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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设立公司
以及虚拟办公室
■
■
■

■
■

公司开设
公司管理
会计，审计
税务，法务
商业咨询及发展

在西班牙设立公司
DE MICCO & FRIENDS SPAIN 德米科集团 西班牙
德米科 De Micco & Friends 律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汇聚了律师，税务专家，财务专家，房地产专家，业务范围覆盖西班牙
全境。集团的西班牙部门，总部设在Palma de Mallorca市。称为德米科集团的客户，您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的国际国内法务
税务经验，以及超过500名专家的联合高品质服务。
下面为您介绍我们的一项，在西班牙设立公司的业务。

在西班牙开始或拓展您的商业企业

公司成立之后的服务

在西班牙，我们的客户通常需要一个专门的事务所能够提
供所有的业务需求。我们的多数客户在西班牙成立公司的
过程中，面临语言和文化的问题。我们事务所的优势就
是，通过您的语言，为您提供整个流程中的法律，税务，
财务，管理等服务。待您决定您要设立的的实体类型，可
以是西班牙本地公司（个体户，有限责任，股份有限），
或位于西班牙的分支机构，或非西班牙公司，我们还会提
供所有的后续相关服务，例如：

德米科 De Micco & Friends 律师和会计师事务所，为您提
供所有必要的成立西班牙公司的服务。同时，我们也提供
公司运营中的所有相关法务，税务，财务，会计方面的服
务，这些业务都在同一个办公地完成，与您完成全面的无
缝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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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办公室
会计
工资薪金
国际税务咨询
增值税注册
移民
代管法人，律师权利委托
法律咨询
房地产交易
支付流程

不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成立

德米科 De Micco & Friends 律所是商业发展律所。我们不
仅为您完成法律意义上的公司成立，当客户希望通过公司
开拓和发展欧洲商业业务，我们也为企业家们提供策略指
引。专业的律师会和会计师一同完成，仔细审视客户的商
业计划，讨论商业目标，评价可能的风险和责任。在此基
础上，我们提供相应的法律咨询，以及针对特定问题情况
的咨询。
在马略卡和西班牙全境，您可以以固定的花费，获得公司
设立服务和虚拟办公室服务。
在一些需要快速成立公司的情况下，我们也提供一些“已
经成立的”并完成注册的公司，可供直接购买。

在西班牙设立公司
24小时内拥有自己的西班牙公司，以及虚拟办公室
德米科 De Micco & Friends 律所，为客户在西班牙成立和管理公司及商业。对于海外客户，我们还提供虚拟办公室业务，
以及24小时快速购买公司服务。
虚拟办公室配套服务

服务

如果您想在西班牙开展商业活动，但不需要花费巨资设立实体办
公室，我们可为您提供虚拟办公室服务。我们的配套服务有，依
法成立的西班牙公司，西班牙总部办公室，该公司的管理。如果
您已经拥有一家西班牙公司，您也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虚拟办公
室进行管理。

通过德米科 De Micco & Friends 虚拟办公室，您可以不用
雇佣员工，不用长期租赁办公场地，同时管理运营您的公
司。下面这些服务可单独或配套为您提供：

与中介公司或网络服务不同，德米科De Micco & Friends 律所为
您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的服务，法律和税务咨询，协助您成立公
司，以及虚拟办公室服务。我们的总部律师都可以说多门语言，
律师和税务专家都具有丰富的公司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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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Micco & Friends 总部会议室，Palma de Mallorca

设立公司 (在西班牙境内任何地点), 西班牙SL有限责任公
司，SA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公司，基金会。
也可以：购买我们已经设立的公司（24小时内可执行）
也可以：将您的已经成立的西班牙公司，委托实行虚拟办公
室
法人代表的西班牙税号NIE办理及注册
代管
实体存在并注册的办公室作为您的地址（我们律所的办公
室）
西班牙银行账户，借记卡/信用卡，网上银行
公司管理（处理公司对权力机构，对银行，保险公司等公司
管理事务）
法人代表任命，或律师委托法人代表
会计，审计，工资薪金，报税，季报，年终财务报表等
税务咨询
邮件转发，电话转接
律所的会议室可在公司需要时为公司使用

在西班牙设立公司
24小时内拥有自己的西班牙公司，以及虚拟办公室

已成立公司，已注册公司，24小时内可用。

创立，发展，领导西班牙总部，分公司，或办事处

需要快速拥有自己的西班牙公司的客户，可以直接购买我
们的部分已经成立并完成注册的公司。这些公司完全依法
成立并注册，有税号，在公司账户内有法律要求的必要的
资金额度，注册状态下的法人代表，公司账户，以及对应
的网站网址。

德米科 De Micco & Friends 为希望在西班牙进行发展的外
国公司提供专业咨询。我们客户有中小型公司企业，也有
行业领先的大型公司，如某些大型超市连锁，汽车制造
商，化工企业，批发商等。

但是我们律所提供的西班牙已经成立并注册的公司，是
100%合法，可立刻开始运营的真实公司，并不是壳公司。
这些公司由我们律所提前开设，并不是二手公司，没有任
何营业记录。

德米科 De Micco & Friends 律所为希望在西班牙开设自己
的商业活动的客户提供咨询。我们的律师，税务专家和会
计师，具有丰富的经验，了解西班牙行业。我们会为客户
提供最适合的咨询意见，满足客户的需求。除了在法律和
税务方面的协助，我们还可以协助客户在场所选择，采
购，租赁，出租，合同制定等各个方面放心完成。

优惠的服务价格
德米科 De Micco & Friends 律所为您提供全套配套服务，
商业公司设立和虚拟办公室。所有的服务可以单独约定，
或配套使用。详情请咨询。

我们的客户在不断扩大，中型企业和大型的跨国企业，在
通过我们开发了西班牙分公司后，都会后续持续和我们合
作。
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palma@demicco.es
，或致电 +34 871 955 077 .

在西班牙设立公司
在西班牙开设公司的流程（SA/SL）
请参考以下基本流程说明，我们的律师会全程负责完成。
不同的公司类型可能流程会有不同，以下是基本流程的说
明。
1. 提交公司名称的申请，获得可用名称证明：公司名称与
已存在公司并无冲突。
2. 开设公司银行账户，注资并获得银行出具的注资证明。
满足法律规定的公司开设的最低资本额度（SL 3000欧，
SA 60000欧）。
3. 签署权利委托授权（可选）。如果股东不能出席公证处
签署公司成立仪式，该股东可以授权另一人代为签署。
4. 公证签署公司成立。

7. 注册以下税务：
■
■
■

增值税 (IVA)
公司税 (IS)
营业税 (IAE)

8. 资产转移和印花税（ITP, AJD）。当前这些税在绝大多
数情况下不必支付，但是必须填表申报。
9. 在公证签署公司成立后2个月内，必须提交商务注册局
注册公司。
10. 获得相关活动所需的许可，授权，以及管理注册。根
据公司的业务和经济活动而定。

5. 公司相关人员的注册申报。

11. 公司在社会保障局注册，公司的员工在社会保障局注
册，提交相应的社保流程。

6. 申请公司的税务认证号码（CIF）。

12. 通知地方政府，公司的经营场所开始营业。

在西班牙设立公司
在西班牙开设公司的流程（SA/SL）

13. 获得无限期公司税务认证号码（CIF）
14. 向商务注册局提交公司记录
关于外国投资人/股东：
如果公司的股东是外国人，除了以上基本流程，外国人股
东必须获得：
外国人身份认证号（NIE），可通过西班牙当地警察局外国
人局申请，或西班牙驻该外国人所在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申
请。
经济部外资投资注册局的授权。
公司成立所需的时间，大约是8-20天（除去任何必要的许
可和注册的申请）。

设立公司SL和SA的花费及费用
公司资本 (可以在成立后使用)
SL: 3,000 Euro | SA: 60,000 Euro
公司成立律师费（如果股东和法人代表可出席公证签署）
SL: 1,500 Euro | SA: 5,500 Euro

公司成立律师费，如果外国股东通过委托授权律师代签
SL: 3,900 Euro | SA: 7,500 Euro
公证处费用，注册费，税务注册费
SL: 500,- Euro | SA: 1,500 Euro
购买已经成立的公司，包括银行账户，税号，地址，法人
代表，已付出资
SL: 4,900 Euro | SA: 19,000 Euro
可选:
法人代表，管理人（律师），或委托授权管理，每年
3,000 Euro 起
虚拟办公室，及电话和邮件转接服务，每年
2,000 Euro 起
会计
月账目:
季度报表:
年报，财务报表:

100,- Euro 起
100,- Euro 起
500,- Euro 起

请向我们咨询详细的个性化价位！

-

西班牙更多分所
A拉科鲁尼亚，阿利坎特，阿尔梅里亚，阿

C. Llorenc y Vicens 3
07002 Palma de Mallorca
Spain

尔特亚，巴塞罗那，毕尔巴鄂，加的斯，
大加那利，伊维萨，马德里，马贝拉，马
拉加，穆尔西亚，昂达（卡斯特利翁），
奥维耶多，塞维利亚，特内里费，瓦伦西

eMail: palma@demicco.es
电话: +34 871 955 077

亚，巴利亚多利德，比斯开

国际分支和合伙人
苏黎世，法兰克福，巴黎，米兰，摩纳哥，布卡
拉斯特，索非亚，伊兹密尔，马耳他，安卡拉，
伊斯坦布尔，索非亚，拉巴特，白宫，塞普利，
塞浦路斯（利马索尔），莫斯科，圣彼得堡，德
黑兰，普纳（印度），达马斯库 斯，迪拜，巴
林，利雅得，阿布扎比，新加坡 ，西德尼，纽
约，洛杉矶 ，拉斯维加斯，旧金山，达拉斯，东
京，巴拿马，波哥大，加拉加斯，利马，智利生i
蒂亚戈，里约热内卢，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
斯，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圣 多明哥，古巴
（哈瓦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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