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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拥有欧洲最大的医疗保健市场，其大学和研究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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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

在困难时期，成功的经济体会做两件事：发挥自

己的优势，弥补自己的不足。德国强大的生物技术和

生命科学领域在抗击冠状病毒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德

国美因茨的BioNTech公司因助力开发主要的新冠疫

苗之一而享誉全球，而其他企业则几乎参与了医疗健

康行业从生产到物流的方方面面。正如罗氏公司的一

位发言人所言：“德国曾被称为世界药房；而我们现

在成为了科学工厂。”

同时，一个以前被认为是德国致命弱点的领域也

终于开始全速前进，这个领域就是数字化。新冠疫

情明显表明，德国人需要加入数字优先的21世纪精

英行列，而创新的国际公司有很多机会来帮助他们

这样做。你可以在相应的页面中读到一些已经开始

行动的公司的故事。因此，我希望这期的《投资德

国杂志》能为您提供信息和带来启发。

罗伯特·赫尔曼博士
（Robert Hermann）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首席执行官 
电邮： invest@gt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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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明显表明，德国人
需要加入数字优先的21世纪 

精英行列。”科技

德国量子技术的未来
更快、更强、更智能——这就是 
德国通过支持量子超级计算机的 

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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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3D打印技术书写未来
由于德国的技术领先和广泛的工业基础， 
增材制造现在是一个126亿美元的市场， 

为国际企业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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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的服务员
在那些被工资水平高、劳动力短缺 

威胁到许多经济领域的国家中，越来 
越多的服务机器人被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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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德国的
生命科学革命

在BioNTech的疫苗取得非凡 
成功之后，人们对德国的生命科学 
领域充满了信心。创新型企业正在 

涌向德国的生物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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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我们在欧洲选择的第一站。德国市场对我们非常重要，无论从其合规性、技术、物流的基础设施来看，在欧洲都是

出类拔萃的。所以一旦我们在德国落地生根，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拓展欧洲其他国家市场。从电商市场角度来看，德国也是

欧洲大陆第一大电商市场。整体来讲，德国人的严谨态度、德国的人才、德国的技术以及基础设施各方面的条件，是最符合

京东在欧洲起步的一个选择。这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德国的原因。” 

钱凯南，总经理，京东国际物流欧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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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NTech和辉瑞公司的合作仅仅是一个开

始。在德国开发的新冠疫苗，是对抗全球

疫情的重要里程碑之一，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疫苗的有效性和深远的效益令人瞩目，而同样值

得一提的是，这项创新也标志着生命科学领域正

在发生的革命。

这一基于新颖的mRNA技术开发的疫苗，将

为总部位于德国美因茨的BioNTech公司赢得数

十亿美元的收入，使其能够研发更多具有革命性

的生物工程疗法，以治疗其他传染病，甚至治疗

癌症。今年早些时候，BioNTech公司的首席执行

官乌尔·沙欣（Uğur Şahin）在接受《明镜周刊》

（Spiegel）采访时预测，未来15年内，三分之一

的新药将基于mRNA技术，这将开创一个新的世

界，即新药制备不是靠活性成分，而是靠mRNA

对我们身体的指令。

对于经济而言，这一医学突破来得正是时候。

疫情在经济层面影响了数十亿人，企业和政府不

得不应对贸易低迷、边境限制收紧以及远程工

重要因素

这场疫情既突出了德国在生物技术和生
命科学领域的实力，也为创新和数字化
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这意味着，在
德国这一欧洲最大市场开设分支，会为

企业带来大量机遇和优势。

德国的
生命科学革命
德国拥有欧洲最大的医疗保健市场，其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声誉首屈一指。如今，德国
正逐渐开始挖掘其作为生命科学创新中心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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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药在德国的增长

近来，生物制药领域在德国的营收和市场份额都稳步上升。

德国的生产基地

根据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批准的活性物质数量，德国 
拥有欧洲最多的药品生产基地，在世界上排名第二。

128亿
欧元

146亿
欧元

2019年营收 2020年营收

美国*  
102

德国  
44 

（欧洲总计165个）

德国的
生命科学革命

来源: IQVIA,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Analysis

来源: EMA
* 国别大小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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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网上购物的兴起等文化的转变。经济学家们

紧张地看着失业率上升，整个行业都需要政府的

大力支持。

然而，这些变化也凸显出德国经济的一些潜

在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其生命科学领域的强大

实力。这一点在过去的一年里得到了充分证明，

许多国际企业与德国结成伙伴关系，共同研发疫

苗和其他新冠治疗方法。

联合起来战胜病毒

令人遗憾的是，CureVac公司开发新冠疫苗

的首次尝试没有达到BioNTech那样的疗效。即便

如此，这家位于图宾根（Tübingen）的公司仍是

世界领先的mRNA技术先驱。该公司的联合创始

人英格玛·霍尔（Ingmar Hoerr）在其1999年的

论文中首次描述了mRNA技术潜在用途。这家从

图宾根大学的衍生公司主要由软件巨头SAP公司联

合创始人迪特玛·霍普（Dietmar Hopp）资助，

同时也还得到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投资。CureVac

目前正与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

Kline）公司合作开发第二代mRNA新冠疫苗，

其可改善对病毒变体的反应。该公司的合作伙伴

还包括拜耳和诺华。

在2020年初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德国已经

成为世界领先的疫苗中心之一，除了新疫苗的开

发之外，在现有疫苗的大规模生产方面也是如

此。截至2021年4月，德国正在开发或制造不少

于7种新冠疫苗。德国的许多公司现在已经发展

出足够的产能，不仅可以生产自己的疫苗，还可

以为外国公司的疫苗装瓶。这一点非常重要，因

为装瓶是一项精细的技术过程——不当的装瓶可

能会使疫苗失效。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跨国制药巨头默沙东、IDT 

Biologika公司和葛兰素史克公司都在疫情早期选

择德国作为关键的生产基地。同样在疫情早期，

像博世这样的德国工程公司和像罗氏这样在德国

设点的外国公司也在开发早期诊断测试。

为了了解德国大学在研发方面的潜力，日本

的第一三共公司（Daiichi Sankyo）与慕尼黑

大学（Ludwig Maximilian University）的合

作关系值得关注。这项合作响应了由国家资助的

巴伐利亚研究基金会于2020年6月发出的号召，

该基金会邀请研究人员去提出防治新冠的项目方

案。第一三共欧洲公司的生物研究部门Bio Com-

pounds响应号召，提出要与慕尼黑大学合作开发

一种mRNA疫苗。 

第一三共公司的发言人表示：“德国，特别

个理由证明，德国在可预见的未
来仍将是世界领先的生命科学基
地之一

1
市场：德国是欧洲最大的健康和制药市场。
德国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位居世界前列。

2
专业知识：德国拥有密集的世界知名大学
和研究机构网络，几十年来一直吸引着外
国公司。

3
创新：德国向欧洲专利局申请的生物技术
专利在欧洲国家中排名第一。

4
公共投资：这次疫情表明，德国政府准备
大量投资于生物技术领域。2020年仅新冠
疫苗的研发就投入了12.7亿欧元。

4

“过去一年内发生的变化是，德国政府现在不
仅准备直接投资于研发，还准备直接在关键医
疗产品的制造方面进行投资。”
格雷戈尔·肯珀（Gregor Kemper），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医疗健康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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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南部地区，拥有密集的一个由知名大学、研究 

机构和从事研究活动的制药公司组成的研发网

络，这使得到德国投资此类项目变得非常有吸引

力。

加速推进“德国制造的国际合作”

这类合作可以被称为“德国制造的国际合

作”，尽管这字面意义上有些自相矛盾。这类

合作模式相对较新，而疫情加速了这类合作的发

生。“20年前，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自己

公司内部进行的，”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总经理兼高级合伙人于尔

根·吕克（Jürgen Lücke）在德国研究型制药公

司协会 （vfa）于去年6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指出：“而到了今天，几乎一切研究都依靠合作

关系。” 

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下去。德国南部生物技术

公司Rentschler的首席执行官兼vfa的生物技术

小组主席（Frank Mathias）也指出，疫情重新

激发了人们合作的兴趣。“我们公司从这场疫情

中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如果携手合作，无论是

在跨越国界还是超越竞争的合作，都能非常迅速

地做出反应。现在，甚至一些直接竞争对手也在

进行合作。”

一些已经建立了数十年的国际合作也突然有

了质的飞跃。武田制药（Takeda）就是一个典型

的例子。这家日本最大的制药公司近来在巴登-符

腾堡州的辛根（Singen）开设了第二家工厂，用

于生产登革热疫苗，这种疫苗的生产利用了其当

地团队积累40年的专有技术，尤其是冷冻干燥

技术。武田发言人安德烈亚斯·亨特（Andreas 

Hundt）表示：“我们在这里的同事的专业技

术将直接用于该工厂未来的疫苗生产。

政府的支持

自2016年以来，武田已在辛根投资2亿欧元。 

“建立一个全新的疫苗工厂是非常复杂的，”亨特

说，“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年时间。而现在，这

德国的 
医疗系统 
是如何运作的？

德国共有8300万人口，其医疗资源包括1900家医院、409000名医生
和约19000家药店。这个医疗系统由一个代表医生、病人、医院和医疗
保险公司的联合委员会管理。医疗系统的费用由法定的保险系统承担，
在这个保险系统下，每个德国居民都需要参与公立或私立医疗保险，并
按月缴费。雇主从员工每月工资中扣除一半的保费，并转交保险公司，
并为员工缴纳另一半保险费用。对于选择私立保险的人来说，缴费金额
取决于个人健康记录、入保时的年龄以及保险类型。而公立保险的投保
人，需要缴纳其工资的14.6%（对于高收入者设定上限），且无论缴纳
金额多少，都获得同样的健康保障。无收入的家庭成员也可获得保险。
失业者的医保费用通常由国家社会保障机构支付。

个目标已经触手可及。”这要归功于巴登-符腾堡

州政府，它迅速提供了必要的规划和建筑许可。

如果一切顺利，登革热疫苗将于2025年投产。

亨特表示，领先的制药公司在德国投资有许

多原因。“重要原因包括，这里有受过良好教育

的技术工人，优秀的技术设施，以及这里易于连

接其他行业，比如机械工程业，”他解释说，“这

些都是德国作为商业选址的关键优势。药品是高

度复杂的产品，需要几个具有挑战性的步骤来确

保始终如一的高质量。这种专家和技术专长的结

合是需要经过多年发展的，而这，在德国可以找

到。”

亨特还强调了德国首都柏林的重要性，武田

的配送中心就设在这里。他说：“在首都的中心

地带，企业可以与所有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沟通

并建立网络。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专家、行业

协会、患者组织、医疗保险公司到卫生政策制定

者。” 



德国对新冠疫苗的公共投资
德国用于新冠疫苗研发的公共资金为12.7亿欧元（15亿美元），超过其他任何欧洲国家，位居世界第二(单位：亿美元)

中国

2.3 1.5 0.500 0.327 0.145

美国 德国 英国 欧盟

德国的医疗保健支出
德国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占GDP的比例高于除瑞士外的所有欧盟国家。

瑞士

12.1
德国

11.7
法国

11.2
西班牙

9.0
土耳其

4.4
英国

10.3

美因茨BioNTech公司的年轻
但训练有素的研究团队不知疲
倦地工作，在创纪录的时间内
开发出了对抗新冠的革命性新
疫苗。这个他们称为“光速”
（Lightspeed）的项目，从
启动到批准只花了一年多的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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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视角：武田制药

日本最大的制药公司，武田制药在德国有两家生产工厂：一家位于巴登-符腾堡州，正在研发登革热疫苗，另

一家位于奥拉尼堡（Oranienburg）。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武田制药一直活跃于德国， 

而2011年，武田收购了瑞士制药公司Nycomed， 

德国因此成为这家日本制药巨头的全球主要据点之一。

完成收购后，武田在德国有了两家主要的制造工厂，

分别位于南部的辛根镇，以及东北部柏林周边地区。

这两个地区都拥有数十年的医药生产传统。如今， 

武田在德国雇佣了约2500名员工。他们专门生产高质

量的药物，为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患者提供服务。

在过去的几年里，武田制药在德国进行了大幅扩张，

投资超过3亿欧元。这笔资金用于在2017年将奥拉尼

堡工厂的产能提高50%，以及将辛根工厂打造成为未

来武田第一个生产登革热疫苗的工厂。武田公司的生

产没有因疫情影响而放缓。

>2500
在德国的雇员数量

3亿欧元
近年来武田对德国的投资

1981
武田来到德国的年份

2017年，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

克尔在奥拉尼堡为武田制药公司

的新生产基地揭幕。

他补充说，柏林还拥有高度集中的创意公司、

初创企业、大学和专门从事生命科学的研究机构。

柏林地区拥有约2.1万家医疗健康行业的公司，包

括约300家医疗技术公司，240多家生物技术公司

和30家制药公司。这使柏林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医

疗健康行业选址地之一。

V f a 生 物 技 术 小 组 的 负 责 人 萨 宾 娜 · 赛 多

（Sabine  Sydow）也强调了德国的其他优

势。她说：“我们不断听到企业表示，他们对我

们大学内外的研究机构相当重视——研究机构是他

们高度重视的合作伙伴。”她补充说，政企合作

这一模式在德国已经非常成熟，这是德国的另一

个优势。“这里有科研，还有技术。” 

“过去一年发生的变化是，国家现在更愿意

直接投资，不仅在研发方面，而且在德国制造关

键的医疗产品，”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医疗专

家格雷戈尔·肯珀（Gregor Kemper）表示，”而

另一个大的变化是，私人投资于2020年达到了顶

峰——这受到了BioNTech和CureVac上市，以及

较小公司的风险投资几轮融资的推动。”

世界药房

罗氏是另一家在疫情期间在德国蓬勃发展的

非德国企业。几十年来，这家瑞士医疗保健巨头

在德国运营有四个主要基地，其在诊断方面的专

业知识对于在疫情的早期阶段快速开发和大规模

生产几种病毒检测试剂至关重要。罗氏已承诺在

未来几年内在南部的彭茨贝格镇（Penzberg）

建造一个新的诊断研究中心和生产工厂，投资金

额高达4.2亿欧元。

“德国是罗氏的创新引擎，”罗氏在彭茨贝格

的公关负责人约翰内斯·里特（Johannes Ritter）

说，“德国曾经被称为世界药房，而现在我们已

经成为了德国的‘科学工厂’——这正是科技和

生产专业知识的完美结合。”

罗氏将德国视为医疗健康选址的一个考量是，

德国已开始在各大城市为初创企业培育数字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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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平台，包括慕尼黑的Startup Creasphere

加速器和柏林的RoX Health加速器。设立这些

创新平台，是为了支持数字化，并以此改造德国

的医疗健康体系。里特称之为继制药和诊断之后

新的“第三支柱”。 

“目前，德国在医疗健康行业有许多新动向，

潜力巨大，”他解释说，“像初创公司这样的小

公司，它们的行为方式与罗氏这样的大公司完全

不同——它们可能会更快、更灵活，这正是我们

可以学习的地方。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有

朝一日收购这些初创公司，”Ritter继续说， 

“相反，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全球生态网络中创造

了一个环境，以试验解决方案和服务，推动投资

及创造和分享经验，并促进国际扩张。因为我们

想要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

酝酿15年的成功

这些成功并非偶然。在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下，德国才得以联合开发出最有效的新冠疫苗之

一。西方大型疫苗公司已将其70%的工业研发工

作和80%的全球生产设施设在于欧洲。

“这里的区位优势吸引着外国制药公司，” 

vfa发言人亨里克·杰姆克-卡格（Henrik Jeike-

Karge）说：“这里靠近领先的机器和包装制造

商，高度的自动化带来了高水平的工厂效率、 

生产力和灵活性。”

此外，早在15年前，德国政府就开始为今天的

传染病研究创造有利条件。2006年，三个联邦部

委在人畜共患（动物传播）疾病领域提出了一个

新的倡议，并于2015年建立了研究网络，以研究

和防治此类传染病。

因此，德国在防治流行病方面已经发展了独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视角：REWALK ROBOTICS

以色列企业ReWalk Robotics近来在柏林开设了办事处。该公司使用尖端的机器人技术，来帮助下肢残疾患者。 

凭借在以色列设计的产品，ReWalk机器人公司在2018

年看到了利益丰厚的新机会，其Personal 6.0外骨骼系

统被列入德国法定医疗保险基金全国协会的治疗用具目

录（Hilfsmittelverzeichnis）。在实践中，这意味着

德国的医疗保险公司能够支付这种为下肢残疾患者提

供的创新性援助系统的费用。不久后，该公司开始与

德国105家主要医疗保险公司中的许多公司签署供应

合同，并在柏林开设了办事处。

这种外骨骼使用了最先进的机器人技术和计算机系统

来帮助瘫痪患者，这是第一个在德国获批按处方提供

给患者的此类设备。该公司还推出了一款更轻的设

备，ReStore，旨在帮助中风后四肢无力的人重新行

走。该产品在美国也有销售。

第一个
获FDA批准的外骨骼：

ReWalk Personal 6.0

2018起
外骨骼的费用可由德国医疗保险公司承担

52个
ReWalk的培训中心位于德国——

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要多

ReWalk是一种可穿戴的机器人外

骨骼，具有机动的臀部和膝盖，

可以帮助截瘫患者重新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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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产业的营收翻倍 

2002-2020年德国机器人和自动化行业总收入

61
亿欧元 
2002年

128
亿欧元 
2020年

联系方式

marcus.schmidt@gtai.com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医疗健康
主管

特的专业知识。这包括两个关键点：第一，与基

因实验室、高性能计算机和分析机器人相配套的

最新分析和合成技术；第二，高素质的制药科学

家与高效的监管机构相配合。德国目前向欧盟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捐款约1.4亿欧元。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专家格雷戈尔·肯珀

（Gregor Kemper）表示：“众所周知，德国

是欧洲最大的制药市场，这里的人均医疗支出 

很高。不过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德国作为生命科

学选址地的优势。德国在欧洲专利局的生物技术

专利申请量在欧洲国家中排名第一，德国的制药

行业拥有大量熟练的生命科学专业人才。这里还

有许多潜力待开发。”

在肯珀先生对德国生物技术行业的分析中，

他强调了几个关键点，首先是该行业的持续扩

张。生物技术公司的数量和投资金额都在上升

（来源：BioDeutschland）。目前，该行业

在德国拥有超过3万名雇员，每年贡献约50亿

欧元的收入，而这仅是生物技术公司的统计数

据。

在行业持续扩张的同时，该领域仍有极大潜

力。肯珀指出，尽管德国凭借其密集的研究机构

网络，在研究方面保有实力，但在生物技术投资

方面，德国落后于美国和英国。不过在疫情后，

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发生改变，疫情使德国备受关

注。

德国已经开始通过促进生物技术集群来纠正

这种不平衡。这些“生物集群”（BioRegions）

是致力于推动德国生物技术发展的各种不同规模

的地方举措。这些集群聚焦当地大学和研发机构

各自的专长，有助于将专家和政策决策者联系起

来。

数字健康的进步

生物技术领域的这些进步，与医疗行业总体

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密切相关。个性化医疗应用

程序使制药公司能够利用临床研究之外的大量真

实世界数据。

德国医疗市场最近的创新表明了这些优势是

如何发展的。例如，德国政府已经开始促进数字

医疗应用程序（所谓的“DiGAs”）的使用，这

为诊断和治疗开辟了一系列新的可能性。 

DiGAs实际上是“数字助手”——这类应用

程序可以由医生以处方形式开具，病人可在智能

手机上安装，以帮助其监测和治疗健康问题。 

自2020年10月起，患者可以向公立医疗保险公司

申请报销这类费用。此外，去年德国卫生部调整

了规定，允许开具电子医疗处方。2022年1月起，

所有处方将以电子形式开具，这依靠的是整个 

德国医疗系统的安全远程通信基础设施。

这些系统性的变化，旨在使病人的生活更加

舒适和方便。而好处还不局限于此。ReWalk就

是一个值得留意的例子，它是一种可穿戴的机器

人外骨骼，具有机动的臀部和膝盖，可帮助截瘫

患者重新行走。该设备集成了可穿戴支撑，基于

计算机的控制系统，以及检测病人重心的运动传

感器，可由穿戴者发起自主移动。

该产品目前在柏林有直接销售业务，是德国

首个获批进入治疗器械目录的机器人辅助设备。

获批意味着，病人的费用可以由医疗保险公司 

承担。像ReWalk这样的革命性设备能够在德国

市场上出现，这也表明了德国致力于通过提供最

先进的产品，来实现医疗保健行业的现代化。

在德国的生命科学产业中，有不少产品不久

前听起来还像虚构的科幻小说，而目前正在逐渐

变成现实。正如国际公司和他们的德国合作伙伴

所发现的那样——在这个快速发展的行业当中，

未来已来。

来源：Stat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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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推动
数字化发展

谈及数字化转型，德国尚处欧洲中游。而德国政府和企业都希望能迅速改变这个现状。
这对于希望在欧洲的中心德国寻找立足点的创新型科技企业来说是个好消息。

关键驱动因素：灵活性、
节约成本、客户体验 
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在德企业）

企业发展战略

57%

客户联结

53%

提高工作流程的灵活性

52%

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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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成本

57%

关键驱动因素：灵活性、
节约成本、客户体验 
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在德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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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当瑞典的软件初创企业Scrive在

在慕尼黑开设了其首家德国子公司时，他

们意识到他们将会迎来一些挑战。Scrive为客户

提供电子签名解决方案，使客户能够快速轻松地

线上签署合同和法律文件。这是一项可以使许多

德国公司受益的服务——更不用说政府的监管系

统了——但人们仍然需要被说服。“人们对于成

为第一个行动和改变的人，仍然有一些不情愿

和抵触，”Scrive的德国地区总监帕特里克·拉

姆（Patrick Larm）说道，“人们会感到焦虑，

希望继续等待和观望。”

虽然德国不处于数字化发展的最前沿，但它

仍拥有欧洲最大的经济体量。德国数以千计的中

小企业享有良好的声誉，但它们并不是都使用最

新的软件或数字商业模式。这对于能为中小企业

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的海外企业来说是一大机

遇。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数字化与服务行业主

管马克·罗尔（Marc Rohr）说道：“许多初创

企业来到德国，正是因为它们知道，这里存在需

求缺口。”

新冠疫情成为“催化剂”

在这点上，Scriv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慕

尼黑设点之前，他们已经赢得了一些德国的大客

户，包括重量级企业的北欧子公司，比如大众、

宝马以及电子产品零售商MediaMarkt等。现在

Scrive的目标是成为德国电子签名市场领导者，

然后将向奥地利和瑞士扩张。拉姆解释道：“德

国在这方面有些落后，这正是我们在许多其他市

场上都没有的优势。”

在过去18个月里，疫情加快了企业采用数字

化解决方案的速度。零售店、超市和面包店已经

从现金支付转向了非接触式支付，更多的企业允

许员工远程工作，并为员工和客户配置了视频会

议工具。“在过去15个月里，人们对普遍提升数

字化水平产生了巨大的需求。”罗尔说道。

增长最快的要数线上零售业，过去，德国人

一直对这个行业态度谨慎，特别是中老年人。在

疫情期间，亚马逊在德国的利润创新高，所有大

型连锁零售店也都推出了网上购物和送货服务。 

“整个时代的人都意识到，线上零售是可能的，

甚至比传统方式要更好。”罗尔补充道。

此外，疫情期间，企业在确保库存和采购关

键部件方面遇到了困难，这使得库存控制和供应

链管理被提上了日程。“疫情确实加速了企业对

数字化供应链管理的需求，”罗尔说道，“我认

为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下去。”

这种新的变化促进了企业对数字物流、库存

跟踪和面向客户的线上购物工具的需求。行业协

会Bitkom在202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97%的德国

公司将数字化视为一个机遇，84%的公司认为疫

情让数字化在公司内部变得更加重要。“好消息

是，各企业都希望推动其数字化进程，”Bitkom

主席阿希姆·伯格（Achim Berg）说道，“坏消

息是，并非所有企业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对国际技术的需求

德国正采取具体措施，缩小在宽带速度、互

联网连接和接入等方面的数字化差距。虽然大多

数德国城市都接入了高速互联网，但农村地区仍

非常落后。德国工业联合会认为，在数字转型方

面，德国只“略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准”。

不仅是游说团体在推动数字化变革，德国企

业也越来越意识到他们需要做点什么。根据德国

地方工商会2021年的一项研究，只有39%的企业

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数字化，而在接受Bitkom调

研的企业中，有71％的企业承认他们还在奋起直

追。建筑、运输和制造型企业很可能认为自己处

于落后。酒店和餐饮业也远远落后：有五分之一

企业表示，它们完全没有数字化。

重要因素

德国需要国际企业和企业家的帮助，
以加快数字化的步伐。这为在德国
开展业务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供应商创
造了大片利基市场。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
的数字化加速器

马克·罗尔（Marc Rohr）是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
署的数字化与服务行业主管，他和他的团队帮助
国际企业在数字化领域寻找机会，这些企业包括
数字支付解决方案提供商、协助中小企业数字化
的服务商等。他向《投资德国杂志》介绍了许多
现有的机遇。

从数字化的角度来看，疫情对德国企业产生了什
么影响？
疫情促进了该领域的发展。德国数字基础设施存在
缺陷，疫情让这一点愈发明显。

哪些领域正在引领数字化发展？
服务型企业真正凭借疫情形势，实现了数字化以及
商业模式的转变。 

国际科技企业在德国设点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如果想引入新的商业模式，德国是一个很好的选
址地，因为德国是欧洲最大的市场。这里仍然有
巨大的需求。

德国在数字化方面的落后之处是什么？
在连通性和数字化方面，农村和城市之间仍然存在
很大差距。但我认为，德国政府明白在这方面需要
更多的投资。德国在隐私方面的标准也很高，这
可能会使一些数字化及线上解决方案难以实施。

面对这些挑战，企业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德国？
有意思的是，德国最大的劣势同时也是一种优势。
我们有着最严格的规章制度，这意味着，一旦在这
里完成推广，就能够在任何地方取得成功。

联系方式

marc.rohr@gtai.com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数字化与服务行业主管



德国 量子技术
的未来

20亿欧元不是一个小数目的变化。所以德国政

府在2020年决定在量子计算领域投资的这一

金额清楚地表明了德国政府对未来的看法。量子

计算机以远高于传统计算机的速度进行计算。这

激发了人们对许多重要的研究实验现在有可能被

完全模拟出来的希望，不然的话它们将只能在昂

贵和耗时的实验室环境中进行。 

用于开发和建设量子计算机的10亿欧元投资

计划来自政府的经济刺激和危机管理计划。这项

新举措的第一个里程碑是在2021年1月发布了他

们的“量子计算路线图”。 

“该路线图显示了通过企业和学术界之间的

密切合作将基础研究的卓越成果转移到应用阶段

所需要的内容”，德国政府量子计算专家委员会

的两位主席之一史蒂芬·菲利普（Stefan Filipp）

教授说道，“德国和欧洲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

因为对更强计算能力的探索正在加速，而美国的

科技巨头和初创企业已经抢占了一些高点。” 

全球机遇

德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其量子计算计划将

利用德国和欧洲制造的部件和技术来实现。因

此，来自世界各地的跨国企业纷纷在德国设立办

事处，直接为相关项目助力，并将从德国不断完

善的生态系统中获益。 

慕尼黑的量子商业网络（QBN）已经登记了

联系方式

asha-maria.sharma@gtai.com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工业4.0专家

来自量子硬件和应用的几个全球参与者的强烈兴

趣。QBN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Johannes Verst

说：“我们估计，在所有有可能参与德国量子计

算业务的外国企业中，有70%的企业最近在德

国开设了办事处，或者正在设立办事处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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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最强大的量子超级计算
机在埃宁根（Ehningen）的
IBM创新中心。这台今年亮相
的新机器是IBM和弗劳恩霍夫
研究小组合作的最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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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更强、更智能——这就是德国通过支持量子超级计算机的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国际量子硬件
和应用公司正开始注意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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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促进 
半导体自给自足
在后疫情时代，随着全球对计算机芯片的需求不断增长及其供应的短缺，德国和欧洲正在打造其国内
产能。借此契机，海外相关电子企业也正在寻求其在此机遇中的发展。

2021年6月，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出席了

博世在德累斯顿耗资10亿欧元新建的计算机

芯片生产工厂的开幕式，以展示德国应对这一经

济挑战的决心。 “过去，石油被视为经济命脉，

而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依赖半

导体，”默克尔说道，“我们将会让德国和整个

欧洲都更能抵御危机，还将为经济增长繁荣、可

持续就业和社会保障创造新的机会。”

设立这个半导体工厂是博世历史上最大的投

资，投资额中有2亿欧元是受到来自欧洲共同利

益重要项目（IPCEI）微电子计划的资助。博世

的这一举动已经在德累斯顿及周边地区带动了数

十亿欧元的投资。

凭借有许多著名研发机构的优势，德国东部

地区的萨克森州已成为欧洲的芯片生产中心和世

界第五大芯片生产基地。台积电（TSMC）、三

星和英特尔等大型国际电子公司正在就落地德国

的选址地事宜进行接触洽谈。欧盟官员蒂埃里·

布雷顿（Thierry Breton）希望，到2030年，

欧洲在全球半导体生产中的份额可增长到20%。

后疫情时代，德国应对芯片供应短缺

2021年上半年，许多国家的经济开始反弹，

各行业受到全球微芯片短缺的冲击。这一供应瓶

颈扰乱了供应链，推迟了汽车行业、便携式电子

产品和其他制造业的生产。德国意识到支持国内

芯片生产的必要性。2021年初，德国政府承诺将

在当时17.5亿欧元的微电子项目公共资金基础上

蓬勃发展的欧洲芯片行业
 
据德国电子电气行业协会（ZVEI）预测，到
2025年，欧洲在全球半导体生产中的份额将增
长至约9%。

联系方式

max.milbredt@gtai.com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行业专家

2020

380
亿美元

2015

340
亿美元

2025

520
亿美元

来源：ZVEI

再追加4亿欧元的拨款。 

“未来几个月，芯片短缺将威胁各行业的盈

利，影响许多人的生计，”德国联邦外贸与投

资署制造业专家马克斯·米尔布雷特（Max Mil-

bredt）表示，“但是，欧洲在应用研究方面实

力强劲，我们还拥有一个以工程师和学徒组成的

世界级人才库。” 

苹果公司落地巴伐利亚州 

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意味着更大的创新力度。

与博世公司一样，在2021年6月，苹果公司宣布将

在慕尼黑新建一个耗资10亿欧元的硅设计中心。

慕尼黑作为巴伐利亚州首府，是苹果公司在欧洲

最大的工程中心所在地，该中心拥有1500名工程

师。苹果公司希望在内部打造更多运行其设备的

技术，苹果公司在过去五年中与700多家德国公

司合作，包括芯片制造商英飞凌。

 5月份，法国企业SiPearl在德国鲁尔区的杜

伊斯堡开设了其首个海外子公司，主要从事硬件

开发业务。SiPearl的这个研发中心也作为区域

枢纽，为互联移动性和高性能计算应用提供支

持。SiPearl的地区负责人弗兰克·戈里斯（Frank 

Gorris）表示，“接近客户”和“优秀的高校环

境”是影响他们选择该地点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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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的 
服务员
要找个好帮手是不容易的，许多企业在2021年都发现了这个问题。
在那些被工资水平高、劳动力短缺威胁到许多经济领域的国家中，
越来越多的服务机器人被投入使用。

服务机器人的成长利基

1
运输与物流：
德国的制造工艺已实现高度自动化， 
但工厂内部物流的自动化仍未实现。

２
专业清洁：
工业领域的清洁仍然依赖人工劳动力，
但目前的人口结构使招工愈发困难。

3
医疗机器人：
机器人手术设备是最昂贵的一种服务 
机器人，其市场需求越来越大。

4
酒店业：
新冠疫情使人们更注重保持工作人员之间
的距离，并尽量减少他们与食物的接触。

来源: IFR; MiR; U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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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的 
服务员
要找个好帮手是不容易的，许多企业在2021年都发现了这个问题。
在那些被工资水平高、劳动力短缺威胁到许多经济领域的国家中，
越来越多的服务机器人被投入使用。

的高工资水平意味着顾客在购买机器人时可以实

现更快的分期付款。另外，工业机器人在德国的

高密度使用表明德国未来对服务机器人的需求将

十分强劲。“那些已经实现生产过程自动化的企

业比其他企业更有可能使用AMR来进行内部物

流。”比勒说。 

在有意扩大对德投资业务的国际机器人制造

商名单中，总部位于丹麦的移动工业机器人公

司（MiR）于2019年底在德国西部城镇埃施博

恩（Eschborn）开设了一个办事处，负责在欧

洲德语区和比荷卢地区的分销和支持服务。此

外，MiR公司还设立了一个展示和培训中心。该

公司目前在埃施博恩有9名员工，并计划在未来

几年扩大其员工队伍。

MiR公司的运输机器人被部署在医院的无菌中

心，运输机器人把受到污染的仪器装到货架上，

随后送进消毒清洗机。此外，该机器人还有其他

有趣的应用场景，比如在电子制造商的无尘室，

机器人可以降低因灰尘和头发造成污染的风险。 

“德国是一个汽车、食品、化妆品和电子产品制

造高度自动化的国家，但所有这些行业都很难招

到愿意在工厂内部物流中工作的人员，显然，德

国对我们解决方案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MiR

公司的欧洲德语区及比荷卢地区销售总监约克·费

伯（Jörg Faber）说道。 

一个通用产品

同时，DaVinci Kitchen开发的机器人烹饪

站预计将于2022年上市，据Universal Robots

公司西欧总经理安德里亚·阿尔博尼（Andrea  

Alboni）预测，此款机器人烹饪站将热销往

各个餐厅，例如火车站或企业食堂。Universal 

Robots公司还将其协作机器人（与人类一起工

作的机器人）销售给从食品加工和电子到机器制

造商及科研领域。 

Universal Robots公司目前在慕尼黑拥有

约30名员工，自2015年在巴伐利亚州首府设立

办事处以来，他们每年以30%的速度扩大员工规

模。“我们在改善人机接口方面取得了稳步进

展，这使我们能为许多中小型企业提供服务。从

前，这些企业认为机器人的价格难以负担，而且

操作太复杂。在我们公司的发展中，德国市场一

直发挥着关键作用，我们预计这种作用将会持续

发挥。”阿尔博尼先生说道。 

联系方式

peggy.goerlitz@gtai.com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机器人专家
www.gtai.com/machinery-
equipment

在有机玻璃防护罩下，机械臂将切碎的洋

葱倒入炒锅中，并将一篮泰式面条投入

沸水中。在机器人厨师旁，一个屏幕显示着这份

餐的名字，做好后，餐食就会通过一个打开的挡

板送到顾客手中。全程无现金交易，人们可通过

智能手机下达订单并支付。 

像位于莱比锡的初创公司DaVinci Kitchen开

发的、由丹麦Universal Robots公司提供动力的

类似这个烹饪站的服务机器人在德国有着光明的

未来。对于德国这类高工资水平国家，机器人的

帮助尤其重要，在这类国家，几乎所有的服务行

业都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再加上不利的人口结

构，这种短缺只会越来越严重。 

服务机器人前景广阔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数据，2020

年服务机器人行业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专业

服务机器人和消费级服务机器人的数量分别增长

到13.18万台和1900万台，增长率分别为41%和

6%，轻松超过了工业机器人的增速。

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的定义并不那么明

确，不过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将前者定义为用于工

业自动化的机器人，后者则用于包括除工业应用

以外的一切领域。“2020年，疫情推动了德国

服务机器人的需求，因为当地的制造业企业进

一步实现了内部物流自动化，将材料运送到生产

设备，再将设备生产出来的产品运送到仓库，而

在电子商务仓库也部署了更多的自主移动机器人

（AMR），以减少人们暴露于病毒的风险。”国

际机器人联合会的秘书长苏珊娜·比勒（Susanne 

Bieller）说道，“AMR的另一个强大优势是它

们能够应对不同的使用环境，因而很容易适应生

产模式的变化，而此前传统的内部物流设备，要

么需要地面上的固定轨道，要么需要与天线相配

套的基础设施。” 

高薪国家的清洁工作

比勒还指出，与低工资水平国家相比，德国

重要因素

 随着人口结构和经济环境的变化，
德国企业将更难找到常规的劳动力，
这使得德国企业对服务机器人需求正
在迅速地增长，所以为德国企业提供
服务机器人解决方案的公司有望获得

丰厚利润。

“显然，德国对我们解决
方案的需求只会增加。”
约克·费伯（Jörg Faber）， MiR公司欧洲德语区及比荷卢 
地区销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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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制造的人工智能 
专家们一致认为，人工智能将成为未来的主要技术之一。而人工智能不再只是来自硅谷， 
德国正逐渐成为欧洲该领域理想选址地。

我可以休多少天产假？我该怎么申请？这

些都是跨国企业集团西门子的员工向机

器人卡尔（Carl）提出的问题。这个友好的聊天

机器人会说五种语言，并24小时为员工解答最重

要的人力资源问题。如果他不知道答案，他会提

供一个可能知道答案的内部联系人。 

卡尔在人力资源部最受欢迎，因为他能帮他

的人类同事们节约大量回答标准问题的时间。这

就是为什么他在世界各地被广泛使用。卡尔是由

IBM公司在慕尼黑开发的，该公司在慕尼黑设有

自己的人工智能开发中心。2017年，IBM在慕尼

黑IBM Watson中心投资了约2亿欧元，为客户开

发定制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能让企业的日常运作更加容易，聊

天机器人卡尔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人工智能技术

的应用领域正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从人力资源到

仓储，再到装配线，许多企业已经在借助人工智

能完成一些普通的工作。而德国正是这一新兴领

域的先驱——无论是从创新的人工智能供应商来

看，还是从大型制造商的需求来看，都是如此。

严格的标准成为优势

2021年4月，德国联邦信息经济、电信和新

媒体协会（Bitkom）调查了600多家企业目前和

未来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情况。虽然当时只有

约8%的德国企业使用人工智能，但这个占比整

体呈现上升趋势。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德企表

示，人工智能是未来最重要的技术。有高达30%

的企业已筹备或正在考虑部署人工智能，这部分

企业，同比上升了8个百分点。

位于慕尼黑的IBM客户中心负责人沃尔夫

冈·罗德勒（Wolfgang Rodler）表示，对于外

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来说，德国是一个极具吸引力

的选址地。主要原因是，这里靠近大量潜在客

户，IBM的投资成果就印证了这一点。除了西

门子，IBM还为德国航空航天中心提供了解决方

案。平均而言，IBM客户中心每年接待500批新

的潜在客户。 

有几所大学深入参与了人工智能（在德语里

被称为KI）研究。学术界以各种方式为商业领域

提供支持，不仅仅是合作科研，学术界还培养了

高素质的IT人才。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像人工智能这样如

此依赖企业数据，”罗德勒解释说，“人工智能

技术只有在延展性的应用中才能正常工作。”

德国法律及政治框架也支持人工智能企业进

入更广泛的市场。罗德勒认为，德国严格的数据

保护规定实际上对开发者来说更多的是帮助，而

不是阻碍，因为严格的规定意味着，在德国开发

的人工智能技术将满足或超过世界上几乎所有其

他国家的标准。

“当一个国家不需要数据备份解决方案时，就

可以直接从产品中删除它，这比添加一项新技术

要容易得多。”罗德勒说道。

有效的生态环境

来自德国经济研究所（IW）的薇拉·德马利

（Vera Demary）强调了德国作为商业选址地的

第四个优势：德国人的创业精神。

“德国有活跃的创业环境，例如在柏林、慕

尼黑或鲁尔区，外国人工智能开发人员会发现这

些地方的生态系统运作良好，他们能够迅速加入

这个网络，”她说，“当地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了解市场，他们认识计算中心或研究中心，也熟

悉融资环境。外国企业可以迅速与客户、协会或

地方政府建立联系。”

德国教育和研究部正在尽其所能，确保德国继

续发展成为优质的人工智能销售和开发地。2021

年9月，该部宣布投入一项巨额资金，用于建设一

批人工智能服务中心，并将为每个服务中心提供

不少于1000万欧元的支持经费。 

这批新建的人工智能服务中心将作为公共算

力服务平台，助力研究机构和私营企业开发智能、

自主学习的软件，并将其集成到他们的项目中。

在德国设点的海外企业可以使用这些服务中心的

基础设施，从而避免了需要投资自己的数字基础

设施所产生的巨额前期成本。

重要因素

 从人力资源服务到流水线作业，人工
智能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对于
外国企业而言，德国作为人工智能开发

和销售的选址地，有许多优势。

联系方式

asha-maria.sharma@gtai.com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人工智能专家
www.gtai.com/Industrie4.0



3D打印技术书写未来
3D打印曾经只是构建原型的一种方便的方式，即使价格昂贵，也是小工具爱好者的利基。现在情况
不同了，由于德国的技术领先和其广泛的工业基础，增材制造现在是一个126亿美元的市场，为国际
企业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2020年9月，一个崭新的3D打印中心出现在

德国北部城市不来梅。该中心是比利时公司

Materialise的新址，耗资750万欧元，现有120多

名员工，经营者30多台工业金属打印机。 

该子公司已经展开与空客公司共同打印飞机

零部件的合作，该空客工厂位于不来梅，拥有很

大生产基地。这个新的打印中心将进行整合软件

开发和打印的工作。Materialise公司的副总裁

尤尔根·劳杜斯（Jurgen Laudus）说道：“我

们在不来梅的工作将探索优化打印工艺，提高能

效，及更持续地回收和再利用金属粉末，以创造

更可持续的技术。”

劳杜斯补充说，在新冠疫情后，德国乃至全

世界的公司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的供应链，并使

其更贴近本土，至此，人们对增材制造的兴趣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逐渐显现的巨大市场

安永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近半的德国企业

（49%）已经使用或即将使用3D打印技术来制

造终端产品。这个比例在2019年仅为16%，如

今有所上升。在线制造平台Hubs（其前身为3D 

Hubs）预计，到2026年，全球增材制造市场规

模将扩大至372亿美元。德国正处于这一利润丰

厚行业中心。

“德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德国联邦外贸

与投资署的3D打印专家马克斯·米尔布雷特（Max 

Milbredt）说。他解释道，这主要是因为德国拥

有庞大的工业基础，它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原型技

术、工具和零部件，从前这些工序都只能手工

制作。“金属的3D打印机正越来越接近批量生

产，”他补充道。

更加贴近客户和创新 

3D打印技术在许多欧洲龙头工业企业中越来

越受欢迎，这使得德国作为欧洲大陆最大经济体

成为了对国际专业供应商颇具吸引力的选址地。

不管是对于零件的合同制造商，还是对3D技术

的供应商来说，都是如此。空客公司已经在其不

联系方式

max.milbredt@gtai.com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行业专家

49 %
的德国制造商预计到2022年将使用 

3D打印技术制造产品 
来源: 安永

来梅基地借助3D技术，为其飞机的头顶行李舱制

造轻质支架。同时，宝马公司新开设了一个价值

1500万欧元的3D打印中心，用于制造已停产或

难以找到的零件及制造独特的工具。 

德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网络也是尖端专业知识

和技术人才的来源，这也是Materialise这样的国

际公司在德国投资可拥有的另一个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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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德国企业已使用或即将使用3D打印
技术来制造终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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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想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推想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推想医疗）是一家人工智能医疗创新高科技企业，
总部在中国北京。2018年4月在德国威斯巴登成立了推想医疗的欧洲子公司。

2 020年3月中旬，当新冠病毒席卷意大利之

时，核酸检测试剂PCR Test缺乏。当地医

院苦于寻找确诊病例的方法。一个在德国成立不

久的中国企业的欧洲团队，带着他们研发的人工

智能CT辅助诊断技术和设备，驱车从德国前往意

大利罗马生物医学自由大学附属医院。 这套肺炎

CT影像辅助诊断新冠肺炎的技术曾在中国武汉得

到成功运用。通过AI的方法，半分钟就可以分析

一位患者肺部CT影像片，帮助医生迅速诊断。在

没有足够核酸测试试剂的时期，这个技术解决了

意大利医院的难题，帮助医院在疫情防控、疾病

诊断等诸多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这家中国公司

就是推想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推想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推想医疗）

是一家人工智能医疗创新高科技企业，总部在中

国北京。2018年4月在德国威斯巴登成立了推想

医疗的欧洲子公司。2020年1月获得了欧盟CE认

证。疫情来临后，意大利和德国的医院都采购了

推想医疗的产品，用来帮助新冠诊断， 欧盟政府

也连续采购了他们的产品，提供给10余家在欧洲

的医院进行快速筛检。

“幸好我们在德国有公司，因为疫情将边境

都封锁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也不可能在疫

情期间帮助到那么多人。在德国设立子公司是非

常关键的一步。”推想医疗欧洲子公司总经理孙

一鹏说道。“我们在德国设立公司是经过深思熟

虑的。”曾经在德国留学的孙一鹏在提到投资德

国的原因时非常感慨，“首先，德国是欧盟的经

济强国，我们要进入欧洲市场，首先要进入最重

要的国家建立桥头堡，那就是德国。因为德国的

人口基数和市场规模是我们非常看重的。在这里

有8000万人口，38家大学医院，7000多个放射

科学的医生。其次德国是一个人才汇集的地方。 

这里可以找到说不同语言的人才。我们设立的是

欧洲中心，因为德国的虹吸作用太强了，很容易

找到其他国家的高学历人才。这对于我们企业来

说非常有益。第三，德国的地理位置极佳。它位

于欧洲中心，我们从法兰克福出发，无论是去巴

黎、南欧都很便捷，从法兰克福飞往世界各地的

班机也是非常频繁。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有吸

孙一鹏
 推想医疗欧洲子公司

总经理

“德国是欧盟的经济强国，
我们要进入欧洲市场，首先要
进入最重要的国家建立桥头
堡，那就是德国。因为德国的
人口基数和市场规模是我们非
常看重的。在这里有8000万人
口，38家大学医院，7000多个
放射科学的医生。同时德国对
欧盟其他国家人才的吸引力也
很强，这里可以找到说不同语
言的人才。因此德国是我们投
资的必选之地。”



引力的”孙总继续说道。 

推想医疗在德国已经和大学进行科研合作，例

如和Greifswald的大学医院共同合作，研究通过

AI进行脑出血的分析的项目。孙总对于德国的研

发环境赞不绝口。“德国的研发环境非常优秀，

大学校园和企业合作十分好。大学的研究理论可

以很快地运用到企业的实际操作中。各级政府对

研发的支持很多，尤其在人工智能方面，德国政

府投入的力度也非常大，为高科技企业提供了良

好的研发条件。”

2020年因为疫情，许多企业的发展都受到了

限制，但是孙总说：“我对我们在德国发展充满

信心，对于公司业务发展来说，设立德国分部也

是非常关键的一步。疫情对我们在德国的业务发

展影响是双向的。我们传统的肺癌筛查产品受到

暂时影响，但是我们肺炎AI产品对肺部病变可以

有很好的变量分析。这是疫情中医生最需要的，

尤其是当PCR试剂缺乏的时候。AI可以快速诊断

新冠患者。正因为我们在德国有这个解决方案， 

因此虽然对正常的业务有所影响，但是与疫情相

关的业务却有了很大的需求，我们和欧洲许多医

院建立了联系，并且我们的产品在危难时刻发挥

了重要作用，这也是最让我们欣慰的地方。 ”

对于希望来德国投资的中国企业，这位学计

算机和经济出身的管理者说：“做出选择的前期

一定要进行可行性分析。我们的投入初期曾得到

了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的大力协助，他们为企

业提供了很好的市场分析和选址分析，企业必须

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让专业团队来进行专业分

析，才能真正精准做好当地市场的早期布局。”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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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太阳能产业
再迎晴天
得益于德国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和国际企业的帮助，德国的太阳能产业已经走出了缓慢增长期， 
并重新走上了正轨。

德国太阳能制造商Solar-World曾一度高

歌猛进，但在三年前，公司因行业价格

下跌以及来自中国的看似不可战胜的行业竞争而

被迫破产，如今，该公司原址的生产线又重新恢

复运行。这都要归功于瑞士太阳能光伏（PV）制

造商Meyer Burger新的重大投资。

“几年前我们停产了，现在我们正在恢复生

产，”Meyer Burger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冈特·埃

尔富特（Gunter Erfurt）于五月在德国东部萨

克森州弗赖贝格（Freiberg）工厂的重新开业典

礼上说，“这个时机再好不过了。”他们的第二

家工厂将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比特费尔德-沃

尔芬（Bitterfeld-Wolfen）恢复生产。Meyer 

Burger公司在技术和生产成本方面的改进，使其

在欧洲的生产更具竞争力。 

专家预测，未来是属于太阳能的，因为它是最

便宜、来源最丰富、也是对气候最友好的能源之

一。从年光伏装机容量也可以看出太阳能发电在

德国的复苏，2020年达到了近50亿瓦特，是2012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于德国正在向清洁能源转

型，这些统计数字将在未来几年内大幅增加。

区域性举措

区域层面的需求也在上升。例如，柏林刚刚

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自2023年起，所有新建

筑和翻新工程都必须安装太阳能光伏系统。彭

博新能源财经（BloombergNEF）的太阳能分

析主管詹妮·蔡斯（Jenny Chase）表示，尽管

在制造业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外国投资，但该行

联系方式

tobias.rothacher@gtai.com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太阳能行业
专家

潜力巨大的 
德国太阳能光伏行业

142 %
2021年第一季度新安装的10至30千瓦太阳能光
伏屋顶同比增长率

1000亿瓦特
政府计划到2030年，德国的光伏能源容量（在
2020年536亿瓦特的基础上）的增长量

60亿瓦特 
2022年能源拍卖的光伏装机容量——是2020年的
三倍。 

来源: pv magazine

Meyer Burger公司弗赖贝格工厂的生产线上，
正在检查太阳能模块。这家瑞士公司正在萨克

森州开设第二家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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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已经有“大量德国资金”，因为符合环境、社

会和治理（ESG）标准的项目投资变得特别有吸

引力。

投资机会

国际公司对德国太阳能技术感兴趣已经有一

段时间了。韩国韩华集团在2012年收购了总部位

于比特菲尔德-沃尔夫芬（Bitterfeld-Wolfen）

的Q CELLS公司，使其发展成为世界领先的光伏

公司之一。随着新的太阳能热潮，现在是外国企

业在德国相关领域（如储能）建立业务的绝佳时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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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纳博先生，我想在德国设点——请给我发补助

金！

米歇尔· 施纳博 ：我很乐意，但事情没有那么简

单。根据最新统计，德国出台了超过2500项不同

的针对企业的激励制度，包括针对特定地区的扶

持计划。所以，我的工作就是筛选出对您最有效

的那些扶持政策。

你会从哪方面开始筛选？

施纳博：公司的规模很重要，因为激励政策通常

会因企业规模有所不同。中小型企业通常被优先

照顾，因此对这些公司的扶持力度也相应较大。

当然，投资计划里的业务类型也很重要，要看看

究竟是研发、生产还是多种业务混合。最后，部

分行业和业务类型会受到一些专门计划的支持。

这四个初始问题很重要：在哪个行业投资，设点

的业务类型，将产生多少工作岗位，以及企业规

模有多大。

那么，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施纳博：举例来说，假如有一家生产锅具的公司，

年营业额为3000万欧元，雇用了55名员工。这家

公司想在德国建立一个生产基地，将创造20个就

中型公司申请大额贷款。这不会造成担保方面的

问题吗？

施纳博： 可能会有这类问题，但公司也可以向投

资地所在州的担保银行申请担保，作为补充材料。

这听起来很容易......

施纳博： 基本上，如果公司对现有的激励措施以

及激励计划的具体条款和条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的话，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会支持外国公司寻

找最佳投资地点、可用的激励措施并解释需要遵

守的事项。 

你刚才提到了研发——关于这类业务，会有什么

特殊情况吗？

施纳博： 德国在战略上务必要保持研发方面全球

领先的声誉，并为此制定了大量的计划。计划在

德国从事优质研发的企业，可以获得高达项目合

规成本50%的现金补助。

业岗位。该基地将耗资1000万欧元，而公司只有

250万欧元的自有股权。按照欧盟的定义这是一

家中型公司，由于它投建生产基地并创造就业机

会，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符合条件的投资地，

并从国家的“共同任务项目”中获得30%的现

金补助。因此，该公司理论上有资格获得300万

欧元的现金补助。

那么举例的这家公司还需要筹集450万欧元。

施纳博： 是的，但这家公司可以向德国国有银

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申请贷款，以弥

补剩余的资金缺口。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是世界上

最大的商业发展银行，提供的贷款条件对企业极

为友好。

米歇尔· 施纳博
米歇尔·施纳博（MICHAEL SCHNABEL）拥有银
行业背景，在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柏林总部工
作。作为融资和激励政策的高级经理，他为潜在
的投资企业及其扩张业务选择合适的融资工具并
提供支持。

联系方式

michael.schnabel@gtai.com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促署财政激励政策专家

筛选最合适
的扶持政策
德国为各种类型和规模的投资
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财政激励制
度，但想要筛选出合适的扶持
政策，需要做一些跑腿工作。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的财政
激励制度专家米歇尔·施纳博为

您考虑最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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