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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成長最快的東北亞中心城市仁川
連接更廣闊世界和更美好未來的夢想之城

走向世界，世界所向之處
 程的地方有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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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仁川廣域市市長朴南春。

各位參與「仁川國際線上旅遊交易會」的國內外仁川旅遊合作夥伴們！ 

以及旅遊業從事者們！很高興見到你們。

擁有世界最佳機場和港灣的仁川，是一個過去和未來兩種截然相反的魅力共存的城市。 

蘊含著歷史和文化的原城市中心、引領尖端智能城市的經濟自由區、得天獨厚的自然融爲一體的
168個島嶼等，相信深陷仁川無限魅力的人們定會無法自拔。 

仁川市爲了向全世界宣傳這些旅遊資源，加強與各城市的旅遊交流，一直推進「仁川旅遊合作夥
伴」的構建事業，共有國內外136家企業共同參與其中。真心感謝在困難時期還與我們同在的仁川
旅遊合作夥伴們。 

由於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旅遊業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危機。我市在先發制人、徹底防疫的同
時，爲了恢復因新冠病毒疫情而停滯的地區旅遊，正在推進「享受吧，仁川旅行」項目，並對中
小企業培養資金和旅遊企業的宣傳行銷等提供支持。 

從今天拉開帷幕的「線上旅遊交易會」也是爲了給受新冠病毒疫情而使海外行銷陷入困境的旅遊
業界帶來一份力量而準備的。 

雖然我們無法相聚在一起，但我們期待這裡能夠成爲大家了解仁川旅遊，獲得優質合作夥伴，共
同探索在新冠病毒疫情危機中旅遊產業發展方向的平台。 

仁川市將致力於打造安全、乾淨的仁川旅遊環境，讓全世界遊客能夠自由地旅行。 

再次對大家參加2020仁川國際線上旅遊交易會表示歡迎。謝謝！ 

(選自2020.10.27旅遊交易會致辭)

仁川廣域市市長  朴南春

大家好！ 

我是仁川觀光公社社長閔敏洪。 

很高興在2020仁川國際線上旅遊交易會見到大家。

仁川擁有世界最高水平的仁川國際機場和仁川港，是大韓民國的國際門戶城市。 

仁川擁有西海和包含各式各樣旅遊資源的島嶼、擁有豐富歷史遺跡的江華島、承載著韓國開港歷
史的開港口岸、尖端城市松島，這些地方都可以體驗到過去、現在和未來，

因此仁川是任何人都能成爲時間旅行者的獨特魅力旅遊城市。

仁川市和公社爲向全世界宣傳仁川旅遊多樣的魅力，並提供韓國國內和海外旅遊企業之間的商務
洽談機會，准備了本次線上旅遊交易會。 

從今天開始，將有來自15個國家約120家國內外旅遊企業參加這次爲期三天的商務洽談。

開幕式後進行的網路研討會，將是在新冠病毒疫情之後從未經歷過的日常下，展望未來旅遊產
業、探索地區旅遊產業發展方向的環節。 

包括世界旅遊理事會總裁格洛麗亞·格瓦拉在內的國內外旅遊業界、學術界、

地方自治團體有關人士，將在網路研討會上進行演講和討論。

希望對於因新冠病毒肆虐而經歷著巨大困難的旅遊業界各位來說，能夠成爲規模雖小卻有所幫助
的洽談會和研討會。 

再次感謝各位參加2020仁川國際線上旅遊交易會，希望本次活動能提供新的交流與合作機會，對
各位的商務活動有所幫助。謝謝。

(選自2020.10.27.旅遊交易會致辭))

仁川觀光公社 社長  閔敏洪

市長    朴南春 公社社長   閔敏洪

仁川是過去和未來兩
種截然相反的魅力
共存的城市

成爲深受市民和訪
客喜愛的
公共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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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燈塔
的斑海豹朋友

仁川的吉祥物以燈塔和斑海豹爲素材設計而成。 
燈塔以「韓國最早的燈光」八尾島燈塔爲原型，代表著尖端產業城
市仁川過去和未來的連接。斑海豹是天然紀念物，也是瀕臨滅絕的
白翎島斑海豹的原型，具有仁川市自然親和性意義。

Slogan Character

#01 #02

登大里科米

艾妮
巴米

仁川的品牌
「條條大路通仁川(all_ways_INCHEON )」 

仁川是擁有仁川國際機場和仁川港的大韓民國門戶城市，除了天路
和海路之外，還有歷史之路、文化之路、走向世界之路、未來之路
等，具有所有道路都通向仁川之意。體現仁川廣域市的現在和指
向，具有有效理解城市品牌訊息和價值的功能。

現在仁川已經超越東北亞核心城市，向著世界一流城市邁進。以松
島、青羅、永宗等仁川經濟自由區爲中心的新增長動力與均衡發展
的原城市中心相融合，正在產生協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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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世界的東北亞國際都市
仁川一直在持續不斷地開發和成長。

仁川是東北亞樞紐城市，地理上位於韓國的中心區域。城市現代而
舒適，具有安全傳統的形態。是一座與大海相鄰的海洋城市，可以
欣賞到蔚藍的大海和美麗的夕陽。由於仁川人感情充沛，因此可以
接觸到韓國的社會、文化、傳統和情感。

Location

#03

距離首爾28km (韓半島中央)

仁川的地理座標大致相當於126°37'E，37°28'N。位於韓半島
的中央，臨近黃海，處於漢江的下遊。仁川距離大韓民國首都
首爾約28公里，與舊金山、華盛頓、西班牙南部地區的緯度相
近。

126°37′E, 37°28′N
位置

具有部分大陸性與海洋性氣候特性

仁川雖然屬於大陸性氣候，但因位於海岸，與其他內陸地區相
比，還具有部分海洋性氣候特點，氣溫年較差較小。年平均氣溫
爲12.1℃，日最高氣溫的極值爲38.9℃（1949.8.16），日最低氣
溫的極值爲-21.0℃（1931.1.11）。降水量是每年1,134.4毫米，
與相似緯度地區相比偏少。 

氣候
年平均 12.1℃

城市中面積占第1位 (第2位 - 釜山)

仁川自2000年以後，因公有水面填海工程等原因，2005年面積
擴張至994.12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1%，以2019年12月31日
爲準，達到1,063.26平方公里。

面積
1,063.26平方公里

城市中人口規模排名第三

3,029,261人3,022,511人3,011,138人3,002,172人2,983,484人

人口
3,029,261人

仁川

2015

2019
2018

201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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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鐵1號線

仁川1號線

水仁盆唐線

7號線

仁川2號線

機場鐵路

磁懸浮鐵路

仁川國際機場2號航站樓

仁川國際機場1
號航站樓 長期停車場

雲西

永宗

市民公園

石岩市場

石泉十字路口

仁川客運站

文鶴競技場

仙鶴 

新延壽 

源仁齋

仁川市廳

間石五岔入口

沙丘市場 

南洞區廳

萬壽

雲宴 

藝術會館

黔丹梧柳

羅國際城

黔丹十字路口
麻田

完井

篤亭

黔岩

黔石

亞運賽會場

西區廳 

佳亭

佳亭中央市場

石南 

西部女性會館

仁川佳佐

蝲蛄溪東仁川

桃源

濟物浦 道禾

仁川
新浦

崇義 

仁荷大學

松島

延壽

虎口浦

仁川論峴

蘇萊浦口

東春

東幕
國際業務園區

 中央公園 

仁川大入口

知識信息園區 

科技公園

大學城

南洞
產業團地 

朱安國家產團

朱安

間石

銅岩

白云 

富平
富開

東樹

富平三岔入口

富平市場

富平區廳 
葛山

桂山

橘峴

桂陽 金浦機場 

朴村

林鶴

京仁教大入口

鶴田 

掘浦川 三山體育館 上洞 

松內

月岬

達月 

烏耳島

 中洞 富川

旺吉

聯合辦公大樓

機場貨物大樓 

水上樂園
百樂達斯城 

仁川大公園

龍遊

世界最佳機場，仁川國際機場
1. 連續12年獲世界機場服務評價第一
2. 世界國際貨物運輸排名第三，貨物處理量276萬噸
3. 每年運行次數40萬次，旅客吞吐量7,100萬人次
4. 88家航空公司連接173個城市  

通往海路的仁川港國際客運航廈
仁川新港
6個泊位，最大接岸能力, 16,000TEU，210萬TEU裝卸能力
國際客運航廈
8個泊位（郵輪22.5萬噸級，渡輪5萬噸級，3萬噸級）
220萬名旅客吞吐量，貨物處理82萬TEU

國鐵1號線機場鐵路 仁川1號線 仁川2號線

水仁盆唐線 磁懸浮鐵路 7號線 換乘區間

Info

#04
安全便利的交通基礎設施
仁川是世界公認的環境交通城市。

打開天路和海路的東北亞中心城市仁川。擁有任何人都可以輕鬆、
舒適來往的最佳易達性。安全、便捷的交通基礎設施，仁川的交通
快速、便利，最重要的是安全。地鐵、大眾交通、公路像一張網一
樣緊密相連，無論哪裡都可以輕鬆移動。

PORT

AIRPORT

可去往仁川任何地方的城市鐵路
仁川有仁川城市軌道1·2號線、水仁盆唐線、機場鐵
路、磁懸浮鐵路、國鐵1號線。而且很多景點都與地鐵
相連，可以快速、方便地遊覽仁川全境。 SUB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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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荷大學擁有工學院、自然科學學院、管理學院、
師範學院、社會科學學院、文學院、醫學院、未
來融合學院、前沿學部學院、藝術體育學部、國際
學部等9個學院、2個學部、67個學科和9個研究生
院，是代表仁川的大韓民國私立綜合大學。

延世大學在仁川經濟自由區（IFEZ）松島地區
614,654平方公尺（18.6萬坪）地皮上正在建設國
際校區。引進了海外知名大學長期以來採用的先
進名門型教育模式Residential College(RC)項目。

仁川大學是位於大韓民國仁川廣域市延壽區的國
立大學法人。2009年8月從位於仁川彌鄒忽區桃
花洞的濟物浦校區遷至位於仁川延壽區松島洞的
松島校區。2010年3月，仁川大學與仁川專科大
學合併。

在Chadwick International教育是一種冒險。這
裡的學生不是單純地學習，而是要全面發展。每
天教室內外都充滿著富有趣味的機會，培養學生
成爲自信的領導者，養成他們真正的學習之愛。

仁荷大學

延世大學松島校區 

仁川大學 查德威克松島國際學校

建校日期	 1954.2.5.	
位 置	 彌鄒忽區仁荷路100

建校日期	 1979.1.10. 	
位 置	 延壽區學院路119

建校日期	 2010.3. 	
位 置	 延壽區科學路85 

建校日期	 2010.9.1. 	
位 置	 延壽區藝術中心大路97號街45

培養人才的教育環境
擁有最佳教育項目的基礎設施。

擁有60多年傳統的人才培養搖籃仁荷大學與國立大學轉換後聚集優
秀學生的仁川大學，在松島建立校區的名牌私立大學延世大學與仁
川國際大學城，是具有國際能力和感知的人才產房。查德威克松島
國際學校以完備的教育基礎設施和教學課程運營著12年級課程，青
羅道爾頓外國人學校爲了培養人才，不僅開設了精銳教育項目，還
營運著遊泳場、騎馬場等，展現了最佳教育環境。 

Education 

#05

這是韓國學校法人奉德學院與紐約市達頓學院簽訂
設立外國人學校的協議後設立的學校。20世紀初根
據海倫帕克赫斯特女士開發的進步教育項目「道爾
頓制（Dalton Plan）」作爲教育哲學而設立。

青羅道爾頓外國人學校

建校日期	 2011.9.1 	
位 置	 仁川廣域市西區尖端東路344

仁川國際大學城作爲「東北亞最好的全球教育中
心」，是爲培養引領韓國教育創新和經濟、產
業、文化、藝術等各領域的新一代全球人才而籌
備的國家性事業。 

仁川國際大學城

入駐大學現狀	 韓國紐約州立大學、韓國喬治梅森大學、 
	 	 根特大學國際校區、猶他大學亞洲校區 
位 置	 延壽區文化路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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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成長的原動力仁川
主導未來經濟生態環境。

三星生物製劑、Celltrion、波音、寶馬、GM、安可科技、LG電
子、萬都-博澤、韓亞金融等多個領域的企業都在仁川投資。仁川有
3個國家產業園區、15個一般產業園區、2個都市尖端產業園區、共
20個產業園區，無論是什麼行業，都能實現商業效率的最大化。對
仁川的投資不僅帶來最佳企業境界，還可以成爲走向國際商業的最
快捷途徑。

Economy 

#06

主要海外投資企業

20個 

* 3個國家產業園區, 15個一般產業園區, 
   2個城市尖端產業園區

883,900 億韓元  

* 以2018年為準

119,206 億韓元
* 普通會計 80,691億韓元
* 特別會計 38,515億韓元- 2020年本預算標準

12,057家 
* 44家大企業, 12,013家中小企業
   以2019年第4季度為準

產業
園區

地區
生產總值

財政
規模

工廠
登記現況

主要韓國企業
※ 以2020年6月為準

※ 以2020年6月為準

+ 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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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海廣域生態系統保護事業秘書處  

辦公室	  松島洞G-Tower 5樓
主要活動	 生態系統物資復原，服務及長期地
	 區環境治理框架工作

東亞—大洋洲候鳥遷徙路線
夥伴關係辦事處
辦公室	  松島洞G-Tower 主樓3樓
主要活動	 東亞地區候鳥和棲息地保護及增進
	 利害當事人之間的合作

世界銀行集團(WB)韓國辦事處

辦公室	  松島洞POSCO E&C塔 37樓
主要活動	 CF積累基金最初3年委托管理、	
	 基金運營效率化、與其他機構業務
	 有機聯繫

綠色氣候基金(GCF)秘書處

辦公室	  島洞G-Tower 主樓9樓~19樓
主要活動	 支持發展中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和適應氣候變化

世界選舉機構協會(A-WEB)事務處

辦公室	  松島洞G-Tower 主樓24樓
主要活動	 支持選舉相關公務員、政黨、政治
	 家等教育培訓及選舉機關的專業性
	 強化

全球綠色增長研究所仁川辦事處

辦公室	  松島洞G-Tower 23樓
主要活動	 加強與GCF相連接的發展中國家綠
	 色增長政策制定能力

聯合國管理事務部

辦公室	  松島洞G-Tower 7~8樓
主要活動	 創新政策發掘及創新模式類型化，
	 普及各國客製化型項目

聯合國國際減災戰略(UNDRR) 
東北亞辦事處
辦公室	  松島洞G-Tower 4樓
主要活動	 支援東北亞地區應對氣候變化及
	 UN減災活動據點、災害要素預報、
	 觀測技術共享及防災項目

亞洲生物技術聯合會(AFOB) 

辦公室	  松島洞GetPearl大廈403號 
主要活動	 亞洲生物工學領域的學術、人力資源
	 及物力資源的交流、國家間生物工程
	 研究支援及共同研究、亞洲地區博士
	 後課程學生相互交流及派遣支援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辦公室(UNOSD) 

辦公室	  松島洞延世大學國際校區自由館
	  A205號
主要活動	 供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
	 戰略的制定及履行支援、可持續發
	 展相關知識論壇及訓練項目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UN CITRAL)亞
太區中心
辦公室	  松島洞G-Tower 3樓층
主要活動	 以亞太地區的發展和國際貿易振興
	 爲目標，作爲地區內國家與
	 UNCITRAL之間的連接通道，履行
	 UN CITRAL相關公約批准及草案的
	 制定等任務

亞洲太平洋信息通信教育院(UN APCICT) 

辦公室	  松島洞G-Tower 5樓
主要活動	 旨在消除亞太地區國家間資訊差距及培養資訊通信技術
	 人才的專門教育機構

聯合國亞太經濟與社會委員會(UN ESCAP)東北亞地區辦事處

辦公室	  松島洞G-Tower 6樓~7樓
主要活動	 以亞太地區可持續發展爲目標，實行交通、社會開發、
	 環境、貿易、資訊通信技術、減災領域事業

東北亞環境合作機制(UN NEASPEC)辦事處

辦公室	  松島洞G-Tower 6樓~7樓
主要活動	 追求與地區社會的合作，以實現東北亞地區的經濟增長
	 和可持續的環境構建

聯合國國際減災戰略(UNDRR)
國際防災研修院 
辦公室	  松島洞G-Tower 4樓
主要活動	 全世界唯一UN最早的專業減災教
	 研機構，進行減災技術教育訓練及
	 培養防災專家

共15個機構

Global

#07
與國際機構同行的全球城市
引領世界的各國際機構都位於此。

仁川被譽爲國際機構的聖地，甚至有人說「仁川是世界的未來」。
各種國際機構的國際論壇相繼在仁川舉行，各國首腦和世界市民絡
繹不絕。仁川市不會在此停步不前，制定了今後追加吸引35個國際
機構的藍圖和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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