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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汽车工业 关键数据

西班牙是欧洲第二大汽车制造国 世界排名第九（ ）

来源： 年度报告 西班牙研发与创新国务秘书处科技平台《移向未来》（ ）

个品牌

座工厂

家汽车零部件
公司

个汽车产业聚落

个科技中心

▪ 年，生产了 万台车辆（ 年生产了

万辆）

▪ 代工生产＋汽车零部件贸易额达 亿欧元

▪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

▪ 就业人口占 两百万个工作岗位 ＊＊

▪ 出口车辆占

▪ 占西班牙出口的 （代工生产＋汽车零部件）

▪ 年代工生产贸易顺差 亿欧元

▪ 占西班牙研发与创新的

＊代工生产 汽车零部件贸易额占 比重 包含经销、融资、等相关活动，代工生产 ＊＊包含经销、服务、加油站、融资、运输保险、驾校



西班牙车辆生产

西班牙汽车工业仍维持关键角色

▪ 西班牙工厂可制造三百万台车辆

▪ 占全球生产的 及欧洲市场份额的

▪ 超过 的车辆出口至 多个国家

种类划分

▪ 乘用车和皮卡

▪ 商用车辆。

▪ 工业用车辆

来源 ANFAC西班牙汽车和卡车制造商协会

西班牙车辆生产和出口（数量）



西班牙汽车工业
年西班牙制造的汽车

2020-2021车款

▪ 款。

▪ 款电动版本。

▪ 款全球独家



汽车工业

外国投资

西班牙是对新汽车工业项目而言最具吸引力的国家：

▪（按资本支出）在过去 年里是欧洲汽车绿地项目的第二大目的地

▪ 亿的资本支出源自 间 公司，创造了 个工作机会

来源 FDI markets：数据源自 2017年1月至2022年7月间，欧洲发展中国家和西欧投资汽车配件和汽车代工行业的公司。

目的国 资本支出 项目 就业机会 公司

德国 11,525.8 225 17,861 173

西班牙 9,398.7 115 20,051 59

英国 9,095.2 170 17,509 116

斯洛伐克 7,339.8 39 20,275 33

土耳其 5,654.0 135 11,243 109

波兰 4,930.8 92 25,377 71

匈牙利 4,830.1 79 17,943 59

俄罗斯 4,819.0 61 27,280 53

法国 3,379.7 134 10,281 92

塞尔维亚 2,910.1 53 23,799 40

捷克共和国 2,028.3 47 11,213 36

罗马尼亚 1,677.4 47 12,250 38

欧洲共计37国 77,050.2 1,460 252,532 817



西班牙汽车工业
国际地位

其他
韩国

捷克共和国
罗马尼亚

在超过30年的时间里，仅美国、日本、
德国和西班牙保持在

前10名

（ ）排名

来源：ANFAC OICA 统计 http://www,oic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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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ica.net/


电动车辆（ ）工业化能力

来源：企业来源 报告和西班牙汽车工业蓝图 欧盟委员会排放法规

西班牙必须在 年前生产 万辆电动车以保持其欧洲汽车制造商的地位并符合欧盟排放法

规。

绿色移动出行–迈向电动和网联移动

西班牙制造了 辆纯电动汽车（ ） 辆纯电动汽车 混合动力汽车
（ ）

▪在 年出厂 辆西班牙制 在 年增长了

▪在 年出厂 辆西班牙制 在 年增长了



如要符合欧盟的二氧化碳排放目标，西班牙需要：

在 年拥有五百万台电动汽车上路并设有 个充电站

来源：企业来源 报告和西班牙汽车工业蓝图 欧盟委员会排放法规

绿色移动出行–迈向电动和网联移动

▪ 年保有量： 台电动汽车（纯电动 混合动力）

▪ 新注册： 纯电动 混合动力： 台

✓ 台纯电动 在 年增长了

✓ 台混合动力 在 年增长了

▪ 基础建设：在 年建设了 个公共充电站

✓ 在主要的交通走廊设有 个超过 的公共充电站

电动车辆市场



投资，下一代计划–《经济复苏和转型战略性计划》
（PERTE）电动汽车项目

《经济复苏和转型战略性计划》（ ）的电动和网联汽车 个工业项目已
获批
经济复苏和转型战略性计划，旨在发展一个为电动和网联汽车生产所打造的完整生态系统。

• 总投资额 亿欧元

• 公共投资 欧元：

✓ 欧元用于产业的价值链转型（电池生产、新组件、新平台）

✓ 千万欧元 可持续性汽车工业的科技计划 亿欧元产业数据空间和 万欧元人工智能整合至价值链。

✓ 亿欧元 需求激励、部属充电基础建设 万欧元 网络、就业和 万欧元 双培训计划。

预期影响：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为 且可增加 个工作机会。
生产成果： 台电动汽车和 个充电站

https://www.mincotur.gob.es/es-es/recuperacion-transformacion-resiliencia/Paginas/perte.aspx



投资计划–《经济复苏和转型战略性计划》（PERTE）

成功案例

年五月 西班牙西雅特大众汽车集团投资 亿欧元

西雅特公司和大众汽车集团已宣布有意启动 亿欧元来实现西班牙电动化，以作为对西班
牙及电动车辆发展的承诺，前提为大众汽车集团（62间公司参与）可获得PERTE VEC项目
的积极回应。

公司有意愿和外部供应链一同投资以实现位于马尔托雷利（ ）和潘普洛纳
（ ）的大众工厂的电气化，以及位于瓦伦西亚（ ）工厂电池生产的本地
化”。大众集团的目标是每年拥有 的产能，计划在瓦伦西亚地区雇用 多名员工。

“这将成为西班牙历史上最大的单一工业投资。《未来快进计划》（
）包括在瓦伦西亚的萨肯多建设一座电池工厂”

大众集团的巨大电池工厂将于2023年开始建设（auto-revista.com）

https://www.seat-mediacenter.com/smc/seat-sa/seat-sa-news/company/2022/SEAT-SA-and-Volkswagen-Group-to-mobilize-more-than-7-billion-euros-to-electrify-Spain.htm
https://www.auto-revista.com/texto-diario/mostrar/3693742/gigafactoria-baterias-grupo-volkswagen-comenzara-construirse-2023


投资，下一代计划I

《经济复苏和转型战略性计划》（ ）项目下的电动和网联汽车
个工业项目已获批 年九月

来源
https://www.mincotur.gob.es/es-es/recuperacion-transformacion-resiliencia/Paginas/perte.aspx

▪ 西雅特大众（ ） 《未来快进计划》（ ） 西雅特大众汽车工厂和
供应链电气化。 间公司和 个地区参与

▪ 西班牙雷诺汽车（ ） 制造电动和网联汽车的全新生态系统 间公司

▪ 西班牙欧宝汽车 斯特兰蒂斯集团（ ） 朝向电动汽车和可持续性工业转型。
间公司。

▪ 梅赛德斯戴姆勒集团（ ） 电动汽车价值链的转型，从而在西班牙制造高级电动小
型货车。

▪ 伊里萨尔集团（ ） 公共汽车和零排放运输的供应链及基础设施的技术和产业发展。
间公司



投资，下一个计划II

《经济复苏和转型战略性计划》（ ）项目下的电动和网联车辆
个项目已获批 年九月

▪ 西班牙福特（FORD ESPAÑA, S.L.）西班牙福特汽车战略性拖拉机计划和未来电动及网联汽车生产的供
应链

▪ 法格家用电器集团（FAGOR ELECTRONICA, S.COOP.）新一代高附加价值专业电动汽车的产业研究。

▪ FAURECIA INTERIOR SYSTEMS SALC ESPAÑA S.L. 汽车行业数字化和生态转型，打造新的移动生
态系统

▪ HUB TECH FACTORY, S.L HUB-dCO2: 实现电动和网联汽车模块化生产的脱碳中心。18间公司

▪ SAPA OPERACIONES SL  基于互联和可持续性的电动出行系统的解决方案



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

▪ 坚实的工业基础和国际领先地位

▪ 具有生产力且灵活的制造工厂。

▪ 对产品和工艺创新的高投入。

▪ 强大且创新的工业供应链及汽车零部件工业。

▪ 提供成本有竞争力的高素质人力资源。

▪ 专业培训和持续培训领域的产业投资。

▪ 市场准入：面向欧洲、中东及北非和拉丁美洲的得天独厚的出口平台

▪ 外国投资开放国家。为商业发展提供公共支持。

▪ 商业发展和投资及研发创新活动的广泛激励机制。



汽车工业商业机会

▪ 锻压、金属零部件和轻量化

▪ 先进复合材料

▪ 工程塑料

▪ 电力引擎和组件（永磁体）

▪ 动力总成：电动车辆传动系统、电力电子

▪ 电池技术：材料和组件（电池、阴极、隔膜、电解质、电池管理系统）

▪ 电子；网联。电网整合。半导体。

▪ 自动驾驶系统：西班牙实验室 开放驾驶测试国家且快速获得许可。

▪ 智能运输系统、传感器、数据分析和网络安全。

▪ 充电站基础建设。

▪ 轻量电动汽车制造。

▪ 数字化工厂 系统和技术。

▪ 汽车共享，城市交通。

▪ 设计工程 测试 核准。 ww.move2future.es

研发创新和工业项目具有机遇的领域

http://www.move2future.es/


我们是西班牙，让我们携手共创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