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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读者

2004年起， 德国工商总会上海办事处定期出版《德国商务旅行指南》。常年以来，这

本口袋书在商务人士赴德旅行期间提供有效的帮助，深受我们中国伙伴的喜爱。无论

您前往德国哪个联邦州，哪个城市旅行，这本旅行指南都会提供给您最重要的商务

差旅信息。

最新版的《德国商务旅行指南》为中国投资者及所有有兴趣赴德参与经贸活动的商

务人士提供了大量信息，其中涵盖赴德商旅计划，创办企业流程以及当地生活指南

等。该书在加深双边经贸关系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本指南也用于您日常商业活

动之外探索德国。它带您领略柏林，科隆，慕尼黑等大都市的勃勃生机，发现多彩的

大自然。您可漫步于莱茵河畔，更多地了解德国历史，参观宫殿，城堡及其它有意思的

历史建筑。同时，您也将品味到德国经典美食，如烤肠，土豆羹及黑啤等。

德中经济关系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其潜能还没有被完全开发，许多领域还有待

寻求合作的可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投资位于贸易之后成为关注的焦点。在此，我也

要感谢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的积极合作。在国际排行榜中，德国一直位列具有吸引

力的投资地，特别在高新技术制造领域拥有受欢迎的市场。中国投资者能在这里寻得

商机。

德国欢迎您！作为欧元区最大经济体，德国依靠其企业技术水平，竞争能力及位于欧

洲中心，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中国企业提供了理想的投资环境。不少中国企业已落户于

德国便是对此最好的印证。

我衷心祝愿您的商业计划圆满，在德国的旅行愉快，顺利！同时，也希望《德国商务旅

行指南》2017/2018助您一臂之力！

    Simone Pohl 女士 
德国工商总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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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e Assortment and Imports
We offer over 25,000 products. More than 4,000 products are directly imported or sourced 
from more than 50 countries and regions.

Transparency and High Quality
Thanks to the STAR FARM Traceability System, more than 3,000 of our fresh products are 
fully traceable from farm to market.

Great Shopping Experience
With continuous store upgrades across the country, you can learn and be inspired by our 
chefs with new cooking techniques and innovative ideas in the Inspiration Corner, find 
customized solutions in the Welfare & Gifting Showroom and relax at METRO Café.

METRO Online Store
Our wide assortment and exciting promotions are 
all one click away at WWW.METROMALL.CN! 

As one of the top retailers worldwide, METRO China has 90 stores 
in 58 cities. We pride ourselves on providing our customers with 
a wide variety of high-quality products at competitive prices.

Enjoy Food Safety and High Quality Products
Welcome to METRO

广告

Visit us at WWW.METRO.CNMETRO We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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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读者

一项新的纪录在过去的一年诞生：2016年在德国落户中国的企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数量。中国，凭借281项绿地投资成为在德国投资项目数量最多的国家。

这其中有大型跨国公司，也有众多不同行业背景下的中小型企业，它们映射了行业中

完整的价值链： 包括以销售为目的，想要靠近零配件制造商客户的汽车供应商，与德

国伙伴合建研究中心的医疗技术专家，以及可在当地指导德国及欧洲客户的创业孵

化器。中国企业在德国落户数量的增加是我们两国经济合作的又一成功印证。

该纪录展现了德国作为中国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中国社科院（CASS）每年发布的调

查也证实了这点：德国于2017年连续第四年被评为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最有吸引力的

目的地。

我们为这一发展感到高兴，并欢迎中国企业在德国进行投资。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对外贸易促进和投资地市场

推广机构 ，它致力于支持您向德国拓展业务。通过参与编撰我们合作伙伴——德国

工商大会（AHK）出版的这本德国商务旅行指南，我们希望在帮助您进入德国市场的

道路上迈出第一步。

此外，我们在北京，上海和柏林总部的团队将作为您的联系人，为您提供有关投资项

目的免费信息和咨询服务。我们希望让您在德国的投资成为一个真正成功的案例。您

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

 
   Jonathan Schoo  舒友涵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驻华代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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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州及地区介绍

30 柏林 
36 巴登－符腾堡 
40 巴伐利亚 
46 勃兰登堡 
50 不来梅 
56 汉堡 
62 黑森 
66 法兰克福莱美两河地区

70 梅克伦堡－前波莫瑞 
74 下萨克森 
78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 
84 莱因兰－法耳茨 
88 萨尔 
92 萨克森 
96 萨克森－安哈尔特 
102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106 图林根 

 德国概况

16 德国历史

 德国历史大事记

18 政治体制

20 中德外交

21 天气与四季

22 教育体系

24 德国文化

26 体育之国

目 录



12 目 录

 日常生活

140 购物在德国

152 品味德国－德国饮食文化

158 公共交通

     跨文化交流

162  跨文化商务交际： 
准备与德国同事共事

 171 附录

 投资德国

113 投资环境：

 2017年度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

评级发布

114 中国连续第三年成为在德投资项

目数量最多国家

115 科技：

  德国“双创”的中国机会

119 工业：

 德国的数字化

121 产业：

 欢迎来到未来

124 商业：

 德国商业礼仪

129 德国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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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州 15

德国历史

德国历史_大事记

政治体制

中德外交

天气与四季

教育体系

德国文化

体育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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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历史

“德意志”一词最早见于公元8世纪，

指生活在法兰克王国东部的日尔曼部

落所讲的方言。公元814年法兰克帝国

分裂为东西两个王国。讲法语的西法

兰克王国后来演变成今天的法国。公

元962年，讲德语的东法兰克王国的

奥托一世由教皇授予“罗马皇帝”称

号，德意志王国便成为“德意志民族

的神圣罗马帝国”，史称“德意志第

一帝国”。

随着地方势力的日益强大，皇权不断

衰落，各邦国中以普鲁士及奥地利最

为强大。1806年，拿破仑占领德意

志，解散了有名无实的神圣罗马帝

国。各邦国组成了是由普鲁士占主导

地位的德意志邦联。1866年，普奥战

争中奥地利战败，脱离德意志邦联。

普鲁士在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中获

胜，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于翌年加冕

为德意志皇帝，史称“德意志第二帝

国”，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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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00年
 卡洛琳王朝的传人、法兰克帝国的统治者Karl
被教皇加冕为罗马皇帝，即卡尔大帝。他于公元

814年死于亚琛，后被尊为“欧洲之父”。

公元843年
 法兰克王国的疆域按照凡尔登条约分成三部

分，其中莱茵河右岸讲德语的东法兰克王国是

今天德国的雏形。

公元919年
 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当选为东法兰克王国的国

王，建立萨克森王朝，正式创立德意志王国。

公元962年
 东法兰克王国的奥托一世获得加冕，开始了“神

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史称“德意志第一帝国”。

公元1096年—1099年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占领耶路撒冷。

公元13世纪

 汉萨同盟逐渐形成，14世纪达到兴盛。

公元1386年
 德国最古老的大学——海德堡大学建校。

公元1450年
 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

公元1517年
 马丁•路德发表95条论纲， 
揭开宗教改革序幕。

公元1618年—1648年
 三十年战争，天主教、路德教和改革教派最终获

得平等承认。

公元1701年
 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因支持神圣罗马帝

国哈布斯堡王朝向法国波旁王朝宣战，被加冕

成为普鲁士国王。自此，普鲁士作为一个王国才

正式存在。

德国历史大事记

义上的统一。1914年德皇发动第一

次世界大战，一战以德国的失败而告

终，第二帝国宣告瓦解。

1919年德国国民大会召开，魏玛共和

国成立，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

联邦共和国。1933年，希特勒上台，

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自称为“德意

志第三帝国”，宣告了魏玛共和国的

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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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法西斯突袭波兰，发动第

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纳粹德国宣布

投降。根据波茨坦会议中的美、苏、

英、法协议，德国战败后一分为四

分别由四个战胜国占领。1949年5月
23日，原美、英、法占领区合并，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宣布成立，即西

德。同年10月7日，原苏占区宣布德

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即东德。西德

建设市场经济模式，东德推行工业的

社会主义化。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建

立。

1972年12月21日东西两德签署的基础

条约使两国关系正常化。1989年东欧

剧变，苏联解体，两德统一的契机到

来。1990年8月31日两德在柏林签署两

德统一条约。10月3日民主德国正式

加入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的宪法、议

院、政府自动取消，原14个专区改为5
个州以适应联邦德国建制，分裂40多年

的两德终于重新统一。

政治体制

德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是于1949年5月生

效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

《基本法》规定，德国是联邦制国

家，外交、国防、货币、海关、航

空、邮电属联邦管辖。国家政体为议

会共和制。德国的国家元首为总统，

总统不是联邦政府成员，地位相当于

立宪制国家的君主，只拥有形式上的

权力，不直接领导内阁（政府），不

负行政责任。联邦总理为政府首脑。

内阁会议是联邦政府的最高决策机

构，会议由联邦总理和各部部长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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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06年
 拿破仑进驻柏林，“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

国”走向终结。

公元1815年
 拿破仑战败，德意志邦联成立，普鲁士、奥地利

崛起。

公元1848年
 三月革命爆发。

公元1862年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为首相。

公元1871年
 普法战争结束，德国击败法国，同时兼并了南德

诸邦，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加冕为德意志皇帝，

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史称“德意志第二帝

国”。

公元1892年
 德、意、奥三国同盟形成。

公元1914年
 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

公元1918年
 德国战败，德意志帝国覆灭，德皇退位。

公元1919年
 德国国民大会召开，魏玛共和国成立。

公元1933年
 希特勒上台，出任德国总理，建立法西斯专政，

德意志第三帝国成立。

公元1939年
 德国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公元1945年
 纳粹德国投降，二战结束， 
根据波茨坦会议，美、英、法、 
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

公元1949年
 美、英、法控制的西占区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同年10月，东部的苏联占区相应成立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德国正式分裂为两个国家。

加，总理（缺席时由副总理）主持。

联邦制是德国的五项基本原则之一，

它的重要支柱就是全国划分为16个拥

有自己宪法和主权的独立的联邦州。

联邦州不同于省，州是具有一定国家

性质的联邦成员国或成员单位。

德国实行三级选举制，即地方选举、

州议会选举和联邦议会选举。联邦议

院每四年选举一次，一般在秋季举行

新的选举，最早在联邦议院任期满46
个月之后，最迟满48个月之后进行。

发生联邦议院被解散的情况时，新的

选举应在解散后60日内进行。选举出

新的联邦议院后，最迟不得超过选举

后30日召集会议。

德国实行议会民主制，议会是国家的

最高立法机关，议会采用两院制，由

联邦参议院和联邦众议院组成。根据

主权在民原则，联邦议院是唯一由选

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机构，是

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联邦议院拥有

立法权、选举权（组建政府）、监督

权以及其他职权，但这三项权利是联

邦议院最主要的职权。

德国实行的是多党制，由获得议会多

数席位的一个或多个政党单独或者联

合执政。德国的主要政党包括社民

党(SPD)、联盟党、自民党(FDP)、
绿党(Die Grünen) 以及左翼党(Die 
Linke)。联盟党，由基督教民主联盟

（基民盟CDU)与其仅活跃于巴伐利亚



联邦州20

形成十分完备的司法体系。德国设立6
种法院，即宪法法院、普通法院和四

种专门法院（劳动法院、行政法院、

社会法院、财政法院）。

中德外交

中德1972年10月11日建交，关系发展

顺利。1989年德参与对华制裁。1992
年科尔政府开始调整对华政策，1993
年制定以中国为重点的亚洲战略，两

国关系全面恢复。

近年来，两国高层互访频繁。2004年
5月，温家宝总理访德，双方宣布在

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具

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并建立两国

总理年度会晤机制。2005年11月，胡

锦涛主席对德进行国事访问。默克尔

2005年11月任总理以来，总体保持积

极的对华政策。2014年3月28日至30
日，习近平主席对德进行国事访问，

分别同高克总统、默克尔总理会谈，

双方发表《关于建立中德全方位战略

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4月14日，王

毅部长与访华的德外长施泰因迈尔举

行第四轮外长级战略对话。7月6日至

8日，默克尔在总理任期内第七次访

华。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张德

江委员长分别会见默克尔。

2015年10月29日至30日，默克尔总理

任内第八次访华，习近平主席、李克

强总理、张德江委员长分别会谈、会

见。李克强总理同默克尔总理共同访

州的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

CSU)组成。在欧洲近年来爆发欧债危

机和难民危机背景下，右翼民粹主义政

党德国选择党凭借反欧元、反对德国

大规模接纳移民和难民等主张迅速崛

起。2005年，联盟党击败社民党赢得联

邦议院选举，与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

府”，基民盟党主席默克尔正式成为德

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2009年，默克

尔及其领导的联盟党在德国大选中再度

获胜，继续保持联邦议院第一大党地

位，并牵手自民党实现组阁。2013年，

德国议会选举默克尔为德国总理，默克

尔自此开始了她的第三任期。默克尔领

导的基民盟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组成“大

联合政府”。2017年，默克尔再次成功

连任，将开启她的第四个总理任期。值

得关注的是，德国选择党AfD获得13%
的支持率成为第三大党，首次进入联邦

议院。

德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全部法律都已

成文法或制定法为主，不仅有体系

完备的各种法典，也有大量的单行法

规，涉及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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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5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交。

公元1957年
 法、西德、意、比、荷、卢6国签署《罗马条约》，

标志着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成立。

公元1961年
 柏林墙建立，柏林分为东、西柏林。

公元1963年
 德国总理阿登纳和法国总统戴高乐在巴黎爱丽

舍宫签署德法友好条约，即爱丽舍条约。

公元1970年
 德国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 (社民党) 在华沙的

犹太人居住区起义牺牲者纪念碑前下跪，请求

犹太人民的宽恕。

公元1972年
 东西两德签署基础条约，两国关系正常化。

公元1972年
 联邦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访华。10月11日，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公元1973年
德国于1973年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

公元1975年
 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正式访华，会见毛泽

东和邓小平。

公元1979年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签订经济合作协定。

20世纪70年代

 德国出现“经济奇迹”。到统一前，联邦德国已

经成为世界经济第四大国、贸易第三大国，东西

德国都被世界银行列为世界十大经济体之一。

公元1982年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签署发展合作框架条件协定。

公元1989年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的

契机到来。

问安徽并出席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座谈

会。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同默克尔总

理在安塔利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

间简短寒暄。12月19日，外交部长王毅

在德国柏林与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举行

首轮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

2016年7月16日，李克强总理赴蒙古出

席第11届亚欧首脑会议期间与默克尔总

理举行会晤。9月4日，默克尔总理来华

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习近

平主席同默克尔总理举行双边会晤。

天气与四季

德国位于温带海洋性/大陆性气候区，

气候多变，盛行西风。夏天的白天很

热、晚上较凉；冬季北部气候较暖湿，

甚至比南部温暖。

冬季 (1月) 平均温度在1.5度与-6度之

间；夏季 (7月) 的平均气温则在19度左

右。降雨分布在一年四季。一般认为4
月是德国气候变化无常的月份，暴雨、

洪水、飓风、大雪交替而至，因此在这

个月出门最好备伞。

天气晴好的5月、6月和9月、10月、11
月是德国人从事各种交流、举行活动的

好时节，各类活动，如丰富多样的展览

会、体育赛事、电影节等通常都会集中

在这几个月份举行。7月、8月则是德国

人的夏季休假季节，冬季的圣诞节前后

也热闹非常，是人们放假聚会的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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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系

德国是一个重视思考的国度。教育和

科学、研究和发展被赋予社会进步战

略核心地位。在一个无国界的欧洲和

一个市场全球化的世界里，教育使人

们有能力利用起无国界和知识网络全

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德国完善的教育

体系不仅为本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

素质人材，同时她也吸引了来自全世

界各地的学子，是全球最受欢迎的留

学国家之一。

中小学教育

在德国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均等。通常

儿童满六岁入学，小学学制为四年。

小学之后是不同的中学模式：普通中

学、实科中学和高级文理中学。他们

的区别主要在于对成绩的要求和理论

与实践的比重。此外还有总和中学，

它把上述三种类型的学校合并成一个

统一体，这样方便了不同学校类型之

间的转换。普通中学的五年级到九年

级是必修阶段，第十学年是自愿的。

实科中学介于普通中学和高级文理中

学之间。它从五年级到十年级，最后

获得中等实科毕业文凭。高级文理中

学实施进一步的普通教育。依各联邦

州的不同，高中阶段学业分别至第12
年级或第13年级，同时获得大学入学

资格。

大多数中小学为半日制学校，中午放

学。但是，联邦政府出资40亿欧元用

于资助全日制中小学的建设。2003年

以来，共有6000多所中小学为扩建和

设立全日制学校从这笔资金中得到了

资助。学前教育范围内的前瞻性教育

以及更多的语言学习都将提高学校教

育的质量。各联邦州自管学校事务，

但是要接受文教部长联席会议的协

调。

双轨制职业教育

德国的双轨制职业教育在全球范围可

以说别具一格。大多数年轻人－约占

总数的60%－在中学毕业之后接受双轨

制职业教育，学习350种培训专业中的

一种。这种进入职业生活的方式有别

于在许多国家都很普及的纯粹的校内

职业教育：每周有三至四天在企业中

接受实践教育，一到两天在职业学校

进行专业理论学习，培训时间为两年

到三年半。企业提供的培训得到了跨

企业课程和额外培训内容的支持。培

训的费用由向学徒支付报酬的企业以

及管理职业学校经费的国家来承担。

目前，有48.2万家企业以及公职机关

和自由职业者向年轻人提供培训。有

80%以上的培训岗位由中小企业提供。

得益于双轨制职业培训，在德国，无

职业或无培训经历的年轻人的比例相

对较低，这个比例在15岁到19岁年龄

段的人中仅为2.3%。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确保了手工业者和专业工人的高

技能。职业培训不仅是一条通往职场

生涯的途径，它还可以通过继续教育

获取硕士文凭。现在，经过在职期间

的进修也能最终获取高校硕士毕业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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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90年
 东德正式加入联邦德国，原有的14个专区为

适应联邦德国建制改为5个联邦州，分裂40多
年的两个德国终告统一。赫尔姆特•科尔 (基
民盟) 成为重新统一后的德国首任联邦总理。

公元1992年
 联邦外交部长克劳斯·金克尔访华期间宣布双

边关系正常化。

公元1993年
 德国国会在此确立迁都柏林的决议案，决定

将于公元2000年将联邦政府所在地由伯恩迁

往柏林。

公元1994年
 在深夏，最后一批盟军部队撤离德国，东西

方冲突成为历史。

20世纪初

 中国驻汉堡、慕尼黑和法兰克福总领馆分别

于1984年5月14日、1997年6月7日和2005年6
月23日开馆。德国驻上海、广州和成都总领

馆分别于1982年10月15日、1995年11月6日和

2004年12月5日开馆。

1998年
 施罗德政府组成，强调要保持对外政策的连

续性，重视与中国的关系。1999年3月唐家璇

外长访问德国。5月施罗德总理对中国进行了

工作访问，并于11月正式访华，就进一步加

强双边关系问题同中国领导人交换了看法。

公元1999年
 科索沃战争。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地区

被一系列战争纠纷所动摇，这些冲突与这个

国家的崩塌相关联。北约通过空袭对南斯拉

夫军队1999年春在科索沃的人权侵犯行为做

出回应。当时，在Gerhard Schröder（格哈

德�施罗德）领导下的新联邦政府决定让联

邦国防军参与空中打击行动。联邦国防军

1955年建立以来的这第一场作战行动被视作

最早的一批“人道作战行动”之一。

2000年
 中国总理在为期15天的欧洲之行中访问德国。6
月30日，签署德中法治国家对话协议。

高等教育制度

德国的高等教育历来在全球享有盛名，

目前全德共有399所公立高等院校以及

私立高校，各类大学共设专业17866
个。德国各类高等教育机构根据其任务

性质可分为三种类型：综合大学、应用

科技大学("Fachhochschule"）以及艺

术、电影和音乐学院。

综合大学致力于学术领域研究，专业齐

全，强调系统理论知识与教学科研并

重。此类大学设有文科、理科、工科、

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神学、医学、

农学以及林学等学科。还有一些综合大

学专攻某些领域，如理工大学，医科、

政治、行政或经济大学以及师范大学。

对于希望通过理论模式获取知识的人来

说，综合性大学更符合他们的兴趣和需

求。

应用科学大学是伴随现代工业经济的飞

速发展应运而生的，其教学密切联系实

际，毕业生除掌握必要的专业理论知识

外，实践能力很强，因此应用科学大学

的毕业生备受企业的欢迎。偏重实践应

用内容的人适合就读于应用科学大学。

艺术、电影和音乐学院开设的专业包括

造型艺术、工业与时装设计、平面设

计、器乐及声乐等。有些现代传媒大学

专门负责培养导演、摄影师、编剧和其

他影视创作人员。学生申请就读该类学

院的前提条件是参加专业能力考试，以

证明自己拥有特殊的艺术天赋。极为优

秀的外国留学生还可对其放宽语言要

德国概况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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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文化

德国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大国。与来自

其他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们和谐共处已

经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截止2014年
年底，约有820万持外籍护照者在德国

境内生活。

家庭

德国联邦统计局于2015年3月5日发布

了有关夫妻二人“谁来养家”的统计

数据。数据显示，2013年德国77%的家

庭男方收入高于另一半。相比之下，

男女收入相当的占10%，女方挣钱多的

占13%。

传统上，德国与很多西方国家一样，

女性结婚以后一般都会回归家庭，在

家里料理家务、照顾孩子做全职家

求。此类大学相对来说数量不多，规

模不大，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实行小

班化或个别教学，使学生能够形成独

特的个人艺术风格，学生在安排学习

规划时享有相对较大的自由度。

在欧洲的“博洛尼亚进程”中，德国

高等教育机构同样扮演了关键性的角

色。几乎所有德国高校都引进了国

际通用的学士和硕士项目，截止目

前，在绝大多数的德国高校中，学士

（Bachelor）和硕士（Master）学位

体系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学位体系。新

的体制促使大学学业尽量去适应市场

的需求。此外，德国高等教育机构推

出的英文授课的学位课程与日俱增，

这不仅进一步增加了留学德国的吸引

力，同时也使得参与其中的学生更容

易跟上全球就业市场发展的步伐。

德国大学新景象：老年大学生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德国60
岁以上的人已占总人口的23%，而且，

很多老人的生活非常精彩。

由于德国的大学不收学费，很多老人都

在退休后到大学“回炉”。据统计，

德国超过40%的60岁以上的人在大学学

习。仅在法兰克福大学，60岁以上的老

年大学生就有3000多名。老年大学生学

习的专业非常全面，从考古学、临床解

剖学到科学史，平均每个学期有120门
课程，老年大学生与年轻的同学们一起

参与课堂讨论并交流学习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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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随着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的发生，外交政策

上的常态结束了。联邦总理Schröder向美国保

证，德国将给予无限团结。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

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北约首次宣布适用联盟

条款。通过“持久自由”行动，打击塔利班政权

的军事行动开始。

2001年
 德国联邦议院在2001年冬天决定军事参与旨

在稳定阿富汗局势的驻阿富汗国际维和部队

（Isaf）的行动。13.5万名德国士兵在接下来的

几年里参与其中。这个行动于2014年12月结束。

在2015年，有约850名士兵作为培训官，仍然驻

留在兴都库什地区。

2002年
 欧元现金于2002年1月1日在12个欧盟成员国被

引入，催生了拥有共同货币的最大经济区之一

的出现。欧元的引入被视为欧洲工程的重要阶

段。2015年，欧元作为共同体货币在19个欧盟

国家内通用。

2005年
 联盟党击败社民党赢得联邦议院选举，与社民

党组成“大联合政府”，基民盟党主席默克尔正

式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

2006年5月
 上任刚满半年多的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安

吉拉•默克尔在其总理任内首次访问中国，为德

国新一届政府今后和中国全面合作打下基础，

寻找中德关系的新定位。

2008年
 在雷曼兄弟投资银行崩塌后，金融危机达到高

潮。联邦政府用5000亿欧元保护德国的银行，

并在国际范围内致力于金融市场的规制。

2009年
 默克尔及其领导的联盟党在德国大选中再度获

胜，继续保持联邦议院第一大党地位，并牵手自

民党实现组阁。

2011年
 通过抗议和起义，人们在突尼斯、埃及和也门揭

竿而起，反对当地的威权统治政体，并迫使多位

掌权人辞职。德国通过建立转型伙伴关系，支

庭妇女。近代以来，特别是随着女权

运动的兴起，这种传统逐渐被打破，

很多女性开始步入各行各业。现今，

在很多高级决策阶层也不乏女性的身

影，如德国的总理和国防部长等都是

女性。尽管她们在职业生涯中取得了

辉煌的成就，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里，不得不在个人生活中做出妥协甚

至是牺牲，比如很多女性为了工作不

受影响而推迟生育或者是不生育。

面对生育率下降、人口负增长、社会

老龄化的困扰，德国政府不得不修订

政策来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措施之

一就是鼓励生育，而要提高人们生育

的积极性就必须得解决未来父母，特

别是妈妈们的后顾之忧。所以，近十

年来德国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

最让小家庭受益的，比如一年的额外

育儿假和幼儿一岁入托保障，这极大

德国概况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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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提高了德国人的育儿积极性，生育

率也开始慢慢回升。另外,增加幼儿园

入园名额、建设全日制学校、提供育

儿金等措施有助于解决不少职业女性

的后顾之忧,帮助她们在生育后重新回

到工作岗位。

德国食品和日用品价格相对低廉，而

且，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和从小学

到大学免费的教育体系，因此，普通

家庭除了房租或者房贷以外，一般不

会有太大的经济负担。在德国，只要

有一份工作，无论收入多少，都可以

过上相对较为安稳的日子。

因为照顾家庭等原因,很多女性在婚后

中断或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一旦离婚,

如果这些女性一时找不到合适工作,将
很难维持生计。对此,德国法律规定,离
婚后,收入较少的女性有权利要求前夫

支付扶养费。这也是为何很多德国男人

怕离婚。常听人说,德国离过婚的男人

就像被剥过一层皮。如果前妻没工作,
那么在她组建新家庭之前,男方收入的

近一半要用来养前妻。如果孩子归母

亲,男方还要承担孩子的抚养费。

体育之国

德国是个充满体育热情的国度。1/3的
德国人加入了各类体育协会。德国体育

健将们在国际比赛中表现不俗。除了竞

技运动，群众性体育运动也在不断的推

广和发展中。

体育协会在德国大众体育发展中功不

可没。体育协会为不同性别、不同年

龄、不同职业、不同体育兴趣爱好的

居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参与体育活动

的机会。据2012年的统计，德国共有

91080个体育协会，35.43%的德国男

性和22 .76%的女性是体育协会的会

员。大部分人在参加体育协会时并不

看重取得的成绩。对他们来说更重要

的是，从参与过程中享受运动带来的

快乐。目前体育运动已经是一项各年

龄层人士都十分喜爱的业余活动。据

统计，55%的德国民众经常进行体育

锻炼。

足球是头号体育项目，而且不仅是对男

性而言，有100多万女性在协会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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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进程。

 首轮德中政府磋商在联邦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

温家宝总理主持下在柏林举行。

2013年
 德国议会选举默克尔为德国总理，默克尔自此

开始了她的第三任期。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与

德国社会民主党组成“大联合政府”。

 在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作斗争的过程

中，联邦政府为伊拉克人空运了救助物资。此

外，德国还向库尔德自由斗士提供武器和弹药。

2015年初，联邦议院决定派驻德国士兵到伊拉

克北部。依据此授权，最多可以有100名联邦国

防军士兵帮助库尔德自由斗士就他们同“伊斯兰

国”的斗争做好准备。

2014年
 乌克兰的这场冲突因2014年起该国东部危机的

不断升级而演进，尤其是联邦总理Merkel（默

克尔）和外交部长Steinmeier（施泰因迈尔）密

集地与各方磋商。从2014年3月起，欧洲安全与

合作组织派遣观察员监督乌克兰的冲突以及约

定的停火。德国将在2016年担任欧洲安全与合

作组织主席国。

 习近平主席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双边关

系被提升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2015年
 德国与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一起致

力于伊朗核危机的外交解决方案。这些也被称

作“E3+3”的国家于2015年4月2日在洛桑与伊

朗就全面限制伊朗核计划的要点达成一致。

 全世界范围几乎有5120万人在逃难。2014年，有

50多万难民在欧洲各国申请避难。从欧洲比较

看，德国接纳的难民最多。为了避免难民在地中

海因脆弱的船只而丧命，欧盟在2015年4月就同

逃难的原因作斗争和打击人贩团伙达成十点行

动计划。

 中德创新合作年。中国担任汉诺威IT展伙伴

国。

德国足球协会（DFB）在旗下26000家
协会中拥有近670万名会员，是世界

上最大的单项体育运动联合会。德国

足协隶属于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

（DOSB），后者下辖9万个协会，共

有2700万名成员，是世界上最大的体

育组织。除了专业的竞技运动，德国

奥体联同样也致力于推动群众性体育

运动的发展。除足球外，最受欢迎的

业余运动项目是体操、网球、射击、

田径和手球。对体育的热情催生了一

批又一批的体育健将。在历届奥运奖

牌榜中，德国名列前茅，德国运动员

在冬季奥运会上所获得奖牌数甚至是

全世界最多的。但如今许多人不再活

跃在体育协会中，而是自己从事体育

运动，潮流趋势明显转成了时间上更

为灵活的个性化运动，例如慢跑、竞

走、自行车、室内健身训练或者舞

蹈。

德国在国际上也致力于促进发展中国

家的体育运动，从阿富汗的足球、摩

洛哥的残疾人体育到乌拉圭的田径。

自1961年以来，联邦外交部已经在大

约100个国家实施了1300多个体育项

目，其伙伴组织是德国奥林匹克体

育联合会（DOSB）、德国足球协会

（DFB）、德国田径协会（DLV）和

莱比锡体育大学。联邦外交部每年拨

款略多于500万欧元，用于国际体育项

目。在德国举办的2011年女足世界杯

赛上，国际体育合作是德国对外文化

和教育政策的特别重点主题。

德国概况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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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Statistisches Jahrbuch 2017,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德国联邦统计局 《德国统计年鉴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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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

柏林位于德国东部，是联邦德国的首

都，同时也是一个联邦州。她从一座渔

村发展成为普鲁士的帝都，距今已有

750多年的历史。纳粹统治以及东德政

权在此建造的横亘整座城市的柏林墙

为其历史蒙上了一层阴影。1990年10月
3日德国统一后，作为欧洲最年轻的首

都，柏林又重新成为德国政治、工业、

科学和文化的中心，再度发展成为国际

经济的重地。

柏林的工业相当发达，制药业、电气技

术、交通运输、机械制造、精密仪器是

柏林传统的优势行业。这里有两个世

界性的大企业：西门子公司(Siemens)
和通用电气公司(AEG)。在诸如生命科

学、媒体、IT、服务、交通技术及再生

能源等极具竞争力与发展潜力的产业领

域，柏林为投资者提供了优厚的投资环

柏 林

联邦州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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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
Berlin

主要概况

州首府 柏林市

人口 352 万 
面积 892 平方公里

经济实力  4.1 %（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

份额，2016年）

重要经济产业  制药业、电气技术、能源环

保技术、交通运输业、机械

制造

五大名胜古迹 勃兰登堡门、夏洛滕堡宫、 
 美军检查站、威廉大帝纪念 
 教堂、胜利纪念柱

境、诱人的财政资助政策、以及宽裕的

工作生产空间，这一切都使得诸多投资

者对柏林青睐有加。相较于欧洲其它的

大都市，在柏林的市中心你能发现更完

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一

流技术人才。此外，柏林的优势还在于

研究与开发、生产与销售的密切结合。

柏林坐拥首府之利，是政府、大使馆以

及各类决策人群所在地，为研究、生

产、销售、推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除了议会、政府及州代表，各类为

数不少的经济及学术高级联盟都在柏林

设点。每年约600场的展览与会议吸引

了180万左右的访客，像国际无线电展

览会、柏林绿色周(农业、园艺)、旅游

博览会等活动都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

柏林因此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城市排名

中名列前茅。

联邦州 31

 相关信息

www.berlin-partner.de  柏林伙伴

www.berlin.de  柏林主页

www.visitberlin.de 提供柏林的各类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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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方面，柏林自然也不甘落后。各

种音乐会、庆典游行、艺术节你方唱

罢我登场，一年一度的柏林电影节更

是将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柏林。这里

还有欧洲最大的博物馆群“博物馆岛

(Museumsinsel) ”和大约150多个剧场

构成了人们精彩纷呈的文化生活；200
家私人画廊、每日多达260场的展览堪

称灵感与休闲的饕餮盛宴。凭借出色的

展览、前瞻性的论坛以及国际化的文化

艺术节，柏林乐为东道主，热烈欢迎来

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来到柏林，人们会发现在教育方面的

选择也十分丰富，20所大学和高校孕

育着“知识资本”。在柏林有两所中

• 柏林

文及日文学校可供选择，此外还有许

多享有国际盛名的公立、私立大学，

其中柏林自由大学与北京大学、柏林

经济学院与西南财经大学都建立了友

好伙伴关系。从黑格尔、爱因斯坦到

0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埃特尔都是

柏林创造性学术氛围的杰出代表。

柏林的地铁、轨道、水路交通四通八

达，具有世界上功能最佳的短距离交

通系统，基本覆盖城市的每个角落，

智能化交通控制系统在这里发挥着重

要作用。届时更多的投资者与各方客

人将会齐聚柏林，开创一番更新更广

阔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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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文化活动
“游柏林让人上瘾”——许多来过的人都

这么说。这座城市给当地居民和游客提供

了几乎取之不尽的娱乐休闲资源，有丰富

多彩的一日游，也有重大盛事，如柏林电

影节 ( Be r l i na le )、克里斯托夫大街游行日

(Christopher-Street-Day)、节日(Festtage)和文

化狂欢节 (Karneval der Kulturen)。体育赛事

更是高潮迭起，如国际田径赛(ISTAF)、柏林

马拉松赛(Berlin-Marathon)等，吸引着成千上

万的赛跑运动员参加。

 

柏林电影节 (Berlinale)

每年二月，柏林成为世界影迷和电影工作者的

圣地。在柏林电影节中，每年会上演大约350

部各种题材、各种长度、各种类型的影片，片

目丰富多彩，包括世界各地和欧洲各国大量的

首映片，大量的电影作品连同展示其最新作

品的国际影星都一展风采。最为吸引电影迷的

是，每个人都会有机会获得电影票，因为柏林

电影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观众节日。

博物馆长夜 (Lange Nacht der Museen)

博物馆长夜每年在柏林举行两次，已经被其

他城市作为一种模式多次效仿。这里有110个

博物馆机构 (包括档案馆和纪念馆) 参加这种

活动，不论是博物馆岛上的旗舰还是微型博

物馆，开放时间会一直到持续午夜两点。这

是一项特殊的文化活动，对那些夜间漫步博

物馆的人而言颇具吸引力的，不仅仅是博物

馆景观本身，还有诸多丰富多彩的音乐会、

读书会、舞蹈、戏剧和阅览档案以及异国他

乡的自选餐风味吸引着午夜的博物馆游人。

柏林音乐节 (Festtage Berlin)

每 年 复 活 节 期 间 ， 在 柏 林 菩 提 树 下 大

街 ( U n t e r  d e n  L i n d e n ) 的国家歌剧院

(Staatsoper)将举行柏林音乐节，演出两场

一流水准的歌剧和交响乐，受到来自世界各

地的观众热烈欢迎。音乐节构成了歌剧旺季

的音乐高潮，是柏林艺术生活中古典艺术的

组成部分，其中心是传统的里夏德•瓦格纳

(Richard Wagner)谱写的作品。

柏林  ——  感受历史
沉淀的独特魅力

柏林作为欧洲的文化古都，名胜古迹

众多。帝国议会大厦、勃兰登堡门、

胜利纪念柱、夏洛滕堡皇宫、奥林匹

克公园、柏林动物园等都是著名的游

览胜地。其中带有双轮四驾马车的勃

兰登堡门是柏林墙倒的标志和德国统



联邦州34 • 柏林

一的象征，柏林每年都要接待数百万

的国内外游客。

柏林分为12个区，每个区都有其独特

的魅力和特别可爱之处。有些区本身

就像一个小型城市，既有令人目不暇

接的自然风光、也不乏田园式的居民

区和国际大城市的气派，这种结合方

式使得这座德国第一大城市独具一

格。

柏林市中心区(Berlin Mitte)重要的

名胜古迹不胜枚举。的勃兰登堡门

(Brandenburger  Tor)是这座城市

的象征；壮丽的林荫大道菩提树

大街(Unter den Linden)一直通到

宫殿桥(Schlossbrücke)。洪堡大学

(Humboldt-Universität)、国家歌剧院

(Staatsoper)、喜剧歌剧院(Komische 
Oper)、军械库(Zeughaus)、太子宫

(Kronprinzenpalais)...... 每座建筑物

都可以向您述说一段自己的历史。位

勃兰登堡门、商业中心选帝侯大街 (裤裆大街)、胜利柱、国会大厦、天文馆、

纪念教堂、夏洛滕堡宫、博物馆群、博物馆岛、蒂尔加藤公园、波茨坦广场

于博物馆岛(Museumsinsel)的古典

式豪华建筑群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亚历山大广

场(Alexanderplatz)及其庄严而又令

人印象深刻的高楼大厦，过去是现

在仍是东柏林的中心，365米高的观

景电视塔在此拔地而起；高雅的选

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与弗里

德里希大街(Friedrichstraße)吸引着

人们前来购物；修缮后的尼古拉住宅

区(Nikolaiviertel)，18世纪小市镇的

魅力丝毫不减；开阔的波茨坦广场

(Potsdamer Platz)位于市中心区与蒂尔

加滕区(Tiergarten)之间，也是柏林中

心之一。在离引人注目的圣赫德维希大

教堂(St.-Hedwigs-Kathedrale)圆形屋

顶不远的地方，是由申克尔(Schinkel)
设计的宪兵市场(Gendarmenmarkt)，
它把戏剧院(Schauspielhaus)和德法

大教堂(Deutscher und Französischer 
Dom)也都囊括在内，称得上是欧洲最

美的广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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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依茨贝格区(Kreuzberg)近年来发

展成了形形色色的人聚居的地区，它

仍然维护着传统上的平民化气氛，各

种不同的文化共处是该区的特色。在

柏林分裂的条件下，克罗依茨贝格这

个人口最稠密的城区变成了外国人、

社会边缘群体和流动人群的大熔炉，

柏林墙的倒塌使得这个区突然变成了

柏林的中心区。在市中心附近，时尚

餐馆和酒吧构成新的看点。

19世纪，普伦茨劳贝格区(Prenzlauer 
Berg)是传统的工人区，区内建筑的特

点是五层的兵营式公寓。在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政权下，这个区曾经面临崩

溃而成为反抗的中心。舍恩豪斯林荫

大道(Schönhauser Allee)是街区的主

轴和购物中心，水塔周围则是休闲场

所。

来到柏林，您一定不能错过的景点当

然包括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

化遗产的佩加蒙博物馆(Pergamon-Mu-
seum)、老博物馆(Altes Museum)、
国家画廊(Nationalgalerie)、博德博物

馆(Bode-Museum)和新博物馆(Neues 
Museum)。还有闻名遐迩的波茨坦无

忧宫和柏林的宫殿园林(Schlösser und 
Parks von Potsdam–Sanssouci und 
Berlin)。此外，柏林地区还有克林尼克

宫(Schloss Glienicke)和孔雀岛。

在游览过柏林众多的人文景观之后，

您还可以到各个林区感受一下大自

然的杰作。如特雷普托 -克佩尼克区

(Treptow-Köpenick)一大半都由森林和

水组成，为数众多的水道、岛屿、公

园、草地、林荫道、山丘和自然保护

区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柏林中心一个颇

具魅力的郊游与度假的好地方。马灿

休闲公园(Erholungspark Marzahn)中
的世界花园(Gärten der Welt)近年来发

展成为柏林东部的一座绿洲，“世界花

园”内有好几处亚洲园林，中国的“得

月园(Garten des wiedergewonnenen 
Mondes)”在欧洲也算得上是最大的

园林之一。还有格鲁内瓦尔德区内

(Grunewald)湖泊众多，这个靠近城市

的林区被许多柏林人当作休闲和从事业

余体育活动的场所。



联邦州36

巴登-符腾堡 

巴登-符腾堡州(BW)，简称巴符州，位

于德国西南部，其西部和南部与法国、

瑞士和奥地利为邻，是德国第三大州。

巴符州以其黑森林、康士坦茨湖、矿泉

浴场和食品而使访客着迷。

 
然而，藏于这幅浪漫画卷背后的却是轰

鸣的制造业引擎和世界的出口冠军。巴

符州是欧洲经济最强和竞争力最强的地

区之一，尤其在工业、高科技和科研方

面，她被看作是欧盟创新力最高的地

区。在巴符州的产业结构中，农业比例

占得很小，工业占据主导地位，同时第

三产业如服务业也占有重要地位。该州

的特征就是创新、探索和求发展，在欧

 • 巴登-符腾堡

洲所有的高科技园区中名列第一，专

利申报数在德国最多。这一地区的人

素以爱动脑筋而闻名，戈特利布.戴姆

勒、卡尔.奔驰和罗伯特.博世——这些

名字毫无争议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巴

符州，斯图加特、曼海姆和卡尔斯鲁

厄是三大工业中心，重要工业包括汽

车制造 (该行业很适合此地，汽车就是

在这里被发明的) 、物流、制造技术、

医疗保健、还有机械、电气工程、以

及电子工程。不单是行业巨头——如

戴姆勒、博世、保时捷和SAP在此设立

基地，成千上万的中小型公司同样在

这里茁壮成长，并真正推动了经济发

展。其中，慧鱼公司Fischer (生产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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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 、斯蒂尔公司STIHL (生产锯床

锯片) 和伍尔特公司WÜRTH (生产螺

栓等紧固件) 等一批中小型企业维护着

出口状元的称号。

巴符州经济发达，财力雄厚，失业率为

全德国最低，素有“模范州”之称。该

州投入了大量资源以使自己保持前沿优

势，其GDP的百分之四用于研发。这

里还有七十多所高等院校，包括位于图

宾根和海德堡的大学以及许多世界级

研究机构，如弗劳恩霍夫协会与马克

斯.普朗克研究所。

巴符州公路、铁路、航运交通完善，州

政府每年投入修建州级公路的资金约为

1.5亿欧元，节假日拥堵的情况正在改

善。曼海姆、斯图加特是德国乃至欧洲

的重要交通枢纽。巴符州主要机场有斯

主要概况

州首府 斯图加特

人口 1,088万
面积 35,751平方公里

经济实力  15.2%（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

份额，2016年）

重要城市  斯图加特、海德堡、卡尔斯

鲁厄、弗莱堡

重要经济产业  车工业、生物技术、科研、

信息、能源与环境技术 
五大名胜古迹  奥格斯藤堡宫殿、斯图加特

电视塔、茂尔布隆修道院、

博登湖赖兴瑙岛、黑森林南

部的自然公园

斯图加特
Stuttgart

巴登-符腾堡 •

  相关信息

www.bw-invest.de 巴登-符腾堡投资促进署

www.gwz.de  巴符州国际经济合作组织

www.tourismus-bw.de 巴登-符腾堡旅游局

www.burgenstrasse.de 城堡之旅

图加特机场、佐林根机场和弗雷德里

希港机场。

当然，巴符州的教育也极为发达。该

州拥有德国最多的高等院校，按德国

《明镜周刊》与《焦点》杂志2008年的

大学排名，德排名前十位的大学中有

六所位于巴符州。其中海德堡大学是

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也是欧洲第二古

老的大学，拥有极其悠久的历史文化

积淀，是众多学子心中的圣殿。2006
年，卡尔斯鲁厄大学也跻身德国精英

大学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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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堡 (城堡和古镇)、巴登-巴登 (Spa和赌场)、康斯坦茨湖 (麦瑙和莱瑙岛、黑高花园)、
黑森林 (黑森林蛋糕)、施瓦本山谷 (霍亨索伦城堡)、图宾根 (著名大学城、泛舟)、
折扣城麦茨林根、圣诞市场 (斯图加特、埃斯林根、路德维希堡、巴特 维姆普芬) 
斯图加特 (奔驰和保时捷博物馆、歌剧、芭蕾) 、
弗莱堡 (大教堂和古镇、葡萄酒)

巴登-符腾堡 —— 
不容错过的浪漫画卷

巴登 -符腾堡风景秀丽，有许多名胜

古迹，在德国是欧洲著名的旅游度假

“阳光州”。这里不仅有广袤迷人的

黑森林、碧波荡漾的博登湖、绵延千

里浑然天成的古堡之路，还有古老的

“施瓦本文化”、可口的“施瓦本菜

肴”、醇香的“符腾堡葡萄酒”、以

及国人耳熟能详的车都斯图加特、浪

漫古城海德堡、大学名城弗莱堡和图

宾根。黑森林以其浪漫的山谷、磨坊

和典型的农庄以及布谷鸟钟著称。海

德堡和巴登-巴登共享盛名，前者拥有

沧桑壮丽的中世纪城堡和古桥，后者

拥有60个矿泉疗养地，是德国最重要

的spa度假胜地。同时您还能在那里找

到举世闻名的赛马活动以及世界上最

漂亮的赌场之一。

崎岖的施瓦本山脉位于巴登-符腾堡州

东部，为石灰岩山地，景色壮丽。浪

漫的小镇、桧林和山毛榉森林，还有

数不清的洞穴、城堡、废墟和宫殿，

布满了这不断变幻的风景画卷。骑

士、城堡侍女、贵族、王子、国王都

曾居住并统治过这片德国西南部繁多

的城堡和宫殿。对巴符州影响深远的

霍亨索伦王朝共在此建造了三个重要

的纪念碑：赫辛根的霍亨索伦城堡、

齐克马林根和利希滕施泰因城堡。霍

• 巴登-符腾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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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索伦城堡稳稳地矗立在施瓦本山脉

的山麓上，如今是一个特别受欢迎的

婚礼举办点；齐克马林根城堡是欧洲

最大的武器收藏地之一，也绝对值得

一游。对城堡和宫殿着迷的人绝不应

该错过探索这条城堡之路，整条观光

大道长1140公里，从曼海姆蔓延至黄

金之城布拉格，有着70多座城堡和宫

殿。对于游客尤其正在度蜜月的新婚

夫妇们而言，当他们置身于由城堡改

建的宫殿酒店或餐厅时，就好像回到

了古色古香的过去，在城堡内过夜或

是在中世纪氛围里享受一顿大餐确实

是一种特别的体验。 

博登湖又名康斯坦茨湖，位于德国、

瑞士、奥地利和列支敦士敦四国交界

处的层峦叠嶂之间。康斯坦茨湖上的

麦瑙岛是一个“亚热带天堂”。在这

海拔400米高的地方生长的郁郁葱葱的

植物群通常只能在阿尔卑斯山南边才

可以见得到。由于拥有着6米高的香蕉

树、观赏花坛和1200种不同品种的玫

瑰，它也被称作为“花岛”。

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景色的多样性与高

度现代化的工业并存，优美的风景、

文化习俗、生机勃勃的城市、迷人的

名胜古迹、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和体

育运动、热情奔放的好客精神以及高

超的烹饪技艺，定会给您在巴登-符腾

堡州度假带来难忘的经历。

文化活动

斯图加特葡萄酒节 (Stuttgart Weindorf)
每年的8月底9月初，重要的葡萄酒城斯图加

特在老王宫周围的葡萄藤下与游客们一起欢

庆葡萄酒节，几乎要庆祝两周。节日期间还

有美食节相伴，品尝种类数不胜数的优质葡

萄酒和施瓦本汤饺、烤肉，洋葱饼或者“童

子卷(Bubenspitzle——土豆面做的卷)”。

 
坎施塔特民俗节 (Cannstatter Volksfest)
坎 施 塔 特 民 俗 节 是 除 十 月 啤 酒 节

(Oktoberfest)以外德国最大的啤酒节，每

年9月底在斯图加特一根由果实装点的24米
高的圆柱周围举行。这个节日是在1818年的

一次饥荒以后，作为收获感恩节而形成的。

现在，人们在这里有两周时间可以尽情地狂

欢，节日帐篷里有衣着华丽的乐队演奏，户

外则有极具吸引力的娱乐活动，如摩天轮

(Riesenrad)、超级环转车(Superlooping)
以及经典怀旧的旋转秋千 (Nosta lg isches 
Kettenkarussel)。

一级方程式赛车F1德国大奖赛 (Großer Preis 
von Deutschland)
这项赛车运动中的“至尊级比赛”每年都会在

霍肯海姆赛道上举办，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

众。德国大奖赛期间，人数达12万的舒马赫迷

们和“他们的”团队将在霍肯海姆赛道上一起

呐喊助威。在大约4.5公里的赛道和几个高难度

的连续弯道，总是精彩不断。如果您对其他类

型的赛车也感兴趣的话，可以去霍肯海姆赛道

旁的赛车博物馆(Motorsport-Museum)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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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伐利亚州又称拜恩州，位于德国的

东南部，是德国面积最大的联邦州，

历史悠久，魅力无穷。

巴伐利亚是欧洲经济实力最强劲的地区

之一，世界上最富购买力的市场之一，

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及地区积极的经济合

作伙伴。2014年巴伐利亚州国内生产总

值再创新高，为5219亿欧元。国际对比

调查报告显示，巴伐利亚州是极佳的投

资区域。尤其是慕尼黑地区，在全球的

评比中再次名列前茅。

巴伐利亚州的商业优势在于：首先，地

处欧洲中心位置，是通往中、东欧地区

的大门。能源、交通和通讯领域最先进

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前来这里的投资者提

供了坚实的保障。其次，举世闻名的

“双轨制”职业教育将理论学习和企业

实践有效地结合起来，加上良好的高等

教育，为巴州提供了优秀的人力资源。

正因为如此，巴伐利亚才得以同世界上

其它少数几个经济领先地区一样，生产

出“高、精、尖”的产品。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里完成了从以

农业为主到高科技工业的巨大转变。

其工业以加工工业为主，处于首位的

是车辆和机械制造，如宝马(BMW)、
曼 (MAN)，以及光学和精密仪器产

巴伐利亚 

• 巴伐利亚

品制造；其次是化学工业，再就是食

品工业，其中包括闻名于世的酿造

业——整个巴伐利亚的酿酒厂几乎占

全世界酿酒厂的四分之一，号称“啤

酒王国”；最后，还有印刷和出版

业、以及服装行业，其中“慕尼黑时

装周”也非常著名。

巴伐利亚拥有世界顶级的知名大学和

研究机构，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一直

很先进。凭借11所综合性大学、17所
高等专科学校、3所大型研究机构、

1 2所马克思－普兰克研究所 ( M a x -
Planck-Institut)及弗朗恩霍夫协会的9
所研究机构，巴伐利亚州成为世界上

最重要的科学研究基地之一。

雄厚的科研基础为新技术和新兴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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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提供了最佳的保障。在企业方面，

除了国际化的大公司外，巴州经济的特

色更多地体现在工业、手工业和服务行

业中的众多中、小型企业上。

每一位光临巴州的投资者，都会在这

里找到富有竞争力的供应商、可靠的

合作伙伴和充足的客源。从信息和通

讯技术，到生物和基因工程，乃至能

源、医疗和环保技术，巴伐利亚州几

乎在所有的新兴技术领域都在德国乃

至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的地位。

由此可见，对高新技术领域的企业来

说，巴州具有很强的优势和吸引力。

巴伐利亚政府对投资者提供全方位的

支持，会为每个有兴趣前来投资的企

业提供快捷的、有针对性的信息、服

巴伐利亚 •

主要概况

州首府 慕尼黑市

人口 1,284.4 万
面积 70,550 平方公里

经济实力  18.1 %（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

份额，2016年）

重要城市 慕尼黑、纽伦堡、雷根斯堡

重要经济产业  汽车制造、机械制造、电力

技术、广播/无线电通讯技

术、化学等

五大名胜古迹  新天鹅堡、林登霍夫宫、班

贝克大教堂、纽伦堡的阿尔

布莱希特•丢勒故居、布格豪

森城堡

慕尼黑
München

  相关信息

www.invest-in-bavaria.com  投资巴伐利亚官网

www.bavaria-china.com 巴伐利亚州山东办事处

www.bayern.cn 巴伐利亚旅游局

务以及其它形式的支持。巴州政府采

取积极进取的经济政策，“新产品、

新企业、新市场”是该经济政策的主

题。除此以外，巴州同时拥有得天独

厚的自然及文化景观。文化资源丰

富，自然风光秀丽迷人，是德国著名

的旅游胜地，每年吸引着不计其数的

国内外游客。

巴州首府慕尼黑是德国最繁华的大都

市之一，工业经济十分发达，为德国

第三大城市，仅次于柏林与汉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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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史文化名城，这里依然矗立着许

多巴洛克和哥特式建筑，让人对那辉

煌的过去产生无限的遐想。一年一度

的慕尼黑十月啤酒节更是世界顶级的

狂欢节盛事，吸引着大量的外国游客

蜂拥而至，不醉不归。

走进巴州，她优良的投资环境定能使您

的事业腾飞，如虎添翼。闲暇时刻，喝

着拜恩啤酒，游览湖光山色，此情此景

只羡鸳鸯不羡仙。

巴伐利亚 —— 
您的梦幻度假之州

巴伐利亚是欧洲最富传统的地区之一，

她是德国的第一大旅游度假胜地，同时

也是德国旅游的一大品牌。这个自由州

能提供给您全德国独一无二的自然美

• 巴伐利亚

文化活动

慕尼黑十月啤酒节 (Oktoberfest)
慕尼黑每年一度的文化盛事当数十月啤酒节。随

着一声高喊“开桶了”，市长在十二点整宣布世

界上最大的民族传统节日——十月啤酒节开幕。

从9月中到10月初，在长达两周的时间里，数百万

游客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来到特蕾西亚草坪广

场(Theresienwiese)狂欢，热闹非凡。放眼望去，

到处都是啤酒帐篷、彩车、巴伐利亚民间传统服

饰和各种既有现代气氛又充满怀旧情调的游乐活

动。人们可以在临时搭起的大型帐篷里一边听着

优美动听的民间音乐，一边尽情地畅饮啤酒和享

用香肠、烤猪蹄、咸味八字面包等特色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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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歌剧节 (Münchner Opern Festspiele)
1875年以来，慕尼黑歌剧节一直是一个独一无二

的歌剧节，在每年的六月和七月举行，不仅吸引

着本地的观众，而且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观光客。

在为期一个月的歌剧节期间，大约有8万名音乐迷

们来到慕尼黑，以便在这座城市众多的演出场所

聆听丰富多彩的剧目，其中歌剧当然是主要的，

包括威尔第、卡瓦利、莫扎特、贝多芬、瓦格纳

和施特劳斯的歌剧。此外，不少的芭蕾舞剧也丰

富了音乐节的内容。

慕尼黑克里斯托夫大街游行日 
(Christopher Street Day München)
慕尼黑克里斯托夫大街游行日是世界范围内同性

恋者的节日。1969年，同性恋者在纽约第一次公

开反对岐视。慕尼黑从1980年起，每年都庆祝克

里斯托夫大街游行日。到目前为止，每年有20多
万人参加在玛丽亚广场(Marienplatz)和林达市场

(Rindermarkt)上举行的露天集会。

里夏德•瓦格纳音乐节

每年七月和八月，拜罗伊特文艺会演将呈现给人

们一流的里夏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歌剧，

它们吸引世界各地的观众来到文艺会演之城拜罗

伊特。瓦格纳的著名作品在专门为会演建造的剧

院里交替上演，例如《尼伯龙根的指环(Ring der 
Nibelungen)》或《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这个艺术节是德国文艺会演盛事

的一个高潮。

景：不管是山峦森林、河流湖泊，或

者是平原高地，您都可以在这里一一

体验到。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巴伐

利亚还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织之中，您能

在这里体会到独特的生活方式。

“城市”

巴伐利亚的城市一年四季都美景怡

人：历史的古城、教堂、府宅、购

物、活动、博物馆、展览、地方美

食，可谓层出不穷，令人流连忘返。

在不同的季节，您能在巴伐利亚的各

个城市邂逅到全然不同的风景：夏天

的啤酒花园、冬天的圣诞节集市、以

及全年不断的各种热闹非凡的活动。

您还可以在巴伐利亚的城市里找到世

界上最小的旅馆、最高的教堂尖顶、

最小的管风琴以及巴伐利亚独有的钟

琴(Glockensp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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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推荐：慕尼黑

每年的9月底至10月初，在巴伐利亚的

州首府慕尼黑都会举办举世闻名的慕

尼黑啤酒节。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民间

狂欢节最早开始于1810年，每年她都

吸引了超过六百万的游客来到这片被

称为“草地(Wiesn)”的娱乐热土。

另外，作为德国最重要的艺术中心之

一，慕尼黑常年举办数量众多的展

览，市内还有多个绘画陈列馆。

欧洲最现代的安联体育场在2005年5月

• 巴伐利亚

威亨斯蒂芬酒厂 (Weihenstephan)
在慕尼黑附近有一家世界上最古老的啤酒

厂——威亨斯蒂芬酒厂“Weihenstephan”。

她于公元1040年由当时的国王赐予酿造和贩卖

啤酒的特权。在库尔姆巴赫(Kulmbach)有一

家于1994年建成的啤酒博物馆。馆身由一座历

史建筑物改建而成。在3000平米的场馆内，展

出了“啤酒文化的历史”、“啤酒广告”、

“酒厂建筑”等展览。从中您可以了解到古埃

及人、古罗马人以及凯尔特人是如何酿造啤酒

的。

纽伦堡圣诞集市 (Nürnberger Hauptmarkt)
纽伦堡圣诞集市之所以特具魅力，主要是因

为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传统美食胡椒蜂蜜饼、

水果面包(Früchtebrot)、烤香肠、热红葡萄

酒(Glühwein)以及德国最富盛名的圣诞集市

里灯火辉煌的摊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

与圣诞集市融为一体。

30日至31日举行了为期两天的落成庆典

活动。这座全新的、耗资2亿8千万欧

元的慕尼黑足球圣殿，为拜仁慕尼黑

足球队 (FC Bayern München) 和慕尼

黑1860俱乐部 (TSV 1860 München) 提
供了超一流的训练基地。2006年足球世

界杯赛的号角正是从这里嘹亮吹响。

“文化与艺术”

巴伐利亚全州有5处世界文化遗产：

雷根斯堡(Regensburg)、班贝克老

城(die Altstadt von Bamberg)、维

尔茨堡大主教官邸(die Würzburger 
Residenz)、普法芬文克尔的维斯礼

拜堂(die Wieskirche)和罗马帝国界墙

(der bayerische Teil des Limes)。

此外，巴伐利亚还拥有 5 0 0多座宫

殿、450所修道院、9000处具有保护

价值的建筑群以及120000处文化建

筑，这些都是您观光的好去处。其中

最著名的当属如童话般的新天鹅堡

(Neuschwanstein)。

另外，巴伐利亚是全德国博物馆分布最

密集的地区，拥有1250个博物馆。无与

伦比的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拥有世界上

自然科学和技术史方面最丰富的收藏，

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历史性建筑和艺术

博物馆。除此之外，巴伐利亚超过100
家剧院每年举办近14000场演出。

近年来，以主题旅游线路 (Themen-
straßen)的形式游览巴伐利亚越来越受

到欢迎，包括浪漫之路、阿尔卑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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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伐利亚森林公园、新天鹅堡、国王湖、维尔滕堡修道院、王宫群、楚

格峰、贝希特斯加登阿尔卑斯山国家公园、加米施-帕滕基兴疗养地、诺

伊恩马克特蝴蝶公园、纽伦堡的圣诞市场

路、玻璃之路、古堡之路等。

“风土人情”

巴伐利亚的民族服装协会(Trachten-
vereine)常年关注并保护巴伐利亚地区

的风土民俗。这些协会也常邀请游客们

融入到当地生活中去。节庆和美食是巴

伐利亚日常生活的重要元素。从村庄小

酒馆到星级大酒店，您能品尝到各地的

各式美味。

“大自然的乐趣”

巴伐利亚拥有出名的秀丽风光以及保

存完好的自然环境。州内有2座国家公

园、540多个自然保护区及504个风景保

护区，此外还有众多的湖泊以及湖泊

群。同时，高科技的设备应用也使得旅

行活动十分环保。另外巴伐利亚拥有近

300个高尔夫球场，是德国高尔夫球场

最密集的地区。

巴伐利亚 •

“会议与活动场所”

巴伐利亚不仅是理想的度假去处，也

适合各种活动和会议。修道院、船和

葡萄园等独特的会议场所、附属的推

广活动及科技考察等等，都是巴伐利

亚所特有的。

巴伐利亚丰富的文化历史遗产及其令

人着迷的美景向旅游者提供了欣赏自

然和休养身心的难得的机会，定能让

您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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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兰登堡 

文化活动

波茨坦无忧宫音乐节

成千上万的音乐爱好者都会在每年六月齐集波茨

坦，柏林-勃兰登堡的宫殿和花园为他们提供了

欣赏音乐的绝佳环境。在新宫(Neues Palais)的
弗里德里希式的宫殿剧院里，人们观看音乐剧，

还可在温暖的夏季夜晚在无忧宫的花园里欣赏露

天音乐会。

波茨坦宫殿之夜

参观者可以再仲夏夜里欣赏到绚丽灯光照耀下的

宫殿和公园，也可以享受这里丰富多彩，包括戏

剧、音乐、文学、舞蹈和小型艺术在内的文艺生

活，更可以领略波茨坦和柏林的最佳美食。

科特布斯城市节

每年六月都会有那么三天，科特布斯的日常生活

勃兰登堡州位于德国东部，环绕生机勃

勃的大都会柏林。州首府波茨坦曾经是

普鲁士的都城，这里众多的纪念碑向人

们讲述着德国的历史，在这个当初民主

德国最大的联邦州中可以感受到一丝社

会主义遗留下的影子。自1990年德国重

新统一以来，勃兰登堡吸引了众多国内

外的投资者。

勃兰登堡经济以农业为主，与联邦的平

均速度相比，该州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

较低，但是该州是一个极具活力的联邦

 • 勃兰登堡

节奏完全被打乱，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节日广

场。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上演着五花八门的各

种节目：从喜剧、卡巴莱到音乐演出，各种不同

类型的演出不会让任何欣赏品味的人失望。这种

热闹庆祝场面以盛大的焰火表演宣告结束。

莱茵斯贝格室内歌剧  (Kammeroper Schloss 
Rheinsberg)
“莱茵斯贝格室内歌剧”国际歌剧节每年在如

诗如画的莱茵斯贝格宫殿的大背景下举行，

期间来自全世界的青年男女歌唱家用他们迷

人的歌喉令观众们如痴如醉。而露天音乐节

(Opern-Air-Festival)绝对是这座城市活动年历

上精彩的一笔。每年都吸引了2万多名听众到

鲁坪地区欣赏来自国际歌剧新生代中的青年歌

唱家的伟大作品。自2001年起举办的歌剧工场

(Opernwerkstatt)帮助年轻作曲家们在新歌剧的

创作上达到一个飞跃。这是每一位歌剧迷都不容

错过的。

州。居民的个人交税、教育名额以及

就业岗位在过去的几年里增长迅速。

柏林和勃兰登堡两州合作互补，实现

战略上的双赢。柏林是联邦政府所在

地，是各类联盟汇聚的地方，拥有极

其发达的公路轨道交通，而勃兰登堡

则是生产的基地。通过各类项目合

作，两州之间的经贸关系越来越紧

密。勃兰登堡的所有重要交通路线

（铁路、高速公路、联邦公路等）均

以辐射的方式从柏林向四周伸出，中

部运河从东到西横贯全州。

勃兰登堡的重要经济产业包括能源经

济和技术、汽车、航空航天技术、食

品业、传媒和信息通讯技术、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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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加工和造纸业、物流等等。秉着

“深化优势-促进成长”的理念，勃兰

登堡州政府把发展重点投放在了其15
个经济产业上，所占资金数额高达投

资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并大力支持教

育和科研的发展。如今的勃兰登堡州

和中国越走越近：一方面越来越多的

勃兰登堡企业在中国寻找他们的贸易

伙伴，另一方面由于勃兰登堡州不容

忽视的种种优势，众多欲在德国投资

的中国投资者选择驻扎在这片首都周

边之地。他们的观点：首先，勃兰登

堡位于东西欧交界处这一重要的战略

位置，并且毗邻首都柏林，就如北京

处在河南省的包围中一般。此外勃兰

登堡拥有薪资要求不高但质量过硬的

劳动力、德国最为密集的研究机构、

主要概况

州首府 波茨坦市

人口 248.5万
面积 29,654平方公里

经济实力  2.2 %（国内生产总值占全

国份额，2016年）

重要城市  科特布斯、哈勒河畔的勃兰

登堡、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

重要的经济产业  能源经济和技术、汽车、航

空航天技术、食品业、传媒

和信息通讯技术

五大名胜古迹  美景宫、圣格拉布修道院、

贝斯克城堡、施普伦贝格

宫、奥拉丁堡

波茨坦
Potsdam

勃兰登堡 •

  相关信息

www.brandenburg.de   勃兰登堡州门户网站

www.mwe.brandenburg.de 勃兰登堡州经济部

www.ilb.de  勃兰登堡州投资银行

优惠的税收政策，提供全欧洲最有利

的投资促进资助项目。

高质量的勃兰登堡产品也唤起了众多中

国商家的兴趣。仅2010年1至8月，勃兰

登堡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总值相较于前一

年同期就增长了37%。毫无疑问，中国

已成为勃兰登堡州在亚洲重要的贸易伙

伴。此外，勃兰登堡是全德水资源最丰

富的州。浴场、宫殿和修道院对中国游

客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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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兰登堡 —— 
邀您体验各式风情

在柏林门前坐落着拥有无与伦比的自

然和文化景观的勃兰登堡。这个州是

德国水资源最丰富的州，河流总长达

3.3万多公里。州内最秀丽的地区皆因

水而闻名，无数的晶莹湖泊和水路、

辽阔的原野、绿色的林荫道、果园和

人迹罕至的大自然及珍稀动植物，构

成了这一区域的特殊景观。

在这里，帆船爱好者们能在毗邻富有

传统特色的巴特萨罗疗养地的沙米策

尔湖找到自己的游乐天堂。您也可以

开着无需驾照的家用汽艇行驶几百公

里，甚至还能坐到二十年代制造的老

式帆船。除此之外，水上活动还通常

与骑车远足相结合。这里有总长度大

约4,000公里的长途以及地区性骑行公

路，其中的很多属于全德最受欢迎的

骑车路线，如奥得-尼斯线、柏林-哥本

哈根线等。由于这里的地势较少峭岩陡

坡，所以即使是不擅运动的游客也能在

此找到乐趣。

首府波茨坦距离柏林仅有一步之遥。

这座拥有众多“宝藏”的城市有多处

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

产，在近300年的演变中，以前的卫戍

城波茨坦逐渐成为欧洲最富丽堂皇的

宫殿城市之一。

• 勃兰登堡



联邦州 49

著名景点推荐

施普雷瓦尔德 (Spreewald)
施普雷瓦尔德位于柏林东南。这片广阔

的自然保护区域被总长1000公里的迷宫

般的水网所覆盖，它形成于距今2万年

前的最后一次冰川期，当时，施普雷河

被分割成了970条河流，形成了现今的

河流网，特别适合于乘船游览。

无忧宫 (Schloss Sanssouci)
无忧宫无疑是波茨坦最富盛名的旅游景

点。没有一座宫殿能比它更紧密地与腓

特烈大帝联系在一起，其墓室在1991年
被安置在了葡萄园的最上层。作为夏宫

的无忧宫包括占地500公顷的公园和150

勃兰登堡 •

      推荐景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宫殿和公园景观、树花城及其古老市中心、

巴特萨罗疗养地及其温泉、莱茵斯贝格宫、库尔特-图霍尔斯基纪念馆、

新策勒科林西妥教团修道院、普克勒尔侯爵领地国际建筑展览馆、

吕本瑙大施普雷瓦尔德港、弗勒明滑板之路 

座建筑物，著名的阶梯式葡萄园宫殿基

座和18世纪华丽优雅的室内装饰让您徜

徉于“无忧”的哲学之中。多位君王都

在波茨坦城内和周边地区建造了宫殿群

及其风景优美的公园群。

热带岛屿度假村 (Tropical Islands)
在位于勃兰登堡州中部的热带岛屿度假

村，您能体验到独特的、原汁原味的热

带风情。在这里全年都有沙滩，各类活

动设施齐全，岛上桑拿体验馆是世界上

最大的内部无支柱的建筑物。

弗勒明滑板之路 (Fläming-Skate)
这段总长达200多公里的交织路段，穿过

位于由柏林、马格德堡和维滕贝格组成

的城市三角地带，全程铺设柏油，是欧

洲最长的滑板路段。这里是滑板爱好者

与热爱骑车运动的旅游者的理想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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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来梅 

不来梅州由不来梅市和不来梅哈芬港

市组成，位于德国西北部 ;  联系着德

国及至欧洲的商业中心。不来梅州自

1000年前就是国际贸易和海洋运输业的

发达地区，中德贸易往来可以追溯到

1789年，每周5班集装箱货轮航班往来

于中国和不来梅之间。如今的不来梅

已成为物流服务业、汽车制造业、航

空航天技术、食品饮料加工业和可再

生能源制造业的多元化城邦。戴姆勒

公司第二大汽车制造厂在不来梅年产

约22.5万辆SL、SLK、CLK、C和GLK
系列奔驰车；另外600家地区汽车配件

• 不来梅

供应商云集在此。不来梅空中客车公

司成立于1910年；不来梅欧洲航天防

务航空公司(EADS)制造的“哥伦布

实验舱”与国际空间站(ISS)一并绕地

球转动着。在不来梅州诞生的国际知

名食品品牌有：Beck啤酒、Milka和
Hachez巧克力、Philadelphia芝士、

Kellogg燕麦食品、海鲜食品连锁店

Nordsee、Frosta冷冻食品以及咖啡品

牌如Jacobs Krönung, Onko, Melitta, 
Tchibo, Azul。不来梅哈芬港是欧洲第

四大港，5公里长集装箱码头堪称世界

之最，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动车港口之

一；不来梅哈芬港濒临开放的公海，

紧靠北海海上风力发电场，得天独厚

的地理环境使之成为德国最适合发展

海上风力发电行业的地区，目前已经

吸引了270家风力发电设备厂和研究机

构在此设厂和办公室。

不来梅作为欧洲物流中心，其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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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服务能适应全球供应链管理和汽车

行业的需要，使国际投资者从现代物

流、通信网络和充满活力的新兴东欧市

场中获益。不来梅港和不来梅哈芬港的

大型集装箱码头显示了不来梅州在世界

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体现出不

来梅州是汽车、水果、木材、纸浆、钢

材和散货装卸运输的中心地位。

风情万种不来梅

历史、海港、创新和活力构筑成德国最

小的联邦州

1200年汉莎同盟城市的历史和开创未来

科技的研究实验室将姐妹城市不来梅市

和不来梅哈芬港市联合起来，塑造成德

国最小的、浓缩了精华的联邦州。在这

德国西北部的心脏地带，广袤的知识领

域、天然的海港和丰厚的文化底蕴令各

个年龄层的人们心旷神怡。

主要概况

州首府 不来梅市

人口 67.1万
面积 420平方公里

经济实力  1.0 %（国内生产总值占全

国份额，2016年）

重要经济产业  汽车制造业、物流服务业、

航海航空技术、食品与休闲

食品加工业、风能产业、可

持续能源技术、服务业

五大名胜古迹  不来梅市政厅及罗兰雕像、

圣佩特里大教堂、不来梅城

市乐师雕像、不来梅施诺尔

老城区、贝特夏老街

不来梅
Bremen

不来梅 •

  相关信息

www.bremen-invest.cn 不来梅经济促进局

不来梅——历史之城

自由汉莎同盟城市是不来梅的标志。

在这个德国第十大城市里，历史悠久

的集市广场(Marktplatz)位于最古老的

市区——施诺尔区(Schnoor)的贝特夏

街(Böttcherstraße)上，众多独特建筑

中华美的市政厅拥有典型的威希文艺

复兴时期建筑风格和荣誉自豪的罗兰

塑像最为著名(两者从2004年起被联合

国科教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童

话家格林兄弟笔下闻名世界的不来梅

城市音乐家铜雕塑惹人喜爱，驻足留

影。不来梅在创造未来的同时又积极

保留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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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来梅——文化之城

不来梅剧院座落于歌德广场和莎士比

亚剧院旁边，不来梅艺术馆是德国历

史最悠久的私人艺术画廊之一，新

Weserburg博物馆是德国最大的拥有

私人藏品的当代艺术博物馆。不来

梅海外博物馆是世界重要的自然历

史、人类学和商贸历史的陈列馆之

一。在福克博物馆可追溯不来梅1200
年的历史。独具特色的贝特夏街艺术

博物馆和Gerhard Marcks Haus现代

雕塑馆、Wilhelm Wagenfeld艺术馆

里拥有众多现代艺术作品，11号仓库

的港口博物馆展现了不来梅港由古老

的货运码头港发展成为充满活力的

Ueberseestadt工业开发区的历程。

在历史博物馆，游客可以近距离了解

不来梅历史名人盖舍·高特或者Heini 
Holtenbeen等的人生经历。每年的不

来梅音乐节都为古典音乐爱好者奉上

顶尖乐团音乐会、知名指挥和明星独

唱表演。

• 不来梅

文化活动

不来梅六日自行车赛 (6-Tage-Rennen)
这 个 顶 级 的 自 行 车 赛 事 每 年 吸 引 了

十二万五千多名参观者来到AWD多姆中心

(AWD-Dome)的六日椭圆赛车场。这是一

个集运动、表演和娱乐于一体的完美综合性

活动，保证每一分钟都百分之百地有意思。

除了位于第一大厅的顶级运动外，还有三万

多平方米的地方供人娱乐。对于目睹以每小

时70公里疾速飞驰的自行车赛爱好者来说，

不来梅六日自行车赛不仅仅是特别重要的赛

事。在竞技场，观众们还可以观看体育比

赛、文艺表演，参加娱乐活动和聚会，这些

活动都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德国最大的桑巴嘉年华 (Sambakarneval)
每年二月，德国北部就开始狂欢——德国全

年最大的桑巴嘉年华开始了！这里有令人着

迷的化妆舞会和狂野的桑巴音乐，来自不来

梅、整个国家甚至临国的桑巴乐团、打击乐

团、化妆团和吹奏乐团都纷至沓来。人们在

饭馆、酒吧和文化馆不间歇地跳舞和欢庆。 

不来梅自由集市 (Freimarkt)
每年秋季有十七天的时间人们是处于非正常状

态的，夜里熬夜狂欢到清晨，这是不来梅人和

他们的客人在庆祝自由集市，它是德国最古老

的、同时也是第三大民间节日，每年十月下

半月吸引着四百多万人来到老城的市民草坪

(Bürgerweide)。节日的高潮是自由集市大游

行。

不来梅音乐节 (Musikfest Bremen)
每年对那些古典音乐爱好者来说，最兴奋的时

刻莫过于不来梅音乐节。音乐节期间有一系列

的音乐会，最优秀的乐团、著名的指挥和独唱

独奏音乐家都将奉上演出。活动开幕时张灯结

彩的集市广场渲染了浓厚的节日氛围，这里有

世界最优秀的艺术家、风格各异的节目以及传

统而又非同凡响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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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来梅——临水之城

有一条河流经市中心，使不来梅在商贸

之路上很早成为自豪的汉莎同盟城市，

这条河就是威悉河。当地人和游客相聚

在威悉河畔的步行街Schlachte，在众

多餐厅酒馆的阳台花园里或船上尽览威

悉河风光。船的式样可谓古今中外，

从乡间的煎饼型船，到仿13/14世纪风

格的“海军纳尔逊将军”号，直至现

代的Hanse-Kogge号。不来梅港位于

北海之滨，距不来梅约60公里，交通十

分便利，人们可快速就抵达海岸，欣

赏公园内的旖旎风光或踏上景色如画

的徒步之路Geestewanderweg，抑或

远眺那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界港口。从

2009年3月起, 不来梅港东经8度气候展

览馆(Klimahaus Bremerhaven 8 Ost)
吸引了各方游。紧邻展览馆的度假村 
Altlantic HotelSail City内设有国际会

议中心和最高观景平台；游客可在旁边

大型购物中心Mediterraneo享受购物

与美食的乐趣。

不来梅 •

除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来梅还是一座

展会之城，每年有大约45个展会，吸引了2
贸易博览会(fish international)和国际船舶

展(BOATFIT-Messe)就非常契合当地的这种

氛围。另外，一年一度的不来梅经典车展

(Bremen Classic Motorshow)、“自行车-市
场-未来(fahrrad.markt.zukunft)”博览会和废

物转换为能源专业展会(Fachmesse waste to 
energy)也极具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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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来梅——科技之城

在不来梅宇宙科学中心(Universum 
Science Center Bremen)或者绿色科技

中心都可真实地体验大自然和科技的神

奇。游客可以通过200多个互动展品、

仿真设备、视频设备和游戏表演,感受

地球、人类和宇宙的奥秘。位于不来梅

港的国家博物馆“德国海事博物馆”、

新“海边动物园”和新“不来梅港德国

移民之家博物馆”也很引人入胜。

不来梅——享乐之城

人们尽享逛街、游览和购物的乐趣。

除了众多的精品店，大型的时尚购物

商场，各类美食餐厅和丰富的娱乐活

动之外，更有玻璃长廊、古街老巷、时

尚地带，地方小吃以及名胜古迹遍及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四十年来每年二

月在不来梅竞技场AWD Dome会有一

场顶级的体育赛：六日自行车赛是欧

洲最大的室内自行车赛事，逾12.5万游

      推荐景点

威悉-文艺复兴式的市政厅(Rathaus)、老城区施诺尔区(Schnoor)、
杜鹃花园、大西洋海底世界、贝特夏老街(Böttcherstraße)、
不来梅大教堂(Bremer Dom)、罗兰石像(Roland-Statue)、
不来梅市宇宙博物馆、劳埃德造船厂展览中心、

玛丽娜灯塔

• 不来梅

客前来观看这一体育盛事。每年2月魅

惑的面具舞和狂野的桑巴舞掀起德国

最大的桑巴舞嘉年华。每年十月下半

旬的德国最古老的第三大民间传统节

日自由集市Freimarkt，吸引逾400万人

聚集在与老城仅数步之遥的市民草坪

(Bürgerweide)上。圣诞前夕，市政厅

和罗兰像附近的拥有超过170摊位不来

梅圣诞节市场被公认为是全德国最漂

亮和最有节日气氛的圣诞市场。每年12
月威悉河畔步行街上举行的Schlachte-
Zauber节将历史、冬日和海事融为一

体。传统的工艺品和中世纪酒馆被篝火

和火炬装点着。在白雪覆盖的茅屋餐厅

里可尽享来自巴伐利亚和蒂罗尔州的美

味佳肴，新鲜烤鱼和暖和的鸡尾酒。

一年一度的不来梅港口艺术周上会有壮

观的帆船队、仿古船只。游艇、小帆船

和小木舟参加。这时，整个城市掩映在

旗帜之下。节日的高潮是每五年举办一

届的著名的“不来梅港帆船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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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  
作为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不仅是德

国境内最国际化的城市，而且还拥有

欧洲对华贸易第一大港——汉堡港，

以及德国历史最悠久的自由保税港

区。汉堡是欧洲最重要的造船及物流

中心之一，被誉为“德国通往世界的

大门”。中国在汉堡港的集装箱吞吐

量超过300万标箱，其中50%的中德贸

易是通过汉堡港实现的，也就是说，

每三个从汉堡港近处的集装箱中，就

有一个是去往中国或从中国远道而来

的。汉堡位于扩大后的欧盟中心位

置，是通往东欧、北欧和中欧的重要

• 汉 堡 

门户，也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城市，

中德贸易额的50%以上都经汉堡，是

中国货物通往东欧、北欧的门户。

汉堡商会是欧洲最古老的商会，也是

德国境内最大的商会，旗下会员超过

125000家，其中4000家企业是来自国

外的公司，目前包括中远集团、中海

集团、宝钢集团欧洲总部在内的来自

中国大陆的400多家企业已入驻在此。

汉堡热情欢迎中国企业投资汉堡，投

资德国。

汉堡和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友谊。自

1986年起，汉堡市和上海市之间就开

启了密切良好的合作关系。汉堡港是

中国对欧洲贸易最重要的港口。在汉

堡市有三百多家中国公司和七百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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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中国有关的外贸公司，位居德国

之最。汉堡市与中国的交往不仅局限

于经济领域，在教育、科学、文化等

各方面都有合作。尚在建设中的汉堡

港口新城(HafenCity Hamburg)是欧

洲当今最大的城市开发项目。作为上

海的姐妹城市，2010上海世博会主题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这里得到

了充分的演绎——城市里，住宅区和

商业区不再相隔遥远，而是融合到一

起成为功能健全的城区；节能建筑取

代传统高能耗楼宇，大量公共空间被

合理利用，居民快乐共享城市发展的

果实。随着新城的不断开发，她必将

成为中国经济界和文化界施展才华的

舞台。

当下的汉堡已成为欧洲的中国商业

中心。迄今为止，已有超过400家来

主要概况

州首府 汉堡市

人口 178.7 万
面积 755平方公里

经济实力  3.5 %（国内生产总值占全

国份额，2016年）

重要经济产业  国际贸易、物流、航空工

业、媒体与新媒体、生命科

学、新能源

五大名胜古迹  阿尔斯特湖、自由港仓库

区、雷普邦街、米歇尔教

堂、阿伦斯堡

汉堡
Hamburg

汉 堡  •

  相关信息

www.hamburg-economy.de  汉堡经济促进局

www.hamburg.de  汉堡官方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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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大陆的大中小型企业在汉堡设

立分支机构，在贸易、物流和服务行

业等领域大展宏图。著名的中资公司

包括雇有200多名员工的中国远洋运

输集团欧洲公司、中海集团、宝钢欧

洲公司、中钢德国公司以及2007年在

德国上市的中德环保技术公司和亚洲

竹业等。在汉堡生活的中国人口超

过1万，当地有300多家中餐馆，还有

众多的旅行社和亚洲商店等。相应

地，有800余家汉堡公司或落户中国，

或和中国保持着密切的经贸联系，

包括Beiersdorf AG(产品：妮维雅/ 
NIVEA)、Lufthansa Technik(汉莎技

术公司)、Tesa胶带、施坦威钢琴、翱

托邮购、柯尔伯烟草机械公司、永恒

力叉车制造公司、万宝龙公司等。

汉堡还是德国的媒体中心。德国六大

出版集团中的五家坐落在此，全德三

分之二的畅销杂志和报纸来自汉堡，

著名景点

汉堡市政府厅(Rathaus)是汉堡著名景点之

一。这座华丽的砂岩结构建筑具有新文艺复

兴时代的风格，建于1886-1897年，是汉堡市

政府和议会的所在地，这座颇具影响力的建

筑也是整个城市的中心。

圣米歇埃利斯教堂(St. Michaelis)建于1751-
1762年，是德国北部最重要的巴洛克风格教

堂，同时也是汉堡地区地标之一。最著名的

是米歇尔塔，高132米，在其游览平台上将汉

堡市及其港口的风光尽收眼底。

怪趣的克拉莫住宅区(小商人们的住宅兼商店

区Krameramtsstuben)始建于17世纪，起初

是专门为那些小商人的遗孀们建造的。一座

座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住宅静静地偎依在圣

米歇埃利斯塔楼的脚下，其中有一所现已辟

为博物馆对游人开放。

汉堡靠着易北河(Elbe)，不论是在破晓的晨

曦中，还是傍晚落日的余辉里，那里永远是

一派忙碌的景象。那些驶进驶出的各色轮船

装卸着各类货物，实则也是在装卸着与世

界的交流、经济与生活。而那些大大小小的

货物，很大一部分就存放在港口边上在水

一方、映人心田的红砖建筑——仓库城里

(Speichersta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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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拥有德国最著名的广告公司和

新媒体公司。同时，汉堡也是一座文

化体育大都市，拥有很多教育和研究

机构。每年各式各样的会展活动在汉

堡开展，例如国际船舶制造展、国际

新能源展、国际船艇展等。

汉堡还有诸多特别之处：它是除纽约

和香港外，世界上拥有领事馆最多的

城市 (103个)；德国500强企业中超五

分之一坐落在此；居住着全德国最多

的百万富翁；汉堡是欧洲拥有桥梁最

多的城市，桥梁总数超过2300座，比

著名的威尼斯更多。汉堡的绿地、公

园、森林非常多，是一个绿色亲水大

都市。每一个来到汉堡的人都会羡慕

这个都市满眼的郁郁葱葱。汉堡获得

了欧盟2011年欧洲绿色首都的称号。

汉 堡 •

汉堡 —— 传统而气
度非凡的亲水时尚之
都

自由汉萨城市汉堡是德国第二大城

市、欧洲最大的港口之一，便利的地

理位置可让您快捷地从汉堡抵达北

德任一城市。这个坐落在易北河畔

(Elbe)的国际大都市以其活跃的商业

氛围、华丽的林荫大道、国际音乐剧

院、奢华的购物廊、以及闻名于世的

娱乐区圣保利(St. Pauli)吸引着世界各

地的人们驻足停留。大面积的绿地和

无数运河也使汉堡成为德国绿化率最

高和最美丽的城市。

汉堡还有一个不可错过的特别去处——鱼市

(Fischmarkt)。在这个有300多年历史的露天

市场上，700多位鱼贩或叫卖或拍卖鱼类、奶

酪、香肠、果蔬等产品。到此体验当地独特

风情并品尝各种现场制作的烤鱼、腌鱼、熏

鱼等汉堡特色食品的游客摩肩接踵，热闹非

凡，其中最受欢迎的美味是汉堡烤鱼。

码头栈桥 (Landungsbrücken) 是一个700米
长的浮动码头——汉堡水上车站。非同寻常

的港口观光从这里开始：在靠近靠岸栈桥地

铁/有轨电车站点，或是色彩斑斓的纪念品商

店里，游客可以买到各种各样关于水上之行

的纪念品；而在舒适的海鲜餐馆里则可以找

到多种新鲜可口的海味佳肴。

“袖珍世界”(Miniatur Wunderland) ——

在汉堡的仓库城里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玩具

火车展览！1000多列火车、1.5万节车厢、15
万棵树、15万个人、5000辆汽车、1万米长的

铁轨、5000幢房子和无数座桥构成了顶级玩

具火车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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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景点

易北河、仓库城、港口新城、阿尔斯特湖拱廊、

少女堤、旧商务办公区、圣-米歇埃利斯教堂 (Michel)、
圣保利区、阿尔斯特公园、天文馆、玛丽娜灯塔

• 汉 堡 

水是汉堡永恒的风景，“亲水之城”

也因此得名。汉堡是欧洲拥有桥梁最

多的城市，这座城市的桥梁数量比威

尼斯和阿姆斯特丹加在一起还多。贸

易在汉堡的经济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

色，尤以港口经济为甚。市内仓库城

之旅可让人们从多方位体验来自世界

各地的商品带来的新奇感受。汉堡的

建筑极富品味，富丽堂皇的商会之

宫、高贵的别墅和雅致的公园装饰着

这座城市。市中心则是购物者的天

堂：美轮美奂的精品店、带玻璃顶的

购物长廊和优雅的古董店。当然，汉

堡也拥有像圣保利区这样的娱乐区，

那里著名的“绳索路(Reeperbahn)”
是喜欢去夜店、酒吧和剧场的夜猫子

们的好去处。

汉堡的70家博物馆和40间剧院可让热

爱文化艺术的游客大开眼界。该城是

著名作曲家勃拉姆斯的出生地，并拥

有建于1678年德国最古老的公众歌剧

院，每年在这里上演的高水准芭蕾舞

和歌剧吸引无数观众。

那些多姿多彩的古老桥梁为这座城市

批上了浓重的历史色彩——漫步于汉

堡历史悠久的街道和教堂之间，仿佛

回到了中世纪的欧洲。

阿尔斯特湖 (Alster)
这个位于汉堡城市中心位置的湖区是

帆船运动员的天堂。更令帆船手们感

到自豪的是这个面积160公顷大的湖泊

显露出的艺术气息。它是自十三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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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由一条名叫阿尔斯特的小河及流入

这条小河的小溪汇合而成，这些小溪

直至今日仍然是帆船手们罗曼蒂克的

跑道。汉堡人都喜欢在阿尔斯特水域

享受他们的“世外桃源”。

“历史的握手——俾斯曼和李鸿章”

德 国 的 “ 铁 血 宰 相 ” 俾 斯 麦

(Bismarck)的故居，福里德里斯鲁庄

园座落在距离汉堡20多公里的小城奥

姆勒，他的纪念馆及墓地也坐落于

此。100多年前，时任直隶总督兼北

洋大臣的李鸿章出访欧洲，就在这里

拜访了俾斯麦，赠上慈禧太后送的礼

物，并亲笔题词。现在这些东西都成

了俾斯麦博物馆的重要展品，博物馆

中还藏有关于那次拜访的照片并有当

年会晤的介绍。

汉 堡 •



联邦州62

黑 森  

黑森州位于德国中部莱茵-美因河平原

上，两大河流缓缓流过这里。居中的地

理位置使得黑森州成为两河以及欧洲硕

大交通网络的交通枢纽，许多交通线在

此交叉而过。因其地处充满活力的莱

茵-美因地区，并以法兰克福为中心，

黑森州成为了仅次于鲁尔区、与柏林相

当的德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之一和欧洲实

力最强的经济区之一。该州最强的经济

产业是化工、 汽车制造、皮革制品、

光学产品、电子技术和机械制造，又地

处航空、铁路和水陆交通会合点。因

此，黑森州拥有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勃

勃生机与多样性。

如果说格林兄弟使得黑森州以其城堡和

森林著名，那么莱茵高地区则因生产优

质的葡萄酒而享有美誉。然而在黑森

州，真正最富盛名的是德国最国际化、

最具活力的城市——美因河畔的法兰克

福。此处是歌德的出生地，也是德国最

重要的金融中心和国际金融场所，她拥

有德国最高的建筑物、最大的空港、最

高的GDP和欧洲大陆上最多的银行。

作为欧洲大陆的金融之都，以及德国证

券交易所、德国央行和欧洲央行的所在

地，法兰克福得到了“美因哈顿”和

“银行克福”的绰号。 

法兰克福是一个国际性的航空、公路和

铁路运输枢纽。凭借高效的交通运输及

优良的投资环境，她吸引无数的国际公

司进驻——通用电气、佳能、摩托罗

拉、本田汽车以及宝洁公司——这些公

司希望靠近欧洲的商务中心。而且，法

兰克福还把占外国直接投资德国总额的

• 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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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概况

州首府 威斯巴登市

人口 617.6万
面积 21,115平方公里

经济实力  8.6%（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

份额，2016年）

重要城市 法兰克福、威斯巴登

重要经济产业  金融与服务业中心、化学与

电器工业、汽车与机械制造

五大名胜古迹  威廉浴场、菲利普施泰因城

堡遗址、法兰克福市政厅、

科勒瓦尔德-埃德尔湖国家

公园、罗马界墙

威斯巴登
Wiesbaden

黑森 •

  相关信息

www.invest-in-hessen.de    投资黑森州

20%吸引到了黑森州。被誉为“博览会

之城”的法兰克福每年都会举办若干

种重要的国际交易会，其类别无所不

包，从日常消费品、图书直到汽车，

如国际最大的消费品展览Premiere、
Ambiente春季消费品博览会、国际图

书博览会以及国际汽车展。

同样地，由于地处德国的中心位置，使

得法兰克福成为德国的交通枢纽。法兰

克福机场就像是一个硕大的国际航空运

输大转盘，每天发送成千上万的旅客

到世界各地，经由法兰克福国际机场

到达德国的旅客比任何其它的德国机场

都多。三小时不到，即可从法兰克福飞

抵欧洲各大城市。中国国内很多城市都

有直达法兰克福的飞机 ，为商务人士

和旅游人士提供了充分的便捷。众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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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黑森州的知名企业，以及从黑森州出

发，进一步拓展欧洲市场的中小型企业

也证明了黑森的战略性地位。尽管在黑

森州每四家公司中有三家从事服务业，

但在机器制造、电子工程、化学、制药

和汽车行业仍有很多生产经营者。多样

性及国际性是黑森州的主要特点：城市

与地区都各具特色，完善的基础设施和

广泛的划分细致的文化活动也为其增添

了色彩，如达姆施塔特的“新艺术”大

厦或卡塞尔的“文献展”就是世界最重

要的现代和当代艺术展。

黑森——在欧洲的中
心享受休闲、生活与
工作

多样性和国际性是黑森州——这个处

于欧洲心脏位置的经济区域的特点，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里生活、工

作。这里同样是一流的旅游胜地，除

了广阔的草原、原始森林、沼泽地和

河流湖泊等自然景观，黑森更有众多

保存完好的日尔曼人、古罗马人和中

世纪的历史遗迹和伟大建筑。数以

百万的游客来到黑森旅游区——从北

黑森到奥登瓦尔德欣赏美景。法兰克

福空中穿梭列车、凯勒瓦尔德-埃德湖

国家公园、民族服装游行展示、以德

国衍架建筑为特色的小村庄、高级购

物中心、休闲健身中心还有令人心驰

神往的夜生活、苹果酒、高级餐厅、

奢侈酒店、干草床铺、文献展城市卡

• 黑森 

      推荐景点

黑森林、卡塞尔宫殿、库曼塔现代艺术展、萨芭堡童话宫殿、达姆施塔特科技城、

麦斯纳高地、柯勒瓦尔德国家公园、葡萄酒小城吕德斯海姆、约翰尼斯伯格宫、

西妥教团僧侣修道院、弗尔拉特斯宫、

罗马人堡垒萨尔堡、埃普施泰恩古堡、

柯尼希施泰恩古堡、  科朗伯格古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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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的现代艺术及世界自然文化遗

产：洛尔施修道院——无论是当地居

民还是旅游者都对黑森州赞不绝口。

洛尔施修道院及其卡洛林式“国王

厅”是前罗马式建筑艺术领域最重要

的历史遗迹。八百年的修道院文化不

仅体现在如今作为世界遗产的本地特

色中，整个地区的风景也受到历史文

化的浸润。洛尔施修道院是有名的进

行祈祷与冥思的圣地，德国历史上有

20个帝王先后到过这里，1052年甚至

还有一位教皇莅临。

莱茵高地区(Rheingau)属于欧洲最美

丽的葡萄种植基地之一。千百年来，

贵族和牧师们在此地留驻，并修建了

在德国享有盛名的建筑，包括埃伯巴

黑森  •

文化活动

博物馆区节 (Museumsuferfest)
每年八月最后一个周末，博物馆区节在法兰克福博

物馆区，即博物馆街(Schaumainkai) 举行。在这

三天的时间里，将有三百多万人前来参观，是欧洲

最大的文化节之一。在八公里长的活动街上，在美

因河两岸，博物馆为游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节目，

同时通过这些活动也介绍了自己，如舞台设计制作

和策划、教堂“合唱和管风琴演奏”、“修道院之

声”、舞台表演、杂艺、音乐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特

色节目以及颇受欢迎的龙舟赛。

卡塞尔文件展 (Documenta)
从1955年起，每五年都会在卡塞尔举行一次世界

上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展览会——文件展。除了新

的会展理念以外，还展示有现代艺术的新趋势。

在长达100天的时间里，卡塞尔成为了世界艺术

关注的中心，频繁更换的展会从各自的视角剖析

当代艺术及其一切社会潮流、哲学和理论。

流星集市 (Sternschnuppenmarkt)
每年的流星集市上，人们可以看到威斯巴登市徽

上的百合花被灯光照得喜气洋洋，市场上矗立着

一棵30米高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圣诞树，圣诞节的

气息扑鼻而来，耳边还响着富有节日气氛的音

乐。在基督降临节期间，人们可以一边吃着热乎

乎的美食、逛着商品丰富的市场，一边参加众

多的活动来尽情享受这一“爱的节日(Fest der 
Liebe)”。

茵高葡萄酒周 (Rheingauer Weinwoche)
莱茵高酒葡萄周在市政厅周围举行，人们可以连

续十天品尝来自威斯巴登和莱茵高地区的酒沫四

溢的香槟酒和美味的葡萄酒。伴着众多艺术家、

新秀乐队和娱乐节目，客人们在“全国最长的葡

萄酒酒吧”品尝“葡萄汁(Rebensaft)”，还可

以为自己的亲朋好友带回一些。

哈(Eberbach)的西妥教团僧侣修道院

(Zisterzienserkloster)、约翰尼斯伯格

宫(Schloss Johannisberg)和弗尔拉斯

特宫(Schloss Vollrads)。闻名遐迩的

葡萄酒小城吕德斯海姆(Rüdesheim)
是这一地区最引人入胜的地方之一。

中上游莱茵河河谷全长约70公里，从

吕德斯海姆/宾根延伸至科布伦茨。

狭窄的莱茵河破谷贯穿莱茵片岩山，

是地理文化景观。超过40座城堡和斜

坡上爬满的葡萄藤，形成了这里独特

的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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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莱美两河地区

法莱美地区 – 欧洲的交通运输枢纽 
法莱美地区是欧洲最重要的水陆空交

通枢纽之一。法兰克福国际机场是欧

洲大陆最 大的货运机场，其中央火车

站为全德最为繁忙的火车站。德国两

条使用频率最高的高速公路也交汇在

法兰克福十字路口处。  莱茵河和美

茵河更是构成了欧洲最重要的内河航

道。交通线路在半径为200公里的范围

内可以覆盖到3500万的人口。

1500万博览会参观者的巨大吸引力 
法莱美地区每年有50多场的博览会以

及展 览。其中15个都属于全球最大规

模的， 如法兰克福国际车展 (IAA)、
法兰克福书  展、法兰克福消费品展

以及法兰克福国际礼品及办公用品博

览会(Premiere)。法兰克福有着超过

47000家的展出者，这使它 成为欧洲最

大的展会所在地。

金融业的汇集地 
作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之一，法兰克

福享有杰出的声誉和形象。它是欧洲

中央银行（EZB）的所在地，处于欧

元区内，事关 3亿人口的货币政策都

在这里决出。另外在美茵茨坐落着德

国联邦银行、亚洲发展银行、中国人

民银行以及世界银行集团。  在世界

金融中心排名中，法兰克福名列第四

位，仅次于伦敦、纽约和东京。

•  法兰克福莱美两河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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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莱美两河地区
排名第一的工业地区 

法莱美是欧洲领先的工业地区之一。

特别在生物技术和制药、化学、自动

化、材料技术及医药技术等领域，该

地区的企业都处于市场的引领位置。

整个德国您只有在这里才找得到如此

众多的跨国公司总部。 全德100家大型

工业企业中有14家将它们的公司中心

设在法莱美大区域内，其中包括德国

汉莎、亚当欧宝、T-Systems、林德、

西门子VDO、贺利氏、勃林格殷格

翰、费森尤斯和巴斯夫等。

法莱美地区的中国贸易社区 

作为众多展会和国际性会议的交通枢

纽及具有国际商业氛围、蓬勃发展的

经济地区，法莱美多年来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中国 商家。如今已经有10000
多名中国人生活在这里，逾550家中

国企业在此常驻。由此在所有亚洲企

业中，中国公司成为了规模最大的团

体。数不清的中国官方机构、 协会和

联合会使得中国公司及他们的员工 更
容易在法莱美地区立足。此外，多年

来包括中国学校、医生、食品商店和

若干协会等基本社区配备也在趋于完

善，使得法莱美对中国人产生了更大

的吸引力。

座落在法莱美的中国国家机构中有中

国在欧洲最大的总领事馆、中国总领

馆的经济贸易部、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的伞式组织、中国商务部投

资促进事务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上海分会、山西省商务部以及一

法莱美地区

人口 570万 
面积 14755平方公里

首府/主要城市  法兰克福、奥芬巴赫、 威
斯巴登、阿沙芬堡、 吕瑟

斯海姆、 哈瑙、达姆施达

特

重点产业  金融、物流、IT电子、 汽
车、化工、制药/生物、自

动化 
经济数据  地区人均GDP 31683 欧元，

比德国人均GDP 高24%；

在半径200公 里内有德国

43%的消费者；购买力高于

德国平均水平12%，部分地 
区位居德国前列

法兰克福
Frankfurt

  相关信息

www.frm-united.cn  投资法莱美

www.frankfurt-rhein-main.net/en/ 
 法莱美信息平台

www.frankfurt-rhein-main.de  法莱美旅游信息

www.automechanika.de   法兰克福汽配展

www.buchmesse.de   法兰克福书展

 法兰克福莱美两河地区  •

些省、市的政府机构比如上海、义乌

和山东烟台的欧洲代办处、香港贸易

发展委员会以及江西省和浙江省商务

厅、 江苏省太仓市、天津西青经济技

术开发区等。

许多来自中国的企业也在这个地区设

立分公司，其中包括著名品牌海尔。

其在德国的第一个办公室于2005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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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莱美地区的  Wettenberg开设，至

2009年12月，海尔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扩

大了他们的投资， 并搬到了法莱美地

区内离机场更近的Bad Homburg。

在法莱美地区的知名企业还有中国石

化、  华为、美的、国内几大航空公

司、银联、复星、朗诗、宝兰德、绿

地、忠旺集团、中国电信、中国联通、

中国移动、迈瑞医疗器械、沈阳机床

等。除了迄今为止最大的中国投资德国

项目山东潍柴动力对凯傲集团实现控

股就在法莱美地区，在过去的几十年 
间，还有更多的中型私人企业落户于法

莱美地区，如成功并购当地公司的来

自上海的爱登堡(Edunburgh)电梯供应

商和顺利进行新建投资的普联技术(TP-
LINK)，又如作为中国大型快递公司首

次在欧洲设点的韵达快递等。

大多数刚进入德国市场的中国企业都

将经营自己的产品和在欧洲购货作为

重点，随后市场常常要求有完备的售

后服务和物流中心，而法莱美地区所

提供的这些领域的服务几乎覆盖了整

个欧洲，驻扎在此的公司凭借其欧洲

交通中枢的优势获取最大利润。法兰

克福机场每周有81个直通航线和40个
航空货运航线飞往中国，航线密集程

度之大在德国乃至欧洲范围内都是排

第一的，这不仅为当地的中国企业省

去不少资费和时间，而且还保障了产

品总能快速及时地进入市场。

•  法兰克福莱美两河地区 

法兰克福汽配展 
法兰克福汽配展“Automechanika”于1971年诞

生于德国莱茵河畔。作为汽配行业全球领先的展

览会，它将展示汽车工业、汽车配件、组件和系

统、汽车电子、维修保养及售后服务的最新动

态，同时也将体现未来环保及能源回收主题 的发

展趋势。专业观众——无论是来自生产车间还是

汽车维修站，来自贸易企业还是汽车制造企业，

不管作为企业的所有者还是经营者，都能在这

里找到他们期待的 汽车部件、附件及维修站设

备的供货商，并获取行业发展最前沿的科技信息

及理念，从而在未来竞争环境下脱颖而出。如今

Automechanika逐渐成为 一个汽车行业卓越的、

创新的企业交流的平台。每年，80%的参展商与

40%的观众都来自于德国以外的国家，它的国际影

响力，为这一行业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机遇。该

展会每两年举办一次，2016年法兰克福汽配展的时

间定在9月13日-9月17日，地点是在法兰克福会展

中心。

法莱美地区：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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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与欧洲金融界建立联系 
对股票交易感兴趣的企业来说，选择

驻地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离（潜在）投

资商的距离了。德意志证券交易所和

纽约泛欧交易所已于2011年2月15日宣

布，双方已经就业务合并事宜达成最

终协议，将联合组成全球最大的交易

所运营商。迄今已有二十几家中国公

司在法兰克福的德意志证券交易所成

功上市。这是继中德环保技术股份公

司、亚洲竹业股份公司、网讯无线技

术股份公司后第四家在德交所高级市

场上市的中国企 业。另外，每年在法

兰克福举行的自由资本论坛，是欧洲

同类论坛中规模最大的，这就为中国

企业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在法兰

克福这个拥有225家银行的金融中心，

依托于1700家金融服务商，中国五大

商业银行，即中国银行、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农业银行先后

落户于此。从此您即可获得所有与中

国相关的便利的银行金融业务服务。 
最近，中国银行法兰克福分行也受中

 法兰克福莱美两河地区  •

法兰克福书展

法兰克福书展是德国举办的国际性图书展览，是世

界上规模最大、最享盛誉的书展，被誉为“世界出

版人的奥运会”。它为来自世界各国的出版商、代

理商以及图 书馆人员提供一个洽谈版权交易、出版

业务及展书订书的场所。书展每年10月举行，2011
年的展出时间是10月12-16日。从 1988年开始，书展

每年会邀请一个国家作为主宾国。2009年，由中国

担当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其创意主题为：

让世界品味中国书香，让中国领略世界风采。

在吕瑟斯海姆体验欧宝 
汽车是如何制造的？如何将金属板和高科技完美

地结合起来？总部在吕瑟斯海姆的欧宝工厂将通

过每周多次的免费导览活动解答您任何好奇的问

题。这样的活动不仅使车迷兴奋不已，也能使外

行亲身体验到欧宝最新技术的震撼魅力。报名需

提前在网上报名：www.opel.de/opel-erleben/
ueber-opel/company/werkstour.html。

国人民银行的委托，承担起人民币离

岸中心法兰克福清算所的任务。

如果您有意在欧洲及德国投资，请与法

莱美国际投资促进会设在中国的联络处

联系。作为法莱美地区的官方代表，我

们会向您提供优质的官方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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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MV)，简称梅

前州，位于德国东北部，北邻波罗的

海，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隔海相望，

东边与波兰相邻。该州经常被称为

“千湖之州”，州内内陆湖星罗棋

布：从飞机上俯瞰梅克伦堡-前波莫瑞

州，在你眼前即会呈现出一派迷人的

水上风光，尤其是那2000多个湖泊，整

个梅前州仿佛是一块缀满了绿宝石的

蓝色绸缎。这个位于德国东北部的联

邦州是欧洲中部最大的水上运动场。

天然湖泊再加上不计其数的自然保护

区、城堡以及沿海城镇——这些城镇

有着白色的悬崖、海滩和一流的摆

渡设施，这一切使得旅游业成为该州

的主要产业，是著名的疗养胜地，来

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为她的美丽所陶

醉，在此流连忘返。

梅前州长达三百五十多公里的波罗的

海海岸线也吸引了其它产业在此发

展，重要产业包括造船业、木材业、

物流业、农业、食品加工以及服务业

等。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的10年后，梅前州的经济改制进展良

好，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像这个

梅克伦堡 – 前波莫瑞

• 梅克伦堡 - 前波莫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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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一样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最大

程度的现代化。采用高科技的造船业是

全世界沿海地区海运业中低综合成本生

产作业的典范。在过去十多年里，五亿

多欧元被投资于梅前州的造船厂和港口

基础设施，使梅前州成为造船业和海上

贸易首选的北欧地区之一。公司经营可

充分利用这里先进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现

代化的交通基础设施，同时还能利用该

州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位于东欧和斯

堪的纳维亚半岛之间，并紧邻中欧的两

座最大的城市——汉堡和柏林，因此在

波罗的海港口全新扩建后，梅克伦堡方

圆500公里内有1.2亿人口购买力、有理

想的交通和后勤供应。这些产业的蓬勃

发展得益于梅前州政府提供的若干属于

欧盟最高标准的投资激励措施。同时，

虽然与联邦整体水平相比，梅前州的教

育目前处于较落后水平，但梅前州拥有

多所跨越几个世纪的老牌大学以及高度

创新的研发机构，使它成为在高新科

技、生物技术、以及医疗技术领域充满

活力的地区。高质量的原料则是快速发

展的食品行业成功的保障。

梅前州最大的城市是罗斯托克，北欧第

一所大学于1419年建立于此。罗斯托克

也是波罗的海沿岸重要的港口城市，同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保持良好的贸易关

系。随着欧洲一体化步伐的逐步加快，

该州将在东西欧的经济交往中扮演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

主要概况

州首府 什未林市

人口 161.2 万
面积 23,214平方公里

经济实力  1.3 %（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

份额，2016年）

重要城市  罗斯托克、什未林、格赖夫

斯瓦尔德

重要经济产业  造船业、食品与消费品工

业、建筑业、机械制造、旅

游业

五大名胜古迹  埃尔德纳修道院、舍索夫

宫、格拉尔 - 穆利茨跨海大

桥、维斯马的圣尼古拉教

堂、吕根岛上的白垩岩壁

什未林
Schwerin

 相关信息

www.gfw-mv.de   
 梅克伦堡 - 前波莫瑞经济促进公司

梅克伦堡 - 前波莫瑞州 •

徜徉在城堡和湖泊的
国度里

在德国，绝不仅仅只有大城市才有其

魅力。如果您到柏林或者汉堡去，一

下飞机，就已经差不多能将拥有2000多
个湖泊的、被称之为“德国的里维埃

拉”的梅克伦堡多湖平原尽收眼底。

因此，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成为夏季

旅行的首选之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里波罗的海，湖泊众多，有长达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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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米的海岸线、3座国家公园、6个自

然公园以及两个生物圈自然保护区。

辽阔的地平线上呈现出变化多端的海

岸风光以及微微起伏的丘陵地带、大

片的农田、草地和辽阔的森林，在这

令人神清气爽的北方预订任何一条旅

游线路，都无疑是一种美妙的享受。

租辆汽车，您马上便能以最特别的方

式从机场开始探索这个“千湖之州”

了。由于古老的历史和不同朝代的众

多诸侯王朝，梅前州到处可见各种充

满神奇般童话色彩的城堡和宫殿，您

可以从中深切体会并感受这里历经沧

桑积淀后深厚的文化底蕴。梅前州境

内有将近2200座宫殿和城堡，其中半

数以上都被列为古迹受到保护，如

今这些建筑物中大约有260座还仍然

用于旅游业。总而言之，如此密集的

城堡和庄园群，不仅在德国，在整个

欧洲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象征当时

权力基础的围墙，至今仍能向我们讲

述许多故事，同时也隐藏了许许多多

的秘密，每一个建筑都似乎在告诉人

们一段往昔不同寻常的历史和建筑掌

故。它们就如同画中的童话城堡一

• 梅克伦堡 - 前波莫瑞州

文化活动
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最大的海上活动是每年八月

举行的罗斯托克汉萨之航。200多艘大帆船和老式

帆船云集于此，每年吸引100多万游客，帆船节期

间还举办各种文艺活动。游客们最感兴趣的是参

观大帆船(Windjammer)、保存完好的老式帆船

(Traditionssegler)、船上博物馆(Museumsschiffe)

和一些老字辈的帆船(Oldtimer)。此外，游客们还

可以登上帆船一同出海。

龙舟节 (Drachenbootfestival)

什未林是龙舟运动的一个中心。每年7月份举行

的龙舟节吸引了全世界的龙舟运动爱好者和运动

员。比赛在老城的普法芬湖(Pfaffenteich)上举

行。五颜六色的狭长龙舟伴着鼓点像箭一样冲出

去，这一刻令所有运动员和观众激动万分。

格赖夫斯瓦尔德巴赫周 (Bachwoche)

六月的巴赫周是格赖夫斯瓦尔德文化庆典的高

潮，每年都会吸引德国各地的众多游客前来一

游。巴赫周将基督教理念与专业化的文化经营以

及大量市民的参与热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届

时，当地三个主要教堂每天除了举办巴赫演奏会

和巴赫音乐作品表演外，也组织数量繁多的讲

座，这些活动吸引了众多的观众，其中有不少人

是远道而来。

斯托特贝克文艺会演 (Störtebeker Festspiele)

由于斯托特贝克文艺会演, 亚斯蒙德浅海湾旁的拉

尔斯维克天然舞台(Naturbühne Ralswiek)被看作

德国最成功的露天剧场之一。每年夏季，拉尔斯

维克都呈现出一番非同寻常的景象：海盗当中最

声明狼藉的克劳斯•斯托特贝克(Klaus Störtebeker)

与他的团伙又控制了这个宁静安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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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勃兰登堡 – 四门之城、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的世界文化遗产、

格赖夫斯瓦尔德的哥特式红砖和巴洛克式建筑、乌泽多姆岛、

诺森廷/施温茨草原、梅克伦堡的“小瑞士”和库默罗湖、莫利茨湖、

琥珀之城——里布尼茨-达姆加滕、风车之城——沃尔代克、

艺术家巴拉赫(Barlach)之城——居斯特罗

样，四周环绕着古树和野玫瑰，流淌

着清澈的泉水，沉浸在一种动人的气

氛当中。

从柏林泰格尔或舍纳费尔德机场出发

向北，若您看到大片鲜黄色油菜花地

或红艳艳的罂粟田时，那么您已经身

处米里茨国家公园之中了。继续沿着

公路来到居斯特罗这座有着 30万居民

的城市里，您将欣赏到该市名胜之一

居斯特罗宫，这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宫

殿从1558年起就作为梅克伦堡公爵乌

尔里希的代表官邸存在至今。

位于市中心的什未林宫，它就矗立在

什未林湖畔边。这里是梅前州联邦议

会的所在地，在数百年间里也曾经是

梅克伦堡公爵和大公爵的行宫。什未

林宫在漫长的一千年中慢慢扩大形

成，它环形构造的雏形是965年时建于

湖中离此不远的一个小岛上的壕沟。

如今宫殿的一部分用作博物馆，什未

梅克伦堡 - 前波莫瑞州 •

林湖畔的大花园成为了散步和小憩的

好场所，旁边靠近巴洛克式花厅的潺

潺水流也给这梦境增添了一丝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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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萨克森是德国面积第二大联邦州，

人口密度第四大州。原本这地区简单

地称为萨克森，但由于萨克森公国的

重心逐渐移到易北河，接近现在的萨

克森-安哈尔特和萨克森州，这地区在

15世纪后期被改称为下萨克森。该州

位于德国西北部，从东部的哈尔茨山

脉 (Hartz) 延伸至西部的北海，与荷兰

接壤。地势南高北低，南部为著名的

哈尔茨山地。该州的面积和位置将其

置于跨越欧洲的主要贸易路线的正中

心。该州拥有一个纵横交错的公路、

铁路以及水上交通网。南北、东西向

的公路和铁路线在此交汇，埃姆斯河

与易北河之间的内河运河在此与莱茵

河、易北河和奥得河相连，形成了西

欧和东欧的内河航道。二十个内陆港

和九个海港使该州成为国际货物运输

的中枢。豪华的游轮也建造于此，位

于威廉港 (与中国青岛在1992年建立友

好港口关系) 正在建设中的“翡翠”亚

德·威悉港 (JadeWeserPort) 将成为德

国最大的深水港。

下萨克森全州三分之二的面积用于农

业，主要种植粮食、甜菜、饲料玉米和

马铃薯，北海沿岸是重要的产鱼区，被

誉为是德国的鱼米之乡。该州冬季温和

多雨，极适合牧草的生长，养马也是

这里重要的经济产业。但这些并不代表

该州仅仅是一个农业大州，除了传统的

造船、钢铁和化学工业外，电子和计

算机工业以及旅游业也是该州经济的中

坚力量，旅游行业巨头国际旅游联盟公

司（TUI）就是从这里起步的。与此同

时，电子商务、生物技术以及高科技公

司正在迅速成长，全州经济发展高度发

达。不过，该地区的头号产业无疑还是

集中在北海岸休假海岛与哈尔茨山脉之

下萨克森 

• 下萨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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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汽车行业，主要代表有坐落于沃尔

夫斯堡的大众汽车公司和位于汉诺威

的大陆公司。工业的蓬勃发展得益于

下萨克森丰富的地下资源，其地下资

源开采有着悠久的历史。哈尔茨山麓

的钾盐矿以及萨尔茨基特和不伦瑞克

地区的铁矿在德国具有重要的经济意

义，另外埃姆斯兰和德国北海海域还

出产石油天然气。

该州首府汉诺威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展会举办地，工业高度发达，每年吸

引将近300万的专业展会参观者，被称

为德国工业的“广告牌”。其主办的

最著名的展览包括每年两次的汉诺威

博览会、全球最大的工业博览会和大

型通讯技术展览会——CeBIT、工业与

自动化博览会、农产品博览会等。在

2000年，汉诺威还成功举办了第38届世

界博览会。除了州首府，下萨克森州

还拥有格瑞特希尔这样的浪漫港口城

市，以及历史悠久的哥廷根大学城。

主要概况

州首府 汉诺威市

人口 792.7万
面积 47,593平方公里

经济实力  8.4%（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

份额，2016年）

重要城市 汉诺威、哥廷根、不伦瑞克

重要经济产业  汽车工业、农业、造船业、

展览业 
五大名胜古迹  策勒宫、贝文宫、拉莫尔斯贝

尔格矿山、戈斯拉尔老城的桁

架建筑、下萨克森穆伦大街

汉诺威
Hannover

 相关信息

www.niedersachsen.de  下萨克森州政府

www.statistik.niedersachsen.de   
 下萨克森州统计部

www.mw.niedersachsen.de   
 州经济、技术与交通部

www.reiseland-niedersachsen.de  
 下萨克森州的旅游信息

下萨克森 •

在这些不同城市之间流连，各异的风

情自然让游客大饱眼福。

下萨克森州以世界领先的高校教育和

研究机构而著名，不仅为本国培养了

一批批精英，同时吸引着来自世界各

地的莘莘学子。该州拥有三十多所高

等院校，还有数量众多的研究中心，

特别是科学、医药以及宇航领域的研

究中心，数量众多的专业人士在这儿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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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

汉诺威射击节 (Schützenfest Hannover)

汉诺威射击节可以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射击节。

这个下萨克森首府的射击场将有10天时间成为

一条巨大的娱乐长街，这一传统从17世纪起一直

延续至今。射击节上既有传统的游艺活动，也有

世界上最新最时尚的东西。此外，还开设有大量

的小木屋、啤酒园和小的聚会帐篷。当然，这一

传统民间节日上最引人注目的活动还属射手游

行，它是欧洲行程最长的节日游行。

国际焰火竞赛 

(Internationaler Feuerwerkswettbewerb)

在国际焰火竞赛上，世界上最好的烟花制造者每

年都应汉诺威市的邀请而来。在这六个夏日夜

晚，海恩豪森王宫花园上方的夜空被迷人的焰

火表演和灯光效果装点得绚丽夺目。大花园则

成了音乐焰火和丰富多彩的演出节目的壮丽背

景。

下萨克森 ——
现代化的梦幻之州

下萨克森是德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海

洋和山川的联邦州，坐落在北海和哈

尔茨山脉之间，是德国著名的旅游胜

地。下萨克森的各个城市面貌犹如这里

的风景一般纷繁多样。汉诺威是下萨克

森的州首府，有世上最大的展览中心，

也是著名的汉诺威CeBIT展会的举办地

点。值得亲身体验的是位于新市政大厅

的欧洲首个拱形电梯，它沿拱形的轨道

• 下萨克森

哈默尔恩捕鼠人音乐剧 (Rattenfängermusical)

捕鼠人音乐剧讲述了关于被骗的捕鼠人的世界著名

传说，他在1284年为了报复，偷走了哈默尔恩所有

的孩子。这个传说在哈默尔恩是家喻户晓，从五月

到九月的每个星期天，婚礼之家(Hochzeitshaus)

的露台都将成为颇受欢迎的露天表演舞台。在一场

三十分钟的演出上，捕鼠人的传说又一次变得鲜活

起来，大约八十名演员将身着鲜艳的历史服装重演

1284年的事件，当时在哈默尔恩全部130名儿童都消

失了。游客可以免费倾听这个毛骨悚然的故事。

策勒牧马游行 (Celler Hengstparade)

策勒牧马游行使这座桁架小城名声远扬。在九月的

两个周末，下萨克森州(Nieder-sachsen)的州养马

场将会成为南草原独一无二的骏马盛事的举办地。

州养马场的所有牧马在装扮一新后将在形式多样的

游行中一一现身。尤其具有吸引力的是每年一度的

马术四对舞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群马拉车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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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至塔尖，从那里游客可找到极好的

视角俯瞰全城。汉诺威还有一座闻名欧

洲的海恩豪森皇家花园 (Herrenhauser 
Garten)，这是当年汉诺威王国吸引欧洲

王室贵族频频光顾的一座人间瑶池。其

融合了法兰西风格的巴洛克时期的园林

艺术、英式景观花园和植物园，使之成

为欧洲最漂亮的公园之一，

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股

份公司的总部就设在下萨克森州的沃尔

夫斯堡，这个汽车城对于汽车的历史和

未来发展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哈美

恩城于2009年在浪漫的威悉堡兰山庆祝

世界上最著名的传说：彩衣吹笛人。周

边则是童话人物灰姑娘、睡美人、和吹

牛男爵的故乡。艾贝克 (Einbeck) 发明

了非常可口的雄鹿啤酒 (Bockbier)，并

从这里开始进行推广，继而风靡全球。

下萨克森汉诺威王朝的玛丽亚堡的建造

归功于欧洲最古老的贵族家庭——威而

芬，它是德国最重要的新哥特式的文

下萨克森 •

海恩豪森皇家花园、吕内堡盐博物馆、拉摩尔斯堡矿场、捕鼠人大厅、

特拉维塔世界地质公园、瓦尔斯罗德的鸟类公园、海德公园、

帕本堡的迈尔造船厂、汽车城——沃尔夫斯堡、

施泰因胡德湖及威廉姆斯泰因岛

化建筑之一。汉诺威的昂斯特·奥古斯

特王子殿下 (Prinz Ernst August von 
Hannover)与来自摩纳哥的卡罗丽娜结

婚后居住于此。而平时恋人们也能在

这座宫殿里许下婚盟，体验作为国王

和王后的感觉。

在下萨克森的滨海地区游客每天都会

欣赏到潮涨潮落的独特景观。在库克

斯港游客们可以在退潮的时候步行前

往诺伊韦尔克岛 (Insel Neuwerk)。海

岸线上的七个东弗里斯兰群岛如同项

链上的一颗颗珍珠，镶嵌在大陆前方

的北海南部。无论是疗养还是度假，

每座小岛都以其不可替代的特色成为

公认的北海海疗场所。诺德奈岛上还

有下萨克森十个赌场中的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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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

• 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简称北威州) 位
于德国西部、欧洲心脏地带，毗邻荷兰

和比利时，人口1790万，是德国十六个

联邦州中人口数量最多、密度最大的

州。在以州府杜塞尔多夫市为圆心的

五百公里半径的区域内生活着1.5亿人

口，相当于欧盟消费者总数的三分之一

和总购买力的45%。

北威州著名的大城市有科隆、埃森、

杜塞尔多夫和杜伊斯堡等，其中科隆

拥有德国领先的保险业地位，首府杜

塞尔多夫以及科隆和埃森都是著名的

博览会城市。莱茵河和鲁尔河流域人

口密集，城市众多，是欧洲最重要的

经济中心之一。北威州被视为世界经

济的交汇地和决策中心，其不仅是德

国人口最稠密的联邦州，就国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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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值而言也遥居16个联邦州之首。在

过去它是煤、钢产业中心，蒂森·克虏

伯集团的钢铁产业曾经为德国经济成

就史写下了辉煌的篇章，成千上万的

人在这里找到了工作，过上了富足的

生活。近30年来，北威州成功地进行

了产业结构调整，打破了以矿冶为主

的单一经济结构，媒体和文化行业增

长迅速。鲁尔区(Ruhrgebiet)是当年的

德国煤矿工业中心，现在作为文化风

景区它依旧灿烂耀眼；老工业区已经

变成了艺术、文化、运动及休闲的新

乐土。现在的北威州是德国第三产业

的领头羊。

北威州经济结构多样化，其重要的产

业有化学工业、机械制造业、金属生

产加工业以及橡胶塑料工业。此外，

北威州还是德国最重要的能源产地和

世界公认的可再生能源中心，一言以

蔽之，这里的环境工业增长势头迅

猛。如今，这个拥有20万名就业人员

的行业已发展成为北威州最重要的

经济产业。在中国需求量很大的领

域——煤矿开采设备、发电厂技术、

物流技术和环保技术等——北威州在

全德国乃至欧洲均处于领先地位。

北威州的行业结构对中国企业有着巨

大的吸引力，经过多年的努力，其已

发展成为中国企业的投资热点，硬件

设施和软件条件是重要原因之一。欧

洲是中国生产厂家最重要的销售市场

之一，而德国和北威州在欧洲更起到

大转盘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北威州核

主要概况

州首府 杜塞尔多夫市

人口 1,786.6万
面积 34,113平方公里

经济实力  21.4 %（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

份额，2016年）

重要城市  杜塞尔多夫、科隆、波恩、

杜伊斯堡、埃森和多特蒙德

重要经济产业  化学、机械制造、金属生产

及加工、汽车、能源、IT业
和物流等

五大名胜古迹  科隆大教堂、埃森煤矿、奥

古斯图斯堡宫、托伊托堡森

林、明斯特大教堂

杜塞尔多夫
Düsseldorf

 相关信息

www.nrwinvestchina.cn   
 德国北威州投资促进署中国代表处

www.germansite.de  北威投资者与企业数据

www.german-economics.de  北威经济投资信息

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 •

心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基础设施远远

优于欧洲其它地区，所以中国企业完

全可以坐镇北威州与全德和全欧洲的

客户开展业务往来。北威州高速发展

的物流行业使它成为欧洲重要的货物

中转站。由航空、公路、铁路和水路

组成的稠密的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年

吞吐量达1亿吨的杜伊斯堡港是世界最

大的内陆港。北威州还拥有充满活力

的研发环境，文教事业发达。德国12
所规模最大的大学中有6所座落在北威

州，科研中心和高校附属研究机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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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欧洲最密集的研发网络。不仅如

此，北威州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

为地球上除纽约和巴黎以外最重要的文

化区域之一。

吸引外国投资者的还有北威州高尚的生

活品质。160多座剧院和680多家博物馆

丰富了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更重要的

是：北威州的热情好客传统悠远，数十

年来北威州融合了多元性的文化，人们

一踏上这片土地就会有宾至如归的感

觉。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城市中

可进行众多活动：艺术、文化、城市观

光、购物、娱乐以及夜生活。在此您会

体验莱茵河畔大都市的生活氛围，发现

鲁尔区丰富的娱乐活动和工业文化的冒

险精神。

2010年正值上海世博盛会，北威州

于9月20至25日隆重举行世博会北威

州宣传周，州经济部长  Harry Kurt 
Voigtsberger 先生、环境部长 Johannes 
Remmel先生和北威州投资促进署署长

Petra Wassner女士莅临上海，为一系

列活动助威，推广北威州形象。

此间乒坛名将波尔和100名中国乒乓小

球员共同创造了世界上参与人数最多的

乒乓球接力赛吉尼斯世界纪录；科隆歌

剧院来沪上演了著名瓦格纳歌剧《尼

伯龙根的指环》，州经济部和投资促

进署携手举办晚宴并邀请近300位中德

嘉宾观看了此剧第一场，这些都构成

了宣传周的亮点，促进了中国对北威

州的了解。

• 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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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莱茵 -威斯特法伦 
—— 莱茵河畔的文化
与传媒大都会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不仅仅是一个重

要的工业大州、国际经济和现代科技中

心，也是文化与传媒之州。

长久以来，作为贝多芬出生地的北威州

孕育了多位杰出的艺术家。光在绘画方

面有成就的就超3万多人，这一数字是

其他地区无法企及的。拥有900个博物

馆的北威州是除巴黎、伦敦之外，艺术

家居住最密集、艺术种类最多元化的欧

洲艺术胜地。

舞台剧、音乐会和音乐节每年都会吸

引百万艺术爱好者。北威州的伟大艺

术成就包括4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

界遗产。除了每年游客流量达650万、

德国最受欢迎的名胜之一——科隆大

教堂以外，亚琛大教堂和布吕尔宫也

值得一游。

除了多元化的艺术展，人们还能在北威

州欣赏到一流的建筑，参与令人心情愉

快的风俗活动，如狂欢节、民间集市

等。另外，在北威州领导顶尖潮流的人

和淘便宜货的人一样多。购物场所从大

都市的奢侈品商店聚集地，例如杜塞

尔多夫的国王大街，到科隆的Schilder
街，再到具有田园风光的小巷和古老的

中心广场，观光者能在这里享受到真正

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 •

文化活动

科隆狂欢节 (Karneval)

一想起科隆，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狂欢

节，因为在这里，这个节日是以特殊的传统方

式特别隆重地庆祝的。在疯狂的五天中，唯

有“也啃(Jecken——指狂欢节期间装疯卖傻

的民众)”们在这个莱茵河狂欢节大都会里说

了算。“科隆万岁(Kölle Alaaf)”是狂欢节每

年使用的口号，准时在狂欢节开始时呼喊。其

高潮是四斋节前星期一(Rosenmontag)狂欢游

行的愚人时刻。这时，人们高呼“科隆站起

来”、“要糖”、“要花”。在这种热闹非凡

的活动中，人们欢呼雀跃、尽情放纵，莱茵河

两岸充满欢歌笑语。

波恩国际贝多芬音乐节 

(Internationales Beethovenfest)

每年9月中旬至10月中旬的波恩国际贝多芬音

乐节，是为纪念1770年在这里出生的路德维

希•凡•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的音

乐杰作而举办的。这个为期两至四周的音乐节

将使来自世界各地的到访者欢欣鼓舞。届时，

贝多芬音乐节的听众们不仅可以在波恩和波恩

地区的许多演出场所欣赏到交响音乐会、室内

音乐会、钢琴和歌唱晚会、爵士音乐会和诗歌

晚会，而且还可以参加丰富多彩的相关文化活

动——这无疑是一场音乐的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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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塞尔多夫：州首府、体育运动城市、国王大道

科隆：传媒城市、科隆大教堂、狂欢节中心、攀岩大厅

波恩：前联邦德国首都、贝多芬故乡、铁路博物馆

多特蒙德：水上城堡、足球、威斯特法伦公园、工业博物馆

埃森：矿业关税协会、格鲁嘎公园、巴德内湖

乌珀塔尔：悬挂式列车

博特罗普：华纳兄弟电影世界、室内滑雪场

明斯特：明斯特大教堂、空中缆绳冒险乐园

科朋：舒马赫卡丁车中心

科未拉：玉米地迷宫

的时光之旅：中世纪的城墙、错综遍布

的小巷、具有艺术感的风俗建筑、富丽

堂皇的教堂和防御性碉堡均魅力四射。

北威州也拥有纯正的自然风光：平原

地区明斯特兰(Münsterland)、中等高

度山脉地区如藻厄兰(Sauerland)、火

山区域艾弗尔高原(Eifel)以及下莱茵

区。这里还有14个自然公园，其中拥有

10,700公顷森林面积的艾弗尔国家森林

公园(Nationalpark Eifel)自成一体，雄

伟的山毛榉林、粗糙多节的橡树林、溪

流湍急而充满神秘色彩的峡谷都吸引着

众多旅游者。230余种濒临灭绝的动植

物在这里得到了生命必需的庇佑。

值得一提的还有鲁尔河谷(Ruhrtal)，
这里紧邻大片的城市集中地带，拥有广

阔的河谷低地、湿润的草地、陡峭的

河岸和纵横蔓延的山谷，是泛舟旅行

和有趣的皮筏游览的理想去处。沿途

可以观赏到古堡废墟、漂亮整洁的地

主庄园还有为工业化进程佐证的“鲁

尔河谷铁路轨道 (Schienen-strang der 
Ruhrtalbahn)”、古老堤坝和纤夫拉纤

之路，令人不禁啧啧感叹。

关注养身的游客能在北威州超过30个
矿泉浴场和疗养地享受到种类丰富的

健身项目，充满活力的人群还能进行

自行车锻炼：北威州是德国的自行车

之州，整个州的自行车网长约13800
千米。自行车手在骑车途中能得到导

北
莱

茵
 - 威

斯
特

法
伦

  •  N
ordrhein-W

estfalen

• 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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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技术的支持(GPS)，乃至来自空中

的支援。此外北威州还拥有一流的远

足路线。州内10条远距离徒步旅行路

线中的4条：Eifelsteig, Rothaarsteig, 
Hermannshöhe和Rheinsteig 被称为

“德国最佳徒步路线”。

北威州的中心地理位置和其极佳的连通

欧洲他国的交通网络使其成为举办大型

展览和国际会议的理想之地。一流的展

览将目光聚焦于艺术、历史、科技、与

自然环境等领域。享誉全球的展览馆包

括北威州艺术集中展厅(K20 和K21)、
位于波恩的联邦德国艺术展厅、埃森

的Folkwang博物馆和科隆的路得维西

博物馆以及Wallraf-Richartz博物馆。

杜塞尔多夫、科隆、埃森和多特蒙德

是北威州4个国际性重要展览地，每年

会举办100多个不同领域的国际专业展

览，同时会有400万以上游客来参观这

些展览。州内40多个会议中心为国内

国际大型会议提供足够大的空间和完

善的服务，超过500家会议宾馆内各类

设施齐全。

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 •

此外，总长度约2200千米的密集铁路

网使北威州与其它地区以及周边国家

的联系更为紧密，从欧洲各大城市花

不到3小时就能到达本州。州内杜塞尔

多夫、科隆/波恩、多特蒙德、明斯特

/奥斯纳布吕克、明兴格拉德巴赫市、

帕德博恩和威斯7大机场，使得来往

于北威州与德国境内重要城市以及其

它国际大都市之间的旅程更加快捷便

利。

莱茵河焰火节 (Rhein in Flammen)

每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六，2000支红色的孟加

拉焰火(Bengalfeuer)将波恩和林茨(Linz)之间

的风景名胜和岸边林荫道映照在节日的光芒

之中，莱茵焰火节由此拉开序幕。林茨、雷

马根(Remagen)、巴特霍涅夫(Bad Honnef)

和波恩上空的焰火引起了陆地或是60艘游轮

甲板上人群中的阵阵欢呼与喝彩，每年都吸

引了数以万计的游人前来观光旅游。

国际圣诞集市 

(Internationaler Weihnachtsmarkt)

蜂蜜烤饼、热葡萄酒、乐园苹果、手工雕刻

的小马槽、很有艺术性的基督降临节金字塔

和熏香小木人、蜂蜡蜡烛以及手工制作的纸

张——在埃森国际圣诞集市上散步，同时伴

着节庆的气息、圣诞节的美食以及漂亮的圣

诞节礼物，大约250个摊位上有来自世界各地

的风味佳肴供您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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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兰-法尔茨 
乍一听到莱茵兰-法耳茨州 (简称：莱法

州) 的名字，您最先想到的一定是流经

该州的雄伟庄严的莱茵河，以及有关她

的很多美丽传说。您可能还会想到德国

最大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产区——她

由此获得了“葡萄兰-法耳茨州”的别

称。但葡萄酒、传说和美景绝不是莱法

州的全部。

坐落于工业与服务业中心莱茵-美因和

莱茵内卡地区之间，这个州已发展成为

欧洲中部一个欣欣向荣的经济区。这里

的经济极其多样化：一方面是葡萄种植

中心和重要的木材生产地，另一方面是

大型化学工业和汽车制造零配件供应厂

所在地之一。化学制药工业、汽车机械

制造、著名的高科技企业和众多中型企

业体现了莱法州的活力与创新精神。该

地区同时与法国、卢森堡和比利时接

壤，并与这些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商务联

系。由于临近法兰克福，其优越的基础

设施以及与世界更广泛的联系使莱法州

受益颇多。莱法州本身也拥有发达的交

通网络，水路、陆路以及四通八达的空

港。莱茵河、摩泽尔河等河道都是国际

性的水运航线，来往船只穿梭不断，十

分热闹。

莱法州的经济实力不容小视，在高科技

公司数量最多的欧洲地区前十名中，莱

法州排名第四，而且该州的出口率很

高，占生产量的46%，其产品在国内外

市场上都很受欢迎。重要产业包括制

药、汽车制造、还有机械工程，其中世

• 莱茵兰-法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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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概况

州首府 美因茨市

人口 405.3 万
面积 19,854平方公里

重要城市 美因茨、路德维希港

经济实力  4.5 %（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

份额，2016年）

重要经济产业  化学和塑料加工工业、葡萄

酒酿造、媒体区位

五大名胜古迹  埃伦布赖特施坦因堡垒、美

因茨奥古斯丁教堂、施佩耶

尔大教堂、德国最古老城市

特里尔、多米尼加修道院

界最大化学公司巴斯夫(BASF)也是以

莱法州为基地。

然而成为业界巨头并非是成功唯一标

准。即使只是中小型企业，在莱法州

也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事实上，

在中小型和手工业企业中更容易产生

活力与创新。例如斯塔比勒思公司和

肖泰尔公司，这些目前规模不算很大

的企业推动了本州的创新技术发展，

正在不断增强莱法州的动力。当然，

很多成就也归功于莱法州知名的大

学、研究所以及技术中心，尖端的技

术环境为该州保持商业领先地位提供

了保证。该州对教育事业进行大量投

入，坚持走科技制胜的道路。现代技

术、面向未来的研究、成功地在经济与

科学领域之间传播实用知识已成为本州

经济发展的资本。莱茵兰-法耳茨在尖

端技术领域工作的人员数位列欧洲十大

中的第四名。

美因茨
Mainz

 相关信息

www.isb.rlp.de   莱茵兰-法尔茨投资结构银行

www.pfalz.ihk24.de    莱茵兰-法尔茨工商会

www.h-online.net/organ.htm    
 莱茵兰-法尔茨手工业商会

莱法州的成功也归功于该地区作为创

新和文化中心所具有的悠久传统。古

滕贝格在今天的州首府美因茨发明了

活字印刷术。来自特里尔的马克思是

这座城市最著名的人物，于1818年在

这里出生。布吕肯街10号，也就在如

今的步行街旁，就是马克思出生的房

子，它是陈列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

作品以及他们那个时代历史的长期展

览馆。在莱法州的城市里闲庭信步，

即可感受到大都市浓浓的气息，又可

追寻到历史的足迹，让人不由在心中

细细回味。

莱茵兰-法尔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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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兰-法尔茨 —— 
与浪漫的河流景色、
中世纪城堡和如画的
城市街景有约

在柏林莱茵兰-法尔茨是一个古老而又

引人入胜的欧洲文化胜地，这个德国

最西部的联邦州下有包括阿尔(Ahr)
在内的九个地区，每个地区都各具特

色，精彩纷呈。

在德国的“葡萄王国”品尝绝佳的美酒

与美食

在德国，任何一个联邦州都不会像莱茵

兰-法尔茨一样与葡萄酒有着如此紧密

的联系：在莱茵河谷与摩泽尔河谷生长

的葡萄为全世界的行家们交口赞誉，6
大著名葡萄种植区出产了德国将近70%
的葡萄酒和香槟。在舒适的酒店里、

品酒庆祝会上，抑或在葡萄农或者酒

馆老板处，品上一杯雷斯令白葡萄酒

(Riesling)，对于葡萄酒爱好者来说，

一定会是非常享受的经历。

另外，这里也是啤酒爱好者们不容错

过的地方。莱茵兰-法尔茨最重要的啤

酒城市是艾费尔(Eifel)地区的彼特堡

(Bitburg)，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私人酒

坊分布州内。

罗马人、骑士和浪漫派诗人

众多的城堡和城堡残迹散布在莱茵河

和摩泽尔河的谷地之上。在摩泽尔河

边的一处河谷坐落着如童话般的埃尔

• 莱茵兰-法尔茨 

马克思故居、罗累莱和罗累莱乘舟之旅、德国葡萄酒之路、古滕堡博物馆、

巴巴罗萨大帝之城、尼伯龙根博物馆、普法尔茨森林国家公园、皇帝大

教堂、德国之角、史特臣岩城堡、纽伯格林F1赛道、圣昆特宫殿 (Schloss 
Quint)、伊达尔-奥伯斯坦的木桁架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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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城堡(Burg Elz)，另外还有克可姆

(Cochem)的海希斯堡(Reichsburg)
和马克斯堡等。后者是莱茵河沿岸唯

一一座未被破坏的城堡。

世界文化遗产——中上游莱茵河河谷

中上游莱茵河河谷于2002年被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她

那以葡萄种植为特色的文化地貌连同

近50座的城堡和宫殿，使这片地区成

为了欧洲最美丽的地区之一，同时也

是莱茵兰-法尔茨州的一大旅游特色。

18世纪末以来，无数的诗人和画家都

文化活动

莱茵兰-法尔茨文化之夏 

(Kultursommer Rheinland-Pfalz)

莱茵兰-法尔茨文化之夏是莱法州的发明创造，

它把全州1600多个活动都综合在一起。从舞

蹈、电影一直到大型狂欢节，以及其他更多内

容——丰富多彩的活动几乎将所有表演形式

都一一呈现给观众。葡萄酒之路上的诺伊施塔

特只是莱法州文化之夏诸多举办地中的一个，

杂耍节(Gauklerfest)和诺伊施塔特文艺社团

(Neustadter Konvent)举办的文化活动算得上

是这座葡萄酒之城中最精彩的两个活动。其他

跨地区的重要高潮节目有沃尔姆斯的尼伯龙根

文艺会演(Nibelungen-Festspiele)和特里尔的

古典文艺会演(Anti-kenfestspiele)。无论大人

小孩，文化之夏的这些活动为各种喜好和各个

年龄段的人都准备了节目。

美因茨狂欢节 (Mainzer Fastnacht)

在德国，除了科隆，美因茨的狂欢节同样也是

闻名世界的，玫瑰星期一(Rosen-montag)是整

个疯狂活动的高潮。全美因茨的人都从家里跑

出来，将市中心变成一片五彩斑斓的海洋。玫

瑰星期一游行队伍及其针砭时政的主题花车、

车前用于装饰的大头娃娃、音乐团队、扛旗者

和卫兵们在沿途成百上千的欢庆群众中好不容

易才能突围前进。

纽伯灵赛道摇滚音乐节 (Rock am Ring)

赛道摇滚音乐节被看作是德国最大的摇滚音乐

节，也是欧洲最大的摇滚音乐节之一。每年成千

上万的年轻人和成年人到纽伯灵赛道来朝圣。像

伊克斯乐队(INXS)、艾拉妮丝•莫莉塞特(Alanis 

Morisette) 这样的艺术家也曾在这里登台献

艺。还有“老兔”乐队(alte Hasen)、 绿日乐队

(Green Day)或超凡乐队(The Prodigy)，把人们

的目光都全聚焦到纽伯灵赛道来。

曾被此处雄伟的自然风光所吸引。如

画的城堡和宫殿，葡萄种植园以及传

说中的罗累莱(Lorelei)之石，这些都

和莱茵浪漫派紧密相联。

特里尔——沿着古罗马人和马克思的

足迹

这座德国最古老的城市，曾经是古罗马

帝国北阿尔卑斯地区的大都市。除了探

寻古罗马人的足迹外，您还能在特里尔

找到马克思的踪影——他于1818年在此

出生，现如今，在他的出生地建成了马

克思故居(Karl-Marx-H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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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 尔 
萨尔州的名字来源于它的生命线萨尔

河，其历史深深打上了政治权利斗争的

烙印。它位于德国和法国之间，曾是著

名的钢铁工业基地，也因此成为两国的

必争之地。萨尔丰富的矿产资源（如煤

和铁矿石），使得其在过去的世纪中多

次成为政治纠纷的根源。1959年以来，

萨尔州以联邦形式隶属于德国。

萨尔州位于德国西部，与法国、卢森

堡接壤，也是如今德国通往欧洲邻邦

的桥梁。它是除柏林、汉堡和不来梅

三个城市州以外德国最小的联邦州，

但该州的特点正是“小而快”，一目

了然的组织框架使得研究机构、政府决

策者和企业之间可以进行迅速沟通，方

便地做出决定并加以实施。与此相应，

萨尔人也同样为其欧洲经验自豪：与邻

邦法国、卢森堡长期以来一直保持友好

的私人、官方及商务往来。因此对于欧

洲市场来说，它是一个良好的也是中心

的出发点。它的经济环境确定：以技术

为导向的年轻企业占主导地位，而且其

队伍还在不断壮大。“创新”已成为政

府制定促进多方位科学研究政策的指导

方针，以创新为目标，积极维护多样化

的探索研究活动。

萨尔州在历史上深受煤炭和钢铁的影

响，曾一度以繁荣的采矿业而闻名，

工业在该州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煤、生铁及钢产量均占原联邦德国产

量的10%以上。60年代后，该州的经济

结构逐渐转向多样化。现在，州内的

钢铁生产和汽车制造依然蓬勃发展，

• 萨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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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兴的信息产业亦不甘落后，试图争

夺主导地位，一些新型技术和IT公司开

始崭露头角，使得该州聚焦于“创新”

的这一事实为人称道。在该地区连绵起

伏的群山中，其它产业领域也正在发

育、生长，如纳米技术、生物技术、通

讯、食品加工以及陶瓷业等，其中最著

名的名字可能就要数活跃在全球的陶瓷

品牌“唯宝(Villeroy & Boch)”了。萨

尔州位于欧洲中心，这一理想位置也使

它成为物流及配送的服务枢纽——本地

一百五十多家物流公司充分利用了该州

高效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首府萨尔布吕肯位于萨尔河畔的德法边

境地区，并和它周围的地区一起为游人

展示了它曲折的历史和多彩多姿的风

景，多元文化的并存更为这一地区增添

了独特的魅力。萨尔州的文化氛围浓

厚。萨尔布吕肯的新生代电影节获得了

巨大成功，著名演员弗兰卡·波坦特和

蒂尔·斯威格就是佐证。法国戏剧节和

主要概况

州首府 萨尔布吕肯市

人口 99.6 万
面积 2,569平方公里

经济实力  1.1 %（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

份额，2016年
重要城市 萨尔布吕肯

重要经济产业  玻璃和陶瓷工业、机械工业、

金属加工、科研、葡萄酒酿造

五大名胜古迹  西亚堡、蒙特克来尔城堡、萨

尔布吕肯宫殿、萨尔-洪斯吕克

自然公园、弗尔克林根炼铁厂

萨尔布吕肯
Saarbrücken

 相关信息

www.invest-in-saarland.com  萨尔经济促进公司

萨尔  •

萨尔州音乐节等精彩纷呈的节目也在

这里轮番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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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面，萨尔州大学是德国著名的大

学，在计算机科学领域有着雄厚的实力

和较高的声誉。2001年10月上海交通大

学与萨尔州大学在上海正式签署了校际

合作协议，揭开了全面合作的序幕。并

于2005年3月成立了萨尔州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语言技术联合实验室。

萨尔路易斯要塞之城、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弗尔克林根炼铁厂、萨尔河湾、

诺恩威勒尔疗养所、吕克巴赫瀑布、维阿都库特桥、博斯塔尔湖、

弗莱森天然的碑林“石海 (Steinernes Meer)”、圣温德尔历史古城、

蒙特克来尔本笃会修道院城堡

文化活动
热闹萨尔河 (Saarspektakel)

热闹萨尔河是德国以水和水上运动为主题的

最大规模的文化活动，包括比赛、活动和精

彩的演出，给观众带来无穷的乐趣。这一热

闹的活动为期两天，在萨尔布吕肯举办，

非常轰动。除了汽艇锦标赛以外，还有赛龙

舟、水路两用车表演、水上防护警察演习、

船夫号子合唱(Shanty-Chor)、潜水培训班和

专门的儿童活动。无论男女老少，每个人的

愿望都能得到满足。

马克思-欧菲尔斯电影节 

(Max-Ophüls-Filmfest)

马克思-欧菲尔斯电影节是每年庆祝活动的序幕。

这个电影节旨在促进德语国家电影后备力量的成

长，电影节支持的主要是年轻的电影工作者、初具

影响的导演、评论家、演员和制片人。

• 萨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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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萨尔 —— 
邂逅无穷乐趣 

萨尔州的各个城市都以其地中海式的

风情吸引着游客，这里有五花八门的

活动和节日，简直就是享受各种艺术

的盛宴。

萨尔布吕肯满足了人们对一个州首府

的所有期待。她是萨尔州的经济中

心，议会、展会和大学城之所在，同

时也是萨尔州重要的文化场所。而且

大门口就是法国！建筑大师Friedrich 
Joachim Stengel建造的巴洛克建筑从

18世纪起屹立直到现在，它们是这个

城市的形象代表：萨尔布吕肯城堡、

路德维希教堂、约翰施特劳斯集市和

无数的博物馆，都是游客必到之处。

萨尔路易(Saarlouis)是萨尔州的“隐

秘首都”，于1680年由Sonnenkönig 
Ludwig 十四世建立。这座城市之所以

能获得这一头衔是因为其充满活力，

城内拥有多个咖啡馆、小酒馆和观光

景点，即使是老城区也同样魅力无

穷。

St. Wendel城坐落在萨尔州北部，近年

来一直是国际自行车和摩托车运动中

心。在这里人们可以进行山地自行车

运动、打打高尔夫、溜溜冰。

在萨尔州特别是在温暖的季节，您永远

不会觉得无聊。鸿堡、梅尔齐希和诺因

基兴都是很受欢迎的中等大城市，它们

法国戏剧节 (Perspective du Theatre)

萨尔布吕肯在每年初夏举办法国戏剧节。在此期

间，城里的街道、舞台和广场都成为了话剧、舞蹈

和音乐的独特演出场所。

 

萨尔州音乐节 (Musikfestspiele Saar)

在萨尔州音乐节上，每年都会以街头剧、爵士乐演

出或舞蹈周的形式展示一个特定国家的各种音乐

风格。音乐的旋律响彻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萨尔

绿地(Saarwiesen)、市民公园(Bürgerpark)、集

市广场和宫殿花园都成为大型的露天剧场。

圣温德尔山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 

(Rad-Querfeldein Weltmeisterschaften)

圣温德尔是自行车越野世界锦标赛的举办地，选

手需要克服种种障碍（甚至还有部分冰雪路段）

才能最终摘得越野赛大奖。自行车越野世界锦标

赛对观众来说是一项特别值得期待的赛事，节日

大帐篷里的表演和音乐为观众们带来欢腾的派

对气氛。

提供了展览、演奏会和地区性的集市。

夏天的萨尔州天天都是周末，走到哪都

会有老城节日和露天音乐会。萨尔人素

来以好客闻名，喜欢向人们展示他们的

生活及良好的生活环境。尽管萨尔州面

积很小，但丰富的森林资源、宜人的气

候和优越多样的地理环境为这里的人们

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是疗养、

徒步或骑车漫游的最佳选择。欢迎您来

到萨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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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 
萨克森州是德国最东部的联邦州，其

东部与波兰，南部与捷克共和国接

壤。萨克森州是德国东部人口最多、

工业化程度最高的联邦州。州首府位

于德累斯顿，位于德累斯顿城中心的

巴洛克风格圣母教堂是它的象征。

萨克森有100多年王国的历史，曾是

选帝侯国、公爵领地、边境总督辖

区。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之际，与德国的所有其它地方一样，

君主制的政府体制土崩瓦解，“萨克

森自由国(Freistaat Sachsen)”诞生

了。现在，计算机信息领域、精密钟

表制造和汽车制造标志着该地区的经

济腾飞。

萨克森州是德国工业化的摇篮，属于德

国东部具有活力的经济区。两德统一

后，萨克森州经历了深刻的结构变革，

但却得以与长期存在的传统优势产业联

系了起来，尤其是重建了汽车生产和机

械制造业，使其得以在此继续繁荣。今

天，“萨克森自动着陆（汽车城）”的

六百五十多家供应商为大众、保时捷和

宝马公司的五个车辆和引擎生产厂供应

其产品，就连哥拉斯胡特 (Glashütte) 
的钟表也重享世界声誉。除了传统产

业，萨克森州新的产业链包括无数的生

物、环境、纳米公司，还有可再生能源

及显示技术公司，这一切无疑是由该地

区的微电子生产商引领的。这些创新型

公司已经引来了美国芯片巨头AMD、

英飞凌Infineon、和奇梦达Qimonda等
公司前来落户，带领“萨克森硅谷”成

为欧洲快速扩张的微电子产业的中心。

萨克森州具有德国成长最快速的经

济，年增长率常达到两位数。这些成

• 萨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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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背后是该地区无数的大学和创新科

研机构、萨克森州技术高度熟练的劳

动力、灵活的政府以公共投资给予的

慷慨的成长激励、及低成本的工资、

土地和生活。而且萨克森州的中心位

置、极好的基础设施及全天二十四小

时的运作，为德国及欧洲境内的交通

运输提供了最理想的条件。莱比锡的

哈勒机场是国际和州际航空货运的重

要枢纽。萨克森州是欧洲最具吸引力

的文化地区之一。诗人尼采和莱辛、

作曲家巴赫和瓦格纳、“桥社”的表

现主义艺术家、画家里希特(Richter)
和彭克 (Penck)及“莱比锡学派”的

年轻艺术家代表了萨克森作为文化之

州的声誉。拥有11个博物馆的德累斯

顿国立艺术博物馆群每年接待约150万
参观者。今天萨克森州的文化和从前

一样是以音乐为主，其代表为德累斯

顿的森佩尔歌剧院和具有近800年历史

的莱比锡托马斯教堂男童合唱团。萨

克森国家乐队、德累斯顿交响乐团及

主要概况

州首府 德累斯顿市

人口 408.5 万
面积 18,449平方公里

经济实力  3.8 %（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

份额，2016年）

重要城市  莱比锡、德累斯顿、开姆尼

茨、茨维考

重要经济产业  机械制造、金属制造和加工、

车辆制造、微电子、食品工业

五大名胜古迹  开姆尼茨—原卡尔马克思

市、畜兽场、塞姆普歌剧

院、德累斯顿圣母大教堂、

莱比锡尼古拉教堂

德累斯顿
Dresden

 相关信息

www.sachsen.de 自由州萨克森

www.sachsen-tourismus.de  
 萨克森旅游市场营销公司

萨克森  •

莱比锡音乐厅管弦乐队都在国际上享

有盛誉。萨克森州还是德累斯顿和莱

比锡著名的建筑和文化作品的家乡，

朗格钟表和迈森瓷器精湛的工艺也出

自本州。迈森虽然是个小城市，但因

盛产瓷器是继首府德累斯顿和博览会

城莱比锡之后在萨克森州最著名的城

市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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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州萨克森 —— 
在逾千年的古老文化
景致中遨游

萨克森是一个有着逾千年历史的联邦

州。历史和文化、数百年的传统和优美

的风光使这一德国东南部的州拥有独一

无二的魅力。萨克森是世界之州，到处

都有世界瞩目的戏剧作品及音乐作品、

一流的狂欢节、博物馆和展览会，众

多高水准的美术和文化活动受到了来自

世界各地游客的好评。无论在德累斯顿

的国家交响乐团、莱比锡的新音乐厅或

开姆尼茨歌剧院，在宫殿、城堡、历史

公园还是博物馆都可观赏到举世闻名的

戏剧和音乐演出及重要的带萨克森特色

的国际展览。每年有四十多个与门德尔

松、舒曼、巴赫、莫扎特和瓦格纳等相

关的国际级别的音乐盛典在此举行。

德累斯顿圣母教堂、德累斯顿驯兽场、有悠久历史的德累斯顿绿色穹窿、

德累斯顿卓越的大众汽车生产商、国家瓷器生产商迈森的车间、

莫里茨堡宫殿和雉园宫、莱比锡美术博物馆、莱比锡乐器博物馆、

开姆尼茨的冈森豪斯博物馆、茨维考的奥古斯特-霍尔希博物馆

• 萨克森 

文化活动
德累斯顿音乐会演 (Dresdner Musikfestspiele)

德累斯顿音乐会演是德国最大的古典音乐节，每

年5月举行，为期两周半。音乐节期间，每年大约有

10万音乐迷来到文化城德累斯顿，沉迷于由国际

知名独唱和独奏音乐家、艺术团和德累斯顿最优

秀的音乐团体演出的歌剧、芭蕾舞剧、合唱、室内

乐、爵士乐和世界音乐会。所有重要剧院和音乐厅

都将举行演出。

音乐厅的门德尔松节和莱比锡巴赫节

一年一度的音乐厅(Gewandhaus)门德尔松节

(Mendelssohn-Festtage)掀起了莱比锡音乐生

活的特别高潮，为人们欣赏门德尔松的音乐作品

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而每年基督升天节时，在最

著名的托马斯合唱团的主要演出场所举办的莱比

锡巴赫节(Bachfest Leipzig)则又掀起一轮音乐

欣赏的高潮，届时，人们将能欣赏到国际著名演

奏家的音乐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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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以其迷人的风光和突出的景致被

作为一个开放的、好客的旅游目的地获

得了广泛认同，每年不断增长的外国游

客数量显示出这里无庸置疑是深受欢迎

的旅游目的地。萨克森的城市和文化之

旅将带我们领略德国最庞大的剧场和乐

团阵容、弗赖贝格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剧

院、世上最大和最古老的蒸汽机明轮船

舰(Raddampferflotte)以及德国第一条

长途铁路线等等。著名作曲家、诗人、

画家、乐匠——他们在萨克森生活、工

作过的足迹随处可见。在Vogtland甚至

连天空都悬满了小提琴，因为这里有超

过300年的手工制作乐器的历史。萨克

森向我们提供了与艺术激情碰撞的好去

处：到莱比锡看巴赫，来茨维考看舒马

赫，去弗赖贝格看席伯尔曼，在开姆尼

茨看莫扎特……

如您想要在寻找艺术珍品和顶级音乐的

同时领略世界闻名的传统工艺和现代工

艺史，并享受时尚精美饮食和奢华住

宿，那萨克森正是不二之选。在这里，

著名的“白色黄金”变出镶金丝的瓷

器，多汁的葡萄酿造出屡获殊荣的葡萄

美酒，逗人发笑的埃尔茨山脉的木雕和

哥拉斯胡特(Glashütte)的时钟让人感受

到时间的脉搏。德累斯顿以其作为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易北河宫殿、

富含历史韵味的古城、蓝色奇迹和易北

河等展示在世人面前，赢得了“易北河

畔的佛罗伦萨”的美誉；莱比锡则是一

个活跃的音乐、购物和展览之城。

萨克森  •

 

莱比锡图书博览会 (Leipziger Buchmesse)

莱比锡图书博览会是一个面向公众的博览会，它

为游客提供一种特殊的图书体验。精挑细选的

展览内容与文学的盛宴“阅读莱比锡(Leipzig 

liest)”相结合，构成了青年文学、漫画、有声读物

和旅游等体验型的主题展览领域。

Splash! 街舞音乐节

这个以Splash!而闻名的、在开姆尼茨的奥伯拉本

施泰因水库(Stausee Oberrabenstein)周围举

行的街舞狂欢节(HipHop Festival)，一度成为

欧洲最大的街舞音乐和雷鬼音乐(Raggae)的节

日。对于街舞音乐和雷鬼音乐的爱好者们来说，

Splash!街舞音乐节早已尽人皆知，成为艺术节日

程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在有两个舞台和四个帐篷

的场地上，除了街舞和雷鬼音乐以外，还有国内

外艺术家演奏的摇摆乐(Dancehall)、黑人流行

音乐(R'n'B)、鼓和贝斯(Drum & Bass)以及灵魂

音乐(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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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 - 安哈尔特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位于德国中部，这

一充满朝气、生机勃勃的联邦州既是

实力强劲的工业基地，又是一个修身

养性的好地方。在萨克森 -安哈尔特

20,45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仅居住着224.5
万人口，虽然小，但她在经济发展方

面无疑是充满活力的。萨克森-安哈尔

特位于德国历史的中心地带，这里同

时也是欧洲经济区的中心。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经济结构若按地

区来划分，除北部以农业和食品加工

业为主，其它工业均集中在马格德堡

和东南部的哈勒-德绍地区附近，而南

部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其成为德国最早

实现工业化的地区。该州有两个重要

的工业区：南部从哈勒开始一直到萨

克森州的莱比锡是德国历史上传统的

重工业区，尤其以化工为主，其他工

业如光学工业也很著名；中部以马格

德堡为中心是另一个重要的工业区。

与褐煤、钾盐、矿盐业发展齐头并进

的是生气勃勃的化学工业，是萨克森-
安哈尔特的支柱工业，其生产力代表

欧洲顶尖水平，比特非尔德-哈勒-梅赛

尔堡地区已成为德国生产能力最强的

化工三角区。

• 萨克森 - 安哈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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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统一后，作为一个竞争激烈的工

业地区，萨克森 -安哈尔特州得到了

联邦政府和欧共体的大力资助，大大

提高了其经济活力，除了传统的机械

制造业已与中国建立一定经贸联系

外，其化工业的生产水平也已达到欧

洲顶尖水平。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

初东西德统一的转型期工业土崩瓦解

之后，诸如SKET 绞线机制造和FAM
散料处理技术等机械制造行业的公司

已经很好地顺应了时代的变迁；而将

生产基地驻扎在比特菲尔德、洛伊纳

等地的化工业巨头拜耳、道达尔以及

陶氏化学等公司也为推动该州的经济

主要概况

州首府 马格德堡市

人口 224.5 万
面积 20,452平方公里

经济实力  1.9 %（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

份额，2016年）

重要城市 马格德堡、哈勒、德绍

重要经济产业  化学工业、食品工业、汽车配

件工业 
五大名胜古迹  圣玛丽亚大教堂、路德故居艾

斯莱本、施密德贝尔格浴场、

奥拉宁堡姆宫、德绍花园

马格德堡
Magdeburg

 相关信息

www.wisa.de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经济促进公司

www.sachsen-anhalt.de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概况

www.sachsen-anhalt-tourismus.de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旅游信息

萨克森 - 安哈尔特  •

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在一些未来

产业方面，如太阳能和风能产业，该

州也正在向世人展现其不俗的发展潜

力，拥有3500名员工的萨克森-安哈尔

特太阳能谷是目前欧洲最大的太阳能

基地之一。另外，蓬勃发展的物流业

和食品行业也进一步证明了萨克森-安
哈尔特州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巨

大成就。由此可见，萨克森-安哈尔特

州的工业非常多元化，无所不包，欣

欣向荣的工业发展已使该州成为德国

东部吸纳海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

大量投资资金的流入使其2008年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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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了4%，其中制造业更是占据了

该州经济22.6%的比重。萨克森-安哈尔

特州内的科学机构网发达，为企业发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两所综

合性大学、八所应用科技大学和十二

个研究所除了在机械制造、电气技术

和医学领域保持传统优势外，还在褐

煤精炼、高分子聚合物化学、焊接技

术、药物学、动植物种子学及环保等

学科的研究取得了先进水平。其另一

科学研究重点是生物化学，随着90家
企业和研究小组的加入，也已使该州

成为德国的生化中心。处于世界先进

水平的大学和研究中心以其卓越的创

新能力吸引了很多公司。另外，低劳

动成本和高生产率使该地区成为商业

效率的典范。
当然，除了生机勃勃的制造业，优美

的自然风光和无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也增加了萨克森 -安哈尔特

州的魅力，其各个时期的建筑、艺术

深深打上了欧洲历史发展的印记。数

百年来，约翰 ·塞巴斯蒂安 ·巴赫、奥

尔哥·弗里德里希·亨德尔、库尔特·魏
尔、马丁 ·路德、卢卡斯 ·克拉纳赫、

沃尔夫冈·冯·歌德、瓦尔特·格罗皮乌

斯、奥托·冯·格里克等许多闻名世界的

艺术家、科学家使得德国中部地区形

成了强烈的文化和学术气息。16世纪

初期始于维滕堡的一场宗教改革改变

了整个基督教世界，而这里的包豪斯

式建筑及其艺术家们则引领了一场现

代建筑艺术的变革。富有魅力的城市

如哈勒、马格德堡和德绍同其他地方

一样，营造高品位的文化生活氛围，

将一千多年的历史与现代生活方式融

为一体。话剧和歌剧、高等院校和体

• 萨克森 - 安哈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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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运动多种多样，房地产类型也是如

此。在哈勒、马格德堡、维滕堡以及

德绍的博物馆内藏有诸多无价的艺术

瑰宝。哈勒市每年都要为其最伟大的

儿子——作曲家格亨德尔举办大型音

乐节。

1995年年底，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设立

了她在东亚的第一个经贸联络处：德

国萨克森 -安哈特州驻中国经贸联络

处，该联络处的建立加速了该州与中

国的双赢合作发展。2008年5月萨克森-
安哈尔特州投资及市场营运公司(IMG)
也在中国江苏省江阴市设立了代表

处，一方面作为中介机构，为欲与萨

克森-安哈特州建立联系或在那里投资

的中国企业提供市场信息，另一方面

这个驻外机构也是德国企业进军中国

市场的一线助手。

文化活动

路德的婚礼 (Luthers Hochzeit)

每年六月第二个周末，维滕贝格都将庆祝马丁•

路德(Mart in Lut her)和卡塔琳娜•冯•博拉

(Katharina von Bora)的婚礼。路德的婚礼被

认为是德国最美的城市节之一，每年吸引了十万

多的游客，历史性的节日游行是这个为期三天

的活动的高潮。除了一个中世纪手工市场和许

多其他活动以外，这里还将举行丰富多彩的节

目，它们是“维滕贝格文化之夏(Wittenberger 

Kultursommer)”的一部分。

五朔节 (Walpurgisnacht)

5月1日深夜，巫女们穿过韦尼格罗德飞向布罗肯

山，与魔鬼结合。这不是童话，而是几乎每年都

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来自全德国成千上万的参

加者，每年4月30日都来到布罗肯山，共同欢度五

朔节。每年5月1日的前夜，巫女们在巫女跳舞场

集合，一同飞往布罗肯山，围着火堆跳舞，与魔

鬼结合。这种热闹的场面吸引着来自全区数以千

计的化装成巫女和魔鬼的参加者，热闹的节庆

活动一直持续到天明。

亨德尔音乐节 (Händel-Festspiele)

每年6月举行的亨德尔音乐节是哈勒文化活

动日程中的盛事，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观众前来

观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Georg 

Friedrich Händel)1685年出生于哈勒。从1922

年起，这里每年都举办音乐节纪念他，在12个不

同的演出场所上演他了不起的歌剧、清唱剧、

合唱和室内乐，主要演出场地是哈勒歌剧院

(Opernhaus Halle)。巴洛克音乐使得来自世界

各地的音乐爱好者和学术工作者沉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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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之州”萨克森-
安哈尔特  ——  开启
德意志中部地区文化
之旅

我们这次时光之旅的第一站是有着

3600年历史的内布拉星盘的发现地，

那里还有游客中心“内布拉方舟”和

位于戈瑟克镇(Goseck)的最古老的太

阳观测台。身处哈勒市的史前博物馆

中，你会被内布拉星盘的实物深深震

撼，它被认为是世界上对宇宙最古老

的描绘。

萨克森 -安哈尔特曾是欧洲浪漫主义

的重要中心。在“浪漫大道”上分

布着80座有着近千年历史的教堂、修

道院、行宫和城堡，包括安放着奥

托大帝之墓的马格德堡大教堂。“浪

漫大道”由此成为德国最受欢迎的旅

游大道之一，并被归入欧洲文化之路

TRANSROMANICA的组成部分。此

外还有哈尔伯施塔特、梅泽堡、和瑙

姆堡的大教堂以及奎德林堡的修道院

所属教堂都向我们展示了重要的教堂

艺术瑰宝。

作为“音乐之州”的萨克森 -安哈尔

特在17至18世纪曾经历了一段辉煌时

期。许多重要的巴洛克作曲家如法

施、舒茨、巴赫、泰勒曼和亨德尔都

曾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其中亨德尔出

生于哈勒。

18世纪由利奥波德三世大公弗里德利

希·弗朗茨·冯·安哈尔特-德绍建造的德

绍-沃尔利茨花园(Dessau-Wörlitz)被
认为是启蒙运动的典范。这个花园是

萨克森-安哈尔特40座“梦幻花园”之

一。包豪斯式的建筑在这里讲述着作

曲家库特·韦尔和包豪斯艺术家们如克

利、康定斯基和法宁格的故事。萨克

• 萨克森 - 安哈尔特 

“浪漫大道”、奥拉宁堡姆宫花园、考古路线——“天堂之路”、

4个联合国世界遗产 (奎德林堡、维腾堡和艾斯莱本的路德旧居、

德绍的包豪斯和大师建筑、德绍-沃尔利茨花园)、哈勒的亨德尔故居、

克滕的巴赫纪念馆、韦尔尼格罗德/哈尔茨宫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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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安哈特州是德国世界文化遗产密度

最高的联邦州，包括德绍的包豪斯大

师建筑、维滕堡和艾斯莱本的宗教改

革倡导者马丁 ·路德旧居、德绍-沃尔

利茨花园(Dessau-Wörlitz)和奎德林

堡的老城，使它在欧洲艺术史上享有

不容忽视的地位。

探索萨克森 -安哈尔特，可以骑自行

车、乘船及在哈尔茨山脉中步行相结

合的方式。在哈尔茨您可以品尝到美

味的哈尔茨鳟鱼。在马格德堡低地平

原到处是丰盛的美食，您可以品尝

当地产的新鲜芦笋，最好配以萨勒 -

翁施特鲁尔特红葡萄酒。早在1000多
年前，在萨克森 -安哈尔特温暖的南

方，生活在萨勒河和翁施特鲁尔河

沿岸的人们就开始酿造葡萄酒了。如

果你在一家出售自酿葡萄酒的旅店住

宿的话，不妨尝试一下那里的葡萄

酒。那些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游客

们在萨克森 -安哈尔特也可以找到相

应的美食——从“浪漫大道”的城堡

内的中世纪骑士大餐，到“路德城”

维滕堡尝试路德时期的各式菜肴，

最后到附近的巴特-劳赫施带特(Bad 
Lauchstädt)品尝“歌德时代的饕餮盛

宴”。

萨克森 - 安哈尔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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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勒苏益格 - 荷尔
斯泰因

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简称

石荷州）位于德国最北端，坐落于斯堪

的纳维亚、北欧、北海以及波罗的海的

交会之处。因此，这里的文化和经济自

然而然地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石

荷州，最可怕的神话人物是“赤裸的汉

斯”，它代表着大海破坏性的力量。德

国北部地区历来就以造船和海洋技术见

长，由于石荷州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

以来，造船业和捕鱼业就在此占有相当

重要的地位。德国三分之二的捕鱼船

队在此落户，一千五百家公司每年带来

近五十五亿欧元和五千多万吨的货物，

每年有四万一千多艘船只通过基尔运

河——该运河是世界上使用率最高的人

工水道。不管是海洋供应工业、大小船

只和豪华游艇的制造还是航海技术，石

荷州的涵盖面都很广，她也因而成为面

向全球化现代高科技的基地。

石荷州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保证了企业

的成功：石荷州是联邦德国新建企业数

量最多，也是自主创业比例较高的联邦

州之一，特别是朝阳产业发展迅速。其

环保能源、医药技术、电子技术以及生

物技术领域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均占

有重要的地位，信息和通讯技术正迅

• 石荷州  

速发展成为石荷州最具有影响力的产

业。在突出的科研和新型基本设施基

础上，这些经济领域中正在形成当今

和未来需要的就业机会。另外，传统

产业在石荷州的经济结构中仍占有一

席之地，包括食品工业、造船业以及

旅游休闲业。

紧邻欧洲第二大海港汉堡，北邻富裕

的北欧三国，靠近新兴的东欧市场和

俄罗斯，石荷州不可否认是进入西

欧、北欧、东欧市场的一条捷径，具

有无可比拟的地理优势。石荷州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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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欧洲最具吸引力的经济区，德国90%
的外贸企业集中在北德区域。完善的基

础设施和发达的交通网络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跨国企业来此成立物流中心或生产

基地，众多不同行业的跨国中型企业形

成了该州的经济命脉。

由于北部德国地区的各种天时地利，迄

今为止，80%的在德中资企业的总部落

户于汉堡和石荷州地区。可以说，在欧

洲，没有任何一个地区能够比北德地区

（主要包括汉堡和石荷州）更加吸引中

国企业了。不论您是要在欧洲成立贸

主要概况

州首府 基尔市

人口 285.9 万
面积 15,802平方公里

经济实力  2.8 %（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

份额，2016年）

重要城市  基尔、吕贝克、新明斯特、

弗伦茨堡

重要经济产业  新能源(风力发电)、造船业、

电子信息、海洋与医学技

术、农业与渔业

五大名胜古迹  胡苏姆宫、布莱登堡宫、灯塔、

涨潮与落潮、朗格国家公园

基尔
Kiel

 相关信息

www.wtsh.de  石荷州经济技术促进中心

石荷州 •

易公司，还是要建立物流中心，或者

是生产基地，石荷州都将是最好的选

择。

相对于德国大多数其它州来说旅游业

在石荷州的意义重大，整个旅游业占

国民收入的4.6%。这里大大小小的城

市可以给您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和众多购物选择，对很多人而言，她

是最美丽的联邦州，同时也是德国的

度假胜地。北海的济耳特岛被视为豪

华的度假岛，汉莎城市吕贝克的中世

纪老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

遗产的称号，您可以悠闲地散步于这

座中世纪的老城，追寻着托马斯 ·曼
的足迹，品尝世界闻名的杏仁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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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在冬天逛一逛传统的圣诞市场。

州府基尔市125年来每年都会举办基

尔周，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帆船运动盛

会，同时还有大型庆典活动。吕贝克

和基尔这两座城市是除普特戈尔滕之

外该州通往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最重

要轮渡港口。

旅行在石勒苏益格-荷
尔施泰因州：我与海
风有个约会

赤脚在海床上漫步，在温暖的沙滩上梦

见云层，对着波浪放声呼喊，在港口与

海鸥一起等待渔夫的归程——若在石勒

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沉迷于潮水的节

奏，就会不觉时光的流逝。在这一德

国最北面的联邦州，游客可以同时欣赏

到北海和波罗的海两道海岸线的不同风

光。蜿蜒的海岸线、岸边美丽的灯塔、

骄傲的帆船、绿色的堤岸，这一切的一

切都在诉说着石荷州丰富的海事历史。

石荷州国家公园的浅滩从北海海岸线开始

延伸，最大处形成于西西里和诺德角。当

大海退潮，有经验的人可以在海底进行独

特的学术、观光考察。人们不仅会在这里

遇到神秘的海底生物，在一些地方还有海

神亲自给漫游者洗礼的风俗，小礼堂里一

法兰克福、威斯巴登、吕瑟斯海姆、威尔堡、海德堡、阿沙芬堡、莱茵高、

吕德斯海姆、富尔达、韦茨拉尔、巴特海尔茨费尔德、阿尔斯费尔德、

达姆施塔特

• 石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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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遍演奏着海洋华尔兹。这些小岛上的寓

所因地制宜，来到这里度假的游客，可以

与海风、潮汐、浅滩、远方的水平线和稀

有的海鸟朝夕相处，亲近自然。如果你更

喜欢热闹，则可以在六个北弗里西斯岛

之中，比如说在德国最受欢迎的度假岛

屿——迷人的北海边上的叙尔特岛发现属

于自己的度假天堂。

一望无垠的白色沙滩、浪漫蜿蜒的海岸

线、传统的小渔村风光和现代的海洋浴场

是处于波罗的海海岸线上的石荷州特色。

北部丹麦边境上的格吕克斯堡和弗伦斯堡

湾的沙滩保留自然原貌，供游人休闲娱

乐。在这还可找到宜人的风光和古代北欧

海盗们留下的痕迹。波罗的海南部有充满

活力的基尔浴场、吕贝克瓦森豪森沙滩、

海利根港、度假村和新城。其海滨浴场象

一条彩虹从北欧王室的摇篮和水上城堡格

吕克堡一直延伸到东南部的特拉沃明德。

托马斯·曼就曾在传统的海滨浴场特拉沃

明德修养，而游客可以在提门多珐滨豪华

的Flaniermeile (娱乐活动处所)进行购物

或参加如德国沙滩排球大师杯等运动。

北海-波罗的海运河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通

航运河，运河周边拥有田园般的秀丽风

景，骑车人则可以从海风中感受到海的

气息。他们中的大部分会从北海边上的

布伦斯比特尔骑车到达波罗的海边上的

基尔，这将会是一次横越石荷州的梦幻

之旅：在伦茨堡能看到使人惊叹的气垫

船；而在陆地上的探索过程中，则会发

现平缓的山陵、迷幻的湖泊和平静的河

流以及恢宏雄伟的海恩豪森皇家花园。

石荷州 •

文化活动

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音乐节

每年有无数的古典音乐迷涌向石荷州，参加欧洲顶级

的古典文化活动，在许多演出地点聆听高雅音乐。石勒

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音乐节可以算是欧洲最大的古典

音乐节，每年轮流以一个国家为重点，为“海滨之州”

的音乐节变换口味。这里有壮丽的宫殿、装饰华美的

教堂和令人印象深刻的造船厂，游客还可享受旅馆和

餐馆提供的高品味服务，真是一次美好的感官体验。

基尔周 (Kieler Woche)

基尔周是一年中社会文化活动的盛事，不仅被公认为世

界上最大的帆船运动赛事，而且把石荷州首府变成了北

欧最大的夏季节日主办地。在短短9天的时间里，人们

在基尔航线、内城和席尔克湖(Schilksee)奥林匹亚港

举办世界著名的帆船赛事和极富吸引力的夏季节，足足

有两千艘大小船只和五千名船员参加这项赛事。来自各

大洲的游客纷纷涌向这个旅游胜地，以便可以最近距

离地感受帆船航行的魅力。除此之外，还有一周丰富多

彩、高潮迭起的文化活动、休闲度假和市场购物，当然

也不乏游船活动，的确是一次令人难忘的体验。

吕贝克春季集市 (Lübecker Frühjahrsmarkt)

每年在吕贝克荷尔斯滕门附近的瓦尔半岛

(Wallhalbinsel)举行为期16天的五彩缤纷的年

市，吕贝克春季集市上有游艺靶场、小香肠和糕

点铺以及翻跟头游戏和儿童旋转木马。

卡尔•梅节日文艺会演 (Karl-May-Festspiele)

巴特泽格贝格是一座卡尔•梅节日文艺会演城市。年复

一年，数十万游客涌向位于石灰岩山的露天舞台，去亲

身体验狂野的西部魅力。每个崇拜温尼托(Winnetou)

的人都会喜欢上这一节庆活动，惊人的特技场景和令人

窒息的驯马节目一定会令游客乐在其中。印地安人、牛

仔、冒烟的手枪和狂放的打斗将带给游客难忘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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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林根
图林根州位于德国中部，也在欧洲的

中部，共与五个德国州接壤，处于德

国和欧洲的心脏地带。从东、南、

西、北四个方向到达图林根都很方

便，因此图林根被公认为一个快捷的

物流中心，陆路、水路、航运四通八

达。其文化声誉来自魏玛诗人歌德和

席勒，但是该州的工艺技术同样宝

贵，且影响深远。

图林根是一个富有革新力量的地区，

拥有来自其丰富传统的经济动力。该

州一直是重要发明的摇篮——显微

镜、X光管、天文馆和首块耐火玻璃都

是在这里研发的。其工业以耶拿的卡

尔·蔡司光学公司、耶拿的玻璃及埃森

纳赫的汽车厂而闻名于世。除光学工

• 图林根  

业和汽车工业外，图林根的家庭手工

制作的玩具在世界上也很有名。两德

统一后，该州的经济结构进行了彻底

的调整，机械制造、汽车制造、微电

子、制陶工业和环保技术等领域成为

该州前景看好的产业。

耶拿镇是现代光学工业的诞生地，鉴

于其在镜头制造、医疗与生物技术、

光电子生产以及软件工程行业的专门

技术的卓越贡献，耶拿被选为“2008
科学之城”。其他主要经济产业还有

引擎制造、工具行业和汽车供应业。

自从德国统一之后，在图林根州的欧

宝、罗尔斯罗伊斯、耶拿光学、博

世、蔡司等响亮的名字背后，蕴藏着

惊人的经济活力。2008年，该州经济

增长将近三个百分点，制造业更是占

据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3.7%。在良好

的经济发展势头背后，该州的大学和

研究机构将图林根的企业推向创新前

沿，并为之提供技术工人以保持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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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地位， 中等规模的企业在图林根州

尤其繁荣兴旺。该州政府正在为未来

几年做重要投资，从政策制定、基础

设施建设等各方面加以完善，以便在

这些企业、研究中心和大学之间建立

起桥梁。此外，该州正在对物流业投

入大量的资源以保持产品流通顺畅。

除了富有魅力的自然景色外，该州还

拥有许多历史文化名城。瓦尔特城堡

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部，是一座基本未

主要概况

州首府 埃尔富特市

人口 217.1 万
面积 16,202平方公里

经济实力  1.9 %（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

份额，2016年）

重要城市  埃尔富特、魏玛、格腊、埃

森纳赫

重要经济产业    光学工业、汽车工业、农业

五大名胜古迹布尔格宫、格

莱芬施泰因城堡、瓦特堡、

魏玛歌德故居、伊丽莎白宫

埃尔富特
Erfurt

 相关信息

www.leg-thueringen.de  图林根发展公司

www.thueringen.de   图林根州

www.th-online.de   图林根经济部

图林根 •

遭破坏的中世纪古堡，马丁·路德在此

将拉丁文《圣经》翻译成德语。

图林根 —— 
休闲度假的不二之选

图林根拥有极为深厚的古典韵味，多

样化的地貌景观、数量惊人的城堡宫

殿、丰富的建筑风格、多姿多彩的文

化——所有这些都让图林根成为您休

闲度假的首选。路德、歌德、席勒、

施莱格尔兄弟、黑格尔、尼采、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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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巴赫、勃拉姆斯、瓦格纳......几
乎所有德意志文化史上的显赫名字都

曾经与图林根联系在一起。这一拥有

最宝贵的自然资源和文化宝藏的旅游

区以其变化多端的景致吸引着各地的

游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旅

游景点分布十分密集，这意味着您完

全可以在一天之内游览多个景点：上

午亲近大自然，下午漫步老城街巷或

参观某座城堡，晚上尽情享受当地美

食......这一切都能在图林根得以实现。

巴赫故居 (Bachhaus)
埃森纳赫是约翰 ·塞巴斯蒂安 ·巴赫

（1685-1750）的出生地。于1907年开

放的巴赫故居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的

巴赫博物馆。这座巴赫家族曾经的住

• 图林根  

文化活动
魏玛艺术节 (Kunstfest Weimar)

魏玛艺术节是这座歌德城活动日程的文化高潮，

这个艺术节的内容主要是音乐方面的。除了音乐

以外，在艺术节期间，还有许多其他艺术表现形

式是人们艺术兴趣的中心：戏剧、舞蹈、文学、展

览以及新媒体艺术。国际艺术家们也在这座城市

的重要演出场所和展览现场演出，吸引着国内外

的观众。

8月28日歌德诞辰

8月28日歌德诞辰在魏玛是一个传统的节日。这

天晚上，位于弗劳恩普朗(Frauenplan)的歌德故

居将被装饰得具有节日气氛，并为博物馆之夜开

放。庭院和花园以及伊尔姆河畔公园里的花园别

墅也会向游览者开放，宫中庭院(Schlosshof)将

举行音乐会或主题活动。

图林根巴赫周 (Thüringer Bachwochen)

在埃尔富特举行的图林根巴赫周主要内容是介绍

17、18世纪时巴赫家族及其他作曲家的音乐。巴赫

周期间，人们还可以参观古老的工作间并欣赏管

风琴音乐会。

耶拿文化活动舞台 (Kulturarena)

耶拿文化活动舞台在每年的夏季举行，届时会有

长达两个月高潮迭起的文化活动，并以其变换丰

富的活动每年吸引数千人到这座图林根州的大学

城来。人们可以在文化活动时段体验到各种文化

活动：戏剧、音乐会、电影、儿童活动以及其他的

特别活动，庆典活动的中心是由国内外的明星带

来的各种音乐活动。这一为期两个月的夏日庆典

真的可以让各种品味的人都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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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地能让您更好地了解巴赫的生活以及

他的音乐作品。另外，您还能听到巴赫

时代的古乐器所演奏的小型音乐演出。

瓦尔特堡 (Wartburg)
位于埃森纳赫(Eisenach)的瓦尔特堡拥

有近一千年的悠久历史，她是德国最

有名同时也是最受游客喜爱的城堡之

一。她于199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走进这里，您可

到处感受到当年圣·伊丽莎白留下的痕

迹，也能在赛歌大厅里体验瓦格纳歌

剧《汤豪泽》的真实场景，或者在马

丁·路德翻译《圣经》的小房间里回顾

宗教改革时期的历史。

古典文化城市——魏玛 (Weimar)
历史名城魏玛是德国古典派作家云集

之地，在这座荣获1999年“欧洲文化

首都”称号的城市里，每一条街道都

在诉说着这座城市风云变幻的历史。

几个世纪以来，魏玛的文化地带吸引

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其中包括拥

有歌德和席勒青铜雕像的民族剧院

(Nationaltheater)以及其他数量众多的

博物馆。魏玛有多达16处名胜古迹被列

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包豪斯博物馆

(Bauhaus-Museum)就是其中之一。

林间栈道 (Baumkronenpfad) ——  
登上树林的“屋顶”

位于海尼希国家公园(Nationalpark 
Hainich)的林间栈道能让您登上树林的

“屋顶”。目前这一栈道已从原先的

310米延长至530米长，您可以在栈道上

近距离观察这里的生态环境以及各种

各样的珍稀生物。整个设施除了栈道

本身外，还包括一个40米高的塔。从

塔顶向外眺望，即可欣赏到图林根盆

地的全景。

耶拿蔡司天文馆  
(Zeiss-Planetarium Jena)
这所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馆开放于1926
年。穹顶由大约8000根铁条架构而成，

直径达23米。馆内举办的介绍恒星系、

星空、宇宙学等科学知识的活动将带你

进行一次次趣味横生的探险。 

图林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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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
 01.09-01.11 • 杜塞尔多夫 PSI国际广告用品展览会

 01.09-01.12 • 法兰克福 Heimtextil国际家用及室内纺织品展览会

 01.12-01.14 • 慕尼黑 opti国际光学眼镜展览会

 01.12-01.15 • 汉诺威 DOMOTEX国际地面材料及铺装技术展览会

 01.15-01.21 • 科隆 imm cologne科隆国际家具展览会

 01.16-01.18 • 纽伦堡 Ethical Fashion Show Berlin / Greenshowroom (Winter)
 柏林时装秀 / 柏林环保时装展 (冬季)
 01.16-01.18 • 纽伦堡 EUROGUSS国际压铸工业展览会

 01.16-01.18 • 纽伦堡 Perimeter Protection国际安全防护展览会

 01.18-01.20 • 莱比锡 Leipziger Tierärztekongress莱比锡国际兽医学术会

 01.19-01.28 • 柏林 Internationale Grüne Woche Berlin柏林食品工业及农园艺业展览会

 01.20-01.28 • 杜塞尔多夫 boot - Düsseldorf杜塞尔多夫国际船艇展览会

 01.23-01.26 • 埃森 IPM ESSEN国际园艺展览会

 01.26-01.28 • 莱比锡 DreamHack LeipzigDreamHack电子竞技公开赛莱比锡站

 01.26-01.30 • 法兰克福 Christmasworld mit Floradecora圣诞节庆用品展览会

 01.27-01.30 • 法兰克福 Creativeworld国际创意工艺览会

 01.27-01.30 • 法兰克福 Paperworld国际纸张及办公文具用品展览会

 01.28-01.31 • 科隆 ISM国际糖果及休闲食品展览会

 01.28-01.31 • 慕尼黑 ISPO MUNICH慕尼黑体育用品展览会

 01.28-01.31 • 科隆 ProSweets Cologne科隆国际糖果工业展览会

 01.30-02.01 • 卡尔斯鲁厄 LEARNTEC国际教育及信息技术展览会

 01.30-02.04 • 多特蒙德 JAGD & HUND国际狩猎展览会

 01.31-02.04 • 纽伦堡 Spielwarenmesse®纽伦堡国际玩具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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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绍

德中工商技术咨询服务（太仓）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展览部是中德展会间的桥梁，定期免费向德商

会会员发布最新中国展会资讯，提供相关参展服

务，德国展会信息宣传册《AUMA Guide》免费

发放。为中国企业赴德参展参观提供全套专业服

务，也与中国知名展览公司合作，为德国企业提供

赴华参展咨询。

德中工商技术咨询服务(太仓)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市黄浦区蒙自路757号
歌斐中心29层 200023 

展会信息索取请联系：

电话：021-6875 8536 分机 1619, 1676
e-mail： dong.yini@sh.china.ahk.de
  guo.qinrui@sh.china.ahk.de

2018.02
 02.03-02.07 • 斯图加特 INTERGASTRA国际酒店餐饮技术展览会 / 国际冰激淋制作展览会

 02.06-02.08 • 埃森 E-world energy & water国际能源及水资源展览会

 02.06-02.08 • 科隆 ZOW in Bad Salzuflen国际家具及室内设计配件装饰品年展

 02.07-02.09 • 柏林 FRUIT LOGISTICA国际果蔬展览会

 02.09-02.13 • 法兰克福 Ambiente法兰克福春季消费品展

 02.14-02.17 • 纽伦堡 BIOFACH + VIVANESS国际有机食品展览会 / 国际天然化妆品展览会

 02.15-02.17 •  Hohenschäftlarn GiveADays斯图加特国际广告用品展

 02.15-02.17 • 斯图加特 TV TecStyle Visions斯图加特纺织品加工展览会

 02.15-02.17 •  Hohenschäftlarn Wetec斯图加特广告技术展览会

 02.16-02.19 • 慕尼黑 INHORGENTA MUNICH慕尼黑钟表及珠宝展览会

 02.20-02.22 • 斯图加特 EMV Düsseldorf杜塞尔多夫国际电磁兼容技术展览会

 02.20-02.23 • 柏林 bautec国际建筑材料及技术展览会

 02.20-02.23 • 慕尼黑 DACH+HOLZ International国际密封技术及木制建筑展览会

 02.20-02.24 • 斯图加特 didacta国际教育与培训展览会

 02.20-02.24 • 法兰克福 METAV国际金属加工技术展览会

 02.21-02.22 • 纽伦堡 FeuerTRUTZ国际消防设备展览会

 02.25-02.27 • 不莱梅 fish international国际渔业展

 02.27-03.01 • 纽伦堡 embedded world嵌入式电子及工业电脑展览会

 02.27-03.01 • 杜塞尔多夫 EuroCIS国际零售业展览会

 02.27-03.01 • 杜塞尔多夫 INservFM国际设施服务展览会

 02.27-03.03 • 斯图加特 R + T国际门窗及遮阳技术展览会

 2月 • 科隆 spoga horse (Frühjahr/spring)国际马术用品展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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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
 03.01-03.02 • 奥芬堡 GeoTHERM奥芬堡地热能源博览会

 03.03-03.05 • 奥芬巴赫 I.L.M奥芬巴赫国际皮革制品展览会 (夏季)
 03.04-03.06 • 科隆 INTERNATIONALE EISENWARENMESSE KÖLN科隆国际五金展览会

 03.06-03.08 • 汉诺威 ALTENPFLEGE老年护理展览会

 03.06-03.08 • 卡尔斯鲁厄 IT-TRANS国际公共交通智能系统控制展览会

 03.07-03.08 • 纽伦堡 Enforce Tac国际警用警戒设备展览会

 03.07-03.11 • 柏林 ITB Berlin柏林国际旅游展览会

 03.07-03.13 • 慕尼黑 INTERNATIONALE HANDWERKSMESSE国际轻工及手工艺品展览会

 03.09.-03.13. • 汉堡 INTERNORGA国际商用餐饮酒店设备展览会

 03.09-03.11 • 杜塞尔多夫 BEAUTY DÜSSELDORF国际美容展览会

 03.09-03.12 • 纽伦堡 IWA OutdoorClassics国际户外狩猎展览会

 03.10-03.11 • 杜塞尔多夫 TOP HAIR INTERNATIONAL国际美容美发业展览会

 03.13-03.15 • 杜塞尔多夫 ENERGY STORAGE EUROPE欧洲可再生能源存储展览会

 03.13-03.15 • 慕尼黑 LogiMAT国际内部物流解决方案及流程管理展览会

 03.14-03.15 • 慕尼黑 LOPEC欧洲国际印刷电子展览会

 03.14-03.17 • 奥格斯堡 GrindTec国际磨削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03.15-03.18 • 莱比锡 Leipziger Buchmesse / Lesefest Leipzig liest
 莱比锡国际书展 / 莱比锡阅读庆典节

 03.15-03.18 • 莱比锡 Manga-Comic-Con莱比锡国际书展之动漫展览会

 03.15-03.18 • 胡苏姆 New Energy Husum国际新能源展览会

 03.16-03.17 • 斯图加特 INTERPHARM医药学术会及展览会

 03.18-03.20 • 杜塞尔多夫 ProWein国际葡萄酒及烈酒展览会

 03.18-03.23 • 法兰克福 Light+Building国际灯光及建筑照明技术展览会

 03.20-03.23 • 科隆 Anuga FoodTec国际食品技术展览会

 03.21-03.24 • 纽伦堡 FENSTERBAU FRONTALE + HOLZ-HANDWERK
 纽伦堡门窗展览会 / 纽伦堡木工机械展览会

 03.23-03.25 • 科隆 h+h cologne科隆国际创意手工艺品及业余爱好制品展览会

2018.04
 04.10-04.13 • 慕尼黑 analytica国际分析生化展览会

 04.10-04.13 • 慕尼黑 ceramitec国际陶瓷工业展览会

 04.10-04.13 • 慕尼黑 IFH/Intherm纽伦堡采暖及空调技术展览会

 04.10-04.13 • 法兰克福 Prolight + Sound国际专业灯光音响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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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1-04.12 • 纽伦堡 MT-CONNECT内部医疗技术展览会

 04.11-04.14 • 法兰克福 Musikmesse国际乐器音乐设备展览会

 04.12-04.15 • 杜塞尔多夫 FIBO国际健身与康体展览会

 04.13-04.14 • 斯图加特 Invest斯图加特机构及私人投资展览会

 04.16-04.20 • 斯图加特 Wetec斯图加特广告技术展览会

 04.16-04.20 • 杜塞尔多夫 Tube国际管材展览会

 04.17-04.19 • 柏林 conhIT国际医疗信息技术展览会

 04.18-04.21 • 腓特烈港 AERO Friedrichshafen腓特烈港国际航空展览会

 04.19-04.22 • 科隆 ART COLOGNE科隆国际艺术展览会

 04.19-04.22 • 不莱梅 jazzahead!爵士乐贸易博览会

 04.23-04.27 • 汉诺威 CeMAT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

 04.23-04.27 • 汉诺威 Digital Factory / HANNOVER MESSE
 国际数字信息展览会 / 汉诺威工业展览会

 04.23-04.27 • 汉诺威 Energy / HANNOVER MESSE国际能源展览会 / 汉诺威工业展览会

 04.23-04.27 • 汉诺威 HANNOVER MESSE汉诺威国际工业展览会

 04.23-04.27 • 汉诺威 Industrial Supply / HANNOVER MESSE
 国际工业零部件及分承包展览会 / 汉诺威工业展览会

 04.23-04.27 • 汉诺威 Integrated Automation, Motion & Drives / HANNOVER MESSE
 国际集成自动化，工业IT，驱动和流体技术展览会

 04.23-04.27 • 汉诺威 Research & Technology / HANNOVER MESSE
 国际研发与技术展览会 / 汉诺威工业展览会

 04.24-04.27 • 弗里肯豪森 Control国际质量安全技术展览会

 04.25-04.29 • 柏林 ILA Berlin柏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

2018.05
 05.08-05.11 • 威斯巴登 Interzoo国际宠物用品展览会

 05.10-05.13 • 腓特烈港 TUNING WORLD BODENSEE国际改装车展览会

 05.14-05.18 • 慕尼黑 IFAT 国际环保展览会

 05.15-05.17 • 腓特烈港 Optatec国际光学技术展览会

 05.15-05.18 • 莱比锡 OTWorld国际整形外科展览会

 05.16-05.17 • 杜塞尔多夫 IEX - Insulation Expo Europe国际保温绝缘材料展览会

 05.29-05.30 • 开姆尼斯 mtex / LiMA国际纺织技术及轻质结构展览会

2018.06
 06.01-06.03 • 腓特烈港 HAM RADIO国际业余无线电通信展览会

 06.05-06.07 • 斯图加特 LASYS国际激光加工展览会

 06.05-06.07 • 斯图加特 PCIM Europe电力电子、智能运动、可再生能源与能源管理国际展览会

 06.05-06.07 • 埃尔福特 Rapid, Tech快速制造技术展览会

 06.05-06.07 • 斯图加特 SMT Hybrid Packaging国际集成电路及微电子展览会

 06.05-06.07 • 汉诺威 SurfaceTechnology GERMANY国际表面处理及涂层展览会

 06.11-06.15 •  ACHEMA国际流程工业展览会

 06.11-06.15 • 汉诺威 CEBIT汉诺威国际消费电子及通讯展览会

 06.12-06.14 • 法兰克福 DLG-Feldtage农作物产业展览会

 06.13-06.16 • 纽伦堡 Stone+tec Nürnberg纽伦堡石材展览会

 06.17-06.20 • 腓特烈港 OutDoor欧洲户外用品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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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9-06.22 • 慕尼黑 automatica智能自动化及机器人展览会

 06.20-06.21 • 纽伦堡 CO - REACH纽伦堡跨媒体市场交易会

 06.20-06.22 • 弗赖堡 The smarter E Europe欧洲电力展览会

 06.26-06.28 • 文斯托夫 SENSOR+TEST国际传感及测量测试技术展览会

 06.26-06.28 • 斯图加特 ZELLCHEMING-Expo造纸化工年会及展览会

 06.30-07.03 • 法兰克福 Tendence法兰克福国际时尚消费品展览会

 6月 • 法兰克福 Ethical Fashion Show Berlin / Greenshowroom (Summer)柏林时装

秀 / 柏林环保时装展 (夏季)

2018.07
 07.08-07.10 • 腓特烈港 EUROBIKE国际自行车展览会

 07.18-07.22 • 慕尼黑 INTERFORST国际林木业技术展览会

 07.26-07.29 • 奥芬堡 eurocheval欧洲马术用品展览会

2018.08
 08.24-09.02 • 杜塞尔多夫 CARAVAN SALON DÜSSELDORF国际房车篷车展览会

 08.31-09.05 • 柏林 IFA柏林消费电子展览会

 8月 • 科隆 gamescom国际游戏交易展览会

 8月 • 科隆 spoga+gafa/spoga horse (Herbst/autumn)
 国际体育用品园林户外展览会 / 国际马术用品展览会 (秋季)

2018.09
 09.01-09.03 • 奥芬巴赫 I.L.M奥芬巴赫国际皮革制品展览会 (冬季)
 09.01-09.03 • 莱比锡 MIDORA Leipzig莱比锡国际钟表及首饰展览会

 09.04-09.07 • 汉堡 SMM汉堡国际海事展览会

 09.11-09.15 • 法兰克福 Automechanika Frankfurt国际汽车及零配件展览会

 09.11-09.15 • 法兰克福 REIFEN国际轮胎业展览会

 09.12-09.15 • 纽伦堡 GaLaBau国际景观及园林绿化展览会

 09.15-09.20 • 慕尼黑 iba国际烘焙展览会

 09.18-09.21 • 柏林 InnoTrans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

 09.18-09.22 • 斯图加特 AMB国际金属加工展览会

 09.20-09.27 • 汉诺威 IAA Nutzfahrzeuge汉诺威国际商用车展览会

 09.21-09.23 • 多特蒙德 InterTabac国际烟草制品及烟具展览会

 09.22-09.24 • 慕尼黑 cinec国际电影设备技术展览会

 09.22-09.30 • 腓特烈港 INTERBOOT国际水上运动展览会

 09.25-09.27 • 纽伦堡 FachPack纽伦堡物流包装展览会

 09.25-09.28 • 埃森 security essen国际安全及消防展览会

 09.25-09.28 • 汉堡 Werkstätten: Messe残疾人士车间展览会

 09.26-06.29 • 科隆 photokina世界影像展览会

 09.26-09.29 • 杜塞尔多夫 REHACARE INTERNATIONAL国际残障辅具及康复设备展览会

 09.29-10.01 • 伊达尔奥伯施泰因 INTERGEM国际珠宝展览会

 9月 • 科隆 dmexco国际数码营销及创新展览会

 9月 • 科隆 Kind + Jugend国际少儿用品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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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
 10.03-10.07 • 科隆 INTERMOT Köln科隆国际电动车展览会

 10.04-10.07 • 纽伦堡 Insights-X纽伦堡纸制品、办公及文具用品展览会

 10.08-10.11 • 腓特烈港 Motek国际自动化组装机械展览会

 10.09-10.11 • 杜塞尔多夫 ALUMINIUM国际铝工业学术会及展览会

 10.09-10.11 • 纽伦堡 it-sa纽伦堡信息安全展览会

 10.16-10.18 • 纽伦堡 Chillventa国际制冷空调通风及热泵技术展览会

 10.16-10.18 • 卡尔斯鲁厄 INTERGEO国际测绘及地理信息技术展览会

 10.16-10.20 • 腓特烈港 Fakuma国际塑料加工展览会

 10.23.-10.24 • 法兰克福 Cleanzone法兰克福国际洁净技术专业展览会

 10.23-10.25 • 卡尔斯鲁厄 Arbeitsschutz Aktuell劳动保护展览会

 10.23-10.25 • 汉诺威 parts2clean国际清洁技术展览会

 10.23-10.26 • 斯图加特 EuroBLECH国际金属板材加工展览会

 10.23-10.26 • 杜塞尔多夫 glasstec国际玻璃技术展览会

 10.23-10.27 • 科隆 ORGATEC国际办公家具及管理设施展览会

 10.27-11.04 • 汉堡 hanseboot汉堡国际船艇展览会

 10月 • 柏林 Bar Convent Berlin柏林国际酒吧饮品食品及设备展览会

 10月 • 慕尼黑 EXPO REAL国际商业房地产与投资展览会

 10月 • 法兰克福 Frankfurter Buchmesse法兰克福国际书展

 10月 • 科隆 veganfach科隆素食展览会

2018.11
 11.01-11.04 • 纽伦堡 iENA mit START Messe
 纽伦堡国际发明展览会 / 纽伦堡国际商业服务展览会

 11.04-11.06 • 波恩 INTERVITIS INTERFRUCTA HORTITECHNICA
 国际葡萄酒及果汁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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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11.08 • 斯图加特 viscom frankfurt欧洲视觉传播及广告标识展览会

 11.08-11.10 • 莱比锡 denkmal欧洲国际文物保护修复展览会

 11.08-11.10 • 莱比锡 MUTEC国际博物馆及展览技术展览会

 11.12-11.15 • 杜塞尔多夫 MEDICA国际医疗论坛及展览会

 11.13-11.15 • 纽伦堡 BrauBeviale国际饮品展览会

 11.13-11.16 • 慕尼黑 electronica慕尼黑国际电子展览会

 11.13-11.16 • 法兰克福 EnergyDecentral欧洲分布式能源展

 11.13-11.16 • 汉诺威 EuroTier汉诺威国际畜牧业展览会

 11.13-11.16 • 斯图加特 formnext powered by tct国际添加剂技术与工具制造展

 11.27-11.29 • 法兰克福 PMRExpo国际无线通信技术展览会

 11.27-11.29 • 斯图加特 SPS IPC Drives自动化工业展览会

 11月 • 杜塞尔多夫 COMPOSITES EUROPE欧洲国际复合材料展览会

 11月 • 科隆 veganfach科隆素食展览会

2018.12
 12.01-12.09 • 埃森 ESSEN MOTOR SHOW国际改装车展览会

 12.04-12.05 • 科隆 VALVE WORLD EXPO国际阀门设备展览会

2019.03
03.19-03.21 • 纽伦堡 European Coatings SHOW欧洲涂料展览会

03.20-03.23 • 慕尼黑 FAF FARBE, AUSBAU & FASSADE国际建材展览会

03.26-03.28 • 柏林 WASSER BERLIN INTERNATIONAL柏林国际水处理展

3月 • 斯图加特 EMV Stuttgart斯图加特国际电磁兼容技术展览会

2019.04
04.01-04.05 • 汉诺威 ComVac / HANNOVER MESSE
 国际压缩机及设备展览会 / 汉诺威工业展览会

04.03-04.05 • 莱比锡 terratec莱比锡国际环保技术及服务展览会

04.06-05.06 • 纽伦堡 AUTOMOTIVE ENGINEERING EXPO汽车工程展览会

04.08-04.14 • 慕尼黑 bauma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4月 • 纽伦堡 POWTECH纽伦堡粉体机械加工展览

2019.05
05.04-05.09 • 法兰克福 IFFA国际肉类工业展览会

05.08-05.10 • 卡塞尔 RO-KA-TECH国际管道运河及工业服务贸易展览会

05.09-05.11 • 科隆 Eu'Vend / coffeena国际自动贩卖机展览会 / 国际咖啡与茶展览会

05.14-05.17 • 法兰克福 Texprocess国际纺织品及柔性材料加工展览会

05.15-05.17 • 法兰克福 Techtextil国际纺织品及无纺布技术展览会

05.16-05.18 • 卡尔斯鲁厄 REHAB国际康复护理预防展览会

05.21-05.23 • 汉诺威 LABVOLUTION mit Life Sciences Event BIOTECHNICA
 欧洲国际实验室科技与生物技术展览会

05.21-05.24 • 科隆 interzum国际家具生产设备及配料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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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7-05.31 • 汉诺威 LIGNA国际林业木工业展览会

5月 • 斯图加特 Moulding Expo国际模具设计及制造展览会

2019.06
06.04-06.07 • 慕尼黑 transport logistic国际物流展览会

06.06-06.05 • 莱比锡 med.Logistica医院物流管理学术会及展览会

06.18-06.20 • 柏林 Stage|Set|Scenery - World of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国际娱乐技术展览会

06.24-06.27 • 慕尼黑 LASER World of PHOTONICS国际光电子展览会

06.25-06.29 • 杜塞尔多夫 GIFA国际铸造业展览会

06.25-06.29 • 杜塞尔多夫 NEWCAST国际铸件展览会

06.25-06.29 • 杜塞尔多夫 THERMPROCESS国际热处理技术展览会

06.25-06.29 • 杜塞尔多夫 METEC国际冶金技术展览会

2019.09
09.10-09.13 • 胡苏姆 HUSUM Wind德国风能展览会

09.24-09.27 • 柏林 CMS - Cleaning. Management. Services.
 国际清洁管理服务学术会及展览会

9月 • 奥格斯堡 AMERICANA国际马术休闲展览会及欧洲顶尖西部马术公开赛

9月 • 斯图加特 südback国际烘焙及糖果用品展览会

9月 • 法兰克福 IAA Pkw法兰克福国际汽车展览会

9月 • 法兰克福 EMO国际金属加工业展览会

2019.10
10.16-10.23 • 杜塞尔多夫 K国际塑料橡胶业展览会

10月 • 奥格斯堡 interlift国际电梯技术及原配件展览会

10月 • 科隆 Anuga国际食品展览会

2019.11
11.05-11.08 • 弗里肯豪森 BLECHEXPO国际金属板材加工展览会

11.12-11.15 • 慕尼黑 productronica国际电子生产设备技术展览会

11月DLGServi • 法兰克福 AGRITECHNICA国际农业机械世界展览会

11月 • 科隆 aquanale/FSB
 国际桑拿及泳池设备展览会 / 国际休闲体育设施及泳池设备展览会

11月 • 科隆 EXPONATEC COLOGNE科隆国际博物馆及展览技术展览会

2019. 待定
待定 • 杜塞尔多夫 A + A国际劳动保护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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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在德国

品味德国－德国饮食文化

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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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

德国首都柏林市区拥有众多的购

物中心，各色商品琳琅满目、应

有 尽 有 ， 是 人 们 理 想 的 购 物 之

地。数不胜数的购物街区如选帝

侯大街  ( K u r f ü r s t e n d a m m，又

名 裤 裆 大 街 ) 、 弗 里 德 里 希 大 街

(Friedrichstraße)、克罗伊茨贝格区 
(Kreuzberg) 里独特的各色商店、市

中区和普伦茨劳贝格区(Prenzlauer 
Berg)，都激发着人们购物的欲望。

维滕贝格广场 (Wittenberg Platz)上
著名的西方百货大楼 (Kaufhaus des 

Westens)，简称卡迪威 (KaDeWe)，
是欧洲大陆最大的百货大楼，上下

六层的卖场让购物成为一种享受；

弗里德里希大街上的拉法叶百货公

司 (Galeries Lafayette) 则以其法兰

西的独特魅力吸引着八方的来客。而

柏林的室内购物中心如波茨坦广场 
(Potsdamer Platz) 上的购物长廊、布

莱特沙伊德广场 (Breitscheidplatz) 上
的欧罗巴中心 (Europa Center) 等，

能让您的购物兴致丝毫不受外界天气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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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帝侯大街和弗里德里希大街

选帝侯大街从纪念教堂(Gedächtniskir-
che)一直延伸到柏林西部别墅区起点的

瀚蓝湖(Halensee)，被认为是柏林的香

榭丽舍大街，世界著名的设计师们在

此都拥有自己的商店。大街的第一部分

以百货商店、时装店为主，是青年人

的购物天堂；不过，从阿登瑙尔广场

(Adenauerplatz)起，商品品牌逐渐变

得高雅起来，在这些于世纪之交兴建的

豪华购物中心里出售的全是世界知名的

设计品牌，包括吉尔·桑达(Jil Sander)、
圣罗兰(Yves St. Laurent)等。弗里德里

希大街之所以成为柏林市中心的传统商

业街，与其充满传奇色彩的二十年代密

不可分，不论是时尚写字楼还是咖啡

屋，每一幢建筑都蕴含着独特的设计及

巧思，在柏林市中心您能感受到一种如

同纽约搬的独特的生活气息。

维滕贝格广场上的西方百货大楼

作为欧洲大陆最大的百货大楼之一，西

方百货大楼(KaDeWe，简称卡迪威)展
示着琳琅满目的国际最新设计的品牌商

品。从饰品、瓷器到男女时装，您想要

的一切都能在这儿得到满足。此外，百

货大楼第七层颇具吸引力的美食也是不

容错过的。

波茨坦广场

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是新柏林

最有魅力的场所。这个引人注目的建筑

集餐馆、购物中心、剧院及电影院等于

一身，使它不仅对前来观光的游客具有

巨大的吸引力，同时也吸引着柏林人频

繁光顾。这里形成了一条上下三层的新

式购物长廊，巧妙地将纺织品、设计品

牌商品、鞋子和许多其它商品与现代化

的建筑艺术融为一体。

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的购物选择相当丰富多彩，

歌德大街(Goethestraße)上有高档时装

店、采尔步行街(Zeil)上有大型购物中

心，席勒大街(Schillerstraße)上有优质

的瓷器和家居用品。各市区自有的购物

街则相对安静，人们在那里还可以找到

出售各种新奇古怪商品的小店。每周六

上午，在美因河岸(Mainufer)还会有德

国特色的跳蚤市场，出售各种小百货、

古董和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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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大街和弗莱斯巷

在歌德大街 (Goethestraße) 人们可以

买到国际顶级设计品牌的产品，豪华

的商店为顾客提供最名贵的商品，只

是看看商店的展示窗就已然是一种享

受。要是逛累了，想吃点或喝点什么

的话，再往前走几步就到了弗莱斯巷 
(Freßgass) 的美食天地，这绝对是大

饱口福的好去处。

博恩海姆(Bornheim)、博肯海姆  
(Bockenheim) 和萨克森豪斯(Sachsen-
hausen) 城区

对于喜欢惬意逛街的人而言，法兰克

福的城区博恩海姆(Bornheim)、博肯

海姆(Bockenheim)或萨克森豪斯(Sach-
senhausen)绝对不容错过。贝格尔街

(Berger Straße)、莱比锡街(Leipziger 
Straße)和瑞士街(Schweizer Straße)上

有许多时装精品店、二手商店和咖啡

馆，人们可以在这种多文化的氛围中

惬意地享受逛街和淘宝的乐趣。

慕尼黑

马克西米利安大街(Maximilianstraße)
的高档时装、五宫廷(Fünf Höfen)和
马克西米利安宫廷(Maximilianshö-
f e n )内的奢华商品、园艺匠广场区

(Gärtnerplatzviertel)的新奇产品、

宫廷啤酒坊(Hofbräuhaus)广场旁的

纪念品商店、以及维克图阿连市场

(Viktualienmarkt)上来自世界各地的

美食——慕尼黑在任何时候都会点燃

人们强烈的购物热情。

马克西米利安大街

马克西米利安大街是慕尼黑豪华与魅

力之所在。沿着这条著名的豪华商

业街拥有众多精品时尚店，如古琦

(Gucci)、阿玛尼(Armani)、伊夫·圣
罗兰(Yves St. Laurent)。高雅的购物

大街对于囊中羞涩“只做橱窗购物

(Windowshopping)”而逛逛的人们来

说也可以大开眼界。 

五宫廷

五宫廷(Fünf Höfe)是步行街中一个集

时装、文化、家居、咖啡馆于一体的

小世界。在奥登广场(Odeonsplatz)和
玛利亚广场(Marienplatz)之间的地带

是享受购物、欣赏艺术和体验文化的

绝佳去处。五宫廷包括古老的波提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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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Palais Portia)的大主教宫、原巴伐

利亚地产抵押和外币兑换银行(Bay-
erische Hypotheken- und Wechsel-
bank)，是保存得近乎完整的建筑群，

里面却尽显现代消费世界的特色，商

业、餐饮和办公的完美结合，使其成

为一个颇具魅力的购物中心。

许多扮靓生活的精品店位于卡迪那

大街(Kardinalstraße)、冯哈伯大街

(Faulhaberstraße)、特耶提纳大街

(Theatinerstraße)和萨尔瓦多大街(Sal-
vatorstraße)之间。令人眼花缭乱的除

了鞋店、箱包店、居家用品店、手工

制品店、文化用品及化妆品店以外，

还有著名设计师的极品时装和最自信

的时尚制造者的前卫服饰。在不远处

迪安纳街(Dienerstraße)的一座黄色大

楼里，有着慕尼黑的招牌美食店——

阿罗伊斯·达尔梅厄(Alois Dallmayr)。

维克图阿连市场

维克图阿连市场(Viktualienmarkt)是

慕尼黑最大的食品市场。市场的中心

标志山是五朔节花柱(Maibaum)，在

这里，您能买到鲜花、堆积如山的瓜

果蔬菜、香草、奶酪、香肠和鲜鱼。

即便是工作日，这里也是人山人海，

要想挤进去并不容易，到了周六上午

则更是人头攒动，这样热闹的情景在

德国实在不多见。

汉 堡

汉堡有许多历史悠久的建筑、步行区

和传统商务楼，也是一座魅力十足的

购物天堂。没有一座城市能像汉堡

一样提供如此之多的购物选择：从

昂贵而独特的时装店到普通的街边

小店，从传统的仓储式商店到小型的

专卖店，在汉堡购物成为一种特别

的经历。在科洛纳登(Colonnaden)
和诺伊瓦尔街 (Neuer Wall)之间有

一个购物区，一家家高档购物商店

让您目不暇接；蒙克贝格尔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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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önckebergstraße)也不会使购物者

失望；豪华热闹而又不失高雅气质的

汉堡少女堤(Jungfernstieg)完全可以

与纽约的第五大街和巴黎的香榭丽舍

大街相媲美。这里您可以搜寻到顶尖

的世界名牌产品，包括Joop, Karl La-
gerfeld, Jil Sander, Versace, Lancôme, 
Mont Blanc等等。

诺伊瓦尔

汉堡交易所 (Hamburger Börse)位
于市政厅后面右侧、阿多尔夫广场

(Adolphsplatz)的旁边。继续前行，

跨越阿多尔夫桥(Adolphsbrücke)，
后面就是汉堡名牌设计时装街——诺

伊瓦尔街(Neuer Wall)。诺伊瓦尔街

处处是高档名牌商店，在这里人们可

以买到国际知名的各个品牌，有阿玛

尼(Armani)、约普(Joop)和吉尔•桑

达(Jil Sander)，除此之外还有宝格丽

(Bulgari)、卡地亚(Cartier)等名牌首

饰。

汉萨区

汉萨区(Hanse-Viertel)是购物长廊中

的汉萨同盟：精品店和专卖店内商品

种类齐全，从室内陈设到女性内衣，

挑选余地非常广。汉萨区是座名副其

实的购物天堂，这里不乏著名品牌及

其分店，众多的餐馆和咖啡馆尤其能

使人感受生活的甜蜜。汉堡戏剧节

(Hamburger Theatertag)等演出活动则

使人们的购物体验更加完美。

少女堤

少女堤(Jungfernstieg)位于阿尔斯特湖

畔，这里很早以前就是汉堡的购物步

行街。在汉堡宫(Hamburger Hof)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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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廊购物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大

大小小的商店都以高品质商品吸引顾

客，其他值得一逛的地方有：鞋店、

皮货店、旅游用品店和著名的阿尔斯

特之家(Alsterhaus)。在这里购物，真

正称得上随心所欲。

梅青根

谈到购物，巴符州为热衷购物的游客

准备了特别的惊喜。有品牌折扣店之

城之称的梅茨林根拥有多家品牌折扣

店，如今已经成为时尚淘宝者心中

的圣地麦加。而在德国最长的步行

街——斯图加特的国王大街上，国际

品牌店和附属店面鳞次栉比，商品琳

琅满目。除此以外，传统的黑森林布

谷鸟钟、普福尔茨海姆的金银饰品及

恩根的泰迪熊和美味的瑞特运动巧克

力都会激发游客的购物欲望。

梅青根(Metzingen)市是德国厂家直销

的购物之城。一开始只有波士(Boss)
在市中心设有厂家直销点，后来越来

越多的国际著名品牌落户在这里，如

爱斯卡达(Escada)和约普(Joop)。这里

还有众多的设计师品牌服装、休闲时

装、年轻人时尚用品和玩具等，是一

座深受欢迎的购物之城。

胡戈波士厂家直销活动

自从20世纪70年代胡戈波士 (Hugo 
Boss)品牌在梅青根进行厂家直销活

动开始，就像一石激起千层浪，众多

品牌也纷纷在这里设立了厂家直销

点，游客们可以在波士直销商场试穿

淡季或二等品的服装，并以优惠的折

扣价购买。在波士的销售大楼里总是

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以致商场增设

了往返班车。越来越多的国际品牌在

波士周围和其他地方落户，如博格纳

(Bogner)、爱斯卡达(Escada)或吉尔·桑
达(Jil Sander)等，它们为这座城市赢

得了厂家直销中心 (Factory Outlet 
Zentrum)的美誉。

旧丝绒工厂和其他地点

城市的另一边，博格纳 (Bogner)和
户外装备沃伊克(Outdoor Ausrüster 
Woick)在过去的丝绒工厂里开设了厂

家直销店(Outlet Alte Samtfabrik)。这

座城市共有大约五十个品牌的厂家直

销店安家落户。

内城的葡萄酒

从厂家直销店出发，走不远就能到达

内城，这里有不少历史古迹。七家葡

萄压榨工场就是这座城市葡萄酒文化

和酿酒历史的见证。在一家葡萄压榨

工场中，有一个附设酒吧的葡萄酒

窖，供应有精美的葡萄酒和香槟。

科隆

科隆作为购物天堂闻名遐迩。在商

业大街霍赫街(Hohe Straße)和希尔

德街(Schildergasse)，您能找到所有

大型商场和著名品牌商店的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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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莱特大街 (Bre i te  S traße)和艾

伦街(Ehrenstraße)，还有时尚精品

店；米特尔街(Mittelstraße)和费尔街

(Pfeilstraße)一带全都是高级的设计时

装店，能满足任何品味的要求。

希尔德街

希尔德街(Schildergasse)是科隆最著

名的购物街，也是霍赫大街 ( H o h e 
Straße)和新市场(Neumarkt)之间的

连接点。大型的商场世界、时装城、

鞋城、书店、电子娱乐城、在极为

高雅的商店之间那些小而便宜的时

尚精品服饰店、快餐店及令人感到

亲切的路边咖啡馆——这里呈现出典

型步行街多彩多姿的风格。希尔德街

(Schildergasse)每小时接待15000名游

客，您除了能买到化妆品、香水、家

居用品、玩具和眼镜之外，还有美食

供您品尝。

新市场长廊

新市场长廊(Neumarkt Passage)位于

新市场，是一个特别的体验天地，长

廊的里里外外都有很多高档专卖店。

人们来这里一般是去银行办事或是购

物，享受美食或是休息放松一下——

所有这些使新市场长廊成为科隆市中

心一道特别的风景线。

阿珀斯特恩街

阿珀斯特恩街(Apostelnstraße)是科隆

市中心一条小而美的购物街。这儿有

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众多商店，如眼镜

店、珠宝店和金店。

斯图加特

斯图加特同样也是一座购物之城。国

王大街(Königstraße)道路两旁是鳞次

栉比的百货商店、高档商品的专卖店

和国际品牌的分店；市中心的集市广

场(Marktplatz)，布罗伊宁格高档商品

店(Luxuskaufhaus Breuninger)和靓丽

的青春艺术风格商业大楼(Jugendstil-
Markthalle)激发着人们购物的欲望；

离城34公里远的梅青根(Metzingen)的
波士品牌时装公司(Hugo Boss)则以工

厂直销店吸引着那些热衷于淘宝的顾

客们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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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大街和学府街

市 中 心 的 购 物 长 廊 国 王 大 街

(Königstraße)上有包括百货商店、专

卖店、咖啡屋和休闲区。来自世界各

地的街头艺术家活跃在1000多米长的

步行区，表演各种音乐节目。学府街

(Schulstraße)是1953年修建的德国第一

个步行区，它一端连接国王大街，另

一端通向集市广场，供应多种多样的

时装和美食。

卡尔维街/长廊 (Calwer Straße / 
Passage)
在漂亮的山墙向街的房屋和历史悠久

的桁架房屋后是一些精品店，主要是

时装店、饰品店和皮革店，既能饱眼

福又可满足购物欲望。

豆城区

令您惊喜的好去处：老城虽然离集

市广场很近，但是一条多车道的

联邦公路将它与另一边活跃的中

心区隔离开来。而在这边的豆城区

(Bohnenviertel)，人们会有意想不到

的发现——小酒馆、各国风味的餐馆

和许许多多小商店，有的出售特殊商

品，有的则出售国际品牌商品。

杜塞尔多夫

勿庸置疑，杜塞尔多夫是德国的时尚

之都，早在18世纪选帝侯时代，这里

就已经是时尚潮流的前沿阵地。1949
年，随着国王大道上街头时装秀的举

行，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随之而来

的是许多大型的时装展和鞋展，这使

得众多国际设计大师纷纷把这座城市

作为他们展示才艺的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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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之都杜塞尔多夫是一座优雅的购

物大都会。宽阔气派的林荫道国王大

道(Königsallee)上集中了大量的高档商

店、高品位的旗舰店和大型商店，而

莎岛大街(Schadowstraße)和富有传奇

色彩的老城中(Altstadt)则遍布着许多

高级服装专卖店，满足您无限的购物

欲望。 

国王大道

杜塞尔多夫的国王大道(Königsallee)
被亲昵地简称为“科(Kö)”，它因高

雅的购物长廊而被看作是世界上最漂

亮的林荫大道之一。越来越多的知名

品牌争相在国王大道占据一席之地，

它们无疑都是豪华和高档的象征。

时尚商店的品牌都是世界知名的，

一看就能知道是什么品牌：阿玛尼

(Armani)、高田贤三(Kenzo)、约普

(JOOP)、吉尔·桑达(Jil Sander)，这些

品牌都早已在杜塞尔多夫安家落户。

莎岛大街

莎岛大街(Schadowstraße)算得上德国

营业额最高、人气最旺的购物大街。

这条与国王大道相连的街道上排列着

数目众多的大商场和商店。

老城

老城(Altstadt)以世界上最长的吧台

(Längste Theke der Welt)而闻名，

因为这里的小酒馆密密麻麻扎堆儿一

样。在老城同样也能享受到特殊的购

物乐趣：小巷当中遍布各种前卫服饰

店和先锋派服饰店五花八门，里面有

的是稀奇古怪的时髦商品，从十多岁

的小年轻到六十几岁的花甲老人都在

这里为时尚、艺术和设计买单。价廉

物美、新奇出位、技艺精湛的东西无

所不有——这里是追逐最新潮流的首

选去处。

不来梅

由于不来梅内城的街道都不长，人们

可以在这里充分享受纯粹的逛街购物

的乐趣。除了无数的精品店、大型时

尚和百货商店、饭馆以及许多文化活

动之外，爱逛街的人在这里还可以获

得所有令他们心动的乐趣，如逛逛玻

璃走廊和历史广场、选购物美价廉的

商品和品尝许多精美的小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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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广场购物长廊

教堂广场购物长廊(Domhof Passage)
是连接主购物街泽格大街(Sögestraße)
和教堂前广场之间的带玻璃顶的长

廊。这里的各式商店与这一地区的高

档次消费水平相辅相成。

施诺尔区

施诺尔区(Schnoor)是不来梅最老的

市区。4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每个周

日的11:00至16:00，这里的购物中心

及手工艺品和纪念品商店也开门营业

（注：德国周日一般所有商店均不营

业）。浪漫的小巷子和小的居民房屋

坐落在圣约翰教堂(St. Johanniskirche)
的旁，15、16世纪的小房屋鳞次栉比

地排列在一起，就像穿在线上的一粒

粒珍珠一样。许多小商店、酒吧和餐

厅都非常出色而又奇特，它们就像店

主的签名一样很有个性，绝不雷同。

典型的不来梅特产就是各种香气四溢

的茶和手绘器皿。可买的商品还有手

工作坊精心制作的皮革制品、防雨的

或者优雅的时尚装束、整年都买得到

的圣诞节商品以及用铁皮制做的各种

稀奇古怪的东西。

奥斯特门/石门

在奥斯特门/石门(Ostertor/Steintor)
购物，人们还能体验到这里独特的氛

围。奥斯特门区有许多漂亮、可爱、

有趣的商店和多种多样的餐饮场所。

法兰克福机场

作为国际大都会，法兰克福的特点体

现在国际博览会、财经商务、文化生

活以及便利的交通位置和欧洲大陆

最大的机场法兰克福机场(Flughafen 
Frankfurt)等方面。而法兰克福机场的

两个候机大厅则能为您提供最现代化

的购物体验和饕餮享受。

无论是24小时营业的杂志铺、还是高

雅且商品琳琅满目的购物走廊，抑或

是在免税商店里，每天从早上5:30到晚

上22:00，1号候机大厅都为乘客和游客

提供富有创意的购物与美食的综合享

受，而2号候机大厅则有鳞次栉比的高

档商店及名牌商场，它们与这座欧洲

大陆最大机场的国际风范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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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德国——从北海到
阿尔卑斯山的各地美食

在德国旅行不仅仅能欣赏到众多美

景，并且能品尝到德国不同地区的美

食，如奶酪，香肠，甜食和面包等。

它们经常被冠以出产地的地名从而赋

予其独特的地方色彩，比如吕贝克杏

仁蛋白糊、亚琛辣味饼、德累斯顿圣

诞节蛋糕、施普雷河森林地区腌小黄

瓜、黑森林火腿、图林根香肠和阿尔

卑斯山区的奶酪等。

在从北海到阿尔卑斯山的美食之旅

中，人们将会体验到德国种类繁多的

奶酪。作为奶酪之国的德国将会向大

家提供丰富的选择，那都是美食家梦

寐以求的。

在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州，易

北河沿岸，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名为

Wilstermarsch的奶酪，它带有一股

会轻轻搔动上颚的淡淡酸味。而位处

北海边的阿莫尔兰特，有着开阔的田

野和茂盛的牧场，盛产高品质的奶制

品，并为阿莫尔兰特奶酪提供了完美

的原料。阿尔滕堡的羊奶奶酪有着轻

微的咸酸味和奶油味，是德国东部的

特产，而阿尔卑斯奶酪则是德国南部

的特产。根据奶酪专家估计，全世界

有几千种奶酪，而德国就拥有过百

种。在德国不仅有奶酪爱好者，还有

香肠爱好者。世界著名的特色香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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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威斯特伐利亚，比如威斯特伐利

亚生香肠，粗制裸麦面包等。巴伐利

亚州的香肠也不得不提，除了猪肘，

小牛肉和煎肉饼，巴伐利亚的白香肠

也是名扬海内外。在德国几乎有1500
种的香肠，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

无二的。从18世纪开始，土豆就成为

了德国菜单上必不可少的一项，并且

由于各地的不同烹饪方法而有着独特

的味道。因此猪肘配上酸菜和土豆球

在德国相当受欢迎。在德国南部，除

了土豆外，面条也很受欢迎，最出名

的就要数巴登符腾堡州的炸面条了。

在德国吃饭不喝啤酒是不行的，在这个

国家您可以找到5000多种不同味道的啤

酒。也有相当多的新鲜或腌渍的蔬菜，

初夏是芦笋的季节，这种美味的蔬菜配

上土豆，熟火腿和酥油非常可口。腌制

蔬菜中酸菜最受欢迎，其次是红萝卜和

腌小黄瓜。德国面包享誉中外，每天约

有1200种新鲜面包出炉，而且在传统烘

烤方法上有不断的改进，融入面包制作

者的丰富想象。德国严谨的法律和条例

保证着这些高质量面包的出炉。精挑细

选下的谷物被制作成美味而又多样化

的高质量面包，是独具一格的“德国美

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欢迎来到德国葡萄酒
世界，一个欢乐的海洋
如今产于德国的葡萄酒，经过创新后

不仅满足于人们的味觉，并且吸引人

们的眼球。由于不同场合和口味的要

求，德国葡萄酒种类繁多，从品酒大

师到葡萄酒新手或鉴赏家都对它赞美

有加。将2000年的葡萄栽培传统技术

与高质量的、符合环保标准的葡萄园

种植及先进的地窖技术相结合，德国

葡萄酒酿造商是当代葡萄酒产业的先

锋。人与大自然合作生产出了多种多

样的葡萄酒，葡萄酒制作者对每种酒

各自的特性了如指掌，因为地区、成

熟度、葡萄种类和口味的不同，他们

可以轻松说出手中那杯葡萄酒的独一

无二之处。

雷司令：一种有着无限可能的葡萄。

高级的雷司令葡萄，由于其外形和播

种面积是德国首要葡萄种类，用它可

酿造出口味优雅、丰富而放置时间颇

长的白葡萄酒。德国雷司令葡萄的特

点是肉质紧实、果酸丰富，其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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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味介于柑橘或脆苹果和桃子及热带

水果之间，又由于时间的催化产生出

些微妙韵味。不同地方生产出的雷司

令葡萄的色泽、轻度和矿物质含量都

不同，由此促成雷司令葡萄酒的变化

多端。他们为节日和膳食增添了享

受。从开胃酒到饭后甜点，对于葡萄

酒，海鲜和肉也同样是传统的伙伴。

美食活动

德国当地每年有许多节日，如德克海

姆的香肠节、哈梅恩的游行和在莱

茵河和摩泽尔地区周边的葡萄酒节

等。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慕尼黑啤酒

节——在每年的9月举行，持续两个星

期的啤酒狂欢派对。

复活节

如今在德国很多地区，人们还是传统

地用热蜡、鹅毛、刀、盐甚至火来装

饰著名的彩蛋。有着明亮色彩和坚硬

外壳的彩蛋被藏在小花园的巢中。在

复活节星期天，孩子们被送去公园寻

找装有糖果的彩蛋。

圣马丁节

每年的11月11日，德国的孩子们通过

参加游行，提着色彩缤纷的灯笼和歌

唱庆祝圣马丁日。通常这样一支队伍

是由一位穿着罗马士兵服骑在马背上

的成年人带领的，这个游行就是为了

纪念圣人马丁——他原是罗马士兵，

圣洗后变为一名僧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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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的很多地区，游行后的孩子们提

着灯笼挨家挨户敲门，站在门口唱歌，

请求用他们的灯笼来交换糖果和其它甜

食。圣马丁节那天的传统项目是吃烧

鹅，这也是德国圣诞节的传统食物。

圣诞节

德国的圣诞节同世界上其它国家一

样，是每年最大的节日，通常在基督

来临的那一天开始唱颂歌，吃圣诞蛋

糕来庆祝。

圣诞糕饼包括各种姜饼和脆饼干，一

般用白色和彩条的糖纸包装。庆祝活

动之一是做一个如童话般的姜饼之

家，这是用蜂蜜、生姜、蛋糕和大量

的冰合制而成的，窗户、门、烟囱、

甚至栅栏都是用蛋糕做成的。孩子们

用小饼干、坚果和彩色糖果来装饰小

屋，并用冰糖作为屋顶上的雪。

以下提供一些德式点心和菜肴
的制作方式，如果您有兴趣的
话不妨在家一试身手！

土豆汤

材料

600克 土豆, 100克 五花肉, 1/4匙 独活草（Lieb-
stöckel）, 1/2个 洋葱, 100克 韭葱, 50克 芹菜, 
3/4升 高汤, 1/2匙 香菜, 少许 胡椒粉, 4个 维也

纳小香肠

制作方法

土豆洗净削皮切成小块。把五花肉的肉皮切下来

放到一个大锅里用中火熬出油。将五花肉切成小

块放到油里稍微煎一下。把肉皮扔掉，调高温

度，将五花肉块炸脆。把洋葱洗净切碎，也放到

锅中，翻炒，注意不要让洋葱焦掉。把高汤（比

如自家熬的牛肉汤）倒入锅中，搅拌。然后把土

豆块也放进去。韭葱洗净切成小段，芹菜摘净，

将这些蔬菜加到土豆汤里。然后加入独活草和香

菜。盖上锅盖，煮20分钟。将芹菜和独活草捞出

不要。将土豆汤煮黏稠搅成糊状，撒上胡椒粉，

加不加盐均可。将维也纳小香肠切成小块，加入

土豆汤里加热。

豆角杂烩

制作材料

 1斤羊肉, 豆角600克, 土豆400克, 洋葱150克, 红
辣椒1个, 大蒜2个, 黄油20克, 500毫升清汤，1块
香薄荷, 少许香菜、胡椒和盐。

制作方法

羊肉去骨。土豆削皮后清洗并切块。豆角切段。

洋葱去皮切成四瓣，大蒜剥皮后拍打一下。红辣

椒剖开，把里面芯和外皮去掉，然后用一个四方

的平底大锅盖上盖子给黄油加热。羊肉放锅里用

高温煎少许时间，并加上盐和胡椒粉。洋葱、大

蒜、豆角、辣椒混合在一起，稍微煮会儿。然后

往里面加入汤和一块香薄荷。盖上锅盖，小火煮

一小时。在装盘来前加入胡椒粉和盐调味。最后

在锅里加入香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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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市场

德国的每个小镇上都会有圣诞市场，

从降临节前的星期五一直延续到圣诞

前夜。其中，纽伦堡的圣诞市场是

最为著名的。圣诞市场的主要交易是

卖圣诞树的装饰品和传统的圣诞节食

物。纽伦堡的圣诞市场最早要追溯到

1639年，用游行和表演来纪念圣婴的

故事。而如今来自欧洲及其它各地的

游客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欣赏在中心

广场的被装饰得美仑美奂的婴儿床，

顺便在忙碌的圣诞前奏之时小歇一

下，大快朵颐一番。

圣诞姜饼

姜饼（Lebkuchen）由用蜂蜜、坚果、

杏仁和茴香、肉桂等多种香料混合做

成，它是一种介乎于蛋糕与饼干之间

的点心。它的制作原料不但含有大量

的蜂蜜，同时亦加有胡椒，甜甜辣辣

的口味非常独特，其中以纽伦堡姜饼

(Nürnberger Lebkuchen)最为有名。

公元前350年第一次有了蜂蜜糕点记

载，古埃及把蜂蜜点作为陪葬品，罗

马人把它叫做“panus mellitus”。蜂

蜜开始是涂在糕点上吃的，后来被加

入糕点中直接烘烤。比利时人发明了

蜂蜜姜饼，亚琛人接受并改造了这种

糕点。那时候，修女把蜂蜜姜饼作为

饭后甜点。

1296年，加入香料的糕饼出现在史料

之中。14世纪纽伦堡修道院中制作的

这种糕饼已经颇有名气。纽伦堡自古

就是重要的香料集散地之一。而当时

神圣罗马帝国的养蜂场，也设于纽伦

堡近郊。于是，在这二种原料——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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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与来自东方的香料都能非常容易得

取的条件下，纽伦堡的这项特产——

胡椒蛋糕(Pfefferkuchen，当时的人

们习惯于将来自东方的香料统称为胡

椒-Pfeffer)，也就随着货物的交流，一

起传到了世界各地。而纽伦堡本身也

因此被封上了“姜饼大城”的美名。

不仅仅是纽伦堡，科隆、巴塞尔等

地姜饼的历史也很悠久。 1 3 7 0 年

慕尼黑就有了姜饼，当时命名为

“Lebzelter”。各地的姜饼也各有特

色，慕尼黑在姜饼中加了彩色糖屑、

纽伦堡则用蜜饯、柠檬屑或者杏仁来

装饰姜饼。

这几百年流传下来的姜饼口味，随着

时间也有不小的演变。目前市面上贩

售的德国姜饼，不再是以往的蜂蜜胡

椒蛋糕了。多半的姜饼不是包裹着一

层浓郁的巧克力酱、就是沾满了纯味

的甜蜜糖浆。而在糕饼的内容里，更

比以往添加了许多核桃子与杏仁粒。

但那份松软又实在的传统口感，却依

然被完完整整地保留了下来。

一般德国市面上贩售的圣诞姜饼，大

多为掌心大小的圆型或呈长方状。而

在琳琅满目的圣诞姜饼堆里，爱莉森

姜饼系列(Feinste Elisenlebkuchen)，
内容不但丰富，口味更是千变万化，

因此也拥有“姜饼之王”的美誉。

姜饼

制作材料（以下用量大约能制30个)
半径7厘米的馅饼皮, 1小撮丁香、多香果和小豆

蔻, 200克糖, 1包香草细砂糖, 1块肉皮, 200克碎杏

仁, 50克蜜饯桔皮, 75克蜜饯柠檬皮, 半个柠檬的

皮, 250克面粉, 4个鸡蛋, 1包发酵粉, 糖霜, 用作装

饰的杏仁

制作方法

首先把鸡蛋和香草细纱糖、白糖放进碗里，搅和

至泡沫状。再加入杏仁、蜜饯柠檬皮、蜜饯桔皮

等调味料，再加入面粉和发酵粉一起揉成面饼。

将面饼切成手指厚、四方型小块。码放在不涂油

的铁烤盘上，在175至200摄氏度下烘烤15至20分
钟。等姜饼凉了，裹上糖衣并用杏仁装饰它。

德式烤猪手

制作材料

猪手, 土豆粉, 荷兰豆, 京葱, 红椒丝, 混合香料,  
橄榄油, 黄油, 盐, 胡椒

制作方法

咸猪手加混合香料、橄榄油、盐、胡椒腌渍一

下，放入转炉中以200摄氏度烤制40分钟左右，

至猪手皮色呈金红色且肉皮松脆。将土豆粉加入

烧开的牛奶中做成土豆泥；京葱切成丝，炸黄；

荷兰豆、红椒丝一起炒熟，加盐、胡椒调味。将

猪手斩骨，摆放在盆内，京葱丝、土豆泥、荷兰

豆、红椒丝摆放在旁边。

 
特别提示

如无转炉，可在烤箱内烤制，但要经常翻动猪

手，使其受热均匀、皮色匀称。



德国的公共交通堪称世界上最先进的公

交系统。丰富多样的交通工具，四通八

达的运输网络，灵活便捷的运行机制，

几乎可以满足人们所有的出行需求。准

时、高效、标准化的公交系统受到全世

界的赞扬，成为各国竞相取经的对象。

与其它国家一样，在机场及一些公共场

所附近都有出租车提供服务，但价格不

菲，周末时段比平时更贵一些。优点在

于能够直达目的地，如果承担得起这笔

费用，出租车不失为一个好选择。

在德国的很多城市都能觅到“有轨电

车”的踪迹。这种在我们看来可以进博

物馆的老古董却在德国焕发了青春，是

主要的城市交通工具之一，颇受人们青

睐。她停靠的车站较多，速度却不慢，

相当于一辆普通汽车的速度，在城市里

行驶绰绰有余。

德国的公共汽车班次较稀，但很准时。

在每个站台上都有经过本站的各车次时

刻表和运行路线图。公共汽车的驾驶员

同时是售票员。乘客上车买票或出示月

票或可多次使用的车票。车内每个扶杆

上都有一个STOP按钮，按下按钮，司

机到站就会自动停车。这里的公交车并

不拥挤，通常都有座位。

德国的地铁以 U 表示，自动化程

度高，设计人性化，服务细致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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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设施完善齐全。即使不懂德语，各

种生动形象的指示也决不会让人觉得摸

不着头脑。德国地铁的一大特点是上车

不验票，在车站设有自动售票机，但会

进行不定时的抽查。一旦被查出逃票，

就会处以最低30欧元的罚款，并且会留

下信用不良的记录，这一记录会直接影

响到日后的求职。德国还有另一类与地

铁类似的郊区火车，以S表示。顾名思

义，它与地铁的主要区别在于，除了城

市市内交通，它还连接城市周围60公里

左右的郊区范围。相较于有轨电车，地

铁和郊区火车在城市内行驶时停靠的车

站更多，给乘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德国有两大铁路系统，以为德国联邦

铁路（DB）及德国国家铁路（DR）。

在各大城市中均设有中央火车站，在

这里可以方便地换乘各类交通工具。火

车总站内的告示牌用黄色标志标示出

出发站，白色标志标示目的站，十分

清晰明了。城际特快列车（ICE）连接

   相关信息

www.bahn.de  德国铁路信息网：查询

 所有列车时刻，支持网上售票

www.bus-und-bahn.de  德国公交与地铁信息网

德国与欧洲主要大城市，时速最高，

票价最贵；欧洲城际列车（EC）近似

ICE，但速度稍慢；城际快车（IC）连

接德国各大城市；区域快车（IR）连接

临近大城市。此外还有局部区域快车

（RE）、区域火车（RB）等，可以满

足各类不同的需要。正常的火车票价比

较贵，尤其是乘坐快车，但是有各式各

样的火车票优惠提供，包括来回票、学

生票、家庭票以及各类打折卡。若能充

分利用这些优惠，着实可以省掉一大笔

钱。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日益强烈及不断看

涨的燃油价格，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放弃

了私家车，转而充分享受完善的公交系

统带来的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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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商务交际:
准备与德国同事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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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筹建长江三峡大坝的过程中，一家

以北美和北欧为基地的大型工程公司

为这一项目提供了所需的发电设备。

在中方实地安装这一高科技设备的过

程中，设备遭到了损坏，必须进行维

修或者予以更换。这会导致一定的额

外支出，而且会影响整个工程的进

度，竣工日期可能会拖延。而这样的

问题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在大型或小

型的项目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

解决问题。如前文所述，关于这类需

要技术背景的技术类问题无需其他特

殊的解决方法。

而使这类问题急剧恶化的原因往往是

文化因素，不仅由于中国人和德国人

讨论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同，最为根本

的是双方定义问题的方式不同。如不

同文化对“问题”这一概念的定义不

同，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也要遵

循受文化因素影响的不同的逻辑方

法。结果不可避免的会是两种文化的

冲突，尽管双方的初衷都是希望建立

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前文所提到的例

子中，西方公司的项目经理由一个德

国人来担任。当他听说设备受到损坏

时非常恼怒，因为这会导致项目持续

时间延长，并且他的项目小组将要延

长停留的时间。他明确指出，由于安

装设备完全由中方承担，他的公司没

有任何责任。他要求知道中方由谁负

责这一事务，并告知中方就这一事情

来说没有轻易的解决方法。

作为负责处理与安装此项设备的中方

项目负责人拒绝对目前的情况负任何

责任。但他建议设法尽快在现场维修

损坏的设备并继续进行安装，从而可

以对整个项目进程延误所负的责任降

到最低。

德方经理称这种想法为“愚蠢”，他

写了许多封措辞严厉的电子邮件表明

了自己的想法，这样一台在北美由高

精度机器人生产组装起来的高技术设

备不可能在中国的安装现场进行手工

维修。中方并未与德方通过电子邮件

进行过很多交流，继而拒绝继续进行

商讨，觉得德方的方式缺乏尊重，冒

犯了自己。

跨文化商务交际：
准备与德国同事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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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的直接：透明且直接的交流方式

这一案例典型体现了跨文化交际中经

常出现的一个基本误解，在日常生活

当中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上述例子是

发生在两种对立极端的文化中的冲

突。与北美国家和其他北欧国家相

同，德国人的交际原则是直接与透

明，认为直接、准确以及保留自己认

为正确的意见很重要。而中国以及大

部分世界上的其他文化群则认为交流

双方之间的和谐与为对方保留面子更

为重要。

简而言之，德国人认为要诚实地说出

自己心中所想，说的和想的要保持一

致。但是直接并不自然而然地等同于

无礼或者粗鲁。相反，如果你不为自

己的观点据理力争，有理有据，坚持

不懈，或者你犯了错误而不试着去改

正并承担责任，这会削弱整个团队的

实力，也会影响整个项目。你和整

个团队都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同

样这样也会使你自己丢脸蒙羞，使你

失去整个团队和上司的信任。在德国

人的交际风格和合作项目中直接与透

明为人所看重，更是交际的目的。当

所有的信息都开诚布公，德国人才会

干得更好，得出的结论建立在事实的

基础上。只有在对整个事实情况有了

彻底了解，明白哪些资源可以利用的

基础上才能选择最恰当的解决方法。

团队成员可以对问题进行商讨，在项

目会议上直抒己见，社会文化中的等

级之分牵涉的只是年龄、职位等，却

并不影响到人们可以或不可以说什

么，特别是当以技术专家的身份直接

参与到项目中时。例如人们无需过分

担心“上司对我的想法和行为有何种

看法”，可以客观、理智地为自己的

观点据理力争，可以努力说服其他成

员，甚至改变整个项目的进程。事实

总是被放在首要的位置上，而人际关

系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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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直接：和谐愉快的交际

与德国人的直接截然不同，中国人在

交际过程中首先保持人际之间和睦，

并始终有意识地为自己及团队中的其

他成员保留面子。中国的机构中等级

分明，比如中国人都明白不能轻易忽

视年龄、职位、等级和与项目组中其

他成员的关系，在作出行为之前都会

本能地猜测自己的言谈举止对他人的

脸面和情感会产生的影响。对于上

司、长者以及关系密切人士的面子更

是要给予特别的尊重和照顾。因此很

多个人的意见、事实情况、甚至为大

多数技术专家所认同的最有效的方案

都会因为与上级或者老员工的意见不

符而不能得到贯彻实施。在此种文化

背景下的交际必然不会是直接的，而

是小心翼翼，多方考虑如何表达以及

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对于“面子”和可信度的不同理解

“面子”在所有的文化中都是一个重

要的概念。谁的面子需要受到照顾以

及什么被认为是可信的专业行为，这

些在每种文化中的理解都不同。在一

个如德国一般更以个人为中心的文化

氛围中，重要的是维护个人自身的面

子。而在亚洲文化中，以集体为导

向，个人必须更多地顾及他人的面

子。当然个人的面子也非常重要，但

是可以相信团队中的其他人会相互顾

及面子。

当中方经理拒绝为无意间损坏的设备

承担责任的时候，德方经理立即就对

中方的意图产生了怀疑。对他来说，

中方经理完全无视技术上出现的问

题。在中方看来问题首先是丢了面

子，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为他的团队和

上司在项目中体面地挽回面子。而德

方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于交流中

突然缺少的透明度使德方产生了怀

疑(“他们到底想隐瞒些什么？”)，
使得他们进一步对中方的诚信和技术

水平产生了怀疑。在这起跨文化交际

误解的案例中关键的一点就是在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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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眼中中方失去了可信度，而这恰

恰是中方想要努力避免的。与中方相

反，德方试图通过要求一个解决的方

案来使问题明朗化，却没有意识到对

于凡事以和为贵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

方式听来就像严厉的批评，使得局面

更为糟糕。中方力求找到一个解决办

法，既解决技术问题又顾全众人的感

受，但当中方发现德方并不看重他的

努力，他觉得他的好意没有受到应有

的尊重。在德方和中方两面他都未能

保全面子。在中方看来德方领导如果

完全无视人际关系，工作也不会提升

效率。这样的例子对于中方有意与德

国建立商务联系的经理，行政人员和

工程师们有何指导意义？

与德国人会谈

如果与德国人或者来自相似文化背景

的人士进行会谈，中方对于德方直接

切入正题的做法完全不必惊讶。时间

是珍贵的资源，在会谈中应该充分利

用时间介绍会谈的目的，提出计划，

问题直接了当，回答简洁明了，分析

整个项目的利与弊，最后做出决定。

德方商务人士通常在参加会谈的时候

会带上详细的日程安排，可以帮助会

议顺利按照预定计划进行。一般希望

在会议上对所商讨的事务做出决定，

德方公司派出的代表基本都有独立决

定权。随身携带详尽的计划也是向未

来合作伙伴展示诚意，显示尊重的做

法，向对方说明自己的时间安排，并

且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建立双方的合作

关系，

在会谈中讨论项目中的技术问题并深

化，以个人为导向、以事实为基础、

争论式的德国会谈方式在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对于最终作出决定起到

了推进作用。会谈最终达成一致是重

要的目标。这不仅仅是为了和谐的缘

故，而是因为它可以创造稳定与秩

序。在德国人看来这些是项目成功所

必须的。经过长时间讨论而作出的决

定恰恰说明这个决定是一个团结的队

伍共同作出的。这样反而会加强项目

的实力，提升成功的机会。

正是德国人这种达成一致的迥异方式

使得德国人在商务往来中常常显得争

强好胜，不易妥协。“冷酷哲学”对

于一贯以和为贵的文化和商务人士来

说不易接受。

如果您发现您置身于这样的处境中，

请别忘记，您的德国伙伴的目的并非

是强迫您接受他们的意见，而是希望

最终能达成一致，并从众多方案中选

出最为有效的方法。如你能够说服他

们接受你的方案，以客观事实为基

础，你就有机会让整个团队接受你的

想法，无论对于这个公司来说你多么

年轻。德国人可能通常被看作比较固

执，这往往被视为个人的一种缺点，

在团队当中不容易接受别人合理的论

据。德国人通常喜欢参与争论性的对

话，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尽量排除项

目中的弱点，但是如果攻击到个人就

会被视为不当。因此，如果你觉得你

受到了攻击，请先确定究竟是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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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你提出的建议受到了质疑。

因此会谈并非是“浪费时间”来讨论

无关于商务的事务。德国人特别谨慎

区分职业义务和私人生活。将两者区

分开来可以保持最终决定的客观和公

正。即便不发展私交也不影响双方建

立良好的业务联系。但是私交的发展

在德国的商务往来中也并非是不可能

的，但这仅仅是私人的一种选择。对

用于没有任何私交的两方来说成功开

展业务关系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诸如为何非正式会谈和工作之余

的社交在德国和中国的商业文化当中

会有如此不同的作用也就不难理解。

由于德国人可以在正式会谈上公开讨

论重要敏感的话题，而无需担心伤害

到别人的面子，所以工作之余的社交

在德国商务圈中的作用并不如在亚洲

这么重要。亚洲人需要借助非正式的

会谈和其他社交形式来打通交流的渠

道。比如一次非正式的会谈可以交换

在正式场合无法公开的信息和意见。

德国合同

对于德方来说，在建立商务联系的初

始阶段，最具警示性的莫过在与中方

进行了冗长的会谈和讨论之后作出决

定，却发现中方并没有遵守协议，并

且不能为其作出的行为或没有作出的

行为给出一个“好的理由”(一个合理

的解释需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对于所有北欧国家和北美来说，合同

并非只是“一纸意向”，而是一份需

要承担责任的协议，规定了双方都必

须诚实无条件遵守的“公平游戏的规

则”。

因此一份合同是在瞬息万变的商务环境

当中寻求稳定的措施。对于德方来说签

订协议等于谈判的结束，确定了双方之

间的信任。这与中方对待合同的态度不

同，中方将合同视为大方向无误的意向

蓝图，但是还需要根据市场和关系的实

际情况在长时期内进行调整。中方代表

团可能会将某些事情轻易地答应下来，

却期望在合同签订之后再继续进行新一

轮的商谈。而对于德方来说合同的签订

就意味着商谈的结束，就如一座房子的

地基，德方将合同视为建立双方业务联

系的基础。

但是如果证明的确对于双方有利或必

须，对于德方来说，合同也并非不可

更改。如果一方无法遵守合同，必须

尽早告知对方，附以详细的日程安排

来重新商议。重新商议与安排需要花

费一定的时间。如果无法遵守协议，

德国人未必将其视为在对方面前失去

可信度的表现，但是若对方不能给出

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那么将会在德

方失去信任度。而对于那些未能诚信

办理的事务往往诉诸法律。德方已经

意识到“面子”是亚洲和其他文化最

在意的，尽管他们往往低估其重要性

和作用。让德方无法理解的是，中方

怎能一面坚持固守面子，而一面违背

协议丢失他们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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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完美计划

德国人做事力求准确。尽量在项目开

始前期作出周详的计划首先可以对整

个计划有全面了解，继而确定项目中

所有的潜在机会和风险。一个可信而

又透明的决策，如一个项目需要配备

多少资源，在仅有有限的数据或缺少

重要信息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作出的。

德国人通常会在这样的计划当中寻找

漏洞，并指出他们认为缺少的东西。

需要再次申明的是，他们的目的并不

在于批评计划的制订者，而是希望能

尽早地为项目避免潜在的风险，来完

善计划，增强项目的可行性。在这样

的背景下，批评是“建设性的”。当

然对德国人来说这么做的风险就在于

忽视了在重视面子的文化圈中直接公

开的批评往往是“打击性的”。

德国人不仅仅坚信有效的计划需要详

细，尽早安排，以及需要团队成员的

共同努力承担工作；德国人还信奉

“唯一完美计划”，即只要整个团队

在仔细谨慎安排的技术框架内工作，

那么“完美”的产品或者成果就会实

现。一旦计划为双方接收实施，那么

它就成为了大家所共同遵守的指导

方针，以便将成功的可能性最大化。

这当然不是说不能采取变动。如果改

动原有方案能够提升项目的成功可能

性，那么这是一个极富说服力的理

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计划的更

改不能只是单方面的改变，而应是众

人商量的结果。很多德国人都会觉得

很不安，如果中方不仅忽视了计划，

而且对于采取的行动也不能给出合理

的理由。有效的团队合作是建立在

信息的共享以及众人开诚布公的基础

上。

在中德双方交际之间存在的另一个问

题就是双方对于更改计划所需要的一

段合适的时间的理解不一致。要更改

计划本身会导致对原计划的延误。而

由于中方机构内做决定的拖拉而导致

再次延误常常会使德方觉得失望。这

是中方从事商务活动中的一个特点，

需要耐心解决，而德方也努力尝试在

与中方进行商贸合作的过程中更为灵

活。同样，当中国商务人士前往德国

从业时也应该加快作出决定的速度，

可以派遣有最终决定权的人士与德方

进行谈判。中方代表团应该准备好详

尽的日程计划，其中包括项目进程的

几个重要阶段，来参加德方的会谈。

对于一家前身为中方国有公司的中德

高技术合资企业来说，关于作出决定

的一段“合适”的时间双方的不同态

度是经常出现的问题。对于初到中国

的德国人士，一个原国有企业似乎是

最为理想的合作伙伴。因为其可以提

供重要的顾客关系，以及已经成熟的

市场网络。但是当德方意识到在中方

重要信息（比如产品质量问题）从生

产层面传递到高级管理层需要那么长

的时间，德方会感到相当失望。这实

际上是导致合资企业失败的经常性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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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风格和态度的不同

在传统儒家学说中，所有的上下级关

系都是从父子关系中演化出来。因此

一个好的领导者扮演的是一个父亲的

角色，一个谆谆教导的长者，清楚地

知道什么对于团队是好的，关心着所

有员工的发展。在中国式的决策过

程中体现了这一缓慢的“领导服从

制”。不仅仅中国机构中众多的等级

造成了一定的延误，中国的项目领导

还需要时间来权衡考虑，最终才能作

出决定。而与此相反，德国的个人为

导向的文化意味着众多决定可以由下

级自行作出，特别是由位于中层的人

士。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被派往中国

的德方经理身上：为了有效利用时

间，尽快作出决定，他们被授权在当

地可以自主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当德

方迫于时间压力需要尽快作出决定的

时候，这通常会在德方和中方之间引

起摩擦。当德方错误理解了中方由于

不被理解或者缺乏策略或未被德方的

论据说服而表现出的懒散时，德方往

往会施加更多的压力，提出更多的事

实。希望与德方建立成功商务往来的

中方人士应尽量试着加快做决定的过

程，或者至少向德方清楚地说明发生

延误的理由。长时间保持沉默，不作

任何解释会让德方对合作伙伴的意图

产生怀疑。通常来说，德国的领导方

式更趋向“放手”，即与中国相比公

司各个级别的人员有更大的自主权。

高级经理经常给予下级和整个团队足

够的空间去规划自己的计划，不会步

步为营或者经常要求全面的报告。许

多德方经理的任务是确定战略目标，

然后分配任务给中级或初级管理层，

确定他们在项目计划中的作用。这种

“放手”化的管理模式中，优秀的领

导意味着给予团队足够的自主空间去

创造，而这种方式在诸如中国这样等

级化的文化当中很容易为误解为领导

并不关心、支持、动员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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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绍

Stephan Petersen 博士，德国工程师，毕业于亚

琛工大，曾在中国作为交换生积累了第一次经

验。他在亚琛附近管理一家小型大学所属公司，

经营全球范围业务，在这期间他积累了众多经

验，深入了解了要取得成功需要的跨文化交际及

其方法。

加拿大跨文化交际培训师 Alexia Petersen 毕业

于多伦多大学。为公司，非盈利性政府组织和学

术以及文化机构提供培训和咨询。经常受邀前往

大学讲学，并为国际性出版物撰稿。

网站链接：www.aspetersen.de 

德国主人和中国客人

在德国人的观念当中给予别人个人空

间是一个好主人的表现。许多访问德

国的亚洲商务人士注意到他们的德国

东道主并没有为其安排好周详的娱乐

节目。在到访初始会有一些晚宴和观

光，如果双方相处甚欢，那么还会被

邀请去德国人家中吃晚饭或喝下午

茶。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往往会

在工作之余被冷落，在德期间不会随

时随地有人陪伴。

一个好的东道主在德国会给予客人私

人空间，考虑到在工作之余客人希望

有自主支配的时间。这一点也可以在

用餐时体现出来。而当亚洲人招待客

人时，主人与客人之间互相给予面

子。因此“永远没有足够的时候”：

主人总要不断地招待添置。而已经吃

饱的客人则要拒绝再添菜肴，如实说

“我已经吃不下了。”而给主人面

子。这样主人会再一次为客人添菜。

这样添菜，拒绝，坚持，循环往复在

中国宴会上常见，在一次有10道菜

的宴会中会重复发生多次。中国商务

人士前往北欧之前应该对东道主相对

“冷淡”的回应有所准备。德国主人

很乐意为其客人提供所需要的东西，

但客人必须主动要求。一个好的主人

通常会实现询问客人的喜好与口味。

中国客人可以礼貌地回答，学着直接

表达自己的观点。对于德国人来说这

无关脸面，仅仅是了解事实情况可以

为客人提供一顿可口的饭。而如果在

饭店或者在家中剩下菜会被认为客人

不喜欢主人的招待而被视为不礼貌。

尽管现在有众多西方公司前往中国投

资，德国也为中国的商贸和技术专业

人士提供了众多机会，而要在德国取

得成功与德国人在中国面临同样多的

挑战：全球商务不仅需要掌握一门外

语（尽管这是一项基本技能），或者

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和商品转让。商务

活动中，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经历着

各种文化冲突。

全球商务人士需要有一个全球化的思

维方式，即尝试从某些极端不同的角

度来看待一些基本的问题。能够超越

自身文化去理解其合作伙伴不同“文

化语言”的中国人士会在竞争激烈的

商务领域取得决定权。与流利地使用

一门外语相比，这反而是作为全球化

商务专业人士的一项关键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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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联系方式

火警/急救

电话：112

报警

电话：110

信息咨询

电话：11880

遇险/医疗急救

电话：19222

德国空中救助

电话：0711701070

中毒救助

电话：055119240/0551383180

车辆故障

ADAC – 全德汽车俱乐部

电话：222222/0180 2222222

手机故障

D1：   0180 3302202
D2 + Vodafone: 0172 1212
E-Plus： 0177 1000
O2：   0800 5522255

信用卡故障

Visa：  08008 118 440
  9009 7445 (国际)
Mastercard：  0800 819 1040/116 116
  9009 71231 (国际)
American Express： 0699 7972 000
EC card： 0180 5021 021
Eurocard： 0697 9331 910
  001-3142 7566 90 (国际)
Diners Club：   +49 (69) 900 150-135 
  0180 2345 454 (国际)

中国驻德外交机构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

地址： Märkisches Ufer 54,
 D-10179 Berlin
电话： +49-30-27588-0
传真： +49-30-27588 221
网站： www.china-botschaft.de

领事部

地址： Brückenstraße 10
 D-10179 Berlin
电话： +49-30-2758 8572
传真： +49-30-2758 8520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波恩办事处 (留守)
地址： Kurfürstenallee 12
 D-53177 Bonn (Bad Godesberg)
电话： +49-228-955970
传真： +49-228-361635

中国驻汉堡总领事馆

地址： Elbchaussee 268
 D-22605 Hamburg
电话： +49-40-8227 6013
传真： +49-40-8226 231
网站： http://hamburg.china-consulate.org/chn/

中国驻慕尼黑总领事馆

地址： Romanstr. 107, D-80639 München
电话： +49-89-1730 1611
传真： +49-89-1730 16 19
网站： http://munich.chineseconsulate.org/chn/

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

地址： Mainzer Landstraße 175,
 D-60326 Frankfurt a. M.
电话： +49-69-7508 5543
传真： +49-69-7508 5510
网站：http://frankfurt.chineseconsulate.org/c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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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驻华外交机构

驻北京使馆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17号
 100600
电话： +86 (0) 10-8532 9000 (总机)
传真： +86 (0) 10-6532 5336
网站： www.peking.diplo.de
 有签证说明及签证表格供下载

驻上海总领事馆

领馆本部

地址： 上海市永福路181号 200031
电话： +86 (0) 21-3401 0106
传真： +86 (0) 21-6471 4448

预约签证

网站： www.shanghai.diplo.de
邮箱： visa-information@shan.diplo.de

办理商务签证

地址： 上海市浦东世纪大道1568号
 中建大厦2楼 200122

文化教育处

地址： 上海市福州路318号
 高腾大厦102A 200001
电话： +86 (0) 21-6391 2068
传真： +86 (0) 21-6384 0269

德国商会商务签证预约

上海

电话： +86 (0) 21-5081 5572
时间： 10月01日至05月31日：

 周一至周五 7:45 - 16:30
 06月01日至09月30日：

 周一至周五 7:45 - 15:30

北京

地址： 北京朝阳区

 东三环北路8号2座0830室
电话： +86 (0) 10 6539 6633
时间： 周一至周四：13:30 - 16:30
周五： 13:00 - 15:00

驻广州总领事馆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08号
 粤海天河城大厦14楼 510620
电话： +86 (0) 20-8313 0000
传真： +86 (0) 20-8516 8133
邮件： info@kanton.diplo.de
网站： www.kanton.diplo.de

驻香港总领事馆

地址： 21/F United Centre,
 95 Queensway, Admiralty,
 Central District, Hong Kong
电话： +852-2105 8777 (总机)
 +852-2105 8788 (声讯电话)
传真： +852-2865 2033
网站： www.hongkong.diplo.de

驻成都总领事馆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4段19号
 威斯顿联邦大厦25层 610041
电话： +86 (0) 28-8528 0800
传真： +86 (0) 28-8526 0865
网站： www.chengdu.diplo.de

联邦部机关

联邦经济与技术部

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und 
Technologie
地址：Scharnhorststr.34-37,
D-10115 Berlin
电话：+49 (0) 30 18 615-0
传真：+49 (0) 30 18 615-7010
地址：Villemombler Straße 76,
D-53123 Bonn
电话：+49 (0) 228 99 615-0
传真：+49 (0) 228 99 615-4436
电邮：info@bmwi.bund.de
网站：www.bm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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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劳动与社会部

Bundesministerium für Arbeit und Soziales
地址： Wilhelmstraße 49, D-10117 Berlin
电话： +49 (0) 30 18 527-0
传真： +49 (0) 30 18 527-1830
电邮： info@bmas.bund.de
网站： www.bmas.de

外交部

Auswärtiges Amt
地址： Werderscher Markt 1, D-10117 Berlin
电话： +49 (0) 30 18 17-0
传真： +49 (0) 30 18 17-3402
电邮： poststelle@auswaertiges-amt.de
网站： www.auswaertiges-amt.de

联邦教育与研究部

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地址： Hannoversche Straße 28-30,
 D-10115 Berlin
电话： +49 (0) 30 18 57-0
传真： +49 (0)30 18 57-5503

地址： Heinemannstr. 2, D-53175 Bonn
电话： +49 (0) 228 99 57-0
传真： +49 (0) 228 99 57-83601

电邮： information@bmbf.bund.de
网站： www.bmbf.de

联邦食品、农业与消费者保护部

Bundesministerium für Ernährung,
Landwirtschaft und Verbraucherschutz
地址： Wilhelmstraße 54, D-10117 Berlin
电话： +49 (0) 30 1 85 29-0
传真： +49 (0) 30 1 85 29-4262

地址： Rochusstraße 1, D-53123 Bonn
电话： +49 (0) 228 9 95 29-0
传真： +49 (0) 228 9 95 29-3179

电邮： internet@bmvel.bund.de
网站： www.bmelv.de

联邦财政部

Bundesministerium der Finanzen
地址： Wilhelmstraße 97, D-10117 Berlin
电话： +49 (0) 30 18 682-0
传真： +49 (0) 30 18 682-3260

地址： Am Propsthof 78a, D-53121 Bonn
电话： +49 (0) 30 18 682-0
传真： +49 (0) 30 18 682-4420

电邮： buergerreferat@bmf.bund.de
网站： www.bundesfinanzministerium.de

联邦卫生部

Bundesministerium für Gesundheit
地址： Friedrichstr. 108, D-10117 Berlin (Mitte)
电话： +49 (0) 30 18 441-0
传真： +49 (0) 30 18 441-4900

地址： Rochusstraße 1, D-53123 Bonn
电话： +49 (0) 228 99441-0
传真： +49 (0) 228 99441-1921

电邮： info@bmg.bund.de
网站： www.bmg.bund.de

联邦内务部

Bundesministerium des Innern
地址： Alt Moabit 140, D-10557 Berlin
电话： +49 (0) 30 18 681-0
传真： +49 (0) 30 18 681-2926

地址： Graurheindorfer Straße 198,
 D-53117 Bonn
电话： +49 (0) 1888 681-0
传真： +49 (0) 1888 681-2926

电邮： poststelle@bmi.bund.de
网站： www.bmi.bund.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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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联邦政府部门及跨地区机构

德国联邦银行

Deutsche Bundesbank
地址： Wilhelm-Epstein-Straße 14,
 D-60431 Frankfurt a. M.
邮政地址：Postfach 10 06 02
 D-60006 Frankfurt a. M.
电话： +49 (0) 69 9566-0
传真： +49 (0) 69 9566-3077
电邮： presse-information@bundesbank.de
网站： www.bundesbank.de

联邦统计局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地址： Gustav-Stresemann-Ring 11,
 D-65189 Wiesbaden
电话： +49 (0) 611 75-1
传真： +49 (0) 611 72-4000
电邮： poststelle@destatis.de
网站： www.destatis.de

海关-海关信息中心

Zoll Online
地址： Hansaallee 141,
 D-60320 Frankfurt a. M.
电话： +49 (0) 69 469976-00
传真： +49 (0) 69 469976-99
电邮： info@zoll-infocenter.de
网站： www.zoll.de

联邦卡特尔局

Bundeskartellamt
地址： Kaiser-Friedrich-Str. 16, D-53113 Bonn
电话： +49 (0) 228-9499-0
传真： +49 (0) 228-9499-400
电邮： info@bundeskartellamt.bund.de
网站： www.bundeskartellamt.de

各联邦州旅游局及经济促进机构

巴登 - 符腾堡州

Toruismus-Marketing GmbH
Baden-Württemberg
Esslinger Straße 8 ,
70182 Stuttgart
Tel.  +49(0) 711/23 85 80
Fax  +49(0) 711/23 85 8-99 oder 98 
电邮： info@tourismus-bw.de
网站： www.tourismus-bw.de

巴登 - 符腾堡州国际经济合作与科技合作公司

Baden-Württemberg International- 
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  
wirtschaftliche und wissen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mbH
地址： Willi-Bleicher-Straße 19,
 D-70174 Stuttgart
电话： +49 (0) 711 22787-0
传真： +49 (0) 711 22787-22
电邮： info@bw-i.de
网站： www.badenwuerttemberg.de
 www.bw-i.de
 www.bw-invest.de

自由州巴伐利亚州

Bayern Tourismus Marketing GmbH
电邮： tourismus@bayern.info
网站： www.bayern.by

投资在巴伐利亚 ——

巴伐利亚州经济 - 交通 - 工程技术部

Invest in Bavaria-Bayerisches 
Staat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Verkehr und Technologie 
地址： Prinzregentenstr.28,
 D-80538 München
电话： +49 (0) 89 2162-26 42
传真： +49 (0) 89 2162-28 03
电邮： info@invest-in-bavaria.de
网站： www.bayern.de
 www.invest-in-bavari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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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伐利亚州山东办事处

State of Bavaria
Shando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地址： 中国山东省青岛市东海西路17号
 海信大厦1116室 266071
电话： +86-532-8667 1796
传真： +86-532-8667 1860
电邮： bayern@bayern-shandong.com.cn

柏林

Berlin Tourismus Marketing GmbH
电邮： information@visitBerlin.de
网站： tourist.visitberlin.de

柏林伙伴有限公司

Berlin Partner GmbH
地址： Fasanenstraße 85, D-10623 Berlin
电话： +49 (0) 30 39980-0
传真： +49 (0) 30 39980-239
电邮： info@berlin-partner.de
网站： www.berlin.de
 www.berlin-partner.de

柏林经济促进公司

Wirtschaftsförderung Berlin GmbH
地址： Fasanenstr. 85, D-10623 Berlin
电话： +49 (0) 30 3998-00
传真： +49 (0) 30 3998-0239
电邮： info@wf-berlin.de
网站： www.blc.berlin.de

勃兰登堡州

TMB Tourismus-Marketing
Brandenburg GmbH
电邮： tmb@reiseland-brandenburg.de
网站： www.reiseland-brandenburg.de

勃兰登堡州经济发展局

ZukunftsAgentur Brandenburg GmbH
地址： Steinstraße 104-106, D-14480 Potsdam
电话： +49 (0) 331 660 38 56
传真： +49 (0) 331 660 38 40
电邮： info@zab-brandenburg.de
网站： www.brandenburg.de
 www.zab-brandenburg.de

自由汉莎城不来梅

BTZ Bremer Touristik Zentrale Gesellschaf
für Marketing & Service mbH
电邮： btz@bremen-tourism.de
网站： www.bremen-tourismus.de

BIG – 不来梅投资发展公司

BIG – Bremer Investition-Gesellschaft mbH
地址： Kontorhaus am Markt,
 Langenstraße 2-4,
 D-28195 Bremen
电话： +49 (0) 421 9600-10
传真： +49 (0) 421 9600-810
电邮： mail@wfb-bremen.de
网站： www.bremen.de
 www.wfb-bremen.com

不来梅投资发展公司上海代表处：

Bremer Investitions-Gesellschaft mbH
Shanghai Office
地址： 上海市浦东世纪大道1568号
 中建大厦25楼 200122
电话： +86 (0) 21-5081 5576
传真： +86 (0) 21-5820 6408
电邮： wang.lu@sh.china.ahk.de
网站： www.wfb-bremen.cn

自由汉莎城汉堡

Hamburg Tourismus GmbH
电邮： info@hamburg-tourismus.de
网站： www.hamburg-tourismus.de

HWF - 汉堡经济促进公司

HWF – Hamburgische Gesellschaft für
Wirtschaftsförderung mbH
地址： Habichtstraße 41, D-22305 Hamburg
电话： +49 (0) 40 227019-0
传真： +49 (0) 40 227019-29
电邮： info@hwf-hamburg.de
网站： www.hamburg.de
 www.hamburg-econom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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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经济促经公司驻上海代表处：

HWF Shanghai Branch
地址： 上海市浦东世纪大道1568号
 中建大厦25楼 200122
电话： +86 (0) 21-5081 2266
传真： +86 (0) 21-5820 6408
电邮： Pan.hua@sh.china.ahk.de

黑森州

Hessen Touristik Service e.V.
电邮： info@hessen-tourismus.de
网站： www.hessen-tourismus.de

黑森州经济促进公司

Hessen Agentur GmbH
地址： Konradinerallee 9, D-65189 Wiesbaden
电话： +49 (0) 611 9501780
电邮： info@hessen-agentur.de
网站： www.hessen.de
 www.hessen-agentur.de

法兰克福莱美地区国际投资促进会

FrankfurtRheinMain GmbH –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of the Region
地址： Unterschweinstiege 8,
 D-60549 Frankfurt a. M.
电话： +49 (0) 69-6860 38-0
传真： +49 (0) 69-6860 38-11
电邮： info@frm-united.com

法兰克福莱美两河地区国际投资促进会

中国联络处

FrankfurtRheinMain GmbH –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of the Region – China Liason Office
地址： 上海浦东世纪大道1568号
 中建大厦25楼 200122
电话： +86 (0) 21-6875 8536-1680
传真： +86 (0) 21-6875 8573-5680
电邮： bertram.roth@frm-united.com
网站： www.frm-united.com

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

Tourismusverba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e.V.
电邮： info@auf-nach-mv.de
网站： www.auf-nach-mv.de

梅克伦堡 - 前波莫瑞州经济促进公司

Gesellschaft für Wirtschaftsförderung  
Mecklenburg-Vorpommern mbH (GfW)
地址： Schloßgartenallee 15, D-19061 Schwerin
电话： +49 (0) 385 592 25-0
传真： +49 (0) 385 592 25-22
电邮： info@invest-in-mv.de
网站： www.mecklenburg-vorpommern.de
 www.gfw-mv.de

下萨克森州

TourismusMarketing Niedersachsen GmbH
电邮： info@tourismusniedersachsen.de
网站： www.reiseland-niedersachsen.de

下萨克森州投资贸易促进公司

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y (IPA)
Niedersachsen
地址： Osterstraße 60, D-30159 Hannover
电话： +49 (0) 511 89 70 39-0
传真： +49 (0) 511 89 70 39-69
电邮： info@nglobal.de
网站： www.niedersachsen.de
 www.nglobal.de

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

Nordrhein-Westfalen Tourismus e.V.
电邮： info@nrw-tourismus.de
网站： www.nrw-tourismus.de

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经济发展局

NRW.Invest
地址： Völklinger Str.4, D-40219 Düsseldorf
电话： +49 (0) 211 130 00-0
传真： +49 (0) 211 130 00-154
电邮： nrw@nrwinvest.com
网站： www.nrw.de
 www.gfw-nrw.de

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经济促进公司驻华代表处

NRW China Rep. Office 南京代表处

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中华路50号
 江苏国际经贸大厦25楼 210001
电话： +86 (0) 25-5227 0000
传真： +86 (0) 25-5225 3219
电邮： office@nrwinvest-nanj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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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代表处

地址： 上海市东方路710号
 汤臣金融大厦17楼A座 200122
电话： +86 (0) 21-5081 9362
传真： +86 (0) 21-5081 9363
电邮： office@nrwinivest-shanghai.cn

北京代表处

地址： 北京朝阳区东三环北路八号

 亮马河大厦二座1218室
电话： +86 (0) 10-6590 7066
电邮： office@nrwinvest-beijing.cn

科隆市经济促进局

Offi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Koeln
地址： Amt für Wirtschaftsförderung
 Willy-Brandt-Platz 2, D-50679 Köln
电话： +49 (0) 221-2212 5765
传真： +49 (0) 221-2212 6686
电邮： wirtschaftsfoerderung@stadt-koeln.de
网站： www.stadt-koeln.de

杜塞尔多夫中国事务中心

Economic Development City of Duesseldorf
China Competence Centre
地址： China-Kompetenzzentrum
 c/o Wirtschaftsförderungsamt
 Burgplatz 1, D-40213 Düsseldorf
电话： +49 (0) 211-8995 502
传真： +49 (0) 211-8935 502
电邮： china@duesseldorf.de
网站： www.china-goes-dus.de

莱茵兰 - 法尔茨州

Rheinland-Pfalz Tourismus GmbH
电邮： info@rlp-info.de
网站： www.rlp-info.de

莱茵兰 - 法尔茨投资建设银行

Investitions- und Strukturband
Rheinland-Pfalz (ISB) GmbH
地址： Holzhofstrße 4, D-55116 Mainz
电话： +49 (0) 6131 6172 0
传真： +49 (0) 6131 985-299
电邮： isb-marketing@isb.rlp.de
网站： www.rlp.de, www.isb.rlp.de

萨尔州

Tourismus Zentrale Saarland GmbH
电邮： info@tz-s.de
网站： www.tourismus.saarland.de

萨尔州经济促进公司

Gesellschaft für Wirtschaftsförderung Saar mbH
ATRIUM Haus der Wirtschaftsförderung
地址： Franz-Josef-Röder Straße 17,
 D-66119 Saarbrücken
电话： +49 (0) 681 9965 400
传真： +49 (0) 681 9965 444
电邮： info@gwsaar.com
网站： www.saarland.de
 www.invest-in-saarland.com

自由州萨克森州

TMGS Tourismus Marketing Gesellschaft
Sachsen GmbH
电邮： info@sachsen-tour.de
网站： www.sachsen-tourismus.de

萨克森经济促进公司

Wirtschaftsförderung Sachsen GmbH
地址： Bertolt-Brecht-Allee 22, D-01309 Dresden
电话： +49 (0) 351 2138 0
传真： +49 (0) 351 2138 399
电邮： info@wfs.saxony.de
网站： www.sachsen.de
 www.wfs.saxony.de

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施泰因州

Tourismus-Agentur Schleswig-Holstein GmbH
电邮： info@sh-tourismus.de
网站： www.sh-tourismus.de

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施泰因州经济促进及技术转让公司

Wirtschaftförderung und Technologietransfer
Schleswig-Holstein (WTSH) GmbH
地址： Lorentzendamm 24, D-24103 Kiel
电话： +49 (0) 431 66 666-0
传真： +49 (0) 431 66 666-767
电邮： info@wtsh.de
网站： www.schleswig-holstein.de
 www.wtsh.de



德国驻华外交机构 179

德国石荷州经济基础促进中心杭州办事处：

Business Development & Technology
Transfer Corporation
地址： Of Schleswig-Holstein,
 Hang Zhou Office
电话： +86 (0) 571-5683 8071
传真： +86 (0) 571-5683 2077
电邮： lyao@wtsh.cn

图林根州

Thüringer Tourismus GmbH
电邮： service@thueringen-tourismus.de
网站： www.thueringen-tourismus.de

图林根州经济促进公司

Landesentwicklungsgesellschaft  
Thüringen mbH
地址： Mainzerhofstr.12, D-99084 Erfurt
电话： +49 (0) 361 5603-0
传真： +49 (0) 361 5603-333
电邮： info@leg-thueringen.de
网站： www.thueringen.de
 www.invest-in-thuringia.de

萨克森 - 安哈特州

IMG-Investitions-undMarketinggesellschaft 
des Landes Sachsen-Anhalt mbH
电邮： tourismus@img-sachsen-anhalt.de
网站： www.sachsen-anhalt-tourismus.de

萨克森 - 安哈特州投资与市场营销公司

Investitions- und Marketinggesellschaft  
Sachsen-Anhalt mbH (IMG)
地址： Am Alten Theater 6, D-39104 Magdeburg
电话： +49 (0) 391 568 99-0
传真： +49 (0) 391 568 99-50
电邮： welcome@img-sachsen-anhalt.de
网站： www.sachsen-anhalt.de
 www.investieren-in-sachsen-anhalt.de

萨克森 - 安哈特经贸联络处

Business Representation
German Federal State of Saxony-Anhalt
地址： 中国上海市黄浦区蒙自路757号
 歌斐中心29层 200023
电话： +86 (0) 21-6875 8536-1687
传真： +86 (0) 21-6875 8536-5687
电邮： ding.yifan@sh.china.ahk.de
网站： www.sachsen-anhalt.cn

埃森

埃森经济促进有限公司

Essen Wirtschaftsförderung
地址： Lindenallee 55, D-45127 Essen
电话： +49 (0) 201 8202 4-0
传真： +49 (0) 201 8202 4-92
电邮： info@ewg.de
网站： www.ewg.de
 www.essen.de

经济、经营与税务

联邦专利与商标局

Deutsches Patent- und Markenamt
地址： Zweibrückenstraße 12,
 D-80331 München
电话： +49 (0) 89 2195-0
传真： +49 (0) 89 2195-2221
电邮： info@dpma.de
 post@dmpa.e
网站： www.dmpa.de

联邦劳工局

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地址： Regensburger Straße 104,
  D-90478 Nürnberg
电话： +49 (0) 911 179-0
传真： +49 (0) 911 179-2123
电邮： zentrale@arbeitsagentur.de
网站： www.arbeitsagentu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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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薄收入劳动中心

Minijob-Zentrale
地址： Knappschaft Bahn See Minijob-Zentrale,
 D-45115 Essen
电话： +49 (0) 355 2902-70799
科特布斯服务中心 +49 (0) 1801 200 504
传真： +49 (0) 201 384 9797 97
电邮： zentrale@kbs.de
网站： www.minijobzentrale.de

联邦税务中心处

Bundeszentralamt für Steuern - BZSt
地址：An der Küppe 1, D-53225 Bonn
电话： +49 (0) 228 406-0
传真： +49 (0) 228 406-2661
电邮： poststelle@bzst.bund.de
网站： www.bzst.bund.de

税务信息中心

SIC
电话： +49 (0) 228 406-1200
传真： +49 (0) 228 406-3200
电邮： service@germantaxes.info
 allgemein@steuerliches-info-center.de
网站： www.steuerliches-info-center.de

文化与旅游

歌德学院－德国

歌德学院

Goethe Institut
地址： Dachauer Straße 122, D-80637 München
邮政地址：Postfach 19 04 19 80604 München
电话： +49 (0) 89 15921-0
传真： +49 (0) 89 15921-450
电邮： info@goethe.de

柏林歌德学院

地址： Neue Schönhauser Straße 20,
 D-10178 Berlin
电话： +49 (0) 30 25906-473
传真： +49 (0) 30 25906-565
电邮： hauptstadtbuero@goethe.de

波恩歌德学院

地址： Lennéstraße 6, D-53113 Bonn
电话： +49 (0) 288 95 75 6-0
传真： +49 (0) 288 95 75 6-23
电邮： bonn@goethe.de

不来梅歌德学院

地址： Bibliothekstraße 3, Glashalle,
 D-28359 Bremen
电话： +49 (0) 421 36081-0
传真： +49 (0) 421 32524-2
电邮： bremen@goethe.de

德累斯顿歌德学院

地址： Königsbrücker Str.84, D-01099 Dresden
电话： +49 (0) 351 80 011-0
传真： +49 (0) 351 80 011-10
电邮： dresden@goethe.de

杜塞尔多夫歌德学院

地址： Immermannstraße 65,
 D-40210 Düsseldorf
电话： +49 (0) 211 99299-0
传真： +49 (0) 211 771084
电邮： duesseldorf@goethe.de

法兰克福歌德学院

地址： Diesterwegplatz 72,
 D-60594 Frankfurt a. M.
电话： +49 (0) 69 9612270
传真： +49 (0) 69 9620395
电邮： frankfurt@goethe.de

汉堡歌德学院

地址： Hühnerposten 1, D-20097 Hamburg
电话： +49 (0) 40 2385 43-0
传真： +49 (0) 40 2385 43-99
电邮： hamburg@goethe.de

曼海姆 - 海德堡歌德学院

地址： Neckarauer Straße 194,
 D-68163 Mannheim
电话： +49 (0) 621 8338 5-0
传真： +49 (0) 621 8338 5-55
电邮： mannheim@goeth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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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歌德学院

地址： Sonnenstraße 25, D-80331 München
电话： +49 (0) 89 55190-30
传真： +49 (0) 89 55190-335
电邮： muenchen@goethe.de

魏玛歌德学院

地址： Platz der Demokratie 5, D-99423 Weimar
电话： +49 (0) 3643 773 619-7
传真： +49 (0) 3643 773 619-8
电邮： weimar@goethe.de

歌德学院－中国

北京歌德学院

地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

 南大街2号数码大厦B座17层
 100086
电话： +86 (0) 10-8251 2909
传真： +86 (0) 10-8251 2903
电邮： info@peking.goethe.org

上海歌德学院

地址： 上海市福州路318号
 高腾大厦101, 200001
电话： +86 (0) 21-6391 2068
传真： +86 (0) 21-6384 0269
电邮： info@shanghai.goethe.org

香港歌德学院

地址： 香港湾仔港湾道二号

 香港艺术中心14楼
电话： +852-280 20088
传真： +852-280 24363
电邮： info@hongkong.goethe.org

德国文化入门网站

(有关入境、旅游及票务等有用信息)
Der Beauftragte der Bundesregierung
für Kultur und Medien
地址： Graurheindorfer Straße 198,
 D-53117 Bonn
电话： +49 (0) 228 99-681 36 53
传真： +49 (0) 228 99-681 53 653
电邮： K13@bkm.bmi.bund.de

 

小贴士：
日常生活常用字

Guten Tag 你好

Guten Morgen 早上好

Gute Nacht 晚上好

Vielen Dank 谢谢

Bitte 请

Auf Wiedersehen 再见

Entschuldigung 对不起

Wie geht's? 你好吗？

Frühstück 早餐

Mittagessen 午餐

Abendessen 晚餐

Speisekarte 菜单

Gericht 菜肴

Fleisch 肉

Fisch 鱼

Gemüse 蔬菜

Obst 水果

Wasser 水

Bier 啤酒

Ober 服务员

Zimmer 房间

reservieren 预定

bezahlen 付钱

Verkehrstau 交通堵塞

wechseln 兑换

Kosten 费用

Sehenswürdigkeit 名胜古迹

Versicherung 保险

Krankheit 生病

Arzt 医生

Kleidung 衣服

anrufen 打电话

Zeitung 报纸

Wetter 天气

gut 好的

schlecht 坏的

Regen 雨

Schirm 伞

kalt 冷的

warm 温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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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办事处：

地址： Bundeskanzleramt
 Willy-Brandt-Straße 1, D-10557 Berlin
网站： www.kulturportal-deutschland.de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地址： Kurt-Schumacher-Str.3, D-53113 Bonn
邮政地址：Deutsche Welle 53110 Bonn
电话： +49 (0) 228 429 0
传真： +49 (0) 228 429 3000
电邮： info@dw-world.de
网站： www.dw-world.de

德国国家旅游局

Deutsche Zentrale für Tourismus e.V. – DZT
地址： Beethovenstraße 69,
 D-60325 Frankfurt a. M.
电话： +49 (0) 69 97 46 40
传真： +49 (0) 69 75 19 03
电邮： info@germany.travel
网站： www.deutschland-tourismus.de

德国国家旅游局北京办事处

地址： 北京市东三环北路8号
 亮马大厦二座0830室 100004
电话： +86 (0)10 6539 6720
传真： +86 (0)10 6539 6724
电邮： dzt@bj.china.ahk.de

德国国家旅游局香港及南中国代表处

地址： 香港金钟道89号
 力宝中心第一座3601室
电话： +852 2526 5481
传真： +852 2810 6093
电邮： dzt@hongkong.ahk.de

德国旅行及出行网站

德国铁路网站

网站： www.bahn.de

查询德国火车票的网站

网站： www.deutschebahn.com

德国酒店网上预定

网站： www.hrs.de

德国会议推广局网站

网站： www.gcb.de

德国旅行社协会网站

网站： www.drv.de

在北京购买欧洲或德国火车通票

网站： www.europerail.cn

德国旅行网

网站： www.reise.de

德国度假网

网站： www.urlaub.de

德国短途旅行网

网站： www.kurz-nah-weg.de

经济促进机构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

Germany Trade and Invest GmbH - GTAI
柏林总部

地址： Friedrichstraße 60, D-10117 Berlin
电话： +49 (0) 30 200 099-0
传真： +49 (0) 30 200 099-111
电邮： invest@gtai.com
网站： www.gtai.com

波恩办事处

地址： Villemombler Str. 76, D-53123 Bonn
电话： +49 (0) 228 24993-0
传真： +49 (0) 228 24993-212
电邮： trade@gtai.de

北京办公室

地址： 德国工商大会北京代表处

 北京市东三环北路8号
 亮马大厦二座0811室 100004
电话： +86 (0) 10 6539 6726
传真： +86 (0) 10 6590 6167
电邮： jie.zheng@gt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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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对外商会

Deutsche Auslandshandelskammern - AHK
地址： Breite Straße 29, D-10178 Berlin
电话： +49 (0) 30 20308 2410
 +49 (0) 30 20308 2316
传真： +49 (0) 30 20308 2333
电邮： infocenter@dihk.de
网站： www.ahk.de

德国工商大会驻华代表处

德国工商大会北京代表处 (AHK)
德中工商技术咨询服务(太仓)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GIC)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路8号
 亮马大厦2座0811 & 0830室 100004
电话： +86 (0) 10-6539 6688 (AHK)
 +86 (0) 10-6539 6633 (GIC)
传真： +86 (0) 10-6539 6689 (AHK)
 +86 (0) 10-6539 6689 (GIC)
电邮： info@bj.china.ahk.de

德国工商大会上海代表处 (AHK)
德中工商技术咨询服务(太仓)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GIC)
地址： 中国上海市黄浦区蒙自路757号
 歌斐中心29层 200023
电话： +86 (0) 21-5081 2266 (AHK)
 +86 (0) 21-6875 8536 (GIC)
传真： +86 (0) 21-5081 2009 (AHK)
 +86 (0) 21-6875 8573 (GIC)
电邮： office@sh.china.ahk.de

德国工商大会广州代表处 (AHK)
德中工商技术咨询服务(太仓)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GIC)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183号
 大都会广场2911-2915室 510620
电话： +86 (0) 20-8755 2353
传真： +86 (0) 20-8755 1889
电邮： info@gz.china.ahk.de

德国工商大会香港 南中国 越南代表处

地址： 香港金中道89号力宝大厦第一座3601室
电话： +852-2526 5481
传真： +852-2810 6093
电邮： info@hongkong.ahk.de

经济促进——
各种创业相关机构及项目

复兴信贷银行集团

KfW Bankengruppe
地址： Palmengartenstraße 5-9,
 D-60325 Frankfurt a. M.
电话： +49 (0) 69 7431-0
传真： +49 (0) 69 7431-2944
电邮： info@kfw.de
网站： www.kfw.de

德国担保银行协会

Verband Deutscher Bürgschaftsbanken e.V.
地址： Schützenstraße 6a, D-10117 Berlin
电话： +49 (0) 30 2639654-0
传真： +49 (0) 30 2639654-20
电邮： info@vdb-info.de
网站： www.vdb-info.de

联邦促进数据库

网站： www.foerderdatenbank.de

德国创新科技园和孵化器联合会

Bundesverband Deutscher Innovations-,  
Technologie- und Gründerzentren e.V. - ADT
地址： Jägerstraße 67, D-10117 Berlin
电话： +49 (0) 30 392 005 81
传真： +49 (0) 30 392 005 82
电邮： adt@adt-online.de
网站： www.adt-onlin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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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创业者基金

High-Tech Gründerfonds
地址： High-Tech Gründerfonds  
 Management GmbH
 Schlegelstraße 2,D-53113 Bonn
电话： +49 (0) 228 82300-100
传真： +49 (0) 228 82300-050
电邮： info@high-tech-gruenderfonds.de
网站： www.high-tech-gruenderfonds.de

实力网络

Kompetenznetze.de
地址： Kompetenznetze Deutschland
 c/o VDI/VDE Innovation + Technik   
 GmbH
 Steinplatz 1, D-10623 Berlin
电话： +49 (0) 30 310078-219
传真： +49 (0) 30 310078-222
电邮： info@kompetenznetze.de
网站： www.kompetenznetze.de

创新网

InnoNet
地址： VDI/VDE Innovation + Technik GmbH
 Steinplatz 1, D-10623 Berlin
电话： +49 (0) 30 310 078-136
传真： +49 (0) 30 310 078/189
电邮： InnoNet@vdivde-it.de
网站： www.vdivde-it.de 

中产阶级创新独立项目

ZIM-SOLO
地址： Projektträger EuroNorm GmbH
 Stralauer Platz 34, D-10243 Berlin
电话： +49 (0) 30 97003-043
传真： +49 (0) 30 97003-044
电邮： zim@euronorm.de
网站： www.zim-bmwi.de/einzelprojekte

SIGNO 项目管理处

Schutz von Ideen für die gewerbliche Nutzung
地址： Projektträger Jülich (PtJ)
 Technologietransfer und
 Unternehmensgründungen (UBV2)
 Zimmerstraße 26-27, D-10969 Berlin
电话： +49 (0) 30 20199-443
传真： +49 (0) 30 20199-470
电邮： signo@fz-juelich.de
网站： www.signo-deutschland.de

尤里希工程项目

Projektträger Jülich (PTJ)
地址： Wilhelm-Johnen-Straße, D-52428 Jülich
电话： +49 (0) 246 161 4622
传真： +49 (0) 246 161 6999
电邮： ptj@fz-juelich.de
网站： www.fz-juelich.de/ptj

技术联盟

TechnologieAllianz
地址： TechnologieAllianz e.V.
 c/o ipal GmbH
 Bundesallee 171, D-10715 Berlin
电话： +49 (0) 30 2000 333 70
传真： +49 (0) 30 2000 333 72
电邮： info@technologieallianz.de
网站： www.technologieallianz.de

德国经济展览委员会

Ausstellungs- und Messe-Ausschus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e.V. (AUMA)
地址： Littenstraße 9, D-10179 Berlin
电话： +49 (0) 30 24 00 0-0
传真： +49 (0) 30 24 00 0-3 30
电邮： info@auma.de
网站： www.auma-messen.de

联邦管理局

Bundesverwaltungsamt
地址： Barbarastr. 1, D-50735 Köln
电话： +49 (0) 228 993 58-0
传真： +49 (0) 228 993 58-28 23
电邮： poststelle@bva.bund.de
网站： www.bundesverwaltungsam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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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及其机构

德国工业联合会

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e.V.- BDI
地址： Breite Straße 29, D-10178 Berlin
邮政地址：11053 Berlin
电话： +49 (0) 30 2028-0
传真： +49 (0) 30 2028-2450
电邮： info@bdi.eu
网站： www.bdi.eu

德国工商总会

Deutsche Industrie- und  
Handelskammertag e.V. - DIHK
地址： Breite Straße 29, D-10178 Berlin
邮政地址：11052 Berlin
电话： +49 (0) 30 20 308-0
传真： +49 (0) 30 20 308-1000
电邮： infocenter@dihk.de
网站： www.dihk.de

德国雇主联合会

Bundes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Arbeitgeberverbände e.V. - BDA
地址： Breite Straße 29, D-10178 Berlin
电话： +49 (0) 30 2033 0
传真： +49 (0) 30 2033-1055
电邮： bda@arbeitgeber.de
网站： www.bda-online.de

德国手工业总会

Zentralverband des Deutschen  
Handwerks - ZDH
地址： Mohrenstraße 20-21, D-10117 Berlin
电话： +49 (0) 30 20619-0
传真： +49 (0) 30 20619-460
电邮： info@zdh.de
网站： www.zdh.de

德国中型企业联合会

Bundesverband mittelständische  
Wirtschaft - BVMW
地址： Mosse-Palais
 Leipziger Platz 15, D-10117 Berlin
电话： +49 (0) 30 533 2060
传真： +49 (0) 30 533 20650
电邮： info@bvmw.de
网站： www.bvmwonline.de

德国女企业家协会

Verband deutscher  
Unternehmerinnen e.V. - VDU
地址： Glinkastraße 32, 5. Etage,
 D-10117 Berlin
电话： +49 (0) 30 20 05 919-0
传真： +49 (0) 30 20 05 91 92-00
电邮： info@vdu.de
网站： www.vdu.de

德国工会联合会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 – DGB
地址： Henriette-Herz-Platz2, D-10178 Berlin
电话： +49 (0) 30 24060-0
传真： +49 (0) 30 24060-324
电邮： info.bvv@dgb.de
网站： www.dgb.de

德国出口贸易协会

Bundesverband des
Deutschen Exporthandels e.V.
地址： Am Weidendamm 1 A, D-10117 Berlin
电话： +49 (0) 30 - 72 62 5 790
传真： +49 (0) 30 - 72 62 5 799
电邮： contact@bdex.de
网站： www.bdex.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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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经济行业

德国不动产协会

Immobilienverband Deutschland - IVD
地址： Littenstraße 10, D-10179 Berlin
电话： +49 (0) 30 27 57 26-0
传真： +49 (0) 30 27 57 26-49
电邮： info@ivd.net
网站： www.ivd.net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

Verband der Automobilindustrie - VDA
地址： Behrenstraße 35, 10117 Berlin
电话： +49 (0) 30 897842-0
传真： +49 (0) 30 897842-600
电邮： info@vda.de
网站： www.vda.de

德国航天航空工业联合会

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Luft- und Raum-
fahrtindustrie e.V.- BDLI
地址： ATRIUM Friedrichstraße 60,
 D-10117 Berlin
电话： +49 (0) 30 2061 40-0
传真：+49 (0) 30 2061 40-90
电邮： info@bdli.de
网站： www.bdli.de

造船与海洋技术协会

Verband für Schiffbau und  
Meerestechnik e.V.- VSM
地址： Steinhöft 11 (Slomanhaus),
 D-20459 Hamburg
电话： +49 (0) 40 2801 520
传真： +49 (0) 40 2801 5230
电邮： info@vsm.de
网站： www.vsm.de

德国交通论坛

Deutsches Verkehrsforum
地址： Klingelhöferstraße 7, D-10785 Berlin
电话： +49 (0) 30 2639 540
传真： +49 (0) 30 2639 5422
电邮： info@verkehrsforum.de
网站： www.verkehrsforum.de

德国物流联合会

Bundesvereinigung Logistik e.V.- BVL
地址： Schlachte 31, D-28195 Bremen
电话： +49 (0) 421 173 84-0
传真： +49 (0) 421 16 78 00
电邮： bvl@bvl.de
网站： www.bvl.de

德国信息技术、电信和新媒体协会

Bundesverband Informationswirtschaft,
Telekommunikation und neue Medien – BITKOM
地址： Albrechtstraße 10 A, D-10117 Berlin
电话： +49 (0) 30 27576-0
传真： +49 (0) 30 27576-400
电邮： bitkom@bitkom.org
网站： www.bitkom.org

德国电气及电子工业联合会

Zentralverband Elektrotechnik- und
Elektronikindustrie – ZVEI
地址： Lyoner Straße 9,
 D-60528 Frankfurt a. M.
电话： +49 (0) 69 6302-0
传真： +49 (0) 69 6302-317
电邮： zvei@zvei.org
网站： www.zvei.de

德国建筑业联盟

Hauptverband der
Deutschen Bauindustrie – HDB
地址： Kurfürstenstraße 129, 10785 Berlin
电话： +49 (0) 30 212 860
传真： +49 (0) 30 212 86240
电邮： bauind@bauindustrie.de
网站： www.bauindustrie.de

德国钢铁经济联盟

Wirtschaftsvereinigung Stahl – WV Stahl
地址： Stahl-Zentrum
 Sohnstraße 65, D-40237 Düsseldorf
电话： +49 (0) 211 6707-0
传真： +49 (0) 211 6707-676
电邮： info@stahl-online.de
网站： www.stahl-onlin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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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

Verband Deutscher Maschinen-
und Anlagenbau – VDMA
地址： Lyoner Straße 18,
 D-60528 Frankfurt a. M.
电话： +49 (0) 69 6603-0
传真： +49 (0) 69 6603-1511
电邮： kommunikation@vdma.org
网站： www.vdma.org

德国工程师协会

Verein Deutscher Ingenieure e.V.- VDI
地址： Graf-Recke-Straße 84,
 VDI-Platz 1, D-40468 Düsseldorf
电话： +49 (0) 211 62 14-0
传真： +49 (0) 211 62 14-5 75
电邮： kundencenter@vdi.de
网站： www.vdi.de

化学工业联合会

Verband der Chemischen Industrie e.V.- VCI
地址： Mainzer Landstraße 55,
 D-60329 Frankfurt a. M.
电话： +49 (0) 69 2556-0
传真： +49 (0) 69 2556 1471
电邮： internetinfo@vci.de
网站： www.vci.de

德国药品工业协会总会

Bundesverband der Pharmazeutischen
Industrie e.V.- BPI
地址： Friedrichstraße 148, D-10117 Berlin
电话： +49 (0) 30 27909-0
传真： +49 (0) 30 27909-361
电邮： info@bpi.de
网站： www.bpi.de

德国光学、医疗和机械工业协会

Deutscher Industrieverband für optische, 
medizinische und mechatronische 
Technologien - SPECTARIS
地址： Werderscher Markt 15,D-10117 Berlin
电话： +49 (0) 30 4140 21-0
传真： +49 (0) 30 4140 21-33
电邮： info@spectaris.de
网站： www.spectaris.de

纺织与服装总会

Gesamtverband der deutschen Textil- 
und Modeindustrie
地址： Reinhardtstr. 12-14, D-10117 Berlin
电话： +49 (0) 30 726220-0
传真： +49 (0) 30 726220-44
电邮： info@textil-mode.de
网站： www.textil-mode.de

德国食品工业协会联合会

Bundes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Ernährungsindustrie e.V.- BVE
地址： Claire-Waldoff-Straße 7, D-10117 Berlin
电话： +49 (0) 30 200786-0
传真： +49 (0) 30 200786-299
电邮： bve@bve-online.de
网站： www.bve-online.de

德国零售商总协会

Handelsverband Deutschland – HDE
Der Einzelhandel
地址： Am Weidendamm 1A, D-10117 Berlin
电话： +49 (0) 30 7262 50-0
传真： +49 (0) 30 7262 50-99
电邮： hde@einzelhandel.de
网站： www.einzelhandel.de

德国联邦外贸批发商协会

Bundesverband des Deutschen Groß- und 
Außenhandels – BGA
地址： Am Weidendamm 1A, D-10117 Berlin
电话： +49 (0) 30 5900 995-0
传真： +49 (0) 30 5900 995-19
电邮： info@bga.de
网站： www.bga.de

临时工作介绍公司协会

Branchenverband der Zeitarbeitsfirmen
地址： iGZ-Bundesgeschäftsstelle
 Albersloher Weg 10, D-48155 Münster
电话： +49 (0) 251 32262-0
传真： +49 (0) 251 32262-100
电邮： info@ig-zeitarbeit.de
网站： www.ig-zeitarbei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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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职业介绍协会

Bundesverband Personalvermittlung e.V.
地址： Universitätsstraße 2-3a, D-10117 Berlin
电话： +49 (0) 30 20 60 98-0
传真： +49 (0) 30 20 60 98-70
电邮： info@personaldienstleister.de
网站： www.personaldienstleister.de

德国贸易展览业协会

Ausstellungs- und Messe-Ausschus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e.V.- AUMA
地址： Littenstraße 9, D-10179 Berlin
电话： +49 (0) 30 24 00 0-0
传真： +49 (0) 30 24 00 0-330
电邮： info@auma.de
网站： www.auma.de

联邦农业经济协会

Bundesverband der Agrargewerblichen 
Wirtschaft e.V.
地址： Invalidenstraße 34, D-10115 Berlin
电话： +49 (0) 30 2790 741-0
传真： +49 (0) 30 2790 741-29
电邮： zentrale@bv-agrar.de
网站： www.bv-agrar.de

德国塑料加工业总会

Gesamtverband Kunststoffverarbeitende
Industrie e.V
地址： Kaiser-Friedrich-Promenade 43
 D-61348 Bad Homburg
电话： +49 (0) 6172/92 66 6
传真： +49 (0) 6172/92 66 74
电邮： info@gkv.de
网站： www.gkv.de

联邦协会
(法律、税务、工程技术)

德国联邦律师协会

Bundesrechtsanwaltskammer
地址： Littenstraße 9, D-10179 Berlin
电话： +49 (0) 30 28 49 39-0
传真： +49 (0) 30 28 49 39-11
电邮： zentrale@brak.de
网站： www.brak.de

德国公证协会

Bundesnotarkammer
地址： Mohrenstraße 34, D-10117 Berlin
电话： +49 (0) 30 38 38 66 0
传真： +49 (0) 30 38 38 66 66
电邮： bnotk@bnotk.de
网站： www.bnotk.de

德国税务顾问协会

Bundessteuerberaterkammer
地址： Behrenstr. 42, D-10117 Berlin
电话： +49 (0) 30 240087-0
传真： +49 (0) 30 240087-99
电邮： zentrale@bstbk.de
网站： www.bstbk.de

德国工程师协会

Bundesingenieurkammer
地址： Charlottenstraße 4, D-10969 Berlin
电话： +49 (0) 30 25 89 882
传真： +49 (0) 30 25 89 882-40
电邮： info@bingk.de
网站： www.bingk.de



德国驻华外交机构190

交通与物流

德国交通运输管理局

Kraftfahrt-Bundesamt
地址： Fördestraße 16, D-24944 Flensburg
电话： +49 (0) 461 316-0
传真： +49 (0) 461 316-1495 / -1650
电邮： pressestelle@kba.de
网站： www.kba.de

德国汽车协会

Allgemeiner Deutscher Automobil-Club e.V. -
ADAC
地址： Am Westpark 8, D-81373 München
电话： +49 (0) 89 7676-0
传真： +49 (0) 89 7676-2500
电邮： adac@adac.de
网站： www.adac.de

德国运输协会信息网

网站： www.spediteure.de

德国运输与物流协会

Der Deutsche Speditions-
und Logistikverband e.V. (DSLV)
地址： Eduard-Pflüger-Strasse 58
 D-53113 Bonn
电话： +49 (0) 228 9 14 40-0
传真： +49 (0) 228 9 14 40-99
电邮： info@dslv.spediteure.de
网站： www.dslv.org

联邦运输、建造及城市发展部

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kehr, Bau und 
Stadtentwicklung
地址： Dienstgebäude Invalidenstraße 44
 D-10115 Berlin
电话： +49 (0) 30 18 - 300 - 0
传真： +49 (0) 30 18 - 300 - 1942
电邮： buergerinfo@BMVBS.bund.de
网站： www.bmvbs.de

 

小贴士：
公共场所常用字

U (U-bahn) 市内地铁

S (Schnell-bahn) 郊外火车

H (Haltestelle) 巴士站

DB (Deutsche Bahn) 德国火车

Hbf (Hauptbahnhof) 中央火车站

Ab (Abfahrt) 开出时间

An (Ankunft) 到达时间

Andenken 纪念品

Apotheke 药店

Platz 广场

Frisör 理发店

Fähre 轮渡

Str.(Straße) 街道

Gleis 月台

Verspätung 迟误

Dauer 乘车时间

Fahrkarte 车票

Kasse 人工售票处

DB Reisezentrum 火车站询问处

Flughafen 机场

I（Information） 信息咨询处

Gepäckabfertigung 行李托运处

Zoll / Zollamt 海关

Eingang 入口

Ausgang 出口

Tax Free 可退税的

Messe 展览

DJH(Jugendherberge) 青年旅社

Toilette 洗手间

D (Damen) 女洗手间

H (Herren) 男洗手间

Nichtraucher 非吸烟区

Raucher 吸烟区

Stadthaus 市政厅

Kirche 教堂

Kiosk 书报亭

Stadtplan 城市地图

Kaufhof 百货商店

Stadtzentrum 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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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票务

汉莎航空

Lufthansa Airline
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300号
 名人商业大厦8楼 200001
电话： +86 (0) 21-5352 4999
传真： +86 (0) 21-6340 6889
电邮： shanghai-lh@dlh.de
网站： www.lufthansa.com
时间： 周一至周五 09:00-17:00

奥地利航空公司

Austrian Airlines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50号
 燕莎中心写字楼 100125
电话： +86 (0) 4008 810 770
传真： +86 (0) 21 63406100
电邮： office.beijing@austrian.com
网站： www.austrian.com

芬兰航空

Finn Air
地址： 上海市淮海中路300号
 香港新世界大厦39楼3902室 200021
电话： +86 (0) 21 6335 3999
传真： +86 (0) 21 3366 2650
电邮： finnair.shanghai@finnair.com
网站： www.finnair.com

瑞士航空

Swiss International Air Lines
地址： 上海市南京东路300号
 名人商业大厦 801-803单元 200001 
电话： +86 (0) 4008 830 880
传真： +86 (0) 21 6340 6678
电邮： team.china@swiss.com
网站： www.swiss.com

中国国际航空

Air China
地址： 北京天竺空港经济开发区

 天柱路30号 101312
电话： +86 (0) 4008 100 999
传真： +86 (0) 10 6146 2805
电邮： ir@airchina.com
网站：www.airchina.com.cn

中国东方航空

China Eastern
地址： 上海市虹桥机场

 空港三路92号 200335
电话： +86 (0) 95530
传真： +86 (0) 21 62689292
电邮： ir@ceair.com
网站： www.ce-air.com

国泰航空

Cathy Pacific
地址： 上海市淮海中路138号
 上海广场办公楼2101-2104室 200021
电话： +86 (0) 400 888 6628
传真： +86 (852) 2560-1411
网站： www.cathaypacific.com
时间： 周一至周五 09:00-17:00

海南航空

Hainan Airline
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江宁路1158号
 友力国际大厦701BC 200060 
电话： +86 800-876-8999（国内）

 +86 (0) 898 950718（国际）

电邮： customerfeedback@hnair.com
网站： www.hnair.com

南方航空

China Southern
地址： 上海市马当路188号 200020
电话： +86 400 6695539
 +86 (0) 20-22395539
电邮： flychinasouthern@csair.com
网站： www.cs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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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网站：www.shanghaiairport.com/index_pd.jsp

上海虹桥机场

网站：www.shanghaiairport.com/index_hq.jsp

德国法兰克福机场

网站：www.fraport.com

德国慕尼黑机场

网站：www.munich-airport.de

德国柏林机场

网站：www.berlin-airport.de

德国汉堡机场

网站：www.ham.airport.de

德国杜塞尔多夫机场

网站：www.duesseldorf-international.de

医疗与社会保险

法定医疗保险机构

网站：www.g-k-v.com

德国私人医疗保险协会

网站：www.pkv.de

德国社会保险信息与链接

网站：www.deutsche-sozialversicherung.de

教育

幼儿园及学校多语言教育联合会

Verein für Mehrsprachigkeit an 
Kindertageseinrichtungen und Schulen-FMKS
网站：www.fmks-online.de

德国教育服务

Eduserver – Deutscher Bildungsserver
德国公共、私人、欧洲及国际学校信息

网站：www.bildungsserver.de

德国私人学校联合会

Verband Deutscher Privatschulverbände 
e.V. – VDP
网站：www.privatschulen.de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 
e.V. - DAAD
地址： Kennedyallee 50, D-53175 Bonn
电话： +49 (0) 228 882-0
传真： +49 (0) 228 882-444
电邮： postmaster@daad.de
邮政地址：Postfach 20 04 04, 53134 Bonn
网站： www.daad.de

德国教育信息网

德国教育、培训及进修信息

网站： www.bildung.de

德国教育网络

Bildungsweb
地址： Willy-Brandt-Str. 47 D-20457 Hamburg
电邮： info@bildungsweb.net
网站： www.bildungsweb.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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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德国的国际机构

欧洲专利局

Europäisches Patentamt
地址： Bob-van-Benthem-Platz 1,
 D-80469 München
电话： +49 (0) 89 2399-0
电话： +49 (0) 89 2399-4636 (客户服务)
传真： +49 (0) 89 2399-4560 (行政管理)
邮政地址：Europäisches Patentamt (EPA)
 80298 München
网站： www.epo.org

EPA 柏林部分

地址： Gitschiner Straße 103, D-10969 Berlin
电话： +49 (0) 30 25901-0
邮政地址：10958 Berlin
网站： www.epo.org

欧洲中央银行

Europäische Zentralbank
地址： Kaiserstraße 29,
 D-60311 Frankfurt a. M.
电话： +49 (0) 69 1344 0
传真： +49 (0) 69 1344 6000
电传： 41 11 44 ecb d
电邮： info@ecb.europa.eu
邮政地址：Postfach 16 03 19
 60066 Frankfurt am Main
网站： www.ecb.int

国际劳工组织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 ILO
地址： Karlplatz 7, D-10117 Berlin
电话： +49 (0) 30 28 09 26 68
传真： +49 (0) 30 28 04 64 40
电邮： berlin@ilo.org
网站： www.ilo.org

维萨信用卡

Visa
地址： Schillerstraße 19
 D-60313 Frankfurt am Main
电话： 800-814-9100
电邮： anfragen.europa@visa.com
网站： www.visa.de

购物

ZWILLING
 J.A. Henckels Retail GmbH 

Weinstraße 12 
80333 München 
Tel: 0049-89-222135 
Shop.muenchen1@zwilling.com 
Monday-Saturday 10:00-20:00 
 
Neue Kräme 21 
60311 Frankfurt 
Tel: 0049-69-282423 
Shop.frankfurt3@zwilling.com 
Monday-Friday 10:00-19:00 
Saturday 10:00-18:00 
  
Königsallee 92 a 
40212 Düsseldorf 
Tel: 0049-211-13067335 
Shop.duesseldorf@zwilling.com 
Mo-Sa 10:00-19:00 
  
Wallrafplatz 9 
50667 Köln 
Tel: 0049-221-2577543 
Shop.koeln@zwilling.com 
Mo-Fr 10:00-19:00 
Saturday 10:00-18:00



German Industry & Commerce
Greater China | Shanghai
德中工商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黄浦区蒙自路 757 号歌斐中心 29 层 200023

Mr. Michael Zahn | 总监
电话 : +86 (0)21 - 3858 5053
电邮 : zahn.michael@sh.china.ahk.de

陈婷 女士 | 销售及市场经理
电话 : +86 (0)21 - 3858 5237
电邮 : chen.ting@sh.china.ahk.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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