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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中东国家经贸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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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初期（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９ 年）是中国与中东国家之间经贸关

系的一个特殊且重要的时期。 当时中东国家进入石油繁荣期，积累了大量

石油美元，很多国家掀起了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 同时，中东局势不稳，尤
其是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导致地区军备竞赛加剧。 这一独特形势为中国

企业同中东国家开展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 在此期间，中国努

力在中东扩大出口、引进资金；积极进行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抓住机遇发

展军品贸易。 改革开放初期，中东对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快步走向世

界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世界很多地区。 甚至可以说，正是通过在中东

地区开展的商品贸易、工程承包、劳务输出、外资引进以及军售，使中国掘

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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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与中东主要国家的关系集中

在政治领域，经济因素在双边关系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即使有经济往来，也都是为当

时中国的政治和外交服务。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

设上来，在对外交往中开始注重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
技术、市场、资源发展中国经济；中国本着“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

展”的原则，积极开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东国

家尤其是海湾产油国，通过两次石油涨价积累了大量石油美元，一些国家由此制定

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带来了重大商机。 与此同时，由于中东地区冲突不断，伊拉

克、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国大量采购武器，军火市场空前繁荣。 在中国改革开

放的前十年（１９７９～１９８９ 年），中国同中东国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经贸往来、工程承

包、劳务输出、外资引进、武器转让等方面的合作。 改革开放初期，中东对中国的经

济贡献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

一、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关系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中国同中东地区的贸易往来十分有限，主要呈现出三大特

点：一是贸易伙伴少，中国在中东的贸易伙伴仅限于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少

数几个阿拉伯国家。 二是贸易规模小，当时中国与中东的贸易只占中国对外贸易总

量的 ２～３％，如 １９６９ 年中国同中东国家的贸易总额不到 ２ 亿美元。 三是带有较强的

政治色彩，如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为支持埃及的反殖民斗争，本不需要进口棉花的

中国连年购买埃及的棉花和棉纱；①１９６０ ～ １９６２ 年，为帮助新取得独立的伊拉克，中
国每年从伊进口 ６ 万吨椰枣。 １９７８ 年以后，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强
调以“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与第三世界国家开展经济合

作。 这一时期，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最显著的变化是双方在深化政治关系的同时，加强

了经济往来，改变了过去那种只注重政治关系，经济和文化关系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
改革开放后，中国先后同所有的中东国家建立了经贸关系，同部分国家签订了

政府间贸易协定，成立了双边经济、技术、贸易合作委员会，中国同中东地区的贸易

往来迅速增长。 １９７８ 年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额仅 １０．８４ 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

７．０６亿美元，进口 ３．７８ 亿美元）。 十年后的 １９８８ 年，中国同中东地区的贸易额上升

·７４·

① １９５５ 年埃及棉花丰收，与埃及关系恶化的西方国家从埃及进口锐减，致使埃及棉花大量滞销。 中国

为了支持埃及，以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于 １９５５ 年和 １９５６ 年先后从埃及进口了价值 ２，４５０ 万美元和 １，０００ 万

英镑的棉花。 １９５５ 年仅棉花一项就占中国从埃及进口额的 ９６．４％。 参见肖宪：《当代中国—中东关系》，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５７－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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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２８．４７ 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 ２３．３８ 亿美元，进口 ５．０９ 亿美元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初的海湾战争期间，根据联合国制裁伊拉克的 ６６１ 号决议，中国停止了同伊拉克的贸

易往来，同其他中东国家的贸易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１９９０ 年中国与中东国家的

双边贸易额减至 ２４．９９ 亿美元。 但海湾战争后，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很快恢复了

增长势头，１９９１ 年双边贸易额回升至 ２９．１８ 亿美元，１９９２ 年进一步增加至 ３５．２５ 亿美

元（其中中国出口 ２２．９１ 亿美元，进口 １２．３４ 亿美元）。② 在这一时期，中国对中东国

家出口的主要商品以轻纺产品和食品（包括茶叶）为主，五金矿产、土畜产品、机械设

备和化工产品次之，还有家电、工艺品等。 中国从中东国家进口的商品主要有棉花、
化肥、高低压聚乙烯、磷酸盐、钢材、橡胶、小麦、胶合板以及石油等。 从商品结构来

看，双方的贸易存在一定程度的互补性。 当时中国虽然也从中东进口石油，但主要

是出于贸易平衡的考虑，包括一些作为补充的油品。 其实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的中国

并不缺石油，每年还出口一定数量的石油。 随着 １９９３ 年中国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

国，中国才开始越来越多地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
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为了解决贸易中外汇短缺和资金困难的问题，中国曾

先后同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签订了政府间支付协定或贸易支付协定，规定双边

贸易采取记账方式支付（或记账易货贸易）。 进入 ７０ 年代以后，随着一些阿拉伯国

家经济情况的改善以及双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继续采用记账方式支付很难实

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双边贸易平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

从 ７０ 年代中期起，中国同上述国家通过友好协商，签订了新的政府间贸易协定，将原

先的记账贸易方式改为现汇贸易。 至 １９８５ 年，中国同所有中东国家的记账贸易都改

成了现汇支付。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前，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贸易伙伴主要是埃及、叙利亚、黎巴嫩

等地中海沿岸国家。 进入 ８０ 年代后，海湾国家逐渐成为中国商品出口的主要市场，
占中国对中东地区出口的 ７０％以上。 １９７８ 年，与中国进出口贸易额超过 １ 亿美元的

中东国家仅有 ４ 个，即科威特（１．２６ 亿美元）、伊拉克（１．２６ 亿美元）、伊朗（１．１９ 亿美

元）和埃及（１．１７ 亿美元），中国同这 ４ 个国家的贸易额占当年中国与中东地区贸易

总额的 ８７．７％。 至 １９８８ 年，同中国双边贸易额超过 １ 亿美元的中东国家已达 ８ 个，
依次为约旦（１０．２６ 亿美元）③、叙利亚（３．７２ 亿美元）、沙特阿拉伯（２．９６ 亿美元）、科

·８４·

①
②

③

此数字不包括军品贸易、工程承包和劳务出口。
这些数字都不包括军品贸易。 除特别说明外，本文中的中国与中东地区经济贸易统计数据均来自相

关年份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约旦自中国的进口额从几百万美元猛增到 １９８２ 年的 １３ 亿美元，１９８５ 年增至 １５ 亿美

元，这主要与两伊战争有关，当时约旦将这些货物转口至伊拉克。 两伊战争结束后，约旦从中国的进口从平均

每年 １０．５ 亿美元降至 １９９０ 至 １９９６ 年的平均每年 ８，０００ 万美元左右。 参见邓新裕：《略论中国和中东的经贸关

系》，载《欧亚观察》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第 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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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特（２．３４ 亿美元）、土耳其（１．９４ 亿美元）、阿联酋（１．９２ 亿美元）、埃及（１．６５ 亿美

元）和伊朗（１．６４ 亿美元）。 至 １９９０ 年，同中国贸易额超过 １ 亿美元的中东国家有 ９
个，顺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依次为土耳其（５．８５ 亿美元）、沙特阿拉伯（４．１８ 亿美

元）、伊朗（３．６２ 亿美元）、阿联酋（３．１０ 亿美元）、叙利亚（１．３７ 亿美元）、阿曼（１．３３ 亿

美元）、科威特（１．１９ 亿美元）、伊拉克（１．１８ 亿美元）和约旦（１．０９ 亿美元）。① 可以

看出，由于外汇充裕，对进口无限制、无配额，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外汇、资金和利

润都能自由进出，贸易条件优越，海湾国家同中国的贸易发展较为迅速。
然而，从当时双方各自的对外贸易情况来看，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仍处于较

低的水平。 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中国同中东国家的贸易额只占中国进出口贸易

总额的 ３％左右。 中国在中东的主要贸易伙伴同中国的贸易额一般也不超过这些国

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２％。 作为地区大国的埃及是同中国关系最好的中东国家，但
１９９０ 年中埃贸易额只有 ８，０００ 万美元，仅占埃及对外贸易额的 ０．８％，占中国对外贸

易额的 ０．０８％，这与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很不相称。 当时中东地区每年的对外贸易

总额大约为 ２，５００ 亿美元，而同中国 ３０ 亿美元的贸易额只占 １．２％。②

中国与中东国家贸易额不高的主要原因同彼此的出口商品结构有关。 当时双

方相互出口的商品基本是轻纺、食品、半成品、原材料和土特产品，技术含量不高，附加

值较低，互补性也不强。 例如，１９８７ 年中国向中东地区出口的 １，０００ 万美元以上的 １５
种大宗商品是服装、茶叶、食品罐头、棉涤纶、棉花、棉布、大米、纸张、纸浆、铁丝、抽纱、
五金工具、麻袋、陶瓷和毛毯。 中东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是钢材、钢丝等金属制品和

尿素、各种聚乙烯及土特产品。 与此同时，中国和中东国家所需要的各种机械、运输设

备、大型成套设备、电子电器等技术含量高的资本产品和附加值高的耐用消费品，双方

都不得不从西方国家进口。 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双方贸易额的扩大。③ 此

外，双方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中国对中东各国的贸易都存在较大的顺差。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中东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中国在中东的贸易伙伴不断

增多，中东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逐渐上升。 １９７８ 年至 １９８８ 年间，中国与中东国家

的贸易额从不到 １０ 亿美元上升到近 ３０ 亿美元，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贸易伙伴从传统的

埃及、叙利亚等地中海沿岸国家逐渐扩展到伊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中国曾向埃及、叙利亚、也门等中东国家提供了不少援助性

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 进入 ８０ 年代后，此类项目虽然有所减少，但公路、桥梁、体育

场馆、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以及派出农业专家、工程技术人员、体育教练组

·９４·

①
②
③

赵国忠主编：《简明西亚北非百科全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３１５ 页。
邓新裕：《略论中国和中东的经贸关系》，第 ２９ 页。
李国福、李绍先：《中国同中东地区的经贸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１９９３ 年第 １１ 期，第 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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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医疗队等援助项目仍维持在一定水平。 中国在埃及的经援项目达 ３０ 多项，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当属开罗国际会议中心，这是 ８０ 年代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 该工程于 １９８６
年 ３ 月奠基，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落成，中埃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落成典礼。 开罗国际会议

中心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设备最现代化的会议大厦之一，占地面积 ３０ 万平方米，建
筑面积 ５．８ 万平方米，耗资超过 １．５ 亿瑞士法郎，埃及人称它是“中埃友谊大厦”。①

二、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中东石油生产国

因此获得了大量石油外汇收入。 特别是海湾石油生产国出现经济繁荣，纷纷投入巨

额资金，掀起空前的、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和建设高潮。 由于这些国家普遍缺乏本土

劳动力，施工力量不足，众多国际承包商和外籍劳工涌入中东地区，使中东（尤其是海

湾地区）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市场。 巴基斯坦、孟加拉国、
泰国、菲律宾、韩国等纷纷进军中东尤其是海湾国家的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市场。

１９７８ 年 ６ 月，中国对外经济联络部向国务院提出，应抓住国际承包工程市场出

现的有利时机，利用中国与中东各国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友好合作关系，尽快组织中

国建筑力量进入中东市场。 国务院很快批准了这一提议，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
国公路桥梁工程公司、中国土木工程公司和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率先进入中东市

场，开展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业务。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这四家国有大型企业同伊拉克、埃
及等国共签订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 ３６ 项，合同金额达 ５，１１７ 万美元，揭开了中

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的序幕。
尽管中国进入中东工程承包和劳务市场较晚，但由于遵循了“守约、保质、薄利、重

义”的经营原则，工程承包及劳务合作仍取得了显著成绩，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对外经济

合作的一个亮点。 中国在中东工程承包的对象国由几个发展到十几个，承包额持续增

长。 据统计，１９７８～１９８８ 年中国与中东国家签订的劳务及工程承包合同约２，６００个，工
程承包总额达 ５５ 亿美元，实际营业额达 ３２．４ 亿美元，分别占中国同期对外工程承包合

同总额（８９ 亿美元）和营业总额（４９．７ 亿美元）的 ６１％和 ６５％；同期向中东的劳务输出

占中国对外劳务输出总量的 ８３％。 其中，１９８４ 年的工程承包合同额最高，达 １１．７５７ 亿

美元；１９８５ 年的合同总额达 ７．８８７ 亿美元（其中工程承包合同额达６．７８亿美元，劳务输

出合同额达 １．１０７ 亿美元），该年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劳务人员为 ４３，０８１ 人。②

·０５·

①
②

陈天社：《当代埃及与大国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２１４ 页。
李国福、李绍先：《中国同中东地区的经贸关系》，第 ５４－５８ 页；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北京：经

济日报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５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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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仍处于起步阶段，在中东地区承包的工程项目主要是

房建和筑路项目，项目规模较小，承揽方式以分包和承包施工为主。 加之中国劳

务人员均是有组织、成建制派出，吃苦耐劳，遵守纪律，而且不带家属，项目完成后

即回国，很受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欢迎。 中国企业往往信守合同，员工工作勤奋，能
够严格控制工程进度，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声誉。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的工程承

包质量不断提高，有的承包项目被所在国誉为“样板”工程。 承包项目因而不断扩

展，向多档次、高技术的方向发展，劳务输出也趋向多样化，技术和智力劳务输出

呈上升趋势。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伊拉克是中国海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的最大市场。 中

伊在该领域的合作始于 １９７９ 年，最初中国公司从提供劳务和承包中小工程开始。 从

１９８１ 年两国签订了新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并成立了经济、贸易、技术混合委员会，
为双方工程和劳务合作提供了制度框架。 至 １９８５ 年，伊拉克已成为中国开展对外劳

务及工程承包最重要的国家，双方累计签订劳务和工程承包合同 ４４４ 项，合同总额达

１５．３２９１ 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工程和劳务合作总额的 ３０．８％；当年中国在伊劳务

人员达 ２０，８９５ 人，占该年中国在国外劳务人员总数的 ３９．１％。① 这一时期，中国在

伊拉克的劳务和工程承包成功实现了结构性转型，即从建筑业逐渐转向制造业和服

务业。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中国企业承包的项目以土木工程为主，包括住房、桥梁、
水坝和厂房等；进入 ８０ 年代中期，承包工程逐渐转向铁路、公路、水电、石油等领域，
输出的劳务人员也逐渐从建筑业转向服务业。

科威特是当时中国在中东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中仅次于伊拉克的国家。 中国

１９８１ 年开始进入科威特的工程承包和劳务市场。 中国企业最早是从一家法国承包

公司分包布比延大桥工程，该桥长 ２．５ 公里，跨海将首都科威特城与布比延岛连接起

来，合同金额达 １８７ 万美元。 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经过努力，按设计要求高质量

完成了工程，并在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提前一个月完工。 对此，法国《费加罗报》报道称：
“该工程除采用新技术外，令人注目的另一特点是使用了中国劳工。 中国工人组织

严密，一旦任务下达，他们就采取自己习惯的方法组织施工，保质保量完成生产指

标。”②１９８１～１９９１ 年间，中国在科威特的工程承包合同额达 ３．８０２７ 亿美元，劳务输

出合同额达 １．７７８４ 亿美元（见表 １）。③ 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最多时曾有近 ２ 万

中国工人在科工作。

·１５·

①
②
③

黄民兴：《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３６６ 页。
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第 ５１７ 页。
据美国学者莉莲·哈里斯的统计，从 １９７６ 年到 １９８９ 年，中国在科威特的工程承包项目和劳务输出项

目的总额为 ５．３３１２ 亿美元。 参见 Ｌｉｌｌｉａｎ Ｃｒａｉｇ Ｈａｒｒｉｓ，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
１９９３， ｐ． 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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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在海湾六国的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单位：万美元）

国　 家 工程承包总额 劳务收入总额

科威特 ３８，０２７ １７，７８４

阿联酋 ９，８９７ １，３２４

沙特阿拉伯 ２，５００ １，００２

巴　 林 ５６０ １４８

阿　 曼 ３８ ９３

卡塔尔 — ２

总　 计 ５１，０２２ ２０，３５３

资料来源： 钱学文：《海湾国家经济贸易发展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１９１ 页。

除伊拉克和科威特等海湾国家外，这一时期中国还与北也门、约旦、埃及、伊朗、
叙利亚等中东国家开展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起，中东地区在

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中的比重开始下降。 这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一方面，中国在南亚、东南亚、非洲等世界其他地区的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逐步铺

开，中东地区的地位自然就有所下降。 例如，１９８０ 年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

合同总额仅 １．４ 亿美元，几乎全部集中在中东；至 １９９０ 年，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

合作合同总额达 ２１．２５ 亿美元，已开始分散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以及港澳

等地。① 另一方面，因国际油价持续下跌和美元贬值，中东工程承包和劳务市场开始

萎缩，而地区局势动荡尤其是海湾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失去了伊拉克这一最大市场。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中国从伊、科两国撤出了近 ２ 万名劳工。 即便如

此，中东仍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国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最重要的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同科威特等中东国家的引进外资合作成为

中国与地区国家经济合作的另一个亮点。 从 １９８２ 年到 １９８８ 年，科威特政府设立的

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ＫＦＡＥＤ）先后向中国提供了三笔共 ３ 亿多美元的低息贷款，
利率为 ３．５％ ～５％，这些贷款用于 １３ 个项目的建设，其中湖南胶合板厂、安徽宁国水

泥厂、新疆乌鲁木齐化肥厂、福建厦门国际机场、沙溪口水电站等五个项目都在 ８０ 年代

后期就建成投入使用。 １９８９～１９９１ 年，科威特基金会又先后向中国提供了总计 １ 亿多

美元的贷款。 至 １９９２ 年，科威特共向中国提供了约 ５ 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涉及 １９
个建设项目，大多为机场、公路、港口以及工业园区建设项目。 除政府贷款外，科威特的

·２５·

① 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编委会：《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２００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出

版，第 ２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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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塔菲石油勘探公司、雷耶斯集团等私营企业和财团也同中国联合开发南海油气田、建
设秦皇岛中阿化肥厂等。 科威特是这一时期中国引进外资最多的中东国家，也是当时

中东地区唯一向中国提供政府优惠贷款的国家。①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在科

威特的带动下，约旦、突尼斯、利比亚、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也开始向中国提供一定

数量的贷款或投资，这些外资对中国当时的“四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海湾小国科威特之所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和引进外资

的“领头羊”，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作为海湾产油国的科威特拥有大量石油美

元。 据英格兰银行统计，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海湾产油国共拥有海外资产 ３，４２０ 亿

美元，私营财团的资产 １，３００ 亿美元。 当时只有 １２０ 万人口的科威特，却拥有约 ６００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②需要找到投资出路；而现代化事业刚刚起步的中国则急需外

资，合作符合双方彼此需要。 二是中国同科威特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 科威

特 １９７１ 年与中国建交，是海湾地区最早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两国往来密切，彼此较为

熟悉，互信度高。 中国在海湾局势、巴勒斯坦问题上同科威特立场接近，也为两国经

贸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此外，科威特在经济上开放度高，在与中国开展经

济合作时不预设条件和限制。

三、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军售

从 １９４９ 年到 １９７９ 年，中国虽然向埃及、阿尔及利亚、苏丹、“巴解组织”、“佐法

尔解放阵线”③等地区国家和组织提供过武器和装备，但是按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我
们不当军火商”的原则，这些武器主要是出于支持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或者“反帝反

修”等政治目的给予的无偿军事援助。 在整个毛泽东时代（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６ 年），中国对

中东地区提供的武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非常有限，对中东局势的影响微不足

道。 按以色列学者伊扎克·希霍的说法，在整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国向中东提供的

军事援助总价值约 ５００ 万美元，品种也只是步枪、机关枪、地雷、手榴弹、炸药等普通

小型武器。④ 而这一时期，无论是美国和西方国家还是苏联和东欧集团，每年都向中

·３５·

①

②
③

④

赵国忠主编：《简明西亚北非百科全书》，第 ３１８－３１９ 页；钱学文：《海湾国家经济贸易发展研究》，第
１９５－１９６ 页。

同上，第 ３１８ 页。
“佐法尔解放阵线”是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阿曼苏丹国的激进民族主义组织，成立于 １９６５ 年。 该组织采

取武装斗争的方式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和当地君主制的苏丹政权，从 １９６７ 年起得到中国的支持。 后改名为“解
放被占领的阿拉伯湾人民阵线”，于 １９７５ 年被阿曼政府和伊朗联合剿灭。 参见肖宪：《当代中国—中东关系》，
第 ９４－９７ 页。

［以色列］伊扎克·希霍：《中东安全平衡中的中国因素》，载高斯坦主编：《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

１００ 年》，肖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９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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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国家出售数量巨大、价值上亿美元的先进武器。①

从 １９７９ 年起，中国开始将武器作为商品，同部分中东国家开展武器贸易，以换取

外汇收入。 这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对外关系中

开始淡化意识形态、更加注重务实合作，目的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更有利的

条件和环境，而合法的商业性武器贸易是中国对外关系的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中
东地区是重要的国际军火贸易市场，美国、苏联和其他国家都大量向中东地区出口

军火，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也希望在这一市场中获得自己的份额。 此外，一
些曾接受过中国无偿援助的国家要求中国继续提供军工产品，而中国刚开始的现代

化和改革开放又急需外汇。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坦言：“看来不当军火

商不行了。”②

１９７９ 年 １ 月，中国政府决定对外军事援助由原来的全部无偿援助改为收费、以
货易货和无偿援助三种方式。 同年 ５ 月 ２ 日，中国和埃及在开罗签订了一项军售合

同，中国向埃及出口歼 ６ 型飞机 ４４ 架、歼教 ６ 型飞机 ６ 架、涡喷 ６ 发动机 ２２０ 台、涡
喷 ８ 发动机 ２８ 台，总成交额达 １．６７ 亿美元。 这是中国第一次向中东国家、也是首次

向国外出售武器，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中东地区军事合作的标志性事件。 时任埃及

副总统穆巴拉克在这一单军火交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在他的直接参与下，谈
判才得以顺利推进。 由于合同执行良好，１９８０ 年 ４ 月，中国与埃及又在北京签订了

出口 ６０ 架歼 ７ 飞机及备份发动机、备件和测试设备的合同，总成交额达 ２ 亿多

美元。③

虽然中国是中东军火市场的“后来者”，但不少中东国家很欢迎中国武器的到

来，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武器价格低廉，操作简便，结实耐用，交货及时，而且中国很少

或者基本上不附带政治条件，这与美国等国家在出售军火时设定的高门槛形成了鲜

明对比。 另外，对于那些原先从苏联获得过武器的国家来说，中国武器在技术和设

计方面与苏制武器很接近，与它们所熟悉的苏式武器可以实现兼容。
除埃及外，伊拉克和伊朗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两大军火客户。 １９８０

年两伊战争爆发后，伊拉克和伊朗都需要大量进口武器装备。 而出于各种原因，传
统的军火供应国都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向两伊提供武器，如美国因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

停止了向伊朗提供武器，苏联也在一段时间内不愿向伊拉克出售武器，这就为中国

进入两伊军火市场提供了机会。 从 １９８３ 年至 １９８６ 年间，中国向伊朗、伊拉克出售的

·４５·

①

②
③

据莉莲·哈里斯的统计，从 １９５５ 年至 １９７８ 年间，中国军火出口总值仅为 ７．５５ 亿美元，而同期英国和

法国的军火出口额都是 ５０ 亿美元，苏联为 ２５０ 亿美元，美国为 ５００ 亿美元。 参见 Ｌｉｌｌｉａｎ Ｃｒａｉｇ Ｈａｒｒｉｓ，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 ２００。

李周书：《中国战机军售第一单———从无偿援外到军售》，载《航空档案》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第 ４８ 页。
同上，第 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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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占中国中东军火出口合同额的近 ９２％，实际交付占中国出口中东武器的 ８７．５％。
从 １９８７ 年至 １９９０ 年间，中国向两伊出售的军火仍占中国中东军火销售的 ５６．６％。
１９９１ 年海湾战争后，中国遵守联合国对伊拉克实行武器禁运的规定，停止了对伊拉

克的武器供应，但伊朗仍是中国在中东的重要武器客户。 １９９１～１９９４ 年间，伊朗一国

的采购就占中国对中东地区军售的 ６８．７％。①

这一时期中国还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叙利亚、北也门、利比亚等国出售了部分

武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沙特阿拉伯虽尚未与中国建交，但两伊战争和阿以冲突使其

深感安全受到威胁，沙特在向美国要求购买武器遭到拒绝的情况下，转而向中国求

助。 １９８６ 年 ４ 月和 ７ 月，沙特驻美国大使班达尔亲王两次访问中国，提出与中方在

安全方面进行合作，希望中国向其提供“东风－３”型（也称 ＣＳＳ－２ 型）中程弹道导弹，
强调这是法赫德国王的决定。 当时中国对与沙特开展军贸持积极态度，同时也希望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沙特建交。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中国破例同意向沙方提供

“东风－３”型导弹。 １９８７ 年 ２ 月和 ９ 月，沙特防空军司令哈立德·本·苏尔坦亲王两

次秘密访华，参观中国导弹生产基地，商谈签订有关军贸协议。 由于军火交易的敏

感性，这些活动都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向沙特提供导弹也为几年后

中沙建交铺平了道路。② 沙特先后向中国购买了约 ４０ 枚“东风－３”型地对地导弹，
价值 ３０ 亿至 ３５ 亿美元。 按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ＡＣＤＡ）的统计，１９８２～１９８６ 年，
中国最大的武器出口客户依次是伊拉克（３３ 亿美元）、伊朗（１２ 亿美元）和埃及（６．２５
亿美元）；１９８７～１９９１ 年，中国最大的武器客户顺序变成了沙特阿拉伯（３０ 亿美元）、
伊朗（２６ 亿美元）和伊拉克（１７ 亿美元）。③

在整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东地区都是中国最重要的武器出口市场。 中东甚至

一度成为中国唯一的武器出口地区，如 １９８５ 年中国所有出口武器都销往中东地区；
１９８６ 年中国 ９４％的武器销售合同是与中东国家签订的。 中国出口武器的种类既有

传统的轻武器和“三大件”———坦克、装甲车和火炮，也有性能越来越先进的飞机、舰
艇和导弹。 然而，１９９０ 年以后中国对中东的武器出口在中国军工出口中所占的比重

开始大幅下降，至 １９９３ 年已降至 １６．７％。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中东地区局

势发生深刻变化。 １９８８ 年两伊战争结束后，地区国家对武器的需求减少；１９９０ 年伊

拉克入侵科威特，联合国通过决议对其实行制裁和武器禁运。 其次，中国武器虽然

价格较低，但科技含量也较低，性能不高，尤其是 １９９１ 年海湾战争后，西方高技术含

量的武器装备大受中东国家青睐，传统的中国武器日渐受到冷落。 最后，２０ 世纪 ９０

·５５·

①
②
③

［以色列］伊扎克·希霍：《中东安全平衡中的中国因素》，第 ２００ 页。
参见赵国忠：《中国与中东的军事外交》，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第 ３－１０ 页。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Ｂｉｎ Ｈｕｗａｉｄ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１９４９－１９９９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２， ｐｐ．１１３－１１４， ２２４－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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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国的军火出口市场逐渐多元化，销往南亚、东南亚和非洲国家的军品不断增

加，使得中东地区所占的比重下降。 １９９４～１９９７ 年，中东地区在中国对外武器销售中

所占的份额只有 １８％。①

勿庸置疑，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对中东地区的军售实现了可观的经济利益。 尽

管每年 １０ 多亿至 ２０ 多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对于美国、苏联等武器出口大国来说并不

算多，然而对于才开始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
以 １９８７ 年为例，该年度中国全部商品出口合同额只有 ３９４．４ 亿美元，而同中东的军

火贸易收入就高达 ４３ 亿美元，相当于全部商品出口总额的 １１％。② 可以说，中国对

中东的军售为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尤其是国防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除经济收益

外，中国的武器转让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同武器购买国的关系。 例如，军售使中

国同伊朗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中国日益增长的石油进口提供

了便利；中国同埃及的关系也因军事合作而更为密切；中国 １９８７ 年向沙特阿拉伯提

供导弹，也为 １９９０ 年中沙正式建交奠定了重要基础。 （见表 ２）

表 ２　 １９８３～ １９９２ 年中国对中东的军售额（单位： 亿美元）

年 份
交付额 合同额

军售总额 中东地区 百分比 军售总额 中东地区 百分比

１９８３ １６ １４ ８７．５％ ８ ７ ８７．５％

１９８４ ２１ １９ ９０．５％ ３ １ ３３．３％

１９８５ ７ ７ １００％ １４ １３ ９２．９％

１９８６ １３ １１ ８４．６％ １８ １７ ９４．４％

１９８７ ２１ １９ ９０．５％ ４７ ４３ ９１．５％

１９８８ ３０ ２６ ８６．７％ ２５ １７ ６８．０％

１９８９ ２４ ２０ ８３．３％ １６ ４ ２５．０％

１９９０ １５ １１ ７３．３％ ２４ １２ ５０．０％

１９９１ １４ ７ ５０．０％ ６ ２ ３３．３％

１９９２ ９ １ １１．１％ ５ １ ２０．０％

合 计 １８９ １４２ ７５．１％ １７８ １１９ ６６．８％

资料来源： 美国军控和裁军署：《世界军费开支和军售，１９９５ 年》，转引自［以色列］伊扎克·希霍：

《中东安全平衡中的中国因素》，第 １９４ 页。

·６５·

①

②

Ｙｉｔｚｈａｋ Ｓｈｉｃｈｏ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ｕｔ ｏｆ Ｍｏｌｅｈｉｌｌｓ： Ａｒｍ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ｉｎ Ｓｉｎｏ⁃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４， Ｎｏ． ３， Ｆａｌｌ ２０００， ｐ． ７０．

据有关资料，当时中国向中东出售武器的企业主要有：北方工业公司、保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精密机

械进出口公司、长城工业公司等。 参见 Ｌｉｌｌｉａｎ Ｃｒａｉｇ Ｈａｒｒｉｓ：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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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对中东国家的军售曾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满，它们

指责中国武器破坏了中东军事力量的平衡和稳定，甚至称中国向中东地区扩散核武

器和化学武器。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美国认为驶向伊朗的中国货轮“银河号”载有化学武器

原料，要求登船检查，还派军舰围追堵截，最后却根本没有发现任何化学武器原料。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此问题上往往捕风捉影，甚至不惜歪曲事实，造谣污蔑。 事实上，
中国向中东地区出售的武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落后于美、苏（俄）
两国，也赶不上英国和法国。 据英国方面的资料，１９８４ ～ １９８９ 年，伊拉克共向中国购

买了 ３３ 亿美元的武器，同期向苏联购买的武器高达 １４０ 亿美元，向法国购买的武器

也有 ５０ 亿美元。 美国多年来一直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军火商，仅 １９９１ 至 １９９４ 年间，
美国向中东地区输出的武器就超过 ３２５ 亿美元。① （见表 ３）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

军售问题上大做文章，一方面固然是它们担心中国向中东国家出售高质量和高性能

的武器，尤其是担心中国的中远程导弹和核材料、核技术流入中东后，会打破该地区

的力量平衡；另一方面则从自己的私利出发，担心中国武器进入中东军火市场后，将
会挤占它们的市场份额，影响它们在中东的武器销售。 美国打着控制武器流入中东

的旗号，以国际警察自居，对中国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但自己却大肆贩卖军火，是典

型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行为。

表 ３　 １９８３～ １９９４ 年中东地区的主要军火供应国（单位：百万美元）

供应国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６ 年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４ 年

排名 价值 百分比 排名 价值 百分比 排名 价值 百分比

美国 ２ １４，７７６ １６．４％ １ ２５，９９６ ２８．０％ １ ３２，５１２ ５６．０％

苏联（俄） １ ２８，６１０ ３１．８％ ３ １６，７００ １８．０％ ３ ３，３００ ５．７％

法国 ３ ９，０９０ １０．１％ ４ ８，５００ ９．２％ ２ １３，８００ ２３．８％

英国 ４ ６，５９５ ８．７％ ２ ２０，７００ ２２．３％ ４ ２，５００ ４．３％

中国 ５ ３，９２５ ４．４％ ５ ７，６００ ８．２％ ６ ７００ １．２％

德国 ６ ６０５ ０．７％ ６ ５００ ０．５％ ５ １，７００ ２．９％

资料来源： 里查德·格里迈特：《对发展中国家常规军售，１９８３—１９９４ 年》，转引自［以色列］伊扎

克·希霍：《中东安全平衡中的中国因素》，第 １９４ 页。

中国政府多次声明，中国在向中东出售武器的问题上是有原则的，并且坚持严

格的道义标准，中国从未向中东地区提供任何核武器和化学武器。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中国就在中东军控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一是中东军控应遵循“公正、
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向中东出售武器最多的国家应承担特别的责任和义务，应

·７５·

① 赵国忠主编：《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１０４ 页。



改革开放与中国的中东外交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充分尊重和听取中东国家的意见和主张；二是中国支持在中东建立无核区和无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区的主张；三是中东军控应该同中东和平进程相联系，是公正、全面解

决中东问题的一部分，其最终目的应是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 同时，中国政府还公

开了中国的军售三原则，即出售武器的目的是帮助进口国进行防卫；不出售可能破

坏中东战略均势的先进武器；不利用出售武器干涉他国内政。① 对于军品出口，中
国政府还严格规定只向主权国家政府出售武器，要求接受国提供最终用户和用途

证明，并明确承诺不向第三方转让。 中国从来没有向非国家实体和个人出售过武

器，避免了中国武器流入地区极端组织和恐怖分子之手。 多年来，中国在军售问

题上一直恪守这些原则。

四、 结　 论

改革开放初期是中国同中东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一个特殊且重要的时期。 当

时的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发展，并通过对外开放走向世界。 而中东国家正好进入

石油繁荣时期，积累了大量石油美元，纷纷掀起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同时地区局势

不稳，各国开展军备竞赛，两伊爆发军事冲突。 这种独特的形势给双方合作提供

了难得的机遇，因此中国得以在中东扩大出口，开展工程承包、劳务输出、外资引

进和军品贸易。 而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油价大幅下跌，各国开始紧缩财政，削
减进口，压缩基建规模，市场萎缩；同时外部介入增加，中东和平进程启动。 而中

国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无论是工程承包、劳务输出，还是商品和武器贸易，都有了

更多的合作伙伴和更广阔的市场。 因此，中东市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出现一定程

度的下降。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同中东地区的贸易增长迅速，保持着较大的顺差。 工程承

包和劳务出口成为中国同中东开展经济合作的一大亮点，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种

开拓性的尝试和创新。 中东地区多为不发达国家，工业基础都比较薄弱；一些石油

输出国虽拥有大量资金，但在现代化建设中却缺乏高质素的劳动力、高水平的技术

人员和管理人员。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便宜，具有相对较先进的

装备和技术；中国人吃苦耐劳，头脑灵活，但缺乏必要的外汇资本，这些都正好与中

东国家工程和劳务市场的需求相吻合。 因此，中东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在国外

开展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的地区。 在中东开展的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不仅有助于

缓解中国国内的劳动就业压力，还获得了大量外汇收入。 此外，１９８２ 年以后中国与

·８５·

① 关于中国政府的军售立场，参见周树春、于大波：《我外交部发言人在开罗谈中东军控问题 全面均衡

原则适用于中东所有国家》，载《人民日报》１９９１ 年 ７ 月 ５ 日，第 ６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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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开展金融合作，成功引进了数笔国际资金。 １９８２ ～ １９８９
年，科威特、阿联酋、约旦等国共向中国提供了 ５．７ 亿美元的贷款，这不仅是中国最早

引进的外资项目，而且是优质的长期、低息政府贷款。① 这一时期中国在中东最有特

色、最具挑战性的活动，就是抓住机遇开展的军品贸易。 中东是世界上冲突和战争

最频繁的地区，地区多数国家都没有自己的现代军事工业。 武器作为一种特殊商

品，在中东国家对外关系中占有突出地位，改革开放前中国流入中东的少量武器都

是无偿赠予的。 在“军售三原则”的指导下，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期中国与中东国家之

间的军火贸易取得了重要突破；伊拉克、伊朗、埃及在中国对中东的军售中位列前三

名；至 ８０ 年代后期，沙特阿拉伯也成为中国军售的重要对象国。 据统计，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８
年间，中国对两伊及埃及军售的数额约在 １１０ ～ １２０ 亿美元。② 中国与埃及的军事交

流还不限于武器销售，两国间还开展了军事技术交流、联合举办军事装备展览等活

动。 除大笔的外汇收入外，武器转让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同购买国之间的关

系，也促进了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几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也许并不算一个很大的数目。 如

２０１４ 年，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额已达 ３，１８６．６ 亿美元③。 但对于改革开放之初的

中国来说，这却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外汇收入，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

改革开放事业。
总之，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东对于中国在经济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

言而喻的，在推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使中国经济快步走向世界。 甚至可

以说，正是通过在中东地区的商品贸易、工程承包、劳务输出、外资引进以及军火出

口，中国掘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桶金”。

（责任编辑： 邹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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