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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杂志收录了其中德国飞马集团公司参加此
次展会的一篇报道。
最后，我衷心希望您能够通过阅读我们的
《德国中国工商会第二十三期会刊》得到更多
的乐趣和更大的收获，并希望通过您的反馈让
我们的杂志更好的对您在中国及德国的业务发
展提供帮助和支持。

栾伟
德国中国工商会 会长 栾伟先生 致辞
尊敬的各位德国中国工商会会员、顾问以及亲
爱的读者们：
2014 年 3 月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
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欧盟总部和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并出席在荷兰海牙举行的
核安全峰会。这是中国为推进大国关系所采取
的又一次重大的外交行动，必将开辟中欧关系
新的历史篇章。
自 2013 年 8 月 30 日 起， 柯 慕 贤 先 生
（Michael Clauss）接任施明贤博士担任德国
驻华大使一职。 近日，大使就两国经济、法制、
投资、旅游以及民间交流等方面接受了工商会
的专访，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见解和观点，详
见本期杂志专访栏目。
本期杂志还收录了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
先生就习主席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和中德两国
双边关系接受的专访。史大使向记者介绍了习
主席此次访问欧洲的主旨以及中国对其与欧洲
双边关系的重视程度。
本期杂志还刊登了德国波鸿工商业联合
会国际部负责人同时也是德国中国工商会顾问
委员会成员的梅尔茨博士撰写的一篇介绍德国
波鸿工商业联合会的文章，德国波鸿工商业联
合会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一直以“促进鲁尔地
区与中国的相互了解”为己任不断地努力，从
1988 年到 2013 年间共接待了约 60 个来自中
国的代表团，与代表团就鲁尔地区的经济结构
进行了交流，并且帮助众多德国企业与来自中
国的客户建立了联系。
企业接班人的选择是关系企业生存的大
事，而选择一名合适的接班人可以让企业继续
不断地发展壮大，那么如何选择一名合适的企
业接班人呢？请您阅读本期杂志经济栏目的《寻
找新的企业掌舵人》以及《对于接管企业的十
个建议》两篇相关文章。
2013 年 10 月工商会组织多家会员企业参
加了中国国际煤炭采矿技术交流及设备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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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驻华大使
柯慕贤先生专访

柯慕贤先生

自 2013 年 8 月 30 日起，柯慕贤先生（Michael
Clauss）接任施明贤博士担任德国驻华大使一
职。 近日，大使就两国经济、法制、投资、旅
游以及民间交流等方面接受了工商会的专访，
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见解和观点。

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当
然欧盟在外交政策方面对于中国也应扮演重要
的角色。作为欧盟最大成员国的驻华大使，我
将在促进中德两国双边关系的基础上，把深化
中国与欧盟的关系也视为己任。

工商会：尊敬的大使先生您好，您自 2013
年 8 月起就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能
否请您讲一下工作的重点有哪些？

工商会：在 2013 年 11 月 1 日《中国日报》
对您的采访中您曾提到，您一直向往到中国工
作并一直努力争取被派到北京来工作。中国最
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您第一次与中国开展联
系是在什么时候？

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进一步深化
中德两国紧密的双边关系。中德两国在经济领
域有着密切的合作，德国的技术革新和先进工
艺正是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转型所需要的。两国
在政治上的交流则体现在两国高层领导人的频
繁互访上。目前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加强两国社
会民众层面的交流，如果两国希望进行长期的
合作，则需要两国民众间的相互了解以及对彼
此社会生活的了解，而最好的改善途径就是增
进两国教育领域的合作以及推进两国旅游业的
发展。
民间交流不应设置任何人为的界限。我希
望在经济领域能够赋予所有企业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平等。中国企业在德国享受优厚的待遇，
这些企业在进入德国市场时不会受到任何阻碍
和限制，所以我希望在中国的德国企业也能享
受同样的条件和待遇，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
竞争环境。
工商会：您曾经担任过德国常驻欧盟代表
处参赞、外交部欧洲司司长等要职，是欧盟问
题专家，那么从欧盟事务的角度看中德两国的
关系是怎样的呢？
中国认为其与欧盟的关系具有战略意义。
从经济角度讲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
国和欧盟也没有任何的领土争端，中国与欧盟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散发
着迷人的光彩。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飞速发展令
人印象深刻。虽然我在过去十四年里主要负责
欧盟事务，但是也深深地体会到中国在政治、
经济领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德国在亚洲
的重要经济伙伴。二十一世纪世界多极化趋势
加强，亚洲特别是中国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中国在亚洲乃至全球化问题如环保、
脱贫、能源安全和国际安全政策等问题上都起
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德国驻华大使，我
希望能见证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加强、
促进中德两国的关系。
工商会：默克尔女士曾多次访问中国，
2014 年的赴中之行已排上日程。三月底她将在
德国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来访，习主席
这次访问的主要议题是什么？对中德两国关系
有着怎样的影响？
此次习主席受德国总统高克先生和总理默
克尔女士的邀请，开启了 2014 年两国高层互
访的新篇章。默克尔女士将在夏天访华，另外
两国还将在秋天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中德两国
政府协商会晤。习主席此次来访是他担任中国
国家主席后第一次访问德国，这次访问的主题
是新一届中国领导人的改革思路以及中德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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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合作契机，当然中德两国的彼此了解也是
非常重要的，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是多方面的、
长期的，这需要两国的相互信任。
我们希望与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合作的大方
向进行磋商，就如何通过两国政府促进两国的
贸易和投资、如何增进两国民众间的交流沟通、
如何简化两国间旅游申请手续、如何增进两国
间文化交流、以及如何在科技领域更好的合作
等方面进行沟通。我们也希望同中国政府就法
制建设及公民权利对于改善两国关系的意义进
行讨论。当然我们也希望与习主席讨论当前的
外交政策问题，如乌克兰、叙利亚、伊朗、北
韩或亚太地区的安全局面。另外与中国相关的
重要问题还包括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城市化进程
问题，我们在这两个方面有巨大的合作潜力。
工商会：人们常常忽略了一点，就是在过
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法制建设得到了长足的发
展，并且仍在继续发展中。2000 年经施罗德总
理倡导，两国政府每年都将举办中德法治对话。
另外，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德国技术合
作公司（GTZ）受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的委托，
对中国提供长期的法律咨询服务。这些举措对
中德两国关系发展有何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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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目前
为止，中国对外资的管理一直采用的是《外商
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模式，列出了中国鼓励、
限制、禁止外商进入的行业。所有的外商投资
和商业投资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有一定
局限性。而“负面清单”是给不开放的行业和
受限制的商业活动列一个清单，明确告诉对方
哪些领域和行业是限制或禁止外商活动的。那
么，只要未列入名单的就是法无禁止皆可为的，
这样就给予外商更多的发展空间。自贸区应作
为“试验田”为中国其他地区开展自贸区打下
基石。
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对于德国经济来讲是不
容忽视的，许多德国企业利润的很大部分来自
其在中国的业务。而这种对中国经济的信任体
现在 2013 年对华投资增长 44.6%。由于最近
其他几个金砖国家经济发展势头减退，中国对
于德国重要行业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
汽车行业、机械行业、环境技术或健康经济行
业等。如果被宣布的改革措施如期进行，那么
对两国都有百益而无一害。我们支持中国与欧
盟之间的投资协议谈判，这个协议不仅包括双
边投资保护，还包括进一步开放双方市场的议
题。

法治国家这一议题在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上
任的这几个月里得到了高度重视。德国一直致
力于与中国在此议题的合作。1999 年施罗德总
理和朱镕基总理一起倡导了中德法治对话的开
展，使得这一对话成为了中德两国关系发展中
的核心内容。开诚布公的法制对话使得中德两
国有机会讨论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由于两国
不同的政治体制所引发的对同一事务所持的不
同的出发点和见解，此外对话中还引入了一些
具体的项目，推进了两国在法律领域的合作，
这些项目的具体实施公司是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GIZ），项目的具体内容包括中国法官培训、
在经济法领域对中国政府提供咨询服务，等。
工商会：2013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
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舆论的重点从“未解
决的问题太多，实际性的东西太少”转向“突
破性的改革”，您如何评价三中全会所作出的
决策，您认为这将对德国经济有何影响？
在三中全会后公布的经济领域改革政策显
示：中国已经下定决心，将革新和可持续发展
作为其经济发展的核心，同时减少经济微调，
给予市场更多的空间。在结构转型方面中国视
德国为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希望，德国企业
能够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并且能够抓住
更多的市场机会。
今天中国超过 50% 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由
私有制企业所创造的，而且越来越多的国有企
业进行了改制。中国政府已经在上海设立了自
贸区，我对此表示支持并建议设立更多的自贸
区。对自贸区的投资管理应通过“负面清单”

柯慕贤大使在办公室

工商会：经济话题：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
在过去的几年里有显著的提高，德国是中国投
资者在欧盟范围内最受青睐的国家之一。您如
何评价这一趋势，德国驻华大使馆扮演怎样的
角色？另外，德国民众对外来投资持某种怀疑
态度，认为外资企业进入市场会引起裁员、技
术流失等问题，您觉得呢？
德国企业在很多年前就开始在中国进行投
资，并且取得了成功。中国已经全球第三大投
资国。2008 年到 2012 年间所有移居外国的中
国人中有 17% 移居到德国，德国已经成为了最
受中国投资者欢迎的国家。根据中国政府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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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的战略，已经有超过 1200 家中国企业
入驻德国，14000 名员工为这些中国企业工作。
目前德国对中国的投资达到近 390 亿欧
元，而中国对德国投资约 10 亿欧元，这样就有
一个巨大的合作潜力，中国投资者对德国的投
资在未来将会显著提高。德国是一个吸引人的
地方，德国企业拥有独特的学术文化以及专业
的技术解决方案，是中国最佳的合作伙伴。另外，
中国投资可以促进两国经济交流，增加工作机
会，所以德国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
工商会：中国赴外旅游者显著增加，来自
中国的旅游者已经成为亚洲旅游者中最大的群
体。德国拥有很多的旅游景点。但是对于个人
旅游者来说，办理签证仍然是一个难题。请问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德国旅游业不会从宽松的
签证政策中获益么？您们在这方面做过什么努
力么？
2013 年有 170 万中国游客赴德国旅游，
较去年增长了 11%。而日益增多的签证申请
者也说明了中国游客对德国拥有浓厚的兴趣，
2013 年中国赴德旅游者数量增长了 20%。当
然我们也就此做出了相应的改善，我们从 2012
年 10 月推出了签证申请外包服务，提供申根
地区最便捷的签证服务。漫长的等待时间已经
成为过去，现在处理签证申请时间已经缩短为
3 到 5 个工作日。签证申请资料也可以通过邮
寄或代理人代理递交的方式进行办理，无需当
面递交。申请申根签证最简便的途径就是申请
旅游签证，只需要提交最基本的材料即可。

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德国驻华大使馆大门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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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在申请签证时需要提交的材料和流程
都可以在签证受理中心和大使馆网站上找到。
去年我们受理了超过 30 万名中国公民递交的
签证申请。我们希望在 2014 年能够有更多的
中国人来到德国做客。
工商会：最后我们想提一个比较私人的问
题：现在由于环境问题，中国在德国的形象并
不尽如人意。您是怎么认为的？
空气污染问题已经受到了来自政府以及民
众的关注，中国媒体和网络门户对解决此问题
不断施加压力，社会各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也在
不断增加，空气污染已经成了全民范围讨论的
问题。
我相信中国政府在进行经济转型的道路上
把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作为重点。例如中国政府
首次制定了减排标准以及相应的处罚政策。在
不久之前德国也面临着空气河流污染这样类似
的问题。革新、技术和政治决心是当时解决问
题的根本。德国已经准备好将自己在这一领域
的经验进行分享，并通过两国企业之间的合作
为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做出贡献。
德国中国工商会对柯慕贤先生接受我们的
采访表示衷心的感谢
（图片：德国驻中国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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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明德大使就习近平即将
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和中
德双边关系接受中国网记
者专访
史明德大使 （图片：中国驻德国大使馆）

3 月 8 日上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
记者会上，外交部长王毅在回答有关中欧关系
的问题时表示，习近平主席将于 3 月下旬到欧
洲进行访问。这是中国为推进大国关系所采取
的又一次重大的外交行动，必将开辟中欧关系
新的历史篇章。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驻德大使史明德在接
受中国网记者专访时也表示，德国各界都很期
待这次访问，期待聆听新一届领导人对中国未
来发展蓝图的介绍，因为中国的发展牵动世界
的发展，中德、中欧关系的走向都取决于中国
今后的发展变化。
中国网：今年 3 月习主席也将访问德国，
展开其任期内的首次欧洲之行，您能为我们介
绍一下，德国各界对此次出访都有怎样的评价
和期待？
史明德：3 月底习主席将出访欧洲，这是
习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以来，第一次出访欧洲，
也是第一次到德国进行访问，是我国的重大外
交行动，德国的各界都很期待这次访问，期待
聆听新一届领导人对中国未来发展蓝图的介绍，
因为中国的发展牵动着世界的发展，中德、中
欧关系的走向都取决于中国今后的发展变化。
习主席的此次出访将对中德关系、以及中
欧建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都会有很大的推动。
德国各界都期待着了解中国的发展，从中来评
判中国的发展变化对世界的影响变化，以及中
国的政策给双方的务实合作带来哪些新的机遇。
中国网：去年 9 月份，默克尔赢得大选，
开始她的第三任执政期，您如何看待中德关系
今后的走向？您对未来十年中德关系发展的预
期如何？

史明德：默克尔去年 9 月份赢得了大选，
新的一届德国政府开始正式运行了，默克尔是
第三次担任总理。自 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欧
洲的政坛有一个现象，是“逢选必败”，因为
经济受金融危机冲击很大，失业率也在上涨。
但德国不仅没有败，还得到了 70% 以上的民意
支持。我认为这跟德国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考
验，经济一枝独秀有关。
我认为，中德关系在发展上有三个“新”。
第一个新，是两国都是新的政府，在一个
新的起点上，共同开创中德关系的新局面；
第二个新，是两国都处于历史发展的新时
期。在新的一届领导人产生以后，我国领导人
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这将对中国今后
发展带来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改革开放也进入
了一个新时期。而同时，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和
影响力也很突出，也处于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欧洲有某种引领的作用；
第三个新，是两国面临新的合作机遇。中
国跟德国都是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去年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同时，
制造业在两国经济比重中都占了很重要的部分，
中国和德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实体经济。中
国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尤其
是要大力推进节能环保、绿色经济的发展，这
些都正好是德国经济的强项所在，会给合作带
来新的领域、重点和商机。
中国网：今年被誉为改革的元年，您认为
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会给德国带来哪些影响和
机遇？
史明德：我在当地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觉，
不仅是我们自己要认真学习和领会三中全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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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德国各界尤其是经济界也非常感兴趣。
我在当地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受邀去做一次报告，
去向德国各界介绍三中全会决定的具体内容，
宣传我们新一届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和新的举
措。德国经济界很渴望，也很善于深入地研究
决定报告，因为德国商人希望从中发现新的商
机、合作机遇，比如，是否要扩大投资？应当
在哪些领域扩大投资？要不要去中国的中西部
投资？德国经济界希望紧密跟进中国发展的战
略方向，来调整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比如，
大众已经做出了在乌鲁木齐投资建厂的决定，
大型化工企业巴斯夫也将在重庆建厂。
中国网：目前，中欧双边投资和贸易还有
很大的开发空间，您认为中欧双边投资和贸易
协定谈判的主要困难和挑战是什么？德国将在
中欧关系中发挥什么作用？
史明德：目前德国在欧洲是我们最大的投
资国，也是对我们技术转让最多的国家。根据
统计，现在在华投资的总额达到 400 亿欧元，
企业数量达到 7500 多家，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汽车、化工和交通行业。去年，德国对华投资
增长了将近 30%, 说明德国对中国未来经济发
展的信心是很足的，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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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贸易保持了增长的势头，非常不容易。
同时，近几年我们对德国的投资也是在成
倍地增长，由过去的“单行道”，变成了现在的“双
向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德国也很有成就，
目前在德国的企业已经有 2000 多家，势头很好，
中德合作用李总理的话就是“驶入了快车道”，
双方合作的空间很大，怎么把中国制造跟德国
制造能够优势互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和补充。
德国在制造业、环保、节能、汽车、化工等方
面的优势都是我们所需要的。
此外，我国与德国在发展职业教育上也有
很多合作。目前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有 3 万多
人，有 500 多对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合作伙伴。
中欧之间发展前景很大，但是因为随着中
国制造从低档向中高档迈进，竞争力不断上升，
中欧之间也存在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倾向，
在“双反”案件里，欧洲有很多。我们坚决反
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个也是中欧贸易中亟需要
解决的问题。
（来源：中国网）

中欧携手迈向新十年。。。。。。。。。。。。。。。。。

。。。。。。。。。。。。。。。。。

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 10 周年之际，第十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即将在北京举行。过去 10 年，
中欧关系的政治、经贸、人文“三大支柱”不断发展，双方建立了政治对话机制，贸易额翻了两番，
人员往来增加了 3 倍，双方共同致力于全球性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了建设
性作用。中欧关系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未来 10 年，中欧双方将在新起点上向前发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胜利闭幕，中国决心以
更大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欧洲经济出现企稳向好的发展势头，开始走出主权债务危机的阴霾。双方发展释放出的红
利将使中欧关系迎来充满机遇的新 10 年。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联合体，中欧是世界格局中的两支重要力量。双
方都主张多边主义，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努力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这些相似之处使中欧成
为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重要合作伙伴。面对国际形势复杂深刻变化，双方应
共同致力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 13 亿人口和欧洲 5 亿人口形成了两大市场，占据全球经济总量的 1/3。双方经济互补性强，
利益交融深厚。双方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必然会在贸易投资、城镇化、科技创新、绿色环保、基础
设施等领域激发巨大合作潜力。中欧共同坚持市场开放，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
保护主义，也将为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
在提倡文明多样性的今天，既需要西方的思维，也需要东方的智慧。中国主张“和而不同”，倡
导建设“和谐世界”，这与欧洲尊重“多元一体”的理念相融相通。双方有理由以更加包容的心态看
待彼此，尊重彼此根据自身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将中欧友谊传承下去，树立不同文明相互借鉴、共
同繁荣的典范。
中欧领导人会晤是中欧之间最高级别的政治对话机制。即将举行的第十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是本
届中国政府与欧盟举行的首次会晤，将为未来中欧关系发展绘制一份精彩的蓝图。相信中欧将在新的
10 年里，努力提升务实合作水平，服务各自发展，共同为和平与繁荣的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宋涛 中
国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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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鲁尔地区与
中国的相互了解

梅尔茨博士

德国波鸿工商业联合会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一
直以“促进鲁尔地区与中国的相互了解”为己任，
不断地努力。
自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
会体制的不同，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缺乏沟通，
对彼此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不甚了解。德国人一
般只能说出三到四个中国城市的名字，更不要
说中国的几个经济区了，同样地，中国对我们
也了解的不多。但是他们对改善这一问题有着
很大的决心，并且在积极地行动着：从二十世
纪九十年代开始，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公务员、
技术专家、企业家从中国来到德国进修，了解
德国经济和社会形态，学习德国经济和社会是
如何运作的。
但是德国的一些研究机构、企业和社会团
体在收到诸如这种从中国发来的表达拜访期望
的信件后，认为这属于无用的琐事，于是就拒
绝了。但是我们德国波鸿工商业联合会承诺不
会这样：中国代表团的来访让我们能够更好地
向这些企业或政府的决策者介绍鲁尔地区，可
以让我们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我们从 1988
年到 2013 年间共接待了约 60 个来自中国的代
表团，与中国客人就鲁尔地区的经济结构进行
了交流，并且帮助会员企业与代表团企业建立
了联系。在过去的工作中我们发现，现场翻译
工作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为了达到更好的交
流效果，我们提前准备了中文版的德国波鸿工
商业联合会介绍以及一个中文 ppt 展示。2008
年我们与鲁尔地区协会一起制作了一个内容全
面的中文版鲁尔地区介绍册，这本介绍册让中
国客人能够更好地了解鲁尔地区。另外，到访
的客人中有许多是通过德国中国工商会介绍的。
2000 年以后中国代表团的组成和目的有所
变化。最初的代表团主要是来学习、了解西方
国家，现在则更倾向于向我们介绍中国城市和

地区的相关情况。这样的代表团我们同样欢迎，
因为他们可以向我们的会员企业介绍正在发展
中的中国新兴城市、新建立的工业园区和市场，
这些信息对于德国企业来讲是很宝贵的。而这
些来访的中国客人们也越来越多地向我们展现
了其优秀的英语水平，现代化的着装和得体的
举止。
中国代表团带来的介绍册、视频光盘向我
们展示了中国的发展现状。我们在这些代表团
来访期间举办了多场关于市场进入策略以及跨
文化沟通能力的专题研讨会和论坛，这些让鲁
尔地区的德国企业对中国有了更深入、更准确
的认识和了解。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这些远道
而来的中国客人。

时任湖南省副省长刘立力伟 2010 年做客德国波鸿工商
业联合会时在访客留言簿上题词

图片：梅尔茨博士，德国波鸿工商业联合会
（翻译：马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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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新的企业掌舵人

图片：
图片：Konstantin Gastmann / pixelio.de

老一辈的企业经营者几乎都是企业的所有者甚
至是创始人，而他们的后代往往不愿意接手公
司或者不具备接手公司应具备的专业知识和管
理才能，所以一些人从开始就计划着从家族外
部寻找接班人，而另一些人则更加明智，他们
把自己的后代视同为家族外部的人，作为企业
的接班人来培养。
Wilhelm Stute 到现在也不知道谁将是他
公司的接班人。这家公司位于德国北威州的帕
德博恩，主要从事 IT 行业。从专家角度来讲，
Wilhelm Stute 很大程度上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他的儿子 Philipp30 岁左右，从一年半以前开
始与其他 220 名员工一起就职于他父亲的公
司，现在作为技术专家负责公司里的一个关于
云端计算机开发的项目。然而他的父亲并没有
强迫儿子继承自己的公司，而是从几年前邀请
硕士工程师 Dirk Waltje 作为公司的合伙人，同
时作为企业的接任者来进行培养。“从那时开
始我就把他作为企业继承人进行培养”Wilhelm
Stute 如是说。但是对于他的儿子 Philipp 来讲，
如果 Philipp 想接任公司，也不排除他继承公司
的可能性。Philipp 非常感激父亲没有强迫他成
为企业的接班人，他非常清楚，如果他有一天
继承了公司，也并不是因为他是他父亲的儿子，
而是因为他已经拥有了胜任接班人这一职位的
知识和能力：在国外深造过、有经济学学位、
在某机械制造企业作为领导层助理工作过两年
时间、现在在父亲的公司任职经理一职。“Dirk
Waltje 比我更了解公司”Philipp 如是说。
这也是专家们对 VR Equitypartner 公司所
推荐的：为潜在的公司接任者提供资金后盾，
同时给予他们机会，让他们向继承企业的方向
发展。另外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一定要尽
早——最迟不要超过 55 岁，对企业进行改革，
以保证企业在没有找到接班人的情况下仍能继
续经营下去。

德国中央合作银行刚刚进行的一个调查结
果显示，在未来十年里德国将有十五万家公司
面临“新老交替”的问题，五十万员工受到影
响。而来自家族内部的接班人将越来越少。到
目前为止有 74% 的企业由女儿、儿子或其他亲
戚继承，而这一代人的接班人则只有 64% 来
自家族内部。“继承家族企业不再是主流”，
Wittener 家 族 企 业 研 究 院 负 责 人 Tom Rüsen
说，“来自家族外部的企业接班人将不断增长，
一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家族后代对继承企业没
有兴趣，另一方面是因为继承企业必须具备相
关的专业知识和管理才能，而企业对继承者的
要求越来越高，家庭成员都无法满足要求。”
第一步：清点存货
对于面临“新老交替”问题的企业家，特
别 是 资 合 型 企 业，Tom Rüsen 说，“ 必 须 将
负责管理企业的人和接管企业资本的人完全分
开。”一些企业家仍然认为，企业的各个部门
都应安插自家人，也就是说企业的所有者同时
也应该是企业的管理者即总经理。这是不对的，
例如 Wilhelm Stute 在将来某个时刻会决定将
他的公司卖掉或者把他在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他
的儿子，而这些和谁是公司的总经理没有一点
关系。但是他仍然对监事会授予他儿子作为公
司的全权代理人而感到高兴。
“公司资产的转移很复杂，企业家必须考
虑是否提前解决遗产继承问题、其他子女是否
要得到相应补偿、以及企业家所决定的继承分
配方法是否满足他自己的养老支出”，Rüsen 说，
“我们提供咨询服务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决定哪些资产作为企业资产，哪些资产作为个
人资产，谁有继承权以及被继承人的养老保障
问题”，来自德国信用合作银行的企业用户经
理 Michael Fiege 解释，他知道，在得到资产
的同时保障养老问题和企业的稳定发展，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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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用支付高额的税金，这就好比水中捞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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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接班人拥有高校学历，掌握现代化管理
知识。

第二步：资产转移
Willi Kullik 刚刚就上演了一出“水中捞月”，
这位 66 岁的老人是 K+M 建筑元件公司的业主，
这家公司位于 Herten，拥有十二名员工。他刚
刚向他的开户银行福尔科斯银行寻求了帮助，
为了向他的儿子转移资产，银行启动了他的养
老金财政计划，这个计划是根据 Kullik 的税务
顾问以及律师为其量身打造的一个方案来执行
的，因为这样的话 Kullik 和他夫人名下的房产
将依照用益权被转移到他的两个儿子名下。
但是在计算赠与税时 Kullik 犯了一个严重
的错误：“我以为公司价值只包括公司资产和
现金两部分”，Kullik 说，但是在进行资产转
移前他的企业必须经过评估，当 VR 企业咨询
公司对其公司进行资产评估时，公司的价值比
估计值的两倍还要多，所以需要缴纳的税金比
之前预估的多得多。他们通过次子放弃公司股
份得到了一些补偿，并分批分次支付税金，这
样还能得到一些优惠。
第三步：领导层交接
Kullik 在企业交接上与他的儿子达成了一
致。他先转让 49% 的股份给他的儿子，以保证
其在公司内的主导权，在他去世后，其他 51%
的股份将通过继承程序转移到他儿子的名下。
而公司经营权的移交也将通过一个平滑的过渡
期来完成。Kullik 和太太将利用更多的时间完
成他们的房车之旅，而 Kullik 和儿子的办公室
只有一步之遥，方便两人就公司事务进行沟通。
而他的儿子也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不少帮助，与
公司迄今为止的客户们都建立了联系。许多其
他公司现在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企业接班人很
长时间都处在公司共同负责人、顾问或董事会
成员这样一个位置上，这种做法得到了专家的
一致好评：现任企业主的丰富经验和知识不会
流失，而且现任企业主的离任会变得容易的多。
第四步：制度改革
“新的企业主往往会发现企业运营的不
是很专业”，位于慕尼黑的 Taskforce 股份公
司 负 责 人 Jens Christophers 如 是 说， 这 家 企
业专门向企业提供在过渡期协助企业经营的管
理人才，他们已经向很多企业派出了专家，用
于帮助处于过渡时期的新任企业主。“有的
企业没有明确的生产计划，只有一个供应商，
所有企业运营策略都由老企业主来制定”，
Christophers 这样说。一个正确的企业主交替
需要至少提前 10 年来准备，这样才能有足够的
时间锻炼接班人，积累足够的经验。根据欧洲
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在新任企业主上任
后企业领导风格都会有所转变。超过半数的企
业接班人并没有从他们的父辈那里继承独裁和
专制，而是更倾向于执行团队理念。超过 70%

Tobias Kamp 是位于波鸿的 Inmet 钢铁公
司的继任者，经过了企业经济方面的培训。他
强调给员工赋予更多的责任。“这将会激发员
工的工作积极性”，这位 31 岁的企业管理者说。
他在这个企业里工作了 8 年，在这期间他与他
的父亲共同对企业进行管理。他一直在尝试着
给予员工更多的决策权，他曾做了一份员工调
查，并甚至有让员工的入股的想法。当然这些
只能在他的父亲允许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我
在将来的某一天会成为企业的继任者，这一点
对于我父亲来讲也很重要”，Tobia 说。
第五步：或者还是卖掉？
如果家族内部找不到企业的接班人，那么
卖掉企业也是一个解决办法，专业的企业结构
是将企业卖出的最重要前提之一。根据 DZ 银
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 40% 的企业主希望在家
族内部找到接班人，因为他们担心企业找不到
买主。而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一些企业根本
无法卖掉，因为这些企业离开企业主就无法运
作了，企业必须在没有企业主的情况下保持运
作并营利”，柏林经济和法律应用技术大学的
Birgit 教授说如是说。但是对于小企业、保险代
理或手工业者则不适用，他们只能在家族内部
寻找接班人。
对于拥有 1000 万资产的大中型企业来说，
通常企业高管们会从老企业主手里将企业买下
来。为了处理越来越多的这种情况，VR 企业
咨询公司针对这种情况推出了“VR 接班人咨
询服务”。企业越大，买家越迫切地需要外来
资金的支持。VR 企业咨询公司领导层发言人
Markus Loy 为我们介绍了一个典型案例：一家
价值 900 万欧元的企业由两个经理接手，他们
从银行贷款 450 万欧元，并通过信贷机构或从
现有企业主那里得到 350 万欧元贷款，同时别
的投资者入股 100 万欧元作为投资，他们就可
以接手企业了。如果企业保持良好经营，三到
五年以后买家就可以将 100 万欧元偿还给投资
者。
当企业由一个同业竞争企业或投资人全部
接手，企业的管理层肯定会随之一起被接手。
Loy 与他的同事不仅要考虑让企业卖到一个好
价钱，也要保障企业的继续发展。他的一个客
户对他讲，绝不会接受自己的企业被投资人所
接手。“于是我们通过我们的网络开始寻找其
他的买家，也许这样企业可以卖到一个更好的
价钱”，Loy 说。但是在卖掉企业的过程中不
能只考虑赚钱，根据 DZ 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超过半数的企业主在这一过程中首先考虑到如
何安置自己的员工。
（翻译：马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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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接管企业的十个建议

图片：
图片：Uwe Schlick / pixelio.de

对于接手企业的管理者来讲，准备工作越早开
始越好，同时在准备的过程中要融入到企业的
实际工作当中去，Wittener 家族企业研究院的
负责人 Tom Rüsen 对此给出了十个建议。

在选择接班人时要考虑他具备什么知识和能力，
如果以这一点为前提，有时候可能在家族内部
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第七个建议：让企业的接班人自由地发展

第一个建议：尽可能早地开始着手准备
企业主应在 55 岁以前开始着手规划谁来接手
企业这件事。
第二个建议：管理企业的人和企业所有者不应
是同一人
管理企业的人和企业股东应该是不同的人。在
选择谁来接手企业时，也应将这两方面分开来
找。

就如同儿童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挫折和挑战应该
由其独立面对一样，这样才能让他从中学到东
西。接班人不应受到老企业主的影响，他们同
样享有发挥自身优势的权利。
第八个建议：不要让接班人独自作战
企业主应该向接班人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不
要对接班人过分苛求。
第九个建议：接班人不一定要从家族内部选出

第三个建议：请不要忘记考虑税务和继承问题
企业主通常情况应支付未接手企业的亲属一笔
费用，公司股份也最好尽早转移完毕，以避免
支付高昂的遗产税。

企业主不一定要从家族内部选出接班人，他们
也可以从公司管理层中选择一位接手公司或者
把公司卖掉。
第十个建议：听取来自专家的建议

第四个建议：不要把企业与家庭混为一谈
企业主在做出决定前应该考虑，如果从企业的
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家族的角度出发，我会不会
做出另一种决定？这种思考模式对于企业接班
人接手企业有百益而无一害。
第五个建议：也不要把家庭视为企业
与第四条正好相反，在考虑家族事务时也不要
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第六个建议：选择接班人时要以他的实际能力
为前提

企业主的交替对于新老企业主都是一个巨大的
挑战，所以来自企业外部的专家、税务顾问或
银行顾问的建议是不可或缺的。
（翻译：马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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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对华贸易政策易紧难松
防范光伏案式冲突

图片：
图片：lichtkunst.73 / pixelio.de

正在进行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让人们对未来中
欧经贸前景表示乐观，但欧盟数位官方人士近
日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指出，在
当前欧洲经济处于脆弱复苏的背景下，中欧贸
易摩擦挑战依旧，需要以积极的态度和措施加
以应对，对于业界热议的中欧自贸协定的规划
尚未提上日程。
对华贸易态度难言宽松
作为欧盟对外实施贸易惩罚措施的主体，
欧盟委员会未来对华贸易政策“松紧”度备受
关注。贸易委员德古赫特表示，到明年年底，
欧委会都会保持对华政策的延续性，新一届欧
委会运作之初不会有太大变化。他还说，下一
届欧盟机构中自由民主党派的势力下降对欧盟
对华政策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欧盟权力机构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今年
将迎来换届，主张自由贸易的自由民主党派势
力下降，外界对未来欧盟贸易政策趋紧的担忧
上升。
在 2 月初举行的欧洲议会上，议员们投票
通过了对“贸易防御工具”的修正草案，决定
将环境保护、社会福利因素以及第三方参照国
的出口补贴等内容施行更严厉的标准。该修正
案起草者克里斯托弗·弗耶纳尔称，以实施反倾
销关税为主要手段的“贸易防御工具”修订版，
将强化议会的监督权和透明度，增进了小企业
利用贸易工具的便利。他指出，该工具的复杂
性和发起成本令大企业成为受益者，对需要保
护的中小企业而言没有有效利用。他建议，在
涉及中小企业为主的行业发现外来倾销行为的，
有必要征收更高额的惩罚性关税。欧盟使用贸
易防御工具多数针对中国。
欧洲复苏势头仍未达到满意是欧洲暂时难

以放松贸易政策的一大原因。欧元区和欧盟地
区国内生产总值去年第四季度双双环比增长，
这也均是两个地区连续第三个季度增长。欧债
危机爆发以来，欧洲经济形势持续低迷，欧元
区经济直到去年第二季度才环比增长 0.3%，为
2011 年第四季度以来首次增长。不过，全年来
看，欧元区和欧盟 2013 年 G D P 增长率分别
为下降 0.4% 和增长 0.1%，复苏步伐仍显脆弱。
通过外需驱动复苏是欧盟当前一个重要选择，
广泛的自贸区谈判和仍不松动的贸易政策即是
最好的说明。
防范光伏案式冲突
为避免再度出现类似去年中欧光伏案这样
的贸易摩擦，欧洲官员建议建立深度对话机制
予以预防。意大利在欧盟理事会贸易部长会议
的首席谈判代表、负责经济发展与贸易的副部
长卡罗·卡伦达日前表示，中国和欧盟为避免类
似光伏案的贸易争端再起，应该由政府牵头让
双方进行经常性碰会，形成“深度磋商”机制
就具体领域进行沟通。为避免实施双反惩罚措
施后双方更费时费力沟通解决，他已在欧盟贸
易部长会议上两次呈交提案，建议启动中欧双
方贸易问题深层会议机制。
去年中欧光伏贸易争端爆发，由于该案是
双方史上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摩擦案，对中欧
未来经贸关系走向影响重大。但从争端解决过
程来看，存在相对仓促、被动的现象。从欧盟
去年 5 月中旬初裁临时实施惩罚性关税以来，
双方才开始从政治层面密切磋商解决方案，终
于在两个多月时间达成相对圆满的“友好”解
决方案，让双方业界人士惊出冷汗。卡伦达称，
“如果在光伏案件爆发三年前，欧盟就主动开
始对出口国产能过剩趋势加以分析、商量对策，
就能尽早向中国政府提出减产、减少补贴建议，
相信不会发展到征收惩罚性关税引起中欧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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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在去年的中欧光伏案件中，意大利支
持欧盟对产自中国光伏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卡伦达说，“中国产能过剩产业包括钢铁、
造纸、玻璃等十余个，这些产业在贸易领域都
有可能对欧洲市场造成冲击，有必要提前磋商
避免贸易争端爆发。”他认为，针对这些产业
产能过剩现象，可以预见有爆发类似光伏贸易
摩擦的风险，所以应该吸取光伏案的教训。他说，
乐见中国针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整改，因为某些
行业产品关乎出口到欧洲市场，双方提前沟通
解决措施，可以避免发生令双方都承受较高成
本且不愉快的贸易制裁案。
投资协定谈判寄予厚望
目前，包括中国、英国、荷兰的政要高调
提出中欧自贸协定谈判，但欧委会贸易委员的
表态显示该进程并不会顺利。
德古赫特表示，对于中国提出的探索建立
中欧自由贸易区的建议，欧方目前“条件不成
熟”，暂无时间表。

15

行数项双边自贸协议谈判，涉及美国、加拿大、
日本、印度等主要经济体。德国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阿克赛尔·贝格尔说，欧委会层面慎谈中
欧自贸协定谈判，印证了其观点：在欧盟进行
的多项双边自贸协定中，与美国进行的“跨大
西洋投资与贸易协定”谈判是其首要任务。
“双边投资谈判受到欧方广泛支持，因为
可以解决在市场准入问题上中欧不平衡问题，
当前欧洲市场对中国的开放程度远高于中国对
欧洲。虽然当前谈判进程缓慢，但欧盟方面已
经切实感受到中方的重视程度”。卡伦达还表示，
该协定的谈判结果将对双方产生非凡影响。

德国经济增长预测持续降低

在谈到中欧投资协定下涉及的金融业，德
古赫特表示，对于中方金融机构，只要遵从欧
盟的法规和金融监管机构的管理，进入欧盟市
场就没有任何问题。“就像英国政府近来邀请
中资银行开设机构一样，欧盟对外资金融机构
的进入没有任何壁垒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欧盟法规对于金融机构所在国总公司也会
有影响。中资金融机构需要注意。”
（来源：中国网）

德古赫特还谈到，有一个客观原因制约中
欧自贸协定的开启“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人力
进行这项谈判。”据欧委会信息，欧盟正在进

欧洲某太阳能项目（图片：德国中国工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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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成为欧洲旅游者新宠
柏林成吸引旅游者磁石

德国国会大厦 （图片：Gordon Gross / pixelio.de）

根据全德旅游中心的一项问卷调查，在外国游
客最喜爱的德国旅游景点排名中，科隆大教堂
名列第三，超过柏林勃兰登堡门。第一、第二
名分别是童话宫殿新天鹅堡和位于鲁斯特的欧
洲公园。
德国接待的游客数量 10 年来不断上升。
难道天气阴霾、缺少阳光的德国正在成为欧洲
最受欢迎的旅游地吗？
发展潜力尚大
作为旅游目的地，德国越来越受到欧洲人
的青睐。去年仅来自英国的游客数量就比前一
年增加了 35 万人。来自俄罗斯、瑞士和波兰
的游客数量也明显增长。据欧盟统计署公布的
数字，去年在欧洲国家中，德国接待的游客数
量位居第 6。不过同那些传统的旅游热点国家，
如西班牙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西班牙多年来
一直稳居榜首，去年接待欧洲游客住宿人次接
近 2.5 亿。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相比，德国的
旅游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也不算高。
2011 年德国旅游业的收益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1%，克罗地亚和马耳他的旅游业在 GDP 中
的比重均为 14%，西班牙为 4%。
柏林 - 吸引旅游者的磁石
在德国旅馆酒店业联合会的负责人哈特格
斯看来，来德游客数量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
“现在城市游特别兴旺。”而首都柏林尤其独
占鳌头。多年来柏林受到越来越多全球各地旅
游者的喜爱。2013 年柏林接待的游客住宿量再
度上升了 8%，达到 2500 万人次，在欧洲仅次
于伦敦 (4800 万人次 ) 和巴黎 (3600 万人次 )。
但苗头积极的增长数字不仅得益于纯度假
的旅游者。许多客人是因为工作需要来德国的。

在举办、接待会展方面，德国是仅次于美国的
全球第二大目的地。这一趋势也有其不利的一
面：来的客人虽然更多了，但他们停留的时间
却缩短了，每人平均只有 2.7 天。在 10 年前，
这个数字还是 3.5 天。多年来，不少旅游城市
的市场营销专家尝试各种办法，试图让客人们
多逗留一些时间，但收效甚微。
人们越来越热衷于短期度假，是造成德国
旅店业近年来的营业额只有小幅增长的原因之
一。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该行业内部激烈的价格
竞争。在德国住旅馆花费并不高，尤其是在柏
林。这里的酒店双人标准间平均价格为每晚 90
欧元。而伦敦要 170 欧元，巴黎更是达到 250
欧元，与此相比柏林简直太实惠了。
剥削员工为代价？
但德国酒店、娱乐餐饮业工会 (NGG) 则认
为，这是以牺牲从业人员利益为代价的。该工
会的蔡特勒指出，虽然旅馆、酒店的业务在扩大，
但同时以低工资为特征的“小时工”的比例却
在上升，例如每月收入不超过 450 欧元、社会
保障较差的所谓“迷你工”。“这是残酷无情
的淘汰竞争，结果是少数大型连锁酒店得益。”
蔡特勒说，在旅游旺季和会展季节以外，酒店
往往只能以极低的甩卖价格吸引顾客，并在员
工身上节约成本。
此外，德国人自己的旅游热情也有所减弱，
不再是欧洲的领头羊。尽管德国眼下的经济形
势不错，国内游客数量却不见增长。根据一项
最新的旅游行业调查分析，德国人在旅游度假
方面的开销甚至不及从前，在外住宿的日子也
有所减少。
（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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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会员企业参加中国
国际煤炭采矿技术交流及
设备展览会
中国国际煤炭采矿技术交流及设备展览会外景
（
（图片：德国中国工商会）
图片：德国中国工商会）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煤炭采矿技术交流及设备展
览会于 2013 年 10 月 22 日至 25 日在北京农业
展览馆召开。经工商会组织，会员企业德国飞
马集团公司作为海外参展商第三次参加了此次
盛会。
中国国际煤炭采矿技术交流及设备展览会
由煤炭工业协会主办，到如今已有 30 年的历史，
展览会举办时间为两年一届。举办“中国国际
采矿展”旨在推动煤炭工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煤矿装备水平的提高和煤炭行业的科技进步，
为国内外的煤炭业界人士提供一个长期的、范
围广阔的交流平台。30 多年来，历届展会都展
示了国内外最先进采矿技术和设备，吸引了众
多的专业人士莅临参观交流，展出面积逐年扩
大，参展商逐年增加，产品技术逐年提升，办
展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成为国内
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层次最高的煤炭盛会，
成为推动国际先进采矿技术国产化、国内煤矿
装备制造业不断升级的重要力量。

德国飞马集团公司展台（图片：德国中国工商会）

此次德国飞马集团公司作为海外参展商第
三次参加了展览会，以为广大煤炭业界人士展
示公司产品及业绩为参展宗旨，宣传飞马并以
此寻找商机，巩固现有的客户群、结交新的潜
在客户。为了取得一个理想的参展效果，飞马
公司租用了大型展台配合设备作为展示公司产
品的硬件载体，在软件方面也同样做了大量的
准备工作。
在展台等硬件方面，公司租用了面积为 72
平方米的大型展台，搭建了双层展台建筑，并
特意从德国调运 DV400 型局部降温机组两件套
至展会现场。
此次展会，不仅巩固了公司在老客户群中
的良好形象，也结识了为数不少的潜在客户。
（撰稿：胡于航 马静）

交流活动

04 I 2014

18

ᴰาᇨᎹଚӮ
䚂ㆅഄഔ: Postfach 10 10 17 . 40001 Düsseldorf
ࡲ݀ὐഄഔ: Ernst-Schneider-Platz 1 . 40212 Düsseldorf
⬉䆱˖0211 3557-0

ᇣᖗ偫ሔ!
݇Ѣ䴲ℷᔧⱘഄഔ㈓ଚᚙⱏ䆄᳡ࡵПֵᙃ
↣ᑈ䛑᭄᳝गৡӕϮᆊ䇃ܹ偫ሔǄ⬅ѢҪӀϡᜢㅒ㕆њⳟ䍋ᴹ䴲ᐌℷᓣⱘ㸼Ḑ㣗ᴀˈҹ㟈ㅒ䅶њᯖ䌉ⱘড়
ৠǄ䖭ḋᄤⱘㅒৡᕜᖿህӮ㟈Փᙼ↣ᑈᤳ༅᭄ग!ܗ
ᬊӊҎЎԩϞᔧফ偫?
ֵӊǃӴⳳ⬉䚂䞠ᏺ᳝䍋ᴹᕜℷᓣⱘᆘӊҎৡ⿄ˈ݊ݙᆍ㽕∖ᬊӊҎ
•

ᖙ乏Ẕᶹ݀ৌ䌘᭭ⱘℷ⹂ᗻˈ 

•

ᑨ䆹݀Ꮧ݀ৌ䌘᭭ᅬᮍࣹ㡸ⱏ䆄ᔩǃ⬉䆱㈓ǃ㸠Ϯ咘义᭄ᑧ

བԩ㞾៥ֱᡸ?
•

ᙼㅒৡ฿∛ݭℒऩҹࠡˈ䇋ࡵᖙҨ㒚䯙䇏Ẕᶹ䖭㉏ֵӊ!

•

䇕ᰃᆘӊҎ?

•

ⳳⱘᄬⴔᔎࠊᗻⱏ䆄Нࡵ৫?

•

䇋ᙼẔᶹˈᙼᬊࠄⱘ „䅶ℷ݀ਞ䗮ⶹ“ⳳⱘᰃሲѢ „ᙼ“ⱘ䌘᭭! 䇋ᙼẔᶹˈ݀ਞ᳡ࡵᑓਞӋᇍᙼⳳⱘᰃ
᳝ᛣНⱘ৫?

•

䇋࣓⬉䆱Ё㒭ќӏԩᡓ䇎! 䇋ᙼ㽕∖к䴶䌘᭭ҹ֓ᅵḌӋǄ

•

䇋࢛Ѣᓔষ䆶䯂! ՟བᙼ䰘䖥ⱘᎹଚӮ䆶䯂ǄᖋᎹଚӮⱘഄߚӮᙼৃҹᕫࠄᓎ䆂ᦤ⼎ˈҹणࡽ
ᙼ߸ᅮᰃϡᰃⳳⱘᄬⴔᶤϔϾৡᔩⱘᔎࠊᗻⱏ䆄НࡵǄ

•

䇋ᦤ䝦ᙼⱘਬᎹӥ؛ᳳ䯈ⱘҷ⧚Ҏᜢ䰆䆜偫Ǆ

ֵӊ䆒䅵 – Ҹ䆌Ҏ㨑ܹ䱋䰅ⱘ㊒ᖗ䆒䅵:
•

䍋ᴹ䴲ᐌⱘⱛූݩݴᅬᮍ⫼䆡, ՟བ: „ᖋⱘ...“, „...⊼“ݠ, „...Ёᖗ“, „䌌ᯧ...“,
„Ꮉଚ...“, „ӕϮ...“, „...݀ਞ“

•

ᰒ⼎Џᴗⱘᆊ䈵ᕕ, ՟བ: 㗕呄ǃ⌆П᯳ǃᖑゴǃ᮫

•

ᅬᮍⱘ᭛ӊḐᓣ䆒䅵⡍ᕕ (՟བ „ᖋϧ߽Ϣଚᷛሔ“ „ഄᮍ⊩䰶“ⱘ⡍ᕕ)

•

䆒њҬℒк䴶ಲᑨⱘᳳ䰤ˈ⫮㟇࿕㚕བᵰ䘒ᳳህϡ㛑݀ਞ䌘᭭Ӯ㹿ߴ䰸

•

㉏Ԑ䋺ऩ䆒䅵ⱘ㸼Ḑˈ՟བᷛ乬Ў „থ⼼“ˈै䰘ᏺ᳝฿ݭདⱘ∛ℒऩ

•

㨫ৡⱘӕϮ㸼Ḑৡ⿄䆚߿ᷛᖫˈ՟བ: „咘义...“, „...㸠Ϯᣛफ“

•

ᔎ䇗ϔѯ䇁䆡՟བ „ᴀⱏ䆄“ǃ„ܡ䌍“ǃ „ᙼⱘⱏ䆄“ǃ„᷵ℷḋᴀ“

•

߫ॄџᅲⱘ݀ৌ䌘᭭ᙼ㞾Ꮕⱘǃҹࠡ᳒㒣݀ਞ䖛ⱘ䌘᭭

•

Ẕᶹ „䌘᭭ⱘℷ⹂ᗻ“ ҹঞ㾚ᚙࡴމҹׂℷⱘ㽕∖

ԩᯊᑨ䆹ᭆ䄺䩳?
•

ֵӊϞߎ⦄ „ܡ㾘䌍“ǃ„ܡ៤ᴀ“ǃ „ܡ䌍“ǃ„᷵ℷ“ǃ „᷵ℷḋᴀ“ᯊ

•

བᵰֵӊϞ≵᳝ᆘӊҎৡ⿄݀ৌഄഔˈ䕼䆚ߎᆘӊҎᯊ

བᵰᙼϡᜢᏆ㒣ㅒњৡ䆹ᗢМࡲ?

04 I 2014

交流活动

-2

19

-

•

ሑᖿড假ড়ৠҹঞሑᖿᆘߎ㾷㑺䗮ⶹǄা᳝བℸᙼᠡ㛑䰆ℶ䴲㞾ᜓⱘ (䗮ᐌ䱤㮣ॄᕫᕜᇣⱘᄫহ䞠)㞾
ࡼᓊ䭓ড়ৠǄ

•

䇋Փ⫼䰘ᏺಲᠻⱘᣖোֵᆘߎড假ড়ৠໄᯢ㾷㑺䗮ⶹˈ✊ৢᙼᠡ᳝䆕ৃҹ䆕ᯢ㾷㑺䗮ⶹᏆᆘ䖒㗙
䆕ᯢᇍᮍഄഔᰃ䫭䇃ⱘ᠔ҹᣖোֵ㹿䗔ಲǄ

ᆘߎড假ড়ৠໄᯢ㾷㑺䗮ⶹПৢӮথ⫳ҔМџ?
ሑㅵᙼᏆ䖯㸠њড假㾷㑺ˈ䗮ᐌ䖭㉏ֵӊⱘথ᭛㗙Ӯ㒻㓁ᮑय़㽕∖Ҭℒ:
• ҪӀᬏߏᗻⱘǃϨᓴ᮫哧ⱘ䗮䖛ᕟᏜߑ/䗮䖛䅼؎݀ৌڀℒˈ㗠Ϩᏺ᳝՟བ „᳔ৢ䗮⠦“ⱘᦤ⼎Ǆ
• ҪӀ࿕㚕ᇚ䞛প⊩ᕟ䗨ᕘ: ᦤߎҬℒ䆝䆐ǃ⊩ᒁ⬇䇋ڀℒੑҸǃᔎࠊᠻ㸠ᠷᢐǄ
• ҪӀໄ⿄ᇚ䇋䞥㵡ֵ⫼ሔ䆄ᔩᙼⱘϡ㡃䆄ᔩǄϔϾ᳝ѝ䆂ⱘ㋶ℒᰃ㒱ᇍϡৃ㛑㦋ޚ㒇ֵܹ⫼ሔⱘ䆄ᔩⱘ!
ᙼᖙ乏Ҭℒ৫?
䖭㉏ֵӊⱘ⊩ᕟᚙމϡϔ㟈ˈϾ⊩䰶᳝ϡৠⱘ߸އǄ
䖭㉏ֵӊⱘথ᭛㗙ᐌᐌϡӮⳳⱘڣҪӀ᠔࿕㚕ⱘ䞛প⊩ᕟ䗨ᕘˈЎᇍҪӀᴹ䇈ᄬⴔ亢䰽ˈ⊩䰶ৃ㛑߸ᅮ
䆹Ⳍֵ݇ӊᰃ䆜偫㗠Ϩ䅸ᅮড়ৠ㹿ড假ᰃড়⧚ⱘǄ
✊㗠г᳝ϔѯᏆⶹⱘḜ՟ˈⳳⱘ᳝ҎᦤߎњҬℒ䆝䆐⊩ᒁ⬇䇋њڀℒੑҸǄ
䴶Ј䆝䆐⊩ᒁⱘڀℒੑҸᯊᙼᑨབԩডᑨ?
•

䇋ᙼⱘᎹଚӮᶹ䆶ᎹଚӮᰃϡᰃᏆ㒣ⶹ䘧᳝䖭ϾॳਞǄ

•

䇋ϢϔԡᙼֵӏⱘᕟᏜ䅼䆎⊩ᒁⱘڀℒੑҸ䆝䆐П㚰䆝ⱘᴎӮᇣǄ

ᴰาᇨᎹଚӮⱘ㘨㋏Ҏ
Markus Nasch⫳ܜ, ⬉䆱: 0211 3557-232, ⬉䚂: nasch@duesseldorf.ihk.de
ᦤ⼎: ᴀ䇈ᯢкᰃ⬅ᜩሐ咥ᎹଚӮࠊᅮⱘˈᅗࣙњ߱ℹⱘᦤ⼎ˈԚᰃᑊϡো⿄Ꮖ㒣ᰃᅠᭈ᮴㔎ⱘǄ
㱑✊ᴀ䇈ᯢкᰃᙝᖗᅵᜢࠊⱘˈ៥Ӏϡ㛑Ў݊ݙᆍⱘ⹂ޚᗻ䋳䋷Ǆ

Ё᭛㗏䆥ᰃ⬅ᴰาᇨЁџࡵЁᖗᦤկⱘˈ៥Ӏϡᢙֱ䆥᭛ᅠܼℷ⹂ˈ᳝⭥䯂ᯊҹᖋ
᭛⠜ЎޚǄ
ᴰาᇨЁџࡵЁᖗᰃ⬅
-ᴰาᇨ㒣⌢֗䖯ሔ
-ᴰาᇨᎹଚӮ
-ᴰาᇨሩ㾜݀ৌ

݅ৠ䖤㸠ⱘ乍ⳂǄ
ഄഔ:
ᴰาᇨ㒣⌢֗䖯ሔ
ЁџࡵЁᖗ
Burgplatz 1
40213 Düsseldorf

⬉䚂˖china@duesseldorf.de
㔥义˖www.china-goes-dus.de

⠜ᴀ: 2014ᑈ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