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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取更多信息：

巴塞罗那市政府：www.bcn.cat (市政府官方网站)

市政府经济促进局–巴塞罗那商务通：

www.bcn.cat/barcelonabusiness (为想在巴塞罗那

进行贸易活动或进驻巴塞的公司，专业人士或者机

构提供信息咨询及支持)

巴塞罗那商会：www.cambrabcn.es（官方商业机

构，拥有巴塞罗那所有注册公司的基础数据，并提

供商业支持）

加泰罗尼亚投资代理：

www.cidem.com/catalonia/cat（公共机构，为想

在加泰罗尼亚开展业务的企业提供优惠政策等方面

的信息和咨询）

亚洲之家：www.casaasia.es（促进与亚洲之间互

相了解和交流的公共机构）

巴塞罗那展览中心：www.firabcn.es（全年在巴塞

举办各种主要贸易展览会的官方机构）

巴塞罗那经济三角区：

www.barcelonaeconomictriangle.cat（知识密集型

的基础设施，由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和巴塞罗那

市政府主持的城建项目）

国际经济促进部

巴塞罗那 ，
欧洲商业之窗

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被誉为地中海之都，也是

进入南欧的首选之地。她是加泰罗

尼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不

仅是西班牙最有活力的地区，也是

欧洲最主要的都市区之一。

巴塞罗那长期以来一直是欧洲吸引

外资(FDI)的主要城市之一，也是

西班牙最大的外资经济基地。巴塞

罗那具有完备的高品质的对外经济

服务体系。市政府经济促进局将为

本土及国际商业群体提供一系列服

务，这些服务对于帮助寻求商业合

作伙伴或者建立公司、办事处都是

十分必要的。

BARCELONA



BARCELONA选择巴塞罗那的十个理由

随着亚太经济的繁荣，巴塞罗那与亚洲之间的商业贸易合作日益密切。巴塞罗那之所以对有意开

展新商业活动的亚洲公司十分有吸引力，，主要有哪些理由呢：

01.
南欧战略门户

巴塞罗那位于一个欧洲区域的中心，地

理位置战略意思重大。完善的海陆空交

通系统为您提供超过1700万的消费者。

2009年巴塞罗那机场接待旅客超过3千

万人次，每天处理飞往130多个目的地的

航班900多架次。巴塞机场是欧洲几个客

流量不断增长的主要机场之一，因此，

2009年投入使用新航站楼(T-1)，年接待

旅客将达5500万人次，这使巴塞在处理

亚洲旅客及亚洲空运货物方面更具竞争

力 。08年末，翡翠国际货运航空公司新

增一个航班前往上海；09年初巴基斯坦

航空公司开通前往伊斯兰堡，卡拉奇和

拉合尔（Lahore）的三个直航航班；

此外，巴塞联接亚洲的日航班数也在

增加。

巴塞罗那港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通过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来自亚洲的货

船可以将货物从这儿直接分散到欧洲各

地。这一航线比其它通过北欧的航线可

节省三天的行程。巴塞罗那港正在进行

大规模的扩建。随着和记黄埔港口集团

赢得巴塞一个集装箱码头的经营管理

权，预计到2010年巴塞港的集装箱吞吐

量将达到每年450万吨。来自亚洲的海运

货运量将达到总运输量的50%。

此外，作为地中海第一大邮轮港口的巴

塞港，邮轮旅客数预计将持续增加，尤

其是亚洲游客，预计今后五年，巴塞港

将迎接数十万计的亚洲游客。

与此同时，毗邻港口机场的巴塞罗那工

业区也都在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在整修

空运货物装卸中心和铁路基础设施方面

注入了大量资金。

正在修建中高速铁路将确保货物能够更

快地分散到欧洲各地。此外，正在修建

Sagrera高铁火车站将于2012年把巴塞罗

那和欧洲高铁网联接在一起。

03.
成功的外商直接投资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有3000多家外资

企业，占西班牙外企总数的34%。这

些外企90%的集中在巴塞罗那地区，

选择巴塞作为全面进入西班牙市场

的平台。他们对这里的投资环境都

十分满意，并且不断加大在这里的

投资力度。越来越多的集团式操作

选择巴塞作为进入欧洲和拉美市场

的操作中心。

大部分在巴塞罗那地区的外企已经进

驻巴塞10年以上，这些投资都极具稳

定性，并获得了可观的收益。

根据2008年的数据，在巴塞的外国

投资大部分来自欧盟国家（占巴塞

接受外资总额的80%以上），其中来

自中国的投资占1%。下图是主要投

资来源国：

04.
知名的国际地位

在欧洲乃至世界一些主要城市排行榜

上，巴塞罗那总是占据重要的位置。

2010年《金融时报》将巴塞列于“南欧

吸引国际投资城市”第一位，“欧洲吸

引国际投资城市”第五位。

根据国际权威物业顾问公司Cushman &

Wakefield 的《2009年欧洲城市观察》

报告，巴塞在“欧洲发展最快城市”中

排名第一；在《2008年欧洲投资观察》

报告中，巴塞在“欧洲吸引国际投资城

市排名”中名列第四。

安永咨询公司认为巴塞是最具代表性的

地中海“旗舰城市”，在“世界形象最

佳城市”排名中将其列为第十二位。

根据美国华盛顿城市土地研究院（Urban
Land Institute），巴塞在“欧洲最具地

产业潜力城市”中排名第二十五

(“Emerging Trends”,2009)。

根据瑞士联合银行的《2009年价格和收

入》报告, 在全世界购买力最强的城市

中，巴塞罗那排名第二十二。

西班牙知识经济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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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模式之中。

目前，28%的企业和51%的就业人口属

于知识密集型产业。

全力发展知识经济的决心，使整个地

区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发展过程之

中，许多着眼未来的城市规划和基础

设施规划正在不断地被提出和实施，

这些战略性的规划和建设能够为城市

经济发展提供新的空间。

一系列巨大变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

巴塞罗那都市区，都市区内有三个经

济活动十分活跃的区域，铸成了产业

活动龙头，形成了 “巴塞罗那经济三

角区”:

巴塞罗那三角洲（DeltaBCN）：航空

航天和移动工业园区（Llobregat区）

22@Barcelona创新区：革新与创造

(Besós区)

Alba科技园：科学与技术( Vallès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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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诸多重要项目不断启动，提供了众

多投资契机，并具备巨大的发展潜力

和广阔的未来前景。在这些区域可以

开展各种活动，具备完善的教育、科

研、卫生和文化设施。

巴塞罗那经济三角区的建立，使得加

泰罗尼亚和包括160个城镇的巴塞罗

那大都市区继续保持勃勃生机和迎接

新挑战的能力，同时为今后更好地发

展奠定了基础。

06.
高素质并富有价格竞
争力的人力资源

巴塞罗那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培养出了

大批优秀的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

巴塞罗那地区有8所高品质的公私

立大学，提供不同专业领域的本科

和研究生课程。巴塞高等教育的活

力是有目共睹的，在20多万在校大

学生中，有10%来自国外。这些接受

良好教育的学生正是未来发展不可或

缺的人才储备。

同时，巴塞罗那是几所世界级著名商

学院的所在地，其中包括招生范围非

常国际化的欧洲排名前五位的IESE商

学院和ESADE商学院。作为学术项目

的一部分，为在世界范围内的高级商

业管理人员量身定制的培训课程严谨

而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同时，巴塞

罗那的商学院还吸引了大批的外国

MBA学生。

2008年，世界排名前20的中欧国际

商学院在巴塞罗那设立了国际关系办

事处，办事处选址于IESE商学院巴塞

罗那校区内，旨在推广她在中国的

MBA, EMBA和高级管理课程。

此外，高素质人才的成本优势为巴

塞罗那吸引了许多高附加值的商业

活动。已在巴塞罗那开展业务的外

国公司认为，人力资源成本的高低

对于公司成本的控制至关重要，而

在这一点上，他们对巴塞罗那都十

分满意。他们对生产成本也相当满

意。

07.05.
活跃且融入当地社会
的亚洲移民团体

巴塞罗那是一个对外国人十分开放的

国际性大都市。城市居民由150多种

不同国籍的人口构成，外国居民占城

市总人口的18%。

根据西班牙国家统计局2009年
数据，巴塞罗那的亚裔移民占移民

总数的19%，其中中国移民总数位

居第二，占亚裔移民总数的26%；
巴基斯坦移民占33%，位居第一，

排名第三的菲律宾移民占11%。

亚洲移民吃苦耐劳，普遍具有较强的

创业精神，在各行各业中都可以看到

他们的身影，尤其是在服务业。一些

人开办了自己的工厂，一些人在经营

零售商店，年复一年，他们在创造财

富的基础上不断地再投资。

08.
“亚洲之家”-----连
接东西方的桥梁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是传统意义上通

向亚洲的大门。2001年西班牙外交

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和巴塞罗

那市政府联合创建了重要的公共机构

-----亚洲之家，正是得益于巴塞罗

那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亚洲之家将

总部设在了这里。

亚洲之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促进西班

牙和亚太地区各国间在经济、机构、

学术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相互认识和

交流。

亚洲之家的经济部名为“商务中

心”，主要任务是促进亚太和西班

牙的商业往来和相互投资合作。该

中心常年开展大量面向商业群体和

普通公众的与经济有关的活动，其

中包括各种介绍会、论坛、会议、

管理者培训课程、战略分析项目

等等。

巴塞罗那：生活和工
作并行

根据国际咨询公司Cushman &
Wakefield每年出版的《欧洲城市观

察家》，巴塞罗那员工们的生活质量

最高。自1996年开始，巴塞便一直

在该板保持排名第一。

根据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
《2009年世界国家和城市排名》

报告，巴萨罗那是世界上国际会议

举办第二多的城市。在外派工作人

员心目中，巴塞罗那也是最佳的选

择。这里全年拥有宜人的地中海气

候和灿烂的阳光。此外，巴塞还有

大片的绿地，美丽的城市海滨浴场

和健康美味而又不断创新的地中海

佳肴。

两千年的历史赋予了巴塞罗那丰富

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这里屹立着成

片的古罗马遗址，中世纪哥特建筑

群和现代派建筑，还有建筑大师高

迪的经典之作“圣家族大教堂”。

巴塞罗那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九

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

化遗产建筑的城市。

巴塞是高品质城市生活的象征，城

市拥有高水平的教育体系，舒适便

利的公共交通系统，大量的体育娱

乐设施和场所。各种各样门类齐全

的商业和大型购物中心可以满足不

同的购物需求。

所有这些优点都使巴塞成了一个闻名

遐迩的旅游城市，据统计，2008年
巴塞罗那到访游客接近7百万，其中

旅游游客和商务游客各占一半。

10.
对亚洲投资量身定制
的支持

巴塞罗那市政府十分积极地加强和促

进与亚洲的经济联系。

市政府经济促进局通过“巴塞罗那商

务通”

(www.bcn.cat/barcelonabusiness)这
项免费可靠的服务，帮助潜在投资者

评估和寻找关键性的商业机会，理解

和适应当地的商业环境。其他的服务

项目还包括帮助投资者寻找办公，仓

储和居住地点，安排投资者与相关公

司和公共机构会晤，组织有助于企业

增强竞争力的研讨会等等。

巴塞罗那市政府和巴塞罗那商会定

期组织题为“巴塞罗那商桥”的高

规格商务代表团到亚洲不同城市进

行访问。访问目的是发展和加强各

个城市企业间的互相合作，发掘更

多商机。

为了鼓励和培养更坚实的经济纽带，

巴塞罗那和一些城市签订了经济合作

协议，其中包括巴塞罗那与上海签订

的“姐妹城市”协议，该协议使两城

市间可以更加紧密地合作，共同开发

更多的合作项目。

不仅如此，为了满足企业需求，克服

可能存在的语言障碍，经济促进局还

特设了中文普通话服务为您提供咨询

服务。

02.
充满活力的多元经济

拥有500万人口的巴塞罗那大都市区

是欧洲第六大都市区、第五大工业密

集区。

巴塞罗那是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首

府，也是地中海联盟的常设秘书处

所在地。巴塞是西班牙最重要的经济

发动机，公司数量占西班牙全国公司

总数量的14%。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国

民生产总值占西班牙的20%, 而该地

区人口只占西班牙的16%。

加泰罗尼亚经济一直面向全世界开

放，是西班牙对外经贸活动最为繁

荣的区域，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26%。从09年加泰罗尼亚对亚太地

区的出口来看，对中国的出口占

28%，同时期，来自中国的进口占

加泰从亚太进口总额的49%。

巴塞罗那的经济结构完善多样，服务

业尤为发达， 80%的就业人口从事

服务业。然而，巴塞罗那同时还拥有

强大的制造业传统，现今，她成为了

汽车制造，化学，医药，高科技，生

命科学，食品，出版和设计等行业的

重要云集之地。

目前，维持巴塞经济的多样性，适应

新的需求，不断超越挑战，保持城市

在国际竞争中的吸引力成为了加泰罗

尼亚的主要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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