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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享受完美购物体验。美丽的
城市、优越的气候和令人味蕾大开的
美食…都会让你的体验难以忘怀。
内容丰富精彩。如果你钟情于服装，
那么这里就是你的天堂。不论你的风
格是什么，在这里总有一款适合你。
发现那些征服国际时装界、为世界各
地的名人打扮的西班牙设计师们。超
越设计师的限制，爱上西班牙制造的
品牌创造力。

你在这些城市畅游时，既可以看到奢
侈品牌商店，也可以欣赏到当地手工
匠的独特创作。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参
观小作坊、复古市场或浏览大型购物
中心。而且别忘了品尝这片土地的美
味：品尝西班牙最上乘的美食产品。
在西班牙，不仅可以买到品种丰富的
商品，还享有其他多重优势。优惠购
买免税商品，趁着打折季享受极低的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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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购物

时装与设计
这里是你更新衣柜、淘到你喜爱的配
饰最合适的地方。在西班牙你可以找
到最好的国际品牌，不论是大型连锁
店还是古奇、爱马仕、拉尔夫·劳伦、
香奈儿或迪奥等享誉世界的奢侈品店。
近年来，知名国际品牌通过在西班牙
主要城市的主要街道和购物中心开设
新店铺，加强了对我们国家的重视。
多种选择会带给你惊喜。

西班牙品牌是天才、风格和品质的
代名词。通过我们最负盛名的设计
师感受这个国家的设计和时尚。西
班牙最著名的服装设计师之一克里
斯托瓦尔 ·巴伦西亚加（Cr i s tó b a l 
Balenciaga）这样先驱者的创作仍然引
领着趋势。享受令人迷醉的帕科(Paco 
Rabanne)的香水系列和金属色裙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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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与设计

西班牙精于针脚的大师级人物名单很
长，从说出经典名言“皱纹是美丽
的”的Adolfo Domínguez，到Jesús 
del Pozo、Pedro del Hierro、Roberto 
Verino或是 Purificación García。西班
牙还主打一些充满鲜艳色彩的独特品
牌，例如Ágatha Ruiz de la Prada，不
仅限于服装和配饰，还包括文具和家
居用品。感受巴塞罗那卡思图（Custo 
Barcelona）的年轻和无忧无虑的精
神。如果你寻找具有清新独特设计和
印花的袋子和服装，María Domínguez
和Uxía Domínguez的Bimba y Lola商店
橱窗将会为你带来灵感。

创造力在不断革新。马德里梅赛德斯 
- 奔驰时装周是新秀人才的主要展示
平台之一，年复一年他们提出了胆大
无畏的前卫设计。Palomo Spain以其
男性衣橱的创意而创造潮流，而专为
年轻人打造的新品牌则依旧以经典系
列为主，例如Ailanto、Alvarno或The 
2nd Skin Co.。时尚也是属于女性的，
比如Ana Locking、María Escoré或
Pepa Salazar。
你需要找到最新潮且价格合适的时尚
建议吗？在西班牙的主要街道和购物
中心里，你可以找到世界著名的西班
牙品牌，如Zara、Mango、Bershka或
Massimo Dutti。

西班牙时装也以Suarez、Tous或
Unode50等品牌的珠宝系列闻名。
独特的设计、优雅和高品质以配合
你衣橱中的最佳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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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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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

何处购买
马德里
西班牙的首都是一座现代化且舒适的
城市，会给你提供成千上万的选择。
不需要离开中心，你可以到达不同的
商圈，并且每个都有自己的个性。沿
着城市最热闹的Gran Vía大街漫步，
欣赏两旁的建筑，其中很多都被改建
成大型时装店或珠宝店。抛开汽车，
沿着Preciados步行街一路走，在太阳
广场（Puerta del Sol）和马约尔广场
（plaza Mayor）之间找到小型市场中
极具个性的手工艺术品：这里你可以找
到扇子、帽子、吉他或弗拉门戈礼服。
另一个非常具有西班牙特色的细节将
让大多数球迷兴奋不已：皇家马德里
和马德里竞技的商店在市中心和俱乐
部球场里都能找到。在那里，你可以
找到白色战队和床单军团球迷的各种
运动服饰和配饰。

 a 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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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与设计

在Letras区，一些保留历史魅力的老店
与现代创意小店共存。还有在伯爵公
爵区（Conde Duque）的创意商店，
与大型连锁品牌截然不同。
如果你喜欢别有一番风味的新颖设
计，可以去Fuencarral和Hortaleza街
以及整个Chueca区去转转。
萨拉曼卡区会激发你的奢侈品购物欲
望：黄金一英里，位于Serrano街附
近，这里就是一个集时尚、鞋品和珠
宝于一体的奢侈品橱窗。你甚至拥有
这座城市最令人眼花缭乱的购物中
心：塞拉诺公园和塞拉诺ABC。

 a 马德里黄金地段

马德里黄金地段

照
片
：

M
ad

rid
 D

es
tin

o

照
片
：

M
ad

rid
 D

es
tin

o



8

在西班牙购物

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
爱上这里的街头时尚：市政市场、美
术馆、大型时装屋或手工作坊。这里
你可以走过不少于5公里的步行街，
特别是在兰布拉大道（Las Ramblas）
上，你可以在宽阔的人行道上穿行于

诱人的商店橱窗之间。去参观深藏在
历史建筑中的百年老店：手套店、餐
具店、糖果店、帽子店......在这些城市
商业遗产的真正宝藏中，你会感到仿
佛回到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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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连接着圣家堂和诺坎普的Diagonal
走一走，寻找最好的品牌。当你欣赏
建筑的原始构造时，会发现著名的时
装店、家具装饰店及购物中心。在巴
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的球场官方商店你可
以买一件印着巴萨球员名字的球衣。
扩建区（Eixample）将通过其独特的
设施征服你，令你沉浸在尊贵而庄严
的环境中：珠宝店、美术馆、书店以
及国内外的时装店。漫步于宽阔的街
巷和大道上，比如美丽的Passeig de 
Gràcia大道，你可以在那里欣赏极具
代表性的现代主义建筑，如La Pedrera
或Casa Batlló。

 a 巴特罗之家

 a 巴塞罗那

在市中心的Born、Gótic和Raval街区
历史悠久的街边珍藏着非常特别的店
铺：服装、配饰、装饰、美食......均由
本地设计师精心创造，一踏进门就会
被吸引。是一次相当难忘的经历，也
是购买最原创的礼物的绝佳机会。

时装与设计



瓦伦西亚
充分利用这座美丽地中海城市的优越
气候，漫步于不同的店铺间。特别留
意在该地区设计和制造的鞋类。在历
史悠久的市中心，在卡门（Carmen）
区附近，沿着Bolsería街、Plaza del 
Tossal广场和Quart街步行，沉浸在都
市时尚、传统的瓦伦西亚纺织品或银
器中。
在Redonda广场的小市场或摊位上购
买手工艺品、蕾丝花边或刺绣。罗意
威（Loewe）、雅致（Lladró）这些奢
侈品牌在Marqués de Dos Aguas宫附
近等待着你。
在宽阔的哥伦布（ C o l ó n）街和
Ensanche寻找更多的时尚和装饰。在
法兰西大道（Avenida de Francia）、
阿拉米达（Alameda）的延伸处以
及靠近艺术与科学城（Ciudad de las 
Artes y las Ciencias）的El Saler出口
处，有购物中心和小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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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购物

艺术科学城
瓦伦西亚

马拉加
在购物的同时享受太阳海岸的神奇魅
力。你可以在著名的Larios街的商店橱
窗前漫步，穿过这座充满光明和喜悦
的城市步行街。在港口区，你可以参
观Muelle Uno及其商店、餐馆和文化
活动。
位于市中心的大型购物中心等着你，
如拥有超过150家商店的Larios Centro
或Málaga Plaza，距离El Corte Inglés
仅一步之遥。参观非常靠近机场、风
景如画的马约尔广场：在露天的绿树
成荫的街道和带喷泉的广场散步，寻
找你最喜欢的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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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与设计

毕尔巴鄂
通过巴斯克大都市的小酒馆将你的购
物与美食之旅相结合。参观扩建区
（Ensanche）宽敞而独特的商店，
位于Gran Vía和Marqués del Puerto
之间，以及毕尔巴鄂的精品购物区
Rodríguez Arias。
进入老城区（Casco Viejo）的步行
街，在历史建筑、精品小吃酒吧和糕
点店之间徘徊：你将发现这里新潮和
传统并存。这里是购买工艺品、旧
书、衣服和鞋子的理想场所。如果你
被二手市场、独立书店或创意空间所
吸引，那就跨到河的另一边：那里是
毕尔巴鄂老城（Bilbao la Vieja），是
最古老并拥有多元文化的社区。
时装、家居用品、眼镜、书，有机产
品......探索Indautxu区的各种商店，尤
其是Ercilla街及其周边地区。你在寻找
礼物或古董吗？探索古根海姆博物馆
周围的商业空间及其画廊和展览厅、
艺术书店、酒吧和美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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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广场
马拉加

古根海姆博物馆
毕尔巴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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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市郊的购物中心以超低价格找到最
好的品牌。

奢侈品奥特莱斯
你可以在奢侈品精品店购物，周围美
食环绕，环境宜人。例如，在马德里
的Las Rozas Village，你可以欣赏到山
脉的景色。
位于巴塞罗那的La Roca Village打折村
无疑为另一个不错的购物选择，这是
一个拥有130多家知名时尚或装饰品
牌的打折村。除了独家商店的大幅折
扣外，你还可以获得其他好处，例如
积累航空公司忠诚度计划中的积分。
若要舒适地旅行，可使用从市中心出
发的快速巴士服务。

EL CORTE INGLÉS百货商场
在这些大型百货公司中你可以找到一
切：从最知名的服装配饰品牌、拥有
豪华游路线的旅行社到种类繁多的食
品超市。这里你还可以买到西班牙最
好品牌的纪念品，比如丝绸披肩、扇
子、瓷器、剑、珠宝等等。在西班牙
的主要城市均设有购物中心。规模最
大、种类最齐全的是El Corte Inglés 
Mall Castellana（马德里）或Plaza de 
Cataluña（巴塞罗那）的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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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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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婚纱
爱上西班牙制造的新娘礼服，西班牙
是世界领先的婚纱时装出口商之一。
你将被设计、服装质量和精美面料所
吸引。你会有很多选择，包括高级时
装和成衣（prêt-à-porter）。
Pronovias是最著名的品牌之一，在
10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这里你将找
到精美的手工制品。另一个不可错过
的地方是Rosa Clará，其多样性十分
吸引人，简洁优雅是其建筑的标志特
点。两者的店铺几乎遍布整个西班牙
领土。Cortana的原创地中海风格系
列由设计师Rosa Esteva在巴塞罗那的
小作坊制作，会让你眼前一亮。
引领国内外趋势的西班牙公司名
单很长：Jesús Peiró、YolanCris、
Inmaculada García......此外，著名的
裁缝师在他们的工作室和专卖店中制
造出真正的定制珠宝。来购买你的礼
服吧！为什么不在西班牙为你提供的
独特地方举办婚礼呢？



 

手工艺品
走进手工艺品的世界：参观工作坊和小工厂，观察工匠们的制作过程。甚至
你还可以学习制作属于自己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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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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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陶瓷艺术，安达卢西亚、托莱多
和地中海地区是最具传统和发展最好
的地方。体会深受阿拉伯影响的技术
和历经千年的装饰形状。
在瓦伦西亚的马尼塞斯（Manises）
参观老城区的工作室和陶瓷商店。你
将了解著名的瓦伦西亚蒜油酱捣制碗
（morteros valencianos）的制造过程
或金属反射陶瓷技术。如果你跃跃欲
试，还可以试着自己画一个中世纪风
格的“Socarrat”瓷砖或在陶工轮上创
造一块作品。

特里亚纳
塞维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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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艺品

塞维利亚的特里亚纳（Triana）区是
欣赏著名的特里亚纳（Triana）陶器
秘密的理想场所。这里的街道上仍
然能看到传统的陶器。在工匠的帮
助下，你可以欣赏流传了几个世纪
的陶瓷创作过程。
Talavera de la Reina位于托莱多省，
在陶器和瓷砖工作方面也有悠久的
传统。要彻底了解它，请游览Ruiz 

de Luna博物馆的16世纪至今的作品
展。如果你想观看现场表演过程，
或者自己尝试一下，可以前往古老
的Santa Catalina修道院的Patio de 
Artesanos。
如果你对玻璃工艺感兴趣，巴塞罗
那和马略卡岛是最具传统的地方。
在那里你可以参观传统的玻璃工
厂，并发现吹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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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购物

在巴塞罗那，让自己被西班牙村（Poble 
Espanyol）所吸引，这个小镇是为1929
年的世界博览会而建的，浓缩了不同类
型的西班牙建筑。在迷人的街道、广场和
雄伟建筑里，你将看到一大批工匠在制
作皮革和玻璃、珠宝、雕刻品、篮子...... 
尝试自己制作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风格彩
色玻璃窗。在大都市的中心，你还可以家
庭为单位进行学习，例如，由高迪设计的
trencadís马赛克艺术。

西班牙村
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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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略卡岛，仍有三家工厂采用玻璃
吹制技术：去那里参观，看看制作彩
色眼镜、灯具、盘子或烛台的炉子。
除了购买独特的作品外，你还可以吹
制自己的玻璃泡。

纺织业
令人惊讶的是萨莫拉省Carbajales de 
Alba工作坊的精心刺绣工艺，它们保
留了十六世纪的传统。多彩的图案在
经典的地区服饰中闪闪发亮。
西班牙有几个地方仍然手工缝制马尼
拉披肩。例如，塞维利亚省Cantillana
的主要手工活动是用条纹做成“格

子”图案。虽然披肩的起源在中国，
但它已经成为西班牙传统的一部分，
并且是马德里和安达卢西亚传统服饰
的必要饰品。

在Almagro（Ciudad Real，Castilla-La 
Mancha）保留了梭织花边的传统，这
是一种刺绣技术，你可以通过每年举
办的课程和分享会来观摩和练习。该
地区著名的毯子仍然是用一针一线和
代代相传下的百年技巧而制成。

参观马德里Paseo del Arte的皇家挂毯厂。

手工艺品

 a 阿尔马格洛
雷亚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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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乌夫里克
加迪斯

自1720年以来，编织工人就开始生产
手工挂毯、地毯和纺织品。他们的作
品被西班牙宫廷人员所穿戴。除了观
赏其博物馆的珍贵收藏之外，你还将
通过经验丰富的工匠发现这个古老职
业的秘密。

皮革制品和鞋类
位于加迪斯山脉的Ubrique是手工制
作的皮具和皮革制品的天堂。它有近
40个作坊。此外，这里的街上商店云
集，你可以买到高质量的鞋子、包和
钱夹。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大型国际品
牌在这里生产的原因。

如果你对工艺品充满热情，就会爱上
充满多样性的巴利阿里群岛：在那里
传统与时尚都市风格并存。鞋类和皮
具是主角。走在迷人的露天市场，尽
情享受。发现著名的Menorca凉鞋，
这种农民穿的皮凉鞋已成为夏季的象
征。在马略卡岛，皮革工艺品的中心
位于Inca：参观他们的工厂，购买一
双鞋或一只手提包，可以使用一生。
另一个皮革制品和鞋类的天堂是巴伦
西亚大区。如果你正在寻找手工定制
的优质鞋子，你会在瓦伦西亚找到它
们。位于阿利坎特省的埃尔切和埃尔
达也有许多作坊和商店，可以买到最
好的鞋子。

 a MENORQUINAS鞋
梅诺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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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产品
利用好你的旅程，购买这片土地上最好的产品。在美食店找到它们，并在经过
美食空间改造后的传统市场中品尝。除了各种各样的罐装食品，你还可以品尝
到我们的海产品，把葡萄酒、奶酪、橄榄油或伊比利亚火腿统统放入你在熟食
店的购物篮子里。尽情舔手指吧！

 b 圣比森特德拉松谢拉
里奥哈



伊比利亚火腿
不论你选择西班牙的任何目的地，都
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场所来品尝西班
牙美食的明星产品。
你可以通过小吃或盘装的形式品尝火
腿，请专业人士切成薄片，或者放在
salmorejo（基于番茄和面包的冷奶
油）里调制成菜肴，用伊比利亚火腿
刨花，伴随蔬菜羹或作为馅炸丸子和
面糊调味。
品尝原产地名为“伊比利亚橡果”
的火腿，这种橡果是在萨拉曼卡南
部（Gui jue lo）、埃斯特雷马杜拉
（Dehesa de Extremadura）、科
尔多瓦（Los Pedroches）和韦尔瓦
（Jabugo）的草地上生产的。可以通
过黑色标签轻松使其与其他品种的火腿
区别开来。它由伊比利亚猪肉制成，这
些猪自由生长，完全在田间饲养，因此
火腿肉具有独特而强烈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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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伊比利亚火腿

葡萄酒
西班牙是葡萄酒爱好者的天堂。参观
我们的酒厂，了解酿酒的秘密，在葡
萄园下榻或上一节品酒课。沿着其中
一条葡萄酒之路沉浸在这个迷人的世
界中。
感受不同原产地名称葡萄酒的特征，
其多样化和精致会让你想要尝试所
有。来自卡斯蒂亚莱昂的拉里奥哈和
Ribera del Duero的红葡萄酒、绿色
西班牙（加利西亚、阿斯图里亚斯、
坎塔布里亚和巴斯克地区）的白葡萄
酒，比如Ribeiro或Txakoli，是餐桌上的
主角，非常适合搭配不同的西班牙菜。
全国产量的一半源自广阔的中央高
原，在这里你会发现La Mancha的葡萄
酒，如著名的Valdepeñas。加泰罗尼
亚Penedés卡瓦酒是一流的起泡酒。
安达卢西亚是各式各样的雪莉酒的摇
篮。尝试完美的开胃酒菲诺（Fino）
或味道甜美的Pedro Ximénez，非常适
合搭配甜点。

 L  更多信息：  
 www.wineroutesofspain.com

乌铁尔-莱格纳（UTIEL-REQUENA）葡萄酒之路
瓦伦西亚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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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ineroutesofspa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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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榄油
初榨橄榄油是西班牙美食的精髓，也
是地中海饮食的支柱。健康又美味，
这属于我们土地上的美味可由你尽情
品尝。安达卢西亚和卡斯蒂利亚 - 拉
曼恰是西班牙橄榄油的主要产区。你
还可以在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巴利
阿里群岛、埃斯特雷马杜拉、纳瓦拉
和拉里奥哈找到美味橄榄油。
在哈恩（安达卢西亚），你可以游览
橄榄油路线，那里的Sierra Mágina自
然公园有一大片橄榄树。科尔多瓦
（安达卢西亚）是西班牙的另一个主
要橄榄油产地，许多村庄里都种满了
橄榄树。在这些村子里，早餐和品油
都会以初榨橄榄油为主角。

 a 拉曼查奶酪 a 橄榄油

奶酪
 你喜欢奶酪吗？在西班牙，你有很多很
好的选择。有新鲜的、腌制的、熏制
的、奶油的......

如果你对绵羊奶酪感兴趣，可以尝试
卡斯蒂利亚 - 拉曼恰的Manchego老奶
酪，或巴斯克地区的Idiazábal，或来自
Navarra的Roncal。来自卡塞雷斯的La 
Torta del Casar是一种美味的黄油意大利
面食，由美丽诺绵羊奶制成。
在Concejo de Cabrales（阿斯图里亚
斯），你可以参观世界上最好的制作蓝
色奶酪的天然洞穴。品尝著名的由牛奶
制成的Mahón de Menorca奶酪，根据成
熟程度不同，种类也不同。加那利群岛
以山羊奶酪而闻名，例如具有马郁兰香
草的精致香气的Majorero。



复古风购物
如果你被年代的魅力所吸引，并且喜欢逛旧货店，那么你会在西班牙发现很多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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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拉斯特罗旧货市场
马德里

照
片
：

ni
to

50
0/

 1
23

rf
.c

om

在马德里，漫步于历史悠久的露天街
头市场El Rastro，周日和节假日开放
至下午3点，在Plaza de Cascorro广场
周围举行。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商品，
古旧而值得把玩的物件、书籍、新的
及二手的衣服、复古家具和古玩。
在热闹的氛围中，和马德里当地人
一起在附近的小酒馆和酒吧品尝开胃

酒。一周剩下的时间里，在Ribera de 
Curtidores街，你会发现体育用品商
店、古董店和摄影楼。
如果每个月的第二个周末你恰好在马
德里，那么前往铁路博物馆举办的发
动机市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历史
悠久的Delicias火车站的站台和旧车厢
之间享用美食产品并浏览各式各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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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淘一淘复古服装、废弃光盘、
漫画、旧照相机和各种稀奇古怪的东
西。在外面听听音乐或者在一辆美食
车上吃东西。
探索Malasaña区的复古风格商业区，
将复古风格与新潮流完美结合。
在加泰罗尼亚的巴塞罗那复古市场以
其休闲和欢快的氛围而闻名，除了专
业人士之外，每个人都有可能卖出他
们的“宝藏”。它位于La Sagrera区附
近的Nau Bostik，一座由古老工厂改
建的文化创作空间。在这里你可以找

到衣服、鞋类、玩具、工具、唱片、
影片......在聆听DJ播放音乐的同时，在
露天摊位漫步，当你食欲大开，就可
以在美食车中享用美食。
如果你苦苦寻觅一件东西却难以找
到，也许会在巴塞罗那的Mercat dels 
Encants找到它，无论是新的还是二手
的：有衣服、工艺品、家具、机械、
家用电器、书籍、唱片等各种物品。
每周三次进行公开拍卖，这与其他欧
洲市场不同。这些摊位位于一个镶满
镜子、高24米的屋顶下，令人印象深
刻。这里也有几处修缮工厂。

 b MERCAT DELS ENCANTS市场
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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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拉加（安达卢西亚）每月的第一
个星期五，你可以在傍晚时分开放的
La Térmica夜间文化步道中找到最想
要的物品。服装和配饰、插图、雕
刻、标志、古董、玩具、文化衍生
品、音乐......这里是复古爱好者和收藏
家的完美去处。此外还包括娱乐和文
化：音乐会、话剧、影片放映和美食
选项。这个文化空间位于Casa de la 
Misericordia的老建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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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AS DALIAS
伊比萨

位于伊比萨（巴利阿里群岛）的Las 
Dalias可以满足你对60年代的嬉皮精
神的怀旧感，这是一个充满风情的街
头市场，在这里可以看到服装、配
饰、服装首饰、个人护理天然产品和
装饰品。一切都是手工制作，由来自
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制作，他们选择
这片岛屿作为居住地：在他们的作品
中，你会感受到传统伊比萨文化的印
记。有超过200多个摊位，被树林所
包围，位处得天独厚的环境中。你可
以在复合式餐厅享用异国情调的美
食，或在帐篷里享用茶。这里在四月
至十月的周六开放。此外，夏天夜晚
从周日到周二，这里也有惊喜等待着
你：感受这种轻松的体验，享受最好
的音乐和烛光。
在瓦伦西亚（瓦伦西亚大区），漫步
在Ruzafa区的街道上，在那里您可以
找到最时尚的商店，购买时尚和装饰
物品。还有提供咖啡的书店，你可以
在这里翻阅漫画书；或者参观小型艺
术画廊和大型传统新鲜食品市场。你
可以前往Patio de Ruzafa，这是一个
非正式的波西米亚风格的空间，可举
办音乐会、展览、小作坊、餐饮活
动、食物交换市场和工艺品市场。
如果你在毕尔巴鄂（巴斯克地区）并
且正好是星期天，在Zorrozaurre半岛
你会看到一个由旧饼干工厂改建成的
大市场：Open Your Ganbara。这里涵
盖一个针对设计师和创作者的区域，
另一个空间则针对附近遵循重复使
用、减少使用和回收的理念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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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购物的良机
享受打折季，抓住超低价折扣的良
机。商店橱窗中的大型海报将提示你
商店正处于打折季。与初始价格相
比，你可以节省高达70％的费用。
冬天的打折季通常在三王节一月六日
之后开始，尽管在一些城市，例如马
德里，这个日期会提前到新年的第一
天。打折季一直延续到二月或三月
底，甚至是四月的前几天。
夏天打折季是七月和八月，但根据西
班牙的不同地区，也可能延长到九月
底。在马德里，打折季通常在六月底
开始。
你也可以享受一些商店的季中折扣
（mid season），虽然折扣并不是很
低。在九月到十一月之间的秋季，在
寒意尚未袭来之前，以低价购买衣服
和配饰。在三月到六月之间，享受为
夏季做准备的春季折扣季。
西班牙也采用了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
期一的习俗，为所有类型的产品推出
各式各样的诱人优惠。如果你在十一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来这里，请利用
好这个打折的机会，或者在下一个周
一在线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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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税购物 
在西班牙
在西班牙购物的优势不仅有关其产品。这里你还有个简单的清单可以享受免税
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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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免税购物?
免税购物是指某些游客有权获得增值
税退税，但必须满足两项下列要求：
• 非欧盟成员国的居民。
• 在最长三个月内离开欧盟时有海关
免税表格的盖章。

它仅适用于个人使用的物品或礼品，
如衣服、香水或科技产品。增值税不
能从餐馆、酒店、演出等费用中扣
除，一般来说，任何不可出口的产品
都不能退税，因此也包括所有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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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税购物在西班牙

如何办理？
购物时，你必须出示护照并在商店申
请免税发票。他们会为你提供购买发
票和填写你所有信息的表格。在某些
商店中，可以按照日期对分次购买的
发票进行分组。可以向商店咨询是否
提供该选项。

如何申请？
在你办理行李托运之前，必须在海关
（通常表示为增值税退税办公室）上
出示你所购买的物品以及免税发票以
进行盖章。
接下来你有两种方式可以申请退款金
额：
• 去专门的受理公司（收取一定佣
金）。在所有主要机场和西班牙边
界都有退税点。

• 向你购物的商店寄送已盖章发票。
商家必须在15天内通过支票、信用
卡或银行转帐的方式处理退款。
 L  更多信息：www.aena.es

实用建议
在购买之前，确认商店是否归属于任
何免税退税系统（通常在入口和收银
区域显示免税标签）。商店的负责人
员将解决任何问题并解释你必须遵循
的步骤。

当你去海关时，不要忘记拿着护照、
商品、免税发票和登机牌。
新的DIVA系统与传统系统兼容，是一
种快速安全的电子程序，商店可以自
愿加入。当你购物时，请向商店索取
DIVA表格，可以在机场的自动盖章处
进行电子验证。然后你可以要求进行
购买的商店退款，或者向受理公司出
示你的DIVA表格代码申请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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