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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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行业

　　荷兰政府确定了九个经济发展尤为强劲的行业。在这

些行业里，政府、公司和科研机构通力合作以促进其发展

壮大。这些行业在中国同样取得了快速发展，为中荷两国

在贸易及经济合作领域提供了互利机遇。这些“领先行业”

包括： 

•  农业和食品  

•  园艺  

•  水利 

•  生命科学和健康 

•  化学工业 

•  创意产业 

•  高科技产业  

•  能源 

•  物流

　　在这本手册里您将看到更多有关荷兰创意产业的信

息。

创意产业

　　梵高、弗美尔、伦勃朗都是世界知名的荷兰艺术

家。不过，荷兰创意产业在当代也是精英辈出。铁斯托 

(Tiësto) 和 Hardwell 是享誉全球的 DJ，弗洛伦廷 • 霍夫

曼 (Florentijn Hofman) 带着他的大黄鸭周游世界。风靡

电视荧屏的“中国好声音”的创意也源自荷兰。

　　梵高、雷姆 • 库哈斯 (Rem Koolhaas)、米菲兔等象

征着荷兰设计的力量与精髓：思想开放、概念性设计、坚

持“少即是多”的设计理念。荷兰设计同时代表着创新、

创意与商业洞察力。荷兰人乐于并肩工作，打破领域界线

与国家边界。一大实例即为由雷姆 •D• 库哈斯 (Rem D. 

Koolhaas)，雷姆 • 库哈斯 (Rem Koolhaas) 的侄子创立

的鞋履品牌 United Nude。出自建筑设计师雷姆 •D• 库

哈斯 (Rem D. Koolhaas) 之手的女鞋带有明显建筑设计风

格。荷兰的创意思维告诉世界：创意能够让商业更具创新

性、竞争力、更有前景。今天，在荷兰创意力的推动下，

开创性的建筑、设计、时尚、游戏、音乐和电视节目层出

不穷。

World Expo Shanghai - Learn Pavillion © Thijs Wolzak



主要特色与优势

知名项目

　　荷兰建筑设计师已在中国多个知名项目中崭

露头角，比如 IBA 设计的广州“小蛮腰”电视塔

和 OMA 设计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新总部大楼。新近

的一个项目是位于杭州钱塘江畔的来福士，出自

UNStudio 之手。来福士项目的设计理念旨在融合城

市环境中的多种使用途径，着眼于城市环境与城市景

观的有机结合。杭州来福士将在 2016 年建成，总高

60 层。从来福士可以俯瞰钱塘江及西湖周边景色。

同时，来福士大厦也将成为钱塘江畔和西湖周边的新

地标。项目总建筑面积将近 40 万平方米。

室内设计

　　荷兰当代室内设计师马塞尔·万德斯（Marcel Wanders)

以及 Moooi、Droog 等设计品牌在中国已经具有相当的知

名度。荷兰建筑设计公司 ARX 脱颖而出，为坐落在上海中

心内的观复博物馆设计橄榄园。ARX 由此成为与上海新地

标——上海中心合作的首家欧洲建筑设计机构。通过 8 种失

落的文字及图腾柱，ARX 在橄榄园内展示了 8 个失落的文明。

城市发展

　　荷兰以城市发展与建筑项目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知名。设计师们将批判性的个人创意思想融入到合作

共赢与强烈的设计信仰之中，不断改善着社会环境。

　　荷兰公司 KCAP 的项目——万科青岛国家广告

园即为此中代表。该园是集广告、媒体、电影与交流

行业为一体的城市创意园区，将园区周围诸多不同的

场所、功能与环境联结起来。园区周边现存的城市中

心现在是相互隔绝的，国家广告园项目有助于重新激

活并且连接周边的资产，使其成为一个运转良好的，

高质量的城市空间，并且有能力成为青岛的一个标志

性目的地。

China Media Park, Qingdao © KCAP

Raffles City mixed used development, Hangzhou ©  UN Studio

Olive Garden in Shanghai Tower © ARX Archit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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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挑战中的新机遇

　　牢固创新的研究增强了荷兰创意产业的影响力。该

产业探索新收入模式、服务、工作方法与技术的意义。

另一重要目标为在社会挑战应对中贡献力量。很多人认

为，创意产业的价值即体现于此。荷兰擅长将技术与设

计融合到日常生活解决方案中。荷兰设计师丹 • 罗斯嘉德 

(Daan Roosegaarde) 与其专家团队将专利的离子科技用

于制造世界上最大的真空吸烟雾器。无烟雾塔向公共空间

释放无烟雾气泡，人们可以免费呼吸、体验清洁的空气。

Roosegaarde 设计了实体纪念品，包括压缩雾霾离子的

无烟雾戒指和无烟雾袖扣。通过佩戴此类无烟雾饰品，你

可以为城市贡献 1000 立方米的洁净空气。首个无烟雾塔

于 2015 年 9 月在荷兰鹿特丹开放，并将进行全球巡回旅

行，中国也会是全球之旅中的一站。

优质教育

　　荷兰以其优质的设计教育知名。代尔夫特、特温特及

埃因霍芬的理工大学均设有工业设计专业，而代尔夫特及

埃因霍芬的理工大学亦在建筑与城市规划领域内世界闻

名。埃因霍芬设计学院是全球最著名的设计学校之一。阿

尔特兹艺术大学、利特维尔艺术学院以及桑德伯格艺术学

院均设置了精彩的设计课程。大黄鸭之父 Hofman 就是

阿尔特兹艺术大学的校友。

视觉传播

　　荷兰设计师非常擅长视觉传播，特别是版面设计、包装设计以及指示牌设

计等方面。迪克·布鲁纳 (Dick Bruna) 设计的米菲兔，俘获了所有年龄段人士

的心；Studio Dumbar 的图形设计以及 Mijksenaar 的指示牌设计全球风靡。

　　2015 年，以 Dick Bruna 画风设计的熊猫大囍诞生。大囍由中国设计师

小组与荷兰社会创新组织 Butterfly Works 合作设计，是“像米菲兔一样成长

和学习”项目的一部分。虽然大囍面世时间不长，但已经广受关注。

　　弗洛伦廷 • 霍夫曼 (Florentijn Hofman) 的大黄鸭自 2007 年诞生以来，

已经遍游世界各大河流湖泊，包括香港的维多利亚湾以及北京的颐和园。

2014 年，大黄鸭游历了上海的世纪公园。

Origami lights  © Holst Centre

Book Chair  © Richard Hutten Studio

Miffy in fashion exhibition  © Mercis 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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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时装市场

　　荷兰时装品牌正在全球市场上逐渐崭露头角，包括新锐鞋履品牌 United Nude 以及世界知名设计师维果罗夫 (Viktor 

& Rolf) 和艾里斯 • 范 • 荷本 (Iris van Herpen)。不少国际大牌也由荷兰设计师操刀，比如朗雯 (Lanvin) 麾下的 Lucas 

Ossendrijver。服装零售创新品牌 Suit Supply 于 2015 年在上海开设了新的旗舰店。与此同时，荷兰时装制造商及

纺织品制造商正在向着更加环保的生产迈进，他们引领着创新潮流，打破了时装、设计与技术之间的传统界限。比如

Waste2Wear 公司从废旧塑料瓶中制造织物，Pactics 公司开发出了高科技纺织品印刷技术。

世界牛仔服之都

　　荷兰是知名的牛仔服之国，阿姆斯特丹被誉为世界牛

仔服之都：每平方公里的牛仔制衣公司数量居全球首位，

G-Star、Levi’s 以及 Tommy Hilfiger 等公司的总部均设

于此。

游戏

　　荷兰游戏产业的关键优势之一在于宽带与移动技术的

广泛采用。荷兰公司在严肃游戏和休闲游戏市场中均表现

不俗。荷兰各家游戏公司都在积极开拓中国市场，致力于

将优质创新的游戏引入中国。荷兰的 WeirdBeard 与中国

网易公司联合开发了一款移动游戏。

翩翩起舞

　　荷兰是舞蹈音乐及大型舞蹈活动领域内的先锋。

世界已经拜倒在阿曼·范·布伦 (Armin van Buuren)、

Tiësto 以 及 阿 弗 洛 杰 克 (Afrojack) 等 DJ 脚 下。 他

们经常到访中国，在重大聚会和音乐节上表演，比

如由中荷合资企业现代艺术娱乐公司 (Modern Art 

Entertainment) 主办的释放（Release）和草莓音乐节。

电视节目遍全球

　　无论是电视节目编排还是舞蹈节设计，荷兰模式总能

够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荷兰创意产业一如既往地充满

新意，凭借轮廓鲜明、设计精心的方式，使其电视节目产

品易于为全球观众所接受。荷兰的电视制作人们在全球电

视界地位卓越，创造了诸多电视节目的原型模式，包括中

国好声音 (The Voice of China)、一掷千金 (Deal or No 

Deal)、胖子团 (Obese) 以及你是大歌星 (So You Wanna 

Be a Popstar ) 等。荷兰是全球电视节目模式第二大出口

国。

Viktor & Rolf Spring/Summer 2012 women's ready-to-wear collection  © Peter Stig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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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教育、文化和科学部

荷兰教育、文化和科技部努力在荷兰创造出才智卓越、技

术娴熟、创意出色的环境，旨在确保每个成员均能获得良

好的教育，充分具备个人独立与承担责任的能力。该部通

过支持创意产业领先行业政策以及推广其自身制定的艺术

（建筑、设计、电子文化、电影与其他领域）政策，为创

意产业提供大力支持。

www.rijksoverheid.nl/ministeries/ocw

荷兰经济部

荷兰经济部推动荷兰成为具有可持续发展眼光的进取型国

家，通过创造良好的条件以及给予企业人士创新与成长空

间，打造出色的企业环境。

www.rijksoverheid.nl/ministeries/ez

荷兰外交部

荷兰外交部支持国际经济活动，创造必需的优良环境，鼓

励外国公司在荷兰开展长期业务。该部旨在推进荷兰竞争

力、开放的世界经济以及可持续的全球化，同时采用旨在

优化外交关系的文化政策。

www.ri jksoverheid.nl /minister ies/bz/organisat ie/
organogram/directoraten-generaal

荷兰企业管理局

荷兰企业管理局鼓励企业人士参与到可持续性、农业、创

新性、国际业务之中，协助企业人士获取许可、寻求商业

伙伴、获得专门技术、与法律法规。

english.rvo.nl

CCTV building, Beijing – OMA Architects © Philippe Ruault

荷兰创意产业相关链接

荷兰设计在中国

《荷兰设计在中国年鉴》概述在华的荷兰顶级设计公司及

其设计项目与产品，简要介绍荷兰设计在中国的情况。

www.dutchdesignworkspace.com/products

荷兰绿色联盟

荷兰王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于 2009 年联合大约 10 家荷兰

公司，共同成立了“荷兰绿色联盟”，提供一体化综合性

可持续解决方案，包括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工程以及绿

色建筑材料供应。了解更多有关荷兰绿色联盟信息，请发

电子邮电至 sha-ea@minbuza.nl

与荷贸易

与荷贸易门户网站，介绍荷兰、市场、规则等信息。信息

中心将协助您寻求到有趣的荷兰合作伙伴。

www.hollandtrade.com/business-information

荷兰外交使团与商业支持机构

通过国际网络为您提供有用的商业引导与联系。工作人员

将为您的贸易需求提供协助并向您介绍各种贸易项目。

www.government.nl/topics/development-

cooperation/contents/development-cooperation-

matchmaking-facility#ref-minbuza

荷兰外商投资局

荷兰外商投资局是有意在荷兰开展业务并借荷兰商业环境

之利，将荷兰作为扩展其欧洲业务的外国公司的首要选择。

www.nfia.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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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g Free Park © Daan Roosegaarde

荷兰领先行业

荷兰在一些领域内全球领先，因此这些领域获得了政府的

优先支持。这些领域包括：创意产业、农业食品、园艺及

原始材料、水、高科技、能源、物流、生命科学与化工产品。

www.government.nl/topics/entrepreneurship-and-
innovation/contents/investing-in-top-sectors

荷兰创意产业基金会

荷兰创意产业基金会提供项目资金，以培育创意产业质量、

推动创新及跨领域合作方案、促进荷兰国内外的企业家专

业化。同时，基金会亦积极寻求将文化、社会与经济相联结。

基金会组织各类活动与竞赛，关注相关主题，开展各种讨

论，例如，如何增强荷兰设计业在国际上的地位。

www.stimuleringsfonds.nl

荷兰新研究院

荷兰新研究院旨在探究、摸清快速变化的世界，培育与建

筑师、设计师、艺术家、手工艺人、企业家、知识机构、

文化组织以及其他利益方之间的探讨网络。

www.hetnieuweinstituut.nl

荷兰创意产业联合会

荷兰创意产业联合会（FDCI）将创意服务业内的专业

组 织（BNA, BNI, BNO, DGO, FotografenFederatie, 

Modint, PIBN 和 VEA）联合起来。

www.dutchcreativeindustries.com

荷兰创意委员会

荷兰创意委员会包括委员会及创意产业领先行业小组。作

为创意产业发展的独立战略顾问机构，荷兰创意会旨在鼓

励、推动创意产业成为荷兰以及全球的优先领军行业。

www.creativecouncil.nl

CLICKNL

CLICKNL 为创意产业的知识与创新网络，将热爱探究的研

究者与具有创业精神的创意人士联系起来，共同开发出应

对社会与经济挑战的可持续性解决方案。

www.clicknl.nl/?lang=en

荷兰科学研究组织

荷兰科学研究组织（NWO）是荷兰政府指定的科学与奖

学金基金机构，推动荷兰创意产业及其他行业的研究质量。

www.nwo.nl

TNO

TNO（荷兰国家应用科学院）为独立研究机构，将人与知

识完美联合，产生能够激发产业可持续竞争优势、推动社

会福祉的各类创新。

www.tno.nl

创意产业领先行业小组

创意产业领先行业小组为荷兰政府提供咨询建议，目标为

在 2020 年时，将荷兰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具创造性的经济

体。领先小组成员来自政府部门、研究与教育机构以及商

业领域，在荷兰被称为“金三角”。领先小组围绕国际化、

知识与创新以及人力资本开展工作，特别关注行业间的跨

界合作。创意产业领先行业小组隶属于荷兰创意委员会。

www.topsectoren.nl/creatieve-industrie/topteam



商业中的创造力
梵高、雷姆 • 库哈斯 (Rem Koolhaas)、米菲兔等象征着荷兰设计的力量与精髓：思想

开放、概念性设计、坚持“少即是多”的设计理念。荷兰人告诉世界：创意能够让商

业更具创新性、竞争力、更有前景。

第二
 
荷兰是全球电视节目模式第

二大出口国。

这边走
荷兰的视觉设计实力强劲。人们在阿姆斯

特丹史基浦国际机场和纽约肯尼迪机场等

主要机场，都是沿着荷兰设计的指路牌定

位自己的方向。

牛仔服之都
阿姆斯特丹被誉为世界牛仔服之都：

每平方公里的牛仔制衣公司数量居

全球首位。

73%
媒体与娱乐业中将近四分之三的公司都在

进行创新。荷兰游戏开发商以及其他软件

开发商是主要的创新力量，但是，出版公

司和唱片公司也不甘其后，不断创新着电

子书籍、音乐和电影等在线内容。

第八

荷兰的创意出口位列世界第八。

事实与数据

Flower vase by Jurgen Bey of Makkink & Bey © Studio Makkink & Bey



知识！
荷兰创意产业中的知识工作者比比皆是。该产业中的知识工作者

比例高达 52%。而这一数值在其他行业内仅为 32%。

荷兰设计

• 47808 名图形及交互设计师

• 6048 名产品设计师

• 3744 名室内设计师

• 10500 名建筑设计师

• 1300 家时装公司

前十

荷兰创意产业始终居于全球前十位之列，涉及方面包括贸易数据、

工作机会以及品牌与样式注册数量。

66%
在荷兰从事创意产业的

172 000 人中，66% 为自

由职业者。

71亿

荷兰创意产业的年收入超过 70 亿欧元，

占荷兰经济的 1.9%。

Hella Jongerius - Tierschalen © Jongeriuslab

www.hollandtrade.com
© 荷兰政府在中国的商务机构，2015 年



荷兰驻华商务代表

　　荷兰驻华外交使团代表荷兰在中国。代表机构有荷兰驻华大使馆、荷兰驻重庆、广州、香港和上海 4 家总领事馆以及 6 家荷
兰贸易促进委员会代表处，它们分布在 6 个重要的二线城市：成都、大连、济南、南京、武汉和青岛。
　　荷兰政府驻华商务代表网络竭力支持所有在华经商或希望来华开展活动的荷兰公司。如果您希望与在华的荷兰公司进行商务
合作，请联系我们的贸易促进委员会代表处。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 https://www.niyuhelan.nl/ 联系

联系方式：

荷兰王国驻华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河南路 4 号
电话：+86-10-8532 0200
电子邮件 : pek-ea@minbuza.nl  

上海总领事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上海市长宁区红宝石路 500 号东银中心 B 塔 10 楼
电话：+86-21-2208 7288
电子邮件 : sha-ea@minbuza.nl 

广州总领事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
广州市天河路 208 号粤海天河城大厦 34 楼
电话：+86-20-3813 2200
电子邮件 : gnz-ea@minbuza.nl 

香港总领事馆
香港湾仔港湾道 18 号 中环广场 30 楼 3001 室
电话：+85-852-2599 9200
电子邮件 : hon-ea@minbuza.nl 

重庆总领事馆
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民权路 28 号英利国际金融中心
5404-05 室
电话：+86-23-6399 7000
电子邮件 : cho-ea@minbuza.nl 

荷兰贸易促进委员会大连代表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 辽宁省
大连市中山区同兴街 25 号世界贸易大厦 4910 室
电话：+86-411-3986 9998
电子邮件 : nbsodalian@nbsodalian.com
 
荷兰贸易促进委员会济南代表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山东省
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 2666 号
鲁能国际中心 102 室 邮编 250002
电话：+86-531-8606 5138
电子邮件 : nbsojinan@nbsojinan.com

荷兰贸易促进委员会南京代表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江苏省
南京市鼓楼区中央路 1 号 
南京绿地洲际酒店 47 层 4701 室 210008
电话：+86-25-8470 3707
电子邮件 : nbsonanjing@nbsonanjing.com 

荷兰贸易促进委员会青岛代表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山东省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10 号 颐和国际 A 座 2505 室
电话：+86-532-6677 7517
电子邮件 : nbsoqingdao@nbsoqingdao.com

荷兰贸易促进委员会武汉代表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湖北省
武汉市建设大道 568 号 新世界国贸大厦 1306 室
电话：+86-27-8576 6511
电子邮件 : nbsowuhan@nbsowuhan.com

荷兰贸易促进委员会成都代表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四川省
成都市东御街 18 号 - 百扬大厦 2204  邮编 610016
电话：+86-28-8692 3062 
电子邮件 : nbsochengdu@nbsochengdu.com 

Dutch fashion designers Viktor & Rolf © Peter Stig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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