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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地处中亚

大陆，横跨亚欧两洲，是中国面向

中亚开放的重要国家，也是连接

中国与欧洲的关键交通枢纽，是中

国在独联体国家中的第二大贸易

伙伴，仅次于俄罗斯。2013年 9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首次提出了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在“一

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如何促进中

哈农业在生产、贸易、科技等方面

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是当

前应解决的重要问题。本研究通

过 SWOT分析方法，对两国农业合

作现状及条件展开全面分析，并

构建 SWOT发展战略模型，制定可

靠性较高的农业合作发展战略。

一、哈萨克斯坦农业的特

点和现状

哈萨克斯坦位于北温带，地广

人稀，具有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但

单位面积产量较低，处于广种薄收、

粗放经营模式。2019年，哈萨克斯

坦农业总产值为 138.6亿美元，同

比增长 0.9%。其中，畜牧业产值 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种植业产值

76.6万亿美元，同比下降 1.7％。

（一）粮食生产为主，经济作物

为辅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最大

的粮食生产国, 也是世界产粮大

国之一。2020年，该国粮食播种总

面积增加 24万公顷，达到 2250万

公顷。粮食作物以小麦为主，产量

为 1394.4万吨，占农作物产量的

69%，其他包括大麦、玉米、水稻和

燕麦，产量分别为 397.13 万吨、

86.21 万吨、48.29 万吨和 33.61

万吨，分别占农作物产量的

19.7%、4%、2%和 2%。蔬菜产量排在

前 4位的是洋葱、番茄、胡萝卜和

甘蓝，油料作物主要为油菜、大豆

和向日葵，其中亚麻籽产量 2018

年居全球第一。

通过中哈两国主要作物单产

对比情况（表 1）可见，两国主要

农作物单产产量有一定差距，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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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8年中哈主要作物单产对比情况 （单位：吨 /公顷）

作物名称 哈萨克斯坦 中国

小麦 1.23 5.42

大麦 1.58 3.97

燕麦 1.43 3.58

玉米 5.74 6.10

水稻 4.76 7.03

甘蓝 27.36 34.42

番茄 25.25 59.25

胡萝卜 27.80 45.12

马铃薯 19.79 18.76

洋葱 28.27 22.12

油菜籽 1.08 2.03

向日葵 1.00 2.90

大豆 2.07 1.78

数据来源：F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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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坦除马铃薯、洋葱和大豆

单产略高于中国外，其他大部分

农作物特别是粮食作物单产水平

明显低于中国，说明哈萨克斯坦

的农业科技水平较中国还有一定

差距。

（二）畜牧业以养殖为主，畜产

品加工业为辅

畜牧业是哈萨克斯坦的重要

农业产业之一，近年来呈不断增长

趋势，主要以牲畜养殖为主的肉、奶

和禽蛋等畜产品。根据近年来哈萨

克斯坦主要畜禽养殖量变化情况可

见（表 2），自 2015年以来，除猪呈

小幅波动以外，其他主要畜禽数量

都呈不断增长趋势。

哈萨克斯坦虽然近年来畜牧业

发展呈不断增长态势，但其产品加

工业发展较慢，国内市场中畜产品

进口依赖度仍然较高，其中乳制品、

糖、香肠等进口量尤为明显，加工技

术和规模水平都有待提高，也是未

来哈萨克斯坦农业部重点推进的工

作之一。

（三）林业偏重生态涵养，渔业

特色突出

哈萨克斯坦林业以控制荒漠

化、保护集水区和调节小气候等生

态功能为主，经济功能为辅，但优质

的野生林果、药材也为哈萨克斯坦

出口换汇做出了重要贡献。哈萨克

斯坦森林资源禀赋较差，总体林产

品产量呈下降趋势，哈萨克斯坦大

部分林产品均需进口，且对外依存

度逐渐加重。

哈萨克斯坦虽然是内陆国家，

但渔业资源丰富，水域面积超 300

万公顷，是世界最大鲟鱼籽酱出口

国之一。2020年哈萨克斯坦水产品

市场为 6.6万吨，年均捕鱼量 4.5

万吨，水产养殖 0.74万吨；年均出

口水产品 3万吨，进口 4.35万吨。

哈政府计划逐步将本国水产品市场

扩大至 12万吨，扩大对中国、俄罗

斯和欧洲地区水产品出口。

（四）农业管理机制与政策规划

哈萨克斯坦管理和调节农业

综合生产的机制主要分为国家和

农业生产综合体两级：国家层面主

要通过确定生产发展目标、出台规

划和预测项目、预算、税收、贷款、

自助和信息供给等手段调节农业

生产；农业生产综合体（包括具体

的农业生产单位）则通过咨询建议

等为有关部门制定相应的法律法

规、基础规范提供决策参考服务。

哈萨克斯坦为了更好地发展

农业，制定了以发展农业为主要

方向的《哈萨克斯坦— 2050 年战

略》和《农业经济—2020》方案，不

断加大农业发展扶持力度，拓宽

农产品出口渠道。同时出台了国

家渔业发展纲要、农业补贴扶持政

策、乳业补贴政策、农业用地税收

政策等一系列相关政策，制订了

“农工综合体发展国家项目五年

规划”、“2050战略计划”、“肉产业

发展国家战略”、“产业和创新发

展规划”等规划，不断加大农业发

展扶持力度，为农业发展布局制

定了明确的方向。

二、中哈农业合作在波动

中增长

（一）中哈农业贸易规模小，增

长潜力大

据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委员

会发布数据，2020年 1-6月，哈实

现对外贸易额 425亿美元。其中，

出口 260 亿美元，进口 165 亿美

元，实现贸易顺差 95亿美元。目前

中国为哈萨克斯坦第一大出口目

的国（占出口总额的 18.6%），和第

二大主要进口来源国（占进口总

额的 15.2%）。

近年来，中哈两国的农产品进

出口贸易总额呈快速增长趋势。

中哈两国的农产品进出口总额，

由 2015年的 3.77亿美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7.01 亿美元，增长

86.18%。其中，中国向哈萨克斯坦

农产品出口由 2.46亿美元增加到

3.02亿美元，增长 22.84%；进口从

1.31亿美元增加到 3.99亿美元，

增长 205.33%（见图 1）。

2019年，哈萨克斯坦从中国

进口的农产品主要以蔬菜为主，

占其全年进口量的 87.83%，其次

是水果、棉花、咖啡、茶、坚果等

（表 3）,该国在经济作物和加工制

品等农产品进口依赖度仍然较高，

49%的禽肉、31%的苹果、46%的奶

酪、39%的香肠、72%的鱼类产品依

赖进口；哈萨克斯坦向中国出口

表 2 2015-2020年哈萨克斯坦主要畜禽养殖量变化情况 （单位：万头，万只，万匹）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羊 1801.6 1818.4 1832.9 1869.9 1911.5 2000.5

牛 618.4 641.3 676.4 715.1 743.9 784.8

猪 88.8 83.4 81.5 79.9 81.3 82.0

马 207.0 225.9 241.6 264.7 285.3 311.8

骆驼 17.1 18.0 19.3 20.8 21.6 22.7

鸡 3396.6 3534.0 3837.6 4278.2

数据来源：FAO、中国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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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农产品以谷物最多，其次为食

用油、坚果、药用植物、棉花、饲料

等农产品，该国正积极开发出口

潜力，目前中哈签署了包括小麦、

亚麻籽、大麦等 19种农作物和畜

产品出口协议。其中包括植物油、

面粉产品、牛肉、羊肉等 11类商品

具备近年内扩大出口的前景。

（二）中国对哈萨克斯坦投资

稳中有升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稳步增长。

据哈萨克斯坦央行统计，对哈萨克

斯坦直接投资存量排名前十的国

家和地区占其吸引外资存量的

92.3%。其中，中国排名第四，投资

存量为 92.74亿美元，占 6.1%。与

哈萨克斯坦接壤的新疆充分利用

其区位优势，对中亚地区直接投

资持续增长，根据商务部境外投

资企业( 机构) 备案结果公开名

录，新疆在中亚五国共设有 135家

境外投资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投

资企业最多有 69家，在中亚五国

中占比超过一半。但相对其他产

业，农业整体投资占比较少，这也

和农业投资周期长、投资大、回报

率慢有一定关系。

（三）中哈农业科技合作空间

广阔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中哈农业科技合作不断加强，哈萨

克斯坦与新疆畜牧科学院、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等科研机构保持着长

期合作关系，开展了多层次的交

流互访、学术研讨、项目合作、现

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等科研活

动，陕西杨凌也与哈萨克斯坦签

订建立中哈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今后两国农业科技合作在广度和

深度上还有广阔的空间可以发展。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

哈农业合作 SWOT分析

（一）中哈农业合作 SWOT矩

阵

为充分利用两国农业资源优

势，应对现实问题，更好地开展农

业全面合作，本研究通过对哈萨

图 1 2015-2019年中哈农产品贸易额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外贸司《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月度 统计报告》数据整理

表 3 2019年哈中主要农产品进出口额 单位：千万美元

HS
编码

商品类别
进口 HS

编码
商品类别

出口

全球 中国 占比% 全球 中国 占比%

7 食用蔬菜、根及块茎 16.77 14.73 87.83 10 谷物 135.11 9.82 7.27

8
食用水果及坚果；柑

桔属水果或甜瓜的果

皮

41.69 5.66 13.58 52
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

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

动、植物蜡

17.34 9.97 57.49

52 棉花 7.42 4.65 62.75 12
含油子仁及果实；杂项子

仁及果实；工业用或药用

植物；稻草、秸秆及饲料

42.58 9.56 22.45

9
咖啡、茶、马黛茶及调

味香料
13.01 0.40 3.10 52 棉花 11.29 3.11 27.58

12

含油子仁及果实；杂

项子仁及果实；工业

用或药用植物；稻草、

秸秆及饲料

8.67 0.32 3.66 23
食品工业的残渣及废料；

配制的动物饲料
8.36 3.09 36.95

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国际商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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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坦农业发展现状、中哈农业合

作情况等方面进行分析，得出我国

与哈萨克斯坦农业合作 SWOT 矩

阵，（如表 4）。

（二）中哈农业合作优势

首先，中哈两国长期以来保

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两国高层

领导互访密切，有着共同的合作

发展意愿，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发

展计划和具体工作；其次，中国主

要进口哈萨克斯坦的小麦、亚麻

籽、大麦等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农

牧产品，哈萨克斯坦从中国主要

进口的是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

为主的农产品，中哈两国农产品

贸易结构互补特性明显；第三，北

哈萨克斯坦州、阿克莫拉州等地

有着农业生产的优越自然条件以

及廉价的农村劳动人口，农业生

产成本较低，农产品有着明显的

价格优势，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和

投资企业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三）中哈农业合作劣势

首先，农业产业具有投资大、

周期长、回报慢等特点，易受疫病

灾害、自然环境和相关政策影响，

因此农业对外投资风险较其他产

业更大；其次，虽然近年来哈萨克

斯坦营商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

但受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市场

经济体系、金融政策和汇率变化

等因素影响，两国农业企业投资

合作的整体投资环境还是存在一

定的安全风险；第三，哈萨克斯坦

生产效率较低，农业基础设施水

平薄弱，中哈两国民族文化存在

一定差异，因此两国农业投资、科

技合作等经验较少。

（四）中哈农业合作机遇

首先，中国是成立上海合作

组织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

起者，哈萨克斯坦是积极参与者，

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各项合作也为

两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抓住时机，谋求共同发

展，是两国未来农业合作发展的

基础；其次，中哈两国毗邻，交通

运输便利，其中，中哈霍尔果斯国

际边境合作中心是中国与他国建

立的唯一一个国际跨境合作中

心，哈萨克斯坦也是链接我国与

欧洲的重要枢纽，据中国交通运

输部数据显示，截止 2019年 3 月

近万列中欧班列经由新疆霍尔果

斯口岸经哈萨克斯坦到达欧洲 15

个国家 50个城市。

（五）中哈农业合作威胁

首先，2020 年全球暴发新冠

疫情，目前感染人数仍不断上升，

受疫情影响，各个国家的经济增

速放缓，国家财政政策作出相应

调整，对农产品进出口管理更加

严格，进出口货物检验检疫力度

随之加强，这些因素对两国贸易

合作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其次，世

界正处于新旧格局转换时期，中

美贸易竞争日趋激烈，美国一直

处心积虑地联合中国周边国家和

地区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上合

周边地区地缘政治不稳定因素加

剧，如 2021 年初的新疆棉花事件

就是典型的政治因素对农业产业

带来的影响。

表 4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哈两国农业合作 SWOT分析矩阵

优势（S）：
S1：两国政治关系发展良
好；

S2：农产品结构优势互补性
明显；

S3：哈萨克斯坦农业生产有
着优越的自然资源、劳动力

等条件基础。

劣势（W）：
W1：农业投资大、周期长、回
报慢；

W2：中哈两国法律、制度以
及文化存在一定差异；

W3：两国投资合作经验少，
安全性有一定隐患。

机遇（O）：
O1：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

中哈农业合作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O2：哈萨克斯坦在“一带一
路”中具有重要的地缘优势，

是中国通往中亚乃至欧洲的

重要节点

SO战略：
1、利用哈萨克斯坦农业生产
资源优势及交通便利，深化

投资，鼓励中国农业企业走

出去，加强农业直接投资数

量及质量；

2、优势互补，扩大农产品贸
易种类及规模；

WO战略：
1、加强两国文化交流，增进
共识，创造和谐稳定的营商

环境；

2、加强新疆内外联结的纽带
作用，形成中哈农业合作的

核心区。

威胁（T）：
T1：全球疫情下各个国家财
政政策调整；

T2：世界正处于新旧格局转
换时期，上合周边地区地缘

政治不稳定因素加剧。

ST战略：
1、完善两国政府职能部门合
作机制，形成两国农业企业

合作保障与服务体系。

2、搭建两国合作交流信息共
享平台，为企业能及时掌握

当地政策、法规、市场等信息

提供支持。

WT战略：
1、加强两国政治关系，紧密
两国各行业的互通往来，发

挥两国企业家联盟、协会等

民间组织积极性，充分调动

龙头企业主动性，起到引领

带动示范作用。

2、加强科技合作与交流，增
进两国科研机构合作关系，

提升哈萨克斯坦国农业技术

效率。

国际商务论坛



ECONOMIC RELATIONS
F

PRACTICE IN

REIGN
ANDTRADE

四、中哈农业合作发展策

略与建议

（一）发挥优势，把握机遇，发

展双边农业贸易

深化投资，加强农业直接投资

数量及质量。吸取中哈农业科技、

企业等合作经验，利用哈方自然资

源及劳动力优势以及中方先进生

产技术和市场需求，鼓励中方企

业，特别是大型农业企业开展对哈

在农产品加工、农业机械等方面的

农业投资，与哈国农业企业开展长

期的、稳定的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优势互补，扩大农产品贸易种

类及规模。利用两国农业优势产

业，打破贸易壁垒，开放更多农产

品交易种类，制定统一标准，提高

检验检疫效率，促进更多企业开展

农产品贸易活动，扩大农产品贸易

规模及辐射地区。

（二）协商政策，共享信息，优

化贸易环境

完善两国政府职能部门合作

机制，加强农业、金融等相关政府

部门之间的密切联系，建立两国农

业合作运行机制，制定、完善农产

品进出口检验检疫、运输等相关法

律、法规政策，形成两国农业企业

合作保障与服务体系。优化贸易往

来手续，扩大进出口产品种类。

搭建两国合作交流信息共享

平台，利用大数据为企业投资合

作、贸易往来提供政策咨询、市场

分析、信息发布等服务，为两国农

业企业能及时、准确掌握政策走

向、市场变化提供信息保障。

（三）互联互通，互信互利，构

建可持续发展平台

加强两国文化交流，增进共

识，创造和谐稳定的营商环境。政

治和经济环境是两国合作的基础，

两国人民的认知及互信程度也是

能否开展长期稳定投资、贸易合

作的决定因素之一。政府应对两

国文化交流项目给予政策及资金

支持，制定文化活动、科研合作等

交流计划，增进共识，减少隔阂，

为两国多方合作创造和谐稳定的

营商环境。

加强新疆内外联结的纽带作

用，形成中哈两国农业合作的核

心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

出，新疆作为衔接中亚的纽带，更

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一方面，

出台优惠政策，加强新疆与哈萨克

斯坦企业的投资合作与贸易往来，

发挥哈萨克斯坦与新疆资源优势

互补特点，特别是在畜牧业生产、

贸易及农产品加工等方面开展实

质性的合作，促进两地农业产业

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发挥新疆

地缘优势，在新疆建立、健全中哈

两国农业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

合作的核心功能区域，为两国农业

企业间全面合作提供平台。

（四）投资引领、科技为重，打

造“一路一带”的重要节点

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作

为永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

中哈两国更应该加强两国政治关

系，密切各行业的互通往来。中哈

两国农业贸易合作虽呈持续增长

趋势，但规模相对较小，多以边境

小额贸易为主，中国龙头企业参

与较少，合作覆盖面窄，合作方式

多以贸易为主，而投资则规模和

数量较少。为进一步加强两国农

业商贸合作，政府应搭建中哈两

国农业企业合作、交流平台，发挥

两国企业家联盟、协会等民间组

织积极性，充分调动龙头企业主动

性，定期举办企业家互访活动，促

进双方企业沟通、洽谈，开展商务

活动；应加大龙头企业及品牌在

哈萨克斯坦宣传力度，扩大影响范

围，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开展投资

合作。

加强科技合作与交流，增进两

国科研机构合作关系，提升哈萨克

斯坦国农业技术效率。中国在哈萨

克斯坦推广的主要农业技术包括

作物种植和管理技术、农产品储

藏、运输及深加工技术以及农业生

产资料的生产技术等，而节水技

术、组织化和精准化农作、商品化

渔养殖、环境保护与农产品加工领

域是近年来哈萨克斯坦在农业领

域开展的主要科技研发工作，两国

可以积极交流、学习，挖掘两国种

植业、畜牧业、渔业等方面的优势

科学技术，积极开展学者互访、专

题研讨、技术合作等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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