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叙利亚 
 
一、自然人文概况 
（一）自然地理 
1.地理位置 

叙利亚，全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位于亚洲大陆西部、地中海东岸，介于北纬 32°43
—37°20′和东经 15°43′一 42°25′之间。叙利亚北与土耳其交界(国境线长 845 公里)，
东与伊拉克相接(国境线长 596 公里)，南与约旦为邻(国境线长 356 公里)，西南与以色列和巴

勒斯坦(国境线长 74 公里)和黎巴嫩(国境线长 359 公里)相连。它的西南面有 183 公里的海岸线

濒临地中海，全部国境线总长度达 2，413 公里。1

叙利亚的领土面积约 185，180 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为 184，050 平方公里，水域

面积为 1，130 平方公里。此外，叙利亚还拥有 12 平方海里的领海。1967 年战争后,面积约一

千多平方公里的叙利亚南部领土戈兰高地（属于库奈特胜地区）被以色列占领，以色列在这

儿建立约 42 个犹太人定居点，叙利亚为收回这块土地一直在做不懈的努力。 
叙利亚所处的地理位置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地处阿拉伯新月地带的核心位置，

是国际交通的十字路口，联系着西亚、非洲各国和地中海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东西方重要商

道的重要支点。基督教、伊斯兰教兴起后，叙利亚又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们到耶路撒冷、伯

里恒、麦加等宗教圣地朝觐的必经之路。二十世纪中期，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形成后，叙利亚

又是伊拉克和约旦等国便捷的出海通道，特别是敷设在叙利亚领土上输油管将伊拉克原油直

接输送到地中海，再出口到欧美西方国家。 
 
2.行政区划（可着重介绍首都及主要城市）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分为十四个省级行政区划，包括十三个省（Mohafaza）和一个直辖

市。各省都以自己的省会城市命名，它们分别是：阿勒颇（Aleppo）、霍姆斯（Homs）、哈马

（Hama）、拉塔基亚（Lattakia）、代尔祖尔（Deir-ez-Zor）、伊德利（Idleb）、哈塞克

（Al-Hasakeh）、腊卡（Al-Rakka）、苏韦达（Al-Sweida）、德拉（Dar'a）、塔尔图斯（Tartous）、
库奈特腊（Quneitra）、大马士革农村（Damascus Rural）。首都大马士革（Damascus）是一

个单独的行政单位，由中央政府直辖。 
由共和国总统任命的省长（Mohafez）是各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他有权根据国家政策领导

省内的活动，监督该省所有机关的活动，执行部长们的命令。他管辖省的保安力量，在非常

情况下，省长可以请求地区武装力量司令给予帮助，他有权通过地方政府部部长向部长会议

提出自己的建议。 
每省分为若干市(Mantika)，市长称为Mudir el-Mantika；每个市下设立若干县（Nahia），

县长称为Mudir el-Nahia；县辖一定数量的乡和村，乡长或村长成为Mokhtars，乡村是最小的

行政单位，但是有些乡村直属于省，有些乡村直属于市，这些乡村被成为省直辖乡村或者市

直辖乡村。根据 2001 年 的统计，叙利亚全国有 60 个市、211 个县、6128 个乡村。2    
 

3.自然资源（矿产、水力、农业资源） 
石油是叙利亚最重要的矿产资源。1956 年，叙利亚东北部地区首先发现了具有商业开采

价值的石油储藏，东北地区代尔祖尔（Dayr az–Zawr）附近的Suwaydiyah, Qaratshui, Rumayian, 
是叙利亚最重要的油矿。这些油矿实际上是伊拉克北部重要的产油区摩苏尔（Mosul）和基尔

库克（Kirkuk）的同属一片储油区。与周边的产油国相比，叙利亚的石油储量和产量显得微不

足道，根据 2004 年的估计叙利亚已探明石油储量约为 25 亿桶3，日产原油约 37.3 万桶（2005
年 7 月）4，与中东产油国相比，无论是其探明储量还是日产量都是很小的，但是自 1974 年后，

                                                        
1 叙利亚中央统计局网站http://www.cbssyr.org/eindex.htm。 
2 叙利亚中央统计局网站，http://www.cbssyr.org/nasher/SEC1/tab1.htm。 
3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geos/sy.html 
4 美国能源部 World Crude Oil Production (Including Lease Condensate), 1997-Present，
http://www.eia.doe.gov/emeu/international/syria.html。 

http://www.cbssyr.org/eindex.htm
http://www.cbssyr.org/nasher/SEC1/tab1.htm


石油就成为叙利亚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是国家重要的外汇来源。与石油相伴生的天然气也是

叙利亚重要的能源，根据 2002 年的估计，已探明储量达 2407 亿立方米。5

1962 年，在苏联地质人员的帮助下，在巴尔米拉地区发现了发现了丰富的磷酸盐矿，并

已开始采掘和加工，该矿可以露天开采，磷灰石的总储量达 105，500 万吨。 
叙利亚还有铁矿、铬、镁、沥青、石灰石、大理石等矿产资源。 

 

4. 季节气候 

叙利亚最主要的气候特征是沿海地区的海洋性地中海式气候和内陆地区的大陆性沙漠气

候。 
（1）温度 

叙利亚沿海平原和西部山区地带深受地中海的影响，气候具有明显的地中海气候特征，

冬季温暖湿润，夏季炎热干燥。沿海地区夏季气候炎热，日平均最高温度可达 29° C ，而温

暖的冬季日平均最低气温为 10° C。夏季，只有海拔比较的山区气候比较凉爽。 
叙利亚内陆地区靠近阿拉伯大沙漠和叙利亚沙漠，属于干燥的大陆性气候，冬季寒冷，夏季

炎热，气温日较差大。以叙利亚内陆地区最大的两座城市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为例，这两座城

市夏季日平均气温为 33℃到 37℃间 ，冬季日平均气温为 1℃ 到 4℃间 。而在沙漠地区，

夏季日平均气温为 37℃到 40℃ 间，最高可达到 46℃间 。冬季常有降雪和霜冻天气。 
（2）降水 

叙利亚的降水比较稀少，只有 25％的地区年降水量达到或查过超过 500 毫米，25％的地

区年降水量在 250－500 毫米之间，一半的国土面积年降水量不足 250 毫米。 
叙利亚冬季是雨季，夏季是旱季，其降水的特点是多暴雨，常有雷阵雨。从地中海上空

吹来的西风给叙利亚沿海地区和西北山区带来比较充沛的降水，这些地区年均降水量达 762 
到 1,016 毫米。但是给西部带来大量降水的湿润空气无法翻越叙利亚西部的高山，导致叙利亚

越往东部内陆地区，降水量就逐渐减少，阿勒颇地区为 360 毫米，大马士革为 230 毫米；到

沙漠地区，降水量下降到 100 毫米以下。 
降水对于叙利亚的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叙利亚最重要的补给水源，

约占国家全部水源的 55％；河流和山泉占 40％，其余的 5％来自于井水。6

（3）风向 
叙利亚常年盛行来自地中海上空的西南风，冬季时它带来丰沛的降水，夏季时带来凉爽

的空气。由于叙利亚西部山脉阻碍，西南风对叙利亚内陆地区的气候影响不大。 
春夏季节叙利亚内陆地区盛行东南风。东南风来自阿拉伯大沙漠和叙利亚沙漠地带，炎

热干燥，有时候还形成天蔽日的沙尘暴。 
冬季叙利亚盛行西北风，它给叙利亚广大地区带来丰富的降水，有时也降鹅毛大雪，降

雪区包括阿勒颇一哈马一霍姆斯一大马士革一线的广大地区。 

 

（二）居民与宗教 

1. 人口 

2050 万(2009 年)。其中阿拉伯人占 80％以上，还有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土库曼人等。

阿拉伯语为国语,通用英语和法语。居民中 85％信奉伊斯兰教，14％信奉基督教。其中，伊斯

兰教逊尼派占 80％（约占全国人口的 68％），什叶派占 20％，在什叶派中阿拉维派占 75％（约

占全国人口的 11.5％）。 

2. 民族 

叙利亚历史上曾经有许多个民族居住，包括古老的塞姆人、迦南人、腓尼基人、阿拉米

人、亚述人等等，但是自从公元 7 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后，阿拉伯人一直是叙利亚的主体民族。

目前，在其全部人口中，阿拉伯人占 90.3％，其余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土耳

其人等其他民族，约占 9.7％。 

                                                        
5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geos/sy.html 
6 叙利亚环境部年度报告，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网站http://www.biodiv.org/default.shtml。 

http://www.biodiv.org/default.shtml


3. 语言 
全国通用阿拉伯语，阿拉伯语是官方语言，但是一些少数民族仍然使用其本民族语言，

如库尔德语、亚美尼亚语、土耳其语等；还有一些居民使用古老的阿拉米语。英语和法语是

使用比较多的外语。 
4. 宗教 

叙利亚是一个多宗教、多教派的国家，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这三大一神教在叙利

亚都有各自的信徒。而这三大宗教又是以各种大大小小的教派的形式共存于叙利亚社会，伊

斯兰教有逊尼派和什叶派，其中什叶派还有伊司玛义派、德鲁兹派等等；基督教又有东正教、

天主教、马龙派等等分支教会。 
   

二、政治 
（一）政治体制 
1. 国家简史（时间截止到独立） 

公元前 3000 年时有原始城邦国家存在。公元前 8 世纪起，先后被亚述、马其顿、罗马、

阿拉伯、欧洲十字军、埃及马姆鲁克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等统治。1920 年 4 月，沦为法国委任

统治地。1940 年 6 月，法向德投降，叙被纳粹德国控制。1941 年 9 月 27 日，“自由法兰西军”

总司令贾德鲁将军以盟国名义宣布叙独立。 
2. 政治体制沿革（指独立以来的政治体制的沿革） 
 1943 年 8 月，叙成立自己的政府，舒克里·库阿特利当选叙利亚共和国首任总统。1946
年 4 月 17 日，英、法被迫撤军，叙获得完全独立。1958 年 2 月 1 日，叙利亚和埃及宣布合并，

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61 年 9 月 28 日，叙宣布脱离“阿联”，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963 年 3 月 8 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组成新政府。1970 年 11 月 13 日，国防部长兼空军司令

阿萨德发动“纠正运动”，改组了党和政府，阿自任总理。1971 年 3 月，阿萨德当选总统，任

至 2000 年 6 月 10 日去世。阿次子巴沙尔·阿萨德于同年 7 月 10 日继任总统。 
3. 现行政治体制：总统制 
（二）国家机构 
1. 立法制度 
 人民议会执行国家的立法权，任期 4 年，只有在战争情况下才能延长任期。人民议会的

职权是：提名共和国总统候选人；通过法律；讨论政府政策；批准国家预算和发展计划；批

准有关国家安全的国际条约和协定、和平条约、结盟条约和所有涉及国家主权的条约；批准

给予外国公司租借权；通过大赦法；接受或拒绝议员们的辞呈；对政府或部长提出不信任案。 
 人民议会于 1971 年 2 月 21 日成立，议员任期 4 年。议长马哈茂德·艾布拉什（Mahmoud 
Al Abrash），2003 年 10 月当选，2007 年 5 月连任。本届议会为第九届，于 2007 年 4 月选举

产生，共有议员 250 名。 
2. 司法体制 

全国设最高法院，省设上诉法院。各省、市、区均设有初级法院和调解法庭。最高法院

院长由国家最高司法委员会推选提请总统任命产生，任期 4 年，可连选连任。现任高等宪法

法院院长马哈茂德·尤尼斯·奥斯曼（Mahmoud Younes Othman）,总检察长穆罕默德·阿布·古

勒（Mohammad Abou Koura）。 
3. 其他国家机构 
（1）总统：共和国总统和部长会议行使行政权。人民议会根据复兴社会党叙利亚地区领导

的提议提出总统候选人，然后，用全民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总统。总统的任期是 7 年。同时

担任武装力量总司令。总统的职权是：任命一名或几名副总统并确定他们的职权；任命部长

会议主席（内阁总理）、副主席（副总理）、部长和副部长，以及接受他们的辞呈或解除他们

的职务；与部长会议协商制定国家的总政策，并督促其执行；公布得到人民议会赞同的法律；

根据现行法律公布法令和指令；在人民议会同意后宣布战争，实行总动员和缔结和约；宣布



和撤销非常状态；派遣驻外国使节，接受外国使节的国书；根据宪法批准或废除条约和国际

协定；宣布赦罪和恢复名誉；授予勋章。 
（2）政府：部长会议（内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它监督法律的执行，监督国家机关和组

织的工作。部长会议由部长会议主席、副主席和部长们组成，部长会议主席和部长们向总统

负责。现政府于 2000 年 3 月 13 日成立，2001 年 12 月 13 日、2003 年 9 月 18 日、2004 年 10
月 4 日、2006 年 2 月 11 日和 2007 年 12 月 8 日五次改组，有 33 名成员。主要成员有：总理

穆罕默德·纳吉·奥特里（Mohammed Naji Otri）、副总理阿卜杜拉·达尔达里(Abdullah al-Dardari) 、
国 防 部 长 哈 桑 · 图 尔 克 马 尼 （ Hassan  Turkmani ）、 外 交 部 长 瓦 立 德 · 穆 阿 利 姆

（Walid Al Moualem）、内政部长巴萨姆·阿卜杜·马吉德少将（Bassam Abdel Majeed）、财政

部长穆罕默德·侯赛因博士（Mohammed Al-Hussein）、工业部长福阿德·伊萨·朱尼博士（Fuad 
Issa Jhoni）、卫生部长马海尔·哈赛米(Maher Husami)等。 
 
（三）政党情况 
1.现行政党概况 

叙利亚是一个多党制的国家。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自1963年以来一直为叙执政党。全国进

步阵线是复兴党领导下的统战性组织。参加内阁和全国进步阵线的党派共5个，全国进步阵线

之外的合法在野党共3个，主要反对党共4个，群众组织共8个。 
2.执政党情况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The Baath Arab Socialist Party）：简称复兴党。成立于1947年 4月，

是一个泛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政党。党纲确定，该党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其任务是复

兴阿拉伯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祖国。对外主张反帝、反殖、反以色列犹太

复国主义，遵循不结盟政策。对内实行国有化和土地改革等政策和措施。自1963年以来一直

为叙执政党。总书记巴沙尔·阿萨德。 
全国进步阵线（ National Progressive Front）:1972年 3月成立，是复兴党为团结其它政

党而组成的统一战线组织。巴沙尔总统兼任阵线中央领导机构主席。参加该阵线的党派还有： 
叙利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Syrian Arab Socialist Union）：1964年成立，原是埃及“阿

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在叙的一个分支，主张同埃及统一。总书记萨夫旺·古德西（Safwan Kudsi）。  
社会主义统一分子运动（Unionist Socialist）：是阿社盟中分裂出来的一个组织。总书记法

伊兹·伊斯梅尔（Fayiz Ismail）。  
阿拉伯社会党（Arab Socialist Party）：又称阿拉伯社会主义者运动。成立于1950年，1953

年与复兴党合并，1961年又从复兴党中分裂出来。总书记阿卜杜拉·加尼·卡努特（Abdel Ghani 
Kannont）。  

叙利亚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Syria）：1924年11月成立。前身是叙利亚和黎巴嫩共

产党，1958年 1月分别成立黎共和叙共。1954年以后，参加叙国内反帝民族力量组成的民族

民主阵线。目前，叙有两个共产党组织，即：叙利亚共产党(费萨尔派)和叙利亚共产党(巴格

达什派)，上述两派均属参政党，在政府中各有一部长席位。现任叙共(费派)总书记尤素夫·费

萨尔（Yousef Feisarr），叙共(巴派)总书记瓦萨勒 ·法勒哈·巴格达什（Wesal Farha Bagdash）。  
民主社会主义统一分子党（Democratic Socialist Unionist Party ）：1974年10月10日成立。

是由社会主义统一分子党分裂出来的人士组成的一个纳赛尔主义政党。以纳赛尔和阿萨德的

思想为理论基础，对内主张实行政治和经济多元化，发挥全国进步阵线的作用，努力缩小和

消灭社会各阶层的差别，对外反帝、反殖、反霸，主张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从而实

现国际力量的均衡。1989年2月加入全国进步阵线。总书记艾哈迈德·埃斯阿德（Ahmad 
Al-Asaad）。  

该阵线各党派都参加内阁。 
3.主要反对党 

穆斯林兄弟会 （Muslim  Brotherhood）：1928 年在埃及成立，是一个泛阿拉伯的宗教组



织，主张消除西方对伊斯兰国家的影响，恢复纯粹的原教旨主义的信仰，后利用宗教进行政

治活动。20 世纪 50 年代在埃及被镇压和取缔后，中心转移到叙利亚。据称，1980 年底，该

组织在联邦德国召开秘密大会，决定对叙现政权继续采取暴力行动，并选举阿德南·萨阿德丁

为总指导。目前，穆斯林兄弟会的活动处于被控状态。 
此外还有国家社会党、阿拉伯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劳动联盟、阿拉伯解放党、人民

党。 
4.人物介绍（当权者和主要反对派领导人） 
（1）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已故总统哈菲兹·阿萨德之次子。1965 年 9 月生于大马士革。

原系眼科医生，曾在伦敦攻读医学硕士学位。其兄巴塞勒死于车祸后，被其父选定为接班人，

开始弃医从政。1994 年入霍姆斯军事学院学习，1995 年晋升少校，1996 年 1 月入参谋指挥学

院深造，1998 年 1 月晋升中校，1999 年 1 月晋升上校，并担任叙信息协会主席、共和国卫队

副司令兼 105 装甲旅旅长。2000 年 6 月阿萨德总统逝世后，巴晋升为大将，并任叙武装部队

总司令，7 月 10 日巴当选总统，2007 年 5 月连任。已婚，有一子一女。 
（2）总理：穆罕默德·纳吉·奥特里，1944 年生于阿勒颇。1967 年毕业于阿勒颇大学，获

建筑工程学学士学位。1975-1979 年任阿勒颇工程师工会委员会委员， 1976-1980 年任阿勒颇

市政委员会委员。1980-1983 年任阿勒颇市长。1981-1993 年任阿勒颇工程师工会会长。

1993-2000 年任霍姆斯省省长。2000-2003 年任负责福利事务的副总理，2003 年 9 月 10 日任总

理。已婚，有 4 个子女。 
 

三、经济 

（一）经济发展概述 

1. 现行经济体制 
叙利亚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工业基础薄弱。经济体系一直沿用计划经济模式，国营企

业是国家经济的主导力量，国家和人民的基本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计划、调拨、分配，对国

民实行高补贴。1970 年阿萨德总统执政后，叙利亚经济曾有一定的发展。1985 年后经济出现

了低潮，由于农业逐年歉收，脆弱的经济至 1989 年已濒临崩溃的边缘。长期以来，由于同以

色列对阵，军费开支庞大，国防开支在国家总开支中占 20-38%，占通常性开支的 40-63%。20
世纪 80 年代末，叙利亚开始调整经济政策，制定一系列促进发展的政策。通过调整收购价格

和税率，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同时采取了开放政策，积极寻求外援，发展同西方国家的

经贸关系。先后颁布了有关允许外国人带各种汽车和工农业机械入境的法律及新税务法等。

近几年来，叙利亚强调经济多元化，促进经济多方位发展，私营、合营经济无论从规模还是

从数量上都有扩大。1991 年颁布 10 号鼓励投资法，吸引国内外资金，投资于农业、工业和旅

游项目。重视改善投资环境，鼓励更多的叙侨和外商投资。 
 

2. 近五年宏观经济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用图表显示）、人均收入，发展趋势等） 
由于世界金融危机对叙利亚影响的日益加深，以及几十年罕见的干旱对本国农业造成的

严重打击，2009 年叙利亚经济令人担忧，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受金融危机影响较严重的领域，

包括侨汇额的减少，国际原油价格的不断走低，外商投资额的下降，旅游收入的下降，叙利

亚出口额的下滑等。此外，部分国有公司经营不善，这将加重叙财政的负担。目前，叙共有

260 多家国有公司，但其中仅有 20 家能上缴利润。 

2008 年叙利亚遭受了 40 年一遇的大旱灾，严重的影响了农作物的产量，再加上国际市场

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扬，导致叙利亚基本粮食的价格的大幅上涨，尽管叙政府通过禁止出口特

定商品遏制这一现象，但收效甚微。2008 年叙利亚基本生活物资价格上涨了 50%。个别当地

产水果、及进口大米价格上涨幅度在 20-100%，肉类、蔬菜及植物油价格较去年同期也上涨了

20-35%。自 2000 年至 2006 年，叙粮食及农产品价格一直呈上涨态势，但自 2007 年开始至 2008

年上半年增幅加快。2008 年上半年国际市场的高油价、国内市场燃油补贴的逐步取消、购买

国际市场粮食来弥补国内粮食的短缺，都是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来自叙利亚央行的报告显示，2008 年叙利亚通货膨胀率上涨达 15.7%，而 2007 年全年平

均通货膨胀率为 4.5%。2009 年前 5 个月叙利亚的通货膨胀率为 5.1%，2008 年同期的数据则



为 11.5%。报告说，叙镑汇率走高对抑制通货膨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叙国内劳动力资源较为充足，为其经济运行提供了良好的支持。叙总人口约为 2050 万，

2004 至 2008 年间人口平均增长率达 2.7%，目前劳动力总数已达 546 万人。叙国内农业、制

造业、建筑业、贸易和服务业等为吸纳其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同时，由于国内劳动薪酬

较低以及就业紧张，叙积极向阿拉伯半岛劳动力缺乏的海湾产油国以及黎巴嫩输出劳务。 

叙劳动力市场既存在资源饱和的表面状况，又面临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的实际问题。

其劳动力的 60%由小学（初等）及以下文凭的青年人构成，技能偏低，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相脱

节。大部分生产、加工企业均在不同程度上缺乏专业技术指导；旅游业和餐饮服务业缺乏配

套管理人员；能源领域急需项目前期评估研究人员。由此迫使政府在努力保护本国就业的同

时，不得不积极引进外来高级技术劳务。 

叙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较低。70%的劳动力月薪不足 100 美元。低薪导致相当数量的人才

流失，国内劳动力技能水平下降，抑制了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叙国有部门近年开始

普遍调薪，2004 年月薪提高了 20%，2008 年月薪提高了 25%。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不

协调， 叙利亚 2005 年失业率为 8.0％，2008 年失业率为 8.6%，预计 2009 年和 2010 年失业

率会上升到 9.2%和 9.7%，国内就业压力较大。 

叙利亚宏观经济指标统计及预测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GDP(亿美元) 279.7 326.6 404.2 510.6 540.5 599.6 

人均GDP(美元) 1480.8 1682.7 2027.9 2490 2570 2780 

实际GDP增长率(%) 6 5.2 6.3 4.8 2.6 3.6 

通货膨胀率(%) 7.2 10 3.9 15.7 7.9 8.3 

商品出口(FOB)(亿美元) 86 102.5 117.5 127.8 87.5 93.3 

商品进口(FOB)(亿美元) 87.4 93.6 122.7 144.9 107.5 115.6 

经常账户余额(亿美元) 3 8.9 4 -7.1 -9.5 -11.5 

国际储备(亿美元) 47.2 54.2 65.1 67.7 60.9 62.1 

外债总额(亿美元) 65.7 65.4 69.4 72.9 77.2 80.5 

已付偿债率(%) 1.6 1.3 1.1 0.9 1.1 1 

汇率(美元/) 53.4 52.002 49.976 46.583 48.061 48.967 

 

3. 产业结构（三大产业的比例；农业资源、粮食自给情况、主要经济作物；工业布

局和发展状况；第三产业的发展情况，可介绍特色产业） 

（1）产业结构： 
叙利亚在历史上是个农业国，它的人口 80%从事农业，曾誉为中东的粮仓。农产品是叙利

亚主要出口产品，其中棉花是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叙利亚现有可耕地 620 万公顷，

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33.5%，人均耕地面积为 0.6 公顷。 

叙利亚工业基础薄弱，现代工业只有几十年历史。国营工业部门是国民经济的基本支柱，

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 60%以上。叙利亚现有工业可分为采掘工业（石油、磷酸盐、天然气等），

加工工业（纺织、食品、卷烟、皮革、化工、水泥等）和水电工业（发电、供水等）。 

叙利亚拥有较好的旅游发展基础和潜力，政府对旅游业发展也十分重视，尤其是近年来，

在叙利亚经济改革进程中优先发展旅游业得到了政府的认同和支持，使旅游获得迅速的发展。

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预测，叙利亚旅游收入 2017 年将达到 69 亿美元，较 2007 年的 27 亿

美元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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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2008年产业结构 

（2）农业： 
叙利亚在历史上是个农业国，它的人口80%从事农业，曾誉为中东的粮仓。幼发拉底河、哈 

布尔河、阿西河流域是主要农业区。农业在叙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

约占22%。虽然目前叙人口构成发生了变化，但叙在阿拉伯地区仍以农业相对发达而著称。农产

品是叙主要出口产品，其中棉花是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叙近年来在改良土地、增加灌溉面积、普及农业科技、提高农业生产抵抗自然灾害能力

方面成效显著。叙现有可耕地 620 万公顷，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33.5%，人均耕地面积为 0.6 公

顷。1994 年农业人口约为 673.2 万人。1998 年叙植各种树 1340 万株，人工绿化面积达 2.48

万公顷。叙果树种植面积达 75.19 万公顷。主要果树有橄榄、葡萄、开心果、苹果、杏等。 

叙主要农作物有小麦、棉花、玉米、甜菜等。在 1992 年以前，叙利亚一直进口小麦，当

其最终实现自给时，产量达 260 万吨。近年小麦产量增长率一直保持在 40%，种植面积达 176

万公顷，从 1994 年起，每年大约出口 40 万吨。2004 年小麦产量 450 万吨，大麦 170 万吨，

棉花 106 万吨，甜菜 110 万吨，柑橘 90 万吨，橄榄 80 万吨，牛奶 170.6 万吨，牛 100 万头，

绵羊 1600 万头，山羊 100 万头，鸡 2235.2 万只。 

（3）工业： 

叙利亚工业基础薄弱，现代工业只有几十年历史。独立后，特别是阿萨德总统执政后，制定 

了一套发展民族工业的经济计划和政策，积极依靠外资，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和增加对加工工业的

投资。国家经济结构逐渐从农业产值占首位转变为工业产值占首位的国家。目前工业产值占整个

国民经济的31.4%，农业产值占30.8%。目前，叙利亚工厂分为国营企业、合营企业和私营企业。

国营工业部门是国民经济的基本支柱，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叙利亚现有工业可分为

采掘工业（石油、磷酸盐、天然气等），加工工业（纺织、食品、卷烟、皮革、化工、水泥等）

和水电工业（发电、供水等）。 

（4）旅游业 

叙利亚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悠久古老的历史与文明，以及极富特色的民族

传统文化，所有这一切都给这个国家创造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叙利亚旅游资源大致可以分为

三个方面：自然景观、人文及历史遗迹、传统及民俗文化。 
叙利亚的环境类型分明，有海滨、高山、森林、荒漠、河流、洞穴、湖泊、避寒暑胜地等，

它们与各类古迹、古城，包括市场、旅馆、老宅、手工业和传统工业等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复合型

的旅游市场，游客既旅游又可领略各种传统生活方式、欣赏各种传统艺术并参与有趣的旅游活动。 
叙利亚旅游发展拥有巨大的潜力，游客数量预计到2015年将达到每年1200万人，旅游业的增

长提升了该产业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政府已采取多种措施，推动旅游向产业化方向发展，最大

限度地开发和利用现有的旅游资源。 

（二）基础设施 

1.交通运输 
叙利亚在中东地区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是连接欧洲与东南亚地区、欧洲和海湾国家的



重要枢纽。叙利亚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公路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在过去 30 多年

的时间里叙基本完成了运输业的基础建设。叙已制定了运输业至 2020 年的发展规划，这是一

个战略性的规划，国营企业将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此外，叙政府还注意发挥合资企业和私

营企业的作用，无论是在空中运输，海上运输，还是内陆运输及其它领域。  
目前下属于运输部的主要国营运输企业有：公路交通总局、叙利亚铁路总局、HAJAZ 铁

路总局、叙利亚阿拉伯航空总局、民航总局、港务总局、叙利亚海运总局、航运代理公司、

拉塔基亚港口公司、塔尔图斯港口公司、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和拉塔基亚省各内陆运

输公司。  
合资运输企业主要有：叙利亚约旦海运公司、叙利亚约旦陆运公司、叙利亚伊拉克海运

公司、叙利亚伊拉克陆运公司、SHAM 海运公司、阿拉伯海上航运公司（由 7 个阿拉伯国家

合资成立）和阿拉伯运输联合公司（叙利亚、埃及和利比亚三国合资），共 7 家。  
私营运输公司包括：各省的货物运输代理处；根据 10 号投资法批准成立的涉及到各运输

领域的运输公司；近 40 家航运代理。  
按不同运输途径来分，叙运输部门可分成四个主要部门：海运部门、空运部门、公路运

输部门和铁路运输部门。 
（1）港口和海运： 

叙利亚有两大港口，塔尔图斯和拉塔基亚，分别位于北部地中海沿岸省份。目前塔尔图

斯港货运吞吐量约为 1,200 万吨，拉塔基亚港约为 900 万吨。塔尔图斯港是地中海最大的港口

之一，但它与拉塔基亚港的使用率仅为其实际能量的 70％。2004 年两个港口的货物运输量共

为 1575 万吨，其中拉塔基港运输量为 604 万吨，往来船只 1384 艘；塔尔图斯港运输量为 971
万吨，往来船只 2164 艘。 
（2）空中运输： 

叙现有的 16 架飞机中，6 架空中客车 320，6 架波音 727，另有 2 架波音 747 和 2 架图布

力夫。叙空中每天约经过 200 架飞机。2004 年在叙利亚机场起降的飞机数为 37634 架，来往

乘客达 268.77 万人次。叙南部有两个空中通道，西部和北部也有两个，如果伊拉克的空中封

锁被取消，叙在这个方向也将有新的通道。目前叙利亚航空公司的航线除了绝大部分阿拉伯

国家外，已开通土耳其、塞蒲路斯、西班牙、希腊、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比利时、

荷兰、丹麦、奥地利、罗马尼亚、俄罗斯等欧洲国家以及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等亚洲国家。  
此外，叙在空中运输领域首次向私营企业开放，叙近年着手建立两家合资公司。第一家

规模较大，由叙利亚航空公司与黎巴嫩中东航空公司合资。这个公司的飞机将来往于贝鲁特、

大马士革和约旦机场，也有可能到达一些欧洲机场，这个公司的资金由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私

营企业提供，该公司已于 2004 年基本筹建完成。第 2 家合资公司规模较小，运营能容纳 4－
12 人的飞机，由叙私营企业和叙航空公司投资，叙航的股份占 51％，私营企业占 49％ 。上

述合资公司可以为私营外国公司如石油公司的负责人和工商界人士的旅行提供服务，此外，

也可以参与叙国内航线的飞行。 根据叙发展规划至 2020 年将其飞机数量增至 30 架。 
（3）铁路运输： 

叙铁路线长 2,753 公里，就叙国土面积（约 18 万平方公里）和人口（1,800 万）而言，这

是个很好的基础。但问题是这个铁路网未能与周边国家完全连接，此外，这个网本身也存在

一些欠缺和不足。叙政府对铁路的建设十分重视，近年均从政府财政预算中拔出相当可观的

款项给铁路项目，以维护和维修铁路设施，购买新机车和车箱，连接叙境内的铁路线及修复

旧铁路线 。目前叙正在连接德尔祖尔省和艾布·卡迈尔省，以最终与伊拉克相接，然后从伊

拉克南部城市布什拉再通往伊朗。叙还开始启动从伊穆沙尔至叙阿勒卜省的铁路线，但这条

线还有待发展。此外，目前正在进行从大马士革至德拉省再至叙约边境的项目，这是叙与约

旦、沙特和其它海湾国家铁路连网计划的一部分。叙现在还更新与黎巴嫩铁路连接项目。这

些铁路项目的实施和恢复将使叙铁路 80－90％的能量得到利用，目前叙铁路年货运能力可达

8,300 万吨，但实际货运量却远远低于此数，2004 年叙铁路货运量为 2343 万吨，客运 408 万

人次。叙铁路局近年来与外国公司进行谈判，购买大批机车、客车和货车，其目的在于促进

内外贸易、转口和旅游活动。 



（4）公路运输： 
公路是叙国内运输的大动脉。叙境内各城市之间公路网络较发达，截止 2004 年底，公路

长达 37,000 公里（其中柏油路和干线公路 30,000 公里 ，高速公路 7000 公里），可分别通往

土耳其、伊拉克、约旦、黎巴嫩等国。 

2.水电设施 

掌控叙电力工业的政府部门为叙利亚电力部。该部下属有 4 个机构：发电和输电总局

（PEEGT）、配电和开发总局（PEDEEE）、国家能源研究中心（NERC）和电力机械中等学院

（有 3 个，分别设在大马士革、阿勒颇、拉塔基亚）。其中发电和输电总局、配电和开发总局

是叙电力部的 2 个重要实体性机构。 
叙全国现有电站 14 座，大多数为火力发电，还有水电和天然气作为燃料的电站，其中最

大的 3 个电站为阿勒颇火电站（5X32，1065MW）、革命水电站（8X100，800MW）和巴尼亚

斯火电站（4X170，680MW）。按电能分布，叙分为东部、西部、北部、南部和中部地区。叙

全国拥有各类变电站 274 个，电网一个，由 230KV（千伏）和 400KV 组成联网全国，向国家

的各个地区提供电能。在 32077GWH 总发电量中，其中火力发电 27830GWH，同比提高 4%，

水利发电 4247GWH，增长 51%。2004 年叙电力行业拥有用户 389 万，占总人口的 21.6%，人

均发电为 1754KVh，同比提高 5%。  
除叙 PEEGT 和 PEDEEE 负责的电站、变电站的发电、配电和输变电外，叙幼发拉底水

坝总局经营 3 个水电站（革命、复兴和十月水电站），叙石油部管理的霍姆斯和巴尼亚斯炼油

厂运营电站以及油田的天然气涡轮电站（SWEDIEH 电站），发电量分别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13%和 3%。 

3.邮电通讯 

由于叙数年来一直实行相对保守和闭塞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因此，总体而言，叙信息产

业的发展比较滞后，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发展和提高。2000 年 7 月新

总统巴沙尔上任后，提出了高度重视科学教育，使其有能力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基础

和条件的政策。巴本人就任总统前曾是叙信息协会主席，对叙的信息产业一直十分关心，并

做了大量工作，他提出应使叙每一个家庭都拥有一台电脑，希望叙能够同印度一样，成为计

算机程序设计和生产国家。叙新内阁指定一国务部长专门负责叙信息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工

作，叙日前公布的财政预算中教育和科研经费居首位，表明了叙政府对科技产业的重视。 
（1）电脑：1989 年叙政府部门的一些技术专家和学者发起成立了叙利亚科学信息协会，旨在

普及电脑知识，跟踪世界信息产业的发展，并试图影响政府对信息产业的政策。但由于缺少

政府财政和政策支持，该组织未发挥大的作用。叙利亚的电脑进口、销售和服务均由私营企

业进行，政府国营企业没有介入该市场。仅大马士革就有数 10 家大大小小的电脑经销商，他

们经营着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电脑及相应产品。电脑整机和配件的关税是 18%。叙市场电脑

数量大约为 7 万台，目前每年平均进口量为 4 万台。其中组装机占 60－70%。组装机用户中，

个人占 75%。私营企业中使用电脑最普遍的行业是工业和旅游。 
（2）因特网：叙 IT 行业起步较晚，但近年来获得快速发展。连同金融、通讯，现已正式成

为叙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部门之一。其中叙计算机协会（SCS）一直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叙

因特网接入有两个途径，一是 STE；另一个是 SCS。到 2001 年底，STE 和 SCS 注册用户分

别为 10000 和 18000 户。2001 年 SCS 超过 STE 安装了可容纳 40000 名用户的高容量的光纤

电缆。到 2001 年底，由 STEISP 提供的宽带网为 4MB，而 SCSISP 则为 8MB，且正计划扩大

到 12MB。为创造良好环境促进叙 IT 发展，叙计划在霍姆斯附近建立约 100 平方公里被称为

“Technopolis”的经济特区，以为现代 IT 行业在叙本土化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据介绍，

Technopolis 所具有的中心地理位置和已计划采用“fat pipe”高容量外部通信技术，将有助于

在此投资的 IT 企业与世界最有竞争力的企业相抗衡。 
（3）电信： 
叙电信业目前还由国家垄断，国家近年内也没有对电信业实行私有化的打算。叙电信业由叙



利亚有线和无线通讯总局（简称电信总局）进行管理和经营。电信总局是一个具有独立法人

性质的国有经济实体（企业享有独立的财政和管理权力），隶属于交通部，其主要任务是提供

电信服务，对叙利亚全国境内的有线和无线通讯享有控制权。 

（三）财政与金融 

1. 国家财政 
叙利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各种税收、国营企业上交利润、公共事业收入、贸易、外

国贷款和赔款、私人投资、侨汇和旅游收入等。2007 年，叙利亚国家财政收入 4501 亿叙利亚

镑（约 90.1 亿美元），财政支出为 5205 亿叙利亚镑（约 104.1 亿美元），赤字达 704 亿叙利

亚镑（约 14.1 亿美元）。2008 年财政收入增长到 5248.5 亿叙利亚镑（约 112.7 亿美元），同

比增加 16.6％。但财政支出为 5985.8 亿叙利亚镑（约 128.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2008

年财政赤字达 737.3 亿叙利亚镑（约 15.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7%。预计 2009 年至 2010 年，

财政赤字将进一步扩大，分别占 GDP 的比例为 7.4%和 3.3%。 

2008 年 12 月，经叙利亚国民议会多次讨论，逐项通过了叙利亚 2009 财政年度国家财政

预算，并于 2008 年 12 月 15 日形成决议。2009 财政年度国家财政预算总支出为 6850 亿叙镑，

同比增幅为 14.17%，  预算支出项分为 3 部分，流动性支出（公众服务、社会和个人服务）、

投资性支出（经济服务）和其它支出。2009 财政年度国家财政预算总收入为 4589.42 亿叙镑，

同比增长 12.54%。收入增长幅度低于该预算支出增长幅度。预算赤字为 2260.58 亿叙镑，同

比增长 17.62%。 

石油行业是叙利亚经济的主要支柱，石油收入也是其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近年来，

叙石油产量总体呈逐年下滑的趋势。国际油价的任何变化，都很有可能将对 2009 财政年度叙

利亚国家财政收入产生影响。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效需求不足，企业订单减少，成

本上升。特别是叙利亚生产企业用燃料油价格的上涨，使得企业利润率普遍降低，这将对国

家税收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现行法律法规中，还部分放宽了税收豁免。此外，与周边国家

间新近签署的相关贸易协定，使得海关税收入也随之减少。 

由此可以看出，叙利亚国家财政支出更加趋向于稳定物价、减轻贫困，力争逐步提高国民的

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已然显现，国有企业面临困难、成本压力大，效

益不高；国家财政包袱沉重，尽管政府一再宣称奉行凯恩斯主义，但手中无钱，经济状况短

期内得不到改善。 

2. 税收制度 
叙利亚税收主要分为三类：直接税收、间接税收和登记注册税。直接税收包括对特定的

人或单位征收的税收，主要包括：工商业及其它行业所得税（按净利润征收）、个人所得税、

流动资金税、非农房地产税，除此之外还有许可税、馈赠税等。间接税收是对特定交易征收

的税，主要包括关税和消费税等，是叙利亚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注册登记税是叙利亚政府

为提供一定服务所征收的补偿税，包括所有权转让费、领事费和印花税等。 

叙利亚自由区的工业产品以出口为主，但根据自由区管理局的建议和经贸部的批准，允许个

别产品进入叙国内销售，并根据该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当地原料的比例免征相应比例的税

款。在自由区内投资可享受以下优惠：免除所有税收及进出口关税、投资资本金及利润可以

自由汇出自由区及叙利亚国境、在自由区内设立的项目可以自由雇用本地及外籍雇员，雇员

可以免交个人所得税等优惠政策和措施。 

3. 货币金融 
2007 年 8 月，叙利亚政府正式实施叙镑与美元脱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

挂钩的货币政策。其目的是保持叙镑对外币汇率的稳定，使叙镑不至于因美元的下跌而受到

影响，而“一揽子”货币中的美元仅仅在一定程度上对叙镑产生影响。叙镑的稳定保证了叙

进口商品价格的稳定，进而使叙本国市场上的商品价格不会因国际市场上美元汇率的变化无

常而发生剧烈的变动。汇率的稳定还可以减轻因美元贬值而对叙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新政

策的出台，有助于稳定叙本国经济，有助于加强叙货币当局以经济手段调控和管理叙镑与外

币兑换的力度，从而采取更安全的措施来保障叙镑的稳定，摆脱过去那种简单的行政命令式

的管理模式。 

自国有化以来，叙利亚外经贸部负责制订汇率政策，监管金融系统一切业务活动。叙利

亚一直以来采取多重汇率制，曾是世界上汇率制度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政府实行三个不同

的汇率 ：1 美元＝11.25 叙镑；1 美元＝23 叙镑；1 美元＝46.5 叙镑。黑市汇率 1 美元＝50



－52 叙镑。1993 年以前，海关用 1 美元=11.25 叙镑的汇率对进口商品进行估价。1993 年－

2002 年，对税率低于 75%的商品，用 1 美元=23 叙镑的汇率进行估价，对税率在 75－200%之

间的商品，用 1 美元=46.5 叙镑的汇率进行估价。2002 年 6 月，叙政府统一了汇率，海关对

所有进口商品统一按 1美元=46.5 叙镑的汇率进行估价征税。 

2003 年 7 月 8 日叙利亚总统颁布第 33 号宪法令，修改和调整了外汇管理制度条例，该法

令规定，根据叙利亚经济和外贸部颁布的有关外汇管理制度，可以自由汇进汇出叙利亚镑、

外汇和以外币和贵金属自由兑换的所有支付方式，外币可以自由经营和流通。同时，取消 2000

年颁布的第 6 号法令。这是叙政府自允许设立合资银行以来，在金融改革方面采取的具有历

史性的新举措，对改善叙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四）对外经济关系 

1. 对外贸易 
叙利亚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叙利亚重视国家对外贸的监督，主要物资

的进出口均由国家控制。2008 年，叙利亚商品进出口总额为 272.7 亿美元，其中出口 127.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 8.8%；进口 144.9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 18.8%。贸易逆差 17.1 亿美

元。 

叙利亚主要进口产品：成品油及矿产品、机械和运输设备、金属和金属制品、化工原料

和制成品等。工业品主要进口国有俄罗斯、中国、欧盟、乌克兰、沙特等；消费品方面，中

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国的商品在叙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其中中国商品更是占 80%以上。 

石油和粮食产品，一直是叙利亚出口贸易的主打产品，石油价格的暴跌（国际油价从最

高价 147 美元/桶跌至目前的 60 美元/桶，跌幅高达 60%。）和粮食产品价格的下跌，都直接影

响到政府出口贸易的收益。以本土原材料加工后出口的企业，例如：纺织、皮衣、皮鞋等生

产企业，由于国际市场不景气，需求减少，只能减产或暂时停产。 

 

2. 外国投资 
叙利亚政府一直力图通过例如优化投资环境，提供优惠条件等措施来吸引外商在叙进行

投资，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 

2007 年，叙利亚在西亚的 13 个国家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居第 9 位，沙特阿拉伯、土耳其、

阿联酋居前三位。外国投资企业共有 28 家，其中 21 家来自阿拉伯国家，伊拉克在叙的投资

项目达 13 个。在所有投资项目中，工业领域的项目所占比重最大为 92 个，52 个交通运输项

目，28 个农业项目，9 个医疗卫生项目及 4 个能源项目。2008 年投资趋势逐步向基础行业转

变。2008 年签署了如炼厂、电站、水泥厂、太阳能板生产厂等大型项目。投资主体也较以前

发生了变化，沙特、土耳其等国家的投资者在投资资本比例方面，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从外

资来源看，沙特、土耳其、科威特、德国、伊朗、俄罗斯、阿联酋等是叙利亚的主要投资国。

此外，法国、西班牙、奥地利、英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塞浦路斯、韩国等企业在叙

利亚均有投资。 

叙利亚在第十个五年计划中规划，到 2011 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将达到 6000 亿叙镑（约

合 129 亿美元），占 GDP 的 32%。显然，目前离这个目标的距离还相当遥远，叙政府也在积极

通过各种努力来实现该目标。 

 

3. 外国援助 
主要外国援助国有日本、德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4. 债务情况 
世界银行把叙利亚归类为重债穷国。近年来，在私营经济、投资和石油价格的支撑下，

叙利亚经济取得了新的发展。2007 年增加非石油预算促进了硬通货币的供应，稳定了对外金

融和贸易的平衡，使公共债务和外债维持在一个适当的比例，同时使政府的收支平衡处于可

接受水平。 

2008 年 7 月，俄罗斯议会批准了一项政府内部协议，同意免除叙利亚从前苏联时期以来

债务的四分之三，约为 145 亿美元。剩余的 36 亿美元，其中 15 亿美元以可自由兑换货币的

形式支付，另外的 21 亿美元以叙镑的形式，偿还期为 10 年。叙所偿还的款项将被用于俄叙

合资的部分项目，这些项目包括石油、天然气、水利及工业等领域。此举使叙利亚外债大幅

度减少。叙利亚同俄罗斯之间的高额债务是由于前苏联时期向叙大量出售武器所导致的。近



年来，油价的上涨使得叙利亚可以全额偿还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的债务，还使得叙利亚与

德国、罗马尼亚和俄罗斯达成部分偿还所欠债务的协议。 

2008 年，叙利亚外债总额 72.9 亿美元，其中中长期债务 61.2 亿美元，比上年的 58.4 亿

美元增长了 4.8%。短期债务占外债总额的比例自 2005 年开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08 年，

叙利亚短期外债占外债总额的 16.1%。但是，限制出口收入、冻结外汇资产以及削减优惠贷款

注入等强制制裁措施可能降低叙利亚的偿债能力。此外，国际经济制裁亦会影响叙利亚的偿

付能力。自 2005 年至 2008 年，叙利亚偿债率逐年下降。 

 

四、对外关系 

（一）外交政策 
叙利亚奉行不结盟、反帝、反殖、反对种族主义和以色列侵略扩张、维护国家主权和独

立的对外政策。积极支持和参加不结盟运动，主张国际缓和与裁军，改变不合理的旧的国际

政治经济秩序。主张以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随着国际、地区形势的变

化，近几年来，叙利亚及时调整其对外政策，外交趋向灵活、现实、全方位。在阿以和谈方

面，主张既坚持“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谋求全面、公正解决和全部收复戈兰高地，又运

用策略以灵活务实的态度处理同各方的关系，反对部分或单独解决。 

（二）与大国关系 
1、同美国的关系: 1946 年同美国建交。1967 年“六·五”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叙宣布同美

国断交。1974 年 6 月两国复交。1986 年 10 月美为支持英国与叙断交，宣布撤回驻叙大使。

1987 年两国关系恢复正常。2004 年 5 月，美开始实施对叙经济和外交制裁法案。2005 年 2 月，

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害，美推动安理会通过一系列决议，要求叙全面配合哈案国际独立调

查委员会的调查，叙美关系紧张。美迄今仍将叙列入支持恐怖主义活动国家的黑名单。 日前，

美重新向叙派遣大使，两国关系有所改善。  

 

  2009 年 1 月，巴沙尔总统电贺美新任总统奥巴马就任。同月，美议会代表团访叙。2 月，

美国会代表团访叙。4 月，美助理国务卿博兹瓦尔访叙。5 月，美议会代表团访叙。6 月，美

前总统卡特、中东问题特使米切尔先后访叙。7月，巴沙尔总统致电奥巴马，祝贺美国庆。同

月，美中东特使米切尔访叙。8 月美军事代表团访叙。9 月，叙常务副外长米格达德访美。12

月，美参议院代表团访叙。 

2、同俄罗斯的关系: 1944 年与前苏联建交。冷战期间，奉行亲苏政策，1980 年签署叙苏“友

好合作条约”，建立盟友关系。苏联解体后，叙承认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并表示叙将在

互相尊重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近年来，叙俄关系日益发展。 

  2009 年 1 月、7 月和 10 月，俄总统特使、副外长萨尔塔诺夫三次访叙。11 月，叙俄经贸

混委会在叙大马士革召开。 

3、同欧盟国家关系: 1995 年 11 月，欧盟 15 国与地中海南岸 12 国外长在巴赛罗那召开“欧

洲－地中海会议”后，双方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关系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特别是经济和财政伙伴关系有所增强。目前，欧盟对叙工、农业产品已采取免除关税和不予

限量的政策。 

  2009 年 1 月，法国总统萨科齐、西班牙外交大臣莫拉蒂诺斯先后访叙。2 月，欧盟对外

关系专员瓦尔德纳访叙。3 月，欧盟议会代表团访叙。4 月，巴沙尔总统访问奥地利，西班牙

外交大臣莫拉蒂诺斯访叙。6 月，希腊总统帕普利亚斯、荷兰外交大臣费尔哈亨先后访叙。7

月，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法国外长库什内先后访叙。9 月，叙外长穆阿利姆访法，西班牙外

交大臣莫拉蒂诺斯访叙。10 月，西班牙首相萨帕特洛访叙。11 月，巴沙尔总统访法。 

（三）与周边国家关系 
1、同埃及的关系:自 1989 年 12 月埃叙复交和海湾战争后，两国关系持续发展。2009 年，巴

沙尔总统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保持电话联系，叙外长多次赴开罗参加阿盟外长会。 

2、同黎巴嫩的关系: 叙黎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曾是同一个国家。黎独立后，叙未予承认，叙

黎仍保持“特殊关系”。1976 年 5 月以来，叙军（最初约 2.8 万人）一直以“阿拉伯威慑部队”

的名义驻扎在黎。1991 年 5 月，叙黎签署“兄弟关系合作与协调条约”和“安全与防务条约”。

2004 年 9 月 2 日，美、法等国推动安理会通过 1559 号决议，要求叙驻黎部队全部撤离，2005

年 4 月，宣布撤回其驻黎全部军队、安全人员和军事装备。2008 年 10 月 15 日，叙黎外长签



署建交公报，两国正式建交。2009 年 1 月，黎国防部长穆尔访叙。5 月，叙黎互派大使。同

月，叙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哈比卜访黎。6 月，叙黎两国总统通电话。11 月，巴沙尔总统致电

黎总统苏莱曼，祝贺黎新政府成立。同月，苏莱曼总统访叙。12 月，黎自由国民阵线主席奥

恩访叙。12 月，黎总统苏莱曼、总理哈里里分别访叙。 

3、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1990 年海湾战争中，叙应沙特等国的要求向海湾派遣军队。战

后，叙积极参与海湾战后安全安排，与海湾国家关系改善。1991 年 3 月，叙利亚、埃及和海

湾阿拉伯六国外长在大马士革召开会议，会议发表了《大马士革》宣言。  

  2009 年 1 月，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访叙。2 月，叙外长穆阿利姆访问沙特，也

门总统萨利赫、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阿曼外交国务大臣阿拉维、伊拉克运输部长伊斯梅尔

先后访叙。3月，巴沙尔总统先后访问沙特、卡塔尔，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访叙。4月，巴沙

尔总统先后访问阿曼、巴林、伊拉克。5 月和 11 月，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哈马德两次访叙。

7 月，卡塔尔王储塔米姆访叙。8 月，伊拉克总理马利基、财政部长祖贝迪先后访叙。9 月，

巴沙尔总统访问沙特。10 月，沙特国王阿卜杜拉访叙。 

（四）与中国关系 
中、叙 1956 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稳步发展。巴沙尔总统执政后，实现叙总统首次访华，

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2007 年 7 月，叙副总理阿卜杜拉·达尔达里访华。2008 年 4 月，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访叙。2009 年，回良玉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外交部长杨

洁篪分别访叙，叙议长艾布拉什访华。  
2008 年初，叙政府就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发生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向我国捐赠 10 万美元。四

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叙领导人致电慰问，并派运输专机向我国提供 500 顶帐篷援助。

2008 年春夏之际，叙遭受罕见的严重旱灾，我国政府向叙政府提供 50 万美元紧急现汇无偿援

助。 
（高光福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