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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和汽车配件 15.47 亿美元，电子机械和器

土耳其主要经济数据

材 14.68 亿美元，钢铁 11.64 亿美元，及其塑
料制品 11.45 亿美元。

根据土耳其统计局和海关数据，2015 年 4 月土
耳其与 2014 年 4 月相比出口上升了 0.2%，为
133.92 亿美元，进口下降了 11.1% 为 183.58

CPI- 土 耳 其 2015 年 4 月 份 CPI 上 升 了

亿美元。同月，外贸逆差为 49.66 亿美元。

1.63%。

2015 年 4 月，土耳其出口欧盟总额为 52.84 亿

PPI-土耳其 2015 年 4 月份 PPI 上升了 1.43%。

美元，下降 10.4%，占总出口量的 39.5%。主
消费信心指数-土耳其 2015 年 5 月份消费信心

要出口伙伴国为瑞士，达到 12.39 亿美元。其

指 数 比 上 月 下 降 了 1.6% ， 达 到 64.29 。

后是德国（11.4 亿美元），英国 （8 亿美元）

(www.turkstat.gov.tr)

和伊拉克（7.89 亿美元）。

土耳其宏观经济
2015 年 4 月，土耳其的主要进口伙伴国是中国
（ 19.12 亿 美 元 ） ， 其 后 是 德 国 （ 19 亿 美

土耳其额经济部长预测经济强劲增长，控制食

元），俄国（16.38 亿美元）和美国（13.33 亿

品价格措施

美元）。
2015 年第 2 季度土耳其经济增长会加速，超过
2015 年 4 月的出口产品中，是贵金属产品，出

1.5%，今年 4%的增长目标仍有望实现，经济

口最多为 17.73 亿美元，, 其次铁路及电车以外

部长 Nihat Zeybekçi 5 月 5 日在路透社采访时

的车辆和汽车配件，为 15.17 亿美元，然后是

说。

锅炉，电气机械和器材 10.90 亿美元，针织和
钩针编织品及其制品 7.16 亿美元, 电子机械和

Zeybekçi 表示从目前环境来看，他认为中央银

器材 6.78 亿美元及钢铁 6.37 亿美元。

行无需加息，尽管里拉走弱，他说被低估了 58%。但是他仍不认为下次央行会议时会降息。

2015 年 4 月的进口产品中，前几位产品为，矿
物燃料和矿物油 30.28 亿美元，锅炉、机器及

Zeybekçi 说道食品的通货膨胀率约为 14%，由

机械用具为 21.86 亿美元，铁路及电车以外的

于一些投机者预计会下降，说政府可能会采取
-2-

包括像解除某些食品进口限制的措施。

通胀已经连续上升三个月，4 月已达到四个月以
来的最高水平。通胀意外增长可能会促使央行

“如果从目前的通货膨胀率角度看，预测任何年

采取措施来应对六月大选前大幅降息的政治压

终通货膨胀率会是错误的，因为这些不是正常

力。Garanti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Gizem Öztok

时期。如果你用今天了受的投机活动和选举考

Altınsaç 解释说“最坏的消息就是食品价格小幅

虑影响的数字，你会发现通货膨胀率在 6.3%或

上涨 1.6%，而服装与鞋子的价格受季节影响上

6.8%左右。在数字上它是对的，但如果你用 5

涨了 12%”。服装的成本增加是由于天气变

月或 6 月的数字，你将发现更准确年终的通货

暖，消费者增加了衣服与鞋子的购买量。

膨胀率。” 他说。
土耳其统计局数据显示 4 月份消费价格环比上
Zeybekçi 说将会采取一些措施克服食品价格上

涨 1.63%，远高于路透调查预估的 1.43％，而

涨，但是不会有涉及免税进口。

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7.91％。数据显示，上
月国内生产者价格上涨 1.43，年 增长 4.8%。

2014 年对豆类价格的投机难以置信。我们和农

央行上调了 2015 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预

业部一决定免税进口这类产品，价格立即下降

测，从 5.5%上调到 6.8%。周一美元兑里拉汇

了。我们甚至还没开始进口任何豆类。

率 2.7143，较周四的 2.6660 有所下跌。

Zeybekçi 还表示在不给本地生产商造成不舒服

经济部长 Nihat Zeybekçi 周一表示，他预计央

的情况下，可以 向一些产品提供进口许可证。

行本月会保持利率不变，通货膨胀今后的发展
也会是积极的。

Zeybekçi 在安卡拉对路透社说，他预计 5 月 8
日的 审 查 对 土耳其普尔指数的评级会保持不

与此同时，就像专家感觉到的那样，周一的一

变，但是 6 月大选后预计机构会提高土耳其的

份采购经理人调查显示，四月份尽管工业产量

评级。 (Hürriyet)

下滑并不像上月那样严重，但土耳其工厂的产
量已经连续四个月下滑了。作为占土耳其四分

服装价格上涨，土耳其通胀率超过预期

之一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制造业，汇丰土
耳其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三月的

据土耳其统计局（TürkStat）周一公布的数据，

48.0%上升至 48.5％。这是自 2009 年 4 月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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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低水平，跌破了区分增长与下滑的 50％

全球最重要的航空公司之一了。”

分界线。调查显示，新订单，产量和采购库存
均有所下降，但供应商交货时间和就业率有所

Davutoğlu 说道，2002 年国内航班的旅客人数

提高。尽管里拉贬值，四月份的出口正以 2009

为 900 万，但现在已经达到 8500 万。数量增加

年以来最快的速度下滑。

了近 10 倍。Davutoğlu 还说在一些必要的协议
敲定完并且得到十分可靠的 Dornier 328 和 628

“最新的 PMI 数据展示了土耳其的制造业的低

型飞机的生产权后，认证过程也将在短期内完

迷 ， 其 产 量，新订单和出口均 连续 四个月下

成。他宣布，第一架 Dornier 328 型国产飞机将

降”。金融信息公司 Markit 的资深经济学家

在 2019 年起飞， 到 2023 年将完成 50 架飞机

Trevor Balchin 说，他还补充说“土耳其商品生

的生产。

产者 面 临 着需求下降和通胀上升这个尴尬组
合”。不过，随着制造商纷纷投资新产能期望

国防工业执行委员会宣布， 32 座与 70 座国产

赢得新合同，就业状况得到了改善。(Zaman)

飞 机 的 总 承 建 商 为 Savunma Teknolojileri
MÜHENDİSLİK （ STM ） A.Ş 。 STM 总 经 理
Davut Yılmaz 也表示，2017 年将进行 32 座国

投资 15 亿美元国内首个飞机项目启动

产飞机的首次试飞。
土耳其国内首款飞机将是 Dornier 328 型飞机的
升级 版 ， 名 为 TRJ-328，将由国防工业 部生

为了进一步发展，STM 已与总部位于美国的

产，拥有 32 个座位，将于 2019 年完成。

Sierra Nevada 公司（SNC）签订了协议。到
2022 年，要生产完成 48 架国产飞机。在第一

土耳其已经拥有国产坦克，步兵步枪，无人机

阶段，五架飞机将在土耳其生产，另五架将在

（UAV）和攻击直升机，还将投资 15 亿美元生

美国 生产。国产飞机将被 用于救护，海上巡

产 10 架国产飞机，将于 2019 年完成。土耳其

逻，军事交通运输和安全情报工作。Yılmaz 说

国防工业部满足了本国 60％的国防需求，将生

他们还将与土耳其武装部队 签合同。他还说

产 32 座的 TRJ-328 国产飞机。总理 Ahmet

“我们很难去与载客能力 100 多人的波音公司

Davutoğlu 介绍这款 TRJ-328，说道 “全球的国

和空中客车公司的飞机竞争，我们观察到，没

防工业增长 5％，而土耳其的国防工业增长了

有哪个厂家生产载客少于 30 人的飞机，因此我

15%。在短时间内，土耳其航空公司已经成为

们想去生产”。他表示，生产完小飞机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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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会转向生产 70 座飞机，并与其他厂商进行竞

土耳其商务及国际合作

争。他说，他们还没有决定与合伙公司的合伙
架构，但生产部将设在安卡拉或伊斯坦布尔。

博世土耳其宣布 2 亿欧元新投资

(Daily Sabah Business)

德国工业巨头博世作为土耳其 2015 十大出口商
2015 车展汽车销量过万

之一，决定在其土耳其业务中再投资 2 亿欧
元。博世土耳其主要从事汽车、家电以及工业

015 伊斯坦布尔国际车展开放至 5 月 31 日，前

技术，它在 2015 年的计划包括专注于布尔萨中

四天共迎来了超过 225000 人次参展，包括媒体

心的产品开发以及提高马尼萨工厂的 生产能

日与 VIP 日在内，打破了纪录。超过 10,000 辆

力。马尼萨工厂主要生产锅炉，热水器和空调

汽车被当场出售。伊斯坦布尔国际车展在两年

设备。

半的间断后回归，车展上对豪华车的高需求非
常突出。豪华汽车品牌，如捷豹，保时捷，阿

博世土耳其和中东博世总裁 Steven Young 断言

斯顿·马丁，法拉利，玛莎拉蒂，雷克萨斯，

博世对土耳其的潜力完全有信心，他还表示该

宝马，奥迪，吉普和陆虎的新车型，售价在 10

公司在土耳其将会继续壮大。 Young 说：“博

万欧元（28.6 万新里拉）到 67.5 万欧元（190

世在过去 43 年对土耳其的投资超过二十亿欧

万新里拉）之间，在前四天立刻售出。在同一

元，拥有超过 15,000 名员工，博世土耳其在雇

时段售出的还有 3 辆阿斯顿马丁，2 辆雷克萨

员规模方面仅次于德国，同时也是博世的第五

斯， 90 辆奥迪，89 辆宝马，7 辆捷豹，6 辆保

大全球业务。”.

时捷，14 辆路虎，4 辆吉普车，1 辆法拉利和 1
辆玛莎拉蒂。在 2015 年前四个月汽车行业已经

根据扩建计划，2 亿欧元的大部分将被用到土耳

达到 了 有 史 以来创纪录的销售率， 并继续以

其的两个新的研发中心，将该国的这类中心增

57%的速度增长。 (Sabah)

加到 5 个。两个研发中心都位于布尔萨，一个
中心将开发汽车的汽油喷射系统，而另一个将
致力于装配系统以及博世 ATMO 的专业机械解
决方案。新研发中心的建立将增加 100 份工程
的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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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14 年该公司在土耳其的销售额增长 10％，

务业与 IT 业。

创下 16.8 亿欧元，而去年的出口额突破了 10
亿欧元。自 2015 年 1 月起，博世土耳其负责运

该公司的新任董事长，Selda Bağdat Bahadır

行博世的中东业务，覆盖 16 个国家。(invest.gov.tr)

周二在安卡拉新闻发布会上称，该公司希望通
过大量的年轻人口来推动土耳其的科技增长潜

土耳其互联网公司 Yemeksepeti 以 5.89 亿美

力。

元被收购
Bahadır 说富士通希望与土耳其公共机构持续合
德国在线订餐巨头外卖超人宣布以 5.89 亿美元

作。她还补充道，公司预计将在日本发展的农

收 购 土 耳 其 第 一 家 在 线 订 餐 公 司

业及畜牧业技术转移到土耳其。

Yemeksepeti。这是土耳其互联网行业迄今为止
最大的一笔交易。这笔创纪录的交易也是在线

富士通一项名为“Akisai”的项目就是这些项目

订餐行业最大的一笔交易。

中的一个，该项目将云计算和传感器自动化技
术应用到日本的农业生产中。

Yemeksepeti 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活跃在土耳
其以及 7 个中东市场，每月拥有 300 万订单。

土耳其已经受到关注这一点促使富士通实验室

收购 Yemeksepeti 使柏林外卖超人的市场增加

加强实地调查，并与当地一所大学合作在土耳

到 32 个国家。

其进行研发投资。
.

Yemeksepeti 将继续由其 CEO 和联合创始人

Bahadır 补充说：“我们相信，富士通将鼓励我

Nevzat Aydın 领导的经验丰富的团队经营，

们进一步在土耳其进行这样的投资”。作为土

Nevzat Aydın 加入了外卖超人担任高级顾问。

耳其 200 家日本独资企业中的一家，富士通是

(Dünya)

全球第四大 IT 服务供应商。 (Today’s Zaman)

富士通将土耳其作为其十大重点市场之一

嘉吉收购土耳其 Ekol Gıda

世界领先的日本技术公司富士通将土耳其作为

商品贸易公司嘉吉周三表示，其动物营养部门

其十大重点市场去开拓，将重点放在该国的服

已经同意收购 Ekol Gida 51％股份的条件，

-6-

Ekol Gıda 是土耳其一家预混料和饲料添加剂公

过渡期后，该业务将在全球 Provimi 品牌下进行

司。

市场运作。

这笔交易需要监管部门的批准，预计将在 2015

嘉吉为世界提供食品，农业，金融和工业的产

年夏天完成，目前还没有透露财务细节。

品及服务，在 67 个国家拥有 152,000 名员工。
嘉吉在土耳其六个地区拥有超过 400 名员工，

“客户将可以获得嘉吉公司多样的产品系列以

提供食品，金融，粮油，工业及生物工业这四

及专业技术来增强用户体验”嘉吉动物营养业

大领域的产品。 (Daily Sabah Markets)

务的副总裁兼集团主管 Mark Poeschl 说道，
“我们的商业重点将是土耳其和一些挑选出来的

国际关系

出口市场。”
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就

Ekol Gıda 的总经理 Serhad Çelik 说道：“我

叙利亚问题长期合作

们很荣幸能够与嘉吉共同迈出这重要的一步。
这笔交易将利用我们在预混料和饲料添加剂

据媒体报道，5 月 8 日，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

行业建立的客户网络与专业的对市场的深刻

Tanju Bilgiç 指出，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就叙利

认知”。

亚危机长期合作，但并无新进展，两国需达成
新的协议。

嘉吉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该交易符合嘉吉动
物营养业务的成长策略。

媒体报道 称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已经 达成一
致，在后勤与财政方面支持反政府武装与叙利

声明还称“除保留 Ekol Gıda 的产品、服务以及

亚总统 Bashar Assad 作战。对此，Bilgiç说，

客户基础外，嘉吉还将建立家禽和奶制品技术

两国 就叙利亚问题态度一致 ，将长期持续合

应用中心，以此承诺土耳其成为其主要发展市

作。Bilgiç 还说，土耳其不仅与沙特阿拉伯合

场”。

作，与美国和英国也是联盟的盟友。

该公司还表示，这笔交易将利用全球研发能力

他说“我可以说，合作还没有新进展。”

来促进当地市场能力并提升创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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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联社 5 月 7 日报道。土耳其官员确认土耳

款。这就意味着安卡拉必须要无关税的向这些

其与沙特阿拉伯结成联盟，帮助反政府武装与

国家出口。

叙利亚总统 Assad 作战。
土耳其旨在扩展关税同盟到农业，服务业和政
为反政府武装提供后勤和财政支持的这一约定

府采购这些部门。

使美国政府警惕允许的在叙利亚伊斯兰激进组
织的担忧。美联社援引土耳其官员的话：土耳

土耳其长期以来一直在抱怨，虽然它有义务配

其和 沙 特 阿 拉伯在如何处理他们共同的敌人

合欧盟立法，却不能参与到关税同盟这一问题

Assad 上存在异议。但他们对于美国优柔寡断

的决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欧盟与第

共同的失望使两国达成同盟来支持叙利亚北部

三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

的反政府武装.(Hürriyet)
土耳其不能同第三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劣势
土耳其与欧盟将于下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升级关

已然明显。土耳其政府也很担心会被目前正在

税同盟

由美国和欧盟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
协议（TTIP）排除在外。

土耳其经济部长 Nihat Zeybekci 与欧盟贸易委
员将 于 下 周 签署谅解备忘录商讨升级关税同

由于双方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能达成共识，土耳

盟，欧盟部长 Volkan Bozkır 曾表示，其中一项

其的一些部长们甚至扬言土耳其要退出关税同

条款将使土耳其能够在欧盟与第三方签署自由

盟。 (Hürriyet Daily News)

贸易协定时自动加入该协定。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决定建造土耳其 Stream
5 月 6 日 Bozkır 告诉记者，2016 年 1 月土耳其

天然气管道项目

将与欧盟委员会正式会谈升级关税同盟协议。
他补充到，土耳其的欧盟与经济部门在过去的

俄罗斯天然气生产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

15 个月中一直在与委员会进行协商。

负责人 5 月 8 日表示，该公司已作出建造土耳
其 Stream 管道的决定，而建造该管道海底部分

现有的关税同盟协议缺乏土耳其在欧盟与第三

管线的准备工作目前正在有序进行之中。

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时就自动加入该协定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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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首席执

期，中土贸易额达 70.1 亿美元，同比增 4%。

行官 Alexei Miller 在接受 Rossiya 24 电视台采

我继续为土第二大贸易伙伴，与土最大贸易伙

访时说“俄气已经进行到土耳其 Stream 管道的

伴德国的差距由去年同期的 23 亿美元大幅缩小

海洋施工阶段”。

至仅 9 亿美元。1-3 月，我对土出口 65.3 亿美
元，同比增长 8%，是土最大进口来源国；自土

俄气是在 2014 年 12 月遭到欧洲反对突然放弃

进口 4.8 亿美元，同比下降 30.9%，在土进口

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后又启动了土耳其 Stream

来源地中排名第 20 位(www.mofcom.gov.cn)

管道项目的。
工行完成收购土耳其 Tekstilbank 多数股权交
据俄新社报道，Miller 5 月 7 日表示该管道将于

易

2016 年 12 月投入使用。
中国工商银行 29 日公告称，已在 29 日签署了
他说：“俄罗斯与土耳其已经达成试运营的协

购买协议，向 GSD 控股公司收购 Tekstilbank

议 ， 天然 气将 于 2016 年 12 月 通 过土 耳其

已发行股份的 75.5%。工行称，预计收购的总

Stream 管道运输。”

价约为 6.69 亿土耳其里拉，约合 3.16 亿美元。

俄气的一份声明中提到，Miller 5 月 7 日在安卡

GSD 控股公司成立于土耳其，实收资本 2.5 亿

拉会见了土耳其能源部部长 Taner Yıldız。

土耳其里拉，在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上市。
Tekstilbank 于 1986 年成立，在伊斯坦布尔证

Miller 与 Taner Yıldız 共同签署了这份协议。

券交易所上市，主要从事公司银行业务，并同

(Hürriyet Daily News)

时从事中小企业银行及零售银行等其他业务。
GSD 控股公司持有 Tekstilbank 已发行股份的

土耳其与中国

75.5%，剩余股份为在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交
易的股份。

2015 年一季度中土（耳其）贸易简况
工行称，根据土耳其资本市场法的规定，本
据土耳其经济部发布数据，2015 年 1-3 月土耳

次交易将触发对 Tekstilbank 目前在伊斯坦布尔

其外贸额为 894.2 亿美元，同比下降 8.4%。同

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全部剩余股份发出强制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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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约的规定。工行董事会已经批准工行在适当

郁红阳表示，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

时机对剩余股份发出强制收购要约。(xinhuanet.com)

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传承了古代丝绸之路“和

土耳其也对中国游客免签

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
神，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近日 ， 土 耳 其大使馆文化新闻处对外公布，

融通、民心相同为主要内容，全方位推进务实

2015 年，土耳其政府针对中国市场对电子签证

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

政策做出了大幅调整，中国公民不再需要任何

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

第三方国家的签证即可完整申请。也就是说，

一路”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和优先，有助

土耳其对中国公民在电子签证渠道做到了完全

于实现沿线各国、各次区域间互通有无、优势

开放。今年前往土耳其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出

互补，助推泛亚和亚欧合作。

现爆发式增长是可以预见的。

郁红阳说，中国政府已成立专门工作 领 导小

记者了解到，2014 年，中国公民前往土耳其旅

组，与多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

游的人数实现 43%的高速增长，达到了 20 万

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

人。(news.163.com)

投融资平台，得到沿线及域外多国的 热 情响
应。中土在共建“一带一路”方面不仅具有政治

郁红阳大使在土耳其首都一所大学举行“一带

意愿和民意共识，还有坚实的合作基础，更具

一路”建设演讲

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 “ 一带一路 ” 是开 放的 平
台、合作的平台，中方欢迎包括土在内的沿线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郁红阳在安卡拉阿特勒姆大

国家一道，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携手推

学会议大厅举行了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

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

的演讲，全面阐释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历

大交流、大融合。

史渊源、时代背景、框架思路和历史意义， 阿
特勒姆大学校长阿布杜拉希姆。厄兹根奥卢、

郁大使的演讲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提问踊

教师和学生共 300 余人出席。

跃、气氛友好和热烈。(news. if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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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尖端武器亮相土耳其防务展

中电科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龙斌：中电
科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中国电子军 工 的集

土耳其防务展当地时间 5 日至 8 日在伊斯坦布

团，我们带来了军工电子产品，覆盖雷达、通

尔举行，来自英国、法国、加拿大、中国、美

讯、电子战、指挥通信等方方面面。我们到这

国、土耳其等 32 个国家的 400 多家公司在展会

里来参加的目的是要扩大中国军工电子产品的

上推出了一批最新的尖端武器，吸引了众多的

影响，展示中国军工电子的能力和水平，同时

军界和军工人士。来看报道。

进行交流，探讨合作，扩大我们的市场和影响
力 ， 让 中 国 军 工 电 子 走 向 世 界 。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来自一些国家的国防部

(http://www.cncnews.cn/)

长和高级将领参加了剪彩仪式。埃尔多安说，
土耳其不仅要出口军工产品，同时也要加强与

TÜSİAD 活动摘要

其他国家的合作，通过建设和投资在 2023 年实
现防务设备自给的目标。

信息通信技术在 G20-B20 中的跨领域角色 —
拉动增长与就业

在展览会上，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
保利科技有限公司和中电科技国际贸易有限公

5 月 14 日 TÜSİAD 与英国使馆合作在其总部举

司展台所展出的防空导弹系统、无人机和电子
战系统也格外引人注目。

办了题为“信息通信技术在 G20-B20 中的跨领

中国精密机械进

域角色 — 拉动增长与就业”的会议。

出口总公司总裁 纪彦蜀：这次精密公司所展出
的产品主要有三大类，一类是海防导弹，一类

TÜSİAD 数 字 化 经 济 圆 桌 会 议 副 主 席 兼

是地对地导弹，还有是防空武器。这次展出的

TÜSİAD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工 作 组 主 席 Erol

产品都是在国际比较受欢迎的产品，代表了我

Bilecik，以及英国总领事馆的副总领事 Rafe

们航天的高科技水平。

Courage 做了本次会议的开幕致辞。

土耳其 2009 年宣布

就采购总价值 40 亿美元的远程防空导弹系统进
会议以一项专题讨论开始，该专题讨论名为

行招标活动。2013 年 9 月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

“B20–G20 在信息通信技术发展上的互动---需

总公司的红旗-9 防空导弹在竞标中战胜俄罗

求与手段”。专题讨论从商业角度探讨了

斯、美国和欧洲企业，赢得标底。

G20/B20 在信息通信技术上的角色以及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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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领域的职责。专题讨论后进行了自由讨论，
讨论了信息通信技术在包括农业、汽车、银行/
金融以及医疗保健在内的多种行业中的作用。
(tusiad.org)

货币兑换 ( 30.04.2015)
1 土耳其里拉= 2.3320 人民币
1 土耳其里拉= 0.3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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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