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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 from the Presidents

Stephan Titze
Vice‐President，
SwissCham Shanghai

总裁寄语：

Felix Sutter,
Board Member,
SwissCham Beijing

Dear Donors,
Dear Sir/ Madame

尊敬的捐赠者，
尊敬的先生们、女士们：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ichuan earthquake many Swiss companies
donated to various charities and invested in projects to assist in
the relief and reconstruction in Sichuan. The Swiss community
project was initiated by the SwissCham Shanghai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Embassy of Switzerland, the Consulates General in Shanghai
and Guangzhou, the SwissCham in Beijing, the Swiss Club in
Shanghai and the Swiss Society in Beijing with the objective to
rebuild a school in one of the worst affected areas in Sichuan and
help children to return to a permanent school as quickly as
possible. With the help of generous donations of Swiss Companies
in China, Swiss Charities and Development Agencies and the Swiss
people in China a total amount of more than 6 million cash and in‐
kind donations were collected, sufficient to rebuild a school for
over 300 children. The new kindergarten is planned to be
reconstructed as a model kindergarten in the area and is expected
to be constructed in the fall of 2009. It is intended to give these
children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and develop for a better future
after the earthquake with a secure and high‐quality but
economical building.

在四川地震之后，许多瑞士公司向多家慈善机
构进行了捐赠，并参与到震后的救灾和重建项
目中。在上海瑞士商会的倡议下，中国瑞士商
会与北京瑞士商会共同合作，联合瑞士大使
馆、上海和广州的瑞士总领事馆以及上海瑞士
俱乐部和北京瑞士社团要在四川受灾最严重的
地区建一所幼儿园，以帮助孩子们尽快返回并
可以在安全的永久性校舍中安心学习、成长。
多家驻华瑞士公司、瑞士慈善机构和发展机
构、以及在华的瑞士人民慷慨解囊，目前已捐
赠超过600万的人民币及多种物资，用来建立
一所可容纳300多个孩子的幼儿园。新幼儿园
计划被建为为该地区幼儿园的典范，预计将于
2009年秋季建成。新幼儿园注重安全、高质量
和经济性，旨在为孩子们在灾后的生活中提供
一个良好的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We are also delighted to announce that the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will take place on the 20 th of May in Long Xing township.
Besides expecting media representatives as well as Chinese and
Swiss officials, all donors and other interested parties are
cordially invited to attend this ceremony.
Herewith we thank all donors and people who have so far
supported us and welcome all who would like to participate in
future.

我们很荣幸的宣布，新学校的奠基仪式将于
2009年5月20日在隆兴镇举行。届时除了媒体代
表，中、瑞士官员外，我们还将诚挚邀请所有
捐赠人和其他相关团体出席该仪式。
在此我们感谢所有捐赠者以及所有给予我们支
持的人们， 并且对未来所有愿意加入该项目
的热心人士表示欢迎。
致礼！

Best Regards

Stephan Titze,

Felix Sutter

Co‐President Swiss
Community Project and
General Manager Syngenta

Co President of Swiss
Community Project and Partner
PricewaterhouseCoopers

Stephan TItze 与 Felix Sutter
瑞士商会项目联合总裁，先正达总经理
瑞士商会项目联合总裁，普华永道合作伙伴

进 展 概 况:

捐款最新情况,2009年春

2009年3月10日 向有关当局及隆兴镇中心幼儿园园
长提出设计概念。Virtuarch就土地等有关未决问题
进行澄清，并根据新要求对设计做出更新
2009年2月16日 项目组聘请当地项目经理
2009年1月19日 实现规划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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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12日 与当地政府正式签署协议。瑞士驻
华大使、上海瑞士商会副主席、北京瑞士商会董
事会成员、捐赠者代表以及崇州市市长和其他代
表，一起出席了协议签署仪式

0
M
ay
Ju
ne

2009年1月13日 收到政府部门选址草案

要成功实施该项目，至少需要 700万元人民币
的 经 费 。 迄 今 为 止 已 筹 集到 6,250,000 元人 民
币，尚需75万元人民币。如果您想参与或者捐
款，请与我们联系。我们的联系方式见简讯最
后。

项目介绍:
隆兴镇中心幼儿园概况
位置：崇州市 隆兴镇
瑞方代表和当地政府代表在 2009 年 1 月的签字仪式
上

2008年11月20日 作为瑞士商会学校的主办方， 赶
赴崇州市对校址进行最终确认
2008年07月29日 考察团抵达四川。包括两名联合
总裁、项目负责人及一名瑞士驻华大使馆成员在
内的考察团前往灾区，目的是评估当前情况，并
与当地政府进行沟通
2008年07月07日 与筹委会所有代表举行首次正式
启动会议

下一步
2009 年 5 月 20 日
2009 年 6 月
2009 年 9 月
2009 年 12 月
2010 年 1 月

奠基仪式
动工
孩子们搬入新教室
开学典礼
项目结束

损坏程度：所有教室均已在地震中倒塌
规模：可容纳 200 至 250 名儿童
面积：4200 平方米
所需设施：7 间教室
项目目标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建一所抗震的、高质量的、
可持续发展的优质环保型幼儿园，而且还计划
增加下述增值项目：
· 方便残障学生使用的设施及通道
· 对当地建筑工人进行可持续性建筑及业务持
续性规划方面的培训
· 通过培训让人们了解中国建筑规范
· 本地化的风险管理手册及规程
· 实用的的风险工程专业技术
· 帮助社团能够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来自行维护
基础设施
· 如果可能，通过雇用当地企业执行项目来促
进当地经济发展
· 提供当地建筑公司及官员可使用的质量管控
技术

重建项目签约仪式：
项目受到崇州市政府的热烈欢迎：

2009 年 1 月 12 号，瑞士社团四川重建项
目学校及住房重建赞助项目与崇州市政府
签署了合作协议，决定重建四川省崇州市隆
兴镇中心幼儿园。瑞士驻中国大使、上海瑞
士商会副主席、北京瑞士商会董事会成员、
崇州市市长等人出席了签约仪式。

与崇州市长互赠礼品
从左至右：Felix Sutter, Stephan Titze, 崇州市长，瑞士驻
华大使 Blaise Godet

学生们在学校举行仪式欢迎瑞士代表团的到来

长期合作的开端
瑞士驻中国大使顾博礼先生说：“中瑞之间拥有
着深远的友好与互助关系。在四川遭遇地震后，
除了直接的捐款以及救援工作外，我们希望能为
中国政府提供持续的援助，以帮助受灾地区进行
长期的重建和灾后安置工作。除了这所舒适、现
代、漂亮的抗震学校，我们还将组织多种互动活
动为中瑞两国儿童的交流创造更多机会，以加强
中、瑞两国在婴幼儿教育方面的交流和培训，推
动四川村镇儿童教育的硬件及软件方面的深入培
训，帮助孩子们更快乐 地学习、更 健康地成
长。”

媒体代表认真听取崇州市政府发言

来自众多专家的支持
由瑞士建筑公司提供的幼儿园设计理念侧重为
孩子们提供适合他们年龄段的学习环境，并在
室内外为孩子们提供多处供玩耍的场地。该设
计结合了瑞士小城镇建筑和中国传统宫殿建筑
的风格，同时也充分考虑了环保性和可持续发
展性。拥有42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幼儿园将成
为一所无障碍幼儿园，园内将设置方便残障学
生使用的设施及通道。建设工程中，一些瑞士
公司也将提供一系列的先进建筑管理支持和服
务，包括对当地建筑工人进行可持续性建筑及
业务持续性规划方面的培训，提供本地化的风
险管理手册及规程，提供实用的风险工程专业
技术。捐赠企业还将帮助当地机构以尽可能低
的费用对受损建筑自行进行修复，以确保这些
建筑的抗震性、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和环保
性。

采访:
Alex Sudan访谈, 瑞士锡克拜公司中国总裁，曾出
席1月在四川崇州举行的瑞士商会四川重建项目
的签约仪式，瑞士商会项目捐赠方之一。

SCP: 是什么原因让您公司参与了这个重建项目
的捐赠活动？
Sudan: 锡克拜集团来到中国已经25年，我们在
北京的合资公司－北京中钞锡克拜安全油墨有
限公司也向四川提供我们的产品。合资公司员
工在四川地震后几天就展开募捐，而我们在瑞
士洛桑的集团总部也决定捐出更多资金支持此
次捐赠活动，围绕孩子和教育开展一个长期活
动。瑞士商会重建项目的项目方承诺妥善使用
捐款以建设高质量的幼儿园，我们感到这个项
目很规范，管理的很好。

瑞士代表考察隆兴镇中心幼儿园临时校舍

SCP: 您认为这个重建项目将给孩子们在未来带
来怎样的影响？

SCP: 您曾出席1月份在隆兴镇举行的重建项目签约
仪式。隆兴镇在四川地震中受到严重破坏，您对
那里的印象如何？

Sudan: 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新建的幼儿园将屹
立数十年，为孩子们提供学希场地。我希望瑞
士商会能为新学校提供长期的维护，为学校的
运营和孩子们的教育提供更多支持。

Sudan: 该地区的大部分受损房屋都已经被清理、
修缮和重建，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很多倒塌的房
屋。我们受到了当地部门的热烈欢迎，欢迎仪式
简单而又让人印象深刻。他们对地区重建表示了
重视以及感谢，特别是对此次瑞士商会重建项目
给予了很高评价。

SCP: 您还会再来这里吗？
Sudan: 当然会，估计在学校开学时我会再来。
我非常期待再次回到这里。

SCP: 孩子们是怎样在临时校舍中欢迎你们的到来
的？
Sudan: 隆兴镇幼儿园的孩子们让我很感动，他们
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们在临时校舍中、在非
常艰苦的条件下学习。对于我们的到访，老师和
孩子们给与了热烈的欢迎。我们参观了他们的临
时教室，当时有50至100名小朋友在临时教室中学
习，条件非常简陋，也没有我们这里的孩子使用
的教学设备。但我们能强烈感受到他们积极快乐
的情绪，以及对未来新生活的希望和决心!

代表和隆兴小学的孩子们合影（从左至右）： Paul
Bussinger, Oerlikon / Stephan Titze, Syngenta / Felix Sutter, 普
华永道/ Blaise Godet, 瑞士大使馆北京/ Alex Sudan,
SICPA

征集：寄给隆兴小学的明信片和图画
来自隆兴镇幼儿园的明信片
2009 年 1 月的签约仪式后，瑞士商会项目筹备指导委员会收到了来
自隆兴镇幼儿园的许多封明信片。以下明信片是其中的几张，是
孩子们写给新学校捐赠人和工作人员的，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
情。为了帮助瑞士小朋友和崇州的小朋友建立起长久的友谊桥
梁，项目组现向小朋友征集送给四川小朋友的图画和明信片。
内容
可以写或者画任何你想表达的内容。以下题目供参考：
‐ 画一幅瑞士商会重建项目的新幼儿园的图画：新幼儿园会是什么
样子？
‐ 介绍自己，写写你的爱好，或者你想跟隆兴镇的小朋友们做什么
样的游戏？
‐ 画一幅画，描述瑞士/中国是什么样子
‐ 写写对四川小朋友的祝福
如何邮寄？
请将明信片或者图画寄给上海瑞士商会 “隆兴新幼儿园”
中国上海市陕西北路 1388 号 银座企业中心 1312 座 邮编 200060
电话: +86 21 6149 8207
传真: +86 21 6149 8132 电子邮箱: l.minder@sha.swisscham.org
来自隆兴镇幼儿园小朋友的明信片：
更多卡片请访问以下网址：www.swisscham.org/sha/news/sichuan.php
亲爱的 Sutter 先生,
我衷心希望能与瑞士的小朋友成为朋友。祝您的
国家日益繁荣。欢迎您有时间来看我们，我们将
为您表演精彩的节目。

隆兴小学
亲爱的 Titze 先生,
您好。您已经习惯了在中国的生活吗？春天来
了，鸟儿歌唱，花儿绽放，您看到了吗？老师说
好人好报，我祝福您。希望您再来看我们。

隆兴小学
亲爱的 Bussinger 先生,
您的工作还顺利吧？我们的学校充满了快乐。希
望您和您的朋友们再来看我们。祝您牛年身体健
康、财运连连。

隆兴小学

您能如何提供帮助？
我们期待其它瑞士机构的加入，并通过提供
幼儿园及家园重建所需的资金和非资金资
源，协助瑞士社团进行重建项目，为灾区人
民重建美好未来。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筹集了 6,2 50,000 元人民
币的捐款和包括物资、运输在内的多种非资
金援助。此外，许多瑞士企业也将在可能的
情况下动员本地员工协助开展这一活动。

捐赠将由筹备指导委员会统筹分配，由普华永道予以监督以确保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并能够在项目
进行期间及项目完成后对其使用情况进行合理说明。我们欢迎所有建设用物资，您捐赠的建筑用物
资将被用于建筑中。 我们准备将隆兴镇中心幼儿园建设成为当地幼儿园典范，贵公司也将共同分享
这一荣誉。捐赠事宜请联系设计及项目管理。

如果您希望进行捐赠或有其他疑问，敬请联系：
中国境内:
Felix Sutter:
Christoph Lang
Liv Minder
Daniel Heusser

筹备指导委员会联合总裁 felix.sutter@cn.pwc.com
瑞士大使馆联络处
Christoph.lang@eda.admin.ch
瑞士商会上海 公共关系部 l.minder@sha.swisscham.org
建筑师/项目总监
d.heusser@virtuarch.net

瑞士境内:
Natasha Issa
natasha.issa@zurich.com

电话：+ 86 (10) 6533 2110 (北京)
电话：+86 (10) 8532 8888 转 8869 (北京)
电话：+86 (21) 6149 8208 (上海)
电话：+86 (21) 5272 9909 (上海)

电话：+41 (0) 44 639 2015 (苏黎世)

或者将捐款直接汇入以下银行账户，汇款单上请注明“ 地震重建”
银行：瑞士银行北京分行
账户名：中国瑞士商会
账号：2701450101
银行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 层 邮编：
100040
总机：8610‐58327000

基石已经铺好 – 请帮助我们一起来完成四川重建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