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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制造飞机。是的，飞机。还有汽车。葡萄牙赋予建筑工程以生命。
要求严苛，却不乏美妙。
您被惊艳到了吗？
做好准备。葡萄牙的惊艳能力还只是刚开始。我们的
国家致力于医药产品开发。我们已开发两项，而且会承诺更多。
我们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民族。我们的语录被纳入了文学巨著。我们的歌曲映射了我们的灵
魂。我们挑战想象力的局限性，为建筑作品创造了雏形。对于这一切，我们得到了回报。 
葡萄牙是一个时尚之国。各类时尚大牌将其设计创作委托与我们生产。
各类名流穿着葡萄牙服饰与鞋子。体育冠军们的成功与葡萄牙纺织技术人员密切相关。
我们的软木也是一种时尚。无论是流行配饰、服装、安全帽 或是乐器。它都提供了舒适
度。软木为飞机提供隔音与隔热。并保证了您的家将噪音与寒冷天气拒之门外。进入您家的
将是我们舒适的纺织品，以及高品质设计的家具。另外还有艺术灯饰，使您餐桌上的葡萄牙
陶瓷和餐具熠熠生辉。
葡萄牙开发的机械与服装受到了整个世界的青睐。农业机械设备。高精度切割机。用于将原
材料转化为日常产品的机械设备。创新与我们所做的一切息息相关。从高新科技产业到传统
产业。我们的橄榄油味道十足，气味芳香。还有更惊艳的呢！我们制作的橄榄油中含有金
箔！这和我们浓缩了岁月精华的葡萄酒一样，如黄金般宝贵。
另外，葡萄牙毗邻大海。大海让数以百万计的游客重新找回了他们的活力。
不仅我们的饮食大部分来自大海，而且，很多化妆品开发的原材料以及船舶建造的灵感也来
自大海。这就是我们葡萄牙人。一个用自己的历史来连接世界的民族。敢于尝试史无前例的
航海与飞行

葡萄牙是一个现代化、先进的并具有前瞻性的国家。她
尽其所能，以令人瞩目的方式将传统与创新相结合。

惊艳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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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我们团队的技能。
portugalglobal.pt/prominent-clusters

冒险。如今，我们用科技连接世界。
我们拥有天赋。我们渴望使用新科技。我们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我
们拥有各个企业为建立他们共享服务

中心所需的一切。
您被惊艳到了吗？
了解我们行业的能力。查看我们行业的排名。

发现我们团队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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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空中客车公司、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以及皮拉
图斯飞机工业公司建立了气动结构和模具装置，如衣
柜、驾驶舱控制台和燃油箱。我们开发深度方向舵、
机身和机翼部件。空中客车公司在他们的飞机中采用
葡萄牙制造的光纤传感器。

葡萄牙在航空领域的专有技术也延伸到复杂飞机的
维修或新业务的发展，如湿租。

在国防领域，我们为创新的KC-390建立了气动结
构。   我们还开发了无人驾驶飞机，这对于代表北
约、联合国及欧盟的军事和公共安全操作是必不可少
的。

在航天领域，我们提供安全保障。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和欧洲航天局（ESA）诉诸葡萄牙软件来
检测和纠正关键的系统漏洞，从而避免事故的发生。
你知道在温度高于2000摄氏度时，他们是如何保护飞
机的传感器的吗？他们利用葡萄牙的软木来保护。

我们还提供更多的舒适。我们的LIFE项目因开发
可持续性的飞机内饰而获得了水晶客舱奖——这是

航空内饰的奥斯卡奖。
我们让飞行体验更上一层楼，使之更安全、更舒适

而且科技更先进。

我们是航空界的专家。我们制造航母与无人驾驶飞机，
并开发太空探索软件。这些只是我们专长的某些部分。

航空、航天与国防

我们制造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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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由舒适的汽车或巴士承载您的家人，或者是
由一个值得信赖的工作设备来运行您的业务，我们国
家样样齐全。

葡萄牙拥有卓越的汽车制造商，他们选择我们国家
一起参与到这个可以环游世界的复杂而精密的智库
中。标致、雪铁龙、大众、三菱扶桑和丰田都选择葡
萄牙作为他们的组装工厂。

葡萄牙公司利用技术结合艺术，制造了众多其它零
部件的不同部位，如仪表盘、保险杠、电池和车门，
均被汽车制造商巨头落实到他们的一流品牌中，以保
证其高品质。奥迪、宝马、 标致、雪铁龙、保时捷、
奔驰、雷诺、大众和沃尔沃是我们最大的零部件客
户。

一流品牌选择葡萄牙，是因为她集尖端技术、合格
人员、研究和创新为一体。他们选择葡萄牙，还因为
在这里他们可以找到通过最严苛的国际质量标准认证
的公司。

汽车的选择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决定，而且对很多人
来说，这是一生的选择。他们零件的质量、技术和安
全性使每个部分都成为一件艺术作品，令人赞叹不
已。

因此，全球领导品牌选择葡萄牙，给他们的汽车作
品带来了生命。

每天都有汽车、卡车、巴士和零部件从葡萄牙工厂运往
世界各地。他们为全球领导品牌带来了生命，同时帮助
人们自由出行。

汽车

我们为全球领导品牌带
来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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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厦。阿布扎比的会议皇宫酒店。
巴塞罗那的圣家堂。

这些具有象征性的场所都是使用葡萄牙建材进行建
造或装修的。

水泥、金属、玻璃与塑料。木材、软木、石料和装
饰石材、色漆、清漆或陶瓷。

葡萄牙材料具有多功能性，从而使现代建筑领域和
设计领域能够展现大胆的想法。

使用软木的外墙。粉红色大理石地面，这是世界上
最为熠熠发光的样式。彩色的建筑混凝土。彩漆将墙
面变为美丽的画板。 

从欧洲、非洲和美国，一路到中东，葡萄牙建材充
分展现了质量与风格。这就是那些令人难忘的建筑选
择它们作为基础材料、精加工和装饰品的原因。

体育场馆、宫殿与酒店。葡萄牙的建筑材料用于遍布世
界各地严苛的建筑工地。卓越的品质、创新和设计是跻
身国际市场的重要原因。

建筑材料

用于标志性的建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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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民创造的辉煌，打破常规，改变世人观点，
更新现实的作品。

这即是他们如此成功的原因。
葡萄牙的建筑师、作家以及歌手被授予格莱美奖、普

利兹克奖和诺贝尔奖。
葡萄牙的画家、雕塑家以及设计师在最富盛名的国际

画廊展示他们的作品，如马尔伯勒画廊。
来自葡萄牙的节日和表演吸引了全世界成千上万的

人。
文化、设计和创意也展现在来自葡萄牙各个行业，如

时尚、家具、家纺、灯饰以及陶瓷产品；而且，他们的
独特与匠心亦得到了公认。

我们无限的创造力让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为之惊
叹。

留下印记的书籍、捕获人心的电影、令人心醉的音乐与
舞蹈。激发灵感的设计、挑战感官的绘画、令人难忘的
雕塑以及挑战你想象力的建筑。

文化与创新产业

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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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宝莉，高田贤三和迪奥.米歇尔·奥巴马和琪亚拉·法
拉格尼。一流品牌。一线名流。时尚权威将葡萄牙时
尚纳入他们的藏品，从而证明了葡萄牙服装和鞋子的
质量。

葡萄牙时尚通过我们本土品牌提供新体验和新魅力。
从青春无畏到更加优雅与永恒。所有这些都在国际T台
上霸气展示并获得全球赞誉。

对我们来说，时尚的含义远不止是日常生活中的衣服
和鞋子或是令人难忘的场合。我国的纺织技术协助我
们赢得比赛，并迎接那些生活在边缘条件下的人们的
挑战。

在面料方面，我们引进技术，给尤塞恩·博尔特和迈
克尔·菲尔普斯那样的运动员提供竞争优势。在葡萄牙
纺织技术的帮助下，他们可以为破纪录以及获得奥运
奖牌而跑的更快、游的更快。

我们受到充气轮胎的启发，生产出防电弧和阻燃服装
及鞋子，使那些在最严苛条件的人能够安全工作。

葡萄牙服装值得您的信赖。

自信。这些设计为他们的用户提供了安全及竞争优势。

时尚

一种
风格、舒适与创新的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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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的橄榄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品质的
橄榄油。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橄榄园、最好的工厂
以及最珍贵的橄榄油，获得Mario Solinas品质奖项。

葡萄牙水果口感更好。我们的罗沙梨是出口冠军，
而且深受严苛市场，如英国和德国的青睐。芳黛尔
（Fundão)樱桃为享誉世界的Mon Chéri巧克力增添了
一个特殊的点缀。

我们超越传统。我们将食品研究与创新相结合，为
我们的饮食习惯提供了彻底的改变。

婴儿米粉，专为6岁以上的儿童配制。金箔橄榄油，
专为更多的高端客户享用。

我们生产的健康食品
被来自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赞赏。

我们的农田生产高质量的加工或未加工产品。国际知名
的葡萄酒、橄榄油和罐头食品是你的桌上健康的地中海
饮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食品与农业

我们生产的葡萄酒和橄
榄油  
获得全世界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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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纸业公司是世界最大纸业公司之一，而且，
葡萄牙软木更是在五大洲不容置疑的领导者。 但是，
我们并不满足于成为最大的公司。我们也是最好的。

葡萄牙的航海家纸业（Navigator Paper)使世界各地
的公司运作流畅，并因此成为办公用纸行业的世界领
导者。葡萄牙SONAE集团被选中向阿布扎比的一家
豪华医院供应木板，这是一项五十多万欧元的投资。
我们还是最大的创新者。

Renova用纸巾做成装饰元素，给予它们充满生气的
颜色、复杂的图案以及柔软的质感，成为该行业中美
名远扬的世界品牌之一。

我们软木的用途很多，不仅仅是用于红酒瓶塞。它
用于公路、汽车内饰、航天、飞机，保护航天器的隔
热装置及其外板。我们是从森林创造价值的专家。

葡萄牙是纸张、木材和软木的领军生产商，同时，也是
这些产品的创新先锋。

林业

我们彻底改变了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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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超越药品的开发。为了您的健康，我们还开
发了复杂的基因测试，诊断罕见的疾病，我们已经创
建了软件，可以更有效地治疗患者。

葡萄牙调查人员因年复一年在各项领域的发现而获
奖，如神经科、肿瘤学、退行性疾病和病理学，从而
为成千上万的疾病治疗做出了贡献。

关于医疗服务，葡萄牙诊所、医院和制药公司主张
他们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提供一些世界顶级的医疗服
务。

我们培养优秀的健康专家。   葡萄牙的外科医生、
医师和护士遍布世界各地，每天为数以百万计人的健
康幸福做出贡献。

在制药公司、医院建设、生物科技、医疗器械、电
子医疗和研发行业，我们让您重新焕发生机。

葡萄牙开发了两种药品：治疗癫痫的Zebinix以及治疗
帕金森病的Opicapone。葡萄牙原产的新药品已为改善
您的健康做好了准备。

健康与生命科学

我们开发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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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的装饰设计让世界各地的公司尽情宣扬自己
的品牌个性，并捕捉他们受众的注意力。

我们的产品功能让成千上万的家庭居住在一个独一
无二的房子里，他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

我们的产品保证质量，在五大洲设有办事处，使用
值得信赖的原材料，从而帮助他们合伙人提高生产
力。我们的产品创新能让您的酒店与众不同，同时吸
引更多更好的客户。在所有的葡萄牙装饰产品中，您
将会发现设计、功能、质量和创新这四个要素之间的
完美平衡。这就是我们为何能生产出独特的产品，在
最苛刻的消费者眼中脱颖而出。我们精致的家具不仅
被选用于好莱坞电影的拍摄，而且还参与了佳士得拍
卖会。我们的瓷器引起了如著名的克里斯汀·拉克鲁瓦
高级时装定制馆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关注。

葡萄牙制造的毛毯、靠垫、毛巾和浴袍深受名人，
如比尔盖茨，和SoHo区独家精品-酒店客户的青睐。

我们的灯饰被刊登在杂志的头条，
如《AD Colletor》、《the Oscars for design》。我

们有无限的能力为您打造独一无二的私人空间。

从哈罗德百货公司仓库到迪奥新加坡。遍布全球的葡萄
牙的家具、纺织品、家用设施、写字楼灯饰、住宅、商
用空间与酒店都是独一无二的。

房屋

我们生产独一无二的物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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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英特尔、美国航空航天局和欧洲空间局，这
些世界巨头的设备操作都使用葡萄牙技术。

目前有90多个国家使用葡萄牙技术。全球大约有
150个移动电信运营商使用葡萄牙解决方案。葡萄牙
公司开发的创新技术受到大品牌的关注。eGates电
子门使用面部识别技术来识别乘客的脸与他们电子护
照的照片是否是同一个人。该技术用于60多个国际机
场，加快了乘客的流动。

Hole19是一个移动应用程序，它为高尔夫球爱好者
提供球场地图、比赛记分卡以及一个社交网络。世界
各地的高尔夫球爱好者正不断优化他们的成绩。

Pop-up学校配备了技术设备和连接系统，可以在24
小时内组装完毕。葡萄牙技术为拉美社区的发展做出
了许多贡献。

这些仅仅是葡萄牙技术打开未来之门以及促进世界
各国发展的一些举例。

葡萄牙技术体现在在金融服务、医疗、交通、教育、安
全和国防领域。它使数以百万计的人的日常活动变得更
容易，并为通向未来敞开了大门。

信息与通讯技术

我们打开了未来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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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工程能够支配利用河流和山脉，以便集结人
员并援助其他国家的发展。我们修建公路、桥梁和隧
道、机场和铁路网络，促进了数以百万计人的出行。

我们建立了教育和卫生基础建设。
例如， 学校、大学以及医院，这对于推动五

大洲的进步是必不可少的。
还有体育馆、博物馆和各类表演场所。我们为世界

各地带来欢乐、知识和情感，为休闲基础设施提供支
持。

我们知道水的价值，因此我们建立了水坝、供给和
卫生框架以减少浪费，从而为全世界的家庭提供高质
量的生活。

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我们已经开发了技术，使我
们能够利用清洁能源。一种利用太阳能的合成气体发
电机、世界上最高效的风塔和电动汽车充电网络仅是
我们帮助各大洲不同国家发展的几项发明举例而已。

葡萄牙涉足于各种高度复杂的工程项目。马德拉国际机
场以及安哥拉卡通贝拉河大桥，是由葡萄牙企业领导的
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项目。

基础设施、水与能源

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更美
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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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与设备 31

葡萄牙人民的创新能力在传统的行业，如机械与设备
行业，在整个全球同行业的选择中列居榜首。

在波斯湾，用水射流切割的葡萄牙机械，为大理石、
花岗岩和其他材料的切割提供了方法。世界上只有两家
公司有能力在海上油井安装几公里深的高精密零件。只
有两个公司能够做到，其中的一个来自葡萄牙。

葡萄牙公司之所以能在众多的公司中脱颖而出是基于
将设计、生产与控制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并由高度专业
化的人才进行管理。

高生产力的灵活性还使行业进行定制化生产。每一件
订单和每一件产品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用最大的精准
度为每一位客户量身定制。

在国内市场保持竞争力同时与国外市场联盟也促使葡
萄牙公司之间进行双赢合作，将几种不同的产品结合为
一站式的单一解决方案。

正是由于这些技能，您可以在200多个国家找到来自
葡萄牙的机械与设备。

技术创新推动葡萄牙机械与设备的发展，并被全球工业
所接受。安全性、韧性和精度的排名，每年都能打破出
口纪录的，使之成为不可否认的选择。

机械与设备

创新与出口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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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学 33

我们的专属经济区是欧洲最大的，在这里，我们不
仅可以捕捞世界上质量最好的鱼，这是健康饮食必不
可少的，而且我们的海藻也被添加到各大奢侈化妆品
中。

我们的海洋中原材料的生物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无与
伦比的。

顶级研发中心前来调查我们的海域，并不断地对其
丰富资源赞叹不已。

我们的港口是来自巴拿马运河的船舶所经过的第一
个通道，并位于一个优越的国际航线交汇区。我们的
港口和气象条件是无可比拟的，而且，融入现代化交
通网络使我们的通道成为每年成千上万条船的必经之
路。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通过专家之手建造船舶与大海
连接，各种特殊定制的船舶和豪华游艇从他们手中诞
生，甚至那些饱经风浪的船舶经过这些专家之手后，
可以重返大海并再次扬帆。

因为我们深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将其
应用到海洋中。我们设计的技术使我们能够利用来自
波浪、潮汐和风力的能量，从而提供一个纯净的能源
网络。

葡萄牙，一个天生就是面朝大海的国家，
而今，正重返海洋创造更多的价值。

葡萄牙的水域和潮汐质量为其传统的海洋活动的发展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也为他们探索海洋提供了新
途径。

海洋经济学

我们重新发掘了大海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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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A L T R A N 、 思 科 系 统 公 司 、 法 国 巴 黎 银
行、EUROPCAR、富士通、施乐和IBM有450多家公
司从葡萄牙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一流的运作，如金
融、人力资源、IT和物流行业。葡萄牙拥有：

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他们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语言
技能，渴望新技术以及自然接纳其它文化。

优越的地理位置，便于进入新市场。葡萄牙是离北
美最近的欧洲国家，距离圣保罗或莫斯科只有3小时
的时差。

优良的基础设施：楼房大多地理位置优越而且舒
适，并具欧洲最有竞争力的价格。我们的电信网络是
世界最优秀的电信网络之一，它使工作流程特别顺
畅。

良好的商业环境，极具竞争力的劳务法和税法。
葡萄牙是集住房、共享服务中心、技术与商务流程

外包中心为一体的理想目的地。

来自全球各地的首席执行官选择葡萄牙来建立共享服务
中心，将他们的企业与世界接轨。

共享服务中心与外包

商务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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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37

我们国家气候温和。平均气温在南部18ºC和北方
12ºC之间变化。这样适宜的温度使您能在海滩或野外
放松。例如，在世界最好的高尔夫球场之一进行一场
安静的高尔夫球赛，或者体验一下我们世界著名的激
情冲浪。

从南到北，我们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将使您心醉。
自然遗产，如杜罗葡萄酒产区或科阿谷和谢加贝尔

德的史前岩石艺术遗址。历史和艺术遗产，如戴安娜
庙或热罗尼姆斯修道院。

我们的遗产也属于您。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它属
于全人类。正如法多民谣或阿连特茹地区的歌曲，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其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音乐与声音来自灵魂深处，正如我们深受大海以及
我们传统甜点的影响，将食物转为佳肴的能力一样。

这一切使我们将艺术融入盛情款待中。我们用
微笑和张开的双臂一次又一次地欢迎您的到来，始

终让您感到宾至如归。

3千小时的阳光。850公里的海滩。纯天然的景色。获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致好评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只是让游客
们流连忘返的一部分原因而已。

旅游

有无数的理由来葡萄牙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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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贸易

每天，各种创业型企业以人才为支撑，为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人的生活提供超越
国际质量标准的产品与服务。

这就是为什么，年复一年，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葡萄牙的产品和服务来帮助他们
发展业务。

还有更多特别的事情我们可以为您带来惊喜，或与您携手共创奇迹。
葡萄牙贸易

通过创新与设计体现差异 定制产品与服务

的产品和服务的定制

生产缩放的灵活性

现代生产和技术控制的实施

产品与服务的综合交付 

合格的多语言人才

东西方的战略定位

卓越的港口，铁路，公路和机场基础设施

葡萄牙贸易

竞争优势 做生意葡萄牙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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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EP

促进葡萄牙公司在其国际化过程及其出口活动迈向成功。
AICEP根据接近企业的经营理念与公司保持密切关系。我们与葡萄牙公司密切合
作，使其在海外市场的业务发展更进一步。
我们与国际公司紧密合作，使其与葡萄牙内外贸业务发展更进一步。
我们弥合供求之间的差距。我们对公司概况进行鉴别，以满足您所寻找的合作伙伴
的要求。我们在贵公司与葡萄牙供应商之间建立联系。

供应商论坛
在量身定制的会议中，根据您的要求，您可以找到一系列的供应商，为您评估其产
品与服务促使您企业成长的潜力。

B2B会议
与最符合您需求的公司进行B2B会议。

葡萄牙商务之旅
AICEP可以为您组织葡萄牙商务之旅。我们准备了2至3天的商务行程，期间，您
可以访问并会见选定的葡萄牙供应商。AICEP提供物流和个人随行，在您对公司
访问期间全程陪同。

一个拥有葡萄牙本地以海外员工的团队，将AICEP带到您身边，并协助您更进一
步。

AICEP

走近您
带您走的更远

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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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EP 外部网络AICEP 
外部网络

一个弥合供求之间差距
的全球性网络

与连接 AICEP  与连接
portugalglobal.pt/overseas-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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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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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0-012 Porto – Portugal

+351 226 055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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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搜索产品与服务提供解决方案。
寻找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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