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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商会秘书长的前言 

 

本指南将为您在意大利的投资决策提供行之有效的建议。指南中含有

重要的指导信息，可以指导您如何以有效、便捷的方式在意大利购买

资产。此外，指南还介绍了意大利的基本情况，特别是意大利金融和

法律体系中的关键信息。 

 

尽管意大利适用欧盟法，但不同成员国对其法律法规的解读却各有不

同。此类信息亦不会出现在欧盟文件或成员国的一般性文件中。幸运

的是，您可以在本指南中找到此类信息。 

 

Roberto 和 Emanuele 两位律师还将协助您进一步了解这个富有创造

力和创新性的国家，向您展示其地理优势和高素质的劳动力优势。同

时，意大利有近 6000 万的消费群体，这一市场将会给中国企业家提供

无限的业务扩展机遇。 

 

尽管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但是国与国之间的社会和文化差

异仍是两国间交流和发展的障碍。希望通过这本平实易懂的投资指南，

读者可以了解到实际投资中的关键事宜，发现实现成功投资的具体经

验。 

 

林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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