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林根国际商务中心 (IBCS)

索林根的城市营销

IBCS
InternationalBusinessCenter

Solingen

目录

前言............................................................................................................................................................................ 3
索林根国际商务中心.............................................................................................................................................. 4
IBCS 的服务项目....................................................................................................................................................... 6

索林根位置图........................................................................................................................................................... 8
索林根位于大都市区.............................................................................................................................................. 9
IBCS 的合作伙伴..................................................................................................................................................... 10

索林根创业科技中心............................................................................................................................................ 11

版本说明
发行人：
索林根经济促进局
Wirtschaftsförderung Solingen
GmbH & Co. KG
Grünewalder Straße 29-31
42657 Solingen
构思与实现：
Lisa Schulze
设计与排版：
Klingenstadt Solingen, Mediengestaltung
图片来源:
封面:
© jean song - fotolia.com,
© GÜDE, © 索林根经济促进局
地图：
© 刀具之城索林根，制图
背面:
© 索林根经济促进局，
Roman_23203 - fotolia.com,
VadimGuzhva - stock.adobe.com

2

联系人：
弗兰克·巴尔肯霍尔 (Frank Balkenhol)
索林根经济促进局局长
Geschäftsführer Wirtschaftsförderung
Grünewalder Str. 29-31, 42657 Solingen
电话: +49 (0) 212 2494 - 130
电子邮箱: f.balkenhol@solingen.de
约翰尼斯·埃恩 (Johannes Ern)
Ern集团董事总经理
Wittkuller Straße 51
42719 Solingen
电话: +49 (0) 212 645 24 - 10
电子邮箱: info@ern-gruppe.de
克劳斯·布罗克豪斯 (Claus Brockhaus)
布罗克豪斯联合律师事务所
Rechtsanwalt Brockhaus & Kollegen Rechtsanwalts
gesellschaft mbH
Grünewalder Str. 29-31
42657 Solingen
电话: +49 (0) 212 24 94 - 0
电子邮箱: c.brockhaus@brockhaus-kollegen.com

前言

索林根具有开放胸怀与国际视野。这不仅是因为有来自全球 130 多个不同国
家的人民在此安居乐业，或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因着全
球化和网络联系的日益增加，促使城市及乡镇政府积极维持且不断地强化
国际关系。索林根与邻近城市雷姆沙伊德（Remscheid）、伍珀塔尔（Wuppertal）共
同形成了以传统手工和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地带，在这四处“绿意盎然的工
厂区域”中，居民约有 70 万人。这三座城市位于德国与欧洲的中心，坐落
在鲁尔工业区和莱茵河沿岸之间，极具经济活力与发展前景。在 30 至 50 公
里半径范围内有杜塞尔多夫、科隆、埃森和杜伊斯堡等大城市。距离最近
的科隆、杜塞尔多夫国际机场约30 分钟车程即可到达。
索林根的刀具产业闻名世界，因此于 2012 年起正式享有“刀具之城索林根”
的美誉。此外，我们希望通过城市伙伴关系以及设立于此的全球运营企
业，建立更国际化的网络关系与定位。我们非常欢迎世界各地的人们来到
索林根，期盼通过国际商务中心的成立能为创业人士提供支持。无论是定
居开业，或是寻找合适房产，索林根国际商务中心很乐意协助您在索林根
创业起步、实现成长 。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蒂姆·库尔茨巴赫 (Tim Kurzbach)
索林根市长
刀具之城索林根举世闻名，通过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强大的关系网络。
索林根推出的产品和服务不仅在国际市场上备受欢迎，其邻近大都市区的
地理位置也越来越受到国际企业的青睐。因此，索林根经济促进局希望通
过具有约束力的组织结构，建立起自己的人脉关系。所以，我们与两位合
作伙伴Ern集团以及布罗克豪斯联合律师事务所（(Brockhaus & Kollegen)）共同成
立了索林根国际商务中心，简称IBCS。
我们为索林根的国际业务设立联系处，为有意向在此开业的外商提供一致
性服务。让所有在索林根落户的国外伙伴获得全面协助并深感满意，对我
们而言十分重要。
IBCS 位于索林根创业科技中心，自 2018 年起 3D-Startup-Campus NRW 也设立于

此，是一个经济结合研究、3D 技术以及创业的理想所在地。
感谢您对索林根的兴趣，欢迎您来到索林根。

弗兰克·巴尔肯霍尔 (Frank Balkenhol)
索林根市经济促进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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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林根国际商务中心

您欧洲业务的联系中心

成立索林根国际商务中心 (IBCS) 是由索林根经济
促进局与两位合作伙伴Ern集团、布罗克豪斯联
合律师事务所共同提出的倡议，旨在成为索林
根国际商务人士的联系中心，提供全方位的服
务。

IBCS的合作伙伴为公司成立开业提供专业服务，

索林根位于杜塞尔多夫和科隆之间，为企业提
供极具竞争力的商业环境：

•

距离高速公路、火车站 10 分钟

•

距离飞机场、杜塞尔多夫与科隆国际展览中
心 30 分钟

•

距离杜伊斯堡内河港 45 分钟

•

方圆一小时车程内有 1800 万人口

•

紧邻莱茵-鲁尔大都市区，是全德国企业最集
中的地区

•
•
•

以便您在极短时间内可以营运业务。根据需
求，我们将通过三个流程，陪同您在德国落户
开业：
•

市场分析（地点比较）

•

规划公司设立与市场进入（寻找房产、招聘
员工、申请资助金、准备公司设立）

•

陪同公司设立与市场进入

我们凭借量身定制的服务项目，在德国为您提
供专业对应帮助。如需了解IBCS的服务项目及
索林根的更多详情，请参阅以下信息并访问我
们的网站： www.ibcsolingen.com。欢迎您与我
们联系。

IBCS
您的索林根国际商务中心团队
InternationalBusinessCenter

Solingen

办公室面积每平方米7欧元起，价格比柏林、
慕尼黑、汉堡便宜一半以上
平均生活费比柏林、慕尼黑、汉堡低3倍
有广泛的商业用地可供投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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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参观日 (Visitation Days)
为了能为国外访客提供更好的支持服务， IBCS
会定期举办国际参观日的活动，也就是所谓
的“特邀参观日”。在参观日期间，除了向访客
们介绍索林根及所有投资机会外，并且提供在
德国落户开业的重要信息。在这数天的活动中，
访客不仅可认识到贝尔吉施地区的文化特色，
还可深入了解在德国居住以及设立公司的各项
法律和税务要求。此外，特邀参观日也是索林
根市政府、企业与国外投资人以及代表团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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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建立联系的好机会。藉此，深耕现有关
系，拓展人脉网络。
IBCS团队非常期待国外访客的到来。
www.ibc-solingen.com/projects

Acquisit
growth

Coordin
for each
in produ
market

Assistan
employ
services

© Clipart aus Corel Draw 8.0 Maps/Europe/Europe9.cdr
(verändert 11.12.2018)

索林根位于欧洲的中心

众多知名企业与创新公司都选择索林根作为全球业务经营的所在

Borbet Solingen GmbH

WebID Solutions GmbH codecentric AG

Kunststoff- und GalvanoEd. Wüsthof Dreizackwerk BIA
technik GmbH & Co. KG

fourtexx GmbH Haribo

item Industrietechnik

ZWILLING J.A. Henckels AG Heinr. Böker Baumwerk GmbH
Brangs + Heinrich GmbH Ledlenser GmbH & Co. KG
Instana

Carl Mertens International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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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CS 的服务项目

IBCS不仅向企业提供指导计划，同时也协助创业

全方位服务包括：

人士处理在设立公司与扩展业务时遇到的相关
问题。IBCS的合作伙伴确保您能快速联系到所有
重要的官方联系人和行业代表，并且提供您在
3D 技术、表面涂层、电动出行、可持续发展、
信息技术以及刀具产业等领域的专业知识。

•

寻找合适的商业用地和建筑物

•

介绍专业顾问，协助解决有关融资、保险、
销售以及遵守德国法规等问题

•

与德国的潜在伙伴建立关系

•

提供创业辅导

•

定期在索林根举办国际性活动，如特邀参观
日、代表团参观、特别盛会和商务会议

与附近大学、工商会（(IHK)）、雇主协会、工
会协会和专门帮助初创企业的猎头公司密切合
作，协助企业招聘合适员工。

IBCS

在设立公司方面：
支持企业寻找办公地点、搬迁到索林根，
向 例 如 德 国 复 兴 信 贷 银 行 （(KFW)） 、 担 保 银 行
（(Bürgschaftsbanken)）或者 EXIST 创业补助计划等机
构询问并协助申请适宜的资助金。索林根有一
项创业投资基金，专门投资有意向在索林根开
业的公司，也有其他基金和私人投资者组成的
人脉资源为企业提供额外帮助。
IBCS

IBCS 为初创公司与企业提供的服务项目

地点位置：
•

寻找办公空间、生产厂房、销售店面

•

联系房地产经纪人，租约协商

•

联系官方单位、市政当局、银行

•

协助搬迁

人力资源:
•

提供德国劳动法概览

•

创建职位招聘信息

•

联系猎头公司/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

提供有关员工财务和税务信息概览

© Wirtschaftsförderung Solingen

咨询服务：

索林根国际商务中心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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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咨询

•

税务咨询

•

财务咨询

•

营运审计

•

招聘咨询

为企业提供的服务项目

为初创公司提供的服务项目

业务：

业务：

•

验证您业务的市场潜力

•

验证您业务的市场潜力

•

在设立公司时，协助与索林根及整个大
都市区的合作伙伴建立联系

•

协助您为德国与欧洲市场创建业务计划

•

陪同协助设立公司

•

促进进出口贸易关系

•

•

获取市场数据和分析

通过索林根的辅导计划和定期举办的人
脉拓展聚会活动，获取专业知识

•

对办公用房/ 联合办公空间给予补助

人脉网络：
•

索林根核心产业的专业知识

资金/ 财务资源：

•

与当地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提供商建立
联系

•

提供私人机构和政府资助方案的信息
概览（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担保银
行、 EXIST 创业补助计划等）

•

其他可替代资金来源

•

投资当地企业的索林根创业投资基金

人才管理：
•

与大学、创业者人脉网、工商会及其他
服务提供商合作，协助吸引并留住顶尖
人才

（(VC-Fonds)）
•

利用创业投资基金和 IBCS 合作伙伴的
天使投资人的金融网络

人才管理：
与大学、创业者人脉网、工商会及其他
服务提供商合作，协助吸引并留住顶尖
人才

© Wirtschaftsförderung Solingen

•

丰富多元的异国香料
7

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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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林根位于大都市区

© conorcrowe - srock.adobe.com

索林根位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以下简称北
威州）三个最大都市区的三角地带。索林根和
所在区域的现有基础设施、人脉资源以及强大
的地方产业是发展国际业务的理想所在地。

科隆（行车约 35 分钟）
•

北威州最大城市，也是德国第四大城市

•

多家大型保险公司和媒体产业聚集于此

•

由于贸易为科隆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该
城市拥有五个莱茵河港、德国第二大内陆港
口，以及德国第二大航空货运站

屹立于莱茵河畔的科隆大教堂

•

北威州首府，德国第七大城市

•

国际商业金融中心，以时尚产业和专业展会
闻名

•

是《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和两家 DAX 指数
公司的所在地

© conorcrowe - srock.adobe.com

杜塞尔多夫（行车约25分钟）

杜塞尔多夫的莱茵塔与媒体港

© Wirtschaftsförderung Solingen

莱茵-鲁尔区
行车约40分钟）
•

人口约有 850 万，是德国最大都市区，也是
德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

•

科隆是莱茵-鲁尔区的最大城市，拥有 100 多
万居民，其次是杜塞尔多夫、多特蒙德和埃
森，分别有 50 多万居民

•

莱茵-鲁尔大都市区占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约
15% ，十二家《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总部
设立于此

•

索林根已经加入莱茵兰大都市区。由于基础
设施项目不断向城市区域外推进，整个贝尔
吉施地区将积极融入新的大都市区 。

明斯特大桥与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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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CS 的合作伙伴

索林根经济促进局

布罗克豪斯联合律师事务所

索林根经济促进局是 9000 多家公司-从手工制
造企业到集团的联系中心。除了管理、开发和
提供商业用地外，经济促进局也为年轻创业家
与初创企业提供专业且多元化的服务。年轻的
创新型企业和成功的传统型企业可通过座谈或
研讨会方式，相互交流，例如共同测试最新的
创新管理方法。

Brockhaus & Kollegen 是一家全球性的德国律师事

经济促进局还与海内外合作伙伴共同建立德国
最大的3D技术和增材制造关系网络。今日索林
根不仅在刀具制造业、电镀与表面技术领域远
近驰名，数字化能力也处于领先地位。此外，
可持续发展和电动出行在这里也备受关注。我
们可持续性的土地管理重点是重新启用工业区
闲置土地，尽可能地保护自然和农业用地。在人
才招聘方面，经济促进局创建了Solingen & Region
招聘求职门户网站，以协助企业有针对性地招
聘专业及管理人才。

务所，专业领域包括国际商法、房地产法和外
国人法。我们根据客户利益以及客户项目的具
体要求提供法律服务。
在商法咨询方面，我们不仅与各领域的业务伙
伴建立起强而有力的国际人脉网络，而且也保
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B&K 的多元化专业团队致力于与国际业务伙伴

密切合作，以便能够长期确保且促进客户的经
济活动。
我们的核心领域：
•

国际商法：
我们多数的客户对于建立或扩展他们在欧洲
的业务有极浓厚的兴趣。
因此，我们为客户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协
助客户逐步发展并实现业务理念。
无论是初创企业，或是现有的中小企业，我
们的团队负责协调所有的必要程序和步骤。

•

房地产法：
大部分的房地产法律问题通常具有重大的经
济意义。因此为了客户利益，必须非常谨慎
地提出咨询意见。
无论是买房自住，还是对房地产项目兴趣浓
厚等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为客户提供专业建
议。

•

外国人法：
在人口移动频繁的今日，世界公民必须面临
各种不同的要求。
我们的团队在移民和居留方面具有丰富经
验，可以及时、直接地处理来自世界各地的
客户的需求和疑问。

www.wfsolingen.de

Ern集团
Ern集团是一家传承至第五代的家族企业，自
1873 年成立以来，业务触角遍及各行各业。于
1920 年代，曾是世界剃须刀片制造领域的领先
品牌。于 1960 年代早期，成功地将邮购目录融
入公司业务领域中，把产品推向欧洲市场。如
今， Ern 集团专注于房地产、咨询和风险投资
等多元化国际业务，并在刀具制造业、表面技
术、3D打印、电动出行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提
供广泛的业务经验。
www.ern-grupp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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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林根创业科技中心

IBCS 的办公室位于索林根创业科技中心（(GuT)）。

于 2018 年 7月设立在创业科技中心的 3D Startup
Campus NRW， 是专为贝尔吉施地区从事 3D 打印
技术领域的年轻企业家和创业人士成立的联络
机构。除了为3D打印技术、AR/VR 及软件领域的
创新理念与项目提供免费帮助外，也对他们的
创业计划给予专业支持与资助。

© Wirtschaftsförderung Solingen

创业科技中心是索林根初创公司和年轻企业家
的第一个联络机构，不仅免费提供创业咨询、
训练和指导，举办研讨会、讲座、商务社交活
动，并且依需求灵活提供办公室解决方案、联
合办公空间以及现代化会议厅。近年来，GuT已
经发展成为经济结合研究、3D 技术以及创业的
理想所在地。
索林根创业科技中心
• 3D 网络联盟是索林根经济促进局提出的重大

倡议。于 2015 年 6 月创建，由公司、初创
企业、大学和机构组成，为德国最大的3D技
术网络联盟。
• Solingen & Region 招聘求职门户网站是由索林

根经济促进局发起创建的虚拟平台，结合了
招聘和求职功能，并将专业人士与本地雇主
接轨，为专业管理人才提供当地的就业机会
与服务。
© science photo - fotolia.com

• Coworkit! 是索林根正式成立的第一个联合办

公空间，为自由职业者、创意人才、初创企
业，或者只是偶尔在索林根工作的人士提供
适宜的办公场地。
• Solingen-like 是索林根城市的门户网站，从这
Klingenstadt Solingen

里可以获得城市的所有信息。

www.gut-sg.de

Produktübersicht
www.3dnetzwerk.com

3D打印

索林根是电镀技术与表面技术的中心，属于全
国行业内的最重要地区之一。电镀和表面技
术研究所 （(IGOS)）进驻到创业科技中心已多年。
IGOS 是涂层、表面与电镀技术相关企业的中立、
独立联系机构。

www.3dstartupcampus.de

www.igos.de

www.stellenportal-solingen.de

www.coworkit.de

同样地，索林根经济促进局也位于创业科技中
心，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
www.wfsolingen.de

www.facebook.com/solingen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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