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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创
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
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
优势”，为新时期推动对外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
部署。商务部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以“一带一路”
建设为引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对外投资合作
平稳健康有序发展。据商务部统计，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1582.9亿美元，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约1.8万亿美元，
跃居世界第2位；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685.9亿美元，
69家企业进入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全球最大250

家国际承包商排名榜单，数量列各国之首。 

当前，全球经济延续复苏态势，但基础并不牢固，新旧
动能转换尚未完成，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趋
缓，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对中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
作带来新的挑战。为更好地帮助企业了解和熟悉东道国国
情，提升“走出去”的能力和海外经营水平，加强政府公共
信息服务，自2009年起，商务部每年组织国际贸易经济合
作研究院和中国驻外经商机构编写更新《对外投资合作国
别（地区）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按照形势发展和
工作需要，不断更新完善覆盖范围和领域，受到企业广泛欢
迎。2017版《指南》点击量约4000万次。2018版《指南》
覆盖了172个国家和地区，对原有数据、信息及政策法规进
行了全面更新，并新增了《冈比亚》分册。 

希望这套《指南》能对有意走出国门、开展对外投资合
作的企业具有指导作用，也欢迎社会各界批评指正，提出宝
贵意见。同时，希望编写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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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的能力和
水平发挥更大作用。 

                        商务部副部长 钱克明 

                             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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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位于南高加索中西部。北接俄罗斯，东南和南部分别与阿塞

拜疆和亚美尼亚相邻，西南与土耳其接壤，西邻黑海。格鲁吉亚是古丝绸
之路和现代欧亚走廊必经之地，拥有3000多年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
格鲁吉亚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盛产葡萄酒和矿泉水，被认为是葡萄酒的
发源地，是良好的旅游度假胜地，被誉为“上帝的后花园”。距首都第比
利斯约60公里的著名旅游城市哥里，是原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故乡。 

格鲁吉亚自1991年独立之后，经历了10年动荡和经济衰退。2003年
“玫瑰革命”后政局趋于稳定，经济取得较快增长。2008年“格俄战争”
爆发，受战争的影响，格鲁吉亚经济严重下滑。2012年格鲁吉亚举行议会
选举，“格鲁吉亚梦想”联盟取代统一民族运动党上台执政，实现首次政
权和平更迭。2016年10月，格鲁吉亚举行新一轮议会选举，格鲁吉亚梦想
-民主格鲁吉亚党在大选中保持连任并具备修宪的权利。可以预见，未来几
年格鲁吉亚政局将保持总体稳定。  

格鲁吉亚经济体量不大，国土面积小，人口少，居民市场购买力不高，
但经过多年改革，法律和营商环境相对较好。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
环境报告》，格鲁吉亚营商环境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9位，较
2017年上升7位。格鲁吉亚地理位置较为优越、部分优势资源丰富，且与
欧盟、土耳其及独联体等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经济发展潜力
较大。 

2018年是中格建交26周年。建交以来两国贸易额不断增长，从1992年
的368万美元增至2017年的9.8亿美元，中国已成为格鲁吉亚第三大贸易伙
伴和主要投资来源国。近年来，中格两国务实经贸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亮点纷呈。2015年3月，时任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与时任格鲁吉亚副总
理兼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长克维里卡什维利签署《关于加强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合作的备忘录》，并共同发布两国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可行
性研究的联合声明，为两国经贸合作搭建了新平台，构建了新框架。2017

年4月14-15日，格鲁吉亚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库姆西什维利及经济部长
加哈利亚应邀出席在中国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论
坛期间双方正式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2018年1月1日，中格自贸协定正式
生效实施。格鲁吉亚是第一个与欧盟和中国同时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协
定的签署无疑对推动两国投资和贸易合作发挥重要的作用。2015年，格鲁
吉亚申请成为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并且是
第一个在本国议会通过亚投行章程的国家。目前，格鲁吉亚中资企业涉及
能源与资源开发、农业、基础设施、通讯、旅游、餐饮和金融等领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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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企业主要有国网国际东部电力公司、新疆华凌集团等，工程承包企业主
要包括中水电十六局、中铁二十三局、中冶建工集团和中核二三建设公司
等，各项目总体运行状况良好。 

2018年7月，巴赫塔泽就任格鲁吉亚总理，提出“自由、更快的发展
及繁荣”的发展计划，强调发展中小企业、打造更公平的社会、精简政府
等。展望未来，中格双方在农业、贸易、能源和资源开发、制造业、旅游、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合作前景良好。 

因格鲁吉亚政府公开招标项目通常采用“最低价中标”的原则，在此
特别提醒有意前往格鲁吉亚投资合作的中资企业：一要做好前期市场调研，
以合同为准绳，以法律为依据，核算企业利润和效益，不轻易听信许诺，
避免“桌下交易”。二要在经营过程中处理好与政府及各党派关系，切勿
卷入格鲁吉亚党派及政府派系斗争。三要遵守当地风俗习惯、法律法规，
处理好与当地居民关系。四要保护当地环境，工程设计和施工应遵循格环
保理念和法规，尽量避免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五要自觉维护国家和企业
的形象，不做有损国格人格之事。 

欢迎中国企业和人员到格鲁吉亚投资兴业、考察及旅游，中国驻格鲁
吉亚大使馆经商参处愿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 

 
 

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馆经商参处商务参赞 万连坡  

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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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这本指南将告诉你什么？ 
 
在你准备赴格鲁吉亚（Georgia，以下简称“格鲁吉亚”或“格”）开

展投资合作之前，你是否对格鲁吉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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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
鲁吉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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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鲁吉亚开展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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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将会给你提供基本的信息，成为你了
解格鲁吉亚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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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格鲁吉亚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1.1 格鲁吉亚的昨天和今天 

格鲁吉亚是古丝绸之路和现代欧亚走廊必经之地，拥有3000多年的悠
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公元前6世纪，在现格鲁吉亚境内建立了奴隶制的科
尔希达王国。公元4～6世纪建立封建国家。公元6～10世纪基本形成格鲁
吉亚族，公元8～9世纪初建立卡赫齐亚、爱列京、陶—克拉尔哲季封建公
国和阿布哈兹王国。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格鲁吉亚在塔玛皇后（Queen 

Tamar the Great）统治下达到全盛，又称黄金时期（Golden Age），在政
治、军事、建筑、文学、哲学和科技等方面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13世纪
至15世纪初，受蒙古人的侵略，格鲁吉亚王国逐渐衰落。15世纪至18世纪，
由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崛起，格鲁吉亚成为两大帝国争夺的目标，
在两大帝国的夹缝中求全，经济、社会全面衰落，最后不得不投向新崛起
的沙皇俄国寻求保护。19世纪初，格鲁吉亚被沙皇俄国兼并。1921年2月
25日成立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年12月，阿布哈兹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加入格鲁吉亚（1931年2月以后改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
和国）。1922年3月12日，格鲁吉亚加入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
和国，同年12月作为该联邦成员加入苏联。1936年12月5日，格鲁吉亚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式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1990年11月4日发表独立
宣言，改国名为“格鲁吉亚共和国”。1991年4月9日正式宣布从前苏联独
立。1995年8月24日更名为“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主张在平等互利，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等原则基础上
积极发展对外关系。与美国、北约和欧盟国家关系密切。格鲁吉亚谋求加
入北约，并于2002年10月在北约布拉格峰会上正式提出入约申请，派遣维
和部队参与北约在科索沃的维和行动和在阿富汗的反恐联盟行动，是驻阿
军人总数最多的非北约成员国。格鲁吉亚积极谋求实现与欧洲一体化，力
争早日加入欧盟。格鲁吉亚已退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认为独联体的前
途取决于是否遵循伙伴和平等的原则。格鲁吉亚当前与俄罗斯没有正式外
交关系，双方仅设立代表处，但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经贸关系较为密切。格
鲁吉亚与周边其他国家关系良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土耳其都与格鲁
吉亚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外高加索地区的平衡力量。 

格鲁吉亚最著名历史人物是格鲁吉亚诗人鲁斯塔维利，生活在格鲁吉
亚历史上强盛时期（公元12世纪），他的作品在格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史诗《虎皮骑士》为其代表作，流传至今，其中还描述了中格两国人民当
时的交往情况。第比利斯城中的鲁斯塔维利大街上有诗人的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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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1879年12月21日出生于格鲁吉亚哥里市。现保
存着斯大林博物馆、前苏联地区仅存的斯大林大型塑像，及其故居、指挥
专列等。 

1.2 格鲁吉亚的地理环境怎样？ 

1.2.1 地理位置 

格鲁吉亚国土面积6.97万平方公里。位于外高加索中西部，地处欧亚
交界，北接俄罗斯，东南和南部分别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相邻，西南与
土耳其接壤。格鲁吉亚陆地国际边界总长1461公里，其中与俄罗斯的共同
边界线长723公里、亚美尼亚164公里、阿塞拜疆322公里、土耳其252公
里。格鲁吉亚西濒黑海，沿黑海海岸线长310公里。北部是大高加索山脉，
南部是小高加索山脉，中间为山间低地、平原和高原80%的国土为山地、
山麓或山前丘陵地带，50%的国土在海拔1000米以上。 

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属于东4时区，比北京时间晚4个小时。格鲁吉
亚已取消夏令时制。 

1.2.2 行政区划 

格鲁吉亚共设9个大区（相当于省）、7个单列市、2个自治共和国和1

个自治州。目前，格鲁吉亚实际管辖的有一个自治共和国（阿扎尔自治共
和国，位于格西部）、两个直辖市（第比利斯、波季）、九个大区（古利
亚、拉恰—列其呼米和下斯瓦涅季亚、萨梅格列罗—上斯瓦涅季亚、伊梅
列季、卡赫季、姆茨赫塔—姆季阿涅季、萨姆茨赫—扎瓦赫季、克维莫—

卡尔特里和什达—卡尔特里）。2008年俄格冲突后，阿布哈兹（原为自治
共和国）和南奥塞梯（原为自治州）宣布独立，脱离格鲁吉亚中央政府管
辖。 

首都第比利斯（Tbilisi，Тбилиси）位于格鲁吉亚中东部，面积
348平方公里，海拔500-650米，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人口达111.5万，是
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中心。同时还是重要交通枢纽，铁路干线将
其同外、北高加索连接在一起。第比利斯与原苏联及周边、欧洲国家的一
些大城市有航空航线，2011年6月同乌鲁木齐开通了直航航线。2016年9

月开通自北京中转乌鲁木齐至第比利斯的航班。 

其他主要经济中心城市有：巴统、库塔伊西、波季和鲁斯塔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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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小镇——锡格纳基 

1.2.3 自然资源 

格鲁吉亚矿产资源比较贫乏，主要矿产有煤、铜、多金属矿石、重晶
石。森林资源和水利资源相对丰富。 

【矿产资源】矿产主要有锰、铜、铁、铅、锌等，其中有世界闻名的
“齐阿土拉”锰矿区，该矿探明锰矿储量2.344亿吨，可开采量1.6亿吨，
部分锰矿品位较高。 

【森林资源】森林面积占国土面积的40%，木材总储量4.52亿立方米，
主要有榉木、松木、樱桃木和胡桃木等。 

【水利资源】水利资源丰富，矿泉水闻名独联体及中东欧国家；拥有
大小河流319条，水电资源理论蕴藏量1560万千瓦，是世界上单位面积水
能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1.2.4 气候条件 

格鲁吉亚四季分明，气候宜人，被誉为“上帝的后花园”。 

格鲁吉亚大部分地区呈高山地带特征。西部属亚热带地中海式气候，
温暖、湿润、多雨，年降水量达1000至2500毫米；东部略显干燥，却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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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爽宜人，年降水量在400至1500毫米之间。格地处北纬40°至45°之间，
且在大高加索山脉南麓，日照充足，平均达2500小时/年。年平均气温15.8℃
左右，其中第比利斯市夏季气温最高可达42℃，冬季最低可达零下10℃。
全年四季分明，5月春暖花开，9-10月水果飘香，气候宜人。 

1.2.5 人口分布 

根据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人口普查结果，截至2018年1月
1日，格鲁吉亚人口统计为372.9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217.48万人，占
58.3%，农村人口155.48万人，占41.7%。首都第比利斯是人口密度最高
的城市，格鲁吉亚约31%的人口生活在第比利斯。2017年人口出生率为
14.3‰。 

表1-1：2015年格鲁吉亚主要城市及人口分布 

城市名称 人口数量（万人） 城市名称 人口数量（万人） 

第比利斯 115.87 祖格迪迪 4.2 

库塔伊西 14.1 哥里 4.6 

巴统 16.3 波季 4.2 

鲁斯塔维 12.8 哈舒里 5.2 

资料来源：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 

在格鲁吉亚的华人基本集中在首都第比利斯，2017年末中资企业在格
鲁吉亚的中方人员约1300人。 

1.3 格鲁吉亚的政治环境如何？ 

1.3.1 政治制度 

格鲁吉亚实行议会总统制，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 

【宪法】第一部宪法由议会于1995年8月24日通过。2004年2月17日，
格鲁吉亚议会通过“关于组建内阁”宪法修正案，规定格鲁吉亚为总统制
三权分立国家，总统是国家元首兼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有权提名总理、国
防、内务、安全等强力部门部长人选，由议会批准。内阁成员由总理向总
统建议后，由总统提交议会批准。总统和议会由投票方式直接选举产生。
总统有权解散政府，有权依宪解散议会。2010年9月26日，格鲁吉亚议会
以123票绝对多数通过宪法修正案，实行总统与总理之间相对均衡的权力
分配。该宪法于2013年底总统选举后正式生效，格鲁吉亚由此改行议会总
统制。政府是执行政权的最高机关，保障实施国家内外政策，但同时对议
会负责。议会获胜党派推举总理候选人，总理候选人组阁政府并提出政府
工作计划报议会批准。总统由全民选举，是国家首脑、武装力量总司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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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关系的最高代表，但不负责对内、对外政策的实施。总统没有权力解
散议会，不参与国家财政预算程序，无权取消和停止执行政权的法令行动。
总统有权要求就某些具体问题在政府会议上讨论并出席会议。议会有权宣
布对政府不信任，但必须获得议员多数支持。按现行政治体制，格鲁吉亚
国家实权掌握在总理手上，总统只是国家象征。2017年10月26日，格鲁吉
亚议会投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宪法修正案将于2018年总统选举后正
式生效，届时，格鲁吉亚将由现在的半议会半总统制国家转变为议会制国
家。 

【国家元首】总统为格鲁吉亚国家元首，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每届任期
5年。总统是格鲁吉亚对外关系的最高代表，全国武装总司令。同一人最多
可连续2届当选总统。按格鲁吉亚现行体制，总统没有实权。2018年11月
29日，祖拉比什维利当选格鲁吉亚第五任总统。 

【议会】国家议会是格鲁吉亚最高权力代表机构和最高立法机构，一
院制，据新选举法规定，由150名议员组成，其中按比例制选举产生的议
员占77席，按单一制选举产生的议员占73席，任期4年。任何在选举中得
票超过5%门槛的政党将自动在议会中获得6席，从而达到在议会中组成派
别的最低限度。本届议会为2016年10月选举产生，现任议长是伊拉克利·科
巴希泽。 

【政府】政府确保行政机关权力的实施，确保国家对内对外政策与格
鲁吉亚法律一致。政府对议会负责，由总理和部长组成。国务部长也可以
是政府内阁成员。总理为政府首脑，可任命一名内阁成员为副总理（修改
后的法律将设多名副总理）。总理由议会提名，总统任命，内阁成员由总
理向总统磋商同意后，由总统提交议会批准。现任政府于2016年11月组成。
2016年11月26日，格鲁吉亚议会举行投票，批准乔治·克维里卡什维利连
任格鲁吉亚总理。按格鲁吉亚现行体制，国家实权掌握在总理手上。2018

年6月14日，克维里卡什维利辞去总理职务，目前格鲁吉亚处于临时政府
过渡时期，政府总理为前财政部长巴赫塔泽。 

【司法】司法独立，设宪法法院、最高法院、总检察院、监察院。最
高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对其他下级法院进行监督。院长和大法官由
总统提名，议会选举产生，任期10年。不允许设立专门和特别法院。战争
期间可设军事法院。宪法法院负责审查立法机关或政府法令的合法性和是
否与宪法相符，保证宪法的最高权威。宪法法院法官有9名，总统、议会和
最高法院各任命3人，任期10年。2015年3月20日尼诺·格维内塔泽通过议
会最高法院院长的提名，任期10年，成为格历史上首位女最高法院院长。
总检察院总检察长由总统提名，议会批准，任期不定。 

【军事】格鲁吉亚武装力量建于1992年4月30日。根据《国防法》规
定，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议会）确定国家的国防政策和通过国防领域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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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总统担任武装力量总司令，国防部负责指挥武装力量。格鲁吉亚实行
防御性国防政策，基本目标是保卫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目前，
格已基本实现军队职业化。2018年格鲁吉亚国防部预算8.02亿拉里，约合
3.34亿美元。 

1.3.2 主要党派 

格鲁吉亚多党体制处于初始阶段，党派众多，2016年议会大选就有45

个党派参加。目前，格鲁吉亚梦想-民主格鲁吉亚党为执政党。其他较有影
响的党派主要有：统一民族运动党、自由运动-欧洲格鲁吉亚党（由统一民
族运动党分裂而来）、爱国者联盟、共和党、自由民主党等。 

【“格鲁吉亚梦想—民主格鲁吉亚”党】执政党，前身是由格鲁吉亚
首富比济纳·伊万尼什维利2011年10月创建的“格鲁吉亚梦想”运动。伊
万尼什维利声明将通过从政方式实现国家的强大，号召民众通过选举方式
推翻现政权。该党主张复兴农业；实行减免税收等惠民政策，为每一个格
鲁吉亚公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在外交方面继续融入欧盟和北约，但与
俄罗斯实现关系正常化也同样重要。2012年“格鲁吉亚梦想-民主格鲁吉
亚”党与5个小党联合组成联盟，赢得议会选举，成为执政党。2016年“格
鲁吉亚梦想-民主格鲁吉亚”党单独参选，赢得超过议会四分之三多数席位
的大胜，在总共有150个席位的议会中占117席，达到了修宪的要求，实现
了一党执政。2018年5月，梦想党召开第五届党代会，推举党的创始人伊
万尼什维利为党主席。 

【统一民族运动党】成立于2001年，主要反对党。2004年3月至2012

年10月为执政党。该党主张通过激进方式进行国家改革，全面接受美式民
主模式，实行三权分立，严惩腐败，打击影子经济，鼓励发展中小企业，
提高退休金和社会福利水平。对外谋求加入北约与欧盟。目标是通过捍卫
自由、发展、民主等价值观，建立一个强大的格鲁吉亚。2016年议会选举
赢得27席。2017年初，统一民族运动党发生分裂，主要领导人和议员脱离
该党成立新的党派。目前统一民族运动党在议会中仅剩下6个席位。政治
委员会负责人为前总统、前党主席萨卡什维利的妻子尼卡·梅里亚。党主
席职位空缺。 

【自由运动-欧洲格鲁吉亚党】成立于2017年1月，由统一民族运动党
分裂而来，目前在议会有21个席位。党主席为大卫·巴克拉泽，总书记为
基吉·乌古拉瓦。 

【爱国者联盟】2016年议会大选取得重大突破，赢得选票超过5%，
在议会获得6个席位。该党主张亲俄。 

【共和党】成立于1978年5月21日。属中右翼保守自由主义政党。成
立时系未经原苏联政府批准的“非法”组织。主要致力于争取恢复格鲁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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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独立、保障人权、实行市场经济。2003年与萨卡什维利共同参与了“玫
瑰革命”。2008年以来为议会中的温和反对派。共和党对内主张政治多元
化、自由民主化，支持言论自由和市场经济，对外反对格俄战争。2012-

2016年曾参加执政联盟。2016年独立参加议会大选，未能赢得超过5%的
选票，成为非议会党派。 

1.3.3 外交关系 

【对外关系】格鲁吉亚外交基本政策是恢复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加
入北约和欧盟、加强地区合作的同时兼顾发展与东方国家关系，优先方向
是调解冲突问题。重视同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耳其和乌克兰等周边国
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2012年10月格鲁吉亚议会选举后重新组阁，现政府
主张改善对俄罗斯关系。在美国和欧盟的约束、支持和推动下，格鲁吉亚
新政府对俄罗斯和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的政策趋于务实，出台《被占领土
国家战略》，承诺放弃以武力解决领土问题，表示愿意与俄罗斯对话。截
至2017年3月底，格鲁吉亚已同171个国家建交。1992年3月24日格鲁吉亚
加入欧安会，5月15日被接纳为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成员，7月31日正式加
入联合国；1993年12月9日加入独联体，2009年8月宣布退出；1994年3月
23日参加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努力发展与欧洲安全合作组织、欧
洲联盟的关系。1996年4月与欧洲委员会签订《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
6月正式申请加入欧盟。1999年4月加入欧洲委员会；2000年6月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2014年6月，格鲁吉亚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Association 

Agreement）。 

【同俄罗斯的关系】2008年8月，格鲁吉亚与南奥塞梯冲突地区局势
急剧恶化，格军与南奥塞梯、俄罗斯维和部队在南奥塞梯地区发生大规模
武装冲突，之后俄罗斯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并与两地区分别签
署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格鲁吉亚退出1994年关于调解南奥塞梯冲突的协议，
要求俄罗斯从格鲁吉亚领土撤军。当年8月30日格俄断绝外交关系。 

2010年，第比利斯和莫斯科之间的直航以包机形式得以恢复。2012年
10月伊万尼什维利出任总理后，表示寻求改善对俄罗斯关系，任命对俄罗
斯关系特别代表。两国建立工作层会谈机制，迄今已举行多次会谈。 

【同美国的关系】美国支持格鲁吉亚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承认阿布哈
兹和南奥塞梯独立，支持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向格鲁吉亚提供经济、军事
援助。2008年8月格俄冲突爆发后，美国向格鲁吉亚提供10亿美元援助。
2011年“千年挑战基金会”加大对格鲁吉亚援助力度，决定再提供1.5-2.5

亿美元援助，用于格鲁吉亚修复公路及医院等。 

近年来，格美双方互访频繁，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联系与合作更加紧
密。双方在《格美战略伙伴宪章》框架下就经济、贸易及能源事务展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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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讨论美国向格鲁吉亚提供援助、帮助格鲁吉亚发展经济等问题。 

【同土耳其的关系】格鲁吉亚将土耳其视为重要战略伙伴，希望借助
土耳其的影响加快其加入北约的进程。两国经贸关系密切，互访频繁。土
耳其是格鲁吉亚最大贸易伙伴。 

【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格鲁吉亚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格鲁吉
亚与阿塞拜疆关系顺利发展。格与亚美尼亚的关系进展平稳。格鲁吉亚与
乌克兰双边关系发展良好。格鲁吉亚还积极发展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探讨
与欧洲国家在各领域合作以及格“加盟入约”问题。 

【同国际组织的关系】格鲁吉亚积极发展同包括“古阿姆”集团、欧
盟、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在内的国际组织的关系。格鲁吉亚积极发展同欧
盟的关系，认真完成欧洲邻国政策行动计划。欧盟积极调解格俄冲突，向
格鲁吉亚提供人道和财政援助，派驻欧盟观察员，成立欧盟与格鲁吉亚合
作委员会，讨论欧盟邻国政策实施和欧盟参与调解格俄冲突问题，支持格
鲁吉亚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此外，格鲁吉亚国防部与欧盟驻格鲁吉亚观
察团签署有关相互交换信息备忘录；格鲁吉亚财政部与欧盟签署相互谅解
和合作备忘录；2017年3月，欧盟给予格鲁吉亚公民免签待遇，但不能在
欧盟工作。2015年5月，格鲁吉亚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为其创
始成员国。 

【同北约的关系】格鲁吉亚积极谋求加入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呼吁
北约在吸收新成员问题上采用“路线图”方式。近年来，格鲁吉亚外长、
防长多次参加北约各类会议，讨论格鲁吉亚与北约关系等问题，积极参加
北约在阿富汗维和行动，向阿富汗派遣维和部队960多人。 

【同中国的关系】1992年6月9日建交。中格两国自建交以来保持着良
好关系，彼此照顾对方核心利益，尊重对方领土、主权完整，经济交往日
渐紧密。两国文化领域保持良好交流。2011年6月，乌鲁木齐至第比利斯
直航开通。2014年9月时任格鲁吉亚第一副总理克维里卡什维利、副议长
基吉古利分别率团赴华出席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和亚欧博览会。2014年中
联部副部长周力率中共友好代表团和全国政协常委、外委会主任委员潘云
鹤率中国工程院代表团顺利访格。两国外交部首次举行副外长级政治磋商。
高层交往活跃使双方增强了相互认识和了解，有力地促进了双边经贸关系
的发展。 

2015年3月时任格鲁吉亚副总理兼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部长克维里卡
什维利应商务部长高虎城邀请来华进行工作访问，双方签署了中格两国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备忘录，共同宣布开启两国自由贸易谈判可行性研
究。5月，中国农业部长韩长赋率团访问格鲁吉亚，两国农业部长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与格鲁吉亚农业部2015-2016年农业领域合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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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计划》。6月，应格鲁吉亚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率
团于6月6日至9日访问格鲁吉亚。8月，中共中央委员、吉林省委书记巴音
朝鲁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了格鲁吉亚。9月，格鲁吉亚时任总理加里
巴什维利参加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并与李克强总理会晤，访华期间两国签
署了多项合作协议及备忘录。9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访格，两国央行签署了本币互换框架协议。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
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率团访问格鲁吉亚并出席丝绸之路
国际论坛。 

2016年6月3日，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应邀访问格鲁吉亚，在第比利斯
会见格鲁吉亚总统马尔格韦拉什维利。 

2017年5月，格鲁吉亚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库姆西什维利、经济与
可持续发展部长加哈里亚访问中国，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5月13日，商务部部长钟山与格鲁吉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长加哈里亚共
同签署中国-格鲁吉亚自由贸易协定。2017年11月29日，商务部副部长钱
克明率团访格并出席第比利斯“一带一路”论坛。2018年1月1日，中格自
贸协定正式生效。 

1.3.4 政府机构 

2015年12月29日，格鲁吉亚议会批准乔治·克维里卡什维利担任总理。
新内阁名单包括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迪米特里·库姆西什维利，副总理兼能
源和自然资源部长卡哈·卡拉泽。2018年6月13日，前总理克维里卡什维
利辞职，目前格鲁吉亚处于临时政府过渡时期，政府总理为前财政部长巴
赫塔泽。 

政府部门如下：国防部，能源和自然资源部，北约、欧盟一体化事务
国务部，统一事务国务部，侨民事务国务部，就业国务部，财政部，地区
发展和基础设施部，教育和科技部，体育和青年事务部，环境保护部，经
济和可持续发展部，司法部，文化和古迹保护部，难民安置部，外交部，
农业部，内务部，劳动、卫生和社会保障部，劳教、调查和司法援助部等。  

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负责制定经济发展、对外贸易、私有化、外国投
资等方面的政策。 

1.4 格鲁吉亚社会文化环境怎么样？ 

1.4.1 民族 

格鲁吉亚是多民族国家。格鲁吉亚族占总人口的83.8%、阿塞拜疆族
占6.5%、亚美尼亚族占5.7%、俄罗斯族占1.5%，其他民族（包括奥塞梯
族、库尔德族和希腊族在内）合计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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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语言 

官方语言为格鲁吉亚语，官方文字为格鲁吉亚文。居民多通晓俄语，
英语逐渐开始流行，特别是在政府官员和年轻人中。日常生活中俄语使用
仍较广泛。格鲁吉亚人富有语言天赋，许多高级官员懂多种外语。 

1.4.3 宗教 

格鲁吉亚83.9%的居民信奉东正教，3.9%的居民信仰亚美尼亚基督教，
9.9%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0.8%的居民信奉罗马天主教，还有一定规模
的犹太社团和各种新教徒。 

格鲁吉亚东正教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希腊等国的东正教同
门同宗。复活节和圣诞节（公历1月7日）是东正教最重要的节日。 

东正教徒一年通常四次“吃斋”，分别是：1月7日圣诞节之前的一个
月，复活节之前的49天，7月12日之前的2-3周，8月28日“圣母日”之前
的2周。虔诚的东正教徒通常在每星期三和星期五坚持“吃斋”。 

1.4.4 习俗 

格鲁吉亚人性格粗犷豪放、坦率耿直、慷慨大方，喜欢结交、待人友
好，尊长爱幼、热情好客，婚丧嫁娶讲排场。喜欢数字“7”和“3”，不
喜欢数字“13”和“666”。平时注重穿着仪表，社交场合更是讲究，男
士西装领带、女士化妆，衣着整齐、得体。在社交场合与客人相见时，与
被介绍的客人握手表示礼节，亲朋好友相见或告别时多以贴脸、拥抱表示
礼节，不分男女。 

格鲁吉亚人见面时称谓和问候一般在名字前冠以先生、小姐等，亲密
朋友之间便直呼其名。 

格鲁吉亚人在社交活动中喜欢送礼，礼物多少不拘；偏爱送鲜花、香
水等礼物，对外国朋友和宾客多赠送当地产的葡萄酒和剑表示尊敬。商务
约会时间观念较差，有时不拘小节。 

正式或非正式的宴席上，一般有“酒司令”（格语称“塔玛大”）主
持。格鲁吉亚餐桌上的祝酒词非常讲究，从古到今、和平、家庭、友谊、
健康和未来等五花八门。但每人的祝酒词不得重复，且必须先获得“酒司
令”的批准，否则罚酒。 

格鲁吉亚人不愿谈及个人收入、年龄和宗教信仰等隐私。饮食习惯以
烧烤为主，格菜肴味道独特。中餐在当地普遍受欢迎。 

1.4.5 科教和医疗 

【科技】格鲁吉亚国家财政实力有限，在科技投入方面不足。格鲁吉
亚主要的科研主管部门是教育与科学部，直接对有关研究项目进行资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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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的是鲁斯塔维利国家科学基金（Rustaveli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网址：www.rustaveli.org.ge）。 

【教育】格鲁吉亚中小学（公立学校）实行免费教育制度，高等教育
实行全国统考，考取规定分数的学生入学就读享受免费教育。同时，国家
承认经教育部门注册的私立学校学历。 

截至2017年末，格鲁吉亚全国中小学有教师66634名，其中公立学校
教师59544名，私立学校教师7090名；中小学校2308所（其中公立2085所，
私立223所），在校中小学生57.52万人，其中公立学校学生51.80万人，私
立学校学生5.72万人。截至2018年3月格鲁吉亚拥有高等院校75所（其中
公立20所，私立55所），其中公立院校拥有教师4692人，私立院校拥有教
师3539人，公立院校中教授1136人，副教授2176人，讲师852人；在校学
生143808人，其中公立院校93627人，私立院校50181人。截至2017年底
3977人在校攻读博士学位。格鲁吉亚有科研机构约86所，其中高等院校21

所，其他研发机构67所。在格开展职业技能教育的机构有89所，其中公立
院校20所，其他私立机构69所。比较有名的综合性大学有第比利斯大学、
第比利斯自由大学、第比利斯国立工业大学、第比利斯国立医科大学和国
立美术学院等。格鲁吉亚政府决定，自2011年起，格鲁吉亚所有大学不再
隶属于教育与科技部，教育与科技部只通过派驻代表对大学财政进行管理
和监督。 

【医疗】格鲁吉亚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由于国家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一些大医院医疗设备陈旧，但私立医院条件较好。 

目前格鲁吉亚政府正寻求将国有医院全部私有化，企业化经营。当地
私人医院条件相对较好，但收费较高。格鲁吉亚人不实行强制性医疗保险。
当地较有实力和影响的保险公司有ALDAGI BCI公司和GPI Holding公司。
2013年格政府启动“全民医保计划”，门诊服务政府承担70%-100%医疗
费用，对癌症化疗、剖腹产、产妇顺产等不同急诊手术政府给予不同程度
补贴。 

据格鲁吉亚卫生部和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16年底，格鲁吉亚共有
医生2.66万人（其中包括2400名牙医），护理人员1.76万人，医院273家，
床位1.38万张，2016年门诊就诊人数约为1307.9万人次。2017年格鲁吉亚
人均预期寿命为：男性69.2岁，女性77.8岁。 

另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5年格鲁吉亚全国经常性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的7.9%，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经常性医疗卫生支出717.7美元；
2016年，人均寿命为64.9岁。 

目前，中国未向格鲁吉亚派出任何援外医疗队。 

1.4.6 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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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会组织有：格鲁吉亚工会联盟，铁路工人工会，教师工会，第
比利斯地铁工会，通信工人工会，格鲁吉亚水手工会，退休人员及退伍军
人工会，投资和保险工人工会，艺术家工会，石油、天然气和煤矿业工会
等。格鲁吉亚独立后，随着私有化进展和各大党派运动，工会组织力量日
益衰退。各种运动和维权活动主要通过党派和行业协会主导进行。 

格鲁吉亚较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主要涉及环境保护、人权、野生动物
保护和气候变化等。 

2017年格鲁吉亚无大规模罢工行动，中资企业无罢工情况发生。 

1.4.7 主要媒体 

【通讯社】全部为私人投资，相对自由独立，主要有国际新闻通讯社、
高加索通讯社和主流媒体通讯社等。 

【电视媒体】格鲁吉亚主要电视媒体是国家电视一台（公共频道，政
府预算）、私营的鲁斯塔维2台、Imeti电视台、Mze电视台等。 

【广播媒体】格鲁吉亚较有影响的广播是公共广播电台和Imeti电台等。
格鲁吉亚国家广播电台用格、俄语广播，并向欧洲国家广播。 

【报刊媒体】主要日报有格文《24小时（24Saati）》、《共鸣
（Resonance）》和英文报《信使》等。当地居民对一些周刊情有独钟，
如《调色板（Kvilis Palitra）》、《Asaval-Dasavli》。各家报纸竞争激烈，
但发行量都偏小。 

英文周刊主要有《格鲁吉亚时报（Georgian Times）》、《今日格鲁
吉亚（Georgia Today）》。这些英文报刊电子版多通过各自网页免费对外
发布。专业类周刊还有《金融报（Financial）》和《高加索商业周刊》等。 

【网络媒体】格鲁吉亚网络媒体开放、自由。其中在线新闻网络主要
有www.civil.ge，月访问量达30万以上，有格文、英文和俄文版本。但是，
当地没有专业的行业贸易网站。各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网页，以格文和英
文界面为主。 

电视台也有相应的网络新闻，如“鲁斯塔维 2台”（网址：
www.rustavi2.com）。 

【对华舆论】当地主流媒体对华态度较为友好，对华报道主要为高层
互访、经贸交流、文化交往、技术合作等内容。媒体相对自由独立，但有
时易受西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等观点左右。近几年，随着中格关系尤其是
经贸合作的不断发展，格鲁吉亚涉华报道尤其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及
中格经贸合作的报道日益增多，且较正面和实事求是。 

1.4.8 社会治安 

近年来，格鲁吉亚安全部门加大了打击犯罪的力度，犯罪率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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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年犯罪案件37944起，其中严重伤人案1013起，普通伤人案5349

起，盗窃案14385起，交通案件2626起，与毒品有关的案件4762起，损害
人权和人身自由案件849起，危害公共安全和秩序案件1575起，渎职案件
503起，影响政府运作案件2421起，针对家庭和未成年人案件38起，其他
案件4423起。2017年判定有罪的罪犯14517名，其中故意谋杀罪113名，
加重谋杀罪47名，故意伤害罪127名，强奸罪5名起，盗窃罪198名起，抢
劫罪168名起，偷盗罪2592名起，非法制造、生产、储存、持有、运输和
售卖毒品罪1677名，流氓罪78名，危害交通安全和秩序罪714名，其它罪
行8798名。截至2017年底格鲁吉亚在押犯人9280名，其中女性罪犯258名。 
格鲁吉亚境内不存在反政府武装组织，全年的治安情况总体良好，犯

罪率较低，国内没有恐怖袭击情况发生，没有发生直接针对中国企业或公
民的恐怖袭击或绑架案件。 

格鲁吉亚居民可以申请持枪证，合法持有枪支。 

1.4.9 节假日 

格鲁吉亚法定节假日有：1月1-2日，新年； 1月7日，东正教圣诞节；
1月19日，洗礼节；3月3日，母亲节；3月8日，国际妇女节；4月9日，恢
复国家独立日；4月份的复活节（复活节前星期五及之后星期一均放假）；
5月9日，纪念二战胜利日；5月12日，格东正教创始人圣·安德烈纪念日；
5月26日，独立日；8月28日，圣母玛丽亚日；10月14日，姆茨赫塔托巴节；
11月23日，圣·乔治日。 

每周六、日为公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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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格鲁吉亚对外资的吸引力有多大？ 

2.1 格鲁吉亚近几年的经济表现如何？ 

2.1.1 投资吸引力 

从投资环境吸引力角度考虑，格鲁吉亚主要竞争优势有：格鲁吉亚地
处欧亚之间，战略地理位置优越，拥有黑海波季、巴统两个港口；宏观经
济环境相对稳定；贸易制度具备竞争性；税赋低；自由劳动就业制度世界
领先；执照和许可程序有所简化；私有化政策积极可行；金融体制自由度
高，政府采取措施坚决打击腐败等。格鲁吉亚被世界银行连续评为经济改
革先锋，在其最新发布的《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中，格鲁吉亚经商环境
在19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位。 

世界经济论坛《2017-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格鲁吉亚在全
球最具竞争力的13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67位。其中，在制度方面排
名第50位，基础设施方面排名第69位，宏观经济环境方面排名第48位，高
等教育与培训方面排名第69位，高等教育和培训方面排名第87位，货物市
场效率方面排名第50位，劳动力市场效率方面排名第53位，金融市场发展
方面排名第63位，技术就绪指数排名第70位，市场规模方面排名第100位，
商业成熟度排名第99位，科技创新水平排名第118位。 

据透明国际组织发布数据，2017年格鲁吉亚腐败指数在全球180个国
家和地区中排名第46位。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2018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
格鲁吉亚在全球183个经济体中排名第6位。 

2.1.2 宏观经济 

【经济总量、增长率和人均GDP】随着格俄冲突的缓解和格鲁吉亚积
极向欧盟靠拢，格鲁吉亚经济形势好转。近年来致力于建立自由市场经济，
大力推进经济改革，进一步降低各种税率及关税，加快结构调整和私有化
步伐，积极吸引外资。2014年GDP增长4.7%，达到169亿美元。2015年，
受国际经济形势不景气及周边国家经济动荡影响，格鲁吉亚经济受到了一
定影响，GDP实际增幅降至2.8%，2016年格鲁吉亚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
长2.7%，2017年格鲁吉亚GDP同比增长5%。 

表2-1：2013-2017年格鲁吉亚经济增长情况  

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

（亿美元） 

实际增长率 

（%） 

年均通膨率 

（%） 

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美元）  

2013 161.4 3.4 -0.5 35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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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165.1 4.6 3.8 3676.2 

2015 139.6 2.8 5.9 3766.6 

2016 143.3 2.7 4.0 3852.5 

2017 151.6 5.0 6.5 4067.7 

资料来源：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美元为当前价。 

【产业结构】据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统计，从行业分布看，2017年，
贸易占GDP比重最大，为17.6%，其次是工业16.4%，交通通讯业10.2%，
建筑业9.3%，公共行政8.5%，农林牧渔8.2%，，房地产6.9%，医疗和社
会保障业6.0%等。 

【国家预算收支】据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统计，2017年格鲁吉亚一般
政府预算收入109.21亿拉里（约合44.58亿美元），预算支出96.64亿拉里
（约合39.44亿美元），预算盈余为12.57亿拉里（约合5.13亿美元）。 

表2-2：2013-2017年格鲁吉亚一般政府预算收支情况 

                                       （单位：亿拉里）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预算收入 74.34 81.19 89.63 96.76 109.21 

预算支出 67.23 77.31 81.80 91.26 96.64 

预算差额 7.11 3.88 7.83 5.5 12.57 

资料来源：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统计 

表2-3：2013-2017年格鲁吉亚中央预算收支情况 

                                            （单位：亿拉里）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预算收入 68.40 74.35 81.71 85.8 97.50 

预算支出 65.46 74.80 81.58 87.42 93.72 

预算差额 2.94 -0.45 0.13 -1.62 3.78 

资料来源：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统计 

【外汇储备】据格鲁吉亚中央银行公布数据，格鲁吉亚2017年外汇储
备为28.329亿美元，占GDP20.3%，同比增长10.3%。截至2018年6月底，
格鲁吉亚外汇储备30.16亿美元。其中，外币储备28.40亿美元，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2.02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储备1.38万美元。 

【外债情况】截至2018年5月底，格鲁吉亚政府债务51.69亿美元，占
2017年GDP的34.1%，其中多边债务（国际金融机构贷款）36.94亿美元，
双方债务8.88亿美元；央行债务0.85亿美元。 

一直以来，格鲁吉亚政府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及欧洲投资银行等多边组织贷款，坚持“低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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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长”原则，年利率2%左右，还款期25-30年，宽限期5-10年。双边贷
款则由两国政府协商，但仍坚持“低利率原则”，向格鲁吉亚提供贷款的
主要国家有俄罗斯、日本、德国和法国等。格鲁吉亚外债规模受IMF的限
制，不能超过GDP的63.5%。 

表2-4：2013年至2017年格鲁吉亚政府债务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政府债务余额 40.86 41.57 42.96 45.1 50.92 

GDP 161.4 165.1 139.6 143.3 151.6 

债务占GDP的

比重（%） 
25.3% 25.2% 30.8% 31.5% 33.6% 

资料来源：格鲁吉亚财政部 

【通货膨胀率】2017年格鲁吉亚通货膨胀率为6.7%。 

【失业率】2016年格鲁吉亚官方失业率为13.9%。 

【主权信用评级】截至2018年3月，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对格鲁吉亚主
权信用评级为BB-，展望为稳定。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对格鲁吉亚主权信用
评级为Ba2，展望为稳定。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对格鲁吉亚主权信用评级为
BB-，展望为积极。 

2.1.3 重点/特色产业 

【农业】2016年，格鲁吉亚农业产值约12.4亿美元，占GDP比重为
8.2%。主要农产品包括：葡萄酒、核桃和水果等。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发
布数据显示，格鲁吉亚2017年共向53个国家（地区）出口葡萄酒7670万
瓶，合计1.70亿美元,同比增长54%。其中，向俄罗斯出口4780万瓶，位列
第一；向乌克兰出口850万瓶，同比增长46%；向中国出口760万瓶，同比
增长43%,中国是格鲁吉亚第三大葡萄酒出口目的地国。  

【制造业】2017年，格鲁吉亚制造业产值14亿美元，占GDP比重为
9.3%。 

【工业】2017年，格鲁吉亚工业产值24.8亿美元，占GDP比重为16.4%。 
【旅游业】格鲁吉亚旅游资源丰富，良好的自然环境吸引着大批欧洲

和周边国家的游客。主要旅游城市除首都第比利斯外，还有斯大林故乡哥
里市、文明古都姆茨赫塔、皇家小镇锡格纳提、黑海明珠巴统、格俄边城
卡兹别基和滑雪胜地古达乌里等。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
格鲁吉亚旅游业收入为27亿美元，较上年增加5.84亿美元（+28%）。其中
8月的旅游业收入最多，达3.95亿美元。2017年格鲁吉亚共接待790万名游
客，同比上升了17.1%。其中，31-50岁年龄段的游客占比44.7%，游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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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最多的地区是首都第比利斯（310万人）和阿扎尔共和国（190万人) ,访
客主要来源国分别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耳其、俄罗斯、伊朗等。为
进一步推动格鲁吉亚旅游业发展，2013年2月格鲁吉亚成立旅游顾问委员
会，该委员会与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及国家旅游局密切合作，成员主要来
自国家旅游局、旅游者协会、导游协会及私营企业协会等。根据世界经济
论坛发布的2017年《旅游业竞争力指数报告》，格鲁吉亚在136个经济体
中排名第70位。 
【银行业】格鲁吉亚对金融保险业政策宽松，近年大量资本投向当地

银行，发展迅猛。据格鲁吉亚国家银行数据，截至2018年9月1日，格鲁吉
亚境内15家商业银行总资产达到371亿拉里，同比增长17.8%，和格鲁吉
亚全年GDP基本持平（2017年格GDP为380亿拉里）。其中，格鲁吉亚银
行和TBC银行的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72.4%。资料显示，大量外资投
向格鲁吉亚银行业，一是因为贷款利率高，二是因为格允许资本自由进出。 
【主要大型企业】 

（1）TBC Bank，第比利斯银行集团，格鲁吉亚最大商业银行。 

（2）Bank of Georgia，格鲁吉亚银行，格鲁吉亚最二大的商业银行。 

（3）Liberty Bank，自由银行，格鲁吉亚主要商业银行之一。 

（4）MagtiCom，格鲁吉亚最大的移动通讯营运商。 

（5）Caucasus Online，高加索在线公司，格鲁吉亚主要网络接入供
应商。 

（6）Geocell，格鲁吉亚第二大移动通讯运营商。 

（7）Georgian Oil and Gas Corporation，格鲁吉亚石油天然气集团，
格鲁吉亚国有企业。 

（8）Georgian Railway，格鲁吉亚铁路公司，格鲁吉亚唯一的国有铁
路公司。 

（9）JSC Electricity System Commercial Operator，电力系统商业运
营商，格鲁吉亚最大的输配电公司。 

（10）Telasi，格鲁吉亚第二大输配电公司，主要负责首都第比利斯
的输配电。 

（11）Rustavi Steel，鲁斯塔维钢铁公司，格鲁吉亚最大的钢铁公司。 

（12）Georgian Industrial Group，格鲁吉亚工业集团，格鲁吉亚能
源、物流和重工业领域的主要公司。 

（13）Hualing Group，中国华凌集团，中国在格最大投资企业，拥有
第比利斯国际经济特区、库塔伊西自由工业园区等大型项目。 

（14）Socar Georgia Petroleum，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格鲁吉亚公
司，格鲁吉亚油气的主要供应商。 

（15）Tbilisi Aircraft Manufacturing，第比利斯飞机制造公司，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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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时期遗留的唯一飞机制造公司，是苏-25飞机的主要生产商，当前主要是
维修苏-25飞机，生产小型个人飞机，部分军事装备如装甲救护车等。 

（16）BP Georgia，英国石油公司格鲁吉亚分公司，主要在格勘探油
气资源及运营高加索油气管道。 

2.1.4 发展规划 

格鲁吉亚政府于2014年2月下旬出台了“格鲁吉亚2020”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未来几年格鲁吉亚将努力恢复经济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保
障经济包容与可持续发展。未来几年，格鲁吉亚坚持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
将大力贯彻联系国协定及全面深入的自由贸易协定，力求达到惠及全体公
民的包容性、全面性经济增长。具体来说，2020年格鲁吉亚社会应充分尊
重经济自由和财产权，保障司法独立；政府更加高效、透明，不再过多地
干涉经济，大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尤其是民营领域市场竞争力，扩张外部市
场，吸引外国投资，建设稳定的社会安全和保障体系，增加教育、医疗卫
生等领域支出和投资，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为主，社会救济起辅助作用。 
为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及包容性发展，政府致力于以下工作：一要

保持经济宏观稳定增长，建立高效行政体系，这是改革的前提；二要提高
民营行业竞争力，具体包括改善投资和营商环境、支持创新和科技发展、
扩大出口、发展基础设施、充分发挥格转运潜力；三要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和社会稳定，包括培养满足市场需求的高素质人才、维持社会稳定、创造
高质的医疗保障体系；四要加强资本运作，提高金融中介能力。2014年6

月1日，格鲁吉亚政府宣布实施“格鲁吉亚制造”计划，由格鲁吉亚经济和
可持续发展部与农业部共同负责，格鲁吉亚政府提供4600万拉里（约合
2700万美元）的财政支持，其中3000万拉里支持农业，1600万拉里支持
工业，主要是鼓励建立新企业，提供低价办公场所和优惠低息贷款等。国
家对相关企业提供融资、基础设施和咨询支持，其中基础设施支持由国有
资产局具体负责。如单位或个人对项目感兴趣，可选择使用国家资产或就
国家指定项目设立新企业。国家无偿提供土地等资产，但实施企业应投入
不少于资产价值本身若干倍的资本额，其中在首都第比利斯投入的资本额
为资产价值的6倍、首都以外为4倍，并保证2年内生产产品。 

格鲁吉亚政府2016年在《关于建立强大、民主和统一的格鲁吉亚的政
府计划》指出，为保证自由贸易和竞争市场，政府将制定有效的执行机制，
进一步消除制约公司发展的人为障碍。政府将修改投资法，以提升投资者
信心。进一步加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合作，以及通过与国际合作方的
密切合作，发展有效的PPP机制。为改善投资环境，格鲁吉亚将与欧洲复
兴开发银行（EBRD）合作，设立投资者理事会，成员由政府、业界和国
际组织代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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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规划，交通和物流、基础设施、能源部门、环保和自然资源合理
管理将是优先考虑的领域。政府将通过加快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多式联运
和物流中心，来改善现有交通系统。格鲁吉亚将继续积极参与多个地区计
划和项目，包括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组织（Transport Corridor 

Europe- Caucasus-Asia，简称TRACECA)项目，特别是巴库-第比利斯-卡
尔斯铁路项目（Baku -Tbilisi-Karsi railway project），大幅缩短亚欧货运
里程。阿纳克利亚深水港是重点建设项目。其他重点开发的基础设施领域
包括：按照欧洲标准建立废弃物材料堆放和整理系统，在全国所有地区提
供24小时饮用水；在城镇和乡村建造和维修水供应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
达到欧洲标准。2016年实施的工程包括：祖格迪迪（Zugdidi）地区的饮用
水系统建设、波季（Poti）地区供水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的建设和修复、
库塔伊西（Kutaisi）水供应系统的建复。 

格鲁吉亚前总理克维里卡什维利执政后，提出“四项改革计划”，分
别是改革格鲁吉亚企业所得税，采用爱沙尼亚模式，在企业利润分配前不
征收所得税；政府治理改革，增加透明度，强化执行力度；加快基础设施
建设；改革高等教育，采用德国模式由国家资助最需要的专业。 

目前格鲁吉亚以巴赫塔泽为政府总理的临时内阁提出四点首要任务：
（1）贯彻并实现格鲁吉亚人民的历史选择——格欧完全一体化；（2）在
所有必要的领域推行创新和重大改革；（3）提出小政府概念，提高政府机
关效率；（4）重点发展教育、创新和青年事业。 

2.2 格鲁吉亚国内市场有多大？ 

2.2.1 销售总额 

2016年，格鲁吉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7.7亿拉里（约合20.2亿美
元）。 

2.2.2 生活支出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7年格鲁吉亚总储蓄率为23.16%。 

根据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5月），格鲁吉亚一个
正常工作的男性居民月最低生活标准为177.8拉里（约合73美元），消费者
最低生活标准平均为157.5拉里（约合65美元），家庭最低生活标准平均为
298.2拉里（约合123美元），四口之家最低生活标准为314.9拉里（约合
129美元）。 

据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一个普通家庭月支出为1093拉
里（约合53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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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物价水平 

2018年6月基本生活品参考价格如下表所示：  

表2-5：格鲁吉亚基本生活用品参考价格 

商品 价格 

普通大米 3拉里（1.23美元）/公斤 

普通面粉 3.5拉里（1.44美元）/公斤 

马铃薯 1.3拉里（0.53美元）/公斤 

西红柿 3.5拉里（1.44美元）/公斤 

食用色拉油 3.5拉里（1.44美元）/公升 

猪肉 13.5拉里（5.56美元）/公斤 

鸡蛋 0.35拉里（0.15美元）/个 

鸡肉 9.5拉里（3.91美元）/公斤 

注：以上按2018年6月汇率1美元合2.4拉里折算 

资料来源：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馆经商参处 

2.3 格鲁吉亚的基础设施状况如何？ 

近年来，在国际社会帮助下，格鲁吉亚政府为改善投资环境，加大了
对基础设施的投入，特别是在公路、港口、空运和通信等方面，基础设施
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交通通讯业已成为格鲁吉亚经济支柱产业，2017年产
值占GDP 的10.2%。 

2.3.1 公路 

格鲁吉亚公路总长20329公里，其中国际公路1500公里，国家公路
3326公里，地方公路15439公里。格鲁吉亚目前还没有封闭式高速公路。
格国际公路主要通往土耳其、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俄罗斯。格鲁吉亚公
路状况普遍一般。近年来，格鲁吉亚政府在国际社会帮助下，加大了对道
路修建和维护的投入，特别是国际公路，2005年以后明显得到改善，运力
得到提高。 

2.3.2 铁路 

格鲁吉亚拥有铁路总长2344公里，全部为电气化路段。其中宽轨2307

公里（轨宽1524mm），窄轨37公里（轨宽912mm）。目前实际使用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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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铁路长2153公里，铁路桥1422座，隧道32个，乘客站22个，货运站114

个。格铁路线直通西部波季和巴统两个港口，并与邻国俄罗斯、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相通。 

土耳其、阿塞拜疆及格鲁吉亚三国联合修建的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
铁路项目已完工，并于2017年10月31日正式开通。该段项目由阿塞拜疆融
资7.5亿美元，格鲁吉亚段铁路年运力可达1500万吨，高峰期年运力1700

万吨，初始阶段可运送100万人次旅客及650万吨货物。 

格鲁吉亚铁路公司为国有公司。目前，格鲁吉亚铁路集装箱货物运输
基本费率：10-20呎柜为每公里0.38美元，30-40呎柜为每公里0.71美元；
散货铁路运输费率每吨每公里从0.042至0.08美元不等，车皮装载货越少
收费越高；阿塞拜疆原油过境运输至巴统石油码头每吨5美元（含空槽车
返程），其他油制品每吨7美元（支付价格时还需加18%增值税）。 

2015年格鲁吉亚铁路公司收入5.75亿拉里（约合2.4亿美元）。2015

年格鲁吉亚铁路货运量1410万吨，同比下降15.6%，2016年铁路货运量
1190万吨，同比下降15.6%。 

2.3.3 空运 

格鲁吉亚目前有国际机场3个，分别是第比利斯机场、巴统机场和库
塔伊西机场。其中，第比利斯机场跑道3000米，巴统机场跑道2420米。这
两座机场由土耳其TAV公司投资重建，2007年先后投入使用，并取得对这
两个机场的20年特许租赁经营管理权。第比利斯机场设计年乘客运输能力
250万人次，可起降大型波音747客机。目前第比利斯机场正在进行扩建。
2010年格鲁吉亚政府出资在滑雪胜地MESTIA兴建了一个小型机场，并对
第二大城市库塔伊西机场进行改造和扩建。 

目前，有6家格鲁吉亚国内航空公司和26家外国航空公司在格鲁吉亚
经营航空业务。第比利斯航线主要通往：巴库、伊斯坦布尔、基辅、明斯
克、阿拉木图、迪拜、维也纳、巴黎、慕尼黑、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等。巴
统机场已开通至伊斯坦布尔及欧洲重要城市的国际航线。2017年格鲁吉亚
全国机场旅客吞吐量为407万人次，其中第比利斯机场吞吐量为316万人次，
同比增长40.47%。 

2016年土耳其航空在格鲁吉亚民航市场继续保持第一位（16%），随
后是格鲁吉亚航空（10%）、乌克兰航空（10%）、飞马航空（6%）匈牙
利Wizz航空（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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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前往格鲁吉亚可经过伊斯坦布尔、维也纳、巴库（即从乌鲁木
齐出入境）、基辅等地中转。2011年6月，南航新疆分公司开通乌鲁木齐
—第比利斯的直航航线。2014年9月该航线优化为第比利斯—乌鲁木齐—

兰州直航航线。2015年开通从北京经乌鲁木齐至第比利斯的航班。 

第比利斯机场 

2017年格鲁吉亚境内机场抵离港旅客407.4万人次，同比增长43.4%。
其中，第比利斯国际机场抵离港旅客316.4万人次，同比增长40.4%；巴统
国际机场抵离港旅客49.6万人次，同比增长58.7%；库塔伊西国际机场抵
离港旅客40.5万人次，同比增长49.3%。 

2.3.4 水运 

格鲁吉亚在黑海有波季和巴统两个港口，通往世界多个港口。 

波季港区水深11米，有15个货运泊位，其中11个装备了门式起重机（起
重量6-40吨），可运输各种类型货物和液体产品，7个泊位被长期租赁。
2008年5月，格鲁吉亚政府将波季港51%股份出售给阿联酋RAK投资公司，
经营期限49年，将投资近2亿美元新建集装箱码头，并在附近300公顷土地
上设立工业保税区。2010年，格鲁吉亚政府将波季港剩余49%股份全部出
售给阿联酋RAK投资公司。2011年2月，阿联酋RAK投资将波季港80%股
份出售给丹麦MAERSK海运集团。波季港急需扩建3个码头，投资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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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7000万美元。2016年波季港货物吞吐量630万吨，同比下降8%。 

巴统港区水深12米，有12个泊位，最大可泊5万吨货轮，5.5万吨油轮。
巴统港以运输石油为主，设计最大年输油能力1500万吨，货物230万吨，
摆渡70万吨。2016年巴统港货物吞吐量560万吨，同比下降2%。 

格鲁吉亚巴统港 

    Kulevi港货物吞吐量160万吨，同比下降36%，该港口是天然气和
原油管道港口。 

2.3.5 管道运输 

“巴库—苏帕萨”石油输送管线，终点为格鲁吉亚黑海油港苏帕萨，
设计日输油能力15.5万桶。2016年阿塞拜疆石油公司通过苏帕萨港口出口
石油410万吨，同比下降2.3%。 

“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输送管线，格境内248公里，从阿
塞拜疆巴库将石油输往土耳其的港口杰伊汉，设计年输油能力5000万吨或
日输油能力120万桶。2006年7月13日投入运营。2015年，输油管线输送
原油2883.6万吨，同比增长1.15%。 

“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天然气输送管道，也称“南高加索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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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管道”，设计年输气能力160亿立方米。 

2.3.6 通信 

格鲁吉亚电信市场开放程度较高，已全部实现私有化，允许外资控股
经营管理。 

【电话】截至2018年5月，格鲁吉亚移动电话用户数为496.5万户，共
有5家移动网络运营商，分别是Magticom（用户数197.9万户，占42.59%）、
Geocell（用户数173.3万户，占40%）、Mobitel（Beeline）（用户数123.1

万户，占22.69%）、Silknet（用户数2万户，占0.55%）和Global Cell。移
动互联网用户数为192.9万户，占全部用户数的38.9%。2016年格移动网络
运营商收入4.18亿美元，总通话时长102.83亿分钟，总移动互联网流量
3.23万TB。 

截至2018年5月，格鲁吉亚固定电话用户数为70万户，主要有5家固定
电话运营商，分别是Silknet（用户数34.9万户，占50%）、Magticom（用
户数20万户，占29%）、Akhali Kselebi（用户数8.3万户，占12%）、Akhtel

（用户数4.9万户，占7%）、CGC（用户数1.9万户，占3%）。2016年格
鲁吉亚固定电话运营商收入5027万美元，总通话时长11.2亿分钟。 

【互联网】截至2018年5月，格鲁吉亚互联网宽带用户数为65.7万户，
主要有4家互联网宽带运营商，分别是Silknet（用户数27.4万户，占49%）、
Magti（21.8万户，占39%）、Akhali Kselebi（用户数4.2万户，占8%）、
CGC（用户数2.3万户，占4%）。2016年格互联网宽带运营商总收入为1.96

亿美元。 

【邮政】近年来，随着网络和电子通信业的快速发展，邮政业务已大
幅萎缩。格鲁吉亚全国约有350个邮局/所。 

【快递】格鲁吉亚快递公司主要有DHL（敦豪速递）、EMS（邮政快
递）、FedEx（联邦快递）、TNT快递和UPS（联合包裹）等。 

2.3.7 电力 

近年来，格鲁吉亚大力发展水电，电力供应已基本能满足本国经济和
社会发展需要，2007年格鲁吉亚首次成为电力净出口国，目前约5%的电
力出口国外，但冬天格鲁吉亚需要进口电力。目前，格鲁吉亚各类电厂装
机总容量约为3600兆瓦。  

2015年，格鲁吉亚各类电厂发电105.9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4.3%。
总消费电力103.8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2.1%。 

2016年格鲁吉亚发电量同比增长6.8%，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96%。
91.3%的电力由国内消费者消费，4.6%的电力出口，4.1%的电力由发电企
业自身消费或者在传输中损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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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格鲁吉亚成为一个净出口电力国，净出口电力0.8亿千瓦时。
2016年格鲁吉亚进口电力4.8亿千瓦时，同比下降31.5%，占总供电量的
4%，其中77.1%来自俄罗斯，其他来自阿塞拜疆；出口电力5.59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15.3%，其中52.7%出口到土耳其。 

2017年，格鲁吉亚国内总消费电力11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7%。电
力出口达到7亿千瓦时，较去年提高22.7%。由于耗电量上升以及冬天水电
站发电量同比减少7.5%，格鲁吉亚2017年电力进口较2016年同期提高3.1

倍，达到15亿千瓦时。 

截至2016年底，格鲁吉亚与周边国家跨境输电容量为174万千瓦，预
计2020年将达到450万千瓦。 

目前，格鲁吉亚共有17个在建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52.3万千瓦。 

格鲁吉亚电力供应基本充足和稳定，用量大的用户还能直接与发电厂
签署直供合同降低成本。中资企业在格鲁吉亚投资设厂不需要自备发电设
备。 

2.3.8 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融资情况】格鲁吉亚政府致力于改善基础设施状况，部分资金已落
实，主要来自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等。 

【主要项目】贯穿格鲁吉亚东西部高速公路；发展高海拔山区国内航
线；制定道路保养规范及建设安全标准，保障道路质量及安全；发展黑海
海港多式联运，铺设连接至海港的公路和铁路，增加海运驳船；延伸地铁
网络；加快建设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该铁路贯穿阿塞拜疆、格
鲁吉亚和土耳其，是里海到地中海的陆路交通运输大动脉；筹划建设阿纳
克利亚港口及配套设施，这是格新政府上台后筹划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力求打造成连接欧亚走廊的重要交通枢纽。项目将分7个阶段进行，最终
达到年吞吐量1亿吨。 

格鲁吉亚基础设施领域仍处于发展阶段，格政府也在努力吸引投资，
欢迎外国资本参与，但格鲁吉亚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等，属于
民生工程，格政府财政收入有限，偿还能力不足，因此多寻求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优惠贷款。 

【负责部门】格鲁吉亚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部门是地区发展和基
础设施部，首都第比利斯市政府负责本市辖区基础设施建设。 

2.4 格鲁吉亚的对外经贸关系如何？ 

2.4.1 贸易关系 

格鲁吉亚200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其大部分贸易伙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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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成员，因此与这些成员的贸易遵循最惠国待遇原则。格鲁吉亚与欧盟、
美国、日本、加拿大和瑞士贸易实行普惠制（GSP）。在《独联体国家间
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多边协定》（1994年，除俄罗斯以外）框架下，格鲁吉
亚与独联体国家（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签署了双边自由贸
易协议。格鲁吉亚还与其邻国俄罗斯联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土耳其
签署了《自由贸易双边国际协议》。2014年格鲁吉亚与欧盟签署联合协议，
包括《深入和全面自由贸易协议》（DCFTA）。2016年6月27日，格鲁吉
亚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出口到冰岛、列支敦
士登、挪威和瑞士的货物免征关税。 

2017年格鲁吉亚出台启动促进出口新机制，为支持出口企业，促进“格
鲁吉亚制造”产品出口，格政府建立了“出口三角形”工作机制。三角形
代表三个相互协调的部门：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外交部和出口信贷局。
其中，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向出口企业提供分析数据和信息支持；外交部
负责收集特定国家情况，提供政治支持；出口信贷局向出口企业提供融资
支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已确定1044家出口企业名单，并基于不同产品
将企业划分为6大组合。每一组合具有相应的经理，负责完善、梳理、整合
组合内产品信息，包括出口企业面临的挑战等。 

【贸易总量】格鲁吉亚与121个国家（地区）有贸易往来，多年来一直
存在贸易逆差。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格鲁吉亚进出口贸
易额106.87亿美元，同比增长13.6%。其中，出口27.31亿美元，同比增长
29.2%%；进口79.56亿美元，同比增长9%；贸易逆差52.25亿美元，占进
出口贸易额的48.9%。 

表2-6：2013-2017年格鲁吉亚对外贸易情况 

（单位：亿美元）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进出口总额 109.33 114.63 94.97 94.08 106.87 

同比 4.79% 4.85% -17.15% -1% 13.6% 

出口额

(FOB) 
29.11 28.61 22.05 21.14 27.31 

同比 22.47% -1.72% -22.93% -4% 29.2% 

进口额

(CIF) 
80.23 86.02 72.92 72.95 79.56 

同比 -0.41% 7.22% -15.23% 0% 9% 

进出口差额 -51.12 -57.41 -50.88 -51.85 -52.25 

资料来源：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 



28 格鲁吉亚 

 

【主要贸易伙伴】2017年格鲁吉亚出口十大贸易伙伴分别为俄罗斯、
阿塞拜疆、土耳其、亚美尼亚、中国、保加利亚、乌克兰、美国、伊朗和
罗马尼亚；进口十大贸易伙伴分别为土耳其、俄罗斯、中国、阿塞拜疆、
乌克兰、德国、亚美尼亚、美国、意大利和荷兰。 

表2-7：2017年主要出口目的地及占比 

（单位：亿美元） 

排名 国家/地区 出口额 占比（%） 

1 俄罗斯 3.95 14.5% 

2 阿塞拜疆 2.72 10.0% 

3 土耳其  2.17 7.9% 

4 亚美尼亚 2.09  7.7% 

5 中国  2.07  7.6% 

6 保加利亚  1.79  6.6% 

7 乌克兰 1.24  4.6% 

8 美国 1.21  4.5% 

9 伊朗 0.76  2.8% 

10 罗马尼亚  0.75  2.8% 

资料来源：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 

表2-8：2017年主要进口来源及占比 

                                      （单位：亿美元） 

排名 国家/地区 进口额 占比（%） 

1 土耳其 13.73 17.2% 

2 俄罗斯  7.89 9.9% 

3 中国 7.32 9.2% 

4 阿塞拜疆  6.09  7.6% 

5 乌克兰  4.45  5.6% 

6 德国 4.33  5.4% 

7 亚美尼亚 2.81 3.5% 

8 美国 2.68  3.4% 

9 意大利  2.17  2.7% 

10 罗马尼亚  1.91  2.4% 

资料来源：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 

从经济集团看，格鲁吉亚与欧盟贸易额为28.44亿美元，同比增长2%，
占格外贸总额的26.6%，其中格鲁吉亚对欧盟出口6.46亿美元，增长13%%，
约占格出口总额的23.7%；自欧盟进口21.97亿美元，同比下降0.8%，占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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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吉亚进口总额的27.5%；对欧盟贸易逆差占双边贸易额的29.5%，同比
下降2个百分点。与独联体国家贸易额同比增长30.2%，达到35.41亿美元，
占格鲁吉亚外贸总额的33.1%，其中格鲁吉亚出口增长60%，达到11.81亿
美元，占格鲁吉亚出口的43.3%，进口增长19.2%，为23.61亿美元，占格
鲁吉亚进口的29.6%。 

从国别看，土耳其为格鲁吉亚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额15.89亿美元，
格鲁吉亚对土耳其出口2.16亿美元，进口13.73亿美元）。俄罗斯是格鲁吉
亚第二大贸易伙伴（贸易额11.84亿美元，其中对俄罗斯出口3.95亿美元，
俄罗斯为格鲁吉亚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国），中国是格鲁吉亚第三大贸易伙
伴，双边贸易额9.39亿美元，其中格鲁吉亚对华出口2.07亿美元，中国是
格鲁吉亚第五大出口市场，自华进口7.32亿美元，中国是格鲁吉亚第三大
进口来源国。随后是阿塞拜疆（贸易额8.82亿美元）、乌克兰（贸易额5.69

亿美元）、亚美尼亚（贸易额4.89亿美元）、德国（贸易额4.79亿美元）、
美国（贸易额3.89亿美元）等。 

【商品结构】铜矿石及其精矿是格第一大出口产品，出口额为4.19亿
美元，占出口总额15.4%。其次是铁合金（3.07亿美元）、小汽车（2.35亿
美元）、葡萄酒（1.71亿美元）、计量剂量的药物（1.41亿美元）、烈酒
（1.27亿美元）、矿泉水（9576万美元）、坚果（8308万美元）、氮肥（7645

万美元）、未加工的黄金及半成品（7077万美元）等。格鲁吉亚进口商品
主要是石油产品（6.97亿美元，占格进口总额的8.7%）、汽车（4.74亿美
元）、油气和其他气态碳氢化合物（3.50亿美元）、计量剂量的药物（3.46

亿美元）、铜矿及其精矿（3.38亿美元）及手机（2.04亿美元）、香烟（1.02

亿美元）、钢铁结构和结构部件小麦（9800万美元）、自动数据处理机器
和设备（9693万美元）、货车（7203万美元）等。 

表2-9：2017年主要出口产品 

                                              （单位：亿美元） 

序号 产品 金额 占比 

出口总额 21.13 100% 

1 铜矿及其精矿 4.19 15.4% 

2 铁合金 3.07 11.3% 

3 汽车 2.35  8.6% 

4 葡萄酒 1.71 6.3% 

5 计量剂量的药物 1.41 5.2% 

6 烈酒 1.27 4.6% 

7 矿泉水 0.96  3.5% 

8 坚果 0.8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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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化肥 0.76  2.8% 

10 天然/人工矿泉水和汽水（不含糖） 0.71 2.6% 

资料来源：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 

表2-10：2017年主要进口产品 

                                              （单位：亿美元） 

序号 产品 金额 占比 

进口总额 79.79 100% 

1 石油产品 6.97 8.7% 

2 汽车 4.74 5.9% 

3 油气和其他气态碳氢化合物 3.50 4.4% 

4 计量剂量的药物 3.46 4.3% 

5 铜矿及其精矿 3.38 4.2% 

6 手机 2.04 2.6% 

7 香烟 1.02 1.3% 

8 小麦 0.98 1.2% 

9 自动数据处理机器和设备 0.97 1.2% 

10 货车 0.72 0.9% 

资料来源：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 

2.4.2 辐射市场 

【全球贸易协定】2000年6月14日格鲁吉亚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
员国，与其他WTO成员互享最惠国待遇的优惠关税。 

【区域合作】格鲁吉亚出口到美国、加拿大、瑞士和日本等发达国家
的商品享有普惠制（GSP）待遇的优惠关税。 

根据格鲁吉亚与欧盟、土耳其签订的“超普惠制待遇”（GSP+）协
议，格鲁吉亚生产的7200个品种的商品进入欧盟和土耳其为零关税，且没
有配额限制，包括纺织品和服装等。格也正在与美商谈GSP+贸易协议。 

【双边贸易协定】格鲁吉亚与乌克兰、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库曼
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等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2014年6月格
鲁吉亚与欧盟签订联系成员国协定，其项下全面深入的自由贸易协定于
2014年9月1日起生效。据报，格鲁吉亚拟与美国商签《自由贸易协定》。
2015年，中国与格鲁吉亚启动自贸协定可行性研究，并于2015年12月正
式启动两国自贸协定谈判。2016年10月中格两国实质性结束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2017年5月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与格鲁吉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部
长加哈里亚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18年1月1日，中格自
贸协定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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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拥有包括独联体、土耳其及欧盟在内的9亿人口市场，这对
格鲁吉亚吸引外资提供较大优势，也为将格打造成为欧亚国家重要物流、
交通和通信中心创造巨大可能。 

2.4.3 吸收外资 

自2003年以来，格鲁吉亚加大了吸收外资的力度，外资流入逐年大幅
增加，已成为格鲁吉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私有化是格鲁吉亚吸收外资
的重要方式。 

【外资规模】据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格鲁吉亚吸引外国
直接投资（FDI）18.62亿美元，同比增长13.2%。 

【外资来源国】阿塞拜疆为格鲁吉亚最大投资来源国，2017年对格鲁
吉亚投资4.82亿美元，占格鲁吉亚吸引外国投资总额的25.9%。其次是土
耳其、英国、荷兰、捷克，投资额分别为2.79亿美元、2.50亿美元、2.24

亿美元、1.33亿美元。 

【吸引外资的领域】交通通讯业为外国最大投资领域，2017年外国投
资额5.27亿美元，占格鲁吉亚吸引外资的28.3%；其次是金融业、建筑业、
能源业、房地产、酒店餐饮业、制造业、采矿业、农业以及社会医疗，投
资额分别为3.04亿美元、2.95亿美元、1.89亿美元、1.59亿美元、8999万
美元、7471万美元、5402万美元、357万美元、331万美元等。 

表2-11：外资在格鲁吉亚投资主要项目及规模 

序

号 

在格鲁吉亚投资的主要跨国公

司名称 
项目/投资规模 

1 英国石油公司（BP） 
巴—第—杰输油管线、巴—第—埃输气管

道，累计投资近5亿美元。 

2 捷克ENERG-PRO公司 
格鲁吉亚联合供电公司和6个水电站，约

1.32亿美元。 

3 土耳其TAV公司 
第比利斯国际机场、巴统机场20年经营管理

权，合计投资约9050万美元。 

4 
阿联酋RAK Investment 

Authority 

波季港股权及邻近300公顷土地（用于新建

集装箱码头和工业保税区），已投入8000多

万美元；控股收购第比利斯喜来登五星级酒

店；另在格鲁吉亚进行住宅区和写字楼开

发，已投入近2亿美元；还拟投资水泥厂等

项目。计划在格鲁吉亚投资总额20亿美元。 

5 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 
石油输送码头终端、加油站、炼油厂等，已

在格路吉亚投资近5000万美元，还将投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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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供气网络经营。 

6 英国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格鲁吉亚公司，约1700万美元，

70%控股。 

7 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UES） 第比利斯供电公司、输电网络，75%控股。 

8 德国海德堡水泥集团 格鲁吉亚3个水泥厂，75%控股。 

资料来源：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8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7年，格
鲁吉亚吸收外资流量为18.62亿美元；截至2017年底，格鲁吉亚吸收外资
存量为173.89亿美元。 

2.4.4 外国援助 

2008年格俄战争后，西方国家大量援助格鲁吉亚。2008年10月的布鲁
塞尔援格大会达成了45亿美元的援款规模，相当于格鲁吉亚当年GDP的三
分之一。目前，美、欧及有关国际组织每年仍对格鲁吉亚给予大量援助。 
美国是格鲁吉亚最重要的支持者和援助国，自1992年格鲁吉亚独立后

美国即开始对其进行援助，20多年来累计提供超过15亿美元的援款。 

1992至2006年，欧盟援助格鲁吉亚达5.05亿欧元。自2007以来，欧盟
对格鲁吉亚援助2.98亿欧元，累计援助总额达8.03亿欧元。此外，在“欧
盟东部伙伴国”计划下，欧盟向格鲁吉亚提供了2200万欧元的专项援助。
除援助外，欧盟还通过银行向格鲁吉亚提供各种形式的贷款支持。 

日本也是格鲁吉亚重要的援助国。自2007以来日本对格鲁吉亚援助累
计1.43亿美元，其中贷款0.43亿美元、无偿援助0.8亿美元、技术合作援助
0.2亿美元。 

此外，自2006以来，格鲁吉亚从各国际组织获得了8亿美元的优惠贷
款，包括联合国国际开发协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基金、亚洲开发
银行、国际农业开发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等。 

2015年1月，欧盟委员会睦邻政策和扩盟谈判委员哈恩访格鲁吉亚期
间与格鲁吉亚总理加里巴什维利签署协议，欧盟向格鲁吉亚提供4400万欧
元援助，用于支持格鲁吉亚落实格欧联系国协定的自由贸易部分，主要支
持格鲁吉亚私人部门和中小企业的发展，这将有助于提升格鲁吉亚产品达
到欧盟标准。2014-2017年欧盟对格鲁吉亚援助总额将达4.1亿欧元。 

2016年格鲁吉亚获得的主要援助有：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拟对
格鲁吉亚援助1310万美元，以促进格鲁吉亚经济包容与可持续发展；欧洲
投资银行宣布对格贷款1.5亿欧元，用于支持其基础设施建设，其中1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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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将用于市政建设与发展，包括城市道路、供水、卫生系统改造、旅游基
础设施发展及恢复洪灾损毁建筑等，4945万欧元用于支持E60高速公路第
二标段项目建设；世界银行宣布对格鲁吉亚贷款1.4亿美元，用于格鲁吉亚
E60高速公路修复和重建。另据格鲁吉亚议程网消息，2016年7月，欧洲复
兴开发银行向格鲁吉亚最大的通讯公司Magticom贷款1亿美元，用于支持
格鲁吉亚边远地区互联网建设。 

2017年6月，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向格鲁吉亚提供1.14亿美元贷款，用
于支持格鲁吉亚建设巴统绕城公路。 

2.4.5 中格经贸 

【双边贸易】近年来，中格两国经贸关系稳步发展，双边贸易额保持
快速增长。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国与格鲁吉亚进出口贸易额9.8亿美元，
同比上升23%%。其中，中国向格鲁吉亚出口额为9.2亿美元，同比增长
22.8%；中国自格鲁吉亚进口额为0.7亿美元，同比增长26.3%。 

中国对格鲁吉亚出口商品主要类别包括：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电
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钢铁、钢铁制品、家具；寝具等；灯具；
活动房、塑料及其制品、陶瓷产品、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木及
木制品；木炭、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及其零附件。 

中国从格鲁吉亚进口商品主要类别包括：矿砂、矿渣及矿灰、饮料、
酒及醋、铜及其制品、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电机、电气、
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无机化学品；贵金
属等的化合物、钢铁制品、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光学、照
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 

【双向投资】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当年中国对格鲁吉亚直接投
资流量3846万美元。截至2017年末，中国对格鲁吉亚直接投资存量5.68亿
美元。 

【承包劳务】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中国企业在格鲁吉亚新签承
包工程合同14份，新签合同额3.92亿美元，完成营业额3.88亿美元；累计
派出各类劳务人员585人，年末在格鲁吉亚劳务人员1432人。新签大型工
程承包项目包括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铁路现代化总承包项目；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承建格鲁吉亚E60公路泽莫欧斯亚乌
里至楚马特勒提段建设项目第一标段；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承建格鲁吉亚电
信等。全长18.5公里，路面形式为沥青混凝土，合同工期30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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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水电十六局承建的KOBULETI绕城公路项目 

【工业园区】 

（1）华凌国际经济特区项目，占地面积420公顷，功能包括生产加工、
保税、商业、国际物流、酒店、住宅等，以及2015年第比利斯欧洲青年奥
运会奥运村，总投资3亿美元。市场贸易区500米长、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
的主楼已完成外墙装修；建筑面积2.69万平方米的酒店及配套设施已投入
使用；建筑面积6.01万平方米的青奥村在圆满保证2015年第比利斯青年奥
运会后，60%已被出售给当地居民，并于2015年10月入住。 

（2）库塔伊西市免税工业园区，占地72公顷，功能包括生产加工、
进出口等；2015年3月一期园区通过格鲁吉亚政府验收，5月格鲁吉亚政府
与华凌集团公司代表签订了关于创建华凌库塔伊西免税工业区相关双边
义务合同；2015年10月16日工业园正式开园。 

【货币互换协议】2015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席第34届
中亚、黑海和巴尔干半岛央行行长会议期间，与格鲁吉亚国家银行行长卡
达基泽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框架协议，表达了建立双边本币互换安排的意
愿，以加强双边货币合作、推动双边本币结算、促进两国贸易和投资便利
化。 

【自贸协定】2015年3月，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与时任格鲁吉亚副
总理兼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部长克维里卡什维利共同宣布启动自贸协定
谈判可行性研究。2015年12月10日，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
山与格鲁吉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部长库姆西什维利在中格政府间经贸
合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会后，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格鲁吉亚
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关于启动中格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正
式启动中格自贸协定谈判。2016年2月22日至23日，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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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第一轮谈判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举行，双方对谈判日程、谈判结构、
各议题领域和原则等问题达成一致并签署模式文件。同时，双方成立谈判
工作组，开始自贸协定文本磋商，并就后续工作达成共识。第二轮谈判于
2016年5月9日在北京举行。2016年7月18-22日，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
第三轮谈判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举行。中格双方就货物贸易、原产地
规则、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性贸易壁垒、贸易救济、服务贸易、
知识产权、环境、法律和机制条款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其中，货物贸易和
服务贸易就最终出要价进一步交换了意见，其他大部分议题已基本达成一
致。2016年10月中格两国实质性结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2017年5月中国
商务部部长钟山与格鲁吉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部长加哈里亚代表两国
政府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18年1月1日，中格自贸协定正式生效。 

【中格经贸混委会】合作宗旨和主要任务：中格经贸混委会是两国政
府在贸易、投资、工程承包、劳务合作等领域交流信息、解决问题、促进
合作的重要渠道和平台。主要任务是积极探讨和解决双边经贸合作中存在
的问题、建立经常性双边经贸对话交流机制和促进新领域新项目的合作。 
合作级别：司局级，根据议题重要程度可安排更高级别的磋商。 

运行机制：2005年第二次中格经贸混委会后，每隔两年左右轮流在两
国首都召开。2015年，两国决定将中格合作经贸混委会改为每年轮流在两
国首都举行。 

【其他】2015年3月，中国商务部和格鲁吉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签
署了《关于加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备忘录》。目前，格鲁吉亚尚
未与中国签订产能合作协议和基础设施合作协议。 

2.5 格鲁吉亚金融环境怎么样？ 

独立之初，格鲁吉亚政局一度动荡，导致金融市场不稳定。在西方国
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帮助下，格鲁吉亚政府逐渐改
善金融环境，货币实现自由兑换。特别是2003年后，开始对经济进行大刀
阔斧的改革，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取得相当成效。正是因为宽松的金融环
境，格鲁吉亚银行业发展迅猛。 

2.5.1 当地货币 

格鲁吉亚货币为“拉里（Lari）”。格鲁吉亚外汇管理法规定，拉里为
可自由兑换货币。在格鲁吉亚的任何金融机构和兑换点，拉里与美元、欧
元、英镑等可随时兑换。 

近年来，拉里兑美元和欧元汇率均呈下降趋势，兑卢布汇率呈上升趋
势。2016年第一季度，1美元兑2.3679拉里，1欧元兑2.6795拉里。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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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1美元兑2.44拉里，1欧元兑2.63拉里。2018年第一季度，1美
元兑2.41拉里，1欧元兑2.98拉里。 

表2-12：2014-2018年第一季度拉里汇率变动情况 

 1美元兑拉里 1欧元兑拉里 1卢布兑拉里 

2014年第一季度 1.7477 2.4001 0.0490 

2015年第一季度 2.2275 2.4139 0.0385 

2016年第一季度 2.3679 2.6795 0.0350 

2017年第一季度 2.4452 2.6266 0.0434 

2018年第一季度 2.4144 2.9762 0.0421 

资料来源：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 

2018年6月底，格鲁吉亚中央银行公布的拉里兑美元中间价是2.4516

拉里，兑欧元是2.8537拉里。2012年新疆华凌集团收购Basis Bank，在该
银行网点可办理人民币与拉里直接兑换和转账业务。目前，人民币与拉里
尚未实现直接结算，Basis Bank、Bank of Goergia和TBC Bank等主要银
行网点可办理人民币兑拉里业务。 

新疆华凌集团收购的基础银行 

2.5.2 外汇管理 

根据格鲁吉亚外汇法律规定，在格鲁吉亚注册的外国企业可以在格商
业银行开设外汇账户，用于办理与外币有关的结算。外汇进出格鲁吉亚无
需申报，也不受限制。外汇贷款本金（凭相关协议文件）汇出时无需缴纳
任何税金，偿还外汇贷款利息汇出时需缴纳汇款金额10%的税金，利润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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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需凭企业缴纳利润税和其他应纳税的证明办理，企业利润税率为15%。 
携带外汇现金入境没有任何限制。携带现金数额超过等值3万拉里出

境时需申报。 

在格鲁吉亚工作的外国人，其合法税后收入可全部转出；外国企业税
后收入和撤资也可自由转往国外。 

2.5.3 银行机构和保险公司 

格鲁吉亚中央银行是“格鲁吉亚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 of 

Georgia），主要负责本国货币发行、制定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外汇管理、
对商业银行实行监管、与金融有关的统计、分析和调控，并维护本国金融
稳定。 

截至201年5月底格鲁吉亚境内共计16家商业银行，其中15家外资控
股银行。截至5月底商业银行总资产达336亿拉里，银行股本46亿拉里，占
商业银行总资产的13.7%。。当地主要商业银行有：TBC银行、“格鲁吉
亚银行”、“Cartu银行”和“Progress银行”等。 

格鲁吉亚当地外资银行有：“TBC银行”、英国“汇丰银行”、俄罗
斯“VTB银行”、哈萨克斯坦“BTA银行”、德国“职信银行”（即ProCredit

银行）、“英国第一银行”、阿塞拜疆“国际银行”、华凌基础银行（Basis 

Bank）等。 

格鲁吉亚主要保险公司有Aldagi、GPI Holding、PSP Insurance和
Unison。 

【中资银行】目前，在格鲁吉亚中资银行有新疆华凌集团收购的基础
银行（Basis Bank）。 

2.5.4 融资条件 

在融资条件方面，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享受同等待遇，但是融资成本
较高。格鲁吉亚商业银行美元贷款平均年利率约为8%，本币拉里贷款平均
年利率在15%以上。  

目前尚不能使用人民币在格鲁吉亚开展跨境贸易和投资合作。 

2.5.5 信用卡使用 

格鲁吉亚信用卡使用刚起步。银行取现和高档宾馆酒店、商店消费可
使用中国金融机构发行的VISA卡和万事达卡。银联卡开始进入格鲁吉亚市
场，目前格鲁吉亚Invest Bank正在与中国银联合作并进行推广，但目前使
用的范围仍有限。截至2017年4月，格鲁吉亚在用的信用卡和借记卡达到
800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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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格鲁吉亚证券市场发展情况如何？ 

格鲁吉亚证券交易所（GSE）是格鲁吉亚唯一的证券交易市场，成立
于1999年1月，2000年1月获格鲁吉亚国家证券委员会颁发的营业执照，
经营股票、债券交易和投资凭证等。截至2017年5月1日，格鲁吉亚证券市
场共有120家上市公司，市值8.34亿美元，日均交易额约1000拉里。格鲁
吉亚证券交易所主要股东为LLC Tbilisi Capital (17.33%), LLC GCF 

Holding Georgia (15.33%) 和JSC Galt&Taggart (15.33%) 

2.7 格鲁吉亚的商务成本有竞争力吗？ 

2.7.1 水、电、气、油价格 

格鲁吉亚夏季（5-8月）水电供应充足，冬季电力供应存在一定短缺，
但近年通过与邻国土耳其、俄罗斯和阿塞拜疆等国实行出口电力交换制度，
冬季电力短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格鲁吉亚机构和商业用水价格偏高，
居民用水0.33拉里每立方米，居民用电价约0.14拉里/千瓦时，居民天然气
价格为0.46拉里/m3。 

以下价格含18%增值税，供参考。 

表2-13：格鲁吉亚水电气价格（2018年5月） 

消费用途 水（拉里/ m3） 电（拉里/千瓦时） 
气（拉里/ 

m3） 

居民个人消费 
0.33 

 

110千瓦时以下：0.13 

110-301千瓦时：0.17 

301千瓦时以上：0.21 

0.46 

机构/商业 4.40 0.2131 0.75 

资料来源：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馆经商参处 

格鲁吉亚工业用电计价根据电压来确定，年用电量超过3000万千瓦时
的用户可与电厂签订“直供电协议”，价格更优惠。 

表2-14：2017年格鲁吉亚电价 

（单位：拉里/千瓦时） 

电压范围 第比利斯电价 其他地区电价 

220/380伏  0.160008 0.159194 

6-10千伏  0.148892 0.102874 

35-110千伏  0.085904 0.075660 

资料来源：格鲁吉亚能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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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格鲁吉亚汽油平均价格大约为每公升2.2拉里。 

2.7.2 劳动力供求及工薪 

【劳动力资源】格鲁吉亚当地劳动力资源充足，劳工素质一般。据格
鲁吉亚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格鲁吉亚适龄劳动力（15岁以上）约为
198.31万人，就业人口为170.66万人，失业人口27.64万人，失业率为
13.9%，呈平稳趋势。许多年轻格鲁吉亚劳动力在俄罗斯、希腊、土耳其、
阿塞拜疆和乌克兰等国务工。 

表2-15：2013-2017年格鲁吉亚失业率情况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失业率

（%） 
16.9 14.6 14.1 14.0 13.9 

资料来源：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 

【劳动力成本】2018年第一季度格鲁吉亚平均工资为1059.2拉里（约
合435美元），同2017年第一季度相比增长69.8拉里。其中，男性月均工
资1271.7拉里（约合523美元），女性818.0拉里（约合336美元）。 

2018年第一季度各行业月均工资标准分别为：金融中介2305.2拉里、
建筑业1541.8拉里、房地产及房屋租赁行业1380.1拉里、交通通讯业
1438.5拉里、采矿业1254.3拉里、水电气开发和分配行业1244.7拉里、公
共行政1257.5拉里、渔业1214.5拉里、卫生和社会保障968.1拉里、批发零
售及汽车、家居用品维修业961.2拉里、酒店餐饮业853.6拉里、农业655.1

拉里、教育577.2拉里。（目前汇率1美元=2.43拉里） 

自2008年1月1日起，格鲁吉亚已废除了由雇佣单位代缴职工工资额
20%的社保税，同时将个人所得税率从原来的12%提升到25%，由所在单
位代为缴纳。自2009年1月起个人所得税率降至20%。 

2.7.3 外籍劳务需求 

格鲁吉亚本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本国公民大量外出务工，对外籍劳务
需求较小。但对某些行业的技术工人有一定需求，如伐木、采矿等。 

2.7.4 土地及房屋价格 

【土地价格】根据不同城市和不同地段，非农土地价格相差很大。2015

年4月，格首都第比利斯土地拍卖标准价格为50-1200美元/㎡。允许外国企
业/机构或公民购买非农土地，拥有永久产权。2013年格鲁吉亚暂停外国人
在格鲁吉亚购买农业用地。 

【房屋租金】2018年3月，第比利斯的写字楼月租金约30-100美元/㎡
（A类），20-30美元/㎡（B类），15-20美元/㎡（C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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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售价】在格鲁吉亚，住宅的售价因城市、地段和档次差异而存
在较大差异。第比利斯的房价为450-2000美元/㎡。 

2.7.5 建筑成本 

格鲁吉亚主要建材价格如下表所示： 

表2-16：格鲁吉亚主要建材价格 

品 名 价 格 品 名 价 格 

沙 料 15-18美元/立方米 松木板材 
220-300 

美元/立方米 

水 泥 100-120美元/吨 粗石 10-18美元/立方米 

钢 筋 700-800美元/吨 混合石料 12-16美元/立方米 

混凝土 45-70美元/立方米 混凝土空心砖 0.30-0.70美元/块 

注：2018年5月市场采集 

资料来源：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馆经商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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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格鲁吉亚对外国投资合作的法规和政策有哪些？ 

3.1 对外贸易的法规和政策规定有哪些？ 

3.1.1 贸易主管部门 

格鲁吉亚主管贸易的政府部门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其主要职责是
负责牵头制定和执行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负责经济
改革和国有资产私有化，负责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管理，负责对外经济合
作关系等。 

3.1.2 贸易法规体系 

格鲁吉亚与贸易相关的主要法律有《海关法》、《税法》、《海关税
则法》、《执照和许可证法》、《工业保税区法》等。 

3.1.3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2003年后，格鲁吉亚政府着力实施经济改革，推行自由贸易。经过近
几年的改革，格鲁吉亚已完全实行自由贸易，没有任何限制，所有注册经
济实体甚至注册登记的自然人企业家均可经营对外贸易。格鲁吉亚对进出
口商品分类按国际通行的《商品名称和国际编码协调制度公约》办理。 

【进口管理】格鲁吉亚遵循国际公约规定的禁止进口商品，也禁止进
口危害国家及公共卫生和安全的产品，如毒品、色情制品和核原料等。 

格鲁吉亚对进口商品没有任何配额限制，只对极少数商品实行许可证
管理，如武器、放射性物质、工业垃圾、农用化学药品和医疗用具等（进
出口许可证总数已减至8类商品），其余商品均放开经营。 

在贸易技术标准上，格鲁吉亚承认欧洲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和其主要贸易伙伴的技术标准。 

【出口管理】格鲁吉亚对出口木材、电力等实行许可制度，其他商品
自由出口，没有限制。 

【进口关税政策】格鲁吉亚的贸易体制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贸易体
制之一。从2006年9月1日起，进口关税税率从16种减少到3种（0%、5%

和12%）。90%的进口货物免除关税，不实行季节性关税。进口货物关税
根据格鲁吉亚税法第28条进行调整。 

【出口关税政策】根据格鲁吉亚立法，从格鲁吉亚出口和再出口的货
物免征关税。1997年9月1日起，格鲁吉亚根据目的地原则征收增值税，从
格鲁吉亚的出口免征增值税。 

【非直接税】根据格鲁吉亚税法，对本地货物和进口货物实行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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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和国内消费税。 

【许可证】根据格鲁吉亚许可证法，除涉及健康、安全和环保以外，
不采取外贸易非关税限制。 

3.1.4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自2007年3月起，为简化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手续，格鲁吉亚将原来
由农业部、环保资源部分别负责的检查农食品、动物产品和植物产品的部
门合并成一个机构，成立了“国家食品安全兽医和植物保护局”，隶属农
业部，专门负责对动植物产品、农产品和食品进行检验检疫，提供“一站
式”服务。 

格鲁吉亚法律规定，对鲜活动物产品、植物产品和农食品进出口实行
检验检疫制度，凭签发的证书办理海关通关手续。目录由格政府总理签署
对外发布。具体产品目录和联系方式可查阅相关网页： 

www.rs.ge/Default.aspx?sec_id=5426&lang=2 

www.rs.ge/Default.aspx?sec_id=5428&lang=2 

3.1.5 海关管理规章制度 

格鲁吉亚海关与税务、金融警察合并成一个部门，即“税收海关服务
局（Revenue Service）”，2010年3月成为独立法人单位。 

自2008年1月1日起，修改后的格鲁吉亚《海关税则法》生效，除对农
产品和建筑材料征收12%（沥青、水泥砖、纸张、肉和肉制品、冻鸡、牛
奶和奶制品、禽蛋、蜂蜜、大部分蔬菜水果、茶叶、糖等）和5%（压制奶
酪、花生油等）关税外，格鲁吉亚对90%以上其他进口商品征收零关税。
对进口商品征收与本国生产商品税率相同的增值税，目前增值税率为18%。
对出口商品征收零关税。 

3.2 对外国投资的市场准入有何规定？ 

3.2.1 投资主管部门 

格鲁吉亚主管投资的政府机构是国家投资局，负责投资促进、对外推
广投资政策和介绍投资环境、提供投资信息和协调投资项目等，提供“一
站式”信息综合服务。格鲁吉亚法律规定，外国投资需向国家投资局申报
和登记，每年年底前申报追加投资。该局还负责对获得“特别重要投资地
位”的投资项目进行监管，并定期向政府报告。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国
家投资局负责对外国投资进行统计和分析。 

3.2.2 投资行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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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法律规定，禁止投资行业的清单由总统提议报议会批准。 

【限制的行业】生产、销售武器和爆炸物；配制、销售属特别控制的
药物；使用和开采森林资源和矿藏；开设赌场和其他提供赌博和彩票的场
所；银行业务；保险业务；发行公众流通证券；无线通讯服务和创建电视
和无线电频道等。格鲁吉亚政府对投资上述行业进行许可证管理，外商与
本国投资者享有相同待遇，但均需要获得相应机构签发的专门许可证。 

【鼓励的行业】格鲁吉亚政府鼓励外商投资的领域主要包括基础设施
项目（如公路、港口、管道运输、电信设施等）制造业、能源设施（特别
是水电建设、新修或改造输电网络等）、农业和旅游业等，这些行业能够
促进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 

格鲁吉亚对外商投资实行国民待遇政策，对外商投资和本国投资一视
同仁，没有比本国投资者更优惠的政策。 

格鲁吉亚政府自2010年10月开始设立Anaklia和Kobuleti自由旅游区
（FREE TOURISM ZONE），以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投资者投资酒店等
旅游设施，其中投资建设50个客房以上酒店的，可象征性购买相应土地，
并在未来15年内免所得税、财产税等。自由旅游区内的配套公路和供水、
电、气等基础设施由格政府负责。 

更多格鲁吉亚投资信息可以访问格鲁吉亚国家投资局网站： 

www.investingeorgia.org/en/ 

3.2.3 投资方式的规定 

早在1997年5月，格鲁吉亚颁布了《国有资产私有化法》。近年来，
格鲁吉亚政府对国有资产全面实行私有化。格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原经
济工业贸易部）代表格政府管理国有企业资产，负责落实私有化，具体由
私有化司负责。 

格鲁吉亚当地企业可以土地、工厂或车间等不动产与外资企业合作进
行入股，不受任何限制。 

格鲁吉亚《私有化法》规定，国有资产占股份总额不超过25%的，可
采用直接开价转让方式进行私有化。国有资产所占份额超过25%的企业需
通过竞标、拍卖和租赁方式进行私有化。2006年6月通过的格鲁吉亚《国
家投资促进法》规定，对直接出售国有资产的决定由格总统做出。格对机
场、港口和铁路等重点领域的企业私有化一般规定经营年限（最长不超过
49年）和投资发展规划，实行特许租赁经营。格鲁吉亚政府对重点企业私
有化时，先进行公开邀标，根据投资者的出价、支付方式、投资承诺和职
工的社会承诺进行评审后决定。格鲁吉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通过私有化
司网页（www.privatization.ge）公布国有企业私有化清单及私有化进展情
况。允许外资并购当地企业，包括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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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证券法规定，外国公司可以通过股权并购方式开展投资经营
活动。 

格鲁吉亚法律不直接规定企业并购行为，企业资产、负债、知识产权
等的转让都应符合相应法律法规，不同领域并购审查由不同政府部门相关
单位监督控制。对于影响居民健康及涉及国家利益或国家资源领域的，以
颁发许可证的形式加以控制。许可证分为经营许可和使用许可，除特殊规
定，均为永久有效。使用许可主要针对资源开发，有关资源开发问题，可
咨询格能源与自然资源部；关于垄断方面的问题，可根据《反垄断法》向
格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咨询。 

【并购流程】以商业银行为例，具体并购流程主要为： 

（1）外资银行与当地银行协商草拟并公证并购协议（包括合并银行
名称、财产转移协议、股份占比、转移方具体介绍、并购性质、并购日期、
股东权利和董事会责任等）； 

（2）签署并公证并购意向书； 

（3）向格鲁吉亚央行提交材料获得许可，其中包括并购资金来源、相
关法律文书（购方持股人介绍、财务报告等）。 

3.2.4 BOT/PPP方式 

目前格鲁吉亚基础设施领域尚未普遍采用BOT方式，运用该方式的主
要有国内两个机场项目：第比利斯机场和巴统机场项目。这两个机场由土
耳其TAV公司投资重建，2007年投入使用，特许经营管理权年限为20年。
格鲁吉亚即将建设的阿纳克利亚深水港、波季港炼油厂等项目将采用BOT

方式，根据协议特许经营年限一般为20年、30年、49年或99年等。 

格鲁吉亚政府在其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将进一步加强公共部门和私
人部门的合作，有效采用PPP机制，通过与国际合作方的密切合作，发展
有效的PPP机制。 

3.3 格鲁吉亚关于企业税收的规定是什么？ 

3.3.1 税收体系和制度 

格鲁吉亚的税制总体来说为属地税制。 

2005年1月1日，修改后的格鲁吉亚《税法》生效，对税收进行了全面
的改革，税种从原来的21个减至7个。格鲁吉亚是目前世界上税种最少的
单一税制国家之一，实行全国统一纳税。外国公司和外国人与格鲁吉亚的
法人和自然人一样同等纳税。在2005年，格鲁吉亚有6种国家税，即个人
所得税、企业利润税、社会税、消费税、增值税和海关税（由《海关法》
规范），另2种为地方税，即财产税、博彩业税。2008年1月1日起，《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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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修正案生效，废除了社会税，调整了部分税种的税率。 

3.3.2 主要税赋和税率 

【个人所得税】格鲁吉亚籍自然人和在格鲁吉亚境内获得收入的外籍
自然人均须纳税，个人所得税税率自2008年1月1日起从原来的12%上调至
25%，起征点为零。工资所得税每月缴纳，一般由所在单位代扣代缴。格
政府自2009年1月将个人所得税税率降至20%；并承诺，4-5年内将个人所
得税税率逐步降至15%。但是，单位为职工支付的福利包括房租等均需要
列入职工收入范畴，必须纳税。计算方法：职工含税工资×所得税率。实
际上，以20%的所得税率计算，所缴税金占职工个人实际工资收入的25%。 
【企业利润税】2008年1月1日，格鲁吉亚将企业利润税率由原来的20%

降至15%。格鲁吉亚本地企业的利润税按其在世界范围内收入的基础上课
征；在格鲁吉亚经营的外国企业按其在格鲁吉亚境内获得收入的基础上课
征。与格鲁吉亚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的企业除外。 

【利息和红利税】自然人或法人在格鲁吉亚境内所得的利息和红利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征收。自2009年1月起利息和红利税率降至5%。 

【增值税】格鲁吉亚对本国商品和进口商品均征收相同税率的增值税，
即18%。格《税法》规定，任何12个月期间内交易额超过10万拉里的纳税
人必须强制登记为增值税纳税人。对出口货物、转口货物、国际运输、旅
游和一些特定的服务征收零增值税；对金融、保险服务、油气开采其他特
定交易免除增值税；为投资目的在固定资产、建筑以及出口方面支付的增
值税应在1-6个月内返还给企业。企业多支付、可抵扣或应返还的增值税也
可用来抵消应纳增值税或其他所欠税款。 

【消费税】不同的消费品，征收的消费税不同，主要消费税征收对象
是香烟、酒精饮料、乘用机动车辆和出口黑色金属等产品。如对进口产品
征收消费税，对国产产品也征收相应的消费税。 

【财产税】主要是对拥有的某些财产进行征税，如用于经济活动的财
产，自然人拥有的不动产、乘用车辆、船艇、飞机和直升机等，自然人和
法人拥有的农用和非农用土地及由他们使用的国有土地。不同财产类型适
用不同财产税税率。财产税属地方税，在税法规定的允许范围内格地方政
府可设置不同的税率。企业被征收的财产税率最高不超过财产价值的1%。 

3.4 格鲁吉亚对外国投资有何优惠？ 

3.4.1 优惠政策框架 

格鲁吉亚政府目前致力于发展旅游业，对在东部卡赫季地区、西部阿
扎尔自治共和国投资表示欢迎，但并无特殊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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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对外商投资实行国民待遇，与本国投资者享受同样的税收待
遇。外国投资者可享受本国投资者享有的税收优惠。在格鲁吉亚，对任何
行业的外商投资均没有特殊优惠政策。 

2006年6月通过的《格鲁吉亚国家投资促进法》引入“特别重要投资
地位”的概念，该法对本国和外国投资者均适用，没有差别待遇。该法规
定，格鲁吉亚政府对投资额超过800万拉里或从功能和战略角度考虑对国
家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产生重要影响的投资者给予“特别重要投资地位”；
或对在格鲁吉亚高山地区投资额超过200万拉里或从功能和战略角度考虑
对地方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产生重要影响的投资者给予上述地位。格政府
对获得“特别重要投资地位”的投资给予重点保护和促进，可预先获得执
照或许可，投资促进局对其提供免费服务。 

根据2007年7月通过的格鲁吉亚《工业保税区法》，在工业保税区开
展经济活动时，给予免征关税、增值税、企业税和财产税等税收优惠。税
法规定，如工业保税区企业在格境内采购材料应缴纳4%的营业税，营业税
应在供货发生后下个月前十五天内缴纳。保税区企业原材料采购（格境内，
园区外）需缴纳18%的增值税，可取出或抵扣。 

2016年1月，格鲁吉亚出台法律，对在海拔800米以上山区进行投资将
享受免税政策。 

3.4.2 行业鼓励政策 

据格鲁吉亚投资局称，格鲁吉亚政府设立了“伙伴基金”（Partnership 

Fund），主要对以下领域的项目提供支持：农业商业、能源、基础设施和
物流、制造业、房地产和旅游业。详情可登录网站：fund.ge,和 

investingeorgia.org/en/keysectors/access-to-finance/government-funds 
从2016年开始，格鲁吉亚政府为在第比利斯和巴统地区城市以外投资

酒店业的企业提供金融和技术支持。格鲁吉亚有两个独特的旅游区：
Anaklia 和 Kobuleti，格鲁吉亚政府为投资者在这两个地区技术条件最好
的海边建造酒店提供前所未有的优惠条件：免费使用土地、免征财产和利
润税、免费提供必须的基础设施（水、电、气等）。Anaklia-Ganmukhuri 

FTZ自贸区是黑海岸边的一个新区，Kobuleti自贸区是吸引国际游客的一
个传统海边旅游目的地。 

详情可查询： investingeorgia.org/en/keysectors/access-to-

finance/government-incentives 

3.5 特殊经济区域有何规定？ 

3.5.1 经济特区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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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经济特区内除个人所得税外免征所有税种。中国企业产品在
特区内深加工后，可取得格鲁吉亚原产地证明。 

3.5.2 经济特区介绍 

格鲁吉亚免税工业区（Free Industrial Zones，FIZs）设在以下城市：
波季（Poti，海港）、库塔伊西（Kutaisi，第三大城市)和首都第比利斯。
在免税工业区注册的企业享受免税优惠。所有的FIZs由私人公司经营，投
资者须从这些公司租赁工作场所。这些经营企业包括： 

（1）波季免税工业园（Poti FIZ），由Rakia Rakia Georgia FIZ LLC

经营。网址：www.potifreezone.ge/  

（2）库塔伊西免税工业园一号园（Kutaisi FIZ#1）由格鲁吉亚国际控
股公司（Georgia International Holding (LLC Fresh Georgia) 经营。网址：
www.freshgeorgia.com/ 

（3）库塔伊西二号免税工业园（Kutaisi FIZ #2）由中国新疆华凌集
团经营。2015年3月一期园区通过格鲁吉亚政府验收，5月格鲁吉亚政府与
华凌集团公司代表签订了关于创建华凌库塔伊西免税工业区相关双边义
务 合 同 ； 2015 年 10 月 16 日 工 业 园 正 式 开 园 。 网 站 ：
hualing.ge/language/en/hualing-free-industrial-zone/。 

（4）第比利斯免税工业区（Tbilisi FIZ）由第比利斯免税区股份公司
（Tbiilsi Free Zone JSC, BitFury集团子公司）经营。网址： www.tfz.ge/ 

以上经济特区主要用于转口加工贸易。 

【经济特区】华凌国际经济特区项目，占地面积420公顷，功能包括
生产加工、保税、商业、国际物流、酒店、住宅等，以及2015年第比利斯
欧洲青年奥运会奥运村，总投资3亿美元。市场贸易区500米长、建筑面积
11万平方米的主楼已完成外墙装修；建筑面积2.69万平方米的酒店及配套
设施已投入使用；建筑面积6.01万平方米的青奥村在圆满保证2015年第比
利斯青年奥运会后，60%已被出售给当地居民，并于2015年10月入住。 

3.6 格鲁吉亚关于劳动就业的规定是什么？ 

2006年6月，格鲁吉亚颁布新《劳动法》，对劳动关系的产生、内容
和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就业及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的雇佣以及劳资
纠纷的解决作了相应规定。 

3.6.1 劳工（动）法的核心内容 

【签订劳动合同】雇用职工的依据是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可以书面或
口头完成，明确劳动期限（定期或不定期）或劳动量，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

http://www.potifreezone.ge/
http://www.potifreezone.ge/
http://www.freshgeorg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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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不得连续规定试用期。劳动合同可长期或短期，但必须明确期限或工
作量。 

【解除劳动合同】雇主可随时解除劳动合同，向雇员支付相当于1个
月工资的解雇费。在试用期内或因为雇员本身原因解除合同，雇主不需支
付解雇费。雇员如提出解除劳动合同，需提前1个月通知雇主。 

【劳动报酬】工资根据劳资双方达成的劳动合同确定，在格鲁吉亚较
普遍的计薪方式为月薪。法定工作时间为每周工作5天，一周超过41小时
的劳动被视为加班，加班报酬根据双方约定的条件支付。雇员首次申请带
薪休假必须在工作满11个月以后。每年的带薪休假不超过24个工作日。同
时，每年可申请15个自然日的不带薪休假。在法定公众假日必须工作，被
视为加班。怀孕妇女享有6个月的带薪休假。 

【社会保险】自2008年1月1日起，格鲁吉亚《税法》修正案已废除了
企业原需缴纳20%的社会税。企业不再为职工缴纳社会税，企业为职工代
扣缴纳所得税。现行《劳动法》不强制要求企业必须为职工办理各种保险。
企业自愿根据工种性质为职工办理相应保险，主要有医疗保险、意外事故
保险等。 

当地保险公司的保险费率各不相同。当地主要保险公司有：Aldagi BCI

公司、GPI控股公司、IRAO保险公司和ICG保险公司等。 

在格鲁吉亚工作的外国人不被强制要求交纳医疗健康保险。 

3.6.2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规定 

格鲁吉亚允许外国人在格鲁吉亚就业。 

根据格鲁吉亚2014年9月新修订的《外国人法律地位法》，格驻外外
交领事机构负责颁发签证。短期一次入境签证在格最长不超过30天；短期
多次入境签证有效期最长为5年，可在任意180天内在格停留90天（可连续
计算也可拆分）。长期签证有效期仅90天，它是办理居留许可的前提条件。
如所在国无格鲁吉亚使领馆，可到邻近国申请。持所在国（第三国）多次
往返签证或居留卡的外国公民可在格驻该国使领馆或邻近使领馆申请签
证，所在国签证或居留许可有效期需比申请的格鲁吉亚签证有效期长至少
3个月，签证申请表可提前3个月提交。 

趋于收紧的签证政策对格旅游、投资等行业打击较大，2015年2月10

日格实行电子签证政策，短期来格的国外游客或商务人士无需去格领事机
构办理签证，可直接在网上申请签证。申请者可直接登录电子签证申请网
站完成三步申请手续（www.evisa.gov.ge），第一步，填写并提交电子申
请表格；第二步，完成在线支付；第三步，打印电子签证。如果申请者成
功完成第一、二步，电子签证会在5个工作日后发送至申请者邮箱。申请者
须打印电子签证并携带其他相应所需文件一同入境。申请者国籍不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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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携带的文件也不同，签证日期也将有所区别，所需文件将在申请过程中
予以提示。申请过程中遇到任何技术问题可致邮或致电格外交部领事司：
contact@evisa.gov.ge 或00995 32 2945050。 

根据以上规定，格鲁吉亚司法部负责向持普通护照的外国公民办理居
留证/卡（首次办证有效期为1年，到期前可申请换发），凭工资证明、劳
动合同等文件办理。格鲁吉亚外交部负责对持外交护照的外国公民发放外
交证。 

2015年3月24日，格议会通过新移民法修正案，允许向在格拥有3.5万
美元以上不动产（农业用地除外）的外国公民颁发D5类签证和短期居留许
可。该居留许可有效期1年，外国公民投资如果超过30万拉里，可申请获
得永久居留权，但是否给予永久居留权决定权在格鲁吉亚政府。如满足其
他条件可获其它种类居留许可。此外，修正案还取消了办签所需材料清单
的强制要求，以及申请短期多次签证必须至少曾到格一次的要求。 

3.6.3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风险 

格鲁吉亚对外国劳工不持欢迎态度，对于外资项目，一般要求当地员
工不得少于70%。目前在格中方劳工主要由中国承包工程企业自行引进。 

3.7 外国企业在格鲁吉亚是否可以获得土地？  

3.7.1 土地法的主要内容 

格鲁吉亚于1991年6月通过了《经济体制原则法》，1992年4月颁布了
《土地法》和《国有财产私有化法》。2005年格鲁吉亚议会批准通过了《关
于国有农用土地私有化法》。  

格鲁吉亚政府曾在1992-1998年间对国有农地进行过私有化，期间有
约55%农地无偿转让给了农民，其余约45%（合46.5万公顷）农地的产权
仍归属国有。  

【《关于国有农用土地私有化法》规定】格鲁吉亚政府通过3种方式对
现国有农地进行私有化：（1）目前已经被租赁出去的约30万公顷农地将
被直接卖给承租者；（2）对没有租赁出去的约16.5万公顷的农地，将以特
别非公开拍卖方式进行私有化。只有当地居民有权参与此拍卖；（3）如果
承租者拒绝购买租赁地的产权，该地将被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出售；另外，
对于那些在特别非公开拍卖及公开拍卖中均未能成交的土地将再次进行
公开拍卖。  

关于农地私有化价格，该法规定起步价与目前10倍地税成本相当。购
买者须在9年内付完地价，但如果成交后立即支付，地价将会便宜很多。据
此推测，格鲁吉亚政府将在9年间获得不少于4000万拉里（约合1705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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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2016年7月28日汇率计）的国有农地私有化收入。但格鲁吉亚政府
称，农地私有化的财政收入效果居其次，而农地新主人高效利用土地、用
土地抵押获取银行贷款以发展农业、引导投资流向农业领域才是农地私有
化的主要任务和目标。  

需注意的是，格鲁吉亚政府没有提供议会关于对距离格边境地带500

米辐射范围内土地进行私有化的说明。据格鲁吉亚议会秘书处提供的信息，
边境土地的私有化程序将通过政府特别决议做出安排。  

3.7.2 外资企业获得土地的规定 

为了避免外国资本随意进入格鲁吉亚农业领域，《关于国有农用土地
私有化法》规定，只有在国有农地承租者拒绝收购租赁地和非公开拍卖中
未成交的条件下，才进行公开拍卖，外资只能参与公开拍卖。目前，格鲁
吉亚暂停了外国人购买农用土地，何时恢复仍有待格鲁吉亚政府决定。 

3.8 外国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有何规定？ 

根据格鲁吉亚证券法规定，股票市场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允许外国投
资者通过注册经纪人或经纪公司委托购买在格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股
票。 

在格鲁吉亚注册的外国公司，可参与当地证券交易（包括股权并购），
并与本土公司享受同等待遇。 

3.9 对当地金融业的投资有何规定？  

3.9.1 对当地金融业投资准入的规定 

格鲁吉亚金融业开放程度较高，运营的16家商业银行中15家为外资控
股银行。在格鲁吉亚投资设立商业银行需得到格鲁吉亚中央银行的批准，
以联合股份公司的形式向中央银行提出书面申请。联合股份公司在格鲁吉
亚司法部公共服务大厅注册，费用约100-200拉里，最快3个工作日即可注
册成功。申请中央银行营业执照费用约500拉里，一般申请期限为3个月，
所需材料包括：申请书、公司成立文件原件或法律认可的复印件、银行管
理层说明、所有者权益说明、商业银行资本金说明、银行地址等，国外银
行在格鲁吉亚设立分行还需总部提交的融资情况说明。格央行规定，商业
银行监管股本（最低股本）应不少于1200万拉里。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外
资股比没有限制，个人股东购买超过银行10%、25%或50%股权时需向央
行申报。格鲁吉亚银行业对外籍员工人数无特殊要求，一般遵照外资企业
3：7的比例规定。资本进出自由，无外汇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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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对当地金融业监管的规定 

格鲁吉亚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商业银行法》、《公司法》、
《证券市场法》等，主管部门为格鲁吉亚国家银行（央行）。 

3.10 对环境保护有何法律规定？ 

3.10.1 环保管理部门 

格鲁吉亚主管环境保护的部门是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部。其主要职责
是负责对格境内环境进行保护和监控，起草相应立法，对需要环保评估的
项目进行审核并颁发执照和许可证，与国际环保组织开展环保合作，对境
内湖泊、河流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意见和相应的
规划等。 

网址：www.moe.gov.ge 

电话：00995-322727246 

3.10.2 主要环保法律法规名称 

格鲁吉亚主要环保法律法规有：《格鲁吉亚环境保护法》、《格鲁吉
亚环境许可证法》等。 

3.10.3 环保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格鲁吉亚环境保护法》规定，为周知社会，由环保资源部负责向格
总统提交关于国家环境状况的报告。为起草报告，自接到要求之日起2个
月内国家机关和法人实体有义务免费向格环境资源部提供其掌握环境状
况的报告。关于大自然的报告准备规则由格总统确定。 

《格鲁吉亚环保许可证法》规定，与环保有关的行为以及要求专门知
识的行为受许可证管辖，包括：环境监查、水文气象学工事的实施，以及
其他由法律规定的环保行为。格环保资源部负责审批发放环保许可证。环
保的确定有三个标准：环境状态质量标准；物质排放到环境中的最大允许
值和环境对其他微生物的污染；生产的生态要求。只有取得与环保相关的
许可证后，才能从事相应的生活活动（如化学物质生产、建材业水泥生产、
机构制造业的航空器的生产与维修、废物处理以及港口、公路、铁路、管
道、传染病医院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等）。 

2015年1月1日起，格鲁吉亚最大限度地严格环境污染处罚标准，违法
行为将处50-5000拉里罚金不等。 

3.10.4 环保评估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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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国家生态鉴定法》规定了对环保许可证发放的程序以及对
环境损害和污染评估鉴定办法。如果涉及森林、动植物、大气、水体污染
事故，格环保资源部负责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估鉴定，处罚和赔偿金额视
其对环境影响的评估报告而定。 

3.11 格鲁吉亚对商业贿赂有何法律规定？ 

格鲁吉亚反对商业贿赂的法律主要有：《格鲁吉亚反贪污法》、《国
家公务员法》等，主要约束对象为国家公职人员。 

法律规定，官员一年内收受礼物金额（包括现金）不得超过其全年工
资收入的15%，一次不得超过5%；其家人一年内不得收受超过1000拉里
礼品，一次不得超过500拉里。 

【“礼品”不包括】 

（1）符合法律规定的奖金、救助金、奖励、正式访问中的外事礼物； 

（2）本国或外国政府或其他组织赠送的纪念品； 

（3）法规规定的其他形式私人财物； 

（4）免费或以优惠条件赠送官员或其家人的私人财物。 

【惩处措施】职责范围内，公职人员不得收受钱财，一经举报，据情
节轻重予以罚款，撤销其职务；拒交罚金者，予以拘留处分；情节更为严
重者，追究刑事责任。 

3.12 格鲁吉亚对外国公司承包当地工程有何规定？ 

3.12.1 许可制度 

根据格鲁吉亚法律规定，在外国注册具有公认资格的工程承包商可承
包格鲁吉亚的工程，包括建筑工程。格鲁吉亚在工程承包和设计方面承认
欧洲标准、英国标准、美国标准及中国标准等。建筑设计方案必须由在格
鲁吉亚注册的公司设计或合作设计，才能获得规划管理部门的批准。具体
情况可咨询各市政厅下属的规划局。 

3.12.2 禁止领域 

格鲁吉亚对工程承包实行开放政策，对外国公司参与格鲁吉亚的机场、
港口、电信、石化、天然气等行业的工程项目没有任何限制。除非得到特
别许可，外国承包商不可承揽格鲁吉亚军工工程项目和敏感项目等。 

3.12.3 招标方式 

根据法律规定，格鲁吉亚政府工程建设项目一般需通过（国际）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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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确定承包商或供应商。但是，法律对商业建设项目没有规定，业主可
自行确定承包商，但一般通过“议标”确定。 

3.13 格鲁吉亚对中国企业投资合作有何保护政策？ 

3.13.1 中国与格鲁吉亚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1993年6月3日，中国与格鲁吉亚签订了《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的
协定》。 

3.13.2 中国与格鲁吉亚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2005年6月22日，中国与格鲁吉亚签订了《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
偷漏税的协定》。 

3.13.3 中国与格鲁吉亚签署的其他协定 

1993年6月3日，中国与格鲁吉亚签订了《两国经济贸易协定》。 

3.13.4 其他相关保护政策 

1993年，中国与格鲁吉亚签订了《海运合作协定》。    

3.14 格鲁吉亚对文化领域投资有何规定？  

3.14.1 当地关于文化产业的主要法律法规 

格鲁吉亚尚未形成统一的文化产业法律法规，但各具体行业一般具备
相应法规或行业规则，以广播电视行业为例，格鲁吉亚《广播法》详细规
定了行业主管部门国家通讯委员会的主要职能、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国
家公共广播电台职能义务、董事会成员选举撤销办法，行业具体运营规则
等内容。 

3.14.2 外资企业投资文化产业的规定和限制 

格鲁吉亚对文化产业投资持开放态度，除政党（政治家）、政府团体
及利益相关机构、公务人员外，对其他人包括外国公民或企业投资文化产
业无限制。格鲁吉亚国家通讯委员会负责为通讯企业、电影产业、广播电
视、媒体等颁发营业执照，以广播电视为例，申请人（单位）需提交如下
材料：申请书、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出生日期、登记信息、出生地、国
籍等）、企业信息（名称、地址、注册信息、法人姓名、超过5%股权股东
或合伙人信息）、申请执照类别、拟申请广播地理区块、时段、付费凭证
等，申请广播频谱需参加国家通讯委员会组织的公开招标。执照有效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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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逾期可续。 

3.14.3 文化领域合作机制 

目前中格文化领域合作机制是国家汉办下的孔子学院，尚未建立文化
学会等其他机制。 

3.15 格鲁吉亚有何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 

3.15.1 当地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格鲁吉亚涉及保护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的法规包括《专利法》、《商
标法》和《版权法》。在格鲁吉亚申请注册知识产权保护需向格国家知识
产权中心办理。 

《专利法》规定，发明专利保护期为20年，实用新型专利保护期为8

年，工业设计专利保护期为15年。保护期内支付费用，每年支付专利费的
费率不尽相同。查询网址：www.sakpatenti.org.ge 

《商标法》规定，商标保护期为10年，可延长10年，连续5年内不使
用则被解除保护。《巴黎公约》项下的国际知名商标无需登记在格鲁吉亚
也受到保护。查询网址：www.sakpatenti.org.ge 

《版权法》的保护范围包括科学、文学和艺术作品。具体包括：书籍、
电脑程序、视听材料、音乐作品、戏剧作品、建筑、城市规划设计图、地
图等。著作权从第一次出版之日起或作者（如属合著，则最后一名死亡的
合著者）死亡70年后失效。查询网址：www.sakpatenti.org.ge 

格鲁吉亚对某些商品实行“原产地标识”保护，即商标以产地命名，
特别是葡萄酒。 

3.15.2 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规定 

格鲁吉亚《专利法》规定，专利所有人有权上诉任何侵害其专利权利
的行为。如果专利所有人自己在收到侵权通知的合理时间内不向法院上诉，
独家许可权持有人有权上诉侵犯专利的行为。 

格鲁吉亚《商标法》第45条规定，如商标权被侵犯时，注册商标所有
人可向法院诉讼寻求：阻止侵权行为；赔偿损失；销毁所有包含注册商标
的标识、图案、印章、包装材料和广告，或注册商标有关的复制、仿冒或
模仿；销毁准备制作商标的制版、模具和印刷块，且如果商标与商品不可
分离，则销毁商品。 

另外，格鲁吉亚海关根据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要求，如发现侵权商标的
商品进出口，有权扣押、查封相关商品。 

格鲁吉亚《版权法》规定，任何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将承担民法、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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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政法规定的责任。如果发生侵犯他人著作权，著作权所有人有权向侵
权方主张：承认权利；恢复到侵权前的状态、阻止侵权；赔偿损失（包括
未收到的收入）；没收侵权方获得的收入；根据法院确定的金额支付赔偿；
制作或传播导致侵犯版权的作品被认定为伪造品，法院有权决定没收伪造
品及用于复制伪造品所需的材料或装置。 

3.16 在格鲁吉亚解决商务纠纷的主要途径及适用哪国法律？ 

2015年3月22日格鲁吉亚成为荷兰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的第117个缔约
成员国。 

在格鲁吉亚，贸易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可约定仲裁机构，对仲裁机构
所在地无特别要求。 

在格鲁吉亚开展工程承包等业务，合同受格鲁吉亚法律约束，在商务
纠纷方面，一般采取国际仲裁方式解决。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可约定仲裁
机构，对仲裁机构所在地无特别要求，例如可选择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
或者新加坡等地的国际仲裁机构。 

但在工程承包投标时，业主方一般会预先在标书里规定采用的国际仲
裁机构。 

3.17 与投资合作相关的主要法律有哪些？ 

《民法》规定了格鲁吉亚的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法人
之间的财产关系，为私有财产提供保护。 

《税法》规定了税收种类、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及与税收管理部门的关
系等。 

《海关法》规定了商品进出格鲁吉亚关境的原则和方式，从事商品进
出口活动的人及海关机构的权利和责任，确定关税税率的方式。 

《国有资产私有化法》对国有资产实行私有化的方式作了原则规定。 
《投资促进保障法》对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允许和限制投资的领域、

投资征用、投资纠纷的解决等作了明确规定。 

《国家投资促进法》引进“特别重要投资地位”概念，强调国家对特
别重要投资的促进及措施，明确国家投资促进局的责任。 

《工业保税区法》规定了工业保税区的法律地位及设立程序、在工业
保税区从事经营活动可享受的税收优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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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格鲁吉亚开展投资合作如何办理相关手续？  

4.1 在格鲁吉亚投资注册企业需要办哪些手续？  

4.1.1 设立企业的形式 

在格鲁吉亚，外国公司在当地投资设立企业的形式主要有4种：公司
代表处、分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当地还有普通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企业、合作社和个人企业家等形式存在。 

4.1.2 注册企业的受理机构 

根据格鲁吉亚法律，申请人可到公共服务大厅（Public Service Hall) 

任何分支机构或国家公共注册局（National Agency of Public Registriy）
任一办公地点注册企业。 

【注册企业的形式】相关规定如下： 

（1）分公司（Branch，或代表处）：为企业实体的分支机构，外国企
业可在格鲁吉亚设立此类机构，以代表处或分公司形式注册登记，非法人
实体。 

（2）股份公司（JSC）：为法人实体，最低资本要求为1.5万拉里，
注册费用约360拉里。 

（3）有限责任公司（LLC或LTD）：对债权人根据资产承担有限责任
的法人实体。单个人也可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一般不超过50个合作伙伴（发
起人）。注册费160拉里。 

（4）普通合伙企业（GP）：只有自然人被允许成立此类法人实体，
合伙人（发起人）以其资产对债权人承担连带无限责任，注册费60拉里。 
（5）有限合伙企业（LP）：部分（有限责任的）合伙人以其确定的

担保金额对债权人承担责任的一种法人实体，而其他（无限责任的）合伙
人承担无限责任，注册费80拉里。 

（6）合作社（Cooperative）：大多用于农业和劳动行业的一种法人
实体。最低资本要求100拉里，注册费120拉里。 

（7）个体企业家（IE）：对债权人承担责任的单个企业家，注册费用
20拉里，如当天办完则需50拉里。 

4.1.3 注册企业的主要程序 

以下为一般企业注册程序。如果注册建筑施工企业等行业企业，还应
向有关部门申请许可证；如注册餐饮企业需获得有关卫生批准证书。 

【申请】注册企业统一向公共注册服务机构提出书面申请，通常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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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下列经公证的文件（如系外文，需提供经公证的翻译件）： 

（1）发起人/创始人会议纪要； 

（2）公司章程5份； 

（3）董事长提供给税务登记处和开户银行的签名样本； 

（4）如非创始人自己办理，授权委托书； 

（5）银行开设临时账户提供的注资证明； 

（6）办公地址证明，如系租房还需提供租房合同； 

（7）如外国公民注册企业，需提供护照公证件； 

（8）如非现金出资，证明出资的估价文件。 

【注册审批】税务稽查局企业登记处审核无误后即可完成公司注册，
上述文件存档，有限责任公司约需3天，注册费用视注册公司类型而定。 

【税务登记证】注册完毕后，从辖区税务局领取税务登记证，约需3

天，免费。如果12个月内营业额超过10万拉里，必须强制登记为增值税纳
税人。格鲁吉亚政府鼓励企业申请为增值税纳税人。 

【刻制企业公章】约需3天，费用约50拉里。根据2001年6月1日生效
的格鲁吉亚《企业法》修正案，企业不再需要公章，也禁止国家机构以任
何理由要求企业使用公章。但是，关于此法律的修改信息并未广泛传播，
因此许多公司和律师仍遵守原规定，即刻制和使用企业公章。公章没有统
一规定，但主要包括格文、英文的企业名称，9位数的税务登记号等基本信
息。部分企业根据自身特点将企业象形标识或简称等刻制在公章上。 

【开设银行账户】约需1天，免费。需向银行提交以下文件资料：税务
机构关于批准注册公司的决定；公司章程；税务登记证；经公证的董事长
的样本签名或经授权对账户有签字权人员的签名样本。银行在收到上述资
料审批后，立即将公司在登记前申请开设的临时账户转为其永久正式账户。 
企业注册后，税务机构要求必须购买使用现金收入记录机（与税控装

置相连）。 

4.2 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是什么？ 

4.2.1 获取信息 

一般来说，格鲁吉亚各政府部门都设有招标委员会，接受格鲁吉亚国
家采购局的监督和指导，负责执行政府采购项目。工程项目的招标信息由
各主管部门发布，并通过格外交部向相关使团转发，但收到时一般已临近
截标日期。地区发展与基础设施部公路局及市政发展基金网站定期发布工
程公开招标信息，其他工程项目招标信息可通过当地媒体或合作伙伴等渠
道获取。商业项目业主一般不选择公开招标，较多以议标方式。 

格鲁吉亚公路局网站： www.georoa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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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市政发展基金网站：http://mdf.org.ge 

4.2.2 招标投标 

格鲁吉亚《国家采购法》规定，使用政府（包括地方政府）筹资和国
际组织贷款的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当地绝大多数招标文件都要求参加
投标的单位提供的标书必须使用格鲁吉亚文，如外文标书必须附上经公证
的格文翻译。 

需特别引起注意的是，格鲁吉亚政府使用财政资金进行的招标要求投
标文件采用格文，其他文字的材料需译成格文并由格公证机构对翻译进行
公证，解释时以格文为准。而格鲁吉亚政府在直接使用世界银行或其它国
际机构的贷款和资金进行招标采购时，招标程序主要依照相关国际机构的
标准程序进行，并采用英文。世界银行贷款或其他国际机构资金的招标项
目对投标人的资格要求较高，包括财务状况、年营业额、同类项目经验等
均有具体的要求。 

4.2.3 许可手续  

在格鲁吉亚参加工程承包项目，承包商无需办理许可手续。项目业主
在建设建筑类工程项目之前必须到相应的市政规划部门办理设计方案审
批和施工许可手续。国际承认资质的各类工程公司均可在格承揽相关业务。 

4.3 如何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 

在格鲁吉亚，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一般委托有资格的律师办理。有资
格的律师名单可从格鲁吉亚国家知识产权中心（www.sakpatenti.org.ge）
获悉。 

4.3.1 申请专利 

格鲁吉亚国家知识产权中心是负责受理专利申请的唯一官方机构，企
业申请专利需向该中心提交申请。中心地址：5 Antiokia str. Mtskheta, 

3300 Georgia，电话：00995-32 2252533。 

4.3.2 注册商标 

格鲁吉亚的商标分为国内商标和国际商标，均由格鲁吉亚国家知识产
权中心负责注册登记。商标有效期一般为10年，申请人（或其代理人）以
格文书就商标申请文件，主要提交如下材料：（1）商标注册申请书；（2）
申请人姓名和合法地址；（3）商标描述；（4）所售商品清单，可用外文
并提供格文翻译件；（5）如书面委托他人代理申请，则需代理人姓名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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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地址；（6）申请人或其代理人签名。 

4.4 企业在格鲁吉亚报税的相关手续有哪些？ 

4.4.1 报税时间 

格鲁吉亚《税法》规定，企业利润税的报税时间为会计申报年度的次
年4月1日之前。增值税、消费税纳税企业必须每月报税，申报时间不迟于
次月15日。财产税纳税企业在次年4月1日之前申报上年的财产税。 

4.4.2 报税渠道 

报税的渠道是企业通过聘用的会计到企业登记所在地的税务机构报
税或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报税。 

4.4.3 报税手续 

在具体税项的申报期限到期前，由聘用的会计或会计师事务所填制相
应的纳税申报单，由纳税企业法定代表或授权签字人（通常为董事长）签
字，加盖企业公章，及时报送给税务机构。税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在纳税申
报单的副本上签字、盖章后退给申报单位，作为回执，证明报税时间。 

4.4.4 报税资料 

增值税申报单需要附上申报月度开出或进项的增值税发票联或海关
申报联。 

申报企业利润税时，如果任何收益（如收到的利息或红利）在获得时
已纳税，纳税人应提供相应的纳税/扣税证明文件。这些收益不必再次缴纳
利润税。 

税务机构进行税务审计时，企业必须按税务机构要求就相关的问题提
供原始文件。 

4.5 赴格鲁吉亚的工作准证如何办理？ 

4.5.1 主管部门 

格鲁吉亚没有管理外国劳务的专门机构，居留证/卡由格鲁吉亚司法部
会同内务部负责审核办理。 

4.5.2 工作许可制度 

2015年3月24日，格鲁吉亚议会通过新移民法修正案，赴格鲁吉亚工
作的外国人需在入境前赴格鲁吉亚驻有关国家使馆办理相关工作签证，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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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后即可开始工作，但必须凭入境签证、工作合同和工作单位的文件30天
内办妥相关居留手续（居留证，由格司法部办证大厅或所在辖区代表处办
理）。根据缓急程度，办证费用从210-410拉里不等。（办理居留许可手续
可参考如下网址：www.psh.gov.ge/main/page/1/72）如短期内离开格鲁吉
亚，即使护照上的签证过期，凭有效的居留证可再次进入格鲁吉亚。 

此外，格鲁吉亚允许向在格拥有3.5万美元以上不动产（农业用地除外）
的外国公民颁发短期居留许可。该居留许可有效期1年，如外国公民投资
超过30万拉里可申请获得永久居留权，如满足其他条件可获其他种类居留
许可，中途丧失财产权则终止。此外，修正案还取消了办签所需材料清单
的强制要求，以及申请短期多次签证必须至少曾到格一次的要求。 

4.6 能够给中国企业提供投资合作咨询的机构有哪些？ 

4.6.1 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馆经商参处 

地址：12A，Kipshidze Street，Tbilisi，0162  Georgia 

电话：00995-322251845，2251850 

传真：00995-322251186 

电邮：ge@mofcom.gov.cn 

网址：ge.mofcom.gov.cn 

4.6.2 格鲁吉亚中资企业商会 

2012年12月成立。 

会长：  陈文萍  00995-577 666 777 

副会长：许曹津  00995-595 966 366 

秘书长：于桦    00995-599 566 683 

4.6.3 格鲁吉亚驻中国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18号D区国王花园17号别墅 

邮编：100016 

传真：010-64681202 

电话：010-64681203 

电邮：geobeijing@gmail.com；consulatebeijing@gmail.com 

网址：www.china.mfa.gov.ge 

4.6.4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海外投资咨询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外东后巷28号 

电话：010-64515042、64226273、6451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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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64212175 

电邮：kgjyb@126.com 

网址：www.caitec.org.cn 

4.6.5 UNDP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河南路2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电话：010-85320733、85320776 

4.6.6 南南合作促进会海外投资项目信息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白桥南里甲2号 

电话：010-65280465、56765617 

网址：www.china-ofdi.org 

4.6.7 格鲁吉亚投资促进机构 

（1）格鲁吉亚国家投资局：是格鲁吉亚唯一负责投资促进事务的官
方机构。 

地址：3/5 Tatishvili Street, 0179, Tbilisi, Georgia， 

电话：00995-322281194 

电邮：enquiry@investingeorgia.org 

网址：www.investingeorgia.org 

（2）格鲁吉亚工商会 

地址：29 Shataidze str. 0114, Tbilisi, Georgia 

电话：00995 32 2 694747 

主席：Nino Chikovani女士 

电邮：president@gcci.ge 

      info@gcc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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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中国企业到格鲁吉亚开展投资合作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5.1 投资方面 

中国投资者在格鲁吉亚开展投资合作应该注意的事项： 

（1）把握机遇，控制风险 

格鲁吉亚经济处于转型期，投资合作机会较多，因成本等综合因素，
多数格鲁吉亚企业愿意与中国企业合作。但同时也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如政局及与俄罗斯关系等。中国企业对格鲁吉亚开展投资合作应注重积极
稳妥，加强风险防范，特别要避免在其境内冲突地区及附近区域开展经济
活动。 

（2）关注格鲁吉亚政府人事和政策变动 

目前，格鲁吉亚政府班子成员普遍年轻化，思想活跃，但政府人事更
迭频繁，投资者与政府部门建立的工作关系很容易因人事变动而中断。另
外，格鲁吉亚政策出台快，变更也快，但总体朝着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
化方向发展。 

（3）慎重选择投资合作伙伴 

在格鲁吉亚投资合作大型项目时，应考虑与当地有实力和信誉好的公
司进行合作，充分利用合作方的资源，实现共同发展。 

（4）业务操作要规范 

格鲁吉亚经济和法律发展正处于转型期，投资机会多，有些方面难免
存在不规范的做法。中国企业在格鲁吉亚投资宜聘请资深律师，根据现行
法律进行规范化业务操作，以免授人以柄。签订商业合同要正规严谨，商
业洽谈要做好会谈纪要。 

格鲁吉亚矿产资源种类较为单一，铜金矿、锰矿较为丰富，在投资矿
产资源时须特别注意环保、税收等问题。 

【案例】某中资企业在格鲁吉亚投资矿产资源，于2011年在购买铜金
矿开采权，开采许可证有效期自2011年11月至2047年5月。自购证后，该
公司发现资源勘探储量与开采许可证标定储量存在较大差异。按开采计划，
该公司勘探期为2012-2013年两年，自2014年始需按开采期缴纳资源税和
调整税，然该公司目前尚无法进入开采阶段，故向环保部申请更换许可证，
因审核程序较为复杂，该申请被长期搁置。如该问题不能尽快妥善解决，
该公司须按法律规定自2014年每年多缴纳200多万拉里税款。后经中国驻
格鲁吉亚大使馆经商参处协调，与环保部反复交涉，该公司最终及时更换
资源许可证。由此提醒赴格鲁吉亚进行矿产资源开发的公司尤其要做好前
期调研和充分论证及勘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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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贸易方面 

中国公司与格鲁吉亚公司进行贸易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适应灵活的支付条件 

格鲁吉亚企业规模总体偏小，且银行费用及利率极高，为尽可能节省
成本并增加进口商品竞争力，格鲁吉亚进口商通常不愿意采取信用证方式
结算，而是在合同签订后先电汇预付一部分货款（20%或30%），发货后
凭出口商提供的海运提单传真件电汇支付其余货款。在没有预付款情况下，
除非彼此十分了解且信用可靠，对格鲁吉亚企业赊账或者货到付款（D/P，
T/T）支付方式风险较大。 

（2）注重产品质量和信誉 

格鲁吉亚人推崇德国等欧洲国家产品的质量。近年来，物美价廉的中
国产品在格鲁吉亚的市场份额逐年提高，越来越受欢迎。但是，中国企业
要想在格鲁吉亚市场做大做强，还需注重产品质量、提升品牌效应、加强
售后服务。 

（3）注重建立信任与友谊 

格鲁吉亚商人在选择贸易合作伙伴时，比较注重合作伙伴实力，同时
也重视彼此友谊。因此，在与格鲁吉亚商人交流过程中宜态度诚恳，本着
互利共赢的理念，建立信任与友谊，在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客户更愿意选
择值得依赖的伙伴。 

【案例1】2013年某中资企业在与格鲁吉亚一公司开展贸易时，因国
际贸易术语使用不规范，造成买卖双方对贸易方式理解存在差异，引发贸
易纠纷。双方规定采用贸易术语CIF第比利斯，按国际惯例，CIF术语后应
为港口名称。双方未订立书面合同，且对运至何港口及相应装卸、清关费
用未做合理说明。中国卖方遂将货物运至乌克兰港口，而格方则要求将货
物运至格鲁吉亚波季港。双方争执数月，由此产生较高的滞港费、装卸费
等额外费用，甚至超过商品本身价值。纠纷产生后，买卖双方对此均不肯
让步，最后诉诸法律。因此在与格鲁吉亚公司贸易时，应订立较为明确的
合同或其他书面协议，以免产生误解和分歧。 

【案例2】受格鲁吉亚经济危机及货币贬值影响，2015年格鲁吉亚部
分小企业因货物滞销、资金无法回流而倒闭。浙江某公司与某格鲁吉亚合
作伙伴采取货到付款贸易方式，格鲁吉亚企业因财务困难无法支付货款，
遂以各种理由拖欠。经中国使馆经商参处调解及多次催促，该浙江公司最
终追回部分货款。提醒中资企业选择合适可靠的贸易伙伴，签订有效的供
货合同，采用稳妥的货款支付方式。 

5.3 承包工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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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在格鲁吉亚承包工程，应注意以下几点： 

（1）抓住市场机遇 

近年来，在国际社会帮助下，格鲁吉亚政府逐步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
投入。例如，格鲁吉亚政府正在实行的公路、铁路、电网、地铁、市政工
程改造与扩建，以及信息网络化建设等公共项目存在许多商机。这些项目
大多通过国际招标进行，中国企业具有一定的优势，可积极参与。 

但是，招标信息公布后截标时间往往较短，而且使用政府资金的项目
标书使用格文，投标文件也要求使用格文，外文投标文件必须翻译成格文
并公证。因此，想参与当地竞标的中国企业最好能在格鲁吉亚设立代表处
等办事机构，充分调研市场行情，建立必要的人脉关系，提前捕捉项目信
息，为赢得项目竞标创造条件。 

此外，格鲁吉亚政府招标经常不顾国际惯例，短时间内要求进行多轮
竞标，以压低企业报价，中国企业应做好准备，避免过早打出底牌。 

（2）重视私营工程承包 

格鲁吉亚许多重要国有资产已实现私有化，如机场、港口、供水、供
电、供气等重要设施均已私有化。此外，近年私营企业大规模开发房地产、
高档宾馆酒店、商业中心等。中国企业应重视跟踪这些私营企业项目信息。
一般情况下，私营工程承包项目不采取公开招标方式，而多采取议标方式
选择承包商，利润空间相对更大。 

（3）选择适当经营方式 

格鲁吉亚资金短缺，许多项目要求带资承包，或参与项目的经营。中
国企业要针对不同类型的项目采取适当的经营方式。对提供政府担保或不
动产抵押方式的项目，可与中国相关金融、保险机构合作，进行带资承包；
对可以参与经营的项目，则采取BOT等特许经营方式。中国企业如在当地
注册设立公司，则更有利于竞标和经营承包项目。 

（4）注重本地化经营 

格鲁吉亚劳动力市场较大，劳动力素质整体较高，但失业率偏高。虽
然格鲁吉亚法律没有关于雇用当地劳动力的硬性规定，但如果中国企业开
展工程承包业务时能注重本地化经营，在普通岗位雇用当地人员，充分考
虑解决当地就业问题，将受到格鲁吉亚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得到政府的支
持，不仅有利于提升企业形象，还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市场。 

（5）注意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尽管格鲁吉亚政局基本实现稳定，但派系斗争依然存在，中资企业在
格鲁吉亚承包工程时应以法律为准绳，以合同为依据，切勿卷入派系斗争
漩涡之中。在前期可行性研究过程中，应重视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如征
地、取土、用水等）和人口问题（如拆迁、民族、宗教等），严格遵守当
地法律法规。注意保护当地野生动物，绝不捕杀、猎食野生动物，绝不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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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野生动物制品。控制用工比例，格鲁吉亚规定工程承包类企业中，外籍
员工和格鲁吉亚工人人数比例一般为3:7。加强管理，注重效益，开源节流，
避免浪费。 

（5）合法合规经营，禁止卷入当地政治纷争。 

格鲁吉亚党派林立，政治势力和地方形势较复杂，要切实注意依法合
规经营，切忌卷入格鲁吉亚中央和地方选举、集会、游行等政治纷争。处
理好同当地政府及居民关系，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案例】2014年，中国某民营企业通过非官方渠道收到格鲁吉亚业主
方公路项目投标邀请，在不了解实际情况及缺乏对项目实地勘察情况下盲
目投标，标价过低。经驻格大使馆经商参处反复提醒解释，该公司代表实
地勘察后发现，如项目中标将给公司带来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后该公司
虽决定放弃投标，但已造成投标银行保函费用等损失。因格公开招标一般
采用“最低价中标”的原则，特别提醒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切实加强前期市
场调研，谨慎投标。 

5.4 劳务合作方面 

格鲁吉亚对外国劳务人员管理较松，但除了对外国专业技术人员有需
求外，对一般劳务需求不大。目前，在格鲁吉亚的中国劳务人员多为中国
企业经营或承包项目下自行外派人员，雇主单位为中国企业。如果确有劳
务合作需求，中国企业在向格鲁吉亚输出劳务时一定要与格方雇主单位签
订完善的劳务合同，最好能进行公证。 

需要提请注意的事项： 

（1）中国在格鲁吉亚务工人员首先应与雇主单位签订正式书面合同，
要求为其办理在格鲁吉亚工作签证或居留许可，保证其在格鲁吉亚合法居
住者身份，对即将过期身份证明应及时补办，以免产生不必要麻烦。 

（2）雇主单位应统一为务工人员办理医疗保险。 

【案例】2013年在格鲁吉亚某中资企业项下承包队一名务工人员被流
浪狗咬伤，因该工人未办理当地保险，当地医院（国立）拒绝为其注射狂
犬疫苗。因情况紧急，经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馆经商参处协商，对方才同
意先为其注射疫苗，后该工人补办了医疗保险。 

（3）雇主有责任为务工人员创造良好文化氛围，组织集体活动，培养
健康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加强纪律性，拒绝黄赌毒。 

5.5 防范投资合作风险 

在格鲁吉亚开展投资、贸易、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过程中，要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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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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企业在格鲁吉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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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其他应注意事项 

在格鲁吉亚开展投资合作时，除了聘请资深律师外，中国企业还应聘
请高素质的格鲁吉亚翻译人员。格文是格鲁吉亚官方文字，企业注册和参
与竞标等各种材料均以格文为准。 

中国企业应从国内派遣思想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管理人员赴格鲁吉
亚开展工作，并主动与中国大使馆和经商参处保持联系，听从统一协调和
指导。在格鲁吉亚的中国企业同行之间应本着相互协作的精神，避免彼此
恶性竞争，避免损害企业自身形象甚至国家利益。 

虽然格鲁吉亚治安形势总体尚可，中国企业仍需把安全工作放在首位，
加强安全防范，必要时把安全风险计入企业经营成本。 

目前，外国公民在格鲁吉亚务工不需办理工作许可，但须办理居留手
续。持因公普通护照和公务护照的中国公民容易因不需办理格鲁吉亚入境
签证而忘记办理居留手续，导致超过时限后不能办理而被课以罚款和禁止
入境等处罚。一般情况下，劳务和管理人员应在入境30天内把居留手续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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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居留手续由格司法部负责审批办理，约需30天。 

 

 



68 格鲁吉亚 

 

 6. 中国企业如何在格鲁吉亚建立和谐关系？ 

6.1 处理好与政府和议会的关系 

格鲁吉亚议会、法院和政府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协调和制约，中国企
业要想在格鲁吉亚建立积极和谐的公共关系，不仅要与其中央政府主管部
门和地方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也要积极发展与议会的关系。 

（1）中国企业要关心格鲁吉亚政府的换届和议会选举，关心政府的
最新经济政策走向，特别要留意与本企业经营活动有关的政策发展动向。 
（2）尽可能掌握和了解格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的相关职责。与

相关的政府官员建立必要的工作关系。对格鲁吉亚议会所关心的焦点和热
点问题予以关注，对涉及中国企业经营相关的重要议题，应设法旁听议会
辩论。 

（3）与所在辖区议员尤其是对经济、产业和就业事务有影响的议员
保持沟通，报告本企业发展动态和对当地经济社会所做贡献，反映企业在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寻求支持。 

（4）在格鲁吉亚中资承包类企业应时刻注意同当地政府加强工作联
系，遇重要节日或举行项目开工、竣工典礼等重要活动时，可邀请当地政
府官员出席，并邀请当地媒体广泛参与。此举一方面对项目本身起到重要
宣传作用，也一定程度上取得当地政府的支持。同时，中资企业可定期邀
请政府官员或议员到项目考察，介绍阶段性成果，提振信心，加强联系。 

6.2 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格鲁吉亚独立后，行业工会的影响大不如前，更多的是通过行业协会
与政府协调各种关系。尽管格鲁吉亚现行《劳动法》对雇用劳动力的规定
更有利于雇主单位，但中资企业应重视当地职工的要求和待遇，在遵守有
关雇佣、解聘和社保方面规定的同时，实行人性化管理，重视技能培训和
激励机制，平时加强沟通，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职工主人翁意识，使其为
企业发展做出贡献。解聘时应提前通知，并给予相应的补偿。 

中国企业应加强企业属地化管理，尤其要培养当地中高层管理人员。
事实证明，由本地雇员出面同当地工会及媒体打交道往往起到立竿见影、
事半功倍的效果。 

6.3 密切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中国企业在格鲁吉亚经营时应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和文化禁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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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和学习当地语言，并了解与之相随的文化禁忌和文
化敏感问题，为建立与当地居民良好关系打好基础。同时，中国企业可聘
用当地人员参与企业管理，尽可能增加当地就业，实现本土化经营，借助
他们向当地居民传递中国文化。中国企业应重视参与社区活动，关注当地
民众所关心的热点问题，积极参与社区的公共事业，拉近与当地居民的距
离。 

【案例】中水电公司在承建格鲁吉亚科布莱提绕城公路项目时，为当
地村庄免费修路，较大地改善了当地交通道路条件，为村民出行提供便利。
项目部因此同当地政府和居民相处得十分融洽，广受好评。如逢重要节日，
村民还邀请项目部员工到自己家里庆祝。此外，双方时常举行足球友谊赛
等活动，以此加深相互了解和友谊。 

6.4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中国公民在格鲁吉亚生活和工作时要尊重当地的文化。格鲁吉亚是传
统的东正教国家，要重视尊重东正教的习惯。 

格鲁吉亚人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常以悠久的民族文化、不懈的独立
斗争和独特的语言文字而骄傲，与其交谈时要避免谈及令其屈辱的历史，
也不宜谈论格鲁吉亚党派相互之间的斗争、领土冲突问题（即阿布哈兹、
南奥塞梯问题）和格俄关系问题，更不要随便下结论。 

格鲁吉亚被誉为葡萄酒发源地，酒桌习惯和文化独特，格鲁吉亚人好
劝酒且通常酒量惊人。中国人与格鲁吉亚人喝酒时应适度控制酒量，以免
酒后误事。不要随意打听个人的隐私，如工资收入和婚姻状况等。格鲁吉
亚人注重着装和仪表，以示对他人尊重。 

【案例】卡杜里水电站是国网国际东部电力公司在格鲁吉亚投资项目，
电站位于格俄边境的潘基西峡谷。电站中方人员注重与当地居民和谐相处，
共谋发展，在为当地村民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尊重当地习俗，在穆斯林
重要宗教节日时给格方员工放假并致问候。而且，捐资赞助当地小学，此
举备受当地政府和百姓称赞。 

6.5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格鲁吉亚政府对环境保护比较重视。格鲁吉亚正积极谋求加入欧盟，
有关环境和生态保护方面的标准也将随之加强。中国企业在格鲁吉亚投资
合作，要依法保护当地生态环境。 

中国企业应了解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了解和跟踪当地的环保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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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特别是从事矿产、森林资源性开发和化工、水泥生产等行业的中国企
业，要认真研究有关环保方面的法律，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好环保问题。 

【案例1】某中资企业在非洲项目实施过程中，不注重环境保护，捕杀
食用野生动物，受到融资方世界银行处罚。其在格鲁吉亚兄弟单位受此牵
连，在竞标一公路项目时，尽管价格最低，业主方最终未授标该公司。提
醒在格鲁吉亚工程承包企业时刻注意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勿食野生动物，
拒绝购买野生动物制品。 

【案例2】2017年3月，格鲁吉亚中资企业商会联合格鲁吉亚环保部、
第比利斯市政府及当地媒体组织中格建交25周年植树节活动，，旨在倡导
保护生态环境理念，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深化两国人民友谊，引发当地政
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反响。2018年，格鲁吉亚中资企业商会延续了
与格方共同开展植树活动的做法，选择在中国植树节同一天举行，宣传了
中国的良好形象，得到格鲁吉亚政府和民众高度认可。 

6.6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中国企业在格鲁吉亚开展投资合作，不仅要努力发展业务，还要承担
必要的社会责任。中国企业除应关注自身业务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劳
工及安全等问题，也应关注当地的就业、贫困和难民问题。中国企业可采
取聘用当地职工、提供必要救助等方式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提升企业形象。 
安全生产是企业的重要责任，中国企业要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强化基

础管理，尤其是从事建筑、矿山和危险化学品等高危行业的中资企业，更
要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中国企业在格鲁吉亚投资合作时应远离贿赂，守法、规范经营，树立
良好的企业信誉和公众形象。 

在格鲁吉亚的中国企业和工作人员要知法守法，入乡随俗，不做违反
当地法律和社会公德的事情，努力维护并提升民族形象、企业声誉，为中
格两国的长期友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案例】中国某公司格鲁吉亚分公司在创造利润同时，不忘承担必要
的社会责任。该公司在第比利斯国立大学设立奖学金、助学金，用以帮助
当地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完成学业。同时，为国立第比利斯大学捐建电教室，
起到良好和谐共赢作用。 

6.7 懂得与媒体打交道 

媒体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是一种独特的公共资源，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一方面，它广泛传播知识和信息，具有宣传和教育功能；另一方面，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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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影响着公众对现实做出反应和抉择，影响公共决策，可谓“双刃剑”。
中国企业在格鲁吉亚应懂得与媒体打交道。 

（1）注重信息披露。企业应建立正常的信息披露制度，有条件的可设
新闻发言人和公共关系部，通过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定期向主流媒体发布相
关信息。 

（2）加强正面宣传。企业在涉及社会敏感信息时，特别是遭遇不公正
舆论压力时，应加强正面宣传和引导，事先做好预案，主动通过主流媒体
与大众交流。必要时还可通过公关咨询公司向媒体散发主导性消息，积极
引导当地媒体进行对企业有利的宣传。 

（3）尊重和信任媒体。中国企业可采取向媒体开放形式，主动邀请媒
体到企业参观采访，了解企业的真实发展情况，对中国企业进行宣传和监
督。如媒体主动提出采访的，企业应欢迎，并本着平等、信任、尊重和真
诚的态度面对记者，与媒体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 

【案例】中国在格鲁吉亚投资企业多年深耕格鲁吉亚市场，有企业设
立公关关系部，聘用精通汉语的格鲁吉亚人担任公共关系总经理，为企业
树立良好形象，取得了良好效果。 

6.8 学会和执法人员打交道 

警察、税务、海关及其他执法部门是维护格鲁吉亚社会秩序的国家行
政力量。格鲁吉亚警察种类较多，有巡警、金融警察、边防警察、刑事警
察、森林警察、特种警察等，一般常见的为巡警。金融警察主要负责对涉
嫌违法经营的企业进行调查和询问。对辖区内居民和外国人查验身份证件、
询问有关事项及搜查某些地点，是格执法者的职责。中国企业相关人员要
学会与这些执法者打交道，积极配合他们执行公务。 

（1）加强法制教育。中国企业要建立健全依法经营的管理制度，聘请
律师对职工进行普法教育，让职工了解在格鲁吉亚工作生活必备的法律常
识和应对措施，做到知法守法，合理应对。 

（2）携带身份证件。中方人员出门时要随身携带护照等有效身份证
件或居留卡。驾驶车辆出行时还需要带好驾驶证及车证，禁止酒后驾驶和
超速行驶（如未带驾驶证或仅凭国内驾驶证在格行车处罚力度较大，一般
处200-1000美元罚款，超速行驶一般处100-150美元罚款，酒驾罚款200美
元）。 

（3）配合执法查验。遇有警察检查身份证件时，中方人员要礼貌地出
示自己的证件，回答警察的问题。如遇到穿便装的执法人员检查，应礼貌
地请其先出示自己的证件，证明自己的身份。如果员工忘记携带证件也不
必惧怕，不要躲避，更不要逃跑，而要说明身份；如果语言沟通出现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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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记下相关联系电话，让公司派人联络。 

（4）提出合理要求。遇到执法人员搜查公司或住所时，应要求其出示
证件和搜查证明，并要求与中国企业律师取得联系，同时报告中国驻格鲁
吉亚大使馆。遇有证件或财物被执法人员没收的情况发生，应要求执法人
员出具没收证件或财物的清单作为证据，并记下执法人员的警号和车号。
交通违章等罚款一般凭警察填写的罚单在银行缴纳，如需现金交纳罚款需
向警察索要罚款单据。 

（5）做到理性应对。遇有执法人员对中方人员或中国企业不公正待
遇时，中国企业人员不要与执法者发生正面冲突，更不能触犯法律，而要
做到理性应对，有理、有利、有节，可通过律师进行处理，捍卫自己的合
法权益。 

6.9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华文化不可避免地随之走向世界。
作为传播中华文明的载体，海外中资企业尤其要注意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体现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大国应有的文化底蕴。 

在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馆经商参处的指导和倡议下，在格鲁吉亚中资
企业十分注重宣传中华文明礼仪风范。驻格鲁吉亚中资企业商会制定了中
资企业文明行为准则，要求中资企业人员恪守礼仪，遵守传统道德，传播
优秀中华文化，不做有损国家形象之事，在企业员工之间树立爱家爱企爱
国之风。 

每逢春节、端午、中秋等极具中国传统意义的节日，各公司各项目组
纷纷举办集体性庆祝活动，邀请格籍员工共同参与，取得了很好的文化宣
传效果，增强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和深厚友谊。 

6.10 其他 

在格鲁吉亚投资合作的中国企业还应与当地同行企业特别是同行中
国企业和谐相处，相互尊重，合法有序开展竞争，在可能的情况下开展互
利合作，并主动向中国大使馆领事部及经商参处汇报情况，听从指导和统
一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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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中国企业/人员在格鲁吉亚遇到困难该怎么办？ 

7.1 寻求法律保护 

在格鲁吉亚，企业不仅要依法注册、依法经营，而且必要时还要通过
法律手段解决纠纷，捍卫自己的权益。 

格鲁吉亚各级法院是独立的司法机构，法院体系分为3个层次：区市
（地方）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各法院一般设有民事（含商业）、
行政、刑事等法庭。企业也可通过调解和仲裁解决纠纷。 

中国企业在格鲁吉亚从事投资合作业务，应聘请当地律师处理企业的
法律事务，一旦涉及经济纠纷，可以借助律师寻求法律途径解决，保护自
身权益。 

在格鲁吉亚，律师事务所较多，但规模不大，且律师流动性大。因此，
在格鲁吉亚选择律师时可向格律师协会（www.gba.ge）咨询，请其推荐有
资质的行业专业律师。较有信誉的律师事务所名单请查询中国驻格鲁吉亚
大使馆经商参处网页：ge.mofcom.gov.cn 

7.2 寻求当地政府帮助 

中国企业在格鲁吉亚投资合作过程中，要与所在地政府相关部门建立
密切联系，并及时通报企业发展情况，反映遇到的问题，寻求更多的支持。
格鲁吉亚国家投资局网址：www.investingeorgia.org 

如遇突发事件，除向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馆经商参处、公司总部报告
以外，应及时与所在地政府取得联系，寻求支持和帮助。 

7.3 取得中国驻格鲁吉亚使（领）馆保护 

中国公民在格鲁吉亚境内的行为主要受国际法及格鲁吉亚法律约束。
在格鲁吉亚投资经营的中国公司和中方职工应了解并遵守格鲁吉亚法律。
遇有中国公民（包括触犯格鲁吉亚法律的中国籍公民）在格鲁吉亚享有的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国驻格鲁吉亚使馆有责任在国际法及格鲁吉亚法律
允许的范围内实施保护。 

中国企业在进入格鲁吉亚市场之前，应先征求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馆
经商参处意见；投资注册后，按国家有关规定到大使馆经商参处报到备案；
日常情况下，保持与经商参处的联络。 

遇有重大问题和事件发生时，应及时向中国大使馆报告。中国驻格鲁
吉 亚 大 使 馆 领 事 部 可 提 供 的 帮 助 请 查 询 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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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chineseembassy.org/chn/）和中国外交部网页（www.mfa.gov.cn）。
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馆经商参处能够提供的帮助请查询：
ge.mofcom.gov.cn 

2014年9月2日，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0086-10-

12308”24小时热线电话正式启动。该热线主要职能是为遇到紧急情况的
求助人提供领保应急指导与咨询，必要时协调有关驻外使领馆跟进处理。
在发生重大突发领保案件时，“12308”还将承担应急处置“热线”功能，
接受社会各界咨询。 

7.4 建立并启动应急预案 

中国企业到格鲁吉亚开展投资合作，要客观评估潜在风险，有针对性
地建立内部紧急情况预警机制，制定相应的风险预案，并根据企业自身特
点和格鲁吉亚国情，不断完善和充实预案，做到预案确实可行。加强对职
工的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意识，设专人负责安全生活和日常的安全保卫工
作，投入必要的经费购置安全设备，有条件的企业可还聘请当地正规的保
安力量，给职工上保险等。 

遇有突发自然灾害或人为事件发生，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争取将损
失控制在最小范围。遇有火灾和人员受伤，应及时拨打当地火警和救护电
话（匪警、火警及救护电话：112）；并立即上报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馆和
企业在国内的总部。 

7.5 其他应对措施 

目前，在格鲁吉亚投资和经商的中资机构（20余家）及华人相对较少，
总人数约2000人，其中浙江和福建两省在格鲁吉亚经商的同乡约600人。
2012年在格鲁吉亚主要中资企业成立“格鲁吉亚中资企业商会”，旨在为
当地中资企业提供帮助。此外，在格鲁吉亚已注册成立了“浙江同乡会”
及“福建同乡会”，主要为浙江、福建籍的同乡提供帮助和服务。中国企
业可视情况加入格鲁吉亚当地的相关行业协会或商会，如“国际商会（格
鲁吉亚）”、“格鲁吉亚工商会”、“格鲁吉亚雇主协会”和“格鲁吉亚
欧洲商会”等，遇到困难时可向这些机构寻求帮助。 

格鲁吉亚是传统的东正教国家，东正教对社会的影响较大，东正教重
要人物在解决某些特殊问题时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如遇语言不通而急需获得帮助，可向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馆工作人员
寻求帮助。 



75 格鲁吉亚 

 

 附录1 格鲁吉亚部分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 
 
（1）格鲁吉亚总统府，www.president.gov.ge 

（2）格鲁吉亚议会，www.parliament.ge 

（3）格鲁吉亚最高法院，www.supremecourt.ge 

（4）格鲁吉亚政府，www.government.gov.ge 

（5）格鲁吉亚外交部，www.mfa.gov.ge 

（6）格鲁吉亚国防部，www.mod.gov.ge 

（7）格鲁吉亚内务部，www.police.ge 

（8）格鲁吉亚财政部，www.mof.ge 

（9）格鲁吉亚地区发展与基础设施部，www.mrdi.gov.ge 

（10）格鲁吉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www.economy.ge  

（11）格鲁吉亚环境保护和农业部， www.moe.gov.ge 

（12）格鲁吉亚教育、科学、文化和体育部，www.mes.gov.ge 

（13）格鲁吉亚司法部，www.justice.gov.ge 

（14）格鲁吉亚被占领地区难民事务、劳动、卫生和社会事务部，
www.moh.gov.ge 

（15）格鲁吉亚国家银行（央行），www.nbg.gov.ge 

（16）格鲁吉亚国家投资局，www.investingeorgia.org 

（17）格鲁吉亚国有资产管理局，www.nasp.gov.ge 

（18）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www.geostat.ge 

（19）格鲁吉亚国家食品局，www.nfa.gov.ge 

（20）格鲁吉亚国家知识产权中心，www.sakpatenti.org.ge 

（21）格鲁吉亚国家采购局，www.procurement.gov.ge 

（22）格鲁吉亚驻中国大使馆，www.china.mfa.gov.ge 

 

http://www.mof.ge/
http://www.mrdi.gov.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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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2 格鲁吉亚华人商会、社团和主要中资企业一览表 
 
（1）格鲁吉亚中资企业商会  

会长：  陈文萍     电话：00995-577 666 777 

秘书长：于  桦     电话：00995-599 566 683 

（2）中铁二十三局格鲁吉亚分公司 

总经理：陈文萍     电话：00995-577 666 777 

书  记：荀彦国     电话：00995-577 666 000 

（3）中国水电集团十六局环黑海分公司 

总经理：许曹津     电话：00995-595 966 366 

（4）国网国际东部电力公司 

总经理：冉兵    电话：00995-599 095 658 

（5）中铁二院格鲁吉亚办事处 

主任：龚熙维       电话：00995-577666668 

（6）新疆华凌集团格鲁吉亚分公司 

书  记：王生新     电话：00995-591 601 286 

（7）中核二三建设公司格鲁吉亚分公司 

总经理：王虎       电话：00995-571 200 300 

（8）华为技术公司格鲁吉亚子公司 

总经理：于汉峰     电话：00995- 595060566 

（9）中兴通讯公司格鲁吉亚代表处 

总代表：刘训蕾     电话：00995-574001173 

（10）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格鲁吉亚分公司 

总经理：潘隆     电话：00995-591 311 239 

（11）南航新疆分公司第比利斯办事处 

总经理：姚焕明     电话：00995-599 999 301 

（12）华凌基础银行  

中方行长：李慧     电话：00995-591007612 

（13）浙江同乡会 

会  长：蓝海彬     电话：00995-599 626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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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之《格鲁吉亚》，对中国企业尤

其是中小企业到格鲁吉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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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企业到格鲁吉亚开展业务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给予了提示。希望本《指南》能成为中国企业走进格鲁吉亚的入门向导，
但由于篇幅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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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企业投资决策的全部依据。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组织协调《指南》编制工作。本《指南》
由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馆经商参处编写，参加具体撰稿工作的人员分别为
万连坡（参赞）、李建辉（三秘）、佘佳保（随员）。商务部研究院对外
投资合作研究所和中国海外投资咨询中心的研究人员对本《指南》内容进
行了补充和修改。商务部欧亚司的同志对文中相关内容提出了宝贵意见。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参阅了中国外交部、格鲁吉亚国家统计局、

国家投资局和格鲁吉亚央行等机构的公开信息，在格鲁吉亚开展投资合作
业务的中水电、中铁23局、国网国际、华凌集团和华为格鲁吉亚子公司等
部分中国企业为本书提供了协助，特此说明并致谢意。由于时间仓促，加
之我们的水平有限，如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1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