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部大区 | 葡萄牙

一个独具特色的地区



北部地区庞大统计数据

170 40%

144

370

100,000

亿欧元的出口额

的土地为保护区

波尔图费尔南
多·萨·卡内罗 
机场有飞往 70 

个目的地的航班

公里的大西洋海
岸线

万居民

名高等教育在
读生

©
 fo

to
gr

afi
a: 

C
C

 B
Y-

N
C

-S
A

 –
 A

ss
oc

ia
çã

o 
de

 T
ur

is
m

o 
do

 P
or

to



北部大区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北部，拥有 370 万居民，54% 的国内工作人口，通过牢靠的

传统和国际贸易经验以及根深蒂固的移民趋势，表现出对外开放的特点。 其 144 公里的大

西洋海岸线进一步提供更多国际化和经济交流机会，这种与大海之间的久远联系，是独特文

化和历史遗产的基础。

智慧的位置

北部大区，欧洲的一个地区，世界的一个地区

葡萄牙的北部大区是创业和产业区、年轻活力并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地

区之一，其还利用各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分类优

势，恢复城市、历史和自然区域，具有很强的国际化和旅游业发展潜

力。 这一地区丰富多样，包括各种文化和体育场所，以及各种民族，

从几个方面而言，正是这些人跨越国界，带来了北部大区和葡萄牙这

两个名字。





智慧的商业

北部大区，天生的工业和出口地区

北部大区是欧盟（15 国家/地区）的第五大工业区，有着深远的工业和出口传统，该地区的

发展建立在积极的地区贸易平衡基础上，拥有近 45％ 的国内出口公司。

纺织业无疑是实现这种平衡的主要贡献者，发挥关键作用的还包括电力机械及器材和制鞋行

业，同时，以技术为基础的业务领域具有很强的国际化潜力。

北部大区还拥有最繁忙的大西洋海岸线，运输着经由莱索斯港口来往欧盟和伊比利亚半岛

的国际货物。 这种优越性还在于该地区拥有欧洲最好的机场之一费尔南多·萨·卡内罗 机

场，在交通量、影响范围和连通范围方面，该机场被视为是伊比利亚半岛北部最重要的机

场。 每年可接纳乘客 600 万人，拥有飞往大约 70 个目的地的航班。 对于陆地边境，葡萄

牙北部大区在葡萄牙与西班牙之间拥有最高客运量，对于与之接壤的加利西亚，出入境货物

出呈上升趋势。

北部创业精神也是其公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些公司已放眼国际，将范围延伸到国外。





智慧的人民

科学、技术和卓越的人力资本

北部大区目前在最广泛的科技领域拥有出类拔萃且得到国际认可的研发群体，这些群体是通

过高级管理层的专业化以及大学和研究中心创建关键资本而形成的。 这种趋势带来的结果

是，有超过 10 万学生接受高等教育，这反映出较高的人力资本培训能力，其结合创业精神

和创新能力，使葡萄牙北部成为优秀人力资源的摇篮。

有些研究中心已经获得国际认可，并受到国外研究人员的青睐。 在健康科学领域，卓越群

体包括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IBMC)、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INEB)、波尔图大学病理学

和分子免疫学研究所 (IPATIMUP) 和伊比利亚纳米技术国际实验室 (INL)。

在工程学方面，研发领域在聚合物与复合材料研究、3B 研究组（生物材料、生物降解和仿

生学）以及机械工程与工业管理研究所 (INEGI) 实现了基准水平。 系统工程和计算机研究

所 (INESC Porto) 在通信和信息技术领域脱颖而出。





智慧的生活方式

北部大区，国际品牌的舞台

葡萄牙北部大区的特征就是文化和艺术创作。 随着国际品牌的发展，一系列创意

和文化中心应运而生。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 Casa da Música (音乐之家），它

是艺术和娱乐领域卓越中心的最突出的例子之一，是文化和音乐大众化的体现。

国际知名的 Serralves 基金会是文化中心的另一个参考示例，无论是在地区还是国

家，它的出现都得益于当代艺术博物馆计划。 位于吉马良斯的 Centro Cultural 

Vila Flor（费洛尔镇文化中心）和位于法马利康新镇的 Casa das Artes（艺术之

家）脱颖而出，已举办、规划和推广了各种具有国家和国际意义的艺术和文化活

动。

文化的生命力还依赖于公共剧院（比如布拉加的新近装潢的 布拉加 、波尔图的(圣

若昂。国家剧场(Teatro Nacional de S. João)以及雷阿尔城和布拉干萨的市剧

院）的重要贡献。

艺术和文学创作是该地区最好的知名品牌之一。 它是民族文学中许多重要人物

的出生地，比如米格尔·托尔加(Miguel Torga)、阿古斯蒂纳·贝萨·路易斯

(Agustina Bessa da Silva)、最近出名的卡米洛·卡斯特罗·布朗 (Camilo Cas-

telo Branco) 库奖得主曼努埃尔·豪尔赫·马塞洛(Manuel Jorge Marmelo)以

及若泽·萨拉马戈 (José Saramago) 奖得主瓦尔特·雨果·梅。



在绘画领域，众多艺术家之中，比较突出的是胡里奥·雷森迪(Júlio Resende)和

格拉萨·莫赖斯(Graça Morais)。 在音乐领域，钢琴家瑞·马塞纳(Rui Masse-

na)、玛丽亚·海伦娜·萨·埃·科斯塔(Maria Helena Sá e Costa)和佩德罗·

伯梅斯特(Pedro Burmester)。 在建筑领域，著名“波尔图学校”的出名要感谢费

尔南多·塔沃拉(Fernando Távora)、艾尔斯诺。索第诺(Alcino Soutinho)、索

托·莫拉 (Souto Moura)和西扎·维埃拉(Siza Veira)等。 后两者是普利兹克建筑

奖得主，该奖项是建筑领域在全球最负盛名的奖项。

在电影领域，出生于波尔图导演曼努埃尔·德·奥利维拉 (Manoel de Oliveira)

是 20 世纪和 21 世纪欧洲电影的最富盛名和最有影响力的作者之一，他的作品留

有波尔图、杜罗河流域以及达拉斯奥斯蒙达斯的记忆和画面。

经由玛丽亚·甘比亚(Maria Gambina)、努诺·伽马(Nuno Gama)、安娜·索

萨(Ana Sousa)、路易斯·奥诺弗雷(Luís Onofre)、凯蒂·苏美拉(Katty Xioma-

ra)和米卡埃拉·奥利维拉 (Micaela Oliveira) 等设计师的妙手，北部品牌时装广

受好评。 得到这样的认可还得益于该地区举办的两项重大活动，葡萄牙时装展展

会(Portugal Fashion e Modtissimo)，这两项活动有助于将葡萄牙设计师推向重

要的欧洲时装秀。







智慧的生活方式，智慧的位置

北部大区，一个旅游胜地

葡萄牙北部大区是内部和外部增长潜力最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连续数年，它赢

得不同外国实体的赞誉，比如欧洲最佳目的地称号，这使得游客数量不多增长。

在众多旅游景点中，比较突出的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 

1996 年，波尔图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心，因保存了具有古老文化和商业传统的古老

建筑，首先获得这一称号。 1998 年，古阿。山谷(Côa Valley) 的史前岩石艺术

遗址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伊比利亚半岛旧石器时代艺术的最举世瞩目的露天

岩石。 200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吉马良斯的历史中心和杜罗葡萄酒产区列为

世界文化遗产，后者被认为是 “鲜活的进化文化景观。” 它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

的葡萄酒的波尔图酒的发祥地之一，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划分区域。

北部大区的旅游服务还包括探索日益增多的产品以及原产地名称保护证书。 除了

葡萄酒，还有橄榄油、熏肉、蜂蜜等食品，蕾丝和花丝首饰，以及很多优质可靠的

其他手工艺品。 与这些产品相关的遗产和文化是无价之宝，甚至促成了主题促销

方案的制定，比如港口葡萄酒路线、绿酒产区路线和山脉外区域(Trás-os-Montes)

的橄榄油路线。



该地区的旅游行程还包括许多转为乡村旅游点和招待所的历史遗产和庄园。 在该

地区组织和推广历史遗产旅游的方案正在实施，并且具有非常显著的意义。索萨。

山谷(Vale do Sousa) 的罗马式路线是这方面的一个相当成功的例子。

由于有着丰富的美食、一系列户外休闲和体育活动，优质旅游呈永久性增长，这在

冒险、环境和自然旅游方面提供了广泛的选择。 在这方面，该地区提供了两个地

质公园 - 阿罗卡和骑士。土地 (Terras de Cavaleiros)，它们拥有卓越且具有国际

意义的地质遗迹，以及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该地区内自然保护状态良好的保护区所占比例很大，这也是其

广受赞誉的一个原因。 示例包括佩内达-热尔国家公园以及蒙

德斯纽自然公园、奥望自然公园和杜罗国际自然保护区。



北部大区

集参观、

探索和投资于一体的智慧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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