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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单位

BELT AND ROAD ASSOCIATES-YOUR PARTNER IN GREECE                                     
www.beltandroadassociat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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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发展和投资部长
Adonis Georgiadis先生

我们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友好。希腊
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都为自己的文化遗产感到
自豪。我们相互尊重、合作、开放心态、包容增
长、面向未来，彼此团结。希腊和中国是“一带
一路”建设的合作伙伴。我们将继续加强比雷埃
夫斯的角色作用，逐渐成为一个主要的交通枢纽，
我们期待在许多领域开展合作。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雅典期间，雅典
和北京签署了16项双边协议，涵盖了广泛的合作
领域。政府间以及商业协议涵盖了引渡、农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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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教育、能源、航空业以及中远对比雷埃夫斯港的附加投资等
多个领域。协议还包括在雅典设立中国银行分行、中国工商银行
代表处以及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代表处。正如总理基里亚科斯·米
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所强调的，“我们正在开辟的这
条道路，不久将成为一条高速公路”。

希腊决心尽其所能吸引外国投资。我们欢迎中国的投资，因
为我们的国家正通过利用其自然和人力资源的质量，进入以绿色
经济、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最先进的发展水平。众所周知，希腊
政府决心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便利，以可持续和保护环境的方式吸
引外国资本并为全体希腊人创造财富和繁荣。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即新丝绸之路，也将成为中国与
西方，特别是欧盟之间的桥梁。希腊是进入欧盟的重要门户，中
远集团在比雷埃夫斯港的投资就是具有地缘战略特征的精明且成
功的商业交易完美范例。我们正在扩大与中国的关系，这对两国
来说将是“双赢”的局面。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CODA)

“后疫情”时期中希合作面临  
新机遇

今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袭击全球，

其中也包括中国和希腊。中希两国人民密切合作，

共同抗击疫情。目前，中希两国疫情均已得到基本

控制，希腊政府正在考虑逐步恢复旅游业和交通业。

很显然，这为希腊恢复经济发展和开展国际合作创

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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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为主动寻求和创造“后疫情”时期中希两国投
资合作交流新机遇，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联合希腊“一带一路”
协会和中国走出去网站，共同举办“2020投资希腊”国际在线论
坛。

本次论坛得到中希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希腊发展和投资部
部长阿佐尼斯·乔治亚季斯先生、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司
长刘小南先生、中国驻希腊大使章启月女士等领导已确认出席论
坛并致辞。

中国企业对本次论坛予以高度关注。目前，参会嘉宾邀请工
作正在紧张进行。相信届时会有众多中国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代
表参加本次论坛，寻找在希腊基础设施和新能源等领域的投资合
作机会。

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和振伟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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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于2004年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倡议成立，是具有社团法人资格的全国性非盈利性社会团体。协
会在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下，开展有关中国企业境外
投资与发展的服务工作。协会积极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
推动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发挥政府与企业之间桥梁、纽带作用，
为中国企业在境外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 
主要服务范畴
1．作为政府与企业间的联络桥梁，服务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及国
际产能合作。
2．提供国内外投资项目全方位咨询服务，牵头组织或协助会员企业参与
境外大型项目的建设与融资。
3．组织外方企业来华寻找投资合作伙伴，与协会会员单位进行对口会谈。
4．在国内外组织召开研讨会、投资考察、展示洽谈等系列商务活动，促
进会员企业不断寻求新的经济效益增长点。
5. 管理运营平台公司柯伊菲尔（北京）商务发展有限公司组织举办协会
年度海外投资盛会：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洽谈会
6. 举办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

2019年协会与沙特阿美亚洲签署合作备忘录                      2019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洽谈会开幕式
        

电话Tel: 0086-10-63259010  邮件Email：yzxiao@codafair.org 
官网website: www.ciodpa.org.cn & www.codafair.org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



        中国走出去网站 (CGA)

 我们很荣幸，与长期合作伙伴中国产业海
外发展协会、BELT AND ROAD ASSOCIATES
合作，在两国政府和商会的大力支持下，
举办此次网络论坛。希望也相信此次论坛
是全球抗击新冠疫情期间、促进两国投资
贸易发展的重要举措。我们主办方以及各
支持方在会后将继续紧密合作，为中国-希
腊的跨境商务、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专业
和全面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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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走出去”（ChinaGoAbroad简称CGA）是第一家中英双语
的会员制跨境投资资讯与服务平台，由权亚律师事务所和中国
产业海外发展协会共同发起，由BELT AND ROAD ASSOCIATES和
Enterprise Greece等机构加盟。通过保密型专属服务，CGA及
其合作伙伴和专家们提供跨境投资与合作中所需的各领域服务，
促进供需对接。

 以下例举几个我们正在进行中的项目：
 1.消防弹：我们与一家中国安防技术公司合作将其创新型灭火弹产品推

向全球，以应对全球灾难性野火。
 2.易康码：这个加拿大医疗平台可提供二维码快速确定个人的Covid-19

健康状态，以便在与人接触时保持社交距离。我们正在协助开发商在全
球推广该平台。

 3.锂电池：我们与一家中国电池制造商合作销售其高性能锂离子充电电
池，提供更高效、环保和经济的电池解决方案

 张贞熙                                                         
始人暨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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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一带一路协会

 举办投资希腊论坛是我们一带一路协会
一直以来的愿望。这一论坛将有助于希
腊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的扩大。此次疫
情让我们把这个梦想通过线上的方式变
成现实。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了数百
名希腊人和中国人，向大家展示中国应
该在希腊投资的众多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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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国家紧密相连，因为他们是“文化”大家庭的两位“老大
哥”。因为历史永远不会过时。历史证明，东方文明是中国人
创造的，西方文明是希腊人创造的。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
是“密切接触”的两个国家。永远是朋友，永远不是敌人。

 对我们希腊人来说，这种历史关系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与我们
的“兄弟”并肩的原因。在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中国人的投
资基金正在世界各地流动，我们希望你们相信，你们在希腊的
投资具有重大价值。

 中国对希腊的投资大大增强了中国在欧洲最坚定的朋友的实力。
希腊可能是个小国，但它可能是许多中国企业在欧洲活动的中
心。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三个大陆(欧洲、亚洲和非洲)相交的地
方。希腊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运强国，这并非巧合。我们的地理
位置是我们最大的资产。我们是一个与欧洲、阿拉伯世界和北
非有着良好关系的国家。中国在希腊投资可以利用这里的地理
位置优势，也可以使中国在地中海东南部地区增强影响力。让
希腊成为你们活动的中心。

 希腊一带一路协会将带着我们的真诚和决心一路支持你们。

 George Floras
希腊一带一路协会执行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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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与支持单位

 赞助单位

   支持单位                                          媒体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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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日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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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希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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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投资希腊

 选择希腊就是选择一个令人兴奋的国家，到欧洲的东海岸去，投资购
买高质量的服务和产品。对于那些希望将产品送进欧洲市场或者将商
业版图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这里也是位置优越的理想之地。
作为欧盟和欧元区的成员，希腊拥有进入高增长的新兴市场的渠道，
这里能够无壁垒的联通欧洲东南部和地中海区域超过1.4亿消费者。

 希腊的物流和电信基础设施质量很高。2004年雅典奥运会使希腊的基
础设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这些显著的变化让任何投资都能被充分利
用。

 希腊还是一个在很多行业拥有竞争优势的国家，投资者在这里可以尽
享商机。这里的自然资源让很多投资领域变得完美。

 项目的成功同样取决于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希腊拥有的高技能和高才
华的人力资源，完全可以满足实现经营成功的需要。另外，这里的劳
动力成本在欧盟内部都很有竞争力。

 最后一个但并非不重要的原因，希腊不仅是投资宝地，还是一个理想
家园。这里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阳光明媚，让您的工作充满动力和
激情。

 尽管希腊今年面临经济危机，但改善公共财政和实施经济改革的关键
步骤已经完成。该国正努力将危机转化为机遇，通过应用一种新的可
持续发展模式来促进经济。其中吸引外国投资被认为是解决的问题的
关键，而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最好的环境被列为最优先事项，期望能吸
引到充满活力，能够领导市场的企业和企业家，在这里创造就业机会
并刺激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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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希腊 正当时

 希腊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周期的开端，现在正是投资希腊的时刻。市
场反应积极，Hellinicon项目等重大投资项目即将启动，政府已经通
过立法大幅削减营业税，简化许可程序，房地产价格预计每年将上涨
10%以上，旅游业处于非常高的水平。

 到2020年经济预计将增长近3%（疫情爆发前），是欧元区最高的增长
率之一。

 10年期希腊政府债券的利率不到1.0%，是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债券之
一。

 企业所得税目前为24%，到2020年将进一步降低到20%。股息分配税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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