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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俄羅斯及中亞各國經濟發展狀况

（一）俄羅斯經濟發展狀况
1.

國內生産總值增加，經濟增長態勢良好

蘇聯曾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幷沒有保持住此地位，經濟規模迅
速衰退。但 2000 年以來，俄羅斯經濟却保持了連續的增長態勢，增長勢頭强勁。
表 1 2000-2008 年俄羅斯經濟增長率1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GDP

5.1%

4.7%

7.3%

7.2%

6.4%

6.7%

8.1%

5.6%

工業

4.9%

4.0%

7.5%

6.1%

4.0%

3.9%

6.4%

1.9%

農業

4.2%

2.9%

5.7%

2.9%

2.0%

3.0%

2.0%

5.0%

2009 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GDP 萎縮爲 7.9%，是 1994 年 15 年以來下滑幅度最
大的一年，其中工業生産下降了 9.8%。2010 年俄羅斯國內生産總值增長了 3.8%，工業增長了
8.6%。但受乾旱影響，農産品與 2009 年同比下降了 9.9%。
2011 年，根據俄羅斯統計局發布的統計報告，2011 年前三季度俄羅斯 GDP 同比增加 4.1%，
第一、第二、第三季度增幅分別爲 4.1%、3.4%和 4.8%。第四季度的增幅將放緩至 3.8%-3.9%。
全年經濟增長將至 4.2%。2011 俄羅斯的工業生産總值同比增長 5.2%，農業生産總值有望增長
14%，機器製造業、食品生産業、包括飲品生産，紡織和服裝製造業、制鞋業、皮革及皮革製
品産業的動態趨勢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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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9-2011 年俄羅斯經濟發展情况2
2009

2010

2011

GDP

-7.9%

3.8%

4.2%

工業

-9.8%

8.6%

5.2%

-9.9%

14%

農業

2.

批發、零售貿易總額上升，進出口順差增大

根據俄聯邦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表明，2011 年批發貿易第一季度的同比增長 3.4%，第
二季度同比增長 3.1%。零售貿易額方面，2011 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分別上調 0.3 和 0.2 個百
分點，批發和零售貿易數據將爲上半年國內生産總值增長貢獻 0.44 個百分點。在進出口數據
基礎上，2011 年前三季度俄羅斯的貿易平衡順差爲 1478 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 28.2%；前
三季度出口總額爲 3801 億美元，較 2010 年同期增長了 32.2%；進口總額爲 2323 億美元，與
2010 年同期相比擴大了 34.8%。
3.

實際工資增長，通貨膨脹水平穩定

據俄羅斯經濟發展部報告顯示，2010 年俄羅斯實際工資增長了 4.2%，退休金大幅增長，
增幅達到 44.9%。處于貧困綫以下的人數從 13.1%减少到了 12.5%。失業率降低了，從 2009 年
國內 620 萬失業人口到 2010 年新增了幷且恢復了 120 萬工作崗位。2011 年 10 月份，俄羅斯
的消費物價指數環比增幅爲 0.5%，今年前 10 個月的累計增幅爲 5.2%，預計全年通脹水平爲
6.7%至 6.8%，低于此前預計的 7%。將達到俄羅斯歷史上的最低水平。當前，俄羅斯的生活設
施建設正穩步發展，失業率不到 6%，是三年來最低的水平。
（二）中亞各國經濟發展狀况
1.

經濟保持連續較快增長

中亞五國經濟自獨立以來曾經經歷一段較長時間的經濟衰退，自 1999 年以來全面擺脫經
濟衰退，連續多年實現經濟增長。國內生産總值連續 6 年以超過 9%的速度增長，2004 年 GDP
首次超過獨立前 1990 年的水平，2006 年 GDP 增幅達 10.6%，經濟已步入快速發展的軌道。2007
年哈薩克斯坦 GDP 是 1041.47 億美元，經濟增長率爲 8.7%，烏茲別克斯坦 2004 年和 2005 年
經濟連續兩年保持 7%的增幅，2006 年爲 7.3%，GDP 達到 171.8 億美元。吉爾吉斯近年來經濟
開始復蘇，2008 年經濟出現較快增長，達到 7.6%。2008 年塔吉克斯坦 GDP 達 51.34 億美元，
經濟增長率爲 7.9%。1999 年以來，土庫曼斯坦經濟增長一直呈上升態勢，2007 年經濟增長率
爲 2l%，2008 年 GDP 爲 153.3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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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受全球金融風暴的衝擊，中亞各國經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增長速度紛紛减緩。
2008 年國內生産總值增長率，哈薩克斯坦降至 3.2%，土庫曼斯坦降至 10.5%，烏茲別克斯坦
降至 9%，吉爾吉斯斯坦降至 7.6%，塔吉克斯坦 GDP 增長率雖未降低，仍達到上年的 7.9%，
但局部仍然受到很大的衝擊。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今年 10 月發布的《中東和中亞地區經濟展望》，哈薩克斯
坦、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 2010 年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爲 7.3%、9.2%和 8.5%。IMF 預期上
述三國 2011 年經濟增長率將分別爲 6.5%、9.9%和 7.1%，2012 年分別爲 5.6%、7.2%和 7.0%。
哈薩克斯坦是中亞地區最大的經濟體，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哈薩克斯坦目前名義 GDP 爲 1380
億美元，，已被世界銀行界定爲中上等收入國家。受天然氣出口推動的影響，土庫曼斯坦也成
爲中亞地區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在有利的外部因素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作用下，經濟多元化
的烏茲別克斯坦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小。
2.

經濟狀况趨于平穩，居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隨著經濟狀况的持續好轉，2008 年，中亞五國財政狀况得到進一步改善，各國財政收入
增加，哈薩克斯坦財政收入增長 43.85%，人均工資爲 454.3 美元，增長 28.6%，固定資産投資
同比增長 4.6%。土庫曼斯坦 2008 年固定資産投資爲同比增長 1.8 倍，塔吉克稅收增長 43.8%，
失業率爲 2.3%，烏茲別克斯坦 2006 年人均工資增長 33.2%。2008 年通貨膨脹率維持在 6.8%-9.5%
之間的較低水平，居民收入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哈薩克斯坦現在人均 GDP 達到 8406 美元。而 2010 年烏茲別克斯
坦建築業增長 8.1%，外國投資占 GDP 總值的 25.1%。隨著全球棉花、黃金和油氣價格上漲，
烏茲別克斯坦 2010 年商品和服務出口增長 10.8%。

二、

能源在俄羅斯和中亞各國的發展狀况及政府政策

（一）俄羅斯的能源發展狀况及政府政策
1.

俄羅斯的能源發展狀况

（1）石油
2001 年末，俄羅斯已探明的石油儲量爲 97 億噸，約占世界儲量的 6.4%，居世界第七位。
但從潜在資源角度來看，俄羅斯的石油資源約占世界的 14%，位居各國之首，其中 3/4 的資源
集中在西伯利亞北部。在未來十幾年內，俄羅斯石油的開采不僅將在西西伯利亞、伏爾加河流
域、北高加索等傳統産區進行，還將在歐洲北部的季曼一伯朝拉地區、東西伯利亞、遠東地區、
俄南部的裏海沿岸地區得到發展。

俄羅斯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出口國，每年出口石油近 2 億噸。俄羅斯出口的石油中有一半
以上出口到歐盟，約占歐盟石油消費量的 l6%。從 20 世紀末開始，俄羅斯石油開始進入中國、
韓國及其他亞太國家市場。
（2）天然氣
根據 2001 年末的統計，俄羅斯擁有世界天然氣儲量的 30%，居世界首位。目前西西伯利
亞地區的天然氣産量占俄羅斯天然氣總産量的 87%左右。俄羅斯東西伯利亞地區的天然氣資源
總量爲 31．8 萬億立方米。未來俄羅斯天然氣主要産區將是西西伯利亞地區的亞馬爾—涅涅茨
自治區，該地區的天然氣儲量占俄總儲量的 72%。東西伯利亞、遠東、歐俄北部和亞馬爾半島
等新的油氣産區也將得到發展。
俄羅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氣出口國，每年出口天然氣約 2000 億立方米。2006 年俄羅斯
共出口天然氣 1999 億立方米，同比增長 17%，到 2020 年，俄羅斯天然氣出口量將擴大到
2300-2450 億立方米，高出 2004 年的 30%。其中，俄羅斯出口的天然氣中有 62% 出口到歐盟，
占歐盟天然氣消費量的 20%。
（3）煤炭
俄羅斯擁有世界硬煤儲量的 37%，居世界首位。褐煤占世界儲量的 6%，居世界第五位。
主要的煤炭産地分布在南西伯利亞、南薩哈盆地、彼特舒拉盆地以及東頓涅茨克盆地。俄羅斯
遠東地區的煤炭儲量占全俄的 60%。已勘探的煤田約有 100 個，確認儲量爲 l81 億噸，其中 65%
爲褐煤，35%爲石煤。
俄羅斯煤炭産量的 90%用于國內消費。目前，俄羅斯 50%的煤炭出口是面向前東歐國家和
芬蘭，其餘面向日本、朝鮮、埃及和其他國家。

2.

俄羅斯政府的能源政策

（1）普京時期的能源政策
普京上臺後，俄羅斯經濟有了明顯好轉。在此背景下，普京開始著手調整能源政策，通過
打擊能源寡頭，加强國家對戰略産業的控制。從 2003 年開始，普京政府開始在能源領域加大
對能源寡頭的干預和控制，幷通過一系列幷購重組來實現戰略産業的“再國有化”，俄羅斯能
源私有化進程在普京執政時期出現了全面倒退。
在外資介入能源方面，普京政府爲防止外資大舉進入威脅國家安全，逐漸開始在能源領域
限制外資進入，加强國家對石油和天然氣等戰略資源的控制。幷于 2007 年 1 月，俄羅斯通過
修改法律，禁止外國公司進入 5 億桶以上儲量的油田和 500 億立方米以上儲量的天然氣田。
此外，普京執政時期，國際油價的大幅飈升極大地刺激了俄羅斯石油的生産與出口，普京

政府于是開始調整能源出口政策，其主要內容就是能源出口的多元化和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爲
了實現這一目標，普京政府企圖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拓展能源運輸渠道，擴大能源出口
量，以增加政府收入。
（2）“梅普組合”時期的能源政策
“梅普組合”時代開始，國際油價暴跌使能源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俄羅斯在國際能
源博弈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此時，“梅普組合”迫切希望找到更有潜力的能源合作夥伴，保障
能源出口安全。鑒于歐美等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速度趨緩，能源需求增長有限，而以中國爲代表
的亞太國家經濟發展迅速，對能源需求旺盛且潜力巨大，“梅普組合”將能源政策向東轉移。
其中，2009 年發布的《俄羅斯 2030 年前能源戰略》中明確提出：“儘管歐洲仍將是俄羅斯油
氣出口的主要方向，但俄羅斯整個油氣出口的增長將主要取决于東部方向的超前發展”。
總的來看，俄羅斯對外能源政策始終處于變動和調整之中，其政策變動的根源在于俄羅斯
國家利益。儘管俄羅斯目前東向轉移的能源政策有利于中國，但是隨著俄羅斯所面臨的外部形
勢的變化，俄羅斯政府勢必還會對能源政策進行調整。

（二）中亞各國的能源發展狀况及政府政策
據統計，中亞——裏海地區石油儲量多達 328 億噸，天然氣 l8 萬億立方米，分別占全球
油氣資源總量的 8%和 5%，被稱爲世界“21 世紀的能源基地”。在中亞五國能源分布中，以
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油氣資源尤爲豐富。其中哈薩克斯坦石油探明儲量達
53 億噸，儲采比達 70%，每年可出口 6110 萬噸；從天然氣資源來看，土庫曼斯坦尤爲豐富，
探明儲量達 8 萬億立方米，遠超過我國 2 萬億立方米的水平。
1.

哈薩克斯坦

哈薩克斯坦是中亞地區的重要産油國，更是潜在的石油資源大國。自 1991 年獨立以來，
哈石油工業積極向外部世界，特別是向西方國家開放，被認爲是獨聯體國家中投資環境較好的
國家。哈已直接吸引外資 100 億美元以上，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油氣領域。根據哈政府的計劃，
到 2020 年其國內石油産量將提高到 1.5 億至 1.8 億噸，其中 1 億噸來自海域。爲了實現這一發
展目標，哈薩克斯坦將繼續引進外部資金，加大油氣勘探開發步伐，同時與國際大資本和周邊
國家合作，加快建設石油出口管綫和設施。爲此，近年來，哈薩克斯坦政府頒布了一系列關于
發展經濟、保護投資者利益的法律法規和優惠政策。
哈薩克斯坦現行的《地下資源和地下資源利用法》(以下稱《資源法》)于 1996 年 1 月 27
日正式生效後進行過多次修改和補充。2004 年 12 月 8 日修改和補充後的《資源法》中增加了
這樣的表述：“爲保持和加强國家經濟的原料能源基礎，在新簽及已簽的合同中，國家相對于
合同的其它方或擁有地下資源利用權的法人的股東、相對于購買所轉讓的地下資源利用權和

（或）擁有地下資源利用權的法人的股份的其它方，在不低于其它購買者提出的購買條件的情
况下，擁有優先購買權。”
2005 年 9 月 8 日，哈政府再次對《資源法》進行修改和補充，在資源類資産的收購和轉
讓方面賦予了國家主管機關更大的權力，幷通過引入“集權”的概念加大了對外國公司幷購哈
境內資源類資産的限制，其中規定：如果地下資源利用權的轉讓(包括發生“集權”的情况下)
不符合保障國家民族安全的要求，國家權威機關有權拒絕簽發資源利用權轉讓許可。
在財政政策上，2004 年 1 月，哈出臺了新的稅收體制，包括所謂的針對出口的“出租稅”，
這是一種累進稅，稅率隨石油價格的升高而增長。這種新的稅收體制使得政府在石油收入中所
享有的權益提高至 65%-85%的水平，同時還包括了超額利潤稅，以及限制外國公司在哈擁有油
氣項目中的股權不能達到 50%，剩餘股權必須由 KazMunaiGaz 公司持有。
2.

烏茲別克斯坦

烏茲別克斯坦是中亞地區的另一個重要産油氣國，對外實行開放政策，引進外國資本和技
術。但是烏茲別克斯坦是一個典型的內陸國家，與其他裏海地區國家一樣面臨石油出口通道和
遠離石油出口市場等問題。目前烏茲別克斯坦的對外合作法律還不够完善，且得不到很好的執
行，幷存在政策的不穩定現象。政策多變和投資環境不穩所産生的影響，不利于投資者决策。
2000 年 4 月 28 日，烏頒布了《關于采取措施吸引外國在石油天然氣勘探和開采領域的直
接投資》的總統令，規定外國公司在進行勘探投資期間免征一切稅收，給予在于斯帝爾特地區
開發新油氣田的外國投資公司期限爲 25 年的租賃開采權，如需要還可延長，開啓了烏爲吸引
外國對石油天然氣領域投資而出臺的最爲務實和優惠的政策，極大地促進了外國對烏石油天然
氣工業的投資興趣。2005 年烏對外資油氣開采企業的現行優惠政策有：在進行地質勘探工作
期間免除一切稅收，利潤稅優惠，增值稅優惠，消費稅優惠以及財産稅優惠等。2006 年底，
烏政府公布了新的“礦産資源稅”，從 2007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大幅降低了
油氣資源使用稅和石油製品的消費稅。
烏“外資法”規定：國家給予投資者以擔保，保護外國投資者的利益，如果烏新頒布的法
律有不利于投資者的條款，投資者可在自其投資之日起 10 年內繼續延用投資時有效的舊法律，
同時也可以選擇執行新法律中對自己有利的條款；“投資法”要求任何國家和地方行政機關都
不得干預外資企業的合法經營活動，對外資企業的資産不得實行國有化；外國投資者的收入可
以自由匯出境外、進行再投資或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對于外國油氣開采企業，烏茲別克政府還特別給予了更加優惠的政策：在指定地區進行找
油和勘探工作的外資企業享有自行處置在該地區發現的任何資源的特別權利；外國公司可以以
組建合資企業和直接租賃油田的方式獲得油田開采權；如外資企業未能在合同指定的地區發現
有工業價值的資源，則其享有選擇另一新的勘探地區的優先權；獨資或合資企業有權按照公司
章程或租賃合同中的約定，將開采到的部分油氣産品和來料加工製成品運出境。烏國還制定了

一系列對石油天然氣領域外國投資的法律。
3.

土庫曼斯坦

土庫曼斯坦擁有豐富的天然氣和石油資源。近年來，隨著裏海油氣資源的不斷發現，其資
源量還有望進一步增加。2005 年石油産量和出口分別達到 2800 萬噸和 1600 萬噸，天然氣産
量和出口分別達到 588 億立方米和 420 億立方米。
2005 年 8 月 22 日，土庫曼斯坦總統尼亞佐夫簽署總統令，批准對 1996 年議會通過的《油
氣資源法》進行修訂。强化了總統對資源開發的絕對控制權，提升了油氣工業和礦産資源部在
對外經濟合作中的地位；根據修訂後的《油氣資源法》，該部除負責制訂政策，負責監督和管
理“土庫曼天然氣”與“土庫曼石油”國家康采恩的業務外，還將負責制定行業法規、吸引外
資、大型項目招投標、對外簽訂油氣區塊開發協議等工作。

三、

俄羅斯和中亞各國發展中的主要問題

（一）俄羅斯發展中的主要問題
1.

不合理的經濟結構

前蘇聯時期，爲了與美國爭霸，蘇聯注重發展重工業，輕視輕工業，忽視發展農業，導致
俄羅斯的産業結構出現嚴重的畸形。俄羅斯成立之初，第一産業産值比重持續下降，“由 1991
年的 13.4%下降到 2004 年的 6%”。第二産業的産值比重變化不大，“從 1991 年至 2004 年處
于 40%至 49%之間”。第三産業産值比重則出現了大幅度的增長，“由 1991 年的 35.9%增長
到 2004 年的 55%。目前俄羅斯三大産業的比重看似合理，第一産業比重較低，第二産業比重
穩定，第三産業比重偏高，是典型的現代化經濟國家，但是這裏面却有很多問題，農業比重所
占的份額下降，幷不是由于采用先進技術，發展了現代農業，而是由于長期忽視了農業的發展
而導致的結果。第三産業所占份額的增長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存在，它不是由于俄羅斯經濟正常
的現代化過程帶來的，而是由于前蘇聯經濟體制的崩潰，原來長期受到壓抑的産業在俄羅斯成
立後得到了迅速發展。
2.

能源的過度依賴

俄羅斯是世界油氣大國，能源産業是俄羅斯國民經濟的支柱産業。近年來，能源出口一直
占俄羅斯 GDP 的 20%以上和外匯收入的 50%至 60%。 俄羅斯目前國內生産總值(GDP)的增長主
要得益于石油、天然氣的出口。俄羅斯的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能源等初級生産要素的出
口。國際能源價格走高，俄羅斯利用豐富的能源實現其經濟的發展確實能够起到相應的作用，
但是一旦能源價格走低那麽會嚴重影響俄羅斯經濟發展。

3.

經濟體制問題

（1）計劃經濟體制還存在殘留
蘇聯時期，長期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對後來的俄羅斯影響深遠。1992 年，俄
羅斯正式實施“休克療法”，實行經濟自由化，轉換經濟運行體制，最大限度地取消經濟管制；
實行私有化，完成基本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轉軌。這些方法措施在一定的程度上打破了計劃
經濟體制，但是誤將經濟體制、經濟調節手段和社會制度混爲一談，造成了經濟改革過程中體
制與制度的混亂，使得經濟體制中很多不合理的計劃性因素依然存在，如官僚主義作風嚴重，
國家對經濟的某些領域管制嚴厲等。
（2）市場經濟體制幷不完善
實行“休克療法”，實現經濟自由化，市場化，但是相關的體制、制度和法制沒有完善，
導致物價波動較大，影響社會和市場的穩定；使得國有資産大量流失，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極大
的損害；金融自由化更是導致經濟危機，危害經濟秩序，造成社會混亂，1998 年經濟危機就
是很好的證明。

4.

經濟發展中的技術、資金及管理經驗方面的問題

（1）技術缺乏
蘇聯時期爲了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抗，蘇聯注重發展重工業而民用技術却相對落後，這種
狀况同樣也被俄羅斯所繼承。由于技術缺乏，俄羅斯在國際市場上出口的産品在很大程度上都
是初級産品，技術含量極其低。
（2）資金缺乏
蘇聯時期實行計劃經濟很少與國際社會有經濟往來，外匯收入極少，而財政收入又大量投
入到軍事等重工業領域，使得國內經濟建設資金相對缺乏。這種情况對後來的俄羅斯依然有影
響。雖然俄羅斯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但是依然不能解决俄羅斯經濟建
設資金匱乏的狀况。
（3）制度體制的不完善和管理經驗的缺乏
1992 年俄羅斯實行“休克療法”，國有化迅速向私有化轉變，由于缺乏相應的制度體制
和管理經驗，一方面大量國有資産被廉價出售導致大量國有資産流失。另一方面把國有企業推
向市場，導致大量企業倒閉、工人失業。

（二）中亞各國發展中的主要問題
1.

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

中亞各國的經濟發展方式還處于較爲初級的粗放型經濟發展階段。其典型特徵主要表現在：
其一是資源的高消耗與高度破壞，浪費和污染嚴重；其二是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水平偏低；
其三是産業結構不合理，金融、信息等新興産業不够發達，且重複建設嚴重，區域性産業結構
趨同；其四是外資利用水平低，通常與“兩頭在外”的外資利用模式相對應，即“一頭”是來
自國外的資金，另“一頭”是流向國外的利潤以及尚未被國家引進或充分利用的技術。
2.

經濟發展單一，面臨高通脹率

中亞發展過程中，一方面經濟發展戰略單一，高度依賴石油出口收入，受到國際石油價格
的影響，經濟不穩定。另一方面石油收入轉變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動力不足。中亞國家石油
行業的發展幷沒有創造出大量的就業崗位。因爲石油是資本密集型行業，而非勞動密集型。以
哈薩克斯坦爲例，受益于石油發展的行業僅限于一些和石油相關的行業，例如交通和通信，其
他關鍵性行業，如製造、建築、房地産和其他服務性行業幷沒有獲得多大發展。
再者，高通貨膨脹的危險。哈、土、烏等國的經濟快速發展得益于國內寬鬆的經濟政策，
但這也帶來了經濟過熱的風險。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0 年哈薩克斯坦的居民消費價格通
脹率達到 7.4%。世界銀行認爲，受到乾旱、食物和電力價格上漲的影響，預計其 2011 年通脹
率會更高。IMF 預計烏茲別克斯坦 2011 年和 2012 年的通脹率將達到 11.6%和 12.3%。
3.

水資源問題逐年加劇

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占有中亞全部淡水的 80%以上。冬季缺電時，這些國家就通過
梯級水電站增加發電量。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一些地區因此變成沼澤，甚至夏天也缺水。
此外，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在水資源利用問題上也經常出現齟齬。
此外，中亞其經濟發展中固有的矛盾和問題。例如，中亞國家國內形勢不穩，國家之間的
矛盾較多，不利于穩定發展；較爲嚴重的腐敗問題、陳舊落後的生産設備和工藝、沉重的債務
負擔、進出口貿易結構不平衡、交通不便、國內市場狹小等等。其中，外債負擔沉重在經濟發
展緩慢、資金缺乏的中亞國家表現尤爲突出，個別國家外債規模已經大大超過國力所能承受的
限度。

四、

俄羅斯和中亞未來發展前景及與中國發展的關係

（一）俄羅斯未來發展前景
2008 年 2 月 8 日，俄羅斯政府發布《俄羅斯 2020 年發展戰略》報告，確立了國家創新發
展戰略。這一戰略包含了以科技進步及其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和社會發展目標爲基礎的廣泛的內
容，希望最終將俄羅斯經濟轉向創新發展的道路，推向以先進技術爲基礎的快速和穩定增長的
軌道。綜合俄羅斯官方文件、專家學者的研究和最近俄經濟中出現的一些新情况，可以看出，
俄羅斯經濟呈現出立足能源和科技兩大優勢産業謀求經濟的“趕超型”發展以及刺激內需調
整經濟結構的發展趨勢。
1.

能源優勢轉化爲國家優勢，提升競爭實力

俄羅斯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所有資源都能自給自足的國家，從理論上講，確實可以其獨特的
資源禀賦作爲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據專家估算，俄所有自然資源的總價值爲 300 萬億美元。
其中，俄已經探明的資源儲量價值約爲 30 萬億美元，占世界資源總量的 21%，居世界首位。
另外，將俄 GDP 增長率與國際市場石油價格進行回歸分析可以發現，二者同步性極强：國際
油價每桶上漲 10 美元，俄 GDP 增長率上升 1%。由此可以看出，能源工業已經成爲關係俄羅
斯國家經濟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命脉，成爲俄羅斯提高和鞏固其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砝碼，它既可
以確保其國內充足的能源原料供應幷降低産品成本，還可以用來提升本國的國際政治與經濟地
位。而能源消費大國對石油的擔心、渴望、爭奪、戰略運籌，讓俄羅斯對其能源經濟王牌的威
力充滿信心，“中日石油管道競爭、俄烏天然管道之爭”也充分彰顯了俄羅斯的能源力量。因
此，能源戰略將是俄羅斯未來經濟重要方向。
2.

科技潜力轉化爲現實生産力，發展創新型經濟

俄羅斯擁有原蘇聯 60%～70%的科技潜力，素有“科教興國”和“專家治國”歷史傳統。
雖然近些年來俄科研總體實力有所下降，國民素質有所倒退，但國家的科研項目儲備仍然位居
世界前列。據俄科技評估材料，在當今世界 102 項尖端科學技術中，俄有 52 項保持世界領先
地位，27 項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在當今世界决定發達國家實力的 100 項突破性技術中，俄有
20 項居于世界領先地位；在當今世界决定發達國家實力的 50 項重大技術中，俄有 12～17 項
可以與發達國家一决雌雄。
儘管近些年俄羅斯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歸于低附加值的資源性産品的生産和出口，幷不
是來自于技術創新，但是俄羅斯政府已經明確意識到，首要任務是要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實
現經濟的現代化，這就必須使俄羅斯經濟向創新型經濟方向轉變。在這方面，俄政府已確定其
總體發展戰略。其中，
《俄聯邦 2015 年前科學與創新發展戰略》已提交政府審議。如果該戰略
能够通過幷順利實施，將有望加速推動俄科技創新事業的發展，使科研、開發、生産和創新機
構相互協調運轉，使俄羅斯經濟真正走上創新型發展道路。可以預見，隨著俄羅斯政府對科研

領域重視程度的逐漸提高和資金投入力度的不斷加大，俄羅斯的高科技産業會出現一個新的局
面。
3.

加强國際經濟合作，增强國家實力

對于俄羅斯經濟發展而言，一個十分重要的條件就是必須積極改善發展經濟的國際環境。
俄政府十分明確，加入世貿組織是促進俄羅斯的經濟發展的重要國際因素。在强國思想的指導
下，俄制定出具有明顯特點的對外政策：一是對外政策的核心是爲國內的經濟發展服務；二是
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與自由化的進程。自從實行市場經濟改革以來，俄羅斯的對外貿易在經濟
發展中一直占據著十分重要的位置，進出口貿易在國民生産總值中占了近三分之一的比重。對
俄羅斯來說，如何改善出口條件成爲十分迫切的問題。從長遠來看，通過加入世貿組織，俄羅
斯既可以擴大出口商品的數量與種類，又有利于引進外資；加入世貿組織還可以促進俄羅斯經
濟結構的改進以及經濟素質的提高，與世界經濟的發展接軌。除此以外，一些特殊的問題也可
以得到解决，如傾銷性商品的問題。爲此，俄政府强調，俄羅斯今後將以世貿組織的規則和要
求爲坐標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因此，在未來一段時間，“入世”將會是俄羅斯需要重點解决的
一個問題。
綜上所述，近幾年俄羅斯經濟確實以其較高的增長速度引起世界的關注。但是，我們必須
看到，俄羅斯經濟中還有很多深層次的問題幷沒有解决，對這些問題的認識程度和解决力度，
直接關係到俄羅斯未來經濟的發展前景。此外，未來世界的總體經濟環境、政治穩定等外界因
素，也會對俄羅斯經濟發展産生不容忽視的影響。

（二）中亞國家未來發展前景
在獨立初期，爲應對嚴重的經濟危機，努力克服計劃經濟的弊端，中亞同家選擇了走市場
經濟的發展道路。近年來，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亞在國際政治與經濟格局中的重
要性日益凸顯，對中國以及俄羅斯的戰略選擇的影響力亦日益增强，中亞國家的經濟發展前景
將更加廣闊。
1.

地區合作加强，整體實力增强

在全球化進程中，地區合作對所有成員國而言不是一種選擇，而是必要的進程，地區合作
是中亞國家發展的必要條件。根據國際地區一體化組織的經驗，通常總有一個或幾個實力强的
國家作爲組織的領導者，在他們的帶領下，地區組織才能真正成爲一個互利共贏的組織，如歐
盟。中亞國家能够建立區內合作機制，主要得益于中亞國家存在著太多的共性。首先是地緣近
鄰關係，共同的邊界將他們聯繫在一起；其次是共同的血緣關係、共同的民族來源和祖先親屬
關係，語言文化的近似增加了這一因素的分量；再次是共同的國家歷史，70 年蘇聯歷史建立
的政治、經濟等聯繫。中亞國家經濟相互依賴，互補和協作，蘇聯時期還加强了中亞人民文化

語言的接近，這一切形成了共同的文化政治模式。在全球化的今天，地區合作是應對全球化、
融入世界經濟的重要策略和手段，這一觀點不僅爲世人所認同，也得到中亞國家的認可。
2.

能源開發與合作不斷加强，競爭優勢凸顯

總體上，中亞地區的資源豐富，但資源分布極不平衡，開發生産情况也不平衡。近些年隨
著國際石油價格飛漲，中亞地區的石油天然氣資源的開發引起國際上的高度關注。目前，中亞
地區經濟取得成績的國家多半是依靠油氣工業的發展。其中，中亞油氣生産國哈薩克斯坦、土
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已制定自己的油氣發展戰略，其內容主要有：油氣安全首要化，國
家控制單一化，油氣出口多元化，油氣加工水平高級化，合作方式多樣化，稅收投資政策更優
化，融資渠道多元化，就業當地化和環境保護法制化。目前，該戰略實施的效應已初顯，表現
在以下幾個方面：油氣出口的格局獲得了根本性改變，國家對油氣的控制能力增强，油氣投資
主體多元化正在逐步實現，外國對油氣領域的投資增長迅猛。未來幾年將是確定中亞地區油氣
格局的關鍵時期。在對中亞油氣的合作中，很難出現一國或一個利益集團獨霸的局面，該地區
油氣開發將可能呈現出多元化、多模式、互利共贏合作的局面。
3.

經濟建設提速，發展潜力巨大

在未來幾年，中亞各國應從本國實際出發，通過各國政府“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
的共同作用，因地制宜地選擇各自的發展道路，積極采取措施吸納外資和利用國外資源，以彌
補國內建設資金的不足；發揮各國能源、礦産品等資源的比較優勢，開拓國際市場，不斷增大
在世界能源和礦産品市場的份額；大膽引進先進的技術裝備和管理經驗，改造和淘汰落後的生
産設備和技術，實現技術和管理現代化上的超越；制定和實施科教創新體制，加快人才培養，
發展革新經濟和實現技術突破，爭取中亞國家早日步入創新國家行列。同時，中亞國家正在積
極開展橫向交流，深化地區經濟合作和一體化建設，在相互减免關稅，實現商品、資本、貨幣
和勞動力等的自由流通、對外統一關稅和共同市場、協調對外經濟政策等方面發揮作用。此外，
還要廣泛開展與西方大國、周邊國家、各種國際經濟組織等的對話，進一步拓寬中亞國家經濟
合作的空間，全面提升該地區經濟發展的整體水平，從而爲中亞未來發展打下堅實的物質基
石。
總之，中亞國家在獨立以後基本建立起市場經濟體系，初步實現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
經濟體制的過渡，經濟總量規模顯著擴大，經濟結構的變化總體上提高了經濟效率，同時，依
靠其能源等比較優勢，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正在逐步提升。

（三）中國與俄羅斯及中亞發展的關係
隨著經濟改革政策逐步取得成效、世界能源價格的上升，以能源、原材料生産和出口爲主
要特徵的俄羅斯和中亞國家經濟保持了較高增幅，經濟形勢趨于好轉，幷逐漸成爲全球經濟增

長最快的地區之一。其中，俄羅斯和中亞國家的迅速崛起與中國發展的關係主要有以下幾個方
面：
1.

上海合作組織，爲中國與俄羅斯和中亞各國全方位合作提供基調

中國與俄羅斯及中亞五國的關係主要體現在上海合作組織中，上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組織，
前身是“上海五國”會晤機制。1996 年 4 月 26 日，中國、俄羅斯聯邦、哈薩克斯坦、吉爾吉
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國元首在上海舉行首次會晤。從此，“上海五國”會晤機制正式建立。
2001 年 6 月 15 日上海合作組織國家元首在上海舉行第六次會談，烏茲別克斯坦正式加入上海
合作組織。2001 年 6 月 15 日，在上海舉行的峰會上六國元首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
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上海公約。新組織的宗旨是：加强各成員國之間的相互信
任與睦鄰友好；鼓勵成員國在政治、經貿、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旅游、環保及其
它領域的有效合作；共同致力于維護和保障地區的和平、安全與穩定；推動建立民主、公正、
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爲加强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各部門之間協調，國家協調員理事會
成立。中亞國家除土庫曼斯坦外，均加入了上海合作組織。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總面積近 3018.9
萬平方千米，占亞歐大陸面積的五分之三；人口 15 億，占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上海合作
組織是致力于經濟合作的國家間地區性國際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的宗旨和原則，集中體現在
“上海精神”上，即“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安全合作
是上海合作組織的重點合作領域，核心是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三股勢力”。
經濟合作涵蓋貿易投資、海關、金融、稅收、交通、能源、農業、科技、電信、環保、衛生、
教育等領域。人文等領域合作主要在文化、教育、環保、緊急救灾等領域展開，幷取得積極進
展。
2.

爲多邊貿易合作提供契機，提高貿易合作力度

近年來，隨著俄羅斯和中亞國家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與俄羅斯以及中亞開展對外貿易關
係的合作領域和範圍也在逐漸擴大。其中，中國與俄羅斯以及中亞五國的合作層次不斷提高，
經貿合作的範圍從最初的邊境地區迅速擴展到各自經濟輻射區，逐漸形成了多成分、多層次、
多形式和多渠道全方位的合作格局。貿易商品的質量明顯提高，雙方進出口商品逐漸由低中檔
工業製成品轉向中高檔製成品出口。合作形式變化較大，從 20 世紀 90 年代初的易貨貿易爲主，
到 21 世紀初以邊境小額貿易和一般貿易爲主，且增加了加工貿易、技術貿易和展會貿易等形
式的比重。而且，外貿主體多元化格局已經形成，非國有企業正在對中亞國家貿易中發揮越來
越大的作用；中國與俄羅斯以及中亞五國的物流途徑不斷擴展，已有第二亞歐大陸橋、多個口
岸、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産業區、邊境自由貿易區以及各類商貿中心等。中國與俄羅斯
以及中亞國家互爲鄰國，經濟互補性强，只要雙方共同努力，雙邊以及多邊經貿合作潜力將會
得到進一步發揮。
3.

爲多邊能源合作提供市場，優化能源開發結構

俄羅斯和中亞國家有著龐大的石油儲量，而中國有著巨大而穩定的需求市場。隨著俄羅斯
以及中亞國家能源開發的進展，迫切需要依靠外國投資來幫助其保持石油産量的增長，因此，
俄羅斯和中亞國家希望中國爲其提供一個穩定的市場及其由能源驅動的經濟所急需的資金。所
以，在多邊石油合作問題上，一方面中國通過與俄羅斯以及中亞地區加强能源合作，可以促進
中國能源外部供應渠道多元化和减少對中東和非洲地區國家不斷增長的依賴；促進地區能源安
全體系的建立；與世界其他地區國家相比，自俄羅斯與中國相鄰地區進口能源更爲經濟可靠。
另一方面，俄羅斯和中亞國家與中國進行能源合作，可以在設備、技術和服務領域對俄能源公
司提供巨大支持，能够吸引足够的外國投資，這不僅有利于燃料動力系統的發展，而且有助于
促進這些地區社會基礎和交通基礎設施的擴大。
4.

爲多邊科技合作提供支持，提升各方科技實力

隨著俄羅斯和中亞國家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的增强，中國與俄羅斯和中亞國家在科技合作
領域將會有很大潜力。其中，俄羅斯是世界科技大國，在航空航天、核能、軍事技術、激光、
生物工程、新型合成材料等領域具有世界領先水平，而我國對這些高新技術有較大的需求，幷
一直把引進俄羅斯的高新技術作爲重點。此外，中俄軍工産業的合作有利于我國國家安全和國
防建設。目前，隨著俄羅斯經濟戰略的調整、經濟的逐漸復蘇及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兩國科
技間的合作必將不斷深入。
在經濟技術合作方面，中亞國家獨立初期中國與其的經濟技術合作尚在起步階段，當時雙
方建立的合資企業規模小，中國對中亞國家的投資數量有限。但是，隨著中亞國家經濟實力的
增强，從現在情况看，中國與中亞國家發揮各自優勢，已從最初的純資源貿易和産品初級加工
逐步擴展到勞務輸出、原料加工、專利轉讓、大型基礎設施承包、農業生産和土壤改良等諸領
域、多層次的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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