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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 月 26 日，日内瓦――《2012 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
1
 (副标题为《利用汇款和侨民知

识建设生产能力》，下称“《报告》”)于今天发布。 

 

移徙趋势 

 

 最不发达国家移居国外的人口数目从 2000 年的 1,900 万增至 2010 年的 2,700 万。这一数

目相当于最不发达国家人口的 3.3%。 

 最不发达国家占全世界移民总数的 13%――类似于最不发达国家在世界人口中所占份额

(12.1%)。 

 最不发达国家的移民有五分之四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只有五分之一居住在发达国家

(北方)。 

 

汇款 

 

 1990 至 2011 年，汇款几乎增长了八倍：从 35 亿美元增至 270 亿美元。2008 年以来，尽

管发生了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而且此种危机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汇款仍然继续上升。 

 2011 年，流向最不发达国家的汇款几乎是这些国家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直接外资)值(150

亿美元)的两倍。汇款作为外国资金来源，仅次于官方发展援助量(2010 年为 420 亿美

元)。 

 2000 至 2010 年间，最不发达国家人均汇款收入增加了两倍，从 10 美元增至 3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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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款对于最不发达国家来说要比对于其他国家组别更为重要。在最不发达国家，汇款相当

于国内总产值(GDP)的 4.4%，出口值的 15%。这两个比重要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非最不发达

国家)高出三倍。 

 2008 年至 2010 年，汇款相当于莱索托、萨摩亚、海地、尼泊尔等国的 GDP 的 1/5 以上。 

 2009 年至 2011 年，汇款给尼泊尔和海地带来的外汇收入高于出口创造的收入。 

 2008-2010 年间，有九个最不发达国家的汇款流量超过了收到的直接外资和官方发展援助

量，这九个国家是：孟加拉国、海地、莱索托、尼泊尔、萨摩亚、塞内加尔、苏丹、多

哥、也门。同一时期，有八个最不发达国家的汇款量超过了直接外资量，这八个国家是：

贝宁、布隆迪、科摩罗、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比绍、基里巴斯、乌干达。 

 三分之二的最不发达国家汇款源自发展中国家。 

 从全世界来看，汇款费用为汇款额的 9%；最不发达国家的汇款费用要高出三分之一

(12%)。 

 如果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支付的是世界平均汇款费，那么 2010 年这些国家本可多收入 60

亿美元。 

 2009 至 2011 年，仅三个国家就占流向最不发达国家的汇款总额的 66%，这三个国家是：

孟加拉国、尼泊尔、苏丹。 

 最不发达国家目前的移动电话用户(每 1,000 居民中有 368 个用户)多于银行账户(每 1,000

居民中有 171 个账户)。移动电话可用来接收和寄送汇款。 

 

人才外流 

 

 最不发达国家每五个高技能人员(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中就有一人居住在国外。而在发达

国家，每 25 个高技能人员中有一人居住在国外。 

 在六个最不发达国家，居住在国外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国民要多于居住在国内的同类人员，

这六个国家是：海地、萨摩亚、冈比亚、图瓦卢、基里巴斯、塞拉利昂。 

 三分之二的最不发达国家的高技能移民居住在发达国家；三分之一居住在发展中国家。 

 在多数最不发达国家(48 个中有 30 个)，人才外流率(居住国外的高技能国民的比重)都被

认为“较高”(超过 20%)。 

 约有 200 万最不发达国家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在国外居住和工作。 

 东道国的收入水平越高，对他国国民移居该国的吸引力就越大。在发达国家，35%的移民

受过高等教育；而在最不发达国家，只有 4%移民受过高等教育。这些比例适用于来自所有

国家的移民，但相似的比例也适用于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的移民。 

 最不发达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有三分之一居住在一个国家，即美国。 

 

宏观经济表现 

 

 自世界经济危机(2009-2011 年)以来，最不发达国家的年经济增长率为 4.7%，明显低于景

气年份(2003-2008 年)，这些年份的增长率为 7.9%。这意味着，人均收入年增长率从景气

时期的 5.4%跌至 2.4%。 

 2011 年，最不发达国家的 GDP 平均实际增长率为 4.2%，这一增幅甚至低于 2009 年全球衰

退过程中记录的 4.9%的增幅。 

 最不发达国家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从 2005-2007 年的相当于 GDP 的 20.7%略增至 2008-

2010 年的 21.6%。但是，这一增长率仍然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后者在这一阶段的增长

率为 30.1%。 

 最不发达国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资源。2011 年，有五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收支

经常项目逆差相当于 GDP 的 20%以上，另外 13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相

当于 GDP 的 10%以上。 

 2008 至 2010 年，非石油出口最不发达国家的资金缺口(在国内投资所需资金方面对外部来

源的依赖度)相当于 GDP 的 1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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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中，有 62%的出口仅源自五个国家，即安哥拉、孟加拉国、赤道

几内亚、也门、苏丹。除了孟加拉国以外，其余国家均为石油出口国。 

 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严重依赖一种产品(石油)，该产品的收入占最不发达国家出口收入总

额的 46%。 

 2011 年，最不发达国家出口品半数以上(54%)销往发展中国家，这证明，南南贸易的重要性

在上升。中国占最不发达国家出口品的 26.4%，这一比例超过了欧盟(20.4%)和美国

(19%)。 

 

哪些是最不发达国家？ 
 

目前，共有 48个国家被联合国定为“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分布在以下区域： 

 

非洲(33 个)： 安哥拉、贝宁、布基那法索、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

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

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莱索托、

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

比克、尼日尔、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

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赞比亚； 

亚洲(9 个)： 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缅甸、尼泊尔、东帝汶、也门； 

加勒比(1 个)： 海地； 

太平洋(5 个)： 基里巴斯、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图瓦卢、瓦努阿图。 

 

  

图 1-48
 
个最不发达国家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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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订最不发达国家名单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每三年对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作一次审查，审查根据发展

政策委员会的建议进行。 

 

在最近于 2012 年 3 月对名单进行的审查中，发展政策委员会采用了以下三项标准： 

1.  人均收入标准。这项标准依据的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3 年平均数)，992 美元以下的国

家列入最不发达国家名单，1,190 美元以上的国家从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剔除； 

2.  人力资产标准。这项标准依据的是一项综合指数(人力资产指数)，该指数包括营养、健

康、入学率、识字率等项指标； 

3.  经济脆弱性标准。这项标准依据的是一项综合指数(经济脆弱性指数)，该指数包括自然冲

击，与贸易相关冲击、实际易受冲击程度、经济易受冲击程度、经济规模狭小程度、地理

位置偏远程度等项指标。 

 

就所有三项标准而言，在确定列入最不发达国家名单的国家和从该名单中剔除(“毕业”)的国

家方面，均采用不同的标准。符合所有三项标准列出的列入名单要求，而且人口不超过 7,500

万的国家，将列入该名单；在对名单进行的至少连续两次的三年期审查中达到三项标准中至少

两项标准规定的“毕业”门槛的国家，通常可从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剔除。不过，如果一最不

发达国家的人均 GNI 增至至少两倍于“毕业”门槛的水平，该国家即被认为有资格“毕业”，

不论其在另外两项标准之下的表现如何。 

 

迄今为止，只有三个国家被从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中剔除，这三个国家是：博茨瓦纳(1994 年 12

月)、佛得角(2007 年 12 月)、马尔代夫(2011 年 1 月)。萨摩亚定于 2014 年 1 月 1 日从名单中

剔除。经社理事会于 2009 年 7 月核可了发展政策委员会关于将赤道几内亚从名单中剔除的建

议，并于 2012 年 7 月接受了该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将瓦努阿图从名单中剔除的建议。这两个国家

想要正式“毕业”，还需要获得大会的核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