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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车辆和汽车配件 17.49 亿美元，电子机械和器

土耳其主要经济数据

材 14.52 亿美元，钢铁 13.7 亿美元及其塑料制品
10.33 亿美元。

根据土耳其统计局和海关数据，2015 年 7 月与
2014 年 7 月相比土耳其出口下降了 16.2%，总

CPI-土耳其 2015 年 7 月份上升了 0.09%。

额为 111.81 亿美元；进口总额为 182.09 亿美
元，下降了 8.7%。同月，外贸逆差为 70.28 亿

PPI-土耳其 2015 年 7 月份国内生产者价格指数

美元。

(D-PPI) 环比上升了 0.32%；非国内生产者价格
2015 年 7 月，土耳其出口到欧盟的总额为 51.76

指数(ND-PPI) 环比下降了 1.28%；农产品生产者

亿美元，下降 13.8%。主要出口伙伴国是德国，

价格指数环比下降了 4.55%。

达到 11 亿美元。其后是英国（8.1 亿美元），伊
消费信心指数-土耳其 2015 年 8 月份消费信心指

拉克（6.3 亿美元）和美国（6.05 亿美元）。

数 比 上 月 下 降 了 3.6% ， 达 到 62.35 。
(www.turkstat.gov.tr)

2015 年 7 月，土耳其的主要进口来源国是中国
（ 20.86 亿 美 元 ） ， 其 后 是 德 国 （ 19.8 亿 美

土耳其宏观经济

元），俄罗斯（17.06 亿美元）和意大利（10.2
亿美元）。

里拉对美元汇率跌至 3，土耳其经济恢复遥遥无
2015 年 7 月的出口产品中，铁路及电车以外的

期

车辆和汽车配件，出口最多为 13.39 亿美元，,
其次是锅炉、电气机械和器材，为 10.56 亿美

自上周土耳其执政党 AK 党宣布成立联合政府失

元，然后是针织和钩针编织品及其制品 7.8 亿美

败以来，土耳其货币里拉就一直下跌。成立联合

元，电子机械和器材 6.4 亿美元, 钢铁 5.65 亿美

政府的失败让土耳其在 6 个月的时间内第二次站

元及非针织和钩针编织品及其制品 4.97 亿美元。

在了大选的边缘上。

2015 年 7 月的进口产品中，排在前几位产品分

政治上的不稳定，加上和库尔德武装为期三年的

别是，矿物燃料和矿物油 30.5 亿美元，锅炉、机

和平协议破裂后冲突迭起，让投资者不得不避开

器及机械用具为 22.32 亿美元，铁路及电车以外

土耳其货币，里拉在周四贬到了 1 美元兑 3 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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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低。

元。土耳其的央行还必须向国有企业出售美元，
以便从伊朗和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

土 耳 其 总 统 雷 杰 普 - 塔 伊 普 - 埃 尔 多 安 (Recep
Tayyip Erdoğan) 顾 问 凯 米 尔 - 埃 特 姆 (Cemil

伊斯坦布尔 Finansbank 经济学家 Deniz Çicek

Ertem)表示，土耳其货币贬值到这个水平也许不

通过电话说道，“有限的外汇储备意味着央行无法

是坏事，因为这会让土耳其低迷的经济提高竞争

进行干预。另外一个重要的武器就是利率，但我

力。

们都知道政治家们根本不喜欢这个武器。”

截至今年 5 月，土耳其公司的外汇空头仓位几乎

里拉的弱势也让央行抑制通胀的情况变得更复杂

达到了 1,800 亿美元，这大概相当于土耳其国内

了，土耳其央行对今年年末通胀率的预期为

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

6.9%，这已经是第五年通胀率超过了土耳其央行
的目标了。

伊斯坦布尔 Alan Menkul Değerler 的副总经理
Yeliz Karabulut 说道，里拉的疲软会让这笔债务

考虑到土耳其是一个主要的进口国，从电子、能

更加昂贵，并且可能会导致国内投资下降甚至是

源再到重机械几乎进口所有的商品，因此，这就

破产。另一方面，如果政府介入保护里拉，进一

一点儿也不奇怪为什么掌管经济的土耳其副总理

步访缓的增长可能会伤害到企业。

Ali Babacan 不断重申货币贬值对货物成本产生
负面影响。

她说道，“不管中央银行采取何种措施，企业都
会处在一个十分艰难的位置上”。

与此同时，外国投资者也不会耐心地等着央行有
所行动。外国投资者今年出售的政府债券已经创

即便想干预，土耳其央行提振里拉的能力也十分

记录了。今年，2 年期土耳其政府债券的收益率

有限。谈到里拉的升息通常就会招致政府的批

已经攀升了 300 多个基点，这是新兴市场中最高

评；而如果想要直接干预，土耳其央行能够抛售

的。

的美元也不多了。.
家庭和企业也并未给里拉提供喘息的机会，他们
土耳其央行的净外汇储备刚超过了 300 亿美元—

一旦有机会就会用里拉兑换外币，这使政府面临

而土耳其非金融公司持有的短期债务为 750 亿美

的问题进一步恶化。随着人们对里拉信心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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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土耳其民众的外币存款占到了他们总存款的

土耳其商务及国际合作

44%，这是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水平。 (Bloomberg)

德国企业 Prime Development 在土耳其投资 10
亿美元

上半年土耳其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流入能源领域

德国房地产开发商 Prime Development 的 CEO
据土耳其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土耳其吸引的大

Artuğ Çetin 表示，Prime Development 计划在未

部分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了能源领域。

来 2-3 年内在土投资 10 亿美元。该企业已经启
动了位于安纳托利亚（Anatolia）中部地区锡瓦

2015 年 1 至 6 月，土耳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63

斯(Sivas)的购物中心项目，该项目投资 2 亿里拉

亿美元，较去年同比下降 9.6%。今年上半年，

（约合 7,200 万美元），将在 2016 年年底开

流入工业和服务业的总股本为 43.5 亿美元，土耳

业。

其能源业得到了其中最大的份额 12.7 亿美元。制
造业投资以 10 亿美元位居第二。

Prime Development 的执行总裁 Artuğ 在向媒体
讲述他们的投资计划时说道，他们在该国的第四

在总额 63 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房地产投

大购物中心 Primemall Sivas Park 使他们的投资

资占据了 18 亿美元。

增加到了 6.5 亿美元。 “加上即将启动的项目，
我们在土耳其的投资将在未来 2-3 年内达到 10

俄罗斯以 7.52 亿美元的投资成为土耳其前 6 个月

亿美元”。他还补充道，该企业也在计划开拓住

的最大投资者，紧随其后的分别是荷兰的 5.86 亿

宅和写字楼项目。

美元与中国的 3.88 亿美元。

Çetin 说：“我们在 15 个国家共投资了 25 亿美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显

元，其中土耳其占据了 20％的投资份额，这表明

示，2014 年土耳其共吸引了 125 亿美元外商直

我们十分重视这个国家。”

接投资，排在世界第 22 位，西亚国家第一位。
(Dünya News)

Primemall SivasPark 拥有 35,000 平方米的零售
空间，将包含商店，餐厅，电影院和娱乐区。作
为在锡瓦斯的第一个购物中心，Primemall Sivas
Park 将满足 650,000 人接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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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年间，土耳其购物中心的数量在迅速

行最近宣布通过 Garanti 和 Yapı Kredi 银行向土

增加，据土耳其购物中心协会（AYD）数据显

耳 其 可 再 生 能 源 项 目 出 资 1.8 亿 欧 元 。

示，截至 2014 年底，土耳其购物中心数量达到

(invest.gov.tr)

350 家。土耳其还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这样的
高盛与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SOCAR）土耳

主要人口集中区举办购物节来吸引邻国消费者。

其分公司合作

(invest.gov.tr)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将投资 3-4 亿欧元用于土耳其

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公司已经与阿塞拜疆国家石油

资产

公司土耳其分公司达成协议，收购其 13％的股
份，总值为 13 亿美元。

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主管土耳其的总监
Jean-Patrick Marquet 表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土耳其分公司是土耳其最

计划增加在土耳其的投资。

大的工业投资者，投资规模达 200 亿美元。它是
土耳其最大的石化产品生产商 Petkim、即将运作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今年将对土耳其资产投入 3 亿

的集装箱港 Petlim 以及正在伊兹密尔 Aliağa 区

至 4 亿欧元，其中包括收购伊斯坦布尔证交所和

建设的 Star 炼油厂的大股东。该公司也是跨安纳

可再生能源公司 Gama Enerji 股份。这将是该银

托利亚管道项目（TANAP）的主要股东，该项目

行迄今为止对土耳其最大的一笔投资。

将通过土耳其把阿塞拜疆天然气输送到欧洲。
Marquet 谈到贷款人的投资计划时说“欧洲复兴

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土耳其分公司首席执行官

开发银行在土耳其的贷款和投资有望从 2014 年

Kenan Yavuz 在股权出售的声明中说道：“此次

的 14 亿欧元增加到 17.5 亿欧元”，并称该国的

合作表明了我们对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

长期增长基础强劲。根据协议去年五月欧洲复兴

司土耳其分公司的坚定信心，到 2018 年，一旦

开发银行收购伊斯坦布尔证交所 10％的股份，据

完成 Star 炼油厂以及相关项目后它将成为土耳其

说其也正在考虑购买 Gama Enerji 1.5 亿美元的

第二大公司。”

股份。

Yavuz 还补充道，从这笔交易中筹集的资金将支

该银行的土耳其投资组合主要是可再生能源项

付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土耳其分公司一些早期

目，包括风电场和地热发电厂。欧洲复兴开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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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债务，总额达 10 亿美元。

资”。他说，Aksa 7 亿总债务中大约 80％的是
美元。

投资达 50 亿美元的 Star 炼油厂是阿塞拜疆公司
在土耳其最大的投资，2018 年进入运营阶段后，

Uygun 说，在非洲的投资将有助于弥补 Aksa

土耳其对石油衍生物进口的依赖将显著降低。

Enerji 公司美元债务的损失，总产量达 2,300 兆

(Dünya News)

瓦。他拒绝透露非洲投资计划的投资规模。

高盛在土利润减少，降低 Aksa 的持股拓展非洲

Aksa 在加纳的交易包括建设从明年上半年起运营

业务

五年的燃烧重油的电厂。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
五年后 Aksa 将通过一份以美元为基础的电力销

高盛 集 团 持 有 17 ％股份的土耳其电力生产商

售协议将电厂出售给加纳。

Aksa Enerji Üretim A.Ş. 在面临国内利润下降造
成以美元计价的负债损失后，转向海外业务。

继去年亏损 420 万美元后，Aksa 今年一季度亏
损扩大到 3,910 万美元。周一 Aksa 在伊斯坦布

伊斯坦布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Cüneyt Uygun 周

尔的股价上涨 2.8％，到 2.93 里拉。(Bloomberg)

一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道，土耳其第二大电力生
产商继之前宣布在加纳（Ghana）建 370 兆瓦的
设备后，又正在协商在非洲建 6 家电厂。

国际关系

由于政府至少两年没有提高电费，土耳其的电力

伊朗外长核协议后将携多项议题访问土耳其

生产利润已经降低。土耳其近一半的电力生产来
自进口天然气，彭博收集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伊朗外长 Mohammad Javad Zarif 将于 8 月 11

里拉兑美元贬值 16.3％，是排在巴西和哥伦比亚

日访问土耳其，这是继伊朗与世界大国达成核协

货币之后贬值第三大的新兴市场货币，这也正导

议之后他对该区域国家的第二轮访问，访问的国

致电力公司的美元债务差距扩大。

家还包括黎巴嫩和巴基斯坦。

Uygun 说：“土耳其电力生产行业利润率下降，

预计此次安卡拉会谈将围绕以下核心议题展开：

迫使我们将以美元计价的业务到其他市场进行投

德黑兰和安卡拉之间的双边关系；努力寻求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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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危机的方法；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在 8 月 2 日四家阿拉伯报纸都刊登的一篇文章，

（ISIL）的战斗。

在文章中 Zarif 建议成立区域对话委员会，以应
对中东的多重危机。

核协议后，随着对伊朗制裁的逐渐缓和，土耳其
和伊朗计划恢复经济关系。尽管在叙利亚问题上

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比海湾地区和中东

仍存有政治分歧，土耳其和伊斯兰共和国仍是重

地区更需要这个机制……没有任何人能打击诸如

要的贸易伙伴关系。

伊拉克的伊斯兰国家这样的极端主义团体，同时
帮助他们在也门和叙利亚发展壮大。”

伊朗是土耳其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天然气供应
国，同时还满足了安卡拉 30％的石油需求。西方

俄罗斯呼吁包括像土耳其和伊朗这样的区域国家

曾抨击土耳其不对伊朗进行制裁。制裁停止后，

进行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来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

土耳其国有银行将面临更少的有关伊朗问题的压

斯兰国，并表示逼近极端圣战组织意味着，甚至

力。

是那些反对巴沙尔·阿萨德总统的人现在都应该
加入行列与大马士革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

土耳其总统塔伊普·埃尔多安(Tayyip Erdoğan)
与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上周

然而，土耳其并不急于拥护最近俄罗斯倡议的反

进行了电话会谈。埃尔多安告知伊朗总统此次土

对圣战组织的区域联盟。

耳其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工人党（PKK）进行的
8 月 7 日，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 Tanju Bilgiç 说

越境军事行动。

道，除了正在进行中的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
7 月 14 日，伊朗和六大国在长达 18 个月的谈判

外，其他任何有关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计

后达成协议，该协议旨在以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

划都不在土耳其的议程上。(Hürriyet)

为条件遏制伊斯兰共和国的核计划。
尽管谴责阿拉伯国家联盟，土耳其仍与其保持经
济联系

鲁哈尼此前曾表示，伊斯兰共和国与世界大国的
核协议将为解决叙利亚和也门，中东地区这两大

尽管面对着政治压力，安卡拉继续保持与阿拉伯

最严重的冲突地区提供更好的前景。

国家联盟的经济联系，这种政治压力来自最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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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联 盟 尤 其 是 对 其 秘 书 长 Egyptian Nabil al-

土耳其总统塔伊普·埃尔多安(Tayyip Erdoğan)

Arabi 的谴责。这表明土耳其把同阿拉伯国家联

谴责了此次政变，埃及驱逐了土耳其大使。

盟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区分开来。
安卡拉也宣布称，已经离开该国的埃及大使不再
8 月 11 日，阿拉伯国家联盟官员与土耳其专利研

受到欢迎，并将两国外交关系降级到代办水平。

究部在安卡拉举行知识产权技术合作会议，该会

(Hürriyet Daily News)

议将作为 2017 年在土耳其举行的部长级经济论

埃尔多安认为，普京“可能会放弃”叙利亚巴沙

坛的筹备会议。

尔·阿萨德

就在此次会议的一周前，土耳其外交部对阿拉伯
据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国家联盟进行了严厉谴责，谴责主要源于此前阿

Tayyip Erdoğan) 表 示 ， 俄 罗 斯 总 统 弗 拉 基 米

拉伯联盟批判土耳其对库尔德工人党（PKK）采

尔·普京(Vladimir Putin)已经改变了对叙利亚危机

取行动。

的立场，开始对没有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未来
表现得“更加积极”。

8 月 4 日，阿拉伯国家联盟谴责土耳其的行动并
呼吁安卡拉承认伊拉克的主权。

埃尔多安向随同他前往印尼的记者说道“我认为
他在巴库的会议中和之后举行的电话会谈中都更

土耳其外交部的谴责尤其针对联盟的秘书长。外

加积极”。

交部 8 月 5 日表示，al-Arabi 的声明并没有与成
员国讨论，反应的是秘书长的意见。

总统补充说：“他已经不是最初的立场了，他不
再坚持‘我们永远支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

由于安卡拉和开罗之间的政治压力，土耳其和阿

德一路’的观点。其实，我认为他可能会放弃阿

拉伯国家联盟 2012 年以来没有举行过政治论

萨德，他正向更加积极的方向转变。”

坛，但双方的经济往来正常进行。
土耳其和俄罗斯这两个黑海邻国已经建立了深远
2013 年 7 月，埃及军事政变推翻了前总统穆罕

的经济关系，在能源合作领域关系尤为密切，但

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此后埃及与

两国却在叙利亚冲突上持不同态度。

土耳其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作为穆尔西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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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卡拉一直热衷于叙利亚政权更替，而莫斯科仍

DAİŞ 手中。我告诉他，民主联盟党有一些库尔

然是阿萨德政府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德工人党的成分，几乎就是一个结构不同的库尔
德工人党。但他们没有想明白这一点，那天晚上

土耳其最近已开始对叙利亚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

还是送去了武器。时间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斯兰国（ISIL）和土耳其国内以及伊拉克的库尔
德工人党（PKK）展开了行动。也宣布与美国达

埃尔多安在最近的报道中指出，民主联盟党正在

成协议，开放 İncirlik 基地建立反 ISIL 联盟。

考虑联合阿萨德政府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

埃尔多安表示，沙特阿拉伯，卡塔尔，法国和英

总统还补充到“作为联合部队，我们将进行讨

国也可能加入到行动中来。

论、评估并据此制定我们的行动路线。”(Hürriyet)

“我们已经通知盟国和有关国家此次打击恐怖组

俄罗斯不会推迟签署天然气优惠价格文件：能源

织的行动，包括对库尔德工人党和 DAİŞ”， 埃

部长

尔多安说，对 ISIL 使用了不同的缩写。他还补充
说“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而且还要继续下

土耳其相信俄罗斯不会推迟签署以优惠 10.25%

去。”

的价格提供天然气的文件，土耳其能源部长
Taner Yıldız 说。

美国和民主联盟党（PYD）的军队在叙利亚北部
与 ISIL 战斗，当被问及此事时，埃尔多安说美国

路透社报道说 8 月 3 日 Yıldız 在安卡拉的一个会

“知道土耳其尽心竭力不让任何恐怖组织出现在

议上提到“双方都表示了俄罗斯确保以优惠

叙利亚北部。”

10.25%的价格向土耳其提供天然气。目前就只差
签署所需的文件。我们相信俄罗斯不会推迟文件

他说：“当我们与 DAİŞ 在 Kobane 发生冲突

签署。”

时，我在电话上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谈，我曾提
由于在莫斯科未能签署关键的天然气价格折扣协

醒奥巴马总统不要运送武器。”

议，土耳其与俄罗斯暂停了土耳其天然气输送管
“我说，在叙利亚自由军[FSA]和自由战士的帮

道工程的谈判，土耳其官员在 7 月 30 日对路透

助下可以阻止 Kobane 沦陷。我说，运送过去的

社说。

武器可能最终不会到民主联盟党手中，而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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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罗斯能源部长 Alexander Novak 说，目前没

土耳其总统塔伊普-埃尔多安(Tayyip Erdogan)

有任何俄罗斯与土耳其有关中止在土耳其输送管

在 2 天的访华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两

道工程谈判的正式通知。

国间经济和政治方面问题进行了会谈。

Novak 7 月 31 日在媒体记者问及是否可能中止土

加强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关系，荣登埃尔多安

耳其输送管道谈判这一问题时回答说“在这个问

总统访问的议程，双方同意继续扩大双边贸易和

题上，没有任何官方的声明或质询。我们仍然在

投资。随总统一起来华访问的还有包括部长、私

一起工作。”

营企业代表和政府官员，以及土耳其投资支持和
促进局(ISPAT)主席 Arda Ermut 在内的大型代表

Yıldız 在今年 2 月曾表示安卡拉以优惠 10.25%

团。土耳其和中国都是 20 国集团(G-20)的成员，

的折扣价从俄罗斯购买 280-300 亿立方米的天然

在包括基础设施、金融和信息技术等领域有着密

气， 但最终的合同拖延了几个月仍未签署。

切的联系。

“我相信我们不久的将来会签署这份文件”

土耳其总统在北京举行的土耳其—中国商务论坛

Yıldız 在 8 月 3 日被问及这个问题时答道。

上向与会者指出两国之间战略合作的重要性，并
呼吁更多的中国投资进入土耳其。

Yıldız 指出该文件的签署将对 BOTAŞ.国家天然
气网预算做出积极贡献。

埃尔多安总统说“过去的 12 年土耳其与中国的

他指出开发从俄罗斯到土耳其的输送管道项目的

贸易发展是显著的，贸易额从 2002 年的 20 亿美

提议是来自俄罗斯的。(Hürriyet)

元增加到了 2014 年的 280 亿美元，我们需要共
同努力以使目前朝中国倾斜的贸易达到平衡”，

土耳其与中国

他呼吁中国企业加大在土耳其的投资。

土耳其和中国促进两国经贸合作
在强调土耳其在促进欧亚大陆贸易的“丝绸之路
土耳其和中国就加强双方经济合作，就年 1,000

经济带”项目中的角色时，埃尔多安总统例举了

亿美元的双边贸易达成了协议。

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如马尔马拉（Marmaray）隧
道，以及海底隧道部分正在试运行中的连接了欧
洲 和亚 洲运 输的 巴库第 比利 斯卡 尔斯 （ BakuTbilisi-Kars） 铁路和埃迪尔内-卡尔斯（Edi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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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s）铁路，这些都是新“丝绸之路“的关键节

耳其的整体运营情况以及消费者终端的当地市场

点。同时他还强调了土耳其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份额。此外，他还通过华为智真系统与在深圳参

银行（亚投行）的支持。

加华为全球旗舰企业社会责任项目“未来种子”
的土耳其大学生进行了交流，并对项目表示了赞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两国已经就延长战略合

赏

作达成一致，并表示出中国对土耳其高铁和核能
源项目的兴趣。两国领导人还就在双边贸易中本

埃尔多安总统表示：“作为全球 ICT 行业的

国货币的使用以及建立一座土耳其— 中国大学进

领导者，华为在研发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有目共

行了讨论。

睹，多年来在土耳其开展的业务也为当地青年带
来了大量就业机会。今天，我们见证了华为与土

土耳其和中国也正在就联合制造一防空系统进行

耳其企业之间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协议。中国有句

谈判。中国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继 2014

话叫‘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今天的合作是迈出

年收购土耳其 Tekstilbank 75.5%股权后成为了在

的第一步，我相信双方未来的合作也将更加紧

土耳其运营的最大的中国的银行。土耳其为来自

密。”

中国的网络供应商华为主持了一个区域管理中
心，华为也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了研发实验室。

郭平表示：“土耳其是华为的重要市场，也

(invest.gov.tr)

是华为在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区域总部。华为在
当地发展了十几年，一直与合作伙伴一道，积极

华为轮值 CEO 郭平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为土耳其 ICT 发展做贡献。未来，华为希望继续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在中

与 土 耳 其 ICT 行业密 切 合 作 ， 在土 耳 其国 家

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在京会见了华为轮值 CEO

‘Vision 2023’数字化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郭平，并参观了华为北京研究所展厅。随后，双
自 2003 年进入土耳其市场以来，华为长期

方还见证了华为和土耳其运营商 Turkcell 签署

致力于为运营商、企业客户、消费者提供优质端

5G 合作 MOU。

到端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未来，华为力争成
在北京研究所展厅，埃尔多安总统深入了解

为运营商转型的合作伙伴，成为企业 ICT 基础设

了华为在 LTE-M、5G、绿色数据中心以及数字

施提供商，成为消费者喜爱和信赖的智能终端品

家庭等宽带技术方面的最新创新成果和华为在土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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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土耳其市场 12 年来，华为不仅为当地

2014 年初，中盛光电与土耳其知名的项目开

通信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还积极履行社会

发商 MEL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提前布局该国光

企业责任，致力于提升当地 ICT 教育水平，缩小

伏项目市场。目前，中盛光电与众多的光伏投资

数字鸿沟。近年来，土耳其华为学院与当地学术

商及客户的光伏项目合作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

机构积极合作，举办开展各类 ICT 知识和技能培

2015 全年，中盛光电将在土耳其累计投资、建设

训活动，截至目前培训人次累计 7500 人天。

50MW 光伏电站。

(www.ctiforum.com)

在土耳其，除了光伏组件供应、EPC 以及运营与

中盛光电宣布设立土耳其分公司

维护服务，中盛光电还与当地以及国际化的银行
8 月 6 日，中盛光电宣布在土耳其首府伊斯

开展合作，为客户提供项目融资服务。此外，中

坦布尔设立新公司 ET Solutions Istanbul，以推

盛光电还可协助客户，加快 TEDAS(土耳其电力

动在该国光伏市场的战略布局，加速当地光伏电

分配公司)的项目审批和许可，为客户提供真正意

站开发与建设业务的发展。

义上的一站式光伏电站解决方案。(www.escn.com.cn)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与土耳其阿克银行签署合

近日，中盛光电与土耳其当地的投资商达成

作协议

多个光伏项目的合作。公司将为这些光伏项目业
主提供整体的电站解决方案，其中包括高品质光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与土耳其阿克银行

伏组件的供应、专业的项目 EPC 总承包以及运

（AKBANK）签署合作协议，为即将在土耳其进

营维护等服务。

行的投资提供信用担保支持。阿克银行负责资金
与国际业务副总经理克林姆（Kerim Rota）表

今年 8 月，首批开工的项目为土耳其安塔利

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直接投资输出国之一，近

亚开发商旗下的两座光伏电站。项目总装机量为

年在土耳其进行了多项投资。在可预见的未来，

2.2MW，预计今年 9 月底建成并投入运营。中盛

中国公司对土耳其基建、交通、能源、电信和矿

光电作为项目光伏组件供应商和 EPC 总承包

业等领域的投资将会出现大幅增长。在为这些投

商，还与项目业主签订了电站运营维护合约。基

资提供融资服务时，与中信保签署的合作协议将

于优质的光伏组件以及德国基因的项目建设与运

为这些投资的信用担保支持发挥重要作用。

营经验，中盛光电为投资商提供高标准的电站能

(china.huanqiu.com)

效比保证，免除其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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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共建园区被重提未来多领域合作可期

的是为了就地加快合作成果的转化，可以更方便
地利用当地的资源条件，促进沿线经济的发展与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率领约百名土耳其

繁荣；同时共建园区平台，可以更好地实现资源

企业家出访中国的消息引发诸多关注。专家表

的优势互补，这也比较符合中国企业“走出去”的

示，土耳其高层访华为促进双边经贸合作提供了

战略目标；另外，合作共建园区，还可以挖掘潜

有效引导和有力支撑，还需要做好系统协调，应

在市场，以园区为据点，以点带线，加强沿线国

探索在土耳其推动以中国企业为主的工业园区建

家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设，吸引中国企业加大集群式赴土耳其投资。
曾经的土耳其中国工业园
工业园区建设
无下文
将促进双边经贸合作
对于目前中国与土耳其双方的园区合作状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

态，杨建国向记者表示，中土投资合作多是自发

指出，土耳其高层访华，为促进双边经贸合作提

的企业行为，之前有关于土耳其中国工业园的相

供了有效引导和有力支撑。还需要做好系统协

关报道，后来不了了之，但展望未来，中土两国

调，为双边经贸合作创造更佳的环境。根据中国

的合作基础深厚，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可以在

已有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的经验，应探索在土耳

能源、矿产、基建、金融、新兴技术、文化旅游

其推动以中国企业为主的工业园区建设。由当地

等方面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政府与中国企业展开更好协调，在基础设施建
设、资金供应上提供更好配套，吸引中国企业加

据记者了解，早在 2012 年，土耳其就宣布

大集群式赴土耳其投资，形成有效配合，完善产

将建立中国工业园，当年土耳其官方代表团还赶

业链布局，降低发展风险。

赴浙江杭州招商引资。当时土耳其方面由尼代省
省长阿里·巴茹特率团，其主推项目就是为中国企

中国产业集聚研究专家杨建国对《中国企业

业“量身定制”的土耳其中国工业园。彼时，阿

报》记者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

里·巴茹特表示欢迎中国企业进驻工业园，并称愿

体和发展中国家，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过

意给出包括免 5 年企业所得税等各种优惠条件。

程中会在沿线建设一些产业园区，建设园区的目

- 13 -

据悉，土耳其中国工业园位于土耳其尼代省

此外，2015 年 7 月，土耳其境内发生多起

博尔地区，该工业园定位为电子、轻工纺织、重

针对中国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动，其间一些在土中

工业及高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占地 10 平方公

国游客受到袭扰。周密表示，土耳其与传统上冲

里，分三期滚动开发建设。根据宣传，园区于

突频发的中东地区相邻，安全形势较为复杂。

2012 年 4 月正式启动基础设施建设，原定将于
2014 年底完成整个园区的各项建设及招商工作。

国内一家工程机械企业工作人员对《中国企业

但截至目前，还未有园区已完全建成或进行招商

报》记者表示，企业在派遣员工进驻土耳其前，

的任何消息传出。

都会进行相应的安全培训。产业园区相对较为封
闭和安全，如果能够建成，可以为企业员工人身

企业关心

安全提供更为可靠的保障。(news.hexun.com)
国旅总社成功中标土耳其中国签证申请服务中心

优惠政策及安全问题

项目
周密表示，中国企业较为重视土耳其的地理
国旅总社日前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中标土耳其中

位置、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条件。近年来，中国企

国签证申请服务中心项目，取得该项目的承办

业对土耳其投资从经济危机中逐渐恢复。在

权。

2010 年投资额只有 782 万美元的基础上，2011
至 2013 连续突破千万美元、亿美元和十亿美元

该项目的竞标为国旅总社 2015 年重点工作之

三个整数关口。

一，从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7 月，国旅总社先
后三次派员赴伊斯坦布尔实地考察，拜访当地的

《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如果园区能够顺利建

法律、会计师事务所，调研当地的法律、会计制

成，对于我们在土耳其有分公司的企业或是在土
耳

度，并与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等机构建立联

“企业近年来也是逐步加大在土耳其的投

系。这些前期准备工作为成功中标打下了坚实的

资”。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内部人士对其有

基础。在接到标书之后，国旅总社签证部迅速成

相关业务的企业来说都是好事，如果能够入驻园

立项目竞标小组，制作缜密竞标计划，继续发扬

区，可以享受到当地相关政策支持，包括土耳其

不怕困难、专业高效的精神，夜以继日、废寝忘

进出口银行对企业在出口退税方面的支持等等。

食，最终高质量完成了竞标标书和系列手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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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创意、设计和运营方案得到了招标单位和

土耳其钢铁生产商要求政府针对来自中国的

评委的一致认可。

进口钢材采取追溯保护措施。今年上半年，土耳
其经济部宣布对来自中国、俄罗斯、日本、法

据悉，国旅总社已在海外 8 个国家平稳运营着 15

国、乌克兰、罗马尼亚及斯洛伐克等七国的热轧

家签证申请中心。土耳其项目成为国旅在海外承

卷展开反倾销调查。据行业人士分析称，目前土

办的第 16 家签证中心，这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公

耳其正在就组建新一届政府进行谈判，因此该项

共外交事业的发展，增强国旅在海外签证代办业

调查结果的宣布很有可能将会被推迟到 11 月份

务中的力量，为中国国旅创造更好的社会效益和

的提前大选之后。(finance.sina.com.cn)

经济效益。(www.sasac.gov.cn)
土耳其对进口中国冷轧不锈钢展开反倾销调查
2015 上半年土耳其从中国进口钢材同比增长
土耳其经济部宣布土耳其已经开始对进口自中国

194%

大陆及台湾地区的冷轧不锈钢产品展开反倾销调
土耳其钢铁生产商协会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

查。土耳其当地钢铁生产企业浦项土耳其不锈钢

示，2015 年上半年土耳其从中国进口钢材(1969,

厂 Posco Assan TST 向相关部门发出申请，表示

16.00, 0.82%)92.7 万吨，同比增长 194%。分品

进口自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冷轧不锈钢已经对

种来看，上半年土耳其板材进口量为 52.6 万吨，

土耳其国内产业造成了伤害。（www.dfhjqh.com）

同比增幅高达 344%；长材进口量为 10.7 万吨，
同比显著增长 141.4% ；管材进口量同比增长

TÜSİAD 活动摘要

33.4%至 11.5 万吨；小方坯进口量超过 11.0 万
吨。

土耳其工商业协会新闻 –
单就 6 月份而言，土耳其进口中国钢材 10.6

土耳其工商业协会(TÜSİAD) 在 Şanlıurfa 的

万吨，同比剧增 136.6%。其中，从中国进口板

Suruç地区遭受袭击后发表了如下声明：

材同比增长 233.3%至 5.5 万吨；进口长材 1.1 万
“我们强烈谴责在 Suruç.发生的恐怖袭击。

吨，同比增长 186.3%；进口管材 2.7 万吨，同

我们向那些在这非人道的袭击中失去了亲人的家

比增幅高达 97.2%。

庭以及同一天在 Adıyaman 冲突中牺牲的士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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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诚挚的慰问。我们向土耳其人民表示哀悼并祝
愿伤者早日康复。
此次 Suruç 的严重袭击事件其目的是破坏土耳其
的国家安全、民主 和社会和平。此时，我们的重
中之重是确保所有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直
至边界的地区，由于环境的不断恶化所造成的各
种危险中保护他们。
这次的恐怖袭击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发展共同政
治理解的迫切需要，以应对国内和外交政策不可
分割的问题。
希望发生在 Suruç 的袭击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见
证的一系列痛苦事件中的最后一个。我们期待着
我们的安全武装尽快查明这一恐怖袭击事件的肇
事者。我们完全相信，一个国家通过保持冷静以
及拥护人权价值、民主和世俗主义，能够实现防
止这些袭击事件的出现。” (tusiad.org)

货币兑换 ( 31.08.2015)
1 土耳其里拉= 2.1778 人民币
1 土耳其里拉= 0.3422 美元
(www.x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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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TÜSİAD

知道吗?


土耳其是全球第17大经济体，欧盟27个成员国中的第6大经济体。



土耳其是全球第11大钢铁生产国，汽车产量也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黄金海岸、旖旎风光使土耳其成为世界第 7 大旅游目的地。



2008年，在全球大部分航空公司遭受金融危机带来的重挫时，土耳其航空

公司实现了327%的利润。


截止到2008年，土耳其拥有4400多万的信用卡用户、6600多万的移动用

户和3000多万的互联网用户。


土耳其工商业协会（TÜSİAD）成立于1971年4月2日，是由土耳其私营企

业组成的非政府性组织。


迄今为止，TÜSİAD会员所代表的企业多达20,000多家和12个联合会。



TÜSİAD 下设9个工作委员会，30个工作组。



阿勒祖罕·东安·亚勒琴达（Arzuhan Doğan Yalçındağ）女士是TÜSİAD第

一位女主席。


TÜSİAD 在土耳其的工商企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协会中除政府官员和农

业经营者之外，大约有50%的工作人员同时在TÜSİAD成员公司里就职。其成员所
代表的行业分布于制造业（35%）、批发和零售业（13%）、建筑业（11%）、交
通运输业（10%）、能源（6%）、农业和食物加工(4%）、采矿业（1%）、教育
（1%）以及其它行业（8%)。


其它行业（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