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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
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继续前进，开展国际经贸合作面
临重要机遇。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竞争日趋激烈，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全
球性问题对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国际经贸合作环境日趋
复杂。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对外投资合作，
应把握国际格局发展战略态势，统筹国内和国际，积极应对挑战，
趋利避害，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积极贡献。 

商务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积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
走出去，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引导对外投资合作健康平稳有序
发展。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537.1亿美元，首次位居全
球第一，在全球直接投资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资企业合理有效
利用境外市场资源，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和竞争，助力东道国经济社
会发展，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活力。 

为更好地帮助企业了解和熟悉当地营商环境，有效防范化解包
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各类风险，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和驻外使领馆经商机构编写了2021版《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
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南》涵盖175个国家和地区，
全面、客观地反映对外投资合作所在国别（地区）宏观经济形势、
法律法规、经贸政策、营商环境等走出去企业关心的事项。在数字
经济和绿色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和全球发展新动能的背景下，《指南》
对部分国别（地区）发展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的有关政策法规、发
展现状和国际合作给予关注。 

希望2021版《指南》对有意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的企业
有所帮助，也欢迎社会各界批评指正，提出宝贵意见。同时，我们
将认真吸纳有益建议，不断改进工作，把《指南》越办越好，为提
升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推动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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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我们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
局，创新《指南》编制工作，更加精准有效地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优
质信息服务，助力企业走出去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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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位于欧洲西南部伊比利亚半岛，东临地中海，
西濒大西洋，南靠北非西非，是一个充满热情和艺术气息
的国度。该国农业资源丰富，是欧盟第一大和全球第三大
果蔬出口国，有欧洲“菜篮子”的美誉。葡萄酒、橄榄油、
猪肉和水果等优质农产品深受中国消费者青睐，在旅游、
基建、金融、电信、汽车、高铁、航空航天、机械、生物
制药、物流、新能源等领域具备较强实力。 

2018年11月，习近平主席对西班牙成功进行历史性国
事访问，两国发表关于加强新时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推动中
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为全面深化中西双边经贸合作带来历史
性机遇。 

习近平主席访西期间，双方签订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谅解备忘录、避
免双重征税和防止逃避税协定、西班牙鲜食葡萄输华植物检疫要求议定
书、输华猪肉和腌制猪肉制品检验检疫和兽医卫生要求议定书等8份政府
间合作文件。在企业合作领域方面，双方企业签署10份商业协议，涉及金
融、电信、能源、绿色环保、医疗、机械和汽车等领域，创造中西经贸合
作新记录。中西企业顾问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成为继中西
经济工业合作混委会之后两国经贸领域合作的又一重要平台，为深化双边
经贸关系发挥重要作用。 

当前，西班牙政局基本稳定，总体形势安全可控。西班牙法律体系健
全，政策透明度高，严格执行欧盟统一法律法规并制定本国相关领域政策。
中西经贸合作有着广阔发展空间：中国是西班牙在欧盟以外的第一大贸易
伙伴，西班牙是中国在欧盟内的第五大贸易伙伴。2020年，中西货物贸易
额接近379亿美元，同比增长6.7%。其中，西对华出口在猪肉等农产品拉
动下，强劲增长20.3%，达103.46亿美元；我对西出口275.36亿美元，同比
增长2.4%。2020年11月，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成功举行。西首相桑切斯在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西工业贸易旅
游大臣马罗托在线参加了开幕式，西驻华大使德斯卡亚以中国当下十分流
行的“带货直播”方式积极推介西相关产品，西火腿、红酒、美妆、消费
品、机床等产品大放异彩。双方在西农产品对华出口、电信、可再生能源、
电动汽车、电子商务等领域有广阔合作前景。此外，西班牙与拉美、北非
国家往来历史悠久，西班牙企业在拉美经营多年，熟悉市场情况，可成为
中国企业同拉美国家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纽带和桥梁，中西企业可拓展在拉
美、非洲、亚洲等地区的三方合作。双方在第三方市场开展互利合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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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相互利用优势降低成本，共同规避风险，提高管理水平。 

虽然2020年西GDP萎缩10.8%，但受疫苗接种计划稳步推进、疫情防
控措施逐渐放松等因素影响，欧委会将2021年西GDP增长预期上调0.3个百
分点至5.9%，2022年预期由5.3%上调至6.8%，均为欧盟内最高。 

西班牙已于2021年4月正式向欧盟提交经济复苏计划。“计划”将为
西提供约1400亿欧元的援助和信贷，投资将用于搭建5G网络，实现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及生产结构的现代化转型，重点支持西班牙经济数字化、绿色
化发展。《中欧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也已于2021年3月1日生效，中
欧投资协定如期结束谈判，上述因素都将助推中西经贸关系发展。 

2020年3月17日，习近平主席应约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通电话时指出，
希望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化危为机，以开放合作的实际行动抵御疫情冲击，
疫情过后，两国应加紧推进广泛领域交流合作。两国企业扩大双边投资贸
易，深化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电子商务和数字通讯等合作，深挖绿色
经济、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中方愿继续扩大进口西农产品等优质特
色产品，与西方一道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稳步推进双方铁路、海运
等重点合作项目，拓展在拉美等地区的三方合作，不断加强交流，推动经
贸各领域的互利合作取得更大成绩！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  常和喜 

202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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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这本指南将告诉你什么？ 
 

在你准备赴西班牙王国（The Kingdom of Spain，以下简称“西班牙”

或“西”）开展投资合作之前，你是否对西班牙的投资合作环境有足够的
了解？那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如何？有哪些行业适合开展投资
合作？在西班牙进行投资合作的商务成本是否具有竞争力？应该怎样办
理相关审核手续？当地规范外国投资合作的法律法规有哪些？在西班牙
开展投资合作应特别注意哪些事项？一旦遇到困难该怎么办？如何与当
地政府、议会、工会、居民、媒体以及执法部门打交道？《对外投资合作
国别（地区）指南》系列丛书之《西班牙》将会给你提供基本的信息，成
为你了解西班牙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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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家概况 

1.1 发展简史 

西班牙全称西班牙王国（The Kingdom of Spain, Reino de España），
是南欧的文明古国之一。曾被古罗马人、西哥特人和阿拉伯人统治。
710-1492年阿拉伯人曾统治南部地区长达7个世纪。1492年，“光复运动”

胜利后，建立统一的西班牙封建王朝。同年哥伦布抵达西印度群岛发现新
大陆后，西班牙逐渐成为海上强国，并开始向海外扩张，成为跨欧、美、
亚、非四大洲的第一个殖民帝国。 

1873年，建立第一共和国。1931年，建立第二共和国。1936-1939年，
西爆发内战。1947年，佛朗哥宣布西为君主国，自任终身国家元首。1975

年11月，佛朗哥病逝，胡安·卡洛斯一世国王登基。1976年7月，国王任命
苏亚雷斯为首相，西班牙开始向西方议会民主政治过渡。1978年12月，宣
布实行君主立宪议会制。2014年6月，胡安·卡洛斯国王退位，其子费利佩
六世登基。 

1986年，西班牙正式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是欧盟成员之一。在欧盟
事务中承担重要的责任，在投票权方面是部长理事会的第五大国。1998年
5月，成为首批进入欧元区的国家之一。 

1.2 自然环境 

1.2.1 地理位置 

西班牙位于欧洲西南部伊比利亚半岛，处于欧洲和非洲、大西洋和地
中海的咽喉位置。西邻葡萄牙，西北为大西洋，东北与法国、安道尔公国
接壤，北濒比斯开湾，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非洲的摩洛哥相望，东和东南
濒临地中海。 

全国面积50.6万平方公里，是欧盟第二大国家（仅次于法国），包括
本土、地中海上的巴利阿里群岛、大西洋上的加那利群岛以及非洲北部休
达、梅利利亚2块飞地。全国海岸线约7800公里，境内多山，是欧洲高山
国家之一。 

首都马德里位于东1时区，比北京时间晚7个小时；每年3月最后一个
星期日到10月最后一个星期日实行夏令时，夏令时期间比北京时间晚6个
小时。加那利自治区比马德里时间晚1个小时。 

1.2.2 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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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西班牙矿产资源丰富。主要矿产储量有：煤约88亿吨，铁约
19亿吨，黄铁矿约5亿吨，铜约400万吨，锌约190万吨，汞约70万吨。 

【森林】西班牙森林总面积150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30%。 

1.2.3 气候条件 

【气候特点】全国中心梅塞塔高原，属大陆性气候；北部和西北部是
海洋性气候；南部以及地中海沿岸地区，约占全国面积3/4，属干燥的亚热
带气候或地中海气候。 

全年四季分明，最冷月份为1-2月，东部、南部平均气温为8-13℃；北
部平均气温2-10℃。最热月份是8月，东部、南部平均气温为24-36℃；北
部平均气温为16-21℃。 

【降雨量】北部和西北部沿海一带雨量充沛、气候湿润，其他大多数
地区气候干燥、严重缺水。年降水量：西北沿海地区800毫米，中部及东
部沿海地区600毫米，南部地区300毫米。 

1.3 人口和行政区划 

1.3.1 人口分布 

西班牙全国人口约为4673万人。人口最多的4个自治区为安达卢西亚、
加泰罗尼亚、马德里和瓦伦西亚。 

西班牙入籍华人3万余人。华侨主要分布在马德里、巴塞罗那、瓦伦
西亚、埃尔切、塞维利亚等地。 

1.3.2 行政区划 

【行政区划】全国共有17个自治区，下设50个省、8117个市镇，在摩
洛哥境内另有休达和梅利利亚2块飞地。自治区由具有共同历史和文化特
征的毗领省份、岛屿地区以及在历史上曾是一个地区单位的省份组成，自
治区政府行使行政管理。如自治区有2个以上省，则设立省级行政委员会，
委员由该省内各市长推选，主要负责协调乡村地区治安、环卫、消防、道
路建设等公共服务。市镇享有完全法人资格，其治理由市长和市政委员组
成的市政府负责。 

从人均GDP看，经济最发达的自治区有马德里、巴斯克、纳瓦拉、加
泰罗尼亚、里奥哈、阿拉贡等。主要城市有： 

【马德里（Madrid）】首都，是欧洲著名的历史名城，市区面积为607

平方公里，人口340万，有400多年的历史，是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和
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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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Barcelona）】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首府，全国第二大城市、
第一大工商业城市、重要港口城市。市区面积91平方公里，人口约为162

万。是化工、医药、机械、汽车等工业中心。 

【瓦伦西亚（Valencia）】瓦伦西亚自治区首府，重要工商业城市，
人口78.8万，面积135平方公里，是西班牙最大、欧洲第5大集装箱港口。  

【塞维利亚（Sevilla）】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首府，人口约为68.9万，
是全国第四大城市，南部地区经济、贸易、旅游和文化重镇，也是全国唯
一有内河港口的城市。该市有汽车、机械等工业和知名学府塞维利亚大学。 
【科尔多瓦（Córdoba）】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重要城市，人口约为32.6

万，是马布德拉曼一世建立的科尔多瓦王国首都，11世纪初之前是伊斯兰
教主要都市之一。现为旅游城市，并且是附近小麦、橄榄、葡萄等农产品
的集散地。 

1.4 政治环境 

1.4.1 政治制度 

【政体】西班牙宪法规定实行议会君主制。 

【宪法】现行宪法于1978年12月6日全国公民投票通过，12月29日生
效。宪法规定西班牙是社会与民主的法制国家，实行议会君主制，王位由
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直系后代世袭。国王为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代表国家。政府负责治理国家并向议会报告工作。宪法承认并保证各民族
地区的自治权。 

王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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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元首】国王费利佩六世，2014年6月19日登基。 

【议会】议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立法权以众议院为主，参议院
为地区代表院。议员由普选产生，任期4年。众议院为下院，议员不少于
300人，不多于400人，现有议员350人，任期4年。参议院现有议员266名，
其中大部分由直接选举产生，其余由间接选举产生。第十四届议会于2019

年12月3日成立，众议长梅里特克塞尔·巴泰特·拉马尼亚（Meritexell Batet 

Lamaña，女），工社党人；参议长皮拉尔·约普·昆卡（Pilar Llop Cuenca，
女），无党派人士。 

【政府】政府组成分2个步骤：先由议会批准首相人选，并经国王任
命，再由首相提出大臣人选请国王任命。大臣理事会由首相、副首相及内
阁大臣组成，一般每周开例会。2021年7月10日，首相桑切斯大幅改组内
阁，有22名内阁成员。政府有2个咨询机构：国务咨询理事会和经济社会
理事会。本届工社党和“我们能”党联合政府于2020年1月12日成立，工
社党领袖佩德罗·桑切斯担任首相。 

【司法】司法领导机构是司法总委员会，由20名成员组成，最高法院
院长兼任主席。司法机构分为司法法院和行政法院两大系统。最高检察机
构是国家总检察院，下辖各级检察院及派驻各司法部门的检察官。 

【军事】军事武装力量由正规军和准军事力量（国家安全部队）组成，
国王为最高统帅。国防委员会是国防最高决策机构，国王任主席，政府首
相主持工作。2001年12月31日起取消义务兵役制，实现军队职业化。自2004

年起，三军撤销了原有建制，并根据职能和任务分工，成立了6个作战司
令部、10个部队支援机关。2020年，国防预算为86.42亿欧元，同比增长1.6%，
占国内生产总值0.7%。现役军人为124000人，其中陆军70000人，海军31000

人，空军23000人。 

1.4.2 主要党派 

西班牙实行多党制，正式参加政党登记的约有3200个政党。主要政党
有： 

【工人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执政党，中间偏
左。1982至2011年间曾六度执政，2018年6月再度执政，组建少数一党政
府。2019年4月，在大选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同年11月大选中蝉联第
一大党。总书记佩德罗·桑切斯·佩雷斯–卡斯特洪（Pedro Sánchez 

Pérez–Castejón）。目前，在众议院拥有350个席位中的120席。 

【人民党（Partido Popular）】最大在野党，执行“中间改良主义”路
线。现有党员约86万。1996年5月首次上台执政。2000年3月，蝉联执政。
2011年11月，再次赢得大选。2016年11月，经历2轮大选和数次组阁谈判
后，人民党艰难组建政府。2018年6月1日，人民党政府遭弹劾下台，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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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拉霍伊辞去党主席职务。2018年7月21日，卡萨多（Pablo Casado 

Blanco）当选党主席。在2019年4月、11月大选中均为议会第二大党，目前
在众议院拥有350个席位中的89席。 

【呼声党（Vox）】新兴极右翼政党，提出“100项措施”，主张驱逐
外来移民、废除反对家庭暴力法、收紧堕胎规则、取缔支持地区独立的政
党等。党主席阿巴斯卡尔（Santiago Abascal），注册党员约5万。近年来
在政坛影响力迅速上升，2019年4月，大选中实现从0到24个议席的突破，
同年11月大选中赢得52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联合起来“我们能”党（Unidos Podemos）】左翼政党。2016年6

月，在全国大选中赢得43个众议院席位，成为众议院第三大党，2019年11

月，在大选后成为第四大党。2020年1月7日，工社党与该党组阁提案通过
西众议院信任投票。 

【公民党（Ciudadanos）】中右翼政党，2019年4月，在大选后一度成
为议会第三大党，但在同年11月大选中失利，仅获10个众议院议席，现任
党主席为阿里马达斯（Inés Arrimadas，女）。 

【其他党派】加泰罗尼亚共和左翼党（ERC）在议会占13席、“一起
为了加泰罗尼亚”党（JxCAT）在议会占8席、巴斯克民族主义党(PNV)

在议会占6席。其余党派共占26席。 

1.4.3 政府机构 

西班牙共设有22个部委，分别为：外交欧盟与合作部、司法部、国防
部、财政部、内政部、交通运输与城市建设部、社会经济与劳动部、教育
与职业培训部、包容社会安全与移民部、工业贸易与旅游部、农业渔业与
食品部、首相府王室关系与民主记忆部、平等部、领土政策与公共职能部、
生态转型与人口挑战部、文化体育部、经济与数字化转型部、卫生部、科
技创新部、消费部、社会权利与2030议程部和大学部。  

1.5 社会文化 

1.5.1 民族 

西班牙有20多个民族。主要有：卡斯蒂利亚人（约占总人口的73%）、
加泰罗尼亚人（约占总人口的15%）、加利西亚人（约占总人口的7%）和
巴斯克人（约占总人口的5%）。 

1.5.2 语言 

官方语言和全国通用语言为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加利西亚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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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语在本地区亦为官方语言。 

西班牙人在经贸往来时一般使用本国官方语言。从事对外事务的政府
官员和商人一般会讲英语或法语。 

全球有5亿多人讲西班牙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第三多、使用国家第
二多的语言。 

1.5.3 宗教和习俗 

【宗教】西班牙96%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属基督教文化圈。许多禁忌
与欧美基督教国家相同，如视“13”为不吉利数字；忌用黄色（象征疾病、
嫉妒等）、紫色（系教会专用的“神圣颜色”）、黑色（象征死亡）；忌用
菊花（为丧礼用花）等等。 

【喜丧礼仪】大多数西班牙人的婚礼在教堂里按天主教教会规定的仪
式进行，此外还要举办宴会和舞会。人们习惯上忌讳在星期二和13日办喜
事。 

【起居和作息】西班牙人的生活习惯比较特殊，喜欢晚睡晚起。一般
是8点早餐，11点前后茶歇，14点午餐，21点之后晚餐。绝大多数机关、
企业、商店每天分2段办公或营业：上午9点至14点；17点至晚上19点或20

点。大商场或百货公司从10点连续营业至21点或22点。 

【时间观念】西班牙人赴约一般会晚到5-10分钟，但主人应当守时。 

【社交礼仪】见面问候一般采取握手、贴面和拥抱3种方式。初次相
识一般是握手问候。在正式社交场合与客人相见时，行握手礼，女士之间
亲吻面颊。与熟人相见时，男性朋友之间常拥抱。 

【主要禁忌】注重个人隐私权。一般不能询问别人年龄、收入、婚否、
宗教信仰、政治派别。不要询问对方东西的价格，也不要询问主人请客的
花费。路上与朋友相遇，不应打听人家到何处去、去干什么。西班牙人忌
讳送大丽花和菊花，送朋友以玫瑰花为宜，送花时间应避开每月的13日。 

1.5.4 科教和医疗 

【科教】西班牙属于传统的科技强国，特别是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
源、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及信息通信技术等领域积累了丰富和独特的经验，
在农业科技、卫生医疗、食品安全、水资源合理利用、纳米及新材料等方
面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平。 

【教育】西班牙教育制度是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国家负责教育投资
和管理整个教育体制。从幼儿教育起，直至完成2-3年制职业学院教育，均
实行免费教育（私立学院除外），教育经费的87%来自国家的直接拨款。 

著名公立大学包括马德里自治大学、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马德里理

http://baike.baidu.com/view/205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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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大学、萨拉曼卡大学、巴塞罗那大学和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等。西班牙的
综合性大学在本科阶段对外国学生同样只收取少量的学费。 

【医疗】西班牙是高社会福利制国家，全民享有社会医疗保险，此外
还有Sanitas、Adeslas等私人医疗保险公司。西班牙医疗水准较高，相关医
疗设备也很先进，是世界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最好的国家之一。 

1.5.5 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工会组织】西班牙工会是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目前实力较强的
全国性工会有3个：劳动者委员会（CCOO）、劳动总同盟（UGT）和劳动
工会同盟（CGT）。大型地方性工会主要有2个：巴斯克地方工会（ELA-STV）
和加利西亚工会联合会（CIG）。 

【主要非政府组织】主要有绿色和平组织、红十字会、无疆界医生、
救助行动组织等。 

1.5.6 主要媒体 

【报刊】主要有：《国家报》《先锋报》《世界报》《阿贝塞报》《日
报》《理性报》。 

【通讯社】埃菲社为官方通讯社，另外还有私营的欧洲通讯社、罗戈
斯通讯社。 

【电台和电视台】广播电视总局统管电台、电视台。全国共有200多
家电台，主要有西班牙国家广播电台和私营的西班牙广播公司、洲际电台、
西班牙人民广播电台。 

1.5.7 社会治安 

西班牙社会治安状况总体较好。犯罪率总体呈南高北低、东高西低分
布，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两座城市因为人口基数较大的原因，犯罪率也相应
较高。针对外国人的恶性刑事案件鲜有发生。但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马
德里、巴塞罗那等大城市的抢劫、偷窃案件有所增加。中国游客经常在旅
游景点被盗，旅游旺季几乎每天都有中国游客被盗抢。 

2020年，西班牙未发生针对中资企业的恐怖袭击或绑架案件。 

1.5.8 节假日 

【重要节日】西班牙节日众多，除全国性节日外，每个自治区、省、
城镇都有自己的守护神节。全国性节日主要有：新年（1月1日）、三王节
（1月6日）、圣周（每年4月，时间不定）、国际劳动节（5月1日）、圣
母升天日节（8月15日）、国庆节（10月12日）、万圣节（11月1日）、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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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日（12月6日）、圣灵受孕节（12月8日）、圣诞节（12月25日）。 

富有民族风格的节日有狂欢节、法亚节、圣周、四月节、圣伊西德罗
节、圣体节、奔牛节、圣地亚哥节、西红柿节、圣皮拉尔节等。 

西班牙人在节日期间举行露天音乐会、化妆舞会、宗教游行、施放烟
火、歌舞表演、斗牛等活动，全民出动，尽情狂欢。西班牙人还常常利用
节日“搭桥”休假，圣周、7-8月、圣诞节、元旦和三王节期间几乎无人办公。 

马德里西班牙广场和塞万提斯纪念碑 



10 西班牙 

 

 

 
2. 经济概况 

2.1 宏观经济 

【经济增长率】西班牙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西班牙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1万亿欧元，同比萎缩10.8%；
人均GDP为2.4万欧元，同比下降10.4%。 

表2-1：2016-2020年西班牙经济增长情况 

年份 经济总量（亿欧元） 经济增长率（%） 人均GDP（欧元） 

2016 11138 3.0 23980 

2017 11619 3.0 24970 

2018 12042 2.4 25770 

2019 12448 2.0 26430 

2020 11217 -10.8 23690 

资料来源：西班牙国家统计局 

【产业结构】西班牙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西班牙三大产业
占GDP的比重分别为：农业占2.7%，工业占20.2%，服务业占67.9%。 

表2-2：2015-2019年西班牙一、二、三产业占GDP比例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15 2.74 20.09 67.98 

2016 2.83 20.01 67.90 

2017 2.80 20.16 67.69 

2018 2.80 19.99 67.71 

2019 2.65 20.20 67.87 

资料来源：西班牙国家统计局 

【财政收支】据西班牙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20年，西班牙公共支出
5863.89亿欧元，收入4633.17亿欧元，财政赤字为1230.72亿欧元，占GDP

比重达10.97%。 

【通货膨胀率】西班牙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西班牙通货膨
胀率为-0.5%。 

【失业率】西班牙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西班牙平均失业率
为15.53%，平均失业人数353.1万人，平均就业人数1920.2万人。 

【公共债务】西班牙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西班牙公债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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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6万亿欧元，公债占GDP比重由2019年底的95.5%飙升至120%。从期限
结构看，1.08万亿欧元为长期债务，910亿欧元为短期债务，1734亿欧元为
贷款，50亿欧元为现金和存款。2021年，西班牙财政部计划发行2770亿欧
元债券，以弥补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大幅增支减收。 

为防止欧债危机的局面再现，欧盟一直敦促各成员积极实施财政改革
措施，降低债务风险，多次对西班牙债务高企问题进行警告，但西班牙政
府一直未给予足够重视，给经济政策的推进增添了不确定性。尽管欧盟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影响力较大，但西班牙等欧盟成员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获得贷款也伴随削减债务和预算赤字等附加条件。 

【外债余额】西班牙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西班牙外债总额
达2.23万亿欧元，占GDP比重高达200%。 

【外汇和黄金储备】西班牙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4月30日，西
班牙外汇官方储备资产和其他外币资产达656.11亿欧元。 

【主权信用评级】截至2021年4月30日，标普将西班牙主权债务评级
维持在A/A-1，展望负面；穆迪评级维持在Baa1，展望稳定；惠誉评级维
持在A-，前景稳定。 

2.2 重点/特色产业 

【旅游业】西班牙旅游资源丰富，是国际游客持续青睐的国家。根据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年旅游竞争力报告》，西班牙旅游业竞争力连
续3年高居榜首。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西班牙旅游业遭遇重创，产
值同比骤减1060亿欧元，降幅高达69%，占GDP比重跌至4.3%；当年接待
外国游客1870万人次，较上年骤降77.6%；外国游客在西消费总额近150亿
欧元，同比下滑77.7%。旅游过夜住宿量仅1.46亿，较2019年下降79.9%。 

【汽车工业】汽车产业是西班牙重要产业之一，福特、日产、大众、
奥迪、标致雪铁龙、奔驰、雷诺、欧宝等车企都在西班牙设立整车或零部
件工厂。2020年，西班牙汽车总产量达226.8万辆，同比下滑19.6%；新车
销售量达85.1万辆，较上年减少32.3%；出口量195万辆，同比下滑15.5%。
2020年，西班牙销量前三位的汽车品牌分别是西雅特、大众和标致，最畅
销车型是达契亚Sandero、西雅特León和日产Qashqai。 

【新能源】西班牙是世界第二大和欧洲最大的电热太阳能生产国、世
界第二大光伏能源生产国、第四大风能生产国。据西班牙国家电网公司统
计，2020年，西班牙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11万零450兆瓦时，占总发电量
比重达44%，创历史新高。风电占西班牙能源结构比重达21.9%，光伏太
阳能达6.1%，均为历史最高水平。截至2020年末，西班牙电站装机总量达
11万兆瓦，其中53.8%为可再生能源。2020年，西班牙大陆（不含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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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达和梅利利亚）无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技术的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69%，
联合循环发电厂和燃煤电厂的发电量下跌，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同比减少
27.9%，降至2950万吨，为历史最低纪录。西班牙大陆可再生能源发电份
额持续增长，由上年的38.9%增至45.5%。根据技术细分，风能占总发电量
的22.5%，水电和太阳能光伏分别占12.8%和6.2%。 

【工业】西班牙是欧盟第三大机床和汽车发动机生产国，在机械设备
制造、技术改造与整合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航天机械制造业和包装机械
制造业等领域占据显要位置。生产的铣床、电火花研磨机以及能够一次完
成灌瓶封口的包装机均属行业领先，数字化程度很高；世界最大、直径为
15米的可抗地表压力的隧道挖掘机、高速分拣机、内圆和外圆磨床等，受
到众多企业青睐；世界上最长的带锯床是由西班牙DANOBAT公司制造
的。 

过去10年，西班牙制造业取得长足发展。工业产品附加值迅速提高，
技术进步使西班牙产品难以被其他国家产品替代，全球认可度较高。
NATIXIS投资银行认为，西班牙工业附加值已超过意大利和法国，接近于
德国。2021年一季度，西班牙工业产能利用率达77%。 

【特色农业】西班牙被誉为“欧洲菜篮和果园”。根据西班牙农业、渔
业与食品部的统计数据，2020年，西班牙农业收入达290.93亿欧元，同比
增长4.3%。农作物种植种类主要有葡萄、橄榄、柑橘等。其中，橄榄种植
面积及橄榄油产量均居世界首位，出产全世界50%的橄榄油。 

果蔬一直是西班牙农业支柱之一，收入约占农业总产值40%，提供近
半数农业岗位。西班牙是欧盟最大果蔬出口国，也是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
全球第三大出口国，半数产品销往国外。2020年，西班牙水果出口额达85.72

亿欧元，同比增长10%；蔬菜出口额达60.22亿欧元，同比增长4.6%。 

【航空航天】西班牙航空航天制造业较发达，在复合材料、中小型飞
机、煤气轮发动机和飞行模拟器的制造和维修等方面居世界领先位置。空
客在马德里、卡斯蒂利亚-拉曼查和安达卢西亚等自治区拥有多家工厂，雇
用约1.27万名名员工。空客A350 XWB机型最大的复合材料项目由西班牙
飞机结构设计与制造企业Aernnova主导推动，创造了重要就业机会。位于
塞维利亚的Aerópolis航空科技园是欧洲唯一专门致力于航空航天工业的
科技园，汇集了90余家企业。 

【生物技术（生物制药）行业】麦肯锡咨询公司《欧洲生物技术：增
长和创新的坚实基础》报告显示，2019年，西班牙在欧洲十大生物制药产
业集群排行榜上排名第四位，拥有320家制药企业，2020年，西班牙药品
市场营业额达156.74亿欧元，同比增长0.2%。全国共有273个生物技术研发
机构，工业应用率居欧洲第六位，在基础生物技术研究、人类健康、兽药
及医学修复护肤等方面研究实力较强。全球第一家有血浆采集能力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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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fols和生产全球第一种海洋抗肿瘤药物的企业Zeltia均来自西班牙。西班
牙首创利用干细胞治疗心脏病的方法，进行了全球第一例将间质细胞移植
心脏的手术。此外，西班牙在试管婴儿、器官移植、艾滋病疫苗研发等领
域也拥有全球领先的技术实力。 

【建筑业】建筑业是西班牙最重要的行业之一。西班牙企业在交通基
础设施项目开发、建设和融资等方面拥有世界一流经验；在欧洲建筑技术
平台（ECTP）和欧洲建筑企业研发网络（ENCORD）等建筑研发机构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西班牙市场调研公司Informa公布的数据，2020年，
西班牙建筑业总产值1080亿欧元，同比下跌13.7%。西班牙建筑业共有8.3

万余家企业，创造就业岗位127万个。根据美国《工程新闻记录》杂志发
布的2020年度“全球承包商250强”排名，西班牙ACS建筑集团名列第七； 

“国际承包商250强榜单”中，ACS、Ferrovial和Técnicas Reunidas等企业名
列前茅。 

表2-3：跻身世界2020年《财富》500强的西班牙企业名录 

（单位：百万美元） 

排名 上年排名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利润 

93 85 
桑坦德银行（BANCO 

SANTANDER） 
88,256.8 7,292.0 

201 176 西班牙电信（TELEFÓNICA） 54,196.7 1,278.2 

245 200 雷普索尔公司（REPSOL） 47,543.8 -4,271.1 

254 234 
西班牙对外银行（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46,892.4 3,930.8 

274 272 西班牙ACS集团（ACS） 43,705.9 1,076.7 

303 292 IBERDROLA公司（IBERDROLA） 40,783.4 3,812.5 

398 406 INDITEX公司（INDITEX） 31,584.4 4,063.3 

464 452 曼福集团（MAPFRE GROUP） 27,52 681.9 

492 430 
西班牙能源集团（NATURGY 

ENERGY GROUP） 
25,991.4 1,568.1 

资料来源：《财富》杂志 

2.3 基础设施 

西班牙交通发达，有完善的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网，国内航空和城市间
公交汽车班次密集。马德里至巴塞罗那的空中桥式班机，高峰时段平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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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钟一班。高速铁路把马德里市和巴塞罗那以及第四大城市塞维利亚、
地中海城市马拉加、瓦伦西亚、阿里坎特连接起来，快速便捷，安全舒适。
马德里市内有13条地铁和3条轻轨，转接十分方便，另有近郊铁路网联系
马德里市区与周围市镇。 

马德里、巴塞罗那、塞维利亚、毕尔巴鄂、格拉纳达、马拉加、帕尔
玛德马略卡、圣塞巴斯蒂安、瓦伦西亚等9城市有地铁。其中拥有地铁里
程最长的三大城市为马德里、瓦伦西亚、巴塞罗那，地铁里程分别为294

公里、156.38公里和146公里。 

2.3.1 公路  

西班牙公路网由高速公路、国家级干道、自治区公路、地方公路等组
成，交通便利，开车可以到达西班牙任何一个地方。公路总长16.6万公里，
其中，国家公路网里程约2.6万公里，高速公路里程超过1.7万公里，位居
欧盟第一；高等级公路在全部公路中占5.9%，高于欧盟1.2%的平均水平。 

西班牙Eurolines公司开通的国际巴士可以直达欧洲各大城市。持欧洲
巴士通行证可以任意搭乘Eurolines公司的巴士往来于20多个欧洲国家站点
之间。 

2.3.2 铁路 

西班牙铁路交通系统十分先进，在欧洲乃至世界都居于领先地位。铁
路总里程15031公里；其中，高速铁路里程3402公里，居欧盟第一、世界
第二。高铁主要采用法国TGV技术。覆盖全国50个主要城市，平均时速222

公里/时，最高时速300公里/时，准时率达99%。2020年，西班牙铁路基础
设施投资总额19.21亿欧元，同比增长7%；其中高铁投资12.72亿欧元，同
比增长6%。 

西班牙政府和RENFE铁路公司仍在继续投资新线路的建设，大力发掘
铁路商业潜力。西班牙铁路发展目标是半日到达全国任意城市。铁路网与
欧洲铁路网相通，可乘火车到达伦敦、巴黎、维也纳等欧洲各大城市。 

2014年12月，连接欧亚大陆的首趟“义新欧”铁路国际货运班列抵达西
班牙马德里货运车站，为中欧贸易运输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这趟班列从义
乌启程，途经7个国家，历时21天，将“义新欧铁路”从中亚真正延至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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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义乌）2020年第200列（义乌-马德里） 

2.3.3 空运 

【机场】西班牙全国共有49个机场，全球191家航空公司在西运营。
最大的机场包括马德里（Barajas）机场、巴塞罗那（El Prat）机场和帕尔
马（Palma de Mallorca）机场，其中，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两个机场进入欧
盟十大机场排行榜。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西班牙航空管理局旗下机场共计运送
旅客7606万人次，同比骤减72.4%，创历史新低。其中，国际航线客运量
同比下滑77.8%，降至4188万人次；国内航线客运量同比减少60.6%，跌至
3375万人次。 

【与中国的航线】西班牙航空系统十分发达，国际航线可以直达世界
各重要城市，与欧洲各国之间航班往来密集；也是通往非洲、美洲的交通
要道。目前，已有5家中国航空公司开通9条中西直航航线，每周约30个航
班往返中西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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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德里机场 

表2-4：国内主要航空公司飞往西班牙的直航航线表 

航空公司 航班号 飞行线路 

中国国际航空 

CA907 北京—马德里 

CA845 北京—巴塞罗那 

CA839 上海浦东—巴塞罗那 

中国东方航空 
MU709 上海浦东—马德里 

MU263 上海浦东—西安—马德里 

海南航空 HU7983 深圳—西安—马德里 

首都航空 JD361 杭州—成都—马德里 

国泰航空 
CX315 香港—马德里 

CX321 香港—巴塞罗那 

资料来源：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经商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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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水运 

西班牙海上货运数量居欧盟第三位，阿尔赫西拉斯港和瓦伦西亚港位
居欧盟前十大和世界前五十大港口。2020年，由西班牙港务局管理的46个
港口客运量仅140万人次，同比骤降87.1%；货运量达5.057亿吨，较上年下
跌8.4%。 

主要港口有：巴塞罗那、毕尔巴鄂、瓦伦西亚和阿尔赫西拉斯等。开
通的主要航线包括：从巴塞罗那和瓦伦西亚出发到巴利阿里群岛，从加的
斯出发到加那利群岛，从马拉加出发到梅利亚等。 

表2-5：2020年西班牙前十大港口 

排名 港口名 货运吞吐量（万吨） 港口代码 

1 阿尔赫西拉斯 10727 ESALG 

2 瓦伦西亚 8068 ESVLC 

3 巴塞罗那 5949 ESBCN 

4 卡塔赫纳 3303 ESCAR 

5 韦尔瓦 2992 ESHUE 

6 毕尔巴鄂 2965 ESBIO 

7 塔拉戈纳 2651 ESTAR 

8 拉斯帕尔玛斯 2577 ESLPA 

9 卡斯特里翁 1854 ESCAS 

10 希洪 1617 ESGIJ 

资料来源：El Canal Marítimo y Logístico 

2017年6月12日，中远海运港口（西班牙）有限公司与TPIH Iberia, 

S.L.U.(西班牙注册公司)签署协议，中远海运港口（西班牙）收购TPIH持
有的西班牙Noatum港口控股公司（NPH）51%股权。2019年，NPH更名为
中远海运港口（西班牙）码头有限公司。 

2.3.5 电力  

西班牙国家电网公司通过电力线路连接法国、安道尔、葡萄牙和摩洛
哥周边国家。 

截至2020年末，西班牙大陆电力装机总容量10.52万兆瓦，其中联合循
环占23.3%，风电占25.5%，水电占16.2%，煤电占5.2%，核电占6.8%，热
电联产占5.3%，光伏发电占10.7%，光热发电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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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数字基础设施  

【固定电话】固定电话覆盖西班牙所有区域。公共电话亭（投币电话
或磁卡电话）在马路边随处可见。此外，在机场、车站、旅馆、餐馆、咖
啡馆等公共场所均有公共电话。 

【移动电话】西班牙电信业较发达。移动电话覆盖率约为98%，几乎
没有盲区。据西班牙通讯市场代理机构公布的数据，西班牙每百人手机拥
有量已达112部，使用手机人数已突破5000万。西班牙移动电话使用GSM、
WCDMA技术。主要运营商有：西班牙电信集团（Telefónica）、法国电信
集团（Orange）和英国沃达丰电信公司（Vodafone）。中国联通与西班牙
电信集团用户间可互发短信。 

【互联网】西班牙互联网十分普及，普遍使用宽带（ADSL）和光纤
上网，网速一般为50-200兆。目前，在全国实施光纤到户工程，酒店、餐
厅、车站等公共场所一般均提供无线上网服务，通常不需付费。 

【邮政】西班牙邮政的国际包裹业务在卡哈拉邮政组织成员范围内提
供有时限保证的国际包裹速递服务。 

2.4 物价水平 

2.4.1 销售总额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西班牙零售额同比减少6.8%，
零售从业者减少2.4%。零售业收入平均降幅在20-25%之间，时装、个人设
备等行业以及高度依赖旅游业地区损失更加严重。 

2.4.2 生活支出 

西班牙暂无生活支出相关的统计数据。 

2.4.3 物价水平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西班牙生活品物价保持稳定，部分商品价格略有
上涨，无物资短缺现象。2020年，西班牙通胀率为0.1%。 

表2-6：2021年4月马德里家乐福超市零售价格 

品名 单价 品名 单价 

柿子椒 2.29欧元/公斤 西葫芦 1.35欧元/公斤 

土豆 0.87欧元/公斤 洋葱 1.59欧元/公斤 

生菜 0.71欧元/棵 圆白菜 0.99欧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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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芦笋 3.83欧元/公斤 胡萝卜 0.49欧元/公斤 

面粉 0.43欧元/公斤 猪里脊肉 6.49欧元/公斤 

牛腩 7.95欧元/公斤 西兰花 1.9欧元/公斤 

茄子 0.99欧元/公斤 大米 1.52欧元/公斤 

大蒜 5.8欧元/公斤 羊腿 17.9欧元/公斤 

葵花籽油 1.45欧元/升 特级初榨橄榄油 3.45欧元/升 

鸡蛋 2.99欧元/打 鸡胸肉 8.29欧元/公斤 

资料来源：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经商处整理 

2.5 发展规划 

2017年9月8日，西班牙经济和竞争力部贸易国务秘书处发布
《2017-2027年西班牙经济国际化战略》，提出大力推动出口、扶持高新技
术产业、加强数字化、培养人才和吸引就业创造型外国投资等举措，由外
贸和投资促进局负责实施。 

2018年，西班牙经济工业与竞争力部提出“西班牙工业发展战略框架”

计划，旨在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主要举措包括：修订关于能源和气候
变化相关法律中关于环境污染企业罚款部分、维护单一市场、放宽对中小
企业发展的财税和劳工限制、提供更多非银行类融资手段（包括进入固定
收益市场和证券市场）、降低物流成本、加强中小企业职业培训以应对“工
业4.0”、促进科技研发和创新等。此外，还提出一项名为“智能贸易”计划，
旨在促进扩大西班牙企在国际市场开拓力度、便利外商到西班牙投资，对
西班牙中小企业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提供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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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经贸合作 

3.1 经贸协定 

【多边贸易协定】西班牙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区域贸易协定】西班牙是欧盟成员，其商品、资本和人员可在欧盟
成员市场自由流动。西班牙还参加了欧盟对外签署的全部区域贸易协定。 

【辐射市场】西班牙贸易伙伴主要是欧盟国家，前十大贸易伙伴中除
中国、英国、美国和摩洛哥外，其余均为欧盟国家。在历史、文化、语言、
宗教、血缘等因素作用下，西班牙与拉美和北非地区关系特殊，经贸等领
域往来密切，在拉美累计投资逾2200亿欧元。 

3.2 对外贸易 

【货物贸易】西班牙外贸投资促进局数据显示，2020年，西班牙货物
贸易总额5357.74亿欧元，同比减少12.6%，出口2611.76亿欧元，同比减少
10%；进口2745.98亿欧元，同比减少14.7%；贸易逆差134.22亿欧元，同
比减少58%。另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统计，2020年西班牙货物贸易总额
5572.3亿欧元，同比减少11.7%；出口2704.3亿欧元，同比减少9.4%；进口
2868亿欧元，同比减少13.9%。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3-1：2016-2020年西班牙对外贸易情况统计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贸易

差额 

累计比去年同期增减（%）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贸易差额 

2016 5431.0  2620.4 2810.6 -190.2  1.4 2.9 -0.1 -28.6 

2017 5947.5  2830.9 3116.5 -285.6  9.5 8.0 10.9 50.2 

2018 6240.9  2934.6 3306.4 -371.8  4.9 3.7 6.1 30.2 

2019 6313.0  2983.4 3329.6 -346.2  1.2 1.7 0.7 -6.9 

2020 5572.3  2704.3 2868.0 -163.7  -11.7 -9.4 -13.9 -52.7 

资料来源：Eurostat 

【主要贸易伙伴】2020年，西班牙主要出口目的地是法国（421.77亿
欧元）、德国（295.67亿欧元）、意大利（204.72亿欧元）、葡萄牙（197.91

亿欧元）、英国（170.14亿欧元）、美国（121.96亿欧元）、荷兰（9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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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欧元）和中国（81.69亿欧元）等。主要进口来源地是德国（341.48亿欧
元）、中国（293.33亿欧元）、法国（285.22亿欧元）、意大利（178.03

亿欧元）、美国（140.52亿欧元）、荷兰（126.24亿欧元）、葡萄牙（107.46

亿欧元）和英国（93.66亿欧元）等。 

【进出口商品结构】主要出口商品有：汽车及零部件（478.74亿欧元）、
化工（324.22亿欧元）、水果蔬菜（153.51亿欧元）、铸造（98.51亿欧元）、
燃料及润滑剂（97.43亿欧元）、纺织（94.26亿欧元）、机械设备及电子
原材料（51.04亿欧元）和香水及化妆品（39.95亿欧元）等。 

主要进口商品有：化工（436.56亿欧元）、汽车及零部件（356.02亿
欧元）、燃料及润滑剂（260.77亿欧元）、信息电子（144.14亿欧元）、
纺织（129.23亿欧元）、铸造（90.19亿欧元）、机械设备及电子原材料（61.98

亿欧元）和水产品（50.60亿欧元）等。 

【服务贸易】西班牙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西班牙服务贸易
总额1154.34亿欧元；其中，出口668.41亿欧元，进口485.93亿欧元，服务
贸易顺差182.48亿欧元。 

【服务贸易结构】主要出口行业有：旅游、交通、信息、金融、特许、
工程和保险等，主要进口行业有：旅游、交通、信息、特许、金融、保险
和工程等。 

3.3 双向投资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0年西班牙
吸引外资流量89.3亿美元，对外投资流量214.2亿美元。截至2020年底，西
班牙吸收外资存量为8532.9亿美元, 对外投资存量6248.4亿美元。  

表3-2：2016-2020年西班牙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吸收外资流量 315.69 419.66 534.95 85.15 89.28 

吸收外资存量（截至 2020 年底） 8532.91 

对外投资流量 439.46 560.45 377.34 196.71 214.22 

对外投资存量（截至 2020 年底） 6248.39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 

另据西班牙工贸旅游部统计，2020年，西班牙共吸引外资238亿美元，
前十大投资来源国为瑞士、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卡塔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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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日本和荷兰。外国在西投资主要领域为汽车、化工、医药、食品饮料
和机电，相关领域跨国公司在西都有投资，40%在西外企总部设在马德里。 

3.4 外国援助 

西班牙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重债穷国倡议”受援国之
列，未接受国际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政府常规援助。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北约等国家和组织向西班牙捐赠医疗物资，
中方为西班牙在华采购医疗物资提供必要便利，中西医疗专家通过视频连
线共享抗疫经验。 

3.5 中西经贸 

3.5.1 双边协定 

【双边重要协定及文件】近年来两国签署的重要协定及文件包括《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社会保障协定》（2017年5月）、《文化、青
年和体育合作执行计划（2018-2021）》（201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西班牙王国关于加强新时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8年
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对所得消除双重征税和防止逃避
税的协定》（2018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西班牙王国工业、
贸易和旅游部关于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8年11月）等。 
【区域协定】西班牙与中国同为中欧投资协定、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成

员。 

【货币互换】西班牙执行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政策，未与中国签署
货币互换协议。 

【自贸协定】西班牙执行欧盟统一贸易政策，未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 

3.5.2 双边贸易 

【贸易规模】2020年，西班牙是中国在欧盟内第五大贸易伙伴，排在
德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之后；中国是西班牙第四大和欧盟外第一大贸
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年，双边贸易额为379亿美元，同比增长
6.7%，中国对西出口275亿美元，同比增长2.4%，自西进口103亿美元，同
比增长20.3%。 

表3-3：2016-2020年中西双边贸易统计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总额 中国出口 中国进口 中方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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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74 213 61 152 

2017 309 229 80 149 

2018 337 249 88 161 

2019 355 269 86 183 

2020 379 275 103 172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进出口商品结构】中国对西班牙出口主要商品包括机电、纺织品、
轻工和化工产品等；自西班牙进口主要商品包括肉类等农食产品、矿产品、
医药品、机械设备、塑料及其制品和交通运输设备等。 

3.5.3 双向投资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年，中国对西班牙全行业直接投资1.03亿美
元，中国企业在西投资重要项目有：中国铁建国际投资集团收购西班牙
Aldesa建筑公司75%股权。截至2020年底，中国对西班牙直接投资存量11.1

亿美元，涉及金融、贸易、航运、质检、电信、建筑、食品、能源、环保、
传媒和航空等多个领域。 

截至2021年3月，西班牙累计在华设立企业2805家，累计投资金额40.7

亿美元，主要涉及金融、能源、电信和运输等行业。对华投资大项目有：
西班牙桑坦德投资入股上海银行、西班牙对外银行入股中信集团、西班牙
电信入股网通（香港）、阿尔萨投资中国客运服务项目、歌美飒公司、乐
家洁具（苏州）有限公司、蒙德拉贡联合公司和海斯坦普集团等。 

3.5.4 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年，中国企业在西班牙新签承包工程合同54

份，新签合同额15.88亿美元，完成营业额8.96亿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
人员22人，年末在西班牙劳务人员81人。 

3.5.5 境外经贸合作区 

中国企业尚未在西班牙投资开发境外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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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资环境 

4.1 投资吸引力 

【投资合作总体环境】西班牙是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经济总
量在欧盟27国中位居第四。西班牙投资环境的主要优势在于： 

（1）地理位置优势。西班牙接壤法国、安道尔和葡萄牙，与北非隔
海相望，与拉美各国联系密切，可辐射较大市场。 

（2）宏观经济整体趋稳。2021年10月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
告预计，2021和2022年西班牙经济增长将分别达到5.7%和6.4%，增幅显著
高于欧盟和欧元区平均水平。 

（3）优势产业独特。西班牙在风力发电、太阳能利用、机械装备制
造、特色农业、航空航天、生物技术和农产品等领域都拥有较强的技术优
势和品牌优势。 

（4）法律体系健全。西班牙有关外国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健全，政
策透明度较高。 

【投资环境排名】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西
班牙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第30位。世界经济论坛
《202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西班牙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141个国家
和地区中排名第36位。 

4.2 金融环境 

4.2.1 当地货币 

西班牙通用欧元。根据欧洲央行统计，2020年，欧元对美元平均参考
汇率1:1.1422。 

西班牙各银行以及各大城市货币兑换所都可以为外国人提供外币兑
换服务，收取一定手续费。人民币与欧元可直接结算。 

4.2.2 外汇管理 

在西班牙，本国居民和非本国居民间生意往来涉及向境外支付以及从
境外收款都是完全自由的。这种自由包括直接收支或以补偿形式进行的收
支，还包括境内外的转账、境外账户以及金融债务和债券地位的变更，以
及进出口的各种支付手段。西班牙外汇和资本自由流动，原则上外汇汇入
和汇出没有限制。唯一要求是要申报金额超过5万欧元等值货币的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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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出款。 

在西班牙营业的公司，缴纳公司所得税后的利润和货款均可汇往境
外。西班牙子公司将其利润汇往另一欧盟成员国持有该公司10%以上股权
的母公司免于纳税。如果西班牙公司因股权关系而将税后利润汇往欧盟境
外的公司，是否征收预提所得税则取决于两国之间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
定的相关规定。如未签署此类协定，则根据西班牙公司税法的规定，征收
19%的预提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对所得消除双重征税
和防止逃避税的协定》（2018年11月28日签署）第10条第2款的规定，缔
约国一方对其境内公司汇往缔约国另一方公司的税后利润可以征收最多
不超过10%的税款。因此，西班牙公司直接汇往中国公司的税后利润在西
班牙需缴纳10%的预提税。 

根据西班牙反洗钱法律规定，在西班牙出入境时携带现金需少于1万
欧元，如果大于或等于此金额则需向海关申报。在西班牙境内旅游时，携
带现金需少于10万欧元；如果多于或等于10万欧元，需要向海关申报，否
则海关有权扣押款项，调查现金来源和携带出境目的，最终裁定没收或处
以一定罚款。外汇汇出无数量限定，也无须缴税，唯一费用是汇款手续费。 

4.2.3 银行和保险公司 

【西班牙金融体系】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储蓄银行、集体投
资机构、官方信贷机构、金融中介以及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和保险经纪
公司等。 

【中央银行】西班牙银行（Banco de España）是西班牙中央银行，执
行监管金融市场的职责，参与完成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内的基本职能；解释
并执行欧元区的货币政策以保证区内价格稳定；引导货币兑换，控制和管
理国家外汇储备；推动建立欧元区合理的支付体系以及发行法定货币等。 

【商业银行】各商业银行是西班牙金融体系主要力量，所占比重约
55%，最重要的2家商业银行是桑坦德银行（Santander）和西班牙对外银行
（BBVA）。其他重要商业银行还包括萨巴德尔银行（Banco Sabadell）、
凯克萨银行（Caixabank）等。 

【储蓄银行】西班牙储蓄银行在经济危机中大量破产，2011年，金融
体系改革后，储蓄银行通过转制为商业银行或与其他银行合并等方式进行
变革，逐步退出西班牙金融体系。以往最大的储蓄银行LaCaixa及Caja 

Madrid分别转变为CaixaBank和Bankia商业银行，上述2家银行完成私有化
程序后，政府不再注资。2021年3月26日，CaxiaBank正式完成了同Bankia

的合并，合并后的银行沿用CaxiaBank名称。 

【集体投资机构】西班牙的集体投资机构分为两大类： 

（1）金融机构。主要活动是投资和管理市场上流通的有价证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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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证券投资公司、单位证券信托投资公司和货币市场单位信托投资公司以
及其他以投资和管理金融资产为目的的机构。 

（2）非金融机构。主要活动是开发不动产，包括不动产投资公司和
信托公司等。 

【官方信贷局】西班牙官方信贷局隶属财政部，主要负责发展援助基
金的分配、使用和管理，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国内重大灾害等事件发
放补助。资金来源一是欧盟提供的资金，二是国家自有资金，三是国家发
行公债收入。 

【保险公司】西班牙主要保险公司有曼福保险公司（MAPFRE）、
VIDACAIXA人寿保险公司和马德里MM保险公司。曼福规模最大，主营
房屋、汽车和医疗保险。VIDACAIXA主营寿险，MM主营车险。 

【中资银行】中国在西班牙的金融机构有中国工商银行(欧洲)有限公
司马德里分行（本部位于马德里，下辖巴塞罗那分行）、中国建设银行巴
塞罗那分行、国家开发银行葡西工作组。联系方式如下： 

中国工商银行（欧洲）有限公司马德里分行 

地址：Paseo de Recoletos, 12, Madrid, España 

邮编：28001 

电话：0034-912168888 

传真：0034-912168866 

电邮：icbcspain@es.icbc.com.cn 

中国工商银行（欧洲）有限公司马德里分行下辖巴塞罗那分行 

地址：Avenida Diagonal, 605-5a P9, Barcelona, España 

邮编：08028 

电话：0034-935238888 

传真：0034-935238866 

电邮：icbcbcn@es.icbc.com.cn 

中国建设银行巴塞罗那分行 

地址：Avenida Diagonal, 640-5a planta D，Barcelona  

邮编：08017 

电话：0034-935225000 

电邮：reception.es@eu.ccb.com 

国家开发银行葡西工作组（常驻葡萄牙） 

电话：00351-932731914 

 

mailto:icbcbcn@es.icb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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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在西班牙瓦伦西亚集装箱码头 

4.2.4 融资渠道 

西班牙金融环境良好。外国企业在西班牙商业银行融资享受与当地企
业同等待遇。债务危机以来，金融环境有所收紧。银行贷款条件苛刻，对
中资企业贷款需中方企业或中资银行的全额担保，目前向西班牙本国银行
贷款极难。2020年，欧元区主要再融资利率和隔夜贷款利率分别为0%和
0.25%，隔夜存款利率为-0.50%。2020年，西10年期国债收益率均值为
0.385%。 

2011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欧洲）有限公司马德里分行正式开业，
成为在西第一家中资银行。十年来，工银欧洲马德里分行全力支持中资企
业拓展“两牙”市场，为十余家多家中资企业在西投资发展提供了“融资+融
智”的综合金融服务。同时，坚持本地化经营战略，为一大批西葡知名企
业提供优质金融服务支持，在本地公司金融市场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4.2.5 信用卡使用 

近年来，西班牙小额快贷发展迅速，中小企业获得贷款效率和可能性
有所提升。为规范相关市场，西班牙小额贷款协会（AEMIP）制定了相应
的申请和偿付小额贷款的规定，但总体而言仍缺少中央银行和政府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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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监管。 

西班牙商业活动中信用卡使用已经十分普遍，中国银联卡受理网络日
益完善，通过与当地主流银行合作，西班牙境内90%以上商户及ATM支持
银联卡消费、取款。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城市主要商业区基本实现银联卡
刷卡无障碍。持卡人在享受安全便利支付同时，还可在逾50家商场、餐饮、
品牌门店等各类型商户享受银联卡专属优惠。 

2017年7月，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宣布与支付宝达成协议，中国
游客在西班牙购物可直接使用支付宝。 

为方便旅西侨胞、留学生和中资机构人员以及访西中国游客申办领事
证件业务，自2019年4月24日起，中国驻西班牙使领馆开通支付宝和微信
支付渠道，以便相关人员领取证件时轻松缴纳领事规费。开通新的支付渠
道后，领事证件业务收费标准不变且仍以欧元计价，相关费用将按支付服
务商当日结算汇率换算为人民币后从账户中扣除。 

4.3 证券市场 

西班牙作为欧盟成员国，当地证券市场由西班牙国家证券委员会
（CMNV）和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ESMA)共同监管。 

西班牙主要证券市场由西班牙证券公司（BME）运营，旗下4家交易
所分别位于马德里、巴塞罗那、毕尔巴鄂和瓦伦西亚。除证券服务外，BME

还提供期货、期权、固定收益等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平台。最重要的指数为
IBEX35，由35家西班牙公司组成，包括盈迪德（Inditex）、桑坦德银行
（Santander）、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等多家企业。 

此外，西班牙也具有以多边交易系统形成的代替型二级市场。最常见
的有MAB（Mercado Alternativo Bursátil）另类或代替型股市，该市场主要
针对寻求扩张的中小企业、在扩张中的公司或是SICAV（开放式投资公
司）、SOCIMIs（房地产投资公司）、ECR（风险投资公司）和SIL（自由
投资公司）等。MARF (Mercado Alternativo de Renta Fija) 替代固定收益市
场于2013年推出，是主要针对机构投资者的市场，为他们提供通常不在股
票市场上市的中型公司的固定收益证券。 

4.4 要素成本 

4.4.1 水、电、气、油价格 

【水价】西班牙水价实行阶梯费率，以生活用水为例，2020年，马德
里自治区每2个月用量25立方米以下单价是0.2965欧元，用量在25立方米以
上50立方米以下，单价0.5486欧元；50立方米以上单价为1.3163欧元，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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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为用水旺季，水价还将上浮一定比例。工业和商业用水价格类似。 

【电价】西班牙是可再生能源大国，但有时受气候和度假因素影响，
风电和水电等可再生能源供应量走低，供电对天然气和煤炭依赖性不断提
高，增加了供电成本，导致电费价格不断增长。2020年，西班牙月均电价
63.64欧元，较2019年平均水平下跌近8欧元。据西班牙Facua消费者协会统
计，2020年规范价目项下一般用户平均电费支出763.68欧元，是近十年来
的最低水平。 

【气价】据西班牙石油产品战略储备公司（Cores）公布的数据，2020

年，西天然气进口量36.52万吉瓦时，同比下降12.7%；主要进口来源地是
阿尔及利亚、美国和尼日利亚。 

受国际油价和气温变化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天然气价格浮动不定。以
Iberdrola公司为例，2021年1月1日起费率为：年用量小于5000千瓦，单价
为0.06元/千瓦时；年用量5000至50000千瓦，单价为0.05欧元/千瓦时。 

【油价】西班牙99%以上燃油依靠进口。2020年，西班牙全年原油进
口量达5485.5万吨，同比下降17.3%；主要进口来源地是尼日利亚、墨西哥
和沙特阿拉伯。4月28日汽油均价1.49欧元/升，柴油均价1.28欧元/升。 

4.4.2 劳动力工薪及供需 

【劳动力价格】西班牙政府每年确定各职业的最低工资水平，不同职
级的最低工资通常在合同中协商。2021年，最低工资为950欧元/月，同比
持平，每年发14个月工资；如按每年发放12个月工资计算，西班牙最低工
资为1108欧元/月 

2020年四季度，西班牙月均劳动成本达2752.26欧元，同比下降0.1%；
工资成本2061.32欧元，同比下跌0.7%。据西班牙包容、社会保障与移民部
统计，2021年4月西班牙平均退休金为1186.87欧元/月，同比增长2.4%。 

【双边社保协定】2017年5月19日，中国与西班牙正式签署《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社会保障协定》，旨在维护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益，
解决双方投资企业和员工双重缴纳社会保险费问题，降低企业用工和投资
成本，促进两国经贸关系，便利人员往来。根据该协定，中国企业雇员派
西班牙工作期间，将免除该雇员以及相应企业在西班牙境内的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等强制社保缴费。西班牙人员和企业也将享受对等益处。 

4.4.3 土地及房屋价格 

2020年，西班牙新房和二手房均价1675欧元/平方米；其中，新建住房
均价2476欧元/平方米，同比增长0.9%。2021年3月，每月房租均价10.8欧
元/平方米，同比下滑3.8%。2021年一季度，新房和二手房均价1390欧元/



30 西班牙 

 

平方米，同比增长0.5%。 

4.4.4 建筑成本 

根据各自治区不同情况，建筑成本有所不同，无统一数据。 

表4-1：马德里自治区代表性建筑材料价格一览表 

建筑材料 价格 

河砂 22.00欧元／立方米 

砾石 17.40欧元／吨 

混凝土（II/B P 32,5 R） 124.87欧元／吨 

白水泥 190.08欧元／吨 

白石膏 65.25欧元／吨 

乳胶 1.21欧元／公斤 

聚乙烯泡沫 0.65欧元／平方米 

环氧树脂 11.42欧元／公斤 

钢杆（6mm） 1.11欧元／公斤 

镀锌钢管（e 1mm） 12.98欧元／米 

石膏板 2.82欧元／平方米 

聚氨酯泡沫 5.82欧元／公斤 

铝合金板材（1.5mm） 38.40欧元／平方米 

资料来源：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经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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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规政策 

5.1 贸易法规和政策 

5.1.1 贸易主管部门 

西班牙贸易管理职能归属工业贸易旅游部下属的贸易国务秘书处。西
班牙外贸投资促进局（ICEX）和各级商会负责具体组织和协调贸易促进工
作。这些机构是咨询和服务性的半官方及民间行业协会组织。 

贸易国务秘书处的主要职能包括： 

（1）作为国家归口管理部门，制定和执行农工产品进出口法规；制
定和执行有关贸易政策； 

（2）参与制定和修改欧盟共同海关税率； 

（3）参与制定和执行欧盟多双边贸易政策，推动、研究和制定与电
子商务相关的法规； 

（4）分析和跟踪欧盟与第三国的有关协定，采取措施促使第三国市
场向西班牙产品开放； 

（5）在世界贸易组织协调和代表西班牙利益，执行并就规范国际货
物、服务、投资、知识产权贸易等提出建议； 

（6）在经合组织协调和代表西班牙利益； 

（7）在欧盟就贸易保护措施提出建议； 

（8）检验和控制贸易产品的质量，在欧盟单一市场内评估并解决贸
易中的技术壁垒； 

（9）支持企业出口； 

（10）其他法律授予的与外贸相关的职能。 

5.1.2 贸易法规 

西班牙适用欧盟统一的海关规则。在欧盟单一市场，西班牙境内公司
可免税从欧盟其他国家进口货物。 

5.1.3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西班牙对外经贸政策由欧盟政策和本国政策两部分组成。其本国政策
是在欧盟法规范畴内制定的。主要包括： 

【政府优惠贷款】由混合贷款（政府贷款和出口信贷组成）、专项贷
款及赠款组成。接受国仅限于低收入国家，主要用于社会发展项目，并受
经合组织有关规定制约。目的是带动西班牙技术设备和服务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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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信用保险】政府根据经合组织承认的“官方支持的出口信贷准
则总协议”规定的条件，为本国出口商提供金融支持，即“逆向调整利率协
定”，该协定由官方信贷局（ICO）同商业银行签订。协定规定，商业银行
按固定利率向出口商提供远期贷款，如未来市场利率高于固定利率，则由
ICO向银行支付高出部分；如未来市场利率低于固定利率，则由银行向ICO

支付低出部分。 

【参加多边金融机构】西班牙是多家多边金融机构的成员。利用发展
援助基金，参与多边金融机构的共同融资活动，在发展中国家的工程承包
及咨询服务的招标活动中，为本国企业提供更多的中标机会，促进本国商
品和服务出口。 

【非关税措施管理】配额管理是西班牙主要非关税措施，实施欧盟共
同进口配额管理。 

【商品原产地规则】西班牙执行欧盟原产地规则。 

5.1.4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在技术卫生安全标准方面，西班牙执行欧盟共同标准。 

为防止有害动植物及某些具有传染性的病毒细菌进入西班牙，西班牙
严格执行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包括《欧盟关于植物进入欧盟的相关规定》
《欧盟关于动物进入欧盟的相关规定》等。 

5.1.5 海关管理规章制度 

作为欧盟成员国，西班牙对来自欧盟以外第三国进口的商品，实行欧
盟制定的统一海关规则和税率。 

每年10月底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下一年度关税税则。有关关税税率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TARIC, 网址： 

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dds2/taric/taric_consultation.jsp 

输入商品的海关编码即会显示有关关税税率以及其他相关信息，如关
税配额、数量限制、关税中止、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农业税、监管条件
等针对该产品的外贸政策措施。TARIC不包含增值税、消费税信息。 

欧盟成员国给予发展中国家单向的关税优惠政策，包括对非洲、加勒
比海和太平洋国家的协议关税和普惠制（GSP），以及在自由贸易区协议
框架下的互惠安排如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国家、墨西哥、智利、
南非。 

5.2 外国投资法规 

5.2.1 投资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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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外资管理职能归属工业贸易旅游部下属的贸易国务秘书处负
责。在2020年以前，外国投资者在西班牙进行直接投资只需向该部门申报
备案，手续仅用于行政统计，设立公司无需经其批准。受疫情影响，西班
牙政府于2020年第二季度开始出台了一系列的企业保护政策，主要对上市
公司或是重大投资项目及战略性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设置了限制，并需要
有关部门的提前审批。 

5.2.2 投资行业的规定 

【鼓励及限制行业】西班牙绝大多数行业均对外资开放，对外国投资
执行欧盟统一制定的政策。鼓励投资的领域有：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生
物科技及制药、可再生能源、环境保护、信息及通讯。 

来自欧盟成员国的投资除外，如航空运输、广播电视、战略性矿产及
矿产原材料、博彩业、电信、安保、武器与民用炸药的生产和销售、国防
活动等行业。另外，自2020年以后对投资西班牙上市公司持股超过一定比
例，或者投资金额较大的情况下也需要提前获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及审批。 

【鼓励措施】鼓励措施主要是为投资者提供优惠贷款，用于购置不动
产、创办公司、研究开发以及企业国际化等方面。某些投资鼓励措施主要
针对那些失业率高和工业落后的经济不发达地区。 

中央政府通过各部提供援助。各自治区则根据本地的经济情况，通过
不同的机构和部门制定相应的吸引外资的鼓励政策。以首都马德里为例，
由于其开放程度高，并设有新兴的工业园区，为此，鼓励外商在高新技术
产业、环保项目、轻工制造业投资，而限制外商在重工业和化工项目投资。 

5.2.3 投资方式的规定 

外国投资者可以直接或通过参股形式在西班牙投资。直接投资可分为
建立或不建立实体机构的投资。建立实体机构的投资方式主要有设立代表
处、分公司、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此外投资者还可通过
分销协议、代理合同、商业行纪、特许经营以及收购不动产等方式投资；
外国自然人可以在西班牙开展投资合作，具体规定视投资领域、投资方式
等有所不同。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S.L.）】由于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所需注册资金
少（3000欧元），因此成为外国投资者最常用的投资形式，但股东必须在
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时全部实额缴纳注册资金。 

【设立股份有限公司（S.A.）】为一种常见的投资形式，注册资金为6

万欧元，其中25%必须在公司成立时实额缴纳，其余75%应按公司章程规
定的期限缴纳。此外，股份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的主要区别在于，股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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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股权转让较灵活自由，公司资本可在资本市场公开募集，但是，公司
议事程序的要求与有限责任公司相比更为复杂和严格，对非货币出资要求
出具独立的专家验资报告。 

【设立分公司】开办分公司与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要求、手续相似。
但分公司并非独立的法人实体，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因此，法律对其
公司最低资本并无要求，总公司需对分公司的债务在总公司的注册资本范
围内承担责任。在税务层面上，分公司与独立的公司同样作为西班牙的纳
税居民，西班牙国内需缴纳的公司税并无二致。然而，分公司的利润可自
由汇往国外的总公司而无需在西班牙缴纳预提税；而独立公司的税后利润
分配汇回母公司时，一般需要根据汇入国与西班牙税务合作情况缴纳19%

或10%的预提税，将利润汇往位于欧盟国家的公司除外。 

【设立代表处】西班牙法律或法规中并不存在代表处或者代表办公室
的概念或相关规定。这一形式是外国投资者在西班牙进行营业活动的实践
成果。代表处不得从事实质性的经营活动，通常外国公司在作出设立公司
决定之前利用此方式从事市场调研和一般联络等辅助性业务。由于不参与
实际的经营活动，因此代表处的设立无需在公司登记处进行公司登记，只
需递交税务、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等方面所要求的文件。 

【合作与合资经营（Joint Venture）、参股公司或收购公司】合作与
合资经营是两个以上企业为完成共同的项目或实现共同的经济目的而进
行合作、共同承担风险的一种投资形式。参与合作的公司不进行合并操作，
一般通过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的形式实现合作，在投资项目资金
数额较大或者需要某方的专有技术时，利用该模式投资可以快速进入外国
市场，降低风险。参股公司可通过向目标公司增资或者股权转让进行投资。
收购公司主要有股权交易收购和资产买卖收购2种方式。前者是完全性收
购，通过成为目标公司的新股东实现对该公司所有债权债务的完全继承；
后者则为购买目标公司的所有或部分经营产业，投资者并不成为目标公司
的股东，而是针对性地实现对某些产业的所有权和控制。购买或转让有限
责任公司的股份时必须有公证员参与，公证文件的制作费用根据股权交易
价格按一定的比例计算；购买或转让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时，公证员不一
定必须参与股票交易。 

【房地产投资】购买不动产根据卖方是否为专门从事不动产买卖的公
司而征收增值税或财产转让税（为不相容的税种，只能征收其中一种）。
当投资总金额超过3005060.52欧元时，应向工业贸易旅游部进行事后申报。 
【并购】主要流程包括： 

（1）资格预选。卖方可准备一份销售说明书，该文件将列示公司的
实际状况、资产和负债等。该说明书让买方能够对公司实施有限的财务评
估，确定其真正的价值并按照公平的价格投标。在资格预选阶段，买方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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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有关卖方的机密信息进行评估，因此双方应签署保密协议。在该阶段，
双方可签署谅解备忘录。 

（2）尽职调查审核过程。买方借以对潜在标的在财务、法律、税务
及劳动力方面的状况进行审查。尽职调查的结果可让买方在收购协议的谈
判中获得有利地位。此外，该过程有助于确定收购协议的声明和担保范围。 
（3）收购协议。收购某公司（其股份或资产）时需要考虑的主要方

面包括：价格及付款条款，卖方的负债，声明和担保，卖方担保等。在某
些情况下，各方可签署收购协议，但交易（收购标的公司的所有权并支付
收购价格）可能在各方之前所同意的条件均已履行之后才完成（例如，政
府当局的授权或遵守收购协议中载列的具体责任）。 

采用非公开竞价方式收购的，可不经过资格预选程序。收购公司股份，
除签署收购协议外，通常还需签署股东协议。 

【其他投资方式】外国投资者还可通过与西班牙本地的自然人或法人
签订产品分销协议、代理协议、行纪协议和特许经营协议等开展经济活动。 

5.2.4 安全审查的规定 

【关于并购安全审查】当购买或兼并营业中的西班牙公司时，交易可
能会被合并管制部门要求接受审批，审批期间须暂停交易。2004年公布的
第139/2004号欧盟理事会条例《欧盟合并管理法规》规定，超过一定规模
的交易，交易双方有义务向欧委会书面报告。欧委会对具有欧盟规模的并
购行为拥有排它管辖权，西班牙合并管制法不适用于此类合并行为。 

如果合并没有达到欧盟合并管制的门槛，则可以适用西班牙合并管制
规定。根据此类规定，如果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则必须在执
行之前将交易通知西班牙竞争主管部门并由其授权：（1）市场份额：交
易产生的市场份额等于或更高超过西班牙任何相关市场的30％。然而，如
果上一财政年度西班牙目标营业额低于1000万欧元，并且交易产生的市场
份额低于50％，则不满足这个要求。（2）营业额：上一财政年度所有相
关企业（包括整个收购方集团）的西班牙营业额合计超过2.4亿欧元，但前
提是至少有2家相关企业的西班牙营业额各超过6000万欧元。 

【疫情以来的新规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西班牙政府通过了一
系列紧急措施，其中包括第8/2020号西班牙皇家法令（Real Decreto 8/2020，
（后续又经过第11/2020号皇家法令和第34/2020号皇家法令的纠正和扩
展））。该法令以2019年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通过的《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
查条例》为基础，中断了西班牙外商投资宽松的规制状态，要求外商投资
项目必须首先获得西班牙政府的行政审批，以避免投机者在新冠疫情期间
趁西班牙公司股权价值下跌伺机收购。该皇家法令虽然属于应急措施，但
是政府并没有规定其有效期限。原则上只要西班牙政府没有更改该规定，



36 西班牙 

 

该限制将一直存在。 

【其他规定】超过100万欧元以上的投资交易在交割之前需要在西班
牙政府相关部门申报，在获得批准后才可以继续投资，违反该规定可被叫
停项目和处以罚款。另外，如果交易会导致以下情况的发生，那投资者必
须要先申报获批： 

-投资者通过交易将持有西班牙公司10％及以上的股权，及/ 或投资者
获得该西班牙公司的控制权（前提是投资者为非欧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
居民；或投资者为欧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居民，但其最终实益所有权由
非欧盟/欧洲自由贸易区的居民持有。 

-至2021年6月30日止，即使投资者及其最终受益人均来自欧盟/EFTA

成员国，但当（1）目标公司为上市公司，或者（2）目标公司虽非上市公
司但投资额超过5亿欧元时，也需要经过西政府客观审查。 

5.2.5 基础设施PPP模式的规定 

【基本要求】外国自然人或法人可以在西班牙获得公共合同，只要该
合同符合西班牙法律规定的所有技术、财务和专业要求，即可验证投标人
的偿付能力。被授予项目方有权签署受西班牙公共采购法监管的不同类型
的协议之一（工程协议，供应协议，服务协议和特许协议-工程和服务）。 
【所需文件】除上述要求外，非欧盟公司还必须提供以下文件：（1）

西班牙外交机构或公司地址所在地区的领事馆签发的证明/报告，证明非欧
盟公司具有履行合同的全部能力；（2）证明西班牙公司也有权以类似的
方式参加在非欧盟公司原申请国进行的公共采购投标的报告。最后一份报
告必须由相应的西班牙经济贸易办事处准备，并且必须包含在投标书中提
交的文件中（该报告对于世界贸易组织遵循统一监管合同投标的政府采购
协议成员国的非欧盟公司不是强制性的）。 

非欧盟公司也可以通过与国内公司的合资企业参与投标，因此，为了
验证其能力和偿付能力，非欧盟公司还应提供上述文件。 

此外，非欧盟公司的竞标者可能会被要求在西班牙设立分支机构，任
命具有代理权的运营代理人/一个或多个代表，并在西班牙工商注册局
（Registro Mercantil）中注册。 

【合作模式】当前，西班牙基础设施项目的公共和私人合作模式通常
通过特许经营合同来阐明。它主要包括：设计-建设-融资-维护-操作，设计
-建设-融资-维护，设计-建设-融资，设计-建设-维护等。 

尽管在公开招标过程中对国籍没有限制（如果满足上述能力和偿付能
力要求），但由于西班牙公司在基础设施市场上的领先地位，本土公司在
信誉方面的成熟度和优势和技术以及经验，一些法规对西班牙国家公司更
为有利。因此，非欧盟公司直接参与公共项目的机会非常有限且难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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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公司通常是通过来自不同国家的基金（养老基金、主权基金、基
础设施基金等）参股或参与项目。 

5.3 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5.3.1 数字基础设施情况 

西班牙数字基础设施在欧盟处于领先地位，目前已经实现了4G网络的
全国覆盖。2018年，西班牙政府完成了5G C-Band（B43）频谱拍卖，各运
营商也启动了5G部署。目前，西班牙已实现93%的全国光纤网络覆盖，具
备提供从100Mbps到600Mbps的家庭宽带覆盖能力；家庭主流的宽带套餐
为300Mbps；西班牙光纤网络全面开放，主流的光纤建设运营商为
Telefonica、Orange、Masmovil等，其他中小ISP可以通过租赁光纤的方式，
实现为最终用户提供差异化的宽带服务。得益于西班牙在其中央公共行政
部门及时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西班牙在欧盟数字公共服务方面位居第
二。 

5.3.2 数字经济发展情况 

西班牙数字经济协会（Adigital）发布的《2020西班牙数字经济报告》
指出，目前，西班牙数字经济贡献总和接近GDP的19%, 其中直接贡献与
间接贡献大约各占9%，此比例高于大多数国家，但是相对于数字化大国如
美国、中国却相距甚远。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西班牙社会生产、
消费方式加速转型，其中转变最明显的为消费逐渐向线上倾斜，金融数字
化领域相关客户大幅增加，社会数字化进程加快及市场各角色数字鸿沟缩
小。 

5.3.3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基础网络能力规划方面，西班牙政府的目标是在2021年完成700MHz

频谱拍卖，以及C-Band（B42/B43）频谱重整，并鼓励运营商进行5G网络
部署和业务发展。西班牙运营商会在未来几年内进行5G网络的规模改造部
署，实现5G全国覆盖和业务开展。另外，西班牙计划在2025年实现全国
100% FTTH覆盖（全国提供100Mbps 100%覆盖），并且实现传统铜线xDSL

业务全面退网；预计到2023-2024年西班牙将会进入10GPON阶段，届时西
班牙运营商将会提供大于1G的家庭宽带业务。 

5.3.4 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2020年7月23日，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刺激下，政府加速出台了“西

https://portal.mineco.gob.es/ca-es/ministerio/estrategias/Pagines/00_Espana_Digital_202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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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数字2025战略”。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在发布仪式上表示：“21世纪的经
济领导地位与数字转型密切相关，数字化是国家经济复苏的基础战略支
柱。” “西班牙数字2025战略”旨在重启经济增长、提高生产力、推动就业
并促进西班牙企业发展，开拓外国市场。 

遵循欧洲委员会提出的数字政策，该战略包括多个结构性改革的设
想，共有50个衡量维度，包括以下10个战略目标： 

（1） 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数字互联互通。确保百兆宽带普及率达100%

（目前为89%）。 

（2）继续引领欧洲的5G部署。到2025年，无线电频谱上所有波段均
可部署5G（目前只有30%的波段可供部署）。 

（3）公民数字化基本技能赋能。到2025年，80%的西班牙人口需要具
备基本数字技能，且半数以上应为女性。 

（4）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和数据专家的增加。希望到2025年，西班
牙能够获得2万名网络安全新生专家力量。 

（5）推进公共行政服务电子化。努力实现到2025年50%的公共服务能
够在移动应用程序上获取。 

（6）加速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和初创公司。预
计到2025年25%的中小企业营业额来自电子商务。 

（7）数字化手段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在农业食品、旅游、医疗和能
源等关键经济部门推行现代化和数字化。实现未来5年二氧化碳最低减排
10%。 

（8）将西班牙视听产业打造为欧洲商业、劳动力市场和投资发展中
心。目标是到2025年视听产量提高30%，西班牙成为区域视听产业发展中
心。 

（9）利用人工智能推动西班牙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同时做好数字
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工作。目标是到2025年，至少有25%的企业使用人工
智能和大数据。 

（10）国家数字权利宪章的制定，捍卫人民在数字时代的权利。 

5.3.5 中国与西班牙开展数字经济投资合作情况 

目前，华为和中兴在西班牙开展相关业务。面向电信运营商和企业客
户提供技术与产品解决方案，为西班牙居民、企业和各类机构提供语音、
数据、多媒体、宽带等服务。 

速卖通AliExpress从2014年起开通了西班牙分站，目前，西班牙已成
为速卖通排名前三的海外市场，已成为西班牙主要的在线销售平台之一，
与西班牙Correo达成合作解决最后一公里物流问题。速卖通在马德里郊区
购物中心还开设了第一家实体店。通过速卖通，向西班牙展示了中国人脸

https://portal.mineco.gob.es/ca-es/ministerio/estrategias/Pagines/00_Espana_Digital_202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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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支付方式、菜鸟物流、天猫平台、盒马鲜生等业务，将中国的购物体
验带到西班牙并促进西班牙中小商家数字化发展。 

5.4 绿色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5.4.1 绿色经济发展情况 

西班牙在绿色经济领域非常重视可再生能源部门和可持续发电技术
的潜力。西班牙是世界上生物圈保护区数量第二多的国家，拥有卓越的生
物多样性。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大量使用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并且已
经提供了更具生态效率的解决方案，例如智慧城市。 

5.4.2 绿色经济发展规划 

西班牙部长理事会应生态转型和人口挑战部的提议，同意将《欧洲国
家综合能源和气候计划2021-2030》（PNIEC）提交给欧洲委员会。PNIEC

的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将温室气体（GHG）排放量减少23％。这项努力与
到2030年在欧洲提出的计划以及《巴黎协定》是一致的。具体内容请见： 

https//www.miteco.gob.es/images/es/pnieccompleto_tcm30-508410.pdf 

5.4.3 绿色经济相关的政策和法规 

2019年2月，西班牙政府公布《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法（草案）》，
其中2030年的主要目标包括：温室气体排放较1990年至少减少20%，可再
生能源发电占总发电量的70%，确保可再生能源在最终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至少达35%等。《草案》设定了可再生能源的年度装机容量目标，每年可
再生能源拍卖将至少达3000兆瓦。《草案》规定，人口超过5万的市镇和
各岛屿不得晚于2023年建立低排放区。 

西班牙《2019-2021年政府战略补贴计划》中也有提高生态转型部公共
补贴管理透明度的原则。相关的战略计划请访问：   

https://www.miteco.gob.es/es/ministerio/planes-estrategias/plan-estrategic

o-subvenciones-2019-2021/default.aspx 

此外，根据一项旨在恢复西班牙经济，使其转型和恢复活力的全国性
计划-España Puede计划，西班牙将到2023年执行720亿欧元的欧洲资金。
该计划的四项准则之一即为绿色经济。有关信息请访问： 

https://www.lamoncloa.gob.es/presidente/actividades/Paginas/2020/espan

a-puede.aspx 

5.4.4 中国与西班牙开展绿色投资情况 

https://www.miteco.gob.es/es/ministerio/planes-estrategias/plan-estrategico-subvenciones-2019-2021/default.aspx
https://www.miteco.gob.es/es/ministerio/planes-estrategias/plan-estrategico-subvenciones-2019-2021/default.aspx
https://www.lamoncloa.gob.es/presidente/actividades/Paginas/2020/espana-puede.aspx
https://www.lamoncloa.gob.es/presidente/actividades/Paginas/2020/espana-pued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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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峡集团于2021年1月完成了西班牙57.20万千瓦Daylight光伏项
目并购交割。 

5.5 企业税收 

5.5.1 税收体系和制度 

西班牙税收体系主要分3级，即国家级、自治区级和地方级，税费主
要用于支持公共服务和公共建设。 

通常，税收由国家统一征收，中央政府以财政划拨的方式按照一定比
例向自治区政府和地方政府转移税收资金。巴斯克自治区和纳瓦拉自治区
拥有自己独特的税收体制。 

5.5.2 主要税赋和税率 

【主要税种】 

（1）企业所得税（适用于西班牙公司的直接税）； 

（2）个人所得税（适用于西班牙居民的直接税）； 

（3）非居民所得税（适用于在西班牙获得的潜在收入的非西班牙个
人和实体的直接税）； 

（4）增值税（在西班牙境内适用的间接税-加纳利群岛，休达和梅利
利亚除外，它们都应用各自的间接税）； 

（5）转让税（适用于自治区级）； 

（6）资本税（适用于自治区级）； 

（7）印花税（适用于自治区级）； 

（8）遗产税和赠与税（适用于自治区级）； 

（9）净财富税（适用于个人，不适用于公司）； 

（10）消费税； 

（11）房地产税（市政税）； 

（12）经济活动税（市政税）。 

【公司所得税】 

是适用于西班牙居民公司的直接税。如果一家公司是根据西班牙法律
注册成立的，其合法所在地位于西班牙，或者其有效管理地位于西班牙，
则该公司被视为西班牙居民。西班牙的企业所得税是针对全球业务收入征
收的。资本收益也是该收入的一部分。在给定的会计年度中获得的税收损
失可以在以下财政年度结转（但有一定的限制）。 

西班牙的公司税率如下： 

（1）一般税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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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事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公司30%； 

（3）前两年新成立公司15％ (不适用于既有集团在西班牙成立的新公
司）； 

（4）非营利实体10％； 

（5）集体投资机构1％。 

【个人所得税】 

是适用于西班牙个人居民的直接税。通常来说，在符合这些条件下个
人被视为西班牙税收居民： 

（1）在任何日历年中，在西班牙停留超过183天（个人居留测试）；
或者（2）他的切身利益中心，即他的经济利益、商业或专业活动在西班
牙（经济居留测试）。 

西班牙个人居民应就其全球收入缴纳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法》将应
税收入分为两部分：一般收入应税基数和储蓄税基数。 

一般收入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按以下方式累进： 

表5-1: 个人所得税税率 

一般收入税基 (欧元) 低区间部分需支付税费 (欧元) 税率 (%) 

不超过12,450的部分 0.00 19 

超过12,450至20,200的部分 2,365.50 24 

超过20,200至35,200的部分 4,225.50 30 

超过35,200至60,000的部分 8,725.50 37 

超过60,000至300,000的部分 17,901.50 45 

超过300,000的部分 125,901.50 47 

资料来源：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经商处 

储蓄收入（例如股息和资本利得）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按以下方式累进： 

表5-2: 储蓄收入税 

储蓄收入税基 (欧元) 税率 (%) 

不超过6,000的部分 19 

超过6,000至50,000的部分 21 

超过50,000至200,000的部分 23 

超过200,000的部分 26 

资料来源：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经商处整理 

个人的纳税期间为日历年（即1月1日至12月31日）。个人必须提交纳
税申报表，于次年6月30日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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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的预扣税义务：西班牙居民从就业、自谋职业、动产所得收入
和居民个人所得的资本收益中获得的收入，可能需要缴纳预提所得税，由
纳税人支付。预扣税款被视为预付款，并记入纳税人的最终税款贷方。包
括养老金在内的就业收入应按照年度所得税所采用的一般累进税率缴纳
预提税，并且应考虑纳税人的个人和家庭情况。自雇专业人士的收入通常
需缴纳15％的预提税。来自动产的收入（主要是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
费）通常要缴纳19％的预提税。  

【非居民所得税】 

非居民所得税是直接税，适用于：位于西班牙的非居民实体的常设机
构（例如外国实体的西班牙分支机构）；非西班牙居民实体；非西班牙居
民。 

适用于设立永久非居民实体的规则与西班牙公司有关企业所得税的
规则相同。对于未成立的实体和非西班牙居民个人，适用的规则如下： 

 （1）他们仅对来自西班牙的收入负责。 

 （2）适用的税率取决于西班牙与非居民实体居住国之间的《避免双
重征税协定》。 

 为了能有效应用《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受益人应持有一份税收证
明，证明其在《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规定下在该国（如中国）的税收居
住是正当的。 

（3）对于中国，根据2021年5月正式生效的《西班牙-中国避免双重征
税协定》，税率是： 

股息：一般为10％；如果股息接收者在至少一年中持有西班牙实体至
少25％的股份，则为5％；如果是由中国政府或中国政府全资拥有的某些
实体获得的股息，则为0％。 

一般资本收益（不是由于出售股票或房地产而产生）：0％。 

出售西班牙实体的股份所产生的资本收益：如果该实体持有西班牙实
体至少25％的股份，则为19％（基于集团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股
份出售涉及上市实体且所出售股份的百分比不高于3％，则税率为0％。如
果交易价值的50％以上是由位于西班牙的房地产资产（直接或间接属于所
持实体资产的一部分），则为19％。经商业务活动中使用的房地产资产不
按此50％的比例考虑。 

对于所有其他情况，为0％。 

直接出售西班牙房地产产生的资本收益：19％。 

利息：一般为10％。 

【增值税】 

西班牙增值税责任范围包括：个人创业者或企业在其经营范围内提供
应税商品或服务；欧盟共同体内的货物采购；以及征收范围内任何人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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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税货物。目前的增值税一般税率为21％，某些商品和服务适用10％和
4％的特别税率。 

【转让税】 

一般转让税：对财产和权利（不包括物权），动产和牲畜以及给予任
何行政特许权权利的转让，征收4％的转让税。各自治区有权设定其他税
率。 

房地产转让税：对第二次及其后的不动产及其权利的转让，除担保外，
一般按6％（在大多数自治区为7％）的一般税率征收转让税。该税收由财
产权收购方支付。如果交易需要缴纳增值税，则不收取转让税：一般而言，
如果卖方是从事房地产交易的公司或开发商，则第一笔交易应缴纳增值
税，但第二笔或后续的交易应免征增值税，因此需缴纳房地产转让税，该
费用是一项费用（不可抵扣）。但是，如果满足某些条件，则可以申请免
征增值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申请免除豁免，增值税可能是可收回的。 

处置股份的转让税：股份或其他证券的转让通常无需缴纳任何转让
税。但是，如果转让导致获得对一家非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该非上市公司
的资产中有50％或以上由位于西班牙的不动产组成，则该交易应缴纳转让
税。因此，一般而言，西班牙子公司股权转让所支付的价格免征增值税，
财产转让税和印花税。但是，这种豁免不适用于那些拥有超过50％的不动
产构成资产的公司。应该逐案评估此问题，以检查是否满足要求。 

【资本税】 

仅对股本削减，清算和公司迁移到西班牙征收资本税。税率按已缴纳
/已退还资产的价值的1％征收。 

【印花税】 

对在西班牙正式成立或在西班牙具有任何法律或经济影响（例如公证
书、汇票或其替代品）、可转让的存款证明、凭证或权证、 零利率本票、 
债券或债务索偿, 以及一些行政文件等征收印花税。税率在0.5％到2.5％之
间，具体由各自治区决定。印花税可以与增值税同时征收。但是，如果交
易要缴纳资本税，则不征收印花税。 

【遗产税和赠与税】 

当西班牙人是国内和国外财产的继承人、受益人和接收人时，必须支
付遗产税和赠与税。自治区没有其他特殊规定的，适用国家税率。此外，
相关法律还规定减少和免除继承和赠与。由于该税是一种自治区征的税，
因此每个自治地区都有不同的规定。一些自治区（马德里，卡斯蒂利亚-

莱昂等）对子女的父母财产继承减税99％，几乎是免税的。 

【净财富税】 

当个人财富超过700,000欧元（主要居住房产除外）时，他们必须申报
并按0.2％-2.5％的税率支付。此外，2012年10月，西班牙政府颁布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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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项新法令，规定西班牙居民必须申报在西班牙境外获得的财富，包括
银行账户、房地产、股票和债券。但是，马德里自治区保持了对财产税的
减税（税率的100％，实际免税）。 

【消费税】 

西班牙对在西班牙制造和进口含酒精的饮料和产品以及碳氢化合物
和人造烟草产品征收消费税。消费税包括：（普通）生产消费税（特殊制
造税，简称IEF）和某些运输方式的消费税（特殊运输工具税，IEMT）。
特殊制造税按照总金额税率计算。 

【房地产税】 

市政每年对拥有不动产的纳税人征收此税。这是公司和个人所得税的
可扣减费用，应税基数是地籍价值。该价值每8年根据房地产的市场价值
（包括土地和建筑物的价值）进行调整。一般税率是城市财产的0.4％和农
村财产为0.3％。各市政府根据情况也可能采用更高的税率。 

【经济活动税】 

经济活动税是每年对西班牙境内进行的任何商业活动征收的市政税。
税基是根据几个因素确定的，例如经济活动的类型、进行的范围以及房地
产资产的地籍价值。如果满足某些要求，在西班牙开始经营活动的纳税人
可以申请免税两年。西班牙法律规定某些情况下免征商业活动税。例如：
个人免征此税、营业额低于100万欧元的公司免征此税或新成立的公司在
经营活动的头两年免征此税。 

5.6 特别经济区域规定 

西班牙设有5个保税区和80余个高新技术园。 

【保税区】分设在巴塞罗那、加的斯、比戈、拉斯帕尔马斯和圣克鲁
斯5个城市。保税区内允许进行的业务包括：商品整理、包装、拼配、加
工、样品展览、宣传、贴标签、推销、拍卖等。非禁止进口的外国货物可
免关税进入（只能留在区内或转运、或再出口。但如果货物运出保税区而
进入西班牙境内销售或消费，则需缴税）。在保税区内设立的公司，不享
受特殊优惠，照常纳税。 

【高新技术园】主要领域有：信息科学和电信、工程和咨询、医药、
能源和环保等。各个工业园区都有便利的交通、先进的通讯设施，并设有
多功能厅、企业中心楼，功能相当于企业孵化器，帮助企业筹建和进行研
究开发工作，为入园企业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不同形式的帮助。 

西班牙主要高新技术园有：马德里工业技术园、巴塞罗那（瓦莱斯）
工业技术园、巴斯克自治区工业技术园、安达卢西亚工业技术园、加利西
亚工业技术园、瓦伦西亚工业技术园、巴利亚多利德工业技术园和塞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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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工业技术园。 

5.7 劳动就业法规 

5.7.1 劳工（动）法核心内容 

【合同类型】劳动合同可以是不定期的也可以是定期的。不定期合同
需要说明临时雇佣的原因。 

一般情况下，西班牙劳动合同的期限原则上应为无固定期限。签订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临时合同）必须符合劳动法律规定情形，并且一旦不满
足这些法定情形或者已达到法律允许的最长期限，必须转为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总体而言，相对于固定期限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有关休
假和不当解雇赔偿等方面为劳动者提供更有力的保护。 

表5-3：西班牙可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主要法律情形 

名称 内容 期限 备注 

特定服务或

工程合同 

公司业务

范围内自

主进行的

工作与业

务 

根据项目实施的时间而

定，但同一岗位工种的工

作期限最长3年，在国家

行业集体协议允许的情

况下最多可再延长12个

月。 

如果临时劳动者在30个月

内，通过2个或3个合同在同

一公司或者同一集团不同公

司内工作，不论是否相同岗

位，累计达到24个月，则自

动取得固定（不定期限合同）

劳动者的身份，用人单位需

在10日内给予该劳动者其转

为固定工身份的通知。 

因生产情况

而定的临时

合同 

应对市场

情况，工

作累积或

订货增加 

在12个月周期内最长6个

月（如周期为18个月，最

长可增为12个月）。 

合同必须准确说明原因和持

续时间。因多个临时合同而

自动转成固定合同的条件同

上。 

临时替代合

同 

临时替换

员工 

至所替换的员工上岗或

特定的替换期结束。 

合同必须列有被替换员工的

名字和替换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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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合同 

雇用大学

或中高级

职业教育

毕业生 

最短6个月（可延长2次），

最长2年。 

从对应学位完成之后5年（残

疾劳动者则为7年）内可签订

实习合同。实习第一年和第

二年的工资分别不得低于行

业集体协议最低工资的60%

和75%。 

培训合同 

为胜任特

定工作岗

位而进行

必要的理

论和实践

培训 

最短时间为1年，最长为3

年（在行业集体协议下可

以将最短时间缩短为6个

月）。 

针对16-25岁之间尚无资格

履行实习合同的员工。 

资料来源：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经商处整理 

【试用期】允许设定试用期，但对有职称的技术人员的试用期不能超
过6个月，其他情况不能超过2个月。少于25人的企业，对其非技术员工的
试用期不能超过3个月。 

【工作时间】按年度时间表计算，每周工作时间最多为40个小时。工
作时间的长度应写入集体合同或个人劳动合同。每周至少要有1天半的休
息时间，每年至少要有30个自然日的假期，以及中央政府、自治区或市政
当局确定的节假日。员工有权在以下情况带薪请假：结婚、参加工会活动、
履行公共或个人不可推卸的义务、哺乳期、生孩子、日常搬家、事故或重
大疾病等。一年带薪加班时间不得超过80小时。 

根据8/2019号皇家法令，企业实施强制登记工作时间规定，公司必须
如实记录员工每日开始和结束工作的时间，明确记录并区分工作时间和加
班时间，否则公司将面临超过6000欧元的高额罚款。法律要求企业保存记
录的时间为4年，且时间表可对外公开，可提供给员工、工会和劳动监察
部门。 

【工资】政府每年确定各职业的最低工资水平。不同职级的最低工资
通常在合同中协商。每年发14个月工资。2020年2月，西班牙政府将原有
最低工资提高5.5%，从900欧元/月变更为950欧元/月。此外，2021年4月14

日西班牙第902/2020号有关于男女同工同酬皇家法令正式生效，该法令主
要目的为制定具体措施，落实男女在薪酬方面的平等待遇和不受歧视的权
利并规定所有企业都有义务对全体员工进行薪酬登记。 

【高级管理人员的聘用】鉴于高级管理人员特殊的劳动关系，有其单
独的规定，对其合同关系的确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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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可不需要理由就被辞退，但至少要提前3个月通知。在
这种情况下，高级管理人员有权要求得到补偿。在劳动合同没有不同规定
的情况下，补偿的标准是按工龄，每年补偿7天的工资额。最高的补偿限
额是6个月的工资。同样，高级管理人员也可在至少提前3个月通知的情况
下自由解除合同。 

【收购企业】如一企业被收购，买方和卖方在之后3年必须共同对转
让前生成的劳动合同负责。新业主获得卖方业主劳动合同以及社会保险方
面的权利与义务（持续时间可达4年），包括对退休金的承诺以及卖方在
社保方面承担的所有其他义务。需注意，前述均以资产收购为前提，如果
收购的方式是以股权收购为主，则卖方无需共同承担劳务责任。所以承担
劳动合同责任与否仍需看具体的收购方式。 

【社会保险】在西班牙居住和/或履行公职的所有企业家、员工、自由
职业者、生产合作社成员、家政雇员、军人和公务员都必须向西班牙社会
保险系统缴纳保险金。 

西班牙社保分为2个体系：一个是一般社保体系，包括所有雇员以及
特殊处理的情况，如艺术家、职业足球运动员、销售代表、铁路工人及斗
牛士；另一个是特殊社保体系，包括农民、海员、自由职业者、公务员（包
括军人）、家政雇员、煤矿工人、学生。社保金部分由企业主缴纳，部分
由员工缴纳，份额取决于员工职级。当雇员从事的工作有患职业病和发生
事故的可能，企业主缴纳的保险总额要增加，数额取决于员工工作岗位的
危险程度。2019年，西班牙社保财政赤字167.93亿欧元，同比下降11.6%，
占GDP比重达1.34%，平均每名参保员工负担赤字额约865欧元。截至2021

年4月，西班牙参加社保人数逾1901.9万人。 

【竞业禁止】就技术雇员而言，竞业禁止协议的期限不得超过2年。
就其他雇员而言，期限不得超过6个月。根据《工人法》，在劳动合同终
止后必须就竞业禁止事宜“充分”地向相关雇员支付报酬。尽管法律未具体
说明何为适当方式，但是西班牙判例法表明，至关重要的是要考虑每个案
件的具体情况，例如，协议的期限和范围以及雇员重新就业的难度等。一
般而言，在竞业禁止协议的生效期间，向相关雇员支付的报酬不得低于其
在继续为公司工作的情况下所获得工资的50%-60%。 

5.7.2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规定 

西班牙关于外国人就业的规定，对欧盟成员国国民和非欧盟成员国公
民有所不同。 

【欧盟成员国公民】 

欧盟内的外国人，即欧盟其他成员国国民和瑞士公民作为雇主和雇员
不需要工作许可，可以享受西班牙国民待遇。这个群体内的外国人及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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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家属成员可以在西班牙居住，而不需要居留证，仅需持有效身份证或
护照。 

【非欧盟成员国公民】 

非欧盟成员国的外国人在西班牙工作和居住，必须有居留证和特别工
作签证，初始有效期为1年。拟雇用非欧盟成员国国民的雇主必须事先得
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批准。没有工作许可不会导致关于保护外国劳工权
益的劳动合同失效，也不应成为其获得相关福利的障碍。 

根据工作性质及其时间长短有不同类型的工作许可。如一外国居民通
过更新其工作和居留许可（雇主或雇员），在西班牙连续合法居住5年，
就可获得永久居留许可。一旦获得这种许可，该员工就应申请5年一换的
外国人身份证。 

【外国人赴西班牙工作的步骤】 

通过西班牙就业局初步了解全国就业形势及缺编较多的工作；企业向
主管机构提出工作许可申请；由政府主管机构通知企业给予许可；外国员
工在企业接到许可通知后的1个月内，到其合法居住所在国的西班牙领事
馆申请签证。人员入境后，企业应尽快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最晚在其入境
后1个月内），外国员工应申请其居留证（最晚在其入境后1个月内）。 

为保障本国人的就业，政府大幅削减外籍劳工配额。此外，中国投资
者如派员工（特别是一般工人）到西班牙工作，申请工作签证和工作居留
许可所需时间较长，移民局要求就业办公室出具该职位在西班牙无法招聘
的证明，限制极严，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根据西班牙包容、社保与移民部
公布的数据，2020年3月，西班牙社保外籍平均参保人数近207.4万人，其
中，近129.4万劳动者来自非欧盟国家，逾78万来自欧盟国家。外籍劳动者
主要来自罗马尼亚、摩洛哥、意大利、中国、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英国、
委内瑞拉、保加利亚和葡萄牙等国家。 

近年来，西班牙国内就业市场低迷、工资待遇低下，导致本国大量优
秀青年前往海外求学就业。2020年3月，西班牙国家公共就业服务局（SEPE）
登记失业人数环比增加30.2万人，失业总人口增至354.8万人。全球知名人
力资源服务解决方案供应商任仕达集团表示，西班牙企业对从事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等领域研究人员的需求缺口每年高达15万人，与此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相关专业学生占总数比重仅为7%。相关研究机构表示，上述
岗位供求缺口意味着企业需求和劳动市场职业供给之间不匹配现象进一
步加剧。 

5.8 外国企业在西班牙获得土地/林地的规定 

5.8.1 土地法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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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西班牙民法典的规定，公共道路、河流、港口、广场、公共桥梁、
海滩、海湾等具有公共使用目的的土地为国家集体所有的财产，除此之外
的土地均可为私人所有。 

私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包括地表和地下部分，并且在不妨碍他人或公共
地役权的基础上，土地所有人可在土地之上进行工程建筑。在西班牙，私
人所有的土地或不动产为完整的财产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
所有权能。土地所有权没有年限限制，除非相关部门因公征用并进行相应
赔偿，否则，不得剥夺其私有财产的所有权。 

如果同一建筑之内有多个单元房和业主，则业主不仅拥有其单元房内
独立的权利、还拥有建筑公共部分以及建筑之下的土地的共同所有权，建
筑内和土地等业主共同所有部分的份额可由所有业主根据各自独立拥有
的平面建筑所有权的面积、高度等协商。转让建筑内的某套单元房时，其
附属对应的公共部分的份额也应不可分割地一并转让。当建筑倒塌时，业
主拥有的平面建筑所有权消失，但仍拥有建筑物下方土地对应份额的所有
权。 

5.8.2 外资企业获得土地的规定 

外国企业或个人可在西班牙自由购买、转让土地或不动产并取得完整
的所有权，西班牙法律对此不作实质性的特殊规定。 

外国投资者购买西班牙土地的程序与西班牙籍企业或个人相同，一般
手续为： 

（1）对购买土地或不动产的合同进行公证； 

（2）缴纳财产转让税、增值税以及印花税。如果房产卖方并非专门
进行房地产买卖的公司，则买方必须缴纳财产转让税，不动产转让税的税
率取决于不动产所在自治区，大多数自治区采用7-9%的税率。如果卖方是
专业从事不动产交易的公司或开发商，则买方必须根据下面两种情况缴纳
税款：如果转让属可建造建筑物的土地，必须缴纳增值税和印花税；如属
不可建造建筑物的土地，则缴纳增值税或不动产转让税（二者不可兼容，
只有在买方为进行不动产买卖并且可获得增值税退税的专业公司、而卖方
放弃豁免增值税权利的情况下可征收增值税）； 

（3）完成上述手续后，买方应及时到房地产登记处登记，以确保其
所有权得到充分保护； 

（4）当外国投资者购买房地产总金额超过3005060.52欧元或者购房款
项来自避税天堂（无论金额多少），在转让日期后的30天内必须向西班牙
工业贸易和旅游部外商投资登记处进行申报。 

（5）外国企业或个人需申请西班牙税号或外国人身份证号，以便缴
纳各项税款及登记不动产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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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的规定 

【外资参与证券交易的基本规定】 

西班牙664/1999号法律（《关于外资证券市场投资法》）对除注册地
为非西班牙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市场交易明确基本框架，此后876/2001号
法律对该法进行更新，明确建立适用于外国投资申报和清算的程序，以及
提交年度报告和授权文件的程序。该法律给予外资公司可自由参与当地证
券交易的权利，但需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资申请以及报备。 

当投资项目/上市企业涉及公共权力、秩序、卫生、安全相关行业，军
事国防相关行业，以及航空运输、无线电、战略原材料及矿物资源、媒体、
游戏及电信等敏感行业时，需向政府及/或监管机构申请额外行政许可审
批。 

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为了防止投机者在疫情期间趁西班牙公
司股权价值下跌伺机收购，西政府颁布了8/2020法令。该法令明确，非欧
盟及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成员在以下行业通过间接或直接方式获得公司
股本的10%或公司管理/控制权时需向政府申请行政许可：  

（1）实体或虚拟的关键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运输、水、卫生、通
信、媒体、数据处理或存储、航空航天、国防、选举或金融基础设施和敏
感设施）以及使用该等基础设施所需的关键土地和财产。 

（2）关键技术和军民两用产品，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半导
体、网络安全、航空航天、国防、能源存储、量子和核技术、以及纳米技
术和生物技术。 

（3）基本用品（特别是能源）供应。 

（4）能够获得敏感信息、个人数据（尤其是获得对敏感信息、个人
数据的控制）的领域。 

（5）通信媒体。 

目前外资可通过西班牙以下几类证券交易服务公司进行证券投资活
动：股票证券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为200万欧元）、股票代理公司（参与
二级资本市场的公司最低注册资本要求为50万欧元）、证券投资管理公司
（最低注册资本为10万欧元）以及金融顾问公司。  

【设立证券公司的主要条件】 

证券交易服务公司适用的法律为《股票市场法》和《皇家法令
276/1989》，需由西班牙股票市场管理委员会提起并经经济税务部审理批
准；需符合以下7项条件： 

（1）公司形式为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要一次到位； 

（3）符合最低注册资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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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营业范围需局限于《股票市场法》之内； 

（5）公司董事会不少于3人，其总经理或负责人需有充分的管理企业
经验和职业道德； 

（6）董事局大部分成员需具有股票市场的知识和经验，另外总经理
不能有伪造文件的犯罪记录或破产记录； 

（7）允诺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来支持公司的正当运转。 

另外，此类公司将共同提供担保金，为交易所产生的风险进行担保，
可以通过现金担保、银行担保或其他任何金融担保方式担保，政府也为每
位投资者提供上限为10万欧元的担保。 

在西班牙国家证券市场委员会的官方网站（www.cnmv.es）上，可以
查到官方许可的此类证券公司的资料，同时为了防止投资者遭受证券公司
诈骗，也列举了一些非法证券投资公司的名单。 

5.10 环境保护法规 

5.10.1 环保管理部门 

西班牙能源转型与人口挑战部负责政府关于能源、环境和水务政策的
建议和实施，以向更加生态化的生产和社会模式转型。 

地址：Plaza San Juan de la Cruz s/n, 28071 Madrid  

电话：0034-91597657 

网址：www.miteco.gob.es/es 

5.10.2 主要环保法律法规 

除本国法规外，西班牙同时执行欧盟的相关法规。 

【西班牙与环保相关法规】 

（1）1986年6月12日颁布的86/278/CEE号法令，对环境保护尤其是土
地使用等做出规定：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S/TXT/?uri=celex%3A31986L02

78 

（2）关于环境评估的Ley 21/2013法 

www.boe.es/buscar/act.php?id=BOE-A-2013-12913 

关于工业产品和排放的Real Decreto 773/2017法： 

www.boe.es/buscar/doc.php?id=BOE-A-2017-10054 

（3）关于改善空气质量的Real Decreto 102/2011法： 

www.boe.es/buscar/act.php?id=BOE-A-2011-1645 

（4）关于监测和评估地表水状况及环境质量标准的Real Decreto 

http://www.miteco.gob.e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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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2015号法： 

https://boe.es/buscar/doc.php?id=BOE-A-2015-9806 

Orden Ministerial de 9-5-91部颁法令： 

www.boe.es/diario_boe/txt.php?id=BOE-A-1991-15529 

Real Decreto 1098/2001号法： 

www.boe.es/buscar/doc.php?id=BOE-A-2001-19995 

Orden Ministerial de 28-10-92部颁法令： 

www.boe.es/diario_boe/txt.php?id=BOE-A-1992-24538 

（5）关于对电力系统的调整以及火力发电的进程 Real Decreto-Ley 

17/2019 号法令： 

www.boe.es/diario_boe/txt.php?id=BOE-A-2019-16862 

（6）关于2019年提供给部分环境保护的政府补贴  Real Decreto 

658/2019号皇家法令： 

www.boe.es/eli/es/rd/2019/11/18/658 

（7）第1183/2020号皇家法令，12月29日，关于进入和连接电力传输
和网络分配 

www.boe.es/buscar/act.php?id=BOE-A-2020-17278 

（8）第27/2021号皇家法令，用以修订第106/2008号皇家法令，关于
电池和蓄电池及其废弃物的环境管理，以及第110/2015号皇家法令，关于
废弃电气和电子设备。 

www.boe.es/diario_boe/txt.php?id=BOE-A-2021-796 

（9）第178/2021号皇家法令，用以修改第1027/2007号皇家法令，该
法令批准了《建筑热能装置条例》。 

www.boe.es/diario_boe/txt.php?id=BOE-A-2021-4572 

（10）第205/2021号皇家法令，用以修订关于促进生物燃料的第
1085/2015号皇家法令，并对2021年和2022年的生物燃料销售或消费目标进
行了规定。 

www.boe.es/diario_boe/txt.php?id=BOE-A-2021-5034 

【执行的欧盟相关法令】 

（1）Directiva 2010/75/UE del Parlamento Europeo y del Consejo (关于
工业排放):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s/TXT/?uri=CELEX:32010L0075 

（2）Directiva 2008/50/CE del Parlamento Europeo y del Consejo (关于
环境空气质量和为了欧洲更清洁空气):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s/TXT/?uri=CELEX:32008L0050 

（3）Directiva 2009/30/CE del Parlamento Europeo y del Consejo (修改
关于石油、柴油和汽油规格的第 98/70/EC 号指令，引入监控和降低温室

http://www.boe.es/eli/es/rd/2019/11/18/658
http://www.boe.es/diario_boe/txt.php?id=BOE-A-2021-4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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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排放量的机制):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s/TXT/?uri=CELEX:32009L0030 

（4） Directiva 2000/60/CE del Parlamento Europeo y del Consejo (在水
政策方面建立共同体行动框架):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s/TXT/?uri=CELEX:32000L0060 

（5）Directiva 2008/105/CE del Parlamento Europeo y del Consejo (关于
水政策领域的环境质量标准):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s/TXT/?uri=CELEX:32008L0105 

（6）Reglamento (UE) 2019/1021 del Partamento Europeo y del Consejo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S/TXT/?uri=CELEX%3A32019R

1021 

（7）Reglamento (UE) 2019/1010 del Partamento Europeo y del Consejo

（关于环境保护领域的信息提供）：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S/TXT/?uri=CELEX%3A32019R

1010 

（8）欧洲气候法，2021年4月欧洲理事会和议会已经达成临时协议。
该协议将欧盟2050年的气候中立目标和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
1990年水平至少减少55%的集体目标写入法律规定内。 

www.consilium.europa.eu/es/policies/climate-change/ 

5.10.3 环保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2010年3月，西班牙政府向议会提交的《可持续经济法（草案）》强
调制定二氧化碳深层地质处置法，鼓励推广电动汽车，加大对建设可持续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等。 

2013年12月，西班牙政府通过21/2013号法令颁布新的《环境发展法》，
主要内容：加强使用“水力压裂法（Fracking）”和“页岩气开采技术”，并强
制要求对其进行环境评估，以及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明确环境保护标准，
提高有关文件手续的办理水平，简化环境评估手续，缩短办理时间，使用
网络信息平台。 

表5-4：欧盟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对空气污染物的达标要求 

污染物 标准 (μg/ m3 ) 取值时间 达标的统计要求 

CO 10 8h 不允许超标 

Pb 0.5 年平均 不允许超标 

NO2 40 年平均 不允许超标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S/TXT/?uri=CELEX%3A32019R1010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S/TXT/?uri=CELEX%3A32019R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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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1h 每年不能超标18次 

PM10 
40 

50 

年平均 

24h 

不允许超标 

每年不能超标35次 

PM2.5 25 年平均 不允许超标 

O3 120 8h 平均3年内每年不能超标25次 

SO2 
125 

350 

24h 

1h 

每年不能超标3次 

每年不能超标24次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 

5.10.4 环境影响评估法规 

【相关法律规定】 

西班牙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环保法律法规，内容需符合欧盟及经合组
织对环境保护的要求。各自治区政府均设有环保专门机构，下属省市政府
在开展企业投资或工程建设前，需向所在自治区政府提交环境评估报告，
内容按投资领域分大环评和小环评两类。大环评因所涉及的工程大、内容
多，法定审核时间为6-8个月，如期间需进行修改，时间会更长；小环评审
核时间相对较短，一般为2个月左右。 

根据西班牙有关法律规定，凡涉及燃料、金属、矿产、化工、垃圾处
理、纸浆、煤炭、纺织、皮革、农牧业生产等产业或年消费有机溶剂超过
200吨以上的公共或私人企业，在开展相关活动前，均需获得自治区“综合
环境许可”（AAI），内容包括：在现有技术水平基础上所开展的工程项目
碳排放水平、对地表水和地下水可能造成的污染程度、垃圾处理系统以及
应对紧急情况的措施等。 

【环评主要步骤】 

在西班牙的外国企业一般通过当地律师事务所完成环评报告，具体步
骤如下： 

（1）提交报告。报告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及内容、跨区域或陆
海间水流情况、可履行环保要求的证明、污染事故的风险分析等； 

（2）修改报告。根据自治区政府管理部门要求，对报告内容进行修
改或补充； 

（3）专业评审。管理部门将报告提交给相关专业机构进行评审，如
垃圾处理及管理中心、水管理中心、自然保护机构、卫生健康机构、环保
实验室、经济工业管理委员会或大学及科研院所等； 

（4）意见反馈。管理部门将专业评审意见反馈给报告提交方并依此
提出相关整改意见； 

（5）报告公示。修改过的环评报告需在相关环境管理部门公示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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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天，接受不同组织或个人的监督及检查； 

（6）召开听证会。管理部门视情召开听证会，由报告提交方阐述整
改方案； 

（7）颁发环境许可并公示； 

（8）跟踪调查。管理部门与合作机构对企业在环保方面的执行情况
进行综合跟踪调查并进行评估。 

5.11 反对商业贿赂规定 

2010年12月，《西班牙刑法典》逐步加入新的法规，规范有关腐败和
反贿赂行为。该修正案几乎与2010年英国反贿赂法颁布平行，两者都基于
相同的国际公约。但当涉及企业合规程序的法律效力时，西班牙和英国的
反腐败法律以及政府的执法政策显著不同。《西班牙刑法典》在公共领域
及私人领域均区分了受贿罪和行贿罪。 

【公共领域的贿赂】 

（1）在公共领域的受贿罪。公共领域的受贿行为是指，政府公职人
员要求、接受或者同意接受礼物、帮助、任何种类的报酬、便利及提供承
诺： 

① 以下列事项之一作为交换：利用其职权做出不适宜的行为；不履
行其职责；或者毫无理由地推迟执行其公务； 

② 或以执行公务时的特定行为换取利益； 

③ 实施①或②里面提及的行为来换取利益；或者 

④ 仅仅以其政府公职人员的身份（虽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取得利
益。 

（2）在公共领域的行贿罪。个人向任何当权者及参与公共事务的人
员提供礼物或任何报酬，以使得公务人员作出①、②或者④的受贿行为都
被视为犯罪。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以后所接受的礼节性答谢，不被视为犯
罪行为。此外，如果政府公职人员因收受贿赂所采取的行为跟公共合同、
国家授予的任何特许权及公共拍卖有关，行贿人将被取消获得公共补贴及
与公共企业签约的资格。不止如此，因该贿赂行为所造成的税费损失及社
会保险财产损失将由犯罪人及其代表的企业或组织共同承担。如个人应公
职人员的要求对其行贿，在实施贿赂行为的2个月内向相关部门举报，则
此个人可免受处罚。 

在国际商务交易中涉及的贿赂罪非常类似于行贿罪。此犯罪行为是指
向外国公职人员提供任何不应有的好处（包括国际组织的公职人员）使得
其在行使公务时作出或不作出某些行为，以求得到或保留一份合约及其他
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任何不正当利益。如果犯罪行为是因外国公职人员的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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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而发生的，那么外国公职人员会因其诱导行为而触犯刑法。 

《西班牙刑法典》修正案第一次在西班牙确认了法人犯罪的可能性。
当国际贸易中发生以下行贿和受贿行为时，相关公司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
任：①公司经理及法人代表以公司名义、为公司利益作出违法行为的；②
公司员工在公司及法人的授权下工作，但并未被有效监管时，做出此违法
犯罪行为的。 

【私人领域的贿赂】 

《西班牙刑法典》修正案对犯罪行为作了新规定，使得有关私人领域
贿赂犯罪行为的规定与公共领域的规定如出一辙。根据《西班牙刑法典》
的规定，构成犯罪行为的条件如下： 

（1）行贿人须承诺给出某种利益，提议给出某种利益或对某种利益
作出让步； 

（2）受贿人是任何公司、协会、基金或其他组织的董事、员工或合
作人； 

（3）犯罪行为人希望其本人或者第三方可以得到更优越的待遇。 

在所有私人领域的贿赂行为中，出现下列情况的，法人将被追究法律
责任：① 犯罪行为是由公司经理或合法代表，以法人名义并且为法人获
利而做出的贿赂行为；② 犯罪行为是由公司员工在公司合法代表或董事
的授权下所为，但并未被有效监管。 

5.12 外国企业承包当地工程的规定 

5.12.1 许可制度 

【相关法规】 

外国公司参与承包当地工程，需参照西班牙2017年11月8日的公共事
业合同法（LEY 9/2017）和皇室法令1098/2001。 

公共事业合同法第65条规定，只要有民事行为能力，并有足够的经济、
财政、技术能力，个人或法人/西班牙或外国公司均可参与工程招标。第68

条规定，非欧盟企业参与招标须出示西班牙驻所在国大使馆经商处证明，
所在国也允许西班牙企业在当地政府工程招标，以此体现对等原则。另外，
参加工程招标的外国公司可能会被要求需要在西班牙有分支机构，有授权
代表或法人，并在公司登记部门登记。 

总的看，西班牙采购法规与欧盟法规基本一致。采购流程一般适用欧
盟的一般公共采购规则。 

【金额限制】 

适用欧盟规则的合同金额上限取决于采购内容和采购主体。这些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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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定期修订，金额略有调整。 

主要金额限定为： 

中央政府购买的大多数类型的服务和用品合同金额：139,000欧元； 

建筑类合同金额：5,350,000欧元； 

可在西班牙的公共合同法规里查询详细的公共采购金额门槛。 

对于低于上限金额的投标，只适用西班牙当地公共采购规则，但应遵
从欧盟的一般透明度和平等待遇原则。 

欧盟公开招标规则： 

https://europa.eu/youreurope/business/selling-in-eu/public-contracts/publi

c-tendering-rules/index_en.htm   

5.12.2 禁止领域 

一般来说，西班牙绝大多数行业均对外资开放，只有航空运输、广播
电视、战略性矿产及矿产原材料、博彩业、电信、保安、武器与民用炸药
的生产和销售、国防活动等行业对外资有所限制。 

参与招标企业和个人如有以下情况，不准参与工程竞标： 

（1）公司法人代表曾因以下罪名被判刑：国际经济贿赂、行贿、侵
犯工人权利、逃税、侵犯自然环境； 

（2）已有破产保护记录的公司； 

（3）欠税务局和劳工局应缴款项； 

（4）伪造资信证明。 

5.12.3 招标方式 

政府招标项目须在政府公报或欧盟公报上刊登，有意投标公司须提供
公司的文件和其投标的具体细节，向投标登记处递送，然后由投标审查组
综合各方面因素进行评估，并将初步结果交给政府招标部门，签署合同后
开始执行。政府付款方式有2种，分为一次性付款和分批付款。 

【一次性付款】工程结束后须通知招标的政府部门验收，该政府部门
将工程接收的时间通知国家审计署，国家审计署将在接收时检查工程，若
合格通过，将出具合格证明和结算计划，招标的政府部门随后同意结算计
划并开出发票，一并交给其单位的财务部门并支付工程款项。 

【分批付款】若是分批付款的情况，由工程负责人出具每个月的工程
进度证明，并对已完成工程量进行估计和计算，并把这些清单发给招标政
府部门，审查通过后，由政府部门交给其单位的财务部门并支付相应款项。 
【咨询部门】有专门政府部门对公共事业合同招标之类事项提供协调

和咨询服务，全名为 Junta Consultiva de Contratación Administrat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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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CA）。 

地址：C/ Infanta Mercedes, 31, 5 planta, 28071 Madrid 

电话：0034-914430950,914261208 

传真：0034-915756765 

电邮：sjcca@minhap.es 

5.12.4 验收规定 

欧盟国家对工程项目验收的工作方式根据国家和客户的不同而不同，
但总的来说十分接近。 

在西班牙，大型的公共工程类项目主要由政府部门（土木工程部或相
同等级的大区当局）进行发包。在项目验收阶段业主会收到设计报告或施
工监督报告，并根据每份项目前期签署的合同中所规定内容进行逐一检
查。当承接方完成合同中工作内容后会按合同向业主发出最终账单，业主
进行工作内容验收后会批准最后账单及签发完工证书，确认已顺利收到所
有可交付成果。土木工程部的高级工程师在工程合同的发包与验收中起到
决定作用，他们具备工程项目的丰富经验以及必要资源，有能力判断工程
项目的实际履约情况。 

工程施工类（EPC等总承包），在承包方完成最终工作后提交业主方，
业主方同意将根据发包合同中的明细进行结果认证，根据审查结果提出整
改意见、补充工作等要求，总承包项目因规模较大所以验收与认证相对复
杂，周期更长，同时项目合同在发包时均会约定项目质量与改进的保证期，
直到保证期结束后业主才会支付最终款项并签发结算认证或补充认证。 

在欧盟其他国家，涉及政府发包的工程项目在发包与验收阶段基本保
持一致。略有不同的是一些国际捐助项目，多为世界银行发包的国际援助
项目，通常由世界银行进行发包，由欧盟代表进行验收，验收报告将说明
执行日期、发票总额、合同交付结果及整改意见等，并提交世界银行后进
行交付及最终批准工程完工证书。 

5.13 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 

5.13.1 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通常遵循注册原则：一项发明（专利）、特有标志（商标）、工业设
计或电脑编程，如不事先注册，便不能享有权利。 

【实行第一注册（first to file）制度】第一个申请注册的享有优先权；
也就是说，除了显而易见的知名商标，正在使用并不代表拥有权。 

【遵循地域原则】即商标和专利只有在某些国家经过注册后才能得到

mailto:sjcca@minh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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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的保护。而在其他地区，原则上这些商标和专利将被视作共有，
可以被第三方任意使用。因此，商标和专利在本国注册后不能自动获得在
其他国家的保护。 

【工业财产权利有承袭性】可以转让或课税，可以通过各种合法方式
进行转让。这方面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便是许可协议。 

西班牙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与其他欧盟国家一致。西班牙已批准了主
要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国际条约。 

【相关法律的名称】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为：现行法律为2015年颁布的
第24/2015号法；《半导体产品电路图的保护法》，1988年5月3日颁布；《商
标法》，2001年12月7日颁布；《工业设计保护法》，2003年7月7日颁布；
《植物品种保护法》，2000年1月7日颁布。 

【相关法律的核心内容】 

（1）《商标法》第40条：如何行使民事诉讼；41条：关于赔偿及损
失的要求；43条：计算赔偿；44条：惩罚性的赔偿；45条：追诉期。 

（2）《专利法》117条规定只有专利所有者方可提起诉讼，专利授权
者并无此权利；141条到147条详细规定了诉讼的程序及细节。 

保护所有公共和私营组织产生的知识至关重要。在西班牙，该等知识
的保护（在英语国家被称为“知识产权”）被分为2类产权：工业产权和知
识产权。2种权利之间的主要区别工业产权只在注册发明时产生，知识产
权则在创造发明时产生。 

【工业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可以通过提交申请以保护知识产权： 

（1）工业产权 

国家层面：西班牙专利商标局;  

欧盟层面：欧盟知识产权局和欧洲专利局； 

国际层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知识产权: 

地区层面：各自治区知识产权登记处； 

国家层面：知识产权登记处；  

欧盟层面：知识产权局和欧洲专利局； 

国际层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工业和知识产权的有效期】商业秘密取决于公司关于专有技术和机
密信息的政策。商标为10年，可无限期延长。专利最多为20年。实用新型
最多为10年。工业设计5年，最多延长25年。版权为作者的生平以及作者
死亡后70年。 

西班牙作为欧盟成员国，已批准该领域最相关的欧洲和国际条约。因
此，西班牙与其他欧洲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基本一致。 

【商标】在西班牙注册商标，需考虑以下因素：可免费使用商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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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型的商标注册价格不同，一般情况下约150欧元＋增值税；没有负面
含义和不同或类似于其他本地知名品牌。西班牙商标可包括文字、姓名、
姓氏、签字、数字和数字组合、标语、图画、声音、颜色和三维形状，并
包括包装。 

【专利】专利是就发明授予的专有权。发明若要获得专利，必须符合
以下要求：绝对新颖性、创造性和具有工业用途。 西班牙已批准《专利
合作条约》，该条约将初始提交申请和检索报告结合起来，这对于确定发
明的新颖性和创造性是必要的，可降低成本和简化专利授权手续。 

【版权】艺术、文学（包括软件）和科学作品基于其创作性而受到版
权保护。西班牙《版权法》还保护许多版权相关权利，例如表演者、录音
制品制作者、视听录音制作者、广播机构和普通照片的权利或者数据库中
的特殊权利。版权分为精神权利和财产相关权利。精神权利作为一种个人
权利，自著作者创作时起即赋予作者，且不可剥夺，该权利不得放弃并具
有永久性。财产相关权利可进一步分为两种：一是利用权，可自由转让，
但期间有限制；二是补偿权（例如私人复制权），当相关人员为个人自用
复制受保护作品或服务时，应就由此导致的知识产权损失进行补偿。 

5.13.2 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规定 

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可通过民事和刑事2种手段处理，刑事手段效果较
为明显，有利于及时阻止侵权行为；民事手段可取得范围较为广泛的结果。 
《西班牙刑法典》的第270条到277条规定了对此类侵权行为的相关处

罚，为进行工业生产或者商业贸易活动，未经依据商标注册的工业产权拥
有人的同意，明知该商标已经注册，仍对其进行生产、模仿、修改，或者
运用其他方式使用与其相同或者相近似的用以区分相同或者类似产品服
务、活动或者营业而且已进行登记的具有工业产权的特有标记的，处以6

个月以上2年以下徒刑，并处12个月至24个月罚金。另外，对于从欧盟以
外国家进口货物，若未经欧盟国家总代理商或知识产权所有者允可，即使
在原始国为正版产品，亦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罪。第276条第1款规定：触犯
以上各条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视非法所得的价值或者对被害人的特殊
重要性的受损程度，处2年以上6年以下徒刑，并处18个月至36个月罚金，
并剥夺其从事与犯罪行为相关的职业2至5年的权利。 

若进行民事诉讼，可在被告居住地或在侵权行为所在地的初级法院提
出诉讼，若有充分理由证实事件的紧急性，可以提出预先保全措施。 

民事诉讼所需时间相对较长，一般情况下需2至3年，刑事诉讼可以提
出快速开庭，整个过程需6个月至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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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西班牙开展投资合作的手续 

6.1 投资注册企业需要办理的手续 

6.1.1 设立企业的形式   

【设立企业的形式】详见5.2.3。 

【进入市场的方式】通过以下方式无须在西班牙建一个运营实体就可
进入西班牙市场： （1）签订营销协议；（2）通过商业代理进行营业活
动；（3）通过商业行纪进行营业活动；（4）通过特许经营进行营业活动。 

6.1.2 注册企业的受理机构 

西班牙的工商登记局（Registro Mercantil）负责企业成立注册。 

西班牙投资促进局（INVEST IN SPAIN）2005年10月成立，可为外国
投资者提供支持协助，如制定投资计划、项目评估、法律咨询、后续服务
等。 

6.1.3 注册企业的主要程序 

【设立股份公司的核准手续】 

在西班牙建立股份有限公司（S.A.）、欧洲有限公司以及有限责任公
司的法律手续如下： 

（1）到工商局开具公司名称无异议证明； 

（2）公司发起人和股东到公证处公证公司设立协议及公司章程； 

（3）到公证处办理股东身份认证手续，需提交如下文件： 

① 股东身份证明； 

② 授权书（视情况，例如股东不到场时）； 

③ 出资和缴付方式证明（按照西班牙法律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最低
注册资金6万欧元，成立时的实缴股本至少为总股本的25%，有限责任公司
最低注册资金3000欧元，成立时应足额缴纳全部股本）； 

④ 工商局开具的公司名称无异议证明； 

⑤ 工业贸易旅游部贸易投资司的外资事后申报表（西班牙664号法令
规定，外国直接投资均需向该司进行事后申报，提交该表时应有公证人签
字）； 

⑥ 公司章程等。 

（4）到银行办理资金注入并开具资金注入证明（证明开出后，公司
须向公司章程的同一公证处提交该证明，以便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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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到所在城市的税务部门申请公司税号（填写相关表格并办理相
关手续后，即可免费获得临时税号。公司注册后，可以在临时税号获取日
期起的半年之内取得正式税号。税号对于公司在缴纳财产转让税以及在工
商局注册时都必不可少）； 

（6）到税务部门缴纳财产转让税和法律文件公证税； 

（7）到工商局办理公司登记手续； 

（8）到工业贸易旅游部贸易投资司进行外资申报（如需要）。 

以上手续的办理一般需要6-8周。 

【设立股份公司后的注册手续】 

完成这些手续之后，公司在法律上已正式存在。但公司还需要到财政
和公共管理部、就业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机构和市政府办理其他手续。 
（1）在财政部门办理 

① 营业税注册（IAE）。营业开始前的10个工作日内在自治区财税局
办理营业税注册手续（西班牙财税法规定，新注册的公司免征两个税期的
营业税）； 

② 增值税注册（IVA）。在公司所属地区的财政部门办理增值税注册
手续，须提交：036号正式表格、身份证（DNI）或公司税号及营业税注册
表（IAE）。 

详细要求可查询www.aeat.es 

（2）在社会保险机构为员工办理 

① 社会保险劳动意外事故险登记，详细网址是www.seg-social.es 

办理社会保险须提交的文件有：公司注册表、雇主（自然人或法人）
的身份证、税号、公司章程或相应的登记证书等。劳动事故保险单须落实
到每位员工。 

② 社会保险登记。在社会保险机构驻各自治区会计处依照下列程序
办理： 

提交TA-2表格一份，其中需填写贸易公司名称、缴费账号、员工姓名、
住址、身份证以及参加工作日期，同时还需提交社会保险适用的条例以及
卫生医疗证的复印件。 

提交TA-1表格一式两份，适用于尚未取得卫生医疗证的员工（指首次
参加工作者）。 

如由他人代替办理，则需提交表格P-1，一式三份。文件须通过电子
邮件寄送，为此须首先在社会保险机构会计处申请进入电子文件系统
（SistemaRED）的许可。 

（3）在市政府办理 

公司征用土地修建新的营业点，或者变更其经营地点或经营范围时，
必须符合现行城市规划条文以及相应的技术规定，办理开业执照。办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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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时须向公司所在市政府规划局提交下列文件：所需的相应表格、身份
证复印件、税号、营业税注册复印件、工地平面图、施工许可证（厂房和
店面的施工都需要许可证）以及缴费凭证。 

（4）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理 

① 营业场所开业通告：在公司开业或进行重要改扩建后重新营业后
的30天内，企业须到所在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办理营业场所开业通告
手续。 

② 办理员工登记册和造访册及其认证手续。所有公司须在营业之前，
在所属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办理企业造访册，在开始雇用员工时办理
员工登记册，以便记录劳动检查部门巡视时的重要批示。员工登记册必须
齐全，记录有公司开业后雇用员工的所有信息。 

详情可查询www.meyss.es 

6.2 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 

6.2.1 获取信息  

政府招标项目均在政府公报或欧盟公报上刊登，同时，有专门政府部
门对公共事业合同招标之类事项提供协调和咨询服务。此外，通过
https://contrataciondelestado.es/网站，可以获得每天发布的政府招标信息。 

6.2.2 招标投标  

政府招标项目均在政府公报或欧盟公报上刊登，有意投标公司须提供
公司的文件和其投标的具体细节，向投标登记处递送，然后由投标审查组
综合各方面因素评估，并将初步结果交给政府招标部门，签署合同后开始
执行。政府付款方式有2种，分为一次性付款和分批付款。 

6.2.3 政府采购  

西班牙公共项目参与的一般原则是：如满足相关规定，所有投标主体
可免费参与招标，采购流程的披露透明，所有的投标人受到非歧视和平等
待遇，确保公共资金有效利用，自由和公平的竞争以及获得经济上最有利
的投标条款。政府招标项目均在政府公报或欧盟公报上刊登，具体招标项
目条件和程序要参考招标公告要求。根据第9/2017号法律规定，所有公司
都可以参与西班牙公共领域项目并与之签订合同，只要该公司满足相关招
投标法的规定，同时需要证明其经济、财务偿付、技术和专业能力，并提
供公司注册登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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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许可手续  

外国公司参与承包当地工程，需参照西班牙2017年11月8日的公共事
业合同法（LEY 9/2017）和皇室法令1098/2001。 

公共事业合同法第65条规定，个人或法人/西班牙或外国公司均可以参
与工程招标，只要有民事行为能力，并有足够的经济、财政、技术能力。
第68条规定，非欧盟企业参与招标须出示西班牙驻所在国大使馆经商处证
明，所在国也允许西班牙企业在当地政府工程招标，以此体现对等原则。
另外参加工程招标的外国公司可能会被要求需要在西班牙有分支机构，有
授权代表或法人，并在公司登记部门登记。 

6.3 专利和注册商标申请 

西班牙是《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的
成员国。在专利方面，西班牙是《欧洲专利慕尼黑公约》和《专利合作条
约》的签字国。 

6.3.1 申请专利  

西班牙的专利主管部门和受理注册的部门是国家专利商标局。 

【专利注册途径】专利申请人到国家工业产权注册局专利科登记，专
利的生效日期以工业产权注册局批准之日为准。 

【申请专利注册所需材料】一般需要以下材料： 

（1）申请表； 

（2）专利说明（一式3份）； 

（3）图案； 

（4）上述文件的目录； 

（5）申请人认为所需的模型和样品； 

（6）原产地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办理，还须提交授权书。 

有关申请报告将刊登在《工业产权官方公报》上，如在45天内无人提
出异议，即获得通过。 

专利一经合法注册，就获得了专有权，受到法律保护，其他公司在未
经授权的情况下无权使用。 

6.3.2 注册商标 

西班牙的商标主管部门和受理注册的部门是国家专利商标局。 

商标注册途径：商标申请人到国家专利商标局商标科登记，商标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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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日期以工业产权注册局批准之日为准。 

【申请商标注册所需材料】申请商标注册需要以下材料： 

（1）申请表； 

（2）商标说明（一式2份）； 

（3）以16开纸书写的商标说明； 

（4）商标铅版； 

（5）50个商标清样； 

（6）原商标注册地证明； 

（7）工业补偿证明（指对以前未在其他注册机构进行注册过的证明
文件）； 

（8）上述文件的目录。如涉及药品，还须出具药剂师、医生或兽医
的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办理，还须出具授权书。 

有关申请报告将刊登在《工业产权官方公报》上。如2个月内无人提
出异议，可视为获得通过。 

6.4 企业在西班牙报税的相关手续 

6.4.1 报税时间 

公司提交增值税和预提税申报单的申请，应按季度（对于净销售额低
于600万欧元的企业）或按月（对于净销售额超过600万欧元的企业）进行。 
同样，关于公司所得税，公司必须根据经营期间的税基，在每年4月，

10月和12月预缴相关款项。之后，在最终的纳税申报表中，上述预缴款应
从待付款或退还的金额中扣除。 

提交公司所得税申报表的纳税期限应在每财年结束后6个月之后的25

天内。 

6.4.2 报税手续 

个人（即自雇或自由职业者）从其业务和专业活动中获得收入必须在
其个人所得税申报表中包括该业务收入。 

当个人开始从事商业活动时，必须将此情况通知西班牙税务机关。在
此通知中，应包括一些信息（例如说明从事的业务内容，经营地址，营业
时间或开办业务的个人数据信息）。同样，此通知必须指出用于进行个人
所得税目的的收入计算方法。 

在这方面可以选择2种报税方式： 

（1）直接估算方法，即收入减去业务产生的费用。这种报告方法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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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任何行业和规模。 

（2）客观估计方法（含税）。为减少中小企业的税收申报程序，西
班牙税收制度允许个人采用这种税收申报方法。税收计算方法与营业额无
关。它根据业务领域，员工人数和电费来计算应纳税额，并在每年的第一
季度进行调整。 

6.4.3 报税资料 

当公司定期向税务局提交报告时，他们有责任保留其发票和文件以进
行验证。此外，公司需要将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提交给当地的商业登记处
（财年结束六个月之后的一个月）。该报告是每年经营状况和总资产的摘
要。此信息是公共信息，任何人都可以找到有关西班牙所有公司的基本信
息。 

6.5 赴西班牙的工作准证办理  

6.5.1 主管部门 

西班牙包容、社会保障和移民部，以及“大型公司单元”，移民办公室
（西班牙的领土政策和公共职能部）和领事馆（外交部，欧盟与合作部） 

是负责居留、工作许可证和签证程序的政府主管部门。 

关于进入和居住在西班牙，必须区分欧盟（EU）国民、欧洲经济区
（EEA）国民和所谓的第三国/地区国民。 

欧盟公民享有迁徙自由权，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西班牙
劳动力市场。在西班牙入境或工作都不需要工作和居住许可证或签证。相
同的规则适用于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的公民。 

打算在西班牙从事积极的生产性就业的其余外国公民（第三国/地区公
民）将需要居留和工作许可证。根据前往西班牙的目的和旅行者的国籍，
将有不同类型的签证适用类别，并且处理程序和处理时间可能会有所不
同。对于所有工作授权类型，外国公民必须与雇主协调，以收集公司和个
人相关文件并公证认证。 

6.5.2 工作许可制度  

根据第4/2000号法律，西班牙有居住和工作许可证，但是由于确定了
严格的行政程序和要求，因此第4/2000号移民法规定的程序更加复杂，需
要在西班牙由雇主（企业）申请。居留工作许可种类取决于打算外派到在
西班牙成立的公司的类别。许可证有效期为1年，可以续期2年。 

此外，西班牙还设立有投资居留。即在西班牙投资，可以享受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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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投资者服务的移民计划。 

6.5.3 申请程序 

每种许可证的申请都有其相应程序，请访问（中英文信息）： 

https://extranjeros.inclusion.gob.es/es/UnidadGrandesEmpresas/ley14_20

13/index.html 

对于根据第4/2000号法律获得的许可，请访问： 

https://extranjeros.inclusion.gob.es/es/InformacionInteres/InformacionPro

cedimientos/listado_completo/index.html 

http://www.exteriores.gob.es/Consulados/PEKIN/es/InformacionParaExtr

anjeros/Paginas/CGPekin/Presentar-solicitudes-en-el-CENTRO-DE-SOLICIT

UD-DE-VISADOS-VFS.aspx 

6.5.4 提供资料 

关于申请工作许可证所需的文件，应注意每种许可证都有自己的信息
和文件。 

对于根据第14/2013号法律获得的许可，请访问（中英文信息）：
https://extranjeros.inclusion.gob.es/es/UnidadGrandesEmpresas/ley14_2013/in

dex.html 

对于根据第4/2000号法律获得的许可，请访问： 

https://extranjeros.inclusion.gob.es/es/InformacionInteres/InformacionPro

cedimientos/listado_completo/index.html 

6.6 能够给中国企业提供投资合作咨询的机构 

6.6.1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经商处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经商处 

网址：es.mofcom.gov.cn 

地址：Avenida de los Ahones 1, 28043, Madrid 

6.6.2 西班牙中国商会  

网站：www.ccince.com 

电邮：info@ccince.com 

电话：0034-665685240 

6.6.3 西班牙驻中国大使馆 

http://www.exteriores.gob.es/Consulados/PEKIN/es/InformacionParaExtranjeros/Paginas/CGPekin/Presentar-solicitudes-en-el-CENTRO-DE-SOLICITUD-DE-VISADOS-VFS.aspx
http://www.exteriores.gob.es/Consulados/PEKIN/es/InformacionParaExtranjeros/Paginas/CGPekin/Presentar-solicitudes-en-el-CENTRO-DE-SOLICITUD-DE-VISADOS-VFS.aspx
http://www.exteriores.gob.es/Consulados/PEKIN/es/InformacionParaExtranjeros/Paginas/CGPekin/Presentar-solicitudes-en-el-CENTRO-DE-SOLICITUD-DE-VISADOS-VFS.aspx
https://extranjeros.inclusion.gob.es/es/InformacionInteres/InformacionProcedimientos/listado_completo/index.html
https://extranjeros.inclusion.gob.es/es/InformacionInteres/InformacionProcedimientos/listado_completo/index.html
http://www.ccince.com/
mailto:info@cci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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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 

网址：es.chineseembassy.org/chn/ 

地址：Calle Arturo Soria 111, 28043, Madrid 

6.6.4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促进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外东后巷28号 

电话：010-64515042、64226273、64515043 

传真：010-64212175 

电邮：guobiezhinan@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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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资企业在西班牙开展投资合作应注意的问题 

7.1 境外投资 

中国企业赴西班牙投资必须充分研究当地签证及居留制度，做好相关
准备。西班牙对工作签证及工作居留规定较为严格，手续办理时间长，普
通技术人员甚至是高层管理人员也不能确保按照工作安排及时得到相关
签证和居留许可。因此，中国投资者如派员工（特别是一般工人）到西班
牙工作，申请工作签证和工作居留许可所需时间较长，而且有被拒签的可
能，对此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7.2 对外承包工程 

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在西班牙探讨合作，应认真充分研究欧盟及西班牙
相关法律，应对合作伙伴的综合实力进行全面评估，必要时应聘请西班牙
本地中介机构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7.3 对外劳务合作 

尽管近年来西班牙国民经济逐步从全球经济危机中恢复，失业率有所
改善，但是与其他欧盟国家相比失业率仍旧较高，政府对外籍劳工工作许
可依旧严格。 

中西两国于2017年5月19日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
社会保障协定》，为两国间劳务输出与合作奠定基础。目前，中资企业在
西班牙开展的劳务合作仅限于完成中资项目指定范围的劳务输出，工作许
可时间一般在半年内。长期劳务合作尚未开始。 

7.4 防范投资合作风险  

在西班牙开展各项合作过程中，都应特别注意事前调查、分析、评估
相关风险，事中做好风险规避和管理工作，切实保障自身利益。包括对项
目客户及相关方的资信调查和评估，对项目所在地的各项风险分析做好应
对预案，对项目本身实施的可行性分析等。企业应积极利用保险、担保、
银行等保险金融机构和其他专业风险管理机构的服务保障自身利益。具体
包括贸易、投资、承包工程和劳务类信用保险、财产保险、人身安全保险
等，银行的保理业务和福费廷业务，各类担保业务（政府担保、商业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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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函）等。 

中国企业在西班牙开展对外投资合作过程中，可根据实际需求使用中
国政策性保险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的包括政治风险、商业
风险在内的信用风险保障产品；也可使用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提
供的商业担保服务。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由国家出资设立、支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
展与合作、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政策性保险公司，是中国唯一承办政
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金融机构。公司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保险产
品包括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和融资担
保等；对因投资所在国（地区）发生的国有化征收、汇兑限制、战争及政
治暴乱、违约等政治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风险保障。了解相关服务，
请登录该公司网站地址: www.sinosure.com.cn。 

如果在没有有效风险规避情况下发生了风险损失，企业应根据损失情
况尽快通过相关渠道追偿损失。通过信用保险机构承保的业务，则由信用
保险机构定损核赔、补偿风险损失，相关机构协助信用保险机构追偿。 

 

 

 

 

 

 

 

 

 

 

http://www.sinosur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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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中国企业如何在西班牙建立和谐关系 

8.1 处理好与政府和议会的关系  

西班牙实行三权分立的政体，政府、议会和法院之间相互作用、相互
协调、相互制约。中国企业应建立积极和谐的公共关系，与上述公权机构
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根据需要积极参加官方机构举办的各种论坛、讲座、
研讨会等活动，定期拜访相关单位，和西班牙有实力商协会建立联系，关
注西班牙政府及议会选举以及经济政策动向。 

8.2 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在西班牙的中国企业要实现合理控制工薪成本，减少劳资摩擦，维护
企业的正常经营，就必须学会妥善处理与当地工会的关系。 

50人以上的西班牙企业必须成立工会，如当地有多个工会组织，可能
会在企业中出现多位工会代表（1-2人）。工会代表是联系工人和企业的纽
带，不应也不能随便开除。因此推举或选出工会代表非常重要。工会组织
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协商决定企业的休假和作业时间，和国内企业尤其不
同，直接影响人力成本和效率。人数多的企业，可能有3-4家工会，协调难
度也越大。企业工会可以根据员工诉求，合法申请组织或参与、联合（其
他企业）罢工。 

企业应全面了解西班牙各项劳动法律法规，熟悉工会组织的发展状
况、制度规章和运行模式，严格执行西班牙在雇用、解聘、社会保险等方
面的规定，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按当地法律规定按时足额发放员工工资，
缴纳各类社会保险（为规避法律风险，建议聘请第三方公司协助完成），
为员工提供必要的岗前技能培训和安全保障，保障员工合理福利待遇。 

8.3 密切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中国企业密切与西班牙当地居民的关系，可适当参与所在社区公众活
动和建设，了解并尊重当地的文化、禁忌、敏感问题、宗教信仰、习俗等。 
（1）尊重当地文化。充分熟悉当地文化和语言，知晓有关文化禁忌

和敏感问题，熟悉当地商业文化和管理方式，做到求同存异，和谐相处。 

（2）聘用当地雇员。聘用当地民众参与企业管理或成为企业雇员是
密切与当地居民关系的重要途径，可以增加当地就业岗位，获得当地政府
及民众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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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关注当地政府和民众关心的问题，积极参
加社会公益活动。通过在中国传统节日之际举办活动等方式，拉近与当地
居民距离，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案例】工商银行马德里分行在努力为西班牙经济发展做好金融服务
工作的同时，还秉承国际一流金融企业的责任担当，将社会责任理念融入
分行文化，努力践行社会责任。2019年，分行组织分行员工参加由马德里
唐氏综合症服务中心主办的足球友谊赛，友谊赛由西班牙政府唐氏中心主
办，友谊赛主要凸显体育运动中的团结价值观，通过有趣的、包容的、大
家共同感兴趣的活动来关注唐氏儿童的发展和成长。 

分行对唐氏儿童的公益活动十分重视，多名员工踊跃报名参与。在公
益比赛中，分行员工与孩子们并肩作战，通过共同的努力让孩子们度过美
好的周末，同时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进一步增强了团队凝聚力。 

8.4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西班牙人工作计划性较强，商务会谈应提前与对方联系，确定时间、
地点和陪同人员。出席商务会谈、重要约会、宴请等正式活动应准时到场。
中国企业组织员工赴西班牙工作前，应将当地习俗及相关礼仪作为培训内
容之一，如不强行劝酒，不酗酒，不随意打听收入、婚姻、年龄等隐私问
题，不在禁止吸烟场所吸烟等。在租赁地工作和生活特别注意不要制造噪
音、养成分类投放垃圾等习惯。 

8.5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西班牙十分重视环保，高标准环保要求已经融入生产生活各个方面，
垃圾分类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中国企业在投资西班牙前务必要了解与自身
业务相关的当地各项环保法规，高度重视保护环境。 

【案例】金浦（西班牙）发展有限公司为依法保护生态环境，主动取
消酒店洗衣房，从源头杜绝污水排放。全部采用LED光源做室外照明，减
少光污染。增设大容积垃圾房，保持周围环境卫生。率先安装新能源汽车
充电装置，倡导客人使用新能源汽车。为保持空气质量，自觉关闭烧烤企
业，宁愿降低收入也要保持生态环境。公司每年在与西方总经理的责任状
上都会纳入环保条款，认真考核总经理对该项指标的完成情况。 

8.6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中国企业在西班牙开展投资合作，不仅要关注自身业务的发展，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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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在雇用员工、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环保等方
面了解当地法律，严格执行相关规定，改变西班牙少数民众由于受到少数
媒体负面报道影响对中国企业或者中国产品产生的不信任感。西班牙是成
熟的法制社会，对各类腐败和商业贿赂采取严厉的制裁。 

【案例】2020年圣诞前夕，中远海运港口（西班牙）码头公司组织当
地总部和五家下属公司近400名员工自愿捐款，以帮助疫情下的西班牙贫
困学生，在短短一周内共募得捐款7000多欧元。在详细了解两所学校的不
同需求后，西班牙码头为他们量身定做了援助方案，为两所学校购买了212

套防寒服装，并为学校最贫困的15个学生支付了一年的餐费，让孩子们过
上了一个幸福温暖的圣诞节。中远海运港口（西班牙）码头公司已连续三
年组织此类募捐活动。 

8.7 懂得与媒体打交道  

西班牙媒体较为发达，电视、报纸、网络及广播都是企业扩大宣传、
树立良好形象的重要载体。企业应注意与媒体打交道的重要性和相关技
巧。必要时也可通过公关公司对媒体进行宣传，尤其是在涉及企业的重大
问题时，要做到透明公开，以信任、尊重和真诚的态度面对媒体，形成企
业与媒体、社会之间的良好互动。 

8.8 学会和执法人员打交道 

警察、宪兵、工商、税务、海关、劳动和其他执法部门是维护西班牙
社会秩序的国家行政力量。对辖区内居民和外国人查验身份证件、询问相
关事项以及搜查某些地点，是执法者的职责。中国企业相关人员应学会与
西班牙执法者打交道，依法配合对方工作。 

中方人员平时出门应携带居留证明。营业执照、纳税证明等主要文件
资料应妥善保管。遇到执法人员依法检查身份证件，应配合对方工作，但
要注意防范假警察的调包伎俩。遇到执法人员搜查公司或住所，应要求其
出示证件和搜查证明，并要求与企业律师联系，同时报告中国驻西班牙使
领馆。 

8.9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优秀文化百花齐放大花园中的璀璨瑰宝，不可避
免地会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走进驻在国。中资企业应该在驻在国展
示优秀的中国文化元素，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不仅是责任，也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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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市场谋取长远发展的需要。驻西班牙中资企业，特别是以工商银行、
华为、中兴等为代表的一批企业，一直高度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播，通过广
泛参与当地公益和慈善活动，既宣传了中国文化，又获得了当地民众的认
可和好评，为企业树立了良好的文化形象。 

西班牙中国商会发挥会员企业优势，通过组织有关企业陪同使馆领导
访问西班牙各地，参与经贸研讨会、企业洽谈会等大型活动，较好地宣传
了中国文化，并树立了中资企业良好形象。 

8.10 其他  

中资企业在西班牙开展投资合作应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强化制度管
理，做好风险防范，避免安全生产事故。了解西班牙社会治安情况，注意
防盗、防火、防病和防范恐怖袭击及其他突发事件，应制定防范措施和应
对方案。不盲目相信不熟悉的人，不介入当地各类纠纷。与同行企业和谐
相处，有序竞争，树立中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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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中资企业/人员在西班牙如何寻求帮助 

9.1 寻求法律保护  

西班牙是成熟的法制国家，中国企业从考察市场、注册企业开始，一
定要依法办事、依法经营。遇到纠纷时，如无法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可通
过法律手段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9.2 寻求当地政府帮助  

和当地政府主管部门保持必要联系，加强沟通，加深友谊，遇到困难
时依法得到支持。 

西班牙工业贸易旅游部 

地址：Paseo de la Castellana, 160, 28046 Madrid, España 

电话：0034-913494000 

网址：www.mincotur.gob.es 

西班牙投资促进局 

地址：Paseo de la Castellana, 278, 28046 Madrid, España 

电话：0034-915035800 

网址：www.investinspain.org 

9.3 取得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保护  

中国企业进入西班牙市场前，可咨询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经商处意
见；在西班牙完成投资手续后，应按规定到大使馆经商处办理报到登记手
续；日常情况下，也应与经商处保持联络。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经商处网址：es.mofcom.gov.cn/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网址：es.chineseembassy.org/chn/ 

9.4 建立并启动应急预案 

中国企业到西班牙开展投资合作前，应客观评估潜在危险，有针对性
地建立内部应急机制，制定应急预案；对员工进行海外安全教育，强化安
全意识，设专人负责安全生产和日常安全保卫工作；投入必要的经费购置
安全设备，为员工购买必要保险等。 

http://www.mincotur.gob.es/
http://www.investinspai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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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其他应对措施  

遇有突发事件，除及时向中国驻西班牙使领馆、国内公司总部报告外，
应及时与所在地政府部门取得联系，以取得支持，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争取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在处理相关事宜时，应服从使领馆统一领
导和协调。 

西班牙紧急求助电话： 

外交部全球领保应急呼叫中心：0086-10-12308 

中国驻西班牙使馆领保电话：0034-699089086 

中国驻巴塞罗那总领馆领保电话：0034-932125622 

问讯：11818、11869、11824 

紧急救护：112 

全国警察：091 

国民警察：062 

国民警察总部：0034-915146000 

国民警察总部交警局：0034-915335300 

马德里市警察：092 

马德里急救电话：0034-915222222 

红十字救护：0034-914799361（马德里）、0034-933002020（巴塞罗
那） 

中毒：0034-915620420 

火警：080 

马德里市政吊车：0034-913450666 

马德里市政府求助电话：0034-915881000 

旅西指南（中国领事服务网）： 

http://cs.mfa.gov.cn/zggmcg/ljmdd/oz_652287/xby_65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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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西班牙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10.1 新冠肺炎疫情现状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0日，西班牙累计确诊
病例6,032,298例，累计死亡病例89,253例；过去7日新增确诊病例383,197

例，新增死亡病例242例；每百人接种疫苗165.4剂次，完全接种率为74.86%。 

10.2 疫情防控措施 

根据西班牙卫生部最新消息： 

（1）自2020年11月23日起，所有来自与冠状病毒有关的国家/风险区
的乘客，必须出示72小时内带有阴性PCR结果的证书，才能进入西班牙。 

（2）根据2021年3月8日的SND/181/2021号令，来自巴西、南非、博
茨瓦纳、科摩罗、加纳、肯尼亚、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赞比亚、津巴布
韦、秘鲁和哥伦比亚的人，必须在抵达西班牙后10天或在整个逗留期间（如
果少于此期限）保持隔离。如果此人在第七天接受针对急性感染的诊断测
试而结果为阴性，则该时期可能会更早结束。 

三、自2021年5月1日起，根据SND/413/2021号令，前往西班牙的原籍
国为印度（无论是否有中途停留）的人，必须在抵达后的10天或整个逗留
期间（如果少于该期限）接受隔离。如果此人在第七天接受针对急性感染
的诊断测试而结果为阴性，则该时期可能会更早结束。 

更多西班牙出入境管制规定请详见西卫生部网站： 

https://www.mscbs.gob.es/profesionales/saludPublica/ccayes/alertasActua

l/nCov/spth.htm。 

10.3 后疫情时期经济政策 

2020年，疫情期间，西首相桑切斯宣布一项20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
划，以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其中1170亿来自公共资金，其余来自私人
资金。这是西史上金额最大的一揽子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支持企业、工人和个体经营者】 

（1）增加就业临时调整措施（ERTE）灵活性，受影响的所有人均将
获得失业救济金，即便是未满足最低缴纳社保时间的人； 

（2）警戒状态下领取的失业金不计入之后的失业金计算中； 

（3）所有员工有权减少工作时长，以照料老人和儿童，企业应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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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允许时开展远程办公； 

（4）放宽个体经营者领取社会福利条件； 

（5）放宽市政府对疫情引起相关问题的社会支出条件； 

（6）实施ERTE的企业无需缴纳社保； 

（7）为企业提供1000亿欧元公共担保； 

（8）禁止欧盟外国家对西具有战略意义的上市企业进行收购要约； 

（9）批准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和远程办公研发计划。 

【支持弱势群体家庭】 

（1）拨款6亿欧元用于有老年人家庭的社会服务； 

（2）保证基本的水电气供应和电信服务； 

（3）由于疫情而收入减少或失业的人可延缓支付首套房贷。 

【支持研发疫苗】 

（1）实施措施支持疫苗研发； 

（2）为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和卡洛斯三世卫生学院拨款3000万欧
元。 

同时，西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发挥货币政策和
财政政策的互补效应，支持经济稳步复苏。 

此外，西班牙政府于2021年5月正式通过《复苏、转型和弹性计划》，
该计划若得到欧盟批准，则西可从欧洲复苏基金中获得720亿欧元直接援
助。西复苏计划的重点是经济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将在2023年前使用欧
盟复苏基金进行600亿欧元投资，并将拉动约5000亿欧元私人投资，每年
为GDP增长贡献2个百分点。投资将与结构性改革相结合，涉及教育、职
业培训、能源、劳动力市场、养老金体系等多个领域，并将实现改善商业
环境、提高税收改革监管、提高行政现代化水平等目标。 

10.4 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抗疫专项支持政策 

西政府没有对外商投资制定抗疫专项支持政策。 

10.5 对中资企业的特别提示 

目前,西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病毒变种或更具传染性，疫情防
控不容乐观。中资企业应高度重视，务必保持防范意识，切实做到： 

（1）密切关注西政府发布的疫情通报，遵守所在自治区的防疫规定。 
（2）绝不能放松警惕，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无论是否已

接种疫苗，都务必继续加强个人防护措施，在公共场所注意佩戴口罩，保
持社交距离，勤洗手、勤消毒，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不参加聚餐等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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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活动，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 

（3）认真评估旅行风险，谨慎安排跨国旅行，坚决做到“非必要、非
紧急，不旅行”。如确有紧急事务需要旅行，应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做好行
前隔离工作及个人防护，在检测后、登机前做好居家隔离。 

（4）如有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及时拨打急救电话112，在咨询专业意
见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情况决定是否前往医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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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西班牙部分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 

 

部门 网址 职务 姓名 

首相府 
www.lamoncloa.go

b.es/Paginas/index.

aspx 

首相 
Pedro Sánchez 

Pérez-Castejón 

首相府、议会关系

与民主记忆部 

www.mpr.gob.es/p

aginas/index.aspx 

副首相兼首相府、 

议会关系与 

民主记忆大臣 

María del Carmen 

Calvo Poyato 

社会经济与劳动部 
https://www.mites.

gob.es/es/organizac

ion/index.htm 

副首相兼社会经济与

劳动事务大臣 

Yolanda Díaz 

Pérez 

经济事务与 

数字化改造部 

https://www.minec

o.gob.es/ 

副首相兼经济事务与

数字化改造大臣 

Nadia Calviño 

Santamaría 

生态转型与 

人口挑战部 

www.miteco.gob.es

/es/ 

副首相兼生态转型与

人口挑战大臣 

Teresa Ribera 

Rodríguez 

外交、欧盟 

与合作部 

www.exteriores.go

b.es 

外交、欧盟 

与合作大臣 

María Aránzazu 

González Laya 

司法部 
www.mjusticia.gob

.es/cs/Satellite/Port

al/es/inicio 

司法大臣 
Juan Carlos 

Campo Moreno 

国防部 
www.defensa.gob.e

s/ 
国防大臣 

Margarita Robles 

Fernández 

财政部 
www.hacienda.gob.

es/es-ES/Paginas/H

ome.aspx 

政府发言人 

兼财政大臣 

María Jesús 

Montero 

Cuadrado 

内政部 
www.interior.gob.e

s/ 
内政大臣 

Fernando 

Grande-Marlaska 

Gómez 

运输、出行与 

城市议程部 

www.mitma.gob.es

/ 

运输、出行与 

城市议程大臣 

José Luis Ábalos 

Meco 

教育与职业培训部 
www.educacionyfp.

gob.es/portada.html 
教育与职业培训大臣 

Isabel Celaá 

Diéguez 

工业、贸易 

与旅游部 

www.mincotur.gob.

es/es-es/Paginas/ind

工业、贸易 

与旅游大臣 

Reyes Maroto 

Illera 

https://www.lamoncloa.gob.es/Paginas/index.aspx
https://www.lamoncloa.gob.es/Paginas/index.aspx
https://www.lamoncloa.gob.es/Paginas/index.aspx
https://www.mpr.gob.es/paginas/index.aspx
https://www.mpr.gob.es/paginas/index.aspx
https://www.miteco.gob.es/es/
https://www.miteco.gob.es/es/
https://www.mjusticia.gob.es/cs/Satellite/Portal/es/inicio
https://www.mjusticia.gob.es/cs/Satellite/Portal/es/inicio
https://www.mjusticia.gob.es/cs/Satellite/Portal/es/inicio
https://www.defensa.gob.es/
https://www.defensa.gob.es/
https://www.hacienda.gob.es/es-ES/Paginas/Home.aspx
https://www.hacienda.gob.es/es-ES/Paginas/Home.aspx
https://www.hacienda.gob.es/es-ES/Paginas/Home.aspx
http://www.interior.gob.es/
http://www.interior.gob.es/
https://www.mitma.gob.es/
https://www.mitma.gob.es/
https://www.educacionyfp.gob.es/portada.html
https://www.educacionyfp.gob.es/portada.html
https://www.mincotur.gob.es/es-es/Paginas/index.aspx
https://www.mincotur.gob.es/es-es/Paginas/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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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spx 

农业、渔业 

与食品部 

www.mapa.gob.es/

es/ 

农业、渔业 

与食品大臣 

Luis Planas 

Puchades 

地方政策与 

公共职能部 

www.mapa.gob.es/

es/ 

地方政策与 

公共职能大臣 

Miquel Iceta i 

Llorens 

文化与体育部 
www.culturaydepor

te.gob.es/portada.ht

ml 

文化与体育大臣 
José Manuel 

Rodríguez Uribes 

卫生部 
www.mscbs.gob.es/

home.htm 
卫生大臣 

Carolina Darias 

San Sebastián 

科学与创新部 
http://www.ciencia.

gob.es/ 
科学与创新大臣 

Pedro Francisco 

Duque Duque 

平等部 
http://www.igualda

d.gob.es/ 
平等大臣 Irene Montero Gil 

消费部 
www.mscbs.gob.es/

consumo/portada/h

ome.htm 

消费大臣 
Alberto Garzón 

Espinosa 

包容、社会保障 

与移民部 

www.mitramiss.go

b.es/es/organizacio

n/missm/index.htm 

包容、社会保障 

与移民大臣 

José Luis Escrivá 

Belmonte 

大学部 
https://www.univer

sidades.gob.es/ 
大学大臣 

Manuel Castells 

Oliván 

社会权利与2030议

程部 

https://www.mscbs.

gob.es/organizacion

/ministerio/organiza

cion/homeMDSA2

030.htm 

社会权利与2030议程

大臣 

Ione Belarra 

Urteaga 

 

 

https://www.mincotur.gob.es/es-es/Paginas/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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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apa.gob.es/es/
http://www.culturaydeporte.gob.es/portad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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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2 西班牙中国商会成员一览表 

一、在西班牙主要中国企业 

西班牙中国商会（Cámara de Comercio e Inversiones de China en 

España）经中国商务部备案，于2012年7月正式在西班牙完成登记注册手
续。现任主席单位为中国建设银行（欧洲）巴塞罗那分行。商会联系人：
赵婉怡。电邮：info@ccince.com。电话：0034-665685240。 

截至2021年4月，商会共有会员单位61家，涉及金融、电信、航空、
海运、钢铁、酒店、可再生能源、家电、保险、食品、体育、工程咨询等
行业，分布于马德里、加泰罗尼亚、卡斯蒂利亚-莱昂、加利西亚、巴利亚
里群岛、安达卢西亚、阿拉贡、加那利群岛、瓦伦西亚和纳瓦拉等自治区。 
西班牙中国商会第五届理事会于2021年3月18日正式成立，中国建设

银行（欧洲）巴塞罗那分行为第五届理事会主席单位，中国工商银行（欧
洲）西班牙分行、中兴通讯西班牙公司、华为技术西班牙有限公司、中国
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马德里营业部、金浦西班牙发展有限公司、中远海
运集运（西班牙）有限公司和义新欧（西班牙）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等七家
企业为第五届理事会副主席单位，大成律师事务所为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单
位。 

主要成员企业名单及联系方式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1. 马德里自治区： 

（1）中国工商银行（欧洲）有限公司马德里分行 

电话：0034-912 168 837 

传真：0034-912 168 866 

（2）华为技术西班牙有限公司 

电话：0034-913 843 888 

传真：0034-913 849 089 

（3）中兴通讯西班牙公司 

电话：0034-913 846 487 

（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马德里营业部 

电话：0034-915 489 032 

传真：0034-915 489 033 

（5）忠诚保险（葡萄牙）西班牙分公司 

电话：0034-915 637 788 

传真：0034-915 649 488 

（6）海通银行西班牙分行 

电话：0034-914 005 400 

mailto:info@cci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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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034-914 005 442 

（7）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034-916 450 353 

传真：0034-916 459 582 

（8）义乌西班牙交流基金会 

电话：0034-915 946 029 

（9）艾普蒂萨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0034-915 949 500   

传真：0034-914 465 546 

（10）中国电信（欧洲）有限公司西班牙分公司 

电话：0034-680 665 459 

（11）中国东方航空马德里营业部 

电话：0034-915 599 889 

传真：0034-915 410 411 

（12）环球世纪国际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034-917 585 511 

（13）重庆演艺集团欧亚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话：0034-910 147 592 

（14）银联国际西班牙代表处 

电话：0034-917 498 061 

（15）普联技术有限公司西班牙子公司 

电话：0034-912 000 727 

（16）Urbaser城市服务公司 

电话：0034-914 122 004 

（17）大成（DENTONS）律师事务所 

电话：0034-914 322 350，640 917 025 

（18）义新欧（西班牙）国际货运代理公司 

电话：0034-915 286 781 

（19）中贸促商务咨询中心马德里代表处 

电话：0034-910 663 553 

（20）康德水晶石酒店集团公司 

电话：0034-915 644 923 

（21）申通国际西班牙公司 

电话：0034-911 728 752 

（22）SUPSA建筑服务公司 

电话：0034-911 373 072 

（23）大华西班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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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34-917 649 862 

（24）爱尔国际（欧洲）有限公司 

电话：0034-680 607 938 

（25）海康威视西班牙有限公司 

电话：0034-917 371 655 

（26）上海电气欧洲能源投资公司 

电话：0034-637 881 244 

2.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 

（27）中国建设银行（欧洲）有限公司巴塞罗那分行 

电话：0034-935 225 000 

传真：0034-935 225 078 

（28）海尔伊比利亚 

电话：0034-902 503 330   

传真：0034-902 503 340 

（29）中远海运集运（西班牙）有限公司 

电话：0034-933 047 126 

传真：0034-933 047 128 

（30）华意压缩机巴塞罗那公司 

电话：0034-937 106 008 

（31）宝钢西班牙有限公司 

电话：0034-934 119 325 

传真：0034-934 119 330 

（32）五矿西班牙有限公司 

电话：0034-933 072 007 

（33）中国检验认证集团西班牙公司 

电话：0034-934 677 283     

传真：0034-934 677 283   

（34）中航国际Aritex公司 

电话：0034-933 984 111 

传真：0034-933 838 854 

（35）西班牙正泰能源有限公司 

电话：0034-934 673 778 

（36）（钱江）凯威摩托西班牙有限公司 

电话：0034-902 557 237 

（37）伊比利亚集成食品 

电话：0034-972 527 000 

（38）启迪之星巴塞罗那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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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34-934 673 778 

3. 加利西亚自治区： 

（39）中信重工机械西班牙甘达拉公司 

电话：0034-986 34 60 00 

（40）卡洛斯阿尔博的孩子们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034-986 213 333 

（41）宜品乳业西班牙乳清公司 

电话：0034-982 400 202 

4. 阿拉贡自治区： 

（42）萨拉戈萨通信线缆公司 

电话：0034-976 729 900 

5. 巴利阿里群岛自治区： 

（43）西班牙金浦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0034-971400300 

传真：0034-971405904 

6. 卡斯蒂利亚-莱昂自治区： 

（44）卡伊酒庄 

电话：0034-947 545 276  

（45）圣泉英赛德欧洲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034-947 076 153 

7. 加那利群岛自治区： 

（46）中国水产有限公司驻拉斯帕尔马斯办事处 

电话：0034-928 270 841  

传真：0034-928 223 641 

8. 安达卢西亚自治区： 

（47）格拉纳达足球俱乐部 

电话：0034-958 253 300 

传真：0034-958 253 304 

9. 瓦伦西亚自治区 

（48）中远海运港口西班牙控股有限公司 

电话：0034-963 352 100 

传真：0034-963 318 322 

（49）Andemen Industrial S.L. 

电话：0034-960 220 084 

（50）海信西班牙公司 

电话：0034-961 767 472 

10. 纳瓦拉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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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阳光电源西班牙公司 

电话：0034-948 117 598 



87 西班牙 

 

 后记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之《西班牙》，对中国企业尤其
是中小企业到西班牙开展投资合作业务时普遍关注的投资合作环境进行
了客观介绍；针对中国企业到西班牙开展业务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给予了
提示。希望本《指南》能成为中国企业走进西班牙的入门向导，本《指南》
提供的信息仅供读者参考，不作为企业投资决策的全部依据。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组织协调《指南》编制工作。本《指南》
由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经商处编写，参加2021版《指南》撰稿工作的人员
分别为：常和喜（参赞）、沈清、王一伊和钱一。西班牙中国商会秘书赵
婉怡，大成（Dentons）律师事务所、毕马威西班牙、华为、工商银行西班
牙分行、艾普蒂萨、海通银行等单位为指南更新提供了重要帮助。商务部
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本《指南》内容进行了补充和修
改。商务部欧洲司的同志对文中相关内容提出了宝贵意见。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参阅了中国外交部、中国海关、西班牙首相
府、西班牙工业贸易旅游部、西班牙外贸投资促进局（ICEX）、西班牙统
计局等机构的公开信息，特此说明并致谢意。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我们的
水平有限，如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2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