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
里
斯
蒂
安
桑

 (K
R

IS
TI

A
N

SA
N

D
) -

 充
满
活
力
的
城
市





克里斯蒂安桑是挪威南部的商业和文化首府。媒体授予了克里斯蒂安桑“最酷的里维埃拉 (Riviera)”的称号，
它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国际化现代大都市。克里斯蒂安桑地区是科技领域的主导力量这里的产品出口量排名
首位，是北欧发展最快速的地区之一。

克里斯蒂安桑周边繁荣的商业吸引着来自阿格德尔大学 (University of Agder) 和其他教育机构的工程师和专
业人士。当地一些大型企业依托于能源产业，有的是石油行业的供应商，还有的是面向新兴的可再生能源
市场的产品制造商或供应商。

邻近欧洲大陆中心的地理位置、美丽的自然景观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使这里的生活环境充满魅力。在就
业和娱乐休闲方面，克里斯蒂安桑都提供了大量令人兴奋的机会。

克里斯蒂安桑位于挪威南部海岸，长久以来一直是挪威人最喜欢的度假胜地。这一海域和周围的峡湾非常
适于开展钓鱼和航海等娱乐活动，附近的内陆和山脉是滑雪和徒步旅行的理想之地。在更多城市地区，你
会找到大量的咖啡馆、餐厅、画廊和博物馆。

该地区与欧洲大陆和挪威的主要中心紧密相连。克里斯蒂安桑每年是 200 多万旅行者必经的门户城市。

克里斯蒂安桑地区  I  132,500 名居民  I  2,154 平方公里

一个光彩夺目的地区

克里斯蒂安桑的 
产品出口量 
排名首位

摄
影

：
A

nders M
artinsen Fotografer





克里斯蒂安桑地区为各个领域的求职者和企业提供了大量令人兴奋的机会。许多的跨国公司和小型、专业
化的公司提供了与这一快速发展的地区有关的职业选择机会。

教育机构、大型加工行业和能源技术产业集群是挪威南部的创新理念的重要来源。挪威南部在创业排名中
名列榜首。强大的产业集群为该地区提供了绝佳的交流和合作的机会。

32% 的克里斯蒂安桑成年人拥有学士或更高学位。其中许多人受聘于大学和研究机构（例如，阿格德尔大
学和阿格德尔研究院），或私人资助的研究部门，从事于众多领域内的各种活动。

克里斯蒂安桑气候怡人，生活优越，几十年来，这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挪威人来此生活和就业。在不到 60 年 
的时间里，仅克里斯蒂安桑市的居民就由 25,000 人增加至 85,000 人。

释放你的
创造能量

各种具有 
全球竞争力的 
专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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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数量众多的研究社区和教育机构对克里斯蒂安桑地区影响很大。

阿格德尔大学是最大的教育机构，有多达 10,000 名学生。该大学由政府资助，开设了 150 种不同的课程。研究员和研究人员
的数量与日俱增。

另外，克里斯蒂安桑地区还有多家私人教育机构。NLA 大学学院 Gimlekollen 培养未来的记者。Ansgar 学院和神学院提供宗教、
音乐和心理学方面的课程，NOROFF 大学学院还开设了互动媒体和数字取证课程。

除大学之外，还有许多涉及各个学科的研究活动。阿格德尔研究院聘用了超过 45 位专业的研究员，他们致力于挪威政府部门、
地方政府、地区合作伙伴、公司和欧洲委员会的项目研究工作，这些项目涉及商业发展、地区发展和公共部门事务等领域。

Sørlandet 医院被列为非大学医院，挪威的大多数研究都在这里进行。该医院拥有 50-100 名研究员，每年有 5-10 名员工被授
予博士学位。

Teknova 是一个科技研究机构，在克里斯蒂安桑地区设有一个研究基地。该机构的目标是在阿格德尔大学、阿格德尔研究院和
该地区的工商业之间建立一个联盟。

能力发展基金旨在促进西阿格德尔郡 (Vest-Agder) 整体能力水平的提升，以便为就业提供保障并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许多公司（例如，Elkem 和 Glencore Nikkelverk AS）都在众多的研发和创新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

不同的研究和教育机构密切合作。在大多数项目中，这些机构相互寻求其他研究项目。私人公司发布研究，而不同的政府基金
也资助私人研究。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实现基于环境友好的创新的可持续发展。

研究和教育机构 
密切合作智慧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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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安桑地区拥有大量采用国际方法的专业技术。重要的产业集群和网络涵盖加工行业、石油和天然气技术、
可再生能源、ICT、跨媒体和旅游业等领域。

产业集群 NCE NODE 由约 60 家公司组成，其中多家公司在石油技术行业方面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该产业集群拥有
最好的专业设备，允许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进行深水油气开采。

挪威南部的 NODE 产业集群拥有约 10,000 名员工。2012 年的总营业额达 400 亿挪威克朗，大批的订货意味着这个
数字在来年还将上升。该产业集群包括 National Oilwell Varco、Cameron Sense 和 Aker Solutions 等公司。

NCE NODE、众多学府和国家政府之间的协作让挪威南部在挪威国内外赢得了专业技术和技能地区的声誉。

阿格德尔 (Agder) 的加工行业汇集了各大国际企业，而这些企业业主均秉承着一丝不苟的专业态度。隶属于 Eyde 
Network 的十家加工公司拥有约 3,000 名员工，营业额达 100 亿挪威克朗，并且包括诸如 Glencore Nikkelverk AS、
GE Healthcare、Saint Gobain 和 Elkem Solar 等公司。

成员公司在其市场中拥有独特的地位，并且出口世界一流的可持续产品。

该地区的 ICT 和电信产业集群致力于现有和新的网络的使用和开发。另外，面向新兴的跨媒体细分市场的小型公司
网络也在不断发展。

动态网络

 
全球领先的 
石油技术 
发展势头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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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安桑地区在挪威国内享有儿童及青少年的安全与和平之地的美誉。这里犯罪率很低，并且市政府在日
托中心、公立学校、文化和体育中心领域投入巨大。

公共福利制度包含免费的公立学校、面向所有儿童（1 至 5 岁）的可担负得起的日托，以及面向未成年人的牙
科和健康护理，这只是举几个提供给外国人和在挪威生活的公民的众多服务的几个例子。

有组织的体育运动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许多儿童和青少年都是体育俱乐部的成员。这些俱乐部面向所有人
开放，其中的活动均围绕儿童的主张开展，所有儿童都可以参加这些活动，无论其志向和需求如何。

幼儿园和学校之间建立了学术性、基于研究的合作伙伴关系，以为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利益，范围涵盖主流规
定中的所有儿童和年青人。同时，还注重培养幸福感、归属感和零容忍恃强凌弱的观念。

幼儿园、学校和企业之间存在密切的合作关系，以确保未来在科学、技术和外语方面的招生和教育工作不断增强。
学校和幼儿园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强调开拓创新精神，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能力。

通过克里斯蒂安桑国际学校 (Kristiansand International School)，可以获得从 1 到 10 年级的国际教育，其中为 
1 - 5 年级的学生提供了国际学士学位 (IB) 小学计划，并且为 6 - 10 年级的学生提供了国际学士学位中学计划。
父母在国外且非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学生将被予以优先考虑。克里斯蒂安桑教会学校 Gimle 提供了获得国际学士
学位 (IBDP) 文凭的机会。

 
基于研究的 
教育发展健全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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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安桑的文化充满活力，并且全年提供质量上乘的表演艺术。

新 Kilden 表演艺术中心于 2012 年对外开放。设有 2,277 个座位，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场所。Kilden 提供
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包括流行音乐、摇滚乐和独角喜剧，同时也是该地区的剧院公司、歌剧公司和交响乐团的所在地。

挪威南部是举办各种节日庆祝活动的地区，这些节日包括旨在反对冷漠的“抗议节”，儿童电影节以及各种不同的音乐节。 
这里全年提供可供参观的诸多活动。目前最受欢迎的地点是克里斯蒂安桑动物园 (Kristiansand Zoo)，该动物园每年会吸引约 
900,000 名游客。除狮子、老虎和其他稀有奇特的动物之外，还有水上主题公园、剧院和其他景点。

该地区的旅游业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其目标是以热情好客闻名于世，并通过不断努力吸引更多的游客。对于大多数挪威人， 
挪威南部是过暑假的首选目的地，在每年的六月至八月，沿海的乡村和城镇总是人山人海。

由于实施了网格街道计划，被称为“克瓦德拉图伦 (Kvadraturen)”的市中心地区是保存完好的文化遗产。

在阿格德尔，位于城市广场的主图书馆是人们最常去的文化机构；同时，作为一个会场，也是推广国内外新闻和文学的场所。

地区艺术馆和挪威南部博物馆 (Sørlandets Kunstmuseum) 用于展示来自该地区和当今最有趣的当代艺术家的各种高质量艺术
作品。新建的克里斯蒂安桑当代艺术中心 (Kristiansand Kunsthall) 用于举办由挪威艺术界最好的专业人士策划的临时展览，
该艺术中心主要专注于当代和概念艺术。

在 2004 年以前，奥德尔岛 (Odderøya) 一直是军事训练基地。当军队离开时，这里的建筑物被分配给不同的艺术家（作为画室、
工作室和画廊）。因此，这里遍布小画廊、咖啡馆和开放的工作室，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区。另外，这里还提供了一个休息和
放松的地方，其宁静的大自然氛围离市中心并不远，一些城市历史也曾在这里留下印记。

生气勃勃的文化

娱乐环境 
从未像 
今天这样完善





克里斯蒂安桑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娱乐场所，无论你是对体育运动、野生动物还是放松休闲感兴趣。

一般来说，由于三分之一的人员都是体育俱乐部的成员，体育运动在这里非常受欢迎。最受欢迎的体育运
动是足球，在“南部竞技场 (South Arena)”（该地区最大的体育场馆），你可以关注当地的斯达足球俱乐部。
另外，在溜冰场 Idda 竞技场 (Idda Arena)，还可以举办滑冰、冰球或冰壶比赛。

在克里斯蒂安桑市，你会发现休闲区、健身房和滑板坡道。新的活动中心 Aquarama 提供水上乐园、游泳池、
健身房以及健康和公共卫生服务。Aquarama 位于滨海区，毗邻克里斯蒂安桑城市海滩 (Kristiansand City 
Beach)。

从奥德尔岛 (Odderøya) 出发，沿滨海区和奥特拉河 (River Otra) 到班厄荷 (Baneheia) 公园的徒步旅行是一
段令人愉快的旅程；班厄荷公园是徒步旅行者的绝佳场所。克里斯蒂安桑在开发该地区方面做出了巨大的
努力，并且荣获了 2013 年的北欧绿色空间奖。

克里斯蒂安桑被认为是挪威最适合骑自行车的城市之一，市内设有短距离和 150 公里的自行车专用道。

散布在该地区的城镇和村庄都比较小，但都坐拥大自然。这一海域和周围的峡湾非常适于开展钓鱼和航海
等娱乐活动，而沿海岛屿上也分布着大量的林间小路。

内陆有大量的雪道，在冬季大多数荒野和沼泽被雪覆盖时就成了常用设施。你还会发现赏麋鹿、钓鲑鱼、
漂流和狩猎等一系列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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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活动而生

大量的娱乐场所， 
轻松投入 
大自然的怀抱



历史上，克里斯蒂安桑是一个忙碌的国际航运港口，它的地理位置和发挥的作用受到愈来愈多的为北欧海域石
油行业和全球其他提供人力、设备和服务的公司的重视。今天，不断增加的专门人才需求使得为该地区招募更
多的国外人才变得非常重要。

克里斯蒂安桑商会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海外计划，该计划专为满足外派员工及其雇佣公司的需求而制定。

在提供的服务中，你会发现社交活动、月度期刊、24 小时的紧急热线、咨询、公众游说和搬迁等服务。配偶就
业中心提供为在克里斯蒂安桑工作或学习有关的随行配偶提供建议。

通过欧洲经济区协议，挪威已成为一体化的欧洲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该协议中的规定涵盖员工的自由流动、
相互承认学历、社会保障、工作健康及安全、劳动法和女性与男性的平等待遇。机会平等在挪威是一个重要的
政治议题。

市长邀请新公民到市政厅参加欢迎仪式。目的是为他们提供其在克里斯蒂安桑拥有的所有机会的相关信息。

对国外 
专门人才的 
需求不断增加国际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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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克里斯蒂安桑的距离：阿姆斯特丹 420 公里  ///  卑尔根 (BERGEN) 290 公里  ///  柏林 480 公里
哥本哈根 240 公里  ///  伦敦 900 公里  ///  奥斯陆 250 公里  ///  巴黎 1400 公里  ///  斯塔万格 160 公里



克里斯蒂安桑对于外国访客来说充满机遇与惊喜。同时，克里斯蒂安桑靠近欧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紧密相连，
也是四通八达的门户枢纽城市。

这里的机场连接挪威的主要城市以及哥本哈根和阿姆斯特丹的国际中心。你还会发现前往许多欧洲目的地
的直飞航班。机场的飞行目的地数量越来越多，因此计划扩大规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新旅行目的地需求。

历史上，克里斯蒂安桑港对于该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它仍然是挪威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有大量的航运公
司落户于此。渡轮提供了开车前往丹麦的最快方式。

该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新公路和高速公路的建设缩短了开车时间，而公交服务也遍布该城市及其周边城市。
而且，你还会发现国家快运公司提供的数量惊人的公交车线路。你可以坐火车抵达斯塔万格 (Stavanger) 或
奥斯陆 (Oslo)。

大陆连接

 
该城市 
与欧洲大陆 
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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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克里斯蒂安桑一直是一个绿色城市。在废物回收利用、公共交通、骑车出行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方面，该自治市
始终位居前列，而私营部门也加入到应对创造可持续发展这一巨大挑战的行列中。

市议会和该市的各个行业花费了大量的资金来清理整治海湾和河流，以让克里斯蒂安桑的城市海湾成为最干净的海湾（相比其
他主要城市）。城市海滩已通过蓝旗海滩认证，而奥特拉河是挪威盛产鲑鱼的最重要河流之一。

“环保灯塔”的概念于 1996 年开始在克里斯蒂安桑提出，是挪威最广泛使用的企业认证方案，该方案寻求记录企业的环保工
作并展现企业的社会责任。

Returkraft 焚化厂每年将 130,000 吨的家庭和企业垃圾转化为电能和区域供暖热能。克里斯蒂安桑自治市被认为是最好的节能
自治市之一。在过去的六年里，115 座市政建筑物的通风、取暖和照明的能源使用减少了 25%。

“环保灯塔”基金会、“绿色生活 (Grønn hverdag)”绿色组织和克里斯蒂安桑自治市在运营“奥德尔岛绿色中心 (Grønt Senter 
on Odderøya)”方面进行了合作。这是一个面向绿色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中心和会议场所。

Glencore Nikkelverk AS 的产品包括世界上纯度最高的镍和钴，并且在节能生产方面，是全球最佳的公司之一。镍在我们的现
代社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我们会发现，从锅碗瓢盆、厨房用具和餐具，到医疗设备、手机、风力涡轮机、计算机、硬
币、船只和飞机，都可以看到镍的身影。

在新兴的再生能源市场方面，Elkem Solar 开发了一种针对太阳能电池产业市场生产金属硅的工艺。挪威第三大能源集团 
Agder Energi 总部设在克里斯蒂安桑，业务涉及生产、分配和销售水力电力、生物能源以及区域供暖。

 
绿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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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数据

  面积（平方公里）  人口

地区  2 136  132 441

克里斯蒂安桑  261  85 000

文讷斯拉 (Vennesla)  384  13 887

松讷 (Søgne)  150  10 968

利勒桑 (Lillesand)  190  10 028

松达伦 (Songdalen)  216  6 320

比尔肯内斯 (Birkenes)  674  4 964

伊韦兰 (Iveland)  261  1 291

有关克里斯蒂安桑地区的信息 (2013)

  小时 

奥斯陆  0:45

斯塔万格  0:40

卑尔根  0:55

哥本哈根  0:55

格坦斯克 (Gdansk)  1:30

阿姆斯特丹  1:35

阿里坎特 (Alicante)  3:25

飞行时间

 • 石油 / 天然气工程

 • 能源

 • 加工行业

 • 航运

 • 建筑和材料

 • 零售和商务

 • 旅行与旅游

最重要的业务领域：

 • National Oilwell Varco
 • Aker Solutios
 • Cameron（原名为 Sense TTS）
 • Elkem (Bluestar)
 • Glencore Nikkelverk AS（原名为 Xstrata）
 • Cargotec Offshore
 • Hennig Olsen Is

 • Siem Offshore
 • Frigstad Engineering
 • OneCo
 • Agder Energi
 • OSM Group
 • Kruse Smith

主要公司

 •  特罗尔海坦 (Trollhättan)， 
瑞典

 •  格丁尼亚 (Gdynia)， 
波兰

友好城市

 •  约灵 (Hjørring)， 
丹麦

 •  科尔瓦瓦 (Kervava)  
芬兰

 •  鲸湾港 (Walvis Bay)，
纳米比亚 

 •  雷恰内斯拜尔 
(Reykjanesbær)， 
冰岛

 •  奥尔良 (Orléans)，
法国

 •  明斯特 (Münster)，
德国

 •  拉杰沙希 (Rajshahi)， 
孟加拉国 

 •  莱奇沃思 (Letchworth)， 
英格兰



Alicante



www.kristiansand.kommune.no 

克里斯蒂安桑自治市出版  I 电话：+47 38 07 50 00
电子邮件：postmottak@kristiansand.kommune.no

文字：Ordkraft  I  图形设计：me&du

信息：www.kristiansand.no  I  www.kristiansand-chamber.no
工作：联系你当地的 EURES 代表，或者访问 www.nav.no  I  研究：www.ui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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