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班牙-中国 Spain – China 

共同的商机 Joint business opportunities:

汽车工业和智能出行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Smart mobility



▪ 年 万辆（ 年 万量）

▪ 亿欧元的营业额 代工生产 汽车配件

▪ 西班牙 的 ％（代工生产 汽车零部件 ）

▪ 万个工作岗位

▪ 每年 亿欧元的投资

▪ ％的汽车出口到 多个国家

▪ 占西班牙出口的

▪ 年 贸易盈余达 亿欧元

▪ 高生产率 员工

▪ 占西班牙研发创新的

西班牙是欧洲第二大汽车制造商 全球第九

西班牙汽车工业 关键数据

个品牌 家工厂

家汽车零件公司

汽车生产基地

个技术中心



西班牙制造的车辆

来源： 西班牙汽车和卡车制造商协会

年西班牙汽车制造

▪ 款型号

▪ 款电动版本

▪ 年 款新车型

▪ 款全球独家

西班牙工厂具有 万辆的产量：

▪ 占全球产量的 ％

▪ 欧洲市场份额的 ％



▪ 供应车辆价值的 ％

▪ ％的西班牙汽车零部件向 个国家出口 亿欧元

▪ 直接就业者 人，总就业人数

▪ 亿欧元工业投资

▪ 15亿欧元的研发创新投资占营业额的4.2％ in R&D&i 4.2% of turnover

西班牙公司跻身全球顶尖企业之列：

Antolín    CIE-Automotive       Gestamp Fagor Mondragon Ficosa Sernauto

资料来源

供应链 关键数据

西班牙汽车 零部件行业完整的供应链 全球供应商

http://www.sernauto.es/
http://www.sernauto.es/
http://www.ficosa.com/ficosa/WebPublica_ES/
http://www.cieautomotive.com/english/index.php


年排名

三十多年名列前十

美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英国

其他
韩国
捷克共和国
罗马尼亚

多年来，只有美国，日本，德国
和西班牙保持十强

巴西

西班牙

年代中期排名

中国

日本

德国

印度

韩国

墨西哥

西班牙

加拿大

美国

西班牙汽车工业的国际地位

http://www,oica.net/


资料来源： ，最新的最终数据来源西班牙经济与竞争力部 （ ）

提升行业竞争力的战略议程

▪ 批准代工生产在西班牙建厂计划

▪ 年均投资 亿欧元（代工生产汽车零部件

▪ 总投资的 用于研发与创新

▪ 每年 个新的工业机器人。占西班牙机器人总量 ％

▪ 年度西班牙工厂研发 款新车型

汽车工业 外国投资

投资者信心



汽车工业 外国投资

西班牙是汽车投资新项目最具吸引力的国家

▪ 过去五年来欧洲汽车绿地项目的第一个投资目的地（按资本支出

▪ 家公司 亿美元的资本支出创造了 个工作岗位

数据来源为 年 月至 年 月之间在汽车零部件和汽车 领域投资于新兴欧洲和西欧的公司的 市场数据

目的地国家
Destination Country

资本支出
Capex

项目
Projects

工作机会
Jobs created

公司
Companies

西班牙 Spain 7.208,0 105 15.045 52

土耳其 Turkey 7.077,0 147 15.339 110

波兰 Poland 6.082,0 100 25.593 76

英国 United Kingdom 4.955,9 167 12.966 119

俄罗斯 Russia 4.755,1 64 27.319 53

德国 Germany 4.629,4 213 10.992 169

匈牙利 Hungary 4.549,8 80 20.677 61

斯洛伐克 Slovakia 4.039,6 44 16.768 38

法国 France 3.355,1 135 9.568 92

塞尔维亚 Serbia 2.925,7 56 32.355 45

捷克共和国 Czech Republic 2.565,2 57 14.683 44

罗马尼亚 Romania 2.082,5 54 14.595 40

奥地利 Austria 965,8 15 3.864 13

意大利 Italy 934,2 20 1.848 16

Total 37 countries 62.682,9 1.465 261.186 812



创新智能出行

▪ 欧盟交通运输项目中西班牙参与占

▪ 西班牙汽车和移动技术平台 走向未来，加强该部门的研发结构以应对技术变革

✓ 200家企业，大学和技术研究中心从事优先研发和创新工作

替代燃料和推进系统

• 安全自动驾驶

• 材料和称重

• 未来的材料

西班牙的汽车工业致力于欧盟的运输与出行战略：智能，互联，安全，可持续的运输



来源：合作资源公告 欧盟排放法规报告

为了遵守欧盟的排放法规，并保持其欧洲第二大汽车制造商的地位，西班牙到 年必须每年生产 电动汽车

✓ 该行业正在促进对电动汽车的新系统，组件电池技术和充电基础设施的战略投资

▪ 部署 个公共充电点的新计划

▪ 启动电池和新组件的项目，例如：

✓ 战略项目的经济复苏 西班牙的电池联盟（ ）

✓ 雷诺 混合动力电池制造（巴利亚多利德

✓ 海斯坦普 电池盒子

✓ 福特 笔记本电脑中的电池组装设施

✓ 法可赛 移动松下电子实验室

✓ 加利西亚 技术中心 电池研发部

✓ 安通林内部集成商智能组件

✓ 两千五百万的电动组件的投资

工业电动汽车



▪ 冲压，金属零件，铝

▪ 先进复合材料

▪ 工程塑料

▪ 设计工程-测试

▪ 替代燃油推进系统

▪ 动力总成研发创新：天然气发动机

▪ 动力总成：电动汽车 变速箱系统

▪ 电池技术：生产，组装和回收

▪ 电子和电网集成，连接性

▪ 安全性，自动驾驶：用于开放驾驶测试，有利法规和敏捷许可证

▪ 数字工业：智能交通系统，传感器，数据分析，网络安全

▪ 电动汽车

▪ 数字工厂

▪ 共享汽车和城市交通

汽车工业商业机会

研发创新与工业项目机会的领域

http://www.move2future.es/


西班牙 恢复，转型和顺应计划

下一代基金：1400亿欧元公共投资- 5000亿欧元私人投资

NEXT GENERATION Funding: 140 Billion euros public investment- 500 Billion induced private investment 

2021-2023在10条主要生产线投资700亿欧元，其中很多都涉及交通和汽车工业：

€70 Billion investment  2021-2023 in 10 main lines, among them and more directly involving mobility and automotive industry:

▪ 可持续，安全和互联交通– 132.03亿欧元 Sustainable, safe and connected mobility –€13,2 Billion 

• 5G路线图 – 5000 欧元 5G roadmap -€5,000Millione

• 新工业政策和循环经济 – 3780欧元 New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Circular Economy  -€3,780 Million

• 科学和创新 – 3380 欧元 Science and Innovation  - €3.3 Billion

• 中小企业数字化 40.6 亿欧元 Digitization SME’s €4 Billion 

• 新能源部署和整合 31.65亿欧元 Deployment and integration of renewable energies €3.1 Billion 

共同项目，下一代



投资激励措施

生产性投资的地区激励措施。不可退的补贴

再工业化，增强工业竞争力和 产业（条件和利率优惠的贷款

贷款， 资金和投资项目

运营激励，研发与创新，人力资源

工业研究与创新制造业（工业贸易和商务部

减扣和补助金，用于雇用和培训

工业技术发展中心 项目

其他研发与创新项目：外国公司研发投资项目

需求激励 汽车基础设施

购买 替代能源汽车 和部署充电桩的激励措施。搬家计划 预算 亿欧元购买电动车最多 欧元）

公共项目，赠款和激励措施



▪ 坚实的工业基础和领先国际地位

▪ 生产性和灵活性兼具的制造厂

▪ 在产品和工艺革新方面投资巨大

▪ 强大而创新的工业供应链和汽车配件行业

▪ 以有竞争力的成本获得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 在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方面进行投资

▪ 从创新生态系统方面积极参与欧洲新交通研发项目

▪ 对欧盟，拉美和北非出口的优势平台

▪ 开放外商投资。政府支持发展

▪ 为业务发展，投资和研发活动构建的广泛的奖励结构

竞争优势概述

西班牙在汽车工业和交通行业有竞争力的优势



成功案例：投资项目

西亚特（大众集团）到2025年投资50亿欧元
SEAT (VW group) Investment of €5 Billion by 2025 

年 月：西班牙西亚特将在 年至 年期间投资 亿欧元。该投资将用于 技术中心的汽车研发项目，特别是电气化
这一部分。 总裁 ：我们希望马尔托雷尔从 年开始生产电动汽车，届时电动汽车市场将会增长。

TOYOTA

丰田汽车欧洲公司已投资 万欧元，在马德里市以南的伊耶斯卡斯建设一个新的配件物流中心。该中心占地 平方米，是丰
田在西班牙售后服务之物流平台。

https://www.seat-mediacenter.com/newspage/allnews/company/2020/SEAT-invest-in-its-future.html
http://www.arup.com/global_locations/spain/madrid


成功案例：投资项目

年日产尼桑提前进行了计划投资，以改造其阿
维拉（ ）尼桑工厂。该项目总预算为 万欧
元，到 年底累计投资额为 万，几乎占总
投资的 ％。

中西合作

年海斯坦普与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其冲压装配厂在天津开业（投资 万欧元）， 致力于
车身与底盘部件的冲压成形和组装。

年安通林集团宣布与上海纳恩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开发用于汽车内饰的集成电子解决方案。到 年
月，该公司在上海开设了一个新的创新与发展中心，用于加强其在汽车市场（尤其是电动汽车项目）中的创新和技术能力。
目前，安通林集团在中国拥有 个生产工厂， 个供应中心和 个技术中心。

年 宣布了在瓦伦西亚阿尔姆萨菲斯的工厂中建立电
动汽车电池组设备，此举将优化该公司的投资和生产效率。计
划于 年 月开始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