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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经热点

卅载厚积，
卅载厚积
，
行向千川江海阔
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成果丰硕
■ 本报记者 刘

旭

2022 年，中国迎来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
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中
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纪念。在近日中国外交部例
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30 年来，中国与
中亚国家关系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历史最
高水平。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历史性、标志性、突
破性成就，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也为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贡献。

经济复苏 考验仍在
应对新冠疫情有效，采取有力措施提振经济，
使得中亚五国经济在 2021 年走上复苏之路。
统计显示，2021 年 1 至 10 月，哈萨克斯坦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 3.5%，国民经济增速稳定。自
2021 年 4 月起，哈萨克斯坦经济实现正增长，多项
经济指标由负转正。截至 2021 年 10 月末，制药
业增长 33.6%，汽车制造业增长 23.4%。
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官方统计数据，
2021年1至9
月其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达6.9%，
国内新增就业岗位
33.8万个。约7.7万家新企业开始从事商业活动，
投
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2%。
得益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以及工业、贸
易、农业、交通运输、服务等行业快速增长，
2021 年
1 至 9 月，
塔吉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为 8.9%。
而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经济也在

2021 年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正增长。
近期，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发布的《中亚地区
2021 年经济发展前景》认为，2021 年度中亚五国
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幅预计将达 4.9%。不过，
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处于胶着状态，并且哈萨克
斯坦目前国内局势紧张，这些不确定因素使得中
亚各国经济仍面临考验。

务实合作 量质齐飞
30 年来，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经贸往来一直保
持良好态势。
中国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
曼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哈萨克斯坦第二大贸
易伙伴国和塔吉克斯坦第三大贸易伙伴国。2021
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快速增长，全年数据有望
超过 400 亿美元。
在投资方面，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
斯坦第一大投资来源国、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投
资来源国、哈萨克斯坦第四大投资来源国。投资
领域包括，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矿产资源开发、
电力、电信、化工、电子、轻工、建材、纺织、农业、皮
革加工和商贸服务业等众多领域。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吉乌公路、
“ 中国西部
—西欧”交通走廊、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
心、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等项目建成。
地方合作可持续发展。据了解，陕西省是“一
带一路”沿线的重要节点，近年来实施了一系列具

有该省特色的跟进项目，如“长安号”中亚国际货
运班列开通运营、文明交流互鉴和联合考古等，均
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带一路”收获颇丰
30 年来，中国与中亚五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后，为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新的契机。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大力发展区域互联互通，还
为中亚国家深度参与国际贸易，缩短货物到海港
运输周期提供了新的助力。
哈萨克斯坦近年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目前，中哈已开通 5 对常年对开口岸、5 条油
气跨境运输管道和 1 个国际边境合作中心，
“霍尔
果斯—东大门”经济特区无水港、
“ 欧洲西部—中
国西部”高速公路等项目相继落地运营。统计显
示，2021 年 1 至 8 月，中哈两口岸进出境中欧（中
亚）班列数超过 8000 列；阿拉山口班列数量同比
增长 28.4%，霍尔果斯班列数量同比增长 39.5%。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在一系列重大项目达成
共识。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国工业园等一
大批合作项目进展顺利；北京、广州、乌鲁木齐开
通了到塔什干的客运或货运航线。2020 年 6 月 5
日，中欧班列“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在
甘肃（兰州）国际陆港首发。中国—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多式联运走廊正式开通。
在塔吉克斯坦有超 300 家的中资企业从事生

产经营。
起始于土库曼斯坦，经由乌哈两国抵达
中国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树立了
中国与土乌哈三国多边合作互联互通
的成功范例。该天然气管道是世
界上最长的跨国天然气管道；自
2009 年底至今，中国累计进
口土库曼斯坦天然气超过
3100 亿立方米，两国互
为最大天然气贸易
伙伴国。
中吉双方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
也共同实施了一系列重要项目。中吉乌
公路作为中亚地区交通干线的作用日益显现。
达特卡—克明输变电线项目为吉构筑起贯通
南北的统一电网。奥什医院成为中亚地区最
大的现代化外科医院。
不过，中亚的过境运输潜力还未得到充
分挖掘。此前，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
曾表示，将优先推动中吉乌铁路实施，该线
路不仅将连接中亚国家，也将打开通往东
南亚、西亚和中东市场的通道。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着眼未来 30
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将以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为主线，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
为满足沿线国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而不懈努力。

虹言无忌

美债收益率飙升
■ 本报记者 路 虹

1 月 5 日，
美联储会议
纪要称，
“鉴于
通胀压力上升
和劳动力市场
走 强 ，与 会 者 认
为，由目前的净资
产购买步伐所带
来的政策宽松程度
的增加不再是必要
的”。美联储的鹰派
言论在全球资本投下
一枚炸弹，股市、黄金、
比特币（BTC）价格应声
下 跌 自 不 待 言 ，最 关 键
的是各国国债收益率立
即上涨对全球经济前景影
响更是深远。
投资了 4500 万美元，年计划生产 1000 台设备，销售约 1 亿
1 月 6 日 ，10 年 期 美 国
美元，
同时给当地解决了 200 个就业岗位。
国债收益率转升，重上 1.68%
莱斯国际明斯克公司总经理卜卿说，作为一家高科技
冲向 1.7%，徘徊在去年 11 月
研发企业，公司利用园区的各项优惠扶植政策，参与进行
下旬以来高位。英国 10 年期
了无人车测试，并对车联网开展进一步研究，同时还参
基准国债收益率日内升 0.3 个
■ 鲁金博
工业园建设开工后，卡罗杰耶夫和团队凭借对项目的热
与了智慧园区建设。
基点，报 1.087%，结束两个交易
忱和执着，
一步步推进项目。
工业园初具规模，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选择加入
日连续下降之势；同期德国国债
深冬，白俄罗斯滴水成冰，寒气逼人。距首都明斯克 25
2015 年 5 月 12 日，对园区的建设者们来说是一个深受鼓
工业园。目前，工业园已吸引来自 10 多个国家的 80
收益率升 3.7 个基点，报-0.084%，
公里的中白工业园依然在扩建施工。在园区一座新建的厂房
舞的日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卢卡申科总
余家企业入驻。
抹平 1 月 4 日的降幅。
里，工业园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副总经理卡罗杰耶夫正在
统陪同下考察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
新 冠 疫 情 下 ，中 白 工 业 园 依 然 保 持 了 上 升 态
2022 年刚开始，美债收益率已
巡查建设进度。
习近平主席夫妇同卢卡申科总统共同参观工业园沙盘，
势。据统计，2021 年前 9 个月工业园工业产值同比
经连续实现上涨，因市场越来越担心
作为工业园的筹建者和建设者，眼看着一座工业园新城
认真听取园区负责人介绍，询问两国企业合作和园区企业生
增长 50%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超 33%；商
通胀上升和美国劳工辞职大潮迫使
的崛起，卡罗杰耶夫心中涌动着激情与骄傲。
产等情况。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共同见证了工业园管
品、工程和服务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0%。
工资上涨将促使美联储采取更激进的
现年 42 岁的卡罗杰耶夫总是对朋友们讲，2010 年是改变
委会向首批入园企业颁发入园证书和意向入园企业向工业园
共建“一带一路”追求的是发展，崇尚的是共
紧缩货币政策。在这次涨幅中，长期美
他人生轨迹的一年。当年，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达了在
管委会提交入园协议的仪式。两国元首还在工业园发展蓝图
赢，传递的是希望。在中白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债收益率的表现尤为突出，10 年期和 30
白俄罗斯境内合作建立工业园的愿望。这引起当时还在国家
上签名。
中白工业园这一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明珠正不
年期基准收益率领涨，收益率上涨曲线
经济发展部工作的卡罗杰耶夫极大关注。
卡罗杰耶夫说，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共同签字的
断绽放出新的光彩。
趋于陡峭化。
同年，卡罗杰耶夫被派往中国苏州考察，学习中国先进经
工业园发展蓝图，
为工业园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卡罗杰耶夫很喜欢现在的工作状态，他正
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的涨跌决定了国
验。中国与新加坡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先建园，再招商”和企
据新华社记者了解，在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白工业
在用自己的奋斗和热情去带动更多人为中白
际市场资本使用成本的高低。美债收益率上
业“一站式服务中心”等模式引起卡罗杰耶夫浓厚兴趣。他与
园经过几年的大力开发建设，正逐步发展成一个基础设施完
合作、为共建
“一带一路”
贡献力量。2020 年，
涨，
资本使用成本增加，
在今后使用成本日益
同事们全力以赴，加紧工业园项目筹备工作。
善、具备全面招商引资条件的现代化园区。
他获评中国首届
“丝路友好使者”
荣誉称号。
提高的预期下，
投资者和经营者对于未来投资
在两国领导人关心下，中白工业园项目很快落实。2011
卡罗杰耶夫说，非常感谢中国的银行、企业，它们在最短
展望未来，卡罗杰耶夫充满信心。他
倾向将是谨慎甚至是收缩的，这也是为什么美
年 9 月，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中白工业园的协定。卡罗杰耶
时间内实现了融资和施工，通过与白方顺畅的合作，迅速将工
表示，中白工业园未来将更注重科技研发
国股市在听到美联储鹰派的发言后跳水的原因。
夫从 2012 年 9 月开始到工业园开发公司任职, 从事落实项
业园建设得初具规模。
和高端产业，它会发展成重要的国际化产
去年巴西、
俄罗斯、
南非等新兴市场加息，
今
目、筹建开发等工作。
中联重科中白工业园项目总经理袁勋说，公司在工业园
业新城。
年不出意外的话，
发达国家也将开始加息进程，
尤
其是美联储最近鹰派的立场更坚定了人们对其将
于 3 月提息的预期，这将是今年全球市场需要极为
重视的一件大事。根据 1 月 5 日美联储的言论，
相当
于全球最重要的央行告诉大家，美国要收紧货币了，
很多美元会从其他地区流出，流入美国市场，为的是
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购买利率提高后确定的美债
收益。据了解，
今年很多投资人的计划首先是进行保值
■ 本报记者 何诗霏
业化的经济体，也是全世界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南非
盟，
主要是针对南部非洲的14个国家，
在同盟内的成员
的投资策略，
而购买美债是最保值的传统办法。
营商环境很好，有优良的基础设施网络，天然的资源，同
国可以享有非常好的关税政策。此外，
还有南部非洲
美债收益率上涨最直接的后果是，将会吸引国际市
南非是非洲最发达的国家，已经公布了低碳排放的
时在科技创新方面也独具特色，尤其是在金融科技方面
共同体的自由贸易区，
经济伙伴协定，
非洲增长与机
场上的许多美元流出新兴发展地区，流入美国或者美债
发展战略，也承诺 2050 年将成为净零排放的国家。中
的创新。
遇法案，
和欧盟国家的普惠制度，
与墨西哥也签署了
市场。这对于那些美元流出地区的经济形势，今年将是个
国和南非的合作具有良好的基础，前景广阔。在日前举
南非的矿产资源丰富，是世界上生产黄金最多的国
双向免税政策。刚达成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
严峻的考验。
办的 2021 年外洽会系列论坛暨国别地区投资合作推介
家，在全世界流通中的黄金中，绝大部分都是产自于南
定，
将使在南非企业享有15亿人口的免税大市场。
新年伊始，这个严峻的考虑已降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
会上，南非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经济）约瑟夫·蒂莫尔
非，除此之外，镉、白金、锰、钒等金属产量也居世界前
约瑟夫·蒂莫尔介绍适合中国投资者投资的
地区。由于大规模抗议，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1 月 5 日
介绍，南非对于新能源开发、可再生能源发展等方面秉
列。同时，南非拥有全世界 80%锰的储藏，72%的镉，
项目，如农业、农产品加工、采矿业、旅游外包行
宣布该国首都努尔苏丹进入紧急状态。
持着非常开放的态度。该国正推进能源转型，希望在
88%的铂，40%的黄金，27%的钒等。有些矿产是电动
业，这些是南非政府鼓励发展的行业。制造业
哈萨克斯坦骚乱表面上的导火线是于该国液化天然气价
2030 年将绿色能源占比提高到 40%。
车电池经常要用到的资源。
方面，南非也非常希望能通过中国企业加入全
格上涨导致民众的不满，实际上是两年来高企的通胀率和货币
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中，南非占第 47 位。南非法
球供应链体系，投资南非的制造业，也可以享
贬值，尤其是粮食价格的暴涨使得该国老百姓生计艰难。2020
律法规健全，对版权、商标、专利的保护很健全；金融和
受到配额的优惠。南非的金融保险行业成
经济发展良好
年全年，哈萨克斯坦的物价涨幅已达 10.8%至 11.3%，2021 年商品
医疗体系也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熟，已有不少中国企业投资，双方在这方面
在去年高通胀前提下继续涨价，由于全球油气价格大涨和美元、
近来，南非出台了相关的新能源开发方面的政策。 的合作具有良好的前景。
约瑟夫·蒂莫尔介绍了南非目前的经济状况。他称
人民币、卢布汇率升值，哈萨克斯坦进口成本增加，通胀率更是节
2021
年为独立发电商（IPPs）增加 2600 兆瓦的发电站。
在南非的经济特区投资将享有一系列
南非“在非洲是最具有亚洲物质的土地”。南非识字率
节攀升，差点超过 8.5%的警戒线。更大的问题是，哈萨克斯坦由于
同时修改了能源法。南非政府还承诺，到 2030 年，将进
优惠政策，15%的企业税率优惠，优先的
达 87%，拥有 11 个官方语言，商业洽谈中最受青睐的语
去年夏季干旱，粮食谷物出现了供应危机，依靠大量进口俄罗斯粮
行绿色能源的转型，绿色能源转化从目前的 11%增加到
土地租赁，优惠的公用事业费率。约瑟
言是英语。2020 年尽管受疫情的影响，但是南非进出
食来补充国内市场粮食需求。这就需要大量外汇，但截至 2021 年 11
41%，
包括安装风电，
太阳能发电以及水电、光热发电。
夫·蒂莫尔称，大部分在南非投资的企业
口贸易仍然不错，出口 920 亿美元，进口 770 亿美元。
月底，哈国家基金外汇资产 549 亿美元，较上月环比减少 1.4 亿美元。
南非一共有 9 个省，
经济中心在豪登省，
是非洲最大
对南非的市场非常有信心。
今年南非的疫情有所反弹，经历了第四波疫情，并
为了防止哈国货币——坚戈汇率波动过大，在外汇供不应求的背景
的商业中心，
也是非洲拥有跨国公司最多的商业中心，
是
约瑟夫·蒂莫尔称，在南非投资的
且冲击了国内的经济发展，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了
下，哈央行动用外汇储备，实施干预旨在稳定外汇市场形势。12 月 2
最大港口和制造业中心。此外，
西开普省服务业、农业和
中国企业已经都扎根了，南非有 50 万
1.5%，与此同时，失去了 200 万个就业岗位，许多中小企
日，哈交所坚戈对美元成交量达到 2.92 亿美元，创下 2020 年 4 月以来
制造业也非常强。各省之间的交通连接非常顺畅。
华侨，基本上是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华
业濒临破产。为抗击疫情，重振经济，南非政府启动了
新高。受外汇需求持续上升影响，成交量持续放大，坚戈对美元汇率跌
侨，很多华侨在这里投资兴业。此
2500 亿资金用于恢复经济。
至 436:1。
外，
一些新兴产业如IT、
太阳能产业，
投资机会增多
在产业结构方面，现在对 GDP 贡献较大是金融、保
考虑到今年美联储货币政策将利用缩减购债规模和加息来进一步收
也能看到中国企业的身影，金丰集
险、房地产，还有商业服务，当然还农业和渔业、制造业
紧流动性，将对那些通胀高企、货币贬值、外债高筑的国家带来持续的不利
团、华为这些中国企业把南非看成
等对 GDP 的贡献也不少。此前南非经济最大的支柱是
约瑟夫·蒂莫尔表示，
目前已有 600 多家中国公司在
影响。去年土耳其被带崩了，今年伊始哈萨克斯坦骚乱，哪个国家符合上述
是整个非洲生产的基地。华为在
矿业，是南非重要的经济来源。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现
南非进行投资，其中有约 180 家是大型中国公司。未来
三个条件的将很可能是下一个动荡的地区。
南非拥有 15 万名员工，
是南非最
在南非的经济结构更加多元化。
该国将把更多资源投入安全领域，
提升外商投资环境。
大的通讯服务及设备供应商。
约瑟夫·蒂莫尔认为，南非是整个非洲大陆最具工
目前，
南非已达成多项贸易协定，
有南部非洲关税同

一座工业园新城的崛起

到南非去，经贸合作抢新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