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요 약 本研究对韩、蒙两国的整体经济及贸易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了韩、蒙两国经济合作和贸易互惠的共同经济利益，为两国
签署自贸协议寻找共同利益及共识。 当今世界各国全球经济环境瞬间风云变化，在世界贸易组织为主的贸易框架前提下，以多边主义
和地域自由为主的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 : 以下称为 “FTA”，“自贸协定”）不仅加快了市场的开放，同时也开始了
激烈的市场争夺战。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下，韩国也在积极开展多方的经济合作和自贸协定。还提出了战略性、积极性、同时多发
性的三大通商政策原则，以及在取得国民共识的原则基础上，同时与主要的国家签署了自贸协定。通过抢占市场效果来扩大贸易规
模、扩大贸易相对国的多元化、保障能源资源等来提高韩国经济的竞争力。而且扩大贸易可以拓展海外市场并保证市场的活力，多边
自贸协定赋予了韩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

주제어 : 自由贸易理论(FTA), 韩、蒙经济，韩、蒙自贸协定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aim to build a consensus that the Korea-Mongol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
growth will bring economic benefits to both countries and, in addition, the FTA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bring economic benefits to the overall economy through the economic status and mutual trade status of Korea
and Mongolia. Currentl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accelerating their market battle with fierce competition,
pushing for the opening of their markets through free trade agreements of multilateralism and regionalism
centered on the WTO as a rapi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ic environment. Amid such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Korea is developing diverse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FTA strategies, and under the
principle that it is based on comprehensive and national consensus, it will sign simultaneous FTAs with major
countries, but will diversify its trade partners’ efforts to increase trade volume through market advantage, secure
energy resources, and so on to secure more resources in overseas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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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论

贸易领域的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本研究将对韩国和蒙古国的经济现状和相互贸易现状

最近一段时期，世界贸易环境主要以自由贸易协议

进行总结分析，对韩、蒙经济贸易合作给两国带来共同利

(FTA: Free Trade Agreement)为主的地域(Regionalism)

益进行了归纳总结。对韩、蒙两国的统计厅、韩国贸易协

性的贸易协定发展相对迅速。一直以来韩国作为通过对外

会、外交部、产业通商资源部、进出口银行、韩国产业银

贸易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典型国家，在GATT(General

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统计数据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s)和WTO(World Trade

进行了研究。另外，对东北亚地区有关韩国、蒙古国、中

Organization)被认为是极具代表性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最大

国及日本的报告书、论文、书籍等材料进行归纳总结。分

受惠国、名副其实的贸易国家。所以扩大贸易是韩国持续

析了其中的观点及对两国今后发展成果的论述。可以说本

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必要的条件，而开放的全球市场更是

论文的分析结果对韩国与其他国家签订自贸协定具有极其

与韩国经济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蒙古国与韩国、中国、

重要的学术、政策方面的意义。

日本、远东俄罗斯、朝鲜是东北亚六国之一。虽其经济规
模比韩国小的多，但却拥有相当于韩半岛7倍的广阔领土
面积，且是世界第八大资源富有国。更是欧亚大陆的重要

2. 自由贸易理论

交通枢纽。韩国于2004年与智利的自贸协议生效之前，韩
国和蒙古国是曾是国际贸易组织成员国中唯一未签订自贸
协定的国家，但目前蒙古国却体现出了与EFTA、欧盟、
美国、中国等巨型经济体签署自贸协定的积极态度。
韩国与蒙古国自1990年建交以来，在经济、社会方面

2.1 国际贸易原理
贸易理论是将国与国之间所发生的跨境交易现象进行
分析整理和系统的阐述。在贸易理论中，传统上主要研究
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方面加强了合作。并因种族、文化、语言上的相似性及经

第一、“贸易为何发生，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方式由何来
决定？”的问题。所谓贸易方式是指，在允许国际贸易的

济结构的互补性，充分发展了合作关系。两国建交以来，

情况下，哪国向哪国出口什么、进口什么。

为了发展双边关系，签署诸多的互惠互利协定。有《经济
科学技术协定》（1991年）、《贸易协定》（1991年）、

第二、"交易条件由何来决定"的问题。所谓交易条件，
是指贸易实现的过程中，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的交换比率

《投资保障协定》（1991年）、《文化合作协定》（1991

最终会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扩大贸易规模及经济援助等各

年）、《航空协定》（1991年）、《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第三、“如果进行贸易，各国能从中获取怎样的经济利

(1993年)、《海关合作协定》（1993年）、《能源及矿物
资源协定》、（1999年)、《旅游合作协定》（2004

益?”的问题。虽说贸易是因相互的利益而自动产生的现
象，但由此产生的利益通常可以视为两国相互之间均匀分

年）、《社会保障协定》（2009年）、《韩国-蒙古国签

配，即一国的利益产生利润，而国民之间均匀分配。但根

证简化协定》(2012年)等。

据实际的情况开看，因贸易而受到损害的国家或国民也可

2008年2月时任蒙古国总统恩赫巴亚尔访问韩国时，与

能是存在的。因此，贸易对各国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及在一

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积极探讨了加强双边贸易领域合作及

个国家内国民之间产生的福利效应，都是重要的研究

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并于同年10月达成了为促进两国自贸

课题。

协定签署的《开启韩、蒙古民间共同研究》协议。另外，

除了上述国际贸易的理论依据之外，在现实社会中，

韩国总统李明博于2011年8月22日访问蒙古时与总统额勒

还表现为资源匮乏的国家为了获取资源，所产生的贸易必

贝格道尔吉在双方首脑会谈上就加强两国关系的实际合作

然性。正如国民收入方程中所体现的本国财富产生的必要

和经济合作方案进行了讨论，为了寻求两国能够在地区和
国际舞台上扩大合作范围，双方同意将两国的外交关系提

原因一样。但是，近年来在"地球村"这样一个大的国际环
境下，虽然不必与世界各国进行强制性的贸易往来，但作

升为“全面伙伴关系”。此次外交关系的提升，为了扩大韩

为国际社会的一员，韩国不仅可以通过更加积极的贸易措

蒙两国间未来的互惠互利、互补的经济合作以及扩大自由

施来保护本国的利益，而且可以为世界经济做出贡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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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韩国年度主要经济指标

可以积极主动的探寻贸易产生的原因。1)

2.2 自由贸易协定的理论背景

指标

单位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GDP

亿美元

14,118

13,828

14,110

15,297

15,974

通常来说，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

人均 GDP

美元

27,811

27,105

29,730

29,730

30,919

以下简称“FTA”，“自贸协定”）是以消除两个国家或两个

经济增长率

%

3.3

2.8

2.8

3.0

3.0

物价上涨率

%

1.3

0.7

1.0

1.9

国家以上的贸易壁垒，促进经济一体化，使当事国之间的
商品及服务能够自由流通而缔结的协定或条约。自贸协定
本来是与关税同盟（cutoms union）一起作为区域贸易协

外汇保有额 百万美元 358,785 363,149 366,308 379,997
商品收支 百万美元 88,885

122,269 120,446 122,915

经常收支 百万美元 84,373

105,940

125,459

93,386

96,909

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以下简称 “RTA”，区贸

出口

百万美元 613,021 542,881 511,776 579,781

589,342

协定)的一部分，具有通过协议进行人为经济整合的特

进口

百万美元 524,135 420,612 391,330 456,866

463,883

点，同时，也是具有为地区主义（regionalism）发挥基础

汇率

($/won) 1,052.8

1,154.5

性贸易手段的特征。自贸协定是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形式，
根据GATT第28条第8款(b)项中对此有"对于缔约国之间
规定的关税和其他限制性的贸易规定，实质上对缔约国生
产产品的所有交易中去除"的定义。

1,131.0

98,677

1,9
380,478

1,160.8

1,138.1

资料来源：韩国进出口银行(http://keri.koreaexim.go.kr/),
册. 2018.

世界国家手

3.2 蒙古国的经济现状
3.2.1 蒙古国的贸易政策
蒙古国将韩国视为其经济发展的榜样，也将扩大与韩

3. 韩、蒙两国的经济现状
3.1 韩国的经济现状
3.1.1 韩国的经济
近年来，韩国经济未找到新的增长点，且增长动力不
足。2018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了3万美元，但是，由
于多数发达国家经济的萎缩，导致韩国面临企业的投资形
态变化、贷款趋向保守、家庭负债增加、经营趋向防御、
主力产业的成熟、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投资边际效益率的
降低等量化投资放缓的诸多问题。而在经济发展的质量方
面，由于投资效率的低下，韩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正在萎
缩，预计经济增长率今后也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
相对较低增长的状态。但是，因为是否达到发达国家水
平，是以一国的国民收入、福利、生活质量、环境、教
育、文化等多种尺度来进行衡量，由于，近来韩国国民收
入已经增长至3万美元的水平，而伴随着收入的增长，社
会整体发展逐渐改善，韩国正逐渐地向发达国家的经济水
平靠拢。韩国经济的主要指标如具体<表一>所示。

国的合作关系视为重要的外交目标，并积极地实施接近韩
国的政策。自1990年3月26日两国建交以来，蒙古国在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迅速与韩国扩大了交
流。2) 另外，蒙古国相对于其他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人
口少、资本及技术相对脆弱。因此，蒙古国积极奉行对其
经济有利的如开放市场、出口导向型为主的对外发展政
策。并且为谋求多边合作，蒙古国积极遵守世贸组织的基
本原则和各项规定。蒙古国在地缘政治上来说犹如夹在俄
罗斯和中国之间的 “三明治”，一方面这种地缘政治的地位
极其的重要，很有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又因处于俄罗斯和
中国这两个大国的影响之下，对其发展有一定的制约。目
前，蒙古国的主要贸易国是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
韩国等。蒙古国为了增加自由的贸易和其企业活动，经蒙
古国大呼拉尔批准了设立了“Low on Zone Free of
Mongolia”自由贸易地区。它们分别是位于俄罗斯北部边
境地区的阿勒坦布拉格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

Altanbulag）、西部边境阿尔金白湖（Tsagaannuur）自
2) 1999年5月金大中总统对蒙古进行国事访问时，双方就曾结合韩国的发
展经验，并对蒙古丰富的资源等的发展潜力，达成了谋求互惠发展的
《21世纪的互补性合作关系》 的协议。同年李汉东总理(10月6日)和朴宽
用国会议长(2003年9月)还就共同的发展的问题分别访问了蒙古。2005
年李明博任职首尔市长期间也访问了蒙古，并与乌兰巴托市签署了共同
构建电子政府的谅解备忘录。蒙古国受邀，巴嘎班迪总统(2001年2

1) (崔洛福, 2012)

月)、恩赫巴亚尔总理(2003年11月)、南巴林恩赫巴亚尔总统(2007年5月
29日)等分别多次访问韩国，就旅游、环境等方面进行了协商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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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贸易区，以及南部的靠近中国边境的扎门乌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随着制造业及基础设施开发

（Zamyn-Uud）经济自由区。法国的帕拉戴斯公司通过

的需求增加，今后铜及煤炭等原材料的价格将持续上涨。

国际招标，获得了位于铁路和陆路关口且靠近中国边境地

若蒙古国正式开发塔班托尔戈伊（Tavantolgoi）矿藏，

区的扎门乌德（Zamyn-Uud）自由贸易区的经营权。从

那么预计多年其经济来将可能保持在10%至20%的增长。

韩国的立场来开，随着陆路运输优势的确保及检疫体系的

即便是考虑到其他的不确定性的因素，今后蒙古国经济发

改善，韩国对蒙古国出口的货物量将会出现增长的态势。

展的前景还是非常乐观的。

推进东北亚经济区的贸易自由化也是蒙古国的对外政
<表二> 蒙古国年度主要经济指标

策之一。随着今后韩国和蒙古国、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和
蒙古国等国之间贸易额急剧的增长，东北亚经济区主体间
的贸易自由化和此地区的区贸协定也必定会被提上各国的
议事日程。预计中国、俄罗斯、蒙古国之间的边境地区合
作的加强将会使东北亚经济区的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高
度。而蒙古国为了创造本国参与到东北亚经济区活动的条
件，势必会事先积极推进相关的自贸协定。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指标

单位

实际GDP
增加率

%

17.3

12.3

11.6

7.9

2.4

1.2

5.1

6.2

名目GDP

十亿
美元

10.4

12.3

12.6

12.2

11.7

11.0

10.9

11.6

人均GDP 美元 3,736.1 4,329.0 4.365.4 4,168.9 3,951.9 3,660 3,553 3,721

3.2.2 蒙古国的经济
蒙古国自上世纪90年代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
济体制以来，由于其国内通货膨胀、失业、严寒气候等诸
多问题而导致了其粮食、能源短缺。并且直到本世纪初时
其国内经济状况都极其的困难。但21世纪初，得益于其活
跃的资源开发活动、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中国经济增
长的积极影响，2004年至2008年，蒙古国的经济实现了
6%至10%的高速增长。
但是随着2008年以后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国际原材
料价格一路下跌，蒙古国主要的出口矿物质-铜的价格在
2008年7月金融危机前的每吨8,500美元暴跌至年末的每吨
3,000美元以下，这直接导致了2009年初其国内财政⋅金
融危机的爆发。危机爆发后，蒙古国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 International Montary Fund)的金融救济
（Stand-by Loan Agreement）并逐渐克服了危机。随后

物价
上涨率

%

7.7

15.0

8.6

13.0

5.9

0.6

4.4

6.0

经济
增长率

%

17.5

12.3

11.5

7.9

2.4

1.0

5.1

6.2

商品进口
增加率

%

52.2

20.9

-0.9

-9.6 -29.3 -10,7 25.3

30.7

商品出口
增加率

%

27.5

8.0

12.1

41.8 -21.6

8.0

21.4

16.6

经常支出
/GDP

%

-26.5 -27.4 -25.4 -11.5 -4.8

-6.3

-3.8 -10.7

财政支出
/GDP

%

-3.7

-8.3

-7.5

-8.8

-5.1 -17.0 -8.7

-7.4

外汇储备

十亿
美元

2.28

3.93

2.10

1.54

1.43

1.77

1.24

1.79

图格
平均汇率 里克/ 1,266 1,358 1,524 1,817.9 1,970.3 2,140.3 2,420.3 2,307.5
美元
资料来源：韩国出口银行 海外经济研究所。
http://keri.koreaexim.go.kr/site/program/board/basicboard/view.

3.2.3 蒙古国的对外贸易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蒙古国对其经济弱势群体的

1990年以前，蒙古国97%的对外贸易的是与经济互助委

采取了保护的措施，实行了外汇储备不变、自由变动汇率

员会（COMECON）实现的。但随着经济互助委员会

制、健全财政体系、恢复银行体系信用、经济结构调整等

（COMECON）于1997年解体以及这些国家的体制转变

一系列政策。

而导致的经济基础崩溃，使得蒙古国的对外贸易急剧下

2009年通过签署奥尤陶勒盖矿场（Oyutolgoi）矿山合

滑。1990年蒙古国元，比上一年减少55.3%。蒙古国对外

同恢复了大多数国家对其的信任，2010年还根据国际货币

贸易的萎缩一直持续到1994年。1995年以后开始逐渐恢

基金组织的建议制定了金融稳定法(Financial

Stability

复，到2003年时已经恢复到1990年水平的近90%。这主要

Act)。并且伴随着2010年以后铜等国际原材料价格的急剧

是因为，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及需求增

上涨，2010年其的国内总生产（GDP, Gross Domestic

加，特别是中国原材料及能源资源需求猛增所导致的。蒙

Product）增长率达到了6.1%。

古国对外贸易量的持续增长，到2004年已经超过体制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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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水平。除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全球经济

和设施以及农产品的不足，柴油燃料、糖的需求高，

衰退而造成其对外贸易放缓以外，蒙古国的对外贸易整体

蔬菜类的进口也占了较高的比重。蒙古国主要从日本

上还是保持着长期持续增长的。2011年 蒙古国的对外贸

和德国进口轿车、从美国进口卡车、从韩国进口汽

易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13.7亿美元。相比上一年增加了8

车、汽车零部件等运输设备、以及通讯器材等电子产

3%。而贸易收支方面，由于矿产业、农业、畜牧业的比

品、食品、精密化学品、纺织品、化妆品、生活用品

重较高，制造业极其脆弱的经济结构性的问题，除2006年

等。蒙古国对韩国的出口主要以萤石、服装、黄金、

外，其贸易收支一直维持着慢性逆差状态。2013年奥尤陶

中草药材等轻工业产品及第一产业产品所构成。

勒盖矿场（Oyutolgoi）矿山的第一阶段项目竣工后，受
矿产品出口增加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2014年以来
商品收支及贸易收支一直都是保持着顺差。蒙古国与韩国、

4. 韩国与蒙古国的贸易现状

中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对外贸易的比重都在增加，主要出
口产品有萤石、羊绒、山羊毛、黄金、铜等。主要进口商品

4.1 韩、蒙贸易现状

有石油、机械设备、电子产品、食品、生活用品等。

韩、蒙两国的贸易是自1982年韩国对蒙古国出口(30万
美元)和1985∼1987年间对蒙古进口(分别为54万美元,

<表三> 蒙古国年度进出口现状
(单位 : 百万美元, %)
出口

年度
区分

17

万美元, 14万美元)的贸易开始的。而双向的进出口则始于
1988年韩国从蒙古进口天然纤维原料和出口给蒙古国纺织
品。自1990年两国建交以来，贸易规模全面扩大。1994年

进口
收支

双边贸易额超过了2,000万美元。20世纪90年代，韩国的

金额

增长率

金额

增长率

2018年

8,029

29.5

5,307

22.4

2,722

2017年

6,201

26.3

4,335

29.4

1,866

2016年

4,908

20.8

3,350

-22.7

1,558

2015年

4,064

-22.0

4,334

-26.5

-270

年两国贸易量首次突破1亿美元。2004年，由于国际原材

2014年

5,211

37.2

5,899

-14.8

-699

料价格暴涨，蒙古国的国内燃料、食品、纤维制品、生活

2013年

3,799

-6.5

6,921

-12.0

-3,122

必需品等价格也随之暴涨。受收入及需求萎缩效果的影

2012年

4,062

4.5

7,862

11.9

-3,800

2011年

3,885

38.4

7,028

82.6

-3,143

2010年

2,807

48.9

3,848

78.7

-1,041

2009年

1,885

-25.6

2,153

-33.4

-268

年两国的贸易规模出现减少的现象。2010年以后两国的贸

2008年

2,584

30.1

3,232

57.2

-698

易规模开始逐渐恢复，2011年两国贸易规模较前一年大幅

资料来源：韩国贸易协会 国别进出口
http://stat.kita.net/stat/world/trade/CtrImpExpList

从与各国出口产品的情况来分析，主要向中国出口

主要向蒙古国出口轿车和纤维制品，进口铜、锌、银等矿
物资源，双方的贸易结构一直持续至今。
韩、蒙贸易自1999年以来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增长，2003

响，韩国对蒙古国的出口比2003年减少了24.3%。此后，
虽然两国贸易有所增加但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2009

增加了78.1%，并首次突破4亿美元，创下建交以来两国间
贸易的最高纪录。同年韩国对蒙古国贸易收支顺差为2亿9
千万美元，也创下了建交以来的最高纪录。

煤炭和铜、向俄罗斯出口萤石、向加拿大和瑞士出口

<表四> 韩国与蒙古国年度贸易规模

黄金、向意大利和英国出口山羊、羊绒等。蒙古国的
主要进口商品中所占比重最大的是燃料、机械设备、
电子零部件、汽车等能源和资本货物。特别是为发展
经济和开发资源而必需的机械设备以及运输用的卡车
等运输工具在进口的所占比重较高。这也反映出了蒙
古国制造业极为脆弱的产业结构特征和进口产品中主
要以工业制造品为主的特点。另外，由于漫长的冬季

(单位：百万美元)
类别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出口

167

192

350

433

399

347

246

208

231

320

进口

21

39

61

54

27

24

46

11

14

34

贸易
收支

146

153

290

379

372

323

200

197

217

286

资料来源：韩国贸易协会 国别进出口统计,
http://stat.kita.net/stat/world/trade/CtrImpExp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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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对蒙古国的贸易具有出口大于进口的贸易顺差的

5. 结论及启示

结构，2015年曾创下2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两国的贸易自
2012年创下历史最高值以后，贸易规模逐渐萎缩。据分

韩国与蒙古国在人种、历史和文化上的同质性较强，

析，贸易规模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蒙古国的经济增长率急剧

但产业差异性及差距较大，可以形成互补共赢的局面。根

下降及汇率条件恶化等原因所导致的。

据预测，若蒙古国通过了WTO/DDA的协商或自贸协议
协商来积极的开放其市场，那么在吸引资本和投资、引进

4.2 韩、蒙进出口产品类别

尖端技术、开发出口蒙古国的地下资源、发展旅游产业等

韩国与蒙古国的在建立外交关系之前主要是以进口原

方面，将取得不亚于其他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成就。并

料(纤维原料)、工业制成品(纤维制品)为主的贸易结构。

且，其工业、服务业、农业等领域也有诸多需要韩国支援

1990年以来，韩国对蒙古国的出口产品品种逐渐丰富了起

的产业。蒙古国广阔的国土和地下资源可以有效地利用在

来，包括医疗仪器、计算机、轿车、货运汽车等机械类产

韩国或蒙古国的经济发展上。

品，出口量也有所增加，同时增加了对蒙古国的铁矿石、

韩国与蒙古国的自贸协定，或许在短期成果微乎其

非金属矿物、铜矿等矿产资源和纺织原料的进口，贸易品

微，但从长期角度出发，蒙古国的资源对韩国的外交支

种逐渐多样化，并形成更加完善的贸易关系。

援、政治安全利益等有较高的战略价值。因此，有必要积

韩国的主要出口产品如<表五>所示，有轿车、货车、

极推进促成两国自贸协定的签署。所以，韩、蒙两国的自

建筑重型设备、润滑油等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品，而主要

贸协定相比起既得利益，更应该关注其未来的长远利益。

进口商品有钼等其它金属矿产品，还有烟煤、萤石等其它

另外，由于蒙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可以说蒙古

非金属类矿产品。编织剂服装等原材料以及劳动密集型制

国还是具有较高经济增长潜力的国家，更重要的是，蒙古

造业所需的原材料产品。据分析，蒙古国对韩国进口剧增

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也可成为韩国进入西伯利亚或中

的主要原因是以矿业为主的生产部门实现了较高的增长，

亚甚至欧洲市场的重要地点。从韩国的立场看来，蒙古国

购买力大幅提高。同时韩国对蒙古国投资的增加也刺激了

不仅是资源大国，且在政治上为朝鲜的同盟国，是能够对

其进口需求的增长。参与两国贸易的韩国对蒙古国出口企

韩半岛产生巨大影响的国家。蒙古国所拥有的丰富自然资

业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但也有大韩航空、现代重工业、教

源、高水平的的畜牧业，正式韩国最短缺的部分，但韩国

保、第一毛织等部分大企业。

在经济增长上有更多经验可以借鉴，IT领域等其他多个领
域的资本和技术水平都比较高。韩、蒙两国各自的优缺点
都可以互补，可在诸多领域进行密切地合作。3)

<表五> 韩国对蒙古国进出口产品表(2015年基准)
(单位 : 千美元, %)
出口

今后为了进一步扩大两国间的贸易，改善贸易质量，
还需要强化两国中长期的合作。

进口

产品类别

金额

比重

产品类别

金额

比重

作为内陆国的蒙古国，其铁路交通是通往欧洲、俄罗

汽车

16,591

6.75

铜及废料

22,100

47.85

2

货车

16,195

6.59

其他金属矿

12,544

27.16

斯及亚洲的主要手段，同时也是实现对外贸易的重要基础

3

润滑油

12,996

5.29

其他非金属矿

5,682

12.30

设施。韩国和蒙古国之间的贸易除了航空运输外，在其境

4

烟草

9,219

3.75

编制衣物

1,093

2.37

内外以及中国及俄罗斯口岸也主要使用铁路。因此，韩、

5

化妆品

9,083

3.70

建筑重装备

1,040

2.25

蒙之间在贸易方面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通过扩充和开

6

五金制品

6,305

2.57

五金制品

470

1.02

7

饮料

5,452

2.22

天然纤维原料

321

0.70

1

发铁路、公路，构建一个跨越多国的国际运输网络。并且

8 其他塑料产品

5,451

2.22

肉类加工品

299

0.65

解决缩短通关时间和减少物流费用的问题。同时还要尽量

9

建筑重装备

5,239

2.13

其他纤维产品

215

0.47

消除蒙古国慢性贸易收支逆差等问题。这就需要两国强化

10

医药品

4,376

1.73

动物性中草药

203

0.44

产业合作，改善物流环境，扩大直接贸易，构建一个更加

小计

90,907

37.00

小计

43,967

95.19

共计

245,674

100

共计

46,187

100

均衡的贸易伙伴关系。

资料来源：对外经济研究院，2016
3) (尹奇观. 通加勒, 2008, p.290)

154 ❙Industry Promotion Research 2020 Jan; 5(1): 149-155

A Study on the Economic Status and Trade Enhancement of Korea and Mongolia

References

배 상 목(Bae, Sang-Mok)

[1] 金弘镇(2006), ｢韩蒙经济合作增进的考察: FTA可能性
为中心｣, 뺷国际区域研究뺸, 第10卷第2号; pp. 496-517
[2] 蒙古统计厅(2008), 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of Mongolia
[3] 蒙古商会(2010), Global Insight, ADB.

⋅1992년 2월 : 경기대학교 대학원
경영학석사
⋅2000년 2월 : 경기대학교 대학원
경영학 박사
⋅2016년 7월 ～ 현재 : 혜전대학교
유통경영과 부교수
⋅관심분야 : 한중 FTA, 한몽FTA

[4] 外交部(2013),《自由贸易协定》
http://www.fta.go.kr/user/index.asp
[5] 尹奇观, 通加勒(2008), ｢蒙古关于电子贸易扩散和PAA
项目的引进和利用的研究｣, 뺷东北亚经济硏究뺸, 第20卷
第2号. p290
[6] 崔洛福(2012),뺷国际通商概论뺸, 图书出版 斗南; pp. 118-121
[7] 产业通商资源部(2019),
http://www.fta.go.kr/main/situation/kfta/ov/
[8] 统计局国家统计门户网站(2019),
http://kosis.kr/statisticsList/Index
[9]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2019),
http://www.kiep.go.kr
[10] 韩国贸易协会(2019), “Statistical Office of Mongolia”.
http://www.kita.net/

⋅E-Mail : maway@hj.ac.kr

박 유 순(Park, Yoo-Soon)
⋅2013년 6월 : 길림대학교 동북아연
구원 경제학 박사
⋅2009년 8월 : 단국대학교 경영대학
원 국제통상금융 경영학석사
⋅2019년 현재 : 혜전대학교 유통경
영과 겸임교수, 숭실대학교 글로벌
⋅관심분야 : 회계학, 전산회계, FTA,
미시경제
⋅E-Mail : juliana400@hanmail.net

[11] 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院(2018),
http://www.kita.net/newtri2/center
[12] 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社(2011.2013),
http://www.kotra.or.kr/
[13] 韩国产业银行(2005), “蒙古经济现状和韩蒙经济合作”,
《产业调查月报》, 第59号。2005.
[14] 韩国进出口银行(2019),《世界国家便览》,
http://www.koreaexim.go.kr
[15] Balassa. B(1961),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6] Christian Helmers. "Options for Mongolia for the
Formation of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2006), US-FTAs: An Overview,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Trade.

November.

IMF(2013),

Worldbank database
[17]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Trade(2005). "Options for
Mongolia for the Formation of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Options in Merchandise Trade:
An Overview". p. 5. November.
[18]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of Mongolia(2008),
Foreign Trade, 270-272

Industry Promotion Research❙ 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