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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横跨

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

新疆盆地、四川盆地，包括 12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总面积约 686 万

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72%。人

口约 3.8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29%。

西部地区与 13 个国家接壤，陆地边

境线长 1.8 万余公里，约占全国陆

地边境线的 91% ；与东南亚许多国

家隔海相望，有大陆海岸线 1595 公

里，约占全国海岸线的 1/10。

在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

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

景与行动》中，中国西部新疆被定

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陕

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地将建设

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

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

流基地。内蒙古将建设为向北开放

的重要窗口。将广西定位为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

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中国西部地区

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业合作具有良好

基础和广泛前景。

一、中国西部地区农业发展
的主要特点

近年来，我国西部地区农业发

展势头良好，特色农业不断发展壮

大，农牧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农

村和牧区面貌明显改善，社会和谐

稳定。

（一）中国西部地区农业发展的

现状

主要从农业生产、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农

民收入等方面进行介绍。

一是农业生产快速发展。2014

年，西部 12 省区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 27608.7 亿 元， 比 2013 年 增 长

7.0%，在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

域中增长 快，占全国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的 27.0%。西部地区粮食产量

16157.6 万吨，比 2013 年增长 1.1%，

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26.6%。西部地

区肉类总产量 2631.4 万吨，比 2013

年增长 3.02%，占全国肉类总产量的

30.22%。其中牛肉总产量占全国牛肉

总产量的 37.61%，羊肉占 58.59%。

二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

著。“十二五”规划实施以来，水

利工程建设不断推进，累计新建水

库 2964 座，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

积 5291.5 万公顷，累计人工造林面

积 582.9 万公顷。2013 年西部地区

有效灌溉面积 1861.1 万公顷，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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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面积的 34.0%，比 2010 年增加

275.2 万公顷。林地面积 1822.9 万

公顷，比 2011 年增加 52.1 万公顷。

三是农业科技物质装备不断提

升。农作物良种化率不断提高，农

作物新品种、畜禽良种加快推广。

2013 年西部地区化肥使用量 1717.9

万吨，比 2010 年增加 12.55%，有

机肥料、生物肥料的研发应用快速

发展。“十二五”规划实施以来，西

部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

2013 年 农 业 机 械 总 动 力 26043.6

万千瓦，较 2010 年增加 22.2%，农

用拖拉机 498.7 万台，较 2010 年增

加 15.84%，配套农具 694.0 万台，

较 2010 年增加 17.50%。

四是农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

2013 年，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

6833.6 元，比 2012 年增长 13.4%，

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7 个百

分点。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

2013 年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是

东部地区的 56.7%，比上年提高 1 个

百分点。

（二）西部地区发展特色农业的

优势

特色农业是以区域内独特的农

业资源为基础，开发区域内特有的

名优产品，利用独特的生产工艺和

方式，形成特色产品的现代农业。

西部地区特色农业主要集中在特色

农产品种养、特色农产品加工和旅

游观光农业等方面。

西部地区发展特色农业在自然

环境、气候条件、市场环境、政策

环境、人文环境、历史文化等方面

均具有有利的发展条件。

一是林草地丰富，物种资源多。

西部十二省（区、市）草原面积 3.31

亿公顷，占全国草原面积的 84.2％；

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甘肃

和四川六大牧区省份，草原面积共

2.93 亿公顷，约占全国草原面积的

3/4。西部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是全国

平均水平的 2.5 倍。西部地区野生、

珍稀物种多、经济利用价值高，有

较大的开发潜力。

二是地形复杂，气候多样。西

部地区以山地、高原为主，也有丘陵、

平原、盆地等地形，结构复杂。西

部地区由于海拔普遍较高，光热资

源丰富。西部地区气候干旱，降水

稀少，冬冷夏热年温差和日温差均

较大，形成特色林果产品种植的气

候基础。同时病虫害相对较少，有

利于无公害、生态型农业发展。

三是地缘优势突出，市场空间

大。中国西部地区与周边 12 个国家

接壤，连接 15 个贸易口岸，与欧亚

各国处于协同共振的经济带上。中

国扩大对外开放 大的潜力在西部，

欧亚大陆广阔的市场是西部地区特

色农业发展的支撑。

四是政策环境好，发展机遇多。

2000 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

第一个十年的重点是调整结构，完

善基础建设，建立市场体制，培育

特色产业增长点，并出台一系列扶

持政策措施。这些扶持政策为西部

地区特色农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

策环境。

五是历史文化悠久，民族互融

互通。中国西部是华夏文明的源头，

我国认定的 55 个少数民族中，有将

近 50 个世居在西部地区。秦皇汉武

以后，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

形成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

展的多民族地方文化，增强了特色

农业发展的文化基础。

（三）中国西部地区特色农业发

展的情况

西部地区特色农业发展主要体

现在特色农产品生产、特色农产品

加工和特色观光农业发展方面。

一是特色农产品生产发展迅速。

西部地区依托农业资源优势，初步

形成了棉花、牛奶、羊绒、水果等

一批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和较强市

场竞争力的主导特色产业。2013 年

新疆棉花产量超过全国的 1/2 ；内

蒙古的牛奶产量占全国的 1/5 以上，

羊绒产量占全国的 2/5 以上 ；陕西

的苹果产量占全国 1/5 以上 ；广西

的甘蔗年产量超过全国的 60% ；云

南、贵州的烟叶年产量约占全国的

44.7%。同时甜菜、马铃薯、牛羊肉、

中药材、红花、番茄、枸杞、红辣椒、

胡萝卜等具有地区比较优势的特色

种植业也取得较快发展

二是特色农产品加工初具规模。

随着特色农产品种养规模的扩大，

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涌现

出一批特色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特色农产品知名品牌，形成一批特

色农产品加工业产业集群。如广西

的制糖业、云南的烤烟业、陕西的

苹果加工业、宁夏的牛羊肉产业和

清真食品产业、新疆的纺织业和水

果加工业、内蒙古的乳制品和羊绒

等产业。

农产品品牌建设方面，乳、肉、

羊绒加工已经成为内蒙古的支柱产

业，涌现出伊利、鄂尔多斯、蒙牛、

草原兴发等多个全国驰名品牌。宁

夏全区农产品加工企业近 7000 家，

培育出“夏进”牛奶、“宁夏红”枸

杞酒、“西夏王”葡萄酒、“圣雪绒”

羊绒、“塞北雪”面粉、“夏绿”脱

水菜等知名品牌。

三是特色观光休闲农业蓬勃发

展。西部地区有 44 个国家级重点风

景区，60 多个历史文化名城以及近

200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加上多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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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俗风情、众多的历史遗迹，形

成了具有西部独特风格、传统文化

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旅游资源。珍

稀动植物、历史文化与生态环境相

结合，形成了寻幽、访古、休闲娱乐、

科考等多种形式的观光农业、生态

旅游农业。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
国家农业发展的特点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

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

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

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

经济带”涉及 40 多个国家，30 多亿

人口，被认为是“世界上 长、

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丝绸

之路经济带沿途各国普遍以农业为

重要主导产业，这对于我国农业对

外合作是巨大的发展机遇。

主要介绍中亚五国的农业发展，

选择中亚五国基于以下四个原因 ：

一是中亚五国地区与中国西部边界

山水相连、陆路相通、民族跨界而居。

二是中亚是古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

曾经为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

互交流作出过重要贡献。三是中亚

五国均为上合组织成员，也是目前

与中国经济联系 为密切的地区。

四是中亚五国是中国的重要能源和

资源供应地，也是中国商品的主要

销售市场和投资密集区之一。

（一）中亚五国的基本情况

中亚五国地处亚欧大陆腹地，

五国合计国土面积 400.75 万公顷，

是我国国土总面积的 41.74%。五国

人口合计 6348.8 万人，是我国人口

总数的 4.72%。国内生产总值五国合

计 3462.6 亿美元，是我国的 3.77%。

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面积 大，

经济发展程度 高，哈萨克斯坦国

土面积 272.7 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国

土总面积的 28.4%。2013 年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 11550 美元，是我国的

1.71 倍。土库曼斯坦 1995 年被联

合国承认为永久中立国。

（二）中亚五国农业的地位

中亚五国耕地总面积 0.32 亿公

顷，为我国耕地面积的 25.94%。永

久草场面积 2.51 亿公顷，与我国草

场面积相当。从人均看，五国人均

耕地面积 0.49 公顷，是我国的 5.27

倍，其中哈萨克斯坦人均耕地是中

国的 15.7 倍，人均耕地资源较多。

中亚五国均以农业为主导产业。

乌兹别克斯坦国内农业雇用了该国

30% 的劳动力，贡献了 GDP 的 25%。

土库曼斯坦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

值的 20% 以上。塔吉克斯坦农业是

第二大生产部门，产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 1/3 以上，农牧业就业人数

占全国就业总人数 64% 左右。吉尔

吉斯斯坦农业为经济支柱，农业占

GDP 总量 35.6%，吸收了一半就业人

口，畜牧业是 重要的农业活动。

（三）中亚五国种植业发展情况

中亚五国普遍重视粮食生产，

强调粮食自给，除塔吉克斯坦和吉

尔吉斯斯坦外，其余三国粮食能够

基本自给。粮食生产以小麦、水稻、

大麦为主。哈萨克斯坦是世界第六

大粮食出口国，第一大面粉出口国，

年产小麦近 1400 万吨。2013 年中

亚五国大麦产量 317.1 万吨，是我

国大麦产量的 1.38 倍。大米、玉米、

马铃薯的产量分别为中国的 0.37%、

0.72% 和 9.30%。

经济作物以棉花、甜菜和烟

叶为主，其中棉花是 主要的经

济作物，2013 年中亚五国籽棉产

量 484.7 万吨，为我国籽棉产量的

25.6%。棉花是乌兹别克斯坦、土库

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农业的支柱产

业。乌兹别克斯坦是世界第五大产

棉国、第二大出口国，2013 年籽棉

产量为 336.1 万吨，以中绒陆地棉

和长绒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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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五国油料作物主要是油菜、

葵花，五国油料基本不能自给。中

亚五国林果、蔬菜、花卉、茶、香料、

咖啡及烟草产品的产量也较少。

（四）中亚五国畜牧业发展的情况

中亚五国畜牧业以养羊、养牛、

养马为主，养蚕和养禽也占有一定

的比例。2013 年中亚五国绵羊存栏

合计 5091.6 万头，是我国的 27.20%。

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

克斯坦绵羊饲养量较大。土库曼斯

坦主要养殖卡拉库尔羊，乌兹别克

斯坦是世界第 2 大卡拉库尔羔皮产

国。中亚五国牛存栏合计 2154.1 万

头，是我国的 15.74%。

中亚五国骆驼饲养量较大，是

中国的 102.07%，马的饲养量也很

可观，为我国的 39.33%，哈萨克

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马的饲养量较

多。中亚五国鸡的饲养量为我国的

18.28%。乌兹别克斯坦积极发展养

蚕业，年产蚕茧量达到 1.6 万吨，

是世界第 6 大养蚕国。由于宗教文

化和饮食习惯的影响，猪的饲养量

较少。

三、未来双方开展农业合作
的重点领域和方向

本部分主要介绍中国与中亚五

国农业合作的潜力、合作理念、合

作领域和合作方式。

（一）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合作

的潜力

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具有资源

互补、技术互补、贸易互补等特点，

双方合作潜力较大。

1. 资源和生产 ：资源密集型与

劳动密集型农业的互补

中亚地区具有丰富的土地资源

和光热资源，以及高山雪水、河流

湖泊等可开发利用的水资源，农牧

业生产条件优越，目前仍有不少可

农用地未被利用。例如哈萨克斯坦

全国可耕地面积超过 3000 万公顷，

农作物播种面积仅为 1500 万公顷，

未利用耕地占一半。乌兹别克斯坦

2200 多万农业用地中，有近 500 万

公顷农业用地利用效率很低。塔吉

克斯坦是一个多山国家，水资源丰

富，气候条件好，具有发展天然草

场畜牧业的良好条件。吉尔吉斯斯

坦农业用地占全国面积的 54%，如果

有成熟的灌溉技术，可直接新增耕

地 100 万公顷，全国牧场面积 918

万公顷，大部分为天然牧场，具有

扩大畜牧业规模的优良自然条件。

中国西部气候条件和自然资源

多种多样，能够生产各类农产品，

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资源占世界第一

位，对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产品非常

有利。

2. 投入和技术 ：粗放农业与精

细农业的互补

中亚国家农业生产总体上仍处

于低投入、低产出，“靠天吃饭”的

粗放耕作状态，单产水平普遍低于

中国。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业劳

动生产率和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化

肥、农药等物资供应严重不足，果蔬、

农畜产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和技术

密集型农产品生产非常落后。例如

在农业不动产资产构成中，农机所

占比例较低。中亚五国中农业机械

化占比 高的是吉尔吉斯斯坦，为

8％，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仅为

3％。2010 年哈萨克斯肉类加工比

例 23%，牛奶 30.4%，小麦 55%，水果、

蔬菜 2.4%。

近年来中国西部农业取得较快

发展，积累了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

如作物栽培、土壤改良、节水灌溉、

小型农机具、农副产品深加工等，

同中亚开展精细农业合作，尤其是

农产品深加工领域的合作具有很大

潜力。

3. 市场和贸易 ：旱作农业与多

样性农业的互补

由于中亚特殊的农业资源禀赋

和长期的农牧业生产结构，中亚出

口的农产品比较单一，其中小麦、

棉花、羊毛、皮革、丝等是其出口

的 重要的农产品。中亚主要进口

产品有水果、坚果、蔬菜、水产品、

油籽、粮食制品等，特别是果蔬

等鲜活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主要依

靠进口，而且价格较高，主要果蔬

品种的批发价格是新疆同期价格的

2 ～ 5 倍。

中国西部气候条件和自然资源

多种多样，能够生产各品类农产品，

满足中亚地区市场需求，蔬菜、水

果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和价格竞争

力，尤其是在设施农业和反季节蔬

菜种植方面，中亚市场潜力广阔。

（二）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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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

我国有着悠久的农业对外交流

的历史，古代丝绸之路曾为丰富沿

线人民的生活，促进农业技术交流

和农产品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当

前，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的发展面

临难得机遇。建设“一带一路”是

中国的国家战略，秉承正确的义利

观和“亲、诚、惠、容”的外交理

念，以农业促全面合作、促共同发展、

促周边稳定。

“一带一路”下的农业合作，坚

持世代友好、真诚互信。中国同中

亚国家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中

国高度重视发展同中亚各国的友好

合作关系，将其视为外交优先方向。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奉

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

安邻、富邻，做和谐和睦的好邻居

和真诚互信的好朋友。

“一带一路”下的农业合作，坚

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

今天的亚洲，多样性特点仍十分突

出，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宗

教交汇互融。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

分，只有特色之别。在农业合作中，

尊重各国文化传统和发展道路，促

进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的交流对话，

兼容并蓄，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

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下的农业合作，坚

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只有互利

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中国

倡议建设“一带一路”，进行农业对

外合作，不是去抢占当地资源和市

场，而是在平等互信、互惠互利的

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战略相互对接，

优势互补，寻求利益协和点和合作

大公约数。促进共同发展、共同

繁荣，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双方开展农业合作的重点

领域和方式

中国同中亚各国农业合作空间

较大，参照资源、资金、技术等方

面的特点，可在农产品贸易、农业

对外投资和农业技术方面加强合作。

1. 农产品贸易合作领域

2008-2013 年 中 国 从 中 亚 进

口产品主要有棉麻丝、畜产品、药

材、粮食等，其中前两类占进口额

的 90%，主要出口产品有药材、水果、

畜产品、粮食制品、糖料及糖、棉

麻丝、饼粕、坚果、蔬菜等。总体

来说，贸易规模非常小，并且以边

境小额贸易为主，2013 年农产品贸

易额 12 亿美元，仅占当年中国农产

品贸易总额的 0.6%，其中进口主要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出口国主要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

斯斯坦。

双方未来应拓宽贸易领域，挖

掘贸易新的增长点，中国扩大对中

亚地区紧缺的水果、蔬菜等鲜活产

品和畜产品、深加工产品的出口，

提升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

同时增强对中亚优势农产品的进口。

在巩固和扩大传统贸易的同时，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贸易，把投资和

贸易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创新贸易

方式，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新的商

业业态。

2. 农业投资合作领域

根据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

构）名录，目前在中亚国家开展农

业及相关领域投资的企业有 57 家，

主要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两国企业，主要从事棉花、蚕茧、

粮食、畜禽等生产、收购、加工和

贸易。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农业投资

尚处于起步阶段，投资规模不大。

仅有吉粮集团、中农发集团、黑龙

江农垦等国内大型企业开始在哈萨

克斯坦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综合开发

项目。

未来对中亚地区农业投资潜力

较大的领域有 ：粮食综合开发与深

加工、畜禽养殖及肉类皮毛深加工、

果蔬种植与加工、油料与糖类作物

综合开发、棉花仓储物流及加工、

农业机械装备，以及农业生产资料

的投资合作。

合作方式方面，延伸产业链，

组建企业联盟，向农业生产、加工、

物流、营销及贸易全产业链发展 ；

提升投资的层次，向深加工、资本、

技术密集型行业发展。

3. 农业科技合作领域

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了多种形

式的农业技术交流与合作，主要包

括科技人员交流、种质资源交换、

信息交换、合作研究、农业信息交

流网络平台建设、农业人员培训、

人才培养等。例如，中哈联合治蝗、

隆平高科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水稻

研究中心的杂交水稻和大豆技术引

进项目等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根据中亚国家发展诉求与中国

的技术优势，未来应重点开展以下

领域技术合作 ：玉米、大豆、小麦、

棉花、甜菜等大田作物的良种繁育、

配套栽培技术推广，设施农业、节

水农业、土壤改良等先进技术，动

植物疫病防控技术，肉牛肉羊育肥

等现代化畜禽养殖技术示范等。

主要方式包括开展技术援助和

技术合作项目 ；建立联合实验室，

开展重大科技课题的联合研究 ；开

展农业学术交流，加强农业人才的

联合培养和人员培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