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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兰-法尔茨州

投资与经济发展银行

莱茵兰-法尔茨州经济事务、交通、

农业及葡萄酒工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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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兰-法尔茨州位于莱茵河与摩泽尔河畔，地理上处于欧洲的中心位置。从古至今对于交通和贸

易而言，河流都是重要的生活和商业动脉。没有任何一条欧洲的河流有着像莱茵河那样如此巨大的经济

意义。从鹿特丹经鲁尔区直至巴塞尔，莱茵河畔的那些重要经济中心宛如一串珍珠。莱茵兰-普法尔茨

州和州首府美因茨正位于莱茵河中游。 

河流维系着欧洲各地的文化并对在河畔生活的人们产生影响。因而莱茵兰-法尔茨州人拥有开放、

坦率、善于沟通交流的特质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衣带水 欢迎您！

莱茵兰-法尔茨州位于欧洲中部并被法国、卢

森堡、比利时等邻国围绕，其着眼于在未来建设

国际化成功商业区。该州交通便捷,四通八达,有

密集的道路交通网络以及靠近法兰克福机场的区

位优势。此外，在德国,莱茵兰-法尔茨州经济状

况处于领先地位，其出口率高达56%，并且是失

业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莱茵兰-法尔茨州是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大本

营。很多领域的创新企业大都是家族企业，比如

机械工程、医疗行业、金属行业或食品行业等，

它们构成了莱茵兰-法尔茨州的经济脊梁。它们有

双培训质量保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除了领先的中小企业驻扎外，跨国公司也云

集于此——诸如位于路德维希港的化学公司巴斯

夫、制药公司勃林格殷格翰、在沃尔特岛拥有全

球最大商业汽车工厂-梅赛德斯奔驰，或者是位于

美因茨的特殊玻璃制造商肖特集团——提供了健康

的产业融合、高品质的工作机会及高附加价值。在

莱茵兰-法尔茨州，每7位雇员中就有一位从事高科

技领域工作。就创新潜力方面，莱茵兰-法尔茨州

位于欧洲的20大领先地区之列。

莱茵兰-法尔茨州支持创业者。在这里,创业者

可找到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以及促进稳定增长的适

宜条件。这些条件对未来的成功中小企业的企业家

们发展新想法，保持活力和竞争力的未来的业务模

式大有裨益。尤其是创业公司基地的版图在不断扩

张，这为创业者们提供了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

越来越多的数字化流程的融合，以保证我们

的全球业务在未来保持竞争力。工业4.0描述了这

种结构性的变化，这就是数字化对我们经济的影

响。莱茵兰-法尔茨州专注于商业、科学和研究的

密切融合。

互联与合作从整体上构成了地区的经济优势。

我们非常重视生产与供应商、跨国公司与高绩效

的中小企业、经济与科学之间的优化互动。通过

提供别开生面的行业互联与聚合，为这种互动给

予了特别支持。例如,商业汽车行业，金属陶瓷

法兰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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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塑料行业与

创新材料技术或

环境技术。团结

一致，我们会在

全球市场上变得

更强大。

作为莱茵兰-法尔茨州经济事务部部长，我的

目标是为企业家们——家族企业、跨国公司和创

业公司创造最佳环境。传统与现代的融合造就了

如此独特、成功的莱茵兰-法尔茨州。莱茵兰-法

尔茨州值得您投资。

Daniela Schmitt 丹妮拉·施密特，
莱茵兰-法尔茨州经济事务、交通、农业及
葡萄酒工艺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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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和他们的家庭能在这里找到获得事业成功和家庭生活

和睦所需要的一切。 

4. 合作创新

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推动创新，技术中心为创建

企业提供了理想的平台。为了将创新力量在莱茵

兰-法尔茨州形成合力，经济和科研两个领域紧

密合作并相互激励以创造最大生产力。 就近原则

不受任何限制。 

5. 宽带网络全覆盖

莱茵兰-法尔茨州普及宽带，而且是全覆盖。如今

绝大多数莱茵兰-法尔茨州居民通过宽带进入因特

网，这一比例约占居民人口的 98%。为了利用所

有通过更高网速带来的发展和创新，在未来的几

年将推进宽带高速网络的扩容。 

6. 有良好增长前景的地区优势

成功融合了所有经济领域的大企业和中型企业，

莱茵兰-法尔茨州在欧洲属于高于平均经济发展

水平的经济发达区域。除了极具吸引力的资金支

持和良好的创业条件，这里还有对企业家和创

业公司的专业支持。高质量的生活品质也是莱

茵兰-法尔茨州的优势：投资者和他们的家庭能

在这里找到获得事业成功和家庭生活和睦所需要

的一切。 

9. 宜居又可爱的州

在莱茵兰-法尔茨州的方方面面都强调享受乐

趣。源自德国首屈一指的葡萄酒产区的葡萄酒蜚

声国际享有盛名，文化气息渗透在每一个角落。

仅是四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就

给人深刻且特别的印象与体验。莱茵兰-法尔茨

州是德国最有吸引力的度假地之一就不足为奇

了。这对于所有生活和工作在这里的人们来说都

甚是惬意。 

10. 欢迎回家

在莱茵兰-法尔茨州，人们思考和处理事务的方

式相当欧化–这不足为奇！孩子们从小学就已经

开始学习邻国的语言。不同民族的人民在这里被

包容并诚心接受。企业家可以向雇员承诺，他们

的家庭在莱茵兰-法尔茨州可以获得理想的儿童

监护和全日制学校教育。 

1. 欧洲的绝佳位置

莱茵兰-法尔茨州位于生机勃勃的德国西南部。

该地区以高就业率和最好的投资环境见长。与法

国，比利时和卢森堡接壤，还是莱茵-美茵河和

莱茵-内卡河经济中心的组成部分。这对所有想

要占领市场的人来说是个绝佳的位置。 

2. 优势产业

企业都处于良好的邻里关系中。在莱茵兰-法尔

茨州它们要么从属于某个由商业和科研合作的强

有力的行业联合体，如商用汽车行业，金属，陶

瓷和塑料工业或化工和制药业。要么它们会与成

功的跨国企业，尤其是那些从中型企业发展而来

的跨国企业并肩合作。这也包括专门从事环境技

术的企业。周边环境一直是有保障的。 

3. 企业的中坚力量

合格的员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此在莱

茵兰-法尔茨州职业教育很受重视。超过 20 所高校

和研究机构为储备技术后备力量提供免费的第一学

位教育。工程师教育培训及培养有良好教育的技术

工人和技师的双轨制培训有着良好的国际声誉。 

7. 一视同仁

只需要敲敲门 - 对于莱茵兰-法尔茨州的企业家

和投资者来说这是最快也是最便捷的途径。和市

长、州议员和部长进行私人谈话完全不在话下。

人们相互认识，彼此支持，完全摒弃官僚主义去

寻找解决方案。 所以，在莱茵兰-法尔茨州人们

有时候可以将原本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这并

不奇怪。 

8. 国际化交通

航空、铁路、公路和水路通往全世界。 一流的公

路网，直通四个机场 (法兰克福机场，法兰克福-

哈恩机场，科隆/波恩机场和萨尔布吕肯机场) 的
捷径，以及通往德国和欧洲主要城市和经济中心

的高速铁路，这些使莱茵兰-法尔茨州真正称的上

是交通便利。这里还有莱茵河，欧洲最重要的水

路航道。 

选择莱茵兰-法尔茨州
十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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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地球站。MT Mechatronics 有限责任公司 - 该公司

总部设在莱茵兰-法尔茨州州府美因茨。 

总部设在弗兰肯塔尔的 KSB 股份公司是国际领先的泵、阀门和

相关系统的供应商。

科布伦茨的 Canyon Bicycles 公司制造最高品质的比赛用自

行车，山地自行车和铁人三项自行车。 

在莱茵兰-法尔茨州宾至如归：
跨国企业和幕后英雄

在欧洲的心脏，在莱茵兰-法尔茨州，他们扎

根于此：一方面有举足轻重国际知名的大型集团；

另一方面也不乏传统的中型企业–那些幕后英雄。

位于路德维希港的巴斯夫 (BASF)，位于莱茵河畔

的德国勃林格殷格翰 (Boehringer Ingelheim) 公司

和位于美因茨的肖特 (Schott) 公司都是总部位于莱

茵兰-法尔茨州的全球性公司。当然其他具有影响

力的国际化公司在莱茵兰-法尔茨州也会有宾至如

归的感觉：在 Wörth 的梅赛德斯-奔驰和在路德维

希港的雅培 (Abbott)。 

幕后英雄有如建筑设备制造商 Wirtgen 和高

科技自行车制造商 Canyon，见证了德国葡萄酒出

口繁荣光辉历程的葡萄酒物流提供商 Hillebrand，

以牙刷品牌 Dr. Best 闻名的 Schiffer 家族企业或是 
Griesson - de Beukelaer 公司，它们都将公司总部

设在莱茵兰-法尔茨州。 

正是这种企业的融合造就了莱茵兰-法尔茨州

的成功。近 56% 的出口率使得莱茵兰-法尔茨州

的经济始终能在德国名列前茅。 政府把这种成功

归功于那些成功开拓了海外市场的中型企业。邻近

的欧洲国家比如法国以及美国当然是莱茵兰-法尔

茨州经济活动的场所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近年来

与中欧和东欧国家，以及南亚和东亚的印度和中国

等国家的贸易往来，也在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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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领先：
教育和创新历久弥新

大约 600 年前 约翰·古腾堡 (Johannes 
Gutenberg) 发明了活字印刷，此后教育、教学和

科研以及创新就成为了莱茵兰-法尔茨州人们生产

力的组成部分。这个传统承诺，从一开始就要给

孩子最好的教育机会 - 这同样也是莱茵兰-法尔茨

州的口号。 

义务教育很早就得以实施了。在德国联邦州

中，莱茵兰-法尔茨州率先实施了儿童入学教育的

免费托儿所教育。托儿所提供非常充足的名额。在

学校方面我们州也可作为榜样：近 600 所全日制

学校使全州的孩子和家庭受益。 

州内的教学安排力促开放和交流 - 这也符合人

们的生活方式。英语和法语已经在许多小学授课。

国际学校以及高等院校中设立许多用英语授课的

硕士专业，这为开放的人们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德国的双轨教育制度是世界公认的，这是非常

正确的，并在莱茵兰-法尔茨州被实际应用并继续

发展。职业培训和与企业需求的紧密结合不仅为

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高技术后备力量，同时也

为毕业生提供了良好的就业机会。比如在手工艺

业，许多人通过成功的学徒经历最终成为了技师。

这样看来莱茵兰-法尔茨州的手工业企业是真正的

技师诞生地！

大学生可以在注重实践的专科院校和注重研

究的大学中进行选择，他们同样也有最好的就业

机会。在莱茵兰-法尔茨州，学生可以从医学，自

然科学，以技术为导向的工程科学和语言学或人文

科学中选择专业。以应用为导向的科研机构，遍布

全州的技术和产业中心网络以及有明确目的的发

展计划都支持人们将科学知识快速转化成新产品

和新工艺，这同时也保证了良好的创业氛围。莱

茵兰-法尔茨州人在各行各业都乐此不疲。 

强化培养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孩子们，最好地为他们

以后的教育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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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充分利用技术中心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科

研环境,作为他们的创意源泉和催化器。 

12 13

位于美因茨的高分子聚合研究所发展良好。 

良好的融合：大学和企业的研究让莱茵兰-法尔茨州发展成

为成功的化工产业区。 

研究和创新是重中之重：
化工和制药业

巴斯夫 (BASF) 公司出品的现代化塑料和杀虫

剂，勃林格殷格翰 (Boehringer Ingelheim) 公司生

产的治疗呼吸道疾病和新陈代谢性疾病的药物 - 这

只是两家总部位于莱茵兰-法尔茨州跨国企业产品

蓝图中的两个例子。化工和制药业的成功有着可以

追溯超过一个世纪的悠久历史。 

在这里，化学是一个加分项！ 莱茵兰-法尔茨

州化学行业，与整个德国的化学行业相比，每家公

司员工总数都超过平均水平，并且营业额奇高。在

2015年，该州人均销售额6800欧元，总销售额超

过270亿欧元。 

在路德维希港，巴斯夫 (BASF) 公司经营着世

界上最大的综合性化工基地。在莱茵兰-法尔茨州

制药业也同样成功：勃林格殷格翰 (Boehringer In-
gelheim) 公司是德国最大的研究型制药公司。路德

维希港的雅培 (Abbott) 公司在莱茵兰-法尔茨州则

以其过硬的质量闻名。 

与化工和制药紧密相连的朝阳产业生物技术

在州内迅速发展。尤其是美因茨周边年轻的创新

型生物技术企业和从美因茨大学衍生出来的独立

当然，并非只有州内著名的化工和制药大型

企业体现出了研究创新精神。众多中小企业的发

展与化学行业内的48000名员工，创造了高达70%

的出口率。

莱茵兰-法尔茨州的个性化免疫干预尖端群 
(CI3) 尤为值得关注。为了达到世界领先的目
的，这个网络将个性化免疫干预领域的制药，
治疗和诊断方面的专家整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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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茵兰-法尔茨州不仅对环保能源利用进行研究 –   它

也在国际范围得以运用。 

美因茨家族企业 Werner & Mertz (拥有知名品牌 Frosch und 
Erdal) 新的行政大楼。 特别之处：这座大楼通过光电产生远

超其所需的能源。 

高效率和可再生：
能源着眼未来

可再生能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变得越来越重

要。在这方面莱茵兰-法尔茨州驾轻就熟，因为环

保技术在州里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国内和国际

市场上活跃的这些企业的经营内容也是创意十足。

废物和循环经济、工业废料处理、废气治理、能源

生产和管理，与生产集成的环保科技和水/污水处

理都是其核心业务。 

莱茵兰-法尔茨州倡导保护资源的、智能的物

质循环，倡导能源高效利用及可再生能源。环保

技术项目是通过与特里尔应用技术大学应用物质

流管理系(IfaS)的紧密合作来实现的 - 顺便提一

下该管理系所在的比肯菲尔德（Birkenfeld）校

区。和德国其他大学不同，这里的学生是在欧洲

唯一一所“零排放”的校园里完成跨学科研究专

业的。这涉及到了生态建筑的概念，二氧化碳中

性化-能源处理和供热系统处理以及最先进的建筑

和设备安装技术。 

说到零排放：在法尔茨的威勒巴赫有个“零

排放镇”。 这个社区里的 14700 名居民成功实

现了大规模的二氧化碳中性化，100% 可再生能

源供给。 

循环经济的目标是材料的再次利用。很多年

以前在莱茵兰-法尔茨州就已经成立了专门回收玻

璃、塑料或是金属的公司。如 Theo Steil 有限公

司在特里尔港口运营着德国最现代化的钢铁和金

属回收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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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宇宙：肖特 (Schott) 股份公司生产天文望远镜的镜片

支架

位于 Nahe 河畔的 Idar-Oberstein 市在宝石加工方面是世界

上的首选。 

火热和精致：
材料和表面处理技术

金属、陶瓷和塑料这些材料决定了莱茵兰-法

尔茨州北部的未来。这一地区在这些行业中已经

发展成为领先的创新地区。尤其是在陶瓷领域的

耐火材料行业有着相当大的发展前景，并起着核

心作用，例如在钢铁生产、水泥行业、玻璃行业

和垃圾焚烧上。 

在2012年末，耐火材料欧洲中心开始在霍格

伦兆森运营。通过与无机材料和玻璃/陶瓷研究院

以及科布伦茨大学材料技术、玻璃和陶瓷专业合

作，莱茵兰-法尔茨州北部已成为一个具有前瞻性

的职能中心。金属-陶瓷-塑料创新产业群的任务不

仅是强化各自行业，同时要推动混合材料的全新发

展。莱茵兰-法尔茨州现已作为现代材料和表面处

理技术的创新地区得到展示。 

肖特 (Schott) 公司研发的 Ceran® 玻璃陶瓷

烹调面板在全世界彻底改变了烹饪，玻璃陶瓷这

种材料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应用领域。在位于美因

茨的肖特 (Schott) 公司里生产的玻璃陶瓷也被应

用于许多其他有趣又有前途的技术领域内，比如

天文学用的镜片支架。在智利的超大望远镜的主

镜就是由 Zerodur® 陶瓷玻璃制成的。主镜口径

为 8.2 米，重达 23 吨，这是迄今生产过的最大的

整体玻璃陶瓷。 

在享誉世界的宝石基地“世界彩石中心”Ida-
Oberstein，来自南美、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的

原石都被送往这里进行加工。 Ida-Oberstein 是世

界上唯一能打磨和交易所有种类宝石的中心。这里

云集了企业、世界领先的研究机构、高校、协会以

及德国宝石博物馆等，以高超的技术和专业知识而

闻名。德国 Ida-Oberstein 宝石实验室 (DEL) 为世

界各地的用户提供制作专家鉴定证书。 



18 19

来自 Wörth 的驾驶舱，来自 Rockenhausen 的
座椅和来自 Edenkoben 的尾气处理器：这就是汽车

生产“莱茵兰-法尔茨州制造”。超过 100 个企业

开发、优化和生产从刹车片到液压减震器、发动机

零件乃至钢板的汽车部件。这些产品从莱茵兰-法

尔茨州走向全世界。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几乎没有哪个行业像汽

车和商用汽车工业那样推动州经济的发展。汽车

制造业是继化学工业之后莱茵兰-法尔茨州最重要

的工业分支。 

围绕商用车产品，更好地运用和发掘创新能

力-这是 Commercial Vehicle Cluster (CVC) 的任

务。到目前为止已有来自商业、科研和管理领域

的 77 个伙伴组织参与到 CVC 中。很多工作都是

围绕着凯泽斯劳滕工业大学进行的。 

启动的目标定义很明确：要使德国西南部的

商用车工业达到欧洲领先地位。这个目标符合所

有人的利益和最佳发展，特别是中型配件供应商

在莱茵兰-法尔茨州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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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莱茵兰-普法尔茨州
十大理由

戴姆勒-奔驰公司在莱茵河畔的 Wörth 经营着欧洲最大的卡

车组装厂。

一切围绕灵活性：
汽车生产

“莱茵兰-法尔茨州制造”

该目标得到了两所分别来自于莱茵兰-法尔茨

州的 弗劳恩霍夫 (Fraunhofer) 研究所和来自该地

区的企业合作完成的重点课题“数字化商用汽车

技术”的支持。Fraunhofer 研究创新群“数字化

商用汽车技术 (DNT) ”的目的是强化信息技术在

商用汽车领域应用的研究和开发能力。 



路德维希港是艾伯维(AbbVie) 集团全球最重要的研究基地，

同时也是最现代化的药品生产基地和专利挤压技术的职能中

心。这里生产的药品销往世界各地。 

总部位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制药企业 Boehringer 
Ingelheim 是全球领先的医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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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增长驱动和就业的主要引擎：
莱茵兰-法尔茨州的

医疗保健经济

医疗保健经济是我们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将是未来的主要增长点之一。 医疗技术进

步、健康意识加强和预期寿命提高，这三大缘由提

供了新的价值和优先权，意味着在医疗保健经济中

供给、产品和服务都有着巨大的潜力。 

通过开发新的医疗保健市场、新的产品和服务

以及技术创新，医疗保健行业为莱茵兰-法尔茨州

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和革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居民

的健康水平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地区发展状况的重要

因素。在维护和提高健康水平方面的投资不仅能保

证经济生产力，而且也是我们应享有的社会福利。 

                                                         

医疗行业始终是莱茵兰-法尔茨州未来优势和发展

脊梁。每8欧元中就有1欧元是从医疗行业赚取，

每7个当地雇员中就有1人从事医疗行业。在2015

年，医疗行业的总附加值共计达141亿欧元。医疗

行业仍然会保持持续有活力的发展势头：仅在过去

8年中，其总附加值就增长了超过25%。 

莱茵兰-法尔茨州通过促进跨部门和跨行业的

合作以及合作伙伴的联网来开发新的产品和创新

服务，这有助于提高创造价值和促进就业，并确保

高水准的医疗服务。增长轨迹表明：估计到 2020 
年新创造总值将继续提升约 12.1%，从业人员提升

达 18.8%。 

总体来说莱茵兰-法尔茨州拥有很好的前提条

件，可以将医疗保健业这一朝阳产业的高创新、

高增长和高就业潜力富有成效地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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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企业是莱茵兰-法尔茨州经济的顶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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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全州的好伙伴

那些在莱茵兰-法尔茨州遍地开花的提供灵活

服务的伙伴关系，确保了每个人都能专注于其核

心业务。如果你想在欧洲境内销售一个特殊的软

件，或是进行化工原料的贸易，或是拥有一个微

观系统工程学的专利 -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合适的

合作伙伴来成功发展你的业务，无论这些业务是

IT基础设施的安装，将最终产品运送给客户，原

材料的准时供应，生产的电力供应，合理报税或

是办公室的清洁工作。 
在莱茵兰-法尔茨州有约 15.5 万家各行各业的

中型企业，手工作坊 - 从机电工到屋顶工，以及自

由职业者 - 从建筑师到税务顾问，他们时刻准备着

为伙伴和客户提供全程支援和陪伴。这些企业雇用

超过 86.8 万名员工，进行专业技能培训，确保灵

活和创新精神–其中有三分之一供职于服务业。

这让莱茵兰-法尔茨州在世界市场上颇具竞争力。 

这些中小型企业的资质和可靠性将得到富有传

统的经济组织，工业和贸易商会，手工业商会以及

自由职业者商会的支持。在莱茵兰-法尔茨州，中

型企业和亲民的行政管理机构对成功的投资者来说

是正确的合作伙伴。

激光焊接应用于能源技术领域的部件生产 - 美因茨显微技术

有限公司研究所是州内企业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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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第五大货运机场位于法兰克福-哈恩。

莱茵兰-法尔茨州也为需要水路运输的货物提供了最好的

条件：莱茵兰-法尔茨州拥有超过 605 公里的水路航道和 
14 个吞吐量巨大的内陆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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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的交通

尽快赶往伦敦参加会议，去汉诺威参加展会，

去巴黎度周末–从莱茵兰-法尔茨州出发这完全不

是问题。两个小时内可以飞抵欧洲大多数国家的

首都。密集的交通路线网络确保了客运和货运。

高效的交通基础设施连接着莱茵-美因茨，莱茵-内

卡河和莱茵-鲁尔这些经济区域。这使得人们可以

快捷便利地去比利时、法国和卢森堡这些邻国。 

全球最重要的空中交通枢纽之一法兰克福机

场，距离莱茵兰-法尔茨州的州府美因茨仅有驱车

或者乘火车若干分钟的车程。 

如果不是刻意追求速度或是需要运输重货，

那就选择欧洲最繁忙的水道航线，也是世界上最

重要的水道航线之一：莱茵河。 算上支流，莱茵

河承担起德国水域货运总量的约 70%。莱茵河、

摩泽尔河、萨尔河和用于内河航运的拉恩河共有 

605 公里的水路航道和 14 个吞吐量巨大的内陆港

口可以提供内河船运服务。 

由出色的短途运输和值得信赖的与国际快速

铁路网完美连接的 ICE 和 IC 线路组成的铁路交通

网，使得货物和人员能够快速到达目的地。最后莱

茵兰-法尔茨州还拥有出色的公路交通网。所有这

些运输载体都最好地互相连接在一起，使得这里所

有的线路简短和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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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着迷的风景、浪漫的城市、高度发达的

餐饮业、寻求自我的文化之旅、葡萄酒、水和健

康 - 听起来就像是在度假，而在莱茵兰-法尔茨州

日常生活就是如此。莱茵河、摩泽尔河、萨尔河、

阿尔河、拉恩河和纳赫河就在家门口，在这个度假

胜地里你可以尽情放松。 

莱茵兰-法尔茨州是德国首屈一指的葡萄酒产

区。莱茵兰-法尔茨州的葡萄收成占德国葡萄总产

量的 65%。这里有大约 5000 家葡萄酒企业，葡

萄种植者产酿国际知名的优质葡萄酒和使人心旷

神怡的香槟。在德国出口的 100 万公升葡萄酒中

莱茵兰-法尔茨州的葡萄酒要占约 90%。人们可以

亲身体验普通种植者的工作，比如从葡萄藤的种植

一直到参加众多的代表地区的葡萄酒节。 

除了葡萄酒，莱茵兰-法尔茨州还出品多种矿

泉水。 莱茵兰-法尔茨州有超过 60 个源泉，也是

著名品牌矿泉水如 Apollinaris，Gerolsteiner，
Staatlich Fachingen 和很多其他品牌的水乡。

莱茵兰-法尔茨州人懂得享受生活，乐于交

际。 在州内很多相对偏远的小镇上，美食和当地

特色菜都随处可见。无论是星级烹饪或是露天小

酒馆美食 - 只要是端上餐桌的食材，往往都是直

接产自该地区。许多远近闻名的节日和活动，诸

如“莱茵焰火节” 或是“尼伯龙根节”这样的活

动丰富了地区文化。所有的游客都能感受到这里的

开放和好客的温暖，并乐意再次来访。在这里，你

很快就会觉得宾至如归。 

莱茵兰-法尔茨州并不是只对葡萄酒爱好者有

着吸引力，对那些爱好运动的人们和勇于探险的

家庭来说也非常合适。在 Hunsrück、Eifel 或是 
Pfälzer 森林的 7 条骑车旅游线上骑山地自行车，

或者在拉恩河划独木舟，或在莱茵森林小径，萨

尔-洪斯吕克森林小径或维斯特尔森林小径徒步漫

游 - 对每一个人来说总有适合的选择。如果乌云密

布，你可以拜访众多博物馆中的任意一个或是去听

一场音乐会消遣一下。莱茵兰-法尔茨州每年要接

待近 800 万的游客，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欧洲第三大摇滚音乐节“Rock am Ring” 每

年都会吸引数以万计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那些

喜欢安静和思考的人则可以去一些养生绿洲。让

自己在某个著名的温泉中彻底放松或是在某个高

档酒店中享受尊贵服侍。此外还有 23 个疗养地

和矿泉浴场提供纯粹的放松服务。在莱茵兰-法尔

茨州这样说不无道理：在别人度假的地方生活。 在别人度假的地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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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州内四个历史遗迹认定

为世界遗产。首先是施派尔大教堂，这是世界上

现存的最大的罗马风格教堂，纳入了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紧随其后的是古罗马城

市特里尔（奥古斯都 特来佛里）的黑城门、露天

剧场、皇家浴场、康斯坦丁大教堂，大教堂和圣母

教堂以及位于宾根和科布伦茨之间的莱茵河中上游

河谷的人文景观。最近的值得保护的文化遗产是 

550 公里从上日尔曼到雷蒂安跨州边墙的北段。 

当游客们在美因茨的圣斯蒂芬教堂观看画家

马克•夏卡尔所绘窗户时，他们可以欣赏到闻名

世界的现代美术作品。位于诺依施塔特和朗多之

间的“Ludwigs- höhe 别墅”收藏了大量的 Max 
Slevogt 作品。Hans Arp 的艺术作品可以在位于 

Remagen-Rolandseck 的同名博物馆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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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美因茨斯蒂芬堡的圣斯蒂芬教堂内的由马克·夏卡尔绘

制的主题窗，年复一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艺术爱

好者。 

汉巴赫城堡 - 1832 年“汉巴赫节”的舞台以及在德国土地上

追求民主的象征。 

罗马人，骑士和浪漫主义者：
体验历史和文化

地理上的中心位置使得这里很早就成为了统治

者钟爱的舞台和欧洲的核心地带。罗马人，从凯

撒到康士坦丁，建立了德国最古老的城市科布伦

茨、美因茨、斯派尔、特里尔和沃姆斯，几百年

以来在其中留下了他们的烙印。在中世纪，州内

的河流是重要的交通和贸易通道。如今超过 500 
座城堡和宫殿以及众多的出土文物证实了这片土

地上曾经发生过的动荡历史。 

具有独特人文景观的莱茵河中游河谷，因诗

人海因里希•海涅的民谣《罗蕾莱》而蜚声海外。

莱茵河中岩石岛上的普法尔茨伯爵海关城堡或是

史特臣岩城堡 - 他们是古城堡的代表，体现了莱

茵河的浪漫，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同样

的，摩泽尔河谷，洪

斯吕克和西南法尔茨

也都保留着具有重要

历史意义的城堡。位

于葡萄酒之路附近的

诺依施塔特的汉巴赫

城堡对于自由主义精

神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里被认为是德国民主主义的摇篮。1832 年，来

自德国、法国和波兰的 30000 名热爱自由的市民

在这里庆祝汉巴赫节，并要求德国统一，自由和民

主。如今在莱茵兰-法尔茨州人们仍然可以通过许

多的历史遗留物见证历史，感知历史。 



30 3130 31

ISB 为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一揽子服务：

■ 量身定制的发展项目

■ 一体化的融资方案

■ 提供优惠条件

■ 简化的申请程序

■ 缩短审批时间

■ 高效的贸易和合作推广

■ 支持企业成立以及协助移民和选址

如您有低息贷款，风险投资，补贴，担保或参

股方面的事宜，投资与经济发展银行 (ISB) 随时都

可为您提供服务，

请致电：+49 6131 6172-1202
+49 6131 6172-1333 (德语使用者专线)

更多信息：www.isb.rlp.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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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eden (第 23 页下)，莱茵兰－法尔茨州经济事务、交通、

农业及葡萄酒工艺部（第３页），莱茵兰－法尔茨州经济

事务、交通、农业及葡萄酒工艺部／投资与经济发展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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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兰-法尔茨州是一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欧

洲经济区。该州的投资与经济发展银行 (ISB) 作
为核心经济促进机构，是计划在该州投资者的首

选合作伙伴。 

州银行在经济政策和结构政策上为莱茵兰-法

尔茨州的发展提供帮助，并且承担了在金融，经

济，住房，城市规划，交通，环境和劳动力市场

范围内促进和加强州经济结构的发展和优化的任

务。ISB 可为投资者提供综合性一揽子服务。 就

是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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