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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的工业化与中沙产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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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沙特是长期坚持工业化发展并取得显著成就的国家ꎮ 它

的工业化成功探索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ꎮ 在工业化过程中ꎬ 石

油和石油收入发挥了提供工业原料、 能源、 资本积累和平衡生产要素的

作用ꎮ 沙特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工业化的规划者、 奠基者和推动

者的作用ꎬ 私营部门则通过接续并协力推进而逐渐成为工业化的重要依

托ꎬ 外国投资发挥了必要的技术和市场补充作用ꎮ 沙特目前的工业化模

式受到低石油价格的冲击ꎬ 削弱了政府对工业化的支持能力ꎬ 石化工业

发展面临市场、 原料制约、 工业化难以解决结构性失业等三方面的挑

战ꎮ 沙特正在进行的经济调整强调市场导向和发展新的工业部门ꎬ 但只

是部分回应了存在的问题ꎮ 当下ꎬ 石油工业、 产能合作以及基础设施和

金融合作成为中沙之间最有潜力的合作领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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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国家的诸多石油输出国中ꎬ 沙特阿拉伯 (以下简称 “沙特”)
是一个长期坚持把工业化当作经济发展战略核心内容和主要方向的国家ꎮ 早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时任沙特工业和电力大臣埃尔戈赛比就曾说过: “如果

说发展是我们理想的实质的话ꎬ 那么工业化就是发展的实质”ꎮ① 经过数十年

的发展ꎬ 沙特在工业发展道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ꎬ 堪称石油输出国工业化

发展的一个典型ꎮ 那么ꎬ 沙特为什么选择走工业化发展道路? 石油资源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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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发展的关系如何? 政府、 民企和外资在工业化发展中都发挥了什么样的

作用? 沙特工业化发展给当下中沙合作带来了怎样的机遇? 本文即通过对这

些问题的研究分析ꎬ 以期更好地认识沙特工业化发展的路径和特点ꎬ 以及中

沙之间工业化合作的前景ꎮ

沙特工业化战略的选择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ꎬ 也是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的重要过程和手段ꎮ 对于以石油资源为重要经济支撑的沙特亦是如此ꎮ
纵观沙特对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探索与选择ꎬ 既基于该国自然禀赋条件ꎬ 又出

于国民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考虑ꎬ 更有现实因素考量ꎮ
(一) 油气资源的独特优势

资源禀赋是沙特工业化选择的重要依据ꎮ 沙特的农业土地资源很少ꎬ 却

拥有多样化的矿物和其他自然资源ꎮ 根据沙特石油和矿产资源部的统计ꎬ 全

国有金矿 １５ 处、 银矿 ２ 处、 铜矿 ３ 处、 铁矿 ４ 处、 铬铁矿 １ 处、 磷酸盐矿 １
处、 铝矾土矿 １ 处、 菱镁矿 ２ 处、 锌矿 ２ 处、 铀矿 １ 处、 铌和其他稀有金属矿

３ 处ꎮ 此外ꎬ 该国还有相当数量的钾盐、 石英砂、 硅藻土、 高岭土、 珍珠岩、
石灰岩、 石膏、 火山灰、 玄武岩、 萤石、 橄榄石、 蓝晶石、 皂土、 硅灰石等

非金属矿藏ꎮ① 沙特也是世界上光伏资源最丰富的地区ꎬ 平均日照量达到每平

方米 ２ ２００ 千瓦时ꎮ 这些资源都可以为工业化提供原料ꎮ 但是ꎬ 对沙特工业化

影响最大的资源禀赋是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ꎮ ２０１６ 年ꎬ 沙特石油储量

占已探明世界石油总储量的 １５ ６％ ꎬ 位居世界第二ꎻ 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

１３ ４％ ꎬ 与美国并列世界首位ꎮ 该国天然气资源储量和产量也比较可观ꎬ
２０１６ 年分别占世界总量的 ４ ５％和 ４ ４％ ꎮ②

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及其出口收入ꎬ 至少从 ４ 个方面为沙特的工业

化创造了有利条件ꎮ 第一ꎬ 为以石油、 天然气为原料的炼油工业和石油化学

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ꎬ 并且可以在此基础上把制造业的产业链进一步向人

造橡胶、 塑料、 化肥、 化学纤维等下游产业延伸ꎬ 逐渐形成以石化工业为基

８３１

①

②

Ｆｏｕａｄ Ａｌ － Ｆａｒｓｙꎬ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ｕｄｉ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ꎬ Ｋｎｉｇｈ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ｔｄ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３ － １０

ＢＰꎬ 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１２ － ２８



沙特阿拉伯的工业化与中沙产能合作　

础的完整产业链ꎮ 第二ꎬ 为炼钢、 炼铝等能源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

的燃料ꎬ 同时也为以冶金工业为基础的金属制品和建材等下游产业的发展和

产业链的延伸创造了条件ꎮ 第三ꎬ 丰厚的石油出口收入为工业化提供了充足

的资金ꎮ 沙特与人口规模相当于其 ３ 倍的中东大国埃及相比ꎬ １９７３ ~ ２０１６ 年

间ꎬ 沙特的出口收入总和超过 ４９ ０００ 亿美元ꎬ 而埃及的出口收入总和只有

４ ０００亿美元ꎬ 沙特的出口收入相当于埃及的 １２ 倍之多ꎮ① 如此优越的资本积

累条件ꎬ 在发展中国家之中可谓绝无仅有ꎮ 这使得沙特在工业化进程中不但

没有遇到困扰一般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投资和外汇 “两缺口” 问题ꎬ② 而且

使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成为可能ꎮ 第四ꎬ 利用资金优势弥补了其他资源的

短缺ꎮ 例如ꎬ 沙特最大资源瓶颈是淡水奇缺ꎬ ２０１４ 年全球人均可再生淡水资

源量为 ５ ９１９ 立方米ꎬ 而沙特仅有 ７８ 立方米ꎮ③ 然而ꎬ 由于沙特以大量的投资

和电力发展海水淡化工业ꎬ 水源供应从来也没有成为沙特工业化的障碍ꎬ 而

且沙特保持着全球海水淡化第一大国地位ꎬ 在其境内有 ２６ 座海水淡化厂ꎮ④

经过对海水淡化系统拓展、 维护改造ꎬ 淡化海水满足沙特全国各地的用水需

求ꎮ 除此之外ꎬ 面对沙特劳动力和专业技术不足以及工业化缺乏机械设备、
原料和基础设施等问题ꎬ 基于充足的石油美元ꎬ 沙特也都通过货物和劳务进

口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ꎮ 石油资源优势所带来的这些发展优势ꎬ 正

是沙特工业化得以顺利起步和发展的重要依托ꎮ
(二) 经济多元化发展诉求

沙特石油储量丰富ꎬ 但对石油资源枯竭的担忧长期存在ꎮ 虽然在今天看

来这种担心似乎多余ꎬ 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新的石油资源不断被发现ꎬ
世界石油探明储量总体上是增加的趋势ꎬ １９９６ 年世界石油探明储量为 １１ ４８８
亿桶ꎬ ２００６ 年为 １３ ８８３ 亿桶ꎬ ２０１６ 年为 １７ ０６７ 亿桶ꎮ⑤ 世界石油探明储量总

体上是增加的趋势ꎬ 但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到 ８０ 年代初期持这种看法者则是一

种主流的观点ꎬ 学界盛行 “石油枯竭论”ꎮ 中东占有国际石油市场将近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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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数据库: 货物出口 (美元时价)ꎬ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ꎬ ２０１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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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钱纳利认为ꎬ 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发展障碍是储蓄不足导致的投资不足和出口不足

导致的外汇不足ꎬ 并主张通过利用国外资源来弥补这种国内资源不足ꎮ 这种理论被称为 “两缺口模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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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应量ꎬ 而北海、 墨西哥ꎬ 安哥拉等新的石油供应来源还没有形成ꎮ 美国

石油地质学家哈伯特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做出的美国石油产量将在 １９６７ ~ １９７１
年达到峰值的预言在 ７０ 年代初得到应验ꎬ① 为人们对 “石油峰值” (Ｐｅａｋ
Ｏｉｌ) 和石油枯竭的发生增添了不祥之感ꎮ 虽然沙特的石油资源储量不少ꎬ 按

照当时的开采速度ꎬ 也可以开采较长的时间ꎬ② 但如果其他产油国石油枯竭ꎬ
世界对沙特的石油需求将随之增加ꎮ 这种情形一旦出现ꎬ 无疑将加快沙特石

油的枯竭进程ꎮ 因此ꎬ 沙特政府早在对石油实行国有化以前ꎬ 就明确提出了

经济多样化的发展战略ꎮ 在 ６０ 年代末ꎬ 沙特政府在制定的第一个发展计划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５ 年) 中ꎬ 就把国民收入来源多样化、 减少对石油的依赖以及增

加其他生产性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ꎬ③

以便为后石油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ꎮ
沙特的第二大担忧是石油被其他能源所替代ꎬ 即世界不再需要石油ꎬ 而

是转向其他替代能源ꎮ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ꎬ 石油资源即便仍然大量存在ꎬ 也

将失去原来的价值ꎮ 沙特前石油大臣亚马尼提出的 “石器时代论” 就是这种

担忧的生动写照ꎮ④ 亚马尼曾经说过ꎬ 石器时代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石头用完

了才结束的ꎬ 以此比喻石油时代也有可能在石油用完以前就宣告结束ꎮ
１９７３ ~２００８ 年期间国际石油市场 ３ 次高油价周期的出现ꎬ 以及 １９７４ 年发达国

家石油进口国成立国际能源机构ꎬ 共同推动石油替代能源技术的发展ꎬ 特别

是核能、 光伏发电、 风能等新能源技术的发展ꎬ 其结果是石油在世界初级能

源结构中的占比总体上开始出现下降趋势ꎬ 使沙特对替代能源发展的担忧有

增无减ꎮ 因此ꎬ 沙特在第四个国家经济发展计划中ꎬ 首次表达了对替代能源

及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巨大担忧ꎬ 更加强调对经济多样化的重视ꎬ 并且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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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峰值” (Ｐｅａｋ Ｏｉｌ) 理论源于 １９４９ 年美国著名石油地质学家哈伯特 (Ｍ Ｋｉｎｇ Ｈｕｂｂｅｒｔ)
发现的矿物资源 “钟形曲线” 规律ꎮ 哈伯特认为ꎬ 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ꎬ 任何地区的石油产量都会

达到最高点ꎻ 达到峰值后该地区的石油产量将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ꎮ １９５６ 年ꎬ 哈伯特大胆预言美国石

油产量将在 １９６７ 年 ~ １９７１ 年达到峰值ꎬ 以后便会下降ꎮ 当时美国的石油工业蒸蒸日上ꎬ 他的这一言

论引来很多的批判和嘲笑ꎬ 但后来美国的确于 １９７０ 年达到石油峰值ꎬ 历史证明了他预测的正确性ꎮ
１９７０ 年ꎬ 沙特的石油探明储量是 １７３ 亿吨ꎬ 当年产量是 １ ７５ 亿吨ꎮ 按照当时的开采速度ꎬ 沙

特石油大约可以开采 １００ 年ꎮ
Ｆｏｕａｄ Ａｌ － Ｆａｒｓｙ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５３
关于亚马尼的 “石器时代论”ꎬ 参见杨光: «中东发展报告: 低油价及其对中东的影响»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６ ~ 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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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样化产业的排序中ꎬ 把制造业排在了第一位ꎬ① 明确了要以工业制造业的

发展作为经济多样化主要路径的方针ꎮ
综上ꎬ 沙特走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思想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沙特选择工

业化发展道路既是因为该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ꎬ 有条件开展大规模的工业

化建设ꎬ 也是出于对石油经济未来的担忧ꎬ 试图以工业化发展摆脱对石油的

过度依赖ꎮ 前者是在一定时期内工业化发展的基础条件ꎬ 后者是工业化发展

的长远目标ꎮ 具体说来ꎬ 就是发挥使用资源的优势ꎬ 通过工业化建设实现经

济多样化ꎬ 最终减少对石油单一经济的依赖ꎮ

沙特工业化道路的基本特征

沙特工业化的远期目标是摆脱对石油经济的依赖ꎬ 然而工业化却离不开

石油ꎬ 石油为沙特的工业化提供了独特的优势条件ꎬ 决定了沙特工业化的路

径和特征ꎮ
(一) 石油收入保障了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和要素平衡

工业化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路径ꎬ 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梦想ꎬ 但在不少

发展中国家ꎬ 特别是西亚非洲国家都遭受了挫折ꎬ 其中一个关键性问题是难以

破解工业化的资金瓶颈问题ꎮ 就沙特而言ꎬ 资金这个对于发展中国家通常稀缺

的要素ꎬ 却成为其一个丰裕的要素ꎮ 作为世界主要石油输出国ꎬ 石油为沙特的

工业化提供了资本积累或资金积累的无比优越的条件ꎮ 由于世界对石油的战略

性的刚性需求ꎬ 以及沙特石油收入的级差地租性质ꎬ② 使沙特可以通过出售石

油为工业化发展换取充裕的资金ꎮ 在发展中国家中ꎬ 这种优厚的资本积累条

件是极为少有的ꎮ 如此优越的资本积累条件ꎬ 使沙特一方面根本没有遇到一

般发展中国家所遭受的投资和外汇 “两缺口” 的资金障碍之苦ꎬ 可以不走许

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早期遵循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道路ꎬ 而是直接进入

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发展阶段ꎮ 另一方面ꎬ 如前所述ꎬ 石油收入使沙特可以

利用资金优势ꎬ 轻而易举地弥补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等其他方面要素的缺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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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ｕａｄ Ａｌ － Ｆａｒｓｙ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５８
这里指沙特以世界最低生产成本生产每一桶石油ꎬ 但按国际市场同等价格出售石油ꎬ 因而可

以赚取最多利润的现象ꎮ 关于沙特的石油级差地租收入的论述ꎬ 参见杨光、 王正、 张宏明: «马克思

主义与西亚非洲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研究»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１０７ ~ １１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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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产业领域重点发展石化工业

沙特的工业发展路径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原则ꎬ 即该国从发展石油、 天然

气基础工业起步ꎬ 然后向基础工业的下游领域及相关产业推进ꎮ 根据赫克歇

尔和俄林的 “资源禀赋论”ꎬ 在国际贸易中ꎬ 如果一种商品最大量地使用了相

对最便宜资源ꎬ 它的比较成本就比较低ꎮ 石油、 天然气的丰富供给为沙特提

供了丰富的工业能源和工业原料ꎬ 必然成为工业化的产业选择依据和发展起

点ꎮ 在这种比较优势的基础上ꎬ 沙特的工业化基本遵循两个发展方向: 一是

发展以石油天然气为原料的加工制造业ꎬ 即首先建立起石油天然气的加工工

业作为基础ꎬ 其中包括炼油工业和石油化学工业等基础工业ꎬ 然后再发展对

这些基础产业产品的加工制造ꎬ 把工业产业向其下游的加工制造业延伸ꎬ 例

如发展人造橡胶、 塑料、 化肥、 化学纤维等产业ꎮ 廉价的原料使沙特成为全

球石化领域最具有成本竞争力的国家ꎮ 沙特石化工业的主要原料是天然气中

的甲烷和乙烷ꎮ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ꎬ 沙特的天然气原料成本大约相当于

美国和欧洲的 １ / ７ 至 １ / １０ꎮ① 由于沙特生产的天然气主要是石油伴生气ꎬ 其产

量受到石油产量制约ꎬ 随着石化工业对原料需求的扩大ꎬ 沙特的天然气供应

已经不充足ꎬ 并开始使用价格较高的石脑油和丙烷等作为替代原料ꎮ 即便如

此ꎬ 沙特的石化工业原料的生产成本仍然大大低于国际水平ꎬ ２００４ 年只及国

际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的 ３０％ ꎮ② 二是发挥石油、 天然气的能源充足和廉价优

势ꎬ 发展能源密集型产业ꎬ 特别是发展高耗能的产业ꎬ 其中包括炼钢、 炼铝

等产业ꎮ 在此基础上ꎬ 再把冶金产品作为发展其他加工制造业的原料ꎬ 推动

这些产业的下游领域发展 (参见表 １)ꎮ

表 １　 １９７４ ~ ２０１５ 年沙特工厂数量、 投资和雇员人数变化

行业 工厂数量 (家) 投资额 (百万里亚尔) 雇员数量 (人)

１９７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１９７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１９７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食品饮料 ３９ ９４０ ２ ０２８ ８８ ７１９ ７ １９９ １９５ ２５８

纺织 １ ８４ ２０ ６ ２６ ６０ １６ ７０１

２４１

①

②

Ｌｏｏｎｅｙ ＆ Ｒｏｂｅｒｔ Ｅ ꎬ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ꎬ
ｉｎ Ｅｌｉｅ Ｋｅｄｏｕｒｉｅ ａｎｄ Ｓｙｌｖｉａ Ｇ Ｈａｍꎬ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ꎬ Ｆｒａｎｃ Ｃａｓ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１９８８ꎬ ｐ １７７

吴健: «ＥＣ 不满沙特阿拉伯的石化原料补贴政策»ꎬ 载 «国际化工信息» ２００４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１３ 页ꎮ



沙特阿拉伯的工业化与中沙产能合作　

成衣 ２ ９８ ３８ １ １０１ ２４９ １３ ０７６

皮革及皮革制品 ２ ３１ ７ ５４３ ５０ ２ ９２０

木器、 秸 秆 和
编织品 (不含
家具)

４ ７７ ６５ １ １９３ ８３９ ６ ４０３

造纸和纸制品 ９ ２３１ １７７ １２ ７２０ ８ ４３ ３６ ２０３

印刷和媒体音
像制品

１８ ４９ ８０９ ２ ７５５ ２ ５９４ ６ ０３２

焦炭和石油制品 ４ １４４ ３６４ １１５ ３１８ ３ ４８７ ２０ ７５０

化工产品 ９ ６６１ ２ ９５４ ５６９ ２６１ ２ ４２９ ８７ ８８０

制药 － ３６ － ４ ９３２ － １０ ２４５

橡胶和塑料制品 １１ ９３１ ５２２ ２６ ７７０ １ ８９５ ９０ ８５８

其他非金属矿
产品

２５ １ ４６７ ３ ７７１ ９６ ９７０ ３ ７８０ １８４ １９８

基本金属 ２４ ３１０ ２３４ ７１ ４９６ ２ ８０１ ７１ ３８３

金属加工制品
(不含机械设备) ９ ９５３ １６０ ２２ ３４９ ９３１ １０９ ２０８

电脑及电子光
学产品

２ ５１ １ ２ ６８８ ３３ １０ １６１

电动设备 ２ ２１５ １２７ １４ ２９８ ４６４ ３７ ５５６

机械设备 １２ ２０８ ８０８ ２７ ０５８ ４ ３５７ ２９ ５２９

机动车和拖车 ８ １４５ ７８ ３ ３４１ ６２２ １６ ４０７

其他运输设备 － １０ － ２６１ ０ １ ６８７

家具 １７ ２９２ １７０ ３ １０６ １ ２９５ ２５ ９４６

其他制成品 － ７４ ０ ３０ ３４５ ０ １４ ０１３

机械设备修理
安装

－ ３ ０ ６５６ ０ ３ ５０１

总计 １９８ ７ ００７ １２ ３３３ １ １０２ １４０ ３３ ９２８ ９８９ ９１５

　 　 说明: 沙特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ꎬ １ 美元 ＝ ３ ７５ 里亚尔ꎮ

数据来源: 沙特工业发展基金会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ｄｆ ｇｏｖ ｓａ / ｅｎ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 / Ｐａｇｅｓ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 ａｓｐｘ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３０ꎮ

经过这样一条从基础工业到加工制造工业的发展路径ꎬ 沙特已经建立起

一套以石化和冶金工业为基础ꎬ 多种相关加工制造业共同发展的具有沙特特

色的工业体系ꎮ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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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民企和外商在工业化中的作用

沙特的工业化是一个由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过程ꎬ 这种推动的作用并

不是对工业化的大包大揽ꎬ 而是发挥了私人资本的接续和外国资本的补充作

用ꎮ 政府、 私企和外商各行为体的相互配合和合力推动ꎬ 成为沙特工业化的

重要动力ꎮ
(一) 政府主导

沙特政府凭借其拥有的政治资源ꎬ 在该国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基础性推

动作用ꎮ
第一ꎬ 政府是工业化的规划者ꎮ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 沙特的经济发

展一直是在政府的计划指导下实现的ꎮ 沙特从第二个经济发展计划就开始对

工业化的产业发展进行了整体规划ꎬ 把工业化的重点确定为建设大型工厂ꎬ
即石化厂、 炼油厂、 钢铁厂、 玻璃厂、 炼铝厂等ꎮ 该计划还明确提出ꎬ 在该

国的西部和东部沿海建设朱拜勒和延布两座工业城ꎬ 并强调在发展这些基础

工业的同时ꎬ 努力推进上下游产业一体化的综合发展ꎬ 以及发展非石油相关

工业ꎬ 包括罐装食品、 采矿业、 供水、 水泥、 玻璃、 大理石加工、 皮革和复

合材料生产等ꎮ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代ꎬ 工业制造业的计划投资占比也呈现

上升的趋势ꎮ 制造业和商业在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５ 年发展计划中只占计划投资的

０ ５％ ꎬ 而在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５ 年发展计划已经提高到 １３ ４％ ꎬ 成为除交通运输和

市政住宅建设以外ꎬ 计划投资占比最高的部门ꎮ①

第二ꎬ 政府是工业化的奠基者ꎮ 由于石油、 天然气资源完全掌握在国家

手中ꎬ 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源泉也由国家掌控ꎬ 因此政府从一开始就成为工业

化的主要投资者ꎬ 沙特的所有基础工业都是政府建立的ꎬ 并且至今仍然以国

有企业独资或持有多数股权等方式ꎬ 掌控在国有的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ＳＡＢＩＣ) 手中ꎮ 如表 ２ 所示ꎬ 该公司的一批项目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陆续建成

投产ꎬ 奠定了沙特基础工业的基本格局ꎮ 到 ２０１６ 年ꎬ 该公司已经发展成为拥

有 ３７ 家独资或合资、 资产 ８４５ 亿美元、 职工 ３５ ０００ 人、 业务覆盖 ５０ 个国家

４４１

① Ｔｉｍ Ｎｉｂｌｏｃｋ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ｃａ Ｍａｌｉｋ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Ｓａｕｉ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６１ － ６３ꎬ １０７ꎬ １８３ － 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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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国公司ꎮ

表 ２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ＳＡＢＩＣ) 项目一览表

项目名称、 地点
和投产时间

雇员人数
(其中沙特人) 投资合作方

沙特甲醇公司 (ＡＲ － ＲＡＺＩ)ꎬ
朱拜勒ꎬ １９８３ 年

３２２ (２５９)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５０％ ꎬ 三菱
商事为首的日本财团 ５０％

沙特石化公司 ( ＳＡＤＡＦ)ꎬ
朱拜勒ꎬ １９８５ 年

７９３ (６１２)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５０％ ꎬ 美国
的派克坦公司 ( Ｐｅｃｔｅｎ Ａｒａｂｉ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５０％

全国甲醇公司 (ＩＢＮ ＳＩＮＡ)ꎬ
朱拜勒ꎬ １９８５ 年

３２８ (２４１)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５０％ ꎬ 美国
的塞 拉 尼 斯 公 司 ( Ｈｏｅｃｈｓｔ －
Ｃｅｌａｎｅｓｅ) ２５％ ꎬ 美国的东方管
线公司 (Ｐａｎｈａｎ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２５％

沙特石化公司 (ＹＡＮＰＥＴ)ꎬ
延布ꎬ １９８５ 年

１ ２８３ (７５２)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５０％ ꎬ 美国的
美孚延布石化公司 (Ｍｏｂｉｌ Ｙａｎｂｕ
Ｐｅ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５０％

阿拉伯半岛石化公司 (ＰＥＴ
ＲＯＫＥＭＹＡ)ꎬ 朱拜勒ꎬ １９８５年

９９２ (６８５)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１００％

朱拜勒石化公司 (ＫＥＭＹＡ)ꎬ
朱拜勒ꎬ １９８４ 年

３７４ (２７６)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５０％ ꎬ 美国
的埃克森美孚化工公司 (Ｅｘｘｏ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Ａｒａｂｉａ) ５０％

东部石化公司 ( ＳＨＡＲＱ)ꎬ
朱拜勒ꎬ １９８５ 年

７０８ (４９７)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５０％ ꎬ 三菱
商事为首的日本财团 ５０％

全国塑料公司 (ＩＢＮ ＨＡＹＹＡＮ)ꎬ
朱拜勒ꎬ １９８６ 年

２３８ (１５４)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７１ ５％ ꎬ 韩
国 的 乐 喜 金 星 集 团 ( Ｌｕｃｋｙ
Ｇｏｌｄｓｔａｒ Ｇｒｏｕｐ) １５％ ꎬ 沙特 的
国 家 工 业 化 公 司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 ) １０％ ꎬ 两
家沙 特 阿 拉 伯 塑 料 制 品 公
司 ３ ５％

沙特欧 洲 石 化 公 司 ( ＩＢＮ
ＺＡＨＲ)ꎬ 朱拜勒ꎬ １９８８ 年

３４３ (２２９)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７０％ ꎬ 芬兰
的奈斯特  奥伊公司 ( Ｎｅｓｔｅ
Ｏｙ) １０％ ꎬ 意大利的埃科燃料
公司 ( Ｅｃｏｆｕｅｌ) １０％ ꎬ 阿拉伯
石油投资集团 (Ａｒａｂ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 ) １０％

全国工业用气公司 (ＧＡＳ)ꎬ
朱拜勒ꎬ １９８４ 年

１１４ (８６)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７０％ ꎬ 沙特
阿拉伯工业用气厂商 ３０％

５４１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朱拜勒化肥厂 ( ＳＡＭＡＤ)ꎬ
１９８３ 年

４４１ (３１３)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５０％ ꎬ 中国
台湾化肥公司 ５０％

沙 特 阿 拉 伯 化 肥 公 司
(ＳＡＦＣＯ)ꎬ 达曼和朱拜勒ꎬ
１９６９ 年

８２２ (５２１)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４１％ ꎬ 沙特
阿拉伯私人股东 ４９％ ꎬ 本公司
雇员 １０％

全国化肥公司 (ＩＢＮ ＡＬ －
ＢＡＹＴＡＲ)ꎬ 朱拜勒ꎬ １９８７ 年

６４１ (４４６)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５０％ ꎬ 沙特
阿拉伯化肥公司 ５０％

沙特钢铁公司 (ＨＡＤＥＥＤ)ꎬ
朱拜勒ꎬ １９８３ 年

２ ４５０ (８９８)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９５％ ꎬ 德国
投资公司 (ＤＥ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５％

轧钢公司 ( ＳＵＬＢ)ꎬ 吉达ꎬ
１９６２ 年

２６７ (１４３) 沙特钢铁公司全资

海湾 ( ＧＡＲＭＣＯ )ꎬ 巴 林ꎬ
１９８６ 年

－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２１％ ꎬ 其他
股本由海湾合作委员会其他国
家分摊

海湾石化工业公司 (ＧＰＩＣ)ꎬ
１９８５ 年

－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与科威特石
化工业公司和巴林国合资

巴林铝厂 (ＡＬＢＡ)ꎬ１９７１ 年 －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代表沙特公
共投 资 基 金 持 股 ２０％ ꎬ 巴 林
７４ ９％ ꎬ 德国的布伦顿投资公司
( Ｂｒｅｎｔ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ｒｅｎｔ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５ １％

　 　 　 　 　 资料来源: Ｆｏｕａｄ Ａｌ － Ｆａｒｓｙ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１７７ － １７９ꎮ

第三ꎬ 政府是工业化的推动者ꎮ 为了促进私人资本参与工业化建设ꎬ 政

府主要从两个方面给予推动: 一是建设基础设施ꎮ 沙特的公路、 铁路、 电讯

设施、 发电厂、 海水淡化厂、 工业园区建设等基础设施ꎬ 大多由政府投资兴

建ꎮ 在 １９７０ ~ １９９０ 年期间ꎬ 政府在每个五年计划中都把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作为第一优先选项ꎬ 在总投资额中占比高达 ３０％ ~ ５０％ ꎮ① 近年ꎬ 沙特制定

了大型基础设施扩建计划ꎬ 包括油气设施、 水电厂房、 商住楼宇、 公路、 铁

路等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沙特财政预算拨款 １ ６８０ 亿美元ꎬ 用于交通等基础设施建

设ꎮ② 由此ꎬ 政府努力创造工业化的基础设施条件ꎬ 由此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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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Ｔｉｍ Ｎｉｂｌｏｃｋ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ｃａ Ｍａｌｉｋꎬ ｏｐ ｃｉｔ
席桂桂、 陈永胜: « “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国的中东经济外交»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５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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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ꎮ 二是政策激励ꎮ 其主要措施包括: 为私人投资提供 １０ 年免缴企业所得税

的待遇ꎬ 按优惠价格长期提供油气供应ꎬ 按象征性价格长期提供工业租赁用

地ꎬ 提供水电价格补贴ꎻ 保证货币自由汇兑和自由汇出利润及抽走投资ꎬ 减

免机械、 零部件和原料的进口税ꎬ 要求政府部门优先采购本国产品等ꎮ 沙特

的对私营企业的最重要激励措施是ꎬ 通过 １９７４ 年成立的工业发展基金会提

供融资ꎮ 从 １９７４ 年到 ２０１５ 年ꎬ 该基金会总共为 ２２ 个制造业行业的 ２ ８５２
个工业发展项目提供了融资ꎬ 融资总额达到 １ ２９４ ２５ 亿里亚尔 (约合

３４５ １３ 亿美元)ꎬ 其中消费品工业占 １７％ ꎬ 化学工业占 ４０％ ꎬ 建材工业占

１９％ ꎬ 机械工业占 １９％ ꎬ 其他工业占 ５％ (参见图 １)ꎮ 沙特工业发展基金

会以本国的私营企业为主要融资对象ꎬ 对于推动私人资本参与工业化建设

发挥了关键作用ꎮ

图 １　 １９７４ ~ ２０１５ 年沙特工业发展基金会融资项目情况

资料来源: 沙特工业发展基金会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ｄｆ ｇｏｖ ｓａ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３０ꎮ

(二) 民企接续

沙特作为一个以伊斯兰教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家ꎬ 不否定私人在经济

中的作用ꎮ 包括王族在内的大量工商业者和地主的存在ꎬ 也决定了政府必须

支持私营部门的发展ꎮ 政府在其制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５ 年) 中

明确提出ꎬ 经济多样化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私营部门完成ꎬ 并且对政府与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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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合理分工提出了构想ꎬ 即政府确定投资优先领域、 提

供信息和研究服务ꎬ 以及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ꎬ 支持私营部门发展生产性企

业ꎮ① 从此以后ꎬ 支持私营部门发展便成为历次发展计划都要重申的一项基本

内容ꎮ 在国际石油市场价格长期下跌的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到 ９０ 年代末ꎬ 沙

特政府财政紧张ꎬ 更加重视发挥私人资本的作用ꎮ 在第六个发展计划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０ 年) 中ꎬ 政府将鼓励私营部门发展列为首要优先目标ꎮ 该计划

还第一次把通过私有化来促进私营经济发展提上了日程ꎬ 拉开了国有企业私

有化的序幕ꎮ 第七个发展计划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５ 年) 在继续强调落实私有化政策

的同时ꎬ 把石化工业和炼油工业也列入了鼓励私人投资的重点领域ꎬ 要求通

过私营部门或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的方式ꎬ 实现石化工业和天然气衍生品生

产的横向和纵向扩展ꎬ 最大限度地提高油品精炼的能力ꎮ② 在政府的引导和激

励下ꎬ 沙特的私人资本迅速壮大ꎬ 并且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超过了政府的

投资ꎮ 在 １９８５ ~ ２０００ 年期间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ꎬ 私人投资的占比从 ４６％
提高到 ７５ ４％ ꎬ 而政府投资占比相应地从 ５４％下降到 ２４ ６％ ꎮ③ 私人资本的

发展极大改变了沙特工业的面貌ꎮ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ꎬ 全国的 ９ １７４ 家 “制
造业企业” 其实都不过是些手工业小作坊ꎬ 其中 ４ ３９４ 家 “雇工” 不超过 １
人ꎬ 其他雇工在 ２ ~ ４ 人之间ꎮ④ 而表 １ 所显示的 ２０１５ 年情况表明ꎬ 全国的工

业企业数量已经达到 ７ ００７ 家ꎬ 每家企业的平均雇工人数已经达到 １４１ 人ꎮ 这

些企业绝大多数都是私营企业ꎮ 因此ꎬ 如果说工业化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还处

在政府奠基的阶段ꎬ 在 ９０ 年代则逐渐转入了以私营部门为主的新阶段ꎬ 私营

部门成为政府开创的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接续者ꎬ 尤其是在非基础工业的发展

中ꎬ 发挥着主要作用ꎮ
(三) 外商有力补充

沙特拥有大量的石油收入ꎬ 是一个 “不差钱” 的国家ꎬ 因此吸引外资主

要不是为了获得额外的资金ꎮ 事实上ꎬ 沙特作为一个几乎是从零起点开始工

业化的国家ꎬ 要想加速工业化的步伐ꎬ 工业技术只能来自于工业发达的国家

的转移ꎬ 而来自外商的投资则是技术转移的载体ꎮ 因此ꎬ 获得工业技术是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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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吸收外资的一个重要考虑ꎮ 正如代表沙特王室主管朱拜勒和延布两大工业

区的时任王家委员会秘书长阿卜杜拉亲王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谈到引进外资的

目的时所说: “我们拥有金钱和原料ꎬ 我们所寻求的是能够为我们提供必要的

技术ꎬ 带来贸易诀窍和确保人员培训的合伙人ꎮ”① 除此之外ꎬ 由于沙特的国

内市场规模有限ꎬ 而且它所生产的石化产品一般都是用于生产最终消费品的

中间产品ꎬ 而国内又没有把这些中间产品加工成最终消费品的制造能力ꎬ 需

要大量销往国际市场ꎬ 因此利用跨国公司的国际市场渠道也成为沙特吸收外

资的另外一个主要动机ꎮ 从这种意义上看ꎬ 外商提供的资金在沙特工业化中

的作用是重要的ꎬ 但不会成为主要的资金来源ꎬ 而只是对沙特在技术和市场

缺陷的补充ꎮ 从总体上看ꎬ 外资在沙特工业中所占的比重不大ꎮ 从表 ２ 所显

示的数据来看ꎬ 外资在国有合资企业中占比不超过 ５０％ ꎬ 但投资方一般都是

可以带来关键技术和市场的知名跨国公司ꎮ 民营企业使用的生产技术相对简

单ꎬ 许多产品主要供应国内市场ꎬ 外资所占的比例也就更小ꎮ 据沙特 «经济

报» 报道ꎬ 截至 ２０１５ 年第二季度ꎬ 在全国 ６ ７９０ 家工厂的 １ ０１ 万亿里亚尔

(约合 ２ ６９３ ３ 亿美元) 的全部投资中ꎬ 合资企业持股 ３４ ７％ ꎬ 而外国独资企

业的投资占比仅为 ０ ６％ ꎮ②

沙特工业化的成就与问题

经过约 ４０ 年的发展ꎬ 沙特工业化取得了不能否认的成绩ꎬ 但也面临不少

挑战ꎮ 目前ꎬ 沙特政府正在进行相关的政策调整ꎮ
(一) 沙特工业发展取得的成效

从沙特工业化的初衷来看ꎬ 也就是从摆脱对石油依赖的战略目标来看ꎬ
这个目标显然还远未实现ꎮ 迄今为止ꎬ 沙特的工业化仍然离不开石油ꎮ 石油

仍然是沙特工业化的主要的原料、 能源和资金来源ꎬ 石化和能源密集型基础

工业仍然是沙特工业的主体ꎬ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ꎬ 都还离不开政

府以石油收入为基础提供的基础设施保障和用水用电价格补贴ꎬ 以及大量的

贷款支持ꎮ 因此ꎬ 离开了石油和石油收入ꎬ 沙特的工业化就无从谈起ꎬ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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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德、 倪星源: 前引书ꎬ 第 ８４ 页ꎮ
参见中国驻沙特阿拉伯使馆经商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ｓａ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ｄｙ / ２０１５０ꎬ ２０１５ －

０９ －２４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发展对石油和石油收入的直接依赖至今仍然是沙特工业化的一个基本特征ꎮ
但是ꎬ 如果从产业多样化的角度来评价ꎬ 沙特的工业化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ꎮ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ꎬ 原来完全依靠原油开采和出口的单一经济结构ꎬ 已

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ꎮ
第一ꎬ 制造业产值上升ꎬ 产业结构有所优化ꎮ １９７４ ~ ２０１５ 年ꎬ 按照固定

价格计算ꎬ 制造业产值大约增加了将近 １０ 倍ꎬ 从 ３２０ 亿里亚尔 (约合 ８５ ３
亿美元) 增加到 ２ ９６０ 亿里亚尔 (约合 ７８９ ３ 亿美元)ꎬ 年均增长率达到

５ ６％ ꎬ① 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是各经济部门中最高的ꎮ 制造业的长期持续中

高速增长ꎬ 成为沙特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ꎮ 特别是每当国际石油价格下跌、
石油开采和出口受到遏制的时候ꎬ 制造业的增长及其相对稳定的出口增长

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就会表现得更加突出ꎮ 随着制造业的发展ꎬ 其产业规

模迅速扩大ꎮ 从表 １ 来看ꎬ 沙特全国制造业的企业数量从 １９７４ 年的 １９８ 家

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７ ００７ 家ꎬ 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也从 ３ ５％提高

到 １２％ ꎬ 在非石油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 １５％ 提高到 ２１％ ꎮ② 制造业已

经从沙特国民经济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产业ꎬ 成长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支

柱产业ꎬ 为沙特的产业结构多样化做出了重大贡献ꎬ 提高了国家的经济现代

化水平ꎮ
第二ꎬ 部分实现了进口和出口替代ꎮ 在表 １ 所列举的 ２２ 个主要制造业

行业中ꎬ 除了化工产品大量用于出口以外ꎬ 其他行业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

了国内市场的需求ꎬ 部分替代了同类的进口产品ꎮ 制造业的发展也形成了

新的出口增长点ꎮ 制造业产品出口额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的约每年 ２００ 亿

里亚尔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 ５６４ 亿里亚尔 (约合 ５３ ３ 亿美元)ꎬ 在 ２０１４ 年的

时候曾经达到过 １ ８５６ 亿里亚尔 (约合 ４９４ ９ 亿美元) 的高峰ꎮ 尽管制造业

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占比由于石油出口额的变化而不很稳定ꎬ 但总体上从

２１ 世纪初的 １０％左右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０％ ꎬ③ 对于原油出口的替代作用正

在逐步提高ꎮ
第三ꎬ 创造了新就业岗位ꎮ 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 沙特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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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从 １９７４ 年时的 ３ 万多人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的近 １００ 万人ꎬ 制造业已经成为该国

的第五大就业部门ꎮ
第四ꎬ 探索出石油输出国工业化道路的独特模式ꎮ 沙特用约 ４０ 年时间ꎬ

依托其独特的自然条件ꎬ 因地制宜地践行该国的工业化思想与理念ꎮ 从图 ２
可以看出ꎬ 与其他一些与沙特资源条件相似的石油输出国相比ꎬ 沙特工业化

的成就最为突出ꎮ 沙特的工业化发展代表了石油输出国的一种发展模式ꎬ 在

工业发展规划以及发挥政府、 私人和外国资本作用等方面创造的经验ꎬ 可以

为其他石油输出国提供有益启示ꎮ

图 ２　 ２０１５ 年中东石油输出国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 (％ )

资料 来 源: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ｕｔｐｕｔ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ｄｉ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ｔａｂｌｅｓ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３０

(二) 沙特工业化面临的挑战

第一ꎬ 利用石油收入支持工业化发展的局限性逐渐显现ꎮ 由于工业化与

石油收入仍然存在密切关联ꎬ 因此沙特的工业化进程容易受到国际油价波动

的影响ꎮ 随着工业化规模的扩大ꎬ 这种影响也变得越来越明显ꎮ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到 ９０ 年代的上一轮国际油价低迷周期中ꎬ 沙特政府的财政收入减

少ꎬ 对工业化的支持力度减弱ꎮ 但通过大量抽回海外资产和举借外债等措施ꎬ
勉强渡过了难关ꎮ 然而ꎬ ２００９ 年国际金融危机触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及其导致

的新一轮低油价发生以来ꎬ 沙特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ꎮ 为了维持政府开支ꎬ
仅仅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两年期间ꎬ 海外资产就被抽回 ２ ０００ 多亿美元ꎬ 占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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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的 ２７％ ꎬ① 而低油价周期却仍然看不到尽头ꎮ 更令沙特担忧的是ꎬ
在买方市场格局之下ꎬ 其他的石油供应者ꎬ 特别是美国的页岩油和页岩气ꎬ
以及俄罗斯的石油供应商对市场的激烈竞争ꎬ 使沙特等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的

市场份额逐渐减少ꎬ 沙特的石油收入亦受到影响ꎮ 因此ꎬ 在政府资金紧张的

情况下ꎬ 开征企业所得税和商品消费等方面的税收ꎬ 减少政府在工业化过程

中提供的各种补贴ꎬ 以改善政府的收入ꎬ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ꎬ 更多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ꎬ 已经成为沙特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ꎮ
第二ꎬ 作为工业化主导产业的石化工业发展遇到困境ꎮ 一方面是受到出

口市场的竞争ꎮ 沙特的化工制品在制造业产值中通常占有接近一半的比重ꎬ
但国际市场竞争使沙特石化产品的出口遇阻ꎮ 沙特早在 １９８８ 年就开始与当时

的欧共体进行自由贸易谈判ꎬ 目的是开辟沙特石化产品进入西欧市场的道路ꎬ
然而谈判至今未有结果ꎮ 在 ２００５ 年沙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ꎬ 欧洲国家

做出一定让步ꎬ 没有要求沙特取消国内能源和化工原料产品的价格补贴ꎬ 允

许沙特石化工业享受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 “统一化工产品关税协议” 的政

策优惠ꎬ 即沙特出口的化学产品包括石化产品可享受最高 ６ ５％ 的低关税ꎬ②

但实际上ꎬ 欧洲国家和美国为保护其本国同类产业利益ꎬ 一直以沙特政府对

石化工业提供补贴为由ꎬ 为沙特的石化产品进入其市场制造困难ꎮ 以沙特为

首的海湾合作委员会与中国的自由贸易谈判自从 ２００３ 年启动以来ꎬ 至今也没

有结束ꎮ 沙特的低价石化产品可能给对方石化产业和就业带来的巨大冲击ꎬ
往往是谈判难以取得结果的重要原因ꎮ 因此ꎬ 要开辟新的化工产品出口市场ꎬ
沙特还需要有新的思路ꎮ 另一方面是原料的制约ꎮ 沙特出产的天然气大部分

是石油伴生气ꎬ 其产量与石油产量有固定比例ꎬ 不可能单独增产ꎬ 而沙特的

干气资源却相对有限ꎮ 尽管在阿卜杜拉国王推动下ꎬ 沙特 １９９８ 年提出 “天然

气倡议”ꎬ ２０００ 年颁布新的投资法规ꎬ 邀请世界著名油气公司勘探干气资源ꎬ
但迄今尚无重大发现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虽然沙特的天然气产量仍然保持着增

长ꎬ 但面对国内对天然气能源和原料需求的增长ꎬ 沙特已经难以像以前那样

从容地满足需求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在成本较低乙烷供应不足的情况下ꎬ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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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基础工业公司已开始使用成本较高的石脑油和丙烷等作为石化工业原料ꎮ
因此ꎬ 只有发展天然气的替代能源ꎬ 才能用有限的天然气资源来保障石化工

业的原料供应ꎮ
第三ꎬ 本土沙特人在工业部门就业仍不充分ꎮ 沙特发展工业化的重要初

衷之一是为沙特国民在生产性领域中提供就业ꎬ 然而尽管制造业得到发展ꎬ
但沙特人失业率居高不下和工业企业大量使用外籍劳工的现实却难以改变ꎮ
从表 ２ 中可以看出ꎬ 即便是在沙特基础工业公司这样条件良好的大型国有企

业中ꎬ 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雇员不是沙特公民ꎬ 而是外籍务工人员ꎮ 尽管沙

特政府多年来推行企业劳动力沙特化的政策ꎬ 但沙特国民宁愿排队等候政府

管理的职位ꎬ 对于到企业做工也没有兴趣ꎮ 而企业方面出于对工作效率的考

虑ꎬ 对于落实雇员沙特化的措施也缺乏积极性ꎮ① ２０１６ 年ꎬ 沙特全国失业率

为 ５ ５％ ꎬ② 青年失业率更高ꎬ 失业者基本上都是沙特国民ꎬ 而不是外籍劳

工ꎮ 从根本上说ꎬ 沙特的失业问题是一种结构性问题ꎬ 其真正的根源在于:
国民享受的高福利使其失去了到企业做工的兴趣ꎬ 而企业从盈利角度考虑ꎬ
也更偏好雇佣成本较低和易于管理的外籍劳工ꎮ 因此ꎬ 要想真正发挥工业化

解决国民就业的作用ꎬ 沙特政府就需要调整国民福利的水平或企业的工资水

平ꎬ 而这种调整显然会涉及到政治和社会稳定ꎬ 是一个更为复杂棘手的问题ꎮ
基于上述情况ꎬ 沙特 ２０１６ 年制定了 «沙特 ２０３０ 愿景» 文件ꎬ 并且颁布了

«沙特 ２０３０ 愿景» 在 ２０２０ 年落实指标的 «国家转型计划» (ＮＴＰ)ꎮ 继续走工业

化道路在这些调整方案中仍然占重要地位ꎮ «沙特 ２０３０ 愿景» 强调了发展军事

工业、 矿产品加工、 建筑材料、 新能源等重点领域ꎬ «国家转型计划» 则规定

在 ２０２０ 年前将干气日产量从 １２０ 亿立方英尺提升至 １７８ 亿立方英尺ꎻ 将每日

炼油产能从 ２９０ 万桶提升至 ３３０ 万桶ꎻ 将可再生能源发电比提升至 ４％ ꎻ 将矿

业产值从目前的 ６４０ 亿里亚尔提升至 ９７０ 亿里亚尔ꎻ 将吸收利用外国直接投

资从 ３００ 亿里亚尔提升至 ７００ 亿里亚尔等与工业化直接相关的指标ꎮ③ 为了彻

底解决天然气资源日趋紧张的问题ꎬ 沙特还制定了发展核电的计划ꎬ 以替代

天然气发电ꎮ 此外ꎬ 为了实现 «沙特 ２０３０ 愿景»ꎬ 沙特政府还提出了一些经

３５１

①

②
③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使馆经商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ｄｘｆｗ / ｇｚｚｄ / ２００６０５ /
２００６０５０２２７８６２２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１０ꎮ

世界银行网上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３０ꎮ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使馆经商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ｓａ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ꎬ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０８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济体制改革的思路: 资源配置从依靠政府干预向依靠市场支配的方向转变ꎻ
政府财政收入从依靠石油收入向扩大非石油收入的方向转变ꎻ 所有制结构从

国家所有向扩大私人所有的方向转变ꎻ 投资资金来源从基本依靠本国资本向

重视吸引外资的方向转变ꎻ 劳动就业从依靠外籍侨工向 “沙特化” 的方向转

变ꎮ① 从 «沙特 ２０３０ 愿景» 和 «国家转型计划» 的经济调整和发展思路来

看ꎬ 大力发展石化工业、 推动制造业的多样化发展、 加大利用私人资本和外

国投资的力度等工业化发展的基本方针没有大的变化ꎮ 但是政府对新能源、
矿业和军事工业等行业发展的强调ꎬ 无疑将有助于进一步减少工业发展对石油

经济的依赖ꎮ 从经济体制上看ꎬ 除了劳动力市场 “沙特化” 带有保护国民就业

的色彩之外ꎬ 诸如增加税收ꎬ 减少补贴ꎬ 部分出售阿美石油公司股权等措施都

体现了经济市场化的方向ꎬ 从而有利于减低政府对工业化的干预ꎬ 让私人和外

国投资在工业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ꎮ 但经济调整的计划能否成功ꎬ 还要取决于

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承受减少财税优惠所带来的社会成本ꎮ

中国与沙特工业化合作的投资布局

沙特的工业化需要世界其他国家的助力ꎬ 这给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 加

大对外产业合作力度的中国带来了历史机遇ꎮ 正如沙特经济学家穆罕默德
萨班所言: 中国提出了 “一带一路” 倡议ꎬ 沙特提出了旨在摆脱对石油依赖

的 «沙特 ２０３０ 愿景»ꎮ 依托这两者的深度对接ꎬ 中国可以利用先进的科学技

术和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在沙特投资建厂ꎬ 帮助沙特发展非石油经济ꎬ 沙特

则能够将其先进的石化技术和经验应用于庞大的中国市场ꎮ② 目前ꎬ 有 １００ 多

家中国企业在沙特开展投资和工程合作ꎬ 项目涉及石化、 铁路、 港口、 电站、
通信等领域ꎮ 工业化合作为双方合作的着力点ꎬ 具有更加广阔的前景与潜力ꎬ
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一) 扩大石油产业合作

石油产业的合作对于中国和沙特都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ꎮ 沙特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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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至今并没有摆脱对石油收入的依赖ꎬ 这一目标仍需大力推进ꎮ 当下ꎬ 世

界经济的长期低迷不振导致的石油需求疲软ꎬ 以及国际石油市场的结构性变

化ꎬ 正在给沙特的石油收入造成严峻的挑战ꎮ 特别是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多

年低增速、 美国石油独立进程的推进ꎬ 以及石油输出国生产潜力的逐渐释放ꎬ
国际石油生产能力供过于求局面越来越明显ꎬ 直接导致国际石油市场从 ２０１４
年进入又一轮新的低油价周期ꎮ 与此同时ꎬ 石油输出国的市场竞争越来越集

中到沙特 ２１ 世纪以来的重点市场亚洲ꎬ 特别是集中到中国市场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俄

罗斯对中国的石油出口第一次超过沙特ꎬ 给沙特敲响了警钟ꎮ 在这种形势之

下ꎬ 如何在低价格的竞争中确保石油出口安全和市场份额ꎬ 成为沙特所关注

的重要战略问题ꎮ
其实ꎬ 从石油工业合作的角度来看ꎬ 沙特除了签署长期石油供应合同以

外ꎬ 还有两个可以提高在中国市场竞争力的选项ꎮ 一是对中国开放石油工业

上游领域ꎮ 让中国的石油企业进入石油开发条件最好的沙特石油工业上游领

域ꎬ 无疑有助于更多的沙特石油流入中国市场ꎮ 迄今为止ꎬ 沙特对于外资进

入石油工业上游领域仍然采取禁止的政策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作为经济调整的

重要举措之一ꎬ 沙特宣布计划在 ２０１８ 年把国有的世界最大石油企业阿美石油

公司 ５％的股权对外出售ꎬ 发出了石油工业上游领域对外开放的一个积极信

号ꎬ 双方应当努力把这一机遇转化为加强石油工业上游领域合作的新起点ꎮ
另一个选项是沙特以投资来巩固和开辟市场ꎬ 通过扩大在中国的石油下游领

域投资ꎬ 兴建炼油厂和石油储运设施等下游产业ꎬ 从而稳定和增加中国石油

工业下游产业对沙特原油的长期需要ꎮ ２００７ 年投产的有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参

股 ２５％的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经验ꎬ 可以成为这方面的有益借鉴ꎮ
这两个选项其实也符合中国的利益ꎮ 进入沙特石油工业上游领域ꎬ 是所

有国际石油公司的期望ꎮ 中国石油企业作为国际石油工业的后来者ꎬ 尽管其

国际业务有所发展ꎬ 但在国际上经营的优质石油资源并不多ꎮ 中国也确有扩

大石油工业下游领域的需要ꎮ 中国的炼油业的生产能力从总量上来看并不缺

乏ꎬ 但存在较大的结构性问题ꎬ 特别是随着沙特等中东国家的高硫原油进口

越来越多ꎬ 炼油厂都不再采用以低硫原油炼制油品ꎬ 需要加以改造和建设新

的炼油能力ꎮ 同时ꎬ 中国对于包括建立战略储备在内的石油储运设施的建设

需求也很大ꎮ 所有这些石油下游产业的发展都需要大量的资金ꎬ 而提供这样

的资金恰恰是沙特的优势所在ꎮ 因此ꎬ 吸收沙特资金在中国大规模建设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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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下游产业ꎬ 可以成为双方在石油合作方面互利共赢的基本途径ꎮ
石油进口和出口直接涉及中沙双方的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ꎬ 因此这种合

作应当是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ꎮ 双方应当本着建立能源安全共同体

的精神ꎬ 共同推动石油合作ꎬ 形成中国石油进口安全和沙特石油出口安全的

相互保障ꎮ
(二) 突出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中国和沙特可以成为工业产能合作的重要伙伴ꎬ 但沙特与一般发展中国

家国情不同ꎮ 沙特资源禀赋的最大优势是资金充裕ꎬ 国民福利水平也比较高ꎮ
因此ꎬ 与该国进行工业产能合作的目标同一般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不同ꎬ 即

沙特发展工业的主要目的ꎬ 主要不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或实现普通日用消费

品的进口替代ꎬ① 而是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资金优势ꎬ 利用人类科技的新成果ꎬ
为提高国家安全和促进经济增长ꎬ 让国民过上更加舒适的生活ꎬ 创造更好的

物质条件ꎮ 沙特的萨勒曼国王在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访华期间ꎬ 中国与沙特签署了价

值 ６５０ 亿美元的 ３５ 个项目ꎬ 这些项目涉及海水提铀技术研究合作、 铀钍矿资

源 (勘探) 合作、 无人机制造合作、 沙特参与中国 “嫦娥四号” 的合作、 高

温气冷堆项目联合可行性研究合作等领域ꎬ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中国华为公司还在利

雅得成立了中东地区最大的创新中心ꎬ 并成为与沙特朱拜勒和延布王家委员

会共同建立刺激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增长的智慧城市中心的合作伙伴ꎮ 这些项

目的签署与合作反映出沙特方面对于与中国开展产能合作的真实期望与诉求ꎮ
因此ꎬ 尽管中国有种类繁多的制造业技术可供对外产能合作ꎬ 但沙特真正有

求于中国的主要是一些与替代能源、 航天、 信息技术和军备有关的高新技术ꎮ
为此ꎬ 中国与沙特产能合作应该是在高新技术层面上展开ꎬ 把高新技术合作

作为双方产能合作的基本方向和对接点ꎮ
(三) 激发中沙双向投资动能

一般说来ꎬ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能合作ꎬ 是指中国的产能对外转

移ꎮ 其实ꎬ 把沙特的资金吸引过来ꎬ 在中国开展产能合作也存在着互利双赢

的机会ꎬ 并且有助于解决中沙经贸合作的重大现实问题ꎮ 例如ꎬ 增加沙特在

中国石化工业领域的投资ꎬ 把沙特的资金优势和中国的市场优势结合起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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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 ２０１４ 年沙特各部门就业结构可以看出ꎬ 制造业尽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２％ ꎬ 但只占全国就

业的 ７ １％ ꎮ 政府与军队、 批发零售业、 建筑业和教育等 ４ 个主要就业部门ꎬ 在全国就业中占 ５５ ２％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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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发展石化产业ꎬ 既可以扩大沙特通过在中国生产而在中国石化产品市

场上拥有的份额ꎬ 又可以满足中国的市场需求和就业需要ꎬ 从而避免沙特向

中国输出石化产品可能对中国石化产业和相关就业带来的严重冲击ꎬ 产生两

全其美的合作效果ꎮ 由沙特基础工业公司持股 ７０％ 并于 ２０１０ 年投产的中沙

(天津) 石化有限公司在中国的实践ꎬ 已经证明这种合作是可行的ꎬ 提供了可

以复制的经验ꎮ 因此ꎬ 中沙产能合作投资项目可在沙特和中国落地ꎮ
(四) 提升基础设施和金融合作力度

沙特工业化的发展会导致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进一步增加ꎮ
沙特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到 ８０ 年代建设的基础设施许多都需要维修和更新ꎬ
原有的朱拜勒和延布两大工业城需要扩建和增添新的物流能力ꎬ 新的产业园

区、 港口、 高速公路、 国内和地区铁路网、 城市轨道交通等建设项目不断出

现ꎮ 中国作为在沙特从事建筑工程承包的大国ꎬ 也将面临承包建设基础设施

的更多机会ꎮ 中资企业在沙特完成过麦加轻轨、 为麦加朝觐提供通讯保障以

及吉达防洪设施等一批成功的项目ꎬ 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沙特对中国承包公

司的信任ꎬ 完全可以在沙特的建筑工程承包市场上有更大的作为ꎮ 沙特的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通常都是政府出资的项目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的下跌

使沙特政府资金紧张ꎬ 工程承包的条件有所收紧ꎮ 中资企业应当更加重视协

同行动ꎬ 发挥工程设计、 设备采购、 带资承包、 施工建造和项目建成后的运

营管理等方面的综合优势ꎬ 提高承揽建设 － 运营 － 移交模式 (ＢＯＴ) 项目的

综合竞争实力ꎮ
大规模的工业化和产能合作也会导致融资需求的增加ꎬ 从而给中国与沙

特的金融合作带来机遇ꎮ 中国和沙特都是外汇资金比较充裕的国家ꎬ 双方持

有的大量主权财富基金数量加在一起ꎬ 可以形成支持工业化和产能合作的强

大金融力量ꎮ 尽管目前中沙之间金融合作还没有大规模展开ꎬ 但随着石油和

产能合作项目的开展ꎬ 一定会具有广阔的前景ꎮ 首先ꎬ 中沙双方可以成立联

合投资基金ꎬ 用以支持双方的工业化合作项目ꎮ 中国 ２０１５ 年与阿联酋成立

１００ 亿美元联合投资基金的模式ꎬ 这为双方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合作经验ꎮ 其

次ꎬ 沙特政府每年大量以发债的形式在国际融资ꎬ 但向来只是发行以美元计

价的债券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 沙特经济计划部副部长穆罕默德图维吉里已表达

了要实现沙特融资基础的多元化的愿望ꎬ 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 “熊猫债券”ꎬ
完全可以成为沙特的一种选择ꎮ 再次ꎬ 中国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ꎬ

７５１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已经采取过许多互利互惠而且卓有成效的做法ꎬ 例如在两国之间进行本币互

换ꎬ 建立人民币结算中心ꎬ 直接用人民币进行包括石油贸易在内的货物贸易

结算等ꎮ 这些做法都可以为未来的中沙金融合作提供有用的参考ꎬ 为两国工

业化合作提供金融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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