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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访尼堡
为尼堡自治市市长，我诚挚地邀请来自中国的尊贵客人到尼堡

来。尼堡风情万千，借助本刊，您将能窥其一斑。

自	2013	年	1	月	16	日尼堡自治市与长春国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岩先生订立一份双边协议以来，尼堡便与中国结下了不

解之缘，尼堡市议会对此感到非常荣幸。

我们热切期待与长春国信投资集团的董事长王岩先生展开合作，

也真诚希望有意于在丹麦的商业、技术开发、创新和文化领域进

行投资，以及想在我们双方共同感兴趣的其他事务方面一展雄图

的其他中国机构前来洽谈。我们将根据具体的合作内容组建不同

的工作团队，以便圆满解决在合作洽谈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最终

实现互惠互利。再一次，欢迎您来访尼堡。

Erik	Christensen

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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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之城：	
丹麦王国之心

堡市坐落于丹麦的中心位置。丹麦是现存最古

老的君主制国家之一，她在公元	986	 年便建立

了统一的王国。丹麦王国雄踞于波罗的海的出

海口，由无数岛屿和半岛组成，因而拥有着欧洲最长的海岸线之

一。因此，这个国家及其历史始终与大海和水息息相关。

丹麦之心

尼堡位于王国的中心位置，因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丹麦政治、军

事以及交通的中心。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尼堡在丹麦历史中发

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塑造了尼堡市的辉煌历史。如今，

正是借助其所处的中央位置，尼堡市积极进取，工商业界充满了

活力，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景。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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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战商业
帝国的完
美起点

尼 堡自治市有	1000	多家民营企业。在这里，拥有数

百员工的大型公司数不胜数，同时许多中小型企业

也在不断崛起。尼堡的商业优势主要在于食品、环

境服务、化学和塑料行业。

基础设施使用方便

尼堡的中央位置使它成为经商和居家的首选之所。在市内，人们可

以方便快捷地使用各种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网络、轨道交通和

深水港，因而各方面的高级专业人士均能够轻松抵达尼堡。尼堡也

拥有顶尖水准且快速可靠的	IT	连接，非常便于各类企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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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欢迎的会议胜地

由于地理位置极佳且坐拥	 Hotel	 Nyborg	 Strand	 等大型会议酒

店，尼堡成为了丹麦最受欢迎的会议胜地之一。尼堡各大酒店均

拥有一流的设施，并且接纳能力能够满足各类大型国际会议的需

求。

靠近最新的研究机构

从尼堡出发，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即可轻松抵达欧登塞大学、奥尔

胡斯大学、罗斯基勒大学和哥本哈根大学，因此，尼堡自治市是

建立研究型企业的理想之址，也是能吸引研究工作人员和学者安

居的美丽居所。	

国际化教育

尼堡自治市提供适合儿童和青少年的各式儿童保育服务和学

校，从托儿所和青年教育课程，无所不包。多年以来，尼堡

在	Nyborg	Gymnasium（高中）设置了国际文凭课程，并在小学

和初中设立面向国际的课程，帮助孩子们认识全球化所赋予的机

遇。



尼堡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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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170	 年尼堡城建立以来，尼堡便开始

发展为一座城镇。尼堡城堡是最重要的丹麦

中世纪文化遗产遗址之一，也是丹麦国内保

存完好的最古老的皇家城堡之一。

皇权大本营

尼堡地处战略要位，退可据守大贝尔特海峡，进可剑指波罗

的海，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昔日的丹麦波罗的海帝

国。13	世纪的历代丹麦国王扩建了这座城堡，直到	16	世纪

中期，这座城堡成为了皇家权力的大本营。

孕育丹麦民主的摇篮

在一段大约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历任君主都是在尼堡城接见

丹麦议会	－	Danehoffet；公元	1282	年，丹麦王国的第一部

宪法在尼堡城签署生效。在现已作为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的

尼堡城，游人仍可步入昔日丹麦国王与议会商议颁布法律的

房间，丹麦的议会政体也是在这所房间里奠定了基础。

自



王者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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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今日所处的位置自古以来就是城镇的核心，

并以城堡为中心向外繁荣发展。城堡和城镇生

而为一体，四周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

斯堪的纳维亚的女王和统治者

目前，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是丹麦的现任君主。她的名字来源于女

王玛格丽特一世	(1376–1412)。公元	1396	年，玛格丽特一世统

一了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从而创建了当时地理范围最大的欧

洲王国。玛格丽特一世也是铸就了今日之尼堡的丹麦君主之一：

在她统治期间，不仅扩建了城堡，还加固了城镇的防御工事，并

修建了大教堂。这座教堂	－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乃至城镇的其

余部分	－	是女王战胜瑞典国王的纪念碑，这场胜利为斯堪的纳

维亚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丹麦曾经的首都

15	世纪末，国王开始长期居住于尼堡城，因而尼堡和菲英岛东

部成为了皇家权力的大本营。首相和国防部长均居住于附近的大

皇宫，尼堡则在公元	1536	年至	1560	年的数年间，成为了丹麦的

第一个正式首都。

尼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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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铸就尼
堡辉煌未来的
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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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	年以后，尼堡和尼堡城逐渐失去了
政治和军事中心的重要地位。1869	 年，
尼堡的要塞被摧毁，部分防御工事被拆
除，由新建的工业港口取而代之。幸好，

人们很早便认识到当地历史的重要价值，因而尼堡的城堡
和城墙均得以保留。

鲜活的历史

尼堡大部分的历史均保存完好，游客如今仍然能够徜徉于
当年丹麦国王和女王曾经踏足的古朴街道。今天，您可以
穿梭于鹅卵石铺成的尼堡“大陆门户”大门，穿越时空的
苑囿，从这里开始接触丰富多姿的丹麦：从丹麦历任君王
到哲学家克尔凯郭尔	(Søren	Kirkegaard)	和尼堡的常客，
作家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您都可以追随他
们的脚步领略尼堡乃至丹麦的独特魅力。	

世界第三长的吊桥

历史上，尼堡一直是通往大贝尔特海峡的必经之
地。20	世纪最初的十年里，铁路轮渡和汽车轮渡兴起，
并持续使用到近年，才被跨度排世界第三的吊桥大贝尔特

桥	(the	Great	Belt	 Link)	取代。这座吊桥于	1997	年开始
投入使用，至今仍巍然屹立，如同在尼堡古城树立的一座
里程碑，衔接着丹麦王国	1000	多年的历史。

尼堡正在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地

尼堡市正在不遗余力地与东菲英博物馆合作，争取将尼堡
古镇和城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实
现这项目标也是人们的共同意愿。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地之后，尼堡将成为世界文化地图中熠熠生辉的一颗靓丽
明珠。

自



倾力打造	
优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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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市拥有着浑然天成的秀美乡村。因此，

我们格外注重环境保护，以期将这样一幅

美丽画卷留给子孙后代：泉水甘甜焉，可

与人同饮；湖泊清澈焉，可与人畅游；风景如画焉，可与

人齐赏；万物昌隆焉，可与人共繁荣。事实证明，关心环

境是对尼堡市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尼堡市的大量企业

也在环境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专注于塑造清洁环境

NORD	是尼堡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致力于使尼堡乃至全世

界拥有更加清洁的环境。该公司采用可持续性和环境友好的

方式，专门从事化学品和其他有害物质的处理和脱毒。

变废为能

NC-Miljø	是尼堡一家利用食物垃圾生产生物柴油的公司。

该公司还计划建立一座生物沼气厂，将当地牲畜的液体粪

便加工成环保型能源。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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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graf Christine Schmitt

秀美景色和
历史景观

							 尼堡市，游客可以体验菲英岛多姿多彩的

乡村风光。我们拥有大约	50	公里景色迤

逦、风格多样的海岸线，能够为游客提供

多种户外活动机会。	

海滩和丰富的户外生活

尼堡拥有丹麦最迷人的海滩。在海边，快乐的水手和海上

皮划艇爱好者随处可见，他们无不尽情享受着大海的恩

赐。毗邻大海正是尼堡市吸引人的最大特色。

历史气息馥郁的景观

尼堡市拥有多处繁茂的树林，置身其中，您可以享受和平

与安静的环境，领略四季的变幻。东菲英岛景色秀美多

姿，其特色在于当地栉比如鳞的宽敞屋宇和庄园，这种繁

华同时也印证着在绵长的历史中，尼堡及其周边曾经拥有

大片丰饶肥沃的农田。东菲英岛的庄园占地辽阔，四周筑

有漂亮的灌木篱墙，建筑和庭院极富特色，其中很多庄园

面向公众开放。

领衔欧盟的尼堡美景

在尼堡，一年四季均可欣赏大自然的秀美风光。目前大部

分区域已向公众开放，因此您可以尽情欣赏和研究其中的

动植物。其中一些别具一格的自然风景区更是成为了欧盟

区域内备受垂青的去处。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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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英岛	－	童
话般的岛屿

堡坐落于菲英岛上，游客在此可以领略丰

富的新奇冒险、迷人的历史文化和一流的

户外体验。

安徒生的故乡

尼堡	30	公里外便是世界著名作家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的出生地，现在那里是安徒生博物馆所在地。

这座现代博物馆位于一所老房屋的后面，向人们讲述着《丑

小鸭》和《皇帝的新装》的作者，世界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

的故事。游客还可以游览“菲英村”露天博物馆，亲身体

验	19	世纪安徒生时代的生活。

丰富多彩的体验

菲英岛上最大的旅游景点是伊斯克城堡	(Egeskov	Slot)	和欧

登赛动物园	(Odense	Zoo)。伊斯克城堡拥有宽敞的花园和庭

院，游客可以在游览城堡的同时在庭院漫步，欣赏这里收藏

的大量摩托车、玩具和其他藏品。欧登赛动物园是一座现代

动物园，提供多种适宜家庭的活动。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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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转丹麦的起点
尼堡出发，丹麦的许多景点均轻松可达。	

靠近哥本哈根星罗密布的文化景点...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位于尼堡以东，拥有许多值得

一年四季去探访的景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修建于	 1843	年的趣

伏里	(Tivoli)	花园和游乐公园。安徒生正是在趣伏里花园建成当

年到此游览而获得了灵感，写就了童话《夜莺》。

哥本哈根的文化景点充斥着浓厚的音乐、戏剧氛围，最近在丹麦

女王的住所阿美琳堡王宫	(Amalienborg)	正对面还修建了一座歌

剧院。

...日德兰半岛奇特的乡村风光和游乐公园

向西大约	1	小时车程便可抵达乐高主题公园，这是由丹麦玩具制

造商乐高公司建立的丹麦最大的游乐公园。从尼堡驱车大约	2	小

时可到达丹麦西海岸和瓦登海国家公园，领略一望无垠的辽阔沙

滩和独具风格的海岸风景。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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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古城中心古朴优雅，设施保存良好，拥有着

舒适购物环境，各类连锁店、特产商店、餐厅

和咖啡馆均汇聚于此。

历史名城

尼堡城堡本身就是一个景点，城堡和绵延的城墙已向公众开放，

游客可亲身体验城堡和古城令人过目难忘的特色。

美食

尼堡拥有许多闻名遐迩的酒店和餐厅，客人可以在品味各色高档

茶点之余，欣赏美丽的海景。就餐之时，建议您不要错过当地啤

酒厂酿造的优质特产啤酒。

种类繁多的活动

一年四季，尼堡美丽的海滩均吸引着游人前来，在海水清澈的

浅滩，或散步，或慢跑，或游泳，也可以乘游艇、汽艇、独木

舟、皮艇、划船出海航行或垂钓。如遇雨天，尼堡的	Svømme-	

og	Badeland	水上公园还能为各年龄段人群提供精彩的活动。在

公园中的某处可以俯瞰大贝尔特海峡，此处景色之独到，已被评

为	2012	丹麦最美景色。

尼

鉴赏家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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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ENS
FADEBUR

堡人热爱派对	－	每年我们都会举办多次庆典，

庆祝这座古城辉煌的历史和现时幸福的生活。

中世纪近在眼前

庆典期间，整个市中心都会穿上节日的盛装，街上人声鼎沸，宛

如昔日国王带领侍臣驾到或者召开议会之景。在城堡周围的食品

市场和中世纪市场中，以及大街小巷上，四处可见彩旗飘飘。在

这座皇家城堡前，是斯堪的纳维亚唯一一处得以保留的古代竞技

场，在四周古朴而真实的街景映衬下，骑士铁衣寒光，战马嘶鸣

奔踏，让人仿佛置身于中世纪。在其他节日，欧洲各地的“骑

士”蜂拥而至，到这里重现中世纪的大规模战斗。

王室御膳房

与永不停息的历史一样，尼堡的商业也在同步发展，为尼堡人民

带来福祉。值得一提的是，尼堡市与博物馆合作在东菲英成立了

食品生产商网络，以便开发全新的食品产品以及创造美妙的味觉

享受，重振尼堡周围地区因曾为王室供应优质美食而获得的“王

室御膳房”的美名。

皇家古城的圣诞节

每逢圣诞节，尼堡都会开设一处宏大而令人难忘的圣诞节市

场。在圣诞节灯火的辉映下，这座历史古城的中心、各色货摊

和商店笼罩着一层祥和的光环，大街小巷四处飘荡着丹麦甜甜

圈“øbleskiver”的香味，上等圣诞佳酿也散发着诱人的芬芳，

陪伴着购物者采购圣诞节礼物。历史久远的国王竞技场上则摆满

了货摊，出售各种圣诞节物品。在古老的	Borgmestergørd（市

府），铁匠铺忙碌有序地运作着，在许多车间和工作室内都藏着

圣诞节礼物，等待着人们去发现。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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