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诺琳.

海泽博士撰写的发刊词
能在此为旨在定期介绍亚太经社会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办

事处开展活动的情况的《时事简讯》撰写发刊词，我感到非

常高兴。于2010年5月17日正式启动的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办

事处，是为增强亚太经社会在其下属三个彼此情况迥异的次

区域内开展各项优先重点工作的能力而专门增设的三个次区

域办事处中的第一个。通过在其专题工作中融合次区域的以

及地域的因地制宜的办法，亚太经社会将能够更好地向各成

员国提供服务，协助它们应对在谋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

挑战，同时亦能更好地促进知识交流和更有力地推动在次区

域一级和在本区域内部开展的合作。

这一新的亚太经社会办事处位于世界目前增长迅速最快的经

济区域的中心地区。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拥有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三个经济体中的两个，其总人口高达15.6亿。今后数十

年内，该次区域将一直会保持其作为世界上超大增长引擎的

地位，而且它也将是确保世界稳定和安全的全球性领导力

量。作为一个全球领行者，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业已为消除

社会不平等现象、应对各种环境挑战、以及缓解各种频频发

生的自然和人为灾害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亚太经社会期待

着与所有成员国携手，特别是与位于该次区域的那些成员国

携手，为切实实现这些重大目标而做出共同的努力。

为这一定期发行的《时事简讯》所确立的三项宗旨如下：

第一,《时事简讯》将作为一个知识交流平台发挥作用，寻求

处理各种全球性的和各方共同面对的问题，并努力为各利益

攸关方表达各自的意见和看法、以及为查明各种最佳做法和

相互交流所取得的经验提供机会。

第二,《时事简讯》寻求对本次区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差

距进行评估，并据此对其总体发展方向作出相应的调整, 以期

增强各方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和开创各种新的机遇, 从而扩大和

加深次区域内部涉及面广泛的经济联系。东亚和东北亚次区

域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既源于其相邻相近的地理位置, 也源

于其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所订立的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

标。这一强有力的、资源丰富的、规模庞大的次区域可提供

许许多多的机会，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开展更有力的协作和实

现更大程度的互补，从而共同应对我们所面对的各种社会-经

济挑战。在此过程中，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可充分发挥其潜

力，不仅成为整个亚太经社会区域促进变革的有力推动者, 而

且亦可通过开展南南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种公认的推动

力量。

 第三,《时事简讯》还可寻求探索各种可能的政策选项，用以

帮助缩小各成员国之间的差距，并使其各自的发展更具包容

性和更可持续 — 实际上目前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团

和广大社区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进这一进程。所有国家都希望

增进其经济增长的质量、并提高其民众确保收入的能力。与

此同时，它们也都同样面对着严重的生态和社会平等方面的

挑战。能够在何等程度上实现这些目标和是否能有效应对这

些挑战，正是用以衡量各方在促进可持续的增长和社会发展

方面的进展情况的关键参数。

我谨此希望各位将能够发现这一《时事简讯》在提供涉及各

种紧迫的发展政策事项的资讯方面十分有用 — 同时我还希望

各位将能够将之推介给其他读者。

诺琳•海泽 (Noeleen Heyzer)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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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
考虑到蒙古将近80%的贸易是与中国、俄罗斯联邦、大韩

民国和日本这四个邻国进行的，开展次区域合作以促进贸

易和过境事务的必要性就显而易见了。此外，蒙古可成为

与其邻国的区域内贸易的一个重要过境国。经过蒙古边境

关口的货物的主要过境线路位于与俄罗斯联邦接壤的北部

边界地区以及与中国接壤的南部边界地区。该经济体有通

道连接到俄罗斯联邦的六个港口和中国的一个港口。蒙古

具有发展成为一座“陆桥”的潜力，可将能源丰富的俄罗

斯联邦与缺乏能源的其他次区域经济体连接起来，而其制

造业和农业产品出口的潜力很大。

蒙古与110多个国家有外贸往来。然而，蒙古的主要贸易

伙伴是其相邻的经济体中国和俄罗斯联邦(图1和图2)。经

过这两个邻国领土的海外货物的过境费用占蒙古运输总成

本的三分之一。蒙古经济严重依赖商品出口，特别是铜、

黄金和羊毛的出口。矿产品占其2009年出口总收入的60%

以上(图3)，其中铜精矿是最大的单项产品。进口在蒙古经

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在其最重要的工业产品和消费

品都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这一事实。其主要进口物品是机

械、矿产品、交通运输设备以及纺织品和纺织制品(图4)。

2009年，中国是其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提供其36%的进口供

应，其后是俄罗斯联邦的31.5%以及大韩民国的7.1%。

要充分挖掘次区域贸易的潜力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值得

这样做，因为考虑到贸易创造的繁荣可促进每个国家的经

济社会发展。事实上，东亚和东北亚内的贸易及其与蒙古

的贸易仍然受到若干有形和无形障碍的阻碍：复杂和不透

明的贸易政策、薄弱的边界管理/边界延误造成的高成本、

签证要求方面的困难、过境和清关要绕道、薄弱的交通运

输基础设施。

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开展的物流绩效指数调查，在清关流

程效率、贸易质量和与交通运输有关的基础设施、安排

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办事处《时事简讯》：

2010年/第1期 亚太经社会为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提供服务

在首期《时事简讯》中，我们主要介绍东亚和东北亚

次区域内唯一的一个内陆国家：蒙古。我们探讨了最近

发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对该国所产生的影响，并着重阐

述了蒙古对外部各种冲击的脆弱性。始于2008年的这场

金融危机从各种不同方面对蒙古的经济产生了严重影

响，其中包括致使该国的贸易逆差加大和经常项目的不

平衡、不平等现象加剧、以及在基础设施和其他发展层

面的差距也日益扩大。这些不利影响反过来又减少了该

国的就业、资本流入和政府收入，从而限制了其用于克

服发展方面的结构性障碍的各种政策选项。本期《时事

简讯》概述了所取得的一些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一些

解决办法，同时阐明了可用于帮助防止或缓解今后出现

任何类似情况的政策选项。

本期《时事简讯》具体展现了亚太经社会将利用知识和

经验共享作为区域和次区域的变革的推动力所做出的协

调一致的努力。我们欢迎各位读者对本期《时事简讯》

的内容和形式发表意见，并期待着向各位提供切实有用

的工具，用以进一步大力推进所有人的事业。

彼得•凡•拉瑞 (Peter Van Laere)

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办事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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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史密斯曾在1776年发表过这样的看法：非洲和亚

洲内陆地区是世界上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许多年之后

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大多数内陆发展中国家所

处的境况仍然极为严峻。内陆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努力寻

求各种解决办法，以帮助它们克服因其固有的发展缺陷

所造成的种种困难。由于无法改变其自然和历史的现实

情况，因此唯一的补救措施自然只能依赖人为制定的政

策措施。此种政策措施不仅是内陆发展中国家本身应该

采取的措施，而且也应是那些过境国以及双边和多边捐

助方采取的措施；不仅是单个国家应采取的措施，而且

也应是国际社会采取的共同行动。

直到最近，内陆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在很大程

度上被忽略了：根本没有采取任何集体的应对措施。2003

年的《阿拉木图宣言》和《行动纲领》改变了这种状

况。这是联合国大家庭首次庄重地承认在国际一级处理

内陆发展中国家相关议题的必要性。在这一驱动下，内

陆发展中国家集团在纽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开展了许

多重要活动，以期争取在联合国获得政治支持、并提高

各方对这些议题的认识。蒙古国是自1994年以来组织和领

导这一集团的先驱之一。

于2006年在哈瓦那举行的第一届内陆发展中国家峰会上，

蒙古国总统  首次提出了需要通过建立一个国际智囊团来

改进内陆发展中国家分析能力的设想。在随后于2007年

在乌兰巴托举行的内陆发展中国家贸易部长会议上，蒙

古国总统在其所作的相关发言中又进一步深入阐述了这

一提议，并特地邀请把这一智囊团设于乌兰巴托。2007-

2009年期间，内陆发展中国家采纳了众多由其自行提出

的、以及专门涉及这些国家的决定和决议。于2009年4月

23-29日举行的亚太经社会第六十五届会议一致通过了一

项支持在乌兰巴托设立这一智囊团的内容充实的决议；   

据认为这是向前推进蒙古国所提出的这一举措的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一步。作为这些决定的后续跟进行动，联合

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与蒙古国现任总理 (时任该国外交部

长) 苏赫巴托尔·巴特包勒德先生一道于2009年7月27日在

乌兰巴托正式宣布这一国际智囊团成立。于纽约举行的

第九届内陆发展中国家外交部长会议将《关于在乌兰巴

托设立内陆发展中国家国际智囊团的多边协定》核准为

一个政府间机构。 

由于作出了这一重要决定，内陆发展中国家国际智囊团

现已在国际和运作层面上成为了一个现实。这一智囊团

目前正在寻找各种与那些有着共同利益和面临着共同的

跨领域问题的相关机构开展合作的途径和模式，以期使

所有利益攸关方都能够积极和高效地开展相互协作。

盖瑞尔•杜里奇帕拉姆 (Gerel Dorjpalam)
撰稿人：蒙古国驻首尔大使

有价格竞争力的货运的容易程度、物流服务的能力和质量、

追踪和跟踪货物的能力、在原计划或预期的交货时间内货物

到达目的地的及时性等方面，蒙古在155个国家中排名第141

位。2009年，全球“做生意”项目把蒙古排为从事跨境贸易

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办事处新闻通讯：第2010/1期
改进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分析能力的必要性：
内陆发展中国家国际智囊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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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Michael L. Faye、John W. McArthur、Jeffrey D. Sachs 和Thomas Snow合著；

    载于《人类发展期刊》，第5卷，第1号，2004年3月。
2“若要使我们的协作努力得以发挥最大效力，我们就应具备出色的分析能力。我们认为，通过在我们的首都之一

设立一个国际智囊团，可以达到这一目的。有了这样一个“智囊”，我们就能够制订出任何事关我们利益事项的
优化战略，并避免我们的行动和努力发生重叠”。

3  亚太经社会2009年4月29日第65/6号决议。
4《第九届内陆发展中国家外交部长年度会议公报，纽约，2010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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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83个国家中的第155位。

目前，蒙古与中国、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已签署了双边过境运输协定，

这些协定有利于蒙古商品通达

海港，以及建立特别的海关仓

库或者货物集结区，以便对内

陆国的货物进行储存、转运、

编组和开展其他业务。然而，

需要建立一个明确的次区域贸

易框架，以及统一边界制度和

海关程序，以便确保建立一个

可靠和安全的贸易环境，使整

个次区域的贸易蓬勃发展。朝

东亚和东北亚的陆桥

在东亚和东北亚各经济体中，蒙古是该次区域唯一的内陆发展中国家。亚太经社会

通过实施《阿拉木图行动方案》(见第5页方框) 高度重视内陆发展中国家及其特殊需

要。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凸显了包括蒙古在内的内陆发展中国家易受外部冲击影响

这一事实。例如，蒙古的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的程度较低。然而，2009年蒙古经济

增长急剧下降。这场危机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影响到蒙古，发达国家的进口需求急剧

减少，导致出口额下降。其主要出口商品价格低廉也是增长骤然减速的一个因素。

预计蒙古将在2010年恢复经济危机中的损失，这将推动东亚和东北亚的恢复速度超

过预期。尽管蒙古是内陆国家，但由于其战略地理位置，可作为次

区域的一个陆桥发挥主导作用。

尤金•盖里曼 (Eugene Gherman)

东亚和东北亚区域办事处副主任兼高级经济事务官员

图 1

2009年按国家分列的出口商品结构

资料来源：欧洲联盟委员会、贸易统计数字：蒙古, 2009年。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6/september/tradoc_113420.pdf

资料来源：蒙古使馆, 比利时：贸易额。2009年。
http://www.embassyofmongolia.be/?q=node/121

资料来源：欧洲联盟委员会、贸易统计数字：蒙古, 2009年。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6/september/tradoc_113420.pdf

资料来源：蒙古使馆, 比利时：贸易额。2009年。
http://www.embassyofmongolia.be/?q=node/121

图 3

2009按统一制度商品项分列的出口商品结构

图 2

2009年按国家分列的进口商品结构

图 4

2009按统一制度商品项分列的进口商品结构

① 中国 78.5%
② 加拿大 9.5%
③ 欧洲联盟(27) 3.8%
④ 俄罗斯 3.0%
⑤ 南韩 1.8%
⑥ 美国 1.0%
⑦ 日本 0.5%
⑧ 乌克兰 0.4%
⑨ 智利 0.4%
⑩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2%
⑪ 其他 0.9%

① 矿产品 60.1%
② 天然或养殖珍珠, 宝石或 亚宝石 23.6%
③ 纺织品和纺织制品 8.9%
④ 生皮, 皮, 皮革, 毛皮等 1.6%
⑤ 其他 5.8%

① 中国 36%
② 俄罗斯 31.5%
③ 欧洲联盟(27) 9%
④ 南韩 7.1%
⑤ 日本 4.9%
⑥ 新加坡 2.3%
⑦ 美国 1.9%
⑧ 乌克兰 1.3%
⑨ 哈萨克斯坦 0.9%
⑩ 马来西亚 0.7%
⑪ 其他 4.4%

① 矿产品 27%
② 机械和机械应用 17%
③ 车辆, 飞机, 车辆与零件 13%
④ 木浆12%
⑤ 贱金属和物件 7%
⑥ 预制食品 6%
⑦ 蔬菜产品 4%
⑧ 其他 14%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⑨

⑩
⑪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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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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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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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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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木图行动纲领》系于2003年8月间在哈萨克斯

坦的阿拉木图举行的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及捐助国

和国际金融与发展机构过境运输合作问题国际部长级

会议上获得通过。

此项《行动纲领》旨在确立一个全球性行动框架，据

以在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内建立一个可同时兼顾二

者利益的有效过境交通运输系统。为此，《阿拉木图

行动纲领》寻求实现以下各项目标：

(a) 根据适用的相关国际法规定确保各种运输方式均得
以进出海口；

(b) 降低成本并改善服务，以期提高这些国家的出口
竞争力；

(c) 降低进口货物的交货费用；

(d) 处理贸易线路上出现的延误和不确定因素；

(e) 建立足够的国家网络；

(f) 降低运输途中的损失、损坏和物品腐败；

(g) 为扩大出口开启通道；

(h) 提高公路运输安全以及运输走廊沿线的人身安
全。

目前世界上共有30个内陆国家，其中有12个位于亚太

经社会区域，其中包括蒙古。为此，亚太经社会在过

境运输政策和基础建设发展方面积极支持实现《阿拉

木图行动纲领》的各项目标

“设法在一个内陆和过境发展

  中国家过境交通运输合作的新型全球框架

  内满足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

阿拉木图行动纲领

亚太经社会提供的支持

过境运输政策和基础设施的发展：

(1) 通过了《亚洲公路网络政府间协定》；

(2) 绘制中亚经济体特别方案的道路和铁路网络示意图；

(3) 建立一个亚洲综合国际多式联运网络。

国际贸易与贸易便利化：

(1) 协助各内陆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

(2) 为内陆发展中国家和过境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提供更方便的市场准入；

(3) 精减和协调划一贸易信息流，并为此建立称作“单一窗口”

       的一站式电子信息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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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Togosbold,“Recent Progress, Status of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Intermodal Transport Corridors in Mongolia”, Ministry of Road, Transport, Construc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of Mongolia, http://www.unescap.org/ttdw/cp_pm/TIS/CorridorStudy/EGM_files/Mongolia_CountryPaper.pdf, accessed 6 September 2010.

2 Mongoliana,“Railway transport in Mongolia”, http://www.ub-mongolia.mn/facts-mongolia/economy-mongolia/railway-transport-in-mongolia.html,accessed 9 

September 2010.

着这一方向向前迈出的一步可以是：制订与贸易有关的数据

的电子传输标准。尽管共同使用同一平台是最理想的，但在

该次区域每个国家实行一种贸易数据传输电子系统、统一这

些系统所依据的标准和法规以及使其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

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基础设施
蒙古境内交通运输缺乏足够的实物条件、体制和输导能力

弱、国内市场小、极易受外部冲击影响、以及远离主要海

港，这些都不利于蒙古跨境交通运输。离蒙古最近的中国海

港(天津)和俄罗斯联邦海港(符拉迪沃思托克)的距离分别为

1,700公里和3,800公里。蒙古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有限，是对其

经济能力和商业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因此，改进跨境基础

设施对于发展蒙古的过境、交通运输和物流部门，以及对在

次区域开通新的交通运输走廊，都至关重要。

蒙古境内共有大约5万公里公路，其中大多数是砂石路和土

路，只有乌兰巴托至俄罗斯联邦边境的运输走廊铺设了路

面，然而，这条铺设了路面的公路路况很差，并由于严寒的

冬季迅速恶化，只能在夏季天气较暖和的几个月里进行修

复。尽管蒙古境内公路使用率很高，车辆拥有率不断增加，

但公路的质量和数量始终处于很低水平。公路交通运输部门

面临两个主要问题，第一，资金缺乏，在蒙古只有两个项目

获得国际机构的技术和财政援助。第二，现有的公路交通运

输系统不能满足国内和国外需求。为了满足这两种需求，蒙

古国家交通运输便利化委员会已审批实施几个公路项目，包

括乌兰巴托和中国边界之间的新公路，以及蒙古西部通过科

布多市的中俄边界间的新公路，其目的是靠亚行和大韩民国

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财政资助，改善北亚和南亚之间的交通运

输联接。开展这些项目也是亚太经社会正在建立的亚洲公路

网的一部分。

关于铁路，蒙古境内的铁路系统是贸易运输的主要方式之

一。称为“乌兰巴托铁路”的铁路系统网目前占了蒙古境内

货运营业额的将近95%。这条主要线路是泛西北利亚铁路的

延伸，是单轨系统，轨道宽为1,520毫米，终点站是北京。因

为在中国铁路段必须改变轨宽，目前蒙古－中国边境设有轨

宽转换系统。并且在中国，前往蒙古的货运只限于单轨货车

(Synorail)。中国一直在蒙古铁路基础设施发展中发挥重要作

用，目的是便利两国之间的贸易。中国计划投资建造一条新

的铁路，把戈壁地区和蒙古东部区域的主要线路连接起来。

这一段延伸路线是必要的，可加速戈壁地区的社会经济发

展，在这一地区发现了丰富的矿产资源，预计将建立一个称

为“赛音山达采矿、冶金和能源综合区”的新工业区。

蒙古境内最大的货运活动是过境货运。目前中国经蒙古从俄

罗斯联邦每年进口大约1000万吨原油。随着中国的石油需求

增加，预计到2015年进口的碳氢化合物将增至3300万吨。由

于中国海港已变得非常拥挤，可能需要转而通过陆路进口石

油，因此集装箱铁路运输量预计将增加。

在蒙古境内发展适当的铁路系统一个主要挑战是由缺乏竞争

导致的劣质服务，因为客户们别无选择，只能使用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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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铁路公司提供的服务。铁路系统只覆盖蒙古中部的运输

走廊和蒙古东北部一小部分地区。自1990年代初以来铁路系

统没有任何改进。蒙古境内铁路系统的大多数客户抱怨，由

于边境站缺乏适当的转运设施，过境仍然非常困难。过境费

用到达运费总额30%，对许多个人来说，这样的收费过高。

此外，俄罗斯联邦和中国的海关管理局还要收取很高的过境

费。目前海关系统运作极其缓慢。

蒙古要发挥陆桥作用，就必须对过境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尤其是2005年“过境蒙古”国家方案的目的是“基于有私

营部门和外国投资者积极参与的市场的实际需求，支持和

发展蒙古的过境、交通和物流部门，并充分利用蒙古的地

理位置优势”。

前进的方向和次区域办事处
的作用
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的多样性加强了经济互补性并带来了扩

大和深化经济关系的各种机遇，有益于区域各国。日本和大

韩民国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体，中国是劳动力密集型国

家，而蒙古和俄罗斯联邦有着重要的自然资源和能源供应。

中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是次区域的增长

引擎。中国通过与大韩民国和日本、以及日益与作为自然资

源供应国的蒙古和俄罗斯联邦的纵向和横向综合供应链，深

化了与各方的联系。蒙古位处主要贸易伙伴业已建立的运输

系统之间，在通过蒙古境内铁路和公路转运货物方面有着很

大潜力，在同东亚和东北亚其他国家之间更广泛经济合作方

面也有很大潜力。蒙古同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和有着丰富资

源的俄罗斯联邦相邻，因而在努力成为次区域陆桥方面具有

很大优势。公路、铁路和基础设施对于在次区域内外更快地

运输和转运货物和能源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更好地管

理基础设施并在本区域协调基础设施，对于东亚和东北亚次

区域是十分有益的。要取得这一成果，在满足蒙古基础设施

需要的同时，还必须创建一个适当的法律和管理框架，以有

助于跨境经济活动和鼓励私营部门发展。

亚太经社会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办事处的机构设置十分有利

于针对东亚和东北亚各国面临的次区域发展挑战制定并着手

合作采取应对措施。次区域办事处可在发展有效、安全和可

靠的陆地及陆海交通运输连接方面，以及在促进交通运输领

域的合作以推动外贸和旅游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预计还

将产生的其他成果是，加强各国处理包括跨境运输在内的各

种国际过境运输事务的能力，加强根据联合国公约和协议制

定的各国运输立法的协调性，以及加强地理信息数据库的进

一步发展。成功地实施这些多方利益攸关者项目，将使次区

域各国能够从贸易和合作中获益，从而有助于这些国家的可

持续经济发展。

3 A. Erdenepurev,“Current Status of Trade and Transport Facilitation and Problems Related to Border Crossings”,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Trade of Mongolia,

  http://www.unescap.org/tid/mtg/mong06_ae2pdf, accessed 9 September 2010.

4 D. Narnapurev,“National Committee on Trade and Transport Facilitation of Mongolia”, 

  http://www.unece.org/trans/doc/2009/wp5/ECE-TRAS-WP5-GE2-02-pres06e.pdf, accessed 13 Septem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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