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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航海家哥伦布曾说过一句

话：“只要我们把希望的大陆牢牢装

在心中，风浪就一定会被我们战胜。”

这句话被人们用在中国和西班牙之

间势头强劲但一直在努力寻找平衡

的双边贸易上。最近几年，中国和西

班牙之间双边贸易增长迅猛，引人注

目，但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西班牙在对

华贸易中巨大的贸易逆差。但种种迹

象表明，在东方人的温和理性与西班

牙激情文化的共同作用下，中西双方

正逐步发现相互贸易的真正互补优

势，从而正在打造一个更加坚实的未

来。

斗牛士的激情
与西班牙的腾飞

1959年佛朗哥政府改变了西班牙
的闭关锁国政策，制定并执行了“稳

定发展计划”，开始对外国资本和商

品实行开放。自 1963年至 1975年又
执行了 3个发展计划，西班牙逐步走
上现代化的轨道。从 1975年至 1995
年的 20年是西班牙政治经济发生深
刻变化的 20年。在此期间，西班牙在
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领域进行了

全面的、彻底的改革，成为 20世纪民
主改革、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之

一，被世界各个民主发达国家所肯定

与接纳。尤其是在欧盟其他国家的帮

助下，西班牙的经济迅猛发展，一举

成为年轻的发达国家。

1975年至 1985年是西班牙的经
济危机和调整时期。1973—1974年国
际市场上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使能

源短缺的西班牙经济受到巨大冲击。

然而，西班牙政府不仅没有对以耗油

量大的冶金、造船等重工业为主的工

业结构及时进行调整，反而给予大量

补贴。能源危机和结构危机使西班牙

经济陷入“滞胀”的泥潭，经济停滞与

高通货膨胀率并存。为扭转这一局

面，1977年上台执政的中间偏右的民
主中心联盟政府采取了一些调整措

施。但是，由于没有对工业结构进行

改革，反而将相当数量的私人亏损企

业转为国有，致使公共开支剧增。加

上 1979 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
西班牙通胀再度上升，外贸逆差增

加，失业人数剧增，经济形势恶化。

1982年 10 月 28 日工人社会党
在大选中获胜并开始执政。工社党政

府接受了国际机构的建议，采取了中

期逐步调整政策。为刺激出口，将比

塞塔贬值 8%，压缩对私营部门的国
内贷款，控制利率上涨。政府还同企

业主、工会就控制工资增长幅度达成

协议。为使西班牙早日加入欧共体，

政府对工业结构、劳工市场等进行了

改革。政府颁布了全国能源计划，对

能源部门进行了调整。对耗能大的工

业企业(冶金、造船业等)进行适当的
关、停、并、转，优先发展耗能小的技

术密集型工业企业；政府不再将亏损

的私营企业转为国有，开始将一些亏

损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些调整和改

革措施为西班牙加入欧共体打下基

础。1986年 1月 1日，西班牙正式加
入欧共体。

西班牙加入欧共体后，实行全面

的开放政策，开始了一个快速发展的

新阶段。1986年至 1989年西班牙国
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 4.8%，超过
欧共体平均增长率(3.1%)，被视为西
班牙的“经济奇迹”。

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西班牙出

现了一些“过热”的征兆，为此政府加

强了宏观经济的调控，使本国经济既

能保持适度增长，又能避免通货膨胀

加剧。1991年 12月欧共体 12国首脑
达成《马斯特里赫条约》(简称《马
约》)，12国将逐步实现经济、货币和
财政政策的统一，实行共同的外交和

安全政策。西班牙参议院于 1992年
11月 25日批准《马约》。西班牙同其

他欧盟国家一样，进一步调整本国经

济结构和经济政策朝着建立欧洲经

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的方向努力。

中西两国经贸商机无限

西班牙是最早同中国接触的西

方殖民国家之一。据历史记载，西班

牙人于 1572年开始与中国通商。新
中国成立后，中西两国间很长时间无

官方贸易往来，只有零星民间贸易。

到 1960年两国年均贸易额仅 6万美
元。60年代两国双边贸易发展也很缓
慢。1973中国同西班牙建立外交关系
后，两国的贸易关系随之有了长足发

展。

但中西双边贸易长期以来存在

明显的不平衡，西班牙在对华贸易中

巨大的贸易逆差成为西班牙一直头

疼并日益关注的问题。过去许多年

中，中西贸易有一定的互补性，但互

补性不强。许多的中国制成品，如服

装、玩具、家具、灯具、鞋、皮革、钟表、

家用纺织品、陶瓷制品、帽子、水果蔬

菜罐头等在西班牙进口同类产品中

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玩具、皮革制

品、帽子等已占到西班牙进口同类产

品的 40%以上。许多制成品与西班牙
传统制成品形成激烈的竞争。而西班

牙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中，很大一部分

为原材料，如废钢、废铜、废纸、废铝、

塑料、钢材、锌、棉花、皮革、橡胶等。

尽管西班牙政府和企业做了大量的

促销工作，但中国消费者对西班牙及

其产品仍然了解较少，中国大多数企

业在购买外国设备和技术时仍然偏

爱美、日、德、英、法等发达国家的产

品，认为西班牙的设备、技术不如这

些国家先进。事实上，西班牙大多数

的出口商品正是销往欧盟的发达国

家，这足以说明西班牙商品的质量是

过硬的。

转机正在形成。2008年以来中国
对西班牙的投资额已经超过了之前

所有的投资总额。伴随着西班牙的经

济复苏，中国在西班牙的投资呈现多

元化的趋向，在工业、农业和服务业

等领域得到诸多投资机遇。与此同

时，中国也在逐步了解和发现一个与

此前很不相同的西班牙，与几年前的

低端工业制成品交易不同，人们发现

中西两国有着巨大的经济互补性和

交换潜力。今年 2月 7日，由西班牙
政府支持的西中经济商业合作交流

会“西班牙之夜”在广州富力君悦大

酒店隆重举行，在这个有 400多位商
界成功人士参加的高层商界交流会

议上，西班牙橄榄油、精密机械技术，

高端红酒等优势产业呈现在人们面

前, 西中企业家商会有意以西班牙食
品、红酒业为切入点向各行业扩展，

积极促进中西双方在创新科技、食

品、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农业等领

域展开合作。

特约记者 钱振文

中国与西班牙：
东方理性与西方激情的完美结合

欧债危机的阴影下，作为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的西班

牙曾一度被市场猜测为即将被迫申请主权救助；为了化解

危机振兴经济体，西班牙决策者不得不推出了包含削减公

共债务和赤字、劳动力市场、养老金等多个领域的结构性经

济改革方案。而如今，困扰欧洲的危机正在减退，初现曙光，

西班牙的投资现状如何？中西之间有何新的合作空间？对

此，《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了西班牙驻华大使瓦伦西亚

（Manuel Valencia）。
《中国企业报》：西班牙正在进行经济改革，这对于中国

企业的投资是否意味着新的机会？

瓦伦西亚：和汽车引擎一样，西班牙经济在过去 30 年
间取得飞速发展，但由于一些不平衡的因素，随后经济直线

下滑，为了化解危机，西班牙进行了一场彻底的革命。

现在西班牙经济逐步走出危机，增长速度比欧洲其他

国家快得多。在新的经济环境下，给中国企业提供了巨大的

发展机会。中国企业需要了解如何让其产品与目标市场相

匹配，而西班牙是很好的合作伙伴。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中

国企业前往西班牙投资旅游业、生物技术、航空等行业。比

如旅游业，作为西班牙第二大产业，吸引中国的投资会推动

旅游业的发展，也会带动房地产的发展。在西班牙的房地产

投资领域，中国排在前十名。

《中国企业报》：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对欧投资增长

迅速，这种趋势是否反映在中国对西班牙投资上？目前中国

企业在西班牙主要的投资领域有哪些？

瓦伦西亚：近年来，中国对西班牙投资增长较为迅速，

但我们认为还没有到达理想的状态，中国在拉美、非洲、美

国等地投资的体量更大，而中国在欧洲投资规模还没那么

大。

不过，2012年，中国在西班牙的投资达到了四亿欧元，
而且中国在西班牙的投资在日益增加。

中国企业投资的行业主要在电信、电子零部件、金融和

商业服务、金属、可再生能源、工业设施、设备、塑料产品、旅

游领域等。西班牙在通讯方面有很大的优势，网络技术、IT
技术发展得非常快，许多软硬件的供应商都会与我们合作，

包括中国的软件、通讯技术项目都已落户西班牙，如华为、

中兴等。目前，已经有超过 135 个中国企业到西班牙投资，
包括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石化、民生银行、

中国人寿、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

中国平安公司、招商银行、中国石油等；也有一些酒店公司

与西班牙的酒店公司建立了合资公司；另外，还有中国汽车

产业、零部件产业的一些企业到西班牙投资建厂。

《中国企业报》：西班牙对中国投资有哪些激励政策？

瓦伦西亚：西班牙投资的激励措施包括商业、税收、研

发等方面的激励措施等等。西班牙企业所得税是非常合理

的，我们现在有特殊的税务制度，对于来自外国的企业而

言，有非常好的机会。如果企业想在西班牙建立研发中心，

西班牙有很多激励政策，甚至有 40%税收的减免支持和补
助，与其他国家相比，在这一点上，西班牙是遥遥领先的。此

外，我们还有在专利方面的激励政策，西班牙是很多企业的

首选之地。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新兴的投资领域，比如葡萄酒

行业。西班牙拥有全球面积最大葡萄园，有 69个法定产区，
46个葡萄酒地理标志保护区域（世界上各主要葡萄酒生产
国，特别是 WTO 的成员国都先后建立了各自的葡萄酒地理
标志或原产地标志系统）。西班牙的葡萄酒产量在世界排名

第三。中国很多人了解法国葡萄酒，但对西班牙的葡萄酒却

不甚了解。近期有很多西班牙葡萄酒的推广活动。

中国企业也可以收购西班牙的葡萄酒企业，这样能更

深入地了解葡萄品种、种植、产量和酿造工艺。当然，在这过

程中，相互之间逐步建立的信任感，将为双方进一步开展投

资建立更为坚实的基础。

《中国企业报》：中国企业去西班牙投资最大的挑战是

什么？高成本的劳动力是否会成为阻碍？法律方面需要注意

哪些问题？

瓦伦西亚：劳动力高成本不是主要阻碍，谈论这个话题

已经过时了，比如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增加了很多，但其他国

家的投资者还是源源不断在华进行投资活动。劳动力成本

最高的国家是瑞士，但各国在瑞士投资并没有减少。现有的

商业环境下，企业考虑更多的应该是综合竞争力，包括产品

的竞争力和创新力。西班牙劳动力的成本低于英国、俄罗

斯、德国、法国等国家并低于欧洲的平均水平；但西班牙的

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在不断上升。

我认为中国企业赴西班牙投资最大的挑战在于了解西

班牙的商业环境和消费者需求。西班牙在投资方面的法律

与欧洲其他国家差别不大。相比之下，中国的法律体系比西

班牙复杂得多。有的行业，比如金融行业，如果西班牙银行

想来中国开设分支机构，过程远比中国的银行去西班牙开

设机构要复杂得多。

本报记者王莹

期待中国企业
加大对西投资力度

西班牙驻华大使瓦伦西亚：

（上接第二十一版）

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继续推动世

界经济格局的深刻改变，这是目前全球

经济最重要的转型方向之二。

当今经济已全球化，经济重心正在

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造成

了全球资本的大流动和金融结构的剧

变，这是大趋势。正是全球人口基数的

增长和新兴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的不

断提高，刺激产生了大规模的消费需求

及消费的升级换代要求，新一轮消费扩

张明显推动了新兴经济体对原材料等

大宗商品和能源需求的上升。加之发达

经济体多年需求的暗淡和复苏乏力，新

兴经济体已经成为全球资源需求的主

导力量。

正在不断深化的经济全球化，实质

就是国际产业的再分工、全球经济格局

的再塑造，各国要依据新的优势定位及

制约条件重新排队，发达经济体已无法

再依靠贸易保护主义，也无法再指得上

对新兴经济体更多的危机转嫁。而且，

全球制造业生产模式早已发生了重大

的趋势变化，原先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链，已不足以

支持以新兴经济体消费需求为主要推

动力的全球增长，新兴经济体于是便大

规模地进入了发达经济体的优势行业，

并向制造业的高端价值链不断延伸，正

逼迫着发达经济体向更高端的科技和创

新服务业做着更加艰难的新转移。

其实，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

实力差距在缩小，相互位置早已出现了

挪移。目前中国对世界 GDP增量贡献

已最大，成为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的主力。

2013年对全球经济增量的贡献，美国维

持 12%以上，中国还将超过 25%。正如索

罗斯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时认为的，“全

球经济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中

国”，“这将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在新经

济形势下的适应能力构成一系列全新的

挑战”。而且，中国等已同步开始向更高

端的科技和创新服务业进军，主动与发

达经济体“竞赛”。的确，在全球经济新格

局、新秩序的建设中，中国等新兴经济体

逐步有了相应的话语权。

全球经济格局在变化，主导发展的

力量在变化，规则和秩序也将变化，发达

经济体们依然用“难以理解”的眼神打量

着后来者，而新兴经济体们则努力甩脱

了“羞涩”和陌生感，正兴冲冲地急步向

前。就这样，2014年来了。

近日，由中国企业报社主办

的西班牙拉曼恰大区贸易和投

资会在京举行。西班牙拉曼恰

大区政府就业与经济部部长卡

瑟诺、拉曼恰大区经济战略发

展与欧洲事务局总监吉门那以

及西班牙驻广州总领事馆经济

商务参赞凯瑟出席会议并发表

讲话。

据了解，卡斯蒂利亚-拉曼
恰大区的农业食品、航天科技、

信息和通信技术、可再生能源、

旅游物流和建筑等行业在西班

牙众多自治区中处于领先地位；

由于坐落在西班牙心脏地带，临

近马德里，供应西班牙50豫以上
消费市场，被视为欧洲和北非提

供高效和快捷的交通渠道，并是

通往中南美洲的重要枢纽。

吉门那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具体而言，

拉曼恰地区是西班牙葡萄酒、橄

榄油以及加工肉类、奶酪和奶制

品的最重要生产区。另外，作为

世界最重要的航空用途的碳纤

维生产区，该地区产量占世界总

生产量的 10豫。在软件开发方
面，拉曼恰是数据存储和业务流

程外包（ BPO）服务的优越集中
地。

“除此之外，该地区劳工竞

争力强且注册公司成本较低，并

能获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

支持。对中国企业赴西班牙投资

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吉门那称。

会上，多位企业家代表与参

会人员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洽

谈，交流成果颇丰。

【直播 Live】

本报记者 王莹

西班牙拉曼恰大区贸易
和投资会举行

2012年，中国在西班牙的投资

达到了四亿欧元，并且投资在日益

增加。

“

【对话 Dialogue】

种种迹象表明，在东方人的温和理性与西班牙激情文化的共同作用下，中西双方正在逐步发现相互贸易的

真正互补优势，从而正在打造一个更加坚实的未来。图为西班牙穆尔西亚国立舞蹈团在中国广西南宁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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