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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是会议和活动旅游(MICE)的世
界强国，如果您想获得最佳结果，西
班牙是一个稳妥的选择。我们的不同
之处在于资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专
业人员拥有丰富的经验，提供高品质
的酒店服务和基础设施。此外，西班
牙也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家，是世界
上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ICCA（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2018
年度报告数据显示西班牙位列榜单第
四位，是举办会议、大会和大型专业
活动的最佳目的地之一。在这份报告
中，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位列前10 。

您可以充分利用西班牙会议局(SCB)提
供的设施和服务。该局为活动组织者
提供有关可用基础设施和资源的免费
咨询，促进他们与当地会议服务办事
处之间的联系。
此外，还可以联系其他协会和当
地合作伙伴，帮助您组织活动。
为您提供基础指导，帮助您找到
所需的附加值。 S p a i n D M C汇集
专门从事会议和奖励旅游的主要
地接公司。如果您想举办大会或
会议，OPCE（西班牙OPC协会）
将帮助您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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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该行业的主要国际协会，如 
ICCA、SITE 和 MPI都有专门的版块，
提供西班牙会务专业人员的信息。
西班牙拥有最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可
以保障与会者的安全与舒适度。根据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5-2016全
球竞争力报告》，西班牙是世界十大
基础设施质量最好的国家之一。

您可以有许多选择。西班牙有各类目
的地可供您选择，拥有多功能厅和多
功能会议场所，并配备最新的技术。

30多个国际机场、广泛的高速列车
（AVE）和重要的邮轮港口网络促进
了国内和国际的连通。

 a 奥维耶多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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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50多个会议中心和场馆之间
进行选择，会议中心位于标志性或前
卫建筑、礼堂、展览厅和博物馆、城
堡和剧院等各类场所。有关此部分的
内容。您可以在 APCE （西班牙会议
中心协会）和 AFE 西班牙博览会协会
中找到帮助和信息。
我们拥有MICE行业的专业人士，确保
与会者的满意度：从大会秘书处的组织
到提供完善服务，这些是必不可少的
（视听、餐饮、场地布置、交通等）。
您一定会在这里享受专业的服务和环
境，有助于高效地成功举办活动。在
西班牙已举办各领域最重要的一些活
动和会议，数据本身就极具说服力：
每年在西班牙举办的各类活动和会议
超过2万场。
西班牙多元和翻新的酒店设施获得国
际公认。西班牙拥有许多四星级和五
星级的酒店，您可以根据需求在种类
丰富的酒店中挑选，肯定有最适合您
需求的产品，其中有96家古堡酒店
（Paradores de Turismo）位于修复的
历史建筑中。
将工作与休闲相结合或组织奖励旅行
都是您的绝佳选择。休闲商务旅行
（Bleisure）在西班牙已日益成为一种
趋势。西班牙是一个热情开放的国家，
提供丰富的娱乐休闲选择，来这里的参
会人员可以将商务和休闲完美结合。

在西班牙主要城市，可以提供博物馆
之旅、独特的文化之旅，还有夜间娱
乐可供选择。西班牙海滩众多，全年
日照时间长（全国平均2500小时），
您可以在此度过轻松愉快的时光。除
此以外，西班牙有15个国家公园，
自然资源丰富；有享誉全球的美食佳
肴；还可以进行各类户外运动……这
些都让西班牙成为无与伦比的奖励旅
行目的地。
请选择西班牙做为您的会议、大会或
奖励旅行目的地，您绝不会失望。您
可以享受各种优势和设施、经验丰富
的专业人士和无与伦比的环境，让与
会者百分百满意。无论您有何需求，
西班牙都能满足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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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商务城市

 a 王宫

马德里
作为西班牙首都，这座开放的国际化城
市可以为您带来无限可能。最能体现
城市对会展旅游业的优势：马德里是许
多重要活动的指定举办场所，如ESMO
（欧洲肿瘤内科学会）、WOBI（世界
商业论坛）、WATMC（世界ATM大
会）或FITUR（国际旅游交易会）。
作为首都，马德里是连通其他地区的
交通枢纽，无论是乘坐飞机、高速列

车还是公路出行都十分方便，机场连
通全球170个目的地。
在这里，您将获得马德里会议局
（MCB）提供的支持和建议，该协会
属于最佳城市全球联盟。该联盟由力
求高水平组织大型会议的城市和为您
提供便利的许多旅行社和协会组成。
无论是对于参会者还是会议组织
者，马德里都能让您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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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

 b  普拉多国家博物馆

根据会议旅游检测报告，马德里在
满分10分的评分中获得超过8分的分
数，与伦敦并列ICCA排行榜第7位。
除了拥有组织会议、大会和奖励旅行
所需的良好基础设施外，马德里拥有
丰富的艺术和文化遗产、领先前沿的
特色美食和丰富的夜生活。
可以提供一条无与伦比的路线：您可
以享受艺术之旅，参观 普拉多国家博
物馆 、提森·博内米萨国家博物馆和索
菲亚王后艺术中心国家博物馆。 

Gran Vía所在的马德里“百老汇”、
被誉为城市“绿肺”的丽池公园
（parque del Retiro）以及历史悠久的

马德里街区，都是这座国际都市值得
参观的景点。
白天，您可以在囊括各类潮流的无数
商店中购物。夜晚的马德里则是个不
夜城。夜生活主要有剧院和现场音乐
以及各种俱乐部、酒吧和夜总会。
您可以在露台上享用午餐或晚餐，周围
是花园或历史建筑；在屋顶一边欣赏美
丽的景色，一边品尝西班牙美食。这里
的米其林星级餐厅提供丰富的美食，也
是举办私人会议的高端选择。

 L  更多信息： 
www.esmadrid.com/mcb/

http://www.esmadrid.com/m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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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马德里有两个会议宫和两个展销会
区，具有召开各种展销会、国际会议
和展览的一流条件。

市政  
会议宫  
万国区
这是一幢现代而明亮的建筑，是建筑
师Ricardo Bofill创作的作品，拥有展览
区、礼堂、大型多功能厅和不同规模
的房间。

马德里IFEMA展览中心
该中心可容纳人数高，能确保任何活
动或会议成功举行。这里拥有12个展
馆、2个礼堂和97个可容纳50至500人
的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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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市政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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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A DE CAMPO会展中心
距离市中心仅5分钟路程，位于马德里
绿肺公园区，非常适合户外活动。有
四个展馆、一个礼堂剧院和Puerta de 
Ángel舞台。

费利佩王子会议中心
位于马德里万豪礼堂酒店，距离机场
不远，提供全方位服务，设有56个灵
活的会议空间和一个可容纳2000人的
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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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

 a “魔盒”体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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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盒”体育中心
适合举办大型和小型企业活动。这里有三个
体育场，可以提供户外和室内活动。

住宿
马德里的酒店床位数量在西班牙名列第
一，可以提供超过八万张床位。此外，
它还拥有最高端的酒店选择，包括众多
四星级和五星级酒店。您只需选择最符
合与会者需求的酒店即可。
一些最顶级的酒店的专长是举办会
议和大会。在市中心，您可以看到
Puerta América，由全球19家最佳建
筑工作室联合设计。

在 马 德 里 商 业 轴 心 P a s e o  d e 
l a  C a s t e l l a n a大道上坐落着 
Intercontinental Madrid和Eurostars 
Madrid Tower，这两家酒店都能提供大
规模的多功能服务。 

在四星级酒店里可以选择  M e l i á 
Castilla,酒店有7000平方米的会议空
间和可容纳500人的礼堂，此外还有
NH Collection Madrid Eurobuilding
可以选择。由于靠近大型会议中心， 
Novotel Campo de las Naciones或
Pullman Madrid Airport & Feria等酒店
也是您的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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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神圣家族教堂

巴塞罗那
无论是组织大型会议还是小型会
议，您都可以在巴塞罗那找到理想
的配备设施。巴塞罗那集城市魅力
和历史于一身，拥有配备最先进设
施的场所和一流的酒店。这里设有
国际机场和地中海最重要的多式联
运港口之一，交通十分便利发达。

30年来，巴塞罗那会议局(BCB)一直在
为会议和会议的组织者免费提供建议
和咨询。除了能帮助您找到最合适的
当地合作伙伴外，还能为您在这个充
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所需办理的所有手
续提供便利。
以WMC（世界移动大会）为参考标
准，巴塞罗那能够接待近10万名专业
人士。作为加泰罗尼亚首府，巴塞罗
那每年举办约200场重大活动和会议
以及2000次专业会议，因此无论是大
会数量还是与会者数量均位列ICAA排
名第一位。

近年来，由于其现代化的设施及其在
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发展，巴塞罗那
被选为医学会议理想举办场所，包括
ESC（欧洲心脏病学会）、EASD（欧
洲糖尿病研究协会）和UEG（欧洲胃
肠病学联合会）。巴塞罗那也因举办
大型工业会议脱颖而出，例如巴塞罗
那工业周或将于2019年开始在巴塞罗
那举办的ITMA（纺织机械展）。
除了优质的服务外，巴塞罗那还是奖
励旅行的理想目的地。将优质产品、
传统、创意和创新与美味融合的特色
也让巴塞罗那成为地中海脚下的美食
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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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

 b 古埃尔公园

巴塞罗那是现代主义城市的杰出典
范。您可以在这里欣赏安东尼 ·高迪
设计的建筑代表作，比如全球公认的
城市象征圣家族大教堂或是古埃尔
公园。这里还有很多文化中心和博物
馆，比如CaixaForum 和毕加索博物
馆，总有许多有趣的展览、课程和活
动等待您去发现。

在巴塞罗那靠近格拉西亚大道（paseo 
de Gracia）和对角线大街（avenida 
Diagonal）的Eixample区，您可以发
现最高档的奢侈品店。这里有数百个
热闹的露台、酒吧和夜总会，城市的
夜生活也已闻名全球。

 L  更多信息： 
www.barcelonaconventionbureau.com

http://www.barcelonaconventionburea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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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巴塞罗那有一个会议中心、三个大规模的会展馆和无数配备最新先进技术的礼
堂和会议厅。

 b 巴塞罗那菲拉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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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菲拉会展中心
拥有14个展馆和2个会议中心，提供举办
各种企业、社会和文化活动的基础设施和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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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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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IB - 加泰罗尼亚  
会议中心
会议中心有20间可以欣赏海景的客
房，空间灵活多样，可举办任何类型
的活动。

加泰罗尼亚  
会议中心
它是Fairmont Rey Juan Carlos I酒店的
一部分。两座建筑通过酒店花园相连
通，无论建筑美感、自然采光还是功
能性均属一流。

REY DON JAIME酒店会议厅
它由一个可容纳350人的礼堂和一个
附属建筑组成，有8个房间，可欣赏到
大海和山脉的景色，同时配备了最新
的先进技术。

住宿
巴塞罗那能提供各类酒店选择，能够
满足您的各类需求，共能提供75000个
床位。
五星级酒店Hotel El Palace配备六个
规模不等的会议空间，优雅又精致。
Gran Hotel Princesa Sofía酒店计划将
巴塞罗那规模最大的会议空间之一与
7000平方米的活动场所以及最专业的
会务顾问完美结合。
四星级酒店Barceló Sants位于城市的
主火车站内，是巴塞罗那交通最便捷
的酒店。另一家地理位置优越的酒店
是 Hotel Barcelona Center，毗邻格拉
西亚大街和商业区。 

圣乔治宫体育馆
流行、摇滚歌手和超级运动员明星云集于此，
让这里成为举办会议、晚宴或产品展示的理想
空间。

圣乔治宫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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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市场

瓦伦西亚
瓦伦西亚拥有无数的景点，充满活力
和地中海的气息，也是商务休闲旅行
的重要目的地。
这里既有现代设施，也有标志性的场
所，如艺术科学城或Norman Foster
设计的会议宫，都为瓦伦西亚主办
会议提供了便利。欧洲创伤和紧急
外科学会（ESTES）、美国血液学
会（ASH）和国际特许经营博览会
（SIF）等展览会都在瓦伦西亚举办。
在这里，您既可以在其古老的古城区
体验历史的印记，也可以感受前卫先
锋的建筑带来的惊喜。古城区哥特风
格的大教堂和丝绸交易所是市区最有
代表性的两栋建筑。

除此以外还有非常多的选择。您不能
错过市政府宫、 音乐宫以及瓦伦西亚
现代艺术学院。 

瓦伦西亚也是城市购物的天堂，古城
区或Russafa和Eixample区都是将时尚
和设计融合的好选择。
至于美食，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闻名世
界的西班牙名菜海鲜饭。 其烹饪艺术不
止于此：您可以在市场的摊位品尝一些
小吃，或在名厨Ricard Camarena的米
其林星级餐厅品尝创新菜肴，瓦伦西亚
的美食选择丰富多样。

 L更多信息： 
 www.valenciaconventionburea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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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valenciaconventionburea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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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西亚

空间
瓦伦西亚拥有西班牙最好的会议中心之一，还拥有可举办大型会议的展览会场
所，以及数十个领先的独特场所空间。

瓦伦西亚展览会
是西班牙面积最大的展览场所。可以
在瓦伦西亚展览中心举办各类活动，
最多可容纳两万人。

会议中心
建筑采用Norman Foster的设计，在美
学、实用性和多功能性之间保持完美
平衡。

 b 艺术科学城

艺术科学城
作为活动和会议的举办场所，这座由Santiago 
Calatrava设计的前卫建筑群拥有十分壮观的
建筑：半球电影院、海洋展厅、菲利普王子
科学博物馆和索菲亚王后艺术大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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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瓦伦西亚拥有超过17000个床位，是
西班牙最佳目的地之一，可以举办各
类会议和活动。

主要连锁酒店有四星级酒店 AC Hotel 
Colón Valencia、 Meliá Valencia、

Barceló Valencia和Eurostars Gran 
Valencia，配备所有必需的基础设施，
确保您的活动顺利进行。瓦伦西亚会
议局（VCB）还推荐 Sorolla、 Primus 
Valencia 或其他更古典的酒店，比如 
Ayre Astoria Palace 或SH Inglé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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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交通便捷，气候宜人，有独特
的美食、城市海滩和充满活力的文
化活动，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  a 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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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
作为安达卢西亚的首府，塞维利亚融
合了传统与现代。这里气候宜人，美
食丰富，居民热情好客，是来自世界
各地的专业人士和活动组织者每年都
会选择这里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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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还拥有一流的交通网络，设
有AVE（高速列车）、圣巴勃罗的国
际机场以及可以实现邮轮运输的现代
化河港。
近年来，塞维利亚始终是商务休闲旅
游的重要目的地，成功举办了航空航

天与国防会议、心血管疾病大会等重
要活动。
塞维利亚的景点数不胜数。这是一个 
充满历史的城市，城市规模理想，您可
以徒步游览西班牙广场、 皇家阿尔卡萨
城堡、玛丽亚路易莎公园或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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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您召开会议的理想目的地

这里有许多可以欣赏弗拉门戈表演的
场所，但在特里亚纳，您可以享受
最纯正典型的西班牙音乐。Alameda 
de Hércules地区和Santa Cruz 以及 
Arenal等街区充分展现了这座城市的
魅力。

塞维利亚的美食无疑是另一大吸引人之
处。这里的美食的主要特点就是简单但
美味，比如西班牙冷汤（冷番茄汤）、
腌制食品、咸鱼和炖菜。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的米其林餐厅Abantal餐厅。

 L更多信息：www.sevillacb.com 

 b 可看到大教堂风光的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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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evillac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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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

空间
作为安达卢西亚的首府，主要的会议中心包括FIBES会展中心，这里也是国内和
国际典范会展中心。除了主要机构的会议厅外，塞维利亚还有各种各样的庄园
和农家乐，非常适合奖励旅行。

 b 会展宫

FIBES - 塞维利亚会展宫
欧洲最宽敞、最现代化的会展中心 
之一。拥有全国最大的礼堂之一，可
容纳3500人，还有各种多功能模块和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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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您召开会议的理想目的地

BARCELÓ会展  
中心
位于瓜达尔基维尔河畔，配备25个房
间，可容纳1200名与会者。这里拥有
花园般的景色，专为举办专业活动而
设计。

塞维利亚ESPACIO BOX  
会议中心
个性化程度高，可以在不同空间中举
办各类活动。视听和技术层面处于最
前沿，为会议空间带来各种可能。

 a 都市阳伞
塞维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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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塞维利亚酒店一共能提供17000个床
位，选择多样。五星级酒店推荐 EME 
Catedral，这是一家精品酒店，拥有
两间会议厅，一间可欣赏大教堂的景
色，另一间则拥有覆盖着公元1世纪
罗马遗址的玻璃地板。比亚班内斯宫
（Palacio Villapanés）则为宾客提供
了18世纪宫殿的尊贵体验。

四星级酒店中，如果您需要会展宫附
近的酒店，那么 Hotel Congresos和 
AC Hotel Sevilla Forum都是很好的
选择。
Ayre Hotel Sevilla距离Santa Justa火车
站非常近。会议厅灵活多样，提供多
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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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加
太阳海岸的时尚首府。近年来在马拉
加港口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旅游
和文化景点的开发以及对动态创新的
商业文化的倡导，都让马拉加成为您
举办活动的理想场所。
创新、国际化的企业精神吸引了许多
重大活动，其中包括INTEREX国际外
交和商业论坛以及西班牙牙髓病学会
（AEDE）大会。
马拉加拥有丰富的文化设施，有大约 
40个博物馆和展览馆，其中包括毕加索
博物馆、俄罗斯博物馆和蓬皮杜中心。
大型海滩和邻近的高尔夫球场都是白
天休闲娱乐的理想选择；晚上，城市
便充满喧嚣，一派节日气氛。
当地人将西班牙小吃变成了一种艺
术，最常见的是在不同的地方品尝这
些小吃。

 L更多信息： 
 www.malagaturismo.com/es/site/mcb

空间
除了展览会和会议宫等体现质量和现
代的场地，还有一些独特的场地供您
选择：从欧洲最重要的植物园之一，
到城市的历史建筑或标志性博物馆。

会展宫
距离机场仅5分钟路程，是举办和组织
各种活动的绝佳场所。该空间有两个
展馆、两个礼堂、两个会议室和十五
个多功能厅，可容纳任何规模的展览
会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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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蓬皮杜中心
马拉加

照
片
：

pa
bk

ov
/ 

12
3R

F.
C

O
M

www.malagaturismo.com/es/site/mcb


22

西班牙，您召开会议的理想目的地

毕加索博物馆（马拉加）
在中央庭院提供鸡尾酒、专属导游讲
解、礼堂视频会议、艺术工作坊......马
拉加毕加索博物馆为举办活动和会议
提供了各种可能。

BARCELÓ MÁLAGA
因其前卫的设计和高性能成为西班牙
最现代化的商务酒店之一。酒店可
直接通往AVE车站，方便客人前往机
场，距离城市景点也不远。

住宿
马拉加的酒店客房数量大幅增加，城市
可提供一万多间住房，省内可提供八万
间住房，与马贝拉市中心距离很近。

有两家五星级酒店都非常注重奢华的
入住体验和细节的处理。其中一家
是 Gran Hotel Miramar Resort，配
备模块化会议室和花园景观；另一家
是Hotel Vincci Selección Posada del 
Patio，天台配备游泳池。

NH Málaga酒店拥有兼具现代化和
实用性的会议中心，Hotel I lunion 
Málaga酒店则是将休闲和商务相结合
的理想选择，这两家是四星级酒店中
最优质的酒店。供您挑选的酒店范围
广泛多样，为您筹划活动寻找最合适
解决方案提供足够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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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会展宫

毕加索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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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塞巴斯蒂安
圣塞巴斯蒂安是一个美丽安静的城
市。这里有无与伦比的美食和丰富
的组织经验，成功举办包括国际电
影节或欧洲分子成像会议等重大活
动，因而成为MICE商务休闲旅游市
场的理想目的地。

 ` 老城区

23

通过任何交通工具都能很便捷地往返
这座城市：圣塞巴斯蒂安拥有现代化
的道路基础设施和机场，和国内铁路
网络连接，通过法国TGV和国际铁路
连接。此外，距离其他两个国际机场
(毕尔巴鄂和比亚里茨)只有不到一个小
时的车程。
这里有白沙海滩，您可以尽情享受大
海和日光浴。您可以在这座城市漫步
游览，欣赏“美好时代”风格的建
筑，比如维多利亚尤金尼亚剧院或市
政厅。在圣塞巴斯蒂安，您可以沉浸
在文化的氛围中。无论是在博物馆和
剧院，还是在电影节、爵士乐或古典
音乐节中，您都可以享受一系列城市
文化活动。
圣塞巴斯蒂安的夜生活分为热闹的老
城区，非常适合在露台上享用鸡尾酒
的Reyes Católicos步行街，以及很适
合闲适聊天的Gros街区。

但是要说圣塞巴斯蒂安最有名的美
食，那非小吃串（pintxos）这种精
致小食莫属。在圣塞巴斯蒂安有安
东尼·路易·阿杜利兹、佩德罗·苏比哈
那、胡安·马力·阿尔扎克和马丁·贝拉
萨特奇这样的名厨为你打造最前卫的
菜肴。

 L更多信息： 
 www.sansebastiancongress.com

©
 圣
塞
巴
斯
蒂
安
旅
游
与
会
议
局

 a 小吃（PINTXO）

http://www.sansebastiancongress.com


24

西班牙，您召开会议的理想目的地

空间
该市拥有丰富的活动组织经验和完整
的设施网络。标志性场地空间包括米
拉马尔宫、圣特尔莫博物馆和维多利
亚埃乌赫尼亚剧院。 此外，还有现代
化的创新建筑以及令人意想不到的选
择，如水族馆博物馆、塔巴卡莱拉文
化中心和科学博物馆。

克萨尔  
会展中心
它是这座城市的地标。由 R a f a e l 
Moneo设计的克萨尔先锋派双子建筑

将独创性和最先进技术融合，确保任
何活动的成功举办。此外还配备多功
能大厅和礼堂。

FICOBA展馆
这是一个综合大楼，由一般服务区
域、三个展馆、一个室外展览空间、
一个礼堂和众多多功能厅组成，用于
举办会议和研讨会。

巴斯克烹饪中心
这是一家开创性的全球学术机构，配
备现代化设施，包括由顶级厨师准备
的特殊菜单。

住宿
圣塞巴斯蒂安酒店近年明显增长，预计
未来也会持续增长，可以提供5000个
床位。市中心拥有许多四星级酒店，能
够满足住宿和休闲的所有需求。
María Cristina酒店是五星级酒店中的佼
佼者，优雅精致，几十年来一直是圣塞
巴斯蒂安电影节明星们入住的酒店。
四星级酒店中，最适合MICE商务休闲
旅游的酒店包括 Hotel Arima、 Hotel 
Mercure Monte Igueldo 和 Hotel 
Barceló Costa Vasca。

 a 克萨尔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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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USKALDUNA会议中心

毕尔巴鄂
毕尔巴鄂地理位置优越，可以提供
范围广泛的服务，是欧洲最具吸引
力的城市之一，可举办会议、展览
会和奖励旅游。这里绿树成荫，周
围被森林和山脉包围，可以为您提
供各种活动和休闲的场所。

各类不同学科令人意想不到的创新活
动汇集于此：技术讲座、医学会议、
科技交流，甚至是体育赛事、企业家
会谈或文化类会议均在此召开，毕尔
巴鄂也成为传播知识的理想场所。比
如工业维护创新大会和世界海事周
（WMW）都是典型范例，在不同领
域的专业人士中广受好评。
您可以在毕尔巴鄂老城区及其历史悠
久的艺术区漫步游览或购物，也可以
在 Abandoibarra感受21世纪的毕尔巴
鄂，欣赏世界上最杰出建筑师的作品
和令人惊叹的户外雕塑。毕尔巴鄂也

有丰富的文化活动，您可以参观美术
博物馆和古根海姆博物馆，此外还有
其他博物馆、艺术画廊和展览馆。
巴斯克菜肴也是享受这座城市的另一
个重要附加价值。毕尔巴鄂提供大大
小小的酒店和小餐馆，从米其林星级
美食餐厅到提供诱人pintxos小吃的酒
吧，还有特色传统餐厅、烧烤店、苹
果酒屋和小酒馆，您可以品尝正宗的
巴斯克风味。

 L更多信息： 
 www.bilbao.net/convention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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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您召开会议的理想目的地

空间
大多数活动场所都位于现代化、充满
活力和创新的建筑中，配备前沿新技
术和专业的团队，足以应对组织任何
活动的挑战。毕尔巴鄂拥有许多建筑
和机构，可以举办大型会议、会谈或
展览会：德乌斯托大学、UPV礼堂、
Miribilla毕尔巴鄂竞技场、BEC等等。

EUSKALDUNA会议中心
整体建筑是一艘船的造型，用以纪念几
十年来一直在此处的造船厂；这里也是
21世纪毕尔巴鄂市中心的一个创新空
间。配备一个大容量的礼堂和24个不同
大小的厅室，可举办各种活动。

毕尔巴鄂展览中心（BEC）
配备多种多功能空间，可容纳20至
2500人不等。这个大型场地拥有最先
进的通信系统，并配备包括比斯开竞
技场在内的其他设施，可以举办各类
活动。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是Fra n k 
Gehry的杰作，以蜿蜒的形状和钛金
属外壳为特色，有四个适合举办企业
会议和活动的空间以及一个大型展览
空间。

住宿
毕尔巴鄂的国际都市区拥有种类繁多、
品质卓越的酒店，可提供4000张床位
（比斯开省可以提供13000张床位）。
一些酒店位于历史建筑中，比如
Carlton 和 Ercilla López de Haro，这
两家五星级酒店均提供优雅静谧的环
境和氛围。
Miró Bilbao、 NH Collection Ría de 
Bilbao 或 Meliá Bilbao 等酒店是最
前卫建筑设计的典范，拥有充足的
空间，非常适合会议旅游。Palacio 
Urgoiti 酒店距离机场仅5分钟路程，
周围大自然和高尔夫球场环绕，非常
适合举办活动、团队建设  和团体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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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根海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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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最佳  
奖励旅行选择 
西班牙丰富的地貌可以为您提供多种选择，您可以在非正式的轻松氛围中感受
独特的体验，同时激励团队精神。在这里，您可以获得不同目的地的众多DMC
帮助，获得难得的难忘体验。此外，西班牙气候条件优渥，您可以在一年中的
任何时候组织奖励旅行。

 b MARMOLS海湾
SANTAÑY，马略卡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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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您召开会议的理想目的地

冒险
克服挑战，参加激动人心的体育比
赛，在河流、海洋和山脉中组队完成
任务，乘坐热气球飞行......西班牙是体
验与大自然接触的天堂。您可以在这
里组织独一无二的团队建设活动，缓
解员工的压力并在梦想的自然环境中
建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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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DEJE海岸高尔夫
圣克鲁斯·德·特内里费

通过卡莱斯路线（Ruta del Cares）
徒步旅行线路探索欧洲之峰国家公园 
（阿斯图里亚斯）或是乘坐4x4越野车 
探索壮丽的景观，都是非常令人兴奋
的体验。奥维耶多是该地区的首府，
周围环绕着美丽的自然公园，您可以
在这里亲近大自然。
如果是一群渴望冒险的年轻人，可以
在布拉瓦海岸跳降落伞，或在昆卡峡
谷漂流。这些活动既能够消除压力，
也有助于培养团队精神。
您可以充分利用加那利群岛提供的无
尽选择。大加那利岛会议局为您准备
了广泛的户外训练计划，包括各种活
动：生存游戏和指导、多重冒险路
线、海盗船探险、越野路线、水上测
试还有更多独特的项目选择，包括骑

骆驼、潜艇游览或穿越群岛自然公园
的路线，有火山景观和热带森林。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些独家活动，打高
尔夫球课程是很好的选择，您可以在 
欧洲的一些顶级高尔夫球场打球，如
加的斯的Valderrama或PGA加泰罗尼
亚高尔夫球场。您还可以在Cabo de 
Palos浮潜，这里有平静的海面，海水
清澈的海岸线；也可以享受格拉纳达
提供的白雪和海滩的独特组合，当地
独特地貌为您准备了更多选择。

感受在地中海游艇上航行的快感，或
乘坐皮划艇欣赏马德里雪山的自然景
观，这些令人难忘的体验都能确保奖
励旅行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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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最佳 奖励旅行选择 

 b 圣米格尔市场
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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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西班牙美食闻名世界，可以由此开展
各种有趣独特的活动。
以有趣地道的方式享用当地美食工作
坊是奖励旅行中不能错过的环节。您
可以与名厨互动或学习烹饪的奥秘或
通过开发不同的食谱考验自己的烹饪
水平。

还可以在美食之旅中开展团队合作，
参加者必须克服不同的挑战。或者参
观历史悠久的市场，品尝当地的最佳
食材，如Mercado de San Miguel（马
德里），Bretxa（圣塞瓦斯蒂安）或
Boquería（巴塞罗那）市场。
增强在品尝本地产品过程中注重细节
的能力。每个人都能找到满足自己口
味的食物，从在酒庄品酒到在乡村庄
园品尝伊比利亚火腿或橄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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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您召开会议的理想目的地

城市
西班牙拥有许多享誉世界的景点和博
物馆。此外，每个城市都提供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
安达卢西亚蕴藏着难以估量的宝藏。
夜游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或在
塞维利亚的小酒馆中欣赏弗拉门戈表
演，体验安达卢西亚首府的魅力，都
会让您的宾客惊喜不已。
您还可以参观中世纪城市的老城区，
如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瓦伦西亚
或卡塞雷斯，感受最具代表性的建筑
和街道。还可以观赏美轮美奂的歌
剧、戏剧或芭蕾舞表演，参观艺术画
廊，如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或位于菲
格雷斯的达利博物馆剧院，这些都是
只能在西班牙感受的独家体验。

游戏化和量身定制的体验日益增多，
也在各种活动中日益凸显，这些活动
都将确保您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奖励旅
行。还可以组织密室逃生游戏，推动
团队合作，在大型省会城市中非常流
行。或者为您的宾客计划一次旅行，
感受西班牙的节日和传统，如塞维利
亚圣周、潘普洛纳的奔牛节或瓦伦西
亚的法雅节。
安排宾客在皇家马德里圣地亚哥伯纳
乌球场和巴塞罗那诺坎普球场等标志
性体育场内感受足球的激情，成为永
生难忘的回忆之一。

 b 阿尔罕布拉宫夜景
格拉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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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目的地  
和空间

古堡酒店
古堡酒店旅游是非常独特的入住选
择，这些地方通常位于美丽的自然或
历史名胜中。宫殿、修道院、寺院、
城堡等等……除了能够增加旅游兴
趣，还提供许多美味的传统菜肴。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独特的地方来组
织您的下一次商务旅行或讨论业务问
题，古堡酒店可以为您提供独特的环
境，由经验丰富的团队（会议策划人
员）组织公司活动。

 L更多信息：www.parador.es

世界遗产  
城市
您可以在15座世界遗产城市中挑选 
一个独特的地方，举办任何类型的专
业活动。这些城市融合了过去和现在
的精华，综合了历史、艺术、文化、
美食和服务。
这些是具有参考意义的旅游目的地，
保留了原有的老城区，在那里您可以
找到具有重要价值的、真正的艺术和
建筑瑰宝。

卡塞雷斯、科尔多瓦、塞戈维亚、萨
拉曼卡、圣地亚哥德孔斯特拉或是托
莱多等历史悠久的城市都能为您提供
不同的空间，让您在无与伦比的环境
中举行会议。

 L更多信息： 
 www.ciudadespatrimonio.org

http://www.parador.es/en/parador-services/conferences-and-meetings
http://www.ciudadespatrimoni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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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您召开会议的理想目的地

当代 
建筑
您的活动的最佳舞台。西班牙拥有
由全球最前卫的建筑师设计的建
筑。 不仅外观雄伟，也提供很多室
内空间和多功能空间。
西班牙共有50多个会议和展览中
心，其中不乏当代建筑的杰作，如
瓦伦西亚的会议中心，由Norman 
Fo s t e r ,设计，或由  S a n t i a g o 
Calatrava在奥维耶多、瓦伦西亚和
拉科鲁尼亚设计的未来主义建筑。

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和拉里
奥哈的MarquésdeRiscal酒店均由
Frank Gehry设计，一定会为您带来
难忘的会议体验。像阿维莱斯（阿
斯图里亚斯）这样的小城市也有宏
伟的文化建筑群，如尼迈耶中心就
是巴西建筑师Óscar Niemeyer的得
意之作。
西班牙最杰出的建筑代表包括 
Nieto Sobejano设计的萨拉戈萨
会议中心，Rafael Moneo设计的 
Kursaal 会议中心或是Ricardo Bofill
设计的位于巴塞罗那的W酒店。

MARQUÉS DE RISCAL酒庄
埃尔希尔格，阿拉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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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目的地 和空间

邂逅犹太文化
该倡议旨在连接犹太寻根之旅中的19座希
伯来遗产城市，帮助发展公共设施和旅游
资源，发展区域旅游。这也是会议旅游业
中的大势所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城市包
括巴塞罗那、奥维耶多、莱昂、马略卡岛
帕尔马和科尔多瓦。

 L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redjuderias.org/meetings-in-sefarad/

迈蒙尼德的雕像

http://www.redjuderias.org/meetings-in-sefa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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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物馆和历史空间中  
举办公司活动
在酒店、博物馆、宫殿或剧院等迷
人的地方组织活动，一切都如此简
单。在马德里，诸如索菲亚王后国
家艺术中心博物馆或提森博物馆这
样独特非凡的艺术画廊为举办工作
会议和大会提供了空间，会议之余
还可以观赏馆藏作品。
可以在巴塞罗那的现代主义建筑中
举行会议，如高迪设计建造的巴特
罗之家或米拉之家；也可以利用

加泰罗尼亚音乐宫和利塞奧大剧院 
的设施为您的活动或展示增添独特
魅力。
还有位于毕尔巴鄂市中心的 Azkuna 
Zentroa葡萄酒庄，其内部由设计师
Philippe Starck修复完成。在邻近的
圣塞巴斯蒂安，您还可以选择圣特
尔莫博物馆这个坐落在一座16世纪
建筑中的独特场地，为您的企业活
动营造令人印象深刻的环境。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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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尼罗音乐厅
巴塞罗那



 

 

相关链接
有关西班牙MICE目的地的更多信息和高质量的建议，请访问 scb.es 西班牙会议局网站 
scb.es 或咨询以下国家和国际协会：

 L  西班牙目的地管理公司协会：www.spaindmcs.com
 L  西班牙会议专业组织协会联合会：www.scb.es/
 L  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www.iccaworld.org
 L  卓越奖励旅游协会：www.siteglobal.com
 L  国际专业人士会议：www.mpiweb.org

如果到达西班牙  
以及在境内的交通方式 

 a 高速列车 (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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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火车
西班牙全国铁路网（RENFE）连接国
内的主要城市和地区。其中最引人注
意的就是高速列车（AVE），铁路线
路以马德里为主轴，覆盖25个旅游
目的地。从马德里到达瓦伦西亚需要 
95分钟，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需要两
个半小时。

机场
西班牙大多数机场中运营的航空公司
都提供与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相通的
航班。阿道弗·苏亚雷斯－马德里巴拉
哈斯机场、埃尔普拉特机场（巴塞罗
那）、马略卡岛帕尔玛机场、马拉加
机场、大加那利机场、阿利坎特机场
和南特内里费机场都是提供国际航班
的主要机场。

驾车
西班牙拥有欧洲最大的高速公路和高
速公路网络。所有西班牙城市都相互
连接，可以轻松将奖励旅游和其他公
司活动的目的地结合起来。
主要的汽车租赁公司在全国各地运
营。酒店场所和会议场所都有协定和
资源，方便团体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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