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隆市长致词
由科隆市经济、文化和旅游等权威
部门合作出版的这本科隆销售手册，将
使科隆市与中国长期友好的关系得到进
一步的巩固和加强。这本册子作为我们
这个地区的名片，将向您详尽地介绍这
座举世无双的历史名城，同时也将激发
您对这座位于欧洲心脏的大都市产生兴
趣。
科隆始建于罗马时期，是德国最古
老的城市之一，如今已跃居为德国第四
大城市。两千年的历史沉积、雄踞莱茵
河畔的优越地理位置，使科隆发展成为
今天德国最重要的经济、艺术、文化、
传媒、教育、科学和体育运动中心之
一。
从科隆出发，到巴黎、伦敦、布
鲁塞尔和柏林的飞行距离均不到一个小
时。
作为科隆市市长，我对不断深化的
科隆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感到自豪。早在
四百多年前，科隆人汤若望曾被任命为
中国清朝政府的一品官员；十八年前科
隆市和北京市又缔结为友好城市；八十
多家中国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在科隆设
立了公司，目前还呈现出增长势头。毋
庸置疑，科隆已成为与中国有着密切合
作关系的经贸中心。此外，为数众多的
官方和民间机构一直为双方在各个领域
的密切合作与交流做出不懈的努力。
在旅游方面，来自中国的游客数量
增长迅速，2003/2004年度增长了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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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科隆地区成为最受中国游客喜
爱的欧洲旅游城市之一。目前正在酝
酿策划中的科隆-波恩机场与中国的直
航计划，将会进一步促进双边的旅游交
流。事实上，科隆作为德国的大都市能
为中国游客提供许多专门的服务。更值
得一提的是，为使中国游客在欧洲享受
到满意、优质、全方位的服务，科隆成
立了欧洲中文导游培训中心，为中国游
客的欧洲之旅提供了便利。为此科隆市
旅游局在2004年柏林国际旅游博览会上
荣获了“欧洲欢迎中国游客”银牌奖。
科隆市的重要标志首先是被列为
世界文化遗产的科隆大教堂，它是德国
最大的教堂；其次是它那十二座独特的
罗曼式教堂以及琳琅满目的博物馆、丰
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
传统的狂欢节，这些都展示了我们城市
丰富的文化内涵。科隆每年都举办各种
各样的国际展会，同时这里也是举办世
界性重大活动的场所，各国首脑的高峰
会晤和200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都在此举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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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开朗的科隆市民使得我们这座
莱茵河畔的大都市具备了无比的魅力。
科隆是与其旅游、经济的发达以及热情
好客的市民密切相关的，无论您是因私
还是因公来到科隆，我在此以科隆市市
民的名义欢迎您，并祝您在我们这座莱
茵河畔美丽的都市里过得愉快而充实。

科隆市市长

FRITZ SCHRAMMA
弗里兹•施拉玛

2005年科隆市市长施拉玛帅代表团访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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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使致词
近些年来，中德两国在各个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深，特别是在旅
游方面，德国是欧盟成员国中最先被确立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的国
家，这种合作关系的确立，使得许多中国游客首选到德国旅游。据中国有
关方面的统计，近两年中国游客首站出访的欧盟国家中，德国名列第一。
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到德国旅游，对加强中德全面合作、促进两国人民之
间的友好往来起到了积极作用。
科隆是德国的第四大城市，是德国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一个
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充满魅力的旅游城市。这里的科隆大教堂举世闻名，
莱茵河畔美丽的景观令游人流连忘返；每年在这里举办各种各样的展览
会，为国际经贸和科技合作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在中德经贸、文化、
旅游交流与合作不断加深之际，科隆市有关方面专门编写了这本中文旅游
手册，表明科隆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对未来更紧密的合作寄予
期望。
这本手册系统详尽地介绍了科隆地区，同时也提供了各种实用的资讯
信息，既有助于加深中国游客对这一地区的全面了解，又方便了他们的出
行。我相信在科隆有关方面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能了解科隆，
喜欢科隆，并来这里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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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科隆-波恩机场:
地址: Waldstr. 247
		
51147 Köln
电话: +49-2203-404001
网址: www.koeln-			
		
bonn-airport.de
• 低价位运输中心
• 50条航线，连接着
130个城市

欧洲的中转站—科隆
若您对欧洲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一
定还想从科隆出发继续前往欧洲其它城市
游览。而科隆恰恰位于欧洲腹地，有优越
的地理位置，绝对是您理想的出发地。约
40%的欧盟居民生活在科隆方圆五百公里
的范围之内。科隆不愧为一流的国际交通
枢纽，它位于欧洲高速公路网的中心，拥
有四通八达的铁路系统，无论驾驶汽车或
搭乘火车都可便捷地抵达诸多充满魅力的
城市。科隆拥有最好的基础设施: 其环城
高速通向十个不同的方向；而铁路系统也
同样便利，乘坐城际特快ICE或法国高速

科隆附近的国际机场:
• 杜塞尔多夫国际机场
• 法兰克福国际机场

列车Thalys，您将最快捷地抵达巴黎、布
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等国际大都市。如今
许多价格优惠的航班都在科隆-波恩机场
起降，因而科隆-波恩机场已发展成为德
国低价位运输中心。如果幸运的话，常常
只需支付几欧元，您就可从这里飞往欧洲
各大城市。仅2005年度，Germanwings和
Hapag-Lloyd Express两家航空公司以19欧
元起价往返于雅典、罗马、马德里、伦
敦、斯德哥尔摩等三十多个欧洲城市。此
外杜塞尔多夫和法兰克福两大国际机场也
与科隆相距不远。

由科隆出发抵达下列城市
的火车行驶时间:
• 布鲁塞尔(Brüssel): 2.21 小时
•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2.39小时
• 汉堡(Hamburg): 3.29 小时
• 巴黎(Paris): 3.50 小时
• 柏林(Berlin): 4.19 小时
• 伦敦(London): 5.04 小时
科隆与下列城市距离:
• 波恩(Bonn): 27 公里
• 杜塞尔多夫
(Düsseldorf): 47 公里
• 埃森(Essen): 68 公里
• 亚琛(Aachen): 70 公里
• 法兰克福(Frankfurt):
189 公里



传统而现代的科隆老城
当您想到科隆，您脑海中闪现的首先是科隆
大教堂。不错，那是因为大教堂从某种意义上已不
仅仅是一座教堂，它是科隆老城区传统与现代生活
上演的布景。若从莱茵河对岸或游船上眺望老城全
景:霍恩索雷伦大桥(Hohenzollernbrücke)、音乐厅
(Musical Dome)的蓝色穹顶、路德维希博物馆(Museum
Ludwig)的奇特屋顶造型、莱茵花园(Rheingarten)、
圣马丁大教堂(Kirche GroßSt.Martin)及雄伟的科
隆大教堂共同构成了一道赏心悦目的城际风景线。
无论您是前往传统的啤酒屋品尝一杯科隆啤酒科尔
施(Kölsch)，还是观赏位于老城区狭窄胡同里的中
世纪贵族宅邸，大教堂巍峨耸立的身影总是出其不
意地闪现在眼前。而大教堂广场(Domplatte)与相
邻的罗卡立广场(Roncalliplatz)，则是许多默默
无闻的艺术家和杂技艺人施展才华的理想场所。无
论漫步于老城区的服装店或在罗马─日尔曼博物馆
(Römisch-Germanisch)中追溯古城的历史，大教堂始终

形不离地陪伴着到访科隆的客人。
令人难忘的科隆大教堂是一座哥特式风格的建筑，
始建于1248年，竣工于1880年。它是世界上最雄伟、壮
丽的大教堂之一。据说在教堂内部的金龛内存放着从米
兰迎来的三圣遗骨，他们是耶稣诞生的见证人。2005年
天主教世界青年节期间，科隆大教堂成为来自世界各地
数十万朝圣者的朝拜圣地。
于1986年开放的路德维希博物馆，首先以其独特的
建筑风格引人注目，其次，多年来博物馆举办的各种精
彩的现代艺术展览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位于博物
馆下方的科隆交响乐厅，不仅是古典音乐的演奏中心、
也为精心挑选的爵士乐和流行音乐提供了高雅的殿堂。
老城风景中的另一个亮点是圣马丁大教堂，这座罗
曼式建筑风格的教堂是在古罗马人遗址上兴建的。若从
莱茵河对岸望去，这座约有八百年历史的四方形塔式教
堂和科隆大教堂一样引人注目。教堂后面就是被称为老
城心脏的马丁区(Martinviertel)。
马丁区是一个极受当地人和来访者喜爱的街区。约
八十家的餐馆、咖啡屋和酒吧展现了丰富多彩的餐饮文
化。这里遍布着科隆最传统的啤酒屋，所有啤酒屋都以
提供科隆人最珍爱的啤酒“科尔施”(Kölsch)为主。这
种口味恬淡的啤酒由酒桶流入容积为0.2升的颀长玻璃酒
杯中。此外，莱茵地区的特色美食也应有尽有，例如，
醋烧牛肉(Sauerbraten)，即牛肉或马肉用醋和香草腌过
之后再烧熟，配上土豆丸子和苹果泥，即成为一道脍炙
人口的美味佳肴。而位于老城与莱茵河之间的莱茵花园
则是您休闲、散步或小憩的理想去处。



科隆销售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