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外关系时间轴          

 
                                          

 
 

1954    与尼斯，威尼斯，洛加诺和布鲁日在威尼 

            斯马库斯广场签订友好宣言 

1980    纽伦堡市新闻信息办公室成立新部门: 城 

       市友好合作关系办公室 

1985    首次在纽伦堡圣诞市场举办姐妹城国际圣诞 

       市场 

1990    国际关系办公室正式成立 

1993    加入欧洲城市关系网络 

1994    首个与多个合作伙伴城市共同参与的欧洲    

            大型项目 

1995    “纽伦堡大楼” 在乌克兰哈科夫市开幕 

1996    友谊大楼在纽伦堡和哈尔科夫开幕 

1999    纽伦堡市荣获由欧洲委员会颁发的荣誉旗帜 

2000   举办合作伙伴城市国际大型会议; 首次向 

           友好合作关系城市的作家颁发赫尔曼-克斯勒 

      奖学金 

2003   “首次举办 Grenzenlos” – 合作伙伴关系节 

2005   在国际海啸支援项目的框架下，与斯里兰卡 

       建立支援关系 

2007   纽伦堡市荣获欧洲委员会颁发的欧洲大奖 

2010   纽伦堡市荣获由中国颁发的表彰推动城市合 

           作关系的最高荣誉大奖 

2011   纽伦堡“国际大楼”开幕 

2012   首次举办国际气候保护会议; 与圣加罗尔 

           的关于气候的合作关系 

2013   国际侦探小说节; 第四届德语-希腊语大会 

           在纽伦堡举行 

2014   纽伦堡市区域合作关系 60 周年庆典 

2015   与纳布卢斯/巴勒斯坦地区签订合作条约 

2017   国际关系办公室新任务 - 协调城市发展政策 

           大型会议 

2018   与非洲城市就未来的合作进行对话 
 
 
 
 
 
 
 

       

                   联系方式 
 

Norbert Schürgers 博士 

主任, 核心事务, 

斯里兰卡, 黑山共和国 

Norbert.Schuergers@stadt.nuernberg.de 
 
Silvie Preußer 

副主任 

克拉科夫 (波兰), 合作伙伴关系大楼, 

重要事务 

Silvie.Preusser@stadt.nuernberg.de 
 
Birgit Birchner 

尼斯 (法国), 深圳 (中国), 格拉  (德国),  

合作伙伴国际圣诞市场 

Birgit.Bircher@stadt.nuernberg.de 
 
Esteban Cuya 

科尔多瓦 (西班牙), 圣地亚哥 (古巴) 

特别事务, 社交媒体 

Esteban.Cuya@stadt.nuernberg.de 
 
Karin Gleixner 

城市发展政策的协调事务 

Krain.Gleixner@stadt.nuernberg.de 
 
Beate Kreisl 

国际关系办公室网站总编辑 

卡拉瓦 (希腊), 男蒂罗尔(意大利) 

Beate.Kreisl@stadt.nuernberg.de 
 
Daniel Nevaril 

哈德拉 (以色列), 布拉格 (捷克共和国),  

纳布卢斯 (巴勒斯坦) 

Daniel.Nevaril@stadt.nuernberg.de 
 
Christina Plewinski 

阿特兰大 (美国), Brasov (罗马尼亚),  

格拉斯哥 (英国),  

Christina.Plewinski@stadt.nuernberg.de 
  
Luis Prada 

克拉科夫 (乌克兰), 圣加罗尼 (尼加拉瓜), 

威尼斯 (意大利), 欧洲城市 

欧洲援助项目 

Luis.Prada@stadt.nuernberg.de 
 
Stephanie Wimmer 

斯科普里 (Macedonia), Antalya (土耳其), 

 “Grenzenlos” – 合作伙伴城市节日 

Stephanie.Wimmer@stadt.nuernber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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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市 

国际关系办公室 
 
 
 
 
 

 
 
 
 
 
 
 
 
 
 
 
 
 
 
 

 
 

纽伦堡市 

国际关系办公室 

国际大楼 

 Hans-Sachs-Platz 2 

 90403 纽伦堡 

 德国 

    +49 911 / 231 – 50 40 

 传真: +49 911 / 231 – 50 52 

 电子邮件: ib@stadt.nuernberg.de 

 www.international.nuernber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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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的纽伦堡 
 

早在中世纪的时候，纽伦堡就已经籍着其国际化的

名声蓬勃发展: 纽伦堡的手工业者生产制造出精美

珍贵且富有创造力的手工艺品，再经由纽伦堡的商

人销售至整个欧洲。除此以外，艺术家们如著名画

家阿布尔雷希特.丢勒也曾定居在纽伦堡。 
 

二战结束后，欧洲各个城市开始致力于建立国际合

作伙伴关系，从而达到促进国际共识和复兴欧洲的

目的。由于纽伦堡这个名字在世界范围内与恐怖纳

粹的震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法兰克地区的大

都会比其他城市更加努力地致力于与各国城市建立

友好合作关系以及推动大量有关人权和自由的活动

和项目。 

 

如今，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在社会各个层面都得到

了广泛的重视和推动。比如说，市民们致力于不同

的合作伙伴机构交流活动，教师们组织与合作伙伴

城市的学生交流活动，艺术家们展现具有国际化特

色的艺术作品，科学家们与合作伙伴科研院校及专

家在不同领域共同合作，分享宝贵的学识与经验。 
 

 
 
 
 

  
 
 
 

 

 

 

 

 

 

 

国际关系办公室 

 
1990 年底，为了更高效地开展和处理对外关系

的事务，纽伦堡国际关系办公室作为一个独立

的政府部门正式成立，直接隶属于纽伦堡市长。 

 

自此，纽伦堡国际关系办公室协调国际关系，

开展和促进在经济，文化，教育，环保和管理

等领域的项目，并且致力于建立和维护与各国

城市的合作伙伴及友好关系。 
 
 

 
纽伦堡国际大楼 

 
 

除此以外，国际关系办公室也负责维护纽伦堡

市在欧洲城市关系网络的会员关系，以及开展

组织各类大型项目，如国际伙伴关系节

“grenzenlos” (永无止境)，姐妹城市国际圣诞市

场，一年一度的友好城市之旅，以及多次在纽

伦堡市举行的展览会和大型活动。值得一提的

是，在 2017年，国际关系办公室也开始负责组

织和协调城市发展政策的大型会议。 

 
    

 

 
 
 

 
 

    合作伙伴城市    自 
 

1. 尼斯  法国  1954 

2. 威尼斯   意大利  1954 

3. 克拉科夫  波兰  1979 

4. 斯科普里  马其顿  1982 

5. 格拉斯哥 英国               1985 

6. 圣加罗尼 尼加拉瓜 1985 

7. 哈德拉  以色列  1986 

8. 哈尔科夫 乌克兰  1990 

9. 布拉格   捷克共和国 1990 

10. 深圳  中国  1997 

11. 安塔利亚 土耳其  1997 

12. 阿特兰大  美国  1998 

13. 卡瓦拉   希腊  1999 

14. 科尔多瓦  西班牙  2010 

 

友好关系城市         自 
   

1. 克劳森  意大利  1970 

2. 格拉  德国  1988 

3. 维罗纳   意大利  2006 

4. 布拉索  罗马尼亚 2006 

5. 巴尔  黑山共和国 2006 

6. 蒙坦  意大利  2012 

7. 切蒂涅  黑山共和国 2012 

8. 卡尔古达 斯里兰卡 2014 

9. 纳布卢斯 巴勒斯坦 2015 

 

 自 1991 年… 
 国际关系办公室与国际合作伙伴城市共

同组织了约 12000 个项目和活动。 

 

 约 37000 人通过合作伙伴交流项目首次

踏足纽伦堡，或纽伦堡的合作伙伴城

市。 

 

 约 160000 纽伦堡市民参加了国际关系

办公室组织的活动。 

 

 在原有 3 个的基础上，增添了 13 个合

作伙伴协会。此外，如今， 越来越多的

机构开始致力于建立和维护城市间的合

作伙伴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