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产业

Curing of conductive structures on flexible substrates © Holst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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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产业的信息。

ASML employees in the cleanroom © ASML Netherlands 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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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方面和优势
1.

荷兰的创新指数排名全球第三。

2.

荷兰高科技板块总体关注精度高、需求数量少且灵活
度较高的产品，突出技术优势。

3.

高科技板块对于许多其他应用领域，例如能源、化工、
食品及生命科学，都是重要的“促成者”。

4.

高科技板块对健康医疗、交通及可持续发展和供应链
安全领域有至关重要的贡献。

5.

这一板块高度智能化（嵌入式系统、软件和传感器）、
精确度高（纳米电子、高精度制造）且效率高（机电

Sensofar Optical Profiler Microscope with Fiber Tensile Stage-Bart van Overbeeke
© Brainport Eindhoven

一体化）。
6.

高科技产业

该行业有资金密集的特点，每年在研发方面的整体投
资额超过 40 亿欧元。

7.

荷兰高科技产业的创新程度跻身世界前列，这要归功

该行业是荷兰商业中最具出口导向性的板块，也是在
国际市场和创新网络上最为活跃的板块。

于荷兰拥有当今最先进的设施和前沿的科研力量。荷兰的

8.

科技知识和产品广受推崇，并出口到世界各地。

荷兰设计、开发以及高科技设备和微 / 纳米元件的制
造方面引领全球。

9.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经济机遇和社会挑战将共存。全

荷兰技术行业是外来商业的有益伙伴：荷兰提供卓越
的质量和出色的可靠性，并能够快速应对多变的形势。

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健康医疗以及交通将需要高

10. 荷兰企业富有创新精神、灵活性和可靠性，并借此优

科技支撑的跨学科解决方案。

势在国际商业运营中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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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erials research © Jeroen Verreijt / Dutch Polymer Institute

设备制造和机械

关键方面和优势
1.

荷兰的行业设备制造和机械在许多产业链及其它板块

荷兰机械行业拥有强大的专业化中小型供应商的生态
系统，他们关注创新性、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具有国

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板块包括：交通运输、医疗器械、

际视野。

半导体、汽车、航空航天、化学、造船、能源及工程等。

2.

这一行业的特点是其关注“低产量、高度多样化”。

OEM 厂商与专业化供应商、高校、研究机构和政府
部门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

通过企业间的强强联手、对创新的关注、成本控制以及高

3.

度自动化，这一行业能够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客户提供定制

在“模块化设计”机械方面的专业知识为该行业提供
灵活性，为客户提供灵活的解决方案，同时又能将成

的高科技设备及机械。许多小型荷兰 OEM 厂商都是国际

本降到最低。

细分市场的引领者。

4.

这一行业多年来一直是高度国际化的，各公司已习惯
于在不同文化和地域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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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通信技术（IT）
荷兰 IT 生态系统由软件开发商、硬件企业和 IT 咨询
公司组成，在诸如商业、计算机模拟、交通、医疗和安全
等领域拥有全球性的竞争力。

荷兰的政府与学术机构及私营企业
之间紧密的公私合作有效地推动了并
行计算、建模、嵌入式系统、多媒体
技术和虚拟实验室等领域的发展。

绿色 IT
许多大型 IT 企业都将他们的欧洲总部或研发中心设立
在荷兰。此外，还有许多小型和专业化荷兰企业是这些大
型企业的创新型供应商。绿色 IT 由此应运而生，更多高能
效因而性价比更高的计算形式得以实现，满足了拥有庞大
数据量和信息处理要求的客户的需求 。
Pressure sensor foil for smart shop shelves © Holst Centre

关键方面和优势
1.

4.

荷兰 IT 行业将现有技术发展为畅销的创新型产品和服

荷 兰 拥 有 一 系 列 诸 如 SURFnet、GigaPort 和

务（例如：带有无线射频识别芯片的腕带）。

Netherlight 等用于科研的高通量互联网，使全球成

2.

荷兰在（微）芯片制造设备方面引领全球。

千上万的科研人员和学生彼此相连。

3.

在大都会地区设有四个 GSM/GPRS 网络和 UMTS，

5.

荷 兰 也 聚 集 了 一 批 世 界 一 流 的 研 究 机 构， 如 数 学

用户可以在荷兰的任何地方通过移动互联网连接上

和 信 息 研 究 中 心（Centrum voor Wiskunde &

网。

Informatica，CWI）。

Alcohol Test Card © Holst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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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ure sensor foil for smart shop shelves © Holst Centre

Industrial process control © Holst Centre

汽车
关键方面和优势
1.

汽车是荷兰的主要制造业之一，有超过 200 多家制造

荷兰汽车产业的强大优势在于产业链完整，从材料供
应、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到一级和二级供应商。

商和供应商。这一产业涵盖了与汽车生产相关的设计、开

2.

发、认证和生产活动，既有卡车、公交车、轿车、特种车

强大的国内化工及钢材制造实力和在嵌入式系统领域
的领先位置大大增加了荷兰汽车产业的竞争力。

和拖车的制造，也有高科技汽车组件和系统的创新。他们

3.

都得到来自（研发）机构和高校的支持。

原材料为一级和二级供应商的创新增值近一半。

荷兰汽车产业在世界上的位置
荷兰的汽车企业为全世界各大制造商提供系统、元件
和材料的开发和生产。他们的客户包括诸如宝马、戴姆勒
克莱斯勒、通用汽车、标致雪铁龙和大众这样的大型汽车
制造商，也有像包括玛莎拉蒂、兰博基尼、宾利和法拉利
在内的顶级品牌。特斯拉等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在荷兰也设
立了装配线。
一些荷兰企业已在中国的汽车产业开展了积极的活
动，他们是：英纳法 Inalfa（汽车天窗系统）、恩智浦
NXP（电子类）、阿克苏诺贝尔 AkzoNobel（涂料）和
帝斯曼 DSM（树脂）。

AutomotiveNL
AutomotiveNL 代表并争取荷兰汽车产业在国内外的
利益。未来几年这一行业将聚焦智能交通（以交通信息作
为车辆智能行驶的决策依据、减少车辆的能源消耗和交通
拥堵）和未来动力系统（汽车能源消耗的优化、汽车轻量
化和替代能源的实用）的开发。
Delft Blue solar car © Nuon / Jorrit Lous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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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
荷兰航空产业是一个高科技产业，建立在拥有近一个
世纪历史的军用和民用航空系统之上。空军、航空公司（诸
如 KLM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以及政府支持的研究所（诸
如荷兰国家航天实验室 NLR 和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紧密
合作，为 荷兰航空产业提供了丰富的专业知识。

荷兰航空业实力位居欧洲第六位，
拥有航空设计、开发、认证和制造、
飞机维护、维修和大修（简称 MRO）
以及太空活动等一系列大型项目。
Iris-scan © Amsterdam Airport Schiphol

航空制造

关键方面和优势

占据荷兰航空制造核心地位的是福克（Fokker）技术
公司，它是大型飞机制造公司空客、洛克希德·马丁、波音、

1.

荷兰拥有广博的、跨领域的航空专业技术。

2.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拥有欧洲规模最大的航空航

湾流宇航公司和法国达索的供应商。福克公司的主要竞争

天学系。
3.

力在于飞机和发动机的配件、材料和完整的光缆组件的设

荷兰国家航天实验室（NLR）拥有出色的研究成果
及与德国共享的风洞设施（DNW） ，能够为各大飞

计和制造。荷兰航空业即是围绕福克和上述主要研究机构

机设计企业、空管研究所、航空公司运营商以及军

所建立的一个约 180 家企业组成的活跃企业网络。

事服务机构提供全球范围内的技术支持。
4.

荷兰的飞机发动机企业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优
势包括装配高压压缩机、辅助动力系统（APU）和

飞机维护、维修和大修（MRO）

配件。

荷兰可提供针对所有不同飞机细分行业的 MRO 服务，
包括军用及民用机型。由于拥有强大的航空业聚集区和高
素质人才，荷兰的 MRO 行业为中国的航空企业提供了绝
佳的机遇，比如中国飞机的国际支持网络的发展、飞机改
装设计和培训。

荷兰航空集团（NAG）
荷兰航空集团（NAG）在国际市场为强大的荷兰航空
业提供支持。业内所有致力于教育、科研、工程、制造、
MRO 及相关服务的企业联合起来共同组成 NAG，它是荷
兰航空业与政府联系的渠道并在欧洲航宇与防务工业协会
（ASD）以及在全球市场上代表荷兰航空业。

Glare® = GLAss REinforced aluminum © Fok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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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系统
作为欧洲空间局（ESA）的成员国，荷兰在诺德维克建立了欧洲航空研究及技术中心（ESTEC）。约有 60 家荷兰企业、
研究机构和高校参与空间活动、其中 2/3 与科研相关。

关键方面和优势
上游：

下游：

1.

4.

先进科学传感器、仪表和其它科研用元件，以及合作

在水管理、物流、基础设施监测、气候变化、农业等
领域进行地球观测联合研究和应用开发；

研究能力；中国嫦娥号月球探测器将搭载一个荷兰制
造的载荷。

5.

在欧洲分发中国的卫星数据；

2.

开发微小卫星；

6.

在地理信息科学和地球观测领域的教育和培训。

3.

运载火箭风洞试验。

Airplane © Amsterdam Airport Schiph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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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数据
高科技
-

荷兰 2015 年制造业的附加值为 710 亿欧元。

-

2015 年，荷兰机械和机械零件的出口总额接近 130
亿欧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2％左右，是荷兰利
润空间最大的出口部门。

绿色 IT
-

荷兰是全球第四大 IT 服务出口国，仅次于美国、英
国和德国。

-

大约 70% 的荷兰创新项目与 IT 相关，IT 在水管理、
食品、鲜花和汽车等领域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

无线传输协议“蓝牙”及高速无线互联网 WiFi 标准
在荷兰开发的。

-

荷兰是除丹麦以外世界上“网线”最多的国家。

-

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互联网交换点（AMSIX）之一，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移动对等点。

汽车
-

约 20 家大型荷兰汽车供应商在全球市场占有稳固的
市场地位。

-

2011 年，荷兰汽车行业所有企业的销售总额达到
170 亿欧元左右，共有 45000 人在汽车行业工作。

-

汽车行业计划到 2020 年达到 240 亿销售额，员工
数达到 55000 人。

航空制造
-

荷兰 KLM 保养及工程公司联合法国航空工业公司组
成世界上第二大 MRO 企业。

-

中国飞机设计师们也得益于荷兰的精湛技术。福克
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AVIC）的子公司中
国航空精密机械研究所和中国航空机械设备总公司
签订合同，成功组建飞机电子线束生产合资企业。

Photo: Sanne Paul, in cooporation with Holst Centre

Fokker Aerostructures © Fokker

荷兰高科技产业链接：
信息与通信技术 (IT)

汽车

荷兰信息技术、电信及互联网企业的协会

AutomotiveNL ( 汽车荷兰 ) - 荷兰汽车行业协会

www.ictoffice.nl

ww.automotivenl.com

车载智能通信研究所

NEVAT- 汽车业，OEM 厂商行业协会

www.novay.nl

www.nevat.nl

纳米电子及嵌入式系统创新项目

Fier Automotive，咨询公司

www.point-one.nl

www.fier-automotive.com
TNO 交通运输研究所，科研

设备制造及机械

www.tno.nl/automotive

荷兰工商联合会，代表荷兰技术行业的企业

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汽车类硕士）

www.fme-cwm.nl

www.tue.nl

荷兰食品加工和包装设备制造商行业协会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汽车类硕士和研究项目）

www.gmv-fme.nl

www.tudelft.nl

乌得勒兹工业机械与制品展，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

荷兰阿纳姆纳米根高等专业大学

三国最大的供应、分包及工程展会

（汽车类本科、硕士、学士后项目 )

www.esef.nl

www.hanautomotive.nl

荷兰皇家金属联盟
www.metaalunie.nl

航空

Brainport，促进埃因霍温地区公立 -

荷兰航空集团

私立企业创新合作

www.nag.aero

www.brainport.nl

荷兰航空企业协会
www.spacened.nl
荷兰航空办事处，处理荷兰政府机构的航空事宜
www.spaceoffice.nl

www.hollandtra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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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mbly in cleanroom © NT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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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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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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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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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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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hollandtra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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