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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实施

可持续
发展
战略计划
希腊正在实施一项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此战略旨

根据五月份批准的新综合环境法，较之前获得可再生能源项目

在增加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升级土地使用法规以及采

的许可证需要八年时间，新法将花费不到两年的时间。同样，新

用新技术和方法来保护环境。

的废物管理设施的批准程序也将大大减少至不到6个月，而在过
去的该程序中，希腊曾因延误受到欧盟制裁。

本月，希腊开始逐步拆除在公共及保护土地上所建造
的非法建筑，这会是在年底前即将清理的1100多个建
筑物中的第一个。6月初，政府启动了一项市值1亿欧元
的计划用以推广电动汽车。5月下旬，希腊的私有化机
构成为世界上最早采用新的环境评级来评估项目的机
构之一。5月初，政府通过了一项以大幅度简化可再生
能源和废物管理项目许可程序的新法律。

6

根据环境部的新法律

环境立法的六大重大改革

尽管希腊以其自然美景，景观和生物多样性而闻名，但
在管理自然资源方面希腊落后于欧洲的其他国家。
缺乏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令人窒息的官僚机构，

大大简化
环境许可程序

加快RES
许可证的发放

欧洲保护区
管理新模式

这些既阻碍了发展同时也使环境保护低于标准。在某
些情况下，投资者已经等待了十多年的环境许可证，而
在另一些情况下，无节制的开发却侵占了公共土地。
通过使希腊律法与欧盟标准保持一致，希腊政府的目
标是使可持续发展成为项目长期增长的核心。去年，希

解决森林面积和
城市密度问题

扩大塑料袋收费标准 全国废品管理问题的
和范围
解决方案

腊政府宣布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十年旅游计划，该计划
将强了该部门的持续发展性。与此同时，去年通过的一
项价值440亿欧元的国家能源计划预计在未来十年内，
将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9亿欧元，到2028年前将完
全淘汰褐煤发电厂。

Link: https://twitter.com/K_Hatzidakis/status/1253992756332150785/photo/1
Source: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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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区
希腊和意大利签署了一项协议划定双方海洋边界，

简报
连接克里特岛

希腊的电网运营商ADMIE已签署合同，建设一条

并在艾欧尼亚海中建立其专属经济区。该协议一直

价值10亿欧元的高压线路，将克里特岛与希腊大

搁置数十年，最近启用是由于近期在东地中海发现

陆上的阿提卡半岛区域连接起来。该项目是欧盟更

了巨大的油气储量。希腊目前正在与埃及就一项类

进一步的跨境倡议中关键的部分，该倡议提意将塞

似的海事协定进行谈判，以划定该国南部边界。

浦路斯和以色列的电网进行连接，同时也结束了克
里特岛的能源隔离。ADMIE集团表示，其全资子公

基金
根据欧洲委员会提议的价值7500亿欧元下代欧盟
复苏基金，预计希腊将从中获得320亿欧元。该基

司Ariadne已从欧洲银行获得了4亿欧元贷款，以
为该项目提供资金。

金旨在帮助在全球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后的欧

天然气

洲经济重 启，预计将包括 约225亿欧 元的赠款和

希腊的私有化机构表示将有六个对项目感兴趣的

94亿欧 元的贷款。此外，欧 元集团批准了总金额

团体有资格参加竞标国家控制的天然气分销网络

达到7.48亿欧元的专为希腊提供援助和债务减免

DEPA基础设施的第二轮竞标。 在这六个国家中，

措施。

有来自中国，意大利，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投资者。
希腊共和国资产开发基金在另一份公告中宣布，已

希腊债券
希腊通过发行10年期债券共筹集了30亿欧元，收
益率为1.57％。 较低的收益率反映出投资者对希

有七个定向投资者入围，以出售该国主要的天然气
供应商DEPA。

腊债务的强烈兴趣，投资者总需求达到157.5亿欧

科孚岛发展

元。

经过多年的拖延，价值1.2亿欧元的Kassiopi项目
已经开始建设，这是计划在科孚岛上开发的海滨度

旅游限制
从7月1日起，希腊有望恢复对国际游客的开放，对
几乎不论国籍的所有入境游客都将取消与冠状病
毒相关的限制。但政府表示将继续对来自国外的
旅客实施现场检测和检疫计划

假胜地项目。美国的投资基金NCH Capital在2012
年已收购了该物业，但该项目面临着多年的司法阻
碍和官僚障碍。

企业希腊
希腊企业董事会已建议六个总投资额为5.96亿欧
元的新投资项目，以特殊投资状态并转介希腊战略
投资部际委员会。这六个项目包括一个码头和五个
混合投资项目，预计将为希腊创造1,395个永久就
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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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公司,
消费者拥抱数字化转型
在落后于欧洲其他地区多年之后，
希腊公司企业和消费者开始拥护在
线商务，再加上政府为促进数字化
所做的努力，这证实了希腊新的数
字时代正在到来。
最近的调查显示，由于希腊政府于
3月下令打击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
而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锁以来，在
线商务贸易行业蓬勃发展。雅典贸
易 商 会 和 希 腊 电 子 商 务 协 会（
GRECA）的单独研究表明，在与冠
状 病 毒居 家 隔 离 有关 的 两 个 半月
内，在线购物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以
上。
但近日即使放宽了公共卫生限制，
希腊购物者仍保持在线状态。

“

尽管隔离结束，但消费者并不

政府还鼓励私营公司采用新的数字

会主动返回常规商店进行购物

战 略 。从 本月开 始，E n t e r p r i s e

，而是 继续在 线购物，这表明
他们对电子渠道的信任度不断
提高。

GRECA 报告。

Greece已开始每周二举办特殊的
根据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 4月份

网络研讨会，以教导出口商如何使

用于在线交易的平均金额增长了约

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工具来营销

160％，5月份则增长了90％以上。

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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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View is an occasional column by Enterprise Greece
staff on new and noteworthy events in the world of Greek
exports, investments and the economy.

Betty Alexandropoulou
Executive Director - Board Member

希腊藏红花出口商
展示

最近，希腊Kozani藏红花生产商合作社宣布准备向中国出口第一批货
物。我们祝贺他们取得的成功，以及如何让他们的成功成为许多其他优
质希腊产品的榜样。
自青铜时代以来，藏红花就一直在希腊种植，几千年来在各个文明中都
倍受青睐。希腊藏红花的当代历史始于1960年代，当时Kozani的藏红
花生产创始人们联合起来组建了合作社。该合作社目前由大约1000名

即将到来

七月速报
• 自7月1日开始，恢复飞往希腊其他地区的
航班
• 7月2日，希腊企业参加了由EENE（希腊企
业家协会）主办的关于农产品前景的在线
讨论
• 7月7日，希腊企业：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营
销网络研讨会
• 7月9日，希腊企业参加了有关欧盟外部援
助计划的部门研讨会，主题为：“欧盟外部
行动筹资中的共同反应”
• 7月14日，希腊企业：在社交媒体上进行网
络研讨会推广产品

成员组成，其目标是让大家以最优的价格来享受优质的产品。随着不断
的发展其他公司制定的举措也随之而来。在过去的30年中，该合作社制
定了一个大胆的发展路线：获得ISO认证，PDO保护，并与希腊的Korres
天然产品品牌建立投资合作关系。
显然，进入中国广阔的市场是值得其他希腊出口商效仿的成功。但是，
Kozani藏红花生产商的动态企业家精神也值得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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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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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电话: +30 210 335 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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