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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城市需求信息 

需求类别 具体名称 具体需求内容 联系单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信息有效

期 
国家·城市 

解决方案 
2024 年 

世界园艺博览会 
（绿色博览会） 

面向展览组织征集大型活动支持解决方案 罗兹市办公室 
Mr. Robert 

Kolczyński 
projekty@uml.lodz.pl 长期有效 波兰·罗兹 

人才需求 

专业退休金受托
人协会 APPT 

公司经营业务：通过数字技术提升资金管理

效率 

具体需求：招募行业技术人才及专家 

专业退休金受托人协会

(The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Pension 

Trustees) 

Tim Middleton 07899 911449 长期有效 英国·伦敦 

数字金融和区块
链技术服务 

公司经营业务：提供区块链技术运用、数字

资产交易、数字金融结算和风险投资服务，

主要产品包括以区块链技术驱动的加数字货

币钱包 UKEX Pay 

具体需求：寻找区块链投资，招募区块链技

术人才 

UKDE UKDE office 
contact@ukdesignerex

po.co.uk 
长期有效 英国·伦敦 

企业协作 

威尔士纽埃尔 
通风设备 寻求中国代理商，扩大在华业务规模 纽埃尔 

Head Office in 

South Wales 
+44 (0) 29 2085 8200 长期有效 英国·威尔士 

航空物流 寻求合作伙伴共同开发航空货运连接 罗兹航空 Mr. Artur Fraj 
a.fraj@airport.lodz.

pl 
长期有效 波兰·罗兹 

波兰驻成都 
总领事 

1.寻求文化创意类合作伙伴 

2.寻求经济投资类合作伙伴 
波兰驻成都总领事馆 

爱嘉塔 

Agata 

（+86 28）8459 2585, 

8459 2581-3 
长期有效 波兰·华沙 

Gauzy 公司 

公司经营业务：为原始设备制造商和一级供

应商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包括光控技术、

液晶和 SPD 薄膜技术 

具体需求：寻求高科公司合作伙伴共同开拓

中以市场 

Gauzy 公司 China office 

以色列

+972-72-250-0385 

中国 

1 +86 1382629368 

长期有效 

以色列·  

特拉维夫-雅

法 

mailto:projekty@uml.lodz.pl
mailto:contact@ukdesignerexpo.co.uk
mailto:contact@ukdesignerexpo.co.uk
https://www.nuaire.co.uk/tel:+44%20(0)%2029%202085%208200
mailto:a.fraj@airport.lodz.pl
mailto:a.fraj@airport.lodz.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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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类别 具体名称 具体需求内容 联系单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信息有效

期 
国家·城市 

企业协作 

商业研讨会；商
务会议；各种艺
术展；犹太传统

庆祝活动 

经营业务：举办商业研讨会，商务会议，各
种艺术展，犹太传统庆祝活动等，为以色列
和中国企业及企业家提供服务 
具体需求：寻求文化创新领域企业合作伙伴 

以色列商会 IsCham  0086-10-85320500 长期有效 

以色列· 

特拉维夫-雅

法 

威尔士雷克萨姆
矿物光缆 

寻求在技术上可以支持销售和储备的产品经
销商，拓宽销售渠道 

威尔士雷克萨姆 

矿物光缆 
Ruabon 

sales@wrexhammineral
cable.com 

+44(0) 1978 810789 
长期有效 英国·威尔士 

艺心动 Artivive 

经营业务：动画视频内容制作，为商业及品
牌 客户提供定制化品牌提升解决方案 
具体需求：寻求与创意公司，博物馆，艺术
ip 等机构合作 

艺心动 Artivive 

 

王厚淼 

 

+43 (1) 2361682 长期有效 
奥地利·维也

纳 

汽车品牌代理 

寻找合作伙伴， 与中国汽车品牌合作洽谈零

件制造及汽车品牌代理等业务 

Group of Companies 

Allure 

Allure 股份公司 

公司总部 

Headquarter in 

Kazakhstan 

+7 7172 57 15 71 

长期

Long-term 

Effective 

哈萨克斯坦阿
克莫拉 
Akmora, 

Kazakhstan 

寻找合作伙伴， 与中国汽车品牌合作洽谈零

件制造及汽车品牌代理等业务 
SaryarkaAvtoProm 

公司总部

Headquarter in 

Kazakhstan 

akhmetova.ds@sap.amh

.kz 

长期

Long-term 

Effective 

哈萨克斯坦阿
克莫拉
Akmora, 

Kazakhstan 

企业入驻 

英国标准协会
（BSI） 

经营业务：全世界首家国家级标准机构，国
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始成员之一，在中国已
经为阿里、腾讯、百度、华为、京东等互联
网及云服务商提供管理体系认证服务和培训
服务 
具体需求：招引中国企业入驻协会 

英国标准协会（BSI） 中国办事处 

+44 345 080 9000 

infochina@bsigroup.c

om 

长期有效 英国·伦敦 

斯里兰卡锡兰 
汽车工业协会 

经营业务：向隶属于国际汽车联合会(FIA)
的国际成员提供优质服务 
具体需求：招募有资格的企业入驻协会 

斯里兰卡锡兰 

汽车工业协会 
公司总部 

+94 11 2421528 

aacmotor@sltnet.lk 
长期有效 

斯里兰卡· 

科伦坡 

校校合作 学术和研究合作 与中国大学建立学术合作关系 罗兹大学 
Ms. Liliana 

Lato 
bwz@uni.lodz.pl 长期有效 波兰·罗兹 

活动 中挪绿色智慧 
城市论坛 

面向全中国各地产业园区、企业和社会机构招
募考察团成员，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联合光华
设计基金会组团于 2019年 9月 22-29日赴挪威
和比利时考察北欧智慧城市建设与应用 

挪威创新署 光华设计基金会 
TEL:010-83681805 

83681587 
2019.6-9 挪威·奥斯陆 

mailto:sales@wrexhammineralcable.com
mailto:sales@wrexhammineralcable.com
mailto:infochina@bsigroup.com
mailto:infochina@bsigroup.com
mailto:aacmotor@sltnet.lk
mailto:bwz@uni.lodz.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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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平台名录 
平台名称 服务领域 主管单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信息有效

期 
国家·城市 

意大利不动产
供求平台 

为配合意大利驻华使馆推广的改善在意大利投资不动产

的项目，中国意大利商会建设了“意大利不动产供求”数

据库。 数据库平台不会开展任何形式的职业房地产中介，

其主旨是为个人发布不动产供需信息提供工具和媒介 

中国意大利商会 重庆办公室 immobili@cameraitacina.com 长期有效 意大利·罗马 

波兰罗兹省 
省政府国际 
合作与促进部 

搭建桥梁，为中国企业提供更便捷的国际合作渠道，帮助

企业达成贸易协定 

波兰罗兹省省政府

国际合作与促进部 

安杰伊 

Andrzej Michal 

Anders 

rfra@loc.gov 长期有效 波兰·罗兹 

中国西南 
英国商会 

提供双边的全方位合作服务，帮助中国企业与英国建立良

好关系 
中国西南英国商会 

梁显光 

Roman Leung 
+86 10 85251111 长期有效 英国·伦敦 

企业产品（服务）名录 
细分场景 服务内容 服务领域 联系单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信息有效期 国家·城市 

人工智能 
人工 

智能技术研发 

专注于人工智能和智能取件配送机器人、多领域智能

柜整体解决方案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

企业，为需求商其定制的自动取货楼宇内物流机器人

整体解决方案 

富泰智能有限公司

（Smarter Futech 

Ltd) 

戴小姐 0755-27740885 长期有效 英国·伦敦 

mailto:immobili@cameraitacina.com
mailto:rfra@loc.gov


                                                                           城市机会清单供给信息 

 

 

 
153 

细分场景 服务内容 服务领域 联系单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信息有效期 国家·城市 

大数据 
信息服务和 
零售信贷风险 
管理服务商 

主营业务主要有征信服务、决策分析和反欺诈服务、

精准营销服务以及消费者服务 

美国加利福尼亚 

科斯塔梅萨 

安顿大路 457 号 

美国 

办公室 
+1 714 830 7000 长期有效 

美国·科斯塔梅

萨 

供应链 
提供端到 
供应链 
解决方案 

提供供应链网络设计、库存优化、仓储&订单满、JIT

生产物流、逆向和维修物流、包装解决方案、其他增

值服务 

Unipart Group 苏州 

现代大道 88 号 

普洛斯物流园 

现代物流大厦 901 室 

总部 

办公室 

hrchina@unipart

.com 
长期有效 英国·牛津 

装备制造 

奥地利 IMAA
协会（奥地利
内饰机械设备
协会）3CON 

集团 

招募人才，为汽车制造企业提供系统解决方案，为生

产制造门板、仪表板、控制台和汽车支柱的汽车内饰

企业提供新型模具和设备技术 

 

奥地利 IMAA 协会（奥

地利内饰机械设备协

会）3CON 集团 

郑文 

T: +43 (0) 5373 

42 111 

E: info3con.de 

长期有效 
奥地利·艾布斯

市 

现代水务
Modern 
Water 

“正渗透” 
海水淡化 

寻求合作伙伴，通过“正渗透”技术蒸发冷却系统降

低海水淡化成本。2012 年， Modern Water 在阿曼设

计并安装了世界上第一个商业运行的“正渗透”海水

淡化厂 

莫尔顿水务技术 

有限公司 

Global Head 

Office 

（全球办公室） 

info@modernwate

r.co.uk 

 

长期有效 

 

英国·吉尔福德 

毒性监测 

寻求合作伙伴，提供在线监测系统、便携检测仪和实

验室检测系统，使用生物荧光细菌（费氏弧菌）进行

生物传感器测试来检测有毒物质。仪器监测范围广，

完全自动化运行 

重金属监测 

寻求合作伙伴，提供在线式和便携式检测设备可提供

完美的重金属监测解决方案，监测和控制工业废水和

天然水体中的重金属含量。产品具有极低的金属检出

限，并且可实现在线连续监测 

mailto:hrchina@unipart.com
mailto:hrchina@unipart.com
mailto:info@3c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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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场景 服务内容 服务领域 联系单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信息有效期 国家·城市 

现代水务
Modern 
Water 

环境监测 

寻求合作伙伴，检测产品组合包括免疫法、荧光法，

可对污染物进行定性识别和定量分析，可以检测环境

中的苯系物、多氯联苯、多环芳烃、农药、爆炸物、

石油烃，SRB 等物质。可对安防，边境检测，海关等

领域提供相应设备和服务 

莫尔顿水务技术 

有限公司 

Global Head 

Office 

（全球办公室） 

info@modernwate

r.co.uk 

 

长期有效 

 

英国·吉尔福德 

跨境贸易 

电商新零售
GGS（Global 

Guided 
Shopping）模

式 

在一带一路上寻求更多企业合作伙伴，以及提供对欧

洲市场的咨询，着力打造扶贫产业中产品的品牌化、

生产工艺高标准化，将具备出口条件的农副产品和特

色产品推向海外市场 

东南西北（贵州） 

跨境电子商务 

有限责任公司 

China office 

+86 851-86850950 

contact@dnxb.gr

oup 

 

长期有效 英国·伦敦 

贸易咨询 提供哈萨克斯坦与中亚投资贸易咨询服务 丝路全球咨询公司 代娜 Dana danaphd@mail.ru 

长期

Long-term 

Effective 

哈萨克斯坦阿克

莫拉 Akmora, 

Kazakhstan 

装备制造 
英国特丁顿工
程解决方案 

寻求新的客户，产品包括金属和非金属波纹管和膨胀

节，以及设计、焊接技术、非破坏性测试等服务 
特丁顿工程解决方案 

英国特丁顿 

工程办公室 

www.tes.uk.com 

+44 (0) 1554 

744500 

sales@tes.uk.co

m 

长期有效 英国·卡马森郡 

绿色低碳 意大利 FAAM
集团 

FAAM 集团是欧洲蓄电池行业第一家获得欧洲环境标

准 EMAS 认证的公司，希望在中国寻求新的客户。

FAAM 蓄电池能够在充放电 1500 次后，容量仍能达

到原容量的 85 ％ 

FAAM 集团 中国总部 

www.faambattery

.com 

+86 

051 087600222 

长期有效 
意大利·蒙特鲁

比亚诺 

mailto:contact@dnxb.group
mailto:contact@dnxb.group
http://www.tes.uk.com/
mailto:sales@tes.uk.com
mailto:sales@tes.uk.com
http://www.faambattery.com/
http://www.faambatt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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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场景 服务内容 服务领域 联系单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信息有效期 国家·城市 

营销管理 房地产服务 

在中国寻求投资项目，可提供房地产领域咨询管理服

务。第一太平戴维斯为政府、开发商、业主、租户和

投资商提供了综合性的、高品质的专业顾问服务，包

括商业地产，住宅地产，零售地产及酒店式服务公寓

领域的开发顾问服务，设施设备管理，空间规划，物

业管理，租赁，估值和销售 

第一太平戴维斯 上海办公室 +86 21 6391 6688 长期有效 英国·伦敦 

生物医药 
生物领域研究
和发展咨询 

服务 

主要服务领域： 

1.科学技术：生物技术、生物标志物、药物分子、诊

断工具、水质净化、材料科学、动物行动学、生物信

息学  

2.信息技术：如人工智能 

3.特殊需求教育：如自闭症研究社会科学 

匈牙利罗兰大学 ELTE 中心 +36-1-411-6500 长期有效 
匈牙利·布达佩

斯 

科技创新
创业 科创基金 Pitango 管理超过 20 亿美元的风险基金，投向科技创

业企业 

以色列 Pitango 

Venture Capital 
以色列总部 

https://www.pit

ango.com/ 

+972-9-971-8100 

长期有效 
以色列·荷兹利

亚 

商务服务 

DAVT(Dynami
c AV 

Technologies 
（PVT） LTD) 

为礼堂、影院、会议室等场所提供高端舞台音响、投

影、屏幕；为会议室提供无线音频设备、扩声系统、

同声传译设备、摄像机跟踪系统、投票系统、为会客

室、娱乐场所、礼拜堂、医院、小型餐厅提供广播系

统 

DAVT(Dynamic AV 

Technologies （PVT） 

LTD) 

 
Tel: (+94) 11 

2587677 
长期有效 

斯里兰卡·科伦

坡 

节能环保 

Lovibond ®
罗威邦®打造
现代高端水质
检测系统 

全球领先的水质和色度分析仪器制造商，产品涵盖目

视和自动化仪器、彩色玻璃标准等各类精密器械，应

用于化工、石化、制药、医疗、食品和饮料等行业。

集团著名的水质和色度分析品牌 Lovibond®，为饮用

水分析、废水处理、环保监测、高校实验室、工业生

产等全球多个领域行业提供全面优质的水质分析仪

器与耗材 

上海中联发环保 

发展有限公司 
 

https://www.lov

ibond.com/ 

market@test-cn.

com 

长期有效 
英国·埃姆斯伯

里 

 

https://www.pitango.com/
https://www.pitan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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