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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QIUS 公司，
习近平主席新丝绸之路战略的
中流砥柱

S T O R- H 技术，绿色移动交通领 域能源的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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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由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先生担任主席领导的法国展望与创新
基金会 (Fondation Prospective et Innovation)的成员，AAQIUS 公司参
加了由习近平主席倡议并主持的于 2017 年 5 月 14 日和 15 日在北京召
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在本次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与希望参与“一带一路”创新项
目的各方携手合作、共同建设新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AAQIUS 公司
积极响应这一倡议，通过着力实施经济、工业、科学和文化等方面的
重大项目，承诺为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的贸易合作交流注入新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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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在高速公
路、能源、铁路、港口等方面的项
目投入资金达到近万亿美元。至
今为止，已有 100 多个国家，超过
44 亿人口（代表全球 GDP 总量的
40%），响应了本次伟大峰会的倡
议。由此达成的协议丰富了国际专
家项目，将共享专业技术和成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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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不仅仅是贸易关系的利益纽带！
在本次高峰论坛上，AAQIUS 公司代表团已与多家中国公司建立了联系，这
些中国公司纷纷对总部在瑞士、研发基地在法国的致力于清洁能源、尤其
是氢能源的AAQUIS 公司所带来的创新技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正如 AAQIUS 公司总裁石岱峰先生强调，任何利益都必须服从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互利共赢”主张：“欧洲，还有非洲大陆，都应该加强与亚洲的贸易
关系。正因如此，中国不可避免的成为引领国际合作的领导者。这种大洲
之间的联系不仅有利于各国的经济发展，对维持和建设和平来说也至关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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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AAQIUS 公司

AAQIUS 公司是一家瑞士公司，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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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和能源领域有关“绿色”颠覆性技
术和“低碳”技术的研发。AAQIUS 一
直以来的成长都建立于一个独特
的“R&B（研发与商务）”商业模
式，这个独特的商业模式兼结
合了创新项目的技术优势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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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和盈利能力的情况下），
从而加速了研发成果向市
场转化并确保转化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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