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鍵性地理位置

《願景與行動》中描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

點合作方向主要是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

歐洲（波羅的海），或中國經中亞、西亞

至波斯灣、地中海。由此可見，中亞地區

在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發展上處於重要位置，

而中國通往該地區的陸路聯繫上，新疆正

處於關鍵性的地理位置。

新疆與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

克、蒙古等多個國家接壤，陸地邊境線長

達5,600多公里，是中國毗鄰國家最多的

省區。從地理及交通而言，新疆可說是處

於與「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交往的通道，

能與周邊國家直接互聯互通，也是資源及

生產要素交流的門戶。

■ 新疆正處於絲綢之路經濟帶關鍵性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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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經貿研究部

新疆作為「一帶一路」核心區

中亞貿易的發展

「一帶一路」是中國對外發展的重要戰略，目標是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

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除了涉及沿線的60多

個國家外，中國內部不同省市地區對配合「一帶一路」的發展也十分積極。

在2015年3月，國家發改委發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

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下稱：《願景與行動》）中，也指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中國將發揮國內各地區比較優勢，其中對新疆的定位為：發揮當地獨特的區位優

勢和向西開放的重要視窗作用，形成絲綢之路經濟帶上重要的交通樞紐、商貿

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

與



配合「一帶一路」
發展計劃

據新疆發改委的代表向香港貿易發展局表示，

當地已就配合「 一帶一路 」展開全面部署和建

設，雖然具體實施方案仍在規劃和審批過程中，

但總方向將圍繞五個中心、三大通道發展。

五大中心是指交通樞紐中心、商貿物流中心、

金融中心、文化科教中心及醫療服務中心等。

醫療服務中心的構想主要是面向中亞地區提供

相關服務。據新疆當地官員表示，因為新疆的

醫療水平較中亞地區為高，2015年從周邊中亞

地區到新疆就醫的就超過1,500人，除了烏魯

木齊外，沿新疆邊境的醫院也有接收這類就醫，

因此將來有可能向醫療和旅遊結合的方向發展。

至於交通樞紐與商貿物流兩個中心的發展其實

是相關連的。新疆與中亞國家的貿易在中國與

中亞國家整體貿易中佔比甚重，可見該地區已

成為兩地貿易的重要中介，同時，當地不少出

口至中亞的貨品均來自中國沿海或內陸地區。

除了新疆的貿易功能外，也有部分進出口貨量

並非由新疆的貿易公司經營，但卻仍是經過新

疆將貨物運送到中亞的市場或從中亞進口，發

揮新疆作為運輸渠道的功能。據新疆海關的數

字，過去幾年，新疆口岸海關監管的貨運量從

2009年的2,093萬噸，增加到2014年的4,665

萬噸；口岸進出口總值從2009年的222.9億美

元，增加到2014年的461.4億美元，較當地貿

易商的進出口數字為高。

區域性的交通樞紐

雖然新疆的對外貿易近年面對需求轉弱的挑戰，

但新疆作為中國內地與中亞地區的交通運輸和

物流通道有其地理上的優勢。因此，新疆在配

合「 一帶一路 」的發展方面，提出了要建成區

域性的交通樞紐，主要的構想是建設北、中、

南三條跨越新疆的交通通道，經新疆通向中亞、

西亞、南亞和俄羅斯等。

其中，北通道設計是源於「 環渤海 」地區，自

京津唐經山西、內蒙古，進入新疆後，經伊

吾、布爾津等地，西出哈薩克至俄羅斯；中通

道起於「 長三角 」地區，沿第二座亞歐大陸橋

橫穿中原地區、進入新疆後經哈密、吐魯番、

烏魯木齊，然後分別從阿拉山口和霍爾果斯出

境，通向中亞至歐洲；南通道起於「 珠三角 」

地區，經湖南、重慶、四川、青海，進入新

疆後，經若羌、和田、喀什，通往塔吉克，然

後南下至印度洋沿岸。據新疆發改委的代表表

示，中通道現時基本上已通行，正待進一步提

升。至於其他規劃的通道，新疆境內部份預計

在「 十三五 」之內基本上打通。

■ 三條跨越新疆交通通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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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流轉的集散及
分撥中心

利用交通聯繫，新疆有意發展成為一個中亞與

中國內陸貨物流轉的集散中心和分撥中心，特

別是一些零散的貨物，可以在這裡併櫃。例如

烏魯木齊正開始建造一個鐵路集裝箱中心，是

新疆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的重要工程之

一。希望通過該項目能加快整合中歐班列，建

成向西開放的集裝箱集運中心，並帶動周邊物

流園區的建設。新疆正爭取更多貨運班列在當

地進行重新編組，以增強作為集散中心的功能。

此外，今後五年新疆將建設烏魯木齊、伊寧等

國家級公路運輸樞紐，以及30多個物流園區。

除了烏魯木齊，其他城市如伊寧，也計劃在

「 十三五 」期間建設伊寧航空港，將會改擴建現

有機場，開放機場國際口岸，開闢哈薩克和中

亞地區國際航線，並開設針對中亞地區的貨運，

發展國際物流中心。雖然從現階段看，這些分

撥中心或物流中心的功能仍要視乎將來的貨源

是否足夠。新疆發改委的代表表示，新疆將來

要依托綜合保稅區、自由貿易區、鐵路和空運

等聯繫，加強分撥中心等功能，達至吸引貨物

的流轉及集中。

國際物流發展及服務需求

新疆朝向作為中國內地與中亞，以至歐洲之間

的物流運輸集散中心的方向發展。從國際物流

發展來看，將來基礎設施如能發展起來，現時

與歐洲之間主要以海路運輸的現狀可能會有所

改變。除了新疆位於中國與中亞／歐洲之間的

區位優勢，新疆少數民族與中亞地區的文化相

近，較易溝通交流，均有利新疆提供服務功能。

從過去兩年看，陸路運輸開始發展，在貨運量

進一步發展時便需要中轉、集運和分撥的配套

服務，將有機會加強新疆的功能，不單提供一

條出口到中亞以至歐洲的路徑，並增加對相關

的物流服務需求外，隨著集運和分撥中心的功

能提高，對提升相關服務管理系統的需求也將

應運而生。此外，隨著跨境電商的發展，新疆

也有機會發展為中國沿海廠商在供應中亞跨境

電商市場的一個倉儲配送中心。

發展本地加工生產業

從貨源考慮，除了來自沿海或內陸的製成品外，

新疆也計劃鼓勵發展本地的加工生產業。新疆

除了定位為三基地，即油氣生產加工儲備基地、

煤炭／煤電／煤化工基地、大型風電基地外，

還計劃發展和利用當地資源作原材料或外地的

半成品，面向中亞市場的加工製造業；或利用

中亞資源的加工業，如木材、綿花、玉米，加

工後成木板、家具，再出口到中亞或中國內銷。

例如在烏魯木齊經濟開發區，據當地部門介紹，

汽車裝備製造是發展重點之一，內地生產商落

戶當地主要是因為接近中亞市場；有廣東的摩

托車廠把組裝放在新疆，其中一個考慮是方便

出口。近年新疆與中部及沿海城市增強交通聯

繫，大大提升當地與其他地區的物流運輸效率，

使在該地區從事加工活動的廠商，能以較從前

低的成本，取得其他地區在物料、配套方面的

支援。

為了鼓勵利用當地的棉花資源，近年新疆出台

相關政策支持發展紡織服裝製造業，在南疆的

阿克蘇、庫爾勒和北疆的石河子打造紡織服裝

產業基地，並容許集中發展印染產業。此外，

■ 從貨源考慮，除了來自沿海或內陸的
製成品外，新疆也鼓勵發展本地的加工
生產業，如設立烏魯木齊的出口加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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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設立了紡織服裝產業發展專項基金，優惠政

策包括：補貼運費、員工培訓、社保及污水處

理補貼等。考慮到當地的支援工業較弱，新疆

計劃發展一些產業鏈較短的紡織業，例如針織、

地毯和家紡等。

據新疆相關部門介紹，當地的土地和電價相對

便宜，勞動力雖然有供應但需要培訓，而工資

水平也不比內地低很多。烏魯木齊經濟開發區

表示在勞動力供應方面，技術性工人較緊缺。

不過，開發區與當地職業技術院校合作，有針

對性地培訓技術工人。據悉當地普通工人的薪

金水平約每月3,000多元人民幣。

新疆一些開發區仍有優惠政策，以霍爾果斯經

濟開發區的伊寧園區為例，該區在2013年正式

建設，現時主力拓展基建，定位為區域性的商

貿物流中心、利用優勢資源加工，再把產品出

口到中亞。據當地部門介紹，入區企業如果屬

於重點鼓勵發展產業，企業所得稅可享有前五

年全免，後五年地方留成部分全免，進口設備

國內沒有免關稅，此外還有固定資產／流動資

金貸款貼息和用工培訓補貼（特別是紡織服裝

勞動密集的企業），用地的核准定價則是15萬

元人民幣一畝。

■ 新疆一些開發區仍有優惠政策，
包括免除所得稅、貸款貼息和用工
培訓補貼等，如正在建設的霍爾果
斯經濟開發區的伊寧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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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企業在新疆的發展實例

一家從事食品加工的企業選擇在烏魯木齊出口加工區建廠，利用新疆的農產品生產蕃茄醬、

果醬、果蔬罐頭及調味料等，新鮮蕃茄都是當地出產，公司除了有本身的種植基地，也有與

新疆農戶合作由他們承包生產。

其產品主要出口到哈薩克，並且設立研發基地，

專門開發符合中亞消費者口味的產品，例如哈

薩克消費者一般喜歡較甜的口味。由於哈薩克

的工藝水平較落後，該公司採用的果醬瓶因為

可以循環再用，頗受當地消費者歡迎。現時該

公司在哈薩克市場中，同類產品的市場佔有率

大概已佔有25% 至30%。通過哈薩克的代理，

產品現已進入烏茲別克和俄羅斯。

新康食品在哈薩克的阿拉木圖也有一家工廠，兩家廠房生產

的產品差不多。在哈薩克的工廠所需的原料（蕃茄醬）及配

套用品都從新疆運過去，而阿拉木圖的公司則負責營銷接單

的功能。雖然大部份蕃茄加工廠的產品是外銷，但近年也開

始有部分產品轉銷中國內陸市場。

■ 食品加工企
業選擇在新疆設
廠，利用當地的
農產品生產，並
出口至哈薩克等
中亞地區。



國務院在2016年1月發佈了《關於支持沿邊重

點地區開發開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當中便

提出要促進沿邊地區特色優勢產業的發展，並

支持在這些地區優先佈局進口能源資源加工轉

化利用項目，以及進口資源落地加工項目，發

展外向型產業集群；並提出研究設立沿邊重點

地區產業發展基金。

這些政策顯示中央以至地方均積極推動沿邊地

區的產業發展。雖然新疆由於地理位置和產業

配套等因素，對大部份加工產業而言未必是最

合適的轉移地，但對個別行業，特別是涉及利

用當地或中亞進口資源的加工業，以及針對中

亞以至南亞市場的企業，新疆在「 一帶一路 」

及政策支援的大環境下，值得留意當地在加工

製造業的發展機會。

新疆在中國與中亞貿易中
擔當重要角色

地理上，新疆與中亞多國邊境接壤，例如哈薩

克、吉爾吉斯等，對外交通運輸又日趨便利，

使新疆的口岸成為中國沿海及中部地區，向中

亞市場出口產品的通道。

新疆除了發揮運輸渠道的功能外，新疆也是中

國產品銷往中亞市場的貿易平台。雖然，在

2015年，中亞市場因為經濟及匯率等因素引致

需求轉弱，但過去一段時間，新疆曾受惠於中

亞市場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包括各種輕工產品、

機電產品、加工食品等，使新疆出口業務持續

增長。

來自中亞的買家在烏魯木齊，以至中國邊境城

市如伊寧、霍爾果斯等地，除採購新疆的本地

產品外，更多採購來自中國內地，包括長三角

／珠三角城市製造的產品，使新疆成為銷售往

中亞市場的貿易平台。

新疆主要是與中亞國家進行國際貿易。據海關

數字，由於中亞地區需求減弱，2015年新疆進

出口貿易總額下降至196.8億美元，但與哈薩

克和吉爾吉斯的進出口貿易仍佔新疆貿易總額

的46%；而新疆與中亞國家的貿易佔整個中國

與中亞這些國家貿易的比重很大，顯示中國與

中亞國家的貿易很大部分都是經由新疆來進行，

而當中不少出口貨品均來自中國沿海或內陸地

區。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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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疆統計年鑒2015，烏魯木齊海關

新疆進出口貿易額

香港印刷業商會

064

█

香
港
印
刷
第 

期
110

行業動態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中國對中亞國家的出口大部分經由新疆的企業

辦理，當中包括該區企業的業務，也包含其他

內地企業通過新疆的貿易商所經營的出入口業

務。2015年經新疆出口往哈薩克、吉爾吉斯和

塔吉克的產品，分別佔所有中國出口往這三個

中亞市場的62.3% 、74.7% 及76.7%，反映新

疆在中國與中亞市場的貿易中擔當了重要角色。

「邊貿」形式為主

新疆貿易的其中一大特色，是以簡稱為「 邊貿 」

的「 邊境小額貿易 」為主要貿易方式。隨著鄰

近中亞地區的經濟增長，新疆不少貿易商，以

「 邊貿 」方式開拓中亞市場。「 邊貿 」出口除新

疆本地製造的產品如各類棉／紡織品、農產品

及加工食品外，亦有很大部分是從內地其他省

份採購，或與其他地區廠商合作生產的各類消

費品和工業品，通過新疆口岸出口中亞。

在新疆進行「 邊貿 」，是指在新疆註冊、經政

府外經貿／商務部門批准，擁有「 邊貿 」經營

資格的企業，與新疆「 毗鄰 」國家、即與新疆

邊境接壤國家的企業或其他貿易機構，通過當

地指定的各陸地邊境口岸，而開展的進出口貿

易活動。

「 一般貿易 」則指與世界各國通過新疆或其他中

國境內各口岸開展的進出口貿易。換言之企業

與新疆毗鄰國家進行貿易，例如哈薩克，擁有

相關資格的企業可以選擇以「 邊貿 」方式進行，

但如與新疆非毗鄰的國家開展貿易時，企業便

要用「 一般貿易 」方式。

雖然「 邊貿 」仍佔新疆進出口貿易的大部份，

不過據當地商務廳的官員表示，對「 邊貿 」的

一些優惠政策正逐步取消，貿易方式正向「 一

般貿易 」轉變。事實上，從進出口貿易統計數

字看，「 邊貿 」所佔比例在近年也有下降跡象，

由2010年佔貿易總額的58.6%，下降至2015

年的48.9%，而「 一般貿易 」的佔比則從2010

年的21.2% 上升至2015年的42.6%。

2015年新疆主要進出口貿易夥伴

新疆進出口
總額（億美元）

佔新疆出口
總額（%）

新疆出口佔中國
對該國出口（%）

佔新疆進口
總額（%）

新疆進口佔中國
從該國進口（%）

哈薩克 57.48 30.1 62.3 22.3 8.3

吉爾吉斯 32.37 18.2 74.7 1.7 65.0

俄羅斯 9.38 4.7 2.4 5.6 0.4

塔吉克 13.93 7.9 76.7 0.7 29.0

美國 20.72 9.3 0.4 20.1 0.3

烏茲別克 5.27 2.0 15.8 8.1 13.8

新疆各類貿易形式

佔進出口貿易總額比例（%）
2010年 2012年 2015年

一般貿易 21.2 33.5 42.6

加工貿易 1.9 1.0 1.3

邊境貿易 58.6 51.7 48.9

其他貿易 18.3 13.8 7.2

資料來源：新疆海關統計，中國海關統計

* 以貿易價值計
資料來源：新疆統計年鑒2015，烏魯木齊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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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各類商城
作為貿易平台

新疆不單在地理上毗鄰中亞，當地亦有不少維

吾爾族及其他少數民族居位，在生活習慣上與

中亞國家相近，邊境居民在過去一段長時間已

與鄰國建立小額貿易關係。現時從事出口的新

疆企業主要集中在烏魯木齊及邊境城市如伊寧、

和霍爾果斯等口岸，當中又以烏魯木齊市為首

選地。

烏魯木齊已設有各類型批發市場，不少來自其

他省份的貿易商在市場內設點。在這些批發中

心經營的商戶，他們的輻射範圍不僅是烏魯木

齊及西北地區的內銷市場，同時吸引從事邊貿

的新疆及中亞買手前來採購。批發市場內的經

營者不少是來自浙江的貿易商，據一位在當地

經營批發市場人士估計，來自浙江溫州到烏魯

木齊做生意的商人一度高達10多萬人，整個新

疆甚至有20至30萬溫州人，不過現在有所減

少。

在烏魯木齊的批發市場很多，經營不同產品，

例如「 邊疆賓館國際商貿城 」，產品包括服裝、

鞋帽，以至其他輕工產品，「 地王國際商城 」、

「 德匯商貿城 」及「 火車頭外貿批發市場 」，主

要批發服裝、鞋帽、配戴飾物等小商品，「 新

疆小商品城 」售賣各類家具、箱包、家庭電器

等商品。「 華凌綜合市場 」從事建築裝飾材料、

家具為主；「 西域商貿城 」主要是汽車配件、

輪胎、及汽車美容用品等。

■ 新疆設有各類型批發市場，不
少來自其他省份的貿易商在市場內
設點，部分批發市場規模很大，商
戶來自全國各地，本地市場包括烏
魯木齊附近州縣地區，出口則主要
到附近國家如哈薩克等。

烏魯木齊的西域
國際商貿城

烏魯木齊的華凌綜合市場

在霍爾果斯的中哈旅購城

與批發市場配套的海關服務

與批發市場配套的物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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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西域商貿城的形式就像浙江義烏的小商品

城，現時約有一千家店舖，而每年都可能更換

一批新商戶。這些店舖經營的主要是汽車配件、

輪胎及汽車美容用品。商戶基本上是代理商的

角色，他們會經常參加相關的展覽會尋求貨源，

並擁有自己的倉儲，因為一些銷售較好的產品

都會先從沿海地區入貨，並存放在倉內，以便

隨時出貨，也有接到訂單後，再向廠家訂貨。

據了解，每年6至8月屬於相對較淡靜的季節。

從中亞地區過來採購的客商有短期幾天，也有

較長期逗留至幾個月，因此，市場內有酒店／

公寓樓設施出租給客商。據介紹，一年便約有

40至50萬人次入住西域商貿商城的酒店。西域

商貿城也提供專門的物流服務供應商，以及專

門的貨運物流場地，並有海關的配套服務。

新疆外貿近年面對的挑戰

新疆對中亞地區的出口貿易經過多年的增長，

在2015年因為中亞市場需求轉弱，也隨著中國

整體出口下跌而出現下降。2015年新疆出口下

跌了25.4%（以美元計），當中出口到哈薩克和

吉爾吉斯分別下跌了40.1% 和21.2%，但出口

至俄羅斯則上升了37.5%。影響哈薩克的市場

需求有經濟周期性的因素，也有結構性的因素。

過去一段時間，由於石油等商品價格下滑，直

接影響哈薩克等中亞市場的經濟表現，加上當

地貨幣匯率大幅貶值，導致購買力轉弱，2015

年中國出口到哈薩克下跌了33.6%。

新疆出口到中亞地區也面對一些結構性的挑戰，

一方面是俄白哈關稅同盟的影響，導致中國出

口貨品的競爭力下降。在關稅同盟下，俄羅斯、

白俄羅斯及哈薩克等國統一了對外進口關稅，

導致哈薩克對中國進口產品的關稅上升。關稅

同盟也鼓勵同盟國之間的貿易，對中國進口產

生替代作用。在關稅同盟下，哈薩克也逐步加

強以往一些灰色清關的進口管理。另一方面，

部份中亞地區的買家開始直接到沿海地區如浙

江的義烏採購，從而影響了新疆的中介角色。

新疆的中介角色仍然重要

據新疆一位貿易商指出，雖然部分中亞買家直

接到內地或沿海地區進行採購，但當中也有不

愉快的經歷，例如買家在付款後收不到原來所

要求的品質的貨物。因此不少中亞買家仍然想

通過一些有信用的中介來進行採購。此外，中

亞買家直接到內地也可能出現語言不通的問題，

加上部分內地的供應商也未必能提供全面的清

關服務（包括哈薩克方面的通關），而新疆當地

的貿易商則可以提供一條龍服務。

新疆作為貿易中介也正在向網上平台發展，例

如當地一家大型貿易企業高野馬集團便計劃開

拓針對中亞地區的 B2C 跨境電商業務，從國內

地區採購至烏魯木齊作中轉，通過野馬商城這

平台主力拓展中亞至俄羅斯的消費品市場。據

悉，該平台將由俄羅斯市場開始，其次為吉爾

吉斯，因為該集團擁有俄語人材，已在俄羅斯

等市場建立起一定的物流及支付體系。

因此，有意嘗試開拓中亞市場的港商可留意通

過新疆的貿易商，以至相關的電商平台尋找機

會。此外，不少企業在新疆的經濟技術開發區、

保稅區及出口加工區等設有生產設施，利用本

地和內地其他地區生產的原材料及半製成品，

或從中亞國家及外地進口原料及零部件等，在

新疆生產、加工後出口往中亞市場，他們亦有

機會成為港商的合作夥伴。

此文章由香港貿易發展局經貿研究部撰寫。如

欲獲取更多市場發展及行業趨勢資訊，請登入

www.hktdc.com/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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