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arcelona. Un país de larga tradición industrial que apuesta con fuerza por la economía del conocimiento y la 

巴塞罗那经济三角区

Alba（阿尔瓦）科技园 (Vallès区)

科学技术 

22@Barcelona创新区  (Besòs区)

革新与创造 

巴塞罗那三角洲 (Llobregat区)

航空航天和移动工业园

巴塞罗那经济三角区的每一角均由实力雄厚的经济活动区构成，但同时又启动了诸多重要项目，提供了众多的投资契
机，并具备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未来前景。在这些区域中可发展各种活动，具备完善的教育、卫生、文化和推广
设施。

巴塞罗那经济三角区的建立，使得包括160个城镇的加泰罗尼亚和巴塞罗那都市区继续保持勃勃生机和迎接新挑战的能
力，同时为今后更快更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巴塞罗那是一个最为保险的筹码，事实和项目就是强有力的例证。

我们的目标是保证提供卓越的人文环境，使住区、产业经济活动及各项服务设施有机融合。一个无论从生活、工作，
还是投资和造访等任何方面来说都令人愉悦的巴塞罗那！我们期盼着你们的到来！

一个竞争力强、知识密集的加泰罗尼亚以其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首府巴塞罗那为基点向全世界敞开大门。

这个有悠久工业传统的城市凭借自己做为南欧和地中海地区门户的优越地理条件，立志大力推动知识密集型和可持续
性发展经济。一个四通八达的地区，一片对国际人才独具吸引力的热土，企业发展迅速，企业家创业的首选，科研先
锋，超越疆界的创造力以及世人无不艳羡的生活质量，这就是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一个开放、生机勃勃、积极进取的国际性大都市，人口密度高，充满活力。其经济活动以多元、多样为特
点，尤以服务业和坚实的工业基础最为突出。她的目标之一是积极保持巴塞罗那的这一经济多元化，同时使之适应新
的需求，迎接新的挑战，使她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永不衰竭。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不同产业和传统服务业在巴塞罗那地区安营扎寨，逐步形成了她坚实的企业和商贸传统。今天
，先进的新兴行业和服务业在巴塞罗那大都市中又找到了理想的起飞新平台。

今天，加泰罗尼亚和巴塞罗那坚定而果断地遵循以革新和创造力为基础，完全融入到知识经济中的经济增长模式。

经过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加泰罗尼亚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持续开发新项目：作出并实现了一项战略规划，即提
供一个全新的经济空间。

一系列巨大变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目前的巴塞罗那都市区。都市区主要由三个区域构成，铸就了产业活动龙头，并
形成一个经济三角区：



加泰罗尼亚人口七百多万人，面积31895平方公里，位于地中海西部的一个战略要地，是全欧
洲在革新、调研、发展、设计和创造性方面提供目前和未来发展契机最多的地区之一 。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大部分居民集中在巴塞罗那，因此她3236平方公里的都市区内聚集的人口高
达490万人。这里的企业组织根深蒂固，产业传统悠久，且各行各业云集，多元化程度极高，
构成了一个对外资极具吸引力的重要核心。地中海联盟不久前将其最高决策机构--秘书处设立
在巴塞罗那的决定，更将加强该市在本地区的领导地位，推动各行各业希望得益于商业发展新
契机的龙头企业在巴市设点。

巴塞罗那地区可分为构成一个巨型三角的三大活动区，即巴塞罗那经济三角区�(BET)�。这三个
区拥有：

各行业成熟而完善的生产、三产和物流企业
组织。 

一流的大学

专业和全面的科研与技术转让中心。

出类拔萃，最新一代的科学基础设施。 

本地和国际杰出人才，并具积极进取的精
神。

企业孵化和创建服务。

配套服务，包括推广，商务，教育和卫生等
专业服务。

与机场、港口、国际主要公路和铁路运输网
以及区域公共运输网紧密相连。

高生活品质，气候宜人，阳光明媚，周边
散落着价值极高的自然公园。

Llobregat三角洲地区拥有西班牙最主要的工业和物流基地之一。除此之外，该地区还受惠于两大交通基础设
施，即巴塞罗那港和安普拉特�(el Prat)�机场。这里正在发展一系列战略项目，并为第三产业和新兴行业提供
配套设施，如航空航天，移动以及其他先锋产业。

为方便企业在这里安家落户，该区还特别开发了三个企业园。Viladecans商务园将建造环境优雅的办公区；
而位于同一个镇的航空航天和移动工业园则致力于推动这些行业的活动，为此修建了用于空气动力测试的风
洞，航空航天技术中心（CTAE）等关键基础设施。最后是位于Castelldefels镇的地中海技术园，这里可迎接
知识密集型企业，并拥有科研尖端基础设施。

市中心工业区经过重新改造以高质量经济新区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其基础设施得到全面更新，采用最先
进的技术，融合质量和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等各方面标准。

22@Barcelona计划为这一规划的实施起点，意味着对Poblenou老工业区的彻底翻修，开辟五大市区建筑群
，吸引鼓励前卫服务和知识密集型企业前来进驻，使之成为一个技术与革新新区。五大市区建筑群主要面向
以下行业，即媒体，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医疗技术（TecMed），能源和设计。

除了这一系列诱人的优越条件外，还将建立Diagonal-Besòs校园，即大学中与能源、水和移动专业有关的科
系的一个大学综合校园。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Sagrera区即将修建的高速铁路中心站的周围，利用这一区域交通便利的优势，将为商
业和三产提供活动空间。

拥有悠久工业传统的El Vallès镇现已成为连接北欧和南欧E15/B30高速公路沿线的一条重要经济走廊，是地
中海地区腹地一条战略交通要道。

这条轴线两旁形成了既有三产服务、又有一产工业的诸多经济区，辅以强烈的科学和大学调研成份。特别是
在这个区里形成了协同互益的五大基地，使之成为嘉泰罗尼亚科技的主要支柱之一。在同步辐射光实验室所
在的阿尔瓦科技园的魅力笼罩下，附近逐渐形成了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科研园，EsadeCreapolis商学院园，
Vallès技术园和医疗卫生园。除了先锋设备和不同凡响的基础设施外，另一个园区也同样引人注目，它就是
著名的Can Sant Joan企业园。这些企业与世界一流、致力于革新和知识密集型的跨国公司巨头共享同一个
空间。

航空航天和移动工业园

巴塞罗那三角洲  (Llobregat区)

革新与创造 

22@Barcelona创新区 (Besòs区)

科学与技术

Alba（阿尔瓦）科技园 (Vallès区)

[经济行业：航空航天，移动，物流]

[经济行业：媒体，信息通信技术，医疗技术，能源，设计]

[经济行业：科研，企业服务]

商务区

一线

高速铁路

(Llobregat区)

(Besòs区)

(Vallès区)



巴塞罗那生物医学科研园

巴塞罗那媒体园

巴塞罗那媒体革新中心

巴塞罗那数字技术中心 信息通信技术

Leitat 技术中心

巴塞罗那知识革新市场

媒体-信息通信技术大厦

加泰罗尼亚能源研究所 (IREC)

ITER “核聚变能源”计划

巴塞罗那设计港 

通信市场委员会

加泰罗尼亚视听理事会

血库和组织库

语言之家

活力巴塞罗那市政公司

螺旋塔

铁路三角大厦 

巴塞罗那商会

巴塞罗那 Palo Alto 老工业区 

www.prbb.org

www.parcbarcelonamedia.com

www.barcelonamedia.org

www.bdigital.org

www.leitat.org

www.kimbcn.org

www.elconsorci.net

www.irec.cat

www.fusionforenergy.europa.eu

www.dhub-bcn.cat

www.cmt.es

www.cac.cat

www.bancsang.net

www.linguamon.cat

www.barcelonactiva.cat

www.btec.org

www.barcelonasagrera.com

www.cambrabcn.org

www.paloaltobcn.org

医疗技术

媒体

媒体

信息通信技术

信息通信技术

信息通信技术

媒体和信息通信技术

能源

能源

设计

信息通信技术

媒体

医疗技术

媒体

促进创业服务

能源

先锋服务

企业服务

设计

22@区的战略计划和行业

 地处巴塞罗那市中心的22@区正在实施重大的城市改造计划，立志将它建成不仅是都市范围内的标志性地区，而且在国际上也能尽人皆
知。该区各种现代化的基础服务设施经营效率高，可持续性强，并配备通信网络（光纤，Wi-Fi等），中心空调以及气动选择性废物回收
服务。

22@区最值得一提的革新计划如下：

* 此企业园预计经济活动占地总面积（现有和将有的面积） ** 2009年-2013年期间将开发的经济活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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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Barcelona区

Diagonal-Besòs 校园ò

Sagrera

(m2)  

2009 -2013  **

 经济行业：媒体 — 信息通信技术 — 医学技术 — 能源 -- 设计

22@ Barcelona创新区 (Besòs区)
革新与创造   

SAGRERA 火车站区

22@BARCELONA
创新区

CAMPUS DIAGONAL
校园

RAILWAY
TRIANGLE BUILDING
RAILWAY
TRIANGLE BUILDING

ITER BUILDING

CATALAN INSTITUTE
FOR ENERGY RESEARCH 
CATALAN INSTITUTE
FOR ENERGY RESEARCH 

BARCELONA
ACTIVA

BARCELONA DIGITAL

BARCELONA
MEDIA PARK

BARCELONA BIOMEDICAL
RESEARCH PARK

高速铁路跨模式车站(AVE)高速铁路跨模式车站(AVE)

BARCELONA BIOMEDICAL
RESEARCH PARK

BARCELONA
MEDIA PARK

Barcelona

Montcada i Reixac

Badalona

Santa Coloma 
de Gramanet

Sant Adrià 
del Besòs



-

www.22barcelona.com
 

22@Barcelona 区正在形成一个多元而均衡的创业环境，富有革新精神的企业与科研、培
训和技术转让中心在一个住宅和配套设施齐全，绿荫环绕的宜人环境中携手并进。步行
15分钟就可达到市中心，5分钟便可享受巴塞罗那海滩美景。

自2001年以来，近1500家企业迁入该区，其中包括雅虎研发，微软，赛诺菲－安万特制
药集团，施耐德电气，英德拉等各行业的龙头企业，创造了4.2万个专业水平极高的就业
岗位。

22@BARCELONA 创新之区

本区适合于……

提高企业、科技和教学活动的竞争力及革新能力。

数据 22@BARCELONA

22@Barcelona区中的城市部落群：

信息通信技术

视听和媒体

医疗技术 (TecMed)

能源

设计

在这一园区内较为突出的机构是加泰罗尼亚能源研
究院（IREC）。该研究院汇集大学、企业和政府部
门的力量推动能源效率和可更新能源的先进研发项
目。另外还有ITER 大厦，参与实验反应堆建造的核
聚变能源局也坐落在这里。

位于Sagrera火车站附近、由美国著名建筑大师
Frank O. Ghery 设计的铁路三角大厦以奇异造型引
人注目，一跃成为周边地区的视觉标志。 

-

 www.btec.org

  

Diagonal-Besòs大学间校园集中能源群以利科学普及，研究和革新以及能源、水和

移动领域中的技术转让。该园区由b_TEC基金会领导和管理，并有政府机构、大学

和企业界的共同参与。

DIAGONAL-BESÒS校园

本区适合于……

吸引人才、研究和发展以及将知识转变为经济活动。

范围   198.26公顷
                                                 
  

潜在总建筑面积  400万平米

 
 经济生产活动        320万平米

其他用途  80万平米

 (设施，住宅等)

住宅  4千套政府保障性新住宅
          

新增绿地   11.4万平米

新添设施 14.5万平米的占地面积

新增就业岗位  15万人（预计） 

基础设施计划投资   1.8亿欧元

 经济行业：媒体 — 信息通信技术 — 医学技术 — 能源 -- 设计

22@Barcelona  (Besòs 区)
 革新与创造 

www.barcelonasagrera.com 
   

SAGRERA火车站区

铁路三角大厦  

Sagrera火车站

     三产—写字楼  

      酒店  

火车站周边地区  

     三产—写字楼  

   酒店  

�� 总计  

本区适合于……

商业和时尚的服务活动，因可利用无与伦比的交通便
利和人流往来。��

经济活动面积（平米）2009年-2013年期间

80,000

  180,000
135,000

45,000

93,000
59,500

33,500

353,000

(由Eixample的115个街区组成)

新竣工的高速铁路（AVE）跨模式中心站周围广阔的城区改造工程意在提供新的商业

空间。西班牙高速铁路自2012年开始将与欧洲高铁联网。



航空航天工业技术中心  (CTAE)

风洞

Castelldefels 高等理工学院 

巴塞罗那高等农业学院

加泰罗尼亚制图研究所 (ICC)

测绘学院 (IdeG)  

光子科学研究所 (ICFO)

加泰罗尼亚函授大学(UOC)互联网跨学科学院(IN3) 

加泰罗尼亚电信技术中心 (CTTC)

i2Cat技术中心基金会

工程数值方法国际中心 (CIMNE)

经济和农业食品研究中心 (CREDA-UPC-IRTA)

Llobregat三角洲地区将一系列服务、基础设施、企业和各种机构聚集在距巴塞罗那仅5分钟车程的范围内，使得这个区成为企业设点的
首选。

移动和航空航天行业的企业需要与大学、科技中心和调研中心密切合作，巴塞罗那三角洲是这些行业优先获得最新一代的企业、后勤、
科技设施的理想之地。

INCASÒL
Institut Català
del Sòl

航空航天和移动工业园

地中海技术园

www.ctae.org 

--

www.epsc.upc.edu

www.esab.upc.edu

www.icc.es

www.ideg.es

www.icfo.es

http://in3.uoc.edu

www.cttc.es

www.i2cat.net

www.cimne.upc.es

www.creda.es

LLOBREGAT区的科研基础设施：

医疗卫生园 

物流活动区 
(ZAL 第一，第二期)

Zona Franca物流园  

BZ巴塞罗那创新区

Prat指挥中心   

Gran Via-L’Hospitalet经济区

38 号区    

医院、大学、科研中心和企业间建立的一个强有力的网络

巴塞罗那港物流平台

拥有高质量出租写字楼的物流和企业园

翻建150公顷用于住宅和经济活动

扩建巴塞罗那会展中心，商务中心，司法城，以及各种商业中心和酒店。

拥有写字楼和配套服务设施的新区

www.biopol.cat 

www.zal.es 

www.parclogistic.es

LLOBREGAT区战略性项目：

项目  科研设施 网页

巴塞罗那港-地中海第一大游轮码头，西班牙第一大国际运输港口

巴塞罗那国际机场- 2009年欧洲货运量最大机场

      

该区为直通安普拉特国际机场和巴塞罗那港的战略要地，且与为知识产业预留出大片空地的巴塞罗那会展中心和免税区毗邻。www.elconsorci.net/ca/Zona_Franca/
BZ_Barcelona_Zona_Innovacio/49

www.consorcigvhospitalet.com

--

--

Gran Via l’Hospitalet经济区 

机场城

物流活动区

巴塞罗那会展中心 

Zona Franca物流园 

Prat指挥中心

机场

 C-32

港口

地中海技术园

 VILADECANS
商务园

航空航天和移动工业园

Zona Franca物流园 

D38

高速铁路跨模式车站(AVE)

BIOPOL

Viladecans-Castelldefels             距巴塞罗那仅5分钟的车程 。

机场城
巴塞罗那会展中心 

SANTS火车站SANTS火车站

物流活动区

BZ BARCELONA
INNOVATION ZONE
BZ BARCELONA
INNOVATION ZONE

Gran Via l’Hospitalet经济区 

Prat指挥中心

高速铁路跨模式车站(AVE)

经济行业：航空航天 – 移动 – 物流

巴塞罗那三角洲  (Llobregat区) 
航空航天和移动工业园

Gavà Viladecans

Sant Boi
de Llobregat

Esplugues
de Llobregat

l‘Hospitalet de
Llobregat

Barcelona

Cornellà
de Llobregat

Sant
Joan Despí

Prat de Llobregat

航空航天和移动工业园 

Viladecans 商务园 

地中海技术园 

BZ Barcelona Innovation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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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BUSINESS PARK

总面积

(公顷) 总计*

经济活动面积 (平米)   

2009年-2013年期间**

Llobregat三角洲区广阔的空间为各方在这个区的三个企业园落户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优越条件：

翻建50公顷用于工业技术，食品工业和文化活动



经济行业：航空航天 – 移动 – 物流

巴塞罗那三角洲  (Llobregat区)

航空航天和移动工业园

www.aer.cat

航空航天和移动工业园

本区一个适合于……

航空航天和移动工业园致力于推动和促进航空航天工业和其他移动工业的经济活动。
 
航空航天和移动工业园内拥有一系列科研中心、服务和高水准基础设施，其中最为突
出的是为园区内各企业进行空气动力试验的风洞。

航空航天业和移动工业开展经济和科研活动。

经济活动面积（平米）2009年-2013年期间

245,000 平米

www.viladecansbusinesspark.com
 VILADECANS 商务园

本区适合于……

在优雅宜人的环境中设立公司和企业。

经济活动面积（平米）2009年-2013年期间

64,000 平米

位于Viladecans 镇的商务园建造工程将分三期，包括12栋写字楼总计98000万平米的
办公室。

www.pmt.es

 

地中海技术园（PMT）是一个集信息通信、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生物技术和食品
工程、光学和光子技术、地理信息技术、工程数值����������

地中海技术园

本区适合于……

建立需要一流大学及其研究中心的企业�

经济活动面积（平米）2009年-2013年期间

RDIT大厦

10,000 平米

大学校舍

6,000 平米

新教学中心 

3,000 平米

新的科研与发展中心

21,000 平米

地中海科技园总面积

40,000 平米

www.fira.es 
 

巴塞罗那机场

 
    

航空航天和移动工业园傲居战略性的地理位置，距欧洲第一大货运和第九大客运航空港—巴塞罗那机场仅5分钟车程的距离。不久前，即于
2009年6月启用的第一航站楼将本机场客运能力大大提高，即从每年的3千万提高到5.5千万人次。

巴塞罗那会展中心
这是欧洲最重要的展会展馆之一，也是西班牙占地面积最大的展会展馆。拥有多达80个预订展会，是企业推动经济的重要平台，并在它们
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发挥战略性的作用。

 

巴塞罗那创新区翻建了50公顷的工业用地，全部完工后将为科技、文化和食品行业
的200到500多家企业提供1百万平米的发展空间，为近2万人提供就业机会。

BZ巴塞罗那创新区

这是一项宏大的计划，致力于为当今产业和企业需求
提供各种解决方案。其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毗邻
Prat(普拉特)国际机场，临近巴塞罗那港口，与各主
要陆路和铁路网衔接，得益于未来的Baix Llobregat
跨模式火车站，而即将修建的新地铁线又将把该区和
巴塞罗那市中心及都市区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区适合于：
希望在可持续发展，有巨大的科研能力和进取精神的
环境里，与科研、知识转让基础设施以及科研活动广
泛接触，借助聚集优势，为现有产品和工艺技术转型
和转化创造条件的文化、食品和技术产业。

www.elconsorci.net



新技术应用于医学革新中心 (CINTAM)

ASCAMM技术中心

加泰罗尼亚科技园网 (XPCAT)

动物生物技术和基因治疗中心 (CBATEG)

计算机视觉中心 (CVC)

国家微电子中心 (CSIC-CNM) 

同步光辐射实验室建筑，设备和开发联营企业  (CELLS)

加泰罗尼亚纳米技术研究院 (CIN2-ICN)

经济分析研究所 (CSIC-IAE)

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研究� (IBB)

巴塞罗那材料科学研究所 (CSIC-ICMAB)

环境科学和技术研究所 (ICTA)

巴塞罗那地区和都市研究所 (IERMB)

人工智能研究�(CSIC-IIIA)

 

医疗卫生园 – 
Taulí园

Vallès技术园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UAB) 科研园

www.tauli.cat

www.ascamm.com 

www.xpact.net 

http://cbateg.uab.cat

www.cvc.uab.es

www.cnm.es

www.cells.es

www.nanocat.org

www.iae.csic.es

http://ibb.uab.es/ibb

www.icmab.es

http://icta.uab.es

www.iermb.uab.es

www.iiia.csic.es

Vallès区内的科研基础设施

项目 科研基础设施 网页

* 此企业园预计经济活动占地总面积（现有和将有的面积）  2009年-2013年期间将开发的经济活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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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瓦科技园

EsadeCreapolis商学院园

医疗卫生园– Taulí园

Vallès技术园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科研园

Can Sant Joan 企业园

**

总面积

(公顷) 总计*

经济活动面积 (平米)  

2009年-2013年期间**

经济行业：科研 — 企业服务

阿尔瓦（ALBA）科技园  (Vallès区)
科学和技术园

CAN SANT JOAN
经济活动园

阿尔瓦（Alba）科技园

ESADECreapolis商学院园

TAULÍ园

E15/30C MOTORWAY

E15/30C MOTORWAY

VALLÈS技术园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UAB）科研园 

阿尔瓦�Alba�
同步辐射实验室
阿尔瓦�(Alba)�
同步辐射实验室

高速铁路跨模式车站 (AVE)高速铁路跨模式车站 (AVE)

Sant Cugat de Vallès

Cerdanyola del Vallès
Montcada i Reixac

Barberà
del VallèsBadia

Sant Quirze
del Vallès

Sabadell

Rubí

位于巴塞罗那都市区西部的Vallès区是我国主要企业和知识基础设施园之一。
这一加泰罗尼亚的革新枢纽目前正在自己最具战略性的区域推进一项宏大的科技企业扩建工程，以实现构建欧洲最重要的科技点的宏图。

在方圆10公里的范围内，Vallès区在四通八达的国内国际交通网中占据得天独厚的地位，具备：

INCASÒL
Institut Català
del Sòl



 

www.parcdelalba.com 

      

阿尔瓦（Alba）科技园是加泰罗尼亚大区为整个欧洲革新版图增添的最为显要的一个
标记，也是加泰罗尼亚经济竞争和走向世界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阿尔瓦同步辐射实验室可谓南欧最重要、规模最大的尖端科研基础设施，自2011年1月
起将为全球科学界、教育界和企业界提供战略行业中一流的科研服务，如生命科技，
医疗健康，环境，能源，新分子和材料设计，微电子和纳米技术等尖端领域。

改造后将4万个高附加值的就业岗位、3500套公共
和私人企业建造的新住宅以及180公顷的自然生态
系统和城市公园集中在这里，外加一个多模式大型
客站，更增强了该园区与外界的联系沟通。

通过强大的科研和生产先进平台，提供全世界范围内
先进的知识、应用和服务。

甄别新商机，发展经营理念。

为在医学健康领域进行科研和革新而生的医疗卫生园—Taulí园将积极从事生物医学、教
学和高附加值服务等领域的活动。

为从事新技术开发、需位于一个拥有多种基础设施和服务配套的高水准环境的企业和机
构���

促进推广医学和医疗健康领域中科研与革新活动

希望在一个高水准环境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技术型企业。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UAB）科研园是一个多行业交叉园，位于西班牙在研究方面首屈一
指的大学的校园内，即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科研园里150个研究小组、30个专业调研中
心的4千多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兢兢业业，不断拿出惊世科技成果。
该科研园主要致力于六大科技领域的研究，即材料科学和能源，信息和通信技术，生物
医学和生物技术，动物健康和食品技术，环境科学和气候变化以及社会和人文科学。

在致力于向企业进行知识和特殊基础设施转让的人才
团队（“尤里卡空间”）的大力协助下，在尖端科研
项目中合作。

在一个企业传统悠久、与E15/B30高速公路有良好沟通
的环境中建立公司

在位于Sant Cugat del Vallès镇的Can Sant Joan经济活动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企业
积极参与的身影。在这里，世界一流跨国公司从事革新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活动。

阿尔瓦科技园

本区适合于……

www.esadecreapolis.com     
  

本区适合于……

经济活动面积   2009年-2013年期间

39,800 平米

经济活动面积 2009年-2013年期间

520,000 平米

www.ptv.es
     

VALLÈS技术园

本区适合于……

经济活动面积  2009年-2013年期间

5,600 平米

http://parc.uab.cat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科研园

本区适合于……

经济活动面积  2009年-2013年期间

54,000 平米

CAN SANT JOAN 经济活动园

本区适合于……

 

经济活动面积  2009年-2013年期间

149,845 平米

www.incasol.cat

 
      

 

 www.tauli.cat
   

医疗卫生园 – TAULÍ园

本区适合于……

经济活动面积  2006年-2010年期间

5,770 平米

ESADE CREAPOLIS商学院区

[经济行业：科研，企业服务]

阿尔瓦（ALBA）科技园  (Vallès区)
科学和技术园

这是一个由ESADE商学院创建的园区，旨在以高效益方式开发经营理念。 驻扎在园区
内多种行业的企业为加速革新而产生互动。



www.bcn2000.es

本页的背面写有巴塞罗那都市区地图
上标注的项目的简要说明。

如欲了解详情，请咨询网页

巴塞罗那都市区战略计划



知识

  1 b_TEC – 巴塞罗那技术革新，
 

  2 阿尔瓦（ALBA）同步辐射光源，

  3 核聚变能源（Fusion for Energy）- ITER计划

  4

  5 MareIncognito, 
 
 
 

  6 MATER材料中心 – 艺术与设计促进会材料
图书馆（Materialoteca del FAD），

�交通

  7 巴塞罗那-马德里-法国高速铁路

  8 巴塞罗那机场扩建，

  9 修建9号线地铁，

 10 
 

 11 Baix Llobregat 铁路网新项目

 12 Sant Andreu - Sagrera: 
铁路系统和城市计划, 

 
13

 
Baix Llobregat 跨模式火车站

 14 在联接Cornellà镇和Castelldefels镇的
C-245公路，
增加一个汽车运输平台。 

 15 延伸1号地铁线北至Badalona市，
南达Prat de Llobregat。

 
16

 
修筑区域铁路网C3线Vic-Puigcerdà
段铁路复线。

�推广战略行业

视听/信息通信技术  

 17 

生物/卫生区

 18 扩建巴塞罗那科学园,   

 19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科研园,

 20 Biopol, 

 21  Esther Koplowitz 生物医学研究中心
       (CIBEK-IDIBAPS),   
 

通过一项赞助协议进行。��

 22 Baix Llobregat 县医院， 

 23 Sant Joan de Déu卫生科技园

 24 癌症基因组国际联营企业(ICGC)
 

 25 Sant Boi心理健康城, 

 26 血库和组织库大楼

航空

 27 Viladecans航空航天活动及移动企业园
 

 

 28 巴塞罗那机场城

 29 SMOS航天使命, 

能源

 30
 

Zona Franca

 
 
 

31 加泰罗尼亚能源研究所 (IREC),

物流

 

32 扩建巴塞罗那南部海港

 

33 进一步改善Llobregat 三角洲物流平台通道

 

34 通往巴塞罗那港口的铁路

 

35 有关建立22L物流区的研究

农业食品

 

36 Torribera食品园

 37 
 

城市基建和设施

 38 扩建巴塞罗那 Gran Via 会展中心 

 39 

 40 22@Barcelona, 

 41 Viladecans商务园, 
 

   42 Alba（阿尔瓦）科技园，

 43 Galet体育休闲区,体育娱乐区。

 44 Can Zam公园, 

 

可持续性与环境

 
45 Llobregat 河流域海水淡化厂

 
46 防盐水侵入的液压屏障

 
47 Sostaqua, 

 
48 CRAM, 海洋动物物种延续和救助中心

 
 49 Baix Llobregat县Llobregat河流域社会和环境恢复

街区

 50 
 

 

巴塞罗那都市区战略计划（PEMB）是在巴塞罗那市政府大力推动下成立的一个非盈利性协会，其成员巴塞罗那都市区内36个城镇及
其主要社会和经济机构。其宗旨是甄别并推动本地区未来发展战略。

以下为2009年期间巴塞罗那都市区内启动，并在地图上标出的战略计划。

加强三个知识领域间创造性的联系互动，
即能源，水和移动。

设立第三代光源以在各科技领域中进行应
用实验。

探讨聚变过程的一个国际一流研究中心 。

以衔接各主要运输平台。

延长2号线地铁
（北至Badalona市中心，南达物流区）

到2011年止，将其面积扩大四倍，以容纳
4500名研究专业人员。

着眼于更可持续的能源未来。

西班牙广场, 为L’Hospitalet经济区制定城
市规划。

          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型
企业园区。

              面向航空航天企业而
建。

                     一个致力于研究同
步辐射光源的科学技术园。

       供企业和市民享用的都市城
市空间。

                       , 以保护Llobregat 
地区的含水层。

 发展城市用水自给自足的技术。

巴塞罗那都市区战略计划 www.BarcelonaEconomicTriangle.cat

HIT Barcelona’09（HIT巴塞罗那’09），最
主要行业中革新基本元素—研究，融资，
大企业，企业家—全球大聚会的场所。 

         IBM和巴塞罗那超级计
算机中心携手共同设计新一代超级计算
机的计划。

一个致力于提供有关材料及相关技术服
务和信息中心。

使之成为一流的服务和运输模式转换平
台。

一个新的活动平台及运输区。

媒体-信息通信技术大厦, 供信息通信技
术和媒体行业的企业和研究群使用。

建立一个供社会研究及生物医学和生物技
术开发的科技园。

            为一个崭新的生物技术和医疗科学
研究平台，与公立和私立部门协同合作。

一所特别注重节约能源和可持续性的新型
医院。

一项为城市建立品牌的战略计划

      全面而系统地从太空观
察陆地湿度和海洋表面盐度的计划。

  能源产生中心

BZ巴塞罗那创新区, 翻建50公顷用于工业技术，
食品工业和文化活动

城市重建与社会聚合项目，由加泰罗尼亚大区有关
城区法律促进与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