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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概况
National Survey

西班牙 SPAIN

0403

位        置：西南欧

级        别：欧洲第三大国家

语        言：西班牙语

宗 教 信 仰 ： 约96％的居民信奉天主教

首        都：马德里

国   庆  日 ： 10月12日

货        币：欧元

人        口：西班牙全国总人口约为4740万人。

种        族：西班牙有20多个民族。主要有：卡斯蒂

                利亚人（即西班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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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土 面 积：全国面积505,925平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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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亚两块飞地，西班牙海岸线7800公里（包括巴利阿里群岛和加那利群岛）。

行政区划分：全国划分为１７个自治区，５０个省，８０００多个市镇。

宪       法：现行宪法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６日全国公民投票通过，１２月２９日生效。宪法规定西班牙是社

                会与民主的法制国家，实行议会君主制，王位由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直系后代世袭。国王为国家元

                首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代表国家。

司 法 机 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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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德里皇宫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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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国徽
National Flag&
National Emblem
      西班牙国旗呈长方形，长宽比为 3：2。旗面自上而下由红黄红三

个平行长方形组成。中间黄色部分占旗面 1/2，左侧绘有国徽。

      红、黄两色是西班牙人民深爱的传统色彩，象征着人民对祖国的

一片赤胆忠心。西班牙于一七八五年使用了红、黄、红的旗帜挂在船上，

成为西班牙的代表色。

　　国徽中心的盾徽画着代表组成西班牙的五个历史国家的图案：红

底金色城堡与白地紫狮分别代表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王国，垂直的红、

黄条纹是阿拉贡王国的代表色，红地上的金色链网纵横相交的十字代

表纳瓦拉王国，最下方的石榴花代表格拉纳达王国。两根海格力士神

柱威然屹立在盾徽两边，将国家的安全置于其护佑之中。

西班牙 SPAIN

塞维利亚        西班牙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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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The Kingdom of Spain）, 位于欧洲大陆西南端，西邻葡萄牙，东北部与法国和安道尔接壤，
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北非摩洛哥相望，领土还包括地中海中的巴利亚利群岛和大西洋的加那利群岛。
       
      西班牙不仅有著名的太阳海岸，还有巍峨的高山。在欧洲，它是除了瑞士之外最高的国家。西班牙全境
大部分是古老的高原。著名的中央高原耸立西班牙正中，约占全国面积的 60%，海拔 600-700 米。中央高
原三面被高山阻绝：北部是坎塔布连山脉，南部伫立着莫雷纳山，东部的伊比利亚山脉隔开中部高原与阿拉
贡平原。高原西边那一面缓缓延伸，地势渐趋平坦，最后消失在大西洋沿岸。如果你驾车游览西班牙全境，
不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座白雪皑皑的山峰，一片片起伏不平的丘陵。

      西班牙各地区气候差别较大。西班牙北部及西北部近海，属于海洋性气候，中部地带为梅塞塔高原，属
大陆性气候，南部及地中海沿岸为地中海气候。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分为旱季和雨季两个明显季节，
每年从 5 月至 10 月白天多为晴天，晚上则凉风拂面，清凉舒适，此时为西班牙的旱季；11 月到 4 月是西班
牙的雨季，雨水较多，气温不是很高。总体来说，西班牙的最低气温未低于 0℃，冬季出游西班牙时最多带一
个短大衣，而在地中海沿岸阳光海岸处，夏季最高气温能达到 35℃，防晒霜必不可少。



城市CITY
西班牙 SPAIN

1009

欧洲之门 

      南欧充沛的阳光给了马德里热情似火的气质，热辣的眼神令她与欧洲

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相比都毫不逊色。马德里的辉煌史仅始于卡斯蒂利亚

王国建都，远不如西班牙众多城市久远。但只有在马德里的博物馆里，才

能看到西班牙各个时代的精华凝聚，也只有在马德里的街巷中，才能感受

到西班牙各个民族文化的交融。

 

      马德里位于西班牙的正中心，是国内最大的城市，也是欧洲著名的历

史名城。马德里面积为 600 平方公里，人口有近 460 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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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德里Madrid

小熊抱树莓 马德里阿尔卡拉门

马德里拉斯班塔斯斗牛场

      马德里也是南欧地区的旅游、文化中心，历史文化遗迹丰富，现代旅游设施齐全，服务业发达。这里的

现代建筑与文物古迹相映成辉，市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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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德里马约尔广场

马德里商业街

米拉之家

马德里西贝列斯广场



     巴 塞 罗 那（Barcelona）位 于 伊 比 利 亚 半 岛 东 北 部，濒 临 地 中 海，

是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全市面积 101 平方公里，人口约 160 万。

     巴塞罗那是加泰罗尼亚的港口城市，是享誉世界的地中海风光旅游目

的地国际型大都会。西班牙最重要的贸易、工业和金融基地。巴塞罗那

港是地中海沿岸最大的港口和最大的集装箱集散码头，也是西班牙最大

的综合性港口。巴塞罗那气候宜人、风光旖旎、古迹遍布，素有“伊比

利亚半岛的明珠”之称， 是西班牙最著名的旅游胜地。

巴塞罗那Barcelona

      巴塞罗那实际上是两城合一城。老城有不少令人难忘百年历史建筑物，而新城则是城市规划的典范。这

座优雅的城市被山峰环抱，面向平静的地中海，是公认的将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结合最完美的城市，同时市

内随处可见世界著名的艺术大师毕加索、高迪、米罗等人的遗作，也造就了其艺术殿堂的称号。

伊比利亚半岛明珠 

西班牙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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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拉之家巴特罗之家

古埃尔公园

圣家堂

圣家堂内部

圣家堂内部

圣家堂
高迪最伟大的作品 , 世界上唯一一座还未完工就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物。
也叫赎罪堂 , 是西班牙建筑家安东尼 . 高迪的遗作 , 圣家堂经历了 100 多年的建造至今仍未完工。

米拉之家
现代建筑中最有独特性的建筑，二十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建筑之一。
建于 1906 年至 1912 年间 , 是高迪设计的最后一处私人住所。又叫“采石场”外观呈波浪形 , 屋顶高低错落，
整栋建筑如波涛的海面 , 极富动感。

巴特罗之家
高迪设计改造的蓝色童话之家，以造型怪异而闻名于世，在建筑设计历史上堪称经典。
出彩的外形，房顶披鳞，阳台似面具，落地窗如动物獠牙，外立面是象征着海面的碎瓷片 , 是欧洲建筑中
最让人难以忘怀和耳目一新的作品。

古埃尔公园
高迪设计的公园 , 站在这里可以俯瞰巴塞罗那全景。
建于 1900-1914 年 , 是一座充满梦幻般想象力的公园，也是巴塞罗那最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历史HISTORY

      现代人类在大约三万五千年前即已经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在其后数千年里，又有数波入侵者和殖民者纷

至沓来，其中包括凯尔特人、腓尼基人、希腊人、迦太基人、罗马人和西哥特人。公元 711 年，柏尔人和阿

拉伯人的军队入侵，并征服了几乎整个伊比利亚半岛。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西班牙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现代西班牙显示了在胡安 · 卡洛斯国王

领导下、作为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健康、现代、民主的发展趋向，成为欧洲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地区之一。

       

      1492 年，在卡斯蒂利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联合的基础上成立了西班牙王国。同年哥伦布首次扬帆出海

寻找新大陆，揭开了西班牙帝国兴盛的序幕。在接下来三个世纪里，西班牙成为全球最重要殖民国家。它是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是 16 世纪和 17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最重要的全球力量。西班牙文学

和艺术、各种学术研究和哲学，都在这时繁盛起来。

西班牙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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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故宫——阿尔汗布拉宫

梅里达罗马剧院 古罗马水道桥



文化CULTURE

1615

      西班牙自从罗马人统治时期开始就确立了天主教国家的地位，有百分之九十四的西班牙人信奉天主教，

其余也有新教徒、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

      西班牙节日众多除全国性节日外，每个自治区、每个省、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守护神节。西班牙重要节

日主要有新年、三王节、劳动节、复活节、圣母升天日、国庆节、万圣节、宪法日、圣诞节等。此外，西班

牙比较富有民族风格的节日有狂欢节、法亚节（火节）、圣周、四月节、圣伊西德罗节（又称斗牛节）、圣体节、

奔牛节、西红柿节、圣皮拉尔节等。

      西 班 牙 球 队 是 现 任 欧 洲 冠 军，国 家 足 球 队 曾 在 1964 年、2008 年、2012 年 三 次 夺 得 欧 洲 杯 冠 军 及

2010 年世界杯冠军，目前世界排名第一。西班牙国内的比赛有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西班牙足球乙级联赛、

西班牙国王杯和西班牙超级杯。

      西班牙人以能歌善舞著称于世，目前最为流行的西班牙舞蹈形式，就是弗拉明戈舞，与斗牛并称为西班

牙两大国粹。这两种艺术表演完美的反映出西班牙人的性格：其一是乐观向上。他们认为人活着不应成为生

活的奴隶，而要成为生活的主人，要善于驾驭生活，把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这才能其乐无穷；其二是热情大方。

凡同西班牙人接触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 , 他们开朗坦诚，容易接近和交朋友。即使你初次结交一位西班牙

人，他也会像老朋友那样无拘无束地同你侃侃而谈。

西班牙 SPAIN

西班牙奔牛节

弗拉明戈舞

西班牙球队

复活节

西红柿节



西班牙实行10年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小学6年、初中4年；

西班牙教育法规定每个班级人数不得超过25人；

西班牙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远高于英国、德国等国水平；

西班牙拥有84所大学，公立53所，私立31所。闻名世界的学校有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巴塞罗那自治大

学、巴塞罗那大学、马德里自治大学、萨拉曼卡大学等；

西班牙针对旅游管理、汽车制造和工商管理等方面的教育质量位列欧洲前三。

西班牙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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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EDUCATION

私立大学名单（部分）

Universidad Pontificia Comillas                                          

Universidad de Deusto                                                       

Universidad Ramón Llull                                                    

Universidad San Pablo CEU                                                

西班牙公立大学名单（部分）

Universidade da Coruña                                            

Universidad de Alcalá                                                

Universidad de Alicante                                             

Universidad de Almería                                              

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Madrid                             

Universitat de Barcelona                                            

Universidad de Burgos                                              

Universidad de Cádiz                                            　

Universidad de Cantabria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公布

拉科鲁尼亚大学

阿尔卡拉大学

阿利坎特大学

阿尔梅利亚大学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马德里自治大学

巴塞罗那大学

布尔戈斯大学

卡的斯大学

坎塔布里亚大学

卡米亚斯大主教大学

德乌斯托大学

拉蒙尤以大学

圣帕布洛大学



圣十字圣保罗公立医院

医疗

西班牙 SPAIN

MEDICAL 
TREATMENT

西班牙拥有先进的公共医疗体系，世界排名第7；

西班牙医患比为1:252，远高于其他欧美国家；

西班牙人的平均寿命为82.3岁，位列世界第4；

西班牙公共医疗支出占GDP的9.7%；

器官移植和癌症治疗处于世界一流水平；

西班牙是高社会福利制国家，全民享有社会医疗保险。

2019

公立医疗
      对于在西班牙工作的外国人或个体经营者，都需要缴纳社保，只有这样政府才会授予他们及他们的家属

与西班牙公民一样的免费公共医疗权利。在距离您家最近的健康中心向他们提供您的居留卡及社保卡就可以

申请医疗卡，过几个星期后会就用邮件的形式寄送到您家。

      根据欧盟国家间的双边协议，欧盟公民在西班牙境内使用欧盟医疗卡可以直接享受免费医疗服务。

私立医疗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私立医疗，包括门诊及牙科，价格是根据患者的年龄及性别而定，但也不是很昂贵。

如果有些小病的情况下大部分的人在遇到小病的时候会去药店咨询，就是标有绿色十字灯箱的地方，药店是

全天候开放的无论晚上或节假日。西班牙的药剂师要比其他国家的更加专业，你可以询问他们关于一些病症

的处理办法，但如果严重的病还是需要去医院。



经济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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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班牙最强大的行业，是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和软件管理系统，世界上40%基础设施特营项目是西班牙营建的，

     在全球的十大营建集团里面，西班牙占据六个;

2、在全世界空中飞行的飞机中，每五架就有三架是使用西班牙的管理控制系统。而在德国，其使用率则达到了100%；

3、西班牙是世界上第一个利用风力发电的国家，世界上第一大再生能源企业是西班牙公司；

4、西班牙的太阳能光热发电能力为全球第一；

5、世界上第一个用碳纤维为百座以上的大飞机制造飞机主体的公司是西班牙公司；

6、西班牙是全球最早有高铁的国家。中国的高铁长度虽然已经超过了西班牙，但至今还在使用西班牙的管理系统；

7、西班牙Santander银行是全球知名的多功能银行，该银行在世界排名第九，在欧元区排名第二；

8、西班牙电讯公司以其营业收入排名第一，被《财富》杂志评选为欧洲最好的电讯运营商；

9、西班牙的血浆制药厂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10、西班牙的癌症研究中心在世界上排名第一；

11、西班牙Zara是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服装公司，在全球拥有6000多家分店；

12、在旅游业方面，西班牙每年接待旅游客的人数位居世界第三，而旅游收入排名世界第二；

13、西班牙是世界上第一大红酒出产国和第三大红酒输出国，因为他们大量的散酒卖给了法国等国家；

14、西班牙是全球第一橄榄油生产国和输出国；

15、西班牙是全球第一大果蔬输出国；

16、西班牙是世界上第一大鱼罐头生产国；

17、西班牙发明了石墨烯电池，汽车充电八分钟就可以巡航1000公里；

18、发明了利用脂肪干细胞治疗心脏病。



美食

西班牙 SPAIN

CUISINE
      西班牙美食以新鲜健康为名，7800 公里海岸线造就了其海鲜大国的美誉。又由于西班牙国土辽阔，地

形多样，各个大区都有自己独特的美食，种类丰富让人百试不厌。同时作为世界第一大橄榄油生产国和第二

大葡萄酒生产国，这样烹调出来的美食对人体十分有益，这也是西班牙人长寿的秘诀之一。

      耳熟能详的西班牙美食有：海鲜饭、tapas、西班牙火腿、加利西亚章鱼、里奥哈红酒、马德里肉汤、炖牛尾、

蒜蓉虾、安达卢西亚虾饼，以及各类甜点：杏仁糖、加泰罗尼亚甜羹、吉事果、蛋黄雪莉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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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

西班牙 SPA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对外关系：西班牙1986年加入欧共体，使用欧元，同时也是申根国的一员。

1973年3月9日同我国建交。两国政治、经贸、文化、科技、教育、司法等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

展。双方签有引渡条约、移管被判刑人条约、刑事司法互助条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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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保护协定和打击有组织犯罪合作协定。

近年来，中西经贸合作持续发展，西班牙是中国在欧盟内第七大贸易伙伴。

西班牙在中国北京设有大使馆，在上海、广州、香港设有领事馆。

CHINA&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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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使馆管辖范围 广州领馆管辖范围

上海领馆管辖范围 香港领馆管辖范围



马莱斯梅海岸线别墅-V868
      别墅位于巴塞罗那马莱斯梅海岸线，这里拥有柔和的地中海气候，阳光灿烂，蔚蓝的海水轻轻地抚摸海岸，

构成了一幅壮观迷人的风景画。背靠山脉和面朝地中海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一区域舒适而私密。这里拥有宽

阔的海滩，最好的高尔夫球场，各类游艇码头及海上娱乐设施等，一定会让您的生活丰富多彩、舒适愉悦。  

      别墅周边设施齐全，有多家国际学校。美食餐厅、医疗中心、超市、银行、购物中心等应有尽有。距离

马塔罗市中心驱车约 15 分钟，距离巴塞罗那市中心驱车约 23 分钟，距离巴塞罗那国际机场驱车约 39 分钟。

项目类型                             户型                           建筑面积                           价格

别墅                                4居                                                               160万欧元459㎡

西班牙 SPAIN

房产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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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                                  5居                                       182.2㎡起                               106.2万欧元起

项目类型                       户型                               建筑面积                                 价格

圣文森特别墅
    圣文森特别墅位于巴塞罗那 35 公里的一个海边小城卡莱拉，距海边仅 500 米。卡莱拉是个梦幻的城市，

上帝赋予了她一种与世隔绝的味道，白色的房子，瓦蓝的海，令人感觉那么的清新舒适，精致的海边小别墅，

可尽览优美风景，贴近大自然，享受平静祥和的家庭生活！

      项目周边交通便利，临近主要公路，距离别墅 7 分钟车程有一个顶级的高尔夫球场，距离医院 10 分钟车程，

距离最近的高中约 5 分钟车程。



西班牙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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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户型                            建筑面积                           价格

公寓                                 2居                                                                53.5万欧元110㎡

维洛特公寓
      项目位于巴塞罗那老城区，该区拥有很多的历史遗迹，被认为是巴塞罗那的市中心。这里有很多举世闻

名的道路、广场、旅游景点，如加泰罗尼亚广场、巴塞罗那主教堂、加泰罗尼亚当代艺术博物馆、巴塞罗那

塔海滩、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哥伦比亚纪念碑和巴塞罗那动物园等，地铁 3 号线、4 号线经过，交通及

其便利。

普雷米亚别墅
      项目位于普雷米亚地区，这里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海山环抱，是众多当地中高级人群休闲度假的理想

胜地。周边设施一应俱全，拥有多所国际学校、高尔夫球场、游艇码头，是您投资置业的理想选择。

      这里汇聚了多家知名的米其林餐厅，各种娱乐场所，有马术活动、体育中心等，项目外观时尚现代，内

部装修品质优良，大面积观景阳台，让您足不出户即可欣赏壮美海景。

别墅                                         4居                                   310.3㎡起                           65.8万欧元起

项目类型                             户型                            建筑面积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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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茨公寓

      项目所处位置交通非常便利，靠近地铁站和巴塞罗那火车站。周边生活设施齐全，有超市、药店、著名

的诺坎普球场以及综合商场英国宫购物中心等，生活极其便利，周边还有综合性的公立医院，距离项目仅 2

公里。综合性的公立学校有很多，包含了小学、初中和高中，为孩子的教育提供了方便。巴塞罗那大学的各

个校区也分布在距离项目 3 公里的位置。

 公寓                                          2居                                      62.7㎡                             35.6万欧元起

  项目类型                             户型                            建筑面积                           价格

西弗雷公寓

      项目位于巴塞罗那 22@ 区，现已发展成为一个中央商务区和创新区。在 19 世纪，这一区域的工业非常繁荣，

一度被称作“加泰罗尼亚的曼彻斯特”，如今该区仍然处于建设和发展中，大量的居住区和绿地也在建设中。

      项目距离圣十字圣保罗医院仅 1 公里。步行可到达购物中心、高中、医院、公园、娱乐休闲场所，各项配

套设施齐全，充分满足您的日常生活所需。 

 公寓                                        1-2居                                 53.08㎡起                          20.5万欧元起

  项目类型                             户型                            建筑面积                           价格



政策POLICY
2013年9月27日，西班牙颁布了新的投资居留法案，为投资居留项目敞开了更广阔的大门；（以下称“13旧政”）

2015年7月31日，法案更新，实现三代获得投资居留许可。（以下称“15新政”）

西班牙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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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类型 房产数量

准备人员 

主申请人

附属申请人

a）在西班牙投资价值50万欧或以上的房产
b）年满18周岁的非欧盟国家公民
c）无犯罪纪录（过去5年里居住超过3个月的所有国家均需提供）
d）不在任一与西班牙签署了类似于拒签协议的国家的“拒签名单”之列（成功获取申根签 
     证即不在“拒签名单”之列）
e）健康保险（1年有效期，由在西班牙有营业许可的保险公司提供的社会或商业保险）
f）充足经济来源证明

a）主申请人合法配偶、18岁以下子女、年满18周岁未婚、经济不独立子女
b）主申请人经济不独立的父母

申请流程

申请条件

要求和说明

1. 申请商考签证，登陆西班牙选购房产

2. 交付房产定金，与律师签订授权协议,（开立银行账户）

3. 回国

7. 入境西班牙申请2年有效期的居留卡。

民用住宅
商业用房

土地等类型不限

投资价值50万欧元或以上的房产
“1+2+5+5……”可续签居留许可

“15新政”和“13旧政”的对比：

18周岁以上，且残疾子女方可作为附属申请人18周岁以上未婚、经济不独立子女就可以申请 

父母不能作为附属申请人申请
主申请人的父母，只要经济不独立，则可以
作为附属申请人申请

可续签居留许可是1+2+2
可续签居留许可是1+2+5
如申请永居则5年之内需住满4年零2个月

持D类签证要至少登陆一次西班牙持D类签证无登陆要求

拿到地契才可以申请D签证 

拿到诺成合同，将剩余房款转入西班牙账户，由
银行出具定向存款证明（此部分资金专项用于缴
纳购房及购房税费的使用）,凭诺成合同与银行
定向存款证明申请6个月有效期的签证入境西班
牙，并可自由出入申根国。如果6个月中没有拿
到地契，可以申请下一个6个月签证。拿到地契
后，可登陆西班牙换取两年有效期居留卡

13旧政15新政

一个或多个家庭共同购买单套
或 多 套 房 产 ( 平 均 每 个 家 庭 达
到50万欧元或以上)

5. 付完全部房款，获取地契及房产注册证明。

4. 国内转账房款和税费到西班牙个人账户，
完成房款首付，签署诺成合同。

5. 将剩余房款和税费全部转到西班牙个人账户，
银行开具定向存款证明（专项用于购房）。

4. 国内转帐房款和税费到律师楼监管帐户(或
西班牙账户)，授权律师转帐给开发商。完成
房款首付，签署诺成合同。

6. 在国内递交D签申请，20个工作日审批通
过后获得一年有效期签证。

6. 用诺成合同与银行定向存款证明申请6个
月有效期的签证。（期间须根据律师要求入
境办理相关手续）

7. 获取地契与房产注册证明，登陆西班牙
换取居留卡。

如果6个月未
获得地契，可
申请下一个6
个月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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