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尚贤⼤使在创新周期间接待《北京科技
报》的⼩记者。© 瑞⼠驻华使馆

如果⽂本没有正确显⽰，请点击此处。

2018年7⽉/ 第14期
英⽂ | 中⽂

.

⼤使致辞

亲爱的瑞⼠同胞、瑞⼠的朋友们，
⼤家好！

很⾼兴为⼤家带来使馆夏季的新闻通
讯，分享最近⼏个⽉对中瑞双边关系
发展有重⼤意义的新闻和事件。

⾸先，我想再次向⾸届瑞⼠创新周取
得的巨⼤成功表⽰祝贺！作为瑞⼠使
馆⽬前为⽌举办的规模最⼤的活动，
我们同20多个合作伙伴和赞助商合
作，为这场⾮凡的活动带来了⼀系列
极具活⼒的项⽬。创新周约有4000名
参与者和宾客出席，举办了35场活

动，主题涉及对中瑞双边关系发展有重⼤意义的不同领域。

2016年建⽴的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致⼒于建⽴平台、使框架制度化，⽽本届
创新周是对这⼀合作关系的进⼀步拓展。此外，创新周促进了对话加深了合
作，本⾝也是⼀个交流的平台。在难忘的⼀周的时间内，我们见证了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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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汇聚、思辨想法的碰撞、创新知识的分享、深⼊合作的承诺、新决议的启
动，更重要的是，新的伙伴关系的建⽴。

此外，过去⼏个⽉我们也见证了中国和瑞⼠在经济、贸易和投资推⼴⽅⾯的有
效交流。来⾃⽇内⽡州、由州长⽪埃尔•莫德⽴带领，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参与的
⾼级代表团7⽉初到访中国，进⼀步探索中国的创新能⼒。瑞⼠驻上海领事馆则
带领⼀⽀由中⼩企业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制造业枢纽⽆锡考察。由瑞⼠商务促进
中⼼中国办公室组织的投资推⼴路演则向中国投资者进⼀步介绍了瑞⼠优厚的
投资环境。与此同时，《中瑞⾃由贸易协定》实施四周年之际我们也期冀通过
最新的问卷调查来进⼀步改善此项重要协定。

以上卓有成效的交流之外，我们也期待接下来要举⾏的促进中瑞双边关系的多
项活动，包括联邦委员约翰•施耐德-阿曼的⼯作访问、两届由⽶其林星厨参与
的瑞⼠美⾷周、瑞⼠参与2018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以及我们在天津夏
季达沃斯论坛期间举⾏的瑞⼠初创企业孵化项⽬。

我们很快就要迎来⼋⽉⼀⽇瑞⼠国庆⽇，在此，我邀请⼤家同我们⼀起继续拥
抱充满创新和创意的中瑞夏⽇!

致以诚挚的问候！

瑞⼠驻华⼤使戴尚贤

⽬录

瑞⼠创新周

双边关系

经贸新闻

教育与科技

发展新闻

⽂化新闻

活动预告

瑞⼠创新周
⾸届瑞⼠创新周聚焦数字化

瑞⼠驻华使馆举办的⾸届瑞⼠创新周
于7⽉2⽇⾄6⽇举⾏，主题为“数字
化”。⾸届创新周共有20多个合作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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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周期间观众体验Birdly虚拟现实飞⾏
器。© 瑞⼠使馆

戴尚贤⼤使与海南省省长沈晓明举⾏会谈。
© 海南⽇报

伴和赞助商，举办了35场不同活动，
展⽰瑞⼠出⾊的以⾼科技为驱动的创
新过程和创新能⼒。

创新周⾃⾝也是中瑞创新的⼀个新平
台，见证中了两国间新的合作项⽬和
活动的开展，如2018中瑞⼈⼯智能⼤
会、ABB 2018⼤学⽣创新⼤赛。更
多>>>

双边关系
中国与瑞⼠举⾏⼈权对话

中国与瑞⼠6⽉份在北京举⾏第16轮⼈权对话。双⽅就国内和国际⼈权问题进
⾏了开诚布公和批判性对话，特别就有关司法、刑罚制度以及少数⺠族权利等
问题展开讨论。双⽅也就死刑、⼥性以及残疾⼈权益展开深⼊讨论。更多>>>

瑞⼠驻华⼤使⾸次正式访问海南

瑞⼠驻华⼤使戴尚贤于5⽉28⽇⾸次
对海南进⾏官⽅访问，同省长沈晓明
举⾏会谈。双⽅就海南与瑞⼠未来在
旅游业、医疗健康产业、⾼新技术产
业、⾦融业和总部经济等⽅⾯合作深
⼊交流。访琼期间，⼤使⼀⾏参观了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校及海航集
团。海航将于8⽉底正式开通⾸条深
圳⾄苏黎世的直飞航线。更多>>>

经贸新闻

《中瑞⾃由贸易协定》问卷调查

瑞⼠商务促进中⼼（中国）邀请瑞⼠和中国公司参与有关《中瑞⾃由贸易协
定》的调查问卷。问卷为圣加伦⼤学与北京外对经贸⼤学的联合研究项⽬，在
⾃由贸易协定实施四周年之际对其使⽤和实施进⾏评估。参与问卷，请点击此
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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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驻成都领事馆总领事与中⽅代表为瑞⼠
馆剪彩。© 成都总领馆

⽇内⽡州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加强经贸联系

瑞⼠经济考察团访问⽆锡

在上海瑞⼠商会的⽀持下，瑞⼠驻上海总领事馆组织成功组织经济考察团前往
江苏省⽆锡市考察。⽆锡市经济繁荣，同瑞⼠相似，中⼩企业蓬勃发展。代表
团25位成员来⾃于19家公司，访问期间与市领导举⾏会见，并参观当地企业、
公司和机构。

瑞⼠商务促进中⼼福建举办投资推介会

瑞⼠商务促进中⼼（中国）6⽉底⾸次在福建省举办瑞⼠投资路演活动，向中国
公司介绍瑞⼠独特优厚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政策。路演代表团有来⾃瑞⼠州⽴和
地区经济促进署的代表以及法务、⼈⼒资源和税务专家。代表团参观了⼋家中
国企业，进⼀步探讨与瑞⼠伙伴在不同领域合作的机遇。

瑞⼠参与中国-南亚博览会

为纪念昆明与瑞⼠建⽴姐妹城市35周
年并更⼤范围地深⼊介绍瑞⼠，瑞⼠
驻成都总领事馆携⼿瑞⼠国家旅游
局、瑞⼠科技⽂化中⼼及瑞⼠知名品
牌参与中国-南亚博览会瑞⼠馆，共
建瑞⼠馆。

博览会于6⽉14⽇⾄20⽇在昆明举
⾏，每⽇接纳近20万观众。

四川航空开通成都⾄苏黎世航线

四川航空于6⽉23⽇正式开通成都经
布拉格⾄苏黎世定期往返航线。成都
驻瑞⼠总领事馆同新浪、四川航空共
同组织“瑞⼠之夜”庆祝新航线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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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航空开通成都⾄苏黎世航线。© 成都总
领馆

国务秘书⽑若ꞏ德拉布朗乔在瑞⼠创新周上
致辞。© 瑞⼠使馆

通。新航线每周三、周六各⼀班。更
多>>>

瑞⼠驻华⼤使致辞⾹港商界

2018年瑞⼠驻华⼤使致辞商界的⾸场活动于6⽉4⽇在⾹港举⾏，这也是⾸次在
⾹港举办此项活动。⼤使戴尚贤博⼠在⾹港会对瑞⼠商会成员详述了瑞⼠在中
国的事务以及中瑞双边关系的最新动态。接下来的两场⼤使致辞活动将分别于9

⽉27和10⽉11⽇在北京和上海举⾏。

瑞⼠使馆9⽉将启⽤新的签证服务公司

瑞⼠使馆特此通知：2018年9⽉3⽇起，VFS Global将开始为瑞⼠使馆和领馆提
供签证服务。⽬前提供签证服务的中智公司将于8⽉31⽇结束业务。签证申请
者可于⼋⽉中旬起预约9⽉5⽇之后的签证办理。VFS有关瑞⼠签证的新⽹页和
地址将于8⽉份在瑞⼠驻华官⽅⽹站上发布。

教育与科技
瑞⼠教育、科研与创新处国务秘书访华

瑞⼠教育、科研与创新处国务秘书⽑
若ꞏ德拉布朗乔与瑞⼠教育机构代表
于7⽉对成都和北京进⾏⼯作访问，
出席第三届中瑞教育政策对话。

代表团同中国教育部、中国国家科学
基⾦会、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南财经⼤学进⾏卓有成效的讨论，并
参加有关瑞⼠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圆桌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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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瑞合作⾦沙江项⽬成果分享暨⽔资源与风
险综合管理国际会议于5⽉24⽇在北京召
开。© 瑞⼠发展合作署

亚洲消费电⼦展瑞⼠初创企业展区

发展新闻
综合⽔资源及风险管理研讨会

中瑞合作⾦沙江项⽬成果分享暨⽔资
源与风险综合管理国际会议于5⽉24

⽇在北京召开。会议就⽔⽂预报最新
技术、流域及城市尺度⽔资源分配与
管理以及⽓候变化和⽔电站对⽔⽣态
的影响等进⾏了探讨。约100⼈参加
会议，包括⽔利部副部长周学⽂、长
江⽔利委员会总⼯程师⾦兴平、瑞⼠
驻华⼤使戴尚贤、瑞⼠发展合作署全
球⽓候变化和环境项⽬负责⼈Yuka

Greiler⼥⼠。

成都将举办低碳城市培训研讨会

⼀场为成都市及各区政府举办的关于城市低碳能⼒研讨培训会将于9⽉12-13⽇
在成都展开。瑞⼠驻成都总领事范溢⽂（Frank Eggmann）、成都市发改委副
巡视员祝⼩⽂以及瑞⼠驻华发展合作署负责⼈⻩振辉（Felix Fellmann）将出席
开幕式，并向100余名嘉宾致辞。

中瑞签署⾃然灾害防治备忘录

四川省国⼟资源厅与瑞⼠驻成都总领事馆于5⽉28⽇共同举办地质灾害防治座
谈会。四川省地质环境及监测总站与瑞⼠杰欧特公司在会上签署了关于合作的
谅解备忘录。

⽂化新闻
⽶其林星厨助⼒瑞⼠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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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使馆将与⽶其林星厨举办两届美⾷周。
© La Maison du Village

2019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奖将于瑞⼠艾
格勒举办。© 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奖赛

瑞⼠驻华使馆将于9⽉和10⽉举办两
期瑞⼠美⾷周，同北京顶级酒店和餐
厅合作，邀请⽶其林星厨为⾷客奉上
瑞⼠⾼级美⾷。来⾃达沃斯Glow in

Davos餐厅的主厨Armin Amrein和La

Maison du Village餐厅的⽶其林⼀星
⼤厨Marc Strebe将分别客座怡亨酒
店和TRB Forbidden City，带领美⾷
爱好者开启⼀场发现瑞⼠精致美⾷和
创意菜品的⾆尖之旅。

瑞⼠将举办2019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奖赛

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奖赛最近宣布
2019年赛事将于瑞⼠⼩镇艾格勒
（Aigle）举办，届时艾格勒将成为世
界葡萄酒欢庆的⾸都！2019年瑞⼠也
将于沃韦举办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全体会议，以及⾃1797年以来每20

年举办⼀次的酿酒⼈节（Fête des

Vignerons）。更多>>>

《再别天堂》获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爵奖

蒙古籍瑞⼠导演巴特巴雅尔ꞏ绰格萨姆执导的《再别天堂》荣获第21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爵奖最佳影⽚⼤奖。触动⼼弦的公路电影讲述了⼀对纯真的草原夫妇
在去往⼤城市乌兰巴托的路程中，经历的种种艰难，以及经受的爱与信任的严
酷考验。由瑞⼠驻上海总领事馆⽂化处牵头，导演在上海戏剧学院举办剧本写
作⼤师班。

学术活动：“中瑞双边关系68周年”

瑞⼠驻成都总领事范溢⽂在中国⻄南部的⼤学开启了⼀系列“马拉松讲座”，为在
校⼤学⽣讲述中国和瑞⼠在过去68年⾥双边关系的有效进展。讲座也期望能为
瑞⼠和中国⻄南部⼤学带来更多交流和合作机遇。

活动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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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活动为瑞⼠驻华使馆、领事馆等机构近期将要举办的部分活动。查看更多活动以及具体
信息，请使馆官⽅微信账号“别样瑞⼠”以及微博。

截⽌07/10 – 上海余德耀美术馆

展览：《查理ꞏ卓别林：卓眼视界》

展览遵循时间线索，通过重新挖掘卓别林及其塑造的经典⼈物形象
所具有的深刻⼈⽂精神，不仅探索促成卓别林成功并为其带来关键
性机遇的原因，也展⽰了摄影图像在艺术家⾛向传奇的过程中所扮
演的重要⾓⾊。展览由瑞⼠爱丽舍博物馆和余德耀美术馆呈现。

截⽌ 17/10 – 新时线媒体艺术中⼼

群展：《机器不孤单》

该展览将机器作为⼀个系统论概念延展⾄宏观语境⾥来审视并探讨
⽹络、连结、环境，乃⾄⾃然与⽂化等问题，进⽽展⽰⼀种在多重
主体的涌现中对于⽣态的新想象。《An Invitation to Sympoietic

Experiments》项⽬由瑞⼠⽂化基⾦会上海办公室⽀持。

28/07 – 瑞⼠驻华使馆

瑞⼠国庆晚会

瑞⼠北京俱乐部（Swiss Club Beijing）将于7⽉28⽇在瑞⼠使馆组
织年度庆祝活动，庆祝成⽴于727年前的瑞⼠联邦。庆祝活动将安
排互动和适合家庭参与的项⽬。瑞⼠驻华使馆和领事馆将于⼋⽉⼀
⽇举⾏官⽅庆典。

02/08 – 20/08 – 15所城市

MINUA：丝路重游

MINUA乐队的⾳乐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完成⾃我呈现。乐队总是
在试图证明⼀种微妙之美的存在，这种美很可能就隐藏在看似⽆⾜
轻重的细节中。乐队的第⼆次中国巡演将沿另⼀条具有历史意义的
路线演出，即清朝乾隆皇帝1751年南巡之路。

04/08 – 17/10 –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仇⼤雄——归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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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展览是年逾七旬的艺术家仇⼤雄重访故⼟，全新谱写的“归家

15/08 – 27/08 – 扬州、重庆、⼴州、成都

⽇内⽡铜管五重奏⾳乐会

⽇内⽡铜管五重奏由五位瑞⼠⾳乐家组成。乐队在瑞⼠颇为知名，
旨在与公众分享他们对⾳乐的热情。五重奏所选的曲⽬风格和时期
博采众长。他们同时注重演出瑞⼠本国作曲家的作品，很多作曲家
为乐团委约创作。

21/09 – 22/09 – 上海⼤剧院

瑞⼠⽇内⽡⼤剧院芭蕾舞团

⽇内⽡⼤剧院芭蕾舞团由22位来⾃世界各地，并经过古典训练的舞
蹈家组成。舞团以原创舞剧和⼤胆的艺术选择⽽知名，艺术形式现
代并具前瞻性。通过与年轻编舞者合作，舞团希望建⽴更加现代的
影响⼒，打造更加丰厚和现代的未来。

20/09 – 24/09 – 成都

瑞⼠参与中国⻄部国际博览会

瑞⼠驻成都总领事馆邀请瑞⼠企业参与将于成都举办的中国⻄部国
际博览会。⻄博会是中国最重要的外交、贸易合作和投资促进平台
之⼀，为⾼端材料、⽣物技术、建筑技术、汽车制造等⾏业提供有
效平台。

联系⽅式：

瑞⼠驻华⼤使馆， 中国北京朝阳区三⾥屯东五街3号，邮编 100600

+86 10 8532 8888

bei.newsletter@eda.admin.ch | www.eda.admin.ch/beijing

瑞⼠驻上海总领事馆, 中国上海长宁区仙霞路远东国际⼴场A楼22层，邮
编200051

+86 21 6270 0519, sha.vertretung@eda.admin.ch

瑞⼠驻⼴州总领事馆, 中国⼴州天河区⾦穗路62号侨鑫国际⾦融中⼼27

层，邮编510623

+86 20 3833 0450, ggz.vertretung@eda.admin.ch

瑞⼠驻成都总领事馆，中国成都市⼈⺠南路中段仁恒置地⼴场28层，邮编610016 ，+86 28 6890

0372, efr@eda.admi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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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驻⾹港总领事馆,⾹港湾仔港湾道18号中环⼴场6206-7室

+852 3509 5000, hon.vertretung@eda.admin.ch

订阅⾹港领馆活动⽇历。

感谢您订阅瑞⼠驻华使馆新闻通讯
修改订阅信息 | 取消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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