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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导 

 

北京，2016 年 4月 8日——第四届中瑞经济论坛 

第四届中瑞经济论坛于 2016 年 4 月 8 日在北京瑰丽酒店成功举办。瑞士联邦经主席约

翰·施耐德-阿曼先生以及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阁下。此次论坛

汇聚了超过 380 位宾客，其中包括中瑞企业代表，商界精英、政府官员和学术名流，

共同探讨中瑞自贸协定所带来的双边贸易往来的新机遇。本次论坛探究的热门话题是

联动创新：中瑞两国，并且考察了两国间独特的合作关系，为依赖于创新的中瑞投资

者、企业家以及大型公司创造价值。  

“中瑞两国都做出了推进互联互通，倡导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绝对，今天的高规格论

坛邀请两国的杰出代表一起来探讨两国如何深化在此领域的合作”瑞士驻华大使戴尚

贤在他的欢迎致辞中说道。“第四届中瑞经济论坛为两国经济精英打开了回顾过去、

筹划未来的大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欧洲司司长周晓燕阁下说道。  

“我想把瑞士作为一个目的地来推广，不只是众多享受我国美景的中国游客旅行的目

的地，但也是瑞士因其富有创意的经济环境而成为一个投资目的地。今天论坛的主题

本着开放的精神” 。施耐德-阿曼主席在欢迎词中表示。钟山副部长表达了两国在创

新、”金融服务及清洁技术领域的深化合作的良好愿望”。 

  

中瑞工商界的杰出人物参加了本次论坛，有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王洪章先生、ABB 集团

董事长傅赛 Peter Voser 先生、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锋先生、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梅萌先生以及先正达公司执行委员会成员 Christoph Maeder 先生。  

中瑞经济论坛每两年在北京举办一次，是中瑞两国间规模最大的经济峰会。第四次中

瑞经济论坛依然由瑞士驻华大使馆经济处和中国瑞士商会联合主办，瑞士贸易与投资

促进署及瑞士联邦政府科技文化中心协助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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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联动创新：中瑞两国 

随着全球经济持续放缓，发现并推动可持续发展引擎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挑战。创

新被认为是克服国内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为塑造亚洲经济增长模

式，中国已作出战略选择，即通过整合基础设施、科技及金融多维度实现创新驱动型

增长。一带一路的倡议旨在加强中国和欧洲广大地区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瑞士的创

新能力首屈一指，已成为陪伴中国迈向世界舞台的先行者。瑞士不仅是欧洲大陆第一

个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而且在苏黎世建立了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并成

为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批非亚洲成员国之一。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之

际，中国总理李克强强调“创新是人类活力的源泉”。其重点在于两国研发投资的发

展，企业将持续从寻找低成本生产模式向对人才的更高需求的转变，与迅速发展的生

态系统相结合，预计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将涌现出更多的创新。 

 

 

特别感谢 2016中瑞经济论坛赞助商和合作伙伴： 

组织者: 中国瑞士商会、瑞士驻华大使馆、瑞士贸易与投资促进署、 瑞士联邦政府科

技文化中心  

白金赞助： 雀巢、泰科电子、瑞银集团 

黄金赞助： 重庆瑞士工业园、诺华、罗氏、瑞士再保险 、中瑞镇江生态产业园 

圆桌冠名： 盛开体育   

实物赞助： 奈斯派所 

场地赞助： 北京瑰丽酒店  

合作媒体： 财新传媒、中国经济网  

 

  

图片提供者（引用请注明出处）: © 中国瑞士商会北京 2016 

获取更多信息及活动照片请访问: cn.swisscham.org/SSEF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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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成立于 1996年，中国瑞士商会是唯一一个在中国大陆正式官方登记注册的非营利性、

非政府商贸组织性的瑞士商会。商会的主要目的是促进瑞中两国间的商业关系，加强

两国政府和机构间的政治与经济联系。瑞士商会与瑞士及中国官方机构的密切联系将

有助于在华瑞士企业和与瑞士有商业往来的中国企业之间的交流。我们共有三个办公

室，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有超过 450 个会员，其中北京会员 150个。 

 

2016: 20 周年庆 

2016 标志着中国瑞士商会成立 20 周年。在过去的二十年里

（1996 年至 2016 年），瑞士对华出口总额增加了近 19 倍，而

瑞士从中国的进口总额则增加了十倍。2015 年，在中国成立的

瑞士公司的数量达到近 1000多家。  

值得一提的几个里程碑事件。 2007 年，瑞士是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西

方国家。接着，2014 年 7 月 1 日中瑞自由贸易协定生效，这对中瑞关系来说，不仅在

贸易领域，更是其他各种领域的密切合作。瑞士联邦委员阿莱恩·贝尔塞和中国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签署了社会保障协议，与此同时，

中国瑞士商会已经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策划了一些不容错过的活动：大使和领事的演

讲，瑞士舞会，中瑞商业大奖，当然还有中瑞经济论坛。 

 

联系我们及获取更多信息： 

Mr. Rolf Studer, 总经理 

rolf.studer@bei.swisscham.org  

+86 10 8468 3982 ext. 188 

 

梁萌女士，执行专员 

+86 10 8468 3982 ext. 191 

monica.liang@bei.swisscham.org  

关注我们： 

网站 - cn.swisscham.org 

领英 - click HERE 

微信 (公众号: SwissCham) 

 

 

    We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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