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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威州-德国本土新闻
北威州加速打造“德国硅谷”
举世闻名的美国硅谷是一条长 80 公里、宽 20 公里的狭长地带，那里曾经是一片荒芜的处女地。
20 世纪 30 年代末，以惠普为代表的第一批初创企业在斯坦福大学的支持下来到那片土地安家。
依托于附近具有雄厚科研力量的大学和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硅谷逐渐云集众多高科技企业，如
今已成为汇聚美国高科技人才、迸发科技灵感火花的创新高地。
巧合的是，在德国，从杜塞尔多夫到波恩和亚琛两地的距离也都在 80 公里上下。在北威州经济
部长平克瓦尔特眼中，这两段“80 公里”正是德国未来机遇之所在。这里聚集着一大批高校和研究
机构，拥有众多对初创公司态度友好的成熟企业，完全有条件在此打造“德国硅谷”。北威州各地
正先后掀起数字化浪潮。波恩、埃森和科隆等城市相继与高科技之城特拉维夫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老牌大企业也纷纷加速开拓新市场、寻找创新人才。
More

央视《远方的家 - 一带一路》特别节目走进德国北威州
“一带一路”为中国与德国北威州关系赋予了哪些新的活力？双方合作蕴含着怎样的潜力？北威州
具有什么样引人入胜的魅力？2017 年 12 月 7 日，央视国际频道播出《远方的家 - 一带一路》特
别节目《北威州的新机遇》，以独特的视角向观众讲述了在德国北威州发生的“一带一路”故事，
展示了该州独具特色的异域风情。敬请收看。
More

北威州 – 投资促进
“二十载精诚合作，未来路携手共赢”-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南京代表处 20 周年庆祝晚宴在宁举行
11 月 10 日，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南京代表处 20 周年庆祝晚宴在南京金陵饭店举行。来自江苏政府、
企业、协会等各界嘉宾出席了此次活动。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署长华珮女士专程从德国总部飞抵南京参加庆祝晚宴。在致辞中华珮署长自豪
的表示，南京代表处是投资促进署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办事机构，是中国和北威州友好关系中迈
出的成功一步。近十年南京代表处的主要工作是全方位进行北威州投资地的推广并为有意到北威
州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一条龙咨询和服务。华珮署长高度赞扬了南京代表处 20 年来的工作并为
南京团队签署和颁发了荣誉证书。目前，有超过 1000 家中国企业在北威州投资落户，其中约有
10%来自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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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商务厅副厅长孙津先生在致辞中把江苏省和北威州的合作定位为“中德友好省州关系的典
范”，高度赞扬了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及南京代表处在为江苏企业赴北威州投资兴业过程中提供的
专业支持以及在工作中表现出的敬业精神。
在主题演讲环节，南京代表处执行首席代表徐军女士首先对到场的各界合作伙伴多年来的一路支
持表示诚挚的感谢。徐首代介绍到，在其任职的近十年里，除了积极联合各类伙伴举办和参与各
种与北威州投资促进相关的活动，代表处重点拜访和提供咨询的企业数以千计；在北威州投资落
户的江苏企业现有百余家之多，其中包括徐工集团、飞达工具、南高齿等大型企业，更多是有国
际化需求的行业领军的中小企业；此外，北威州近期提升了对新能源汽车和电商类新创企业走出
去的关注。最后，徐代表表示，未来，代表处会一如既往的为省州合作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官
方支持。
More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上海代表处成立十周年
2017 年，北威州投资促进署上海代表处成立十周年。
11 月 11 日，北威州投资促进署署长华珮和北威州投资促进署上海代表处邀请了主流媒体和行业
媒体，进行了小型的交流会，共同回顾十年来的工作以及成果。
上海代表处自 2007 年成立以来，自主举办了 45 场规模不一的会议、活动，以及 12 场媒体发布
会。同时，以纸媒、网络、视讯和自媒体的形式推广投资热土北威州。
在这十年间，上海代表处促成了 243 项投资在北威州顺利落户，这些投资为北威州当地创造了
939 个工作岗位。
在肯定上海代表处工作的同时，华珮女士再次强调了中德两国良好合作提供的绝佳条件，也介绍
了北威州独特的“欢迎文化”，并提出了未来的工作重点。
12 月 4 日，北威州投资促进署还在杜塞尔多夫举行了庆祝晚宴，北威州经济部长出席并祝贺北威
州投资促进署上海代表处成立十周年。
More

北威州杜塞尔多夫法官代表团访问江苏
11 月 14 日-11 月 16 日，由杜塞尔多夫高等法院院长 Anne-José Paulsen 带领的法官代表团访问江
苏。在苏期间，代表团通过拜访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南京和苏州知识产权法庭召开座谈会、
观摩庭审、与投资江苏的北威州企业代表交流等活动，重点就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等工作与各方进
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此外，代表团一行还专程到访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南京代表处办公室。代
表处执行首席代表徐军女士向代表团介绍了南京代表处吸引中国企业到北威州投资的工作情况，
并就代表团成员提出的有关中德合作问题一一做了解答。
More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北京代表处参加第八届财新峰会
“改革再出发”——由财新传媒主办的第八届财新峰会于 11 月 15-17 日在北京 JW 万豪酒店举行。
北威州 投资 促进署 北京 代表处应邀参加了为期三天的峰会活动 ，聆听百余位全球知名经济学家
以及政、商、学界代表，围绕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中国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等展开深入讨论。
本次峰会，三十国集团主席、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
（FSA）前主席、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高级研究员阿代尔•特纳勋爵，美国前财政部长雅各
布•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等经济领域的领军人物受邀出席或发言。央行副行长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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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证监会副主席李超等金融监管领域负责人与会
发言。参加此次峰会的还包括黄奇帆、朱光耀、刘世锦、李扬、高坚、屠光绍、陈志武等经济、
金融界大家，以及王石、王建宙、张欣等企业重量级嘉宾。
More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应邀与义乌市副市长共进午餐
2017 年 11 月 13 日，浙江省义乌市副市长多佳在沪小范围邀请德国机构共进午餐，北威州投资促
进署上海代表处应邀参加。
义乌被誉为世界小商品之都，以“兴商建市”为发展战略，区域发展非常具有自身特色。义乌具
备特殊的物流优势，开通运行了“义新欧”国际班列，与欧洲间的贸易关系极其密切。
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和“中国制造 2025”与德国“工业 4.0”战略对接的大背景下，义乌市
政府积极寻求与德国等欧洲国家的企业、机构和政府部门开展合作，促成中欧（义乌）智造园落
户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
多佳表示，希望在此基础上促进与德国的多方面合作、实现双方共赢。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参加 2017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2017 年 11 月 16-21 日，由中国商务部、科技部、工信部等部委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第
十九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北
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封兴良受邀出席同期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
在 17 日举行的“一带一路”创新合作论坛上，封兴良以题为“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带来的中德合
作新机遇”的演讲向与会嘉宾阐释了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特点及中德合作在此背景下迎来的机遇
和挑战，封兴良认为“一带一路”为中德实现企业、产业间的紧密合作迎来了新机遇，促进了双
方政治、商贸、文化、教育与科学交流， “在这次全球化浪潮中，没有自己一家独大的赢家，只
有互利和互赢”。在 18 日举行的“科技改变生活”主题论坛上，封兴良向与会嘉宾介绍了德国
智能制造的发展现状以及北威州新能源汽车和数字化最新政策和发展。
More

2017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暨中国国际循环经济展览会
11 月 20 日由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主办的 2017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及中国国际循环经济展览会在
京开幕。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新时代开启循环发展新征程”，国内外循环经济各界人士齐聚一堂，
共同研讨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深入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2017 中国国际循环经济展览会”展览面积 10000 平方米，参展企业 112 家，涵盖工业循环经济，
农业循环经济，资源再生利用，再制造，垃圾资源化，绿色设计与绿色制造，节能低碳与清洁生
产，共享经济与绿色消费等领域；展会同期举办 13 场专业论坛、11 场项目推介会、技术对接会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北京代表处参加了本次论坛和展会活动，对中国循环经济
进行了深入了解，并与现场嘉宾进行了交流。
More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应邀参加“2017 上海·台州周”开幕式暨投资合作洽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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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20 日下午，“2017 上海·台州周”开幕式暨投资合作洽谈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一楼华夏厅举行，台州市市长和副市长、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等出席会议并
做了重要发言。
台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发祥地，而且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以打造“山海水城、和合圣地、
制造之都”为发展定位和战略目标。随着杭绍台铁路的加快推进，上海和台州间的来往日益便利，
“上海·台州周”意在加强两地间合作，并通过上海这个国际大平台增进台州和海外的交流，促
进更多投资项目的形成。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上海代表处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对台州的产业环境获得了进一步的了解。
More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参加第五届青岛国际商会二次理事会暨青岛国际商会迎新年会
由青岛国际商会举办的第五届青岛国际商会二次理事会暨青岛国际商会迎新年会于 2015 年 12 月
5 日在青岛八大关礼堂举行。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北京代表处首代封兴良作为青岛国际商会特邀顾
问应邀出席此次活动。青岛国际商会理事以上企业代表、青岛商协会联盟成员单位代表、境外驻
青商协会机构代表、青岛国际商会特邀顾问、各区市贸促支会代表 等 参加 了此次年会 。
More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应邀参加 2017 中国汽车行业论坛
由德国商业银行主办的“2017 中国汽车行业论坛”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在沪举行，来自德商银行的
客户以及行业专家共同探讨了汽车行业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的根本变化和未来发展的新趋势。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上海代表处应邀参加，现场聆听了百度无人驾驶项目的负责人介绍目前百度无
人驾驶技术现状、Apollo 技术框架及开放路线和 Apollo 基金运营。他表示，在 AI 时代，自动驾驶
加速来临。德国商业银行董事总经理、汽车及运输业主管 Cedric Perlewitz 先生发表主旨演讲，表
示中国企业正逐渐成为并购热潮新的引领者，汽车行业正是跨境投资活动的主要目标群体。
北威州是欧洲汽车制造工业的轴心，德国三分之一的汽车零配件供应商位于北威州，汽车整车制
造厂包括供应商共有 800 多家企业、20 万名员工。电动汽车更是今后北威州重点发展的行业之一，
北威州拥有完备的基础设施和网络，集聚众多汽车技术研发量产的专长，适合来自世界各地的电
动汽车企业、电池企业投资落户。
More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参加第十届国际跨国公司领袖圆桌会议
2017 年 12 月 6 日至 7 日，“第十届国际跨国公司领袖圆桌会议”在北京亮马河会议中心举行。本
届会议主题为“新时代、新目标，跨国公司的机遇与发展”。
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会长、国际跨国公司领袖圆桌会议组委会主席郑万通，中国国际跨国公
司促进会特邀会长周铁农、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特邀副会长马秀红、
以及多国驻华使节、工商协会、海内外相关投资贸易促进机构负责人、200 余家中外跨国公司
500 强企业高管、知名企业家出席会议。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北京市副市长杨斌等政府部门官员，荷兰皇家壳牌集团、中国五矿集团公
司、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等世界 500 强跨国公司企业家
发表了主旨演讲。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北京代表处首代封兴良做主题演讲并接受了凤凰网、优酷和北京周报等多家媒
体的采访。封兴良在演讲中提到：“在这次全球化浪潮中间，没有自己一家独大的赢家，只有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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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双赢，这是多边的合作不是单边的合作。如果要想打开外国市场，舰船利炮是完全不可能了，
只有依靠智慧和耐心找到对方真正的需求和与自己契合的点从小到大，步步为营，进行双赢，才
能够达到目的”。
More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在南京参加第二届世界智能制造大会
12 月 6 日-12 月 8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和江苏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第二届世界智能制造大会在南京召开，来自全球的专家、行业领军人围绕“聚·融·创·变”主
题，共同讨论智造未来，大会同时举办智领全球博览会，智能机器人、智能流水线、智能家居等
国内外智能制造领域的最新技术和顶尖产品缤纷亮相。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南京代表处应邀出席本次大会，以便近距离了解智能制造行业的最新发展动态，
为相关企业“走出去”做好信息铺垫。
More

第二届中德经济论坛
第二届中德经济论坛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在成都拉开帷幕，本届论坛以“聚焦中德双向投资贸
易合作”与“展望互联网经济智能制造融合发展”为主题，旨在在“一带一路”政策的倡导下，
加强中德双方经贸交流与合作。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朱鹤新先生、德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
施恪博士、中国商务部欧洲司副司长翟谦先生、德国工商大会华南及大西南地区首席代表晏思先
生出席本次会议并致辞。此次论坛涉及装备制造、智能制造、汽车、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
物流、会展等领域，共吸引 200 余名中德企业代表参加。论坛期间，还举行了“中德企业跨境投
资与贸易合作洽谈会”及“中德经贸合作成果展暨德国生活嘉年华”等活动。
德国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四川办事处受主办方邀请参加此次论坛和相关活动，推介北威州的优势产
业与投资环境。
More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参加中国对德投资研讨会
2017 年 12 月 22 日，由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主办的中国对德投资研讨会在深圳国际创新
中心大成律师事务所举行，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广州办事处、深圳市贸促会、深圳市科技开发交流
中心、深圳市走出去战略合作联盟、普华永道以及中国工商银行前海分行等代表共同出席研讨会。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广州办事处在研讨会上向与会嘉宾介绍近年来中国在德投资的情况以及北威州
的投资环境与投资政策。会后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广州办事处与现场嘉宾就中国在德国以及北威州
投资的相关情况展开深入交流并为其解惑答疑。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参加南京市工商联对外联络委员会换届会议
12 月 22 日，南京市工商联对外联络委员会换届会议暨南京市民营企业“走出去”政策宣讲会在
宁举办。会议旨在帮助南京民营企业及时了解最新外经、外贸、外事、外专等政策，引导民营企
业更好地“走出去”。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南京代表处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着重加强了和市工商
联的联系，为今后双方进一步合作打好基础。期间，南京代表处与到会的部分企业代表也进行了
沟通与交流，向企业介绍了北威州的投资环境和最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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