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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构欢迎辞

凭借着战略性地理位置和出色的发展潜力，加泰罗尼亚
被认作是中国投资进入欧洲的门户：除了优越的生活品
质以外，更有着一个广泛且多元化的商业网络、出色的
基础和通信设施、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享有盛名的大学
以及众多的学术中心和科研中心，这些都使得加泰罗尼
亚成为亚洲国家投资项目的战略性伙伴。

加泰罗尼亚在众多国际认可的排名就是这些能力的
良好佐证。例如，根据《金融时报》fDiMarkets报
告，2012年度加泰罗尼亚是欧洲大陆吸引外国投资最
多的地区，约30亿美元，并且通过这些投资项目创造
了最多的就业岗位。

在此背景下，做为一个能够提供一系列高水平的硬件及
基础设施的欧洲城市，且同时具备在创新及研发领域应
对新挑战及把握重大机遇的能力，巴塞罗那的地位日益
显著；更获选为移动技术和远程通信领域最重要的国际
盛会——世界移动通信大会——的固定主办城市。

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作为自治区政府，我们致力
于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推行高影响力措施并促
进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的结构性改革，以期激活经济、
恢复增长。我们还能根据中国投资者的需求，提供个性
化的项目和服务。

我希望这本实用指南能够在各方面深入介绍，通过在
政府机构层面和企业层面建立合作关系来增强加泰罗
尼亚与中国的联系。这一切旨在加强双方联系纽带、
吸引中国投资，使加泰罗尼亚成为中国投资进入欧洲
的第一平台。

阿图尔·马斯 
(Artur Mas)

加泰罗尼亚自治大区 政府主席

近几十年来，中国经历了惊人的增长，如今已是世界上
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力图成为国际企业、参与到其它
市场的中国公司数量与日俱增。

巴塞罗那，得益于优越的战略性地理位置和工商业传
统，对中国企业家来说可能是进入欧洲的一个出色门
户，也是通往地中海和北非地区的平台，同时可成为拓
展至拉丁美洲市场的跳板。

我们的城市是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首府，加泰罗尼亚是
西班牙最具活力的地区，巴塞罗那作为其经济、文化和
行政中心，是欧洲最主要的大都市之一。巴塞罗那以其
开放和进取精神而闻名；同时也拥有突出的创造力和创
新精神，及高品质的生活。

巴塞罗那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外商来欧洲直接投资最
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事实上，巴塞罗那拥有西班牙最
大数量的外国企业。它们在此经营顺利，其中许多
公司还进行新的投资来扩展他们在此的经营活动。选
择巴塞罗那开展贸易，就是选择了一个友善的商业环
境、完善的基础和服务设施、高品质的人力资本和具
有竞争力的成本。

本指南手册包含投资和商贸方面的实用信息，巴塞罗
那市政府有意在双方互利的基础上促进与中国的经济
联系。 市政府经济战略Barcelona Growth的目标之一
就是促进巴塞与战略市场间的联系，吸引投资，促进
企业发展和就业。

在这个意义上，巴塞罗那与中国一些城市签订的协议也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巴塞罗那是上海的姐妹城市，二者
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同时，近几年我们已经与其它
中国城市如香港、北京和深圳签订友好合作协议。这些
协议共同构建了相互理解的氛围，增强了双方在技术、
物流、设计、旅游、城市规划和商贸等关键领域合作的
意愿。

我希望这本指南能为中国企业提供便利，帮助他们顺利
入驻巴塞罗那——一个极具文化、知识、创造力和创
新精神的城市。我非常荣幸能在此欢迎各位来到巴塞罗
那，来到加泰罗尼亚。

哈维尔·特里亚斯 
(Xavier Trias)
巴塞罗那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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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之家是一个公共外交机构，致力于促进西班牙与亚
洲及太平洋地区的相互了解，以及推动和增强与这片广
袤地域上诸多国家在经济、教育、文化和政府机构之间
的联系。考虑到加泰罗尼亚与亚洲大国之间传统的联
系，亚洲之家将总部设在巴塞罗那，并感谢相关政府部
门对设立这一机构表现出的兴趣和决心。

本投资者指南能够让中国企业家以快速高效的方式融入
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密集的商业网络。能积极参与本
指南的编写工作是亚洲之家的一大幸事。我们相信该指
南会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有力地促进加泰罗尼亚企业
与中国企业间的关系。

亚洲之家

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一直呈高速增长，2013年非金
融类对外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在
未来几年中对外投资就可能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欧
洲或许正处于中国投资高增长的起步阶段。有研究预
测，2010年至2020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达1万
亿至2万亿美元，其中约有四分之一将流向欧洲。

我们高兴地看到，近期西班牙宏观经济不断出现积极向
好的迹象， 2014年吸引外资可望恢复危机前水平，为
外国投资提供宝贵机会。西班牙作为对欧洲和拉美的投
资平台作用将更为突出。

推动中国对西班牙投资，是当前双边经贸关系的一项优
先任务。而要做好这项工作，就必须研究加泰罗尼亚。
目前正是考虑对西班牙投资的好时候。为此，我们支持
首次出版针对国内企业的加区投资指南，并建议认真关
注这里的投资机遇。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巴悦之家外立面。安东尼·高迪 （Antoni Gaud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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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加泰罗尼亚
及其首府
——巴塞罗那
加泰罗尼亚位于西班牙东北沿海区域，与法国接壤，濒
临地中海。该战略性地理位置有助于与地中海各地区和
欧洲国家间建立紧密联系。这些联系可追溯至2000多
年前。

拥有32106平方公里土地的加泰罗尼亚占西班牙领土
面积的6%，人口超过七百五十万，占西班牙总人口的
16%。

加泰罗尼亚在西班牙经济总量中地位举足轻重：其国内
生产总值占西班牙全国的20%，工业总产值占西班牙
的25%，出口占西班牙的26%。

事实上加泰罗尼亚一直以来都是西班牙的经济动力，这
归功于其企业活力、悠久的工业与创业传统以及稳固的
生产结构、频繁的海外市场活动以及企业竞争力。

作为自治大区，加泰罗尼亚在西班牙宪法和欧盟框架下
以自治方式组织政府。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是加泰罗
尼亚的行政组织体系，拥有众多的下属部门。

加泰罗尼亚是欧洲最重要的经济和工业引擎之一 。

1.2. 主要经济
指数

注：平均温度基于温带地区测量所得。

平均日照时长在春季和夏季测量所得。

资料来源：加泰罗尼亚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和经济和竞争力部

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首府，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精
神的城市，以其在建筑、美食、艺术和所举办的重大活
动中表现出的设计、创意和智慧而闻名于世，而这些优
异表现也同样延伸至商业界。巴塞罗那成为欧洲最适宜
工作和居住的城市，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南欧版图上，巴塞罗那享有优越的战略性地理位置，
与欧洲大陆其它地区以及世界其它重要经济增长地区都
有着广泛的联系。

所有这些极富竞争力的因素使加泰罗尼亚和巴塞罗那成
为中国投资者和中国企业在欧洲寻找业务拓展机会的理
想平台。

根据2012年Mori Global Power City Index 全球城市
实力指数，巴塞罗那位列全球最具竞争力城市排名前
15位 。

加泰罗尼亚数据 (2012)

面积

人口  

平均气温

   冬季

   夏季 

日照 

生产总值 

人均生产总值

出口值

进口值

外国游客 

32106 平方公里

757.1万

16-17 ºC

6 ºC

30 ºC

9 小时

2077.62亿欧元

27698欧元

582.83亿欧元

686.88欧元

15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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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与中国的
对外贸易

在西班牙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加泰罗尼亚占了最大比
重，占两国贸易总量的30%。

中国大陆及香港是加泰罗尼亚主要的商业伙伴，占加泰
罗尼亚进口总值的9%，位列供应国排名第三。

最近五年间，加泰罗尼亚对中国大陆及香港的出口总量
已翻一番。中国位列十大出口市场之一。

如下表所示，中国对加泰罗尼亚有着很明显的贸易顺
差。

2008-2012 加泰罗尼亚—中国之间的贸易发展情况
千欧元

资料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引用ESTACOM-ICEX数据

加泰罗尼亚—中国
之间的货物贸易

加泰罗尼亚出口至中国的主要产品，在过去三年间主要
为化学产品、工业技术产品、原材料、汽车及汽车零部
件以及食品和饮料。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汽车出口量经历了快速增
长。2010年，汽车出口量无足轻重，2012年则占出
口总量的9%。

加泰罗尼亚向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
2012年     

资料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引用ESTACOM-ICEX数据

2012年，有超过5700家加泰罗尼亚企业向中国出口
产品和服务（占西班牙总量的36.64%）。其中，807
家企业定期向中国出口产品（即在过去4年持续进行出
口）。

加泰罗尼亚从中国的进口产品，主要为纺织品，其次是
设备产品（办公设备和电子通信设备），第三为化学产
品。随后主要是家电和电子类消费产品。

加泰罗尼亚从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
2012年

资料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引用ESTACOM-ICEX数据

28% 化学产品

16% 机械设备

14% 原材料

13% 汽车产业

12% 食品和饮料

10% 消费产品

3% 其它半成品

2% 有色金属和钢铁

1% 其它商品

39% 消费产品

29% 机械设备

14% 原材料

9% 耐用消费品

5% 其它商品

1% 汽车产业

1% 钢铁

1% 食品

2008

6,324.912

712.033

5,612.879

2009

4,760.063

737.708

4,022.355

2010

6,446.936

901.587

5,545.349

2011

6,215.544

1,044.987

5,170.557

2012

5,844.701

1,290.974

4,553.727

进口

出口

结余（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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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来自中国的
投资

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以及国际投资流动的一
个关键角色。

在欧盟国家中，中国投资者发现巨大商机，十年来，已
成倍增加在该地区的直接投资，如下图所示。

2000-2011年，中国在欧盟27国的直接投资
项目数量及投资额总量（百万美元单位）

注：图表柱型以右轴线、线段和左轴线为参考

来源：RhodiumGroup

加泰罗尼亚极富竞争力的优良条件推动了来自中国的投
资在近几年内显著发展。

众多中国企业在加泰罗尼亚出现证明了以上观点，如和
记港口控股公司完成在巴塞罗那港口新码头扩建的重
大投资；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收购Cubigel Com-
pressors公司；中国工商银行在巴塞罗那设立分行；中
国检验认证集团（CCIC）选择巴塞罗那作为其欧洲实
验室的所在地。

此外，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如华为、中兴和联想等公
司，也在此积极开拓市场机遇，这些均受益于一个事
实：巴塞罗那是电子通信领域的一大枢纽，至2018年
将作为世界移动通信大会的常驻主办城市。

总部设在巴塞罗那的ESADE商学院，已经成立一个商
业俱乐部，由设立在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国跨
国企业和西方企业组成，名为ESADE中国欧洲俱乐部
（ESADE China Europe Club），其创始公司有：华
为技术西班牙公司（信息产业）、联想西班牙公司（个
人电脑）、中远伊比利亚（物流）、中国检验认证集团
（CCIC）、西班牙五矿（工矿业）、KeewayMotor
西班牙（摩托车）、中国工商银行欧洲公司（金融产品
和服务）、海尔欧洲贸易公司（家电）和ESADE基金
会。

附录2收录了加泰罗尼亚截至2013年9月来自中国（包
括香港地区）的资本与主要投资者。

在最近几年，来自中国的投资在加泰罗尼亚发展形势喜
人。

收购价值，美国美元计

新创建项目价值，美国美元计

新建项目数量

收购项目数量

606
306

254
301

625
170

1,042
337

443
353

1,970
820

2,074

1,539

8,594

1,217

照片由SEAT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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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本地的
华人群体

一个不断增长的群体

加泰罗尼亚华人人口将近五万，占外籍居民总数的
4.2%。据加泰罗尼亚统计局2012年数据，外国居民总
数达118.7万，十年间增长五倍。

华人最集中的市镇是巴塞罗那市，登记为居民的中国公
民人数超过1.6万，在外国国籍中位列第三，仅次于巴
基斯坦和意大利。

加泰罗尼亚一半华人集中在首府巴塞罗那、圣科洛马和
巴达罗那（巴塞罗那的2个邻近市镇）。

华人移民主要来自浙江省青田县，及山东、吉林等北方
省份。

年轻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

居住在加泰罗尼亚的华人群体由年轻人口构成：70%
的成员处于16岁至44岁年龄段之间。

另一项显著数据是，在加泰罗尼亚登记户籍的中国人有
11%出生于西班牙境内，其中53%小于16岁。因此，
这是一个年轻的群体，在两种文化下接受教育，在未来
几年内能够丰富适龄劳动人口。

另一方面，鉴于中国语言文化在贸易关系中的重要性日
益突出，许多教育机构已经开设各种课内外中文教程。

富有创业精神的专业人士

近年来，中国人在加泰罗尼亚的职业活动日趋多元化。
除了皮革业、纺织业、零售业和服务业等多为个体经营
的活动之外，豪华酒店、金融、咨询、信息通信技术服
务、时尚、旅游、房地产业等领域的从业活动也在日益
增长。

同时，加泰罗尼亚新一代高素质中国专业人员的规模正
在巩固，他们了解两种文化，在加泰罗尼亚企业就职或
是在两国间开展项目。这个群体包括被加泰罗尼亚诸多
大学吸引而来数量日益增加的留学生，也包括近年来逐
渐完成高等学业的移民第二代（指父母早年定居加泰，
在本地接受教育的华人子女）。

这样一个年轻、有活力、敢创业、肯拼搏的中国群体的
出现，对加泰罗尼亚的社会和经济，以及对加泰罗尼亚
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而言，都极富意义和价值。

加泰罗尼亚中国移民群体的特点是年轻、充满活力并勇
于创业拼搏。

高素质的中国专业人士深谙中国和加泰罗尼亚两地文
化，是企业间关系的关键。



Agbar大楼，22@创新区入口地标。让·努维尔（Jean Nouvel）

2
来此投资与
开展业务的
十个理由



加泰占西班牙

人口的16% 

国内生产总值的20% 

出口值的26%

企业数量的19% 

外国直接投资额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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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优越的地
理位置和市场
准入
加泰罗尼亚及其首府巴塞罗那，构成了一个进入欧洲、
北非和中东市场的理想平台。

优越的陆、海、空交通连接以及现代化的物流系统，提
供了一个进入各大市场的便捷通道，如欧盟市场（五亿
零三百万的消费人群）和欧洲地中海市场（四亿六千一
百万的消费人群）。

同时，加泰罗尼亚和巴塞罗那是进入拉丁美洲市场（五
亿八千两百万的消费人群）的出色跳板。由于历史原
因，西班牙与拉丁美洲仍然保留着众多的强有力的联系
纽带。共同使用同一种语言-西班牙语，就足以建立并
巩固强大的外交关系、机构关系和商贸关系。因此，西
班牙企业一直在此区域进行重金投资，这一传统如今仍
然在继续，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服务业。中国企业入驻
加泰罗尼亚后，如果有扩张拉丁美洲市场的计划，便可
以充分利用加泰罗尼亚企业与该地区之间所保持的特殊
商贸联系。

因其战略性地理位置和出色的交通系统，加泰罗尼亚是
通往欧洲的门户，是进入北非的平台，还是通往拉丁美
洲的跳板。

巴塞罗那是南欧少数几个拥有全套（海、空、公路及和
铁路运输）综合联运系统的城市之一，每种方式都拥有
全球连通性。在仅5公里范围内，巴塞罗那集中了一个
大型的地中海港口、一个国际机场和一个南欧大型物流
区，此外还拥有欧洲第二大展会中心。这一切对于想要
供应欧洲地中海地区的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绝好的物流
平台。

巴塞罗那国际机场年接待能力高达5500万人次，连接
近200个国内外不同目的地，集中了将近一半从亚洲到
西班牙旅行的游客。由于其可观的非直接交通客流量，
中国航空新开巴塞罗那直飞北京（经停维也纳）航线，
其它一些航空公司也正研究在巴塞罗那与中国众多城市
间设立直飞航班。

巴塞罗那港是地中海最繁忙重要的邮轮港口之一；在欧
洲范围内，该港在车辆及货物集装箱运输方面表现突
出，专业于高附加值货物的运输。与西北欧港口相比，
来自亚洲的货物在巴塞罗那进港将缩短3至4天行程。
新近扩建完工的BEST码头（巴塞罗那南欧码头），隶
属亚洲物流公司和记港口控股集团，是目前该集团内最
先进的一个码头。

加泰罗尼亚还拥有现代化的铁路网络，众多铁路线将加
泰罗尼亚与西班牙其它地区及欧洲连为一体。

巴塞罗那港，新近扩建完成，装备一流，集装箱吞吐量
巨大，其中30%来自亚洲。

2.2. 面向亚洲
国家的门户

2.3. 经济引擎
和多元化的商
业网络
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主要经济动力。下列数据清楚地反
映出加泰罗尼亚在西班牙所占的比重：

此外，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境内拥有最多企业数量的地
区，约60万家。当地企业多数为中小型企业，遍布整
条价值链，能够成为亚洲企业的出色伙伴。

事实上，加泰罗尼亚有着悠久的工业和制造业传统，是
西班牙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摇篮。如今，更拥有强大又
多元化的工业领域，比如:

· 汽车工业
· 化学和制药工业
· 平面艺术及出版工业
· 电子消费产业
· 机械工业
· 纺织业
· 食品和饮料加工产业.

除了传统部门之外，新兴经济部门也出现在加泰罗尼亚
并且正在蓬勃发展，如：

· 生物技术
· 健康及健康服务产业
· 清洁能源和环境服务业
· 创意产业
· 信息及通信技术产业
· 视听产业
· 设计、共享服务中心、研发及创新产业

另一方面，在巴塞罗那，城市高度多元化的服务产业占
主导地位，吸纳了相当一大部分从业者。

加泰罗尼亚拥有近60万家企业，大部分来自工业领
域，同时新兴领域也在经历着繁荣的发展。

495  

45 

750 

2 12

1 3



根据fD iMarke ts（《金融时报》分析部门）数
据，2013年第一季度，加泰罗尼亚是欧洲地区第二大
吸引投资地区（按数量计算），仅次于英国东南地区。
就投资新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而言，加泰罗尼亚位居欧
洲第三。

西欧外国投资项目
（根据目标地区，2013年第一季度）

资料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引用《金融时报》fDiMarkets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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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战略部门
及商机引擎

在加泰罗尼亚，正在积极发展众多与新技术和可持续性
发展有关的经济部门，致力于提供重要的商业和投资机
会。

其中一大例证就是巴塞罗那再次被选为GSMA全球移
动通信大会的主办城市，每年聚集超过7万名业内人
士，并吸引了100多家中国企业前来，其中突出的有华
为、联想和中兴。巴塞罗那将保持世界移动通信之都的
身份直至2018年。这项工程拉动了众多当地公共和私
人创意，推动着不断拓展、测试和开发新的移动通信技
术，作为奖励机制，城市奖励创办与移动技术有关的企
业，将巴塞罗那变成一大亮点（世界移动信息枢纽）。
作为世界移动通信之都，巴塞罗那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科
技公司，例如中国台湾的TORO Development Ltd., 也
是智能手机支付应用和电子货币发展领域的领头人，就
已选择巴塞罗那作为欧洲总部及其研发中心。

加泰罗尼亚的其它战略性发展部门包括环境、清洁能源
和可持续发展交通技术，这些部门一致认同电动汽车的
推广使用。值得一提的是，加泰罗尼亚是欧洲汽车产业
重镇，集中了西班牙汽车产业的30%。加泰罗尼亚自
治大区和巴塞罗那各市县政府共同大力推动电动交通的
发展。例如LIVE平台的推广，这是一个结合了公共管
理部门、研究机构、汽车、电子以及信息通信技术领军
企业（SEAT/大众集团、Endesa能源和西门子公司）
的官方与民间公共平台。

巴塞罗那也是智慧城市领域的先驱者，已经策划了许多
项目来提高城市服务效率和市民的生活质量。城市本身
就是一个城市规划实验室，开放给想要检测产品和创新
方案的公司。同时也发起了City Protocol Society
（“智慧城市标注联盟”，http://cityprotocol.org/）。

根据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巴塞罗那是国际
会议参加人数最多的城市；在2008-2012年间，国际
会议举办数量位居全球第三。

2.5. 成功的
外商投资引进

超过5500家外国企业的总部设在加泰罗尼亚。加泰罗
尼亚集中了大部分入驻西班牙的外国企业。落户西班牙
的日本、意大利、美国、法国和瑞士等国的企业，有超
过50%都位于加泰罗尼亚。

落户加泰罗尼亚的外国企业国籍分布

资料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加泰罗尼亚

19% 德国

16% 法国

13% 荷兰

10% 美国

10% 其它

9% 意大利

8% 英国

8% 英国

5% 瑞士
3% 卢森堡

2% 葡萄牙

2% 日本

1%比利时

投资额（百万欧元）

1. 东南地区（英国）

2. 加泰罗尼亚 

3. 爱尔兰 

4. 西南地区（英国）

5. 西荷兰（荷兰）  

6.西米德兰兹郡（英国）

7. 瑞士 

8. 马德里大区（西班牙）

9.西北地区（英国） 

10. 瑞典

项目数量  

1.东南（英国）

2. 爱尔兰 

3. 法兰西岛（法国）

4. 加泰罗尼亚

5. 西荷兰（荷兰） 

6. 瑞士

7. 巴伐利亚（德国）

8.马德里大区（西班牙 ）

9.黑森州（德国）

10. 瑞典   

新创就业岗位

1. 东南（英国）

2. 爱尔兰

3. 加泰罗尼亚  

4. 苏格兰（英国）

5. 北爱尔兰（英国）

6. 黑森州（德国）

7. 西北地区（英国）

8. 法兰西岛（法国）

9. 西米德兰兹郡（英国）

10.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德国）

3,372.1

1,438.4

940.6

694.0

663.9

643.8

522.5

522.5

522.1

441.1

150

55

41

37

30

28

28

26

24

21

7,695

4,211

4,095

2,061

1,642

1,484

1,467

1,449

1,257

1,159



此外，根据安永会计事务所2013年欧洲吸引力调查
表，加泰罗尼亚在2012年度是欧洲第三大最具投资吸
引力的地区。在巴塞罗那，已经启动了116个项目，占
西班牙总量的42%。

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在2013年度全球城市投资监测报告
中将巴塞罗那排在“2008-2012年度全球城市地区接
收外国投资项目排名”的第十位。

巴塞罗那地区的大部分外国企业续存十年以上，这证明
了该地区投资的高稳定性和回报率。这些公司对于入驻
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非常满意，并继续在这片土地上
卓有成效地进行再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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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和巴塞罗那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首府人
口的49%从事知识密集型劳动。巴塞罗那拥有不同领
域的专业人士，接受过坚实的加泰罗尼亚高等教育。在
巴塞罗那地区有八所顶尖的公共和私立大学，在各个学
科领域内提供优质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其中两所学校
位列西班牙大学质量排名三甲。

此外，巴塞罗那是优秀商学院的总部所在地，包括
IESE、ESADE和EADA。根据国际权威排名，这三所
商学院都位于全球最优之列。它们也都拥有比例相当高
的外国学生。中欧国际商学院（CEIBS）也与当地一
所学校签署了合作协议。

从几年前开始，巴塞罗那就已成为外国年轻留学生以及
外国创业者寻找开创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优先选择。就业
和商业机遇以及优质的城市生活，留住了众多本地和外
国人才。这些因素以及其他更多的原因，解释了为什么
巴塞罗那拥有稳定的富有责任心的多语种人才储备。

最后需要指出，在欧洲环境下，加泰罗尼亚和巴塞罗那
地区富有竞争力的熟练劳动力成本成为吸引高附加值企
业的一大优势。

在巴塞罗那地区有众多出色的大学和商学院，其中两所
商学院跻身全球最佳之列。

2.7. 创新中心

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机构，都致力于创新和支持研
究与发展项目（I+D）。

近年来，在加泰罗尼亚大区研发（I+D）费用相当于国
内生产总值1.6%，而科学生产力则占到全世界的1%      
（相当于芬兰或苏格兰的科学产值）。

在这个方面，有挂靠大学或医学中心的一线科技园，
如巴塞罗那科技园、巴塞罗那生物医学研究园，或者
Agustí Pi i Sunyer 生物医学研究所（IDIBAPS）。加
泰罗尼亚还有可用于研究与工业应用的最新一代应用基
础设施，如ALBA加速器（一级粒子加速器），Mare 
Nostrum（西班牙超级计算机，欧洲最强之一）以及国
家微电子中心。

加泰罗尼亚比西班牙其它地区拥有更多的创新型公司，
其商业创新活动成本占全国总额的23%。在医药、生
物技术、生物医学、医疗技术、信息技术和电子通讯、
多媒体产业和汽车产业等方面的创新尤为突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TECNIO科技中心网，它集合了近
百家位于加泰罗尼亚的技术转让中心，将他们与那些要
增强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公司联系在一起。

对于研发 和创新的决心，把加泰罗尼亚和巴塞罗那推
到了欧洲科学领域突出领先的地位。

2.8. 富于竞争
力的价格彰显
本地化优势
巴塞罗那是欧洲和世界上重要的大都市之一，并且根据
一些国际生活成本比较数据，巴塞罗那的生活和工作成
本相对低廉。

除了极具竞争性的高素质劳动力成本之外，入驻这座城
市的外国企业在办公室和商铺的性价比上可获得相当
可观的好处。在加泰罗尼亚首府25-30公里范围内有大
量的工业用地和现代化设备，租金和购买价格极具吸引
力，并配备有所有服务（电力、水、煤气、远程通信、
陆路接入口等等）。

此外，加泰罗尼亚为雇员和刚刚迁居于此的外国人所制
定的税收制度，是全欧洲最优惠的税收制度之一。

2.6. 人才吸引
热点地区



2.9. 开拓精神
和商务友好

加泰罗尼亚拥有悠久的商业和贸易传统。加泰罗尼亚
人积极进取、责任心强并且对待工作严肃认真，为人
开放，惯于和其它市场进行商贸往来。

巴塞罗那这座城市造就并吸引了众多当地和外国创业
者。事实上，其作为欧洲创业中心的地位正日益稳
固，创业活动比例超出西班牙平均水平，与芬兰、瑞
典和法国相当。

加泰罗尼亚政府和巴塞罗那当地政府机构共同促进经
济活动，建立稳定的框架并密切与当地和外国企业的
联系，了解他们的需求。提供企业创立指导、支持服
务和援助，并致力于营造一个有利的商业环境，简化
行政手续。

巴塞罗那也正致力于为移动技术产业创业者在22@创
新园区创建一个免税区。该免税区将减免创业者的税
务支付和市政费用，并将在办公室租金和长达三年的
社会保障费用上给予部分资助。

加泰罗尼亚人性格开放，思维活跃，体现出积极进取
的创业精神，这推动了巴塞罗那成为欧洲创业中心。

2.10.“巴塞罗那”
品牌及生活品质

巴塞罗那拥有一个积极强有力的城市品牌，获得广泛的
国际认可。“巴塞罗那”品牌名声在1992年巴塞罗那
奥运会举办期间显著增强，并与创意、设计、文化和创
新相互结合。“巴塞罗那”品牌是竞争力的宝贵财富，
能为产品和公司的价值增色不少。在巴塞罗那设置机构
的中国企业可以收获良好的国际形象。

加泰罗尼亚首府有着宜人的地中海式气候，全年日照时
长超过2900个小时，拥有大片的绿地、180公里长的
自行车骑行道、4公里长的整洁海滩，和一个广泛、现
代化和可靠的公共交通网络，同时还以其众多的现代主
义大师级作品，如建筑师安东尼·高迪的杰作，加上美
味、新奇和健康的地中海式饮食（巴塞罗那地区是世界
上米其林星级餐厅最多的城市之一）成为享誉世界的旅
游胜地。同时，从巴塞罗那还可以方便快捷地参观加泰
罗尼亚的其它旅游景点（海滩、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滑
雪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历史建筑群），以及西
班牙其它地区、安道尔和法国南部的旅游景点。

加泰罗尼亚还拥有高质量的教育体系，惠及所有居民的
医疗保险制度，完善的商业网络和诸多购物中心，欧洲
最好最全面的文化设施（包括毕加索博物馆和米罗基金
会在内的167家博物馆，以及包括欧洲最著名歌剧院之
一Liceu在内的 146家剧院），同时还可提供各式各样
的休闲体育活动。

巴塞罗那国际、多元、温馨舒适。这里17%的居民来
自国外，就充分体现了它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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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

据联合国人居署公布的2012-2013年度全球城市排名
显示，巴塞罗那在全球生活质量排名中位列第五。

据 《经济学人》智能单元的热点报道----《2012年度
全球城市竞争力评比》, 巴塞罗那的城市吸引力全球排
名第九。

据《经济学人》智能单元2011年全球购物城市指
数，巴塞罗那的购物吸引力排名欧洲第二。



加泰罗尼亚音乐宫穹顶。路易斯·多明尼克·蒙塔涅尔（Lluís Domènech i Montaner）

3
商业往来中的
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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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加泰罗尼亚
及其风俗习惯

几个世纪以来，加泰罗尼亚的传统已植根于生活习惯。
同时，加泰罗尼亚人的开放和进取精神可以追溯至几个
世纪以前。在十三世纪，加泰罗尼亚作为地中海最重要
的商业聚集地之一，活跃突出。欧洲工业革命兴起后，
从十九世纪初起，凭借着强有力的创业进取传统，巴塞
罗那进一步巩固了其重要地位并持续至今。

传统与节日

加泰罗尼亚传统独特，深入人心。传统舞蹈“萨达尼亚
舞（Sardana)” 是围成一圈的集体舞蹈。同样，“叠罗
汉（Castellers)” 传统的重要性也尤为突出。叠起的人
塔可达十层之高，要求数百人同时参与其中。这项传统
在201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

加泰罗尼亚主要的节日包括，4月23日的圣乔治节和9
月11日的加泰罗尼亚民族日。在圣乔治节（加泰罗尼
亚的守护神）这一天，人们习惯向亲朋好友赠送书和
玫瑰。因此，各城镇的大街小巷上布满了出售图书和玫
瑰的摊位，人们来往其间；虽然这一天是工作日，但所
有加泰罗尼亚人都参与庆祝。9月11日为假日，以缅怀
1714年西班牙继承战争中巴塞罗那的陷落。

建筑和体育

加泰罗尼亚拥有巨大的艺术财富。在建筑领域，现代
主义建筑一枝独秀，十九世纪末，在安东尼奥·高
迪、Puig i Cadafalch 和多梅内克伊蒙塔纳等艺术家手
中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语言。在巴塞罗那您可以尽情欣
赏他们的杰作。

对体育运动的热爱和身体力行，在加泰罗尼亚社会里非
常普遍。最为流行的运动是足球，最顶尖的巴塞罗那足
球俱乐部——“Barça” 巴萨，享誉全世界。而篮球、
手球、F1赛车和摩托方程式比赛，在加泰罗尼亚也有
广大的追随者。

“萨达尼亚舞（Sardana)” 和 “叠罗汉（Castellers)” 
是加泰罗尼亚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价值观体现。

除了体育赛事以外，加泰罗尼亚因其千年文化彰显特
色，也有令人赞叹的艺术和蜚声世界的饮食。

3.2. 需要注意的
一些方面

在加泰罗尼亚进行商贸活动，建立商业关系，需要考虑
到一些具体的因素。

语言

加泰罗尼亚的官方语言是加泰罗尼亚语和西班牙语。广
告、招牌、标识和信息宣传册通常印有两种语言。英语
的使用也很普遍，特别是在城市地区。

行政管辖权

加泰罗尼亚自治大区政府在卫生、教育、民防、工业、
外交、环保、研究、旅游、文化等方面享有自主权，
同时属于跨国企业范畴的大多数问题，均归大区政府管
理。

工作时间与作息

最高工作时长为每周40小时（全年1826个小时），许
多跨国公司会根据自己的经营活动制定作息。

办公时间尽管比较灵活，但通常安排如下：早上8点至
9点间开始营业；午餐时间为14点至16点；结束营业
时间在18点至20点之间。晚餐通常在在21点左右。

商业经营时间则根据商店类型不同而变化。例如，购物
中心、超市和大型连锁店从早上9:30至晚上21:30不
间断营业，甚至包括星期六。相反，传统商店通常在
9:00至14:00以及16:00至20:30之间营业。这些商店
在星期六会开门，但有些仅在上午开门。除了极个别例
外情况，所有类型的商铺星期天都关门。

银行开门时间通常为周一至周五的8:30至14:00。

市民安全

加泰罗尼亚对于商务人士和旅游人士来说是一个安全的
地方。然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建议在人流量较大
的区域小心谨慎，并看管好个人物品。

加泰罗尼亚语和西班牙语是加泰罗尼亚的官方语言，英
语在国际贸易和高等教育中使用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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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与加泰罗
尼亚公司进行
商业洽谈
初次接触

和中国一样，人际关系对于建立业务联系有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

在加泰罗尼亚传统中，没有严格的等级之分，严格的礼
节仪式通常被更为友好和亲密的方式所代替，但任何方
式均以尊重为先。因此，在进行业务会面时，通常相互
握手问候；与女士们互吻面颊也是一种礼节习惯。

与中国相反，第一次见面时通常不会交换礼物。在午餐
和晚餐时，通常没有特殊礼节。 

加泰罗尼亚企业

加泰罗尼亚工业网络主要由中小型企业（PIMES）构
成。实际上，99%的加泰罗尼亚企业都是PIMES（在
2013年，加泰罗尼亚拥有58.8万家中小型企业）。

此外，在加泰罗尼亚有着悠久的家族企业传统。自多
年以前，许多家族企业已选择全部或部分进行职业化
管理。

这类公司的特点是在决策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适应能
力强并拥有长期保持合作的意愿。在金融方面通常谨慎
保守，因为相比大公司，中小公司金融手段更为有限。

值得一提的是加泰罗尼亚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很高，这不
仅是因为它的传统，也因为它的竞争力、灵活性和在开
放经济环境下产业的多元化。因此，加泰罗尼亚企业家
们往往倾向于通过专业和开放的方式与世界各地的企业
建立联系。

笔译与口译

在商务会谈会议中如需笔译或口译人员，为确保翻译
质量，建议事先向当地机构（加泰罗尼亚政府、巴塞
罗那市政府、亚洲之家等）问询翻译服务的联系方式。

加泰罗尼亚公司对于变化适应力强，在决策上有灵
活性。

圣保罗现代主义建筑群。路易斯·多明尼克·蒙塔涅尔

（Lluís Domènech i Montaner）

目前是圣保罗医院和一些机构的所在地，如亚洲之家。



Cadaqués镇Lligat港口达利之家博物馆装饰物。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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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成立
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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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适用西班牙法律，且对外国投资的监管相对
宽松。在加泰罗尼亚成立公司的手续非常简单，与经济
合作和发展组织（OCDE）成员国家手续相似，且形式
多样，能够满足在加泰罗尼亚和巴塞罗那落户的不同类
型投资者的需要。在这方面，选择何种适合企业经营活
动的法律形式完全取决于投资者的战略和利益需要。

4.1. 企业活动
的主要形式

目前的法律框架提供了不同的选择，以适应每位投资者
的特定需求。然而，从实用角度出发，在西班牙最普遍
的企业类型为股份公司（SA）和有限公司（SL），因
为这两种形式依据公司股东的出资额度对其所承担的责
任进行了限制。随附的表格总结了在加泰罗尼亚直接创
办公司的最常见方式。

如果要获得法人资格，但没有当地合伙人，股份公司和
有限公司是最常见的直接创办形式。直接创办的主要目
的在于减少成本和提高生产率。若是与当地合伙人合营
公司的情况，可以任意选择上述提到的任何无合伙人的
法人形式。

此外存在其它的法律形式，如新企业有限公司或欧洲股
份公司，但是并不常见。

资料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在加泰罗尼亚最常见的法人形式

如果想要以直接的形式创办公司但没有自己的法人资
格，也就是说，依赖于母公司的资源实现公司创办，则
可以选择分支机构或代表办事处或是与其它西班牙企业
家合作的法律形式。

其它实现投资的可能性为商贸方式或间接方式，当希望
发展新的市场或寻找新的客户时即可选择这两种方式。
通常为采取其它类型的商业合同，例如，与西班牙公司
签署分销协议和合作协议（公司临时联盟、经济利益集
团），通过代理人或经纪人、特许经营权等方式进行。

下面一个表格总结了在加泰罗尼亚常见的法人形式，
以及每种形式的要求和需要。自主经营者形式也包括
在内。

本章将介绍企业经营活动的主要形式：

1) 成立一家公司，对公司资产承担有限责任：股份公
司（SA）；有限公司（SL）；分支机构或代表处
（OR），或 。

2) 作为自然人，即自主经营者设立公司（也称为个体
经营者），（对个人和公司资产）承担无限责任。

在加泰罗尼亚直接创办公司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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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方式

直接

商贸/间接

分销合同
代理合同
委托合同
特许经营合同
许可合同 

无当地合伙人

有当地合伙人

资本组合公司
合作社公司
劳动公司 
集体公司
两合公司
股份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合伙公司

合资公司（创立新公司的情形）

分支机构
代表处

无陪同参与者或当地合伙人

与其它西班牙企业家合作

经济利益结盟
公司临时联盟
合资公司
（未创立新公司的情形）

品牌
技术

成立有法人的公司

成立无法人的公司

基本特点

资本

最少资本

公布要求

法人资格

成员责任

利润税收

避免双重征
税协议

股份公司（SA）

灵活性比有限公司（SL）
差，但允许其股票上市

股票

6万欧元，成立时最低认购出
资额需为成立资本的25%

商业登记处公证书登记

自己的, 不同于股东

限于出资额度

企业所得税（IS）

通过股息影响
利润分配费用

有限公司（SL）

比股份公司（SA）
更为灵活，
但是在公司股份
转让上更为封闭

股份

从成立起3000欧元需
全部认购支付

商业登记处公证书登记

自己的，
不同于其合伙人

限于出资额度

企业所得税（IS）

通过股息方式影响
利润分配费用

分支机构

没有自己的法人资格

没有公司资本；
由母公司下拨资金

由母公司提供

在商业登记处公证书登记

没有不同于母公司且属于
自己的法人资格

母公司承担无限责任

企业所得税上在费用减免
上受到一定限制

影响利润分配
（某些情况下特殊征税）

代表办事处

推广活动，
协助母公司活动

没有公司资本；
使用母公司资源

不视为外国投资

公证授权（税务代表）

没有不同于母公
司的法人资格

母公司承担无限责任

不创造收入，不征税

允许设定相应办公室

个体经营

可以作为法人
开展活动，
无需拥有商业框
架

不适用

不适用

不必要

个体经营者本人

无限

个人所得税
（IRPF）

无相关性

资料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4.2. 开展企业
运作的步骤

代表处成立手续 

自主经营者或个体企业主的手续

外国公司在加泰罗尼亚可采取不同的法人形式，如需获得更详细的相关信息，可访问：

www.investincatalonia.com
www.barcelonactiva.com/foreigncompanieslegalstatuses

4140

资产转让税和印花税
（ITPAJD）
清算并在商业登记
处提交公证书

1) 若合伙人或管理者
不具有居留权，
先获得外国人身份识别

号码（NIE）。

若是公司，则获得税务

识别号码（NIF）

(2) 确定下列几个方面
i. 公司形态

（股份公司 

vs. 责任有限公司）

ii. 确认公司合伙人身份

（存在一人公司的可能性）

iii. 名称，地址和公司

经营范围

iv. 公司资本和出资形式：

（a）货币；

（b）非货币

v. 公司管理组织方式：

（a）唯一管理者

（b）独立管理者；

（c）联合管理者，或

（d）管理董事会

vi. 公司财政年度截止日期

(3) 预订公司名称
i. 申请人：创始人

ii. 有效证明：3个月内

  存在更新的可能性

iii. 预订期限：6个月

(4) 起草公司章程
规定公司基本运营守则

和其经营内容，

该守则内容由法律详细

定义，

并根据条文章节制定。

(5) 任职管理者身份信息
没有居留权的情况下：

（a）获得外国人身份

   识别号码；

（b）接受任命函

(6) 授与特定权力
如果创始人不能出席公

司成立公证 仪式 

（a）公证 授权；

（b）官方法定翻译

（c）认证

(7) 设立银行账户、
开户并支付公司资
本金
公司成立通常通过货

币出资形式成立

(8) 起草成立公证
书，合伙人或其授权
人签署成立公证书

(9) 审查声明
（获得税务识别号）

(10) 社会保险和
税务登记

(11) 合伙人没有
居留权的情况下： 
向外国投资总管理处

进行投资声明

成立中的公司

(12) 转让税和印花
税结算。

提交“600表格”
（豁免企业交易税）

并提交商业登记文书

（RM）

成立中的公司
直到其在商业登记处登记，
至此公司将获得其法人资格
（递交商业登记文书15天后）

注册登记后的手续
1. 获得营业许可证，
    授权和专项登记处
    的登记注册
2. 在社会保障局登
    记并进行员工登记

获得外国人身份识别证
/税务识别号

由商业总登记处
发放公司名称许可证明

由银行发放公司资本存款
到位证明书，
认购支付通常通过出资
进行

成立公证书并获得
税务识别号（CIF）

汇集母公司存在事实、现行公司章程、管理者和分

支机构成立协议等文件。该文件应获得相关认证。

分支机构成立公示授权公证书。该文件应获得相

关认证。另一种选择为在外国公证处直接进行分

支机构开设公证，此情况下该公证文件应获得相

关认证。

分支机构的合法代表应拥有西班牙合法居留权。

获得母公司的税务识别号。

在任何一家信用机构存入母公

司商定的成立分支机构的金

额。 

被授权人应当出席公正仪式，

由公证员授予分支机构成立公

证书。

获得临时税务识别号并声明

业务活动开始/纳税义务登记

（036表格） 。

印花税结算（免除）并向商业

登记处提交公证书 。

在社会保险处办理登记手续。

获得税务

识别号

在加泰罗尼亚创办企业的步骤取决于投资者想要创办的
法人形式。在商业登记处进行成立公证书的登记，期限
为15个工作日。若成立董事会作为公司管理机构，还
需要：

（i） 在董事会内部指定职位，
（ii）任命首席执行官（由合伙人或创始人决定），以及
（iii）授权给一位或多位被授权人，执行新成立公司的日 
        常操作。

公司创办程序的步骤和耗费的时间根据公司形式的不同
而有所变化。所需时间通常平均在20到30天。

分支机构成立手续

在加泰罗尼亚创办公司的程序

资料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资料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根据巴塞罗那市政府手续办理咨询和信息处          
（PAIT)，以电子方式远程办理，个体企业家所需时间
为24小时，有限公司（SL）办理时间为4到10天。

母公司有关决定成立代表办

事处的协议 。

决定拥有西班牙合法居留权

的自然人或法人将作为其在

西班牙的税务/劳工代表 。

准备任命税务/

劳动代表文件

发送给客户。

来源国公证其税务/劳动代表任

命书。该文件应获得相应认证。

获得母公司存在证明书，证明书

中列有公司的经营范围。该文件

应获得相关认证和法定翻译。

准备在税务局（AT）和

社会保险处办理登记的

文件。

并由代表签署所述文件

在税务局（获得

税务识别号）和

社会保障局办理

登记手续

资料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获得许可证和预先行政管理授权 声明业务开始/纳税义务登记（036表格）

在个体经营者特殊制度（RETA）登记注册

在社会保险处为雇佣员工进行登记（只在雇佣员工情况下）

通告工作中心开始营业

登记注册文书合法化认证

资料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5天 预先准备 10 天 15天 18天 20天

3. 通告工作中心开始营业
4. 获得税务识别号
5. 账簿和公司档案认证

10天 15天 30天 预先准备

5天 10天预先准备

预先准备 2天 5天 10天 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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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制度

巴塞罗那发展中心（媒体-信息技术大楼）。恩里克·鲁伊兹·竭力 （Enric Ruiz Geli ） 



本章介绍加泰罗尼亚地区现行的税收制度，以便中国投
资人能了解现有的主要税种。

西班牙的税收制度为公司和员工提供一系列的优惠条
件。同时，也为某些特殊经营活动提供可观的税收减
免。

税负分类有不同的方式。最常用的是分为直接税(向财
富、财产或收入来源直接征收)和间接税（向消费行为
进行征税）。
在此分类基础上，加泰罗尼亚地区目前现行税负主要有
以下几种：

直接税

个人所得税 (IRPF)：征税对象为所有西班牙居民所取
得的收入，不考虑其取得收入的地点或付款人的住地所
在。

非居民所得税（IRNR）： 征税对象为非我国居民在西班
牙所获取的收入。

公司所得税（IS）： 征税对象为公司生产经营所得。具
体而言，是针对企业净利润，即收入总额扣除所必需的
经营成本之后的所得。

继承及赠与税：纳税人以免费形式取得货币或其他财产
时缴纳的税种。其中既包括自去世人处所取得的继承或
遗产（继承获得），也包括他人生前所给与的赠与（赠
与获得）。

财产税：课税对象为纳税人所有的财产及权利的总和，
其中需扣除纳税人必需负担的费用、债务及义务。

营业税（IAE）： 课税对象为境内的经济活动。交易额少
于100万欧元的个人（个体）及公司或企业予以免征。
此外，经营活动的前两期纳税期内免征此税。

房产税 (IBI): 课税对象为市镇辖区内农村或城镇的不动
产。

车辆使用税：课税对象为在公共道路上行驶的车辆的所
有权。

城市土地增值税：在城市土地所有权（出售）或使用权
转让过程中对其价值的增值部分进行征收。

5.1. 税赋

增值税（IVA）：课税对象为消费品，具体而言，即由
企业或专业个人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以及对欧共体境
内外的进口。一般增值税税率为21%，而针对某些特
定的具备通用性质或者被视为必需品的产品或服务，比
如食品、酒店、书籍及报纸杂志等，则实行10%及4%
的优惠利率。

该税种的付税人为终端消费者，在其购买的产品或服务
价格中即包含了增值税。对于企业而言，增值税是可转
嫁的，企业及专业人员事实上仅仅作为税务机关的“征
收人”。

增值税示意图

财产转让税和印花税（ITPAJD）：课税对象为各种产
品及权利（例如：不动产或二手车）的转让，某些特定
的企业经营活动（其中包括减资及解散），以及那些需
要正式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行为（比如形成公证书副
本，公证记录等）。

关税 ：课税对象为进出口产品。

特别税：课税对象为某些特定产品的购买或消费，比如
烟、酒、特定运输工具及燃料等。

工程施工税：课税对象为辖区内的建筑、安装及工程的
实施行为。

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进行经济活动意味着要承担一系列
的税收义务，而根据不同的实体性质，税收义务也各
有不同。

是否征收直接税取决于经济活动主体为自然人（个体
户）还是法人（企业实体）。根据不同情况可征收个人
所得税，非居民所得税或公司所得税。接下来为您详细
解释上述三个税种。

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间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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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销售中反映增值税

向他人购买产品或服务

税务局

企业家或专业人士

向他人购买

商品或服务

最终消费者

向他人购买产品或服务

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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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个人所得税（IRPF）

5.1.2. 非居民所得税（IRNR） 5.1.3.公司所得税（IS）

个人所得税为个人性质的直接税，根据自然人的性质及
其个人和家庭情况对其所得进行征收。为便于计算，根
据来源将所得分类为一般所得（工资，经营所得，一年
以内的资本收益及亏损，奖金等）或资本利得（银行存
款利息，一年以上的资本收益及亏损等）。

2013年度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税率为应
税总额的24.75%到56%，应税储蓄的21%到27%。
根据各自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纳税人可根据如下方式计
算其所得：

· 直接估算：有正常和简化两种方式。
· 客观估算

这两种方法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直接估算方式下，所得
为收入扣除支出的差额；而客观估算方式下，根据经
营活动及一系列变量（受薪雇员，非受薪雇员，电力配
置，耗能，等）事先确定某些所得。后一种估算方式只
能用于某些特定的经营活动，受限于雇员人数及综合利
润规模。

在此，特别要提及的是如下两项税种：“外籍员工制
度”和“弹性薪资计划”，可充分利用公司法所规定的
优惠政策，激励员工的同时又不会增加公司负担。

外籍员工制度适用于迁来西班牙境内的高端人才（需满
足一系列条件）。该项优惠税收制度旨在吸引更多的高
端专业人才前来西班牙境内的公司就业。在此条件下，
可在到达西班牙的第一年及其后的五年内选择缴纳非居
民个人所得税（IRNR）。 以这种方式，劳务所得征收税
率为24.75%，如若按照上述个人所得税IRPF缴纳，则
税率最高可达到56%。

弹性薪资计划可使企业在招聘员工时更具竞争优势，既
可以增加每个员工的可支配收入，又不会增加企业的劳
务负担。其具体方式为：用企业提供的一系列产品或服
务来代替货币工资，在个人所得税IRPF上可获取极大的
优惠。最常用的产品包括：医疗保险（每个家庭成员豁
免前500欧元），餐费补贴（每天最高可豁免9欧元）
，托儿费补贴，培训（只有该培训与员工的职务或者职
业规划有关的时候才可豁免）， 交通卡（IRPF中每月最

（*）举例金额

  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不实行弹性薪资

税前工资                                                

货币 工资                                              
 

（-） 个税 IRPF扣减（*）16% 

（-）员工社保（*）                      

净收入                                                  

（-）托儿费                                       

可支配收入                  

实行弹性薪资：如托儿费，价值400欧元/每月

税前工资  

类别：400*12 月（豁免）

货币工资：30000-4800 
               
（-） 个税 IRPF扣减（*）14% 

（-）员工社保（*）                      

净收入  
                                               
（-）托儿费  

可支配收入                                       

货币工资：30000欧元

30,000

30,000

(4,800)

(1,905)

23,295

(4,800)

18,495

公司所得税(IS)是一项直接税，针对在西班牙境内从事
经济活动的公司经营所得净利润每年进行征收。

由于在会计准则和税务准则间存在差异，需通过帐外调
整方式对账面利润进行调整，将调整后的账面利润作为
计算净利润的依据。

同时，公司所得税还包含了一系列的税收扣除和抵免，
在以下章节中将对此展开论述。

加泰罗尼亚现行征税税率为25%（针对营业额低于
1000万欧元的公司）和30%（针对营业额高于1000
万欧元的公司）。

此外，针对某些从事特殊经营活动的公司，比如非营利
性机构、可变资本投资公司或房地产投资公司，适用较
低的征收税率。

西班牙境内个人或实体所得税纳税形式取决于其是否在
本国居住。居民需缴纳IRPF或者公司所得税；而非居
民—不论是个人还是实体—则缴纳非居民所得税。

在双重征税协定中对税务意义上的居住概念进行了规
定，通常而言，一年内在西班牙逗留时间超过183天或
者其经济活动或利益中心的辐射核心或基础在西班牙的
情况，均被视为在西班牙居住。

非居民个人或者实体均需根据其在西班牙境内的所得规
模缴纳IRNR。

若纳税义务来源于经济活动收益，则根据其经济活动是
否通过常驻机构进行—即是否在西班牙拥有一个持续的
工作场所，IRNR的缴纳有所不同。

如果其经济活动是通过常驻机构进行，则不论其在何处
取得收益，均应在西班牙对该机构的全部收益进行纳
税， 适用公司所得税一般制度的规定来计算税基。通
常征收税率为30%。
如果其经济活动非通过常驻机构进行，通常情况下，应
纳税所得额为总收入扣除如下开支的差额：员工成本，
工程或工作原材料采购及耗材。

高可豁免136.36欧元，最高限额1500欧元），等等。
接下来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弹性薪资计划如何增加
员工的净收入：

加泰罗尼亚的外籍员工制度提供一项优惠税收政策，
即在到达加泰罗尼亚的第一年及其后的五年内可按照
24.75%的税率进行纳税。

25,200

4,800

  25,200

(3,538)

(1,905)

19,767

0

19,767



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公司所得税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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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利润
（+/-）账面利润更正（正负）

预估税基
（-）往年税基亏损补偿

税基
（x）征收税率（30%）

全额税款
（-）国内或国际双重征税扣除
（-）投资扣除（其中包括技术创新的研发活动扣除）
（-）超额利润再投资扣除

净税款
（-）代扣代缴，账户收入和分期付款

差别税款
（+）往年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损失的增量
（+）滞纳金利息

支出或返还净额

加泰罗尼亚在地理位置、基础设施、针对科研及创新
（I+D+i）提供的低成本及税收优惠上所占据的优势，
使其成为一个理想的投资地区。当前经济政策旨在进
一步提高竞争力，其中，出口促进部门的支持及日益
下调的劳动力成本，使得西班牙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日
益增强，尤其是相比其他欧盟国家而言。工业发展历
史悠久，工业体系庞大，拥有诸多专有技术，成本优
势明显，工业生产力高，这些都是加泰罗尼亚的巨大
经济优势。

对于刚至此地的外国人而言，加泰罗尼亚的税收制度是
世界上最优惠的税收制度之一（在我国居留期间前六年
实行24.75%的固定税率）。同时，对于控股机构及决
策中心提供欧洲最优惠的税收政策，比如对研发、创新
及环保实行的税收减免政策。

旨在鼓励经济活动的公司所得税法所规定的各项税收优
惠中，尤其值得一提是如下几项：

5.2. 税收优惠
和援助计划

5.2.1. 外国控股公司的特殊税收
制度(ETVE)

对于控股公司而言，加泰罗尼亚拥有整个欧洲最优惠的
税收制度。该制度主要针对国际集团所设立的集中管理
中心机构。

设立针对外国控股公司的特殊制度，最初是为了避免在
国外经营的西班牙公司因境外所得被双重征税。然而，
对于在加泰罗尼亚或者西班牙其他地区所设立的子公司
分布在西班牙境外的该类型外国公司而言，这是一项十
分有利的税种。设在西班牙的公司应在其经营范围内包
含通过经济活动对境外子公司进行经营和管理（该管理
职能需由该公司自行行使，不得转让给第三方）。与此
税种相关的优惠在于：不论是构成ETVE的注册地不在
西班牙的子公司所派发的股息，还是在股份转让中所取
得的收益，均可以免税。

为享受该项制度，需满足如下法律规定的条件：ETVE
股权为实名制；ETVE为公司注册地址为西班牙；在特
定情况下，在注册地不在西班牙的公司中的股权比例不
小于5%，等等。同时，应向财政部进行通报。

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注：x/v 视情况    v 是    x 否

西班牙 荷兰 卢森堡
针对外国控股公司所实行的税收制度对比

1. 股息和资本利得免税

2. 亏损抵税

3. 投资组合贬值抵税

4. 财务费用抵税

5. 税收合并

6. 股权转让不征税

7. 股权派发股息不征税

8. 多个国际协定，
避免双重征税

9. 避免双重征税
的国际协定网络广泛
应用于拉丁美洲

10. 企业经营无费用

11. 稳定可靠的制度

荷兰 卢森堡 西班牙



5.2.2. 扣除制度

根据企业及经营活动的类型，公司所得税的一般税率为
公司利润的30%。但是，对于特定经营活动—比如研发
活动、科技创新及与环保有关的技术投资—可进行一系
列的扣除，税率会显著降低，实际税率可低至18.8%。

下面是现行主要扣除项目的汇总图例：

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5.2.3. 对于科技及专利技术的保
护和商业化的优惠政策

5150

专利开发、实用新型、图纸或配方及其他此类型权利转
让所取得收益，可减少缴纳相应所得税款额50%。取
得许可的无形资产需在欲将其商业化的公司进行开发，
但无需申请专利。

要补充说明的是：该数字可与I+D和创新活动的公司所
得税扣除项并行。

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类型

科研 (I+D)

高端研发人员

IT

环境设施

额外利润再投资

签约30岁以下的初次就业人员，
创造就业机会

小于50名员工的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

2013年度扣除比例

25-42%

17%

12%

8%

12%

固定金额：3000欧元

在工人待领取的失业救济金金额和工
人已经批准的12个月份的失业救济金
金额之中较小值的50%

2013年度系数限值

全部扣除的项目不得超过已减
少的综合纳税额的25%。
若I+D和IT成本的扣除金额超
过净纳税额的10%，则该限额
可提高至50%。

专利转让扣除（专利表）

内容

通过转让专利开发权、设计或实用新型、图
纸、配方或进程、与工业、商业或科学经验
有关的知情权所取得收益，扣减50%。

若每项有扣减权的资产出售所得收益超过资
产成本的六倍，则不再进行扣减。

条件

出让人已就出让目标创立了资产。

受让人在开展某项经济活动过程中应
用使用权或开发权。

受让人住所地不在避税地区。

若转让合同中包括配套服务，
则应在该合同中对配套服务项目区别
设立相应对价。

 企业具备会计统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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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5.3. 避免国际
双重征税协议

西班牙已与众多国家签署了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协议。通
过这些协议，使在加泰罗尼亚所取得的收益不会因在原
产国所同时担负的纳税义务而导致双重征税。

西班牙和中国在1992年签署了相关协议，以避免双重
征税，及预防所得和财产税的偷漏税行为。目前，西班
牙和中国正在协商签署一项新的协议，以避免社会保险
的双重征收。

作为补充，西班牙和中国还签署了一项已于2008年7
月1日生效的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议（APPRI）及其
他相关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同时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和拉丁美洲
有投资意向的中国企业，还可以从西班牙语拉丁美洲之
间众多现行税收协定中受益。在拉丁美洲，西班牙企业
拥有相当的经验和重要战略地位。事实上，拥有相同的
语言和相似的文化背景，毫无疑问会成为有利于加泰罗
尼亚对拉丁美洲投资和定位的积极因素。

在拉丁美洲方面，西班牙也已与大多数国家签署了一系
列的双边协议。其中既有避免双重征税的各项协议，也
有各种促进和保护投资协议（APPRIS）。

巴塞罗那可作为中国企业开展拉丁美洲业务的良好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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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加泰罗尼亚地区企业投资
项目的直接援助

中国企业准备在欧洲投资时，所能获得的主要援助项目
之一是在投资过程中的全程陪同服务。这意味着，从加
泰罗尼亚政府机构“加泰罗尼亚招商引资署”到巴塞罗
那市政府，均会在金融领域和对有加泰罗尼亚投资项目
的公司提供援助给予大力支持。这点对于初次进入欧洲
的公司尤为重要。

这两个部门配备有金融领域和优惠政策方面的专业人
才。通过这些部门，可与各个公共或私人金融及援助项
目负责人直接进行持续联系。

据此，中国公司可以享受如下服务：
            
· 对可获取金融支持及援助的项目分析定位
· 上述项目的详细资料
· 申请过程及后续跟进中的陪同服务
· 协助解决程序过程中的任何疑问

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地区所提供的主要激励项目为各
种不同类型的投资和经营提供援助和资金支持：I+D，
创新，固定资产投资，人员配备和培训，及其他。

总结

控股公司

雇佣员工
优惠政策

固定资产投资

I+D和创新

培训

能源和环保

非居民优惠

税收优惠制度：
主要优惠是其注册地不在西班牙的
子公司股息在西班牙无需纳税

每年10-25%的劳动力成本补助
雇佣特定失业群体的社保补贴
永久性雇佣失业人员的税收优惠及社保补贴。
对在西班牙的前49名雇员适用优惠。
以带联动培训的兼职合同，或临时合同，
或培训合同，雇佣30岁以下人员的社保补贴。

柔性融资。最长可摊销10年，
其中包括3年宽限期。
大规模投资无偿性补贴。

高达50%的预算补贴
高达项目预算75%的柔性融资， 
至10%的贷款可不偿还
I+D高达成本的59%的公司所得税税收减免
专利表：对在加泰罗尼亚开发的特定无形资
产开发权利转让的公司所得税实行税收减免
I+D从业人员的社保补贴
针对雇佣从事I+D博士的劳务成本，
有高达50%的补贴

100%失业人员培训费用。
公司需承诺至少雇佣60%的接受培训人员。
培训活动的社保补贴

对环境投资活动有高达8%的公司所得税
税收减免
对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示范项目和创新项
目有高达50%的补贴

外籍劳工可以选择按照标准个人所得税
（税率为24.75-56%）纳税，也可以在改
变居住地的第一年和其后五年内选择按照
非居民所得税（IRNR）（外派雇员）纳税。

巴塞罗那与拉美每周直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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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女人与小鸟。胡安·米罗（Joan Miró）



加泰罗尼亚和巴塞罗那的一大优势就是这里的人才：高
效且专业能力突出。 

虽然允许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签订有效的集体协议，对不
同的应用范围做详细的规定，但《劳动者宪章》在劳动
法规方面做了最根本的规定。同时，需要注意，对于一
些特殊的劳动关系，也有相应的法规进行规定，比如高
级管理人员、商业代表，等。

在加泰罗尼亚有一系列的鼓励措施推动劳动就业。总的
来说，这些措施鼓励签订无限期合同，并且鼓励雇佣在
就业方面有更大困难的有特定背景劳动群体。这些措施
一般体现在社会保险缴费的补助或优惠方面。

劳动合同

· 从合同的期限方面来说，劳动合同可以具体分为无限
期和有限期合同。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劳动合同都是无
限期的，因此无理由解除这些合同将意味着按法律规定
对劳动者的权益进行赔偿，有限期合同则应当根据法规
规定来证明其理由。

· 合同的正式化：口头或书面订立均可，法律规定的须
进行书面正式化的情形除外。

· 工时：工作的时日可以是全日制也可以是零工。正常
工作日的最长限制为全年平均计算下的每周40小时。

· 试用期：允许建立试用期，期间合同各方均可以根据
自己的意愿中止合同，而无需提供理由或先行通知。试
用期的时间须依照相关的集体协议。在没有集体协议的
情况下，对于有学历的职位，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对于其他工作职位，试用期不得超过两个月。

6.1. 合同类型

1. 无限期合同：由双方约定，不建立关于劳动服务的合
同时间限制。

2. 不连续特定时日的无限期合同：由双方约定，从事公
司经营活动中不在固定时日进行的工作。

3. 鼓励创业者的无限期合同：由双方约定，无限期的全
日制工作合同，以鼓励创业企业的就业稳定。适用于员
工50人以下的企业。

6.1.1. 无限期合同 6.1.2. 有限期合同

1. 特定工程或服务合同：由双方约定，用于在公司经营
活动中自主进行的工作或服务，上限为三年，可续期十
二个月。

2. 应生产需要而签订的偶然合同：由双方约定，用于根
据市场需要、工作量积压或超额订单的情形，在十二个
月的周期内上限为六个月（在有集体协议或公司协议的
情况下，可在十八个月的周期内续期至十二个月）。

3. 内部顶替合同：由双方约定，用以临时替代企业内部
暂不工作但有留职的员工，直至该员工恢复该职位工作
或至替代员工的合同到期为止。

6.1.3. 培训类合同

1. 实习合同：与大学本科、硕士或中专、职高或者正
在取得职业证书的毕业生约定，下限六个月（可有两次
延续机会），上限两年。 

2. 培训和学习合同：由双方约定，用于签约者在某一
类型的工作取得职业资格，根据职业教育的大纲规定相
关工作内容，在一家企业中以带薪学习的方式完成。

更多信息见：www.gencat.cat/treball

6.1.4. 零工合同

1. 零工合同：由双方约定，订立工作时间比全日制工作
者少的合同 (可以比照日工作小时、周、月或年工作时
间)。这类合同的下限为一年，上限为三年，如存在集体
协议，则可以订立不同的期限，但任何情况下，下限都
不得低于六个月，上限不得超过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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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工资和
社会保险类型

在通常情况下，在西班牙雇佣劳动者的任何公司都需要
为每个人的劳动合同承担下列社会费用：

6.2.1. 工资

工资是每个劳动者由于工作而获得的相应经济报酬。工
资的数额由企业与劳动者协议商定。同时，也要遵守相
关集体协议设定的最低条件，这些条件只有在协议是对
劳动者更有利的情况下才可以不理会。一般来说，从集
体协议衍生出法律对劳动者最低工资的规定，主要是根
据其职务等级划分。每年由西班牙政府颁布：

在这方面，12月28日的皇家政令1717/2012号，规
定了2013年跨行业最低工资（SMI）如下：

特殊工资是不以货币形式进行支付的报酬（比如：餐
食、住宿、用车等等）。这一项工资的数额有限制，只
能占到该员工可收到工资的30%。

基本工资是按照时间或工作项目确定的固定薪酬。
 
补充工资是在基本工资基础上，根据工作中的特殊或特
定原因，加入工资的部分。它和基本工资一起构成了劳
动者最终的工资数额。补充工资的建立、获取方式及额
度，都通过集体协商进行确定。

法规规定的补充工资分类，允许根据劳动者的个人境
况、所从事的工作、公司的境况及表现、或者混合模式
（所从事的工作 / 公司的表现）来确定奖金。

6.2.2. 社会保险类型

6.2.2.1. 社会保险号码

所有的企业主、劳动者以及自营工作者，都必须在西班
牙社会保险体系中注册。要向西班牙社会保险进行缴费
以及使用西班牙公立医疗系统，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社会
保险号码。所缴纳的保险费涵盖生病、产假、退休养老
金、劳动事故赔偿以及残疾或亡故的罚金。企业负责为
其领工资的员工办理社会保险。自营工作者则需要本人
前往就近的社会保险办理处进行申请。

在www.seg-social.es 网站可以查到加泰罗尼亚境内社
会保险办理处的完整名录，也可以咨询西班牙社会保险
系统的其他信息。

西班牙的社会保险分为两大类型：

· 一般社会保险，适用于大多数雇员类；
· 特殊社会保险，主要适用于自营工作者。 

6.2.2.2. 费用缴纳

缴纳社会保险由企业主和劳动者进行：根据不同的职位
和职业等级，（根据工资）就最高和最低额度划出一定
的比例。

凡是聘用了员工的公司都应向社会保险总局缴纳一定的
金额作为社会保险费。该金额根据每个员工的缴费类型
（比例）进行计算。使用类型根据不同项目而定，总体
上为28.30%，在此基础上可根据企业所从事经营活动
的种类再加上另外一个比例。加泰罗尼亚的社会保险既
由企业支付（23.60%）也由劳动者支付（4.70%）。

缴费基数的上限是3425.70欧元，下限基数是753欧
元（2013年）。

缴费类型

源自：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如需更多信息，请登录网站：

www.sepe.es/contenido/empleo_formacion/empresas/
contratos_trabajo 

6.3. 适用补助

企业如果雇佣特定背景的有就业困难的人员，可以获得
一些补助。加泰罗尼亚的适用法规有一些鼓励政策，主
要是在合同有效期内，根据条件为这些企业支付一定时
期的年度费用。这些费用的支付从四年到合同有效期年
限不等，在有些情况下，补助还可体现为社会保险中的
非工伤疾病费率享受适当比例下调。我们建议您查询现
行法律规定，以确定根据不同的项目，在各个时期的适
用补助有哪些。

每日最低工资

每月最低工资

年度最低工资

21.51 欧元/天

645.30 欧元/月

9,034.20 欧元/年

缴费类型（%）

项目（意外）

常规疾病

超时工作
    不可抗力
    其他

失业
    常规类型
    有限期全日制合同
    有限期零工合同
    
工资保障基金

职业培训

职业意外

企业

23.60% 

12%
23.60% 

5.50%
6.70%
7.70%

0.20%

0.60%   

6.2.2.3. 其他费用 

上述各个细项组成了企业所要承担的主要费用。然而，
根据不同的集体协议，还有可能存在其他类型的费用 
（社会福利、劳动风险防范、非工资收入，等等）。

（*）劳动事故或职业病方面的项目，

是根据所从事工作危险性的规定进行计算，

并且完全由企业承担。

 员工

4.70%

2%
4.70%

1.55%
1.60%
1.60%

0.10%

 共计

28.30%

14%
28.30%

7.05%
8.30%
9.30%

0.20%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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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申请外国人
工作及居住许可
的相关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需要签证才能进入西班牙国境。 

如果前来西班牙的原因是进行商务活动、与潜在客户进
行会晤或者访问在西班牙的公司，中国公民需要办理短
期申根签证。

签证由西班牙外交与对外合作部设在国外的领事馆签
发。 

7.1. 居住与工
作签证和居住
与工作许可

如果前来西班牙的原因是在西班牙工作，无论是作为本
地公司职员还是作为外派员工或企业主，则需要办理工
作与居住签证。这种签证位列于获取居住与工作许可的
手续框架之内，中国公民在持工作签证进入西班牙之
后，最终可取得外国人居留卡。

西班牙签发的居住与工作签证分为不同的几种，根据外
国人在西班牙劳动关系的性质而定。 

工作许可的几种主要类型

源自：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类型1：本地雇佣的劳动者（雇员类）之办理程序

源自：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作为加泰罗尼亚政府的一部分,
对于办理高层管理者的工作与居住许可开设了一个快速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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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入境及签证条件方面的信息，建议您访问西班牙外交
与对外合作部（MAEC）的网站：

www.exteriores.gob.es/Portal/es/ServiciosAlCiudadano/
Paginas/EmbajadasConsulados.aspx

具体信息可查询：www.investincatalonia.com

居住与工作许可

员工

本地雇佣
（西班牙工资）

雇员类型

自营工作者类型

公司一经成立，
可以向所在地的移民事务办公室
申请工作许可 。

所需主要文件：
· 员工的能力证明（履历、学历等）
· 公司的识别信息
· 职位描述
· 证明该职位需要引进外国员工的说明文件

当工作许可得到批准后，
员工应向西班牙驻其所在国的领事馆
申请工作签证 。

所需主要文件：
· 无犯罪证明，须经过中国外交部认证
· 健康证明
· 户口

当获得工作签证之后，
员工可进入西班牙，
去社会保险处登记并办理居
留卡手续 。

在加泰罗尼亚办理高层管理者的雇员类工作与居住许可

源自：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跨国服务类型

投资者（参股>24%）

移民事务办公室（在西班牙） 领事馆 警察局

获取居留卡的手续在申请人所在地的西班牙警察局办理：

www.policia.es/documentacion/oficinas/catalunya.html 

外派雇佣
（中国工资）

欧盟蓝卡
（高端人才）

企业家凭预约单前往加泰罗尼亚大区
政府企业与就业厅的相关办公室申请
许可，在手续开始之前缴纳居住与工
作手续的费用。

审批周期从申请的第二天算起上至3个
月，过期无答复即视为行政默认否定
（未通过）。

申请许可 申请签证 进入西班牙

工作者从收到批准通知起，可在一个
月内亲自前往所在地所属的外交或领
事部门申请居住于工作签证。

签证审批的时间为一个月，取回签证
的有效时间为一个月。

工作者可在签证有效期——不少于3个
月——之内进入西班牙，并且在进入后
的3个月内在社会保险中登记和缴费，开
始职业活动。

如果许可的有效期高于6个月，则工作者
需要申请外国人身份识别卡（NIE）。

总结：对于材料全面而有效的申请档案，许可的审批时间通常在1.5~3个月



此外，根据新颁布的14/2013法律，对于雇佣高层管
理人员和高学历员工，以及那些在西班牙投资的外国
企业集团在不同国家的子公司之间调配人员的情况，如
其投资是有助于我国经济利益的，则有一些程序上的便
利措施。可通过大型公司及战略性集体管理单元进行申
请。该途径办理工作许可的主要优点如下：

· 对于居住许可来说，审批时间（默认行政许可）缩减
到20天。

· 不需要考虑“全国就业状况”的要求，该要求规定在
雇佣外国工作者、为其办理工作许可之前，必须证明该
工作无法由西班牙失业者完成。

· 工作者可以为其配偶及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子女同时
申请签证或居留。

 类型2：从外国雇佣的劳动者（跨国服务）之办理程序

源自：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根据新颁布的支持创业者及其国际化的法律，非居住类
外国人为进入西班牙进行资本的“重大投资”，可申请
投资人居留签证。在进入西班牙后，如果愿意，可以申
请居住许可，这种方式允许投资者在申请工作许可之前
就能够在西班牙开始经济活动。

类型3：企业主（创业签证投资居留）之办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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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企业机构需要在西班牙授权一
个法定代表，令其能够以自己的名义
去移民事务办公室申请工作许可 。

所需主要文件：

· 员工的能力证明（履历、学历等）
· 中国公司的识别信息及其与西班牙 
  公司的关系
· 中国的聘用合同
· 外派书
· 职位描述
· 西班牙公司的识别信息
· 中国公司对于法定代表在西班牙活
  动的授权

当工作许可得到批准后，
员工应向西班牙驻其所在国的领事馆
申请工作签证 。

所需主要文件：

· 无犯罪证明，须经过中国外交部认证
· 健康证明
· 户口

当获得工作签证之后，员工可进入
西班牙，去社会保险处登记（因为
西班牙和中国之间没有社会保险互
认协议）并办理居留卡手续 。

源自：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申请人向西班牙经济部申
请关于该企业项目重要性
的报告。

所需主要文件：

· 创业者的职业背景
· 公司项目计划
· 该项目对于西班牙经济、
· 创新或投资机会将有何附 
  加益处

取得经济部的报告之后，
申请人前往领事馆申请创
业签证，10天内可得到
批复。

获得创业签证之后，申请人可以
到西班牙居住、开设公司并开展
经济活动。公司一旦成立，申请
人可前往移民事务办公室申请自
营工作者的居住与工作许可。该
许可可在20天内得到批复。

当获得工作签证之后，
员工可进入西班牙，
去社会保险处登记并办
理居留卡手续。

具体信息可查询：www.barcelonactiva.cat

移民事务办公室（在西班牙） 领事馆 警察局

经济部 领事馆 移民事务办公室（在西班牙） 警察局



投资者的入境及停留

源自：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7.2. 需要注意
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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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该许可的申请表格请前往：
Http://extranjeros.empleo.gob.es/es/
emprendedores_solicitudes/index.html

投资者签证 大宗重要投资

初始投资私人公司不少于
100万欧元

初始投资公债不少于
200万欧元

不动产购买
50万欧元

企业主/自营营业
在西班牙开展的有社会效
益的企业项目

1) 创造就业机会；
或者

2) 在经营活动区域
内具备重大社会经济
效益；或者

3) 对于科学或技
术创新有重大贡献

7.2.1. 文件认证 / 
外国人身份识别号码

所有的在西班牙境外签发的公共文件（户口、无犯罪
证明等）都需要经过中国外交部的认证，方可在西班
牙作为有效文件使用。同时，用于申请工作许可的任
何使用外语书写的文件，均需要经过西班牙官方认可
的法定翻译。加泰罗尼亚大多数的翻译公司都提供法
定翻译服务。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公共文件的认证过程可能需要数周
时间。因此，在离开中国之前，建议您查清办理居住与
工作许可手续需要哪些文件和材料，并提前办妥。
 
NIE（外国人身份识别号码）是每个居住在西班牙的
外国公民唯一的被西班牙政府部门承认的身份识别
号码。使用公共行政服务、交税、买房、开展商业活
动、在西班牙银行开户、签订手机合同等等，都需要
有这个号码。

因此，要创办公司的中国企业主在得到签证之前需要先
行申请一个NIE号码，因为，要得到创业者签证，必须
证明之前曾进行过合法商业活动，比如创办公司。

NIE号码可以由申请者本人在西班牙合法停留期间，或
者经由申请者正式授权的代表方，去国家警察的警察局
进行申请。也可以在西班牙驻中国领事馆进行申请。该
申请需要提交填写完整的官方表格、护照及复印件，以
及其他证明申请人需要NIE号码的材料文件。

7.2.2. 住户登记

住户登记是指申请人在所在城市的市民办公室登记自己
的住址，并获得一张住户登记证明。该证明是有效的官
方文件，功能与中国的户口类似，指明所登记市民的住
址。在西班牙，根据法律规定，所有人都必须前往自己
所在城市的政府登记自己的常住地址。住户登记证明就
是这一手续的证据。申请人可以以个人或者以家庭的方
式进行登记。该登记可以前往巴塞罗那市政府的市民接
待办、或者所在其他城市的接待办进行办理。

要取得住户登记证明，需要提交（每个家庭成员的）有
效护照以及租房合同原件或房屋买卖公证书。该登记手
续的办理非常快速，可以直接在该登记办公室获得。前
往所在城市政府进行住户登记非常重要，它是可以证明
在西班牙居留情况的材料，也是申请居留证、医疗卡、
子女就读等等情况时的必要文件。

更新 居住许可

允许访问西班牙
或在西班牙居住一年时间。
投资人及其家属均可申请。

由自然人/法人进行
（在直接或间接占有大多数投
票权以及任命/解除大多数机构
职位的情况下，可以是法人）

投资人居住签证
的持有者

在居住许可期限内至少在
西班牙停留过1天

保持投资
有效期2年
更新另一个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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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银行开户

西班牙的银行向外国客户提供两种类型的账户：根据申
请人纳税状况的不同，分为了居民账户和非居民账户。

对于居民账户来说，各类金融费用总体上会比非居民账
户更低。银行通常每六个月会检查一次非居民账户持有
者的纳税状况。如果中国公民在使用非居民身份开设账
户后转变为居民身份，则需要向银行通知这一状况。

要开设居民账户，只要携带居留证前往银行即可办理。
银行会向客户提供储蓄存折、借记卡或者两者皆有。账
户可以开设为欧元，也可以开设为外币。

要开设非居民账户，只要携带护照去银行即可办理。

在加泰罗尼亚有多种多样的银行，从本地银行到国际主
要银行的分支以及大型投资银行，应有尽有。外国人也
可以在本国——即中国——询问是否有银行在加泰罗尼
亚开设了分支机构。

在临时居住的期限（第一个一年再加两个两年的延长
期）到期之后，可以申请长期居住许可，该许可允许在
西班牙境内无限期居住，并且在就业方面享有和西班牙
人同样的条件。持有长期居住许可的外国人应当每五年
更新一次该许可证，跨国服务许可的情况除外（上限为
两年）。

7.3. 各类许可
的更新

相关负责部门：

www.seap.minhap.gob.es/es/ministerio/
delegaciones_gobierno/delegaciones/catalunya/
extranjeria.html

www.maec.es/es/EYC/Paginas/
embajadas-consulados.aspx

www.exteriores.gob.es/Portal/es/Servicios
AlCiudadano/Paginas/EmbajadasConsulados.aspx

www.mir.es

www.gencat.cat/empresaiocupacio/estrangeria

http://extranjeros.mtas.es

7.2.4. 代表权

外国人可以在西班牙开设公司吗？可以，而且无论是否
（合法或非法）在西班牙居住，或者居住在西班牙境
外，答案都是肯定。外国的法人也可以通过授权一个自
然人的方式以其名义开设公司。法人必须有税务识别号
码（NIF），而被授权的代表，如果不是西班牙合法居
民，则必须申请外国人身份识别号码（NIE）。

企业的创始人必须向其代表进行足够充分的授权以其名
义来西班牙组建新的公司。如果在西班牙进行该授权，
则授权人应前往一家西班牙公证处办理。如果在西班牙
境外进行该授权，则授权人应前往所在国家的一家公证
处并且对授权公证进行认证。

7.2.5. 工作许可

非欧盟国家、非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或瑞士的16周岁
以上的外国公民，要在西班牙进行盈利性的、劳动或职
业活动，无论是被雇佣还是自营性质，都需要得到关于
工作的相应行政许可。任何雇佣方或企业主都不得雇佣
没有获得西班牙工作许可的外国人，无论其劳动关系的
期限长短。

7.2.6. 全国就业状况

对于非欧盟/非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非瑞士的公民来
说，要批准工作许可须考察全国就业状况，只有在本国
可以从事该企业所雇佣职业的劳动者缺乏的情况下才可
能获得批准，且该职位必须已经过就业公共服务部门进
行了必要的调研，结果为否定（即无人胜任），才可以
获得批准。

但同一企业集团的内部人事调动无需经过上述考察。

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无需考察全国就业状况就可批准工作
许可，具体如下：

· 雇佣企业的员工数量超过250人；销售额超过5000
万；净资产超过4300万；最近三年的外资投入在
100万欧元以上；从事下列某种行业：信息与远程通
信技术，环境，可再生能源，水和水处理，健康科
学：（生物医药与生物技术）；航空与航天。

· 亲信职位的工作者（高层领导）
· 装配或维修进口设备的必要人员
· 持有先前的工作许可并且该许可已经在进行更新手续
· 曾经持有许可但未更新并且在西班牙境内连续居住超
过两年的持有临时居住许可的外国人，或者在西班牙境
内连续居住超过五年的无居住许可的外国人。

· 是持有含工作许可的西班牙居留的外国人的配偶或子女
· 特定情况的难民或遭流放者
· 本人的直系上一代或直系下一代中有需要其照顾的西
班牙籍公民

· 出生在西班牙并且是西班牙居民。
· 父母或（外）祖父母为西班牙人。
· 受监护的已达可工作年龄的未成年外国人。
· 根据法律14/2013《扶持创业及其国际化》申请的签
证及居住许可持有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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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西班牙机构

 
加泰罗尼亚自治大区政府
ACCIÓ企业发展局投资促进局
Paseo de Gracia, 129
08008 Barcelona
www.investincatalonia.com 

加泰罗尼亚大区政府对公私企业合作模式、支持这些企
业的利益给予特别的优先。ACCIÓ企业发展局就是这
样一个机构，扶持那些想进入欧洲的投资者。该部门有
特别针对中国企业投资加泰罗尼亚的服务，提供法律事
务方面的中文咨询（China Desk）。
加泰罗尼亚自治大区政府投资促进局在推动国际投资来
加泰罗尼亚方面非常专业。它为感兴趣来加泰投资的企
业提供个性化的帮助，包括贯穿投资项目全过程的咨询
和专门服务，从项目规划一直到其发展与实施。加泰罗
尼亚投资促进局总部设于巴塞罗那，同时也在世界上35
个办事处开展服务，包括中国的北京、上海和香港。

加泰罗尼亚自治大区政府投资促进局北京办事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京城大厦1906室
电话: +86 10 84865223, 84865265
传真:  +86 10 84865001
Email: shenbin@bj-acc10.com 
beijing@bj-acc10.com

加泰罗尼亚自治大区政府投资促进局上海办事处
地址：中国上海市南京西路1038号梅陇镇广场1606-
07A室
电话：+86 21 3217 5130
传真：+86 21 3217 5127
Email: txue@catalonia.com

8.1. 机构联系
方式

加泰罗尼亚自治大区政府投资促进局香港办事处
地址：香港铜锣湾礼顿道77号礼顿中心21楼2119及
2121室
电话: +852 2893 1966
传真: +852 2521 6902
Emal: rguerra@catalonia.com

巴塞罗那市政府 
经济、企业及就业局 / 跨国经济促进局
Calle Llacuna, 162
08018 Barcelona
www.bcn.cat/barcelonagrowth 

巴塞罗那当地政府通过跨国经济促进局，提升城市作
为商业与国际投资中心的实力，而在紧密经济联系方
面，中国是获得优先考虑的对象之一。巴塞罗那跨国经
济促进局有China Desk服务，可以向投资者或感兴趣来
巴塞罗那及其影响范围内探索商机和经营的人士提供中
文普通话服务。这里接待过无数的中国公司代表处或
企业主，并且有中文版的信息手册。此外，通过设立在
Barcelona Growth Centre大楼中的企业咨询接待办公
室，我们为新公司的成立提供个性化的陪同与咨询建议
服务，比如经营场所搜索、手续办理等等。

西班牙外交与对外合作部
Palacio de Santa Cruz
Plaza de la Provincia, 1
28071 Madrid
www.exteriores.gob.es

西班牙就业与社会保障部
www.empleo.gob.es

西班牙移民事务总秘书处
http://extranjeros.empleo.gob.es

8.1.2. 中国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西班牙大使馆
Calle Arturo Soria, 111-113
28043 Madrid
www.embajadachina.es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Avenida de Ahones, 1
28043 Madrid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塞罗那总领事馆
Avenida del Tibidabo, 34
08022 Barcelona
www.barcelona.china-consulate.org

领事业务部（签证及认证）
Calle Lleó XIII, 34
08022 Barcelona

8.1.3. 其他机构

ESADE商学院中欧俱乐部
Avenida de Pedralbes, 60-62
08034 Barcelona
www.esadegeo.com

ESADE商学院中欧俱乐部是一个企业联谊机构，由
ESADE牵头，成员包括众多在西班牙或欧洲及西方其
他国家开展业务的中国跨国公司。

孔子学院
Gran Via de les Corts Catalanes, 585, 2ª planta
Edificio Histórico de la Universidad de Barcelona
08007 Barcelona
www.confuciobarcelona.es

孔子学院是一家非盈利机构，以在加泰罗尼亚传播推广
中华文化为目标。

亚洲之家
（Sant Manuel小楼 – 圣保罗现代主义建筑群）
Pabellón Sant Manuel. 
Recinto Modernista de Sant Pau
Calle Sant Antoni Maria Claret, 167
08025 Barcelona
www.casaasia.es

亚洲之家是一家公立机构，旨在活跃本地与亚太地区国
家间的关系。它由西班牙外交及对外合作部、加泰罗尼
亚大区政府、巴塞罗那市政府以及马德里市政府共同参
与组建。其使命在于通过经济与商业、教育、文化和社
会等各种类型的活动，紧密与亚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在
超过十年的历程中，借助其广阔的关系网络、工作人员
丰富的经验与知识，另外还有它的声望，亚洲之家已经
成为了中国各类企业和机构开展项目的大本营，成绩斐
然。亚洲之家是中国进入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西班
牙和欧洲的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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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提供
中文服务的
服务公司   
本节将列出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金融机构、翻译社
以及中国投资者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服务机构名单，以便
他们在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开展业务。1 

 
在众多的服务公司中，这里仅列出符合下列三项条件的
公司或专业人士：

· 公司位于加泰罗尼亚（无论本部还是分部），并因此
了解当地的商业情况 

· 公司有中文接待服务，即包含一个China Desk

· 公司在商务咨询或跨国投资方面有显著的经验

AGM Abogados
www.agmabogados.com
联系邮箱：chinadesk@agmabogados.com
业务：律师

Baker&Mckenzie Barcelona
www. bakermckenzie.com 
联系邮箱: Jorge.adell@bakermckenzie.com
业务：律师与咨询 

Baker Tilly
www.bakertilly.es
联系邮箱：info@bakertilly.es
业务：律师与咨询

Barcelona Business Landing
www.barcelonalanding.com
联系邮箱：info@barcelonalanding.com
业务：咨询

Barcelona Fang 
www.barcelonafang.com
联系邮箱：barcelonafang@nucom.es

Borsub Internationa SL
www.borsub.com
联系邮箱：borsub.international@borsub.com
业务：咨询

China Culture Business Consulting SL
www.businesschina.es
联系邮箱：info@businesschina.es
业务：咨询

Cuatrecasas, Gonçalves Pereira
www.cuatrecasas.com
联系邮箱：omar.puertas@cuatrecasas.com  
业务：律师

8.2.1. 律师与咨询事务所 Dextal International
www.dextalinternational.com
联系邮箱：soley@dextalinternational.com
业务：咨询

Ds Advocats I Economistes SL
www.ds-advocats.com
联系邮箱：mllimona@dsae.cat
业务：律师

Emergia Partners SL
www.emergiapartners.com
联系邮箱：kexin@emergiapartners.com
业务：咨询

EY
www.ey.com
联系邮箱: francesc.maynoufernandez@es.ey.com
业务: 律师与咨询

Gesdocument y Gestión SA
www.gesdocument.com
联系邮箱：gd@gesdocument.com
业务：国际流动与移民

J&A Garrigues SLP
www.garrigues.com
联系邮箱：albert.collado@garrigues.com
业务：律师
   
KPMG Asesores
www.kpmg.es
联系邮箱: mmontero1@kpmg.es
业务: 律师与咨询

Hispano-Asian Business Consulting SL
www.hispanoasian.com 
联系邮箱：info@hispanoasian.com
业务：咨询

Interben
www.interchinaconsulting.com
联系邮箱：bcn@interchinaconsulting.com
业务：咨询

Jausas Legal Tributario SLP
www.jausaslegal.com
联系邮箱：nbriznbriz@jausaslegal.com
业务：律师

Mazars 
www.mazars.es
联系邮箱：chinadesk@mazars.es
业务：律师

Net Craman Abogados Asociados SLP
www.net-craman.com
联系邮箱：abogadosasociados@net-craman.com
业务：律师

People & Projects
www.pndp.net
联系邮箱: judith@pndp.net
业务: 律师

Qimeng Abogados 
www.qimeng.es
联系邮箱：info@qimeng.es 
业务：律师

Roca Junyent
www.rocajunyent.com
联系邮箱：j.herrero@rocajunyent.com
业务：律师

UHY
www.uhy.com
联系邮箱：jwilson@uhy-fay.com
业务：律师

Uría Menéndez
www.uria.com
联系邮箱：barcelona@uria.com
业务：律师

Vela Hispachina Comercio Internacional SL
www.velahcci.es
联系邮箱：vela@velahcci.es
业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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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c de Sabadell银行 
www.grupbancsabadell.com
联系邮箱：sanmiguels@bancsabadell.com 

Caixabank银行
www.lacaixa.es
联系邮箱：fjserrado@lacaixa.net.cn 

中国工商银行（欧洲）股份公司 – ICBC西班牙分公司 
www.icbc.com.es
联系邮箱：icbcspain@es.icbc.com.cn

中国工商银行是第一家在巴塞罗那开设分支的中国银
行机构。2010年10月25日，中国工商银行欧洲总部
注资1370万欧元，在西班牙筹备开设第一家分支机
构。2011年中国工商银行（欧洲）西班牙分行在马德
里正式开业，受到了中西两国和其他国家的公众的关
注；三年来，工行发展迅速，2012年不仅在巴塞罗那
设立了分支机构，而且在马德里购买了位于市中心的一
栋办公楼用作西班牙工行总部大楼。作为西班牙唯一一
家中资银行，工行致力于推动西中双边经贸投资往来与
文化交流。

8.2.2. 金融机构 

8.2.3. 企业房产服务

Cornex Capital
www.cornexcapital.com
联系邮箱：china@cornexcapital.com
业务：房地产服务、私人股权投资、咨询与金融

Jones Lang Lasalle
Www.Jll.Es
联系邮箱：jordi.toboso@eu.jll.com
业务：为写字楼、商用楼、工业及物流场所、商业中
心、居住及酒店的投资者提供房地产服务

Benjamin Franklin International School
（IB国际文凭）
市镇：Barcelona
www.bfischool.org

British School of Barcelona
市镇：Castelldefels
www.britishschoolbarcelona.com

Col·legi Montserrat
（IB国际文凭）
市镇：Barcelona
www.cmontserrat.org

Col·legi Xaloc
（IB国际文凭）
市镇：L’Hospitalet de Llobregat
www.xaloc.org

English Academy Santa Claus 
市镇：Barcelona
www.academysantaclaus.com

English School 
市镇：Barcelona
www.colegioingles.net

ESCAAN International School
（IB国际文凭）
市镇：Sitges
www.escaan.com

ES International School 
市镇：El Prat de Llobregat
www.es-school.com

Europa International School 
市镇：Sant Cugat del Vallès
www.europais.com

目前在加泰罗尼亚尚没有使用中文普通话授课的小学或
中学。 

然而，在巴塞罗那可以找到两种类型的国际学校：

· 使用其他国家教育体系的外国学校：美国学校若干
所、英国学校若干所、法国学校若干所、德国学校一
所、瑞士学校一所、意大利学校一所、日本学校一所。

· 使用外语进行授课，但沿袭本地教育体系的学校

同时，也值得关注一些根据国际高中文凭组织（IB）进
行授课的学校。该组织1968年成立于日内瓦，目前在
146个国家有3600所加盟学校。依照该组织体系获得
的高中毕业文凭可作为进入世界上众多一流大学的资
格。

下面就给出在巴塞罗那地区现有的主要使用英语授课和
可颁发国际高中文凭（IB）的国际学校名单：

Àgora Masia Bach International School 
Sant Esteve Sesrovires
www.agoraisbarcelona.edu.es

Àgora Sant Cugat International School
（IB国际文凭）
市镇：Sant Cugat del Vallès
www.agorasantcugat.edu.es 

American School of Barcelona
（IB国际文凭）
市镇：Esplugues de Llobregat
www.a-s-b.com

Aula Escola Europea
（IB国际文凭）
市镇：Barcelona
www.aula-ee.com

8.3. 国际学校
8.2.4. 人力猎头服务

Manpowergroup集团
www.manpowergroup.com
联系邮箱：manpower@manpower.es
业务：人才选择、评估、签约、短期工作、培训、重
定位、职业生涯规划、人力资源咨询及外包服务

Michael Page
www.michaelpage.es
联系邮箱: ferranaguilo@michaelpage.es
业务: 人力资源

8.2.5. 官方法定翻译 

Chang Shiu, Ho-Meng 
Calle Sant Gabriel, 2, 1º
08012 Barcelona
电话：+34 932 182 273 / 616 727 076 
联系邮箱：juradochino@hotmail.com; 
hmchinatranslation@yahoo.com.cn 

Lin Pu, Yi 林毅
www.traductorjuradochino.es
Calle Roger de Flor, 83, Local 3
08013 Barcelona
电话：+34 931 257 402 / 671 977 718 
联系邮箱：doctorlinbcn@yaho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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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elin International Laie School
（IB国际文凭）
市镇：Alella
www.escolessas.com

Highlands School 
市镇：Barcelona
www.colegiohighlands.net

John Talabot School 
市镇：Barcelona
www.johntalabot.com

Kensington School 
市镇：Barcelona
www.kensingtonschoolbcn.com

Oak House School 
市镇：Barcelona
www.oakhouseschool.com

Princess Margaret School 
市镇：Barcelona
www.princessmargaret.org

Santa Clara International College 
市镇：Barcelona
www.santaclaraic.com

Sek-Catalunya
（IB国际文凭）
市镇：La Garriga
www.sek.es

St Paul’s School 
市镇：Barcelona
www.stpauls.es

St Peter’s School 
市镇：Barcelona
www.stpeters.es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Catalunya 
市镇：La Garriga
www.iscat.es

The Olive Tree School 
市镇：Sant Pere de Ribes
www.olivetreeschool.net

加泰罗尼亚——西班牙的主要经济指标

附录1

源自：IDESCAT、 INE、西班牙经济与竞争力部。2012年数据。

注释：sv = 问卷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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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价格指数

劳动市场

进出口

外来投资

企业活动

研发创新

居民

外国居民

国内生产总值（时价，以百万欧元为单位）

国内生产总值（时价，增减）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时价，以欧元为单位）

总增加值（时价，以百万欧元为单位）

 工业、能源及水利增加值

 建筑业增加值

 服务业增加值

 农业增加值

通货膨胀（增减百分比）

劳动人口比重

失业率

出口（以百万欧元为单位）

出口（增减百分比）

中高端及高端技术内容的出口（以百万欧元为单位）

进口（以百万欧元为单位）

进口（增减百分比）

中高端及高端进术内容的出口（以百万欧元为单位）

外国投资总额（以百万欧元为单位）

生产类外国投资（以百万欧元为单位）

工业类外国投资（以百万欧元为单位）

工业类投资占生产类投资的比重（百分比）

对外投资 / 向外投资（以百万欧元为单位）

公司数目

服务业公司数目

工业类公司数目

创业公司数目

经常性出口(高于50000欧元)的公司数目

2011研发内部费用（以千欧元为单位）

2011研发内部费用（占生产总值的比例）

2011创新费用（以千欧元为单位） sv

2011技术创新费用（占生产总值的比例） sv

2011创新公司 sv

加泰罗尼亚

7571000

1186779

207762            

-1.3%

27698

191476

20.89%

8.49%

69.62%

1.00%

3.60%

61.80%

22.60%

58283

6.10%

32152.20

68688

5.28%

32540.40

3077.28

2602.94

1188.16

45.65%

2943.65

602161

474915

41152

16531

6473

3103712

1.55%

3407529

1.64%

4543

西班牙

47265321

5562067

1051204

-1.4%

22700

964405

16.94%

9.10%

71.27%

2.70%

2.90%

59.80%

25.00%

222644

3.40%

99524.90

253401

8.65%

101704.20

18402.76

13460.45

4017.13

29.84%

30611.17

3199617

2522223

214992

88412

20598

14184295

1.33%

14755807

1.40%

20486

加泰/西班牙

16.02%

21.34%

19.76%

–

122.02%

19.85%

24.49%

18.53%

19.40%

7.33%

–

–

–

26.20%

32.31%

27.10%

–

32.00%

16.72%

19.34%

29.58%

–

9.62%

18.82%

18.83%

19.14%

18.70%

31.43%

21.88%

–

23.10%

–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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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加泰罗尼亚部分含中、港、台资的企业

含中资及港资的企业

公司

Sichuan Sunfor Light Co. Ltd.  

Lee’s Food Ibérica S.L.   

Candy Novelty Works Limited   

Huayi (Sichuan Changhong Electric Group)  

Baosteel Co. Ltd.      

China National Chemical Corporation  

Goldbridge Bruder S.A.    

Quianjiang-Keeway 

Shining Air Conditioner Spain SL   

EastSun Holdings (Eash) Ltd.    

Mandarin Oriental Holdings BV   

Sureta Limited     

China Minmetals Corporation   

LA Holdings Limited     

Mathiesen Corporation Limited   

Bluestar Silicones International Sarl   

Joyway Limited     

Fong Chan Chuen     

Silver Apex Industrial Limited   

Ningbo Gigabyte Technologt Co. Ltd.  

Haier Group     

Hong Kong Gree Electric Appliances Sales Ltd. 

Hong Kong Equity Partners Ltd.   

Otio France SA     

Jiangsu Sunrain Solar Energy   

Midea Refrigerations (Hong Kong) Limited  

GDC Technology (Hong Kong) Limited  

Chint Solar (Zhejiang) Co. Ltd.   

Global Eastern Trading Limited   

Hutchison Port Holdings (Hph)  

Cosco Group (China Ocean Shipping Company) 

Grand View Container Trading South Europe (GVCT) 

ASW Forwarders (Holding) Ltd.    

China Shipping Container Lines (CSCL)   源自：外国企业普查， 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2013年9月 

Kerry Logistics Network 

TCP Group Limited     

BPS Hong Kong Limited    

Melenco Holding Limited    

Century Capital Investment Limited   

Sweda International Limited 

China Certification & Inspection Group (CCIC) 

Mankato Consultants Limited  

United Pacific Investment Ltd.  

Overveen Generaal (Netherlands) BV 

HiSoft     

ICBC – Industrial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Speed Faircompany Limited

Cronos

公司

Edgecore Networks Corporation  

Foxen Sistemas y Comunicaciones SA

Taiwan Paiho Ltd.    

Xintaibi Electrónica SL   

Toro Limited

D-Link 

Benq Technology–Qisda Corporation

AsustekComputer

Acer  

行业

农业食品

农业食品

农业食品

机械设备

金属冶炼

金属冶炼

汽车

汽车

建筑

建筑

建筑

建筑

金属冶炼

炼 

化学

化学

化学

纺织皮革

纺织皮革

纺织皮革

电力电子

电力电子

电力电子

电力电子

电力电子

电力电子

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

太阳能 

航空航天

物流

物流

物流

物流 

业务类型

商业

商业

商业

工业

商业

工业

商业

商业

建筑

建筑

服务

服务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建筑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建筑

商业

服务

服务

服务

物流

物流

商业

物流

物流

物流

服务

商业

服务

商业

商业

服务

服务

服务

研发

服务

服务

商业

服务

物流

物流

服务 

服务

服务

服务

服务

服务

服务

服务

服务

金融 

其他 

工程服务

行业

机械设备

机械设备

化学 

信息通信技术 

信息通信技术

信息通信技术

电力电子 

电力电子 

电力电子 

业务类型

商业

商业

工业

商业

服务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含台资的企业

公司 行业 业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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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西班牙使馆

经济商务参赞处

巴塞罗那市政府 加泰罗尼亚自治大区政府

亚洲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