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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名单及简介
■对接“新丝路” 推动“走出去”

阿富汗
【概况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 (The� Is-

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 位于西亚、
南亚和中亚交汇处。 国土面积64.75万平方公
里。人口约3270万。官方语言普什图语、达里
语。首都喀布尔。1955年1月20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阿富汗累
计进出口额3610万元（人民币，下同），其中湖
南出口3608万元。

阿联酋
【概况】阿拉伯联合酋长国（The� United�

Arab� Emirates）位于阿拉伯半岛东部。面积
83600平方公里。人口930万。官方语言阿拉伯
语，通用英语。首都阿布扎比。1984年11月1日
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4年，湖南博深实业集
团投资阿治曼中国城项目， 成为与阿联酋最
大的经济合作项目，目前有128家湖南企业进
驻。2016年， 湖南对阿联酋累计进出口额
229460万元，其中湖南出口202182万元。

阿曼
【概况 】阿曼苏丹国 (The� Sultanate� of�

Oman)位于亚洲西部的阿拉伯半岛东南部。面
积30.95万平方公里。人口409.2万。伊斯兰教
为国教， 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 首都马斯喀
特。1978年5月25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5年5月，三一集团与阿
曼阿瓦穆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共同开发阿曼
风电市场。2016年，湖南对阿曼累计进出口额
17361万元，其中湖南出口14234万元。

阿塞拜疆
【概况 】阿塞拜疆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位于外高加索东南部。 面积
8.66万平方公里。人口959万。官方语言为阿塞
拜疆语。 首都巴库。1992年4月2日与中国建
交。

【与湖南交往】2015年12月，湖南向阿捐
赠总价值逾2000万元的中联重科环卫设备，
系湖南首个“一带一路”援外项目。2016年，湖
南对阿累计进出口额1326万元， 其中湖南出
口1173万元。

巴基斯坦
【概况】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The� Is-

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 位于南亚次大
陆西北部。人口1.97亿。面积796095平方公里
（不含巴控克什米尔）。乌尔都语为国语，英语
为官方语言。 首都伊斯兰堡。1951年5月21日
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隆平高科与巴基斯坦嘎德
农业研究公司合作， 培育出多个杂交水稻品
种。2016年，湖南对巴累计进出口额148315万
元，其中湖南出口100086万元。2016年，巴在
湖南投资项目5个，合同外资金额297万美元。

巴勒斯坦
【概况 】 巴勒斯坦国 （the� State� of�

Palestine）位于亚洲西部，地处亚、非、欧三洲
交通要冲。人口约1270万。通用阿拉伯语。首
都耶路撒冷。1988年11月20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巴勒斯坦
累计进出口额384万元， 全部为湖南出口。
2017年4月，巴勒斯坦太阳能开发和利用官员
研修班在长沙举行。

巴林
【概况 】 巴林王国 (The� Kingdom� of�

Bahrain) 是位于波斯湾西南部的岛国。 面积
767平方公里。人口131.4万。官方语言为阿拉
伯语，英语通用。首都麦纳麦。1989年4月18日
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巴林累计
进出口额6071万元，其中湖南出口5264万元。

不丹
【概况 】 不丹王国（The� Kingdom� of�

Bhutan）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南部与
印度交界，另三面与中国接壤。面积约3.8万平
方公里。人口783698（2016年12月）。官方语言
为宗卡语。首都廷布。尚未与我建交，有交往。

【与湖南交往】暂无。

东帝汶
【概况】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Timor-Leste） 是位于努沙登加
拉群岛东端的岛国。面积14874平方公里。人口
116.7万（2015年）。官方语言是德顿语和葡萄
牙语。首都帝力。2002年5月20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东帝汶累
计进出口额740万元，其中湖南出口720万元。
2016年11月， 由隆平高科与澳门德光发展有
限公司共同投资建成的东帝汶农业高新技术
开发区在东帝汶马拉图托区揭牌。 该开发区
为湖南省“一带一路”战略重点支持的省级境
外园区。

菲律宾
【概况 】菲律宾共和国（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位于亚洲东南部，西濒南中国海。
面积29.97万平方公里。人口1亿98万（2015年
8月）。国语是以他加禄语为基础的菲律宾语，
官方语言是英语。 首都大马尼拉市。1975年6
月9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06年以来，隆平高科在
菲律宾设立中菲杂交水稻研发中心， 致力于
杂交水稻在当地的推广。2016年，湖南对菲律
宾累计进出口额110769万元， 其中湖南出口
102741万元。

格鲁吉亚
【概况 】格鲁吉亚（Georgia）位于南高加

索中西部。面积6.97万平方公里。人口372万。
官方语言为格鲁吉亚语。首都第比利斯。1992
年6月9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格鲁吉亚
累计进出口额2010万元， 其中湖南出口1998
万元。

哈萨克斯坦
【概况】哈萨克斯坦共和国（The� Repub-

lic� of� Kazakhstan） 是个位于亚洲中部的内
陆国，东部与中国接壤。面积272.49万平方公
里。人口约1801.42万（截至2017年6月）。哈萨
克语为国语，官方语言为哈萨克语和俄语。首
都阿斯塔纳。1992年1月3日中哈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哈萨克斯
坦累计进出口额10077万元， 其中湖南出口
8780万元。2017年6月， 湖南广电与哈国家广
播电视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韩国
【概况 】大韩民国（Republic� of� Korea）

位于朝鲜半岛南半部，东、南、西三面环海。面
积约10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5100万。 通用韩
语。首都首尔。1992年8月24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韩国首尔、釜山、清州、济
州、光州、仁川等地均有航线直达湖南，张家
界是韩国游客最喜爱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长
沙市与韩国龟尾市、张家界市与河东郡、益阳
市与南海郡、 株洲市与抱川市先后结成友好
城市；2016年湖南省与韩国庆尚北道达成友
好省道关系意向。

2016年， 湖南对韩国累计进出口额
134535万美元，其中湖南出口68962万美元。

吉尔吉斯斯坦
【概况 】吉尔吉斯共和国（The� Kyrgyz�

Republic）位于中亚东北部，东南面和东面与
中国接壤。 面积19.99万平方公里。 人口678万
（截至2016年7月）。 俄语为官方语言。 首都比
什凯克。 1992年1月5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吉已成为湖南重要肉类出
口国。 2016年，湖南对吉尔吉斯斯坦累计进出
口额25211万元，全部为湖南出口。

柬埔寨
【概况】柬埔寨王国(Kingdom� of� Cam-

bodia)位于中南半岛南部。面积约18万平方公
里。人口约1500万。柬埔寨语（又称高棉语）为
通用语言，与英语同为官方语言。 首都金边。
1958年7月19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柬累计进
出口额13571万元， 其中湖南出口9127万元。
2016年，柬在湖南投资项目1个，合同外资金
额754万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82美元。

卡塔尔
【概况】卡塔尔国（The� State� of� Qatar）

位于波斯湾西南岸的卡塔尔半岛上。 面积
11521平方公里。人口234万。阿拉伯语是官方
语言，英语通用。 首都多哈。 1988年7月9日与
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卡累计进
出口额20352万元，其中湖南出口17331万元。

科威特
【 概 况 】 科威特国 （The� State� of�

Kuwait） 位于亚洲西部波斯湾西北岸。 面积
17818平方公里。人口423.9万。阿拉伯语为官
方语言。 首都科威特城。 1971年3月22日与中
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科累计进
出口额35956万元，其中湖南出口35635万元。

老挝
【概况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The�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是位于中南
半岛北部的内陆国。面积23.68万平方公里。人
口680万（2015年）。 通用老挝语。 首都万象。
1961年4月25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5月，湖南与老挝万
象市签署建立友好关系意向协议。 2017年2
月， 湖南与老挝乌多姆赛省达成友好省际关
系意向；9月， 我国同意老挝在长沙设立总领
事馆，领区为湖南省、湖北省、河南省、贵州
省。2016年，湖南对老挝累计进出口额8018万
元，其中湖南出口5448万元。

黎巴嫩
【概况】黎巴嫩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Lebanon）位于亚洲西南部地中海东岸。 面积
10452平方公里。人口约623万（2016年）。官方

语言为阿拉伯语。 首都贝鲁特。 1971年11月9
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黎巴嫩累
计进出口额11480万元， 其中湖南出口11468
万元。

马尔代夫
【概况 】马尔代夫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Maldives）是位于印度洋上的群岛国家。总
面积9万平方公里（含领海面积）， 陆地面积
298平方公里。 人口35万。 官方语言为迪维希
语。 首都马累。 1972年10月14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马尔代夫
累计进出口额4027万元，全部为湖南出口。

马来西亚
【概况 】马来西亚（Malaysia）位于东南

亚，国土被南中国海分隔成东、西两部分。 面
积约33万平方公里。人口3000万。马来语为国
语，通用英语，华语使用较广泛。 首都吉隆坡。
1974年5月31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湖南同马在轨道交通、旅
游、 文化等领域具有良好合作基础和丰硕的
成果。2016年，湖南对马累计进出口额362791
万元，其中湖南出口327138万元。 2016年，马
在湖南投资项目3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099
万美元。

蒙古国
【概况】蒙古国（Mongolia）是位于亚洲中

部的内陆国， 东、 南、 西与中国接壤。 面积
156.65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312万人（2016年
12月）。 主要语言为喀尔喀蒙古语。 首都乌兰
巴托。 1949年10月16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5月，中国政府无偿
援助蒙古国第十一届亚欧首脑会议一批物
资， 中联重科承担了该项目中最大一笔订
单———15台扫路车的供货任务。 湖南建工集
团中标蒙古额尔登特电厂35MW汽轮发电机
组扩建和部分设备更新的设计、 采购和施工
(EPC)总承包合同。 2016年，湖南对蒙古累计
进出口额1864万元，全部为湖南出口。

孟加拉国
【概况】孟加拉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Bangladesh）位于南亚次大陆东
北部的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冲积而成的三
角洲上。 面积14.757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1.6
亿。 孟加拉语为国语，英语为官方语言。 首都
达卡。 1975年10月4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自2014年起，湖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援孟开展毗诃罗普尔佛教遗址发
掘与保护。湖南多次承担对孟援外培训。2016
年，湖南对孟累计进出口额94125万元，其中
湖南出口89987万元。

缅甸
【概况】缅甸联邦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 是位于中南半
岛西部的东南亚国家。 面积67.6578万平方公
里。人口5390万（2015年）。各少数民族均有自
己的语言，通用缅甸语。 首都内比都。 1950年
6月8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湖南参与了多项对缅援外
项目。 2016年6月，湖南省工商联和缅甸中华
总商会签订友好合作关系协议书。 2016年，湖
南对缅甸累计进出口额52434万元，其中湖南
出口49986万元。

尼泊尔
【概况 】尼泊尔（Nepal）是位于喜马拉雅

山南麓的内陆山国，北邻中国。面积14.7181万
平方公里。人口约2850万（2016年）。尼泊尔语
为国语。首都加德满都。1955年8月1日中尼建
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3月，在北京进行正
式访问的尼总理奥利接见湖南企业代表，探
讨生态农业等领域合作。 2016年，湖南对尼泊
尔累计进出口额5902万元， 其中湖南出口
5900万元。

沙特阿拉伯
【概况】 沙特阿拉伯王国（Kingdom� of�

Saudi� Arabia）位于阿拉伯半岛。 面积225万
平方公里。人口3170万（2016年）。官方语言为
阿拉伯语。 首都利雅得。 1990年7月21日与中
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7年3月，三一与阿尔迈
瑞投资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 双方将从2017
年起分期建设5000至50000套住宅房屋 。
2016年， 湖南对沙特累计进出口额211822万
元，其中湖南出口182314万元。

斯里兰卡
【概况】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 Republic� of�
Sri� Lanka）是南亚次大陆以南印度洋上的岛
国。 面积65610平方公里。 人口2048万（2013
年）。 僧伽罗语、泰米尔语同为官方语言和全
国语言。首都科伦坡。 1957年2月7日与中国建
交。

【与湖南交往】2009年9月11日，永州市与
努瓦拉·艾丽亚市结为友好城市。 2014年12月
19日， 常德市与阿努拉达普拉市结为友好城

市。 2016年， 湖南对斯里兰卡累计进出口额
28112万元，其中湖南出口27866万元。

塔吉克斯坦
【 概 况 】 塔 吉 克 斯 坦 共 和 国（The�

Republic� of� Tajikistan）位于中亚东南部，东
接中国。 面积14.31万平方公里。 人口880万
（截至2017年5月）。 塔吉克语为国语，俄语为
通用语。首都杜尚别。1992年1月4日与中国建
交。

【与湖南交往】2017年6月，湘肉类产品首
次出口塔吉克， 开辟了湖南肉类产品进入中
亚的新通道。 2016年，湖南对塔累计进出口额
947万元，全部为湖南出口。

泰国
【概 况 】 泰王国 （The� Kingdom� of�

Thailand）位于中南半岛中南部。 面积51.3万
平方公里。 人口6450万。 泰语为国语。 首都曼
谷。 1975年7月1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04年2月底至3月初，泰
国公主诗琳通在湖南访问一周， 参观访问张
家界、沈从文故居和毛泽东故居。 湖南第一个
境外工业园落户泰国。 2016年，湖南对泰国累
计进出口额 310893万元， 其中湖南出口
210203万元。 2016年，泰国在湖南投资项目1
个，合同外资金额74万美元。 2017年3月，张家
界市与春武里府建立经贸旅游合作关系。

土耳其
【概况 】 土耳其共和国 （Republic� of�

Turkey）地跨亚、欧两洲，濒地中海、爱琴海、
马尔马拉海和黑海。面积78.36万平方公里。人
口7981万（2016年）。土耳其语为国语。首都安
卡拉。 1971年8月4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2年8月，中车株机公司
成功中标安卡拉地铁324辆订单，并于2013年
7月开始陆续交付运营。 2016年，湖南对土累
计进出口额 131523万元， 其中湖南出口
123002万元。2016年，土在湖南投资项目2个，
合同外资金额1164万美元， 实际使用外资金
额1163万美元。

土库曼斯坦
【概况】土库曼斯坦（Turkmenistan)位于

中亚西南部。面积49.12万平方公里。人口700
万（2016年1月）。 国语为土库曼语，俄语为通
用语。首都阿什哈巴德。1992年1月6日与中国
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5年12月，浏阳烟花用
于该国“独立日”庆典。 2017年8月，土驻华大
使齐娜尔·鲁斯捷莫娃访湘，寻求双方合作机
会。 2016年，湖南对土库曼斯坦累计进出口额
9626万元，全部为湖南出口。

文莱
【概况】文莱达鲁萨兰国（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位于加里曼丹岛西北部。 面积
5765平方公里。 人口41.72万（2015年）。 马来
语为国语， 通用英语。 首都斯里巴加湾市。
1991年9月30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文莱累计
进出口额8908万元， 全部为湖南出口。 2017
年， 中联重科生产的起重机等设备助力文莱
淡布隆跨海大桥建设。

亚美尼亚
【概况 】亚美尼亚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Armenia） 位于亚欧交界处的外高加索南
的内陆国。面积2.97万平方公里。人口298.7万
（2017年7月）。 官方语言为亚美尼亚语，国民
多通晓俄语。首都埃里温。1992年4月6日与中
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亚累计进
出口额10899万元，其中湖南出口499万元。

乌兹别克斯坦
【概况 】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位于中亚腹地。 面
积44.74万平方公里。人口3234.5万（截至2017
年7月）。 乌兹别克语为官方语言，俄语为通用
语言。 首都塔什干。 1992年1月2日与中国建
交。

【与湖南交往】湖南省与塔什干州、株洲
与纳沃伊市分别于1993年3月、1996年3月缔
结友好关系。 2012年7月，乌最高会议立法院
五党派联合考察团来湘考察新农村建设和经
济技术开发区规划与相关政策。 2016年，湖南
对乌兹别克斯坦累计进出口额13751万元，其
中湖南出口13303万元。

新加坡
【概况 】 新加坡共和国 （Republic� of�

Singapore）位于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
出入口。 面积719.1平方公里， 人口553.5万
（2015年）。 马来语为国语，英语为行政用语。
首都新加坡。 1990年10月3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 1994年4月， 长沙市与
武吉知马市结为友好城市。 2010年9月， 新
加坡总理李显龙应邀访问湖南。 2016年， 湖
南对新加坡累计进出口额300333万元， 其中
湖南出口264261万元。 2016年， 新加坡在湖
南投资项目15个，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531
万美元。

叙利亚
【概况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The�

Syrian� Arab� Republic）位于亚洲大陆西部，
地中海东岸。 面积18.518万平方公里（包括被
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约1200平方公里）。人
口1980万（2015年官方估计）。 阿拉伯语为国
语。 首都大马士革。 1956年8月1日与中国建
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叙利亚累
计进出口额8292万元， 其中湖南出口8290万
元。

也门
【概况 】也门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Yemen）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 面积55.5万
平方公里。 人口2510万。 官方语言为阿拉伯
语。 首都萨那。 1956年9月24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也门累计
进出口额14130万元，全部为湖南出口。

伊拉克
【概况】伊拉克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Iraq）位于亚洲西南部，阿拉伯半岛东北部。面
积43.83万平方公里。 人口3600万（2017年）。
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和库尔德语。 首都巴格
达。 1958年8月25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伊拉克累
计进出口额69828万元， 其中湖南出口43830
万元。

伊朗
【概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位于亚洲西南部。 面积
164.5万平方公里。 人口8000万。 官方语言为
波斯语。 首都德黑兰。 1971年8月16日与中国
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伊朗累计
进出口额199488万元，其中湖南出口99496万
元。

以色列
【 概 况 】 以色列国 （The� State� Of�

Israel） 位于亚洲最西端。 面积1.52万平方公
里，目前实际控制面积约2.5万平方公里。人口
868万（2017年5月）。 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均
为官方语言，通用英语。 首都特拉维夫。 1992
年1月24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1年9月， 益阳市与佩
塔·蒂科瓦市结为友好城市。 2016年，湖南对
以色列累计进出口额49968万元，其中湖南出
口46475万元。 2016年，以色列在湖南投资项
目1个，合同外资金额1143万美元，实际使用
外资金额1407万美元。

印度
【概况 】印度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India），南亚次大陆最大国家。面积约298万平
方公里（不包括中印边境印占区和克什米尔
印度实际控制区等）。 人口12.95亿（世界银行
2014年统计）。 官方语言为印地语和英语。 首
都新德里。 1950年4月1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12月，印度中国经
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默罕默德·萨奇夫来湘
访问， 与湖南省贸促会签署《友好合作备忘
录》。 2016年， 湖南对印度累计进出口额
355629万元，其中湖南出口313732万元。2016
年，印度在湖南投资项目2个，合同外资金额
5255万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23万美元。

印度尼西亚
【概况】印度尼西亚共和国（Republic� of�

Indonesia）横跨亚洲及大洋洲，是全世界最大
的群岛国家。 陆地面积190.4443万平方公里。
人口 2.555亿。 官方语言为印尼语。 首都雅加
达。 1950年4月13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印度尼西
亚累计进出口额314802万元， 其中湖南出口
225113万元。

约旦
【 概 况 】 约 旦 哈 希 姆 王 国（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位于亚洲
西部，阿拉伯半岛西北。 面积8.9万平方公里。
人口950万（含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难
民）。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通用英语。首都安
曼。 1977年4月7日与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16年，湖南对约旦累计进
出口额13777万元，全部为湖南出口。

越南
【概况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The� So-

cialist� Republic� of� Viet� Nam） 位于亚洲中
南半岛东部，北与中国接壤。 面积 32.9556万
平方公里。 人口 9170万（2015年12月）。 主要
语言为越南语。 首都河内。 1950年1月18日与
中国建交。

【与湖南交往】2001年11月，湖南省与义
安省缔结友好关系。 株洲市与芽庄市、湘潭市
与边和市、 韶山市与南坛县分别于2001年4
月、2001年11月、2010年6月结好。 2016年，湖
南对越南累计进出口额329175万元， 其中湖
南出口280462万元。

亚洲：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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