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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带一路”65 国和地区，小伙伴们已经听说的很多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也日益临近了。究竟沿线都有哪些国家？他们宏观的投资环境怎么样？通过此文，让我们

了解这些国家。

东亚

蒙古：截至 2013 年，蒙古国国土面积为 156.65 万平方公里，人口为 294 万人。蒙古国

经济以畜牧业和采矿业为主，1997 年 1 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蒙古国出口主要为矿产品、

纺织品和畜产品等；进口主要有矿产品、机器设备、食品等。GDP（2013 年）总计：125.45

亿美元；人均 GDP：4418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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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新加坡的土地面积是 718.3 平方公里，截至 2014 年 6 月，新加坡常住总人口

临时数字为 547 万，其中 334 万人属于新加坡公民和 53 万个“永久居民”，新加坡属外贸驱

动型经济，以电子、石油化工、金融、航运、服务业为主。GDP（2014 年）总计：3080.5

亿美元，人均 GDP：56319 美元。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国土面积 330257 平方公里，总人口 2994.9 万。马来西亚是相对开

放的以国家利益为导向与新兴工业化市场经济体。马来西亚是一个农业与自然资源出口国，

石油是主要的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商。是世界上最大的磁盘驱动器生产国，胶

乳和橡胶工业都是马来西亚的经济强项。主要进口机械运输设备、食品、烟草和燃料等。

GDP（2013 年）总计：3400.02 亿美元；人均 GDP：11122 美元。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陆地面积约 190.4 万平方千米，海洋面积约 316.6 万平方千米

（不包括专属经济区）。印尼人口超过 2.48 亿（2013 年），。印尼是东南亚国家联盟创立

国之一，也是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及 20 国集团成员国。印尼的石油、天然气和锡的储量在世

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印尼镍储量约为 560 多万吨，居世界前列。金刚石储量约为 150 万克拉，

居亚洲前列。此外，铀、镇、铜、铭、铝矶土、锺等储量也很丰富。外贸在印尼国民经济中

占重要地位，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和推动非油气产品出口，简化出口手续，降低关税。

GDP（2013 年）总计：9104.79 亿美元；人均：GDP3,500 美元。

缅甸：缅甸面积约 67.85 万平方公里，约 5141.9 万人口（2014 年）。中缅经贸合作取

得长足发展，合作领域从原来单纯的贸易和经援扩展到工程承包、投资和多边合作。双边贸



易额逐年递增。对缅主要出口成套设备和机电产品、纺织品、摩托车配件和化工产品等，从

缅主要进口原木、锯材、农产品和矿产品等。为扩大从缅甸的进口，中国先后两次宣布单方

面向缅甸共计 220 个对华出口产品提供特惠关税待遇。GDP（2013 年）总计：594.27 亿美

元；人均 GDP：915 美元。

泰国：泰国面积约 51.312 万平方公里，2014 年，泰国总人口 6450 万。锡是泰国最重

要的矿产，储量 150 万吨，居世界之首。泰国是一个新兴经济体和被认为是一个新兴工业化

国家，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主要出口产品有:汽车及零配件、电脑及零配

件、集成电路板、电器、初级塑料、化学制品、石化产品、珠宝首饰、成衣、鞋、橡胶、家

具、加工海产品及罐头、大米、木薯等。主要进口产品有:机电产品及零配件、工业机械、

电子产品零配件、汽车零配件、建筑材料、原油、造纸机械、钢铁、集成电路板、化工产品、

电脑设备及零配件、家用电器、珠宝金饰、金属制品、饲料、水果及蔬菜等。GDP（2013

年）总计：3,872.16 亿美元；人均 GDP：5,673 美元。

老挝：老挝国土面积为 23.68 万平方公里，约 680 万人口（2014 年）。经济以农业为

主，工业基础薄弱。1994 年 4 月 21 日，老挝国会颁布的新修订的外资法规定，政府不干涉

外资企业事务，允许外资企业汇出所获利润；外商可在老挝建独资、合资企业，享五年免税

优惠。2004 年，老挝继续补充和完善外商投资法，放宽矿产业投资政策。GDP（2011 年）

总计：100.99 亿美元；人均 GDP1490 美元（2013 年）。

柬埔寨：国土面积为 18.1 万平方公里，约 1480 万人口（2012 年 6 月）。柬埔寨是传

统农业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 28%。柬政府实行对外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推行经济私有化

和贸易自由化，把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作为首要任务。2003 年 9 月，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主要出口产品为服装、鞋类、橡胶、大米、木薯；主要进口产品为燃油、建材、手机、机械、

食品、饮料、药品和化妆品等。GDP（2013 年）总计：432 亿美元；人均 GDP：2776 美元。

越南：陆地面积 329556 平方公里，约 9158.3 万人口（2015 年）。越南属发展中国家。

2006 年，越南正式加入 WTO，并成功举办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13 年，越南 10 亿美

元以上的主要出口商品有九种，分别为：煤炭、橡胶、纺织品、石油、水产品、鞋类、大米、

木材及木制品、咖啡。4 种传统出口商品煤炭、橡胶、石油、纺织品均在 40 亿美元以上，

其中纺织品为 90 亿美元。主要进口商品有：摩托车、机械设备及零件、纺织原料、成品油、

钢材、皮革。GDP（2013 年）总计：1,705.65 亿美元；人均 GDP：1,901 美元。

文莱：总面积为 5765 平方公里，约 39.3 万人口（2013 年）。文莱是东南亚主要产油

国和世界主要液化天然气生产国。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和出口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文莱主要



出口原油、液化天然气、甲醇等，进口机器和运输设备、工业品、食品、化学品等。GDP（2011

年）总计：155.33 亿美元，人均 GDP：48333 美元。

菲律宾：总面积为 29.97 万平方公里，共有大小岛屿 7000 多个，约 1 亿人口（2014）。

菲律宾宣称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在平衡、平等、互利、互敬的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政

治经济关系。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突出，农业和制造业也

占相当比重。GDP（2013 年）总计：2720.17 亿美元，人均 GDP：2794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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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总面积为 164.82 万平方公里，约 7847 万人口（2015）。伊中两国在经贸合作上，

中国是伊朗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世界第三大贸易伙伴。伊朗是亚洲主要经济体之

一，经济实力位居亚洲第七位。以石油开采业为主，另外还有炼油、钢铁、电力、纺织、汽

车制造、机械制造、食品加工、建材、地毯、家用电器、化工、冶金、造纸、水泥和制糖等，

但基础相对薄弱，大部分工业原材料和零配件依赖进口。主要出口商品为油气、金属矿石、

皮革、地毯、水果、干果及鱼子酱等，主要进口产品有粮油食品、药品、运输工具、机械设

备、牲畜、化工原料、饮料及烟草等。GDP（2013 年）总计：4946.87 亿美元；人均 GDP：

6433 美元。

伊拉克：国土面积约 43.7 万平方公里，约 3258 万人口（2014 年 4 月）。伊拉克地理

条件得天独厚，石油、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石油工业是经济主要支柱。主要出口原油、天



然气、椰枣、化肥等，进口各种生产资料、粮食等生活必需品。GDP（2015 年估计）总计：

2400 亿美元；人均 GDP：6491 美元（2013 年）。

土耳其：国土面积约 78.3562 万平方公里，约 7769.59 万人口（2014）。土耳其是北约

成员国，又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创始会员国及二十国集团的成员。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

为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亦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土耳其矿物资源丰富。主要有硼、

铬、铁、铜、铝矾土及煤等。三氧化二硼和铬矿储量均居世界前列。在生产农产品、纺织品、

汽车、船只及其他运输工具、建筑材料和家用电子产品皆居领导地位。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在

主要出口商品中大致各占一半。出口：电力、服装、食品、纺织品、金属制品、运输设备。

进口：机械、石油、化学制品、半成品、燃料、运输设备。GDP2013 年）总计：8221.49 亿

美元；人均 GDP：10972 美元。

叙利亚：总面积为 18.518 万平方公里，约 2240 万人人口（2012 年 7 月）。经济来源

主要是农业、石油、加工业和旅游业，石油正面临枯竭的境况。GDP（2010 年）总计：599.57

亿美元；人均 GDP：2802 美元。

约旦：国土面积 89342 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 88802 平方公里，海洋面积 540 平方公

里，约 663 万人口（2014 年 7 月）。中方对约主要出口机械设备、电器及电子产品、纺织

服装。从约旦主要进口钾肥约旦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资源较贫乏，可耕地少，依

赖进口。国民经济主要支柱为侨汇、外援和旅游。主要进口原油、机械设备、电子电器、钢

材、化学制品、粮食、成衣等。主要出口服装、磷酸盐、钾盐、蔬菜、医药制品和化肥等。

约旦政府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不断制定和完善投资法规，积极吸引外资，尤其鼓励外商在

约旦工业区投资办厂。GDP（2013 年）总计：335.94 亿美元，人均 GDP：5,021 美元。

黎巴嫩：面积 10452 平方公里，约 458 万人口（2014 年）。中国对黎主要出口商品是

机电类产品、纺织品、电子设备、汽车类、家具等，我从黎进口商品主要是废金属等产品。

外贸在黎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政府实行对外开放与保护民族经济相协调的外贸政策，

制定配套措施，提供充分保障，开展经济外交，引进资金。出口商品主要有蔬菜、水果、金

属制品、纺织品、化工产品、玻璃制品和水泥等。GDP（2011 年）总计：413 亿美元，人均

GDP：10989 美元。

以色列：总面积为 2.5 万平方公里，约 813 万人口（2014 年 1 月）。以色列是中东地

区最为工业化、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以色列有着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但政府也作一

定的管理。以色列属于混合型经济，工业化程度较高，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高附加值农

业、生化、电子、军工等部门技术水平较高。GDP（2014 年）总计：3041.94 亿美元；人均



GDP：37043 美元。

巴勒斯坦：实际控制面积约 2500 平方公里，约 510 万人口（2015 年）。目前巴共有各

种工业企业 4000 家。巴工业主要是加工业，如制革、塑料、橡胶、化工、食品、石材、大

理石和人造石板、制药、造纸、印刷、建筑、纺织、制衣和家具等。农业是巴经济支柱。水

果、蔬菜和橄榄（油）是外贸出口的重要部分，占出口产品的 25%。GDP（2014 年）总计：

33.3 亿美元；人均 GDP：928 美元。

沙特阿拉伯： 国土面积 225 万平方公里，约 2838 万人口（2013 年）。沙特阿拉伯是

世界上最大的大麦进口国，年均进口约 600 万吨。水果自给率达到 60%。畜牧业主要有绵羊、

山羊、骆驼等。主要农产品有：小麦、玉米、椰枣、柑橘、葡萄、石榴等。沙特的谷物自给

率比较低，只有 20%多，依靠大量进口才能满足需求。沙特阿拉伯的金融体系完善发达。沙

特的旅游业也比较发达。沙特政府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以减少国家经济对石油出口的依赖，

同时为快速增长的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沙特阿拉伯也使用大量外籍劳工。经济发展以

工业为重点，石油和石化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出口主要为石油及其

制品，占出口额的 90%，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输出国，还出口有椰枣、畜产品；输入主要为

粮食、糖、茶和纺织品等。GDP(2013 年)总计：7452.73 亿美元，人均 GDP：24847 美元。

也门：国土面积 55.5 万平方公里，约 2595.6 万人口（2014 年）。也门是世界上经济最

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也门经济发展主要依赖石油出口收入。已探明的石油可采储量约 60 亿

桶，天然气可采储量约 5000 亿立方米。也门未参加任何石油组织，因而不受国际石油组织

配额限制，在生产上较具自主性。GDP（2013 年）总计：367.25 亿美元，人均 GDP：1,500

美元。

阿曼：面积 30.95 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为 395.7 万。石油、天然气产业是阿曼的支柱

产业，油气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 75%，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1%。工业以石油开采为主，如

今开始重视天然气工业。实行自由和开放的经济政策，利用石油收入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努

力吸引外资，引进技术，鼓励私人投资。为逐步改变国民经济对石油的依赖，实现财政收入

来源多样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政府大力推动产业多元化、就业阿曼化和经济私有化，增加

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扩大私营资本的参与程度。主要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约占国家财政

总收入的 75%，非石油类出口有铜、化工产品、鱼类、椰枣及水果、蔬菜等。进口机械、运

输工具、食品及工业制成品等。GDP（2012 年）总计：775.6 亿美元，人均 GDP：2.88 万美

元。



阿联酋：总面积为 83600 平方公里，约 840 万人口（2014 年 10 月）。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非常丰富。截至 2014 年，已探明石油储量为 133.4 亿吨，占世界石

油总储量的 9.5%，居世界第 6 位；天然气储量为 214.4 万亿立方英尺（6.06 万亿立方米），

居世界第 5 位。1995 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阿联合酋长国与 179 个国

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外贸在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阿联合酋长国主要出口石油、天然气、

石油化工产品、铝锭和少量土特产品；主要进口粮食、机械和消费品。GDP（2012）总计：

3825 亿美元，人均 GDP：66625 美元。

卡塔尔：总面积约 11437 平方公里，约 234.45 万人口（2015 年）。卡塔尔拥有相当丰

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天然气的总储量为全世界第三名。石油、天然气是卡经济支柱。政

府大力投资开发天然气，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卡是世界第一大液化天然气生产和

出口国。此外，卡还将发展非石油、天然气工业作为实现国民收入多元化和摆脱对石油依赖

的主要途径，注重吸引外资和技术；鼓励发展农业，免费向农民提供种子、化肥和农业机械，

号召植树造林，扩大耕地面积。卡塔尔主要出口产品石油、液化气、凝析油合成氨、尿素、

乙烯等，主要进口产品是机械和运输设备、食品、工业原材料及轻工产品、药品等。GDP（2013

年）总计：2024.5 亿美元，人均 GDP：105,995 美元。

科威特：全国面积 17818 平方公里，人口 396.5 万（2013 年）。对外贸易在科威特经

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出口商品主要有石油和化工产品，石油出口占出口总额的 95%。进口商

品有机械、运输设备、工业制品、粮食和食品等。GDP（2011 年）总计：1766.67 亿美元，

人均 GDP：47,982 美元。

巴林：国土面积 750 平方公里，人口 131.65 万（2014 年）。巴林是海湾地区最早开采

石油的国家。2010 年巴开始向多元化经济发展，建立了炼油、石化及铝制品工业，大力发

展金融业，成为海湾地区银行和金融中心。粮食主要靠进口，本地农产品的供给量仅占巴食

品需求总量的 6%。主要农产品有水果、蔬菜、家禽、海产品等。GDP（2013 年）总计：320.79

亿美元，人均 GDP：24617 美元。

希腊：总面积为 131957 平方公里，其中 15%为岛屿，约有 1500 多个岛屿，全国总人口

为 1079 万人。希腊属欧盟经济欠发达国家之一，经济基础较薄弱，工业制造业较落后。海

运业发达，与旅游、侨汇并列为希外汇收入三大支柱。希腊同 100 多个国家有贸易关系，德

国、意大利、英国、保加利、俄罗斯和中国为其主要贸易伙伴，欧盟成员国是其最大贸易伙

伴。占其进出口总额的 64%以上，其中德国约占 22%。主要出口商品为食品、烤烟、石油产

品、纺织品、橄榄油、水泥等。主要进口商品为原材料、石油及石油产品、天然气、日用品



和交通运输设备等。GD（2013 年）P 总计：2417 亿美元，人均 GDP：21913 美元。

塞浦路斯：面积 9251 平方公里，全国总人口有 115.54 万（2013 年 7 月）。塞浦路斯

的法律制度以英国法制为基础，系统为大部分国际金融家所熟悉。该国的立法程序与欧盟的

规范接轨，最终在 2004 年加入欧盟。当局移除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在许多情况下容许

外商拥有 100%股权。塞浦路斯证券交易所开放外国证券投资。主要出口商品为医药用品、

柑橘、服装、奶酪、酒类及部分轻工产品和农产品。主要进口矿产品、机械、运输设备、贱

金属及其制品、化学工业及相关工业产品等。

埃及的西奈半岛：面积 61,000 平方公里，西奈半岛的地下资源丰富，锰矿储量估计有

900 万至 1400 万吨，还有煤、石膏、云母、粘土、铜、磷酸盐、铁和稀有金属钴、铅、锌

等。自 1910 年在丹卡赫山发现石油以来，如今许多地方，尤其是沿苏伊士湾海岸一带发现

了新油田，成了埃及的重要石油基地。有石油、煤、锰、铁、铜等，所产石油占埃及石油总

产量的四分之一。埃及政府把西奈列为优先开发的地区。

南亚 8 国

印度：面积为 298 万平方公里，人口为 12.73 亿人（2015 年）。印度是世界上发展最

快的国家之一，经济增长速度引人瞩目。若以同等购买力来衡量，印度 2011 年国内生产总

值 4.457 兆美元，与日本并列世界排行第三，仅次于美国、中国；但是若以美元汇率评估，

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仅有 1.676 兆美元，世界排行第 11 位，和人口只有 2300 万的已发展国



家澳洲相差无几。印度年成长率为 5.8%，并于 2011 年至 2012 年间达 6.1%。社会财富在印

度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极度不平衡，全国 10%的人口掌控全国 33%的收入。由于印度人口众

多，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很低，2011 年，印度平均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为 3,694 美元，

列世界的第 129 位；美元汇率则为 1,389 美元，为世界第 140 位。1991 年以前，受社会主

义计划经济影响，经济政策采行贸易保护主义，印度政府过分干预劳工及金融市场并监管商

业活动，由于 1991 年印度经济危机，加上苏联解体，新国大党政府使印度开始实行经济自

由化改革，借由外国贸易及直接投资，逐步转型为自由市场，印度的经济规模获得了较快速

度的增长。主要出口商品为：制成品主要包括纺织品、珠宝、机械产品、化工产品、皮革、

手工艺品等；初级产品主要包括农产品和矿产品；石油类产品主要包括成品油、原油和石油

产品等。主要进口商品为：石油产品，电子产品，金银，机械，化工产品。GDP（2013 年）

总计：1.877 万亿美元，人均 GDP：1877 美元。

巴基斯坦：全国领土为 880,254 平方公里（包括巴控克什米尔地区），人口约 1.97 亿，

是世界第六人口大国。巴基斯坦煤炭资源丰富。根据巴基斯坦地质调查局（GSP）的估算，

巴基斯坦的煤炭资源量在 1850 亿吨左右，其中 1840 亿吨在信德省，占全国总量的 99.5%。

巴基斯坦的主要矿藏储备有：天然气 4920 亿立方米、石油 1.84 亿桶、煤 1850 亿吨、铁 4.3

亿吨、铝土 7400 万吨，还有大量的铬矿、大理石和宝石。森林覆盖率 4.8%。巴基斯坦的经

济结构由主要是农业为基础转变为服务业为基础。农业只贡献国内生产总值的 20%；而服务

业占 53%，批发和零售贸易占这个产业的 30%。巴基斯坦最大的工业部门是棉纺织业，其他

还有毛纺织、制糖、造纸、烟草、制革、机器制造、化肥、水泥、电力、天然气、石油等。

巴政府一直努力加速工业化，扩大出口，缩小外贸逆差。与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

主要进口石油及石油制品、机械和交通设备、钢铁产品、化肥和电器产品等。主要出口大米、

棉花、纺织品、皮革制品和地毯等。GDP（2012 年）总计：2318.79 亿美元，人均 GDP：1296

美元。

孟加拉：国土总面积约为 14.75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1.5805 亿多人。孟加拉国是世界

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经济基础薄弱，国民经济主要依靠农业。孟加拉国政府积极推行私

有化政策、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国投资、创建出口加工区。孟加拉国是仅次于印度的世界

第二大黄麻生产国，同时也是世界第一大黄麻出口国。GDP（2013 年总计：1410.88 亿美元），

人均 GDP：801.28 美元。

阿富汗：总面积为 65.23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为 2650 万。阿富汗同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有贸易往来。阿富汗是最落后国家之一。历经三十多年战乱，经济破坏殆尽，交通、通讯、



工业、教育和农业基础设施遭到的破坏最为严重，生产生活物资短缺，曾有 600 多万人沦为

难民。主要出口商品有天然气、地毯、干鲜果品、羊毛、棉花等。主要进口商品有各种食品、

机动车辆、石油产品和纺织品等。GDP（2013 年）总计：207.2 亿美元，人均 GDP：678 美

元。

斯里兰卡：国土面积为 65610 平方公里，人口总数为 2033 万人。斯里兰卡的经济以农

业为主，而该国最重要的出口产品是锡兰红茶。该国亦为世界三大产茶国之一，因此国内经

济深受产茶情况的影响。在自由化进程中，增长速度持续加快。斯里兰卡最大优势在于矿业

和地理位置，它是一个宝石富集的岛屿，世界前五名的宝石生产大国，被誉为“宝石岛”。所

以在经济初期阶段，矿业让它有不少初期发展优势，每年宝石出口可以达 5 亿美元的出口值，

红宝石、蓝宝石及猫眼最出名。实行自由外贸政策，除政府控制石油外，其他商品均可自由

进口。主要出口商品有纺织品、服装、茶叶、橡胶、椰子和石油产品。这些年来，出口贸易

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由过去的农产品为主转变为以工业产品为主。GDP（2013 年）总计：672

亿美元，人均 GDP：3280 美元。

马尔代夫：总面积 9 万平方公里（含领海面积），陆地面积 298 平方公里，人口约 39.35

万人。旅游业、船运业和渔业是马尔代夫经济的三大支柱。强调发展国民经济，实行小规模

开放型经济政策。坚持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积极吸收国外资金与援助，

加快经济发展。马尔代夫主要出口商品为海产品和成衣，主要进口商品为食品、石油产品、

纺织品和生活用品。GDP 总计：29.31 亿美元（2011 年）人均 GDP：6764 美元（2013 年）。

尼泊尔：总面积 147181 平方公里，人口总数为 2803.7904 万（2015 年）。尼泊尔属于

农业国，80%国民从事农业生产，农业总产值约占 GDP 的 40%。90 年代起，尼泊尔开始实

行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经济政策，但因政局多变和基础设施薄弱，收效不明显。尼泊尔经济

严重依赖外援，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一来自外国捐赠和贷款。主要进口商品是煤、石油制品、

羊毛、药品、机械、电器、化肥等，主要出口商品是蔬菜油、铜线、羊绒制品、地毯、成衣、

皮革、农产品、手工艺品等。GDP（2012 年）总计：189.63 亿美元，人均 GDP：623.6 美元。

不丹：面积 38394 平方千米，2012 年，人口总数为 73.6453 万人。中国大陆与不丹未

建交，中国台湾地区也未与不丹建立官方交往，但关系一直友好（在所有邻国中，不丹是唯

一一个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不丹主要出口产品为电力、化学制品、木材、加工食品、矿

产品等。主要进口产品为燃料、谷物、汽车、机械、金属、塑料等。GDP（2014）总计：20.92

亿美元，人均 GDP：2730 美元。



中亚 5 国

哈萨克斯坦：面积为 272.49 万平方公里，人口有 1695 万（2014 年 8 月 1 日）。哈萨

克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截止 2014 年已探明的矿藏有 90 多种。煤、铁、铜、铅、锌产量丰

富，被称为‘铀库’，此外里海地区的油气资源也十分丰富。1984 年产煤 12570 万吨，商品铁

矿石 2400 万吨。钨储量占世界第一位，铬和磷矿石占第二位。铜、铅、锌、钼和磷的储量

占亚洲第一位。此外，铁、煤、石油、天然气的储量也较丰富。已探明的石油储量达 100

亿吨，煤储量为 39.4 亿吨，天然气储量为 11700 万亿立方米。森林和营造林 2170 万公顷。

地表水资源 530 亿立方米。耕地大部种植以春小麦为主的粮食作物，还产棉花、甜菜、烟草

等。哈萨克斯坦经济以石油、天然气、采矿、煤炭和农牧业为主，加工工业和轻工业相对落

后。大部分日用消费品依靠进口。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实施经济改革，分阶段推行市场经济和

私有化。主要出口商品：矿产品占 75%（包括石油及石油产品），金属及其制品占 13.1%，

化学制品塑料和橡胶占 4.2%，动植物产品和成品粮占 3.4%，机械、设备、交通工具、仪器

和仪表占 1.4%，其他占 2.9%。主要进口商品：机械、设备、交通工具、仪器和仪表占 40%，

化工产品（包括橡胶和塑料）占 12.9%，矿产品占 12.7%，金属及其制品占 12.3%，动植物

产品和成品粮占 9.5%，其他占 12.2%。GDP（2013 年）总计：2248.58 亿美元，人均 GDP：

13048 美元。

乌兹别克斯坦：面积为 44.74 万平方公里，人口有 3007.5 万（2013 年 4 月）。乌兹别

克斯坦自然资源丰富，是独联体中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经济实力次于俄罗斯，乌克兰，哈

萨克斯坦。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四金”：黄金、“白金”（棉花）、“黑金”（石油）、“蓝金”



（天然气）。但经济结构单一，加工工业较为落后。农业、畜牧业和采矿业发达，棉花产量

占前苏联的 2/3，生丝产量占前苏联生丝产量的 49%，洋麻产量占前苏联的 90%以上，羊羔

皮、蚕茧和黄金产量分别占前苏联的 2/3、1/2 和 1/3。轻工业不发达，62%的日用品依靠其

他共和国提供。矿产资源丰富，矿产资源储量总价值约 3.5 万亿美元。乌兹别克斯坦工业在

中亚地区举足轻重，天然气、机械制造、有色金属、黑色金属、轻纺和丝绸等工业都比较发

达。出口产品有：天然气、油类、电力、棉花、黄金、能源产品、矿物肥料、黑色金属和有

色金属、纺织品、食品、机械、汽车。进口产品有：油类、电力、机器及设备、食品、化学

制品、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GDP（2013 年）总计：567.36 亿美元，人均 GDP：1892 美元。

土库曼斯坦：面积 49.12 万平方公里，人口 683.6 万（截至 2011 年底）。土库曼斯坦

经济结构单一，长期以来一直是苏联的原料供应地，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主要出口产品

有：天然气、石油制品、皮棉；主要进口产品有：粮食、肉类、轻工业品。GDP（2013 年）

总计：411.42 亿美元，人均 GDP：7,853 美元。

塔吉克斯坦：面积为 14.31 万平方公里，全国总人口 816.04 万人。塔经济基础薄弱，

结构单一。塔政府决定，自 1997 年 3 月 1 日起，对进入塔境内的商品实行统一关税，税率

10%。对享受塔临时优惠方案的发展中国家，给予进口关税减半待遇，中国可享受关税减半

待遇。塔出口商品主要是非贵重金属及其制品，占出口总额的 54．6%；进口以交通工具机

械设备、矿产品及化工产品为主，分别占进口总额的 20．8%、22．8%和 15．4%。GDP（2013

年）总计：85.06 亿美元，人均 GDP：1036 美元。

吉尔吉斯斯坦：面积为 19.99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593.54 万人（2015 年）。国民经济

以多种所有制为基础，农牧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主要生产原材料。自独立之初，吉就主

张对外贸易自由化。任何个人、企业和组织都有权从事进出口贸易业务。吉出口产品主要为

贵金属、化学物品和农产品等，主要进口石油产品、二手汽车、服装、化工产品、天然气等。

GDP（2011 年）总计：72.26 亿美元，人均 GDP：1,264 美元。

独联体 7国



俄罗斯：面积 1709.82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1.431 亿（截止 2012 年 4 月 1 日）。开展

全方位外交，以独联体为战略重点，以与西方关系、特别是与欧洲关系为优先，同时加强亚

太外交，加大对中、印等亚太大国的借重。其宗旨是积极推动多极化进程，力主重振俄大国

地位，突出维护国家利益，着眼点是为俄国内经济复兴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2000 年普京

执政至今，俄经济快速回升，连续 8 年保持增长（年均增幅约 6.7%），外贸出口大幅增长，

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居民收入明显提高。工业主要工业部门有机械、冶金、石油、天然气、

煤炭及化工等；轻纺、食品、木材加工业较落后；航空航天、核工业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财

政金融总体趋好。俄主要出口商品是石油和天然气等矿产品、金属及其制品、化工产品、机

械设备和交通工具、宝石及其制品、木材及纸浆等。主要进口商品是机械设备和交通工具、

食品和农业原料产品、化工品及橡胶、金属及其制品、纺织服装类商品等。GDP（2014 年）

总计：1.81 万亿美元，人均 GDP：13017 美元。

乌克兰：国土面积为 60．37 万平方公里，人口 4555 万（2013 年 1 月 1 日）。2011 年，

乌同 216 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联系，对外商品贸易总额为 1510 亿美元，同比上升 34.7%，

其中出口 684 亿美元，同比上升 33%，进口 826 亿美元，同比上升 36%，逆差 142 亿美元。

乌主要出口国分别为俄罗斯（28.9%）、土耳其（5.4%）、意大利（4.4%）等，主要进口国

为俄罗斯（35.2%）、中国（9.2%）、德国（8.3%）等。主要出口产品为黑色金属及其制品、

无机化学材料、化肥、木材、纺织品、铝制品、机车等，主要进口产品有天然气、石油、地

面交通设备、纸张、塑料制品、药品、粮食和车床等。GDP（2013 年）总计：1778.4 亿美



元，人均 GDP：3911 美元。

白俄罗斯：总面积 20.76 万平方公里，人口 946.81 万人（2014 年）。白俄罗斯工业基

础较好。机械制造业、冶金加工业、机床、电子及激光技术比较发达和先进；农业和畜牧业

较发达，马铃薯、甜菜和亚麻等产量在独联体国家中居于前列。出口商品结构：矿产品（占

出口总额的 37.9%），机械设备和交通运输工具（15.7%），化工产品和橡胶（18.2%），黑

色金属及制品（6.9%），食品及农副产品（10.8%），其它（10.5%）。进口商品结构：矿产

品（占进口总额的 40.3%），机械设备和交通运输工具（22.6%），黑色金属及制品（8.8%），

化工产品和橡胶（12.4%）食品及农副产品（8.2%），其它（7.7%）。GDP（2013 年）总计：

717.44 亿美元，人均 GDP：7579 美元。

格鲁吉亚：国土面积 6.97 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为 448.38 万（2013 年 1 月）。格鲁吉

亚致力于建立自由市场经济，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欧美国家指导和援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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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基础设施

和投资环境，增加吸引外资。2012 年格对外贸易总额为 10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其中

出口 23.8 亿美元，同比增长 9%，进口 7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格前十大贸易伙伴依次

是土耳其、阿塞拜疆、乌克兰、中国、德国、俄罗斯、美国、保加利亚、亚美尼亚和意大利。

2012 年格对华贸易额为 5.9 亿美元（中国海关统计数字为 7.74 亿美元），同比增长 7.3%，

占格对外贸易总额 5.8%。GDP（2013 年）总计：161.26 亿美元，人均 GDP：3,597 美元。

阿塞拜疆：面积 8.66 万平方公里，全国总人口 947.7 万人。当局积极实施经济发展多元

化战略，大力扶持非石油领域经济发展，促进各领域均衡发展，实施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和电

讯业建设拉动经济的政策，阿经济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增强。主要出口产品有：石油和石油

产品、天然气、水果蔬菜、黑色金属及制品、化工产品、烟酒等。主要进口产品有：机械设

备、食品、交通工具及配件、黑色金属及制品、木材、药品、家具和日用品等。GDP（2013

年）总计：735.61 亿美，人均 GDP：7,913 美元。

亚美尼亚：面积为 2.98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数为 327.43 万。主要出口产品为宝石及其

半加工制品、食品、非贵重金属及其制品、矿产品、纺织品、机械设备等。主要进口产品为

矿产品、食品、化工产品等。主要贸易伙伴为俄罗斯、中国、德国、保加利亚、乌克兰、荷

兰、比利时、美国、英国、伊朗、阿联酋等。GDP（2013 年总计：104.17 亿美元），均 GDP：

3447 美元。

摩尔多瓦：全国面积为 3.38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数为 355.76 万人（2014 年）。摩尔多

瓦国土面积的 80%是黑土高产田，适宜农作物生长，盛产葡萄、食糖、食油和烟草等，曾是



苏联水果和浆果、玉米、向日葵和蔬菜等农作物的生产基地之一。摩尔多瓦的工业基础薄弱。

GDP（2013 年）总计：79.33 亿美元，人均 GDP：2,229 美元。

中东欧 16 国

波兰：全国面积为 3.13 万平方公里，人口数量为 3850.1 万人（2012 年 3 月 22 日）。

波兰工业发达，2009 年的人均 GDP 达到 11288 美元，采矿业以煤及褐煤最重要，煤炭储量

居欧洲前列。主要矿产有煤、硫磺、铜、锌、铅、铝、银等。琥珀储量丰富，价值近千亿美

元，是世界琥珀生产大国，有几百年开采琥珀的历史。欧盟是波兰的最大贸易伙伴，2003

年，波兰与欧盟的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 64.5%。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英国、俄罗

斯、中国、捷克、瑞典和比利时是波兰的主要贸易伙伴。GDP（2013 年）总计：5175.43 亿

美元，人均 GDP：13432 美元。

立陶宛：国土面积为 6.53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295.82 万（2013 年）。工农业比较发达。

独立后通过企业私有化走向市场经济，经济形势基本平稳。工业是立陶宛的支柱产业，主要

由矿业及采石业、加工制造业以及能源工业三大部门组成。工业门类比较齐全，以食品、木

材加工、纺织、化工等为主，机械制造、化工、石油化工、电子工业、金属加工工业等发展

迅速，生产的高精度机床、仪表、电子计算机等产品行销全世界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

出口商品是矿产品和纺织品，主要进口商品是矿产品和机电产品。GDP（2013 年）总计：459.28

亿美元，人均 GDP：15,526 美元。



爱沙尼亚：面积 45227 平方公里，全国总人口 131.2 万人。世界银行将爱沙尼亚列为高

收入国家。由于其高速增长的经济，爱沙尼亚经常被称作“波罗的海之虎”。主要进口商品类

别依次为：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及其零部件等占 25.6%，矿产品占 14.9%，车辆、航空及船

舶占 12.2%，五金及其制品占 9.7%，化工或相关产业产品占 6.7%等。主要出口商品类别依

次为：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及其零部件等占 23.9%，矿产品占 16.2%，木材及木制品占 9.3%，

五金及其制品占 9.3%，车辆、航空及船舶占 6.8%等。GDP（2013 年）总计：244.83 亿美元，

人均 GDP：18,307 美元。

拉脱维亚：全国总面积 64589 平方公里，截至 2013 年，拉脱维亚总人口为 204 万。拉

脱维亚的工业在波罗的海三国居首位，农业居第二位。拉脱维亚主要工业门类：电子产品、

机器制造、食品、轻工、纺织、建材、化工、木材加工等。支柱产业有采矿、加工制造及水

电气供应等。GDP（2014 年）总计：327.64 亿美元，人均 GDP：16340 美元。

捷克：国土面积 78866 平方公里，捷克人口有 1056 万。捷克主要有机械制造，化工，

冶金，纺织，制鞋，木材加工，玻璃制造和啤酒酿造等工业部门。捷克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

取消了外贸的国有垄断，放开外贸经营权，取消进出口商品限制。根据捷克《贸易法典》只

要在法院和工商局注册的企业，都有外贸经营权。外贸在捷克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国内生

产总值 80%依靠出口实现。GDP(2014 年)总计：2015.47 亿美元，人均 GDP：19,123 美元。

斯洛伐克：面积为 49037 平方公里，全国总人口 541.6 万人。主要工业部门有钢铁、食

品、烟草加工、石化、机械、汽车等。主要农作物有大麦、小麦、玉米、油料作物、马铃薯、

甜菜等。畜牧业比较发达。GDP（2014 年）总计：990.31 亿美元，人均 GDP：18067 美元。

匈牙利：国土面积为 93030 平方公里，全国总人口 987.9 万人。自然资源比较贫乏，主

要矿产资源是铝矾土，其蕴藏量居欧洲第三位。此外有少量褐煤、石油、天然气、铀、铁、

锰等。匈牙利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工业基础较好。匈根据本国国情，研发和生产一些有自

己特长的和知识密集型产品，如计算机、通讯器材、仪器、化工和医药等。匈采取各种措施

优化投资环境，是中东欧地区人均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农业基础较好，在国民经济中

占重要地位，不仅为国内市场提供丰富的食品，而且为国家挣取大量外汇。主要农产品有小

麦、玉米、甜菜、马铃薯等。旅游业比较发达。匈牙利进口的主要产品有：石油、天然气、

汽车零部件、计算机设备、汽轮机、测量仪器；出口的产品有：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交通

工具（非铁路）以及化工产品等。GDP（2013 年）总计：1302.48 亿美元，人均 GDP：13,165

美元。

斯洛文尼亚：国土面积 20273 公里，共有 206.29 万人（2013 年）。斯洛文尼亚属高等



发达国家，有着非常好的工业、科技基础。出口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出口产值占国

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主要贸易对象是欧盟国家，其次为原南地区和中欧自由贸易协定国。

主要出口运输车辆、电力设备、机械设备、服装、家具、药品和制药设施、有色金属制品等。

主要进口石油制品、生活用品、食品、钢铁、纺织品等。GDP(2013 年)总计：468.486 亿美

元，人均 GDP：22,711 美元。

克罗地亚：总面积 56594 平方公里，全国总人口 429.1 万（2011 年）。为高收入市场

经济体。克罗地亚经济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二产业为副，旅游业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克罗地亚是原南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经济基础良好，旅游、建筑、造船和制药等产业

发展水平较高。克罗地亚工业以造船、食品加工、制药、资讯科技、生化、木材加工为主。

旅游业发达，是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GDP(2013 年)总计：578.59

亿美元，人均 GDP：13,596 美元。

波黑：总面积 5.12 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 387.58 万（2013 年 7 月）。波黑在南斯拉夫

时期便是联邦内较贫穷的地区之一，独立后又发生了内战，经济受到严重损害。战争结束后

至今，波黑经济正在渐渐复苏，同时还要进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主要出口商品

有铝锭、矿产品、木材、机械产品等。主要进口商品有机械、食品、石油、化工、交通工具

等。GDP (2008 年）总量 184 亿美元，人均约 0.48 万美元。

黑山：面积 1.38 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 62 万（2011 年）。黑山制造业薄弱，大量的

工业产品、农产品、能源及日用消费品依赖进口。其物价水平偏高，常用物品供应正常，但

蔬菜品种较少。黑山出口货品主要是金属，而进口货品主要是粮食、石油和电能。GDP（2014

年）总计：42.8 亿美元，人均 GDP：6881 美元。

塞尔维亚：面积为 88361 平方公里，人口 164 万（2011 年）。塞尔维亚的经济主要基

于各种服务，其中约占 63 %的国内生产总值。2003 年以来，塞对外经贸活动日渐活跃，外

贸额稳步上升。主要出口产品为：钢铁、有色金属、水果、蔬菜、服装与其他制成品。主要

进口产品为：石油及其制成品、汽车、普通机床、天然气和钢铁等。GDP（2013 年）总计：

685.90 亿美元，人均 GDP：8130 美元。阿尔巴尼亚：总面积为 28748 平方公里，人口 363

万（2014 年）。工业以食品、轻纺、机械、冶金、动力、建筑材料、化学为主。农作物有

小麦、玉米、马铃薯、甜菜等。出口商品主要为纺织、制鞋等来料加工产品及农副产品，进

口商品主要为机械设备、矿产品和纺织品等。GDP（2013 年）总计：133.56 亿美元，人均

GDP4,110 美元。

罗马尼亚：面积 238391 平方公里，人口 1994 万（2014 年 12 月）。2013 年，罗马尼



亚经济增长 3.5%，增速在欧盟 28 个成员国中位列第一。经济以工业为主，机械制造、石油

化工、石油提炼、电力、钢铁等重要，轻纺工业也较发达。计算机尤为发达。输出主要是石

油化工产品、石油装备、拖拉机、卡车和农产品，输入以机器设备和铁矿石、天然橡胶、焦

炭、有色金属等工业原料为主。GDP(2013 年)总计：1896.48 亿美元，人均 GDP：8,905 美元。

保加利亚：国土面积为 110910 平方公里，2013 年，人口总量为 758.857 万人。保加利

亚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国，玫瑰、酸奶和葡萄酒历来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名。工业以食品加工

业和纺织业为主，旅游业年来也有所发展。保加利亚是中欧自由贸易协定组织的成员。外贸

在保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进口产品是能源、化工、电子等产品，出口产品主要是轻工

产品、化工、食品、机械、有色金属等。GDP(2013 年)总计：530.45 亿美元，人均 GDP：7321

美元。

马其顿：国土面积 25713 平方公里，人口 206 万（2014 年）。作为非欧盟成员国和制

度体系发展相对完善的欧洲国家，马其顿亲欧倾向与全球开放、成长潜力与市场狭小、规则

遵守与人为干扰等因素并存交织，对外国投资者来说既有较大的吸引力，也需要面对不利因

素。外贸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0.9%。主要出口产品有：食品、水果蔬菜、烟酒、化工产品、

纺织品、铜、锌、铅、电缆、电冰箱等。主要进口产品是：肉类、原油、汽车、成衣等。

GDP（2013 年）总计：107.74 亿美元，人均 GDP：5219 美元。

附：部分已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