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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干撒 ?

布拉干撒

未来的机遇

布拉干萨是当今葡萄牙的一个充满活力、魅力和现代化的行政区，这里有各种组

织有序的公共机构和充满竞争力的企业，这里也有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机构，不断完善

的可达性，还有卓越的集合设备和占一定百分比的合格的青年劳动力，这些条件都将

能够应对如今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全球化经济市场的要求。

拉干撒是一个治安很好，有着丰富的绿化面积，拥有充满活力的夜生活和质量

卓越的农产品的城市。

在2012年，布拉干萨被DECO（葡萄牙消费者保护协会）的一项通过评估居住

条件、流动性、噪声、犯罪率、餐馆、超市、文化、娱乐和体育等综合条件的调查中

被评为葡萄牙第六大拥有最高生活质量的城市。

布拉干萨每年都因其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教育方面所做的贡献被颁发绿色旗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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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一览

布拉干撒

未来的机遇

面积 | 1.173km² 

人口密度 | 30,1 人/km²

布拉干萨市人口 | 23099人

布拉干萨市政区人口 | 35341 人

登记的失业人口 | 1715 (2011)

市旅游中心站登记的进入游客人数| 27398 (+12,98%)

绿化面积 | 19,18m²/人

市交通线路与郊区总交通线路| 11 条交通线

商业中心 | 1 个

大型商店 | 4 个

旅馆容量 | 1501 床

露营公园 | 3 个

城市骑行环线 | 8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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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ssibilid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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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性

布拉干撒

未来的机遇

布拉干萨拥有完善的公交设施，保证安全的交通流通和快速到达目的地。

与西班牙交通网络和高速火车站十分接近， 在拉科鲁尼亚-马德里（Corunha –

Madrid）火车线路中，将会在普埃夫拉德萨纳夫里亚（ Puebla de Sanábria ）(距

布拉干萨30 Km) 和在萨莫拉（Zamora） (2015下半年)增加两站,，这将推动布拉干

萨流动性的提高和发展。

配备有地区性机场, ,在布拉干萨-阿雷尔城-维塞乌-里斯本和波尔蒂芒之间的常规

航线在2015年六月重新投入使用。与波尔图机场之间小于两小时航程，与马德里机

场小三小时航程。.

布拉干萨处于伊比利亚半岛两处最重要的航海港口之一的历索斯港 (葡萄牙-

Leixões) 和毕尔巴鄂港 (西班牙-Bilbau)的影响区域之间。

距离 | 时间

里斯本 491 Km | 04h15m 

波尔图 215 Km | 02h00m 

马德里 362 Km | 03h15m 

萨莫拉 90 Km | 01h00m 

萨拉曼卡 169 Km | 01h45m 

5



经济活动

布拉干撒

未来的机遇

近十年，布拉干萨地区的消费能力增长了7.25个百分点，然而北部地区平均增长

率仅为1.58个百分点。从2010年开始，布拉干萨的增长比就处于北部地区平均水平之

上，在2005年，超出了葡萄牙的平均水平。

在过去的十年，布拉干萨的商企部分成为了最具竞争力的部分，在出口方面也取

得不小的成绩。布拉干萨在2000年占了北部地区出口量的0.14%，在2013年达到

1.59%。

在2013年，布拉干萨出口量超于杜罗区三倍，高出其余的上后山地区六倍, 占了

所属杜罗和上后山省两个大区的33个城市的74.53%,这证明了其稳固的吸引力和出口

经济活动的地区引导力。

6



Investir em 布拉干撒

未来的机遇

1

主教堂广场



认识文化遗产

布拉干撒

未来的机遇

布拉干萨在文化历史悠久的城市中心保留着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可以很方便地

步行游览。它所用的石块见证了几个世纪的历史，正是在这，矗立着全国最优美和保

留最完好的 15世纪的古代城堡主楼之一的布拉干萨城堡，它庇护了一系列如古市政

厅（Domus Municipalis）庄严肃穆的历史纪念性建筑物。城墙、碎石路指引着游客

通向天主神殿和保留着传统习俗和建筑的小山村（Montesinhos）、里奥-迪奥努尔

村（Rio Onor），这些地方都非常值得细心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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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elo de 布拉干撒 e Domus Municipalis Basílica de Outeiro



享受自然

布拉干撒

未来的机遇

很少地区能拥有像小山自然公园（Parque Natural de Montesinho）这样丰富

的生物多样性 ，小山自然公园位于布拉干萨的峡道出口。这里有葡萄牙80%的哺乳动

物，有美妙的风景, 众山围绕，Sabor河, Maçãs河和Baceiro河围绕着山谷。庄稼,沼

地，浓密的树林，冬青树林，欧洲最大的黑橡木树林，被无数已做标识的小路所环绕，

这也使徒步旅行和骑行，如环行圣地亚哥之路和安东尼奥罗马线路都提供了更方便的

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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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自然博物馆圣地亚哥之路



凯尔特丑面

Graça Morais 现代艺术中心

Abade de Baçal 博物馆

生命科学中心



认识文化

布拉干撒

未来的机遇

在布拉干萨，通向未来之路是基于已起源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在这个充满活力的

城市有着不拘一格的文化底蕴，有跟凯尔特丑面游行共存的当代建筑，有既展现当代

著名艺术家的创作和又体现地区古老民族精神的博物馆。

布拉干萨市政厅剧院

格拉萨 莫莱斯当代艺术中心

生命科学中心

音乐舞蹈学院

Adriano Moreira市政厅图书馆

Georges Dussaud影展中心

伊比利亚面具服装博物馆

Abade de Baçal国家博物馆

军事博物馆

S. João de Deus纪念中心

葡萄牙犹太后裔文化解读中心

Belarmino Afonso民族精神博物馆

同时，布拉干萨会定期举行演唱会、会议、座谈会、研讨会、展览、表演和街头

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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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布拉干撒

未来的机遇

布拉干萨拥有高质量教育的基础设施和帮助促进学习的创新技术，其中一些机构

扩大了其工作时间(7;45到19:30)。

公立学校教育 (与本工程单位距离 < 8kms)

幼儿园 | 6所 307 个孩子 ， 可容纳450个孩子

一期教育机构（给9岁以下的孩子一般为1到4年级） | 11 所 822 个学生 可容纳1288 

个学生

二期（12岁以下一般为5、6年级）和三期教育机构（15岁以下7.8.9年级，相当于国

内中学）和高中 | 4 所 2502个学生可容纳3530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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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干撒理工学院中学



教育

布拉干撒

未来的机遇

私立学校教育 (与本工程单位具体大约 < 8kms)

每月花费在35€ 到 195€之间, 在人均收入之间变化.

托儿所 | 8 所 256名儿童 可容纳288 名

幼儿园 | 8 所 461 名儿童 可容纳540名

1期教育机构 | 3 所 245 名学生 可容纳300人

职业教育和高级教育

2所职业学校 (1 所公立 1所 私立)

布拉干萨理工学院由5所学院组成：

(高等农学院, 高等教育学院, 高等技术管理学院, 高等卫生学院，高等传播和

旅游管理学院), 总共有52项课程和约7000名学生，在国际交换生项目中越来越被引

起注意。(目前约1200名国际学生).

在布拉干撒有4处地点可以学习或加强外语 (西班牙语,英语, 法语和德语)，同

时也有不同的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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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布拉干撒

未来的机遇

布拉干萨拥有各种优质的体育基础设施，这保证了不同体育项目的顺利进行(足球、

篮球、轮滑曲棍球、游泳、舞蹈、武术等等) 这些运动俱乐部和企业，使布拉干萨成

为一个更加健康的城市。

2 个游泳池 (1 个露天 和 1 个室内恒温泳池)

5 个室内体育场馆

3个自然综合运动草坪

4个健身公园

3 个极限公园

5 个儿童乐园

4 个健身馆

1 个马术中心

9 个露天多样体育公园

一年中建成20多个人行健步道，布拉干萨市政厅为骑行和跑步活动提供最佳的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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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布拉干撒

未来的机遇

1 所医院(主要医疗项目: 一般内科, 麻醉科、心脏病科、普通外科、口腔科，妇科/产

科、复健科、重症科、内科、

神经科、肾科、营养科、眼科、肿瘤科、矫正科、五官科、儿科/新生婴儿、肺病学、

临床心理学、精神病学、儿童

精神病和成人精神病学、泌尿科和公共卫生学。）

3个健康中心

1 所提供姑息性治疗

1 所照看病情长期演变的病人

1 所提供持续性治疗

多家提供多种病科治疗的私人诊所

在布拉干萨，98,5% 的人口有家庭医生和护士

布拉干萨还拥有一个紧密联合的广阔的社会网络，接受不同社会反馈，为民众的不同

需求提供更加高效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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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干撒医院持续监护病房



支持服务

布拉干撒

未来的机遇

布拉干萨，是个区域平衡的城市，也是一个充满潜力和内涵 的城市，不仅提供

地区性服务也有许多其他类服务。

布拉干萨地区法院

公民商业地政局

区域社会保障中心

税务局 (金融和海关服务)

葡萄牙运动及青年协会

INATEL基金会（主管民众文化体育娱乐方面）

IAPMEI（中小企业及投资协助局 ）

布拉干萨核心企业会 (NERBA)

布拉干萨工商业服务协会(ACISB)

农渔业地区管理指导会

自然与森林保护协会

葡萄牙公安

葡萄牙国民卫队

布拉干萨志愿消防队

移民局

葡萄牙劳动条件监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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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

布拉干撒

未来的机遇

干萨市拥有良好的内部可达性，交通方便，拥有多种户型和质量上乘的住房。

布拉干萨已全部被供水系统、废物转移和收集系统所覆盖，也有公共供气网络和光纤

网络围绕住宅区和服务区。

住宅估价 (租金和售价)

T0 |  190€/月 – 55.000€

T1 |  235€/月 – 62.000€

T2 |  280€/月 – 68.000€

T3 | 320€/月– 85.000€

T4 | 450€/月– 130.000€

房间 |  100€ -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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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社会支持

布拉干撒

未来的机遇

布拉干萨市政厅对与布拉干萨市政区内的居民提供广泛的支持，

主要是：

• 每月为贫困家庭及有众多家庭减少 70%发票上登记的水费，污水和固体废物费用

• 布拉干萨市区交通线路交通卡拥有优惠

• 使用市游泳池及所有市政厅管理的文化用品工具都将有优惠

• 当有儿童和青年的家庭到了接受第1º, 2º 和3º 阶度补助的时候，布拉干萨市政厅将

用以下方式分别支持他们100%, 50% 和25% 在公立教育的支出

学前教育: 饮食 – 31.18€/月 和加时费 -30.20€/月

基础教育 1º 期教育: 饮食 –32,12€ /月和义务教科书

•对于居住在离学校4公里以外的学前学生和基础教育的一期教育学生，市政厅保证免

费班车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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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石工业区



高等教育

布拉干撒

未来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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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干萨理工学院 (IPB) 通过它的综合院校提供高等教育(高等农学院, 两个技术

与管理学院,一个高等教育学院和一个高等护士学院), 可授予专科和本科学士学位。

除了教学工作, 在这所学院同时进行各种科研和发展工作，通过提供持续的专业

培训为社会群体提供支持。

布拉干萨理工学院是一个创造、传递、传播文化、科学、技术和艺术的中心

.  

布拉干撒理工学院



职业教育

布拉干撒

未来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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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拉干萨，有一所就业培训学院，它提供多种职业课程，主要是在电力和电子、

信息技术、个人服务、餐饮业和酒店业。

在布拉干萨还有一所职业学校,——通用实践学校，教授会计、土木工程、旅游和

商业服务课程。

.  

就业培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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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教育水平

布拉干撒

未来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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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干萨市政区从2001年到2011年提升了8.5 个百分点 (人均), 人均超过全国平

均水平4.0 个百分点, 超过北部平均水平5.6个百分点,人均超过后山省平均水平的6.5,

人均超过布拉干萨大区 5.98, 在全国308个市政区中位于第13名，这对于布拉干萨市政

区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引性作用。

学历水平 (完成学士学位的居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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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布拉干撒

未来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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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干萨市政厅是阿丰索·恩里克斯国王基金会的赞助人, 在布拉干萨和萨莫拉都

有总部，这对于边境间的合作发展起着公认的十分重要的作用。

布拉干萨与西班牙学术院校有着紧密的合作，主要是跟萨拉曼卡法学和巴里亚多

利德大学有紧密合作，同时也都是支持投资、革新和事业的组织和联盟。

.  

阿丰索·恩里克斯国王基金会| 萨莫拉



汽车工业集团

布拉干撒

未来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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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同一个工业分支的不同企业间的合作，通过集团合作，能更高效地产生更具

竞争力的盈利。

布拉干萨正在加强发展汽车工业集团,作为佛吉亚-布拉干萨之间的一支锚，企业

在生产水平、出口水平和合作水平都有十分卓越的增长。

佛吉亚-布拉干萨 拥有750名左右的员工，代表着高质量和高生产力的指标,同时，

他们的缺勤率也特别低。.

在布拉干萨正在安置有多家佛吉亚-布拉干萨的次级供货商,正处于外资安置阶段。

.



运筹平台– BGR 2

布拉干撒

未来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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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顷
工业空间

• 与 IP4/A4 直接连接

•正在扩张的工业区

•距布拉干撒五分钟

• 接近输水线

• 接近机场设施

佛吉亚 - 布拉干撒



布拉干撒环保园 （Brigantia Ecopark）

布拉干撒

未来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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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干撒环保园（Brigantia Ecopark）是一个为已巩固的公司和处于生长期的

公司提供支持的科学技术中心，同时也拥有为科研发展革新提供支持的实验室空间。

该环保园主要在三个主题领域发展它的活动， 当然也不排除以后会在其它对其成

长至关重要的领域里发展。

这三个领域是: 能源,、环境、生态建设。 已与葡萄牙电力公司的“EDP Starter”

和 葡萄牙电信集团的“PT INOVAÇÃO”两个培养项目签订议定书。

.

Brigantia Ecop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