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巴伐利亚
经济界的大门
巴伐利亚工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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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US 您好 GRÜSS GOTT !
欢迎来到巴伐利亚，来到德国的经济中心！巴伐利亚工商总会欢迎您！
巴伐利亚以其热情好客、美酒佳肴和怡人风景而著称。旅游业连创新高，
每年都有几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巴伐利亚是一个重要的产业中心，拥有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的产业门类和
知名品牌。这里既有新兴的科技公司，也有世代传承的家族企业，悠久的
传统和新世纪的创新能力相得益彰。巴伐利亚的企业出口屡创新高，是全
球产业链中的重要环节。
巴伐利亚工商总会成立于1909年，是巴伐利亚最大的工业联合组织，由位
于巴伐利亚州的9大地区工商会组成。目前，巴伐利亚工商总会代表着来自
不同行业的、不同规模的约99万家会员企业的利益。
如果您想了解巴伐利亚的多姿多彩，工商会乐意为您提供支持。

独具一格的巴伐利亚

巴伐利亚特色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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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市场巴伐利亚

12

15.6%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欧盟平均值的

153%(欧盟=100)*

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2%

*按 2016 年各国物价和购买力平价计算

工商会及其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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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00

巴伐利亚州的面积为
平方公里，占德国面积的19.7%
人口约1,300万，占德国人口的

工商会在巴伐利亚、
欧洲和全球的协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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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一格的巴伐利亚

巴伐利亚举世闻名的原因：

巴伐利亚编年史和发明
公元 6世纪 巴伐利亚公国建立

经济
巴伐利亚州在德国

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第二：5,940 亿欧元
（2017年）
人均购买力最强
失业率最低（目前为 3.2%）
外国直接投资占比高
拥有过去几年中最多的高科技跨国企业落户项目
拥有纽伦堡和慕尼黑两大国际会展中心，有诸多
全球领先的展会品牌
拥有德国第二大机场
达克斯指数（德国证券指数）30 家企业中有8
家企业的总部位于巴伐利亚

汽车制造及配件供应

体育运动和体育用品

德国五大汽车品牌中，宝马和奥迪
的总部都位于巴伐利亚。此外，舍
弗勒、博泽、德科斯米尔、莱尼、
伟巴斯特和克诺尔制动等大型汽配
企业的总部也云集于此。

在巴伐利亚，体育运动既是一种生
活态度，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
产业。德甲联赛的许多俱乐部都来
源于此，其中也包括创下国内和国
际比赛冠军记录的拜仁慕尼黑足球
俱乐部。德国最著名的体育品牌阿
迪达斯和彪马都出自巴伐利亚。

消费品
我们每个人都在用的六角铅笔，您
知不知道它是在巴伐利亚研发出
来的呢？这个行业1726 年兴起于
纽伦堡周边地区，留存至今仍有不
少知名的家族企业在继续经营。此
外，巴伐利亚还有许多享有盛誉的
消费品制造商，从奥斯卡颁奖用的
信纸到为您头部带来尊享感受的羽
绒枕应有尽有。

>巴
 伐利亚是德国经济的领头羊。

科学和研究
巴
 伐利亚是一个重要的科学基地：
有33 所公立高校和为数众多的私
立高校。德国11 所精英大学中，
其中2所位于巴伐利亚。
同
 时，巴伐利亚也是一个重要的研
究基地：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总部
及其13所研究院、德国航空航天中
心、弗劳恩霍夫协会的总部及其33
所研究院、7所莱布尼茨研究院以
及2所亥姆霍兹研究中心均位于巴
伐利亚。

国际研究表明，巴伐利亚州的奥格斯
堡、慕尼黑和纽伦堡三大都市区在全
球生活品质排名中均名列前茅。迷人
的城市周边环境、分散式的地域中
心、优美的自然风光和让人流连忘返
的名胜古迹，使得巴伐利亚的生活品
质进一步得到提升。此外，巴伐利亚
还有许多引人注目的方面：
犯罪率低
国际交通便利，航空、铁路、公路
四通八达
德国首屈一指的度假圣地
7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世界
文化遗产

医疗保障和医学技术
众所周知，巴伐利亚的医疗服务是
世界一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大
量的外国患者慕名前来在这里的公
立和私立医院就诊的原因。“巴伐
利亚制造”不仅适用于制造业，同
样也适用于医疗技术，这里的医疗
产品畅销全球。

全世界最古老的啤酒厂维森修道
院获得酿酒权

1516年

州议会颁布巴伐利亚啤酒纯酿法

1810年

为了庆祝王储路德维希和萨克森
王国特蕾泽公主的婚礼，在特蕾
泽草坪上举行了第一届慕尼黑十
月啤酒节

1835年

德国第一条铁路线贯穿纽伦堡和
菲尔特

1843年

巴伐利亚第一个工商会在慕尼
黑成立

1857年

慕尼黑“永恒之光”餐厅发明了
白香肠

1872年

出生于班贝格附近的布滕海姆的
巴伐利亚侨民李维·斯特劳斯发
明了牛仔裤

1895年

威廉·康纳德·伦琴在沃尔兹堡
发现了X 光射线

1897年

鲁道夫·狄赛尔在奥格斯堡发明
了柴油发动机

1951年

瓦尔特·林德勒在慕尼黑为安全
气囊申请了专利

1954年

在弗兰肯发明了旋入型足球钉鞋
（伯尔尼奇迹）

1972年

夏季奥运会在慕尼黑举办

1982年

在埃尔兰根发明了MP3 格式

1995年

为了维护露天啤酒花园传统而引
发的巴伐利亚啤酒花园革命

2006年

世界杯在慕尼黑安联球场开赛

2015年

G7 峰会在艾尔玛城堡酒店召开

机械制造
机械和设备制造在巴伐利亚拥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是创新和科研的一
个重要驱动力。有许多企业，尤其
是中小型企业，在这个领域都十
分活跃。

电气

生活品质

1040年

无论是就业人数、出口额，还是创新
能力，电气都属于巴伐利亚最重要的
产业之一。巴伐利亚的电气产业在许
多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这一点是和
其大量的研发投入分不开的。

美食特色
巴伐利亚的美食享有盛名，当地特
产诸如啤酒、弗兰肯葡萄酒以及美
味的奶制品和奶酪等数不胜数。来
发现舌尖上的巴伐利亚吧！
bavari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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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任务

作为工商会...

我们的服务范围

如果您感兴趣，我们可以为您提供以下的信息和服务：

我们为所有行业的各种企业提供服务
我们为经济界履行政府委托的职能任务
我们面对政府代表经济界的利益
我们让国际商务变得更为简单

工商会和行业协会的区别：
工商会…
在德国是最大的经济组织
以企业家义务性的参与为特色
遵循民主原则：一个企业一票
跨行业代表整体经济利益，起到平衡作用，促进各地的增长和稳定
法定会员制：所有公司都有义务加入其所在地区的工商会

以促进国际化为目的，
寻找商务合作伙伴
巴伐利亚工商会的企业数据库收录了超过20 万家

企业。通过搜索功能，您可以方便、快捷、准确
地找到您需要的业务联系。
firmen-in-bayern.de
巴
 伐利亚欧洲企业网络以数据库和协作网络的形
式，提供企业合作意愿检索。所有参与该网络的
巴伐利亚工商会都可以为您提供检索帮助。
een-bayern.de

协助成立公司
您
 希望了解公司成立时有哪些审批前提？
哪
 种法律形式最适合您的投资计划？
公
 司在哪里登记注册？
您
 可以获得哪些支持？
我们的专家乐意为您提供帮助！
bihk.de

职业培训

进口业务海关信息

BIHK: 巴伐利亚工商总会
巴伐利亚工商总会是巴伐利亚州最大的企业组织

所有从非欧盟国家进口到巴伐利亚州的货物都必须
通过海关。工商会的专家可以告诉您相关注意事
项，例如：
涉及哪些进口关税？
需要提供哪些进口单据？
是否需要特别许可？
zoll.de/EN

没问题，请联系我们！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关于培训
和进修的重要信息。

旗下9 个独立的工商会，遍布整个巴伐利亚州
1909 年成立
9 个工商会在巴伐利亚州代表着约一百万家企业，
占全德国所有工商会会员企业的近三分之一
>巴
 伐利亚工商会是通往巴伐利亚经济界的大门！

bihk.de

众所周知，巴伐利亚拥有高素质的就业人才。工商
会负责主导和协调“双元制职业培训”。作为这个领
域的专家，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对
 于双元制培训，您还有任何问题？
您
 有外国的职业教育学历需要在巴伐利亚或者德
国进行认证？
ihk-fosa.de
您
 希望参加工商会组织的进修培训？

投资地信息
如果您想迅速在巴伐利亚找到合适的投资地点，
我们的专家可以为您提供以下咨询...
如何寻找可用的商业用地？
如何寻找可用的商用办公楼？
当地的经济结构如何？
standortportal.bayern

联系方式
期待您的垂询！

巴伐利亚工商总会
地址：Balanstraße 55-59
邮编：81541 慕尼黑
电话：+49 (0) 89 5116-0
邮箱: info@bihk.de
网站: www.bihk.de

巴伐利亚特色分布

10 厘米 = 125 公里

比例尺 1: 125,000
1厘米 = 12.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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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会在巴伐利亚、德国、欧洲乃至世界范围
内的成功协作网络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可以提供关于世界各国的
最新、最详细的市场分析、信息调研、经济数据
和国情报告。

德国工商总会

面对德国政治界及欧盟机构，德国工商总会代表
德国境内所有工商会的利益。

gtai.de

dihk.de

德国手工业商会

巴伐利亚州的各个手工业商会是工商会的伙伴组
织，代表着手工企业的利益和诉求。

欧洲商会

hwk-bayern.de

作为欧洲层面的总部机构，欧洲商会代表着包括
巴伐利亚工商会在内的所有欧洲经济商会的利益。
eurochambres.eu

巴伐利亚手工业国际合作组织

巴伐利亚手工业国际合作组织发挥平台作用，为
有意在海外市场推广其产品和服务的巴伐利亚手
工企业提供支持。

德国工商大会海外机构

德国工商大会海外机构的任务是促进德国经济界
的外经关系：
140个代表处遍布92个国家
全球范围拥有45,000家会员企业，1,900名员工
每年处理50万份企业问询息咨询

bh-international.de

I K

ahk.de

产业集群

巴伐利亚有17个产业集群，旨在促进巴伐利亚
经济核心技术的发展。
cluster-bayern.de

EEN - 欧洲企业网络

欧洲企业网络是欧盟范围内最大的中小企业咨询
网络，目标是促进中小企业商务合作、技术转让
和建立战略伙伴合作关系。

初创扶持

BayStartUP 有针对性地支持有想法的创业者，
完成创办公司时的各种挑战。

een-bayern.de
baystartup.de

在巴伐利亚州的领事馆

巴伐利亚州约有120个国家的领事馆，在德国
排名第一位。

德国使领馆
auswaertiges-amt.de

经济部

巴伐利亚州经济、能源与技术部在政策方面确保
巴伐利亚保持其经济实力和竞争力。

konsulate.bayern

巴伐利亚国际关系有限公司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作为德国官方的国际发展合作组织，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是工商会在兼顾发展
援助政策和对外经济职能时的有力伙伴。

作为出口促进机构以及工商会的紧密合作伙伴，
巴伐利亚国际关系有限公司旨在为巴州企业在全
球市场提供支持。
bayern-international.de

giz.de

stmwi.bayer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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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市场巴伐利亚 -“笔记本
+皮裤子”是最好的写照

人们经常用“笔记本+皮裤子”来形容在
巴伐利亚传统和未来的完美结合。
巴伐利亚工商会致力于未来主题，确保
其会员企业的未来竞争力。

能源转型
数据化



在经济转型时期，巴伐利亚企业展现
出了高度的创新能力。得益于新技
术，“未来工厂”的远景梦想如今已
经成为现实。
巴伐利亚因为有很高的工业产值，今
天就已经成为 “智能”互联方案理想
的应用基地。工商会在这一过程中可
以提供各种支持。

电动汽车是当前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尤其是在巴伐利亚。截止到2020年，
将有一百万辆电动汽车行驶在德国的
道路上。
汽车行业历来是巴伐利亚的重点产
业，因此巴伐利亚也是电动汽车的先
行者。工商会通过信息服务和促进措
施，扶持电动汽车的应用发展。



基于“巴伐利亚数据转型计划”这一
高瞻远瞩的未来构想，巴伐利亚大力
推进数据化进程，力争成为德国数据
转型的引领者。
在实现这一挑战的过程中，工商会是
经济界的有力伙伴。

工业 4.0

电动汽车

基础设施 & 交通互联
巴伐利亚州是德国面积最大的联邦
州。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是巴伐利亚
繁荣昌盛的保障。据预计分析，巴伐
利亚的交通仍将继续增长。工商会将
通过自己的工作，致力于让巴伐利亚
的基础设施继续保持高度的竞争力。

早在能源转型开始之前，巴伐利亚州
就已经十分重视提高自己的可再生能
源比例了。
巴伐利亚的水电和太阳能发电在德国
都处于领先地位。来自巴伐利亚的创
新解决方案，将为全球气候目标的实
现做出贡献。
工商会在政治界和经济界之间发挥
其协调作用，维护能源转型的可持
续性。

初创企业
生物技术 & 化学


巴伐利亚有350多家生物技术企业，是欧洲范围内一个重要的
生物技术产业基地。
这个领域仍然充满潜力，有待与生物技术有关的企业或人士近
一步挖掘。化工也是巴伐利亚的支柱产业之一，几乎可以覆盖
全产业链。在上巴伐利亚地区的 “化工产业三角地带”，汇集
了大量的化工企业。工商会在各地为巴伐利亚生物技术和化工
产业提供支持。



巴伐利亚以其活跃的创新氛围而著
称。为了给创新想法营造一个理想的
初创基础，巴伐利亚州建立了一套紧
密的协作网络，用来支持初创企业。
工商会通过专家指导、牵线搭桥以及
研讨会的形式为这些年轻的初创企业
出谋划策。在巴伐利亚许多地方都有
孵化基地和办公场所，专门提供给创
业者用来实现其创意。

健康产业


巴伐利亚也是健康的代名词，在德国的健康服
务业排名第一位。这里约有90万健康服务从业
人员，年产值突破500亿欧元且呈上升趋势。由
于这里的医疗基础设施完善，国外患者同样可以
从中获益，这一点可以从每年庞大的外国医疗游
客的人数中就可窥见一斑。工商会通过自己的工
作，致力于确保巴伐利亚在该领域的竞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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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35
名游客登顶巴伐利亚女神像
“巴伐利亚女神”是位于慕尼黑的
一尊19世纪的青铜雕像。作为巴伐
利亚的保护神，她是力量与光荣的
化身。和纽约的自由女神像一样，
游客也可以登上女神像头部游览。

巴伐利亚有
				

624
家啤酒厂
德国

44 %

年产

23 亿 6189 万 1700 升啤酒
的啤酒厂位于巴伐利亚

在巴伐利亚餐馆就餐时，点啤酒至少要点半升。如果
您连这个酒量都没有，那最好还是不要尝试作为巴伐
利亚国饮的啤酒了。

巴伐利亚人很高兴看
到外国人也身着传统
巴伐利亚服饰。

作为礼节，巴伐利亚人
提倡右手用力握手，即
使面对女士也不例外。

7 - 9 厘米
这是一根地道的纽
伦堡烤香肠的长度

就连德国常用的
问候语“Guten
Tag” (你好) 在
巴伐利亚也不一
样，这里要说
“Grüß Gott”。

按照传统，白香肠
总是搭配（深色）
甜芥末酱，并且一
定要在中午12点
前食用。而烤香肠
则搭配（浅色）中
辣芥末酱或者辣根
（在巴伐利亚称之
为“Kren”）。

35 米
慕尼黑维克图阿林市场上“五月
树”的高度

童话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是
众多巴伐利亚城堡宫殿的
建造者，被认为是在这方
面神圣不可侵犯的国王。

在巴伐利亚许多地方，五月一日要竖立
起一根名为“五月树”的柱子。这个传
统可以追溯至16世纪。“五月树”最高
可达50米，它代表着乡镇的团结，并且
展示当地的手工业特色。

德语中的“再见”是“Auf Wiedersehen”。
但在巴伐利亚，日常生活中则经常说
“Servus”，这个词既可以表示“再见”，
也可以当作见面时的问候语来使用。
数据来源：德国联邦统计局、巴伐利亚城堡管理局、巴伐利亚州环境与消费者保护部、DESTINATION BRAND 16 © Inspektour GmbH, 博物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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