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概况:

农产品加工与 轻工业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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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

概览

埃塞俄比亚是东非第三大经济体，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第六大经济体。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是非洲最早独立的国家，也是最
稳定的非洲国家之一。2004到2014年这11年中，埃塞俄比亚
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0.9%。按现行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2010年为341.9美元，2014年增至573.6美元（人口规模
为9696万）。埃塞俄比亚（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味556.1万美
元）是东非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肯尼亚共和国和苏丹共和

重要信息
首都：

亚的斯亚贝巴

面积：

1.14 km2

人口数量：

9696万【截至2014年】

劳动力 【15岁以上人口】
：

4927万

国，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第六大经济体。

男性： 47.5%

截止2014年，埃塞俄比亚共有人口约9696万，是撒哈拉以南

女性： 52.5%

非洲地区第二大人口国（位于尼日利亚之后）。

青年识字率【15-24岁人口】：

男性： 63% (2008–2012)

预计到2025年，埃塞俄比亚人口将达到1.176亿。

女性： 47% (2008–2012)

埃塞俄比亚金融业（主要是银行与保险服务）发展总体平

名义国民生产总值：

US$ 55.61 bn (2014)

稳，服务范围正在扩展，将通过建立新银行、设立更多分支

国民生产总值增速：

10.3% (2014)

机构以及引进新的金融工具获得更多新机会，吸收更多存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

US$ 1.2 bn (2014)

款。价值2013/14年，埃塞俄比亚共有19家商业银行，其中三

出口：

11.6% of GDP (2014)

家为国有银行。

进口：

29.1% of GDP (2014)

财政开支：

US$ 11 bn (2015 est.)

财政收入：

US$ 9.11 bn (2015 est.)

货币：

Ethiopian birr (ETB)

语言：

Amharic, Oromiffa,
Tigrigna, English (major)

*来源： 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2015年数据；世界银行2015年数据；
2013年联合国数据；201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数据。

经济概况
农产品加工与轻工业
制造
埃塞俄比亚经济增长位居世界前列，以农业为主。农业在国

 埃塞俄比亚政府已制定战略计划，打算在全国修建总长
为5000公里的铁路网络，预计这将增加埃塞俄比亚的进
出口贸易额。
 埃塞俄比亚在撒马拉（Semera）和莫焦（Modjo）有两
个无水港，分别距首都亚的斯亚贝巴588公里和73公

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约为45%，经济活动人口中有85%从事

里。在迪雷达瓦（Dire-Dawa）、默克莱（Mekele）、

农业生产。

孔波恰（Kombolcha）和格兰（Gelan）还有四个码

埃塞俄比亚共有人口9696万，是非洲第二大市场。其中15岁
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40%，30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70%，
这代表今后埃塞俄比亚各行业均有可能出现大幅度增长。
埃塞俄比亚政府的一大目标就是让埃塞俄比亚成为非洲最大的
制造业国家，而建设工业园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

头，分别距首都亚的斯亚贝巴515公里、783公里、376
公里和34公里。亚的斯亚贝巴和亚丁湾附近的吉布提港
（相隔910公里）之间有公路相连。
 航空运输是埃塞俄比亚交通运输网络中至关重要的一部
分。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国内和国际航班均可提供货物
和乘客运输服务。国内航班通往全国17个目的地。埃塞

农产品加工方面的投资领域包括谷类作物（小麦、大麦、玉

俄比亚航空公司从埃塞俄比亚飞往全球63个目的地，

米、水稻和画眉草）、豆类（大豆、扁豆、鹰嘴豆、黄豆和小

可将货物运往非洲、亚洲、中东和欧洲40个目的地。

扁豆）、园艺花卉、油籽（芝麻、油菊籽、芥花籽、亚麻籽、
落花生和葵花籽）、棉花和纺织品、家畜、乳制品及家禽。

人力资源众多

轻工业制造方面的投资领域包括皮革及皮革制品、制药、

 埃塞俄比亚可提供大量受过较好训练的人力资源。

工业材料与建筑材料、农用化学品和化肥、农业机械和包装
业。

为何选择埃塞俄比亚?

 每月平均工资（体力劳动、农业、林业和渔业领域）仅
为1277.50比尔（2014年）。

电力资源丰富
 埃塞俄比亚在地热和水力发电方面有巨大潜力。埃塞俄比

埃塞俄比亚可提供全球和地区市场准入

亚发电装机容量约为2000兆瓦，其中水力发电为1980兆

由于人口众多，埃塞俄比亚有可能成为非洲最大市场。邻近中

（0.6%）为热能发电。

东地区这一优势还能提供其他潜在市场机会。此外，埃塞俄比

瓦（99%）。此外，8兆瓦（0.4%）为地热法典，12兆瓦

亚位于非洲之角，是连接非洲、欧洲、中东地区和亚洲的战略
要塞。

埃塞俄比亚贸易前景良好
 2011、2012和2013年，埃塞俄比亚出口分别增长37%、14%
和3%。2014年，埃塞俄比亚出口创汇32.5亿美元，进口总
值为137亿美元（2013/14年）。

市场准入

相关市场

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
（AGOA）

免税及无配额【DFQF】优惠对象扩
展，包括美国。

除武器外全部免税协议
（EBA）

欧盟

其他关税优惠待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
奥地利共和国、芬兰共和国、
日本、挪威王国、瑞士联邦和瑞典
王国。

东非共同体（EAC）

布隆迪共和国、卢旺达共和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乌干达共
和国

东南非共同市场
（COMESA）

布隆迪、科摩罗联邦、刚果民主共
和国、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吉布提
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国、利比亚、
苏丹、马达加斯加共和国、马拉维
共和国、毛里求斯共和国、卢旺
达、斯威士兰王国、乌干达、赞比
亚共和国、塞舌尔共和国和津巴布
韦共和国。

埃塞俄比亚商业环境良好
法律法规提供保障
 埃塞俄比亚宪法为最高法律，高于其他一切法律。埃塞俄
比亚2002年出台的投资公告允许外国投资者购买住宅及投
资所需其他不动产（如土地）。
 各投资条约和国内投资法可为外国投资提供保障。

物流发达，交通便捷
 埃塞俄比亚道路总长度超过100,000公里，通往国内70%农
村地区，为全天候道路。只需1.8个小时即可到达主要交通
干线。

多个水力发电（由11237兆瓦增加到51706千兆瓦时）、
太阳能发电（300兆瓦增至525千兆瓦时）、地热发电
（420兆瓦增为2940千兆瓦时）和燃气轮机发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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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俄比亚政府计划在2015/16年到2020年期间开发建设

埃塞俄比亚的优势
在埃塞俄比亚投资农产品加工业和轻工业制造业有以下优势：

（420兆瓦增至2940千兆瓦时）项目（国家规划委员

 政治社会稳定；

会，2015年）。

 市场准入优惠待遇（非洲、欧洲和亚洲）；

政府大力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和轻工业制造业发展
 按下列最低要求投资可享受优惠政策：在单个投资项目
投资20万美元；在与本地投资者共同开发项目中投入15
万美元；在独资技术咨询企业中投入10万美元或与本地
投资者共同成立的合资技术咨询企业中投资5万美元。
 在政府允许的领域投资可享受财政优惠政策，具体如下:

 年轻、有竞争力及可培养的劳动力资源；
 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可灌溉土地资源丰富；
 基础设施较好；
 优惠政策十分有竞争力；
 商业环境稳定；
 投资政策有利。

 进口生产资料、建筑材料和零部件免关税，最高可到
货物价值的15%；
 投资制造业和农业可享受1-9年免征所得税待遇，

获得供应链管理资质不仅是事业成功的进身之阶，也有助于
各类型公司提升企业形象。

投资工业园可享受10或15年免征所得税待遇；
 可享受出口优惠政策，如出口退税、保税仓库和制造
业优惠等。
 埃塞俄比亚宪法、投资法和投资条约为投资者提供法律
保障。
 通过广泛的服务和研究、市场调研、信息和金融等服
务，以提供种子、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等形式向经营规
模较小的农民提供帮助。
 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EIC）目前正在打造快速“一站
式”服务，旨在大大缩短获取投资许可和营业执照的时间
并大幅度减少相关成本。EIC预计，如企业符合一切相关
要求，一天之内即可获得营业执照。
 此外，还有其他机构为投资和出口便利提供支持，如埃

成功故事
 卡斯特葡萄酒庄园：世界第三大葡萄酒生产商。2007年与
埃塞俄比亚签署协议，计划在距亚的斯亚贝巴163公里的兹
怀镇修建一座葡萄酒庄园。从法国波尔多进口葡萄并获得
2500万美元投资后，新葡萄酒庄园创造了800个就业机
会，并与2014年出产第一瓶葡萄酒。
 Herburg Roses：Herburg Roses于2006年开始在18公顷
土地上培育花卉，之后种植面积扩展为40公顷。如今，该
企业向欧洲市场出口22种花卉。
 华坚集团： 2011年，中国这家大型鞋业出口商在埃塞俄比
亚建厂，为Guess和Calvin Klein等品牌生产加工鞋类产
品。华坚集团计划在10年内投资20亿美元，希望10年内从
埃塞俄比亚出口的产品达到40亿美元。

塞俄比亚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IPDC）、埃塞俄比亚豆

 新翼集团：这是一家香港公司，专为欧美市场生产女士鞋

类、油籽及香料加工与出口商协会（EPOSPEA）和埃塞

类产品，从埃塞俄比亚进口大部分皮革原料，计划在埃塞

俄比亚商品交易所（ECX）。

俄比亚成立一家制革厂。

投资机会
埃塞俄比亚的投资机会在农产品加工业和轻工业制造业领
域，这一点显而易见。

工业园
 埃塞俄比亚正在修建四个工业园区，总造价为20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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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涉及各行各业，如纺织服装、包装、机械和其他制
造业等等。
 埃塞俄比亚计划今后十年每年向工业园区投入10亿美
元，旨在成为非洲首屈一指的制造业大国。
 工业园位于迪雷达瓦、孔波恰和默克莱东部城镇和埃塞
俄比亚首都以南的阿达玛（Adama）。阿瓦萨
（Hawassa）的纺织服装工业园已于2016年4月建成开
业。

棉纺织品产业
 埃塞俄比亚可持续用于棉花生产的土地总面积为257万
公顷，但目前只有12.5万公顷用于棉花生产。

园艺和花卉
 埃塞俄比亚的花卉业在仅仅十年之间就跃升为非洲第二，
拥有120家高科技花卉种植园，年收入由2005年的28.5
美元飙升至2014年的2.65亿美元。
 埃塞俄比亚气候宜人，再加上有利的农产品出口政策、
综合优惠待遇、低廉的电力和劳动力资源，优势相当明
显。

 纺织服装生产是埃塞俄比亚实现工业化的重要途径。
 此外，埃塞俄比亚还有丰富的棉花资源。

豆类

 埃塞俄比亚的能源成本为0.06美元/千瓦时，是全球能

 豆类是埃塞俄比亚的主食之一，特别受城市边缘地区和

源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
 工业城镇阿瓦萨的主要产业为纺织行业。

农村地 。
 区的消费者欢迎。
 豆类生产能力相对较高。2014/15年，全国平均豆类生产

建筑业
 建筑业是埃塞俄比亚增长最快的行业。2015年，在建项
目总价值约为200亿美元，总产值为32亿美元。

能力为每公顷15.6公担，高于撒哈拉以南地区地区的平
均水平。
 气候适宜，加上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多种多样的农业生态条
件，埃塞俄比亚适合种植各种谷类作物（包括豆类）。

 大部分项目由政府提供资金，但投资22亿美元的华坚集

 在1155万公顷可耕种土地中，有3274469公顷土地可用

团工业园项目主要由私营企业出资，用于修建纺织厂、

于种植豆类，主要分布于南方各族州、提格雷州、阿姆

开发房地产和公寓项目。

哈拉州、奥罗米亚州、甘贝拉、本尚古勒-古马兹州、
索马里区和阿法尔地区。目前，埃塞俄比亚豆用于种植

制药业
 埃塞俄比亚制药市场年产值约为4-5亿美元，年增长速
度为25%。
 埃塞俄比亚目前正大举投资并发展医疗行业。医保覆盖
率2010年为30%，2015年增长为89%。2005年，有4811
家卫生站和医疗中心，2012年增至17415家。

主要联系人：
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
电话：
+251 115 510 033
电子邮箱： ethioinvest@eia.gov.et
非洲投资与增长的合作伙伴组织（PIGA）监制。
PIGA项目由英国国际发展部出资，国际贸易中心负责实施。

豆类的耕地约为1742600公顷（2014/15年）。
农村土地租赁价格较低。
 埃塞俄比亚有数家豆类加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