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塔尔国 

The State of Qatar 

 

 

一、自然人文概况 

（一）自然地理 

国名:卡塔尔国  （the State of Qatar） 

国旗：是一面由白色和绛紫色两种颜色组成的旗帜，两色之间成锯齿状（共九个白齿） ，

靠旗杆一侧为白色，1971 年 7 月 9 日启用。白色代表和平，绛紫色代表历史上的战争。9

个锯齿代表在 1916 年与英国签署的保护协约 （卡塔尔是该区签署该种协约的第九个国

家）。 

 

卡塔尔在中东地区位置示意图 

 

1. 地理位置 

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北侧，由卡塔尔半岛与 10 余个岛屿组成，和沙特接壤与阿联酋比邻，

处于波斯湾主要石油产地的战略要冲位置。国土面积 11521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563 公里，

陆地边界 60 公里，与沙特阿拉伯共有。国土的主体是卡塔尔半岛，其形状如仙人掌，面积

为 1.03 万平方公里，是从阿拉伯半岛延伸出来的半岛。卡塔尔半岛地势平坦，北部相对较

低逐渐向西和西南方向升高，属贫瘠的沙砾地区。半岛西侧有低矮的杜汉山。半岛西部沿海

水位较浅，不利于航行。多哈与乌姆赛义德两大港口均在半岛东部。海拔最高点为库赖因·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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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布尔（Qurayn Abu al Bawl），103 米。 

2. 行政区划 

首都多哈（Doha），人口 44.6 万（2006 年）。卡塔尔共有 10 个行政区划（见下表）  

名称  名称  

多哈（首都） Doha 拉延 Ar Rayyan 

古崴里亚 Al Ghuwayriyah 朱拉延·巴提纳 Jarayan al Batinah 

朱麦亦里亚 Al Jumayliyah 达哈 Ad Dawhah 

哈瓦尔 Al Khawr 乌姆赛义德 Umm Sa'id 

瓦克拉 Al Wakrah 乌姆萨拉勒 Umm Salal 

首都多哈市是全国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人口密集，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3。多哈

位于卡塔尔半岛东海岸的中部，夏季气候炎热潮湿，特别是 6－9 月份，气温可达摄氏 48ºC。

冬季气候凉爽，温度适宜，夜间气温一般在 20ºC 以下，最低可达 7ºC。夏季无雨，冬季多

风，雨量稀少。多哈交通方便，近郊有国际机场和深水港，与全国其它城镇及邻国沙特均有

高等级公路相通。 

近 10 公里长的多哈海滨大道是卡塔尔的重要景观也是最漂亮的大道，已经成为市民休

闲、娱乐场所。大道中间有宽阔的绿地，常年盛开的鲜花和高大的椰枣树散落其间。大道中

部有一座较大的街心公园－贝达公园，里面有许多反映海湾阿拉伯国家传统和社会生活的艺

术雕塑，也是经常举行大型露天庆典活动的场所。埃米尔的行宫就坐落在海滨大道的一侧，

许多政府机构如：外交部、经贸部、财政部、内政部、中央银行等点 着大道，一些现代化

建筑节次鳞比沿着大道上竞相矗立。 

3. 自然资源 

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海产资源。除石油、天然气资源外，卡塔尔属于资源比较匮

乏的国家。全境无河流与湖泊，地下水资源贫乏。 

4. 季节气候 

卡塔尔境内基本上是平原沙漠地形，属热带沙漠气候，无严冬，夏季高热。夏季炎热漫

长，最高气温可达 46℃；冬季凉爽干燥，最低气温 7℃。年平均降水量仅 125 毫米。 

主要自然灾害:大雾（主要是对海上运输和海上作业的影响），沙尘暴等。 

（二） 居民与宗教 

1. 人口 

卡塔尔国原有人口不多。19 世纪末全国仅有 7，900 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增加到

2.8 万人，但其中外籍人占 40%。战后人口迅速增加，1964 年达 8 万人，1973 年上升为 17

万人。1986 年进行人口普查时为 36.9 万人，其中外籍人居多数。 1999 年估计全国共有 68.1

万人，其中外籍人约占 75%。主体民族是阿拉伯人。据估计，卡塔尔人占全国人口的 25%，

来自阿曼、原北也门、埃及、黎巴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占 25%，南亚人占 36%，伊朗人

占 10%。 居民大都信仰伊斯兰教，穆斯林占全国人口的 92.4%，多属逊尼派。 

人口数量 

840，926 人 （2010 年 7 月，引自 CIA 的 World Fact 资料库） 

人口年龄结构（2010 est.） 

0-14  岁: 21.8% （男性:94，567/女性:88，782） 

15-64 岁: 76.7% （男性:457，843/女性:187，514） 

65 岁以上: 1.5% （男性:7，045/女性:5，175）  

人口增长率 

0.869% （2010 年） 

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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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4 人/1,000 人口 （2010 年） 

 

死亡率:     

2.44 死亡/1,000 人口（2010 年） 

城市化率: 总人口的 96% （2008 年） 

尽管卡塔尔城市化率已经很高，但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和每年丰厚的石油美元收入等原

因，自 2005 年以来，每年仍以 2.2%的速度增长。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全国 2/3 以上的人口居住在首都多哈（Doha）及其附近地区，另

外一个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是乌姆赛义德城。虽然内地还有一些贝都因游牧民，但数量日益

减少。 

人口性别比率 

新生儿    : 1.056 男性/女性 

15 岁以下  : 1.06 男性/女性 

15 至 64 岁 : 2.44 男性/女性 

65 岁以上  : 1.36 男性/女性 

总性别比  : 1.99 男性/女性 （2010 年）  

新生儿当年死亡率    

平均: 12.24 死亡/1，000 新生儿 

男性: 13.02 死亡/1，000 新生儿 

女性: 11.41 死亡/1，000 新生儿（2010 年）  

新生儿预期寿命   （2010 年统计数据） 

平均预期寿命: 75.51 年 

男性预期寿命: 73.78 年 

女性预期寿命: 77.33 年  

适龄妇女生育率:  2.44 /育龄妇女 （2010 年） 

HIV 成人传染率:  0.1% （2010 年） 

非文盲率（标准为 15 周岁以上，能进行读、写）    

平均非文盲率: 89% 

男性非文盲率: 89.1% 

女性非文盲率: 88.6% （2004 年）  

受教育年限 

平均受教育年限: 13 年 

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 13 年 

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 14 年 （2006 年）  

教育支出: 占 GDP 的 3.3% （2005 年） 

2. 民族 

卡塔尔主体民族是卡塔尔阿拉伯人，但并未构成卡塔尔常住人口的多数，卡塔尔阿拉

伯人占全国人口的 25%，形成主体民族人口与外来人口在结构上的“倒置”，外来人口中来

自阿曼、原北也门、埃及、黎巴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占 25%，南亚人占 36%，伊朗人占

10%，其他人占 4%。 居民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穆斯林占全国人口的 92.4%，多属逊尼派。 

3. 语言 

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通用英语。 

4. 宗教 

居民大多信奉伊斯兰教，多数属逊尼派中的瓦哈比教派，什叶派占全国人口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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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 

（一） 政治体制 

1. 国家简史（截止到独立）
①

早期大多数卡塔尔居民是从阿拉伯半岛其他地区迁移来的。公元 7 世纪卡塔尔是刚刚

兴起的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16 世纪初期遭葡萄牙人入侵，16 世纪中叶被并入奥斯曼帝国

版图，为奥斯曼帝国的属地。1760 年乌图布部落的哈利法家族从科威特迁移到卡塔尔半岛

西北部的祖巴拉赫（Al Zubarah）地区。1783 年，乌图布部落占领了巴林，但哈利法家族

大部分仍留在卡塔尔半岛。后来巴林的统治者在很长的时期内一直视卡塔尔半岛或至少视祖

巴拉赫地区为自己的属地。 

1787～1788 年在阿拉伯半岛上兴起的瓦哈卜教派传入卡塔尔半岛。在 19 世纪中叶，卡

塔尔半岛存在着众多独立，各自为政的小酋长国。当时阿勒萨尼家族是众多酋长国中势力比

较强大的，在经过多年征战和部落联盟的合并等斗争后，从 19 世纪起阿勒萨尼家族成为卡

塔尔半岛上占统治地位的家族，19 世纪中叶建立了卡塔尔埃米尔国。阿勒萨尼家族属原居

住于今沙特阿拉伯境内耶卜林绿洲的塔米姆族。塔米姆族又可溯源于居住在阿拉伯半岛西部

沿海平原的穆达尔•尼扎尔部落。阿勒萨尼家族于 18 世纪初迁徙到萨洛瓦，后又辗转迁移，

于 1849 年定居于多哈。阿勒萨尼家族由家族先祖萨尼•本•穆罕默德得名。此人是 3 个世纪

以前迁徙到耶卜林的玛阿德哈德•本•穆希里夫的第 11 代孙。所以阿勒萨尼族又可称为玛阿

德哈德族。 

1846 年萨尼•本•穆罕默德建立了卡塔尔埃米尔国。1882 年遭英国入侵，1916 年卡塔尔

被迫接受奴役性条约，沦为英国的保护国。1934 年英国与卡塔尔又签订了条约，规定英国

负责“监管”卡塔尔的外交，在没有得到英国允许的情况下，卡塔尔不得出让、变卖、抵押

土地。1949 年，英国向卡塔尔派驻了“政治代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卡塔尔开始了商业性的石油开采，石油收入给这个岛国带来了巨额

的财富。从那时起，卡塔尔统治者就确定了分配石油收入的“祖制”：1/4 归统治者，1/4

归萨尼家族其他头领，1/4 为王族储备金，其余的 1/4 用于政府开支与发展服务性事业。 

二次大战后，英国势力衰落，逐步撤出中东地区，1971 年英国终止了与海湾诸酋长国

之间的奴役性条约。1971 年 9 月 1 日，卡塔尔宣布独立。 

此前，卡塔尔曾计划同后来组成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 7 国以及巴林国建立联邦。1968

年 3 月，9 个酋长国在迪拜举行会议，签署了关于建立联邦的协议。后来由于在联邦宪章问

题上存在分歧，以及巴林对卡塔尔半岛的祖巴拉赫地区和哈瓦尔岛的领土要求，卡塔尔与巴

林退出了拟议中的联邦国家。 

卡塔尔统治者艾哈迈德喜欢周游列国，常在国外旅游、行猎，甚至在卡塔尔独立时也

未归国理政。卡塔尔独立后不久， 即 1972 年 2 月，王储哈利法•本•哈马德发动了不流血的

政变，获得了王族与军队的支持，取代艾哈迈德成为新的埃米尔。1995 年 6 月 27 日，哈利

法之长子哈马德•本·哈利法发动宫廷政变，出任埃米尔。 

2. 政治体制沿革 

卡塔尔系君主立宪制埃米尔国。埃米尔（Emir）为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掌

握国家最高权力，由阿勒萨尼家族世袭。卡禁止任何政党活动。卡塔尔政局稳定，虽然历史

上曾出现过两次宫廷政变，但都是在阿勒萨尼家族内发生的，并没有动摇卡塔尔王室的统治

 
① 本节内容主要参考：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数据-www.cia.gov, ‘Qatar Information’, 
www.carnegieendowment.org/arabpoliticalsystems, ‘Qatar Country Profile 2008’,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London, UK, 以及赵国忠等主编《简明西亚北非百科全书》，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0 年；彭树智主编《中

东国家通史·海湾五国卷》，商务印书馆 2007 年；《世界知识年鉴》相关年度等参考书籍。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arabpolitical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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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所以卡塔尔政治局势稳定、社会秩序良好，巨额石油收入支持下的高福利政策，使百

姓安居乐业。近年卡塔尔埃米尔也在逐步推进政治、经济改革，采取比较开明的统治手段，

特别外交较为活跃，欲在地区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972 年成立了咨询议会，由 30 名成员组成。系咨询机构，职能是协助埃米尔行使统治

权力，有权审议立法和向内阁提出政策建议。会议成员全部由埃米尔任命，内阁大臣为该会

议法定成员。会议成员任期 6 年，可以延长。会议下设秘书处和立法、财经、公共服务、内

政外交 4 个委员会。现任会议主席穆罕默德·穆巴拉克·胡莱菲（Mohammed Mubarak 

Al-Khulaifi），1995 年 3 月 27 日任职，连任至今。 

3. 现行政治体制 

卡塔尔系君主立宪制埃米尔国。埃米尔（Emir）为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掌

握国家最高权力，由阿勒萨尼家族世袭。1995 年 6 月，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Hamad 

bin Khalifa al-Thani）执掌君权任埃米尔以来，一直稳操权杖，保持了政治局势稳定和社

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国家机构 

1. 立法制度和机构 

1970 年、1974 年先后颁布宪法，期间 1972 年还颁布过宪法修正案。2003 年 4 月，经

全民公决产生了“卡塔尔永久宪法”，2004 年 6 月经埃米尔签署后颁布，并于 2005 年 6 月

开始生效。 

卡塔尔宪法规定，卡塔尔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伊斯兰教为国教，埃米尔在内阁和协商

会议的协助下行使权力。 

宪法规定，协商议会是立法机构，由 45 人组成，其中 30 名议员由选举产生，15 名议

员由君主指派。议会拥有 3 大主要权力：即决定国民经济预算，通过质询、投不信任票等方

式监督内阁和内阁成员的工作，经过草拟、讨论、投票等方式通过法律，法律一经通过后，

只有经 2/3 议员投票通过后才能否决。然而，议会选举却一再延期。同样，宪法承认司法独

立，但在现实中卡塔尔埃米尔仍有很大的权威，往往是君权胜过法律。迄今为止，卡塔尔尚

未建成一个法制国家，埃米尔个人好恶、王室利益往往对卡塔尔的社会和政治发展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 

2. 执行机构（内阁） 

卡塔尔国元首、最高行政长官是埃米尔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Hamad bin 

Khalifa al-Thani） 

内阁会议由内阁大臣组成，是根据埃米尔的敕令建立的。主要任务是：
①

——根据咨询议会的建议起草各种法律、法规，讨论、磋商后提交埃米尔签署； 

——通过各部大臣提交的有关决定或提出相关修订建议； 

——监督各项法律、法规、决议的实施，监督法院的判决； 

——监督国家财政状况，制定国家财政预算草案等。 

内阁首相、大臣均由埃米尔任命，秉承埃米尔旨意行事。现任内阁于 2007 年 4 月组成，

大部分成员为王室成员（参见下表）。
②
  

首相兼外交大臣 哈 马 德 · 本 · 贾 西

姆·本·贾布尔·阿勒萨

尼 

Hamad bin Jassem bin Jabr 

al-Thani 

副首相兼能源工业及电力 阿卜杜拉•本•哈马德·阿 Abdullah Bin Hamad Al-Attiyah 

                                                        
① Refer to ‘Arab Political Systems: Baseline Information and Reforms – Qatar’, 
www.carnegieendowment.org/arabpoliticalsystems.  
② ‘Qatar Country Profile 2008’,P.18,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October 2008, London, UK. 

批注 [x1]: 议会？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arabpolitical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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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大臣 蒂亚 

内政大臣 阿卜杜拉•本•哈立德•阿

勒萨尼 

Abdullah Bin Khaled Al-Thani 

国防大臣（埃米尔兼任） 哈马德·本·哈利法 Hamad bin Khalifa al-Thani 

财政经济大臣 尤素夫•侯赛因•卡迈勒 Yussef Hussein Kamal 

商贸大臣 法赫德·本·贾西姆 Fahd bin Jassem al-Abdulrahman 

al-Thani 

教育大臣 谢赫·艾哈迈德 Sheikha Ahmad al-Mahmoud 

司法大臣 哈桑·阿卜杜拉 Hassan Abdullah al-Ghanem 

伊斯兰教事务大臣 艾哈迈德·本·阿卜杜拉 Ahmed bin Abdullah al-Marri 

环境大臣 阿卜杜拉•本·穆巴拉克 Abdullah bin Mubarak al-Midhadhi 

劳工事务大臣 苏尔坦·本·哈桑 Sultan bin Hassan al-Dhabit 

al-Dawsari 

公共卫生大臣 哈利亚·宾特·穆罕默德 Ghalia bint Mohammed al-Thani 

市政与城市规划大臣 阿卜杜拉哈曼 Abdel-Rahman bin Khalifa 

al-Thani 

社会工作大臣 纳赛尔·本·阿卜杜拉 Nasser bin Abdullah al-Hemaidi 

内阁事务大臣 纳赛尔·本·穆罕默德 Nasser bin Mohammed al-Thani 

枢密大臣 阿卜杜拉哈曼·本·沙特 Abdel-Rahman bin Saud al-Than 

外交国务大臣 艾哈迈德·阿卜杜拉 Ahmed Abdullah al-Mahmoud 

内政国务大臣 阿卜杜拉·本·纳赛尔 Abdullah bin Nasser al-Thani 

国际合作国务大臣 哈利亚·本·穆罕默德 Khalid bin Mohammad al-Attiyah 

中央银行行长（大臣） 阿卜杜拉·本·沙特 Abdullah bin Saud al-Thani 

3. 司法体制 

2003 年 4 月，卡全民公投通过“永久宪法”，2005 年 6 月 7日正式生效。宪法承认司

法的独立性。为了保证司法独立性，1999 年成立了“最高司法委员会”，其职责是，对司法

体系的建设提出建议和规划，推荐法官，裁决有关的法律事宜。最高司法委员会的成员为终

审法院、伊斯兰上诉法院、民事上诉法院、伊斯兰初级法院、民事初级法院等各级法院的院

长和终审法院的两名资深法官组成。 

卡塔尔法律体系是以“舍里阿”（伊斯兰教法）为原则建立的，法官由最高司法委员会

推荐，最终由埃米尔根据推荐任命。 

目前卡塔尔的司法机构由两套不同的体系，即伊斯兰教和普通民事两个体系构成，两

套体系都分设 3 级：初级法院，上诉法院，终审法院。 

卡塔尔法律允许设立“特殊法庭”，对特殊案例进行专门审理，例如涉及到国家安全等

的重大特殊案例。 

（三） 政党情况 

1.政党情况 

卡塔尔政府禁止政党组织活动。 

2.人物介绍 

埃米尔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系前埃米尔哈利法长子，1948

年生于多哈，
①
 在卡塔尔受小学、初中、高中教育。1971 年 7 月，毕业于英国桑赫斯特皇

                                                        
① Refer to ‘Qatar Country Profile 2008’,P.10,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October 2008, London, UK.许多中文

数据显示，哈马德生于 1950 年，例如《简明西亚北非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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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军事学院，回国后任卡塔尔第一快速部队司令。1972 年任安全部队司令。1977 年 5 月 31

日，被立为王储兼国防大臣。1983 年任最高青年委员会主席，1989 年 5 月，任卡塔尔国家

最高计划委员会主席。1995 年 6 月 27 日，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宣布接管政权，成为卡塔尔

第 9 代埃米尔。曾于 1999 年 4 月访华。 

王储塔米姆•本•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1980 年生，为现任埃米尔第四子，1998

年毕业于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为卡塔尔国家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2003

年 8 月 5 日被任命为王储（原王储为其兄谢赫贾西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 Sheikh Jassem 

bin Hamad al-Thani），同年 9 月被任命为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近年王储越来越多的参与政

务，代表埃米尔颁布敕令、出席高规格的会议等，曾于 2008 年 4 月、8月两次来华。  

首相兼外交大臣哈马德•本•贾西姆•本•贾布尔•阿勒萨尼：与埃米尔哈马德是表兄弟关

系，1960 年生，1982-1989 年任市政大臣办公室主任，1989 年任市政农业大臣，1990 年任

市政农业大臣兼水电代理大臣，期间兼任卡塔尔水电公司董事长、卡塔尔最高计划委员会成

员，1992 年 9 月任外交大臣，2003 年 9 月任第一副首相兼外交大臣，2007 年 4 月任现职。

贾西姆任首相以来，恪尽职守，常好“指点江山”，被媒体称为“多言之相”；在对外事务中，

其犀利的讲话风格经常招致阿拉伯国家的批评，特别是来自沙特阿拉伯的非难。
①
 对华友

好，曾多次访华。已婚，有 4 子 1 女。 

三、经济 

（一） 经济发展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卡塔尔经济十分落后，沿海有一些规模有限的捕鱼业与珍

珠采集业，岛上的贝都因人过着逐水草而生的游牧生活，十分贫困。通过与英国石油公司签

订协议，出让生产、经营特许权，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生产、出口石油，50年代初又与荷兰

壳牌石油公司签订了出让开发石油的特许权。虽然卡塔尔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兴建石油工

业，但它一直被控制在外国石油公司手中，巨额利润为跨国公司所获，仅有少部分留在了卡

塔尔，因而无法推动卡塔尔经济发展迈出更大的步伐。卡塔尔独立后，1976年和1977年卡塔

尔政府先后接管了美、英、法、荷等国的跨国公司，并组建了卡塔尔石油总公司之后，石油、

天然气收入才成为卡塔尔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使卡塔尔经济起飞有了足够的动力。 

1. 现行经济体制 

卡塔尔是市场经济程度很高的国家。石油、天然气是卡塔尔的经济支柱。独立后经济

发展迅速，特别是在全球高油价形势下，石油、天然气给这个岛国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巨额财

富，使曾经黄沙铺盖的荒岛成为波斯湾的宝岛。 

近年来，政府大力投资开发天然气，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制定了开发天然

气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卡塔尔还将发展非石油、天然气工业作为实现国民收入多元化和摆脱

对石油依赖的主要途径，注重吸引外资和技术；鼓励发展农业，无偿向农民提供种子、化肥

和农业机械，鼓励国民保护环境、植树造林，扩大耕地面积。 

2. 近年经济发展概况 

尽管近年来遭到了经济危机和油价下跌的影响，但卡塔尔的经济仍然保持着相当稳定

的增长幅度，经由政府直接注资，卡塔尔的银行业在经济危机中并未受到严重的冲击。 

尽管油价下跌和经济危机使得卡塔尔的财政预算受到了影响，但卡塔尔2009年的GDP增

长仍然保持在了9%的水平，并且在2010年有望继续保持这一增长态势。 

目前卡塔尔政府将发展经济的重点放在非伴生天然气田的开发以及对外来和私营资本

在非能源领域的投资上，但截至到目前为止，石油和天然气产业对于卡塔尔的GDP贡献率仍

然超过50%，在政府收入中更是占到了超过70%。 

GDP （按平价购买力计算）:     

 
① Refer to ‘Qatar Country Profile 2008’,P.10,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October 2008, London,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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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 亿美元 （2009年，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约为67位） 

926.2 亿美元 （2008年） 

816.8 亿美元 （2007年） 

GDP 实际增长率:     

9.5% （2009年，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二） 

13.4% （2008年） 

17.3% （2007年）  

人均GDP（按平价购买力计算）: 
①
    

121，700美元 （2009年，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二） 

112，300美元 （2008年） 

100，200美元 （2007年） 

国民经济各产业对GDP贡献率:     

第一产业（农业）  : 0.1% 

第二产业（工业）  : 68.4% 

第三产业（服务业）: 31.5% （2009年）  

劳动力:    1.179 百万 （2009年,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140位） 

失业率:     

0.5% （2009年,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二） 

0.4% （2008年）  

贫困人口:    无  

总投资额:    占全部GDP的32.6%（2009年） 

预算:     

政府收入: 368.4 亿美元 

政府支出: 282.8 亿美元（2009年）  

公共债务:     

GDP的 15.7% （2009年，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111位） 

GDP的 5.1%  （2008年）  

通货膨胀率（根据消费价格计算）:     

-4.9% （2009年，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一位） 

15.2% （2008年）  

中央银行储备贴现率:     

5.5% （2009年底数据，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78位） 

5.5% （2008年底数据）  

股票市值:     

145.9 亿美元（2009年12月31日） 

139.8 亿美元（2008年12月31日）  

外汇储备:     

188.1 亿美元（2009 年 12 月 31 日） 

99.98 亿美元（2008 年 12 月 31 日）  

    3. 产业结构 

工业在卡塔尔国民经济产业构成中所占比例非常大，达到 69%，服务业约占 30%以上，

农业所占比例甚少不到 1%。在工业产业结构中又以石油、天然气开采为主。卡塔尔境内的

资源主要有石油和天然气，地下水源十分匮乏。这种特殊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卡塔尔工业主要

 
① Refer to ‘World Factbook - Qatar’, from www.cia.gov.  

http://www.ci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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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石油和天然气部门、相关工业及能源密集型工业，其中包括炼油厂、石化工厂、化肥厂、

钢铁厂和水泥厂，同时还建立了一些规模有限的造纸厂、洗涤剂厂、颜料厂、食品厂和塑料

厂等。 

卡塔尔已探明石油储量为 20 亿吨，居世界第 13 位，按目前的储采比计算大约可开采约

200 年；天然气储量 25.78 万亿立方米，排名在俄罗斯、伊朗之后居世界第 3 位，按目前的

储采比计算大约可开采800年。石油产量为3485万吨（2008年），天然气产量3080万吨（2008

年），是世界第一大液化天然气（LNG）生产和出口国。2008 年液化天然气产量达到 3080 万

吨，出口量 2787 万吨，居世界第一位。预计到 2010 年，卡 LNG 年总产量将达 7700 万吨。  

卡塔尔的石化工业是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逐步兴建的现代化企业。石化企业生产

的化肥主要是尿素（年产量约 80 万吨）、氨（年产量约 70 万吨），以及化工原料乙烯（年产

量约 30 万吨），大部分销往国外，主要是印度、中国、巴基斯坦、 澳大利亚、美国、日本、

泰国、马来西亚等国。 

卡塔尔的钢铁企业是 70 年代末兴建的，主要生产钢筋，目前年产量约 60 万吨。除能源

外，卡塔尔并不具备其他生产钢铁的优势，钢铁企业所需矿石主要从巴西和瑞典等国进口，

所需废铁来自美国，绝大部分产品供出口，销往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拉克等

国。卡塔尔水泥生产企业年产量近 40 万吨。 

卡塔尔农业不发达，受自然环境的制约规模也十分有限。全国可耕地面积为 2.8 万公顷，

已耕地 7000 公顷。农牧产品不能自给，粮食、蔬菜、水果、肉蛋奶等主要依赖进口。只有

鱼、虾类海产品产量可基本满足本国需求。  

（二） 基础设施 

1. 交通运输 

卡塔尔无铁路，各主要城市之间由现代化公路网相连，全国公路总长为 900 公里（此

为中国外交部网站数据，但 CIA 网站数据库中，卡塔尔条目 ROADWAY 分项数据为 7,790 公里，

数据出入过大，故注于此）。主要海港有多哈港、乌姆赛义德港和拉斯拉凡港，拉斯拉凡港

是世界上最新、最大的处理液化天然气的港口。卡塔尔有 5 个机场，多哈国际机场有连接欧

洲和亚洲的 20 余条航线。 

其中，具有混凝土跑道的机场三座，两座有跑道长度超过 3047 米，可供大型客机起降

的跑道；其余两个机场的跑道为未平整硬化跑道，可供起降其他飞机。 

卡塔尔境内还有一座专门供直升机起降的机场。 

卡塔尔境内相当一部分资源采用管道运输，其中，压缩天然气管道 132 公里，天然气管

道 980 公里，液化石油气管道 90 公里，石油管道 382 公里。 

卡塔尔拥有 22 条海轮，其中，2 艘散货船，2 艘滚装轮，两艘用于运输化学品的海轮，

8 艘集装箱轮，4 艘液化气轮，4 艘轻油轮。其中，由国外资本持有的 7 艘（为科威特持有），

在国外注册的游轮 5 艘（利比里亚 4 艘，巴拿马 1 艘）。 

2. 水电设施 

年发电量:  151.1 亿千瓦时（2007 年，该项指标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 80 位） 

年用电量：  137.3 亿千瓦时（2007 年，该项指标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 78 位） 

可再生水资源在 0.1 立方千米左右 （其他所需的水资源由海水淡化设备制取） 。 

3．邮电通讯 

境内固定电话线路 263400 条（截止至 2008 年）；移动电话持有量 1.683 百万部（截止

至 2008 年）。 

交换机系统:现代化的数字交换机系统，布置在多哈，国内固话和移动电话总持有量达

到每百人持有两百部通信设备，国际长途电话接入码 974，有联结至亚洲、中东、欧洲和美

国的光纤设备总端口，微波通信直接通往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境内有三座卫星地面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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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用于大西洋、印度洋和中东地区的业务。 

主要阿文报刊:《多哈月刊》，1969 年创刊，新闻部发行；《阿拉伯人日报》，1972 年创

刊，新闻部发行；《旗帜报》，1979 年创刊;《时代周刊》，1974 年创刊；《海湾市场》周刊，

1980 年创刊;《今日海湾》，1985 年创刊;《每周消息》周刊，1986 年创刊。此外还有《东

方报》、《祖国报》等。英文报刊有《海湾时报》，1978 年创刊。卡塔尔通讯社建于 1975 年，

是阿拉伯国家主要通讯社之一。多哈广播电台用阿拉伯语、英语、法语和乌尔都语广播。有

6 个中波波段、5 个调频波段和 1 个短波波段。 

“半岛”电视台是 1996 年 11 月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斥资 1.37 亿美元组建的电视台，

当时有员工 250 人，有许多担任重要职务的员工来自 1995 年解散的 BBC“中东频道”。1999

年 2 月，半岛电视台发展成为 24 小时滚动播出新闻的全天候新闻频道，覆盖全球。2001 年

“9．1l”事件之前，该台就已经是拥有 4000 万观众，500 名职员、在 31 个国家驻有记者

的阿拉伯世界第一大电视台，素有中东的“CNN”之称，一向有敢说话、报道快、分析到位

之称。目前是阿拉伯世界收视率较高的卫星电视节目。 

卡塔尔互联网接入国家代码为.qa，互联网用户达 436，000 人。 

（三） 财政与金融 

1. 国家财政 

截至 2008 年底，卡塔尔外汇储备 168 亿美元，外债 489 亿美元，财政盈余 20 亿美元

（2008/09 财年预算，以每桶原油 55 美元为基价）。卡塔尔计划投入 100 亿里亚尔用于基础

设施建设，教育产业投资 80 亿里亚尔，医疗卫生和社会服务产业投资 49 亿里亚尔。  

卡塔尔有 14 家商业银行，其中 5 家为卡资银行，分别为:卡塔尔国家银行、多哈银行、

卡塔尔商业银行、卡塔尔国民银行和卡塔尔伊斯兰银行。卡塔尔国家银行吸收了卡近 50%的

存款，主要经营政府业务。  

2008 年人均 GDP7.06 万美元。全国实行免费医疗。全国有主要医院 4 所，床位 1100 多

个，另有医疗卫生中心近 20 个。 

2. 货币金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 2009 年 1 月 29 日发表的报告中称，卡塔尔是海湾地区经

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到目前为止，由于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应对得当，受金融危机负面影响

小于其他海湾国家，危机对其银行业金融业的冲击也不如周边国家严重。预计建筑业、制造

业和金融服务业日后也会有强劲增长。   

2008 年 10 月 29 日，卡塔尔中央银行行长谢赫•阿卜杜拉•本•沙特•阿勒萨尼在迪拜举

行的海湾国家（GCC）央行行长会议上非常乐观的表示，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目前卡塔尔商

业银行是稳定的，具有充裕的资金。一旦形势需要，政府随时可以采取行动。 作为美国银

行突然降息政策的反应，卡塔尔央行 2008 年 3 月开始陆续向国内银行注资约 100 亿卡塔尔

里亚尔（1 美元=3.64 卡塔尔里亚尔）。 

卡塔尔《海湾时报》报道，沙特萨姆巴金融集团（Samba Financial Group）的报告指

出，卡塔尔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液化天然气（LNG）生产与出口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主要来自 LNG 的增长。值得提及的是，卡塔尔与 LNG 进口国签署的大都是长达 25 年的供货

合同，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对较小。不断增长的液化天然气生产和稳定的销售渠道不啻于一

架庞大的“印钞机”，为卡塔尔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保证了其经济的稳定发展。  

卡塔尔金融业也很发达，有 14 家商业银行，其中 5 家为本国银行。卡塔尔还注意实施

经济多元化战略，对外开放证券市场，陆续出台多项法律法规，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国投

资和技术。金融危机下，卡塔尔多哈证券市场 DSM20 指数在 2008 年 9 月上旬下跌 22%，10

月上旬又创新低。世界经济论坛（WEF）发表的《2008-2009 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卡塔

尔在 2008 年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位列第 26，比去年的第 31 位明显提升。 在中东北非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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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竞争力排位第一，其次是沙特阿拉伯，排 27 位（去年第 35）。  

（四） 对外经济关系 

1. 对外贸易 

2008 年对外贸易总额为 864.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5%，其中进口 275.9 亿美元，出口

588.6 亿美元。主要出口产品石油、液化气、凝析油合成氨、尿素、乙烯等，主要进口产品

是机械和运输设备、食品、工业原材料及轻工产品、药品等。主要贸易伙伴有日本、韩国、

新加坡、美国及欧盟国家。 

目前国家收支平衡情况:     

46.19 亿美元（2009 年） 

142.3 亿美元（1008 年） 

出口额:     

372.4 亿美元（2009 年） 

549.1 亿美元（2008 年） 

主要出口货物:     

液化天然气（LNG），石油及石化产品，化肥，钢铁 

主要出口贸易伙伴国家（2008 年）     

日本:38.3%， 韩国:20.8%， 新加坡:11.1%， 印度:4.6%，泰国:4.3%  

进口额:     

208.9 亿美元（2009 年） 

251.4 亿美元（2008 年）  

主要进口货物:     

机械加工设备和运输工具，食品，化工产品 

主要进口贸易伙伴国家（2008 年） 

美国: 12%，德国: 8.9%，意大利:8.8%;日本:7.9%，韩国:7.4%，法国:6.2%，阿联酋:5.4%，

英国:4.9%，沙特阿拉伯:4.6%，土耳其:4.2%， 中国:4.2%  

2. 外国投资 

境内外国资本在国内股票市场投资: 

207.5 亿美元 （2009 年 12 月 31 日） 

153.9 亿美元 （2008 年 12 月 31 日） 

境外外国资本在国内股票市场投资: 

142.7 亿美元（2009 年 12 月 31 日） 

101.6 亿美元（2008 年 12 月 31 日） 

法定货币汇率:  1 里亚尔=美元 

年度 2009 年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2005 年 

里亚尔/美元 3.64 3.64 3.64 3.64 3.64 

3. 债务情况 

对外债务:     

631.6 亿美元（2009年12月31日） 

573.7 亿美元（2008年12月31日） 

四、军事概况 

（一）、建军简史 

卡塔尔自独立以来就致力于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无奈作为海湾地区的一个小国，虽

富甲天下，但人力资源十分有限，因此卡塔尔军事装备优良，军力仍十分有限。作为海湾阿

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它执行与其他成员国协调、统一的防御政策，并参加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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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历次举行的“半岛盾牌”军事演习，以提高协同作战的能力。 

（二）、国防体制 
国家元首埃米尔为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现任埃米尔哈马德兼国防大臣和武装部队总司

令。国防委员会是最高军事决策机构，由埃米尔任主席。武装部队由正规军和准军事部队组

成。正规军分陆海空三个军种。埃米尔通过国防部和参谋长指挥三军。每年国防预算约 10
多亿美元（1999 年为 13 亿美元，2007 年为 10.9 亿美元）。 
（三）、军事实力① 
军队现役 11,800 人，其中陆军 8,500 人，海军 1,800 人，空军 1,500 人。 

——陆军 
坦克兵：1 个旅，下辖 1 个坦克营，1 个机械化步兵营，1 个迫击炮连，1 个反坦克营； 
机械化步兵：3 个营； 
特种部队：1 个连； 
野战炮兵：1 个营 
皇家卫队：1 个旅（下辖 3 个步兵团） 

 

主要装备 

主战坦克：30 辆 AMX-30 型； 

装甲侦察车：68 辆，其中 12 辆 AMX-10RC 型，20 辆 EE-9 辆 Cascavel 型，12 辆 Ferret

型，8 辆 V-150 Chaimite 型，16 辆 VBL 型； 

步兵战车：40 辆 AMX-10P 型； 

装甲运兵车：226 辆，其中履带式装甲运兵车 30 辆 AMX-VCI 型，轮式装甲运兵车 196

辆（包括 36 辆“锯齿鲤”II 型，160 辆 VAB）； 

火炮：89 门，其中 

自行火炮 28 辆—155 毫米 AMX-MK-F3 型； 

牵引式火炮 12 门—南非产 G-5 型 155 毫米火炮； 

多管火箭炮 4 辆—ASTROS II 型多管火箭炮； 

迫击炮 45 门（包括自行迫击炮 4 门—81 毫米 VAB VPM 型，牵引式迫击炮 26 门—

81 毫米，15 门—120 毫米 Brandt）； 

反坦克导弹：148 具，其中自行载具 24 具搭载在 VAB VCAC 上的 HOT 型，单兵反坦克导

弹 124 具（包括 24 具 HOT 型，100 具“米兰”型）； 

无后坐力炮：约 40 门 84 毫米“卡尔·古斯塔夫”型（瑞典）。 

    

——海军 

司令部位于多哈 

 

主要装备 

 巡逻及近海作战舰艇 

导弹快艇：4艘 Barzan 级（英国 Vita 级），艇上装备有 2 组四联装 MM-40“飞鱼”

反舰导弹（共计 8 枚），1 组六连装“西北风”防空导弹（共计 6 枚），1 门 76 毫

米舰炮；3 艘 Damsah 级（法国 Combattante III 级），艇上装备有 2 座四联装 MM-40

“飞鱼”反舰导弹，1门 76 毫米舰炮； 

巡逻艇：14 艘（其中 11 艘由海岸警备队使用）； 

 
① 本节数据主要参考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编制的《军力平衡》，refer to ‘Military Balance 2009’, b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Lond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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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军设施：海军基地位于多哈，哈鲁勒岛（Halul）。 

 

——空军： 

 

战斗机/战斗轰炸机：1 个“阿尔法喷气”中队，1个“幻影”2000-D 中队； 

运输机：1 个中队，装备空中客车 A-340，波音 707、波音 727 和“猎鹰”900； 

攻击直升机：1 个中队，装备“突击队员”Mk3（挂载“飞鱼”反舰导弹）和 SA-342L 

“小羚羊”（挂载“HOT”空地导弹）； 

运输直升机：装备“突击队员”Mk-2A，“突击队员”Mk-2C，SA-341“小羚羊”。 

 

 主要装备 

 固定翼飞机：共 18 架可用 

  战斗机/战斗轰炸机：12 架，其中 9架“幻影”-2000ED 型，3 架“幻影” 

-2000D 型，     

  运输机：6 架，其中 1 架空客 A-340，2 架波音 707，1 架波音 727，2 架 

“猎鹰”900 

  教练机：6 架“阿尔法喷气” 

  直升机：25 架 

    反舰直升机 8 架“突击队员”Mk3 型； 

    攻击直升机 11 架 SA-342L“小羚羊”； 

运输直升机 6 架，其中 3架“突击队员”Mk-2A 型，1 架“突击队员”Mk-2C，

2 架 SA-341“小羚羊”； 

  防空导弹：75 具， 

其中 24 具“西北风” 

    自行载具 9具“罗兰”II 型 

    单兵防空弹 42 具，其中 10 具“吹管”，12 具 FIM-92A“毒刺”， 

20 具 SA-7“圣杯”； 

空对地导弹：AM-39“飞鱼”空舰型等；  

空对空导弹：“米卡”，R-550“魔术”。 

 

在境外的军事活动 

 参与联合国临时驻黎部队（UNIFIL），3 人。 

 

境内外国军事力量 

英国：空军，8 架狂风 GR-4 型 

美国：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卡塔尔的美军有陆军 202 人，海军 5 人，空军 197 人，

陆战队 40 人，并存有 1个重型旅级作战群（HBCT）的相应装备。 

五、对外关系 

（一）外交政策 

卡塔尔奉行中立、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是联合国、伊斯兰会议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2006-2007年度安理会非常任

理事国，2007-2010年度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卡塔尔独立后注重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目前与11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特别

重视改善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海湾国家之间的分歧，共同维护



 14

海湾的安全与稳定。 

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卡塔尔埃米尔同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阿

曼、巴林领导人商讨维护集体安全和加强经济合作的途径，在联合互助、抵御外来势力方面

6国达成了共识，1981年5月卡塔尔与上述国家共同组成了阿拉伯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GCC）。

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宗旨是利用本身的资源和力量，实现各成员国之间在一切领域内的协调、

合作和一体化，从而达到统一；加强和密切成员国人民之间的联系、交往与合作；推动6国

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建立科学研究中心，兴办联合项目，鼓励私营企业间的合作；

加强防务力量，共同对付外来威胁，维护海湾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以保障各成员国的共同利

益，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为一体的区域性合作组织。GCC各成员国之间注重磋商与合

作，目前已经实现了成员国之间互免关税、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人员流动互免签证、协调石

油政策、统一石油价格、建立了共同防御组织——半岛盾牌（快速反应部队）等。 

海湾危机爆发后，为改善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卡塔尔外交部于1990年10月7日率

先发表声明，免除埃及、叙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毛里塔尼亚、索马里等阿拉伯国家所欠

的全部债款和利息。同时也免除了几内亚、乌干达、喀麦隆和马里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所

欠的全部债款和利息。卡塔尔的义举获得国际舆论的广泛好评。卡塔尔还同其他GCC国家一

起联手埃及和叙利亚组成了“大马士革8国集团”（该组织近年没有什么活动）。 

值得提及的是，“半岛电视台”的新闻报道节目，既给中东、阿拉伯世界的新闻报道带

来了一些“新意”（敢讲话、报道快），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这个波斯湾岛国的知名度，但

与此同时，也给卡塔尔带来了一些麻烦，有时甚至搞得与邻国或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中东国

家的关系也比较紧张，有些国家甚至下令关闭了半岛电视台在本国的办事处。 

近年来，卡塔尔在不断调整其外交政策，采取措施恢复其与黎巴嫩、巴林和沙特

等国家的关系。2008年6月，通过外交斡旋，促使黎巴嫩反对党派之间签订协议。2008

年，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苏丹政府与反对派进行了接触；10月，卡塔尔作为东道国主

办了以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为主题的阿拉伯联盟峰会。由此可以看出，卡塔尔在获得经

济起飞和繁荣发展，不断改善、提升民众生活水平的基础上，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

外交政策，不仅仅是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善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为本国经济发展

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同时也想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态度： 

在伊拉克问题上，主张维护伊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希望伊尽早实现国家安全与稳定，

宣布减免伊拉克所欠的大部分债务。 

在阿以冲突问题上，支持中东和平进程，认为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支持建

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主张在安理会242号、338号、425号等有关决议

以及“土地换和平”原则的基础上政治解决阿以冲突，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和平

进程，在2005年3月伦敦会议上向巴勒斯坦提供了1100万美元的援助。 

在反恐问题上，卡塔尔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但强调应把恐怖主义同阿拉伯人和伊

斯兰教区别开来，任何军事打击应避免伤及无辜，反对把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与恐怖主

义混为一谈。 

（二） 与美国关系 

卡塔尔与美国关系密切，军方高层来往频繁，海湾战争之后（1992年），卡塔尔

与美国签订了军事合作协议。卡塔尔与法国、英国也均签订了类似军事合作协议。 

卡塔尔十分重视发展与美国的关系，视其为对外关系的支柱，两国之间有着十分

密切的军事合作。1996年4月和6月卡塔尔外交大臣哈马德两度访美；11月美国防部长

佩里访问卡塔尔。1997年，美国防部副部长怀特（3月）、美军中央总部司令安东尼

（12月）先后访问卡塔尔。同年6月，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正式访美。4月，卡塔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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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臣哈马德访美。1998年6月，卡塔尔王储贾西姆访美。同年，美国防部长科恩、

美军中央总部司令安东尼先后访问卡塔尔。 

伊拉克战争后不久（2003年4月28日），美国空军设在沙特苏尔坦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中

心（包括计算机在内的军用设备和设施）开始迁移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目前美国

在卡塔尔的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空军基地。卡塔尔空

军力量十分薄弱，战机不多，根本就用不着如此庞大的空军基地。所以国外媒体认为，

该基地早在兴建时可能就不是为卡塔尔本国空军所建立的，而是与美军早有默契。 

2003年5月卡塔尔埃米尔访问美国，与布什协调对伊战后重建的立场。埃米尔哈马

德访问美国时表示，卡塔尔重视发展与美国的“长期战略关系”。哈马德说，卡塔尔和美国

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关系发展“良好”。埃米尔哈马德是美军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第一位访问

美国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为回报卡塔尔对伊战的支持，布什总统于2003年6月初访卡

塔尔，是首位访卡的美国总统，两国续签了1992年军事合作条约，目前驻卡塔尔美军

约7000人，美中央司令部也已由本土迁至卡塔尔。美对卡投资已达100亿美元。2005

年，卡埃米尔出席第60届联大时，在纽约宣布向美飓风灾难捐款1000万美元。 

（三） 与周边国家关系 

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 

由于通婚形成的亲缘关系和都信奉瓦哈比派教派的宗教因素，卡塔尔的统治家族阿勒萨

尼家族同沙特阿拉伯的统治家族沙特家族关系密切，形成两国之间渊源久远的友好合作关

系，而在现实中又有诸多的共同利益。 

然而也同时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1965 年，当时统治卡塔尔的英国当局与沙特阿拉

伯签订了卡—沙边界协定，规定卡塔尔放弃了对卡塔尔半岛最南端欧代德湾的权利。卡塔尔

独立后，同沙特阿拉伯就欧代德湾问题进行多次谈判，最终于 1974 年达成协议，两国通过

相互调整与补偿领土的方式解决了这一历史遗留的争端问题，从此卡塔尔同阿联酋的土地不

再相连。1982 年卡沙两国订立双边安全协定。1992 年 9 月 30 日，发生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

卡塔尔胡福斯哨所的事件。卡塔尔政府决定中止 1965 年签订的边界协定。事件发生后，科

威特王储兼首相萨阿德出面调解，寻求在 1965 年边界协定的框架内解决边界冲突的办法。

12 月 19 日，经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调解，卡、沙两国领导人签署了“解决卡沙边界分歧协

定”。1998 年 5 月，卡塔尔外交大臣哈马德访问沙特；11 月，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赴卡塔尔

参加大马士革宣言国外长会议。1999 年 6 月，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访问沙特，两国最终就

边界划分达成协议。然而，卡塔尔与沙特最终完成了双方边界的最后划界并签署双方关于边

界的地图与文本是在 2001 年 3 月。尽管如此，此后双方仍时有龃龉。2000 年，卡塔尔一家

法院就曾判处 33 名被控参与 1996 年 2 月未遂政变的嫌疑人终身监禁，并取消其中数名拥有

双重国籍的沙特人的卡塔尔国籍。此事曾导致两国关系十分紧张，直到 2010 年卡塔尔埃米

尔才宣布赦免了这批在押人犯。 

2007 年 9 月卡塔尔埃米尔率团访问沙特，意在修补双边关系，此后沙特决定恢复

向多哈派驻大使（2002 年曾撤离卡塔尔）。 

与巴林的关系 

卡塔尔与巴林两国的统治家族之间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但是现实社会发展中的利益冲突

也使两国几度交恶。两国均为地域十分狭小的岛国，领土争端是两国间十分敏感的问题，也

是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 

卡塔尔与巴林在两国间海域上的哈瓦尔（Hawar）、法什特迪贝尔（Fasht ad Dibal）等

岛屿及祖巴尔（Zubar）地区的主权归属问题上存在争端。1967 年 3 月巴林统治者访问卡塔

尔时（当时尚处在英国的统治下），卡塔尔对处于巴林管辖之下的法什特迪贝尔群岛提出领

土要求，卡塔尔以获得这些岛屿作为解决两国沿海边界问题的条件，但遭到巴林的拒绝。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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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双方因在其中的哈瓦尔岛勘探开发石油发生争执。经沙特阿拉伯从中调解，双方同意搁置

争议。1986 年 4 月，由于巴林让一家荷兰公司在法什特迪贝尔珊瑚礁上修建海岸哨所，卡

塔尔派 4 架武装直升机进行扫射，并从工地上带走 29 名工人。经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从

中调解，卡塔尔从该地区撤走军队，并释放了被关押的工人。双方决定将这一领土纠纷提交

海牙国际法院仲裁。1988 年双方达成协议，决定通过协商解决法什特迪贝尔群岛的领土纠

纷，不再提交海牙国际法院。1990 年 12 月 10 日在多哈召开的第 11 届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

首脑会议上，卡塔尔提出最终解决卡、巴岛屿争端的要求，有关各方达成将此争端提交海牙

国际法院裁决的协议。1991 年 7 月卡塔尔向海牙国际法院提起诉讼。8 月，巴要求将两国分

歧联合提交海牙国际法院裁决。1992 年 4 月 16 日，卡塔尔埃米尔发布第 40 号埃米尔令，

宣布“卡塔尔领海为 12 海里”，17 日，巴林发表声明予以拒绝。1994 年 2 月 28 日，海牙

国际法院开始就卡、巴领土争端举行听证会。1995 年 1 月 15 日，海牙国际法院以 15 票对 5

票通过决议，受理这一领土纠纷案和划定两国边界，卡对此表示欢迎，巴林拒绝出庭，表示

希望双方谈判解决。1996 年 9 月，巴林宣布同意由海牙国际法院来解决两国边界争端。1997

年 3 月，卡塔尔外交大臣哈马德访问巴林，两国达成互设使馆并互派大使的协议。1998 年 9

月，卡塔尔宣布收回向海牙国际法院证实哈瓦尔群岛主权归属于卡塔尔的证据材料。1999

年 2 月，海牙国际法院同意了卡塔尔的上述请求。 

1999 年底 2000 年初，巴、卡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双方经过最高级会谈决定，两

国将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领土争端，并加强经济合作。在理顺两国关系的基础上，双方

就尽快实现两国一体化达成共识，并决定成立以两国王储为首的最高混委会，互派大

使，卡还开通两国直航。2000 年 2 月卡王储贾西姆访问巴林，并主持了两国最高混委

会首次会议；4 月巴林王储萨勒曼访卡。2000 年 4 月 17 日，卡、巴两国正式互派大使到

任。 

2000 年 5 月，国际法院就卡巴领土纠纷举行最后一次听证会，两国关系又出现龃

龉。2001 年 3 月 16 日，国际法院就巴、卡争端做出最终裁决：基本维持了两国边界

现状，即巴林要求的祖巴拉地区仍属卡塔尔，而卡塔尔提出领土要求的哈瓦尔群岛仍

划归巴林，其他若干小岛重定归属，并明确划分了两国海上边界。卡、巴均表示接受

裁决。 

2005 年，卡、巴两国关系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元首互通电话；巴王储访

卡并举行两国第 5 次最高混委会会议，签署两国建立高速路跨海大桥备忘录；两国外

交大臣互访，双方就双边和地区合作加强了磋商与合作。 

（四） 与中国关系 

1971 年卡塔尔宣布独立时，中国政府就致电祝贺，两国当年实现了通邮。但直到

1988 年（7 月 9 日）两国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之后两国关系发展很快。 

1990 年 3 月钱其琛外长访问卡塔尔。1992 年 10 月，卡塔尔埃米尔之兄穆罕默

德·本·阿勒萨尼亲王访华。1993 年 6 月，李岚清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卡塔

尔，双方签署了两国政府贸易协定。9 月，卡塔尔外交大臣哈马德·本·贾西姆访华，

双方草签了中、卡两国政府贸易协定。1994 年 9 月，卡塔尔王储的法律顾问努阿米访

华。1995 年 3 月，卡塔尔能源工业大臣阿蒂亚访华。1996 年 7 月，外经贸部部长助

理率中国政府经贸代表团访问卡塔尔。1997 年 11 月，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访问卡塔

尔，会见了哈马德埃米尔。1998 年 4 月，吴铨叙副总参谋长率军事代表团访问卡塔尔。

1999 年 4 月，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本·哈利法访华。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两国政

府《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航空运输协定》和《教育和文化合作协定》。 

卡塔尔与中国建交 20 多年来，两国关系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不断

发展。卡方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立场，近来两国能源合作取得可喜突破，带动了相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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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作的开展，双方经济互补性强的优势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 

2008 年 4 月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哈马德访问了北京，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举行

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加强中卡友好合作关系，重点推进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

鼓励双向投资和扩大贸易规模；加强在文化、教育、新闻、航空、旅游等方面的交流

与合作；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卡塔尔支持海湾合作委员会与中国

开展集体合作，愿与中方在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沟通与协调。 

哈马德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卡塔尔

国能源工业部关于加强能源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卡塔尔国教育

文化协定文化合作 2008－2011 年执行计划》等双边合作文件。 

2008 年 6 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卡塔尔进行正式访问。 

中国和卡塔尔之间的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所以建交后两国贸易增长很快，

2007 年达到 12.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而 1998 年中、卡两国进出口商品总额仅为

6，134 万美元，9 年间增长了约 20 倍。据中国驻卡塔尔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提供的数

据，截至 2008 年第一季度，中国企业在卡塔尔累计完成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营业额

近 20 亿美元。2008 年 3 月，卡塔尔航空公司开通多哈至中国广州的直飞航线，成为

海湾地区直飞广州的第一家航空公司，目前卡航每周有 21 个航班从多哈飞往中国。 

 

（王京烈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