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隆健康杂志
医疗、
养生与旅游目的地 – 科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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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S国际:
MED COLOGNE

科隆 ATOS Orthoparc 医院 – 德国北威州顶级
医疗服务
ATOS国际骨科整形医院代表的顶级药物和顶级服务的理念是我们的
基石，这一理念贯穿在我们的工作中超过25年。您可以完全信赖我院
国际知名和备受尊敬的医生。我们的患者仅由经验丰富的专家治疗，
我们提供最先进的技术设备，我们的卫生条件远超普通医院标准，诊
所的房间环境宜人 - 从病房到自助餐厅 - 我们的工作人员随时为您全
天候服务。

医学博士 教授
约阿希姆·史密特
Joachim Schmidt

医学总监
内置假体首席医生

ATOS医院专门治疗各种骨科领域：包括足部和踝部手术、髋关节和膝
关节内假体、脊柱、膝盖和肩部手术以及运动创伤。
复健也是我们整体
治疗服务的一部分：我们的理疗团队致力于在手术当天对患者进行早
期激励。我们是德国整体快速恢复计划的两个参考中心之一，该计划
旨在帮助手术后尽快恢复。

专业领域
• 髋关节和膝关节内置假体
• 脚踝和足部手术
• 运动创伤
• 膝关节/肩部手术
• 脊柱手术
• 整形外科诊断
• 保守疗法，骨质疏松症
• 事故手术
• 理疗
• 快速康复项目

ATOS 国际骨科整形医院患者联系方式：
如需预约看诊，寻求专业医疗建议或第二诊断意见，请联系我们的国
际患者管理中心。我院专家很乐意在短时间内评估您的文件。我们也
提供免费的在线快捷咨询。

ATOS ORTHOPARC Klinik GmbH
Aachener Straße 1021B
50858 Köln
话电 (+49) 221 484 905 0
service-opk@atos.de
www.atos-kliniken.de

我们把所有医学专家和他们的专业经验集中在一起，用跨学科的全面
能力接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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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患者服务中心
电话 (+49) 221 484 905 -4712
移动 (+49) 171 261 666 1
international@atos.de

Cologne

欧洲中心的

医疗保健专家

凭借其哥特式大教堂、多元文化和博物馆、各种世界级的特色活动以及
魅力无限的都市生活，科隆不仅在国际上享有重要的声望，也作为德国
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之一而闻名。它也是西欧领先的医疗服务中心之
一。
从研发基础设施，技术教育和培训到专注于预防、诊断、治疗和康复的
优质医疗服务，科隆在与医疗相关的所有领域均拥有大量优质资源。

科隆健康倡议提高了科隆作为治疗外国患者的医疗中心的核心实力。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来自国外的客人来到科隆的诊所，医院和专科医院
进行住院和急救治疗。
波恩-莱茵-锡格应用科技大学与莱茵地区德国技
术监督学会（TÜV）共同制定了服务质量管理标准和医疗旅游证书。该
证书确保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能享受到高度专业的治疗。德国第一家
证书认证的诊所是位于科隆市中心的PAN预防中心国际部。
证书——有力的证据表明，在为国外患者提供的服务质量方面，我们的
城市确实领先一步。

除此之外，我们出色的旅游资源和对家庭游客群的突出优势，使科隆成
为国际患者及其亲属的理想目的地。
我们期待并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城市！
Stephanie Kleine Klausing
会议及市场总监
科隆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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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

德国都市、
欧洲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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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莱茵河畔的热闹都市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生活和众多大型活动。
科隆大教
堂被公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许多博物馆展示着各种风格和
时代的顶级艺术珍品，给游客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与德国其他大城市相比，科
隆拥有更丰富的多样性，生机勃勃、令人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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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是德国
最古老的大城市
也是德国游客到访
最多的名胜古迹 ：
科隆大教堂
的故乡
“Früh”啤酒屋

抵达这里

作为西欧主要的交通枢纽之一，科
隆真正位于欧洲的中心地带。德国
高铁ICE和法国高铁Thalys等高速
列车在几个小时内将科隆与布鲁塞
尔、巴黎、阿姆斯特丹甚至伦敦连接
起来。
欧洲之翼、汉莎航空、Pobeda
和其他航空公司提供从各个国家、
国际城市和枢纽直飞科隆的航班。
乘坐德国高铁ICE从科隆市中心55

分钟可抵达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到
杜塞尔多夫国际机场仅35分钟。这
两个机场都服务于所有主要的国际
航空公司，如中国国航、新加坡航空
公司、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阿联酋
航空等。

科隆提供各种类型的300多家酒店
共31000张床位，从物美价廉的的
家庭旅馆到五星级的高级豪华酒
店，应有尽有。当然，科隆是主要国
际连锁酒店品牌的集中地，包括万
豪、希尔顿、丽笙、莱昂纳多和雅高

以及德国品牌玛丽蒂姆连锁酒店。
更顶级的有科隆独家豪华酒店恩斯
特和科隆凯悦酒店。计划长时间停
留的客人可以选择长期住宿，如酒
店式公寓。

科 隆 大 教 堂 不 仅 是 科 隆 的，也 是
德 国 最 重 要 的 旅 游 胜 地 。每 年
有6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参 观 这 座 哥 特 式 大 教 堂，该 大 教
堂于199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列 为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这 座 专
门为圣彼得而建的大教堂是欧

洲 第 二 高 的 教 堂 ，也 是 世 界 第
三高的教堂。气势宏伟的大教堂中
设有三贤士的金色神龛，这也让这
里成为中世纪最重要的朝圣地之
一。这个城市也是十二座罗马式教
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的每座
教堂都是中世纪教堂建筑的瑰宝。

住宿

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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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

科隆有40多家博物馆，其中包括一
些国际知名的博物馆，科隆在文化
资源和旅游体验方面享有盛誉。巧
克力博物馆是这个城市最甜蜜的建
筑。巧克力博物馆的众多亮点中有
一个独特的巧克力喷泉，为游客提
供甜点。在它隔壁就是德国体育和
奥林匹克博物馆，这是一个拥有许
多互动展示的实践场所。孩子们还

可以在Odyseum科学博物馆探索
科技和自然。路德维希博物馆藏有
除美国外最多的流行艺术藏品；罗
马日耳曼博物馆的考古藏品与世界
上任何其他博物馆都不同；应用艺
术博物馆陈列着设计物品和美术作
品。更多的博物馆展出神圣的中世
纪艺术，民族学收藏等等。

科隆风景如画的老城区拥有众多
的 餐 厅 和 啤 酒 酿 造 厂，莱 茵 河 花
园和游船码头沿着莱茵河美妙的
河 堤 延 伸 。从 大 教 堂 步 行 即 可 到
达历史悠久的市政厅，犹太洁净池
（犹太洗礼房）和历史上著名的节
庆大厅一古泽尼希（Gürzenich）
。2000年的历史留下了令人着迷的
痕迹。但科隆还有一个现代化的面

孔：Rheinauhafen水岸区是一个建
在莱茵河畔的新区，从老城区步行
仅几分钟便可到达，水岸区拥有激
动人心的“起重机式”建筑和许多餐
馆，也组织诸多文化活动。
比利时区
和埃伦费尔德是充满活力的创意中
心，也是科隆街头艺术文化的所在
地，拥有许多小型精品店和画廊以
及许多舒适的咖啡馆，餐馆和酒吧。

传统与现代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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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至下：
老港口区的夜景
应用艺术博物馆，设计部门

文化、
购物、
美术、
时尚、
音乐、
各种活动
科隆的
多元化
吸引来
自全球各地的
游客

购物

无论是前往希尔德街（Schildergasse）和霍赫街（Hohe
Straße）
步行区繁华的商店血拼，还是穿行
在米特尔林荫道（Mittelstraße）和
邻街独特的精品店，或漫步到时尚
的比利时区 - 科隆是德国最繁华
的购物目的地之一。您可以带着满
满的战利品开心回家，不管任何预
算！Galeria Kaufhof是科隆最大的
百货商店，为国外客户提供特殊的
退税服务，并可选择将购买产品直

寄国内。步行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就
能到达米特尔林荫道，这里是科隆
最高档的林荫大道，拥有时尚，珠宝
和家用纺织品的高端品牌。邻近的
珀菲街（Pfeilstraße）、安伦街（Ehrenstrasse）和布莱特街（Breite
Straße）也是各有特色的购物街。
来
自欧盟境外的国际游客可以在离境
时享受退税。
换句话说，与国际上相
比，科隆的购物狂欢可以真正实现
物超所值。

莱茵区也特别适合亲子游。科隆动
物园拥有世界闻名的大象公园和位
于莱茵河上方的缆车线路。科隆还
有许多公园和花园，比如植物园、城
市绿化带和广阔的莱茵公园。莱茵
公园内建有很受欢迎的舞蹈喷泉公
园，是漫步的绝佳之地。
喜欢运动的
游客还可以到邻近的小镇布吕尔，

这里有令人兴奋的Phantasialand
主题公园，全家老少都能在那尽享
欢乐。迈克尔·舒马赫卡丁车赛事
中心，传奇赛车手舒马赫兄弟开始
赛车生涯的地方，这里同时提供给
游客速度与激情。喜欢观看体育赛
事的游客，Weidenpesch赛马场也
能让您美美玩上一天。

儿童与家庭

水疗和康复

分布在科隆的娱乐设施可以供游 贝尔吉施格拉德巴赫的麦迪特拉纳
客放松和休养。这里是欧洲最具吸 （Mediterana）是一个高档的地中
引力的温泉水疗馆克劳迪亚斯温泉 海主题温泉水疗场所，提供多种放
最后，游客还可以享
（Claudius Therme）所在地，建有 松和养生项目。
许多不同的桑拿和养生设施。科隆 受市内酒店的各种优质水疗设施，
的高端健身和水疗俱乐部Neptun- 如萨沃伊养生会馆（Savoy Health
bad坐落在历史悠久的环境，也提 Club）或毛里求斯温泉酒店（Mariti供桑拿、美容和按摩服务。在附近 us Hotel & Therme）。

比利时区，购物与生活的完美结合
Neptunbad游泳馆室内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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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TörtchenTörtchen”
（
“小蛋糕”
）

活动和体育赛事

科隆为自己丰富的活动感到自豪。
精彩的音乐剧全年不断在造型奇特
的科隆爱乐音乐厅、科隆歌剧院和
圆顶音乐厅上演。科隆还举办各种
重要的年度活动，吸引数十万热情
的游客，其中包括狂欢节、科隆灯光
烟火秀、科隆流行音乐节、博物馆之
夜、Summer Jam雷鬼音乐节、八
桥音乐节、传统的圣诞市场和不胜
枚举的其他活动。拥有18,000个座
位的朗盛竞技场（Lanxess）是德国
最大的室内舞台。这座优雅的建筑
于1998年开业，是一个重量级的国
际音乐会巡回演出地。这里举办过
碧昂丝、大卫加勒特、莱昂内尔里
奇、罗德斯图尔特、雪儿、粉红佳人

等众多知名明星的演唱会。2017年
IHF冰球世界锦标赛、手球冠军联
赛年度四强赛这样的顶级体育赛事
也在这里举行。 2019年IHF男子世
界锦标赛在朗盛竞技场举行，2020
将会在这里举行欧洲联赛篮球决赛
四强赛。
科隆足球场是2006年FIFA®德国世
界杯的场地之一，也是科隆足球俱
乐部（1.FCKöln）的所在地，偶尔也
作为菲尔柯林斯Phil Collins，罗比
威廉姆斯Robbie Williams和AC /
DC等明星的音乐会场地。 2024年，
该体育场还将举办欧洲足球锦标
赛。

科隆拥有超过3,000家酒吧和餐厅，
代表各种美食，可满足各种口味。
除
了提供当地科隆啤酒（Kölsch）和
德式美食的啤酒屋，还有各种有吸
引力的餐厅，提供创意和有趣的美
食。游客们可尽情探索科隆众多的
特色食品店、精选的美食活动、热闹
的酒吧、顶级的酒店餐厅，以及充满
都市风情和舒适的邻里氛围的咖
啡馆。科隆的烹饪多样性当然不能

缺少顶级餐厅（米其林星级和戈米
兰美食指南）、原产地食品店、农贸
市场和从芥末到巧克力等各种食品
主题的美食博物馆。
科隆的夜生活也十分著名。无数酒
吧、啤酒屋和俱乐部诚邀科隆市民
和游客尽享科隆的美妙夜生活。科
隆附近还有许多高档赌场, 去那里
交通都很便利，比如亚琛或巴特诺
因阿尔。

餐厅和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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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展览会

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是德国人口
最多的州，科隆作为此联邦州最大
的城市，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商业
城市。
科隆展会（Koelnmesse）为科
隆成为重要的国际会议和展会城市
做出了重大贡献。它是德国第三大
贸易展览会和展览中心，亦位列世
界前十。科隆各领域的展会定期吸
引来自122个国家的53,500多家参
展商，以及来自221个国家和地区
的约300万名参观者。

在这里举办25个商业领域的
主 要 贸 易 展 览 会 ，包 括 A n u g a
食 品 展 、A r t C o l o g n e 国 际 艺 术
展、dmexco数字营销博览会、FIBO
国 际 健 身 博 览 会 、g a m e s c o m
游 戏 展 会 、IM M 国 际 室 内 设 计 展
览 会 、I S M 国 际 糖 果 和 零 食 展 览
会 、O r g a t e c 国 际 办 公 家 具 展 和
photokina世界影像博览会。

科隆是一个发明家的城市，如今已
成为诸多全球品牌的家园。世界上
最古老的香水和古龙水工厂建于
1709年，位于科隆历史悠久的市政
厅隔壁。世界著名的4711古龙水，
也是在此地发明的，时至今日，依
然在4711香水屋以及博物馆出售。
两家公司都向公众开放，并为香水
及其历史提供了很好的介绍。日默

瓦（Rimowa）可能是世界上最知名
的高品质手提箱和旅行袋制造商，
它 在 科 隆 设 有 分 公 司，并 且 在 科
隆大教堂旁开有一家旗舰店。福特
欧洲，丰田欧洲，达夫卡车（DAF），
马达斯制药（Madaus Pharma）和
主要食品零售商利维集团（REWE
Group）等世界级企业的总部也设
在科隆。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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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
莱茵都市
提供
丰富的
文化节目
和重要活动
如传奇般
著名的
科隆狂欢节

由左至右：
科隆展会中心
科隆狂欢节

狂欢节

狂欢节（Karneval）是这座城市举世
闻名的庆祝活动，当地人称之为“第
五季节”。每年有超过一百万游客，
穿着极具个性的服装，站在城市的
街道两旁观看富有纪念意义的玫瑰
星期一游行。整座城市变成了一个
巨大的聚会厅，科隆当地人开放包
容，他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一

起庆祝、跳舞和大笑。餐馆、小酒馆
和酒吧都挤得满满当当，聚会蔓延
到城市的街道和广场，在充满欢乐
的气氛中一直持续到凌晨。科隆狂
欢节是欧洲最大的狂欢节庆祝活
动，也是世界第二大狂欢节，仅次于
巴西里约热内卢。

在圣诞节前夕（倒数四周），科隆为
游客提供了市中心七大圣诞市场，
每个市场都有其独特的氛围和节
目。
据行业刊物报导，紧邻科隆大教
堂的圣诞市场，是欧洲最漂亮的圣
诞市场。150个装饰精美的货摊售
卖各种应季艺术品，手工艺品和当
地特产。另外，位于老城区的“精灵
之家”
，新市场的“天使之家”
，鲁道

夫广场的“圣尼古拉斯村”
，位于比
利时区城市花园内的“都市生活”市
场和巧克力博物馆的“港口圣诞”等
不同风格的圣诞市场也吸引着游
客徜徉其中，尽享烤杏仁，香料热
红酒和其他美味的饮食。同时，科
隆还举办各种季节性活动，如音乐
会、展览会和冬季乘船游莱茵河，
令科隆之旅成为独一无二的体验。

节日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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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市场上的滑冰场

服务国际患者

科隆 – 西欧的健康中心 – 期待为您竭诚服务，并诚挚欢迎您和您的家人来
到这座莱茵河畔的都会。

如您对大科隆地区的医疗服务有任
何疑问，请联系：
德康 德国健康服务公司

Johannes-Müller-Straße 22
50735 Köln
德语热线 (+49) 221 25 90 05 75
中文热线 (+86) 10 584 278 62
mail@de-kang.de
www.de-kang.de
www.dekang-germanhealth.cn
微信公众号：GermanHealth

我们为外国患者提供专业的诊疗建议和高标准护理，确保患者在出院回家后
可以快速恢复正常生活。医生和医务人员可以讲英语和其他多种语言。
科隆健康中心与患者管理公司密切协作，为代理机构提供支持服务，确保外
国患者及其家人在科隆的体验成为难忘的回忆。我们的支持服务可根据游客
或患者的要求进行个性化模块定制，包括医生医院预定、接送机、从酒店到医
院的交通、看诊陪同翻译、家属旅游服务以及为陪护患者的人员组织休闲活
动等。

掌握多种外语的团队，其成员均对海外旅游和本市情况充分了解，并能与其
他服务提供方开展密切合作，如酒店和餐饮、司机、翻译、健身以及水疗服务
等。
此外，外国患者还可以充分享受科隆官方旅游局产品目录中列出的其他服
务。

如您对大科隆地区的旅游服务有任
何疑问，请联系：
科隆旅游局

Kardinal-Höffner-Platz 1
50667 Köln
电话 (+49) 221 346 43 0
info@koelntourismus.de
www.koelntourismus.de

12

德康 - 德国最好医疗服务

德康是德国领先的全方位健康服务和护理提供商，我们的目标是：与
业界领先的医生和医疗机构合作，为中国患者提供德国最优质的医
疗服务。我们提供各种体检项目，医疗诊断服务以及康复和医疗水疗
项目。
信任德康，您将不用再为海外就医的语言和文化障碍担忧。我们的专
业团队将精心安排您在德国治疗或就医的全过程，包括：
•最合适的医生和医院、诊所
•最快速的医生预约
•酒店到就医地点的接送服务
•就医全程陪同翻译专员
•医疗档案的专业翻译
•详细的诊断报告翻译
•透明的消费清单
•医疗签证申请服务

乔治·图尔克
Georg Türk

德康 德国健康服务
创始人及CEO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您治疗期间和之后为您策划文化和休闲活
动，如购物和观光旅游、参观歌剧院、博物馆或体育活动。这完全根据
您的愿望，让您在德国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德国在高科技，高端和
远程医疗及制药和医疗技术方面全球领先，质量和服务水平的不断
提高是德国品质和德国医疗体系核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制造”
是一流医疗咨询和治疗的保证。
德康也是您进入德国医疗市场值得信赖的伙伴。如果您想来德国医
疗商旅、寻求合作、参观德国医院及医疗企业，在德国医疗展会参展
及观展，德康亦是您最得力的助手。
以上服务之外，德康为医生或其他专业医疗人员提供德国短期和长期
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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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项目：
• 高级体检
• 治疗
• 康复
• 医学人员培训

VIP服务项目：
• 翻译（病历，看诊陪同等）
• 签证服务
• 酒店及交通安排
• 诊断报告专业翻译
DeKang GmbH
Johannes-Müller-Straße 22
50735 Köln
德/英：(+49) 221 25 90 05 75
中文：(+49) 177 79 895 82

mail@de-kang.de
www.de-kang.de
www.dekang-germanhealth.cn
微信公众号：GermanHealth

欢迎入住
恩斯特·艾玛·多姆伊克赛尔瑟酒店

简·迈尔斯
Jan Meyers
销售副总监
服务项目
• 137间客房和套间
• 米其林餐厅
• 钢琴酒吧
• 健身和桑拿区
• 所有客房配备平板电脑
• 免费赠送迷你吧
• 24小时客房服务
• 免费擦鞋服务
• 皮埃尔·赫姆(Pierre Hermé)
式下午茶
Excelsior Hotel Ernst AG
Domplatz / Trankgasse 1-5
50667 Köln
电话 (+49) 221 270 1

作为世界一流酒店组织（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在科隆的唯
一成员酒店，自1863年起，恩斯特·艾玛·多姆伊克赛尔瑟酒店就以
一种超常的方式完美融合了传统和创新。
大酒店以其永恒的魅力和
在科隆中心与大教堂面对面的优越地理位置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
的客人。

私营的恩斯特·艾玛·多姆伊克赛尔瑟酒店以其低调的优雅而闻名。
珍贵的材料、超值的古董以及和谐的配色让每个房间都独具特色和
魅力，营造出一种让客人着迷的氛围。再加上新式的家具和最先进
的技术设备，令整个酒店都完美无缺。
在美食餐厅“Hanse Stube”
，您将体验到烹饪技艺的精彩瞬间。
首席
厨师托比阿斯·科赫（Tobias Koch）带领的专业团队为您提供创新
法国菜和地中海式菜品。
酒店内的米其林星级餐厅塔库（TAKU）是科
隆第一处真正的东亚餐厅。
主厨米尔克·高卢（Mirko Gaul）将为您呈
现难忘的体验。
酒店提供德国唯一的合作伙伴一一著名的法式甜品
主厨皮埃尔·赫姆（Pierre Hermé）推出的下午茶。
他的美味马卡龙搭
配精选甜点和经典味美下午茶产品。

忙碌但收获满满的一天结束之后，您还可以在酒店的水疗中心彻底
放松身心。
最先进的健身设备、桑拿和蒸房以及精选养生产品，都将
让您完全放松自己。

info@excelsior-hotel-ernst.de
www.excelsiorhotelern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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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科隆 PAN Clinic

PAN Clinic成立于1999年，位于科隆市中心，为您提供最高医学水平
的医疗服务。该诊所坐落于一座四层楼的安静、专享和现代化环境
中，患者可以尽享最优质的条件，迅速恢复健康。

我们的诊所配备有最先进的技术设施，汇聚了25个专业领域的74名
专家。专业配置齐全，所以可以方便地协调所有医学咨询、诊断和治
疗服务。
每天都有约1000名住院和门诊患者在此接受治疗。
在我们的
七个手术室中，每年都会完成7000例手术，大多数采用微创技术。无
论是保守治疗患者，还是手术患者，都可以入住我们的病区。专业的
护理人员都接受过最严格的培训，随时为患者提供精心细致的医学
护理。
我们的PAN预防中心汇聚了PAN Clinic的所有专业知识和技术，为患
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持。这不仅包括治疗的整体协调，还包括围绕
患者在科隆停留期间开展的所有非医疗安排。
最近，PAN Clinic被德
国TÜV莱茵检测机构认证为国际诊所，该诊所制定了医疗旅游的质量
标准，这在德国尚属首家。

有关更多信息，请随时联系PAN预防中心。我们的多语种团队很高兴
为您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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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领域
• 麻醉科
• 心脏/内科
• 皮肤科
• 内分泌/生殖科
• 一般神经外科
• 内脏和血管外科
• 妇科内窥镜和乳腺科
• 手足外科
• 疝气手术
• 神经/精神病科
• 眼科
• 整形和运动医学
• 耳鼻喉科
• 整形外科
• 直肠科和内窥镜检查
• 放射科/核医学
• 泌尿科

PAN Klinik am Neumarkt GmbH
Zeppelinstr. 1
50667 Köln
电话 (+49) 221 2776 400
info@pan-klinik.de
www.pan-klinik.com
www.pan-prevention.de

欢迎来到科隆凯悦酒店
豪华的科隆凯悦酒店（Hyatt Regency Cologne）位于科隆市中心，邻
近莱茵河博物馆和众多啤酒屋。路易威登和萧邦在内的奢侈品购物
中心，都位于酒店步行距离之内。

罗宾·桑德斯
Robin Saunders
总经理
Outlets:
• Glashaus 餐厅
• Grissini 餐厅
• Sticky Fingers 餐厅
• Legends 酒吧
• Puls 健身房和水疗馆
Hyatt Regency Cologne
Kennedy-Ufer 2A
50679 Cologne
电话 (+49) 221 828 12 34

许多专业医院距离酒店仅有几分钟路程，酒店距科隆波恩机场仅有
15分钟车程；距杜塞尔多夫机场有40分钟车程；距法兰克福机场1小
时火车车程。
酒店拥有306间宽敞的客房，是科隆拥有标准客房最多的酒店。酒店
提供多种不同的房型，多间典雅的套房，公寓和连通家庭间，让您尽
享更高级的奢华体验。许多客房都享有科隆大教堂，老城区和莱茵河
的秀丽景色，莱茵河就从酒店前缓缓流过。

客人可以在Glashaus餐厅享用优质的国际美食，通过玻璃中庭欣赏
醉人的景色。行政主厨为您提供美味的国际和德国经典菜肴，并可
根据您的个人喜好提供食物。新开业的Grissini餐厅供应意大利美食
和Sticky Fingers街头美食小吃。
Legends酒吧融合了现代、摇滚和优
雅。您可以享用一流的饮品，鸡尾酒或美味的咖啡。酒吧员工也很高
兴为您进行推荐。
对于放松和养生，普尔斯健身俱乐部和水疗馆(Puls
Fitness Club & Spa)为您提供多种奢华享受，包括罗马蒸汽浴、芬兰
桑拿、健身中心以及室内游泳池等，供客人放松身心。从美丽的阳光
露台上还可以欣赏科隆天际线的美景。

cologne.regency@hyatt.com
www.cologne.regency.hyat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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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热情、经验和技能
只为您的双眼

sehkraft 拥有世界领先的眼科手术专家

sehkraft是全世界最久负盛名和经验丰富的眼科医院之一，凭借其
独有的最先进无眼镜或隐形眼镜的解决方案、优良的视觉功能、高
端激光辅助的白内障手术以及早期AMD（老年性黄斑病变）预防和
治疗而闻名遐迩。sehkraft由国际知名的眼科医生马赛厄斯·莫斯
(Matthias Maus) 领导，配备有最先进的技术和无与伦比的专家团
队。
全世界，再没有一家眼科中心可以比得上这种配置。
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马赛厄斯·莫斯(Matthias Maus)及其团队就一
直从事新激光平台、优质人工晶状体(IOL)和诊断装置的开发，确保了
与世界上其它屈光和白内障手术中心相比，sehkraft总是领先并且—
直可以获得最先进的技术和最持久的创新优势。

经验丰富和技术高超的团队由50多名员工组成，包括眼科医师、光学
工程师、视觉理学工程师、专业验光师和专业医务助理。
每年都有超过
100名国际眼科医生接受sehkraft团队的培训。
因此，不仅世界上最好的眼科医师从全球各地（比如美国、中国、爱尔
兰、日本以及澳大利亚）到sehkraft来让他们自己的双眼体验—流的医
疗护理，而且还会将其遇到的疑难患者送到科隆来接受马赛厄斯·莫
斯(Matthias Maus)的专业治疗。

sehkraft还是奥林匹克金牌获得者和世界冠军的首选，比如法比恩·
汉布钦(Fabian Hambüchen，德国体操运动员）、乔纳斯·雷克曼(Jonas
Reckermann，德国沙滩排球运动员）等都到此接受过治疗，同
时，sehkraft还是德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PGA)的官方指定眼科中心。

专业领域
• 屈光手术
• 特殊准分子角膜原位磨镶术
（Femto-LASIK)
• 准分子激光上皮下角膜磨镶术
（LASIK）/准分子激光角膜切
削术（PRK）/准分子激光角膜
切削（PTK）
• 优质人工晶状体
• 激光白内障手术
• 屈光性晶状体置换
• 卡姆拉（KAMRA）镶嵌
• 远视眼治疗
• 早期AMD的2RT激光治疗
• 飞蚊症激光治疗
• 微创青光眼治疗
sehkraft eye clinic
Wolfsstraße 16
50667 Köln
T (+49) 221 860 16 22
mail@sehkraft.de
www.sehkraft.de

奥运体操金牌得主法比恩汉布钦
(Fabian Hambüchen)和马赛厄斯莫
斯 (Matthias Maus)在科隆sehkraft
眼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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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来到德国科隆诊疗中心
CDT-WEST

先驱领导 定制治疗 刻不容缓！

CDT-WEST诊疗中心热烈欢迎世界各地的患者来到德国。
我中心位于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最大的城市科隆，我中心以专业知识和优质的
医疗服务赢得了世界的声誉。我们准备好为国际患者及其家人提供
帮助和高级护理。
我院建于2017年，专门提供癌症诊断和放射治疗的
创新方案。
医学博士卡提兰先生 （Jamil Katiran）作为高级专家在实
施现代医疗技术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他领导一支由放射肿瘤学家、
治疗师、医学物理学家和剂量师组成的高技能放射治疗团队，设计治
疗计划，对抗疾病并治愈患者，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以患者为中心的
护理方法。
来自行业先锋的快速和个性化的放射治疗
CDT - West
诊疗中心
Dr. med. Jamil Katiran
放射肿瘤学主任医师
CDT West
Graseggerstr. 105h
50737 Köln
电话 (+49) 221 888 289 70
info@cdt-west.de
www.cdt-west.de

诊断和治疗中心提供无延迟的放射治疗，这是影响治疗有效性的
重要因素。我们使用最先进的放射治疗技术（IMRT，VMAT，屏气技
术，CBCT，SGRT和立体定向RT）。
我们的专业知识与先进的放射治疗
设备相结合，使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治疗的不良影响。我们花充
足的时间进行讨论并回答患者的问题，并根据患者的个人希望和需
求设计治疗方案。在与放射肿瘤学家进行初步咨询后，根据在特定天
数内以分数递送的总辐射剂量，制定个体治疗计划，包括剂量测定，
治疗方案和每例病例的每周评估。我们的专家和协调员确保每位患
者的治疗根据计划灵活地优化，患者及其家人实时了解治疗进度。
我中心为自己在德国科隆放射治疗领域的领先地位深感自豪，我们
坚定不移地强调，我们致力于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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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DT-WEST中心，我们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国际患者服务台，通过一
站式服务为患者提供所有关怀和医疗需求。如有需要，我们还能为
需要增强隐私的患者提供特殊服务，包括特别安排中心抵达，安保
安排，以及匿名组织检查和治疗等。我们的国际客户经理Alexandra
Zinnmann女士期待为国际患者服务。
我们的国际客户经理Alexandra Zinnmann女士将很高兴为我们的国
际患者提供服务：电话 +49 173 203 4066

为什么要去科隆CDT-WEST诊疗中
心？
• 每个患者的个性化定制治疗方案
• 无需等待 – 无延迟的有效治疗

• 无需住院 – 最大限度保证患者的
生活质量

• 个人护理 -患者始终是我们的工
作中心

• 最新医疗技术与癌症护理经验相
结合

• 治疗国际病人的经验：来自20多个
国家的患者，多语种工作人员

• 无痛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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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新起点

科隆许尔特（Hürth）Oberberg Somnia专科诊
所

雅罗斯拉夫·马列
瓦尼医学博士

Dr. med. Jaroslav
Malevani
主任医师

我们的主要专业方向包含：
• 抑郁症
• 精神分裂症和精神病
• 生活危机
• 躁狂抑郁症
• 上瘾症，特别是涉及毒品和酒
精

Oberberg Somnia Fachklinik,
Hürth, Cologne
Friedrich-Ebert-Straße 11a
50354 Hürth
话电：(+49) 2233 62133077
huerth@oberbergkliniken.de
www.oberbergkliniken.de/
huerth

位于科隆许尔特的Oberberg Somnia专科诊所是德国领先的优质私人诊
所，专注在精神病学、心理疗法和心理治疗领域提供专业服务。我们为来自德
国和全世界的人们提供支持，帮助他们顺利度过情绪不稳定的危机时刻并协
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
Oberberg诊所的所有治疗理念均基于三个基本信念： 人、科学和环境。
这些
信念组合在一起创建出和谐统一。这意味着我们首先要观察患者本身，以及
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和病史。
对于治疗本身，我们利用了所有被证实有
效的医学创新和现代科学方法。
我们根据欧洲标准为患者提供所有常见的治
疗方案，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本诊所温暖的人文关怀和专业的团队，全
力支持患者的康复。
我们诊所的设施设计宽敞而温馨，我们非常注重营造舒适宜人的环境。房间
可作为个人恢复健康和休憩的场所，同时诊所的位置靠近城市，可轻松进行
各种休闲活动，从户外运动到游览附近的科隆，杜塞尔多夫、波恩等大城市及
其文化项目和购物场所。
诊所的整个团队由经验丰富的专业医生，治疗师以及训练有素的护理和服务
人员组成。
我们的员工可提供多语种服务，如英语和俄语。

您对我们的入院程序、治疗概念、治疗重点领域或诊所设施有任何疑问，欢迎
您随时电话垂询或发送电子邮件，Oberberg团队期待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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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纳医院集团

科隆萨纳三一医院

萨那医院集团（Sana Hospital Group）是遍布德国的世界一流的私立
医院、门诊和诊断中心。
它于1976年由25家领先的德国私人健康保险
公司（包括安联保险集团Alliance Insurance Group，德国医疗保险公
司DKV和伊杜纳信号公司Signal Iduna等）联合而成，是全球领先的医
疗集团之一，在56家医院提供卓越的临床服务，每年接待超过220万名
患者。在萨纳，我们能够通过在所有医院中安排医疗保健服务来协助
国际患者。跨文化背景的工作人员会说多种语言，是患者在德国解决
所有医疗问题的首选。
科隆萨纳三一医院是著名的骨科和运动创伤专科医院，从科隆/波恩
国际机场可轻松到达其附属的物理治疗和康复医院。
这些医院的患者每年覆盖一万五千多例门诊和住院病例，因此赢得了
极高的声誉和赞赏。
它是德国顶尖，也是最大的获得EndoCert认证的
肩部、膝盖、臀部、脊柱外科手术护理中心，也非常擅长内假体移植和
膝盖手术，获得德国骨科和骨外科协会（DGOOC）认证。

这些认证确认并保证了萨那提供高质量的全面治疗和相应的康复。
此外，科隆萨纳三一医院已获得职业高尔夫球手协会的高尔夫诊所认
证，并被正式认可为莱茵兰奥林匹克中心的运动医学成员医院。
请与我们联系以获取更多信息和治疗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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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仁·德赛医学博士
Dr. med. Biren Desai
脊柱外科和保守
疗法科主任

专业方向：
• 脊柱外科手术和保守疗法
• 足踝手术
• 髋膝关节内假体
• 肩部手术，运动骨科和运动创伤
科，膝关节镜
• 特殊运动创伤和意外手术
• 麻醉学，重症监护和疼痛疗法
Sana Hospital Group
Sana Dreifaltigkeits-Hospital
Cologne
Aachener Straße 445-449
50933 Köln
电话（英、
俄）：
+49 30 62 90 110-201/-231
电话（英、
法、
阿）：
+49 30 62 90 110-221
电话（英、
法、
波）：
+49 30 62 90 111
传真：+49 30 62 90 110-199
international@sana.de
www.sana.de

美丽健康的牙齿--全心为你
约赫姆·海尔巴赫
Jochem Heibach

口腔种植、齿科美容
护理和治疗牙周病
的国际专家
专业领域
• 口腔种植
• 口腔修复
• CMD- 颌关节功能障碍治疗
• 牙髓学
• 牙周病学
• 畸齿矫正学
• 无焦虑治疗
• 普通齿科
• 3D X射线治疗

DENTAL SUITE

您的牙齿健康对我们很重要。我们的专业团队拥有50名具备专业资
质的医疗人员，包括牙科医生、内科医生、牙科保健员、牙科助理和牙
科技师，一年365天随时满足您的需求。
我们的牙科诊所，配备符合国际患者期望的全套设施。我们的服务范
围包括牙科修复、种植和综合修复患者的牙齿、治疗颌关节功能障碍
以及治疗打酐等。针对仅在科隆停留有限天数的患者，我们也很愿意
根据患者的时间安排来定制专门的治疗方案。

为了确保您在牙科护理方面获得最佳的美容和功能效果，我们均采
用最新的诊断程序、最尖端的医疗技术以及涵盖牙科所有学科的、经
验丰富的专家团队。
本诊所拥有的牙科技术实验室及经过认证的技术人员和经过培训且
经验丰富的员工，可以确保患者接受到最优质的服务，如采用最新技
术和生物兼容材料制成的义齿。

dental suite
Am Köln Bonn Airport
Terminal 1 A/B, Ankunft
51147 Köln
电话 (+49) 2203 20 330 20
dental suite
Zahnmedizin Heibach
Hauptstraße 49
51503 Rösrath
电话 (+49) 2205 21 12
info@dental-suite.de
www.dental-suit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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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您所想

科隆万豪酒店及科隆万怡酒店

两家酒店均位于城市中心，距离科隆大教堂，中央车站，购物街，多家
博物馆和莱茵河等所有主要景点仅通过步行即可轻松到达。通过参
与奖励性的Bonvoy忠诚度活动，客人每次住宿均可累计积分，兑换
和升级各种酒店服务。
科隆万豪酒店

在这家提供全方位服务的酒店里，客人可以享受科隆提供的最大标
准客房。各种升级的房型，例如行政房、家庭房和套房，以及大楼顶层
的专属行政酒廊，可满足住宿期间的各种需求。
酒店的“CAST IRON
Grill”餐厅提供新鲜食材，传统风味，和广受欢迎的新潮食物。从当地
特色菜肴到时令特色菜，CAST IRON Grill在经典而质朴的氛围中为您
提供各种选择。
在“Plüsch酒吧和休闲室”
，您可以享用现代饮品，精美的鸡尾酒以及
美味的咖啡和茶，当然还有特色菜肴以及令人垂涎的小吃。体育比赛
也会在这里播出。酒店的健康俱乐部提供各种有益于心血管的健身器
材以及用于锻炼的多种设施。客人还可以在两间桑拿浴室得到充分的
放松。

科隆万怡酒店
236间客房中的每一间都让所有客人感到巧妙和新奇，其中包括可自
由调节的配件，舒适的豪华床上用品和时尚的浴室。
在一楼，
“The Bistro”餐厅采用富含吸引力的设计理念，客人可以在轻松的环境中交
谈，休息，并享用兼具国际性和当地特色的菜肴。位于五楼的健身房提
供现代化的设备，可满足各种健身需求。酒店各项服务都离不开我们
充满活力和真诚的服务团队，我们致力于打造宾至如归的入住体验，
宾客们时时感到被理解和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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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拉·阿卜杜勒·拉
扎克
Leila Abdul-Razzak
市场营销总监
科隆万豪酒店
• 265间房间和套房，25-105平
方米
• 市中心的安静位置
• 6楼行政酒廊
• 丰盛的全套美式自助早餐
• 24小时客房服务
• 健身俱乐部和2间桑拿浴室
科隆万怡酒店
• 236间房间
• 现代和时尚的装饰
• BISTRO餐馆为您提供德国及
国际菜肴
• 健身房
科隆万豪酒店
Johannisstraße 76-80
50668 Cologne, Germany
www.colognemarriott.com
科隆万怡酒店
Dagobertstraße 23
50668 Cologne, Germany
www.courtyardcologne.com

MEDICAL CITY

COLOG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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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的卫生部门在预防、诊断、
治疗和康复方面拥有高水平的
专业知识。

凭借紧密结合的研究，技术和丰
富的专业知识，科隆将自己打造
为出色的健康中心。

在科隆，患者可以找到40多家
医院，诊所和高度专业化的医疗
中心，床位约为7.500张。超过
2,500名医生和10,000名治疗护
理人员提供广泛的经验，每年为
来自德国和全球的300,000多名
患者提供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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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医院和诊所密切合作。不同
学科的专家共同为患者提供针
对每种具体情况的最佳治疗建
议；为国际患者提供的专家联合
诊断也可在翻译或患者随行医
生在场的情况下进行。

全系列
服务

医生和专业员工

科隆的医学界由处于行业最前沿
的著名医学专家组成。 他们中的许
多人都在国外接受过培训，并且是
各个学科的国家级协会，商会和研

究团体的成员。同样，治疗、护理和
其他技术人员也经过最高科学水平
的培训和资格认定。根据专家标准
提供护理和治疗护理。

科隆的医生、医院和诊所拥有一系
列现代化诊断设备和器械，特别是
在如下领域实现了准确和全面的诊
断：诊断和介入放射学、核医学、化
验室诊断、健康体检、儿科

放射学、神经放射学和睡眠实验室。
仅需要几个小时，就可以把诊断结
果和结论发送至相关中心。

诊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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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和心脏内科中心

这个中心诊断所有内科疾病，涵盖血 脉瘤）、瓣膜和组合手术、心脏第二和
管 疾 病（静 脉 、动 脉 和 淋 巴 管 疾 病）、第三室手术、肺部疾病手术（癌症和
糖尿病、肠胃病（肝脏、胆囊、胰腺、胃 肺气肿）、心脏支持术（人工心脏）、起
肠道疾病）、免疫系统疾病、肺和肾脏 搏器和除纤器植入术、以及心脏和肺
疾病等，根据国际治疗指南为患者提 移植等。
供相应治疗。
微创程序可以用于许多手术。有一个
内科和心脏内科中心包括2007年建 专门的部门施行婴儿和儿科手术。此
成的现代心脏中心，由于其对心脏病 外，该中心还开展手术程序创新，比
患者的护理而获得了医学界赞誉。这 如干细胞移植和器官保存（肺、心脏），
些特别科室还提供各种旁路手术（包 以及心脏手术过程中保护器官的循环
括动脉旁路手术）、主动脉扩张术（动 系统研究（大脑、肾脏和心脏）。

肿瘤中心

肿瘤中心可以治疗各种类型的肿瘤。疫疗法、个体化疗、干细胞疗法和再
服务范围包含跨学科肿瘤诊所和肿 生疗法、酵素疗法、大麻疗法、心理肿
瘤专家组，精神肿瘤学和姑息治疗团 瘤学和补充药物。八年来，肿瘤中心
队以及跨学科肿瘤项目组，他们可以 已经成功使用树突细胞接种和过高
为每一位肿瘤患者提供跨学科水平 热的组合治疗肿瘤，这一成绩远超德
的特别护理。现代肿瘤治疗涵盖诸多 国平均标准。迄今为止，这种治疗方
可能性： 转移手术、三功能抗体的免 法仅在全球少数医院中得到实践。

母婴中心

母婴中心涵盖两大领域：儿科和生殖
医学。科隆拥有德国最大的儿童医
院之一，专注于治疗儿童急性和慢性
疾病。医院与产科诊所密切合作，为
母亲和孩子提供最佳的产前、产中和
产后护理，特别是涉及高危妊娠孕妇

时（围产中心）。
科隆还是德国最大最
古老的生殖医学中心之一。在这里从
事生殖医学的医生均有20的从业经
历，可以提供德国国内允许的所有诊
断和治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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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的
医疗网络
手术中心

手术中心为所有领域的手术患者提 手术、事故和内脏手术等。术前、术
供治疗：肥胖手术（胃囊带术）、眼部 中和术后的高质量标准确保了患者
通过施行微创手术
手术、结肠直肠和消化道手术、妇科 的快速恢复率。
手术、手足手术、疝气手术、血管外（洞眼手术），患者可以很快恢复运
科手术、儿科手术、整形手术、移植 动能力。

骨盆中心

骨盆中心处理妇科和泌尿科的疾病。腺治疗和男科方面的成就。在骨盆
妇科在妇科内窥镜手术（微创妇科 中心，妇女患者由女性妇科专家、泌
手术）方面拥有多年经验。就泌尿科 尿科医生和医务人员进行治疗。
而言，不可不提在儿科泌尿科、前列

老年医学中心

这里主要关注老年人健康。当老年
患者由于突发状况或残疾而需要住
院治疗或康复时，就可以在这里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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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鼻喉中心

耳鼻喉中心治疗口腔、喉部、唾液脉、基础，比如听力测定、儿科听力测定、
喉头、气管、支气管、下咽部和食道 中耳诊断、耳神经诊断、以及耳朵和
的疾病。它提供面颅骨和面部软组 打鼾的功能诊断。影像诊断程序用
织、鼻子和鼻窦、喉部和耳朵的疾 于探测喉部软组织、唾液脉和面颅
病和损伤治疗，同时也提供保守疗 骨的疾病。还可以诊断和治疗过敏
法。耳鼻喉诊断以最先进的技术为 症。

神经中心

大脑、脊髓和神经系统疾病在神经 伤或脊髓损伤、椎间盘突出、脊柱退
中心根据科学指南进行诊断和治疗。行性疾病、脑部、脑膜或神经系统其
诸如中风、多发性硬化、头疼和其 他部位的肿瘤、脑积水、神经系统
他疼痛症、癫痫、帕金森症、脑肿瘤 缺损、脑和脊柱血管畸形以及三叉
等疾病在此可得到治疗。神经外科 神经痛等疼痛症。
可以治疗由事故导致的外伤性脑损

骨科和运动中心

骨科治疗诸如关节炎、骨关节炎、骨 该中心可以根据运动医学原理提供
折和韧带撕裂、椎间盘突出、关节 健康、健身和机能检查服务，也可以
感染、肌肉、韧带、关节或骨头的恶 针对现有状况（高血压、肥胖、乳腺
性生长、骨质疏松症、肌肉和肌腱撕 癌、多发性硬化、心血管疾病）提供
裂和诸多其他肌肉骨骼系统疾病 。锻炼疗法程序、以及锻炼疗法、现
符合当前指南的可能性治疗方案有 代协调训练、体能训练和个人训练
手术、针灸和关节注射，也可以用药 计划。
物进行治疗。科隆作为医疗城市联
合德国体育大学对运动医学展开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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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和抗衰老中心

预防工作由有关如何健康生活的课 说，抗衰老需要监测健康风险，可能
程和指导构成。
比如健康培训、平衡 导致引发心脏病、中风、骨质疏松症、
饮食和疾病预防的讲习班、可持续 痴呆、癌症，需要相应的具体预防
减重的实用信息等。抗衰老是一门 措施。另一个目标是塑造和维持最
实践科学学科，目的是延缓、阻止、佳的身体和精神状况。
甚至逆转过早衰老的过程。详细来

牙科中心

牙科中心提供如下专业领域的服务：作开展打鼾和耳鸣治疗。此外，还有
漂白、
儿科牙科、
畸齿矫正
牙功能分析、移植、3D诊断中心（用 预防中心、
（儿童和成人均可）、整体齿科等治疗
于 计 算 机 种 植 规 划 等）、口 腔 外 科、
牙周治疗、微创牙周美容术、牙髓病、项目，包括顺势疗法、针灸和全麻疗
补牙、牙科美容、CMD颞下颌关节治 法。
疗，并且可以与心理物理治疗师合

康复中心

医学康复指的是使用治疗程序来减 康复过程中，以跨学科治疗理念为
小或消除患者在得病、事故、手术或 基础，为患者提供各种治疗方式，涉
退行性病变之后所面临的限制条件，及如下多个领域：物理疗法、职能疗
以便患者可以恢复健康身体，并重 法、言语治疗和心理学。
返工作岗位。医生和治疗师密切合
作，为每一位患者制定专门的治疗
方案，重点关注患者的整体情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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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疗法将多种治疗方式用于恢 言语疗法是药物疗法中的一门新
复生理过程、纠正错误姿势和弥补 学科，重点关注由于语言、演讲、吞
肌肉强度失衡。
特别是在如下医学 咽或听力障碍而导致人际沟通能
学科中会特别采用物理疗法：整形 力受限制的人们。言语疗法是治疗
外科、运动医学、神经学/神经外科、脑部疾病患者时必不可少的方式，
泌尿学、心脏内科、外科和内科。
职 比如中风患者。
能疗法是通过重新学习来恢复丧
失的技能和改善或弥补缺陷。职 当分析和治疗由于疾病而使性格
能疗法的主要目标是为患者提供 和认知发生变化时，心理学家也会
最大可能的独立性并改善个人生 参与其中，他们还会帮助患者及其
活品质。职能疗法在整形外科、创 家人应对情感和心理方面的疾病。
伤医学、风湿病学中用于治疗肌肉 康复中心拥有专业设施和享有国
骨骼系统失调的患者，在神经学/ 际声誉的专家大夫，特别是在神
神经外科中用于治疗中枢神经疾 经康复领域。
病。

免责声明

本《科隆健康杂志》由科隆旅游有限公司（KölnTourismus GmbH）出品，包括主要针对医疗设施
和机构的广告以及社论式广告。杂志目的仅限推
广科隆的医疗服务。它仅提供通用信息，并不能作
为特定事项的专业咨询和建议的替代品。虽然已
经持高度严谨的态度来搜集这些信息，但是因为
由第三方提供，所以科隆旅游有限公司无法对这
些信息一一进行质量审查。对于此处任何信息的
时效性、完整性和准确性，科隆旅游有限公司不承
担任何责任。只有相应广告方才对其广告和/或社
论式广告中的信息负责。
因此，科隆旅游有限公司尤其对于本手册中显示
的那些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和/或其他服务不负任
何责任，对于所推广机构的活动、特别是价格均不
负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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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电 +49 221 346 43 0 | www.koelntourismus.de

照片拍摄人员: page fltr.
封面：©shutterstock/goodluz | p.2: ©ORTHOPARC
Klinik GmbH | p.3: ©KoelnTourismus GmbH/Dieter
Jacobi, ©Axel Schulten| p.4-5: ©KölnTourismus
GmbH/Udo Haake, | p.6: ©Cölner Hofbräu Früh |
p.7: ©Atilla Taskiran on Unsplash, ©Rheinisches
Bildarchiv/Maria Lucke | p.8: ©KölnTourismus
GmbH/Dieter Jacobi, ©Neptunbad Premium
Sports & Spa |
p.9: ©TörtchenTörtchen / Jo Kircherr | p.10: ©Andreas
Heimann on Unsplash | p.11: ©KölnTourismus
GmbH/
Dieter Jacobi, ©Weihnachtsmarkt Kölner Altstadt |
p.12: ©KölnTourismus GmbH/Gregor Gosciniak
| p.13: ©Excelsior Hotel Ernst, ©Excelsior Hotel
Ernst/Peter Obenaus | p.14: ©Fußzentrum Köln/
Daniel Thull | p.15: ©Pan Klinik am Neumarkt
GmbH |
p.16: ©Hyatt Regency Köln/Gerrit Meier, ©Hyatt

“科隆健康”项目由
科隆贸易商会赞助

31

Regency Köln/Pascal Nordmann | p. 17: ©sehkraft,

©sehkraft/Schalkwijk | p.18-19: ©Strahlenzentrum |
p.20: ©Wolfgang Stahr | p.21: ©Sana | p.22:
©dental suite/Ralf Baumgarten, ©dental suite |
p.23: ©Marriott/Courtyard | p.24–25: ©Creativeart Freepik.com | p.26: ©Serhii_Bobyk - Freepik.com |
p.27: Megafilm - Freepik.com | p.28: ©Pressfoto Freepik.com (2), | p.29: ©Ipopba - Freepik.com |
p.30: ©Noxos - Freepik.com, ©Nensuria - Freepik.
com, ©Freepik.com | p.32-33: ©DLR, ©KölnBusiness/Uniklinik Köln | p.34: ©MedCologne/ACD
Systems, ©MedCologne/Tim Friesenhagen | p.35:
©TimeRide | p.36: ©DeKang German Health Services UG | p.37: ©Dyson | p.38: ©Leonardo Royal
Hotel Köln | p.39: ©Schokoladenmuseum |
p.40: ©MÄURER & WIRTZ GmbH & Co. KG
只有经过出版方的明确许可，方能以复印或电子媒
体方式复制本手册文本和照片材料、或者摘录其中
部分：
22511/66691/01/18/5
科隆旅游有限公司（Köln Tourismus GmbH）可在不
作通知的情况下自行决定随时修改全部或部分内容
且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

科隆 —— 一个卓越的国际医疗中心

科隆是一个卓越的健康与生命科学领域的中心。该市拥有全国最大，
最现代化的医疗场所之一，拥有超过75000名员工，仅在医院中就有
23000名。
科隆的尖端医疗保健领域不仅在患者护理，医学研究和生命科学领域，
而且在医学教育和培训方面也表现出色。完善的制药、生物技术、医疗
技术和健康保险行业为该市在这一领域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位于科隆/波恩地区的57个医疗中心拥有17000张床位，可提供高
质量的医疗保健服务。其中包括两家大学医院和位于阿姆斯特丹路
（AmsterdamStraße）的儿童医院，这是德国同类最大的医疗中心之
一。Cellitinnen基金会下属的科隆老年创伤中心为遭受骨折痛苦的老
年患者提供高质量的护理，完善了这座城市的医疗版图。

科隆大学，其著名大学医院与该大学众多研究机构（例如科隆临床试验
中心或科隆分子医学中心）之间的密切互动，提供了出色的临床研究以
及以实践为导向的顶级研究素质的教学。

KölnBusiness
Wirtschaftsförderungs-GmbH
Börsenplatz 1, 50667 Cologne
info@koeln.business
www.koeln.business

科隆大学医学院的重点之一是肿瘤生物学，感染和免疫力领域。综合肿
瘤学中心（CIO）通过其30个跨学科的肿瘤项目组（IOPs）提供有关癌症
治疗的相关知识。

他们的成员定期开会，探讨常见的癌症类型——从急性白血病到子宫颈
癌——旨在交换意见并讨论最新的研究结果，然后将这些信息转送到
CIO的治疗指南中。CIO由科隆，波恩，亚琛和杜塞尔多夫的四所大学医
院组成，并且是德国致力于癌症治疗的顶级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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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医学领域的研究（其结果也与经典医学在预防、临床诊断和治疗的
所有领域高度相关）之外，科隆还是重要的老年医学中心。超过400位科
学家进行了衰老过程和与年龄相关的研究。

大学，大学医院，马克斯·普朗克新陈代谢研究和衰老生物学研究所以
及波恩的德国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心都是该合作网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TH科隆/应用科学大学的创新研究所进一步为与年龄有关的癌症和
神经变性研究做出了贡献。

凭 借 其 高 度 集 中 的 专 业 知 识 研 究 和 多 样 化 的 培 训 前 景，科 隆 在
经济领域对于全球领先的企业（如拜耳或龙沙Lonza），Courage+
Khazaka，F＆M.Lautenschläger和Miltenyi等技术驱动者以及成功的初
创企业极具吸引力。强大的网络巩固了科隆作为德国最活跃的医疗保
健地点之一的形象。包括Permedicon，Health4.0和Gesundheitskongress des Westens在内的数个专业会议和贸易展览会将国际卫生专家
来到科隆，就该行业的未来发展交换意见。

健康/生命科学
事实与数字*

• 超过75,000名员工在卫生与生
命科学领域工作（2018）
• 其中大约23,000人在医院工作
• 医疗保健行业占科隆所有员工
的13％（2018）
• 该主要市场的应税收入在2017
年达到402.24亿欧元
• 2009-2017年期间的年市场增
长率为3.2％
* 来源：PROGNOS

联络
www.digital-health-germany.org
www.health-region.de
www.bioriver.de
全国机构
www.bfarm.de/DE/Home/
home_node.html
www.bzga.de/
www.dimdi.de/dynamic/de/
startseite
www.iqwig.de/
www.zbmed.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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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德国的可靠合作伙伴
Med Cologne
作为科隆旅游局的正式合作伙伴，Medcologne有限公司在德国医
疗护理组织中提供医疗服务——从初步检查到复杂治疗。

迈克尔·海汀
Mikhail Khaitine
CEO

服务：

•
•
•
•
•
•
•
•

检查
诊断
治疗
复原
第二诊断意见
运动医学
翻译
相关服务

Med Cologne GmbH & Co. KG
Hohenzollernring 38-40
50672 Köln
话电：(+49) 221 964 399 31
khaitine@medcologne.com
www.medcologne.com

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使用德国医疗服务的优势检查或改善健康
状况：
• 德国医生的责任感与专业度
• 现代化的医疗设备
• 全面细致的服务
• 严格的治疗方案和法律法规，确保最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我们提供最好的医院，最优秀的专家和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可满足您
的特殊需求。让我们多年的经验为您服务，并找到德国医疗保健可以
提供的最佳服务。
我们在科隆，杜塞尔多夫和波恩安排诊断，治疗和医学康复。这些城市
不仅以高端医药而享誉世界，而且有许多负有盛名的旅游景点。让您
在这里的生活既有益又有趣。

没有什么比投资您的健康更值得的！该地区有多个国际机场，可让您
从全球各地方便地到达这里。我们还能为您提供所有其他服务，包括
交通、酒店、翻译、签证申请支持以及适合各种需求的娱乐活动。MedCologne是您在德国的可靠合作伙伴。
让我们帮助您找到理想的健康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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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足部和脚踝中心
Fußzentrum Köln

在科隆足部和脚踝中心，通过平衡现代医学知识与个性化咨询和治
疗，可以满足所有患者的预期。
足部治疗包括所有类型的足部和脚踝骨科疾病的非手术和手术治
疗，包括影响成人和儿童的骨关节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团
队在每次的治疗过程中都会满足您的个性化需求。

科隆足部和脚踝中心的图尔（Thull）博士以及整个团队可以服务所有
年龄段的患者。大夫和团队成员将采用最新的科研成果和最先进的
技术视作己任，在此基础上为患者提供最佳的足部治疗方案。
无论是预防护理方面，还是矫正手术方面，该中心医生的出色工作已
经令他们获得了国际认可，患者数量持续增加。许多患病史很长的患
者也向我们进行咨询。

我们脚踏实地地开展工作，彻底检查疾病，综合考虑患者个人情况。
我们也公开且真诚地为您提供真实的健康状况评估信息。
请相信我们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将您的足部健康放心交给我们！

医学博士，骨科医生
丹尼尔·图尔
Dr. med. Daniel Thull
足部和脚踝
外科手术专家
专业领域
•

足部和脚踝外科手术

•

儿童和成人/先天和后天足部和

•
•
•
•
•
•

足部和脚踝微创手术
脚踝畸形矫正
骨关节炎治疗

步态和体态分析

焦点体外冲击波疗法

MRI-扫描和X射线诊断
肌肉功能诊断（EMG）

Cologne Foot and Ankle Centre
Vorgebirgstraße 118
50969 Köln
电话 (+49) 221 390 90 224

dr.thull@fusszentrum-koeln.de
www.fusszentrum-koeln.de
www.facebook.com/FußzentrumKöln-440512932963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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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倒流到帝国时代的科隆！
开始您的时光之旅，并沉浸在20世纪初的科隆历史中。
感谢虚拟现实。

门票

€ 10,00 起

Alter Markt 36-42 • 50667 Kö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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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imeride.de/en/koeln

欢迎光临德国首家戴森官方体验店。
所有非欧盟居民均可享受免税购物。*
科隆戴森官方体验店 | 高街 52 号 | 50667 科隆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 10:00 至 20:00 | 电话：+49 151 641 930 28 | koeln-store@dyson.com
*请在购物之后填写退税申请表，并在海关批准后，送至相应机构办理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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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风范 —— 新式酒店

莱昂纳多皇家酒店 —— 城市森林店

莱昂纳多皇家酒店(Leonardo Royal Hotels)以其特有的当地特色、
创新的设计、雅致的内饰与和谐的配色来着重突出酒店的特征，为每
位客人提供—种清新和个性服务为特征的风格。莱昂纳多皇家酒店
不拘—格的氛围令客人从始至终置身于舒适的享受之中。
马库斯·古特史里西
Marcus Gottschlich
总经理
服务项目
• 大型湖景露台和冬季花园
• 靠近市中心和便捷的交通网络
• 位于城市森林和湖泊旁边
• 距离大学医院10分钟步行路程
• 女性专享客房
• 步行可达Dürener大街上的购物
场所
Leonardo Royal Hotel Köln
– Am Stadtwald
Dürenerstr. 287
50935 Köln
电话 (+49) 221 4676 0

科隆莱昂纳多皇家酒店一一城市森林店位于一处美丽的湖边，在科隆
的绿色中心恭候您的光临。酒店拥有150间客房，包括普通套间和“女
性专享客房“，具有许多优质配套设施，比如空调、咖啡和泡茶用具、迷
你吧、平板电视、保险柜、高速网络接口和免费无线网络。

您会对酒店Vitruv餐厅的创意烹饪感到惊喜，它为顾客提供国际和地
区特色菜肴的创意组合。餐厅外侧的观光露台(Seeterrasse)可以俯瞰
整个湖泊，休憩区可以为200人提供座位。Leo酒吧供应美味的小吃和
缤纷的鸡尾酒。

运动爱好者可以在酒店旁的湖边沿着慢跑跑道锻炼，也可以在公园悠
闲地散步，或者在湖边租—条小船在湖面上倘祥，从而令您精神饱满地
迎接明天。公共交通网络把酒店和老城中心区及机场连接在一起，轨
道电车站Dürener大街/Gürtel距离酒店仅几步之遥。
我们与距离酒店仅仅几分钟路程的科隆大学医院以及其它医疗机构
都开展合作，确保客人在我们酒店的住宿可以尽情放松，助您恢复生
机。

info.koelnstadtwald@leonardohotels.com
www.leonardo-hotel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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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知识的海洋，
甜蜜诱惑的世界！

科隆巧克力博物馆：
一块巧克力形状的科隆
39

www.schokoladenmuseum.de

HOUSE OF

探寻4711香水的传奇历史 自1792年起，4711香水屋始终是全球闻名的香水代言人。
在本旗舰店的众多香水中
属于您的味道敬候您的光临！

Glockengasse 4 | D-50667 Köln | 电话：+49 (0)221 270999–10 或 –11
周一至周五: 早9.30 – 晚6.30 | 周六: 早9.30 – 晚6.00
www.facebook.com/houseof4711 | www.instagram.com/4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