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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产能合

作路径
①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区域经济发展所提供的正外溢制度公共

品，是中国对构建世界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贡献。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中亚五

国是“一带一路”框架下“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桥头堡，通过农业产能合作

提升该地区农业生产能力，对区域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是保障

“一带一路”倡议框架稳健的重要支撑。本文研究了中亚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

以及该地区与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联系，发现：一是中亚地区地广人稀劳

动力不足，农业生产能力相对较低，但该地区农业资源和畜牧业资源开发潜力

                   
①
 石先进(1987-)，贵州湄潭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开放宏观经济与政策。本

文已发表于《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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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二是该地区资本形成、R&D 投入以及单位土地劳动力密度对该地区农业

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三是该地区对华农产品、丝绸贸易、棉花出口依赖程度

较大，进口依赖程度相对较小；四是当前中国与该地区农业产能合作主要路径

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研平台建设、政府合作框架以及中方提供农业贷

款援助。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亚五国；农业贸易；产能合作 

中图分类号 790.2914（国际贸易学）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

7511（2019）06-0000-00 

 

一、引言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由中国发起，推动沿线经济体经济发展

的正外溢性制度公共品，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终目的，以“政

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

与沿线经济体协同发展，构建良好经贸伙伴关系。“一带一路”沿线

途径的中亚五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在历史上这五国是中国“陆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通道，在经济与政治上与中国有深厚渊源。该地区有丰富的矿产



 

 

3 / 24 

 

 

资源和农牧业资源，是中国与欧洲和撒哈拉地区经济联系的桥头堡，

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赵晓晓，2017）
[1]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为中国与中亚构建了紧密的贸易基础（韩永辉，2017）
[2]
，近年来中

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影响力逐渐增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对中亚地区增

长外溢效应越来越显著（张国庆，2018；何文彬，2017）
[3] [4]

。因此，

中国强化与中亚地区的产能合作，是双方互利共赢的选择。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人类创

造历史…第一个活动，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

本身”（王端林，1984）
[5]
，农业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物质资料生产的

源头，加强中国与中亚地区农业产能合作，提升中亚五国农业生产能

力，有利于促进中亚五国社会稳定、经济增长，是保障“一带一路”

框架稳健的重要支撑。本文从农业产能合作角度出发，分析以下问题：

一是中亚五国农业生产环境优势与劣势；二是影响中亚五国农业生产

率的因素；三是中亚五国与中国农产品、丝绸和贸易以及棉花贸易联

系程度；四是分析中国与中亚农业产能合作路径。 

 

二、中亚地区农业生产环境的优势与劣势 

（一）中亚地区发展农业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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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五国“地广人稀”。2017 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五国总人口

为 7012.6 万人，总面积为 397.6 万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为 18 人

每平方公里，其中人口密度最大的塔吉克斯坦为 71 人/平方公里，最

小的哈萨克斯坦为 7 人/平方公里，哈萨克斯坦国土面积为该五国之

首，但人口密度为五国之末。世行数据显示，中亚五国农业用地占土

地总面积比重平均为 60.9%，平均灌溉面积占农业用地总额的 7.7%，

平均耕地占土地面积的 7.5%，2017 年农业增加值占比为 13.3%，平

均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为 25.3%，平均劳动人口为 152 万人。

表 1 中为中亚地区农业基本情况，中国为基准进行对比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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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农业用地占土地面积比重较大，但耕地面积占土地面积比

重较小。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义，农业用地包括耕地、永久性作物

和永久性牧场用地，其中，耕地指短期作物用地、供割草或放牧的短

期草场、供应市场的菜园和自用菜园，以及暂时休闲的土地；永久性

作物用地指长期生长作物而无需在每次收割后再进行种植的土地，此

类作物包括可可树、咖啡树、橡胶树、开花灌木、果树、坚果树和葡

萄树等，但不包括木材林用地；永久性牧场用地是指五年以上生长饲

草的土地。中亚地区虽然农业用地面积较大，但是其中耕地面积占比

平均仅为 7.5%，最大的哈萨克斯坦也仅为 10.9%，低于中国的 12.7%，

农业用地面积广博但可以被耕种的面积较小，多数是非耕种的草地。

第二，农业灌溉用地占农业用地总量比重分布差异较大，其中灌溉面

积比重最小的为哈萨克斯，占比 0.6%，占比最大为塔吉克斯坦的

14.7%，前者农业耕地面积达 220 万平方公里，后者仅为 4.7 万平方

公里。由于水资源分布不均、气候变化和地表水过度开发、耕地面积

增加、浪费等自然与人为因素，哈萨克斯坦存在着水资源供应相对紧

张、局部水体面积缩小、污染状况严重以及与跨境水资源分配等亟待

解决的问题（吴淼和张小云等，2010）
[6]
。第三，各国的淡水资源差

异较大，降水分布不平衡，水资源协调利用存在地缘政治问题（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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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和周宏飞，2014）
[7]
：一是从降水量来看，五国平均年降水量为

368 毫米/年，降水最多的是乌兹别克斯坦 691 毫米/年，降水最少的

是吉尔吉斯斯坦 161 毫米/年，农业土地面积最广博的哈萨克斯坦为

250 毫米/年，低于五国之平均。二是每平方公里土地的淡水抽取量

差异较大，农业灌溉以及给排水基础设施短缺（商务部，2018）
[8]
。

其中农业土地面积最大的哈萨克斯坦为 0.7 万立方/每平方公里，居

五国最末，农业土地面积最小的塔吉克斯坦则为 11.0 万立方/每平方

公里。第四，中亚农业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种植业物种包括小麦、

玉米等粮食作物，以及棉花、甜菜、蔬果等经济作物。哈萨克斯坦是

粮食生产和出口大国，乌兹别克斯坦粮食基本自给，吉尔吉斯斯坦每

年需进口大量谷物，塔吉克斯坦粮食供应严重不足，被联合国列为粮

食救援国家（商务部，2018；于敏，2017）
[8] [9]

。第五，农业劳动力

不足“地广人稀”：一是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较高，但劳动力总量较

少，除土库曼斯坦劳动力比重为 8.2%之外，其余各国比重均高于中

国的 17.5%，塔吉克斯坦 51.6%劳动力从事农业，吉尔吉斯斯坦 26.7%

劳动从事农业，乌兹别克斯坦五分之一人口从事农业。但农业人口数

量最多的乌兹别克斯坦也仅 329 万人，最少的为土库曼斯坦的 21 万，

哈萨克斯坦农业劳动力为 166 万。二是每平方公里农业用地面积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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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数量较少，中国为 26 人，中亚五国中最多是塔吉克斯坦 37 人，

劳动力数量最多的乌兹别克斯坦为 12.3 人，哈萨克斯坦总劳动力人

口为 166 万人，但每单位农用土地面积上的劳动力数量为 0.8 人，土

库曼斯坦则仅为 0.6 人。第六，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较低，部分农产品

供给严重短缺。一是由于自然环境限制、传统作业习惯、农业生产技

术水平较低、工业化水平不高，导致中亚各国仍处于广种薄收、“靠

天吃饭”的粗放耕作状态；二是主要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的单一农

业结构，无法满足多元化的消费者需求（闫琰，2016）
[10]

。  

（二）中亚农业发展的优势 

第一，畜牧业生产条件较好，畜产品增长较快。中亚地区草原资

源丰富，畜牧业历史悠久，是前苏联主要畜产品生产区，中亚五国对

农业关注程度逐步提高，各项改革措施对农业发展起到较好推动（于

敏，2017）
[9]
。第二，土地面积广博，光热资源丰富。中亚五国与我

国新疆地理位置类似，是典型大陆性干旱气候区，特征为冬夏分明冷

热悬殊，夏季光照时间昼夜温差大，年均日照时间为 2000~3000 小时，

利于作物生长积累养分（布娲鹣，2008）
[11]

。第三，近年来中亚各国

政府重视农业发展，尤其是粮食安全与农产品出口，为国际农业合作

提供契机。随着能源价格下跌，中亚传统能源国家开始实施经济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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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战略，把发展农业和粮食生产作为减少贫困、吸引就业的重要手段。

农业在各国地位不断提高，哈萨克斯坦制定了“光明之路”新经济政

策、《哈萨克斯坦 2050 战略》、《2013~2020 年农产品加工业综合体发

展战略规划》，将发展粮食作为主要任务之一，为推动粮食出口，哈

萨克斯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如废除粮食出口许可证制度、加大

对粮食出口运输环节补贴，筹划建立统一粮食公司统筹管理粮食进出

口，创造条件吸引外资来哈参与新建改造粮仓、修建铁路，增供运粮

车等；《土库曼斯坦 2017 年发展规划和任务目标》提出加速进行农业

改革，不仅是要满足国内农产品市场，完全替代进口，而且要加大民

族产品出口力度；《吉尔吉斯斯坦 2013-2017 年经济发展五年规划》

提出通过预算拨款以及外国贷款来修复多个地区的灌溉系统保障粮食

安全，发展吉本国绿色农产品出口。《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2015 年前经

济发展纲要》制定了能源、交通和粮食三大战略。 

 

三、中亚五国农业产能及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 

（一）中亚五国农业生产能力变化 

本文从四类指标分析中亚五国的农业生产能力：作物生产能力增

加、食品生产能力增加、每公顷土地的谷类产量增长、畜牧业生产能



 

 

9 / 24 

 

 

力增加。 

 

 

作物生产能力用作物生产指数表示，指相对于基期 2000 年，以

后每年农业产量变化水平，包括除饲料作物以外的所有作物。除吉尔

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其余三国作物生产均 较大幅度增长，相对

于 2000 年增长最快的是塔吉克斯坦，约增长 140%。食品生产能力用

食品生产指数，指以 2000 年为基期，被视为可食用且含营养成分的

食品作物生产能力变化情况。2016 年为止，吉尔吉斯斯坦食物生产

能力提升幅度不大，提升最大的塔吉克斯坦，相对于 2000 年约增加

104%。谷类生产能力用每公顷土地面积上的谷类产量表示，包括小麦、

水稻、玉米、大麦、燕麦、黑麦、小米、高粱、荞麦和杂粮。中国是

单位土地面积上谷物生产能力最强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劳动力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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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每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力数量占比、平均年雨量位居中亚五

国第一，其农业土地面积较小，每平方公里农业用地面积上谷物生产

能力位居中亚五国首位，农业用地利用率较高。哈萨克斯坦降雨条件

和农业劳动力数量占劣势，人多地少和自然条件较差交困，其土地谷

物生产能力较弱，畜牧业生产能力用畜牧业生产指数表示，畜牧业包

括所有来源的肉和奶、奶酪等奶制品、鸡蛋、蜂蜜、生丝、毛和皮革

生产。中亚五国中塔吉克斯坦畜牧业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在 2000 年

的基础上 2016 年增幅约为 100%，提升最慢的是吉尔吉斯斯坦，17 年

来增幅约为 13%。总体来看，塔吉克斯坦农业产出能力是六个国家提

升最快，各项指标均位列第一，吉尔吉斯斯坦在食品生产能力、畜牧

业生产能力方面改进最慢，土库曼斯坦在作物生产和每单位土地面积

上的谷物产出能力方面改进最慢，土库曼斯坦每公顷土地的谷物产量

下降了 49%。 

（二）影响中亚五国农业产能的因素 

为分析中亚五国农业产能的影响因素，本文选取世界银行数据库

及 wind 数据库中 2000 年至 2016 年数据分析。分别以单位农村劳动

力的 GDP 产出以及单位耕地面积 GDP 产出作为因变量，以此衡量中亚

五国农业生产率。当因变量为单位农村劳动力 GDP 产出时，自变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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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单位农村劳动力对应的水资源使用量、研发投入、耕地面积、肥

料使用量、资本形成，当因变量为单位根底面积上 GDP 产出时，自变

量分别为单位耕地面积对应的水资源使用量、研发投入、农村劳动力

数量、肥料使用量、资本形成。在估计过程中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

效应模型分别估计，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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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sman 检验显示在地均模型中支持固定效应，在劳均模型中支

持随机效应。从结果来看，劳均或者地均水资源分布对农业生产率没

有显著影响。其余变量中劳均或地均 R&D 支出、资本形成对农业生产

率具有非常显著影响，劳均或地均化肥使用、单位耕地上劳动力、单

位劳动力耕地面积对劳动生产率有比较显著影响。因此，影响中亚五

国农业产能因素表明，中亚五国农业生产率提升显著依赖于资本形成

与农业的 R&D投入。 

（三）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情况 

1.中亚五国前十种农产品进、出口情况 

通过计算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中亚五国贸易数据发现：

2017 年中亚五国农产品进口占总进口的 11.8%，进口最多的前十种产

品依次为：动植物油脂、水果坚果、糖类、谷物、谷物制品、杂项食

品、乳蛋蜜、肉类、可可制品、饮料酒醋、烟草、蔬菜、蔬菜制品。

2001 年以来，这十类产品进口数量均有所上升，水果坚果类产品数

量上升最快。结构上看， 前五大进口产品的比重分别为：动植物油

脂 9.4%、水果坚果 8.3%、糖类 8.2%、谷物 7.7%、谷物制品 7.0%。

出口最多的前十种农产品依次为：棉花、谷物、水果坚果、制粉工业

品、蔬菜、油仁果实饲料植物等、烟草、动植物油脂、乳蛋蜜、鱼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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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类产品。棉花位居出口的首位，但 2001 年以来在农产品出口中比

重逐渐降低，出口比重上升较明显的是水果坚果、制粉工业品、蔬菜、

油仁果实饲料植物等品
①
。 

2.中亚五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和进口依赖程度计算 

以进出口的 HS2 位编码为基准，本文定义农产品为第 1 章至第

24 章产品，丝绸类为第 50 章产品，毛皮为第 41 章所有产品以及第

43 章部分产品，数据来源为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中 2010 年到

2018 年中亚五国进、出口产品和国别贸易数据。本节主要分析中亚

五国和中国的农产品贸易联系程度。 

定义某种产品的出口依赖度为：该类产品出口到中国的数量占其

该类产品总出口数量的比重，进口依赖度为：该类产品从中国进口的

数量占其该类产品总进口数量的比重。分别计算出中亚五国农产品、

棉花、丝绸和毛皮五类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和进口依赖度： 

 

                   

① 说明：由于篇幅所限没有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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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数据显示，中亚五国对中国农产品、棉花和丝绸毛皮类产

品出口依赖度的国别和产品类型差别较大。2018 年，乌兹别克斯坦

和哈萨克斯坦对华棉花出口依赖度较大，分别为 48.3%、24.6%，较

小为塔吉克斯坦 8.4%、土库曼斯坦 4.2%、吉尔吉斯斯坦 1.2%。农产

品依赖度从大到小分别为土库曼斯坦 34.3%、吉尔吉斯斯坦 8.9%、哈

萨克斯坦 7.8%、乌兹别克斯坦 5.7%、塔吉克斯坦 3.4。丝绸和毛皮

分别为吉尔吉斯斯坦 78.8%、乌兹别克斯坦 66.1%、哈萨克斯坦

40.5%、塔吉克斯坦 39.9%、土库曼斯坦 1.5%。表 5 中数据显示，中

亚五国对中国农产品、棉花、丝绸贸易类产品进口依赖度比较小，哈

萨克斯坦为五国中进口依赖相对较大的国家，三类产品分别为 0.27%、

0.21%、0.53%。 

因此对比发现，中亚五国在农产品、棉花和丝绸贸易方面对华出

口依赖程度，大于对这些产品的对华进口依赖程度。 

 

四、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产能合作路径 

当前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产能合作有五种路径： 

第一，中国为中亚五国提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中亚五国农

业生产能力。包括在中亚国家投资化肥厂，提高其国内化肥自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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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其国内灌溉设施增强水利设施的饮水和灌溉功能，保障中亚五国

国内农业生产力。表 6 为 2007 年至今中国参与中亚农业产能基础设

施建设的案例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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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构建农业技术培训交流平台，促进中亚地区农业生产力提

升。一是构建“丝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2016 年 11 月 5

日，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倡议成立并加入丝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创新

联盟，以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推广、

人文交流、政策研究等合作。二是中国科研单位在中亚地区建立海外

实验室和研究基地，通过科研机构走出去，将科研成果直接在当地转

换为农业生产力。三是国内科研机构与中亚国家高校开展科研合作。

2016 年哈萨克斯坦国立农业大学与塔里木大学签订战略框架合作协

议，双方将在生态环境和土壤治理、动物检疫检测、畜禽新品种选育、

畜牧兽医、传染病防控、食品加工与安全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2016

年新疆兵团所属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承办“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

术国际培训班”，培训内容涵盖现代农业节水灌溉技术，为中亚等国

农业技术人员培训节水灌溉技术；2017 年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农业

大学与俄罗斯季米里亚捷夫国立农业大学、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民族

农业大学签订合作协议三所高校专家将共同开展《利用特殊凝胶剂提

高干旱荒漠土壤保水性》和《荒漠草地退化评价和恢复》项目研究，

开展联合培养学生，共建农业科技产业园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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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点带面，中企的园区建设直接向中亚农业注入产能。中

国企业积极参与中亚五国的“农业产业合作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苹果友谊园、纺织工业园区、建立实验和生产基地”建设，通过园区

建设直接向中亚地区农业生产注入动力，随园区生产能力构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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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向该国配备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机器设备、农业技术、农业专家、

供销中心等。例如 2015 年杨凌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向哈萨克斯坦建设中国-哈萨克斯坦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规划面积

200 公顷，与哈萨克斯坦一体化基金会共同出资 10 万美元成立合资

公司，开展现代农业技术合作，开展小麦、玉米、大豆、油料、蔬菜、

苗木等品种示范和设施大棚、节水灌溉、农资机械等技术推广工作。

2017 年河南贵友实业集团向吉尔吉斯斯坦投资 1.2 亿美元，建设

“亚洲之星”农业产业合作区，主要包括牛羊屠宰厂、速冻食品及熟

食生产线、冷库、粮食储备库、面制品加工线、污水处理设施、铁路

专用线、综合办公楼及其他园区配套设施等（商务部，2018）
[3]
。 

第四，政府多层合作框架，为中国-中亚农业产能合作提供保障。

政府层面达成多项双边农业合作协议，组建农联委，为中国与中亚五

国的农业产能合作提供政策基础，通过领导人共同声明签署的产能合

作投资框架、总理级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双方农业部之间的合作协议，

促进双方果蔬种植、节水灌溉、土壤改良、畜牧兽医、水产养殖、动

植物检疫、农业科研、能力建设和投资贸易等领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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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中国银行提供贷款，为中国与中亚农业产能合作提供资金

支持。通过中国国家开发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向中亚各国

农业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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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中亚地区农业用地占土地面积比重较大，各国淡水资源禀赋差异

较大，降水分布严重不平衡，农业“地广人稀”，农业劳动力比重较

大但是基数小。本文研究发现：一是中亚地区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

农业生产能力较低，但该地区农业资源和畜牧业资源开发的潜力巨大；

二是该地区农业生产率的提升依靠资本形成和 R&D 投入；三是该地区

对华农产品、丝绸贸易、棉花出口依赖程度较大，进口依赖程度相对

较小。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区域经济发展所提供的正外溢制度公

共品，是中国对构建世界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贡献，中国有实力推进“一带一路”措施。其一是中国形成了比较

完善的工业体系；其二是中国经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较强

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其三是近几年来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其四是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有利于资金融通。 

中亚五国与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经济文化渊源，加强中国与中

亚地区农业产能合作，提升中亚五国农业生产能力，有利于促进中亚

五国社会稳定、经济增长，也是为提升“一带一路”在该地区制度效

率的稳健支撑。基于互惠互利、优势互补，中国可以在以下方面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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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升与中亚地区的合作层次：一是加强与中亚五国的农业机械化合

作，弥补中亚地区劳动力基数的薄弱；二是加强与该地区的节水灌溉

技术合作，培养节水设备生产企业和技术研发的人才队伍，提升中亚

地区的农业用水使用效率和空间；三是加强与该地区土地治理合作，

应对土地沙化，改良各国农业土地质量；四是强化农产品互补贸易，

发挥比较优势，弥补中亚地区的农产品需求缺口。五是推进农业直接

投资和农产品深加工项目，构建中国-中亚农业合作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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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Path of Agricultural Capacit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Five Countries in 

Central Asia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Xianjin  SHI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at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itiative is a 

positive intuitional public goods that have productive spillover for the regional economy. 

Kazakhstan, Kyrgyzstan, Tajikistan, Uzbekistan, Turkmenistan all are called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hey are important bridgehead of the "Silk Road"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framework. It’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the region 

through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gional soci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ensur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One Belt, One Road" framework.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ndi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trade links between the reg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re is a shortage of 

sparsely populated labor in Central Asia,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pacity is 

relatively low, but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animal 

husbandry resources in the region is huge; second, capital formation, R&D invest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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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land labor density Reg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third, 

the region relies heavily o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silk trade, and cotton exports, 

and its dependence on imports is relatively small. Fourth, the main path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gion's agricultural capacity is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Agricultural research platform construction, government cooperation 

framework and China's provision of agricultural loan assistance. 

Keywords: "One belt and one road";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gricultural trade; 

productivity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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