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第二届 

奥中､中/东欧投资高峰会 
2015 年 10 月 20 日 
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 | 香港特别行政区 

 

投资奧地利国际及卓越企业 
奥地利是丝绸之路和中国“16 + 1 合作”计划的中/ 东欧纽带 
  

截止 2015 年 9 月 21日的计划草案 
提供方：ADVANTAGE AUSTRIA 香港办事处 

奥地利商务专员公署 

 

 与会者： 

 

  奥地利国民议会第二议长 Karlheinz Kopf (待定) 
驻奥地利维也纳联邦经济、科学、研究部长 Harald Mahrer 博士 

  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先生 

  奥地利国家银行行长 Claus Raidl 博士 

  奥地利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官 Michael Buhl 博士 

  维也纳国际经济研究所执行董事 Elisabeth Hagen 博士 

   

   

  以及来自奥地利国际及卓越企业的 10 位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 

  还有逾 250 位来自中国香港和大陆地区的投资者。 

 

Powered by: 

21st Austria 
 



 

 

 

2015 年第二届奥中､中/东欧投资高峰会 

投资奧地利国际及卓越企业 
奥地利是丝绸之路和中国“16+1 合作”计划的中/ 东欧纽带 

2015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 | 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 | 香港法院道  

 
活动主办方 
ADVANTAGE AUSTRIA（奥地利官方贸易促进组织）和 21st Austria (21st世纪联盟) 通过与中银国

际和毕马威合作，向您呈现不容错过的独家投资盛事。 

 

活动主题 
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组建、一带一路的建设、“16+1 合作”计划的制定，21st 

Austria (21st世纪联盟)  和 ADVANTAGE AUSTRIA 香港办事处正在筹办于香港举行的 2015 年第二届

奥中､中/东欧投资高峰会。奥地利共和国身处阿尔卑斯山脉，因其政治中立的特殊地位，将利用她

的历史和知识底蕴作为中/ 东欧地区的杠杆，成为中国投资者通往丝绸之路和中国“16+1 合作”计

划的中/ 东欧纽带。 

 

活动对您的意义 
我们将为您介绍奥地利和中/ 东欧地区独一无二的重要投资机会。高层投资对话和闭门圆桌投资会

议将让您深入了解这些国际及卓越企业风采的难得机会。 

 

明智的投资机会 
通过进行战略性投资，您将直接参与这个表现强劲的市场，取得成功，并进军中/ 东欧、黑海地区和

土耳其市场。在此次投资高峰会期间，您还将从这个投资和商业角度进一步加深了解奥地利和欧洲。

在个别工作坊里，您将了解投资签证，学习如何经商，洞察高端教育。您将见到奥地利商业成功背

后的主宰者和最强大脑，发现在奥地利地区投资所不为人知的独特优势。 

 

与会人员 
与奥地利上市公司最举足轻重的首席执行官会晤并探讨，并与逾 250 位来自中国香港和大陆地区的

一流投资者交流。演讲嘉宾包括奥地利国民议会第二议长 Karlheinz Kopf、奥地利部长 Harald 

Mahrer 博士、奥地利国家银行行长、奥地利联邦商会会长、奥地利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官、维也

纳国际经济研究所（VIIE，欧洲最著名、最重要的智库之一）执行董事、21st Austria (21st世纪联

盟)  代表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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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0日，星期二 

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大宴会厅 B，5楼 

08:15 – 

08:50  

大会注册和茶点时间 
第二届奥中投资高峰会参会人士 

08:50 奥地利21世纪联盟（21st Austria）代表团就座 

短片放映 “ ADVANTAGE AUSTRIA – 国际及卓越投资典范 ” 

 

08:58  政府官员和其他当地贵宾到场 

欢迎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先生, GBM, JP到场；曾司长与部长、各大机构总裁和代

表团团长一一握手 

09:00 揭开序幕 

香港, 澳门和中国南部奥地利高级商务专员 Christian H. Schierer（薛乐华）致开场白 

09:08 致欢迎辞 

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先生, GBM, JP 

 

09:28  大会正式开幕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奥地利总领事Claudia Reinprecht (任珮雅) 

ADVANTAGE AUSTRIA副董事长Karl Hartleb 

09:38 驻奥地利维也纳联邦经济、科学、研究部长Harald Mahrer博士 

“主题：待定” 

09:48 奥地利国民议会第二议长 Karlheinz Kopf 

09:58  介绍 

奥地利国家银行行长Claus Raidl博士 

“主题：待定” 

10:18 主题演讲 

中银国际代表   (待定) 

主题：“为何我们将奥地利视作为连接中/东欧地区的理想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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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 维也纳国际经济研究所（VIIE）智库——主题演讲 

 
奥地利在加强丝绸之路和中国“16+1 合作”计划中作为连接中/东欧地区的纽带的特殊地位 

 

维也纳国际经济研究所（VIIE）执行董事 Dr Elisabeth Hagen 

维也纳国际经济研究所是研究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地区经济的重要研究中心之一，具有40年研究经

验，是欧洲领先的智库之一。 

10:38  奥地利21世纪联盟代表团团长及奥地利奥合国际银行股份公司高级顾问Herbert Stepic博士 

主题：“在奥地利及中东欧地区投资” 

10:48  奥地利的卓越投资典范 

介绍：维也纳证券交易所联合首席执行官Michael Buhl  

主题：“奥地利的资本市场及上市公司” 

11:00  投资讲座 

FACC首席执行官 Walter Stephan 

奥镁公司（RHI）首席执行官 Franz Struzl 

奥特斯公司（AT&S）首席执行官 Andreas Gerstenmayer 

卢森宝亚公司（Rosenbauer）首席财务官Günter 

Kitzmüller 
瑞格激光测量系统公司（Riegl Laser Measurement 

Systems）首席营销官  Johannes Riegl, Jr. 

 
注意：请参照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张贴的时间及人员安排

表！ 

 
   小组主席： 
 ADVANTAGE AUSTRIA香港办事处负

责人、香港, 澳门和中国南部奥地利高

级商务专员薛乐华先生 
  
  

 

 

 

12:00  问答时间 

12:30  - 

13:45 

投资者自助午宴 

（注意：仅限受邀者） 
高桌自助午宴，不设演讲环节 

 

大宴会厅 A , 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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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0日，星期二 
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  5楼 

14:30– 

18:00  

 

投资者圆桌会议1：如何在奥地利投资    - 华山厅 

税收优惠、地理位置优势、投资签证、学校教育等等 

 
演讲者： 

ABA-投资奥地利国际关系部 Wilfried Gunka，www.aba.gv.at 

维也纳市维也纳商务署Sabine Ohler，www.viennabusinessagency.at 

维也纳市维也纳商务署张晓军，www.viennabusinessagency.at 

毕马威奥亚关系部（待定），www.kpmg.at 

 

投资者圆桌会议2：初创企业投资机遇  - 天山厅 

 
演讲者： 

AngelVest 董事总经理 David Chen 

KPMG 毕马威  企业财务部高级经理Cyan Sze 

 

投资者圆桌会议3：物流与房地产公司的投资机遇  - 庐山厅 

 

 
演讲者：（待定） 

 

投资者圆桌会议4：科技与资讯科技公司的投资机遇 

 
演讲者：（待定） 

 
一对一个人商谈及媒体会谈 

与奥地利21世纪联盟代表团成员会面 

注意：仅供确认注册者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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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代表 

 

驻奥地利维也纳联邦经济、 

       科学、研究部长 

     Harald Mahrer 博士 

 

Harald Mahrer 博士于 1973 年在维也纳出生，已婚。他就读于维也

纳经济与商业大学的工商管理系。期

间，他曾在那里担任奥地利国家学生联

盟的主席。1997 年到 2000 年间，他担

任该大学的研究助理，并在那里取得社

会和经济科学系博士学位。 

 

2000 至 2014 年间，他在 legend consulting GmbH, Pleon Public 

Relations GmbH, cumclave Management Consulting GmbH 及 at HM 

Tauern Holding Beteiligungsgesellschaft m.b.H.等公司担任董事总经

理。自 2014 年 9 月，他一直任职联邦经济、科学、研究部长。 

 

1999 至 2000 年间，他一直是新闻发言人和政府倡议的“奥地利互联

网发展”项目经理。2003 至 2005 年间，他是奥地利联邦政府电子政

务委员会的成员。2004 至 2013 年，他担任梅蒂斯经济和政治研究所

联席主任。 

  

 

 

 

奥地利国家银行行长及21

世纪联盟奥地利发言人 

       Claus J. Raidl 
 
 

 

 

 

 

 

 

 
 

 

 

 

自 2008 年以来克劳斯里特一直是奥地利中央银行（奥地利国家银

行）的行长。他从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克劳

斯里特在定期出版的各类经济期刊和出版物，撰写关于财务问题和当

前的经济事务。他还拥有多个监事会的职务，包括奥地利科学和技术

研究所（IST）受托人董事会主席，维也纳科技博物馆受托人董事会

成员，下奥州师范大学校董会成员和阿尔卑巴赫欧洲论坛副主席。 

 

奥地利中央银行（ECB） 

奥地利中央银行（奥地利国家银

行）是奥地利共和国的中央银行，

因此，也是欧洲中央银行系统（简称 ESCB）和欧元体系的一个组成

部分。奥地利央行站在公众立场，在奥地利和欧元区，做出各样有利

于货币和经济政策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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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也纳奥地利联邦商会 

ADVANTAGEAUSTRIA 

    副董事长 

      Karl Hartleb 
 

 

 

 

 

 

 

香港, 澳门和中国南部 

奥地利高级商务专员 

Christian H. Schierer 
    (薛乐华) 

 
 

 

 

Karl Hartleb 毕业于法律系，专攻欧洲和国际竞争法。他在私营和公

共部门，均取得相关经验，特别是作为一家欧洲工业公司驻美国子公

司的总裁和欧洲议会议员所取得的经验。 

 

他在奥地利联邦商会（外贸部）工作期间，曾担任命美国（纽约）的

助理商务专员，派驻日本的副商务专员和奥地利驻伊朗德黑兰使馆商

务参赞。 
 

Karl Hartleb 现任 ADVANTAGEAUSTRIA 外贸部副董事长，也是其执

行董事会成员兼市场部的负责人，该部门专责全球奥地利商务专员公

署和维也纳总部地区局的战略管理，他还负责部门方案，博览会，奥

地利世博会的参与和其他海外活动等。 

 

 

 

 

 

 

 

 

 

 

Christian H. Schierer (薛乐华)为 ADVANTAGE AUSTRIA 地区办事处

负责人，自 2008 年以来，担任

奥地利高级商务专员和领事，负

ADVANTAGE AUSTRIA 在香港、

澳门、以及华南地区的业务。他的职业生涯始于 1997 年，曾担任开

罗、伦敦及首尔的副商务专员。他担任非洲和中东区域董事后，2006

至 2008 年期间被委任为该机构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企业传播负责人。

他在中国成立了第一届奥中投资高峰会。现在该会议皆每年于东莞观

澜湖、上海、北京、以及香港巡回举行。薛乐华经常就与奥地利相关

的国际贸易议题发表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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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证券交易所，     

联合首席执行官（CEO）， 

  Michael Buhl 

 

维 也 纳 证 券 交 易 所 (Vienna Stock 

Exchange)是奥地利唯一的证券交易所。

维也纳证券交易所提供业内领先的基础架

构、市场数据和信息，且是强大奥地利资本市场背后的驱动力。

其领先的 ATX 指数包括国际知名的奥地利蓝筹股公司，涵盖世界

市场领先企业至利基型企业。美国投资者是该市场国际机构投资

者最大的群体。合并了布达佩斯交易所、卢布尔雅那交易所及布

拉格交易所的维也纳证券交易所，为 CEE 股票交易集团子公司，

该集团是中/东欧地区股票交易的最大集团。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wienerborse.at 

  

奥特斯公司（AT&S），  

首席执行官（CEO），

Andreas Gerstenmayer 
 

 

奥特斯公司（AT&S）是欧洲市场领先者，并且是高

值印刷电路板领先制造商之一。该集团为其业务部

门带来工业范围内最先进的技术：移动设备、汽车

和航空、工业电子、医疗和保健以及先进包装。

2013 年奥特斯公司（AT&S）为进一步实现其高科技策略，通过与

领先的半导体制造商签订合作协议，进入了 IC 载板行业。作为一

家国际增长型企业，奥特斯公司（AT&S）已跻身国际市场，在奥

地利（莱奥本和菲岭）、印度（兰加古德）、中国（上海、重庆

（在建））以及韩国（安山，首尔附近）设有生产厂。该集团竞

争优势在于亚洲的高科技生产和欧洲利基型市场之间的平衡结

合。由欧洲制造商提供的高质量和奥地利本土的工程传统颇受其

客户青睐。而亚洲是奥特斯公司（AT&S）重要的增长市场。集团

已有 75% 的收入来自亚洲。目前拥有员工约 7300 人。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ats.net 

 

 

 

FACC公司, 

首席执行官（CEO）， 

Walter Stephan 
 

FACC公司是研发和生产复合材料零件及系统的领先

企业。其优质轻量级解决方案可确保安全、减轻重

量并为乘客、货物及商业飞机及直升机提供更舒适

的运用，增强降噪。FACC 公司已连续超过二十年

成为复合技术行业的成功先例。依靠其位置、国际合资企业及合

作伙伴形成的全球网络，FACC 可实现全球航空业中最具挑战性的

客户需求。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fac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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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投资奥地利， 

国际董事 

Wilfried Gunka 

 

ABA 是奥地利共和国的官方投资促进机构，是

外国投资者进驻奥地利的首选联络机构,为投资

者提供在奥地利设立公司、税务及劳工法律、

工作许可与签证、商业地产价格、投资激励及

融资申请、人脉关系搭建等定制化信息与服务，并对已落户企业

和在奥地利扩大投资的企业提供持续性支持服务。2006 年，ABA

在上海设立办事机构，为来自中国的企业和投资人更好地服务。

2014 年，ABA 为 276 家外国企业落户奥地利提供了专业咨询服

务，引资总额 3.7101 亿欧元，创造了 2,645 个新的就业岗位。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investinaustria.at 

 

 

RBI前任首席执行官

（CEO）， 
奥地利21世纪联盟  

(21st Austria)代表团团

长，Herbert Stepic 

奥地利奥合国际银行股份公司（RBI）是

奥地利 

及欧洲中及东部地区领先的企业及投资银行。她视奥地利，中欧

和东欧（CEE）为国内市场。该地区的一些市场，由奥合国际银行

股份公司的子公司涵盖。此外，该集团还包括许多其他金融服务

供应商，例如租赁，资产管理，以及并购等领域。奥合国际银行

股份公司共有员工 53,000 名，在大约 2,800 个营业网点，为

1,480 万名客户提供服务，这些网点绝大多数位于中东欧国家。

RBI 是 Raiffeisen Zentralbank Österreich （RZB）完全合并的子

公司，RZB 间接持有 RBI 约 60.7％的股权，其余是自由浮动的。

RBI 是维也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rbinternational.com 

 

  

 

 

 

 

 

 

 

      
 

 卢宝亚公司(Rosenbauer 

International AG）,首席财

务（CFO），  

Günter Kitzmüller 

卢森宝亚公司（Rosenbauer Internaional 

AG）是一家活跃于国际间的集团公司，是

全世界消防机构的诚信合作伙伴。该公司研发并生产汽车、消防系

统、防火安全设备并为专业、工业及志愿者消防服务提供通讯解决

方案，并安装工业消防保护装置。该集团活跃于 100 多个国家，在

这些国家设立了服务和销售网络。随着其年度销售收入达到 7.85 亿

欧元以及员工人数超过3,000，卢森宝亚（ Rosenbauer Internaional 

AG ）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消防设备供应商。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rosenbau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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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镁公司 (RHI AG)  
   首席执行官(CEO) 

       Franz Struzl  

瑞格激光测量系统公司

Riegl Laser Measurement 

Systems 首席营销官     

Johannes Riegl, Jr. 

 

 

 

 

 

 

RHI AG是世界高档陶瓷耐火材料的市场和技术领

导者。面向世界， RHI这家奥地利企业，在全球

约有8,000名员工，在欧洲，北美，南美，印度和

中国设有32个生产基地，并在四大洲70多个销售

和服务站点设有代表处。该公司的总部设在奥地利维也纳，RHI在

2014年共录得欧元17,212亿的收入，RHI是维也纳证券交易所领先指

数（ATX）的成分股。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rhi-ag.com 

 

瑞格激光测量系统公司(RIEGL Laser Measurement Systems)激光测量

系统，是在陆地，工业，移动，测深，机载和以无人机为基础的激

光扫描（LIDAR）系统的研究，开发和生产的领导者。 RIEGL 创新

的硬件和软件，为测量应用中几乎所有可以想象的领域,提供强大的

解决方案。销售，培训，技术支持和服务是由总部设在奥地利的总

公司，在美国，日本和中国的 RIEGL 销售办事处，并通过 20 多个在

欧洲，北美，南美，亚洲，澳洲和非洲的分销商提供。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riegl.com 

 

 

维也纳商务署国际事务主管 

            Sabine Ohler 
 

 

 

 

维也纳商务署是维也纳市经济发展 

和促进投资的官方代表, 并是国内 

和国际公司和投资者接触的第一

站。它为奥地利和海外企业提供财

务支持，并鼓励地产和城市发展，还有免费提供其他服务和意见。

目的是加强和推广维也纳市和她的创意能力，达至发展和维护维也

纳的商业地位。维也纳商务署负责推广维也纳市明确的战略能力，

包括生命科学，城市科技，创意产业和信息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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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演讲者： 
 

 

维也纳国际经济研究所（VIIE）执行董事 Elisabeth Hagen 

 

 
  

  

 

 

                                               

陈泰杰 

     AngelVest 联合创始人  

 

陈泰杰先生是一位国际经验丰富

的商界领袖和企业家，他从事中

国和美国的投资、运营管理和业务发展已有 20 余年。陈泰杰先生是

AngelVest 的联合创始人（angelvestgroup.com）。AngelVest 是

一个投资协会，旨在帮助个人天使投资者在中国寻找及投资早期公

司。 AngelVest 已资助了 35 家公司，并在北京、上海和香港拥有

超过 80 卫成员，是中国最大的天使投资协会之一。除了资金支持，

AngelVest 也为目标公司提供执行方面的支持，以帮助其实现战略

和经营目标。在把握中国发展机遇的同时，AngelVest 逐步寻求跨

境投资机会。陈泰杰先生在中美两国拥有丰富的投资经验，曾领导

及参与了多启并购交易，总价值超过 70 亿美元。陈泰杰先生也曾任

职于大型投资机构及企业，包括所罗门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 ）、高级微设备公司（ AMD ）、本田汽车（ Honda 

Motor）以及精品投行，为许多客户提供跨境并购（尤其是中国入

境）和融资交易咨询。陈先生还曾创立并管理过科技初创企业，并

主导战略、运营和财务活动。 

陈泰杰先生拥有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电子工程

系学士学位，以及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陈泰杰先生的母

语为英语，并精通普通话掌握日语。陈泰杰先生来自纽约，最近 8

年他一直在上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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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主办方： 

 
ADVANTAGE AUSTRIA 隶属奥地利联邦商会麾下，后者是奥地利共和

国的官方贸易促进组织，在全球拥有 110 个办事处。ADVANTAGE 

AUSTRIA 香港区域办事处负责发展奥地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我们为奥地利和中国企业提供全面支持服务、发展指导和外

商直接投资的一站式服务。需要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advantageaustria.org/cn  

 

 

 21st Austria (21st 世纪联盟)  由奥地利上市公司以及奥地利中央银行和维也纳

证券交易所的 17 位首席执行官组成，其使命是与大中华地区的潜在投资者开展对话。

15 家奥地利公司和奥地利中央银行、维也纳证券交易所主动发起关于欧洲经济发展和

当前挑战的对话，其中特别关注奥地利和中/ 东欧地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阐述奥地利

国际竞争实力的现有基础，分享心得与对未来的看法。21st Austria (21st 世纪联盟)  的
成员构成了维也纳证券交易所一半以上的市值，在各自的领域内分别是欧洲中部、东部

和东南部（CESEE）多个国家的市场领军力量。需要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21staustria.at  

 

会议报名 

2015 年第二届奥中､中/东欧投资高峰会 

2015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08:30 – 17:00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道 
香港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 5 楼大宴会厅 
 

如需报名，请各位与会者填写报名表，并在 2015 年 9 月 18 日之前（包括当日）发送至 

hongkong@advantageaustria.org。 

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会议报名：请勾选相关方框。 
 

   是，我想报名参加高峰会。 
 

 否，我无法参加这次高峰会，但是请告诉我最

新消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签名，公司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