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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人文地理 

（一）自然地理 

1.地理位置 

土耳其共和国（Türkiye Cumhuriyeti）是西亚大国，国土横跨欧亚两洲，居于地中海

和黑海之间，总面积 780576 平方公里，其欧洲部分（东色雷斯）面积为 24476 平方公里，

占国土总面积的 3.1%强，其亚洲部分（安纳托利亚）约占总面积的 96.9%。其国三面临海，

海岸线全长 8333 公里。东接伊朗；东北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为邻；东南与叙

利亚、伊拉克接壤；西北和保加利亚、希腊相连；北濒黑海，黑海对岸自西向东是罗马尼亚、

乌克兰和传统宿敌俄罗斯；西与西南隔地中海与塞浦路斯相望。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

海峡以及两海峡间的马尔马拉海，是沟通黑海和地中海的唯一水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2.行政区划 

土耳其全国共有 81 个省，行政上分为省、县、乡、村 4 级。主要城市包括伊斯坦布尔、

安卡拉、伊兹密尔、布尔萨、安塔利亚、科尼亚、特拉布宗、阿达纳、加济安泰普等。 

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 大的城市，全国工业、商业、金融、贸易、文化中心和 大的海

港与航空港，常住人口近 1300 万（2009 年土耳其国家统计局数字）。它横跨欧亚两洲，面

积约 1600 平方公里，其中欧洲部分 700 多平方公里，亚洲部分 900 多平方公里，穿城而过

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就是欧亚两洲的一段分界线。1973 年、1988 年斜拉式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大桥和征服者穆罕默德大桥先后落成，呈现出“一桥飞架欧亚，天堑变通途”的壮观景象。

伊斯坦布尔扼进出黑海要冲，自古兵家必争，而这也从另一角度充分体现了“天堑”与“通

途”的辩证关系。 

伊斯坦布尔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原名拜占庭，后改称新罗马、君士坦丁堡，1453

年成为奥斯曼帝国首都后，改为现名。境内不同历史时期的名胜古迹众多，宏伟的宫城、壮

观的清真寺与斑驳的古城墙、残旧的古堡相互辉映，令人抚今追昔、叹古慨今。 

伊斯坦布尔还是土耳其 重要的教育、科研中心，著名的大学就有伊斯坦布尔大学、海

峡大学、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等等，人才荟萃，不少毕业生成为土耳其政界、商界、学界精

英。 

首都安卡拉是土耳其第二大城市和全国政治、科研、文化、教育中心，也是全国公路、

铁路、航空枢纽。其工业规模不大，但农业和畜牧业比较发达，著名的安卡拉山羊毛、羊绒、

羊皮享誉世界。 

安卡拉分新旧城区，老城以乌鲁斯区的古城堡为中心，建筑陈旧，基础设施较差，为穷

人居住区。新城区从老城区的东、西、南三个方向向外延伸，但以大国民议会与主要政府部

门所在的南城区建设 为规整，让人一看便知是土耳其的政治中心。 

安卡拉云集了全国 著名的一些学府，如安卡拉大学、比尔肯特大学、安杰泰佩大学、

中东技术大学、加齐大学、土耳其军事学院等等精英辈出的学府，这让安卡拉成为全国 重

要的教育、科研和文化中心。 

3．自然资源 

土耳其矿产资源丰富，根据土耳其矿产资源检测和勘探局（MTA）2009 年 10 月 26 日发

表的报告，其矿产总储量达 500 亿吨，共有 49 种不同矿产资源，铬、汞、锑、铜、硼和重

晶石储量在世界上位居前列。在 138 个国家和地区中，土耳其的矿产资源生产能力位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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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位，矿产资源多样性名列第 10 位。全世界可交易的 90 种矿产资源中，土耳其就有 77 种，

其中，土耳其的白云石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约为 158 亿吨，大理石储量为 139 亿吨，褐煤为

123 亿吨，矿盐储量为 57 亿吨。按比例计算，土耳其的硼矿资源占世界总量的 72%；天然石、

大理石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 40%，品种数量占世界第一位；钍储量占世界总量的 22%。此外，

土耳其的黄金、白银的有形储备分别达 700 吨和 1926 吨。
①

土耳其主要河流有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及其支流、萨卡里亚河和克孜勒河等

等，重要湖泊有东部的凡湖、中部的图兹湖等。其内陆河流湍急，落差很大，适宜发电，不

适宜航运。水资源短缺，人均水拥有量仅 1430 立方米。 

虽然土耳其国土面积较大，但可耕地少，不足国土面积的 30%，另有 3%为果园、葡萄园、

橄榄种植园，26%为森林。
②

4.季节气候 

土耳其西部及南部沿海地区属典型的地中海式气候，冬短夏长，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

和多雨，年平均气温 14-20℃；北部黑海地区，终年温和多雨，其余非沿海地区则为大陆性

气候，年温差很大、降水量小。全国平均来看，8 月份温度 高，15-31℃，降水 少，约

10mm；12 月份温度 低，-4-4℃，但降水 多，约 48mm。
③

（二）居民与宗教 

1.人口 

根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统计，土耳其全国登记在册人口 7256 万（2009 年 12 月 31 日数

字），2009 年人口增长率为 1.45%，平均年龄 28.8 岁；15-64 岁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67%，而

15 岁以下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26%！是一个相当年轻且劳动力资源和后备劳动力资源相当丰

富的国家。与其它中东穆斯林国家相比，其性别构成基本平衡，男性略多于女性（101.2：

100）。 

全国 75.5%的人口集中于城市，但分布极不平衡，其中仅伊斯坦布尔大区就占了全国人

口的 17.8%，近 1300 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 2486 人。其它的大城市还包括首都安卡拉、伊

兹密尔、布尔萨和阿达纳。而东部山区人口较少， 少的省份每平方公里仅 11 人。 

2.民族 

土耳其族占人口总数的 80%以上，库尔德人约占 15%，其余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

希腊人、格鲁吉亚人、犹太人等等。土耳其官方不承认库尔德人为少数民族。 

3.语言 

官方语言为土耳其语。 

4.宗教 

全国居民中 99%信奉伊斯兰教，其中 85%属逊尼派，其余属阿莱维派。此外还有极少数

人信奉基督教和犹太教。 

二、政治 

（一）政治体制 

1.国家简史 

土耳其人起源于中国新疆境内准噶尔盆地以北、阿尔泰山南部。关于其种族起源，根据

我国史书记载与土耳其神话传说，其先祖部落曾惨遭灭绝，仅有一名 10 岁左右少年因杀手

心生恻隐，只砍断他的双脚（和双臂），并将他扔在水草旁边。幸运的是，有一只母狼发现

了他并且经常叼来肉喂他，随后人狼交合。狼怀孕后，先前的杀手部落为了斩草除根，派人

前来追杀。但母狼如有神助，成功逃到了高昌西北的阿尔泰山脚下，在那儿发现了一处神秘

                                                              
①  综合http://www.mineinfo.net/html/34/n‐25634.html，与

http://www.worldbulletin.net/news_detail.php?id=49017
②  参见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经济季评‐土耳其》2010年 6 月号，第 27页。 
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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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洞穴。这只母狼逃进去后，发现里面是一个四面环山、方圆数百里、水草茂盛、与世隔绝

的“世外桃园”。此处即是传说中的突厥人（土耳其人）的发祥地埃尔盖内孔（Ergenekon）。

狼躲在这里生下了 10 个儿子，每个儿子的后代都以其妻姓为姓，其中 贤明的一个姓阿史

那。随着子孙繁育，种族渐强，他们在首领阿贤设（设是官职，军事首领）的带领下，走出

了与世隔绝的埃尔盖内孔。此为神话传说。 

突厥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善骑射，性残忍”，“贱老贵壮”、“重兵死而耻病终”，“性重

财贿，俗轻仁义”，“候月将满，辄为寇抄”，在很大程度上，劫掠成为了突厥部落生存和发

展必不可少的手段。 初，他们臣服于茹茹，以锻冶为业，作为奴隶为其打造兵器和东征西

讨。在此过程中，他们逐步强盛起来。公元 552 年颠覆宗主茹茹，其首领布民可汗自号伊利

可汗（意思是联盟首领或类似于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自称的“万王之王”）。在其后的 30

年间，突厥大军灭嚈哒、征波斯、征服西域及塞外诸国、侵凌中国北朝的北周、北齐，纵横

捭阖，莫之能御，形成了“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

千里”的强大且相当统一的突厥汗国。 

但在他们的扩张过程中，突厥反复与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隋、唐王朝进行了长期血

腥的战争，东西突厥和中兴的第二突厥先后为唐所灭。 

公元 8 世纪以后，突厥乌古斯一部向西迁徙，进入阿拉伯帝国范围之内，10 世纪前后，

先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其种族兴盛也与其加入军队有关。他们先是作为奴隶进入阿拉伯帝国

哈里发的禁卫军，以后逐步介入宫廷斗争以至强大到左右哈里发的废立。公元 1055 年，塞

尔柱突厥人攻入巴格达，建立了强大的塞尔柱突厥王朝，并从哈里发那里取得了“苏丹”（意

为权威）的称号，哈里发成为突厥人手中的傀儡。1071 年在现土耳其东部凡湖附近的曼齐

凯尔特，塞尔柱苏丹阿尔普•阿斯兰率军击溃拜占庭帝国军队，俘虏了拜占庭皇帝，从而打

开了安纳托利亚的大门，也开始了安纳托利亚突厥化与伊斯兰化的进程。 

1299 年，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北边陲的罗姆苏丹国内突厥部落首领奥斯曼加齐（加齐是

授予伊斯兰弘教英雄的光荣称号）宣布独立。这个新国家继承和弘扬加齐精神，积极对外扩

张，它就是日后威震欧亚非的奥斯曼帝国。 

1453 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率军攻克君士坦丁堡，消灭了拜占庭这个千年帝国，

震动了整个欧洲。奥斯曼帝国随后迁都于此，并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 

奥斯曼帝国的前 10 位苏丹都是赫赫有名、文武兼备的英君圣主，尤其是第 10 位苏丹“立

法者”苏莱曼，西方史家称其为大帝（Suleyman the Magnificent）。在其统治期间，帝国

达到鼎盛，疆域广阔，国富兵强，国威远播四方，当时的欧洲人都患上了土耳其恐怖症。 

但是，苏莱曼大帝晚年谗信后宫，冤杀了能力出众的长子，让“醉鬼”塞里姆成为了唯

一的继承人，这为帝国的衰落埋下了种子。自“醉鬼”塞里姆即位之后，苏丹不再象其先辈

一样，遵循“苏丹即是战士”的传统，不再御驾亲征了。史家公认 1566 年苏莱曼驾崩、塞

里姆二世即位是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开始。 

奥斯曼帝国真正的衰落始于 1697 年在匈牙利森塔（Zenta）败于军事家萨伏依公国欧仁

亲王，此役奥斯曼军队的指挥官损失殆尽，苏丹也是侥幸脱险。1699 年双方签订了《卡尔

洛维茨条约》，按“占有地保有”原则划分疆界，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大片欧洲领土。自此之

后，奥斯曼帝国不再是欧洲均势的杠杆，反而要依赖欧洲列强的矛盾勉力图存了。 

此后，奥斯曼帝国在与欧洲列强的战争中，胜少负多，步步后退。尤其是在 1774 年俄

土战争之后，帝国已是荣光不再，迅速走向衰落，到 19 世纪已经堕落成为俄国沙皇口中的

“西亚病夫”，欧洲列强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帝国境内大量的特权和利益，尤以沙俄

为甚，它强占了奥斯曼帝国的大片领土，致使奥斯曼帝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日益加深。 

至帝国末期，在青年土耳其党“三巨头”的军事独裁统治之下，奥斯曼帝国追随德国参

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终至战败，使国家坠入了分崩离析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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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土耳其民族英雄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组织护权协会，

奋起救亡。他领导成立大国民议会与腐朽的苏丹傀儡政权相抗衡，组建国民军，利用列强间

的矛盾，经过浴血奋战，打败了英国支持的希腊侵略军，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并通

过《洛桑条约》无条件废除了列强在土耳其的治外法权、财政关税监督权等特权，赢得了在

自己的民族疆界内的领土统一。 

随后，为了解决土耳其政制中的暧昧状态，凯末尔继 1922 年 11 月废除帝制之后，经过

大国民议会的激烈辩论，于 1923 年 10 月 29 日宣布实行共和，凯末尔当选为土耳其共和国

第一任总统。 

此后，凯末尔在土耳其实行了一系列疾风暴雨式的改革：废黜哈里发、改装易服、宗教

改革、文字改革等等，强力推进土耳其的世俗化和现代化。 

1934 年，鉴于《姓氏法》的颁布和凯末尔对土耳其国家和民族的贡献，土耳其大国民

议会通过决议，授予凯末尔阿塔图克（Atatürk 即土耳其之父）作为姓氏，此姓氏仅授予凯

末尔一人。 

二战后，土耳其于 1946 年、1950 年两次进行大选，并于 1950 年自由公正的大选之后

实现了政权的和平更迭。土耳其随后进入了多党民主政治时代。 

2.政治体制沿革 

1923 年 10 月 29 日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后，根据 1924 年宪法，土耳其的一切主权毫无

限制地属于整个民族；一院制的大国民议会是全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

行政权由通过大国民议会选举产生的共和国总统及其所选定的内阁来行使，大国民议会行使

对政府的监督权；独立法庭依法以大国民议会的名义行使司法权，从而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

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三权分立的架构。但从实际运作上看，土耳其的权力长期集中在国内唯

一的政党共和人民党、尤其是其领袖凯末尔手中。直到 1945 年二战结束之后，土耳其的政

治体制才逐步发生了变化。 

1950 年大选之后，民主党接管政权，在多党政治体制中，土耳其共和国向民主方向大

步迈进。但由于土耳其民主政治的不成熟，在修改后的 1924 年宪法框架下的民主党政府，

通过其在大国民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地位逐步转向了独裁。 

1960 年“5·27”政变后，军方接管政权。鉴于宪法框架中总统权力过大的问题，军政

府主导的制宪会议主持修订了新宪法，它重申了三权分立原则，宣布保障人权与自由、民族

团结和社会正义。新宪法宣布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民族民主、世俗社会的国家，主权无保留

无条件属于全民族，它将一院制的大国民议会改为二院制，总统为国家元首，总理组阁行使

行政权、并对议会负责。 

经过 60 年代的无政府主义泛滥和 70 年代的政党斗争，土耳其陷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

社会危机之中，在此情况下，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埃夫伦将军于 1980 年 9 月 12 日发动

政变，接管政权。一年之后，由军政府主导的制宪会议针对 1960 年宪法的过度民主倾向制

订新宪法，削弱议会的功能并对议会党团及其活动进行限制。 

3.现行政治体制 

土耳其为共和国。根据土耳其 1982 年宪法的规定：土耳其共和国为民族、民主、政教

分离和实行法治的国家，其政治体制为单一议会内阁制，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 

根据 1982 年宪法，土耳其总统由大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任期 7 年，不得连任。2007 年

10 月，土耳其全民公决通过正义与发展党所主导的宪法修正案，以后的总统选举改为全民

直选，总统任期 5 年，可以连任一次；总理一般由大国民议会中的多数党领袖经总统任命后

担任并组阁，政府成员由总理提名经总统批准任命。 

（二）国家机构 

1．立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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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是全国 高立法机关，议员按各省人口比例直接普选产生，总席位

550 席，议员任期 4 年。全国 18 岁以上公民享有选举权，在大选中获得 10%以上选票的政党

才能进入大国民议会，个人可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 

在 2009 年 12 月 11 日取缔亲库尔德的民主社会党（DTP）之后，目前大国民议会中各政

党分配席次如下：正义与发展党（AKP），338 席；共和人民党（CHP），97 席；民族行动党（MHP），

69 席；和平民主党（BDP），20 席；民主左翼党（DSP），6 席；无党派人士 11 席，其他党派

人士 2 席。 

2.司法体制 

    土耳其的法院包括宪法法院、上诉法院、行政事务法院、司法分歧法院、审计法院等等。 

（三）政党情况 

1.现行政党概况 

战后，土耳其实行多党民主体制。国内政党较多，但随着政局的变化与政党的兴衰存废，

其变化也很大。目前，土耳其的主要政党包括正义与发展党、共和人民党、民族行动党、和

平民主党及民主左翼党、土耳其共产党等一些小党。 

2.执政党情况 

正义与发展党（AKP），现执政党，2001 年 8 月 14 日成立，是温和保守的伊斯兰中右翼

政党，党的标志是一只发光的桔黄色灯泡。主张建立法律至上、尊重人权与自由的现代共和

政体。它基本上是具有较强宗教保守倾向的土耳其中下层民众的代表。2002 年 11 月赢得土

耳其第 22 届大选，实现单独执政至今。其党主席是现任总理雷杰卜•塔伊卜•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 anğ ）。 

3.主要在野党 

共和人民党（CHP），土耳其现在 大的在野党，创建于 1923 年 9 月 9 日，其缔造者是

土耳其 负盛名的民族英雄、共和国开国元首加齐•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Kemal Atat

ürk）。现政治倾向中间偏左，该党的标志是红色背景下六支向外发散的箭，代表凯末尔主义

的 6 大内容。该党 主要的信条是世俗主义与民族主义。它基本上是土耳其受过良好教育、

坚持世俗主义原则的社会中上层人士的代表。现任党主席是凯末尔•克勒奇达尔奥卢（Kemal 

K l çdaro luı ı ğ ）。 

民族行动党（MHP），土耳其 著名的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其标志是红色背景下的三轮

白色的新月。该党主张泛突厥主义，历史上以其反共法西斯主义与臭名昭著、得到美国中央

情报局支持的“灰狼”战斗队及其政治暴力著称。党主席是德夫莱特•巴赫切利（Devlet 

Bahçeli）。 

4.人物介绍 

（1）雷杰卜•塔伊卜•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 anğ ）：现总理。1954 年 2 月 26 日

生于伊斯坦布尔，毕业于马尔马拉大学经贸学院。他出身贫寒，少年时期即热衷于政治和商

务活动，15 岁即参加了某党的青年组织，他也曾是一名专业的足球运动员。 

1994 年 3 月当选伊斯坦布尔市长，后成为繁荣党伊斯坦布尔党部主席。任职期间，他

推出城市发展计划并全力贯彻实施，解决了不少棘手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政绩斐然。1998

年 1 月 16 日，土耳其宪法法院取缔繁荣党后，埃尔多安转入新成立的美德党，并出任该党

伊斯坦布尔党部主席。4月，土耳其国家安全法院因埃尔多安在群众集会上朗诵伊斯兰诗篇

而指控他“煽动宗教仇恨”，判处埃尔多安 10 个月监禁（实际入狱 4 个月），并剥夺其从政

权。 

2001 年 8 月，土耳其宪法法院取缔美德党，他与美德党新生派创建正义与发展党并任

党主席。2002 年 11 月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后，对相应宪法条款进行修改，从而

恢复了埃尔多安的从政资格。2003 年 3 月 9 日，埃尔多安参加锡尔特省地方议会补选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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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议员，同月 11 日，原总理、正义与发展党副主席阿卜杜拉•居尔辞职，塞泽尔总统任命埃

尔多安为总理并授权组阁。2007 年 7 月 22 日正义与发展党胜选后，埃尔多安连任总理。 

（2）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ül）：现总统。1950 年 10 月 29 日生于开塞利，1971

年在伊斯坦布尔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而后去英国伦敦和埃克塞特学习了 2 年，1983 年

获伊斯坦布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3-1991 年任职于沙特吉达的伊斯兰发展银行。 

1991 年、1995 年他在开塞利当选大国民议会繁荣党议员，1993 年被任命为繁荣党负责

外交事务的副主席，1996 年 6 月至 1997 年 6 月任土耳其国务部长和政府发言人。1999 年以

美德党成员身份再度当选议员。2001 年 8 月他成为正义与发展党创始成员之一。2002 年 11

月至 2003 年 3 月任土耳其总理。2003 年 3 月辞职让贤之后，任埃尔多安政府副总理兼外交

部长，并担任正义与发展党负责政治与司法事务的副主席。 

经过一波三折的总统选举，2007 年 8 月 28 日终于当选土耳其共和国第 11 任总统。 

（3）德尼兹•巴伊卡尔（Deniz Baykal）：主要在野党共和人民党前主席，资深政客。

1938 年 7 月 20 日生于安塔利亚，毕业于安卡拉大学法学院，并曾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和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作研究，1963 年获安卡拉大学博士学位，而后成为安卡拉大学理学院副

教授。 

1973 年他当选共和人民党议员，多次出任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能源部长、副总理。

1988 年成为共和人民党总书记，1992 年当选党主席，直到 2010 年 5 月因为性丑闻而被迫辞

职。 

（4）凯末尔•克勒奇达尔奥卢（Kemal K l çdaro luı ı ğ ）：主要在野党共和人民党现任主

席，大器晚成的政客，有“土耳其的甘地”之称。1948 年 12 月 17 日生于通杰利省纳泽米

耶的一个阿莱维家庭，在家里七个孩子中排行老四。1971 年毕业于安卡拉的加齐大学经济

系，青年时期，靠卖货为生。 

他大学毕业后进入财政部当助理会计师，晋升为会计师之后被送往法国进修。1983 年

他被任命为财政部税收司副司长，在时任总理的著名经济专家厄扎尔手下工作。1991 年后

长期在社会保障各部门当司长。1994 年被土耳其《经济趋势》周刊评为“年度 佳公务员”。 

1994 年退休后，他曾试图通过埃杰维特的民主左翼党进入政界但没有成功。后来收到

了党主席巴伊卡尔的邀请加入共和人民党。2002 年他在伊斯坦布尔当选议员，2007 年再次

当选后成为共和人民党议会党团副发言人。在揭露正义与发展党高层徇私舞弊的过程中，他

锋芒尽显、在政界崭露头角，正义与发展党两位副主席在与他进行电视辩论后被迫辞职。由

于资深党主席巴伊卡尔的辞职，在 2010 年 5 月 22 日召开的共和人民党党代会上，克勒奇达

尔奥卢获得 1189 票（另有 8 张废票）一致通过当选党主席。 

（5）德夫莱特•巴赫切利（Devlet Bahçeli）：在野党民族行动党主席。1948 年 1 月 1

日生于奥斯曼尼耶，并在那儿上小学，后到伊斯坦布尔上中学，并在安卡拉经贸专科学院接

受高等教育，1970-1971 年任土耳其全国学生联合会秘书长，1972 年起在母校任教。在加齐

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留校在经济管理系任教。在此期间，他从事土耳其

与伊斯兰世界关系、土耳其与世界经济、土耳其历史与外交研究。 

1987 年 4 月 17 日，巴赫切利辞去教职，在民族行动党的前身民族工人党（MÇP）全会

上当选中央委员并被任命为秘书长，其后长期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在该党主席、著名右翼政

客阿尔普阿斯兰•图尔克什去世后，他于 1997 年 7 月 6 日接任党主席。1999-2002 年，巴赫

切利曾出任埃杰维特联合政府副总理。 

三、经济 

（一）经济发展概述 

1.现行经济体制 

土耳其是一个混合经济国家。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土耳其政府执行进口替代政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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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兴建和保护本国企业，其出口商品主要是农产品。1970 年代，由于石油危机的爆发、国

际市场农产品价格暴跌造成的贸易逆差以及 1974 年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引致国际制裁和援

助停止，土耳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特别是财政赤字的上升，外债负担的加重，土耳其

中央银行因外汇奇缺而暂停支付。 

1980 年军人接管政权后，土耳其实施《稳定经济计划》，经济很快得以复苏。随后土耳

其政府放弃了进口替代政策，与国际接轨，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力求经济稳定增长，逐步推

进贸易自由化。在此期间，政府大力发展自由经济，鼓励兴办私人资本企业，并改变长期以

来以国营经济为主的混合经济体制，把经营不善且长期亏损的国营企业逐步改成合营或私营

企业。同时，推行以经济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政策，谋求广泛的经济合作，积极寻求外资

外援。在对外贸易方面，实行进出口并重的政策，大力刺激出口，尤其着力扶持纺织工业的

出口。在进口政策方面，土耳其取消了进口配额，逐年降低关税，至 1990 年代全面取消了

与关贸总协定不相符的出口补贴，并继续深化贸易领域的自由化。 

但是，尽管土耳其国内经济逐步实现了自由化，国家在经济生活中仍然居于主导地位，

政府仍旧控制着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工业、食品加工工业和 30%的银行部门。 

1999 年和 2001 年，土耳其两次爆发严重经济危机，数百亿美元几乎一夜间流出国内市

场，股市暴跌，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倡议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批向土

耳其提供了 120 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并帮助土耳其制订了为期 3 年的经济复兴规划，土耳其

金融市场逐步回稳。在此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土耳其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

力，要求土耳其政府对国营部门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 

2.近五年宏观经济发展 

正义与发展党赢得 2002 年大选、实现一党执政以后，一改以往联合政府疲弱的态势，

迅速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止跌并强力回升。2002 年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就增长了 7.9%，

2003 年增长 5.8%，2004 年增长 8.9%，
①
2005 年增长 8.4%，2006 年增长 6.9%，2007 年增长

4.7%，平均年增长率超过 6%，这一成绩足以让正义与发展党笑傲土耳其政坛。 

2008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土耳其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滑，出口不畅，投资下

降，失业人数大幅增加，其国内生产总值仅仅增长了 0.7%。
②
与西方国家相比，由于经历过

1999 年、2001 年两次金融危机的震荡，面对这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土耳其金融行业运行

平稳，没有出现银行倒闭的现象。 

日前，土耳其经济正在复苏过程之中，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努力避免过度的财政紧

缩，以维护投资者与金融界的信心，通过经济刺激计划帮助土耳其经济走出衰退。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土耳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 快的国家之一，其贸易额在发展中国

家中也是比较高的。而自 1996 年与欧盟实现关税同盟后，在土耳其的外国投资者普遍感到

更安全和有更多机会进入土耳其市场。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国内生产总值（单位：百万美元） 482,986 530,917 647,140 730,325 615,483

实际增长率 8.4 6.9 4.7 0.7 -4.7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单位：美元，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10,728 11,714 12,480 12,700 12,120

资料来源：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经济季评-土耳其》2010 年 6 月号，第 20 页。 

3.产业结构 

土耳其农业较好，粮、棉、蔬菜、水果、肉类等基本自给，其小麦产量居世界第 7 位，

土耳其是整个西亚地区仅有的 2 个粮食出口国之一，也是世界上 大的榛子、无核葡萄干和

                                                              
①  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经济季评‐土耳其》2007年，第 71 页。 
②  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经济季评‐土耳其》2010年 6月号，第 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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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花果出口国。 

土耳其的工业有一定基础，以前高度集中于邻近欧洲、交通便利、农业发达的沿海地区，

主要经济中心有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等，内地仅限于首都安卡拉。近 30 年来，土耳其发

掘本国资源，在一些原先比较落后的地区建设起—批新兴城市，形成了以宗乌尔达克、卡腊

比克、埃雷利为主的北部工业区和梅尔辛-阿达纳-伊斯肯德伦三角为主的东南部工业区；以

幼发拉底河上游克班水电站和锡瓦斯钢铁联合企业为主的东部工业地带。 

土耳其的工业以加工工业为主，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 80％以上。土耳其的加工工业

以纺织工业、食品工业、烟草工业、建筑材料工业、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等部门为主。其中，

纺织工业是土耳其加工工业中规模 大、创汇 多的部门。 

（二）基础设施 

1.交通运输 

土耳其将改造其 6 万公里国家级和省际公路网，目前部分路面已得到改善，安卡拉-伊

斯坦布尔收费高速路已经完工。为了缩短往来伊斯坦布尔与爱琴海地区间的时间，土耳其政

府打算建设跨伊斯密特湾公路以及达达尼尔海峡跨海大桥和第三座博斯普鲁斯跨海大桥。土

耳其政府还决心逐步对其 8697 公里的现有铁路进行电气化、信号和通讯自动化改造。同时，

土耳其还希望利用外资再新建 5、6 条新的铁路干线。在改造项目中，目前投资约 2.5 亿美

元于安卡拉-伊斯坦布尔间 500 公里铁路提速项目，这条干线上将采用高速机车，将两城间

的运行时间缩短至 3 个小时。此外，利用日本 OECF 贷款，投资总额近 7 亿美元的海峡铁路

隧道项目及总金额将达到 26 亿美元的伊斯坦布尔市郊铁路改造项目也已列入了议事日程。 

2.水电设施 

土耳其积极开发其水电资源，在主要河流湖泊上修建了电站和灌溉设施，甚至不顾下游

邻国的反对和抗议,在其境内幼发拉底河上游修建了阿塔图尔克和卡拉卡亚大坝。2004 年，

土耳其拥有发电能力 32300 兆瓦
①
。但是，土耳其的电力仍然供不应求，尽管在 1991-2002

年间净装机容量增加了一倍，其电力增长还是赶不上需求的增长，土耳其被迫从邻国进口电

能。但是，土耳其的电力工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据统计，仅全国河流蕴藏的动力就足够建

立总发电能力为 2000 万千瓦的水电站。不过，目前土耳其有效利用的水能仅有 2-3％，今

后水电站建设将是全国电力工业发展的重点。此外，土耳其的风能、太阳能也很具开发潜力。 

为缓解电力紧张对国内经济和生活的制约，土耳其加大对电力部门的投资力度。预计在

2005-2010 年间将有 35 个水力、火力、风力电站投入运营，总装机容量 800 万千瓦；到 2020

年还将有 152 个各类电站投入运营，仅这部分装机容量就将达 1421.14 万千瓦
②
。 

3.邮电通讯 

土耳其电信网络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和提升，并完成了数字化改造，

但这仍然不能满足迅速增长的国内需求，尤其是在因特网和数据服务领域更是如此。长期以

来，国营的土耳其电信公司垄断了国内的电信服务，至 2008 年中，它拥有 1780 万固话用户

和国有基础设施，其固话覆盖率达 25%。
③
从 2003 年底起，土耳其打破了国营土耳其电信公

司对固话语音服务及其设施的垄断，其网络将向土耳其合法的私营运营商开放。土耳其政府

希望通过加强电信领域的竞争迅速提升土耳其的电信水平。2005 年土耳其电信公司 55%的股

份售与了沙特·奥吉尔公司，但该公司原来所拥有的卫星、闭路电视网络转归国营土耳其卫

星公司经营。 

土耳其信息产业主要集中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三个大城市。除土耳其电信

公司和BASARITICARET公司在安卡拉外，其余销售额超过1亿美元的公司都设在伊斯坦布尔。

                                                              
①  参见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经济季评‐土耳其》2007年，第 36页。 
②  参见中国驻土耳其经参处网站，http://tr.mofcom.gov.cn/article/200203/20020300006544_1.xml
③  参见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经济季评‐土耳其》2008年，第 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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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土耳其的信息产业发展很快，2007 年初其主要互联网提供商（ISP）土耳其电信公司

的 ADSL 用户达到了 300 万户。目前，由于土耳其政府已经宣布电信市场自由化，私营 ISP

们都急于抢占其国内的 ADSL 市场。 

私营企业占统治地位的土耳其移动电话，其用户数量上升很快，2007 年中，其覆盖率

已接近90%，达6360万户，呈现出土耳其移动公司（Turkcell）、土耳其沃达丰公司（Vodafone）

和阿维阿公司（Avea）三足鼎立的局面。
①

（三）财政与金融 

1.国家财政 

土耳其长期是一个高负债、高通胀、高失业的国家。2009 年政府预算赤字上升到国内

生产总值的 5.5%。鉴于土耳其经济正在缓慢复苏，政府打算，如果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年

增长 5%的目标，那么在今后 3 年里它将把预算赤字控制到占国内生产总值 1%这一水平上。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国内生产总值（百万里拉） 648,932 758,391 843,178 950,534 953,974 

政府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

百分比） 

21.3 22.9 22.6 22.1 22.5 

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百分比） 

22.5 23.5 24.2 23.9 28.0 

收支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

百分比） 

-1.3 -0.6 -1.6 -1.8 -5.5 

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百分比 

51.1 45.5 39.6 40.0 46.3 

资料来源：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经济季评-土耳其》2010 年 6 月，第 20 页。 

2.税收制度 

    企业所得税 20%，对金融投资征收 15%的预提税。社会保障费 14.5%，失业保险费 2%，

财产转让费 1.5%，财产税 0.2%和 0.3%（伊斯坦布尔双倍征收），利息税 15%，增值税 18%，

（部分纺织品的增值税从 18%降低到 8%）等等。 

3.货币金融 

土耳其的银行信用及金融服务比较发达，信用卡的使用十分普遍。但是，土耳其银行

系统的问题也很多，贪污腐败、呆帐坏帐长期存在，并且积重难返。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

2001 年 2 月土耳其有史以来 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 

土耳其的银行系统由国营和私营商业银行两部分组成。经过 1999 年和 2001 年的两次

金融危机及其后的兼并重组，土耳其现有银行约 50 家，它们都处于独立监督机构——银行

管理与监督机构（BRSA）的严密监控之下。外国银行在土耳其只占极小的市场份额（约 3％）。

约 33 家土耳其银行在海外设有自己的分支机构或合资银行。GARANTI 银行是唯一一家在中

国（上海）设有办事处的土耳其银行。 

就资产份额看，私人银行占 47％，国营银行占 34％，5％为外国银行，其余为投资发

展银行。 大的 5 家和 10 家银行的份额有所上升，分别为 48％和 69％。但只有一家银行的

资产额超过 200 亿美元，另有 4 家银行资产超过 100 亿美元。截止 2000 年底，土耳其的银

行总资产按美元计价增长了 16％，为 1552 亿美元，而资产相对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

率则由 92％下降为 82％
②
。 

从 1990 年开始，为了提高效率和质量，土耳其引进了电子银行，银行业务大量电脑化。

有实力的银行已开通了全国范围内的电子银行系统。 

                                                              
①  参见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经济季评‐土耳其》2008年，第 20页。 
②  参见中国驻土耳其经参处网站，http://tr.mofcom.gov.cn/article/200305/20030500092602_1.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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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保险市场规模很小，2007 年其人均保险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7%。2007 年 6

月，土耳其通过了《保险法》。
①

相对于发达国家，土耳其除政府公债市场较大以外，证券市场不太发达，私人债务很

少。1985 年 12 月，政府开办了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ISE），其市场表现与土耳其政治和

政府公债的回报率紧密相关，该机构的成立也为土耳其吸引了不少外资。2006 年底，该证

券交易所有上市公司 291 家，市值 1625 亿美元，占GDP的 41%。
②

（四）对外经济关系 

1.对外贸易 

土耳其的对外贸易主要随国内进口需求的波动而波动，每年的变化都很大。由于土耳其

的燃料、技术、机械和工业原料大部分依赖进口，每年的对外贸易逆差都很大。2007 年土

耳其出口额为 1153 亿美元，进口额为 1620 亿美元，逆差 467 亿美元
③
。从数字看，土耳其

对外贸易增长幅度较大，但主要是进口增加较多，逆差逐年扩大。 

土耳其的出口额逐年增长，其主要出口产品是工业制成品，占 93.2％，主要包括成衣、

钢材、机电产品、锅炉、运输工具等，纺织服装在土耳其出口中占主导地位，土耳其现在是

世界上十大成衣出口国之一，年出口额约 200 亿美元，其成衣出口就占到土耳其年出口总额

的约 1/4。其它重要一些的制成品包括钢铁、建材、家用电器（主要是电视机、电冰箱）等

等。此外，土耳其还是世界上重要的小麦生产国，也是世界上 大的榛子、无核葡萄干和无

花果出口国。 

出口对象国中，近些年欧盟占土耳其对外出口的 55%以上，中东北非国家占 15-20％，

按国别依次是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
④
。土耳其的出口市场比较单一，对欧盟市场依赖

很大。作为出口政策之一，土耳其将继续大力发展服装、电子及电器产品、汽车及零配件、

钢铁、食品、信息、陶瓷及其它产业。 

土耳其的进口额每年波动较大，但总体说来增长迅猛。土耳其的进口以中间产品居主导

地位，主要是石油、天然气、钢铁、塑料、棉花、烟草及电子元器件等等。2007 年土耳其

的主要进口国依次是俄罗斯、德国、中国、意大利。
⑤

2.外国投资 

外国对土耳其的投资状况总体不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政治上

存在的不确定性、腐败、官僚主义、高通胀、来自中东欧国家的竞争、土耳其国内不良的基

础设施、对知识产权的侵犯以及随意性很强的司法体系等等。在 2002 年初，土耳其政府采

取了改进投资环境的措施。2003 年，通过了一部旨在消除官僚主义障碍和鼓励外国投资的

法律。但即便如此，土耳其吸引外资的前景也不乐观。 

在 1997-2000 年间，外资流入量平均每年不足 10 亿美元，而在 1999 年和 2000 年，外

资流入还不及土耳其公司对外投资的数量。但从 2005 年开始，流入土耳其的外资迅猛上升，

当年资金净流入就达87.23亿美元，2007年更达到199.23亿美元。
⑥
2009年净流入量为60.53

亿美元。
⑦

3.债务情况 

长期以来，土耳其就是一个高负债国家，截止 2009 年底，其外债达 2711 亿美元，占当

                                                              
①  参见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经济季评‐土耳其》2008年，第 27页。 
②  参见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经济季评‐土耳其》2007年，第 57页。 
③  参见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土耳其国家预测》2008年 7 月版，第 14页。 
④  参见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经济季评‐土耳其》2008年，第 30、32页。 
⑤  参见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经济季评‐土耳其》2007年，第 60页。 
⑥  参见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土耳其国家预测》2008年 7 月版，第 14页。 
⑦  参见土耳其财政部《国际直接投资信息公报（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INFORMATION 
BULLETIN）》2010年 2月号，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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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44.1%。
①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外债（单位：百万美元） 169,269 207,773 251,477 278,326 271,140 

资料来源：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经济季评-土耳其》2010 年 4 月号，第 20 页。 

四、对外关系 

（一）外交政策 

土耳其对外政策的基础是国父凯末尔所提出的“国内和平、世界和平”的理念。凯末尔

的“唯一文明论”确立了土耳其面向西方的改革方向，作为其逻辑延伸，土耳其外交政策的

重点也是西方。截至目前，土美关系和土欧关系是土耳其对外政策的两大支柱，其中，保持

和加强土美同盟关系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基石，而申请加入欧盟是土耳其当前外交的重中之

重。虽然当前与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盟在人权、民主、塞浦路斯等问题上存在相当大的分歧，

但这两大关系的顺利推进与发展对保持土耳其的地区大国地位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

战略意义。目前，土耳其是北约组织（NATO）成员国，欧盟（EU）候选国，西欧联盟（WEU）

联系国，加入了欧洲安全和防务特性（ESDI），并与欧盟实现了关税同盟等等。 

（二）与大国关系 

同美国的关系：是土耳其 优先的对外关系，是战后土耳其对外关系的基石。1947 年

杜鲁门主义出台后，土美关系全面发展，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等方面进

行了全面合作。冷战期间，土耳其与美国逐步形成了相互倚重的特殊战略关系。 

冷战结束后，美土关系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而降温，反而土耳其的地缘重要性有了较

大提升。1999 年，土美两国元首互访，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随后在海湾战争、索马里

行动、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9.11 后的反恐战争等重大问题上，土耳其都给予了美国积

极的支持。作为回报，美国长期给予了土耳其大量的经济、军事、政治支持和援助。尤其是

在土耳其梦寐以求的加入欧盟的问题上，美国一直力挺土耳其，成为土耳其入盟道路上 具

影响力的推动力量。 

尽管在 2003 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土美关系遭受了重大挫折，但出于现实主义考虑，双

边关系很快回复了理性的轨道。虽然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不时通过“亚美尼亚大屠杀”的议

案，从而招致土耳其国内朝野各派和民间的强烈抗议和反弹，但总体上看，近年来美土关系

比较平稳。 

同欧盟的关系：土耳其极其重视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加入欧盟是土耳其外交的重

中之重和长期努力奋斗的目标。1996 年 1 月土耳其与欧盟实现关税同盟，1999 年 12 月欧盟

赫尔辛基会议给予了土耳其欧盟候选国的地位。2000 年 7 月，欧盟负责扩大事务的委员符

赫伊根访问土耳其，制定了“土耳其入盟合作文件”。是年 11 月，欧盟委员会公布土耳其加

入欧盟的条件，土耳其除了要满足经济趋同的标准外，还要满足欧盟哥本哈根标准的要求，

以及解决与邻国的领土争端。目前，土耳其在国内人权、民主，以及塞浦路斯问题、与希腊

的领土争议上与欧盟存在较大分歧。2002 年 10 月，欧盟发表入盟候选国年度报告，认定土

耳其在政治、经济方面与欧盟标准还有差距。2005 年 10 月，土耳其与欧盟开始入盟谈判。

由于双方在人权、自由和塞浦路斯等问题上的分歧，谈判步履维艰。目前，欧盟已经中止了

与土耳其在 8 个入盟项目上的谈判。 

（三）与周边国家关系 

作为地区大国，土耳其在中东、黑海国家和巴尔干地区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在中

亚，它利用与新独立的突厥语国家在民族、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联系，以文化“母”

国的身份，不惜血本，积极发展与它们的全方位关系；重视发展与阿拉伯和其它穆斯林国家

的关系，承认阿以双方的合法权益，支持中东和平进程，同时推动“美国-以色列-土耳其”

                                                              
①  参见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经济季评‐土耳其》2010年 4 月版，第 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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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军事同盟关系的发展。近年来，土以之间爆发了诸多争议，尤其是羞辱大使事件和以军

袭击土耳其前往加沙的人道主义救援船事件，给土以两国关系造成了很大的嫌隙。 

虽然土耳其政府推行与邻国“零问题”政策，但它与亚美尼亚长期不睦，问题的症结在

于“亚美尼亚大屠杀”事件，以及土耳其政府在事关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两国的纳戈尔诺-

卡拉巴赫领土争端中支持同为突厥语系的阿塞拜疆。近年来，在国际社会和正义与发展党政

府的推动下，两国关系朝着实现正常化方向发展。 

（四）与中国关系 

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 

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积极追随美国。50 年代民主党政府曾派兵朝鲜参加“联合国

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 

在中美关系解冻之际，土耳其迅速转向，于 1971 年 8 月 4 日与我国建交。1974 年土耳

其出兵塞浦路斯之后，它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一度恶化。1982 年 11 月，领导 1980 年“9

•12”政变接管政权的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凯南•埃夫伦上将出任土耳其共和国第 7 任总

统，12 月，他以共和国总统身份首次出访即访问中国。随后，中土两国关系迅速升温，双

方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议长、军方将领等实现了多次互访。进入新世纪之后，两国高

层保持了相互交往的势头，使两国关系基本朝着正常方向发展。 

2008 年 4 月，北京奥运会火炬在伊斯坦布尔成功传递。“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土耳

其政府向我国提供了 200 万美元的现汇援助，大国民议会议长托普坦等一批政要赴我国使馆

吊唁，土耳其社会各界人士捐款帮助我国灾区。此外，北京、上海、天津、西安、日照、鞍

山、南京、蚌埠、镇江和盘锦分别与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科尼亚、特拉布松、

布尔萨、梅尔辛、辛江、伊兹密特和亚洛瓦结为友好城市。 

目前两国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土耳其国内的大突厥主义观念和两国经贸领域。 

 

(姜明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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