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移民全家去瑞典机会来啦！

程序员的好消息：



为什么移民瑞典？——这里令人向往
生活在这个国家，你的生命状态将被完全更新，你的家庭将拥有用金钱无法衡量的满足和幸福

欧洲最富裕的
国家之一

世界上福利最好
的国家之一

全球最高生活
品质排名第二

世界上治安最好
的国家之一

全球综合竞争力指数排
名第二，仅次于美国

免签证国家数量排名
第二（173个国家）

全球幸福指数
排名第一

世界上教育程度
最高的国家之一

怎么样？是不是想进一步了解这个迷人的国家呢？



优美的自然环境
瑞典鲜有自然灾害发生，有着丰富的自然和矿产资源

瑞典的空气是天然的氧吧，每天都是蓝天、白云，特别是夏季瑞典是全球风光最好的国家之一



高品质的生活质量
瑞典人的生活最注重品质，他们在乎的不是有多么富裕，而是有多么快乐

“钱是可以储存的，而时间是不能储存的，你怎么花时间，决定了你一生的生活质量。”——瑞典俗语



安全的食品药品
在瑞典，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可以直接饮用，甚至一些河流湖泊中的水也可以直接饮用。瑞典的

大部分农作物都不使用农药和化肥，这有效避免了对地下水的污染，从而保护瑞典水资源的净化



优质的教育体系
瑞典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体会学习乐趣，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创造好的条件，

并且非常重视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特长



完善的社会保障
瑞典拥有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庞大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儿童津贴、病假补助、

医疗保障、住房补贴、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



心动了？但苦于没有机会？

我可以拥有这一切吗？

• 如果你是IT工程师，现在机会来了，我们为您

提供技术移民瑞典的机会，为您提供开启品质

生活的门票

• 这里没有996的加班，这里没有购房、养娃和

养老的经济压力，这里你有更多自由和时间陪

伴家庭、完成自己的梦想

• 接下来，您可以通过我们下面对大家比较关心

的几个方面的介绍来详细了解一下瑞典，从而

判断这些是不是您最希望拥有的。如果是，那

请抓住这个机会！

责任提示：这个机会并不适合所有程序员，移民对个人和家庭来说是影响未来生活轨迹的大事，我们建议候选人慎重考虑后再决定！



适合人群与基本要求

适合人群：明白移民目的和价值

• 希望到国外生活定居，享受良好社会保障和福利，享受平衡生活状态的人

• 希望为孩子创造良好成长和教育环境的家庭

• 不以追求高收入为主要目标

注：瑞典绝对收入不一定比中国一线城市高，但是时薪通常高于中国（因为中国给的工资看似很高

却有太多加班）

基本要求：工作经验+英语

• 五年以上的编程工作经验，熟练掌握至少一门编程语言，如Java、C++、

C#、Python、JavaScript、iOS、Android等

• 英语听说读写能够达标正常交流的水平。对于中国工程师来说英语口语是

重点难点（无需雅思托福成绩，但口语要能够交流，能通过电话面试）

• 无年龄、性别、学历、英语成绩要求，只需要具备工作技能即可

可以提供的技术岗位：前端工程师，后端工程师，全栈工程师，运维工程师，软件架构师等，详细要求见第五部分岗位说明



技术移民机会
PART FIVE

移民方式
PART FOUR

子女教育
PART THREE

部分福利介绍
PART TWO

瑞典简介
PART ONE

我们从以下5个方面帮您了解这个机会



PART
ONE

瑞典简介



瑞典简介——地理位置

⚫ 欧洲 ⇨北欧 ⇨斯堪地那维亚半岛；

⚫ 西邻挪威，东北与芬兰接壤，与丹麦、德国、波兰、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隔海相望；

⚫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机场与北京国际机场的直飞距离为6,736公里，直飞时间9小时30分钟；

⚫ 瑞典的时区夏季比北京时间晚6小时，冬季比北京晚7小时。

北欧

6,736公里
9.5小时



瑞典简介——地形与气候

国土面积45万平方公里，地形狭长，地势

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湖泊约10万个。是欧

盟国家里国土面积第三大的国家，仅次于

法国（约54万平方公里）和西班牙（约50

万平方公里），与我国甘肃省面积相近。

大部分地区属温带针叶林气候，最南部属

温带阔叶林气候。靠近海洋地区受大西洋

暖流影响，冬季温和多雨，气候以温带大

陆性气候为主。

受北大西洋暖流影响，平均气温1月北部

－16℃，南部－0.7℃；7月北部14.2℃，

南部17.2℃。

北部为诺尔兰高原

南部及沿海多
为平原或丘陵

45万
平方公里

-16~14.2℃
北部

－0.7~17.2℃
南部



瑞典简介——人口

1,000万

90%
中南部

• 人口约1,000万，有17%出生

在国外。

• 瑞典族占90%，北部有芬兰

族约3万人、萨米族近2万人。

• 瑞典人为北欧民族之一，属

欧罗巴人种北欧类型，身材

高大，皮肤白皙，金发碧眼。

• 全国90%的人口集中在南部

和中部地区。

• 大城市人口：首都斯德哥尔

摩，212.3万；哥德堡，92.9

万；马尔默，65.6万；乌普

萨拉，25万。



瑞典简介——语言

官方语言：

瑞典语，

少部分人讲芬兰语

通用语言：

英语

• 瑞典语属印欧语系属日耳曼语族斯堪的纳维亚语
支，瑞典语与丹麦语及挪威语有关系，但发音与
写法均相异。

• 两种主要的少数民族语言是萨米语（在瑞典北部
地区使用）和芬兰语。

• 瑞典学校中英语是必修课，大多数40年代以后出
生的瑞典人都会讲英语。英语和瑞典语为通用商
业语言。

欧盟各国能用英语交流的人口比例，瑞典高达86%



瑞典简介——经济_概况

• 瑞典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欧盟

成员国之一，但为非欧元区。

• 法定货币为瑞典克朗（SEK）

1元瑞典克朗兑换人民币在0.7-1.0元之间波动，近

期汇率为1SEK=0.7217CNY（2019年4月3日）

5,387
亿美元

国内生产总值

5.4
万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4.4%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6.5%

通货膨胀率

1.8%

失业率

• 瑞典2017年主要经济指标

旧

版

货

币

新

版

货

币



瑞典简介——经济_发明创新
瑞典的创新能力位于世界前列。历史上，瑞典人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发明和创新列举：

炸药 诺贝尔奖 摄氏温标 植物分类 安全火柴 拉链 活动扳手

安全带 移动电话通信技术电冰箱 吸尘器 鼠标电话交换机 滚动轴承

心脏起搏器人造肾 呼吸器超声波/心电图 伽马刀 局部麻醉 洛赛克药

Tobii眼动仪 PowerTrekk燃料电池 网络电话 无菌纸包装 儿童安全座椅

……



瑞典简介——经济_产业

工业

工业发达且种类繁多，多领域居世界前列

• 瑞典在保留传统工业的同时，优势部门却已转向技

术集约度高的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大力发展信息、

通讯、生物、医药、环保等新兴产业

• 瑞典拥有自己的航空业、核工业、汽车制造业、先

进的军事工业，以及全球领先的电讯业和医药研究

能力

• 在软件开发、微电子、远程通讯和光子领域，瑞典

也居世界领先地位

• 瑞典有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和企业，按人口比例计

算，瑞典是世界上拥有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

农业

气候寒冷，农
业比重较小

• 全国耕地面积

共264.83万公

顷，约占国土

面积的6%

• 粮食、肉类、

蛋和奶制品自

给有余，蔬菜、

水果主要靠进

口，农产品自

给率超过80％

林业

瑞典森林资源丰富，林业
在国民经济中地位重要

• 出口木材原料

• 建立了庞大的纸浆、造纸、家

具、林产化工等配套深度加工

工业部门，其产量和出口量均

居世界最前列

• 针叶树木产品的出口额居世界

第二，纸浆出口居世界第三，

纸业出口居世界第四

• 政府控制每年的采伐量不超过

自然生长量，使得瑞典森林覆

盖率长期保持稳定



瑞典简介——经济_知名品牌

瑞典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品牌你认识多少？



瑞典简介——政治

国王是国家元首，作为

国家象征仅履行代表性

或礼仪性职责，不能干

预议会和政府工作。国

王的长子女是法定王位

继承人。

议会是立法机构，由普选

产生。政府是国家最高行

政机构，对议会负责。议

会为一院制，共349名议

员。议员经普选产生，任

期四年。

政治体制：议会制君主立宪制

• 公平民主、透明守法使得瑞典成为全球廉洁国家的模范。
• 极少有政府人员贪污腐败的事情发生，也不存在政府机构高高在上的情况，是名副其实的人民公仆。
• 在瑞典，你拥有言论、网络、出版和经营自由、性取向以及结社自由等等。

 政府机构层级

欧洲级
欧盟

国家级 地区级
20个省

地方级
290个市

省长由政府任命，市级领

导机构由选举产生，省、

市均有较大自主权

 政治氛围



瑞典简介——社会生活

瑞典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却颇具社会主义国家意味，如：极力追求平等，社会保障完善，免

费教育，犯罪率低，禁毒品、枪械、嫖娼，高浓度酒由国家专卖等等

• 生活水平较高

• 社会保障制度完善

• 医疗卫生体系发达

• 老龄化较严重

• 实行9年一贯制义务免费教育

• 全国有各类高校48所（其中

综合性大学11所，艺术类院

校5所）

社会发展
• 瑞典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

家之一，根本看不到有防

盗窗

• 瑞典人普遍素质很高，刑

事犯罪极低

• 瑞典社会治安状况良好,

毒品、枪械、嫖娼均被禁

止，高浓度酒精饮料专卖

社会治安



瑞典简介——人文环境

• 瑞典人文化素质较高、热情好客、纯朴诚实、谈吐文明、行为规矩、重诺守时

• 瑞典人十分重视环境保护，爱花、爱鸟和其他野生物，热爱大自然

• 人们喜欢利用闲暇到野外去，到森林和田野远足，采摘蓝莓，到海湖去游泳、泛舟、垂钓

• 在昼长夜短的夏季，大家纷纷到国内外旅游

• 文化生活较丰富。全国有公共图书馆692个，各类博物馆373个，电影院415所

• 瑞典人爱好体育活动，最受欢迎的三项活动是足球、冰壶和冰球

• 马术运动是除足球外参与人最多的项目，尤其是女子

• 高尔夫、田径、手球、福乐球、篮球和曲棍球也有不少爱好者

• 人人及男女平等性已经深入瑞典国家的每个角落

• 瑞典60%的出口收入由女性创造。内阁成员中女性几乎占了一半以上

• 为孩子和妈妈以及家庭制定了无微不至的孩子补助和产假补贴等福利保障



瑞典简介小结

• 位于北欧，距北京距离6,736公里，直飞时间9.5小时，时差比中国晚6或7小时

• 国土地形狭长，面积45万平方公里，有人口约1000万，90%居住在中南部

• 瑞典语为官方语言，英语通用，普及率达86%

• 货币为瑞典克朗，1元瑞典克朗兑换人民币在0.7-1.0元之间波动

• 欧盟成员国，经济发达，人均GDP排名位于世界前列

• 创新能力强，为世界贡献了诸多发明，设立了诺贝尔奖

• 森林资源丰富，农业比重小，工业发达

• 拥有诸多知名品牌，按人口比例计算，瑞典是世界上拥有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

• 议会制君主立宪制政体，公平民主，言论自由，贪污腐败现象极少出现

• 社会文明程度与人口素质高，治安良好，人民生活稳定、幸福



PART
TWO

部分福利介绍



福利介绍——医疗

在瑞典，生病可以享受近乎免费的治疗

• 一年内挂号费累计1100

克朗后挂号即免费
* 一般挂号费为每次200克朗上下

• 一年内如果药费累计超过
1800克朗既可享受免费用药

• 检查费、治疗费、住院费，甚至包括特殊情况
往返医院或诊所的路费等则享受全免

• 如果需要有人特别看护也无须自己承担看
护的费用

• 如果没有住房瑞典政府将会提供
免费住房

• 孕妇和小孩的常规检查都是免费的，而
且有专门护士和医生定点定时为你检查

• 小孩从出生后的定期检查和疫苗的
接种也都是免费的

完全免费 超限免费

病假补贴

• 从病休的第二天起领取到80%工资的
病休补贴



福利介绍——养育子女

• 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教育一律免费

• 一到九年级学生可以在学校享受免

费的午餐和班车。此外，书本、练

习本、笔等通通都由学校提供

• 16岁开始一直到大学（包括硕士研

究生阶段）每月有2,500克朗教育

津贴，5,000克朗无息国家贷款
* 不管在学校贷了多少钱，工作后逐年以年收入的

4%还贷，但65岁以后无论还欠多少都不用再还任

何政府贷款

上学
• 从每个婴儿出生之日起，父

母双方即获得共480天的假

期，用来照顾孩子

• 父母双方可以自由安排生育

假，但每方必须各休至少

20%（即96天）来育儿

• 产假在孩子8岁之前休完即可

• 只要在瑞典连续全职工作8个

月以上员工即可享受按工资

的80%发放津贴

产假

• 0岁至16岁儿童每人每

月都可领取到约1,200
克朗儿童津贴

• 16岁以后享受教育津

贴和低息贷款

• 父母有权请假照顾生

病的孩子，在此期间，

国家社保承担休假父

母80%的工资

抚养

480天产假 80%收入 每月1,200津贴 16年 教育免费 每月2,500津贴



福利介绍——失业保险

• 对于加入瑞典的社会福利系统Akassan和工会人员失业后可以领取失业保险

• 补偿率相当于原日工资的80%。按每失业阶段300天支付，每周按5天支付

失业后
保障

失业前
日薪 80% 5天/周

每阶段不超过
300天



福利介绍——养老

弹性
退休

• 实行弹性退休制

• 法定退休年龄65岁

• 可以在61～70岁间

的任何时间退休

税收
征缴

• 以社会保障税形式征缴基

本养老保险费

• 一并征缴的还包括医疗保

险、公司保险、劳动保险

覆盖
人员

• 所有瑞典本地居民

• 在瑞典工作过一定时间的人员

• 在瑞典短期工作过的欧盟国家

人员

私人补充养老金
（Privatepension）

雇主补充养老金
（Tjänstepension）

收入养老金
（Inkomstpension）

大众养老金
（Allmänpension）

收入养老金

基金投资养老金

主要
形式

资金来源 说明

个人自愿
• 可以用自己的钱设立这种养老金
• 途径有银行提供私人养老基金、资本保险基金，或过投

资股票、财产或其他资产

雇主协商

• 通常占瑞典养老金的20％到30％，个人具体情况根据雇
主和收入不同而不同

• 90%左右的员工有权获得
• 工会和雇主之间的“集体协议”决定由雇主支付工资金额的

4.5％，没有集体协议的，则由雇员与雇主协商确定雇主
缴纳比例

雇主+个人
税收强制

• 每个在瑞典工作和纳税的人都有权享受这种养老金

• 年收入的16％用于支付收入养老金
• 这部分由政府统一托管，除了本金外还有利息收入

• 年收入的2.5％用于支付基金投资养老金
• 这部分自己决定如何投资增值，若自己不管由国家管理

国家财政
拨款

• 所需资金由财政预算安排
• 任何在瑞典居住超过三年的且年龄满65岁的居民，都有

权利申请保证养老金
• 领取金额与生活在瑞典的时长有关。要全额领取，则必

须在16-64周岁间在瑞典生活40年以上，不满40年的，每
少1年少领1/40

为低收入者及零收入者老年人提供
最低生活保障

保证养老金
（Garantipension）

19,265克朗
2018年养老金税前平均总额*

* 养老金多少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工资，
在瑞典工作的时间，公司政策及个人决定



社会福利小结

• 近乎免费的医疗，病假期间领取80%的薪水

• 每生一胎，父母双方都共有480天产假，在孩子8岁以前都可使用来陪伴孩子成长

• 休产假期间可以领取80%的薪水

• 每个孩子在16岁之前每月获得国家给予的1,200克朗的儿童津贴

• 从小学到大学教育一律免费

• 从16岁到大学（包括研究生）每个学生每月获得国家给予的2,500克朗的教育津贴

• 失业保险保证失业期间仍然拿到80%的薪水

• 多种形式养老金安排保障退休后生活质量，2018年养老金税前平均总额约为每月19,265克朗



PART
THREE

子女教育



子女教育——教育体制

能力 成绩

• 重在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理解力，

让他们开拓自己的思维，发现问题，

并且自己寻找问题的答案

• 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分析能力和动手能力

• 瑞典的学前教育和小学以玩为主，中

学的课业负担也不重。没有“填鸭式”

的教育、繁重的课下作业以及高昂的

补习费用

• 考试成绩从来不是瑞典人所看重的，

教师们经常会提示学生：知识可以慢

慢学，但能力一定要掌握

瑞典教育体制通常分为四个阶段：学前教育阶段（6岁以下）；义务教育阶段（7-16岁），其中一至三年级

为初级段，四至六年级为中级段，七至九年级为高级段；高中阶段（16-19岁）；大学阶段（19-24岁）。



子女教育——教育氛围

乐趣 平等 管教 锻炼 阅读超越

• 孩子是在一个
多元价值观的
环境中生活

• 孩子的事情是
瑞典社会最重
视的事情之首

• 瑞典学校不仅
有日常的普通
课程还有在实
践中学习更多
的知识，体验
生活乐趣

• 孩子童年幸福
指数远高于中
国孩子

• 老师讲完课，就
坐在教师里课桌
旁备课、批改作
业，或到学生跟
前进行个别讲解

• 在瑞典的学校一
个班级学生人数
在二十个上下，
每个人对老师，
老师对学生都是
直呼其名，平等
自由的交流

• 在课堂上孩子们
可以随心所欲的
去向老师提问，
老师则会像朋友
一样和学生一起
交流探讨

• 瑞典的老师在学
校是不允许训斥
孩子的更不要说
是体罚孩子

• 如果孩子在学校
调皮捣蛋影响老
师正常的授课，
那么这时老师就
会叫来家长

• 瑞典的教育理念
认为，教育不仅
仅是学校的事情，
是家庭和学校共
同协作下才会给
孩子一个正确的
导向

• 瑞典作为体育
强国，学校是
非常重视孩子
体育锻炼

• 每所学校都有
着较高标准的
体育场馆，各
种设施和运动
器械都非常全
面

• 孩子们在运动
过后，都可以
舒舒服服的洗
个热水澡然后
在回到教室去
上课

• 初级教育比较注
重孩子的生活能
力和人文的培养

• 孩子到12岁为止，
都不会收到成绩
单，老师也不会
替孩子们排名。
学生们彼此不会
互相比较、竞争

• 学生们最重要的
任务不是得到第
一名，而是超越
自己，这也是瑞
典为什么能成为
世界上创新能力
最强的国家

• 瑞典城市每个
社区都有免费
的公众图书馆

• 专门有不小的
儿童阅览区，
图文并茂的儿
童读物琳琅满
目，甚至还有
不少中文图书

• 每天下午，这
里的读者主要
是放学后的孩
子们，他们在
一起读书、讨
论作业



子女教育——学前

费用

• 在瑞典上幼儿园是收费的，但法定费用上限，政府还会拨款。总的
来说，家长所负担的学费不会很多，每一个适龄儿童都能上幼儿园

• 以斯德哥尔摩为例，幼儿园学费是以家庭收入的3％来收取的，但
是每月最多不超过1,260克朗

• 如果有第二个孩子，那么幼儿园学费是收入的1.5％，第三个及之
后的小孩就是基本免费的了

• 政府每月补贴给每个孩子1,200块，这样就相当于免费上幼儿园了

从1岁到6岁的孩子都可以选择上幼儿园年龄

瑞典幼儿园形式包括：
1）公立幼儿园，由地方政府开办
2）私立幼儿园
3）家庭幼儿园，由具有法定资质的女性来承办

形式



子女教育——义务教育1

• 入学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就近入学，根据居住区来划分学区

• 移民可以提前与所在省的教育局取得联系，为孩子安排一个离家比较近的、开设国际学生语言班的学校。

在这样的学校里，每个新来的国际学生都有一个母语辅导老师，这个老师懂得国际学生的母语，会每周

给孩子进行一次瑞典语的辅导

学校类型

国际学校
外国经商人员、外交官、
研究学者和喜欢国际教
育的瑞典孩子

瑞典语学校

授课语言

英语

瑞典语

适合对象 偏好与优势

多数当地人和长期在瑞
典生活的移民

孩子将来可以在欧洲其他国家或者美国、
加拿大等国家发展

更快地融入瑞典生活，多交附近的朋友。
上瑞典语学校的孩子能够很快就找到工
作，收入基本相当不错，在瑞典语学校
毕业的学生并不见得英文就不好，瑞典
公司更加愿意找瑞典语好的学生



子女教育——义务教育2

• 课程设置：义务教育阶段一共有16门课

• 必修课，每个年级都必须要上。例如：瑞典语、英语、数学、体育、社会﹑宗教﹑地理﹑历史、

生物﹑化学﹑物理、绘画和音乐，移民的学生还会有额外的母语课。

• 选修课，也是必须上的，但是可以在几个科目选一个喜欢的。例如：木工课，缝纫课，家政课。

• 选修一门语言，你可以选修学校支持学习的语言。比如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等等，每个学校可

以选修的语言有所不同，当然你也可以选修瑞典语。有些学校也支持汉语。

• 初级阶段开始就有专门的制作教室和木工老师，各种工具一应俱全，各种板材码放整齐。学生们
在老师的指导下，专心致志地使用着小木锯、小木刨甚至电动工具。孩子们制作的成果主要是牵
线木偶、小木马、木笔筒等。

• 手工缝纫也是孩子们喜欢的课程。学生们在缝纫教室里学会裁剪、缝制布娃娃、坐垫、书包和布
球等。

• 6-13 岁儿童也可以得到上学前放学后的校外照顾，得到此类照顾的学童会被安排在课外活动中心、
家庭日托所或参加开放式课外活动



子女教育——高中

• 高中是非强制性的，但也免费。高中课程为三年制。瑞典完成义务教育的学生几乎都继续上高中

义务
教育

高中

职业教育

国家教育
项目

通过瑞典
语、英语
和数学考
试合格

通过其他九个
科目的考试

通过其他五个
科目的考试

大学

就业 大学

• 瑞典大学参考学生在高中三年的平均

成绩决定是否录取。选大学是一种学

校与学生相互挑选的过程，并非学校

对学生单方面的挑选

• 瑞典进入大学的升学率很高，不存在

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可怕景象，大家

基本上高中毕业之后都能有学上

• 不上大学的学生，在高中毕业之后也

有了足够寻找工作能力



子女教育——大学

• 具有瑞典公民、瑞典永久居留许可、因非学习事宜而签发的瑞典短期居留许可身份的，读大学是免费的。非欧盟

公民现在就读瑞典大学需要付学费，平均要120,000克朗每年

• 瑞典大学的教育体制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 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开放不拘礼节，学生个人自发性的思考和批评的观点受到高度重视

• 教学通常在小组里完成，教师鼓励学生参与对话与合作，学生在课后也能联系到教师

• 重视促进学生在社交和才智两方面同时得到发展

• 瑞典是全世界最具创新能力和研究实力的国家之一，有多家世界知名学府

• 美国教育媒体USNews联合汤森路透发布了2015年全球顶尖500所大学排行榜中，瑞典有11所大学进入了世界高

校的前500名。这11所大学分别是：卡罗林斯卡学院、隆德大学、乌普萨拉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皇家理工学

院、哥德堡大学、于默奥大学、查尔姆斯理工大学、林雪平大学、瑞典农业科学大学、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



子女教育小结

• 教育体制设置：学前教育（1-6岁）、义务教育（7-16岁）、大学教育（16-19岁）

• 学前教育收费很少，几乎所有家庭都能负担，义务教育到大学阶段完全免费

• 重视能力培养非成绩竞争，没有繁重课业负担

• 学习气氛是富有乐趣、师生平等、教师与家长共担管教责任、重视体育锻炼和阅读的

• 所有孩子都有上大学的机会，即使是参加工作以后也可以申请读大学

• 高等教育资源丰富，有11所世界排名前500名的大学

• 家庭没有任何子女教育的经济压力，同时能享受到世界高品质的素质教育资源



PART
FOUR

移民方式



移民瑞典的价值

国际前沿平台工作机会

稳定增长的收入

工作生活平衡，无过高压力

高质量生活质量，身心愉悦

社会福利保障无后顾之忧

轻松养育子女，毫无经济压力

仅计算收入和子女教育现金

价值即达人民币200多万



移民方式——政治避难/难民

• 对于政治避难，瑞典移民局的定义非常明确，指在原国家遭受战乱侵袭，

受到政治迫害，严重威胁生命安全的一批人

• 政治避难只适用于极少数人群，属于一种特殊的移民方式

• 我和谐天朝不在此范围之列



移民方式——读博士

• 瑞典执政党四党联盟和在野党环境党联

合提出了新的留学移民政策，规定外籍

博士生学满四年即可获得瑞典永居

• 瑞典的博士是货真价实的，不可能有个明星身份或者花点钱就能混过去

• 除了满足学历条件和研究技能以外，一般来说，非连读的博士项目至少需要4年

以上时间毕业，并且要在国际级别刊物上发表至少3篇论文

• 一个博士的位置时常有超过100人申请，可谓一位难求

• 这种移民方式适合学霸

对于多数人来说难度不小



移民方式——结婚

• 嫁一个瑞典的老公，或者娶一位瑞典的姑娘，

从而拿到瑞典公民的绿卡

这种方式看似简单，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如果是

真爱也就罢了，但是如果只为了拿瑞典身份那就要

小心了。一旦碰到骗子，后果常常是人财两空，甚

至不堪设想。再者如果被瑞典移民局查出来，可能

会立即遣送回国，并在护照上留下终身污点。因此，

结婚移民需谨慎。

真爱靠缘分，假结婚风险大



移民方式——投资/自雇

• 个人在瑞典投资拥有一家公司50%以上的股份，可以向移民局

申请自雇工作签证

• 自雇许可的有效期一般为12个月，可在瑞典续签

• 申请人的配偶及其子女（18周岁以下）都将获得12个月的居

留许可。在此期间，申请人全家可直接拿人口号并享有和当地

人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

• 瑞典政府对这类投资项目考察期一般为两年。两年考察期结束

时可以申请瑞典永久居留身份，三年后便可申请加入瑞典国籍

• 其他要求：申请人能证明自己有良好的行业经验，以及以前的

经验对目前这个业务的运行有帮助；会瑞典语或英语；公司经

营可以获得足够盈利，且能支持两年试用期中养活自己和家庭

• 投资移民比较适合于在瑞典有过留学经验，对瑞典十分熟悉或者在瑞典有认识的朋友等人

• 预计费用：至少300-500万SEK（国内其他中介公司收费标准）

• 之前华人那种注册个新公司或者随便开个餐厅、超市就能申请签证的方式成功率几乎为零了，

移民局已经严格筛查限制这类公司的华人签证申请，成功率极低



移民方式——技术/受雇

• 由一家瑞典的企业雇佣申请人，作为企业员工，申请人有雇主的

担保即可取得2年被雇工作签证

• 期满后续签2年工作签证，4年期满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申请人

的配偶及其子女（21周岁以下未婚）都将获得2年的居留许可，

并且与申请人同步获得永久居留身份

• 非欧盟的外国人进入瑞典劳动力市场是比较困难的。从瑞典求职要

求来看，瑞典工作岗位对申请人的普遍要求是瑞典语熟练，有相关

工作经验或者学历背景。对于不具备瑞典国内文凭，也不会说瑞典

语的海外求职者，想要在瑞典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

• 从瑞典的入境政策上来讲，瑞典移民局规定，海外申请人必须要先

在瑞典找到工作，然后才能够申请登陆瑞典的工作签证。对于大部

分人来说，尤其是在海外直接申请，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预计费用：100万-200万RMB （其他中介公司，我们远低于此价）

在中国直接申请瑞典工作机会的成功性几乎为零！

我们的最核心价值就是建立了瑞典雇主的信任，愿

意考虑经我们推荐的候选人



移民方式小结

• 政治避难/难民：不适用于中国人

• 读博士：适用于学霸，但是申请竞争激烈

• 结婚：找到跨国真爱不容易，假结婚风险大，需要十分慎重

• 投资/自雇：需要证明有足够的经营和经济能力，投入巨大，至少需要

300-500万克朗

• 技术/受雇：在中国个人直接申请成功机会几乎为零，多数其他中介机构

收费100-200万人民币，而我们的价值在于以远远低于这个收费的合理价

格提供真实的工作机会



PART
FIVE

技术移民机会



技术移民机会——基本要求

•我们提供合法获得在瑞典公司工作的机会，并享受与当地入职的员工同样待遇，

•只要您具备以下2个基本条件：

•五年以上的编程工作经验（或具

备同等能力），如：C++、Java、

C#、Python、iOS、Android等

具备基本的英语交流能力（无

需雅思托福，但是口语要能够

交流，能通过电话面试）



技术移民机会——岗位1

Software developer Job Description:

Examples of projects currently being conducted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autonomous vehicles, cloud-

based services, embedded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sides being technically 

skilled, you probably also enjoy explaining to others how things work and help each other in a team. It’s 

key for you to enjoy a varied and a high work rate in the role as a software developer. The work is most 

often based on an agile approach and we consider that you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software 

development workflow and life cycle.

Your background

The service requires that you have a wide range of skills ranging from practical development to the 

mentioned skills below.

• Stream processing mechanics

•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 Experience of Spring Boot, Kafka, Docks

• Java and Spring framework, 

• Building RESTful services 

• RedHat 3Scale 

• Knowledge in working with CI/CD tool chains 

• GIT

• Angular

• Jenkins

• AWS

• Real-time system development

• Event driven and reactive development

• Experience of DevOps

• Geospatial processing

• Experience in Cloud and Virtualization

• Communication Network and Integration 

Architecture / Patterns

• IT security

• You master English in both speech and writing



技术移民机会——岗位2

Software Infrastructure Engineer Job Description:

Main responsibilities:

• Integrate software applications

• Maintain and develop build environment infrastructure

• Refine, scale, and automate the software deployment pipeline

• Modify and develop quality assurance tools and other tools used

• Standardize and automate the setup of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s

• Implement/improve current application monitoring system

• Discuss technical solutions with suppliers (internally/ externally)

• Support technical investigations and task force activities

Required qualifications:

• B.Sc. grade within Computer Science, Engineering, or equivalent level of education

• Experience with Python, Shell Script,  C/C++,  Golang

• Experience with source control tools such as git (and corresponding services like GitHub or GitLab)

• Familiarity with Docker and container orchestration tools (e.g. Kubernetes, ECS, GKE, Docker Swarm)

• Knowledge/experience with automated provisioning tools (e.g., Terraform, Ansible, Chef, Puppet, Salt)

• Fluent communication in English

Meritorious qualifications:

• Experience from software integration, design and development

• Experience with formal software development processes, such as Kanban and Scrum

• Experience with TDD, BDD

• Knowledge of cloud infrastructure architecture and deployment strategies



技术移民机会——岗位3

Software developer Job Description:
The main tasks will be:

• Analysis of cloud services

• Define and document how to utilize these services

• Participating in creating the backlog

• Test driven development

• Test Automation

• Prototyping

Primary Skills Required:

• .NET/Java

• Agile development (Scrum/Kanban)

• Cloud services in AWS and Azure

• Kubernetes, Docker

• Familiarity with Front end framework e.g. Angular / React / Vue

• Familiarity with databases (e.g. PostgreSQL, MySQL, MongoDB, redis, Cassandra)

Additional Skills Preferred:

• Agile believer, motivated and positive

• Ability to work well in a team

• Open source tools like Elastic search

Experience Required:

• Working with Cloud services in AWS and Azure

• Experience from working with VSTS (Visual Studio Team Services)

• Agile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ing

• Test driven development



技术移民机会——岗位4

Software Embedded Engineer Job Description:

Responsibilities: 

•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new products in cooperation with electronic engineers

• Experience of C and C++ in an embedded, real-time, resource constrained device

• Experience in writing software for embedded systems

• Knowledge of Unix-based operating systems and the GCC toolchain

• Proven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 Knowledge of CI/CD, Jenkins, Yocto, Bitbucket, GIT, Artifactory

•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e.g. CAN (CANoe, CANdela, CANalyser), LIN, FlexRay

• Knowledge of the Qt Application Framework

• Knowledge of modern user interface concepts 

• Create prototypes that connect to either new or existing physical components

• Quick mock-ups using e.g. Arduino, Raspberry Pi

• Integrate with various cloud services via HTTP, TCP/IP, MQTT, etc.



技术移民机会——岗位5

Software Engineer (Front-End) Job Description:
Required Qualifications

• Experienced as a front-end software engineer, designing and writing code

• Minimum 3 years work experience developing front-end software

• Knowledge of front end development, including responsive design, Single Page Applications 

and using modern JavaScript frameworks such as React, Vue, Angular JS.

• Knowledge of HTML5 and CSS along with tools and libraries, e.g. Bootstrap, jQuery.

• Have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ing Microservices and/or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s

• Understanding of multiple languages, e.g. JavaScript, Python, Ruby, Shell, etc.

• Experience of developing code with AWS, Google Cloud, Azure, or other major cloud providers

• Ability to do technical interviewing, to assist with building a highly functioning team of 

software engineers.

• Like clean code and manage code with version control e.g. GIT

Meritorious

• Experience with Agile/Scrum methodologies and associated tools (Jira, Confluence, Kanban)

• Experience with Github/Gitlab workflow

•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React, Redux, ES6, JS etc.

• Contribute to Open Source project

•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Docker, Kubernetes etc.

• Jenkins

• Test framework .e.g. Jestjs, Mocha, Selenium

• Package manager e.g. Yarn/npm



技术移民机会——岗位6

Android developer Job Description:

• Very good programming skill with Java (Android) or C++

• Create prototypes that connect to either new or existing 

physical components

• More than 3 years Java development experience

• Experienced in Android platform development

• Experience of testing, both unit and instrumentation tests.

• Familiar with Linux environment and command line

• Knowledge other languages e.g. Python, Bash etc.

• Knowledge of CI/CD, Jenkins, GIT, Artifactory

• Experience with tools like JIRA and Confluence, Git and CI 

toolchains

• Experience in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Develop software for 

infotainment head unit



技术移民机会——岗位7

Software developer Job Description:

● Design,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of new features in the applications 

● Responsible for regular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s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 Implement, test, and bug-fix functionality 

● Responsibility for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oftware projects using C#  

● Participate as a team member in fully agile Scrum deliveries 

● Provide support to end users 

● Design, build, and maintain efficient and reliable C# code 

● Proficient in C# .Net

● GIT 

● Familiarity with databases (e.g. PostgreSQL, MySQL, MongoDB, redis, Cassandra) 

● Good knowledge with Front end framework e.g. Angular / React / Vue 

● Knowledge in working with CI/CD tool chains  

● Experience of DevOps, Jenkins 

● Experience in Cloud, e.g AWS, Azure, Google Cloud  

● You master English in both speech and writing 

• 以上每个岗位需求
多人

• 陆续还有其他岗位
虚位以待



技术移民机会——雇主

https://www.sylog.se

https://www.datarespons.com

https://a-way.se/en/

• Sylog is owned by a Norway 
listed company Data Respons
AS that has a revenue of approx. 
1.3 billion SEK 

• has 470 persons, 90% of all 
employees are engineers with 
deep knowledge about system 
engineering and IT

• Sylog consultants are seen as 
very talented and experienced 
within their areas. Most of the 
consultants have 10 year and 
more of experiences within IT 
after their education.  

• 我们与多家瑞典IT咨询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成为了它们在中国的独家合作伙伴

• 符合要求的候选人将直接与瑞典公司如Sylog、A Way、Altius等签定劳动合同

• 作为咨询顾问，候选人将服务于雇主的客户，如Saab 、Ericsson、Bombardier、Jeppesen、

Telia、Volvo、Autoliv、Tele2、Nordea、Assa Abloy、ABB等瑞典和国际上的知名企业，您将

与来自各地和各方的工程师一道为它们解决问题

https://altiusconsulting.se/



我公司英文名

我公司Logo

我们的服务最
大价值在于我
们拥有瑞典雇
主的充分信任，
直接由公司高
管（如CEO）
面试经我们推
荐的候选人。
省去了候选人
大量的时间，
直奔目标！

其中有的雇主直
接把我们公司的
名字和Logo放到
它们的官网上对
外展示，参见：
https://altiuscon

sulting.se/offsho

re/

瑞典雇主对我们的充分信任



瑞典咨询与中国外包区别

• 作为咨询顾问，通常是外派到雇主的客户那里进行工作，是一种IT外包

• 瑞典的咨询和中国的外包环境和地位却有着天壤之别，在此将两地不同之处通过比较作以说明

对比项 中国外包 瑞典咨询

甲方

• 甲方强势，消费者心态。对外包程序员缺乏应有的
尊重和信任

• 常安排额外的工作。除了工作压力之外，还要承担
无形的关系压力

• 和本公司员工同等对待，一般咨询公司的程序员相对经验丰富，
反而更受尊重

• 由于对裁员的严格要求，聘请咨询顾问做项目是常态

乙方

• 把外包程序员当成盈利工具，缺乏关怀和情感。没
有归属感

• 可以随时裁员
• 少有上规模的企业或上市公司

• 顾问被看成公司最有价值的资产，甚至不惜为人才修改公司规定
• 法律和工会有严格限制，即使老板也不能随意裁员
• 有许多知名的欧洲咨询公司是上市企业

工作

• 通常非核心项目
• 工作强度大，加班严重，未老先衰
• 不能参与决策，只管完成任务。出现任何问题都是

被职责的对象

• 重要项目
• 每周40小时弹性工作
• 经理只负责管理，不参与技术决策，团队成员共同参与讨论方案

人员
• 团队成员多不是专家。常是几个有经验的人带着一

群新手干

• 专家、牛人更愿意在咨询公司供职
• 对雇员要求略高于甲方
• 许多大牛天性不羁，咨询公司由于比甲方那种大公司给予人才更

多的自由度和更快的反应速度而更受他们青睐

收入
• 在甲方压价和乙方压榨下收费微薄，与付出不成比

例。五险一金多按最低标准缴纳
• 咨询公司收入通常高于甲方做同样项目的员工。由于顾问多是行

业专家，派到甲方就能解决实际问题，甲方也愿意支付更高费用

发展空间
• 重复操作，易被取代，多年以后难逃被随意抛弃的

结局。离职率高

• 参与诸多项目重要模块，并要提出解决方案意见，使顾问成为适
应多变项目和解决问题的高手，越老越值钱

• 既可在乙方，也有很多机会跳槽到甲方，因为在为甲方做项目的
过程中已经得到甲方的验证。甲乙双方对与跳槽的态度是宽容的，
常有人来回跳槽



技术移民机会——待遇

40小时，25天

公费学习

额外医疗保险

工作稳定性

工作签证保障

• 候选人自己与雇主商谈工资。保底税前月薪在3.5~5万克朗之间，实际情况因
人而异，五万以上的大有人在。工会要求每年至少涨薪2%左右。

• 这个收入符合当地市场水平和工会要求，和瑞典人是没有差别的。一个人这样
的收入可以在当地养活一家人，买车、买房都不成问题，可以过很舒适的生活

• 一周40小时工作，弹性工作制。一年至少25天带薪假

• 个人或公司需要员工学习的花费可以得到公司报销

• 公司提供医疗额外保险，可以看私人医生，大大缩短等待就医排队时间

• 瑞典公司不可轻易裁员，工会的权利和影响力非常大，会帮助有困难的员工

• 移民局第一次给2年，第二次给2年，第三次给永居。直系亲属同步获得身份
• 公司与瑞典移民局签订有绿色通道协议（1个月左右可下签，否则需要半年）
• 由公司出面担保，对候选人零风险

月薪3.5~5万克朗



瑞典个人所得税

瑞典是全世界税收最高的国家之一。一般来说，个人所得税的比例占收入的30%以上。这个税

率只是一个平均值，因为瑞典的个人劳动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个人工资收入越高，需缴纳的所得

税则越高。2019年，收入在19,670瑞典克朗以下免征个人所得税。你工资的税额取决于你适用的税

率。这个税率与你居住的城市，以及是否是瑞典教会的成员还是任何其他宗教社区的成员有关系。

看一个在瑞典工作的IT工程师工资表的实际例子

某工程师的月收入是37,917克朗，企业代为扣除个人所得税9,925克
朗，税后收入是27,992克朗，实际扣税比率约为26.18%。雇主为此
工程师支付的雇主税为11,913.52克朗（这部分不影响个人收入）。
个税和雇主税都会由雇主在发工资的同时代为缴纳，最终体现在你
的养老金账户(可查询)，以及医疗保险，社会福利等。

具体要缴纳的个人
所得税可以通过瑞
典税务局网站计算
（不懂瑞典语需要
用翻译网页工具）
https://www.skattev
erket.se/privat/skatt
er/arbeteochinkoms
t/sabeskattasdinlon.
4.54a3d27615036ac
09f316ce.html

大部分人适用的
税率在此上下

https://www.skatteverket.se/privat/skatter/arbeteochinkomst/sabeskattasdinlon.4.54a3d27615036ac09f316ce.html


技术移民申请流程

1. 中介公司第一轮电话面试（意愿、工作经验、英语等）

2. 瑞典合作公司二到三轮电话面试（技术水平、英语能力等）

3. 或有一次技术面试（技术在线测试/视频面试）

4. 瑞典雇主高管直接面试（视频面试）

5. 拿到offer准备所需资料办理工作签证



熟悉瑞典工作文化

瑞典有很多女性都在商

业和政治领域坐到了行

政管理的高层位置，这

个数量比欧洲其它国家

都多。这就是为什么瑞

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适

合成为一个女人的国家。

这也说明很多时候你的

上司都会是一名女性。

所以在这种时候请拿出

你的尊重，不要指望你

的男性同事会跟你开关

于性别的玩笑。

尊重女性重视工作健康

站立式办公桌在瑞典的办

公场所是很普遍的。

很少有办公室是没有站立

式办公桌的。

它们对健康带来的好处是

显而易见的，你可以选择

坐着办公但是可能会早死，

或者选择站着办公只是看

起来有点蠢。

不崇尚加班，重视“生活
和工作的平衡”

大多数瑞典人都不会工作到很晚，很多
家长们在下午3点半的时候就已经离开
办公室去接他们的孩子放学了。
不要想着如果加一个小时的班的话你的
上司会对你印象深刻。他们不会这样，
相反只会觉得你是一个没有朋友或者家
庭的可怜人。
瑞典上司对待员工生病的心态则更加通
情达理。他们希望你在家休养直到病好
了再上班。重点是不要将你的病毒散播
给别人。
瑞典的工作方式是以合作为主的。如果
某个工作是有时间限制的，那么每个人
都会陪着一起加班将这件事完成。所以
没有必要成为工作过分卖力的人，这种
行为也并不会为你的工作加分。

每天两次Fika

在瑞典语中，Fika最早

是指商业公司中一日两

次的工休时间。

如今Fika这一生活习惯

已有百年历史，它不仅

仅是商业人士的专属，

从办公室到大学，从工

厂到超市，不分职业场

合，几乎所有人都可以

享有Fika——放下手中

的事情，端起一杯咖啡

或者茶，配上各种甜点

面包，和周围的伙伴一

起聊天，吃东西，放松

一下。



感谢您的关注

申请联系人

中国公司代表：Howard

微信请添加：469182522

手机：18310709965

邮箱：howard@hctechn.com

公司官网：www.hctech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