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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和创意产业

投资阿斯图里亚斯
绿色的沃土

成功案例
阿斯图里亚斯外商投资
CAPGEMINI

COMPUTER SCIENCE

法国

CORPORATION (CSC)

该公司选择Valnalón (Langreo)工
业区的决定因素为较低的建
设费用，可用土地及当地高
素质的人力资源。

建设在阿斯图里亚斯(Avilés)商
业园的美国跨国企业，雇佣
员工900多人，服务对象85 %
以上是国外客户。

这家德国公司选择阿斯图里
亚斯(Avilés) 商业园主要原因
是当地高素质的人才和优秀
的基础设施。

如今，该公司拥有职工800余
人，主要业务包括软件开发
和系统管理，提供咨询服务
和应用管理。

该公司为企业提供解决方案
和服务技术：业务流程管
理，信息系统外包，系统集
成和咨询服务。

阿斯图里亚斯发展中心
(CEDAS)有90个专业，并设置
优秀的软件开发中心，特别
是有关远程医疗。

美国

SOFTWARE AG

investinasturias.es | www.idepa.es

德国

阿斯图里亚斯公国经济发展研究所, IDEPA
阿斯图里亚斯工业园. 33428. 里亚内拉 , 阿斯图里亚斯. 西班牙..
Tel.: + 34 985 980 020 Fax: + 34 985 264 455 E-mail: investinasturias@idepa.es

创新 & 科技

TIC 行业公司数量的发展

在过去十年中，阿斯图里亚斯自治区的西班牙和外国公司已
为该行业的就业岗位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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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

计算机编程，咨
询及相关计算机
活动

教育
奥维耶多大学推出适应欧洲高等教育区的
新学位，覆盖大多数学科。全校约二万二
千名大学生之中，30 %选择了理科专业。
奥维耶多校区计算机科学学院和希洪校区
理工学院提供计算机科学和电信全面培
训。
其中涉及到TIC行业的著名学位如下：
网络工程硕士
自动化工程与工业信息学硕士
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硕士

8,9 %

数据处理，储存及相关活动;
门户网站

--先进的地区电信基础设施。

24,24 %

维修电脑和通讯设备

--整个地区宽带互联网接入。.
--在数字公民的领域，阿斯图里亚斯自治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当地管理局扶助和发展该行业的决心

7,32 %

--合作倡议并为信息和通信技术集群及知识创新企业协会。

软件编辑

--国际水平I+D特色的机构和中心，例如信息和电信技术中心CTIC，它也
承载了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W3C互联网（万维网），是在互联网标准
化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

通信电缆

2,27 %

1,38 %

无线通信
3,78 %

其他电信活动

来源:INE. DIRCE

1,01 %

卫星通信

汇集了各地50家企业，共约2500名员
工，主要目标是巩固这个行业，与多个
项目积极与合作。TIC企业集群在国际
推广自己企业和合作项目设计上特别活
跃。

独特基础设施
阿斯图里亚斯不仅拥有丰富多彩的高质量
文化，而且拥有独特的空间，回顾过去或
展望未来，始终保持创新的承诺及各种表
现形式。
万维网联盟 (W3C) 西班牙分部
万维网联盟 (W3C) 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标准化
网络机构，CTIC自2003年起成为其西班牙办事
处。W3C是一个通过创建标准，引领网络充分发
挥其潜力，以确保网络未来发展的国际组织。

计算机工程硕士

LABORAL艺术和工业创建中心

通信工程硕士

该中心表明地区对TIC行业和创意产业的重视，
西班牙电信I + D公司和Alcoa跨国铝业公司皆是
其赞助商。阿斯图里亚斯政府通过这个中心加强
推动科技文化领域，使其成为一个生产，传播和
推广创造性地利用信息技术和通信新文化的多学
科机构。

规范化职业培训学生就读于技术职业超过
35 %以上，完成阿斯图里亚斯工作的劳动
技术技能，结合工作实习的理论培训。

AEI 知识创新商业协会
专为促进信息社会领域内的科技发展，
创新和应用研究而成立，汇集了32家相
关知识领域的企业（主要是TIC及相关部
门）和2个阿斯图里亚斯企业制度创新实
体。（TIC集群，信息与通讯，CTIC的技
术中心）。

阿斯图里亚TIC领域公司相关业务

--阿斯图里亚斯自治区家庭宽带连接率 (ADSL，有线网络等）在全国排
名第七，达到78,7 %，而全国平均水平为77,8 % (INE2015)。

是阿斯图里亚斯信息通信技术服务的主
要推动机构。全国主要科技中心之一，
在地区，国内和国际层面积极促进科技
发展和社会创新，以建立与公共部门
（ 管理部门，政府，研究机构，大学
等）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关系。
TIC 企业集群

这些公司其中51%属于电脑编程，咨询和其他相
关行业，电脑维修，数据处理，托管及相关活动
占了24.24%，还有8.9%的企业致力于门户网站业
务。

--阿斯图里亚斯自治区公司97.89 %的配有电脑，80.6 %有互联网接入和网
站 (INE2015)。

CTIC. 信息和电信技术中心

来源: INE

阿斯图里亚斯在2015年有792家信息技术和创意
产业公司，其主要业务是开发，生产和集约化发
展通信和信息技术。

部门的特点

科技中心，创新+设计+研发机构，
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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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阿斯图里亚工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其中高级服务
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种新的经济现实中，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信息技术和通信（TIC）领域。

34.824

阿斯图里亚斯TIC产业及创意部门

553

756

792

阿斯图里亚斯
西班牙

LABORAL文化工作城

创意产业
在阿斯图里阿斯创意领域里，平面设计，广告与
试听占最大的比重。
--阿斯图里亚斯的平面设计有着优良传统，基于
阿斯图里亚斯艺术 学院，奥维耶多艺术学校，
阿斯图里亚斯平面设计师协会 (AGA) 和 MOTIVA
的声望。图形设计，不仅有价值，而且是一门
重要的语言。
--阿斯图里亚斯的视听集群旨在促进该行业的发
展和国际化，成立阿斯图里亚斯音像制作公司
协会，同时，阿斯图里亚斯电影委员会利用各
种阿斯图里亚斯风景自然资源，已成为国内外
重要的拍摄地点。
--最近几年广告业有很大的增长，并成立了阿斯
图里亚斯的广告协会(ADAPPA)
--此外，当地游戏产业是创意产业和TIC之间的合
作枢纽。为此，阿斯图里亚斯推出Let´s game特
定快速发展方案，让企业家通过阿斯图里亚斯
CEEI机构推广游戏和比赛

建于20世纪，是西班牙面积最大建筑物（共
270,000 平方米）。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多元化空
间，是众多企业和机构的办公中心，并提供各
种演出和休闲活动设施。阿斯图里亚斯公共电视
台，专业音乐和舞蹈学院，霍韦亚诺斯商业，旅
游与社会科学学院，也是德国蒂森克虏伯跨国公
司的研发中心。

你知道吗？阿斯图里亚斯
CTIC技术中心被欧盟委员会选为
互联网政策全球观察技术开发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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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

计算机编程，咨
询及相关计算机
活动

教育
奥维耶多大学推出适应欧洲高等教育区的
新学位，覆盖大多数学科。全校约二万二
千名大学生之中，30 %选择了理科专业。
奥维耶多校区计算机科学学院和希洪校区
理工学院提供计算机科学和电信全面培
训。
其中涉及到TIC行业的著名学位如下：
网络工程硕士
自动化工程与工业信息学硕士
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硕士

8,9 %

数据处理，储存及相关活动;
门户网站

--先进的地区电信基础设施。

24,24 %

维修电脑和通讯设备

--整个地区宽带互联网接入。.
--在数字公民的领域，阿斯图里亚斯自治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当地管理局扶助和发展该行业的决心

7,32 %

--合作倡议并为信息和通信技术集群及知识创新企业协会。

软件编辑

--国际水平I+D特色的机构和中心，例如信息和电信技术中心CTIC，它也
承载了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W3C互联网（万维网），是在互联网标准
化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

通信电缆

2,27 %

1,38 %

无线通信
3,78 %

其他电信活动

来源:INE. DIRCE

1,01 %

卫星通信

汇集了各地50家企业，共约2500名员
工，主要目标是巩固这个行业，与多个
项目积极与合作。TIC企业集群在国际
推广自己企业和合作项目设计上特别活
跃。

独特基础设施
阿斯图里亚斯不仅拥有丰富多彩的高质量
文化，而且拥有独特的空间，回顾过去或
展望未来，始终保持创新的承诺及各种表
现形式。
万维网联盟 (W3C) 西班牙分部
万维网联盟 (W3C) 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标准化
网络机构，CTIC自2003年起成为其西班牙办事
处。W3C是一个通过创建标准，引领网络充分发
挥其潜力，以确保网络未来发展的国际组织。

计算机工程硕士

LABORAL艺术和工业创建中心

通信工程硕士

该中心表明地区对TIC行业和创意产业的重视，
西班牙电信I + D公司和Alcoa跨国铝业公司皆是
其赞助商。阿斯图里亚斯政府通过这个中心加强
推动科技文化领域，使其成为一个生产，传播和
推广创造性地利用信息技术和通信新文化的多学
科机构。

规范化职业培训学生就读于技术职业超过
35 %以上，完成阿斯图里亚斯工作的劳动
技术技能，结合工作实习的理论培训。

AEI 知识创新商业协会
专为促进信息社会领域内的科技发展，
创新和应用研究而成立，汇集了32家相
关知识领域的企业（主要是TIC及相关部
门）和2个阿斯图里亚斯企业制度创新实
体。（TIC集群，信息与通讯，CTIC的技
术中心）。

阿斯图里亚TIC领域公司相关业务

--阿斯图里亚斯自治区家庭宽带连接率 (ADSL，有线网络等）在全国排
名第七，达到78,7 %，而全国平均水平为77,8 % (INE2015)。

是阿斯图里亚斯信息通信技术服务的主
要推动机构。全国主要科技中心之一，
在地区，国内和国际层面积极促进科技
发展和社会创新，以建立与公共部门
（ 管理部门，政府，研究机构，大学
等）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关系。
TIC 企业集群

这些公司其中51%属于电脑编程，咨询和其他相
关行业，电脑维修，数据处理，托管及相关活动
占了24.24%，还有8.9%的企业致力于门户网站业
务。

--阿斯图里亚斯自治区公司97.89 %的配有电脑，80.6 %有互联网接入和网
站 (INE2015)。

CTIC. 信息和电信技术中心

来源: INE

阿斯图里亚斯在2015年有792家信息技术和创意
产业公司，其主要业务是开发，生产和集约化发
展通信和信息技术。

部门的特点

科技中心，创新+设计+研发机构，
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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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阿斯图里亚工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其中高级服务
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种新的经济现实中，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信息技术和通信（TIC）领域。

34.824

阿斯图里亚斯TIC产业及创意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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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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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图里亚斯
西班牙

LABORAL文化工作城

创意产业
在阿斯图里阿斯创意领域里，平面设计，广告与
试听占最大的比重。
--阿斯图里亚斯的平面设计有着优良传统，基于
阿斯图里亚斯艺术 学院，奥维耶多艺术学校，
阿斯图里亚斯平面设计师协会 (AGA) 和 MOTIVA
的声望。图形设计，不仅有价值，而且是一门
重要的语言。
--阿斯图里亚斯的视听集群旨在促进该行业的发
展和国际化，成立阿斯图里亚斯音像制作公司
协会，同时，阿斯图里亚斯电影委员会利用各
种阿斯图里亚斯风景自然资源，已成为国内外
重要的拍摄地点。
--最近几年广告业有很大的增长，并成立了阿斯
图里亚斯的广告协会(ADAPPA)
--此外，当地游戏产业是创意产业和TIC之间的合
作枢纽。为此，阿斯图里亚斯推出Let´s game特
定快速发展方案，让企业家通过阿斯图里亚斯
CEEI机构推广游戏和比赛

建于20世纪，是西班牙面积最大建筑物（共
270,000 平方米）。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多元化空
间，是众多企业和机构的办公中心，并提供各
种演出和休闲活动设施。阿斯图里亚斯公共电视
台，专业音乐和舞蹈学院，霍韦亚诺斯商业，旅
游与社会科学学院，也是德国蒂森克虏伯跨国公
司的研发中心。

你知道吗？阿斯图里亚斯
CTIC技术中心被欧盟委员会选为
互联网政策全球观察技术开发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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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选择Valnalón (Langreo)工
业区的决定因素为较低的建
设费用，可用土地及当地高
素质的人力资源。

建设在阿斯图里亚斯(Avilés)商
业园的美国跨国企业，雇佣
员工900多人，服务对象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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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要业务包括软件开发
和系统管理，提供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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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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