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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各国

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取得较大发展，为本国和地区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

用。 然而，中东国家基础设施发展很不均衡，有些国家建立了相对现代化

的基础设施，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有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仍很滞后，成
为经济增长的瓶颈；还有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受到战乱和冲突破坏，亟

需重建。 由于中东地区很多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阶

段，加上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对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的需求量巨大，
这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基础设施领域互联互通和互

利共赢的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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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与社会经济发展互相影响。 这是因为

基础设施的最终目的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但反过来又需要经济发展提供市

场需求、资金保障和技术支持。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很多欠发达地区正因为基础

设施匮乏才导致经济乏力，但随着未来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必将大大激发这些地

区的经济潜力。 为促进经济发展，中东国家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并进行了大规模政

府投资。 时至今日，中东地区的海合会国家依靠巨额石油美元建立了现代化的基础

设施；土耳其良好的基础设施是其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先决条件之一；以色列相

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对其创新经济同样功不可没。 然而，不少中东国家却因为经济乏

力和投资不足，导致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例如埃及、伊朗和阿尔及利亚；还有的

国家饱受战乱冲突，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严重阻碍经济发展，例如也门、伊拉克、利比

亚和叙利亚。 近年来，中东各国政府大都制定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发展规划，为中

国与中东国家合作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造了良好机遇。

一、 中东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滞后

中东国家大都曾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欧洲殖民者留下的有用遗产

之一是基础设施。 然而，中东国家独立之初的基础设施仍然非常落后，交通运输手

段极差，除大中城市和重要石油基地有比较像样的交通设施外，一般城镇和广大农

村地区主要靠牲畜为交通工具，民用航空和电讯设施几乎为零。 进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后，中东国家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尤其是产油国经济崛起，政府出资兴建能源、运
输、通讯、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为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 到八九十年代大多数国

家已经拥有比较完整的地面交通运输系统，财力雄厚的产油国已经向陆、海、空立体

化方向迈进。① 然而，也有的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重视不足，盲目上马许多大型项

目，结果基础设施成了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使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②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全球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品的需求高涨，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带动了

投资的增加，政府和私营领域的大量石油美元都在寻求回报，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

资机会为这些资金提供了绝好的出路。③ 然而，无论从人均公路密度、人均铁路密

度、人均电力消费还是网络基础设施等领域来看，中东国家很多指标都远低于发达

国家，甚至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一） 交通运输业

独立后，为促进经济发展，中东国家的基础设施（主要是交通运输业）获得了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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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钟卿：《前进中的阿拉伯交通运输业》，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１９８３ 年第 ４ 期，第 ２７ 页。
刘竞：《中东手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６１１ 页。
于洪淼：《海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展望》，载《国际工程与劳务》２００７ 年第 ９ 期，第 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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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 中东国家交通运输业包括公路、铁路、港口航运、机场航运等。
１． 大量投资公路网建设

中东地区沙漠广袤，山丘遍布，发展铁路困难较大，地面交通运输主要依靠公

路。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中东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从事公路建设。 目前，在中东

国家公路网中，已铺路面比例达到 ８０％以上。① 海合会国家陆路运输非常发达，尤其

是公路运输比较完善。 然而，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东国家公路建设仍存在很多

问题。 公路密度是指每百平方公里或每万人所拥有的公路总里程数，它是区域公路

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也是衡量公路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基础设施而满足交通

需求的直观指标。 中东国家公路密度总体较低，仅有黎巴嫩、土耳其和叙利亚公路

密度超过中国，这说明中东公路发展仍未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②

２． 铁路建设总体滞后

中东地区最早的铁路是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前半期西方殖民国家修建的，其中的

大部分至今仍然是该地区的主干线路。 中东地跨西亚和北非，面积辽阔，铁路运输

具有成本低、节约能源和环境友好等优势，因此，在长途运输方面，铁路效率相比公

路更高。 这决定了铁路更适合于中东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③ 中东国家尤其是海合

会国家宣布了大规模的铁路建设计划。 但是，中东国家铁路密度总体很低，土耳其

和叙利亚虽然拥有较高的铁路密度，但铁路质量、火车舒适度、火车速度等方面却比

较落后，维护和更新严重不足。④

３． 航空领域方兴未艾

中东地区航空运输业兴起于石油大开发的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中东国家相

继成立国营航空公司。 七八十年代，中东地区凭借丰富的石油资源，飞速发展的旅

游业以及绝佳的地理位置，成为全球重要的枢纽机场地之一。 同时，作为连接欧亚

的中转站，中东地区已经成为全球货运的重要枢纽（见表 １），阿联酋已经成为仅次于

美国和中国的第三大航空货运国。 无论是航空货运量还是乘客运送量增长率，中东

都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为其赢得“全球空中交通十字路口”的美誉，也成为全

球航空市场的重要增长引擎。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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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世界银行：《２０１１ 年世界发展报告：冲突、安全与发展》，胡光宇、赵冰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３０２－３０４ 页。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 ／ ／ ｗｄｉ．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ｔａｂｌｅ ／ ５．１０，登录

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 日

冯康、周潼潼：《铁路网上的“阿拉伯梦想”》，载《国际商报》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第 ００７ 版。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 ／ ／ ｗｄｉ．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ｔａｂｌｅ ／ ５．１０，登录

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８ 日。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而来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ＩＳ．ＡＩＲ．ＤＰＲＴ？ｖｉｅｗ＝ ｃｈａｒｔ，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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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东航空业指标

地区
航空货运量增长率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７
航空乘客增长率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７
国际航空乘客增长率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７

中东 ８７．２０％ ６６．３０％ ３６．８０％

世界 １７．３０％ ５１．４０％ ２０．９０％

数据来源： 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指标”（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的相关数据计算

而成，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ＩＳ．ＡＩＲ．ＤＰＲＴ？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４． 港口建设获得长足发展

中东大多数国家是沿海国，海上运输条件十分优越。 但是在独立初期，中东国

家进出口商品的运输几乎全部由外国商船垄断。 随着中东产油国新建炼厂、石油化

工企业和冶金企业陆续投产，进出口商品货物日益增加，发展本国船队可以节省巨额运

输费用。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中东国家远洋船队逐步崛起。 沙特等产油国在发展

本国远洋船队方面发挥了先锋作用，远洋运输船队与港口建设相伴而生。 进入 ２１ 世纪

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国际贸易和能源需求增长迅速，促使中东国家大兴港口建设。 据

世界航运协会统计，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中东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长了 ７９．２％，此间全球港口

的集装箱吞吐量增长 ５３．７％。① 未来，中东地区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仍处于一个大幅上

升的时期，其吞吐能力占世界集装箱吞吐能力的 ８．６％，阿联酋高居地区榜首。②

出口成本（美元 ／每港口集装箱）是衡量国际贸易中海洋运输成本的重要指标，
中东地区国家出口成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摩洛哥、以色列、埃及和阿联酋出口成本

都比较低。
（二） 电力基础设施仍存在较大缺口

人口迅速增长、经济持续强劲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使整个阿拉伯地区的

电力需求迅速增长，电力项目将逐渐成为该地区工程承包的热点。 海合会国家人均

消费电量非常高（见图 １），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分别高达 １９，５９２、１５，３０９ 和 １５，２１３
千瓦时。③ 然而，中东国家电力供应仍存在较大缺口，尤其是在非产油国。 ２０１４ 年中

东人均电力消费 ２，８７５ 千瓦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３，１２６ 千瓦时）；根据世界银行数

据，２０２０ 年中东地区电力需求将增长 ８４％，年均需求增长 ８％以上，需要再增加

１３５ＧＷ 的发电量和 ４，５００ 亿美元的投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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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而来，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ＩＳ．ＳＨＰ．ＧＯＯＤ．ＴＵ？ｖｉｅｗ＝ ｃｈａｒｔ，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８ 日。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而来，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ＩＳ．ＳＨＰ．ＧＯＯＤ．ＴＵ，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ＥＧ．
ＵＳＥ．ＥＬＥＣ．ＫＨ．ＰＣ？ｖｉｅｗ＝ ｃｈａｒｔ，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ａｎｄ Ｉｔａｌｙ Ｓｈｉｎ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Ｈｏｗ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ｐｒｉｌ ２１，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ａｒａｂｖｏｉｃｅｓ ／ ｔｕｎｉｓｉａ⁃ａｎｄ⁃ｉｔａｌｙ⁃ｓｈｉｎｅ⁃ｌｉｇｈｔ，登录时

间：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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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东地区人均电力消费（千瓦时，２０１４）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ＥＧ．ＵＳＥ．ＥＬＥＣ．ＫＨ．ＰＣ？ｖｉｅｗ＝ ｃｈａｒｔ，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８ 日。

（三） 信息通讯业（ＩＣＴ 产业）增长迅速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中东国家信息通讯技术发展迅猛（见表 ２），一些国家甚至将

发展信息产业视为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电信和通讯业还是中东国家结构

改革最为成功、最为开放的部门，建立了较为公平有效的竞争机制。
中东信息通讯业呈不均衡发展态势，且竞争激烈。 海合会国家居于前列，伊朗、

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等国次之，埃及、约旦、利比亚、阿尔及利亚、苏丹、也门、伊拉

克等国发展水平最低。 此外，中东一些国家通过开放或计划开放电信市场，引入竞

争机制为电信和通讯行业提供新机遇。 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对中东地区而言，宽
带互联网的普及是中东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促进社会包容的关键因素，公开竞争

政策、监管改革将使中东地区成为全球高速互联网的领跑者。①

表 ２　 中东地区 ＩＣＴ 指标（２０１７）

地 区

安全的互联网

服务器

（每 １００ 万人）

固定电话

用户

（每百人）

移动手机

用户

（每百人）

固定宽带

用户

（每百人）

世界 　 ６１９４ １３ １０４ １３

·５９·

①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４， 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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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 区

安全的互联网

服务器

（每 １００ 万人）

固定电话

用户

（每百人）

移动手机

用户

（每百人）

固定宽带

用户

（每百人）

北美 ６２０６７ ３７ １１８ ３４

欧元区 ３０５００ ４５ １２３ ３６

亚太 ２００１ １５ １１８ ２１

拉美 １２１６ １６ １０７ １２

撒哈拉以南非洲 ７６０ ０．９ ７４ ０．６

中东 ４２０ １５ １１２ ８

南亚 １７２ １ ８６ １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ＩＴ．ＮＥＴ．ＢＢＮＤ．Ｐ２？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Ｅ＆ｖｉｅｗ＝ｃｈａｒｔ，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８ 日。

二、 中东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基础设施”的概念是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才被提出来的，但事实上，从最初的

重商主义到新结构主义，几乎每个经济学派都曾关注过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的

重大作用。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开始，一些学者开始把基础设施投资作为一个单

独变量来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林毅夫认为，基础设施作为经济禀赋的一部

分，影响每个企业的交易成本和投资的边际收益，只要基础设施同比较优势未来的

演化方向一致，它就应该随着经济增长而升级。① 由于基础设施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是一个紧约束，因此政府必须在改善基础设施方面起到有效的引导作用。②

（一） 突破“瓶颈”成为经济多元化重要一环

中东国家的基础设施已经从独立初期经济发展的“瓶颈”演变成经济多元化的

重要一环，并成为阿拉伯国家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关键领域。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随着当地石油生产的发展和石油收入的增加，海合会国家将交通

运输设施列为优先发展部门，建立了现代化的公路体系、通讯体系，大力发展电力生

产和海水淡化，电力实现自给自足，淡水供应满足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中东地区其他石油出口国和进口国也实施了相应的基础设施项目，使基础设施不再

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③ 进入 ９０ 年代，随着中东地区经济开始向多元化转

·６９·

①

②
③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苏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版，第 ２４、３８ 页。
同上，第 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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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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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完善，其经济效益已从一般意义上的便利交通、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转变成当地经济发展的增长点之一。 “海合会国家过去 ３０ 年的工业发展主

要归功于海湾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实现的巨大进步，未来基础设施建设还将对该地

区经济和工业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①例如阿联酋建立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
为阿联酋成为地区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物流中心和旅游休闲中心打下了坚实的物

质基础，其产值占 ＧＤＰ 总值的 ９．７％。② 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力地促进了海合会国家

和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２００９ 年阿拉伯经济、社会和发展峰会提出，为实

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整体竞争力，就必须发展区域经济合作，为此，在整个地区

建立铁路、海运、输电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的联网被视作一体化的重中之重。 ２００５ 年

开工的海湾统一电网工程将成为海合会与其他国家电力联网的平台，通过使用智能

电网，到 ２０２０ 年海合会国家可节省高达 １００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 ２０１１ 年开工

的海湾铁路网工程项目全长 ２，１１７ 公里，将连接海湾六国形成一个区域交通走廊，降
低海合会成员国间贸易和物流成本，提高运输效率，加强各国间的经贸往来，进一步

深化海合会国家的经济一体化。 而在北非地区，以基础设施联网为主的经济一体化

进程也在稳步推进。
（二） 基础设施竞争力与经济竞争力指数呈正相关

广泛有效的基础设施对确保经济运行至关重要，有效的运输方式，包括高品质

的公路、铁路、港口和航空，能够让企业的商品和服务安全及时地达到市场，并促进

劳动力流向最合适的部门和企业。 经济发展同样依赖于电力供应，持续无间断的电

力供应确保工厂可以正常运转。 稳定广泛的电信网络能够促进信息自由快速流动，
帮助企业作出正确决策，从而增加整体经济效益。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

指数 ２０１８》，中东国家经济竞争力与基础设施竞争力基本呈正相关关系，基础设施竞

争力排名越好的国家，经济竞争力指数越好。③ 以色列和阿联酋是中东地区最具经

济竞争力的国家，在 １４０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２０ 位和 ２７ 位，基础设施竞争力全球排名

第 ２０ 位和 １５ 位。 也门无论是从基础设施竞争力排名还是经济竞争力排名，都是中

东地区排名最靠后的国家。 全球经济竞争力排名前 ５０ 位的国家，基础设施竞争力排

名也在前 ５０ 位（见表 ３）。 根据《中东经济文摘》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ｇｅｓｔ ／
ＭＥＥＤ）报告，２０１６ 年中东企业 １００ 强中，电讯业占 １７．２％，公共设施占 ３．６％，交通物

流占 ３．３％。④

·７９·

①
②
③

④

于洪淼：《海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展望》，载《国际工程与劳务》２００７ 年第 ９ 期，第 ２０ 页。
ＭＥ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Ｅ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１７， ｐ． １３５．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８，”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ｐ． ３５，

ｈｔｔｐ： ／ ／ １２０．５２．５１．１４ ／ ｗｗｗ３．ｗｅｆｏｒｕｍ．ｏｒｇ ／ ｄｏｃｓ ／ ＧＣＲ２０１８ ／ ０５ＦｕｌｌＲｅｐｏｒｔ ／ 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８． 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 日。

ＭＥ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 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ｎｔ ｔｈｅ ＭＥＥＤ １００，” ＭＥＥ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ｐ．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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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中东国家经济和基础设施竞争力排名

国家 基础设施竞争力全球排名 经济竞争力全球排名

以色列 ２０ ２０

阿联酋 １５ ２７

卡塔尔 ２６ ３０

沙特 ４０ ３９

阿曼 ２４ ４７

巴林 ３０ ５０

科威特 ６１ ５４

土耳其 ５０ ６１

约旦 ７３ ７３

摩洛哥 ５３ ７５

黎巴嫩 ９５ ８０

突尼斯 ８４ ８７

伊朗 ７６ ８９

阿尔及利亚 ８８ ９２

埃及 ５６ ９４

也门 １３８ １３９

资料来源：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８，”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ｐｐ． ５９ － ６０３， ｈｔｔｐ： ／ ／ １２０． ５２． ５１． １４ ／ ｗｗｗ３． ｗ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ｄｏｃｓ ／ ＧＣＲ２０１８ ／
０５ＦｕｌｌＲｅｐｏｒｔ ／ 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８．ｐｄｆ，登录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 日。

（三） 基础设施投资有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所产生的需求会

导致其他部门产出成倍增加。 因此，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经济欠景气的时候，通常把

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所花费的公共支出作为刺激经济的政策工具，既可以大大

缓和国内就业和生产过剩的压力，又能刺激国内投资需求，对私人投资下降起到缓

冲作用。
在 １９９０ 年到 ２０１０ 年 ２０ 年间，中东地区公共部门投资（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在刺

激经济增长、就业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中东基础设施部门包括建筑业和基础设施

服务业，吸收的就业人员占地区劳动力的 ２０％（１，８２０ 万人），大约 １，１００ 万供职于建

筑业，剩下的 ７２０ 万人供职于基础设施服务业。 在基础设施服务业中，交通和通信部

门是就业主力部门，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 ７％，电力和水利部门约占 １％。 当然，
中东国家基础设施就业人员也呈现差异化，例如，伊朗建筑业和基础设施部门雇佣

了全国劳动力的 ４０％以上，埃及和也门则仅雇佣 １１％。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基建

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达 ５％－２５％，在海合会国家，每 １０ 亿美元的基建投资将创造 ２．６
万个工作岗位，而在伊拉克等发展中的产油国与约旦等石油进口国，同样 １０ 亿美元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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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建投资带来的工作机会则将分别达到 ４ 万个和 １０ 万个。① 从短期来看，石油进

口国基础设施每投资 １０ 亿美元就会产生 １１ 万个与基础设施相关的岗位，发展中石

油出口国会产生 ４．９ 万个岗位，海合会国家则会产生 ２．６ 万个岗位。 整个中东地区将

产生 ２００ 万个直接岗位以及 ２５０ 万个直接和间接岗位，即便如此，这些岗位吸纳就业

人员占地区劳动力的比例仍不足 ２％。 因此，基础设施投资能迅速创造就业，但是仅

仅依靠基础设施无法解决中东就业问题。 整个 ２１ 世纪头十年，基础设施投资每年创

造 １００ 万个就业岗位，就能提高 １％的经济增长率。 根据基础设施相关增长弹性，中
东经济增长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就需要增加 ８．７％的基础设施投资。②

（四） 基础设施建设的溢出效应：以阿联酋为例

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区域溢出效应。 由于资源禀赋与交通条件等方面的影响，经
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产业集聚和区域集聚，而基础设施具有网络特征，能将

各区域的经济活动连成一个整体。 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在一定程度上并非仅仅依赖于自身的直接拉动作用。 事实上，自身条件的改善而

引发的区域知识、技术、资本、市场、劳动力、商品、物流等方面的便利交流，才是基础

设施建设空间溢出效应和对区域经济发展最为关键性的推动力量。③ 它们不仅可以

改善物流网络的质量、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促进区域就业水平的提升、影响企业集

聚进而影响产业布局，而且对城市和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阿联酋就是中东地区将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最大化的代表性国家。 阿联酋

自然资源丰富，政局长期稳定，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发达，商业环境宽松，社会治

安良好，是海湾和中东地区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之一。 其投资吸引力主要表现

为：一是低税率；二是港口物流便利，配套设施完善；三是一站式服务，网络化管理，
服务快捷高效。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 ２００１ 年中东地区动荡以来，阿联酋已经

成为地区资金流、物流的避风港，其地区性贸易、金融和物流枢纽的地位进一步加

强。 迪拜酋长国拥有世界第一大繁忙机场———迪拜国际机场和世界第九大集装箱

港口———杰贝勒·阿里港，对迪拜成为中东乃至世界商务中心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杰贝勒·阿里港在 ２０１７ 年全球前 ２０ 名集装箱港口排名中名列第 ９ 位，吞吐量为

１５４４ 万标箱（ＴＥＵ）。 该港位于能够快速连接公路和机场的优越地理位置，迪拜政府

在港口周围建立了杰贝勒·阿里自由贸易区，是中东地区第一个自由贸易区，成为

地区重要的物流中心，也使得迪拜成为国际贸易的转运中心，对促进迪拜经济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 杰贝勒·阿里自由港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充分说明了港口基础

设施建设的网络效应，以及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

·９９·

①

②

③

中国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世界经济论坛：中东地区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中国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ｈｔｔｐ： ／ ／ ａｅ．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ｄｙ ／ ２０１５０５ ／ 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９８９８５６．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Ｊｏｂ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２， ｐｐ． ５ － １４， ｈｔｔｐ：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ｓｈｉｈａｎｇ． ｏｒｇ ／ ｃｕｒａｔｅｄ ／ ｚｈ ／ ９７４４５１４６８０４６１３３６４１ ／ ｐｄｆ ／ ＷＰＳ６１６４．
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８ 日．

蒋满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与贡献研究》，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７８、９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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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低

在 ２１ 世纪前十年，伴随国际油价持续上扬，中东石油出口国凭借源源不断的石

油美元实施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即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东石油出口

国仍保持了较高的资本支出，这也成为政府抵御金融危机的举措之一。 因此，这一

时期的公共投资水平（公共投资占 ＧＤＰ 比例），几乎是其他新兴市场（不包括中国）
的两倍。 世界银行的报告通过分析了 １９７１ ～ ２００６ 年中东地区电力、通讯、交通与水

利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中东地区较高的基础设施增长率并没有带

来相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基础设施回报率低于整个发展中国家。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发现，中东国家公共投资效率比较低。 例如中东平均地

铁单位成本高出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与美国大致相同，但中东国家工资却要低得

多。 为了在公共投资项目上获得更大回报，中东国家需要节省基础设施成本，还需

要强有力的机构严格评估项目成本效益、选择和执行基础设施项目。 那么，在同等

数量的投资基础上，中东国家可将基础设施质量提高 １８％。② 中东地区需要提高公

共投资效率，一方面是因为中东仍存在大量基础设施需求，另一方面是因为在 ２０１４
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持续低位的情况下，曾经财力雄厚的石油出口国也出现财政赤

字，势必削减基础设施项目上的公共投资，导致一些基建项目出现搁置。
（六） 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

自二战后独立以来，中东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并对地区经济

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这种发展并不平衡。 海湾产油国借助丰富的石油美元、
稳定的政治局面，以色列凭借创新经济建立了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络和现代化的

通讯设施，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伊朗、阿尔及利亚等中等石

油出口国以及埃及等石油进口国由于资金不足、重视不够、政局不稳以及政策失误，
导致基础设施老化，发展滞后，制约了经济发展。 例如，埃及公路、铁路系统陈旧落

后，亟需改造升级，特别是铁路货运能力不足，仅承担 ５％的货运。 埃及发电能力在

中东和非洲地区位居前列，电网已经基本覆盖全境，但工业用电依然无法足额供应，
使水泥、钢铁和化肥等高耗能产业的正常生产受到影响。 那些饱受战乱和冲突影响

的国家，基础设施破坏严重。 例如，伊拉克历经多年战乱、国际制裁、美伊战争以及

针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战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一些公路路况很差，轨道交通线路

发展步履维艰，安全难以保障、沿线站点不全，延误问题非常普遍。 航空业发展缓

慢，港口设备老化，运力不足，通讯业发展滞后，设备落后，电力严重缺乏，电网陈旧，
等等，都成为制约伊拉克战后重建及经济发展的瓶颈。 中东地区的物流表现仅比南

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好，即便是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基础设施区域发展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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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也比较突出。 例如，土耳其、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居住区，基础设

施建设和投资严重不足，经济发展落后。 曾经是北非经济最具活力的突尼斯，地区

发展也极不均衡，中西部地区发展由于投资不足和政策失衡，导致基础设施建设滞

后，经济发展非常落后，“茉莉花革命”爆发地就在这一地区。
世界银行关于中东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报告指出，融资困难、制度缺失和结构调

整不力限制了基础设施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完善制度、提高效率、调整结

构以及扩大融资渠道是未来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主要议程。① 此外，政府和

开发商必须减少短期行为，加强制度建设和结构改革，使基础设施建设更具效率。
政府应鼓励私营部门和外资参与基础设施项目，长期来看，政府提供相关担保以降

低私营企业的投资风险比直接出资更加重要。 与此同时，跨国基础设施项目有利于

促进国家间依存度、降低个体风险、缩小贫富差距并提高市场透明度，因此，中东国

家应该充分重视地区间合作，重点发展水、电等直接关系民生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三、 中东基础设施发展与“一带一路”合作前景

完善发达的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贸易便利化、推动产能合作、建设高标准

自由贸易网络的重要依托。 中东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工程承包市场和中国基建企业

“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基础设

施建设将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
（一） 中东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强劲但资金匮乏

中东地区是世界公认的基础设施需求最大的市场之一。 ２０１１ 年中东变局以来，
中东各国政府均制定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即便是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的

海合会国家，也存在转型升级的需求。 ２０２０ 年前海合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

将达到 ５，０００ 亿美元②，以改善居民生活并促进就业。 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的庞大规划，将继续促进该地区旅游、交通、建筑、零售业及批发业的大

发展。 除了人口增长等宏观因素外，卡塔尔 ２０２２ 年世界杯和 ２０２０ 年迪拜博览会，以
及科威特《公私合作法》的颁布，沙特“２０３０ 愿景”、阿曼边远地区建设等等，都是海

合会国家基建市场发展的驱动因素。 具体到每一个国家，项目重点不尽相同。 阿联

酋和卡塔尔更关注建筑市场，沙特关注电力项目和新能源项目建设，科威特关注电

力项目，阿曼关注水电及污水处理项目。 此外，铁路轨道建设在所有海合会国家的

需求日益增长。 以色列的“高速以色列计划”，希望通过改善以色列边远地区的交通

基础设施，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水平，促进人口和经济活动分布更加均匀。 土耳其、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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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哥、突尼斯等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国家，也根据本国经济发展规划，制定了大规模

的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力图通过提升本国基础设施水平促进经济增长。 在伊拉克、
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战后经济重建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重要内容。 埃及正在

成为北非地区最具吸引力的基建市场，塞西政府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拉动经

济增长的手段，力图通过推进新苏伊士运河项目以及在此基础上设立苏伊士运河经

济区、大开罗物流中心打造连接地中海－红海的国际物流带，将埃及建成亚欧货物运

输大通道，构建以 １１ 个走廊组成的全国交通运输网。 此外，埃及还计划建设新首都

项目缓解开罗压力，打造未来的政治和财政中心。 当前，中东许多国家正大力发展

港口工业区，希望复制迪拜杰贝勒·阿里港口工业区的成功模式。 到 ２０２０ 年，中东

国家需要新增 １５０．９ＧＷ 的电力，以促进能源多元化和新能源的发展。① 中东航空业

发展潜力巨大，２０１５～２０４０ 年中东航空业年均增长率将达到 ７．７％，此外，将成为继亚

太航空业之后第二大航空业，对 ＧＤＰ 的贡献率将达到 ７．３％。②
项目市场规模反映出中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海合会

国家项目市场额为 ７，６００ 亿美元，其中阿联酋和沙特规模最大，同期北非五国项目市

场额为 １，５４０ 亿美元。 ２０１７ 年海合会和北非国家的项目市场额分别为 １，０８０ 亿美

元和 ６５７ 亿美元。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北非五国中计划中和正在进行的项目市场额为

７，３９０ 亿美元，其中埃及占 ６２％，阿尔及利亚占 ２６％。 从部门来看，电力市场份额最

大，占 ３０％。 未来随着北非国家人口快速增长和工业化需求，电力项目还将增加。
此外，交通运输和建筑部门分别占项目市场总额的 ２１％和 ２５％。③ ２０１７ 年中东国家

交通建设项目额为 １８９ 亿美元。④ 展望未来，中东仍将是全世界建筑业和基建业增

长最快的地区，其中，阿联酋、沙特、埃及、伊朗、土耳其等国项目市场规模位居前列。
尽管中东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强劲，但却面临资金缺口大、融资困难的挑

战。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整个中东地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仅占其 ＧＤＰ 总量

的 ５％，而中国的这一比例已达 １５％，全球的平均水平也有 １０％。⑤ 与此同时，基础设

施具有自然垄断属性，具有高额固定资本投资以及相对较低的可变运营成本的特

征。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来提供。 但

是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很多基础设施建设已经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不能完

全依赖政府投资，这就需要选择合理的融资方式。 北非国家有着较高的失业率和贫

困率，政府又有大量公共债务，导致融资十分困难。 这就要求政府破除阻碍商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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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障碍，鼓励多边银行和私人投资者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中东地区基础设施

建设的主要投资方是公共部门，但公共部门难以完成这一任务，而私营部门不愿介

入周期较长的基础设施项目。 因此，中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面临需求旺盛、资
金匮乏和施工能力弱的局面。 即便是富裕的海合会国家也因为油价持续低迷、财政

吃紧而面临资金困难。 ２０１７ 年，中东地区项目市场额下降 ６％，海合会国家下降了

９．２％。私营部门对周期较长的基础设施项目参与度仍很低，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７ 年海合会国

家 ＰＰＰ（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①项目仅占项目市场总量的 ５％，其中交通运输项

目占比最高，达 ４７％，其次是住房项目 ２６％，水电项目 １６％，旅游项目 ４％。② 从中东

国家 ＰＰＰ 项目来看，沙特以 ４５３．４ 亿美元高居榜首，其次是利比亚、科威特、摩洛哥、
阿联酋和伊朗。

此外，中东基础设施建设还面临结构性的制约因素。 比如，除了电信部门，中东

大多数政府仍主导基建领域投资和建设，政府垄断导致价格扭曲，限制了私营部门

的投资热情。 中东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治理水平、管理模式、营商环境仍不理想。 因

此，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改善营商环境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已经成为中东基础设

施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③
（二） “一带一路”助推中东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

中东是中国最早进入重要工程承包市场之一。 长期以来，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基

础设施合作方式以承接工程、分包项目为主，合作领域主要集中在建筑行业的土建

工程项目。 随着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双边经贸合作迈上了一个

新台阶。 以 ２０１６ 年为例，中国企业该年在阿拉伯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 ４０４ 亿美

元，同比增长 ４０．８％，完成营业额 ３３６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０．６％。 ２０１６ 年中国企业在

土耳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 ６．５５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２１．４５ 亿美元；在以色列新签承

包工程合同额 ８．５１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２．３２ 亿美元；在伊朗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为

８６．１８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２２．４７ 亿美元。 中国在中东国家承建和投资大型基础设施

项目日益增多，例如以色列阿什杜德南港口项目，中国进出口银行融资、中国企业承

建的土耳其安卡拉—伊斯坦布尔高速铁路二期工程项目，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

程有限公司承建的伊拉克鲁迈拉 ７３０ＭＷ 联合循环电站项目，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承建的埃及新首都建设项目，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沙特吉赞城市商业

港项目，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承建的伊朗德黑兰—马什哈德电气化高铁改造项目

等，几乎涵盖所有基础设施领域。 中国华为公司已经成为许多中东国家电信业设备

主流供应商。 承建这些工程项目，既体现了中国企业卓越的建筑能力和良好形象，
也极大地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当地人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真正实现

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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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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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敏：《“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问题研究》，载《国际经济合作》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第 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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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基建企业海外布局正从拼市场向拼融资转变。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基

础设施合作多采用国际市场通行的交钥匙合同模式下的 ＢＯＴ（建设－运营－转让）、
ＢＯＯＴ（建设－拥有－经营－转让）、总承包（ＥＰＣ）、ＰＰＰ（公私合营）、ＰＰＩ（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项目融资等多种合作方式。① 同时，中国基建企业也在转型升级，正从承包

商向投资运营商等多种角色转变，实现价值链向高端转移。 但是，投资风险也相应

上升，加之中东一些国家现在不愿意通过主权贷款获得融资，这就要求中国基建企

业选择可持续项目。 因此，为解决中东国家资金匮乏问题，避免或减少中国的投融

资风险，中国承包商应采取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对于中长期项目以及资金需求巨大

的项目，亚投行、丝路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亚开行、世界银行以及伊斯兰开发银行）
可以参与合作，以开发性金融、银团贷款、股权或者发行债券的方式，为这些项目提

供融资支持。 中东地区已有 １０ 国宣布加入亚投行，有助于解决中东地区基础设施落

后以及融资难问题，有利于在低油价时代保持项目融资市场的发展和繁荣，促进中

东地区的互联互通和一体化进程，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此外，中东国家拥有独

特的伊斯兰金融体系，石油美元丰富，中东市场上还存在很多闲散资金和私人资本。
基础设施建设非常适合伊斯兰债券融资模式，通过在当地发行伊斯兰债券，可以撬

动更多的国际资本，减少对传统银行贷款（包括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贷款）的过度

依赖，从而拓宽融资渠道。 阿联酋、沙特是中东伊斯兰债券发行大国，经验丰富。 伊

朗、埃及等国也在研究通过伊斯兰债券解决投资不足问题。
国际基础设施合作与国际产能合作紧密相连、互相促进，是推进“一带一路”合

作的有效抓手。 中国承包商正在广泛开展国际基础设施合作的同时，积极对接国际

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合作需求，参与境外经贸合作区投资和建设，并注重与投资、设
计、装备、运营等上下游产业链企业开展跨界合作，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中国对中东国家出口商品结构中，机电产品包括优势装备的比例越来越大。 因此，
参与中东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方式，也有利于改善中

东地区基础设施状况，有效增强地区各国自主发展能力，进而实现互利共赢。 总之，
中东基础设施建设既是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点，也是国际资本和外国企业竞相投

资的重要领域，市场潜力巨大。 当然，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面临

一些挑战，例如，中东基础设施建设保护主义抬头，市场准入差异大，技术标准和规

范要求高；中国企业自身的劳动密集型项目为主的竞争优势正在丧失，国际化经验

不足，经营管理水平还有待提高，同时还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例如来自土耳其、日
本、韩国、俄罗斯以及欧盟国家的竞争。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还面临中东地区教派纷

争不断、恐怖活动频发、政局长期动荡、西方国家制裁以及国家政治干预等潜在阻碍

因素。 中国企业需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提升自身能力，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地创

新投融资模式，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并做好风险的预警与防范。

（责任编辑： 章　 远　 　 责任校对： 赵　 军）

·４０１·

① 魏敏：《“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问题研究》，第 ５８－５９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