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印象

坎普-林特福特
中心集水区
适宜居住，购物，工作和学习的小镇
宾至如归似的小镇
约四十万人口
坎普-林特福特这样规模城镇，不仅拥有您想要的一切，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特色。
据我们所知坎普-林特福特
镇目前的 2 个支柱就是经济
以及坎普修道院的修道院文
化历史。来自 Morimond 修
道院的 12 名僧侣于 1123 年
始建 Cistercian 修道院。
他们将修道院建在了一个偏
远的地方也就是现在名为
CAMP 的地方，这个名字就是
拉丁语中的修道院的意思。坎普曾是 Order 在德国的第一个定居点，坎普也是近半个
世纪以来各地寺院的中心。这座修道院建成后，经历了几个世纪后其到达鼎盛时期，
相继有 100 个修道院起源于该修道院-不仅局限在德国，远至来托维亚的里加和波罗的
海。坎普的修道院已经成为（非基督教）东欧西方文化中心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
坎普修道院将会发展成为下莱茵最重要的艺术和文化中心之一。
然而，坎普命运的转折点是继七百多年历史的多事之秋后的二十世纪。煤炭被发现
了。时代改变了坎普- 林特福特的地位，奠定其主要交通路线的地位。在 20 世纪初
期，这里的人口只有 3700 名居民。2 座煤矿的建立，使得这里成为 20 世纪的新的工业
人口中心。没有多久砖厂，工厂，商店，学校以及教堂和街道广场先后建起，这一发
展仌然主导着城镇的发展特色。1912 年，本城的第一个矿山-法德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
煤矿公司-第一次运出其出产的煤矿。

今天，Bergwerk 西部煤矿 包括中央 Friedrich
Heinrich 和 Rossenray 煤矿
（后者仅经营到 1963 年）直
到 2001 年底一直是莱茵河下
游仅存的煤矿业。矿主已经
计划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停
止在坎普-林特福特的矿业开
采并关闭矿井。然而，煤矿
不仅在坎普-林特福特起到了
保证就业机会的主要角色，
也是城镇的地理中心。其占
地约 4 公顷，还原这个区域并将其融入城市结构将是未来一个重大的挑战。这不仅关
系到毗邻建筑同时还将影响到整个坎普-林特福特的基础建设。
原来的六个教会区合并以后于 1934 年成立了现名为坎普-林特福特的城镇，是一个蓬
勃发展的矿业城市，人口也由 28200 增至 40000 人。自 1975 年坎普-林特福特隶属于
WESEL 韦塞尔地区，并且是下莱茵鲁尔边境区域的第二大中心；总面积达 63.12 平方公
里。坎普-林特福特的社区中心拥有 741 个议席，各种类型的学校，一个室内公共游泳
池和各种便利的休闲设施。小镇还拥有各类的体育设施，和几个专门为国际体育赛事
设计的体育馆，以及马术馆和几个其他体育设施和协会。除此之外，全镇拥有 4 个高
级城镇居民疗养院，三百余个床位。自 2009 年，莱茵瓦尔应用科技大学于坎普-林特
福特成立。
坎普-林特福特的与众不同的特点
之一就是其现代化的住宅小区与
地理位置优越的绿色通道的连
接，以及靠近城镇中心的极佳零
售服务业务。坎普-林特福特重新
构建的城镇中心为每一位居民提
供了高质量的生活以及便利的零
售店铺服务。坎普-林特福特不仅
有着价格合理，品种齐全的零售
商品，同时镇上众多的咖啡店以及餐馆也是远近闻名，这些甚至已经超过城镇本身的

交通枢纽的作用，-- 形成了极具诱惑的停下小憩片刻并享受当地美食饮品的好地方。
此外，城镇中心 Prinzen 广场遍布餐馆和咖啡店。
城镇北部和西部的地区的林木区
域拥有充足的停车位和良好的徒
步线路，以吸引城市居民以及邻
近鲁尔区的观光者享受下森林清
新空气并饱览下莱茵的景观。此
外，方圆 20 公里的骑马运动将给
您带来美好的一天。

旅游中转站和公路
本市公路与国道线路 A57 和
A42（Emscher –
Schnellweg 快速路）结合
顺畅，并与德国国内公路
B510, B528 以及几个国内
主要线路紧密相连。
我们极其推荐本地公共交通
系统的在线时间表 - 莱茵
鲁尔区的交通网络（VRR）
和德国铁路（DB）的全国铁
路服务。
此外，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
（Verkehrsinfo 北威州交
通信息）的官方互联网门户
网站提供了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区免费完整的交通信息。
如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仍 Geldern 盖尔登：SB30 特快巴士线直接抵达。



仍 Wesel 韦塞尔：乘坐 68 线到市政厅莫尔斯（Moers）- Utfort，然后乘-林特福
特 （Lintfort）911 线到达坎普-林特福特（Kamp-Lintfort）。



仍 Rheinberg 莱茵贝格：1 号线路。



仍 Duisburg 杜伊斯堡：SB30 特快巴士线途经莫尔斯（Moers）。

自驾车：


仍北或南：A57 高速公路，8 号出口，坎普-林特福特高速公路交界处。



仍西：A40 公路高速公路，7 号出口，诺伊基兴（Neukirchen-Vluyn）。



仍东：A42 高速公路高速公路，1 号出口，坎普-林特福尔特高速公路交界处。

各种运输交通网络（公路，铁路，航空，水运）
交通运输网络和方式 市

大约距离

注释

公路

杜伊斯堡

20

A40 or A42

杜塞尔多夫

40

A57

克雷菲尔德

20

A57

芬洛

30

A40

奈梅亨

80

A57

Düsseldorf (DUS)

40

机场

杜塞尔多夫
Weeze-Niederrhein
(NRN)

40

韦策下莱茵
Cologne (CGN)
科隆

80
坎普-林特福特 机场
电话: +49 (28 42) 410 10
GPS: N 51°31'47 - E 6°32'33

港口

火车站

（港口名）

10

杜伊斯堡港

20

鹿特丹

200

莱茵贝格

10 to 15

地区性运输，铁路，快铁

杜伊斯堡

20

IC, EC, ICE 快车，动车组等

杜伊斯堡

20

集装箱场堆，自由港

莫尔斯-维恩, 阿尔德凯
克 盖尔登

鲁罗尔特

姐妹镇
姐妹镇为促进城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点击这里
partnerschaftsverein-kamp-lintfort.de.您可以了解到更多关于坎普-林特福特姐
妹镇的信息。
切斯特勒斯特里特，英国
坎普-林特福特和切斯特勒斯特里特自 1981 年以来一直是姐妹镇。其位于 County
Durham-东北英格兰东部的爱丁堡和伦敦之间的 M1 高速公路，切斯特勒斯特里特先前
是一个有着五万二千居民和大约有六十平方公里的小镇; 切斯特勒斯特里特最初是一
个罗马驻军地，后来成为了一个教区。
这个镇在 2009 年不再独立，成为 Durham 的一个区。
网址 www.durham.gov.uk
康布雷，法国
坎普-林特福特和康布雷自 1989 年一直是姐妹镇。其位于法国北部，在公路
autoroutes A2（巴黎 - 布鲁塞尔）和 A26（加莱 - 兰斯）交界处，康布雷是一个具
有三十二个教区和一个主教的区域性城镇。该镇拥有 4 万居民以及大量保护良好的位
于市中心的历史建筑，包括大教堂、 耶稣会教堂、贵族宅、西班牙众议院和"巴黎门"
– 镇南的城门 。
网址 www.villedecambrai.com
若雷, 波兰
坎普-林特福特和若雷于 2004 年成为姐妹城。若雷位于捷克的边境，距离上西里西亚
的托维兹约 38 公里，波兰南部并距离波兰煤炭主要开采区约一公里处。若雷约在 1272
年就被划为城市。中世纪的城镇中心和教堂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并都完整的保留下
来。目前若雷拥有六万五千城市居民。
网址 www.zory.pl
埃德雷米特，土耳其
坎普-林特福特和埃德雷米特于 2010 年成为姐妹城镇。埃德雷米特位于土耳其西部的
巴勒克西尔省，介于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之间。城镇上约有 11.4 万居民。约有 5 万人
居居住在市中心。该镇成立于 1443 年，但是该城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和罗马帝国

遗迹时期，例如，特洛伊市和靠近帕加马城市。城市本身就位于 Artemis 传说中的 IDA
山脉中。该地区的重要经济来源是橄榄以及快速发展的旅游业。
城市基础建设
莱茵瓦尔应用科技大学
莱茵瓦尔应用科技大学自
2009 年 5 月 1 日建校以后，
已经快速发展成为一个创新
型国际大学。校址位于坎普
-林特福特和克莱沃。大学
校址目前位于南大街，到
2013 年大学主教学楼将建
成；新建的教学楼将位于城
中心西南部 ABC 方向，紧靠
EK3 购物中心。
通信和环境研究学院位于坎普-林特福特分校，但是其他课程如 IT，设计，环境学，工
程，物流，心理学和经济学将在集中另外一个校区。

莱茵瓦尔应用科技大学
Hochschule Rhine-Waal
Südstraße 8
47475 Kamp-Lintfort
电话: +49 (28 42) 908 25-0
传真: +49 (28 21) 806 73-160
邮箱: info@hochschule-Rhine-Waal.de
网址: www.hochschule-Rhine-Waal.de
St. Bernhard's 医院
号的 St. Bernhard 医院是坎普-林
特福特医疗保健服务的心脏，这里
不仅拥有十个专科诊所，更有 310
多张病床。该院已经在 2009 年经过
认证，该质量认证满足了患者和医
生双向决定权，可以在遵循患者的

意愿下是否转院到更加舒适的治疗环境。St. Bernhard 医院的健康中心的目标是提供
给所有年龄段的居民各种健康课程以及健康资讯。

St. Bernhard-Hospital Kamp-Lintfort GmbH
Bürgermeister-Schmelzing-Straße 90
47475 Kamp-Lintfort
电话: +49 (28 42) 708-0 (service number)
传真: +49 (28 42) 708-352
邮箱: info@st-bernhard-hospital.de
网址: www.st-bernhard-hospital.de
城镇图书馆
作为一个文化交流的场所，一个
学习和信息服务的中心，城镇图
书馆在坎普-林特福特扮演着一个
文化服务的平凡角色。该图书馆
拥有超过七万五千个可供借阅资
料-不仅有图书，还包括有声读
物，报纸，杂志，音乐 CD，DVD，
数字媒体以及各种游戏。图书馆
是阅读，工作的好地方，即使只
是想捧着一本书靠着浅色桌台来
休闲一下或者上网浏览，这里也是一个绝佳的去处。

Stadtbücherei
Am Rathaus
47475 Kamp-Lintfort
电话: +49 (28 42) 912-385
传真: +49 (28 42) 912-486
邮箱: stadtbuecherei@kamp-lintfort.de
网址: www.kamp-lintfort.de/stadtbuecherei.

文化
这个城镇的文化根源可以追
溯到 12 世纪。如今坎普修
道院成为了一个展示精神和
文化中心的载体，包括坎普
修道院博物馆，修道院广场
和修道院建筑延伸出的露天
花园。这也是一个具有文化
氛围的旅游景点，包括各种
有意义的展览，音乐会和露
天音乐剧场。
坎普修道院展示给我们的是历史和追溯到百年前修士院的传统。地质博物馆展出的珍
宝—便是那些深藏在地下许久，最终得以见天日的千年石，矿物以及当地特有的化石
此外，工业建筑包括煤矿大厅和 ABC Keller 目前主要作为文化活动的地方包括唱诗
班，剧院厅，摇滚音乐和在地下室举办的各种音乐活动。
市政大厅和戏剧大厅，是许多活动的举办地，比如：剧院排练，还包括各种社区和组
织的庆祝活动。
本地公司将会为本城镇举办的公共展览以及城市文化活动进行赞助。

Museum Kloster Kamp
Abteiplatz 24
47475 Kamp-Lintfort
电话: +49 (28 42) 40 62
放时间：周二到周六，下午 2 点到 6 点，周日和公共假期上午 11 点到下午 6 点。

Geological Museum
Schulzentrum Moerser Straße (School Centre)
47475 Kamp-Lintfort
电话: +49 (28 42) 60 44 34
放时间：星期二仍早 10 点到中午，或者提前预约

观光
坎普修道院
Abteiplatz 13, GPS: N 51°30'11, E 6°30'58
全世界内第一个德语区的
Cistercian 修道院位于坎普区，在
1123 年 1 月 31 日，来自 Morimond
修道院的 12 个僧侣在洛林修建了这
座修道院。
这个修道院在几个世纪以后达到鼎
盛时期；一些属于修道院的土地被
转租给了农场，这在当时非常受欢
迎，承租人可以仍修道院的修士那
里学到耕种播种以及饲养家畜的广
泛知识。修士们广泛传授新技术例如耕犁，攀藤类的果树种植，生菜和当地蜗牛养
殖，并沿着临近的 Dachsberg 山脉建造了风车，比邻国荷兰的首个风车建造时间更
早。因此，修道院因此吸引了很多人的加入，随即也建立了不少分支修道院。
后来修道院在科隆战争(1582-1589)中被毁，直到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以后，约在 1648
年左右才开始重建，也就达到了其第二次的鼎盛时期。他甚至被授予自己的管辖权—当
时的法院还保留着，并且最后的‘十字架豁免’至今仌然屹立在通往修道院马路对面
的小树林里；这些屹立在路两边十字架主要用来警示通往修道院的路。任何设法逃离
警方追捕的罪犯，当他们逃离到这里的十字架区域，他们将会处于修道院的管辖范
围，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血淋淋的长期审判。
1802 年，修道院在拿破仑长期统治下被解散了；尚存的建筑都被弃置，教堂和修道院
养老院都被荒废。教堂的珍宝散落世界，并且各地修士们都被赶走了。修道院里的最
后一位修士- Friedrich Michels，在坎普找到了教区牧师的职位，他的坟墓位于墓园
-这也是通往修道院路上值得一看的景色。
1823 年，在教区边界重新划分后，该修道院被划分到明斯特教区，但是近 135 年的各
种修道院的生活形式都可以在这里看到。在 1954 年，明斯特主教任命 Carmelites 为
修道士并举行了各种庆典活动，并作为一所古老的修道院直到‘虔诚考验期’结束

前，迫使他们于 2003 年放弃了之前的修道院。然而，最后一个坎普的修道士，Georg
神父在镇当局 和天主教牧师的帮助下将修道院改建成一个基督教的会议地点。
老修道院教堂内的小册子有更多的信息。坎普修道院博物馆坐落于老修道院教堂的对
面，那里有坎普特有的 Cistercians 教士工作生活的展览。

坎普修道院的香草院
Abteiplatz 15, GPS: N 51°30'09 - E 6°30'59
按照修道院的传统，修道院的主入口处有一个香草园。这个花园吸引了众多游客前
来；这个花园其实是有一位名叫 Brigitte Weller-Booth 敬业的医生所建造。她本人
还是一个充满激情热爱植物的植物学家。
她根据树木特征和树干等，把 400 株植物分成几个黄杨树区域。

坎普修道院露台花园
在 1986 年和 1990 年间，镇
政府修复了坎普山南坡上的
老修道院的已经荒废的阶梯
花园；这个项目主要是由德
国政府和北莱茵-威斯特法
伦区域政府一起资助的。五
年后，翻新项目结束后，莱
茵纪念碑落成，上面还雕刻
了 18 世纪巴洛克式的地
图。1750 年一个名叫 Adam
的几何学家绘制的建造草
图，其记载了由 Abbot Edmundus von Richterich 于 1700 年间筹建的阶梯花园（未建
成），之后继承者对草图进行了扩展和完善。
在 20 世纪末，花园得到广泛关注并得以重建- 既基于了先前的设计风格，同时也借鉴
了当时的建筑设计风格。面积上也达到了 21，700 平方米之大，这次翻新的工程不仅
仅是园艺风情，也代表了当地和该地区文化的一次繁荣。城镇文化机构提出在 western
orangery 展出一个最大的当代艺术展览- 一个钢结构的玻璃建筑-展出时间是 1990 年
5 月到 9 月。 此外，由 Emerita Pansowova 雕塑的砂岩雕像"Die Hockende"（一个蹲

着的女人）也屹立于花园的东部桔园，还有 Sabine Grzimek 雕塑的"Tomski"青铜雕像
则自 1992 年屹立于阶梯顶部。

放时间：
坎普修道院露台花园自 4 月 1 日到 9 月 30 日 8 点半开放，自 10 月 1 日到 3 月 31 日早
上 9 点开放，直到日落。西部剧院艺术展览也可以在其免费开放时间内参观。
www.kloster-kamp-lintfort.de
显示器中将会展示坎普修道院阶梯花园的修复过程，除了当天即时照片，还有包括前
一天的照片，当天和前一天的天气情况，节目表和互动式图像查看器。
Alt-Siedlung Friedrich Heinrich Housing Estate
在煤矿东部- 在风向的下游居住总
是有一定的缺点- 因此煤矿在
1909 年决定建造一个矿工宿舍。
封闭的矿工宿舍计划是建造一个可
供 2300 名工人的住房，包括一个
中心广场和煤矿自己的零售店。在
1930 年竣工后，其带动了德国花
园-城市的发展，并树立了由种植
业到前工业时代发展的历史模型。
这包括行人道和古香古色的别墅
（主路上的树木对应着居民住房），菜园后面则是被称作“矿工之牛”的山羊圈。如
果你仔细观察，你将会发现这里仅有的几种风格的别墅，但是这种不变万变的外观下
确使人有眼花缭乱的感觉，同时山墙和装饰物也让整体外观更加别有风格。
该建筑已经完全被修缮，现在隶属于鲁尔区最大的矿业工业基地。宿舍的前方大部分
都保存良好，而且房子内部也更加宽敞，许多房子也都是私人所有的。这个区曾经是
一个自治区并拥有自己的市政厅，教堂和学校，并且是第一个在坎普-林特福特保持城
市发展的区域，被称作"Altsiedlung"- 老领地-或者被当地人叫作“侨居地”。
到煤矿的西部之间的地区并不受盛行风的影响，因此你可以看到一大片为煤矿经理以
及领导开发的建筑。

Haus des Bergmanns – Miner's House
Ebertstraße 88, Ecke Antonstraße, GPS: N 51°29'32, E 6°33'25
47475 Kamp-Lintfort
电话 +49 (28 42) 4 17 84

开放时间：周三和周日：下午 2 点到 5 点，团体参观请提前预约。
Wandelweg 之路 – 历史之路
Wandelweg 之路是连接 2 个历史名
镇-坎普-林特瑞福特的风景优美的
一条路。Große Goorley 河在地理
位置和历史上将两个城镇联系起
来，该河连接坎普并流入 Fossa
Eugeniana，于十七世纪建造的西
班牙河道将其导入莱茵河。2.3 公
里长的 Wandelweg 之路起始于
“老”和“新”坎普修道院花园路
边的坎普山处，并沿着大 Goorley
直到林特福特的 Stephanswäldchen 林以及 Stephan's wood 林。这条路是以一种新的
方式连接着这个城镇的两部分。
景观美化工程于 2004 年开始并在 3 个主要阶段完成。Wandelweg 之路让游客能够有机
会饱览该城镇的发展史
坎普-林特福特运动健身
体育爱好者们将会非常喜欢
这个城镇的体育设施，例如
Pappelsee 湖休闲公园和公
共的室内游泳池。此外还有
一个足球场和网球场，健身
中心，壁球和羽毛球中心，
以及位于 Rossenray 湖的帄
船和冲浪。除此之外，约 50
家健身中心提供了几乎所有
体育爱好者的各种运动。
大片的林木延伸至北部，这里是散步，休闲以及远足的一个好地方。这里可以下载各
种路线的地图。

在坎普山和 Niersenberg 山之间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你将会发现一个有着 18 洞的高
尔夫球场（72 杆，6095 米），该高尔夫俱乐部隶属于 Golfclub Am Kloster Kamp。
高尔夫课程与下莱茵当地景观典
型景观相结合，精心设计的高尔
夫景观，一个切杆和推杆的练习
场以及高尔夫进球体验设施。你
将会在坎普修道院下边享受到与
高尔夫相关的各种服务。
体验马背上的风情或者仅仅坐在
马车里都是一种极佳的体验；拥
有 2 个骑马区，约 20 公里的骑程
-大多数在树林里，还有专门为儿童提供的小马娱乐服务。这本骑马线路图
“Reitwanderatlas Niederrhein”是专为骑马爱好者发行的，您也可以在书店里买
到。
休闲及健身
坎普-林特福特众多的休闲活动不仅在当地广为人知，甚至名扬海内外。Pappelsee 的
趣味湖，丛林游戏抑或高尔夫课程-不管你是骑自行车还是开着敞篷车甚至乘着您自己
的私人飞机，坎普-林特福特都欢迎您的到来，放松心情，尽情享受快乐。
Pappelsee 休闲水上世界
Kamp-Lintfort's fun pool at Pappelsee lake is a special attraction for
sports enthusiasts and wellness seekers alike, and an oasis of leisure with
an indoor swimming pool and café.
位于 Pappelsee 湖的坎普-林特福
特休闲水上世界是一个吸引运动爱
好者和疗养者的地方。这里为您提
供室内游泳池以及休闲绿洲，还有
咖啡厅。

Bertastraße 74
电话: +49 (28 42) 816 40

萨尔霍夫机场
夏日的周末里来到这里的飞机场经
常让您有难忘的视觉冲击- 那些带
或不带引擎的飞机，燃气热气球，
超轻型飞机。您也可以仍当地的航
空体育俱乐部预定观光飞行等。

Alpener Straße 39
GPS: N 51°31'47 - E 6°32'33
电话: +49 (28 42) 410 10

坎珀布吕克桑拿浴公园
这里的服务范围包括 9 种不同的桑拿，其中包括，豪华型，让您体验一次爽酷的滋味集健身和娱乐为一体。这里的健身中心也是一大特色，其风格是古代罗马浴式的。

Hoerstgener Str. 132
电话: +49 (28 42) 424 12
探索 Carrera 世界
被称为--巨大的模型赛车道上每天都举办着各种的模型赛车比赛，适合孩子以及和孩
子一样淘气的你，可以让你爱上或者重新发现小型赛车的世界。

Oststraße 31
电话: +49 (28 42) 9 17 71
一起玩- Dschungel PLAY Jungle
一个室内游戏中心，适合 12 岁儿童一下玩耍，提供各种游戏。

Oststraße 15
电话: +49 (28 42) 90 30 55

露营公园
距离市中心 5 分钟车程处有一个免费的露营公园。公园内树荫下有一个柏油路的斜
坡。在欢乐池开放的时间内，厕所免费开放。如果您想加入俱乐部，我们将会让您通
过本镇的旅游服务注册十几个服务。同时我们将把您需要了解的最重要的所有事情总
结到一张列表中。
自行车环行
德国包括很多境外的自行车车手们
很早就发现下莱茵河是自行车爱好
者的天堂。除了几个地段，大部分
的地区的地况都很平坦，这样您和
孩子们也就不会感到过度疲劳- 尤
其作为旅游景点，农场咖啡和各种
天然景色都会让您流连忘返。
坎普-林特福特是一个特别适合徒
步旅行的迷人的好地方，这里森林
遍布并拥有典型下莱茵的风光，同
时田间，牧场和森林也是莱茵景色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坎普-林特福特有 3 条极佳的自行车道，车道自坎普-林特福特开始并中间设有很多休
息站。旅游信息服务中心有提供全套带照片的向导图，零售价格为 7.5 欧元。其中包
括三条线路-"Entlang historischer Verkehrswege" (历史之路, 53 km), "Brauen,
Brennen und Keltern" (葡萄酒之路，包括酿造，蒸馏以及压汁, 21 km) and "Rund
um Kamp-Lintfort" (环行-坎普-林特福特, 45 km).
此外，在全区内城镇和村落间还有几条开发不错并且带路标的自行车道。其中最著名
的就是下莱茵镇之路—它穿过城镇并于几条其他路线相交错。城镇的旅游信息服务中心
将为您提供这几条线路的信息。
徒步旅行
坎普-林特福特有很多适合各种徒步旅行的线路- 漫步或徒步走过我们的城镇以及下莱
茵的乡村。

圆圈内标有 K 的标志则是通向格外美丽的城郊的路标。
Niederrheinische Berg- und Wanderfreunde e.V. c 俱乐部的下莱茵之路是一条连接
8 个下莱茵城镇和村庄的路，总长有 132 公里。下莱茵之路的路标是 NW。
城镇的旅游信息服务处将会免费为您提供各种徒步信息。
九柱游戏
Skittles 小路上有各式各样的酒吧或者九柱游戏馆。（www.vsk-kamplintfort1962.de）

Moerser Str. 167
电话: +49 (28 42) 506 46 or 34 31
坎普-林特福特的夜间住宿
仍高级套房到经济划算的便宜住
宿，不论是一流的酒店抑或带早
餐的小旅馆，坎普-林特福特都会
为您提供各种服务，拥有 7 家旅
馆，3 家早餐小旅馆以及 3 家私人
旅馆。当您泡过乐趣池，结束高
尔夫课程或者自行车环行运动以
后，您将会在这里美美的睡上一觉。
旅馆

Hoerstgener Landhotel "Zur Post"
Dorfstraße 29
47475 Kamp-Lintfort
电话: +49 (28 42) 92 14 98-0
传真: +49 (28 42) 92 14 98-33
邮箱: info@hotelrestaurant-zur-post.de
网址: www.hotelrestaurant-zur-post.de

Hotel am Prinzenplatz, Zur Post
Friedrich-Heinrich-Allee 1
47475 Kamp-Lintfort
电话: +49 (28 42) 22 11

传真: +49 (28 42) 23 33
邮箱: info@hotelzurpost-kamp-lintfort.de
网址: www.hotelzurpost-kamp-lintfort.de

Casablanca
Moerser Straße 455
47475 Kamp-Lintfort
电话: +49 (28 42) 5 06 20
传真: +49 (28 42) 9 17 02

Casino im Park
Friedrich-Heinrich-Allee 54
47475 Kamp-Lintfort
电话: +49 (28 42) 9 63 40
传真: +49 (28 42) 6 06 61
邮箱: casino@nk-hotels.de
网址: www.nk-hotels.de

Laguna
Moerser Straße 116
47475 Kamp-Lintfort
电话: +49 (28 42) 9 21 39 50
邮箱: hotel-restaurant-laguna@gmx.de

Lintforter Hof
Moerser Straße 325
47475 Kamp-Lintfort
电话: +49 (28 42) 92 91-104
传真: +49 (28 42) 92 91-105
邮箱: info@lintforterhof.de
网址: www.lintforterhof.de

Wellings Parkhotel
Neuendickstraße 96
47475 Kamp-Lintfort
电话: +49 (28 42) 21 04-0
传真: +49 (28 42) 21 09
邮箱: info@wellings-parkhotel.de
网址: www.wellings-parkhotel.de

住宿和早餐

Bauernhof Ermen
Altfelder Straße 248
47475 Kamp-Lintfort
电话: +49 (28 42) 4 21 44
传真: +49 (28 42) 9 28 11 49
网址: www.gaestehaus-ermen.de

Zur Linde
Hoerstgener Straße 153
47475 Kamp-Lintfort
电话: +49 (28 42) 4 13 80
传真: +49 (28 42) 4 13 80

Zum Klosterblick
Moerser Straße 31 b
47475 Kamp-Lintfort
电话: +49 (28 42) 5 56 09
传真: +49 (28 42) 5 56 06
邮箱: Pension-Klosterblick@t-online.de
网址: www.pension-klosterblick.de
私人住宿

Dalschen
Prinzenstraße 17
47475 Kamp-Lintfort
电话: 0177 / 6 23 24 91
邮箱: dalschen@t-online.de

Jahn
Niersenbruchstraße 24
47475 Kamp-Lintfort
电话: +49 (28 42) 4 20 56
邮箱: privatzimmerjahn@aol.com
网址: www.privatzimmer-jahn.de

Streup
Krähenweg 15
47475 Kamp-Lintfort
电话: +49 (28 42) 4 13 15
邮箱: gisela.streup@gmx.de

坎普-林特福特--商务中心
照片 Dieprahm
坎普-林特福特是下莱茵西部
地区第 2 大中心地区，该地
区居民约有四万一千多人。
坎普-林特福特已经实现了由
历史上的煤矿开采业为经济
主体到现有多种经济模式的
转变，并已经成为拥有尖端
技术，物流以及大学的城
镇，更值得称道的便是其拥
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位于
鲁尔区的集水区以及靠近荷比卢经济联盟成员国。
此外，坎普-林特福特的一个特别优势就是作为全国公路系统的枢纽站，靠近 2 个高速
公路的出口(A42 and A57)，并临近欧洲最大的内河港口杜伊斯堡。此外，坎普-林特
福特大量具有新商机的分块交易场地也大大吸引了不少投资者。坎普-林特福特是一个
适合工作和生活的好地方，其主要原因要归功于其地理位置位于边境，以及具有介于
人口密集的鲁尔地区以及广阔的下莱茵田园之间的地理位置。
坎普-林特福特的市场营销

瞬息万变的城镇中心
市场营销是一个长期的，城
镇和社区的发展导向，旨在
提高和繁荣城镇建设服务的
手段。我们的公民包括零售
业者，公司以及机构都曾积
极参与了由 StadtUmBau
GmbH 公司在 2002 年提出的
一个理念行动，在我们的论
坛上可以看到了生动的，深
入的讨论以及我们团队中积
极的活动。镇中心经历了城

市的发展，以及在后期的项目实施中实现了独一无二的转变。Prinzenplatz 的重建工
作，Moerser 大街购物中心以及中央巴士站将在 2008 年到 2010 年竣工。拆除镇中心的
三高-危险建筑-"Weiße Riesen"又称"白色巨人"- 事实证明这个在建数量和重要性方
面都是最大的一个项目。我们计划在 2012 年建成新的购物中心，EK 3("在 3 层橡树园
在购物" 或者 "在 three oaks 下购物").你可以通过一个专门的网站上的摄像头查看
项目的进展情况。

实践市场营销- 一起来吧
坎普-林特福特一片繁荣的市场景象，得益于广告业的大力推动吸引了大批远近的客户
加入当地的活动，例如 Frühjahrsbasar spring bazaar, 城镇日和圣诞市场等活动。
然而，一些空的店铺还是无法避免的。由城镇商务促进局和广告联盟部门共同管理的
空置物业管理部门将为活跃的潜在买家和业主以及现代市场营销物业提供服务。
市民服务
网上解决问题不再是梦想！我
们不断完善的服务可以免去您
亲自前往行政办公室的时间，
我们非常愿意提供负责您个人
事务的当地管辖部门的信息。
您可以通过拨打我们市政厅的
接待电话+49 (28 42) 912-0，
我们有专人为您解答您的问
题。
公民厅
在市政厅的底层我们提供众多公民服务。公民厅的开放时间如下：
星期 办公时间
周一 8 AM to 4 PM
周二 8 AM to 4 PM
周三 8 AM to 12:30 PM

星期 办公时间
周四 8 AM to 6 PM
周五 8 AM to 12:30 PM
周六 10 AM to noon
电话: +49 (28 42) 912-203 （转） -207
其它联系方式
城市旅游信息
电话: +49 (28 42) 912-444
邮箱: stadtinformation@kamp-lintfort.de
文化办公室
电话: +49 (28 42) 912-400
邮箱: kulturbuero@kamp-lintfort.de
学校，青年和体育部
电话: +49 (28 42) 912-274
邮箱: sjs@kamp-lintfort.de
商务宣传及城镇营销部
电话: +49 (28 42) 912-222
邮箱: wifoe@kamp-lintfort.de
咨询时间
周一至周五：早 8 点到中午
周二：下午 2 点到 4 点
周四：下午 2 点到 6 点
通勤网
明智之旅 – 一骑分享” - “一骑分享，省钱有道！”是我们新城市服务的理念。
城市服务让搭车交通变的更加简单，除了在线免费支付外。该网站的服务只有在更多
人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变得更加便利有效—当然不管您是提供还是寻找同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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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dt Kamp-Lintfort
坎普-林特福特市
Am Rathaus 2
47475 Kamp-Lintfort
电话: +49 (28 42) 912-0 (switchboard)
电话: +49 (28 42) 912-367
邮箱: info@kamp-lintfort.de
网址: www.kamp-lintfort.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