.fi   

批准启动资金的前提条件
启动资金可以批准给 持续营业并且 
有盈利先决条件的公司。创业人士必
须有基本生计需求才能申请启动资
金。创业人士必须有创业经验或者经
过了创业培训，但也可以在获得启动
资金时进行创业培训。申请启动资金

启动资金的批准条件是
在批准之前公司尚未开
始经营。 

批准条件清单

•  在批准之前公司经营尚未开
始

•  公司具有经营盈利前提条件

•  有成为企业家的充足准备：
创业经验或者创业培训

•  有足够相关行业经历

•  全职创业

• 与之前的创业经历相比，公
司业务对于申请者来说属于
新的业务并且与之前的创业
经历有所差异。

•  除了启动资金之外没有别的
工资收入或福利。

•  不能欠税或者还有尚未制定
返还计划的强制执行债务。
申请人的信用信息也会被检
查。

•  请注意，启动资金须经酌情
考虑批准。

时须附上商业计划书及盈利报表。创
业者可以向企业咨询专家咨询如何撰
写商业计划书和准备盈利报表。此
外，还需要提供创业者的缴税证明。
缴税证明可以从税务总局的网页上申
请，或者从税务办公室领取。 www.

vero.fi/verovelkatodistus 

启动资金通常只批准6个月。6个月之
后，启动资金可以根据个体情况考虑
延长，最长不超过12个月。启动资金
可以同时批准给在同一个创业公司的
多名创业者。 

请注意，启动资金属于应纳税收入。 

http://toimistot.te-palvelut.fi/uusimaa/starttiraha
http://toimistot.te-palvelut.fi/uusimaa/starttiraha
http://toimistot.te-palvelut.fi/uusimaa/starttiraha
http://www.newcohelsinki.fi
http://www.vero.fi/verovelkatodistus
http://www.vero.fi/verovelkatodis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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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申请许可的经营领域

在芬兰进行良好、合法的企业经营无
需政府机构的许可。 

但是有一些行业为了保障社会、环境
和消费者的安全，需要申请许可。还
有一些行业只需向政府部门申报，并
不需要申请许可。 

经营公司之前必须查询公司经营的行
业是否需要申请许可或者进行申报，
政府对该行业企业经营者还有何其他
要求。 

政府行政机构、各部委、环保部门及
其他许可批准机构可以批准许可。 

许可批准一般要求申请者具备行业专
业资格、有良好的声誉及法律能力。
许可申请者的经济状况也会影响到许
可的批准。更多企业许可信息请点击 

www.suomi.fi/yritykselle

许可具有期限性，如果不遵守规定，
有关部门可以撤销许可。申请许可通
常也需要付费。在某些情况下，许可

需要经过多个部门的批准。例如，经
营餐馆需要卫生许可证、酒精饮料供
应许可，并向卫生督查、应急部门及
建筑监督部门和警察局申报。

国家福利健康监督局（Valvira）  

 www.valvira.fi  向拥有国外医疗学
历的专业人员批准在芬兰从业的许可
权利。其中包括医生、护士、牙医、
药剂师、助产士、语言治疗师及心理
医生。芬兰海关批准商品进口许可 
 www.tulli.fi  

芬兰食品安全局（Evira） www.

evira.fi  监督食品安全及质量。食品
餐饮经营场所，如餐馆、商店及便利
店等须经地方食品监管部门的批准才
可以营业。根据健康保护法规定，美
发店、理发店、美容中心及纹身店也
须经批准才能营业经营，由市健康保
护机构进行批准。 

在公共场所，例如公司为客户提供的
场所进行音乐表演（包括电台、电
视、CD、现场音乐等）等需要向版
权组织支付报酬。报酬可以支付给作
曲家版权组织 Teosto  www.teosto.

fi ，该组织再将收集到的报酬转给
作曲家及作词家；表演艺术家及录
音制作人士版权组织 Gramex  www.

gramex.fi  负责将收集到的报酬转给
音乐家、演唱家、指挥家及录音制品
制作人。不同市镇对户外广告或者户
外销售有不同的法律规定。 

经营公司之前必须查询公
司经营的行业是否需要许

可或者申报。

http://www.suomi.fi/yritykselle
http://www.valvira.fi
http://www.tulli.fi
http://www.evira.fi
http://www.evira.fi
http://www.teosto.fi
http://www.teosto.fi
http://www.gramex.fi
http://www.gramex.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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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申请许可及进行申报的行业领域

经营范围 许可/申报/注册 组织/政府机构

车辆检查 车辆检查许可 交通安全局 Trafi（www.trafi.fi）

酒精饮料供应 酒精饮料供应许可 区域行政机构（www.avi.fi）

酒精饮料批发 酒精饮料批发许可 国家健康福利监督局 Valvira  
（www.valvira.fi）

酒精饮料进口（供应许可及零售许可持
有者）

进口商经营申报 国家健康福利监督局 Valvira 
（www.valvira.fi）

酒精饮料生产及销售 酒精饮料生产许可 国家健康福利监督局 Valvira（www.
valvira.fi）

酒精饮料零售 酒精饮料零售许可 区域行政机构（www.avi.fi）

药店、制药厂、 
药品批发

药店及药店分店许可/制药厂及药品批发许可 药物安全及开发中心  
Fimea（www.fimea.fi）

车辆修理 www.trafi-fi >Tieliikenne > Luvat ja hyväksynnät 
> Autokorjaamot

交通安全局 Trafi（www.trafi.fi）

驾校 驾校许可 交通安全局 Trafi（www.trafi.fi）

食品餐饮经营场所（食品商店、餐馆及便
利店）

食品餐饮经营场所申报 所在地食品监管部门 
(www.kunnat.net)

电梯作业 电梯作业申报（SL1） 安全技术中心 Tukes 
(www.tukes.fi)

贵重金属加工及销售 贵重金属标志使用申请 安全技术中心 Tukes（www.tukes.
fi）

在芬兰及欧盟其他地区提供公共交通服务 公共交通许可 /  
公共交通社区许可 

南博滕经济发展、交通及环境中心 
(Etelä-Pohjanmaan ELY-keskus)
(www.ely-keskus.fi)

垃圾专业运输及中转业务 须申请登记垃圾处理 
并获批准

经济发展、交通及环境中心  
ELY-keskus（www.ely-keskus.fi）

采矿 预订通知 / 采矿许可 /  
采矿安全许可 
环境许可

安全技术中心 Tukes 
(www.tukes.fi) 
 
区域行政机构（www.avi.fi）

美容中心、美发店及理发店 根据《卫生保健法》第13条规定进行经营申报 市健康保护部门 
(www.kunnat.net)

加工及进口化学品 化学品申报 
环境许可

安全技术中心 Tukes (www.tukes.fi) 
市环境保护部门 
(www.kunnat.net)

http://www.trafi.fi
http://www.avi.fi
http://www.valvira.fi
http://www.valvira.fi
http://www.valvira.fi
http://www.valvira.fi
http://www.avi.fi
http://www.fimea.fi
http://www.trafi.fi
http://www.trafi.fi
http://www.kunnat.net
http://www.tukes.fi
http://www.tukes.fi
http://www.tukes.fi
http://www.ely-keskus.fi
http://www.ely-keskus.fi
http://www.tukes.fi
http://www.avi.fi
http://www.kunnat.net
http://www.tukes.fi
http://www.kunna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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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指南

经营范围 许可/申报/注册 组织/政府机构

（危险）化学品处理及存储 大型工业加工及储存设施许可 安全技术中心 Tukes（www.tukes.fi）

房产中介 房产中介申报 区域行政机构 （www.avi.fi）

淘金 淘金许可 安全技术中心 Tukes（www.tukes.fi）

冷却及灭火设备公司 经营申报 安全技术中心 Tukes（www.tukes.fi）

实验室 实验室经营批准 芬兰食品安全局 Evira  
(www.evira.fi)

土壤收集 土壤收集许可 / 邻居意见报告 / 根据《土地
法》第23a条规定进行申报 

市镇相关负责部门 
(www.kunnat.net)

勘探 勘探申报 / 勘探许可 / 淘金许可 安全技术中心 Tukes（www.tukes.fi）

旅行社及旅行中介 旅行社注册 竞争及消费者机构（www.kkv.fi）

意见及市场调查 经营申报 信息保护办公室 
(www.tietosuoja.fi)

公路路边经商 经商许可及季节性销售招牌 经济发展、交通及环境中心 
 ELY-keskus（www.ely-keskus.fi）

财产管理及公司业务服务、货币兑换
业务

财产管理、公司业务服务注册申请 / 货币兑换
业务注册申请

南芬兰区域行政机构（www.avi.fi）

债务追收代理（代理追债） 债务追收许可 / 债务追收申报 南芬兰区域行政机构（www.avi.fi）  
/ 信息保护办公室（www.tietosuoja.fi）

食品杂货经营 食品餐饮经营申报 / 酒精零售许可 / 烟草产品
销售许可

所在地食品管理部门（www.kunnat.net） 
/ 区域行政机构（www.avi.fi）  
/ 市政部门 (www.kunnat.net)

电工作业（电力安装及电工维修） 电工作业申报（SL1） 安全技术中心 Tukes（www.tukes.fi）

出租车服务 出租车许可申请 / 出租车业务申报 经济发展、交通及环境中心 
 ELY-keskus（www.ely-keskus.fi）

货物运输（国内货物运输及欧盟经济区
货物运输）

货物运输许可 南博滕经济发展、交通及环境中心 
(Etelä-Pohjanmaan ELY-keskus) 
(www.ely-keskus.fi)

电信、软件经营、视频节目点播及付费
电视服务

电信申报 / 软件经营申报 / 视频节目点播申报 /  
付费电视服务申报

通信管理局（viestintavirasto.fi）

屠宰场及其相关设备、猎物处理设备 食品餐饮经营场所批准 芬兰食品安全局 Evira 
(www.evira.fi) ，驯鹿屠宰场： 
区域行政机构（www.avi.fi）

保险代理及保险经纪人 代理人注册 / 保险经纪人注册 金融监管局 
(www.finanssivalvonta.fi)

保安公司 保安公司经营许可 / 保安主管职务批准 国家警察委员会，安保监管部门 
(www.poliisi.fi)

网络服务器租赁 经营申报 信息保护办公室 
(www.tietosuoja.fi)

http://www.tukes.fi
http://www.avi.fi
http://www.tukes.fi
http://www.tukes.fi
http://www.evira.fi
http://www.kunnat.net
http://www.tukes.fi
http://www.kkv.fi
http://www.tietosuoja.fi
http://www.ely-keskus.fi
http://www.avi.fi
http://www.avi.fi
http://www.tietosuoja.fi
http://www.kunnat.net
http://www.avi.fi
http://www.kunnat.net
http://www.tukes.fi
http://www.ely-keskus.fi
http://www.ely-keskus.fi
http://www.viestintavirasto.fi
http://www.evira.fi
http://www.avi.fi
http://www.finanssivalvonta.fi
http://www.poliisi.fi
http://www.tietosuoja.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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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许可/申报/注册 组织/政府机构

房产出租中介服务 房产出租中介申报 区域行政机构（www.avi.fi）

私营社会服务（24小时营业） 24小时营业社会服务许可 区域行政机构（www.avi.fi）

私营社会服务（非24小时营业服务） 提供社会服务申报 社会服务提供地所在城市

私营医疗保健服务 申请提供私营医疗保健服务 在一个区域行政机构管辖的地区经营区域行
政机构（www.avi.fi），在两个或者多个区域
行政机构管辖的地区经营：国家健康福利监
督局 Valvira (www.valvira.fi)

专业人员 批准/资质 组织/政府机构

酒精饮料供应场所主管或代班主管 酒精饮料供应许可（酒牌） 拥有组织酒牌考试许可的 
烹饪学校（www.valvira.fi）   

无包装及易变质食物处理人员 卫生水平证书（卫生牌） 卫生水平测试机构（www.evira.fi） 
(www.hygieniapassi.fi)

房地产评估师（授权房地产评估师及经
中央商会批准的房地产评估师）

授权房地产评估师考试（AKA考试）及经中
央商会批准的房地产评估师考试（KHK考试）

中央商会房地产评估董事会 
(www.keskuskauppakamari.fi)

房地产经纪人（持照房地产经纪人） 持照房地产经纪人考试                                        中央商会经纪人董事会 
(keskuskauppakamari.fi)

驾校教练 驾校教练许可 交通安全局 Trafi（www.trafi.fi）。服务提供
商 Ajovarma Oy 有限公司 
(www.ajovarma.fi)

建筑、暖通空调及房地产专业人士 建筑、暖通空调及房地产专业资质  FISE Oy 有限公司，拥有建筑、暖通空调及
房地产专业资质（www.fise.fi）

电力及电梯作业监管员 电力及电梯作业资质证书 SETI Oy 有限公司，提供个人及公司评估  
(www.seti.fi)

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驾驶许可 向 Ajovarma Oy 有限公司申请许可 
(www.ajovarma.fi) / 行驶证决定，交通安全
局 Trafi （www.trafi.fi）

货物检验员（HTT） HTT 考试 中央商会货物检验员评估董事会 
(www.keskuskauppakamari.fi)

医疗保健专业人员 申请担任合法/职业名称受保护的医疗保健专
业人员

国家健康福利监督局 Valvira (www.valvira.fi)

医疗保健个体专业从业者 医疗保健个体从业者申报 区域行政机构（www.avi.fi）

审计员 会计本科学历、经中央商会批准的审计学历
及政府及公共财政审计学历 

审计监督部门（www.prh.fi）

动火作业人员 动火作业证 芬兰中央救助组织（www.spek.fi）

安保领域（私营）工作人员 保安工作批准（保安证） / 安全官员工作批
准（安全官员证） / 安全管理员工作批准 
（安全管理员证）

居住地警察局（www.poliisi.fi）

危险品运输人员 危险品公路运输欧洲协议运输许可 危险品公路运输欧洲协议运输培训机构 
(www.trafi.fi)

房产出租经纪人（LVV） 认证经纪人考试 中央商会经纪人董事会 
(keskuskauppakamari.fi)

联合办公场所工作人士 职业安全卡 Työturvallisuuskortti.fi

专业认证及资质  

http://www.avi.fi
http://www.avi.fi
http://www.avi.fi
http://www.valvira.fi
http://www.valvira.fi
http://www.evira.fi
http://www.hygieniapassi.fi
http://www.keskuskauppakamari.fi
http://www.keskuskauppakamari.fi
http://www.trafi.fi
http://www.ajovarma.fi
http://www.fise.fi
http://www.seti.fi
http://www.ajovarma.fi
http://www.trafi.fi
http://www.keskuskauppakamari.fi
http://www.valvira.fi
http://www.avi.fi
http://www.prh.fi
http://www.spek.fi
http://www.poliisi.fi
http://www.trafi.fi
http://keskuskauppakamari.fi
http://Tyoturvallisuuskortt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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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指南

公司类型

个体经营商
-个体经营商（tmi）

在芬兰个体经营商可以为自然人，该
人必须在欧洲经济区拥有永久居住地
址。居住在欧洲经济区之外的人士需
要向国家专利和注册委员会申请公司
创办许可  www.prh.fi  

个体经营商是指该人单独或者与配偶
共同经营企业。公司虽为夫妻两人共
同创办，但是在进行公司注册时，公
司只能注册在其中一人名下。企业家
自主决定公司事务，并以其所有财产
为担保对公司做出的各项承诺负责 
（例如公司债务等）。企业家个人对
公司盈利及亏损负责。

个体经营商没有董事会，也没有执行
总裁一职，个体经营商类型的公司也
没有强制性审计要求。企业家可以向
公司投资，但是投资属于自愿行为。
公司不能支付企业家工资，但企业家
可以从公司账户上进行私人取现。公
司的税率根据每年收入而定。虽然创
业者拥有其个体公司，但创业者个人
财务记账应该与公司财务记账分开
来。 

个体经营商企业家可以分为专业从业
者及交易商，两者均为自雇企业家。
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专业从业者通常
独立工作，并没有外来劳动力协助。
交易商可能会有外部劳动力协助，记
账涉及的面也会比专业从业者记账涉
及面更广。 

个体经营商
(Toiminimi)

个体经营商
(Toiminimi)

有限责任
公司

普通合伙公司 有限责任合伙公司 合作社

一人

一人
至少需要两人

•  公司创办、变动及停止经营手续简单
•  个人企业或者家族企业
•  配偶可以根据劳动投入/公司所有权分配收入
•  可以雇佣员工
•  个人对公司的债务及其他承诺负责
•  主要支付个人所得税
•  企业主不能从公司获得薪资， 
 但可以从公司提取资金，即私人取现， 
 公司盈利所得必须纳税

www.ytj.fi->  
Y3-lomake

至少需要一名负责合伙人及一
名隐名合伙人

一人

专业从业者是指在没有常设办公地
点、没有外部劳动力支持的情况下从
事某种职业的个体经营商。专业从业
者可以为裁缝、木匠或者口译员等。
交易商有常设办公地点，也可以雇佣
其他人。 

如何创办 
个体经营商的创办比较简单，不需要
额外的创办文书。公司正式经营开始
之前，除特殊情况外（更多内容请查
看  www.prh.fi 网页），必须向商业
登记处和税务总局进行注册。可以从
下列网站  www.ytj.fi 获得Y-3表格

进行注册。注册需要收费（2018年
注册费为110 欧元）。网上注册需要
使用芬兰个人身份号码及银行帐号。
进行创办注册后，如果公司经营行业
不属于特许行业，另外也不需要申请
启动资金的话，可以马上开始公司经
营。 

个体经营商适合哪类人？
个体经营商在公司形式上比较简单并
且容易创办，个体经营商适合刚开始
经营小企业的人士。 

http://www.prh.fi
http://www.ytj.fi
http://www.prh.fi
http://www.ytj.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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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制公司：普通合伙公司和有限责任
合伙公司

•  普通合伙公司，至少需要两名责任合伙人
• 有限责任合伙公司，至少需要一名责任合伙人及 
 一名隐名合伙人

• 合伙人之间签署书面 
 合伙协议即可创办公司
• 合伙人按照约定分享盈利
• 可以雇佣员工
• 合伙人个人承担公司债务及承诺， 
 但是有限责任合伙公司隐名合伙人只需 
 承担其所投资的份额

合伙人从公司提取资金：
• 作为应税薪资
• 私人取现，按预估收入纳税

普通合伙公司

至少需要两人

www.ytj.fi-> Y2
表格
-> Yhtiösopimus

合伙制公司的创办需要至少两个普通
合作伙伴（即两人）。两人通常为自
然人，但是合作伙伴也可以为法人  
（公司或组织）。 

合伙制公司分两种：普通合伙公司及
有限责任合伙公司。普通合伙公司
中至少需要有一名合伙人、有限责任
合伙公司中需要至少有一名负责合伙
人，或者如果合伙人为法人，该人的
常住地址必须在欧洲经济区范围内。
如果情况并非如此，所有常住地址不
在欧洲经济区内的合伙人都必须向国
家专利和注册委员会申请许可。 

合伙人可以向公司贡献资金、财产或
者付出劳动力。在普通合伙公司，
合伙人仅须向公司贡献劳动力。有限
责任合伙公司隐名合伙人须向公司贡
献资金或者其他形式的资产。但是法
律没有明确规定向公司做出的贡献具
体是多少。在普通合伙公司中，所有
合伙人都以个人财产对公司的承诺负
责；在公司决策上，除非另有约定，
否则合伙人共同决定公司事务。

有限责任合伙公司（ky）有两种合伙
人，责任合伙人和隐名合伙人。有限
责任合伙公司必须有至少一名责任合
伙人，一名隐名合伙人。责任合伙人
以所有个人财产担保公司的承诺，所
有责任合伙人共同决定公司事务。隐
名合伙人给公司投资资金或者财物，
从公司盈利中获得红利。隐名合伙人
不能决定公司事务，另外，如果合伙
协议中没有相关规定的话，隐名合伙
人也不对公司事务负责。

如何创办 
合伙人撰写合伙协议（相关法律或发
生变动，公司需要注册才能创办），
合伙协议上规定公司名称，所在地，
经营范围，合伙人名字及住址以及各
合伙人对公司的投入。此外，合伙人
还就谁有代表公司的权利、如何选择
执行总裁、财政年度的长度、如何选
择审计员、合伙人在公司资产中的份
额、合伙人所占公司盈利份额以及合
伙协议如何终止或者撤销有所规定。
合伙协议必须是慎重仔细制定的书面
协议，该协议在制定时最好听取专家
意见。合伙制公司必须在商会及税务
总局进行注册，注册时需要填写Y2表

格。更多信息请点击  www.ytj.fi  进
行注册时须附上合伙协议原件。注册
需要收费（2018年注册费为240 欧
元）。

什么情况下适合创办合伙制公司？
合伙制公司适合家族企业。普通合伙
公司的合伙人及有限责任合伙公司中
责任合伙人共同以平等身份对公司的
承诺负责。如果一名合伙人做出某项
承诺，所有合伙人都应对这一承诺负
责。合伙人之间必须互相充分信任。
合伙协议可以对合伙人的责任设定限
制。

有限责任公司可以由一个或者多个人
或者组织创办。在创办阶段，公司创
办人认购公司所有股份。在私营有限
责任公司中，股本必须至少为2,500
欧元。 

《有限责任公司法》并未对股东的居
住地或者永久住址作限制规定，也就
是说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也可以居住在
欧洲经济区以外。除非股东代表公司
担保贷款，否则股东仅对公司投资的
资本负责。

股东决定有限责任公司事务，股东拥
有公司股份越多，则决策权（投票
权）越大。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有董事
会，董事会由股东选出，董事会负责
公司管理并且代表公司。董事会可以
为有限责任公司选择执行总裁，执行
总裁处理公司日常事务。 

公司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需要执行总
裁。在创办有限责任公司制定创办协
议的过程中就已经可以指定执行总
裁，但也可以在后来的董事会会议上
指定执行总裁。如果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会成员少于三人，还须至少选择一
名董事会候补成员。董事会至少须有
一名成员及一名候补成员在欧洲经济

有限责任合伙公司

至少需要一名
负责合伙人及
一名隐名合
伙人

合伙制公司适合家族企业。
普通合伙公司的合伙人及有
限责任合伙公司中责任合伙
人共同以平等身份对公司的
承诺负责。

http://www.ytj.fi
http://www.ytj.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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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有永久住址。如果不能满足这一
要求，则须向国家专利和注册委员会
为所有欧洲经济区以外的董事会成员
及候补成员申请许可。

如何创办 
有限责任公司的创办需要制定创办协
议，协议还须附上公司章程。公司章
程至少须包括三条：公司名称、公司
注册地及经营范围。经营范围可以为
一般行业，一般行业包含所有合法经
营行业（也就是说无须选择一个特定
行业）。

创办协议规定董事会成员、执行总
裁、公司审计、财政年度以及股份数
量、股价和付款日期。此外，有限责
任公司创办人认购 股份。 

有限责任公司经注册之后就正式成立
了。注册需要填写Y-1表格及附加表
格。注册需要收费（2018年注册费为
380 欧元，网上注册为330欧元）。
在创办协议签署之后三个月内必须进
行注册，否则公司创办无效。从下列
网站可以获取注册表格 
 www.ytj.fi 

创办注册时需要附上创办协议原件，
如果公司章程并未包括在创办协议
中，则还须附上公司章程副本一份。
在注册有限责任公司之前，股本必须
支付到新公司银行账号上。如果股本
并非资金，则在创办协议中则必须有
条款规定，股东有权或者有义务支付
相当于认购价格的有形资产。 

创办协议中也必须包含对有形资产的
解释。在进行商业登记时，必须附上
审计员关于有形资产的声明及有形资
产是否与其所占公司股份等值。声明
可以由中央商会或者经商会批准的审
计员提供，也可以由经中央商会或者
经商会批准的公司提供。（2018 年
初会该法律条款会有变动。）详细信
息请访问下例网站  www.prh.fi 

如果公司创办人数超过一人，则应该
签订股东协议，协议规定股东之间
的关系及股东们与有限责任公司的关
系。股东协议有助于预防股东与公司
之间关系出现法律风险，这样也可以
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分歧，给公司经营
带来不便。在制定股东协议时最好请
教专家意见。注册表格上无须附上股
东协议。

有限责任公司（oy）

• 可由一人或多人或者公司创办
• 请注意！公司董事会至少需要一名成员及 
 一名候补成员
• 个人风险仅限于投资数额（注意可能还有担保）
• 有限责任公司最低股本为2500欧元，这笔资金 
 必须存到公司账户上，或者需要由审计员确认 
 属于公司的有形资产
• 盈利需要支付20%公司税
• 可以支付薪资及红利
• 个人薪资需要支付个人所得税，红利需要 
 支付所得税或者30%到34%的资本利得税
• 推荐签订股东协议

有限责任
公司

一人

www.ytj.fi-> Y1
表格
附上附件

什么情况下适合创办有限责任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适合所有形式的经营
活动。有限责任公司和个体经营商
(Toiminimi ) 是唯一两个可以由单独
一人创办的公司类型。在这种情况
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需要一名候
补成员。有限责任公司的优势是责任
有限，如果公司没有担保承诺，则责
任仅限于股本。

http://www.ytj.fi
http://www.prh.fi
http://www.ytj.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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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有一名创办成员
• 参股（再加上可能的成员加盟费用）
• 每个成员一票
• 必须商定的公司规则：
   - 规则制定需要专门知识
  - 合作社成员无法长期承诺的问题 
  - 需要管理技能，并且像有限责任公司一样组织董事会
• 在创办一个新的合作社之前，需要了解是否可以 
 加入现有的合作社。www.pellervo.fi
• 下列网站提供更多关于合作社的信息  
 www.osuustoimintakeskus.net  

www.ytj.fi-> Y1
表格
-> 附件

合作社是一种独立的合作公司形式。
各成员以民主的方式共同合作，实现
公司在财政及社会文化领域目标。合
作社需要由至少一个人或者一个公司
创办。

合作社的所有者被称为成员，合作社
的资产被称为认购资本。如果合作社
成员离开合作社，合作社将返还其认
购资本。合作社成员如果没有代表合
作社做出任何担保承诺的话，该成员
只对合作社的投资资本负责。 

合作社事务由合作社成员负责，每个
成员原则上只有一票。合作社成员为
合作社选举董事会。董事会负责合作
社管理并且代表合作社。董事会通常
为合作社选出一名执行总裁，但合作
社并非一定需要执行总裁。执行总裁
负责处理合作社日常事务。在合作社
的创办阶段就可以在合作社章程中指
定执行总裁。

如何创办
创办合作社需要合作社章程，合作社
章程中还须附上合作社规章。规章中
必须提到至少合作社名称，注册地及
经营范围。还必须向商业登记处进行
登记注册合作社。注册需要填写Y-1
表格及其附加表格。在合作社章程签
署之后六个月内必须进行注册，否
则合作社创办无效。注册需要收费
（2018年注册费为380欧元）。

合作社适合哪类创业者？
合作社通常适合专家型创业者，提供
如文化健康服务、笔译及口译服务
等。例如，每个合作社成员可以处理
自己的业务，而合作社只负责处理与
账单、会计及市场营销相关的事宜。

外国公司的分公司
分公司属于外国公司或者外国基金
会，分公司在芬兰有常驻办公室，并
且常年进行商业或者职业经营活动。
分公司的公司成名必须包含外国公
司的注册名称，并且注明是其分公
司。例如，注明部分可以为“芬兰分
公司”(“sivuliike Suomessa”) (”filial i 
Finland”) 或者”分公司“(”filial”)。分
公司创办必须向商业登记处进行创办
申报，并且必须在公司开始经营之前

合作社

一人

进行申报。如果外国公司或者外国基
金会位于欧洲经济区之外，那么其分
公司的创办需要向国家专利和注册委
员会申请许可。

http://www.ytj.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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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

一人

公司注册事宜

商业登记处
商业登记处  https://www.prh.fi/fi/
kaupparekisteri.html  是一家官方
公共机构，登记公司信息。大部分芬
兰公司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及个体经营
商的形式。一般来说，所有公司都必
须在商业登记处进行登记注册，公司
注册须要付费。在商业登记处进行注
册的同时也可以向税务总局进行注册
登记，其中包括预付税注册、雇主注
册及增值税注册。税务总局注册不须
收费。

企业登记号码
企业登记号（Y-tunnus）是由政府部
门发给企业及组织的登记号码。当公
司在企业信息系统中（ www.ytj.fi）
登记创办之后，马上就可以获得企业
登记号。企业登记号含有七位数、连
字号及检验码，例如1234567-8。在
账单、合同中需要注明企业登记号，
在商业登记处和税务总局办理事务时
也需要用到企业登记号。

公司名称
公司的名称既要好听又要独特。公司
名称不能只是普通名词或者对公司
提供的服务的描述，或者人名或者地
名。公司名称必须与其他公司已经注
册的名字或者商标有明显区别。使用
创业者个人的名字或地名作为公司名
称的一部分，可以确保名称的独特
性。 

注册公司名称后，该名称在芬兰就
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名称，其他人
不能使用这一名称。从公司名称也
可以看出公司的类型。个体经营商
的公司名称中可以使用“tmi”或
者“toiminimi”，但也可以不使用
这两个标识。有限责任合伙公司可以
使用缩写“ky”，有限责任公司标
识为“oy”，公有制有限责任公司
标识为“oyj”。普通合伙公司标识
为“avoin yhtiö”，但不能使用其缩
写“ay”。

分公司的名称除了包含外国公司的全
称外，还需加上“芬兰分公司”或
者“filial i Finland”字样。个体经营

商可以用芬兰语或者瑞典语注册。
个体经营商除了可以使用芬兰语或
者瑞典语标识公司类型外，公司名
称中也可以使用其他语言来标识公
司类型，例如“Ab Finntex Oy”或
者“Oy Finntex Ltd“。个体经营商
的名称中也可以同时使用不同语言的
翻译，如芬兰与或者瑞典语名称翻
译。下列网站可以查看公司名称 
	nimipalvelu.prh.fi.

有限责任公司如果同时使用多种语言
名称，这些名称必须在公司章程中写
明。普通合伙公司或有限责任合伙公
司同时使用多种语言名称时，这些名
称必须在公司协议中写明；合作社同
时使用多种语言名称时，也必须将名
称都写入公司章程中。

公司并用名
在商业登记处登记的公司可以有多种
语言名称翻译。公司并用名是指公司
名称的芬兰语或者瑞典语翻译。如果
公司使用芬兰语或者瑞典语翻译的公
司名，在注册时需要申报公司名称的
芬兰语或者瑞典语翻译，同时标明公
司名称使用的是哪些语言。

公司别名
个体经营商在经营时也可以使用别
名。如果公司经营活动涉及完全不同
的领域业务，使用别名则比较方便。
例如，”Jokisen kukkakauppa“花店
在经营保洁业务时使用 ”Näppärä“
作为公司别名。公司别名的注册需要
付费，别名的使用也受到一些限制，
只能在注册时所规定的业务领域经

https://www.prh.fi/fi/kaupparekisteri.html
https://www.prh.fi/fi/kaupparekisteri.html
http://www.ytj.fi


32

营。公司可以有多个别名。公司须为
每一个别名单独支付注册费用。

经营范围
在商业登记处及税务总局进行登记注
册时，必须申报公司经营范围。在商
业登记处注册时也可以申报公司经营
范围为一般营业范围，此范围是指公
司可以从事任何形式的合法良好经营
业务。但是最好明确申报公司经营范
围，凸显公司产品或者服务质量。 

在商业登记处注册时 
也可以进行如下申报： 
“一般经营范围”，包括汽车修理、
维护及汽车贸易。这样客户更容易理
解公司的经营范围。在税务总局登记
注册时需要告知公司的主营业务。公
司可以只有一个主营业务，主营业务
必须清楚说明公司的业务领域及经营
形式：例如汽车修理、维护及汽车贸
易。进行注册时，主营业务不能 
过于宽泛。

预付税款登记
公司开始经营之前通常需要在税务总
局进行预付税款登记。向商务登记处
递交公司创办注册表格时，可以在同
一张表格上进行预付税款登记。公司
经预付税款登记后，委托公司提供产
品或者服务的一方，即客户方不需从
付给公司的劳动报酬中扣除税款。经
预付税款登记后，由公司来缴纳预付
税。

预付税缴税通知
创业公司根据公司对第一个财政年度
税收收入的估算来缴纳预付税。公司
在公司创办注册表格中需要估算公司
收入。税务局根据公司估算的收入征
收预付税，并向公司递交预付税缴税
通知及预付税转账表格。 

雇主登记
雇主登记由税务总局维护  www.

vero.fi  如果公司符合以下情况，则
必须进行雇主登记 
1)  在每个公历年期间，至少雇佣了

两名永久合同员工，或者
2)  同时雇佣至少六名临时员工如果

公司只是临时支付工资或者工资
只支付给一名员工，公司无须进
行雇主登记。

增值税登记
有缴纳增值税义务的公司在创办注册
公司时，须在税务总局进行增值税登
记，同时也要登记增值税缴纳起始日
期。根据法律规定，如果公司不须缴
纳增值税，如公司财政年销售额低于
10,000欧元，也仍然可以进行增值税
登记注册。 

已经注册过增值税的公司可以从销售
业务的增值税中扣除公司采购业务
中需要缴纳的增值税。外国公司如果
在芬兰有常设办公室，则须缴纳增值
税，外国公司和芬兰公司以同样的方
式登记增值税。外国公司也可以在芬
兰申请登记增值税。在一些特殊情况
中，外国公司总具有纳税义务。如果
创业者认为公司没有缴纳增值税的义
务，则在创办注册时在“不认为公司
应缴纳增值税”这一栏打勾，同时解
释免税理由。 

公司开始经营之前
通常需要在税务总
局进行预付税款登
记。

http://www.vero.fi
http://www.vero.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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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会计及财务报表

根据《会计法》规定，所有公司都有
记账义务。创业者最好将会计业务外
包，即购买会计师事务所的服务，从
而能够让创业者专注于公司盈利。

流水帐
在财政年度期间需要管理流水帐，流
水帐以收据为基础。收据包括销售
账单、采购账单、工资单及银行对账
单。贸易商及专业从业者可以在某些
情况下采用单式记账法。单式记账法
的特点是只记录公司的收入与支出。
更为合适的记账方法是复式记账法。
复式记账法是指每笔业务都登记在两
个账户上，即借方账户（借方记录）
和贷方账户（贷方记录）。过去几年
中，财务管理系统越来越电子化，纸
张使用越来越少。账单可以通过网络
收寄，如发送的款项和对账单等可以
以电子形式发送与接收。

财政年度
一个财政年度通常为12个月。第一个
财政年度可以长于12个月，但是不能
长于18个月；第一个财政年度也可以
短于12个月。公司财政年度可以不采
纳公历年的起止时间（例如4月1日到
3月31日）。如果公司采用单式记账

法的话，财政年度与公历年度（1月
1日到12月31日）保持一致。专业从
业者通常公司经营规模较小，以创业
者自己的专业技能为创业基础，也不
需要太多投资。

会计师事务所
创业者最好请会计师事务所或者会计
来记账，从而让创业者专注于增加公
司盈利。通常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法定
会计、增值税及企业税专家，会计师
事务所根据公司需要也会处理工资表
及工资帐务。对于小公司来说，具备
现金流规划知识也非常重要。在选择
会计师事务所时，需要注意到以上所
有事项。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

taloushallintoliitto.fi  

外包会计业务，从
会计师事务所购买
服务，使公司专注

于创收！

http://www.taloushallintoliitto.fi
http://www.taloushallintoliitto.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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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 
一个财政年度结束后，需要制定财务
报表及公司经营总结报告。小公司
的财务报表包括以下三项内容，损益
表、资产负债表及财务报表附注。所
有这些资料都必须遵守《会计法》和
《公司法》等相关法规的严格格式规
定要求。公司或者合作社的董事会、
合伙制公司负责合伙人或者个体经营
商须要签署并且批准财务报表及公司
经营总结报告。如果公司里有审计
员，则由审计员对帐目和公司管理进
行审查，并且撰写审计报告。在有限
责任公司，公司股东在公司会议上批
准确认财务报表及公司经营总结报
告，或者出具书面文件批准财务报表
及公司经营总结报告。合作社成员在
合作社会议上批准确认财务报表及公
司经营总结报告，或者出具书面文件
批准财务报表及公司经营总结报告。
合伙制公司不须召开正式会议，可以
仅由负责合伙人在财务报表上签字，
这一做法同样适用于个体经营商。 

审计
普通合伙公司、有限责任合伙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及合作社都有审计义
务。个体经营商（Toiminimi） 及专
业从业者（Ammatinharjoittaja）都不
需要审计员。

《审计法》规定，小型公司在已经结
束的财政年度及上一个财政年度中，
仅符合下列条件中的一个条件的，可
以不启用审计员：
1)  资产负债表总额超过 

100,000欧元 
2)  营业额或者相应的回报超过

200,000欧元，或者
3)  公司平均雇佣超过三人 

如果公司或者合作社满足以上两个或
者两个以上条件，则必须进行审计。
虽然法律和审计员对审计员的工作并
没有特殊规定，但公司在成立时，可
以在公司章程、规章或者公司协议中
对审计员的工作做出相关规定。如果

公司不希望选择审计员，公司则无须
对审计员的工作做出规定。如果公司
根据法律或者公司自行选择审计员，
则必须选择由中央商会批准的审计员
(KHT-tilintarkastaja) 或者经商会批准
的审计员（HTM-tilintarkastaja），也
可以选择经中央商会批准的审计公司
（KHT yhteisö）或者经商会批准的审
计公司（HTM yhteisö）。更多信息
请访问 
 www.tem.fi/tilintarkastus 

详细信息请访问下例网站  
 www.prh.fi 

http://www.tem.fi/tilintarkastus
http://www.prh.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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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及增值税

公司以应税收入为基础缴纳所得税。
所得税一般进行预付，必要时可能以
退缴税及补充预付税的形式缴税。公
司的类型会影响到所得税的多少。增
值税通常根据销售及采购情况每个月
缴纳一次，公司类型对增值税没有影
响。  

创业者缴纳的所得税包括工资收入及
资本收益。资本收益是指财产的出
售、出租或者其他回报获得的收入。
这些包括例如利息收入、出租收入、
资本利得及从上市公司获得的红利。
另外，私营贸易商或专业从业者类型
的公司部分收入、普通合伙公司及有
限责任合伙公司合伙人的部分收入及

销售收入
= 总结算

净利增值税% 支出 预付税

普通有限责任公司分配的部分红利都
属于资本收益。资本收益的多少取决
于公司的财富多少。

资本收益税率为30%（如果资本收益
超过30,000 €，资本收益税率增加到
34 %）。工资收入包括工资、养老
金、福利（例如员工住房福利）及津
贴（例如失业救济金）。工资收入所
得税是一种渐进税，即收入增加，税
率也会升高，也就是高收入者的税率
高于低收入者。从工资收入扣除的税
由以下三种税组成：国税、市政税及
可能的教会税。市政税和教会税的多
少由市政及教会决定。 

www.vero.fi
• 税务帮助
• 增值税
• 资本收益税

http://www.vero.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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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企业的所得税

营业额 35,000

术语

更多信息请参考 www.vero.fi

请注意！
-  个体经营商没有工资，  
 只有私人取现
-  合伙制公司可以有工资或者 
 私人取现

个体经营商税收及合伙制公司税收

例子

- 经营支出
- 10,000

（包括房租、电话费、出差费用等）

= 可分配的公司收入所得
= 25,000 €

可分配的公司收入所得
公司

净资产
10,000 €

净资产 x 20 %
= 资本收益
（资本收益需要缴纳
30%的资本收益税）

10,000 € x 20%
= 2,000 €
（资本收益需要缴纳
30%的资本收益税）

可分配的公司收入 - 资本收益
= 工资收入 x 工资收入所得税率%

25,000 € - 2,000 € 
= 23,000 € x 工资收入所得税率%

个体经营商（ToimiNimi）
对个体经营商公司的收入纳税，以该
个体经营商个人收入的形式进行。公
司部分收入为资本收益，部分收入为
工资收入。公司收入分为工资收入和
以公司净资产为基础的资本收益（净
资产 = 公司资产 – 公司债务）。 

资本收益占上一年净资产的20%，其
余为工资收入。创业者可以选择资本
收益仅为净资产的10%或者公司全部
收入都为工资收入。公司经营的第一
年，资本收益的比重根据第一个财政
年结束时的净资产计算。 

如果配偶也在公司工作，公司收入在
配偶之间进行分配。公司收入的工资
收入分配按配偶两人的劳动投入多少
进行分配，资本收益部分则根据净资
产比重分配。公司收入中，资产收益
部分需要缴纳30%的资产收益税（超

过30,000欧元的资产收入需要缴纳
34%的税率）。工资收入与创业者的
其他工资收入共同计算，创业者根据
累进税率对其工资收入总额缴税。

普通合伙公司和有限责任合伙公司
普通合伙公司和有限责任合伙公司的
收入所得不需要额外缴税。这两类公
司需要进行纳税申报，根据公司的纳
税申报来计算公司应纳税收入所得 
（即必须纳税的收入所得）。这一收
入所得在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合伙
人对其分配到的收入所得纳税。 

因此，合伙人进行私人取现，或者合
伙人账户上所记录的投资利得不须纳
税。合伙人的部分收入为资本收益，
部分收入为工资收入。收入分为工资
收入和资本收益，资本收益根据公司
上一年的净资产及属于合伙人的资产
份额来计算。 

资产收益部分需要缴纳30%的资产收
益税（超过30,000欧元的资产收益需
要缴纳34%的税率）。工资收入份额
与合伙人的其他工资收入共同计算，
合伙人根据累进税率对其所得工资收
入总额缴税。有限责任合伙公司隐名
合伙人通常从公司投资中获得利息。
这类收入对于隐名合伙人来说属于资
本收益。 

http://www.vero.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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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是独立的纳税个体。也
就是说，有限责任公司收入按公司自
身的收入纳税，公司收入不会影响到
单个股东的税收。目前，有限责任公
司需要缴纳20%的企业税。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以从公司账户上
以工资或者红利的形式提取资金。此
外，公司也可以给股东发放贷款，但
是如果贷款在年底之前仍没有还清的
话，贷款应当作为股东的资本收益缴
税。有限责任公司不能进行免税私人
取现。 

如果红利总额不超过每股净资产
值8%的回报率，公司分配的红
利中，25%是需要纳税的资本收
益；75%为免税收入。在实际情况
中，红利预付税一般为7.5%到8%，
具体多少取决于资本收益税税率。如
果股东在纳税年中收到的股息红利
总额超过150,000欧元，超过的部分
中，85%的红利收入需要缴纳资本收
益税，15%的股息收入免税。如果红
利超过每股净资产值的8%，超过的
那部分红利中，75%的红利是应税收
入，25%的红利免税。

预付税款登记
从事商业活动的个人或者公司需要在
税务总局进行预付税款登记。如果
公司或者公司负责人没有偷税漏税行
为，则可以成功进行预付税款登记。
个体经营商进行预付税款登记后，该
个体经营商的客户在支付报酬时，客
户不必从报酬中预扣税。 

预付税款登记对家庭开支税抵免会有
影响，家庭开支税抵免是公司客户
可以享受的一种税收抵免。创业者只
有在进行预付税款登记之后，创业者
的客户才能获得家庭开支税抵免的权
利。在企业信息系统中可以查询预付
税款登记在册情况  www.ytj.fi ，另
外，税务总局的办公点也可以查询预
付税款登记情况。 

个体经营商进行预付税款登记后可以
自行处理公司税务问题，通常每月缴
纳一次预付税。在进行公司创办注册
登记时可以同时进行预付税款登记，
登记时需要估算公司第一个财政年度
营业额及应税收入。税务局根据公司
估算的收入征收预付税，并向公司递
交预付税缴税通知及预付税转账表
格。如果最终收入与估算收入并不相

符，创业者可以申请变更收入估算，
或者完全撤销估算。如果财政年度收
入显示预付税缴纳过少，可以支付预
付补充税款来进行补交税款。在财政
年度的最终征税中，将考虑到预付税
和预付补充税款。如果不按时纳税、
不履行记账义务或者其他与税务相关
的义务，税务局可以将已经登记在册
的公司从预付税款登记中删除。 

增值税
增值税是一种消费税，增值税包含在
商品或者服务售价中，消费者在购买
商品或服务时支付增值税。公司与公
司之间进行贸易时，如果卖方公司有
缴纳增值税的义务，那么买方公司可
以减免增值税。如果产品或服务交易
中包含增值税，就可以免交增值税。

增值税纳税人是指所有以商业形式交
易商品或者服务的人。服务销售包括
如餐馆服务、顾问咨询服务及运输服
务等。大部分商品及服务的增值税税
率为24%。食品杂货及动物食品的增
值税税率为14%。餐饮服务增值税率
目前也为14%，但是酒类及烟草制品
销售及供应通常征收24%的增值税。 

营业额 – 支出 = 盈利

更多信息请参考 www.vero.fi

有限责任公司税务

工资（= 支出）
（工资收入所得税%）

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决定：
• 红利分配 = 股息收益
• 将资金留给公司 
（= 增加公司资产）

如果公司发放的红利最多为每股净资产值的8%
1)  红利收益不超过150,000欧元，预扣税  
 为红利的7.5% - 8% （资本收益税为30%或者34%）
2)  超过150,000欧元的红利  
  a) 15%的资本收益免税 
  b) 85%的资本收益需支付资本收益税

如果公司发放的红利超过每股净资产值的8%，
超过的那部分红利
a)  25%为免税收入  
b)  75%为应税收入

税率为20% 
企业税

红利

http://www.ytj.fi
http://www.vero.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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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种类型的公司都有缴纳增值税的义务。增值税针对商品或者
服务的消费征税。

更多信息请参考 www.vero.fi 

增值税（aLv）

低于10,000欧元
年销售额的公司
可以免交增值税

增值税附加到 
不含税的产品价格及服务费用上
（税率为24%，14%，10%，0%）

•  公司有权利从必须缴纳的增值税中扣除 
 在相应财政年度中采购的产品及服务中所包含的增值税。
• 有义务缴纳增值税的个人或公司必须在发票中注明税额

财政年度纳税申报必须在 
相应财政年度第二个月的 
8日或者13日之前提交

增值税必须在相应 
财政年度的第二个月 
13日之前缴纳

如果需要的话， 
公司可以注册增值税

书籍、药品、体育运动服务、电影放
映、客运、住宿服务、文化娱乐活动
及报纸订阅等征收10%的增值税。企
业向政府缴纳在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时
征收到的增值税。

各类产品及服务销售通常需要缴纳增
值税，法律对不须缴纳增值税的行业
会额外说明。这些行业包括如房产及
公寓销售、医疗保健服务及社会护理
服务等。如果公司销售的产品或者服
务不须缴纳增值税，该公司则没有缴
纳增值税的义务。如果公司财政年度
营业额低于10,000欧元，则也不需进
行增值税缴税申报。 

公司在估算营业额时，应该切合实
际。如果公司营业额超过10,000欧
元，但是就算公司对营业额的估算低
于这一水平，公司也应该追缴整个财
政年度的增值税。此外，公司还需支
付滞纳金。 

如果公司营业额在一个财政年度内低
于10,000欧元，公司也可以申请增值
税登记。如果公司在一个财政年度内
营业额低于30,000欧元，则可以享受
增值税减税。如果公司在一个财政年
度的营业额不超过10,000欧元，公司
可以享受免交增值税。如果公司营业
额在10,000欧元及30,000欧元之间，
税额减免按如下方式计算：                    

税 - (营业额 - 10,000) x 税
20,000

例如： 营业额为19,000欧元，需要
缴纳的增值税为4,560欧元。减免计
算（（19,000 - 10,000） x 4,560）
：20,000 = 2,052 欧元，将从应纳税
额中减去这一数额。减免后金额为
2,508欧元。

如果有缴纳增值税义务的公司从另一个
有纳税义务卖家购买产品或者服务，而
产品或者服务中也又包含增值税，那么
买家公司可以从缴纳给政府的税额中
扣除购买的产品或者服务的增值税。
只有当购买的产品或者服务用于公司
经营，才能扣除产品或者服务的增值
税。购买发票上应该注明税额也包括
在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之内。进口、
出口及其他国际性交易中，增值税另
有规定，在这类情况下，应该向税务
部门或者会计了解详情。跟多关于税
务的问题请点击 www.vero.fi	 

月份 不含税 增值税 24% 含税

销售额 5,000 欧元 1,200 欧元 6,200 欧元

采购 1,500 欧元 360 欧元 1,860 欧元

应纳增值税 840 欧元

http://www.vero.fi
http://www.vero.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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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

在创办公司之前，对于创业者来说非
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确切知道公司及
创业者需要什么样的保险。创业者最
好与保险公司销售代表共同评估公司
刚开始经营可能面临的风险，以及如
何利用保险减少风险。 

创业者自行选择投保的保险项目包
括：

企业家自愿选择的 
意外伤害险

该保险也涵盖了不属于工作的闲•	
暇时间
属于公司可抵扣的费用•	

业务中断险
本险旨在减少公司因业务经营中断•	
而导致的收入损失

责任险
赔偿受某些条件限制的、由另一方•	
造成的损害、损害认定及可能的

法律诉讼支出•	
一些行业的客户，如建筑业和保•	
洁业客户通常要求投保责任险。

法律保护保险
补偿律师费用及法律诉讼支出，这些
支出可能由以下原因导致：

交付协议、贸易协议或者承包协•	
议
对债务或应收账款的准确性的争•	
议
解雇或者薪资争议•	
对租赁合同中包含的资产及办公•	
场所应该投保，以防发生偷盗、
入门盗窃、火灾
以及水损等灾害 •	

咨询不同的保险公司业务费用，仔细
了解保险条款，在经过仔细了解之后
再做最终决定购买什么保险。

公司的 
保险需求会因公司经营
的行业、经营方式及资

产多少不同 
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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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养老保险

员工养老保险（TYEL）

在领导岗位 
工作，个人拥有 

30%或少于30% 但与家庭共
同拥有50%或者少于50%股

权或投票权，并且 
不位于领导岗位的 

股东。

企业家养老保险 YEL

企业家唯一个必须投保的保险是企业
家养老保险，即 YEL 保险，企业家养
老保险可以从养老保险公司购买。 

企业家养老保险数额根据企业家的工
作收入而定。根据企业家养老保险，
向企业家支付养老金、社会保障机构
（Kela， www.kela.fi ）疾病津贴，
以及产假津贴、特殊产假津贴、陪产
假津贴、父母津贴及康复津贴。

YEL 工作收入应该与支付给一个从事
类似工作的专业人士的工资相等。企
业家缴纳的失业基金会费及企业家可
能获得的与收入挂钩的每日津贴的多
少由 YEL 工作收入决定。企业家养老
保险也会影响到家庭养老保险，家庭
养老保险是在企业家过世后支付给家
属的保险。企业家养老保险在公司最
多经营六个月之后从养老保险公司购
买保险。

仅仅拥有一家公司不能作为购买企业
家养老保险的原因，企业家养老保险
的前提要求是该人的工作为企业家。
同时，公司所有权及公司类型也会影
响到企业家在以下两种养老保险之间
的选择：企业家养老保险（YEL）和
员工养老保险（TyEL）。

企业家养老保险的对象范围涵盖•	
18岁至67岁在芬兰经营企业的企
业家 

经营必须持续至少四个月 •	

2018年工作酬劳必须超过 •	
7656.26 € 

个体经营商
(Tmi)

普通合伙公司

责任
合伙人

有限责任合伙
公司（Ky）

在领导岗位工作， 
个人拥有超过30%的公
司股权，或者与家庭成
员共同拥有超过50%的

股权或投票权。

有限责任公司 
(Oy)

隐名 
合伙人

2015年企业家养老保险支付金•	
额，53岁以下者为收入的24.1%
，53岁以上者为收入的25.6% 

新企业家在最开始48个月内 •	
可以减免22%的养老金额。

http://www.kela.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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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指南

企业家失业津贴 

如果企业家希望获得与收入挂钩的失
业津贴，可以自愿加入企业家失业基
金，成为失业基金的会员。因此如果
公司经营不善倒闭造成企业家失业，
企业家可以申请与收入挂钩的每日津
贴。

如果企业家年收入超过12,576.00欧
元（2018年），企业家可以加入失
业基金，成为基金会员。创业基金保
险金额不能超过 YEL 工作收入。如果
企业家是受薪雇员失业基金会员，那
么该企业家一开始经营公司，就应该
马上加入企业家失业基金。如果在过
去四年中，有15个月的时间担任过企
业家工作，同时也支付了失业基金会
费，那么该人也可以向企业家失业基
金申请每日津贴。

如果从受薪雇员失业基金转到企业家
失业基金，该人在经营企业12个月后
可以获得每日津贴。如果公司破产或
者被出售，公司经营则被视为完全终
止。如果公司经营经验证连续中断了
至少四个月时间，企业家也有权利获
得每日津贴。 

如果企业家停止缴纳养老保险，向税
务总局及商业登记处申报终止公司经
营、关闭办公室并且出售公司资产
或者向失业基金提交公司资产价值报
告，那么公司经营可以被视为终止。 

企业家是否失业及公司经营是否中断
的决定由居住地劳动局作出，失业企
业家必须在劳动局进行失业求职者登
记注册。更多失业津贴信息请访问： 
 www.te-palvelut.fi, www.ayt.fi 

 www.syt.fi 

由居住地劳动局决定企
业家是否失业及公司经
营是否中断。

http://www.te-palvelut.fi
http://www.ayt.fi
http://www.syt.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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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雇佣

如果公司开始有规律地支付工资，而
公司已有公司登记号，那么公司必须
在税务总局进行雇主注册，雇主注册
需要使用创办申报表格或者变更申报
表格。

如果公司在一个公历年中，雇佣了至
少两名永久员工，公司则必须进行雇
主申报。另外，如果公司在一年中雇
佣了至少六名员工，无论雇佣员工的
工作关系是否持续一整个公历年与
否，公司也必须进行雇主登记。

公司进行登记后，税务局会给公司发
送预扣税和社保缴费和申报指导说
明。永久聘用员工的雇主（合同雇
主）以单独保险的形式给员工安排养
老金。养老保险必须支付工资之后的
在下一个月间支付。 

雇主有义务为员工安排并且支付法定
职业保健费用。此外，雇主可以为员
工安排一般医疗保健服务，如果公司
只有一名员工，也必须为该员工安排

职业医疗保健。企业家和自雇者也可
以为自己安排职业保健服务。

请了解如果需要临时员工时如何雇佣
劳动力。人才租赁服务公司向员工支
付工资，承担所有与员工有关、雇主
需要尽到的工作义务；租赁人才的公
司则需要指导、监督及引导员工。人
才租赁服务公司必须遵守行业集体协
议，该集体协议对租赁人才的公司与
受租赁的员工具有约束力。 

员工除工资之外的额外费用（2018
年）

雇主至少有一名永久聘用员工•	
时，必须为员工购买强制性养老
保险（TyEL保险）。 

其他的额外费用用包括： 
社保费•	
失业保险 •	
意外险•	
团体人寿保险 •	

额外费用会给公司增加工资支出， 

增加额度至少为工资总额的30%。 

工资表及雇主申报具体事宜最好让会
计师事务所来处理。税务总局必须在
支付工资之后的第2个月的第12天收
到通过网络发送的雇主申报。

更多关于员工工资的信息： 
芬兰企业家， www.yrittajat.fi
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www.tyosuojelu.fi 

劳动局
	www.te-palvelut.fi	 –> 

työnantajalle

雇主工会
 www.ek.fi ,  www.yrittajat.fi 

保险公司
 www.tyoelake.fi 

 www.palkka.fi  为需要支付工资的
公司和家庭提供免费服务。税务总局
负责开发服务，但税务总局同时与养
老保险公司和失业保险基金共同协
作。

http://www.yrittajat.fi
http://www.tyosuojelu.fi
http://www.ek.fi
http://www.yrittajat.fi
http://www.tyoelake.fi
http://www.palkka.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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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雇佣 企业的社会责任及环保责任

社会责任是指什么？公司以负责任的
态度经营业务，遵守法律法规，并以
社会公认的方式处理与人、与经济和
环境的关系。 

一般来说就是负责任的企业经营。 

企业责任也是一种营销工具，会影响
到小型公司的企业竞争力。当今的消
费者对各类企业非常了解，企业社会
责任会影响到消费者每天的购物决
定。在本章中我们来熟悉企业的社会
责任。

保护环境
1) 了解与公司有关的环境法律法规。
产品制造商及进口商有义务安排产品
使用过后的垃圾处理，并支付处理费
用，这是否会影响到公司的业务经
营？更多有关居住地环境保护部门的
信息请访问  www.ymparisto.fi  和 
 www.suomi.fi/yritykselle 

2) 识别负面的环境影响。
公司不一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仅
仅改变行为习惯可能就会对环境产生
积极的影响。例如，电器在待机状态
下会消耗很多电能。

3) 了解公司所在地的废物管理规定。
经过正确分类与正确收集后的垃圾可
以进行再次有效利用。在住宅区中经
营的公司通常要与住宅区的居民一样
遵守垃圾分类规定。如果公司在自己
单独的营业场所经营，需要签订废管
理协议。了解更多有关垃圾回收的信
息  www.kierratys.info 

4) 如果公司经营处理有害物质，处理
过程中需要尊重环境。
必须按规定使用和储藏化学品及其他
有害物质。危险废物必须进行单独分
类收集。更多有关化学品的信息请访
问  www.tukes.fi 

5) 公司进行采购时需要考虑到环境
问题。
使用有环保标志、当地生产的公平贸
易产品或者有机产品，另外还可以购
买散装产品及回收利用过的产品。公
司也可以使用绿色电能，新的冷冻冷
藏设备和洗碗设备比老旧的设备要更
节能。 

http://www.ymparisto.fi
http://www.suomi.fi/yritykselle
http://www.kierratys.info
http://www.tukes.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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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成功的十个步骤

你对创业领域 
必须非常了解。 
记得跟踪领域内
发生的 各种变化

按照 法律规定 
履行各种义务； 
按时缴纳税费、 

官费，按时向政府部 
门提交申报 

积极主动、 
满足客户不断变

化的需求

记得给所有客户 
提供周到的服务！ 

要特别照顾到 
公司最好的客户

公司名誉非常重要， 
树立并维护良好的 

公司形象

不断改善
公司业务经 营； 
减少公司支出， 
提高公司知名度

制定一份良好的商 
业计划书，利用  
NewCo Helsinki  

提供的公司咨询服务

按客户的要求服
务客户或者做得 

更好

要注意自己 
的健康幸福， 
为自己安排职
业医疗保健 

公司经营的产品 
必须有足够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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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清单

个人的素质特点及专业技能
您是否有足够的专业技能与知识经营
公司？您是否具有坚韧不拔的品质、
能否承受压力？您的家庭如何看待您
创业？

经营理念
仔细思考公司经营理念，听取专家意
见。了解公司经营领域是否需要申请
许可，即是否须经批准。 

市场及竞争对手
您的产品是否有足够大的市场，市场
位于哪些地区？您经营的行业竞争态
势如何，有哪些竞争对手？您的经营
理念中有何新颖独特之处？他人如何
看待您的经营理念？

资金
资金安排有多种选择，如银行、特
别融资公司 Finnvera 以及外部投资
商等。请记住，外部投资商在投资之
前，他们必须确信您的经营理念能够
可行。与专家讨论各类资金安排选
择。

规划、盈利能力及监督
应该花费大量精力进行规划，但是如
果规划并不以事实为基础依据，或者
规划之后并不执行、或者对执行缺乏
监督，那么再完美的规划也无法成为
现实。确认盈利临界点，临界点时的
收入 = 支出 

正确的公司类型
创业总是有风险。你做好准备将您的
财产置于风险之中吗？公司的目的是
不是扩大业务？公司会不会有其他的
股东，你与其他股东之间的关系怎
样？找出你在不同类型的公司中应承
担的责任。在选择公司类型时，税收
往往只是一个最无关的因素。 

记账
所有公司都有记账义务。法律对公司
会计有规定，公司会计管理需要专业

知识。会计师事务所的服务虽然需要
付费，但是这样也能让创业者有更多
时间专注于公司实际经营。 

合同的约束力
公司需要签订哪些合同协议？哪些合
同是必须签订的？在合同上签字之
前，详细了解合同中你的义务，履行
合同义务后会有什么结果。与公司相
关的事务都应该签订书面合同协议。

保险及风险地图 
你的公司在经营中有哪些风险？有哪
些保险可以购买？客户对你的公司业
务有没有保险要求？查看各类保险选
择，咨询不同保险公司的报价。

企业家支持网络
企业家不应该单独一人与世隔绝。 
欢迎参加 NewCo Helsinki 企业家网
络活动。从我们的网页上了解活动时
间 www.newcohelsinki.fi 您的朋友
圈里有没有熟悉创业的企业家？ 
您认识您所经营的领域中的专家吗？ 
您经营的行业中有没有企业家协会或
者企业家组织？ 
	www.yrittajat.fi	

制定一份书面 
商业计划书。这是您
目前和未来的创业工
具，可以帮助您进一

步发展公司业务。 

http://www.newcohelsink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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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

1. 经营理念     
• 销售什么？
•  如何销售？
•  向谁销售？
•  概述商业计划书。 

2. 盈利能力      
•  利润
•  固定支出
•  可变成本
•  个人收入。

3. 公司类型      
•  个体经营商1人，个人承担责任
•  普通合伙公司：至少2人，负责合伙人，  
 分担责任
•  有限责任合伙公司：至少1名责任合伙人  
（个人承担责任/分担责任）以及1名隐名合伙人
•  有限责任公司：至少1名股东，责任按投资  
 资本分担，另外还有董事会责任及可能的  
 担保责任，股本至少2,500 €
•  合作社：至少1名成员（参考第30页）， 
 如果要保留员工失业津贴，   
 至少需要7名员工

4. 监管部门批准    
• 有申报义务
• 申请许可

5. 资金    
• 投资 / 营运资金
• Finnvera / 银行 / 其他
• 可能的支持
• 担保

6. 市场营销及销售    
• 需求
• 竞争
• 价格水平
• 广告 / 沟通及相关渠道
• 销售执行及资源配置

7. 保险      
• 企业家养老保险（YEL）：社会保障的基础 
• 意外伤害保险
• 责任险/法律费用保险
• 财产险
• 其他保险

8. 企业家失业津贴     
• 公司开始经营后， 
 尽快从员工失业基金转移到 
 企业家失业基金 
• 芬兰企业家失业基金（SYT）/  
 个体经营商及企业家失业基金（AYT）
•  www.tyj.fi 

9. 纳税      
• 缴纳增值税的最低限是10,000 €
• 纳税账户
• 预付税

10. 启动资金      
• 兼职创业不能申请启动资金
• 税收债务凭证
• 申请表
• 商业计划书及报表
• 了解申请及决定程序 

11.  公司注册事宜    
• 在获得启动资金最后决定 
 之前不要开始公司经营
•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本在注册之前必须存入银行
• 可以在国家专利和注册委员会网站上 
 注册有限责任公司，网址为  www.ytj.fi 

12. 会计记账    
• 单式记账
• 复式记账
• 如果创业者本人不是专业会计， 
 就购买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服务。

13. 现金交易    
• 开户
• 支付终端
• 发票模板

= 确定

= 仍需了解清楚

http://www.tyj.fi
http://www.ytj.fi


14. 办公场地      
• 租用还是自有场地
• 地点位置、地点位置、地点位置（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 可行性 / 场地可能需要 
 有关部门检验

15. 创业准备      
• 专业技能
• 工作经验
• 创业培训、其他培训

16. 员工     
• 职责（集体协议、 
 劳动合同法、工作时间法、年假法……）
• 公司支出（员工工资 + 社保等额外支出）
• 了解调查工资补贴的可能性

17. 合同      
• 房租（租用商业场所相关法律）、   
 供应商、批发、员工、 长期租赁等
• 注意合同中你的合同义务
• 签订书面合同，必要时需要请教专家

18. 加入各类个体经营商组织  
 （自行决定是否加入）  

• 企业家组织， www.yrittajat.fi 

• 行业联合会， www.ek.fi ， www.mtk.fi ， 
  www.yrittajat.fi 

• 商会， 
  www.keskuskauppakamari.fi 

• 雇主组织， www.ek.fi 

19. 与各领域专家见面沟通  
• 银行    
• 保险公司    
• 会计师事务所    
• 市场营销    
• 其他

http://www.yrittajat.fi
http://www.ek.fi
http://www.mtk.fi
http://www.keskuskauppakamari.fi
http://www.ek.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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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与知识产权

公司名称能让公司更显个性化
公司一般以其名称而闻名，因此在构
思公司名称上应该三思而定。给公司
想好了一个合适的名称之后，在商务
登记处注册之前应该确保该名称尚未
被使用。在下列网站  www.ytj.fi  可
以浏览现有公司的名称。 

公司核心技术保护
想法很容易被别人复制，因此，应该
规划好如何最有效地保护公司的核心
技术、经营理念及产品开发成果，避
免竞争对手不经允许就利用并从中获
利，损害公司利益。知识产权法的出
发点是为脑力工作成果提供保障。每
个公司都可以利用现有的知识产权
保护机制，在制定商业计划书的同时
就制定出一套知识产权保护方式。公
司可以综合利用专利、商标、实用新
型及外观设计保护，或者也可以分开
使用这些保护机制。知识产权计划基
于公司的书面商业计划书，核心管理
能力为作出保护决策提供了良好的基
础。如果经营理念关乎一些技术解决
方案，而公司又希望保护这些解决方
案，那么在与相关专家进行讨论之前
不要公开这些技术解决方案，公开披
露会妨碍专利的获得。 

商标有助于将公司产品与市场上现
有产品区分开
商标的主要目的是让客户能够识别某
个公司的产品（商品或者服务），从
而将公司产品与竞争对手提供的类似

或者相同的产品区分开来。商标在公
司的市场营销策略中占具核心位置，
因为正是因为有了商标，公司产品才
能够从竞争对手产品中脱颖而出，商
标从而是打造品牌的基础。

公司域名能够让客户接触了解公司，
公司的主页需要一个域名，域名是
公司在互联网上的一种识别标志。
仔细考虑公司的名称、商标和域名
之间如何兼容适应，以及如何让公
司在商业竞争环境中更显得特色鲜
明。更多关于域名的问题请访问 
 www.domain.fi 

关于竞争环境
在规划公司经营时，应该充分利用国
家专利和注册委员会所提供的免费数
据库的数据，从而简单快速准确地了
解其他公司的知识产权：公司名称、
商标、保护设计、实用新型及专利
等。在了解这些信息时，也可以查看
什么产品在哪个地区受到保护、您公
司的产品或者服务在制造或者营销的
过程中是否会有障碍、或者您开发的
产品或者服务解决方案是否全新、并
有获得专利的可能。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prh.fi 

保护方式 用途目的 有效期

专利 保护产品、设备或者技术 20年，某些情况下为
25年

实用新型 保护产品或者设备 10年（4+4+2）

商标 区分市场上的产品 永远有效，每10年更新
一次

外观设计权 保护产品 
外观

25年（5+5+5+5+5）

公司名称 
(Toiminimi)

保护公司名称 永久有效，前提是公司
仍在经营

版权 保护作品不受侵害 在世时长再加70年

商业秘密 保护具有经济意义的信息 直到该商业秘密被公开 
披露

请注意！欧盟最新的信息保护条例将于2018年5月生效，具体信息请访问  
www.tietosuoja.fi	

http://www.ytj.fi
http://www.domain.fi
http://www.prh.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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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网页链接

国家专利和注册委员会（PRH）对公司、基金会及协会
进行登记注册，该委员会也调查、批准专利、实用新
型、商标及外观设计保护。国家专利和注册委员会除了
负责注册申报事宜外，创业者也可以从该委员会获得各
类信息、培训服务以及进行咨询等，另外也可以在网上
与国家专利和注册委员联系办理相关事宜。

 www.prh.fi 

经济发展、交通及环境中心提供包括咨询、融资、企业
发展、就业补贴、就业培训服务、农业、渔业、移民及
欧盟机构基金项目等在内的相关服务。经济发展、交通
及环境中心的“产品追踪团队”对新颖的想法和发明进
行评估，并就新想法和新发明的进一步行动措施提供建
议。

 www.ely-keskus.fi 

对创业感兴趣者及刚开始创业的人士在符合一些前提条
件的情况下可以获得启动资金。通过劳动局也可以获得
各类信息及针对希望创业的人士提供的培训。

 www.te-palvelut.fi 

YritysSuomi 网站上可以了解公司可以获得哪些帮助及创业
者可以获得哪些有关创业及公司发展的帮助。YritysSuomi 
专门针对中小企业。该网站上提供的信息是最新信息， 
不仅全面，而且易于使用。

 www.suomi.fi/yritykselle 

Finnvera Oyj 有限责任公司是归芬兰政府所有的专业融
资企业。Finnvera 向客户提供贷款、担保及资本投资
等。Finnvera 向有良好经营理念、满足盈利条件的 
企业提供资金。

 www.finnvera.fi 

芬兰贸易协会（Finpro）是由多家芬兰公司创办的全球
专家网络。芬兰贸易协会在芬兰的任务是促进芬兰企业
发展，通过推动企业国际化，增强企业竞争力。

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Tekes）为企业、大学、应用科技
大学及研究机构所参与的挑战性研究、项目开发及创新
项目提供资金，促进企业与大学等各类研究机构开展这
类项目。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通过给企业提供资金及专
家服务，帮助企业将可行的构想转变为现实。

芬兰贸易协会和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自2018年初开始合
作，并且更名为 Business Finland。

 www.businessfinland.fi 

Liiketoimintasuunnitelma.com 是一个为公司商业计划提
供免费服务的网站。在该网站可以制定商业计划书，同
时撰写与财务、盈利能力、销售计算及盈利预测等相关
的内容。完成后的所有文件可以以一个完整的PDF文件
的形式进行下载。

 www.liiketoimintasuunnitelma.com 

向新公司及新创业者提供必要的纳税信息及其他应尽的
公司义务信息。除了纳税信息之外，每一个类型的公司
最核心的信息，包括创办申报注册、会计、养老保险、
失业津贴及保险事宜等都分别列出来了。

 www.vero.fi 

赫尔辛基大学是一个国际性的科研机构，在赫尔辛基有
四个校区，还有17个校区分别在芬兰各地。高水平的科
研可以创造出新的知识，这些新的知识不仅被利用在各
个行业培养综合性专家人才，而且被用于社会决策和商
业生活中。

 www.helsinki.fi/yliopisto 

 www.thinkcompany.fi 

http://www.prh.fi
http://www.ely-keskus.fi
http://www.mol.fi
http://www.suomi.fi/yritykselle
http://www.finnvera.fi
https://www.businessfinland.fi
http://www.liiketoimintasuunnitelma.com
http://www.vero.fi
http://www.helsinki.fi/yliopisto
http://www.thinkcompany.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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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术语表

分包（aLIHaNKINTa）是指从独立人士或者从公司外部
生产商购买的项目工作。

专业从业者（aMMaTINHarJOITTaJa）是指没有常设
办公地点、没有外部劳动力支持，从事某种专业业务的
个体经营商。专业从业者可以是按摩师、裁缝、木匠等
（参考“贸易商”）。

有偿工作（aNSIOTOIMINTa）是指以获得金钱收入或
者与金钱等值的收入为目的的工作。

现物出资（aPPOrTTIOMaISUUS）是指将除现金之外
的财产作为公司资产。现物出资只能是对于公司而言具
有经济价值的资产，工作义务不属于现物出资。创办有
限责任公司时，股票的发行价格可以以现物出资的方式
支付。现物可以是贵重的工具或者用于公司经营的汽车
等等。 
 
增值税（arvONLISÄvErO）是一种消费税，消费者在
购买公司产品或者服务时，价格中就包含增值税，公司
再将增值税上缴税务总局。公司将增值税附加在产品或
者服务的价格中。芬兰的增值税税率通常为24%。

天使投资人（BUSINESSENKELI）是向创业公司投入劳动
或者资金的个人。天使投资人除了投资之外，也可以担
任企业董事会成员、企业赞助或者协助企业建议关系和
合作网。

毛价（BrUTTOHINTa）不包含任何折扣的总价，毛价中
含税。

预算（BUDJETTI）是在一定阶段内公司需要执行的概
算。预算中包括目标回报及目标成本。

企业对企业（BUSINESS-TO-BUSINESS，简写成B-to-B或
者B2B）是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营销贸易活动。营销活
动仅针对企业，即企业对企业。

借方（DEBET）会计账目中记载的不同账目事项。左边
为借方，右边为贷方。

个体经营商（ELINKEINONHarJOITTaJaT）可以分为专
业从业者和贸易商。请查看第27至30页。

商业活动（ELINKEINOTOIMINTa）是指不同类型的公司
的商业经营活动。商业活动包括运输、酒店、会计服务
及餐饮服务等。

预缴税（ENNaKKOPErINTÄ）是指按税卡上个人预缴
税率所扣的预扣税。

预扣税（ENNaKONPIDÄTYS）是指从工资或者劳动报
酬中预扣的税款。

到期日（ErÄPÄIvÄ）是指账单上最后的支付日期。

欧洲经济区（ETa-aLUE）属于欧洲经济区的国家除了各
欧盟成员国外，还包括冰岛、列支敦士登及挪威。

欧盟成员国（EUrOOPaN UNIONIN JÄSENvaLTIOT） 
（2017年）：荷兰、比利时、保加利亚、西班牙、爱尔
兰、英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直布罗陀）、 
意大利、奥地利、希腊、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拉脱维
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葡萄牙、波兰、法国、
罗马尼亚、瑞典、德国、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芬
兰、丹麦、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爱沙尼亚。

福利（ETUUS）通常是指依据法律规定，某人有权利获
得的金钱。福利也包括养老金等。

价格（HINTa）是指对商品及其使用或服务所要支付的
金钱形式的报偿。

消费品（HYÖDYKE）面包、牛奶及其他立刻使用的商
品属于非耐用品。耐用品包括洗衣机、电视等在内使用
时间长的商品。生产型产品可以生产这类消费品或者新
的生产型产品，生产型产品包括原材料、机器和燃料
等。

知识产权（IMMaTErIaaLIOIKEUDET）保护非物质权
利，如技术、设计、商标及其他识别标志等。知识产权
是一种专有权，所有者及其授权的人士可以在专业活动
中使用专利技术、设计等。知识产权分为版权（书面作
品或者艺术作品）及工业产权（例如专利权、实用新型
权、设计权、商标权及企业名称权）。

创新（INNOvaTIIvINEN）是指新的或者非传统的商业
化解决方案。

投资（INvESTOINTI）即购买资本货物。长效支出在时
间上通常超过一个财政年度，投资者期望从长效支出中
获得利润。无形投资包括培训、研究及环境保护等。有
形投资可以为机器设备等。

公共部门（JULKINEN SEKTOrI）市政及国家机构负责国
家管理、教育、国防和医疗保健等事务。

经销商（JÄLLEENMYYJÄ）是指原产品或服务代理商，
负责将产品服务销售给终端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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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记账法（KaHDENKErTaINEN KIrJaNPITO）是指
每笔交易都登记在两个账户上，即借方账户（借方登
记）和贷方账户（贷方登记）。复式记账法中账户明细
既标明了资金的使用去向，又标明了这笔交易所使用的
现金账户。依据复式记账制法，按账单日期和完成的服
务（权责发生制原则）制定财务报表。财务报表包括财
政年度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及其相关附加信息以及资产
负债表详情。

盈利能力（KaNNaTTavUUS）是指经营是否盈利还是
亏损。如果公司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异为正值，即公司
不亏损，那么公司就属于能够盈利。

能力（KaPaSITEETTI）代表工作能力或者生产能力。例
如，公司能够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多少产品。

现金流（KaSSavIrTa）既包括销售产品或者服务获得
的资金，也包括从柜台流出的资金。

余额（KaTE）指账户中可用的现金。销售余额是指销售
收入及产品的直接可变成本之间的差额。

固定支出（KIINTEÄT KULUT）是一种公司成本，固定支
出在短期内能够保持不变，不受生产量的影响。典型的
固定成本包括公司场地租赁、工资、会计成本及机器使
用成本等。

竞争（KILPaILU）公司可以在营销中使用各种策略来使
自己从同行业公司中脱颖而出。竞争手段可以是地点、
产品、质量、价格及可用性等。竞争的对立面是垄断，
在某行业中仅有一家公司经营，因为缺乏竞争，该公司
对产品价格进行垄断。经济竞争受《竞争法》的约束。
请参看直接竞争和间接竞争。

破产（KONKUrSSI）是指公司倒闭停止经营，所有可供
扣押的资产转变为现金，用于支付公司经营所欠下的债
务。破产由债务人自己提出或者由债权人提出。

利率（KOrKO）是从贷款资金的使用中提取的、以百分
比形式表示的补偿。贷款人和支付人最好选择尽可能低
的利率；而存款时则应选择尽可能高的利率。固定利率
在贷款期内维持不变，但是变动利率与参考利率挂钩，
定期进行参考。

贷方在记账时将经济业务事项登记到账户上，右方为贷
方，左方为借方。

临界点（KrIITTINEN PISTE）公司收入为零时计算出的营
业额。此时公司既没有盈利也不亏损。

开支（KULU）是一个记账中用到的典型术语，指公司经
营中的支出或者支出部分。

营运资金（KÄYTTÖPÄÄOMa）是指公司可用的流动资
产，用于支付固定成本及可变成本。

法律效力（LaINvOIMa）指某个决议，如法庭的宣判
或者某个政府部门的决定，法律效力为最终决议，并且
通常不能上诉。

法定（LaKISÄÄTEINEN）是指涉及某事物的现有法律法
规，规定某事应当如何做。例如，有自愿投保的保险，
也有对所有人都强制要求的法定保险。

长期租赁融资（LEaSING-raHOITUS）是指固定资产 
（如机器设备）的长期租赁，这类财产不能转变为使用
者的财产。使用者支付租金，使用后再将固定资产归还
给其所有者。通过长期租赁融资，公司可以在采购时不
用支付大量资金就能够使用机器设备，即比购买机器设
备要更便宜。

经营理念（LIIKEIDEa）经营活动以经营理念为基础，经
营理念阐述产品或者服务的优势、市场营销及经营范围
以及如何将理念商业化。

商标（LIIKEMErKKI）或者 logo 是经注册的公司标识或
者公司的成熟标志，商标可以帮助客户将公司与其竞争
者区分开来。

商业模式（LIIKETOIMINTaMaLLI）商业模式阐述公司为
了生产商品或者服务，公司需要如何做。商业模式关乎
公司不同的业务及不同业务之间的相互影响。

商业计划书（LIIKETOIMINTaSUUNNITELMa）是关于如
何落实经营理念的一份书面计划。商业计划书包含对影
响盈利能力的各类因素评估，还包含销售报表、融资需
求及资金来源。

营业额（LIIKEvaIHTO）是公司在某个时间段内（例如
一个月或者一年）的经营过程中，销售产品和服务获得
的不含增值税的收入额。营业额中并没有扣除可变成本
和固定成本。

经营利润（LIIKEvOITTO）是一个损益表项目，指从营
业额中扣除可变成本、固定成本及折旧计算后得出的金
额。经营利润是利润分配前的盈利。

偿债能力（LIKvIDITEETTI）是指公司在债务付款日期到
期时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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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商（LIIKKEENHarJOITTaJa）是指拥有固定办公地
点或者雇佣其他员工的企业家。

付款条款（MaKSUEHTO）是指合同中规定的何时以及
以何种方式付款给卖方的相关条款。

可变成本（MUUTTUvaT KULUT）是指材料和采购服务
支出，会根据销售的产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变化而变化。
这是指例如采购要销售的产品的原材料时所需要支付的
金额。

销售条款（MYYNTIEHDOT）涉及贸易时需要协商的一
些事项，如价格、质量及交货时间等。

毛利率（MYYNTIKaTE）是指客户支付的购买金额扣除
产品或者服务直接成本（可变成本）之后，卖方手中所
剩余的金额。毛利率并不将业务的固定成本考虑在内。
若要公司盈利，毛利率越低，公司需要的营业额就越
高。

净价（NETTOHINTa）是指无需再扣除任何成本的产品
价格。

净利润（NETTOTULOS）是指公司经营的税后收入。从
公司营业额中扣除可变成本、固定成本及税款之后就可
以得出净利润。结果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

股份（OSaKE）代表拥有有限责任公司的部分所有权。
股东拥有一定份额的股份，也就是拥有公司的一部分。
股东根据股份的多少对公司拥有相应的投票权，并且可
以获得分红，即对公司投资的资金报酬。有限责任公司
的公司章程可以规定股份的投票权或者股息权。

与工资相关的支出（PaLKaN SIvUKULUT）是指公司向
员工支付的除总工资之外，还必须向税务总局及保险公
司支付的法定支出。与工资相关的支出包括社保费、养
老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失业保险及团体人寿保险。

家族企业（PErHEYrITYS）是指主要由一个家庭或者近
亲所拥有的企业。

中小企业（PK-YrITYS）是指小型（5至50人）或者中型
（51至250人）的企业。低于五人的企业被称为微型企
业。

折旧（POISTOT）公司当前的固定资产如机器设备等，
在固定资产的使用期限内，在会计账目上将其购买开支
作为折旧扣除。

贱价（POLKUHINTa）是指与生产成本及普遍市场价格
相比不合理的偏低价格水平。

小道消息（PUSKaraDIO）指人们之间互相传递的非正
式消息。小道消息可以为工作时的闲聊或者网络论坛上
的言论等。小道消息并不一定准确真实。

日常生活消费品（PÄIvITTÄISTavara）指日常使用的
消费品，如所有的食品、香皂及卫生纸等。

资产（PÄÄOMa）是指企业家自己或者其他投资人投
资给公司的金钱或者财产（有形资产）。资产可以分为
个人资产及外部资产。个人资产除了包括投资给公司的
资产之外，还包括累计现金流资产。外部资产是由外部
投资人投资给公司的资产，该资产必须还清。

融资（raHOITUS）公司经营需要资金。融资可以为创
业者自己的资金、现金流资金、贷款或者公共支持资
金。

项目参考（rEFErENSSI）例如，过去客户的体验，给
客户提供项目参考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们对公司产生信任
感。

余额（SaLDO）是公司账目上借方和贷方登记数额间的
差额。在资产负债表中，余额是指应受款项或者债务的
金额。

细分（SEGMENTTI）表示某整体的一部分，例如客户可
以按年龄、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进行细分。通过细分，
可以将服务、产品及相关市场具体针对某个客户群，从
而使公司获得竞争优势。

承诺（SITOUMUS）是具有约束力的许诺。做出承诺意
味着必须履行承诺。

启动资金（STarTTIraHa）是对新的全职创业者的资金
支持。启动资金可以从劳动局申请。申请必须在公司开
始经营之前提交。

公共关系（SUHDETOIMINTa）是指公司为了获得重要
组织及个人的支持，如合作伙伴及客户的理解、鼓励及
支持，公司进行的一种持续性活动。缩写PR活动（公关
活动）也是指同样的意思。

直接和间接竞争（SUOra Ja EPÄSUOra KILPaILU）
在直接竞争中，另一家公司与企业家创办的公司公开竞
争，提供同样的产品和服务。在间接竞争中，另一家公
司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与企业家所创办的公司的产品及服
务不同，但是满足的是同样的客户需求。例如，披萨店
与汉堡店的竞争是间接竞争，但是披萨店之间的竞争为
直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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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TaKaUS）是指如果债务人无法偿还债务的话，
担保人承诺向信贷提供方偿还债务。担保可以为绝对担
保、共同担保、一般担保及资金缺额担保。

保修（TaKUU）商品出售后，卖家要对产品的任何问题
或者疏漏负责。如果产品有问题，通常卖家会给客户换
新的产品，或者全款退货。保修期决定卖家需要对其产
品负责的期限。

要约（TarJOUS）是一方为了进行贸易或缔结合同，向
另一方就贸易条款做出的具有约束性的提议（如价格和
发货时间）。

资产负债表（TaSE）属于公司财务报表的一部分，衡量
某段时间内公司的资产和负债情况。在资产负债表中，
公司持有的资产添加到资产（借方）名下，公司自有资
本和负债添加到负债（贷方）名下。

财政年度（TILIKaUSI）是会计记账的时间段（通常为12
个月），记录这个时间段内公司盈利亏损情况（盈利或
者亏损）。如果公司刚开始经营或者准备关闭、或者公
司财务报表的时间安排发生了变化（《会计法》）等特
殊情况下，公司的财政年度可以短于或者长于12个月（
最长不超过18个月）。

财务报表（TILINPÄÄTÖS）在财政年度期间制定的账
目。财务报表阐述公司的经营结果及资产状况。财务报
表通常一年制定一次。如果公司有审计义务或者如果公
司自愿进行审计的话，财务报表由审计员进行审计。

经营范围（TOIMIaLa）定义公司的业务经营范围。

经营理念（TOIMINTa-aJaTUS）阐述公司经营目的，即
为什么公司会存在。公司的经营理念也是公司的商业计
划，该计划阐述如何在实践中落实经营理念。

执行总裁（TOIMITUSJOHTaJa）按公司董事会的要求
及规定，负责处理公司日常管理事务。执行总裁需要确
保公司的会计账目合法，同时执行总裁也要确保公司财
务管理安排可靠。执行总裁还必须向董事会及董事会成
员提供处理董事会事务所必须的信息。

清关（TULLaUS）进行进口或者出口业务时，涉及到的
一些需要办理的税务及行政手续。海关部门负责处理清
关。 (www.tulli.fi > Yritysasiakkaat)  清关时需要填写
申报表，申报表中向相关部门提交与商品相关的信息，
如商品价值及数量等。 

现金流资金（TULOraHOITUS）是指公司日常经营中获
得的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额。现金流资金是公司融资中
的首要资金来源。

损益表（TULOSLaSKELMa）是公司财务报表的一个组
成部分。财务报表的其他组成部分包括资产负债表、年
度报告及附加信息。 
损益表以减法计算的形式介绍公司在一个财政年度内的
收入及支出。从损益表中可以看出公司在某个阶段内的
经营结果（盈利或者亏损）。 

产品生命周期（TUOTTEEN ELINKaarI）公司生产的产
品都有一个生命周期，该周期始于产品开发时，但当产
品销售量减少，而继续将该产品保留在产品线上又无利
可图时，产品生命周期结束。

员工养老保险（TyEL）是指从养老保险公司为员工购买
的养老保险。参看第41页。

失业津贴（TYÖTTÖMYYSETUUS）社会保障机构
（Kela）向失业的求职者提供失业补助金、劳动力市场
津贴、基本每日津贴或者与收入挂钩的失业基金津贴。 

失业基金（TYÖTTÖMYYSKaSSa）向失业的基金会员提
供与收入挂钩的每日津贴，也就是说，每日津贴的金额
取决于会员以前的工资。是否加入失业基金由本人自愿
选择。在芬兰，员工和企业家有不同的失业基金。

资本充足性（ vaKavaraISUUS）公司的自有资本与外
部资本相比越多，公司资本就越充足。

抵押（vaKUUS）通过抵押，贷款人确保收回贷款。例
如，在支付办公场所租金时，同时需要支付两到三个月
的押金。抵押可以分为实物抵押和个人抵押，实物抵押
是指实物形式的债务责任，某项资产已被明确指定来替
代债务。个人抵押是指为他人的债务承担债务责任，个
人抵押包括担保等。 

本票（vELKaKIrJa）本票上阐明债务各方身份，贷款
额度、付款时间表及贷款利息。

网店（vErKKOKaUPPa）是指通过网络经营的商店。 

关系网络（vErKOSTOITUMINEN）关系网是指可以为公
司带来更多价值的合作伙伴。也可以与竞争对手建立关
系网络，例如与竞争对手发布联合报纸公告。

滞纳金（vIIvÄSTYSKOrKO）如果账单在最后支付日期
之前没有及时支付的话，必须支付滞纳金。根据《利息
法》规定，向消费者收取的滞纳金不能高于法定滞纳金
金额。 

利润（vOITTO）营业利润是损益表中的一个项目，从营
业额中扣除可变成本、固定成本及折旧计算后即可获得
营业利润。营业利润是利润分配前的盈利。 

http://www.tull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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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配（vOITONJaKO）是指公司可分配的利润。营
业利润在缴纳税款之后可以分配给股东。

企业家养老保险（YEL-vaKUUTUS）是针对企业家的强
制性保险，根据此保险向企业家支付养老金、伤残抚恤
金及康复津贴。社会保障机构的所有每日津贴，如病假
津贴、产假津贴及父母津贴金额的大小都取决于企业家
养老保险中申报的企业家工作收入的多少。请参看第41
页。

单式记账法（YHDENKErTaINEN KIrJaNPITO）以资
金的流动为基础（收付实现制），记录支出、收入、利
息、税款及产品或者服务购买等项目。该记账法用于记
录公司的收入与支出。单式记账法的财务报表包括损益
表，但是资产负债表并不包括在内。 

一般经营范围（YLEISTOIMIaLa）可以作为公司的经营
范围申报。这样的话，公司可以在所有领域进行经营。

企业家（YrITTÄJÄ）是指单独或者与其他人共同经营公
司的人士。公司经营目的是将商业机会转化为利润。

企业加速器（YrITYSKIIHDYTTÄMÖ）为创业企业提供帮
助，协助企业壮大发展。企业加速器可以为企业提供如
办公场所、咨询指导及专家服务、培训及建立关系网络
等服务。创业者与企业加速器需要签订固定期限合同。

公司类型（YrITYSMUOTO）在芬兰可以注册的公司类
型包括个体经营商、普通合伙公司、有限责任合伙公
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社及较为少见的公有制有限责
任公司和欧洲股份公司。公司类型会影响到企业家的责
任、公司创办人的最低人数限制、税务问题、利润分
配、公司注册费用以及公司最低资本要求。

公司重组（YrITYSSaNEEraUS）是指公司优化重组。 
进行公司重组时需要降低公司成本，例如削减员工数
量、增加收入及改善资本流通等。公司重组需要法院的
批准，企业重组可以重振超额负债法律实体的经营活
动，目的是为了帮助其偿清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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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咨询时间：
电话：(09) 310 36360 

www.newcohelsinki.fi

携手共促创业
知识产权

Seppo Laine Oy

互联网及网络服务
aalto Capital/osakepalvelut.fi
Codens Oy
Digiteam Oy
IHD Productions Oy
Zervant Oy
Isolta Oy
Crafthouse Oy

培训
Edupoli
Galimatias Consept Oy ab
市场营销学院（Markkinointi-Instituutti）
rastor Oy
哈格-赫利尔应用科技大学（Haaga-Helia  
ammattikorkeakoulu）

广告及市场营销
Mainostoimisto Luoja Oy
Unikuva
rima Oy
M3research OY
Meltwater Finland Oy
Happy Customer Company

银行及融资
Helsingin OP Pankki Oy
Nordea Pankki Oyj
Finnvera Oyj
Invesdor Oy
FIBaN-芬兰天使投资人协会
Holvi Payment Services Oy

保险公司
If vakuutusyhtiö Oy
共同养老保险公司 varMa
LähiTapiola 共同养老保险公司
Pohjola vakuutus
共同养老保险公司 Ilmarinen

失业基金
aYT，专业从业者及 
企业家失业基金
芬兰企业家失业基金

律师事务所
芬兰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 advise Olli Pohjakallio Oy
芬兰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 Justitium Oy

芬兰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 MK-Law
芬兰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 Mäkitalo, rantanen & Co
芬兰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 Nordiclaw Oy ab
芬兰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 roihu Oy
芬兰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 Dottir
Lavoset Law Oy
Turunen ja Ignatius 
Legistum Oy

财务管理及会计师事务所
acc Orlando Oy
accountOn Oy
CristalliTalous Oy
Digitase Oy
Hamarin Tilipalvelu Ky
Innoforum Oy
J.Siikavuo Ky
Oy actire ab Taloushallintopalvelut 
NordConsult Oy
Pasilan Paritilit Oy
Suomen Talousverkko Oy
Titoakseli Oy
Tilituunari Oy/Perussetti/Fiilispaja/Kissaniitty
Tilitopparit Oy

审计员
Ms-revisor Oy
Suomen Talousverkko Oy
Tilintarkastus T.virkkilä Oy

企业家组织
赫尔辛基地区商会
赫尔辛基女企业家协会
赫尔辛基企业家协会
国际青年商会（Keskuspuiston Nuorkauppakamari）
赫尔辛基手工艺及工业协会

其他
赫尔辛基市
alma Talent Oy
Cimos Oy
Futuretournaments Oy
Kontaktiverkko Suomi Oy
Perusta Yritys.fi Oy
Nokia Oyj
国家专利和注册委员会
reaktor ventures
vuotekno Oy
Smart Internationalization Oy
Suomen Yrityskehitys Oy

http://www.newcohelsinki.f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