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名】丹麦王国 (The Kingdom of Denmark，Konger iget 

Danmark) 

  【面积】43096 平方公里 (不包括格陵兰和法罗群岛 )。  

  【人口】560 万人，丹麦人约占 95%，外国移民约占 5%。  官方

语言为丹麦语。86.6%的居民信奉基督教路德宗，0.6%的居民信奉罗马

天主教。  

  【首都】哥本哈根 (Copenhagen，København)，人口 56 万。  

  【国家元首】女王玛格丽特二世 (Margrethe II)，1972 年 1 月 14

日即位。  

  【重要节日】国庆日：4 月 16 日，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生日。宪法

日：6 月 5 日，为纪念 1849 年 6 月 5 日颁布的丹麦王国宪法。  

  【简况】位于欧洲北部。南同德国接壤，西濒北海，北与挪威、瑞

典隔海相望。海岸线长 7314 公里。地势低平，平均海拔约 30 米。属

温带海洋性气候。平均气温 1 月 -2.4℃，8 月 14.6℃。年均降水量约

860 毫米。  

  公元 985 年形成统一王国。公元 8~12 世纪为强  盛的海盗时期，

曾征服现英国、挪威、法国莱茵河畔等地区。14 世纪走向强盛，并于

1397 年成立以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一世为盟主的卡尔马联盟，疆土包括

现丹  麦、挪威、瑞典、冰岛、格陵兰、法罗群岛以及芬兰的一部分。

15 世纪末开始衰落。1523 年瑞典脱离联盟独立。1814 年将挪威割予

瑞典。1849 年建立  君主立宪政体。两次世界大战中均宣布中立。1940



年 4 月至 1945 年 5 月被纳粹德国占领。1944 年冰岛脱离丹独立。1949

年加入北约，1973 年加  入欧共体。拥有对格陵兰和法罗群岛的主权。 

  【政局】政局基本平稳。原自由党、 保守党中右翼政  府应对经济

危机成效不彰，特别是财政赤字激增威胁社会福利引发选民不满，在

2011 年 9 月举行的大选中落败。社民党、激进党和社人党组成中左联

合政府，将施政重点定为恢复经济增长、保持社会福利和增强国家竞争

力。  

  【宪法】现行宪法于 1849 年制定，1866 年、1915 年、1920 年、

1953 年四度修改。宪法规定，丹实行君主立宪制。经议会 5/6 多数通

过，政府可将一定范围内的主权交给某种“国际机构”。  

   【议会】一院制，共 179 个议席。议员经普选产生，任期四年。

本届议会于 2011 年 9 月大选后产生，由自由党 (47 席 )、社民党 (44 席 )、

丹人党 (22 席 )、激进党 (17 席 )、社人党 (16 席 )、红  绿联盟 (12 席 )、自

由联盟 (9 席 )和保守党 (8 席 )。此外，格陵兰和法罗群岛各占 2 席。议长

莫恩斯·吕克托夫特 (Mogens Lykketoft，社民党 )。  

  【政府】本届政府于 2011 年 9 月大选后产生，系社民党、激进党

和社人党联合政府，除首相府外共设 22 个部，内阁大臣中社民党 11

人、激进党 6 人、社人党 6 人。社民党主席赫勒·托宁 -施密特 (Helle 

Thorning-Schmidt)出任丹历史上首位女首相。其他阁员为：经济内政

大臣玛格丽特·韦斯塔格 (Margrethe Vestager，女，激进党主席 )，外

交大臣维利·瑟芬达尔 (Villy Soevndal，社人党主席 )，财政大臣比亚

内·福·科里登 (Bjarne Fog Corydon，社民党 )，司法大臣莫滕·博德斯科



夫 (Morten Boedskov，社民党 )，科研、创新和高等教育大臣莫滕·厄

斯特高·克里斯滕森 (Morten Oestergaard Kristensen，激进党 )，税务

大臣霍尔格·K·尼尔森 (Holger K. Nielsen，社人党 )，社会和融合事物大

臣安奈特·维赫穆森 (Annette Vilhelmsen，社人党 )，城市、住房和农

村事务大臣卡斯滕·莫恩斯·汉森 (Carsten Mogens Hansen，社民党 )，

就业大臣梅特·弗雷泽里克森 (Mette Frederiksen，女，社民党 )，儿童

事务和教育大臣克里斯蒂娜·埃达·安托里尼 (Christine Edda Antorini，

女，社民党 )，食品、农业和渔业大臣卡伦·安杰洛·海克鲁普 (Karen 

Angelo Haekkerup，女，社民党 )，商业和经济增长大臣亨利克·萨斯·拉

尔森 (Henrik Sass Larsen，社民党 )，气候、能源和建筑大臣马丁·利泽

高 (Martin Lidegaard，激进党 )，交通大臣皮娅·奥尔森·迪赫尔 (Pia 

Olsen Dyhr，女，社人党 )，卫生和疾病预防大臣阿斯特丽兹·克拉格·克

里斯滕森 (Astrid Krag Kristensen，女，社人党 )，贸易和欧洲事务大

臣尼克·海克鲁普 (Nick Haekkerup，社民党 )，环境大臣伊达·玛格丽

特·迈尔·奥肯 (Ida Margrete Meier Auken，女，社人党 )，国防大臣尼

古拉·哈尔比·瓦门 (Nicolai Halby Wammen，社民党 )，性别平等和宗

教事物兼北欧合作大臣马鲁·萨林 (Manu Sareen)，发展援助大臣克里斯

蒂安·弗里斯·巴克 (Christian Friis Bach，激进党 )，文化大臣玛丽安娜·耶

尔福德 (Marianne Jelved，激进党 )。  

  【主要网址】丹麦王室：http://www.kongehuset.dk；议会：

http://www.folketinget.dk；首相府：http://www.stm.dk；外交部：

http://www.um.dk 



  【行政区划】2007 年 1 月 1 日，丹实行新的行政区划。全国设五

个大区、98 个市和格陵兰、法罗群岛两个自治领。  

  【司法机构】法院分三级。全国有 1 所最高法院、2 所国家法院和

82 所地方法院。此外，还有海事与商业法庭、特别诉讼法庭等专门法

庭。最高法院由 1 名院长和 17 名法官组成，院长和法官由政府 (司法大

臣 )推荐，女王任命，任职到退休。法院独立行使职权。最高法院院长

托本·梅尔基奥尔 (Torben Melchior)。检察机构隶属司法部，设总检察

长 1 名和检察官 9 名，均由女王任命，任职到退休。总检察长约根·斯

汀·索恩森(Jørgen Steen Sørensen)。议会监察官汉斯·格莫托夫特 -汉

森 (Hans Gammeltoft-Hansen)。  

  【政党】 (1)自由党 (The Liberal Party)：在野党，1870 年成立，

为丹麦最古老政党。党员 6.98 万人。支持欧盟合作，主张自由竞争，

反对中央集权。2011 年 9 月大选支持率  26.7%，系丹第一大党，主席

拉尔斯·勒克·拉斯穆森(Lars Løkke Rasmussen)。  

  (2)社会民主党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执政党，1871 年

成立。党员 5.2 万人。2011 年 9 月大选支持率 24.9%，丹第二大政党。

主张保持和发展福利制度，积极参与国际合  作。主席赫勒·托宁 -施密

特 (Helle Thorning-Schmidt)。  

  (3)丹麦人民党  (The Danish People’s Party)：在野党，1995

年 10 月由退出进步党的议员组成。党员 6615 人。2011 年 9 月大选支

持率 12.3%。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反对国际合作。主席克里斯蒂安·图

勒森·道尔  (Kristian Thulesen Dahl)。  



  (4)激进自由党 (The Danish Social-Liberal Party)：执政党，1905

年成立。党员 8600 余人。2011 年 9 月大选支持率 9.5%。重视个人尊

严、自由及环境问题，主张参与国际合作。主席玛格丽特·维斯塔

(Magrethe Vestager)。  

  (5)社会主义人民党 (The Socialist People’s Party)：执政党，1959

年从丹麦共产党分裂而成。党员 8375 人。2011 年 9 月大选支持率 9.2%。

重视人权、民主和环保，支持裁军，主张在平  等、自愿的基础上参与

国际合作。主席安奈特·威廉姆森 (Annette Vilhelmsen)。  

  (6)红绿联盟 (Red-Green Alliance 或 Unity List)：在野党，1989

年由原丹麦共产党、共产主义工人党及反欧盟势力组建。反对加入欧盟

合作、力主裁减军费、降低失业率、加强环境保护等。党员  2524 人。

1994 年 9 月第一次进入议会。2011 年 9 月大选支持率 6.7%。采取集

体领导制。  

  (7)自由联盟 (Liberal Alliance)：在野党，原称新联盟，2007 年由

原激进党议员纳萨·卡德尔 (Naser Khader)等三人组建，2008 年 8 月改

称现名。党员 8000 余人。2011 年 9 月大选支持率 5%。主张深化移民

的社会融合。主席安诺斯·萨缪尔森  (Anders Samuelsen)。  

  (8)保守人民党 (The Conservative People’s Party)：在野党，简

称保守党，1916 年成立。党员 1.99 万人。2011 年 9 月大选支持率 4.9%，

主张坚持私有制和自由贸易，积极参与国际合  作。主席拉尔斯·巴福兹

(Lars Barfoed)。  



  此外，丹还有基督教民主党 (The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和

少数党 (Minority’s Party)等两个议会外政党。  

  【重要人物】玛格丽特二世：女王。 1940 年 4 月 16 日生于哥本

哈根。曾就读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奥胡斯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英国

剑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1972 年 1 月 14 日登基。1967 年 6 月 10 日

与亨里克亲王 (Henrik,法国伯爵 )结婚。有二子，长子腓特烈王储

(Frederik)，次子约阿希姆亲王 (Joachim)。女王兴趣广泛，在考古、美

术和文学方面颇有造诣。曾于 1979 年访华。  

  赫勒·托宁 -施密特：首相，社民党人。  女，1966 年生，哥本哈根

大学政治学硕士。历任欧洲议会丹麦社民党书记处书记、丹全国总工会

国际顾问、丹央行董事会成员等职。1994 至 2004 年任欧洲议会议员。

2005 年当选丹议会议员并出任社民党主席至今。已婚，育有二女。  

  【经济】丹麦是发达的西方工业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前

列，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3-2014 年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位列第十五。2012

年，丹麦主要经济指标如下：  

  国内生产总值：约 3128 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 5.6 万美元  

  经济增长率：  -0.6%。  

  货币名称：丹麦克朗 (Krone)，1 克朗=100 欧尔(Øre) 

  汇率：1 美元=5.79 丹麦克朗；1 欧元=7.45 丹麦克朗。  

  通货膨胀率：2.4%。  

  失业率：5.8%。  



  (资料来源：丹麦统计局 ) 

  【资源】自然资源贫乏。除石油和天然气外，其他矿藏很少。石油

探明剩余可采储量为 11.6 亿桶，居世界第 38 位。天然气探明剩余可采

储量为 1010 亿立方米，居世界第 54 位。1972 年起开采石油，2010

年产油 1232 万吨，天然气 80.9 亿立方米。探明褐煤储量 9000 万立方

米。森林覆盖面积 48.6 万公顷，覆盖率约 11.4%。北海和波罗的海为

近海重要渔场。  

  (资料来源：美国中央情报局 ) 

  【工业】  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但近年来在国民经济中

比重逐渐下降，工业总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8%。主要工业部门有：

食品加工、机械制造、石油  开采、造船、水泥、电子、化工、冶金、

医药、纺织、家具、烟草、造纸和印刷设备等。产品 60%以上供出口，

约占出口总额的 70%。船用主机、水泥设备、助听器、酶制剂和人造胰

岛素等产品享誉世界。企业以中小型为主。  

  【农业】农牧业高度发达，产量和农产品品质不断提升。农牧结合，

以牧为主。近年受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影响较深，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

份额逐年下降，但在外贸中仍占较大比重。农牧业总产值约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 6%，有耕地 2.9 万平方公里，农场 4.2 万个。农业科技水平和

生产率居世界先进国家之列。农畜产品除满足国内市场外，约 65%供出

口，占出口总额的 9.8%，猪肉、奶酪和黄油出口量居世界前列。是世

界最大貂皮生产国之一，有貂场 1555 个，2011 年产貂皮 1400 万张。 



  【服务业】 服务业发达， 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6%。 主要包括

商业、电信、金融、保险、旅游和技术服务等。旅游业是丹麦服务行业

中的重要产业，2009 年旅游业收入 385.6 亿克朗，年均外国游客约 200

万人。2011 年共有酒店 599 家，客床 12.9 万张，外国游客入住 4360

万间夜。主要旅游点有哥本哈根、安徒生故乡——欧登塞、乐高积木城

及日德兰半岛西海岸和最北角斯卡晏等。  

  【交通运输】  海、陆、空交通发达。商船主要从事国际运输。  

  铁路：2012 年铁路总长 2650 公里，客运量 2.6 亿人次，货运量

796 万吨。  

  公路：2012 年公路总长约 7.4 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1143 公里，

共有各种汽车约 320 万辆，其中小轿车 224 万辆、货车 41.7 万辆、卡

车 3 万辆、拖拉机 1.3 万辆、摩托车 15 万辆、公共汽车 1.3 万辆。2012

年公路货运量为 1.76 亿吨。  

  水运：2012 年水路总长 400 公里，船舶 1781 艘，总吨位 1160

万吨，港口装卸集装箱 45.7 万个，货运量 7853 万吨，客运量 4053 万

人次。全国有港口 137 个，奥胡斯港和菲德烈西亚港货运量居前列。  

  空运：2012 年共有 23 个机场，各类民用飞机千余架。北欧航空公

司为瑞典、丹麦和挪威共有，丹麦占 2/7 股份。哥本哈根卡斯楚普机场

是丹最大航空港，也是欧洲北部重要航空枢纽。2012 年空运乘客 1418

万人次，货物 16.7 万吨。  

  [财政金融 ]近几年公共财政情况如下 (亿克朗 )：  

    



  2010   2011  2012 

收入 9636   9960  9993 

支出 10110  10304  10711 

差额 -474   -344  -718 

  2012 年，中央政府内债 6673 亿克朗，外债 900 亿克朗，总债务

7573 亿克朗，占 GDP42.5%。  

  截至 2013 年 6 月，国家银行黄金储备 201 亿克朗，外汇储备 4906

亿克朗。2012 年有银行 96 家，雇员 4 万人。  

  【对外贸易】外贸是丹麦经济命脉。主要原料靠进口，产品销售依

赖国际市场。政府制订优惠政策，鼓励产品出口。同 1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有贸易往来，1987 年以来一直保持较大顺差。主要进口产品为运输

设  备、电信产品、纸张、原油、煤炭、钢铁、机械和饲料等。主要出

口产品为乳制品、肉、鱼、家具、医药、电子产品、仪表、船舶、纺织

品和服装等。  

  对外贸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克朗 )：  

    

  2010 2011 2012 

外贸总额 1675.7 1820.1 1893.1 

进口额 788.7 863.3 901.3 

出口额 887.0 956.8 991.8 

差额 98.3 93.5 90.5 

  2012 年丹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情况 (单位：亿克朗 )：  



  出  口      进  口  

  德国       929       1107 

  瑞典       802       706 

  英国       568       288 

  荷兰       265       393 

  挪威       414       281 

  美国       451       137 

  中国       175       372 

  【对外投资】2012 年丹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 580 亿克朗，外国对

丹直接投资总额为 227 亿克朗。  

  (资料来源：丹麦国家银行 ) 

  【对外援助】2012 年丹对外援助总额为 155.9 亿克朗，占当年国

内生产总值的 0.84%。援助重点为难民、医疗卫生、农村发展和环保。 

  【著名公司】  

  A.P。穆勒 -马士基集团 (A.P.Moller-Maersk Group)：成立于 1904

年。全球最大集装箱航运公司。总部哥本哈根。还从事石油天然气勘探

与开发、航空运输、商品零售等。1984 年成为首家获准在华开设办事

处的外国船商，在华设立马士基 (中国 )航运有限公司，现成为国内最大

的外国航运公司。  

  诺和诺德集团 (Novo Nordisk)：1923 年创建，世界著名医药和生

化制品集团公司。2000 年，诺和诺德决定将两类核心业务拆分，负责

制药业务的公司沿用原名，负责酶制剂业务的公司改名为诺维信



(Novozymes)。诺和诺德生产的胰岛素和诺维信生产的酶制剂分别占世

界市场份额的 50%和 40%以上。总部在哥本哈根，在欧美、亚洲均设

有生产厂。产品上世纪 60 年代进入中国市场。  

  丹佛斯集团 (Danfoss)：成立于 1933 年，丹最大工业集团，在制

冷、供热、水处理和传动控制制造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产品注重环保、

节能、增效。丹佛斯 (天津 )有限公司 1995 年成立，是其在亚洲的最大

生产基地。  

  【人民生活】以高福利、高收入、高税收、高消费为特征。 2011

年社会福利 (公共服务及秩序、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住房、文

化娱乐 )开支为 5875 亿克朗，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33%。2011 年

人均收入 20 万克朗。  

  【军事】根据丹麦宪法，玛格丽特二世女王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

丹麦武装力量由陆、海、空三军和国民卫队组成，其中陆、海、空三军

为现役正规军队。国防部是武装力量最高行政机关，国防大臣为文职，

向议会和  首相负责，对武装力量实施行政领导。国防司令部是武装力

量最高指挥机构，负责三军的作战、训练和后勤保障。现任国防司令彼

得·巴特拉姆 (Peter Bartram，2012 年 3 月上任 )。实行义务兵与志愿兵

相结合的兵役制。义务兵服役期 8~12 个月，志愿兵服役期为 54~72

个月。2013 年国防预算为 232 亿克朗。  

  【文化教育】丹麦培育了以童话闻名于世的著名作家安徒生、原子

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等世界文化名人和科学家；到目前为止共有 13 位

丹麦人获诺贝尔奖。在生物学、环境学、气象学、免疫学等方面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奉行使每个社会成员在文化方面具有平等发展的文化方

针，鼓励地方发展文化事业。教育事业发达。1973 年起实行九年制免

费义务教育。  

  【新闻出版】主要报纸：《日德兰邮报》(1871 年 )、《政治报》(1884

年 )、《贝林时报》 (1749 年 )。  

  丹麦通讯社 (RitzausBureau)：1866 年创建。丹唯一的全国性通讯

社，由各大报纸合办。  

  丹麦广播公司：1925 年创立。丹麦最大的全国性广播电台和电视

台。  

  丹麦电视二台：1988 年创立，1989 年开播。  

  【对外关系】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努力发挥自身影响力。视

联合国、欧盟和北约为其外交三大支柱，视美国为最重要战略盟友，视

北约为其安全保障，积极拓展以北欧合作为基础的环波罗的海合作。重

视应对全球化挑战，强调发展对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关系。积

极推行“气候外交”。重视对外发展援助，强调以外援促进人权与民主。 

 一、双边政治关系回顾  

  1950 年 1 月 9 日，丹麦承认新中国。同年 5 月 11 日，两国正式

建交。丹麦是继瑞典之后第二个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1956 年 2 月

15 日，两国将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  

  中丹建交以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逐步开展。50 年代，

丹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7 年两国签订了政府贸易协

定。   



 60 至 70 年代，两国交往增多，贸易关系发展较快。1974 年 10

月，丹首相哈特林应中国政府邀请访华，这是丹政府首脑首次正式访华。

1979 年 9 月，丹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应中国政府邀请访华，成为第一位

访华的丹国家元首。80 年代，两国关系稳步发展，两国政府首脑实现

互访，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丹首相、议长等先后访华。  

  90 年代以来，中方对丹麦的重要访问有：田纪云副总理、朱镕基

副总理 (1992 年 )，政协主席李瑞环、邹家华副总理 (1994 年 )，李鹏总

理 (1995 年赴丹出席联合国社会发展问题首脑会议 )，李岚清副总理

(1998 年 )，唐家璇外长、中央政治局委员黄菊 (1999 年 )，中央政治局

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国务委员吴仪、最高人民检察

院检察  长韩杼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妇联主席彭珮云、最高

人民法院院长肖扬 (2000 年 )，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 (2001 年 )，朱镕

基总理、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 (2002 年 )，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贾春旺 (2003 年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 (2004 年 )，回良

玉副总理、中央军委  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曹刚川 (2005 年 )、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国务委员陈至立、全国政协副主席刘

延东 (2006 年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 (2008 年 )等。丹方访华的主

要有：丹外交大臣彼得森 (1999 年 )，首相保尔·尼罗普·拉斯穆森 (2000

年 )，外交大臣吕克托夫特、最高法  院院长赫尔曼 (2001 年 )，环境大臣

施密特、国防大臣延斯比、食品大臣伯尔、交通大臣汉森 (2002 年 )，环

境大臣施密特、文化大臣米克尔森 (2003 年 )，首相安诺斯·福格·拉斯穆

森、就业大臣弗雷泽里克森、第一副议长奥肯、社民党主席吕克托夫特

  



(2004 年 )，副首相兼经贸大臣本特森、社会事务和平等大臣汉森、文化

大臣米克尔森、第一副议长奥肯、第四副议长彼得森、国防司令赫尔旭

上将、女王丈夫亨里克亲王 (2005 年 )，外交大臣默勒、环境大臣赫泽高、

家庭与消费者事务大臣巴弗兹、第一副议长奥肯、总检察长福德 (2006

年 )， 丹发展援助大臣特尔奈斯、议会财政委员会、议长麦达尔 (率议会

主席团 )、环境大臣赫泽高、教育大臣霍德、科技大臣桑德 (2007 年 )，

首相安诺斯·福格· 拉斯穆森、文化大臣米克尔森及其继任者克里斯滕

森、食品农渔大臣汉森、气候能源大臣赫泽高、卫生大臣尼尔森、王储

腓特烈 (2008 年 )等。  

  2008 年 10 月，丹麦首相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出席第七届亚欧首

脑会议并正式访华，两国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丹麦王国政

府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丹关系迈入新阶段。

2009 年 12 月，温家宝总理赴丹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2010 年，中丹两国迎来建交 60 周年庆典，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

理、杨洁篪外长分别与丹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首相拉尔斯·勒克·拉斯穆

森、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埃斯珀森互致贺电。首相拉斯穆森访华并出席博

鳌  亚洲论坛年会，王储腓特烈和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埃斯珀森分别出席

世博会开、闭幕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全国政协副主席

郑万通、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曹建明访丹。2011 年 10 月，外交部

长杨洁篪访丹。2012 年 6 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访丹，这是中丹建交以来

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丹。9 月，丹麦首相托宁—施密特来华出席在天津

举办的第六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并 参访北京、天津、上海。12 月，



丹麦外交大臣瑟芬达尔来华进行正式访问。丹麦王储腓特烈因私访华。

2013 年 6 月，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对丹麦进行正式访问。  

  二、双边经贸关系和经济技术合作  

  中丹于 1980 年建立经贸联委会机制，中丹经贸联委会第 20 次会

议于 2012 年 9 月在京举行。近几年来，双边贸易迅速扩大。据我商务

部统计，2013 年 1 至 8 月双边贸易额为 60.7 亿美元，同比减少 6.1%；

其中，我出口 38 亿美元，进口 22.7 亿美元，同比分别减少 16.4%和增

加 18.2%。我方对丹麦主要出口机电、服装、纺织品等，自丹 麦进口农

产品、医药品、精密仪器、发电及制冷设备等。  

  丹麦是较早向我提供政府贷款的发达国家之一。1982 年 4 月，双

方签署第一个贷款协议。丹对华直接投资始于 1982 年。截至 2013 年

8 月，丹麦对华投资项目 804 个，实际利用外资 24.7 亿美元。丹在华

投资主要集中在医药、制造业领域。丹在华投资企业主要有：马士基 (中

国 )有限公司、诺和诺德 (中国 )制药有限公司、诺维信生物技术 (中国 )有

限公司、丹佛斯 (天津 )有限公司、维斯塔斯风力技术 (中国 )有限公司、

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等。截至 2013 年 8 月，我国累计对丹麦投资 2.1

亿美元，主要企业包括中化石油天然气控股公司、鹏达航运集团、中国

国际旅行社丹麦有限公司、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哥本哈根办事处等。  

  三、在文化、科技、教育和军事等方面的双边交往与合作  

  近年来，中丹在文化领域的交往趋向活跃，两国文艺团体互访频繁。

上海木偶剧团、武汉京剧团、河南杂技团、广东杂技团、西藏歌舞团等

先后赴丹演出，丹特里多努斯合唱团、皇家芭蕾舞团也曾来华访问。此



外，两国还多次举办电影周、艺术展等文化活动。1997 年，丹授予新

中文版《安徒生全集》译者林桦丹麦骑士勋章和 1997 年度安徒生奖。

1999 年 5 月，中丹签署《1999－2002 年中丹文化、科学、教育合作

计划》。2000 年，丹皇家芭蕾舞团来华演出；丹方还在华举办安徒生

－布里克森作品及生平展、丹麦设计艺术展等巡展活动。2002 年，中

国作家林桦在丹获卡伦·布里克森文学奖。2002 年起，“春节品牌”活

动成为我对丹重要文化外宣品牌，每年我均派高水平艺术表演团体赴丹

演出，引起丹社会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 2003 年，两国签署了《中丹

文化交流与合作意向书》；中国艺术团体参加了哥本哈根“亚洲形象”

文化节和奥胡斯艺术节，在丹多个城市举办陶艺、剪纸、现代艺术、电

影及摄影等多项展览。2004 年，中国旅丹华人华侨在哥本哈根成功举

办大型春节文艺庆祝活动，拉斯穆森首相通过中国中央电视台向中国人

民和旅丹华人表示节日问候。丹麦安徒生诞辰 200 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

拉开序幕。丹二王妃亚历山德拉率丹国家女子合唱团访华演出。 2005

年，北京地希爱安徒生文化交流咨询中心有限公司成立。2006 年，中

国故宫博物院与丹麦王室展览基金会联合举办“中国之梦”文物展。中

国的春节及配套文艺活动在丹麦社会产生良好反响。2007 年，由中国

驻丹麦使馆、丹麦“环绕之声”音乐节组委会和丹麦国家交响乐团联合

主办的“中国主题音乐会”在丹麦国家广播音乐厅成功举办。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期间，丹皇家芭蕾舞团、童声合唱团来华演出。4 月，我流

失丹麦的 156 件文物安全运抵北京，历时两年的我流失丹麦文物追索工

作圆满结束。8 至 10 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与丹麦菲特烈堡国家



历史博物馆共同举办“中国•丹麦 1600-2000”展览。2009 年，丹文

化学会在京建立分支机构。2010 年，丹麦“小美人鱼”雕像首次走出

国门参展上海世博会，《野天鹅》丹麦女王艺术作品展在京举办，北京

当代芭蕾舞团赴丹参加哥本哈根夏季舞蹈节。2012 年，《北京的恭王

府—丹麦腓特烈堡之行》展览在丹成功举办。  

  1974 年起中丹开始互派留学生。目前，我浙江大学、  复旦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和广西医科大学等高校

与丹哥本哈根大学、丹麦技术大学、奥胡斯大学、奥尔堡大学及哥本哈

根经济学院  等建有校际交流关系。2008 年 10 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开

设丹麦语课程。2008、2009、2012 年，哥本哈根孔子学院、奥尔堡大

学创新孔子学院和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孔子学院分别正式启动。  

  1987 年，两国签署了《中丹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中丹关于

建筑科学技术以及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2004 年 11 月，中丹第 14

届科技合作联委会在丹麦举行。2006 年 11 月，中丹第 15 届科技  合

作联委会会议在京举行。2007 年 5 月，“中丹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

研讨会”在哥本哈根举行。2008 年 11 月，中丹第十六次科技合作联委

会在哥本哈根举行，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和丹麦科技创新大臣黑尔厄•

桑德出席。2010 年 4 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与丹科技创新部和大学

联盟董事会等签署协议，合作建设中丹科教中心。  

  建交以来，中丹两军保持了正常联系。1950 年  10 月我开始在丹

设立武官处，丹至今未在华设武官处。1993 年我应邀参加了在丹举行

的国际军体理事会军事五项锦标赛。1998 年，丹派代表团参加了在京  



举行的国际军体理事会军事五项锦标赛。 2000 年，中央军委副主席、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过境丹麦。2002 年，丹国防大臣延斯

比访华。2004 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曹刚川访丹。

2005 年，丹国防司令赫尔旭上将访华。 2006 年 5 月，中央军委委员、

总参谋长梁光烈访丹。  

  四、领事关系  

  目前丹麦在上海、广州、重庆设有总领事馆。  

  五、友好城市关系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与奥胡斯市 (1984) 

  安徽省合肥市与奥尔堡市 (1989) 

  浙江省绍兴市与欧登塞市 (1991) 

  吉林省通化市与斯劳厄尔瑟市 (1993) 

  江苏省苏州市与埃斯比约市 (2002) 

  上海市与奥胡斯州 (2003) 

  广东省与南丹麦地区 (2004) 

  安徽省毫州市与斯文堡市 (2005) 

  江苏省无锡市与拜瑟克伦城市联合体 (2009) 

  北京市与哥本哈根市 (2012) 

  六、重要双边协议及文件  

  中丹政府贸易协定和支付协定 (1957) 

  中丹民航协定 (1973) 

  中丹海运协定 (1974) 



  中丹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1979) 

  中丹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1985) 

  中丹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 (1986) 

  中丹农业合作协定 (1994) 

  中丹环境合作协议 (1996) 

  中丹关于修改海运协定的谅解备忘录 (2000 年 ) 

  中丹动植物检疫协定 (2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丹麦王国外交部谅解备

忘录 (CDM)(2004) 

  文化交流与合作意向书 (2004) 

  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丹麦旅游签证及相关事宜的谅解备忘录

(2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丹麦外交部关于加强两国 企业间合作的

谅解备忘录 (200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丹麦王国政府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位

的协议 (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丹麦王国教育部、科技创新部和文化部关

于加强中丹教育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007) 

  中国商务部与丹麦外交部关于在中丹官方发展合作框架下开展气

候变化与可再生能源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008) 

  中科院与丹科技创新部合作备忘录 (2008)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与丹麦国家科学技术创新部关于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雁栖湖园区中国 -丹麦科研教育中心“丹麦工业基金会大厦”

建设、维护和运行协议 (2010)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与哥本哈根大学、奥胡斯大学、南丹麦大学、

奥尔堡大学、洛斯基勒大学、丹麦科技大学、哥本哈根商学院、哥本哈

根信息技术大学关于建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 -丹麦科研教育中心

合作伙伴协议 (20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丹麦王国外交部关于在经贸联委会下设

立投资促进工作组谅解备忘录 (2010) 

  中国卫生部与丹麦内政与卫生部卫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0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丹麦王国外交部关于在中丹经济、工业与

技术合作联委会项下设立贸易与投资领域能源、环境与可持续城市化工

作组的谅解备忘录 (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丹麦王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税

漏税的协定 (2012) 

  中国国家能源局与丹麦气候、能源和建筑部关于建立中丹可再生能

源伙伴关系的谅解备忘录 (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丹麦王国气候、能源与建筑部关于能

源领域研发与示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与丹麦王国食品、农业和渔业部进一步深化

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 (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丹麦王国政府 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谅解备

忘录 (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丹麦王国科学、创新和高等教育部关于加

强两国高等教育合作框架协议 (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丹麦王国气候、能源和建设部

关于建筑节能合作谅解备忘录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