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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省长寄语

安特卫普面向世界。以下这些并非鲜为人知了。这早在 15 世纪就已如是，持续发展至今。我们昨天
的优点在不断改善后沿用至今。安特卫普省位于交通枢纽地带，临近世界级的大规模港口，除了拥
有理想的居住环境，更是一个繁荣的世界都会。安特卫普在各方面都持敞开和包容的态度，这些使
它成为全球钻石贸易、时尚设计和工业现在和将来的领头行业。我们的繁荣和干劲都要归功于我们
最大的优势：充满创造力、积极性和灵活性的市民，他们秉承自豪、创业和务实的精神在此默默耕
耘。 

但有时候连通外面的世界会比预想中要难，正因如此，我们的抱负更加要放眼世界，不惧一切艰辛
来跨过界限障碍。就如我省的一位知名企业家Vic Swerts所说：“外面的世界总要国内更大。”我们与
陌生人、其他地域、其他政府和其他文化交流意见和思想以便开阔我们的视野。秉承着包容和虚心
的态度，对外界有强烈的求知欲却不怀着天真的态度，这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给我们提供了机会
面对我们的机会、弱点、威胁和挑战 —— 而安特卫普省很好地领略到了这一点。

我诚挚邀请您进一步了解安特卫普地区，了解我们的多元文化、先进的教育和科研实力以及其他极
具创意的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请您亲自来体验这里的环境并探访我的历史悠久的国际都市和葱葱郁
郁的乡村。欣赏我们这里著名的艺术家、画家、作家、设计师们的精彩作品和顶级运动员所取得的
优越成绩。亲眼见证我们的科学家、艺术家和企业家们的丰硕成果。我们对国际化的呼声是强烈而
又相互的：我们不但希望安特卫普能在世界上站稳阵脚；同时也希望世界能够在这里落地生根。 

贝嘉蒂(Cathy Berx)
安特卫普省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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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省的一些重要人物

六位代表

安特卫普省政府的省长是贝嘉蒂(Cathy Berx)女士 。 她是六位副省长的主席；各位副省长均是省议
员，他们由安特卫普省议会的委员会选出。代表们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省内的日常管理工作。他们均
有各自的职责。

个人介绍：

Luk Lemmens

首席代表，同时也是副省长的发言人。
职务范围：行政管理、空间规划、交通规划与文

化。

Cathy Berx

省长

Ludwig Caluwé

职务范围：经济、农业、革新、国际合
作、财政、基础建设与不动产。

Inga Verhaert

职务范围：教育、青少年事务、通
讯、能源与ICT。

Bruno Peeters

职务范围：旅游、娱乐与绿化、运动、
安全与人事。

Peter Bellens

职务范围：健康与福利、社会经济、农村
政策、欧盟合作。

Rik Röttger

职务范围：生活环境、可持
续性发展、南北政策。

全省、弗拉芒大区、联邦

不可不知：安特卫普省省长和副省长 也负责佛兰德斯大区和联邦政府委托的一些工作。这样我省就
能很好地与国家及各个地方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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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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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卫普国际港口 

1. 省政府大楼

文化

2. d’Ursel 城堡

3. 摄影博物馆 

4. 时尚博物馆 

5. 钻石与银器博物馆

业余活动

6. De Schorre

7. Peerdsbos 省立运动中心

8. 安特卫普省旅游局

Provinciale Groendomeinen

9. Kalmthout 植物园

10. Broek De Naeyer

11. De Averegten

12. d’Ursel 城堡

13. Hertberg

14. Hof Van Leysen

15. Hoge Mouw

16. Kesselse Heide

17. Neteland

18. Prinsenpark

19. Pulhof

20. Rivierenhof

21. Vrieselhof

22. Vrijbroek

教育

23. PIVA 学校

治安

24. Vesta校园

经济

25. 港口中心

26. Kamp C 校园

27. 安特卫普省发展局

农业

28. 研究中心

29. 家禽饲养试验场

梅赫伦，历史悠久的文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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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卫普国际港口 

创新的绿色区域

梅赫伦，历史悠久的文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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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们的成功范例

圈内的领头羊

安特卫普省位于欧盟的中心部位。您知道我们（180 万居民）是佛兰德斯大区中最大的省份吗？在
经济领域我们也是圈内领头羊。

本省的 70 个市政府共提供了 827,000多个就业岗位。其中安特卫普港及其运输和批发业尤为突出。
此外，钻石行业和化学工业也提供了相当多的就业机会。另外还有由众多中小型企业组成的网络，
它们的业务广泛触及国内外。

“生命科学产业给安特卫普省带来了世界级的群聚
效应，其中杨森制药有限公司就是这种群聚效应的
奠基者。扎实的知识基础配合企业精神，在省政府
的支持下形成了特殊的发展环境，让企业的科技水
平得以不断提升，并为人民寻找到解除疾病痛苦的
方法。”杨森制药有限公司前任总裁 Ajit Shetty 先
生

查看我们的经济指标

您对我们省的社会经济环境感兴趣吗？
请登录网站 www.provincieantwerpen.be 查看我们的经济指标。 
您可以在网站找到关于市政府、地区和整个省的数据资料，从以前到现在，内容丰富；您还可以查
看这些数据资料的发展概览，包括人口统计、社会福利、劳工市场、经济气候、产品创新和企业发
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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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劳工市场

蓬勃发展中的企业精神

企业精神牢牢地扎根在安特卫普省人民的血脉里。数千家的大型公
司、中小型企业和自由人企业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一
些“领头行业”，如建筑业、金属制造业、物流业、化工业、农业及
农业企业和零售业在经济发展中起到带头作用。

我省的经济政策也因此作出相应配合。我们着重给“领头行业”里的
企业和劳工市场提供具创意的空间和周边配套环境及设施。

如需获取相关信息，请发电邮至： 
economie@provincieantwerpen.be。

您理想的公司地点

您希望为您的公司寻找一个合适的落户之地吗？我省将是您的理想选择。
您的优点包括：位于中心位置，安特卫普港口及完善的内陆交通网络。 

同时，安特卫普省发展局 (POM) 亦乐意帮助您寻找地点。该机构不断建造
和翻新企业场所，尤其注重空间的可持续性利用以及碳平衡项目。此外，它
也致力于提高企业的经济竞争力，例如加强企业在化工业、物流业和创意领
域的竞争能力。

您可在www.pomantwerpen.be网站上查找到贵公司未来的理想办公地点。
如有疑问，请发电邮至：pom@pomantwerpen.be查询。

在港口勤奋工作

安特卫普港是一个别样的世界。您希望更多地了解它的运作吗？港口中心能帮
到您。每年约有5万名来自全世界的人士参观这个港口，他们对港口的海运、工
业和物流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这里甚至有90位导游用4种不同语言随时为企业、协会、学校和各类人士提供讲
解服务。 

港口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向年轻人推广港口及在其附近的就业机会。除了常
规的参观活动外，这里也会特别邀请演讲人士进行演讲，同时举办户内外展览活
动。另外访客中心里还有一个会堂、两个会议室和一家咖啡厅以供各类人士使用。 

想了解更多？请浏览www.havencentrum.be。
或通过reservatie@havencentrum.be预订您的参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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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分享知识中得益

Kamp C（C校园）：可持续性的建筑

具有可持续发展功能的建筑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热题。您不知道如何更好地实现建筑的可持续性？
那么请您将耳朵贴近Kamp C：它是一个为企业和专业人员、地方政府、个人和教育机构提供服务
的专业机构。Kamp C本身就是一个充分考虑了可持续性的地方，它由七座可持续性很强的建筑楼
组成。里面包括一个大型的关于持续性的展览中心。Kamp C也是建筑业的佛兰德斯洁净科技标杆
（Vlaamse Cleantech Antenne）。一切创意会在这里汇聚起来，然后与国内外的相关者分享。 

SAFE-ICE的研究计划
Kamp C的其中一个项目名为SAFE-ICE，这是由来自比利时、法国、荷兰、英国的群聚伙伴一起合作
的。这个项目在前期几个月得到的研究成果包括：企业如何能最有效地使用能源、企业与企业间的
关系如何能减少碳排出量、如何在办公场所制定特别措施来减低能耗等。您可在www.safe-ice.eu上
找到研究结果和其成功的应用。项目的下一步计划包括促进热能网的发展、为在低碳行业的中小型
企业提供机会等。

您对此有兴趣吗？请发电邮至：info@kampc.be。

“我省的政府和居民都希望基础设施和建筑物均能
实现可持续发展并达到高科技水平。出于这种期
望，整个建筑业和相关的行业都竭力做得更好，
其中MAS建筑、港口大楼、司法院和较小规模的
A.Z. Sint-Maarten医院的新大楼都是我省的代表建
筑，并在国际上赢得了赞誉！” 瑞那斯铝合金公司
(Reynaers Aluminium)总裁 Martine Reynaers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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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饲养试验场 (Proefbedrijf 
Pluimveehouderij)：对家禽进
行研究

在家禽饲养试验场中，产蛋的母鸡快乐地发出咯
咯声，而肉鸡只在愉快地追逐。这种情境的确出现
了，因为被饲养的鸡住在超级现代化的鸡舍里，里面
安装有气温、饲料和水的调控系统。这种试验场是研
究动物福利、生产效率、环保和节约能源的理想地方。
研究结果让家禽饲养者知道如何更有效、更持久地提高鸡
肉和鸡蛋的产量。家禽饲养试验场通过世界家禽科学协会已
经在国际上建立了强大的联系网络。

您有兴趣与家禽饲养试验场企业共同合作吗？或希望参观我们的
企业？请发电邮至：proefbedrijf@provincieantwerpen.be。

Hooibeekhoeve: 对奶牛作研究

Hooibeekhoeve研究中心能为您讲解所有关于奶牛和饲料作物的知识。该中
心有何独特之处？它在于不只是饲养奶牛和犊牛，还对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在
牛棚里，中心会对饲料、动物的居住环境、福利和繁殖力、抗生素等作研究。
中心还会研究农场的施肥方式、土壤结构和饲料作物。所有这些研究的目的就是
在经济、生态和社会方面找出可持续发展的奶牛饲养方法。

Hooibeekhoeve中心和农民、学生及国际合作伙伴一起分享它的知识，也经常接待来
自国外的考察团，并且积极参与和主动发起众多研究项目，如饲料试验和培植技术等。 

您有意与Hooibeekhoeve研究中心在研究项目方面合作吗？请发电邮至：
hooibeekhoeve@provincieantwerpen.be。

暴力与受害者政策小组

某些问题如家庭暴力、声誉或性别有关的暴力、以及对儿童或对双亲虐待等问题？这些问题值得
大家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些问题也定得到我省暴力与受害者政策小组的帮忙。这个小组同时也
是欧洲家庭正义中心联盟（European Alliance of Family Justice Centres）、欧洲妇女反对暴力
组织（Women Against Violence Europe）和处理家庭暴力犯罪者网络（Network of Work with 
Perpetrators of Domestic Violence）的一员。

您希望展开这方面的研究或合作吗？或是在欧洲寻求这方面的帮助？又或者想拓展在这方面的联系
网络？如果想了解更详细的情况， 您可通过电邮进行联系：welzijn@provincieantwerpen.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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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ta校园：关于安全培训的多学科培训中心

“有备无患”，这对消防员、警察、灾难处理员、预防措施专家和医疗人员尤为重要。他们能在
Vesta校园里接受相关培训，维持或者提高相关技能水平。Vesta校园有面积达37公顷的训练场地，
让参与人员得到更好的实操性培训，在万一发生意外时就能更好地协调合作。

训练
您想让您的人员也在Vesta校园接受培训？这的确是个好主意！如模拟一个关于危险品的意外，或学
习如何应对恐怖威胁，或在发生意外时如何分析应对社交媒体等等。他们会与来自欧洲各地区的其
他受训人员一起接受培训。  

分享知识
Vesta校园在提供援助方面具丰富经验，并乐意与您分享。
您对交流这方面的知识或培训项目感兴趣吗？请发电邮至：info@campusvesta.be。 

跟大学与研究中心的长期合作

我省有系统地与安特卫普大学和佛兰德斯技术发展机构（Vlaams Instituut voor Technologische 
Ontwikkeling）合作，以此保持地区的创新力和更新知识。

“ 自上个世纪起，安特卫普这个名字就在国际上
因Ludo Van Bogaert博士在大脑方面的突破性
研究而为人熟知。而我对人类神经系统的好奇则
成为我现在从事老人痴呆症研究的重要原因。”
安特卫普大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教授Christine 
Van Broeckhoven女士



20



21

7.  从我们的国际教育中受益

 “不进则退”：因此更新知识是非常必要的。我省的学校就深刻地明白这一点。正是由于他们知道
将来经济的各类需求，所以精心组织开办各类的课程以满足这些需求。这些学校的独特之处在于他
们的目标是面向全世界和多元文化的。在现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这也是必须的。因此要让我们的
学生对世界经济和全球化发展趋势有所认知，让他们对今后的就业挑战有充足的准备。

在国外的发现
我们的“校外学习活动”有哪些？其中包括与国家中介机构EPOS（欧洲教育、培训与合作计划）的
合作，让个别或一组学生能到国外亲身体现当地居民的生活。

在自己国家里了解外面的世界
学生们也可以在省里了解外面的世界，例如参加学校和政府部门、企业和教育机构的跨境合作项
目，这些合作给孩子们更多与不同文化接触交流的机会。  

这是否有效果就不必有疑问。例如我们的厨师在中国成名、小提琴家在全球获得热烈的掌声、追随
环法自行车赛在电视节目“Vive le Vélo”中的木桌。这些都是我们学校获得的“收获”。

PIVA 学校: 酒店管理、面包制作、肉类处理、旅游专业的一个保证

如果您希望在饮食业发展，那么PIVA学校将是您作这方面充足准备的好地方。学校有四门专业：肉
类处理、面包制作、酒店管理及旅游专业。此学校的文凭将是您顺利进入饮食业的有利保证。

当然，PIVA没有忽略国际市场。它是以下机构的成员:
•  CHASE (欧洲酒店及住宿学校联盟) 

这个机构与欧洲十七个国家合作：从西班牙到冰岛至瑞典。他们将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国外交
流、实习和互访机会。

• AEHT (欧洲旅游与酒店学校协会) 
这个协会将组织各类相关会议、研究会和比赛。

• Euhofa：酒店学校国际协会 
该协会给酒店学校的校长组织年度代表大会。 

另外还有在中国的同心结项目（Heart to Heart-project）：这是一个与北京第 55中学进行的交流
项目。除外，PIVA的国际关系网还分布在全球各地，例如泰国、缅甸、南非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当
然PIVA还会与在国外建立工作生涯的校友保持联系，例如在科威特的Dave Beeckmans、在中国的
Renaat Morel和在塔斯马尼亚的Igor van Gerwen等。

希望了解更多？请发电邮至：piva@provincieantwerpen.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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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与我们合作

合作伙伴

我省政府在世界经济舞台中扮演了一定角色。，这是在世界的格局变化和一些崛起国家中政府起到
重大的作用引起的。我们或许能为您的企业或教育机构打开一些还在封闭的大门。如何能做到这点
呢？通过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合作并从而建立长久型的关系。  

1985年，我们就和中国陕西省建立了首个合作伙伴关系。后来，我们分别与俄罗斯的列宁格勒州、
荷兰的北布拉班特省、中国的重庆市都建立了相同的合作关系。与在这些地区的合作项目让我们与
伙伴之间保持了良好而长久的伙伴关系。您希望在这些地区扩展您的影响力吗？请告诉我们，我们
定能给您提供帮助。

另外，我们也很清楚省内谁在哪个国家有良好的联系，这样我们就能帮助您迅速正确地建立合作关
系。我们的关系网络包括有：

•  合作伙伴: 城市、市政府、政府联合会、佛兰德斯政府、欧洲政府机构;
•  同盟成员: 社会伙伴、企业家、行业协会 - 包括我们的地方社会经济讨论委员会和我们的人才

协会;
•  其他合作伙伴: 科研机构、佛兰德斯其他省份和在佛兰德斯荷兰三角洲地带的荷兰省份。

您想借助我们的一臂之力吗？
请发电邮至：international@provincieantwerpen.be。

“我们够大到能跨越界限，也够小到能
分辨细微。所以安特卫普省是形成和
促进合作关系的理想地方。”主管
经济及国际合作关系的副省长
Ludwig Caluwé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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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我省致力于全球的发展合作。通过我省的“南北政策”给教育和交流项目提供帮助。其中重要的主
题包括人权、世界公民权和可持续性发展。 

我们的实际行动包括：
•  给广大群众、学校和社会活动组织提供发展教育的机会;
•  在危地马拉和菲律宾实施的长远的发展计划，注重发展和加强当地的管理能力;
•  在30多个国家（从非洲到亚洲，直至拉丁美洲）给非政府组织和发展机构的50个项目提供帮

助。

您希望在发展项目里和我们一起合作吗？
请发电邮至：noordzuid@provincieantwerpen.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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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

您知道安特卫普省在欧洲所起的桥梁作用吗？它拉近欧
洲各国、欧洲的居民和专家之间的距离。全靠多年来在
欧洲的多个合作项目积累的丰富经验，让我们取得了今
天的显著成绩。目前，我们在多个城市、市政府、公
司、教育机构和非营利机构中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关
系网，您可从中受益。

对2014-2020年的欧盟项目计划，我们已经为您作
好准备。请将您的电邮发送至：
europa@provincieantwerpen.be。在不久的将
来，请让我们携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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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享受这里的美丽环境

以啤酒和自行车为特色的省

安特卫普省旅游局愿为促进佛兰德斯大区成为国际旅游区提供帮助。
我们将啤酒和自行车文化结合起来，成为我们的独特优势。  

本省的啤酒厂不胜枚举，其中包括特可宁、督威、锚牌 
（Het Anker）、西麦尔等知名啤酒品牌。安特卫普的啤酒在国际
啤酒大赛中屡获殊荣。啤酒爱好者们可在本省参观啤酒厂或在古
色古香的啤酒馆里品尝香醇可口的啤酒。此外还有有趣的啤酒
自行车路径：这些路径将各个自行车路径连接起来，总长度达 
3000 公里！在安全、平坦且乐趣十足的车径上骑车的同时亦
可探访和欣赏到美丽的景致。 

您希望将我们的啤酒自行车路径 经验入到您的旅游项目中
吗？请发电邮至：toerisme@provincieantwerpen.be。

Peerdsbos：满足每个运动爱好者的需求

您想为 G-运动（残疾人士运动）找到一个合适的运动
中心吗？那么位于 Brasschaat 镇的 Peerdsbos 省立运
动中心就是您的最佳之选。您可在那里找到适合残疾
人士的训练器材、住所和运动安排。

Peerdsbos 亦向其他运动人士开放，是您开展实习
项目、友谊比赛或团队建设的理想之选。运动中
心处于绿树林荫之中，而同时也从安特卫普市中
心能迅速到达。

您对此有兴趣吗？请发电邮至：
sportcentrumpeerdsbos@
provincieantwerpen.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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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mthout 植物园：知识的花园

Kalmthout 植物园是一处推广园艺的植物收集园林，同时亦为研究和教育计划提供了一个平台。当
您在这个占地 12.5 公顷的园林里散步时会发现很多来自不同气候和地区的独特树木和灌木。这个植
物园建立于 1856 年，当时还是一处林场，之后逐渐成为了省绿化区，并不断收集来自各地的不同
植物，成为全世界最负盛名的植物园之一。 
 
此外，Kalmthout 植物园还是欧洲最大和最悠久的木里香（金缕梅）收集园，在这方面是国际品种
登记的权威。

知识中心
该植物园乐意与感兴趣的机构分享知识，这当然包括您在内！我们愿意将收集的品种作研究和栽培
之用。每年均会提供数十个实习机会。园艺和庭院设计学的学生有机会在这里增长有关植物和园艺
的知识。甚至有可能为海外留学生在这个地区提供住房，这对他们来说极为方便！

访客中心
当然，植物园的大门不只为‘专家群组’敞开。欢迎每个人来此参观。1 月到 11 月期间您可以随时
前来参观。您的公司或学校可以在导游的带领下开展带主题的参观，然后在带露台的咖啡馆享受这
里美好的氛围。还可以租用一个场地来开展会议、研讨会或某些活动。参观者可以很便捷地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抵达——植物园就坐落在 Kalmthout 火车站对面。

希望到 Kalmthout 植物园增长知识吗？或有疑问请发电邮至：info@arboretumkalmthout.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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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Natie: 时装设计基地

您是否热爱时装设计？那么安特卫普绝对是您的最佳之选——这座城市
以其“安特卫普六君子(Antwerpse Zes)”闻名于世，亦因此很快成为
时装设计的焦点。随之而来的是 时装大楼(ModeNatie) 的成立，这里
是荟萃时装设计师的好地方：例如佛兰德斯时装设计学院
(Flanders Fashion Institute)、带图书馆的时装博物馆
(ModeMuseum)、“版权”书店(Copyright Bookshop)和皇家艺术
学院(Koninklijke Academie voor Schone Kunsten)时尚系等。时
装大楼是时尚创意、活力和激情的荟萃之地，同时亦为学生与设
计家进行讨论、辩论和反省提供了一个平台：这里是启发灵感之
所在！

在时尚博物馆看展览
时装大楼里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时装博物馆。您能在这里
看到什么？它没有永久性的展览，里面展览每半年更换一
次。每次展览都以一位时装设计师、时装设计公司或时装
为中心主题。一些国际级大师如 Van Beirendonck、山本
耀司、Dries Van Noten 都曾在这里展出他们的杰作。此
外比利时皮具设计公司 Delvaux 也曾在这里展出过其设
计产品。

是否想要知道更多有关博物馆的导游讲解和关于晚上
参观的信息？
请发电邮至：info@momu.be。

摄影博物馆：影像的世界

摄影博物馆 (FoMu) 带您沉浸在令人陶醉的影
像世界里。您将通过博物馆的主题展览来探
寻博物馆本身的展品。暂时性的展览将为您
展出国内外的摄影作品。

摄影博物馆并不只是一座简单的博物馆，
其多功能性使其成为了一处专业中心和
人们相聚的地方。对艺术历史、摄影历
史、技术方面和照片保存方面的一些科
学研究也因此得到大大提升。这是在
其自己的互动平台上进行的。摄影博
物馆在电子保存照片、储存建造和
运作方面起着积极主动的作用，并
对揭开摄影收藏品拥有丰富知识和
经验。

您希望摄影博物馆将其知识投
入到您的项目中吗？请发电邮
至：info@fom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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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是安特卫普最好的朋友

钻石与银器：一对绝佳组合。您是否知道一座全新的博物馆将于 2016 年在安特卫普市落成？它坐落
在大广场(Grote Markt)、Vleeshuis 楼和圣保禄大教堂 (Sint-Pauluskerk) 之间。这一城区从十六世纪
起就是金匠、珠宝商和钻石商的聚散地。原因则是邻近的斯海尔德河 (Schelde) 为开展贸易路线带来
很大的便利：从古至今，一直如此。您现在马上就会明白为什么安特卫普还是一个世界级的港口。  

希望了解更多信息？请发电邮至：maartje.stubbe@provincieantwerpen.be。 

d’Ursel 城堡：在高贵华丽的地方举办活动

您想在一个高贵华丽的地方接待您的宾客吗？那么邀请他们到 d’Ursel 城堡吧。这座城堡在四百年前
就已是倍受 d’Ursel 公爵家人喜爱的一座乡间别墅。每到夏季，这位公爵就会带着他的家人和仆人来
到这里消暑。如今，这座城堡归省政府所有，它又恢复了昔日雍容华贵的面貌。

私人、协会和公司都可租用这座富丽堂皇的城堡。可在前厅这个华丽的地方接待宾客、进行演讲或
举办酒会；亦可选择镜子厅，从厅内可欣赏到外面池塘的美丽景色，在此举办会议和就餐最合适不
过。在其余时间您可以带领宾客参观客厅和卧室，这里的墙上布满来自中国、印度和欧洲各地的昂
贵装饰品。

想做一天的堡主？那么请发电邮至：info@kasteeldursel.be。

© Foto: Jesse Wil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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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Schorre: 所有活动，一网打尽

您已经听说过《明日之地》（Tomorrowland）这个名字吗？很有可能听过！因为这个规模庞大的音
乐节将全世界的舞蹈爱好者都吸引了过来，地点就在 De Schorre。您知道您在这里也可以组织自己
的节庆活动吗？

创造欢乐
节庆对象可以是特定群组亦可是广大群众；齐全的设备和丰富的经验保证室内外的节庆活动顺利开
展；方便的交通令参与节庆的人们得以顺利抵达节庆场地。

经商
在 De Schorre 中心的绿色林区里有一处名为 De Pitte 的会展中心，是您开展大会、会议、研讨会或
其他活动的理想地方。这里设有宽敞的停车场，环境静谧舒适，还提供餐饮服务。  

可发电邮至 onthaal@deschorre.be 预订您的下一次活动。

© Tomorrowland 2014

《明日之地》在10年间在全球发展成为一个连接众
人的标志。如果每年有超过214个国家的年轻人来到
Boom镇，那么这里肯定有其独特之处。聚集在这个
地方上，这些年轻人渡过了让他们难忘的一个周末。
我们感谢安特卫普省从开始就对我们的梦想充满信
心，全靠省政府提供给我们一块略带神秘且如梦境般
的土地- De Schorre，让我们得以将它变成一个众所
周知充满吸引力的地方，将全球各地的年轻人召唤过
来。” 《明日之地》的组织者Manu & Michiel Beers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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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充分利用空间

滴水不漏的水管理政策
 
安特卫普以最有效的方式管理着 2400 公里的
非航行水道。我们的政策包含预防水患，在丘谷
地区和河流两岸实施水管理项目。我们亦会在根据
欧洲水管理框架指令制定洪水地区管理计划时提供建
议。此外还会参与佛兰德斯大区的水管理协调。

为自然拓展空间
另一专长？让水获得空间的同时也为大自然拓展自己的空
间。但是要尽量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它们是可能会给本地带
来危害的动植物，它们不是凭借自己的力量，而是由人类带进
来。我们已经通过 LIFE 和 INTERREG 两个基金与来自佛兰德斯
大区和荷兰的伙伴展开了多个项目。以下是一些合作项目：

•  恢复大内特河（Grote Nete）低地溪流系统
•  佛兰德斯大区与荷兰边界地区的互动水管理
•  佛兰德斯大区和荷兰南部的外来入侵物种

您对合作感兴趣吗？我们亦是如此！或者我们的政策能为您的政策带来一
点启示。又或者您的政策能为我们带来新主意。请发电邮至：
didier.soens@provincieantwerpen.be。

可持续性环境与自然政策

可持续性环境与自然政策是我们省追求的目标。
我们的自然、地形和环境专家会努力：

•  保证将环境和自然整合纳入到省政策中;
•  将专业知识提供给特定的目标群组，如市政府和企业;
•  增强市民共同参与建设绿色省份的意识。

专业知识和预算
我们在哪些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包括环境管理、对社会负责的企业营运、生物多样性、消灭橡树毛
虫以及制定自然管理计划。我们的项目一部分将得到欧洲津贴补助，如Solabio和GIFT-T。而我们则
会为市政府和地方协会的一些绿色环保项目提供津贴。

您希望与我们携手合作吗？我们亦是如此！
请告诉我们应当怎样为您提供帮助，或是让我们知道有哪些方面需要改善。
请发电邮至：dirk.vandenbussche@provincieantwerpen.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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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棚景观”(Kempens Landschap) 非营利协会：独一无二的地形管理

我们是关注大自然、农业、户外消遣和文化遗产的协会——这样的协会的确存在，它就是... “垦棚
景观”非营利协会!协会宗旨：争取和保留地貌，并将其向公众开放。本协会已经拥有 850 公顷的土
地，并在本省的 65 个市政府管理多项文化遗产。为此，“垦棚景观”非营利协会在地方、国家和欧
洲各个层次均展开成功合作。
 
这个非营利组织因其创新性方法在 2014 年荣获欧洲文化遗产奖（Europa Nostra Award）。

您想知道这个协会能为您提供怎样的帮助吗？请发电邮至：info@kempenslandschap.be。

通过当地的地形和森林团体联合保护地貌

本省非常愿意将其有关自然和地貌保护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分享与在这方面积极参与的其他政府部
门、协会和公民。因为有关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津贴申请、不同管理方法等因素在开展有关项目时
会变得复杂。欢迎随时使用我们的服务，并成为我们四个当地地形团体或五个森林团体的会员之
一。

您对此有兴趣吗？请发电邮至：dirk.vandenbussche@provincieantwerpen.be。

©  James Van Leu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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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rovincieantwerpen.be
Provincie Antwerpen | V.u. Maarten Puls | Koningin Elisabethlei 22 | 2018 Antwerpen | D/2015/018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