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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以来，商务部积极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全会精神，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以共建“一带一路”
为引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引导企业平稳有序开
展对外投资合作，不断创新对外投资监管方式，持续完善
提升“走出去”公共服务，着力研判和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对外投资合作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据商务部统计，2018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30.4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年末对
外直接投资存量约1.9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3位；对外承包
工程完成营业额1690.4亿美元，75家企业进入美国《工程
新闻纪录》（ENR）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排名榜单，
数量位列各国之首。中国企业走出去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与东道国一道实现联动发展，互利共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
大变革大调整，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日益密切，全球治
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同时，世界经济深刻调
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
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
很多，风险挑战加剧。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世界形势的判
断为我们更好地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共建“一带一路”
走深走实提供了根本遵循。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提出的“健全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要求，更
好地帮助企业了解和熟悉东道国国情，提升“走出去”的
能力和海外经营水平，有效抗击海外各类风险，商务部组
织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和中国驻外经商机构编写了
2019版《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以下简称《指
南》），对原有数据、信息及政策法规进行了全面更新，
涵盖172个国家和地区。  

希望这套《指南》能对有意走出国门、开展对外投资
合作的企业具有指导作用，也欢迎社会各界批评指正，提
出宝贵意见。同时，希望编写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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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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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对外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作
用。 

 

商务部副部长 钱克明 

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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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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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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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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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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会议，成为除中西经济工业合作混委会之外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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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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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农业资源丰富，是欧盟第1大和全球第3大
果蔬出口国，有欧洲“菜篮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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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等领域也具备较强实力。 

2015年以来，西班牙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目前处于温和调整期。2018

年，西班牙经济增长2.6%，连续5年正增长且增幅高于欧洲其他主要经济
体，各项经济数据整体向好，房地产等消费市场持续复苏。预计2019年经
济增长2.2%，超出欧元区1.1个百分点，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西班牙是中国在欧盟内第6大贸易伙伴，中国是西班牙全球第6大贸易
伙伴、欧盟外第1大贸易伙伴。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18年，中西货物贸
易总额337亿美元，西班牙对华出口88亿美元，自华进口249亿美元，同
比增幅均约为9%。西班牙积极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最早确
认参展的欧盟成员之一，希望利用这一平台促进对华贸易平衡发展。2018

年11月，首届进博会53家参展西班牙企业与中国采购商意向成交额3.56

亿美元，成交展品包括蔬果、饮料、酒、肉制品、个人护理和美妆产品、

参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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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加工及成型设备等。 

2014年11月，全程逾1.3万公里的义乌至马德里班列开通，成为全球
运营里程最长的货运班列，习主席称赞班列为亚欧大陆互联互通的重要桥
梁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早期成果。西班牙已有13个自治区参与其中，班列
累计运行约600列，运送标箱逾5万个，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际收益。 

截至2018年，西班牙对华投资项目2508个，实际投入38亿美元；中
国对西班牙全行业各类投资33亿美元，主要分布在住宿和餐饮、房地产、
制造、批发零售和农林牧渔等领域。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
所和商协会为促进双向投资发挥积极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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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在第三方市场开展互利合作，有利于相互利用优势降低成本，共
同规避风险，提高管理水平。 

中西在旅游、运输、通信、计算机、信息服务、建筑、金融、教育、
环保、循环经济、人员培训、体育赛事转播、技术交流与合作等多个服务
领域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建议双方企业抓住机遇，积极探讨合作。 

希望两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框架下，不断加强交流，各领
域合作取得更大成绩！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经商参赞  王颖琦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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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1.1 西班牙的昨天和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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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爆发内战，
1939-1975年佛朗哥实施独裁统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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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2月，执政党人民党在大选中获胜，蝉联议会第一大党，但失
去绝对多数优势。时任首相拉霍伊放弃优先组阁权后，国王费利佩六世授
权议会第二大党工社党总书记桑切斯组阁。桑切斯在两轮议会信任投票中
均未获通过，组阁失败。2016年6月26日，西班牙重新举行议会选举，人
民党以33%得票率再次胜选，在众议院350个席位中占137席，但仍未及绝
对多数。历经多轮组阁谈判后，同年11月3日，人民党组建政府，拉霍伊
续任首相。2018年5月25日，因权钱交易腐败大案“居特勒案”宣判，在
野党工社党向人民党首相拉霍伊发起弹劾。6月1日，议会投票通过该提案，
拉霍伊下台，随后工社党总书记桑切斯就任首相。2019年2月，由于中央
政府提交的国家总预算草案遭议会否决，桑切斯宣布解散议会并于4月28

日提前进行选举，西班牙迎来4年内第3次大选。工社党在众议院350个议
席中获123席，位居各党之首，但未达到得以单独组阁的过半数议席。各
党将就首相人选进行谈判，目前暂为工社党看守政府。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5l-1506年)，出生在意大利，后成为西班牙著
名航海家,是地理大发现的先驱者。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
(1547—1616)是西班牙文学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家，被誉为现代小说之父，
代表作《堂吉诃德》。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1881—1973)，西班牙伟
大画家,立体派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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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西班牙的地理环境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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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利利亚两块飞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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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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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休达和梅利利亚两块飞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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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奥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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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是西班牙中央经济区的综合性经济中心，运输、物流、
研发、消费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中心。市内通讯、交通发达，市区13条地铁
线总长226公里，年客运量约6.26亿人次；现代建筑与文物古迹相映成辉，
市内有规模名列欧洲榜首的马德里自治大学，36个古代艺术博物馆、100

多个博物馆、18家图书馆和100多个雕塑群。 

【巴塞罗那（Barcelo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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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万。是化工、医药、机械、
汽车等工业中心。高迪设计建造的多处建筑是该市一大特色。 

【瓦伦西亚（Valencia）】重要工商业城市，人口78.8万，面积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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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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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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自然资源 

西班牙矿产资源丰富。主要矿产储量：煤88亿吨，铁19亿吨，黄铁矿
5亿吨，铜400万吨，锌190万吨，汞70万吨。森林总面积1500万公顷，森
林覆盖率30%。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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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人口分布 

西班牙全国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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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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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的政治环境如何？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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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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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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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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立法权，审批财政预算，
监督政府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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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宪法规定，须通过自由、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产生，
任期4年。参议院是地区代表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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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下设审计法院和民众利益保障委员会，
监督政府行政活动。最近一次议会选举于2019年4月28日举行，新一届议
会于5月组建。 

【政府】政府组成分两个步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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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理事会由首相、副首相及各
部大臣组成，一般每周五开例会。政府有两个咨询机构：国务咨询理事会
和经济社会理事会。现为工社党看守政府，于2018年6月7月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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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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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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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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有副首相、国防、外交、内政大臣、国防参谋长、三军
参谋长。国防部负责制定防务政策并领导国防工业。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
是首相和国防大臣的军事顾问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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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减少指挥层次、加
强作战效率。2018年国防预算为84.56亿欧元，同比增长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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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主要党派 

西班牙实行多党制，正式参加政党登记的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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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1879年，现有党员约62万。1982至2011年间曾六度执政，
2018年6月2日成功弹劾拉霍伊政府后再度执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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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席。 

【人民党（Partido Popular）】最大在野党，原名人民同盟，1977年
创立，1989年易名为人民党，执行“中间改良主义”路线。现有党员约86

万。该党成立后不久便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力量不断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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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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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首相拉霍伊辞去党主席职务。
2018年7月21日，巴勃罗·卡萨多·布兰科（Pablo Casado Blanco）当
选党主席。目前在众议院拥有350个席位中的66席。 

【公民党（Ciudadanos）】中右政党，成立于2006年3月4日。原为加
泰罗尼亚自治区地方性政党。党主席阿尔伯特·里维拉（Albert Rivera），
注册党员约3万。在2019年大选中赢得57个众议院席位，成为议会第三大
党。 

【“我们能”党（Podemos）】左翼政党，2014年1月成立。总书记
是该党创始人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注册党员约50

万。在2019年大选中赢得42个众议院席位，成为议会第四大党。 

【呼声党（Vox）】新兴极右翼政党。成立于201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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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政坛迅速上升，2019年大选实现从0到
24个议席的突破。 

【其他党派】加泰罗尼亚共和左翼党（ERC）在议会持15席、“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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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泰罗尼亚”党（JxCAT）在议会持7席、巴斯克民族主义党(PNV)

在议会持6席。其余党派共持10席。 

1.3.3 外交关系 

西班牙是欧盟成员国和二十国集团永久嘉宾国，奉行欧洲主义，注重
参与欧盟机构建设。高度重视并深化同美国关系，注重维持与伊比利亚美
洲传统关系，加强与地中海地区、非洲、阿拉伯国家关系，积极开拓同亚
洲新兴国家的合作。重视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配合和协作。在欧洲主权
债务危机背景下将促进经济复苏、拉动增长和就业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
标，力图整合政治、经济、文体、教育、艺术等多方面积极因素，努力打
造西班牙国家品牌，成为“具有全球存在的中等强国”。西班牙与近200个国
家和地区有外交、领事和商务关系。 

【同欧盟关系】西班牙奉行欧洲主义，视欧洲为其对外政策三大传统
支柱之首，融入欧盟并在欧盟内发挥更大作用是西班牙对外政策的根本。
认为强大和团结的欧洲是世界进步的保障，欧盟应拥有真正的安全防务政
策，在预防和解决国际和地区冲突中发挥积极有效和可信的作用，根据联
合国宪章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责任。西班牙积极致力于欧盟一体
化建设，支持并推动通过《里斯本条约》。西班牙与欧盟成员国保持密切
关系，强化与法国、德国的“亲密传统友好关系”。同德国、法国、意大利
和葡萄牙建立了政府首脑定期会晤机制。欧盟成员国是西班牙的主要经贸
伙伴，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英国等；主要投资国包括荷兰、
法国、卢森堡、英国等。2018年6月政府组阁后将原外交与合作部更名为
外交欧盟与合作部，凸显对欧盟关系的重视。 

【同美国的关系】视对美关系为西班牙外交格局中重要支点之一。近
年来，西美关系不断密切，合作领域不断拓宽。西班牙在参加北约反导防
御系统等问题上与美国积极配合。2018年6月，国王费利佩六世访美。 

【同英国的关系】西班牙与英国在直布罗陀一直存在主权争议。英国
脱欧问题上，西班牙基本和欧盟保持一致立场，强调希望保护在英西籍公
民权利，给予需要进出直布罗陀劳动者同等权益。 

【同北非及地中海国家的关系】 将近邻北非地区作为西不可忽视的
外交重点。愿推动有关国家和平民主进程。在预算大幅削减背景下，西对
非发展援助将进一步向医疗卫生等福利项目和“良政工程”倾斜。遵守联
合国对解决西撒哈拉主权争端的原则立场，愿积极发展同摩洛哥和阿尔及
利亚关系。西班牙认为，地中海地区对欧盟具有战略意义，欧盟应为该地
区的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西班牙与拉美国家有特殊传统关系，把发
展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作为其战略重点。强调维护双方优先关系，扩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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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与合作机制，帮助拉美国家加强和巩固民主政体，强化文明社会，支
持拉美经济一体化、政治协商机制和可持续发展。主张建立伊比利亚美洲
共同体，积极倡导并参与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主张通过建立欧盟－拉
美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欧盟与拉美进一步接近。在西班牙倡议下，伊比利
亚美洲（简称伊美）首脑会议自1991年起每年（2014年后改为每两年）
召开一次，迄今已举行25届，拉美西、葡语国家和葡萄牙给予热烈响应和
支持。第26届峰会于2018年11月在危地马拉安提瓜市举行，主题为“繁
荣、包容、可持续的伊比利亚美洲”。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等22国国家
元首、政府首脑或代表与会。会议常务秘书处设于西班牙，由首脑会议主
办国设立临时秘书处。拉美是西班牙传统主要对外投资地。 

【同亚洲国家的关系】将亚太地区作为外交重点，认为亚太新兴国家
很好地把握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并成功抵御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取得了
高速经济增长和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愿通过推动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以
及增设外交代表机构等方式加强与亚太国家联系。2018年2月通过第五个
《亚太计划》（2018-2022年），将中国和印度列为其亚洲政策的重点，
拟通过政治互访、贸易交往加大西班牙在亚洲的存在和影响。 

【同中国的关系】1973年3月9日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西两
国政治、经贸、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2005

年11月，时任主席胡锦涛访问西班牙期间，两国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2009年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西班牙。2011年1月，时任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访问西班牙。近年来，中西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
增加，经贸合作扩大，文化交流深化，中西关系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双方保持高层接触，进一步增进了相互了解和信任，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
好的时期。2013年10月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访西。2014年9月，西前首
相拉霍伊正式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会见，李克强总理与拉举行会谈，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会见。2014年12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联
部部长王家瑞访西。2015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马略卡会见时任副
首相德圣玛丽亚。201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
部部长刘奇葆率中共代表团访西，在马德里分别会见众议长波萨达、时任
人民党副总书记莱维和工社党总书记桑切斯。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
土耳其安塔利亚会见前首相拉霍伊。2016年9月，拉霍伊来华参加G20峰
会，与习近平主席会面。2016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南美三国返程经停
大加纳利群岛，并会见了前副首相萨恩斯。2017年5月，西前首相拉霍伊
率发展大臣、贸易国务秘书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进一步拉近了中西关系。2017年9月，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对西班牙进行
正式访问，与国王费利佩六世、前首相拉霍伊分别举行会谈。2018年5月，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访西。2018年10月，西工业、贸易与旅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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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马罗托访华。2018年11月，应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邀请，习近平主席
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为新时期中西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2019年4

月，西班牙外交、欧盟与合作大臣博雷利作为首相特使来华出席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中西建交以来，两国签有航空协定、文化协定、经济和工业合作协定、
科技合作基础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投资保护协定、司法协助条约、
打击有组织犯罪合作协定、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引渡条约以及移管被判刑
人条约等多项协议。 

1.3.4 政府机构 

现工社党看守政府于2018年6月7日成立，包括首相、副首相等18名
内阁成员。共有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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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部、教育与职业培训部、就业移民与保障部、工业
贸易与旅游部、农业渔业与食品部、首相府议会关系与平等部、领土政策
与公共职能部、生态转型部、文化教育部、经济与企业部、卫生消费与社
会福利部、科技创新与大学部。  

1.4 西班牙社会文化环境怎么样？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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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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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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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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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aike.baidu.com/view/205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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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用花）等等。 

1.4.4 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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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气候温和，日照时间长，西班牙人的生活习惯比
较特殊，喜欢晚睡晚起。一般是早上8点早餐，11点前后茶歇，下午2点午
餐，晚上9点之后晚餐。绝大多数机关、企业、商店每天分两段办公或营
业：上午9点至下午2点；下午5点至晚上7点或8点。大商场或百货公司从
10点连续营业至21点或22点。 

此外，在西班牙的许多城市商铺的营业时间是很自由的，因此可以有
更灵活的购物时间。沿海地区在高温天气，商业场所通常会营业至22点后。
大城市某些药店24小时营业。夜间和周末服务值班时间表则在商业场所或
媒体上通知。银行对外营业时间多为上午8点半至下午2点，下午不对外营
业。商店一般周一至周六营业，周日和节假日不营业。家乐福等大超市也
在星期天营业。2012年起，马德里自治区率先允许商场自由决定营业时间。
旅游景点一般周一闭馆。 

【饮食习惯】西班牙菜肴融合了地中海和东方烹饪的精华，独具特色。
最具代表性的是火腿、海鲜饭、卡斯蒂亚汤，中部地区的烤乳猪、烤乳羊，
西北部地区的海鲜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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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面和拥抱三种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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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人的姓名由“名字—父姓—母姓”三节组成，日常生活中互相称
呼时，通常只称呼名字，许多人的名字由双名组成。 

到西班牙人家中做客，一般应备礼品，如酒或鲜花等，可适当迟到5-15

分钟，以免主人没有准备好。西班牙人在圣诞节前有相互送礼的习惯。赠
送礼品很注重包装，并有当面拆开包装、赞赏礼品的习惯。 

西班牙人性格开朗，待人热情，肢体语言丰富。西班牙人吃东西时，
通常会出于礼貌邀请周围的人与他分享，不宜贸然接受。餐桌上不劝酒，
也无相互敬烟的习惯。在餐馆用餐时，侍者一般会在每人左前方放一盘面
包。有的餐馆面包是免费的，有的则需付费。用餐前须问清楚。西班牙习
俗允许男士当面赞美女士容貌美丽或衣着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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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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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科教和医疗 

【科教】西班牙属于传统的科技强国。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其
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和科技事业发展的成就使它在当今世界科技领域的竞
争格局中具有明显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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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当于中国的大学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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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有51所公立大学，15所私立大学，7所由教会主办的私立大学。
马德里自治大学是西班牙最大的高等学府，其他著名大学还有马德里康普
顿斯大学、马德里理工大学、萨拉曼卡大学、巴塞罗那中央大学等。商学
院教育在世界享有盛名，2019年英国《金融时报》发布的世界MBA教育
排行榜上，西IESE商学院和Esade商学院分别名列欧洲第三和第七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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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大
学教育期间，为了鼓励发展教育，国家和私人机构设立名目繁多的奖学金，
只要是学习勤奋努力、能够完成校方学习要求的学生，均可以申请奖学金。 

西班牙大学的奖学金金额约在500-4000人民币元/月之间，享受奖学
金的时间为1-6年不等。每年还向国外学生提供一定比例的奖学金。西班
牙政府用于奖学金的经费占全部教育经费的3%。从1985年到1995年的10

年间，西班牙各大学的奖学金名额增加了10倍。2018年教育预算为26亿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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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s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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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癌症治疗、干细胞研究、心脏病治疗等方面上拥
有世界领先技术。健康医疗网络完善，卫生中心和医院分布密集，可以提
供初级诊断和专门护理，就医十分方便。西班牙有完善的预防和应急体系，
急救系统发达，只要拨打112电话，即可以迅速得到急救服务。西班牙的
劳动者和合法居住在西班牙的外国劳动者，凡交纳社会保险金即自动加入
了医疗保险，本人及亲属即可享受免费医疗。此外，西班牙还有商业医疗
保险公司。全国99.98%的人都加入了医疗保险。除急诊外，无论到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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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还是私立医院看病都必须要有医疗保险。 

西班牙门诊采取预约制，保健医生负责将病人转诊到有关医生。在多
个自治区实行“手机诊治”活动，医生通过手机提醒病人按时就诊、服药。 

美国《国际生活》杂志公布了2017年全球最佳医疗国家排名，这份榜
单综合了各国对本地人及外国人的医疗政策、医疗费用以及医疗便利程度
等指标，西班牙凭借优越的医疗环境和高性价比的医疗服务脱颖而出，位
列第七。 

在Bloomberg发布的2019年全球最健康国家指数排名中，西班牙再次
成为全球最健康的国家Top10的一员，排名较2017年上升5位，名列榜首。
该排名计入死亡率、预期寿命、血压水平升高人数、血糖和胆固醇水平以
及肥胖、酗酒和儿童营养不良患病率等指标。西班牙作为此次排名首位的
健康国家，健康度高达92.75分。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评估研究所的报告
显示，至2040年，西班牙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85.8岁，超过日本成为全球
第一。 

根据欧盟统计局2019年3月公布的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重排
名，2017年西班牙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占其GDP比重为6%。2017年人均
寿命为83.09岁。 

【主要传染病】根据西班牙传染病即微生物学企业SEIMC(Sociedad 

Española de Enfermedades Infecciosas y Microbiología Clínica)研究报
告数据，西班牙主要的传染病有：病毒与细菌传染病、流感、肺炎、肠道
蛔虫感染、肝炎、带状疱疹和妇科感染等。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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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里西亚地方工会（CLGA）。西班牙的工会组织在争取
和维护劳工权益、协调劳动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4

个方面：（1）通过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合同，不断提高劳动者权益，调整
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2）通过参加社会经济委员会和劳动关系委
员会，参与劳动关系的协调和劳动争议的处理；（3）通过各种形式，支
持和帮助劳动者进行个人争议申诉；（4）培训工会干部和企业委员会委
员。 

【主要非政府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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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工】据西班牙企业家组织联合会统计，2018年西班牙发生601起
罢工，共获得逾98万名劳动者支持，累计损耗工时1585万小时。1977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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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4日通过的皇家法令第37号规定，劳动者有罢工的自由，并允许提供公
共服务的公司发起罢工，发起罢工需要提前告知，但无须通过行政机关审
批。 

1.4.7 主要媒体 

【报刊】全国共有报刊155种，全国性杂志170种，销售量共420万。
根据西班牙传媒控制办公室（OJD）的数据，主要报纸2018年平均日发行
量为：《国家报》，13.76万份；《先锋报》，9.63万份；《世界报》，
8.96万份；《阿贝塞报》，7.43万份；《道理报》，6.51万份；《日报》，
6.09万份。 

【通讯社】埃菲社为官方通讯社，1939年1月创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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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电视台既有国营全国性电视台，如电视1台、
2台，也有安达卢西亚、加泰罗尼亚、加里西亚、巴斯克和马德里等地方
电视台，还有Plus频道电视台、天线3台和电视5台等多家私营电视台。 

1.4.8 社会治安 

西班牙社会治安状况总体较好。根据欧盟对西班牙犯罪情况的统计，
西班牙是欧盟犯罪率第三低的国家，仅高于葡萄牙和希腊。西班牙犯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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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2018年，西班牙刑事犯罪共记录213万1424起。
每1000人犯罪比率（下同）为44，同比增长0.7%；其中故意杀人（+4.8％）、
故意伤害（+4.4％）和盗窃（+0.1％）的犯罪率有所上升，暴力和抢劫
（-1.9％）的犯罪率有所下降。2017年8月17日至18日在巴塞罗那和坎布
里尔斯发生了两起汽车冲撞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受伤100余人，
西班牙政府将此两起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对
此事件负责。 

2018年，没有发生针对中资企业的恐怖袭击或绑架案件。 

1.4.9 节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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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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西亚的法亚节（火节）、圣周、
塞维利亚的四月节、马德里的圣·伊西德罗节（又称斗牛节）、圣体节、潘
普罗那市的奔牛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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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圣周期间、7-8月、圣诞节、元旦和三王节期间，
纷纷外出休假，几乎无人办公。 

节假日及周末喜欢家人团聚，不愿接待客人。安排访问及公务活动日
程时请注意避开节日和周末。 

马德里西班牙广场和塞万提斯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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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西班牙对外资的吸引力有多大？ 

2.1 西班牙近几年经济表现如何？ 

2.1.1 投资吸引力 

西班牙是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经济总量居欧盟第5位。20世
纪80年代初，西开始实行紧缩、调整、改革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经济自由
化措施。以1986年加入欧共体为契机，经济发展出现高潮。20世纪90年
代初，由于出现经济过热现象，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并陷入衰退。20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作用下, 经济开始回升并持续稳步
增长。1998年5月西成为首批加入欧元区国家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年
增幅高于欧盟国家平均水平。近年来，西班牙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
危机负面影响较大，2014年起实现恢复性增长。 

主要吸引外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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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形势趋稳。2018年西班牙经济增速2.6%，居发达经济
体前列。西班牙传统的旅游业、地中海特色农业得到加强，现代工业发展
较快。有一批实力强的跨国企业，可作为全球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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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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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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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西班牙在全球
最具竞争力的14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6位。 

2.1.2 宏观经济 

【经济增长率】2018年西班牙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206万亿欧
元，同比增长2.6%。人均GDP达25800欧元，同比增长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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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201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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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10412 1.4 22780 

2015 10812 3.2 23290 

2016 11100 3.2 24000 

2017 11637 3.1 25000 

2018 12060 2.6 25800 

资料来源：西班牙国家统计局 

【国内生产总值构成】据CIA数据显示，2017年，西班牙投资投资、
消费、净出口占GDP比重约为21.2%、76.2%、2.7%。其中，出口占34.1%，
进口占-31.4%。2018年，西班牙农牧渔业占GDP2.6%，工业和能源业占
16.1%，建筑业占5.8%，服务业占66%，商品净税收占9.5%。2019年2

月，西班牙服务业营业额同比增长5%，自2013年9月起连续66个月保持正
增长。 

【财政收支】近年来，西班牙预算赤字居高不下。由于政府采取紧缩
措施，2018年预算赤字为299.82亿欧元，占GDP比重从2010年的逾9%降
至2.48%，低于3%的“过度赤字程序（EDP）”红线，有望摆脱欧盟对其
财政状况监管局面，但在欧盟成员国中预算赤字率仍然较高，高于欧盟和
欧元区平均值。 

【通货膨胀率】受燃油价格下降影响，2018年通货膨胀率为1.2%，
低于2018年欧元区平均通胀率1.5%，是欧元区内少数几个通胀水平达到
欧盟目标（2.0%）的国家之一。 

【失业率】西班牙经济以往过度依赖房地产和建筑行业，所创就业缺
乏可持续性，失业人口大部分来自上述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与其关联的上
下游行业，整个国家面临的结构性失业、季节性失业问题相互交织，始终
未得到根本解决。尽管2018年失业率降至14.45%（过去9年最低水平），
但与欧盟（6.6%）和欧元区（7.9%）平均失业率相比仍不容忽视。 

【公共债务】2018年，西班牙公债总额1.17万亿欧元，人均债务25102

欧元，债务占GDP比重高达97.1%。地方政府债务高企，17个自治区债务
总额2931.28亿欧元，约占全国GDP的24.3%。 

为防止欧债危机的尴尬局面再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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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弱势政府执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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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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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西班牙公债中大部分为中央政府债务，少数为全国17个自治区
政府及市政府债务。2019年，西班牙财政部计划发行2045亿欧元债券，
同比下降4%。 

【外债余额】2018年底，西班牙外债余额2.014万亿欧元。 

【外汇和黄金储备】截至2019年3月31日，西班牙外汇官方储备资产
和其他外币资产达663.94亿欧元。 

【主权信用评级】截至2019年3月22日，标普对西主权信用评级为A-，
展望为正面。2018年4月13日，穆迪对西主权信用评级由BAA2上调至
BAA1，展望为稳定（穆迪对西下一次评级审查是2019年5月24日）。2019

年1月11日，惠誉对西主权信用评级保持A-，展望为稳定。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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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游客数
量和平均消费额快速增长。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7年旅游竞争力
报告》，西班牙旅游业竞争力居全球之首。西班牙旅游局数据显示，2018

年西班牙与旅游活动相关的就业人数近260.5万人，同比增长3.7%，就业
人数增加94104人；旅游业产值达历史最高1420亿欧元，占GDP的11.8%；
吸引8260万人次国际游客，同比增长0.9%；外国游客在西消费总额898.56

亿欧元，同比增长3.3%；人均日消费额146欧元，同比增长7.4%。旅游总
收入占GDP的11.2%。西班牙历届政府均高度重视发展旅游，充分利用世
界文化遗产、购物退税、特色美食等多种资源吸引全球游客。根据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数据，西班牙目前拥有47处世界遗产，居全球第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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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宝等车企都在西设立整车或零部件工
厂。2018年西班牙汽车总产量近282万辆，同比下降1%，居欧盟第二、世
界第九；汽车销售132万辆，同比增长7%，创2008年以来最高纪录，销量
前三位的品牌分别是西雅特（10.73万辆）、大众（10.3万辆）和标致（9.89

万辆），最畅销车型是西雅特León、Ibiza和日产Qashqai；对外出口汽车
230.44万辆，同比下降0.6%，占汽车总产量的81.7%。 

【新能源】西班牙环境与可再生能源业发展较快，有2000多家行业企
业，14万名致力于研究废弃物处理的从业者。西班牙是世界第二大和欧洲
最大的电热太阳能生产国、世界第二大太阳能光伏能源生产国、第四大风
能生产国。依托西班牙环境与可再生能源业等优势产业，可考虑与西班牙
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阿尔梅里亚太阳能平台等技术研发与创新中心以及
领先的企业，在技术研发等相关服务外包方面开展合作。近年来，供需缺
口等因素造成西电价居高不下，新能源成为重点发展的领域之一。据西班
牙国家电网公司统计，2018年，西班牙发电量中40.1%来自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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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风电占19.8%，水电占13.7%，光伏占3%，光热占1.8%；非可再
生能源发电量占59.9%，其中核电、联合循环、热电联产、煤电占比分别
为21.4％、10.8%、11.6％、14.5％。 

2019年2月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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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欧盟第三大机床和汽车发动机生产国，在机械设备制造，技
术改造与整合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航天机械制造业和包装机械制造
业等领域占据显要的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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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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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TUBACEX公司向美国市场提供了50%以上的不锈钢无缝钢管。 

过去10年，西班牙制造业取得重大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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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一季度，西班牙工业产能利用率80.6%，为2008年来最高值，
工业生产已恢复经济危机前水平。原工业、经济和竞争力部认为，经济危
机导致单位劳动成本下降，实际上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2018年第四季度，
西班牙月平均劳动成本为2692.52欧元/人，同比增长0.9%。 

2017年3月，互联网数据统计企业Statista公司联合达利亚咨询公司，
对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43,034名消费者进行调查，据此编制国家制造指数
排行榜，德国居第1位，西班牙位居第20位，认可西班牙品牌的消费者主
要来自北非和拉丁美洲。  

【特色农业】西班牙被誉为“欧洲菜篮和果园”，农业用地面积占国土
面积13.8%，居欧盟第二位。农作物种植种类主要有葡萄、橄榄、柑橘等。
畜牧业以猪、牛为主，头数分别占所有畜类的41.5%和28.1%。猪肉、羊
肉产量居欧盟第二位。橄榄的种植面积及橄榄油的产量均居世界首位，出
产全世界50%的橄榄油。全国种植近3.4亿株橄榄树，总面积250万公顷，
出产逾260种橄榄果。2017/18产季，西班牙橄榄油产量达126.1万吨。葡
萄的种植面积居世界首位，达96.08万公顷，占世界总种植面积的13%。
葡萄酒生产企业约4000家，年产37.8亿升，占全球总产量一半。2018年，
农渔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量2.6%。主要农作物包括橄榄、葡萄、大麦、水
稻、小麦、玉米等多个品种，成熟期比欧洲中部国家早1个月左右，在欧
盟成员内部贸易中竞争力较强。 

http://www.yuncaijing.com/story/details/id_318.html
http://www.yuncaijing.com/story/details/id_6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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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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水果出口额达75.58亿欧
元，蔬菜出口额达51.61亿欧元。目前，在西班牙食品和饮料主要出口目
的地（非欧盟成员）中，美国、中国、日本分别占5.67%、3.5%和2.78%.

西班牙政府积极鼓励相关企业将目光投向东南亚、拉美、中东和澳大利亚
等欧盟以外市场，提高出口目的地多元化程度。 

【航空航天】西班牙航空航天制造业非常发达和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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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盟目前研发的重要项目中，西班牙相关企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西班牙同法国、德国和英国于1970年创立了空中客车公司。欧洲最
大的航空科技园设在塞维利亚。 

【生物技术（生物制药）行业】2018年欧盟公布十大生物制药产业集
群国家，西班牙排名第五位。目前西班牙拥有628家制药厂、获得2140项
研究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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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是最重要行业之一。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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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建筑业一度快速蓬勃发展，特别是1999年到2007年，成为西班牙
经济强劲增长的引擎。房地产业最兴旺时，年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约11%左右。2018年西班牙建筑业产值占GDP5.8%。 

表2-2：跻身世界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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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77 西班牙国家银行（BANCO SANTANDER) 90531.9  9217.1  

176 164 西班牙电话公司（TELEFÓNICA) 57465.9  3931.1  

200 262 雷普索尔公司（REPSOL) 53176.0  2762.8  

234 224 西班牙对外银行（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47608.0  6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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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284 西班牙ACS集团（ACS) 43263.2  1079.9  

292 330 Iberdrola公司（IBERDROLA) 41395.4  3557.1  

406 408 Inditex公司（INDITEX) 30686.7  4042.3  

430 429 西班牙能源集团（NATURGY ENERGY 

GROUP) 

29123.0  -3330.4  

452 439 曼福集团（MAPFRE GROUP) 27423.5  624.1  

资料来源：《财富》杂志 

【2018年中国在西班牙大型知名并购项目】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东方弘泰以10.16亿欧元收购西班牙传媒公司
Imagina 53.5%的股份。 

2.1.4 发展规划 

未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前提下，增强本国各经济部门的竞争力，政
府在工业方面大力支持研发投资计划，重点扶植优先发展的工业，鼓励企
业间合作、合并、集团化等；在农业方面，改善农业结构，增加农业资本
化和集约化程度；鼓励储蓄；改进教育和职业培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行政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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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和投资促进局负责实施
《2017-2018年西班牙经济国际化战略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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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西班牙经济工业与竞争力部提出一项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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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商业环境】每个财年针对公共和私人部门出台贸易环境年度分
析报告，形成统一咨询机制，明确并解决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遇到的障碍，
提高西班牙作为外资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 

【简化市场准入】制定一系列措施保障贸易便利化，支持企业海外发
展。进一步简化通关手续、降低费用、增加效率。同时，推动世贸组织框
架内的多边贸易谈判和欧盟内的双边贸易谈判，将推进与美国双边贸易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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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作为西班牙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此外，通过国际贸易谈判，为西班牙
企业进入第三国市场提供便利，清除贸易壁垒，如积极跟进同南方共同市
场、日本、东盟、中国的双边贸易政策。 

【提供融资便利】为企业国际化提供有效的融资支持体系。西班牙国
家信贷局将为对外投资和出口企业对外活动提供更加便利的融资，同时也
将成为外国投资者进入西班牙市场的资金催化剂。加快发行企业国际化债
券，以降低国际化过程中的成本。 

【贸易促进和企业支持】西班牙政府部门为支持企业国际化推出了一
系列措施。比如，企业通过已经投入运营的全新网上咨询工具“全球之窗”，
可以对感兴趣的国家市场进行咨询，如了解经济情况、客户资源、采购方
法等。这个咨询工具还将为企业提供感兴趣国家的市场调研报告。 

【培养国际化文化和人力资源】实施企业国际化培训和专业人才发展
方面的鼓励措施。特别是通过经济贸易研究中心重点加大国际化培训，吸
引人才，并且与西班牙大学国际化发展形成整体的战略规划。 

【促进创新】创新是国际化支持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制订专门措施
吸引外资在西班牙电信等诸多领域加大发展。这项措施一方面促进在西班
牙建立外国科技公司和企业孵化器，另一方面吸引国外风险资金进入西班
牙市场。 

2.2 西班牙国内市场有多大？ 

2.2.1 销售总额 

2018年西班牙零售业表现疲软，排除季节性因素和日历影响，零售业
销售额仅同比增长0.7%，为2013年以来的最低值。Modaes网站、全球时
尚零售集团Tendam及企业研究所共同编写报告，公布全球最具零售吸引
力的50个城市，西班牙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分别以425分和410分位居全球
第29和36位。 

2018年4月，西班牙政府首相拉霍伊出席第12届世界零售大会开幕式
并发表演讲，肯定西班牙经济发展取得成就，重申“西班牙充满自信，世界
信任西班牙”。英格列斯百货公司、宜家家居和家乐福超市等在西班牙经营
大型零售集团均表示，希望与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等电商行业竞争对手在同
等自由条件下开展业务，有关各方应在欧盟和经合组织框架下开展工作，
创建高效公平监管框架，以便包括线上店和实体店在内的所有贸易公司在
相同条件下开展竞争。 

2018年4季度，西班牙家庭消费总额1772亿欧元，同比增加3.9%。 

2.2.2 生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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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西班牙家庭储蓄率4.9%，为1999年以来最低值，同比下降0.6

个百分点；家庭可支配收入和最终消费支出同比分别增长3.2%和4%。 

2.2.3 物价水平 

2018年西班牙通胀率为1.2%。 

表2-3：2019年5月马德里家乐福超市零售价格 

品名 单价 品名 单价 

柿子椒 2.09欧元/公斤 西葫芦 1.29欧元/公斤 

土豆 1.35欧元/公斤 洋葱 1.15欧元/公斤 

生菜 2.98欧元/公斤 圆白菜 3欧元/公斤 

绿芦笋 3.98欧元/公斤 胡萝卜 0.69欧元/公斤 

面粉 1欧元/公斤 猪里脊肉 6.5欧元/公斤 

牛腩 7.9欧元/公斤 西兰花 2欧元/公斤 

茄子 1.19欧元/公斤 大米 1.52欧元/公斤 

大蒜 6.95欧元/公斤 羊腿 16.9欧元/公斤 

葵花籽油 1.5欧元/升 特级初榨橄榄油 5.24欧元/升 

鸡蛋 1.75欧元/打 鸡胸肉 4.75欧元/公斤 

资料来源：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经商处 

2.3 西班牙的基础设施状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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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分钟一班。高速铁路（A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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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caní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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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何一个城镇。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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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长16.6万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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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70公里；其中高速铁路里程3240公里，位居欧盟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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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铁开始建设至今已投
资517.6亿欧元，另有5400公里高速铁路正在建设之中，是社会经济发展
主要动力之一。 

西班牙铁路在增加就业岗位，加强地区经济发展和联系，减少废气排
放，节约能耗等方面作用显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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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火车进入马德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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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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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主要是马德里巴拉哈斯（Barajas）机场、巴塞罗那（El Prat）机场和
帕尔马（Palma de Mallorca）机场，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两个机场进入欧盟
10大机场排行榜。2018年航空客运量2.64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乘坐国际
和国内航线人数分别为1.83亿人次和0.81亿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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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家中国航空公司开通9条中西直航航线，每周近30个航班往返中西两国。 

马德里机场 

表2-4：国内主要航空公司直航航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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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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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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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321 香港—巴塞罗那 

资料来源：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经商处 

2.3.4 水运 

西班牙共有53个港口，由28个港务局管理。西班牙港口在西班牙物流
运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海上货运数量位居欧盟第三位，阿尔赫西拉
斯港和瓦伦西亚港位居欧盟前10大和世界前50大港口。西班牙60%的出口
和85%的进口都通过港口完成，占与欧盟各国贸易总额的53%，占与欧盟
外其他国家贸易的96%。港口创造的产值约占运输业的20%，占GDP的
1.1%。提供3.5万个直接就业岗位、11万个间接就业岗位。2018年港口客
运量和货运量分别为3605万人次和5.6亿吨。 

主要港口有巴塞罗那、毕尔巴鄂、塔拉戈纳、阿尔赫西拉港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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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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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6 ESALG 

2 瓦伦西亚 7663 ESVLC 

3 巴塞罗那 6787 ESBCN 

4 毕尔巴鄂 3570 ESBIO 

5 卡塔赫纳 3377 ESCAR 

6 韦尔瓦 3313 ESHUE 

7 塔拉戈纳 3208  ESTAR 

8 拉斯帕尔玛斯 2697 ESLPA 

9 卡斯特里翁 2114 ESCAS 

10 希洪 1968  ESGIJ 

资料来源：西班牙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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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3亿欧
元收购TPIH持有的西班牙Noatum港口控股公司（NPH）51%股权。交易
完成后，中远海运港口（西班牙）及TPIH分别持有NPH51%及49%的股
份，NPH成为中远海运港口的控股子公司。2019年，NPH更名为中远海
运港口(西班牙)码头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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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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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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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邮政推出的国际包裹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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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为寄往美国、中国、日
本、澳大利亚、香港、韩国的急件包裹提供国际速递服务。 

2.3.6 电力 

据西班牙国家电网公司统计，2018年西发电总量中，可再生能源占
40%。核电占21.4%，风电占19.8%，煤电占14.5%，水电占13.7%，联合
发电占11.6%，天然气联合循环发电占10.8%，光伏发电占3%，光热发电
占1.8%，其他可再生能源和非可再生能源发电各占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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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西班牙国家电网公司统计，截至2018年，西班牙大陆（不计巴利阿
里群岛、加那利群岛、休达和梅利利亚）电力装机容量98593兆瓦，其中
联合循环占24.9%，风电占23.4%，水电占17.3%，煤电占9.7%，核电占
7.2%，热电联产占5.8%，光伏发电占4.5%，光热发电占2.3%。 

2.3.7 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西班牙发展部是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主管单位，下设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及住房国务秘书处，下属的主要公共企业或机构有四家：铁路基建管
理公司（ADIF）、民用航空管理局（AENA）、铁路网公司（RENFE）
以及港务局。 

政府制定了PITVI（2012-2024年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及住房计划），
于2013年2季度通过。该计划主要目标是提高效率及竞争力、促进各地区
经济平衡发展、促进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强化各地区交通便利、促进

http://www.yuncaijing.com/story/details/id_3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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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系统的功能性统一。基建发展规划主要内容如下： 

【公路交通】根据全国公路交通流量合理安排投资，重点保证现有公
路的维护保养以及提高安全性；改善公路的互联状况，建好连接港口及郊
区的公路；使用新科技管理交通等。 

【铁路交通】放开对通向欧洲其他国家的线路的自由竞争以提高效
率；开放客运铁路的经营管理；提高铁路货运经营效率，促进与物流中心
的连接。 

【航空运输】促进民用航空领域各方面的竞争；对航空管理部门进行
重组和现代化；鼓励机场管理部门根据自身情况与航空公司建立战略合作
关系等。 

【海运及港口】西班牙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较好，因此将合理安排
投资，优化现有基础设施的使用，使各港口实现自我融资的持续发展；促
进各港务局及港口运营机构间的自由竞争，降低成本并提高效率和竞争
力。 

【电力】在电力规划方面，根据《2011-2020年可再生能源计划》，
未来西班牙初级能源产品消费年增长率约为2%，石油仍是主要的能源需
求品，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在2020年将比2010年增长两倍，天然气消费增
幅可达40%。预计石油对初级能源产品的贡献率为40%，其次是天然气，
为30%，可再生能源的贡献率将从2010年的11%，提高至2020年的18%。 

西班牙政府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公共投资是提高经济活力的基
本要素，因此在公共财政支出中占有优先地位。预计到2024年，在PITVI

计划项下的投资总额将占GDP的0.89%-0.94%之间，对于交通设施的投资
占全部投资的90%，其余部分用于住房建设。上述投资将越来越依靠自我
融资来实现，即提供交通服务的机构通过对提供的服务收费来实现融资。
因此，要继续强化市场作用，私人投资的比例要达到16%以上，与目前相
比，增幅达到64%。 

【最新发展规划】2017年7月14日，时任首相拉霍伊宣布，2017-2021

年西班牙将以公私合营方式兴建总长逾2000公里、总投资50亿欧元的20

余条公路走廊，中标特许经营企业将在未来30年内负责道路维护。 

2017年7月5日，时任发展大臣德拉塞尔纳宣布，将于2019年在瓦伦
西亚和卡斯特里翁之间新建1条国际标准宽轨高铁，是现有运输能力的2

倍。线路总长62公里，预算11.7亿欧元，列车最高时速350公里。 

2017年5月，时任发展大臣塞尔纳宣布，为促进航空业发展、提高竞
争力、履行欧盟“唯一蓝天计划”承诺，发展部制定了《西班牙2017至2020

年航运发展规划》，将投资3亿欧元支持航运发展，西班牙飞行航线税将
分步骤降低11.5%，未来四年可为航空公司节省1.84亿欧元支出，从而降
低平均飞行成本，使西班牙成为欧洲航线税最低的国家之一。预计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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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西班牙航运市场规模将继续扩大，年执飞达到220万班次，比2016年增
加30万架次。Enaire公司负责西班牙境内的空中交通管制、航空信息和通
信网络管理，为航班提供导航和必要监测，以确保航班飞行安全。从领空
管辖飞机数量来看，Enaire位居欧洲第4位，2018年管理航班达创纪录的
209万架次，年输送旅客3亿人次。 

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外国自然人或法人机构在证实其债务清偿能力、
融资能力和职业技术能力之后，可参照相关法律规定与西班牙公共部门签
订协议，参与当地基础设施投资。 

2.4 西班牙的对外经贸关系如何？ 

2.4.1 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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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人员可以在欧
盟28个成员市场自由流动。西班牙还参加了欧盟对外签署的全部区域贸易
协定。  

【主要贸易伙伴】主要货物贸易伙伴是欧盟国家，包括法国、德国、
意大利、葡萄牙及英国等。服务贸易伙伴为德国、比利时、荷兰、法国、
英国等欧盟国家及拉美国家。 

【贸易总量】2018年贸易总额6206亿欧元。其中，出口2921亿欧元，
进口3285亿欧元，贸易逆差364亿欧元。 

【贸易结构】主要出口商品为机器设备、食品饮料、汽车零配件、化
工产品；主要进口商品为能源、机器设备、化工产品、汽车及零配件、消
费品。服务贸易主要部门有保险、金融、电子信息、个人及政府服务等。 

2.4.2 辐射市场 

【地理辐射】西班牙贸易伙伴主要是欧盟国家，前10大贸易伙伴中除
中国（第6）、美国（第8）和摩洛哥（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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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经济危机以来，西班牙对拉美投资波
动较大，2018年在拉美投资97亿欧元，同比增长40%。 

2.4.3 吸收外资 

据西班牙工贸旅游部统计，2018年西班牙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为
468亿美元，同比增长70%。其中，马德里自治区吸引外资399亿欧元，同
比增长125%；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吸引外资30亿欧元，同比下降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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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2年下滑。目前西班牙共有外国企业约1.1万家，最大投资来源国为美
国、英国和意大利。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8年西班
牙吸收外资流量为435.91亿美元；截至2018年，西班牙吸收外资存量为
6590.38亿美元。外国在西投资主要领域为汽车、化工、医药、食品饮料、
机电，40%在西外企总部设在马德里。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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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 

2.4.5 中西经贸 

中西1973年建交后经贸关系发展迅速，贸易额不断增长。近年来，两
国双边经贸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各领域合作日益密切。 

【双边经贸协定】中西签署的主要经贸协定有：双边贸易协定、商标
注册和保护协定、民用航空运输协定、政府间发展经济和工业合作协定、
科技合作协定、社保协定、对所得消除双重征税和防止逃避税的协定和投
资保护协定等。 

【双边贸易】2018年，西班牙是中国在欧盟内第6大贸易伙伴，排在
德国、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之后；中国是西班牙在欧盟外第1大贸
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2018年双边贸易额337亿美元，同比增长9%。
其中中国出口249亿美元，同比增长8.9%，进口88亿美元，同比增长9.2%。 

表2-6：201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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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277 215 62 153 

2015 275 219 56 163 

2016 274 213 61 152 

2017 309 229 80 149 

2018 337 249 88 161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商品结构】中国对西出口主要商品包括纺织品、机电、化工、轻工
产品等；自西进口主要商品包括机械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塑料及其制品、
矿产品和医药品等。 

【双向投资】截至2018年，西班牙对华投资项目2508个，实际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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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亿美元，在华企业700余家，主要涉及金融、能源、电信、运输等行业。 
对华投资大项目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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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斯坦普集团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8年当年中国对西班牙直接投资流量5.38亿美
元。截至2018年末，中国对西班牙直接投资存量10.6亿美元。中国企业在
西投资并购重要项目有：工商银行在西开设2家分行；建设银行在巴塞罗
那开设分行；江苏德展投资有限公司收购西班牙城市服务公司；海南航空
公司和江苏金浦集团分别收购西班牙酒店项目等。 

截至2018年，中国对西班牙全行业各类投资33亿美元，涉及金融、贸
易、航运、质检、电信、建筑、食品、能源、环保、传媒、航空等多个领
域。 

【承包劳务】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8年中国企业在西班牙新签承包
工程合同20份，新签合同额5.73亿美元，完成营业额4.44亿美元；累计派
出各类劳务人员26人，年末在西班牙劳务人员47人。新签大型工程承包项
目包括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承包西班牙电信；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承包
EUSKALTEL, S.A.MS；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承包 EUSKALTEL, 

S.A.MA等。 

【工程标准】西班牙在工程质量标准以及验收、免责相关规定方面基
本执行欧盟统一要求，在部分建筑和机电方面略有不同。中国相关标准在
西班牙不适用。 

【境外园区】中国尚未在西班牙投资开发境外园区。 

【产能合作】2018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桑切斯首相在马德里见证中
西企业签署10份商业协议，总金额176亿美元，涉及金融、电信、能源、
绿色环保、医疗、机械、汽车等多个领域。 

【货币互换】西班牙执行欧洲央行统一货币政策。中国与西班牙尚未
签署货币互换协议。 

【自贸协定】中国尚未与西班牙签署自贸协定。 

【双边经贸磋商机制】1981年中西双方成立经济工业合作混委会，
2018年10月召开第28次会议，双方就扩大双边贸易、双向投资、第三方
市场合作、金融合作和中西企业家顾问委员会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2011年李克强副总理访问西班牙期间，中国商务部和西班牙工业旅游
贸易部签署《关于在中西经贸混委会框架下建立双边投资促进工作组的谅
解备忘录》，目前已经召开2次会议。 

2018年习近平主席访问西班牙期间，中国商务部和西班牙工业贸易旅
游部签署《关于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在混委会框架下建
立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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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西班牙金融环境怎么样？ 

2.5.1 当地货币 

西班牙加入欧盟后，执行欧洲中央银行的稳定性货币政策，以实现经
济调控和货币稳定。欧洲理事会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对欧元汇率走势进行监
督，向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理事会提出有关看法，欧洲中央银行负责组织实
施欧洲理事会制定的汇率政策。《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洲中央银行
具有实施外汇业务的全部权力。 

欧元面世前，西班牙使用比塞塔，硬币面额有1、5、25、100和500

比塞塔，纸钞面值有200、500、1000、2000和5000比塞塔。比塞塔对欧
元的兑换为1:166.386。 

西班牙于1986年加入欧盟，1989年加入欧洲货币体系，1999年加入
欧洲货币联盟，1998年5月，西班牙成为首批加入欧元区国家之一。截止
目前，欧盟共有19个国家使用单一货币欧元，包括奥地利、比利时、芬兰、
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斯洛文尼
亚、西班牙、马耳他、塞浦路斯、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
宛。 

西班牙通用欧元。2019年5月15日，中国银行外汇牌价显示，欧元兑
美元中间价汇率为1：1.1863。根据欧洲央行统计，2014年、2015年、2016

年、2017年和2018年，欧元对美元平均参考汇率分别为1:1.1333、
1:1.08245、1:1.1062、1:1.1297和1:1.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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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外汇管理 

一般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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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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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欧盟不同成员国与母、子公司相关的共同税务体制的欧盟理事会
指令（指令号90/435/CEE、1990年7月23日通过，后于2003年12月22日
由编号为2003/123/EEC的理事会指令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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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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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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于或等于则需要向海关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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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银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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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市场发展政策及目标：对内进行改革，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建设，以便在欧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外积极推动银行业的国际化，加
大对欧盟以及拉美市场的拓展。对外来资本持开放态度。 

2018年以来，桑坦德、BBVA、凯克萨等主要银行陆续发出风险预警
称，由于西政局不确定性增加并呈碎片化发展趋势、多项改革政策迟迟难
以出台、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独立”前景不明等因素，西金融市场风险进一
步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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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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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重要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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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坦德银行收购人民银行(Banco popular)

之后市值在欧元区居第1位。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上述2家银行大规模进
入拉美市场，70%利润均来自海外，盈利情况位居全球银行业前列，进入
全球金融类跨国企业50强和2015年金融时报全球企业500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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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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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09-2016年，西班牙政府向遭遇危机的银行(包括瓦伦西亚银行、加
泰罗尼亚银行、新加利西亚银行、南部储蓄银行等)投入的重组成本为628

亿欧元，其中412亿欧元来自银行业有序重组基金(FROB)，216亿欧元来
自银行业存款保证金。通过此轮救助和重组，银行集团数量由45家减少到
10家，其中8家重组为商业银行。 

2019年2月，西班牙央行警告2018年消费信贷违约现象大幅增加，过
去数月消费信贷增速达23%，贷款违约率逾20%。各银行应保持谨慎，在
追寻盈利同时不得忽视审查放贷条件，尤其要重视审查家庭消费贷款，以
免该业务成为潜在损失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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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上述2家银行已完
成私有化程序，政府不再注资。2017年７月，桑坦德银行宣布以１欧元价
格收购经营状况持续恶化的人民银行(Banco pop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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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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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西班牙官方银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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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曼福保险公司
以总收入265.9亿欧元和保费收入225.4亿欧元居西班牙保险公司首位，主
要业务是房屋保险、汽车保险和医疗保险。VIDACAIXA主营寿险，MM主
营车险。 

【外国企业开立账户】外国企业在西班牙金融机构开立账户，需向银
行提交以下材料： 

（1）公司成立章程； 

（2）公司在西班牙商业注册局第一次登记证明； 

（3）公司税号卡； 

（4）股份交易公证书（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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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管理者委任书； 

（6）公司管理者身份证； 

（7）授权书； 

（8）授权人身份证； 

（9）具有公司2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或法人身份证件； 

（10）公司业务登记证明和税务执照副本； 

（11）公司营业税单； 

（12）最近12个月增值税年度和季度申报单； 

（13）企业税单； 

（14）公司账户年度审计报告（如适用）； 

（15）向商业注册局提交的公司账目介绍； 

（16）前一年公司财务收支和状况报告； 

（17）银行要求的其他资料。 

【中资银行】中国在西班牙的金融机构有中国工商银行西班牙分行
（本部位于马德里，在巴塞罗那设有分行）、中国建设银行巴塞罗那分行、
国家开发银行葡西工作组。 

 

中国工商银行西班牙分行本部： 

地址：Paseo de Recoletos, 12, Madrid, España 

电话：0034-912168888 

传真：0034-912168866 

电邮：icbcspain@es.icbc.com.cn 

 

中国工商银行巴塞罗那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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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08028 

电话：0034-935238888 

传真：0034-93523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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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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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西班牙分行于2011年成立 

 

 

中国建设银行（欧洲）有限公司巴塞罗那分行于2015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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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融资服务 

根据西班牙央行公布的数据，2018年西班牙基础利率为0%/年，2019

年4月1年期同业拆借利率为-0.112%，2019年4月底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1.008%，对德国10年期国债风险溢价为99.5个基点，对法国10年期国债
风险溢价为63.8个基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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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相关法律法规对外国投资者发起的项目融资（BOT）也有明确
规定，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以BOT方式建设运营。 

西班牙当地银行为外国企业提供相当比例的银行保函，金额比例根据
银行对企业信用状况的评估决定。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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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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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西班牙证券市场的发展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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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988号法律（《证券市场法》）对西班牙证券市场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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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明确规定，此后的37/1988和44/2002号法律根据欧盟统一规定更新了
西班牙证券市场的法律框架。目前，西班牙证券委员会对证券市场进行监
管，主要目标是确保市场的透明度、正确的价格形成机制以及对投资者的
保护，监管的主要内容包括一级市场（固定或浮动收益的新债券以及已流
通债券）、二级市场（包括记账式公债市场、期权及期货市场等）以及从
事投资服务的企业和机构。 

自2018年1月3日起，西班牙全面推行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法规II（MiFID 

II）。该法案明确规定欧盟国内投资服务公司的授权和运营条件，确保在
欧盟成员国成立投资服务公司的自由性以及投资者保护的相关条约。主要
目标一是确保组织性谈判的的监管平台，二是规定高频算法和交易的使
用，三是提高金融（包括衍生品）市场的整体监管和透明度并解决商品衍
生品的某些缺陷机制，四是加强对投资者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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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1

日该指数为9239.1点。 

2018年，西证券交易所利润1.363亿欧元，同比下降11.1%。年底Ibex 

35股指以8540点收盘，全年跌幅14.97%，为2010年以来最大跌幅。家庭
和企业与金融机构信贷违约率5.82%，过去8年首次低于6%。 

2.7 西班牙的商务成本有竞争力吗？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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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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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63欧元，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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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西班牙平均电价为57.59

欧元/兆瓦时。据西班牙Facua消费者协会统计，2018年规范价目项下一般
用户平均电费支出达926欧元。。 

【气价】西班牙天然气从周边国家进口，价格浮动不定。受国际油价
和气温变化等因素影响。2019年费率：用量小于5000kW，单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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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9033欧元/千瓦时，年用量为5000至50000kW，单价为0.0490293

欧元/千瓦时。 

【油价】2018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逐渐回升，西班牙燃油市场价格
随之不断提高。2019年5月3日，95号和98号汽油均价分别为1.397欧元/

升和1.524欧元/升，柴油均价1.295欧元/升。 

2.7.2 劳动力供求及工薪 

2019年1季度，西班牙劳动人口2283万人，与欧盟其他国家相比劳动
力平均年龄较低。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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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最低工资为900欧元/月，同比增长
22.3%，每年发14个月工资。根据欧洲统计局统计，如按每年发放12个月
工资计算，西班牙最低工资为1050欧元/月。 

2018年4季度，西班牙月均劳动成本和工资成本分别为2693欧元和
2039欧元，同比增长均为0.9%。据西班牙劳动、移民与社会保障部统计，
2019年4月西平均退休金为1135欧元。  

表2-7：2018年西班牙部分行业税前平均年工资 

（单位：欧元） 

行业 年平均工资 同比 

信息技术与电信 29,384 1% 

房地产与建筑 28,949 4% 

工程师与技术人员 28,162 2% 

教育与培训 27,305 9% 

制药业 26,614 4% 

金融与银行业 25,882 7% 

商业与销售 25,626 0% 

法律 24,600 2% 

医疗卫生 24,569 -1% 

质量、生产与研发 24,456 1% 

资料来源：InfoJobs 

2017年5月，西班牙时任就业和社会保障大臣巴涅斯表示，西中已就
避免双重缴纳社会保险签署协议，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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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社保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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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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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协定将在各自完成国内法律程序后生效。 

2.7.3 外籍劳务需求 

2008年下半年以来，西班牙失业人口大幅增加，目前是欧盟失业率最
高的国家之一，金融危机期间，西班牙失业率一度高达26%。为保障本国
就业，政府大幅削减外籍劳工配额。 

据西班牙劳动、移民与社会保障部统计，2018年西班牙失业率14.4%，
同比下降2.1个百分点，在经合组织成员中仅次于希腊（下降2.4个百分点）；
社保投保总数1902万人，为2007年以来同期最好水平；就业人口1956万
人；官方登记失业人口320万人，为2008年以来最低值，同比下降6.2%；
16-24岁青年就业率66.5%，与2008年经济危机前71%水平相近，创过去
10年最高记录；新增56.6万个就业岗位，创过去12年最高纪录，占欧盟新
增岗位总数1/4。 

2019年1季度，西班牙失业率为14.7%，失业人口335.42万人。 

2.7.4 土地及房屋价格 

2014年以来，西班牙住房市场随着国民经济复苏进入持续扩张周期，
需求和价格齐增。2014-2018年交易量连续5年保持增长，同比增幅分别为
2%、11.5%、14%、15.4%和10.1%。2018年完成51.5万笔住房交易，创
2008年以来最高记录，同比增长10.1%，房屋抵押贷款数量34.5万笔，同
比增长10.3%，为过去7年最高纪录。 

2018年4季度，西新建住房均价1619欧元/平方米，同比增长3.9%，
连续15个季度保持增长；二手房均价1869欧元/平方米，同比增长7.8%，
创Fotocasa房地产指数建立13年来最高年度增幅；高档住宅均价6800欧
元/平方米，同比增长3%。预计2019年西房地产市场将继续保持温和增长，
不会出现泡沫破裂现象，住房均价涨幅有望超过5%，交易量增长
10%-13%。 

2018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西班牙密切关注房地产价格变
化，要求西监管机构增加应对金融风险和控制信贷授予的可用工具。西班
牙央行回应称暂无迹象显示新的房地产泡沫，亦无2008年泡沫破灭前出现
的过高估价迹象。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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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马德里自治区代表性建筑材料价格一览表 

建筑材料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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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砂 22.00欧元／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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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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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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西班牙对外国投资合作的法规和政策有哪些？ 

3.1 对外贸易的法规和政策规定有哪些？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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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职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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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贸易法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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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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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国出口商提供两类金融支持：“逆向调整利
率协定”，该协定是官方信贷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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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是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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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西
班牙商品和服务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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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在技术卫生安全标准方面，西班牙实施欧盟共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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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欧盟框架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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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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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对外国投资的市场准入有何规定？ 

1999年颁布的《664/1999号皇家法令》规定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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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健康等原因，政府可以中止资本自由流
动。 

西班牙外资管理的法律较为简单，除非来自避税天堂及与国家安全直
接相关的投资项目，其他投资无需事先得到政府批准。 

3.2.1 投资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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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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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手续仅
用于行政统计，设立公司无需经其批准。 

3.2.2 投资行业的规定 

【鼓励政策】对外国投资执行欧盟统一制定的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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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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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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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政府通过各部提供援助。根据本地的经济情况，各自治区通过不
同的机构和部门制定相应的吸引外资的鼓励政策。 

首都马德里开放程度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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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拥有强大和多样化的经济工业部门，拥有完善的机
场、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和科技园区。鼓励发展食品、汽车、生命科学、
信息技术和通讯等行业。巴塞罗那也是全球知名的智慧城市。 

阿拉贡自治区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是西班牙
著名的物流中心，物流网络可辐射欧洲、拉美、北非等市场。拥有麻省理
工学院-萨拉戈萨国际物流中心、BIFI生物计算与复杂系统物理研究中心等
科研机构。鼓励物流、信息通信、航空、汽车等产业发展。 

加利西亚自治区面向西班牙本土、葡萄牙乃至拉美市场，拥有现代化
的基础设施互联网络和西班牙北部唯一一个自贸区维戈港。鼓励发展农渔
业、能源、汽车、造船等行业。 

巴斯克地区、阿斯图利亚自治区是西班牙北部的工业基地，该地区鼓
励外商投资的产业有机械制造、汽车装配等。 

安达卢西亚、埃斯特莱马杜拉自治区发展相对落后，外资占有量低，
这两个自治区将农业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此外，风能发电、肉制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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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是鼓励外商投资的领域。 

【准入限制】绝大多数行业均对外资开放，对下列领域的投资需得到
西班牙工业贸易和旅游部贸易政策总司等相关主管部门的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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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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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较为严格。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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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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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与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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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也无
独立的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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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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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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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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5,060.52欧元时，应向工业贸易和旅游部进行事后
申报。 

【企业并购】关于并购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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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合并行为并未达到欧盟规模，该行为将适用西班牙关于合并管制
的法律法规。根据法律规定，交易有下列情形的，须向西班牙主管部门书
面报告：（1）市场占有率：该交易会使所有合并公司的综合全国市场占
有率达到或超过30%，或者在某特定商品或服务市场取得较高的占有率。
但市场份额低于50%且被收购公司在西班牙的总营业额不足1000万欧元
的，不负有报告义务。（2）营业额：合并中的所有公司（包括收购公司
所属的集团）的上年度西班牙营业额合计超过2.4亿欧元，而至少其中两
个公司在同一年度的西班牙营业额超过6000万欧元。 

合并管制制度所依照的法律为《西班牙竞争保护法》（Ley 15/2007），
其实施规则是《西班牙竞争保护法实施规则》（Real Decreto 261/2008）。
负责执行竞争法的主管部门是国家市场和竞争委员会（Comisión Nac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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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los Mercados y la Competencia），2013年由国家竞争委员会、国家
能源委员会、电信市场委员会、国家邮政管理委员会、国家音像媒体管理
委员会以及铁路航空监管委员会合并组成。 

应当接受合并管制审批的交易，审批期间交易双方均有暂停该交易的
义务，直到主管部门批准该交易。违反暂停义务的公司，将可能受到数额
较大的罚款。向欧委会报告无需缴纳任何费用。向西班牙竞争保护部门报
告，则需缴付相关的行政费用。 

【并购的主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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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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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职调查审核结果所引起的问题可能会影响收购价
格、付款条件或卖方所要求的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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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西班牙ICEX的数据，中国对西班牙投资存量达110亿欧元。并购
交易主要分布于消费品和零售行业，此外还有如多元化工业产品、生命科
学行业、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和汽车自动化等行业。 

3.2.4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情况 

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外国自然人或法人机构在证实其债务清偿能力、
融资能力和职业技术能力之后，可与西班牙公共部门签订特许经营协议。 

【签订协议】除上述条件外，如果非欧盟签约人通过签约人所属国的
西班牙常驻外交机构出具证明，证实在签约人所属国的西班牙自然人和法
人也享有与该国公共部门签订协议的类似权利，那么非欧盟签约人可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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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公共机构签订以下协议： 

（1）金额低于500万欧元的工程协议和特许经营协议； 

（2）金额低于13万欧元的，与西班牙中央公共部门、其他独立机构
或社会保险局管理服务机构签订的采购协议；或者金额低于20万欧元的，
与除上述机构外的其他机构签订的采购协议； 

（3）金额低于13万欧元的，与西班牙中央公共部门、其他独立机构
或社会保险局管理服务机构签订的某些服务协议；或者金额低于20万欧元
的，与除上述机构外的其他机构签订的服务协议；金额低于20万欧元的，
与上述两类机构签订的广播电视服务、无线网络服务、全套电信服务或研
发服务等协议。 

外国自然人或法人与公共部门组成合资、合作企业，无论金额大小，
均不需前述西班牙外交机构的证明。 

另外，外国法人机构须事先在西班牙境内设立分公司，指派经营代理
人，并将分公司在西班牙工商登记处（Registro Mercantil）进行登记注册，
方可签署工程协议。 

目前，西班牙大部分基础设施项目都以特许经营方式进行。特许经营
的主要特点有：必须是政府公共工程项目；特许经营经营者承担建设、维
护和开发所有风险；要保证双方（项目方／政府和经营方／承包方）的收
益平衡；允许承包方多种融资渠道；特许经营者承担投资和经营一段时间
后，项目产权回归到公共部门。 

一般情况下，指导特许经营和公私合营的基本法规是公共行业合同
法，同时另有法规规范港口、高速公路和铁路基建的特许经营。公共工程
特许合同只能由官方发起，并由官方准备和批准相关项目的特许权。公共
工程特许合同时间规定在40年内。平均为20-40年，且取决于项目规模和
发展情况。 

当前，西班牙基础设施项目公共和私人企业合作模式一般为特许经
营。主要有：设计-建设-融资-维护-经营，设计-建设-融资-维护，设计-建
设-融资，设计-建设-维护等。其中任何环节都可以由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
进行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合作，也可以完全由私人部门承担。 

目前西班牙没有禁止或针对外国资本参与公共项目的立法。虽然招标
程序在国籍方面没有任何限制，但由于西班牙企业在基础设施市场的领导
地位，本国企业在信誉和技术以及特许经营方面的成熟和优势，特别是一
些规定相对更有利于西班牙本国企业，外国企业直接参与项目的机会非常
有限而且有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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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加拿大公共行业养老基金投
资参与西班牙ISOLUX集团基建团队；隶属美国花旗集团的花旗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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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 ITENERE公司基础设施54%的股权；英国基金公司CVC 

CAPITAL持有西班牙ABERTIS集团公司8%的股份；美国新泽西州养老基
金和大通银行分别在西班牙铁路公司FERROVIAL中持有股份。 

3.3 西班牙关于企业税收的规定有哪些？ 

3.3.1 税收体系和制度 

西班牙税收体系主要分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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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税以每年7月30日为最后期限，由公司直接缴纳或申报。 

3.3.2 主要税赋和税率 

国家税收主要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直接税包括企业、个人所得税和
非居民所得税以及资产税；间接税包括增值税、财产有偿转让税、公司活
动税、印花税、特别税、进口关税、保险费税等。自治区税一般为国家税
中向各自治区分税的部分。 

【当地公司的基本征税框架】在西班牙进行的企业经营活动、职业活
动或者艺术活动每年应缴纳数额不大的经济活动税，但存在一些豁免此税
的情形。征收该税以某些客观条件（如员工人数、办公空间大小）为依据，
这些客观条件与商业类型的联系非常紧密。 

表3-1：西班牙基本税率 

税种 常规税率 

企业所得税 25% 

增值税（服务或商品提供方代收，由接收方承担） 21% 

股息以及向非银行实体支付的利息征收的预提税 19% 

注：（1）2016年1月1日起，企业所得税一般税率为25%，中小型公司可享有优惠税率，

具体请参见下文公司所得税简介。 

（2）增值税现行普通税率为21%。对某些商品和服务适用10%和4%的特殊税率。 

（3）预提税19%的税率适用于股息汇往欧盟外并且未与西班牙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的国家；股息汇往持有分配利润公司5%以上股权的（并持有该公司股权1年以上）位

于欧盟国家的公司免于征收预提税；汇往与西班牙签署有上述税收协定的国家预提税

按照利润汇出国的法律征收，但协定一般规定税率不得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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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西班牙税务办公室（AEAT） 

表3-2：西班牙财产转让和印花税税率 

财产转

让和印

花税 

ITP-AJD 

财产有偿转让税（买方支付） 不同种类的财产或物权税率不同 

公司活动税 1% 

印花税 固定税费以及税率0.5%-1.5% 

注：（1）对有偿取得物权的人征税。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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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率。如果卖方是从事不动产交易的公司或开发商，则

作为不动产的首次买卖或二手转让必须缴纳增值税或者有权在增值税和不动产转让税

中选择（后者的意义在于增值税是流转税，如果买方并非最终受让方，则可能最终将

增值税转嫁到其后的买方上）。 

    （2）公司活动税，需缴纳此税的公司交易活动主要包括新设立公司、增资和无增

资效果的股东出资、将位于欧盟外的公司地址或实际管理中心迁至西班牙、减资和解

散等，其中减资和解散的纳税义务人为取得财产或权利的股东，其他交易活动的纳税

义务人为公司。公司结构重组（例如合并、分立等）、使用公积金溢价发行股份的增

资、公司设立文件和章程的修改（营业内容修改、经营期限延长、公司转制等）以及

欧盟内公司迁址等公司活动免税。 

    （3）印花税对某些公证文件、某些商事文件（例如本票）和行政文件征税。 

资料来源：西班牙税务办公室（AEAT） 

【中国公司的基本征税框架】中西两国签有避免双重征税协议，在西
班牙，对于直接从西班牙公司支付给中国母公司的红利和利息，应征10%

的预提税。一般情况下，对因转让西班牙子公司的股权而获得的价金免于
征收增值税、财产转让税和印花税。但是，如果该公司的资产50%以上由
位于西班牙的不动产（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流动性不动产不在此列）构成或
者该公司的资产中包括足以控制资产结构符合上述条件的其他公司的股
权，并且股权受让人取得该公司股权后，能够获得或者增加对该公司的控
制权，则股权受让人（买方）需缴纳财产转让税，其税率为不动产有偿转
让的税率。此例外情况的立法意图在于为避免利益相关人为了进行不动产
交易，利用设立新公司或者已有公司股权转让的形式规避不动产转让税情
况的出现。 

【直接税】直接税包括企业、个人所得税和资产税。 

（1）所得税 

①企业所得税 

2016年1月1日起一般税率为25%。特殊税率包括以下几类： 

开展经济活动的新成立实体，在税基为正的第一个纳税期及下一纳税
期内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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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受到保护的合作社：20%； 

适用第49/2002号法律中规定的税收制度的非营利组织：10％； 

投资公司、投资基金及银行资产基金：1%。 

②自然人所得税 

劳务所得。适用税率由劳动收入的金额和个人具体情形确定，总体的
原则是收入越高税率越高且与所在地区有关。自然人所得税由支付该报酬
的单位代扣代缴，2019年一般税率为： 

表3-3：西班牙自然人所得税税率 

税基（年收入） 税率 

0-12450 € 19% 

12450 €-20200 € 24% 

20200 €-35200 € 30% 

35200 €-60000 € 37% 

60000 € 以上 45% 

资料来源：西班牙税务办公室（AEAT） 

证券投资所得和资本利得等。居民纳税人取得资本利得少于5999.99

欧元按19%税率缴税，超过6000不足49999.99欧元部分按21%税率缴税，
超过50000欧元部分按23%税率缴税。非居民纳税人一般按19%税率缴税。 

③非居民所得税：非居民所得税一般税率为24%。 

（2）资产税：资产税包括财产税、遗产和赠与税。 

①财产税 

从2008税务年度开始，西原有的财产税全面取消，既无需申报也无须
缴纳。但从2014年起，部分自治区规定当个人财产超过70万欧元（主要居
住楼房除外），则必须进行申报并缴纳税率为0.2%-2.5%的财产税。此外，
2012年10月，西班牙政府颁布实施新法令，规定西班牙境内的居民，必须
对其在西班牙境外取得的财产进行申报，包括银行账户、不动产、股票和
债券等。 

②遗产与赠与税 

西班牙人作为境内和境外财产的继承人、受益人和受赠人时，须缴纳
遗产与赠与税。如自治区没有其他特别规定，适用国家税率，税率如下： 

表3-4：西班牙遗产与赠与税 

（单位：欧元） 

税基 应缴税金 剩余税基 税率% 

0.00  0.00  7993.46  7.65 

7993.46  611.50  7987.45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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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0.91  1290.43  7987.45 9.35 

23968.36  2037.26  7987.45 10.20 

31955.81  2851.98  7987.45 11.05 

39943.26  3734.59  7987.45 11.90 

47930.72  4658.10  7987.45 12.75 

55918.17  5703.50  7987.45 13.60 

63905.62  6789.79  7987.45 14.45 

71893.07  7943.98  7987.45 15.30 

79880.52  9166.06  39877.15  16.15 

119757.67  15606.22  39877.16  18.70 

159634.83  23063.25  79754.30  21.25 

239389.13  40011.04  159388.41  25.50 

398777.54  80655.08  398777.54  29.75 

797555.08  199291.40  无限 34.00 

资料来源：西班牙税务办公室（AEAT） 

另外，相关法律对一些财产继承和赠与还做了相应减免的规定，由于
这个税种为地方税，各自治区均有不同规定，如马德里自治区对子女继承
父母财产的税率仅为1%，近于豁免。 

【间接税】间接税包括增值税、财产转让和印花税、特别税、关税和
保险税。 

（1）增值税（IVA）。一般商品、劳务和含酒精饮料的税率为21%；
住宅、水、不含酒精饮料等货物和运输、饭店等服务为10%；药品、牛奶、
面包、果蔬、书籍、期刊等为4%。 

（2）财产转让和印花税。对以下几种交易征收财产转让和印花税：
股本的减少等公司交易税率为1%；对于不动产转让或者新设、转让不动
产物权（担保物权税率为1%），各自治区普遍税率为7%（加泰罗尼亚自
治区已通过最高可为11%的税率），如自治区不做更高的税率规定，则按
国家级别法律制定的税率6%；动产及行政特许权的转让税率为4%；某些
物权转让税率为1%；某些公证书税率为0.5%。 

（3）特别税。根据欧盟共同法令，对特定消费品（酒及含酒精饮料、
碳氢化合物、烟草等）在其生产、加工、进口等过程中征收的间接税。 

（4）进口关税。统一执行欧盟关税税率。 

（5）保险费税。税率为6%，由投保人支付，保险机构按月申报、缴
纳。 

【地方税】根据2004年3月生效的《地方财政税》规定，城镇政府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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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征收的地方税有不动产税、营业税和机动车辆税，选择征收的地方税有
建筑工程税和城市用地增值税。 

（1）不动产税。地方政府每年对辖区内不动产按其登记价值征收的
一种地方税。市区不动产最高税率为1.1%，农村不动产最高税率为0.9%。 

（2）营业税。根据企业经营种类、营业面积、员工数量等决定征收
数量。对自然人、营业额低于100万欧元的公司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以及
在西班牙的常设机构营业额小于100万欧元的非居民所得税纳税义务人免
征营业税。中央政府公布营业税最低标准，市级政府可修改。 

（3）机动车辆税。根据车辆马力征收，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最多
可将该税提高一倍。 

（4）建筑工程税。根据建筑工程和业务的实际成本征收，税率为
2.4%-4.0%，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最多可征收4%。 

（5）城市用地增值税。根据土地转让时的土地价值增值征收，税率
为26%-30%。 

根据西班牙2012年通过的反偷漏税法案(07/2012号)，西班牙纳税人
在海外超过5万欧元以上的银行账户、不动产和保险等有价资产均需申报。
如不按期申报，惩罚措施非常严厉，对于隐瞒申报的，最低罚款1万欧元，
对于逾期申报的，罚款1500欧元。 

3.4 西班牙对外国投资有何优惠？ 

为促进投资和就业水平，提高竞争力及经济发展水平，西班牙中央及
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措施，重点是对签署了长期就业合同工人的培
训以及研发等方面。此外，投资者也可以申请欧盟有关的优惠政策。 

3.4.1 优惠政策框架 

经济危机后，西班牙对外商投资的相关法律进行了完善，并对私营企
业提供了更多投资优惠政策。在公司设立方面，外国投资者和西班牙企业
享受同等待遇，一般无额外限制。 

【国家对培训与就业的鼓励措施】对培训与就业的鼓励性措施是政府
促进就业政策的一部分。政府为促进就业制定了详尽的援助计划，对签订
新的较为稳定的聘用合同、将员工的临时聘用合同转变为长期聘用合同的
企业，在缴纳社会保险费时将给予折扣。 

【国家对特殊产业部门的鼓励措施】对在农业食品、能源、采矿、技
术开发、研究与开发、音像、旅游等能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先进的、
优先发展的某些特殊行业进行的投资，政府在财政和税收上将提供一定的
帮助。财政补助包括非偿还性补贴、在贷款方面给予利息折扣等，投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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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还可以优先获得由西班牙官方信贷局（ICO）提供的利率更优惠、还款
期更长的官方信贷。优惠的税收政策包括减免城市税、公司成立的收费、
设备进口关税以及公司所得税。另外，西班牙政府还提供技术援助、管理
计划、可行性研究及资本风险调研等方面的帮助。 

【对于某些特定地区的投资鼓励措施】为平衡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和
促进经济困难、欠发达地区企业的启动和现代化改造，西班牙政府根据欧
盟的规定与标准对某些地区的投资给予优惠政策。地区性优惠政策的覆盖
面非常广，所涉及地区达全国总面积的80%以上。优惠政策主要是提供非
偿还性补贴、优先融资等。在大多数情况下，补贴上限通常为投资额的
50%。 

【对中小企业的援助】近几年，西班牙中央政府和自治区政府给予中
小企业一系列援助与奖励，以推动中小企业与信息社会的全面接轨和中小
企业对研发、创新等方面的投入。 

【欧盟的援助与补贴】欧盟的援助政策主要针对经济滞后地区（如人
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而失业率高的欠发达农村地区）和地方工业如钢铁、
造船、采矿等陷入危机的地区。这类援助是通过西班牙官方机构和金融机
构发放的。欧盟的援助手段种类繁多，其中最重要的有：欧洲投资银行贷
款以及欧盟投资基金、结构基金、社会基金、农业指导保证基金、区域发
展基金、团结基金、渔业指导金融机制、研究与开发规划资金等。欧盟投
资基金主要为新设立公司和技术导向型企业提供风险投资。欧盟区域发展
基金集中在四个领域：创新和研发、数字议程、中小企业发展和低碳经济。 

具体补贴种类和条件等信息可以参考西班牙投资促进局网站： 

http://www.investinspain.org/invest/en/why-spain/advanced-ict-net

work/index.html 

3.4.2 行业鼓励政策 

【研发领域】优惠政策分为3种，即补贴（用于支持预算金额超过6万
欧元的研发项目）、优惠贷款（零利率、还款期长达15年的优惠贷款，但
总金额不超过项目总金额的75%）以及合并优惠（即补贴加优惠贷款）。 

【可再生能源领域】西班牙能源节约及多元化研究所可以为可再生能
源项目提供低息贷款，不超过150万欧元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可全额申请此
贷款，利率为Euribor加0.3%，还款期为11年。该研究所可支配的总贷款
金额为3000万欧元。 

【农产品开发领域】西班牙政府对农产品开发提供项目补贴（项目总
金额的15%，特殊地区可达20%）、利息补贴、本金偿还补贴等。 

3.4.3 地区鼓励政策 

http://www.investinspain.org/invest/en/why-spain/advanced-ict-network/index.html
http://www.investinspain.org/invest/en/why-spain/advanced-ict-networ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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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西班牙财政和公共管理部的规定，西班牙共17个自治区中，除了
马德里、巴斯克、纳瓦拉、加泰罗尼亚、拉里奥哈以及巴雷阿里群岛6个
自治区以外，其他11个自治区都可以从欧盟和西班牙中央政府接受不同比
例的援助基金以刺激当地经济发展、提高就业水平、维持工业发展，部分
自治区还根据不同地区享有不同比例的援助。其中埃斯特莱马杜拉和加纳
利两个自治区能够接受的援助比例最高，最高可达40%；其次分别为安达
卢西亚、加利西亚和卡斯蒂亚·拉曼查（30%）；阿斯图里亚斯、穆尔西亚、
卡斯蒂亚·莱昂部分地区（萨拉曼卡等地）（20%）；卡斯蒂亚·莱昂部分
地区（塞戈维亚等地）、坎塔布里亚、阿拉贡、瓦伦西亚部分地区（15%）；
卡斯蒂亚·莱昂部分地区（布尔戈斯）、瓦伦西亚部分地区（卡斯特雍）
（10%）。 

目前，中国对西班牙投资在马德里和加泰卢尼亚两个自治区较多。上
述两个自治区分别有不同的机构向投资者提供政策辅导、援助资金申请等
服务。其中马德里主要部门有：Promomadrid（马德里投资促进公司）、
Avalmadrid（马德里金融担保公司）、Sociedad de Capital Riesgo de 

Madrid（马德里风险资本公司）等；加泰卢尼亚主要投资服务部门为ACCIO

（加泰卢尼亚企业发展局）、Barcelona Activa（巴塞罗那市经济促进局）
等。 

3.5 特殊经济区域有何规定？ 

3.5.1 经济特区法规 

经济特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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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哥、拉斯帕玛斯和圣克鲁斯
五个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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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底，加入西班牙高新科技园协会（APTE）
的高新技术园共有64个。高新科技园内共设有约8013个公司与机构，其中
5%左右为外国投资；拥有近15万名员工，其中3万余员工为科研人员。 

2017年，西班牙高新科技园营业额总计约270亿欧元，科研投资接近
20亿欧元。主要领域有信息科学和电信（占23.1%）、工程和咨询（占
19.2%）、医药、能源、环保等。APTE宗旨是为本地区培育外向型高新
技术企业，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各个工业园区都有便利的交通、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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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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入园的企业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不同
形式的帮助。 

3.5.2 经济特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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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亚多利德工业技术园和塞维利亚
工业技术园。 

3.6 西班牙关于劳动就业的规定是什么？ 

3.6.1 劳工（动）法的核心内容 

【合同类型】劳动合同可以是不定期的也可以是定期的。定期合同的
主要类型已列入附表3-4，如果是不定期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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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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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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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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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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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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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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公司将面临超过6000欧元
的高额罚款。并且新法律要求企业保存记录的时间为四年，且时间表可对
外公开，可提供给员工、工会和劳动监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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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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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合同中协商。每年发14个月工资。2017年底，时任西班牙首相拉霍
伊和就业社保大臣巴涅斯与劳方代表工人委员会（CCOO）、劳动者总同
盟（UGT）和资方代表企业组织联合会（CEOE）、中小企业联合会草签
协议。在西班牙经济年度增幅超过2.5%，每年创造45万个就业岗位情况
下，将逐年提高最低职业工资标准，2018-2020年分别提高至736欧元/月
（10304欧元/年）、773欧元/月（10819欧元/年）和850欧元/月（11901

欧元/年），年度增幅分别为4%、5%和10%。根据新近出台的1462/2018

号皇家法令，2019年最低工资为900欧元/月，同比增长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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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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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和卖方在之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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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退休金的承诺以及所有其他卖方在社保方面承
担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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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都必须向西班牙社会
保险系统缴纳保险金。 

西班牙社保分为两个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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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取决于员工的职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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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西班牙社保财政赤字188亿欧元，平均每名参保员
工负担赤字额超过1000欧元。2018年，西班牙社保财政赤字189.37亿欧
元，平均每名参保员工负担赤字额近1000欧元。截至2019年4月，西班牙
参加社保人数192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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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说明何为适当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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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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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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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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员工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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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西劳动、移民与社会保障部统
计，截至2018年3月，在西参加社保的移民总数达202.7万人。 

近年来，西班牙国内就业市场低迷、工资待遇低下导致西大量优秀青
年前往海外求学就业。2019年，随着经济回暖，西班牙就业市场逐步复苏，
4月份的失业人数下降至316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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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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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风险 

西班牙劳动者权益法规健全，倾向保护劳方权益，工会组织的动员能
力较强，劳动者相关权利可得到较好保护。 

近年来，西班牙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管理外来移民和劳工部门对外
资企业聘用外籍员工控制非常严格，导致部分外资企业在派遣本国员工赴
西班牙工作时遇到各种困难。 

西班牙就业和社会社会保障部官网设立专门网页，接受外界关于劳工
等问题的咨询和投诉。网址如下： 

www.empleo.gob.es/es/contacto_ministerio/index.htm 

3.7 外国企业在西班牙是否可以获得土地/林地？ 

3.7.1 土地法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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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但仍拥有建筑物下方土地对应份额的所有
权。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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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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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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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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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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5,06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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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外资参与当地农业投资合作的规定 

西班牙农用土地可以买卖、转让或租赁，并对外资开放，具体政策根
据各地区而定。比如，阿里坎特省规定土地最小分割面积为1万平方米；
建设农场的土地98%面积需用于农业或林业，用于房屋建设的土地面积最
多占2%；必须有供水供电的保证；必须获得地方政府的许可等。 

3.7.4 外资参与当地林业投资合作的规定 

西班牙森林几乎都是国家或地方政府所有。到目前为止，林业部门吸
收的外资非常之少。西班牙林业发展战略政策以1997年1月在欧洲议会通
过的《欧盟林业政策法令》为基准。地方政府在基本法律框架下，结合本
地情况制定关于外资参与林业投资的有关规定。 

3.8 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有何规定？ 

西班牙对外国公司从事证券交易无单独规定。目前西班牙有几类证券
交易服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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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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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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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册资本要一次到位； 

（3）符合最低注册资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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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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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对当地金融业的投资有何规定？ 

3.9.1 对当地金融业投资准入的规定 

目前，中国在西班牙金融机构均隶属于在卢森堡成立的上级法人机
构，利用“单一护照便利”在西成立，西班牙央行在投资额度及外资占股
比例方面完全执行卢森堡央行（CSSF）审批结果，未提出其他要求。 

除投资额度外，西班牙央行还要求金融机构报批管理层名单详细信息
（对管理层是否有外籍员工无硬性要求），同时报备合规官信息。 

3.9.2 对当地金融业监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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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监管机构包括央行、反洗钱和防范金融犯罪执行局（Sepblac）、证
券市场委员会（CNMV），共同对境内信贷经营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 

西班牙金融市场发展政策及目标：对内进行改革，进一步完善金融市
场体系建设，以便在欧盟中发挥更大作用；对外积极推动银行业的国际化，
加大对欧盟和拉美市场的拓展。对外来资本持开放态度。 

根据西班牙证券市场委员会（CNMV）和中央银行（BdE）发布的相
关立法提案，2019年西班牙金融业立法的计划和目标主要是以下3个方面：
首先是制定对于金融系统的数字化转型的管理办法，如果相关提案最终通
过，西班牙将成为全球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领先国家；其次是通过关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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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市场支付服务的相关法案，该法案旨在将欧盟关于支付服务的统一规定
（Directiva(UE) 2015/2366）纳入西班牙法律体系；最后是通过西班牙证
券市场委员会的法案，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二版的规定纳入西班牙
法律体系并实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根据西班牙证券市场委员会（CNMV）2019年4月出台的对于金融业
投资最新规定，整体监管目标是提高银行服务的透明度并采取更加审慎的
财务原则，具体调整包括： 规范和控制银行服务和金融产品的宣传；加
强对房地产信贷合同的监管； 规范营利性机构和非营利性机构的投资行
为； 统一和完善商业机密保护政策；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机构金融稳定委
员会（AMCESFI）等。 

除上述主要监管机构外，西班牙税务局、数据保护局（SPDA）也对
金融业经营过程中的税务和客户信息处理等缓解进行严格监管。 

3.10 对环境保护有何法律规定？ 

3.10.1 环保管理部门 

西班牙能源转型部于2018年6月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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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iteco.gob.es/es 

3.10.2 主要环保法律法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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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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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3198

6L0278 

(2)关于环境评估的Ley 21/2013法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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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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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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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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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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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 Decreto 1098/2001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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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den Ministerial de 28-10-92部颁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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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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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0L

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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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8L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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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气体排放量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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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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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0L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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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8L

0105 

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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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s/TXT/?uri=CELEX:32008L0105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s/TXT/?uri=CELEX:32008L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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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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环境可持续性发展，增加就业8万人，创造经济
价值10亿欧元。创建自然物种保护银行，保护生物多样性。 

表3-6：欧盟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对空气污染物的达标要求 

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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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年平均 

1h 

不允许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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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79年欧盟便发布了保护地下水免受特殊危险物质污染的80／
68／EEC指令，该指令禁止具有毒性、持久性和生物蓄积性污染物的直接
排放，但经调查和授权后可通过浸透间接排放。欧盟城镇污水处理指令9I

／271／EEC要求各成员国必须在2000年和2005年底前分别为居住人口
数量在15000人和20000人以上的城市设置污水收集、处理系统。 

欧盟污水处理厂执行的排放标准如下：生化需氧量25mg／L、化学需
氧量125mg／L、总悬浮物35mg／L～60mg／L，总磷lmg／L～2mg／L、
总氮10mg／L～15mg／L，均为年均值。欧盟农业面源硝酸盐污染控制指
令91／676／EEC是第一个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指令，其目的是减少和防
治来自农业源的硝酸盐污染。要求成员国必须按指令中规定的标准识别出
脆弱区(水中硝酸盐超过50mg／L或者水体为富营养化)。对脆弱区，各成
员国必须根据指令规定的措施制订行动计划，如在一定时期内禁止使用某
种化肥、限制牲畜数量和限制最大施用硝酸肥料等。 

2000年12月，欧洲议会和欧盟执委会共同颁布了建立共同体水政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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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框架的指令(指令2000／60／EC，简称“水框架指令”)。该指令要求
各成员国对江，河，湖泊、海洋和地下水等水体制定流域管理计划，尤其
对跨行政区的流域要协调流域管理，以保证水环境持续改善为最终目的。
水框架指令制定了一个明确的执行时间表，从2000年指令生效开始一直到
2027年。 

3.10.4 环保评估的相关规定  

西班牙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环保法律法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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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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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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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西班牙反对商业贿赂有何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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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些行为的严重程度不同，相应的刑罚也不相同，包括不得从事

公共业务、罚金、监禁等。此外，因受贿引起的后果又造成其他犯罪的另
适用相关刑罚。 

要注意的是，不仅仅只有严格意义上的政府公职人员才会犯受贿罪，
陪审团成员、证人、专家证人、司法任命的行政人员和督察及其他参与执
行公务的人都会被视为“政府公职人员”。 

除西班牙国家公务员外，根据最新修订的《西班牙刑法典》，欧盟及
任何欧盟成员国的公务人员也可犯受贿罪。根据《西班牙刑法典》，非欧
盟国家的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的受贿行为不能单独构成犯罪，但国际贸
易中，诱使外国公职人员受贿当属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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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公务人员做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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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贿赂行为的两个月内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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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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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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在行使公务时做出或不做出某些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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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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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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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利益做出违法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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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法人犯公共领域贿赂罪和国际贸易关系中的贿赂罪，处以罚金。
此外，法院也可以做出以下判决：①勒令企业清算，包括法人资格的丧失
及禁止该企业维持其商业活动；②禁止法人的商业活动，时间不超过五年；
③关闭企业的营业场所，时间不超过五年；④永久性的或暂时性的（最高
十五年）禁止经商，及与犯罪行为相关的商业活动；⑤剥夺取得公共津贴
的资格，及一切税务和社会保险的优惠待遇；⑥对法人实行司法监管。 

【私人领域的贿赂】最新《西班牙刑法典》修正案对犯罪行为做了新
规定，使得有关私营领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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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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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构成犯罪的行为还需具备一个条件：受贿人在买卖商品或
聘用专业服务时违反了应尽的义务。此处所指“义务”的概念较为概括，
可以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情形，例如受贿人对他的授权人负有的义务，纯粹
的劳工关系义务或其对市场负有的一般法律义务。 

根据《西班牙刑法典》的规定，无论行贿还是受贿，罪犯会被判最高
四年的监禁、禁止其从事相关行业最长6年、支付3倍于其非法所得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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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西班牙对外国公司承包当地工程有何规定？ 

3.12.1 许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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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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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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欧盟规则的合同金额上限取决于采购的内容和采购主体。这些金
额门槛定期修订，金额略有调整（下一次欧盟修订将于2020年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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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00欧元； 

建筑类合同金额：5,54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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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

s/public-tendering-rules/index_en.htm   

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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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领域】参与招标企业和个人如有以下情况，不准参与工程竞标： 

（1）公司法人代表因以下罪名被判过刑：国际经济贿赂、行贿罪、
侵犯工人权利罪、逃税罪、侵犯自然环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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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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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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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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付款方式有两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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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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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ONTRATACION 

ADMINISTAT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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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西班牙对中国企业投资合作有何保护政策？ 

3.13.1 中国与西班牙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1992年2月6日，中西两国签署了《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 

3.13.2 中国与西班牙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2018年11月28日，中西两国签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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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3 中国与西班牙签署的其他协定 

1978年6月19日，中西两国签署贸易协定和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1984年11月15日，中西两国签署发展经济和工业合作协定。 

1985年9月，中西两国签署科技合作基础协定。中西两国还签署了双
边贸易协定、商标注册和保护协定、科技合作协定。 

2017年5月，中西两国签署社会保障协定，于2018年3月20日起生效。 

3.13.4 其他相关保护政策 

2018年10月25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与西班牙工业贸易旅游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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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罗托在京共同主持召开中西经济工业合作混委会第28次会议。双方就双
边经贸关系、“一带一路”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第三方市场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中西经济工业合作混委会是两国政府间贸易、投资、经济和工业等合
作进行沟通交流，协商解决问题的重要平台。 

3.14 西班牙对文化领域投资有何规定？  

3.14.1 西班牙关于文化产业的主要法律法规 

（1）Ley 9/1975（关于书籍） 

www.boe.es/buscar/act.php?id=BOE-A-1975-5293 

（2）Ley 14/1966（关于媒体和印刷） 

www.boe.es/buscar/act.php?id=BOE-A-1966-3501 

（3）Ley 10/2007（关于阅读、书籍和图书馆） 

www.boe.es/buscar/act.php?id=BOE-A-2007-12351 

（4）Ley 55/2007（关于电影） 

www.boe.es/buscar/act.php?id=BOE-A-2007-22439 

（5）Ley 7/2010（关于音像传播） 

www.boe.es/buscar/act.php?id=BOE-A-2010-5292 

2012年9月，为减轻财政赤字，西班牙政府将文化增值税率由8%提高
至21%，造成该国演出市场下滑。2017年3月，为了使议会顺利批准预算，
西班牙执政党作出政治让步以换取在野党支持，同意将电影以外的文化产
业增值税从21%降至10%，对国家财政收入的影响约40亿欧元。2018年7

月，西班牙政府将电影业增值税税率调降至10%。 

2016年，欧盟28个成员平均增值税率为21.46%，各国对于文化活动
均有不同程度优惠。 

3.14.2 外资企业投资文化产业的规定和限制 

西班牙绝大多数行业均对外资开放，仅广播电视等领域的投资需得到
西班牙工业贸易和旅游部贸易政策总司的许可，除非投资来自欧盟成员
国，且对此类投资的持股比例有一定限制。 

3.14.3 文化领域合作机制 

西班牙拥有深厚文化积淀和众多历史遗产，中西文化产业合作发展空
间广阔，可以文化相互包容和互相融合作是双边关系的助推器。图书、期
刊、电影和戏剧等文化产品的引进输出，以及具有商业性质的艺术展览和

http://www.boe.es/buscar/act.php?id=BOE-A-1966-3501
http://www.boe.es/buscar/act.php?id=BOE-A-2007-12351
http://www.boe.es/buscar/act.php?id=BOE-A-2007-22439
http://www.boe.es/buscar/act.php?id=BOE-A-2010-5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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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歌舞表演，都将成为中西文化合作的重要元素。 

西班牙拥有较为成熟的图书出版发行业以及多家实力雄厚的出版集
团，西班牙政府希望在该领域与中国相互借鉴经验。西班牙文化部实施了
一系列旨在促进中西文互译图书的出版和发行的措施，每年资助本国若干
作家致力于西语和中文作品的翻译工作。 

近年来，中西文化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建有文化混委会等交流机制。
两国于2007年互办文化年（节），2010年4月-2011年4月互办语言年。2006

年和2013年，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北京分院和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分别在
对方首都成立。截至2019年3月，中国在西班牙设有8所孔子学院。 

3.15 西班牙有何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 

3.15.1 当地有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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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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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1986年3月
20日颁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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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以下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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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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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分为两类产权：工业产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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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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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知识产权:  

国家层面：知识产权登记处（Registro de la Propiedad Intelectual）；  

欧盟层面：知识产权局和欧洲专利局； 

国际层面：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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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可
延长1次。实用新型：最多为10年，每年可延长1次。工业设计：5年，最
多延长25年。版权：自作者死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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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册免费；没有负面含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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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发明是指提供制造新方法
的一种产品或程序，或者为解决问题提供新的技术方案。某些发明若要能
够获得专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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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用新型】实用新型是针对发明授予的专有权，以允许权利人在有
限期间内并在未经其授权的情况下阻止他人对受保护发明进行商业性使
用。 

【工业设计】工业设计：工业产权保护商品的美学外观而非其新颖性。
工业设计如果具有新颖性和独特性，则其所有者对产品的全部或部分外观
拥有专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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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权利，且不可剥夺。该权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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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放弃并具有永久性。财产相关权利可进一步分为：利用权，可自由转让，
但期间有限制；和补偿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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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保
护自动产生——自创作出作品时立即产生版权。为了获得更有力的证据，
还可在知识产权登记处登记版权。 

3.15.2 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规定 

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可以通过民事和刑事两种手段处理，刑事手段效果
较为明显，有利于及时阻止侵权行为；民事手段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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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刑事诉讼可以提
出快速开庭，整个过程需6个月到2年。 

3.16 与投资合作相关的主要法律有哪些？ 

【与投资合作相关主要法律】包括《外国投资法》《公司法》《工业
和知识产权保护法》和《劳工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其他关于外汇和外国
投资的部门规定等。2013年9月，为促进创业，扩大就业，增强经济发展
动力，西班牙政府颁布了新《支持创业者及其国际化法》（简称“创业法”）。 

（1）外国投资法。外国投资法规定，除了在几个领域的投资有限制
外，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对外国投资实行开放政策。外资在西班牙可完全自
由流动（特殊规定的行业和部门除外）。外国投资者在西班牙投资可以不
受限制地合法转移投资金额、资本收益、利润以及产生的股息。 

（2）公司法。《公司法》的核心内容由《商法典》《股份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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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法》以及《商业注册法》等构成。公司形式分为股份有限
公司（S.A.）、欧洲股份有限公司（S.E.）、有限责任公司（S.L. 或 S.R.L.）、
新有限责任公司（S.L.N.E.）和普通合伙公司（S.R.C. 或S.C.）等。 

（3）知识产权保护法。知识产权的内容包括著作权（版权）和工业
产权。工业产权狭义上仅指专利权和商标权，广义上还包括产地标记和原
产地名称、厂商名称、服务标记、对反不正当竞争的保护等。西班牙遵守
国际上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在西班牙的外国公司享有与西班牙本土
公司相同的工业和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权利。 

（4）购置不动产的相关规定。外国投资者在西班牙境内购置不动产
必须依据西班牙相关法律和部门规定。这些规定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不动
产金额超过约300万欧元时，需向工业贸易和旅游部贸易总司进行事后申
报；签署买卖公证书；缴纳相应税费等。 

（5）有关劳动和社会保障的法规。西班牙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基
本法是《劳工法》（1/1995 皇家法令）。规定了雇员和雇主相应的权利、
劳工合同的基本内容、聘用程序和集体谈判规则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6）创业法。《创业法》主要包括：创建企业便利化，新增值税征
收体系，下调个人所得税，再投资减免所得税，研究、开发和创新企业减
免所得税，减免社保缴纳金额，鼓励国际化，以及投资换居留等内容。主
要内容如下： 

①创建企业便利化 

新创业法将简化行政手续，开通门户网站，通常24-48小时即可完成
企业注册，注册手续费降至40-100欧元。成立创业者服务中心，提供信息、
手续、咨询、融资等相关服务。 

②新增值税征收体系 

创建新的增值税税收体系，规定每年营业额不超过200万欧元的公司
或个体经营者，缴纳增值税可以选择“发票实收制”，不再以开出的正式发
票为征收增值税依据，而是以收款收据视为实际营业额凭据。将有130万
个体经营者和超过百万的中小企业从中受益。   

③下调个人所得税 

对于投资少于5万欧元的企业投资者年终申报个人所得税可减少
20%，最高至5万欧元。如投资者出售企业股份，将其利润进行再投资，
可免交所得税。投资者每年最多可少缴纳1万欧元所得税。 

④再投资减免所得税 

营业规模小于1000万欧元的企业在纳税期再投资其他经营活动时所
得的利润在征收增值税时可少缴纳10%，该规定同样适用于个体经营者。 

⑤研究、开发和创新企业减免所得税 

如是创新型企业，企业所得税可全额减免，最高限额每年300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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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须承诺在一定时期内不裁员。 

⑥“有限责任企业主” 第二次机会 

新法律规定，创业者、投资者在因公司亏损产生债务时，其常居住宅
（产值低于30万欧元）不对此债务负责，即不需没收其住宅抵债。当企业
债务不超过500万欧元时，投资者有“第二次机会”，可通过司法外的债务重
组谈判挽救企业，而不必被强制宣布破产。 

⑦新法律概念 (“连续形成的有限公司”) 

新法律创建了一个全新的法律概念：分步创建企业。即降低有限公司
创建门槛，投资者初始注册资金可少于3000欧元，最低注册资金额为1欧
元，后续完成剩余出资即可，且允许利用已组建企业的经营盈利出资。 

⑧减免社保缴纳金额 

对于身兼数职的劳动者，每月社保只需缴纳50%，在前18个月，社保
金额减免50%，在之后的一年半中，社保金额减免75%。 

⑨鼓励国际化 

为提高西班牙企业的国际化水平，法案将进一步发挥工业贸易和旅游
部内外网络的作用，并巩固西班牙投促局作为促进西企业国际化和提升竞
争力机构的地位。 

⑩投资换居留 

推动外国在西班牙投资是新创业法的支柱之一，包括向外国投资者颁
发居留签证等。具体来讲就是为外国投资者、创业者、高级技术人员、研
究人员、企业流动员工及其家属等办理居留签证提供更多便利和自由。 

外国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申请西班牙居留：最少购买200万欧元西
班牙国债；最少在西班牙银行存款100万欧元；最少购买西班牙公司股票
100万欧元；购买价值50万欧元及以上价值不动产；在西班牙开立新公司，
并提交能促进西班牙经济发展的商业计划书，政府将考虑商业计划的投入
资金和能创造的就业岗位酌情审批该项投资居留申请。 

申请人需满足的条件：年满18岁、未曾非法滞留西班牙、在西班牙无
犯罪记录及过去5年内在所居住国家无犯罪记录、在西班牙境内营业的保
险公司购买医疗保险、有足够经济能力维持申请人及其亲属在西班牙的生
活。 

关于投资换居留，具体细则有：该签证初始有效期为1年，持有投资
移民签证者可以在有效期内随时入境西班牙，最少入境1次，但对停留时
间无限制。在签证到期前或到期后90天内，投资者可以申请投资居留。持
有者只要仍然持有国债或不动产，并出示相关证明，可继续申请下一次2

年期居留，其配偶和18岁以下的子女也享有同样权利，对于因健康原因无
法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也可一同申请。2年居留卡期满以后，可以申请5年
的居留签证。同时，申请的时候需要维持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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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入证明，目前参考标准为户主每月2200欧元，配偶及未成年子
女每人500欧元。目前西官方未指定任何中介机构推广或办理买房换居留
手续。 

持有此类居留证不能申请更换为有效期５年的长期居留卡, 如果想得
到长期居留或西班牙国籍投资者必须证明在西班牙有连续居住。 

该居留许可的持有者可在西班牙工作和经商，不需要更换为商务居留
或工作居留。如持有者无工作，则不能享受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 

对于投资者购买的国债或银行存款利息，如每年不在西班牙居住超过
183天，则在其常居地缴纳所得税，如在西班牙居住超过183天，则应在西
班牙缴税。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在西班牙投资还需遵守欧盟有关投资法
律。近期影响较大的是2018年5月25日生效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是20多年来欧盟对数据
保护法进行的一次力度最大的改革。该条例将取代现行的欧盟数据保护指
令，旨在建立涵盖所有欧盟居民的统一数据保护法规。GDPR旨在加强对
所有欧盟居民个人数据的保护，不论数据的收集或存储位置。GDPR赋予
了欧盟在个人信息安全方面的域外管辖权，所有获取欧盟居民数据的公司
均需遵守该条例。 

条例要求数据以合法、公正、透明的方式处理，为特定的、明确的、
合法的目的收集，并以处理目的必要为限度。数据控制者要能够证明获取
数据已取得数据主体的同意，获取信息时要提供详细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
式、处理目的等。要使用适当的技术或组织措施来对抗未经授权、非法处
理、意外遗失、灭失或损毁。如果未经数据控制者特别的或一般的的事先
书面授权，该控制者不能引入另一个数据控制者参与，将有关个人数据向
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转移。数据控制者要保持对数据处理的记录，在个人
数据泄露的情况下，不能不当延误，而且至少应当在知道之时起72小时以
内向监管机构报告。 

数据主体有权随时确认自己的数据是否被处理，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
无不当延误地修改不准确的个人数据或删除个人数据，并有权拒绝处理有
关个人数据。数据控制者需实施数据保护影响评估。 

GDPR对违规企业采取分级处理方法。如果公司未做好相关记录或未
将其按要求及时通知监管机关和数据主体，或未进行影响评估等，可被处
以其全球年营业额2％的罚款。如果发生最为严重的侵犯个人信息安全行
为，譬如没有获得客户同意处理个人数据等，违规企业可能面临高达全球
年营业额的4％或2000万欧元（以较大者为准）的罚款。 

西班牙根据欧盟上述条例出台了Ley Orgánica 3/2018号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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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在西班牙解决商务纠纷的主要途径及适用哪国法律？ 

在西班牙解决商务纠纷主要是通过西班牙马德里仲裁院和巴塞罗那
仲裁院等国际贸易纠纷调解机构解决，这种方式成本小、见效快；也可以
通过西班牙总商会等民间组织出面协调解决；如果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适
用西班牙相关法律。如果争议各方愿意申请仲裁，则须以书面形式明确将
争议提交仲裁。 

【预防措施】在民事诉讼中若要采取预防措施，相应的要求包括：概
述事实和法律原因；和如果程序发生延迟则存在威胁到程序有效性和后续
判决的风险。在采取预防措施时相关方须提供担保。 

【注意事项】在西班牙文件证据非常重要（其效力甚至超过证人证
据）。因此，为了证明索赔或辩护中所作声明，收集所有适当的文件非常
重要。 

当事人应尽可能地向律师提供案件所有信息。及时提供信息也很重
要。一旦提出起诉、答辩或反诉，则不得修改其内容。 

西班牙民事诉讼程序非常严格，必须遵守民事诉讼程序中所有截止日
期等时效和期间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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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西班牙开展投资合作如何办理相关手续？ 

4.1 在西班牙投资注册企业需要办哪些手续？ 

4.1.1 设立企业的形式 

【设立企业的形式】外国投资者在西班牙投资设立企业的形式有： 

（1）设立分公司或代表处； 

（2）建立一家西班牙公司。传统上最常见的公司形式是股份有限公
司（S.A.），但近年来设立有限责任公司（S.L.）的也非常多； 

（3）与已在西班牙设立公司的企业家合作。合资公司是在西班牙设
立公司的一种常见形式，它有助于风险共担、资源及经验共享。根据西班
牙法律，合资公司可以有不同的形式。 

【进入市场的方式】投资者可通过分销协议、代理合同、商业行纪、
特许经营以及收购不动产等方式进行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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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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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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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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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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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缴股本至少为总股本的25%，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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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贸易和旅游部部贸易投资司外资登记处的外资事后申报表（西
班牙664号法令规定，外国直接投资均需向贸易投资司外资登记处进行事
后申报，向贸易投资司外资登记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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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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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经济和竞争力部贸易投资司外资登记处进行外资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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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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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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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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是什么？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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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derecho.com网站，可以获得每天发布的西班牙所有公开招投标信
息。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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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付款方式有两种，分为一次性付款和分批付款。 

4.2.3 政府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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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公共项目参与的一般原则是：所有的参与主体免费参与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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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该公司具备完全的能力，不受任何形
式的合同禁令制裁，同时需要证明其经济、财务偿付、技术和专业能力，
或在根据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下，需要提供公司注册登记证明。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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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如何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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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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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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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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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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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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企业在西班牙报税的相关手续有哪些？ 

4.4.1 报税时间 

第一类为季度税，缴纳时间为1月、4月、7月、10月的20号之前，如
增值税、个人收入税。 

第二类为年税或年终报表，年终报表须在每年1月20日前提交，而一
年一度的个人收入年税须在6月30日前缴纳，公司年税以每年7月30日为最
后期限。 

4.4.2 报税渠道 

公司税的性质是直接的，即由公司直接缴纳或申报。交税人或申报人
是公司或法人。西班牙采取个人和公司自我报税方式。报税分为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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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为自然人； 

二类为公司； 

三类为非居民。 

4.4.3 报税手续 

按税务法规定，开始营业前需向财税局递交开业通知，无需审批，在
此通知中，需指明营业地址、营业面积、营业时间和业主的个人资料并选
择纳税方式。 

自然人可以选择两种报税方式： 

第一种为直接估算法，即收入减去营业产生的费用，此类报法适用于
任何行业及规模； 

第二种为客观估算法（包税），税务局为减化中小企业报税手续，允
许约80%行业的自然人采取此种报税方式。报税计算方式与营业额无关，
它是按照营业面积，工人数量与电费来计算应缴税额，并在每年第一季度
进行调整。西班牙采取个人和公司自我报税方式，按发票或其他资料计算
应缴税金，填写表格。然后通过银行交纳税金，若税务局在事后检查中发
现申报不实，可要求补交税金，并处以25%-150%的罚金，其追溯期为4

年。 

4.4.4 报税资料 

申报的内容是前一财政年度的财务报表。如果出现盈利的，从第二年
起，还要视情况作预付。 

个人或公司向税务局定期提交报表的同时，有责任保存其发票和单据
以便查对；另外，公司需要每年7月1日到25日之间向地方商业登记处递交
公司年度报表，是对上个年度的经营状态和资产总额的汇总，此项资料为
公开资料，任何个人可以从网上查到西班牙任何公司的基本资料。 

4.5 赴西班牙的工作准证如何办理？ 

4.5.1 主管部门 

西班牙劳动、移民和社会保障部是办理工作准证的政府主管部门。非
欧盟成员国的外国人在西班牙工作，必须有居留证和特别工作签证。 

4.5.2 工作许可制度 

西班牙工作许可有2种：一种是雇主居留（Cuenta Propia），另外一
种为雇员居留（Cuenta Aj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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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者先要在西班牙成立公司才能进行商业运作。此外，还需要
一名拥有西班牙居留或身份证的人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否则不能提出行
政执照的申请。西班牙的居留可分为家庭居留、工作居留、欧盟居留（指
给予欧盟各国人员和西班牙人家属，有效期5年）。另外，家庭居留有时
间长短的不同；工作居留分为雇员居留（1年、2年、3年、5年四种）和雇
主居留（同前）。 

4.5.3 申请程序 

到西班牙驻本国使馆申请允许在西班牙长期居留和工作的特殊（D种）
签证。为此，需提供西班牙雇主的邀请函电、劳工合同等文件。在获得上
述特殊签证并进入西班牙后，向当地的劳工部门和警察部门申办长期居留
和工作许可。在西班牙申办长期居留及工作许可，手续繁琐、时间长、难
度大，往往需等半年甚至1年时间；另外，申请证件延期的等待时间也较
长。 

4.5.4 提供资料 

【申请工作许可所需文件】公司若在西班牙已经正常运作，其雇员可
以通过申请工作居留来西班牙，需要提供以下文件： 

（1）预备合同； 

（2）公司法人身份证； 

（3）公司税号（CIF）； 

（4）公司劳工局号码； 

（5）公司成立公证； 

（6）公司营业报表； 

（7）公司工作要求； 

（8）西班牙就业局出具的所申请工作行业在西班牙无失业证明。 

【申请签证需提供文件】相关手续如下： 

（1）办理雇佣关系工作签证的手续 

申请人必须年满16岁，且需提交下列材料： 

①签证申请表一份，4张身份证尺寸照片； 

②已认证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原件和翻译件，文件的有效期为3个月； 

③由使馆领事部指定的医疗机构开具的体检证明原件1份，其中须证
明申请人没有传染病、精神病和吸食毒品记录； 

④申请人的因私护照原件和所有页码的复印件，护照有效期不得少于
120天； 

⑤盖有西班牙相关机构印章的，并已正式登记的工作证明原件和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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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或者工作和居留授权书； 

⑥原籍国的家庭地址； 

⑦户口原件和复印件。 

（2）办理非雇佣关系工作签证的手续 

年满18岁并希望在西班牙定居从事营利性经济商务活动的公民，均可
以申请办理非雇佣关系工作签证；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
任公司的股东也可以申请此类签证。申请此类签证所需材料与雇佣关系工
作签证基本相同，但无须出示雇佣合同或工作证明。 

4.6 能够给中国企业提供投资合作咨询的机构有哪些？ 

4.6.1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经商处 

地址：Avenida de los Ahones 1，28043 Madrid, España 

电话：0034-917161741 

传真：0034-915194675 

电邮：es@mofcom.gov.cn 

网址：es.mofcom.gov.cn  

4.6.2 西班牙中国商会 

西班牙中国商会于2012年7月正式在西班牙完成登记注册手续。 

现任主席：中兴通讯西班牙公司 

网站：www.ccince.com 

电邮：info@ccince.com 

电话：0034-912168800 

主要会员企业名单及联系方式详见附录2。 

4.6.3 西班牙驻中国大使馆 

（1）西班牙驻中国使领馆 

地址：北京市三里屯路9号 

电话：010-65321986（总机）  

传真：010-65323401 

领事处：北京市亮马河南路18号  

电话：010-65320780 

传真：010-65320784 

商务处：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南路甲一号塞万提斯学院大厦B座6层 

电话：010-58799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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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58799734 

（2）西班牙驻上海总领事馆（上海、浙江、江苏、江西、安徽）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8号金茂大厦办公楼二区1201室 

电话：021-63213543 传真：021-63211396 

商务处：上海市南京西路1038号梅龙镇广场25楼 

电话：021-62172620 

传真：021-62677750 

（3）西班牙驻广州总领事馆（广东，福建，湖南，广西，海南，云
南，贵州）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10号富力中心5楼 

电话：020-38927185/38928909  

传真：020-38927197 

商务处：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10号富力中心5楼503 

电话：021-38927687 

传真：021-38927685 

（4）西班牙驻香港总领事馆 

地址：香港中环雪厂街十八号印刷行八字楼 

电话：00852-25253041 

传真：00852-28772407 

商务处：香港皇后大道89号力宝中心 

电话：00852-25217433 

传真：00852-28453448 

4.6.4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海外投资咨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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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jyb@126.com 

网址：www.caitec.org.cn 

4.6.5 UNDP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河南路2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电话：010-85320733、85320776 

4.6.6 南南合作促进会海外投资项目信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白桥南里甲2号 

mailto:kgjyb@126.com
http://www.caite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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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65280465、56765617 

网址：www.china-ofdi.org 

4.6.7 西班牙投资促进机构 

西班牙外贸投资促进局（ICEX） 

地址：Orense, 58 3rd Floor 28020 Madrid Spain 

电话：0034-915035800 

传真：0034-915035803 

电邮：investinspain@investinspain.org 

网址：www.investinspain.org 

 

西班牙外贸投资促进局（ICEX）驻北京办事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南路A1-B西班牙大厦5层 

电话：010-58799755 

邮箱：pekin@comercio.mineco.es 

 

西班牙外贸投资促进局（ICEX）驻上海办事处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安福路198号 

电话：021-62172620 

邮箱：shanghai@comercio.mineco.es 

 

西班牙外贸投资促进局（ICEX）驻广州办事处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10号富力中心5层 

电话：020-38927687 

邮箱：canton@comercio.mineco.es 

4.6.8 西班牙中介服务机构 

乌利亚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 

网址：http://www.uria.com/zh/index.html# 

地址：中国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909室 

邮编：100004 

电话：010-5965 0708 

传真：010-5965 0750 

 

嘉里盖思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 

网址：http://www.garrigues.com/zh-CHS 

http://www.investinspain.org/
mailto:pekin@comercio.mineco.es
http://www.uria.com/zh/index.html
http://www.garrigues.com/zh-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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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中国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1座1815室 

邮编：100004 

电话：010-85720000 

传真：010-85720020 

电邮：beijing@garrigues.com 

 

大成（DENTONS）律师事务所 

网址：https://www.dentons.com 

地址：Paseo de la Castellana, 53 8ª Madrid, 28046 

电话：0034-914363325 

 

普华永道西班牙公司 

网址：http://www.pwc.es/es.html 

地址：Paseo de la Castellana 259 B. Edificio Torre PwC, 28046 

Madrid, España 

电话：0034-915684400 

 

毕马威西班牙公司 

网址：https://home.kpmg.com/es/es/home.html 

地址：Paseo de la Castellana 259 C, 28046 Madrid, España 

电话：0034-914563400 

 

安永西班牙公司 

网址：https://www.ey.com/es/es/home 

地址：Calle de Raimundo Fernández Villaverde 65, Torre Azca 

28003 Madrid 

电话：0034-915727200 

mailto:beijing@garrigues.com
https://www.dent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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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中国企业到西班牙开展投资合作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5.1 投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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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投资企业造成一定困难和不便。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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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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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有被拒签的可能，对此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华为西班牙公司、中兴西班牙公司等均在这方面遭到过困难。中国企业来
西班牙开展产能合作，需避免同业竞争，尤其是钢铁等行业。在世界银行
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中，西班牙在参评的190个经济体中总体
排名第30位，比去年排名降低2个位次。其中，跨境贸易（第1位）、办理
破产（第19位）、执行合同（第23位）、保护少数投资者（第30位）等4

项不低于西班牙总体排名，纳税（第34位）、获得电力（第48位）、登记
财产（第58位）、获得信贷（第73位）、办理施工许可证（第78位）、开
办企业（第86位）等6项低于总体排名。 

5.2 贸易方面 

中国企业到西班牙开展经贸合作应注意以下事项： 

（1）熟悉欧盟与西班牙相关贸易政策，包括贸易壁垒、技术性壁垒、
检验检疫规定等，了解有关行业市场情况和销售渠道，了解市场对产品的
要求。 

（2）注重产品质量，确保其符合西班牙技术标准和环保标准。跟踪
市场变化，收集分析产品销售和质量信息，搞好售后服务。 

（3）在支付方式上采取安全支付方式，防范收汇风险。 

（4）注意保护知识产权，创造和维护好企业形象和商品品牌。 

5.3 承包工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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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中国企业与西班牙企业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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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劳务合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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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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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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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其他应注意事项 

http://www.sinosur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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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班牙经济形势近年来虽有好转，但近2年内政府连续更迭，部
分贷款优惠和补贴政策无法及时落实；行政手续内容多，部分职能部门审
批时间长；应认真研究银行贷款条件。 

（2）西班牙政府高度重视国内治安，社会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近年
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西班牙经济一度陷入困境，社会治安隐患日益
浮现。马德里自治区和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发案率较高，华人华侨、中国留
学生或中国游客遭遇盗抢骗事件时有发生。犯罪分子多以外来移民为主，
华人内部犯罪率亦有所升高。犯罪分子多为团伙作案，作案地点多在旅游
景点、车站、飞机场、地铁、地下通道、餐厅和宾馆门口等位置。 

作案手段常见如下几种：一是一人假装问路，趁人不注意时同伙突然
窜出实施抢劫；二是假扮警察，先拿走游人护照，再搜查提包和钱包；三
是蓄意戳破车胎后，假意协助更换并趁机下手窃走行李；四是 “摩托党”
趁路人不备，夺走挎包后迅速逃离；五是用胳臂紧卡行人脖子，或用沾有
化学药水的手绢使人昏迷；六是地铁中，假装遗失物品或掉落硬币，吸引
注意力再实施盗窃或者扒窃。 

（3）西班牙每4年举行1次大选，现任工社党政府于2018年6月组建，
最新一次大选已于2019年4月28日举行，工社党胜出，预计新政府将在7

月产生。中资企业在大选中应多关注当地局势。 

针对上述风险应采取的应对措施如下： 

（1）外出最好结伴而行，不要携带大量现金，尽量不背皮包、背包
或腰包，以免引起歹徒觊觎；拒绝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食物或饮料等；勿在
拥挤人群中久留。 

（2）请随身携带护照等身份证件和签证、机票的复印件，与原件分
开存放；切勿将现金、信用卡、旅行支票、护照和贵重物品等放在同一个
提包或口袋中，背包和挎包应放在身前以防偷窃。 

（3）避免在深夜单独外出或乘坐夜间的地铁，避免出现在行人比较
稀少的地方；清晨、深夜或午餐时间（下午二时至四时左右），因警力相
对减弱，是歹徒作案的有利时机，须特别注意防范。 

（4）乘坐出租车应索要收据（Recibo）或发票（Factura），上面印
有出租车牌号和司机的运营执照号码。 

（5）警惕电信诈骗，不要在电话里透露个人信息、向他人转账汇款；
如确已被骗，第一时间在西班牙和中国两地报警，并拨打使领馆领保电话。 

（6）遇到紧急情况，应大声呼救，引起人们的注意；如果遭遇歹徒
袭击，不要勉强抵抗，应尽量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及时向警方报案并请
其出具报警单，以便日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及办理补发机票、护照及他
国签证等事宜；旅行支票及信用卡遗失或被窃、被抢时，应在第一时间向
发卡银行或公司申报废止支付，以防被盗领；如需补办旅行证件，请与中



92 西班牙 

 

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或中国驻巴塞罗那总领馆联系，工作人员将尽力提供协
助。 

联系方式如下： 

西班牙报警电话：091 

驻西班牙大使馆领事保护紧急求助电话：0034-699089086 

驻巴塞罗那总领馆领事保护紧急求助电话：0034-688306666 

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0086-10-1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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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中国企业如何在西班牙建立和谐关系？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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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金浦（西班牙）发展有限公司是南京金浦集团全资在西马略
卡岛上收购的一家五星级商务度假酒店。自2013年成立以来，一直高度重
视妥善处理与当地政府关系。要想做好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就必须了解当
地政府最关心的事是什么？故集团尽管全资收购一个劳动力密集型企业，
但从中国只派二名管理人员，在当地雇佣员工约100名，完全体现集团投
资是给当地百姓提供很好的就业平台和机会，这也正是当地政府最欢迎
的。其次，集团充分发挥了当地管理团队的作用。通过与总经理每天一起
工作增进了解，现在总经理已成为公司与政府沟通的一座很好的桥梁。同
时公司也利用目前是当地唯一的一家中资企业之优势，遵纪守法，并主动
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积极主动地与政府及议会保持良好关系，为当地社
会稳定及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集团经常组织国内团体来西班牙考察
和学习。每年中国春节集团都会组织百人高管及家属团来西班牙过年，直
接给当地淡季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每年中国春节期间坚持举办中国春节
招待晚宴，宣传中国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争取到当地政府对企业更
大的支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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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立工会，如当地工会组织有多支，可
能会在企业中出现多个工会代表（1-2人），工会代表是联系工人和企业
的纽带，不可以也不能随便开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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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企业）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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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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签订雇佣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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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金浦（西班牙）发展有限公司，利用好当地总经理去做好与
工会主席的关系。平时注重尊重底层员工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改善。中方经
理坚持每天午餐在员工餐厅跟员工一起用餐；每天主动跟员工打招呼，让
底层员工理解和配合企业管理；避开直接与员工的对话而让总经理与员工
对话，以缓解劳资关系；坚持亲自参加各项员工慰问活动，亲自参加一年
一度的员工大会，坚持参加各项员工活动。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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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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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西班牙分行在努力为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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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分行两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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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银行西班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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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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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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组织外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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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金浦（西班牙）发展有限公司坚持不断地向地员工了解当地风
俗习惯，并及时向法务了解当地法律法规。只有了解，才能做到尊重，而
不是盲目地跟从。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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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衣房，从源头杜绝污水排放。全部采用LED照明灯做室外照明，减少光
源污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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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愿放弃营收也要保持生态环境。首先要懂法，才能守法。故公司每年在
与当地总经理的责任状上都会签上这一条以考核总经理对该项指标的达
标情况。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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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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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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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资企业都设有公关部门以做好外宣和媒体应对工作，比如华为
西班牙公司等。必要时也可通过公关公司对媒体进行宣传，尤其是在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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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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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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使馆。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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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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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1】工商银行西班牙分行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不断加强企
业文化建设，为企业的本地化经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分行围绕“One 

ICBC, One Family”核心理念，结合本地特点和发展实际，制定了分行企
业文化建设实施方案，将分行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加以推进。
一方面，积极利用内部宣传栏、康体协会、中国书架等平台，多维度、因
地制宜地向分行员工传播集团文化和发展战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强化
本地雇员对集团价值理念、合规文化、风险偏好、经营管理目标的了解和
认同，树立“全球工行一家人”的理念；另一方面，以特色文化引领本土
化经营，构建了“合规稳健、管理高效、团结进取、追求卓越”的分行经
营理念，充分发挥文化融合在分行跨文化经营管理中的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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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金浦（西班牙）发展有限公司不仅要让五星红旗飘扬在地
中海宝岛上，更要以酒店来促进文化交流。公司利用利用一年一度回集团
述职的机会安排企业高管去中国考察观光、利用集团下属企业做西班牙文
化推广活动之际派员工去中国工作及旅游、利用邀请组织国内政府考察团
来马略卡考察交流等活动传播中国文化。酒店坚持以新中国人的形象并通
过100多名员工的口碑，向西班牙各界发出新的声音，以改变以往西班牙
人对中国老华侨的印象。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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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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国企业/人员在西班牙遇到困难该怎么办？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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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律师事务所联系方式可查阅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经商处网站： 

http://es.mofcom.gov.cn/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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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旅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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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0034-915035803 

电邮：investinspain@investinspain.org 

网址：www.investinspain.org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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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s.mofcom.gov.cn/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网址：www.fmprc.gov.cn/ce/cees/chn 

7.4 建立并启动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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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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其他应对措施 

遇有突发事件，除及时向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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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服从大使馆统一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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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1012308 

驻西班牙使馆领保电话：0034-699089086 

驻巴塞罗那总领馆领保电话：0034-68830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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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西班牙 

 

 附录1 西班牙部分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 
 

职务 姓名 

首相 Pedro SÁNCHEZ PÉREZ-CASTEJÓN 

副首相及首相府、议会关系

与平等大臣 
María del Carmen CALVO POYATO 

外交、欧盟与合作大臣 Josep BORRELL FONTELLES 

司法大臣 Dolores DELGADO GARCÍA 

国防大臣 María Margarita ROBLES FERNÁNDEZ 

财政大臣 María Jesús MONTERO CUADRADO 

内政大臣 Fernando GRANDE-MARLASKA GÓMEZ 

发展大臣 José Luis ÁBALOS MECO 

政府发言人兼教育与职业

培训大臣 
María Isabel CELAÁ DIÉGUEZ 

劳动、移民与社会保障大臣 Magdalena VALERIO CORDERO 

工业、贸易与旅游大臣 Reyes MAROTO ILLERA 

农业渔业食品大臣 Luis PLANAS PUCHADES 

地方政策与公共职能大臣 Meritxell BATET LAMAÑA 

生态转型大臣 Teresa RIBERA RODRÍGUEZ 

文化与体育大臣 José GUIRAO CABRERA 

经济与企业大臣 Nadia María CALVIÑO SANTAMARÍA 

卫生、消费与社会福利大臣 María Luisa CARCEDO ROCES 

科学、创新与大学大臣 Pedro Francisco DUQUE DU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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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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经商务部备案，于2012年7月正式在西版牙完成登记注册手续。
现任主席为中兴通讯西班牙公司。联系人：赵婉怡。电子邮箱：
info@ccince.com。电话：0034-912168800。 

西班牙中国商会于2012年7月正式成立。经过6年的发展，西班牙中国
商会发展到目前的36家会员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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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咨询等十余个行业，
广泛分布于马德里、巴塞罗那、布尔戈斯、加利西亚、马略卡、拉斯帕尔
马斯和萨拉戈萨等地。 

西班牙中国商会第四届理事会于2018年12月21日正式成立，中兴通
讯西班牙公司为第四届理事会主席，中国工商银行（欧洲）西班牙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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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欧洲）巴塞罗那分行和（苏交科）
艾普蒂萨工程服务公司等6家企业为第四届理事会副主席。 

主要成员企业名单及联系方式如下（区号00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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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912168837 

传真：0034-912168866 

（2）西班牙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034-913843888 

传真：0034-913849089 

（3）中兴通讯西班牙公司 

电话：0034-913846487 

（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马德里营业部 

电话：0034-915489032 

传真：0034-915489033 

（5）华锐风电西班牙有限公司 

电话：0034-911266718 

（6）忠诚保险 

电话：0034-915637788 

传真：0034-915649488 

（7）海通银行西班牙分行 

mailto:电子邮箱：info@ccince.com
mailto:电子邮箱：info@cci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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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34-914005400 

传真：0034-914005442 

（8）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034-916450353 

传真：0034-916459582 

（9）义乌西班牙交流基金会 

电话：0034-915 946 029 

（10）艾普蒂萨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0034-915 949 500 – 3488   

传真：0034-914 465 546 

（11）中国电信（欧洲）有限公司西班牙分公司 

电话：0034-658 066 666 

（12）中国东方航空马德里营业部 

电话：0034-915 599 889 

传真：0034-915 410 411 

（13）环球世纪国际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034-917 585 511 

（14）重庆演艺集团欧亚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话：0034-910 147 592 

（15）鞍钢西班牙公司 

电话：0034-916 625 693 

（16）银联国际西班牙代表处 

电话：0034-917 498 061 

（17）普联技术有限公司西班牙子公司 

电话：0034-912 000 727 

2.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 

（18）中国建设银行巴塞罗那分行 

电话：0034-935225000 

传真：0034-935225078 

（19）海尔伊比利亚 

电话：0034-902503330   

传真：0034-902503340 

（20）中远海运集运（西班牙）有限公司 

电话：0034-933047126 

传真：0034-933047128 

（21）华意压缩机巴塞罗那公司 

电话：0034-93710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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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宝钢西班牙有限公司 

电话：0034-934 119 325     

传真：0034-934 119 330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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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中航国际Aritex公司 

电话：0034-933 984 111 

传真：0034-933 838 854 

（25）西班牙正泰能源有限公司 

电话：0034-934 673 778 

（26）（钱江）凯威摩托西班牙有限公司 

电话：0034-902 557 237 

3. 加利西亚： 

（27）中信重工机械西班牙甘达拉公司 

电话：0034-986 34 60 00 

（28）卡洛斯阿尔博的孩子们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034-986 213 333 

4. 阿拉贡自治区： 

（29）西班牙萨拉戈萨线缆公司 

电话：0034-976 729 900 

5. 巴利阿里群岛：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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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卡伊酒庄 DOMINIO DE CAIR S.L. 

电话：0034-947 545 276    

（32）西班牙中国钢铁 

电话：0034-947 501 091 

传真：0034-947 516 521 

7. 大加那利自治区：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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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西班牙 

 

8. 安达卢西亚自治区： 

（34）格拉纳达足球俱乐部 

电话：0034-958 253 300 

传真：0034-958 253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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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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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篇
幅有限，加之不同投资者所需信息各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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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版《指南》撰稿工作的人员
分别为：王颖琦（参赞）、于新宇（二秘）、张昳莹（三秘）、邹运（三
秘）、王一伊（随员）。西班牙中国商会秘书处，工商银行西班牙分行、
建设银行巴塞罗那分行、华为、中兴、艾普蒂萨、海通银行等会员单位及
毕马威（KPMG）西班牙公司、大成（Dentons）律师事务所等参与了指
南更新工作。商务部欧洲司对文中相关内容提出了宝贵意见。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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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乌利亚律所（Uría Menénde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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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