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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此投资与
开展业务的
十个理由



加泰占西班牙

人口的16% 

国内生产总值的20% 

出口值的26%

企业数量的19% 

外国直接投资额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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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优越的地
理位置和市场
准入
加泰罗尼亚及其首府巴塞罗那，构成了一个进入欧洲、
北非和中东市场的理想平台。

优越的陆、海、空交通连接以及现代化的物流系统，提
供了一个进入各大市场的便捷通道，如欧盟市场（五亿
零三百万的消费人群）和欧洲地中海市场（四亿六千一
百万的消费人群）。

同时，加泰罗尼亚和巴塞罗那是进入拉丁美洲市场（五
亿八千两百万的消费人群）的出色跳板。由于历史原
因，西班牙与拉丁美洲仍然保留着众多的强有力的联系
纽带。共同使用同一种语言-西班牙语，就足以建立并
巩固强大的外交关系、机构关系和商贸关系。因此，西
班牙企业一直在此区域进行重金投资，这一传统如今仍
然在继续，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服务业。中国企业入驻
加泰罗尼亚后，如果有扩张拉丁美洲市场的计划，便可
以充分利用加泰罗尼亚企业与该地区之间所保持的特殊
商贸联系。

因其战略性地理位置和出色的交通系统，加泰罗尼亚是
通往欧洲的门户，是进入北非的平台，还是通往拉丁美
洲的跳板。

巴塞罗那是南欧少数几个拥有全套（海、空、公路及和
铁路运输）综合联运系统的城市之一，每种方式都拥有
全球连通性。在仅5公里范围内，巴塞罗那集中了一个
大型的地中海港口、一个国际机场和一个南欧大型物流
区，此外还拥有欧洲第二大展会中心。这一切对于想要
供应欧洲地中海地区的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绝好的物流
平台。

巴塞罗那国际机场年接待能力高达5500万人次，连接
近200个国内外不同目的地，集中了将近一半从亚洲到
西班牙旅行的游客。由于其可观的非直接交通客流量，
中国航空新开巴塞罗那直飞北京（经停维也纳）航线，
其它一些航空公司也正研究在巴塞罗那与中国众多城市
间设立直飞航班。

巴塞罗那港是地中海最繁忙重要的邮轮港口之一；在欧
洲范围内，该港在车辆及货物集装箱运输方面表现突
出，专业于高附加值货物的运输。与西北欧港口相比，
来自亚洲的货物在巴塞罗那进港将缩短3至4天行程。
新近扩建完工的BEST码头（巴塞罗那南欧码头），隶
属亚洲物流公司和记港口控股集团，是目前该集团内最
先进的一个码头。

加泰罗尼亚还拥有现代化的铁路网络，众多铁路线将加
泰罗尼亚与西班牙其它地区及欧洲连为一体。

巴塞罗那港，新近扩建完成，装备一流，集装箱吞吐量
巨大，其中30%来自亚洲。

2.2. 面向亚洲
国家的门户

2.3. 经济引擎
和多元化的商
业网络
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主要经济动力。下列数据清楚地反
映出加泰罗尼亚在西班牙所占的比重：

此外，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境内拥有最多企业数量的地
区，约60万家。当地企业多数为中小型企业，遍布整
条价值链，能够成为亚洲企业的出色伙伴。

事实上，加泰罗尼亚有着悠久的工业和制造业传统，是
西班牙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摇篮。如今，更拥有强大又
多元化的工业领域，比如:

· 汽车工业
· 化学和制药工业
· 平面艺术及出版工业
· 电子消费产业
· 机械工业
· 纺织业
· 食品和饮料加工产业.

除了传统部门之外，新兴经济部门也出现在加泰罗尼亚
并且正在蓬勃发展，如：

· 生物技术
· 健康及健康服务产业
· 清洁能源和环境服务业
· 创意产业
· 信息及通信技术产业
· 视听产业
· 设计、共享服务中心、研发及创新产业

另一方面，在巴塞罗那，城市高度多元化的服务产业占
主导地位，吸纳了相当一大部分从业者。

加泰罗尼亚拥有近60万家企业，大部分来自工业领
域，同时新兴领域也在经历着繁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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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fD iMarke ts（《金融时报》分析部门）数
据，2013年第一季度，加泰罗尼亚是欧洲地区第二大
吸引投资地区（按数量计算），仅次于英国东南地区。
就投资新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而言，加泰罗尼亚位居欧
洲第三。

西欧外国投资项目
（根据目标地区，2013年第一季度）

资料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引用《金融时报》fDiMarkets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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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战略部门
及商机引擎

在加泰罗尼亚，正在积极发展众多与新技术和可持续性
发展有关的经济部门，致力于提供重要的商业和投资机
会。

其中一大例证就是巴塞罗那再次被选为GSMA全球移
动通信大会的主办城市，每年聚集超过7万名业内人
士，并吸引了100多家中国企业前来，其中突出的有华
为、联想和中兴。巴塞罗那将保持世界移动通信之都的
身份直至2018年。这项工程拉动了众多当地公共和私
人创意，推动着不断拓展、测试和开发新的移动通信技
术，作为奖励机制，城市奖励创办与移动技术有关的企
业，将巴塞罗那变成一大亮点（世界移动信息枢纽）。
作为世界移动通信之都，巴塞罗那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科
技公司，例如中国台湾的TORO Development Ltd., 也
是智能手机支付应用和电子货币发展领域的领头人，就
已选择巴塞罗那作为欧洲总部及其研发中心。

加泰罗尼亚的其它战略性发展部门包括环境、清洁能源
和可持续发展交通技术，这些部门一致认同电动汽车的
推广使用。值得一提的是，加泰罗尼亚是欧洲汽车产业
重镇，集中了西班牙汽车产业的30%。加泰罗尼亚自
治大区和巴塞罗那各市县政府共同大力推动电动交通的
发展。例如LIVE平台的推广，这是一个结合了公共管
理部门、研究机构、汽车、电子以及信息通信技术领军
企业（SEAT/大众集团、Endesa能源和西门子公司）
的官方与民间公共平台。

巴塞罗那也是智慧城市领域的先驱者，已经策划了许多
项目来提高城市服务效率和市民的生活质量。城市本身
就是一个城市规划实验室，开放给想要检测产品和创新
方案的公司。同时也发起了City Protocol Society
（“智慧城市标注联盟”，http://cityprotocol.org/）。

根据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巴塞罗那是国际
会议参加人数最多的城市；在2008-2012年间，国际
会议举办数量位居全球第三。

2.5. 成功的
外商投资引进

超过5500家外国企业的总部设在加泰罗尼亚。加泰罗
尼亚集中了大部分入驻西班牙的外国企业。落户西班牙
的日本、意大利、美国、法国和瑞士等国的企业，有超
过50%都位于加泰罗尼亚。

落户加泰罗尼亚的外国企业国籍分布

资料来源：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加泰罗尼亚

19% 德国

16% 法国

13% 荷兰

10% 美国

10% 其它

9% 意大利

8% 英国

8% 英国

5% 瑞士
3% 卢森堡

2% 葡萄牙

2%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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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额（百万欧元）

1. 东南地区（英国）

2. 加泰罗尼亚 

3. 爱尔兰 

4. 西南地区（英国）

5. 西荷兰（荷兰）  

6.西米德兰兹郡（英国）

7. 瑞士 

8. 马德里大区（西班牙）

9.西北地区（英国） 

10. 瑞典

项目数量  

1.东南（英国）

2. 爱尔兰 

3. 法兰西岛（法国）

4. 加泰罗尼亚

5. 西荷兰（荷兰） 

6. 瑞士

7. 巴伐利亚（德国）

8.马德里大区（西班牙 ）

9.黑森州（德国）

10. 瑞典   

新创就业岗位

1. 东南（英国）

2. 爱尔兰

3. 加泰罗尼亚  

4. 苏格兰（英国）

5. 北爱尔兰（英国）

6. 黑森州（德国）

7. 西北地区（英国）

8. 法兰西岛（法国）

9. 西米德兰兹郡（英国）

10.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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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5

2,061

1,642

1,484

1,467

1,449

1,257

1,159



此外，根据安永会计事务所2013年欧洲吸引力调查
表，加泰罗尼亚在2012年度是欧洲第三大最具投资吸
引力的地区。在巴塞罗那，已经启动了116个项目，占
西班牙总量的42%。

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在2013年度全球城市投资监测报告
中将巴塞罗那排在“2008-2012年度全球城市地区接
收外国投资项目排名”的第十位。

巴塞罗那地区的大部分外国企业续存十年以上，这证明
了该地区投资的高稳定性和回报率。这些公司对于入驻
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非常满意，并继续在这片土地上
卓有成效地进行再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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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和巴塞罗那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首府人
口的49%从事知识密集型劳动。巴塞罗那拥有不同领
域的专业人士，接受过坚实的加泰罗尼亚高等教育。在
巴塞罗那地区有八所顶尖的公共和私立大学，在各个学
科领域内提供优质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其中两所学校
位列西班牙大学质量排名三甲。

此外，巴塞罗那是优秀商学院的总部所在地，包括
IESE、ESADE和EADA。根据国际权威排名，这三所
商学院都位于全球最优之列。它们也都拥有比例相当高
的外国学生。中欧国际商学院（CEIBS）也与当地一
所学校签署了合作协议。

从几年前开始，巴塞罗那就已成为外国年轻留学生以及
外国创业者寻找开创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优先选择。就业
和商业机遇以及优质的城市生活，留住了众多本地和外
国人才。这些因素以及其他更多的原因，解释了为什么
巴塞罗那拥有稳定的富有责任心的多语种人才储备。

最后需要指出，在欧洲环境下，加泰罗尼亚和巴塞罗那
地区富有竞争力的熟练劳动力成本成为吸引高附加值企
业的一大优势。

在巴塞罗那地区有众多出色的大学和商学院，其中两所
商学院跻身全球最佳之列。

2.7. 创新中心

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机构，都致力于创新和支持研
究与发展项目（I+D）。

近年来，在加泰罗尼亚大区研发（I+D）费用相当于国
内生产总值1.6%，而科学生产力则占到全世界的1%      
（相当于芬兰或苏格兰的科学产值）。

在这个方面，有挂靠大学或医学中心的一线科技园，
如巴塞罗那科技园、巴塞罗那生物医学研究园，或者
Agustí Pi i Sunyer 生物医学研究所（IDIBAPS）。加
泰罗尼亚还有可用于研究与工业应用的最新一代应用基
础设施，如ALBA加速器（一级粒子加速器），Mare 
Nostrum（西班牙超级计算机，欧洲最强之一）以及国
家微电子中心。

加泰罗尼亚比西班牙其它地区拥有更多的创新型公司，
其商业创新活动成本占全国总额的23%。在医药、生
物技术、生物医学、医疗技术、信息技术和电子通讯、
多媒体产业和汽车产业等方面的创新尤为突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TECNIO科技中心网，它集合了近
百家位于加泰罗尼亚的技术转让中心，将他们与那些要
增强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公司联系在一起。

对于研发 和创新的决心，把加泰罗尼亚和巴塞罗那推
到了欧洲科学领域突出领先的地位。

2.8. 富于竞争
力的价格彰显
本地化优势
巴塞罗那是欧洲和世界上重要的大都市之一，并且根据
一些国际生活成本比较数据，巴塞罗那的生活和工作成
本相对低廉。

除了极具竞争性的高素质劳动力成本之外，入驻这座城
市的外国企业在办公室和商铺的性价比上可获得相当
可观的好处。在加泰罗尼亚首府25-30公里范围内有大
量的工业用地和现代化设备，租金和购买价格极具吸引
力，并配备有所有服务（电力、水、煤气、远程通信、
陆路接入口等等）。

此外，加泰罗尼亚为雇员和刚刚迁居于此的外国人所制
定的税收制度，是全欧洲最优惠的税收制度之一。

2.6. 人才吸引
热点地区



2.9. 开拓精神
和商务友好

加泰罗尼亚拥有悠久的商业和贸易传统。加泰罗尼亚
人积极进取、责任心强并且对待工作严肃认真，为人
开放，惯于和其它市场进行商贸往来。

巴塞罗那这座城市造就并吸引了众多当地和外国创业
者。事实上，其作为欧洲创业中心的地位正日益稳
固，创业活动比例超出西班牙平均水平，与芬兰、瑞
典和法国相当。

加泰罗尼亚政府和巴塞罗那当地政府机构共同促进经
济活动，建立稳定的框架并密切与当地和外国企业的
联系，了解他们的需求。提供企业创立指导、支持服
务和援助，并致力于营造一个有利的商业环境，简化
行政手续。

巴塞罗那也正致力于为移动技术产业创业者在22@创
新园区创建一个免税区。该免税区将减免创业者的税
务支付和市政费用，并将在办公室租金和长达三年的
社会保障费用上给予部分资助。

加泰罗尼亚人性格开放，思维活跃，体现出积极进取
的创业精神，这推动了巴塞罗那成为欧洲创业中心。

2.10.“巴塞罗那”
品牌及生活品质

巴塞罗那拥有一个积极强有力的城市品牌，获得广泛的
国际认可。“巴塞罗那”品牌名声在1992年巴塞罗那
奥运会举办期间显著增强，并与创意、设计、文化和创
新相互结合。“巴塞罗那”品牌是竞争力的宝贵财富，
能为产品和公司的价值增色不少。在巴塞罗那设置机构
的中国企业可以收获良好的国际形象。

加泰罗尼亚首府有着宜人的地中海式气候，全年日照时
长超过2900个小时，拥有大片的绿地、180公里长的
自行车骑行道、4公里长的整洁海滩，和一个广泛、现
代化和可靠的公共交通网络，同时还以其众多的现代主
义大师级作品，如建筑师安东尼·高迪的杰作，加上美
味、新奇和健康的地中海式饮食（巴塞罗那地区是世界
上米其林星级餐厅最多的城市之一）成为享誉世界的旅
游胜地。同时，从巴塞罗那还可以方便快捷地参观加泰
罗尼亚的其它旅游景点（海滩、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滑
雪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历史建筑群），以及西
班牙其它地区、安道尔和法国南部的旅游景点。

加泰罗尼亚还拥有高质量的教育体系，惠及所有居民的
医疗保险制度，完善的商业网络和诸多购物中心，欧洲
最好最全面的文化设施（包括毕加索博物馆和米罗基金
会在内的167家博物馆，以及包括欧洲最著名歌剧院之
一Liceu在内的 146家剧院），同时还可提供各式各样
的休闲体育活动。

巴塞罗那国际、多元、温馨舒适。这里17%的居民来
自国外，就充分体现了它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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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

据联合国人居署公布的2012-2013年度全球城市排名
显示，巴塞罗那在全球生活质量排名中位列第五。

据 《经济学人》智能单元的热点报道----《2012年度
全球城市竞争力评比》, 巴塞罗那的城市吸引力全球排
名第九。

据《经济学人》智能单元2011年全球购物城市指
数，巴塞罗那的购物吸引力排名欧洲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