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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洛欢迎您！
一座好客的城市

欣喜与您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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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洛欢迎您… 

芬洛人民有着热情开放，着眼四方的优良传统。芬
洛地处边境，自古以来就是一座贸易城市。

芬洛是一座国际化的城市… 

一方面来讲，众多来自德国的游客常年前来芬洛市
的内城、Steyl静修村和Arcen度假村游览。另一方
面，芬洛位于欧洲物流产业热点地区的核心，众多
国际知名企业落户于此。

芬洛是一座勤劳的城市… 

芬洛人民脚踏实地，勤劳务实。芬洛市是林堡省拥
有最多商业园区的城市，在全荷兰范围内也位居前
列。

芬洛是一座宜居城市… 

芬洛作为北林堡的首府，拥有包括购物中心、现代
化剧场、医疗中心和覆盖广泛的教育系统等一系列
卓越的基础设施。 

芬洛注重基础及专业体育事业和本地艺术文化产业
的发展。多种多样的民间协会和团体都活跃于芬
洛，并定期举办丰富多彩的各类活动。优美的马斯
河蜿蜒流经芬洛市，与这座绿色宜居的城市相得益
彰。

芬洛是一座… 

历史悠久、高速发展并拥有美好未来的活力城市。
芬洛是一座环境优越、舒适宜人，适于工作与生活
的城市，是一座让您流连忘返的城市！

Antoin Scholten,
市长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是Antoin Scholten，自2012年岁末起担任芬洛市长一职至今。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城市！您或许会好奇，我为什么希望担任芬洛市的市长呢？

芬洛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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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芬洛市所处的经济核心地带向西，可以与埃因霍
温“智慧港”，包括鹿特丹港、安特卫普港以及阿
姆斯特丹史基浦国际机场在内的物流热点地区紧密
相连。埃因霍温“智慧港”是世界顶级知识地区之
一。鹿特丹港是欧洲最大的港口，安特卫普港紧随
其后。阿姆斯特丹史基浦国际机场是欧洲第五大机
场。

从芬洛市向东，是西欧紧次于伦敦和巴黎的第三大
城市带——莱茵-鲁尔城市带。位于这个城市带核
心的杜塞尔多夫市拥有一个庞大亚洲社区。拥有
1800万人口，也是德国规模最大的州，GDP位居
德国各州榜首的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是莱茵-鲁
尔城市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来讲，芬洛所处的
经济核心地带的优越地理位置，使芬洛与德国和整
个欧洲内陆地区连结在了一起。

请不要错过芬洛！

拥有卓越的城市基础设施是芬洛成为物流热点地区
的因素之一。芬洛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和铁路
网，以及马斯河上的内河航运，使三式联运在芬洛
成为可能！

芬洛可以通过公路、铁路和水路运输散装货
物乃至大型集装箱。芬洛三式联运集装箱码头
（TCT）将马斯河上的驳船码头和公路与铁路运
输等资源整合在一起，使芬洛与鹿特丹港和安特卫
普港直接联系在一起。

芬洛市位处欧洲几大港口与欧洲内陆腹地之
间的经济核心地带，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一座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

条条大路通芬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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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网络是芬洛与德国以及欧洲内陆地区的重要纽
带。芬洛通过更多的使用铁路和水路运输方式，有
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进而促进整个地区的可持续
性发展。

在芬洛市周边半径65千米范围内分布着一个国际
机场——杜塞尔多夫国际机场，和包括埃因霍温、
马斯特里赫特-亚琛、门兴格拉德巴赫和杜塞尔多
夫韦策机场在内的四个地区机场。同时，位于芬洛
交通港的小型机场可供轻型飞机在芬洛起降。

1500千米

3亿5千万消费者

1000千米

2亿2千万消费者

500千米

1亿6千万消费者

Venlo

Robert Keane, Vistaprint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芬洛的主动性令我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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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洛三式联运集装箱码头

先进的芬洛三式联运集装箱码头（TCT）采用最新的影像采集技术和安保系统，为集装箱的快速安全运输提供保证。

Stephan Satijn先生是芬洛市议会主管经济事务的议员。他也曾是商场中的一员，拥有丰富的从
商经历。对他来讲，芬洛有哪些的核心竞争优势呢？

一座商业之城

经商置业的理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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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洛拥有五大核心竞争优势，分别是物流业、高科技与制造业、商贸农业、旅游业和芬洛内城。物流
业的重要性对于芬洛来讲首屈一指。一方面，芬洛作为一个内陆港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鹿特
丹港和安特卫普港与欧洲内陆地区通过芬洛连为一体；另一方面，众多位于芬洛的物流公司为芬洛市物
流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专业知识和技术储备。”

知识在今天对我们的重要性如何呢？

“知识在今天对于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芬洛不仅在物流业，而是在所有产业，都着力
将城市建设成为一个知识热点地区的原因。芬洛是荷兰第二重要的知识密集型地区。芬洛市议会也在尽
全力加强和提高芬洛在这一领域的重要地位。芬洛拥有齐全的教育基础设施，完善的教育系统涵盖了小
学、中学、各类职业教育、大学本科和硕士教育。马斯特里赫特大学也在芬洛设有校区。”

芬洛内城也是城市经济核心竞争优势之一？

“芬洛内城一直以来就是芬洛市、荷兰东南部地区和广大德国西部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芬洛
投入巨资促进芬洛内城的发展。举例来讲，Maasboulevard项目就是对城市商业区的一次明显扩张。同
时，芬洛文化基础设施的发展也在不断延伸。”

芬洛的其他重点领域有哪些？

“协调商务发展也是芬洛市工作的重点领域。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目标一致，我们需要确保芬洛这座城
市，对于未来几代人来讲都会是一座宜居的城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从经济角度出发，推广‘从
摇篮到摇篮’这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本手册，将芬洛最真实的一面呈现给您。芬洛是一座热情开放、勤劳智
慧、适宜经商置业的理想城市。”

Stephan Satijn，芬洛市议会议员，主管经济事务和教育
“芬洛市荣获2013、2014及2015年度最佳内城奖让我倍感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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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洛的一大优势在于城市可以提供大量的土地空间
进行发展，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进行选择。芬洛
为企业提供多种多样供于出租或出售的住宅、办公
室、厂房和仓库等设施。

目前，芬洛的商业园区占地面积为1400公顷，在
林堡省各城市中名列榜首。

芬洛商业园区具有现代化、宽敞广阔和交通便利等
几个特点。同时，占地230公顷的芬洛贸易北港和
芬洛绿园正在开发中。这些园区的设计遵循了最新
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理念。芬洛绿园坐落于2012年
世界花卉园艺博览会的会区内。芬洛绿园内的建筑
包括按照“从摇篮到摇篮”理念建造的创新塔和花
墅。

埃因霍温

从摇篮到摇篮理念

物流业

商贸农业

环城而建的工业和商业园区让芬洛引以为傲。这些园区是工业、制造业
、运输和物流业、商贸农业和服务业在芬洛成功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一座工业之城

芬洛为工商业发展 提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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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洛绿港

芬洛绿港是荷兰的六个绿港之一。绿港是主要以温室环境培育园艺相关产品的设施。
绿港具备生产和贸易功能，拥有包括温室建造、技术、运输、教育培训、科研和植物培育等环节在内
的一整条产业链。 

在芬洛绿港，您会发现这里的政府组织、公司企业、教育和科研机构正在一起携手强化园艺产业结
构。强化的重点在于对园艺产业，乃至制造业和物流业的创新。芬洛绿港为这种创新提供了推动力，
并在创新理念、产品和服务的发展中扮演了合作伙伴的角色。

高科技与制造业

杜塞尔多夫

从摇篮到摇篮理念

物流业

芬洛为工商业发展 提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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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洛是连接鹿特丹港与德国
和中欧腹地的重要环节。
这使得芬洛这个内陆港成为
了仅次于鹿特丹港和阿姆斯
特丹史基浦国际机场之后的
荷兰第三大物流枢纽。同时，
芬洛也是西欧地区十大物流
枢纽之一。

领先的物流业

附加价值、货品流动智能控
制和创新理念对运输与物流业的影响日趋重要：
• 芬洛每年吞吐数十万计的集装箱。增值物流可以使货物在到达欧洲 
 后，经过加工和组装，并加入符合欧洲市场要求的产品说明书，
 被进一步进行包装、分配和运输。
• 芬洛的专业物流服务供应商为客户提供全欧洲，甚至全球范围内的物 
 流服务。
• 创新能力让芬洛物流行业更上一层楼。举例来讲，通过使用信息技术 
 解决方案，显著提高了物流运输流程的工作效率，并有效降低了二氧 
 化碳的排放。

专业知识与教育培训

在运输与物流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一整套与之相关的完备基础设施也已
经在芬洛悄然建成，其中包括涵盖了从初级教育直至供应链管理硕士专
业教育各阶段的职业和学术教育设施。

拥有位于鹿特丹港、安特卫普港和阿姆斯特丹史基浦国际机场与欧洲内陆腹地之间的独特战略位
置，多式联运设施，大量可用空间和物流专业知识等优势，是芬洛奠定在物流行业领先地位的基
石。

一座物流与运输业之城

货品流动尽在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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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象，Posiflex（欧洲）公司总裁
“与芬洛的接触让我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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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洛及其周边地区是高科技与制造业之乡。就从业人数与当地人口比例来讲，芬洛在荷兰的前50
大城市中排名第五。芬洛在知识密集型产业地区排名中更为靠前，在荷兰高居第二位。

一座高科技与制造业之城

芬洛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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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集团旗下的奥西科技公司是芬洛最重要，同时也
是最知名的知识密集型公司。坐落于芬洛北部的奥西
科技公司知识园区以研发活动为主。本地其他知识型
密集企业分别活跃在如涡轮部件维修、表面涂料、有
助于提高材料和产品性能的涂漆系统、机械设备制造
等领域。

正是这些公司将芬洛打造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工程工业
中心。通过着眼于可持续性发展和从摇篮到摇篮理念
的知识密集领域、创新领域，以及包括生命科学、商
贸农业、食品与营养调配在内的各高科技领域，奠定
了芬洛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石。

芬洛本地劳务市场很好的满足了本地区高科技与制造
业的需求。本地区汇集的众多高素质的人才，和芬洛
拥有的完善教育和培训设施是两个重要原因。

Michael Boyle
奥西科技公司国际市场总监
“芬洛英才汇集”

奥西科技公司位于芬洛的无尘室



1616 高端商贸农业

一座商贸农业之城

芬洛将绿色融入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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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堡省政府的支持下，芬洛农业食品教育基地即
将落户于芬洛世界花卉园艺博览会会区。教育基地
将通过真实和虚拟两种方式，发展提供有关环保、
物流、科技、经济、健康、可持续性发展、从摇篮
到摇篮理念和能源等方面的课程。

园艺业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由参与供应链管
理、加工、包装、贸易、运输、教育培训和研究等
各个环节的相关公司、组织和机构共同构建起来的
网络。

商贸农业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了芬洛，乃至林堡省北
部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芬洛致力于通过集中发展
创新型、知识密集型项目和活动，促进园艺业的发
展，并带动区域性的经济发展。这一目标将由政
府、企业、教育和科研机构合作实现。

芬洛地区发挥本地在研究和创新方面的传统优势以
实现产业升级。这种优势体现在本地已经建成的如
创新型高科技温室2020园艺系统、农业废弃物回
收再利用、生物活性物质和完全无麸质食品链等卓
越科研基础设施。

园艺和农业食品是芬洛的支柱产业

农业和园艺对于荷兰经济至关重要，创造了大量出口额的农业食品被定位为荷兰经济的支柱产业之
一。荷兰是世界第三重要的农业食品出口国。农业和园艺为荷兰国家经济和就业贡献了十个百分点。
今天，现代化园艺、生命科学和食品营养学等与之相关的专业，在农业和园艺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
位。

芬洛本地区实力超群的园艺业是促成芬洛被选为2012年世界花卉园艺博览会举办地的原因之一。
荷兰东南部地区是荷兰第二大花卉园艺区，如果加上边境另一侧的德国西部地区的话，这里则是
欧洲最大的花卉园艺区，高度集中的农林园艺让绿港落户芬洛。

芬洛将绿色融入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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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河是连接芬洛三个旅游中心，以及芬洛各城区
的纽带。同时，马斯河也是芬洛的一张城市名片，
它为芬洛城市景观的塑造做出了重要贡献。建于芬
洛内城，位于马斯河畔的Maasboulevard购物中
心使城市与马斯河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一座历史悠久、引人入胜的城市

芬洛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的现代化城市。游客们可
以通过欣赏内城独特的街道风貌，领略到芬洛几个
世纪以来积淀形成的城市风格。在芬洛城区，乃至
在布莱里克和泰赫伦的考古发现，都可以追溯到古
罗马时代。

当然，相较于古罗马时期的遗迹，芬洛目前的商铺
民居和街道布局具有更多中世纪时期遗留下来的痕
迹。今天，城市的发展也让很多古老建筑隐藏于新
建成的门面之后了。

绿色奇迹

芬洛是一座绿色城市。芬洛不久前被评选为荷兰最
绿色的城市，也是欧洲最绿色的城市之一。芬洛城
区被众多繁茂的绿色植被所覆盖，大小不一的各式
公园和花园分布其间，芬洛地区周围则是更为广阔
的绿色空间。每个芬洛市的居民都可以轻松的在十
分钟内骑车前往周边的自然景观。像温泉浴场和城
堡花园这样迷人的绿色休闲娱乐设施，可以在阿尔
森或泰赫伦的“迷你瑞士”公园找到。同时，芬洛
的绿色城市概念还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 经济方面：集中发展农业和园艺，将芬洛打造成 
 为绿港中心。
• 生态方面：重视和宣传可持续发展和从摇篮到摇 
 篮理念，并尽可能多的将其付诸实践。

一座旅游城市

芬洛妙趣横生！
芬洛地区的诸多景点为前来观光的游客提供了众多选择。举例来讲，友好而繁忙的芬洛内城中的
各式商铺、餐厅、美食小馆以及文化活动，阿尔森度假村的城堡花园、水车磨坊、酿酒厂和本地
市场，或是宁静祥和的Steyl静修村，都会使来到芬洛的游客们流连忘返。

曾上亭，鸿友科技公司欧洲区域经理
“芬洛内城古色古香，美轮美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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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洛拥有众多社团、协会和文化活动。每年八月在
芬洛举行的“盛夏公园音乐节”
（Zomerparkfeest）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每年
定期举办，如今闻名遐迩的芬洛长跑节
（Venloop）不仅鼓励芬洛市的居民走出家门，以
各种形式参与其中，而且还吸引了荷兰其他地区，
乃至欧洲其他国家的选手和观众前来参加。泰赫伦
戏剧节每年也都定期举行。如“盛夏公园音乐节”
一样，芬洛狂欢节已深深植入了本地文化之中，每
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本地特征。芬洛充分利用本地
已建成的体育俱乐部和基础设施，并积极施行多种
鼓励措施，充分满足公众对体育运动的需求。

规模理想

芬洛拥有足够的空间为本地居民提供包括一家大型
综合医院、完整教育系统等在内的所有生活必须基
础设施。与巨型城市相比，芬洛的空间可以恰到好
处的保持本地居民的文化独立性和多样性。芬洛市
政府为营造这种氛围付出了诸多努力。

房产资源

芬洛市下辖的七个城镇和远郊区域提供了简约实
用、富丽堂皇等不同风格的多种房产选择。芬洛大
小适宜的人口和空间规模、高水平的基础设施以及
绿色宜人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宜居住。

良好的环境对工作和生活都至关重要。勤劳的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可以在芬洛找到多种多样放

松和休息的选择。

一座宜居城市

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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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芬洛市决定兴建一座应用了最新建筑技术，符合“从摇篮到摇篮”理念的市政府办公大楼。
这栋新型建筑将是对芬洛市政府开放、透明和亲民的执政理念的最佳体现。

实践出真知

一座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从摇篮到摇篮之都
2013年11月14日，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从摇篮到摇篮”理念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地区，芬洛
市政府荣幸的被授予了相关奖项，以表彰芬洛在推广和实践“从摇篮到摇篮”理念方面所作出的
突出努力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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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摇篮到摇篮理念不认为“发展”会单纯对环境产
生破坏，“发展”也可以对自然有益。从摇篮到摇
篮理念的理论框架基本阐述了如何对这种发展进行
持续的提高和改进。从摇篮到摇篮理念提供了一个
超乎传统常规环保做法之上的创新的平台，以产生
更多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将发展对环境所产
生的影响降到最低。

芬洛市政府的新建办公大楼是一个通过良好执行从
摇篮到摇篮理念，从而对财政产生积极影响的完美
范例。在未来的40年里，芬洛市政府将从中获得
1700万欧元的投资回报。

C2C ExpoLAB

C2C ExpoLAB是一个通过提供专业顾问咨询服
务，使政府、建筑设计师、项目开发商和教育工作
者们，可以通过从摇篮到摇篮理念，加速创新的领
先知识中心。服务包括启发讲座、范例演示、互动
环节、项目支持和专家咨询等，主要针对环境保
护、公共事务、教育和商业创新等关键领域。

Michael Braungart教授*

“许多城市都立志于将自身打造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城市，这种做法当然值得鼓励。我不了解其他城市和地区

的具体计划，但我知道芬洛市政府对此言出必行。我已多次亲身前来芬洛考察如奥西科技公司和Scheuten光

伏公司，这些在实践应用从摇篮到摇篮理念方面全面领先的公司。”

* Michael Braungart教授和William McDonough先生共同创建了从摇篮到摇篮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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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让您流连忘返的城市

与您芬洛见！
您喜欢这本关于芬洛的介绍吗？相信目前您对芬洛已经有了大概的了解，您已知道我们所处的优
越地理位置、发达的物流行业、多向发展的本地经济，以及芬洛城市和周边地区极具吸引力的宜
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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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n Berkvens
主管市场、宣传和商贸农业
电话：+31 (0)77 359 6927
邮件：e.berkvens@venlo.nl

Tom Orval
主管工商业知识型基础设施
电话：+31 (0)77 359 6168
邮件：t.orval@venlo.nl

Freek Kusters
主管零售、旅游和餐饮
电话：+31 (0)77 359 6553
邮件：f.kusters@venlo.nl

Huib Pelser
主管开发芬洛绿港教育基地和
Klavertje 4区域
电话：+31 (0)77 359 6588
邮件：h.pelser@venlo.nl

Serge van Dellen
主管城市规划
电话：+31 (0)77 359 6937
邮箱：s.vandellen@venlo.nl

Roland van der Wedden
主管物流业和工业
电话：+31 (0)77 359 6434
邮件：r.vanderwedden@venlo.nl

www.venlo.nl

芬洛不会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芬洛会充分利
用物流业、高科技与制造业、商贸农业、旅游
业和芬洛内城等优势，勇于进取，继往开来。

我们会继续脚踏实地，坚定不移的努力提高城
市生活品质，继续加强发挥芬洛作为物流枢纽
的作用。芬洛也将充分发挥工业和教育的优
势，继续巩固芬洛作为荷兰第二重要知识密集
地区的地位。在绿色环保方面，芬洛将一如既
往的以可持续发展、从摇篮到摇篮理念、创
新、知识转移和市场化为发展原则。

人心齐，泰山移。芬洛愿与市民们、公司企
业、社会团体、地区其他城市、林堡省政府和
荷兰中央政府，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关心
和支持芬洛城市发展的群体一起携手合作，共
同努力。

芬洛欢迎与公司企业、各界友人、学生和游客
等各个阶层和群体，共同建设我们的美好未
来。我们期待在芬洛与您相逢！

Antoin Scholten,

芬洛市长

芬洛市政府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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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vertje 4区域
包括芬洛鲜品园和芬洛绿园在内的位于芬洛西北部占地5400公顷的区域，
是芬洛绿港的核心组成部分。
www.dcgv.nl

莱茵-马斯花卉拍卖市场
Veiling Rhein-Maas
荷兰花卉拍卖公司FloraHolland芬洛分公司与Landgaard公司在2010年
底合资成立了莱茵-马斯花卉拍卖市场，市场坐落于与芬洛毗邻的德国边境
一侧的小城Herongen。
www.veilingrheinmaas.nl

服务谷
Services Valley
信息技术和通信服务领域的创新中心。创业者们、中小型公司和大型企业
在这里共同研发新型产品和服务。
www.servicesvalley.com

芬洛可持续发展经济区
Regio Venlo
为推动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由荷兰Beesel市 、Peel en Maas市、亨讷
普市、霍斯特市、芬赖市、芬洛市、以及林堡省发展局共同成立的经济合
作区域。
www.regiovenlo.nl

Technodôme
Technodôme是一座创新型教育设施，Den Hulster学院和Gilde Oplei-
dingen职业培训学校在这里提供技术专业课程。Technodôme与本地工
商业紧密合作，教育资源和工商业在这里汇合。
www.technodomevenlo.nl

贸易港群
Trade Ports
自1980年起在芬洛陆续建成的大规模现代化商业园区的称呼。在芬洛贸易
港竣工后，芬洛贸易西港、东港和北港也先后建成。芬洛贸易北港是一个
配备了卓越陆路、铁路和水路交通运输方式的高水平物流商业园区。园区
提供多种场地尺寸、建筑设计和环境分级选择。
www.tradeportnoordvenlo.com

芬洛鲜品园
Fresh Park Venlo
以新鲜食品加工、包装、物流运输、供应链管理和交易为主的占地130公
顷的商业园区。
www.freshparkvenlo.nl

芬洛绿园
Venlo GreenPark
坐落于绿树环绕的2012年世界花卉园艺博览会会区的高端商业园区。
www.venlogreenpark.nl

C2C ExpoLAB
C2C ExpoLAB是一个通过专业顾问咨询服务，使政府、建筑设计师、项
目开发商和教育工作者们，可以通过从摇篮到摇篮理念，加速创新的领先
知识中心。
www.c2cexpolab.eu

亚洲综合服务中心
Asian Full Service Center
为前来芬洛地区发展的亚洲公司提供一站式商务服务与支持。
www.asianfsc.com

芬洛绿港发展公司（DCGV）
Development Company Greenport Venlo (DCGV)
Klavertje 4区域、芬洛鲜品园和芬洛绿园等项目开发商。
www.dcgv.nl

欧洲港（ECT）
ECT (Europe Container Terminals)
依托鹿特丹港，以及芬洛、杜伊斯堡等其他重要内陆港，提供专业集装箱
物流运输服务。
www.ect.nl

北莱茵马斯欧洲专区
Euroregion Rhine–Meuse-North
荷兰林堡省中北部地区和邻近德国地区商会组成的经济合作区域。
www.euregio-rmn.de

埃因霍温荷兰南部外侨中心
Holland Expat Center South Eindhoven
协助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移民及其家属，快速无忧的落户定居荷兰南
部的组织。
www.hollandexpatcenter.com

方提斯大学
Fontys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荷兰高等职业教育（HBO）为学生提供专业包含广泛的本科和硕士课程。
方提斯大学芬洛校区提供技术、物流、经济和国际商务等专业课程。
www.fontys.nl

Gilde Opleidingen职业培训学校
Gilde Opleidingen职业培训学校是位于林堡省中北部的地区教育中心，
主要提供职业中等教育（MBO）和成人教育。Gilde Opleidingen职业
培训学校提供关于技术、物流经济、服务业管理和社会福利领域的专业
课程。
www.gildeopleidingen.nl

芬洛绿港
Greenport Venlo
位于林堡省中北部和北布拉邦省东部的芬洛及周边地区，以温室培育为主
的农业和园艺产业集中发展区域。
www.greenportvenlo.nl

芬洛绿港创新中心
Greenport Venlo Innovation Centre
芬洛地区公关合作伙伴，发展与推广商业创新理念、产品和服务。
www.innovatiecentrumvenlo.nl

芬洛绿港职业介绍中心
JobCenter Greenport Venlo
为落户于芬洛绿港的公司提供便捷贴心的人力资源支持服务，协助招聘
适合岗位的员工，通过快速直接的沟通协助公司处理好所有所需的相关
文件和手续。
www.jobcentergreenportvenlo.nl

芬洛实用组织机构

城市实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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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联系信息

如果您需要更多城市相关信息，或对芬洛的商机感兴趣，欢迎您垂询：

芬洛市经济局
邮寄地址：PO Box 3434, NL-5902 RK Venlo
电话：+31(0)77 359 6588
邮箱：economicaffairs@venlo.nl 
网站：www.venlo.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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