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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下
中国、德国和欧洲的稳定关系
2020年第七届“一带一路”中德经济合作对话会

     “一带一路”中德经济合作对话会由鲁道夫沙尔平战略咨询交流股份公司、中国经济联络中心共同主办，中国国
际投资促进会支持，德中两国相关政府领导、知名企业高管、专家学者等与会，探讨两国合作的契合点及目前面临的
挑战和机遇，加深德国和中国的务实合作。“一带一路”中德经济合作对话会已成功举办多年。

      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第七届“一带一路”中德经济合作对话会以在线会议形式进行。来自各方的代表于
2020年11月24日、25日、26日和12月1日中国时间15:30-18:00，在4场会议中，就“后疫情时代中德关系”、“十
四五规划、金融、数字经济”、“科学、环保、能源”、“法律、教育”等主题展开了研讨和交流。

主办单位： 合办单位：

 会 议 回 顾  

后疫情时代的中德关系 科学、环保、能源

十四五规划、金融、数字经济

2020年11月25日

研讨会：法律、教育

2020年11月24日 2020年11月26日

2020年12月1日

支持单位 / 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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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概 况

报名会议和专题研讨会总人数超过2200名与会观众

LinkedIn上会议议程的点击率超过11000次社交媒体

60多位来自中德经济、科学和政治领域的发言嘉宾发言嘉宾

10位中德国家政策领导者对当前中德经济合作的中心议题进行了主旨发言主旨发言

51家中德合作伙伴受邀出席会议合作伙伴

4 天的大会日程，8项深化议题大会议程

2 场专题研讨会，两国专家围绕行业热门主题展开交流专题研讨会

5 个跨领域的穿插宣讲：体育、城市合作、国际物流、外国投资、以及绿色金融话题穿插

有关2020中德经济合作对话会的更多信息，请您联系蒙女士 (meng@rsbk.de)。 
若您想查阅2016年至2019年往届中德经济合作对话会会后刊，请您登陆我们的网站：www.bri-rsbk.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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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势及前景

  沈蓓莉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尼尔斯·安南 德国外交部国务部长

  吴恳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伯恩·阿尔乎斯曼博士 德国下萨克森州经济、劳工、交通和数字化部部长

  何金平 中国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穿插：体育联结世界

  阿克瑟·赫尔曼 法兰克福足球俱乐部董事 

        良好的经济关系、密切的贸易关系 - 这些都是国与国之间建立良好伙伴

关系的最佳保障。„ “
        在大变局时代，信任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应该增强两国政治经济领域

的互信，更应该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信任和友谊。„ “

后疫情时代的中德关系
2020年11月24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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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务实合作

  柯曼教授 中国德国商会 · 上海董事会主席

  马秀红 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会长

  马库斯·比伯 大众汽车集团总职工委员会秘书长

  格伦·施密特 宝马汽车集团政策与对外关系部主任

  彭兰博士 默克集团高级副总裁、全球企业事务负责人

  米夏埃尔·聚思教授 欧瑞康管理股份公司董事长

  克勒尼雅·伯格曼博士 赢创运营有限公司硅烷研发副总裁

专题：中德城市间合作

  赵淑红 中国河南省许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沃夫冈·舒斯特 德国拉恩迪尔区区长

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
Chin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romotion

        合作还是对抗、团结或是分裂、开放抑或封锁。中国和德国作为主要经

济体和有影响力的国家以及全面战略伙伴，必须承担起其历史性的责任。„ “

        一项调查显示，近30%的德国企业表示，他们的中国业务至少和

2019年一样好，甚至明显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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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视角与十四五规划

  薇罗妮卡·格林教授 德国联邦政府宏观经济发展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

  张燕生教授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资深研究员

  罗兰·勃姆 德国商业银行国际业务部总裁

  于航 国测集团董事局副主席 

  彭勇 中国经济联络中心主任

  沃纳·霍耶博士 欧洲投资银行行长

  蔡铂 中国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二级巡视员

能源和气候政策的新发展为制造业带来了重大的产业政策机遇。„ “

       国际社会应共同维护多边体系，必须面向未来。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

应该重新思考以往的立场。„ “
十四五规划、金融、数字经济

2020年11月25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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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开放与数字创新

  卡斯滕·克莱德 安顾数字创新股份公司董事 

  吴思康 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克里斯托弗·索德曼 Lazard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黄群 Lazard商务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吴晓杰 中国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

  乌苏拉·那托斯卡博士 霍金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并购、社会与资本

市场法律师

  明悟非 德国安联保险集团执行副总裁

  魏志宏 银联国际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穿插：物流在国民经济关系中的意义

  德克·恩格哈特教授 德国联邦货运物流与废料清运协会总经理

       中国走出新冠危机的速度比我们所在的欧洲快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受

疫情危机的影响，人们对保险和理财产品的需求也在提高。„ “

        中欧间铁路运输量不断增长，从中国至欧洲的列车数量从2014年的

280列增加到2018年的4558列；从欧洲至中国的列车数量从2014年的28

列增加到2018年的1805列。
„ “



       “祝贺这次出色的商务会议 - 这是一项组织和技术上的
艰巨任务。”

- 某国际保险集团管理委员会成员

       “这是一场成功且具有前瞻性的会议，在今年美国大选
背景下，此次会议积极主动促进了德国与中国经济友好合作
交流。”

- 企业顾问兼多家企业监事会成员

       “举办此次综合性的会议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它让我了
解到，新时代中德关系的发展以及两国间开展深层次交流合
作的显著成效。通过会议增进了两国相互了解，这也是未来
加强合作的基础。因此，非常，非常满意。”

- 国家智库专家

        我们尝试分析总结两国政策和全球经济形势，希望对企业经营

管理和战略发展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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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播 室 图 片 展 示



      “在此，我对视频会议的成功召开表示祝贺。许多演讲都
内容非常丰富。”

- 德国著名大学教授

       “此次会议主题多样、内容丰富。嘉宾的精彩分享让我
受益匪浅，新的思路和新的观点将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 某德国城市的市长

       “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让我们有机会通过大会介绍
公司的国际化经营战略。在此感谢会议主办方在活动前期的
周密组织和鼎力支持。”

- 某国际品牌汽车集团的代表

       “我要衷心感谢沙尔平先生和他的团队举办的第七届中
德经济合作会议，会议的规模和执行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 一家国际咨询公司的代表

        中德两国是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两种经济相辅相成。经

贸合作是中德、中欧关系的稳定器。„ “



热 情 洋 溢 的 互 动 交 流
来自德国、欧洲和中国的发言嘉宾在演播室、办公室和出

行路上动态地进行交流。

大变局下中国、德国和欧洲的稳定关系 - 2020年第七届“一带一路”中德经济对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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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回收与无废城市

  托马斯·科里亚科斯 GreenCycle/PreZero有限公司董事

  福克尔·托莫博士 弗劳恩霍夫研究院建筑物理研究所矿物材料与建筑回收系主任

  戈约格·斯特劳斯贝格 欧瑞康纺织有限公司人造纤维部首席执行官

  雷纳·格隆 施坦贝斯管理和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永会教授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学术合作

  彼得-安德烈·阿尔特教授 德国高等院校校长委员会会长

  托斯腾·舍费尔-君贝尔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主席

 

        中德高校之间有1440份合作协议。7800名德国学生在中国学习，且

有39871名中国学生在德国学习。„ “

回收利用这个话题从来没有停滞，因为这个领域一直在不断发展。„ “

2020年11月26日，星期四

科学、环保、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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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氢能

  尤根·古特勒博士 宝马汽车集团氢能、燃料电池和汽车项目副总裁

  毛宗强教授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国际氢能协会副主席

  延斯·特劳普博士 萨尔茨吉特钢铁集团环境保护与能源政策负责人

  魏炜 宝武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总裁 

  贺达博士 瓦克化学股份公司董事会董事 

  唐兴伦 贵州省贵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贵阳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乌里希·贝茨 默克集团创新副总裁

穿插：绿色金融

  毕耀文博士 德国商业银行国际企业部董事总经理

        中国现在是绿色金融领域的真正的先行者，在绿色金融领域扮演着十

分重要的角色。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去年的成交量约为

560亿美元。„ “

穿插：外资企业

  托比亚斯·诺特博士 贝肯霍夫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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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高等）职业教育合作的范例与潜力 

 拉夫·施登格勒教授 德国达姆施塔特应用技术大学校长

 张兴会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书记

 安德烈亚斯·迪林 马丁格工业技术（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松 前程无忧人才发展研究院院长

 英格堡·施拉姆-沃尔克教授 比勒菲尔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

 福劳科·狄特曼 比勒菲尔德应用科技大学国际处

 克里斯蒂安·余博拉教授 中黑森工业大学教授

 韩洪涛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

 斯蒂芬·诺瓦齐 于尔岑第一职业学校（BBS Uelzen）校长

 弗朗克·贝尔克纳 埃尔福特培训中心总经理

       在求职过程中，应聘者应凸显自己特有的技能，这样更方便企业找到

合适的人才。„ “

2020年12月1日，星期二

中德（高等）职业教育合作的
范例与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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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对 外 对 内 投 资 监 管 新 政 策 ”
仅英文

17:00-18:30

 约格·赫维希博士 霍金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股权与并购法律师

 乌苏拉·那托斯卡博士 霍金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并购、社会与资本市场法律师

 法克·薛宁博士 霍金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卡特尔法和监管法规律师

 龚英姿 霍金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并购法律师

 郑浩晖 霍金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并购法律师

        外国投资管控，我们通常称为外国直接投资法，也就是外国直接投资

筛选，当然经历了许多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动态的过程，从德国和其他国

家的监管角度来看，这个过程仍在发生很多变化。„ “

NAVIGATING THROUGH NEW REGULATORY FRAMEWORKS FOR 

CHINA OUT- AND INBOUND INVESTMENTS

2020年12月1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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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德国

欧洲

鲁道夫 沙尔平

鲁道夫沙尔平战略咨询交流股份公司

中国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
安联大厦10层1003室
电话: +86 (0) 10-65960268
Email: meng@rsbk.de
www.rsbk.de

德国
地址：
Hamburger Allee 26-28 
60486 Frankfurt am Main
电话: +49 (0) 69 66 12 77-10
传真: +49 (0) 69 66 12 77-12
boeker@rsbk.de
www.rsbk.de

战略

咨询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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