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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预示中英关系开启“黄金时代”

● 英国展开“魅力攻势”迎接十年一次的国事访问： 从10月20日至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英国进行了
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主席十年来首次对英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英国政府和王室的隆重接待，
鲜花锦簇，号角齐鸣。

● 庞大代表团陪同习主席访英：陪同习主席访英的代表团包括150位商界领袖，同时大约有1000人从中国前
往英国参与这一国事访问。

● 中英关系进入特殊年份：在双方广泛宣传中英双边关系开始进入一个“黄金时代”这一背景下，此次国事访
问标志着英中关系已经进入一个特殊年份，本年度双边关系有几个重大里程碑，包括“中英文化交流年”、3
月份剑桥公爵历史性访问中国、英国成为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第一个西欧国家，以及英国
财政大臣奥斯本访华和今年9月的英中人文对话等。

● 此次国事访问的三大主题： 此次国事访问有三大主题：英国经济向中国企业开放、双方合作解决全球问题、
随着英中经济互补性越来越高，双方视对方为“未来主要经济体”。

● 签署近400亿英镑的协议：双方达成价值近400亿英镑的商业交易，涉及行业广泛，包括能源、零售业、金
融服务、航天、健康医疗、交通运输、教育、创业产业等。双方宣布达成的重要协议包括BP公司与华电达
成高达百亿美元的LNG交易、曼彻斯特机场计划开通除伦敦之外的英国城市直飞中国大陆的定期航班、劳
斯莱斯公司24亿美元的协议为海航集团新飞机提供发动机、EDF和中广核集团达成共同建设和运营欣克利
角C点核电站的承诺，以及阿斯顿-马丁公司和中国信中利公司达成共同开发阿斯顿马丁全电动RapidE概念
车的协议。

● 双方合作范围扩宽：此次国事访问表明英国正努力与中国建立一个广泛的合作关系，而非仅仅涉及贸易和
投资，同时为政府、社会和商界建立稳健的联系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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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室超高规格接待

● 应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之邀，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入住白金汉宫。

● 习主席抵达英国后，在皇家骑兵团的护送下，女王和习主席一起乘皇家马车从皇家骑兵卫队
阅兵场前往白金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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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君主首次全程参与陪同

● 英国王室在白金汉宫和伦敦市政厅设盛宴款待习主席和夫人彭丽媛。

● 习近平夫妇分别与剑桥公爵和夫人以及约克公爵参加各种活动，并单独与威尔士王子和康沃
尔公爵夫人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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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政治领导人的活动

● 主席受邀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这是外国政要很少享有的特权；习主席向

英国领导人和立法者所做演讲侧重于英国与中国友谊的历史、两国作为

“利益共同体”日益升高的相互依赖性，并双方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 习主席和卡梅伦在唐宁街10号共进工作午餐，随后与内阁成员

进行会晤，包括外交大臣、内政大臣、卫生大臣、能源大臣和

英国驻华大使。

● 在参加白金汉国国宴前，习主席还与工党领导人科尔宾进行了

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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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首相会晤于契克斯乡间别墅

● 习主席和首相卡梅伦位于契克斯的乡间别墅就国内首要工作

和对外政策问题进行了双边会谈，在那里双方同意中英两国

应继续就各种问题进行紧密合作，比如为两国和世界利益，

强化双方合作以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等；双方讨论的主要对外

政策话题涉及乌克兰、朝鲜半岛、南海问题等

● 在会谈后，首相邀请习主席到庄园附近的酒吧小酌，体验英

式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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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

● 两国就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布联合宣言，标志着英国和中国将开展

广泛合作，双方将建立一个雄心勃勃。开放和前瞻性双边关系。比如，宣言中包括做出了若

干重大且具有约束力的誓言，比如：

双方将扩大双边贸易投资，相互支持经济竞争力和创新

将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引领两国关系发展，挖掘双边关系潜力，保持并加强两国

总理年度会晤、经济财金对话、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和战略对话等机制

双方同意提升双边创新合作水平，建立中英创新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对围绕彼此重大倡议，即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和英方基础设施升级投资计划及

“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开展合作抱有浓厚兴趣，将在现有机制下就中英基础设施

联盟进行进一步探讨，愿结合中欧共同投资基金和互联互通平台探讨相互对接方式

双方承诺促进文化教育联系，加强体育、媒体交流

双方愿深化在金融领域独特的长期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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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服务：“机场城市”曼彻斯特的“中国
商业园”计划

● 在曼彻斯特市“空港城”内将合作开展一项1.3亿英镑的“中国园”计划，此项计划是由CBI会员英
国曼彻斯特机场集团、北京建工集团、CBI会员英国卡莉莲建筑集团、大曼彻斯特养老基金
（GMPF）和阿金特地产共同参与的合资项目

● “中国园”将由专为中国企业设计的两大商务区组成

—— 武汉广场和深圳花园，此项目占地45,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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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机场将开通首个除伦敦外的直
飞中国大陆的定期航班

● 海南航空宣布计划在2016年6月开通北京——曼彻斯

特的直飞航线，每周四班；此航班将首次为北京和曼

彻斯特建立直接联系，为每年往返于两地的100,000
乘客提供定期直飞服务便利

● 新航线在未来十年将为英国至少带来2.5亿英镑的经

济效应，其中英国北部将从新增就业、经济活动和

旅游业方面享受其中三分之二效益。通过提供直飞

服务，新航线的开通节省旅行时间，为商务乘客每

年节省500万的旅行成本，同时避免了在其它机场

转机带来的不便

● 由于中国和英国北部企业利用这一便利条件，新开

通的服务还能从生产效率、贸易和合作以及国外直

接投资方面进一步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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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斯莱斯为海航新购飞机提供动力

● CBI会员企业劳斯莱斯与海航集团达成了一

份价值24亿美元的发动机和服务协议；协议

规定劳斯莱斯将为海航向空客订购的44架飞

机提供发动机。协议涵盖以下内容：

为20架A330飞机提供Trent 700

发动机和TotalCare服务支持

为15架A350-900型飞机的Trent XWB发动机提供TotalCare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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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计划在
中国打造一个全新的设计博物馆

●习主席听取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
与中国招商局集团联合在中国开发新设计博物馆

的情况介绍

●新博物馆计划于2017年在深圳蛇口区开馆。于

2017年在深圳正式开放独具创意的新设计博物

馆。这个博物馆将专设V&A国际设计展区，并

提供新的角度了解中国日新月异的设计风格。

这一首创项目是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首

次开展此类国际合作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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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彭丽媛访问皇家音乐学院

● 第一夫人彭丽媛，中国民间音乐著名歌唱家，参观了位于伦敦

的皇家音乐学院（RCM），在那里她与学生亲切交流，并

欣赏了学生们的表演

● 音乐学院(RCM)与中国公立音乐院校开展了广泛合作，并

于世界著名的中国钢琴师朗朗建立了联系

● 在离开前，第一夫人在获赠了该校珍藏了一个多世纪的莫扎

特具有影响力的钢琴协奏曲C小调K491总谱原手稿的复本；

另外，彭夫人还获赠一本《Director’s Choice》，其中囊括

了RCM珍贵的特别收藏

● 作为回赠，第一夫人向皇家音乐学院赠送了中国传统乐器——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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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夫人还参观了佛提斯米尔中学

● 彭丽媛参观了位于哈林盖的佛提斯米尔中学，在那

里她与学生用中文交流，同时观看了学生完全用中

文表演的中国诗歌朗诵节目。第一夫人向学校赠送

了200本书籍

● 佛提斯米尔中学通过学生交换项目与中国保持联系，

是一家位于伦敦最高级公办学校

● 2015年9月，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宣布了设立

一个1000万英镑的基金，扩大英国学校的汉语普通

话教学，计划在2020年前新增5000学生学习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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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访问位于伦敦的帝国理工学院

● 习近平主席访问了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在

那里他参观了几个世界最先进的大数据研

究和医疗机器人技术研究实验室并与帝国

理工学生进行交流，其中两名学生来自于

帝国理工学院两千多名中国留学生大家庭

●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宣布将向中国最

具学术能力的学者和学生提供奖学金到帝

国理工学院深造并支持帝国理工学院最杰

出的博士生到中国院校开展研究

● 中国先锋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还宣布捐款

300万英镑支持帝国理工学院科学研究所

和哈姆林医学机器人中心的研究工作

● 另外，帝国理工学院透露了与长期研究合

作伙伴浙江大学在伦敦建立跨过创业中心的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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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学院成立英国孔子学院大会
和孔子课堂年会

● CBI会员伦敦大学学院（UCL）欢迎习主席和约克公爵参加英国

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开幕仪式

● 习主席为泽西岛皇家高中第1000个孔子课堂揭牌

● 来自伯明翰罗宾汉小学的200名学生在200名中英教育界代表面前

献唱

● 近10,000名英国中小学学生在IOE孔子课堂的支持下学习汉语普

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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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BP扩大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

● CBI会员英国石油公司（BP）和中国五大发电公

司之一及中国最大的燃气发电企业的中国华电集

团签署了一份价值高达百亿美元的购销协议，根

据此协议，在未来20年内，BP每年将向华电出售

一百万吨液化天然气

● 为扩大现有全球合作伙伴关系，BP和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CNPC）签署了一份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该协议涵盖潜在的四川盆地页岩气勘探和开

发项目、拟推进的中国油品销售合资合作项目，以及其它国际合作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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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民用核能合作取得重大进展

● CBI会员企业法国电力公司（EDF）和中广核集团

（CGN）达成共同建设和运营位于萨默塞特市欣克利角

C核电站的承诺，确认在英国建造新一代首座核电站

● 欣克利角C核电站在未来大约60年内将向六百万家庭供

应环保低碳电这一数字是整个伦敦人口的两倍

● 根据英国政府介绍，此电站将极大促进全国和地方

经济的发展---会创造25,000个就业岗位，1,000个
实习岗位，并未英国企业带来数百亿英镑的供应链

合同

● 欣克利角C核电站计划于2025年首次投入使用

● 这一历史性协议是在英国财政大臣上个月访问中国期间就中英民用核能合作取得的重大进展
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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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媒体和娱乐业: 习主席接受英国
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赠送的礼物

● 剑桥公爵代表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BAFTA）
向习主席赠送了礼物

● 这是一件由BAFTA珍藏的原创艺术作品，它呈现了

BAFTA饱含历史的伦敦总部---象征着BAFTA一直努

力在英中两国之间提倡的开放、和创造性合作精神，

以及对2015中英首个文化交流年的几年

● BAFTA自2013年以来就

一直与中国合作伙伴创办

大师班和工作坊，邀请屡

获殊荣的电影制作人、演

员和艺术家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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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为英中创业产业打造新的合作关系

● CBI会员BBC的系列公告包括：

BBC地球电影制片公司和SMG集团宣布联合
拍摄记录电影：《地球：神奇的一天》 （片
名待定），这将是中英两国电影合拍协议框
架下的第一部合拍影片

BBC另一品牌《神探夏洛克》剧场特别版预
计将在中国各大影剧院上映

BBC环球和SMG签署谅解备忘录，联合拍摄
BBC英国海岸系列片第三个国际版《海岸中
国》。该影片将于2017年春天上映

BBC环球宣布与中国国家电视台纪录片频道
CCTV9就BBC最新的蓝色自然历史系列节目
《寻猎》联合拍摄达成协议，该系列片将于
2016年1月在中国CCTV播出

● 习主席在接待会上还与BBC系列片的演员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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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林娱乐集团扩大在中国的娱乐主题乐园
开发

● 英国默林娱乐集团和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CMC）

联合宣布它们正在成立一家合资企业，在中国寻找开

发娱乐主题乐园的机会

● 作为默林娱乐和CMC计划在上海打造“乐高乐园”并在

中国推出一系列中小型娱乐项目；合资企业希望开发

的中小型娱乐项目包括默林娱乐品牌的本地化，比如

“地牢之旅”和“乐高探索中心”以及开发一些新的

中小品牌项目，包括“功夫熊猫历险之旅”等

● 默林娱乐已经在中国上海、香港、北京和武汉开发了

五个杜莎夫人蜡像馆，同时还在上海开发了上海长风

海洋世界水族馆，同时还宣布在未来18个月内另开发

三个景点的计划，即上海乐高探索中心和上海杜莎夫

人蜡像馆和海洋生物水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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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支持伦敦派拉蒙在北肯特的
开发项目

● 伦敦派拉蒙娱乐度假村项目收到了来自中国基建与建

设集团——中国中富集团的1亿英镑初期投资

● 伦敦派拉蒙项目将由一个娱乐度假村组成，其中包括

在北肯特郡泰晤士河两岸打造一个主题公园、活动场

所和酒店。这是国家重点基础设施项目中的第一个休

闲娱乐项目

● 该项目计划于2021年建成开放，这一预计提供最

多27,000个就业岗位的32亿英镑的项目在完全建

成投入使用后预计每年接待1500万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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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大学和CCIG宣布达成电视电影教育
培训合作协议

● CBI会员约克大学正与中文投集团（CCIG）合作开发一

项旨在招收留学生（包括中国留学生）的电视与电影教

育和行业培训计划。CCIG对此项目的总投资额预计达2
亿英镑

● 这一行动计划是根据约克大学戏剧、电影与电视系提供

的专业制定的，包括电影电视制作本科专业。此项目计

划每年从中国和其它国家招收300名留学生，所有课程都在约克大学校园完成

● 新课程将由约克大学教师教授，同时所有学术问题，包括入学标准和质量保证，均由约克大
学解决。CCIG将提供资金开发新设施并负责招生工作

● 第一批学生预计将于2018年9月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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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

● CBI 会员企业劳埃德保险公司与中国太平保险公司

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共同开发全

球保险市场，同时劳埃德保险公司支持太平再保险

公司组建辛迪加，同时支持太平再保险经纪人有限

公司成为劳埃德注册经纪人

● CBI 会员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欢迎中国农业银行发

行的10亿美元的绿色债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双方还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MOU），就伦敦和中国之间的绿色金

融行动计划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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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银行参与多个重大活动

● CBI会员企业渣打银行在习主席访问期间参加了多个活动，标志着中英两国在金融服务领域
进一步合作并强化了英中两国的经济联系，这些活动包括：

渣打银行被中国人民银行指定为离岸人民币（CNH）债券交易的联合账簿管理人
之一，这一交易共筹集50亿人民币资金

渣打中国获得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承销资格；这是最近
中国债务资本市场自由化和发展的一部分，能够让这一市场更具竞争力，同时还能
提高中国企业的债券市场能力

渣打银行成为伦敦金属交易所“一带一路”行动计划谅解备忘录的签约方，旨在为“一
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协助人民币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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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英中两国建立全球基金以解
决耐药性感染问题

●英中两国同意建立全球康生物耐药性研究（AMR）创新基金并鼓励其它国家政府
和企业进一步投资

●AMR问题是在抗生素过度使用，病菌对原本使用于治疗所引起感染的药物变得无
效，出现抗菌素耐药性

●新设立的基金将在业界、学术界和其他机构中展开招标工作。旨在促进国际合作，
建立全球反应机制，支持新的研究，以减少抗菌素耐药性的恶性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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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威大学和中山大学建立新的肿瘤研究
合作关系

● CBI会员华威大学和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SYSUCC）签署了 谅解备忘录，在肿瘤诊断和

专业肿瘤医疗方面进行研究合作。此协议侧重于

四个具体领域：护理、数字病理学、抗癌药物开

发和系统生物学及精准医疗

● 谅解备忘录为中大肿瘤防治中心高级肿瘤护士在

华威大学的培训以及中大肿瘤防治中心病理学家

在华威大学和考文垂和沃里克郡附属医院的培训

铺平了道路。其它开展项目包括华为大学就中大

肿瘤防治中心数字病理学系统和相关基础设施以

及旨在提高能力的相关培训提供建议；共同研究抗癌药物和系统生物学，同时除中大肿瘤防

治中心研究人员在华威大学的培训外，也包括精准医疗领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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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医疗健康有关的其他协议

●信诺医疗签署了在中国签订了7项质子中心相关协议，共价值8亿英镑。这包括位
于淮安市的1家配有质子中心的肿瘤医院和1家妇产医院，以及 5家为分别位于北

京、长春、福州、洛阳和南京的信诺质子中心

●建银国际（CCBI）同意提供150万英镑设立新的科技中心，促成牛津大学生物医
学工程研究所与生物科技公司中国再生医学国际（CRMI）之间的伙伴关系。
CCBI-CRMI将成为牛津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一部分并将专注于前沿的再生医学
研究，发展能用于诊所和医院的有效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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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创新：金丝雀码头集团和国际大学
创新联盟为 “中英创新中心”

●CBI 会员金丝雀码头集团和国际大学

创新联盟（IUIA）为位于金丝雀码头

加拿大广场一号的中英创新中心揭牌

●此中心将作为中英合作平台吸引中国

和英国的高科技企业入驻，包括一些

大学的项目，比如剑桥大学、牛津大

学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这一平台预计将促进创新文化、金融技术、智能城市和生命科学领域的项目孵化和
投资，同时它将投资英国新兴企业并为进入中国市场提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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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  华为和曼彻斯特大学研究石墨烯的
应用

●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巨头创始人兼总

裁任正非的陪同下参观了CBI 会员华为伦敦公司。

● 华为公司宣布它将与CBI会员曼彻斯特大学合作研究石墨

烯的应用，共同开发ICT领域的下一代高性能技术。此项

目将研究怎样将石墨烯革命性成果应用到消费电子和移动

通信设备领域

● 习主席还参观了位于曼彻斯特大学的国家石墨烯研究所

（NGI）。习主席在这个世界领先的石墨烯研究所了解到

曼彻斯特大学和行业合作伙伴开发的未来石墨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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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 英中签署清洁能源合作协议和其它
开发项目

● 英国和中国签署了《清洁能源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明确在向全球低碳经济过渡的同时在
研究和行业领域开展合作。这将强化英国作为中国低碳能源合伙伙伴的地位并将帮助两国建
立高效能源管理铺平道路

● 两国海上风能集团已经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成立海上风电行业顾问小组

● 中国三峡集团（CTG）同意投资苏英国Moray海上风电项目，标志着中国企业首次投资英国
海上风电市场

● 作为双方在清洁能源方面开展合作的补充，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和英国气候变化委
员会同意就气候变化风险评估制定新的联合工作流程，承认气候变化政策风险评估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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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丹尼斯和比亚迪合作开发
全电动公共交通系统

● 英国巴士制造商亚历山大丹尼斯有限公司（ADL）和比亚迪，世界最大的纯电动巴士生产商，
签署了一份合资协议，双方初步达成一份每年生产200台单层巴士的合同，预计未来10年收
入大约增长6.6亿英镑

● 双方还确认它们正在就双层巴士进行协商。

一旦双方达成一致，双方当前交易额有可

能会增长至20亿英镑

● 比亚迪和ADL之间的合作将会促进全球交

通系统向纯电动零排放巴士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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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顿马丁和信中利公司合作开发低/零
排放跑车

● 在习近平访华期间，在位于伦敦的兰开斯特市政厅外，CBI会员阿斯顿马丁展示了其 Rapdid
S纯电动四门跑车

● 为支持英国政府发起的成功计划，新 RapidE概念车是在威廉先进工程公司一起在牛津郡
Grove工厂开发的

● 阿斯顿马丁和中国投资集团信中利宣布达

成一项开发RapidE概念车量产版的协议。

如果成功，这一新款奢侈跑车将会在位于

沃里克郡盖登市阿斯顿马丁全球总部生产，

并在大约两年内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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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出租车公司揭开下一代零排放黑色
出租车的面纱

● 在习主席和剑桥公爵及公爵夫人的见证下，CBI
会员伦敦出租车公司（LTC）揭开下一代零排放

黑色出租车（TX5）的面纱。TX5出租车将于

2017年底在英国上市，计划在2018年投放国际

市场

● LTC的母公司，中国领先的汽车制造商——浙江

吉利集团还宣布将再次投资5000万英镑用于建

设位于华威郡的Ansty工厂，以修建最先进的绿

色工厂以将该工厂转化成该集团在英国的研发

总部。这将为新场地带来3亿英镑的投资

● 吉利的投资将创造1,000个就业岗位，以及在其

供应链内创造大约500个其它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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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建筑研究院、清华大学和恒大集团
展开合作，助力可持续城市化的发展

●英国建筑学中心 (BRE)、北京清华大学和中国地产

开发企业恒大集团就可持续性城镇化研究平台签署

了一份合作协议

●这一2亿英镑的研究项目将涉及在中国开发若干可

持续示范项目，位于儋州的一个可持续城市示范

项目以及位于海南省的一个绿色建筑示范区和绿

色标准的制定以及建筑物规划、设计、采购、施工和管理的改善程序，新绿色材料

以及低碳产品和技术的研发，还包括一个入住后评估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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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中信集团成为皇家阿尔伯特码头
重建项目的承包商

● 总部基地全球控股集团（ABP） ——皇家阿尔

伯特码头重建项目的开发商，宣布中国国有投

资集团中信集团将成为此项目的总承包商。这

是中信建设取得的第一个英国项目，计划将皇

家阿尔伯特码头打造成为中国建设公司在英国

承包商的最大房地产开发项目

● 这一470万平方英尺的开发项目是伦敦旗舰型重

建项目，将其改造成为首都又一商务区将耗资

17亿英镑，创造30,000个就业岗位，为英国经

济带来60亿英镑的贡献

● CITIC 和ABP还将成立一家投资公司作为在英国

承建重大基础设施和住房项目的工具。双方有雄

心在英国开发出超过皇家阿尔伯特码头的其他项

目，特别是在伦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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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思嘉伯集团选择北京建工集团作为
米德伍德洛克斯重建项目的首选承包商

● 英国思嘉伯集团国际有限公司选择北京建工集团

（BCEGI）作为占地24英亩的米德伍德洛克斯重

建项目的首选承包商。此项目是紧邻曼彻斯特中

央商务区西大门的住宅商业项目

● 北京建工集团和思嘉伯集团已经针对项目首期详

细规划设计展开了合作

● 此地盘总开发价值超过7亿英镑，预计为当地创造

超过7,000个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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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 千百度制定国际战略，收购英国
玩具店哈姆雷斯

●千百度国际控股公司，中国领先的鞋

类制品零售商和三胞集团战略合作伙

伴，宣布它计划收购英国具有255年
历史的玩具零售商哈姆雷斯

●千百度称收购哈姆雷斯不会妨碍它实

施全球品牌战略和业务多样化战略；

在收购结束后，千百度将积极寻找哈

姆雷斯和千百度现有业务之间的合作

机会，以期达到更大的协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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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英国企业利用电商机遇

● 英国贸易投资署（UKTI）与中国前五大电商平台京东、

网易/考拉、走秀网、蘑菇街和携程签署协议，估计在

未来三年将为英国企业带来10亿英镑的效益

● 除签署的协议外，英国政府还在中国奢侈品电商平台

走秀网（Xiu.com）发起“Shopping is Great”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向每月1000万的访问人群推广英国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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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习主席体验曼彻斯特足球

● 在英首相的陪同下，习主席参观了曼城俱乐部，并与曼城俱乐部

球员进行了交流，还观看了一场培训课，欣赏了国家足球博物馆

保存的一些重要历史证据，比如首届世界杯用球

● 前曼城球员孙继海，首位出现在CBI会员英超联赛的中国球员，

入选国家博物馆名人堂，纪念他作为中国球员在英超中的地位以

及承认他在将英超介绍给中国观众所做的贡献

● 国家足球博物馆还宣布位于淄博的中国临淄足球博物馆建立合作

关系。两家博物馆将将足球文化更广泛地交流传播给全世界的观

众，并就特殊项目、展览和学习议程方面开展合作

● 2015年9月，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宣布出资300万英镑在中

国推广高度成功的“英超超级技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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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生物保护: 剑桥公爵在伦敦国王学院
发表演讲打击非法贸易野生生物贸易

● 剑桥公爵在CBI会员伦敦国王学院就打击非法野生生物贸易

发表演讲。他的演讲在央视一台播出的首周内，据统计约

有4.4亿观众收看了该节目

● 前NBA篮球明星姚明，野生生物保护和反犀牛偷猎运动

的倡导者，也是本计划的荣誉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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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生物保护: 三胞集团加入野生生物保
护联盟，打击非洲偷猎行为

● 中国企业三胞集团加入由皇家基金会创建并由威廉王子领

导的野生生物保护组织——野生生物保护联盟，支持非洲

巡护员打击偷猎行为

● 两家组织将通过为巡护人员提供培训和能力建设进行合作，

并支持建立新技术学习和试验场所，帮助确保园方和巡护

员间的信息共享

● 关于该计划的更多信息将于稍后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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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签证制度的变化

● 从2016年1月起，来自中国的游客将可享受有效期为两年的多次入境访客签证，该签证时效
将是现有为期6个月的标准访客签证的4倍，这将为英国经济带来极大好处

● 英国政府有意计划为中国游客推出10年期多次入境签证，但不会增加额外费用

● 采集签证申请所需生物信息的英国指纹采集上门服务也将会从现有的9个服务城市扩展至50
个城市

● 两国政府正在商议，扩张现有的12个英国签证申请中心数量，目前12个签证中心的数量已经
多于任何一个欧盟国家

● 向中国公民发放的访客签证数量在过去5年内增长近3倍，从2009年的115,000增长到2014年
的336,000份，而在英开支数额增长了326%

● 中国访客每人每次访英平均消费为2,688英磅。此次访客类签证的延长，将会使中国访客比以
往更加尽情地在英国消费。目前中国游客为英国经济所做贡献达到5亿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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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合作

● 英中贸易协会（CBBC）和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之

间紧密合作，已经使超过 800 万英镑的英国产品的仿

冒品被清除

● 在英中知识产权研讨会上，英国知识产权大臣Neville-
Rolfe男爵夫人还推出了兰伯特工具包，它将确保每年

为英中联合知识产权研究创新投入6500万英镑。该工

具包还为如何在联合研究项目中管理知识产权问题提

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

● Neville-Rolfe 男爵夫人还宣布由英国艺术与人文科学

研究理事会(AHRC)在中国宁波资助的第一批项目，

这些项目由英中两国学者实施并且将有产业投入。

AHRC 已经提供了 50 万英镑的配套牛顿资金，用于在宁波诺丁汉大学建立一个中国数字版权

和知识产权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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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小企业建立联系

● 英国贸易投资署（UKTI）和中国银行—— 英国历史最悠

久的中方银行，在习主席访英期间在曼彻斯特成功举办

企业洽谈会活动

● 参加这一活动的行业集中在食品饮料、健康医疗、零售、

消费品、服装、鞋袜和时装、航空、汽车以及先进工程

与可再生能源领域

● 在中小企业“相亲会”活动上，来自中国的100家中小企业和英国的中小企业进行“一对一”的对
接活动

● 中国银行在中国拥有10,000家分支机构和60,000家中小企业客户，它们有潜力与英国的中小
企业开展业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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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新顾问委员会

●英中贸易协会（CBBC）宣布成立一个由与中国具有深厚联系的英国商界领袖组成
的新顾问委员会

●这一强大委员会由30位来自FTSE 100企业的董事会主席和CEO以及英国最大专业
服务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和两位校长组成

●顾问委员会将协助CBBC为中英两国所有CBBC会员之利益建立战略框架并作为政
府官员代表处理与中国有关的战略性商务问题和与中国领导人和官员建立紧密联系

●该委员会包括一些CBI会员企业，如伦敦国王学院、汇丰银行、诺丁汉大学、皇家
邮政集团、标准人寿保险公司、奥雅纳公司、阿特金斯、帝亚吉欧、劳埃德、普华
永道、英国电信公司、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洲际酒店集团、WPP集团、 捷豹路
虎、高伟绅律师事务所、力拓集团、渣打银行和葛兰素史克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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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国“一带一路”行动计划: 
伦敦金属交易所与英中金融机构合作

●伦敦金属交易所（LME）、LME清算所和中

英两国金融机构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支

持中国“一带一路”计划

●签字方表示将运用自己在风险管理和资金筹

集方面的专长为中国参与者提供参与国际商

品市场的更大机会。各方还计划通过提供各

种便利服务（比如LME清算所最近提供的人民币抵押品服务）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49

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和CTTIC建立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支持“一带一路”计划

● 国际海事卫星组织（Inmarsat）欢迎习主

席参观其位于伦敦的总部，在那里，他观

看了Inmarsat 网络运营中心，了解到了

Inmarstat 通过提供全球移动宽带互联服

务支持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情况

● Inmarsat 最近与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

（CTTIC）签署了一份建立战略性合作伙

关系的谅解备忘录，为中国和一带一路计

划提供其具有革命性的Inmarsat-5 Global
Xpress 移动卫星宽带通信互联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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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全球贫困问题

●英国和中国发起了一项旨在解决全球贫困问题，促进非洲经济发展，全球健康，国
际救灾，以及为妇女和女童创造机遇的合作伙伴计划

●英中发展合作伙伴计划的目的是减少全球贫困和达到2015年9月在纽约举办的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制定的联合国全球目标

●英国和中国已经在发展和解决人道主义危机方面开展了成功合作，比如在塞拉利昂
共同抗击埃博拉病毒以及尼泊尔抗震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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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对此次国事访问的报道

● 中国新闻媒体对此次国事访问的报道是广泛的、积极的，

媒体重点介绍了英国政府和王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访问举

行的盛大欢迎仪式；比如国家级媒体《环球时报》在习

主席抵达当天发表了一篇标题为“伦敦铺最红地毯迎习

近平”的报道

● 此次国事访问还吸引了中国活跃社交媒体平台数以万计

的在线网民的大量评论。比如此次访问成为中国最流行

博客网站新浪“微博”的主导话题，已经连续三天成为最

流行的话题

● 总体来说，习主席的国事访问成功提升了英国在中国执

政党、政府和社会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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