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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成长最快的东北亚中心城市仁川
连接更广阔世界和更美好未来的梦想之城

走向世界，世界所向之处
启程的地方有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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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仁川广域市市长朴南春。

各位参与“仁川国际在线旅游交易会”的国内外仁川旅游合作伙伴们

以及旅游业从事者们！很高兴见到你们。

拥有世界最佳机场和港湾的仁川，是一个过去和未来两种截然相反的魅力共存的城市。 

蕴含着历史和文化的原城市中心、引领尖端智能城市的经济自由区、得天独厚的自然融为一体的
168个岛屿等，相信深陷仁川无限魅力的人们定会无法自拔。 

仁川市为了向全世界宣传这些旅游资源，加强与各城市的旅游交流，一直推进“仁川旅游合作伙
伴”的构建事业，共有国内外136家企业共同参与其中。真心感谢在困难时期还与我们同在的仁川
旅游合作伙伴们。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旅游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我市在先发制人、彻底防疫的同
时，为了恢复因新冠病毒疫情而停滞的地区旅游，正在推进“享受吧，仁川旅行”项目，并对中小
企业培养资金和旅游企业的宣传营销等提供支持。 

从今天拉开帷幕的“在线旅游交易会”也是为了给受新冠病毒疫情而使海外营销陷入困境的旅游业
界带来一份力量而准备的。

虽然我们无法相聚在一起，但我们期待这里能够成为大家了解仁川旅游，获得优质合作伙伴，共
同探索在新冠病毒疫情危机中旅游产业发展方向的平台。 

仁川市将致力于打造安全、干净的仁川旅游环境，让全世界游客能够自由地旅行。 

再次对大家参加2020仁川国际在线旅游交易会表示欢迎。谢谢！ 

(选自2020.10.27旅游交易会致辞) 

仁川广域市市长 朴南春

大家好！ 

我是仁川观光公社社长闵敏洪。 

很高兴在2020仁川国际在线旅游交易会见到大家。

仁川拥有世界最高水平的仁川国际机场和仁川港，是大韩民国的国际门户城市。 

仁川拥有西海和包含各式各样旅游资源的岛屿、拥有丰富历史遗迹的江华岛、承载着韩国开港历
史的开港口岸、尖端城市松岛，这些地方都可以体验到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仁川是任何人都
能成为时间旅行者的独特魅力旅游城市。

仁川市和公社为向全世界宣传仁川旅游多样的魅力，并提供韩国国内和海外旅游企业之间的商务
洽谈机会，准备了本次在线旅游交易会。 

从今天开始，将有来自15个国家约120家国内外旅游企业参加这次为期三天的商务洽谈。

开幕式后进行的网络研讨会，将是在新冠病毒疫情之后从未经历过的日常下，展望未来旅游产
业、探索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方向的环节。 

包括世界旅游理事会总裁格洛丽亚·格瓦拉在内的国内外旅游业界、学术界、地方自治团体有关人
士，将在网络研讨会上进行演讲和讨论。

希望对于因新冠病毒肆虐而经历着巨大困难的旅游业界各位来说，能够成为规模虽小却有所帮助
的洽谈会和研讨会。 

再次感谢各位参加2020仁川国际在线旅游交易会，希望本次活动能提供新的交流与合作机会，对
各位的商务活动有所帮助。谢谢。

(选自2020.10.27旅游交易会致辞) 

仁川观光公社 社长  闵敏洪

市长    朴南春 公社社长   闵敏洪

仁川是过去和未来
两种截然相反的魅力
共存的城市

成为深受市民和
访客喜爱的
公共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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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灯塔
的斑海豹朋友们

仁川的卡通形象以灯塔和斑海豹为素材设计而成。 
灯塔以“韩国最早的灯光”八尾岛灯塔为原型，代表着尖端产业城市
仁川过去和未来的连接。斑海豹是天然纪念物，也是濒临灭绝的白
翎岛斑海豹的原型，具有仁川市自然亲和性意义。

Slogan Character

#01 #02

登大里科米

巴米

仁川的品牌
“条条大路通仁川(all_ways_INCHEON )”

仁川是拥有仁川国际机场和仁川港的大韩民国门户城市，除了天路
和海路之外，还有历史之路、文化之路、走向世界之路、未来之路
等，具有所有道路都通向仁川之意。体现仁川广域市的现在和指
向，具有有效理解城市品牌信息和价值的功能。

现在仁川已经超越东北亚核心城市，向着世界一流城市迈进。以松
岛、青罗、永宗等仁川经济自由区为中心的新增长动力与均衡发展
的原城市中心相融合，正在产生协同效应。

艾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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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世界的东北亚国际都市
仁川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开发和成长。

仁川是东北亚枢纽城市，地理上位于韩国的中心区域。城市现代而
舒适，具有安全传统的形态。是一座与大海相邻的海洋城市，可以
欣赏到蔚蓝的大海和美丽的夕阳。由于仁川人感情充沛，因此可以
接触到韩国的社会、文化、传统和情感。

Location

#03

距离首尔28km（韩半岛中央

仁川的数理性位置大致相当于126°37'E，37°28'N。位于韩半岛
的中央，临近黄海，处于汉江的下游。仁川距离大韩民国首都
首尔约28公里，与旧金山、华盛顿、西班牙南部地区的纬度相
近。

126°37′E, 37°28′N
位置

具有部分大陆性与海洋性气候特性

仁川虽然属于大陆性气候，但因位于海岸，与其他内陆地区相
比，还具有部分海洋性气候特点，气温年较差较小。年平均气温
为12.1℃，日最高气温的极值为38.9℃（1949.8.16），日最低气
温的极值为-21.0℃（1931.1.11）。降水量是每年1,134.4mm，与
相似纬度地区相比偏少。 

气候
年平均12.1℃

城市中面积占第1位（第2位 - 釜山

仁川自2000年以后，因公有水面填埋等原因，2005年面积扩张
至994.12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以2019年12月31日为
准，达到1,063.26平方公里。

面积
1,063.26km²

城市中人口规模排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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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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铁1号线

仁川1号线

水仁盆唐线

7号线

仁川2号线

机场铁路

磁悬浮铁路

仁川机场2号航站楼

仁川机场
1号航站楼 长期停车场

云西

永宗

市民公园
石岩市场

石泉十字路口

仁川客运站

文鹤体育场

仙鹤

新延寿

源仁斋

仁川市厅

间石五岔路口

沙丘市场

南洞区厅

万寿

云宴

艺术会馆

黔丹梧柳

青罗国际都市

黔丹十字路口

麻田

完井

笃亭

黔岩

黔石

亚运会赛场

西区厅

佳亭

佳亭中央市场

石南

西部女性会馆

仁川佳佐

蝲蛄溪东仁川

桃源

济物浦 道禾

仁川
新浦

崇义

仁荷大学

松岛

延寿

虎口浦

仁川论岘

苏莱浦口

东春

东幕
国际业务园区

中央公园

仁川大学入口

知识信息园区

科技公园

大学城

南洞
产业团地

朱安国家产团

朱安
间石

铜岩

白云

富平
富开

东树

富平三岔路口

富平市场

富平区厅
葛山

桂山

橘岘

桂阳 金浦机场

朴村

林鹤

京仁教育大学

鹊田

掘浦川 三山体育馆 上洞

松内

月串

达月

乌耳岛

中洞 富川

旺吉

联合大楼

机场
货物大楼

水上乐园 百乐达斯城
仁川大公园

龙游

世界最佳机场，仁川国际机场
1. 连续12年获世界机场服务评价第一
2. 世界国际货物运输排名第三，货物处理量276万吨
3. 每年运行次数40万次，旅客吞吐量7100万人次
4. 88家航空公司连接173个城市  

通往海路的仁川港国际客运码头
仁川新港
6个泊位，最大接岸能力, 16,000TEU，210万TEU装卸能力
国际客运站
8个泊位（邮轮22.5万吨级，渡轮5万吨级，3万吨级）
220万名旅客吞吐量，货物处理82万TEU

国铁1号线机场铁路 仁川1号线 仁川2号线

水仁盆唐线 磁悬浮铁路 7号线 换乘区间

Info

#04
安全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
仁川是世界公认的环境交通城市。

打开天路和海路的东北亚中心城市仁川。拥有任何人都可以轻松、
舒适来往的最佳可达性。安全、便捷的交通基础设施，仁川的交通
快速、便利，最重要的是安全。地铁、大众交通、公路像一张网一
样紧密相连，无论哪里都可以轻松移动。

PORT

可去往仁川任何地方的城市铁路
仁川有仁川城市轨道1·2号线、水仁盆唐线、机场铁
路、磁悬浮铁路、国铁1号线。而且很多景点都与地铁
相连，可以快速、方便地游览仁川全境。  

AIRPORT

SUB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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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荷大学拥有工学院、自然科学学院、管理学院、师
范学院、社会科学学院、文学院、医学院、未来融合
学院、前沿学部学院、艺术体育学部、国际学部等9
个学院、2个学部、67个学科和9个研究生院，是代
表仁川的大韩民国私立综合大学。

延世大学在仁川经济自由区（IFEZ）松岛地区
614，654㎡（18.6万坪）地皮上正在建设国际校
区。引进了海外名牌大学长期以来采用的先进名
门型教育模式Residential College(RC)项目。

仁川大学是位于大韩民国仁川广域市延寿区的国
立大学法人。2009年8月从位于仁川弥邹忽区桃花
洞的济物浦校区迁至位于仁川延寿区松岛洞的松
岛校区。2010年3月，仁川大学与仁川专科大学合
并。

在Chadwick International教育是一种冒险。这里
的学生不是单纯地学习，而是要全面发展。每天
教室内外都充满着富有趣味的机会，培养学生成
为自信的领导者，养成他们真正的学习之爱。

仁荷大学

延世大学松岛校区

仁川大学 查德威克松岛国际学校

建校日期    1954.2.5.	
位        置    弥邹忽区仁荷路100

建校日期    2010.3.	
位        置    延寿区科学路85  

建校日期    1979.1.10.	
位        置    延寿区学院路119

建校日期    2010.9.1.	
位        置    延寿区艺术中心大路97号街45

培养人才的教育环境
拥有最佳教育项目的基础设施。

拥有60多年传统的人才培养摇篮仁荷大学与国立大学转换后聚集优
秀学生的仁川大学，在松岛建立校区的名牌私立大学延世大学与仁
川国际大学城，是具有国际能力和感知的人才产房。查德威克松岛
国际学校以完备的教育基础设施和教学课程运营着12年级课程，青
罗道尔顿外国人学校为了培养人才，不仅开设了精锐教育项目，还
运营着游泳场、骑马场等，展现了最佳教育环境。 

Education 

#05

这是韩国学校法人奉德学院与纽约市达顿学院签
订设立外国人学校的协议后设立的学校。20世
纪初根据海伦帕克赫斯特女士开发的进步教育项
目“道尔顿制（Dalton Plan）”作为教育哲学而设
立。

青罗道尔顿外国人学校

建校日期    2011.9.1	
位        置    仁川广域市西区尖端东路344

仁川国际大学城作为“东北亚最好的全球教育中
心”，是为培养引领韩国教育创新和经济、产业、
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新一代全球人才而筹备的
国家性事业。

仁川国际大学城

入驻大学现状  韩国纽约州立大学、韩国乔治梅森大学、	
	 		         根特大学国际校区、犹他大学亚洲校区
位        置        延寿区文化路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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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成长的原动力仁川
主导未来经济生态环境。

三星生物制剂、Celltrion、波音、宝马、GM、安可科技、LG电
子、万都-博泽、韩亚金融等多个领域的企业都在仁川投资。仁川有
3个国家产业园区、15个一般产业园区、2个都市尖端产业园区、共
20个产业园区，无论是什么行业，都能实现商业效率的最大化。对
仁川的投资不仅带来最佳企业境界，还可以成为走向国际商业的最
快捷途径。

Economy 

#06

主要海外投资企业

20个
* 3个国家产业园区、15个一般产业园区、2个  
   城市尖端产业园区

883,900亿韩元
* 以2018年为准

119,206亿韩元
* 普通会计80,691亿韩元
* 特别会计38,515亿韩元-2020本预算标准

12,057家
* 44家大企业，12,013家中小企业 -以2019.4   
   季度为准

产业
园区

地区生
产总值

财政
规模

工厂
登记现状

主要韩国企业
※ 以2020.6.为准

※ 以2020.6为准

+ 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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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广域生态系统保护事业秘书处 

办公室	  松岛洞G-Tower 5楼
主要活动	 生态系统物资复原，服务及长期地
	 区环境治理框架工作

东亚—大洋洲候鸟迁徙路线伙伴关系
办事处
办公室	  松岛洞G-Tower 主楼3楼
主要活动	 东亚地区候鸟和栖息地保护及增进	
	 利害当事人之间的合作

世界银行集团(WB)韩国办事处

办公室	  松岛洞POSCO E&C塔 37层
主要活动	 GCF积累基金最初3年委托管理、
	 基金运营效率化、与其他机构业务
	 有机联系

绿色气候基金(GCF)秘书处

办公室	  松岛洞G-Tower 主楼9层~19层
主要活动	 支持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和适应气候变化

世界选举机构协会(A-WEB)事务处

办公室	  松岛洞G-Tower 主楼24层
主要活动	 支持选举相关公务员、政党、政治
	 家等教育培训及选举机关的专业性	
	 强化

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仁川办事处

办公室	  松岛洞G-Tower 23层
主要活动	 加强与GCF相连接的发展中国家绿
	 色增长政策制定能力

联合国管理事务部

办公室	  松岛洞G-Tower 7~8层
主要活动	 创新政策发掘及创新模式类型化，
	 普及各国量身定制型项目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DRR)
东北亚办事处
办公室	  松岛洞G-Tower 4楼
主要活动	 支援东北亚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及
	 UN减灾活动据点、灾害要素预	
	 报、观测技术共享及防灾项目

亚洲生物技术联合会(AFOB)

办公室	  松岛洞GetPearl大厦403号
主要活动	 亚洲生物工学领域的学术、人力资源
	 及物力资源的交流、国家间生物工程
	 研究支援及共同研究、亚洲地区博士
	 后课程学生相互交流及派遣支援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办公室(UNOSD)

办公室	  松岛洞延世大学国际校区自由馆
	  A205号
主要活动	 提供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制定及履行支援、可持续
	 发展相关知识论坛及训练项目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 CITRAL)亚
太区中心
办公室	  松岛洞G-Tower 3楼
主要活动	 以亚太地区的发展和国际贸易振兴
	 为目标，作为地区内国家与
	 UNCITRAL之间的连接通道，履行
	 UN CITRAL相关公约批准及草案的	
	 制定等任务

亚洲太平洋信息通信教育院(UN APCICT)

办公室	  松岛洞G-Tower 5楼
主要活动	 旨在消除亚太地区国家间信息差距及培养信息通信技术
	 人才的专门教育机构

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UN ESCAP)东北亚地区办事处

办公室	  松岛洞G-Tower 6楼~7楼
主要活动	 以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实行交通、社会开发、
	 环境、贸易、信息通信技术、减灾领域事业

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UN NEASPEC)办事处

办公室	  松岛洞G-Tower 6楼~7楼
主要活动	 追求与地区社会的合作，以实现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
	 和可持续的环境构建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DRR)
国际防灾研修院 
办公室	  松岛洞G-Tower 4楼
主要活动	 全世界唯一UN最早的专业减灾教
	 研机构，进行减灾技术教育训练及
	 培养防灾专家

共15个机构

Global

#07
与国际机构同行的全球城市
引领世界的各国际机构都位于此。

仁川被誉为国际机构的圣地，甚至有人放言称“仁川是世界的未
来”。各种国际机构的国际论坛相继在仁川举行，各国首脑和世界
市民络绎不绝。仁川市不会在此停步不前，制定了今后追加吸引35
个国际机构的蓝图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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