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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展望

开始



经济展望– 初步印象

➢希腊经济在2017年增长了1.5%，2018年上半年同比增长2.2%, 是自2007年以来最大增长,也是自2010年以来
首次与欧盟19国平均水平同步缩小了差距，失业率持续稳定下降，2018年上半年失业率为20%，而在2017年
上半年失业率为22.1%。

➢旅游业的直接贡献在2017年达到146亿欧元,预计将在2018年上升5.6%,达到151亿欧元 (WTTC 2018 年度
研究报告)，贡献总额预计将在2018年增加5.3%,达到369亿欧元，相当于GDP的20.2%。

➢货物出口同比增长了13.4% (EL.STAT)，达到2017年提高到288.3亿欧元的新记录，而在2018年1月到7月
之间，与2017年的同期相比增长了16.5%。商品和服务总出口占GDP的比例从2009年的19%上升到2017年的
33.2%。

➢净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在2017年达到32亿欧元，2016年这一数字是25亿欧元,增长了28%,连续第二年增加流
动。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在2018年1月到8月间达到了25.92亿欧元,与2017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6.8%，2017年为
22.19亿欧元。

➢估计的并购交易总额在2017年达到14亿欧元，2016年这一数字为11亿欧元,去年一年增长了30%，其中65%
的交易由战略投资者完成(2017年M&A Barometer, 安永)。

➢建筑类活动显示出复苏迹象，建筑许可数量自2005年以来首次反弹，2017年增长8.6%。



Economic Outlοok - Snapshot



Economic Outlοok - Snapshot



经济转型



新的国家发展战略

• 新的经济模式将以结构竞争性、社会公平以及保护国家环境和自然资源为基础

• 公平增长是一种战略选择，目标是使GDP和收入得到长期复苏，通过利用高技

能劳动力，在高外向性、创新和新技术倾向的领域进行新的生产性投资，生产

国际贸易产品并参与更广泛的价值链。

• 促进投资、出口、创新型中小企业、增值和有竞争力的经济部门、数字教育、

网络发展(电信、交通、能源)

• 支持区域发展和相对于希腊城市和次城市地区的平衡增长方式



政府政策
改善商业环境并恢复增长

• 2014-2020年度吸收结构型基金(360亿欧元用于下一周期2021-2027)

• 颁布新投资法将支持新进投资

• 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增加流动性，缓解投资融资压力(EIB、EIF、EBRD、

IFC、黑海贸易与发展银行等)

• 新的发展银行将通过小额信贷、担保、贷款、基础设施、创新等方式支持中小

企业

• 落实不良贷款框架(NPLs)

• 加快私有化进程

• 与世界银行合作优化商业许可



援助计划:

1.免缴税款

2.现钞汇率

3.租赁补贴(租赁)

4.工资成本补贴

5.金融工具(资本参与、贷款担保、贷款等)

6. 明确期限的固定税收制度

7. 迅速授权许可

国家援助比重: 

区域国家地图百分比预测对小微企业最大援助率将达到总投资成本的

55%，对大企业最高援助率将达到35%。

新的投资激励法



• EquiFund基金(初始资本为欧洲5亿欧元,国家基金,从金融机构和私人投资者获

得的额外资金)现在已经开始生效

• 创业基金二期(约有10亿欧元来自国家战略参考框架（NSRF）以及参与的银行

• 新的基础设施基金(约10亿欧元,2018年下半年)，主要针对开发、可再生和能源

基础设施项目

• 住宅能源效益计划(约7亿欧元,2018年下半年)

• TANEO基金，与阿布扎比的战略投资集团Mubadala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创

建一个4亿欧元共同投资平台,针对希腊经济重点领域探索投资机会

• 企业重组基金(约4亿欧元， 将于2018年下半年宣布)

• 小额贷款基金(支持中小微型企业, 约2亿欧元)

新的融资工具
专为希腊经济(即将实施)



根据第3427/2005号法律，在希腊设立的集团内部服

务中心可向其海外总部或分支机构以及希腊境内提供

下列服务：

• 咨询服务

• 集中式会计服务

• 设计生产、产品、流程和服务的质量控制

• 准备研究、设计和合同

• 广告及市场推广服务

• 数据处理服务

• 信息与研发服务的接收和提供。

在希腊建立
集团内部服务中心



资格预审条件

• 投资金额超过1亿欧元

• 投资金额超过4000万欧元，同时创造了至少120个新的工
作岗位

• 投资创造了至少150个新工作岗位，或至少600个工作岗
位以可行的和可持续的方式得到维持

• 在有组织的工业区内进行工业投资的金额超过1500万欧
元，或

• 有关商业园区发展的总投资成本超过500万欧元，或

• 对包括杰西卡倡议（JESSICA initiative）在内进行300万
欧元的投资

45 天期限

一站式服务

绝对优先级

流程

13个项目已通过(35亿欧元预算) & 

10个正在筹备中(38亿欧元预算)

快速通道
+非欧盟公司高管居留许可

Or

Or

Or



电子商务公司创建 e-OSS 

(一站式服务) 

https://eyms.businessportal.gr/auth

通过最近推出的e平台引入新的便捷流程，现在创建一家新公司变得更加容易, 主要包括3个步

骤:

• 步骤 1: 添加公司详情

• 步骤 2: 公司所有股东核验的公司详情和章程

• 步骤 3: 商业登记处、税务机关(AADE)、地方商会、社会保障组织(EFKA)的自动登记

从单一成员私人资本公司开始，将逐步引入所有类型(如股份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等)

https://eyms.businessportal.gr/auth


一个特别的
投资建议



它结合了: 

A.永恒的竞争优势:

地理位置与自然资源

B. 发达国家: 

稳定 & 机制

C.新兴经济体增长机遇:

• 市场向投资开放

• 市场整合

•以极具竞争力的成本经营业务

• 资产开发

• 增长行业

一个特别的投资建议



得到高素质人力资本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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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入学率(人口百分比 )

会说一种外语的公司经理、专业人士、技
术人员和助理专业人士的百分比

59%
53,3%

43,9%41,1%39,3%38,9%

28,5%

13,6%

来源:  OECD 2017

来源:                                  

教育统计 2015

55%
45,5%

40,8%39,1%36,7%36,4%
31,2%

19,1%

会说一种外语的文员、服务和销售人
员的百分比



... 有竞争力的成本

来源:  OECD 就业前景2017



外国直接投资

首要的优先事

项



选定投资 2011-2017



进行中的
战略投资



港口私有化



比雷埃夫斯港口私有化(OLP) – 中远集团

比雷埃夫斯港口私有化
中远集团2016年8月获得该港口51%股份，2.805亿欧元，并确认了
一笔15亿欧元的总投资协议。该港口目前在地中海集装箱运输中排
名第三，在欧洲排名第七(Porteconomics 2017)，在过去的10年里，

它的集装箱运输量翻了一番。与此同时，比雷埃夫斯在劳氏全球港
口排行榜上又上升了6位，从第44位(2016)上升到第38位。随着扩
建计划的完成，OLP将在2019年初增加其在码头I、III和III总容量
至7,200万标箱。随着惠普(HP)、华为(Huawei)、中兴(ZTE)、索
尼 (Sony)、上海国际港务集团 (Shanghai International Port

Group)等跨国公司的加入，该港口的新业务正在不断扩张，并在
全欧盟范围内建立业务，扩大业务范围。

中远集团将投资约4.66亿欧元用于将比雷埃夫斯变为地中海港运中心,通过总体规划旨在提升比雷埃夫斯作
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声誉，将在港口建设四个新酒店和一个新的邮轮码头,该码头将能处理六艘邮轮运输约
600000乘客。

“…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港口，到2019年将成为地中海最大的
港口。” Die Zeit (2018年5月)



塞萨洛尼基和其他地区港口的私有化

塞萨洛尼基港私有化
德意志财团投资股权合伙人 (DIEP)-法国的CMA

CGM(终端链)-Savvidis集团(Belterra投资有限公司)
成功投标，以2.32亿欧元收购了塞萨洛尼基港口67%的
股份。这笔交易的全部收益将达到11亿欧元，它还包
括该财团承诺在未来的7年投资1.8亿欧元，利用港口
的最高位置，将其作为更广泛的巴尔坎地区的出口大
门。

其他10个港口的私有化
希腊共和国的资产发展基金以匿名公司的形式，拥有
10个港口的100%股权。HRADF已宣布打算在不久的将
来 进 行 对 Volos、Rafina、Igoumenitsa、Patras、
Alexandroupolis、Heraklion、Elefsina、Lavrion、
Corfu和Kavala港口的进行招标。

https://www.google.gr/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jj56q2o_dAhUHr6QKHbxVD_QQjRx6BAgBEAU&url=https://www.protothema.gr/english-news/article/741593/agreement-for-sale-of-thessaloniki-port-to-be-signed-at-hradf-on-friday-english/&psig=AOvVaw2Ps_j7pFIDe1vXYsasqGUi&ust=1535544268684147


希腊
正在成为一个
能源中心



TAP将把天然气从阿塞拜疆巨大的Shah Deniz II油田，经希腊和阿尔巴尼
亚，穿过亚得里亚海运往意大利南部，并进一步输送到西欧。

Shah Deniz财团选择TAP

作为欧洲出口管道

➢希腊550 Km管
道

➢已经完成
70.8% (2018年3
月)

欧洲 俄罗斯

北非

里海

http://www.trans-adriatic-pipeline.com/index.php


ASTIR 皇宫酒店



Astir 皇宫酒店

2015年12月31日，杰明（Jermyn）街房产基金与投资者经过长期协商，签订了一份
合同协议，作为对Astir皇宫酒店现有股份收购合同的补充。
该项目的建设工作已经开工，四季酒店集团在2017年9月宣布计划将传奇的Astir皇宫
酒店纳入到其希腊的第一批四季酒店（将投资1亿欧元）。



雅典旧机场



谅解备忘录对原协议进行了多处改进，如将在
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投资，以及规定80%的投资必
须在12年内完成。

雅典旧机场重建项目

该项目是希腊最大的房地产重建项目。80
亿欧元的投资将包括多种多样的住宅社区、
酒店、购物中心、家庭娱乐场所、博物馆
和文化场所、卫生和健康中心、重要的体
育和娱乐场所、商业和都市公园及其他设
施。

占地面积约620万平方米(620公顷)。它有
3.5公里的海岸线，包括一个目前正在运营
的337个泊位的码头(可容纳100米长的船
只)。从面积上看，这个地方的面积是摩纳
哥的3倍多，是海德公园(英国伦敦)和中央
公园(美国纽约)的2倍多。

2016年6月，HRADF与Lamda 

Development签署谅解备忘录



FORMER ATHENS
AIRPORT

区域机场



德国-希腊联合体中标
• 40年特许权，包括对设施的经营、管理、开发及维护
• 2016年达到2530万人次(比2015年增长9%)

• 12.34亿欧元前期特许权费
• 每年固定特许权费最初的2290万欧元即将支付
• 到2021年总共会有4亿欧元投资到机场的基础设施

• 加上在项目后续几年的维护及交通驱动的能力投资
• 总投资将超过30亿欧元

14个区域机场私有化 德国Fraport

30亿欧元



制造业



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在希腊新投资3亿欧元

项目介绍:

• 在雅典阿斯普罗皮戈斯Papastratos设施新建3栋建筑

• 建设新的烟草加工生产线，生产创新IQOS产品的补料

• 创造400个新的就业岗位

生产升级:

• 每年有200亿次重新灌装，吸收大量的希腊烟草生产

• 产品将出口到30多个国家

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新的投资





Mytilineos集团宣布在希腊中部投资4亿欧元

投资:

❑ 位于希腊中部在Aspra Spitia现场的新的铝生产设施

❑ 新工厂将在现有82万吨产能的基础上，再增产100万吨

❑ 预计工程将于开工后18个月内完工，届时将创造300个就业岗位

经过多数股东同意，Mytilineos集团与希腊铝业集团正式合并

Mytilineos 集团投资





Egnatia高速公路私有化(进行中)

项目介绍:

❑ Egnatia Odos是一条横穿希腊北部的高速公路，从东到西，从希腊-土耳其边境一直连

接到希腊和意大利的西部港口Igoumenitsa。

❑ 高速公路是希腊北部交通、制造业和旅游业投资的促进因素。它为希腊境内的贸易和旅

行提供了很大便利，使伊庇鲁斯和马其顿西部更接近塞萨洛尼基(希腊第二大城市)的城市

中心、马其顿其余地区和色雷斯。

❑ 希腊国有资产出售基金（HRADF）于2018年5月宣布(7)项预审资格的投资计划

❑ 参与B期招标的海外公司包括:ANAS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s.p.a. (意大利)、EGIS

PROJECTS S.A. (法国)、麦格理欧洲基础设施基金(澳洲)、ROADIS Transportation

Holding s.l.u (PSP 投资 – 加拿大)、四川通信投资集团和万喜高速公路公司–万喜特许

经营公司 (法国)



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2010-2018 
百万欧元为单位

来源: 希腊银行

2015-16年，FDI净流入同比增长127%，2016-17年同比增长28%。
2018年1-8月FDI流入达到25.92亿欧元,与2017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6.8%,2017年流入在22.19亿欧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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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直接投资
我们欢迎!



投资机会
关键部门



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

旅游业 – 房地产 农业 – 食物 能源 – 清洁技术 物流

信息与通信技术 生命科学 文化 & 创意产业 私有化



旅游业
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

游目的地之一，正在

重新焕发魅力，提供

升级的多样化的旅游

产品。



希腊和雅典是2016年和2017年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

根据欧洲最佳旅游目的地(EBD)组织举办的

第八届在线比赛结果，雅典成为2017年第四
大最佳欧洲旅游目的地。

欧洲最佳旅游
目的地 雅典



旅游业:希腊的增长引擎

• 2017年，希腊旅游客人数连续第5年创下
新高。

入境人数:3020万(同比增长7.4%)
旅游收入:146亿欧元
希腊出口之冠，达到GDP的27.3%，就
业达到37.2%(2017年)

• 希腊在全球141个国家中，旅游业竞争力
(世界经济论坛)排名第24位

• 根据Anholt-Gfk国家品牌指数(2017)，希
腊的国际旅游排名第五

• 2017年被授予的蓝旗奖，在希腊海滩上
共有519面蓝旗，在47个国家中排名第二

• 雅典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城市，2018年达
到550万游客。同比增长600%

• …也是顶级酒店投资目的地，年需求增长

8.4%，新酒店容纳量仅为0.1%(戴德梁行
2018)

旅游部门：

希腊经济的中心
支柱

2017年，希腊连续第五年打破
了游客到访的历史纪录

3020万人次

146亿欧元
旅游收入



旅游业
投资机会

游轮巡游-码头

升级现有的基础设施-建立新的

目的地

大型综合度假圣地-度假屋

主题公园/体育旅游 提升城市度假体验

医疗旅游-海水浴疗法



旅游业
私有化&新的基础设施投资

我们投资组合中可用于开发的
私人项目&公共资产

国有资产私有化

来源: PWC, 2018

区域机场(Slentel-Fraport合资)

游艇停靠处升级

港口升级

大都会水上机场(塞萨洛尼基港)



针对投资者的黄金签证项目

•非欧盟成员及其家庭成员(上/后代)
在希腊购买房产或投资时，可获得永
久居留许可

•投资门槛: €250,000

希腊
我的家
黄金签证计划



三种有竞争力的选择

1.
购买房产获得居留许可

2.
进行投资获得居留许可

3.
战略性投资获得居留许

可

针对投资者的黄金签证项目



针对投资者的黄金签证项目
好处

✓在希腊居住没有时间限制

✓自由前往26个申根地区国家旅行，每半年居住最多可以3个月

✓无语言要求

✓无最低个人收入要求

✓处理简单、快捷、透明

✓可享受希腊的教育和医疗体系

✓房地产价格非常有竞争力

✓黄金地段优质物业租金收益高



A fast-growing program
Residence Permits when investing in Greece

房产业主
被授予居留许可的数量最多的前十名原籍国

(截至2018年9月30日)

自该项目启动以来，共

发放了3404个居留许可

1700

450
356

121 114 88 83 69 67 67

China Russia Turkey Lebanon Egypt Iraq Ukraine Syria Jordan Iran中国 俄罗斯 土耳其 黎巴嫩 埃及 伊拉克 乌克兰 叙利亚 约旦 伊朗



A fast-growing program
Residence Permits when investing in Greece

自该计划启动以来，共为房

地产业主及其家庭成员(配

偶、直系亲属、后代)签发

了8899份居留许可

4552

1066
943

341 339 281 224 189 178 142

China Russia Turkey Iraq Lebanon Egypt Syria Ukraine Jordan Iran

房产业主&家庭成员
被授予居留许可数量最多的前十名原籍国

(截至2018年9月30日)

中国 俄罗斯 土耳其 黎巴嫩 埃及 伊拉克 乌克兰 叙利亚 约旦 伊朗



mega projects underway in tourism 

Porto Heli Collection:  A 347 hectare 
exclusive development in Greece, to host a 
range of high-end, masterplanned, leisure-

integrated residential resorts

Costa Navarino: New investments to develop 
new Hotel, residences, golf courses in the new 

tourism destination of Peloponnese.

Chios Island Fast Track project: A 100-million-euro 
investment project on the Aegean island of Chio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5-star 700-room resort complete 
with museum, a paleontological theme park, a yacht 

marina and educational facility 

Miraggio Thermal Spa Resort and Mare Village, a 
3.000 m2  development in Halkidiki  to host one of 

the biggest spa resort worldwide.



• 3500万游客 +  1000万

• 200亿欧元的年旅游业收入 +  30%

要求:

在未来5年对公共和私营部门投资65亿欧元

结果:

带来430亿欧元GDP和100万的就业

通过新的开发或升级带来105,000张新的5*床位

希腊旅游2021
新路线图





房地产
外国投资者对希腊房地产的需求

正在迅速增长，海外投资者被具

有吸引力的资产价格所吸引。希

腊房地产市场在经历多年的下滑

后，出现了强劲的复苏迹象



房地产行业的缩影

希腊经济的传统
支柱

▪房地产和建筑业曾占希腊GDP的10%以上
▪房地产是传统的提供高收益的产业

受到过金融危机
压力

▪住宅建设行业的投资和就业水平已降至较低水平
▪购房信贷受到限制
▪税收对业主造成压力

相对有弹性
▪即使在当前危机期间，一些细分行业和位置也表现出相对的弹性
▪特定细分行业的高收益

新的交易塑造趋
势

▪来自外国投资者的新的交易(加拿大、阿联酋、俄罗斯、德国、以色列、土耳其、
阿根廷、美国等)
▪许多外国公司参与房地产公开招标

大型项目正在酝
酿

▪外国公司的兴趣越来越大

▪新的立法为房地产开发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
▪国有房产资产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开发，这也给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



房地产市场驱动因素…

➢ 历史数据显示，在希腊房地产的回报高于所有其他投资

➢ 新的公共和私人的项目正在进行中

➢ 建筑成本下降，是因为建筑投资的减少

➢ 结合5*旅游基础设施项目与旅游住宅建设的新法律

➢ 新的法律使得外国人更容易在希腊边界和岛屿上购置房产

➢ 黄金签证项目帮助非欧盟投资者购买地产

➢ Airbnb的租赁业务市场扩张，目前在6个主要旅游景点(Mykonos, Rhodes, Corfu, 

Santorini, Chalkidiki & Crete)拥有超过25000个房舍

➢ 针对房地产投资公司的新的法律

➢ 广泛的私有化项目，开发公共房地产资产



房地产细分行业的机会

写字楼
由于目前的经济危机，写字楼市场存在巨大的机会，有很多高

端地段的好项目

零售
在价格和收益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商店和商业中心表现强劲，

这类新项目正在规划中

工业/物流
比雷埃夫斯港与中远集团、塞萨洛尼基港、Thriasio物流中心

和TRAINOSE的私有化为该行业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

酒店业

针对综合旅游度假区和度假屋制定新的法律提供新的投资机会+
新的居留许可制度

+对房地产投资公司有利的立法



食品&农业
地中海饮食的故乡正在得到

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家的情

有独钟，他们可以享受最高

质量的食材



农业和食品
概览

年营业额:

占生产活动的
25.2%

就业:

占生产活动的
33.6%

总增加值:
占生产活动的

24.6%

公司数量:

占生产活动的
26.4%

产值:

占生产活动的
24.3%

食品和饮料产业:希腊最具活力的工业部门

出口:55亿欧元/总
出口的19.5%(2017)

来源:IOBE, 事实与数据2017/泛希腊出口商协会



农业和食品
希腊:全球粮食生产的战略位置

优势

•品牌价值与定位

•地理和气候条件

•传统高品质的原料

•专门的手艺和技能

•研究与创新网络

机会

• 在闲置的农用地上发展新的畜牧场和新的

农作物品种。

• 利用新技术重新定位和巩固农业生产

• 整合具有强大出口潜力的小型有机生产商

• 投资希腊传统主食的包装、进行出口和销

售

• 通过承包经营形式与国内农业生产者发展

联合经营活动

• 在严格的和有利的PDO/PGI框架下投资认证

的、受保护的产品



能源
结合丰富的可再生资源可以生产强

大的电力,能够开发以前未知的碳

氢化合物,以及地处从亚洲、中东

和欧洲的能源输送战略中心位置，

希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在欧洲、中

东、非洲地区的能源中心



• 新的天然气输送基础设施(TAP、IBG、EASTMed、LNG接收站终端、天然气输送等)

• 可再生能源项目(风力、太阳能、生物能、小型水电、地热能、混合能源等)

• 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为5.6GW，在新的“供电溢价框架”的支持下，全国生产渗透率达到18%(2016年)，

并将2030年国家目标修订为50%,预计在未来两年内，新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将达到25万亿欧元，主要用于

风力发电场

• 2018年(7月底)可再生能源计划的电力招标:风电300MW、太阳能300MW、风电-太阳能混合400MW

• 浪费能源

• 随着世界大型能源跨国公司的参与，油气勘探开发也在迅速发展

• 将希腊公共天然气公司(DEPA)、公共电力公司(PPC)和希腊石油公司(Hellenic Petroleum)分拆的私有

化工作正在进行

• 电网互联互通项目预估为25亿欧元(基克拉迪群岛、克里特岛、欧亚电力互联等)

• 能源效率，是一个投资回报丰厚的新兴行业

• 专注于发电和存储的高端研发

• 电力和天然气部门的19个战略能源项目，即“共同利益项目”，将刺激希腊能源部门的新投资活动

• 在中期内，能源行业总投资预计将达到250亿欧元

能源和绿色科技
投资机会



能源基础设施项目
(已开发-未开发)

主要能源基础设施项目(约70亿欧元)

• Trans-Adriatic管道项目，总长878公里，将为欧洲提供从阿
塞拜疆运送的天然气，并经过希腊、阿尔巴尼亚和意大利,容
量为200亿m³每年

• Attica- Crete和Attica- Peloponnese - Crete互联项目:310
公里水下电缆，连接克里特岛与大陆，容量分别为1000MW和
400MW

• IGB项目:全长182公里的天然气管道将连接希腊和保加利亚现
有的网络，年日输送能力约为3-5bcm.

• 亚历山德鲁波利（Alexandroupoli）独立天然气系统项目:新

海上液化天然气28公里海底和陆地管道(4公里岸上和24公里
离岸),存储容量为17万m³和抽气容量为年6.1bcm

• Ptolemaida V电厂项目:新建单褐煤电厂660 MW、140MW用于
区域供热(PPC)

• 卡瓦拉(Kavala)液化天然气项目:在卡瓦拉湾的浮动存储(17
万m³液化天然气容量)和处理终端(3-5bcm年输送能力)

来源: PWC, 2018

阿尔巴尼亚

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

TAP

基克拉迪斯的电力
互联互通

IGB

雷文千萨群岛第三
个液化天然气储罐

亚历山德鲁波利独
立天然气系统

电力互联互通接入
点

Ptolemaida V电
厂(褐煤燃烧)

Amfilohia水电站
抽水蓄能

气体压缩站
(Kipoi)

罗德岛发电厂
卡瓦拉液化天然气
卡瓦拉储存设施(
地下储存)

Siteia和
Rethymn
o混合能源
站



20个希腊海域区块勘探开发碳氢
化合物储量图

挪威石油地质服务公司(PGS)已

经进行了必要的地震调查，为有
关的公开招标开辟道路

能源与碳氢化合物勘探

涉及希腊西部地区6个岸上和海上的勘探活动已经启动,与此同时，目前希腊西部和南部
其他未经勘探的海洋区块地区正在进行国际招标。在整个东地中海盆地石油和天然气活
动全面增加之后，主要企业集团如道达尔、爱迪生、雷普索尔、埃尼、埃克森美孚、来
宝&德勒克等都增加了石油和天然气的活动



物流
希腊位于世界上最繁忙的贸易

路线之一上，并迅速崛起为一

个重要的物流中心，它正在进

行能力开发，以吸引更多的贸

易流向欧洲



物流: 趋势, … 

• 希腊位于三大洲的十字路口，是大区域的

战略节点。

• 希腊的物流部门几乎占到希腊GDP的10%

• 以2012-2016年5年增长率(国际港口协会

数据)排名，比雷埃夫斯港在前50大港口

中排名第6，是中国-欧洲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节点。



• 对现有物流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并有针对性地开发新的设施(在阿提卡-维提亚和塞萨洛

尼基)，这是希腊优先事项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希腊铁路组织、港口(比雷埃夫斯、塞萨洛尼

基、其他区域和小型港口)、高速公路(埃尼亚蒂亚奥多斯)和码头

• 新的铁路项目达67亿欧元,73%来自城市轨道项目

• 希腊与国外认证机构之间签订的协议为中间产品制造和运输服务提供了新的机会

• 新能源项目也为在该国建立业务的物流公司提供了新的机会

物流: …, 前景, …

来源: PWC, 2018



…投资…

❖比雷埃夫斯港的私有化于2016年圆满结
束，中国的中远集团获得数百万欧元的投
标，正在进行中的比雷埃夫斯港的投资计
划造价3亿欧元，一直到2021年为止

❖在2015年末，14个地区机场的私有化成

功完成，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公司(Fraport)
签署了一项12亿欧元的协议

❖意大利Ferrovie Dello Stato Italiane

S.p.A.中标希腊铁路运营商TRAINOSE项
目

❖塞萨洛尼基港口私有化：2017年4月，德意志投资股权合作伙伴(DIEP)-法国CMA CGM(终端链路)-
Savvidis集团(Belterra Investments Ltd)的财团出价2.3192亿欧元，收购塞萨洛尼基港口67%的股份。这笔交
易的全部收益将达到11亿欧元，它还包括该联合体承诺在未来7年投资1.8亿欧元



…多式联运货运中心
与货运港口及铁路中心相连

❖比雷埃夫斯Thriassio大
型 物 流 中 心 ,Goldair-

ETVA财团将部署2018年A

阶段的1.8亿欧元的投资计
划

❖塞萨洛尼基Str. Gonou

物流中心，2018年已招标

❖亚历山德鲁波利斯物流
中心将于2018年底前招标

❖ Kavala、Larissa、Volos

、Igoumenitsa物流中心将
继续推进



信息与通信技术
从初创企业到全球ICT巨头的研

究中心，ICT领域以具有竞争力

的成本受益于高技术人才



➢以极具竞争力成本获得顶尖人才。希腊被列为第三阶段经济体(创新驱动)，与世界36个发达经济体并列。

此外，根据全球竞争力指数，希腊在高等教育和培训方面排名第44位，在技术就绪方面排名第50位，在市场

规模方面排名第58位。(2017-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

➢可用于合作和发展联合项目的国家和欧盟基金

➢全新的希腊创业生态系统

➢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从2007年的0.58%上升到2017年的1.14%

➢技术出口从2008年的7.4%增长到2016年的11.4%，作为工业出口的国家，希腊已经成为全球ICT行业一些最

大的公司(如NSN、微软、HTC、三星和SAP)宣布的几项新的投资计划的中心，在希腊下列领域探索投资机

会：…

• 软件设计与开发

• 信息安全服务

• 数据中心-培训中心

• B2B云服务

• 多语言呼叫中心/服务中心

• ICT设备的组装和分配

• 移动营销与广告

信息与通信技术（ICT）



...还有更多...

希腊科技初创企业的场景: 
成功案例

美国 Third Point Capital 和 Endeavor

Catalyst投资在线保险公司HellasDirect

1000万欧元

以色列基金公司83North、希腊Openfund

和其他投资者 , 投资希腊创业公司
Workable3000万欧元

美国德丰杰和天使投资人投资希腊初创企
业Resin.io超过1000万欧元

奥地利Novomatic宣布收购出自希腊的
美国初创公司AbZorba游戏公司850万欧
元

瑞士u-blox AG以850万欧元收购希腊创
新公司Antcor

美国天使投资人投资希腊初创公司
Intelen 160万欧元

美国PIC投资希腊初创公司Daily Secret-

130万美元

美国Splunk收购希腊初创公司Bugsense
(600-700万欧元)

德国Glispa收购了Avocarrot (850万欧
元)

Taxibeat被戴姆勒收购(4000万欧元)

希腊初创公司Persado得到来自贝恩资本的投资和
其他基金来源共8300万欧元

三星电器收购了Innoetics，大约3500万欧元

Yemeksepeti.com投资希腊初创公司
ClickDelivery

希腊初创软件公司 Nubis通过投资基金公司
Elikonos Jeremie基金筹集了100万欧元资金

希腊创业公司Metamaterial Technologies通过风
险投资Innovacorp筹集了310万欧元的资金

德国领先的快递公司Hero收购了希腊初创的电子
食品公司 e-FOOD.gr (超过1000万欧元)

希腊本土初创公司Pinnatta，是一家领先的移动
通讯平台，至今已经筹集了370万美元的资金

希腊的初创企业Metamaterial Technologies和
Book’n’Bloom分别获得1600万欧元和1250万欧元
的资金

https://www.google.gr/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g74i9_4bZAhUN-aQKHTFACGEQjRx6BAgAEAY&url=https://startupper.gr/avocarrot-%CF%84%CE%BF-%CF%83%CF%84%CE%BF%CE%AF%CF%87%CE%B7%CE%BC%CE%B1-%CF%84%CE%BF%CF%85-1-%CE%B4%CE%B9%CF%83%CE%B5%CE%BA%CE%B1%CF%84%CE%BF%CE%BC%CE%BC%CF%85%CF%81%CE%AF%CE%BF%CF%85/&psig=AOvVaw3eo1PFRpRHDtaD1M4n5ds6&ust=1517652791730557


生命科学
作为人均拥有医生比例最高的国

家之一，希腊的生命科学在未来

10年将得到广泛发展，所有主要

制药公司都将在这一领域得到很

好的发展



生命科学/ 关键事实

Indicative type of Investment Projects 
• 每1000人中有6名医生，希腊在经合

组织中排名第一

• 临床试验区域中心:希腊已经确立了其
作为临床试验区域中心的地位

• 高管们的教育背景非常杰出(71%拥有
MBA学位，14%拥有博士学位)。此外，
该行业64%的员工拥有大学学位

• 强大的商业基础:拥有100多家生产商
和进口商(其中近70%是外国跨国公司)

• 研发关键技术——2016年医药行业专
利申请占比为21.4%，远高于欧洲的
3.1%



医疗健康部门:最近的投资和收购

大都会医院(Metropolitan Hospital)的所有者Perseus Healthcare SA将多
数股权出售给了由 CVC Capital Partners 控股的投资机构 Hellenic

Healthcare Sarl。

在希腊上市的医院Iaso SA将其子公司Iaso General的97.2%的股权出售给了
总部位于卢森堡的Hellenic Healthcare Sarl (CVC CAPITAL PARTNERS的
附属公司)。

DIMERA (Savvidis)和IASO集团同意投资一家医疗保健诊所(康复、整形手
术、减肥中心、肾脏中心等)，该医疗度假村将包括旅游性质的住宅和码头。
总投资将达到8000万欧元,并将实施“高端开发”。

MARFIN INVESTMENT GROUP HOLDINGS S.A.“(MIG)已将其在HYGEIA

hospital的多数股权(215,189,466股)出售给Hellenic Healthcare Sarl (CVC

capital PARTNERS的附属公司)，相当于HYGEIA股本的70.38%。此外，
MIG还可以选择收购HELLENIC HEALTHCARE S.A R.L.至多10%的股权。

Life Sciences Life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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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

➢出口:希腊医药行业一直是明显的外向模式，国内生产具有成本效益高的
优势，其在东南欧、东欧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的新兴市场已经开始
出现增长，并随时准备进入新的欧盟成员国市场

➢仿制药的制造-研发中心:在希腊和国际上的其他国家，该市场都出现了显
著增长，该行业是规模可观的成熟产业，国内厂商有成功的出口业务

➢医疗旅游:门诊类(如牙科护理、某些美容手术、选定的眼科手术)和住院
类(如心血管干预、骨科手术)。专业医生数量多，医疗服务成本较高端目
的地低，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好

➢长期和老年护理:关注北欧国家的养老金福利加上希腊人口的快速老龄化;
预计到2050年，希腊将有32%的65岁以上人口，而2010年这一比例为19%

➢临床试验中心

➢电子医疗工具和服务



文化创意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CCI）在此前的债

务危机中表现出极强的恢复力-实

际上仍持续增长-同时促进了创造

力和创新往其他行业外溢的效果



优势

• 以极具竞争力的成本招揽顶尖人才
• 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利的天气条件
• 市场增长强劲
• 不断开发创意产业集群
• 个人创作
• 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 高品质审美
• 重视创新

希腊具备强大的比较优势和机遇

投资机会

• 数字设计与动画
• 电影产业
• 造型艺术、美术馆
• 时装
• 珠宝、银器和工艺品
• 表演和视觉艺术
• 视频和电脑游戏

希腊具备强大的比较优势和机遇



希腊创意产业的投资激励政策

最近针对在希腊制作音像制品所实施的现金折
扣制度（L.4487 / 2017）是吸引电影、电视
、纪录片、动画制作人和数字游戏开发公司投
资希腊创意产业的一项决定性措施。

✓ 在希腊产生的符合条件的费用可享受25％的
现金折扣

✓ 每项音像作品的最高回扣金额不得超过500
万欧元

✓ 享受45天快速申办流程
✓ 制作方在作品完成后6个月内可收到现金折

扣款项
✓ 通过希腊公共投资计划确保2018年至2022年

总计7500万欧元折扣款项的发放。



指示性
投资项目



指示性投资项目

旅游业

•码头游轮
•城市酒店
•酒店及综合度
假村
•会议和激励
政策
•健康旅游

农产品

•日用品

•橄榄油

•水产业

•利基产品（即
超级食品）
•有机食品

信息通信技术

•数据中心

•客服中心
•移动营销和广
告
•软件开发
•信息安全服务

生命科学

•非专利药

•老年人和长期
护理
•临床试验

•电子医疗

•家庭护理服务

能源

•油气
•可再生能源
•岛屿电网连接
•能源效率
•废物处理



投资融资



• EIB – 欧洲投资银行在2010-2018年间在希腊投资了约137亿欧

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中小企业和能源项目。小企业融资

占75％，创新项目投资占22％，基础设施项目占剩余3％。

• 在容克计划（EFSI）中，希腊在所有欧盟国家中吸收资金额

（欧元/GDP）位列第二，各领域获批投资计划共计20个（截

至2017年），吸收资金27亿欧元。 通过EFSI又从其他来源获

得106亿欧元投资。

•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目前资助的项目有42个，总计20

亿欧元（截至2018年10月），主要投资能源、金融机构（希

腊银行、股票基金）、工业、商业和农业经济、基础设施（

机场）等领域。

国际组织支持对希腊的投资（1）

国际组织支持对希腊的投资（1）



• EIF -欧洲投资基金-承诺总额4.2亿欧元

o 7支私人股权基金投资希腊的中小企业

o 8家合伙融资及担保提供商

o 3,600家希腊的中小企业获得支持

• 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还承诺了2015-2018年间对希腊7亿欧元

的长期投资

• 黑海贸易和发展银行(BSTDB)已批准23个项目，总投资4.7亿欧元(

涉及工业、IT、公用事业、电信领域)

国际组织支持对希腊的投资（2）



希腊企业局是希腊政府官方机构，受经济和发展
部监督。

旨在让希腊作为一个杰出的投资目的地展现于众，
并促进希腊为出口而生产出的极具竞争力的产品和
服务



希腊企业局
您业务增长的合作伙伴

E: info@enterprisegreece.gov.gr 

www.enterprisegreece.gov.g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