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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民生产总值，西班牙是
欧元区第四大经济实体，欧盟第五，世
界十三位的经济强国。外国直接投资总
额在二零一二年达六千四百零三亿一千
二百万美元（UNCTAD,	 WIR,	 2012）,	
占全球投资总额的3%，	 在拉丁美洲是
第二大投资国，仅次于美国。

	 此外，根据“二零一二年至二零
一三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世界经济论
坛»发布），西班牙拥有世界上最完备
的基础设施网络，其基础设施的质量可
谓世界上最先进的。	 西班牙拥有两千
九百公里高速铁路，总长度排名世界第
二，仅此于中国，在欧洲名列第一，使
用的机车也是欧洲技术最为先进的。同
时，西班牙还拥有欧洲最广泛的高速公
路网络。航空客运量为欧洲第三，海运
货运量欧洲第四，其三个港口属于欧洲
十大港口（CARGO	SISTEM）。

	 根据二零一二年经济合作和发
展组织(OCDE)提供的FDI限制指数，西
班牙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和其他国家
相比是比较少的，是世界上第六个对外
资开放程度最大的国家。	在这一方面，
根据安永咨询公司(ERNST&YOUNG)
的年度报告，西班牙是全球一体化程度
最高的二十个国家之一。

	 西班牙也是欧洲最重要的市
场。该国人口四千七百万，接待外国
旅游者人数高达每年五千七百九十万。
西班牙拥有战略性的地理位置，	 是连
接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的重要
枢纽，这使在西班牙投资更具吸引力。

西班牙是欧盟成员，处于欧洲和非洲交
界处，并且由于贸易，文化和语言的缘
故，西班牙对于和拥有十三亿消费者的
拉丁美洲发展关系发挥至关重要的作
用。

	 出于以上众多原因，西班牙成
为全球第九大直接外国投资接收国（六
千三百四十五亿三千二百万美金，根据
二零一二年七月出台的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提供的世界投资报告）。

	 在西班牙有八千六百家外国企
业，员工达一百二十万，年营业额达四
千亿欧元（根据二零一二年九月的国家
统计署报告）

	 西班牙是世界上第七大服务出
口国，在全球份额的3.04%，在欧洲名
列第四，同时是世界第十七大商品出口
国。由于出口的大幅增加，从一九九九
年开始，西班牙成为欧洲经济强国之
一，远超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从这一
年开始，西班牙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仅
下降了0.2%，从1.9%到1.7%，是欧盟
各国中降幅最小的国家。	 受新兴市场
国家的冲击，欧洲国家损失严重。

	 在过去的二十年来，西班牙企
业经历了高速的国际化进程。IBEX35
企业的62.4%的营业额来自海外，有时
该比例更高，甚至达到100%的情况。

	 在高附加值产品领域和有着高
增长潜力的行业，	 西班牙企业均处于
领先地位，比如基础设施，电力，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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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物流，石油加工，高速铁路，
金融，保险，汽车制造，生化，环保，
水处理，航天，海运，信息和传媒，保
健卫生和电子管理等。在社会经济领
域，西班牙也是典范，在成熟行业，如
服装业，农业和旅游业，西班牙均名列
前茅。

	 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OCDE)的数据,	西班牙企业的生产力在
全球属于高水平，西班牙公司已证明它
们完全可以参与高水平的竞争，正如事
实证明，目前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从事
各种产业的西班牙公司，它们遍布以下
领域:

	 欧洲客流量最大的机场-伦敦的
希思罗机场是由一家西班牙公司管理的;	
世界很多大城市的地铁线路(如纽约，墨
西哥城，巴拿马城，迈阿密和罗马)是
由西班牙公司建造和经营的;	 西班牙的
一家电力公司向西班牙，美国，英国和
巴西的一亿两千万人口输送电力;	 全世
界三分之一的航空运输是由一家西班牙
公司开发和设立的系统管理，包括德国
100%的空中运输和中国60%的空中运
输。

	 西班牙的工业构成十分多样化:

	 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和服装企业
来自西班牙，它在全球五大洲拥有六千
多家分店;	同样还有，	世界上第一家可
再生能源公司，世界上最大的企业集
团，以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稻米和橄
榄油生产商等。

	 在基础设施领域，西班牙企业
在交通基础设施管理行业处于世界排名
前列，	 负责着全世界40%	 的特许经营
项目的运营(二百七十二个交通基础设
施项目)，该领域的前三名均为西班牙
企业，最佳十大企业中的六名均为西班
牙企业。目前阿拉伯国家最重要的一个
基础设施项目正在由一家西班牙康采恩
兴建，国际最大型的民用工程巴拿马运
河的扩建项目，亦由西班牙企业领导的
国际康采恩执行。

	 在其他重要的领域，如医疗保
健，西班牙公司同样不落后。世界上
首屈一指的血浆制药生产企业来自西班
牙，该行业在美国等国家被认为拥有战
略地位。同样，西班牙的癌症研究中心
因出版高质量的科技研究文章被尊为世
界第一，西班牙在生物医药领域亦处于
领先地位	(SCImago	2011)。

	 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中两
家来自西班牙，	 根据收入排名欧洲的
第一大电信公司为西班牙公司，全世界
十家最佳商学院中有两所是西班牙的学
院。

	 西班牙公司因其创造力，组织
能力和精诚努力的精神而跻身于世界前
列。

	 西班牙不仅在企业界领先世
界，	 还通过事实证明，积极推崇慈善
和救助。二十一年以来，西班牙连续保
持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高国家的排名，
积极参与发展合作和人道主义援助，
西班牙的军队亦参予重要的国际维和行
动。

	 西班牙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
化，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西
班牙拥有的人类文化遗产项目数量名列
世界第二，其文化产业水平一流，西班
牙语在世界范围有广泛的用途，其需求
不断增长。全球大约五亿人口讲西班牙
语，是中文之后第二大使用人数最多的
母语，超过英语，	 也是国际交流中第
二大重要的语言。

	 西班牙是旅游大国，根据旅游
收入，西班牙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
美国，根据接待人数统计，排名欧洲第
一，世界第四。西班牙的综合生活质量
高是世界公认的事实。

	 在下文中我们将对西班牙及其
企业在世界的排名和地位进行更详尽的
分析。	 尽管我们无法对所有的行业和
各行各业突出的企业一一介绍，	 但我
们选择的部分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在
今后的出版物中我们还将继续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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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语是本国重要的资产。
目前全球对西班牙语的需求日益增长，
无论是作为母语，第二外语，还是文化
载体，或是国际交流，跨大洲经济沟通
的工具，西班牙语都必不可少。西班牙
语的形象和高质量文化的传播密切相
连。

1.西班牙语是世界第二大母语，全世界
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人口总数排名第
二，仅次于中文(第三位)，超过英语(第
三位)，印地语(第四位)和阿拉伯语(第
五位)。	 根据预计，西班牙语在今后人
像保持世界第二大母语的排名。

2.	全世界四亿九千五百万人口说西班牙
语(占世界人口的7%)，这些人口中一部
分是以西班牙语作为母语(完全掌握)，	
另一部分是作	 为第二语言(部分掌握)
，后者是把西班牙语作为外语来学习。

3.	预计到二零三零年全世界将有五亿三
千五百万人口说西班牙语(占世界人口
的75.%)，到二零五零年该数字将会达
到五亿五千万人。

4.	在英语之后，西班牙语是国际交流第
二大语言。

5.	 同时，作为外语,	 全球学习西班牙语
的人数在英语之后，排名第二位。八十
三个国家的一千九百万学生将西班牙语
作为外语学习，同时还有二十一个国家
是以西班牙为母语的国家。在美国，六

百万学生学习西班牙语，	 是人数最多
的国家，预计该人数在今后几年还将增
长60%。

6.	在互联网，西班牙语是第三大使用语
言(占所有互联网用户的7.8%)，仅次于
英语(26.8%)和中文(24.2%)。	但是，我
们应考虑到中文主要限于以其为母语的
人使用，西班牙语则跃居第二大网络使
用语言，排名在英语之后。

7.	西班牙语在互联网使用的增长速度名
列第一(在过去十年增长807.4%，	英语
增长301.4%)，	这是拉丁美洲大量用户
加入造成的，	 在这一地区增长速度达
到1205.1%。

8.	西班牙语是三大洲二十一个国家的官
方语言:	欧洲(西班牙)，美洲	 (阿根廷，
玻利维亚，智力，哥伦比亚，哥斯达黎
加，古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
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
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多米尼加共和
国，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和非洲(赤道几
内亚)，以及波多黎各。此外，在五十
多个国家，尽管不是官方语言，西班牙
语也广泛使用。

9.西班牙语是联合国六种通用语言之
一，其他五种语言分别为英语，法语，
中文，阿拉伯语和俄语。

10.在美国，西班牙语虽不是官方语
言，但拥有大量以西班牙为母语的人

西班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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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说西班牙语的人数高达五千多
万，12%的美国家庭使用西班牙语，九
十万美国学生学习西班牙语，是该国学
习人数最多的外语。	

11.美国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人口数量
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墨西哥。

▸ 二零五零年，	美国说西班牙语的人口
数量将增加到	 一亿三千二百八十万人(
占其总人口的30%)，将成为说西班牙
语人数最多的国家，	并超过墨西哥。

▸ 三分之二的美国大学生将西班牙作为
外语学习，西班牙成为英国之后，美国
大学生最欢迎的留学国家。

▸ -西班牙语是90%中小学的必修主课。

▸ 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刚刚成立了一家新
的塞万提斯学院，	 哈佛大学是美国最
古老的大学，在世界最佳大学排名榜上
名列前茅。

12.	 预计在今后的三，四代人之后，全
世界10%的人口通过西班牙语交流。

13.在社会网络中，西班牙语亦成为使
用最广泛的语言。在TWITTER西班牙
语的使用仅次于英语，在脸书(FACE-
BOOK)西班牙语用户的人数已达八亿
人。

14．在全世界，西班牙语创造的国内生
产总值达四万五千亿美元，	 据估计一
国15%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西班牙语产业
有关。人口数量，其购买力，语言的国
际性是确定一个语言经济实力的三个重
要因素。

15.通用语言对发展使用该语言的各国
的贸易来说有着异乎寻常重要的意义，
具体到西班牙语，使用该语言的二十一
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交流增加了195%。

16.	 塞万提斯学院在五大洲四十三个国
家的八十六座城市里设有分	 院，	 并设
有网络塞万提斯学院，	 其学生数量年

	 阿斯图里
亚斯王子基金会自
一九八一年起设立
阿斯图里亚斯王
子奖，并由阿斯图
里亚斯王子亲自
颁发。三十年后的
今天，该奖项被公
认为最具声誉的奖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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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8%。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和由
三大洲二十二家机构组成的西班牙语学
院联合会共同为维护西班牙语一体化发
挥重要的作用。

17.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百一十六个国
家的大学设有两千一百八十个西班牙语
系。设有西班牙语系最多的国家是美国
(一千零五十四)，巴西(九十五)，英国(
七十五)，德国(六十四)和意大利(六十
二)。	 不包括西班牙，全球一百零四个
国家共有一万零三百二十九个西班牙语
言学家，拥有西班牙语言学家人数最多
的国家是美国(五千四百九十八)，德国(
四百六十三)，法国(四百二十一)，日本
(三百七十五)和意大利(三百一十七)。

18.	 联合国命名为人类文化遗产的唯一
一部文献是西班牙的«西印度群岛档案»
。	 西班牙拥有西方国家最重要的历史
文献宝库，在一五七二年国王菲利普二
世统治期间，胡安•德•埃雷拉（JUAN	
DE	 HERRERA）主持修建了世界上第
一座专门存放档案的建筑西曼卡斯档案
馆。

19.西班牙至今有七人获得诺贝尔奖，
其中五人获得文学奖，两人获	 得医学
奖。

20.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和塞万提斯奖
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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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生产和管理科技	

A.	可再生能源

	 西班牙在各个领域均处于世界
前列，其工业结构完备，很多企业处于
国际领先地位，在研发和创新(I+D+I)领
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因此具有良好的
竞争性。
 
▸ 西班牙是欧洲第一个用风能发电的国
家，建成生产能力排名世界第四	 (二零
一二年底为二万二千八百兆瓦)。

▸ 西班牙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建成生产能
力在欧洲排名第三，在世界排名第四，
和美国持平。

▸ 西班牙的太阳能光热发电建成生产能
力位居世界第一(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为
一千九百五十兆瓦)，	 拥有商用的发电
厂，使用四种现有的技术:	 塔式、抛物
槽式、线性菲涅尔式和碟式斯特林系
统。全世界73%的有关项目由西班牙公
司承接。

▸ 西班牙生物发电量在欧盟排名第六
位。

▸ 西班牙的水力发电建成生产能力在欧
盟排名第三位	 (一万三千二百二十六兆
瓦)。

▸ 世界第一大可再生能源生产企业来自
西班牙，这家电力公司是世界五大电力
公司之一。

▸ 世界光伏发电建成生产能力最大的公
司来自西班牙。

▸ 世界主要的太阳能光热发电公司也都
来自西班牙。

风能	

	 西班牙风力发电量在欧洲排名
第一，风力发电能力在世界排名第四(
二零一二年底为二万二千八百兆瓦)。
该领域的工业构成完备，国际化程度
高，在美国，中国，拉丁美洲，印度，
韩国，澳大利亚，北非和其他欧盟国家
运营。

1.	西班牙公司伊贝德拉电力公司(IBER-
DROLA)的再生能源生产量位居世界第
一，其生产的主要能源为风能，在西班
牙本土的建成生产能力达六千兆瓦，	
截至到二零一三年三月在世界各地总建
成生产能力达一万四千兆瓦，其中包括
陆上发电和海上发电。该公司是世界五
大电力公司之一，运营活动涉及四大洲
四十个国家，	 为一亿二千万人口输送
电能。伊贝德拉电力公司每年在研发创
新领域投资一亿四千五百万，在欧洲私
人公司投资研发投资额排名第二。

世界领先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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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司风力发电量为全球第一位，在
美国名列第二。

▸ 在苏格兰电力公司和欧洲最大的怀特
里(WHITELEE)陆上风电场合并后，伊
贝德拉电力公司成为英国主要电力运营
商，生产能力超过五百兆瓦，	 可为三
十万个家庭输送充足的电能。

▸ 根据客户总量，在收购了巴西新能
源公司(NEOENERGIA)和埃莱克特罗
(ELEKTRO)公司后，伊贝德拉电力公
司成为巴西第一电力运营商。

▸ 在墨西哥，伊贝德拉电力公司是主要
的私人电力生产商，	 生产能力达到五
千兆瓦，成为该国第二大电力生产商。

▸ 伊贝德拉电力公司在海上风力发电领
域是先锋，目前正在建造世界上最重
要海上风力发电场:	 英国的EAST	 AN-
GLIA(七千二百兆瓦)和WEST	 OF	 DU-
DDON	 SANDS(三百八十九兆瓦)，法
国的SAINT	 BRIEUC(五百兆瓦)和德国
的WIKINGER(四百兆瓦)海上发电场。

2.根据市场份额，西班牙的歌美飒风电
公司(GAMESA)是世界第四大风力发电
机生产商，该公司在风力发电机的设
计，生产，安装和维护方面都技术领
先，在全球三十个国家的建成发电能力
达三万兆瓦。同时该公司还成为风力发
电场推广，建设和销售的典范。

3.西班牙安迅能(ACCIONA)能源公司是
世界第六大风机制造商，	 其业务范围
涉及风力发电链条的各个环节，从风机
的设计和制造，到风力发电场的建设，
开发，运营和维护。根据其运营的国家
的数量，排名世界第二位。

▸ 该公司在墨西哥是主要风力发电生产
商，	 并承接拉丁美洲最大的风力发电
场的运营。

4.其他的西班牙企业，如TECNALIA,	
NAVANTIA,	 INGETEAM,	 GESTAMP	
WIND,	 ORMAZABAL,	 IDESA,	 VICI-
NAY	 CADENAS和BARLOVENTO等，

表现也很突出。在这里特别强调，西班
牙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和资源研究所
(CENER)和IRCE在研发创新领域的大
力合作，	 很大地提高了西班牙风力发
电技术的世界竞争力。在这一领域的发
展是持续的，歌美飒公司和安迅能公司
已开发出适合海上发电场的新机型。

太阳能光伏发电	

	 西班牙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建成
生产能力在欧洲排名第三，在世界排名
第四，和美国持平。	

	 西班牙企业涉足该行业的各个
环节，包括硅的生产和用于多晶硅，硅
锭，硅片，电池和模块生产的电子处理
等整条生产链。在集中太阳能发电西班
牙用于商业用途的建成生产能力居于世
界之首，工业水平世界一流。二零一一
年西班牙占国际市场份额65%，	为世界
第一，超过美国和澳大利亚。	在西班牙
有大约三十家致力于光伏发电科技研发
的中心(包括大学，公立和私立的研究
机构等).

1.西班牙ISOLUX	CORSAN公司是世界
上光伏建成生产能力最大的公司，在三
十个国家运营。

▸ 该公司在意大利建成了欧洲最大的光
伏发电厂

▸ 在欧洲之外，该公司在印度修建了该
国第二大光伏发电厂

2.世界上最大的光伏发电厂由西班牙安
迅能公司(ACCIONA)在葡萄牙修建和
经营。	 目前，该公司正在南非修建一
座规模为葡萄牙电厂两倍的新电厂。

3.西班牙的FERROATLANTICA公司是
世界上最重要的硅片生产商，它是VI-
LLAR	MIR集团的子公司。

太阳能热电厂

西班牙是世界上太阳能热电建成生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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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最高的国家(一千九百五十兆瓦)，拥
有建成并用于商业用途的热电厂，使用
四种现有的技术:	 塔式、抛物槽式、线
性菲涅尔式和碟式斯特林系统。世界上
主要的热电生产商为西班牙公司，在该
领域进行的研发和创新努力使西班牙拥
有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技术。正在建设
中的世界64%的有关项目由西班牙公司
承接。

1.西班牙阿本格阿公司(ABENGOA)在
热电领域是世界首屈一指的企业。

▸ 阿本格阿公司于二零零六年建成了世
界上第一座商用塔式太阳能热电厂，该
公司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商用塔式热
电厂PS20的	所有者。

▸ 世界上第一座商用的，使用抛物槽式
技术并带有储存功能的热电厂是由西班
牙公司研发建造的，例如美国亚利桑那
州的索拉纳(SOLANA	 )电热厂和加州的
莫加维(MOJAVE	)	电热厂。其中索拉纳
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它
可以储存六个小时的热能，是阴雨天和
太阳落山后生产成为可能，每年避免向
大气排放四十七万五千吨的二氧化碳。

▸ 世界上两座最大的热电塔”	 PALEN	
SOLAR	 ELECTRIC	 GENERATING	
SYSTEM”位于美国加州，生产的电力
能满足二十万个家庭的需要，可在其使
用期限内避免一千七百万吨二氧化碳的
排放。该热电塔是西班牙阿本格阿公司
(ABENGOA)和美国BRIGHT	 SOURCE	
ENERGY	公司共同建造的。

▸ 中东地区最大的热电厂SHAMS-L	 (阿
联酋阿布扎比)使用抛物槽式技术，也
是由西班牙阿本格阿公司(ABENGOA)	
修建的，该电厂由阿联酋的马斯达尔
(MASDAR)，法国的	托塔尔(TOTAL)和
阿本格阿公司组成的康采恩共同拥有，	
	经营和维护。

▸ 南非两家最早的热电厂也是由西班牙
阿本格阿公司		 (ABENGOA)建造，其
中一座采用抛物槽式技术，另一种采		
用塔式技术。

2.ACS-COBRA公司在热电领域排名世
界第三。

3.安迅能公司(ACCIONA)是世界第五大
热电生产商。	 二零零七年该公司在美
国内华达州沙漠里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
大的电热厂NEVADA	SOLAR	ONE。

4.SENER	 公司建造了第一座商用的并
应用熔岩蓄能的电热厂，采用中央塔式
和定日镜场模式发电。

▸ GEMASOLAR电厂由TORRESOL	
ENERGY公司经营，拥有十五个小时
的储存能力，在没有阳光的情况下，	
如夜晚和阴雨天，也可以生产电能，因
此，在一年中的某些季节，该电厂能够
达到二十四小时连续生产电能。得益于
蓄能技术，清洁的太阳光源成为可以管
理的能源。

	 西班牙
国内装配歌美飒
2.0MW风机的风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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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从尖端技术开发还是已签订的
项目数量来讲，该公司在集中式太阳能
源(CSP)领域均排名世界之首。

▸ 全世界21%的热电厂采用SENER公
司的技术，采用SENER公司技术的热
电厂生产的电能占此类电厂生产总量的
20%。	

5.ABANTIA	和COMSA设计建造了世界
第一座商用的，和生物发电混合的太
阳能热电厂博尔赫斯热电厂(TERMO-
SOLAR	 BORGES),	该电厂可持续发电
24/7。

6.世界上最具声誉的集中式太阳能研究
中心是西班牙阿尔梅里亚	 省政府下属
的阿尔梅里亚太阳能平台。

7.同样，由私人企业出资的塞维亚阿本
格阿索卢卡尔平台也是世界最重要的研
究机构。

8.很多西班牙企业参与太阳能工业构成
的各个环节，生产关键部件，	比如RIO-
GLASS	 SOLAR是生产热电厂专用镜的
生产商，也是该领域世界领先的企业。

生物能

1.全球最大的生物乙醇生产商是西班牙
的阿本格阿生物能源公司(ABENGOA	
BIOENERGIA)	 ,	 该公司产品用于全球
三大市场美国，欧盟和巴西。	 特别值
得强调的是该公司在技术革新领域做出
的巨大努力，是生物乙醇生产领域的领
军人。

2.西班牙公司INFINITA	 RENOVABLES	
是欧洲最大的生物柴油生产商，其建成
生产能力达每年一百万吨。	 BIO-OIL和
安迅能(ACCIONA)在该领域的业绩也
很突出。

生物质能

1.	西班牙的一次能源生产量在欧盟名列
第六，西班牙企业拥有该领域的技术和
工业经验，涉及资源获得，燃料生产，

技术应用等各个环节，生产热能和电
能。

水力发电

	 西班牙的水力发电建成生产能
力在欧盟名列第三(一万三千二百二十六
兆瓦)，西班牙企业可以生产水电站需要
的各种设备。

1.伊贝德罗拉(IBERDROLA)公司是全
球水力发电领先的企业，建成生产能力
达一万兆瓦，其市场包括西班牙，巴
西，英国和美国。

网络管理

1.西班牙公司“西班牙电力网络”设计建
成了世界第一个控制可再生能源，特
别是风能的管理中心“特种能源控制中
心”(CECRE)，其功能是将可再生能源
并入输电网络。

“特种能源控制中心”(CECRE)	 将西班牙
所有生产能力超过十兆瓦的风力发电场
联系在一起，全盘实时控制风力发电量
并安全地将产生的电力输送至供电网络
里。

当超过安全控制标准时，“特种能源控
制中心”(CECRE)系统会自动发令减少
发电或关闭风力发动机，并在电网低谷
而关闭风机时计算损失量。

2.伊贝德罗拉公司管理着西班牙，英
国，美国和巴西超过一百万公里长的电
缆，	 从设立在西班牙托莱多，	 美国波
特兰和英国格拉斯哥的可再生能源控制
中心，该公司控制和经营着其位于全球
各地的风电场，其生产能力达一万四千
万兆瓦。

3.安迅能公司(ACCIONA)	 拥有目前世
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控制中心，管
理着分布在全球五大洲的风电场，水
电站，太阳能光伏发电厂，热电厂和
生物质能发电厂等，生产能力达九千
兆瓦。

	 西班牙
风力发电水平
居欧洲第一，
太阳能光伏发
电水平居世界
第三，太阳能
热电建成生产
能力为世界首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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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电力和天然气

1.伊贝德罗拉公司是世界五大电力公司
之一。

2 . 西 班 牙 恩 德 萨 国 家 电 力 公 司
(ENDESA)通过其子公司ENERSIS管
控着拉丁美洲最大的私人电力集团,	 向
拉美六大城市中的五个城市波哥大，利
马，不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和智
利圣地亚哥输送电力。

▸ 该公司是秘鲁，哥伦比亚，阿根廷和
智利的主要电力运营商，也是巴西电力
领域最大的企业之一。

▸ 该公司是电动汽车研发领域的先锋，
在西班牙马拉加市智能城市正在和三菱
和日立公司共同研制开发电动汽车。

3.根据«工程新闻记录»(ENR)发布的“国
际最大承包商”排名，西班牙阿本格阿
公司下属的ABEINSA	 ABENGOA连续
六年位居全球电力传送和分销商排名之
首，该公司目前正在巴西修建持续电流
传输网络，该网络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之一。

4.根据«工程新闻记录»(ENR)发布的“国
际最大承包商”排名，西班牙阿本格阿
公司下属的ABEINSA	 ABENGOA也是
全球最大的汽电共生能源公司，和全球
第一太阳能承包商，以及从事运营维护
行业的五大公司之一。

5.其他的西班牙公司在高压电力传输和
分销线路的铺设和维护领域亦居世界前
列。ISOLUX-CORSAN公司是全球主
要运营商，已在美国，拉丁美洲和非洲
累计建成并处于安装阶段超过一万公里
的电缆。	 在该领域有突出业绩的公司
还有COBRA,	ELECNOR和SENER。

6.西班牙公司GAS	NATURAL	FENOSA
成为在拉丁美洲第一家和规模最大的综
合运营天然气和电力的公司，	 其经营
活动涉及二十一个国家，建成生产能力
达一万五千五百兆瓦，并成为拉丁美洲
最大的天然气分销商。

▸ 该公司是墨西哥唯一一家综合管理天
然气和电力的公司，是该国最主要的天
然气分销商。

▸ 该公司正在哥斯达黎加建设一座水电
站，建成后该公司将成为该国最大的私
人电力生产商。

▸ 该公司是世界主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营
商，是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盆地地区从事
液化天然气运营的重要企业。

7.西班牙公司FERROVIAL和VINCI集团
及RAZELBEC公司将共同建设世界上
最大混合能源研究中心。

8.西班牙的安迅能公司(ACCIONA)建造
了世界第一个海上天然气开采平台“亚
德里亚海液化天然气开采平台”，其作
业面积为欧洲地区最大的。

9.西班牙联合技术公司(TECNICAS	 RE-
UNIDAS)负责建设中国最大的液化天然
气厂。

10.西班牙的ENAGAS公司是欧洲最大
的液化天然气再气化站的所有者，该公
司拥有的此种设备是欧洲最完备的。

11.西班牙公司CEPSA领导铺设了
MEDGAZ天然气管道，	 该管道是世界
上直径最大，深度最深的天然气管道，
连接阿尔及利亚和西班牙两国，铺设深
度在地中海底两千米。

C．石油

1.尽管西班牙并不是石油生产国，西班
牙联合技术公司	 (TECNICAS	 REUNI-
DAS)却是欧洲第一，中东地区第三和
世界第六大从事石油炼油交钥匙工程和
建设的公司。

▸ 该公司在海湾地区是石油和天然气市
场上最重要的承包商。

2.西班牙联合技术公司(TECNICAS	RE-
UNIDAS)正在土耳其建造欧洲最大的炼
油厂，并在俄罗斯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公

	 西班牙
是世界第六大
一次性能源生
产国，水力发
电建成生产能
力名列欧盟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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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LUKOIL修建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的加
氢裂化反应器，该装置是俄罗斯规模最
大的。

3.西班牙的REPSOL公司是全球十大私
人石油公司之一，其业务分布在三十个
国家，均处于战略性的碳氢化合物多产
地区。

▸ 该公司在最近五年内，发现了世界上
最重要的五个碳氢化合物产地和巴西最
大的碳氢化合物油田。

▸ 该公司是秘鲁炼油市场排名第一。

▸ 该公司是世界各国商业航线飞机燃油
的主要供应商。

▸ 欧洲最先进的柴油生产厂属于REP-
SOL公司，位于西班牙的加尔塔海纳
省。

▸ 在研发和创新领域，100%使用
R E P S O L公司技术进行的 “万花
筒”(CALEIDOSCOPIO)项目，利用地
震波图像处理进行石油勘探，尊重环境
保护，被美国电力和电子工程学院评为
全球最具创新精神的五大项目之一。

4.西班牙的CEPSA公司是全球清洁剂
原料烷基苯	 (LAB)的主要生产商，它拥
有生产该产品的专利技术，并和美国
UOP公司共同经销该产品。在拉丁美
洲，该公司和PETROBRAS共同成为该
地区最大的生产商。

基础设施领域	

	 西班牙公司的活力和先进的技
术使西班牙成为基础设施领域绝对的赢
家。西班牙的企业涉足世界各地的基础
设施项目，并赢得了不容置疑的声誉。
公路，铁路，机场，港口……西班牙的
建筑和工程公司参与了全球最重要的基
础设施项目。

A.	航空，机场和地面运输基础设施

1.根据«公共工程投资»杂志(PUBLIC	
WORKS	 FINANCING)二零一二年十月
的统计，按照公路，铁路，机场和港
口的建设和管理特许项目数量排名，
全世界三大交通基础设施运营公司均为
西班牙公司，它们分别是ACS,	 FCC和
ABERTIS。

2.根据«公共工程投资»杂志(PUBLIC	
WORKS	 FINANCING)二零一二年十月
的统计，按照公路，铁路，机场和港口
的建设和管理特许项目数量排名，全世
界十大交通基础设施运营公司中六家为
西班牙公司，除了上文中提到的ACS,	
FCC和ABERTIS之外，其他三家是FE-
RROVIAL,	 位居第七，	 OHL，	位居第
八，和SACYR，	 位居第九。此外，安
迅能(ACCIONA),	 ISOLUX	 CORSAN,	
ITINERE,	 SENER等公司均占有重要地
位。在该排名的前四十名企业中，西班
牙企业的数量占了25%。

3.根据«公共工程投资»杂志(PUBLIC	
WORKS	 FINANCING)的最新排名，全
球37%的交通基础设施特许项目，	 特
别是机场，港口和高速公路，由西班牙
公司承接	 (二百七十二个交通基础设施
项目)

4.西班牙公司ABERTIS在高速公路特
许项目领域排名世界第一，它负责全球
七千五百公里高速公路的管理，在拉丁
美洲，特别是巴西，名列第一。该公司
在巴西管理三千二百二十七公里高速公
路，在智利也排名第一。

5.根据«公共工程投资»杂志(PUBLIC	
WORKS	 FINANCING)二零一二年的排
名，按照投资总量(七百二十亿美元)，	
西班牙的FERROVIAL公司名列全球之
首。
   
6.西班牙公司在高速公路收费和停车场
管理方面也名列前茅，它们参与世界上
很多大城市的地铁系统管理，如伦敦，
多伦多，纽约，华盛顿，新德里，墨西
哥城，智利圣地亚哥，巴拿马城，阿尔

	 世界五
大电力公司之
一是西班牙公
司，拉丁美洲
最大，也是第
一家将天然气
和电力综合运
营的公司也来
自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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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尔和罗马等。

7.美国私有化的四个项目中的两个-	 印
第安纳州收费公路(INDIANA	 TOLL	
ROAD，三十八亿五千万美元，有效期
七十五年)和芝加哥空中通道(CHICA-
GO	SKYWAY，十八亿三千万美元，有
效期九十九年)由西班牙FERROVIAL公
司承接。

8.在欧洲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跨欧洲
铁路(CROSSRAIL)中，西班牙的FE-
RROVIAL公司将和BAM	NUTALL	和BK
公司共同负责修建两条隧道，公路入口
和穿山洞工程以及伦敦地铁的FARRIG-
TON新车站。	 该车站将成为英国客流
量最大的车站。

9.根据已投资额，特许项目数量和管理
公路的长度排名，西班牙公司OHL在拉
丁美洲私人企业中排名第一。

10.西班牙公司FERROVIAL负责管理两
个世界上最佳基础设施-加拿大多伦多
的407ETR高速公路和欧洲客流量最大
的希思罗机场。

11.ISOLUX	CORSAN	公司管理着印度
一千五百公里的高速公路和五百公里的
电力输送线路，成为该国基础设施领域
最重要的企业之一。

12.在机场管理领域，西班牙国家航空

航天局(AENA)在二零一二年管理的乘
客总数达一亿九千四百万人次，名列世
界第一。第二位是美国的港物管理局，
其管理的乘客人数仅是西班牙国家航空
航天局(AENA)的一半。根据空中运输
总量，西班牙是欧洲第二大国，	 仅次
于英国，	 这是国际机场协会(ACI)提供
的统计数字。

B.交通运营管理

1.全世界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三千个空
中交通管理设施采用西班牙英德拉公司
(INDRA)的技术，西班牙成为空中交通
管理系统的重要生产和供给国，其市场
包括中国，澳大利亚，印度和德国。

2.英德拉公司(INDRA)的技术管理着德
国100%的领空和中国60%的领空。

3.英德拉公司(INDRA)是欧洲航管组织
领导的“欧洲统一领空计划”的重要参与
者。

4 . 英国四大机场希思罗（H E A -
THROW），阿伯丁（ABERDEEN）
，克拉斯哥（GLASGOW）和南安普敦
(SOUTHAMPTON)	 总客流量达一亿人
次，航空公司多达两百零四个，由西班
牙FERROVIAL公司经营管理。

5.西班牙公司FERROVIAL	 在加拿大多
伦多修建并管理世界上第一条带有电子

	 在广东省
南海中海油壳牌合
资项目上，TR公司
设计和建设了EO/
MEG（环氧乙烷/一
乙二醇）装置	



17西班牙的存在

收费系统的高速公路407-ETR，过往车
辆不需停车，这一技术极大地提高了车
辆通过的效率。	 该项目投资额是私人
高速公路领域最高的。

6.墨西哥城双百年高架路(VIADUCTO	
ELEVADO	DE	BICENTENARIO)	采用
了拉丁美洲最先进的电子收费系统，每
小时每条车道可通车一千四百辆次，比
传统的收费系统效率高很多。该公路由
西班牙OHL公司修建和经营，并采用西
班牙英德拉(INDRA)公司的电子收费系
统技术。

7.	 西班牙英德拉(INDRA)公司还开发了
世界最先进的地铁，火车，隧道和高速
公路的售票和控制系统。

8.西班牙英德拉(INDRA)公司负责全世
界一百多个城市的公共交通	 网络的运
营，安全控制和发展，其市场包括中
国，印度，美国，巴
西，智利和墨西哥等。该公司成为引入
智能科技寻求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C.工程规划和项目

	 西班牙民用工程企业出于世界
领先地位，在国际享有盛誉。它们在全
球范围完成了大规模的先锋项目，表现
了很高的专业水平。西班牙企业参与了
以下重大工程的设计，监督和控制:

1.西班牙TYPSA公司参与世界上最大的
水电站-巴西贝罗蒙特(BELO	 MONTE)
水电站的建造，该水电站发电能力达一
万一千二百三十三兆瓦。

2.西班牙公司INYPSA负责排名欧洲第
一，世界第三的瓦尔德伦迪斯科(VAL-
DELENTISCO)	海水淡化工厂的工程部
分的工作。

3.世界最大的污水处理工厂-墨西哥的阿
多多尼科(ATOTONILCO)污水处理厂的
设计是由西班牙TYPSA公司完成的。

4.厄瓜多尔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基
多机场入口工程由西班牙公司AECOM-

INOCSA监督执行。

5.中美洲地区三大测绘工程中的一项由
西班牙的INYPSA集团完成。

6.西班牙公司EUROESTUDIOS	 负责
印度克什米尔地区帕特尼托普(PAT-
NITOP)隧道工程的监督和控制，这将
成为印度最长的一条隧道。

7.西班牙公司EUROESTUDIOS在土耳
其第一个高铁项目-安卡拉到伊斯坦布
尔高速铁路建设中为欧洲投资银行提供
咨询和技术支持。

8.TYPSA公司将领导欧盟最大的投资
项目-土耳其IRMAK	 -	KARABUK-ZON-
GULDAK铁路线的改造和标识工程。

9.安迅能公司(ACCIONA)负责监督埃及
开罗到亚历山大港高速公路的改造和扩
建工程，这条公路是非洲十分有名的一
条道路，该公司还参与并提供了多瑙河
上第二座混合大桥(VIDIN-CALAFAT)	
的设计和技术支持,	 这一工程对欧洲大
陆的联络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0.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工程计划，比
如为迎接二零一四年世界杯足球赛和二
零一六年奥运会而动工的巴西圣保罗国
际机场扩建工程，沙特阿拉伯利雅得饮
用水供给计划，阿布扎比地铁网络研究
计划，阿布扎比基础设施网络改善，建
设，监督和维护计划，以及美国科罗拉
多州连接丹佛市与周边旅游滑雪场所的
研究计划，均由西班牙工程公司承接，
它们的高科技和施工水平在国际上收到
普遍承认。

D.	民用工程建设

1.巴拿马运河扩建工程是目前国家上最
大的民用工程项目，该工程由西班牙公
司SACYR领导的康采恩负责完成。在
该项目中，另一家西班牙公司英德拉公
司(INDRA)	 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技术伙
伴，它负责为巴拿马运河的第三套船闸
设立一个入口和安全控制综合系统，
一个船只抵达通报系统，全部的通讯技

	 西班牙
企业在交通基
础设施管理领
域处于世界领
先地位，它们
负责全球将近
40%的特许项
目的经营(二百
七十二个交通
基础设施项目)
。	全球前三
位的基础设施
公司均为西班
牙公司，在全
球十佳基础设
施企业中，西
班牙公司占六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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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火灾警报，扩音和撤离系统，以及
环境感应器系统等。

2.西班牙公司FCC	 和安讯能（ACCIO-
NA）参与巴西AÇU超级港口的建设，
建成后，这个港口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港口，也是美洲地区吞吐量最大的
港口。	

3.西班牙公司ACS是西方最大的建筑公
司，它在全球各地从事基础设施建设。

4.伦敦的希思罗机场T2A航站是欧洲第
一个新一代绿色航站，	 和原来的旧航
站相比，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减少
40%。该航站是由西班牙公司FERRO-
VIAL	修建的。

5.	西班牙的OHL公司是承建医院的最重
要的公司，它负责建造了目前世界上两
座技术最为先进的医院-加拿大蒙特利
尔中央医院和卡塔尔的SIDRA医疗研究
中心。

6.西班牙的FCC公司负责修建了世界
上最长的隧道-瑞士SAN	 GOTARDO隧
道，全长五十七公里。

7.西班牙的安讯能（ACCIONA）公司
建造了世界上十大混凝土斜拉大桥-波
兰的WROCLAW大桥。

8.安讯能（ACCIONA）公司还承建了
使用钢筋长度最长的斜拉式大桥-香港
的汀九大桥。

9.	西班牙OHL公司负责承建美国佛罗里
达州迈阿密高速公路枢纽，这是该州交
通部最重要的公共工程。	

10.加拿大最长的高速公路A-30是连接
魁北克省各地的交通要道，由西班牙的
安讯能（ACCIONA）和ACS公司共同
建造。
11.根据《工程新闻记录》的排名，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第四大承包商是西
班牙的ABEINSA-ABENGOA公司。

12.	 欧洲最大面积的水库由西班牙的安
讯能公司（ACCIONA）修建。

13.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隧道压力掘进机
BERTHA是由西班牙的ACS公司设计
的，该设备直径达十七点五米，被用于
修建长约两千七百米的西雅图SR-99隧
道，该公司还首次在世界上使用隧道压
力掘进机修建纽约郊区地铁网络。

14.保加利亚最大的工程-多瑙河上的VI-
DIN-CALAFAT桥为铁路公路两用桥，
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连接在一起，该
工程是由西班牙FCC公司承建的。

15.	世界上最大的浮堤-摩纳哥浮堤是为

TALGO公司提供的
麦加－麦地那高速
铁路机车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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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CONDAMINE港口能力而建，它也
是西班牙的FCC公司承建的。

16.	 西班牙的FERROVIAL公司是美国
德克萨斯州高速公路的主要承包商，
目前正在建设NORTH	 TARRANT	 EX-
PRESS	 和LBJ	 EXPRESS两段高速公
路，该公司在两零零五年收购了德州最
大的公路建筑公司WEBBER，目前还
获得了建设SH121和US183两条公路的
合同，此外，该公司在弗吉尼亚州和加
拿大也赢得了公路建设和维护的项目合
同。

高速铁路基础设施

	 在高速铁路领域，毫无疑问，
西班牙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西班牙公
司的铁路建设和管理项目遍及全球五大
洲。西班牙拥有的高速铁路长度排名世
界第二，欧洲第一，总长达两千九百公
里，拥有的机车也是世界上技术最为先
进的。很多国家学习西班牙高铁系统的
模式，该领域西班牙企业的不断发展巩
固为高铁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成功的范
例。

1.西班牙高铁网络在全球享有很高的声
誉，无论在项目设计，开展，信息和路
标系统，基础设施维护和交通管理方面
都名列世界第一。西班牙公司是铁路基
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的典范，积极参与世
界五大洲九十多个国家的项目和工程。

▸ 无论从投资数量和发展前景来说，
阿拉伯世界的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工程
是麦加-麦迪娜高速铁路项目，该工程
由	 西班牙和沙特阿拉伯合资的AL	
SHOULA	GROUP集团负责，该集团由
十二家西班牙公司组成，	 它们是西班
牙国家铁路公司（RENFE），ADIF，I
NECO，TALGO，OHL，COPASA，C
OBRA，CONSULTRANS，IMATHIA,	
INABENSA（ABENGOA），DIME-
TRONIC和英德拉（INDRA）。该项目
投资	 金额达七十亿欧元，包括麦加-
麦迪娜高速铁路的建设，开发和维护，

项目期限为十二年。这条高速铁路总长
四百五十公里，每天可以为十六万朝圣
者提供交通服务。

▸ 西班牙OHL公司负责建设安卡拉和伊
斯坦布尔之间的高速铁路，以及二零
一一年该地区其他三项大型基础设施工
程，将欧洲铁路网和亚洲铁路网联系在
一起，使在欧洲和亚	 洲两大陆之间进
行高速铁路运输成为可能。西班牙公司
CAF负责生产和提供列车。OHL公司还
在土耳其的MARMARAY一地负责欧洲
火车网和亚洲火车网的衔接工程。

▸ OBSKAJA-SALE-CHARD-NADYM（
俄罗斯URAL	 POLAR）铁路线是OHL
公司赢得的最重要的项目，也是近年来
该领域的重大项目之一。

2.西班牙公司CAF（铁路建设和服务公
司）是世界十大列车生产商，它专门从
事火车机车及配件的设计，建造，维护
和供给，技术先进。该公司在法国，墨
西哥，巴西和美国设有生产线，在全球
五大洲二十五个国家有项目。

3.欧洲交通标志统一系统（ERTMS）
，或欧洲交通管理系统是由西班牙公司
ADIF领导的一个欧盟项目，该公司将
在西班牙的马拉加试验场推出世界最为
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综合完成证明，
认证，评估和项目实施活动，应用铁路
领域最尖端的研究成果和科技。

4.由英德拉（INDRA）公司开发的DA	
VINCI系统，专利权属于ADIF，是世界
一流的铁路运营管理平台，它负责统一
管控全西班牙高速铁路和其他类型铁
路。这一技术将应用于麦加-麦地那高
速铁路的管理。

5.TALGO是西班牙高铁列车的主要生
产商。其革新和技术水平世界公认，其
超高速列车，高速列车，城铁和长途列
车产品特别突出。目前，根据已生产和
投入使用的机车数量，该公司在美国，
德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
斯坦设有生产线。该公司负责麦加-麦
地那高速铁路的机车设计和制造。

	 全世界
一百四十多
个国家的三千
个空中交通管
理设施采用西
班牙英德拉
公司(INDRA)
的技术,	该公
司管理着德国
100%的领空
和中国60%的
领空。西班牙
成为空中交通
管理系统的重
要生产和供给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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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洲地区最重要的铁路特许项目－墨
西哥的城市郊区火车１号系统，由西
班牙ＣＡＦ公司领导的康采恩执行，
该项目包括城市郊区火车的建设，运营
和维护，合同期限为三十年。另外，西
班牙的　ADIF,	 INECO，OHL，英德拉
（INDRA）和INABENSA等公司也参	
与了该项目。

7.得益于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丰富的经
验，西班牙公司在世界很多地区参与了
地铁和轻轨的建设：华盛顿，香港，罗
马，布鲁塞尔，新德里，圣保罗（以上
项目由ＣＡＦ承接）；迈阿密（OHL）
：巴拿马城	 （ACCIONA，FCC和ISO-
LUX）；纽约（ACS），伦敦（FE-
RROVIAL），智利圣地亚哥，里斯
班，波尔多（SACYR）等。西班牙的
英德拉（INDRA）公司是世界一流的处
理入口控制和销售交通证书的公司。

8.西班牙CAF公司参与海外最复杂的地
铁和轻轨建设工程，其技术领先，开发
的ACR系统用于城市轻轨，能源利用率
高，并允许无人驾驶。

9.INABENSA（ABENGOA）在电气化
铁路接触网和分电站,	 通信和辅助系统
（照明和通风）领域出于世界领先地
位，同时在铁路电气化设施的设计，供
给，安装，维护方面也名列前茅。

10.高级研发中心：西班牙企业在高速
铁路工业的高水平发展使全球跨国公司
选择它们做世界一流的生产中心和高级
技师研发中心。

▸ 加拿大BOMBARDIER	 TRANSPOR-
TATION公司是世界唯一同时可生产火
车和飞机的公司，该公司投入了大量
资金搞航空和铁路领域的研发，并选择
在马德里的SAN	SEBASTIAN	DE	LOS	
REYES成立高级研发中心，其投资总
额大达三百万欧元。在这里为葡萄牙，
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开放项目。

▸ 设在西班牙比斯开省的TRAPAGA	
的推进生产中心是BOMBARDIER	
TRANSPORTATION公司世界一流的

工厂，排名世界第二，并根据质量和不
断改善水平排名世界第一(BOS审计公
司数据)。这是一个世界最先进的技术
中心，	 为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
拉丁美洲服务。

▸ BOMBARDIER服务公司同时被选为
火车电能耗费测量系统开发和生产中
心。

	 巴拿马运
河扩建工程，由西
班牙公司SACYR领
导的康采恩负责修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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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LES	是铁路指示标系统及能源生
产和分销系统的世界级的研究中心。

基础设施和航空航天
系统	
1.根据营业额排名，西班牙航天工业在
欧洲名列第五，	 其研发投资水平非常
高，仅排在欧洲航空防务和太空公司
(EADS	)之后。

2.在飞星生产领域，西班牙排名世界第
七。

3.西班牙公司GMV是世界上第一个商业
电信卫星地面控制系统的独立供货商，
也是参与伽利略计划的欧洲第三大公
司，伽利略系统是世界第一大众交通卫
星导航系统。

▸ 该公司连续三年名列世界航空航天
生产和服务业五十强企业，	 这是由该
行业权威的美国的«太空新闻»(SPACE	
NEWS)杂志评选出来的。

▸ 该公司刚刚参与了欧洲最小的VEGA-
VV-02火箭的发射。

4.西班牙的卫星电信运营商HISPASAT	
(主要持股者为ABERTIS公司)排名世界
第八，拉丁美洲第八，	 同时在拉美是
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内容分销商第一
名。该公司占有两个卫星轨道，分别是
30ºO和	61ºO，	并在该轨道上放置了十
颗卫星，	 覆盖欧洲，美洲和北非的通
讯业务。

▸ 该公司是第一个把卫星KA波段带到拉
丁美洲的公司

▸ 也是第一个在欧洲多国高速火车上提
供上网接口服务的公司。

5.西班牙的SENER公司领导欧洲航天
局开发卫星技术的计划。

6.西班牙在欧洲航天项目中名列前茅。

在MARSCURIOSITY火星勘探计划中
使用的十个确定火星可居性的设备中
有一个是西班牙开发的环境站REMS。
此外，从火星表面到地球的通讯部分采
用西班牙技术，由欧洲航空防务和太空
公司飞行器建造公司(EADS	 CASA)	 和
SENER联合开发。

7.英德拉公司(INDRA)	 在欧洲是卫星地
面服务系统领先的企业，它的一些产
品，如卫星通讯产品，属于世界一流。

8.全世界一半的商用飞机上采用了西班
牙的技术。

9.西班牙公司DANOBAT	 GROUP属于
蒙德拉贡集团，是飞行器引擎刀片矫正
高级技术设备的供给商，	 目前该公司
的产品为全世界所有的商业航空公司使
用。

10.西班牙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拥有整
条飞机生产线的国家，包括设计，生
产，组装合成，办理有关证明，	 维护
和改装革新等。

11.由欧洲航空防务和太空公司(EADS	
)是欧洲跨国企业，有德国，法国和西
班牙三国政府联合组成，它们分别持有
22.5%，22.5%和4.2%的股份。该公司
和波音公司是世界两大空间防卫领域的
巨头。

在欧洲航空防务和太空公司(EADS	 )的
主要部门如下:

▸ 空中客车(AIRBUS)公司是世界第一大
商用客运飞机生产商。

▸ 军用空中客车(AIRBUS	MILITARY)	由
西班牙负责经营，是世界第二大军用运
输机，远程飞行空中加油机的生产商。	
该公司是美国海岸警卫队飞行设备替代
合同的唯一外国供货商。

▸ EUROCOPTER是世界最大的民用直
升飞机生产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直升
飞机是由该公司生产的。

	 西班牙拥
有的高速铁路
长度排名世界
第二，欧洲第
一，总长达两
千九百公里，
拥有的机车也
是世界上技术
最为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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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RIUM是EADS旗下生产太空产
品的分公司，是欧洲航天项目中名列前
茅，是世界第三民用和军用航天系统的
供货商。

12.西班牙空中客车(AIRBUS	 SPAIN)是
世界第一大生产飞机零配件的公司，也
是第一家采用碳纤维为一百座以上的商
业飞机制作主体部分的公司。

▸ 新的空中客车A350XWB使用35%的
碳纤维，减少飞机重量，从而减少25%
的燃油耗费。该技术是西班牙的尖端技
术。

13.高级科研中心:	 西班牙航空航天领域
的高技术水平反映在很多大型跨国公
司	 选择西班牙做其研发中心。	 无论是
空中客车公司(AIRBUS	 )还是波音公司
(BOEING)都在西班牙设立了重要的研
发中心。

▸ 波音公司(BOEING)在西班牙的马德
里建立了第一个美国领土之外的研发中
心-波音欧洲科技研究中心。

▸ 空中客车公司(AIRBUS)设在马德里
ILLESCA设立的高级零配件材料中心是
专门用碳纤维生产大型加强塑料板材，	
成为世界三大重要的碳纤维研发中心。

▸ 空中客车公司(AIRBUS)用于所有飞行
器的水平稳定器研究中心也设在马德里
的GETAFE。

14．西班牙的英德拉公司	 (INDRA)是
模拟飞行行业首屈一指的企业之一，负
责领导EUROFIGHTER	 和EUROCOP-
TER	及AUGUSTA	WESTLAND公司直
升飞机的模拟器。

▸ 中国民航总局认证的第一个直升飞
机模拟器是由英德拉公司(INDRA)开发
的。

▸ 英德拉公司(INDRA)还开发了美国航
空总局(FAA)认证的第一个直升飞机模
拟器，使用该设备可以戴夜视眼镜进行
训练。

15.世界第一个高分辨率被动声纳单
站逆合成孔径雷达(ISAR)系统也	 	 是
由英德拉公司(INDRA)领导研制的，
世界很多国家空军的	 飞机使用英德拉
的技术用于其自动防卫系统(EF-200,	
A400M,C-295,	 CH-53,	 CHINOOK,	 TI-
GRE)

16.伊比利亚航空公司是欧洲和拉丁
美洲之间航运量最大的公司，它属	 于
IAG集团，营业员名列世界第三，欧
洲第四。	 马德里机场是拉丁美洲进入
欧洲的门户。根据该行业最具声誉的
SKYTRAX咨询公司的调查，马德里巴
拉哈斯机场T4航站被评为世界第三最佳
机场航站，这是伊比利亚公司分配航班
的地点。

海军科技

1.西班牙企业，纳凡蒂亚公司(NAVAN-
TIA)，是世界五大主要军用船只设计厂
商之一，目前在澳大利亚、巴西、土耳
其、沙特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等超过二
十五个国家有业务往来，并参与重大国
际项目建设。该公司设计的护卫舰、驱
逐舰和航空母舰，拥有十分先进的技术
和较高的附加值，这为公司带来了重要
的国际合约，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澳大
利亚皇家海军目前的驱逐舰和运输舰就
来自他们的设计。

2.西班牙英德拉(INDRA)公司是先进系
统（雷达、电子国防、通信）方面的领
军人物。是一些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武装
舰队的供应商。SENER公司也多亏了
它的FORAN软件，可以根据需求设计
和制造各种类型的船只。

汽车行业

1.西班牙是欧洲第二大商用车制造国，
位列全球十二。西班牙制造的车辆出口
到全球一百三十多个国家。西班牙拥有
一个本国汽车品牌，西亚特(S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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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旅行汽车公司）。

2.	是欧洲最大的工业用车制造国。

3.	欧洲十大最畅销的车型中，有四种产
于西班牙。

4.西班牙是世界上汽车工业领域拥有大
多数跨国企业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西
班牙拥有九个行业组十七个生产工厂，
无论是在制造和零部件加工，都具有高
竞争力，是一项功效高、具有产业竞争
力和灵活性的工业。

5.西班牙西亚特(SEAT)公司是二零
零八年和二零零九年世界房车锦标赛
（WTCC）的获胜者。

6.西班牙在零部件行业位列欧洲第六、
世界第三：西班牙的零部件公司在欧洲
和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并拥有大量
研发投资。

▸ 海斯坦普（GESTAMP）是汽车行业
（车身、底盘和机械结构）车辆系统和
金属组件的设计、开发和制造的世界领
军企业。它可生产多达一辆汽车的70％
。它在全球十九个国家有九十四个生产
工厂和十二个研发中心。

▸ 是世界十二大汽车制造商的供应商，
是欧洲六大制造商中五家的供货商，总
共给二十个品牌供货。

▸ 是世界热冲压技术的领跑者（热冲压
是指使钢具有更低的重量和更高的强
度），拥有30％的市场份额。

▸ 它从购买EDSCHA公司起，成为世界
头号车门开关和机械结构生产商。目前
也正致力于行人被动安全系统。

▸ 安托林（ANTOLÍN）集团是全球第
一的屋顶涂料制造商。该公司设计、开
发和生产的几乎所有汽车制造商的天花
板、车门、座椅和照明系统。

▸ 世界上每四辆车中有一辆汽车的制造
采用安托林（ANTOLÍN）的产品。

▸ ZANINI是世界第一的轮胎美化品（轮
箍）制造商。

▸ FICOSA是世界领先的商用车反光镜
制造商。该公司设计、开发、生产和销
售系统及组件，在十九个国家和地区拥
有工厂和技术中心，并拥有研发投资。

金融保险业

1.世界上最主要的金融机构中两个是西
班牙企业：桑坦德银行(BANCO	 SAN-
TANDER)和西班牙毕尔巴鄂比斯开银
行(BBVA)。

2.据《欧洲货币》（EUROMONEY）
杂志统计，世界上最好的银行，及英
国、波兰、葡萄牙、墨西哥和阿根廷地
区最好的银行，是一家西班牙银行：桑
坦德银行（BANCO	 SANTANDER）。
它是欧元区市值最大的银行，国际银行
中世界各地的办事处最多的银行，以及
商业银行的第一品牌，和《银行家》
（THEBANKER）杂志统计的世界第六
金融品牌。它是世界上最高效的银行之
一。

3.	桑坦德英国（SANTANDER	UK）是
英国存款第三的银行和抵押贷款第二的
银行，在该国拥有两千万客户。

4.桑坦德银行(BANCO	 SANTANDER)	
在智利是拥有最大银行资产的银行，在
阿根廷是第一大私人银行。它在巴西是
第三大私人银行，在墨西哥是业务量第
三的大型金融集团。在葡萄牙和波兰也
是第三大银行。

5.桑坦德银行(BANCO	 SANTANDER)
是德国消费贷款的领导者。

6.另一家西班牙银行西班牙毕尔巴鄂比
斯开银行(BBVA)	 在墨西哥是最大的金
融机构，分行在南美洲处于领先地位，
在土耳其和中国有着杰出表现。

7.根据《银行家/职业财富经纪人》

	 阿拉伯世
界的最重要的
基础设施工程
由西班牙和沙
特阿拉伯合资
的AL	SHOULA	
GROUP集团负
责，该集团由
十二家西班牙
公司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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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BANKER	 /	 PWN）杂志评选，
在委内瑞拉面向中小企业最好的金融机
构，和在墨西哥最佳的资产管理机构，
是西班牙银行：西班牙毕尔巴鄂比斯开
银行(BBVA)。

▸ 联合国授予其社会事业类“社会投资先
锋”的殊荣，表彰其通过小额信贷基金
发放为其经营所在的社会发展作出的贡
献。

8.	两个西班牙银行主导拉美银行体系：
桑坦德银行(BANCO	 SANTANDER)和
西班牙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BBVA)。

9.	拉丁美洲非人寿险第一保险集团，在
该地区全球第二大运营商是西班牙的曼
福雷保险集团（MAPFRE）。它是欧洲
第六非寿险集团，并跻身美国汽车保险
前二十。是世界最大的再保险和附加险
集团之一。

信息技术和电信

	 西班牙公司在信息和通信技术
部门处于领先地位，在过去十年是欧洲
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西班牙是欧洲营
业额第五大国，并在各个领域处于领先
水平。

电讯

1.公司的收入位列欧洲第一和资产总值
位于全球第六的是西班牙公司：西班牙
电信集团（TELEFÓNICA）。其目前
二零一二年在二十四个国家拥有三亿一
千六百万次接入量的客户基础。是在国
内市场以外客户接入量位居世界第一的
综合电信公司。该公司在欧洲和拉丁
美洲表现突出，并在中国联通和意大
利电信约有八百七十一万客户，也与
法国BOUYGUES电信、瑞士升阳电信
（SUNRISE）和阿联酋ETISALAT电信
进行合作。

▸ 它是西班牙语及葡萄牙语国家市场的
领先运营商。

▸ 是全球领先的提供通信、信息和娱乐
解决方案的公司。它也有一个业务单
位，旨在数字环境下把握各类增长，
例如金融服务、电子健康、消息优化传
输机制（M2M）、云计算、大数据、
视频及数字家庭、广告和安全。并通过
WAYRA创业孵化机构支持科技创业者
创业，其中包括给予他们资金扶持、行
政扶持、法律咨询、提供在十二个国家
特设的学院培训和一流的技术支持。

▸ 美国博斯咨询公司（BOOZ）评测其
为致力于研发的全球百强的企业之一。

▸ 根据由最佳职场（GREAT	 PLACE	
TO	 WORK）资讯研究发起的第二版“
二零一二年最佳跨国职场”世界评选，
被评为二十五家最佳工作场所之一。此
项评选，它排名第十三，SAS软件研究
所排名第一，谷歌（GOOGLE）排名
第二。

▸ 被《财富》（FORTUNE）杂志评选
为欧洲最好的运营商（全球最受赞赏的
公司，二零一二年三月）。

2.西班牙是欧洲最大的智能手机使用
国：在西班牙63.2％的手机是智能
手机，领先于英国（62.3％）、法国
（51.4％）和德国（48.4％）。

电子政务和电子识别技术

1.英德拉公司（INDRA），在电子识别
技术和生物识别解决方案的发展和建
设世界领先，皇家铸币厂（FÁBRICA	
NACIONAL	DE	MONEDA	Y	TIMBRE-
REAL	 CASA	 DE	 LA	 MONEDA）在电
子签名服务和身份证文件的生产方面世
界领先。

▸ 西班牙是世界上在电子识别领域使用
信息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西班牙的
国家电子文档和电子护照是世界上最雄
心勃勃和最具开拓精神的尝试，皇家铸
币厂（ÁBRICA	 NACIONAL	 DE	 MO-
NEDA	Y	TIMBRE-REAL	CASA	DE	LA	
MONEDA）、英德拉公司（INDRA）
和西班牙电信集团（TELEFÓNICA）

	 西班牙
航空航天领
域的高技术水
平反映在很多
大型跨国公司	
选择西班牙做
其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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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涉及此业务。

2.联合国向西班牙颁发了国家公共服务
奖，此极负盛名的国际奖项旨在表彰卓
越的公共行政力，旨在承认西班牙政府
向公民提供互联网服务的质量。

3.	英德拉公司（INDRA）是在选举领域
的领导者，有超过三百五十道工序需要
管理，还有包括英国、挪威、法国和秘
鲁在内的二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十亿
选民需要处理，。

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

1.西班牙艾玛迪斯公司（AMADEUS）
为全球旅游业中的龙头公司提供先进的
技术解决方案。通过其世界领先的全
球分销系统为旅行社在交易终端处理
机票预订业务。艾玛迪斯公司（AMA-
DEUS）在欧洲、亚太、中东和非洲地
区都是同行业的佼佼者。

▸ 它通过世界领先的客运服务技术平台
（预约、库存管理和航班出发时间）
ALTEA系统向航空公司提供航线技术解
决方案。

▸ 根据二零一二年由欧洲委员会进行的
欧盟产业研发投资年度报告，它是欧洲
在旅行和旅游业的研发投资量最大的公
司。艾玛迪斯公司（AMADEUS）已经
投资了四亿一千四百万欧元，在全球拥
有十五个研发中心。

2.赛易得集团（ZED）是世界上第一家
开发和分销移动设备服务的公司，并在
七十二个国家设有办事处。

3 .另外一家西班牙公司软件天堂
（SOFTONIC）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软件
下载门户网站之一，访问人数居欧洲第
三。

4.熊猫安全杀毒（PANDA	 SECURI-

	 空客A320
全任务模拟机的座
舱,由英德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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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是世界十大领先的软件和信息保
护公司在之一。在云端解决安全问题方
面处于世界领先。熊猫实验室反恶意软
件实验室已经开发了一个集体智能的系
统，赢得了无数的奖项和国际认可。

5.社交网络方面，TUENTI的参与度（
用户在平台上花费平均时间）居世界前
列。通过手机应用程序的用户数量也居
世界前列。因为拥有唯一的模型和与其
他社交工具的差异性，它的沟通平台显
得更私密和安全。

6.西班牙GOWEX集团是一家全球领先
的创建智能无线网络城市和运输无线
网络安装的公司。它在一九五三年和
SMART	 WIFIZONES合作，负责纽约
的免费无线网络的链接，这为约两千万
居民和每年访问纽约的五千两百万游客
提供了无线网络。它已经收到了美国证
监会的授权在美国定价上市。

7.西班牙头脑风暴（BRAINSTORM）
公司的技术为所有的电视提供了实时三
维图像的解决方案，这是继电视墙之后

世界上最大的图像。在纽约时代广场，
实时连接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通信巨
头，如路透社（REUTERS）、消费者
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英国广播
公司（BBC）都使用他们的软件开发图
像。

8.西班牙AIA公司（高级信息应用）是
人工智能领域的世界佼佼者之一。它向
美国电子提供信息服务，以防止停电和
帮助全球金融机构侦测洗钱。

其他服务

A.安全

1.西班牙PROSEGUR安保监控公司是
私营安保领域主要的跨国公司之一，是
国内第一家在拉丁美洲的企业。在欧洲
起到了关键作用，现在在亚洲也在迅速
成长。

	 图为纳凡
蒂亚公司(NAVAN-
TIA)为澳大利亚皇
家海军建造的“堪
培拉”级两栖攻击
舰(ALHD	'CANBE-
RRA')在航行过程
中经载于蓝马林
鱼号重载船(BLUE	
MARLIN)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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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科技
	 西班牙拥有在世界上领先的全
民医疗保健体制，是管理和行政方面的
先驱者。从电子处方和数字病史的推行
可以看出也是实施和发展高新科技的先
锋。西班牙在卫生技术出口方面是世界
第五大国。此外，西班牙临床分析人数
上也是欧洲的第五大国。

	 西班牙的管理模型和卫生
数字化处于世界前列。英德拉公
司（ INDRA）、西班牙电信集团
（TELE¬FÓN ICA）、OES IA公
司、EVERIS公司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全
球都占有主导地位。西班牙企业在各国
的这一领域的重要项目中都有所发展。

A.生物技术与医药

	 这是一个在未来具有很大发展
潜力的行业，也是一个由高水平的创新
研发组成的行业。西班牙在农业生物技
术方面排名欧洲第一、世界第三，在生
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排名第五。西
班牙是目前在高度专业化和战略性行业
表现突出，例如由血浆进行基本药物生
产等。科学生产在欧元区国家位列第
五，位列世界第九。根据英国皇家学会
统计，这一领域2.5％的科研发表来自
西班牙。

1.世界领先的血浆衍生的生物医药生产
公司之一，是一家西班牙公司：基立福
（GRIFOLS）公司：

▸ 它是第一家在全球范围内有血浆采集
能力的公司。

▸ 是同行业销量及分馏能力欧洲第一、
世界第三的公司。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
（IVIG）、白蛋白、凝血因子VIII和LA-
ALFA1抗胰蛋白酶等产品，是销量最好
的相关蛋白质产品。

▸ 这些蛋白质产品是用于治疗各种疾病
和基立福（GRIFOLS）公司作为用于
研究治疗其他疾病而使用的，例如用
于阿兹海默症患者血浆提取，主要用

于白蛋白更换。也用于另外一些生物
技术属性的项目，例如PROGÉ¬NIKA	
BIOPHARMA公司，	 ARACLON	 BIO-
TECH公司和NANOTHERAPIX公司等
共同参与的项目。

▸ 开发临床诊断系统和医院使用的专门
医药产品。

2.另外一家西班牙公司，ZELTIA生物
制药集团旗下的PHARMAMAR公司，
是世界领先的运用综合商业模式开发来
自海洋的用于治疗癌症的创新药物的公
司。销售网络已遍及欧洲，并在西班
牙、意大利、德国和美国有子公司。

▸ 是全球第一家向市场推出了海洋抗肿
瘤药物的公司。

▸ YONDELIS是第一款海洋来源的药
物，该药由欧洲药物管理局批准已经上
市。另有四种药物已经处在开发的第一
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

▸ 它是在知识产权领域最活跃的私人
公司，根据西班牙生科企业同业会
（ASEBIO）二零一一年报告数据显
示，它拥有高额的专利。

3.其他公司，如BIOKIT公司，因为有高
水平的创新研发从而凸显为生物技术的
先驱。

4.科研中心：一些同行业领军的外国跨
国公司已经在西班牙建立了自己的科
技、生产及分销中心：

▸ 美国礼来公司（LILLY）在西班牙有
世界上最重要的生产设施、西班牙最重
要的私人研发中心和世界最大实验室之
一，其覆盖了医药化学研究中心和欧洲
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 雪兰诺（SERONO）、葛兰素史克
（GSK）和辉瑞（PFIZER）等其他公
司均在西班牙开设了主要研究中心并进
行了大量投资。

▸ CELGENE生物制药公司最近在塞维

	 西班牙
是欧洲第二
大商用车制造
国，位列全球
十二。是欧洲
最大的工业用
车制造国。西
班牙在零部件
行业位列欧洲
第六、世界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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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建立了美国以外第一个专门致力
于研发的研究中心	 ——“CELGENE欧
洲转化研究所”	 （CITRE）。它起到了
CELGENE公司的研发和欧洲研究界之
间的桥梁作用。

▸ 德国拜耳（BAYER），决定在其设于
阿斯图里亚斯的研究中心投资，进行阿
司匹林的全球集中生产。

B.移植

	 西班牙国家器官移植组织
（ONT）所开发的西班牙移植管理模
式在全球被视为一个范例来模仿。在世
界许多地方正在实施这一管理模式，
这是一个绝对创新、高效的沟通管理体
系，以便将需要的器官送往指定地点。
西班牙模式（“SPANISH	 MODEL”）由
一整套在我国采取的措施组成，优化
了器官捐赠的管理。这种模式，已广泛
在科学文献中被描述，经世界卫生组织
（WHO）推荐，并在世界不同地区运
用，得到了与我国非常相似的结果。西

班牙国家器官移植组织（ONT）还在不
同国家开发了专业培训活动，特别是在
拉丁美洲，使西班牙移植模型在这些国
家的实施，能和整个西班牙卫生系统息
息相关。

2.世界卫生组织（WHO）总部于二零
零六年宣布西班牙为全球捐献移植观察
站，并于二零零八年任命西班牙国家器
官移植组织（ONT）为世界卫生组织
（WHO）合作中心。

3.二零一三年西班牙人何塞•拉蒙•努
涅斯（JOSÉ	 RAMÓN	 NÚÑEZ）被任
命为世界卫生组织（WHO）移植部首
席负责人，西班牙国家器官移植组织
（ONT）主席拉斐尔•马特桑瑟斯（RA-
FAEL	 MATESANZES）则成为其顾
问。这些任命不仅认可了西班牙移植系
统的优越性，也推动了全球器官移植与
西班牙移植体系的道德原则的共鸣。

4.全世界首例同时双边腿移植，和世界
第二例两个整臂移植，都由西班牙外科

	 西班牙是
连续二十一年在捐
献和移植方面世界
领先的国家，这归
功于其创新、有效
的管理和沟通体
系，以便将需要的
器官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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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佩德罗•卡瓦达斯(PEDRO	 CAVA-
DAS)完成。

C.医学研究

1.西班牙是辅助生殖技术的第三强国：
瓦伦西亚不孕不育研究所（IVI），是
世界领先的团队。在生殖领域，它是全
球七个国家的二十三个最富盛名的中心
之一，获得美国生殖医学协会授予的八
个奖项。

2.世界癌症研究中心中，在科学期刊发
表论文的百分比及其在期刊影响力排名
第一的研究中心是西班牙的国家肿瘤研
究中心（CNIO）。根据SCIMAGO排
名数据显示它是世界第九大生物医学研
究中心。

3.实现最完整的神经地图来探索人类大
脑（“脑”大脑研究项目通过推进创新脑
研究脑神经技术NEUROTECHNOLO-
GIES-），来防治疾病，如阿兹海默
症，帕金森氏症，自闭症或癫痫。美国
将为此最初投资一亿美元，项目将由纽
约哥伦比亚大学卡弗里学院负责人、西
班牙神经学家RAFAEL	YUSTE领导。

4.在眼科光学方面，西班牙公司INDO
在渐进矫正镜片及光学用品和眼科设备
方面居领先地位。巴塞罗那的BARRA-
QUER眼科中心和奥维耶多的FER-
NANDEZ	VEGA学院是眼科光学领域的
佼佼者。

5.第一代疟疾疫苗是由巴塞罗那国际健
康医学研究中心（CRESIB）的西班牙
人PEDRO	ALONSO率领研发的。

6.第一代对阿兹海默症的治疗和预防疫
苗，在RAMÓN	CACABELOS博士的带
领下，由一队西班牙研究人员引进。已
经在转基因小鼠中证明是有效的，并于
近期开始人体试验。

7.一组来自巴塞罗那诊疗医院（BAR-
CELONA	 CLÍNICO	 HOSPITAL）的西
班牙科学家负责开发一种艾滋病毒的治
疗疫苗。

8.二零零九年联合国最佳发明奖和日内
瓦发明大奖赛金奖由CELIA	 SÁNCHEZ	
RAMOS提出的角膜检测方法夺得。

9.其他许多在西班牙国内外的西班牙
科学家引领了医药领域的许多主要研
究项目：西班牙心脏病专家、西奈山
医疗中心(HOSPITAL	 MOUNT	 SINAI	
MEDICAL	CENTER)心血管疾病研究所
和国家心血管研究中心(CNIC)主任VA-
LENTÍN	 FUSTER，是该领域的世界级
泰斗。精神科医生LUIS	 ROJAS	 MAR-
COS研究员由于他在精神医学领域的
贡献，是另一位世界知名的人物。他在
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二年间任职于纽约
市精神病医院系统主任，是心理健康服
务、酗酒和药物成瘾方向的总负责人，
直到一九九五年他被任命为纽约市的公
立医疗系统主席，职权包括管理纽约全
市的十六个公立医院和门诊网络，一直
任职至二零零二年。还有例如肿瘤学家
MARÍA	BLASCO和JOAN	MASSAGUÉ
等等。

环保技术

	 西班牙是世界第三、欧洲第一
在环境管理系统获得ISO	 14001标准认
证的国家。

A.水处理

西班牙在各个阶段的水综合周期管理都
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1.西班牙是欧美最大的淡化海水生产
国。

2.在重复使用净化水方面，西班牙欧洲
领先，全球第二，在监管框架和技术方
面都十分突出。

3.西班牙是海水淡化加工能力世界第四
大国（每天加工三百万立方米）。

4.JPI水务是欧洲售价引领水资源产业
的协调的公司，协调了欧洲水能创新研

	 联合国
向西班牙颁发
了国家公共服
务奖，此极负
盛名的国际奖
项旨在表彰卓
越的公共行政
力，旨在承认
西班牙政府向
公民提供互联
网服务的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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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高效和可持续模式。

5.西班牙企业控制了世界范围海水淡
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安迅能（ACCIO-
NA）、阿本格阿水务（ABENGOA	
WATER）、ACS建筑集团、巴塞罗
那水务（AGUAS	 DE	 BARCELONA）
、卡达瓜基建公司（CADAGUA）（
现属法罗里奥集团FERROVIAL）、
奥科利雅水务（AQUALIA）（现属
西班牙营建集团FCC），OHL建筑公
司、SACYT公司（SACYR建筑旗下）
、特拉哥萨（TRAGSA）公司。最大的
二十家海水淡化国际公司中有七家是西
班牙企业。

▸ 安迅能（ACCIONA）公司是一家全
球领先的海水淡化和反渗透苦咸水淡化
企业，无论是在技术发展还是海水淡化
工厂建设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已在美
国、英国、意大利、秘鲁、佛得角、阿
尔及利亚和阿联酋建成七十多个海水淡
化工厂。

▸ 在墨西哥有世界上最大的污水处理
厂正是安迅能（ACCIONA）公司建造
的，在拉丁美洲另有其他十项海水淡
化、污水净化和饮用水处理项目。

▸ 在澳大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另两个世界
上最大的海水淡化厂也是安迅能（AC-
CIONA）公司正在兴建。

▸ 在伦敦碧顿地区的海水淡化工厂，是
英国的第一家此类工厂，因在海水淡化
过程中使用可再生能源和重复使用85％
的已消耗能源而引起关注，并因此获得
多项大奖。这个工厂也是由一家西班牙
公司建造的，那就是安迅能（ACCIO-
NA）公司。

▸ 安迅能（ACCIONA）公司在坦帕建
造了美国最大的海水淡化工厂。

▸ 奥科利雅水务（AQUALIA）（现属西班
牙营建集团FCC）是世界第四三大水资源综
合管理公司，居拉美首位。

▸ 阿本戈水务（ABENGOA	 WATER）

已经在印度（钦奈）建造了第一个海水
淡化工厂，并正在加纳建设第一个海水
淡化工厂。

6.卡达瓜基建公司（CADAGUA）（现
属法罗里奥集团FERROVIAL）是全球
范围内第一家开发经气化处理污泥工厂
的公司。也是欧洲第一家获得欧洲药品
管理局（EMA）证书的海水淡化领域的
公司。

7.西班牙公司是获得国际水务情报颁奖
最多的国家之一：由西班牙营建集团
FCC在墨西哥EL	 REALITO建造的饮用
水处理工厂被选为最佳金融投资；安迅
能（ACCIONA）公司在二零一三年第
二次当选为，全球最佳水业务企业。建
造并运营富查伊拉发电厂的西班牙企业
威立雅（VEOLIA）被评为二零一二年
最佳海水淡化工厂第二名；二零一二
年最佳水业务企业第三名是阿本戈水务
（ABENGOA	 WATER），最佳海水淡
化企业是VALORIZA水务（SACYR旗
下）；安迅能（ACCIONA）公司还荣
幸了其他多个奖项，例如最佳海水淡化
企业，最创新工厂（碧顿工厂），最佳
工厂（坦帕、阿德莱德和碧顿工厂）。

8.西班牙企业负责世界上许多水处理方
面的重要项目，例如西班牙营建集团
FCC开发的墨西哥EL	 REALITO地区宏
观项目和渡槽二期项目，或是阿本戈水
务（ABENGOA	 WATER）开发的萨波
蒂约（哈利斯科州）的项目。

9.世界上最大的生活废水处理厂之一，
是在墨西哥伊达尔戈的ATOTONLCO
地区的工厂。也是由西班牙企业安迅能
（ACCIONA）公司建成的，可以向大
约一千零五十万居民提供服务。

10.澳大利亚最大的海水淡化工厂之一
也是由一家西班牙公司建造的——西班
牙联合技术公司（TÉCNICAS	 REUNI-
DAS），它同时也这家工厂为产量翻番
而扩建项目的负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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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工业废物管理

1.百菲萨公司（BEFESA）是欧洲第一
家以回收钢铁和铝等废弃物为业务的企
业，它的处理厂遍布英国、法国、德
国、瑞典和土耳其等国。

2.西班牙营建集团FCC是英国收入第五
的废物管理和处理企业。

C.	可持续发展

	 西班牙坚定地致力于所有改善
环境的可持续性的领域，如可再生能
源、水的循环管理、回收和废物利用。

1.西班牙是ROBECCOSAM和毕马威
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国家可持续发展
年鉴中可持续发展领先国家排名名单
中处于第四位的国家，其中包括15％
的世界顶尖企业中的五十八个产业，
评估了近两千家公司。艾玛迪斯公司
（AMADEUS）（科技企业）、歌美飒
（GAMESA）（可再生能源）、西班
牙天然气公司（GAS	 NATURAL）（
天然气分销）、西班牙伊维尔德罗拉
公司（IBERDROLA）（电力）和雷普
索尔(REPSOL)（石油和天然气生产）
都是各自行业的佼佼者。其他西班牙公
司也在各自领域占据第二位或第三位：
安迅能（ACCIONA）公司、阿格拔
(AGBAR)公司、国家燃气公司（ENA-
GAS）、恩德萨（ENDESA）、法罗
里奥集团(FERROVIAL)、INDITEX集
团、英德拉（INDRA）、曼福雷保险
集团（MAPFRE）、西班牙电网公司
（RED	 ELECTRICA）和西班牙电信集
团（TELEFÓNICA）。

2.西班牙伊维尔德罗拉公司（IBER-
DROLA）据其在道琼斯指数的稳健表
现，是世界电力行业的佼佼者。在富时
指数4GOOD公用事业板块核资产股中
位列第一，在STOREBRAND指数中全
球电力中位列第二。

3.安迅能（ACCIONA）公司在英国碧
顿建造的海水淡化工厂，曾被世界上最
具权威的“国际水务情报”评为世界上最

具可持续发展和创新性最强的工厂。

4.国家燃气公司（ENAGAS）领导建设
了绿色数据中心，在欧洲数据处理中心
中的先驱。

5.FENOSA天然气公司是据道琼斯可持
续发展指数（DJSI）公认的公用事业板
块世界上最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之一。

6.雷普索尔(REPSOL)连续两年在能源
行业绿色排名上稳居第一，此排名对世
界上最大的五百家上市公司进行了评
估，衡量了各公司对环境的做法。该公
司也是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2012石
油和天然气板块世界和欧洲排行榜上的
领跑者。它也被三次评为近五年中碳排
放管理和能源效率高的企业。

7.特拉哥萨（TRAGSA）公司在农村可
持续发展项目的实施方面，排名欧洲第
一，并为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
了创新的解决方案，使水资源获得了极
大的节约。

其他行业		

A.机床

	 机床给经济中最重要的行业部
门提供了生产方式，基本到汽车业及零
部件行业，乃至航空航天工业、铁路、
发电和其它方方面面。

1.西班牙是欧盟第三大机床生产和出口
国，是世界第九大国。也是世界第九大
出口国。

2.DANOBAT集团，是蒙德拉贡联合公
司（COOPERATIVA	MONDRAGÓN）
旗下的企业，是机床制造的全球领导
者。也是提供校正飞机涡轮叶片等高科
技设备的世界领导者，目前经营着几乎
所有的商业航空公司生意。

3.法格（FAGOR	 ARRASATE）也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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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蒙德拉贡集团（GRUPO	 MONDRA-
GÓN）旗下企业，是在产品组合、转
型方面世界第一的机床制造商，营业额
占世界前三。

4.尼古拉斯•克雷亚公司（NICOLÁS	
CORREA）无论是规模和创新能力，
还是在构思、设计及制造铣床方面，都
是欧洲领先的工业集团之一。它拥有欧
洲领先的铣削解决方案，适用于最苛刻
的生产，如模具及大型模具制造、航空
航天单片元素件、铁路行业、能源行业
和普通机械行业。

B.钢铁行业

1.西班牙企业，西班牙阿西利诺集团
（ACERINOX），是不锈钢生产能力
世界领先的企业，也是唯一一家在四大
洲拥有四家工厂、在超过三十一个国家
设有固定设备的制造商。

▸ 是在美国生产和销售不锈钢的领导
者。

▸ 目前正在马来西亚建造一个百万吨的
工厂。

▸ 为中国最长的跨海大桥供应不锈钢，
这是运输行业历史上最大的离岸项目，
总长三十五点六公里，大桥连接了香
港、珠海和澳门。所选钢种经独特设
计，为适应海洋工作环境。

2.西班牙建筑钢材生产商，赛乐米
塔尔（ARCELOR¬MITTAL）	 GI-
PUZKOA、西班牙轧钢公司（COMPA-
ÑÍA	 ESPAÑOLA	 DE	 LAMINACIÓN,	
CELSA）、西班牙轧钢公司大西洋
厂（CELSA	 ATLANTIC）、GLO-
BAL	 STEEL	 WIRE、MEGASA钢
厂、NERVACERO和塞维利亚钢厂
（SIDERÚRGICA	 SEVILLANA）是世
界上首批通过建立钢铁工业可持续发展
框架，采用企业社会责任（CSR）战略
的企业。这些公司建筑钢铁的生产达到
欧盟生产总量的16.31％。

3.全球唯一的最新一代世界级对铁轨进

行施工的设备长七十五米，位于阿斯
图里亚斯的赛乐米塔尔（ARCELOR-
MITTAL）工厂。这项工作对一项非常
复杂的新技术的发展很有帮助，因此许
多企业、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都争相参
与。

C.化学工业部门

1.西班牙企业MAXAM，是全球第二
大、欧洲第一大民用爆炸品行业企业，
产品用于采于、基础设施建设或采石
场。

2.EXPAL，是MAXAM公司的防护部
门，在废弃弹药的非军事化使用和清理

	 飒拉
（ZARA）是西班
牙企业INDITEX公
司的旗舰品牌，是
世界领先的时装分
销商。图为位于意
大利罗马博科尼宫
的一家很具有代表
性的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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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土地方面是世界级的佼佼者，也是
欧洲常规弹药清理的引领者。

3.	 MAXAM也是世界领先的运动用狩猎
弹夹企业。

D.人工肠衣

1.西班牙公司VISCOFAN是世界领先的
肉类行业人工肠衣企业，是唯一一家开
发所有品种肠衣技术的全球供应商：产
品包括纤维素、胶原蛋白、粗纤维和塑
料。其产品在不同大洲的八个国家的工
厂生产，销往全球超过一百二十个国
家，并在中国和乌拉圭不断拓展新的胶
原蛋白工厂。他的领导力是基于其生产
设备的高科技发展。

▸ 全球生产的超过60％的纤维素肠衣和
全球超过20％的胶原蛋白技术是来自
VISCOFAN的。

E.其他

1.蒙德拉贡集团（GRUPO	 MONDRA-
GÓN）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联合集
团，它非常国际化，在全球有一百十一
个中小型企业，其中我们耳熟能详的有
DANOBAT、EROSKI超市、ORBEA、
法格（FAGOR）。

▸ 它 是 英 国 “ 金 融 时 报 ”
（FT）“BOLDNESS	 IN	BUSINESS”（
大胆商务）比赛	“DRIVERS	OF	CHAN-
GES”（变化的驱动力）类别的获奖
者，是一家创新型企业，他在合作的基
础上提出自己的业务模型，在集体的工
作中强调团结和个人的参与。

2.奥安达（ORONA）公司（蒙德拉贡
集团GRUPO	 MONDRAGÓN旗下）在
升降梯产量领域欧洲领先。欧洲每十
架新升降机中有一架是奥安达（ORO-
NA）公司制造的。

▸ 它是全球第一家根据ISO	14006标准
有起重生态设计认证的企业。

3.西班牙皇家铸币厂（ÁBRICA	 NA-

CIONAL	 DE	 MONEDA	 Y	 TIMBRE-
REAL	 CASA	 DE	 LA	 MONEDA）是欧
洲四家对外出口防伪纸的生产商之一，
另三所分别在德国、意大利和瑞士。欧
元体需要的防伪纸的约20％在西班牙产
生，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

分销和时尚行业

	 西 班 牙 时 装 史 上 已 经 有
伟 大 的 天 才 们 在 全 世 界 留 下 他
们自己的印记，比如MAR I A N O	
FORTUNY、CRISTÓBAL	 BALENCIA-
GA，其建筑线条、织物处理和颜色都
代表了世界顶级缝制界的真正变革，其
影响力至今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都
是举世公认的顶级设计师。西班牙如今
仍然拥有与众不同的创造者，活跃在国
际T台上。

1.全球范围最大的时装零售集团、从世
界上最好的商学院学到的独特的产品战
略，这就是西班牙INDITEX集团。它的
时尚企业模型是全球范围同一领域中最
成功的。该集团在五大洲八十七个国家
经营超过六千家门店，并仍在继续其全
球扩张。

2.PRONOVIAS公司在婚纱行业的世界
排名位于第一，它在九十三个国家拥有
客户，在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专卖
店。

3.其他西班牙企业和集团也在世界排名
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MANGO，在一
百零九个国家有两千五百多个销售点，
占有非常强势的地位；CORTEFIEL集
团，由四个自由品牌的连锁点组成，现
已在六十五个国家有一千九百个销售
点。

4.打印错误西班牙企业JEANOLOGÍA
已经彻底改革了牛仔裤行业。凭借创新
科技，JEANOLOGÍA是布料镭射雕刻
技术的市场领导者。目前世界牛仔服装
行业85％的布料镭射雕刻生产属于它，
它的顾客遍及五大洲的四十五个国家。

	 西班牙
在各个阶段的
水综合周期管
理都处于世界
领先水平。西
班牙是欧美最
大的淡化海水
生产国。在重
复使用净化水
方面，西班牙
欧洲领先，全
球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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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个在节能和节水、消除纺织过
程中化学品残留和防止全球生产链断链
等各种技术上领先的企业。	

家居行业

	 在这方面，多家西班牙公司在
这个领域都很出类拔萃：

1.西班牙公司，ROCA卫浴，是世界卫
浴用品第一大制造商，在四大洲一百三
十多个国家都有它的产品。

2.在地板、瓷砖领域占世界领先地位的
西班牙企业是PORCELANOSA，它在
全球拥有四百多家门店，有专营店，也
有通过其他公司和当地经销商合作的。

3.在石英表面领域占世界领先地位的西
班牙公司是赛丽石（SILESTONE），
它下属于COSENTINO集团，在超过六
十个国家进行分销。

出版业

1.西班牙在世界上是仅次于美国、英国
和德国的第四大出版强国，拥有非常强
的企业跻身于该领域世界排名前六位。

2.全球第六出版集团，拉丁美洲第一，
西班牙语范围第一、法国第二大出版
集团，是一家西班牙企业，行星集团
（GRUPO	 PLANETA），在分册销售
界也处于领先地位。

3.桑蒂拉纳集团(GRUPO	 SANTILLA-
NA)在拉美市场是无可争辩的非大学教
育类书籍的领军出版社，其在美国的影
响力也很大。

4.SM集团在拉丁美洲是一家领先全球
水平的儿童、青少年类图书出版社。

5.OCÉANO集团在拉丁美洲和美国在引
用作品为西语类书籍的分类中处于绝对

领先地位。

6.西班牙是欧盟国家中拥有译成其他语
言的翻译作品最多的国家（27％），其
次是德国。

培训

	 西班牙有世界上最好的商学
院，是企业管理硕士学位的国际学生喜
爱的目的地国之一。在英国“金融时报”
二零一二年和二零一三年的排名中，三
所西班牙商学院在多种类别分析下都出
现在前几名：

1.根据金融时报“2012欧洲商学院排
名”，三所西班牙商学院分别是IE商学
院，ESADE商学院和IESE商学院，它
们分别占据了排名的第一、第三和第
六，该排名权衡了四个硕士项目：工商
管理硕士、高级工商管理硕士、管理学
硕士和行政教育硕士。

▸ 目前根据这个排名，在工商管理硕
士、高级工商管理硕士、管理学硕士和
行政教育硕士四个专业前五名的学校
中，西班牙是拥有上榜商学院最多的国
家（两所商学院上榜），与法国持平。

2.根据二零一三年金融时报全球百强
学校MBA排名，IESE商学院的全职
MBA（工商管理硕士）项目名列世界第
七。值得注意的是，前十名的学校中有
六所是美国院校、三所欧洲院校，其中
就有位于西班牙的IESE商学院。

3.另外两所西班牙商学院，IE商学院和
ESADE商学院的MBA项目在同一个排
名中进入了世界前二十五名：IE是第十
一名，ESADE是第二十二名。

▸ 根据这个排名，西班牙在全球前二十
五名的商学院中所拥有的院校数量（三
所院校）排在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4.根据金融时报“2013执行教育排名”
，IESE商学院的行政教育课程（培养

	 西班牙
坚定地致力于
所有改善环境
的可持续性的
领域，如可再
生能源、水的
循环管理、
回收和废物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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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士的培训项目）在全球总体排
名第二，排名平均衡量了开放项目和
特定的项目。	 IESE商学院的开放课程
（EXECUTIVEEDUCATION-OPEN）
在世界排名第二，其为公司特定开放
的课程（EXECUTIVE	 EDUCATION-
CUSTOMISED）排名全球第三。在整
体排名中，其他两所西班牙商学院也占
全球领先地位：ESADE排名第四，IE
排名第十九。

▸ 目前根据这个排名中，衡量开放项目
和特定项目，西班牙是唯一拥有两个商
学院入围世界前五名的国家——	 IESE
和ESADE。	 IESE商学院也是唯一一所
在四大洲（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
提供培训课程的商学院。

5.根据金融时报的排名，西班牙的商学
院在其他硕士项目中也在世界水平前
列：根据金融时报“2012金融学硕士（
有工作经验生源）”排名，IE的生源为
有工作经验人士的金融学硕士，排名
世界第三二；根据金融时报“2012年管
理学硕士”排名，IE是第六，ESADE第
七。

6.根据2012年12月和2013年1月出版
的“商业周刊”排名，ESADE商学院的
第二个最好的世界“团队工作”排名世
界第二（MBA排名：TOP	 SCHOOLS	
FOR	 TEAMWORK），“多样性”排世
界第四（MBA排名：TOP	 SCHOOLS	
FOR	 DIVERSITY）；IESE商学院在“
道德”排名世界第六（MBA排名：TOP	
SCHOOLS	 FOR	 ETHICS）；IE在“创
业”排名世界第九（MBA排名：TOP	
SCHOOLS	 FOR	 ENTREPRENEU-
RSHIP），在“领导力”排名世界第十
（MBA排名：TOP	 SCHOOLS	 FOR	
LEADERSHIP）。

7 . 根 据 研 究 生 入 学 管 理 委 员 会
（GMAC）——管理世界各地所有想在
最好的商学院完成学业的学生参加管理
学研究生入学考试（GMAT）——的统
计，西班牙是欧洲的第三大硕士留学目
的地国（仅次于美国、英国和法国），
是世界的第八大硕士留学目的地国（

仅次于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印
度、新加坡和香港）。

8.在欧盟ERASMUS交流项目中，西班
牙是录取学生国（占学生总数的16.2％
）的第一，也是派出学生国（占学生总
数15.6％）的第一。在ERASMUS教师
交流项目中，西班牙是接收教师方（占
总数的10％）的第一和派出教师方（占
总数的10.5％）的第二。

9.蒙德拉贡集团（GRUPO	 MONDRA-
GÓN）的专业培训已经开发了一个学
术和业务管理的模型，以雇佣方案为基
础，与企业需求的合格人才的标准密切
相关。

▸ 它是世界排名前七的专业培训运营
商。这一排名由沙特阿拉伯王国在全球
范围内四十多所候选院校中，经过非常
严谨的删选过程，选出十所管理类的优
秀院校，从而得出此排名。

农业食品行业

	 整个食品行业占了国内生产总
值的7.77％，仅次于旅游业（10.3％）
。正在发展的创新越来越显著，构成了
一个强势、发展、具有创新研发能力、
高质量的、被国际认可的行业。农业食
品行业的西班牙企业目前在不同领域正
走向全世界：

1.西班牙是世界上最大的橄榄油生产国
和最大的出口国。
▸西班牙企业，DEOLEO，是全球无可
争议的橄榄油领先企业，其产品占全球
市场份额的约22％。

2.世界范围分销最多的橄榄油公司是西
班牙企业——伯爵（BORGES），它
是在超过二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引领
者。

▸ 其他西班牙公司，例如莱瑞（LA	ES-
PAÑOLA）或卡波纳（CARBONEL）
，在市场中都表现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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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班牙是世界领先的餐桌油橄榄生产
和销售国。

4.西班牙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葡萄
园，是世界葡萄第三大生产国，世界第
二大葡萄酒出口国，仅次于意大利，
领先于法国。像多利士酒业（MIGUEL	
TORRES）、卡塞瑞（MARQUES	 DE	
CÁCERES）、菲立斯酒庄（FELIX	
SOLIS）或冈萨雷比亚斯（GONZA-
LEZ	 BYASS）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
位。

5.菲斯奈特（FREIXENET）是世界上
第一家涉足优质气泡葡萄酒领域企业，
也是香槟领域的领导者。

6.奥斯本公牛（OSBORNE）是世界领
先的雪利酒品牌。此外，在德国、波多
黎各、意大利和菲律宾也是白兰地领域
的引领者，在墨西哥和美国则排名第
二。

7.由英国公司“无形商业”对市场上的
葡萄酒和烈酒进行的“动力100”排名显
示，多利士（MIGUEL	 TORRES）是
欧洲第一品牌的葡萄酒，并在世界排名
第十一。二零一二年因其在旅游供给上
的创新，曾赢得	 “世界葡萄酒环游大奖”
。

8.西班牙是世界水果和蔬菜的第一出口
大国，其次是美国和荷兰。

9.世界大米第一生产商，和世界第二意
大利面生产商是西班牙企业，EBRO	
PULEVA。

10.西班牙是世界第二大杏仁生产国，
仅次于美国。伯爵（BORGES）是全
球五大坚果运营商之一。

11.西班牙是欧盟第二、全球第四大猪
肉生产国。

12.是地中海地区大棚面积最大的国
家，其次是意大利，提高大棚作物的技
术世界领先。

13.西班牙公司CLAVO是世界最重要的
五大罐头食品公司之一，产品品种丰
富。

14.HIBERBARIC是全球领先的为食品
行业提供高压力加工设备的供应商。属
于西班牙尼古拉斯•克雷亚集团（NICO-
LÁS	CORREA）。
15.西班牙是欧盟有机生产面积第一大
国家。

	 图为位于
巴塞罗那的高迪的
圣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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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和美食
1.西班牙是游客入境欧洲第一目的地
国（欧盟统计局），世界第一度假旅
游目的地国，世界访问量第四大国，
国际会议目的地国排名世界第三。根
据2013年EUROMONITOR的数据显
示，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和马德里这两
个城市名列世界上访问量最大的一百
个城市之内。

2.西班牙是旅游收入第二大国，仅次于
美国，领先于法国、意大利、中国和德
国，并且其旅游盈余（旅游收入和支
出）在世界排名中遥遥领先。

3.根据布卢姆咨询公司（BLOOM	CON-
SULTING）编制的年度世界排名，是
世界上旅游品牌排名第二的国家，仅次
于美国。

4.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有关旅游
与竞争力的两年期报告显示，西班牙是
世界上最具旅游竞争力的第四大国，仅
次于瑞士、德国和奥地利，编制此项报
告时采取了在一百四十个国家和地区的
广泛变量，其中包括国家立法、环境可
持续发展、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
资源。

5.是游客满意度最高的国家之一，82％
的游客游览西班牙后会故地重游。

6.西班牙是欧洲退休人员退休休养的第
一目的地国。

7.是世界遗产数量第二大国，仅次于意
大利，有四十三项世界遗产申报。

8.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宣
布的自然区域数量世界第二的国家，共
有四十二个自然保护区，仅落后于美
国。

9.是自然保护区面积欧洲第二的国家，
共有十四个国家公园，一百二十六个自
然公园和超过两千公里的远足绿道。

10.欧洲最大的生态保护区——DOÑA-

NA国家公园——在西班牙，我们拥有
欧洲第二大的自然保护区面积。

11.我们拥有数量最多的北半球蓝色海
滩，共计五百十一个，有三十三个国家
带头参与了这项计划，其中九十二面蓝
旗飘扬在游艇码头。

12.西班牙是拥有全球最好的博物馆网
络的国家之一。根据馆藏质量，普拉多
博物馆（MUSEO	 DEL	 PRADO）是世
界主要博物馆之一。目前博物馆每年接
待约300万人次参观者。

13.圣地亚哥之路（CAMINO	 DE	 SAN-
TIAGO），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走
到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路线，已
申报欧洲首项文化之旅，也在向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申报的世界遗产之列。

14.西班牙是世界酒店客房数量的第三
大国。

15.西班牙是空运载客数量欧洲第三大
国，落后于英国和德国。西班牙的三个
机场——马德里	-	巴拉哈斯机场、巴塞
罗那机场和帕尔马机场——入选欧洲十
五个最繁忙的机场，马德里机场名列第
四位。

16.五家西班牙公司位列世界上最重
要的三十个酒店集团：梅里亚（ME-
LIA）酒店是世界上第一家连锁度假
酒店，在三十五个国家有超过三百五
十家酒店，最近他们又征服了亚太地
区。BARCELÓ、RIU、NH和FIESTA
酒店都在世界排名中占据着重要的位
置。

1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零一零年宣
布，我国典型的地中海饮食成为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地中海饮食对于健康的
帮助和其预防慢性疾病的作用，这些都
有科学依据。

18.西班牙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
的数量排列，居欧洲第二，共有十一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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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根据联合国二零一三年人类发展指
数，西班牙位于世界二十五个高生活质
量国家之列。

20.西班牙按米其林餐厅总星数排名位
列世界第五，仅次于法国、日本、德国
和意大利，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厨师和餐
馆。伟大的西班牙厨师是创意和现代厨
艺的先驱，并在世界各地已享有很大的
声誉。

▸ 费兰•阿德里亚（FERRAN	ADRIÀ）
被评为过去十年来世界上最好的厨师。

▸ 根据英国美食杂志“餐厅”的评价，EL	
CELLER	 DE	 CAN	 ROCA（赫罗纳）
被评为二零一三年世界最好的餐厅。
因此，西班牙在在世界排名前十位的餐
厅中占有三席（EL	 CELLER	 DE	 CAN	
ROCA,	MUGARITZ	和ARZAK），并有
五家餐厅跻身世界五十强。

▸ 根据英国美食杂志“餐厅”的评价，	
ELENA	 ARZAK被VEUVECLICQUOT	

2012评为世界上最好的女厨师。

21.英国最大的餐厅是西班牙企业伊斯
帕尼亚•伦敦(HISPANIA	LONDON)。

22.西班牙是少数几个拥有烹饪大学的
国家之一，圣塞瓦斯蒂安的巴斯克烹饪
中心，拥有由西班牙所有最负盛名的米
其林星级厨师管理的创新研发中心。

体育		

	 西班牙是众所周知的世界级体
育强国。

1.足球方面，国家足球队是世界上第一
个实现了三连冠的国家队——二零零八
年欧洲杯，二零一零年世界杯和二零一
二年欧洲杯。国际知名的西班牙球员
有：卡西利亚斯（IKER	 CASILLAS）
，	 伊涅斯塔（ANDRÉS	 INIESTA），
拉莫斯（SERGIO	 RAMOS），	 哈维•

	 图为现在
的世界及欧洲足球
冠军——西班牙国
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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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索（XABI	ALONSO），费尔南多•
托雷斯（FERNANDO	TORRES），大
卫•比利亚（DAVID	 VILLA），法布雷
加斯（CESC	 FÁBREGAS），卡尔斯•
普约尔（CARLES	 PUYOL），大卫•席
尔瓦（DAVID	 SILVA），哈维•埃尔南
德斯（XAVI	HERNÁNDEZ），杰拉德•
皮克（GERARD	 PIQUÉ），约尔迪•阿
尔巴（JORDI	 ALBA），	 塞尔吉奥•布
斯克茨（SERGIO	 BUSQUETS），阿
尔瓦罗•阿韦洛亚•科卡（ÁLVARO	 AR-
BELOA）等。

▸ 在欧洲足球协会联盟（UEFA）2012
年欧洲杯选举的最出色的二十三个足球
运动员中，有十位是西班牙球员。知名
西班牙球队之间的比赛激起了世界范围
的巨大足球热情，西班牙足球联赛被广
大的国际公众所追捧。文森特•德尔•博
斯克是继德国教练HELMUT	SCHÖN（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后，第二个
连续获得世界杯和欧洲杯（二零一零年
至二零一二年）的国家队教练，同时获
得二零一二年国际足球联合会授予的金
球奖最佳男足教练。

2.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EL	 REAL	
MADRID	 C.F.）是世界上价值最高的俱
乐部，根据福布斯排名以三十三亿美元
的价值居世界首位。自二零零四年福布
斯发起这一排名开始，第一次超越一直
以来居首位的曼彻斯特联队，曼联退居
第二。

3.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EL	 F.C.	 BAR-
CELONA)在以上排名中以二十六亿美
元价值位列第三，在福布斯排行的各俱
乐部中价值增幅最高。

4.根据由德勤编制的“足球金钱排行
赛”研究统计，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
（EL	 REAL	 MADRID	 C.F.）和巴塞罗
那足球俱乐部(EL	 F.C.	 BARCELONA)
是全球收入最高的足球俱乐部。皇家马
德里足球俱乐部（EL	 REAL	 MADRID	
C.F.）在此项排名位列第一，首次突破
了五亿欧元的大关。

▸ 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EL	 F.C.	 BAR-

CELONA)和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
（EL	 REAL	 MADRID	 C.F.）占据了获
得欧洲奖杯数的第一和第三名（分获十
五座和十二座奖杯）。

▸ 欧陆规模，皇家马德里俱乐部（EL	
REAL	MADRID	C.F.）是获得欧洲冠军
最多的球队，无论是在足球（欧洲冠军
联赛）获得九座奖杯（最大赢家），还
是篮球（欧洲篮球联赛）获得八座奖
杯。巴塞罗那俱乐部(EL	 F.C.	 BARCE-
LONA)，在足球和篮球分别获得四座和
两座奖杯，并在手球（八个欧洲冠军）
和冰球（十九个欧洲冠军）方面表现不
俗。

5.西班牙是世界男子手球冠军。

6.同样也获得了世界篮球、手球、水
球、室内五人足球、冰球、体操、空手
道、攀岩、铁人三项、游泳、花样游
泳、奥运会射击等冠军。

7.西班牙网球队已经五次获得戴维斯杯
（二零零零年、二零零四年、二零零八
年、二零零九年和二零一一年）。

8.西班牙网球选手纳达尔（RAFAEL	
NADAL）是世界上唯一一位七次法网
夺冠的选手，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好的红
土场球员。卡洛斯•莫亚（CAR¬LOS	
MOYÁ）和费雷罗（JUAN	 CARLOS	
FERRERO）也在世界排名中靠前。

9.在赛车运动中，阿隆索获得二零零五
年和二零零六年F1方程式赛车世界冠
军，和二零一零年和二零一二年亚军。
拉力赛中，西班牙车手塞恩斯（CAR-
LOS	SAINZ）两次获得世界冠军（一九
九零年和一九九二年），并获得二零零
七年国际汽联越野拉力赛冠军和二零一
零年达喀尔拉力赛冠军。

10.摩托车运动，西班牙曾获得38次速
度赛世界冠军，从一九六九年涅托(ÁN-
GEL	 NIETO)——他有十三个世界冠军
头衔——获得第一个冠军头衔至今，他
已成为历史上总获奖数量第二的车手。
如今洛伦佐（JORGE	 LORENZO）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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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摩托车锦标赛冠军，MARC	
MÁRQUEZ是MOTO	 2锦标赛冠军。在
拉力赛中，MARC	 COMA在巴黎-达喀
尔拉力赛的三次胜利（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九年和二零一一年）和NANI	
ROMA在二零零四年的胜利尤为引人注
目。

11.西班牙占据自行车运动的首位。西
班牙自行车手安杜兰（MIGUEL	 INDU-
RAIN）是世界上第一位连续五次赢得
了环法自行车赛冠军的车手（一九九
一年-一九九五年），车手阿尔贝托•康
塔多（ALBERTO	 CONTADOR）是世
界上五位中的最后一位赢得三大环赛冠
军的车手：环法自行车赛，环意自行车
赛和环西自行车赛。在其他比赛中也
有西班牙体育运动员的突出身影：高尔
夫球（SERGIO	 GARCÍA和已退役选手
塞维•巴列斯特罗斯（SEVE	 BALLES-
TEROS）以及奥拉萨巴尔（JOSÉ	 Mª	
OLAZÁBAL）），帆船，皮划艇……

12.西班牙通过INESPORT（西班牙体
育产业发展技术平台）在体育的开创
性和产业竞争力方面拥有一套领先的系
统，使得西班牙从事制造体育器材和体
育装置管理活动的公司华丽转身，在世
界排名中占据引领地位。因此，萨穆埃
尔•桑切斯（SAMUEL	 SÁNCHEZ）才
能在ORBEA自行车上赢得奥运金牌，
奥亚尔扎巴（OIARZÁBAL）才能穿着
TERNUA服装配备登顶十四座八千米级
的山峰。

▸ 西班牙拥有世界上最好新一代人造草
坪，FIELDTURF	 POLIGRAS人造草皮
公司在处理特殊地板和运动地板技术方
面世界领先，它们完工的场馆包括欧洲
冠军联赛和其他赛事的举办地俄罗斯卢
日尼基体育场。

▸ MONDO	IBÉRICA是第一批世界级拥
有自己的路面铺设和体育器材研发部门
的公司之一。

▸ FLUIDRA是世界最好的泳池设备公
司（西班牙，因其气候条件，拥有欧洲
超过50％的业务）。MSL（和阿托斯

ATHOS合作）已被委托开展伦敦奥运
会的测时和包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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