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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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土耳其与 2013 年 10 月相比出口增加

7.3%，为 129.33 亿美元，进口下降 1.5% 为

191.85 亿美元。同月，外贸逆差为 62.52 亿

美元。 

 

2014 年 10 月，土耳其出口欧盟总额为 57.11

亿美元，增加 8.1%，占总出口量的 44.2%。

主要出口伙伴国为德国，达到 12.83 亿美元。

其后是英国（8.6 亿美元），伊拉克（8.57 亿

美元），和意大利（5.66 亿美元）。 

 

2014 年 10 月，土耳其的主要进口伙伴国是

中国（27.9 亿美元），其后德国（17.98 亿美

元），俄罗斯（17.32 亿美元），意大利

（9.97 亿美元）。 

 

2014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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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8 亿美

元，然后是锅炉，机械用具和零件 10.49 亿美

元，电气机械和器材 8.81 亿美元，针织和钩

针编织品及其制品 7.17 亿美元，钢铁 7.14 亿

美元。 

 

2014 年 10 月的进口产品中，前几位产品

为，矿物燃料和矿物油 44.87 亿美元，锅炉、

机器及机械用具为 22.9 亿美元，电子机械和

器材 15.16 亿美元，钢铁 14.75 亿美元，，铁

路及电车以外的车辆和汽车配件 14.15 亿美

元。 

 

CPI-土耳其 2014 年 10 月份 CPI 上升了

1.9%。 

 

PPI-土耳其 2014 年 10 月份 PPI 上升了

0.92%。 

 

消费信心指数-土耳其 11 月份消费信心指数比

上 月 下 降 了 2.4% ， 达 到 68.7 。

(www.turkstat.gov.tr) 

土耳其宏观经济 

 

今年前 6 个月土耳其失业率上升到两位数 

 

土耳其统计局公布 8 月份失业率上升到 2 位

数，这是自 2 月份以来的第一次。失业率从 7

月份的 9.8%上升到 8 月份的 10.1%。  

 

15 岁以上失业人口达到 294 万人，比上月增

加 7.7 万人。男性失业率为 8.9%，女性失业

http://www.turkstat.gov.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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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12.7%。年轻人失业率为 18.9%。 

 

与此同时，土耳其二季度经济增长放缓至

2.1%，比一季度下降 4.7%。  

 

2013 年 8 月份失业率为 9%，2014 年同期增

长 4%。 数据显示，8 月份，非农业失业率为

12.4%，下降了 0.1%，达到 2046 万人。 

 

分行业来看，农业占 22.1%的就业人口，工

业占 20% ，建筑业占 7.5% ，服务业占

50.5%。(Hürriyet) 

 

土耳其政府宣布雄伟的经济目标 

 

为达到雄伟的经济目标和推动经济增长，土

耳其政府宣布了第一批 9 项具体的经济改造

计划。 

 

 “我们的目标是在 2018 年国家 GDP 从 80 亿

美元增长到 1.3 万亿美元，GDP 经常帐目赤

字从 6%降低到 5.2%，并且使失业率从 10%

降低到 7%。”土耳其总理 Ahmet Davutoğlu

在 11 月 6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 

 

此次发布了 25 项改革计划中的 9 项，主要集

中在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剩余计划会在未

来公布。首批 9 项计划包括 417 项行动计

划。此批计划是在土耳其准备下届二十国峰

会主席国倒计时 1 年（12 月 1 日开始）的前

提下提出。 

 

“我们的改造过程将基于 5 项主要支柱。第

一位的就是维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前景的平

衡” Davutoğlu 说。 结构改革的第二个元素

就是促进人力资源发展，第三点是使土耳其

实体行业适应最前端的生产技术。他说，

“第四点是综合全面的经济分析方法，第五

点是全面整合土耳其经济加入全球经济。” 

 

“经过这个时期，每个人都将看到，在一年

里土耳其的经济实力，经济逻辑和智慧水平

是有能力引领全球经济的。” 

 

9 项经济改造计划  

 

政府为促进土耳其地方产能，在 9 项改造规

划中制定和实施 417 项行动计划。 

 

此批规划的第一项目的为降低土耳其经济对

进口的依赖。政府计划在一些地区推出新的

补助政策，地方政策上鼓励地方能源设备生

产，刺激生产和使用电动车和增加土耳其农

业种子能力，等等。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tag/Ahmet%20Davuto%C4%9Flu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tag/Ahmet%20Davuto%C4%9F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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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计划集中在优先技术领域的上也会。

政府计划通过新的基金支持新企业和研发中

心。同时，第三项规划中，政府计划是通过

在现有的公共采购法中提供更多的机会为土

耳其公司可以参与更多的公共投标，以及开

发更多技术。 

 

另外两项规划集中在国内能源生产。“土耳

其目标在 2018 年通过增加对可在再生能源的

投资以及对节能项目的信贷，用本国资源解

决土耳其 35%的能源需求。”Davutoğlu 说。 

 

其他规划基于发展更有效的农业政策。政府

计划每年增加现代灌溉系统 10%。 

 

“我们计划通过鼓励地区医药生产在医药领

域实现突破。我们应该通过地区政策来满足

60%医药上的需求。”Davutoğlu 说. 同时，

政府目标促进健康的旅游和物流产业。 

(Hürriyet Daily News) 

 

土耳其在通胀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保持利率

不变 

 

土耳其中央银行周四宣布将保持利率不变，

并提到其将保持偏紧的货币政策直到通胀有

显著改善，暗示到明年不会降息。 

在经济放缓以及周边国家矛盾激化的情况下

下，央行正努力抑制通货膨胀，提到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有望在 2015 年开始下降。路透社

通过对 16 位中的 15 为经济学家的预测调

查，发布一周回购率为 8.25%。有一位经济

学家期待降低主要利率到 7.75%。  

 

央行决定公布后里拉兑美元小幅走高到

2.2271. 伊斯坦布尔股指和 10 年期基准债券

有小幅波动。一月份利率的大幅升高抑制了

里拉的下滑，央行在 5 - 8 月降息后在 9 月和

10 月保持不变。“我们认为银行在降低利率

前会较谨慎并且将等到 2015 年第一季度通货

膨胀的降低，”担保证券战略官 Tufan 

Cömert 说。央行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

商业人士和经济学家预期年底居民消费指数

达到 9.22%， 比之前的民意测验有所攀升并

大大高于 5.3%的目标。 

 

伦敦的 Spiro 主权战略公司 Nicholas Spiro

说，土耳其通货膨胀在领先新兴经济市场中

最高，并且非常尴尬的远远高于其目标，

“如果央行在通货膨胀开始真正的降低前继

续保持利率不变，这将赢回投资者的信

任”。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正努力在明年 6

月的议会选举前维持经济增长，但是事实上

障碍重重。经济在第二季度比预期放缓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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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考虑到不乐观地全球经济环境，上个月

政府降低了对经济增长预期并且提高了 2014

年 和 2015 年 通 货 膨 胀 预 期 。 Ahmet 

Davutoğlu 总理本月推出刺激经济增长规划，

包括降低对进口的依赖性以及促进国内能源

资源的应用。 

 

央行维持其隔夜贷款利率 11.25%不变，其一

级交易商的隔夜贷款利率为 10.75%以及隔夜

几款利率为 7.5%。 (Reuters) 

 

外国房地产投资者涌入土耳其 

 

在最有前景的新兴经济之一的市场中提供最

有竞争力的地产价格，土耳其房地产行业继

续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买家。根据土耳其统

计局数据，前 9 个月外国买家购买房地产量

超过了 2013 年全年 12200 所住房的总数达到

13600 所住房，其中 9 月份给外国购房者的

销售量同比增长高达 81%。  

 

今年 1 月到 9 月，外国人购买了相当于 31 亿

美元的房地产，比 2013 年同期的 19 亿美元

增长了 55%。同时，外国人购买房地产贡献

了 1/3 的总额为 93 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 

 

土耳其也是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安塔利

亚在当地最受外国购房者欢迎，今年 1 月到 9

月，有 4874 所房屋被外国人购买。伊斯坦布

尔，土耳其最大的和金融中心成为购房者第

二亲睐的城市，外国人购买了 3900 所房屋。 

在土耳其外国人房产所有权于 2012 年放宽松

之后，2013 年外国购房者购买土耳其房地产

总额达到 3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当地也

为 外 国 购 买 房 地 产 者 授 予 拘 留 许 可 。

(invest.gov.tr) 

 

土耳其商务及国际合作 

 

新加坡 GIC 投资土耳其房地产 

 

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 GIC 宣布收购土耳其房

地 产 开 发 商 Rönesans Gayrimenkul 

(RGY)21.4%的股权，合 2.5 亿欧元。 

 

Rönesans 控股主席 Erman Ilicak 宣布这次合

作将加强 Rönesans Gayrimenkul 和 GIC 的

合作关系。双方早前在多个伊斯坦布尔，安

卡拉和伊兹密尔的购物中心项目上有过合

作。 

 

该股权收购涉及配股，将使 GIC 成为“大量

少数股权”投资者和战略合作方。 

GIC 在另一份声明中说“新的资本将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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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Y 在土耳其商业地产市场的领导地位并且

在未来扩大其业务。” 

 

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本月访问土耳其的时

候，与土耳其签署了一份政府间合作协议，

公 布 了 在 各 个 领 域 的 多 项 合 作 意 向 。

(invest.gov.tr) 

 

西班牙银行试图控股担保银行 

 

西班牙银行 BBVA 就进一步购买土耳其最大

银行之一的担保银行的股份进行高级会谈，

这将使其控股董事会并进一步实现其区域多

元化战略。 

 

此次交易将使 BBVA 目前拥有的 25%担保银

行股份，从土耳其大型集团 Doğuş 控股购买

14.89%的股份，增加到几乎 40%。就担保银

行的目前股价来看，此次收购价值 20 亿欧元

（25 亿美元），将进一步支撑为其在过去 5

年助其国内最糟糕的 10 年经济危机的西班牙

银行的国际业务。BBVA 最多的利润来自与本

国以外的市场，并将继续在土耳其增加赌注

即使目前面临政治不稳定因素。今年担保银

行已经成为 BBVA 的闪光点。前 9 个月西班

牙银行净利润下降了 37%达到 19.3 亿欧元，

然而担保银行却贡献了 2.35 亿欧元增长了

20%。Doğuş 行业范围从传媒，饭店到体

育，近几年已经在各领域扩张，但没有评论

其减持担保银行的原因。BBVA 表示根据土耳

其法律他们不能完全控股担保银行，这将会

是市场价值 166 亿美元。然而增加股份将涉

及与 Doğuş 的股东协议，使其控制前十大股

东。 (Zaman)  

 

国际关系 

 

土耳其将在 2015 年初决定反导系统 

 

土耳其富有争议的第一个远距离空中反导弹

系统购买合同最有可能在 2015 年初作出最初

决定。 

 

2013 年 9 月安卡拉选择与中国企业建设空中

防御体系并且此项巨鼎收到来自华盛顿联盟

的巨大压力，并在今年夏天同时与欧洲竞标

就此数十亿美元的竞争者进行谈判。 

 

与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的谈判也同时进

行，但是 Recep Tayyip Erdoğan 总统说谈判

同时还与欧洲竞争者 Eurosam 进行。 

 

就土耳其顶级国防采购局的评估，国防工业

执行委员会选择了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tag/Recep%20Tayyip%20Erdo%C4%9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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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好的投标者，Eurosam 第二位。美国合

作伙伴 Raytheon 和 Lockheed Martin 公司成

为第三个竞标者。中方提出了 34.4 亿美元的

竞标价。 

 

国防工业执行委员会由总理 Ahmet Davutoğlu

担任主席，其他成员为国防部长 İsmet 

Yılmaz，总参谋部首席将军 Necdet Özel 以

及首席国防采购官 İsmail Demir，国防工业署

署长。 

 

在谈到另外一个数十亿美元的国防合同，

Güldoğan 说土耳其对跨国联合打击战斗机计

划的进展并不满意。 

 

土耳其是美国联合攻击战斗机计划的合作伙

伴，生产新一代 F-35 战斗机，计划在未来 10

年生产 100 架飞机，将化为 160 亿美元。今

年早些时候，安卡拉正式购买第一批 2 架飞

机订单。(Hürriyet Daily News) 

 

Davutoğlu 公布 G20 峰会主办国计划 

 

11 月 14 日 Ahmet Davutoğlu 总理呼吁二十

国峰会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团体并称 2015 年

土耳其主办国将给与低收入国家更强的话语

权。 

Davutoğlu 同时指出土耳其将在经济合作和决

策上扩大 G20 峰会的作用，比如东欧的难民

危机， 非洲的埃博拉病毒以及中东恐怖主

义。“在我们举办的峰会上我们愿为每个人

表达他们的声音，”Davutoğlu 在布里斯班二

十国领导人峰会时表示。 

 

他同时指责联合国安理会结构的排外。“我

们今天需要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治理是包容每

一方面的；没有包容就不具备合法性。今天

联合国的问题是，虽然联合国大会是包容

的，但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在特别的几个

国家中体现包容。”他说。 

 

总理强调二十国峰会议程应代表一个全球的

议程而不只是 20 个国家。 

 

土耳其的更具包容性的议程与现在澳大利亚

的相比更强调全球整体的经济增长，在 2017

年上升 2%。 

 

Davutoğlu 表示土耳其会继续强调这个目标，

同时在峰会团体会议上强调地缘政治对话的

重要性和底线。“如果 G20 议程只限制在金

融领域，G20 就起不到作用，也就不具备国

际合理性，”他说。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tag/Ahmet%20Davuto%C4%9F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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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澳大利亚有所分

歧，表示同意联合国抑制碳排放的修改目标

是当务之急。澳大利以已经试图在 G20 峰会

议程上剔除气候变化问题。 

 

安卡拉将在 12 月交接主席国。 

 

路透社提到土耳其有机会作为第一个以新兴

市场的角度来领导峰会的国家，回顾去年俄

罗斯担任主席国期间以众多的分歧而被视为

失败的，同时墨西哥和韩国又在议程上太注

重世界危机。 

 

Davutoğlu 表示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明

年议程的重点，从金融问题到地缘政治问题

连接到一起，比如叙利亚难民涌入土耳其以

及恐怖主义问题。“我们这 3 年在这些难民

问题上已经花费 45 亿美元，”他提到。 

(Hürriyet Daily News) 

 

土耳其总理与奥巴马讨论伊朗叙利亚危机 

 

11 月 15 日，土耳其总理 Ahmet Davutoğlu

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叙利亚和伊朗危机进行

讨论。 

 

在澳大利亚东海岸举办的的 2014 年二十国峰

会第九次会议后，Davutoğlu 就近期叙利亚和

伊朗受伊拉克黎凡特伊斯兰国威胁的局势发

展问题与奥巴马进行了讨论。 

 

土耳其总理强调土耳其一直认为需要一个全

面的战略以解决叙利亚危机而不是“指出和

选择战略”，比如美国领导的同盟军在叙利

亚科巴尼镇以及遍布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空袭

行动。 

 

美国领导的国际同盟，包括法国，德国和沙

特阿拉伯，已经猛击了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

叙利亚的目标。 

 

Davutoğlu 同时感谢奥巴马 11 月 13 日在缅甸

的演讲，呼吁国家领导人们放弃一个有争议

的计划，其计划目的是迫使少数 Rohingya 穆

斯林自称 Bengalis – 政府所青睐的，因为这

意味着该团体是来自孟加拉国的非法移民。 

 

缅甸政府的 Rakhine 国行动计划为大概 100

万 Rohingya 穆斯林提供了国民身份 – 根据联

合国数据世是界上最受迫害的少数民族之

一。但是他们只有承认自己是“孟加拉人”

才能被承认为国民，即使他们有证据证明他

们世代已在缅甸生活。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tag/Ahmet%20Davuto%C4%9Flu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tag/Ahmet%20Davuto%C4%9F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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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强烈要求政府放弃新的计划并允许

Rohingya 穆斯林成为缅甸国民。 

 

根据土耳其总理府，Davutoğlu 也与俄罗斯总

统普京，英国总理卡梅伦，法国总统奥朗

德，德国总理默克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以及韩国和印度尼西亚领导人进行了会谈。

(Hürriyet) 

 

2015 年中通用电气公司在土耳其成立生物技

术实验室 

 

世界领先工业巨头通用电气公司将在土耳其

设立研究实验室，作为在当地的创新中心项

目的一部分。 

 

据公司媒体报道，2015 年年中开始营业，伊

斯坦布尔 Teknopark 的通用电气健康生活科

学技术实验室，将承担麻醉剂研发，蛋白科

学和生物工艺以支持土耳其不断扩大的生物

制药和生物技术产业。 

 

通用电气健康生活科学东部和非洲发展市场

总经理 Myra Eskes 说：“我们在伊斯坦布尔

技术和培训实验室的投资是在通用技术对支

持土耳其及其地区发展生物制药上的承诺，

补充和加强在生物制药研究和生产商的学术

和工业投资。” 

 

通用电气土耳其创新中心将是一个互动空

间，鼓励和培育不同想法的人们与国内更广

泛的创新生态系统联系在一起。 

 

通用电气在其伊斯坦布尔总部运作在中东，

非洲，中亚，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运营。

(invest.gov.tr) 

 

DHL 扩大在土耳其的投资 

 

德国邮政 DHL 计划在土耳其这个重要的新型

市场投资 1 亿欧元以支持其全球性物流公司

未来的运营。德国公司在土耳其的投资与过

去几年相比将增长 3 倍，是其对新型市场设

想的“集中，链接，成长”战略的一部分。 

 

 “为实现在新兴市场增长的目标，我们计划

在 2020 年之前在土耳其投资 1 亿美元。我们

目标以开设新的亚太，中东和非洲贸易路线

来加强土耳其作为物流枢纽的地位”DHL 总

裁 Frank Appel 说，土耳其已经证明其对外商

直接投资来说是安全的避风港，并提到，这

个国家有巨大和活跃的国内市场会在未来几

年里支持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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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将在 2020 年为 DHL 带来 30%的利

润。公司在土耳其的投资运营将涉及设施，

汽车，人员和服务的发展。物流巨头在土耳

其现在有三个品牌，DHL 快递，DHL 物流和

DHL 全球货运。(Dünya)  

 

土耳其与中国 

 

2014 年 1-6 月土耳其货物贸易 

 

据土耳其统计局统计，2014 年 1-6 月中土双

边贸易额为 134.2 亿美元，下降 3.0%。其

中，土耳其对中国出口 14.6 亿美元，下降

17.4%；土耳其自中国进口 119.6 亿美元，下

降 0.8%。土方逆差 105.0 亿美元，增长

2.0%，中国为土第十七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

进口来源地。 

 

矿产品一直是土耳其对中国出口的最主要产

品，出口额为 9.5 亿美元，下降 23.4%，占土

对中国出口总额的 64.9%。化工产品出口增

长 1.4%，为土耳其对中国出口的第二大类产

品，在出口中的比重达到 11.0%。纺织品及

原料为土耳其对中国出口的第三大类产品，

在对中国出口中的比重达到 8.7%，出口金额

1.3 亿美元。 

 

土耳其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

纺织品和贱金属及制品，2014 年 1-6 月合计

进口 78.2 亿美元，占土耳其自中国进口总额

的 65.4%。除上述产品外，家具玩具制品、

化工产品等也为土耳其自中国进口的主要大

类商品（HS 类），在进口中的比重均超过

6%。(中国商务部) 

 

国家核电、西屋公司和土耳其发电公司签署

土耳其核电项目合作备忘录 

 

2014 年 11 月 24 日，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美

国西屋公司和土耳其国有发电公司 EUAS 签

署合作备忘录，启动在土耳其开发建设 4 台

核电机组（采用先进非能动压水堆 CAP1400

技术和 AP1000 技术）的排他性协商。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表示，“这是

国家核电与西屋公司面向全球市场合作走出

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最新核电技术和产业

体系服务全球客户的积极实践，国家核电将

与西屋公司一起，向土耳其客户提供非能动

第三代核电技术优势和建设经验”。 

     

西屋总裁和 CEO 丹尼•罗德里克表示，“形成

一个团队将给我们极具竞争优势的技术和创

新的非能动安全系统带来机会，我们相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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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将顺利推进，因为我们和国家核电技

术公司已经建立了很深的工作关系，成为了

长期的商业伙伴”。 

     

EUAS 总经理 Halil Alis 表示，“这个初步协议

对 EUAS 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与国家核电和

西屋公司一起，将要为我们的工业建立一个

开发最新技术、采用最高和最具竞争力标准

的强大基础。开发这个第三厂址符合土耳其

分散电力供应组合、加强区域能源供应方地

位所做的各项努力”。(国家核电技术公司) 

 

中国商业地产代表团参访土耳其 

 

为加强与国外商业地产业界的交流与合作，

学习借鉴外国同业先进经验，提升我国商业

地产行业整体水平。10 月 28 至 11 月 4 日，

中国商业地产联盟组织了近 40 名业界人士的

代表团赴土耳其进行商业考察与交流。中国

驻土耳其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朱光耀与代表

团座谈并介绍了土耳其投资环境及商业发展

现状。          

 

代表团此行重点考察了伊斯坦布尔著名商业

街独立大街、İstinye  Park 海湾公园购物中

心、Kanyon 购物中心、Forum İstanbul 购物

中心和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集市——大巴

扎，并围绕商业规划、开发模式等议题与土

项目投资方及运营方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TÜSİAD 活动摘要 

TÜSİAD 警告并反对对回归自由和法制的衰

退 

 

由土耳其工商业协会(TÜSİAD) — 土耳其最具

影响力的商业组织 — 以及在华盛顿的布鲁斯

金学会组织的大会上，TÜSİAD 主席 Haluk 

Dinçer  呼吁恢复加入欧盟谈判，并强调近期

在符合欧盟成员国政治标准上，对法律和自

由政策规定有所退步。 

 

在伊斯坦纳布尔举办的以“土耳其 -欧盟关

系：展望外来”为主体的大会，强调了土耳

其和欧盟的相互依存，尽管因欧盟内部原因

以及土耳其国内的问题而使谈判放缓。 

 

在主旨演讲中，Dinçer 一开始就提出土耳其

的欧盟成员国进程一直是商界最优先考虑的

问题，并回归到土耳其对欧盟政策准则的坚

持，但这个目标扎根在在土耳其很长的时

间。“我们必须在媒体和表达自由方面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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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Dinçer 提到，并强调如果没有民

主，基于高消费的经济体是不能持久的。 

 

Dinçer 说 TÜSİAD 顾虑到，自从欧盟组织确

信没有成为成员的具体可替代方案，土耳其

和欧盟一直存在分歧。 

 

欧盟作为推动进程的重要一方，Dinçer 职责

不只是土耳其还有欧盟方面对谈判的停滞。

他提醒加入欧盟对土耳其来说已经经理了很

长的历史，即使 9 年以前土耳其已经开始了

谈判，但至今任没有任何入盟时间表。 

 

虽然 Dinçer 提到 2023 年加入欧盟是土耳其

的目标，作为纪念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一百周

年，他说豪言壮语因该用行动来证明。谈到

国内的问题，Dinçer 说改变公开招标法可以

作为一个例子来证明进展是明显的。 

 

意大利副外交部长 Lapo Pistelli 说，2013 到

2014 期间，欧盟一直在考虑内部问题，比如

欧洲议会选举。 

 

土耳其成为欧盟的一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Pistelli 表示虽然他不能给予任何承诺，但他

希望在年底能看到新的一章。他建议第 19 章

社会政策和就业作为新的一章的开始。 

对于在中东的骚动，Pistelli 表示土耳其正在

重新考虑其改变过去的单表外交政策到与欧

盟合作是有必要的。 

 

来 自 布 鲁 金 斯 学 会 的 经 济 部 长 Kemal 

Derviş，他从 2001 年日期经济危机后就一直

就任这个职位， 谈到了欧盟对土耳其谈判的

放缓。然而，根据 Derviş 所说，恢复进程还

有希望，因为在欧盟内部有观念称加土入盟

有助于稳定土耳其并把欧洲价值观渗透到中

东地区。然而 Derviş 确信如果这个观点反过

来对欧洲人民来说将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日益增加的土耳其两级分化，Derviş 表示

如果欧盟项目激活，这能为土耳其起到镇定

的作用，但是他没有详细说明。Derviş 警告

说，要不然，被卷入中东混乱局面的几率更

高。 

 

当被问及到土耳其和欧盟还未解决的技术性

问题时，Derviş 说有数以百计的技术问题与

这有关但是无关政治远见。 

 

货币兑换 (2.12.2014)  

1 土耳其里拉= 2.7727 人民币  

1 土耳其里拉= 0.4510 美元  

 (http://www.xe.com/u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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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