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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海航集团在收

购了三星级酒店Sodehotel

之后，投资改造使其焕然一

新，升级为五星级的唐拉雅

秀酒店—海航集团的豪华酒

店品牌。新加坡HBA事务所担

任酒店室内装修、装饰的设

计与施工。

“唐拉雅秀”一词源

自西藏唐古拉山脉的美丽传

说，阐释着天地间生命与自

然的和谐共生。

基于品牌理念，根据风

水原则，布鲁塞尔Sodehotel

酒店宏大且远离外界喧嚣的

空间营造出怡人的和谐意

境，以蕴生宁静的山水、天

地等自然元素为灵感，运用

精选的材料和家具、舒适的光线和色调共同谱写出对美

好自然的一曲颂歌。多层次的雕花天花板、多彩的着色

壁板和迷你水晶灯饰组合、幻化出飘浮的云朵。依大理

石、缟玛瑙和水晶等材料的纹理为基底，通过中国传统

技艺绘制的彩色玻璃壁画更是富丽堂皇。此外，充满生

机的流水和植物也是随处可

见的装饰品。

改造后的酒店有187间

设施完善、令人身心释然的

客房和套房。

酒店的2家餐厅环境优

雅、气氛浓郁，为所有美食

爱好者提供食全酒美的盛

宴。中式特色餐厅拥有146个

座位，同时含5间带卡拉OK

包厢，这里由五位分别精通

京、沪、粤、川、港等中国

传统菜系的名师主厨。而装

饰着南法与意式氛围的大都

市餐厅LeCinq，则提供集地

中海美食和日式料理为一体

的自助餐。

酒店设计以效率为主

旨，商务中心、会议厅、安

全及高档休闲设施一应俱全。休闲中心设有酒吧、游泳

池、桑拿浴、土耳其浴、健身及按摩浴缸等。

舞厅和会客沙龙散发着柔和光线，具备完善的

隔音系统。1000平方米的多功能布局可为2500人举办

鸡尾酒会。               www.tanglabrussels.com 

海南集团在比利时蓬勃发展
依托其忠实的中国乘客，10年来，海南航空公司

在布鲁塞尔取得了长远发展。其中不乏闪亮的时刻，

如2010上海世博会。海南航空最大的优势是布鲁塞尔-

北京直航，除了中国乘客，这趟航线也吸引了很多欧

洲人。10年庆典之际，海航每周有4个航班直飞北京，

2017年春天将增加到5班，还未包括将开通的上海直航。

海航集团在布鲁塞尔拥有15家酒店，其他城市5

家。其中包括7家从西班牙集团收购的NH酒店。所有

酒店中，唐拉雅秀是其中最闪耀的明珠。

唐拉雅秀的现代宫殿

布鲁塞尔机场总裁A.Feist和海南航空
布鲁塞尔办事处总经理杨九洲签署合作协议

海南航空
布鲁塞尔机场

Besix集团活跃在建筑、工业项目、基础

设施及海上工程的设计与施工领域。2015年的

营业额为22亿欧元，15000名员工遍布全球22个

国家，承揽的项目遍布各个大洲并不断挑战各

项新技术。公司已与中国冶金科工有限公司签

署合作协议，与之分享在中东和非洲的丰富经

验，公私合作关系的具体操作模式、为设计与

施工提供创新方案的工程能力、以及对复杂的

大型项目的管理能力。        www.besix.com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华 为 和 比

利 时 电 信 企 业

Proximus于2015

年1月确定合作关

系，主要专注于

移动网络开发的

创新工作，包括

5G的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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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期间，协议签订仪式上共

签订了2份中比双边协议与19

份合作协议，将中比企业机构

间的长期合作与谈判推向了顶

点，不但强化了现有合作，也

启动了新的项目。

其中签订的5份协议顺应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

路”政策，包括中冶集团与Besix建设集团在东欧、非

洲与中东的建设项目；中远集团与DEME公司的合资项

目，涉及疏浚、远洋风力、军舰建设及物流；中远集

团、中国五矿在泽布吕赫港的投资项目，通过与比利时

海关的合作在该港建立电子商务基地；华为与Proximus

电信公司再次确立了已经开展的战略性伙伴关系；而海

南航空公司届布鲁塞尔航线开通10周年之际，将于2017

年启动上海至布鲁塞尔直飞航线。

签订的各类协议涵盖了不同行业，包括食品、物

流、信息通讯、健康、能源及金融等行业，涉及企业规

模也各异。

Newtec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54研究所达成

协议，54研究所将在中国把Newtec公司的技术应用在

其最新版本的VSAT卫星通讯系统中。巴可公司又迈出

新的一步，以65％/35％的股份比例，与中电熊猫信息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创立合资公司，在中国生产及开发

控制室LCD和背投视频墙的最新一代产品，并以自己

的品牌投放市场销售。另一个亮点是红星实业集团和

Noordvlees-Van Gool签署备忘录，在中国出售比利时

猪肉及高品质的衍生产品。此外，还有支持中国发展智

能社会的合作协议，如Energy Vision或Sinnol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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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至11月1日期间，比利时首相夏尔•米歇尔对中国进行了简短、紧凑而热情的访问。

访问期间，米歇尔首相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员长张德

江进行了会晤，并与许多在比利时投资或与比利时来往紧密的中国企业进行了会面，包括中国工

商银行、安邦保险、华为、海南航空、湖北联投集团、万达集团等。其间召开的中比经济论坛对

比利时的市场优势与投资潜力进行了介绍，同时签订了若干合作协议。参与者还包括二十余名生

活在中国的比利时人。

该访问标志着两国建交以来的45年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米歇尔首相呼吁比利时朝开放

化发展。他提出，比利时是中国投资者的有益伙伴，不仅是进入拥有着5亿人口的欧洲市场的多

文化通道，更能针对在非洲市场的投资提供人脉资源和经验。

中国-比利时

和谐关系为中比两国
带来一系列喜人发展

红星实业集团总经理张承彦和Noordvlees-Van Gool
公司CEO Dirk Nelen签署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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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梦想
大学2015年被赋予乌托邦标志：“凭着气魄和精神，敢于设想一

个更美好的世界”。但是法语鲁汶大学不是在做梦。通过对数字化的系统

开发和持续的国际化进程，它将其对世界开放的承诺付诸行动。

针对数码媒体的专业应用，创立专业的社会媒体实验室平台Social 

Media Lab-plateforme；一间数据学习室有权限访问彭博社的财经数

据；并准备在2017/18年度开设一个新的硕士项目“大数据”。

2014年2月以来，已有198个国家的24万名学生在其在线开放课程

网站注册。从2017年起，将在一个国际集团在线课程平台edX上建立2个

小型硕士项目的链接：国际法和管理学。

www.sites.uclouvain.be/socialmedialab  www.uclouvain.be/mooc

国际化进程中稳健的一步

中国－比利时高科技孵化园区在鲁汶大学科技园落户。国际化是

当今发展的重要一步。如今，入驻各大学科技园的企业约35%都是外国公

司。经过校长与董事会的高端论证，中国－比利时高科技孵化园区是开

展国际合作的大好时机。入驻科技园的中国企业及其科研人员将会享受

与比利时企业相同的待遇。如果他们寻求真正的科技发展和忠实的合作

关系，大学的创新增值生态系统将毫无保留地向他们敞开。对于法语鲁

汶大学而言，中国并不陌生，也不意味着冒险。它已经与多所中国高校

建立了合作关系，已接待了百余名来自中国的学生和科研人员。  

法语鲁汶大学任命M.Francaux教授全面负责与CBTC“中国-比利时

高科技孵化园区”项目的协调工作，横向贯穿教学、科研、管理等所有

相关主题以确保最高的效率。  www.kapuclouvain.be  www.uclouvain.be

CBTC的主要合作方UCL
法语鲁汶大学2016

用数据说话
全球法语综合大学排名第四

人文、健康、精密科学3个领域14个院系

1886名教授

2111名研究人员 

截止2016年11月5日，30850名在册就

读学生

300个硕士项目

23个3年以上的博士项目

2034名博士生

2014年研发投入2.25亿欧元，其中

1.63亿为外部合同

2所大学附属医院

2个科技园和4个孵化器共接纳343家公

司，其中一个科技园获得国际科技园

与创新区域协会IASP的认证成为正式

会员。

2016/17世界排名

《泰晤士报》排名第128位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第154位

“上海交大世界大学排名”第158位

法语鲁汶大学也是The Guild-全

球科研能力最强的16所大学网络成员

之一。

2007年以来从欧洲研究理事会共

获得27个奖学金，其中5个重要的“高

级”奖学金授予经验丰富的科研人

员，可以用于购买设备和吸引国外科

研人员。

在其欧洲研

究院成立50周年庆

典仪式上，比利时

首相夏尔•米歇尔

发表演说《欧洲，

停止或继续》。

比利时泽布吕赫港与中远集团和中国五矿集团公司签署框架协议，与比利时海

关合作在泽布吕赫港建立一个电子商务基地。

比利时的泽布吕赫港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是通往欧洲主要消费市场的必经之

路。它可以处理各种类型的货物：集装箱、汽车、天然气、传统货物、食品。

泽布吕赫港已同中国展开了诸多合作。中国集装箱运输公司最大的货轮在这里

转运。中国集装箱运输公司、招商局集团及上海国际港务集团均有参与港口终端的资

本运作。China Gateway香港公司也是其合作伙伴之一。

1997年，泽布吕赫港同天津港成为姐妹港，展开亲密合作。

泽布吕赫港不仅仅是海上运输枢纽，位于北海之滨的港口已发展成为一个超级

现代的物流平台，有能力为中国市场提供综合的优质服务。www.portofzeebrugge.com

中远海运集团和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比利时泽布吕赫港

中远海运集团
DEME集团

D e m e和水有不解

之缘。集团专业从事疏

浚、海洋基础设施、环

境保护、土地复垦等项

目。其子公司GeoSea与

中远海运集团董事长许

立荣签署协议，共同发

展中国海上风电项目。

www.deme-group.com

合
作
共
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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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优先事项

为推动进程，各成员国之间必须重新达成共识，“欧盟

内部不够团结”；

欧洲必须确保其世界地位：“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欧洲，

我刚刚从G20回来，欧洲在这个重要论坛占据着7个席位…问

题比我们提供的解决方案要多的多。”

欧洲需要行动起来：“我提出一个具体的、未来12个月

的欧洲行动方案。”

2014年确立的10个优先事项，或涉及欧洲内部，或影响

欧洲与世界的关系。2017年的行动方案在对2016年的执行状

况总结之后提出。

国际影响力话题

EFSI：这支增长基金针对两个重点、面向所有在欧洲投

资的公司开放：基础建设项目及支持中小企业的项目。2015

年EFSI批准了192个资助项目。资助将延长至2018年以后，

同时也更容易同欧洲的其他资助项目结合。

唯一的数字连接市场：500亿欧元的公共及私人投资用于

协助企业向数码化过渡，其中投资5亿欧元建设欧洲数字创新

平台网络和云计算，企业可以从创新平台获得咨询与帮助并

利用平台测试其数字项目。支持5G网络共同标准的定义及网

络安全。

统一的欧洲外交政策：同各国建立统一战略，包括中国。

为使欧盟委员会的提议转化成实际行动，欧洲理事会、

欧洲议会及各成员国之间必须达成一致意见，期间组织的沟

通与讨论已经越来越系统化。

EFSI基金已经资助了4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3个

海上风电场和1个Ginkgo Fund II基金，该基金投

资进行将旧工厂改造成无污染的居民区项目。

与银行及基金会已签署了7个协议资助中小企业项

目，总金额为2.47亿欧元。

欧洲面临很多现存问题，它希望其所有成

员国能够达成一致，把行动方案落在实处。在

从杭州G20峰会回来之后，容克主席向欧洲议

会提交了欧盟委员会2017年的计划书。

中欧携手共创未来

杭州G20峰会的共同目标：世界经济的增长必

须惠及所有人！高质量的会议进一步确立了中国日

益增长的领导地位及G20作为全球治理中心的主要

职能。为对抗经济及金融危机，它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世界银行一直保持着积极的对话。

带着相互理解并意欲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

深切渴望，自1994年起，欧盟与中国建立结构性的

对话机制。历经多个阶段的发展，本着互惠互利、

在所有领域公平竞争的原则，最终达成了《中欧合

作2020战略规划》合作框架。

双方在各级层及众多机构之间建立了稳定的

交流。优先主题：签署一份投资协议，在气候问

题、打击恐怖主义、及安全领域展开合作，为知识

产权及标准定义通用规则和应用，建立研发合作伙

伴关系，对现存问题如中国钢铁产能过剩进行谈判

解决，基础设施及数字连接。

欧洲2017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和习主席

欧洲商会总部设于布鲁塞尔，是代表47个欧洲

工商业商会、2000多万家会员企业的工商业协会。

近期，751家会员企业及其商会代表在布鲁塞尔欧洲

议会的恢弘大厅召开盛会。

来自各国各行业的中小企业就欧洲未来经济发

展的关键主题进行投票：国际关系、培训和流

动、金融和能源。欧洲商会秘书长Arnaldo 

Abruzzini为会议监督员，他将把投票结果

递交欧盟委员会。   www.eurochambres.eu

第
四
届
投
票
会
议

Connecting business 
to Europe

在
比
利
时

2017年

3月，奠定欧洲一

体化进程的《罗马条

约》将迎来它的60周年

纪念：这是一个好机

会来表达身为欧洲

人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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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U国际公路运输联盟对“一带一

路”表示祝贺，并预见了陆路运输的未

来发展。很多偏远地区因道路连通而无

需再经过港口，这将极大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在布鲁

塞尔召开的IRU/欧洲公路运输大会有300人出席。会议

对各方代表，中国驻欧盟使团代表、欧盟代表、以及代

表欧洲公路专业人士声音的IRU代表U.de Pretto，提出

的观点进行讨论。中国加入国际公路运输公约TIR将会

加强彼此的信心。这条路无疑将成为与途径中亚国家交

流的源泉。但对可能存在的问题，会议也进行了讨论：

基础设施建设、多功能港口的必要投资，以及便利贸易

的工具等。

结论是肯定的：“一带一路”将带来更大的灵活

性，它应该被纳入欧洲和中国的投资规划，但是商品价

格及工作环境等条款必须遵守欧盟法律。

应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主

席Jo Leinen之邀，欧洲学院召开

“中国的区域合作”研讨会，讨论在

同样增长与互惠精神指导下，中国与邻近国家的合作。

丁丁对火车有着特殊的情感，“一带一路”这条新

丝绸之路一定甚合他意。

乘火车周游世界 2016/12/6-2017/4/16

火车世界博物正在展出丁丁的火车大冒险故事。他

在旅行的每一站、每一本漫画中用到的物品都被乘放在

行李箱中展出，行李箱则分散放置在博物馆各处。其中

一个大厅全部陈列着火车的原板画稿，各种设计、各种

视角，也包括蓝莲花。             www.trainworld.be

“一带一路”构想不是一个超级飞

跃，但它是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重要步

伐。习主席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构想

贯穿到中欧间的会议、研讨会等各种工作

进程。“一带一路”的指导思想是：通过

吸引欧洲国家及其机构的参与，实现彼此

的连接及共同的经济增长，同时也为途径

国家的人民带来福祉。它的实现也是可持

续性创新及研发的绝好机会。

世界不会一蹴而就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由中国发起、面对所有人开放、并惠

及所有人的宏伟工程。

今年10月，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在布鲁塞尔召开中比合作论坛，

各机构及商界400多人出席论坛，比利时经济大臣K.Peeters发表致

辞。曲星大使介绍了中国的第13个五年规划的工作任务，促进可持

续性发展、惠及全国人民的经济增长、及面向世界开放。随后他强

调了同样以区域合作和融入世界经济思路为指导的“一带一路”规

划。拥有57个创始国的亚投行即是发挥资金与技术协同效应的最好

明证。此外，中国是第一个宣布支持容克投资计划的非欧洲国家。

比利时是登录欧洲的理想枢纽。2016年9月，中铁快运的火车

首次连通安特卫普。旅游、贸易、相互投资、交换留学生、教授及

研究人员，双方的合作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积极。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曲星



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查里曼大帝出

生于公元742年，他通过军事征战与友

好结盟完成了欧洲的“统一”大业。在

保护艺术与文化的同时，查里曼以基督

教一统为基础建立了新的社会。骑士与

大教堂均是其时代象征。

在该时代顶峰时期，加洛林帝国的

版图囊括了当今的许多欧洲国家，如比

利时、法国、德国、荷兰、卢森堡、奥

地利、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甚至瑞士，

以及意大利与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另

外，帝国还掌控着西里西亚、波希米

亚、摩拉维亚与斯洛伐克地区。

公元800年查里曼加冕后，在国家

治理方面制订了许多规则，其中如效忠

宣誓等一直沿用至今。为了完善其统

治，查里曼还亲历帝国领土的各个区

域，不断地进行了巡视。

欧洲运动协会希望重现查里曼帝

国的时代精神，鼓励欧洲的公众亲自体

验帝王当年的巡游路程。查里曼欧洲文

化路线通过与路线不同阶段的各个地区

开展合作，提供拼图式的游览路线。项

目不仅包括历史建筑、博物馆和景区的

参观，还让游客以查理曼时代的方式穿

着、饮食甚至歌唱。每个欧洲地区都贡

献各自的宝贵传统以及时代回忆。

为实施该项目成立的查理曼之路协

会在布鲁塞尔得到了欧盟议会与大区委

员会的支持。来自比利时欧洲运动协会

的比利时人Pierre Dehalu被选任为该

协会主席。他同时还负责在查里曼逝世

地点亚琛为附近的比利时列日省制订旅

游路线。路线所经地区不久将派代表应

邀前往列日，完成路线的筹备。    

       www.viacharlemagne.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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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欧高级别

人文交流机制推动下

的相互吸引，一带一

路启发下连通东西的

文化纽带，10月到12

月期间，中国-欧盟

文化艺术节将在布鲁

塞尔和斯特拉斯堡闪

亮登场，将中国文化的风采展现于世。这一欧洲和中国

机构之间的合作成果，得到中国驻欧盟使团和布鲁塞尔

中国文化中心的大力支持，艺术节将在不同地点进行，

形式多样、影响广泛。书法展、美术展、摄影展、ONE

乐团中西合璧的演奏会、两部循环播放的成年及儿童电

影、中国美术馆研究与策划部主任张晴博士主讲的“海

洋时间与中国艺术”、以及一个产业创新论坛。丰富多

彩的展览及活动可以满足所有人的好奇心与文化激情。

2个重要展览：《中国书法家协会2016•汉字之美

“中国古代哲人的沉思与当代书法家的表

现”》书法展，30幅当代书法作品及30方

篆刻原石在极少对外开放的欧盟对外行动

署展出；《观我—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影像

人生》摄影展，出生于1881年的叶景吕先

生，在1907到1968年间，每年都要去照相

馆为自己拍照留念，它折射出了主人公为“我”而存在

及其自尊、自爱、自省、自信的人生态度。贯穿其一生

的62幅黑白照片在欧盟媒体俱乐部展出。

中国文化中心自成立以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爱

好者，它通过众多的活动把他们带进一个闪耀的国度。

12月，这里即将拉开《艺术与和平》

展览的序幕，40幅在北京美术双年展

展出的中国现代艺术作品将与布鲁塞

尔见面。

沐浴
中国
文化

查里曼大帝

www.cccbrussels.be   www.chinaartsfestival.eu 

当代艺术展

摄影展

书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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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 Elit：公共事业基金会IRE(即“比利

时国家放射元素研究所”)的子公司，开发用

于早期精确探测前列腺癌的镓-68发生器。

IRE于2010年创建环境与生命科学技术分

公司IRE Elit。公司致力于放射性药物的生产

和环保服务，它的放射性药品全部依据GMP生

产规范操作。因产品经过进一步的净化与消

毒，质量完全符合患者直接使用的要求。

在其放射性药物生产任务中，钨-188/

铼-188，以及锗68/镓68发生器的生产制造位

居首要地位。

公司的环保服务包括开发、实施环境辐射监测设备与技术；对放射

性废物进行妥善管理；以及为加强核安全提供技术研究与协助。它也曾

与其他国际合作方一同参与建立一个中国核应急预案。

IRE Elit已与上海Lai Tai公司达成协议，为其提供应用于骨转移

疼痛缓解治疗的铼-188发生器。该产品在中国的临床试验已进入第二阶

段，预计2020-2021年将获得销售许可。

公司非常愿意与中国分享它的成果。公司派出专家对中国多次进

行学术访问、企业拜访、并参加行业内的专业会议。      www.ire.eu

一等奖葛兰素史克疫苗：20年来坚持不懈地进行老年人带状疱疹候

选疫苗的开发工作。1955年起在比利时展开疫苗活动，瓦隆工厂是全球

最大的疫苗生产基地：1900名科研人员，生产疫苗200万只/天。

巴斯夫：开发生产新型超薄高吸水性聚合物，应用于妇女儿童卫生

用品。1964年起在安特卫普生产聚合物，并在此建立全球第一家高吸水

性聚合物生产厂。

Evonik：1968落户安特卫普，公司生产的蛋氨酸和氨基酸是虾和贝

类养殖中膳食补充剂的基本成份。发现一种通过减缓在水中的稀释过程

延长蛋氨酸有效性的分子。在安特卫普建立第一条生产线。

Essenscia 2016创新奖
在比利时，研发享受着众多资金支持及优惠政策。2015年的研发投入为36亿欧元，

10年增长60%。在密集的研发投入的滋养下，2015年化工行业实现650亿欧元的营业额。

外商投资企业

比利时企业

Q p i n c h：工业能源效率技

术，该技术应用可回收冷却过程

中的残余热量，在加热过程中以

低廉的成本实现温度从5 0°到

100°的提升。   www.qpinch.com

Essenscia创新奖用

于表彰优秀的比利时企

业及长期以来在比利时

投资的外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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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税收激励机制
以创新为基石的比利时经济对于研发的投入十分密集。作为先进知识的源泉，各大院校、研究

中心等机构与各行业的工业企业展开全方位的合作。大量高素质的研发人员、众多的研发企业都面

向合作伙伴开放。除了众多的支持基金，比利时最大的优势是十分优惠的税收制度。

来比利时投资研发的10个税务理由

1  专利收入减免：利收入的80%可从应征税基数中扣除，享受免税待遇。因此专利收入实际税

率最高为6.8%（减免至2021年6月底）。

2  研发活动及专利投资税收抵扣：可从应征税基数中扣除总额的13.5％。

-用于环保型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投入；- 用于收购或内部开发的专利

3  研发投资的税收抵免额度：节税相当于投资减免（投资价值的13.5％），旨在降低研发成

本，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未使用完的抵免额度可在5年后申请退税。

4  符合规定研发人员的所得税代缴预提享受部分减免：具有特定硕士学位的项目研发人员，可

享受预提所得税80％的减免而无需向国家缴纳。豁免硕士学位列表根据佛拉芒大区、布鲁塞尔、瓦

隆大区各区规定。

5  聘用附加工作人员的利润豁免：如企业招募额外的“全面质量管理”和 “出口”岗位的全

职主管人员，每名可豁免15,360欧元的企业利润。

6  创新奖豁免：员工的创新可以为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创造附加值的，其创新奖励可享受

免税。

7  研发外籍人员规定：对于临时派往比利时的外籍研发人员的外派津贴、非经常性开支报销

（安家费等）、以及国外收入不予征税。

8  转移定价政策：关联企业内部转让有形资产、无形资产、或服务的“转移定价”需依照公平

交易的原则确定，例如研发服务的 “成本加成定价”规则，（如研发的一部分在另一国由关联企业

进行，这意味着价格可能不是公平的市场价格，税务部门只接受按公平交易原则确定的价格。）

9  加速折旧法：研发的无形资产（如商誉权）前3年采用加速折旧法，其后采用直线折旧法。

10 区域津贴豁免：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立法，各区域发放的津贴本金及利息享受免税。津贴不视

为应纳税收入。

www.minfin.fgov.be

Federal Public Service Finance
Rue de la Loi,Wetstraat 24,
B-1000 Brussels (Belgium)
Tel. +32 257/93/866  Fax +32/257/951/12
Mail: taxinvest@minfin.fed.be

Fiscal Department for foreign investments

将回应您所有的问题。如有需求，请与他们联系。

投资比利时，提升您的收益

Mithra Pharmaceuticals：公司制造及开发

通用和特殊的妇科药物：经销23种药品。公司对

创新性分子Estetrol雌四醇的研究已进入第三阶

段的测试。公司以豆类产品为原料合成的胚胎肝

脏会自然催生E4雌激素，这种没有副作用的雌激

素将被应用于避孕和更年期药物。Mithra是一家

上市公司，占比利时避孕药市场46.7%的份额，多

种产品打入国际市场。2016年11月，Mithra同实

力雄厚的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协议，由

其每年在中国举办1000场避孕教育活动。仙琚将出资在中国开展以Estetrol雌四醇为核心的

妇科药物的临床试验。具体操作模式将于2017年2月确定。                www.mithra.com 



安永会计事务年度颁奖仪式：从4家入围企业中评选出
2016年度企业大奖及最具潜力企业（法语大区）

比利时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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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 de Groote先生将担任比利

时技术企业联合会Agoria新一届

主席。

他打造未来的4个工具：
工作的灵活性

企业成功中员工的参与及责任

积极的方法和对新技术的投资

互动教育和持续培训

比利时商业联合会 Comeos    2016 Mercure奖

10家入围企业中的3家都具

有启发性思维！

一等奖：家乐福的一家卖场

通过销售人员与客人的近距离接

触重新营造市场的亲切氛围，如

现场制作菜肴。

Blabloom集团，最好的产

品：儿童、健康、学校、家具、

玩具等日常生活中环保及安全的

产品。公司设置工作室进行产品展示，用户可以现场体验。

Dockx只专注于一个领域-搬家。            www.comeos.be

Beltug协会由活跃在比利时的1200

个数码科技公司组成，华为也是其会员之

一。确保人与人或机器之间各种形式的最

佳连接，是它在与政策制定部门对话时最

首要的任务之一。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同

时，保障工作也必须同步跟进：基础设

施、连接的安全性、数据保护、软件资产

的管理、平台、定价。这就是Beltug全力

在做的工作，并负责将专业数字用户的诉

求传递给政策制定者。

Beltug会长及Intug主席D.Jacobs女士

代表着全球ICT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用户的

利益。

对于建立在知识及工作共享基础之

上的新经济而言，网络连接是其关键。依

存互联网而生的企业如Uber优步、Airbnb

空中食宿等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客户接纳，

它们迫使传统行业为了消费者的利益而重

塑自我。              www.beltug.be

服务质量、公司管理和财务状

况是评选的第一标准。

其他获奖因素
夺冠企业

Daoust：活跃在比利时的人力

资源公司，凭借其为客户企业、企

业员工及临时雇员之间创造的优质

人际关系一举夺冠。

提名企业
Ronveaux：从事电力及翻修

的建筑公司，业务主要集中在比利

时。提供给客户的信息质量是其一

大亮点。

Procoplast：在汽车行业自动

化制造精密塑胶工程部件及保护电

路的注塑盒利基领域具有很强的增

长趋势。为实现完美产品同行业上

游OEM厂家的沟通使其脱颖而出。

Pranarom-Herbalgem：生物创

新型企业集团内的企业为互补生产

线，充分利用各自实验室的优势而

走到一起。合作最远到达中国。

Pranarom: 活跃在精油行业的

世界领先企业。www.pranarom.com

Herbalgem：60多种胚芽产品

以含苞待放的花骨朵为原料。新鲜

采摘的原料在有机工厂加工从而稳

定。从采集开始的整个链条都受到

严格的质量控制。产品包括单一或

多种胚芽浸渍提取液。以桦木汁为

基底的产品是其一大特色，胚芽和

糖浆的效力得到进一步强化。

最具潜力企业
Real Impact Analytics：公司为

电信运营商开发大数据分析工具。

他们的座右铭是“行动”：借助应

用软件将数据流转化为更有效的信

息。www.realimpactanalytics.com

联合会9个极具竞争力的俱乐部    
Healthcare,Build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Smart Cities，

Transport and Mobility,Food and Beverage Technology, 

Machine Construction and Production Systems,Energy Technology,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Banking Technology

www.agoria.be/en/markets

法兰德斯大区的获奖企业为
Vyncke：生物质锅炉。



欧洲发行人协会维护在欧洲证交所上市的公司的

权益。它直接或通过14个协会间接拥有大约13000个会

员。它活跃在欧盟机构，游说政策制定者，旨在为欧洲

金融市场的使用者提供一个良好的监管环境，使资本市

场的进入更加便捷。

所有涉及上市公司生存与发展的措施，如良好的管

理制度、评级机构和投资银行的评估规则都在它的日程

之内。

短期工作重点：简化中小企业上市及其后每个发展

阶段的程序，包括可能的从替代市场向主要监管市场的

过渡。

Small and Mid-Cap奖
协会每年都会为其成员颁奖。2017年欧洲Small 

and Mid-Cap奖从12个入围企业中评选出4家获奖企业。

Bone Therapeutics，比利时生物

制药企业，在泛欧交易所上市，是

入围企业之一。它研发了两款预防

及修复骨损伤的独特产品：细胞分

化化合物以及对骨缺损部位的针刺

疗法。

www.europeanissuers.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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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融资渠道

比利时的家族证券交

易集团Leleux Associated 

Brokers为投资客户提供优

质全面的服务：从订单操

作到投资咨询、再到财富

管理，拥有15000名私人客

户和8家金融机构大客户。

在欧元区的主要交

易所泛欧交易所操作的

Leleux Associated Brokers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目

前已成为伦敦证交所、维也纳证交所、法兰克福证交所

的成员，并装配了能够接入多个市场的电子交易平台。

其网站可24小时实时连接全球所有金融市场。

2017年它的投资建议是关注股票和房地产，并发

布了一份2017清单，按行业列出了最看好的20支欧元区

企业股票。目标是：击败指标性指数Eurostoxx 50（欧

洲斯托克50指数）。清单中有5家比利时企业：化工行

业的索尔维集团、电信行业的Proximus、食品行业的

Greenyard Foods、Tubize金融控股公司持有的UCB制药

35%的股权、控股公司Ackermans&Van Haaren。
www.leleux.be   www.euronext.com

马丁斯欧洲研究中心的智囊团最近举办了其年度

经济理念论坛，向欧洲高层责任者与行业代表就必要建

立的新模型提出了问题。这是针对2017年开展的积极社

会行为！论坛涉及的观点有：每逢政权过渡时期，就业

岗位数量会发生下降，但也会带来新的优势与机遇；不

应将失败视作消极事物，而应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风险

也是创新过程的因素之一，应由公共与私营单位一同承

担；数字信息不仅仅是一个产业，而应成为贯穿所有行

业（包括教育、健康等行业）的工具；新的劳动者阶级

正在浮出水面，特点是其独立性与灵活性、以各个项目

为框架开展工作，该群体的社会保障不

应通过劳动合同的约束来实现。

     www.martenscentre.eu

经济理念论坛

荷宝分析
荷宝(Robeco)投资管理集团首席投资官员达尔德认

为，“特朗普承诺入职后推动对财政预算的重新强调，

结束对于货币政策的过分依赖...鉴于目前预测的微弱

增长趋势，实际日后更有可能出现惊喜，因为业内人士

大都倾向于认为该增长减速趋势仍将持续。若经济增长

方面果真出现良好意外，投资者信心将得到改善。这就

会意味着投资复苏，从而启动新的增长动力。然而，仍

然存在一定的威胁，即特朗普朝保护主
义的回归。”       www.robeco.com

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

之后，各路金融分析师基于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数

据、接二连三地发表了对

2017年的大量预测。对于经

济来说，似乎也并非大难临

头！12月的全球股市就证明

了这一点。欧洲中央银行

行长马里奥•德拉吉最近已

宣布，将原先的资产收购

计划额外延长9个月，每月

所涉金额降至600亿欧元。

Leleux的
操作建议

www.bonetherapeut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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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未来



对话Awex及WBI署长P.Delcomminette女士

瓦隆大区外贸与
外国投资促进总署

Awex-中国2017年亮点
瓦隆希望在中国参加更多的国际性专业沙龙，接

触更多的中国企业，在提高知名度的同时，寻找技术合

作的商机。对于某些展会，瓦隆的出席已经成为一种惯

例。如深圳高交会和香港的亚太区美容展。通过这些沙

龙，瓦隆企业有机会拜访同行业的龙头公司（如2016年

华为）、科技孵化器（2016年深圳湾兆邦基科技梦工

场）、或探索邻近市场。

此外，在瓦隆集群和各类展会之间，Awex还发挥着

关键的杠杆作用。2016年参加的一些展会，2017年还会

继续参加。

2016年10月，第11次同瓦隆物流集群参加深圳国际

物流与交通运输博览会。瓦隆物流集群强力推介大区所具

备的“欧洲门户”的巨大优势。其中自然也包括电子商

务，2016年瓦隆曾特别就该主题召开研讨会。双方达成

的协议证明了中国对瓦隆的极大兴趣。同样是2016年，

瓦隆物流集群同深圳物流与供应链协会更新合作协议。

Awex还参加了中欧生物医药合作暨投融资大会，为

瓦隆生物科技公司同中国的合作牵线搭桥。一起同行的

瓦隆生物集群在中国十分活跃。

同瓦隆食品集群一起，Awex将参加2017年香港国际

美食展，重点挖掘瓦隆巨大的食品潜力。

此外，第8次随比利时展台参加中国对外投资合作

洽谈会，旨在吸引那些把比利时列入投资选项的企业。

2017年3月，比利时将派出一个“阿里巴巴”代表

团。阿里巴巴的网络势力蔓延到比利时并向比利时企业

产品开放了它的电子平台。阿里巴巴为其平台选择比利

时公司，已经预示了中国市场对比利时的潜在兴趣。对

杭州总部的拜访已经在日程之内。将拜访的另一座城市

尚在选择之中。届时，B2B会议组织会一同前往。

哪些瓦隆推荐给中国的行业将会得到特别支持？

Awex在其行动方案中调整了可以进入中国市场并蓬

勃发展的行业。在近几年间的时间内，我们将重点支持

物流、生物、数码、及食品行业。“我们行动方案的特

点是稳定性。”

CBTC项目下一步如何进行？

中国-比利时高科技孵化园区项目CBTC最初由武汉

东湖高新技术创业中心（WHIBI）发起，之后转让给中

国联投集团下的欧洲联投和新鲁汶科技园。Awex从一开

始就大力协助该项目，其后又一直给予积极的关注。

项目今年6月已经开始施工，联投集团和Awex签署

了一份备忘录，这证明了CBTC项目对合作方及瓦隆大区

的战略重要性。大区将为园区内的企业整合提供一切必

要的支持：沟通、人力资源、网络等。备忘录是在米歇

尔首相出访北京时确定的，所有的合作方都在场。

12

在中比合作领 域深度耕耘
在 主 管

出口和吸引投资部门Awex的推

动下，瓦隆与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合

作网络及深厚的友谊。瓦隆的商人、

学者、科研人员的众多项目遍布

整个中国。

2 0 1 7

年 是 中 国 的 鸡

年，公鸡同时也是瓦

隆的象征：这一年将

是双方未来关系的

好 兆 头 ！

-在新鲁汶的园区占地8.5公顷

-建设面积82000平方米

-购买2栋建筑楼作为企业接待之用：已

有9家企业入驻

-定位5个集群：生物技术/纳米技术、

信息和通信技术、光电技术、电子科技、可

持续发展、绿色工程/新型材料。

-在新鲁汶市中心为外籍人士建造300套

住宿。

该项目的共同目标是建立一个商务与技

术相结合的中欧合作平台。对于未来的中国

投资者来说，一个良好的中国生态系统是其

最大亮点。

“我们很自豪这个标志性的项目落户在

瓦隆，它会更好的调动我们的积极性。”

瓦隆

CBTC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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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大奖Physiol，为了更加清晰的视力
Physiol专门开发、生产白内障手术用人工晶状体和注

射系统。公司的研发、生产活动涉及眼内植入物产品的各

个阶段，包括高分子化学、建模、与植入材料相关的风险控

制、消毒工艺及包装等。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是公司永恒的

主题。公司的三焦点植入物目前属全球唯一，它能够同时对

白内障和近、中、远视力障碍起到治疗作用。公司的市场开

发立足于全球，目前已经进入香港。       www.physiol.eu

二家企业获：欧盟以外成就奖
AE Valves

开发并生产石油化工和天然液化气行业使用的工业阀

门。主打产品：C-Ball阀门。最大市场：欧盟。
www.ae-valves.com 

Oncodna

个性化的癌症治疗方案，将对肿瘤DNA特征的全面诊断

和高通量测序分析及病理学分析相结合。仅需采集一个简单

的血液样本就可以分析评估治疗结果。

公司的在线社区Oncoshare将患者、肿瘤学家和科研人

员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此外，还同上海的一家大型实验室建

立了定期合作，公司希望更多的投入到中国的健康问题中。
www.oncodna.com 

二家企业获：欧盟范围成就奖
Eurogentec

提供：实验室分析所用的诊断试剂盒、研发特别是基因

和蛋白质研发所用的高分子物质、生产过程、药店及生物制

药厂生产过程中所需的活性物质。     www.eurogentec.com

Market IP

控制流动性的软件套装：测绘应用程序、地理定位、行

车分析、车辆、人员及物体间的连接。  www.market-ip.com

在海外市场持续取得成功的Sonaca获得特别奖

Sonaca公司生产应用于民用航空、军事及航天领域的

先进复合材料。拥有5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公司在装饰

材料及机翼活动部件领域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同空中客

车、巴西航空、达梭航太等大型客户的长期合作经验，使

其有能力为客户提供工程服务、大型金属部件、复合材料

及机械零件。拥有2300名员工、其中400名工程师，公司

2015年实现了3.7亿欧元的销售。2011年，公司同合作伙伴

Eltra在天津共同创立生产单位Sinelson Aero，紧邻空中

客车在中国的装配工厂。             www.sonaca.com

瓦隆出口大奖

6家企业获奖

在中比合作领 域深度耕耘

瓦隆—布鲁塞尔联盟
国际关系总署

WBI-中国2017的亮点
驻北京的WBI代表处已经关闭，今后将采用何

种方式开展工作？

文化对经济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我们

决定建立一个多元的服务集群，兼容WBI的文化事

务与Awex的经济事务。3个重点是：研发创新、文

化及文化产业的重要影响、围绕法语文化政策推

广法语语言及文化。

AAwex在北京的经济商务专员E.Dienga女士负

责协调所有事宜。

如何进行科研合作？

WBI十分支持研究人员的流动性,支持他们参

与中国的合作科研项目：已经同中国科技部的欧

洲团队展开讨论2017-2019年合作计划，资金模式

及合作专题已经定义完毕，首个招标项目预计于

2017年第一季度出台。

合作专题
•食品、农业学，包括可持续发展农业

•生物技术

•可持续发展能源与环境

•信息通信技术和微电子

•健康和生物医学

•航空航天及遥感技术

•材料科学与纳米技术

•气候学

•政治与社会学

大学间的合作如何进行？

WBCampus负责瓦隆及布鲁塞尔高等教育在

国外的推广工作。其工作重心是吸引高等教育第

二、特别是第三阶段的中国学生。连续两年，

WBCampus都参加了11月在北京和上海举办的博士

生招生面试交流会。按事先联系好的约定，大学

代表同中国的博士生、博士后候选人会面。高级

别的甄选活动以及事先了解学生的机会，使这些

大学如法语鲁汶大学、法语自由大学、列日大学

等可以发现最适合自己教学的学生。

WBCampus还编辑了一本汉语的招生宣传资料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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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隆数字技术署（AdN）负

责制订、实施及追踪数字领域

的公共政策，为该领域的发展

与相关机构与企业进行合作。

在国际层面，AdN在2015年就参

与了深圳高交会。

比利时瓦隆大区的经济与

数字技术部部长让-克劳德•马

尔库尔制定的行动规划如下：

在与科研和企业界的所有机构

组织进行磋商的基础上，实现

瓦隆大区的数字化。采取这种

积极的战略，正是为了以迅速、

协调的节奏、将信息数字化带入机构、企业与公民的核

心结构理念当中。瓦隆大区的所有部长都为此做着不懈

努力。

名为“数字化瓦隆”（Digital Wallonia）的门户

网站就是体现这些行动的虚拟和现实平台。在2016年到

2020年之前，政府将为该方向的科研与国际化进程陆续

投入5亿欧元。可以说数字化大

潮正在席卷整个瓦隆社会：土地

规划、企业、研究、公共服务、

学校、健康等领域无所不及。

行业总动员

马尔库尔部长还在20 1 6

年启动了名为WING的数字技术

企业专向创投基金，以及名为

WALInnov、针对跨学科、跨院校

高科学潜力研究开展的支持计

划。在此背景下，各大研究中心

如Cetic、Technifutur、行业组

织如视听技术行业协会Twist和信息行业协会TIC、各大

院校以及技术初创企业支持社区Startups.be都行动起

来，在互相之间开展合作。

世界级的数字技术明星中也有瓦隆企业，如拥有视

频延速技术的EVS公司，以及提供纸制文件数字化方案

的IRIS公司。 www.digitalwallonia.be

瓦隆简介
第一次工业革命于19世纪在欧洲大陆迅

猛发展之时，在先锋的发明家与企业家的推

动下，拥有丰富煤炭与矿产资源的瓦隆成为

除英国之外的全球第二大工业化地区，领先

于美国。往昔的盛况为优良工业传统在今日

的延续奠定了扎实的根基。就像大树从深根

中汲取生长的力量一样，我们古老的欧洲大

陆一直注重保持未来与过去的稳定关系。

如今，瓦隆选择那些可以施展我们丰富

经验和技术才能的生产、服务和活动领域进

行深入拓展，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

瓦隆ICT
代表团访华

促进对外贸易业务、积极吸引

外国投资的瓦隆大区外贸和外国投

资促进总署，是推动瓦隆企业在国

际市场上销售产品、参加展会、会

晤潜在合作伙伴及承揽外包业务的

服务机构。出口局同时也是外国投

资商在瓦隆创业以及了解、获得

优惠政策的唯一对话机构。
          www.awex.be

AWEX

Awex于2016年11月14至18日前往中国，以“信息与通信技术导览”介绍瓦隆大区的相关企业

与机构。出访代表团由Awex负责人D.Duong率领。本次A仍出访中国共有上海和深圳两站，旨在探

索商机、接触潜在供应商与合作伙伴并建立技术观测机制。在Awex2016规划中数字技术领域是重

点发展对象。Awex代表团在上海站的访问主要涉及智能城市、物联网与虚拟现实三大领域。在

深圳，Awex在其合作伙伴深圳控股有限公司的协助下，充分抓住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这个机遇，尤其继Awex与瓦隆数字技术署（AdN）签署合作协议之后更是具有特殊意义。

瓦隆—数字技术的卓越之地

让-克劳德•马尔库尔部长

D.Du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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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mond Dulieu先后出任国际骑行

者联盟俱乐部营销总监、环法自行车赛

营销总监、红牛国际体育赞助总监、欧洲冠军联赛运营

总监。在积累了丰富的技能与经验之后，他于2004年创

立Freecaster公司。

Freecaster公司的网络平台主要以音频和视频的形

式直播或延时播报极限竞技运动、时装表演、节日活动

等热点事件。这个平台允许内容权益人通过网络在全球

范围内同他们的粉丝分享音视频内容。它也向中国实况

转播国际内容，同时向国际转播中国的热点事件。

公司对大约15个极限运动及竞技比

赛进行实况转播，如冲浪、滑雪、山地

自行车、摩托车越野赛...其软硬件资

源在业内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公司平台立足于现场制作并传输高清

视频的专业能力。公司团队掌握了价值链上所有环节的

必要技能：信号捕捉、视频内容的编辑与发布，可提供

完整的网络播报或单一的模块业务。

公司是众多活动现场的视频眼，如路易威登、爱马

仕、高田贤三等品牌走秀、Tomorrowland音乐节-仅周

末浏览量就达到1400万、奥迪R8LMS杯赛事等。

Freecaster在比利时、法国、卢森堡均设有办事

处。在北京，公司已同中国电视服务有限公司建立合作

关系。它也殷切希望同中国视频传播领

域的同行公司建立合作关系。

www.freecaster.com

Freecaster

瓦隆大区积极鼓励科研创新并为其企业及科

研机构大力提供资金支持。公共服务部门

的第六办公室DGO6主管项目支持，在它的

科研与技术门户网站可以查询到瓦隆为

其大学院校、科研中心、中小企业、以及

大型企业提供的融资条款的详细说明。

针对企业，网站综述了项目融资的分类与条件：产业

研究、实验性发展、雇佣研究人员。

科研办公室也会以招标的形式定期发布项目。

为产业研究项目提供的经费支持，对于符合条件的费用支出部

分，融资可覆盖中小企业高达80％、大型企业65%的费用。为实验性

发展项目提供的需偿还预付款，最高可达支出的70％，受益企业或

机构可以根据新产品或服务销售额的一定百分比按年度分期偿还。

研究成果的所有权归项目开发方所有。

随代表团出访...

高清视频
在线直播

项目内容广泛全面！

健康：Andaman7，一款便携管理

工具，在获得授权的医务人员、患者

及其家属之间共享患者病例，最大限

度的保证信息交换的机密性。数据存

储在智能手机，病人可以随身携带。

安全：BorderSystem，为现场作

业人员创立一个虚拟安全区域，当他

超出安全区域时系统会自动报警。

可持续发展：Recma，正在开发中

的一种工业新技术，用于拆解并回收

太阳能电池板的关键原料。

www.recherche-technologie.wallonie.be

科研创新的财富源泉

路易威登时装秀

Tomorrowland音乐节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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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go Universal公司综合运用多

种先进的数字技术，以极高的效率将

各种应用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它在所

有新兴图像领域积累的经验与技能，

使其得以为企业、城市、博物馆等客

户在普及知识、寓教于乐、市场营销

及娱乐消遣等方面提供全新的体验。

公司总裁Christophe Hermanns

先生的座右铭是：我们必须怀着信心

和野心去接受新兴数字技术。这是一个严肃的游戏，它

可以为应用它们的企业带来增长与创新。

他的专业团队掌握了3D打印、扫描和原型制作的全

面技术。它开发的人体扫描仪器，可以将人体信息转化

为3D数码信息进而制成雕像或三维头像，也可以小批量

加工3D零件，以及将艺术品数码化。

开发是公司永恒的课题，功能日

益强大的各种软件先后诞生：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手势识别、互动视频

游戏。多种技术的结合运用发挥着跳

板的作用，使互动越来越不可思议。

我们早已远离了那个靠带着厚厚的眼

镜探索“更多”的时代。

此外，Vigo Universal公司还可

以承揽烟火、灯光、音响效果等创意活动。

中国也可以成为其密切的商业伙伴：购买、销售、

合作，未来发展具有多种可能。公

司使用的3D激光切割机已经在中国

采购！   www.vigo-universal.com

GreenWatch公司提供的服务可以

确保绿色能源系统的最佳运作，通过

对上游已安装的供热设备进行全方位

管理，最终达到优化系统功能、高效节能的目的。

3项附加服务
• 公司的主打产品Warm Up软件用于建立建筑模

型，通过模拟用户所需能源及绿色能源系统的系统能耗

来选择更适合的供热系统。

• 对建筑供热系统提供的能量和用户消耗的能源进

行远程监控。GreenWatch管理着瓦隆6500个光伏装置：

远程抄表、管理设备、能源系统的效率控制。公司拥有

先进的热泵技术：当系统性能表现背离正常参考值时，

监控器便会发出预警。

• 将可再生能源集成到能源网络。

针对安装于现场的逆变器，公司还开发了若干软件

来提高电网质量。

建筑师、建筑商、热泵安装商以及业主都是公司的

主要客户。                      www.greenwatch.be

Vigo Universal

GreenWatch
服务于绿色
能源系统

想象力
与科技
的联盟

有了精良的设备，我们就可以去月球！

3D打印作品

Memorial van damme赛事 一款挑战游戏

工业电表MK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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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tel研发中心成立

于1999年。它经常与比利时大

学和其他研发机构合作，进一

步深入研究蒙斯大学和法语鲁

汶大学主导的尖端课题。中心

自成立以来，计算机技术得到

飞速发展，Multitel保持着稳

健的发展步伐。如今，中心已

拥有80多位多领域工程师和技

术人员。它的优势集中在互联

网新世界中广泛应用的课题：物联网、可追溯性、视频

监控、计算机系统工程、资料融合、智能城市。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研发中心也是欧盟认可的三个ERTMS（欧

洲铁路交通管理系统）的测试与认证机构之一。

研发中心参与了瓦隆大区和欧洲一系列的开发项

目，通常是多方进行的合作研究。它负责协调的欧洲

Vanaheim项目（550万欧元），8个合作方中有4个研究

所致力于新型视频监控工具的

研究、流量分析、以及地铁站

和火车站的人流统计。它还主

导了三个合作方共同参与的

Ten-T项目，其中日立铁道公

司负责依据ERTMS基线3标准对

机车系统性能进行测试。

为瓦隆大区的企业提供

咨询也是它的主要职责之一，

以便将先进技术整合到他们

的产品和服务之中，开发创新产品并最终投放市场。中

心还可以进行可行性研究、产品原型制作、小批量试

生产。成功的标志：创立了5家衍生公司，它们均使用

Multitel开发的技术。中心曾随瓦隆ICT信息与通讯技

术代表团出访中国。它与中国科研机构及大学院校积极

展开学术交流，十分愿意投资于创新理念，并建立可以

相互促进的伙伴关系。             www.multitel.be

Multitel

3D领域的专家和发烧友都在翘首以待这场盛会：第8届3D立

体媒体峰会3DSM将于12月13日至15日在瓦隆区的列日召开。届

时，这场高端国际峰会将会全方位的立体呈现3D技术的成果及应

用如：3D眼鏡、自动3D眼鏡、多重视角、光场图像捕捉、全息摄

影、声音......设备及支持配件：影院、电视、虚拟现实VR/增强

现实AR/混合现实MR眼镜等。被专业人士视为“大手笔”的3D峰会

包罗万象，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及爱好。

“欧洲影像与3D”协会组办方之一的列日大学负责保障峰会

的高科技含量。大学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的教授J.Verly，

曾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职20年之久，担任此次峰会的科技协调。他

说：“与3D相关的行业和所有使用3D的企业

都会在这场论坛中受益匪浅”。

2016年的国际竞赛有50部3D影片和14

个虚拟现实全景3D作品参赛，其中一部电影

来自中国《中国新歌声》。“欧洲影像与

3D协会”同“好莱坞高级成像协会”AIS建立了合作关系，因此竞

赛主办方可以为3D影视的获奖者颁发卢米埃尔小金人奖，等同于

好莱坞颁发的奖项。协会也在欧洲、中东和北非地区举办竞赛并

颁发奖项。AIS重新整合了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及数个美国3D技术公

司。合作关系的建立可确保双方优先获得彼此在3D科技及艺术创

新领域的最新动态、加强专业人员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3D电影助推计划”支持电影及3D虚拟现实作品的创作，为

项目所有人和潜在的投资方及联合制作商之间的合作牵线搭桥。

在这里还可以了解到虚拟现实3D电影技术的发展过程。3名

高级培训师，其中2位来自好莱坞，将会为参与者提供指导。他们

正在为首部将真实影像与图像混合的360°全景3D电影做准备。

峰会核心：专业研讨会交流3D领域最新技术、艺术及

商业化发展状况。此外，还有设备展示，以及通过屏幕或

眼镜呈现可视化的3D作品。www.3dstereomedia.eu

3D界的“大手笔”

3D Stereo MEDIA

高科技导师

连线采访Wang Yulu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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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i n g s p l a y公司的创始人

Georges Luel先生活跃在物联网IoT

领域。

公司提供集采购、运输、及物

联网数据安全一体化的解决方案，也

可为客户开发兼容ERP（企业资源计

划）和CRM（客户关系管理）管理系

统数据的集成软件。它的服务器每秒

可存储数百个数据。

公司开发了可应用无线网络和

移动电话网络的双卡采集“硬件”技

术，并嵌入SigFox和Lora网络。

Thingsplay公司的实力是应用

市场上已经成熟的技术，以强大、可

靠、低成本的方案实现软硬件集成。

公司的解决方案可服务于各行

各业。其中，工业是其最主要的客

户；在服务领域，法国威立雅跨国公

司已采用其技术进行水处理系统的数

据采集。此外，城市建筑及流动性管

理也需要Thingsplay的软件工具。

公司正在瓦隆区100多所公共机

构的建筑内进行一项实践，利用传感

器采集的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排放

等数据来描绘空气质量指数图。

www.thingsplay.com

Thingsplay

和比利时诞生于同一年，那慕尔大学也建立于

1831年，由科学、计算机科学、法学、经济学、哲学

及医学6个院系组成。拥有260名教授，390名科研人

员，它进行着632个科研项目，创立了众多衍生公司。

以强大的团队合作精神为指导，面对社会变革，它敏

锐地意识到大学的教育职责所在。

C.Angelroth是新创立的研发机构NADI那慕尔数字

研究所在中国的代表。着眼于未来，NADI专注于科技

与社会的跨学科研究。在无极限的获取信息与保护公

民安全和隐私之间，定义一种理想的平衡状态是他们

最大的挑战。各院系正在进行的多个研究项目最大限

度的发挥着同NADI的协同作用。

这个具有前瞻性大视野的系统化运作，可以更

好地评估合作经济，在那里资源共享取代了财产所有

权；也可以更好地了解日益增长的电子服务的影响：电

子医疗、电子政务及公民积极或消极的态度。此外，

它还确保了发展适当的科学技术，P2P对等联网为公

众提供了一个保密、安全、合法分享与交流的平台。

NADI立足于六个相关主题：软件和信息系统、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安全和隐私、科技与社会、经济协

作、创新与服务。

与中国合作
几十年来，那慕尔大学与中国的众多院校在物

理、化学、生物、信息系统、管理等学科保持着长期

对话。

大学化学系两位卓越的科学

家最先开创了同中国的链接。

纳米材料：纳米材料化学实

验室主任苏宝连教授，长期以来

同中国大学-包括吉林大学、武汉

大学等合作开发高附加值、以环

保的方式进行生产的新型材料。

2007年，实验室与吉林大学签署

框架协议，以推动联合科研项目

的发展，便于双方学生及研究人员的交流。

量子化学：该领域的合作由量子化学和建模方法

专家安德烈教授发起并大力推动。作为众多国际奖项

的获得者，他定期对清华大学进行学术性访问，出任

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同时也是中国化学会的荣誉院

士。与各大院校之间达成的教学协议涉及化学、物理

及生物学科。

管理：北京、上海、广东的一组商学院与那慕尔

大学取得联系，正在讨论一个管理项目的联合教学，

双方将颁发联合学位。          www.unamur.be/en

双卡采集技术

持久的跨学科研究

Skalup www.skalup.com
为客户提供可自行定义、自动化

的知识密集型互动任务软件。

Brainstorm www.bstorm.be
网络或手机应用程序，自动化决

策的虚拟顾问。

Rever www.rever-sa.com
为新建或重组现有应用软件构建

数据模型的工程解决方案。

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领域的衍生公司

NADI

物联网的所有阶段

苏宝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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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ght Business的创始人Laurent Salverius先

生致力于采用创新软件，对客户产品或服务进行宣传推

广，从而提高销售业绩。其“在线信息”面临的挑战

是：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刺激购买欲望。特制的屏

幕、销售网点的展示盒：他的创意全方位植入了先进的

数字技术。

小小的屏幕也是情感的联系！他的明星产品旨在同

时牵动消费者的视觉、听觉等多重感官。为强化信息的

影响力，他在纸张、木板、金属、亚克力等所有可以印

刷的媒介上，都嵌入了支持音频、视频、或视觉效果的

迷你数字屏幕。这些超级轻薄、柔韧性好、以充电电池

驱动的小屏幕可以演示：产品目录、使用手册、企业名

片、促销产品等多种宣传资料。它允许我们将通常发布

在网上的数码资料随身携带。内存设置可累计存储20分

钟的视频。

概念推出至今的3年来，公司已经完成了150个项

目，在各行各业都不乏知名的大客户，如菲亚特、爱斯

卡达、莱坊房地产咨询公司等。它也曾为飞利浦设计了

一款产品目录，其自带的应用程序可以实时更新。

公司大部分的零部件都在中国采购，产品附加值来

源于L.Salverius的创造力。

Bright Business有意与中国供应商达成协议，在

比利时和欧洲推广他们的产品。L.Salverius同时也希

望将他的“可印刷的数码宣传盒”打入中国市场，吸引

中国企业并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

www.bright-business.com

Bright Business

卓越的机构（未参加代表团）

信息技术卓越中心CETIC于2001年由三家大学联合成立，是比利时瓦

隆大区软件行业的权威机构，也是瓦隆地区政府认可的科研中心。

Cetic在行业中的作用可比作传动带，协助瓦隆大区的企业更快、更

成功的迈入数字化时代，并增加智能性与连结性。该中心针对创新产品

及服务的理念构思为其数字化运营提供技术及方法层面的建议。

Cetic的研究范围涵盖软件产品的概念设计、优化、质量及生命周期

等方面，涉及云计算、数据处理与物联网等领域。中心在各大科研竞标

项目中成绩优异，如引领了若干个欧盟《地平线2020》方案项目。直至

2015年，共有150个合作项目正在开展当中。

该中心协助瓦隆地区企业参与地区与国际研发项目，并为其申请程

序提供准备建议。作为合作性研究中心，具有潜在竞争关系的企业有可

能在同样的研究课题上开展合作，Cetic因而也经受了极高职业道德要求

的考验。

权威软件专家
与中国的数字对话

Cetic与中国企业华为以及比利

时企业Respect-IT都建立有合作伙

伴关系。该合作主要涉及的开发工

具软件在北京召开的国际IEEE需求

工程会议上的进行了演示。展示的

新版“软件即服务”需求工程协作

工具，可基于项目目标对计算机项

目进行结构化定义。

在物联网领域，Cetic研制的软

件构件“6LBR”是可将智能物体接入

互联网的“路由器”。该构件的开放

源代码已被国际上诸多重要企业机构

所采纳。例如华为已经宣布将其融入

某受“超低耗能用电”（ULE）认证

的新产品中。         www.cetic.be 

智能网络中路由器的作用

对屏幕之激情

爱斯卡达宣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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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国天空下温馨的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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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一家索菲特5星级酒店在距离欧盟机构几

步之遥开业，其设计、文化、美食无一不从细节诠释了

法式奢华的精致与高雅。酒店共设149间客房，其中12

间套房。在这座古典建筑中心的天井内，水墙、植物、

艺术作品营造出一片梦幻的温馨。

按摩、蒸汽浴室、健身房等休闲设施以及12间会议

室占据了一整个楼层。

半月形的酒吧和餐厅被一面半透明的屏风隔开，环

境舒适优雅！

细节证明一切：花岗岩浴室配备爱马仕

产品，美食和优质的网络连接自不必多说。

酒店官网的入住价格依据日程而不同。

欧洲知名的大人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

裁C.Lagarde女士及欧洲央行行长M.Draghi

先生都曾入住这里…

布鲁塞尔已拥有数家索菲特酒店。
www.sofitel-brussels-europe.com 

比国天空下温馨的驿站
索菲特酒店的法式经典

Rosewood集团的4星酒店

Penta的魅力让人难以抗拒。那

是一个轻松有趣的世界，一切

都很简单但又现代感十足。人

们可以在那里度过一段舒适快

乐的时光。客人往往是从一开

始的接待工作就被吸引，入住

手续是在酒吧办理。

酒店大堂弥漫着山顶俱乐部的氛围：它既是沙龙、

酒吧、小酒馆，也是前台接待和休闲室。前台深陷的

沙发十分舒适，家具设计和装饰轻松有趣，保留了简单

的原汁原味。这里还有游戏、台球…客房干净明亮，一

些房间还带有弹球机或其他游戏。当然少不了大平板电

视、体育频道、分类电影，开放的Wifi遍布酒店各个角

落。酒店的餐饮也保持了同样的思路，高品质的披萨、

意面、汉堡，选择众多。健身房及会议室也向客人完全

开放。

酒店入驻的价格根据客人的选择不同而不同。

全球共有27家Penta酒店，每家都保持着同样的

氛围。比利时共有4家，布鲁塞尔、列日及鲁汶。而巴

黎机场的酒店距离也不远。    www.pentahotels.com

2016年的11月熠熠生辉！比利时的啤酒文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比利时，每个省都有自己的传统酿酒厂、独特工艺、

民俗文化、啤酒节......以及专业培训。

布鲁塞尔啤酒挑战赛上，80位世界顶级专家品评了来自36个国家的1250

份啤酒样品。参赛啤酒根据五个标准分类：酒香、回味、质感、技术、以及

可搭配性。比利时参赛的250种啤酒共赢得40枚奖牌，其中14枚金奖。中国有

25种啤酒参赛，获得8枚奖牌包括1枚金奖。   www.brusselsbeerchallenge.com

营造身心愉悦的Penta酒店

啤酒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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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于布鲁塞尔的Boghossian基金会

坐落于一座美丽的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之

内，工作的主旨在于推动东西方文化的对

话与交流。近期，它举办了一场以“禅”

及禅画为主题的展览。禅起源于中国，发

展于日本。禅画是表达禅宗思想的画作。

禅画艺术表达的意境无关美丑，它通常是

采用幽默的手法对观者引起刺激，产生感

情的共鸣或使之达到更好的修为。禅最大

的智慧是对一切都不要看的太重，特别是

我们自己。去展览上面对60多幅14-20世

纪的作品，微笑、领悟、自我修行吧。
 www.fondationboghossian.com

列
日
多
样
化
的
艺
术
氛
围

CoBrA基金会12位主要艺术家的作品均在列日库尔提

乌斯博物馆展出。

1948年，投身于欧洲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艺术家相聚于

巴黎。主要负责跟进对话的3个北方国家丹麦、荷兰、比利

时创立了CoBrA基金会（哥本哈根、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

的缩写）。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艺术的首次大变

革。同期，波洛克在美国开创了抽象表现主义艺术运动。

刚刚摆脱战争的阴霾，CoBrA希望找寻一种超越国界的通用

语言，原始、天真、纯粹的快乐。

展览按时间顺序排列，在比利时的著名艺术家中，

Alechinsky仍然健在。        www.grandcurtiusliege.be

超级明星
2016 /12/23-2017/4/23

列日吉耶曼车站将展出中国在

1974年发现秦始皇陵8000兵马俑的历

史。展览用复制品已经通过中国政府

批准。        info@terracotta-liege.be

展出至2017/1/29

该展览由Boverie博物馆和列日联合举办，讲述了20

世纪上半叶一位大商人及犹太艺术收藏家Rosenberg的生

平。以现代艺术为主的70幅画作演绎了他与毕加索、布拉

克、马蒂斯、莱热等艺术家的友谊。通过多媒体设备，我

们可以洞悉这位大商人的生活及其审美观。30年代逃离纳

粹组织时，他把现代艺术带到了美国。这是一个美与苦难

杂糅的故事。展览将于2017年开始巡回展出，在巴黎马约

尔博物馆之后抵达纽约。         www.21ruelaboetie.com

CoBrA et apr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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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nand Léger,Le déjeuner,1921-1922

Pierre Alechinsky,Pourvu que,1969

21 rue la Boé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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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ko画像

Senghor

Marni

两个地方

欣赏原汁

原味的表演

和音乐会

www.senghor.be
www.theatremarn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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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原子球展览馆
Sabena魅力之旅

2016/11/24-2017/9/10

展览在原子球的巨大球体内，通

过图片、物体、见证人的故事讲述比

利时航空公司Sabena自1923年创立以

来的历史。 www.atomium.be/sabena

皇家美术馆
由拿破仑创建的比利时皇家美术

馆，在其215周年纪念日免费开放一

天，将其永久藏品及展览展示于众，

其中包括勃鲁盖尔的精彩作品。藏有2

万多件艺术精品，皇家美术馆跻身于国际

美术馆Top100之列。         www.fine-arts-museum.be

尖锐的文化，前卫的思想，Bozar艺术宫自己就足

以证明布鲁塞尔的世界性。南辕北辙的4个展览：

爆炸性的震撼回忆与情感

五十年宫博物馆
Ukiyo-e 展出至2017/02/12

博物馆藏品中最精美的

416幅日本版画展示了这门艺

术到今天的发展历程。
www.kmkg-mrah.be

www.bozar.be 

前卫的力量
2016/9/29-2017/1/22

120件欧洲20世纪初的15位

当代艺术家的前卫作品。

毕加索雕塑
2016/10/26-2017/3/5

100件雕塑作品，其中80件

是他的私人收藏。

日本艺术的狂热时代
2016/10/14-2017/1/22

日本50、60年代打破传统时期的

艺术作品。

刚果艺术作品
2016/10/7- 2017/1/22

82幅画作、物品、照片、设计讲

述着刚果在1968-2012年的日常生

活。一面照见喜怒哀乐的镜子。



根特市一条18世纪的平

底船被翻修后又重新焕发出

美丽的光彩。这条船可容纳

75名乘客，可连带或不带航

行设备出租。它在利斯市和

斯海尔德市的水道及2条运

河都可以行驶。

 www.gentsebarge.be

作为欧洲第二个兴建钢铁冶金行业的国家，比利时也

是率先从事汽车设计和生产的国家之一。

早在17世纪末，比利时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就在中国

制造了一辆利用蒸汽驱动的汽车模型。

比利时国王莱奥波德二世下令在布鲁塞尔五十年宫修

造了宏伟的公园和博物馆群。著名的Autoworld汽车博物

馆就坐落于此，它刚刚举行了30周年生日庆典。

该博物馆曾是1880年博览会的世界宫。其巨大的金属

结构框架依稀显现着昔日的辉煌。如今，250多辆老爷车

陈列于此。它们以各自独特的形态，从汽车诞生之初开始

讲述历史故事。

其中不乏一些罕见藏品，如20世纪初在比利时生产的

Minerva和Imperia；历史上的电动车(如底特律电力1916

年的款式、标致1941年的款式)；50年代的迷你轿车；60

年代的豪华轿车；皇家汽车；1933年的救护车和消防车；

还有赛车和摩托车。

更多情感震撼：临时展览的主角都是十分具有代表性

的大品牌，如百年宝马（2016/12/18-2017/8/1）、令人

难忘的设计、以及独一无二的汽车冒险。媒体室采用多种

形式为来宾解密汽车科技：影像、电影、文档、视频，另

外还展示了2个汽车引擎盖下的工作区，用于培训说明。

365天全年开放 www.autoworld.be

“布鲁塞尔古董与美术博览会”下一届的主角将是4000年的

世界艺术。

欧洲132家画廊将与公众分享他们的藏宝：家私、珠宝、绘

画、古董、设计作品及挂毯等。在童话般的邂逅里，“美”存在

于各种形式...原始艺术、前辈大师等布鲁塞尔的历史财富与知名

的当代艺术画廊相辅相成。M.Michot先生总是十分热衷于展出精

美的中国陶瓷。系列讲座的重点是发展公共或私人伙伴关系，对

国家遗产进行赞助以及更好的体现它们的价值。

新网站也获得了专业艺术家的签名认可。   www.brafa.art

Lamborghini Espada，1968，意大利

FN 1300S Sport，1925，比利时

Renault Grand Prix，1906，法国

行驶在时光中

您喜欢
船吗？

2017年1月21-29日

布鲁塞尔
古董与美
术博览会

Grusenmeyer-Woliner,乾隆香炉Galerie Mathive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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