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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 — 欧洲的中国中心

通往欧洲市场的门户

您成功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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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作为欧洲最大、全球第四大经济实体，是欧盟和欧元区的创始成员国之一。自工
业革命以来，德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 

德国地处欧洲中心地带，具有先进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素有“欧洲走廊”的美
誉。

德国有8千万人口，16个联邦州，是欧盟内人口最多、人均国民产值最高、最具有经
济实力和拥有最活跃消费市场的国家。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的市场，基本占据了欧盟
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德国是世界上第二大出口国，曾连续六年成为世界出口
冠军，目前仅次于中国。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2016年德国的贸易顺差创下历史新
高，达到2529亿欧元，位居全球首位，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

德国也是最受投资者青睐的国家之一。安永2016年对全球1500家企业CEO进行了关于
欧洲国家投资吸引力的调查，结果显示，德国远远超过第二名的英国，成为欧洲投资
者首选之地。而中国的企业更是在德投资的主力军。

德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国家之一，机械、电子、医药、新能源和新材料隶属德国
主打工业。德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稳定，司法和行政管理严格，居民生活质量和满意
程度高。联邦政府大力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国家真正实现了义务教育，职业技术培训
全球第一，是除美国和英国外，最受外国留学生欢迎的国家。

“德国制造”是产品最高品质的标志。德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其强大竞争力，不仅基于
对技术及质量的精益求精，而且更源于对研发领域的巨大投入。依托联邦政府每年数
十亿的资金支持，德国是技术开发和创新领域产出最多的国家之一，专利申请数量始
终位于欧洲首位。 

德国与中国的友好合作由来已久。中德贸易在过去的20年发展迅速，双边贸易额一直
占中欧贸易的近三分之一。中国是德国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进口国，德国是
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外资和技术引进的基地。

德国投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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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汉萨城汉堡市(Freie und Hansestadt Hamburg)面积755.3平方
公里，人口180万，其中外国居民近25万人，占13.6%，，是仅次
于柏林的德国第二大城市。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汉堡与下萨
克森州、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和石荷州的两座城市和17个邻县
共同组建了大汉堡区，面积约 28500平方公里，2017 年总人口达
到5300万。

汉堡现有102个领事馆,是全世界除纽约和香港外领事馆最多的城
市。汉堡有圣彼得堡、马赛、上海、大阪、莱昂、布拉格、芝
加哥及达雷斯萨拉姆等8个友好城市；汉堡港也与上海、深圳、
广州、高雄和横滨港缔结为友好港口。汉堡经济促进局2004年
开展了“汉堡大使计划” (HamburgAmbassador Programm)，邀
请海外著名汉堡人，共同宣传汉堡，提高城市的知名度。

汉堡不仅拥有德国第一、欧洲第二大港口，而且与欧洲各大城
市间的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线网络四通八达，到欧洲主要城市
的飞行时间不超过1个半小时，坐火车去柏林只需90分钟。

汉堡是欧盟五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地区之一，位于德国
榜首，是德国首都柏林的两倍。汉堡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达
到55,772欧元，超过德国平均水平25%，其居民购买力在德国名
列第一。目前德国500强企业中超过五分之一的企业落户汉堡，
这里也是德国百万富翁数量最多的城市。

汉堡的工业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从传统船舶、港口工业和加
工业向高科技技术转型的过程，目前已经成为德国乃至欧洲的
技术创新类工业的桥头堡。航空工业、新能源、信息产业、生

命科学及健康产业、豪华邮轮旅游业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
汉堡也是欧洲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孕育了例如约翰内
斯•勃拉姆斯和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等德国伟大的
作曲家。汉堡有40多家大小剧院，尤其是2017年1月11日开幕的
易北爱乐厅，不仅是汉堡地标性建筑，更成为世界顶级音乐家
们翘首以待的演出殿堂。汉堡也与纽约和伦敦齐享“音乐剧之
都”的盛名。除此之外，汉堡还拥有300家公共、私立博物馆和
画廊。 
 
汉堡人对体育的热爱无以言表。这座城市有800多个体育俱乐
部，每10个居民中就有一个是俱乐部成员。从1869年开始，德
国最重要的马事比赛“德国赛马会”就在汉堡举行。ATP国际
网球赛、汉堡国际自行车赛、国家马拉松赛、国际铁人三项
赛、汉堡国际龙舟赛等等，不仅是专业体育角逐，更是市民参
与的盛会。

汉堡是一座生活质量极高的城市，有1460个国家公园和2300多
座桥梁，是欧洲绿化面积最大的城市之一。汉堡的“港口新
城”是在原有的古老港口仓库的基础上，建设一座集工作、生
活、娱乐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新城区。它不仅是目前欧
洲市内最大的在建项目，能够把汉堡城区面积扩大40%，而且
是一个新型、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设的典范。

绿荫环抱的港口新城、高贵典雅的购物中心、酒吧、俱乐部林
立的著名娱乐区圣保罗、熙熙攘攘的周日鱼市，古典与现代结
合，历史陈迹与都市风光相遇，构成了生机勃勃的北海明珠—
汉堡。

汉堡和大汉堡区— 北欧的经济中心  –
汉堡是欧洲濒海地区经济发达、技术创新市场活跃和最适合居住的国际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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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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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与中国的友情源远流长，贸易历史可以追溯到200年前。1731年第一艘从广州启
航，满载茶叶、丝绸与瓷器的商船驶入汉堡港。1845/46年,汉堡的鲁麟洋行(W. Pustau 
& Co.)与禅臣洋行(Siemssen & Co.)在广州建立分号,这是欧洲企业首次在中国建立分公
司。现在900多家汉堡公司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商贸往来，而超过550 家中资企业也已在
易北河畔安家落户，其中包括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欧洲公司、宝钢集团欧洲公司、中国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振华重工欧洲物资采购及物流中心和振华重工德国子公司
等。

早在19世纪，汉堡与中国建立了最初的领事关系。1972年中德正式建交后，1984年中国
驻德国的第一个总领事馆在汉堡开馆。1986年汉堡和上海缔结了友好城市关系，并于
同年成立了汉堡驻上海联络处，见证了两国、两市人民真挚的友情。 

2017年7月7日-8日汉堡成功举办了二十国集团（G20）第十二次领导人峰会。习近平主
席亲自出席，并发表题为《坚持开放包容，推动联动增长》的讲话，体现了中国在全
球经济治理领导力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自2004年起，汉堡商会每两年举办一次中欧论坛“汉堡峰会:中国与欧洲相遇”。2016
年刘延东副总理亲自率领一个百人的经贸代表团参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克强总
理、温家宝总理、曾培炎副总理、张德江副总理、政协主席俞正声也都曾率领中国政
府代表团出席。汉堡峰会是中欧经济界最高级别的经济会议。

2008年，以上海湖心亭为蓝本，作为汉堡和上海友谊象征的中国茶楼在汉堡开业。如
今汉堡大学孔子学院把这里建成了中德文化交流的平台。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汉
堡政府出资，在“城市最佳实践区”建造了一栋节能建筑—“汉堡之家”,展示创新和
宜居的亲水大都市风貌。世博会后，这座城市经典建筑被保留下来成为汉堡上海联络
处所在地。

汉堡与中国文化交往也越来越频繁。2006年首次举办了每两年一届的汉堡“中国时
代”活动，让汉堡市民有机会对中国文化进行零距离接触。

目前汉堡华裔有近万人，是仅次于柏林的德国第二大华人社区。中国社团生活和文化
设施齐备，汉堡玛林塔尔中学的学生甚至可以用中文参加德国高考。中国专业律师、
税务顾问和审计师为在汉堡工作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汉堡经济促进局是外国企业来汉堡的第一个接待处和领路人。为了提供给落户汉堡的
中国企业与个人提供工作和生活上的帮助，汉堡经济促进局定期免费举办中资企业资
讯论坛（China-Info-Forum），为在德华商介绍德国法律、税收、保险、物流、贸易等
方面的新规定和新举措。创立于2007年的“汉堡欢迎中心”专门为新移民提供诸如居
留许可、签证延期、户口登记、住房、子女上学入托等生活方面的咨询服务。

汉堡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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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席“汉堡峰会：中
国与欧洲相遇”时，做了题为《树立互利共赢的新标杆》的主
题演讲，谈到技术创新是开发企业潜能最好的“挖掘机”。而
汉堡作为全德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地区，早已成为德国
改革创新的地标性城市。
 
数字化带来了新的工业革命。汉堡人率先把信息技术的优秀成
果应用到生产工艺的改良中。稳固坚实的工业根基，为新兴技
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汉堡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一座智能化城市。从2014年开始在城区
内进行智能交通、智能城市照明、基础设施传感和远程居民服
务等试验项目。智能停放区域管控、综合交通管理系统、收集
和分析排放量数据和监控港口设施让汉堡港成为世界上著名的
智能港口。2021年10月11-15日“世界智能交通系统大会”IST将
在汉堡举行。届时，汉堡将与德国联邦交通与数字基础设施部
共同迎接来自世界各地从事智能和数字化研究与制造的企业和
科研机构。

汉萨城是世界上领先的气候变化研究中心。德国国家科学院马
普所的气候研究所总部就在汉堡，并与Helmholtz中心共同研究
并发明了“德国气候综合分析预测系统”（CliSAP），专门对
气候变化进行观测分析。 

汉堡政府积极推动节能生态建筑项目的技术创新，成为率先实
现可再生能源转变的主要工业化城市。2007年汉堡筹资10亿欧
元在威廉斯堡举办国际建筑展（IBA），利用最新环保和新能源
技术，让老旧城区成为生态建筑改造的典范。2011年欧盟委员
会授予汉堡“绿色首都”的称号，表彰其在环保方面取得的巨
大成就。

汉堡是北欧著名的新能源和新材料的研发中心。汉堡大学下属
的CHYN中心，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混和型纳米组织结构研究

机构。汉堡大力推动电动汽车的发展。2003年开始汉堡试行燃
料电池汽车，成为德国8个电力交通样板城市之一。盖斯特哈
赫特、基尔和吕北克的科研机构与戴姆勒、壳牌动力等公司合
作，主要从事氢气动力和燃料电池技术的研究。

汉堡航空业推行 “新型飞行”的战略政策，以氢气和燃料电池
为动力的载人飞机、创新航材和废物回收等方面成就突出。北
德激光中心（LZN）对A350飞机的乘务员休息室和行李箱进行
仿生结构研发成功，开始批量生产，成为3D打印技术应用到工
业生产的典范。

汉堡天帆公司挑战远洋货轮的节能技术，研制出一种以风能为
助推动力的节能方法，直接节能35%，风向理想时甚至可以达
到50%。为了鼓励更多的技术创新，汉堡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
物流发展奖—汉萨全球奖。

大汉堡区在创新性医疗产品及应用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特
别是移植技术、微创及普通手术、成像确诊等方面在国际上享
有盛誉。汉堡热带病研究所（Bernhard-Nocht-Institut）更是在
2003年首次确认了SARS病毒，轰动世界。为了加强在远程医疗
诊断方面的研究，在汉堡的飞利浦欧洲总部与汉堡政府在2017
年第一季度，启动了“新型健康创新港”项目。这是第一个专
门为从事电子医疗、健康产业和医疗技术为核心企业而创立的
共享空间，初创企业有机会利用飞利浦公司的办公设施和实验
室资源，零距离与行业专家协作，进行创新与开发性研究。
19所高等院校，9千多名科研工作者，9万6千多名在校大学生
是技术创新、发明创造的源泉。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所
（DESY）也正得益于此，实现使用欧洲唯一的X光激光射线第
一次以原子清晰度“拍摄”了物质光学反应的整个过程，对粒
子物理学和光子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优秀的人才、优良的研发环境和强大的政府支持构建了汉堡技
术创新的基石。

技术与创新 –
立足今天，放眼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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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炸药

1935年 德莎胶带

1960年 加油枪阀门

1891年邮轮

1928年圆珠笔

1928年妮维雅护手霜

1969年芯片

1882年创可贴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年 轻的瑞典化学家和工程师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在位于大汉堡区的格斯塔特小镇Krümmel炸药厂
发明了炸药，并于1867年申请了专利。

至今格斯塔特依然是欧洲化学和新材料的研发
中心。

 

奥斯卡•特罗普洛维茨

拜尔斯多夫公司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款透明胶

带。

加油站自动加油枪的关启阀门于1960年在汉堡

研制成功。

艾伯特•巴林

1891年，汉堡船运公司船主艾伯特•巴林把一

艘蒸汽快船“奧古斯塔•维多利亚号”改装成

邮轮，带着241名乘客，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游历了地中海和近东地区，自此开辟了邮轮旅

游的先河。

Rotring（德国洛登公司）

汉堡的洛登公司1928年发明了圆珠笔。

拜尔斯多夫公司

100年前，妮维雅护手霜作为最时尚的护肤品

倍受青睐。

尤尔根•戴德罗夫和赫尔穆
特•格罗特罗普

1969年一张配有芯片的普通塑料卡片在汉堡申

请了专利，自此芯片信用卡诞生。

保罗•卡尔•拜尔斯多夫

Hansaplast拥有一层纱布贴，因此可

以在开放的伤口上使用。

Hamburg Cruise Days 2017 
© Michael Zapf

1996年导航仪

Navigon导航公司

Navigon导航公司在汉堡研制了世界上第一个汽车导航

设备。

汉堡－专利冠军 

技术革新，需要好的创意；好的创意，来源于技术过硬和充满
激情与欲望的创造团队；好的团队，需要有战略眼光和充满信
任的管理层；好的管理层也会营造优秀的创造氛围与环境，并
最终把创意变为生产力。

为了促进本地区技术创新力度，汉堡每年投入100万欧元专项资
金，积极推行行业联合体政策，大力发展创新型企业。汉堡和
大汉堡区各级政府联合组建不同行业的产业集群，政府牵头，
鼓励业内企业与科研技术部门、学术团队和行会紧密合作，根
据企业需求，进行研发和技术转让，再把成熟的科研成果第一
时间投入生产。 完整的研发、生产链条，调动了科研机构的研
发积极性；高效地从实验室到成品投放市场的转换过程，提高
了企业的资产回报率。除此之外，产业集群支持企业新人的培
养和认证工作，推进地区市场发展和宣传。

港口城市，自古以来就有吸收并发展新事物的传统。汉堡的企
业更是不遗余力地紧跟市场变化，不断研制、开发新产品，提
供综合解决方案，引领工业数字化变革。Philips（菲利普）、 
Airbus（空中客车）、Beiersdorf（拜尔斯多夫）、tesa（德莎
胶带）、Hauni(虹霓）、Still（斯迪尔叉车）、Jungheinrich 
（永恒力叉车）、Olympus（奥林巴斯）、Eppendorf（艾本
德）、Lufthansa Technik（汉莎技术公司）、Navigon（Navigon
导航）、Weinmann Geräte für Medizin（万曼医疗器械公司）、 
S e n v i o n （ 风 能 公 司 ） 、 N o r d e x （ 风 电 公 司 ） 和 N X P  
Semiconductors（恩智浦半导体）公司便是其中的一些代表。同
时，在大汉堡区更多的“隐形冠军”企业，不断充实着汉堡的
创新队伍，把无数新的创意转化成产品投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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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产业集群

国际竞争需要行业内部的合作。1997年作为联邦德国第一个推行产业集群策略的联邦州，汉堡政府提出充分开发自身创新潜力，
利用集群优势巩固提升竞争地位的发展战略，汉堡被评为欧洲2020高科技战略的“创新首都”。

Hamburg Aviation 汉堡航空

汉堡是世界上除了西雅图和图鲁斯外第三大航空基地。汉堡航
空集群是德国最活跃的专业团体。

目前汉堡有300多家航空技术相关企业，从业人员超过4万人。
除了汉堡机场、空中客车和汉莎技术公司外，众多的飞机供应
商，特别是飞机内饰制造商在全世界首屈一指。汉堡航空集群
颁发的“客舱水晶球奖”，是业内为了表彰优秀客舱产品和解
决方案的最高奖项。集群内有大汉堡应用科技大学、汉堡科技
大学、赫尔穆特•施密特大学和汉堡大学四所高校和DLR德国
宇航中心、HCAT汉堡航空培训中心和ZAL应用航空研究中心三
个研究机构。

Life Science Nord 北德生命科学

大汉堡区是德国生命科学、医药和医学技术研发、制造和应用
中心。500家企业的2万多名专业技术人员在大汉堡区进行对肿
瘤学、神经学、病菌感染及炎症诊治方面的药品、诊断技术、
使能技术和实验室设备的研发。而在医疗技术方面，成像技
术、精密手术、器官移植领域不断设计、制造出更多精准的仪
器，尤其是神经科疾病、骨骼肌肉系统疾病、病菌感染的诊断
手段和设备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著名的医疗设备领军企业例如飞利浦医疗系统公司、DMC有限
公司和奥林巴斯医疗系统欧洲公司的总部都在汉堡。在大汉堡
区的Dräger Medical、Johnson & Johnson Medical和Söring und Eska 
Implants堪称世界工厂，服务于全世界的医疗企业。

Logistik-Initiative Hamburg 汉堡物流

为了鼓励业内企业的交流，加速汉堡企业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发
展，汉堡物流协会发起了例如数字港项目，目的是集聚大汉堡
区物流企业和信息技术的相关企业，推动智能物流进程；Go 
LNG最直接的受益者是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有液化天然气运输
往来的企业，通过政府和行会伙伴的协助，确保物流运输的顺
畅；SMILE项目名称的意思是最后一英里的智能物流。随着电
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快递业、包装业以及包装品垃圾处理都成
为物流业的新挑战。汉堡物流协会联合各方力量，共同寻找优
化、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

Hamburg Kreativgesellschaft汉堡创意经济

大 汉 堡 区 是 现 代 数 字 技 术 和 新 媒 体 的 中 心 ， A d o b e 、 推
特、Hootsuite、Yelp点评网、谷歌、脸书、Twitch等软件、新媒
体和社交媒体公司欧洲总部的所在地。同时，150多家电游公司
使汉堡成为欧洲最强大的电游工厂，仅InnoGames、Goodgame
和Bigpoint在全球就有超过7.6亿注册用户。汉堡的9700家IT公司
确保了汉堡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

大汉堡区也是德国出版、广告、新闻和影视制作中心，德国
50%的新闻媒体总部都设在汉堡。

汉堡创意经济是汉堡艺术家、设计师、电影工作者、建筑师、文
化人、音乐人、新闻工作者以及广告行业的专业人员坚强的后盾。

Gesundheitswirtschaft Hamburg 汉堡健康经济

汉堡1/8的人口从业于医疗健康产业，主要从事电子和移动医
疗、老龄化健康管理、企业健康管理和健康教学四大板块的研
究和管理工作。在电子医疗领域，除了进行电子诊断、电子病
例管理和健康APP等医疗数字化创新外，还与飞利普公司的远程
医疗部一起在欧洲进行大数据的收集与整理；居家养老、老龄
设施研发和老龄健康方案是老人健康管理的核心；集群与企业
一起研究寻找实现“工作－生活平衡”的方法，吸引更多就职
人员。健康讲座和举办各类活动，鼓励更多的人采取积极、健
康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提高生活质量，是集群不变的宗旨。

Renewable Energy Hamburg 汉堡新能源

大汉堡区是德国北部新能源研发领域的中心。风能、太阳能、
生物沼气和生物柴油等替代能源的研发如火如荼，尤其是风能
发电堪称世界第一。大汉堡堪称世界风能的研发、制造工厂，
风能发电的所有环节都可以在汉堡完成。Dong Energy、EnBW、 
GE、三星重工和西门子等世界顶级的风电公司欧洲总部或研发
中心都在汉堡。德国汉堡风能展是目前全球最大、知名度最高
的国际风能展览会。

汉 堡 还 是 德 国 乃 至 世 界 的 太 阳 能 发 电 站 中 央 规 划 中 心 。 
Conergy、Voltwerk和Velux等公司在易北河畔研发、利用太阳能
发电。氢气动力、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生物沼气和能源管理
也是汉堡新能源研究的主要方向。

Maritimes Cluster Norddeutschland e. V. 北德海洋经济

大汉堡区在船舶铸造、船舶装备多元化、海洋生物、海洋及海
岸技术、水工程以及港口物流现代化领域方面世界领先。

汉堡的迈尔船厂、博隆•福斯造船厂都属于世界顶尖的造船
厂。德国劳氏船级社、法国船级社和丹麦船级社等世界知名认
证公司以及国际海事仲裁委员会的总部都设在大汉堡区。每两
年举办的汉堡国际海事展（SMM）是全球迄今为止规模最大、
影响最深的海事行业专业展览交易会。

Energieberg
© Bente Stachows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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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Commerce Accelerator
下一代电子商务加速器计划

“电子商务加速器计划”（NCA）由汉堡储蓄银行和北方银行
在2017年2月提出，7月1日正式实施。NCA旨在帮助欧洲各地的
初创企业和创造团队开发数字化、创新型电子商务模式。银行
除提供5万欧元资金外，还负责介绍潜在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
培训和指导。初创公司给参与企业3%到10%的股份。该计划将
每年举行两期。

Next Logistics Accelerator
下一代物流加速器计划

2017年5月汉堡储蓄银行宣布与汉堡物流协会合作开展“下一代
物流加速器计划”（NLA）。 初创企业以3%到10%的公股份换取
5万欧元启动资金，同时得到专业的辅导。2017年十月起，第一
批创业公司可以申请此项计划，资金将在2018年1月发放。预计
未来每年举办两期，每次评选5家初创物流企业参与。

Next Media Accelerator
下一代媒体加速器计划

由nextMedia.Hamburg发起，德国新闻社、Gruner + Jahr出版 
社和«时代»出版集团作为后盾的“下一代媒体加速器计划”
（NMA）至今已经提供了五次大型种子基金。从2017年起，增
加到10家。初创公司得到6个月的免费办公场所，专家指导和
最高5万欧元的启动资金，条件是给参与方10%的股份。来自瑞
典、冰岛和美国的国际创业公司都曾申请并获得了该计划的基
金。

Music WorX Accelerator
音乐工作加速器计划

汉堡创意协会发起并为音乐工作者提供三个月的资金和网络支
持，推动创意音乐商业模式的发展。

comdirect Start-up Garage
comdirect银行初创企业扶持计划

金融科技是目前创业领域的热点，主要是指运用科技手段提高
金融服务效率。Comdirect银行为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专家
辅导。申请者要通过三次审核及答辩才能够获得此项扶持。

Airbus BizLab Accelerator
空中客车公司BizLab加速器计划

在全球为期6个月的“空中客车公司BizLab加速器计划”，目的
是鼓励企业研发优化飞机性能的产品，适用于初创企业最初始
阶段。该计划除汉堡外，还在法国的图卢兹和印度的班加罗尔
举行。

鼓励创业，提供创新研发的土壤，经验丰富的导师指导，加上
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扶持，汉堡为天才们开创了大展宏图
的天地。InnoGames、Bigpoint、Facelift、Goodgame Studios、 
Jimdo、mytaxi和Xing等汉堡当年的初创企业，现在已然成为
行业的领头军；Dreamlines、Kreditech、Protonet、Stuffle和 
Sonormed等公司的成功经验，鼓舞了更多年轻人不断打拼、创
新。

汉堡自古以来就有把最新的创意转化为新型产品的传统。根据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对初创企业的调查显示，在18岁到64岁的人群
中，汉堡人初创公司的比率达到2.36%，在德国位居第二。

研发创新园（F&I），类似中国的孵化基地，为这些创新企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发展空间。汉堡的企业主要进行生命科学、激光技
术、环保技术和航空应用的研发。

空中客车公司、Comdirect银行、汉堡储蓄银行、德国北方银行、奥托集团和飞利浦公司只是众多金融和企业的代表，他们为电子
商务、精密仪器技术、物流和生命科学领域的初创公司提供资金和创业辅导与支持。

初创企业 –
初创企业（STARTUPS）的数量和成熟度体现了一个城市的经济活力。

Accelerator Program
HIP@Phil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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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

汉堡港1189年建港，是欧洲北部传统的、最为重要的物资中转
站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海外贸易中心。在过去几十年中，汉
堡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港口现代化改造，扩建码头，挖深易北
河河道，建设成为世界上领先的智能码头。

汉堡港是德国最大，欧洲第二大港。汉堡港目前有近300条航线
通向世界五大洲，与世界上1100多个港口保持着业务往来。港
口内装卸设备先进，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极高，被誉为“德国
通向世界的门户”和“欧洲最快的转运港”。尤其是在集装箱
海铁联运方面，码头配套的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铁路运输
效率高。在过去的十年中，汉堡港铁路货运量增长近 80%,每年
增长 4000 万吨左右。汉堡港的铁路货运网密度居德国乃至整个
欧洲之首。仅在德国境内,起讫于汉堡港的集装箱铁路货运量占
到34%。港口距离汉堡机场约15公里，是德国重要的铁路和航空
枢纽。汉堡港已经建立了世界上一流的港口信息数据通讯系统
（DAKOSY），真正做到了港口、铁路、陆路、航空的无缝隙运
输。
汉堡港有四个集装箱码头,能够为集装箱船提供服务。另外,还有
数个多用途码头,这些码头可装卸集装箱货物、普通货物以及特
种货物。由汉堡港口仓储物流有限公司 (HHLA) 经营的高度自动
化 Altenwerder集装箱码头 (CTA) 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集装箱装卸码
头之一。 

2014年创造了自成立以来历史最好的成绩。港口的总吞吐量达
到了1.457亿吨，同年相比增长4.8%。2016年汉堡与亚洲的集装
箱贸易达到470万吨，比海运“严冬”的2015年增长1.3%。中国
依然是汉堡的集装箱运输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实现260万吨，同
比增长1.6%。

贸易 

港口经济源于商贸交易。汉堡在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东欧各
国的贸易数量增长迅速。但从贸易额来讲，与欧盟国家的贸易
额占50%。与北美国家的贸易也占较大的比重。

汉堡有2万2千多家贸易公司，超过12万5千名从业人员，是德国
最大的贸易中心和批发、零售业的重要地区。由于汉堡得天独
厚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商贸环境，大多数国际贸易公司都愿意
把总部选在汉堡。与贸易相关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在汉堡得到
迅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汉堡的批发商充分利用互
联网的优势，简化内部程序，优化客户服务，大力开发网上销
售渠道。汉堡的奥托邮购集团、奇堡公司都是德国，甚至欧洲
电子商务的巨头。

汉 堡 是 欧 洲 北 部 一 个 非 常 吸 引 人 的 购 物 天 堂 。 J u n g f e r n -
stieg、Mönckebergstraße、Neuer Wall和 Spitaler Straße是名
扬 海 外 的 购 物 街 。 在 汉 堡 市 中 心 3 万 5 千 平 方 米 购 物 区 域 的 
Europa Passage是欧洲北部最有氛围的零售业购物中心。汉堡人
的购买力也超过德国平均水平，在各联邦州中名列榜首。

中国是德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从汉堡出口中国的商品包括机
械设备、化工产品、车辆零部件、电子设备、金属和基础化工
品以及纸张和纸板。抵达汉堡港的中国集装箱货轮上乘载着经
消费产品、服装和皮革、食品、电子设备以及非电子机械设
备。欧洲与中国/远东之间的所有主要集装箱班轮航线每周均停
靠汉堡港。汉堡港是中国的主要欧洲门户港,并且是中国与俄罗
斯和东欧开展贸易往来的主要转运枢纽。 

港口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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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不仅是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而且也是欧洲最大的工业大都市之一。

汉堡的传统工业自始至终与海运经济息息相关，是汉堡制造业的基础。进口原材料、
为国内市场和以出口为目的的加工和提炼工业构成了汉堡传统工业的支柱。Aurubis公
司是欧洲最大、世界最重要的铜生产商。其他的著名原油、石蜡和蜡的生产企业还包
括德国德士古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RWE-DEA石油和化工股份公司和壳牌公司。蒂
森克虏伯人造橡胶技术公司是汉堡橡胶加工企业的代表。值得一提的,是德国20%的铝
产品来自汉堡。制造业、船舶工业和电子技术等与海洋相关的工业企业是汉堡第二大
传统工业。博隆福斯船厂、Dolmar公司、 虹霓公司和蒂森滚梯公司生产的链锯、香烟
加工设备、高效激光仪和滚梯闻名遐迩。永恒力公司和斯迪尔生产的叉车远销世界各
地。北德过滤器企业生产世界上功效最强的油水分离器。这两大传统意义上的工业结
构时至今日依然是汉堡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过去的几十年发展过程中，汉堡逐渐走出传统工业，开始向创新型工业模式转型，
如今汉堡成为其他工业或技术研发的创造工厂。

汉堡是重要的半导体生产基地。汉堡有360家从事微电子技术的企业，其中最著名的
是恩智浦半导体公司和Rofin Sinar公司。Rofin Sinar公司以其优质的激光技术在半导体
加工领域世界领先。恩智浦半导体公司利用英飞凌公司的芯片为30个国家生产电子护
照，拥有80%的市场份额。欧洲最大的铜生产商 Aurubis公司也计划使用半导体技术
开发太阳能电池，生产成本将会是其他电池的一半。汉堡 Trinamics微芯片公司是复印
机、数码相机和汽车电动机半导体元件的专业厂家。现代化的汽车上安装了上百个这
样的电动机，来控制例如汽车外部反光镜和头灯。

大汉堡区15%的工业产值来自消费品。世界上著名的消费品，或者在汉堡生产，或
总部就设在汉堡。万宝龙钢笔、妮维雅和德莎胶带、斯坦威钢琴、J. J. Darboven咖啡 
Beeck冷餐公司、Apollinaris矿泉水、Schweppes饮料和Holsten啤酒，德国联合利华公
司, Carl Kühne食品加工公司、Langnese-Iglo冷冻食品公司、奇堡公司，雀巢德国公司的
巧克力厂也在汉堡。拜尔斯多夫、宝洁公司和施华蔻公司生产优秀的护肤产品。Tom 
Tailor的休闲服、英美烟草公司和利是美烟草公司的香烟—没有一种消费品不是在汉堡
开发、生产和销售的。

汉堡工业收入的20%来自建筑企业、房屋设施公司、空调、暖气和通风技术公司。 
Alcatel SEL、Bilfinger Berger、Deutsche Asphalt AG、H.C. Hagemann、Hochtief Construction 
AG、Imtech、Aug. Prien Bauunternehmung、Strabag和Wayss & Freitag只是其中总部在汉
堡的一小部分企业。

工业与品牌 –
汉堡—欧洲工业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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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经济促进局是一家具有政府背景的咨询机构。自1985年成
立以来，作为大汉堡区对外经济的窗口，不遗余力地为所有希
望在汉堡拓展业务、企业重组和投资的企业提供免费的接待与
咨询服务。汉堡经济促进局由一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区域／
项目经理组成，他们为客户严守机密，并且谙熟不同国家、地
域的文化特点，了解经济界的需求。同时，他们又是行政部门
的协调员和媒介，介绍汉堡的经济情况，帮助外国公司办理相
关业务手续，协助办理居留证和工作许可。

汉堡经济促进局与亚洲中国和日本；中东欧的俄罗斯、波兰、
土耳其、立陶宛、拉脱维亚；北欧的瑞典、丹麦和芬兰；北美
的美国和加拿大，以及中东地区的沙特阿拉伯和北非国家在政
治、经济界交流密切，为外国企业日后以汉堡为中心，逐渐扩
大业务奠定了良好的网络基础。

在德国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前的准备工作：
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具备以下文件，请您提前做好准备，在
汉堡经济促进局的协助下，与专业咨询公司（例如律师事务
所）取得联系。

自然人成立公司必须具备：
• 一份具有有效签证的护照
• 如由他人代理，须出具经过公证的授权委托书，
 并附上翻译件（法院宣誓翻译）
• 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最少2万5千欧元

法人成立公司必须具备：
• 经过公正的营业执照副本，并附上翻译件（法院宣誓翻译）
• 经过公正的母公司出具的总经理聘用书，
 并附上翻译件（法院宣誓翻译）
• 经过公正的公司章程，并附上翻译件（法院宣誓翻译）
• 经过公正的授权委托书，并附上翻译件（法院宣誓翻译）
• 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少为2万5千欧元

汉堡经济促进局为中国公司提供的免费服务
• 协助设立公司
• 协助申请并获得居留和工作许可
• 以了解汉堡商务及生活为目的，
 开具邀请函并协调相关咨询事宜
• 办公地点及库房地产信息服务
• 帮助建立和其他机构的联系
• 提供文化背景咨询

汉堡经济促进局在中国开展的活动

汉堡经济促进局有关负责人每年至少两次前往中国，围绕如何
在欧洲开展业务，开拓市场举行专题报告会并进行咨询。20年
来，他们几乎跑遍了中国所有的省市，建立与企业、行会、科
研机构、经济界和政治界的专业人士和团体良好的关系。汉堡
经济促进局和中国对外经贸合作部、中国贸促会及其各地的分
支机构和其他经济组织有着密切的协作关系，签订了一系列的
合作协议。

汉堡经济促进局的中国团队以及在中国北京、上海和香港的代
表保持与中国企业和机构的联系与合作，为所有希望来大汉堡
区发展的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我们期待着您的到来！

汉堡经济促进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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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我们用德语、英语和中文为您服务
HIW Hamburg Invest Wirtschaftsförderung mbH
Wexstraße 7
20355 Hamburg

电话： +4940 2270 1926
 +4940 2270 1958 （中文服务）
传真： +4940 2270 1959
www.china-center-europe.com

联系人：
白瑞女士 (Ms. Aresa Brand)
中国部主任 (Project Director)
电话： +4940 2270 1926
电子邮件：aresa.brand@hamburg-invest.com

刘昱女士
中国部项目经理 (Project Manager)
电话： +4940 2270 1958
电子邮件：yu.liu@hamburg-invest.com

中国：
汉堡－上海友好城市联络处
首席代表：Lars Anke安克先生
副主任：潘桦女士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保屯路399号汉堡之家大楼201室
邮政编码：200011
电话： +8621 6875 8502
传真： +8621 6875 8531
电子邮件：info@hamburgshanghai.org
网址： www.hamburgshanghai.org

汉堡驻中国联络处北京办公室
负责人：马丽娜
地址：c/o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
北京市海淀区龙翔路甲7号
邮政编码：100191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号幸福大厦B座16层
邮政编码：100027
电话： +8610 84463235
电子邮件：ma.lina@hamburgshanghai.org
网址： www.hamburgshanghai.org

汉堡经济促进局香港及华南代表处／德国工商会香港
首席代表：陈婷女士
香港金钟道89号
力宝中心第一座3601室
电话： +852 2526 54 81
传真： +852 2810 60 93
电子邮箱：chan.michelle@hongkong.ahk.de

汉堡经济促进局联系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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