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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威州 – 本土新闻动态  
 
小米科技在杜塞尔多夫开设德国第一家体验店 

德国时间 7 月 23 日，杜塞尔多夫的老城出现排长队的现象 —— 世界领先的智能手机生产

商、中国的小米科技在德国的第一家体验店于此处开张，甚至吸引了邻国的消费者慕名而

来。 

小米近年来活跃于德国市场，第一家体验店的开设展现了其坚定不移推行扩展计划的决

心。 

“仅在德国我们就提供多达 120 种小米产品，后续还将有新种类到达。这样的零售结构和

种类数量体现了我们以最优惠价格为德国消费者提供创新产品的诚意”，小米科技德国地

区经理 Alan Chen 这样说道。 

不仅是智能手机和健身手环，小米还生产其他一系列智能产品，例如扫地机器人、电动牙

刷和电动踏板车等。 

除了小米，中国其他四大通信企业也都已在杜塞尔多夫落户，它们分别是 Oppo、VIVO、

华为和中兴。这些企业均在全球手机供应商市场占比前六名之列。北威州强大的购买力、

充满活力的信息通讯行业、还有最重要的移动运营商和网络设备供应商，都让外来投资者

获益匪浅，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5G 更是提供了巨大的商机。 
MORE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颁发 2020 年度“北威州投资奖” 

2020 年 9 月 14 日，北威州经济部部长 Andreas Pinkwart 博士、北威州投资促进署署长华

珮（Petra Wassner）女士将 2020 年度“北威州投资奖”授予了来自印度、以色列、法国

与荷兰的投资者。 

今年获得“北威州投资奖”的四家外国企业有着各自精彩的成功故事，比如印度 IT 公司

Infosys 以 250 美元起家，现在已于杜塞尔多夫开设了德国店铺，而来自荷兰的企业

247TailorSteel 将其对于智能工厂的前景设计带到了北威州。 

所有获奖者都以其专长和技术丰富了北威州的行业与经济发展，为北威州创造了新的工作

岗位，并且加强了此地的创新力量。获奖的以色列公司 OrCam 借助人工智能极大程度上

改善了盲人和弱视群体的生活质量。法国的包裹服务商 DPD 则是物流专家，在 Hamm 设

立了高度现代化的包裹分拣中心，在物流的自动化和可持续性发展方面树立了新的标杆。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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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汽车公司在波鸿新设软件开发中心 

大众汽车公司于 2020 年 8 月在北威州波鸿市开设新的软件开发中心，招纳 700 名员工，人

员扩招也已提上日程。 

在波鸿市原欧宝（Opel）的厂址上，大众汽车公司信息部占地总面积超过两万多平米建立

大型研发中心，其中包括波鸿大学的校园。大众汽车信息部总经理表示：“位于波鸿的研

发中心代表了我们对鲁尔区科研能力的肯定。” 

大众汽车信息部致力于车辆间以及车辆与环境之间的网络化连接，研发软件解决方案和数

字化部件，例如通过智能手机远程操控部分汽车功能以及优化导航等等。 

新的开发中心包括一个工程和研发中心、一个车辆测试厅和一个音频实验室，专注于为汽

车研制未来数字化高科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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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全新打造的直播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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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乏关于德国社会人文的有趣话题。 

论坛将不定期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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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威论坛系列直播第四期 —— 与伍珀塔尔一起探索汽车零配件产业创新 

2020 年 9 月 10 日 15 点，  北威论坛第四期“聚焦汽车零配件产业创新 —— 对话德国制造

业重镇伍珀塔尔”正式举办。应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四川代表处邀请，德国伍珀塔尔市经济

促进局中国事务中心主任罗汉先生（Hanno Rademacher）远程连线直播间，详细解读德国

汽车零配件产业创新。 

罗汉先生在本次直播中介绍了以伍珀塔尔、索林根、雷姆沙伊德为核心的“发明者地

区”。该地区汇聚了超过 250 家汽车零配件供应商，构成了完整的汽车工业供应链，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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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乏行业隐形冠军，凭借强大的研发与生产能力，他们为全球整车制造商提供汽车零配件

并制定系统解决方案。罗汉先生指出，电动汽车、自动驾驶、数字化是未来交通发展的三

大趋势。德国汽车领域企业正在不断调整技术与产品方向，以更好地适应未来交通发展趋

势。政府也制定了相关政策并成立了 automotiveland.nrw ， Bergischsmartmobility ，

camo.nrw，AFFiAnce，5G.NRW 等多个产业集群，可从技术研发、产品检测、项目管理、

人才培养、法律援助等领域为汽车领域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 

本次直播反响热烈，众多汽车行业相关的企业与机构观看了直播，并积极交流互动，探讨

合作可能性。 

欢迎点击下方链接回看视频或文字版： 
MORE 

 

 

精彩回顾：“北威论坛”系列直播第三期 —— “京城下午茶：信息通讯引领的新时代来

了吗？” 

火热八月，由北威州投资促进署中国团队打造的“北威论坛——专注中德投资合作”系列

直播迎来了一场重量级节目。该场以“信息通讯引领的新时代来了吗？”为题的圆桌漫谈

从疫情背景下的 ICT 技术贡献说开去，从信息科技的飞速进步中探讨技术热点领域，在领

军企业的发展蓝图下展望未来生活。 

2020 年 8 月 20 日开播的节目由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北京代表处执行首席代表封兴良先生主

持，嘉宾阵容非常国际化：华为科技有限公司政府及公共事务总监潘银燕女士、德国电信

咨询公司中国区总监 Oppel（欧玮明）先生、德国 TMF 集团中国商务拓展经理 Bernard
（柏仁睿）先生。其中有 ICT 业界国际大咖，也有 Made in Germany 的“中国通”，在封

兴良先生的邀请下光临北京地标建筑 —— 京城俱乐部音乐厅共享下午茶时光，畅所欲言各

抒己见，共同就信息通讯发展进行了一场煮茶论道、轻松诙谐的中文脱口秀。 

精彩的直播引发了巨大关注，一天之内观看量即破千，更激起了对 ICT 技术发展和北威州

通讯行业投资环境的广泛关注。 

欢迎点击下方链接回看视频或文字版： 
MORE 

 

欢迎访问北威论坛官方平台关注直播最新动态！ 
 
 

 
 
北威州 – 在华招商引资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参加中国国际医药博览会 

2020 年 9 月 19 日-21 日，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医药博览会（简称“医博会”）在江苏省泰州

市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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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博会不仅搭建了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国际交流合作平台，还集聚海内外医药创新资源和高

端人才，引进高端成果，加快推进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发展。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南京代表处参加了本次医博会，并向观展者展示了拓展欧洲医疗健康市

场的最佳基地 —— 北威州。北威州作为德国最强大的生物技术基地，创造了德国生物科

技相关企业 40.1%的年营业额。医疗健康市场方面，北威州是德国医院最密集的地区，其

医院床位、从业人员和就医人数占德国近 1/4。北威州也是全球最大的行业展会 MEDICA 杜

塞尔多夫医疗器械展所在地。 
MORE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参加第 23 届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 

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科博会）创办于 1998 年，历经 22 年持续举办，发展成为了我

国科技产业发展思想的策源地、创新技术与产品的首秀场和权威政策信息的首发地，在我

国科技产业从引进来、自立自强到走出去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胡锦

涛、李鹏、朱镕基、温家宝和王岐山等领导人曾多次亲临展会。德国前总理施密特、韩国

前总理李寿成、诺贝尔奖获得者海瑞·克鲁图、埃里克·马斯金、爱德华·普雷斯科特、

罗伯特·蒙代尔等都出席过科博会活动。 

第 23 届科博会于 2020 年 9 月 17 日-20 日举办，参展中外科技企业近 1000 家，同期还举

办了推介交易、论坛会议等活动。 

北威州享有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包括完善的科研院校体系和发达的产业集群。北威州投

资促进署北京代表处参加了此次展会，与国外科技企业和组织密切接触沟通，分享了北威

州的科技产业信息和投资机遇。 
MORE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参加南京软博会 

2020 年 9 月 6 日，为期四天的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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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拉开序幕。南京软博会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

最具影响力的国际 ICT 展会之一。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南京代表处参加了南京软博会的线下

以及云端展示环节。 

作为数字经济领军企业的投资热土，北威州工业基础雄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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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尔区尤其是波

鸿是全德 IT 安全服务商最集中的地区。 

德国的信息通讯企业销售额有三分之一来自北威州。信息通讯行业是数字化转型的强有力

推动者。北威州信息通讯企业的关联网络是全德国最为密集的，除了中小型 IT 企业外，还

有很多软件开发新创业公司和业内巨头。已落户北威州的知名中资企业包括：华为、中

兴、小米、VIVO、OPPO、 科沃斯和涂鸦科技等。 

了解更多北威州 ICT 产业相关资讯，可以手机或网页登录并观看北威州投资促进署的云端

展厅（云展厅自 2020 年 9 月 7 日起，12 个月内均可参观）：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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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参加 2020“杭州民营企业牵手‘一带一路’国家”对接洽谈会 

2020 年 9 月 5 日， 杭州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牵头举办了 2020 杭州市民营企业牵手

“一带一路”国家对接会暨使领馆官员与在杭民营企业家交流会。 

杭州市贸促会联合市外办邀请了 26 个国家的驻华使节、37 个国际机构的代表共 60 余人参

加此次活动。北威州投资促进署上海代表处也在受邀之列。 

会上，北威州投资促进署上海代表处执行首席代表黄怀贞女士发表了专题演讲，推介了北

威州作为投资地的区位优势，尤其结合杭州的行业特色着重介绍了北威州数字经济行业的

发展，以此促进北威州和杭州市之间、尤其是杭州民营企业界对北威州行业与经济的更深

了解。 

这次会议由杭州市政协主席潘家玮致辞开启，是以“窗”为主题的第三届“杭州国际日”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意在通过杭州“窗口”推动世界与杭州/浙江之间的认识与融入，使

得杭州企业与“一带一路”国家增进沟通联系，更好地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MORE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参加深圳工业展暨第 21 届深圳机械展 

2020 年 9 月 1 日-4 日， 为期 4 天的深圳工业展暨机械展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北威州

投资促进署广州代表处首次亮相该展并设有独立展位。 

老牌工业强州北威州凭借其成功的转型之路和中企聚集的优势吸引了众多观展商的关注，

不少观展商表示，通过展会成功与北威州的官方经济促进机构实现互联互通，能有效为他

们的海外拓展计划提供专业而且保障的支持。 
MORE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参加中国（西部）电子信息博览会 

2020 年 8 月 25 日。为期三天的中国（西部）电子信息博览会在成都正式拉开帷幕。本届

博览会以“新西部、新重构、新机遇”为主题，设立了八大主题展区，涉及 5G 和大数

据、智能制造、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基础电子、集成电路、测试测量等多个板块。本届

博览会吸引了北京元六鸿远、天马微电子、永星电子、宏明电子、四川中微芯成科技等行

业知名企业，集中展示了电子信息技术领域最新研究成果与未来智能化发展趋势。展会同

期还举办了大数据应用实践高峰论坛、电子元器件创新发展高峰论坛等多场分论坛。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四川代表处受主办方邀请参加此次展会，并在展馆内设立展台，推介北

威州电子信息产业与州内投资环境。 
MORE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参加深圳宝安产业发展博览会 

2020 年 8 月 6 日-8 日，由深圳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协会主办的深圳宝安产业发展博览会在深

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展商与国内 616 家企业吸引了近 5 万名

观展商来到展馆，首次开启的云展会线上浏览量也高达 169 万次。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广州办事处连续第四年参展并在国际展区设有独立展位，在现场为前来

垂询的观展商解答前往德国营商的疑惑。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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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参加国际经贸代表团浙江行（衢州站）活动 

2020 年 7 月 28-30 日，浙江省贸促会举办“国际经贸代表团浙江行”系列活动 —— 走进衢

州，旨在疫情防控新常态形势下搭建国际经贸领域友好合作平台，促进对外经贸交流合

作。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上海代表处受邀参团走访了衢州。 

衢州占地八千多平方公里，人口 258 万，地处要道、四省通衢，连接浙江、福建、安徽和

江西。在文化上衢州是南孔圣地，自然方面是绿水青山的生态佳地，而工业则是衢州的第

二产业，具有极大发展潜力，非常期待国际合作。 

代表团先后到访了衢州市衢江区、国家级衢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开化县，考察了夏王纸

业、诚远重机、金维克、开山股份、七一电器和华康药业等衢州地区的重点外经贸企业，

面对面与企业家交流，了解到在疫情影响下衢州在外贸出口方面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上海代表处参团成员对衢州的企业面貌印象深刻，对衢州企业家开放、

务实、积极求发展的风格表示由衷的赞赏。 

浙江省贸促系统下一步将充分发挥独特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继续推动更多国际经贸人士

实地了解浙江。 

浙江各地贸促会在疫情后期间都持积极努力态度对外沟通，除了省贸促会、衢州贸促会以

外，湖州市贸促会也在七月专程到访北威州投资促进署上海代表处，双方就湖州和北威州

两地的经济形势、产业特色、合作需求等进行了详细交流。 
MORE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参加亚洲生技大会和台德生物科技及医疗商机网路研讨会 

2020 年 7 月 22 日，疫情期间亚洲第一个全球性的大型生技国际会议台湾 BIO ASIA 在线上

线下同步举行。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南京代表处参加了云端展示环节并在线与相关企业进行

了对接。 

8 月 6 日，为了更好地加深台湾地区企业对北威州的了解，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南京代表处

与台湾德国经济办事处共同举办“生物科技与医事技术在北威州和台湾之发展”台德生物

科技及医疗商机网路研讨会并通过云端为参与者带来了“以北威州作为欧洲医疗保健创新

中心”的主题演讲。演讲中介绍道，在北威州落户的医疗健康企业有多种渠道可以获得各

类支持，包括：选择入驻研发机构和大学紧密结合的生命科学专门创新中心，获得优越的

基础设施，甚至投资支持；获得协助申请常见病医疗和医用技术革新的创新补助（相关费

用的 50%）；获得北威州投资促进署的全程一对一的免费咨询服务以及欢迎礼包。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参加江苏服务贸易云上对接交流大会 

江苏省商务厅主办的江苏服务贸易云上对接交流大会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正式启动，大会

围绕不同产业领域开展线上线下系列推介会议和项目对接活动。 

北威州投资促进署署长华珮（Petra Wassner）女士受邀为云上对接交流大会录制致辞视

频。视频中，华珮署长指出：“中国投资者十分偏爱北威州，他们在北威州建立通往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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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桥梁，目前已有 1100 家中国企业在北威州落户。吸引这些中国企业的主要因素包

括：北威州的核心地理位置、强大的购买力以及工业和研发资源集聚等。 

北威州和江苏省的经贸合作已有三十余年，曾获北威州投资大奖的徐工集团是来自江苏地

区的优质投资企业代表。此外，北威州投资促进署于 1997 年在江苏省南京市设立了中国地

区的第一个代表处。北威州与江苏省的经贸合作必定会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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