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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簡介

• 一帶一路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Road)

• 簡稱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縮寫“B&R”

•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簡稱



「一帶一路」簡介

「一帶」：「絲綢之路經濟帶」

• 連接亞太地區及歐洲

• 核心區域包括：陝西、甘

肅、青海、寧夏、新疆、

重慶、四川、雲南等省市



「一帶一路」簡介

「一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 包括中國江蘇、浙江、福建、
廣東、海南及山東6個沿海
省份



「一帶一路」簡介

• 不是一個實體和機制

• 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

• 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和地區既有的雙多邊機制

• 為21世紀提供了促進共享增長、推動持續發展的

前瞻方案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



「一帶一路」簡介



「一帶一路」簡介



Why Kazakhstan？



探索哈蕯克斯坦

• 全球最大內陸的國家，面積全球排名第9

• 人口卻是最稀少的國家之一

• 人口密度：5.94/km2

• 與俄羅斯、中國、土庫曼、烏茲別克及吉爾吉斯接壤

• 為中國 ── 歐洲鐵路途經的國家

香港人口密度：
約6600/km2



探索哈蕯克斯坦

中國 ── 歐洲鐵路



探索哈蕯克斯坦

• 歐亞主要的商業及運輸樞紐

• 為配合加強歐亞聯繫發展10
個經濟特區

• 投資35億美元發展中哈邊界：
霍爾果斯 ── 東大門經濟特
區

• 加強出口中轉潛力

經濟實力



探索哈蕯克斯坦

經濟實力

• 2015年被評為營商環境改善最大的國家

• 哈薩克的石油、天然氣及煤炭蘊藏量豐富，

是全球重要的能源供應

• 石油、天然氣及煤炭探明儲量分別佔全球

儲量約3%、1%和4%

歐亞國家石油蘊
藏量佔全球9.1%



探索哈蕯克斯坦

經濟實力

• 中亞地區最大的經濟體

• 哈薩克2016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5,140國際元

俄羅斯2016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6,210國際元

烏克蘭2016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8,000國際元 (為獨聯體第三

大經濟體)



探索哈蕯克斯坦

經濟實力

• 工業約佔GDP的三分之一：

1. 金屬加工及鋼材生產為主要工業

2. 機械製造、化工及食品飲料等規模較小的製造業

• 與能源業表現息息相關的建造業，佔GDP約6%。

• 還有農業、服務行業如批發/零售、房地產、金融及保險等。



探索哈蕯克斯坦

經濟實力

• 2015年11月30日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第162個成員國

• 中國目前是哈薩克最大的貿易夥伴，佔哈薩克貿易總額約
20%

•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創始成員



探索哈蕯克斯坦

中哈發展項目

• 2015年1月，中哈投資與發展論壇上宣布與中國企業展開20多

個合作項目：

優先發展的製造業相關領域，如採礦、石油天然氣、建造、化

工、輕工及運輸



探索哈蕯克斯坦

中哈發展項目

• 2015年3月，中哈兩國簽署一系列合作協定，總值236億美元

• 加強在鐵路、電力、核能及農業等多個領域的合作：

1. 在哈薩克阿克糾賓斯克(Aktyubinsk)地區的石油天然氣

開發項目，把石油直接輸往中國，包括由哈薩克的裏海海岸通往

中國新疆的管道。



探索哈蕯克斯坦

光明大道(Bright Path)五年經濟規劃

• 2014年發表針對未來3年的刺激經濟計劃

• 每年注資30億美元

• 重點發展包括運輸及物流、公用事業網絡和能源基礎設施



探索哈蕯克斯坦

光明大道(Bright Path)五年經濟規劃

• 目標：
1. 發展國內運輸網絡
2. 打造哈薩克為全球交通走廊，連接中國、歐洲及中東市場



探索哈蕯克斯坦

光明大道(Bright Path)五年經濟規劃

• 中國支持哈薩克的「光明大道」計劃：

哈薩克進行基礎設施所需要的鋼鐵、水泥、平板玻璃、電廠等，

中國在這些方面有很強的裝備製造能力，中方願提供支援



裝備自己，迎接未來



裝備自己，迎接未來

第一步：認識

• 認識「一帶一路」的國家

• 了解每個國家：文化、經濟、發展空間



裝備自己，迎接未來

第二步：學習

《易經·系辭下》第五章：

君子藏器於身 待時而動 何不利之有



裝備自己，迎接未來

第二步：學習

• 哈薩克官方語言：哈薩克語及俄語

• 香港有很多學習外語的渠道

工聯會

HKU Space

俄國文化協會
浸會大學持續進修教育學院



裝備自己，迎接未來

第二步：學習

網路學習



裝備自己，迎接未來

第二步：學習

• 了解自己的優勢

• 漢語在哈薩克越來越普及：
1. 中哈合作展開更多項目令在哈薩克的中國企
業數量大增
2. 學習漢語提高找到工作的機會

• 中國在哈薩克開設4所孔子學院



裝備自己，迎接未來

第三步：求學空間

• 政府增加「多元學習津貼」撥款：

鼓勵學生透過課外活動，學習俄羅斯語等一帶一

路國家語言



裝備自己，迎接未來

第三步：求學空間

• 阿斯塔納 (首都) 的納扎爾巴耶夫大學

Nazarbayev University (NU)

• 2009年建立，國內第1所自治高校

• 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

• 設有工程、科學、人民與社會科學工個學院



裝備自己，迎接未來

第三步：求學空間

• 每個學院都與國外一流大學為合作夥伴：
1.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 partner for the 

School of Engineering

2. University Wisconsin-Madison (USA) – partner for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zarbayev University website: 

http://nu.edu.kz/portal/faces/main?_afrLoop=1705918227100169&_afrWindowMode=0

&_afrWindowId=nl8wunf93_14



裝備自己，迎接未來

第三步：求學空間

• 「一帶一路」交流團



裝備自己，迎接未來

第四步：開拓職場

• 部分學科的工作前景在香港受到限制

• 開拓更多職場平台

• 不同地方尋找機遇
未發展

發展中

中國、部份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

中國、部份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

產業

第二產業

建築業、
製造業、
食品加工業……



裝備自己，迎接未來

第四步：開拓職場

• 根據2014年末哈薩克政府統計數字，在該國注冊

的中國企業超過2900間

• 中國有色金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哈薩克斯

坦最大銅礦選廠──阿克托蓋銅礦選廠於，2017年

3月投產



機會只給有準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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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