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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说明

不过面临着数字变革不仅有经济界，还有公共行政部门。对于企业和国民而言，这意味
着用户友好，即访问方便，过程透明，灵活变通，不受限于时间和地点的行政服务。
数字化程度的日益提高，要求加强数字化教育。近几年，互联网的发展极为迅速，使得
民众在这方面的基础也千差万别。从小学生到老太太，都必须提高对技术的理解，同时
加强对这种知识正确且有益的应用。
对于数字领域的创新和应用，用户对信息技术（IT）安全以及数据保护力度的信任是基
本前提。我们的生活世界越来越数字化，而只有信息技术安全与发展保持同步，数字化
才能获得广泛接受。
萨克森–安哈特州已经为数字化时代做好了准备。这里现在就已拥有许多信息技术企
业，他们有意识地选择了这里，重视良好的基础设施，其中不仅有行业巨头德国电信
T-Systems和SAP公司，还有精明的初创企业，如 UCD+和marmalad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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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的数据
蒂森克虏伯在舍纳贝克推进
工业4.0

对于脑力劳动、专
业知识和创造能力
的需求在增长

J

ulia Bütow 任德国萨克森–安哈特州投资与市
场有限公司（IMG）高级经理。 她为有意或已经
在萨克森–安哈特州落户的信息技术行业投资
者提供服务。 此次谈话涉及良好的区位、合格的
人员和成长型行业的增速。
近几年来，萨克森–安哈特州发展成为了一个
备受青睐的信息技术区位。而本州的广大民众却
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JUL IA BÜTOW: 信息技术企业没有庞大的生产设
施，也不坐落在大型工业区中，而是大多位于比较不
起眼的办公楼里。 这些企业有着和他们的产品类似
的命运：我们经常使用它们，早已理所当然，以至于
完全不再关注它们。
萨克森–安哈特州的信息技术行业有多大规模？
JUL IA BÜTOW: 本州共有500多家信息技术企业，
主要为中型企业。 但是也有一些行业巨头，比如德
国电信T-Systems、IBM、戴尔或SAP等公司在此落
户。 事实表明，行业龙头的落户往往也会吸引初创企
业。 在萨克森–安哈特州，信息技术产业的年销售
额如今达到了二十多亿欧元。
高销售额是否也意味着高就业人数？
JUL IA BÜTOW: 信息技术行业当然不像食品等行业
那样需要大量人力，不过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的就

JULIA BÜTOW
(朱莉娅)
萨克森–安哈特州
投资与市场有限公司
（IMG）高级经理

业人数增加了50%。如今，萨克森–安哈特州有1.4万
余名就业者在信息产业工作。
对于信息技术企业，找到合适的员工是否困难？
JUL IA BÜTOW: 在萨克森–安哈特州，人力资源相
对较好，这也是我们的一大区位优势。企业受益于本
地的应用技术大学和综合性大学，这些学校中在信
息技术相关专业注册的大学生大约有3000名。 但
是企业也从职业专科学校招收受过良好培训的年
轻人。在信息技术领域，员工是核心，因为软件不
是自动编写出来的。 即便一切最终都围绕技术展
开，信息技术仍是脑力劳动，需要专门知识和创造能
力。 而需求在不断增长，要求合格的员工。
对您个人而言，信息技术行业的魅力何在？
JUL IA BÜTOW: 一方面是速度：在化工企业中，一个
项目的实施可能会长达五年；而在信息技术企业中，
则是两三个月。 信息技术行业中的人们思想特别开
放而灵活，所以竞争常常被视为充实，从中产生新的
灵感。 这是一种共存。 信息技术是一种生活感受，
因为在这方面可以且必须发挥横向思维。
www.invest-in-saxony-anhalt.com/ict

大数据：在生产过程中，成百上千组数据被测量、
存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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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小的激光标记给每个零件
标明身份。

Sascha Singer 指向一个球形螺母上微小的标记。这个标记是
数据矩阵代码，代表着一个全新的工业时代——工业4.0.

“这个代码给每个零件标明身份，
类似于履历和证件合二为一，除了
序列号和客户号，还包括了生产过
程的全部信息。制作球形螺母以及
所有其他组件的每一台机器都要
分别对这个身份单独进行登记。这
样，机器随时都知道产品是否具有
正确的状态，是否可以使用，或者
是否缺少一个过程步骤，”蒂森克

虏伯舍内贝克（Schönebeck）公司
转向系统工厂的经理说道。

系统。汽车工业及其配件供应商
很早就认识到了数字化生产带来
的诸多可能性：加强联网关系，改
变价值创造过程，形成新的供应
关系和业务模式。

蒂森克虏伯在这里拥有750名员
工，为国际汽车工业的几乎所有大
型制造商供货，生产的转向组件被
预先组装成部件，然后进入蒂森克 舍内贝克工厂属于蒂森克虏伯股
虏伯在德国、中国、墨西哥和法国
份公司尝试借助试验设备跨厂进
的其他工厂，再组装成完整的转向 行所谓“大数据”分析的三个基地

一目了然：
总经理Sascha Singer。

之一。转向系统生产和组装过程
中产生的数百组测量数据，如冲压
力、尺寸、声学数据等，被实时记
录下来并存储在云端。一个专门的
软件对数量庞大的数据进行整理
和分析，从中推断出不同工步的相
互作用和影响。
“这样，我们的生
产变得显著更加高效、灵活，而且
可以立刻识别出错误并加以修正。
不良品流出工厂的可能性近乎于
零。”总经理Singer不无骄傲地说
道。这位36岁的经理曾在上海为
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工作了八年，
然后于2014年接管了舍内贝克的
业务。

有预测说，数字化将使得工作岗位
被大量削减，但是这位经济工程
师却对此表示怀疑。
“我在这方面
满怀信心。毫无疑问，在工作领域
之间将出现明显的偏移，某些领域
中将会撤掉一些岗位，而在另一
些领域中却会产生全新的工作岗
位。1984年，在德国的第一封电子
邮件出现的那天，谁会想到如今的
德国有30万人在互联网产业工作？
对于数字化这个课题，我们应该
努力更加理性地看待，”奥地利人
Sascha Singer说，
“在大量收集数
据的地方，信息技术安全这个主题
当然也会具有核心作用。在这一领
域，肯定会产生新的岗位。”

确定的是，在数字化进程中，对于
员工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
此，完善的后备人才培养不可或
缺。在舍内贝克工厂，2015年夏季
才将一个新的教学车间投入运行，
每年可以培训约36名青少年。同
时，蒂森克虏伯普利斯坦舍纳贝克
有限公司还与马格德堡大学的学
生及教授们合作开展项目。
舍内贝克的试验设备对于蒂森克
虏伯股份公司而言仅是数字化进
程许多步骤中的一步。目前，集团
正在为所有生产过程的大规模数
字化设定路线。其支柱是协调统一
的高性能信息技术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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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各自的计算中心。如果没有统
一的系统，要在所有价值创造阶段
收集、存储和处理巨大的数据量
是不可想象的。
最高水平：在舍内贝克生产转
向系统。

“工业界正在开始一个彻底变革。
在平板电脑上，所有生产数据都可以
实时读取。
企业如果不为这场根本性的结构
转型做好准备，将会输掉自己的
未来。因此，现在的最高任务是探
查提高数字化程度的能力，识别、
开发并尽快实施各种可能性。因
约900名员工在那里生产发动机
为这次发展的速度将是极其迅猛
组件。在这个生产基地，物质世界
的。”Sascha Singer说。
与数据网络也融合成为了一个信息
除了舍内贝克，蒂森克虏伯股份公 物理系统。
司还在萨克森–安哈特州哈尔茨
地区的Ilsenburg经营着一家工厂， www.thyssenkrupp.com

数字化转型的四大杠杆

完成的组件被销往全世界，以作进
一步加工。

数字数据。 通过对数字化的海量数据进行采集、处理和分
析，可以更好地做出预测和决策。

联网。以移动或有线的方式，通过高带宽远程通信将整条价值
链连成网络，使供应链同步化，缩短生产时间和创新周期。

自动化。 传统技术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将产生越来越多自主
运行、自行组织的系统，可以降低出错率，提高速度，减少运
行费用。

数字化客户连接。通过（移动式）互联网，新的中间人将直接
连接客户，为客户提供完全透明的全新服务。来源：德国工业
联邦联合会BDI/罗兰贝格战略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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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友好并非空话
UCD+公司将其客户送入未来

让眼镜完美贴合：UCD+和Ollendorf
的定心系统。

“每 家 企 业 每家企业中期都将成为信息技
术公司。”Bastian Ehl对此十分确信。为了他的
委托方，担任马格德堡UCD+公司总经理的他
现在就已经生活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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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

受访者：

BASTIAN EHL

HANS-JOACHIM
OLLENDORF

UCD+公司总经理

“

Ollendorf这家
企业十分有勇
气，完全重新打造了自
己的产品并坚定不移
地实行数字化。得到的
结果是一种创新的应
用，方便了验光师的工
作，占地小，更便宜，
还显著提高了测量的
精确性。Ollendorf顺
便借此成为了世界市场
的领头羊。”

Ollendorf测量系统公司所
有者

这家公司提供以用户为中心的设
计、可用性和应用开发服务。
“我们
的核心业务是友好的用户界面，用
于机器控制系统以及软件、移动和
网页解决方案。我们为过程数字化
提供装备。”Bastian Ehl如是说。
除了大众汽车或西门子这样的大集
团之外，UCD+公司的客户主要还
有机械及装备制造以及电气工程
领域的中型企业。
以新的思路打造一件产品，需要
勇气，但也肯定会带来成功。比
如UCD+和Ollendorf测量系统公
司的合作就很好地表明了这一
点。Ollendorf公司专精于眼科光
学测量仪器，属于全世界这一领
域中的顶级制造商。在UCD+的
助力下，Ollendorf公司将一个固

定的视频定心系统进一步开发出
了移动版。如今，验光师可以通过
平板电脑及测量配件和App应用
完成验光，这是世界首创。这个名
为“Visureal”的视频定心系统为
验光师提供所有必要的数据，以正
确地打磨眼镜片。
该产品的优势显而易见，所以
Visureal已经被翻译成30种语言，
全世界都在使用。这个软件不仅能
够查出必要的测量值，还能将其直
接发送给相关镜片制造商进行生
产。另外，有了这个App，客户还可
以在店里通过视频“试戴”他喜欢
的眼镜架。
在UCD+公司，与客户交谈时的第
一个问题始终是：用户想要什么，

什么让他们的工作更方便？其答案
并不总能在书桌上找到。出于这一
原因，UCD+公司的专家们在可能
的情况下，会对所求解决方案的使
用环境进行现场分析：在车间里、
流水线旁或者在农用车上。比如
曾经有一家食品生产设备制造商，
在每一次对设备进行更改后都必
须更换整个开关面。他们与UCD+
合作后，将开关设备更换为一个大
显示器，采用触摸屏操作界面。现
在，如果对生产设备进行了更改，
只需要通过升级软件变更操作界
面即可，无需更换整个开关。
“我们其实更多地属于工程师圈
子，而非光鲜亮丽的广告圈。用户
友好融在我们企业的基因里。我
们的解决方案始终遵循良好可用

性的三大经典支柱：使用的效果、
效率和满意度。”UCD+的15人跨
学科团队囊括了可用性专家、程序
员、工程师、设计师和项目经理。
此外，他们与合作企业关系密切。
除了马格德堡，公司还在柏林设有
一个分部。
www.ucdplus.com
www.ollendorf.biz

“

客户对于新眼镜的
要求很高。作为眼科
光学测量设备制造商，我
们坚守我们的责任，认为
我们有义务不断创新。通
过与UCD+联手，我们找到
了一个向我们揭示各种软
件技术可能性的伙伴，让
我们的客户倍加青睐，同
时还大大提高了我们在市
场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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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转变思想
巧妙的IT解决方案来自萨克森–安哈特州

M A R M A L A D E 有限公司 | www.marmalad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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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出新的征程：
萨克森–安哈特州的初创企业

TINKERTOYS 民事合伙企业
对于父母而言，子女能够从小开始自由发展，变得
越来越重要。即使在玩耍时，也应促进个人才能的
发展。但是哪里有个性化的玩具，就像每个孩子一
样独一无二？就在TinkerToys民事合伙企业。

马格德堡的marmalade有限公司设计新式“橱窗”：为客户开发个性化的网页解决方案，重点关注网
上商店及其成功方法。
marmalade有限公司的工作基础是开源软件，如OXID eShop、Shopware、Elasticsearch等。该团队为此开
发了自己的附加模块。如此一来，搜索、网上营销和内容商务等解决方案便随时可用。借助于“TOXID”，
网店和传统主页可以轻易地融合为一个平台。这使得购物更加用户友好，而且无需额外花费，对于客户
也更具吸引力。但要小心：这会促使买买买。

这家马格德堡的企业倚重真正的玩具专家：孩子们
自己。通过一个自主开发的CAD软件，他们自己设
计喜欢的玩具，再用一台3D打印机一层层地使其成
为现实——多亏有所谓的“快速成型技术”
（Rapid
Prototyping）而材料是一种可回收的玉米淀粉塑
料。2014年，TinkerToys从马格德堡大学的孵化器“
制造实验室”
（Fabricational Laboratory，FabLab）
中独立了出来。继莱比锡的第一家分店之后，很快将
有更多分店开业。| www.tinkertoys.de

A V - T E S T 有限公司 | www.av-test.org/en
没有人自愿将病毒下载到电脑里。不过马格德堡的研究机构AV-Test有限公司却会这样做。为了信息
技术安全，这家机构从2004年开始分析最新恶意软件，公布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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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中的玩具，TinkerToys使其成为
现实。

300个客户端系统和服务器系统，超过1000太字节(TB)的数据资料，在马格德堡单单服务于研究。目
前有多少垃圾邮件在被发送？反病毒程序是否有过多的误报？云端的数据是否足够安全？这些例子就
属于AV-Test公司研究的问题。这家独立研究机构有点像是“数据警察”：如果这里提出了批评，那么全
世界的软件制造商都应该更好地加以改进。

INABE 企业家公司
商场在哪里展示其货物最有效？博物馆的哪件展
品最受欢迎？INABE公司告诉您答案。这家初创企
业致力于另类的导航方法，创建运动特征资料。

T A S C 项目 | www.uni-magdeburg.de/en
在德国，中风是残疾的主要原因，在世界范围内，这是第二大死亡原因。如果能在4.5小时之内到专
科医院接受正确的治疗，或可挽救病人的性命。
恰恰在农村地区，似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马格德堡大学的神经科医学家、工程师和经济学家
共同寻找远程医疗解决办法：通过TASC (Telemedical Acute Stroke Care——远程医疗急性卒中护
理）项目，数家医院可以向远方的一个“卒中单元”(Stroke Unit)，即一个中风专门医疗站请求支持。这
个网络如今作为“TASC-SAN”被纳入了常规医疗服务，其中包括萨克森–安哈特州和下萨克森州十个
地方的医院。

由于GPS导航在室内常常失效，INABE公司将专注
于新式的Beacon（信标）技术。用户可以在智能手
机上使用不同的地图视图。通过所谓的“增强现
实”
（Augmented Reality），为周围拍摄的内容增
添有用的指示。德国铁路已经对此表示了兴趣。德
国铁路与这家哈勒的公司携手寻找解决方案，以便
乘客能够轻松找到正确的站台或者所预订的座位
等。| www.inabe.de
INABE的团队知道要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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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的未来：
萨克森–安哈特州的研究人员推动发展

15

未 来 市 场 信 息 与 通 信 技 术 ：关 键 数 据

成功数据：
您已经了解
了吗？

萨克森–安哈特州目前有
在信息技术领域工作。

1.4

万多人

群体机器人技术
“群体智能”是一种集体的学习程序：在一个由
简单的个体组成的群体中，会形成一种自我组
织。但如何形成？在Sanaz Mostaghim教授的
领导下，马格德堡大学的一个工作组正在探索这
个问题。
信息工程师正在以昆虫王国或鸟群为榜样，研究
复杂联网的技术系统。在一间实验室中，对100多
只雄蜂进行了编程，让它们像椋鸟一样列队飞行。
比如在防灾救灾方面，此类系统日益重要，可用
于收集数据或者抢救物品。马格德堡的研究者也
分析人类在群体中的行为，创建电脑模拟，开发
算法。| www.is.ovgu.de

过去五年中，信息与
通信技术行业提供
的服务：
销售额增长57%
就业人数增
长6.4%

事故发生后，高速公路边的应急电话柱可以救
命。未来甚至可以预防事故：萨克森–安哈特州
和下萨克森州的多个项目伙伴正在努力对其进
行智能化升级：增加可以与汽车通信的无线模
块。
这个欧洲独一无二的项目称为“高速公路应急电
话柱V2I通信升级”
（简称为ANIKA）。以匿名方
式捕捉交通位置数据，精准的信息交换，ANIKA
由此可以对因交通堵塞、天气或逆行司机而存在
的危险提出警告。2014年开始进行示范性试验，
计划之后将在“A 9高速公路数字化测试区”开展
其他试验。长期目标是对全德国所有1.6万根应急
电话柱进行升级翻新。| www.galileo.ovgu.de

2014年，
该行业的出口率为

，
明显高于萨克森–安哈特
州工业产业平均水平
（28.3%）。

早在2015年4月便曾进行过一次测试。

22

亿欧元。

500

Sanaz Mostaghim，马格德堡大学。

ANIKA

2014年，萨克森–安哈
特州的信息技术行业
销售额达

销售额增长
+84%
就业人数增长
63%

有
多家信息技术企业
在萨克森–安哈特
州落户。

47

信息技术行业
%
的就业者从事软件和
服务领域的工作。

3000

约
攻读信息技术相关专业。

过去十年中，生产的
数据处理设备、电子
及光学产品：

过去15年，信息技术服务
领域有
项计划，投
资总额达
2.928亿欧元，
共获得补贴3920万欧元。

名年轻人在本州高校中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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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转移和研
究基础设施

集群和网络

关系

隐身幕后的网络

联系：
研究能力和网络

高等学校和校
外研究机构

17

马格德堡的SAP能力中心发
挥连接作用

Otto von Guericke University Magdeburg (OvGU), Facul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aculty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acul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Faculty of Humanities

www.inf.ovgu.de;
www.eit.ovgu.de; www.fmb.ovgu.de;
www.hw.ovgu.de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Factory Operation and
Automation IFF, Magdeburg

www.iff.fraunhofer.de/en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Dynamic Complex
Technical Systems, Magdeburg

www.mpi-magdeburg.mpg.de

Mersebur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www.hs-merseburg.de/en

Anhalt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www.hs-anhalt.com

Magdeburg-Stendal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www.hs-magdeburg.de/en

METOP GmbH Magdeburg

www.metop.de

Institute for Auto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 V. (ifak),
Magdeburg

www.ifak.eu/de

tti Magdeburg GmbH

www.tti-md.de/en

Special purpose association for supporting mechanical
and plant engineering in Saxony-Anhalt e. V.

www.fasa-ev.de

Central Germany Cluster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e. V.

www.it-mitteldeutschland.de

Association of the IT and Multimedia Industry, Saxony-Anhalt

www.vitm.org

不缺存储空间：
SAP能力中心的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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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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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 畅 销 货

一场大型搜索的开始

德国的SAP欧洲公司自己的软件提供给教育机构使
用，属于公司的社会奉献。但由于这些程序高度复杂，
如Weidner所述，
“熟悉的时间远非Excel入门时间可
比”，相关讲师很喜欢利用能力中心的专业知识。

Stefan Weidner和Klaus Turowski教
授（从左到右）

“我们是马格德堡最大的秘密之一，”Stefan
Weidner说。因为几乎没有人知道：世界上最大
的SAP高校能力中心（SAP UCC）就位于马格德
堡大学。中心为大约500家机构运行SAP系统，
从职业学校到精英大学，从研究机构到工业伙
伴。

“我们要负责SAP教育网络中四分之一的客户。”据
Stefan Weidner计算，马格德堡的高校能力中心大概
会间接接触到50多个国家的25万大学生。他们和大集
团使用同样的软件，接受与实践相关的技术培训。另
一方面，中心还与企业联手，努力创新，从而为更好地
将经济和科研连成网络做出贡献。
比如中心与惠普共同开发了智能运行方案，让自己的
云计算中心改用水冷系统。这一参考安装项目向惠
普的企业客户展示了如何能够将能源费用降低最多
40%。

商务负责人Stefan Weidner参与了高校能力中心的
建设。2001年，创立伙伴SAP、惠普（HP）、德国电信
T-Systems和马格德堡大学开办了该中心。其服务项
目不仅包括技术运营，中心还编写学习资料，举办培
训，提供支持。也就是说，欧洲、非洲和阿拉伯地区
的终端用户如有疑问或问题，可以向马格德堡的20人
团队求助。

中心与创立伙伴德国电信T-Systems也展开了平等合
作，包括为该企业举办继续教育课程等。在选择临近
的地方Biere作为新计算中心所在地时，马格德堡大学
的信息技术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2014开始，马格德堡人又拥有了一个大数据创新中
心。这里经常会收到来自各行各业的项目询问，从离
岸风能设施的最佳维护，到工业4.0情景，再到高效评
估气候数据，不一而足。

事实
在企业软件的世界市场上，总部位
于巴登–符腾堡州沃尔多夫（WALLDORF）的SAP欧洲公司是龙头企业。
公司在全世界共有超过26.9万名客
户。

SAP能力中心共有六个，以最新技术在
全球促进科研、教育与共同创新。

其中两座中心位于德国，属于SAP大学联
盟网络。马格德堡的SAP高校能力中心有
500多名客户，是规模最大的。

Stefan Groschupf的团队不断扩大——他们研
究大数据。

数据的海洋淹没了世界。但Stefan Groschupf
与他的团队却在努力进行整理。他们想要给企
业一个简单的工具，让他们可以迅速有效地分
析利用自己的数据：Datameer大数据解决方
案就像一根钓竿，只是更聪明。

“数据分析的民主化”——Stefan Groschupf这样称
呼他的大项目，而这个项目完全有可能成为他的毕生
事业。这位自学成才者在19岁时为他的家乡萨勒河畔
哈勒市的大学图书馆编写了搜索目录程序。他其实后
来是想要用“Hadoop”这个架构开发一个新的互联网
搜索引擎，结果却成了Datameer这个软件以及这家企
业。该企业专精于大数据分析，口号是“保持好奇”。
DATAMEER软件可以实时从庞大的数据量中发现趋
势，但用户需要的专业知识几乎少到可以与通过谷歌
进行关键词搜索相媲美。全世界首创！对于那些想要
利用自己的数据影响市场的企业来说，这值一笔钱。
这个宝藏必须从洪水中打捞出来。

2009年，Groschupf在加利福利亚的硅谷寻找投资
人，并且很快就找到了。最迟在2011年，金融投资机
构“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and Byers”投入了925万
美元时，他自己掀起了第一波浪潮。之后，Datameer
得到了其他支持者，迄今共获得了7680万美元投
资。Datameer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数百客户和175名员
工。
这个不断扩大的开发者团队现在共有大约60个聪明的
头脑，依然位于哈勒。
“在这座城市可以找到真正的
潜力。”首席执行官Stefan Groschupf说道。他肯定是
最了解这一点的人了。
www.datame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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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者

创新成功
2015年促进奖最佳形式奖项获得者
FAKTOR M和SENSOMOTORIC INSTRUMENTS
主 题 ：配备眼动追踪系统的运动眼镜
受SensoMotoric Instruments公司委托，马格德堡“faktor m——设计和构
造事务所”的工业设计师们设计了一款配有眼动追踪系统的高科技运动眼
镜，并在不断进一步开发。其生产过程可以实现在短短数日内调整外壳几何
形状。于是眼镜已经明显变得更小、更轻。
STEFANIE PÖTZSCH
萨克森–安哈特州投资银行投资与市场部小组长

对小企业的大优势

发

展需要投资。不过恰恰在这方面，德国
企业目前相当保守。因此，萨克森–安哈
特州州政府调整了范围最广、使用最多
的资助手段准则：
“改善地区经济结构
共同任务”
（GRW）企业资助。
谁可以从GRW资助中受益？
STEFA NIE P ÖT Z SCH : GRW对几乎所有工商企业都
具有吸引力，但尤其吸引中小企业。如果企业在萨克
森–安哈特州设有或扩建一个独立的或非独立的经
营场所，或者要改变在这里的生产或供货情况，便可
以获得资助。

具体资助哪些方面？
STEFA NIE P ÖT Z SCH ：我们为有形固定资产投资进行
资助，时间最长可达三年。
MONIK A EBERH A RDT：还可以为工资成本提供两年
的补贴。资助标准为所确定工资成本的15%，但在某
些条件下可以提高比例。
为什么小企业受益更多？
STEFA NIE P ÖT Z SCH ：主要是因为资助标准：对于小
型企业，补贴最高可达到资助范围内有形固定资产
投资的35%，对于中型企业，则最高为25%，而对于其
他企业，最高为15%。这些补助将为某些企业扫清障
碍。

www.faktor-m.de

MONIKA EBERHARDT
萨克森–安哈特州投资银行投资与市场部职员

2015年“具卓越影响力的企业”AURA奖获得者
RELAXDAYS有限公司
主 题 ：负有社会责任的互联网贸易
MONIK A EBERH A RDT：但要注意：必须先提交资料，

然后才可以开始项目计划。
2015年发生了什么变化？

STEFA NIE P ÖT Z SCH ：2015年重新仔细研究了一个问

题：本州的企业究竟需要什么？自那以来，不仅对创造
新岗位的项目计划进行资助，而且那些保障现有长期
劳动岗位的企业，也有希望获得资助。其中，最低投资
额现在不再是7万欧元，而只有5万欧元。同样，小型企
业从中获益最多。
如何知道提出申请是否值得呢？
MONIK A EBERH A RDT：我们投资银行很乐意为您提
供个别咨询，包括资助计划的其他变化。比如印刷制
品、建材生产和批发贸易等行业被纳入了资助范围。
STEFA NIE P ÖT Z SCH ：我们很高兴为您提供帮助。您
可以在我们的网站www.ib-sachsen-anhalt.de上找到
所有的表格和详细信息。

2015年，哈勒的Relaxdays有限公司成为电子商务领域的第一家获奖企业。
其总经理Martin Menz不到30岁，已是成功人士。他不仅供应建筑、园艺和
休闲领域的3000件商品，还在哈勒创造了70个工作岗位，并在聘用时考虑了
社会福利标准。
www.relaxdays.de

2015年雨果·容克斯奖“最具创新联盟”奖项获得者
弗劳恩霍夫材料微结构研究所IMWS和马克斯·普朗克微结构物理研究所
栏 目 ：利用锁相热成像进行故障检测高度集成微电子元件含有多个3D堆叠
半导体芯片，有数十亿个单个晶体管。如何在其中找到故障点？弗劳恩霍夫材
料与系统微结构研究所（IMWS，前弗劳恩霍夫材料力学研究所IWM）和马克
斯·普朗克微结构物理研究所组成的一个联盟开发出一种高度灵敏的热成像
技术。

www.imws.fraunhofer.de/en

补充 内 容
吸引 力 ：

最佳：

快速：

萨克森-安哈特州适中的成本结构
确保每个投资者都具有竞争优势：
设施完备的工业区的每平方米平
均价格约12欧元，显著低于德国平
均水平。可用于支持工资成本的资
金比例高达规定工资成本的10%。

萨克森-安哈特州的融资支持率位
居德国各州之首。小型、中型和大
型企业获得融资支持的比例分别
高达30%、20%和10%。

萨克森-安哈特州投资与市场有限
公司是一站式机构；高效的决策通
道和超快的落实速度为您进入萨
克森-安哈特州市场提供便利。

2,000 公里

1,000 公里

500 公里

萨克森-安哈特州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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