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非地区友城产业数据库 

 

为充分利用友城资源，持续推进友城间交往机制化、

合作互利化、发展全面化，鼓励友城企业走进来和本地企

业走出去，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融入更丰富的活性要素，

特对欧非地区友好城市（含部分友好合作关系城市）的产

业数据情况进行梳理。 

目前，欧非地区友城共有 10 个，包括奥地利林茨市、

德国波恩市、比利时弗拉芒•布拉邦省、斯洛文尼亚卢布

尔雅那市、英国谢菲尔德市、法国蒙彼利埃市、意大利巴

勒莫市、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市、比利时马林市、瑞典达拉

那省；友好合作关系城市共有 10 个，本数据库包含 4 个，

分别是爱尔兰芬戈郡、德国柏林市、南非约翰内斯堡市、

肯尼亚内罗毕市。每个城市的产业数据情况由城市概况、

支柱产业、领先企业、与成都各产业往来、联系方式五个

部分构成。 

一、友好城市 

（一）奥地利林茨市 

1、概况：多瑙河上游重要的河港与经济中心、奥地

利最重要的重工业城市，全市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 25%，

其中制造业占总产值的 30%。奥地利最大的钢铁公司和化

工公司都位于该市。 

2、支柱产业：钢铁、化工、医药、食品、汽车 

3、领先企业： 

  奥钢联集团公司（Voestalpine AG）是奥地利最大

的国家垄断资本集团，也是世界大型钢铁企业之一。奥地

利政府拥有全部股份，目前是奥地利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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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从采矿到钢铁生产、金属加工和工程承建的综合性

垄断组织，设有冶金、加工制造、设备成品和工程承建等

4 个部门。（http://www.voestalpine.com） 

 DSM 林茨化学有限公司（DSM）是荷兰皇家帝

斯曼集团设在林茨的子公司。该集团是一家国际性的化工

原料和医药公司，活跃于生命科学、性能材料、聚合物和

工业化工品的制造领域，年销售额达到 80 亿欧元，拥有

大约 26,000 名员工分布在全球超过 200 个工作场所。

（http://www.dsm.com） 

 北欧化工公司（Borealis Group）是全球领先的聚烯

烃供应商，专注于生产和开发建筑、汽车和电子等行业应

用的聚烯烃产品，以及新型催化剂品种开发及新的生产技

术和新工艺的研究。公司有着 40 年的聚烯烃生产经验和

独特的生产专利技术，2007 年销售额 63.5 亿欧元，净利

润 5.33 亿欧元。(http://www.borealisgroup.com/ industry-  

solutions/base-chemicals/) 

 西 门 子 奥 钢 联 公 司 （ Siemens VAI Metals 

Technologies GmbH）是国际领先的钢铁工业工程设计和

设备制造公司之一，业务范围涵盖整个钢铁生产工艺流程。

迄今为止，已在世界各地约 80 个国家成功设计和实施了

1400 多个重要项目。主要制造用于生产线材的轧机、连

铸设备以及其他备品备件，年产量在 5000 吨左右。

（www.siemens-vai.com） 

 KEBA 工业自动化公司是一家为实现工业自动化服

务的一流高科技公司，其商业领域包括塑料行业、机器人、

机械和过程自动化、移动和操作等。现在已发展成为一家

在 全 世 界 范 围 内 取 得 成 功 的 电 子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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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keba.com/de/） 

4、与成都各产业往来: 

2005 年 11 月,成都市卫生局代表团赴林茨市参加了在

林茨市若迪科博物馆举办的首届―中国中医药展‖，获得圆

满成功。 

2010 年 3 月，成都科技服务中心与奥地利经济促进学院

（WIFI）在成都组建合作平台—―奥地利成都科技与管理培

训中心‖，在此基础上共同组建―奥地利-成都焊接培训中心‖

并签署正式合作协议。 

2011 年 5 月，奥地利林茨市副市长恩思特•英格瓦特

博士率团来蓉参加―2011 成都国际友城周‖活动，签署了国

际友城旅游合作联盟盟约。 

５、联系方式： 

 林茨市国际关系部 

联系人：David Hirtner 

电话：+43 732 7070 2028 

电邮：david.hirtner@mag.linz.at 

网址：http://www.linz.at 

 奥地利联邦商会驻成都办事处 

联系人：阮祥梅 

电话：85336425  

地址：高新区孵化园拉德邦斯西楼 6 楼 

 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商务处 

地址：Metternichgasse 4, 1030 Vienna, Austria 

电话：(431)714314921 

电邮：chinaemb_at@mfa.gov.cn 

网址：http://at.chineseembass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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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国波恩市 

1、概况：德国历史文化名城、政治中心、联合国城、

国际经济、科技及会展之都，也是一座―绿色城市‖，德国

第二大政治中心。该市产业结构以现代服务业为主，90.8 %

的劳动力从事第三产业；当地企业以雇员人数少于 500 人

的中型企业以及大型国际化上市公司，如德国电信、德国

邮政 DHL 公司等为主。 

2、支柱产业：通信技术、信息咨询服务业和科技研

发 

3、领先企业： 

 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是欧洲大型电信

公司,德国最重要的电信运营商，主要通过通信网络(ISDN, 

DSL, 卫星等)提供信息和通讯服务，例如电话 (固定电话

和移动电话)和上网服务。德国电信在全球拥有 257600 名

雇员。(www.telekom.de/) 

 德国邮政快递 DHL 公司（Deutsche Post DHL）

是德国邮政全球网旗下子公司，欧洲地区处于领先位置的

物流公司，在波恩有超过 8000 名雇员，世界范围内超过 

47 万雇员。(http://www.dhl.com/en. html) 

 德国邮政银行（Deutsche Postbank AG）是德国邮

政全球网旗下子公司，为德国邮政的网上购物、物流等业

务提供资金结算，其重点在于储蓄和零售业务。在波恩有

超过 2924 名雇员，世界范围内超过  22523 名雇员。

(www.postbank.de/) 

 哈瑞宝糖果公司（HARIBO BmbH& Co. Kg.）是

一家专注于糖果的开发与生产的公司，成立于 1920 年，

历史悠久，如今已经出口至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主打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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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透明水果糖，甘草糖，棉花糖等，其中甘草糖尤为著名。

在波恩有超过 1065 名雇员，世界范围内超过 6377 名雇员。

(www.haribo.com/) 

 伊顿公司（Eaton Industries GmbH）是一家多元

化的工业产品制造商，包括电能质量、电力输配和控制系

统及部件等，产品销往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12 年该

公司收购总部位于波恩的穆勒集团，现在波恩有超过 942

名雇员，世界范围内超过 70000 名雇员。 

(http://www.eaton.com/Eaton/index. htm) 

4、与成都各产业往来: 

2007 年起，两市开展在环保领域的持续合作，分别于

07 年、08 年、09 年、11 年派出环保专家互访，就环境保

护管理、垃圾分类、垃圾处理、污水治理等方面进行交流。 

2011 年 5 月，波恩市副市长马丁•舒马赫来蓉出席友

城周活动，并签署了国际友城旅游合作联盟盟约。 

2012 年 3 月，成都市青羊区特殊教育中心与波恩奥古

斯特—马克学校签署友好合作备忘录，建立友好校际关系，

这是我市与国际友好城市第一对在特殊教育领域建立的

友好校际关系。 

2012 年 9 月，成都大学与波恩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

旨在加强―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领域的科研合作，共同参

与―长江和莱茵河流域联盟 -构建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为

基础的可持续发展农业‖项目。 

５、联系方式: 

 波恩市经济发展部 

地址：Stadthaus, Berliner Platz 2,D-53111 Bonn 

电话：0049 228 77 5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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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wirtschaftsförderung@bonn.de 

网站：www.bonn.de 

 中国德国商会华南大西南区（成渝区） 

联系人：许星涵   

电邮：southwestchina@gz.china.ahk.de 

电话：85336840  传真：85336841 

地址：高新区孵化园拉德邦斯大厦西楼 6 楼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 

    经济组:(030)27588238 

  经商处:(030)88668282 

  地址: MAJAKOWSKIRING66，13156BERLIN 

  网址: http://de.mofcom.gov.cn/ 

电邮: de@mofcom.gov.cn 

（三）比利时弗拉芒•布拉邦省 

1、基本情况：欧洲交通枢纽之一，交通基础设施发

达，大量的国际运输、物流公司和大型超市集散中心设立

于此。该省属于弗拉芒大区，经济繁荣，GDP 达到 370

万欧元；失业率在弗拉芒大区最低，而居民平均收入在该

区最高。各产业 GVA 比例：第一产业 0.40%；第二产业

16.06%；第三产业 64.75%；第四产业 18.78%。 

2、 支柱产业：零售、批发和贸易、咨询和研发、教

育、社会服务和医疗保健 

3、 领先企业： 

 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 Petroleum & Chemical）

是世界最大的非政府石油天然气生产商，总部设在美国得

克萨斯州爱文市。在全球拥有生产设施和销售产品，在六

大洲从事石油天然气勘探业务；在能源和石化领域的诸多

mailto:southwestchina@gz.china.ahk.de
http://de.mofcom.gov.cn/
mailto:de@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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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位居行业领先地位。公司欧洲总部和研发中心设于弗

拉 芒 • 布 拉 邦 省 ， 营 业 额 接 近 200 亿 欧 元 。

（http://www.exxonmobil.com/） 

 丰田欧洲公司（Toyota Motor Europe）是丰田设在

欧洲的分公司，欧洲总部设于布鲁塞尔，欧洲研发和培训

中心设于弗拉芒 •布拉邦省，营业额接近 195 亿欧元。

（www.toyota.eu/） 

 克鲁特集团（Colruyt Group）是全球零售百货业巨

头之一，比利时最大的折扣食品零售商，总部设于弗拉

芒·布拉邦省，营业额接近 45 亿欧元。

（www.colruyt-groupservices.com/） 

 普利司通欧洲公司（Bridgestone Europe）是普利司

通设于欧洲的分公司，总部设于弗拉芒·布拉邦省，营业

额接近 21 亿欧元。普利司通是世界最大的轮胎及橡胶产

品生产商，也是世界轮胎业三巨头之一。

（www.bridgestone.eu/） 

 百威英博公司（Anheuser-Bush Inbev）是全球最大

的啤酒公司，总部设于弗拉芒•布拉邦省，营业额接近 20

亿欧元。（www.ab-inbev.com/） 

4、与成都各产业往来: 

2010 年 9 月，两市签订经济合作意向协议。 

2011 年 5 月，弗拉芒•布拉邦省代表团来蓉参加―2011

成都国际友城周‖活动，双方签订友好城市协议并商谈了

相互投资建厂、承包工程项目和劳务输出等合作。 

2012 年 5 月，在蓉高等和职业院校教育代表团在弗拉

芒•布拉邦省举办成都市高等职业教育推介会，并与鲁汶

大学、鲁汶工程大学、鲁汶大学学院和爱迈科微电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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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就高等和职业教育领域合作及科研项目交流进行了

对接和洽谈。 

５、联系方式： 

 弗拉芒·布拉邦省政府 

联系人：Thomas Jansen 

地址：Provincieplein 1,3010 Leuven 

电话：+0032 (0) 16 26 72 41 

电邮：thomas.jansen@vlaamsbrabant.be 

网址：www.flemishbrabant.be 

 比中经贸委员会成都代表处 

联系人：王月 

地址：天府大道 1480号拉德芳斯大厦西楼 6号 

电话：85336682  

电邮：bceccchengdu@gmail.com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 

  地址：443-445 Ave. de Tervuren, 1150 Woluwe 

Saint-Pierre 

  电话：0032-478982562 

  电邮：CHINAEMB_BE@MFA.GOV.CN 

网址：http://www.chinaembassy-org.be 

 （四）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市  

1、基本情况：斯洛文尼亚首都，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该市自古就是交通要道，目前仍是斯洛文尼亚通往

意大利、奥地利、巴尔干诸国的国际铁路交通要道和航空

枢纽。该市工业发达，微电机、电讯设备制造在欧洲颇具

名气，产品大量进入国际市场；农业也非常发达，水果、

肉制品、奶制品等种类多，质量好，已成为出口大宗商品。   

mailto:bceccchengdu@gmail.com
mailto:CHINAEMB_BE@MFA.GOV.CN
http://www.chinaembassy-org.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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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柱产业： 

 机械和冶金：2500 家公司，49100 名从业人员，   

56 亿欧元营业收入，33 亿欧元出口额。 

  化工和制药：730 家公司，26000 名从业人员，４

7 亿欧元营业收入，34 亿欧元出口额。 

  电子和电气：568 家公司，29500 名从业人员，３

8 亿欧元营业收入，27 亿欧元出口额。 

  物流和零售：2280 家公司，25800 名从业人员，

34 亿欧元营业收入，14 亿欧元出口额。 

  汽车：213 家公司，14600 名从业人员，34 亿欧

元营业收入，29 亿欧元出口额。 

3、领先企业：  

   丹佛斯公司（DanfossTrata）是丹麦大型跨国工业

制造公司丹佛斯集团设于欧洲的子公司之一，创立于 1933

年，以推广应用先进的制造技术，并关注节能环保而闻名

于世，是制冷和空调控制，供热和水控制，以及传动控制

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产品制造商和服务供应商。

（http://trata.danfoss.si/default.html） 

 科尔卡制药厂（Krka）是斯洛文尼亚第一大药品

生产企业，前身是一家小型化学药品实验室。经过 52 年

的努力，科尔卡制药厂已经发展成为一家从事药品、化妆

品、兽药和保健品生产的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国有

股份占 25%，其在世界制药企业中排名第 15 位，在欧洲

同行企业中排名第 7 位。员工 5596 名，境外员工占其员

工总数的 1/3。（http://www.krka.si/sl/） 

 科雷克特公司（Kolektor）是一家生产变压器和

发电设备的中型企业，成立于 1933 年。

http://www.krka.si/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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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kolektor-etra.si/） 

 科佩尔港公司（Luka Koper）是斯洛文尼亚股份

制港口运营商，位于进出欧洲的各类货物的核心集散地--

科佩尔海港，主要运营海港转运、分发货物、装卸码头以

及其它增加经济价值的各类服务。

（http://www.luka-kp.si/slo/） 

   赫拉萨特劳斯公司（Hella Saturnus）是全球 50

强之一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商，主要提供汽车照明、电子设

备、空调设备等。该公司拥有完善的汽车整车和零件市场，

全球拥有超过 100 家合作伙伴。集团综合营业额接近 39

亿欧元，员工数接近 25000 人，其中研发部门 3500 人。

（http://www.hella-saturnus.si/hella-si-si/index.html）   

4、与成都各产业往来: 

2001 年 10 月，两市在缔结友好城市关系二十周年庆

典仪式上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涵盖科技开发园、 制药厂、

生物医药等方面的合作，确定两市将在地方分级管理与统

一管理、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环境保护、

城市交通、文化教育、信息技术、旅游以及国际关系等方

面加强信息和经验交流。 

2011 年 9 月，两市签署《国际友好城市旅游联盟》

协议。成都率先启动―欧洲友城自驾市民游‖旅游项目，卢

布尔雅那市政府为市民团举行了卢市游启动仪式。 

5、联系方式： 

 斯洛文尼亚工商会 

地址：Dimičeva 13, SI-1504 Ljubljana, Slovenia 

电话：+ 386 1 5898 000 

传真：+ 386 1 5898 100 

http://www.kolektor-etra.si/
http://www.luka-kp.si/s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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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info@gzs.si 

网址：http://www.gzs.si/eng 

 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大使馆商务处 

电话：00386-1-2005878 

电邮：kitajsko.veleposlanistvo@siol.net 

网址：http://si.china-embassy.org  

（五）英国谢菲尔德市 

1、基本情况：英国第四大城市，原为一座工业城市，

以钢铁制造业闻名于世，几乎成为钢铁工业的代名词，以

至英国人都改称它为―钢铁之城‖。近年来，城市趋向多元

化发展，现已逐步形成大学之城、钢铁之城、体育之都和

创意产业为主的城市特色。 

2、支柱产业：先进制造业和材料业；创意和数字产

业；医疗保健技术；能源、环境和低碳工业；商务、职业

和金融服务业 

3、领先企业： 

 PlusNet 公司，总部位于谢菲尔德，是英国领先的

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和谢菲尔德最主要的就业岗位来源之

一。（联系人：总裁 Jamie Ford；地址：Plusnet，Internet 

House，2 Tenter Street，Sheffield S1 4BY，United Kingdom ；

电话：0114 296 5182） 

 Symmetry Medical 公司，全球顶尖的创新医疗设

备供应商，其仪器设计和开发总部位于谢菲尔德。（联系

人：欧洲地区品质总监 Russell Robinson；地址：Symmetry 

Medical，Beulah Road，Sheffield S6 2AN，United Kingdom；

电话：+44 (0) 114 285 5881） 

 DLA Piper 公司，全球最大的商务律师事务所之

mailto:information@gzs.si
http://www.gzs.si/eng


欧非地区友城产业数据库 

12 
 

一，结合当地和国际经验为全球客户提供快速、高效的服

务。在亚太地区、欧洲、中东和美国有 4200 名律师。目

前，该律师事务所的欧洲金融中心设立于其在谢菲尔德的

办事处内。（联系人：Richard May；地址：DLA Piper UK 

LLP，1 St Paul's Place，Sheffield S1 2JX，United Kingdom；

电话：+44 (0)8700 111111） 

 WANdisco 公司世界总部位于硅谷、欧洲总部位

于谢菲尔德的全球顶尖基础设施软件供应商。（联系人：

总裁  David Richards；地址：Electric Works，Sheffield 

Digital Campus，Sheffield S1 2BJ，United Kingdom；电话：

+44(0)114 3039985；电子邮件：emea @WANdisco.com 

 Capita 公司全球商务服务外包供应商，在谢菲尔

德金融、客户服务和信息技术领域有 7500 名员工。该公

司养老金服务（Capita Hartshead）总部位于谢菲尔德。（联

系人：运营总监 Ifti Ahmed, 电话：+44 (0)114 273 6319 ） 

  4、与成都各产业往来: 

2006 年 1 月，谢菲尔德联队足球俱乐部成功控股成都

五牛足球俱乐部，更名为―成都谢菲联足球俱乐部。 

2010 年 10 月，谢市前议长保罗•斯克瑞文访蓉期间，

两市商议在成都修建具有英伦风情的谢菲尔德小镇，由英

方协助小镇的规划设计工作，将英国优势产业和优质项目

引入谢菲尔德小镇。此后，两市相互派出工作组商讨小镇

选址、规划设计和产业定位等事宜，持续推进此项目。 

2012 年 5 月，谢菲尔德市代表团访问成都，了解我市

投资环境，为哈迪交易管理有限公司落户成都选址考察，

为巴恩斯利学院寻找合作伙伴，并推进谢菲尔德小镇项目。 

近年来，谢菲尔德市积极组团来蓉参加西博会、欧洽

mailto:emea@WANdi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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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软洽会等大型国际商贸活动，同时邀请我市企业参加

其每年一度的谢菲尔德国际制造商大会。目前，谢市一家

软件企业和一家金融企业已经明确表示在成都设立分公

司，并已经开始启动注册程序。 

５、联系方式： 

 创意谢菲尔德国际贸易和关系部 

联系人：Joanna Lavan  

地址： First Floor, Fountain Precinct, Balm Green, 

Sheffield S1 2JA 

电话：+44 (0)114 223 2345 

电邮：Joanna.lavan@sheffield.gov.uk 

网址：www.welcometosheffield.co.uk 

 英中贸易协会成都代表处 

联系人：王楷   

办公地址：总府路 2 号时代广场 A 座 17 楼 1705B  

电话：86656302  

传真：86657296 

电邮：kyle.wang@cbbc.org.cn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地址：49-51 PORTLAND PLACE, LONDON W1B 1JL 

电话：0044-20-72994049, 0797 0292561（24 小时） 

电邮：PRESS@CHINESE-EMBASSY.ORG.UK 

网址：http://www.chinese-embassy.org.uk 

（六）法国蒙彼利埃市 

1、基本情况：法国第六大城市，法国历史文化名城、

著名的旅游城市和大学城，也是法国西南部最重要的商贸、

工业、科技中心。该市集中了大量电子、计算机、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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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环境等方面的研究机构和企业以及 3 所高水平的综

合性大学和几十家各种学院，现有七万大学生，约占城市

总人口的 34%。 

2、支柱产业： 

 旅游产业：该市充满多处名胜古迹，包括地中海、

葡萄园、原始森林等，构成绚丽多姿的天然画卷，是欧洲

乃至全世界众多游客理想的旅游度假胜地。 

 葡萄酒贸易：该市是法国南部最重要的工商业中

心，农产品贸易尤以葡萄贸易为主要特色。该市盛产葡萄

酒，每年都要举行国际性的葡萄酒交易会。 

 电子计算机：该市大力开发高新技术产业，是法

国南部的高科技产业中心，经济充满生机与活力，成功吸

引了包括电脑巨头  IBM 在内的国际知名企业在此投资

设厂，目前已形成以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为主的强大生

产能力。 

 医药产业、生物与环境：该市集中了大量医药、

生物、环境等方面的研发中心、知名企业和一大批著名优

秀的专业人才。 

3、领先企业：待补充 

4、与成都各产业往来: 

1981 年启动留学生交流项目迄今已互派留学生 34 名。 

2004 年启动的医疗卫生合作项目已促成在蒙市设立中

医大学文凭，成都市第二、第九等人民医院医生赴蒙市交流

工作。 

2012年两市签署教育合作协议,确定在成都中小学建立9

所―拉伯雷课堂‖，在蒙彼利埃建立 6 所―孔子课堂‖，促进中

法文化交流，增进友城人民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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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9 月，成都组织本地白酒、制茶企业和文化演艺

人员将赴蒙市开展交流活动。蒙市多次组团参加中国（成都）

糖酒会，成都红酒经销商已向蒙市购买数 10 万瓶。 

５、联系方式： 

 法国对外贸易促进协会成都代表处 

联系人：王健 

地址：下东大街牛王庙段 100号成都商会大厦 302-5室 

电话：86765855 传真：86765955 

电邮：chengdu_wj@163.com 

 蒙彼利埃之家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通惠门路 3 号（下同仁路 9 号）锦都

大厦 

电话: +86 28 86 28 60 30 

传真: +86 28 86 28 60 31 

网址: http://www.mm-c.cn/ 

 蒙彼利埃市国际关系部 

    地址:14 rue Desente en Barrat, 34000 Montpellier - France 

    电话:+33 (0)4 67 34 70 71 

传真:+33 (0)4 67 34 59 02     

（七）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市 

1、基本情况：荷兰东南部城市，林堡省省会。该市

科技和教育资源丰富，是荷兰的美食之都和历史名城，盛

产煤矿，当地特产白芦笋、葡萄酒和出产于石灰岩洞窟的

蘑菇。 

2、支柱产业：冶金、化学、橡胶、玻璃和陶瓷、纺

织 

3、领先企业：待补充 

http://baike.baidu.com/view/63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961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4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1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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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成都各产业往来: 

2009 年 9 月，电子科技大学与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正式

开展校际合作，启动国家公派博士生项目、硕士全额奖学

金项目、交换生项目以及教师互访项目等。目前，已有

12 名电子科技大学学生赴马大学习，马大亦有 2 人到电

子科技大学交换学习。 

2012 年 9 月，马市市长恩诺·霍斯率团参加 2012 中国

国际友好城市大会，与成都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 

５、联系方式： 

 马斯特里赫特市经济发展部 

联系人：Marc Croijmans 

电话：+31 43 350 4662 

电邮：marc.croijmans@maastricht.nl 

 荷兰贸易促进委员会成都代表处 

联系人：宋贺焱 

电话：13568806024 

地址：高新区孵化园拉德邦斯西楼 6 楼 

 中国驻荷兰大使馆 

地址：Willem Lodewijklaan 10 2517 JT , the Hague 

电话：70-3065099 

电邮：chinaemb_nl@mfa.gov.cn 

网址：http://www.chinaembassy.nl 

（八）意大利巴勒莫市 

1、基本情况：西西里岛的首府，是意大利南部的天

然良港，也是当地著名的商业繁荣的渔港和重要的农产品

集散地。该市传统的手工业和皮革加工在意大利较有名气，

出产的橄榄油驰名世界；农业盛产柑橘、柠檬、油橄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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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 

2、支柱产业：旅游业、服务业、商业、农业、造船

业 

3、领先企业：待补充 

4、与成都各产业往来: 

1996 年 4 月，成都派出经济考察团在巴勒莫市举行投

资环境介绍会，就巴市果汁和酸奶生产合作项目达成协议，

还就在成都投资兴建精炼油加工厂项目与巴市橄榄油生

产协会和工业协会进行商谈。 

1999 年 12 月，两市签订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 

2012 年，成都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派员随全国友协

―中国友好城市代表团‖访问巴勒莫，转达了恢复两市友城

交流的意愿。 

５、联系方式： 

 巴勒莫市政府 

地址：Piazza Marina–Palazzo Galletti, Villa Niscemi Piazza 

Dei Quartieri, 290146 Palermo 

电话：+39-091-7401111 

电邮：www.comune.palermo.it 

网址：comume.palermo.it 

 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成都代表处 

联系人：汪道君 13808088320  

地址：西玉龙街 210 号成都外贸大厦 0508室 

电话：86628973 传真：86510130  

电邮：icecd @public.cd.sc.cn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 

地址：NO.56, VIA BRUXELLES, 00198 ROME, ITALY  

http://comume.palerm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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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039-06-8413458  

  电邮：chinaemb_it@mfa.gov.cn 

  网址：http://it.chineseembassy.org 

（九）比利时马林市 

1、基本情况：位于比利时王国中部，隶属弗拉芒大

区安特卫普省，交通便利、历史悠久，是一座完美结合历

史文化和现代工业的城市。 

2、支柱产业： 

 汽车制造：该市是享有盛誉的万福牌大型旅游车、

机场交通车和长途客车诞生地。 

 食品包装：该市食品包装设备先进、是被誉为―比

利时第一‖的铝制软饮料易拉罐厂总部。 

 电力设备生产：该市是行销世界的豪威斯变压器

的生产地。 

 花边和家具制作、生啤制造：该市马林的花边和

家具也作以及生啤制造业也十分发达。 

3、领先企业：待补充 

4、与成都各产业往来: 

1992 年，成都市代表团应邀参加马林市―哈默国际博

览会‖，并在该市文化中心举办―中国成都造型艺术展‖。 

1993 年 9 月 16 日，―比利时王国成都儿童玩具展‖在

成都市体育中心正式开幕，受到广大市民和中小学生的热

烈欢迎。 

５、联系方式： 

 马林市政府 

地址：Grote Markt 21，2800 Mechelen 

电话：+32 15 28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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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stadsbestuur@mechelen.be 

网址：http://www.mechelen.be/ 

 比中经贸委员会成都代表处 

联系人：王月 

地址：天府大道 1480号拉德芳斯大厦西楼 6号 

电话：85336682  

电邮：bceccchengdu@gmail.com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 

地址：443-445 Ave. de Tervuren, 1150 Woluwe Saint 

-Pierre 

电话：0032-478982562 

电邮：CHINAEMB_BE@MFA.GOV.CN 

网址：http://www.chinaembassy-org.be 

（十）瑞典达拉那省 

1、基本情况：位于瑞典中部，被称为瑞典的心脏。

交通发达，资源丰富，是瑞典中部重要的工业中心。 

2、支柱产业： 

  铁矿和钢铁：该省拥有丰富的铁矿石资源和历史悠

久的钢铁产业，铁矿出口是瑞典重要的收入来源，拥有多

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钢铁企业。 

  木材：该省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森林覆盖率超过

50%；林产品加工产业十分发达，规模庞大的木材加工企

业遍布全省。 

  旅游：达拉纳是瑞典第三旅游大省，独特的旅游资

源中有令人惊叹的自然景观、生动鲜明的人文遗产和最受

欢迎的高山旅游，是瑞典著名的资源大省、圣诞老人乐园、

民俗之乡和旅游胜地。美国《纽约时报》公布 2012 年世

mailto:stadsbestuur@mechelen.be
mailto:bceccchengd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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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 45 个必游之地推荐名单，瑞典标志之一的达拉那木

马诞生地达拉那省榜上有名。 

3、领先企业：待补充 

4、与成都各产业往来: 

2000 年 10 月，中瑞合资的成都斯堪的纳实业有限公

司成立，并签署合资建立软床生产项目合同。 

2005 年 4 月至 2006 年 3 月，达拉那省 9 大家具企业

在太平园―成都国际精品家居博览中心‖举行了为期近一

年的瑞典家具展。 

2005 年 6 月，成都倍特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瑞典

H&N公司合作筹建的―倍特厨柜国际展厅——瑞典精品馆‖

在成都三洞桥―倍特厨柜展销中心‖正式开馆。 

５、联系方式： 

 达拉那省政府 

地址：Sgatan 38, Falun, Dalarna, Sweden 

电话：0046-23-81000 

电邮：dalarna@lansstyrelsen.se 

网址：http://www.lansstyrelsen.se/dalarna/ En/ Pages  

/default.aspx 

 瑞典贸易委员会成都代表处 

联系人：孙丽 

地址：成都市新都区斑竹镇云兴路 8 号北欧知识城 

电话：+86 28 8302 9225 

电邮：Melissa. Sun@ swedishtrade.se 

网址：www.swedishtrade.se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商处 

地址：LIDOVAGEN 8, 115 25, STOCKHOLM, 

mailto:dalarna@lansstyrel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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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DEN 

电话：7674083, 7318404（传真） 

电邮：chinaemb_se@mfa.gov.cn 

网址：http://www.chinaembassy.se 

二、友好合作关系城市 

（一）爱尔兰芬戈郡 

1、基本情况：位于首都都柏林以北，是繁华都市与

田园城市的综合体。该市拥有许多大型跨国企业的区域总

部，也是爱尔兰主要的园艺种植区，蔬菜产量占到全国的

一半，温室作物产量占全国的 75%。全国第五大的渔港-

豪斯港位于该市东海岸。居民年平均收入达到 4 万欧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排名第一，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支柱产业：食品及加工业，制药业，信息交流技

术，交通与物流业  

3、 领先企业： 

 默沙东公司（Merck Sharp &Dohme）是世界著名

的跨国制药企业，总部设于美国新泽西州，全球雇员超过

63，000 人。默沙东以科研为本，致力于医学研究、开发

和销售人用及兽用医药产品，其行销网络遍及美国、欧洲、

中南美洲以及亚太共 70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 31 家工厂及

17 个物流发货中心，目前在全球生产及销售的默沙东产

品已有 150 多种。（www.msd-ireland.com） 

 欧唯特集团（Arvato Ireland）是世界最大的全球

网络媒体和通讯服务供应商，在贝塔斯曼集团下属的六大

战略业务集团中排名第二。旗下拥有 4 大业务分支：欧唯

特服务、欧唯特印刷、欧唯特数码服务、和欧唯特信息系

统。其 270 余个子公司遍布全球 37 个国家。欧唯特集团

http://baike.baidu.com/view/1900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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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汽车、电子、通讯、银行、保险、IT、媒体、贸易零售

等行业的众多知名企业提供各项服务及解决方案。

（www.arvato.ie）  

 哈特福德欧洲公司（The Hartford Europe Ltd）是

哈特福德位于欧洲的分公司，该公司为美国最大的保险和

金融服务公司之一，致力于通过在线的网上服务为顾客提

供自动的和家庭的保险保证，为全世界的顾客提供保险和

金融产品完整的服务体系。（www.thehartford.ie） 

 爱尔兰航空(Aer Lingus)是爱尔兰的国家航空公

司。总部设在都柏林，拥有 30 架飞机用于执行欧洲和美

国航班。该公司于世界各地设有多个服务据点，分散于欧

美与中东多国，现有雇员 4,000 人。(www.aerlingus.com) 

 创新科技（Creative Labs)是生产用于个人电脑和

网络方面的数字娱乐产品的全球领导厂商。全球公司总部

设在新加坡。欧洲部设在爱尔兰，成立于 1993 年，在蕴

藏巨大潜力的欧洲市场中占据了相当的分额。欧洲业务网

络为位于比荷卢三国关税同盟以及丹麦、法国、德国等地

的 销 售 办 事 处 提 供 策 略 化 的 客 户 支 持 服 务 。

（www.creative.com) 

4、 与成都各产业往来: 

2011 年 5 月，芬戈郡前郡长、议员夏兰·波恩率政商代

表团来蓉参加―国际友城周‖活动，与成都市各相关部门就发

展商贸、教育、文化、航空物流等领域的合作交换了意见。

5 月 27 日，芬戈郡正式加入由我市倡导的国际友城旅游联

盟，共同推动双方旅游合作。 

  ５、联系方式： 

 芬戈商会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8%B1%E5%B0%94%E5%85%B0%E5%85%B1%E5%92%8C%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AE%B6%E8%88%AA%E7%A9%BA%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AE%B6%E8%88%AA%E7%A9%BA%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3%BD%E6%9F%8F%E6%9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9D%B1
http://www.aerlingus.com/
http://www.creat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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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Chamber Buildings, North Street, Swords,  

County Dublin, Ireland. 

  电话：+353 1 890 0977  

  传真：+353 1 890 0990 

网址：www.fingaldublinchamber.ie 

 中国驻爱尔兰大使馆 

地址：40 AILESBURY ROAD, DUBLIN 4, IRELAND  

电话：+353 12601119 

电邮：chinaemb_ie@mfa.gov.cn 

网址：http://ie.chineseembassy.org 

（二）德国柏林市 

1、基本情况：德国首都、国内最大的城市，位于欧

洲的心脏，是东西方的交汇点。该市经济发达，是德国主

要工业区，农业用地占全市比重较大，是生产小麦、燕麦

和其他农产品的集散地。该市也是国际交通枢纽，有环形

铁路和高速公路等交通大动脉、3 个主要机场、3 座国际

性火车站，公路长 5170 公里，公共交通网 2387 公里，可

与全国各地及欧洲其他国家的主要城市联系便捷。 

2、支柱产业：电子、机器制造、化工、纺织和食品

加工 

3、领先企业：待补充 

4、与成都各产业往来: 

2002 年 7 月，成都市组团赴德国柏林参加―2002 柏林

世界建筑大会‖，展示了芙蓉古城项目并借机宣传我市的

房地产建设。代表团还拜会了柏林旅游营销公司（BTMG），

双方签署了《成都-柏林旅游合作备忘录》，为两市合作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http://www.fingaldublinchamber.ie/
http://baike.baidu.com/view/36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935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147.htm


欧非地区友城产业数据库 

24 
 

2002 年 9 月，柏林旅游营销公司总裁聂汉培来蓉访问，

并举行了柏林旅游推介会。 

2007 年 9 月，成都代表团出席第六届―柏林亚太周‖

活动，举办了―图片展‖、―旅游推介会‖、―生物制药产业

推介会‖等丰富多样的活动，取得良好反响。 

５、联系方式： 

 柏林市国际关系部 

 联系人: Ms.Esther Keller 

地址: Jüdenstraße 1, 10178 Berlin 

    电话: +49 30 9026-2270; Fax +49 30 9026-2260 

    电邮: esther.keller@senatskanzlei.berlin.de 

网址: www.berlin.de/senatskanzlei 

 中国德国商会华南大西南区（成渝区） 

联系人:许星涵   

电邮:southwestchina@gz.china.ahk.de 

电话:85336840   

地址:高新区孵化园拉德邦斯大厦西楼 6楼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 

    经济组:( 030) 27588238 

  经商处:(030) 88668282 

  地址: MAJAKOWSKIRING66, 13156BERLIN 

  网址: http://de.mofcom.gov.cn/ 

电子邮件: de@mofcom.gov.cn 

（三）南非约翰内斯堡市 

1、基本情况：南非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全球最大的

产金中心，素有―黄金之城‖之称，是中国在经贸领域第 9

大贸易伙伴，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该市拥有南非最大

mailto:esther.keller@senatskanzlei.berlin.de
mailto:southwestchina@gz.china.ahk.de
http://de.mofcom.gov.cn/
mailto:de@mofcom.gov.cn
http://baike.baidu.com/view/25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275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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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券交易所-约翰内斯堡交易所以及―深海之城‖集装箱

货运码头。 

2、支柱产业： 

  金融：约翰内斯堡是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之一，

也是南非的经济和金融枢纽。约翰内斯堡的 GDP 占南非

总 GDP 的 16%，占南非豪登省总经济量的 40%，南非最

大的证券交易所-约翰内斯堡交易所就在该城市。基于该城市

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卓越贡献，省政府、大量政府分支机构办

事处、领馆及其他机构内都设立在约翰内斯堡。根据 2007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约翰内斯堡在世界前 50 商务中心城

市中排名第 47，是南非唯一入围的城市。  

  矿业：是约翰内斯堡经济的基础，但是随着矿储备

的减少其重要性逐渐下降，取而代之的服务业和制造业对城

市的经济发展起着愈加重要的推动作用。虽然采金已经超越

的城市的界限，但是大部分采矿企业仍然将总部设在约翰内

斯堡。 

  货运：约翰内斯堡―深海之城‖集装箱货运码头被誉

为世界上最大的无水港。约有 50%的货物经由南非的开普敦

和德班到达约翰内斯堡。南非豪登省目前已宣布在―深海之城‖

实施一项工业发展区计划。 

3、领先企业：待补充 

4、与成都各产业往来: 

2009 年，市商务局组织我市企业赴南非约翰内斯堡推进

我市机电、食品、家具、鞋类等特色产业企业与非洲优势产

业企业的投资和贸易合作，扩大―成都造‖产品在非洲的市场

占有率，提升成都企业国际化水平。 

2010 年 5 月 14 日，约堡议会议长迪可雷蒂·廷加内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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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蓉考察了我市城乡统筹工作和总部经济情况，参观了四川

华侨凤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初，为进一步拓展对约堡的经贸交流，市商

务局再次组织企业访问了约翰内斯堡。 

５、联系方式: 

 约堡市政厅 

  电邮：jabumts@joburg.org.za 

网址：http://www.joburg.org.za/ 

 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事馆 

 地址：25, CLEVELAND ROAD, SANDHURST, 

SANDTON JOHANNESBRURG，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电话：0027-71-5111494 

电邮：chinaconsul_jb_za@mfa.gov.cn 

网址：http://johannesburg.china-consulate.org 

（四）肯尼亚内罗毕市 

1、基本情况：肯尼亚的首都和交通枢纽，素有―东非

小巴黎‖的美誉，旅游业发达。该市拥有非洲最大的证券交

易所之一－内罗毕证券交易所、几个跨国公司及联合国环境

规划和人居署的地区总部、南非以外最大的储电库，肯亚电

力公司的基地。非洲的第四大航空公司－肯亚航空，将内罗

毕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用作其航空港。 

2、支柱产业：制革、机械修配、食品加工、饮料、

旅游业。 

3、领先企业：待补充 

4、与成都各产业往来: 

2003 年，两市签订了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城市协议，双方

mailto:jabumts@joburg.org.za
mailto:chinaconsul_jb_za@mfa.gov.cn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2%AF%E4%B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9%83%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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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科技、文化、体育、

卫生、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此后，内罗毕市向我市派

出两名留学生。 

５、联系方式: 

 内罗毕市政厅 

地址：FEDELIS OPONDO MWANZA CITY COUNCIL 

OF NAIROBI, CITY HALL, CITY HALL WAY, PO BOX 

30075 00100 

电话：+254 20 2218664, 2221487, 2224281  

电邮：fedelismwanza59@ymail.com 

网址：www.nairobicity.go.ke 

 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 

地址：WOODLANDS ROAD, NAIROBI, REPUBLIC 

OF KENYA 

电话：00254-20-2726851, 2722559 

电邮：chinaemb_ke@mfa.gov.cn 

网址：http://ke.china-embassy.org 

mailto:fedelismwanza59@ymail.com
http://www.nairobicity.go.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