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莱梅
开启德意志大门的钥匙  



1. Lürssen造船厂

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游艇
2. 不莱梅雅各布斯大学

私立国际大学
3. HAG无咖啡因咖啡的原工厂

Ludwig Roselius在不莱梅的发明
4. Koch&Bergfeld银器制造厂

每年制造冠军联赛杯和德国冠军（德甲）奖杯
5. 远洋城

欧洲最大的城市复兴项目之一
6. 货运中心  (GVZ)
德国排名第一+欧洲最大的高架立体仓库
7. 诺伊施塔特港

欧洲最大的重型货物码头
8. 汉斯·科施尼克城市国际机场

距市中心11分钟路程
9. 不莱梅市应用科技大学

国际化定位
10. 空客集团和OHB SE
德国最大的航天基地
11. 来骑自行车吧！

不莱梅-自行车之城
12. 不莱梅梅赛德斯-奔驰工厂

梅赛德斯世界第二大工厂+第一家奔驰电动汽车生产厂
13. 研究与开发

位于不莱梅和不莱梅哈芬港市的165个研究所
14. 不莱梅大学

德国西北部的科学中心
15. 不莱梅微重力试验塔

在欧洲独一无二
16. 不莱梅学校国际

私立国际学校
17. 不莱梅宇宙科学中心

可触摸式的科学展览馆
18. 威悉体育场

云达不莱梅足球队的主场
19. 施诺尔老区

不莱梅最古老的城区
20. 不莱梅音乐节

每年在多个场地举行
21. 不莱梅商会

德国最古老的商会

22. 亚历山大·冯·洪堡

帆船训练船前身（因出自贝克啤酒电视广告而出名）
23. 罗兰雕像—不莱梅自由之神

2004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24. 不莱梅市政厅

自2004年以来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25. 不莱梅市政厅酒窖

德国葡萄酒最大的储藏地
26. 不莱梅动物音乐家

德国童话故事之旅的终点站
27. 品牌之都不莱梅

不莱梅品牌闻名全球
28. 贝克啤酒

不莱梅啤酒享誉世界
29. 不莱梅人民公园

城市的“绿肺”
30. 不莱梅自由集市（十月节）

德国最古老的民间节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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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莱梅是德国第11大城市，拥有552,000名人口，不莱梅哈芬

港拥有110,000名人口，而不莱梅周边地区则拥有约200万人

口，这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城市。

43.



31. 德国体育联盟队

篮球、冰上曲棍球和国际舞蹈
32. 不莱梅哈芬动物园

北极熊和海狮
33. 鱼类和食品工业

德国最大的鱼类加工中心
34. 东经8o气候博物馆

沿着东经8o环游世界
35. 德国移民博物馆

近距离接触移民历史
36. 不莱梅哈芬应用技术大学

海洋科学研究
37. 大西洋帆船酒店

感受海洋历史与魅力
38. 港口

欧洲最大的汽车进出口转运港
39. 集装箱码头

每年处理550万个集装箱
40. 不莱梅哈芬港

德国第二大港
41. 扬帆远航

壮观的Windjammer节
42. 离岸风电场

不莱梅哈芬港风能工业集群
43. 哥伦布邮轮中心

现代邮轮码头
44. 北极之星

阿尔弗雷德韦格纳研究所的研究破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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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不莱梅哈芬港

不莱梅也许不是世界的中心，但它一定是创新的交点。

不莱梅城市国际机场与欧洲主要空港都辟有直达航线，11分钟即可到达不莱梅
市

中
心

。

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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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莱梅市政厅和罗兰雕像

远洋城（老港区）

不莱梅的生活方式

不莱梅的人际交往

海滨城市-不莱梅哈芬港市

知识渴求者的绿洲

不莱梅城市国际机场

机场城

不莱梅之星

不莱梅的热门出口商品

不莱梅哈芬港国际物流转运中心

不莱梅货物集散中心 (GVZ)

起航不莱梅，奔向浩瀚星空

从不莱梅起飞

可持续性发展

全球科研之旅

不莱梅研发

提供全球化学习课程

不莱梅经济促进局-中央政府机构

不莱梅的十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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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莱梅市政厅和罗兰雕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它们
是不莱梅自由独立和欧洲市场经济发展的见证。不莱梅市政厅是现存的唯一
一座中世纪末期欧洲市政厅建筑。

罗兰雕像高达5.55米，从1404年起就巍然屹立在不莱梅市中心广场上，
他已成为不莱梅标志性建筑，也是不莱梅自由与独立的象征。不莱梅人民树
立的这尊石像正是他们追求自由独立的宣言，尽管公民自由经常遭受威胁，
但是这个城市一如既往地执著捍卫着独立和自由精神。1947年不莱梅市和不
莱梅哈芬市合并组成德意志联邦州——不莱梅州。

不莱梅真正的世界明星还数那四位
动物音乐家了，是来自世界各地旅游者追
捧的对象，驴、狗、猫和鸡四个动物英雄
面临死亡的威胁下毫不畏惧，毅然踏上
对抗命运的征程，历经艰难险阻，凭借团
队精神和聪明智慧，终于在不莱梅落户，
成为音乐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由著
名雕刻艺术家格哈德·马克斯 (Gerhard 
Marcks) 设计制作的动物音乐家铜像矗
立在不莱梅市政厅的左侧，它们也是吉祥
物：传说人们只要抚摸驴子的两只前蹄，
同时默默许愿，便可心想事成。

不莱梅市政厅（建于1405年-1409年）

不莱梅市政酒窖

不莱梅市政厅和罗兰雕像

世界文化遗产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不莱梅市政厅和罗兰雕像

2004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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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水而居，依水而作

远洋城是欧洲最大的城市规划项目之一，新的住宅区和办公
楼的建成让老港区焕发出新的活力，这里曾经停泊着来自世界各
地的货船，如今丰富多彩的新生活吹拂在这休耕多年的土地上。

远洋城在开发期就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地区，它距离市中心
仅2公里，是市内理想的居住地。餐厅、商场和服务业的不断涌现，
新式建筑毗邻着保存完好的海港老建筑。修缮一新的11号仓库现
在是不莱梅艺术大学的所在地，一座座新建住宅楼陆陆续续在一
片老港区的土地上地拔地而起。

远洋城

一个老港区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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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内你可以很容易就找到一个放松休闲的地方，您可以漫步
穿过人民公园和城市公园到达大学湖，享受云达湖半岛上如诗如画
的花园美景，或着沿着威悉河堤漫步至体育场，这里是德甲足球俱
乐部-云达不莱梅队的主场。

不莱梅的生活方式

独特的休闲理念
在不莱梅的生活交织着传统与创新，曾经的贸易港口城

市如今变成充满了都市生活气息的现代大都会，不莱梅人爱
这座城市的便利，和这座城市一样热情开明，丰富多彩的生活
营造了良好的城市氛围：威悉河畔的林荫漫步道、热闹的俱乐
部、传统的小酒馆、数不胜数的精品服装店、琳琅满目的百货
公司以及风雨无阻的步行玻璃廊街恭候着您的光临。

威悉体育场

人民公园的休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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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好话还有熟人推荐，这些都能让你在这个贸易城市开启许
多新的机遇、新的业务、新的联系和新的贸易伙伴。直到今天，这种
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人脉文化在不莱梅仍然存在。每个行业都有各
自的联络方式，这包括了例如Schaffermahl和Eiswette这样的传统
聚会，最重要的社交活动以及现代化的创业节将志趣相投的人们聚
在一起交流思想，建立新的联系。

不莱梅作为一个国际关系发达的城市，国际交往是商业生活的
一个自然组成部分。外国企业可以在这里轻松实现整合，因为落户
在此处的机构和企业都彼此关联，在这个人际关系紧密的城市，每
个人都彼此认识，或是确切地知道和联系的合适人选。

不莱梅的人际交往

高效和轻松地融入
创立于1545年的Schaffermahl 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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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莱梅哈芬港是个地地道道的滨海城市，欧洲移民曾经从这
里启程走向世界，它也是德国北海海岸最大的城市，处处洋溢着
海港大都会的气氛。它是一个拥有良好培训机会的科创中心、创
新型鱼类和食品工业的所在地、海上风能中心以及绿色产业的支
柱。海港世界的气候博物馆、德国移民博物馆、海事博物馆和动
物园等旅游景点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这个海滨城市；
在河边码头的不远处停泊着邮轮，码头上的吊车不知疲倦地装卸
着集装箱。

不莱梅哈芬港的生活质量很高，房价也很有吸引力。作为一
个不断发展的城市，不莱梅哈芬港前景无限，尤其是在临水而居这
方面。新城区里特色的新建筑和老城区迷人的老房子都备受新
居民的青睐。清洁的空气、临水而居的地理优势以及宜人的
海滨风景共同构建了这里高品质的生活。

海滨城市-不莱梅哈芬港市

威悉河上的世界贸易 

SAIL Windjammer游行

东经8o气候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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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莱梅和不莱梅哈芬港的博物馆体验中心以丰富的信息量、激动人心和引人入胜的方式传播着知
识。在1830至1974年间，七百万移民从这里登船启程，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奔向彼岸“新世界”，如今
德国移民博物馆借助现代多媒体技术重现昔日光景，以参观体验的方式向您展示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在海
上历尽艰险到达纽约的埃利斯岛。隔壁的德国海事博物馆里展示着古董船舶和潜水艇。不莱梅哈芬港动
物园是水生动物的家园，东经8度气候博物馆展示了地球上东经8度区域内多种多样的气候形态。植物园
绿色科学中心位于不莱梅的威悉河畔的杜鹃花公园内。时光对对于宇宙科学中心Universum®的研究员
们来说如同白驹过隙，该中心专注于技术、人类和自然科学。在Universum®里，超过300件展品可以调动
你所有的感官近距离地感受科学现象。不莱梅中央火车站的海外博物馆于1896年开馆，这里保存着世界
各地旅行家们带来的大量与自然科学、民族学和贸易有关的物件。

知识渴求者的绿洲

在这里学习趣味无穷

宇宙科学中心Universum®

不莱梅哈芬港动物园 德国移民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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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办理登机手续、近市区以及在德国西北地区的战略位置使得不莱梅汉斯·科施
尼克机场极具吸引力，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机场距离市中心仅有11分钟车程。 所有
占据竞争优势的数据也不言自明：14家航空公司的飞机直飞欧洲、非洲和亚洲的50个目
的地，200个联程航班提供通往法兰克福、慕尼黑、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和伊斯坦布
尔等枢纽城市。机场周围的通勤人数达1500万，2017年，大约250万乘客使用该机场的
服务，进行了大约40000次起降。机场周边通行距离也很短：有轨电车将乘客送达候机
楼门前，机场路通往A281高速公路。

不莱梅城市国际机场

紧邻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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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场方圆206公顷（510英亩）的区域内开发了一个面向未来
发展的区域，距离市中心仅11分钟车程。在500多家公司的16500

名员工中，有6000名员工从事航天业，其中最大的雇主是空中客车
集团，其它许多公司也因为靠近科研机构而获益颇多。初创中心
和各大研究所在大学附近建立了高效的网络。不莱梅世界贸易中
心是提供小型办公室的企业孵化基地，让创业更便利。

机场城商务区是德国所有机场的典范，它是欧洲航空航天业
基地，研发、教学和办公都集中在机场区域。

机场城

位于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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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莱梅的梅赛德斯-奔驰工厂40年来一直生产汽车，每年装
配420,000辆汽车，这里是梅赛德斯·奔驰全球第二大生产基地。
自1978年的第一辆旅行轿车从这里下线以来，至今已经生产了
超过800万辆汽车。逾12500名员工在此制造C系列和E系列以及
SLC，SL和GLC型的汽车。工厂扩产已经获得批准：该公司计划到
2020年投资7.5亿欧元扩建工厂，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数百家供应
商为该工厂供货，每天有数千辆货运卡车进出这里。方圆200公 
里（125英里）范围内云集了700多家汽车供应商。汽车供应、零件
物流、工程和工厂建设领域的公司均在不莱梅运营，雇员总数高达
4000多名。供应商公司覆盖了整个垂直制造链——从生产原材料
的钢铁厂到物流，再到电子和顶篷系统。他们中的大多数公司都位
于就近的Hansalinie工业园区。

不莱梅之明星

汽车行业的绝佳地点

梅赛德斯电动汽车EQC将于2019年在不莱梅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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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莱梅为全世界的人们提供喜闻乐见的商品。从阿拉斯加到澳
大利亚，全世界的啤酒饮用者都能认出的印有不莱梅州徽“不莱梅钥
匙”的绿色长颈玻璃瓶：贝克啤酒自1873年以来一直在不莱梅酿造，
每天产700万瓶。 除了贝克啤酒之外，其它的不莱梅品牌也享誉世界：
雅各布斯咖啡和HAG无咖啡因咖啡（在美国叫Sanka）。1906年，来自
不莱梅的商人Ludwig Roselius发明了从咖啡豆中提取咖啡因的技术，
并在全球大获成功；不莱梅的名牌产品还不止这些，还有亿滋国际集
团(Mondelez International) 的妙卡巧克力 (Milka)、奥利奥 (Oreo)、三
角巧克力 (Toblerone) 和菲利乳酪 (Philadelphia)。

由于不莱梅哈芬港拥有很强的冷藏储存能力，德国人吃的鱼大
多都在这里加工储存，每天这里生产1000万根鱼排，最著名的品牌是
Iglo、Frosta和Nordsee，总计11,000名从业人员使食品行业成为不莱
梅州最重要的行业之一。

不莱梅的热门出口商品

家喻户晓的品牌

一件令人向往的独特作品：欧洲
冠军联赛奖杯就是产自不莱梅银器
制品厂Koch&Bergfeld Corpus。

不莱梅：咖啡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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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莱梅哈芬港的通用港口位于威悉河与北海交汇处，拥有远洋
船舶停靠所需的完备港口设施。不莱梅哈芬港集装箱码头拥有世界
上最长的泊位（5公里），还拥有面积相当于360个足球场那么大的
巨大堆场。不莱梅哈芬港是欧洲第四大集装箱港口，每年运量超过
550万标准单位 (TEU)。除集装箱外，每天进出港口转运的机动车
也川流不息：每年转运量达到两百多万辆，汽车在汽车技术中心进
行清理、改装和美容。港口以高品质、多联式物流、良好的交通连
接和配套服务而闻名，同时是海上风能产业的主要运输港。

在客运行业方面，不莱梅哈芬港的哥伦布邮轮中心是欧洲最
现代化的客运码头之一，越来越多的旅客在不莱梅哈芬港乘坐邮
轮旅游。

不莱梅哈芬港国际物流中心

集装箱、汽车、邮轮

欢迎来到河边码头：Maersk Triple-E-class

IV集装箱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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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其港口基础设施和经验丰富的供应链服务，不莱梅可以为任何物流需求提供理
想的解决方案，不莱梅货运中心在这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全球货
物运输的理想中心。在诺伊施塔特港口的仓库可提供120万平方米的仓储空间，这使不莱
梅货运中心GVZ成为德国最大的、欧洲第二大的物流中心。

 
无缝衔接的水路、铁路和公路交通：三式联运是全球物流解决方案的基本条件，由于

不莱梅附近拥有国际机场，空运业务发展迅猛。所有进出GVZ的道路都与快速畅通的公路
相连，与新建高速公路A281的通车将加大GVZ的投资吸引力。

不莱梅货运中心 (GVZ)
北德物流中心

货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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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航天中心近50年来致力于卫星和火箭的研发与制造。空中客车工厂不仅承建哥
伦布科学实验舱，同时它也参与制造欧洲国际空间站 (ISS) 的ATV太空运输器。 此外，这
里正在新建NASA航天器Orion的服务组件。阿丽亚娜集团也在不莱梅工厂研制阿丽亚娜
火箭的首级。MT 航空航天公司 (MT Aerospace) 为阿丽亚娜生产燃料箱和助推器，不莱
梅轨道高科技系统公司 (OHB SE) 在空间系统以及航天和工业生产方面享誉全球。他们的
最新成果是为欧洲伽利略导航系统和第三代欧洲气象卫星联盟 (MTG) 开发和生产34颗
卫星。除此之外，重要供应商和众多中小企业也为不莱梅在该领域建立了良好的口碑。

起航不莱梅，奔向浩瀚星空

太空技术

阿丽亚娜火箭：不莱梅参与了220次升空。

哥伦布实验室舱 OHB伽利略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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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客A330和A350远程飞机的机翼就是在不莱梅生产制造的，所有空客项目升力系
统的开发和制造中心也位于威悉河上，这里是空客公司在德国的第二大工厂所在地，旗下
员工约4500名深入参与了A400M运输机的开发和制造；此外，这里开发了整个空客机队
的货物装载系统。通过对材料和工艺开发以及新技术的研发，为批量生产做准备。简而言
之：自1910年以来不莱梅专业航空知识与经验是空客集团的强大后盾。Aviabelt航空联合
会的组建正是不莱梅航天产业纵横几十年的结晶：逾百家企业和研究所是该联合会的成
员，旗下员工总数达到12000名，这是一个产业集群，旨在全面联合行业和初创企业来推
进航天业的发展。

从不莱梅起飞

航空业

空客A330neo

风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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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风能技术诞生之日起，不莱梅州就成为该行业的领跑者，
研发和制造在这里齐头并进。这里产业链集中，从制造商和供应
商，到用于建造海上设施和进出口组件的合适港口基础设施都一
应俱全：重载码头足以承担海船运输以及仓储和样机的放置，从
投资人到运营商，所有企业都在这条价值链上。研究和开发是重
点，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分所IWES和IFAM、不莱梅大学、不莱梅哈
芬应用技术大学和DLR海洋基础设施保护研究所为陆上和海上风
电技术提供了目标明确的研究成果：例如风洞以及飞机引擎机舱
和风机叶片的测试设施，这种协调合作大大降低了经营成本。在
这个具有前瞻性的行业中，没有其它地方能拥有如此全面的科学
研究集群。

在不久的将来，来自各个行业的公司将能够在位于不莱梅哈
芬港占地155公顷（383英亩）的Lune Delta工业区落户。该工业区
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就是绿色经济为基础。

可持续性发展 
未来能源产业

海上风电码头和卓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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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不莱梅哈芬港的阿尔弗雷德韦格纳研究所亥姆霍兹极地
与海洋研究中心 (AWI) 协同德国极地研究，活跃于南极洲和北极
地区，800多名在不莱梅哈芬港的员工跟踪考察海洋和陆地气候与
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获取预测异常天气的长期气候变化和参数
的宝贵资料。

除了南极的诺伊迈尔三号考察站，冰芯实验室和水产养殖研
究中心外，北极之星考察船也属于AWI。破冰船每年从11月到3月
穿越南极洲，在北半球夏季月份进入北极圈。船上有九个实验室用
于地质学、气象学、生物学、地球物理学、冰川学、海洋学和化学
等领域的科考工作。

全球研究之旅

驰骋在寒冰和深海中

北极之星考察船

MARUM海洋环境科学中心

阿尔弗雷德韦格纳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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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所大学、共计3600名学生，不莱梅州高等学府的密度在德
国是绝无仅有的。不莱梅大学成立于1971年，与五所研究中心和一
所国家DFG研究中心合作。在不莱梅大学旁边的科技园则云集了
享誉世界的科研机构，他们致力于未来科学的研究和探索，如气
候变迁、海洋勘探、机器人以及航天航空等课题; 例如德国航天中
心专门负责规划实施太空创新计划。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海洋微
生物研究所积极探索地球生态问题的解决方案。坐落于不莱梅的
三家弗劳恩霍夫研究所也是尖端科研机构，当前从事生产加工技
术、医学图像数据开发和风能系统技术领域研究项目。在德国渔
业研究方面，Thünen海洋捕鱼业和渔业生态研究所在不莱梅哈芬
港找到了永久锚地。

不莱梅研发

重要的研究发现

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DFKI GmbH) 的探月或火星计划

弗劳恩霍夫研究所

欧洲独一无二：110米高的微重力试验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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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莱梅雅各布斯国际大学目前有来自100个国家逾1400名学
生， 430名员工中有78名教师，这所国际私立大学的教学语言为英
语，学校的教学区与生活区总面积达34公顷，学生每年学费可以通
过奖学金和贷款的形式解决。 

不莱梅大学也同样具有国际化的胸怀，全校共有约8700名学
生，其中的三分之二都会有海外学习和实习机会，因此该校与全球
300多个合作伙伴建立了关系；以实践为导向的不莱梅哈芬应用科
技大学也通过合作伙伴与当地企业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合作规模
逐渐扩大，惠及了来自60多个国家的3200名学生。 

不莱梅国际学校 (ISB) 以英语授课，专门提供从幼儿园到12年
级的教育，由于学制与全球同步，学生可以随时报名入学。

提供全球化学校课程

获取知识国际化

www.uni-bremen.de
www.jacobs-university.de 
www.hs-bremen.de
www.hs-bremerhaven.de
www.isbrem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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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莱梅经济促进局致力于向世界宣传不莱梅，将不莱梅打造
成经济、会展以及各类大型活动的热点地区，具体措施是我们对来
自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创业框架
条件，促进企业卓有成效地经营和发展： 
 

+  介绍不莱梅经济结构、现有产业集群和商业网络渠道等方面的
全面信息；

+ 帮助寻找合适的办公空间，仓库或厂房；
+  协调安排与当地企业法律、税务和官方审批手续等方面的专业

咨询。

不莱梅经济促进局

中央服务机构

Bürgerpark

www.bremen-invest.cn

不莱梅世贸中心

让德国创业变得更容易



1_完善的物流服务

不莱梅凭借其先进高效的港口基础建设并拥有强大快速的货物运转能力，在2011年集

装箱吞吐量达到600万个标准箱，是欧洲最重要的物流基地之一。目前在不莱梅的物流

领域活跃着上千家物流和相关行业企业，从业人员达8万之众，完善的物流服务链可以

全方位满足客户的需求。

2_强大的工业基础

世界知名企业和品牌竞相落户不莱梅。梅赛德斯奔驰、空客集团、亿滋食品还有深受钟

爱的的贝克啤酒均在不莱梅设有生产厂，不莱梅一直昂立在德国主要的工业重镇之列。

3_优越的地理位置

无论选择何种出行方式，都可以舒适快捷地到达不莱梅。不莱梅城市国际机场与欧洲

主要城市间都已开通直达航线，不莱梅正好地处全国高速公路网中的一个重要交汇

处，这里也是多条铁路的枢纽。港口络绎不绝地停泊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货船。

4_开放博大的胸怀

不莱梅是德国第十大城市，自古以来就和世界各地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不莱梅随

时欢迎国际企业前来投资设点，愿为外国企业的发展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州政府和各

个相关部门机构都为企业成功落户提供竭诚服务。

5_低廉的经营成本

在不莱梅的经营成本远比在欧洲以及德国其他大城市低廉。无论是办公场地和货仓的

租金，还是住宅价格都明显低于其他同级城市。

6_充足的人才储备

不莱梅是高级专家和专业技能人才云集的地方，不莱梅各大高校毕业的专业后备军力

量强大，很多人愿意留在这个地区就业。

7_自由的发展空间

无论您是需要一个配家具的世贸中心的办公室还是生产厂房加仓库，或者新建楼房的

开放式空间，不莱梅可以为每一个企业提供完全符合需求的个性化空间解决方案。

8_紧凑的城区布局

不莱梅城区规划布局紧凑。人们经常会在不莱梅是或者不莱梅哈芬港市内碰到熟人，
有时是商业伙伴和客户，市政部门和机构都是左邻右舍，这里的人际关系是如此温馨

和谐。

9_全面的服务支持

不莱梅经济促进局提供全面的服务支持，对于那些准备到不莱梅投资设点的企业来说

是一个得力可靠的伙伴，这一经验丰富的团队会凭借自身的服务能力，社会活动力和

财力向企业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其服务承担起企业与合作伙伴以及政府间的

纽带作用。

10_高品质的温馨生活

宁静安逸的城市生活，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兼容多元的文化体育活动——

这一切都衬托着不莱梅的都市气质。在这里新与旧和谐共存，张与弛分轨而

处，绝对是一座令人流连忘返的品质之都。

不莱梅十大优势： 

抵达和落户不莱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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