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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主要经济数据 

 

根据土耳其统计局和海关数据，2015 年 12 月与

去年同期相比土耳其出口下降了 11.1%，总额为

118.02 亿美元；进口总额为 179.84 亿美元，下

降了 17.5%。同月，外贸逆差为 61.83 亿美元。 

 

2015 年 12 月，土耳其出口到欧盟的总额为

54.28 亿美元，上升 1.7%。主要出口伙伴国是德

国，达到 11.5 亿美元。其后是英国（7.64 亿美

元），意大利（6.38 亿美元）和美国（5.9 亿美

元）。 

 

2015 年 12 月，土耳其的主要进口来源国是中国

（21.54 亿美元），其后是德国（20.38 亿美

元），俄罗斯（16.86 亿美元）和美国（9.61 亿

美元）。 

 

2015 年 12 月的出口产品中，铁路及电车以外的

车辆和汽车配件，出口最多为 16.25 亿美元，, 

其次是锅炉、电气机械和器材为 10.98 亿美元，

然后是电子机械和器材 7.56 亿美元， 

 

针织和钩针编织品及其制品 7.32 亿美元, 水果和

坚果，带果皮或柑橘类水果 5.57 亿美元，钢铁

4.99 亿美元。 

 

2015 年 12 月的进口产品中，排在前几位产品分

别是，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物 30.07 亿美

元，锅炉、机器及机械用具为 25.03 亿美元，铁

路及电车以外的车辆和汽车配件 16.45 亿美元, 

电子机械和器材 16.445 亿美元，钢铁 11.25 亿

美元及塑料制品 10.36 亿美元。 

 

CPI-土耳其 2015 年 12 月份上升了 0.21%。 

 

PPI-土耳其 2015 年 12 月份国内生产者价格指数

(D-PPI) 环比下降了 0.33%；非国内生产者价格

指数(ND-PPI) 环比上升了 0.36%；农产品生产者

价格指数环比上升了 1.30%。 

 

消费信心指数-土耳其 2016 年 1 月份消费信心指

数 比 上 月 下 降 了 2.7% ， 达 到 71.62 。

(www.turkstat.gov.tr) 

 

 

 土耳其宏观经济 

世界银行估计，尽管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土耳其

2015年经济仍将增长至4.2% 

在其定期经济简报中世界银行表示，世界银行表

示尽管土耳其大选结果仍存在不确定性，但土耳

其经济在 2015 年前三季度表现强劲，预计 2015

年全年经济增速将达到 4.2%。 

http://www.turkstat.gov.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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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消费者信心低迷且 6 月大选后竞选结果更具

不确定性，但个人消费却出人意料的加速增长。

公共支出也继续支持经济增长。得益于由于 30％

的最低工资标准增长率，我们预计私人消费将继

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货币贬值与

通货膨胀的滞后效应将持续抑制个人消费在

2015 年的增长。公共支出预计将以较慢的速度

做出积极贡献。私人投资应有所恢复，并在一定

程度上有助于 2016 年的经济增长。在欧盟内部

的公司经营活动将有利于出口，但由于进口复

苏，净出口值将转为负数。低油价有助于将经常

项目逆差稳定在 GDP 的 4.6％左右。” 

简报也证实土耳其经济将继续面临诸多方面的阻

力，这也是业界对土耳其经济的中期前景持谨慎

态度的原因之一。 

世界银行警告说：“土耳其里拉贬值加剧了资产负

债，使承担着巨大外汇风险外的企业部门面临偿

债负担加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存在缺陷的投资

环境一起影响着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此外，俄

罗斯的制裁和令人失望的全球经济增长极有可能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2016 年的出口增长。与此同

时，在全球金融融资困难，特别是央行不断下调

准备金率的环境下，对大量资金流的持续需求是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简报文章认为中期增长前景取决于结构性改革的

实施 

改革议程至关重要 

新政府宣布已经宣布其经济改革议程并更新了

2016-2018 年中期计划。 

简报指出，“新一届政府已准备好推进实施其结构

改革方案以刺激经济增长。坚定及时的推进各项

改革承诺，尤其是 2016 政府计划第 64 项下的内

容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美联储决定加息，货币政策框架的简化仍尚

处酝酿阶段。美联储在 2015 年 12 月进行了近十

年来的首次加息，结束了美国借贷成本近乎为零

的历史。根据计划，央行将缩小其利率宽度，使

其基本围绕一周回购利率的范围。” 

“不过，在通胀风险已经逐步升高，流入发展中国

家的自尽量减少以及全球汇率逐渐上升的环境

下，简化措施是否足以维持价格和金融稳定仍有

待观察。” (Hürriyet Daily News) 

土耳其失业率继续保持两位数 

土耳其统计局（TUİK）数据显示，土耳其 2015

年 10 月的失业率由 9 月的 10.3%增至 10.5%。

最新的失业率是自 2015 年 3 月以来最高的，当

时的失业率是 10.6%。 

根据土耳其统计局 TUİK 1 月 15 日发布的数据，

2015 年 10 月年龄在 15 及 15 岁以上的失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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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10 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104000

人。 

同一时期，非农业失业率增长0.1个百分点至

12.6%。 

而 15 至 24 岁青年的失业率下降了 0.4 个百分点

至 19.3%，15 至 64 岁人群失业率为 10.7%，上

升了 0.1 个百分点。 

新增加的 718000 的就业机会使土耳其 2015 年

10 月的就业率增至 46.2%，较去年同期增长 0.5

个百分点。 

根据土耳其统计局（TUİK）的数据，在此期间的

就业者中，从事农业领域的占 20.4%，工业领域

占 20%，建筑业占 7.6%，52%的为服务业。 

经济学家 Haluk Bürümçekci 在阿纳多卢通讯社

的采访中表示，“服务部门的非农业就业率持续增

长进而带动就业率，而工业部门对就业率的贡献

则十分有限。” 他指出，上调最低工资的负面效

应可能会导致雇主在 2016 年雇用更少人员。 

2016 年最低工资标准由之前的 1000 土耳其里拉

提高到了 1300 里拉。 

根据其最新的中期经济计划，政府力争在 2018

年将失业率减少 0.6 个百分点。 

土耳其副总理穆罕默德·希姆谢克 1 月 11 日表

示，“根据预测，在 2018 经济计划后期，失业率

将从 2015 年的 10.2%下降至 9.6%。 我们预计

失业率在下一阶段将有所下降，随着相关政策的

实施，劳动参与率与就业率预计将分别增长 1.1

和 1.3 个百分点。”(Hürriyet Daily News) 

土耳其2015年财政赤字为74亿美元 

土耳其财政部长纳茨在 1 月 15 日的新闻发布会

上宣布，土耳其政府去年的财政赤字为 226 亿土

耳其里拉（74 亿美元），占 GDP 的 1.2%。 他

表示，“去年我们在预算收入方面的表现是令人满

意的， 2015 年的政府总预算将达到收支平衡，

这将是过去 9 年中表现最好的一年。 

十二月的预算赤字为 171 亿里拉（56 亿美元）, 

利息和人员费用等社会保险支出占收入的很大一

部分。” 

财政部数据显示，土耳其 2015 年政府预算收入

达到了 4834 亿里拉（1587 亿美元），较 2014

年增加 13.6%。 

去年的预算支出上升到了 5060 亿里拉（1661 亿

美元），同比增长 12.8%，期间利息支出为 530

亿里拉（174 亿美元）， 同比增长 6.2%。财政

部预测 2016 财年的预算支出将达到 5705 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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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1880 亿美元），比预计的 2015 年 5204 亿

里拉（1708 亿美元）增长了近 10%。 

“预计 2016 年的预算赤字将会占到 GDP 的

1.2%。” 

“我们预测到 2015 年底的债务存量与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率在 32.6%。相比 2014 年的 33.5% 实现

了 0.9 个点的进步。” 纳茨补充道。 

预算中最大的份额 1093 亿里拉（360 亿美元）

被分配给了教育部，比去年的配额增加了

24.9%。 

国家卫生部将从预算中获得 950 亿里拉（312 亿

美元）。财政部长表示，全年针对投资的政府预

算将增加 24.2%，达到 601 亿里拉（197 亿美

元）。根据财政部数据显示 2016 年土耳其国内

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将为 4.5%，而到年底通货膨

胀率预测将达到 7.5%。 

财政部估计今年的出口额为 1555 亿美元，进口

额为 2107 亿美元。 

纳茨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预测发达经济

体的复苏将继续，新兴经济体的商品进口将有所

加强，而商品出口国的增长将放缓。” 

土耳其出口商协会的数据显示，由于汇率波动、

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和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风险，

土耳其 2015 年的出口额为 1437 亿美元，较前

一年下降了大约 8.7%。土耳其中央政府 2014 年

的预算赤字为 227 亿里拉（100 亿美元）。

(Hürriyet) 

土耳其制造菲亚特轿车获得2016 AUTOBEST奖 

土耳其设计制造的汽车菲亚特（Fiat Tipo），通

过菲亚特 Aegea 的名字在土耳其营销。这款汽

车超越了 Opel Astra, Hyundai Tucson, Honda 

CR-V 和  Mazda CX-3 等竞争对手，获得了

AUTOBEST 组织颁发的“2015 最佳车型”奖。 

土耳其制造的菲亚特 TIPO (在土耳其以菲亚特

AEGEA 的名称进行销售)，击败竞争对手的新欧

宝雅特，现代途胜、本田 CR-V 和马自达 CX-

3，获得了著名的“2016 Autobest 奖”。 

AUTOBEST 是一个独立评价机构，由 26 位来自

26 个欧洲国家的汽车记者组成。该机构由于新菲

亚特在日趋饱和的市场上的两个关键成功要素—

—经济性和实用性上的价值，而把票投给了它。 

Koç 汽车控股公司作为土耳其和意大利合资企业

Tofas 的土耳其方出资者和菲亚特 Aegea 的制造

商， 被评为“2015 最佳企业”。 

Tofaş 公司的研发部门充分参与了 Tipo/Aegea 平

台的设计与制造。该平台有将近 70%的当地采购

率，将会在 2016 年年中前推出两厢车和旅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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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型。Tofaş 将该汽车出口到了超过 40 个欧洲、

中东和非洲国家。(Hürriyet) 

外国投资成为2015土耳其并购市场生力军 

德勤咨询发布的 2015 土耳其并购年报显示，去

年土耳其并购总额达到 165 亿美元。 

国外投资占到了去年并购交易总量的 70%，相比

于上一年增长了 44%并达到 115 亿美元。在

2015 年发生的 245 起交易中，外资方参与了其

中的 125 起，其余交易由土耳其投资者完成。

2014 年并购交易数量为 236 起，交易总额为

210 亿美元。 

在 2015 年，欧洲投资者在土耳其完成了 62 项并

购交易，紧随其后的是北美投资者 28 起，远东

投资者 19 起，海湾投资者 14 起。就交易总额而

言，海湾投资者占到了最大份额 39%。这主要是

由于卡塔尔在 Finansbank 银行, 零售商 Boyner 

和付费电视网络 Digiturk 的大额投资。 

除去占据总额 11%的私有化交易，2015 年的并

购交易总额达到过去三年的最高点。就交易数量

而言，制造业、能源和服务业是数量最大的三个

行业；而从交易价值而言，能源、金融服务和基

础设施建设占到了前三。 

根据土耳其德勤（Deloitte）事务所的金融咨询

服务主管 Başak Vardar 的研究，外国投资者在

2015 年土耳其并购市场中起到了推动者的角

色。他预测土耳其会在新的一年中保持对投资者

的吸引力，并指出制造业、能源、食物和服务行

业将会成为 2016 年并购市场的主要吸引点。

(Dünya) 

2015年土耳其汽车工业打破生产与出口记录 

土耳其汽车制造商协会（OSD）的数据显示，

2015 年土耳其的汽车厂商推出了 136 万辆汽

车。 

土耳其在 2015 年有 99 万 2000 辆其生产的汽车

进入出口市场，汽车年生产能力达到 170 万辆，

同时打破了生产和出口记录。OSD 主席库德雷

特表示，在过去的一年中，生产力增长 16%，出

口增长 12%，这两项数字成为了土耳其汽车工业

的两个新记录，他甚至预测 2016 年的数字将会

更高。 

库德雷特说，“随着新的投资模式的增加和生产能

力的不断提高，我们预计土耳其的汽车工业今年

的生产力将达到 190 万辆，今年的生产能力。在

政府政策和投资鼓励措施的全力支持下，汽车行

业在 2016 年将保持出口驱动型增长”。 

OSD 2015 年 1 至 9 月的数据显示，土耳其是欧

洲排名第一的商用车生产国，其汽车总生产量居

欧洲第七，全球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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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是福特、菲亚特、现代、雷诺、丰田、本

田等其他几家在该国拥有工厂的汽车公司的出口

中心。除了作为全球汽车品牌的制造和出口的枢

纽，土耳其也正逐渐成为一个设计和工程中心。

(invest.gov.tr) 

 土耳其商务及国际合作 

卡塔尔银行收购土耳其 Finansbank 银行 

最大的海湾国家银行卡塔尔国家银行（QNB）宣

布收购 Finansbank 99.81%的股份，Finansbank

是土耳其主要的大型银行之一，拥有 647 个分支

机构和超过 13000 名员工。  

QNB 同意支付 27.5 亿欧元给 Finansbank 目前

的拥有者希腊国家银行。该交易尚待监管部门的

批准，预计将在 2016 年年中完成。 

一个危机检测金融系统与一个盈利性银行部门近

些年已经鼓励很多新的的贷款机构进入土耳其。 

另一家卡塔尔银行，卡塔尔商业银行（CBQ）于

2013 年收购了 Alternatif 银行的多数股权，成为

土耳其第一个卡塔尔贷款机构。科威特的布尔干

银行(Burgan Bank)在 2012 年以 3.49 亿美元收

购了欧洲银行 Tekfen； 黎巴嫩银行 Bank Audi 

2011 年在土耳其以 Odeabank 的名称从土耳其

监管部门获得银行营业执照后，成为进入土耳其

利润丰厚的银行业市场的中东地区银行的一员。

(Sabah) 

凯迪胡佛在土耳其投资产品研发 

意大利家电制造商凯迪胡佛计划于 2016 年第一

季度末在土耳其建设产品研发中心。 

目前的生产地位于安纳托利亚中部城市埃斯基谢

希尔，该公司将通过产品研发中心扩大其在土耳

其的市场份额。凯迪胡佛土耳其 CFO Mustafa 

Kılıç 表示，研发中心投资项目充分利用了土耳其

的鼓励政策。 

“这个创新投资项目由土耳其科学技术研究理事会

批准，进入了第五级优先投资项目组，该中心在

开始运作后将创造 55 个工程就业机会。土耳其

输出的产品占凯迪胡佛的全球产量的 10％以上，

并出口其产量的 85％。 我们在土耳其的研发中

心将成为该集团在欧洲之外最大的基地。” 

凯迪胡佛-土耳其目前拥有员工 670 人，主要生

产烘干机、内置烤箱和炉灶。(invest.gov.tr) 

 国际关系 

土耳其和以色列需要彼此 ---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

安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和以色列是两

个彼此需要的中东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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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对沙特的访问后，埃尔多安在返回土耳其

的专机上对记者说，“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需要一个

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需要

以色列。两国相互需要是这一地区不可改变的事

实。我们应看到，只要我们表现出互惠的诚意，

关系正常化将会持续下去。” 

自 2010 年 5 月 31 日以色列军队袭击了土耳其激

进者开往加沙的舰队，并在六艘军舰中最大的蓝

色马尔马拉号舰 Mavi Marmara 上杀死 10 人

后，土以关系开始变得紧张。 

总统发言人 İbrahim Kalın 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

表示，蓝色马尔马拉号受害者的赔偿事宜正在进

中，土耳其没有改变其针对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提

出的三个条件。 

Kalın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在第二项

关于赔偿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进

展，但尚未达成一致。”他表示，以色列已经满足

第一个条件即向土耳其道歉，但另外两项要求仍

尚待回应，即赔偿蓝色马尔马拉号受害者以及解

除在加沙地带的禁运令。 

埃尔多安重申土耳其立场 

“关于禁运令，以色列方面表示货物、施工设备可

以通过土耳其进入加沙，我们会等待书面承诺以

确保他们不会反悔。”埃尔多安还补充了土耳其关

注的另一个重要的事项，即以色列对阿克萨清真

寺的占领。 

埃尔多安同时表示伊斯兰联盟在打击伊拉克和黎

凡特伊斯兰国（ISIL）问题上是不可能出现宗派

分化的，他否认了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于 2015

年 12 月中旬宣称的联盟内部有一些特殊的派

别。 

他补充道，“包括 37 个国家的伊斯兰联盟不可能

有派别的分化，联盟的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他

认为未来加入联盟的国家会更多。“正如伊斯兰合

作组织有逊尼派和什叶派，伊斯兰联盟也会是这

样。联盟的合作不仅涉及安全、情报和军事方

面，同时旨在防止‘滥用宗教观念’并团结一致反

对伊斯兰恐惧症。 

沙特阿拉伯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宣布成立由其

领导的伊斯兰军事联盟以打击恐怖主义，并在利

雅得成立联合作战中心以协调和支持军事行动。 

叙利亚“库尔德地带”不会被接受 

此外，总统表示安卡拉不会允许在叙利亚北部形

成一个库尔德地带。 

“我们将贾拉布鲁斯设为目标之一以清除‘达伊沙’

（DAESH）区域。”埃尔多安使用了 IS 极端组织

的阿拉伯语简写发音‘达伊沙’，并提及库尔德人

民保卫部队 (The Kurdish People's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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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s)在美国空军掩护下拿下幼发拉底河上位于

Tishrin 的大坝后可能穿越西幼发拉底河。 

“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进入该地区是不可被接受

的，我们将就此举行一次会议。如果我们允许他

们越过西幼发拉底河，土耳其以南、叙利亚以北

将形成一个库尔德地带，我们不会允许这样的事

情发生 “他补充道。(Hürriyet Daily News) 

土耳其就叙利亚“库尔德地带”问题警告美国 

土耳其军队已就关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在叙利亚

北部建立一个“库尔德地带”并使该地区人口结构

有利于库尔德人的意图向美国最高军事长官表示

关切。 

消息已传达至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

福德将军，他曾与土耳其总参谋长 Gen. Hulusi 

Akar、总理阿赫迈特·达乌特奥卢于 1 月 6 日进

行了会谈。 

美国最高军事官员邓福德将军在结束安卡拉的会

谈后访问了驻扎在土耳其 İncirlik 基地的美军。 

军事会谈集中讨论了联合打击 IS 伊斯兰极端组

织、叙利亚与伊拉克重建发展以及其他区域性问

题。 

土耳其军队提出的最重要的议题是是叙利亚民主

联盟党（PYD）企图穿越幼发拉底河并进入阿扎

兹-贾拉布鲁斯地带。 

土耳其认为民主联盟党 PYD 是已被列为非法组

织的库尔德工人党（PKK）的一个分支，因此属

于“恐怖分子”，尽管美国和其他反 ISIL 联盟成员

将他们视作一个合法的政党。 

一位土耳其安全人士表示，“我们已经注意到他们

试图通过进入阿扎兹-贾拉布鲁斯地带在土耳其边

境建立一个库尔德地带，并已多次声明土耳其绝

不会接受此事。” 

叙利亚民主力量联盟（QSD）由库尔德人、土库

曼人、基督徒、阿拉伯人组成，这一组织已成功

控制幼发拉底河上的重要战略地点 Teshrin 坝，

但安卡拉方面表示这一联盟 85%的人都是叙利亚

民主联盟党成员。 

相关人士表示传递给邓福德将军的一个关键信息

是土耳其坚决支持保护叙利亚的领土完整。 

叙利亚民主联盟党意图改变人口结构 

土耳其军方称相关情报显示，叙利亚民主联盟党

正意图通过驱赶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来改变该地

区人口结构。一位消息人士表示“他们在人口结构

变化上的行动不应该被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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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 IS 极端组织 

两国的军事小组讨论了正在进行的打击叙利亚境

内 IS 极端组织的行动，以及未来在沿土耳其边

境 98 公里的地带 (阿扎兹-贾拉布鲁斯线)建立无

ISIL 区域的联合作战。 

土耳其总参谋长表示，土耳其承诺对抗 IS 极端

组织，且近期关闭边境的措施正是实现这一承诺

的证据。然而，他批评一些匿名美国士兵提出的

沿边境部署 3 万土耳其军队以阻止 IS 极端组织

成员渗透的意见，他描述这些想法为“保守而不切

实际的”。 

土耳其军方指出，加强空中军事行动足以消灭 IS

极端组织在贾拉布鲁斯的力量。 

俄罗斯在打击 IS 极端组织行动中的影响 

两名高级士兵还讨论了俄罗斯战机遭土耳其空军

击落事件对联合反击 IS 极端组织作战的影响。

土耳其抱怨俄罗斯针对土耳其战机发出的报复威

胁迫使土耳其停止派战机飞往叙利亚参加反 IS

极端组织战斗。(Hürriyet Daily News) 

拜登的访问揭示了美国与土耳其在叙利亚民主联

盟党 PYD 问题上裂痕 

在与拜登共同出席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达武特

奥卢重申了安卡拉在叙利亚民主联盟党问题上的

立场，即认为其是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

（PKK）在叙利亚的分支。 

他在与拜登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会议后表示“我们

不想 ‘达伊沙 ’（IS 极端组织的阿拉伯语简写发

音）库尔德工人党的政权或准军事部队参加日内

瓦会谈。” 

拜登在星期四晚抵达土耳其进行访问。有报道说

在周五与土耳其国会议员的会议中拜登表示叙利

亚民主联盟党与库尔德工人党是不同的。达武特

奥卢就此回应道，叙利亚民主联盟党是一个与叙

利亚政权联合的恐怖组织，它的武装分支库尔德

人民保卫部队（YPG）根据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工

人党的命令进行活动。 

土耳其威胁如有叙利亚库尔德人参加则会抵制日

内瓦会议 

外交政策杂志 1 月 22 日报道，“土耳其已经私下

警告联合国如果叙利亚库尔德人于谈判期间出现

在反对派行列，它将退出预计于周一开始的政治

进程。”杂志内容来自于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联合国

外交官与土耳其官员的谈话。 

文章写道，本周早些时候，由总理达武特奥卢带

领的土耳其代表团在瑞士达沃斯向联合国特使

Staffan de Mistura 发出了退出国际叙利亚支持组

织（旨在监督和平进程的多边组织）的警告。 



  

 

- 10 - 

在与拜登共同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上，达武特奥卢

表示叙利亚民主联盟党是库尔德工人党的一部分

并得到其公开支持，这种联系不仅威胁到土耳

其，而且会对整个地区的安全造成严重影响。此

外，他强调阿萨德政权、IS 极端组织以及叙利亚

民主联盟党都将对土耳其产生威胁。 

他还说，只有合法的叙利亚反对派才能参加即将

举行的叙利亚和谈，坚决排除了叙利亚民主联盟

党参与谈判的可能性。 

最新一轮的叙利亚和平谈判原定于周一开始，但

目前已推迟数天，部分原因是由于各方就叙利亚

反对派代表团的组成产生了分歧。叙利亚民主联

盟党联席主席萨利赫星期五表示，没有叙利亚库

尔德人的出席，和平谈判必将会失败。 

土耳其和美国都将库尔德工人党认定为恐怖组

织，但华盛顿认为库尔德工人党和叙利亚民主联

盟党存在区别，并且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是一只

能有效对抗 IS 的地面部队。 

拜登表示，土耳其和美国一致认为 IS 极端

组织、胜利阵线和库尔德工人党都是恐怖组织。

他未曾提及叙利亚民主联盟党与库尔德人民保卫

部队，只阐明在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与 IS 极

端组织一样都会对安卡拉产生威胁，而土耳其无

论如何都需要保护自己的人民。“IS 极端组织不

是唯一的危险来源，我们清楚库尔德工人会产生

同样的威胁，他们没有和平的意愿。很显然这是

一个恐怖组织，他们的行为是绝对不能被容忍

的。”他补充道，：“我们坚信能够击败 IS 极端组

织”，并表示相信土耳其能够保护其与叙利亚相邻

的 550 英里（885 公里）边境地区，同时也能允

许反 IS 极端组织联军飞机使用其基地来进行对

IS 目标的轰炸。(Today’s Zaman) 

 土耳其与中国 

北辰区企业携手土耳其公司拓展全球工程市场 

天津北辰区加快推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取得突

破性进展，北辰区天辰公司与土耳其复兴集团签

署了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将携手共同开拓

全球工程市场。 

据悉，复兴公司是土耳其第二大工程公司，连续

多年入选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250 家

全球最大国际承包商。 天辰公司与复兴公司签署

备忘录后，将充分发挥双方在工程总承包和工程

施工方面的优势，共同开拓全球工程市场，规划

研究以最佳方式参与项目的前期服务、设计、采

购、建造、试车、开车及其他相关服务，为共同

深耕土耳其及周边国家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网易新闻) 

土耳其中资企业商会会员大会在伊兹密尔召开 

土耳其中资企业商会 1 月 5 日在土耳其西部海滨

城市伊兹密尔召开了 2015-2016 年度全体会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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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商会理事会单位,中国

天辰工程有限公司土耳其分公司连任商会会长兼

理事长单位。 

现任会长邱育新在会上发表讲话说,随着“一带一

路”战略倡议的落实,到土耳其开展业务的企业越

来越多,在土中资企业的业务范围也日趋广泛,截

止 2015 年底已有 40 家企业加入了中资企业商

会。 

新当选的新一届商会会长、中国天辰土耳其分公

司总经理周延泉表示,土耳其中资企业商会过去几

年在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领导下,取得了不菲的

成绩。新一届商会理事会将继往开来,努力为商会

会员单位提供更好的服务。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郁红阳大使发表讲话时回顾了

2015 年中土关系,特别是中土经贸合作所取的成

果,并展望了 2016 年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土经

贸合作新的机遇与挑战。 

郁红阳大使还对中资企业商会及会员企业的未来

发展提了建议,希望中资企业能够把握“一带一路”

倡议及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计划对接所带来

的机遇,创新合作渠道和模式,争取在更大范围、

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开展合作。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商务参赞朱光耀在会议上指

出,中资企业应加强内部协调,避免恶性竞争,商会

应在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同时,中资企业商会

要加强会员内部的沟通与协作,商会应鼓励会员之

间的合作,实现企业的共赢。（人民网） 

 

 TÜSİAD 新闻摘要    

TÜSİAD为 Mustafa V. Koç的去世致以沉重哀

悼 

土耳其工商业协会（TÜSİAD）对 Koç Holding

董事会主席 Mustafa V. Koç先生的不幸去世深感

悲痛。  

我们失去了一位非常珍贵的朋友，他对土耳其经

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TÜSİAD 名誉主席 Mustafa V. Koç 先生是

TÜSİAD 高级顾问委员会主席（2005-2010），

并担任美国 TÜSİAD 董事会主席。他通过敏锐的

商业头脑带领 Koç Holding 走上成功之路，同时

他为 TÜSİAD工作多年并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感谢他对土耳其经济做出的贡献，对土耳其

私营经济发展的支持，对普遍民主原则的承诺，

以及为社会进步而做出的不懈努力。我们会想念

这位模范领袖。 

TÜSİAD 董事会与 TÜSİAD 美国董事会对

Mustafa V. Koç先生的家属、Koç Holding 的员

工、以及土耳其商业界表示诚挚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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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兑换 ( 04.02.2015)  

 

1 土耳其里拉= 2.25105 人民币  

1 土耳其里拉= 0.34227 美元  

1 土耳其里拉= 0.30976 欧元 

 (www.x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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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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