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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具备强有力的吸引外资投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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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l: 1亿 (截止到2017年)人口

人均GDP: $739 美金(2015/16)
外资流入: $32亿美金 (2016)
外资投资增长率: 46% (2016) 

经济

识字率 总人口的49%

医疗保健支出: $27亿美金
医疗保健在GDP的比重: 5%
医疗设备普及率: 70%

Health

信息来源S: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 在过往14年中年均11% 的经济增长率

适合海外直接投
资的目的地

年轻和多产的劳
动人口

经济的快速增长

• 非洲第二人口大国,年均新增230万人
• 60% 以上是青壮劳动力

• 是一个外商投资首选地
– 国内超过 18.5% 的工作机会为外商投资所创造

明确的发展方向
• 2025愿景: 成为非洲轻工制造领先国家
• 目标领域的发展
• 优先投资领域的广泛激励政策



埃塞俄比亚是公认的战略投资要地并努力发展轻工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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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

农产品加工

纺织

皮革花卉

能源

旅游



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投资机会

战略投资领域1



农业概述

7400万公顷适宜耕作用地， 其中1500万公顷可耕用地
非洲最大的小麦出产国
世界上苔麸产量最多的国家
世界第四大鲜花出口国，园艺居于世界前位
世界第五位，非洲第一位的咖啡生产国
非洲畜牧大国，拥有最多的牲畜数量 5088万头牛, 2180万只山羊， 2598万只绵羊和4205万只家禽



农产品加工

 水果和蔬菜加工;

 食用油压榨; 

 制糖;

 动物饲料和麦芽生产;

 意大利面和通心粉生产；

 酒类酿造和葡萄酒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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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种植
埃塞俄比亚甘蔗种植始于1954 年，目
前，糖已成为埃塞必不可少的消费食
品之一，尤其是在城镇地区，但埃塞
俄比亚人均食糖消费量属于世界上最
低的国家之一。
为了出口创汇，白糖主要出口到周边
国家，年出口量在3 万至5 万吨。
同时，埃塞国内食糖供需差距仍较大，
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糖类产品。为满足
不断增长的食糖消费需求，政府计划
增加糖产量，新的糖业项目正在规划
中。



茶叶种植
埃塞俄比亚茶是世界上最优质的茶
叶之一，味道和香气享有广泛赞誉。
埃塞俄比亚茶园总面积为2700公顷，
目前只出产红茶，但有种植其他各
类茶叶品种的潜力。埃塞俄比亚红
茶年产量为7000吨，埃塞俄比亚茶
叶多生长于茂密的高原林区。



咖啡种植和加工
埃塞俄比亚是阿拉比卡（Arabica）咖
啡在非洲的主产地。“咖啡”一词来自于
埃塞地名“卡法”（Kaffa），是发现野生
咖啡的地方。埃塞俄比亚出产世界上最
好的阿拉比卡咖啡。
咖啡是埃塞俄比亚最重要的出口农作物，
种植面积超过60万公顷。
最大的咖啡种植区集中在南部和西部高
地。与其他国家相比，埃塞咖啡品种更
具基因多样性。



非洲第2、世界第4大
花卉出口大国。是种
植全球一流高地和低
地花卉的理想地区。

花卉产业是埃塞俄比
亚增长最快的产业之
一。鲜切花已出口到
荷兰、法国、德国、
意大利、加拿大、挪
威、瑞典、英国、中
东以及其他欧盟国家。

http://i2.qhimg.com/t01b33b2dd9edc86096.jpg


林业
树胶和熏香的生产与销售
木材种植及以林业为基础的综合产业，
如纸浆、纸页和刨花板业。



棉花种植
棉花是埃塞俄比亚重要作物之一，种植发
展潜力巨大，尤其是阿瓦什河谷拥有大面积可灌溉种植
区。

南奥莫（奥莫拉特）、西北部（胡梅拉、默特马、夸拉
和佳丽谷）、甘贝拉、特克泽谷、达布斯谷和韦伯谢贝
利流域都具有发展棉花种植潜力。

豆类种植
豌豆、鹰嘴豆、扁豆、黄豆等豆类在
埃塞俄比亚比较常见，在高原和低地
地区被广泛种
植并向国际市场出口大量豆
类，国内也有豆类加工厂。



农产品加工业成为埃塞俄比亚经济多元发展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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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市场加工附属产品原料

粮食，主食和商业种植
（咖啡）

水果，蔬菜和豆类

牲畜和禽类

包装和标签,包括纸板，
玻璃瓶罐

粮食加工机，奶制品加
工，蔬菜水果，干果，
西红柿酱和油类加工 基础交通和物流服务，

仓储冷库和干货库

纸板箱，瓶盖，易拉罐，
塑料包装，自封包装利

乐包装和商标

空心粉，饼干，消毒牛
奶，食用油鲜切出口食

品包装

先进的物流和产品分类
以及金融服务

采集和包装设备制造 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化加
工以及冷藏设备

物流设备的制造

目前埃塞农业
优势

衍生领域的机
会

长期的多元机
会

Note: (*) Includes opportunities both for export growth and/or import substitution
Source: Ethiopian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gency (ATA)



埃塞俄比亚的糖业项目

1. Tana Belles 糖业项目

2. Omo-Kuraz糖业项目

3. Wolkaiyt糖业项目

4. Tana Belles糖业项目

5. Omo-Kuraz 糖厂二期

6. Wonji Shoa 糖厂

7. Metehara 糖厂

8. Tendaho 糖厂

9. Arjo Dediessa 糖厂

10. Kessem 糖厂

11. Finchaa 糖厂

14



纺织业投资

战略投资领域2



埃塞纺织和制衣业的持续发展得益于熟练的工人，广阔的市场和世界知名厂
家的关注

16Source: Textile and Garment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Ethiopia, ASFW, 2017
Investment promotion for textile and apparel, 2017 

蓝图

•自2008年以来增长七倍

•成为区域和大洲的制造业中心

•在过去的十年间纺织和服装出口激增，主要产品为服装，
棉纱以及民族服装，相应就业率得到提升
•PVH，H&M, 无锡一棉和阳光集团均已设厂

机会

•纺织制造

•服装业

•其他方面：拉锁，纽扣，纱线，无纺布袋，衣架和印
刷业



纺织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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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劳动力

工业园

高质量棉花

能源费用

• 超过320万公顷的土地适合棉花种植，利用率10%

• 第四大产棉国

• 劳动力成本为东非最低

• 中国人工成本的1/7，孟加拉的1/2，工资自$25-$200美元每月不等

• 六个运作的工业园 (Hawassa, Bole Lemi I, Mekelle, 

Kombolcha, Adama, Jimma)

• 工业园区均位于主要经济带

• 绿色清洁能源，每千瓦小时0.03 美分

• 工业园中有政府提供的电站

要素

Source: Textile and Garment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Ethiopia , ASFW, 2017 

市场
• 美国进口 40% 英国进口10% 的埃塞纺织品

• 与欧美的贸易法案



皮革领域投资机会

战略投资领域3



皮革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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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产业是极具潜力的领域并在实现国家长期目标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创汇
创造就业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埃塞俄比亚的牲畜数量非洲第一，世界第十

埃塞俄比亚的山羊和绵羊皮在所有国家中质量最高

非洲牲畜数量大幅增加，埃塞是世界皮革行业高质量皮革的来源国



主要因素：高质量原料供应，广阔市场和熟练的工人是皮革业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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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塞俄比亚在非洲牲畜数目第一，世界第十
• 目前只有半数牲畜皮被加工处理
• 在2014/5年度2100万张高质量牲畜皮得到加工处理

技艺的提高

广阔市场

高质量原料供
应

• 政府和私人培训机构培训高质量技工

• 非洲大陆广阔的市场

• 在无关税和配额的情况下出口美国和欧盟市场, 东南非市场和
其他16个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土耳其，加拿大和俄罗斯.

在皮革领域投资的竞争优势

Source: Ethiopia Leather Industry Investment Strategy, 2016

• 鞣革业

• 配件: 鞋底, 合成缝纫线, 塑
料面料,鞋带,拉锁和鞋带

• 化工试剂在鞣革中的应用

• 制鞋, 手套和其他皮具的生
产能力

在私有企业的机会



花卉行业投资机会

战略投资领域4



埃塞俄比亚适宜的气候，水源和土壤是花卉种植的理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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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

充足的灌溉水源

•12 条河流, 18 个天然湖泊（包括大裂谷）

•1220亿立米的地表水和 26 亿立米的地下水

地理位置介于非洲，中东和欧洲之间

多样的农业气候带

•成长时间长

•光照时间长加之适宜的气温

富余土地;

•其中12,552公顷用于花卉种植但目前只有11%的土地得到利用



埃塞俄比亚的土地适合有机农产品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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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业的投资机会

水果和蔬菜

• 水果: 芒果，香蕉，木瓜，鳄梨，柑橘，葡萄，香蕉，鸭梨和李子

• 蔬菜：绿豆，豌豆，西蓝花，秋葵，番茄，辣椒，土豆，白菜，菜花，茄子，黄瓜，胡椒，洋葱和芦笋

• 土地适合有机农作物的生长

• 玫瑰最为常见，其他有菊花，康乃馨，金丝桃和丝石竹

• 占世界花卉市场9%  

• 生姜，辣椒，葫芦巴，姜黄香菜，孜然，小豆蔻和黑胡椒.

• 12万2,700 公顷土地适宜种植，年产24万4千吨.

• 低地适合耕种面积为20万公顷

• 鲜花

香辛料



战略投资领域5

医药投资机会



埃塞俄比亚政府将医药领域定位国家优先投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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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国家中首先提出医疗制造业国家发展计划的国家

– 战略计划: 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出口并加强进口替代产品的生产

• 政府将发展现代化医药产业专业工业园

• 增加医药产品产量和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

目标: 成为非洲制药业中心



广阔的医药市场和医药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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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生产基地,出口非洲市场的药品将达到200亿美金

• 其他市场包括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和东南非共同体市场

政策方面

充足的劳动力

医药市场

• 埃塞总理办公室直接负责医药发展政策的制定

• 免税: 企业税, 个税, 关税和出口税

– 政府提供一站式服务

– 公共采购和巨大市场

Source: Interviews, market research reports

在埃塞俄比亚生产医药的优势

专业工业园
• Kilinto工业园是埃塞俄比亚现代化的医药工业园

• 用地租金为 3.59 美金/每平米 ,可租用40年

• 埃塞俄比亚有十所医药学校

• 其他新的扩展领域(如工业制药，医药科研等)

– 已建立科研中心



人口的增长和保健的普及使得国内市场需求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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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将医疗保险扩大到农村人口，更多享受医疗服务

– 在2015年已实现优先医疗保险计划

• 对疾病的认识，诊疗水平在不断的提高;

– 对传染性疾病，如疟疾，艾滋病和伤寒的治疗还有待提高

– 其他疾病如糖尿病，癌症和高血压

增加的人口和经济
的发展

增大的医疗保健服
务

• 埃塞俄比亚人口位居非洲第二，大于一亿人口，占非洲人口的8.5%，每年的人口增长率是2.3% 

• 平均每年的经济增产率大于10%, 增加的可支配收入影响着在医疗产品上的消费

驱动埃塞俄比亚发展的动力

Source: Interviews, market research



本地市场将以年15%的增长率在2020年达到10亿美金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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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医药市场
(2015-30F), 单位：百万美元

Source: Frost & Sullivan, World Bank, National Strategy and Plan of Action for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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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的医药市场总值将有望超过250亿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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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2013 numbers are approximate; 2020 numbers are estimates; **CAGR is for the top seven countries in Africa (Algeria, Egypt, Ghana, Kenya, Morocco, Nigeria, and 
South Africa)
Source: McKinsey (2015) Africa: A Continent of Opportunity for Pharma

非洲医药销量 (2013-2020), 单位亿万美元

6%
9%

6%

10%
13%

17%

非洲医药领域的增长
(2013-2020),单位亿万美元

由于发达国家市场饱和，埃塞俄比亚将是一个国际医药巨头渴望开发的市场

CAGR%

CAGR%**



激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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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业园内生产出口免征15年收入税

• 在工业园内生产的企业8-10年免收入税，工业园开发商15年免税

• 作为资本货物的机器，设备，建材零部件，原材料和车辆免征关说和进口税

• 亏损展延

• 免征出口税

非财政激励政策

其他激励

财政政策

• 提供保税库

• 红利返还

• 对于工业园开发商土地60-80年免租，对参与建设企业租金优惠

• 证件的快速办理

• 对股东和总经理的多次往返签证

• 联络产品销路

• 一站式服务

主要激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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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全球大公司的青睐

非洲最大的货运网络和中转站 非洲第一条电气化铁路

绿色电力发展规划 专业工业园



Jimma

Bahir 
Dar

工业园分布

30
总规划

7
目前政府所有

16
在建

Construction not started OperationalUnder construction

20
政府所有

10
私人所有

2
目前私人所有



非洲首个具有废物处理，零排放的
工业园

面积 350 公顷

厂房数量: 52 座 (2018年)

位置: 南部哈瓦萨

主要产业：纺织和制衣

开园日期: 2016年11月

世界知名品牌在埃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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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瓦萨工业园

博乐工业园
面积: 156 公顷

厂房数量: 一期建有20个车间，其中
10个车间面积在5500平方米

位置: 首都亚迪斯亚贝巴

主要产业: 纺织, 服装和皮革

开园日期: 2014年11月



政府主导的在工业园中纺织，制衣，制鞋和机械领域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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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博查工业园

德雷达瓦工业园

占地: 75 公顷
厂房: 9个

主要产业 ：纺织和制衣

阿达玛工业园

默克莱工业园

占地: 75 公顷
厂房: 15 个

主要产业：纺织，制衣和皮革加工

占地: 120 公顷
厂房19 个

主要产业：机械，鞋类，纺织和服装 占地: 150 公顷
厂房 ：15个

主要产业：机械，鞋类，纺织和服装



吉马工业园 (农产品加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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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150 公顷

• 位置: 吉马, 距首都西南350公里

• 主要产业: 农产品加工，纺织和服装业

• 开园日期: 2018年12月



Kilinto 工业园首个医药工业园

• 园区总面积279 公顷

• 位于首都亚迪斯亚贝巴

• 主要为医药生产

• 为优先投资领域

概述Kilinto 工业园



• Arerti 工业园: 目前在建，是埃塞俄
比亚政府建立经济特区计划的一部
分，为促进本地和外资企业利用本
地劳力出口制造业产品

• 工业园主要生产建材

• 工业园位于距首都140公里的东部
区域，由中国中交公司承建

37

The Arerti工业园

http://www.coastweek.com/4012-China-built-industrial-park-to-boost-Ethiopian-economy-and-employment.htm


众多的中国投资者集中制造和建筑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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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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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20152014

中国投资者数量
2013 至 2017年

2017

87

125

146
+4.8%

制造业 建筑业 酒店和餐饮业 其他

其他包含农业，房地产，机械和设备租赁以及咨询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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