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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视角：希腊2.0

希腊出口业冠军

本刊是每月出版关于企业希腊，国家投资和贸易促进机构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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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视角：
希腊2.0

来自于 Georgios Filiopoulos
企业希腊CEO

希腊正在重塑。在未来六年内，希腊将通过投
资于未来的增长领域来转变经济增长的形式
。但与此同时，希腊在酒店业和食品等核心行
业的投资势头依然持续增长。
国家恢复 和复 原计 划 — —命 名为希腊
2.0——这是本月宣布的，将频道570亿欧元
用于绿色能源项目、数字化、健康和教育。
尽管全球流感大流行，希腊仍然吸引着辉瑞
、微软、思科和大众等领先的跨国公司。去年
，希腊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价值31.3亿欧元，
低于2019年的创纪录高位，但仍是过去20年
来最好的年份之一。

Greece announced its national recovery and
sustainability plan "Next Generation EU"
Pilar: Emblematic Investments II includes:
Powerful incentives for private investment
(green project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novation, export-oriente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for major, new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rrigation, rail transport)
Investments in culture, tourism, agro-food
industries helping to spur development

Major investments in worker training and
re-training (emphasis on digital skills)
Major investments in health, in education
and in social inclusion for disadvantaged
groups

The National Recovery and Sustainability Plan includes
4 pillars, the 4th of which concerns Investmen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y.
More info here: https://bit.ly/3udeIW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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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经济复苏计划的目标是实
现全面的经济转型
希腊雄心勃勃的冠状病毒大流行后复苏计划旨在实现
全面的经济转型，通过对人力资源的新投资，创造新的
增长产业，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国家竞争力。
这项耗资570亿欧元的《国家复兴与弹性计划》是欧盟
资助的一项庞大计划的一部分，其中详细介绍了170个
项目，投资和改革方案，这些方案将深刻地改变希腊。
在未来的六年中，该计划将使GDP总计增加7个百分点，
并创造200,000个就业机会。
再加上300亿欧元的其他欧盟资金和希腊政府的相应数
额，超过希腊未来十年的经济转型将获得1000亿美元的
融资。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可获得的资
金是该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大的经济项目。

“我今天想强调这一计划的突破性，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
了希腊经济的模式，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和外向型
的经济体，拥有一个数字化和高效的国家，”总理米特索
塔基斯在介绍这一计划时说即将到来的是新时代国家的
新版本。”
该计划以绿色能源、数字化、健康和教育四大支柱为基
础，包括从希腊建筑存量的能源升级到专业教育和培训
，从新的电子政务服务到5G移动基础设施。

预算
支柱

回收资金预算(in €bln)

总动员投资资金 (in €bln)

环保过度

€6.03

€10.4

数字转换

€2.14

€2.14

就业、技能培训社会凝聚力（健康，教育、社会保障）

€5.21

€5.31

私人投资和经济结构调整

€4.82

€7.81

赠款总额

€18.19

€25.65

贷款

€12.73

€31.82

投资金额总额

€30.92

€57.47

资料来源：总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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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的出口繁荣正在帮助重塑该国的食品和饮料部
门，吸引新的投资，并在希腊农产品食品行业创造新的出
口冠军。
在过去十年里，希腊的F&B出口一直在从强势走向更强势
。希腊食品在国际烹饪界的形象越来越高，希腊葡萄酒正
获得关键的认可，希腊品牌产品，如橄榄油，正在扩大其
在国外的市场份额。
尽管全球贸易额下滑，希腊食品出口去年表现出显著的
恢复力，因为全世界消费者都关注优质生产商的健康食
品。希腊2020年食品出口增长10.3%，来自于希腊出口商

希腊新出口
冠军业在餐
饮出口业的
繁荣中崛起

协会（high Exporters Association）的数据显示，总额
达到5.3亿欧元。
这有助于吸引该领域的新投资。去年，食品加工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21％，达到
2.06亿欧元，投资者看到了行业整合的机会。
私募股权基金CVC Capital Partners以6亿欧元的价格收购了希腊食品和餐饮公司Vivartia，并于本月宣布还将收购乳制品生产商Dodoni。预计下一步将收购乳制品公司Kolios
的第三次收购。 这三家公司合并后将创建希腊最大的食品集团和出口大国。
同样，希腊私募股权基金SMERemediumCap上个月购买了水果出口商Krop的多数股权
，该公司专注于中欧和东欧市场。这笔投资被视为旨在将公司确立为希腊主要水果出口
国的一系列收购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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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

经济情绪

简报
EastMed管道

希腊商业和消费者信心升至11个月来最高水平，市场
预期经济活动将出现转机。 智库IOBE的月度经济景
气指数从2月份的91.9升至3月份的96.9点。 采购经
理人的单独月度指数也从2月份的49.4升至3月份的
51.8点，这标志着希腊制造业自2020年2月以来首次
恢复增长前景。

一条1,900公里的管道计划将天然气从地中海东部引
至希腊，再引向欧洲，该地区的国家进一步认可了该
方案。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塞尔维亚和北
马其顿的政府在致欧洲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表示了对
该项目的支持，希腊，塞浦路斯和以色列政府也一直
在为该项目努力。

银行业前景

伊拉克利翁港口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将希腊银行体系前景从稳定上调
至积极。前景的改善预示着大流行后希腊经济活动
的复苏，以及各银行为减少不良贷款存量所做的持
续努力。

希 腊 的 私 有 化 机 构 希 腊 共 和 国 资 产 开 发 基 金（
TAIPED）竞标了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港口67％的股
份，伊拉克利翁港口是克里特岛最繁忙的港口，为游
轮，渡轮和货船提供服务。 招标是希腊私有化和升
级其全国各地港口计划的一部分，而TAIPED宣布了
希腊北部港口Alexandroupolis和Kavala的投标人入
围名单。

保险投资
国际私募股权基金CVC Capital Partners将收购希
腊国家银行保险子公司Ethiniki Asfalistiki——这
一希腊最大的保险公司90%的股份。根据未来五年
的表现，这笔交易对这家保险公司的估值为5.05亿
欧元，这是该基金在希腊进行的一系列投资中的最
新一笔。

服务中心
美国业务流程外包服务的全球领导者Sitel集团将在
雅典开设一个新的服务中心。 560平方米的最先进
设施将创造1000多个工作岗位，并以全球24种语言
为客户提供服务。

雅典发展计划
希腊政府计划在雅典的伊米托斯（Ymittos）地区重
建15公顷的工业设施，作为未来的政府大楼和城市
公园。 这项耗资2.5亿欧元的项目预计到2025年或
2026年将有9个部委转移到新地点，从长远来看，将
为该州节省约10亿欧元的租金。

夏季旅游
爱尔兰的航空承运人Ryanair会将其夏季行程大幅扩
展至希腊。 这家欧洲最大的航空公司表示，将在科
孚岛，克里特岛和罗德岛建立三个新的夏季枢纽，提
供总共218条航线，包括74条新航线和每周550趟以
上航班，将希腊连接到一系列国际和国内目的地。
英国《金融时报》对英国在线预订进行的单独分析显
示，希腊是今年夏天英国旅行者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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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由于新冠病毒，
外国投资者对希腊
旅游业的投资
仍在增加

尽管全球大流行，去年对希腊酒店业的外国投资仍有所增加，突显出该
国继续成为世界顶级旅游目的地之一的前景。
根据最新数据，到2020年，希腊对酒店和餐饮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增
加了两倍，达到3.39亿欧元，占该国总投资流入的十分之一，高于2019年
的1.11亿欧元。该数据持续了五年 该行业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创纪录的游
客数量，并在该国开设了200多家新酒店。
希腊是世界20大旅游胜地之一，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前的一年吸引了超
过3000万游客。 该行业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创造了五分之一
的就业机会。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Grant Thornton的最新研究显示，2019年希腊的酒
店总数达到9,971家，高于五年前的9,757家。 同期，该行业每年欢迎来
自国内外的总投资超过10亿欧元。

联系我们

如需了解有关希腊的众多投资和贸易机
会的更多信息，请立即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enterprisegreece.gov.gr
109 Vasilissis Sophias Avenue
115 21 Athens
GREECE
希腊电话: +30 210 335 5700
电子邮件: eg-china@eg.gov.g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