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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illions of Euro*Note: digital projects are included in Pillars 1,3 & 4 to achieve the overall target of 20%.

希腊为经济全面复
苏与转型制定了三
年计划
为从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希腊

公布了一项三年计划草案，这也是欧盟7500亿欧元

倡议的一部分，该计划将从根本上改变该国的增长

模式并全面刺激经济转型。

欧盟下一代计划旨在将集团更多的定位于新兴和

未来的机遇，特别是在数字技术和清洁能源领域。 

希腊计划获得欧盟320亿欧元的资金用以支持其在

四个关键领域的发展目标：绿色经济，数字化转型，

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旨在提高私人投资的监管改革

。 此外，根据欧盟于12月中旬通过的新的7年期预

算，希腊将再获得400亿欧元的欧盟援助。

该计划草案是在过去六个月中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经

济学家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

sarides）领导的外部专家小组磋商后制定的，预计

明年欧洲委员将批准该计划。 该计划要求有一个

外向，竞争和绿色的经济模式，一个更有效和数字

化的公共部门，一个有利于增长的税收制度以及一

个完善的社会保护网络。

 

Grants and loans

The plan is based on four pillars of 
development and reform  

Green 
transi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mployment, 
skills training, 
social 
cohesion

Privat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在该基金指定的金额中，最大一部分（约62亿欧元）将

用于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项目，以帮助希腊履行其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 另外还拨出了21亿欧元用于

数字化转型，但其中的总金额更高，因为该计划的其他

支柱中包括许多数字化举措。 结合现有的欧盟计划，

总的计划包括194亿欧元的欧盟赠款和126亿欧元的

欧盟贷款。

信用评级机构穆迪（Moody’s）的一份报告指出，相对

于其经济规模，希腊是四个受益国家最多的国家之一，

与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并列在内。 报告指

出，欧盟总计1.8万亿欧元的预算和复苏基金对这些国

家来说是“正面信用”。

1. Green transition 

2. Digital transformation*

3. Employment, skills training, social cohesion

4. Privat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ubtotal RRF

REACT-EU, Just Transition Fund, European 
Agricultural Fund for Rural Development

Total

Grants

6,200

2,100

4,100

4,000

16,400

3,000

19,400

% of total

38%

13%

25%

24%

100%

Loans 

12,600

Total grants and loans

29,000

3,000

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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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
债务减免
根据希腊经济改革计划的最新进展报告，欧元集
团已批准释放该国7.67亿欧元的债务减免措施。该
报告指出，尽管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造成了不利的
环境，希腊仍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履行其承诺。

市场反弹
希腊股市在11月份上涨了29％-在交易量急剧增加
的情况下创下有史以来的最佳月度反弹并在12月
继续走高。外国投资的流入推动了收益的增长，银
行股上涨了70％以上，这迹象表明金融部门在解
决问题贷款存量方面正在取得进展。同时希腊债
券价格也上涨，一些中长期债券的收益率达到历
史低点。

Vivartia 投资
私募股权基金CVC Capital Partners将收购希腊
食品和餐饮集团Vivartia Holdings SA，这是该基
金在希腊的最新投资。在过去的几年中，CVC投资
了一系列希腊资产，尤其是在医疗保健领域，最近
又投资了希腊电子商务公司Skroutz.gr。这笔交易
的条款尚未透露，但据媒体报道，包括未偿债务在
内，这笔交易的价值约为6亿欧元。

辉瑞投资公司（Pfizer 
Investment）
美国制药巨头辉瑞计划在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
基开设第二个商业中心。 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阿
尔伯特·布尔拉（Albert Bourla）在一次商务会议上
说，第二个枢纽将为公司的金融服务，呼叫中心和
人力资源职能提供支持。  2019年，辉瑞宣布在塞
萨洛尼基建立一个数字服务中心。

电动汽车
希腊 企 业和 德 国电 动 汽 车制 造商Nex t .e .GO 
Mobile SE已就在希腊建立电动汽车生产设施达
成 初 步 协 议，该 工 厂 的 年 生 产 能 力 预 计 可 达
30,000辆。该协议是在希腊政府和大众汽车集团
宣布在Astypalaia岛上开创性的电动汽车项目几
周后达成的。

绿色转型
希腊企业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以支持希腊的过
渡计划，以清洁受计划关闭褐煤的发电厂影响的地
区清洁能源和促进经济发展。希腊政府已承诺到
2028年撤出所有集中在马其顿西部和伯罗奔尼撒
中部地区的褐煤发电厂。到2023年，大部分机组（
占当前装机容量的80％以上）将被撤出。

电信拍卖
希腊电信监管机构表示，已从频谱拍卖中筹集了
3.72亿欧元，用于5G移动网络的发展。 希腊电信
组织（OTE），希腊沃达丰和Wind Hellas分别获得
了700 MHz，2 GHz，3.4-3.8 GHz和26 GHz拍卖
的射频的使用权。

电子商务的增长
希腊商业和企业家联合会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冠
状病毒大流行，到2020年希腊的电子商务销售收
入将翻一番，达到150亿欧元。调查显示，尽管增长
的大部分归功于大公司，但较小的企业也越来越在
线，现在超过70％的人可以访问互联网，超过55％
的人活跃在社交媒体上，有36％的人活跃在网页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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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尽管今年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而使游客

人数急剧下降但投资者仍继续推进酒店业的

项目，突显了他们对希腊作为世界顶级旅游目

的地之一的信心。

在过去几个月中，希腊宣布了一系列投资项目。

从夏季开始，希腊批准了九个新的旅游项目，

这些项目被视为重大战略投资；雅典建造了位

于市中心的五星级新酒店；美国房地产基金

Hines Group（以及总部位于伦敦的亨德森公

园基金） 已在雅典和克里特岛投资了五家酒

店。

以色列的三个独立投资集团目前正在雅典和塞

萨洛尼基开发十几家酒店。 总部位于美国的

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于2019年收购

了五家希腊酒店，此后表明其打算进一步投资

当地的酒店市场。

希腊在旅游项目上进一
步进行投资

11月下旬，希腊的TEMES集团和Lamda De-

velopment宣布了一项计划，投资3亿欧元在

希腊赫勒尼康的旧雅典机场所在地建造两个

豪华酒店和住宅综合体。 美国游戏公司Mo-

hegan同样在该网站上规划了一个综合性的度

假村和赌场项目，位于雅典里维埃拉沿岸，并

于10月提供了创纪录的1.5亿欧元的特许权。

希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根据

最新的Anholt-Ipsos国家品牌指数，希腊在今

年的旅游品牌中排名前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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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贸易平衡因出口
稳定，进口减少而改善
希腊的贸易平衡继续改善，原因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以

及进口量急剧下降，希腊的非石油出口逆转了全球经济放缓的势

头。

今年到目前为止，希腊的商品贸易逆差—不包括挥发性石油产

品—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0％。 根据官方数据，在截至10月的10

个月中，希腊向国外出口了价值197亿欧元的商品，增长了1.8％，

从国外进口了325亿欧元，下降了5.9％。

特别是在食品和饮料出口以及化学产品出口这两个部门的

两位数增长，帮助抵消了其他产品的疲软，并且有望在创

纪录的一年内实现增长。 根据Panhellenic出口商协会

的数据，迄今为止，餐饮出口增长了11.4％，达到44亿

欧元，化工产品出口增长了21.4％，达到41亿欧元。

在协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

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强调了政府进

一步支持出口部门的目标。 希腊的目标是到

2023年将相对于GDP的出口份额从今天的

38％增加到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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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来 
一月

• 国家假期：新年（1.1）

• 国家假期：主显节（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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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安全健康的假期向您
问候，并希望2021年带

来美好前景。

Invest
in Greece

Trade
with

Gre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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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我们

https://www.facebook.com/EnterprisegreeceSA
http://www.linkedin.com/company/enterprisegreece
http://www.instagram.com/enterprise.gree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