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克劳斯铸造咨询公司 双马工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Claus Foundry Consulting Corp. Shuangma Industry Engineering & 

Consulting UG 

 

来访人员：Claus.Michael 克劳斯.迈克    

职务：CEO 

企业网站：www.shuangma.de 

企业所在地：德国巴伐利亚州兰德斯胡特市 

企业类型：服务 

成立时间：2006 

 

 

 

 

企业简介：克劳斯铸造咨询公司&双马工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中德工

业工程咨询领域的专业机构，成立于 2015年。目前公司业务主要涉及生产规划，

物流策划，工业设计，信息技术，质量管理，监督，职业教育等领域。我们的客

户涵盖了汽车，航空航天，能源及工业等领域。公司目前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兰德

斯胡特市和中国沈阳市有办公室。我们面向中德两国客户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和

跨国业务及项目服务 

 

 

对接期望：拓展同中国有关企业的交流，建立同中国公司之间的良好合作 
 

 

 

 

http://www.shuangma.de/


 

 

 

2 大陆技术转移公司 

Kontinent Plus Gesellschaft für Technologietransfer 

 

来访人员：Ehrlich.Thomas 埃里奇.托马斯    

职务：总经理 

企业网站：www.kontinentplus.de 

企业所在地：德国柏林市 

企业类型：贸易 

成立时间：1992 

 

 
 

 

企业简介：公司主要涉及食品行业，包括啤酒厂原料制造，自动化食品加工， 啤

酒厂设备，麦芽和啤酒花咨询等，此外，公司业务还涉及进口，出口，分销，成

立合资企业，建立啤酒厂和软饮料厂的工程和咨询，食品进出口物流,工艺酿造

和软饮料工厂的投资和初创公司的咨询等 

 

 

对接期望：进口中国食品加工设备，了解食品自动化的技术方法和常见项目，开

拓中国商业伙伴的发展关系，从德国向中国出口高科技化合物，从欧盟向中国出

口农业原料 
 

 

 

 

 

 

http://www.kontinentplus.de/


 

 

 

3 杜伊斯堡多式联运终端有限公司 

Duisburg Intermodal Terminal GmbH 

 

来访人员：Erxleben.Amelie 埃克斯莱本.艾米丽    

职务：中国业务部负责人 

企业网站：http://www.dit-du.de 

企业所在地：德国北威州杜伊斯堡市 

企业类型：贸易 

成立时间：2002 

 

 

 

企业简介： DIT 是一个三方面服务的终端集成者，占地面积 220.000 平方米，

德国有欧洲最大的内陆码头，也是中国进出口货运列车的起点和终点，并与“一

带一路”（BRI）相连。在 2018年，DIT每周平均处理 30个“中国 - 欧盟”列

车。公司主营码头运营/物流，集装箱管理等，为驳船，铁路和卡车提供运输方

式。除了集装箱装卸，DIT还提供集装箱仓库，集装箱维修和各种欧洲内部运输

服务，如货运。 DIT 隶属于 Contargo集团（Rhenus 集团），该集团共运营着 26

个北部终端。独特的码头和定期运输线网络使 Contargo 成为海运承运商，货运

代理商和其他参与多式联运物流链的各方的领先合作伙伴。公司同时也在职业教

育领域拓展合作，包括护理人员培训/职业教育附加服务（卡车，火车服务，驳

船服务，集装箱维修等） 

 

对接期望：DIT正在寻求强化在中国地位的方式，DIT是属于 Contargo 集团的 10

个终端之一，有能力并且有兴趣处理“中国 - 欧盟”列车。 我们的任务是在中

国推广这 10个 Contargo 终端及其服务，并与中国客户和平台建立新的业务关系 

http://www.dit-du.de/


 

 

 

4 能量帝国教练公司 

Energie-Reich-Coaching 

 

来访人员：Fischer.Dirk-Peter 费希尔.德克彼得    

职务：常务董事 

企业网站：www.energie-reich-coaching.de 

企业所在地：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莱茵贝克市 

企业类型：贸易 

成立时间：2018 

 

 

 

 

企业简介：公司是一家从事医疗培训及护理人员培训的机构，同德国多家医院及

养老护理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业务主要涉及针灸理疗，护理人员的招募

与职业培训等 

 

对接期望：寻找中国合作伙伴，为中国护理人员对接德国医院和养老院提供帮助；

针灸膏营销等 

 

http://www.energie-reich-coaching.de/


 

 

 

5 施特拉尔松创新和创始人中心有限公司 

Stralsunder Innovations- und Gründerzentrum GmbH 

 

来访人员：Fürst.Peter 福尔斯特.彼得    

职务：常务董事 

企业网站：www.sig-hst.de 

企业所在地：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施特拉尔松德市 

企业类型：服务 

成立时间：1997 

 

 
 

 

企业简介：施特拉尔松创新和创始人中心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是一家专业

为创新企业及初创企业提供帮助与商务咨询服务的公司，并持续为客户提供市场

发展指导与政策建议咨询服务。 

 

 

对接期望：为有意进入德国及已经在德国的中国企业提供商业支持及政策咨询，

帮助中国企业进入德国及在德国发展，拓展同中国伙伴的业务联系 
 

 

 

 

 

 

 

http://www.sig-hst.de/


 

 

 

6 戈特沙尔克 IP 咨询公司 

Gottschalk IP Consulting UG 

 

来访人员：Gottschalk.Günter Horst 戈特沙尔克.霍斯特    

职务：CEO 

企业网站：www.gottschalk-Ip-consulting.com 

企业所在地：德国巴伐利亚州罗塔赫-埃根市 

企业类型：咨询 

成立时间：1982 

 

 

 

 

企业简介：古德沙克 IP 咨询公司建立于 1982 年，是一家专业的专利领域咨询

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壮大，古德沙克 IP 咨询公司在专利业务领域积累了大量

工作经验，建立了全方位的咨询与指导服务，在拓展新业务领域和公司专利监控

整合方面也有超过 30 年经验。公司现开始做中国专利局的服务代表工作，作为

CHINAFORUM（中国峰会）的成员，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在中国的德国公司建立业

务领域 

 

 

对接期望：建立联系，拓展合作伙伴，开发更多业务合作 

 
 

 

 

http://www.gottschalk-ip-consulting.com/


 

 

 

7 德国 Y&G 海鸥国际有限公司 

Y&G Möwe International GmbH & Delacroi Agentur 

 

来访人员：Jacmeniova-Ottweiler.Svetlana 杰卡莫娃.昂特维尔.斯韦特兰娜     

职务：CEO 

企业网站：www.delacroi.de 

企业所在地：德国北威州拉廷根市 

企业类型：贸易 

成立时间：2013 

 

 

 

 

企业简介：Y＆GMöweInternational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是一家进出

口贸易公司，专门从事中德两国之间服装，化妆品，家居用品，电子产品，配件

的大规模进出口业务。 我们专注于从制造商直接购入高品质的服装。 Y＆

GMöweInternational 股份有限公司涉及大量目标集团，如大型经销商，分销商，

连锁店，商品目录商户，仓库和零售店 

 

 

对接期望：我们目前正计划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提供全面的服务，从中国购买消

费品，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出口商，进口商，批发商，多折扣店，店主，市场交

易商等 
 

 

http://www.delacroi.de/


 

 

 

8 P＆K 全球贸易咨询公司 

P & K Global Trade Consulting 

 

来访人员 1：Kempa-Pennekamp.Gabriele 坎帕-本卡特.盖比瑞拉     

职务：企业所有者&总监； 

来访人员 2：Kempa.Christian 坎帕.克里斯迪安   

职务：合伙人 

企业网站：www.pk-globaltrade.de 

企业所在地：德国黑森州巴德奥尔布市 

企业类型：服务 

成立时间：1991 

 

 
 

企业简介：P＆K全球贸易咨询公司成立于 1991 年，是一家在企业成立及商业咨

询领域权威的且成绩突出的专业机构。P＆K 全球贸易咨询公司提供专业的咨询

服务，为广大中小型企业在流程，结构，设立等方面提供支持与帮助。同时我们

也在海关和对外贸易领域提供完整且持续的解决方案。我们凭借多年丰富的经验

和专业技能，保障了我们能为广大客户提供完美的支持与建议。公司主要业务也

包括进出口监管咨询，“进口，出口，分销等领域  

 

对接期望：P＆K正计划扩大其现有对中国人的监管支持（海关，税务，其他商品

特定法规）。希望帮助中国/欧盟/德国的进出口商开展外贸税法等方面的新业务，

为中国公司适应新的海关政策法规，改善现有面对海关的情况提供支持。向潜在

中国客户展示我们的业务，为来自中国的客户开展在欧盟的业务提供帮助与支持 

http://www.pk-globaltrade.de/


 

 

 

9 德国罗德事务所 

Roedl & Partner GmbH Wirtschaftsprüfungsgesellschaft 

 

来访人员：Ketterer Dr. Thilo 凯特拉.科雷尔博士    

职务：合作伙伴/管理负责人 

企业网站：www.roedl.de 

企业所在地：德国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市 

企业类型：服务 

成立时间：1977 

 

 

 

企业简介：德国罗德事务所是一家专业领域的咨询公司，作为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已经在中国经营了 24 年，目前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设有办事处。业

务主要涉及审计，法律，税务，业务流程外包和管理咨询等 

 

对接期望：本次希望与更多中国企业建立联系，彼此交流，更多了解中国企业的

需求与文化，特别是中国广大的中小企业，了解他们的国际战略和期望并从中拓

展合作与交流 

 



 

 

 

10 梅德科隆股份有限公司 

Medcologne GmbH & Co. KG 

 

来访人员：Khaitine.Mikhail 卡特.麦克海尔     

职务：CEO 

企业网站：www.medcologne.com 

企业所在地：德国北威州科隆市 

企业类型：服务 

成立时间：2008 

 

 

 

公司简介：梅德科隆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医疗及医疗旅游的服务机构。

公司位于德国科隆市，我们在帮助外国患者医学治疗/诊断，专业运动医学领域

以及对医疗保健管理者和医生进行培训等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对接期望：我们愿意帮助中国伙伴建立合作关系，我们在目标区域拥有各种大量

的医疗服务和机构。我们帮助来自中国的医护人员建立在德国的患者护理和交流

项目，启动同中国伙伴更多的合作医疗服务 

 
 

 

 

 

http://www.medcologne.com/


 

 

 

11 德国 IHK 海尔布隆弗兰肯代表处 

IHK Heilbronn Franken 

 

来访人员：Nadi.Dalila 楠迪.达丽拉    

职务：对外贸易部高级顾问 

企业网站：www.heilbronn.ihk.de 

企业所在地：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海尔布隆市 

企业类型：服务 

成立时间：未知 
 

 

 

公司简介：IHK 海尔布隆弗兰肯代表处是德国专业的咨询与教育培训服务机构，

业务范围涵盖了继续教育，教师进修，技能培训及人员培训，创业辅导，企业咨

询，政策指导及管理辅导，国际交流合作等领域  

 

 

对接期望：本次来华希望加深同中国的经济联系和了解，拓展对华业务，了解相

关地方机构的政策和战略，加强同他们的联系和交流，开展业务合作。另外，我

们还想了解甘肃省和山东省在出口和投资机会领域的经济潜力 

 

 

 

 

 

 

 



 

 

 

12 EMPA 机械回收贸易有限公司&WMC 咨询公司 

EMPA Recycling Machinery Trading GmbH&WMC 

Consulting UG 

 

来访人员：Pachaeva.Elmira 帕莎娃.艾米拉    

职务：企业所有者/管理负责人 

企业网站：www.empa-rmt.com  www.wmc-e.de 

企业所在地：德国北威州科隆市 

企业类型：服务 

成立时间：2010 

 

 

 
 

公司简介：WMC 咨询公司是一家提供多领域咨询服务的机构，在固体垃圾管理，

信息技术，车辆监控及跟踪，项目实施，交通战略，公共交通采购，能源，融资

等领域提供专业的服务；EMPA 机械回收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回收和工

业机械贸易的公司，主要业务为工业回收和工业机械贸易等领域，同时也从事 

工程项目的开发（重点关注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公共交通和废物管理的开发项目） 

 

对接期望：与中国意向投资者对接合作，为他们在德国的投资和资本项目提供支

持，为有意进入德国市场的中国公司提供支持。同时希望在电动巴士，公共交通

工具，市政车辆和相关技术，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纺织品生产等领域与中国制

造企业建立联系，还希望与中国市场营销和市场研究合作伙伴/代理商建立联系 

  

  

http://www.empa-rmt.com/
http://www.wmc-e.de/


 

 

 

13 TCA 国际物流网络有限公司 

TCA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Network GmbH 

 

来访人员：Reznik.Gennadiy 雷斯尼克.金南迪     

职务;销售总监 

企业网站：www.tca-logistics.de 

企业所在地：德国北威州杜塞尔多夫市 

企业类型：物流/销售 

成立时间：2011 

 

 

 

 

企业简介：TCA国际物流网络有限公司是一家领先的国际物流企业，业务涉及中

欧间的物流，销售服务，进出口，分销等。多年来，公司秉持服务客户的理念赢

得了客户的信任，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客户的货物准时合约的送达目的地 

 

 

对接期望：我们是早期进入中国市场的从事中欧物流和销售服务的企业，我们有

意愿进一步拓展同中国的合作，同中国有关企业建立更多的联系与交流，扩大业

务合作 

 
 

http://www.tca-logistics.de/


 

 

 

14 魅蓝股份有限公司 

MAYLAND AG 

 

来访人员：Sarzio.Marcel 萨斯.马塞尔     

职务：亚太区负责人 

企业网站：http://mayland.de 

企业所在地：德国北威州杜塞尔多夫市 

企业类型：服务 

成立时间：1998 

 

 
 

 

企业简介：魅蓝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是一家提供商务咨询与商业支持

的专业机构。经过多年的发展及经验积累，我们已经可以为客户提供专业水平的

咨询服务，我们同许多客户都建立了长期的信任关系，这也使我们感到一份责任，

我们寻求为每个中小企业客户及大型公司客户提供专业水平的咨询及量身打造

的独立解决方案，并建立能持久的客户关系。现公司已经成功地与中国国有企业

在德国开展了合作 

 

 

对接期望：进一步扩展我们在中国业务的网络，对有硬性指标需要与德国建立关

系的公司尤为感兴趣，同有意向寻求在德国市场的增长和发展的公司建立联系 

 

 

http://mayland.de/


 

 

 

15 L&LWP / 雷能股份有限公司 

L&LWP / Lehnen GmbH 

 

来访人员：Schabbach.Sherri Lynn 沙巴赫.雪莉     

职务：CEO 

企业网站：www.lehnen.de 

企业所在地：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莫尔巴赫市 

企业类型：制造 贸易 服务 

成立时间：2014 

 

 

 

企业简介：雷能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工业用品及建筑品经销商。公司业务主要涉

及“分包，授权经销，成立合资企业，进出口创新的轻艺术技术等。产品包括具

有高光强度的 LED 投影仪，防水不锈钢外壳，具有 WIFI 连接的网络摄像头以及

大量商品化产品。 

 

对接期望：寻求与中国政府，旅游和发展部合作，在中国开展纪念性的轻型艺术

装置；寻找创新的光艺术领域中，生产我们产品的制造商，并建立长期联系；寻

找在活动管理和活动制作领域进行许可，分发，宣传和公共关系方面的合作伙伴

/公司；寻找一个中国公司，授权我们产品的经销 

http://www.lehnen.de/


 

 

 

16 奥迪股份公司 

AUDI AG 

 

来访人员：Springer Dr.Dominic Horst 斯普林格.多米尼克博士     

职务;高级软件工程师，软件评估员 

企业网站：www.audi.de 

企业所在地：德国巴伐利亚州因戈尔施塔特市 

企业类型：物流/销售 汽车制造 

成立时间：1909 

 

 

 

 

企业简介：奥迪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汽车制造商之一，是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子公

司奥迪汽车公司旗下的豪华汽车品牌，作为高技术水平、质量标准、创新能力、

以及经典车型款式的代表，奥迪是世界著名汽车品牌之一。公司总部设在德国的

英戈尔施塔特，并在中国等许多国家有分公司 

 

对接期望：在过去 10 年中，奥迪在华销量增长了 5 倍以上，通过扩大我们在北

京的研发，以及加强我们与中国分包公司的合作，提升我们在中国特定型号的变

化和数字服务。中国公司以其尖端的软件技术而闻名，不仅涉及电子控制单元，

还涉及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作为签约供应商，这些公司可以为奥迪在其全球汽

车业务领域部署的软件技术增加价值。此外，我们还希望了解中国公司的质量管

理，中国立法和整体经济政策，与中国公司，机构和组织建立联系，申请资助计

划以及同中国创业公司签订分包合同 

http://www.audi.d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B7%E5%9B%BD/14795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B7%E5%9B%BD/14795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4%BC%97/560773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5%A5%E8%BF%AA/2411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5%A5%E8%BF%AA/2411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B7%E5%9B%BD/14795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1122445


 

 

 

17 施特格曼咨询公司 

Stegmann-Consulting 

 

来访人员：Stegmann.Lars 希尔曼.拉尔斯     

职务：总经理 

企业网站：无 

企业所在地：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特拉彭坎普市 

企业类型：服务 

成立时间; 1998 

 

 

 

企业简介：希尔曼咨询公司是一家技术领域咨询公司，在电子产品，软件技术，

工程业务等领域提供解决方案及业务咨询等服务。 

 

 

对接期望：希望了解更多关于中国初创公司&创新公司，生产能力和可靠性，特

别是在软件技术，电动机，变频器，储能，传感器，AI等领域能增加对中国公司

的认识 

 



 

 

 

18 德国 HW 运动公司 

hw-sport 

 

来访人员: Weibrecht.Heidrun 韦伯特.海德润     

职务：CEO 

企业网站：www.hw-sport.de 

企业所在地：德国北威州希尔登市 

企业类型：服务 教育 健康 

成立时间：2016 

 

 

 
 

企业简介; 斯波特公司是一家专业运动健康公司。公司在专业运动及健康预防，

健康教育，健康经济等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可以为客服提供体育专业水平的运

动指导和健康咨询，在游泳训练，糖尿病的预防，游泳馆规划建设等领域拥有多

年经验 

 

 

对接期望：在健康及预防领域寻求合作，比如糖尿病的预防；游泳馆规划设计等

的合作 

 
 

 

 

 

http://www.hw-sport.de/


 

 

 

19 德国能源署 

German Energy Agency 

 

来访人员：Westermann.Robert 韦斯特曼.罗伯特     

职务：通讯专员（负责中国沟通与协调） 

企业网站：www.dena.de 

企业所在地：德国柏林市 

企业类型：服务 

成立时间：1999 

 

 

 
 

 

企业简介：Dena 是能源效率，新能源，智能能源管理系统等领域的权能管理中

心，作为能源应用与管理机构，我们承担实现联邦政府能源和气候政策的目标任

务。我们可以带给我们的伙伴政策及经济层面的解决方案。我们业务范围主要涉

及节能建筑，智能城市，城市能源解决方案，有关电网和存储的服务，有关可再

生能源和移动性的服务 

 

 

对接期望：十年来，dena一直致力于中国的节能建筑，综合能源转型，可持续城

市发展和行业能效优化等领域的咨询服务。希望在能源业务，可持续城市发展（生

态/智能城市），节能建筑等领域拓展新的业务联系 

 

 

http://www.dena.de/


 

 

 

20 麦基科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Magix Software GmbH 

 

来访人员：Wolf.Thomas 沃尔夫.托马斯     

职务：产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企业网站：www.magix.com 

企业所在地：德国柏林市 

企业类型：服务 

成立时间：1993 

 

 

 

 

 

公司简介：麦基科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是一家实用多媒体软件

技术公司。我们的产品包括了 PC 端，网络端，移动端及云端的服务和数字化内

容。我们为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服务及帮助客户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和途径。为

了满足客户对软件及硬件发展中产生的新要求并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体验，我

们始终同我们的硬件生产商及软件技术伙伴通力合作，保持对最新技术标准的掌

握。公司业务主要涉及软件业，多媒体软件，包括专业视频，半专业视频，专业

音乐等 

 

 

对接期望：同中国有关机构建立联系，交流思想，社交和网络也是我们的目标之

一，合作方式包括为新的创新项目创立合资企业，分销我们成功的产品等 
 

http://www.magix.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