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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引进来到走出

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

路”，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超过 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

和动力源。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以“一

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

去并重，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

能合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

优势，为新时代贸易投资促进工作指明了

方向。

中国贸促会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贸促系统优

势及国际化资源优势，通过 30 多个驻外代

表处和 300 多个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为

企业对外投资搭建平台、提供信息、开展

培训、维护权益，发起成立“一带一路”

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全国企业

合规委员会，发布《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

投资指南》，助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行稳致远。

企业是对外投资合作的主力军。近年

来，中国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投资范

围遍及世界各地，投资领域日益拓展。同

时，企业在对外投资中也面临着对东道国

（地区）政策法规、营商环境及潜在风险

不了解，实用经贸信息匮乏等困难，导致

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水土不服甚至遭受

不必要的损失。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下的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企业对外投

资面临更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需要及时

了解东道国（地区）吸引外资政策变化，

准确评估投资风险和机遇。

为推动对外投资合作平稳、有序、健

康发展，帮助企业更好地开拓国际市场，

中国贸促会依托驻外代表处，与国内外专

业机构合作，组织编写《企业对外投资国

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系列丛书，运

用数据、案例和特别提示，系统介绍一些

重点国家（地区）的经贸概况、吸收外资

环境及政策、中国企业投资状况、中国企

业融资渠道、合规运营及工作生活基本信

息等。同时，将不定期根据东道国（地区）

形势变化、国家政策调整、企业需求等情

况进行更新。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

境指南》力求贴近现实、通俗实用、全面

准确。欢迎社会各界批评指正、贡献智慧，

使本系列丛书不断完善，成为中国企业对

外投资的重要参考。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   

中 国 国 际 商 会 会 长
高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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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希腊（2020）

1　国家概况

1.1 地理环境

地理位置

希腊共和国（以下简称希腊）位于欧洲

东南部，巴尔干半岛南端，地处欧洲、亚洲和

非洲三大洲的交汇点。与保加利亚、北马其

顿、阿尔巴尼亚、土耳其接壤。西濒爱奥尼亚

海，东临爱琴海，南隔地中海与非洲大陆相

望。①面积 131957 平方公里，约 80% 的国土由

山脉或丘陵组成，是欧洲山脉最多的国家之

一；海岸线长约 16000 公里，其中约 7500 公

里分布在希腊群岛的数千个岛屿周围。

希腊处于东二区，比北京时间晚 6 个小

时，每年 3 月至 10 月夏令时期间比北京时间

晚 5个小时。

气候

希腊属亚热带地中海气候，日照充足，

气候温和，雨量有限。由于希腊位于大陆和

海洋交界，地势崎岖不平，全年各地气候变

化较大。②希腊全境平均气温冬季为 0~13℃，

夏季为 23~41℃。

人口

截至 2019 年，希腊人口约 1112.8 万，

                                          

①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 . http://gr.china-embassy.org.

②    希腊旅游局 . http://www.visitgreece.gr.

③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gov.cn.

④    中国商务部 . http://www.mofcom.gov.cn.

其中 98% 以上为希腊人，其余为穆斯林及其

他少数民族。

首都

首都雅典（Athens），位于阿提卡盆地

南部，东西北三面环山，南面是萨洛尼科斯海

湾。面积 412 平方公里，人口约 315.4 万。③

雅典是希腊的经济、工业、政治和文化中心，

全国约 53% 的工业集中于此。④雅典也是欧盟

商业中心之一。

行政区划

希腊全国分为 13 个行政大区、54 个州

和 325 个行政市。13 个行政大区分别为：阿

提卡大区、中马其顿大区、伯罗奔尼撒大区、

克里特大区、伊庇鲁斯大区、东马其顿—色

雷斯大区、西马其顿大区、色萨利大区、中

希腊大区、西希腊大区、南爱琴海大区、北

爱琴海大区和伊奥尼亚大区。

1.2 政治制度

宪法

希腊《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宪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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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希腊地图①

                                          

①    地图来源：中国地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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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生效，并于 1986 年和 2001 年进行修

订，主要包括关于国家结构、政府权力行使

及基本人权等内容。①《宪法》规定希腊为议

会制共和国，议会和总统拥有立法权，总理

及内阁拥有行政权，法院拥有司法权。

议会

希腊议会为一院制，主要职能为立法和

监督政府工作。议会由全国 56 个选区普选产

生，共 300 名议员。本届议会于 2019 年 7 月

选举产生，任期 4 年。现任议长为尼科斯·

武齐斯（Nicos Voutsis）。②

总统

总统为希腊的国家元首，由议会选举产

生，任期 5年，可连任一次。现任总统为卡特

里娜·萨克拉罗普卢（Aikaterini Sakellaro-

poulou），于2020年3月宣誓就职。③

政府

内阁为希腊政府的集体决策机构，由总

理、部长、副部长等人员组成，总理拥有行政

权力。现任内阁政府于2019年 7月组建，基里

亚科斯·米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

出任总理。通常情况下，内阁选举每 4 年举

行一次。④

内阁政府下设财政部、发展与投资部、

外交部、公民保护部、国防部、劳工和社会

                                          

①    希腊外交部 . https://www.mfa.gr.

②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gov.cn.

③    同②。

④    同①。

⑤    希腊国务委员会 . http://www.adjustice.gr.

福利部、环境和能源部、司法部、基础设施

和交通部等。

政党

希腊的主要政党包括新民主党、激进左

翼联盟、变革运动党、希腊共产党、希腊解

决方案党、欧洲抵抗先锋党等，其中新民主

党为第一大党。现任执政党为新民主党。

1.3 司法体系

希腊的法律体系属于大陆法系，法院判

决主要依据法律规定，而非以往判例。希腊

的司法系统独立性受宪法的维护。

最高司法机构包括最高法院、最高行政

法院及检察机构。根据希腊《宪法》，法官

由总统令任命，并服务于《宪法》及其他法

律。希腊的最高检察机构是最高法院检察办

公室，下辖上诉检察办公室。

希腊的法院分为 3 类，分别为民事法

院、刑事法院以及行政法院，每类法院又按

级别分为初审法院（初级法院）、上诉法院

（中级法院）及最高法院 3 级。其中，民事

法院和刑事法院的最高法院为最高上诉法院

（The  Court  of  Cassation）；行政法院的

最高法院为希腊国务委员会（The  Council 

of State）。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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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gov.cn.

②    同①。

③    希腊外交部 . https://www.mfa.gr.

④    同③。

1.4 外交关系

希腊是欧盟成员国，依托欧盟维护民

族独立和国家安全是希腊外交政策的根本出

发点。希腊也是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OSCE）、申根公约和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

织的成员。

希腊积极发展同美国和北约的关系，主

张北约与欧盟在维护和平与安全上共同发挥

作用，支持欧盟组建欧洲多国快速反应部队，

希望借助独特区位优势，在巴尔干地区发挥

经济、政治、安全引领作用；重视发展同亚

太国家关系，希望通过加强经贸合作，从中、

印等国经济快速发展中获益，以服务希腊经

济发展目标。①

与中国关系

自 1972 年 6 月中希建交以来，两国友好

合作关系稳步发展，两国间友好、互信关系

日益增强，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中合作

密切。近年来，中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

发展，各领域友好合作不断扩大。

2019 年 4 月，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来华出

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同年 5 月，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来华出席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并进行国事访问。同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中希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希腊共和国关

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开

启两国关系新时代。②

与欧盟关系③

希腊于 1981 年加入欧盟，支持欧盟扩大

和持续推进一体化进程，并认为欧盟应在国

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希腊在东南欧国家

加入欧盟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希腊与其他

欧盟主要成员国，如德国、法国、意大利、

西班牙等均保持良好关系，与欧洲主要国家

在欧盟、北约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框架下进行

合作交流，国家间部长级官员互访频繁，在

各领域深入开展合作。

与美国关系④

希腊与美国自 1868 年建交以来，建立了

长期稳定的双边合作关系。目前，两国同为

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多个国际组织

的成员，共同签订了多项多边协定，构建了

坚实的合作基础。2018 年 12 月，两国举行首

次战略伙伴关系对话，就包括国防安全、反

恐合作、执法合作、经贸投资和能源问题等

在内的话题交换了意见，标志着双边合作的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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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俄罗斯关系①

希腊与俄罗斯于 1835 年建交，具有深厚

的历史和文化渊源。目前，两国高层交流频

繁，在能源与军事领域的合作日益深化，正

在商定共同建造黑海至地中海石油管道项目

的协议内容。②希腊与俄罗斯建立了部级联合

委员会，以加强在经济、工业、科技等领域

的合作。希腊与俄罗斯于1993年签订《经济、

                                          

①    希腊外交部 . https://www.mfa.gr.

②    同①。

③    俄罗斯驻希腊大使馆 . https://www.mfa.gr/Russia.

工业、技术和科学合作协定》，并在此协定

框架下，签署了多项合作议定书。③

1.5 社会人文

中国企业赴希腊投资前，需了解当地社

会人文基本信息，从而更好地开展投资合作。

表 1-1　希腊社会人文基本信息

民族 主要为希腊人 宗教 东正教为国教

货币 欧元 官方语言 希腊语

国歌 《自由赞歌》 教育 实行 9 年义务教育制

国旗
希腊国旗由 4 条白色和 5 条蓝色相间的

横条组成，左上角有一个白色的十字架。
医疗 医疗保险已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重要节日

元旦（1 月 1 日）、主显节（1 月 6 日）、圣灰星期一节（复活节前的第 41 天四旬斋开始）、

独立日和天使报喜节（3 月 25 日）、复活节（4 月或 5 月，放假一周）、劳动节（5 月 1 日）、

白色星期一节（复活节后的第 50 天）、圣母安息节（8 月 15 日）、抗击意大利入侵日（10

月 28 日）和圣诞节（12 月 25 日—26 日）。

习俗

● 社交礼仪：希腊人属典型的南欧人，性格开朗、热情、豪放、好客、健谈；在社交场合与

客人见面时，常以握手为礼；较为熟悉的朋友、亲人间行贴面礼。
● 商务礼仪：希腊人着装整洁，在正式商务场合，男子通常穿深色西装，打领带或系领结。
● 饮食习俗：希腊人以面食为主，喜吃牛肉和羊肉，并搭配全麦面包、地中海蔬果、奶酪、

橄榄油等新鲜的本地食材。希腊人喜爱喝咖啡和饮酒，无论午餐、晚上或是搭配甜点，都

会佐一杯酒。
● 宗教习俗：东正教复活节被认为是希腊历法上最重要的节日，也是民间传说最丰富的节日

之一；进入教堂或修道院必须穿戴得体，不论男女，裸露着肩膀与膝盖进入教堂被认为是

对神不虔诚与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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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https://www.imf.org.

②    欧盟委员会 . https://ec.europa.eu.

③    希腊统计局 . https://www.statistics.gr.

2　经济概览

2.1 宏观经济

希腊属于欧盟经济欠发达国家之一，经

济基础较薄弱，海运业、旅游业以及侨汇构

成了希腊经济的三大支柱。希腊的工业制造

业发展较慢，主要以食品加工和轻工业为主。

2009 年底以来，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

希腊开始出现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欧盟、

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 2009 年至

2018 年，分 3 次向希腊政府提供救助贷款。

2018 年 8 月，希腊正式退出救助计划，债务

危机基本结束。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

据，2015—2019 年，希腊经济缓慢复苏，年

增长率从 -0.4% 升至 1.9%。2019 年，希腊国

内生产总值（GDP）为 1874.56 亿欧元，与上

年基本持平；人均 GDP 为 24024.2 欧元，同

比增长 2.03%。①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上半年希

腊投资下降、出口减少，以服务业为首的众

多行业受到严重影响，建筑业的稳定让经济

低迷得到一定的缓冲。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的最新预测，2020 年希腊的 GDP 将出现约

9.5% 的负增长，2021 年增长约 6%。②

表 1-2　2015—2019 年希腊宏观经济数据③

指标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GDP（亿欧元） 1772.58 1764.88 1802.18 1847.14 1874.56

实际 GDP 增速（%） -0.4 -0.2 1.5 1.9 1.9

人均 GDP（欧元） 22615.4 22666.3 23053 23546.6 24024.2

货物贸易总额（亿欧元） 679.6 677.7 762.3 875.9 895.3

商品出口（亿欧元） 257.5 254.5 288.7 334.7 338.5

商品进口（亿欧元） 422.1 423.2 473.6 541.2 556.8

通货膨胀率（CPI, %） -1.3 -0.4 0.0 0.0 0.5

失业率（%） 24.9 23.5 21.5 19.3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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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

根据联合国货物贸易统计数据，2019年，

希腊货物贸易总额约为 1000.84 亿美元，同

比下降4.3%。其中，进口总额621.98亿美元，

                                          

①    联合国贸易数据 . https://comtrade.un.org/data.

②    同①。

③    世界银行数据 . https://data.worldbank.org.cn.

同比下降 4.5%；出口总额 378.86 亿美元，同

比下降 4.1%。2019 年贸易逆差为 243.12 亿

美元，同比下降 5.2%。①

图 1-2　2015—2019 年希腊货物贸易进出口额②

希腊主要出口商品包括矿物燃料、医药

制品、机械及零部件、铝及铝制品、塑料制

品、电气设备及零部件。主要进口商品包括

矿物燃料、机械及零部件、电气设备及零部

件、医药制品、汽车及有机化学制品。

2019 年，希腊的前 10 大进口来源地分别

为德国、伊朗、意大利、俄罗斯、中国、荷兰、

法国、土耳其、西班牙、保加利亚；前 10 大

出口市场分别为意大利、德国、土耳其、塞

浦路斯、保加利亚、美国、英国、法国、黎

巴嫩、西班牙。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虽然希腊的外贸依

存度在 2014—2016 年出现了短暂的下降，但

近年来呈总体上升趋势，从 2010 年的 50.22%

上升至 2019 年的 66.97%。总体而言，希腊的

外贸依存度处于中等水平。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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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Trademap. https://www.trademap.org.

②    同①。

③    同①。

④    同①。

图 1-3　2019 年希腊主要出口商品结构① 图 1-4　2019 年希腊主要进口商品结构②

图 1-5　2019年希腊前10大进口来源地

贸易额占比③

图 1-6　2019 年希腊前 10 大出口市场

贸易额占比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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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2010—2019 年希腊对外贸易依存度

2.2 发展规划

《希腊未来发展战略》

2018 年 7 月，希腊政府发布《希腊未来

发展战略》，从保持财政稳定性、促进可持

续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平且全方位发展、

财政支持五方面制定了未来发展战略：

（1）保持财政稳定性。促进宏观经济稳

定增长，推动公共财政稳定与改革，通过税

收政策保持经济稳定，保持债务的可持续性。

（2）促进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多的优质就

业岗位，提高生产效益，改善营商与投资环境。

（3）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础设施网络

建设，改善国有资产管理。

（4）公平且全方位发展。促进以社会为

导向的经济发展，保障各地区的协同发展，

推进融合教育模式，推进全面医疗体系建设，

维护社会安全，加强青少年教育。

（5）财政支持。实施公共投资计划，设

立投资发展银行。

“新内阁十二项优先事项”

现任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于 2019 年 7 月

提出新内阁的十二项优先事项，主要包括：①

通过吸收更多的投资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实现强劲的经济增长；提升房地产价值；改

善社会治安；加强社会团结；改善公共卫生；

提升教育水平；改革劳资关系；加大环境保

护力度；振兴希腊中产阶级；通过数字技术

解决官僚作风问题；建立融合多元审美标准

的文化和信息模式；减轻税负等。

                                          

①    Greek Reporter. https://greekrepor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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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5年数字化转型白皮书》

希腊政府于 2020 年发布了《2020—2025

年数字化转型白皮书》，旨在协调希腊政府各

机构的数字化转型行动，为未来的数字化发展

确定战略规划，通过创建新一代公共机构数字

互联系统“政府数字云（G-Cloud）”，推动

包括司法、卫生、经济、教育等关键领域向数

字化转型。白皮书还涉及了总额达 60亿欧元

的 400多个国家和地方层面干预的重点项目，

以确保在 2020—2025 年实现希腊社会和经济

的数字化转型目标。此外，白皮书强调保护网

                                          

①    经济日报 . http://paper.ce.cn.

②    希腊统计局 . https://www.statistics.gr.

络安全、数字基础设施和私人数据，以及在公

共和私营部门大力发展数字能力的重要性。①

2.3 地区情况②

希腊全国共划分为 13 个行政大区，如

图 1-8 所示。根据希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

息，阿提卡大区、中马其顿大区、中希腊大

区、色萨利大区、克里特大区等地区生产总

值（GDP）较高，经济发展较快。

图 1-8　希腊 13 个行政大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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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提卡大区

阿提卡大区位于希腊南部，面积 3800 平

方公里，人口约 382.84 万。首府雅典。2019

年地区 GDP 为 84.07 亿欧元。比雷埃夫斯港

坐落在该区。

阿提卡大区是希腊的经济中心，主要产

业包括造船、建材、电信设备、软件、印刷、

纺织、服装、食品加工、制药、洗涤用品等。

农业以蔬菜和油橄榄为主，是希腊橄榄油的

主要产区之一。

中马其顿大区

中马其顿大区位于希腊中北部，面积

19147 平方公里，人口约 188.21 万。首府萨

洛尼卡。2019 年地区 GDP 为 34.83 亿欧元，

主要产业包括机电设备、纺织、服装、制鞋

和农产品加工等；主要农产品为粮食、烟草

和水果等。

中希腊大区

中希腊大区位于希腊中部，面积 15500

平方公里，人口约 54.74 万。首府拉米亚。

2019 年地区 GDP 为 16.22 亿欧元，主要产业

为非金属矿业、食品加工业和金属制品生产；

农业以粮食作物、蔬菜和水果为主。德尔菲

古遗址是希腊著名的旅游胜地。

色萨利大区

色萨利大区位于希腊中部，面积 14000

平方公里，人口约 73.28 万。首府沃罗斯。

2019 年地区 GDP 为 15.61 亿欧元，主要产业

为食品加工、非金属矿业和金属制品等；农

牧业发达，是希腊的主要粮食产地。畜产品

销往希腊全国各地。

克里特大区

克里特大区位于希腊南部，面积 8300 平

方公里，人口约 62.31 万。首府克里特岛。

2019 年地区 GDP 为 14.39 亿欧元，主要产业

包括旅游业和农业。其中，该大区每年接待

游客数量居各大区之首，农业中橄榄油产量

较高，口味独特，品质上乘。

伯罗奔尼撒大区

伯罗奔尼撒大区位于希腊西南部，面积

15500 平方公里，人口约 57.79 万。首府特里

波利。2019 年地区 GDP 为 12.59 亿欧元，主

要产业为非金属矿业和食品加工，尤以橄榄

油和橄榄果加工最为著名，是希腊橄榄油的

主要产地之一，也是橄榄油出口主要地区。

此外，该地区夏季日照充足，是休闲旅游的

理想之地。

西希腊大区

西希腊大区位于希腊西部，面积 11400

平方公里，人口约 67.98 万。首府帕特雷。

2019 年地区 GDP 为 11.81 亿欧元，主要产业

为非金属矿业、葡萄酒酿造和农产品加工等。

该大区旅游资源丰富，著名的奥林匹亚古遗

址每年吸引大量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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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马其顿—色雷斯大区

东马其顿—色雷斯大区位于希腊东部，

面积 14200 平方公里，人口约 60.81 万。首

府科莫蒂尼。2019 年地区 GDP 为 11.62 亿欧

元，主要产业为大理石和其他非金属矿业、

食品加工、卷烟、服装和制鞋，是世界闻名

的“雪花白”大理石主要产地之一。农业以

粮食作物、烟草和水果为主。

表 1-3　希腊各大区概况①

大区 首府
人口

  （万人）
面积

（平方公里）
GDP

（百万欧元）
人均 GDP
（欧元）

产业

阿提卡大区 雅典 382.84 3800 8407 25742

造船、建材、电信设备、

软件、印刷、纺织、服

装、食品加工、制药等

产业。

中马其顿

大区
萨洛尼卡 188.21 19147 3483 13172

机电设备、纺织、服装、

制鞋和农产品加工等。

中希腊大区 拉米亚 54.74 15500 1622 15214
非金属矿业、食品加工

业和金属制品生产。

色萨利大区 沃罗斯 73.28 14000 1561 12911
食品加工业、非金属矿

业和金属制品生产等。

克里特大区 克里特岛 62.31 8300 1439 14366 旅游业、农业等。

伯罗奔尼撒

大区
特里波利 57.79 15500 1259 13903

非金属矿业和食品加工，

尤以橄榄油和橄榄果加

工最为著名。

西希腊大区 帕特雷 67.98 11400 1181 12216
非金属矿业、葡萄酒酿

造和农产品加工等。

东马其顿—

色雷斯大区
科莫蒂尼 60.81 14200 1162 11539

大理石和其他非金属矿

业、食品加工、卷烟、

服装和制鞋。

西马其顿

大区
科扎尼 28.37 9500 814 14663

非金属矿业、服装、制

鞋和食品加工。

南爱琴海

大区
赫摩波利 30.90 5300 749 18091

非金属矿业、葡萄酒酿

造及食品加工等。

                                          

①    希腊统计局 . https://www.statistics.gr.



  14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希腊（2020）

大区 首府
人口

  （万人）
面积

（平方公里）
GDP

（百万欧元）
人均 GDP
（欧元）

产业

伊庇鲁斯

大区
约阿尼纳 33.69 9200 668 11879

非金属矿业、食品加工、

木材和软木生产、饮料

生产及肉类食品加工等。

北爱琴海

大区
米蒂利尼 19.92 3800 481 11955

非金属矿业、食品加工

和葡萄酒酿造等。

伊奥尼亚

大区
科孚 20.79 2300 416 15464

食品加工和非金属矿业

等。

续    表

2.4 基础设施

希腊的基础设施较为发达。近年来，希

腊政府在欧盟支持下，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高速公路、机场、桥梁及其他交通枢纽

设施建设、高等级公路及城市主干道建设增

多，且均按照高质量标准建造，城市交通状

况明显改善。①根据 2018 年世界银行发布的

《物流绩效指数报告》，希腊全球物流绩效

指数（LPI）在 167 个国家中排名第 42 位。

铁路

截至 2018 年，铁路总长约 2764 公里，

年货运量约 135.8 万吨，年客运量约 1679.5

万人次。

近年来，希腊政府加大对地铁、市内轻

轨建设的投入，对铁路系统进行了全面维护

和升级。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希政府计划建

                                          

①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gov.cn.

②    同①。

③    希腊统计局 . https://www.statistics.gr.

④    希腊企业局 . https://www.enterprisegreece.gov.gr. 

设南北铁路大动脉，以提高交通运输能力。②

雅典地铁是雅典市内第一条地铁，目前正在

进行扩建，以满足雅典作为主要商业中心劳

动力的流动需求。

公路

希腊高速公路里程约为 2500 公里，国家

级道路 4230公里。2019年，公路货运量 3.54

亿吨，较2018年的 3.62亿吨下降了约2.7%。③

目前，希腊的主要公路体系包括：欧洲最大的

基础设施项目之一的 Egnatia 公路、连接南部

港口和雅典等重要城市的 Pathe 公路，以及连

接帕特拉斯和伊古梅尼察的 Ionian 公路。④

海运

希腊是世界航运大国。海运业是希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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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gov.cn.

②    希腊企业局 . https://www.enterprisegreece.gov.gr. 

③    BP p.l.c. 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https://www.bp.com.

④    同②。

⑤    同②。

家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为约 19 万人提供了

就业机会。希腊有各类港口 150 余个，主要

有比雷埃夫斯、萨洛尼卡、沃洛斯、佩特雷、

伊拉克里翁等大中型港口。2018 年，希腊港

口总吞吐量约为 1.2 亿吨，船舶总运力居世

界第一。①截至 2019 年，希腊共拥有百吨级

以上船只 1884 艘，总载重约 4297 万吨，同

比增长 3.1%。

空运

希腊有 45 个机场，包括 15 个国际机场、

26 个国内机场和 4 个市政机场。根据希腊民

用航空局于 2020 年 1 月发布的报告，2019 年

希腊机场的年旅客吞吐量达 6540 万人次，同

比增长 5%，创历史新高。雅典国际机场是欧

洲最主要和最繁忙的机场之一。目前，希腊

的许多机场正在进行重大的基础设施升级，

同时希腊政府也对新机场的建设做出了规划。

②希腊政府计划在最大岛—屿克里特岛新建

一座机场，项目工期预计 5 年，其中还包括

修建一条 18 公里长的全新高速公路和 6 公里

长的机场通道。新建机场预计年客运量 800

万人次，主要接待往来游客。

电力

根据 BP 石油公司发布的统计数据，2019

年希腊的总发电量为 50.2 兆瓦时，比 2018

年下降 5.8%。③希腊大部分电力生产依赖褐煤

燃烧。近年来，希腊在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

电领域进行了巨大努力和投资。希腊承诺到

2020 年，采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电量至少

占总发电量的 29%。④

电信

希腊电信市场自由化发展程度较高，市

场整体呈现竞争激烈和服务水平高等特点。

近年来，希腊对电信市场的开放促进了电信

服务商快速发展。希腊是全球信息通信技术

跨国企业的重要投资目的地之一，如诺基亚、

西门子、甲骨文、三星、华为、中兴、SAP、

Unisoft 等。

希腊是欧盟手机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

一，手机持有量约 97%。自 2007 年以来，希

腊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取得良好进展，并正

推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光纤网络。根据世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相关数据，

2018 年上半年希腊居民的宽带普及率达到

36.36%。⑤

2.5 经济园区

希腊的经济园区主要包括工业园、保税

区、科技园等。

工业园

目前希腊有 27 个工业园区，主要由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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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VA 工业园区公司负责开发和管理。该公司

成立于 2003 年，由比雷埃夫斯银行和希腊政

府各持有其 65% 和 35% 的股份。工业园区内

共有约 2300 家企业，员工人数约 4 万名。园

区主要分布于希腊境内的东马其顿—色雷斯

大区、色萨利大区、中马其顿大区和伯罗奔

尼撒大区。更多信息详见 ETVA 公司官网：

https://www.etvavipe.gr。

保税区

希腊共有 3 个保税区，分别为 PROCOM 保

税区、ASTAKOS 港口保税工业园以及斯里亚索

（Thriassio）保税物流园区。①

                                          

①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gr.mofcom.gov.cn.

表 1-4　希腊主要保税区情况

保税区名称 地理位置 基本情况 优惠政策

PROCOM 保

税区

●  位于希腊北部塞雷省

（Serres）的 Promachon

（保加利亚边界附近）；
● 到巴尔干国家各大城市

的平均车程不到 2.5 小

时；
●  距离希腊北部第二大

城市萨洛尼卡港 120 公

里。

● 规划面积 70 万平方米；
● 交通便捷，铁路、公路、海

运、航空四通八达；
● 是希腊最大的物流中心，提

供商品仓储、转运、零售和

批发、商品展示等设施与服

务。

● 货物在保税仓库内存放

或再组装等免交关税及

增值税；
● 对新投资项目给予投资

额 30% 的补贴，投资 10

年内如未分配利润，税

收可予以减免。

ASTAKOS 港

口保税工业园

● 位于希腊西海岸，毗邻

PLATIYIALI 海 湾， 北

距西希腊AETOLOAK-

ARNANIA省ASTAKOS

市 7 公里。

●  规划面积 166 万平方米，其

中港口面积约 40 万平方米；
● 拥有深水良港以及四通八达

的内陆交通网，供水、排污、

通信等基础设施完善；
● 适合海运、仓储、原材料加

工及制成品生产企业入驻。

● 免征货物进口关税和其

他有关税费，且无进口

数量限制及其他类似的

贸易限制措施；
● 园区内企业享受其投资

额 30% 的政府补贴，并

在前 5 年内享受税收豁

免。

斯里亚索

（Thriassio）

保税物流园区

（在建）

● 位于距比雷埃夫斯港口

约 17 公里处。

● 规划面积 60 万平方米，其中

仓储设施面积约22万平方米；
● 与比雷埃夫斯港口之间有铁

路相连，原为货运火车编组

站，现拟建设集仓储、物流、

加工和分拨以及研发等功能

于一体的多功能保税园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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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园①

为鼓励和促进企业创新发展，希腊目前

已设立 4 个科技园区，分别为科雷利亚创新

                                          

①    希腊外交部 . http://www.agora.mfa.gr.

②    Corallia Cluster Initiative. https://www.corallia.org. 

③    Epiru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https://www.step-epirus.gr.

④    Patras Science Park. http://www.psp.org.gr.

⑤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of Crete. http://www.stepc.gr.

中心、伊庇鲁斯科技园、帕特拉斯科技园以

及克里特岛科技园。

表 1-5　希腊主要科技园概况

园区名称 基本情况 联系方式

科雷利亚创新中心②

Corallia  Innovation Centre 

Network InnoHubs

园 区 于 2007—2014 年 分 别 成 立 了

α1-innohub、π1-innohub 及 α2- 

innohub 三个创新中心。园区支持年

轻人创业，汇聚了来自希腊和全球

的各行业的创新人才、投资人。

网址：http://www.corallia.org

地址：Kifissias Ave. 44, Monumental 

　　　Plaza-Building C, GR-15125 

　　　Maroussi, Athens, Greece

伊庇鲁斯科技园③

Epirus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Park

成立于 1999 年，旨在为私立及公立

大学的创新技术提供转化及推广方

面的支持，并为当地初创企业提供

孵化场所，促进研发人员之间的交

流。

网址：https://www.step-epirus.gr

地址：University Campus 45500, 

　　　Ioannina, Greece

帕特拉斯科技园④

Patras Science Park

主要支持信息与通信科技、生物科

技、清洁能源等科技型企业的发展，

已成功孵化、培育多家希腊初创企

业。三星、美国思杰等多家大型跨

国企业在园区内设立了研发中心或

收购了园区企业。

网址：http://www.psp.org.gr

地址：Stadiou, Platani, Rio, Patra, 

　　　Greece 

克里特岛科技园⑤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of Crete

成立于 1993 年，面积约 2000 平方

米，为小型科技和服务企业提供超

过 100 个办公室和实验室。1995 年

以来已成功孵化约 60 家企业。

园区实施多个由欧盟、希腊政府或

地方政府资助的“科技创新研究及

发展项目”（RTDI），主要领域包

括知识产权管理及开发、区域创新、

可再生能源、旅游业等。

网址：http://www.stepc.gr

地址：N. Plastira 100, Vassilika Vouton, 

　　　GR-70013 Heraklion, Crete, 

　　　Gre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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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多双边经贸协定

希腊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也是

欧盟成员国。

多双边贸易协定（FTA）①

欧盟实行共同的贸易政策和措施，欧盟

与第三国签订的贸易协定均适用于希腊。希

腊在欧盟框架内对不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

国家提供普惠制待遇。

                                          

①    世界贸易组织 . http://rtais.wto.org.

②    联合国贸发会议 .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

双边投资协定（BIT）②

希腊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 47 个国家和

地区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保护希腊

企业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协议内容主要涉及

投资者可享受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保证

资本和盈利自由汇出；保护私有财产；投资

者与所在国发生争议时可提交国际仲裁法庭

解决等。

表 1-6　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国家

序号 国家 / 地区 序号 国家 / 地区 序号 国家 / 地区

1 阿尔巴尼亚 12 加纳 23 北马其顿

2 阿尔及利亚 13 冰岛 24 挪威

3 安道尔 14 以色列 25 圣马力诺

4 亚美尼亚 15 日本 26 塞尔维亚

5 波黑 16 约旦 27 新加坡

6 喀麦隆 17 韩国 28 南非

7 加拿大 18 黎巴嫩 29 叙利亚

8 智利 19 墨西哥 30 突尼斯

9 科特迪瓦 20 摩尔多瓦 31 土耳其

10 埃及 21 黑山 32 乌克兰

11 格鲁吉亚 22 摩洛哥 33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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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腊营商环境

1.1 各方评价

世界银行评价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营商环境

报告》，希腊营商环境便利度在全球 190 个

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79位，较上年下降7位。

各细项排名分别为：开办企业（11）、办理

施工许可证（86）、获得电力（40）、登记

财产（156）、获得信贷（119）、保护少数

投资者（37）、纳税（72）、跨境贸易（34）、

执行合同（146）、办理破产（72）。①

世界经济论坛评价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 年全球

竞争力报告》，希腊在 141 个经济体中排名

第 59 位，较上年提升 2 位。各细项排名分

别为：机构设立（85）、基础设施（37）、

信息通信技术应用（52）、宏观经济稳定性

（64）、健康水平（23）、人力资本技术水

平（41）、产品市场（81）、劳动力市场

（111）、财政体系（115）、市场规模（57）、

商业活力（76）、创新能力（47）。

1.2 优化营商环境相关举措

加强法治保障

希腊政府拟通过制定和完善商业法律法

                                          

①  世界银行 .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

②  普华永道 . https://www.pwc.com.

③  同①。

规来改善商业环境、吸引投资，具体措施包

括新一轮商业法律法规修订，土地管理制度

修订，法院现代化建设等。随着社会法治治

理的逐步完善、诉讼程序效率的逐步提高，

希腊有望从长达 10 余年的经济危机中逐步

恢复，并预期未来几年在经济上取得较大

发展。

提升行政效率

近年来，希腊不断加强现代化电子政务

服务体系建设。例如，建立海关电子通关系

统，进出口贸易商可以在线完成货物报关申

报，减少了通关审批时间；建立企业“一站

式”服务平台，缩短企业注册时间、简化注

册流程，使得在希腊注册企业比欧盟其他国

家更加便捷。②

降低税负

希腊议会于 2019 年批准了新的税收法

案。新法案对《所得税法》《税务程序法》

《增值税法》等税收法规进行了几项修订，

主要内容包括从 2019 年起，企业所得税税率

从 28% 降至 24%，从 2020 年起，股息收入的

预提税税率从 10% 降低至 5% 不等。这些措施

有助于创造有利的税收和投资环境，促进经

济增长。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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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希腊银行 . https://www.bankofgreece.gr.

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希腊营商

环境报告》，政府在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方

面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例如：

● 开办企业：减少在商业登记处注册公司

的时间，取消获得税务许可的要求。

● 办理施工许可证：简化建筑许可程序，

从以前的市政当局核验改为内部工程师核验。

● 获得电力：简化用电过程，取消申请用

电时电工需宣誓声明的程序性要求。

● 保护少数投资者：要求公司在批准关联

方交易之前进行信息披露和独立性审查，提

高公司高管薪酬的透明度。

1.3 吸收外资基本情况

希腊银行最新数据显示，2016—2019年，

希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实现连续 4 年净

增长，年均增长率 43.5%。2019 年，希腊吸

收外国直接投资流量 41.37 亿欧元，为 2006

年以来最高。①

图 2-1　2010—2019 年希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流量

外商投资主要来源地

希腊吸收外商投资主要来自欧盟国家，其

中包括法国、德国、塞浦路斯、瑞士、荷兰、

卢森堡和西班牙。排名前 10位的外资来源地

还有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加拿大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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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希腊外商投资主要来源地及
投资额占比

外商投资主要领域

希腊吸收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服务业，

服务业外资流入占希腊吸收外资总额的 72%。

近几年，受希腊经济复苏以及国际贸易增长的

影响，希腊金融业、房地产业和物流业成为投

资热点。其次是制造业，外商投资制造业所占

份额约为吸收外资总额的 12%，主要集中在化

工、石油以及食品饮料等领域。虽然农业吸收

外资所占比例最低，但是由于希腊的气候非常

适合多种优质农作物种植（例如橄榄树、小麦

等），农业仍有较大的投资机会。

1.4 生产要素概况

希腊生产要素成本低廉，能源和劳动力

价格在欧盟内具有一定竞争力。

水价

希腊的供水由每个地区的地方议会负

责，地方议会在每个城市设有办事处。供水

系统的相关信息由当地市政厅或市政办公室

的区域水务部门提供。雅典供水和污水处理

公司（EYDAP）是希腊最大的水务运营公司，

为雅典地区提供供水和排污服务。

希腊工业用水实行超额累进计费方式，

每月用量低于 1000 立方米，价格为 0.79 欧

元 / 立方米；用量超过 1000 立方米的，超出

部分的价格为 0.93 欧元 / 立方米。希腊居民

生活用水价格为 0.4017 欧元 /立方米。①

电价

电力供应由希腊公共电力公司（DEH）

负责。用电者接入电力系统需要前往公共电

                                          

①  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希腊（2019 年版）》。

图 2-3　2009—2019 年希腊服务业细分领域
吸收外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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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ngloinfo. https://www.angloinfo.com.

②  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希腊（2019 年版）》。

③  人力资本指数指标：在 0~1 之间浮动，综合衡量在一个经济体中，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健康保障、成本的因素，

较好的为 1。

④  世界银行 . https://www.worldbank.org. 

⑤  希腊企业局 . https://www.enterprisegreece.gov.gr.

⑥  欧盟统计局 . https://ec.europa.eu.

⑦  经济指标网 .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

⑧  Destination Scanner. https://destinationscanner.com.

劳动力

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 年世界发展报

告—工作性质的变革》中，希腊在“人力

资本指数③”中得分 0.68 分，在 157 个国家

中排名第 42 位。④希腊劳动力整体受教育水

平较高，大部分可以讲英语且掌握了较高专

业技能。希腊劳动用工制度较为严格，工会

力量较强，企业雇佣成本较高。⑤

截至 2019 年第四季度，希腊服务业、

制造业、农业就业人口分别占总就业人口的

73.2%、15.4% 和 11.4%。其中，拥有博士及

硕士以上学历的 25.6 万人，占 5.5%；本科学

历的 87.0 万人，占 18.5%；技术院校学历的

99.3 万人，占 21.1%。

最低工资。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按每年

12个月计算，2020年希腊最低工资为758.33欧

元 /月。⑥在希腊，企业一般每年支付14个月

的工资，按14个月计算的最低工资为650欧元

/月。⑦

平均工资。⑧希腊的平均小时工资为 16

欧元，平均月工资为 2788 欧元，约有 25% 的

员工月收入低于 1428 欧元。工资水平主要取

决于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

验，不同行业的工资水平也有所差异。希腊服

务业部分细分领域平均工资水平见表 2-2。

力公司办公室签约。①希腊的电费包括实际电

费、配电费和税费等。2020 年，希腊工业用

电单位价格为 0.118 欧元 / 千瓦时，居民生

活用电单位价格为 0.186 欧元 /千瓦时。

天然气价格

希腊公共天然气公司（DEPA）向各地天

然气供应公司提供天然气，或直接将其供应

给尚未成立天然气供应公司的地区。天然气

仅在大陆部分地区供应，包括雅典部分区域、

塞萨洛尼基、拉里萨和沃罗思。②

希腊工业用天然气实行超额递减计费方

式。各大区的天然气价格有所不同，雅典地

区的工业用天然气价格见表 2-1。

表 2-1　雅典地区的工业用天然气价格

用量（兆瓦） 价格（欧元 / 兆瓦）

<180 27.38

181~560 26.60

561~2000 25.29

2001~5000 24.51

>5000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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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希腊服务业部分细分领域平均工资水平

行业人员 平均工资（欧元 / 月）

银行职员 3152

食品 / 酒店 / 旅游从业

人员
2344

建筑和安装从业人员 2038

会计师 1794

仲裁员 1729

土地价格

希腊不同地区的土地价格差异较大，主

要工业区土地价格见表 2-3。

                                          

①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gr.mofcom.gov.cn.

②  希腊企业局 . https://www.enterprisegreece.gov.gr.

③  希腊政府网 . https://www.state.gov.

表 2-3　希腊主要工业区土地价格①

单位：欧元／平方米

工业区 土地价格

亚历山德罗波利斯 27.5

塞雷 20

拉里萨 27

洛安尼娜 25

拉弥亚 36

帕特雷 48

弗洛里纳 13

2　希腊吸收外资政策法规

2.1 主管部门

希腊发展与投资部是希腊外商投资管理

部门，主要负责制定投资宏观政策，参与多

边和区域经济合作，协调国家出口委员会的

工作等。发展与投资部下设希腊企业局，旨

在促进外国投资者对希腊的投资，推动希腊

的出口，并为投资者提供咨询和投资指导等

服务。②希腊企业局还为超过 200 万欧元的投

资项目实施投资者监察员计划，通过监察员

协助解决投资项目遇到的困难。③

2.2 市场准入

希腊关于外国投资的法律法规主要是

2010 年颁布的《战略投资法》和 2013 年颁布

的第 4146/2013 号法案《创建战略性和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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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希腊企业局 . https://www.enterprisegreece.gov.gr.

②  https://www.state.gov.

③    同①。

④  https://www.clearstream.com.

⑤  普华永道 . https://taxsummaries.pwc.com.

投资的友好商业环境》。其中，《战略投资法》

明确了希腊政府鼓励外商投资的领域；①《创

建战略性和私人投资的友好商业环境》法案

对外国投资者需要满足的条件、需要履行的

义务及投资程序作了规定。此外，希腊还执

行欧盟和欧元区的投资法律。

鼓励外商投资行业

希腊政府对外商投资总体持开放态度。②

鼓励外商投资的行业有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业，

生命科学和制药业，房地产业，风能等新能

源行业，通信、网络、软件开发等新技术行

业，酒店和旅游配套设施行业，道路、交通、

停车场等物流基础设施行业，以及其他与节

能环保相关的行业。

禁止和限制外商投资行业

希腊禁止外商投资军工业、博彩业、私

人电台和电视台，且外国投资者不得持有在

边境地区投资房地产的公司的股份。

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希腊限制外国投资

者购买边境地区和某些岛屿的土地，③或非欧

盟公民在航空、航运以及采矿业领域的投资。

如果外国投资者对涉及国家战略的限制性行

业企业的持股比例达到 20%，须事先获得战略

投资联合委员会的批准。④该委员会负责评估

投资项目对国民经济是否产生重大影响，并

对投资项目进行审批。委员会主席由发展与

投资部或竞争委员会、基础设施和交通部的

部长或其法定代表人担任；根据投资项目所

涉及行业或领域，成员可能包括财政部、外

交部、环境保护部、能源与气候变化部、教

育部及文化体育部等部门的部长或其法定代

表人。

2.3 企业税收

希腊的主要税种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

税、预提税、印花税及个人所得税等。⑤

企业所得税

希腊居民企业就其全球收入缴税，非居

民企业就来源于希腊的收入缴税。满足以下

任一条件的企业为希腊居民企业：（1）根据希

腊法律在希腊设立；（2）实际管理地在希腊。

2019 年起，企业所得税税率从 28% 降至

24%。信贷机构在满足国际税法第 27A 条关于

递延纳税的具体规定时，按照29%的税率缴税。

增值税

在希腊销售货物和提供服务应缴纳增

值税。增值税标准税率为 24%，减征税率为

13%，超减税率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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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普华永道 . https://taxsummaries.pwc.com.

表 2-4　希腊增值税税率和征税范围

税率类型 税率 征税范围

标准税率 24%
加工食品；娱乐门票（电影票除外）；视频服务；维修服务；医疗和牙科服务；

运输服务。

减征税率 13%

新鲜食品；婴幼儿营养品包装和零售；自行车头盔；婴儿安全和保护物品（儿

童汽车座椅和婴儿吸水尿布）；儿童、老人和残疾人护理；旅馆或类似场

所的住宿（包括度假住宿、露营地或大篷车出租）。

超减税率 6%
CN3003 和 CN3004 疫苗；用于人体的 CN3002 疫苗和免疫药品；儿童读物；

着色和绘画书籍；音乐书籍；报纸、杂志、电影票；电力、煤气、特定供暖。

免税 0%
向个人和欧盟国家的法人实体提供应税货物和服务；向非欧盟国家出口货

物和特定服务；房地产租赁（部分例外情况除外）。

预提税

希腊预提税主要征收对象为股息、特许

权使用费、利息收入和技术项目费用、管理

费、咨询费及其他相关服务费等。

表 2-5　希腊预提税税率和征收范围①

收入类别 税率

股息 5%

利息收入 15%

特许权使用费、技术项目服务费、

管理费、咨询费及其他相关服务费
20%

希腊与包括中国在内的 57 个国家签订了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根据协定，如满足有关

条件，希腊企业向中国企业支付的利息和特

许权使用费可享受 10% 的优惠税率。

印花税

希腊印花税仅适用于少数交易，以交易

金额为税基缴纳，税率为1.2%、2.4%或3.6%。

非住宅房产租赁的印花税税率为 3.6%，贷款

和利息适用 2.4% 的印花税税率，银行借款和

债券等免交印花税。

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包括工资、营业、

特许权使用费、利息及股息、租金收入和财

产转让所得等。一个日历年内在希腊居住超

过 183 天的个人为希腊税收居民，应当就其

全球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非税收居民仅就

其在希腊的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取决于收入类型。工

资和营业所得适用 9%~44% 的累进税率，房地

产租金所得适用15%~45%的累进税率。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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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reeklawdigest. http://greeklawdigest.gr.

②  LEXOLOGY. https://www.lexology.com.

③  https://www.stopfakes.gov.

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适用固定税率，税率分

别为 5%、15% 和 20%。

表 2-6 　希腊主要收入类型的个人所得税税率

所得类型
收入金额
（欧元）

税率
（%）

工资、营业所得

≤ 10000 9

10001~20000 22

20001~30000 28

30001~40000 36

>40000 44

房地产租金

≤ 12000 15

12001~35000 35

>35000 45

2.4 土地获得

希腊土地为私有财产，除限制情况外，

允许出售转让。希腊没有专门关于土地的法

律法规。根据土地的不同性质，购买者需要

向不同的部门（如城市规划部门、森林监督

部门和古迹管理部门等）提交购买申请。

《宪法》第 24 条规定了对自然和人文环

境的特别保护措施。在保护范围内，转移土

地或不动产所有权需经土地注册局许可，保

护范围内的区域包括：①

● 边境地区；

● 林区；

● 城市规划限制区域；

● 考古遗址；

● 环境限制区域；

● 海岸和海滩保护区域。

外国企业获得土地

外国企业可以在希腊获得土地，并享有

对土地的所有权。但欧盟或欧洲自由贸易联

盟成员国以外国家的居民或法人实体不得在

边境地区进行房地产交易。②获得土地的基本

流程如图 2-4 所示。

2.5 外汇相关规定

2015 年 7 月起，希腊为避免债务危机和

国家破产的风险，对跨境汇款和现金提取实

施管制，限制资本向海外转移。近年来，随

着经济好转，希腊逐渐放宽外汇管制。2019

年 8 月，希腊宣布全面取消已实施 4 年的资

本管制，允许资金自由进出希腊，恢复资本

正常流动。除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及打击逃

税等有关措施外，希腊对外国投资者转移合

法资金和所得基本没有限制，外国投资者的

利润在希腊缴税后可自由汇出。③

希腊居民和非居民均可持有外汇账户。

外国人携带现金出入境不得超过 1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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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普华永道 . https://taxsummaries.pwc.com.

2.6 外资优惠政策

根据希腊《战略投资法》，政府对国

内外投资者提供投资补贴和税收减免等优

惠政策。

民间投资补助计划①

2016 年 6 月，希腊出台《建立民间投资

补助计划以促进国家区域和经济发展的法定

框架—设立发展理事会和相关规定》，为有

关的优惠政策提供了总体法律框架，每个具

体补助方案将以部级决定发布。该计划涵盖

除钢铁、煤炭、合成纤维、造船等特殊行业

外的所有行业，提供补助的方式包括税收豁

免、补助合理费用津贴、租赁补贴、工资成

本补贴和适用优惠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等。

截至 2020 年 6月，框架内的 8个补助方

案中已有 5个通过部级决定发布，分别是关于

购置设备、创业企业、新成立的中小企业、产

业集群和重大投资项目的补助。其包括针对中

小企业的创新补助、综合经济区和特殊行业以

及金融中介和基金的 3个补助方案具体细则有

待发布。

补助申请。自 2016 年 10 月，符合条件

的个人和企业可通过国家补助系统（State 

Aid  Information  System）提交申请。投资

者参与民间投资补助计划需满足的条件和相

关要求详见表 2-7。

图 2-4　外国企业在希腊获得土地的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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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参与民间投资补助计划需满足的条件和相关要求

序号 内容 相关条件 / 要求

1 投资者的性质

● 个人独资企业、商业企业、合作社和社会团体；
● 合并中或设立中的法人 ( 要求投资启动前已完成公示程序 )；
● 在希腊商业登记处 (GEMI) 注册的合资企业。

2 最低投资额 ● 大型企业的最低投资额为 50 万欧元，合伙制企业为 5 万欧元。

3 初始投资
● 企业须具备建筑物、机械和无形资产等初始投资，并符合新建工

厂或提高现有工厂产能等条件。

4 申请补助金额 ● 不得超过企业投资总成本的 25%。

补助方案和补助方式

根据补助计划，希腊政府对不同的补

助对象或主体采取不同的补助方式。具体

表 2-8　希腊民间投资补助计划内容

补助方案 补助方式

购置设备 税收豁免

创业企业 税收豁免、租赁补贴、工资成本补贴

新成立的中小企业

税收豁免、资金补贴、补助合理费用津贴、工资成本补贴

针对中小企业的创新补助

产业集群

综合经济区和特殊行业

金融中介和基金

重大投资项目

● 公共资金通过以下方式向民间投资者提供：（1）股权或以“虚拟”股

权进行投资和赞助；（2）直接或间接向符合条件的公司提供经营风险

融资贷款；

● 企业所得税优惠：自投资完成后 12 年内适用优惠企业所得税率，最高

补助金额为 1000 万欧元；或符合条件的投资成本 10% 的免税额，最高

限额为 500 万欧元。

内容见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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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设立补贴

2019 年 3 月，希腊议会为符合条件的外

国企业在希腊设立分支机构制定了全面的补

                                          

①  德勤 . https://www.taxathand.com.

②  希腊企业局 . https://enterprisegreece.gov.gr.

助政策，涵盖雇佣残疾人、员工培训、研发

等多个方面，①详见表 2-9。

表 2-9　外国企业在希腊设立分支机构补助政策

优惠政策 政府补助金额

雇佣残疾人补助 ● 雇佣费用的 50%，每年上限为 500 万欧元。

员工培训补助 ● 培训费用的 50%，每个培训项目的补助上限为 200 万欧元。

研发项目补助

● 产业研究：研究费用的 50%，每个研究项目的补助上限为 200 万欧元；
● 研发试验：试验费用的 25%，每个试验项目的补助上限为 150 万欧元；
● 可行性研究：研究费用的 50%，每个研究项目的补助上限为 75 万欧元。

工资补助 ● 工资费用的 50%，任意 3 年内不超过 20 万欧元。

购置信息和通信技术设备

补助
● 购置设备费用的 50%，任意 3 年内不超过 20 万欧元。

申请上述补助的外国企业分支机构需满

足以下条件：

● 分支机构所属行业为咨询服务、广告和

营销、数据处理等 12 个行业之一；

● 分支机构在成立和颁发营业执照后 12

个月内，必须雇佣至少 4 名雇员，并在希腊

缴纳至少 10 万欧元的运营费用。

符合条件的企业每年可根据实际情况获

得上述各类政府补贴，期限最长为 5年。接受

补助的外国企业必须提交附有审计报告的年度

报告，并接受发展与投资部的监管或审计。

其他优惠政策

保税区优惠政策。希腊政府对保税仓库

内存放或再组装的货物免征关税及增值税，

并对园区内新投资项目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

具体优惠政策详见第一篇 2.5 经济园区。

个 人 所 得 税 优 惠 政 策。2020 年，希腊

政府宣布了一项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即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对移居到希腊的外国专

业人士或外国公司派驻希腊工作的员工减免

50% 的个人所得税，②旨在吸引外国人到希腊

工作和定居，并防止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导致

的“人才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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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希经贸合作

1.1 中希双边贸易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15—2019年，

中希贸易持续增长。2019 年，双边货物贸

易进出口总额达 84.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82%。其中，中国对希腊出口 77.39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9.07%。中国自希腊进口 7.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①

中国对希腊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机电产

品、纺织品及原料、家具、玩具及杂项制品。

2019 年，这三大类商品出口额合计占对希腊

出口总额的 65.5%。②

                                          

①  中国海关总署 . http://www.customs.gov.cn.

②  中国商务部 . 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

③  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2019 年版）》。

④  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中国自希腊进口的主要商品包括矿产品、

机电产品、化工产品。2019年，这三大类商品

进口额合计占中国自希腊进口总额的90.8%。③

1.2 中国对希腊投资概况

《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

报》显示，2019 年中国对希腊直接投资流量

为 57 万美元。截至 2019 年末，中国对希腊

直接投资存量为 2.3 亿美元。④

图 3-1　2015—2019 年中希货物贸易进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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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2019 年中国对希腊出口主要商品构成 图 3-3　2019 年中国自希腊进口主要商品构成

图 3-4　2015—2019 年中国对希腊直接投资流量及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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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希腊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交通基础

设施、信息技术、能源电力、海运等领域。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远海运集团（以下简

称“中远海运”）对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务局

的投资。2008 年，中远海运获得比雷埃夫斯

港 2 个码头的特许经营权，2016 年斥资 3.68

亿欧元成功收购比雷埃夫斯港港务局 61% 的

股权，并在收购后 3 年内完成约 3 亿欧元的

后续投资。①该投资为希腊当地直接创造的就

业岗位达到 3000 多个，增加了希腊的财税收

入，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②

2018 年，中国企业在希腊新签承包工程

合同 15 份，新签合同额 1.80 亿美元，完成

营业额 1.96 亿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695 人，年末在希腊劳务人员 727 人。新签大

型工程承包项目包括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承包 3800TEU 集装箱船，南瑞集团有限公司承

包希腊 Naxos 岛 150kV GIS 总包项目等。③

在希腊投资的中资企业还有中国国际航

空、国家电网、华为、中兴通讯、复星集团等。

                                          

①  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所报告 . Chinese Investment in Greece and the Big Picture of Sino-Greek Relations.

②  中国一带一路网 . https://www.yidaiyilu.gov.cn.

③  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2019 年版）》。

④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gov.cn.

1.3 中希经贸合作机制

中希经贸混委会

1983 年，中希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

定》，并成立中希经贸混委会，旨在促进两

国经贸关系，加强双方在投资合作领域的沟

通与交流。混委会定期召开会议。截至 2020

年，中希经贸混委会已举行 13 次会议。

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

2012 年 4 月，首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

导人会晤在波兰华沙举行，中国—中东欧国

家合作正式启动。该机制成员国为中国和中

东欧 17 国，其中包括希腊。各国通过合作机

制下的领导人会晤、地方领导人会议积极开

展经贸合作，不断加强在基础设施、资源环

境、融资渠道、地方发展和人文等领域的交

流合作。

中希经贸合作协定④

表 3-1　中希经贸合作协定

签署时间 协定名称

1983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希腊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1992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希腊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2002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希腊共和国政府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2006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希腊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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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希腊企业联合会 . https://en.sev.org.gr.

②  希腊中国工商会 . http://www.chinese-chamber.gr.

签署时间 协定名称

2011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希腊共和国发展、竞争力和海运部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和制造

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

201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希腊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2019 年 《中希重点领域 2020—2022 年合作计划》

201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希腊共和国发展和投资部关于推动双边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

的谅解备忘录》

续    表

中欧投资协定

2020 年 12 月 30 日，中欧领导人共同宣

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欧投资协

定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着眼于制度型

开放，内容涵盖市场准入承诺、公平竞争规

则、可持续发展和争端解决四方面内容，是

一项全面、平衡和高水平的协定，将为中欧

企业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为企业提供更好

的营商环境。

1.4 中希工商界交流与合作

希腊企业联合会

希腊企业联合会（SEV）成立于 1907 年，

是希腊历史最悠久的商业联合会，为会员企业

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①包括提供商业信息，

制定商业战略；举办商业论坛，为企业提供行

业间、与主管部门间的交流机会；协助企业提

高其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等。现有大中小型

企业和跨国企业会员 3500 多家，涵盖能源、

运输、加工、医疗、金属工业等 19个行业。

希腊企业联合会
Hellenic Federation of Enterprises (SEV)

网址        https://en.sev.org.gr

地址　　Xenofontos 5, 10557, Athens

电话        +30-211-5006000

邮箱        info@sev.org.gr

希腊中国工商会②

希腊中国工商会（The Hellenic Chin-

ese Chamber）成立于 1995 年，是非政府、非

营利、会员制商会。自成立以来，该商会一

直致力于为有意向在希腊开展商务活动的中

国和希腊企业和企业家提供服务，包括组织

并支持企业参加展览和论坛活动，组织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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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为企业提供两国经

济、贸易、技术等方面的数据信息，就投资

策略、商业管理、运营和监管等问题提供必

要的建议等。

商会会员企业主要来自于工业制造业、

金融业、服务业和旅游业等行业。

希腊中国工商会
The Hellenic Chinese Chamber

网址        http://www.chinese-chamber.gr

地址　　10 Amerikis Str., Athens-Greece

电话        +30-210-3629445

邮箱        info@chinese-chamber.gr

                                          

①  雅典工商会 . https://www.acci.gr.

②  希腊企业局 . https://www.enterprisegreece.gov.gr.

雅典工商会①

雅典工商会（The  Athens  Chamber  of 

Commerce）成立于 1841 年，其职责是向雅典

政府部门反映企业关于行业政策的意见建议，

搭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平台。雅典工商

会支持并鼓励企业创新，帮助企业吸引投资，

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雅典工商会
The Athens Chamber of Commerce

网址        https://www.acci.gr

地址　　Academias 7, Athens-Greece

电话        +30-210-3604815

邮箱　　info@acci.gr

2　对希腊投资形式

2.1 设立实体

实体类型

外国投资者在希腊可设立商业实体的形

式主要包括：普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

合资企业、私人资本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分支机构。②

普通合伙企业 (G.P./O.E.)。普通合伙企

业需通过向商业登记处（GE.MI.）登记注册

获得法人资格，合伙人还须确定合伙企业的

商业目的，并遵守法律规定进行公示。合伙

人必须共同出资，出资形式可以是现金、实

物、劳务、无形资产（如商誉）等。合伙人

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设立普通合伙企

业没有最低资本要求。

有限合伙企业（E.E.）。有限合伙企业

的合伙人分为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有

限合伙人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但没有对

公司财产的控制权，普通合伙人通过参股拥

有公司财产的控制权。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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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最低资本要求，但合伙人必须以现金、实

物、劳务等形式共同出资。有限合伙企业是

持有资产的营利性公司，需要通过向商业登

记处（GE.MI.）登记注册而获得法人资格。

合资企业 (JV)。合资企业本质上不属于

独立法人，其实质相当于多个法人的联合体，

具有法定行为能力和破产资格。合资企业可

以规定其成员对企业的债务共同承担连带责

任。合资企业从事商业活动，必须在商业登

记处（GE.MI.）进行登记，并适用普通合伙

企业法的规定。

私人资本公司（I.K.E）。私人资本公司

是一种较为简单、灵活的公司形式，其公司

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但有担保的

部分除外。公司股份和股权没有直接的联系，

公司可发行不具有证券特征的公司股份。私

人资本公司需在商业登记处（GE.MI.）进行

登记注册。

私人资本公司的股本至少为 1欧元，公司

股数至少为 1股。股东可以采取现金、非现金

或担保出资的形式出资，且必须足额缴纳。如

以实物出资，资产必须经过价值评估，出资

价值不超过 5000 欧元的除外。担保出资是指

以担保公司对第三方债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

公司章程规定的限额。每项担保出资的价值不

得超过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的 75%。

有限责任公司（E.P.E.）。有限责任公

司在法律上是营利性公司，以其资产对债务

承担责任。股东在其认缴的出资金额范围内

承担有限责任。有限责任公司无最低注册资

本要求，股东可以现金和实物出资。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为自然人及 /

或法律实体，可由一名股东设立，或成为一

人公司。但一人公司不得再设立其他一人公

司。此外，希腊相关法律对股东国籍 / 居留

权没有任何限制，但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机

构必须在希腊境内。公司章程需经公证，并

由公司股东签字确认。

股份有限公司（S.A.）。股份有限公司

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以其投资额对其债

务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内部组织包括

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股东拥有公司

的股份可以是记名股票或不记名股票。

成立股份有限公司需要在商业登记处

（GE.MI.）进行登记注册，并定期披露如下

信息或资料：

（1）经股东大会审核批准的年度财务报表；

（2）年度管理报告；

（3）法定审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在股东

大会批准后 20 天内出具的意见（如需要）。    

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为 2.5

万欧元，成立时需全部或部分缴纳。股东可

以现金或实物出资，每股面值需介于 4欧分和

100 欧元之间，且所有股份的面值必须相等。

分支机构（Branch Office）。外国公司

可在希腊设立分支机构，专门从事商业辅助

活动，包括咨询、会计支持、生产质量控制、

办理手续、研究报告、设计、广告和营销、

数据处理、信息和研发服务等。分支机构可

以通过银行汇款的形式向其总部或希腊之外

的分支机构付款。外国公司成立分支机构必

须指定一名在希腊当地居住的代表，至少要

求有 4 名员工，且在希腊发生的年度运营费

用必须在 10 万欧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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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在希腊设立实体的主要类型及基本要求

实体类型 股东要求
是否具备
法人资格

最低注册资本金 承担责任形式

普通合伙企业
2 个或 2 个以上自

然人或法人
是 无要求 合伙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有限合伙企业
2 个或 2 个以上自

然人或法人
是 无要求

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有限

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

合资企业 多个法人 否 无要求 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私人资本公司 一个或多个自然人 是 1 欧元 股东承担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
1 个或 1 个以上自

然人或法人
是 无要求 股东承担有限责任

股份有限公司
1 个或 1 个以上自

然人或法人
是 25000 欧元 股东承担有限责任

分支机构 外国公司 否 无要求 母公司承担责任

设立实体流程

主要程序。在希腊设立不同类型的实体，

主要程序如图3-5所示。不同类型实体注册的

要求与程序可查询希腊企业局网站（https://

www.enterprisegreece.gov.gr）。

图 3-5　在希腊设立实体主要程序①

                                          

①  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201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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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注册。希腊政府为企业注册

提供“一站式”服务，帮助企业在 2 个工作

日内完成审批设立程序。企业提交注册申请

后，“一站式服务系统”（YMS）将在当日内

或下一个工作日内审查所提交的文件和资料，

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所有要求，即可完成设

立程序。“一站式”服务系统（YMS）网址：

https://eyms.businessportal.gr。

设立公司的申请人或授权代表需要填写

“一站式服务”（YMS）书面申请和授权委托

书。通过该申请，可以视为公司设立人已同

意“一站式”服务系统可以检索和接收公司

成立所需的材料、证明材料和数据。授权事

项包括以下内容：

（1）进行公司名称预核准；

（2）在商业登记处（GE.MI.）进行登记；

（3）在税务登记处进行登记；

（4）统一社会保障基金会注册（http://

www.efka.gov.gr）。

注册费用。在希腊设立各类形式实体的

相关费用包括公司在成立和注册时的强制性

费用，以及检查公司名称和独占名称的可选

费用。如果创始人数超过 10 人，每增加一位

创始人，需额外支付 3 欧元的手续费。如果

完全通过“一站式服务系统”设立公司，设

立成本为上述费用的 30%，并且不受创始人数

的限制。具体明细费用见表 3-3。

表 3-3　希腊设立商业实体相关费用说明

单位：欧元

实体类型

强制缴纳的费用 可选费用

向希腊竞争委员会
支付的费用

“一站式服务（YMS）
系统”使用费

商 业 登 记 处（GE.
MI.）登记费

全国范围的公
司名称独占费

股份有限公司

（S.A.）

公司章程规定的资

本的 1‰
60 10 30

有限责任公司

（E.P.E.）
不适用 60 10 30

私人资本公司

（I.K.E.）
不适用 60 10 30

普通合伙企业

(G.P./O.E.)
不适用 50 10 30

有限合伙企业

（E.E.）
不适用 50 1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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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在希腊注册实体所需提交的材料

所需材料

设立者为自然人
设立者
为法人私人资本公司

股东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人

有限或普通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人

护照或国际公约承认的旅行证件

（可获取入境签证的）
√ √ √

将在希腊永久居留的

责任声明
√ √

居留许可或申请居留许可的证明 √ √ √

公司章程 √ √ √ √

营业执照 √

2.2 兼并收购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希腊并购市场在

2019 年完成了 85 项并购交易，其中，最大的

5 笔交易总额为 17 亿欧元，此外，2019 年希

腊跨行业并购活动较为活跃。①

希腊竞争委员会（HCC）负责管理兼并收

购过程中的一般性事项，希腊资本市场委员

会（HCMC）则负责监管相关特定事项。②

若涉及电信、能源等受监管的行业并购，

行业主管机构将与希腊竞争委员会合作实施

监管，③例如电信业主管部门希腊国家电信与

邮政委员会 (EETT)、能源业主管部门希腊能

源监管局 (RAE)。

                                          

①   Deals in Greece 2019，Increased deal activity in an improving investment environment. https://www.pwc.com.

②  LEXOLOGY. M&A in Greece. https://www.lexology.com.

③  Greek Law Digest. http://greeklawdigest.gr.

交易申报

申报门槛。符合以下条件的并购交易必

须进行申报，其他并购交易无需申报：④

（1）交易各方的全球合并总营业额不低

于 1.5 亿欧元；且

（2）交易各方中至少 2 家企业在希腊市

场的营业额均超过 1500 万欧元。

上述要求适用于传媒行业之外的所有行

业的并购活动申报。第 3592/2007 号法律规

定，传媒行业的并购活动申报条件如下：

（1）交易各方企业的全球合并总营业额

不低于 5000 万欧元；且

注册材料。设立实体需要提交的主要材

料详见表 3-4。此外，还可能需要提交授权委

托书、注册资本实缴证明、银行存款收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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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reek Law Digest. http://greeklawdigest.gr.

②  同①。

③  LEXOLOGY.M&A in Greece. https://www.lexology.com.

④  同①。

⑤  The Legal 500 & The In-House Lawyer. https://www.rokas.com.

（2）交易各方中至少 2 家企业在希腊市

场的营业额均超过 500 万欧元。

申报时间。并购各方都有申报义务，具

体申报时间为并购协议签订后或股份公开发

行及交换后的 30 天之内。①申报费用为 1100 

欧元。

在收到希腊竞争委员会的许可前，企业

不得实施并购交易。企业通过公开市场交易并

获得竞争委员会特别许可，或竞争委员会为避

免严重损失作出特别决议等特殊情况除外。②

特定行业的相关规则。收购某些特定行

业的公司，需要取得相关监管部门的事先审

批，具体情况如下：③

（1）金融机构、保险公司：需获得希腊

银行批准；

（2）信贷机构：需获得希腊银行批准，

如该信贷机构属于希腊四大主体银行，应由

欧洲中央银行批准；

（3）博彩公司：需获得希腊博彩委员会

批准；

（4）部分能源企业：需获得能源监管局

批准；

（5）部分通讯公司：需获得希腊电信与

邮政委员会批准。

交易审查④

交易方提交申报材料后，希腊竞争委员

会将对并购交易进行初步审查。如未发现申

报的交易有明显违反《竞争法》的情形，希

腊竞争委员会将在收到完整申报文件后的一

个月内完成对并购交易的审核，并授予并购

许可。

如果希腊竞争委员会认为该交易可能存

在违反《竞争法》的情形，则通知交易方并

启动第二阶段审查程序，即全面审查程序。

自启动之日起，希腊竞争委员会应在 90 天内

作出决定，批准或否决该交易，或附带条件

批准以确保交易符合《竞争法》规定。

并购上市公司

投资者可以自由收购希腊上市公司的股

票，除非潜在收购方启动收购要约，从而触

发第 3461/2006 号法律。⑤该法律允许上市公

司的潜在买家通过自愿要约或强制要约购买

上市公司的股票。

自愿要约。自愿要约形式下，买方必须

购买所有要约的股票，但规定了库存股最大

值的情形除外。

强 制 要 约。任何人取得代表总表决权

1/3 以上表决权的股票，或持有代表总表决权

1/3~1/2 表决权的股票且在后续 6 个月内取得

3% 以上表决权的股票，均必须公开要约。所

有公开要约必须在决定启动后立即通知希腊

资本市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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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者并购希腊公司

希腊对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希腊公司原则

上没有特别的规定或限制。受欧盟法律管辖

的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跨国并购受欧洲议会

和理事会《第 2005/56/EC 号法律》的管辖，

希腊已通过《第 3777/2009 号法律》将其落

实为本国法律。①

鉴于没有特别规定，希腊实体可与非欧

盟成员国的实体合并。但根据《第 1892/1990

号法律》，希腊禁止以下交易：

（1）欧盟或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以

外国家的居民或法律实体在边境地区的房地

产交易；以及

（2）拥有边境地区房地产的公司或合伙

企业的股权或所有权转让的交易。

此外，某些特定行业的并购对外国投资

者有限制，例如天然气输送行业。

2.3 联合研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希腊共和国关

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合作专项规划》和

《中国科学院“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行

动计划》等框架文件，中国和希腊积极开展

                                          

①   LEXOLOGY. M&A in Greece. https://www.lexology.com.

②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 http://www.ioe.cas.cn.

③  中国外交部 . https://www.fmprc.gov.cn.

④  同②。

⑤  人民网 .《中欧人工智能合作提速深兰科技落子希腊》. http://sh.people.com.cn.

集“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和成果

转化”于一体的战略合作，②涉及纳米材料、

农业生物技术与食品、健康与生物医药、信

息通信技术、可再生能源与节能、环境保护、

空间技术、文物保护、海洋等领域。③

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与希腊研究

技术基金会共建联合研究室

2019 年 11 月，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与希腊研究技术基金会电子结构与激光研究

所签订合作意向书，将共建中希联合实验室，

整合双方资源和专业领域的优势，在激光防

护、先进光学材料和制造、微纳光学、自适

应光学和光纤光学以及生物医学光学等领域

开展深入交流合作。④

深兰科技与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

大学信息学院共建联合实验室

2019 年 6 月，上海深兰科技与希腊塞萨

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将共建联合实验室，充分利用双方资源优

势，推动中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升级，改

善希腊城市的基础设施，加速希腊的数字化

进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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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WORLD DATA ATLAS . https://knoema.com.

②    希腊企业局 . https://www.enterprisegreece.gov.gr.

③    希腊统计局 . https://www.statistics.gr.

④    Export Government. https://www.export.gov.

⑤    同②。

3　投资目标行业

希腊政府鼓励外商投资，中国企业赴希

腊投资可重点关注旅游、能源、食品和农业、

海运、信息和通信技术等行业。

3.1 旅游业

旅游业是希腊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重要支

柱之一。2019 年，希腊旅游业总收入 377.4

亿欧元，占全国 GDP 的 21.2%，①旅游业收入

总增加值（GVA）为 132.78 亿欧元，同比增

长 11.22%。

希腊有超过 80 万张酒店床位、500 多个

会议设施、8000 多艘游艇、15 个国际机场

以及遍布全球和欧洲主要机场的航空网络，

2019 年接待游客超过 550 万人次。在世界经

济论坛（WEF）发布的《2019 年旅游业竞争力

指数》中，希腊在140个国家中排名第25位，

其中健康与卫生、航空运输基础设施、旅游

服务基础设施 3 个分项指标表现突出，均排

在前 20 位以内。②

希腊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丰富的文化

遗产和完备的基础设施，旅游业竞争优势明

显。外国投资者可选择的投资方向多样，包

括阳光海滩旅游、航海旅游、文化宗教旅游、

医疗旅游、会展旅游、度假村旅游、体育旅

游等。

希腊旅游业的代表性外资企业有：黑石

集团（The Black-stone Group）、橡树资本

（Oakwood Capital Corporation Limited）、

雅高集团（ACCOR）、万豪集团（MARRIOTT）

等。③

3.2 能源业

希腊能源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地理位置，希腊位于南巴尔干半

岛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十字路口，独特的地理

优势使其在能源市场发挥关键作用。希腊通

过管道项目，电网互联互通计划以及海上储

备站（例如 LNG 接收站）成为从东向西运输

能源的主要参与者。二是希腊巨大的发电潜

力，希腊每年享有超过 250 天（约 3000 小

时）的日照时间，许多地区的风速超过 8 米

/ 秒。④除太阳能和风能外，希腊还拥有包括

水力、生物能、地热等在内大量未开发的发

电潜力，也为能源企业提供了广阔的投资空

间。⑤

2019 年，希腊的净发电量为 467.5 亿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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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时，①能源业总增加值（GVA）为 55.15 亿

欧元，同比增长 2.21%。②

希腊能源业的主要投资机会包括天然气输

送基础设施（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天然气管道、

天然气配送系统）、碳氢化合物勘探和开发、

可再生能源项目、节能业务、岛屿的主电网互

联、跨境电网互联等。希腊环境能源部和希腊

发展与投资部牵头多个重大投资项目，包括

TAP-IGB-EastMed天然气管道项目、Revitoussa

新液化天然气终端项目、EuroAsia 能源互联项

目以及大型 RES 投资项目等。2020 年 12 月，

希腊最大的电力公用事业公司（Public Power 

Corp.）宣布，到 2023 年前，将斥资 34 亿欧

元扩大希腊可再生能源领域规模以及提升配电

网络现代化水平，这些举措为能源行业的投资

提供了大量机会。③

希腊能源业的代表性外资企业有：中国

神华集团、中国国家电网、US  Third  Point 

Gas、Fairfax Holdings、New York Capital 

Management  Group、Cubico  Sustainable 

Investments 等。2017 年 11 月，中国神华集

团与希腊最大的投资集团之一的 Copelouzos

集团签署协议，收购其 4 个风电站 75% 的股

份，神华集团由此成为第一家在希腊投资风

电场的中国公司。④

                                          

①    World Data Atlas. https://knoema.com.

②    希腊统计局 . https://www.statistics.gr.

③    Powerline. https://powerline.net.in.

④    中国煤炭网 . http://www.ccoalnews.com.

⑤    希腊企业局 . https://www.enterprisegreece.gov.gr.

⑥    Exportgov . https://www.export.gov/apex.

⑦    同②。

3.3 食品和农业

食品和农业是希腊的主要出口行业之

一，在欧盟拥有较大市场份额，在美国、中

国和俄罗斯的市场份额也不断增长。⑤2019

年，农产品出口占希腊出口总额的 1/3，农业

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1%。⑥2019 年，农

业总增加值（GVA）为 112.90 亿欧元，同比

增长 3.18%。⑦

希腊食品和农业的竞争优势包括优越的

地理和气候条件、高质量的产品和专业化的

研究机构等。食品和农业投资方向主要包括

希腊传统特色食品培育及生产（卡拉马塔橄

榄、科赞尼藏红花、开心果、希腊酸奶、蜂

蜜等）、有机农产品培育及生产、农业新技

术研发（水培、温室培育等）。

希腊食品和农业的代表性外资企业有：

中国海亿海鲜、Mondelēz、Lays、Barilla、

Cadbury、General  Mills、Friesland 

Campina 等。

3.4 海运业

希腊地理位置优越，是世界上最早进

行造船和海上航行的国家之一，也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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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2019.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EU Transport in Figures, Statistical Pocketbook 2019.

③    希腊统计局 . https://www.statistics.gr.

运输的战略节点。作为东西方的门户，希腊

的地理位置使其对物流和运输的投资具有很

大的吸引力。截至 2019 年，希腊控制的船

队总数在全球排名第一，拥有千吨以上的各

类货运船舶 5283 艘，总载重吨数为 4.14 亿

吨，载重吨数较 2007 年增加了一倍多，①占

全球船舶总吨位的 20.67%，欧盟船舶吨位

的 54.28%。②2019 年，希腊海运业总增加值

（GVA）为 114.45 亿欧元，同比增长 6.53%。

希腊海运业的投资优势体现在较低的货

运成本、完善的运输基础设施、优越的地理

位置、熟练的劳动力、高效的全球物流服务

商等。主要投资方向包括希腊港口、物流中

心装配和质量安全设施等。

海运业的代表性外资企业有：中远海运、

Minoan Lines、Stato Italiane、DHL 等。

3.5 信息和通信技术业

受希腊对自动化和数字化的需求驱动，

信息和通信技术业已成为希腊目前最有前景

的行业之一。2019 年，希腊信息和通信技术

行业总增加值（GVA）为 45.21 亿欧元，同比

增长 5.79%。根据希腊信息技术与通信联合会

发布的数据，2020 年希腊信息和通信技术业

市场价值达到 56.76 亿欧元。③

希腊拥有高水平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人

才，工程师和科学家在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

排名中的教育水平、技能和人力资源方面排

在前列。此外，超过 70% 的希腊人英语比较

熟练。

在希腊，投资者可享受到完备的信息和

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包括固定、移动数据网

络，光纤网络，托管和服务器设施等。主要

投资方向包括软件开发、信息安全服务、智

慧城市、信息和通信技术设备的组装和分配、

B2B 服务等。

希腊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的代表性外资

企业有：华为、中兴通讯、三星、西门子、

苹果、IBM、Bosch 等。

4　在希腊投资建议与典型案例

4.1 投资建议

关注投资风险。中国企业到希腊投资，

应客观评估潜在风险，充分做好各类投资风

险分析，包括政治环境、法律制度、产业政

策、财产保护等。例如，来自中东等地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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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置问题可能给当地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

希腊投资补贴政策可能发生变化等，都可能

对企业在希腊的经营带来影响。企业需要事

先做好调研，并建立预警防范机制。

加强合规建设。中国企业到希腊投资，

应提前研究中希两国法律差异，避免因不知

情而违反法律规定，甚至受到相应处罚。例

如，希腊劳动力市场用工制度较为严格，劳

工执法官有权随时检查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

的劳动环境，若发现存在可能危害劳工身体

和健康的情况，可立即要求企业停工。因此，

企业应加强合规建设，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

损失。

注重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中国企业在希

腊投资经营，应努力融入当地社会，主动承

担社会责任，以获得当地政府和居民对企业

投资经营活动的理解和支持。例如，对生产

经营可能产生的废气废水和其他环保影响提

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依法保护当地生态环境；

聘用当地人员参与企业经营管理，促进企业

发展的同时增加当地就业，并借助当地员工

向当地居民传递中国文化；积极参加各类社

会公益活动，树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

4.2 典型案例

中远集团收购比雷埃夫斯港

项目概况

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以下简称“比港”）位于希腊西南部，是希腊第一大港口，

被称为“欧洲的南大门”，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

2008 年 10 月，中远集团以 4.98 亿欧元中标比港港务局 2、3 号集装箱码头 35 年

的特许经营权，是中国企业首次获得欧洲大型港口特许经营权。2016 年，中远集团又

成功中标比港港务局私有化项目，以 3.685 亿欧元收购比港管理局 67% 的股权。截至

目前，中远海运在希腊的发展极大改善了比港的基础设施条件，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

超过 2600 个。

主要实践

扩建码头设施，提升经济效益。中远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海运企业，在接管比港

港务局后，投资 2.938 亿欧元进行邮轮码头扩建、修船码头改善等工程，同时投资购

买起重机、物流仓储管理软件等，大幅提升码头的吞吐能力，结合比港天然的地理位

置优势，使码头效益显著增长。截至 2018 年，比港的经营对希腊 GDP 贡献率达 0.4%，

全年经营活动共创造 1016 个直接工作岗位、1903 个间接工作岗位和 1190 个延伸工

作岗位，取得了集装箱吞吐量世界排名从 2010 年的第 93 位大幅提升到 2018 年的第

32 位的阶段性成就。

案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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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央广网 .《中国国家电网收购希腊国家电网 24% 股权》. http://finance.cnr.cn.

项目公平竞争，实现多方共赢。收购初期，为了赢得更多理解和支持，中远集团

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另一方面也在用实际行动打动当地相关利益群体。在港口基础设

施建设的过程中，中远集团并不一味地选择“中国制造”，而是采用公平竞争的方式将

港口 3 号码头的建设工程交给了希腊当地的港口建设公司来完成，工程造价超过 1.5 亿

欧元，为“竞争对手”提供了机会，借此促进与当地企业关系，实现多方共赢目标。

注重员工福利，加强本地化管理。中远集团意识到必须充分信任、尊重当地员工，

才能使管理经营平稳运行。2016 年接管比港港务局后，集团保留了大部分希腊当地员

工，同时在遵守当地劳动法的前提下，制定了合理的员工福利制度，例如提供免费午

餐，评选劳模参加中国游，为困难员工预支工资等。通过这些措施，履行公司社会责

任义务，加强港口员工对公司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中国国家电网收购希腊国家电网股权

项目概况

希腊国家电网公司拥有、运营和维护希腊全国的输电网络，该网络是东南欧重要

的输电走廊。2016 年 7 月，希腊国家电网公司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出售希腊国家电网

公司 24％股权。经过与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的投资者激烈竞争，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成功中标。2017 年 6 月，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完成与希腊国家电网公司的

股权交割，以 3.2 亿欧元收购了希腊国家电网公司 24％的股权。①

主要实践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电力设施互联。希腊是地中海地区和东南欧新的运

输和能源枢纽，是欧洲、亚洲和非洲电力基础设施联通的重要支点。中国国家电网公

司投资希腊收购希腊国家电网股权，掀开了中希两国能源合作的新篇章，在建设完善

希腊电网基础上，为“一带一路”建设向西延伸打通道路，在优化希腊电力基建同时，

还有利于其推动欧亚电力基础设施互联。

重视双方合作，加强人才培养。此次收购完成后，中国国家电网向希腊国家电网

派驻管理团队，担任副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等要职，参与规划、财务、建设、技

术等方面的经营管理。此外，中国国家电网还在电网建设、投融资、电网运营、人员

培训和新技术研发等方面与希腊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共同培养专业人才，提升希腊国

家电网公司的企业价值，为希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案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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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欧洲国家，为中希合

作提供了机遇与保障。中远集团以比港为枢纽，为海运、海洋商务、货运仓储以及进军

第三产业等方面业务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也推动了希腊当地的经济发展，创

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中国国家电网通过入股希腊国家电网，既深化了两国能源合作，同

时也将提升希腊输电网络水平，为希腊社会发展提供可持续的电力保障。两家企业秉承

互信互惠的合作态度，以实际行动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在希腊的投资合作取得

了“1+1>2”的效果，同时也树立了中国企业良好的国际形象。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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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腊金融市场概况

希腊金融市场由银行、证券交易所、保

险公司和金融监管机构构成。

1.1 银行体系

希腊的银行体系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组

成。截至2020年 12月，商业银行共有36家，

包括 15家本土商业银行和 21家外资银行。

中央银行①

希腊银行（Bank of  Greece）为希腊中

央银行，成立于 1927 年。主要职能包括：

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管理外汇储备，维护

金融系统稳定及监管金融行业运行等。希腊

银行是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成员，与其他欧

盟成员国银行共同制定欧盟地区统一的金融

政策。

表 4-1　希腊主要金融机构

中央银行

希腊银行

主要商业银行

希腊国民银行 欧元银行 阿尔法银行 比雷埃夫斯银行

主要外资银行

花旗银行 德意志银行 汇丰银行

欧宝银行 大众银行 宝马银行

中资银行

中国银行雅典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希腊代表处

主要保险公司

Interamerican 保险公司 安联人寿保险公司 国民保险公司 阿尔法人寿保险公司

证券交易所

雅典证券交易所（ATHEX）

金融监管机构

希腊财政部 希腊银行 希腊资本市场委员会

                                          

①    希腊银行 . https://www.bankofgreece.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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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商业银行

希腊四大国内商业银行分别为希腊国民

银行（The National Bank of Greece）、欧

元银行（Eurobank）、阿尔法银行（Alpha 

Bank）和比雷埃夫斯银行（Piraeus Bank）。

表 4-2　希腊主要商业银行简介及联系方式

银行名称  简介 联系方式

希腊国民银行

成立于 1841 年，是现代希腊成立的第一家

银行，在希腊拥有 417 家分行，在境外设有

82 个分支机构。

网址：https://www.nbg.gr

电话：+30-210-4848484

地址：86 Aiolou Str., 102 32 Athens

欧元银行

成立于 1990 年，是一家专注于投资的私有

商业银行，在全球拥有 638 个网点。除希腊

外，欧元银行还主要在英国、卢森堡、塞浦

路斯、保加利亚及塞尔维亚开展业务。

网址：https://www.eurobank.gr

电话：+30-210-9555222

地址：8 Οtionos Str., 105 57 Athens

阿尔法银行

成立于 1879 年，是希腊领先的金融机构之

一，在希腊拥有 332 个分行，境外主要覆盖

南欧区域。

网址：https://www.alpha.gr

电话：+30-210-3260000

地址：40 Stadiou Str., 102 52 Athens

比雷埃夫斯银行

成立于 1916 年，主要为中小型企业、农业

及投资企业等提供服务。在希腊拥有 778 个

网点，在伦敦、法兰克福设有分支机构。

网址：https://www.piraeusbankgroup.com

电话：+30-210-3288000

地址：4 Amerikis Str., 105 64 Athens

外资银行

希腊的外资银行主要包括花旗银行（Citi-

bank）、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汇丰

银行（HSBC Bank）、欧宝银行（Opel Bank）、

大众银行（Volkswagen  Bank）以及宝马银行

（BMW Bank）等。

中资银行

近年来，中国和希腊在金融领域的合作

不断深化，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分别于

2019 年在雅典设立了分行和代表处，提供包

括存款、贷款、汇款、担保、投资银行以及

金融市场服务在内的多项金融服务。中国银

行还提供人民币账户服务，包括人民币存款

和贷款、海外代付、协议融资、协议付款、

人民币联行融资等一系列与人民币结算相关

的贸易融资服务。

中国银行雅典分行

地址
        2 Mesogeion Ave, Ampelokipoi,

　　　　11527, Athens

网址        https://www.bankofchina.com

电话        +30-211-190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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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希腊代表处

地址
        5-7F Amerikis 13, Athens 106 72, 

　　　　Greece

网址        http://www.icbc.com

电话        +30-216-6868888

1.2 证券市场①

雅典证券交易所

雅典证券交易所（The  Athens  Stock 

Exchange,  ATHEX）是希腊的股票及衍生品交

易市场，成立于 1876 年，目前为希腊证券

交易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截至 2019 年 5 月

底，共有173家公司在雅典证券交易所上市。

2019 年，该交易所的成交量为 166 亿欧元，

股票市值约 614 亿欧元。网址：https://

www.athexgroup.gr。

雅典证券交易所与国际指数提供商合作，

计算并在全球范围内发布逾 30种实时或日终

结算的指数。其中，主要股票交易指数有：综

合股价指数（Composite Index），实时反映

大盘股交易情况；FTSE/ATHEX 20 指数（FTSE/

ATHEX Large Cap），实时反映 ATHEX 市值最

大的 20家上市公司的业绩。 

1.3 保险市场

希腊的保险市场规模不大，根据希腊央

行发布的 2019 年度保险及再保险业务统计数

                                          

①    雅典证券交易所 . https://www.athexgroup.gr.

据，2019 年总保费收入为 40.53 亿欧元。其

中，人寿保险总保费收入为 20.22 亿欧元，占

总保费收入的一半。非人寿保险总保费收入

20.31 亿欧元，其中，机动车责任险、火灾和

其他财产损失保险以及医疗保险占比较大。

图 4-1　2019 年希腊保险市场保费收入占比

目前，希腊保险市场主要有以下三大类

保险公司：

（1）在希腊注册成立的保险公司，包括

2 家人寿保险公司、14 家非人寿保险公司以

及 17 家混合经营保险公司；

（2）在欧盟 / 欧洲经济区其他国家注册

成立的保险公司的希腊分公司；

（3）第三国（非欧盟 / 欧洲经济区）保

险公司的希腊分公司。

希腊大型保险公司有 Interamerican 保

险公司、安联人寿保险公司、国民保险公司、

阿尔法人寿保险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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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希腊财政部 . https://www.minfin.gr.

表 4-3　希腊主要保险公司简介及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 简介 联系方式

Interamerican 保险公司
隶属于 ACHMEA 集团，是一家拥有

200 多年历史的国际领先保险公司，经

营所有保险业务，拥有超过 100 万个人

和企业客户。

网址：https://www.interamerican.gr

电话：+30-210-9462000

安联人寿保险公司 安联集团的成员之一，产品涵盖汽车保

险、住房、人寿和健康保险等业务，也

包括养老金和储蓄等业务。

网址：https://www.allianz.com.gr

电话：+30-210-6999999

国民保险公司 成立于 1891 年，股东为希腊国民银行，

是希腊最大的保险公司。

网址：https://www.ethniki-asfalistiki.gr

电话：+30-213-0318189

阿尔法人寿保险公司 成立于 2010 年，是阿尔法银行集团的

一家子公司；公司的产品和服务面向有

中长期需求的客户。

网址：https://www.alphalife.gr

电话：+30-210-3266904

1.4 金融监管机构

希腊金融领域的监管机构主要有：希腊

财政部，负责制定和实施财政及税收政策、

促进金融立法、监管金融系统运行等；①希腊

银行及其下属的私立保险监管部，负责对银

行业、保险业进行监管；希腊资本市场委员

会，负责监管希腊证券市场，该委员会是欧

盟证券与市场管理局的成员。

希腊财政部网址：https://www.minfin.gr

希腊银行网址：https://www.bankofg-

reece.gr

希腊资本市场委员会网址：http://www.

hcmc.gr

2    融资渠道及方式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

国企业对外投资步伐加快，融资需求日益增

长，在境内外融资的渠道及方式也日趋丰富

和多元化。 

2.1 境内融资

企业在境内融资一般采用信贷融资、债

券融资、股权融资等三大类方式。下面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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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进出口银行官网 . http://www.eximbank.gov.cn.

介绍与企业对外投资紧密相关的一些具体融

资方式。

信贷融资

国内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为“走出

去”企业提供多种形式的贷款融资产品。

政策性银行贷款。国家开发银行（以下

简称“国开行”）是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

机构，也是中国最大的中长期信贷银行和债

券银行。近年来，国开行积极深化与各国政

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合作，推出多项国际

业务产品，主要用于支持中国企业融资的是

贷款融资类产品和自营投资类产品。

（1）贷款融资类产品：旨在解决中国企

业在基础设施、装备制造、金融、农业、民生、

能源等重点领域的资金困难问题，主要包括

外汇中长期项目贷款、国际银团贷款等。

- 外汇中长期贷款：期限在一年 ( 不含 )

以上，以贷款形成资产的预期现金流作为偿

还主要来源的贷款，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基

础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基本建设及技术改

造项目等领域。

-国际银团贷款：两家或两家以上金融机

构向借款人发放的，贷款资金用于支持国际

项目的银团业务。国际银团贷款的优势在于

利用国际金融市场资源，贷款金额大、贷款

主体多；有助于企业优化资产结构，降低贷

款集中度。该产品适用于支持境外项目的国

内外集团客户大型项目融资、贸易融资以及

各种大额流动资金融资。

（2）自营投资类产品：作为中国银行业

唯一具有人民币投资功能的专业投资机构，

国开行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和丰富的基金筹备

设立经验，积极开展政策性基金业务，推动

中国企业“走出去”。其中，典型的自营投

资类产品是多双边合作基金，如丝路基金等。

国家开发银行

网址        http://www.cdb.com.cn

电话　　+86-10-68306688

传真        +86-10-68306699

邮箱        webmaster@cdb.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8 号

中国进出口银行①（以下简称“进出口银

行”）是支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投资发展与

国际经济合作、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政

策性银行。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方面，进

出口银行逐步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

支持力度。中国企业可通过进出口银行的信

贷业务进行融资，主要包括境外投资贷款、

“两优”贷款、对外承包工程贷款、出口卖

方信贷和出口买方信贷等。

-境外投资贷款：进出口银行对境内外中

资企业的各类境外投资项目所需资金提供的

本、外币贷款。该项业务适用于在中国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境内中资企业，或在中国境外合法登记注

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境外中资企业。

-“两优”贷款：中国援外优惠贷款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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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出口买方信贷的简称，是中国政府给予发

展中国家政府的优惠性资金安排。进出口银

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两优”贷款业务唯一

承办行。“两优”贷款的借款人一般为借款

国政府主权机构。某些情况下可以为借款国

政府指定并经中国进出口银行认可的金融机

构或其他机构，但应由其政府主权机构提供

担保。

- 对外承包工程贷款：进出口银行对企

业实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所需资金提供的本、

外币贷款。该业务的支持对象包括中方借款

人和外方借款人。

-出口卖方信贷：进出口银行对我国境内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企业出口特定产品和

服务所需资金提供的本、外币贷款。

-出口买方信贷：进出口银行向境外借款

人提供的促进中国产品、技术和服务出口的

本、外币贷款。

中国进出口银行

网址        http://www.eximbank.gov.cn

电话        +86-10-83579988

传真        +86-10-66060636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30 号

政策性银行为海外投资项目提供贷款支持

国开行提供外汇中长期贷款。2013 年 9 月，中石油与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康采恩签

署了加尔金内什气田年 300 亿立方米商品气 EPC 合同和年增供 250 亿立方米天然气的

购销协议，国开行与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康采恩签署了项目建设融资协议。

国开行提供国际银团贷款。2014 年 4 月，五矿资源有限公司、国新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和中信金属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以 58.5 亿美元收购嘉能可邦巴斯项目股权，国

开行与花旗银行、工银国际等银行为其提供银团贷款融资支持。

中地海外集团承建喀麦隆项目获“两优”贷款支持。2009 年，进出口银行与喀麦

隆经济计划与国土政治部签署融资贷款协议，为喀麦隆杜阿拉水厂项目提供援外优惠贷

款。这是进出口银行投资建设的重要供水项目。该项目由中地海外水务有限公司承建。

中成套集团承建巴巴多斯项目获“两优”贷款支持。2015 年 11 月 23 日，中国

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EPC方式承建的巴巴多斯山姆罗德酒店项目正式奠基。

该酒店项目合同总金额 2 亿美元，由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买方信贷，是巴巴多斯政府

使用进出口银行提供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的第一个项目。

案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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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并购贷款。跨境并购贷款业务是由

银行向企业或其在境外设立的实体提供贷款，

用于其收购境外目标企业的股权、股份或资

产。近年来，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交易活跃，

国内商业银行充分发挥国际化、多元化优势，

积极开展跨境并购贷款业务，重点支持有实

力的国有大型企业或优质民营企业实施符合

自身产业和发展战略的境外收购兼并，以获

取海外优质资源、关键技术、研发能力及分

销渠道，提升核心竞争力。

跨境并购贷款的特点是，成本相对较低，

产品相对成熟，审批流程较快，无资金募集

环节。

商业银行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跨境并购贷款服务

洲际油气获跨境并购贷款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企业股权。2014 年，中国民营企

业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际油气”）和哈萨克斯坦马腾石油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收购协议，由洲际油气出资 5.25 亿美元收购马腾石油公司 95% 的股权。中国银

行海南分行和中行的两家境外分行通过组织银团方式提供了 4.3 亿美元的跨境并购贷

款。该笔跨境并购贷款为“一带一路”倡议下海南省企业获得的第一笔境外并购贷款。 

长电科技利用跨境并购贷款等方式收购新加坡半导体企业。2015 年，江苏长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电科技”）收购全球半导体行业排名第 4 的新加坡

STATS ChipPAC Ltd（以下简称“星科金朋”）。中国银行采用跨境并购贷款等方式，

联合多家境内外金融机构为长电科技筹组了 1.2 亿美元贷款，成功支持该笔交易。并

购后，长电科技跻身全球半导体封测行业前 3 位，成为全球半导体领军企业，同时提

升了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在全球的地位。

案例 2

内保外贷。境外中资企业成立时间较短

或不具备从境外银行获得融资的条件，通过

内保外贷方式解决资金需求，是目前企业采

用较多的一种融资方式。这种方式的通常做

法是，由商业银行为境内企业提供信用担保，

由银行的海外机构为企业在境外设立或参股

的企业提供融资。

需要强调的是，在内保外贷业务中，境

外企业必须有中资法人背景。企业申请内保

外贷需要证明其主体资格合法性、商业合理

政策性银行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宗旨，在支持企业“走出去”、国际产能合作、

能源资源安全、区域互联互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应深入了解政策性资金的申

请条件、特点，用好用足政策性资金，助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做大做强。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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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内保外贷结构示意图

境外中资企业通过内保外贷解决资金需求

国内某油脂进口企业通过内保外贷解决境外子公司资金缺口。D 企业主要从事油

脂类商品进口业务，企业法人在新加坡注册了公司 E，公司 E 流动资金紧张，由于刚

刚在境外成立等因素，E 公司在新加坡直接融资困难较大。D 企业在天津银行有外汇业

务授信额度，遂向天津银行申请开立融资性保函，受益人为公司E，金额1000万美元。

经审核后，天津银行向受益人公司 E 开具融资性保函 1000 万美元，通过境外代理行对

公司 E 进行融资，额度为 1000 万美元。公司 E 获得了流动资金的支持。

国内某医药公司通过内保外贷实现跨境并购。① S 公司为国内医药上市公司，为

整合资源，拓展海外市场，S 公司有意收购国外某农药医药化学品生产商 H 集团 100%

股权，收购对价 1.54 亿美元。S 公司为 A 银行的客户。考虑到 S 公司为外向型企业，海

外销售主要面向欧美，且在境外有经营实体和经营现金流，在境内可提供现金存单等优

质金融资产作为质押物；同时结合 S 公司自身资产状况和融资需求，以及考虑当时的经

营环境，A 银行为 S 公司制定了内保外贷融资服务方案，较好地满足了跨境并购资金需

求。最终，在 A 银行的大力支持下，S 公司成功完成了收购，有力推进了其拓展海外市

场的发展战略，使其在通过打开发达国家市场增强自身实力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案例 3

                                          

①  《中国外汇》2018 年第 9 期。

性、主债务资金用途、履约倾向性等方面的

真实性、合规性和合理性。此外，贷款银行

尤其关注境外企业的还款来源和履约倾向性。

在贷款额度内，境内银行开出保函或备

用信用证为境外中资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无

须逐笔审批，业务流程较短，融资成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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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保跨境融资担保服务。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保”）在助

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中推出了多元化的产品及服务，主要包括：中长期出口信用

保险、海外投资保险、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国内信用保险、与出口信用保险相关的信用

担保和再保险、应收账款管理、商账追收、信息咨询等出口信用保险服务。企业可以通

过选择合适的中信保产品及服务获得向多家银行融资的便利。

以对“走出去”中国企业的融资担保为例，中信保以跨境担保方式，向境外融资

银行或其他债权人出具融资保函，承担特定境外借款人的还款风险，一般由境外借款人

的国内母公司向中信保提供全额反担保。

特别提示

中信保为某非洲房建项目前期融资提供跨境担保。中国某对外承包工程企业 A，

2013 年中标非洲某建筑项目。由于项目预付款无法覆盖前期支出，该企业需要垫付近

3 亿元人民币的款项，而其境外项目较多，大额垫款将导致流动资金紧张。为此，A 企

业拟以其新加坡分公司作为融资平台，筹措项目建设期过桥资金。具体操作：由 A 企

业向中信保申请内保外贷担保融资，中信保综合考察项目情况并评估授信，向注册在

新加坡的一家外资银行提供跨境担保，该外资银行据此向 A 企业的新加坡分公司提供

贷款，从而解决了项目建设期资金不足的问题。由于 A 企业在中国信保的评级较高，

此次融资不需要其向中信保提供反担保，降低了融资成本。

案例 4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网址　　http://www.sinosure.com.cn

电话
　　+86-10-66582288

　　　　400-650-2860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丰汇园 11 号丰汇

　　　　时代大厦

债券融资

企业债券融资的常见方式是发行企业债

券和公司债券。近年来，国家鼓励参与“一

带一路”项目的企业通过发行“一带一路”

公司债券进行融资，下面仅就这一具体方式

简要介绍。

 “一带一路”公司债券。项目要求：项

目应经省级或以上发改部门或其他国家职能

部门认定为“一带一路”项目，或为发行人

与沿线国家（地区）政府职能部门或企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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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融资

股权融资方式包括在交易所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IPO）、向原股东配股、定向增发、

私募发售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下面主要介

绍定向增发等 3种方式。

定向增发。定向增发是被上市公司广泛

采用的一种上市后再融资手段，由上市公司

向符合条件的少数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得资金一般用于补充资金、并购重组、

引入战略投资者等。一般是面向公司股东进

行增发，多数时候也会给基金、保险、社保、

券商、企业年金、信托等相关机构以及个人

投资者配发一定比例的股票。根据《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募

集资金用途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

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定向增发新股不需要经过烦琐的审批程

序，对公司没有盈利要求，也不用漫长地等

待，承销佣金仅为传统方式的一半左右。对

于一些面临重大发展机遇的公司而言，定向

增发是重要融资渠道之一。

签订协议，且已获得有关监管机构必要批复、

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在债券存续

期内，发行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进展情

况等。

资金的使用要求：用于投资、建设或运

营“一带一路”项目，偿还“一带一路”项

目形成的专项有息债务或开展“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地区）业务。为提升该类债券募

集资金使用的灵活性，在满足上述前提下，

允许使用不超过 30% 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偿还银行借款。对于境外政府、金融机

构和企业在国内发行的“一带一路”债券，

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将募集资金

出境。

红狮集团发行“一带一路”公司债券投资老挝项目。① 2018 年 1 月 19 日，红狮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一带一路”建设公司债券在上交所成功发行，成为首家国内企业

公开发行的“一带一路”建设公司债券。该债券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

发行规模为 3 亿元，利率 6.34%，全场认购倍数 2.67 倍，期限为 3 年，主体和债项评

级均为 AAA，募集资金将用于老挝万象红狮水泥项目的相关装备购置。项目建成后预

计年产高标号水泥 200 万吨，既可满足老挝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对高品质水泥的需求，

也有利于输出国内先进的水泥工艺、技术和装备，提升老挝水泥工业的整体水平。

案例 5

                                          

①    上海证券交易所 .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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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发售。私募发售近几年来比较活跃，

成为中小民营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之一。这

种方式的特点是，由企业自行选定投资人并

吸引其增资入股。投资人类型主要有以下几

种：个人投资者、风险投资机构、产业投资

机构和上市公司。不同类型的投资人对企业

的影响是不同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业务特

点或经营方向进行选择。

可转换公司债券。依据约定的条件，可

转换公司债券（又称可转换债券、可转债）

在一定期间内可以转换成股份。期限最短为

1 年，最长为 6 年。面值每张 100 元。公开发

行可转换债券，应委托有资格的资信评级机

构进行信用评级和跟踪评级。

蓝帆医疗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跨国收购交易的配套资金。2018 年，山东蓝帆医疗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医疗”）耗资 58.95 亿元间接收购心脏支架制造商柏

盛国际 93.37% 股份。此次交易涉及跨界 LBO（杠杆收购）、大股东过桥收购和 A 股并

购三大环节。其中，A 股并购交易环节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该交易中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2018 年 9 月，蓝帆医疗发布公告称，公司以 18.58 元 / 股的价格，成

功发行 9887.1 万股，总共募集资金 18.37 亿元，所募资金将全部用于为收购柏盛国际

需向淡马锡等境外股东支付的现金对价。此次并购交易帮助蓝帆医疗实现了向心脏支

架等高值耗材业务的国际延伸和产业升级。

案例 6

珠海艾派克公司通过多元融资方式收购利盟国际。① 2016 年 4 月 20 日，中国知

名打印机耗材生产商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派克”）发布公告

称，全资收购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的国际著名品牌打印机及软件公司利盟国际

（Lexmark）。此次并购最终交易额为 39 亿美元（约合 260 亿人民币）。

在筹资过程中，艾派克采用多元化融资方案，即通过企业自有资金、大股东借款、

私募股权投资、私募可转换债券以及银团贷款等方式筹措资金。最终，艾派克成功收

购比自己大数倍不止的国际巨头。

案例 7

                                          

①    赵晴等 .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融资方式创新—以艾派克并购利盟国际为例 . 财会月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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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并购多元化融资。企业在进行跨境并购时，应积极尝试运用多种方式和渠道

进行融资，这样不仅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并购资金，还能够合理配置融资资源，降低融

资风险，从而保障并购交易的顺利进行。

特别提示

汇率波动风险。①外汇风险管理是海外投资风险管理的重要领域。有效管理外汇风

险可避免因汇率波动可能给企业造成的损失，还能够增加风险收益；反之，企业可能蒙

受巨大损失。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及外汇管理水平，结合专业的分析和建议，合理选

择不同的金融工具，有效应对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汇率波动风险主要包括：人民币汇率、投资项目所在地货币汇率以及国际通用货

币汇率波动风险。

- 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人民币对外币汇率波动会给境外企业带来人民币升值、

外币贬值的风险。

- 投资项目所在地货币汇率波动风险：项目所在地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同，可能

会引起汇率大幅度波动，从而为在当地经营的中国企业带来一定的风险。

- 国际通用货币汇率波动风险：经济全球化发展下，影响可自由兑换货币汇率的

政治、经济因素更加复杂，对汇率波动进行有效识别评估的难度不断加大，进一步增加

了境外企业的汇率管理难度。

特别提示

海尔集团利用期权组合应对汇率风险。2016 年海尔收购 GE 旗下家电业务部门，

收购资金由自有资金和并购贷款共同组成，金额高达 54 亿美元。其中，自有资金有一

部分来源于人民币，预计在并购前后可能产生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风险。海尔旗

下的海云汇外汇资本市场 ( 香港 ) 有限公司利用期权组合，有效规避了并购面临的汇率

风险，为本次并购节省了上亿元的财务费用，并实现了保证经营利润的目标。

案例 8

                                                                                    

①  尹伟林 . 境外投资企业汇率风险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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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希腊融资

债权融资

在欧盟和希腊现行法律下，外国企业在

希腊当地银行融资与希腊本国企业享受同等

条件。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需向银行提

交企业相关资料，银行据此对企业的经营能

力、偿还贷款能力进行评估，并最终决定是

否向企业发放贷款。一般情况下，企业在申

请贷款时需提供企业的股东信息及企业架构

                                          

①    欧洲央行 . https://www.ecb.europa.eu.

②    雅典证券交易所 . https://www.athexgroup.gr.

③    雅典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 . https://www.athexgroup.gr.

信息、企业合规经营申明、企业融资计划书

等资料。

银行贷款利率会根据具体项目、申请

人提供的担保物等因素有所差异。近两年，

希腊的银行贷款利率总体变化呈下降趋势，

从 2019 年 9 月的 4.25% 降至 2020 年 7 月的

3.62%。①

图 4-3　2019 年 9月至 2020 年 7月希腊银行贷款利率

股权融资②

雅典证券交易所是希腊的股票及衍生

品交易市场，雅典证券交易所的主要板块

包 括： 主 板（Main  Market）、 另 类 投 资

板 块（Alternative  Market）、 监 管 板 块

（Regulated  Market）等。其中，主板为股

票交易的主要市场，适用于大中型企业上市

融资，上市程序及规则与其他欧洲证券交易

所相同；另类投资板块旨在为中小型企业提

供更加快速且成本更低的融资渠道，因此上

市要求及程序较主板而言更为灵活。希腊允

许外国企业在雅典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

主板市场上市要求。③根据雅典证券交易

所相关规定，在主板市场上市需满足的基本

条件见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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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雅典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基本条件

类别 基本条件

股权权益 ● 不少于 300 万欧元。

公司治理 ● 需要有股东会、董事会及监事会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财务报告 ● 最近 3 个会计年度。

盈利情况

● 上市前 3 个会计年度累计息税前利润达到 300 万欧元且上市前 2 个会计年度的息税前

利润为正值；或
● 上市前 3 年累计税后利润达到 200 万欧元且上市前 2 个会计年度持续盈利。

自由流通量
● 不少于 25%；
● 持股比例小于 5% 的股东人数不得少于 300 人。

税务审计
● 需提交以往年度公开财务报告及税务审计报告；
● 外国企业需提交经第三方审计的、包含税务报告的财务报告。

锁定期
● 对于资本总额小于 1 亿欧元的上市公司，公司上市后第一年，持股比例超过 5% 的股

东转让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股份的 25%。

股票发行量 ● 不得少于 200 万欧元。

外国企业在雅典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程序

与希腊本国企业相同，主要环节如图4-4所示。

图 4-4　主板上市流程

除表4-4中提到的条件及程序外，

外国企业在雅典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还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 企业必须符合其成立和法定经营

所依据的法律法规；

● 发行的股份必须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

● 企业报告的语种需至少包含英语；

● 企业报告的类型和程序可做相应

调整，前提是向投资者披露的信息与希

腊法律要求的信息相同。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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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公司债券①

发行公司债券受希腊第 3156/2003 号法

律管辖。在雅典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可在

另类投资板块和监管板块进行交易。

公司债券的发行期限一般为 3~5 年，支付

方式可采取分期还款（可协商有无宽限期）或

到期后一次性还本的方式。利率可选择固定利

率或浮动利率，具体可与银行协商后确定。

                                          

①    雅典证券交易所 . https://www.athexgroup.gr.

外国企业可在雅典证券交易所发行债

券，但必须是符合希腊相关法律法规的无纸

化债券，亦或根据发行人所属国法律法规已

经注册成为无纸化证券。

以监管板块为例，根据雅典证券交易所

相关规定，发行债券需满足的基本条件见表

4-5。

表 4-5　雅典证券交易所监管板块发行债券基本条件

类别 基本条件

招股说明书 根据第 3401/2005 号法律发布。

发行量 不得少于 20 万欧元。

公司治理 需要有股东会、董事会及监事会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自由流通 必须为自由流通债券。

法律法规要求 发行人和债券均需满足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图 4-5　债券发行流程

2.3 国际市场融资

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可多关注权威国

际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支持，同时用好在国

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上市等融资方式。

国际金融机构融资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

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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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官网 . http://www.ebrd.com.

在其业务涵盖的地区和领域往往具有明显优

势和先进经验。对于符合其融资条件的项目

和企业，这些机构以贷款、股权投资等方式

提供融资支持，具有融资期限较长、利率相

对较低、性价比较高的特点。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简称“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

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亚太

地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是首个由中国

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总部设立于北京，

法定资本为 1000 亿美元，2016 年 1 月开始运

营后，目前已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103 个成员。

亚投行利用贷款、股权投资及提供担保等融资

方式支持亚洲各国交通、能源、电信、农业和

城市发展等多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亚洲

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

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截至 2020 年 5 月，亚投行共批准 71 个

项目，总投资 142.7 亿美元，投资项目分布

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非洲 6

个地区的21个国家，覆盖交通、能源、电信、

城市发展等多个领域。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①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EBRD）成立于 1991 年，总部设

在伦敦，是欧洲地区最重要的开发性金融机

构之一。目前业务范围已覆盖中东欧、地中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网址        http://www.aiib.org

电话        +86-10-83580000

传真        +86-10-83580000

邮箱        information@aiib.org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天辰东路 1 号亚洲

                金融中心 A 座

海东部和南部及中亚等地区，为这些地区的

经济转型与发展提供投融资支持。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可依据特定项目需求弹性地设计各

种融资工具，包括贷款、股本投资及担保，

提供的贷款额度从 300 万欧元到 2.5 亿欧元

不等，平均金额为 2500 万欧元。

2016 年 1 月，中国正式成为欧洲复兴开

发银行的第 67 位股东。截至 2018 年 12 月，

中国对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投资为 19.2 亿欧

元。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覆盖中东欧、中亚、

中东等地区，与“一带一路”经济带范围高

度契合。中资企业可在上述地区与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开展项目和融资合作。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网址        http://www.ebrd.com 

电话        +44-20-73386000

地址
        One Exchange Square, London EC2A 

                2JN, Uni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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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酵母埃及分公司获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安琪酵母公司成立于 1986 年，

是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大酵母公司，产品出口到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市场份

额达到 12%。安琪酵母公司设在埃及的工厂，获得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发放的 5200 万

美元贷款，用于建设新的酵母抽提物生产线和更先进的污水处理系统。这是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第一次向中国企业提供贷款支持。

案例 9

 国际金融公司。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

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IFC）是世界

银行集团成员，也是专注于发展中国家私营

部门发展的全球最大发展机构，重视那些既

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又能帮助当地

人民脱贫致富的行业的投融资，例如金融、

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卫生、教育以及中小

企业等，但对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等标准要

求较高。IFC 资助的项目需符合以下标准：

（1）位于 IFC 成员国的发展中国家；

（2）来自私营企业；

（3）技术上有合理性；

（4）有良好的盈利前景；

（5）能使当地经济受益；

（6）能做到对环境和社会无害，满足

IFC 以及所在国家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自 1985 年首次投资以来，IFC 已筹集并

投资超过 125 亿美元，支持了 30 个地区的

370 多个项目。IFC 独特的融资和咨询产品将

全球专业知识与本地知识相结合，从而最大

程度地提高投资回报和社会效益。①

国际金融公司

网址        https://www.ifc.org

电话        +1-202-4731000

地址
        2121 Pennsylvania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433 USA

国际金融公司为新希望子公司提供优惠贷款。2015 年 6 月，新希望集团的子公司

新希望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新希望”）与国际金融公司（IFC）签

署融资协议，由 IFC 向新加坡新希望提供为期 7 年的 6000 万美元优惠贷款，主要用于

其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市场的农牧业与食品领域的投资和运营。IFC 的资金支持不仅为

新希望集团加速国际化进程，提升其饲料等农产品市场占有率提供了助力，同时也通

过新希望集团的业务拓展为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越南等地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提高了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和农牧业发展水平。

案例 10

                                          

①    国际金融公司官网 . https://www.if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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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发债

近年来，境外发债逐渐成为中资企业重

要融资方式之一，其优点在于境外债券在产

品结构上有足够的空间利用利率、汇率等方

法降低融资成本。中国企业发行较多的是中

资美元债。

中资美元债。中资企业（包括境内企业

或其控制的境外企业或分支机构）在离岸债

券市场发行的、向境外举借的、以美元计价、

按约定还本付息的债券。

发行方式按照美元债现行监管规定，一

级市场主要有 RegS 规则、l44A 规则及 SEC 注

册 3种发行方式（详见表 4-6）。

表 4-6    美元债 3种发行方式对比

名称 RegS 144A SEC

投资者 美国本土以外的机构投资者
欧洲及亚洲机构投资者、

美国和各机构投资者

全球机构投资者、美国个

人投资者

审批 无需审批 无需审批 无需审批

适用 通常应用于中小国美元发行 全球发行 全球发行

期限 3~10 年 5~30 年 5~30 年

发行规模 2 亿 ~10 亿美元 5 亿 ~30 亿美元 5 亿 ~60 亿美元

发行利率 最高 中间 最低

发行周期 约 6 周 约 8 周 约 8 周

会计报表

要求

不需使用美国会计制度；

不需要列出本地准则和美

国准则的重大差异

不需使用美国会计制度；

必须列出本地准则和美国

准则的重大差异

不需使用美国会计制度；

必须列出本地准则和美

国准则的重大差异

披露义务
较少的披露义务；较简化

的尽职调查

严格的披露义务；严格的

尽职调查

严格的披露义务；严格的

尽职调查

评级
一般需要两家评级机构的

评级

一般需要两家评级机构的

评级

一般需要两家评级机构

的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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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资企业来说，由于 RegS 规则项

下的披露标准宽松，可大大简化发行流程和

降低发行成本，因此目前中资企业大都采用

RegS 规则的发行方式。但由于其发行对象的

范围受限，故发行规模较其他两种发行方式

要小得多，通常在 10 亿美元以下。

中资企业通常采用的发行模式有直接发

行或间接发行。

（1）直接发行。境内企业直接在境外离

岸市场发行中资美元债。

（2）间接发行。境内企业通过其境外子

公司发行美元债，主要包括担保发行和维好

协议发行两种架构。担保发行由境外子公司

发行美元债，而境内母公司担任发行主体担

保人。维好协议发行是境内母公司与境外子

公司签订维好协议，母公司为境外子公司提

供支持，以保证发行主体保持适当的流动资

金等，保障能够偿还债务。但维好协议实际

并无法律效力。

境外上市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的队伍越

来越庞大，其中不乏一些知名央企和互联网

科技公司等。境外上市具有门槛低、筹备上

市时间短、条件明确、易于操作等特点。企

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在境外上市，充

分利用境外资本市场，筹集企业发展所需资

金，不断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就上市地点而言，企业还需根据自身发

展战略和市场定位以及不同证券交易所的上

市要求和比较优势进行准确评估，选择适合

的上市地点。下面简要介绍在中国香港、新

加坡和美国上市的情况。

中国香港上市。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

之一，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2019 年，

香港主板 IPO 项目数量合计为 148 家，香港

主板 IPO 募资总额合计为 3102 亿港币。消费

行业及制造行业仍为香港主板 IPO 项目的主

要来源。如今，港交所拥有稳健的二级市场、

完善的监管机制、透明的程序、健全的法制、

高标准的国际企业管治水平，已经成为中国

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的首选伙伴。港交所对

赴港上市企业主体的注册地、财务指标、公

司治理结构等有严格要求。

新加坡上市。新加坡是全球最成熟的金

融市场之一。新加坡股票市场具有 5 大优势

吸引中企纷纷前往新加坡寻求上市：一是制

造业公司在新加坡股市占比大，约为 38%；

二是外国企业在新加坡股市占比较高，约为

20%；三是相对流通性（交易值与市值之比）

较大，特别是 100 多家具有中资背景的股票

流动性更佳，上市挂牌的中国企业股票换手

率更高；四是新加坡聚集了大量世界一流的

投资专家和基金经理；五是新加坡金融市场

有成熟和活跃的二级市场提供增发融资。新

加坡交易所对上市企业注册地并没有严格要

求，但对财务指标有着十分明确的要求。

美国上市。美国证券市场的规模是世界

其他任何一个金融市场所不能比拟的，全方

位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及多种上市标准（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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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国际金融中心的专业优势。中国香港、新加坡、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

中心聚集了数量众多的大型金融机构、专业服务机构以及优秀的人才队伍，能为企业提

供各类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其中香港已成为中国内地企业最重要的境外上市目的地及

全球主要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

中国企业既可以利用在这些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本市场上市获得资金，还可以利用

国际金融中心提供的专业服务，更好地开拓海外市场。

特别提示

中概股回归香港上市值得关注。2018 年，港交所对上市规则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

修订，其中包括允许同股不同权股权架构的企业在港上市以及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港

作第二上市。在美股市场的政策不稳定性日益加剧，以及中概股企业受美国市场监管日

益严格的背景下，为避免由于单一资本市场带来的融资风险，在港作第二上市也成为中

概股企业打造多元融资渠道、分散风险的一个较好途径。

特别提示

2.4 多双边合作基金

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企业“走出

去”和国际产能合作，中国发起设立了多支

多双边合作基金，如丝路基金、中国—东盟

投资合作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非发展基金、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中拉合作基金等。

多双边合作基金主要以股权类投资为

主，可在不增加企业债务负担的情况下，为

项目建设提供长期、可靠的资金支持，契合

斯达克有 3 种标准），能满足各类企业不同

的资本运作需要。在美国最主要的证券交易

市场有纳斯达克（NASDAQ）、纽约股票交易

市场（NYSE）、美国股票交易市场（AMEX）。

公司只有在满足各市场的要求后，其股票或

者证券才能在市场上发行交易。

大型项目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

是对信贷融资、债券融资等融资方式的有益

补充。中国企业可根据项目特点及所在地区，

多与对应的多双边合作基金进行对接，获得

融资支持。

丝路基金

丝路基金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在北京

注册成立，资金规模为 400 亿美元和 100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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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民币，由中国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

共同出资，出资比例分别为 65%、15%、5%、

15%。丝路基金致力于为“一带一路”框架内

的经贸合作和双边多边互联互通提供投融资

支持。

从业务模式上看，丝路基金可以运用股

权、债权、基金、贷款等方式提供投融资服

务，也可与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外金融机构

等发起设立共同投资基金，进行资产受托管

理、对外委托投资等；从业务范围上看，丝

路基金投资主要支持“一带一路”框架下的

合作项目，支持各类优质产能“走出去”和

技术合作；从资金投向上看，丝路基金重点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支持投资所在国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和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截至 2019 年 11 月，丝路基金通过股权、

债权等多元化投融资方式，已签约投资项目

34 个，承诺投资金额约 123 亿美元。投资覆

盖俄蒙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及欧

洲等地区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

金融合作等领域。

丝路基金

网址        http://www.silkroadfund.com.cn 

电话
        +86-10-63886800

　　　　+86-10-63886850

传真        +86-10-63886830

邮箱        public@silkroadfund.com.cn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CAF）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以下简称“东

盟基金”）是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核

准的离岸美元股权投资基金，由中国进出口

银行连同国内外多家投资机构共同出资成立。

东盟基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能源和

自然资源等领域，为中国及东盟地区的优秀

企业提供资本支持。东盟基金资金募集的目

标总规模为 100 亿美元。

东盟基金投资的主要项目包括：入股柬

埔寨光纤通信网络公司帮助其发展全国性光

纤网络及数字电视业务；收购位于泰国最大

的深水港林查班港一码头资产组合的少数股

东权益；入股菲律宾第二大航运公司 Negros 

Navigation，并以其为主体，全面收购菲另

一航运公司，合并后的公司成为菲国内客货

航运的领军企业；入股亚洲钾肥集团 , 对其

老挝钾盐矿项目进行开发建设等。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网址        http://china-asean-fund.com

电话        +852-31251800

传真        +852-31251700

邮箱        information@china-asean-fund.com

地址
        香港中环街八号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6713-671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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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基金与中印尼企业合作开发印尼大型镍铁冶炼项目。2013 年，东盟基金与

上海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印尼八星投资公司合作在印尼开发大型镍铁冶炼项目。

该项目位于印尼苏拉威西岛中国—印尼经济合作区青山园区，建成后年产 30 万吨镍铁

以供出口。该项目是东盟基金在印尼的第一个投资项目，也是其在东盟地区的第 9 个

投资项目。

案例 11

                                          

①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 http://www.china-ceefund.com.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①

2012年 4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在波兰出席首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

晤时正式提出，中国政府将发起设立中国—

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一期），指定中国进

出口银行为基金承办单位。中东欧基金（一

期）封闭金额 4.35 亿美元，于 2014 年年初

正式运营。基金二期于 2017 年设立并投入运

营，规模为 10 亿美元。

基金采用有限合伙制形式在卢森堡注册

成立，在波兰（华沙）、匈牙利（布达佩斯）、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和克罗地亚（萨格

勒布）均有办公室。

中东欧基金重点支持中东欧国家基础设

施、电信、能源、制造、教育及医疗等领域

发展，积极寻找盈利能力、风险管控能力强

的企业和项目，投资模式采取股权投资，夹

层债务或混合金融产品等多元化模式，单笔

投资规模 1000 万 ~7000 万美元之间。目前，

该基金已实施波兰地平线（Skyline）能源、

格勒诺布尔（Grenoble）风电等多个重点项

目，为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合作贡献了一

份力量。

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

网址         http://www.china-ceefund.com 

电话         +48-669-898887

邮箱         office@china-ceefund.com

地址

         68-70, Boulevard de la Petrusse, 
                 L-2320, Luxembourg
                 卢森堡 L-2320 大道，佩特鲁斯
                 大道 68-70 号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以下简称“欧

亚基金”）由习近平主席于 2014 年 9 月在上

合组织杜尚别元首峰会期间宣布成立，是促

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合作的重要股

权投资平台。欧亚基金主要投资于上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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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未来

将逐步扩展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域内国家。基

金首期规模为 10 亿美元，总规模为 50 亿美

元，主要投资于能源资源及其加工、农业开

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制造

业等欧亚地区优先发展产业。

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

网址
         http://www.china-eurasian-fund.

                 com

电话         +86-10-56792900

传真         +86-10-56792960

邮箱         info@china-eurasian-fund.com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

                  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3 层 E304-305

欧亚基金投资巴基斯坦能源项目。欧亚基金联合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巴基斯坦安格鲁集团等投资建设了巴基斯坦塔尔煤田第一座坑口电站。该项目总

装机 2×330MW，被列入“中巴经济走廊”首批优先实施项目清单。项目建成运营后将

有效提高巴基斯坦供电能力，改善供电短缺局面。

案例 12

中非发展基金

中非发展基金于 2007 年 6 月正式开业

运营，由国家开发银行承办，旨在引导和鼓

励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并在不增加非洲债务

负担的情况下，通过投入资本金，以市场化

方式增加非洲自身发展能力。总部设在北

京，在南非、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加纳及

肯尼亚分别设有 5 家代表处。2015 年 12 月，

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

上宣布为基金增资 50 亿美元，基金总规模达

到 100 亿美元。

·

 中非发展基金

网址         https://www.cadfund.com

电话         +86-10-59892900，59892800

传真         +86-10-59566969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

                  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10、F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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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发展基金投资中非棉业项目。中非发展基金与中国青岛瑞昌、青岛汇富共同

出资设立中非棉业发展有限公司，在马拉维、莫桑比克、赞比亚及津巴布韦等国家开

展棉花种植、加工和销售业务。项目以“公司 + 农户”方式运作，充分调动了棉农的

积极性，不仅带动了非洲各国棉花产业的发展，也给当地人民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

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项目直接雇用当地员工 3300 余人，间接带动农户种植棉花 4

万 ~5 万户，惠及当地农户 20 余万户。

案例 13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2015 年 12 月 4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

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设立首批资金

100 亿美元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2015 年末，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在北京注册，由中国国家外

汇储备持股 80%，中国进出口银行持股 20%。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是中长期开发投资基

金，秉承“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通

过与境内外企业和金融机构合作，以股权、债

权等投资方式，坚持市场化、专业化和国际化

运作，促进非洲“三网一化”建设和中非产能

合作，覆盖制造业、高新技术、农业、能源、

矿产、基础设施和金融合作等各个领域，促进

中国与非洲共同发展、共享繁荣。

基金投资的主要项目包括：深圳传音控股

公司股权投资项目、中国有色集团刚果（金）

DEZIWA 铜钴矿项目、洛阳钼业收购 Tenke 铜钴

矿股权项目、中信建设安哥拉铝合金型材厂项

目、白银有色集团认购南非斯班一黄金有限公

司增发股份等。

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网址　　http://cafic.com.cn

电话        +86-10-66151699

传真        +86-10-66151727

邮箱　　cafic@cafic.com.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9 号北楼 8 层 

中非发展基金按照国际股权投资基金的

操作模式，结合中国、非洲经济发展和产业

调整方向，通过投资和咨询服务等方式引导

和支持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直接投资，帮助

对非投资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寻找好的项目

和合作伙伴。基金覆盖基础设施、产能合作、

农业民生、矿业等领域，主要项目包括：招

商局尼日利亚 TICT 港口项目、海信南非家电

园项目、一汽南非汽车组装厂、武汉人福制

马里糖浆和大输液现代化药厂项目等。①

                                          

①  中非发展基金 . https://www.cad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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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投资埃塞—吉布提油气项目。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参与投资的保

利协鑫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石油天然气项目，总投资 36.8 亿美元，被国家发改委列入

“一带一路”项目储备库，同时被国家能源局列为“一带一路”重大能源项目。

2018 年 6 月，保利协鑫埃塞俄比亚—吉布提项目第一桶试采原油顺利产出。2019

年 1 月，中交产投与保利协鑫天然气集团就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天然气项目正式签署

《核心投资条款》，协议明确了中交产投将入股“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天然气”项目

上游，控股中下游。这是埃塞俄比亚首个生产天然气和原油并对外创汇的项目，也是

“一带一路”非洲沿线最大能源项目。

案例 14

中拉合作基金

2014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在巴西访问期

间正式宣布启动中拉合作基金。2015年4月,

国务院研究决定规模扩大为 100 亿美元，由

中国进出口银行具体筹建，于 2016 年 1 月

正式投入运营。

中拉合作基金致力于服务中拉全面合作

伙伴关系，支持中国企业投资拉美地区，并

通过股权、债权等方式投资于拉美及加勒比

地区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

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和产能合作等领域。

中拉合作基金

网址        http://www.clacfund.com.cn

电话        +86-10-57902500

传真        +86-10-59566211

邮箱        investment@clacfund.com.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

                晨世贸中心东座 5 层 E506-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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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境内合规

近年来，我国政府相关部门简政放权，

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同时也加强了对企业

境外投资的合规管理，引导企业合理有序开

展境外投资活动，防范和应对各类风险。对

外投资企业要密切关注国内相关政策法规，

准确把握政策导向，依法依规履行境外投资

国内申报程序，以避免出现在境外工作完成

后，因境内合规问题导致投资失败的风险。

1.1 相关政策法规

企业境外投资需要遵守的国内相关政策

法规主要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

资委、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制定的相关政

策法规等。详见表 5-1。

表 5-1    企业境外投资需遵守的部分国内政策法规

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时间

1 《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09

2
《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资本项目外汇

管理政策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4

3

《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

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4

4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商务部 2014

5
《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

管理政策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5

6
《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

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7

7 《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 国资委 2017

8
《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

的指导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

行、外交部
2017

9 《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7

10 《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

行、外交部、全国工商联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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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发布时间

11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
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银监

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
2018

12 《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2018）》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8

13

《关于做好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开办企业

（金融企业除外）核准初审取消后相关工

作的通知》

商务部办公厅 2018

14 《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

人民银行、国资委、国家外汇管理

局、全国工商联

2018

15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实施规程》 商务部办公厅 2019

1.2 境外投资核准或备案

企业在开展境外投资前，应按照相关规

定，主动向境外投资主管部门申请核准或备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发布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

展改革委 2017 年第 11 号令），对敏感类项

目实行核准管理，对非敏感类项目实行备案

管理。敏感类项目包括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

的项目和涉及敏感行业的项目。

敏感国家和地区：与我国未建交的国家

和地区；发生战争、内乱的国家和地区；根

据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等，需

要限制企业对其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其他敏

感国家和地区。

敏感行业：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8

年 1 月发布的《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

（2018）》，包括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维修、

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新闻传媒，以及《关

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

的通知》中限制企业境外投资的行业，例如

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

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

或投资平台，详见表 5-2。

商务部。根据商务部发布的《境外投资管

理办法》（商务部 2014 年第 3号令），企业

境外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

实行核准管理；企业其他情形的境外投资，实

行备案管理。实行核准管理的国家主要是与我

国未建交的国家、受联合国制裁的国家。必要

时，商务部可另行公布其他实行核准管理的国

家和地区的名单。实行核准管理的行业主要是

涉及出口我国限制出口的产品和技术的行业、

影响一国（地区）以上利益的行业。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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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规定

项目分类
境内企业直接

开展投资

境内企业通过其
控制的境外企业

开展投资
具体内容

敏感类

项目

核准（国家发展改

革委）

核准（国家发展

改革委）

1. 实行核准管理的，投资主体向核准机关提交项

目申请报告并附具有关文件，项目申请报告应

当包括以下内容：
● 投资主体情况；

● 项目情况，包括项目名称、投资目的地、主

要内容和规模、中方投资额等；

● 项目对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分析；

● 投资主体关于项目真实性的声明。

2. 核准机关应当在收到项目申请报告之日起 5 个

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投资主体需要补正的内

容。核准机关应当在受理项目申请报告后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予以核准的决定。项目情

况复杂或需要征求有关单位意见的，经核准机

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核准时限，但延长的

核准时限不得超过 10 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

长时限的理由告知投资主体。符合核准条件的

项目，核准机关应当予以核准，并向投资主体

出具书面核准文件。

非敏感类

项目

央企、大额：备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央企、非大额：

备案（国家发展改

革委）

央企、大额：

报告（国家发展

改革委）

央企、非大额：

无需履行手续

1. 实行备案管理的，投资主体通过网络系统向备

案机关提交项目申请报告并附具有关文件。项

目备案表或附件不齐全、项目备案表或附件不

符合法定形式、项目不属于备案管理范围、项

目不属于备案机关管理权限的，备案机关应当

在收到项目备案表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

告知投资主体。备案机关在受理项目备案表之

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投资主体出具备案通知书。

2. 投资主体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展大额非敏

感类项目的，投资主体应当在项目实施前通过

网络系统提交大额非敏感类项目情况报告表，

将有关信息告知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主体提

交的大额非敏感类项目情况报告表内容不完整

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当在收到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一次性告知投资主体需要补正的内容。

非央企、大额：
备案（国家发展改

革委）
非央企、非大额：

备案（省级发改委）

非央企、大额：
报告（国家发展

改革委）
非央企、非大
额：无需履行

手续

注：“大额”指中方投资额在 3 亿美元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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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发

布《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商

合发 [2018]24 号），加强对外投资信息统一

汇总和事中事后监管。2019 年 5 月，商务部

制定《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实施规程》，

明确了相关工作细则，要求投资主体按照“凡

备案（核准）必报告”的原则履行对外投资

报告义务，包括定期报告境外企业合规建设、

基本经营状况、投资障碍等情况。

1.3 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规定，企业境

外直接投资获得境外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或备

案后，由银行按照《直接投资外汇业务操作

指引》直接审核办理外汇登记，国家外汇管

理局及其分支机构通过银行对外汇登记实施

间接监管。2017 年 1 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

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

合规性审核的通知》（汇发〔2017〕3 号），

要求境内机构在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登记和资

金汇出手续时，除按规定向银行提交相关审

核材料外，还应说明投资资金来源与资金用

途（使用计划）情况，提供董事会决议（或

合伙人决议）、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从而进一步加强对境外直接投资真实性、合

规性的审核，详见表 5-3。

表 5-3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规定

银行直接办理
的事项

境外直接投

资前期费用

登记

1. 境内机构（含境内企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下同）汇出境外的前

期费用，累计汇出额原则上不超过 300 万美元且不超过中方投资总额的

15%。

2. 境内机构汇出境外的前期费用，应列入其境外直接投资总额。

3. 银行通过资本项目信息系统为境内机构办理前期费用登记手续后，境内机

构凭《业务登记凭证》直接到银行办理后续资金购付汇手续。

申请材料：

1. 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

2. 营业执照（尚未办理“五证合一”的企业，还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

3. 境外投资资金来源证明、资金使用计划和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

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注意：

境内机构为其境外分支、代表机构等非独立核算机构购买境外办公用房的，

需提交以下材料：

1.《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

2. 境外设立分支、代表机构等非独立核算机构的批准 / 备案文件或注册证明

文件。

3. 境外购买办公用房合同或协议。

4. 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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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银行直接办理
的事项

境内机构境

外直接投资

外汇登记

银行要求的审核材料主要有：

1.《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申请表》。

2. 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明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多个境内机构共同实施一项

境外直接投资的，应提交各境内机构的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明及组织机

构代码证）。

3. 非金融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金

融机构境外投资提供相关金融主管部门对该项投资的批准文件或无异

议函。

4. 境外投资资金来源证明、资金使用计划和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

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5. 外国投资者以境外股权并购境内公司导致境内公司或其股东持有境外公司

股权的，另需提供加注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加注的外商投资企业营

业执照。

6. 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境内机构境

外直接投资

资金汇出

银行要求的审核材料主要有：

1. 业务登记凭证。

2. 资本项目信息系统银行端中打印的对外义务出资额度控制信息表。

3. 境外投资资金来源证明、资金使用计划和董事会决议（或合伙人决议）、

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企业在开展境外投资前，应针对具体投资项目向相关部门确认具体流程及要求，

特别是要及时了解国家关于企业境外投资的政策变化。此外，企业在核准或备案、信

息报告、外汇登记等环节提供的材料，应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对于瞒报、

漏报甚至提供虚假材料的，有关部门将视情节采取相应惩戒措施或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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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希腊合规运营

2.1 劳工雇佣

主管部门

希腊劳工、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部是劳

动用工管理部门，负责制定劳动用工政策，

促进就业，监督劳动力市场等。

相关法律法规

希腊涉及劳工雇佣的法律主要包括《宪

法》《劳动法》《雇佣法规》，同时希腊还

需遵守欧盟关于劳工雇佣的国际协定。①

劳动合同

在希腊，雇主与雇员一般签订无限期劳

动合同，对于某项有一定期限的专业工作，

才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相关劳动法律未

要求劳动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签订，但根据

希腊第 154/1994 号总统令，雇主必须以书面

形式通知雇员以下事项：②

● 合同签订双方的身份信息；

● 工作地点；

● 职位及工作性质；

● 合同起始日及合同性质（例如固定期

限合同等）；

● 带薪休假天数；

● 合同终止时的赔偿；

● 工资及支付日期；

● 其他适用的保障最低工作条件的劳动

规定等。

集体雇佣协议③

集体雇佣协议是某一行业或部门的雇

主协会和雇员工会之间签订的，其规定了

如最低工资等雇员适用的最低就业条件。当

雇主和雇员都是签约雇主协会和工会的成员

时，集体雇佣协议才适用。此外，根据第

4093/2012 号法律，希腊还有全国集体雇佣协

议，规定了除薪酬条件外的全国雇员的最低

就业条件。

员工类型

希腊《劳动法》根据员工提供的工作内

容及性质，将其分为工人和职员。一般而言，

工人从事体力劳动，职员提供智力或技能服

务。希腊《劳动法》对于工人和职员权益的

保护有一定差异，例如，在解除劳动合同时，

雇主与工人解除合同无需事先通知，但与职

员解除合同需提前通知，否则将按职员工作

年限给予适当赔偿，相关规定见表 5-4。

                                           

①    Thomson Reuters Practical Law.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

②    LEXOLOGY. https://www.lexology.com.

③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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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雇主与职员解除合同时的赔偿标准

工作年限 赔偿金额

1~10 年 1~5 个月工资

满 10 年 6 个月工资

10 年以上
每增加一年可多获得一个

月工资赔偿

工作时间

员工每周法定工作时间为 40 小时，具体

有两种情况，即每周工作 5天，每天 8小时；

或每周工作 6 天，每天 6 小时 40 分钟。特殊

情况下，工作时间可延长至 45 小时，但超出

的时间需按相关规定另行支付 20% 的工资。

若员工每日连续工作时长超过 6 小时，则期

间需获得至少 15 分钟的休息时间。

最低工资

根据希腊第 4093/2012 号法律，员工最

低工资标准见表 5-5。

表 5-5　员工最低工资标准

年龄 工人 职员

超过 25 岁 26.18 欧元 / 日 586.08 欧元 / 月

未满 25 岁 22.83 欧元 / 日 510.95 欧元 / 月

休假

员工可以享受带薪年休假，休假天数取

决于员工受雇年限。受雇年限越长，休假天

数越长。详见表 5-6。

表 5-6　员工年假天数

1 年 2 年 3~12 年 12~26 年 26 年以上

每周工作 5 天
20 天，每工作一个月，相应换算假

期天数
21 天 22 天 25 天 26 天

每周工作 6 天 24 天，每个月平均 2 天 25 天 26 天 30 天 31 天

产假及怀孕员工权利

根据希腊《劳动法》相关规定，怀孕员

工因健康状况等原因而无法上班的，雇主不

能因此终止其劳动合同。希腊的孕妇产假为

17 周，分别为生产前 8 周及生产后 9 周。女

性员工在生产后的两年半内，本人有权要求

减少工作时间或由其丈夫享受这项权利。

社会保险

自雇佣关系达成的第一天起，雇主就要

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员工的社会保险由员

工和雇主共同承担，具体保险类别和承担比

例见表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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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雇主和员工承担社保费用占工资比重①

保险类别 雇主 员工

养老、病残和遗嘱保险 13.33% 6.67% 

疾病和生育保险 4.55% 2.55%

职业意外保险 4.55%+ 根据不同职业事故率追加缴费 2.55%

失业保险 3.17% 0~6.96%

                                           

①    国际社会保障组织 (ISSA). https://www.issa.int.

②    Angloinfo. https://www.angloinfo.com.

③    Nordea. https://www.nordeatrade.com.

外国人在希腊工作②

欧盟公民只需取得居留许可即可在希

腊工作。非欧盟公民在希腊工作，入境前要

先申请工作签证，在抵达希腊 30 天内还须

在当地的市政办公室或警察局申请工作许可

证。在希腊，工作许可包括居留许可，其有

效期通常为一年。雇主可以代员工申请工作

许可证。

2.2 财务和税务

希腊财政部和希腊发展与竞争部负责制

定会计和审计准则。希腊会计和审计准则监

督委员会（ELTE）为制定准则提供建议，同

时对注册会计师和审计师事务所进行监管。

财务会计准则③

希腊适用的会计准则主要是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IFRs）和希腊会计准则（The  Greek 

GAAP），两种准则大致相同。

两类企业必须使用 IFRs 作为其会计准

则：一是上市公司；二是特定情况下的集团

母公司，该母公司出具合并报表，合并范围

内存在某子公司交易额占集团母公司交易额

5% 以上且使用 IFRs。其他企业可以根据自身

经营情况选择使用 IFRs 或希腊会计准则。

财务报告。希腊的财年为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企业在财年结束后，均需对资产和

负债进行盘点，编制财务报告，并向希腊发

展与竞争部下设公司注册处提交，之后在政

府官方刊物上发布。完整的财务报告包含以

下内容：

● 资产负债表；

● 损益表；

● 其他综合收益表；

● 权益变动表；

● 现金流量表；

● 财务报表附注；

● 子公司名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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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制度①

审计制度由希腊第 4449/2017 号法律规

定，该法律以欧盟第 537/2014 号法律为基础

制定。所有上市公司或连续两年满足下列条

件中任意两项的企业，需每年进行法定审计：

（1）总资产达到 400 万欧元及以上；

（2）净交易额达到 800 万欧元及以上；

（3）年平均员工数量达到 50 人及以上。

税务申报②

税务年度。企业可根据自身经营情况选

择每年的 6 月 30 日或 12 月 31 日作为税务年

度的最后一天，每一税务年度不能超过 12 个

月。若一家希腊企业被一家外国企业直接或

间接持股超过 50%，也可以选择其他日期作为

税务年度的截止日期，例如，其母公司的税

务年度截止日期。

企业所得税申报。企业需在税务年度结

                                           

①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ccountants. https:// www.ifac.org.

②    PwC, World Tax Summaries, Greece. https://taxsummaries.pwc.com.

③    Avalara. https://www.avalara.com.

束后 6 个月内，向希腊税务机关提交电子申

报表，用以申报企业所得税。除申报缴纳本

年度的企业所得税外，企业还需根据当年税

款金额，对下一年的企业所得税进行预缴。

当期所得税款以及对下一年度的预缴税款通

过 8 个月分期支付完成，第一笔与纳税申报

表一同递交，余下 7 笔在随后的 7 个月的每

月最后一个工作日缴纳。若企业发现税款申

报有误，有权向税务机关提起更正申报，并

补缴税款或申请退税。

个人所得税申报。纳税人必须在每年 6

月 30 日前填写并提交申报表。纳税人可分三

期完成税款缴纳，三期的截止日期分别是 7月

31 日、9 月 30 日和 11 月 29 日，具体情况以

政府通知为准。个人所得税申报方式采取网

络申报，因过程较为复杂，可委托会计师协

助处理申报缴税。其申报流程如图 5-1所示。

图 5-1　希腊个人所得税申报流程

增值税申报。③企业应首先在希腊税务

机关登记成为增值税纳税人，再根据情况按

月或按季进行增值税申报。申报截止日期均

为申报期结束后次月的最后一天，申报方式

为在线提交电子申报表。此外，根据希腊第

4334/2015 号法律，企业之间超过 3000 欧元

的交易，必须使用专业银行账户或银行支票

进行结算；企业与个人之间超过 500 欧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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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wC, World Tax Summaries, Greece. https://taxsummaries.pwc.com.

交易，必须使用信用卡、借记卡、电子银行、

银行存款或支票进行结算。

在此过程中，银行有代扣代缴的义务，

即银行将直接扣除与交易总额相应的增值税，

在交易完成后 5 天内向希腊国家税务机关支

付上述增值税，并向增值税纳税人反馈完税

证明。银行不得因为提供上述服务收取任何

费用。

关联交易。企业有义务对其集团内的关

联交易进行记录，并按照规定编制转让定价

文档。企业应当在年度所得税申报截止日期

内，以电子文档的方式将转让定价文档和转

让定价信息汇总表一起提交给希腊税务机关。

在下列情况下，企业可免于提交转让定

价文档：

● 关联交易金额每年不超过 10 万欧元，

且企业每年的营业额不超过 500 万欧元，或

● 关联交易金额每年不超过 20 万欧元，

且企业每年营业额超过 500 万欧元。

税务稽查①

税务机关有权依据内部风险分析结果，

对纳税人以往年度所有税种的纳税情况进行

税务稽查，持续时间从几周至几个月不等。

在开展税务稽查之前，税务机关必须事先书

面通知纳税人，但针对存在避税嫌疑的纳税

人进行稽查的除外。

在税务稽查过程中，税务机关主要审核

企业的财务报表、纳税申报表以及各类凭证。

根据相关规定，以上材料企业至少应保存 5

年。稽查完成后，若税务机关发现了税务争

议事项，会向企业出具临时稽查报告。企业

可在收到报告后 20 日内，以书面的形式进行

回应，之后税务机关将根据企业的回应出具

最终稽查报告。

2.3 知识产权保护

希腊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成员

国，并于 1924 年签订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

公约》，对知识产权给予充分保护。希腊保

护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主要包括《技术转让、

专利、技术创新法案》（以下简称《专利法》）

《商标法》《版权法》等。

专利权

希腊专利权保护主管部门是希腊工业财

产组织专利部（OBI），相关法律主要是《专

利法》。针对不同的专利类别，专利保护期

限不同。其中，发明的保护期限为 20 年，实

用新型专利为 7 年，外观设计专利为 5 年。

其中，外观设计专利到期后可续展，但不得

超过 25 年。

申请专利应满足以下要求：

● 申请语言：专利申请的官方语言是希腊

语；若以英语、法语或德语提交申请，应在

申请日后 4个月内提交希腊语的译文。

● 基本申请资料：申请表、专利说明文

件、权利申明文件和缴费收据。



  86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希腊（2020）

图 5-2　希腊专利注册基本流程

商标权

希腊商标权的主管部门是希腊发展与投

资部商标办公室。根据希腊《商标法》，商

标可以是任何能够用图形表示的符号，并且

能够区别不同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可在希腊

注册的商标包括：文字、名称、首字母缩略

词、字母、数字、图案、颜色组合等。商标

的保护期为 10 年，到期后持有人若能证明

无拖欠商标费的情况，可申请延期并继续使

用该商标。

商标注册所需主要材料包括：申请人名

称及住址、申请商品或服务项目名称、商标图

样、申请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身份证复印

件。主管部门收到材料后出具受理回执时间为

1个月，完成注册流程所需时间为15~18个月。

图 5-3　希腊商标注册基本流程

版权①

希腊版权的主管部门是希腊文化体育局

版权部（OPI）。根据希腊《版权法》，版权

覆盖的作品包括文学、科学、音乐、戏曲、

绘画、建筑设计图纸、雕塑等。版权的享有

和行使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版权保护期为

作者生前以及去世后的 70 年（从去世当年的

                                           

①    Law 2121/1993 Copyright, Related Rights and Cultural Matters, Greece.

1 月 1 日开始计算）。

知识产权侵权

在希腊，各类知识产权都受专项法律保

护，违反知识产权保护条款的行为属侵权行

为。被侵权者可以要求侵权者终止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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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其赔偿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

各类知识产权保护专项法律对侵权行为

的救济和处罚方式的规定有所不同。例如，

《版权法》规定，任何人未经授权以任何方

式向公众复制、出售或分发版权持有者的作

品，将构成侵权。情节严重的，将被处以1~10

年的监禁和 2900~59000 欧元的罚款。①

2.4 数据和隐私保护②

数据信息保护法律

根据希腊《宪法》规定，个人隐私不可

侵犯；除因国家安全和刑事调查等原因，司

法机关有权下令合法拦截通信数据外，通信

数据的保密性不可侵犯。此外，希腊针对数

据保护的法律主要有第 4624/2019 号法律、

第 2225/1994号法律、第 3115/2003号法律、

第 47/2005 号总统令等。

希腊作为欧盟成员国，执行欧盟关于数

据保护的相关规定。《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是

欧盟有关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的法规，旨在

加强欧盟法律的一致性和协调性，适用于在

欧盟设立的所有企业和组织。企业向欧盟公

民提供商品或服务，也必须遵守该条例。根

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个人数据指与个

人相关的任何信息，如姓名、照片、电子邮

件地址、银行详细信息、社交网站上的更新、

位置详细信息、医疗信息或计算机 IP地址。

                                           

①    希腊文化体育局 . https://www.opi.gr.

②    GREEK LAW DIGEST. http://greeklawdigest.gr.

此外，某些类别的个人数据因其敏感特

性而被予以高等级数据保护，例如关于种族、

政治主张、宗教和哲学信仰、工会成员、遗

传数据、生物识别数据、健康数据等相关信

息以及犯罪记录的信息。

监管部门

希腊有两个负责管理通讯安全的管理机

构。希腊通讯安全与隐私管理局负责确保信

息传输的保密性及安全。该机构还出台了若

干规定，包括确保信息安全、合法获取信息

的流程等；希腊数据保护局（Hellenic  Data 

Protection  Authority）负责管理合法运用

数据的相关事项。

	

违法处罚

企业或个人若涉及侵犯个人隐私、非法

截取通信内容和通信数据，违反希腊《宪法》

关于个人隐私和数据保护相关规定的，将受

到行政或刑事处罚。

● 个人违反法律将被判处最高 10 年有期

徒刑。

● 企业违反法律将被处以最高 10 万至 20

万欧元的罚款，相关人员将被判处最高 10 年

有期徒刑。

● 若相关数据泄露危害到国家安全，个人

将被判处最高 10 年至 20 年有期徒刑，企业

将被处以最高 30 万至 35 万欧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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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政府对某咨询公司违法使用员工信息罚款 15 万欧元。2019 年 7 月，希腊某

咨询公司因涉嫌违法使用员工的个人信息，受到了希腊数据保护局的调查。根据相关

调查结果，希腊数据保护局称该企业缺乏使用员工个人信息的法律依据，并且使用方

式缺乏公平性与透明性，违反了希腊关于个人信息安全的相关法律。因此，主管部门

对该公司处以 15 万欧元罚款，同时要求其在 3 个月内，根据相关法律对员工数据的保

存及使用进行合规性整改。

案例 1

作为欧盟成员国，希腊有关数据保护的法律相对完善、监管较为严格、惩罚较为

严厉。中国企业在希腊开展经营活动的同时，应严格遵守希腊本国以及欧盟关于数据

安全的法律法规，加强数据和隐私保护意识，合法使用数据。此外，企业应尊重用户

数据保密性，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确保用户的隐私数据安全。同时，企业也有义务就

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告知其用户。

启示

2.5 贸易管制

主管部门

希腊的贸易主管部门是希腊发展与投资

部（Ministry of Development and Invest-

ments），其主要职能包括制定国家战略规划，

根据欧盟的法律法规实施对外贸易监管。

贸易法规

希腊作为欧盟成员国，执行欧盟统一制

定的对外贸易政策或经欧盟授权实施的贸易

措施，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商品贸易自由流通。

欧盟与大多数非欧盟成员国签订了贸易协定，

均适用于希腊。此外，欧盟还制定了《欧盟

海关法典》（Union  Customs  Code），对成

员国的海关通关规则和程序做了统一规定。

通过采用现代化的通信技术，欧盟成员国实

现了无纸化和全自动通关模式，简化了通关

手续，提高了通关速度。最新的《欧盟海关

法典》于 2016 年颁布，并已于 2020 年前全

面实施。

进口关税制度和管制措施

希腊是欧盟关税同盟成员，适用欧盟共

同关税制度（TARIC）。该制度包含一系列法

律及监管规定，覆盖关税制度、贸易保护、

农产品管制等方面措施，并且仅适用于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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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区①以外的商品贸易，对于区域内的

商品贸易免征关税。欧盟每年会以欧盟委员

                                           

①    欧洲经济区（EEA，包括 27 个欧盟成员国以及挪威、冰岛和列支敦士登）。

②    欧盟委员会 . http://ec.europa.eu.

③    中国海关总署 . http://www.customs.gov.cn.

会指令的形式对外发布一次更新后的欧盟统

一税率表。

表 5-8　欧盟从非欧盟国家进口商品相关管制措施②

类别 具体内容

进口禁令
欧盟严禁进口以下产品：假冒商品、含石棉产品、含有某些危险物质的产品、动

物源产品、某些植物和植物产品、猫和狗的皮毛等。

进口许可

以下进口产品受特定限制并需要特殊的许可：军用产品、武器、弹药和军民两用

产品，濒临灭绝的野生动、植物物种，某些植物和植物产品，活体动物和动物源

产品，食品、药品、文化产品、压力设备、玩具等。某些进口货物（如某些纺织

品和钢铁产品）必须使用配额，并需要进口许可证。

原产地规则 希腊执行欧盟的原产地规则。

认证规则

一些进口到欧盟的产品会受到质量和安全规则的约束，以确保欧洲消费者的健康、

环境、农业或商业贸易秩序等得到有效的保护。一些进口产品必须符合产品标签

要求或特定标识认证。大多数进口到欧盟的产品必须符合欧盟“CE 标识”的认证，

以确保其符合欧盟现行的质量标准。

表 5-9　欧盟进口货物通关流程和注意事项③

主要环节 主要内容

抵达欧盟关境

准备工作

● 货物运抵欧盟关境后，应在 3 小时内向海关发出抵运报告，并在随后 24 小时内，

向海关进行运输工具进境报告，两者可合并申报。
● 货物在未经海关许可前，不得私自卸货，必要时海关会对其进行查验。
● 货物需存放在海关指定的临时存放区内，不得随意搬运、打开或检查，否则可

能被处以罚款或追究刑事责任。

进口申报

● 进口商可在货物运抵口岸前 4 天，或货物运抵后 14 天内，向海关提交“欧盟统

一报关单”以申报货物进口。货物申报多采取电子申报的方式。其他重要的单

证主要包括：供货商发票、合同、提单、保险证明、银行汇票、检疫证书等。
● 申报时，需根据希腊海关规定，对商品进行归类，并使用正确的商品编码和海

关手续代码。
● 企业申报后，海关将在一定期限内处理相关申请，海运货物为企业提交运输工

具进境申报起 45 天内；非海运货物为 20 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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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环节 主要内容

缴纳税费
● 在海关接受商品归类并确认完税价格后，进口商应根据相关法律缴纳税款，包

括关税、增值税等。

验收放行
● 对报关文件齐全、足额缴纳税款的进口货物，海关予以放行。
● 对于部分需要查验的货物，海关将在查验确认单货相符后，予以放行。

续    表

出口限制

欧盟鼓励出口，一般产品均可自由出口，

仅对少数产品实施出口管理措施。主要包括：

军民两用管制物品、武器弹药和国防产品。

欧盟国家出口军事设备到非欧盟成员国或将

军事设备转移到欧盟成员国需要事先授权，

即申请出口许可证和转让许可证。

2.6 反不正当竞争、反商业贿赂与反腐
败、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

反不正当竞争

希腊竞争局（The Hellenic Competition 

Authority）是希腊负责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

部门，其主要职能包括对不正当竞争、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等违反公平竞争的行为进行调

查并实施制裁，以及对符合经营者集中相关

条件的企业重组事项进行审批等。

根据希腊第 3959/2011 号法律《保护自

由竞争法》，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包括签订

限制竞争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

集中。

对于违反相关规定的企业，最高将被判处

相当于其12个月收入的罚款或责令其停业。①

表 5-10　希腊法律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及主要内容②

不正当竞争行为 主要内容

签订限制竞争协议

禁止签订任何有损希腊市场竞争的协定，包括生产、供应、仓储、提供服务等。

典型的限制竞争行为包括：直接或间接限制销售 / 购买价格；限制或控制产量、

技术发展、投资或分割市场、附加交易条件等。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典型的滥用市场支配地方的行为包括：直接或间接开展歧视交易，如附加不公平

条约、制定不公平价格等；限制或禁止企业开展生产或从事服务活动；制定附有

限制性条件的合同等。

                                           

①    Law 3959/2011, Protection of Free Competition, Greece.

②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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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不正当竞争行为 主要内容

经营者集中

达到以下门槛的兼并或收购必须申报，以免构成经营者集中：
● 交易各方的全球合并总营业额达 1.5 亿欧元；且
● 交易各方中至少 2 家企业在希腊市场的营业额均超过 1500 万欧元。

上述门槛要求适用于除传媒行业外的所有市场领域。希腊第 3592/2007 号法律为

传媒行业规定了以下门槛：
● 交易各方的全球合并总营业额至少达 5000 万欧元；且
● 交易各方中至少 2 家企业在希腊市场的营业额均超过 500 万欧元。

知名美容产品公司在希腊因违反公平竞争法被处巨额罚款。① 2017 年 10 月，美

容产品巨头欧莱雅、雅诗兰黛、迪奥等 6 家公司因涉嫌垄断、操纵价格等违反市场公

平竞争相关规定的行为，接受了希腊竞争局的调查，并被处以罚款。希腊竞争局认为，

该 6 家美容产品公司与希腊境内批发商在销售产品时，就销售折扣达成一致，涉嫌间

接操纵市场价格。6 家企业的罚款金额合计高达 1870 万欧元。

案例 2

中国企业在希腊投资，应密切关注其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案例，严格遵守《保

护自由竞争法》等有关规定，建立完备的合规制度和内部风险防控机制。当发现企业

可能存在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应及时识别和评估风险，通过合理的渠道和方式

化解，以规避因触犯当地及欧盟法规而被主管部门审查甚至处罚的风险。

启示

                                           

①    GreekReporter. https://greece.greekreporter.com.

②    LEXOLOGY. https://www.lexology.com.

反商业贿赂与反腐败②

希腊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

执行该公约相关规定。希腊《宪法》以及《公

职人员行为准则》严令禁止公职人员受贿，

其接受礼物、现金等属于犯罪行为。公职人

员一般不允许参与商业活动，除非该商业活

动与该公职人员的职务无关且获得许可。违

反相关法律的公职人员将根据其行为是否损

害公共职责而受到相应处罚。若其行为违法

程度较轻，且属于其职责范围内，将被判处

1~3 年的有期徒刑并处罚款；若其行为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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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且性质属于利用职务之便，将被判处 3

至 5 年的有期徒刑并处罚款；若涉案金额较

高，最高可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

希腊《宪法》第 396 条规定禁止私人商

业贿赂。私人商业贿赂是指在从事商业活动

期间违反职责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任何利益，

或直接或间接地给予或提供利益给公职人员，

使其做出违反职责的行为。从行贿和受贿行

为中获益或受益的法人实体应受到制裁。制

裁包括罚款、暂时或永久停止经营活动、禁

止从事特定活动、暂时或永久禁止参加公开

招标等。

诺华公司希腊分公司因贿赂被重罚。①瑞士制药企业诺华公司旗下的希腊分公司

于 2006 年至 2015 年期间向希腊政客、公共部门官员和医生提供总额高达 5000 万欧元

的回扣，贿赂的对象包括 4200 名医生、10 名前高官和多名公务员等。

通过贿赂的方式，诺华公司希腊分公司非法抬高药品价格，致使希腊的部分药品

价格高出欧盟市场的两倍。同时，由于希腊是其他欧盟国家的药品定价参考国，这也

间接导致其他欧盟国家的部分药品价格虚高。在 2000 年至 2015 年期间，整个希腊医

药行业中的这类非法活动导致希腊损失 230 亿欧元。

2018 年 2 月，希腊议会成立了特别委员会，专门调查该公司行贿案并起诉相关涉

案人员。诺华公司希腊分公司签署了一项暂缓起诉协议，承诺向希腊执法部门支付2.25

亿美元刑事罚款。

案例 3

希腊对商业贿赂和腐败行为实施严厉处罚，企业在希腊开展业务时，应严格遵守

当地法律法规，树立良好的合规意识，在企业内部制定完善的反商业贿赂监督制度，

避免因一味追求商业利益而违法违规，致使企业遭受名誉及经济利益损失。

启示

                                           

①    人民网 . http://world.people.com.cn.

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

希腊反洗钱相关法律是第 4557/2018 号

法律，主要监管机构是希腊银行和希腊反洗钱

局（Anti-Money  Laundering  Authority）。

希腊银行负责监管各企业、组织在开展日常

经营活动的过程中是否遵守反洗钱和反恐怖

融资相关法规，并结合本国及国际案例，发



  93

第五篇　合规运营及经贸纠纷解决

                                           

①    The Greek Law Digest. http://greeklawdigest.gr.

布可能违法的交易类型清单，为企业日常经

营活动提供参考。反洗钱局负责调查和打击

洗钱和恐怖融资，维护金融市场安全及稳定。

希腊是国际反洗钱联盟—埃格蒙特组

织和金融特别行动组（FATF）成员，与各成

员国开展密切合作，共同打击洗钱、恐怖融

资等犯罪活动。

洗钱和恐怖融资往往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多国经济造成影响。希腊积极参与反洗

钱和反恐怖融资的国际合作，在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方面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措施。中国企

业在希腊开展投资活动时应避免卷入此类案件，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或处罚。

特别提示

2.7 环境保护①

主管部门

希腊环境与能源部（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负责制定环境保护相关政策和国家环保计划，

为大型垃圾和废弃物处理设施颁发执照等。

同时，希腊各地还设有约 30 家地方环境保护

及管理部门。

相关法律

希腊关于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有《环境

保护法案》《水资源管理法》《海洋环境保

护和管理法》等。同时，希腊还制定了各种

资源保护法，例如，《大气污染治理法》《水

资源保护法》等。

环境保护许可证

希腊第 4014/2011 号法律《关于项目立

项的环境许可规定》，对企业开展新的经营活

动需要取得的环境评估许可以及违规建筑相关

事项做出了规定。根据该法律，按照对环境造

成影响的程度，企业项目被划分成三类：

● A1 类：对环境有严重影响的项目和活

动，需由希腊环境与能源部负责评估和颁发

许可；

● A2 类：对环境有重要影响的项目和活

动，由各地方管理部门负责评估和颁发许可；

● B 类：对环境有部分影响或影响不大的

项目和活动，无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环保审批内容主要针对废水排放、废气

排放、噪声及废弃物管理及回收利用等方面。

此外，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主管部门还会进

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违反相关规定或未取

得许可证经营的企业，将会受到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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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甚至面临中止经

营的风险。

针对日常污染行为，最高罚款 10 万欧

元；针对严重的污染行为，最高罚款 200 万

欧元。同时，若企业或其他组织出于自身利

益，故意污染环境，将被额外处以最高 80 万

欧元的罚款。

环保评估①

外国企业在希腊开展投资或承包工程，

须向环境保护的主管部门或项目所在地政府提

交环保评估申请。根据投资项目和承包工程的

不同，进行环保评估的机构也不同。由于没有

统一规定，且可能涉及众多部门，在希腊申请

环评的手续烦琐，耗时较长。

2.8 卫生与安全

企业在希腊开展贸易投资活动，要严

                                           

①    中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希腊（2019 年版）》。

格遵守当地与卫生和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特别是与卫生和安全直接相关的行业，例如

餐饮业、医疗行业、生产制造业等。希腊农

业发展与食品部（The  Ministry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Food）、希腊卫生与社会

保 障 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Security）是制定食品、卫生相关法律政策

法规，并实施监管的主要部门。

食品安全

作为欧盟成员，希腊实施欧盟综合食品

安全政策，该政策对食品全产业链进行监管，

涉及所有欧盟成员国及食品相关部门。该政

策包括各种具体举措，例如：明确食品产业

链中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要求食品及其

成分实现可追溯；实施科学的风险管理机制；

评估来自欧盟内部，以及自非欧盟国家进口

的产品在食品质量、动物健康、动物营养和

植物健康等方面是否符合欧盟标准等。

欧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于 2019年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希腊67%的民众重视食品安全，其中52%的受访希腊民众表示较为关注动物肉类及相关制

品的安全性，42%民众表示较为关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特别提示

2.9 社会责任

为与社会及环境和谐共存，实现可持续

发展，企业应就其活动的影响承担社会责任。

在希腊投资的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履行社会责

任，获得当地社会的认同和信赖，一定程度

上降低投资风险，并在国际社会树立负责任

的企业形象，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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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负责任的企业行为

中国企业向希腊政府和机构捐赠疫情防控物资。2020 年 3 月，新冠肺炎疫情在

希腊蔓延，疫情防控形势日渐严峻。中国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华为希腊公司等中国企

业以及华人华侨向希腊政府捐赠了一批抗击疫情紧急物资，包括医用口罩、防护服、

额温枪等。希腊卫生与社会保障部长对中资企业及华人华侨的大力支持，表达了衷心

感谢。7 月，中国国家能源集团向希腊能源监管局、医院及小学等企业及机构，捐赠

5000 套防护服、5 万只医用口罩、1.5 万个医用手套，得到希腊社会各界的积极评价。

案例 4

中国企业在拓展海外业务的同时，应主动承担和履行社会责任，回馈当地社会和

人民。遇到危机或自然灾害时，可捐款捐物，积极参与救助和抗灾减灾工作。企业还

应多开展有益于当地社会民生的公益活动，树立可信赖、负责任的企业良好形象，为

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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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贸纠纷解决

在希腊，主要的商业纠纷解决措施分为

诉讼、仲裁和调解三种方式。

3.1 诉讼①

诉讼体系

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由希腊《民事程序

法》（The Code of Civil Procedure）规定。

基于涉案金额的大小，初审将由不同的法院

负责：

● 和平法院（The Court of the Peace）：

涉案金额不超过 2万欧元；

● 单一成员初审法院（The Single-Member 

Court of First Instance）：涉案金额不超

过 25 万欧元；

● 多成员初审法院（The  Multi-Member 

Court of First Instance）：涉案金额超过

25 万欧元。

诉讼时效及程序

民事诉讼的一般程序包括：提起诉讼、

诉讼文书送达、送达通知书（面向目击证

人）、提交答辩书及证据、提交补充答辩书、

一审判决、上诉、执行判决。

在希腊，针对民事诉讼一审判决提出上

诉的现象比较普遍。上诉由对判决结果完全

或部分不满意的一方，在一审判决送达后 30

                                           

①    The Greek Law Digest. http://greeklawdigest.gr.

②    M&P Bernitsas Law Offices, Commercial Arbitration Greece. https://www.bernitsaslaw.com.

天（送达地址在希腊国内）或 60 天（送达地

址在境外）内提出。如果判决书未送达，应

在判决书公布后 2年内提出上诉。

3.2 仲裁与调解

仲裁②

在希腊，国内仲裁主要依据希腊《民

事程序法》；国际商事仲裁主要依据希腊第

2735/1999 号法律《国际商事仲裁法》，同时

也会参考《民事程序法》中的部分条款。

仲裁机构。希腊负责国际商事仲裁的机

构主要包括：

● 雅典工商总会仲裁部（ACCI, http://

www.acci.gr），主要负责商事争议的仲裁。

● 比里夫斯海事仲裁协会（PAMA，http://

www.mararbpiraeus.eu），主要负责海洋商事

争议的仲裁。

● 希腊航运总会（NEE，http://nee.gr），

主要负责航运争议事项。

除上述希腊国内仲裁机构外，希腊法律也

允许外国仲裁机构在希腊境内开展仲裁活动。

仲裁法院。希腊未设立专门的仲裁法院，

国内法院普遍熟悉国际仲裁的程序及《国际商

事仲裁法》相关规定，有权协助开展仲裁活动。

仲裁协议。根据希腊相关法律，仲裁协

议需以书面形式签订，其中，国际商事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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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采用《国际商事仲裁法》中规定的协议形

式，希腊国内仲裁需采用《民事程序法》中

规定的协议形式。

不具备可仲裁性的争议事项。根据希腊

相关法律，刑事案件、由国务委员会管辖的

行政争议、家庭争议、税收争议属于不具备

可仲裁性的争议事项。此外，希腊法律明确

规定，劳动争议事项一般不适用仲裁。

仲裁程序。根据《国际商事仲裁法》，

除协议双方另有约定外，仲裁程序将于一

方收到另一方发出的仲裁请求时启动。对

于当事人将争议提交机构仲裁的，应根据

相关仲裁机构适用的仲裁规则确定仲裁程

序的启动。

仲裁时效。《国际商事仲裁法》未对仲裁

裁决时效作出明确规定。但根据希腊其他相

关法律的规定，与合同相关的案件时限一般

为 20 年；商业关系和侵权相关案件的时限一

般为 5年。

仲裁裁决。根据《国际商事仲裁法》，

一份具有执行效力的仲裁裁决需以书面形式

做出，由仲裁员签名，并注明以下内容：仲

裁日期、仲裁地点，以及裁决的法律依据（除

双方另有约定，或相关裁决是依据约定条款

作出）。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裁决书原件

需分别送达仲裁双方。若该仲裁将在希腊境

内执行，仲裁员还需将原件送至具有管辖权

的初审法院。

国际仲裁公约

希腊与中国均是《纽约仲裁公约》成员

国，两国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均可在对方国

家获得承认和执行。在中国境内作出的仲裁

裁决申请在希腊承认和执行，应附仲裁裁决

原件或签字的复印件、有效仲裁协议的复印

件。只要裁决效力无争议，符合希腊的公共

政策、通知送达等程序条件，该项仲裁裁决

就可以得到希腊法院的承认与执行。希腊法

院不会再次审查裁决的实体内容。

希腊与中国还是《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

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以下简称《华盛

顿公约》）成员国。该公约规定，成员国国

民与东道国之间发生争端时，成员国国民可

诉诸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因此，

中国投资者与希腊政府之间因投资产生的争

议可提交 ICSID 解决。

                                           

①    Mediation In Greece. https://www.mediate.com.

表 5-11　申请 ICSID 争端解决的主要程序和要求

程序步骤 具体要求

提出仲裁申请 向 ICSID 秘书长提出。

组成仲裁庭

仲裁庭可由双方同意的独任仲裁员或 3 名仲裁员组成。如果选择 3 人仲裁庭，双方

各指定 1 人，再由双方所指定的仲裁员共同指定第 3 位仲裁员。

在秘书长发出仲裁登记通知后 90 天内，如果双方无法选择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则

ICSID 主席在仲裁小组中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任何一位仲裁员不得是当事人所

属国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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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贸促会经贸纠纷解决
      特色服务

4.1 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渐深入，为

响应国际社会呼声，在中国贸促会推动下，

中国国际商会联合“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

相关工商会、法律服务机构等按照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共同发起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

解决组织。作为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重要成果，2020 年 10 月 15 日，

该国际组织正式成立。该国际组织为非政府

间、非营利性国际社会团体，将为境内外企

业提供包括宣传培训、对话磋商、合规建设、

预警防范、标准合同制定、调解、仲裁等国

际商事争端预防和解决多元化、“一站式”

服务，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 营造高效便

捷、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

4.2 商事仲裁

一般商事仲裁

商事仲裁是中国贸促会最早开展的商事

法律业务。1954 年 5 月，中国贸促会经中央

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涉

外仲裁机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以下简称“贸仲委”）。经过多年的发展，

贸仲委已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常设商事

程序步骤 具体要求

选择适用法律
发生争议的双方，有权自主选择解决争议时所适用的法律，若未做出选择，适用的

法律根据冲突规范确定。

调解①

相较于诉讼和仲裁，调解更为便捷、费

用更低，因此也是希腊常见的商事争议解决

方式。最终达成的调解协议对调解双方具有

同等效力。

根据希腊第4640/2019号法律《调解法》，

续    表

调解分为自愿调解和强制调解。下列两种商

业纠纷适用强制调解：索赔金额超过 3 万欧

元的商业纠纷；合同中约定了书面调解协议

或有效调解条款的商业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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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机构之一，独立公正地解决国内外经济

贸易争议及国际投资争端。贸仲委总部设在

北京，在加拿大、奥地利、中国香港、深圳、

上海、天津、重庆、杭州、武汉、福州、西安、

南京、成都、济南均设有分支机构。除传统

商事仲裁服务外，还为当事人提供网站域名、

网上仲裁、调解、投资争端解决等多元化争

议解决服务，以及粮食、工程建设、金融等

行业争议解决服务等。

海事仲裁

1959年 1月，中国贸促会经国务院批准，

成立了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海

仲委”），海仲委是目前中国最有影响力、

最具权威的涉外海事仲裁机构。中外企业在

航运金融、航运保险、物流、航空、涉海（水）

上工程、海洋资源开发等海事领域的争议均

可向海仲委申请仲裁。海仲委总部设在北京，

在上海、天津、重庆、深圳、香港、福建设

有分会，在浙江等地设有自贸区仲裁中心，

在大连、天津、青岛、宁波、广州、舟山等

城市设有办事处。

4.3 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贸促会自1957 年起开展知识产权服

务，是中国最早开展涉外知识产权服务的机

构，为中外企业在专利、商标、著作权域名、

商业秘密、商业外观、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

权相关领域提供咨询、申请、调解、行政保

护和诉讼服务。中国贸促会下设中国贸促会

专利商标事务所、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

限公司、中国贸促会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等三

家知识产权代理和维权机构，在北京、纽约、

东京、慕尼黑、日内瓦、马德里、中国香港、

上海、广州、深圳设有分支机构。

专利服务

·现有技术检索及可专利性分析

·准备和办理专利申请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专利复审与无效事务

·专利侵权纠纷的司法诉讼、行政解决以及
    海关保护措施

·专利海关备案

·专利检索、监视、侵权分析、企业并购中
    的尽职调查等

·专利许可与技术转让

商标服务

·商标事务性咨询

·商标申请前查询及提供可注册性分析

·商标查询、监视及广告

·商标注册申请与续展

·商标异议、评审和行政诉讼

·商标许可与转让

·商标侵权司法诉讼、行政查处及相关
    法律事务

·商标海关备案

·商标、品牌战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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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知识产权相关服务

·办理著作权和计算机软件登记

·代理著作权许可或转让合同谈判和签约

·办理著作权侵权诉讼及相关法律事务

·代理著作权海关备案

·提供与反不正当竞争和商业秘密保护有关
    的法律咨询服务

·提起侵权诉讼及处理相关的法律事务

·为技术贸易提供技术、法律、贸易方面的
    咨询服务

·代理技术贸易合同谈判和签约

·域名注册与争议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

4.4 “两反一保”服务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和企业“走

出去”深入推进，企业面临的反倾销、反补

贴、保障措施（“两反一保”）等案件日益

增多，中国贸促会为企业提供“整链条、全

覆盖”的经贸摩擦应对服务。在立案前，代

表企业与国外商协会开展产业对话，消除分

歧；在案件应对期间，组织行业企业积极开

展游说应对工作；在中国企业受到国外“两

反一保”措施后，帮助企业在国外法院提起

司法救济诉讼，代表行业向外国政府反映情

况。目前，中国贸促会已在全国设立 102 家

贸易摩擦预警机构，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经贸

摩擦预警体系，不仅涵盖了大部分省市区，

且覆盖了钢铁、重型机械、茶叶、平衡车行

业、特种纸行业、电动工具行业、管道装备

行业、陶瓷行业等几十个经贸摩擦重点多发

行业。中国贸促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负责“两

反一保”相关业务。

4.5 商事认证服务

中国贸促会的商事认证业务主要包括签

发中国出口商品原产地证明书、出具商事证

明书和人力不可抗力证明书、签发暂准进口

货物通关（ATA）单证册以及代办涉外商事文

件领事认证等内容。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

心负责统筹协调全国贸促系统 300 多家商事

认证签证机构开展相关业务，每年签发各类

证书约 450 万份，每年为企业减免费用约 2

亿元，显著提升了贸易便利化水平。2019年，

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心还启动了企业信用

服务平台，在国内外建立了广泛的企业信用

调查渠道，建立了国际经贸领域失信企业数

据库，为中外企业提供信用公共服务，帮助

企业防范国际经贸领域的商业信用风险。

4.6 商事调解服务

商事调解是一种非对抗的争议解决方

式，主要解决中外当事人在经济、贸易、金

融、投资、技术转让、承包工程、运输、保

险以及其他商事、海事方面的争议。中国贸

促会于 1987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贸促

会 / 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可根据当事人

之间的调解协议受理案件，如没有调解协议，

经一方当事人申请在征得他方当事人同意后

也可受理。调解中心已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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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中心近 50 家，还与部分国际调解机构成

立了联合调解中心。

4.7 合规建设服务

2018 年 1 月，中国贸促会设立全国企业

合规委员会（以下简称“合规委员会”），

具体业务由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负

责运作。这是迄今国内成立最早、服务企业

合规建设最权威最全面并具有广泛代表性的

专业合规组织机构。合规委员会特色服务包

括企业合规体系建设、合规培训、合规风险

管控方案设计、在线合规咨询、资信查询等

信息服务。

4.8 其他相关服务

境外投资全流程“一站式”综合服务

通过在 130 个国家建立的 300 多个多双

边合作机制搭建了全球综合服务网络，针对

企业在境外投资中遇到的问题，为企业境外

投资提供涵盖投资前期、中期、后期的全流

程法律服务，并为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提供

包括法律服务、海外项目对接、商务考察、

税务咨询、融资方案等在内的“一站式”综

合服务。

企业信用公共服务

在国内外建立了广泛的企业信用调查渠

道，建立了国际经贸领域失信企业数据库，

为中外企业提供信用公共服务，帮助企业防

范国际经贸领域的商业信用风险。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电话        +86-10-82217788，64646688

传真        +86-10-82217766，64643500

邮箱        info@cietac.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6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电话
        +86-10-82217900   

                +86-10-82217767/7923/7735

传真        +86-10-82217966

邮箱        cmac@cmac.org.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16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专利商标事务所

电话        +86-10-66412345，68516688

传真        +86-10-66415678，66413211

邮箱        mail@ccpit-patent.com.cn

地址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

                远洋大厦 10 层

邮编        1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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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

电话        +86-10-82217081

传真        +86-10-82217052

邮箱        adr@ccpit.org

网址
        http://adr.ccpit.org/CH/Index/index.

                html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4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知识产权服务中心

电话        +86-10-82217309

传真        +86-10-82217304

邮箱        iprsc@ccpit.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14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商事法律服务中心

电话        +86-10-82217056/7055/7151

传真        +86-10-82217055

邮箱        iprsc@ccpit.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4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企业权益保护中心

电话        +86-10-82217388

传真        +86-10-82217388

邮箱        iprsc@ccpit.org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

                国际商会大厦 14 层

邮编        100035

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

电话        +852-28284688

传真        +852-28271018

邮箱        patent@cpahkltd.com

网址        https://www.cpahkltd.com

地址
        香港湾仔港湾道 23 号

                鹰君中心 22 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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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侵权纠纷案。阿乐斯公司是依据德国法律成立的法人企业，专业从事生产

设计、制造和销售各种隔热、绝热材料。阿乐斯公司申请注册了多项商标，是“福

乐斯”“Armaflex”等商标的持有人。阿乐斯公司发现，杭州阿乐斯福乐斯公司在其

保温绝缘材料上单独使用了“阿乐斯福乐斯”。同时，该公司的英文名称“Hangzhou 

Armacell Armaflex Commerce Co., Ltd.”也使用了阿乐斯公司所拥有的“Armacell”和

“Armaflex”商标。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接受阿乐斯公司的委托，向法院提起

诉讼并胜诉，有效维护了阿乐斯公司的合法权益、形象及声誉。

案例 5

专利权权属纠纷案。此案涉案专利属发明专利，为胜德国际研发股份有限公司所

有。北京突破电气公司认为该专利与两公司联合开发的某专利类似，权利应归属于突

破电气公司。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受胜德国际公司的委托，对专利的技术

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该专利并非联合开发专利的简单叠加，且与联合开发专利

无直接关联。相关诉讼请求得到了法院支持，维护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 6

应对美国铁质机械传动部件“双反”案。2015 年 10 月 28 日，美国 TB Wood's 

Incorporated 公司向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对进口自中国

的部分铁制机械传动部件发起“双反”调查。中国贸促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认真分析

案件特点，积极开展发动企业、法律抗辩、游说施压等相关工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美起诉方五次缩小涉案产品范围，涉案金额由近 3 亿美元缩减至约 2000 万美元，美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最终作出无损害裁决。我方应对工作取得完胜，维护了年均 3 亿美元

的出口市场。

案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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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解—仲裁联合机制解决争议。某大型国有 A 公司与某民营 B 公司就海外工

程项目款项发生争议，B 公司多次向 A 公司提出补偿前期投入款项，但是由于当事双

方之间就标的工程项目仅有口头上的约定，故 A 公司对前期 B 公司所投入的金额存在

严重的分歧。B 公司尝试了多种手段去追讨款项甚至包括上访，均无果。后 B 公司向中

国贸促会调解中心提出调解申请，调解中心就此事联络 A 公司，向其普及了调解的作用

和优势，A 公司同意进入调解。通过调解中心与相关仲裁委员会建立的调解—仲裁联合

机制，以和解协议为基础，由仲裁委员会制作了裁决书，为本次调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案例 8

承运人无单放货案。河北某公司与巴西买方签订了买卖协议，约定支付方式是

D/P，贸易术语 FOB，承运人由巴西买家指定。货物从中国天津港海运发出后，河北公

司随即将全套正本提单交付给托收行，委托其代收货款。货物到港后，巴西买家因经

营不善，面临破产重组，不能及时付款赎单。河北公司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告知承

运人，提醒其妥善保管货物，可能需要运回。此时承运人告知该河北公司，货物已经

被巴西买方凭副本提单提走。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代理该河北公司向承运人

提起索赔并胜诉，河北公司获全部货款及利息赔偿。

案例 9

敦促履约案。美国公司在收到陕西某公司发送的产品后，发函称产品存在质量问

题。这批产品在量产之前经美国公司检测并出具了检测合格报告。陕西公司认为，美

国公司此举为恶意拖欠货款。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接到投诉后，迅速向美国公司发送

敦促函，促使美方同意签署和解协议，帮助陕西公司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

案例 10



第六篇　在希腊工作生活基本信息



  106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希腊（2020）

1　签证及居留许可

1.1 签证类别

希腊是《申根协定》成员国，持申根签

证可以入境希腊。根据有效期的不同，希腊

签证主要分为申根短期签证（C 类）和长期签

证（D 类）。两种签证分别适用于商务活动、

旅游、工作、留学等不同情况。希腊主要签

证类别及相关信息见表 6-1。

表 6-1　希腊主要签证类别①

签证类别 有效期及停留时间 适用情况 签证费用

申根短期签证

（C 类）

180 天内在申根国家过境或

停留累计不超过 90 天

旅游、商务访问或短期职

业培训、探亲访友、文化 /

体育活动、团体签证等

80 欧元

长期签证

（D 类）

一年之内在希腊停留 90 天

以上
工作、留学、家庭团聚

● 工作签证：75 欧元
● 学生签证： 90 欧元
● 家庭团聚签证：180 欧元

长期签证的有效期最长为一年。外国人如需在希腊停留一年以上，应办理居留

许可，并在长期签证有效期满前向当地外国人事务局或外国人事务中心申请办理签

证延期。②

特别提示

                                          

①    希腊外交部 . https://www.mfa.gr.

②    同①。

1.2 签证办理

办理机构

申请人可向希腊驻华使领馆和希腊签证

中心申请办理申根短期签证。希腊在北京设

有大使馆，在上海、广州等地设有总领事馆，

在北京、上海、南京、成都、广州、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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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希腊签证申请中心 . https://cn-gr.gvcworld.eu.

②    同①。

沈阳等城市设有签证中心，具体联系方式可

在 希 腊 驻 华 大 使 馆（http://www.mfa.gr/

china）及签证中心网站查询（https://cn-

gr.gvcworld.eu）。

希腊签证中心不受理长期签证申请，申

请人需前往希腊驻华使领馆申请办理。

申请材料①

根据签证类型的不同，申请人需要准备

不同的申请材料，具体材料清单见表 6-2。

表 6-2　申请短期申根签证所需材料②

签证类别 基本材料 特殊材料

商务签证

● 填写完整的签证申请表；
● 白底彩色护照照片 2 张

（3cm×4cm）；
● 护照首页复印件 2 份，

以往所有签证复印件 1

份；
● 医疗保险，保额不低于

3 万欧元；
● 机票预订单；
● 在希腊的住宿证明。

● 申请人所在公司营业执照和在职证明；
● 希腊邀请方出具的邀请信；
● 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 签发 3 个月以上且希腊签证到期后仍有效的中国暂住

证复印件（如适用）；
● 最近 3~6 个月的银行对账单。

旅游签证、探亲访

友签证

● 旅行计划；
● 希腊有关政府部门出具的邀请函或担保人签字的邀请

信（适用于探亲访友签证）；
● 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 签发 3 个月以上且签证到期后仍有效的中国暂住证复

印件（如适用）；
● 最近 3~6 个月的银行对账单。

文化 / 体育活动

签证

● 希腊邀请方出具的邀请信；
● 中国文化或体育机构的证明信原件；
● 签发 3 个月以上且签证到期后仍有效的中国暂住证复

印件（如适用）；
● 个人银行对账单、营业执照复印件。

表 6-3　申请长期签证所需材料

签证类别 基本材料 特殊材料

工作签证

● 有效护照；
● 2 张护照照片；
● 健康保险；

● 有效的雇佣合同；
● 学历和经验证明；
● 相关证书、授权书、许可证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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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类别 基本材料 特殊材料

家庭团聚签证
● 医疗证明；
● 往返机票行程单；
● 资金证明，例如银行对

账单、支票、工资单等，

表明申请人能够负担每

天至少 50 欧元的消费；
● 在希腊的住宿证明。

● 希腊有关部门出具的家庭关系证明；
● 住宿证明，包括住房购买合同或经税务机关证明的

房屋租赁合同。

学生签证

● 在相应的教育机构注册并缴纳费用的证明，或已被

希腊教育机构接受的相关注册证明；
● 能够负担在希腊学习和生活费用的收入证明，每月

至少 400 欧元。

续    表

申请流程及时间

申根短期签证。申请人可登录希腊签证

中心官网（https://cn-gr.gvcworld.eu/zh-

hans）下载短期签证申请表，并与签证中心

预约递交申请材料的时间。①根据不同签证中

心的地理位置，从递交申请材料到送达希腊

                                         

①    希腊签证申请中心 . https://cn-gr.gvcworld.eu.

驻华使领馆的时间最长为 7 天。短期签证办

理时间一般为 15 天之内。当需要进一步审查

申请人的申请时，审查时间可能会延长至 30

天。在特殊情况下，当需要申请人补交资料

时，审查时间可能会延长至 60 天。

图 6-1　申请希腊短期签证的主要流程

申根长期签证。申请人需访问希腊外交部

官网（https://www.mfa.gr/images/docs）下

载长期签证申请表，与希腊驻华使领馆预约

递交申请材料和面谈的时间。长期签证的

最短办理时间为 6 天，最长可能需要等待 3

个月。

图 6-2　申请希腊长期签证的主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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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签证注意事项

申根签证延期

一般情况下，180 天内在申根区累计停留

时间不超过 90 天，且现有签证仍在有效期之

内的外国人，可申请签证延期，但是申请人

必须能够证明延期出于合理的理由，例如不

可抗力、医疗需求或未完成的工作等重要的

个人原因导致申请人在签证有效期满前无法

离开申根国的领土。

工作签证有效期

根据希腊法律规定，欧盟 / 欧洲经济区

成员国以外的外国公民在希腊工作，必须在

入境前获得希腊工作签证。工作签证的有效

期一般为一年，但是一些特定职业的签证有

效期较短，例如从事季节性工作的员工、技

术人员等，详见表 6-4。

                                          

①    https://visaguide.world.

表 6-4　在希腊从事特定职业的工作签证有效期

职业类别 签证有效期

季节性员工 6 个月

养鱼工人 11 个月

非欧盟 / 欧洲经济区企业在希腊雇佣的外籍技术人员 6 个月

旅行团领队 8 个月

运动员、教练员 6 个月

1.4 居留许可证①

所有持一年或一年以上有效签证前往希

腊的外国人需要申请希腊居留许可证。持有

有效期不到一年的签证则不需要办理居留许

可证。

申请希腊居留许可证的主要步骤：

（1）准备曾用于申请签证而收集的材料，

其中大部分需要再次提交；

（2）填写居留许可证线上申请表，通常

需要在抵达希腊后几天内完成；

（3）与在希腊居住地的警察局预约；

（4）在警察局提交材料，并参加面试。

面试官主要会问及关于在希腊的居住目的等

问题。

持有希腊居留许可证能够享受希腊的公

共医疗和公共教育服务。外国人在希腊连续

居住 5年后，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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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租房

《民法典》（第 3853/2010 号和第 4242/ 

2014 号法律修订版）和第 34/1995 号总统令

是希腊约束房屋租赁的主要法律。①

2.1 租用办公用房②

根据《民法典》关于希腊办公用房租赁

的最新规定，③2014 年 2月之后签订的商业租

赁合同，其最短租赁期限为 3年，之前生效的

租赁合同最短期限为 12 年。在合同到期前，

租赁双方可就延长租期作出约定。未作相关约

定，租期结束后如出租人默认承租人继续租赁

办公用房的 ,则视为无限期续租。租金通常按

月支付，同时承租人需向出租人支付一定数额

的定金。希腊法律规定 ,商业租赁的租金应每

年调整一次。截至 2020 年 12 月，希腊主要城

市办公用房平均月租金标准见表 6-5。

2.2 租用住宿用房⑤

与办公用房相同，住宿用房租赁合同的最

短期限也是3年。住宿用房的租金通常由承租

人按月支付，租赁双方可自行约定付款日期。

希腊主要城市的房屋平均月租金标准见表6-6。

                                          

①    希腊 2021 年房地产法律法规 . https://iclg.com.

②    希腊法律文摘 . http://www.greeklawdigest.gr.

③    普华永道 . https://www.pwc.com.

④    Instantoffices. https://www.instantoffices.com.

⑤    Expat Focus. https://www.expatfocus.com.

⑥    Transfer Wise. https://transferwise.com.

表 6-5　希腊主要城市办公用房平均

月租金标准④

城市 平均月租金（欧元 / 平方米）

雅典 490

哈兰德里 360

帕特雷 180

塞萨洛尼基 170

拉里萨 160

表 6-6　希腊主要城市房屋平均月租金标准⑥

（截至 2020 年 12 月）

单位：欧元

类别 雅典 塞萨洛尼基

一居室（市中心） 278 276

一居室（非市中心） 282 217

三居室（市中心） 477 465

三居室（非市中心） 540 371

2.3 主要租房中介机构

在希腊，租户可以通过互联网、当地出

版物、广告或房地产中介机构寻找房源，希

腊主要的房地产中介有 Spitagatos、Xrisi 

Efkeria、Sptiti24.gr 和 Tospiti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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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希腊法律文摘 . http://www.greeklawdigest.gr.

②    Health Management. https://healthmanagement.org.

③    Expat. https://www.expatarrivals.com.

     

Spitogatos.gr

https://en.spitogatos.gr

Xrisi Efkeria

https://www.xe.gr/property

   

https://www.spiti24.gr

   Tospitimou.gr

   https://en.tospitimou.gr

2.4 租房注意事项①

在希腊租房，应注意以下事项：

（1）提前退租。租赁合同如约定租赁期

限，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承租人不得在租赁

期满前退租。如提前退租，承租人仍有义务

支付租金直至租赁合同终止。

（2）房屋损毁。承租人有义务将房屋还

原到租赁前的状态。如果房屋出现损毁，且

由于非正常使用造成，出租人有权按照损毁

情况要求承租人赔偿经济损失。赔偿期限为

租赁期结束后 6个月内。

（3）延迟退租。承租人退租前应及时清

理个人物品并在约定时间内退租，如因个人

原因延迟退租而使导致房屋无法按时继续出

租的，出租人有权要求承租人赔偿可能的经

济损失。房屋已交付给出租人，且承租人的

个人物品不影响房屋可使用性的情形除外。

3　医疗及保险

3.1 医疗体系概览②

希腊医疗体系比较完善，主要包括公共

医疗服务、私立医疗服务和紧急医疗服务。③

公共医疗服务

希腊公共医疗体系由分布在全国的 130

家公立医院、200 家初级医疗健康服务中心和

1500 家乡村医疗服务中心组成，为纳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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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体系内的居民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医疗

保障服务。此外，公共医疗服务还涵盖部分

非基本药物、眼科、牙科等诊疗服务。只要

外籍居民及其家人向希腊社会保险机构缴费，

在公立医院就诊就可享受免费或部分免费的

医疗保健服务。

私立医疗服务

希腊私立医疗体系由私立医院、与保险

基金签订合同的私人执业医生等组成。与公立

医院相比，私立医院可以提供更先进的医疗设

备，患者就诊所需等待的时间也较短。但私立

医疗服务费用较高，且不包括在公共医疗保险

范围内。希腊私立医院大多与美国等国家的医

疗机构开展合作，其医生和护士的英语较为熟

练，可以用英语与患者进行交流。

紧急医疗服务

紧急医疗服务对个人是免费的，服务过

程中产生的费用均由政府承担。危重病人可

以选择直接去公立医院的急诊科或拨打国家

急救中心（EKAV）电话。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希腊开始在全国

使用欧洲统一的紧急救助服务号码（112）。

该系统能自动定位呼叫者以提供紧急救援服

务。目前希腊 112 热线电话操作员可使用希

腊语、英语和法语进行应答。

3.2 医疗保险

公共医疗保险①

在希腊，一般由雇主为员工缴纳公共医

疗保险，包括外籍员工。员工开始工作时，

即可获得社会保险号码（AMKA 码），并凭此

号码处理相关社保事项。②如果雇主未给员工

缴纳公共医疗保险，雇员可以向当地的公共

保险系统（EFKA）办公室申请办理公共医疗

保险，需提交的材料：基本信息表格、护照

复印件、护照照片 2 张、税号、AMKA 号码、

居留证（在希腊居住 3个月以上需提供）。

私人医疗保险③

私人医疗保险可以补充公共医疗保险未

能覆盖的部分，因此，在希腊居民和外籍人

士中都很受欢迎。如果被保险人已经在另一

个国家 / 地区购买私人健康保险，可以将其

适用地区扩展至希腊。

私人医疗保险不仅包括所有基本医疗保

健服务，还包括专家治疗、在希腊较好的医

院接受治疗、先进的牙科治疗和部分可选择

的整容手术等。

3.3 就医与买药

就医④

在希腊，患者可直接前往公立全科或专

                                          

①    Expat Focus. https://www.expatfocus.com.

②    https://www.allianzcare.com.

③    安泰国际 . https://www.aetnainterational.com.

④    希腊投资者指南 . https://www.greeceinvestorgui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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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etna International. https://www.aetnainternational.com.

②    Allianz Care. https://www.allianzcare.com.

③    Transferwise. https://transferwise.com.

④    https://transferwise.com.

⑤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 http://gr.mofcom.gov.cn.

科医院、乡村医疗服务中心等医疗机构就

诊。①购买了私人医疗保险的患者还可以到私

人医疗保险公司合作的医院、诊所就诊。鉴

于希腊医疗服务费用价格较为合理，患者也

可以到医生推荐的其他医院就诊或通过医生

预约平台（https://www.doctoranytime.gr/

en）预约合适的专家。

买药②

希腊药店非常多，其标识通常是白底绿

色十字。很多希腊药剂师会讲英语，并能够

提供一定的用药建议。大多数常用药品都能

在药店买到。药店的营业时间为早上 8:00—

下午 1:00 和下午 5:00—晚上 8:30。如果药

店关门，门上一般会有标识牌说明附近营业

药店的详细信息。

4　开设银行账户③

4.1 开设个人账户

外国人在希腊开设银行账户，需要向银

行提交相关材料并按银行的要求存入最低存

款金额。一般情况下，申请人需提交的材料

主要包括：

● 护照；

● 居住地证明，一般为有居住地址的近期

水电费消费单；

● 当地个人税号；

● 上一个居住国家/地区的纳税申报单；

● 收入证明；

● 经公证的上述材料的英语或希腊语翻译

件（部分银行需要提供）。

除上述材料外，银行可能要求申请人提

供曾经开户银行的推荐信以证明其信誉，并

签署一份声明以确认申请人开设的账户是供

个人使用而不是为企业服务。

大部分银行提供网上开户服务，在账户

完全激活之前，申请人需要亲自到银行留存签

名样本，并在会面时根据银行具体要求提供补

充信息。④开设个人账户通常不需要缴纳账户

管理费，但是每家银行都会对特定服务收取费

用，例如从 ATM 机取款或进行跨境转账等。

4.2 开设公司账户

外国企业在希腊开设公司账户，需提交

以下主要材料及其有法律效力的翻译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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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公司的章程或其商业登记簿；

● 外国公司资信状况证明；

                                          

①    中国领事网 . http://cs.mfa.gov.cn.

②    Tripsavvy. https://www.tripsavvy.com.

③    希腊企业局 . https://www.enterprisegreece.gov.gr.

④    希腊旅游局 . http://www.visitgreece.gr.

● 外国公司决定在希腊设立分公司的决

议和分公司代表的任命书。

5　交通出行

5.1 公共交通方式①

希腊的公共交通方式包括飞机、地铁、

城际列车、有轨电车、出租车等。

飞机②

希腊有 45 个机场，包括 15 个国际机场、

26 个国内机场和 4 个市政机场。③主要的国际

机场包括：雅典国际机场、亚历山大罗波利

斯的“迪莫克里托斯”国际机场、塞萨洛尼

基的“马其顿”国际机场以及科孚的“约安

尼斯·卡波迪斯”国际机场等。④雅典国际机

场位于雅典东南，距市中心 45 公里。机场周

围交通便利，包括：

（1）地铁：地铁 3 号线“Aghia 滨海—

雅典国际机场”；

（2）市郊铁路：雅典国际机场通过市郊

铁路连接雅典中央火车站（Larissis 站）、

庇里犹斯港和基亚托；

（3）巴士：4 条公交线路直接连接雅典

国际机场与比雷埃夫斯与机场；

（4）区域公交：5个区域巴士在机场运行。

希腊最大、最有名的航空公司是爱琴海

航空公司（Aegean Airlines）。

地铁

雅典有 3 条地铁（包括郊区铁路线）、

40 个车站（包括 4 个与郊区铁路共同使用的

车站），以市中心为交汇点，连接东西，贯

通南北，把雅典主要居民区、商业区、市中

心宪法广场、卫城等景点联系起来，乘坐地

铁出行十分方便。3 条地铁分别是绿线、红

线和蓝线。

（1）绿线：从西南部的比港出发，向北

穿过市中心，终点在北部的基菲夏；

（2）红线：从西部的佩里斯特里出发，

向南穿过市中心，经过宪法广场，终点在埃

林尼科；

（3）蓝线：从西部郊区的马丽娜出发，

向东穿过市中心，终点在东北方向的雅典国

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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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地铁未设置屏蔽门，乘坐

时需小心与轨道之间的距离，以免

受伤。

特别提示 城际列车

希腊作为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其四通八

达的城际列车也是居民出行的理想选择。城

际列车的主要类型及服务内容见表 6-7。

表 6-7　希腊城际列车的主要类型及服务内容

类型 服务内容

InterCity Express

列车

● 为往返雅典和塞萨洛尼基的乘客提供优质、快速的旅行体验。
● 乘客持有欧洲铁路通票（Eurail Pass）乘坐该列车，通常需要事先预订座位并额外

支付预订费用。

InterCity 列车
● P1 线：比港出发，沿西郊行驶，中间经停市区的雅典站，终点是 Ag.Stefanos 站。
● P2 线：Ano Liosia 站出发，沿途经东北区，连通雅典机场。

郊区的 Proastiakos

列车

● 雅典—科林斯，时间：1 小时 20 分钟；
● 雅典（中央火车站“Stathmos Larissis”）—E. Venizelos/ 雅典机场，时间：45 分钟；
● 科林斯（新火车站）—E. Venizelos/ 雅典机场，时间：1 小时 20 分钟。

国内夜班列车 ● 主要往返雅典和塞萨洛尼基之间。

有轨电车

雅典的有轨电车从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出

发，沿西南方向行驶，抵达海边的 Batist

站。从这个站点开始有轨电车分向2个方向，

一条线路前往北部比港，另一条线路则往南

经过南部的各海滨区域，一直到南部富人区

沃拉。

出租车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希腊出租车价格

较为便宜。如果没有交通堵塞，搭乘出租车

较为方便。

5.2 购车驾车①

购车

在希腊，如果选择购买新车，可以直接

在汽车品牌经销商的门店或网站购买；如果

需要购买二手汽车或摩托车，可在二手车网

站浏览。希腊主要的二手车网站有 Lalafo、 

Autopark、Autokinito 和 Automoto 等。

https://lalafo.gr

                                          

①    TransferWise. https://transferwi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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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utopark.gr

https://autokinito.com.cy

https://www.xe.gr/automoto

                                          

①    TransferWise. https://transferwise.com.

在希腊，购车的主要流程如图 6-3 所示。

从经销商处购买车辆，经销商将代为办

理过户登记。如果购买二手车，且卖方未办理

车辆登记，买方需要自行携带相关材料前往车

辆登记处登记，主要包括：护照原件、车辆所

有权证书、驾驶执照正本、希腊居留许可。在

完成登记后，车主即可申请车辆牌照。

图 6-3　希腊购车主要流程

驾照①

如果驾车人持有欧盟其他成员国签发的

驾照，则无需再考取希腊驾照，否则驾车人

需考取希腊本地驾照。获取驾照的相关条件

如下：

（1）申请者需年满 18 周岁；

（2）居住在希腊，非欧盟公民在取得居

留许可证 185 天后可以申请驾照；

（3）申请者没有欧盟其他国家驾照。

在希腊获取驾照首先需要完成驾校课

程，包括理论课和实践课。其中，理论课要

求学员完成 20 个学时的理论教程以及交通局

安排的 1 小时理论考试。考试语言包括阿拉

伯语、英语、希腊语和俄罗斯语，授课语言

依具体驾校而定；实践课要求学员在教练的

指导下完成 20 个小时的实践课程。驾校的费

用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为 1300 欧元左右。

办理驾照需提供的材料包括：4张本人照

片、身份证 / 护照 / 居留许可证以及纳税识

别号（Tax  File  Number）。办理驾照的费用

通常包括：健康体检费（20 欧元）、眼科体

检费（20 欧元）、交通局申请费（50 欧元）

和制照费（30 欧元）。申请人需自行将上述

费用统一汇至希腊国家银行的固定账号。

交规

驾车。车辆靠右行驶。除法律另行规定

外，右侧的车辆有优先通行权。希腊的大多

数路标为希腊语及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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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thens Guide. https://www.athensguide.com.

②    Tripsavvy. https://www.tripsavvy.com. 

限速。城市地区的最高时速为 50 公里

（30 英里）；非城市道路的最高时速为 110

公里（68 英里）；国道和高速公路最高时速

为 120 公里（75 英里）。

安全带及儿童乘车。前后排乘客必须使

用安全带；10 岁以下的儿童不能坐在前排，3

岁以下的儿童需要使用安全座椅。

鸣笛。除非遇到紧急情况，一般情况下，

希腊禁止在城市和城镇地区使用汽车喇叭。

在高山道路上，当车辆绕过一个盲弯之前可

以使用喇叭提醒迎面而来的车辆。

酒 驾。驾驶人的血液酒精含量小于或

等于 0.05% 不属于酒驾。若驾驶人取得驾

照不足 2 年，其驾车时的血液酒精含量超过

0.02%，则被认定为酒驾，将被罚款 200~1200

欧元，情节严重者将被吊销驾照。①

车辆必备设备。希腊法律规定，车辆必

须配备灭火器、急救箱、高能见度安全衣、

三角警示牌、前照灯调节器、便携式呼气分

析仪等设备。

收费公路

在 希 腊， 有 两 种 特 殊 道 路“Ethniki 

Odos”和“National  Roads”( 类似国道 ) 需

要收费。收费标准因车辆类型而异，可以用

现金或借记卡 / 信用卡支付。此外，在雅典

国际机场和市中心之间的主干道上也有收费

站。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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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简介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贸促会”）成立于 1952 年，是中国对外开放

领域重要的公共服务机构。经过 68年的发展，中国贸促会已经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经贸界人士、

企业、团体的重要纽带，成为境内外工商界开展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并将致力于为全球

工商界提供贸易投资促进服务和商事法律服务，代表中国工商界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贸促会已在全球设立 32 个驻外代表处，与 14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6 家对口机构及相

关国际组织建立了 382 个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初步形成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海外

工作网络。在中国贸促会推动下，地方各级和行业贸促会数量已超过 1000 家。贸促会和贸促

工作的有效覆盖面不断扩大。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贸促会将奋力推进新时代贸促事业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具有

中国特色的、充满活力的世界一流贸易投资促进机构，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贸促会网站 中国贸促会微信公众号

“中国贸促”

中国国际商会网站 中国国际商会微信公众号

“中国国际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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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希腊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网址

1 希腊议会 https://www.parliament.gr

2 希腊总统府 https://www.presidency.gr

3 希腊总理府 https://www.primeminister.gr

4 希腊外交部 https://www.mfa.gr

5 希腊财政部 https://www.minfin.gr

6 希腊基础设施和交通部 https://www.yme.gov.gr

7 希腊内政部 https://www.ydmed.gov.gr

8 希腊国防部 https://www.mod.mil.gr

9 希腊司法部 https://www.ministryofjustice.gr

10 希腊发展与投资部 https://www.mindev.gov.gr

11 希腊环境和能源部 https://www.ypeka.gr

12 希腊教育和宗教事务部 https://www.minedu.gov.gr

13 希腊劳动和社会事务部 https://www.ypakp.gr

14 希腊公民保护部 https://www.yptp.gr

15 希腊海运、交通与岛屿政策部 https://www.ynanp.gr

16 希腊卫生部 https://www.moh.gov.gr

17 希腊司法、透明和人权部 https://www.ministryofjustice.gr

18 希腊农业发展和食品部 https://www.minagric.gr

19 希腊文化体育部 https://www.culture.gov.gr

20 希腊农村发展和粮食部 https://www.minagric.gr

21 希腊银行 https://www.bankofgreece.gr

22 希腊企业局 https://www.enterprisegreece.gov.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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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中国驻希腊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联系方式

1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

网址：http://gr.china-embassy.org

电话：+30-210-6723282

传真：+30-210-6718839

邮箱：chinaemb_gr@mfa.gov.cn

地址：2A, Krinon Str., 15452 P. Psychico, Athens, Greece

2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网址：http://gr.mofcom.gov.cn

电话：+30-210-6723281, +30-210-6727492

地址：7 DiadohouParvlou, P. Psychico, Athens, Greece

3 希腊中国工商会

网址：http://www.chinese-chamber.gr

电话：+30-210-3629445, +30-210-3629219

传真：+30-210-3629052

邮箱：info@chinese-chamber.gr

地址：10 Amerikis Str., Athens-Gre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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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希腊主要商协会联系方式

序号 商协会名称 联系方式

1 希腊企业联合会

地址：Xenofontos 5, Athens 10557

电话：+30-211-5006 000

网址：https://www.sev.org.gr

2 希腊外贸协会

地址：Marino Antipas 86-88, Athens, Solar 16346

电话：+30-210-9982166

网址：https://www.hepo.gr

3 雅典工商会

地址：Academias 7, Athens 10671

电话：+30-210-3604815

网址：https://www.acci.gr

4 希腊华人华侨总会

地址：Κepamikou 52, T.K.10436, Athens

电话：+30-210-5226074

网址：http://cgm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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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希腊主要第三方服务机构联系方式

序号 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

1 普华永道雅典办公室
268, Kifissias Avenue GR-152 32 

Halandri

网址：https://www.pwc.com

电话：+30-210-6874400

传真：+30-210-6874444

2 普华永道塞萨洛尼基办公室 16, Laertou&Agias Anastasias Street

网址：https://www.pwc.com

电话：+30-2310-488880

传真：+30-2310-459487

3 德勤雅典办公室 3a Fragkokklisias & Granikou Str.
网址：https://www.deloitte.com

电话：+30-210-6781100

4 德勤塞萨洛尼基办公室
VEPE Technopolis-Building Z2 

Pylaia, Thessaloniki

网址：https://www.deloitte.com

电话：+30-2310-406500

5 德勤伊拉克利翁办公室
16b, Dimoktratias Avenue Herak-

lion, Crete

网址：https://www.deloitte.com

电话：+30-281-6005700

6 安永雅典办公室
Place de Pont-Rouge 1, 8B Chi-

marras Str., Maroussi

网址：https://www.ey.com

电话：+30-210-2886000

7 毕马威雅典办公室 3, Stratigou Tombra Street
网址：https://home.kpmg

电话：+30-210-6062100

8 毕马威塞萨洛尼基办公室
Aghias Anastasias &Laertou, 

Philippos Business Center

网址：https://home.kpmg

电话：+30-2310-550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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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希腊部分中资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方式

1 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港口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olp.gr

电话：+30-210-4060881

2 天华阳光希腊公司
邮箱：greece@skysolarholdings.com

电话：+30-210-7210988

3 华为电讯希腊公司
网址：https://e.huawei.com

电话：+30-210-6879008

4 中兴通讯希腊公司
网址：https://www.zte.com.cn

电话：+30-210-6146179

5 汉能希腊公司
网址：http://en.hanergymobileenergy.com

电话：+30-210-8940200

6 中国国家电网驻希腊公司
网址：http://www.sgcc.com.cn

电话：+30-210-9466785

7 中国船级社雅典分社
网址：https://www.ccs.org.cn

电话：+30-210-4520065

8 中航希腊国际船舶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17th Xanthou Glyfada 16674，Athens,Greece

9
中船重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希腊代

表处

地址：138 karaiskou, 18536,Piraeus,Greece

电话：+30-210-451872

10 中国国家航空雅典营业部
地址：214 Syngrou Ave 17672 Athens,Greece

电话：+30-210-7220630

11 中远海运集运（希腊）有限公司
地址：85 AktiMiaoulI& 2，Flessa STR.,18538 Piraeus Greece

电话：+30-210-429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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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

希腊大型展览会简介

序号 展会名称 基本信息 展会介绍 展会 LOGO

1
希腊世界咖啡展览会

World of Coffee

时间：6 月

周期：每年一届

地点：雅典大都会博览馆

网址：https://worldofcoffee.

　　　org

由 特 色 咖 啡 协 会

主办，每年吸引近

11000 名参观者和

240 多家参展商。

2

希腊雅典国际安防智能

建筑展览会

SECUREXP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echnologies Exhibition

时间：5 月

周期：每两年一届

地点：雅典地中海展览中心

网址：https://www.secur-

　　　expo.eu

希腊唯一的安防与

智能建筑技术专业

展览会。

3

希腊雅典船舶海事展览会

Posidonia-The nterna-

tional Shiiping Exhibition

时间：6 月

周期：每两年一届

地点：雅典大都会博览中心

网址：https://posidonia-

　　　events.com

创办于 1969 年，是

希腊最大的船舶展

会之一。2018 年，

展会吸引了 92 个国

家和地区的 2009 家

参展商和来自 104

个国家的 39485 参

观者。展会还设有

包括中国馆在内的

20 余个国家展馆。

4

希腊萨洛尼卡国际酒店

设备展览会

Hotelia-International 

Hotel Equipment 

Exhibition

时间：11 月

周期：每年一届

地点：萨洛尼卡会展中心

网址：https://hotelia.hele-

　　　xpo.gr

创办于 2014 年，重

点展示希腊和全球

在酒店、餐饮和行

业的所有发展和趋

势，每年吸引大量

酒店经营者、建筑

师、装饰师、咖啡

厅经营者等旅游业

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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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希腊（2020）

鸣　谢

《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南》由中国贸促会贸易投资

促进部统筹编制，希腊卷由普华永道咨询（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组织

编写，中国商务出版社进行排版审校。虽然我们力求完善，但由于时间仓促、

水平所限，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如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在编写本卷过程中，我们参阅了中国外交部、中国商务部、希腊外交

部、希腊国家银行、希腊企业局、欧盟统计局，以及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

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公开信息，得到了中

国驻希腊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普华永道希腊等专业机构的大力支持，对此我

们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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