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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申请外国人
工作及居住许可
的相关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需要签证才能进入西班牙国境。 

如果前来西班牙的原因是进行商务活动、与潜在客户进
行会晤或者访问在西班牙的公司，中国公民需要办理短
期申根签证。

签证由西班牙外交与对外合作部设在国外的领事馆签
发。 

7.1. 居住与工
作签证和居住
与工作许可

如果前来西班牙的原因是在西班牙工作，无论是作为本
地公司职员还是作为外派员工或企业主，则需要办理工
作与居住签证。这种签证位列于获取居住与工作许可的
手续框架之内，中国公民在持工作签证进入西班牙之
后，最终可取得外国人居留卡。

西班牙签发的居住与工作签证分为不同的几种，根据外
国人在西班牙劳动关系的性质而定。 

工作许可的几种主要类型

源自：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类型1：本地雇佣的劳动者（雇员类）之办理程序

源自：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作为加泰罗尼亚政府的一部分,
对于办理高层管理者的工作与居住许可开设了一个快速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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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入境及签证条件方面的信息，建议您访问西班牙外交
与对外合作部（MAEC）的网站：

www.exteriores.gob.es/Portal/es/ServiciosAlCiudadano/
Paginas/EmbajadasConsulados.aspx

具体信息可查询：www.investincatalonia.com

居住与工作许可

员工

本地雇佣
（西班牙工资）

雇员类型

自营工作者类型

公司一经成立，
可以向所在地的移民事务办公室
申请工作许可 。

所需主要文件：
· 员工的能力证明（履历、学历等）
· 公司的识别信息
· 职位描述
· 证明该职位需要引进外国员工的说明文件

当工作许可得到批准后，
员工应向西班牙驻其所在国的领事馆
申请工作签证 。

所需主要文件：
· 无犯罪证明，须经过中国外交部认证
· 健康证明
· 户口

当获得工作签证之后，
员工可进入西班牙，
去社会保险处登记并办理居
留卡手续 。

在加泰罗尼亚办理高层管理者的雇员类工作与居住许可

源自：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跨国服务类型

投资者（参股>24%）

移民事务办公室（在西班牙） 领事馆 警察局

获取居留卡的手续在申请人所在地的西班牙警察局办理：

www.policia.es/documentacion/oficinas/catalunya.html 

外派雇佣
（中国工资）

欧盟蓝卡
（高端人才）

企业家凭预约单前往加泰罗尼亚大区
政府企业与就业厅的相关办公室申请
许可，在手续开始之前缴纳居住与工
作手续的费用。

审批周期从申请的第二天算起上至3个
月，过期无答复即视为行政默认否定
（未通过）。

申请许可 申请签证 进入西班牙

工作者从收到批准通知起，可在一个
月内亲自前往所在地所属的外交或领
事部门申请居住于工作签证。

签证审批的时间为一个月，取回签证
的有效时间为一个月。

工作者可在签证有效期——不少于3个
月——之内进入西班牙，并且在进入后
的3个月内在社会保险中登记和缴费，开
始职业活动。

如果许可的有效期高于6个月，则工作者
需要申请外国人身份识别卡（NIE）。

总结：对于材料全面而有效的申请档案，许可的审批时间通常在1.5~3个月



此外，根据新颁布的14/2013法律，对于雇佣高层管
理人员和高学历员工，以及那些在西班牙投资的外国
企业集团在不同国家的子公司之间调配人员的情况，如
其投资是有助于我国经济利益的，则有一些程序上的便
利措施。可通过大型公司及战略性集体管理单元进行申
请。该途径办理工作许可的主要优点如下：

· 对于居住许可来说，审批时间（默认行政许可）缩减
到20天。

· 不需要考虑“全国就业状况”的要求，该要求规定在
雇佣外国工作者、为其办理工作许可之前，必须证明该
工作无法由西班牙失业者完成。

· 工作者可以为其配偶及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子女同时
申请签证或居留。

 类型2：从外国雇佣的劳动者（跨国服务）之办理程序

源自：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根据新颁布的支持创业者及其国际化的法律，非居住类
外国人为进入西班牙进行资本的“重大投资”，可申请
投资人居留签证。在进入西班牙后，如果愿意，可以申
请居住许可，这种方式允许投资者在申请工作许可之前
就能够在西班牙开始经济活动。

类型3：企业主（创业签证投资居留）之办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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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企业机构需要在西班牙授权一
个法定代表，令其能够以自己的名义
去移民事务办公室申请工作许可 。

所需主要文件：

· 员工的能力证明（履历、学历等）
· 中国公司的识别信息及其与西班牙 
  公司的关系
· 中国的聘用合同
· 外派书
· 职位描述
· 西班牙公司的识别信息
· 中国公司对于法定代表在西班牙活
  动的授权

当工作许可得到批准后，
员工应向西班牙驻其所在国的领事馆
申请工作签证 。

所需主要文件：

· 无犯罪证明，须经过中国外交部认证
· 健康证明
· 户口

当获得工作签证之后，员工可进入
西班牙，去社会保险处登记（因为
西班牙和中国之间没有社会保险互
认协议）并办理居留卡手续 。

源自：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申请人向西班牙经济部申
请关于该企业项目重要性
的报告。

所需主要文件：

· 创业者的职业背景
· 公司项目计划
· 该项目对于西班牙经济、
· 创新或投资机会将有何附 
  加益处

取得经济部的报告之后，
申请人前往领事馆申请创
业签证，10天内可得到
批复。

获得创业签证之后，申请人可以
到西班牙居住、开设公司并开展
经济活动。公司一旦成立，申请
人可前往移民事务办公室申请自
营工作者的居住与工作许可。该
许可可在20天内得到批复。

当获得工作签证之后，
员工可进入西班牙，
去社会保险处登记并办
理居留卡手续。

具体信息可查询：www.barcelonactiva.cat

移民事务办公室（在西班牙） 领事馆 警察局

经济部 领事馆 移民事务办公室（在西班牙） 警察局



投资者的入境及停留

源自：加泰罗尼亚投资促进局

7.2. 需要注意
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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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该许可的申请表格请前往：
Http://extranjeros.empleo.gob.es/es/
emprendedores_solicitudes/index.html

投资者签证 大宗重要投资

初始投资私人公司不少于
100万欧元

初始投资公债不少于
200万欧元

不动产购买
50万欧元

企业主/自营营业
在西班牙开展的有社会效
益的企业项目

1) 创造就业机会；
或者

2) 在经营活动区域
内具备重大社会经济
效益；或者

3) 对于科学或技
术创新有重大贡献

7.2.1. 文件认证 / 
外国人身份识别号码

所有的在西班牙境外签发的公共文件（户口、无犯罪
证明等）都需要经过中国外交部的认证，方可在西班
牙作为有效文件使用。同时，用于申请工作许可的任
何使用外语书写的文件，均需要经过西班牙官方认可
的法定翻译。加泰罗尼亚大多数的翻译公司都提供法
定翻译服务。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公共文件的认证过程可能需要数周
时间。因此，在离开中国之前，建议您查清办理居住与
工作许可手续需要哪些文件和材料，并提前办妥。
 
NIE（外国人身份识别号码）是每个居住在西班牙的
外国公民唯一的被西班牙政府部门承认的身份识别
号码。使用公共行政服务、交税、买房、开展商业活
动、在西班牙银行开户、签订手机合同等等，都需要
有这个号码。

因此，要创办公司的中国企业主在得到签证之前需要先
行申请一个NIE号码，因为，要得到创业者签证，必须
证明之前曾进行过合法商业活动，比如创办公司。

NIE号码可以由申请者本人在西班牙合法停留期间，或
者经由申请者正式授权的代表方，去国家警察的警察局
进行申请。也可以在西班牙驻中国领事馆进行申请。该
申请需要提交填写完整的官方表格、护照及复印件，以
及其他证明申请人需要NIE号码的材料文件。

7.2.2. 住户登记

住户登记是指申请人在所在城市的市民办公室登记自己
的住址，并获得一张住户登记证明。该证明是有效的官
方文件，功能与中国的户口类似，指明所登记市民的住
址。在西班牙，根据法律规定，所有人都必须前往自己
所在城市的政府登记自己的常住地址。住户登记证明就
是这一手续的证据。申请人可以以个人或者以家庭的方
式进行登记。该登记可以前往巴塞罗那市政府的市民接
待办、或者所在其他城市的接待办进行办理。

要取得住户登记证明，需要提交（每个家庭成员的）有
效护照以及租房合同原件或房屋买卖公证书。该登记手
续的办理非常快速，可以直接在该登记办公室获得。前
往所在城市政府进行住户登记非常重要，它是可以证明
在西班牙居留情况的材料，也是申请居留证、医疗卡、
子女就读等等情况时的必要文件。

更新 居住许可

允许访问西班牙
或在西班牙居住一年时间。
投资人及其家属均可申请。

由自然人/法人进行
（在直接或间接占有大多数投
票权以及任命/解除大多数机构
职位的情况下，可以是法人）

投资人居住签证
的持有者

在居住许可期限内至少在
西班牙停留过1天

保持投资
有效期2年
更新另一个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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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银行开户

西班牙的银行向外国客户提供两种类型的账户：根据申
请人纳税状况的不同，分为了居民账户和非居民账户。

对于居民账户来说，各类金融费用总体上会比非居民账
户更低。银行通常每六个月会检查一次非居民账户持有
者的纳税状况。如果中国公民在使用非居民身份开设账
户后转变为居民身份，则需要向银行通知这一状况。

要开设居民账户，只要携带居留证前往银行即可办理。
银行会向客户提供储蓄存折、借记卡或者两者皆有。账
户可以开设为欧元，也可以开设为外币。

要开设非居民账户，只要携带护照去银行即可办理。

在加泰罗尼亚有多种多样的银行，从本地银行到国际主
要银行的分支以及大型投资银行，应有尽有。外国人也
可以在本国——即中国——询问是否有银行在加泰罗尼
亚开设了分支机构。

在临时居住的期限（第一个一年再加两个两年的延长
期）到期之后，可以申请长期居住许可，该许可允许在
西班牙境内无限期居住，并且在就业方面享有和西班牙
人同样的条件。持有长期居住许可的外国人应当每五年
更新一次该许可证，跨国服务许可的情况除外（上限为
两年）。

7.3. 各类许可
的更新

相关负责部门：

www.seap.minhap.gob.es/es/ministerio/
delegaciones_gobierno/delegaciones/catalunya/
extranjeria.html

www.maec.es/es/EYC/Paginas/
embajadas-consulados.aspx

www.exteriores.gob.es/Portal/es/Servicios
AlCiudadano/Paginas/EmbajadasConsulados.aspx

www.mir.es

www.gencat.cat/empresaiocupacio/estrangeria

http://extranjeros.mtas.es

7.2.4. 代表权

外国人可以在西班牙开设公司吗？可以，而且无论是否
（合法或非法）在西班牙居住，或者居住在西班牙境
外，答案都是肯定。外国的法人也可以通过授权一个自
然人的方式以其名义开设公司。法人必须有税务识别号
码（NIF），而被授权的代表，如果不是西班牙合法居
民，则必须申请外国人身份识别号码（NIE）。

企业的创始人必须向其代表进行足够充分的授权以其名
义来西班牙组建新的公司。如果在西班牙进行该授权，
则授权人应前往一家西班牙公证处办理。如果在西班牙
境外进行该授权，则授权人应前往所在国家的一家公证
处并且对授权公证进行认证。

7.2.5. 工作许可

非欧盟国家、非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或瑞士的16周岁
以上的外国公民，要在西班牙进行盈利性的、劳动或职
业活动，无论是被雇佣还是自营性质，都需要得到关于
工作的相应行政许可。任何雇佣方或企业主都不得雇佣
没有获得西班牙工作许可的外国人，无论其劳动关系的
期限长短。

7.2.6. 全国就业状况

对于非欧盟/非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非瑞士的公民来
说，要批准工作许可须考察全国就业状况，只有在本国
可以从事该企业所雇佣职业的劳动者缺乏的情况下才可
能获得批准，且该职位必须已经过就业公共服务部门进
行了必要的调研，结果为否定（即无人胜任），才可以
获得批准。

但同一企业集团的内部人事调动无需经过上述考察。

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无需考察全国就业状况就可批准工作
许可，具体如下：

· 雇佣企业的员工数量超过250人；销售额超过5000
万；净资产超过4300万；最近三年的外资投入在
100万欧元以上；从事下列某种行业：信息与远程通
信技术，环境，可再生能源，水和水处理，健康科
学：（生物医药与生物技术）；航空与航天。

· 亲信职位的工作者（高层领导）

· 装配或维修进口设备的必要人员

· 持有先前的工作许可并且该许可已经在进行更新手续

· 曾经持有许可但未更新并且在西班牙境内连续居住超
过两年的持有临时居住许可的外国人，或者在西班牙境
内连续居住超过五年的无居住许可的外国人。

· 是持有含工作许可的西班牙居留的外国人的配偶或子女

· 特定情况的难民或遭流放者

· 本人的直系上一代或直系下一代中有需要其照顾的西
班牙籍公民

· 出生在西班牙并且是西班牙居民。

· 父母或（外）祖父母为西班牙人。

· 受监护的已达可工作年龄的未成年外国人。

· 根据法律14/2013《扶持创业及其国际化》申请的签
证及居住许可持有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