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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建交50周年 
中德合作助力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健康生活

第九届“一带一路”中德经济合作对话会

主办单位 合办单位 支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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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合作伙伴+技术支持单位高级合作伙伴

第九届“一带一路”中德经济合作对话会顺利举行，取得了建设性成果，深化了中德两国的交流与沟
通，推动具体项目达成了合作，既传承了历届会议的核心精神，又有新的突破。大会第一天围绕中德建交
50周年的主题，探讨了中国和德国双边政治、宏观经济关系以及在科学、文化、体育领域的交流，各方对
地缘政治冲突，如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及法治和人权等问题也十分关切，一致都认为公开对话才是有
利的解决之道。会议还采取了对话、采访等新形式呈现精彩内容。大会第二天和第三天围绕中德两国在应
对气候变化、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等全球挑战方面应负的责任和所作出的贡献展开探讨和交流，就未来中
德如何继续发展双边合作进行了展望。

本届会议是以线上线下结合形式举行，本会后刊以照片墙的形式进行了回顾总结。期望下届会议能在
线下与所有参会者再会。

RSBK团队感谢所有参会者。欢迎各位给我们提出意见和改进建议。



演讲嘉宾 80多位演讲嘉宾，分别来自中国和德国政治、经贸、学术界

10位嘉宾对当前中德、中欧关系核心话题发表主旨演讲主旨演讲

60多家合作、赞助单位合作伙伴、赞助商

为期3天，涵盖8大专题议程

2个系列的采访视频合集，分别反映了中、德两国政治、经济、
外交领域人士及年轻一代人对两国关系的体会和见解

创新会议形式

大会期间，灵活穿插了法律、工业、工程、物流等4个领域的议
题

穿插的议题

3天会议累计超过2200人报名注册参会人数

会议官网、LinkedIn等社交媒体上点击率超过10000次社交媒体

医疗健康领域达成了项目合作意向会议成果

会 议 相 关 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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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主旨演讲:

“中德两国秉持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理念，携
手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建立了中德全方位战略
伙伴关系。”

* 妙言金句精选

 鲁道夫·沙尔平
RSBK股份公司董事长

西格玛·加布里尔
原德国副总理、原德国外交部部长

沈蓓莉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彭勇
中国经济联络中心主任

吴恳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中德建交50周年

回顾与展望

2022年9月6日



致辞

中德建交50周年：
文化体育促进民心相通

圆桌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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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德国对华政策应与之前一样，应继续与中
国进行全方面的对话。应通过贸易往来、开放体制
和学术交流来促进转型，这不是建立在假设前提之
上，而是为与中国打交道提供了一个可行甚至必要
的基础。”

“中德之间需要更多的对话，更多的交流，更多的相
互了解。”

克劳斯·穆尔哈恩教授（余凯思）
德国齐柏林大学校长

张海波
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Henning Schacht

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博士
德国联邦议院德中关系议员小组主席、联邦议员

阿克塞尔·赫尔曼
法兰克福足球俱乐部董事会发言人

培高德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中欧比较史、汉学教授

2022年9月6日



穿插环节

对话

“话题永远绕不开政治外交（宏观政治）和人与人之
间交流的民间外交（微观政治）。”

“体育在国与国之间发生地缘政治冲突时架起了一座
沟通的桥梁。”

“近三年来，全球供应链尤其是中德两国之间的供应
链承受着持续压力，而新冠疫情和芯片短缺持续影
响，此外还有人权问题、供应链监管要求等等。这样
的形势下，更需要法律服务机构对项目全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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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里希·索尔曼
心理治疗师、高管培训师，上海政法大学客座教授

本杰明·瓦尔
德国多特蒙德足球俱乐部大中华区总裁

 德特勒夫·哈斯博士
霍金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施明贤博士
德国前驻华大使

史明德
中德友好协会会长、中国前驻德国大使

© Stiftung für Kunst und Kultur, Foto: Daniel Biskup

瓦尔特·斯迈林教授
德国艺术文化基金会主席

2022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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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教育发展与
人才培养

对话

“中国和德国的高校，不仅是学生学习、科研、学
术交流的场所，也是年轻人聚集起来相互了解增加
互信的地方，是培养未来具备中德国际交流能力的
专业人才、管理人才的宝贵土壤。”

姜锋研究员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邢顺峰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狄芙丽
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中国事务协调员

菲利普 ·梅尔滕斯
 Pink大学有限公司董事长

 沈文青教授
青岛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

2022年9月6日



“中德在交流领域的合作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
同时仍然是未来的趋势。”

“我们要扩大、加深相互了解，共同促进未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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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贝肯纳
埃尔福特教育培训集团总经理

 马库斯·赫恩教授
 德国美因茨应用技术大学企业经济学教授

商其坤
北京外研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EDUCATION

乔治·凯佩斯
德国信和职业教育集团业务拓展总经理

本杰明·纳伯特
TrueCare护理人才培训和就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2022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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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关系亲历者讲述 (采访视频)

刘敬钦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前副部长

耿弘
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南南国际贸易促进中心主席、
教育部人生科学委员会国防教育专业委员会
国际事务总顾问

连玉如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欧、
中德关系学者

夏建安
上海德意志工商中心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

童晓文教授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勾建辉博士
弗兰德传动系统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张兴会教授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书记

米歇尔·施罗德（君毅）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燕京学者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读研究生
Themis Ventures 公司创始人

2022年9月6日



中德建交50周年科技合作

© Oliver Diet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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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莱特博士
德国宇航员

张志强博士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对外合作交流部主任

尼古拉斯·彼得博士
宝马汽车集团董事首席财务官

于尔根·巴克
  德国萨尔州经济、创新、数字化和能源部部长

张春红
云南省能源局副局长

2022年9月7日



创新和循环经济

“为了人类社会共同的福祉，我们的行动必须是可持
续的，这是我们都要面对的巨大挑战。技术创新是解
决方案的关键因素之一，它同时要求政治环境稳定，
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提高我们管理的效率。”

“气候变化等重大人类挑战问题需要中德两国共同
努力和一致行动，尤其是在创新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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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宗勤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一级巡视员 

贺达博士
瓦克化学集团董事长

戈约格·斯特劳斯贝格
欧瑞康集团首席可持续发展官

刘晨
巴哈斯-桑索霍芬（天津）机械有限公司废物处置与资源循
环技术事业部中国区总经理

马提亚斯·弗兰科教授
弗劳恩霍夫环境、安全和能源研究所
苏尔兹巴赫-罗森伯格分所所长

2022年9月7日



智慧城市、移动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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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菲·苏汉
VASTALTA Circular Technology创始人

卢卡斯·冯·施万德
中国移动国际有限公司业务拓展经理

王莉
青岛中德生态园党工委副书记，
青岛中德生态园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高乐
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DFKI Jürgen Mai

安东尼奥·克吕格教授
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科学主任、
德国科学院院士

2022年9月7日



穿插环节

“人类未来所面临的各种巨大挑战，只能由全人类
一起努力才能解决。贸易全球化、开放市场对于稳
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使我们更集中精力解决重大
问题。中国作为最大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必
须成为应对这些挑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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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夫·基尔施
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卡斯滕·诺伊格鲍尔
G2K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弗洛里安·施维尔  
德国Celonis集团德语区副总裁

铁铭教授
VDA QMC中国（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质量管理中心中国分公司）
总经理

注
意
事
项

1、LOGO要整体使用，不可随意更改比例更换颜色。

2、在黑白背景时（灰度在0%－30%和90%－100%）

    在彩色背景时（纯度在0%－10%）

3、有关LOGO的使用授权问题可咨询法务部、品牌管理部。

张异
百度智能驾驶事业群战略运营部高级总监

2022年9月7日



可持续物流

“德国铁路欧亚公司从事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货
物运输和物流，每年运营超过 1,200国际班列。
每个想拥有环保供应链的人，都离不开铁路。”

“在德国和中国推广智慧物流是实现巴黎气候
保护协议目标的重要和关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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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贝雅
德铁货运欧亚公司销售总经理

 曹冠哲
杜伊斯堡港口集团亚洲事业部部长

塞艺博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项目主任

徐平
中大门国际物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2年9月7日



绿色投资

主持人

“我认为中国的可持续金融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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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建安
上海德意志工商中心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

米夏埃拉·基尔卡博士
德国商业银行全球业务区域董事

明悟非
德国安联保险集团执行副总裁、亚洲部负责人

陈欣
卢森堡国际银行执行委员会成员、中国业务总监

金宁
复星集团投资者关系和资金管理英国和欧洲执行总经理

2022年9月7日



医疗健康、农业与食品
行业的合作机遇与挑战

医疗健康

“对默克来说，中国不仅是重要的商品生产和
供应国家，也是研发创新领域的宝贵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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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奥莱尔·布尔什
 雀巢德国股份公司董事长

樊华峰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张巍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唐思合教授
德国默克集团硅谷及中国创新中心负责人

霍尔格·本斯博士
BCNP咨询顾问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

2022年9月8日



穿插：供应链安全

“德国和中国在癌症精准医疗方面的合作卓有成效，无
论政治摩擦如何，都应始终如一地继续下去，一起共同
为病人提供最好的治疗方案。”

“几乎没有其他任何行业像药品和医疗器械行业那样，
进入市场的门槛如此高。市场准入复杂且受到高度监
管。这就是为什么在欧洲仍然没有中国公司真正的有自
己的营销和销售分支机构。在欧洲，至今仍没有任何中
国原研药品获批。 PharmDevInt 支持中国公司从报批到
上市全过程，帮助中国企业高质量的创新药和医疗器械
进入欧洲市场。”

“监管政策对供应链透明度要求日益提高，这也影响到
制药行业，因为制药行业很大比例上主要从中国采购关
键原材料。”

17

曼弗雷德·迪特尔教授
德国科学院院士、德国医学协会德中工作组组长，
柏林夏里特大学医学院病理学教授

孙学非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际贸易中心总经理

莱纳·奥特
PharmDevInt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执行顾问

马库斯·费尔
德国健康联盟、德中卫生组织中国区代表

马库斯·舍普
 德国Qualifyze 有限公司首席营收官

2022年9月8日



创新项目介绍

穿插：基础设施

“医疗健康领域，预防是关键。”

“特别是在医疗保健领域，德国和中国面临着类
似的挑战。我们要共同努力找到同时适用于这两
个国家的应对这些挑战的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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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威廉姆斯
Medipee有限公司创始人

阿尔布雷希特·罗伊夫博士
AYOXXA生物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

湛麒博士
1st EC投资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 

 程俊佩
1st EC投资有限公司执行合伙人 

张强博士
 中国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2022年9月8日



2022年9月8日

中德青年之声（短视频）

可持续农业、健康食品

新时代青年企业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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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向东
正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艾娃博士
中德农业中心科学对话和科技合作平台首席科学顾问

弗朗茨·克里斯蒂安·冯·本策尔伯爵
TachoEASY股份公司董事长

赵晓东
GTA（中国）隧道装备有限公司、河南捷特安隧道装备有限
公司董事长, 许昌市外商投资协会主席



2022年9月8日

“中国电商和社交电商将长期保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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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米安·迈普
Genuine German商贸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牛腾
山东省工商联副主席、华勤橡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EDUCATION

乔治·凯佩斯
德国信和职业教育集团业务拓展总经理



会 场 实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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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场 实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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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场 实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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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会 者 来 信

“感谢主办方组织的非常有趣、多样、实用的会议活动，会议组织得非常好，
我能够在线下+在线都参与。”

“非常好的会议，内容丰富。非常感谢所有参与的人！！！”

“非常感谢主办方优秀的会议组织工作。嘉宾所作的演讲非常精彩。希望我们
能在未来更好地发扬’与中国同舟共济’的精神”。

“非常感谢中德经济会议主办方的出色组织。今年演讲者和主题选择的多样性
比往届更出色。通过你们的努力，德国与中国的良好合作将得到深化，而不是
脱钩。德国政府目前的对华外交政策立场让我非常难过，这样的对华政策，丝
毫不会改善中国和德国人民的生活条件。相比你们组织的这次大会，在柏林的
一些德国政治领导人的无知和天真，真是极为强烈的反差。”

“值此中德建交50周年之际，我有幸在法兰克福现场，以及线上参加为期三
天的中德经济会议，学到了很多东西！ 就像重回学校再次听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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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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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法兰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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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boeker@rsbk.de
www.rsbk.de

RSBK

战略

咨询

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