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希  腊 

（2021年版）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 



希  腊 

 

 5 兰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
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继续前进，开展国际经贸合作面
临重要机遇。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竞争日趋激烈，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全
球性问题对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国际经贸合作环境日趋
复杂。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对外投资合作，
应把握国际格局发展战略态势，统筹国内和国际，积极应对挑战，
趋利避害，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积极贡献。 

商务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积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
走出去，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引导对外投资合作健康平稳有序
发展。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537.1亿美元，首次位居
全球第一，在全球直接投资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资企业合理有
效利用境外市场资源，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和竞争，助力东道国经济
社会发展，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活力。 

为更好地帮助企业了解和熟悉当地营商环境，有效防范化解包
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各类风险，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和驻外使领馆经商机构编写了2021版《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
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南》涵盖175个国家和地区，全
面、客观地反映对外投资合作所在国别（地区）宏观经济形势、法
律法规、经贸政策、营商环境等走出去企业关心的事项。在数字经
济和绿色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
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和全球发展新动能的背景下，《指南》
对部分国别（地区）发展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的有关政策法规、发
展现状和国际合作给予关注。 

希望2021版《指南》对有意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的企业
有所帮助，也欢迎社会各界批评指正，提出宝贵意见。同时，我们
将认真吸纳有益建议，不断改进工作，把《指南》越办越好，为提升
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推动对外投资合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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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我们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
局，创新《指南》编制工作，更加精准有效地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优
质信息服务，助力企业走出去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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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最南端，北同保加利亚、北马其顿、阿尔巴
尼亚相邻，东北与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接壤，西南濒爱奥尼亚海，东临爱琴
海，南隔地中海与非洲大陆相望，地处欧亚非枢纽，区位优势显著，战略
位置突出。希腊是海运大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商船队。希腊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自然风光秀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希腊地理环境独
特，农业资源丰富，盛产橄榄油、葡萄酒等农副产品。希腊法律属于大陆
法系，法律体系较为健全。 

中国和希腊作为东西方两个文明古国，双方交往历史悠久，两国人民
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自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高层互访频繁，贸
易、投资、海运、旅游等各领域合作不断加强。2019年，中希实现元首互
访，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引领中希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取得新突破。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人类
卫生健康和世界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疫情下，中希两国始
终执手相携、守望相助，充分彰显了中希传统友谊的深度和厚度。在密切
抗疫合作的同时，中希双方倾力落实两国领导人2019年互访期间达成的重
要共识，奋力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提质增效，努力为后疫情时代中
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蓄积新动能、迸放新活力。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中希双边货物贸易总额为78.1亿美元，同比
出现7.7%的下滑。但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中国自希腊进口7.7亿美元，同
比增长6.6%，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双边贸易尤其是希腊对华出口的活力与
潜力。作为“一带一路”上的明珠项目，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经受住了疫情
的巨大考验，2020年集装箱吞吐量仅小幅下降3.8%至544万标箱，继续保持
地中海第一大港和欧洲前四大港地位。以比雷埃夫斯港为枢纽的中欧陆海
快线运力得到进一步提升，2020年完成货运量逾12.2万标箱，发运班列数
1930列，同比分别大幅增长47.3%和41.4%，为疫情下国际物资保障发挥了
积极作用。继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希腊以主宾国身份成功参展后，
2020年希腊企业继续积极参展，希腊发展和投资部秘书长在线出席第三届
进博会开幕式。希腊于2019年正式成为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新成员，
2021年2月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线出席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6
月希腊发展和投资部长乔治亚季斯在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开
幕式上视频致辞。“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为后疫情时
代的中希经贸互利合作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希

参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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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独立战争200周年和中希文化旅游年。当前，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希腊基于“绿色转型、数字化转型、就业与社会凝聚
力、私人投资与经济转型”四大支柱正积极推进“希腊2.0”复苏计划。面
对新冠疫情下的挑战以及后疫情时代的发展机遇，希望双方企业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交流合作，继续深化在基础设施、交通、能源、
电信、海洋、制造业、金融业和农业等各领域的经贸投资合作，谱写后疫
情时代中希经贸合作发展的新篇章。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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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这本指南将告诉你什么？ 
 

在你准备赴希腊共和国（The Hellenic Republic，以下简称“希腊”或
“希”）开展投资合作之前，你是否对希腊的投资合作环境有足够的了解？
那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如何？有哪些行业适合开展投资合作？
在希腊进行投资合作的商务成本是否具有竞争力？应该怎样办理相关审
核手续？当地规范外国投资合作的法律法规有哪些？在希腊开展投资合
作应特别注意哪些事项？一旦遇到困难该怎么办？如何与当地政府、议会、
工会、居民、媒体以及执法部门打交道？《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
南》系列丛书之《希腊》将会给你提供基本的信息，成为你了解希腊的向
导。 

 

 



2 2 希  腊 

 

 1. 国家概况 

1.1 发展简史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拥有悠久的历史，并对三大洲的历史发展
有过重大影响。公元前3000年至前1100年克里特岛曾出现米诺斯文明，公
元前1600年至前1050年伯罗奔尼撒半岛出现迈锡尼文明。公元前800年形
成奴隶制城邦国家，公元前5世纪进入鼎盛时期。公元前146年并入罗马帝
国。15世纪中期被奥斯曼帝国统治。1821年爆发独立战争，1832年成立王
国。1974年通过全民公投改为共和制。此后由新民主党和泛希腊社会主义
运动（简称泛希社运）轮流执政。2015年激进左翼联盟（简称左联党）首
次上台执政。2019年新民主党重新赢得大选。 

希腊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1950年加入世贸组织前身关贸总协定，
1952年加入北约，1961年成为经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1981年加入欧盟
前身欧共体，2001年加入欧元区。希腊是东南欧地区重要国家，在巴尔干
半岛具有较大影响力。 

1.2 自然环境 

1.2.1 地理位置 

希腊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最南端，国土面积约13.2万平方公里。希腊
北同保加利亚、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相邻，东北与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接
壤，西南濒爱奥尼亚海，东临爱琴海，南隔地中海与非洲大陆相望。 

希腊属于东2区，冬季比北京时间晚6小时。每年3月至10月实行夏令时，
期间比北京时间晚5小时。 

1.2.2 自然资源 

希腊的主要矿产有褐煤（储藏量58亿吨）、铝矾土（储藏量约10亿吨）、
镍、铬、镁、石棉、铜、铀、金、石油、大理石等。森林覆盖率为17%。 

【褐煤】褐煤主要产自西马其顿Ptolemais-Amynteo和伯罗奔尼撒
Megalopolis的七个煤矿，其中西马其顿矿区产量占75％，希腊褐煤产量位
居欧盟第一，世界第六。由于褐煤发电效率较低且对环境污染较大，希腊
政府计划从2020年起逐步淘汰褐煤电站。 

【铝土矿】希腊铝土矿储量较大，但属于中低品位的水软铝石和水硬
铝石。 

【原油】希腊国产原油主要来自北爱琴海萨索斯岛的普利诺斯（Prinos）

http://baike.baidu.com/view/80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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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该油田于1981年开始投产，最初估测的2P储量（证实储量与可能储
量之和）为6000万桶，但目前已累计实际生产逾1.1亿桶，2019年平均日产
量约3300桶，平均生产成本约21.5美元每桶。Energean油气公司是目前唯一
一家在希腊生产石油的公司。希腊还有两处开发油田，其中位于伯罗奔尼
撒半岛西北海域的卡塔科隆（Katakolo）油田2P储量约1000万桶，位于普利
诺斯油田西北的艾普西隆（Epsilon）油田2P储量约1500万桶。此外，目前
希腊还有13处石油勘探区块，其中9处为海上区块，主要位于爱奥尼亚海和
西克里特海域。 

【风能和太阳能】希腊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丰富，新能源发展潜力巨大。
风能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发展迅速，2017年希腊风力发电首次超过水力
发电量，2019年风力发电量为6.6太瓦时，风力电站装机容量为3283兆瓦，
占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的52.5%。希腊太阳能产业自2006年有明确法律
框架鼓励太阳能发电后开始较快发展，但受欧盟电价补贴大幅降低和希腊
债务危机影响，希腊太阳能发展在2014-2018年经历了一段降温期。2019年
希腊太阳能装机容量2288兆瓦（不包括屋顶分布式光伏），占可再生能源
总装机容量的36.6%。希腊政府计划在2030年前将可再生能源占最终能源
消耗的份额提升至35%。 

1.2.3 气候条件 

希腊属亚热带地中海式气候，冬季阴冷潮湿，气温0-13℃，夏季干燥
炎热，气温23-41℃。 

1.3 人口和行政区划 

1.3.1 人口分布 

截至2020年，希腊人口为1056.76万人，其中15岁以上劳动力人口为463
万人，大学学历以上劳动力人口为211万人。希腊人口主要集中在雅典和萨
洛尼卡两大城市，雅典所在的阿提卡省和萨洛尼卡所在的中马其顿省人口
合计占全国总人口的53%。 

旅居希腊的华侨华人总数将近2万，主要集中在雅典和萨洛尼卡，华侨
华人主要来自浙江和福建等地。 

1.3.2 行政区划 

希腊全国分为13个行政省（大区）和325个行政市。13个行政省名称如
下：阿提卡、中马其顿、东马其顿和色雷斯、伊庇鲁斯、西马其顿、色萨
利、中希腊、西希腊、伯罗奔尼撒、爱奥尼亚群岛、北爱琴、南爱琴、克
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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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首都雅典是世界历史名城，城内的雅典卫城中的帕特农神庙是西
方文化的象征。雅典位于阿提卡盆地的南部，东西北三面环山，南面是萨
洛尼科斯海湾。雅典是希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欧盟商业中心
之一，城市面积为39平方公里，加上郊区为412平方公里。雅典所在的阿提
卡省常住人口约为374万，占全国人口约1/3。雅典是希腊最重要的经济中
心，全国53%的工业集中于此。 

萨洛尼卡是希腊第二大城市、北方工业重镇，其所在的中马其顿省人
口约185万。萨洛尼卡是整个巴尔干地区的经济贸易中心，其国内生产总值
约占全国的30%。 

1.4 政治环境 

1.4.1 政治制度 

【宪法】希腊现行宪法于1975年6月11日生效，国家体制为“总统议会
共和制”。总统为国家元首，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立法权属议会和总统，
行政权属总理，司法权由法院行使。1986年、2019年两次修宪。 

【议会】希腊议会实行一院制，议会的主要职能是立法和监督政府工
作，议会由全国56个选区普选产生，共有300名议员。本届议会于2019年7
月选举产生，任期4年。议会议席分配如下：新民主党158席，激进左翼联
盟86席，变革运动党22席，希腊共产党15席，希腊解决方案党10席，欧洲
抵抗先锋党9席。康斯坦丁诺斯·塔苏拉斯（Constantine An. Tassoulas）任
议长。 

【国家元首】总统卡特里娜·萨克拉罗普卢（Katerini Sakellaropoulou）。
1956年生于希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毕业于雅典大学法学院，后赴巴黎
第二大学攻读研究生。法律领域专业人士，无政党背景。1982年进入最高
行政法院任初级法官，1988年升任第三分庭（负责公务员纠纷）二级法官，
2000年升任第五分庭（负责环境法纠纷）一级法官，2015年任主管第三分
庭的副院长，2018年10月当选最高行政法院院长。2020年3月出任希腊总统，
任期5年。懂英语、法语。 

【政府首脑】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
1968年生于雅典，本科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后获得斯坦福大学
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米佐塔基斯投
身金融圈，曾先后在英美任职于大通银行和麦肯锡咨询公司，后返回希腊
担任阿尔法银行和国民银行高管。2003年步入政坛后，于2004年、2007年、
2009年和2012年连续高票当选希腊议会议员，并曾于2013年6月在萨马拉
斯政府出任行政改革和电子事务部部长。2015年，出任新民主党主席。2019
年7月出任希腊总理，任期4年。已婚，育有一子两女。 

http://baike.baidu.com/view/547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391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391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8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34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7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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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机构】希腊最高司法机构包括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及检察
机构。法院分初级、上诉及最高法院三级。各级法院设有检察官，初级地
方治安法院设有公诉人。 

【军事】总统是名义上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总理负责国防政策和军
队建设，任最高国防委员会主席。国防部长在总理领导下实施国防政策和
管理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主管作战指挥机构。军队受本国和北约双重指挥。
实行义务兵役制，服役期自2010年起由12个月减为9个月。希腊正规军总兵
力近15万人，其中陆军9.35万人，海军1.5万人，空军3.3万人。除正规军外，
准军事部队（国民警卫队、警察、港警等）共5万人。 

1.4.2 主要党派 

【新民主党】1974年9月成立，创始人是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该党
是中右翼政党，欧洲人民党成员，曾于1974-1981年，1990-1993年、2004-
2009、2012-2014年执政。在2019年7月议会选举中胜选并单独组阁。 

【激进左翼联盟】简称“左联”，成立于2004年1月，由十余个左翼小
党组成，主要是当年希共国内派成员。2012年6月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
反对党。2013年召开首届党大会，正式完成从竞选联盟到政党的转变。于
2015年至2019年执政。在2019年7月议会选举中败选，目前为第一大反对党。 

【变革运动党】2017年11月成立，由泛希社运合并民主左翼中左力量
以及河流党组建而成，后两者因在马其顿国名问题上政见分歧先后脱离该
党。泛希社运创始人是安德烈·帕潘德里欧，该党于1981—1989年、1993—
2003年、2009年底—2011年执政；2012年6月大选后，与新民主党、民主左
翼共同组建联合政府。 

【希腊共产党】简称“希共”，成立于1918年，其诞生受到俄国“十
月革命”影响，自身定位为希腊工人阶级先锋队。 

【希腊解决方案党】2016年6月28日成立。创始人是基里亚科斯·维洛
普洛斯（Kyriakos Velopoulos），于2019年7月首次进入议会。 

【欧洲抵抗先锋党】成立于2018年的左翼政党。该党是欧洲民主运动
2025、欧洲之春和进步国际的一部分。 

1.4.3 政府机构 

现政府于2019年7月8日组成，2021年8月小幅改组。政府主要成员有：
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副总理帕纳约蒂斯·比
克拉梅诺斯（Panagiotis Pikrammenos），外交部长尼科斯·登迪亚斯（Nikos 
Dendias）、财政部长赫里斯托斯·斯泰库拉斯（Christos Staikouras）、发展
和投资部长斯皮里宗-阿佐尼斯·乔治亚季斯（Spyridon-Adonis Georgiadis）、
公民保护部长米哈利斯·赫里索希季斯（Michalis Chrisochoidis）、国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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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尼科斯·帕纳约托普洛斯（Nikos Panagiotopoulos）、教育和宗教事务部
长妮基·凯拉梅乌斯（Niki Kerameus）、劳工和社会福利部长科斯蒂斯·哈
齐扎基斯（Kostis Chatzidakis）、卫生部长瓦西利斯·基基利亚斯（Vasilis 
Kikilias)、环境和能源部长科斯塔斯·斯克雷卡斯（Kostas Skrekas）、文化
和体育部长莉娜·门佐尼（Lina Mendoni）、司法部长科斯塔斯·齐亚拉斯
（Kostas Tsiaras）、内政部长马基斯·沃里季斯（Makis Voridis）、数字治
理部长基里亚科斯·皮埃拉卡基斯（Kyriakos Pierrakakis）、基础设施和交
通部长科斯塔斯-阿希莱亚·卡拉曼利斯（Kostas Achillea Karamanlis）、海
运和岛屿政策部长扬尼斯·普拉基奥塔基斯（Giannis Plakiotakis）、农业发
展和食品部长斯皮利奥斯·利瓦诺斯（Spilios Livanos）、旅游部长哈里斯·塞
奥哈里斯（Charis Theocharis）等。 

希腊经济主管部门主要包括： 
【外交部】下属B总司（国际经济关系与发展合作总司）负责双边经济

关系事务，内设8个司，其中B5司负责与除希腊邻国和地中海国家之外所
有国家的双边经贸关系，B8司负责经济发展事务。 

【发展和投资部】负责国家招商引资、工业、贸易和重大合作项目的
推动。 

【财政部】负责国家财政、税收、海关、统计等经济事务的政策制定
和监督管理工作，下设财政、税收与关税、私有化、公私合营、国有企业、
统计、信息等总司。 

【环境和能源部】负责环境和能源政策的制订和实施。 
【海运和岛屿政策部】主管希腊航运业和岛屿政策的制订。 
【基础设施和交通部】负责制定和实施国家交通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政

策，并在欧洲和国际层面建立适当的体制框架，以发展最优质的运输，公
共交通，电信和邮政服务。 

1.5 社会文化 

1.5.1 民族 

希腊人口98%以上为希腊人，其余为其他少数民族。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到希腊谋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在雅典和萨洛尼卡的华人批发行发展到约400家，
分散在希腊各城镇、岛屿和乡村的零售店约2000家，华人约2万人。 

1.5.2 语言 

希腊官方语言为希腊语，英语也被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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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宗教和习俗 

【宗教】古希腊人信奉的宗教为多神教，源于公元前8世纪荷马史诗之
前，至公元5-6世纪消失。 

现代希腊的国教是东正教，是与天主教、新教并立的基督教三大派别
之一。希腊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及日常生活都与东正教有着密切联系。
与天主教一样，东正教有七大圣礼：受洗、涂圣油、受圣职、告解、婚配、
终傅、圣体血，在东正教中占重要的位置。东正教教堂或者修道院要求游
客穿戴得体，不得裸露肩膀或膝盖，女性不可站在圣坛后。 

【习俗】希腊人属于典型的南欧人，性格开朗、热情、豪放、好客、
健谈、易激动。希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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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了年纪的人用尊称并优先招待。 

希腊人注意着装整洁，在正式社交场合，男子通常穿深色西装，打领
带或系领结。普遍喜欢黄、绿、蓝、白色，认为这些都是积极向上的颜色。
传统上忌讳黑色，但现在这种观念已有所改变，穿黑色衣服的人也非常多。
进教堂或修道院参观时必须穿戴得体。不论男女，裸露着肩膀与膝盖进教
堂被认为是对神不虔诚与亵渎。 

希腊实行5天工作制，通常上班时间从上午8时至下午3时，然后用午
餐。晚饭为正餐，一般在9点左右。希腊人十分注重休闲放松时间，周日及
节假日商店关门。夏季天气炎热，7月底至9月初很多人选择外出度假。 

1.5.4 科教和医疗 

【教育】希腊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公立中小学免费，大学实行奖学金
制。全国共有21所大学，著名大学有雅典大学、萨洛尼卡大学、克里特大
学、佩特雷大学、雅典工学院等。希腊的高等教育水平总体比西欧国家低，
许多学生选择到西欧国家接受高等教育。2019年希腊政府的教育支出占
GDP的4%，低于欧盟4.7%的平均水平。 

【医疗】希腊医院分公立和私立两种。公立医院可免费就诊，但就诊
人数较多、耗时较长。私人医院服务质量较高，但价格较贵。希腊药店随
处可见，一般在店外挂有绿色十字标牌，药店一般根据处方提供药品，药
品供应充足。2019年希腊共有医院269家，其中私立医院141家，综合类医
院170家，病床总计48542张。 

【卫生健康】据欧盟委员会数据，2019年希腊全国卫生健康支出占
GDP的7.8%，低于欧盟8.3%的平均水平；人均卫生健康支出1616欧元，亦
低于欧盟2572欧元的平均水平。2018年，希腊全国人均寿命为81.9岁，高
于欧盟81岁的平均水平。 

1.5.5 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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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劳工组织较为发达，宪法规定劳工有结社自由，所有劳工（军人
除外）有权组织和加入工会。希腊近26%劳工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全国工
会数量约4000多个。其中全国劳工总会（GSEE）和全国公职协会（ADEDY）
是希腊最大的两个劳工组织，分别代表私企雇员和公职雇员的利益。全国
劳工总会最重要的职能是与雇主代表——希腊工业联盟（SEV）进行两年
一次的全国集体劳工协议谈判，确定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工时、劳动环境
与健康等基本内容。该集体协议经劳工部批准后具有法律效力，适用于全
国私企雇员。 

除了全国集体劳工协议外，希腊集体劳工协议还包括行业集体劳工协
议和企业集体劳工协议。各行业工会组织和企业工会组织与相应的资方代
表定期谈判，以确定行业和企业的劳资条件。在集体劳工协议谈判期间，
工会经常组织罢工，以保障劳工权利或者要求新的待遇。希腊工会组织在
一定程度上起到社会稳定器作用，为劳资双方提供了对话的平台。社会各
界可通过该机构充分表达有关意见，共同参与基本劳工制度的制定，对改
善劳资关系、促进社会福利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希腊罢工活动时有发生。2020年希腊规模较大的罢工活动有：2月18日
全国公职协会大罢工，反对政府社保法案；10月15日、11月26日全国公职
协会等多个工会大罢工，呼吁疫情下更好保护雇员健康等。 

1.5.6 主要媒体 

【报刊】希腊发行各类报纸近200种，杂志上千种，但发行量有限。全
国发行量较大的主要日报有：《消息报》《每日报》《论坛报》和《自由
新闻报》等。 

【通讯社】雅典马其顿通讯社为官方通讯社，同世界各主要通讯社均
有联系。现在的马其顿通讯社由1905年成立的雅典通讯社和1991年成立的
马其顿通讯社于2008年合并成立。 

【广播电视】希腊新公共电视台（NERIT）于2013年6月成立，7月开
播。前身为希腊广播和电视公司，于1966年正式开播，2013年受债务危机
影响被政府宣布接替，曾受政府新闻部领导，统一管理国营电视台2个、广
播电台4个，并依法批准核发地方和私人广播电视台的许可证。 

希腊首家私营电视台于1988年开播，较有影响的私营电视台有：
“MEGA”“STAR”“ANTENNA”“SKAI”等。希腊拥有私营电视台近百
个，私营广播电台近1000个。希腊当地主流媒体对华态度总体友好。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希腊媒体对中国疫情防控及中希抗疫合作的报道总体
正面积极。 

1.5.7 社会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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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社会治安相对比较稳定，国家法律规定普通居民不得持有枪支
（猎枪除外），社会犯罪率较低。 

据希腊统计局统计，2019年希腊发生各类刑事犯罪案件约22万件，
犯罪发生率为每10万人2055起，高于上一年度的1958起。其中，重罪约
1.1万件，轻微罪约21万件。 

希腊不存在反政府武装组织，近年未发生直接针对中资企业或公民
的恐怖袭击等案件。 

1.5.8 节假日 

希腊实行五日工作制，周六、周日为公休日。 

希腊节庆全年无间，以宗教节日为主。2021年希腊公众节假日情况如
下： 

1月1日（周五）：元旦（New Year’s Day） 

1月6日（周三）：主显节（Epiphany） 

3月15日（周一）：净周一（Clean Monday） 

3月25日（周四）：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 

4月30日（周五）：耶稣受难日（Orthodox Good Friday） 

5月1日（周六）：劳动节（Labor Day） 

5月3日（周一）：复活节（Orthodox Easter Monday） 

6月21日（周一）：圣灵降临节（Orthodox Whit Monday） 

8月15日（周日）：圣母升天节（Assumption Day） 

10月28日（周四）：国庆日（Ochi Day） 

12月25日（周六）：圣诞节（Christmas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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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经济概况 

2.1 宏观经济 

【经济增长】2008年以前，希腊经济保持增长，增速高于欧盟平均水
平，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欧洲债务危机使希腊经济遭受重创。
从2010年到2018年，希腊共接受了三轮总计超过3000亿欧元的救助，最低
迷时GDP与危机前相比缩水了四分之一以上。 

债务危机后的希腊经济复苏态势明显，2019年，希腊GDP总值为1875
亿欧元，增速为1.9%。但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希腊的复苏进程，2020
年希腊GDP为1658亿欧元，同比衰退8.2%。人均GDP为1.55万欧元，低于
2.98万欧元的欧盟人均GDP值。 

【GDP构成】2020年希腊GDP构成中，以生产法计算，第一、二、三
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约为4.7%、15.8%和79.5%；以支出法计算，最
终消费占93.7%，资本形成总额占14.5%，净出口占-8.2%。 

表2-1：2016-2020年希腊主要经济指标 

注：增长率以不变价格计算，总量及人均值以现价计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财政收支】2020年希腊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51%，支出占60.7%，
赤字161.3亿欧元，赤字率为9.7%。 

【通货膨胀率】2020年，希腊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为-1.2%
受疫情影响时隔四年再次出现紧缩。 

【失业率】2020年希腊总体失业率为16.3%，仍为欧盟成员国中最高
值。 

【债务状况】截至2020年底，希腊公共债务总体规模达3410.23亿欧元，
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达205.6%，是欧元区债务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截至
2020年底，希腊外债余额合计4945.09亿欧元，其中政府外债余额为2863.92
亿欧元。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经济总量 

（亿欧元） 
1742 1772 1797 1875 1658 

经济增长率

（%） 
-0.5 1.3 1.6 1.9 -8.2 

人均GDP 

（欧元） 
16170 16470 16750 17110 15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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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希腊政府共接受国际债权人三轮总计超
过3000亿欧元的救助，为获得救助贷款，希腊政府也在欧委会、欧洲中央
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债权人的要求下，推进了多项紧缩改革措
施。随着2018年8月第三轮救助结束，希腊正式退出救助计划。 

【主权信用评级】截至2021年4月底，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对希腊主权信
用评级为BB，展望为正面；穆迪对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为Ba3，展望为稳定；
惠誉对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为BB，展望为稳定。 

2.2 重点/特色产业 

【农业】农业是希腊的传统及特色产业。得益于温和的气候及丰富的
地形条件，希腊农产品种类繁多，品质优越。截至2020年底，希腊共有115
项食品类产品注册为欧盟地理标志产品，另有147项葡萄酒和15项酒精饮
料注册为欧盟地理标志产品，使得希腊拥有的欧盟地理标志产品数量达
277项，占欧盟地理标志产品总数的8.3%。近年希腊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
例虽然不高（不到5%），但农业对就业（比重约11%）和出口（比重近五
分之一）仍有较大影响。2020年希腊农业产值约118亿欧元，在欧盟名列第
八。希腊具有特色和优势的农产品主要有橄榄油、乳制品、水果、烟草香
料、棉花、畜牧及水产品等。近年来，希腊政府大力拓展农产品海外市场，
希望以此扩大出口，提振经济。 

【旅游业】希腊旅游业是获得外汇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经济部
门。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旅游业发展迅速，入境游客人数连年增长。近年
来，希腊政府将旅游业发展重心从增加游客数量转向提高游客消费水平，
取得较好经济和社会效益。主要旅游景点有：雅典卫城、德尔菲太阳神庙、
奥林匹亚古运动场遗址、克里特岛王宫、埃皮达夫罗斯露天剧场、维尔吉
纳马其顿王墓、圣山、罗得岛、科孚岛等。2004年雅典奥运会为希腊旅游
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提升。 

根据希腊中央银行数据，2019年旅游业为希腊创造外汇收入181.79亿
欧元，同比增长13%，占服务贸易总收入的45.3%，相当于全年GDP的近10%。
2019年希腊共接待入境游客3400.5万人次，三倍于希腊全国人口，德国、
保加利亚、英国、意大利、法国、美国是希腊主要游客来源地，2019年赴
希腊游客均达百万以上。根据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WTTC）数据，2019
年旅游及旅行业对希腊经济的总贡献达381亿欧元，占GDP的比重为20.3%，
远高于全球10.4%的平均值；旅游业为希腊共创造82.5万个工作岗位，占希
腊就业总数的21.1%，远高于全球约10%的平均水平。 

新冠疫情下，希腊旅游业遭受沉重打击。据希腊中央银行数据，2020
年希腊旅游业外汇收入43.19亿欧元，同比大幅下滑76.2%；全年接待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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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740.6万人次，同比大幅降低78.2%。据WTTC数据，2020年旅游及旅行
业对希腊经济的总贡献下滑61.1%至148亿欧元，仅占GDP的8.7%；旅游及
旅行业为希腊创造的工作岗位总数亦下降7.9%至75.9万人，占希腊就业总
数的19.8%。 

【航运业】希腊是世界航运大国，海运业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近年来，得益于全球贸易蓬勃发展等因素，希腊船队规模迅速扩大，2007
至2019年，尽管希腊国内一度深陷债务危机，但希腊船队运力仍翻了一倍
以上。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2020年《海运述评》报告，
希腊船东共拥有千吨以上各类商船4648艘，总载重吨数超过3.6亿吨，占全
球商业船队运力的17.77%，为世界第一航运大国。据希腊中央银行数据，
2019年航运给希腊带来147.3亿欧元外汇收入，占服务贸易总收入的36.7%，
相当于全年GDP的近8%。考虑到对法律、金融等专业服务及相关基础设施
投资等产生的带动作用，航运业对希腊经济的贡献还将进一步扩大。此外，
希腊通过航运与全球主要贸易和经济体保持良好的伙伴关系，有助于提升
其国家形象及国际话语权。在港口方面，位于雅典西南的比雷埃夫斯港是
希腊自古以来最重要的港口，被视为欧洲的“南大门”，2019年比雷埃夫
斯港集装箱吞吐量565万标箱，成为地中海第一大港并跻身欧洲前四大港
口。 

受疫情影响，2020年航运为希腊带来的外汇收入同比下降15.3%至
124.8亿欧元，但其占服务贸易总收入的比重则从36.7%上升至54.9%。2020
年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吞吐量小幅降至544万标箱，继续保持地中海第一、
欧洲第四大港地位。 

【数字经济】欧盟委员会自2014年开始发布年度《数字经济与社会指
数（DESI）》报告，该指数跟踪了成员国整体数字性能及其在5个主要领域
（联通性、人力资源、互联网服务使用、数字技术集成以及数字公共服务）
的进展。根据2020年6月最新发布的《2020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DESI）》
报告，希腊得分37.3分，远低于欧盟28国（2020年报告中仍纳入英国）52.6
的平均分，仅略高于保加利亚，排名倒数第二（排名同2019年持平，比2018
年上升一位）。具体来看，在联通性方面，希腊得分33.4（欧盟平均分为
50.1），在28国中排名倒数第一；人力资源方面得分34.8（欧盟平均分为
49.3），排名第25位；互联网服务使用方面得分46.1（欧盟平均分为58），
排名第25位；数字技术集成方面得分28.2（欧盟平均分为41.4），排名第24
位；数字公共服务方面得分51.5（欧盟平均分为72），排名倒数第二。总
体而言，希腊的互联网服务使用率仍远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但希腊的互
联网用户数量正在持续增长，且其中大部分用户乐于进行广泛的在线活动。
在数字经济领域，希腊本土尚未出现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企业。但
新民主党政府上台后积极推动系列改革，吸引了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



13 13 希  腊 

 

业纷纷前来投资。 
【重要企业】希腊经济以中小企业为主体，尚缺乏具有广泛国际影响

力的大型企业，目前亦无本土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但在航运界，
希腊不少家族航运企业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力。在劳氏日报（Lloyd’ List）
公布的2019年全球100大航运业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共有13名希腊航运巨
头上榜。 

【并购项目】根据普华永道发布的报告，2020年希腊企业共完成59个
并购交易项目，比上一年减少26项；总金额达41亿欧元，同比减少2亿欧元。
按交易额计算，2020年希腊并购交易主要集中在数字新媒体（占比44.1%）、
食品和饮料（16.1%）、能源（9.9%）、金融服务（7.6%）及娱乐（6.9%）
等行业。 

2.3 基础设施 

2.3.1 公路 

希腊拥有各类型公路约12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约2500公里，为东南
欧高速公路网络最发达的国家。 

希腊公路分布图 

 
横贯希腊北部并连接伊古迈尼察-萨洛尼卡-亚历山德鲁波利斯的艾

格纳提亚高速公路（Egnatia Highway）、纵贯希腊大陆并连接帕特雷-雅典
-萨洛尼卡三大城市的帕雅萨高速公路（PATHE Highway）、纵贯希腊大陆
西部并连接帕特雷-伊古迈尼察的爱奥尼亚高速公路（Ionian Highway）、
环绕首都雅典所在阿提卡大区的环阿提卡高速公路（Attica Highway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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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等为希腊的主要高速公路干线。 
希腊公路网络与周边国家的公路网络实现了互联互通，主要是向西北

进入阿尔巴尼亚，向北通过北马其顿、塞尔维亚进入中欧，向东或东北进
入土耳其、保加利亚及罗马尼亚。 

2.3.2 铁路 

希腊在营铁路总长约2300公里。希腊最重要的铁路是贯穿希腊南北的
干线，将帕特雷、雅典和萨洛尼卡连接起来。希腊铁路分布如下图所示。 

希腊铁路的运行速度较差，其中19%的铁路线运行速度在79公里/小时
以下，39%的铁路线运行速度在80-119公里/小时，23%的铁路线运行速度
在120-159公里/小时，19%的铁路线运行速度在160公里/小时以上。近年来，
希腊政府在欧盟资金支持下正着手对铁路基础设施进行电气化等升级改
造。2017年，希腊私有化基金完成了国家铁路运营公司私有化，意大利国
家铁路公司收购该公司100%股权。2018年2月，比埃雷夫斯港至雅典国际
机场铁路正式开通，比埃雷夫斯至雅典机场通勤时间大幅缩短至1小时。
2019年1月，雅典到萨洛尼卡的铁路电气化改造项目完工，设计时速200公
里，大幅提升该干线通行能力和效率。 

希腊铁路网络主要通过南北干线接入欧洲铁路主体网络，与欧洲国家
实现铁路互联互通。中资企业依托比雷埃夫斯港，充分发掘希腊铁路系统
优势，采取海铁联运的方式，将来自亚洲和其他地区的货物通过比雷埃夫
斯港，连接至希腊铁路网络，运输至中欧和东欧国家，缩短了运输时间，
取得了良好效益。 

希腊铁路分布图 

目前，希腊境内只有雅典拥有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雅典地铁有3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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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总长约74公里，共有65座站台，日均载客量约135万人次，另有雅典地
铁4号线正在建设中，设计长度约38公里，共35座站台，预计2027年左右完
工。此外，萨洛尼卡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目前正处于建设中，项目几经拖延，
预计2023年完工，共设计2条线路、34座站台，全长约32公里。 

2.3.3 空运 

希腊全国共有45个机场，其中15个国际机场、26个国内机场以及4个区
域机场。希腊的大部分机场，尤其是海岛上的机场，主要服务于游客及包
机。2001年，雅典新国际机场开始营业，成为新的国家门户机场。 
 

雅典国际机场 

 

爱琴航空是希腊最大的航空公司，是星空联盟成员，成立于1999年，
2013年收购希腊奥林匹克航空。目前，该公司拥有61架客机，共开通151条
航线，其中国际航线120条，连接世界44个国家。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希腊机场的年旅客吞吐量同比大幅下滑近
70%，从2019年创纪录的6417万人次降至1970万人次。2020年希腊机场抵
离的航班总数约24.4万架次，同比下降53.7%。2020年雅典国际机场的旅客
吞吐量约803万人次，占全国机场旅客流量的约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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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于2017年9月开通北京直飞雅典的航班。非疫情时
乘客也可选择在法兰克福、巴黎、罗马、莫斯科、迪拜、伊斯坦布尔、开
罗等地中转。 

希腊主要机场分布图 

 

2.3.4 水运 

希腊岛屿众多，主要有客运港口150余个、货运港口40余个。位于雅典
西南的比雷埃夫斯港是希腊自古以来最重要的港口，被视为欧洲的“南大
门”。2019年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吞吐量达565万标准箱，成为地中海第一
大港并跻身欧洲前四大港口，2020年尽管受疫情影响，比雷埃夫斯港集装
箱吞吐量仅小幅降至544万标箱，继续保持地中海第一、欧洲第四大港地
位。 

希腊航运业全球领先。近年来，得益于全球贸易蓬勃发展等因素，希
腊船队规模迅速扩大，2007至2019年十余年间，尽管希腊国内一度深陷债
务危机，但希腊船队运力仍翻了一倍以上。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
2020年《海运述评》报告，希腊船东共拥有千吨以上各类商船4648艘，总
载重吨数超过3.6亿吨，占全球商业船队运力的17.77%，为世界第一航运大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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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主要港口分布图 

 

2.3.5 电力 

希腊电力市场近年来发展较快。根据东南欧能源研究中心（IENE）发
布数据，2019年希腊共上网发电42.2太瓦时，其中天然气发电占比最大，
为16.2太瓦时，褐煤发电量为10.4太瓦时，近年持续下降。2019年，希腊全
国共消费电力52.1太瓦时（不包括未连网的岛屿消费5.6太瓦时）。截至2019
年底，希腊上网电力装机总容量为18.3吉瓦，其中可再生能源装机总容量
6.3吉瓦。 

希腊长年为电力净进口国，2019年共进口电力9.6太瓦时（主要来自保
加利亚、意大利、北马其顿），出口2.9太瓦时（主要出口至意大利、阿尔
巴尼亚、北马其顿）。近年来，希腊国家电网公司新建了多条输电线路，
对电网加以改造和升级，一方面建立境内岛屿之间的互联及岛屿与大陆的
互联，另一方面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互联，如与土耳其建立电网连接，对连
接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的电网加以升级等。目前，希腊通过7条电力线路与周
边国家进行连接，包括：与阿尔巴尼亚的两条线路（400千伏和150千伏），
与北马其顿的两条线路（均为400千伏），与保加利亚（400千伏）、土耳
其（400千伏）和意大利（400千伏）各一条线路。 

2.3.6 数字基础设施 

【电信】根据希腊电信和邮政委员会（EETT）最新发布数据，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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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邮电行业总营业额约50亿欧元，占当年GDP的2.7%。截至2019年底，
希腊共有固定电话用户464.5万户（普及率43.3%），移动电话用户1450万
户（其中活跃用户1190万户），固定宽带用户410.6万户（普及率38.1%），
移动互联网普及率86.5%（移动互联网中4G网络覆盖率98.8%）。希腊最大
的固网运营商是希腊电信（OTE），由德国电信控股，在希腊处于绝对垄
断地位，2019年占固网市场份额的57%。其他固网中小运营商有FORTHNET
等，主要以语音、宽带、付费电视和增值业务为主。希腊移动运营商主要
有希腊移动（COSMOTE，希腊电信旗下品牌）、沃达丰（VODAFONE）和
WIND，2019年用户市场份额分别为46.6%、28.9%和24.5%。当前，希腊正
积极推进“下一代网络”建设计划，主要包括光纤电缆铺设、提高接入互
联网速度和加强边远地区网络建设等。2020年12月，希腊电信和邮政委员
会宣布完成5G频谱拍卖，COSMOTE、VODAFONE和WIND三大运营商分别
拍得不同频段，为希腊5G网络建设进一步铺平道路。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希腊新民主党政府上台后，高度重视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吸引了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纷纷前来投资。2020年2月，
亚马逊全球云服务与希腊数字治理部签署合作备忘录，将希腊和东南欧连
入亚马逊的全球网络中，以促进整个希腊经济创新，并在数字治理、数字
基础设施和云计算技能教育等方面进行合作，促进希腊的数字现代化。同
时，亚马逊也正在考虑在希腊建立物流设施。6月，思科与希腊发展和投资
部、数字治理部和希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市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
投资1200万欧元建立国际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技能中心。这是思科的第15个
数字中心，目的是加强创新、增强数字技能和促进数字文化，并开发智能
城市技术和农业应用。10月，微软宣布将在希腊创建一个大型数据中心，
以存储和管理云计算数据，这是微软在欧盟建立的第八个数据中心，也是
东南欧的第一个数据中心。据估计，建造数据中心将花费数亿欧元，并且
每年将花费数千万欧元用于维护和升级，总投资额最终可能超过10亿欧元。
数据中心将坐落于希腊东阿提卡地区，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微软同时计
划为约10万名希腊政府和私营机构人员、教育工作者以及学生提供数字技
能培训。12月，辉瑞宣布将在希腊萨洛尼卡建立第二个数字创新中心，建
成后将至少新增600个就业岗位并雇用约200名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分析领
域的科学家。同时辉瑞正在开发一个全球数字实验室中心网络，萨洛尼卡
将成为辉瑞在全球范围内运营的六个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中
心之一。 

2.4 物价水平 

长期以来，希腊的整体物价在欧盟成员国中属较低水平，农产品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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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产品价格合理，但工业品和其他进口商品价格较高。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希腊当地生活品物价总体保持稳定，生活物资供

应总体较为充足。 

表2-2：希腊基本食品价格 

商品名称 价格 

大米 1.4-2.8欧元/公斤 

面粉 0.6-1.3欧元/公斤 

橄榄油 4.9-6.8欧元/升 

玉米油 2-3.8欧元/升 

土豆 0.45-1.8欧元/公斤 

西红柿 1.8-3.9欧元/公斤 

黄瓜 1.7-3.6欧元/公斤 

圆白菜 0.7-2.5欧元/公斤 

猪肉 4.9-5.7欧元/公斤 

牛肉 8.9-10.7欧元/公斤 

羊肉 5.4-7.3欧元/公斤 

鸡肉 3.2-9.3欧元/公斤 

鸡蛋 0.14-0.5欧元/个 

资料来源：2021年5月底希腊Sklavenitis超市数据 

2.5 发展规划 

【经济发展规划】为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挑战，欧盟于2020年7月
推出总规模逾1.8万亿欧元的经济复苏计划，其中包括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
金。根据欧盟规定，复苏基金拨付前，成员国必须首先制定本国的经济复
苏计划并由欧盟批准。2021年3月底，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宣布名为“希腊
2.0”的国家复苏计划，称其为“通往新冠后时代的桥梁”。该计划由约170
个投资项目与改革措施组成，将利用欧盟拟向希腊拨付的约310亿欧元复
苏基金，带动总值近600亿欧元投资，并基于“绿色转型、数字化转型、就
业与社会凝聚力、私人投资与经济转型”四大支柱打造希腊2.0时代，其中
重点包括能源效率提升、岛屿电力互连、城市改造、5G网络建设、国家档
案数字化、职业教育培训现代化、营商环境改善等，力争在未来6年内将
GDP增加7个百分点，并创造20万个就业机会。2021年6月，欧盟委员会主
席冯德莱恩访问希腊，正式宣布欧盟委员会批准“希腊2.0”复苏计划。欧
盟将通过复苏基金（RRF）向希腊提供305亿欧元的资金，其中37.5%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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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绿色转型（主要包括改善电力基础设施6.45亿欧元、提升建筑物能源效
率13亿欧元、发展可持续性交通2.64亿欧元），23.3%将用于数字化转型（主
要包括5G网络建设1.6亿欧元、公共部门数字转型13亿欧元、商业数字化
3.75亿欧元、教育数字转型2.31亿欧元），其余将用于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
（主要包括支持私人投资127亿欧元、促进就业和社会包容7.4亿欧元、支
持育儿1.59亿欧元、引入综合公共健康计划2.54亿欧元、提高税务及司法等
公共行政部门效率6.27亿欧元）。 

（“希腊2.0”计划详情可进一步参阅https://greece20.gov.gr/wp-content
/uploads/2021/07/GREECE-2.0-MAIN-PART.pdf以及https://primeminister.gr/
wp-content/uploads/2021/03/Greece-2_0-April-2021.pdf） 

【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希腊政府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2019年，希腊基础设施和交通部颁布《希腊国家交通规划》（NTPG），将
其作为希腊交通基础设施领域未来20年中长期发展的重要政策文件。该规
划覆盖公路、铁路、航海、航空及综合物流等各方面，并确定了九大战略
性支柱作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和发展的优先领域，以进一步完善并整合国
家交通系统。九大支柱分别为：提高交通安全性、可持续性、效率及竞争
力；将帕特雷-雅典-萨洛尼卡（PATHE）干线打造为高效的多式联运走廊；
建立更强大的陆上国际互连互通网络；支持旅游业发展；加强希腊岛屿互
连互通；提高物流业效率；发展高效的城市和郊区公共交通系统；促进区
域流动及增长；探索更多基础设施发展机遇。此外，2020年，希腊国家电
网公司（IPTO）制定了《2021-2030年电网发展十年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预算为44亿欧元。《规划》包括北爱琴海群岛、多德卡尼斯群岛、
爱奥尼亚群岛等电网互连项目，以及伯罗奔尼撒、东马其顿和色雷斯电力
系统扩容计划。《规划》还拟在希腊和保加利亚之间建设第二条输电线路，
并对连接希腊与北马其顿和土耳其间的现有网络进行升级。 

《希腊国家交通规划》详情可进一步参阅http://www.nationaltransportpl
an.gr/wp-content/uploads/2019/06/Final_NTPG_en_20190624.pdf 

《电网发展十年规划》详情可进一步参阅https://www.admie.gr/en/grid/d
evelopment/ten-year-development-plan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9年希腊新民主党政府上台后，新组建的数
字治理部倍受重视，被赋予了设计、协调及实施希腊数字化转型战略的重
任，其目标是到2023年将希腊建设为“默认数字国家”。为此，希腊政府
修订了《2016-2021年国家数字战略》，该战略以欧盟《数字经济与社会指
数（DESI）》报告的5个主要领域（联通性、人力资源、互联网服务使用、
数字技术集成以及数字公共服务）为基础，结合本国治理模式，并协调相
关实体共同推动实施。2020年底，希腊发布《2020-2025年数字化转型白皮
书》，目的是协调希腊政府各个机构的数字行动，为未来的数字化发展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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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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等在内的关键领域向数字化
转型。与此同时，白皮书还涉及了总金额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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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25年实现希腊社会和经济的数字
化转型目标。除此之外，白皮书还强调了保护网络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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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政府
希望促进本国由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向数字经济、科技经济和可持续经济
转型，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绿色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将希腊打造成南欧
数字中心、科技中心和绿色中心。 

（希腊《2020-2025年数字化转型白皮书》详情可进一步参阅https://di
gitalstrategy.gov.gr/vivlos_pdf） 

【绿色经济发展规划】根据希腊向欧盟最新提交的《国家能源和气候
计划》（NECP），为实现到2050年转型成为“气候中和经济体”（climate neutral 
economy）的目标，希腊计划在203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
减少至少42%（在2005年水平上减少至少56%），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
至少占比35%（其中在电力消费中至少占比60%），能源效率至少提高38％，
并在2028年前彻底淘汰褐煤电站。此外，该计划还明确了希腊在能源相关
领域的其他战略性优先事项及相应政策措施，包括：加快岛屿间的电力互
连、尽快推出新的电力市场模式、加强能源互联互通、开发战略性储能项
目、能源网络数字化、促进电动汽车使用、推广新技术、开发新的金融工
具、加强研究和创新等。 

（希腊《国家能源和气候计划》详情可进一步参阅https://ec.europa.eu/
energy/sites/ener/files/el_final_necp_main_en.pdf以及https://ec.europa.eu/energ
y/sites/ener/files/documents/staff_working_document_assessment_necp_greece.p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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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经贸合作 

3.1 经贸协定 

希腊于1950年加入世贸组织前身关贸总协定，1961年成为经合组织创
始成员国之一，1981年加入欧盟前身欧共体，2001年加入欧元区。希腊是
欧盟成员国，执行欧盟统一的贸易政策，对外未签订任何双边的自由贸易
协定。 

希腊是东南欧地区重要国家，是巴尔干半岛的门户。近年来，东南欧、
中东和北非地区地缘政治形势波动剧烈，但希腊一直维持稳定，被誉为最
不稳定地区的稳定之锚。虽然希腊经济占欧元区经济总量不到2%，但希腊
是巴尔干半岛地区最发达的经济体，每年9月在希腊举办的萨洛尼卡国际
博览会是巴尔干地区最重要的博览会，是推动与该地区经贸发展的良好平
台。希腊四大系统重要性银行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
尼亚、北马其顿等巴尔干国家开设有大量分支机构，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希腊在海运领域也拥有强大的区域辐射能力，比雷埃
夫斯港于2019年成为地中海第一大集装箱港口，以比雷埃夫斯港为枢纽的
“中欧陆海快线”从最初的比雷埃夫斯港到捷克单一服务产品扩大到多元
化铁路服务产品，覆盖希腊、北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奥地利、斯洛伐克、捷克等9个国家、1500个网点，辐射7100万
人口。此外希腊还拥有萨洛尼卡港等巴尔干区域的重要港口，在区域贸易
和投资合作方面有相当强的影响力。 

3.2 对外贸易 

【货物贸易】2020年，希腊货物进出口额为906.1亿美元，同比下降9.8%。
其中，出口350.9亿美元，下降7.4%；进口555.2亿美元，下降11.2%；贸易
逆差204.4亿美元，下降16.9%。 

2020年，希腊前五大贸易伙伴分别为德国（96.3亿美元、占比10.6%）、
意大利（87.5亿美元、9.7%）、中国（52.6亿美元、5.8%）、法国（44.9亿
美元、5%）、荷兰（43.2亿美元、4.8%）。 

按二位HS海关编码统计，2020年希腊前五大出口商品分别为：HS27矿
物燃料（76.8亿美元、占比21.9%）、HS30药品（32.9亿美元、9.4%）、HS84
机械器具（19.6亿美元、5.6%）、HS76铝制品（18.4亿美元、5.3%）、HS85
电气设备（14亿美元、4%）；前五大进口商品分别为：HS27矿物燃料（110.3
亿美元、19.9%）、HS84机械器具（44.8亿美元、8.1%）、HS85电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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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亿美元、6.9%）、HS30药品（35.5亿美元、6.4%）、HS29有机化学
品（32.8亿美元、5.9%）。 

【服务贸易】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2020年希腊实现服务贸
易出口259.4亿美元，进口176.3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83.1亿美元。2020年
希腊服务贸易出口主要为交通服务（占比60.8%）和旅行服务（占比19%）。 

3.3 吸收外资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0年，希
腊吸收外资流量为35.72亿美元；截至2020年底，希腊吸收外资存量为
518.01亿美元。根据希腊中央银行数据，2020年，希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
流量为31.27亿欧元，同比下降30.3%；希腊前五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地分
别为塞浦路斯（8.71亿欧元）、瑞士（4.85亿欧元）、英国（2.84亿欧元）、
荷兰（2.77亿欧元）和德国（2.71亿欧元）；希腊吸收外资主要集中在房地
产活动（6.43亿欧元）、制造业（5.59亿欧元）、金融和保险活动（5.44亿
欧元）、信息和通信（3.42亿欧元）及食宿服务活动（3.39亿欧元）等行业。 

3.4 外国援助 

【国际救助】希腊非传统受援国，但2009年爆发的债务危机给希腊经
济带来沉重打击，希腊随之经历了长达8年的三轮国际救助。2010年4月，
随着希腊国债评级被降低，希腊债务问题恶化。“三驾马车”（欧盟、欧
洲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希腊政府1100亿欧元的贷款援助，
并要求希腊政府削减公共支出、降低最低工资以及重组银行配合债务援助。
2012年3月，欧元区财长会议批准了1300亿欧元的希腊第二轮救助方案。
2015年7月，由于援助带来的财政严厉紧缩，影响民众的生活质量，新上台
的希腊政府对债务偿还方案进行全国公投。2015年7月，尽管公投结果不利，
希腊新政府最终与欧盟成员国达成救助协议，债务问题得到缓解。2015年
8月，德国联邦议院批准了希腊第三轮救助协议，为希腊获得约860亿欧元
救助贷款铺平道路。第三轮援助中，债权人对希腊推进改革取得的成绩进
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按批发放救助款项。2018年6月，欧元区财政部长
会议达成为希腊减债的重要协议，为希腊在第三轮救助计划到期后完全退
出救助奠定重要基础。根据协议，希腊在第二轮救助中获得的966亿欧元贷
款延期10年，并附带10年免息还款期和分期还款安排；为帮助希腊顺利退
出救助计划，额外为希腊拨款150亿欧元。欧盟委员会将启动“加强监督”
程序，对希腊经济、财政和财务状况以及政策承诺进行更密切的监测。2018
年8月20日，希腊正式退出历时８年的救助计划，希腊进入经济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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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阶段”。 

【疫情援助】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应希腊政府请求，中国政府向希
腊紧急援助了一批医疗物资，并于2020年3月21日运抵雅典。此后，阿联酋
等国也向希腊提供了医疗物资援助。2020年5月，欧盟委员会提议设立总额
为7500亿欧元的 “下一代欧盟”（NGEU）复苏计划，用于帮助欧盟成员
国在新冠肺炎疫情后重建经济。2021年6月，欧盟委员会正式批准希腊的经
济复苏计划，将通过恢复基金（RRF）在2021-2026年期间向希腊提供305
亿欧元的资金，包括178亿欧元赠款和127亿欧元贷款（所获赠款额度在欧
盟27国中排名第6）。 

3.5 中希经贸 

3.5.1 双边协定 

中希经贸往来历史悠久，合作广泛。1972年建交以来，先后签署的经
贸合作方面的协定有：《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83年）《双边投资保护
协定》（1992年）《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2002年）《关
于中小企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06年）《加强双边投资合作的谅解备
忘录》（2010年）《加强基础设施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2011年）《中
国商务部投资促进局与希腊企业局双向投资合作谅备》（2016年）《中希
重点领域2017-2019年合作计划》（2017年）《关于重点领域2020-2022年合
作框架计划》（2019年）和《中国商务部与希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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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此外，2013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欧洲中央银行签署规模为3500亿元
人民币/450亿欧元的中欧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后于2016、2019年两次续签，
有效期均为三年，互换规模仍为3500亿元人民币/450亿欧元），2020年9月
中国与欧盟正式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2020年12月底中欧双方共同宣布
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希腊作为欧盟及欧元区成员国均参与其中。 

3.5.2 双边贸易 

【双边贸易】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20年，中国与希腊的双边货物贸
易总额为78.1亿美元，同比下降7.7%。其中，中国对希腊出口70.4亿美元，
下降9.1%；自希腊进口7.7亿美元，增长6.6%。2020年，希腊是中国在欧盟
27国中第15大贸易伙伴、第19大进口来源地和第12大出口目的地。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20年中国对希腊前五大出口商品为：HS84机械
器具（12.9亿美元、占比18.4%）、HS85电气设备（10.2亿美元、14.5%）、
HS61针织或钩编的服装（8亿美元、11.4%）、HS62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
（4.6亿美元、6.6%）、HS64鞋靴（3.9亿美元、5.5%）；中国自希腊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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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进口商品为：HS30药品（2.4亿美元、占比31.4%）、HS25石料（1.7亿美
元、22%）、HS26矿砂（1.1亿美元、13.6%）、HS84机械器具（0.74亿美
元、9.5%）、HS27矿物燃料（0.48亿美元、6.3%）。 

表3-1：2016-2020年中希双边贸易统计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贸易

总额 

同比增长

（%） 

中国

出口 

同比增长

（%） 

中国

进口 

同比增长

（%） 

2016 4578 15.9 4295 17.2 283 -0.9 

2017 5180 15.5 4751 13.0 429 51.7 

2018 7064 36.3 6500 36.8 564 31.2 

2019 8464 19.9 7739 19.1 725 28.9 

2020 7810 -7.7 7036 -9.1 773 6.6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3.5.3 双向投资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年中国对希腊直接投资流量为717万美元。截
至2020年末，中国对希腊直接投资存量为1.26亿美元。据希腊中央银行统
计数据，2010-2020年希腊共吸引来自中国（包括大陆和香港）的直接投资
19.6亿欧元，希腊对中国（包括大陆和香港）直接投资12.4亿欧元。 

目前，中资企业在希腊开展经营并设立公司、分公司、代表处等机构
近20家，主要分布在交通、能源、信息通信和金融等领域。中资企业在希
腊主要投资合作项目包括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港口项目、国家电网公司入
股希腊国家电网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希腊风电项目、三峡集团希腊光伏示
范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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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集装箱码头公司 

 

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港口公司 

 

3.5.4 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 

【承包劳务】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0年中国企业在希腊新签承包工
程合同15份，新签合同额1.33亿美元，完成营业额0.87亿美元。累计派出各
类劳务人员746人，年末在希腊劳务人员8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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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境外经贸合作区 

截至目前，中国企业尚未在希腊开发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 

3.5.6 中希产能合作 

2019年4月，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国家发展
改革委与希腊经济发展部签署《关于重点领域2020-2022年合作框架计划》，
新的三年合作计划将两国重点合作领域从交通、能源、信息通信领域进一
步拓展至制造业和研发、金融领域；2019年10月，中希重点领域2020-2022
年合作框架计划指导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2019年11月，在习近
平主席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希腊发展和投资部签
署《中希重点领域2020-2022年合作框架计划重点项目清单（第二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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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投资环境 

4.1 投资吸引力 

【引资优势】希腊投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 
（1）希腊地理条件独特，处于陆海相连、欧亚非相通的重要地点，是

“一带一路”建设、打造亚欧海陆联运新通道的关键节点，也是进入欧盟
及东南欧市场的良好门户。希腊是巴尔干地区最为发达的经济体，区域辐
射能力较强。 

（2）长期以来，中希一直维持友好外交关系，当前两国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在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港口项目的带动下，希腊更加
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尤其希望吸引更多中资企业到希腊投资经营
发展。2019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希腊经济发展部签署《关于重点领域
2020-2022年合作框架计划》，新的三年合作计划将两国重点合作领域从交
通、能源、信息通信领域进一步拓展至制造业和研发、金融领域。 

（3）近年来，希腊提倡改革，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关注长期、可持
续性的经济增长模式。希腊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吸引外资、鼓励创新创业的
法案，包括新投资法（第4399/2016号法）、商业中心/集团内部服务中心法
（第3427/2005号法）、第三国居民居留许可法（第4251/2014号法）（其中
包括非欧盟公民在希腊境内购买25万欧元或以上房产，即可申请为期5年
的希腊居留许可，5年后只要该房产所有权不出售，其拥有的居留可以延续
的规定）等。通过这些法案，希腊政府力图为战略投资创建良好环境，通
过一系列优先事项安排及鼓励政策，使投资程序更加快捷、透明和富有成
效。这些法案对外国投资者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4）为履行救助计划中做出的承诺，希腊着力推动国有资产私有化改
革，投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房地产、电力、信息通信技术、机场、物流、
金融、旅游和能源等。截至当前，希腊政府已完成了比雷埃夫斯港务局、
国家电力公司下属独立输电网络公司部分股权私有化项目、14个地区机场、
国铁运营公司和萨洛尼卡港务局等私有化项目，其他如雅典国际机场、希
腊国家石油公司、希腊天然气公司等私有化项目也在稳步推进。 

（5）2016年以来，希腊政治局势趋于稳定，政府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经
济发展，多项基础设施项目开始施工或复工。2019年7月，希腊新民主党赢
得大选并得以单独组阁，成为近十年来首个由一党领导的希腊政府，并将
“通过吸收更多投资并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来实现强劲的经济增长”作为新
政府优先工作的重中之重。2019年9月，希腊政府宣布全面取消长达4年多
的资本管制，这标志着国家向经济正常化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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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其他欧元区国家相比，希腊劳动力成本较为低廉，生活成本也
相对较低。 

（7）希腊旅游资源丰富，除了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还是欧洲
大陆文化遗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8）希腊是传统的海运强国，希腊船东拥有的船队规模名列世界前
茅，希腊当地的海运业及相关产业非常发达，许多国际海运公司及相关产
业企业都在希腊设立分支机构。 

【引资劣势】希腊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不足主要有： 
（1）人口少，国内市场相对狭小； 
（2）受主权债务危机影响，政府负债率和银行不良贷款率高企，融资

仍较为困难； 
（3）政策及法律变动较为频繁，不利于企业制定投资和发展战略，影

响企业投资回报率； 
（4）在债权人的压力下，希腊采取较多紧缩政策，抑制了经济活力； 
（5）资源能源不够丰富，工业基础相对薄弱。 
【重要排名】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在参与

排名的190个经济体中，希腊的营商环境便利度排第79位，比上一年下降7
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希腊在参与
排名的131个经济体中排第43位，比上一年下降2位。 

【数字服务】2020年底，希腊发布《2020-2025年数字化转型白皮书》，
目的是协调希腊政府各个机构的数字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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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等在内的关键领域向数字化转型。 

4.2 金融环境 

4.2.1 当地货币 

希腊于2001年正式加入欧元区，成为欧元区第12个成员，次年希腊的
法定货币德拉克马被欧元正式取代。美元、英镑等外币可在当地银行或兑
换所自由兑换，人民币不可自由结算。2018-2020年，欧元兑美元平均汇率
分别为1.1810、1.1195和1.1422。 

4.2.2 外汇管理 

【资本管制】以往希腊外汇管理政策比较宽松，外资企业可以在当地
开立外汇账户，可自由汇进汇出资金。自2015年6月底起，因存款大幅流出、
流动性出现严重短缺，希腊开始采取资本管制措施，取现上限、资金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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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管制措施对进出口企业和普通居民造成较大影响。随着希腊2018年8月
成功退出第三轮救助计划，重返国际债券市场，私营企业的存款逐渐恢复
注入到本国银行体系中，资本管制得以逐渐放松。2019年8月，希腊政府宣
布全面取消已实施四年多的资本管制。 

【征税税率】当前，希腊政府对外国法人征收的股息、利息及特许权
使用费的预扣税税率分别为5%、15%和20%。由于中希两国签订了《所得
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等协议，中国在希腊设立的企业可参照
相关协议执行纳税义务。 

【现金出入境限制】外国人携带现金出入境限制在1万欧元以内。 

4.2.3 银行和保险公司 

【银行】希腊的中央银行为希腊银行（Bank of Greece）。截至2020年
底，希腊共有36家信贷机构，其中15家总部位于希腊，19家为欧盟境内银
行在希腊设立的分支机构，2家为欧盟外银行在希腊设立的分支机构。上述
银行机构在希腊境内共开设了1702个营业网点，从业人员约3.3万人。其中，
希腊国民银行（National Bank of Greece）、比雷埃夫斯银行（Piraeus Bank）、
阿尔法银行（Alpha Bank）和欧元银行（Eurobank Ergasias）是希腊四大系
统性银行，受欧洲中央银行直接监管，2020年总资产分别为720亿欧元、698
亿欧元、650亿欧元和556亿欧元，四大行占据希腊90%以上的存贷款市场
份额。另有非系统性全国商业银行阿提卡银行（Attica Bank），2020年总资
产为36亿欧元，2020年上述五大行占希腊银行系统总资产份额的97%。 

中国银行（卢森堡）有限公司雅典分行于2019年11月注册成立，是希
腊第一家正式获准营业的中资金融机构，中国工商银行（欧洲）有限公司
希腊代表处亦于2019年11月获准设立。此外，国家开发银行在雅典设立了
工作组。 

外国企业在希腊当地银行开设账户，可参照希腊中央银行和信贷事务
委 员 会 2009 年 3 月 决 议 的 第 5 章 条 款 （ 网 址 ：
www.bankofgreece.gr/BogDocumentEn/BCCD_281_17.3.2009_Prevention_of

_the_use_of_credit_and_financial_institutions_supervised_by_the_Bank_of_G

reece_for_money_la.pdf） 
【保险公司】希腊Ethniki公司是当地最大的保险公司，主要营业范围

是财产保险等，是希腊国民银行集团下属的保险公司。 

4.2.4 融资渠道 

受多年的债务危机影响，希腊银行流动性不足，不良贷款率高企，企
业融资较为困难。 

在欧盟和希腊法律框架范围内，外国企业可与普通希腊企业一样，在

http://www.bankofgreece.gr/BogDocumentEn/BCCD_281_17.3.2009_Prevention_of_the_use_of_credit_and_financial_institutions_supervised_by_the_Bank_of_Greece_for_money_la.pdf
http://www.bankofgreece.gr/BogDocumentEn/BCCD_281_17.3.2009_Prevention_of_the_use_of_credit_and_financial_institutions_supervised_by_the_Bank_of_Greece_for_money_la.pdf
http://www.bankofgreece.gr/BogDocumentEn/BCCD_281_17.3.2009_Prevention_of_the_use_of_credit_and_financial_institutions_supervised_by_the_Bank_of_Greece_for_money_l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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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当地银行进行融资，对外国企业的融资并无特殊要求。 
希腊实行利率市场化制度，银行可根据贷款项目风险评估自行确定贷

款利率。 
关于当地银行为外国企业开具保函或转开保函的要求，根据希腊银行

业联合会的规定，希腊当地银行遵守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有关银行保函的国际指导方针。 

4.2.5 信用卡使用 

信用卡在希腊广泛使用，中国国内发行的维萨、万事达外币卡可在当
地刷卡消费或取现。中国银联也同当地国民银行、阿尔法银行、比雷埃夫
斯银行、欧元银行等四大银行合作，可以使用有银联标示的卡在相应银行
办理取现等业务。此外，银联还与Cardlink公司合作，接受银联刷卡消费的
范围基本上覆盖了希腊全境。 

4.3 证券市场 

雅典证券交易所（ATHEX）是希腊有组织的股票和衍生产品交易市场，
最初成立于1876年，目前的管理机构成立于1995年。截至2021年8月底，共
有158只股票在雅典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上市交易，总市值约656亿欧元。 

雅典证券交易所是希腊证券交易集团（HELEX）的全资子公司。作为
母公司，希腊证券交易集团为客户提供交易、清算、结算、登记和自动更
新数据服务。2000年8月，希腊证券交易集团在雅典交易所上市，于2003年
9月全面私有化。2007年7月，雅典证券交易所经希腊议会批准进入欧盟证
券市场。2008年4月，雅典证券交易所与德国、西班牙、奥地利、瑞士、丹
麦、挪威等国签署协定，建立关联市场。2021年8月，雅典证券交易所宣布
将收购贝尔格莱德证券交易所10.24%股权，携手提升两者在东南欧的影响
力。 

4.4 要素成本 

4.4.1 水、电、气、油价格 

【水价】希腊水费实行超额累进计费方式。根据雅典自来水供应及污
水处理公司最近公布数据，生活用水价格为：5立方米以下为0.35欧元/立方
米，5-20立方米部分为0.64欧元/立方米，20-27立方米部分为1.83欧元/立
方米，27-35立方米部分为2.56欧元/立方米，35立方米以上为3.2欧元/立方
米。工业用水价格为：每月低于1000立方米部分的价格为0.83欧元/立方米，
超过1000立方米部分的价格为0.98欧元/立方米。水费价格外还有13%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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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税。（雅典地区用水价格可进一步参阅雅典自来水供应及污水处理公司
网站：www.eydap.gr/en/CustomerSupport/normalrates/） 

【电价】根据欧盟统计局公布数据，2020年下半年，希腊生活用电税
后平均价格为0.1641欧元/千瓦时，低于欧盟0.2134欧元/千瓦时的平均价格；
非生活用电税后平均价格为0.112欧元/千瓦时，亦低于欧盟0.1525欧元/千
瓦时的平均价格。 

【气价】根据欧盟统计局公布数据，2020年下半年，希腊生活用天然
气税后平均价格为0.0517欧元/千瓦时，低于欧盟0.0698欧元/千瓦时的平均
价格；非生活用天然气税后平均价格为0.0226欧元/千瓦时，亦低于欧盟
0.0333欧元/千瓦时的平均价格。 

【油价】2021年8月希腊汽油平均零售价格约为1.68欧元/升，柴油约为
1.37欧元/升。 

4.4.2 劳动力工薪及供需 

【劳动力供应】希腊劳动用工制度严格，工会组织力量较为强大，企
业雇佣成本较高，这是导致该国长期保持较高失业率的部分原因。希腊债
务危机以来，连续的财政紧缩政策造成的经济衰退持续拖累劳动力市场，
希腊就业人口不断下降，失业人口快速上升，2013年失业率最高时近28%。
2020年，希腊平均失业率为16.3%，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但仍高居欧盟首
位。2021年第一季度，希腊共有就业人员362.5万人，失业人员74.5万人，
非经济活动人口470万人。 

【劳动力成本及社保】根据欧盟统计局公布数据，2020年希腊每小时
劳动力成本为16.9欧元，低于欧盟28.5欧元及欧元区32.3欧元的平均水平。
希腊的社保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中养老保险为工资总额的
20%，雇主和员工分别负担13.33%和6.67%；医疗保险为工资总额的7.1%，
雇主和员工分别负担4.55%和2.55%。 

【最低工资标准】2021年8月，希腊政府宣布从2022年1月1日起将最低
工资上调2%，即最低月工资从650欧元提高到663欧元，最低日工资从29.04
欧元提高到29.62欧元。 

【外籍劳务需求】希腊对外籍劳务限制严格，只有经政府相关部门确
认本国公民难以胜任的特殊岗位才允许招聘外籍雇员。对于一般企业而言，
只有高级管理人员职位才允许使用外籍雇员。一般普通劳务或技术工作人
员很难获得希腊颁发的工作准证，整体而言，外籍劳务规模较小。 

4.4.3 土地及房屋价格 

希腊中央银行数据显示，2020年，希腊全国住宅房产价格指数同比上
涨4.3%，其中5年内建成的新住宅及5年以上旧住宅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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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和4%，首都雅典的住宅房产价格指数上涨7.6%。2020年，希腊全国办
公用商业房产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其中雅典上涨2.2%；全国办公用商
业房产租赁价格指数同比下降1.1%，其中雅典下降2.4%。2020年，希腊全
国零售用商业房产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1%，其中雅典上涨1.6%；全国零售
用商业房产租赁价格指数同比下降0.6%，其中雅典下降1.6%。 

希腊土地及房屋价格具体可参考当地相关网站： 
en.spitogatos.gr/ 
www.xe.gr/property/en/ 

www.spiti24.gr/en 

en.tospitimou.gr/ 

4.4.4 建筑成本 

根据希腊统计局数据，2020年，建筑综合成本指数为99.3（以2015年
为基准年，指数100），比上年上升0.1，其中建筑材料价格指数为99.3，下
降0.3；劳力成本指数为99.3，上升0.7。希腊钢材、水泥、石料、混凝土等
主要建材价格及供应情况具体可参考当地主要建筑材料商网站： 

www.titan.gr/en 

www.halyps.gr/en 

www.lafarge.gr 
www.tatasteeleurope.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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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法规政策 

5.1 贸易法规和政策 

5.1.1 贸易主管部门 

希腊政府中主管贸易的部门分为两部分，一是发展和投资部，另一个
是外交部。前者负责国家战略规划和工业，并依据欧盟法律法规对外贸进
行宏观管理。外交部负责对外经济合作，其中B5司负责对华经贸合作，B8
司负责经济发展事务。外交部下设希腊企业局（Enterprise Greece）负责向
外推介希腊，吸引外资并促进出口。 

5.1.2 贸易法规 

希腊是欧盟成员国，对外贸易政策由欧盟统一制定，成员国只能执行
欧盟对外贸易政策或经欧盟授权实施的贸易措施。希腊与欧盟其他成员国
之间的货物服务自由流动，与欧盟外国家的贸易适用欧盟统一的贸易政策。 

【具体政策】 
（1）《共同关税税则》（Common Customs Tariff，Council Regulation 

2658/87）规定了欧盟成员国对非欧盟国家贸易适用的关税税则。网址：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uri=CELEX%3A01987R2658-20210101 
（2）《欧洲共同体综合税则》（ Integrated Tariff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简称Taric）囊括欧盟正在实施的贸易措施，例如优惠税率、
关 税 配 额 、 反 倾 销 反 补 贴 措 施 等 。 网 址 ：
https://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business/calculation-customs-
duties/customs-tariff/eu-customs-tariff-taric_en 

（3）除了欧盟相关法规之外，欧盟给予发展中国家单边税收减免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GSP），并与部分国家签署了双边自由
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s，FTAs）。欧盟与上述协议所涉国家开展
贸易依据协定条款执行。 

5.1.3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希腊实行欧盟统一的关税税率和管理制度，按照欧盟《关于建立欧盟
海关法典的第（EU）952/2013号规则》等有关规定实现欧盟共同贸易政策。 

【进口管理】希腊执行欧盟《关于对进口实施共同原则的第（EU）
2015/478号规则》和《关于对某些第三国实施共同进口原则的第（EU）
2015/755号规则》，对相关进口产品实行进口配额、进口许可和进口登记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01987R2658-20210101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01987R2658-202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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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措施。 
【出口限制】希腊实行欧盟《关于实施共同出口原则的第（EU）

2015/479号规则》和《关于文化产品出口的第（EC）116/2009号规则》等，
对少数产品实施出口管理措施。 

上述相关法规查询网址：https://eur-lex.europa.eu 

5.1.4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技术法规】欧盟对大多数产品制定技术法规，而未涵盖在其中的商
品则受成员国自行制定的技术法规管辖。对于电子电气产品、能源相关产
品、通讯设备、机械、玩具、医疗器械等，欧盟的进口检验主要依赖供应
商的“一致性声明”（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对于高风险产品，供应
商需要在成员国授权的第三方机构进行“一致性评估”。 

【动植物产品检验检疫】欧盟动植物产品检验检疫措施主要体现在一
般食品法（178/2002号法规）以及与食品卫生相关的852/2004号、853/2004
号和854/2004号法规中。欧盟成员国进口商只能从预先经过批准的国家和
地区进口动植物以及相关产品。上述相关法规查询网址：https://eur-
lex.europa.eu 

【农产品检验】根据欧盟要求，希腊对进口农产品包装标识和标记要
求严格，进口农产品包装上须用英语或希腊语标明产地、生产商及其联络
地址、电话、包装产品的详细描述及重量（或内包装数量及其单位重量）
等内容。 

希腊对种植类农产品卫生标准的政策制订、检查和执行部门是农业发
展和食品部种植类农产品加工标准化和质量控制司，希腊各海关均设有受
该司管制的产品检验所，负责对进口农产品进行卫生检验和检疫。 

【畜产品检验】希腊对畜产品卫生和检疫标准的政策制订、检查和执
行部门是农业发展和食品部动物健康标准司，该司对进口畜产品检验和检
疫的程序与农产品检验近似。 

5.1.5 海关管理规章制度 

希腊海关管理制度与欧盟保持统一，执行欧盟《关于建立欧盟海关法
典的第（EU）952/2013号规则》。该法典阐明了欧盟国家与非欧盟国家之
间贸易的规则和程序，规定了相关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囊括了进出口的基
本问题，例如关税、海关估价、商品分类、原产地规则、仓储、过境、加
工等。上述相关法规查询网址：https://eur-lex.europa.eu 

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显示，2020年欧盟对盟外进口商品征收关
税的平均税率为5.1%，其中非农产品平均税率为4.1%，农产品平均税率为
11.2%。农产品关税整体较高，且多为非从价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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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欧盟主要产品进出口最惠国关税税率 

（单位：%） 

产品类别 平均税率 零关税比例 最高关税 

动物产品 15.3 24.3 94 

奶制品 37.2 0.0 212 

水果，蔬菜，植物 11.5 21.7 146 

咖啡，茶 5.9 27.1 14 

谷物 16.0 6.5 52 

油脂 5.3 47.0 100 

糖 24.3 0.0 117 

饮料，烟草 18.9 19.6 147 

棉花 0.0 100.0 0 

其他农产品 4.1 64.7 319 

水产品 11.4 11.8 26 

矿产，金属 1.9 50.0 12 

石油 3.1 20.0 5 

化学品 4.5 21.9 7 

木材，纸张 0.9 82.9 10 

纺织品 6.6 3.1 12 

服装 11.5 0.0 12 

皮革，鞋类 4.2 25.7 17 

机械 1.7 27.6 10 

电器 2.4 32.8 14 

交通工具 4.1 16.5 22 

其他制造业产品 2.4 27.1 14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官方网站 

 
由于欧盟部分产品进口税率处于经常性变动状态，如需查询特定时间、

特 定 产 品 税 率 ， 请 访 问 欧 委 会 海 关 总 司 TARIC 查 询 系 统 ：
https://trade.ec.europa.eu/access-to-markets/en/home 

5.2 外国投资法规 

5.2.1 投资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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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主管国内投资和外国投资的政府部门是发展和投资部及外交部
下属的希腊企业局（Enterprise Greece）。发展和投资部主要负责制定投资
宏观政策，希腊企业局负责提供咨询、信息以及投资指导等具体事项。 

5.2.2 投资行业的规定 

希腊议会于2016年6月22日通过旨在鼓励投资、刺激经济发展的新《发
展法》，并于2016年9月生效实施。2019年，希腊议会通过《投资希腊法》
（第4635/2019号），此外，希腊政府还出台了鼓励重大投资的《战略发展
法》，鼓励战略投资，设立快速通道，简化审批程序，吸引大项目落地，
希腊企业局由希腊外交部管理，负责投资事宜。上述相关法规查询网址：
https://www.taxheaven.gr/pinnedlaws 

【禁止外国人投资的行业、地区】 
（1）非欧盟公民不得拥有边境地区的房地产； 
（2）不能持有那些在边境地区投资房地产的公司股份； 
（3）不能持有私人电台、电视台公司的股份； 
（4）希腊还限制非欧盟公民在航空、航运以及采矿业领域的投资，但

近年来在推进私有化过程中有所松动。 
【鼓励外商投资领域】根据希腊企业局的信息，希腊政府鼓励外商投

资的领域主要包括： 
（1）新能源，如风能等绿色能源； 
（2）新技术，如通信、网络、软件开发等； 
（3）旅游产业，如酒店业、旅游配套设施等； 
（4）农副产品加工和食品等； 
（5）节能、环保项目； 
（6）物流业，包括道路、交通、停车场等物流基础设施； 
（7）生命科学和制药业； 
（8）房地产业； 
（9）对落后地区的投资。 
【农业投资合作的规定】希腊允许外资获得农业耕地所有权和承包经

营权，但是如需获得边境地区的耕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则需希腊政府
审批。希腊土地所有权没有时间限制。 

【林业投资合作的规定】希腊大部分林地为国有，只有少部分林地属
于私人。获得私人的林地不需经过审批，可以直接购买或承包。希腊林地
所有权没有时间限制。 

【金融业投资准入的规定】根据希腊关于银行业法律的规定，2014年
11月4日开始，欧洲的银行监管体系进入“单一监管机制”（SSM，Single 
Supervisory Mechanism），重要银行（significant banks）的监管权直接归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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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中央银行所有。已经在欧盟地区设有分行的中国银行可在希腊设立分行
或办事处，受希腊中央银行监管；没有在欧盟地区开设分行的金融机构需
向希腊中央银行提出申请，并附带中国银监会的相关审批文件及希腊银行
要求的其他文件，交由欧洲中央银行审批。 

【文化领域投资的规定】根据希腊宪法第二章第15条规定，广播和电
视受希腊政府直接控制，主要方式为发放牌照，以确保质量。宪法设立了
独立机构广播和电视国家理事会（NCRTV）。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今天，
已经生效了许多法律法规来规范私人电视和广播。 

希腊实施现金返还制度，吸引电影、电视、纪录片、动画制作人和数
字游戏开发公司投资希腊文创产业。该制度预计将在2018年至2022年返还
总计7500万欧元现金，凡是在希腊产生的符合条件的拍摄费用可享受25％，
不超过500万欧元的现金返还。 

5.2.3 投资方式的规定 

希腊欢迎外国“自然人”投资希腊非禁止投资的领域，作为欧盟的成
员国之一以及欧元区的成员之一，希腊为投资者直接提供了一个拥有巨大
潜力的市场、稳定的货币以及制度框架。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更是为投资者
打开了通往欧洲以及整个地中海地区和黑海地区的大门。希腊允许外国投
资人以代表处、分公司、子公司等多种形式，采取现汇投资、设备投资、
技术投资等方式，对希腊开展合资、合作、独资、并购等投资。 

【二手设备出资】外国投资者可以以二手设备出资投资，但是该二手
设备需要经过评估并取得证书，方能作为正式出资。 

【保护竞争】希腊保护竞争的法律主要有《关于不正当竞争的第
146/1914号法案》和《关于自由竞争保护的第3959/2011号法案》，前者是
关于竞争实施的方式，后者是确保有效竞争的存在。 

【并购流程】并购之前必须要通知希腊资本市场委员会（Capital Market 
Commision），并需要通知被收购企业的董事会。同时，由于并购导致企业
集中，发出并购邀约的30天内需要通知希腊竞争委员会（Hellenic 
Competition Commission）。 

【审批快速通道】为鼓励外来投资，希腊现政府采用了投资项目审批
快速通道“FAST TRACK”政策。政策规定，当外来投资额达到１亿欧元
时，可进入快速通道，享受快速审批。当符合其他条件，如增加就业岗位
达一定数量，投资符合优先领域，在国家鼓励的区域进行投资的，有关快
速审批的门槛可进一步降低。具体内容见希腊企业局网站：
www.enterprisegreece.gov.gr 

【中资企业并购】中资企业近几年在希腊市场开展并购进展顺利。
2016年中远海运成功竞得比雷埃夫斯港务局多数股权。2017年5月，中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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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网成功收购希腊输变电运营公司24%的股权。 

5.2.4 安全审查的规定 

2019年3月5日，欧盟理事会正式批准希腊与欧盟议会就欧盟外商直接
投资审查制度达成协议。2019年4月10日，《欧盟外资审查框架法案》生效。
根据该法案，欧委会将有权调查外资在包括港口和能源网络在内的战略性
科技、基建等方面投资，将航空航天、卫生、纳米技术、媒体、动力电池
和食物供应等纳入关键部门名单。所有欧盟国家需向欧委会提交年度报告，
需要通知欧盟的投资项目将由欧委会进行审查，而不仅由希腊独立审查。
2020年10月，欧盟外资审查条例正式实施。 

5.2.5 基础设施PPP模式的规定 

希腊有两个法律框架适用于通过特许权招标进行的公共工程建设。第
3669/2008号法适用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特许经营；第3389/2005号是关
于公私合营项目的法律框架，适用于满足特定要求且预算低于5亿欧元的
项目。希腊政府关于PPP项目的规定可参考第4635/2019号发展法案，其对
第4412/2016号法，第4413/2016号法律和第3389/2005号PPP法进行了修订，
能源领域投资和PPP项目自动划为“战略投资”，享受审批快速通道和简
化程序等待遇。 

【BOT项目】希腊以BOT方式开展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包括： 
（1）Rion-Antirion大桥，建成于2004年。作为特许经营权获得者，Gefyra

公司在42年的特许经营期内，负责大桥的设计、建设、融资、维护和运营。
法国公司Vinci是该公司的主要股东。 

（2）雅典国际机场，于2001年3月开始运营。成立于1996年的雅典国
际机场公司（AIA）为公私合营公司，与希腊政府签署了30年的特许经营
权协议，负责机场的“设计、融资、建设、完善、试运营、维护、运营、
管理和发展”。希腊政府持有该公司55%的股份，私人股东共同持有剩余
45%的股份，其中德国豪赫蒂夫机场投资有限公司持有13.33%的股份；加
拿大PSP投资公司持有26.67%（于2013年5月从豪赫蒂夫机场有限公司购
得）。 

（3）伊拉克利翁机场项目，位于克里特岛卡斯特里，年客流量670万
人以上，2019年2月希腊建筑集团GEK Terna和印度GMR基础设施公司合作
投资5.2亿欧元，与希腊政府签订35年的建设、开发、运营特许协议。 

中远比雷埃夫斯码头公司租用和建成的比雷埃夫斯港二号、三号码头
项目是中资企业在希腊开展的唯一的BOT项目，也是中国在欧洲取得的第
一个全资大型集装箱码头特许经营权项目。2008年中远集团与希腊比雷埃
夫斯港务局签订了相关协议，其中二号码头为租用，三号码头为自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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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额约为5亿欧元，营运期35年，期满后将项目完整地交还给希腊
政府。目前该项目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吞吐量由接手时的68
万标箱跃升至2019年的565万标箱，成为中国和希腊合作的典范项目。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其吞吐量仍达到544万标箱，继续保持地中海地
区第一大港地位。 

目前希腊已签订PPP的项目主要集中在环保、能源、城市发展、旅游、
信息技术和交通方面。私营合作方主要是希腊本地公司。中资企业在希腊
跟进的PPP项目有克里特岛米诺斯塔式光热电站项目等。 

另外，欧盟统计局要求，所有成员国政府只能在负责管理PPP项目的
特殊目的公司中占有少量股份和受限制的权力，否则，这些公司的银行贷
款和建筑成本将被计入该国政府债务。欧盟统计局希望政府在PPP项目中
持股不超过33%，且不拥有任何特别权力。 

5.3 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希腊议会于2018年批准了4577/2018号法律，对互联网安全方面进行规
范。该法律是对欧盟2016/1148号网络和安全指令的转化，规定了能源、交
通、信贷、金融基础设施、卫生保健、供水、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和
信息服务等领域企业应遵守的义务，以及违规行为面临的处罚。主要义务
包括：采取技术和程序措施保障网络和信息系统安全；采取措施防止网络
和信息系统安全事故或使其影响最小化；重大网络安全事故向国家计算机
安全事件响应小组（CSIRT，希腊国防部总参谋部网络防御局）强制报告
制度。违反相关要求的实体将面临最高20万欧元的罚款。2020年9月，希腊
颁布《数字治理和电子通信法》，该法案重新定义了数字治理的一般原则，
内容涉及公共部门数字治理的管理，旨在加强希腊数字发展和治理，确保
电子通信的安全有效和透明，促进所有公民平等和合法地享有数字服务，
保护个人数据和隐私。法案为希腊建立数字化国家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
希腊未来十年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5.4 绿色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能源和气候应对】希腊执行欧盟关于降低能耗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的指令和要求，制定了“2050年长期战略计划”。该计划作为希腊政府在
能源和气候领域的施政路线图，并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障，相关法案可在
希腊环境和能源部网站查询： 

https://ypen.gov.gr/energeia/ape/nomothesia/ethniko-plaisio/ 
【可再生能源投资支持政策】希腊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自上世纪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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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起就出台相关支持政策，促进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该领域也是希
腊吸引外资的重点之一。据希腊企业局网站介绍，主要投资机会包括：国
有资产的私有化、天然气输送基础设施建设、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
生物能等）项目、电网升级等。希腊环境和能源部、发展和投资部对相关
投资予以支持，一些项目还可以获得政策性补贴及税收优惠。投资希腊可
再生能源项目的流程可参考： 

https://www.enterprisegreece.gov.gr/assets/content/files/c27/a2976/f230/TO
MEAS%20ENERGEIAS%2015%20APRILIOY_ENGL.pdf 

欧盟排放交易系统（EU ETS）适用于所有成员国，希腊碳交易亦在该
体系下进行。针对EU ETS未覆盖的排放，希腊在其《国家能源和气候计划》
草案中将目标设定为：至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05年减少14%。并
预测在现有措施下可能超额完成9个百分点（即减排23%），若实施进一步
措施则可超额完成13个百分点（即减排27%）。 

5.5 企业税收 

5.5.1 税收体系和制度 

在希腊进行商业活动，必须进行税务登记获得税号。根据公司种类划
分，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外国公司在希腊分支机构须于财务年
度结束后6个月内递交纳税申报单；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须于每
年4月1日前递交纳税申报单，如果采用复式记账则于财务年度结束后的3
个半月内递交纳税申报单。 

除缴纳公司所得税外，企业还需按当年税收额的一定比例缴纳下一年
预缴税，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外国公司在希腊分支机构预缴比
例为100%，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预缴比例为100%。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预缴比例将大幅下降。 

5.5.2 主要税赋和税率 

希腊实行的是属地税制，中央和地方两级课税制度，税收立法权和征
收权集中在中央。主要税种有三类：（1）收入所得税，主要为公司所得税
和个人所得税；（2）房产/资产税，包括遗产税、房地产持有税等；（3）
流转或消费税，包括增值税、房地产交易税、奢侈品消费税、烟酒特别税、
印花税等。 

2014年1月，希腊将企业所得税率提高到29%，接近德国29.8%的最高
水平，同时企业每年额外缴纳1000欧元的经营税。2019年5月，希腊政府推
出一揽子降税措施，截至2021年，除信贷机构外其他法人实体所得税已降
至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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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具体见下表。外国居民的
征税基础为来自希腊的收入。从2020年1月1日起，希腊开始执行新的税务
改革政策，年收入1万欧元以下的纳税人个人所得税，税率从22%下调至9%。
此外，所有税级的收入所得税率全部降低1%。此外，对年收入超过1.2万欧
元的个人额外征收团结税（Solidarity Contribution），同样实施累进税率，
最低档为2.2%，最高档为10%。 

表5-2：希腊个人所得税税率（累进税率） 

（单位：欧元） 

收入 个人所得税率（%） 每类税款额 总收入 累计税款 

0-10000 9 900 10000 900 

10001-20000 22 2200 20000 3100 

20001-30000 28 2800 30000 5900 

30001-40000 36 3600 40000 9500 

 40001及以上 44    

资料来源：中国驻希腊大使馆经商处收集整理 

 

表5-3：希腊个人所得税起征减免额度 

（单位：欧元） 

家庭拥有子女数量（人） 年收入个税免征额 

1 9000 

2 10000 

3 11000 

4 12000 

注：适用于年收入12000欧元以下的家庭。在此基础上，每增加一个子女，家庭免税额

增加220欧元，对年收入在12000欧元以上家庭，收入超出部分每1000欧元免税额降低20

欧元。 

资料来源：中国驻希腊大使馆经商处整理 

【增值税】增值税由商品和服务的最终消费者承担。自2010年7月1日
起，希腊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为23%，但部分生活必需品如食品、交通、电
力、天然气、房屋维修等的增值税税率为13%；报纸、期刊、书籍、演出
门票、药品和宾馆住宿的增值税税率为6.5%。2015年7月22日开始，大部分
食品（除面包、牛奶等基本食物）的增值税率已经由13%提高到23%。对于
多德卡内斯群岛及爱琴海诸岛居民，无论是其提供还是享受相关商品与服
务，其增值税减少30%。自2015年10月1日起，取消包括罗得岛、圣托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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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克诺斯、纳克索斯岛在内的6个爱琴海岛屿的30%增值税优惠。2016年，
根据希腊政府与国际债权人达成的协议，希腊将最高档增值税率由23%提
高到24%。希腊2019年5月推出的一揽子降税措施中，食品、餐饮业增值税
由24%降至13%；电力、天然气增值税由13%降至6%；降低偏远岛屿的“单
一物业税”。2020年1月起，婴儿基本用品的增值税从24%减至13%；汽车
儿童座椅和摩托车头盔的增值税从24%降到13%；政府将暂停对新房产转
让征收24%的增值税3年，该款减税政策适用于在2022年底前颁发许可证的
建筑物。2020年3月，希腊为对抗疫情，将口罩等医疗物品增值税从24%降
至6%，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并在2020年10月31日前，将船票、机票、
露天电影院门票、咖啡、果汁、茶和非酒精饮料等的增值税从24%降至13%，
食品增值税降至6%。 

【印花税】希腊印花税现仅适用于少数交易场合，并以具体交易金额
为基准缴纳，主要包括：不动产租赁3.6%；商业借贷2.4%；私人借贷2.4%-
3.6%。 

【消费税】希腊对一些从其他欧盟国家进口及自产的产品征收消费税，
包括酒类、烟草、燃油等产品，并对皮草、珠宝、私人用飞机、贵金属等
特定物品征收奢侈品税。从2019年起，对拥有4个子女的家庭的私有车免征
奢侈品税。 

【不动产交易税】希腊不动产交易税是在转让不动产时征收，以最高
合同额或是不动产价值作为征税基础。对于2006年1月1日之前拿到建筑许
可的新房交易，按3.09%征收不动产交易税；此日期后征收24%交易税，但
免征至2022年底。 

【不动产税】希腊不动产税是以不动产总价值为基础，按年缴纳单一
房产税和特殊房产税。税收额度根据房产价值、面积、用途等确定，对于
有停车位、泳池等设施的房屋也有特别税项，对单人所有且价值超3万欧元
的房产征收补充税。国有、公共机构、教堂、修道院、运动场等公共场所
的不动产不征收不动产税。工业、采矿、采石、商业、农业、畜牧业和酒
店等用于生产和经营的建筑物可免交不动产税。 

公开资料显示，希腊尚未征收数字税和碳排放税。随着希腊退出救助
计划及应对疫情需要，希腊税收政策仍会不断进行调整，建议投资者密切
关注。 

5.6 特殊经济区域规定 

5.6.1 经济特区法规 

受欧盟规则限制，希腊没有设立综合型经济特区。希腊2019年出台的
投资希腊法（第4635/2019号）对工业园区投资进行规范，进一步简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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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环保要求，并建立工业园区内纠纷解决机制等。上述法规查询网址：
https://www.taxheaven.gr/pinnedlaws 

5.6.2 经济特区介绍 

【工业园】希腊ETVA工业园区公司负责开发和管理希腊所有的工业
园区。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比雷埃夫斯银行和希腊政府各持有其65%与
35%的股份。目前该公司管理着希腊27个工业园区，这些园区大约有2300
家企业入驻，雇佣员工超过3万名，尚未有中资企业进驻。 

【保税区概况】希腊有3个保税港区，位于比雷埃夫斯，萨洛尼卡和伊
拉克利翁的港口地区。转口货物可储存在保税自由贸易区内。区内可进行
再包装、分类和贴标签等作业。萨洛尼卡保税区内有小块区域可进行组装
与加工。货物储存在空间上有限制，在时间上没有限制，每6个月交一次仓
库保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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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OM保税区交通便捷，铁路、
公路、海运、航空四通八达。该保税区拥有土地超过70万平方米，内有货
运、仓储、商业中心及配套设施，可进行商品仓储、转运、零售和批发，
也可开展商品展示和各种商务活动，是目前希腊最大的物流中心。已有来
自摩尔多瓦、保加利亚、乌克兰、俄罗斯、马其顿、阿尔巴尼亚、黑山、
德国、捷克、奥地利和希腊等国家的多家企业积极参与。希腊政府对该保
税区的鼓励政策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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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的补贴，投资10年内如未分配利润，税收可减免。 

【ASTAKOS港口保税工业园】位于希腊西海岸的ASTAKOS港口保税
工业园是希腊具有保税功能的港口工业园。希腊西海岸靠近苏伊士—直布
罗陀这一国际主要海洋运输通道，是南欧“欧盟—希腊—东欧”这一轴线
的 交 通 枢 纽 。 ASTAKOS 毗 邻 PLATIYIALI 海 湾 ， 北 距 西 希 腊
AETOLOAKARNANIA省ASTAKOS市7公里，拥有深水良港以及所依托的四
通八达的内陆交通网，供水、排污、通讯等基础设施完善，使其有能力面
对地中海任何港口的竞争。占地面积总计166万平方米，其中港口面积大约
为40万平方米。根据港口工业园的特点，比较适合在此经营的商业活动有：
海运、仓储、原材料的加工及终极产品的生产。根据希腊有关法律规定，
在该港口保税工业园内建立的公司将享受以下优惠条件：（1）免征进口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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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免税经营；（2）与在园外建厂相比，可享受较优惠的建厂条件；（3）在
该保税工业园设立的公司将享受其投资额30%的政府补贴，并在前5年内免
征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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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亚索（Thriassio）保税物流园区】希腊政府还在致力于建立新的
斯里亚索（Thriassio）保税物流园区，规划该园区位于距比雷埃夫斯港口约
17公里处，规划占地约60万平方米，其中仓储设施面积约22万平方米，该
区与比雷埃夫斯港之间有铁路相连，原为货运火车编组站，现拟建设集仓
储、物流、加工和分拨，甚至研发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保税园区。 

希腊北部城市萨罗尼卡市近年专门开辟了创新园区，为入驻企业提供
一站式解决方案，在研发和创新方面提供多种便利和政策优惠。园区主要
功能包括与大学合作建立研发基地，孵化初创企业，以吸引世界顶尖科研
机构、吸引投资、提供就业。 

5.6.3 重点行政区域及相关法律法规 

希腊共划分为13个大区，均由希腊中央政府统一行政管理。首都雅典
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在欧盟区域发展基金和欧盟社会基金支持下，对初创企
业、科技研发、数字化建设和低碳经济提供支持。 

希腊企业局网站提供十三个大区产业特点、投资机遇等具体信息，可
以通过企业局网站详细查询。网址为：www.enterprisegreece.gov.gr 

5.7 劳动就业法规 

5.7.1 劳动法的核心内容 

希腊对劳工权益保护有详细的法律规定，相关法规可在以下网址查询：
https://www.taxheaven.gr/pinnedlaws 

【解聘】希腊雇主可在事先通知和给予补偿的情况下解雇员工。如没
有事先通知，则被解雇员工可获得双倍补偿。工作年限满一年以上10年以
内的被解雇员工可获得1-5个月工资补偿，工作年限满10年的可获得6个月
工资补偿，超过10年的，每增加一年可多获得一个月工资补偿。希腊被解
雇员工可获得最高补偿金为其24个月工资。20到150名员工的公司每月解
雇人数最多为6人；150名以上员工的公司每月可解雇员工5%，但不能超过
30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希腊颁布法案允许受疫情影响的企业采取轮岗
制，每月仅雇佣员工两周，并将工资削减50%，轮岗时间最长可申请6个月。
受影响企业也可选择中止员工劳动合同，雇员将从政府获得每月800欧元
补贴。 

【工作时间】希腊《劳动法》规定一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如工作时
长超出40小时，员工可根据法律规定依法获得相应补偿。 

【休假】每周工作5天的员工连续工作10个月以上就可享有20个工作
日的休假，以后每两年休假天数可增加1天直至22天；如为一个雇主工作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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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或是总工作年数超过12年，则其年休假天数可达25天（以工作日记）。
雇员工作满25年，则其年休假天数可达26天。每周工作6天的员工第一年的
休假期是24个工作日，以后每两年其休假天数可增加1天直至26天；如为一
个雇主工作满10年或是总工作年数超过12年，则其年休假天数可达30天
（以工作日计）。同时雇主在复活节和夏季假期时要给员工发放相当于半
个月工资的奖金，在圣诞节时要给员工多发一个月薪水。 

【职工社会保险】希腊雇主与员工共同承担员工的社会保险费用。希
腊的社会保险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中养老保险为工资总额的
20%，雇主和员工分别负担13.33%和6.67%；医疗保险为工资总额的7.1%，
雇主和员工分别负担4.55%和2.55%。受疫情影响，为支持企业恢复，希腊
将降低雇员及雇主社保缴款比例。 

5.7.2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规定 

欧盟公民只需取得居留许可即可在希腊工作。具体程序为：入境希腊
后的3个月内向居住地的警察局申请居留许可，经批准可在希腊居留5年，
5年届满后可经申请延续。 

非欧盟公民要在希腊工作，则须在入境前就申请居留许可和工作许可，
以上许可须经希腊内政部审批，程序极为复杂，特别是技术含量低的外国
劳工很难获得许可。 

希腊现有外来移民约120万，占希腊劳动力总量的20%左右，其中从事
简单体力劳动者占37.7%，从事技术工种的占35.4%。从行业分布来看，约
有30%的外来移民从事建筑业，20%的人从事家政工作，另有12.8%的人从
事制造业。外来移民已成为希腊劳动力供应的重要来源。 

5.8 外国企业在希腊获得土地/林地的规定 

5.8.1 土地法的主要内容 

希腊没有专门的《土地法》，根据购买土地的不同性质，需要向不同
的部门提交申请。希腊土地为私有，外资企业可以在希腊获得土地，享有
对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希腊对边境地区土地购买有严格的规定，因手续极
其繁琐，非欧盟公民很难购置到边境地区土地。希腊政府正在筹备一个“数
字地图”平台，将实时更新和记录每一块希腊土地的情况，包括土地使用
许可证情况，该地块上建筑物资料，以及该地块是否适用自然保护区、森
林、海岸线、考古遗址等规划限制规定。 

希腊大部分林地为国有，只有少部分林地属于私人。获得私人的林地
不需经过审批，可以直接购买或承包。希腊林地所有权没有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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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外资企业获得土地的规定 

【主要程序】外资企业在希腊获得土地的程序为： 
（1）在当地税务局申请获得希腊税号。 
（2）在有资质的地政局/土地所有权办公室查核所购土地的所有权情

况，然后根据欲购土地的不同性质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如城市规划部门、
森林监督部门和古迹管理部门等）。 

（3）签订预售/预购合同（非强制，但在预付订金的情况下推荐这种
做法）。 

（4）在签订最终销售/购买合同之前，支付购置税和最低律师费。 
（5）在公证机构签订最终销售/购买合同或公证书，买方与卖方必须

同时到场（如委托他人代签，必须出具委托书）。当地产价值超过4.4万欧
元时，双方都必须由律师出面签署（所需律师费由当地律师协会视地产价
值而定）。 

（6）在公证机构签署公证书时，买方和卖方通常直接商定购买价格。
很少有第三方代理的合同。 

（7）在有资质的地政局/土地所有权办公室登记公证书（一旦公证书
登记在买方名下，地产所有权即转移至买方）。 

（8）公证费和土地登记费通常为售价的组成部分，由买方支付。 

5.9 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的规定 

希腊对外资公司参与希腊证券交易无特殊限制，与当地公司相同。外
资公司在雅典证交所购买股票，首先要成为当地券商会员并应获得证券交
易账号，然后通过当地证券代理商进行股票交易。希腊的监督框架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欧盟立法，这符合“巴塞尔公约”的原则。具体来说，第
4261/2004号法律和希腊中央银行行长令组成了监督框架。 

5.10 环境保护法规 

5.10.1 环保管理部门 

希腊政府主管环境保护的部门是环境和能源部（网址：
https://ypen.gov.gr），其主要职责是：制定战略规划与法律法规，以保护自
然环境与资源，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完
善环境治理机制与机构。此外，希腊各地共有约30家环境保护和管理单位。 

5.10.2 主要环保法律法规名称 



48 48 希  腊 

 

希腊基础环保法律法规包括：《环境保护法案》（1986年）《第4042/2012
号环境保护法》《第3983/2011号海洋环境保护和管理法》《第3937/2011号
生物多样性保护法》以及《欧盟指令92/43/EEC》《野生动植物自然栖息地
保护规定》。 

涉及投资环境影响评价的法规包括：《第1327/1983号大气污染治理法》
《第3199/9-12-2003号水资源保护法》《第JMD50910/2727/2003号规定固体
废物处理条例》《第2742/99号规定海岸线保护法》《第2939/2001号规定包
装及包装材料管理法》《第4635/2019号投资希腊法》等，以及欧盟关于环
境保护的相关指令。 

查询网址：https://ypen.gov.gr 

5.10.3 环保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环境评估】根据希腊《环境保护法》，经营主体投资新项目必须事
先经过希腊环境和能源部、发展和投资部及旅游部等部门的环境评估，这
是经营主体取得开工许可的先决条件之一。根据大气污染方面的法律，各
经营主体须选择在安全范围内生产，同时要应用防大气污染技术，符合排
放标准等。 

【应对大气污染】根据《1986年环境保护法》（EPA）规定，为减少
空气污染采取的措施包括： 

（1）事先授权造成污染的活动； 
（2）明确排放标准； 
（3）固定和可移动污染源的分区和管理。 
第1327/1983号法规规定了应对大气污染的应急计划的前提条件和主

管部门，规定了重大紧急情况下指定特定环境作为退化环境区域，说明环
境质量异常恶化或保护人类健康的必要性。 

【水资源保护】关于水管理的法律框架主要包括希腊法律和将欧洲指
令转化为希腊法律的二次立法。 

除了根据一般环境立法可能施加的任何处罚外，违反第3199/2003号法
律的损害环境的行为也可能受到行政和刑事处罚。特别在违反有关提供服
务和开发水务工程的规定的，处以100欧元到60万欧元的罚款。污染严重或
水资源恶化的情况下，特别是在这种污染或恶化可能导致人身死亡或严重
身体伤害或生态破坏的情况下，罚款可能达到150万欧元。行政处罚可以是
临时或永久停止营业，如果违反，可能会导致每天500欧元至50万欧元的罚
款。 

在上述情况下，也可以依照第3199/2003号法第14条规定进行刑事处罚。 
任何自然人或法人有权依照第1650号法第29条的规定，向主管法院提

起诉讼，保护他们的权利，包括因水污染或水资源恶化而蒙受的损失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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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保护环境”），第2251/1994号法律第6条（“消费者保护”）和
第57条（“侵犯与个人有关的权利”）、第59条（“非物质损害赔偿”）
和“希腊民法典”第914条（“侵权行为”）规定的权利。 

根据希腊《水资源保护法》，各经营主体排污有法定的最高上限要求，
超出上限标准则要加倍征收排污费。经营主体应根据希腊固体废物处理条
例解决好废油、废旧电池、报废车、报废电子电器设备、建筑废料等处理
问题。 

5.10.4 环保评估的相关规定  

外资企业在希腊开展投资或承包工程，必须向环境和能源部的主管部
门或项目所在地当地政府部门提交有关申请并附带必需的法律文件，以便
批准环境条款。同时根据投资和承包项目的不同，还须向相关机构提交申
请，如发展和投资部、文化和体育部、教育和宗教事务部等。2019年出台
的《投资希腊法》对投资行为进行重新分类，按对环境危害性从高到低分
为A1、A2和B三类，由环境和能源部签发认定书，认定书将对项目土地使
用产生影响。 

5.11 反对商业贿赂规定 

根据欧洲委员会1999年出台的《反腐败刑法公约》，希腊于2007年通
过了第3560/2007号法律，其中包含反对商业贿赂的内容。希腊刑法典第235
条和236条规定了受贿罪的基本定义，即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直接
或间接通过第三方索取或收受财物，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第237
条就向法官行贿的行为作了专门规定，内容基本与上两条相同。第
3560/2007号法律对商业贿赂及官员腐败行为都作了相关规定。任何人，只
要承诺给与或已经给与一名官员任何性质的利益，不管是通过直接还是间
接的方式，使官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本人或第三方谋求将来利益或
作为对已获得利益的酬谢，将被判处至少一年监禁，同时处以强制罚款，
对于12万欧元以下的贿赂，罚款额为贿赂额度的50倍，但最高不超过15万
欧元。对于非金钱性质的贿赂，罚款额不低于1万欧元，不高于15万欧元。
如果贿赂额度或价值超过12万欧元，将判处最高为10年监禁及不低于5万
欧元，不高于50万欧元的强制罚款。 

5.12 外国企业承包当地工程的规定 

5.12.1 许可制度 

外国承包商在希腊承包工程与当地企业适用相同的法律法规，按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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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要求提供相应资质文件。关于建设过程、工程验收等，希腊政府对外国
承包商无特别规定。政府采购项目中要求主投标人所在国必须是《WTO政
府采购协议》的成员国，中资企业目前尚不能作为主投标人参与项目投标。
在战略性科技、基建等关键领域投资需受欧盟委员会审查。 

外国自然人在希腊承揽工程与法人适用同等的法律法规和资质要求。 

5.12.2 禁止领域 

希腊法律限制外国承包商在边境地区和边境岛屿承包工程。 

5.12.3 招标方式 

希腊招投标程序与欧盟通行规则相同，强调公开、透明和禁止垄断。 

5.12.4 验收规定 

工程项目验收主要依据合同约定。 

5.13 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 

5.13.1 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希腊涉及保护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的法规包括《专利法》《商标法》
《版权法》。 

《专利法》规定，专利保护期为20年，从提交专利申请时起算。查询
网址：http://www.obi.gr/el/law/ 

《商标法》规定，商标保护期为10年，如证明10年内没有拖欠商标费
并 申 请 延 期 的 ， 商 标 权 人 可 延 续 使 用 商 标 。 查 询 网 址 ：
http://www.mindev.gov.gr/emporika-simata/ 

《版权法》规定，版权保护范围包括文学、科学、音乐、戏曲、绘画、
建筑设计图纸、雕塑等。著作权保护期限包括作者生前以及作者死后70年。
查询网址： 

https://www.opi.gr/en/committee/legislation-committee 

5.13.2 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规定 

希腊法律规定，违反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受法律制裁，详
见上述相关法规条文。 

5.14 解决商务纠纷的主要途径及适用的法律 

【解决商务纠纷的主要途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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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合作协议中规定发生纠纷的解决方式。有的是聘请双方共同认
可的专业机构，有的是约定仲裁，如都无法解决，最终将通过法律诉讼。 

（2）由于投资企业的主体在希腊，可能争议的标的和主体都在希腊境
内，因此在签订投资协议时，基本适用希腊法律。 

（3）如涉及国际业务，希腊法律允许异地仲裁。但是双方在协议中应
有事先约定，并事先咨询律师。希腊于1969年签署纽约公约，外国投资者
与希腊政府的争端可诉诸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寻求国际仲裁。 

中国与希腊已于1992年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其中约定了中国投资
者与希腊政府因投资而产生的争议诉诸国际仲裁机构前必须履行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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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在希腊开展投资合作的手续 

6.1 投资注册企业需要办理的手续 

6.1.1 设立企业的形式 

希腊法律允许外国投资在希腊设立公司或分支机构，允许设立的企业
形式包括有限责任公司、无限合伙公司、有限合伙公司、匿名公司（股份
合伙公司）、境外分公司、船运公司分公司等。除此之外，个人也可以注
册自由职业者身份在希腊工作。 

6.1.2 注册企业的受理机构 

企 业 可 以 通 过 政 府 建 立 的 一 站 式 服 务 平 台 （ YMS ，
https://eyms.businessportal.gr/aut）申请建立公司，YMS将在2个工作日内审核
资料，批准后平台将自动共享公司资料至税务局和社保局。 

6.1.3 注册企业的主要程序 

【注册企业的手续】包括： 
（1）在所在地商工会核准企业名称； 
（2）起草公司章程，内容包括公司名称、经营期限、经营范围、注册

资本、管理机制等； 
（3）签署并公证公司章程； 
（4）在银行存入资本金； 
（5）向主管机构提交公司章程等申请文件，并获批准； 
（6）（以下步骤可同时进行）向《政府公告》提交公司章程的摘要以

便对外公布；向所在地商工会正式注册；在相关社保机构注册；获取税号；
到税务机构在公司发票和账本上加盖税务公章等。 

现希腊推行公司在线注册，具体注册要求与流程可查询希腊企业局网
站（www.enterprisegreece.gov.gr）。 

6.2 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 

6.2.1 获取信息 

希腊正在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希腊共和国资产发展基金负责私
有化项目的招标等一系列工作，有关项目信息可从其网站获悉
（www.hradf.com）。 

希腊私人投资及其他项目、地方政府的各类合作项目可查询希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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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网站（www.enterprisegreece.gov.gr）。 
希腊政府和公共项目由各主管中央部门或地方政府发布信息，可在相

关部门公告或政府网站上获取。 

6.2.2 招标投标 

作为欧盟成员，希腊的政府工程招投标程序与欧盟保持一致。 
小额项目招投标分为“公开招标”“限制招标”“协商招标”三类。

“公开招标”中任何供应商均可参与投标竞争；“限制招标”中采购单位
选择邀请一定数目的供应商参与投标；“协商招标”中采购单位选择一定
数目的供应商，通过谈判与其中之一达成协议。 

大额项目招投标分为“公开招标”“限制招标”“协商招标”“竞争
对话”四类。“竞争对话”是指采购单位选择一定数量的供应商，就工程
项目的技术、条件等内容与投标方进行对话，以决定合同条款。 

6.2.3 政府采购 

希腊单一公共采购管理局（The Hellenic Single Public Procurement 
Authority）是负责政府采购管理的官方机构，执行欧盟法规）。其建立了
国家公共采购电子系统（ESIDIS），所有公共部门通过该平台执行公共采
购合同的整个招标过程，并监控合同执行情况。电子平台网址：
http://www.promitheus.gov.gr/ 

6.2.4 许可手续 

发布招标公告的希腊公共管理部门设立专门的招标委员会，负责受理
投标申请和进行相应的资质审核。 

6.3 专利和注册商标申请 

6.3.1 申请专利 

希腊发展和投资部下属的工业产权组织（ Industrial Property 
Organization）是负责专利事务的主管部门。企业如需在希腊注册专利，要
向工业产权组织提交申请。 

申请程序包括： 
（1）报送申请表和相关材料； 
（2）4个月期的材料修改和材料补充； 
（3）审核所申请专利是否“创新”或“涉及创新步骤”，出具初步审

核报告； 
（4）3个月期申请人对审核报告的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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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准备最终审核报告； 
（6）颁发专利证书。 
希腊工业产权组织网址：www.obi.gr 

6.3.2 注册商标 

希腊商标管理委员会（Administrative Trademark Committee）是商标注
册管理机构。企业如需在希腊注册商标，要向商标管理委员会提交申请。 

申请程序包括： 
（1）报送申请报告和相关材料，包括商标指定的商品或服务、10张商

标样图、经证明的原属国商标副本等； 
（2）审核商标在形式上、可注册性或与现有商标是否混淆； 
（3）在官方刊物公告审核结果，如公告7个月内没有提出异议或异议

不成立，商标得以注册； 
（4）经审核驳回商标注册申请的，申请人有权在15-20天内提出复议； 
（5）颁发商标注册证书。 
查询网址：http://www.mindev.gov.gr/emporika-simata/ 

6.4 企业在希腊报税的相关手续 

6.4.1 报税时间 

企业每年最晚不超过6月到税务部门报税，亏损企业不需报税。 

6.4.2 报税渠道 

企业自行直接到税务部门报送相关材料。 

6.4.3 报税手续 

企业按照公司内部统一的税务软件准备好相关文件，并到税务部门直
接上交。 

6.4.4 报税资料 

企业须准备税务软件生成的报税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以及董事会
决议等。 

6.5 工作准证办理 

6.5.1 主管部门 

希腊负责外国人工作许可管理的部门是希腊人员雇用组织（OA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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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oaed.gr），负责居留许可的管理部门为内政部（网址：www.ypes.gr）。 

6.5.2 工作许可制度 

外国人赴希腊工作，须到希腊驻本国使馆办理工作签证，入境后在希
腊申请居留许可。 

6.5.3 申请程序 

希腊政府对不同形式的居留许可，采取相应的审核程序。 
【投资居留许可】根据希腊移民和社会融合法（第4251/2014号）相关

规定，投资额25万欧元以上的投资者（投资房产、股票、债券、基金等皆
可申请，但最低投资额度不同），可申请投资居留许可。申请者向希腊驻
所在国使馆申请投资签证，并提供相关材料。希腊使馆将相关文件转报希
腊发展和投资部外国投资监督部门，其在1个月内审查文件，并将建议转报
希腊使馆签发签证。投资者入境后在签证有效期内申请工作居留，期限为
5年，可延长。具体相关法律规定可以参阅希腊企业局相关网站：
https://www.enterprisegreece.gov.gr/en/greece-today/living-in-
greece/residence-permits 

【外国公司雇员工作居留许可】外国公司雇员在希腊执行临时安装、
维修等工作时，需入境后向临时居住地的大区外国人和移民管理部门申请
工作居留，期限为6个月，可延长6个月。 

【欧盟公司雇员工作居留许可】欧盟公司雇员在希腊开展工作时，需
向临时居住地的大区外国人和移民管理部门申请工作居留，期限为1年，可
延长6个月。 

【外国人工作居留许可】受雇于希腊企业的外国人向所在国希腊使馆
申请工作签证，入境后向居住地的大区外国人和移民管理部门申请工作居
留，期限为1年，可延长2年。 

6.5.4 提供资料 

希腊政府对不同形式的居留许可要求提供的材料有： 
【投资居留许可】需要提供简历、投资规划、投资资产证明等。 
【外国公司雇员工作居留许可】需要提交工作任务、工作期限、工作

地点、食宿医疗等证明。 
【欧盟公司雇员工作居留许可】需要提交在欧盟国家的合法居留、公

司雇佣证明、在希腊合作伙伴证明、工作任务、工作期限、食宿医疗等证
明。 

【外国人工作居留许可】需要提交交税证明、工作合同、最低工资保
险等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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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能够给中资企业提供投资合作咨询的机构 

6.6.1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经商处 

地址：7 Diadochou Pavlou, Paleo Psychiko15 452 Athens, Greece 

电话：0030-210-6723281 

传真：0030-210-6741575 

电邮：gr@mofcom.gov.cn 

6.6.2 希腊中资企业协会 

中资企业协会于2015年7月成立，目前暂未在当地注册。 

6.6.3 希腊驻中国使（领）馆 

希腊驻中国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9号 

邮编：100600  

电话：010-85326718 

传真：010-65872839 

电邮：gremb.pek@mfa.gr 
 

希腊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9号 

电话：010-85326718 

传真：010-85326738 

电邮：ecocom-beijing@mfa.gr 
 

希腊驻上海领事馆 

地址：上海市长乐路989号世纪商贸广场3501室 

邮编：200031 

电话：021-54670505 

传真：021-54670202 

电邮：grgencon.sha@mfa.gr 
 

希腊驻广州领事馆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8号天誉商务大厦2105室 

电话：020-85501114 

传真：020-85501124 

电邮：grgencon.guan@mfa.gr 

mailto:grgencon.sha@mfa.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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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驻香港领事馆 

地址：香港湾仔告士打道39号12层1208室  

电话：00852-27741682 

传真：00852-27059796 

电邮：grgencon.cg@mfa.gr 

6.6.4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促进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外东后巷28号 
电话：010-64515042、64226273、64515043 
传真：010-64212175 
电邮：kgjyb@126.com 
网址：www.caitec.org.cn 

6.6.5 希腊投资促进机构 

希腊企业局（Enterprise Greece） 
地址：109 Vasilissis Sophias Avenue, 115 21 Athens, Greece 
电话：0030-210-3355700 
传真：0030-210-3242079 
电邮：info@eg.gov.gr 
网址：www.enterprisegreece.gov.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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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资企业在希腊开展投资合作应注意的问题 

7.1 境外投资 

【投资障碍和风险】企业在希腊投资可能面临的障碍和风险如下： 
（1）政治风险 
自2009年末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到2019年现任政府上台，希腊政府

三次更迭，历经了六任总理。不同党派的吸引投资政策和私有化目标并不
一致，政府推进改革仍存在一定困难。反对紧缩、私有化和改革的游行、
罢工时有发生。 

（2）经济、金融风险 
2015年6月底，希腊成为第一个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违约的发达国家，

并于6月29日开始实施资本管制措施。根据与债权人达成的协议，希腊政府
陆续推出很多提高税率的措施。2018年以来，希腊经济形势企稳向好，并
于当年8月成功退出救助计划，2019年9月全面取消实施四年的资本管制，
经济连续保持增长，国际评级机构普遍上调希腊主权债务评级。但是，由
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希腊经济企稳进程受阻，风险和挑战依旧。例如，
高失业率造成较大程度的人力资源浪费，人才外流严重，有损国家长期增
长潜力；希腊银行业坏账率较高，难以向私营部门提供足够贷款；另外，
希腊吸引外资水平仍然不高，投资环境有待改善。 

（3）政策风险 
第一，在希腊建立企业环节较多，耗时较长。在世界银行《2020年营

商环境报告》“经商难易度”排名中，希腊仅位列第79名，与欧盟其他国
家相比处于较低水平。希腊政府投资管理职能分散，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
繁冗的审批许可流程使企业无形成本上升。 

第二，希腊投资政策存在缺乏连续性问题，影响到企业正常发展。如
希腊政府曾于2006年6月出台可再生能源法案，大幅提升光伏上网电价，但
随着光伏产业出现爆发性增长，希腊政府修改原有法案，大幅下调光伏上
网电价补贴率，并开始对可再生能源电站征收名目繁多的税种，这其中一
些特别税还具有可追溯性。 

第三，社保政策。目前，中资企业派驻希腊人员，既需要在希腊缴纳
社会保险，也需按规定在国内缴纳医疗、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险，且绝大
部分中方人员将在几年后回到中国，并不能享受到在希腊缴纳社会保险，
特别是养老保险所带来的福利，这加重了中资企业和员工的负担。 

（4）其他风险 
第一，难民问题。2015年起，作为欧洲面向中东的大门，希腊政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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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承受了难民潮带来的压力，使得希腊处于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双重叠
加的困境之中。  

第二，用工问题。希腊劳动力市场用工制度较为严格，在工时、工资、
解雇条件、用工合同等方面的规定灵活性不足，雇佣隐性成本较高。希腊
传统的工会势力较强，罢工示威等劳资冲突发生频率较高。 

第三，征地问题。希腊没有全国性土地使用规划，新增投资建设用地
需要经过中央和地方两级审批，环节过多，手续繁杂，耗时长，成本高。 

【中资企业应重点关注事项】 
中资企业在希腊投资需防范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据企业反映，在希

腊经常碰到不良账款问题。即便通过法律手段争取权益，得到法院的胜诉
判决，也无法收回相应款项。希腊客户或者申请破产保护，或者拒不支付。
虽然拒不支付可以适用于刑事诉讼，但耗时漫长，很难操作。希腊某些人
还经常采用关闭老公司开设新公司、财产转移等手段来逃避债务。 

7.2 对外承包工程 

中资企业在希腊承包工程需要注意： 
（1）企业在希腊参加工程项目投标，通常需要报送大量材料，履行繁

杂的报批手续，耗时数月甚至数年，中资企业对此应有足够准备。 
（2）工期因素。希腊新增建设用地需要经过中央和地方两级审批，手

续繁杂、耗时耗力。同时，希腊政府职能分散，业主协调能力有限，经常
影响工期。 

（3）劳资矛盾不断，雇佣隐性成本较高。 

7.3 对外劳务合作 

中资企业在希腊开展劳务合作需要注意： 
（1）市场容量有限。希腊失业率较高，因此对外籍劳工实行较为严格、

复杂的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审批制度。外籍劳工在希腊申请工作许可需缴
纳社保费用。 

（2）希腊劳动法律法规严格，对工时、工资、解雇条件、用工合同等
有严格规定。 

（3）对外籍劳工保护程度不高。希腊虽有保护外籍劳工的法律，但保
护程度不高。外籍劳工工资标准较低、工作时间较长，而且可能遇到延长
居留困难、雇主拒付社保费用、超长工作等问题。 

7.4 防范投资合作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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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开展投资、贸易、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
事前调查、分析、评估相关风险，事中做好风险规避和管理工作，切实保
障自身利益。包括对项目或贸易客户及相关方的资信调查和评估，对项目
所在地的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分析和规避，对项目本身实施的可行性分析
等。企业应积极利用保险、担保、银行等保险金融机构和其他专业风险管
理机构的相关业务保障自身利益。包括贸易、投资、承包工程和劳务类信
用保险、财产保险、人身安全保险等，银行的保理业务和福费廷业务，各
类担保业务（政府担保、商业担保、保函）等。 

建议企业在希腊开展对外投资合作过程中使用中国政策性保险机构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的包括政治风险、商业风险在内的信用风
险保障产品；也可使用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提供的商业担保服务。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由国家出资设立、支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
展与合作、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政策性保险公司，是中国唯一承办政
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金融机构。公司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保险产
品包括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和融资担
保等，对因投资所在国（地区）发生的国有化征收、汇兑限制、战争及政
治暴乱、违约等政治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风险保障。了解相关服务，
请登录该公司网站地址：www.sinosure.com.cn 

如果在没有有效风险规避情况下发生了风险损失，也要根据损失情况
尽快通过自身或相关手段追偿损失。通过信用保险机构承保的业务，则由
信用保险机构定损核赔、补偿风险损失，相关机构协助信用保险机构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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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中资企业在希腊如何建立和谐关系 

8.1 处理好与政府和议会的关系 

希腊的国家体制为总统议会共和制，总统为国家元首。立法权属于议
会和总统，行政权属于总理，司法权由法院行使。希腊的议会为一院制，
有300名议员，由全国56个选区普选产生。议会在希腊政治、经济生活中角
色重要，政府实施的各项大政方针，均需得到议会的批准。中资企业要在
希腊开拓市场、有所作为，不仅要与希腊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建
立良好关系，而且还要注意积极发展与希腊议会的关系，利用各种渠道宣
传企业良好形象、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为企业在希腊发展营造积极、和谐
的公共关系环境。 

具体应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1）了解希腊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责权分工，以及议会各专业

委员的职责，熟悉其决策及办事程序。 
（2）关心希腊政局变化，把握最新政治、经济动态。在政府换届和议

会选举等关键时期，企业要密切跟踪，做好观察和判断工作，掌握经济政
策走向。 

（3）关注希腊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热点和敏感问题，对涉及中资企业
方面的信息要及时掌握。 

（4）通过正当渠道向当地议员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取得当地议员对
投资项目的理解和支持，尽量减少阻力和消极因素。 

（5）广交朋友，确保关键时刻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积极
通报公司对当地经济的贡献，争取当地政府支持。 

（6）加强与当地政府和议会的联系，通过推介会、联谊会、经贸论坛
等形式，积极向希腊有关部门宣传推介自己，及时反映企业在经营中遇到
的实际困难，争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8.2 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1）熟悉当地法律、法规和工会组织的规章制度、运作模式，做到知
法、守法，并善于用法律武器保护企业利益。 

（2）严格遵守全国劳工协议、行业劳工协议的规定，执行希腊在雇佣、
薪酬、社会保障和解聘等方面的规定，规范用工管理，将出现劳资纠纷的
可能降到最低。 

（3）在并购和新建企业时，要注重与工会的谈判，并将薪酬、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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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及解雇等关键条款列入双方签署的协议。 
（4）尊重工会，与工会保持良好沟通，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避免矛盾

激化。掌握工会组织活动的程序和特点，知己知彼。 
（5）积极参加当地雇主协会，运用该平台有效地与工会进行交涉，保

护中资企业利益。 
（6）在实际工作中，对工会提出的正当要求，要正确对待，尽力满足。

对无理要求，要通过沟通和谈判寻求解决办法，必要时可寻求法律途径解
决。 

8.3 密切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中资企业在希腊经营创业，不仅要实现经济效益也要重视社会效益。
只有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才能保证企业在希腊的长期稳定发展。因
此，企业要努力融入当地社会，处理好与当地居民的关系，获得当地政府
和居民的认可。实际操作中，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1）学习希腊语言，了解希腊文化。尊重希腊居民的宗教信仰和文化
禁忌，尊重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 

（2）通过员工本地化来增进与当地居民的交流，宣传中资企业文化，
增加了解和互信。 

（3）积极支持并参与社区活动，量力选择一些活动给予资金支持，塑
造中资企业乐于公益事业、努力回馈社会的形象。 

（4）注意加强企业自身文化建设，重视文化融合，与当地民众和谐相
处，树立中资企业的良好形象。 

【案例】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港口公司在希腊发展的同时，积极融入
当地社区，为周边市政、教堂、孤儿院、体育文化事业等进行捐助，并成
为希腊残奥委会赞助伙伴。 

疫情期间，在希腊的中资企业与合作伙伴积极沟通，希腊民众对华普
遍友好，没有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对中资企业／项目产生明显偏见。 

8.4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在希腊，绝大多数人信奉东正教。中资企业人员要对东正教有必要的
了解，尊重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和习俗。希腊人非常讲究着装，对不同场
合着装也有较严格标准，中资企业人员在出席活动时要注重着装，讲究礼
仪。希腊人无劝酒习俗，忌吃饭时大声喧哗。 

8.5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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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是世界上知名的旅游国家，环境关乎其旅游产业的兴衰，所以希
腊非常注重环境保护，制定了一系列环保法规，执行欧盟环境标准。希腊
并十分重视考古发掘和研究，政府文化部门对考古遗址、遗迹有相当的话
语权。中资企业在生产经营时，要注重环境保护和古迹保护，严格执行当
地环保标准，并将环保成本纳入企业成本预算。 

【案例】国家能源集团在希腊并购的风电项目中，根据当地环保要求，
加强项目科学管理，安装鸟类防撞设备，减少风机运营对当地鸟类的影响。 

8.6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中资企业在希腊发展，要获得成功必须融入当地社会，承担必要的社
会责任，要做到： 

（1）根据希腊法律，依法缴纳各项税金，不做偷税漏税等违法的事。 
（2）合法经营，杜绝使用非法手段和进行不正当竞争，如商业贿赂等。 
（3）正确对待企业发展所带来的资源、环境、人员安全和社会治理等

方面的问题。 
（4）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始终坚持正确的益利观，“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的理念，守法合规经营，履约守信，创造就业机会，实现本地
化经营。处理好与当地政府各级主管部门、社区、工会及当地雇员等各方
面的关系，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案例】中远海运秉承“本地化战略”和互利共赢理念，自觉履行社
会责任，成功地融入了当地社会，目前中远海运在希腊的合作为当地直接
创造了3000多个就业岗位，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达到了1万多个。在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中远海运、国家电网、国家能源集团、中国银行、国家开发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华为、中兴等中资企业向当地政府部门、周边市政、
医院等捐赠了大量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防疫物资，得到了当地群众和
政府的高度肯定。 

8.7 懂得与媒体打交道 

媒体是现代生活中传递信息、引导舆论、展现民主的重要手段，它具
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中资企业在希腊发展要注意与媒体的关系，
努力做到让大众媒体为企业服务。在与媒体打交道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问题： 

（1）可设专人负责，并跟踪舆论导向，及时向媒体披露信息，做好舆
论引导工作。如遇不实报道应及时与媒体进行交涉和沟通。 

（2）与希腊主流媒体建立工作关系，主动邀请媒体赴中资企业参观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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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报道中资企业的正面信息。 
（3）有效利用等多种媒体手段，通过各种形式宣传企业，如为报刊、

杂志等提供稿件，在公关场合主动接受采访等。 

8.8 学会和执法人员打交道 

中资企业在希腊发展业务，要支持和配合希腊执法人员的工作，努力
与警察、工商、税务、海关、环保等执法部门维系良好关系，遵守当地法
律法规，并善于运用当地法律法规保护自身利益，需注意以下几方面情况： 

（1）希腊法律条文复杂，不易理解和把握，中资企业可聘请当地律师
处理公司相关事宜，并对中方员工进行普法教育，使员工掌握在希腊工作
生活所必备的法律常识，做到知法守法。 

（2）要按照当地法律法规办理有效居留证件，并随身携带、妥善保管。
如遇希腊执法人员检查，应主动出示，配合检查。 

（3）遇到执法人员搜查公司或住所，应要求其出示证件和搜查证明，
并马上与律师和中国驻希腊使馆联系。如遇到希腊执法人员的不公正对待，
中方人员要保持克制，不能与其发生正面冲突，更不能触犯当地法律，应
及时联系中方律师。 

8.9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随着中希交往日益密切，不少希腊民众和企
业对中国文化更加了解，并抱有浓厚兴趣。中资企业在希腊投资时宜将中
国文化同“入乡随俗”有机结合起来，在投资合作、融入社区的过程中，
主动介绍中希文化差异，以便希腊人民更好地了解中资企业的投资理念和
目的。还可结合中国传统佳节，以合适的方式与当地员工甚至社区共同庆
祝，增进彼此了解和感情，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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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中资企业/人员在希腊如何寻求帮助 

9.1 寻求法律保护 

中资企业在希腊合法经营，依法纳税，在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的情况下
也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在遇到困难时，做到知法用法。鉴
于希腊法律条文复杂，建议企业通过聘请当地律师解决纠纷。 

9.2 寻求当地政府帮助 

希腊政府重视外国投资，特别是对重大项目，政府和民众均给予很高
的关注。中资企业要善于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开展当地政府规划和鼓励的
投资项目，利用优惠政策，争取较好的投资环境。 

在希腊的中资企业还要与项目所在地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及时与当地
政府进行沟通交流，反映企业的发展情况和遇到的困难，寻求当地政府的
支持。 

9.3 取得中国驻希腊使馆保护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有责任保护中国公民在当地的合法权益，如有中国
公民在当地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使馆有责任在国际法及当地法律
允许范围内实施保护。 

如有重大事件发生，企业要及时向使馆汇报。在事件处理过程中，要
服从使馆领导，听从指挥。 

9.4 建立并启动应急预案 

中资企业在希腊发展，要充分认识经营中的风险，同时应制定应急预
案，有针对性地建立内部预警机制，做到突发事件发生时不慌不乱。 

紧急求助电话： 
警局电话：100 
旅游警局24小时服务电话：171 
火警电话：199 
救护车电话：166 
急救电话：1016 
医院和诊所咨询电话：106 



66 66 希  腊 

 

9.5 其他应对措施 

中资企业在希腊生产经营，可积极申请加入希腊当地的商、协会组织，
如希腊企业联合会、雅典工商会、希中工商会等。这不仅是快速融入当地
社会、经济生活的有效途径，而且在企业遇到困难时也可以通过该平台提
供帮助。与此同时，应积极加入中资企业协会，通过协会强化与希腊政府
及有关商协会的沟通与对话，抱团取暖，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改善经营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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Ŭ  10. 在希腊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10.1 新冠肺炎疫情现状 

【疫情发展】 
希腊于2020年2月26日确诊首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根据世界卫生组

织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0日，希腊累计确诊病例1,105,885例，累计
死亡病例20,557例；过去7日新增确诊病例61,584例，新增死亡病例502例；
每百人接种疫苗154.2剂次，完全接种率为64.26%。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在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面前，经济活动纷纷按下“暂停键”，给希腊

的全面复苏之路带来巨大挑战。尽管希腊政府在疫情防控方面总体上取得
了较好成绩，但由于希腊本身处于多年危机后的艰难复苏中，加之其产业
结构以服务业尤其是旅游业为主，因此疫情对希腊经济仍造成巨大冲击。
2020年，希腊GDP同比下滑8.2%，结束了此前连续三年实现正增长的良好
态势，经济衰退幅度高居欧盟第三位；全年平均失业率为16.3%，近年失业
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受阻，仍高居欧盟第一；CPI同比下降1.2%，时隔四年后
再次出现紧缩。受疫情下政府推出的大规模救助措施影响，2020年希腊财
政在连续四年实现盈余后又转为赤字，全年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51%，
支出占60.7%，赤字161.3亿欧元，赤字率达9.7%，居欧盟第三。同样受疫
情影响，2020年希腊政府本已高企的负债率又大幅上升，首次突破200%，
达205.6%，高居欧盟第一，并远高于欧盟平均90.7%的公共负债率。2020年
希腊外债余额为4945.09亿欧元，同比增长10.3%。新冠疫情令希腊许多商
业活动在2020年遭受严重损失，旅游、餐饮等行业几乎陷入瘫痪。据希腊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20年整个企业和经济活动的营业额为2660.8亿欧
元，相比2019年的3077亿欧元下降了13.5%，损失部分相当于2019年GDP的
23%。 

10.2 疫情防控措施 

希腊自2020年2月底爆发新冠疫情后，相关防控措施不断升级，并于3
月底至5月初、11月初至2021年5月初先后两次采取全国性防疫封锁措施。
在出入境方面，希腊从2020年3月起关闭国门，至7月按欧盟统一部署向部
分国家恢复开放边境，至2021年5月开始允许中国等非欧盟国家游客有条
件入境。 

2021年8月24日，希腊卫生部长宣布了政府下阶段（2021年9月13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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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31日）防疫新举措： 
（1）室内餐厅、酒吧、夜总会、体育场以及其它娱乐场所，仅允许已

接种疫苗者和新冠康复者进入。 
（2）剧院、电影院、博物馆和考古遗址的室内空间向已接种疫苗者完

全开放，未接种疫苗者须凭借48小时内快速检测阴性证明入内。 
（3）公立医院及检测机构仅对已接种疫苗者或出现症状人员进行检

测。未接种疫苗者可在私营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私营机构快速检测费用统
一定价为每次10欧元。 

（4）未接种疫苗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员工必须每周自费在私营机构进
行一次快速检测。 

（5）餐饮、旅游、电视、电影、戏剧、音乐、舞蹈行业从业者，未接
种疫苗的必须每周自费在私营机构进行两次快速检测。 

（6）未接种疫苗的希腊学校教职员工必须每周自费在私营机构进行
两次快速检测。 

（7）未接种疫苗的学生（大学生除外）必须每周进行两次公费自检，
未接种疫苗的大学生则必须自费每周进行两次快速检测。 

（8）乘搭飞机、轮渡、火车、长途汽车的旅客，未接种疫苗者须持有
48小时内快速检测阴性证明，5至12岁未成年旅客可持自检阴性证明。 

（9）雇主有权了解雇员接种疫苗情况。 
（10）在人员密集的室外公共场所，应该有强制佩戴口罩的标志提醒。 
此外，自9月1日起，拒绝接种疫苗的医护人员将被强制无薪休假。 

10.3 后疫情时期经济政策 

为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挑战，欧盟于2020年7月推出总规模逾1.8
万亿欧元的经济复苏计划，其中包括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根据欧盟规
定，复苏基金拨付前，成员国必须首先制定本国的经济复苏计划并由欧盟
批准。2021年3月底，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宣布名为“希腊2.0”的国家复
苏计划，称其为“通往新冠后时代的桥梁”。该计划由约170个投资项目与
改革措施组成，将利用欧盟拟向希腊拨付的约310亿欧元复苏基金，带动总
值近600亿欧元投资，并基于“绿色转型、数字化转型、就业与社会凝聚力、
私人投资与经济转型”四大支柱打造希腊2.0时代，力争在未来6年内将GDP
增加7个百分点，并创造20万个就业机会。2021年6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
德莱恩访问希腊，正式宣布欧盟委员会批准“希腊2.0”复苏计划。欧盟将
通过复苏基金（RRF）向希腊提供305亿欧元的资金，其中37.5%将用于绿
色转型（主要包括改善电力基础设施6.45亿欧元、提升建筑物能源效率13
亿欧元、发展可持续性交通2.64亿欧元），23.3%将用于数字化转型（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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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5G网络建设1.6亿欧元、公共部门数字转型13亿欧元、商业数字化3.75
亿欧元、教育数字转型2.31亿欧元），其余将用于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主
要包括支持私人投资127亿欧元、促进就业和社会包容7.4亿欧元、支持育
儿1.59亿欧元、引入综合公共健康计划2.54亿欧元、提高税务及司法等公共
行政部门效率6.27亿欧元）。 

10.4 对中资企业的特别提示 

疫情发生以来，在希腊的中资企业严格遵守当地及国内有关要求，稳
妥推进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相关工作，生产经营情况总体平稳。但受疫情
下人员流动限制等影响，部分项目推进仍存在一定阻碍。疫情发生后，希
腊当地媒体报道总体客观中立，未见因疫情而对中资企业及人员产生偏见
甚至歧视的情况。 

当前希腊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仍不能放松警惕，要继续做好防护，并
注意以下事项： 

（1）强化防范意识，杜绝麻痹心理，密切关注希腊政府发布的疫情动
态和使馆相关提醒，严格遵守当地疫情防控规定。 

（2）在知情自愿前提下尽早接种疫苗。但须注意，接种疫苗可加强防
护，但保护效果不是100%，接种后仍可能感染病毒，切不可因此放松警惕。 

（3）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社交活动和聚集，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经
常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加强居室通风清洁。如外出，应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及时洗手消毒。 

（4）坚持“非必要、非紧急、不旅行”。长途旅行的交叉感染风险极
高，非必要或紧急情况应尽量避免跨境旅行。如确需回国，请遵守“双检
测”有关要求，做好行前闭环管理。 

（5）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疑似症状，请留在住所，拨打希腊国家公共
卫生组织24小时咨询热线“1135”，根据咨询电话指导采取下一步就诊措
施。如确诊，请遵医嘱接受治疗，并及时告知中国驻希腊使馆（使馆24小
时领保热线：0030-6973730680），中国使馆将尽力提供协助。相关密切接
触者应遵照卫生部门指令，接受相应检查并做好防护，根据医嘱采取包括
隔离观察在内的有关措施，切勿随意外出，以免增加疫情扩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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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1 希腊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 
 

希腊主要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商协会、媒体网站 

机构 网址 

议会 www.parliament.gr 

总理府 www.primeminister.gr 

外交部 www.mfa.gr 

财政部 www.minfin.gr 

基础设施和交通部 www.yme.gov.gr 

内政部 www.ydmed.gov.gr 

国防部 www.mod.mil.gr 

公民保护部 www.yptp.gr 

发展和投资部 www.mindev.gov.gr 

环境和能源部 www.ypeka.gr 

教育和宗教事务部 www.minedu.gov.gr 

劳工和社会福利部 www.ypakp.gr 

卫生部 www.yyka.gov.gr 

文化和体育部 www.culture.gov.gr 

数字治理部 www.mindigital.gr 

司法部 www.ministryofjustice.gr 

海运和岛屿政策部 www.ynanp.gr 

农业发展和食品部 www.minagric.gr 

旅游部 www.mintour.gov.gr 

希腊中央银行 www.bankofgreece.gr 

希腊企业局 www.enterprisegreece.gov.gr 

希腊中国工业、旅游和船运商会 www.chinese-chamber.gr 

希腊外贸协会 www.hepo.gr 

希腊企业联合会 www.sev.org.gr 

雅典工商会 www.acci.gr 

雅典新闻报 www.athensnews.gr 

雅典通讯社 www.ana-mpa.gr 

希腊新闻 www.greeknewsonline.com 

javascript:self.location('http://www.primeminister.gr/gr/');
javascript:self.location('http://www.mfa.gr/');
http://www.minfin.gr/
http://www.ypakp.gr/
http://www.yyka.gov.gr/
http://www.ministryofjustice.gr/
http://www.bankofgreece.gr/
http://www.chinese-chamber.gr/
http://www.hepo.gr/
http://www.sev.org.gr/
http://www.acci.gr/
http://www.athensnews.gr/
http://www.ana-mpa.gr/
http://www.greeknews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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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报 www.ekathimerini.com 

雅典邮报 www.athenspost.com 

希中网 www.cgw.gr 

希华时讯 china.greekreporter.com/ 

海运报 www.naftemporiki.gr/english 

论坛报 www.tovima.gr/en 

 

http://www.ekathimerini.com/
http://www.athenspost.com/
http://www.cgw.gr/
http://www.naftemporiki.gr/english
http://www.tovima.g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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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2 希腊华人商会、社团和主要中资企业一览表 
 

华人商会社团 地址 电话 

希腊华侨华人总商会 
Agisilaoy 43-45, T.K.10435, 

Athens, Greece 
（0030）2105203363 

希腊华人华侨总会 
Keramikou 52, T.K.10436, Athens, 

Greece 
（0030）2105226074 

希腊萨洛尼卡华人华侨

联谊会 

Promitheos 27, T.K.54627, 

Thessaloniki, Greece 

（0030）2310553852 

 

希腊华人旅游业联合会 
No.38, 28th

 October STR., Ano 

Ilisia, T.K.15772, Athens, Greece. 
（0030）2107794068 

希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

会 

Mitropoleos 36, T.K.10563, Athens, 

Greece 
（0030）2103310036 

希腊华人华侨联合总会 
150-152, T.K.10444, Athens, 

Greece 
（0030）2105125888 

主要中资企业 地址 电话 

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港

口有限公司 

Sempo,N.Ikonio,18863 Perama 

P.O.Box 92522，Athens，Greece 
（0030）2104099100 

中远海运集运（希腊）

有限公司 

85 Akti MiaoulI & 2，Flessa STR., 

18538 Piraeus Greece 
（0030）2104290810 

国家电网驻希腊国家独

立输电网公司 

89 dyrrachiou & kifissou Str. 

GR10443 Athens  
（0030）2109466785 

国家能源集团欧洲新能

源控股公司 

38-40 Kapodistriou Avenue, 15123, 

Maroussi, Athens 
（0030）2106851652 

中国船级社雅典分社 SKOUZE 26, 18536 Piraeus Greece （0030）2104520065 

华为（希腊）科技有限

公司 

274 Kifissias Avenue 4th
 Floor 

EURO PLAZA Building, 15232, 

Halandri，Athens, Greece 

（0030）2106879066 

中兴通讯（希腊）有限

公司 

123 Kifissias Avenue and 73 

Grammou Street, 15124, Maroussi，

Athens, Greece 

（0030）2106146179 

国航雅典营业部 214 Syngrou Ave 17672 Athens, （0030）210722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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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ce 

中国银行（卢森堡）有

限公司雅典分行 

2 Mesogeion Ave., Ampelokipoi, 

11527, Athens, Greece 
（0030）2111906688 

中国工商银行（欧洲）

有限公司希腊代表处 

13 Amerikis Str., 10672 Athens，

Greece 
(0030) 2166868866 

新时代集团希腊分公司 
Paragouli,street,50 Glyfada，

Athens，Greece 
（0030）2108985036 

中船重工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希腊代表处 

138 karaiskou, 18536, Piraeus, 

Greece 
（0030）210-451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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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之《希腊》，对中资企业尤其是
中小企业到希腊开展投资合作业务时普遍关注的投资合作环境进行了客
观介绍；针对中资企业到希腊开展业务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给予了提示。
希望本《指南》能成为中资企业走进希腊的入门向导，但由于篇幅有限，
我们的知识面也有限，加之不同投资者所需信息各异，本《指南》提供的
信息仅供读者参考。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组织协调本《指南》编制工作。本《指
南》由中国驻希腊使馆经济商务处编写，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本《指南》内容进行了补充、调整和修
改。商务部欧洲司的同事对文中相关内容提出了宝贵意见。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阅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希腊政府有关部门以
及一些国内外统计、研究机构的公开信息，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编著者 

202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