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部
陳永健環球市場助理首席經濟師

行業專題

格魯吉亞：自由貿易夥伴
潛力巨大 商機無限
格魯吉亞是香港新的貿易夥伴，潛力巨大，亦大力支持中國「 一帶一路 」倡議，
經濟開放且便利營商，加上位於歐亞大陸高加索地區中部，地利的優勢可為港商
帶來大量商機。當地人口約 370 萬，位於中國與歐洲的交匯處，現時已簽署多項
自由貿易協定（包括中國內地和香港在內）
，在貿易和投資方面大有發展潛力。

魯吉亞 (Georgia) 正推行多項改革，包

由於格魯吉亞推行上述的改革措施，現時所有

括更著重開明管治、改善營商環境，以

納稅程序和清關手續都按照統一的稅法在網上

及推行雄心勃勃的基建計劃，對外商的吸引力

進行，大大減少了新企業註冊所需的時間和程

日增。基建方面，多項重大投資項目已獲批准，

序，從 2003 年的 25 天和 9 項程序，減少到現在

其中包括投資額達 25 億美元（下同）的阿納克

只需兩天和兩項程序。

格

利亞 (Anaklia) 深水港和經濟特區、巴庫 (Baku)
— 第比利斯 (Tbilisi) — 卡爾斯 (Kars) 鐵路

其中，2005 年的稅法修訂尤為重要，此舉改

（簡稱：BTK）
，以及正在進行的鐵路軌道現代化

變了格魯吉亞的財政狀況。該國徵收的稅種從

工程。上述的項目不僅是格魯吉亞加強國際聯

2004 年的 21 個減少到 6 個簡單的單一稅率稅

繫的重要一步，而且還在該國從簡單的轉運樞

種。以向公民徵稅而言，該國稅率之低一度在

紐發展成為真正的區域物流和工業中心方面發

全球排第四位，僅次於卡塔爾、阿聯酋和香港。

揮關鍵作用。在這項宏大的資本密集轉型過程

現時，格魯吉亞政府若要開徵新稅或提高現行

中，香港投資者和專業服務供應商應可扮演重

稅率，根據憲法必須舉行公民投票。

要的促進角色。
格魯吉亞
本土公司

在自由工業區或
自由旅遊區註冊公司

增值稅

18％

0％

企業所得稅

15％

0％

稅種

歐洲和中亞的領先改革者
格魯吉亞北鄰俄羅斯，西臨黑海，南接土耳其、

股息稅

5％

0％

革者和重要的新興市場。根據世界銀行統計，

財產稅

最高 1％

0％

該國在過去 15 年實施了 47 項便利營商的改革

進口稅

0％至 20％

0％

措施，排名超過歐洲和中亞國家。

個人所得稅

20％

20％（僅由員工繳納）

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是高加索地區領先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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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魯吉亞現有四個自由工業區 (Free Industrial

根據中格自貿協定，從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格

Zone) 和兩個自由旅遊區 (Free Tourism Zone)，

魯吉亞對 96.5％的中國內地產品實施零關稅，

均已豁免大部分稅項，而該國政府還在 2017 年

佔從內地進口總額的 99.6％。此外，內地對

實施一種以增長主導的企業所得稅新模式，讓

93.9％的格魯吉亞產品實施零關稅，佔從格魯

企業推遲或延期納稅，直到實際分配利潤時才

吉亞進口總額的 93.8％，其中 90.9％的產品類

繳交稅款，以鼓勵企業將利潤再投資到現有及

型（佔進口總額的 42.7％）立即實施零關稅，

／或新的業務活動中。

其餘 3％的產品類型（佔進口總額的 51.1％）
則在五年內逐步撤銷關稅。

格魯吉亞憑藉改革取得佳績，為經濟持續發展
奠定堅實基礎。在截至 2017 年為止的 20 年間，

同樣，香港與格魯吉亞於 2018 年 6 月 28 日簽

該國平均經濟增長超過 5％，增速遠遠高於俄羅

署自由貿易協定，預定在完成必要程序後於年

斯、烏克蘭、白羅斯和吉爾吉斯等獨立國家聯

底前生效。港格自由貿易協定共有 18 章，涵蓋

合體成員。

範圍全面，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
爭端解決機制和其他相關範疇。在協定生效後，

自由貿易的堅定支持者

格魯吉亞將撤銷所有香港原產貨品的進口關稅，

除了農業外，格魯吉亞缺乏自然資源，但由於

敏感貨品，主要有農產品（例如水果和堅果及

地理位置優越，當地已發展為一個以轉運為重

其製品）
，以及飲料和烈酒。

但有 3.4％的關稅稅目除外，均為格魯吉亞國內

的經濟體，所處理的貨流實際上高達 60％屬轉
運。這與俄羅斯和亞美尼亞等高加索鄰國形成

除了貨物貿易外，中格和港格自由貿易協定都

鮮明對比，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擁有豐富的礦產

有專為服務貿易而設的章節，簽署雙方將根據

資源，例如石油和天然氣、鐵、銅、鉬、鉛、

本身的世貿承諾向對方進一步開放市場，並在

鋅、金、銀、銻、鋁，以及其他稀有金屬。

環境和貿易、競爭、知識產權、投資和電子商
貿等多個領域達成廣泛共識。

為促進貿易並加強其作為轉運樞紐的作用，格
魯吉亞大力支持自由貿易，並已建立廣泛的自

兩項自由貿易協定將為有意開拓格魯吉亞市場

由貿易協定網絡。該國已與大多數主要貿易夥

的香港和內地企業帶來法律確定性及更佳的市

伴簽署協定，包括歐盟和獨聯體各國、歐洲

場准入條件，同時提供機會，以該國為門戶打

自由貿易聯盟成員、土耳其、中國內地和香

進「 一帶一路 」所涵蓋的高加索地區，並加強

港。格魯吉亞除了可在上述多項自由貿易協定

香港、中國內地、格魯吉亞和大歐亞地區之間

下不受限制地進入總人口達 23 億的市場外，約

的貿易和投資流動。

3,400 種產品也獲得加拿大、日本和美國給予
普惠制優惠待遇。

美酒時裝擴大出口

格魯吉亞一直支持「 一帶一路 」倡議，其中歷

格魯吉亞有不少出口行業可從新的自由貿易協

史性一步是於 2017 年 5 月與中國內地簽署自由

定受惠，其中包括葡萄酒、食品和時裝等。該

貿易協定，並於 2018 年 1 月 1 日生效。中格自

國釀酒的歷史長達 8,000 年，擁有 525 個本土葡

貿協定不僅是中國與歐亞地區國家簽署的首個

萄品種，例如 Kristel 、Mtsvane 和 Saperavi，

自由貿易協定，也是自 2013 年「 一帶一路 」倡

在前蘇聯加盟國非常受歡迎，不過對許多亞洲

議提出以來首個由中國推動的自由貿易協定。

飲家來說卻很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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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魯吉亞葡萄酒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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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格魯吉亞國家葡萄酒局

格魯吉亞葡萄酒已成為中國葡萄酒市場的後起

得以成為格魯吉亞葡萄酒在亞洲的現成貿易和

之秀，自 2008 年以來出口大幅增長，年增長率

分銷中心。此外，香港還可以為格魯吉亞酒莊

超過 100%。2017 年，內地購入 760 萬瓶格魯

提供理想平台，以便接觸潛在的亞洲投資者。

吉亞葡萄酒，成為該國第三大葡萄酒出口市場，

在全球葡萄酒投資市場，亞洲投資者是主要推

僅次於俄羅斯和烏克蘭。

動力，他們對美酒以至葡萄園和酒莊的興趣正
不斷增長。

憑藉在中國內地取得的佳績，格魯吉亞酒莊銳
意在蓬勃的亞洲市場尋找新的增長機會。有些

格魯吉亞擁有 22 種微氣候，從清涼乾燥到溫暖

酒莊在格魯吉亞國家葡萄酒局支持下，積極參

潮濕等，除了葡萄酒聞名外，該國在前蘇聯時

加葡萄酒展覽會和舉辦品酒活動，並在區內委

代就被視為優質食品供應地。如今，格魯吉亞

任代理商／經銷商。除了出口外，格魯吉亞國

的新鮮水果和蔬菜在獨聯體地區仍公認為健康

家葡萄酒局也大力向亞洲投資者推廣該國與葡

優質食品。此外，該國的傳統美食，例如香腸

萄酒有關的投資機會。

狀的 Churchkhela 甜點 和 Borjomi 梳打礦泉水
等也受到世界各地日益注重健康的消費者注目。

格魯吉亞國家葡萄酒局營銷和公共關係部負責
人 Irakli Cholobargia 表示，雖然格魯吉亞有
超過 500 家公司生產葡萄酒，但全國 525 個本
土葡萄品種中只有約 25 種在業內廣泛使用。這
個行業有很大成長空間，也為外商提供眾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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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機會。
香港對葡萄酒實施零關稅，並已撤銷與葡萄酒
稅有關的清關／行政管制措施，而且在葡萄酒
貿易和推廣方面保持中立態度，受到廣泛認可，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 香腸狀的 Churchkhela
是格魯吉亞的國家甜點。

香港素有亞洲美食之都的美譽，約有 14,000 家
餐廳，提供來自中國各地、亞洲其他地區以至
全球的美食，可以成為格魯吉亞食品公司進軍
亞洲的良好展示場。值得一提的是，港商十分
了解內地消費者的口味，可以幫助格魯吉亞食
品出口商展示其農產品的特色，以便用於亞洲
烹飪上，與亞洲食材互相配搭，增添風味。

■ Avtandil 是格
魯吉亞著名的設計
師時裝品牌，與全
球 150 多家商店建
立了合作關係。

■ 格魯吉亞的新鮮農產品在
中歐和東歐很受歡迎，尤以
前蘇聯加盟國為然。

■ Rosebud 是格魯吉亞的初創
襪 子 品 牌， 原 本 是 buyers.ge
一家網上商店，現已擴充發展，
在多個商場設店。

格魯吉亞政府積極推動使用現代設計來傳達該
國的核心價值，例如政務開誠佈公等，因此除
了農業經營外，時裝等設計行業也蓬勃發展起
來。與此同時，該國消費者也越來越追求時尚，
尤以年輕一代為然。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收
入增加所推動，也是對前蘇聯時代穿著刻板的
一種反抗。

中資在格魯吉亞的
貿易和投資日增
由於地理位置和歷史的關係，獨聯體成員國、
歐盟各國和土耳其是格魯吉亞的主要貿易夥伴。

由於消費者更願意在時裝上花錢，也有更大經

2017 年，這些貿易夥伴佔該國貿易總額 75％。

濟能力，因此 Avtandil 和 Rosebud 等眾多設

在「 一帶一路 」倡議提出後，中資企業在格魯

計師品牌紛紛冒起，在國內和國際市場都有不

吉亞不斷增多，迅速進佔一席位置，令內地成

少人捧場。這些品牌產量不多，通常只在網上

為該國在亞洲的最大貿易夥伴。

銷售，或者通過西歐（包括米蘭和巴黎）的時
裝店和展廳來接觸亞洲的時裝愛好者。因此，

2017 年，中國內地是格魯吉亞第五大出口市場

香港時裝商可以把握機會，爭取這些嶄露頭角

和第三大進口來源地，佔該國出口總額的 7.6％

的時裝品牌成為客戶，為他們提供亞洲各地的

和進口總額的 9.2％。2017 年，香港銷往格魯

廣泛業內知識和分銷網絡。

吉亞的貨品總額為 1.03 億元，而購自該國的貨
品總額只有 630 萬元，分別佔該國進口總額的
0.2％和出口總額的 1.3％。

「 UPM 雅光 」90 克

021
香港印刷業商會

行業專題

2017 年格魯吉亞對外貿易模式
出口（27 億美元）

進口（80 億美元）

按地區劃分
（佔總額％）

按經濟體劃分
（佔總額％）

按地區劃分
（佔總額％）

按經濟體劃分
（佔總額％）

1. 獨聯體（43.3％）
，其中

1. 俄羅斯（14.5％）

1. 獨聯體（29.6％）
，其中

1. 土耳其（17.2％）

- 俄羅斯（14.5％）

2. 阿塞拜疆（10.0％） - 俄羅斯（9.9％）

2. 俄羅斯（9.9％）

- 阿塞拜疆（10.0％）

3. 土耳其（7.9％）

- 阿塞拜疆（7.6％）

3. 中國內地（9.2％）

- 亞美尼亞（7.7％）

4. 亞美尼亞（7.7％）

- 烏克蘭（5.9％）

4. 阿塞拜疆（7.6％）

- 烏克蘭（4.6％）

5. 中國內地（7.6％）

- 亞美尼亞（3.5％）

5. 烏克蘭（5.9％）

2. 歐盟（23.7％）
，其中

.

- 土庫曼（1.5％）

.

- 保加尼亞（6.6％）

.

- 羅馬尼亞（2.8％）

.

- 德國（5.4％）

.

- 意大利（2.5％）

38. 香港（0.2％）

- 意大利（2.7％）

19. 香港（1.3％）

2. 歐盟（27.5％）
，其中

- 西班牙（2.2％）

- 羅馬尼亞（2.4％）

- 德國（1.7％）

- 保加尼亞（2.0％）

.

- 荷蘭（1.9％）
按類型劃分
（佔總額％）

按運輸方式劃分
（佔總額％）

按類型劃分
（佔總額％）

按運輸方式劃分
（佔總額％）

1. 銅礦石（15.4％）

1. 道路（45％）

1. 石油和礦物油（8.7％）

1. 道路（42％）

2. 鐵合金（11.3％）

2. 海運（43％）

2. 汽車（6％）

2. 空運（35％）

3. 汽車（8.6％）

3. 空運（8％）

3. 天然氣（4.4％）

3. 海運（10％）

4. 葡萄酒（6.3％）

4. 鐵路（4％）

4. 藥物（4.3％）

4. 鐵路（9％）

5. 氮肥（2.8％）

5. 銅礦石（4.2％）

資料來源：格魯吉亞國家統計局 (GeoStat)

中國內地與格魯吉亞的貿易不斷增長，在該國

及許多不同領域，包括基礎設施發展、工程承

的投資亦然。與貿易一樣，歐盟和獨聯體在格

包、項目承包、貿易、銀行和金融、酒店和房

魯吉亞的投資佔主導地位，不過估計中國內地

地產、電訊、森林資源開發、建築材料加工、

已成為該國第五大外商投資來源地，投資存量

製造業、再生能源和礦產開採。

從 2015 年的 5.9 億元增至 2017 年的 6.56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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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流入格魯吉亞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為 19

中國在格魯吉亞的主要投資者有新疆華凌工貿

億元，其中估計有約 5,190 萬元來自中國，佔

（集團）有限公司（下稱：華凌）
、中國華信能源、

總額的 2.8％。

四川省電力進出口公司、中國國家電網國際發
展有限公司、中國水電建設集團、中國二十冶

中國投資者在格魯吉亞的投資組合相當多元化，

建設有限公司、華為技術、中興通訊和滿洲里

在很大程度上與該國的經濟實力脗合。投資涉

合元經貿有限責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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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魯吉亞的外商直接投資
流入（19 億美元）
2017 年按主要經濟行業劃分
的外商直接投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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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數據

格魯吉亞的自由工業園
投資存量（174 億美元）
按地區劃分
（佔總額％）

按經濟體劃分
（佔總額％）

1. 歐盟（44.3％）
，其中

1. 阿塞拜疆（21.8％）

俄羅斯
梅斯蒂亞

- 英國（15.9％）

2. 英國（15.9％）

阿納克利亞
波季

- 荷蘭（14.2％）

3. 荷蘭（14.2％）

巴統

- 盧森堡（3.2％）

4. 土耳其（6.5％）

2. 獨聯體（25.9％）

5. 中國內地（3.8％）

- 阿塞拜疆（21.8％）
- 哈薩克（1.8％）

庫塔伊稀

第比利斯

土耳其
主要道路
鐵路

亞美尼亞

阿塞拜疆

- 俄羅斯（1.6％）
資料來源：格魯吉亞鐵路局

舉例來說，華凌是格魯吉亞最大的中國投資者，

另外，華信能源最近在黑海東部沿岸投資建設

目前已推進八個項目，其中包括在首都第比利

波季 (Poti) 自由工業園，旨在為中國商品和服

斯的標誌性房地產開發項目。該項住宅和商業

務進入歐洲和中亞建立一個出口樞紐。在格魯

綜合項目由青奧村改建，擁有大量倉儲、零售、

吉亞的四個自由工業園中，中國投資者對其中

批發等設施，具備舉行會議和展覽的能力。華

兩個的未來發展至關重要，也是該國發揮工業

凌還持有庫塔伊稀自由工業園 (Kutaisi Free

潛力的重要夥伴。

Industrial Zone) 股權，加強對格魯吉亞製造業
的投資，此舉與該國從物流交匯處轉型為工業
中心的願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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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專題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投資者對格魯吉亞銀行及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Route，簡稱 TITR，又

金融業的參與日增，例如華凌於 2012 年收購貝

稱中間走廊）的重要組成部分。2017 年 10 月，

西斯 (Basis) 銀行，以擴大中國與格魯吉亞之

巴庫—第比利斯—卡爾斯 (Baku-Tbilisi-Kar，

間的人民幣跨境結算業務。此舉可促進雙邊貿

BTK) 鐵路開通，格魯吉亞作為物流樞紐的策略

易和投資，成為中國民營企業在國外收購商業

性作用得到進一步加強。BTK 鐵路從阿塞拜疆

銀行的重要案例之一。

的裏海作起點，通過第比利斯和土耳其東部，
連接土耳其和歐洲的鐵路系統。

據報道，中國華信計劃與格魯吉亞政府共同設
立格魯吉亞開發銀行，促進以人民幣計價的金

現時，從中國西北地區出發的貨運列車，只需

融服務和跨境人民幣結算。同時，該公司也與

八天就可到達格魯吉亞的黑海沿岸，而海運則

格魯吉亞國家主權基金合作，設立格魯吉亞建

需時長達 45 天。不過，要實現 2018 年接受 250

設基金，投資於涉及道路、電力、電訊等基礎

多列貨運列車並充分利用 BTK 鐵路的目標，該

設施項目的金融服務。

國必須進一步推進當地公路和鐵路的改善工程，
以便更好地將國內鐵路網和工業設施與 BTK 鐵

中國投資者對格魯吉亞的策略性基礎設施項目

路連接起來。目前該鐵路每年可運送旅客 100

也感興趣，其中包括水電站和正在進行的鐵路

萬人次，貨物 500 萬公噸，運載力更可擴展至

現代化項目。中鐵二十三局集團等數家中國投

300 萬人次旅客和 1,700 萬公噸貨物。

資者和承建商在該國參與多個重要項目，表現
備受讚賞，使中國投資者大有優勢參與該國未

阿納克利亞 (Anaklia) 深水港和經濟特區的投

來的基建發展。

資額達 25 億美元，高踞格魯吉亞重點項目清單
之首。這是該國第一個深水港，也是歷來規模

格魯吉亞是「 一帶一路 」倡議的重要合作夥

最大的海運基建，標誌著該國開始從轉運經濟

伴，該國位於中國與歐洲之間最短的陸路通道

轉變為區域物流和工業樞紐，能夠處理來自亞

上，也是從東南亞及中國經中亞和裏海通往

洲和歐洲的巴拿馬型和超巴拿馬型船舶。

歐 洲 的 跨 裏 海 國 際 運 輸 通 道（Trans-Caspian

跨裏海國際運輸通道 (TITR)
柏林

華沙

基輔
布達佩斯 伊佐夫
切爾諾莫斯克 阿克套
羅馬 索菲亞
康斯坦察 巴統
第比利斯
薩姆松
阿哈爾卡拉基
伊斯坦堡
卡爾斯
巴庫
梅爾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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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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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塔納

資料來源：格魯吉亞鐵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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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納克利亞深水港和經濟特區項目要點
阿納克利亞深水港口

阿納克利亞市和經濟特區

以建設 — 擁有 — 移交 (BOT) 方式發展，特許權
為期 52 年

經濟特區毗鄰深水港

港口開發面積 340 公頃

初期項目土地面積 400 公頃，可擴大到 2,000 公
頃，屬城市規模項目

港口水深 16 米

專注輕工製造、物流、倉儲、製造和裝配、配
送中心、零售和其他基本業務

到 2030 年達到 1,400 萬公噸（一期和二期）

訂立新法例，為阿納克利亞市和經濟特區的發展
提供監管基礎

可靠泊運載量達 10,000 個標準貨櫃的船舶
在各期發展完成後，年處理量達一億公噸
分九期發展，總成本估計為 25 億元

綠色和智慧城市概念，從一開始就重視城市和空
間規劃

資料來源：阿納克利亞發展集團

在為期 52 年的建設 — 擁有 — 移交 (BOT) 特

為接觸亞洲及「 一帶一路 」其他相關地區的

許權協議下，格魯吉亞政府承諾投入 1.2 億元，

潛在投資者，阿納克利亞發展集團 (Anaklia

用於建設和發展連接該港口與區內其他地方的

Development Consortium) 參加了今年 6 月 28

鐵路和公路，幫助建立一條從亞洲到歐洲的新

日在香港舉行的「2018 年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
。

海上走廊。預料在 2020 年前該港口將開始靠泊

在論壇舉行期間，格魯吉亞與香港簽署了自由

船舶，開闢通往高加索、裏海和中亞等內陸地

貿易協定，並向來自 55 個國家和地區的 5,000

區的新商路，提供急需的基礎設施，支持區域

名投資者、項目營運商和服務供應商推廣阿納

經濟和貿易發展。( 格魯吉亞現有港口的處理能

克利亞深水港和經濟特區項目。▓

力預料在五年內達到上限。)
阿納克利亞經濟特區靠近港口，初期土地面積
為 400 公頃，可擴大至 2,000 公頃，規模可與
城市媲美。該經濟特區將率先推動輕工製造和
裝配、物流、倉儲、配送中心、零售和其他服
務業的發展，不僅突出綠色和智慧城市的概念，
還享有特殊地位，可提供更有利的監管環境和
稅制（例如英國普通法、國際仲裁、知識產權
法等）
。
阿納克利亞深水港和經濟特區分九期發展，是
一個跨越 50 多年的長期項目，勢必成為矚目焦
點。今後多年，無論是有意搬遷廠房和發掘區
域分銷機會的國際企業，還是希望在格魯吉亞
尋找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和合作關係的投資者，
都會把目光投向這個項目。

■ 阿納克利亞深水港和經濟特區
項目標誌著格魯吉亞開始轉型為區
域物流和工業樞紐。
( 圖片來源：阿納克利亞發展集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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