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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2018年朝鲜粮食生产达到700万

吨。这与韩国统一部和联合国粮农组

织5月公布的“朝鲜至少需要136万吨

粮食援助以缓解粮荒”的数据有很大

出入。而目前粮食生产目标是年产量

800万吨。如果实现这一目标，朝鲜人

均年产量将达到320公斤，这显著高于

世界粮食安全危机最低水平120公斤，

所以不可能发生粮食危机。从目前情

况来看，即使朝鲜没有达到800万吨目

标，但能够实现每人年均250〜300公

斤。据介绍，下一步粮食生产的目标

是1000万吨，到那时候朝鲜完全能够

解决粮食问题。

朝方专家谈到，朝鲜的年均发电

设计能力已经达到700万千瓦，其中水

电占56%，火电占44%。这一数字与世

界银行提供的最新数据有一定出入。

世行数据显示，2015年朝鲜水电占比

为72.8%，燃煤发电占比21.3%，而

2005〜2006年间水电占比为57.3%、

火电占比为43.1%。为解决能源短缺

问题，一方面改善老旧设备，另一方

面大力建设端川水电站、渔郎川水电

站等。另外，在火电方面也在改善技

术，例如在北仓火电厂改变采用重油

的传统方法，降低了对外依存度，同

时，致力于合理开发利用风力、潮

应朝鲜社会科学院邀请，我们于

7月底访问了朝鲜首都平壤，实地考

察了朝鲜一些代表性工厂、农场和商

店，对朝鲜重视经济自立性和科学技

术的发展，提高原材料、设备和商品

的国产化，大力改善民众生活状况等

留下深刻印象。总的来看，金正恩时

代朝鲜正努力改善经济结构，积极探

索经济发展的新方向。

与此同时，由于朝鲜仍然受到国

际社会严厉制裁，经济基础薄弱，基

础设施相对老旧，也面临很多困难和

急需解决的问题。

新的战略和经济发展五年目标

从“先军政治”转向强调经济

建设优先，这是朝鲜近些年的重大变

化。2016年5月举行的朝鲜劳动党七大

就明确宣布，七大将是朝鲜的“历史

分水岭”。2018年4月劳动党七届三

中全会宣布今后将集中全力进行经济

建设，并提出国民经济的主体化、现

代化、信息化和科技化等“四化”口

号，强调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落实劳

动党七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目

标，核心是圆满完成国家经济发展五

年战略（2016〜2020年）。

在这个新五年计划之前，朝鲜

一共实行了三次七年计划，也提出了

20世纪80年代十大远景目标，但冷战

以后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第三

次七年计划到1994年才结束。之后20

年，朝鲜又经历了“苦难行军期”，

国内生产下降了一半以下，至今还没

有完全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最高

生产水平。我们推断，五年发展战略

目标值不会太高，处于一个恢复期和

准备期。朝方专家也表示，朝鲜将在

这个五年计划实现的基础上，制定更

好的下一阶段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之所以这样推断，是基于我们

所了解到的朝鲜的粮食生产状况、人

口状况以及经济发展的阶段。世界银

行数据显示，2017年朝鲜每公顷土地

的谷物产出量略超过4000千克，仅比

1989年多出约120千克，但总产量仍

大大低于20世纪80年代。1997年，朝

鲜人口增长率首次跌破1%，2016年

首次跌破0.5%，2017年总生育率不到

1.9。我们在平壤了解的情况也证实

了这一点，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

就此而言，朝鲜的情况非常不同于一

般的发展中国家。因为生育率下降，

特别是跌破2.1更替线，通常出现在

生活水平较高的发展阶段。朝鲜对外

经济投资协力委员会2018年9月公布的

数据表明，2017年朝鲜国内生产总值

（GDP）为307亿美元，人均GDP为

1214美元。世行认为，按照购买力平

价计算，2018年朝鲜就业人口的人均

GDP为2695美元。而2018年韩国的总

生育率首次跌破1时，韩国的人均GDP

已经超过3万美元。

朝鲜工业就业人口仅占总人口

17%，农业就业人口占比60%，工业就

业人口的平均收入是农业人口的2.1

倍。就此而言，发展工业对于朝鲜普

通老百姓来说还是颇有吸引力的。

五年发展战略的目标是全面振

兴国民经济，保持经济部门之间均衡

发展，夯实可持续发展国家经济的基

础。其中最主要的目标是基本解决能

源和粮食问题。在访谈中，朝方人士

对朝鲜大力发展经济的实地考察
文／李成日  钟飞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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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生物质和太阳能等的电力生产。

尤其令人注意的是，朝鲜专家此次还

强调朝鲜考虑和平利用核电技术。

在先行部门中，除电力之外，朝

方专家还强调煤炭、冶金、化学和铁

道运输工业的发展。目前，朝鲜还没

有能力开发石油，工业发展的动力基

础主要依靠蕴藏丰富的煤炭，正在东

海岸和西海岸进行不同技术水平的开

发。在冶炼铁矿方面，朝方专家认为

朝鲜已经实现100%的技术自主，特

别是采用氧气而不是焦炭炼铁方面取

得重大突破。总的来看，在外部制裁

下，朝鲜正在从以石油为主的工业结

构转向以煤炭为主的工业化道路。

另外，朝方专家指出，经济强国

建设新发展路线的特征，还具有如下

几个内容：

一，集中一切力量搞活经济建

设。党、政府机关、人民团体的工

作重点要集中和服从于经济建设，对

工作也依据经济成果来进行评价。组

织、宣传等工作也根据新的战略路线

的要求开展。

二，坚持自力更生、重视科技

发展。朝鲜强调“只有自力更生，才

能是个活路”，这也是朝鲜对独立自

主的一种理解，并不是要否定对外交

往。朝鲜把科技发展当作经济发展的

火车头，重视知识、人才和教育，提

高知识分子待遇，积极发挥知识分子

的作用。在金正恩时代，未来科学家

社区、卫星科学家社区、黎明大街等新

建的住房，优先分配给金日成综合大学

和金策综合大学的教员和一些科学家。

三，强化内阁作为经济司令部

的作用，实行内阁责任制、内阁担当

制，直接担当经济建设，所有经济部

门和单位要在内阁的统一计划和指挥

下行动。

四，改善过去的经济管理方法，

积极推动社会主义企业责任管理制。

劳动党七大还规定，国家要充分保障

企业能够灵活地运用被赋予的经营权

的条件。这也是一个新的提法，一定

程度上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企

业自主权类似，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

修改和补充相关法规

2019年4月金正恩在首次施政演说

中强调要完善国家法制体系。为此，

朝鲜根据现实需求，正在进行补充、

修改、废除、整理和制定相关法律。

第一，完善经济建设所必要的法

制体系。

目前，朝鲜与经济相

关的法律有250多种，还有

600多个法规。朝鲜社会科

学院法律研究所是朝鲜劳

动党中央的咨询机构，对

制订新的法律提出建议，

也对已有法律法规进行修

改和补充。朝方人士指

出，朝鲜的有些法律不够

细化、不够明确，在坚持

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

需要对经济方面的法律进

行研究。

第二，法律研究所专

门成立了对外法律咨询机构，向国外

投资者提供法律咨询。过去主要针对

的是在朝鲜国内发生纠纷的国外投资

者，现在转向为关心投资朝鲜的外国

投资者进行法律相关的解释和说明。

第三，2019年4月，朝鲜修改和补

充了2016年的社会主义宪法。新宪法

进一步强调朝鲜是一个体现金日成、

金正日的国家建设思想与业绩的社会

主义国家，而且更加明确了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的最高地位，删除了“主体

思想”和“先军思想”的指导思想地

位，规定金日成、金正日主义为朝鲜

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的变化蕴

含着深刻而又重大的转折性契机。

同时，根据现实发展的需求，对

经济管理指导原则进行了修改，删除

了金日成时代提出的青山里方法、青

山里方式和大安事业体系等，明确了

金正恩提出的社会主义企业责任管理

制。新的宪法还重视科技发展和人才

及教育，强调了人民经济的信息化，

突出了知识经济的重要性。

人民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

2018年4月朝鲜提出“集中一切力

量进行经济建设”的新的发展路线以

平壤柳园制鞋厂的产品展示。

作
者
摄
影

平壤大成百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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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朝鲜企业纷纷投入更多的技术和

设备，引进新的经营理念。

我们参访过程中也看到朝鲜企业

在改善技术和设备，提高生产能力，

展现出新的活力。平壤柳园制鞋厂是

典型的模范单位，也是最高领导人金

正恩三次视察过的著名企业。我们参

观了制鞋和质量检验的全部流程，

了解到该工厂的国产化水平已经达到

88%。据该厂人士介绍，工厂员工只有

400多人，经过技术改造和引进社会主

义企业管理责任制，目前年产量能达

到150万双。另外从2017年7月开始，

鞋厂开始大规模使用太阳能，在厂房

屋顶铺设了120多个太阳能电池板，基

本能够保障鞋厂的用电需求，这也是

稳定生产的重要担保。

平壤大成百货店、乐园百货店、

普通江百货店、光复地区商业中心是

能够直接用外币（人民币、美元、日

元、欧元等）的商场。我们实地考察

了2019年4月新开张的平壤大成百货

店，深入了解朝鲜老百姓的生活消费

和生活用品情况。值得关注的是，大

成百货店一楼超市不能直接用外币，

需先兑换成朝币，采用汇率是1美元大

概兑8000朝币，人民币1元大概兑1200

朝币。另外，食品柜台的商品大都是

朝鲜商品，进口货很少，一定程度上

反映朝鲜粮食生产和食品业的好转。

按照朝方专家的说法，食品基本不再

进口，尽可能使用朝鲜本地原材料加

工制作。例如啤酒产业除大同江啤酒

以外，还有金刚、庆兴、平壤、龙盛

等多种品牌的朝鲜啤酒，饼干、糖类

等副食品也已经不计其数，基本实现

了朝鲜商品的国产化。

在二楼、三楼柜台，既有朝鲜

商品，也有很多进口商品，包括不

少中国的家电商品。劳力士、精工、

OMEGA等名牌手表价格跟中国国内差

不多，人民币好几万元。在这些柜台

可以直接使用外币，但汇率跟一楼超

市完全不同。1美元汇率大概为100朝

币，人民币1元大概为15朝币。中国人

对这一情景不会感到奇怪，1994年汇

率并轨之前，中国也存在双重汇率。

实际上，双轨制是培育市场的一种方

法，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一项重

要经验。蒲公英牌学习用品、松树牌

书包等朝鲜的品牌质量不错，在朝鲜

也有很高的人气。不过，电动玩具、

家电商品仍然有不少中国商品，反映

出中朝两国产业发展阶段的差距。

我们实地调研了平壤长泉蔬菜集

体农场，参观了农场幼儿园、综合服

务中心，拜访了当地农户，对朝鲜人

民群众的基本生活进行直观了解。我

们看到综合服务中心卖粘玉米、西红

柿、黄瓜等当地农产品，但去年来此

访问的人员说还没有卖这些农产品。

看来向游客卖土特产和农产品是一种

新的变化，农场已经开始开发当地特

色的旅游商品。该农场是2015年6月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自视察过的地

方，也是金正恩上任以来所推动农田

担当制的模范农场。

另外，据朝方人士介绍，目前平

壤至少有600辆出租车，在羊角岛饭

店、高丽饭店、解放山饭店、西山饭

店、平壤饭店等地，提供24小时服务。

改善对外经济环境、关注“一带一路”

由于面临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严

厉制裁等原因，朝鲜经济建设遇到了

严重的困难，所以提出了重视科技发

展和自力更生方针。同时，通过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的外交活动努力改善对

外环境。朝方专家认为，朝鲜的外部

环境得到了不少改善。

世行数据显示，2017年朝鲜的航

空运输客运总数为10.4万人。另据报

道，中国游客已经达到去朝鲜旅游的

游客的70%以上，人民币在朝鲜被普遍

使用，也是朝鲜使用最多的外币。中

文的需求量越来越多，好多年轻人希

望到中国留学学习汉语。朝鲜对外服

务的餐厅、出入境海关等地的好多人

员都会说中文，可以看出朝鲜对外交

往的大部分是中国，也反映出朝鲜的

经济活力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中国。

朝鲜的对外经济合作方针是合作

对象的多元化、合作方式的多样化，

从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开始，将扩大

到东南亚、欧洲等地。世行数据表

明，2017年，朝鲜对东亚和太平洋地

区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

86.6%，从同一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进

口占比更是高达92.4%。而十年前这

两个数字分别只有37.6%和48.6%。同

时，不仅包括商品贸易、投资，还推

进技术贸易、服务贸易、旅游业等。

按照朝鲜劳动党七大的要求，对外贸

易要恪守信用，消除一边倒，提高加

工品、技术贸易、服务贸易比重，改

进贸易结构。需要注意的是，朝鲜对

美国式全球化充满了警惕，认为它是

帝国主义谋求支配他国的称霸战略。

在新的形势下，最近朝鲜社会

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成立了东北亚经济

研究室，专门研究东北亚地区合作、

“一带一路”等。他们迫切想了解

“一带一路”的最近进展，希望中方

给他们提供相关研究成果和资料。

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朝后，

中朝两国将在农业、旅游、教育、体

育、卫生、青年、媒体、地方等多种

领域进行深入交流与合作，尤其是中

方培训朝方专家，接受朝鲜留学生学

习中文，将会是中朝之间非常重要的

交流合作的方式和内容，也是中国对

朝鲜半岛问题确保影响力的最主要的

渠道和方式之一。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

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