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曼苏丹国 

The Sultanate of Aman  

一、自然人文概况 

（一）自然地理 

1. 地理位置 

阿曼苏丹国（Sultanate of Oman）简称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的东南角。阿曼领土面

积为 30.95 万平方公里，是阿拉伯半岛上的第三大国家，其国土介于北纬 16º40＇至 26º20＇，

东经 51º50＇至 59º40＇之间，北回归线横穿该国。 

阿曼东部和东北濒临阿曼湾、海湾和阿拉伯海，海岸线北起霍尔木兹海峡，南至也门

共和国与阿曼的边界，长 1700 公里。阿曼西南同也门共和国接壤，西邻沙特阿拉伯、西北

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接壤。阿曼扼守着海湾、印度洋和东部非洲之间的交通要道，战略位

置十分重要。 

2. 行政区划 

在历史上，阿曼行政区划与现在不同。全国曾分为 3 个省、9 个区和 43 个州。由于原

来的行政区划较为分散，1991 年 2 月，现任苏丹卡布斯颁布诏令，修改行政区划。阿曼现

行行政区划保留了原来的 3 个省级行政区，设行政长官，即省长。各省下设州级行政区，每

州由地方长官——州长负责治理，各省所设州的数目不同。与省平级的行政单位是区，基本

按照自然地理区域划分为 5 个区，各区下设若干个州。这 8 个省区共下设 59 个州。3 个省

分别是：首都所在地马斯喀特省（Muscat）、南部的佐法尔省（Dhofar）和北部的穆桑达姆

省（Musandam）；5 个区是：巴提纳地区(Batinah)、达哈拉地区（Dhahirah）、内陆地区

（Dakhiliya）、中部地区（Al Wusta）和东部地区（Sharqiyah）。 

阿曼的首都马斯喀特城，坐落在东哈贾尔（Hajar）山脉的阿曼海湾平原上，连接着海

湾、阿拉伯海和印度洋，地理位置非常优越。2008 年人口 83.48 万人。马斯喀特城是国家

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心，是旗帜宫--苏丹卡布斯的王宫所在地，它道路和通信设施等

基础设施都非常发达。卡布斯苏丹港、法赫尔港（Mina Fahal）和西卜（Seeb）国际机场都

是阿曼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桥梁。自古以来，马斯喀特就是连接印度和欧洲商路上的重要商埠，

是阿拉伯海沿岸最主要的商贸中心之一。现在该城老城区的古代商铺、通道、堡垒和塔都已

成为重要的旅游景点。新建市区也充满着传统的阿拉伯、伊斯兰和阿曼风格。 

马斯喀特省的马特拉州有全国最重要的港口和古老的阿拉伯市场，其中马特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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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rah souq）是最受欢迎的传统市场，由于它保存非常完整，现已成为非常有名的旅游

景点。这个市场主要销售传统阿拉伯香料、乳香、芳香剂、手工艺品、珠宝以及阿曼传统的

日用器皿、服装、鞋类等。马斯喀特城的卢维商业区是阿曼工商会、马斯喀特证券市场和中

央银行等所在地。 

马斯喀特城是个将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集现代化和传统风格于一身的首都城市。它

的名胜古迹很多，杰拉里和米拉尼古城堡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是葡萄牙人入侵时留下的遗

迹，现在改建成供游客参观的博物馆。位于布什尔的卡布斯苏丹大清真寺是阿曼最为著名的

建筑之一，它于 2001 年 5 月竣工，是阿曼传统工艺和现代设计的完美结合。1986 年阿曼外

交部建筑获得阿拉伯城市组织“最佳建筑设计项目”一等奖。1995 年，马斯喀特在阿拉伯

城市组织的第 5 届比赛中获得 3 个奖项，分别是：马斯喀特市政厅获“最佳建筑设计项目”

一等奖；马斯喀特市获“城市美化”类一等奖及“风景和绿化类”二等奖；2003 年马斯喀

特荣获联合国公共服务奖章。 

一年一度的“马斯喀特节”是阿曼人的传统民族节日。节日历时 40 多天，期间人们盛

装欢唱民歌，围成圆圈跳古老的民族舞蹈。人们骑着骆驼和马在集市上穿行，还有现场制作

阿曼人最喜欢的传统食品“哈尔瓦”（一种甜食）等等，一切都是古老传统的重现。 

萨拉拉城是佐法尔省的省会，它自然风光秀美，拥有丰富的文化、艺术和休闲项目，

其中赫里夫节（阿拉伯语意思为秋游节）是最受欢迎的节日。从 1995 年第一次组织赫里夫

节开始，来自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旅游者就络绎不绝。 

苏哈尔是巴提纳区最重要的城市，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这里曾是阿曼的首都。它是

阿曼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城市，也是民间传说中辛巴达和水手们航行的起点。苏哈尔历史

上就是海湾和印度洋贸易通道上的重要港口和贸易中心，很早就和中国有贸易往来，一些历

史学家称之为“通向中国的门户”。苏哈尔在 4,000 多年前就因盛产铜而著名，现在这里的

铜矿依然继续开采。苏哈尔市风景优美，1998 年 3 月在“阿拉伯城市金杯奖”评选中获得

最佳城市风光奖。国家投资数十亿里亚尔将苏哈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港口城市，许多工业

区正在兴建中。 

鲁斯塔克是巴提纳区的另一个重要城市，它曾是阿曼历史上亚里巴王朝的首都。该区

的居民主要以从事传统工业为生，如腰刀制造、编织、制糖和椰枣加工等。这里的凯斯法甜

水泉是阿曼最著名的水泉之一。鲁斯塔克城堡和哈泽姆城堡堪称阿曼最大最美丽的城堡。 

尼日瓦城位于内陆地区，历史悠久，在伊斯兰创教初期，这里曾是阿曼的传统首都。

众多思想家、宗教家、文学家、大学者和历史学家等汇集于此，尼日瓦被称为“伊斯兰之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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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曼心脏”。这里是伊斯兰教义学研究的权威杰巴尔·本·扎伊德·阿勒·阿兹迪（Jaber 

bin Zaid AL-Azddi）和著名诗人、语言学家伊本·德雷德（Ibn Dread）的出生地。 

尼日瓦还是阿曼重要的行政中心和牲畜、农产品贸易中心。这里盛产棉花、椰枣、酸

橙、香蕉、柠檬、芒果、甘蔗和蔬菜，它出产的玫瑰水和塔努夫矿泉水都很有名。这里还有

阿曼最大的法拉吉工程（地下水渠）——达里斯法拉吉。尼日瓦的手工艺品工艺高超，项链、

耳环、手镯、脚镯和戒指等金银饰品做工精致，造型优美。这里还出产独具阿曼特色的家用

器皿、武器、咖啡壶、匕首和腰刀等。尼日瓦州和巴哈拉州因穆斯林堡垒和城墙而闻名，是

两处著名旅游点。198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尼日瓦州 17 世纪的堡垒、星期五露天剧场，

墙壁和城堡均由未烧制的砖石砌成的巴哈拉州大堡垒等都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中。那里还

有许多著名的古清真寺。 

苏尔是个古老的海港，是东部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主要的造船

中心之一，在阿曼、东非和印度之间的贸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直到 19 世纪苏尔依然

是阿拉伯半岛造船业最繁荣的地区。当地居民主要从事航海业、手工造船、纺织业和农业。

伊卜拉也是一座古城，是东部地区的中心，它的农业、传统手工业和贸易发达，有众多的古

堡和清真寺。 

3. 自然资源 

在海湾地区，阿曼是个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不太丰富的国家。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

2008 年 1 月预测，阿曼已探明石油储量为 55 亿桶，已探明天然气储量为 8495 亿立方米。
①

阿曼地质构造复杂，油田埋藏深，开发成本相对较高。阿曼天然气资源储量大，发展前景

好。大力发展天然气资源，是阿曼政府减少国民经济对石油的依赖，实现国民收入来源多

样化的法宝。 

矿产对阿曼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自古以来当权者就十分重视矿业的发展。阿曼的矿产

资源较为丰富，早在 5000 多年前阿曼人就对金、银、铜矿石进行了采掘、加工和买卖，并

把铜制品出口到美索不达米亚。经勘探，阿曼现有主要的金属矿产有：铜（2000 万吨）、铬

（100 万吨）、锌、镍、铅、镁、铁、金（1182 万吨）、银等。 

阿曼属于干旱地区，境内无常流河与湖泊，主要水资源来自雨水和地下水，水资源紧缺。

年均降水量约为 130 毫米，其中 80%被蒸发，5%流向大海，剩余的 15%渗入地下。在古代，

阿曼是被海洋和沙漠包围着的绿洲。由于群山环绕阻止了周围的沙漠向阿曼蔓延，并带来丰

富的水资源，阿曼传统的农业才得以保持和发展。2001 年阿曼全国共有水坝 57 座，有 17

                                                        
①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m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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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用于补充地下水，40 座用于储存地表水。全国各地的饮用水从佐法尔省和巴提纳地区的

苏哈尔州输送。饮用水水源主要是地下水，在没有地下水或地下水量不够的情况下就会采取

海水淡化的措施，以确保阿曼人民的饮用水安全。政府按照居民用水多少，在全国各地建立

中、小型淡化水站，阿曼淡水供应不足的部分由雨水补充。由于地下水过度抽取引起的海水

倒灌入沿海含水层的问题在阿曼一些沿海城市已经相当严重。 

泉水也是阿曼的重要水源之一，全国共有 68 个泉眼，其中 23 处为温泉，大部分泉水

可饮用。阿曼的温泉和冷泉非常有名，其中鲁斯塔克（Rustaq）和纳克尔（Nakhl）温泉最

为著名。其他主要的泉眼有：萨瓦拉泉、凯斯法泉和佐法尔的艾尔札特和哈姆兰泉等。慕名

而来的访问者通常都会带走一些马斯喀特温泉矿泉水。清澈透明的冷泉一年四季都吸引着纷

至沓来的旅游者。 

4. 季节气候 

受热带大陆气团影响，除东北部山地外，阿曼境内其他地区均属热带沙漠气候。全年分

为两季，4 至 9 月为热季，平均气温高达摄氏 40℃；10 月至次年 3 月为温季，平均气温约

摄氏 24℃。由于地形差异大，各地气候条件也不同。一般来讲，沿海地区温暖湿润，内陆

沙漠地区炎热干燥，高山地区，如国内最高的哈贾尔山脉，气候终年温和舒适。每年 5 月～

9 月佐法尔省有来自印度洋的季风，这时该省各地都有大雨天气，成为阿拉伯旅游者避暑的

绿色天堂。 

阿曼是世界上的干旱地区之一，降雨量较小且不均匀，各地的年均降雨量也不同。降

水主要集中在凉季的 12 月和 1 月间，东北部山地和高原降水较多，一些山区偶尔还会遭到

暴雨和雷阵雨的袭击，引起山洪暴发。在阿曼，几个小时连续的降雨可能就会将干河床变

成水流湍急的激流，能够把树木、牲畜甚至人和汽车冲走。 

绿山地区有些年份降水量可达 400～500 毫米，佐法尔地区每年因有印度洋季风时节的

季风雨，降水量为 100～200 毫米，其他地区的降水量每年在 100 毫米左右。 

  （二） 居民与宗教 

1. 人口 

自苏丹卡布斯执政以来，由于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到 1990 年，全国人

口比 1970 年翻了一番。从 1994 年起，政府执行生育间隔安排计划。随着妇女素质和文化

水平的提高，育龄妇女自动减少生育数量的情况越来越多。1988 年每个阿曼育龄妇女平均

生 7.8 个孩子，到 1998 年下降到 4.8 个。2008 年，每个阿曼妇女平均生育 5.62 个孩子。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由于石油价格走低，外籍人口的减少，阿曼人口总数和人口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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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呈下降趋势。1998～1999 年间阿曼年人口增长率低于 2%，同年阿曼籍人口的增长率为

2.7%。到 2000～2002 年，情况发生了逆转，外籍人口的增加速度超过了阿曼人。主要原因

是因为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大量的外籍劳动力，总人口增长率达到 3%左右。 

根据阿曼国家经济部 2008 年中期估计，阿曼人口总数为 287 万人，其中外籍人口 90

万。
①
阿曼的外籍人主要聚居在沿海城市，多数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国。还有 1 万

非洲人，主要居住在农村地区，从事农牧业。 

2. 民族 

阿曼居民绝大部分是阿拉伯人，属于闪米特人（Semite），是高加索人种地中海人的一

支。在历史上，阿曼的奴隶贩子曾经把东非埃塞俄比亚等地区的黑人贩卖到阿拉伯半岛的许

多地方。在阿曼的沿海地区，阿拉伯居民曾与非洲奴隶杂居在一起，与非洲黑人通婚，所以

阿曼人种混杂了尼格罗血统，肤色较黑。至今仍有许多村庄居住着讲阿拉伯语的黑人，这些

人就是东非地区黑人的后裔。 

阿曼的外籍人口数量很多，特别是沿海城市中有许多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国

的移民。印度移民由巴尼亚和哈瓦吉两个部落组成，前者主要来自印度西部沿海城市，后

者来自古吉拉特邦，他们在阿曼主要居住在马特拉市。在阿曼的英国人通常在国家政治、

经济领域担任要职。在侨民众多的马斯喀特和马特拉等城市，阿拉伯人数不足一半。所以

在阿曼的沿海地区居民种族较为复杂，在内地的阿拉伯人则保持着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

的特征。 

3. 语言 

阿曼的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通用英语。乌尔都语、斯瓦西里语和俾路支语也被广泛

应用。 

    4. 宗教 

阿曼是最早接受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教谕的国家之一。在伊斯兰史前，阿曼普遍流

行着自发的自然崇拜和拜物教。早期的部落民还有对动物崇拜的倾向。7 世纪初，在阿曼的

土地上流行着好几个宗教，某些部落信仰基督教，在阿拉伯海沿岸城市还住着一些印度教

徒和拜火教徒，内陆地区的大部分部落信仰当地氏族部落神和原始宗教。大约在公元 630

年，先知穆罕默德派使者埃米尔·伊本·阿勒·阿斯来到阿曼。统治阿曼的珠兰丹的两个

儿子加法尔和阿卜杜皈依了伊斯兰教，从此伊斯兰教开始传入阿曼，阿曼没有经过任何战

争就进入了伊斯兰时代。 

                                                        
① EIU, Viewswire Oman, May 11th, 2010.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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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曼，伊斯兰教不断地得到发展。除了逊尼派和什叶派，8 世纪初，伊斯兰教哈瓦利

吉派的支派──伊巴德派（又译艾巴德派）逐步盛行。阿曼为伊巴德教派的活动中心，并

为该派培养了众多的著名伊斯兰教学者，其学说传播到也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

和利比亚以及东非的桑给巴尔。 

伊斯兰教是阿曼国教。阿曼全国大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约四分之三属于伊巴

德教派，四分之一属于逊尼派。根据伊巴德教派的教义，伊玛目（教长）不是世袭，而由各

部落的谢赫选举产生，伊玛目不仅是宗教领袖，也是世俗政权的首脑。伊斯兰教伊巴德派的

教义千余年来一直在阿曼占据主导地位。 

 

二、 政治 

  （一） 政治体制 

1. 国家简史 

阿曼是阿拉伯半岛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它经历了史前阶段、古典伊斯兰化阶段、殖民主

义边缘化和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等诸阶段。阿曼所处的阿拉伯半岛地区早在 12000 年前就出

现了最早的居民，当时的阿曼人已经大体掌握了农田水利技术，学会了种植小麦、大麦等

农作物，并开始利用地下水资源浇灌农田，还会兴修灌溉工程。阿曼的畜牧业也获得初步

发展，开始驯养山羊、驴和骆驼。阿曼人掌握了纺织、染色和制陶等手工业技术，可以用

石制武器狩猎羚羊、野山羊、鸵鸟和其他野生动物。公元前 4000 年，阿曼人掌握了炼铜技

术。据公元前 2300 年的苏美尔楔形文字泥板记载，现代的阿曼在古代被称为马甘（magan），

在苏美尔语中，“马甘”意为“船的骨架”，地理位置大概在苏哈尔（sohar）地区，以出产

铜矿而闻名。 

公元前 3000 年之后，阿曼文明史出现了漫长的一段空白，史称“黑暗时期” （公元

前 3000 年～前 563 年）。阿曼人擅长船只制造，马甘地区的造船业和航海业在阿拉伯半岛

声名远播。公元前 2000 年已广泛进行海上和陆路贸易活动，并成为阿拉伯半岛的造船中心。 

公元前 563 年～公元 7 世纪阿曼为波斯征服。公元前 563 年，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征

服阿曼。公元前 248 年到公元前 224 年，波斯的帕提亚(Parthia)人成为阿曼政治、经济和

社会秩序的实际治理者。公元前 224 年，萨珊王朝的阿尔达希尔（Ardahir）一世推翻了帕

提亚王朝，并远征阿曼，阿曼国王被杀，波斯占领阿曼。萨珊王朝统治扩展到苏哈尔和马

甘（波斯人称之为“马遵，Mazun”）周围地区，并卷入阿曼的地方贸易中，这种情况一直

持续到阿拉伯部落移民扩散和伊斯兰教影响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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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的中古简史时期是公元 7 世纪～16 世纪初。公元 7 世纪阿曼所在地区成为阿拉伯

帝国的一部分。经历了第一伊巴德国家（公元 749～751 年）和第二伊巴德国家（793～891

年）后，阿曼地区频繁易主，长达几个世纪一直处于混乱状态。 

16 世纪～20 世纪初阿曼进入近代简史时期。这一时期 1507 年～1649 年为葡萄牙入侵

阿曼阶段，1624 年，亚里巴部落的纳西尔建立亚里巴王朝，其势力曾扩张到东非部分海岸

和桑给巴尔岛。1649 年，葡萄牙军队被新当选的伊玛目苏尔坦·本·赛伊夫赶出阿曼领土，

葡萄牙人对阿曼 142 年的统治彻底结束。 

自 1507 年起，阿曼地区先后遭葡萄牙、波斯和英国的入侵与占领。18 世纪中叶，建立

赛义德王朝，定国名为“马斯喀特苏丹国”。 1920 年，阿曼被分为“马斯喀特苏丹国”和

“阿曼伊斯兰教长国”。1967 年，统一为“马斯喀特和阿曼苏丹国”。1970 年 7 月 23 日，

卡布斯发动宫廷政变，废父登基，宣布改国名为“阿曼苏丹国”，并沿用至今。 

2. 政治体制沿革 

阿曼苏丹国是世袭的君主制国家，阿曼的政体结构源于悠远的伊巴德教派的历史传统

和伊斯兰宗教理念，早期伊巴德国家的伊玛目选举原则表明了阿曼民主观念的悠远。1970

年卡布斯上台后，阿曼的政治体制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此前阿曼政治机构十分简陋，仅

有少数行政官员管理财务、内政和税收等事务。 

《国家基本法》：阿曼无宪法，1996 年 11 月 6 日颁布的《国家基本法》相当于宪法。

1996 年 12 月，成立以卡布斯苏丹为首的 9 人国防委员会，负责审议有关保卫国家安全的事

宜；要求王室委员会召开会议，确定国家统治者。根据《国家基本法》第五条，阿曼苏丹

国实行君主制世袭政体。由于现任苏丹卡布斯没有子女，基本法对王位继承权也做出了规

定。王位由卡布斯曾祖父赛义德·本·苏尔坦家族的男性后代继承。 

阿曼的最高行政机构是内阁。内阁成员均由卡布斯苏丹任命，现有内阁成员 26 名，其

中约有一半是重要的王室成员。内阁定期举行会议，由卡布斯苏丹亲自主持。卡布斯苏丹

集首相、国防大臣、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职务于一身，设卡布斯苏丹特别代表和三位副

首相。 

3. 现行政治体制 

阿曼政体为君主世袭制。1991 年成立的协商会议前身是 1981 年的国家咨询委员会，

主要职责是咨询和监督。阿曼是第一个允许妇女参政的海湾国家，阿曼妇女 1991 年首次参

加地方协商会议竞选，经过激烈角逐，结果两名妇女获胜，参加了协商会议，成为阿曼乃

至海湾国家首批女议员。 1997 年成立了国务委员会，负责审查有关法律、社会和经济等问

 7



题。2007 年 10 月协商委员会成功举行了第三次直接选举，选举出 84 名委员。协商委员会

的选举为阿曼公民有限地参与苏丹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铺平了道路。下一次协商会议的选

举预计在 2011 年举行。 

国务委员会和协商会议一起组成阿曼委员会，负责召集两会联席会议，讨论苏丹提出

的问题。 

（二）国家机构 

1. 立法制度 

阿曼没有立法议会，立法权全部由苏丹掌握。由苏丹颁布法律、法令和批准缔结国际

条约、协定。阿曼无宪法，1996 年 11 月 6 日颁布的《国家基本法》相当于宪法，共有 81

个条款。该法规定了国家体制、政治指导原则、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内阁及其成员的职

责、公民权利与义务等方面作出了规定。基本法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信仰自由、

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给予国民寻求司法公正和结社的权利。它为后来的阿曼立法奠定了

基础。 

2. 司法体制 

阿曼司法机构由宗教和世俗两套机制组成。作为伊斯兰国家，阿曼实施伊斯兰法的主

要依据是《古兰经》和“圣训”，其他法律主要通过王室法令和部长决定的方式颁布。政府

设立司法、宗教基金和伊斯兰事务部，主管司法和宗教事务。 

阿曼法院分为初级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三个级别。初级法院即各州地方法院，

通常由一名法官负责审理案件，主要处理民事案件。马斯喀特的上诉法院为第二等级，通

常由 3 名法官负责审理，其职责是审查初级法院判决后的上诉案件，受理受损害一方的上

诉。最高法院是阿曼司法系统中权力最大、级别最高的司法部门。最高法院又称处理冤案

委员会（或称控告委员会），它与前述两种法院并不是平行关系，而是后者的上级监督部门。

最高法院的职责是监控法律实施，并享有法律解释权，该委员会作出终审判决，经苏丹卡

布斯批准后，则不再接受申诉。 

1997 年，卡布斯将司法部、内政部与伊斯兰事务部合并在一起，统称司法部。1999 年

11 月颁布司法法，成立独立的司法机构和司法最高委员会，卡布斯苏丹任主席，司法大臣

为副主席。2003 年设立国家安全法院。 

  （三） 政党情况 

阿曼是君主世袭制国家，不允许政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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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济 

  （一） 经济发展概述 

1. 现行经济体制 

1996 年阿曼国家基本法规定，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公正和自由经济的原则，主体是国营

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合作，目标是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按照国家的总体规划、并在法律的

范围之内，使生产增长，公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卡布斯执政后，利用石油收入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实行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提高国

民生活水平。为改变国民经济对石油的依赖，实现经济多样化的目标，政府大力推行产业多

元化、经济私有化和就业阿曼化政策，以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阶段，阿曼经济发展

遵循三条基本原则：一、建立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开放的、多样化的经济体系。二、推进

经济私有化和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推动建立有竞争力的高效私营部门。三、开发人力资

源，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和技术能力，使人力资源成为国家发展的切实动力。 

2. 近五年宏观经济发展 

阿曼经济主要依靠石油出口，为了减轻国民经济对石油的依赖，阿曼政府实施经济多样

化政策，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在非石油制造业上，自从发现大量的天然气储量后，经济多元化

的重点就集中在天然气行业。 

2006 年以来，阿曼国民生产总值(GDP)一直呈增长态势。2006 年阿曼 GDP 为 368 亿美元，

2007 年为 419.1 亿美元，2008 年增长为 603 亿美元。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油价下跌的影

响，2009 年阿曼 GDP 略有下降为 593.6 亿美元，同年阿曼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相应减少。2009

年实际 GDP 增长率从 2008 年的 12.8%下降为 3.5%，人均 GDP2 万美元，通货膨胀率 4.6%，

已付偿债率 2.0%。2006～2011 年实际 GDP 增长率分别为 5.5%、6.8%、12.8%、3.5%、3.8%

和 4.1%（预计）。预计 2010 年国际石油价格将上涨 25%，受石油出口收入增加的影响，2010

年阿曼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为 660 亿美元。由于政府收入增加，在资金支出方面也较 2009 年

增加 12%。英国经济学家请报社（EIU）预测 2011 年阿曼 GDP 将进一步增长为 703.7 亿美元。

从 2009～2010 年 GDP 的增幅来看，阿曼正在逐步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回到

正常轨道上来。2010 至 2011 年阿曼经济政策的重点是，加速国家经济多样化的发展，减少

国家经济对石化部门的依赖；为本国快速增长的人口和适龄青年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阿曼的人均 GDP 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而增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08 年人均 GDP

为 21032美元，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下降为20000万美元。预计2010年回升为2143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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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石油出口。2008 年，阿曼石油产量 2.63 亿桶，平均日产 72.8 万

桶，年增长 3.7%。2009 年平均日产石油 81.3 万桶。根据阿曼官方数据，到 2010 年底，阿

曼将日产石油 86 万桶。阿曼天然气产量一直在稳步攀升，2007 年天然气产量为 23.7 万亿立

方米，2008 年产量为 24.1 万亿立方米。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09 年 1～10 月阿曼天然气产

量达 9.06 亿立方英尺，比 2008 年略增 0.6%。此数据说明阿曼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几乎没有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油气产品的出口拉动了阿曼经济的发展，使阿曼经济迅速摆脱国际

经济低迷的阴影。 

非石油部门的进步也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阿曼政府非常注重在非石油制造业

和私营部门的投资，希望通过这些部门的发展带动阿曼经济发展，并通过了对外资采取开放

措施的法规，进一步鼓励私营部门投资，尤其是在水电和电讯部门。大力发展贸易和旅游也

是政府实现经济多样化的重要措施。沿海地区自 2007 年遭受飓风袭击后，出于气候原因，

阿曼开始开发内陆地区的旅游资源，阿曼最高峰绿山地区的旅游配套设施正在不断建设中。

服务业在 GDP 中的比重 2009 年约占 50%之强，说明阿曼的经济多样化政策不断取得进展。 

长期以来，在海湾地区阿曼的通货膨胀率基本一直保持最低，近年来受消费价格指数上

涨等因素的影响，通货膨胀率不断增高。2008 年通货膨胀率从 2007 年的 6%骤升到 12.5%。

阿曼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金融与货币政策，积极调控宏观经济，随着石油和非石油部门出口的

增长和美元走势渐强，阿曼的通货膨胀率也在下降。国际石油价格和非石油商品价格下跌和

阿曼政府对主要商品和服务进行补贴的政策都是通货膨胀率下降的根源。2009 年阿曼通货

膨胀率从 2008 年的 12.5%下降为 3.5%。预计 2010 年阿曼的通货膨胀率为 2.8%，2011 年将

下降为 1.5%。
①

由于阿曼常年保持贸易顺差，国际储备连年增加，往来账户持续保持盈余。2011 年阿

曼往来账户余额将继续保持盈余，约占 GDP 的 4.3%。阿曼将继续保持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

的原则，2010 年不会加入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统一货币市场。 

 

2006～2011 年阿曼主要经济指标统计表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GDP(亿美元) 368.0 419.1 603.0 593.6 660.0 703.7 

人均 GDP(美元)  14282 15295 21032 20000 21430 21970 

实际 GDP 增长率(%) 5.5 6.8 12.8 3.5 3.8 4.1 

通货膨胀率(%) 3.2 6.0 12.5 4.6 2.8 1.5 

财政收入（亿里亚尔） 49.8 59.2 78.3 73.9 82.0 82.8 

                                                        
① EIU, Viewswire Oman, May 11th, 2010.p.12. 

 10



财政支出（亿里亚尔） 49.4 58.8 75.6 70.8 80.0 82.8 

商品出口(FOB)(亿美元) 215.9 246.9 377.2 297.8 360.6 378.1 

商品进口(FOB)(亿美元) 98.8 143.4 207.1 184.4 197.7 209.0 

经常账户余额(亿美元) 56.6 25.9 54.7 9.1 30.2 30.1 

国际储备(亿美元) 50.1 95.2 115.8 122.0 136.1 144.1 

外债总额(亿美元) 43.7 59.5 51.8 63.0 61.0 61.0 

偿债率(%) 1.3 2.2 1.6 2.0 1.7 1.8 

汇率：(美元/阿曼里亚尔) 0.3845 0.3845 0.3845 0.3845 0.3845 0.3845 

资料来源：1.EIU； 

          2. 2010 年为估计值，2011 年为预测值，其余年份为实际值。 

    3. 产业结构 

农业是阿曼的传统经济支柱。受干旱、沙漠广布等自然条件的限制，阿曼农业不发达，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小，但是它仍然为国家提供了 1/3 的就业机会。目前全国可耕地

101350 公顷，已耕地 61500 公顷。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农业占阿曼 GDP 的比重较小，2009

年仅为 1.4%。 

农业部门主要的经济作物有椰枣、柠檬、香蕉等水果和蔬菜，粮食作物以小麦、大麦、

高粱为主。目前阿曼粮食不能自给，能满足国内 47.6%的粮食和 69%动物饲料的需求，部分

蔬菜、肉、禽蛋类产品依靠进口。阿曼渔业资源丰富，是最重要的非石油产业之一，也是主

要的食物来源之一，鱼类产品除满足本国需求之外还可供出口。 

自 1967 年石油开始出口以后，阿曼石油工业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以石油为支柱的单

一经济结构。虽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起实施了一系列五年发展计划，并在 80 年代中期

提出了“国民经济来源多元化”，但国民经济仍严重依赖石油及其相关部门。为了实现国民

收入多元化，阿曼政府重点发展的工业有石油生产和炼油，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生产，建筑

业，水泥生产，铜矿开采和生产，钢铁工业，石化工业和纤维板制造等。发展铝业是阿曼经

济多元化和减少对石油依赖的长期计划，阿曼将成为中东地区重要的铝生产国。2009 年工

业占 GDP 的比例为 48.7%。 

阿曼服务业的发展很快，主要包括与石油天然气、金融业、旅游业、交通通讯和对外贸

易等行业相关的服务业。旅游业是阿曼经济多样化政策发展的重点产业之一。2009 年阿曼

服务业占 GDP 的比例为 49.9%。 

  （二） 基础设施 

1. 交通运输 

公路：阿曼无铁路，运输主要依靠公路。 共建有 7407 公里现代化沥青公路，2.4 万公

里石子路，1.36 万公里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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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运：主要港口有海港卡布斯港、集装箱港萨拉拉港和赖苏特港及石油运输专用港法赫

尔港。  

  空运：1981 年 5 月成立的“阿曼航空公司”系公私合营企业，主要担负国内客货运输。

阿曼与巴林共同投资的“海湾航空公司”经营国际航线。民用机场有首都西卜国际机场和萨

拉拉机场，西卜机场主跑道长 3585 米。2007 年，政府宣布大幅扩建西卜和萨拉拉机场，并

将在苏哈尔（Sohar)、杜格姆(Duqm) 和旅游胜地哈德角(Ras al-Hadd)分别建 3 个新机场。 

输油管道：由内地油田至法赫尔港铺设有输油管道，总长 279 公里，不加压流量为 72.5

万桶/天。截至 2008 年，阿曼共有输油管道 4126 公里。 

2. 水电设施 

阿曼现有三大电力系统，共 9 家电厂，发电能力达 3545 兆瓦。2008 年，阿曼发电总

量达 160.5 亿度，同比增长 9.9%。根据阿曼水电采购公司的预测，2008 至 2015 年，阿曼主

网系统电力需求年增达 8.5%，年增装机容量 330 兆瓦，2015 年电力需求达 256 亿度；萨拉

拉电力系统电力需求年增达 11.7%，年增装机容量 40 兆瓦，2015 年电力需求达 32.25 亿度。 

阿曼现有 4 家发电与海水淡化厂，产能达 54.3 万立方米/天，2008 年阿曼淡化水实

际总产达 1.14 亿立方米。阿曼水电采购公司的预测，到 2015 年，阿曼主供水区淡化水需

求达 65 万立方米/天，淡化水生产能力达 58 万立方米/天。此外，萨拉拉供水区淡化水需求

量达 6.56 万立方米/天。预计 2013 年建成的巴尔卡电站三期的淡化水产量也可达 14 万立方

米/天。已在启动研究中的古布拉发电与淡化水厂（一期），预计于 2013 年完工，日产淡化

水 3000 万加仑。 

3. 邮电通讯 

1978 年阿曼设立邮电电报电话部。截至 2004 年底，阿曼共有 100 家邮局和 430 家邮

政业务代理处。每年阿曼至少有 6 套邮票发行上市，有标准邮票和纪念邮票，2004 年还发

行了阿曼首日封和世界和平日纪念邮票。 

根据 2002/30 号皇家谕令颁布了《通讯管理法案》，根据该法案成立了通信管理局。该

局是一个法人实体机构，管理阿曼的通讯服务建设、运营和维护。阿曼电讯公司（OMANTEL）

是阿曼的首家电讯公司，是电讯业的领军人。电讯公司有个 100%的数字化网络，覆盖国家

的每一个地区，所有的网络都是与一套交换机系统相连，通过与同步数字高速链接系统运

行。为了使人口密集和人烟稀少的地方享受同样优质的服务，阿曼目前正在安装一个包含

有东、南、北 3 条线路的主干网。通过在最初的 3 个地区实验运营，现已经向农村和偏远

地区提供通讯服务。对那些尚未被当地地面网络覆盖的偏远地区，电讯公司利用小型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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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站系统通过卫星向这些地区发送高质量的数据、声音、传真和可视信号。 

目前，阿曼移动通讯运营商有两家:阿曼移动和海鸥电讯。阿曼移动通讯公司 2004 年 3

月 13 日成立。该公司隶属阿曼电讯公司，是阿曼第一家获得移动通讯运营牌照的移动服务

供应商。2004 年 6 月，卡塔尔的 Qtel、丹麦电讯公司和他们在阿曼的合作者共同组建的纳

瓦拉斯财团获得了阿曼的第二张全球移动服务牌照，成立海鸥电讯。2005 年 7 月，阿曼的

第二家移动通讯运营商海鸥电讯手机用户突破 10 万，使其在阿曼移动通讯市场的份额达到

10%。 

截至 2008 年底，阿曼有固定电话 27.42 万台，移动电话 321.9 万部。 

  （三） 财政与金融 

1. 国家财政 

阿曼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石油和天然气部门。近年来，随着国际石油价格地上涨，

阿曼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保持稳步上涨。2009 年阿曼政府预算总收入为 145.96 亿美元，

比 2008 年增加 5.4%，其中石油收入 91.57 亿美元，占预算总收入的 63%，天然气收入 17.42

亿美元，占预算总收入的 12%，二者合计占总预算收入的 75%。其他收入有税费收入 15.57

亿美元，占预算总收入的 11%；其他经常性收入 19.66 亿美元，占预算总收入的 13%；资本

收入占预算总收入的 1%。 

2009 年预算总支出为 167.02 亿美元，比 2008 年预算支出增长 12.44%，国防安全支出

40.17 亿美元占总支出的 24%；石油天然气生产支出 35.62 亿美元，占总支出的 22%；国防

安全和石油、天然气生产预算支出占总支出的 46%。其他主要支出项目有教育：20.57 亿美

元，占比 12%；发展支出 20.80 亿美元，占比 12%（比 2008 年增加 100%）；卫生支出 7.05

亿美元，占比 4%；其他部委 28.81 亿美元，占比 17%；货款利息 1.40 亿美元，占比 1%。财

政预算赤字达 21.06 亿美元，比 2008 年增加 100%。
①

2009 年阿曼财政余额占 GDP 的比值为 1.3%，经历了 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财政余额

有所下降，到 2010 年财政余额与 GDP 的比值下降为 0.8%。同期，公共债务与 GDP 比值在不

断下降，说明阿曼的财政收入状况实际在呈上升趋势。2010 年随着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

阿曼政府的财政收入看涨。在可预测的一、两年内阿曼政府财政收支状况将保持稳定。 

2. 税收制度 

阿曼税收种类不多，税制简单，税率较低。无增值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房地产税

                                                        
①中国驻阿曼经商参处网站：《阿曼 2009 年财政预算简况》，
http://xyf.mofcom.gov.cn/aarticle/h/200909/200909065259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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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目前阿曼的税种主要有海关税和公司所得税。一般进口商品的关税为 5%。猪肉类、烈

性酒类等与伊斯兰教规相左的物品征收 100%的关税，烟草制品的税率为 75%，食品进口免

税。2009 年 6 月阿曼颁布新的《公司所得税法》，新税法于 201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旧税

法中与新税法冲突部分废除。新的税法中取消了原来外资占比达 70%的公司最高收所得税

30%的条款，不管公司是否有外资参与，一律与本国公司实用相同的所得税计算方法对待。

新税法不再区分本国公司和海合会国家公司与其他外资公司的区别，更加有利于外资公司及

其分支机构和本地企业在当地的投资，新税法将激励和吸引更多的外资前来阿曼。 

3. 货币金融 

阿曼货币政策稳定，自 1973 年 2 月起一直保持里亚尔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不变，1

美元＝0.385 里亚尔。在外汇管理上，阿曼实行基本无管制的自由汇兑政策。阿曼中央银行

每天公布阿曼里亚尔与其他 44 种外币的汇率，各商业银行和汇兑钱庄均可换汇，外汇与阿

曼里亚尔可以实现完全不受管制的自由汇兑。 

阿曼中央银行（CBO）成立于 1974 年，是阿曼金融政策的制定和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管

理部门，也是阿曼的外汇管理部门。阿曼金融业很发达，银行和证券系统都引进了国际先

进的管理系统。 

目前，阿曼共有银行 32 家，其中本国银行 19 家，外国银行 10 家，专业银行 3 家。马

斯喀特银行是阿曼最大的上市银行，2007 年 1 月新成立的苏哈尔商业银行是阿曼最新最大

的本国银行。阿曼商业银行存款总额 168.8 亿美元，税前利润总额 6.5 亿美元，比 2006 年

增加了 32.5%，净利润 5.5 亿美元。2008 年，阿曼马斯喀特证券市场上市的 30 家主要公司

盈利下滑，这也是近 4 年来出现下滑。30 家上市公司（不包括投资控股公司）的总盈利达

4.37 亿里亚尔，比上年的 4.53 亿里亚尔下降了 3.5%。这 30 家上市公司占市场资本的 80%，

代表了 2008 年企业的总体表现和盈利能力。2008 年银行业利润比 2007 年增长 9.9%，从

2007 年的 1.57 亿里亚尔增加到 2008 年的 1.72 亿里亚尔。 

证券市场是阿曼经济繁荣和各经济部门效益提高的反映。1998 年阿曼成立资本市场监

管局（CMA），阿曼股市由 CMA 进行管理，主要负责监管股市、发放营业许可证、保证交易

安全等，并监控各上市公司的行为，确保其按照各项法律规章制度要求办事。 

马斯喀特证券市场（MSM）1989 年开始运行，主要有 30 家公司影响马斯喀特的股票指

数，这 30 家公司占所有上市公司市场价值的 80%。该市场向境外投资者开放，主要吸引了

海合会国家的一些投资者。 

  （四） 对外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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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外贸易 

阿曼长期实行低关税、进口无定向、外汇基本不管制的自由贸易政策。这种宽松的自由

贸易政策和环境，为各国与阿曼开展经贸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阿曼近几年对外贸易额不

断增加，并长期保持对外贸易顺差。 

阿曼对外贸易的特点是进口的广泛性和出口的单一性。进口产品主要是运输设备（汽车

及其配件）、机械、手工制品、食品、饮料、烟草和牲畜等，进口产品主要来自阿联酋、日

本、美国和德国等。主要出口产品以石油、天然气及其相关产品为主，主要出口对象国是中

国、韩国、日本和泰国等。非石油产品主要有纺织品、家畜、肉类、鱼类和矿产等。转口贸

易也是阿曼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 年阿曼出口贸易额从 2008 年的 377.2 亿美元下降为 297.8

亿美元，跌幅为 21%。预计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回暖，石油价格的上升，2010 年阿曼出口贸

易额将上升到 360.6 亿美元，增幅为 20.9%。2009 年受进口需求疲软和进口商品价格下跌的

影响，2009 年进口贸易额下降为 184.4 亿美元，跌幅为 11%。2010 年进口贸易额略有回升，

达到 197.7 亿美元，增幅为 7.2%。2010～2011 年随着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预计进口贸易

额将增加 6%，贸易顺差将为 169 亿美元。 

2. 外国投资 

阿曼政府重视吸引外资发展国家经济。为了给当地和国际投资者营造更好的经济环境，

阿曼制订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阿曼物价稳定，通货膨胀率低，自 1992 年以来通货膨胀率

在海湾地区一直保持低水平。货币稳定，自 1973 年 2 月起保持里亚尔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

率，外汇可自由兑换。对部分外资产权的工业和旅游业项目提供长期无息贷款。阿曼产品进

入其他海湾国家无关税等都是阿曼吸引外资的有利条件。 

2003 年后的 5 年里，阿曼年均吸引外资 5 亿美元。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阿曼吸引外

资的数额在不断增加，2006 年至 2010 年，阿曼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 119.5 亿美元，预计 2011

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数额为 25 亿美元。目前，阿曼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油气开采业、

金融业和建筑业，英国、阿联酋等海湾国家以及美国等都是阿曼主要的投资者。 

3. 外国援助 

为了补充本国建设资金不足，阿曼政府采取多种措施积极争取外国贷款和赠款。由于

英国与阿曼的特殊关系，近年来英国给予阿曼一些援助，还有阿联酋等一些阿拉伯国家、

多国参加的阿拉伯援助组织也给阿曼提供了一些软贷款。为了促进与其他国家的投资合作，

阿曼政府先后与 22 个国家签订了 34 个关于促进和保护合资企业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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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1983 年，阿曼共获得外国贷款 13.5 亿美元。1981 年 5 月，阿曼—美国联合经

济、技术合作委员会在马斯喀特举行正式办公仪式。联合委员会由两国政府资助，1980、

1981 年美国的拨款和贷款达 9,000 万美元。1983 年，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银行签署同阿

曼协定，向阿曼提供 500 万科威特第纳尔（1 美元＝0.307 科威特第纳尔）的贷款，资助一

项天然气工程的建设。1983 年 10 月沙特阿拉伯发展银行同阿曼签署总额为 3600 万沙特里

亚尔（1 美元＝3.75 沙特里亚尔）的两项贷款协定，资助阿曼的一个高级技术中心和一个

职业训练中心的建设。2000 年 3 月，为经济和社会发展，阿曼政府与阿拉伯基金会签订了

一项 1.37 亿阿曼里亚尔的贷款协定。截至 2000 年，阿曼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共从

阿拉伯基金会获得贷款 11.27 亿阿曼里亚尔。
①

4. 债务情况 

  阿曼官方不公开外债数额，据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估计，2008～2011 年阿曼的外债

数额分别为 77 亿美元、75 亿美元、80 亿美元和 86 亿美元。阿曼长期保持国际贸易顺差，

预计往来账户余额 2008 年～2011 年期间分别为 55 亿美元、9亿美元、30 亿美元和 30 亿美

元，占 GDP 的比例分别为 9.1%、1.5%、4.6%和 4.3%。 

在一定的时期内，外债规模增长过快会增加还债的经济负担，严重的还会引发偿债危机。

2006 年～2010 年阿曼外债总额与 GDP 之比分别为 13.1%、14.2%、12.7%、12.7%和 12.2%，

预计 2011 年为 12.2%。衡量一个国家还款能力的偿债率指标为 25%。阿曼在国际上的偿债信

誉度良好，2006～2010 年已付偿债率分别为 1.3%、2.2%、1.6%、2.0%和 1.7%，预计 2011

年为 1.8%。国际公认的外债总额与 GDP 之比的警戒线为 20%，从阿曼外债的规模、外债总额

与 GDP 的比例和已付偿债率的数字来分析，阿曼外债的各项指标均低于国际公认数值。阿曼

总体保持了适度的外债额度，短期内没有偿债风险。 

 

四、 对外关系 

  （一） 外交政策 

在外交方面，阿曼遵循中立和不结盟原则，主张在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

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与合作；在和平共处、互相尊重主权、独立、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

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通过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反

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不主张采用断交、抵制等过激手段处

理国家间关系；改善同周边国家间的关系，推动地区安全合作，加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
                                                        
 ①《阿曼 2000》，阿曼新闻部，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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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建立安全与稳定的地区秩序和国际秩序。 

  （二） 与大国关系 

阿曼与英国和美国的战略盟友关系是阿曼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英国一直将阿曼视为维护自己在印度洋霸权地位的战略前哨，排挤其他西方大国染指

该地区。阿曼同英国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特殊关系，早在 18 世纪，英国就在阿曼建立基地，

那时英国人实际上已经控制阿曼政府，政府和军队中的上层高级官员都是英国人，苏丹的

继位和退位都必须得到英国人的承认。1970 年，卡布斯苏丹发动政变也得到了英国人的辅

助。1982 年，英国和阿曼提出“历史友谊”和“特殊关系”。同年 6 月，双方在马斯喀特签

署《谅解备忘录》，建立委员会和政府间大臣级定期磋商制度。目前英国依然为阿曼政府部

门提供顾问，只是在范围上较以前有所收缩。英国是阿曼的主要贸易对象，双方的经济合

作成为新时期两国关系的亮点。 

阿曼与美国的关系可追溯到 1832 年，那一年两国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条约规定，

允许美国在阿曼投资和贸易，美国船舰可在阿曼港口停泊。1843 年，阿曼在美国设立了领

事馆。阿曼也是第一个与美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1840 年，阿曼向美国派驻外交使节。阿

曼同美国的历史交往成为新时期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1958 年 12 月，两国签订了《友好、

经济关系和领事权条约》。1980 年 6 月，两国签署了《通路协议》（access），美国可以进入

阿曼军事设施和军事基地，同时美国提供武器销售和军事训练。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两国的经济交往成果斐然。2004 年，美国对阿曼的货物贸易出口达

3.3 亿美元。2005 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超过了 10 亿美元。2006 年 1 月，阿曼与美国签订了

自由贸易协定，成为与美国签订此协议的第二个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和第四个阿拉伯国

家。协定签署后双边的贸易额从 2000 年的 4.8 亿美元增加到 2007 年的 21 亿美元。
①
2008

年，美国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盖茨、中央司令部总司令帕特里奥斯分别访问阿曼。 

（三） 与周边国家关系 

沙特：在卡布斯时代以前，阿曼和沙特阿拉伯的外交关系十分冷淡。二者在“布赖米绿

洲问题”上存在争议。沙特阿拉伯一直支持阿曼教长国，为阿曼伊玛目提供庇护。卡布斯执

政后，阿曼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逐渐缓和。1971 年 12 月和 1973 年 4 月，卡布斯两次会见

费萨尔国王。沙特阿拉伯考虑到阿曼与英国的友好关系，以及在地区安全层面建立外交关系

的相互需要，放弃了对阿曼教长的支持，宣布承认阿曼苏丹国。 

伊朗：阿曼与伊朗隔海相望，两国水域相距不超过 24 海里。由于地缘接近的关系，两

                                                        
① HIS Global Insight Report : Oman (Country Intelligence), 13, May 2010,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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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上贸易频繁，经济联系紧密。1971 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9 年，伊朗发生

了伊斯兰革命，两国关系趋冷。在伊朗与美国危机期间，阿曼持中立态度，希望双方持克

制态度，不赞成美国制裁伊朗。阿曼同伊朗交往体现了它的外交“平衡战略”，两国在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均有合作。2008 年阿曼内阁事务副首相法赫德和卡布斯苏丹特使先后访

问伊朗。伊朗外长和石油部长分别访问阿曼。2009 年 8 月卡布斯苏丹自 1979 年伊朗伊斯兰

革命后首次访问伊朗，阿曼成为伊朗与其他海湾国家缓和关系的中介。2009 年伊朗已成为

阿曼第三大贸易转口国，伊朗从阿曼进口 2030 万阿曼里亚尔。（1 个阿曼里亚尔折合美元约

2.116）。 

阿曼也希望加强与伊朗在经贸方面的关系，特别是从伊朗进口天然气满足国内不断增

长的能源需求。阿曼对伊朗核危机问题持续关注，希望能够通过外交途径使伊朗核问题得

到长期有效的解决。 

阿联酋：历史上，阿联酋与阿曼本无明确的国家边界。阿联酋独立前，居民出国护照上

注明的是阿曼国籍。直到今天，阿联酋军警中仍有三分之一是阿曼人。卡布斯苏丹上台后承

认阿联酋是一个具有国家主权的政治实体。阿联酋总统扎耶德是卡布斯执政后的第一个造访

的外国领导人，双方的贸易交往密切。 

阿联酋在阿曼非石油出口中，长时间占 80％左右的比例，居第一位。为了援助阿曼国

内的建设，阿联酋主动接受阿曼 50%关税的条件。在阿曼的进口贸易中，阿联酋占第一位。

20 世纪 90 年代，阿联酋成为阿曼最大的非石油出口市场。2005 年阿曼苏丹卡布斯访问了阿

联酋，阿联酋总统扎耶德也访问了阿曼。同年 9 月，阿曼和阿联酋合资建设一座总投资达

20 亿美元的大型炼铝厂。2009 年阿联酋是阿曼最大贸易转口国，阿联酋从阿曼进口 1.174

亿阿曼里亚尔。2010 年 4 月，阿曼与阿联酋在阿布扎比签署电力联网协议，以保障双方相

互使用电力资源、满足电力能源需求。 

  （四） 与中国关系 

1978 年 5 月 25 日，中国与阿曼建交。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双边高层次互访不

断，在政治、经贸领域的合作开展良好。 

2008 年 4 月，北京奥运火炬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成功传递。同年 5 月，中阿建交 30 周

年，双边互致贺电。建交以来，双方高层互访不断。2008 年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

农业部副部长牛盾等访问阿曼。阿曼社会发展大臣叶海亚伊亚等访华。2008 年 5 月，四川

汶川特大地震后，阿曼紧急提供 200 万美元的救灾物资。2009 年 5 月在四川广元市举行援

建村庄奠基仪式，在四川帮助重建村庄一座。（阿曼计划拨款 3238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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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贸关系方面，中国与阿曼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有民间贸易往来。1978 年两国建

交后，贸易额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80 年 10 月两国签订了政府贸易协定。1989 年两国签

署了政府贸易协定修改议定书，并成立了两国经贸混合委员会。1995 年两国政府签署了《鼓

励和保护投资协定》。2002 年 3 月两国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2006 年 3 月，两国外

交部举行首轮战略磋商。中国与阿曼双边经济合作在油气及相关领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2008 年 4 月 5 日，阿曼国民经济大臣、国家财政与能源委员会副主席麦基会见了中石油总

裁蒋结敏，双方讨论了双边日益加强的经济和投资关系。阿曼石油公司在中国投资已达 1

亿美元。 

我在中阿贸易中长期处于贸易逆差。我国主要向阿曼出口产品为机电产品、钢铁及其制

品、高新技术产品、纺织品等；从阿曼进口产品主要为原油。1997 年，中国政府开始进口

阿曼的液化气，并在沿海建设了天然气接受终端。2003 年，中国首次成为阿曼第一大石油

进口国。在两国高层推动下，双边经贸合作领域呈积极发展态势。2006 年，双边贸易额为

64.7 亿美元，其中我国向阿曼出口 3.4 亿美元，比 2005 年增长 77.8%。2007 年两国贸易

额为 72.7 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 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61%；中国进口 67.2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0%。2008 年双边贸易额达 124.16 亿美元，中国出口 7.92 亿美元，进口 116.24 亿美元，

贸易逆差 108.32 亿美元。2009 年中国出口 7.5 亿美元，进口 54.1 亿美元，贸易逆差 46.6 亿

美元。 

除进出口贸易外，双方相互的投资也很多。中国企业在阿曼的投资增长快，截至 2007

年底，中国对阿曼直接投资存量为 4201 万美元。阿曼在华投资项目 6 个，实际投资 1318

万美元。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方面截至 2007 年底，中国在阿曼累计完成工程承包和劳务合

作营业额 3.9 亿美元。2008 年由于没能发现石油显示，中石化国际勘探开发公司正式退出与

阿曼油气部签署的阿曼 36/38 区块勘探协议。2008 年中国五矿公司投资 200 万与阿曼企业合

资开发锰矿。阿曼石油公司与韩国 GS 集团签署协议，购买青岛丽东化工有限公司 30%的股

份。阿曼石油公司与中国燃气集团共同投资 4000 万美元，在百慕达注册成立合资企业，双

方各占股 50%。 

两国在石油、天然气、矿产、公路修建、通讯、计算机和程序开发方面的合作潜力巨大。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8 年中国企业与阿曼新签订的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协议

合同 24 份，合同设计金额 5.06 亿美元。其中工程承包合同 5.03 亿美元。2008 年完成工程

承包额 1.65 亿美元，其中工程承包额 1.64 亿美元。阿曼现有驻该国的中国企业 50 多家，分

布在电信、建筑、服务、石油开采等领域。目前中国在阿曼设立了代表处、分公司或合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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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企业分别是中石油、中石化、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威海华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燎原灯具股份有限公司、华为公司、中铁 18 局、中水远洋渔业等。 

两国在人力资源和技术培训方面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2006 年 4 月，阿曼旅游大

臣访华期间，双方签署旅游合作协定，阿曼成为我国公民旅游目的地国。截至 2007 年，阿

曼政府累计派 110 多名政府官员和技术人员参加国内有关单位承办的各类研修班和技术培

训班，涉及农业、医疗卫生、经济管理、投资促进等领域，促进了中阿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增进相互间友谊。 

阿曼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海岸线长达 1700 公里，进出口贸易可

以免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发展贸易条件好。对外贸易辐射范围广，北达伊朗，向西可

到其他海湾国家和中东国家，辐射周边地区 16 亿人口的消费市场。阿曼石油天然气资源相

对丰富，中国是阿曼最主要的石油进口国，与阿曼发展石油贸易有利于巩固我国石油来源进

口多元化的战略。 

阿曼在与中国的贸易中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在与阿曼的未来贸易中，中国应注重提高商

品质量，加大对阿曼出口份额，逐步缩小贸易逆差。 

 

（仝菲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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