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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威州 – 本土新闻动态  
 
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事冯海阳致电杜伊斯堡港务集团董事长 

6 月 16 日，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事冯海阳同杜伊斯堡港务集团董事长斯塔克通话，就如

何助力中欧班列提速稳“链”并在国际“战疫”中更好发挥脉动作用交换信息和意见。 

双方一致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近几个月海运、航运线路大面积停滞情势下，中欧班

列凭借运时短、成本低、运能大、周转环节少、疫情防控风险低等优势，在中欧中德间发

挥了重要货物运输和抗疫物资大通道作用。在这次疫情中，中欧班列维护国际供应链产业

链稳定、保障欧洲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地区进口医疗生活物资的独特优势获得了新的

认知，影响力不断扩大，在国际物流通道方面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冯总领事向斯塔克董事长介绍了中方国家层面对全力保障国际货运和物流供应链稳定工作

的最新政策支持和地方层面的积极配合。斯塔克董事长表示今年 4 月以来，进出杜伊斯堡

港的中欧班列由此前平均每周 35 至 40 趟增长为 50 趟，创下杜伊斯堡港中欧班列运输量的

新纪录。相信杜伊斯堡港作为欧洲重要的多式联运码头可以为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发挥更

大作用。 

北威州杜伊斯堡港是通江达海的世界最大内河港，也是欧洲最重要的货物集散高地之一。

杜伊斯堡港的强大货运吞吐运输能力是北威州成为德国乃至欧洲重要交通物流枢纽的重要

支柱。 

MORE 
 
北威州针对肉制品行业生产抗疫整顿计划出炉 

针对近期在北威州部分肉类加工厂发生的新冠肺炎聚集性感染案例，6 月 26 日，北威州农

业部长海纳埃塞（Ursula Heinen-Esser）与德国联邦农业部长克勒克纳（Julia 

Klöckner）、下萨克森州农业部长奥特基纳斯特（Barbara Otte-Kienast）以及德各大肉

类加工企业、养殖业、屠宰业、动物保护协会、兽医和反垄断局代表在北威州首府杜塞尔

多夫市举行联席会议，商讨对策。 

根据北威州卫生部官网发布的消息稿，此次会议上北威州卫生部、农业部以及下萨克森州

经济部、农业部联合制定了改善肉制品行业劳动保护的十点计划，对肉制品行业体系改革

提出具体建议和法律要求。该计划重点为改善肉制品行业员工工作条件和卫生防疫条件，

使居住条件更加人性化，建立更为有效的国家管控途径。 

北威州卫生部长劳曼表示，现在是时候为肉制品行业的工人改善工作生活条件，唯有通过

采取具体的改进措施和绝对的透明公开来重塑对肉制品行业的信任。 



 

 

第 2 页ꞏ 德国北威州投资促进署 简报 2020 年 7 月 

北威州农业部长海纳埃塞表示，新冠疫情使屠宰业成为舆论焦点，它是食品和肉类产业链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及时对不足之处予以纠正。未来还必须通过更高的环保、动物保

护或社会标准来定义肉制品质量，并通过对屠宰行业进行可持续改革以使这一重要产业切

实尽到社会责任。 

MORE 

 

 
 

北威州 – 在华直播活动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官方线上平台——“北威论坛--专注中德投资合作” 

德国北威州投资促进署中国团队于 2020 年全新打造的系列直播空间。论坛主要邀请中德投

资合作领域的各类资深专业人士，从各个方面探讨和解析中德投资合作的热点问题，同时

全面介绍德国北威州的产业特点及投资合作机会，并兼顾社会人文的有趣话题。这里，将

不定期举办“中德大咖访谈”、“德国投资知识”、“中企投资案例”，“北威行业快

讯”以及“I love 北威州”等系列专题板块的直播或线上分享。 

欢迎点击下方链接或使用微信“扫一扫”扫描二维码访问北威论坛线上直播平台。 
MORE 

(北威论坛——专注中德投资合作) 
 

精彩回顾：北威论坛首播“迎接蜕变中的全球化 -- 新时期中国企业国际化生存与发展” 

5 月 29 日，第一场北威论坛与观众见面，德国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南京代表处专访中德经贸

合作领域知名企业管理者和战略导师勾建辉博士。 

直播访谈围绕企业全球化生存和发展对中国企业做大做强的意义；面对新冠疫情对全球化

的拷问，中国企业当下的思考和应对策略；企业制定全球化战略框架的思维导图；获得国

际化成功之企业的共同特点和相关的企业家精神以及未来的中国隐形冠军，全球化新时代

的先锋？等五个话题展开。 

勾博士指出，新的全球化模式蜕变而出，概括为全球供应的本土化和属地化。中国企业需

要坚持全球化思维和开放的态度，就可以在新一轮世界经济变革中开上新的快车道。企业

的生存与发展最终取决于产品和技术的客户粘性。创新产品解决当下的发展，创新能力保

障可持续性发展。 

直播主持人南京代表处执行首席代表徐军女士补充道，中德两国政府对全球化的未来发展

判断相近，双方也有着合作的良好基础和意愿。期待更多中国企业家来北威州投资兴业，

成功走出属于自己的国际化之路！ 

若有意回顾直播内容，欢迎点击下方链接回看视频或文字版。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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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回顾：“北威论坛”系列直播第二期——北威州生命科学企业 

2020 年 6 月 24 日，应北威州投资促进署上海代表处邀请，北威州生物医药中心主席

Bernward Garthoff 博士远程连线“北威论坛”直播间，为观众带来了第二次线上会议的

精彩内容。 

Garthoff 博士的报告从北威州生物技术网络总览开始，介绍了北威州生物医药中心及其运

营方式，其中重点推出了与中国的合作项目 ChInValue（中国-北威州创新生命科学价值

链）。报告的中心内容在于，在德国最重要的制药基地北威州，一些生命科学企业在应对

疫情方面做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果。 

这些企业涵盖了新药早期发现、抗病毒和抗菌药物、疫苗、生物技术、平台技术和蛋白质

芯片等细分领域，展现了卓越的行业研发和市场推广能力。 

Garthoff 博士在报告结束后回答了观众的即时提问，并就疫苗发表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此次直播会议结合了当下情势，聚焦广受瞩目的生物制药业，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引

起了参与观众的广泛兴趣。 

若有意回顾直播内容，欢迎点击下方链接回看视频或文字版。 
MORE 

 

活动预告：北威论坛系列直播第三期——中德信息通讯行业在疫情背景下的未来发展 

2020 年 8 月 20 日，北威论坛第三期直播活动“中德信息通讯行业在疫情背景下的发展之

路”主题节目即将在中德观众和投资人士的期待中隆重登场。 

本场节目将由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封兴良先生担纲主持，国际化专业嘉

宾阵容分量十足。华为公司高级专家拥有十数年的国际信息通讯领域管理经验，德国特邀

嘉宾将以中德亲身生活经历比较呈现出两国各自信息技术发展的诸多差异。主宾大咖相对

而坐，于香茗淡雅中畅聊信息通讯技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转变，在谈笑风生中走进精

彩纷呈的行业经验和国际见闻。内容丰富、看点多多，敬请拭目以待！ 

直播时间：2020 年 8 月 20 日 15:30 – 17:00 (北京时间) 

特邀嘉宾：华为公司高级信息通讯行业专家 

及德国特邀德中跨文化观察员 

 
活动预告：北威论坛系列直播第四期——北威州特色城市文化巡礼 

2020 年 9 月，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将举办第四期北威论坛线上直播活动，本期将围绕北威州

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为大家带来多方面趣味内容分享。 

请访问北威论坛官方平台关注直播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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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威州 – 在华招商引资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云参会 2020 青岛全球创投风投大会，增强青岛企业投资合作 

5 月 8 日，由青岛市政府主办，以“国际合作新平台、科创产业新机遇”为主题的 2020 青

岛·全球创投风投网络大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千人同屏、万人同群、百万人在

线，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网络盛会。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北京代表处线上参与了大会全程。 

“2020 青岛·全球创投风投网络大会”聚焦三大关键技术：工业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

术、区块链技术；聚焦“新”产业，包括高端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子科技、生命科

学、新材料、新能源等六大行业赛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国内外创投行业领军人物、

行业知名学者解读了疫后创投行业的前景、探索价值投资、共议经济复苏。大会为期两

天，设置 1 场主论坛、4 场分论坛、近 20 场圆桌论坛以及地区路演、项目发布等，20 余家

网络直播平台对大会进行全程直播。 

近年来，青岛创投风投快速聚集态势初步形成，同时青岛基金业发展各项指标增速逆势而

上，增速高于全国。青岛在资本市场的表现也十分抢眼。2019 年，青岛有 9 家公司 A 股成

功上市，累计 A 股上市公司达 38 家，总市值为 4,923.11 亿元，同比增幅高达 78.93%。随

着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代表的新基建新经济模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民间

创投资本将在这一轮经济爆发中发挥出愈发重要的作用。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北京代表处受邀作为外国机构嘉宾全程参与此次大会，与参会的众多投

资企业、商协会和社会团体代表“云上聚会”，共商合作投资计划。同时，北威州投资促

进署北京代表处也在以往与青岛地方企业、政府投促部门和工业园区合作的基础上，进一

步增强与地方企事业单位的合作平台建设。6 月 18 日，北京代表处与青岛市中小企业发展

局正式达成合作意向，双方将增进交往合作，在服务地方企业、创造投资发展机遇方面携

手努力，创造青岛市与北威州之间国际投资新的增长动量。 
MORE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参加深圳科技创新系列项目路演 

2020 年 5 月 28 日，由深圳市福田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主办的深圳科技创新系列项目路演

在深圳电线世界专业服务交易中心举行，路演也同步向公众进行直播。50 余名企业嘉宾齐

聚现场聆听，线上更是吸引近 1.6 万人次同步观看直播。 

德国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广州办事处主任梁杰先生受主办方邀请在会上作专题推介，多维度

介绍德国数字经济热点地区。在报告中，他从华为、中兴、OPPO、vivo、小米、TCL 等落

户北威州的中企的具体案例及企业家的评价，客观又不失距离感地阐释了北威州给企业带

来的投资效益和归属感。同时他还强调：“北威州不仅在经济实力、销售渠道、行业集群

等资源为大型知名企业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国内众多隐形冠军企业和初创企业也能在北

威州找到理想投资方向。”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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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参加“成功开拓德国市场”线上研讨会 

2020 年 6 月 9 日，北威州投资促进署部分代表处参加了由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
主办的“成功开拓德国市场”线上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由德国中国商会、粒界科技、德国海外商会联盟、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的嘉

宾代表围绕着中资企业在德投资概况、双边经济形势与疫情的影响、成功企业案例分享、

在德国进行商业活动指南、政府助力企业进入德国市场的服务以及德国当下热点行业的分

析等主题，与观众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广泛的交流。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连续第四年成为德国全球最大贸易伙伴，双

边贸易额达到 2000 亿美元，占中欧贸易额的三分之一。全德有超过 3000 家中资企业，落

户北威州就有 1100 家。而这些落户德国的企业来自中国各个地区，排名比较靠前的有北

京、上海、浙江、广东、山东。 

今年的新冠疫情对于德国劳动力市场和 GDP 带来了巨大的冲击，2020 年 6 月 3 日德国发布

了 1300 亿欧元的经济复苏计划，通过降低增值税、电费减免以及返还中小企业固定经营成

本等一系列方式缓解企业压力。同时，德国政府将 500 亿欧元投入创新领域，对在德的口

罩生产和创新予以资金扶持。疫情期间，北威州政府也及时为企业打开“救助伞”，承诺

提供 250 亿欧元的政府专项资金，为本州经济提供保障。 

 
浙江省商务厅成功举办第四届浙江-德国数字经济和高新产业对接会 

2020 年 6 月 10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杭州举办第四届浙江-德国数字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

（云上）对接会。 

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朱从玖、省商务厅厅长盛秋平等莅临现场并致辞，德国工商大会上

海代表处首席代表鲍明莉女士在线发言。省商务厅副厅长韩杰、王坚先后主持。 

本次会议以“洽在浙里，共绘云图”为主题，邀请了来自德国、浙江的近 300 位企业代表

和产业区负责人等首次进行“云上对接”。其中思爱普和海亮、吉利、万向都已建立了信

息化管理系统的供求关系，接下来思爱普希望能将业务推广到更多的浙江中小企业。 

而浙江企业也迫切希望于欧洲高新技术企业对接，加快科技创新发展。努力“引进来”，

主动“走出去”，海亮股份董事会秘书钱自强表示：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

局面，跨国经营的浙江企业更需要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谋得更大发展机遇。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上海代表处参加了此次云上会议。 
MORE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南京代表处空降苏宁直播间 

6 月 15 日，德国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南京代表处执行首席代表徐军女士受苏宁国际、苏宁旗

下高端零售品牌苏皮士的邀请，参加“全球超星探直播活动”。与主持人的互动环节中，

徐代表向观众介绍北威州是集聚众多世界级品牌的国际化区域。许多耳熟能详的品牌，包

括：麦德龙，奥乐齐，双立人，Rimowa，雪本诗等均源自于北威州。由于地处欧洲核心位

置，交通四通八达，拥有德国四分之一的购买力，北威州是中国企业投资德国的首选地，

目前有近 1100 家中国企业在北威州落户。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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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威州携手四川省加强氢能源领域合作 

6 月 30 日，德国北威州能源协会(Energie.Agentur NRW)与四川省经济合作局联合举办了

氢能源产业合作视频对接会。德国北威州经济、创新、数字化与能源部部长代表、对外经

济司司长特劳博博士（Dr. Tobias Traupel）及北威州投资促进署署长华珮女士(Petra 

Wassner)出席了本次对接会。参加本次会议的还有 50 余家中德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其

中包括德国尤里希研究中心、德国威斯特法伦应用技术大学、蒂森克虏伯集团、Coatema

涂装机械有限公司、Graebner 机械技术有限公司等德方代表，以及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

究院、四川省能源协会、东方电气集团、四川省能投集团等中方代表。双方参会代表就氢

能装备生产制造、氢燃料电池技术、制氢储氢技术、行业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线上交

流，为之后在氢能源领域开展合作奠定了基础。 
MORE 
 

 
活动预告：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将参加南京软博会 

中国(南京)国际软件产品和信息服务交易博览会(简称“南京软博会”) 将于 8 月 13 日-16

日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开幕。南京软博会是中国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最具影

响力的国际 ICT 展会之一。基于今年疫情，南京软博会将精简至 3 个馆，除了高质量展览

展示，部分会议活动将于线上举行，同时，组委会计划启动 2020“云上软博会”。 

北威州工业基础雄厚，创新的 IT 企业为数众多，科研机构十分密集，为数字化转型创造了

最佳的投资环境。北威州还是德国顶级通讯业基地。通讯业四大巨头德国电信、爱立信、

华为和沃达丰都位于北威州。 

南京代表处将参与南京软博会线上与线下的展示环节。 

 

时间：8月 13 日-16 日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00 号 

展位：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5号馆，K04 号展位 

联系电话：025-52270000 

 
活动预告：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将参加 2020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2012 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由商务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

易交易会（简称京交会)，2019 年更名为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2020 年，中国国际服

务贸易交易会简称由“京交会”更名为“服贸会”。已成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

综合性展会和我国服务贸易领域的龙头展会，同广交会、进博会一起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

三大展会。 

2020 年服贸会拟于 9 月上旬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及周边场地举办。为科学有效应对全球疫

情形势 ，2020 年服贸会采取线上线下融合方式举办。2020 年服贸会在展览展示方面，初

步形成了展览展示规划布局和室外临时搭建场馆设计。国家会议中心一层设置服务贸易综

合展区，包括中国服务贸易成果展、公共卫生防疫专区、国际性企业展区及服务业十二大

领域精华展。国家会议中心地下一层设置旅游服务专题展。室外临时场馆设置国家和省区

市展，以及文化贸易、金融服务、冬季运动、教育服务、体育服务、服务机器人、5G 通信

信息服务等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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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北京代表处自 2012 年第一届起连续第九次受邀参加服贸会，并作为国际

机构设立正式展位。此次服贸会，北京代表处将依照会议举办方面整体安排，视国际疫情

发展态势同时参与线上和线下展示。 

 

时间：9 月上旬，以官方活动公告为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天辰东路 7 号国家会议中心及周边 

联系电话：010-65907066 

 

活动预告：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将参加在泰州举办的 BIO EXPO 2020 

2020 中国国际生物医药与生物技术展览会（BIO EXPO 2020）将于 2020 年 9 月 19-21 日在

泰州中国医药城会展中心召开，BIO EXPO 2020 将在全球范围内邀请参展企业与专业观

众，集中展示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微生物工程及生物仪器等生物医药与技术领域的研究

技术与成果，为生物制药公司、新药研发机构及生物技术行业专业人士搭建一个集贸易合

作、沟通交流及学术学习的综合性平台。 

医药经济是北威州发展创新的引擎。在州内，很多医疗技术行业的企业都是国际领先企

业，其中包括众多国际知名的大型制药集团，如：拜耳公司。北威州内从事医疗经济行业

人员超过了 130 万人。大约 200 家医疗技术企业创造了近 10 亿欧元的产值，其中主要是中

小企业。全球最大的医疗展 MEDICA 每年在北威州首府杜塞尔多夫举行。 

南京代表处将参与本次 BIO EXPO。欢迎有意者到现场与我们进行交流。 

 

时间：9月 19 日-21 日 

地址：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药城大道 1 号 

展位：南中国医药城会展中心场馆 1，26 号展位 

联系电话：025-522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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