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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欧 洲 经 济 技 术 合 作 协 会

独 联 体 国 家 商 务 工 作 委 员 会

━━━━━━━━━━━━━━━━━━━━━━━━━━━━━

关于赴阿塞拜疆共和国投资合作项目考察邀请函

：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

阿塞拜疆做出了积极回应、总统阿利耶夫访华，中阿双方签署了《中阿关于共同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与阿塞拜

疆共和国交通部交通运输领域谅解备忘录》。阿政府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并表示愿积极参与相关合作。

阿塞拜疆地处欧亚结合部，是古丝绸之路沿线重要国家，我国重视阿塞拜

疆作为欧亚重要交通枢纽的地缘优势。根据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 2016、2017

年全球竞争能力报告，阿塞拜疆在最具竞争能力经济的全球排名中列第 37 位，

在独联体国家排名第一。阿塞拜疆拥有广阔范围的投资机会，也是区域内对外直

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之一。

近年来阿政府持续深化经济改革，不断改善投资环境。中国企业愿参与阿经

济建设，展开全方位互利合作，希望阿方能提供更加优惠的投资政策，吸引更多

的中国企业赴阿开展投资贸易合作。参加考察企业即可考察阿国推荐的项目，也

可根据当地的政策、法规和资源优势结合贵司的实际情况自主选择。

商务部主管中欧协会独联体国家商务工作委员会为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积极

助力地方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我会经与阿塞拜疆驻华大使

馆商务代表处交流，现邀请中国企业赴阿塞拜疆共和国投资考察。

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

独联体国家商务工作委员会

201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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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阿塞拜疆投资政策、环境、项目

◆ 投资阿塞拜疆的理由：政治和经济稳定、吸引投资的环境、变革型商业环境、

熟练劳动力、战略位置、基础设施快速发展、丰富的资源。

◆ 巨大的周边市场:

全球范围----距离 50 个国家不超过 4小时飞行行程（中程飞行） ，涵盖全

球 50％的消费者

自由进入----独联体+格鲁吉亚市场，涵盖 2.7 亿名消费者和超过 1.6 万亿

美元 GDP

交通枢纽---连接东西、南北和西南交通线网

独占---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尚未开发的市场

◆ 完善的基础设施:

▽ 建成及改建道路和公路 1.5 万公里

▽ 6个国际机场

▽ 巴库 - 第比利斯 - 卡尔斯（ BAKU-TBILISI-KARS ）铁路（“钢铁丝绸之路 ”）

▽ 新巴库国际海运港口，货物吞吐量 1000-1150 万吨和 5万个 TEU（预计将增

加到 2100-2500 万吨和 1百万个 TEU）

▽ 经过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 (TRACECA) 运输的货物增加 1.3 倍

◆ 各产业投资机遇

农业、食品工业、旅游、ICT（信息与通信技术）、化工、机械

●园区介绍：

▽ 园区企业将有机会获得国家或私人组织的财政支持，如：

▪阿塞拜疆投资公司（AIC） ▪里海国际投资公司（CIIC）

▪国家创业支持基金 ▪各大投资公司

▽ 对投资者的主要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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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年内对苏姆盖特化工园区（SCIP）企业免征以下税收：

企业税、财产税、土地税、进口设备增值税和关税。

● GARADAGH 工业园区 ---园区企业 7 年免征

企业所得税、土地税、财产税、进口设备增值税、进口设备关税

增值税（5年）

● MINGACHEVIR 工业园区--园区企业 7年免征：

企业所得税、土地税、财产税、进口设备增值税、进口设备关税

优点：

以优惠条件获得短期和长期贷款，低价租用土地和工业建筑物，享有税收

和关税特惠，拥有通往高速公路、铁路、国际机场和海港的主要专线，程

序简化，以及一个窗口解决各种管理问题

投资项目：

信息和通信技术：

项目名称 高科技园

项目成本 6000-70000 万马纳特

实施时期 2016-2020 年

项目投资回收期 6-10 年

重工：

项目名称 高效节能 LED 灯具生产基地

项目成本 1270 万美元

实施时期 1年

项目投资回收期 2年

电池：

项目名称 电池生产基地

项目成本 9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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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时期 3年

项目投资回收期 4年

项目名称 碳纤维、玻璃纤维生产基地

项目成本 350 万美元

实施时期 2年

项目投资回收期 3年

机器制造业：

项目名称 交流发电机生产基地

项目成本 2500 万美元

实施时期 1年

项目投资回收期 3年

化工：

项目名称 碳酸钠生产基地

项目成本 5000 万美元

实施时期 1年

项目投资回收期 4.8 年

家用化学品：

项目名称 家用化学制品生产基地

项目成本 2500 万美元

项目名称 环氧树脂粘合剂生产基地

项目成本 1250 万美元

项目名称 包装材料（低密度聚乙烯、高密度聚乙烯、乙烯醇共聚

物、POP）生产基地

项目成本 3500 万美元

项目名称 沥青绝缘材料的生产基地

项目成本 3500-4000 万美元

项目名称 三聚氰胺生产基地

项目成本 16000 万美元

实施时期 2年

项目投资回收期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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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轮胎、橡胶生产基地

项目成本 4.5-5 亿美元

实施时期 3年

项目投资回收期 5年

项目名称 氯气生产基地

项目成本 4000 万美元

实施时期 2年

项目投资回收期 5年

项目名称 升级催化剂和过滤生产基地（硫酸的先进生产工艺）

项目成本 2000 万美元

实施时期 1年

项目投资回收期 5年

●可再生能源：

项目名称 赛木科农业能源项目

项目成本 1.5 亿美元

实施时期 1年

项目投资回收期 15 年

项目名称 皮拉拉稀风力发电站

项目成本 8亿美元

实施时期 1年

项目投资回收期 15 年

项目名称 PV 希亚赞 30MW 太阳能发电站

项目成本 6000 万美元

实施时期 3年

项目投资回收期 20 年

项目名称 “风岛—1“

项目成本 4.089 亿美元

实施时期 3年

项目投资回收期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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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赛木科农业能源住宅区

项目成本 1.65 亿美元

项目投资回收期 12 年

项目名称 电动火力混合发电厂

项目成本 9630 万美元

建设：

项目名称 玛尔达刊项目

项目成本 710 万美元

实施时期 2年

项目投资回收期 2.5 年

项目名称 巴达木达尔项目

项目成本 2.755 亿美元

实施时期 4.7 年

项目投资回收期 4.2 年

药业：

项目名称 纳夫塔兰（Ag Naftalan）

项目成本 400 万美元

实施时期 10 年

项目投资回收期 8年

项目名称 疫苗生产基地

项目成本 500 万美元

实施时期 1年

项目投资回收期 2年

项目名称 兽药抗生素生产基地

项目成本 350 万美元

实施时期 1年

项目投资回收期 2年

农业：

项目名称 蔬菜大棚设施的扩大

项目成本 22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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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时期 10 年

项目投资回收期 10 年

项目名称 果园

项目成本 1260 万美元

实施时期 2年

项目投资回收期 5年

项目名称 农业园的扩大

项目成本 6530 万美元

实施时期 3年

项目投资回收期 4-5 年

项目名称 榛树果园

项目成本 1500 万马纳特

实施时期 10 年

项目投资回收期 5年

项目名称 植物产品收割、加工设施

项目成本 9300 万马纳特

实施时期 5年

项目投资回收期 5年

食品加工：

项目名称 “New Chinar”糖果店

项目成本 450-500 万美元

实施时期 1年

项目投资回收期 5年

旅游：

项目名称 “Ideal”旅游健康中心

项目成本 220 万马纳特

实施时期 4个月

项目投资回收期 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