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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1000万平方
米的
商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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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您





/ 6

1. 
城市
信息

数字巴塞罗那 (2009)  

劳动者生活品质之城第一位  
(ECM)

加泰罗尼亚，欧洲第六大国际投资
目的地 (EIM)

巴塞罗那，欧洲第五大最具吸引力
的商业城市 (ECM)

世界第二大国际会展举办城市  
(ICCA)

•	巴塞罗那市区: 1,621,537 人口

•	巴塞罗那大都市区: 4,992,193 人口 

•	外籍人口: 占总人口 18.4%

•	加泰罗尼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与欧盟

27国平均值百分比: 126.4% (2010)

•	在加泰罗尼亚的直接外国投资: 18亿7354万

欧元

•	服务行业劳动力比例: 85.6% 

•	高科技产品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领薪资

雇员比例: 47.7% 

•	加泰罗尼亚大学生人数: 226,787 

•	2所世界排名前20位的商学院

•	留宿游客: 1280万人次 

•	机场人流量: 27,595,181人次

•	地中海第一大邮轮停靠港: 邮轮游客

2,154,057人

•	展会及大型会议工作人员: 576,15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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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
在
巴塞罗那
创建
一家公司

2.1 法律形式

您是一名想在巴塞罗那创办一家新
公司的创业者吗?

在巴塞罗那您可用创建公司或个体经营的形

式创业:

公司形式: 西班牙法律规定了不同的公司法律

形式,其中最常见的是股份公司(S.A.),有限公

司(S.L.) 和新有限公司(SLNE)。

个体经营形式: 即自主劳动的个人，以个人

名义直接进行常规经营活动，以盈利为目

的，但不受制于任何劳动合同的形式。社会

保障系统有一套专门针对个体经营者的制

度——RETA（个体劳动者特别制度），根

据专门的条款实施。

更多法律形式信息请查询:

> www.barcelonanetactiva.com/legalstatuses

更多法律程序详细信息请查询: 

> www.barcelonanetactiva.com/proceduresguide

> www.acc10.cat/es/invertir-catalonia/negocios 

> www.investinspain.org, “Invertir en España” 

（“在西班牙投资”）一栏。



/ 8

法律形式

1 -

无最低资本金额要求

 3,005.06 €

 3,000  €

最低3,012 € 

最高120,202 €

3.005,06 €

60,101.21 €

60,101.21 €

至少2人

1人或以上

3

1

3

3

1人 或以上

最低资本金额 责任制

无限责任

无限责任

有限责任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无限责任

个体经营者

私人公司 

(SCP)

有限公司 

(SL)

合作型公司

新有限公司 

(SLNE)

雇员所有型有限公司

(SLL)

雇员所有型股份公司 

(SAL)

财产共有型公司

股份公司 

(SA)

至少2人 无最低资本金额要求

各类公司法律形式                                                                                                

最少合伙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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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赋税 帐簿

IRPF 

(按自然人盈利纳税）

IRPF 

(按自然人盈利纳税）

企业税

企业税

企业税

企业税

企业税

20%企业税

IRPF

(按自然人盈利纳税）

收支明细账簿、增值税账（开出发票登记簿、收进发票登记簿）、

投资财产登记簿和供应商登记簿，后者仅限专业活动范围

收支明细账簿、增值税账（开出发票登记簿、收进发票登记簿）、

固定资产登记簿和供应商登记簿，后者仅限专业活动范围

每日流水帐、财产清单和年度帐目、会议记录簿、记名股票登记；

仅一人独资经营的有限公司需提供某些西班牙境内跨自治区操作交易

的记录

每日流水帐、财产清单和年度帐目、会议记录簿、合伙人登记簿

简化的会计制度和单一窗口制度，无须提供记名股票登记，但须提供每日

流水帐

每日流水帐、财产清单和年度帐目、会议记录簿、记名股票登记、开出发

票登记簿、收进发票登记簿、固定资产登记簿

每日流水帐、财产清单和年度帐目、会议记录簿、记名股票登记、开出发

票登记簿、收进发票登记簿、固定资产登记簿

每日流水帐、财产清单和年度帐目、会议记录簿、记名股票登记，仅限一

人独自经营的股份公司须提供开出发票登记簿、收进发票登记簿、固定资

产登记簿

每日流水帐、财产清单和年度帐目

更多信息请查询: > www.barcelonanetactiva.com/procedures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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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国外有一家公司，并想将其迁
至巴塞罗那或在巴塞罗那扩展其经
营活动?

如果一家外国公司要将其所在国的经营活动

迁至巴塞罗那，可采取的常用法律形式如下:

 

设立分公司: 要求提交公共文件并存入商业

登记簿备案。应拥有公司资产，但无最低资

产额限制。分公司应设有一名具有管理权的

法人代表。

设立代表处: 无独立或不同于母公司的法

人资格，因此无须在商业登记簿上注册。

进行纳税、商业活动及社会保险等事务，

要求提交证明该办事处开业、资金分配的

公证书，如有需要还需提供法人代表、居

住在西班牙的法人或法人单位身份证明和

权力说明。

子公司: 这是方便外国投资、以独立法人形

式进行商业活动最常用的方式。要求在加

泰罗尼亚建立一家新公司，其100%（或接

近100%）的资本金须来自一家国外公司。

更多欲入驻加泰罗尼亚的外国公司可采用的

法律形式信息请查询:

> www.barcelonanetactiva.com/foreign

   companieslegalstatuses

将一家外国公司迁至巴塞罗那所需的法律程

序请查询:

> www.barcelonanetactiva.com/proceduresguide

> www.acc10.cat/en/invest-catalonia/howtodo

    business

> www.investinspain.org, “Invertir en España” 

（“在西班牙投资”）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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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创业奖励 

西班牙税务制度设有一系列针对企业和劳动

者的优惠措施。此外对一些特定商业活动还

有专门的优惠。

西班牙税务制度对企业的优惠政策
•	对出口公司实行减税（2010年为3%）。

•	对职业培训（减免1%-2%）、研究与发展

(I+D) 相关的商业活动（减免25%-42%）、技

术创新（减免8%）等实行额外减税。

•	结算税费后，一家公司的实际有效税率可

能为0%

•	西班牙签署了多项税务协定，尤其是与拉美

国家之间，为人们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建立

了良好的基础。

研究+发展+创新活动的减税政策。
2010年获得减税的项目
 
研究与发展

BUSINESSEUROPE（原欧洲工业与企业雇主

联盟）评定西班牙针对I+D+i研发创新活动的

税务制度是经合组织（OECD）中最为优惠的:

•	研发投资: 25%（特殊情况可达到42%）

•	雇用具备资格的研发活动专业人员从事研发

活动的相关人事费用: 可享受17%的额外优惠

•	对物质或非物质固定资产投资（不动产及土

地除外）用以进行研发活动: 8%

技术创新

针对研究、发展和技术创新公司，西班牙以

及加泰罗尼亚是全世界拥有最优惠减税政策

的国家地区之一:

•	对工业设计和生产过程中的工程学设计进行

的投资: 8% 

•	为获取专利、许可证、know-how和设计等

形式的先进技术进行的投资（最高限额1百万

欧元）: 8%

• 为获取ISO900、BPF及其他类似质量标准

证书进行的投资: 8%

•	对先进技术进行认证、定义及提供解决方

案的技术诊断项目的投资: 8%

更多关于创建公司奖励政策的信息请查询:

> www.acc10.cat/es, “Invertir en Cataluña > 

Cómo hacer negocios”（“在加泰罗尼亚投资> 

如何做生意”）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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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类型

资金来源 目的 受益人

INICIA贷款 创立新公司 正在Inicia认可的咨询机构协助

下实施创业计划并获得创业计

划可行性证书的创业者。

设立在加泰罗尼亚的中小型

企业

新建公司和新创立专业活动。

ICF信用贷款 针对在加泰罗尼亚进行物质或非物质固定资产投资

的微型公司、中小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贷款：土

地和不动产、机械、设备、工具和动产、信息技术

应用、研发创新及其他非物质固定资产。

ICO创业者贷款2010

微型银行

FIDEM: 

针对女性的微型贷款

ICO创业者贷款 2010

向具有潜力的企业提供有担保的

微型贷款。

拥有可行性计划，但无法提供

必要的担保和抵押向传统金融

机构申请贷款  的创业者。

女性创业者

(具体要求请查询a网页）。

以协助女性创业为目的。

有保证优惠利率贷款

微型贷款

2.3 如何找到融资渠道 

在巴塞罗那建立公司可选择的不同融资形式详见下表:

流动资产贷款融资

INICIA

流动资金贷款融资

向新建企业提供流动资金。 近5年内建立，并向劳动部Inicia

下属咨询机构申请咨询服务的

企业。

与任何信用机构无未结业务的

个体经营者和中小型企业。

ICO周转资金 协助企业实施投资计划，并向其

提供追加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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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参见后面几页 >

受益人 融资额度 联系方式

创业优惠贷款：

- 加泰罗尼亚储蓄银行：贷款额可达固定资产的70%

- 其他机构：对可行的商业计划无贷款限制。

> www.inicia.gencat.cat

> www.icfinances.com

> www.ico.es

> www.fidem.net

通过活力巴塞罗那Barcelona Activa创业者

资源中心申请

> www.barcelonanetactiva.com

最高达投资额10%的贷款，外加投资额20%的贷款作

为流动资金。申请贷款总额最高可达到1百万欧元。

可达项目净投资的100%

优惠利率贷款

(根据偿还微型贷款能力提供相应金额的贷款）

最高贷款金额15,000 欧元，最高可提供总投资额

95%的贷款（不含增值税）

用作流动资金的优惠贷款（信贷账户） 通过银行机构申请贷款（需持有活力巴塞罗那

Barcelona Activa机构事先开具的可行性证书）。

> www.inicia.gencat.cat

可直接向各大银行分行申请贷款，包括西班

牙国内的房屋合作社和农村储蓄所。银行、

储蓄所或房屋合作社对申请进行审核，根据

规定批准办理贷款。> www.ico.es

贷款最高额度：

- 个体专业人员和员工人数50以下的企业：2百万欧元；

- 员工人数50以上的企业：最高贷款额5000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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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展+创新贷款

ENISA信用贷款

NEOTEC信用贷款

ICF创新

ENISA青年创业者信

用贷款

NEOTEC信用贷款

NEBT信用贷款

文化信用贷款

为创新性企业项目提供资金。 由1个以上自然人组成的任何行业中

小型企业，不动产和金融业除外。

处于创建阶段的技术型企业创业者，

以及新建的技术型企业。

加泰罗尼亚境内的企业。

中小型企业（具体条件清查询网页）

处于创建阶段的技术型企业创业者，

以及新建的技术型企业。

由1名以上法人在加泰罗尼亚创立并

开展经营的新建企业。

企业地址或常驻地址位于加泰罗尼

亚，从事文化产品生产、推广和销

售的企业。

为技术型企业创业初期提供

资金。

为创新型项目提供资金。

促进年轻人创业，仅需提供创

业计划作为担保，便可获得优

惠贷款。 

为技术型公司创业初期和巩固提

供资金。

为新建技术型企业巩固项目提供

资金支持。

为文化型企业提供资金。

资金来源 目的 受益人

创新

行业专项贷款

在附带的CD中你可以找到这些融资渠道的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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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dti.es

> www.icfinances.com

> www.aijec.es

> www.cdti.es

> www.acc10.cat

> www.gencat.cat/cultura/icic

> www.enisa.es10万 —100万欧元。特殊情况可考虑更高贷款额。

根据贷款类型制定不同的贷款额。

最低贷款额30万欧元 ，贷款额 占投资比例最高

可达80%。

最高贷款额: 5万欧元

根据贷款类型制定不同的贷款额。

最高贷款额30万欧元 ，至多占获批准项目预算金

额的75%。

生产型投资贷款最高可达18万欧元。

融资额度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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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税务制度

加泰罗尼亚现行税务制度包括各类国家和地

方税种:

国税

自然人所得税（IRPF）

对自然人可支配收入制定15%—45%的递进

税率。不动产实现资本利得和资本损失，则

根据应纳税净收入征收19%或21%的税费。

非定居民所得税（IRNR） 

适用于在西班牙国内工作但不定居的外国

人，或在西班牙国内开设子公司的企业。

企业税（IS）

适用于法人单位或企业盈利。通用税率为

30%（中小型企业为25%）。加之研究、发

展和创新型相关活动在内的优惠税务政策，

企业所需交纳税率可大幅度降低。

增值税（IVA）

涉及企业活动，并直接对消费者产生影响。

现行3种增值税率为：4%，8%，18%

财产转让和司法文件印花税（ITP-AJD） 

适用于自然人之间转让以及某些特定的不动产

交易。此税针对某些特定不动产获得项目，税

率为7%，针对公司组建则征收1%的税费。

地税

不动产税（IBI）

对不动产产权征税，税费取决于不动产的价

值以及当地市政府规定的税率。

建筑、工程和设备税（ICIO）

根据特定工程的价值征收税费。

城市土地增值税（IVTNU）

对不动产转让征收的税费。

机动车辆税 

针对车辆持有者征收的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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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创建公司及企业发

展支持服务 

活力巴塞罗那Barcelona Activa，即巴塞罗那

市政府本地发展署，为欲在巴塞罗那创立公

司或拓展事业的企业提供一系列资源和英语

服务。大部分服务和资源都是免费的。

为新创业者提供的资源

信息发布会

信息发布会是活力巴塞罗那Barcelona 

Activa的入门活动。发布会历时2个小时，

介绍促进新企业创建的各种计划、活动和服

务。参加发布会可获得一个用户名和密码，

登录网上企业计划或企业培训等服务。

> www.barcelonanetactiva.com/welcomesession

英语和西班牙语

创业者中心

开放的创意中心，创业者可以在这里通过日常

活动计划、使用网上信息以及专业咨询服务将

其商业设想转变为具有可行性的创业计划。

> www.barcelonanetactiva.com/entrepreneurs

    hipcenter

企业培训

针对创业者的培训，致力于介绍公司组建具

体方面的信息，如法律手续和程序、融资计

划和elevator pitch（电梯测验）等。

> www.barcelonanetactiva.com/seminars 

英语和西班牙语

专家咨询

面向正在创办企业的创业者的免费个性化服

务。

英语和西班牙语

远程企业创建 

为新公司创建提供咨询和远程手续办理的服

务。

> www.barcelonanetactiva.com/pait 

远程申请   

•	创意测试，检验新的商业创意

（英语、西班牙语、中文和阿拉伯语版本）

•	在线企业计划

（英语和西班牙语版本）

•	创业启动要领，以及计划成功所需的知识及

创业态度 

（英语和西班牙语版本）

> www.barcelonanetactiv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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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长资源

Growth Academy

高效率的学习班，分四期密集型培训，指

导企业管理团队筹划商业战略。

> www.barcelonanetactiva.com/growthacademy

英语和西班牙语

企业成长战略计划 

由活力巴塞罗那Barcelona Activa和IESE商

学院共同开发的自我诊断及战略制定在线工

具，可帮助创业者量身制定发展战略。

> www.barcelonanetactiva.com/pec

英语和西班牙语

Axelera for Global Excellence

选拔巴塞罗那地区最富创新精神、具有高度发

展潜力的公司，使其跻身世界前列的计划。

> www.barcelonanetactiva.com/axelera

英语和西班牙语

技术桥

协助创新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商务旅行项目。

> www.barcelonanetactiva.com/technology

    bridge

高水平企业管理研修班

涉及企业发展，如获得资金、市场经营、企

业战略等各方面的高附加值研修班。

> www.barcelonanetactiva.com/growth

更多信息:

门户网站: 

> www.barcelonanetactiva.com 

请将这个日期记入您的日程:
Bizbarcelona 2011, 6月15、16日

Bizbarcelona, 创业者、企业和投资者最

重要的交流平台，每年在巴塞罗那举行，

有12,000名参与者。

在Bizbarcelona您可参与下列活动:

创业者日: 对实现您的创意或帮助您公司

成长最为重要的聚会。

HIT Barcelona: 获得知识、创意以及在

全世界投资机会的平台。

技术论坛: 与技术及商业合伙人建立联

系、发展计划的平台。

XXI创业者大奖: 面向具有成长潜力的最

富创新精神企业的评比。

> www.bizbarcelona.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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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巴塞罗那
商业
区域

Glòries企业孵化园区

为新建企业提供的创业空间。要求：

•	拥有一份有效的企业计划

•	拥有一个创新企业项目

> www.barcelonanetactiva.com/incubadora/es

Barcelona Nord科技园区

为科技型企业提供的创业空间。要求：

•	开展业务18个月以上

• 多达200 m2的空间供企业开展活动

> www.barcelonanetactiva.com/parc/es

BCN 商务空间

一个新的搜索引擎，可供创业者查找巴塞罗那

可供租赁或买卖的店面、写字楼、企业中心、

仓库或工业用地。

> www.barcelonactiva.cat/espaisdenegoci/es

Barcelona Venture Hub

为有兴趣对巴塞罗那的公司进行投资的机构

人员提供工作场所和企业联系。

> www.barcelonanetactiva.com/venturehub/es

根据您的需求寻找最适合的办公场所:

临时办公地点 

为正在巴塞罗那创建公司的国外创业者提供的

办公场所，创业者可以在此与客户或供应商建

立联系、寻找投资、进行本地市场调查。

临时租赁办公地点

按日出租: 四个工作单元，每个工作都配备有

电脑，电话和无线网络。

价格：5 €/小时、20€/半天、30€/天 

按周出租: 配备设施的90 m2可合用办公场所，

设有10个工作单元。有互联网。

价格：100€/工作单元/周 

按月出租: 配备设施的90 m2可合用办公场所，

设有10个工作单元。有互联网。

价格：150€/工作单元/月

> www.barcelonanetactiva.com/espaciostempor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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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巴塞罗那
建立
您的
关系网络

Biznetbarcelona 是一个为创业和创新服

务的新型网站，也是开展贸易、分享知识和

经验、促进商业计划发展的理想交流平台。

您可以在这里找到创业者、投资者、各类机

构、巴塞罗那各项商业活动日程、信息、工

作团队等信息，更重要的是，您将在这里感

受到蓬勃的创业精神。

请登录

> www.biznetbarcelona.com 进行注册

在附带的CD中你可以找到一个创业者网站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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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专家机构
名录

创新企业专家网络 由具备专业资质经验，

尤其是企业起步阶段发展方面的专业人士组

成，他们将针对新企业发展各阶段和各重要

方面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促进企业的立足

和发展。

专家提供法律咨询、管理和整体经营咨询服

务，为起步阶段的企业提供沟通战略、

公关以及寻求办理补贴的咨询服务。请至

BarcelonaNetActiva网站查询专家机构具体

信息:

> www.barcelonanetactiva.com/expertos 

6.
登陆
巴塞罗那 

欢迎来巴塞罗那创业，欲迁往巴塞罗那的外

国公司和专业人员实用手册 欲迁往巴塞罗那

的外国公司和专业人员实用手册将向您提供

各种初到巴塞罗那、进行创业准备的基本必

要信息，例如居留许可、住宿、子女入学、

车辆入境和人口入境登记等。此外还包括日

常生活方面的信息，如城市交通系统、工作

时间表和节日、巴塞罗那重要的文化娱乐活

动等。

> www.bcn.cat/barcelonanegocios

> www.doitinb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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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实用
网址

巴塞罗那市政府-经济促进局 

经济促进局是巴塞罗那市政府下属部门，

其主要职责是促进城市成为具有吸引力的商业

贸易中心，为有兴趣在巴塞罗那创建公司、开

展贸易的企业、专业人员和机构提供支持。

> www.bcn.cat/barcelonanegocios

ACC1Ó CIDEM / COPCA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下属机构，为加泰罗尼

亚公司提供支持，促进创新和国际化。在全世

界设有35个办事处。

> www.acc10.cat 

Invest in Catalonia - ACC1Ó 
(投资加泰罗尼亚）

Invest in Catalonia是ACC1Ó下属部门，其职

责是促进投资，为有兴趣在加泰罗尼亚创立公

司或扩展业务的公司提供咨询和协助服务。

> www.acc10.cat

Invest in Spain（投资西班牙）

政府下属机构，其职责是促进和吸引外国在

西班牙的投资。

> www.investinspain.org 

在附带的CD中你可以找到各外国使馆，商会

和其它经济机构的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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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的都
市空间，
地中海气候
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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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oitinbcn.com

www.bcn.cat/barcelonabusi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