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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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机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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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领先行业”的信息。



农业和食品

　　荷兰农产品年出口量逾 800 亿欧元（接近荷兰总出口

的五分之一）。荷兰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农产品出

口国。同时，荷兰的农产品年进口量超过 500 亿欧元，增

强了荷兰在国际农业中的地位。荷兰的农业复合领域在全

国经济与就业中的比例约为 10%。农业食品这一领先行业

是该复合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荷兰的领先行业之一，农业与食品产业是荷兰

经济最强劲的驱动力，附加值高达 420 亿欧元（占荷兰

经济的 7.3%）；拥有 135 600 家公司（占荷兰公司总

数的 9.9%）；产值 1 240 亿欧元（占荷兰生产总值的

10%）；就业人数641 000 人（占荷兰就业总人口的9.1%）； 

出口值 558 亿欧元（占荷兰出口总值的 13%）；研发支

出 8 亿欧元（占荷兰研发总支出的 11%）。

荷兰的农业与食品产业国际领先、充

满创意，涵盖多个食品链（以植物为

原料或与动物相关）。

　　这些食品链涉及从“农场到餐桌”的整个生产系统。

每一个环节均需经过检验，为整个产业链提供保证。为此，

荷兰建立起了一个独具特色、全面整合、完备周全的品质

保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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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企业参与到农业生产系统及后续的食品链之中， 

如供应行业、原材料供应商、加工企业、食品产业、拍卖行、

贸易商、零售商以及国外的相关行业。一些产品直接作为

最终产品在国内外销售，另外，还有大量产品由（食品） 

企业进行加工。

　　农业与食品行业与其它经济部门有着紧密的联系。如

若没有来自国内外的原材料（核心辅料）的供应，这一领

先行业的生产运作也就无法开展。例如，原材料包括动物

饲料和食品（如谷物、可可、棕榈油）、肥料、机械工程（高

科技）、物流、包装行业、金融与业务服务等，不一而足。　

此外，农业商务与食品行业与园艺、水利、物流、生命科

学与健康、能源、化学品及生物经济等领先行业也是息息

相关的。该行业与园艺产业在多个领域均开展了深度合作。

　　荷兰的农业与食品行业拥有一套国际领先的知识基础

设施，这对于开展国际化运作的企业来说极具吸引力。荷

兰农业与食品行业具备卓越的创新能力和高效的生产率。

全球 25 家实力最强的食品与饮料公司中，有 4 家荷兰公

司（联合利华、喜力啤酒、荷兰皇家菲仕兰、Vion 集团），

12 家公司在荷兰设立了主要生产基地或拥有研发设施。

　　该行业的愿景是，通过对知识与创新领域的持续投资， 

巩固国际地位，从而满足全球不断增长的对（健康）食品

的需求。实现食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降低原材料和能源

消耗，是这一行业的工作重心。

Cows © Energising the Future

Cheese © Netherlands Enterprise Agency



　　荷兰支柱产业之一的园艺业是一个由不同关系联结而

成的商业及机构网络。其生产类别分为以下部门：

玻璃温室里的园艺（温室园艺，保护地栽培）

• 培育观赏性植物（鲜切花、盆栽、球根花卉）

• 培育蔬菜（叶用蔬菜、果实类蔬菜）

• 培育水果

• 培育食用菌（不在玻璃温室，在培养室培育）

户外园艺（在户外耕种作物）

• 耕种蔬菜

• 耕种水果

• 耕种观赏性植物（鲜花、花球、多年生植物、苗木）

　　园林景观，如开发花园、公园、大规模景观项目，这

也是园艺的一部分。

　　遵循植物自然生长规律的理念，采用标准化的栽培技

术，研发应用自动化的设施设备，更能保证生产效率高，

能源消耗少，使得荷兰在园艺相关高新技术、设施设备、

研究创新和产品品质都闻名于全球各国，成为领先于世界

的园艺强国。 

Vegetable varieties © Rijkswaterstaat

园艺

　　荷兰在商业环境方面世界一流。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

的《2016-2017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荷兰的经济竞争力，

在全球排名第四，在欧盟排名第一。

　　荷兰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2016

年出口值达到 850 亿欧元。荷兰是全球第二大蔬菜出口国，

也是第二大水果出口国。全球园艺产品贸易总量中，荷兰

占比近一半，其中花球贸易量占全球总量中的 77%。

重大成就是创新和共同创造驱动的。

荷兰人享受政研企三方协作机制的巨

大裨益：在政府、商业企业及科研机

构之间分享知识和专业技能与信息，

（例如世界排名第一的农业及林业大

学：瓦赫宁根大学及研究中心）。

荷兰“绿色港口”

　　荷兰“绿色港口”自 2011 年起即是园艺及育种育苗

产业的聚集地，这里坐落着不同的公司和组织，如作物培

育公司、拍卖所、商企、出口商、园艺供应商、金融及咨

询服务提供商。六个带有卫星区域的绿色港口是荷兰园艺

产业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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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多的不确定因素，许多国家无法确定如何开 展相关工

作。关于气候变化的速度、影响及相关成本， 有许多问题

仍不清楚。荷兰借助一套适应性极强的方法， 开发出了三

角洲管理的长期战略，发挥着示范作用。我 们很高兴与其

他国家分享我们在该领域的专长。 

　　保障清洁用水是荷兰面临的一大挑战。作为一个河 口

国家，有三条发源于欧洲内陆的大河干流在荷兰注入 大河，

流经了荷兰的许多城市和工业区。这些河流是荷 兰清洁、

无氯饮用水的来源之一。荷兰是欧洲最大的农 业产品出口

国之一，已经发展形成了保证地表水、地下 水和饮用水良

好水质的成熟经验和技术方法。 

　　气候变化的影响常常与水资源过剩或短缺直接相关， 

对人类和自然造成巨大影响。可靠、准确的数据对于处 理

全球水问题和良好决策都至关重要。智能信息解决方 案有

利于最终用户更为深入掌握水资源的储量情况。它 可以预

测可选行动的影响，取得深思熟虑的决策，最终 提高水管

理的质量。

　　荷兰人水管理的秘密是采取了一套综合性方法，它 离

不开合作（所谓企业 - 政府 - 知识机构的黄金三角合 作关

系），借助高质量的智能解决方案实现了对土地和 水的高

效利用。荷兰重视水，邀请您一起努力。 

© Rijkswaterstaat

Pressure sensor foil for smart shop shelves  © Holst Centre   

水利 

　　风、水和辽阔的空间塑造了荷兰以及国家的历史。对

于荷兰人民来说，长久以来，水既是朋友，也是敌人。纵

观历史，荷兰一直是海洋强国，因此荷兰的海事技术非常

发达。荷兰人民从这段悠久关系中学到：要与水相伴共生，

就必须重视水。

　　从中世纪早期开始，荷兰人就一直在围海造地，保 护

土地免受海水侵袭。为了生存，荷兰人发展出水管理、 空

间规划、供水和水质保证等一大批技术。如今，荷兰 的水

管理技术已经闻名全球；人们常说水是荷兰的基因。

世界在不断变化。不仅是荷兰，整个

世界都需要与水建立一种全新的、可

持续的关系。 

　　面对与水相关的种种威胁，城市三角洲应该具有更 强

的承受力。三角洲方法代表了一种动态的三角洲管理 手段，

它所采用的解决方案可以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实 施调整。

是一种能够适应各类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的 可持续战略。 

　　世界各地的三角洲地区都正面临气候变化和人口密 度

增加的巨大压力。许多国家都在寻找保护自己免受洪 水袭

击和水资源短缺影响的方法。虽然急需开展行动， 但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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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森、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等。这些疾病的治疗方法不断改

善，患者生活质量也不断提高。这些国家的另一个特点是

医疗成本高昂，且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各种各样的健康

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把预防作为重点的原因。

　　经济发展中的国家有相当不同的需要。他们的问题是

卫生服务供方的可获得性以及药品和简易医疗设备的可及

性，对他们来说，卫生保健通常都缺乏良好的组织，卫生

状况往往不合标准 , 因此经常存在发生流行病的风险。

荷兰不断增长的卫生保健需求使得保

持其可负担性与提高其可及性面临着

挑战。

　　荷兰的经济和医疗保健是相互关联的，良好的医疗保

健就意味着慢性病患者仍然可以工作 , 有助于让患病的人

们更快的重返工作岗位。

Heart catheterization © Bart van Overbeeke / Brainport Eindhoven

生命科学和健康 

　　荷兰的卫生保健水平位居世界前列。荷兰人的平均期

望寿命高达 81 岁左右。研究表明 , 在世界范围内，我们

国家人民身高最高，孩子最幸福。我们的卫生保健系统闻

名世界，拥有 150 多年的历史 , 质量高且人人可及。我们

不懈努力，并成功做到用较低的费用提供更好的健康服务，

每年都能实现将成本稳定在一定水平的同时取得更好的效

果。荷兰卫生保健体系被欧洲健康消费者指数（EHCI）连

续三年评为欧洲最佳。我们在健康保健链、市场需求以及

开放的公私合作关系方面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荷兰人善于融入不同的文化 , 我们也了解当地的需要

和卫生保健结构，这些特质使荷兰生命科学和卫生部门成

为面临相似复杂卫生问题的国家在寻找解决方案和改善医

疗保健服务时的理想合作伙伴和咨询对象。

　　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加 , 对医疗保健的需求也逐渐

增大。富裕国家的人民寿命变长 , 老年人口比例也在上升，

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人工作挣钱养活不再工作的人。另

外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患有慢性病和老年病 , 如痴呆症、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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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mbly in cleanroom © NTS Group

　　不断增长的财富将使对交通运输、建筑、设备和食品

的要求剧增，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化学工业为之提供原材料。

　　 荷 兰 领 先 的 化 学 企 业 有：AkzoNobel、Shell、

DSM、 科 碧 恩（Corbion）、 世 天 威 集 团（Steinweg 

Group）和孚宝（Vopak）。

　　研究机构包括：TNO、荷兰能源研究中心（ECN）、

代 尔 夫 特 大 学（Delft University）、 屯 特 大 学

（Twente University）、瓦格宁根大学（Wageningen 

University）和埃因霍芬大学（Eindhoven University）（应

用 / 基础研究领域），以及位于莱顿、乌特勒支、阿姆斯

特丹和格罗宁根等地的大学（基础研究领域）。

　　上述许多荷兰化工企业和科研教育机构已经通过与中

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或与大专院校展开学术交流等形式进

入中国。

Curing of conductive structures on flexible substrates © Holst Centre

化学工业  

　　化学工业是荷兰领先的工业之一，对荷兰的 GDP 做

出了巨大贡献。荷兰是欧洲领先的化学产品和服务供应国

之一。荷兰的先决条件为化学工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良好

环境。基本原材料充足或易于采购，发达的交通网络将荷

兰与欧洲相关市场相连在一起。此外，荷兰化学工业的研

究和教育也跻身世界领先行列。而这一切与荷兰的文化与

思想融合在一起，为强大的化学工业提供坚实基础，推动

经济发展，在可持续性企业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未来几十年，全球所面临的重大发展趋势，如人口增

长与老龄化、城市化进程、资源稀缺、此消彼长的经济力

量及气候变化等，将对每个行业的总体要求产生影响。

化学工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应对这些重大趋势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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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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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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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TV building, Beijing – OMA Architects © Philippe Ru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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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Market hall by MVRDV © Daria Scagliola and Stijn Brakkee

Book Chair © Richard Hutten Studio

© MVRDV Rotterdam



Delft Blue solar car © Nuon / Jorrit Lousberg

Curing of conductive structures on flexible substrates © Holst Centre

高科技产业   

　　荷兰高科技产业的创新程度跻身世界前列，这要归功

于荷兰拥有当今最先进的设施和前沿的科研力量。荷兰的

科技知识和产品广受推崇，并出口到世界各地。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经济机遇和社会

挑战将共存。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

展问题、健康医疗以及交通将需要高

科技支撑的跨学科解决方案。

　　高科技涉及许多紧密相关的行业，其中包括设备制造

和机械、ICT、汽车和航空航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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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拥有领先的石油化工行业；跨国

性的 , 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石化港

口， 和位于鹿特丹的、服务于欧洲

大多数国家的炼油厂，以及最洁净、

最高效的燃煤设施之一。

　　放眼世界，能源及能源行业正在改变，荷兰的能源及

能源行业也不例外。如朝可持续能源转型和正在进行的国

际化发展过程不断提出新挑战：荷兰政府如何向能源行业

提供有效支持？从而在这个国际转型中充分利用并抓住新

的经济机会。我们的愿景为：到 2020 年，荷兰能源行业

更强、更具竞争力和创新力 - 在 2020 年和 2050 年抓住

从市场发展中涌现的和来自完成欧盟目标的国际机遇。

　　荷兰在海上风力能源、火力发电厂生物质混合燃烧、

垃圾填埋气利用和结合冷热存储使用热泵方面拥有领先的

专业知识。拥有位于欧洲中心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围

绕鹿特丹港口的物流、石油化工和工业中心地位，荷兰旨

在成为欧洲的生物燃料中心。 

Offshore wind © Energising the Future 

能源   

　　荷兰是一个相对较小但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经

济体系非常开放。在进出口贸易方面，荷兰经济亦不容小

觑；进出口贸易是荷兰经济的基本支柱。荷兰政府连同其

商业发展和研究领导已确定了其具备突出能力的 9 个行

业。在所有组成部分中，能源行业属于这些行业之一。本

手册简要介绍了荷兰在能源行业的优势和对外的商业机

会。

　　即使荷兰的地下没有大量石油或煤矿储藏，荷兰拥有

领先的石油化工行业；跨国性的 , 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石

化港口， 和位于鹿特丹的、服务于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炼油

厂，以及最洁净、最高效的燃煤设施之一。上述成就可归

功于“金四角” 的合作，包括：公司、知识机构、政府和

消费者，四方共同致力于发现新的解决方案； 而他们都同

一信念：互相协助，缺一不可，共同创新。上述理念尤其

在发电和节能领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当我们谈到能源时，作为荷兰能源公司的代表之一，

壳牌一定会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我们很自豪我们拥有像

壳牌这样的大型国际公司，同时，我们也为我们对周围上

下游有益的生态系统、以及我们在可持续能源和创新方面

的市场领导地位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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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ality）和智慧城市物流（Smart City Logistics）等

技术创新和举措以及替代燃料技术来应对这一挑战。

　　中性物流信息平台（NLIP）的建立是数据共享方面的

一大突破：NLIP 是一个开放的数据平台，它将机场、海

港和政府组织的现有平台连接起来。 通过这种方式，同属

一条供应链的所有公司和政府机构都可以决定与谁共享哪

些数据，而这只需提供一次数据就能实现。 这有助于优化

和简化物流流程，缩短时间，降低成本，使得各方找到真

正适合的综合运输方案。

　　荷兰是连接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

桥梁，在全球化经济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向欧盟出口

货物的第二大出口国，它在欧盟进出口货物运输方面的地

位举足轻重。荷兰取得成功是因为三方面的因素：先进的

基础设施、世界一流的服务商以及位于欧州中心且临海的

地理位置。

© Riesjard Schropp

物流   

　　数百年来，荷兰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中心。 荷兰商人最

早开辟了连接欧洲和远东、南亚、非洲和美洲的海上贸易

通道。 荷兰拥有欧洲规模最大的深海港口（鹿特丹）和第

三大货运机场（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二者之间仅隔

不到一小时的车程。

荷兰是向欧洲腹地转运货物的重要物

流枢纽，对于外国公司而言，是理想

的目的地。

　　荷兰人认为，全球贸易和运输的增长是可以而且也应

该是可持续的。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巴

黎气候协议》要求，到 2030 年运输和物流的效率将提

高 6 倍。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荷兰人认为他们可以通

过精益 & 绿色（Lean & Green）、协同模式（Synch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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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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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