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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赴瑞典 7 日医养结合及养老考察” 

学习交流邀请函 

 

尊敬的___________ 

 

随着中国医改不断深化，保险、养老等更加成为国家和百姓关注的

焦点。社会保险如何更多地参与、医养结合如何实施、养老产业如何更

好地切入等问题成了时代的挑战与行业的机遇！ 

2013年 10月 1日，联合国首次发布“全球老年观察指数”，对 91

个国家和地区的老年人的 13 项指标进行综合考察。报告指出：瑞典是

老年人生活质量最高的国家，排位第一（89分），挪威、德国分列第二、

第三。阿富汗排名垫底。中国排名第三十五位。 

瑞典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

老年人除了不会为金钱发愁外，“居家养老”的模式也保证了老人生活

的更加幸福，这也是瑞典养老制度的核心。 

瑞典如何成为世界最佳养老国？ 

无论您是政府领导，还是国立或私立养老实体机构；无论您是保险

公司高管还是对养老有兴趣的投资机构；无论您能是大医院的院长，还

是社区医疗机构的主管，我们 SHD诚邀您一起来瑞典探秘各方在完善国

家“养老”体系中的分工与合作、责任与功能。 

7日的医养结合及养老产业考察学习，我们安排了不少于 8次的研

讨会，从瑞典医疗系统、社会保障、如何有机的运转到瑞典式“家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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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模式的介绍；从“如何协调公立、私立照护资源”，到“经常生病

的老年患者如何减少就医与急诊”，从“医疗趋势及其对未来的医院设

计和运营的影响”，到“从医院多学科医疗团队到患者家里的整合照护”

等，以及高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在老年照护中的应用。本着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学习原则，我们还安排了养老机构的现场考察，如造访“老年花

园”，了解健康与失能老人的生活；还有介绍制造老年人特别喜欢的外

出方式的志愿者机构——“超越年龄的骑车兜风”，等等一系列瑞典式

老年照护方式与文化。 

借鉴瑞典国家“立体”的养老经验、探索结合我们中国的养老制

度、养老模式、养老方式的“养老体系”发展之路。 

此次 5天在瑞典的学习安排了 8个主题以上的研讨会、参观 4家

养老机构，了解瑞典的风土人情和瑞典特有的共生城理念。带给您更

高、更深、更广的视野与思考。精彩纷呈、丝丝相扣、面对面交流的

学习安排，让赴瑞典考察之旅带给您不一样的收获与感想！期待您一

起同行！ 

 

 

 

 

瑞典医疗健康发展中心 

上海歆柏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六日 



赴瑞典 7日医养结合及养老考察学习交流项目 

 

附件 

 

附件一：报名表 

附件二：赴瑞 7天行程安排 

附件三：会议报价及说明 

 

  



赴瑞典 7日医养结合及养老考察学习交流项目 

 

报名表 

 

请通过电子邮件报名，并填写以下信息： 

（一家机构多名学员报名时，请每位学员填写一份） 

 

姓 名  出生年月  

项目 内 容 备 注 

机构名称   

工作部门   

专 业   

职 称   

职 务   

手 机   

邮 箱   

护照号码   

护照有效期   

是否团购 共__________位（含本人）  

出发地选一  北京或上海 

备 注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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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瑞典 7 日医养结合及养老实地考察学习行程表 

 Itinerary of 7-Day “Medical Care + Eldercare” Study Trip 

 

 

第一天 到达 

Day of Arrival 
 

时间 

Time 

上午 

Morning 

事项 

Items 

备注 

Remark 

 
集合 

Gathering 

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首都国际机场集合 

Gather in Pud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or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Beijing) 

 

 
出发 

Departure 

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发/首都国际机场 

Depart from Pud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Shanghai 

(or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Beijing) 

 

 
到达 

Arrival 

到达斯德哥尔摩阿兰达机场 

Arrive at Arlanda Airport in Stockholm 

 

 
当地接机 

Airport pickup 

由巴士接机到酒店 

Airport pickup by bus 

 

 
入住 

Check-in 

办理入住手续，入住酒店 

Check in hotel 

 

瑞典时间 

Sweden time 

晚上 

Evening 
 

备注 

Remark 

19:00-21:00 

瑞典时间 

Sweden time 

晚宴 

Dinner 

欢迎晚宴，中瑞双方致辞（穿着正装） 

Welcome dinner. Both Chinese and Swedish make an 

address. (Wear a suit) 

 

21:00 
休息 

Rest 

回酒店休息 

Go back to the hotel and have a 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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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介绍瑞典养老产业概况和社会保障系统 

Day 2 – Introduction to the Swedish elderly care and social models 
 

瑞典时间 

Sweden time 

上午 

Morning 

酒 店 会 议 中 心 

Conference center at the hotel 

备注 

Remark 

07:00-08:30 早餐（在酒店）Breakfast (in the hotel) 

08:30-09:00 
开班致词 

Opening Address 

SHD 开班致词，并做本次考察项目议程介绍 

SHD make an opening address and introduce the 

agenda of the study trip 

 

09:00-09:50 
研讨会 1 

Seminar 1 

“瑞典人口老龄化与国家福利面对的挑战” 

Demographics/The challenges of welfare  

09:50-10:00 问答 Q & A 

10:00-10:50 
研讨会 2 

Seminar 2 

介绍“瑞典医疗系统、社会保障系统和养老

金”。综合阐述这些系统如何运转以及医疗机

构的类型。 

Introduction lecture to the Swedish healthcare system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pension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how the system works and 

what types of healthcare facilities there are. 

 

10:50-11:00 问答 Q & A 

11:00-11:10 茶 歇 Tea Break 

11:10-12:00 
研讨会 3 

Seminar 3 

“如何协调护理资源，让经常生病的老年患者

减少急诊和就医”。通过健康教练的辅导，提高

这些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使其得到积极的医疗

照护，预防疾病的发生。 

Lecture on how active healthcare management with the 

use of Care Coaches can help prevent emergency care 

and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for recurrently ill patients by 

coordinating the care.  

 

12:00-12:10 问答 Q & A 

12:10-13:30 午 餐 Lunch 

瑞典时间 

Sweden time 

下午 

Afternoon 

斯德哥尔摩城市考察 

Sightseeing in Stockholm 

备注 

Remark 

13:30-16:30 
城市考察 

Sightseeing 

考察斯德哥尔摩博物馆和著名古镇保护，包

括：诺贝尔博物馆和皇家城堡 

A guided tour of the old town Stockholm including visits 

to: The Royal Castle；The Nobel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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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多学科合作的康复照护（康复门诊和居家护理） 
Day 3 –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nd early rehabilitation (healthcare, homecare)  
 

瑞典时间 

Sweden time 

上午 

Morning 

参观乌普萨拉大学医院 

Visit at Uppsala University Hospital 

备注 

Remark 

07:00-08:00 早餐（在酒店）Breakfast (in the hotel) 

08:00-09:00 
乘巴士 

Bus 

乘巴士到乌普萨拉大学医院,做当天日程介绍 

Take bus to Uppsala University Hospital and introduce 

the schedule 

 

09:00-09:50 
研讨会 4 

Seminar 4 

“医疗趋势及其对未来医院设计和运营的影

响”。大多数的康复护理将会在病人的家中提

供，代替传统的患者去康复门诊就诊。 

Healthcare trend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design and 

management of future hospitals. Instead of 

rehabilitation clinics, most care will be provided in the 

own home of the patient. 

 

09:50-10:00 问答 Q & A 

10:00-10:50 
研讨会 5 

Seminar 5 

“从医院到患者家里的多学科医疗团队的整合

照护”。如果患者无法去门诊，一个包含了医

生、护士、理疗师的综合照护团队，将会去

患者的家里进行康复治疗。 

A multi-disciplinary team conference is the start of the 

integrated care process from the hospital to the 

patient's home. If the patient cannot visit the 

outpatient rehabilitation facility a team of doctors, 

nurses and physiotherapists visits the patient in their 

home to perform the rehabilitation. 

 

10:50-11:00 问答 Q & A 

11:00-11:10 茶 歇 Tea Break 

11:10-12:00 
研讨会 6 

Seminar 6 

介绍瑞典的“家庭照护”模式。 

包括服务，护理以及医疗。 

An introduction to Homecare;  

service, nursing and healthcare 

 

12:00-12:10 问答 Q & A 

12:10-13:30 午 餐 Lunch 

瑞典时间 

Sweden time 

下午 

Afternoon 

参观一个“短期医疗和康复护理单元” 

Visit at a unit for short-term healthcare and 

rehabilitation. 

备注 

Remark 

13:30-14:30 
现场考察 1 

Site visit 1 

参观乌普萨拉大学医院的康复设施。 

基于老年医学及多学科的团队合作，针对老

年人群复杂的门诊康复需求，为老年患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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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专业的整合康复治疗。 

Visit the rehab facility at Uppsala University Hospital. 

Specialized rehabilitation in outpatient care for geriatric 

patients with complex needs. The rehabilitation is 

based on the geriatric team’s specialized expertise with 

multi-disciplinary teamwork. 

14:30-15:30 
现场考察 2 

Site visit 2 

“短期医疗和康复护理单元”。适用于当患者

的病症严重到不能住在家里，但是又没有严

重到需要住院的情况 

Unit for short-term healthcare and 

rehabilitation when you are too sick to be at home but 

too well to stay at the hospital. 

 

瑞典时间 

Sweden time 

晚上 

Evening 

与乌普萨拉自治市政府官员晚宴 

Municipality of Uppsala 

备 注 

Remarks 

07:00-09:00 
晚宴 

Dinner 

晚宴上，针对瑞典的医疗与养老体系，可以

与乌普萨拉市政府的官员们进行充分交流、

提问和探讨 

Dinner with politicians from the Municipality of 

Uppsala with the possibility to mingle, discuss and ask 

questions about the Swedish healthcare and elderly 

care system 

 

 

第四天 瑞典养老社区的设计和人性化服务 

Day 4 - Design and planning of Swedish elderly care communities 

瑞典时间 

Sweden time 

上午 

Morning 

酒店会议中心 

Conference center at the hotel 

备注 

Remark 

07:00-08:00 早餐（在酒店）Breakfast (in the hotel) 

08:45-09:00 
日程介绍 

Itinerary 

当天日程介绍 

Itinerary  
 

09:00-09:50 
研讨会 7 

Seminar 7 

不同的客户需求——不同的设计 

设计的参考依据——治疗环境的满足 

Different needs - different design 

Evidence based design – healing environments  

 

09:50-10:00 问答 Q & A 

10:00-10:50 
研讨会 8 

Seminar 8 

“建筑设计师对未来老年居家照护房屋的设计

理念”。根据不同的康复设施，设计不同养老居

住环境。 

The architect’s perspective in designing future elderly 

care premises. A guide through the different 

environments for different kind of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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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1:00 问答 Q & A  

11:00-11:10 茶 歇 Tea Break 

11:10-12:00 
研讨会 9 

Seminar 9 

“超越年龄的骑车兜风”是一个由志愿者组成

的非盈利组织，用载人电动车带着养老院的

老人们进行自行车观光旅行。老年人可以在

户外放松，呼吸新鲜空气、欣赏自然风光，

并且老年朋友之间建立新的友谊以及无穷的

回忆 

Bicycling without age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where 

volunteers bring people from elderly care facilities on 

bike tours on electric cargo bikes. The elderly people get 

fresh air, visual appearances and the ability to create 

new relationship and memories.  

 

12:00-12:10 问答 Q & A  

12:10-13:30 午 餐 Lunch 

瑞典时间 

Sweden time 

下午 

Afternoon 

考察“特殊老年人护理单元” 

Visit at a special care unit 

备注 

Remark 

13:30-14:20 
研讨会 10 

Seminar 10 

“创新思维、机器人等科技在老年人照护中的

应用” 

Technology for the aging population, innovation, robots 

etc. 

 

14:20-14:30 问答 Q & A 

14:30-14:40 茶 歇 Tea Break 

14:40-16:30 
现场考察 3 

Site visit 3 

患有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病人的照护。 

给患者提供像家一样的环境设计和配套的家

具是非常重要的。 

Living for people with dementia – Alzheimer special care 

unit/ memory care unit. The importance of design and 

furnishing of the environments for the patient to feel at 

home. 

 

 

第五天 独特的合作——整合护理（TioHundra 护理机构） 
Day 5 – A unique collaboration – an integrated approach 
 

瑞典时间 

Sweden time 

上午 

Morning 

访问诺尔泰利耶市的护理机构 

Visit at Care company in Norrtälje 

备注 

Remark 

07:00-08:30 早餐（在酒店）Breakfast (in the hotel) 

08:30-09:30 
乘巴士 

Bus 

乘巴士到乌普萨拉大学医院,做当天日程介绍 

Take bus to Norrtälje and introduce the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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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11:00 
现场考察 4 

Site visit 4 

郡议会和市政府有一个独特的合作：共同拥有

TioHundra 这个护理机构。这是个很好的医疗

资源整合，能够照护到所有年龄的人群。在家

庭照护方面无论是高级护理还是简约护理都

有很好的模式（案例）。为中国各级政府和医疗

养老机构提供可借鉴的架构模式和运作管理

方式。 

The unique collaboration between County Council and 

Municipality regarding the ownership of Care 

Company TioHundra has resulted in excellent 

integrated healthcare for all ages. Can show great 

examples of both more and less advances homecare. 

 

11:00-12:10 
乘巴士 

Bus 

返回斯德哥尔摩市 

Go back to Stockholm by bus 

 

12:10-13:30 午 餐 Lunch 

瑞典时间 

Sweden time 

下午 

Afternoon 

考察斯德哥尔摩市政府机构 

Sightseeing in Stockholm 

备注 

Remark  

13:30-16:30 
城市考察 

Sightseeing 

市政厅 

国会办公大厦 

瓦萨博物馆（国宝——瓦萨沉船） 

The City Hall 

The Parliament building 

The Vasa Museum 

 

 
 第六天 “哈马碧滨海新城”——“一个成功的共生城”故事 
Day 6 – Hammarby Sjöstad – A success story 
 

瑞典时间 

Sweden time 

上午 

Morning 

游览哈马碧滨海新城 

Visit to Hammarby Sjöstad 

备注 

Remark 

07:30-08:45 早餐（在酒店）Breakfast (in the hotel) 

08:45-09:45 
乘巴士 

Bus 

乘巴士到乌普萨拉大学医院,做当天日程介绍 

Take bus to Hammarby Sjöstad and introduce the schedule 

09:45-12:00 
研讨会 11 

Seminar 11 

“共生城”的理念，是斯德哥尔摩最大的城市发

展项目，其环境规划包含了能源供给、水源、

污水治理以及废物处理等 

The Symbio-City concept, Stockholm’s largest urban 

development project with its own environmental 

program incorporating energy supply, water and 

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waste management.  

 

12:00-12:10 问答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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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13:30 午 餐 Lunch 

瑞典时间 

Sweden time 

下午 

Afternoon 
 

备注 

Remark 

13:30-14:30 
现场考察 5 

Site visit 5 

考察“健康老人与失能老人的生活”。 

瑞典的“老年花园”完善了专为居家护理老年

人的照护模式。住在这里的居民可以在自己的

家中很好的生活，有安全感和群体感，这些护

理的需求量非常之大。 

Senior/retirement living and Assisted living 

Senior gården develops nursing and care homes for the 

elderly. The residents can live a good life in their own 

home, with a sense of security and community, 

although the needs for care sometimes is extensive. 

 

14:30-15:20 
研讨会 12 

Seminar 12 

介绍“瑞典居家照护领域的医护团队” 

Healthcare teams in the homecare  

15:20-15:30 问答 Q & A 

 

第七天 回国 

Day 7 – Return to China 
 

瑞典时间 

Sweden time 

上午 

Morning 
机场 

Airport 

备注 

Remarks 

 早餐（在酒店）Breakfast (in the hotel) 

 
退房 

Check-out 

在酒店办理退房手续 

Check-out from the hotel 

 

 
乘大巴 

Bus 

乘坐巴士去机场 

Go to the airport by bus 

 

 
 托运、出关、候机 

Consign, customs check, etc. 

 

 
出发（返程） 

Departure 

从斯德哥尔摩阿兰达机场出发 

Depart from Arlanda Airport in Stockholm 

 

 
到达 

Arrival 

到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Arrive at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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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瑞典 7 日医养结合及养老学习考察 

会议报价与说明 

 

一、 会议时间   2017年 6月 11日至 2017年 6月 17日 

二、 会议地点   瑞典，斯德哥尔摩市和乌普萨拉市 

三、 研讨会、养老考察机构、政府机构 

1、 八次研讨交流会 

2、 4家现场考察机构 

3、 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国会大厦 

四、 颁发证书 

考察结束，由瑞典医疗健康发展中心颁发： 

“瑞典医养结合及养老考察学习交流证书” 

五、 参会费用（人民币） 

1、 报价：6.8万元/人 

2、 团购价：4-5人/团，9.5折 

6-7人/团，9.8折 

        8-9人/团，9折 

        ≥10人/团，8.8折 

3、 费用包含： 

（1） 签证、保险费用 

（2） 含国际经济舱往返机票（上海出发） 

（3） 研讨会：讲师、会议室安排 

附件三 



赴瑞典 7日医养结合及养老考察学习交流项目 

 

（4） 考察机构：协调与安排 

（5） 瑞典考察期间全程课程翻译 

（6） 讲义等学习用品 

（7） 机场接送及考察活动相关交通费用 

（8） 6晚住宿（四星）费用 

（9） 每日三餐费用（含欢迎晚宴、毕业晚宴） 

（10） 全程一名领队陪同 

（11） 城市考察安排 

六、 注意事项 

关免税香烟 400支，或雪茄 100支，或烟草 500克，酒 2瓶。限携

出或携入 6000 瑞典克朗，瑞典没有外汇的管制。搭计程车或公车，按

我们的概念是携带小件行李并不另收行李费用。在瑞典就不同了，搭公

车、计程车、电车的时候只要携行李，就必须另收行李费。这种行李费

标准也不一样。所以，到瑞典进行公务，你如果随身携带有行李，别忘

了另外准备一份行李费。小费计程车 10-15%，行李一般每件 2 瑞典克

朗。旅舍已附加 12%于帐单内，不妨另给 3%予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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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一道璀璨的极光 

        ——瑞典养老模式及国家简介 

 

我们对瑞典最熟悉的可能是

诺贝尔奖的评选，这个神秘的国度，

拥有众多的科技发明、完善的现代

制度体系、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强

大的军事实力，使其近 200多年都

免于战乱。国家和平与发达，百姓勤劳与祥和，瑞典是充满幸福感的国

家。 

瑞典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1950年 1月 14日承认新中

国，1950年 5月 9日同新中国建交，同年两国互派大使。 

 

一、 “瑞典养老模式”介绍 

瑞典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

2013年 10月被联合国评为“全球最佳养老国”。 

早在 1913 年，瑞典就已经制定了第一套普通的养老金框架，至今

已有 103 年的历史了。上世纪 90 年代，瑞典实施了建立在可持续基础

上的养老体制，日臻完善，瑞典形成了非常成熟、科学、有机衔接的 “三

种养老模式”： 

1、 “居家养老模式” 

尽可能让所有老人在自己家里安度晚年。这主要是居家养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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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性化、个性化，为老人居家颐养天年创造了更便利、更熟悉的

生活环境。要实现这种模式，其中最关键的环节是设立功能齐全的

“家政服务”。瑞典的家政公司分为公立和私立，为当地所有的“居

家养老”的老人们提供全天候的服务。这些服务包括：个人卫生、

安全警报、看护、送饭、陪同散步等。只要是老年人日常生活需要

的，都可以提供服务。家政服务的次数与范围可以根据需要而定，

且要得到政府的批准。有的是每月一次，有的是一天几次，由公立

或私立家政公司提供，在批准的标准内，政府支付费用。 

 

2、 “养老公寓模式”： 

上世纪 70 年代在瑞典兴起，由地方政府负责建造的老年公寓

楼，在瑞典称“老年服务楼”，楼内的住房都是按照老年人方便居

住的特点设计，楼内还设有餐厅、小卖部、门诊室等服务设施。并

有专人提供 24 小时服务。瑞典各地方政府负责提供的家政服务虽

然是福利性的，但还是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收费标准根据接受服务

老人的实际收入确定，但远远低于市场定价标准。 

3、  “养老院养老模式” 

在瑞典入住养老院无需交纳住院费，一般是提供给基本失去生

活自理能力的孤寡老人，环境很好，硬件设施一应俱全，从吃饭到

洗澡都有人照料，养老院有特别的病房，有护理人员 24小时值班，

还为年龄超过 80 岁的老人提供预防护理。尽管舒适安全，但相对

还是缺少温情，瑞典老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住进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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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律与制度保障 

为稳固这一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瑞典政府还实行

了行之有效的配套举措。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养老法制建设与时俱进。瑞典非常重视养老

法制建设，并设立专门法院监督、管理和执行。瑞典多次出台或修订养

老金法案，分别为 1913 年《国民养老金法案》、1948 年《养老金法》、

1962年《国民保险法》，以及议会 1980年通过的调整社会保障支出保值

方法的法案、1994 年改革政府养老保险体制的决议和 1998 年实施养老

保险体制改革的法案。这些法案赋予了健全养老保险制度的法理依据，

提供了强制参与养老保险的政策支持，加强了对税收征缴和企业执行政

策的监管，从而保证了养老保险制度的通畅运行。瑞典现行的养老保险

制度，是历经多次改革后于 2001 年开始实施的，新制度含三种类型：

一是国民金；二是收入关联养老金；三是职业年金。 

第二：健全管理体制，提高养老资金运营效益。在过去现收现付的

筹资模式下，瑞典的养老资金管理较为简便，保值增值压力不大。但新

制度实行部分积累制，个人账户积累资金将进入市场参加投资经营。为

此，瑞典对个人账户制定了严格的管理程序，成立专门管理机构——国

家养老金管理局。该局对国民社会保险委员会和金融监管局负责，负责

个人账户的统筹管理，宏观指导基金公司的投资运营，保障养老资金保

值增值。 

第三：拓展社会服务，配套支持养老保险制度。瑞典各级政府是提

供社会服务的“主力军”，建立了周密的社区家政服务网。根据瑞典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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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在地方设立各式家政服务区，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全天候服务，

体现了“最大限度地让老年人在家中养老”的理念。瑞典政府除了在资

金、模式上为老人在不断的提供合理、优越的制度保障，在日常社会公

共管理中，也针对老年人特点，进行周全的规划。如：公共交通有专为

老年人设计的通道；公交地铁方便老人的专座；出租车则由特殊改装的

车辆为老年人或残疾人提供特别的运输服务。在斯德哥尔摩，每年有 300

万次这样的运输服务。政府在进行居住区域规划时，都要求开发商确保

相关配套设施适合老年人。 

瑞典既有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做后盾，又有考虑周全的公共设施，

还有体贴入微的上门服务，在养老方面无论硬件、软件都是走在世界前

列，成为世界最佳养老过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 瑞典简介 

1、 瑞典王国 

（1） 瑞典王国（The kingdom of Sweden）,简称瑞典，是北欧五

国面积最大的国家，面积 44.9万平方公里。人口 833万，

85%以上的居民居住在工农业发达的南部和中部，90%为瑞典

人。主要宗教是新教，洛德教会具有国教性质，拥有约占全

国人口 90%的教徒。国王是瑞典教会的最高权威。瑞典语为国

语，商业通用英语。 

http://www.youthem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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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瑞典现政府为君主立宪，责任内阁制。瑞典为中立国，19世

纪末开始形成对外中立政策，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均保

持中立。 

2、 双边贸易与技术合作 

（1） 在华投资：截至 2013年 8月，中国共批准瑞在华投资项目为

1240个，瑞方实际投入 26.6亿美元，行业主要包括电信、

汽车及零部件、电器、建材、印刷、制药和造纸等。瑞在华

主要企业有：伊莱克斯（中国）电器有限公司、斯凯孚（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济南华沃卡车

有限公司、南京爱立信通信有限公司、北京爱立信通信系统

有限公司、宜家家居公司等。 

（2） 在瑞典投资：截至 2013年 8月，中国在瑞累计投资额为

25.2亿美元，涉及汽车、旅游、贸易、软件开发及航空运输

等行业。2006年，两国签署《关于加强中瑞两国中小企业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和《中瑞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协定》。

2007年，两国签署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谅解备忘录。2009

年，中瑞经贸联委会第 17次会议在瑞举行，双方签署《成立

企业社会责任合作工作组谅解备忘录》。2010年，两国签署

《中小企业合作备忘录》、《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合作中长期规

划》，8月吉利集团完成收购沃尔沃的交割事宜，成为中国汽

车企业迄今最大的海外并购。2012年，“中国—瑞典中小企

业创新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国能电力集团下属国家电动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76113/135781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853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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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公司收购萨博汽车集团。2013年，中瑞双边贸易额为

137.8亿美元，同比上涨 3.3%。 

3、 瑞典社会文化 

（1） 瑞典商人心地善良、朴素、不急躁、不浮夸、沉着而亲切、

计划性强。凡事他们总是按部就班，规规矩矩的。所以，在

我们看来办起事情来很缓慢。比如，商谈的时候，必须从头

按照顺序逐一说明。向他们推销的时候，必须从头详细地将

产品的来龙去脉加以说明，必须说明商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优点，否则，他们就不会接受。 

（2） 瑞典是地球上最遵守时间的国家之一。若一个瑞典人约了下

午 3点钟见面，假如他来的早了，他会在门外人行道上来回

走动，等到 3点整才进门见面。瑞典人很遵法守纪，也很老

实。他们看到街上红灯，决不横穿马路，即使马路没有车辆

行驶，也一定要等绿灯才走。一个瑞典人，宁可自己留着糖

果纸，也决不到处乱扔。瑞典人喜欢安静，不管大街小巷，

都有汽车在奔驰，但几乎听不到一声喇叭，噪音污染很小。

瑞典人很注意环境的美化和绿化。 

（3） 瑞典人的生活水平被誉为世界第二位。它有着十分优越的社

会福利。国民个人所得比日本还高得多。瑞典人的富裕使它

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教育和医疗方面，而且，在公众娱乐活动

方面，也投入大量资金。瑞典人勤劳而努力，人均工业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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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世界第三位，个人年收入平均为 1.9万美元，为世界上个

人高收入的国家之一。 

（4） 在瑞典，代理商的地位非常重要。大半生意是让代理商介入

的，否则，难保代理商不会插手捣乱。因此，虽然有中间差

价的问题存在，一般还是要让代理商介入，才能顺利地从事

商业活动。 

（5） 在瑞典开展商务活动，建议穿西装，并且事先最好先订好约

会再见面。斯德哥尔摩商业机构近年在政府有计划的安排

下，均迁往郊外地区，不再集中在城内。商务活动 2-5月、

9-11月宜往访。冬天很长，当地人喜欢夏天，在 7、8月份

找他们谈公事是很困难的，并会被认为是不为他人考虑的行

为。复活节及圣诞节前后两周宜免。饮水均安全。 

（6） 瑞典是非常重视礼仪的国家瑞典商人的晚宴经常非常正式—

—必须打黑领结。应邀到对方家中参加晚宴，带一束花，请

务必准时。见面和告别时要握手。告别时先握手，不要穿好

外衣后再握手。谈话相处中不要问及对方的家庭隐私。敬酒

也很讲究规矩，一定要等到主人、年长者或级别比你高的人

向你敬酒后，你才能向他们敬酒，在主人说“SKOAL”（干杯

或祝你健康之意）之前，不要拿起酒杯。客人坐在主人左

边，席间对方多半会正式祝酒。如你是主客，起立向女主人

正式回敬祝酒。离开餐桌前要向主人表示感谢。翌日务必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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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或写信向主人再次表示感谢，此为一礼节。女主人喜欢

来客给她带一束鲜花做礼物。 

（7） 瑞典是世界上私人船只最多的一个国家，瑞典人热爱航行，

在 830多万人口中，有 70万条私人使用的船只。 

（8） 守法是当地人的良好习惯，不可违反规定。瑞典人对酒后开

车罚款很重，所以在聚会时总有一人被指定为司机，不能饮

酒。 

 

4、 瑞典国家资源与特色 

（1） 水晶因美丽晶莹、硬度较高，瑞典人将其作为国石。 

（2） 铁矿、森林和水力是瑞典三大资源。截至 2014年，瑞典已探

明铁矿储量为 36.5亿吨，系欧洲最大的铁矿砂出口国。铀矿

储量为 25至 30万吨。森林覆盖率为 54%，蓄材 26.4亿立方

米。平年可利用的水力资源有 2014 万千瓦（1760亿千瓦

时），已开发 81%。此外，北部和中部地区有硫、铜、铅、

锌、砷等矿，储量不大瑞典。 

（3） 工业发达，采矿、技术先进，轴承、特种钢、凿岩设备、矿

山设备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 

（4） 农业也比较发达，粮食和畜产品自给有余，蔬菜、水果部分

靠进口。 

5、 我们身边常见的瑞典十大发明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43/493981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85167/124846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43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43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7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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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是个有着发明与创造传统的国家, 历史上有着很多改变了人类

生活方式的发明: 

（1） 起搏器, 1958年瑞典人 Rune Elmqvist发明 

（2） 安全带, 1959年瑞典人 Nils Bohlin发明的 3点安全带 

 

（3） Skype网络语音聊天工具, 瑞典于 2003年发明，是全球免费

的语音沟通软件 

 

 

http://se.liuxue36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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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乐包装, 瑞典人 Erik Wallenberg和他的团队 1951年发明

的液体包装方法 

 

 

（5） 电话送受话器,  1885年瑞典人 Lars Magnus Ericsson 发明

了电话的送受话器 

（6） 纯平显示器,  1979年瑞典人 Sven Torbj?rn Lagervall 发明

的铁电液晶导致了显示器的批量生产 

（7） 超声波, 1950年瑞典人 Hellmuth Hertz和团体发明了超声

波诊断方法, 并广泛用于心脏病的诊断中 

（8） 安全火柴, 1844年瑞典人 Gustaf Erik Pasch专利申请了无

毒的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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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炸药,1866年瑞典人诺贝尔发明了炸药 

 

（10） 拉链，1913年瑞典人 Gideon Sundbuck发明的现代的无

缝拉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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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们每天生活在“瑞典”的包围中： 

周末的清晨起床后，你换上卫衣，拉好拉链。洗漱后打开冰箱，

拿出一盒利乐包牛奶，就着鸡蛋和吐司做了顿早餐。稍作休息，顺便

用吸尘器清扫家里边边角角。之后靠在从宜家买回来的多功能沙发

上，捧起手机用 Skype 和远方的恋人视频私语。下午你拿起电话和朋

友约好去野炊。你驾车出门，在驾驶座上系好安全带，已成为安全驾

驶条件反射的习惯动作。准备野炊时，你拿出了安全火柴点燃炊火，

伙伴们开始了欢乐的户外聚餐，大家都不由得感慨起现代生活的便

利，多么“瑞典”啊…… 

假如你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时，护士小姐帮你登记后，会给你做一

般检查：量体温、化验，还可能做心电图或 B超，通过显示屏观察、

诊断……,最后也许老年人需要装起搏器，也许需要无创伽马刀进行手

术等等，都有可能接触到“瑞典”的呵护。 

瑞典人的发明宗旨是“人们生活中可能会需要什么，我们就发明什

么”。他们的发明务实，简洁，却构成了这个世界我们不可缺少的要素，

所以值得我们去探究和学习。 

在北欧民间流行着一句话：挪威人先思考，接着瑞典人加以制造，

然后，丹麦人负责推销。的确，挪威人是着重理论，善于理出体系；瑞

典人则善于实践创新，将理论转化与应用，精于产业化。至于丹麦人，

则善于推销，而商业方面是高人一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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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挪威和丹麦都是维京人的后代，祖先是海盗，所以他们勇

敢、豪迈、聪慧；但百分之九十的瑞典人都有宗教信仰，所以他们虔

诚、低调、与世无争，他们不断将海盗精神改写成现代文明，这是一

个伟大的民族，神奇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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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医疗健康发展中心 

Swedish Healthcare Development AB 

简 介 

 

一、瑞典医疗健康发展中心（Swedish Healthcare Development AB，

简称 SHD）： 

由瑞典皇家工程院院士、乌普萨拉大学终身教授、乌普萨拉大学医

学院前院长、新卡罗林斯卡医院首任院长、乌普萨拉大学附属医院前院

长、著名神经外科专家 Lennart Persson 教授为首的一批知名学者发起

创建，其核心团队由经验丰富的瑞典大学医院临床医护专家、医疗工艺

设计专家以及医院运营管理专家组成。SHD 总部位于瑞典乌普萨拉科

技园内，并在中国香港、上海、南京设有分支机构。其中，位于上海的

中瑞合资公司为“上海歆柏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南京的江北新区的“中

瑞健康共生城（China-Sweden Care Symbiocity）”是 SHD 目前在中国

参与筹建的重点项目之一（含有医院、康复酒店式公寓、研究生院、科

研转化基地、iLabse 展厅、居家养老商品楼等）。 

SHD 的核心团队全程承接了目前世界投资规模最大、理念技术最

先进的瑞典新卡罗林斯卡大学医院（Nya Karolinska Solna）的筹建可

行性研究、医疗工艺设计、医院建筑设计以及运营管理体系建设与管理。

SHD 创始人及总裁 Lennart Persson 院士是新卡罗林斯卡大学医院首

任院长。该医院耗资 240 亿瑞典克朗建造（约合人民币 200 亿元，不含

医疗设备成本），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典范，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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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施工、融资和运营管理的服务采购方面均采用 PPP 模式。医院国

际一流的医教研实力来自卡罗林斯卡医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t），

这是一所世界一流的医科大学，以国际领先的教育科研水平和评审颁发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闻名于世。 

 

二、SHD 的主营业务包括： 

1. 医疗健康综合体规划设计咨询服务：医疗健康综合体包括

综合医院、康复医院、研究生院、生命科学研究院、医疗健康大数

据中心、老年公寓、养老院等在内的综合建筑群。SHD 联合其战略

合作伙伴，为客户提供医疗健康综合体或其中单体设施的项目可行

性研究、基于 LEED、JCI、DIAS 等国际标准的医疗工艺设计、医

疗建筑设计、养老公寓工艺及其建筑设计、医疗健康大数据中心内

容及其架构设计等咨询服务。 

 

2. 医疗设施运营与管理服务：提供医疗健康综合体或其中单

体设施的全方位的设计、综合运营与托管服务、咨询服务。 

 

3. 医院管理与咨询服务：对医院流程再造、客户满意度调研

（如神秘访客项目）、医院管理培训、医院专项服务辅导、医院内

训师培训等各类管理咨询项目提供一对一的订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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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医养结合及养老产业方面：（1）提供赴瑞典学习、交流、

考察方面的领导力培训，（2）养老家政、家居照护的管理培训。（3）

提供为国内养老实体机构全方位的建筑设计、管理咨询、技术输入、

设备采购以及管理人员培训。（4）提供两国对口机构的互访、学习。

如：政府间、保险机构之间，养老机构之间、投资机构之间的深度

交流与人才培养研讨。 

 

5. 医学教育（学位）与人才培养：SHD 联合世界大学排名第

60 位的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以及世界医学院排名第三的瑞典卡罗林

斯卡医学院，这两所学员定期举办相关学科的医生高端职业培训、

硕士与博士学位教育以及相关主题的国际医学学术高端论坛。 

 

6. 医疗健康创新产品服务：医疗健康大数据、生物大数据（含

肿瘤数据）、生物技术与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含诊断类、微创类、

神经调控类医疗器械）、再生医学、医疗机器人等科技产品转化、

进出口服务。 

 

7. 国际医疗服务：SHD 先期将联合瑞典斯德哥尔摩和乌普

萨拉地区诸如卡罗林斯卡大学医院和乌普萨拉大学医院之类的著

名国际医疗机构，为高端人士和广大客户提供定制化健康体检和国

际诊疗服务，包括远程会诊、医疗以及新药服务。随后，将继续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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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瑞典乃至欧洲其他地区新的国际医疗合作医院；在时机成熟时，

与符合合作条件的中国医疗机构合作共建国际诊疗中心。 

三、SHD 中国分公司——上海歆柏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的主要业务： 

除参与上述全部项目在中国的落地实施之外，还有其他多项培训业

务： 

 负责瑞典医疗特色课程在中国举办各类培训业务和赴瑞典各项

学习考察 

 举办各类、各项专项课程、短期证书课程 

 负责瑞典学位课程的中国招生，课程协调、开课等相关业务 

（一）医疗方面（在中国的课程）： 

1. “医院内训师”（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 

2. 医院工艺设计：“医院流程设计”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 

3. Mini-CNEX（迷你临床护理实践——针对护士） 

4. Mini-CEX（迷你临床实践——针对医生，与台湾讲师合作） 

5. 服务剧本在临床查房中的应用 

6. “主题医疗”模式 

7. “临床微系统”在医疗实践中的应用 

8.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圣地：“新卡罗林斯卡医院”筹建案

例分析 

9. 瑞典“爱特网络”的护理模式 

10.“医院管理”主题课程：领导力、执行力、医患沟通、团队建设、

医院“服务剧本”的撰写与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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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神秘访客”项目：对医疗服务质量真实性的客观反馈 

 

（二）瑞典“医养结合”与“养老照护”方面 

1. 赴瑞典短期养老学习考察项目（7 日） 

2. iLabse 参访交流与合作（在南京） 

3. 医养结合的社区医疗管理培训 

4. 北欧养老照护模式（居家或养老院）介绍与交流 

 

（三）教育项目（学位与证书课程）： 

“MPPM”（Mast of Public police Management） 

公共政策管理硕士（“医院管理方向”和“养老康复方向”） 

 

（四） SHD 自主版权和 SHD 翻译版权： 

书 1：《瑞典医院的主题医疗》 

书 2：《瑞典的“临床微系统”实践》 

书 3：《瑞典医院工艺设计》 

书 4：《“新卡罗林斯卡医院”的筹建案例分析》 

 

为更好、更便捷、更贴切地服务中国的医疗及健康产业的客户，SHD

的“上海歆柏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合资公司，将全面负责 SHD 与中国客

户的沟通、业务衔接、洽谈、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