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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阿富汗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阿富汗。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阿富汗的
国旗开始：
 

阿富汗 - 概述：
你应该了解阿富汗？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艾哈迈德沙

阿杜拉尼统一普什图部落并于1747年建立了阿富汗。该
国在英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起到了缓冲作用，直到它在
1919年赢得独立于英国的名义控制权。民主的短暂实验
最终在1973年的政变和1978年的共产党countercoup。
1979年苏联入侵支持动荡的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引发
了长期的破坏性战争。1989年，苏联在国际支持的反共
圣战者反叛分子的无情压力下退出。随后发生的一系列
内战使得喀布尔最终于1996年落入塔利班，这是巴基斯
坦发起的强硬运动，1994年出现，旨在结束该国的内战
和无政府状态。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
国，盟军，反塔利班北方联盟的军事行动推翻了塔利



班，以庇护乌萨马·本·拉登。2001年由联合国主办的波恩
会议确立了政治重建进程，其中包括通过新宪法，2004
年举行总统选举，2005年举行国民议会选举。2004年12
月，哈米德卡尔扎伊成为第一位民主选举的阿富汗总
统，国民大会于次年12月开幕。卡尔扎伊在2009年8月连
任第二任。2014年的总统选举是该国第一个包含径流的
国家，其中包括第一轮的头两名投票选手阿卜杜拉·阿卜
杜拉和阿什拉夫·加尼。在整个2014年夏季，他们的宣传
活动对结果提出了异议并对欺诈进行了指责，导致美国
领导的外交干预，包括全面投票审计以及两个阵营之间
的政治谈判。2014年9月，加尼和阿卜杜拉同意组建民族
团结政府，加尼开始担任总统，阿卜杜拉晋升为新任首
席执行官。就职后一天，加尼政府签署了美国 - 阿富汗
双边安全协定和北约地位部队协定，为2014年后在阿富
汗的国际军事存在提供了法律依据。尽管在建立一个稳
定的中央政府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塔利班几乎在每个省
都对阿富汗政府构成严重挑战。塔利班仍然认为自己是
阿富汗的合法政府，尽管其最后两名精神领袖被杀，它
仍然是一个有能力和自信的叛乱部队; 它继续声明，只
有在外国军队离开之后，它才会与喀布尔达成和平协
议。

地理阿富汗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阿富汗？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南亚，巴基斯坦北部和西部，伊朗东



部。 阿富汗的总面积是652,230 km2，其中652,230 km2是
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
的地形？这样：为崎岖的山脉; 平原在北部和西南部。 阿
富汗的最低点是258，最高点是米诺萨克7,492米。气候
是和半干旱; 寒冷的冬季和炎热的夏季多。

居民阿富汗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阿富汗中。号码是：

34,124,811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普什图族，塔吉克族，哈扎拉族，乌兹别克族，其
他族（包括俾路支族，土库曼族，努尔斯坦族，帕米里
族，阿拉伯族，古加尔族，布拉希族，齐齐尔巴什族，阿
马克族，帕斯海族和吉尔吉斯族）数量少于。 阿富汗中
的语言是什么？ 阿富汗波斯或达里族（官方）普什图语
47％，乌兹别克语11％，英语5％，土库曼语2％，乌尔都
语2％，帕夏语1％，努尔斯坦语1％，阿拉伯语1％，俾路
支语，Shughni，Pamiri，印地语，俄语，德国人，法国。和
宗教：穆斯林99.7％（逊尼派84.7-89.7％，什叶派10-
15％），其他0.3％（2009 est。）。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18.8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
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
（出生时）是多少？这个：51.7 年。人们住在阿富汗的地
方？这里：人口往往聚集在崎岖印度教的山脚和周边地
区Kush范围; 在该国许多内陆山谷中发现了较小的群体;
总的来说，东部人口密集，南部人口稀少。 阿富汗的主
要城市地区是：喀布尔（首都）463.5万（2015年）。

阿富汗政府和经济
首都阿富汗是喀布尔和政府类型伊斯兰共和国总统



府。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34省（welayat，singular -
welayat）; 巴达赫山，巴德吉斯，巴格兰，巴尔赫，巴米
扬，达库迪，法拉，法里亚布，加兹尼，古尔，赫尔曼德，
赫拉特，约兹扬，喀布尔，坎大哈，卡皮萨，霍斯特，库
纳尔，昆都士，拉格曼，洛格尔，楠格哈尔，。关于阿富
汗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小规模生产砖块，纺织
品，肥皂，家具，鞋子，肥料，服装，食品，非酒精饮料，
矿泉水，水泥; 手织地毯; 天然气，煤炭，铜矿。重要的农
产品是鸦片，小麦，水果，坚果; 羊毛，羊肉，羊皮，羔羊
皮，罂粟花。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鸦片，水果和坚果，手
织地毯，羊毛，棉，皮和毛皮，珍贵和半珍贵的宝石，最
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巴基斯坦46.3％，印度37.6％（2016
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其他资本商品，食品，
纺织品，石油产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伊朗19.3％，巴
基斯坦18.3％，中国16.7％，哈萨克斯坦9.5％，乌兹别克
斯坦6.1％，土库曼斯坦5.4％，马来西亚4％（2016年）。
阿富汗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
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900 (2017 估
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
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
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
的人口：35.8% (2011 估计)。

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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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阿尔巴尼亚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阿尔巴尼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阿尔巴尼亚的国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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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阿尔巴尼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阿尔巴

尼亚于1912年宣布独立于奥斯曼帝国，但1939年被意大
利征服，1943年被德国占领。共产党游击队于1944年占
领了该国。阿尔巴尼亚首先与苏联结盟（直到1960年），
然后与中国结盟（到1978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期，阿尔巴尼亚结束了46年的排外共产主义统治并建立
了多党制民主制。由于历届政府都试图应对高失业率，
广泛腐败，破坏性基础设施，强大的有组织犯罪网络以
及好斗的政治对手，这一转变证明具有挑战性。自1991
年首次举行多党选举以来，阿尔巴尼亚的民主发展取得
了进展，但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大多数阿尔巴尼亚的后
共产主义选举都因选举舞弊声称而受到损害; 然而，国
际观察员认为，自1997年传销系统崩溃后恢复政治稳定
以来，选举基本上是自由和公平的。阿尔巴尼亚于2009
年4月加入北约，并于2014年6月成为加入欧盟的候选
国。阿尔巴尼亚于2016年11月收到欧盟委员会关于开放
欧盟加入谈判的建议，该谈判的条件是执行同年早些时
候通过的司法改革方案。虽然阿尔巴尼亚的经济继续增
长，但经济增长放缓，该国仍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
一。一个庞大的非正规经济和疲软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
施仍然是障碍 阿尔巴尼亚于2009年4月加入北约，并于
2014年6月成为加入欧盟的候选国。阿尔巴尼亚于2016
年11月收到欧盟委员会关于开放欧盟加入谈判的建议，
该谈判的条件是执行同年早些时候通过的司法改革方



案。虽然阿尔巴尼亚的经济继续增长，但经济增长放
缓，该国仍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一个庞大的非正
规经济和疲软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仍然是障碍 阿尔
巴尼亚于2009年4月加入北约，并于2014年6月成为加入
欧盟的候选国。阿尔巴尼亚于2016年11月收到欧盟委员
会关于开放欧盟加入谈判的建议，该谈判的条件是执行
同年早些时候通过的司法改革方案。尽管阿尔巴尼亚的
经济继续增长，但经济增长放缓，该国仍是欧洲最贫穷
的国家之一。一个庞大的非正规经济和疲软的能源和交
通基础设施仍然是障碍

地理阿尔巴尼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阿尔巴尼
亚？这个国家的位置是欧洲东南部，与亚得里亚海和爱
奥尼亚海接壤，位于希腊与南部之间，北部黑山与科索

沃之间，北部。 阿尔巴尼亚的总面积是28,748 km2，其中

27,398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
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主要是高山和丘陵; 沿海。 阿尔巴
尼亚的最低点是亚得里亚海0米，最高点是Maja e
Korabit（Golem Korab）2,764米。气候是温和温和; 阴冷，
多云，潮湿的冬季; 炎热，清澈，干燥的夏季; 内部凉
爽，。



居民阿尔巴尼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阿尔巴尼亚中。号码是：

3,047,987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阿尔巴尼亚人82.6％，希腊人0.9％，其他1％
（包括弗拉赫，罗姆人，马其顿人，黑山人和埃及人），未
具体说明15.5％（2011年度估计）。 阿尔巴尼亚中的语言
是什么？ 阿尔巴尼亚语98.8％（官方 - 来自托斯克方
言），希腊0.5％ 0.6％（包括马其顿语，罗姆语，Vlach语，
土耳其语，意大利语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未指定
0.1％（2011 est。）。和宗教：穆斯林56.7％，罗马天主教徒
10％，东正教6.8％，无神论者2.5％，Bektashi ）2.1％，其
他5.7％，未具体说明16.2％。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2.9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
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
时）是多少？这个：78.5 年。人们住在阿尔巴尼亚的地
方？这里：分布相当均匀，该国西部和中部地区人口集
中程度较高。 阿尔巴尼亚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地拉那（首
都）454,000（2015年）。

阿尔巴尼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阿尔巴尼亚是地拉那（地拉那）和政府类型议会

共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2县（qarqe，奇异 -
qark）; 培拉特，迪贝，都拉斯，爱尔巴桑，费里，吉诺卡
斯特，科尔察，库克斯，莱什，斯库台，地拉那，发罗拉。
关于阿尔巴尼亚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食物; 鞋类，
服装和服装; 木材，石油，水泥，化工，采矿，基本金属，
水电。重要的农产品是小麦，玉米，土豆，蔬菜，水果，
橄榄和橄榄油，葡萄; 肉类，乳制品; 绵羊和山羊。最重



要的出口商品是服装和服装，鞋类; 沥青，金属和金属矿
石，原油; 水泥和建筑材料，蔬菜，水果，烟草，最重要的
出口商品是意大利50.5％，塞尔维亚8.1％，科索沃
7.5％，希腊4.2％（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
设备，食品，纺织品，化学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意大
利29％，德国9.4％，中国8.7％，希腊7.8％，土耳其
7.8％，塞尔维亚4.1％（2016年）。 阿尔巴尼亚的富有多
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2,500 (2017 估计)。 这很好。
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
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
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4.3% (2012 估计)。

阿尔巴尼亚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阿尔及利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阿尔及利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阿尔及利亚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阿尔及利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阿尔及利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经过法

国统治了一个多世纪的统治之后，阿尔及利亚人在20世
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努力实现1962年的独立。
阿尔及利亚的主要政党民族解放阵线（民族解放阵线）成
立于1954年，是独立斗争的一部分，主要是政治主导。
1988年阿尔及利亚政府为应对公众动荡而设立了多党制
度，但伊斯兰拯救阵线（FIS）在1991年12月的投票中取
得了惊人的第一轮成功，导致阿尔及利亚军队干预并推
迟了第二轮选举以防止世俗精英担心的是极端主义政府
的权力。军队开始镇压FIS，刺激FIS支持者开始攻击政
府目标。战斗升级为叛乱，在1992 - 98年间发生激烈的
暴力事件，造成10万多人死亡 - 其中许多人因极端主义
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村民。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后
期占了上风，FIS的武装部队伊斯兰救世军于2000年1月
解散。在军队的支持下，Abdelaziz Bouteflika于1999年赢
得了总统职位，被广泛认为是欺诈性的赢得了2004年，
2009年和2014年的后续选举。2011年政府针对阿拉伯之
春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包括取消19年来的紧急状态限
制，增加妇女对选举议会的配额，同时还增加了补贴给
民众。2014年以来，

地理阿尔及利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阿尔及利
亚？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北非与地中海接壤，位于摩洛哥

与突尼斯之间。 阿尔及利亚的总面积是2,381,741 km2，

其中2,381,741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
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高原和沙漠地区。
一些山; 狭窄的，不连续的沿海平原。 阿尔及利亚的最
低点是Chott Melrhir -40 m，最高点是Tahat 2908米。气候
是和半干旱; 温和，潮湿的冬季，夏季炎热干燥; 干燥的
冬季寒冷，炎热的夏季高原; 西罗科是一种炎热，盛载沙
尘的风，特别常见于。

居民阿尔及利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阿尔及利亚中。号码是：

40,969,443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阿拉伯柏柏尔99％，欧洲少于1％。 阿尔及利亚
中的语言是什么？ 阿拉伯文（官方），法文（通用），柏柏
尔或Tamazight（官方）; 方言包括卡拜尔柏柏尔
（Taqbaylit），Shawiya柏柏尔（Tacawit），Mzab柏柏尔，图阿
雷格柏柏尔（Tamahaq）。和宗教：穆斯林（官;以逊尼派为
主）99％，其他（包括基督教和犹太教）。平均年龄是多少
岁？ 28.1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7 年。人们住在阿尔及利
亚的地方？这里：茫茫大多数民众位于。 阿尔及利亚的
主要城市地区是：阿根廷地中海沿岸（首都）259.4万人的
最北部地区; 奥兰858,000（2015年）。

阿尔及利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阿尔及利亚是阿尔及尔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

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48个省（wilayas，singular -
wilaya）; Adrar，Ain Defla，Ain Temouchent，Alger，Annaba，
Batna，Bechar，Bejaia，Biskra，Blida，Bordj Bou Arreridj，
Bouira，Boumerdes，Chlef，Constantine，Djelfa，El Bayadh，
El Oued，El Tarf，Ghardaia，Guelma，Illizi ，Jijel，Khenchela，
Laghouat，Mascara，Medea，Mila，Mostaganem，M'Sila，
Naama，Oran，Ouargla，Oum el Bouaghi，Relizane，Saida，
Setif，Sidi Bel Abbes，Skikda，Souk Ahras，Tamanrasset，
Tebessa，提亚雷特， Tindouf，Tipaza，Tissemsilt，Tizi
Ouzou，Tlemcen。关于阿尔及利亚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
品是石油，天然气，轻工，采矿，电力，石油化工，食品
加工。重要的农产品是小麦，大麦，燕麦，葡萄，橄榄，
柑橘，水果; 羊，牛。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石油，天然气
和石油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加拿大
4.3％（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的资本货物，食品，
消费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17.8％，法国10.1％，
意大利9.8％，西班牙7.6％，德国6.4％，美国4.9％，土耳
其4.1％（2016）。 阿尔及利亚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
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15,1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
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
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



线以下的人口：23% (2006 估计)。
阿尔及利亚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美屬薩摩亞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美屬薩摩亞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美屬薩摩亞。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美屬薩摩亞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美屬薩摩亞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美屬薩摩亞？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落户，

早在公元前1000年，直到18世纪，萨摩亚才被欧洲探险
家接触。19世纪下半叶的国际竞争由1899年的条约解
决，德国和美国将萨摩亚群岛划分为一个条约。美国于
次年正式占领了它的一部分 - 东部小岛，拥有优质的帕
果帕果港。

地理美屬薩摩亞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美屬薩摩
亞？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大洋洲，南太平洋群岛，大约位
于夏威夷和新西兰之间。 美屬薩摩亞的总面积是199
km2，其中199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
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5个火山岛，崎岖
的山峰和有限的沿海平原，两个珊瑚环礁（玫瑰岛，斯温
斯岛）。 美屬薩摩亞的最低点是太平洋0，最高点是米拉
塔山964米。气候是热带海洋，受东南风的影响; 年平均
降雨量约3米; 雨季（11月至4月），旱季（5月至10月）; 季
节性温度变化不大。

居民美屬薩摩亞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美屬薩摩亞中。号码是：

51,504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太平洋岛民92.6％（包括萨摩亚岛88.9％，汤
加2.9％，其他0.8％），亚洲3.6％（包括菲律宾2.2％，其
他1.4％），混合2.7％，其他1.2％（2010年预测）。。 美屬
薩摩亞中的语言是什么？ 萨摩亚语88.6％（与夏威夷语
和其他波利尼西亚语言密切相关），英语3.9％，汤加
2.7％，其他太平洋岛民3％，其他1.8％。和宗教：基督教
98.3％，其他1％，无附属0.7％（2010年预计）。平均年龄
是多少岁？ 25.5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
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
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3.4 年。人们住在
美屬薩摩亞的地方？这里：这是未知的。 美屬薩摩亞的
主要城市地区是：PAGO PAGO（首都）48,000（2014）73
.4。

美屬薩摩亞政府和经济
首都美屬薩摩亞是Pago Pago和政府类型总统民主;

美国自治领土。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none（美国领土）;
美国政府没有一级行政区划，但第二级有3个区和2个岛;
东部，马努阿，罗斯岛，斯温斯岛，西部。关于美屬薩摩
亞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金枪鱼罐头（主要由外国
渔船供应），手工艺品。重要的农产品是香蕉，椰子，蔬
菜，芋头，面包果，山药，椰子，菠萝，木瓜; 乳制品，家
畜。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金枪鱼罐头93％，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澳大利亚21.6％，加纳16.1％，荷兰11.5％，缅
甸8.1％，韩国7.9％，哥伦比亚4.7％，印度尼西亚4.3％
（2016年）新加坡22.6％，新西兰19.1％，萨摩亚8.7％，马
来西亚8.2％，斐济7.6％，韩国7.4％，澳大利亚
4.6％（2016 年）的。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原料，食品，石
油产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 美屬薩摩亞的富有多



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3,000 (2013 估计)。 这很好。
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
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
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美屬薩摩亞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安道尔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安道尔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安道尔。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安道尔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安道尔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安道尔？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安道尔内陆

公国是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位于法国和西班牙边界之
间的比利牛斯山脉高处。从1278年到1993年，715年间，
安道尔人生活在一个由法国和西班牙领导人（从1607年
起，法国国家元首兼乌赫尔主教）统治的独特国家。1993
年，这个封建制度因引入现代宪法而被修改; 共同的首
领仍然是国家元首，但政府转变为议会民主制。安道尔
已成为冬季体育，夏季气候和免税购物每年约800万人
参观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安道尔也因其成熟的银行业和
低税收而成为富裕的国际商业中心。作为其经济现代化
努力的一部分，安道尔向外国投资开放，并参与其他改
革，如推进旨在支持更广泛基础设施的税收举措。虽然
不是欧盟成员，但安道尔与受各种海关和合作协议管理
的集团有特殊关系，并使用欧元作为其国家货币。

地理安道尔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安道尔？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欧洲西南部比利牛斯山脉，位于法国和



西班牙之间的边界。 安道尔的总面积是468 km2，其中

468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
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崎岖的山脉被狭窄的山谷所。
安道尔的最低点是Riu Runer 840米，最高点是Pic de
Coma Pedrosa 2946米。气候是; 多雪，寒冷的冬季和温暖
干燥的夏季。

居民安道尔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安道尔中。号码是：

76,965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安道尔46.2％，西班牙26.4％，葡萄牙
12.8％，法国5％，其他9.6％（2016 EST）。 安道尔中的语
言是什么？ 加泰罗尼亚语（官方），法语，卡斯蒂利亚，
葡萄牙。和宗教：罗马天主教（主要）。平均年龄是多少
岁？ 44.3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82.9 年。人们住在安道尔
的地方？这里：人口分布不均，集中在构成该国教区（政
治行政区划）的7个城市化山谷。 安道尔的主要城市地区
是：安道尔LA Vella（首都）23,000（2014）。

安道尔政府和经济
首都安道尔是安道尔城的其他官员和政府类型议会

民主（自1993年3月以来）以共同公国的形式保留其国家
首脑; 这两位首领是法国总统和西班牙塞乌德乌赫尔主
教，他将责任委托给。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7教区（教
条，奇异教条）; 安道尔城，卡尼略，Encamp，Escaldes-
Engordany，La Massana，Ordino，Sant Julia de Loria。关于
安道尔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旅游（特别是滑雪），



银行，木材，家具。重要的农产品是少量黑麦，小麦，大
麦，燕麦，蔬菜，烟草; 羊，牛。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烟草
制品，家具，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消费品，食品，燃料，电力，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这是未知的。 安道尔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
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49,900 (2015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平均
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安道尔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安哥拉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安哥拉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安哥拉。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安哥拉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安哥拉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安哥拉？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尽管自2002

年27年内战结束以来，安哥拉利用其巨大的石油储备进
行重建，但人类发展指数却低得不成。安道拉解放运动
（MPLA）与Jose Eduardo DOS Santos领导的战斗与由若纳
斯萨文比领导的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统一）于1975
年独立于葡萄牙之后。1992年安哥拉举行全国大选时，
和平似乎即将到来，但1993年的战斗再次升级。可能多
达150万人的生命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中已经失
去 - 并且有400万人流离失所。2002年萨文比的去世结
束了Unita的叛乱，巩固了MPLA对权力的控制权。DOS
托斯桑托斯总统于2010年推行新宪法，并于2012年当选
为总统，任期五年。

地理安哥拉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安哥拉？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南部非洲与南大西洋接壤，位于纳米比
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 安哥拉的总面积是1,246,700
km2，其中1,246,70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狭窄的海岸平



原突然升起至广阔的内陆高原。 安哥拉的最低点是大西
洋0，最高点是米莫卡2,620米。气候是和沿罗安达沿海
的半岛1246,700平方公里; 北部有凉爽干燥的季节（5月
至10月）和炎热的雨季（11月至4月），。

居民安哥拉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安哥拉中。号码是：

29,310,273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Ovimbundu 37％，Kimbundu 25％，Bakongo 13％，
mestico（欧洲和非洲混血儿）2％，欧洲1％，其他22％。
安哥拉中的语言是什么？ 葡萄牙人71.2％（官方），
Umbundu 23％，Kikongo 8.2％，Kimbundu 7.8％，Chokwe
Nhaneca 3.4％，Nganguela 3.1％，Fiote 2.4％，Kwanhama
2.3％，Muhumbi 2.1％，Luvale 1％，其他3.6％。和宗教：
罗马天主教徒41.1％，新教徒38.1％，其他8.6％，无
12.3％（2014年估计值）。 ）。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15.9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
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
时）是多少？这个：60.2 年。人们住在安哥拉的地方？这
里：大多数人居住在该国的西半部; 城市地区人口集中度
最高，尤其是罗安达。 安哥拉的主要城市地区是：罗安
达（首都）550.6万人; 万博126.9万（2015年）。

安哥拉政府和经济
首都安哥拉是罗安达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18个省（省，特别省）; 本戈，本格拉
省，比耶省，卡宾达，库内内，万博，威拉，Kwando戈，
北宽扎，南宽扎，罗安达，北隆达，南隆达，马兰热，莫
希科，纳米贝，威热，扎伊尔。关于安哥拉的经济，重要



的工业产品是; 钻石，铁矿石，磷酸盐，长石，铝土矿，铀
和金; 水泥; 基本金属制品; 鱼类加工; 食品加工，酿造，
烟草制品，糖; 纺织品; 船舶修理。重要的农产品是香
蕉，甘蔗，咖啡，剑麻，玉米，棉花，木薯（木薯，木薯），
烟草，蔬菜，大蕉; 家畜; 林产品; 鱼油。最重要的出口商
品是原油，钻石，精制石油产品，咖啡，剑麻，鱼和鱼制
品，木材，棉花，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中国53.7％，印度
7.6％，美国5.6％，南非5.3％，法国4.4％（2016）。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机电设备，车辆和备件; 医药，食品，纺织
品，军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葡萄牙15.9％，美国
12.5％，中国12.2％，南非6.8％，比利时6.3％，巴西
5.5％，英国4.3％（2016年）。 安哥拉的富有多少以及这
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PPP）：$6,8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
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
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40.5% (2006 估
计)。

安哥拉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安圭拉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安圭拉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安圭拉。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安圭拉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安圭拉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安圭拉？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650年，英

属定居者从圣基茨殖民，安圭拉由英国管理，直到19世
纪初，当时岛上 - 与居民的意愿相反 - 与圣基茨和尼维
斯一起被并入单一的英国人的家属。多次尝试分离失
败。1971年，在反抗两年后，安圭拉终于被允许分离; 这
一安排于1980年正式得到承认，安圭拉成为独立的英国
属地。2017年9月7日，该岛受到飓风艾尔玛的严重破
坏，特别是通信和住宅及商业基础设施。

地理安圭拉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安圭拉？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加勒比海，加勒比海和北大西洋之间，

波多黎各以东的岛屿。 安圭拉的总面积是91 km2，其中

91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
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平坦低洼的珊瑚礁和石灰石岛
屿。 安圭拉的最低点是加勒比海0米，最高点是番红花
山73米。气候是热带; 由东北贸易风。

居民安圭拉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安圭拉中。号码是：

17,087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非洲/黑人85.3％，西班牙裔4.9％，混合



3.8％，白人3.2％，东印度群岛/印度人1％，其他1.6％未
指定0.3％（2011 est。）。 安圭拉中的语言是什么？ 英语
（官方）。和宗教：新教73.2％（包括圣公会22.7％，卫理公
会19.4％，五旬节派10.5％，基督复临安息日会8.3％，浸
信会7.1％，上帝教会4.9％，长老会0.2％，弟兄会
0.1％），罗马天主教徒6.8％，耶和华见证人1.1其他基督
徒10.9％，其他3.2％，未详细说明0.3％，无4.5％（2011年
预测）。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4.8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
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
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
81.5 年。人们住在安圭拉的地方？这里：大部分人口集
中在岛中心的山谷;。 安圭拉的主要城市地区是：（首府）
1,000（2014）。

安圭拉政府和经济
首都安圭拉是The Valley和政府类型议会民主（议会大

厦）; 西班牙境内相当均匀。英国自治海外领土。我们来
看看行政区划 - none（英国的海外领土）。关于安圭拉的
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旅游，造船，离岸金融服务。重
要的农产品是少量烟草，蔬菜; 养牛。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是龙虾，鱼，牲畜，盐，混凝土块，朗姆酒，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燃料，食
品，制成品，化学品，卡车，纺织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
是这是未知的。 安圭拉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
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12,200 (2008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
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
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
线以下的人口：23% (2002 估计)。



安圭拉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安提瓜和巴布达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安提瓜和巴布达的地理，居

民，政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
计数据，总览图和安提瓜和巴布达。的详细地图。但是，
让我们从安提瓜和巴布达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安提瓜和巴布达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安提瓜和巴布达？让我们从这个开始：

Siboney是公元前2400年第一批居住在安提瓜和巴布达
岛屿的人，但是1433年哥伦布在他的第二次航行中登陆
时，阿拉瓦克印第安人居住在这些岛屿。1667年，西班
牙和法国的定居点在英国殖民地得到了继承。奴隶制，
成立于安提瓜经营种植园，于1834年被废除。这些岛屿
于1981年成为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独立国家。2017年9月6
日，伊尔玛飓风袭击了巴布达岛，摧毁了岛屿并迫使其
撤离安提瓜的人口。巴布达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遭到破
坏，植被被剥夺，但安提瓜却幸免于难。

地理安提瓜和巴布达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安提瓜和巴
布达？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加勒比海，位于加勒比海和波
多黎各东南偏南的北大西洋之间的岛屿。 安提瓜和巴布

达的总面积是442.6 km2 (Antigua 280 km2; Barbuda 161
km2)，其中442.6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
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主要是低洼石灰
岩和珊瑚岛，有些火山区较高。 安提瓜和巴布达的最低
点是加勒比海0 米奥巴马，最高点是山402米。气候是;
季节温度变化不大，。



居民安提瓜和巴布达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安提瓜和巴布达中。号

码是：94,731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
里。谁住在这里？ 黑人87.3％，混合4.7％，西班牙人
2.7％，白人1.6％，其他2.7％，未具体说明0.9％（2011年
est。）。 安提瓜和巴布达中的语言是什么？ 英语（官方）
克里奥尔。和宗教：新教68.3％（圣公会17.6％，基督复临
安息日会12.4％，五旬节12.2％，摩拉维亚8.3％，卫理公
会5.6％，卫斯理圣洁4.5％，上帝教会4.1％，浸信会
3.6％），罗马天主教徒8.2％，其他12.2％ ，未指定5.5％，
无5.9％（2011年预计）31.9。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1.9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
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
时）是多少？这个：76.7 年。人们住在安提瓜和巴布达的
地方？这里：，安提瓜岛拥有大约97％的人口; 几乎整个
巴布达人口居住在Codrington。 安提瓜和巴布达的主要
城市地区是：Saint JOHN'S（首都）22,000（2014）。

安提瓜和巴布达政府和经济
首都安提瓜和巴布达是圣约翰和政府类型议会民主

（议会）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儿童; 英联邦境界。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6个教区和2个依赖关系; 巴布达，雷
达达，圣乔治，圣约翰，圣玛丽，圣保罗，圣彼得，圣菲
利普。关于安提瓜和巴布达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
旅游，建筑，轻工制造（服装，酒精，家用电器）。重要的
农产品是棉花，水果，蔬菜，香蕉，椰子，黄瓜，芒果，甘
蔗; 波兰53.2％，英国12.7％，喀麦隆7.2％，德国5.5％，
德国5.5％，波兰53.2％，家畜。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石



油产品，床上用品，手工艺品，电子元件，运输设备，最
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美国4.5％（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食品和活体动物，机械和运输设备，制造业，化
学品，石油，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美国44.3％，日本
4.7％，中国4.1％（2016年）。 安提瓜和巴布达的富有多
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PPP）：$26,3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
生活水平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
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
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
口：未知%。

安提瓜和巴布达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阿根廷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阿根廷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阿根廷。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阿根廷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阿根廷 - 概述：
你应该了解阿根廷？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816年，里

约普拉塔联合省宣布独立于西班牙。在玻利维亚，巴拉
圭和乌拉圭分道扬After后，这个地区仍然是阿根廷。该
国的人口和文化受到整个欧洲移民的严重影响，意大利
和西班牙在1860年至1930年间提供了最大比例的新移
民。直到20世纪中期，阿根廷的大部分历史都受到内部
政治冲突时期的支配联邦党人和统一党人之间以及平民
和军事派系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庇隆主义民
粹主义时代以及对后来政府的直接和间接的军事干涉，
其后是一个于1976年上台的军政府。1983年，在强制夺
取福克兰群岛（Islas Malvinas）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它
仍然坚持不懈，其中最可怕的是2001 - 02年度的严重经
济危机，导致了暴力的公众抗议和几位总统的连续辞
职。2003至15年间，内斯特和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
基什内尔的庇隆主义统治，其政策孤立阿根廷并导致经
济停滞。随着2015年11月Mauricio Macri的当选，阿根廷
开始了一个改革和国际重返社会的时期。

地理阿根廷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阿根廷？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南美洲南部，与南大西洋接壤，位于智利

与乌拉圭之间。 阿根廷的总面积是2,780,400 km2，其中

2,736,69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我
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Pampas 西南富平原下的
亚南极，南部巴塔哥尼亚平原上的起伏高原，西部边界
崎岖的安第斯山脉。 阿根廷的最低点是碳-105米（位于
圣安东尼奥省圣胡利安港和圣乔治路易斯彼德拉布埃纳
之间克鲁兹），最高点是塞罗阿空加瓜6962米（位于门多
萨省西北角;南美最高点）。气候是主要为温带地区; 干旱
在东南方向; 南半球南半球。

居民阿根廷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阿根廷中。号码是：

44,293,293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欧洲人（主要是西班牙和意大利血统）和混血儿
（混合欧洲和美洲印第安人血统）97.2％，美洲印第安人
2.4％，非洲人0.4％（2010 est。）。 阿根廷中的语言是什
么？ 西班牙语（官方） ，意大利语，英语，德语，法语，土
著（马普切语，克丘亚语）。和宗教：名义上是罗马天主教
92％（小于20％执业），新教徒2％，犹太教2％，其他



4％。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1.7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
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
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7.3
年。人们住在阿根廷的地方？这里：单三分之一的人口
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该国北部和中部地区出现了一
些集聚地; 南部的巴塔哥尼亚人口稀少。 阿根廷的主要
城市地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首都）1518万; 科多巴
151.1万; 罗萨里奥138.1万; 门多萨1.009万人; San Miguel
de Tucuman 910,000; 拉普拉塔846,000（2015年）。

阿根廷政府和经济
首都阿根廷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

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23个省（省，单一省）和1个自
治市; 布宜诺斯艾利斯，卡塔马卡，查科，丘布特，布宜
诺斯艾利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科尔多瓦，科连特斯，
恩特雷里奥斯，福尔摩沙，胡胡伊，拉潘帕，拉里奥哈，
门多萨，米西奥内斯，内乌肯，里奥内格罗，萨尔塔，圣
胡安，圣路易斯，圣诞老人克鲁兹，圣达菲，圣地亚哥德
尔埃斯特罗，火地岛 - 南非大西洋南部地区，图库曼。关
于阿根廷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食品加工，汽车，
耐用消费品，纺织品，化学品和石化，印刷，冶金，钢
铁。重要的农产品是向日葵种子，柠檬，大豆，葡萄，玉
米，烟草，花生，茶叶，小麦; 牲畜。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
大豆及其衍生品，石油和天然气，车辆，玉米，小麦，最
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巴西15.5％，美国7.7％，中国7.6％，
越南4.4 （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汽车，石
油和天然气，有机化学品，塑料，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
巴西24.3％，中国18.7％，美国12.5％，德国5.5％（2016
年）。 阿根廷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



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20,7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
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
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
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32.2%。

阿根廷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亞美尼亞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亞美尼亞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亞美尼亞。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亞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美尼亞的国旗开始：
 

亞美尼亞 - 概述：
你应该了解亞美尼亞？让我们从这个开始：亚美尼亚

为成为第一个正式采用基督教的国家而自豪（4世纪
初）。尽管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治，几个世纪以来，亚美尼
亚都受到包括罗马，拜占庭，阿拉伯，波斯和奥斯曼帝
国在内的各种帝国的控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
亚美尼亚西部，奥斯曼帝国制定了强制重新安置政策，
加上其他严酷的做法，导致至少100万亚美尼亚人死亡。
1828年亚美尼亚东部地区被奥斯曼人割让给俄罗斯; 这
部分在1918年宣布独立，但在1920年被苏联红军征服。
亚美尼亚领导人仍然为阿塞拜疆长期以来对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的冲突感到厌烦，该地区主要是亚美尼亚人口
稠密的地区，1920年由莫斯科指派给苏联阿塞拜疆。
1988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始在该地区进行战斗; 在
两国于1991年脱离苏联独立之后，这种斗争升级了。到
1994年5月，当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纳戈尔诺 - 卡拉巴
赫之间的三方停火成立时，亚美尼亚部队不仅持有纳戈
尔诺 - 卡拉巴赫，而且还持有七个周围地区 - 约占阿塞
拜疆领土的14％。双方的经济因无法在和平解决方面取
得实质进展而受到伤害。土耳其于1993年关闭了与亚美
尼亚的共同边界，以支持阿塞拜疆在与亚美尼亚的冲突
中控制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及周边地区，进一步阻碍亚
美尼亚的经济增长。2009年，亚美尼亚高级领导人开始
寻求与土耳其的和解，旨在确保开放边界，但土耳其尚



未批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议定书。2015年1月，亚美尼亚
加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成为欧亚经济联
盟的成员。

地理亞美尼亞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亞美尼亞？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西南亚，土耳其（西部）和阿塞拜疆之
间; 注意 - 亚美尼亚认为自己是欧洲的一部分; 在地缘政
治上，它可以归入欧洲，中东，或同时属于。 亞美尼亞的

总面积是29,743 km2，其中28,203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
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亚美尼
亚高原山脉; 小林地; 快速流动的河流; 阿拉斯河流域土
壤良好。 亞美尼亞的最低点是米德贝河400米，最高点
是Aragats Lerrnagagat'。气候是高原大陆，炎热的夏季，寒
冷的冬季。

居民亞美尼亞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亞美尼亞中。号码是：

3,045,191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亚美尼亚98.1％，雅兹迪（库尔德人）1.1％，其
他0.7％（2011年估计）。 亞美尼亞中的语言是什么？ 亚
美尼亚（官方）97.9％，库尔德人（由雅兹迪少数口语）
1％，其他1％（2011 EST。 ）。和宗教：亚美尼亚使徒



92.6％，福音派1％，其他2.4％，无1.1％，未具体说明
2.9％（2011。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5.1 年。我们必须补
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
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
这个：74.9 年。人们住在亞美尼亞的地方？这里：大多数
人口位于该国的北半部; 埃里温首府的人口是该国第二
大城市久姆里市的五倍以上。 亞美尼亞的主要城市地区
是：埃里温（首都）1,044（2015年）。

亞美尼亞政府和经济
首都亞美尼亞是埃里温和政府类型议会民主。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11个省（marzer，奇异 - marz）;。关于亞
美尼亞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白兰地，采矿，金刚
石加工，金属切削机床，锻压机，电动机，针织服装，袜
类，鞋类，丝绸织物，化学品，卡车，仪器，微电子，珠
宝，软件，食品加工。重要的农产品是水果（特别是葡萄
和杏子），蔬菜; 牲畜。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未锻轧铜，
生铁，有色金属，黄金，钻石，矿产品，食品，白兰地，香
烟，能源，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俄罗斯21％，保加利亚
8.7％，格鲁吉亚8.1％，加拿大7.9％，德国7.9％，伊拉克
7.8％，中国5.7％，伊朗4.2％，瑞士4.2％（2016）。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天然气，石油，烟草制品，食品，钻石，制
药，汽车，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俄罗斯30.7％，中国
11％，伊朗5.1％，土耳其5％，德国5％（2016年）。 亞美
尼亞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
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9,100 (2017 估
计)。 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
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
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



的人口：32% (2013 估计)。
亞美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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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阿魯巴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阿魯巴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阿魯巴。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阿魯巴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阿魯巴 - 概述：
你应该了解阿魯巴？让我们从这个开始：于1499年在

西班牙发现并声称，阿鲁巴于1636年被荷兰收购。该岛
的经济一直由三主要产业。一个19世纪的淘金热是随着
1924年一家炼油厂的开业而带来的繁荣。20世纪最后几
十年旅游业蓬勃发展。阿鲁巴岛于1986年从荷属安的列
斯群岛分离出来，成为荷兰王国的独立自治成员。1990
年阿鲁巴的要求停止了朝着完全独立的行动。

地理阿魯巴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阿魯巴？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加勒比海，委内瑞拉以北的加勒比海

岛。 阿魯巴的总面积是180 km2，其中18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
形？这样：平缓，有几座小山; 稀少植被。 阿魯巴的最低
点是加勒比海0米，最高点是Ceru Jamanota 188米。气候
是热带海洋; 季节性温度变化。

居民阿魯巴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阿魯巴中。号码是：

115,120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荷兰82.1％，哥伦比亚6.6％，委内瑞拉



2.2％，多米尼加2.2％，海地1.2％，其他5.5％，未指定
0.1％（ 2010 est。）。 阿魯巴中的语言是什么？ 帕皮亚门
托语（官方）（混合了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荷兰语，英语
以及法语，以及非洲语言元素和阿拉瓦克语的克里奥尔
语）69.4％，西班牙语13.7％ ，英语（广泛使用）7.1％，荷
兰语（官方）6.1％，中国1.5％，其他1.7％，未具体说明
0.4％（2010 est。）。和宗教：罗马天主教75.3％，新教徒
4.9％（包括卫理公会0.9％，复临信徒0.9％大多数居民居
住在奥拉涅斯塔德和圣尼古拉斯或其周围地区或周围地
区，其中约0.4％是英国国教徒，其他新教徒占2.7％，耶
和华见证人占1.7％，其他12％，无5.5％，未具体说明
0.5％（2010年预计值）。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9.3 年。我
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
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
多少？这个：76.9 年。人们住在阿魯巴的地方？这里：;
大多数选区倾向于位于。 阿魯巴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奥
拉涅斯塔德（首府）较少山区的西侧29,000（2014）。

阿魯巴政府和经济
首都阿魯巴是奥拉涅斯塔德和政府类型议会民主（立

法机构）; 荷兰王国的一部分。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无
（荷兰王国的。关于阿魯巴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旅
游，石油转运设施，银行。重要的农产品是沉默; 家畜;
鱼类。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活动物和动物产品，艺术品
和收藏品，机械和电气设备，运输设备，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哥伦比亚23.4％，美国19.8％，荷兰16.9％，委内
瑞拉13.9％（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电气
设备，用于加油和再出口的成品油，化学品; 食品，最重
要的进口商品是美国55.4％，荷兰12.6％（2016）。 阿魯



巴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
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25,300 (2011 估
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
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
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
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阿魯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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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澳大利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澳大利亚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澳大利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澳
大利亚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澳大利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澳大利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史前定居

者在第一批欧洲人在17世纪开始勘探之前至少4万年前
从东南亚抵达该大陆。直到1770年才有正式的领土要
求，当时詹姆斯COOK上尉以英国的名义占领了东海岸
（1829年澳大利亚所有人都被称为英国领土，并创立了
西澳大利亚殖民地）。六个殖民地创建于十八世纪末和
十九世纪; 他们于1901年联合并成为澳大利亚联邦。这
个新兴国家利用其自然资源迅速发展农业和制造业，并
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的努力作出重
大贡献。近几十年来，澳大利亚已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80年代采取的
经济改革以及它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的位
置。长期关注的问题包括人口老龄化，基础设施压力以
及诸如洪水，干旱和丛林火灾等环境问题。澳大利亚是
地球上最干燥的有人居住的大陆，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
化的挑战。澳大利亚拥有世界上10％的生物多样性，世
界上其他地方还有大量的动植物。澳大利亚是地球上最
干燥的有人居住的大陆，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挑
战。澳大利亚拥有世界上10％的生物多样性，世界上其
他地方还有大量的动植物。澳大利亚是地球上最干燥的
有人居住的大陆，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挑战。澳大
利亚拥有世界上10％的生物多样性，世界上其他地方还
有大量的动植物。

地理澳大利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澳大利亚？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大洋洲，印度洋与南太平洋之间的大

陆。 澳大利亚的总面积是7,741,220 km2，其中7,682,300
km2是土地。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我们如何描
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主要是沙漠地带，肥沃的平原在
东南。 澳大利亚的最低点是湖Eyre -15，最高点是米科修
斯科山2,228米。气候是一般干旱至半干旱; 南部和东部
温带; 北部的热带地区。

居民澳大利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澳大利亚中。号码是：

23,232,413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希腊1.4％，荷兰1.2％，其他15.8％（包括澳
大利亚原住民.5％），未指定5.4％。 澳大利亚中的语言
是什么？ 英语76.8％，普通话1.6％，意大利1.4％，阿拉
伯文1.3％，希腊1.2％，广东话1.2％ 1.1％，其他10.4％，
未指定5％（2011年度）。和宗教：新教徒23.1％（圣公会
13.3％，联合教会3.7％，长老会和改革派2.3％，浸信会
1.5％，五旬节1.1％，路德会.7％，其他新教徒.5％），罗
马天主教徒22.6％，其他基督教徒4.2％，穆斯林2.6％，
佛教徒2.4％，东正教2.3％（东正教2.1％，东正教2％），
印度教1.9％，其他1.3％，无30.1％，未具体说明
9.6％（2016年预测）。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8.7 年。我们
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



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
少？这个：82.3 年。人们住在澳大利亚的地方？这里：人
口主要位于周边地区，人口居住在东南部的人口最多;
位于西部珀斯及其周围的次要人口中心; 新南威尔士州
是迄今为止人口最多的国家和地区; 内部，或“内陆”，人
口非常稀少。 澳大利亚的主要城市地区是：悉尼450.5万;
墨尔本420.3万; 布里斯班220.2万人; 珀斯1861万; 阿德莱
德1256万; 堪培拉（首都）423,000（2015年）。

澳大利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澳大利亚是堪培拉和政府类型在君主立宪政体

下的出生/女性（2017年预计）的议会民主（联邦议会）儿
童;。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6州和2个领土的联邦领土;
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新南威尔士州，北领地州，昆士
兰州，南澳大利亚州，塔斯马尼亚州，维多利亚州，西澳
大利亚州。关于澳大利亚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采
矿，工业和运输设备，食品加工，化工，钢铁。重要的农
产品是小麦，大麦，甘蔗，水果; 牛，羊，家禽。最重要的
出口商品是煤炭，铁矿石，黄金，肉类，羊毛，氧化铝，
小麦，机械和运输设备，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中国
30.5％，日本12.4％，美国6.5％，韩国6.1％ （2016年）。最
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运输设备，计算机和办公设
备，电信设备和部件; 原油和石油产品，最重要的进口商
品是中国23.4％，美国11.5％，日本7.8％，泰国5.6％，德
国5.3％，韩国4.3％（2016年）。 澳大利亚的富有多少以
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PPP）：$49,9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
在这里平均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
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



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
知%。

澳大利亚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奥地利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奥地利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奥地利。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奥地利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奥地利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奥地利？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曾经是奥匈

帝国大国的权力中心，奥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
沦落为一个小共和国。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后，1945年
胜利盟军占领后，奥地利的地位仍不明朗十年。1955年
签署的一项国家条约结束了占领，承认奥地利的独立，
并且禁止与德国统一。同一年的宪法法律宣布该国
的“永久中立”是苏联撤军的一个条件。1991年苏联的崩
溃和1995年奥地利加入欧盟已经改变了这种中立的含
义。奥地利是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于1999年加入欧盟
经济和货币联盟。

地理奥地利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奥地利？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中欧，。 奥地利的总面积是83,871 km2，

其中82,445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
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西部和南部偶尔有阵雨，主
要是山脉（阿尔卑斯山）; 大部分平坦或沿东部和北部边
缘平缓倾斜。 奥地利的最低点是希德勒山看115米大，



最高点是格洛克纳山3,798米。气候是; 大陆，多云; 寒冷
的冬季，频繁的降雨，低地的积雪和高山的积雪; 夏季气
候温和。

居民奥地利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奥地利中。号码是：

8,754,413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奥地利人91.1％，前南斯拉夫人4％（包括克罗
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人），土
耳其人1.6％，德国人0.9％，其他或未具体说明
2.4％（2001年人口普查）。 奥地利中的语言是什么？ 德
国人（全国官方）88.6％，土耳其人2.3％，塞尔维亚人
2.2％，克罗地亚人（布尔根兰州官员）1.6％，其他人（包
括斯洛文尼亚，南克恩顿州和匈牙利官方布尔根兰州）
5.3％（2001年）。和宗教：天主教徒73.8％（包括罗马天主
教73.6％，其他天主教徒0.2％ ），新教4.9％，穆斯林
4.2％，正统2.2％，其它0.8％（包括其它基督教），无
12％，未指定的2％（2001估计）。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44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
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
生时）是多少？这个：81.6 年。人们住在奥地利的地方？
这里：的北部和东部部分该国人口更密集; 近三分之二的
人口居住在。 奥地利的主要城市地区是：维也纳（首都）
175.3万（2015年）。

奥地利政府和经济
首都奥地利是维也纳和政府类型联邦议会共和国。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9个州（Bundeslaender，singular -
Bundesland）;。关于奥地利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建



筑，机械，车辆和零部件，食品，金属，化学品，木材，纸
和纸板，通信设备，旅游业。重要的农产品是谷物，土
豆，葡萄酒，水果; 乳制品，牛，猪，家禽; 木材和其他林
业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机械设备，机动车辆和零
部件，纸和纸板，金属制品，化学制品，铁钢材，纺织
品，食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德国29.9％，美国6.3％，
意大利6.2％，瑞士5.7％，斯洛伐克4.4％（2016年）。最重
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设备，机动车辆，化学品，金属
制品，石油和石油产品，天然气; 食品，最重要的进口商
品是德国42.5％，意大利6％，瑞士5.6％，捷克4.4％，荷
兰4％（2016年）。 奥地利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
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49,2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平均
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4% (2014 估
计)。

奥地利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阿塞拜疆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阿塞拜疆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阿塞拜疆。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阿
塞拜疆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阿塞拜疆 - 概述：
你应该了解阿塞拜疆？让我们从这个开始：阿塞拜疆

- 一个拥有绝大多数土耳其人和多数 - 什叶派穆斯林人
口的国家 - 在俄罗斯帝国崩溃后短暂独立（从1918年到
1920年）; 它随后被并入了苏联七十年。阿塞拜疆尚未解
决与亚美尼亚之间关于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的冲突，亚
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对该地区的地位提出争议后，这是亚
美尼亚人口最多的地区，莫斯科在1923年承认阿塞拜疆
为苏维埃自治共和国。1988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再
次就这一地区发生争端; 1991年两国独立后苏联的军事
斗争升级。到1994年5月，当停火成功时，亚美尼亚族力
量不仅在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以及阿塞拜疆境内的七个
周边省份举行。由美国，法国和俄罗斯联合主持的欧安
组织明斯克小组是为和平解决冲突而设立的框架。该国
的腐败现象十分普遍，政府在2009年全民公决中取消了
总统任期限制，并批准在2016年将总统任期从5年延长
至7年，并被指控为威权主义。尽管由于石油和天然气生
产的收入，近年来贫困率已经下降，基础设施投资大幅
增加，但改革并未充分解决大多数政府机构的弱点，特
别是在教育和卫生部门以及法院系统。由美国，法国和
俄罗斯联合主持，是为和平解决冲突而建立的框架。该
国的腐败现象十分普遍，政府在2009年全民公决中取消
了总统任期限制，并批准在2016年将总统任期从5年延
长至7年，并被指控为威权主义。尽管由于石油和天然气
生产的收入，近年来贫困率已经下降，基础设施投资大
幅增加，但改革并未充分解决大多数政府机构的弱点，



特别是在教育和卫生部门以及法院系统。由美国，法国
和俄罗斯联合主持，是为和平解决冲突而建立的框架。
该国的腐败现象十分普遍，政府在2009年全民公决中取
消了总统任期限制，并批准在2016年将总统任期从5年
延长至7年，并被指控为威权主义。尽管由于石油和天然
气生产的收入，近年来贫困率已经下降，基础设施投资
大幅增加，但改革并未充分解决大多数政府机构的弱
点，特别是在教育和卫生部门以及法院系统。在2009年
全民投票中取消了总统任期限制，并批准在2016年将总
统任期从5年延长至7年，被指控为专制主义。尽管由于
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收入，近年来贫困率已经下降，基
础设施投资大幅增加，但改革并未充分解决大多数政府
机构的弱点，特别是在教育和卫生部门以及法院系统。
在2009年全民投票中取消了总统任期限制，并批准在
2016年将总统任期从5年延长至7年，被指控为专制主
义。尽管由于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收入，近年来贫困率
已经下降，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增加，但改革并未充分解
决大多数政府机构的弱点，特别是在教育和卫生部门以
及法院系统。

地理阿塞拜疆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阿塞拜疆？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西南亚与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里海接



壤，在高加索山脉北部有一小块欧洲部分。 阿塞拜疆的

总面积是86,600 km2，其中82,629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
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大而平
坦的Kur-Araz Ovaligi（库拉 -阿拉克低地，大部分在海平
面以下），北面有高加索山脉，西面是卡拉巴赫高地山脉
（卡拉巴赫高地）; 巴库位于Abseron Yasaqligi（Apsheron半
岛），。 阿塞拜疆的最低点是-28米，最高点是Bazarduzu
达吉4,466米。气候是干燥半干草原。

居民阿塞拜疆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阿塞拜疆中。号码是：

9,961,396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阿塞拜疆91.6％，勒津2％，俄罗斯1.3％，亚美
尼亚1.3％，塔利什1.3％，其他2.4％。 阿塞拜疆中的语
言是什么？ 阿塞拜疆（阿塞拜疆）（官方）92.5％，俄罗斯
1.4％，亚美尼亚1.4％，其他4.7％（2009年预测）。和宗
教：穆斯林96.9％（主要是什叶派），基督教徒3％，其他
31.3。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1.3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
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
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
72.8 年。人们住在阿塞拜疆的地方？这里：最高人口密
度被发现在该县的东部地区，巴库及其周围; 除了较小
的城市化地区外，该国其他地区人口相对较少且分布均
匀。 阿塞拜疆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巴库（首都）237.4万
（2015年）。

阿塞拜疆政府和经济
首都阿塞拜疆是巴库（巴基，巴基）和政府类型总统

共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66人造丝（人造丝;人造



丝 - 单数），11个城市（saharlar;萨哈尔 - 单数）;。关于阿塞
拜疆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石油和石油产品，天然
气，油田设备; 钢铁，铁矿石; 水泥; 化学品和石化产品;
纺织品。重要的农产品是水果，蔬菜，谷物，大米，葡
萄，茶叶，棉花，烟草; 牛，猪，羊，山羊。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石油和天然气约90％，机械，食品，棉花，最重要
的出口商品是意大利19.9％，德国10.5％，法国8％，印
度尼西亚5.8％，捷克共和国5.2％（2016年）。最重要的进
口商品是机械和设备，食品，金属，化学品，最重要的进
口商品是俄罗斯15.7％，土耳其12.5％，美国9.6％，德国
7.5％，意大利6.7 ％，日本6.2％，中国5.4％，英国
5.4％（2016年）。 阿塞拜疆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
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17,4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
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
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
线以下的人口：4.9% (2015 估计)。

阿塞拜疆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巴哈马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巴哈马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巴哈马。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巴哈马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巴哈马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巴哈马？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当克里斯托

弗·哥伦布于1492年第一次踏上圣萨尔瓦多的新世界时，
Lucayan印第安人居住在这些岛屿中。英属处决群岛始于
1647年; 这些岛屿于1783年成为殖民地。由于巴哈马群
岛靠近航道，海盗活动在17世纪和18世纪蓬勃发展。自
1973年独立于英国以来，巴哈马通过旅游，国际银行业
务和投资管理获得了蓬勃发展。由于其地理位置，该国
是非法毒品的主要转运点，特别是向美国和欧洲的运
输，其领土用于将非法移民偷运到美国。

地理巴哈马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巴哈马？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北大西洋链，佛罗里达东南部，古巴东

北部。 巴哈马的总面积是13,880 km2，其中10,010 km2是
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
的地形？这样：平缓的珊瑚群与一些低矮的圆形小山。
巴哈马的最低点是大西洋0米，最高点是猫岛上的阿尔
维尼亚山64米。气候是热带海洋; 由墨西哥湾温暖的水
域缓慢而。

居民巴哈马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巴哈马中。号码是：



329,988。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里？
黑色90.6％，白色4.7％，黑色和白色2.1％，其他1.9％，
未指定0.7％（2010 est。）。 巴哈马中的语言是什么？ 英
文（官方），克里奥尔语（海地移民中）。和宗教：新教徒占
69.9％（包括浸信会34.9％，圣公会13.7％，五旬节派
8.9％基督复临安息日会4.4％，卫理公会3.6％，上帝教
会1.9％，弟兄会1.6％），罗马天主教徒12％，其他基督
徒13％（包括耶和华见证人1.1％），其他0.6％，无1.9％，
未具体说明2.6％（2010年预测）。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2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
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
生时）是多少？这个：72.6 年。人们住在巴哈马的地方？
这里：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其中三分之二住在
新普罗维登斯岛，那里是拿骚位于。 巴哈马的主要城市
地区是：拿骚（首都）267,000（2014）。

巴哈马政府和经济
首都巴哈马是拿骚和政府类型法定议会民主（议会）

在君主立宪制下; 英联邦境内。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31个区; 阿克林群岛，贝里群岛，比米尼，黑点，卡特岛，
中央阿巴科，中央安德罗斯，中伊柳塞拉，自由港市，弯
曲岛和长礁，东大巴哈马，埃克苏马，大岛，港口岛，霍
普镇，因那瓜，。关于巴哈马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
旅游业，银行业，石油加油，海运业，转运和物流，盐，
文石，制药业。重要的农产品是柑橘，蔬菜25,100美元
（2017年预计）; 家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岩石龙虾，文
石，原盐，聚苯乙烯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美国
53.4％，纳米比亚31.4％（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
机械和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品，矿物燃料; 食物和活



动物，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美国81.8％（2016）。 巴哈马
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
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25,1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
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
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
下的人口：9.3% (2010 估计)。

巴哈马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巴林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巴林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巴林。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巴林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巴林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巴林？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783年，逊尼

派哈利法家族在巴林执政。为了获得这些资产，它在19
世纪与英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使巴林成为英国的保护
国。该群岛于1971年独立。自1970年以来石油生产和储
量稳步下降，促使巴林采取措施实现经济多元化，开发
石油加工和精炼，铝生产以及酒店和零售部门。它还努
力成为一个领先的区域银行中心，特别是在伊斯兰金融
方面。巴林的规模小，海湾国家的中心位置，对沙特阿
拉伯的经济依赖以及靠近伊朗，这要求它在其较大的邻
国之间在外交上发挥微妙的平衡作用。其外交政策活动
通常与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保持一致。逊尼派王室一直
在努力处理与其大多数什叶派人口的关系。2011年初，
在该地区其他地区的阿拉伯起义中，巴林政府在国内面
临类似的民主和改革抗议活动，并采取警察和军事行
动，包括将海湾合作委员会安全部署部署到巴林。政府
与反对派和忠诚政治团体之间2014年的政治会谈未能达
成协议，促使反对派政治社团在2014年底抵制立法和市
议会选举。对政治现状持续不满的现象继续成为示威者
与示威者之间零星冲突的因素安全部队。逊尼派王室一
直在努力处理与其大多数什叶派人口的关系。2011年
初，在该地区其他地区的阿拉伯起义中，巴林政府在国
内面临类似的民主和改革抗议活动，并采取警察和军事
行动，包括将海湾合作委员会安全部署部署到巴林。政
府与反对派和忠诚政治团体之间2014年的政治会谈未能



达成协议，促使反对派政治社团在2014年底抵制立法和
市议会选举。持续不满政治现状继续影响到示威者与安
全部队。逊尼派王室一直在努力处理与其大多数什叶派
人口的关系。2011年初，在该地区其他地区的阿拉伯起
义中，巴林政府在国内面临类似的民主和改革抗议活
动，并采取警察和军事行动，包括将海湾合作委员会安
全部署部署到巴林。政府与反对派和忠诚政治团体之间
2014年的政治会谈未能达成协议，促使反对派政治社团
在2014年底抵制立法和市议会选举。持续不满政治现状
继续影响到示威者与安全部队。在该地区其他地区的阿
拉伯起义中，巴林政府在国内面临类似的民主和改革抗
议活动，并采取警察和军事行动，包括将海湾合作委员
会安全部队部署到巴林。政府与反对派和忠诚政治团体
之间2014年的政治会谈未能达成协议，促使反对派政治
社团在2014年底抵制立法和市议会选举。持续不满政治
现状继续影响到示威者与安全部队。在该地区其他地区
的阿拉伯起义中，巴林政府在国内面临类似的民主和改
革抗议活动，并采取警察和军事行动，包括将海湾合作
委员会安全部队部署到巴林。政府与反对派和忠诚政治
团体之间2014年的政治会谈未能达成协议，促使反对派
政治社团在2014年底抵制立法和市议会选举。持续不满
政治现状继续影响到示威者与安全部队。

地理巴林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巴林？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中东，波斯湾群岛，沙特阿拉伯东部。 巴

林的总面积是760 km2，其中76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
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
大多低沙漠平原缓缓上升至低中央悬崖。最大的居民集
中地位于该岛最北端，麦纳麦及其周围地区，Al
Muharraq 1,410,942（2017年7月至今）。 巴林的最低点
是，最高点是。气候是; 温和宜人的冬季; 波斯湾0米Jabal
ad杜坎135米石油，伴生和非伴生天然气，鱼类，珍珠海
湾国家的人口最少，但城市化率超过90％; 夏季炎热，潮
湿的夏季。

居民巴林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巴林中。号码是：

1,410,942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
谁住在这里？ 巴基斯坦46％，亚洲45.5％，其他阿拉伯
4.7％，非洲1.6％，欧洲1％，其他1.2％（包括海湾合作国
家国民，南北美洲人和大洋洲）（2010年估计）。 巴林中
的语言是什么？ 阿拉伯语（官方） ，英语，波斯语，乌尔
都语。和宗教：穆斯林70.3％，基督教14.5％，印度教
9.8％，佛教2.5％，犹太人0.6％，民间信仰。平均年龄是
多少岁？ 32.3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



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
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9 年。人们住在巴林
的地方？这里：海湾国家的最小人口，但城市化率超过
90％ ; 马纳马和阿勒穆哈拉。 巴林的主要城市地区是：
克麦纳麦（首都）411,000（2015年）。

巴林政府和经济
首都巴林是麦纳麦和政府类型君主立宪制。我们来

看看行政区划 - 4个省（muhafazat，单数 - muhafazah）;。关
于巴林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石油加工和提炼，铝
冶炼，铁球团矿肥，伊斯兰和离岸银行，保险，船舶修
造，旅游。重要的农产品是水果，蔬菜; 家禽，乳制品;
虾，鱼。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的石油和石油产品，铝，纺
织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沙特阿拉伯18.3％，阿联酋
17.5％，美国11.1％，日本8.7％，卡塔尔4.8％，中国
4.2％（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原油，机械，化学
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9.7％，美国8.6％，阿联酋
7.4％，日本6.1％，沙特阿拉伯5.5％（2016年）。 巴林的
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
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51,800 (2017 估计)。 这
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平均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
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
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
的人口：未知%。

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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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孟加拉国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孟加拉国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孟加拉国。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孟
加拉国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孟加拉国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孟加拉国？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在恒河和

布拉马普特拉河系统汇合处形成的巨大三角洲地区 - 现
在称为孟加拉国 - 是在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以
Gangetic平原为中心的各种帝国松散结合的前哨基地。该
地区的穆斯林转换和定居点开始在10世纪，主要来自阿
拉伯和波斯贸易商和传教士。欧洲人在16世纪在该地区
建立了贸易站。最终被称为孟加拉的地区，主要是西部
的印度教徒，大部分是东部的穆斯林，成为英属印度的
一部分。1947年的分裂导致巴基斯坦东部的一个地区成
为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成为东巴基斯坦。呼吁巴基斯
坦东西两翼之间更大的自治和敌意导致孟加拉独立运
动。这一运动，该国政府于2008年12月通过选举AL和谢
赫·哈西娜总理而使该国恢复了完全民主的统治。2014年
1月，现任AL在BNP抵制后以压倒多数获得全国选举，
扩大了Hasina的总理任期。在国际发展援助的帮助下，孟
加拉国将贫困率从一半以上的人口减少到不到三分之
一，实现了妇幼保健的千年发展目标，自独立以来粮食
安全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经济年均增
长率约为6％，该国在2015年达到世界银行中低收入国
家地位。现任的AL在BNP抵制后以绝大多数票赢得了全
国大选，从而延长了Hasina的总理任期。在国际发展援助
的帮助下，孟加拉国将贫困率从一半以上的人口减少到
不到三分之一，实现了妇幼保健的千年发展目标，自独
立以来粮食安全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过去的二十年里，



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6％，该国在2015年达到世界银行
中低收入国家地位。现任的AL在BNP抵制后以压倒多数
的票数赢得了全国大选，扩大了Hasina的总理任期。在国
际发展援助的帮助下，孟加拉国将贫困率从一半以上的
人口减少到不到三分之一，实现了妇幼保健的千年发展
目标，自独立以来粮食安全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过去的
二十年里，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6％，该国在2015年达到
世界银行中低收入国家地位。自独立以来粮食安全取得
重大进展。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
6％，该国在2015年达到世界银行中低收入国家地位。自
独立以来粮食安全取得重大进展。在过去的二十年里，
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6％，该国在2015年达到世界银行
中低收入国家地位。

地理孟加拉国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孟加拉国？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南亚，与孟加拉湾接壤，位于缅甸与

印度之间。 孟加拉国的总面积是148,460 km2，其中

130,170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
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为平坦的冲积平原; 东南部丘陵。
孟加拉国的最低点是印度洋0米，最高点是Keokradong
1230米。气候是; 温和的冬季（十月至三月）; 夏季炎热潮



湿（3月至6月）; 潮湿，多雨季风温暖（六月至十月）多。

居民孟加拉国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孟加拉国中。号码是：

157,826,578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个国家是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国家之一。谁住在这里？ 孟加拉国至少98％，少
数民族1.1％。 孟加拉国中的语言是什么？ 孟加拉国
98.8％（官方，也称为孟加拉语），其他1.2％（2011年预
测）。和宗教：穆斯林89.1％，印度教10％，其他0.9％（包
括佛教，基督教）（2013年预测）26.7。平均年龄是多少
岁？ 26.7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3.4 年。人们住在孟加拉
国的地方？这里：这是未知的。 孟加拉国的主要城市地
区是：达卡（首都）1759.8万; 吉大港453.9万; 库尔纳人
102.2万人; Rajshahi 844,000（2015）。

孟加拉国政府和经济
首都孟加拉国是达卡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8师; Barisal，吉大港，达卡，库尔纳，
Mymensingh，Rajshahi，Rangpur，Sylhet。关于孟加拉国的
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黄麻，棉花，服装，纸张，皮
革，化肥，钢铁，水泥，石油产品，烟草，医药，陶瓷，茶
叶，盐，糖，食用油，肥皂和洗涤剂，金属制品，电力，天
然气。重要的农产品是水稻，黄麻，茶， ，甘蔗，马铃
薯，烟草，豆类，油料，香料，水果; 牛肉，牛奶，家禽。最
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服装，针织服装，农产品，冷冻食品
（鱼和海鲜），黄麻和黄麻产品，皮革制品，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美国13.1％，德国12.7％，英国8.6％，法国



5.1％，西班牙5％（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的棉花，
机械和设备，化学品，钢铁，食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
中国24.3％，印度13.4％，新加坡5.1％，日本4.5％（2016
年）。 孟加拉国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
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
$4,2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
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
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
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31.5% (2010 估计)。

孟加拉国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巴巴多斯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巴巴多斯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巴巴多斯。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巴
巴多斯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巴巴多斯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巴巴多斯？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627年，

当英国人首次定居时，该岛无人居住。非洲奴隶曾在该
岛上建立的糖种植园工作，直到1834年奴隶制被废除。
到20世纪大部分时间，经济依然严重依赖于糖，朗姆酒
和糖蜜的生产。1940年代和1950年代社会和政治改革的
逐步推行导致1966年完全脱离英国。1990年代，旅游业
和制造业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超过了糖业。

地理巴巴多斯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巴巴多斯？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加勒比海，委内瑞拉东北部北大西洋

岛屿。 巴巴多斯的总面积是430 km2，其中430 km2是土
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
地形？这样：相对平缓; 轻轻上升到中部高原地区。 巴巴
多斯的最低点是大西洋0米，最高点是希拉比山336米。
气候是; 雨季（6月至10月）。

居民巴巴多斯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巴巴多斯中。号码是：

292,336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黑人92.4％，白人2.7％，混合3.1％，东印度



人1.3％，其他0.2％，未具体说明0.2％（2010年est。）。 巴
巴多斯中的语言是什么？ 英文（官方），Bajan （基于英语
的克里奥尔语，在非正式场合广泛使用）。和宗教：新教
徒66.4％（包括英国国教徒23.9％，其他五旬节派
19.5％，复临派5.9％，卫理公会派4.2％，卫斯理3.4％，
拿撒勒3.2％，上帝教会2.4％，浸信会1.8％，摩拉维亚
1.2％，其他新教徒0.9％），罗马天主教徒3.8％，其他基
督徒5.4％（包括耶和华见证2.0％，其他3.4％），拉斯塔
法里安1％，其他1.5％，没有20.6％，未指定1.2％（ 2010
est。）。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8.6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
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
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
75.5 年。人们住在巴巴多斯的地方？这里：东加勒比地
区人口最稠密的国家; 约三分之一居住在城市地区。 巴
巴多斯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布里奇敦（首都）
90,000（2014）。

巴巴多斯政府和经济
首都巴巴多斯是布里奇敦和政府类型在君主立宪制

下出生的女孩（2017年预计）的议会民主（议会）; 英联邦
王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1个教区和1个城市; 布里
奇，基督教堂，圣安德鲁，圣乔治圣詹姆斯圣约翰圣约
瑟夫，圣露西，圣迈克尔，圣彼得，圣菲，圣托马斯。关
于巴巴多斯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旅游，食糖，轻
工制造，出口零部件组装。重要的农产品是甘蔗，蔬菜，
棉花。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制造商，食糖和糖浆，朗姆
酒，其他食品和饮料，化学品，电子零件，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美国39.6％，特立尼达和多巴哥8.9％，圭亚那
5.2％，中国4.9％，牙买加4.8 ％，圣卢西亚4.3％（2016



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消费品，机械，食品，建筑材
料，化学品，燃料，电气部件，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美国
39％，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3.4％，中国7.3％，英国4.8％。
巴巴多斯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
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7,5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
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
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
知%。

巴巴多斯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白俄罗斯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白俄罗斯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白俄罗斯。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白
俄罗斯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白俄罗斯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白俄罗斯？让我们从这个开始：作为苏联

组成共和国七十年后，白俄罗斯于1991年获得独立。它
与俄罗斯保持着更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与其他任何
前苏联加盟国相比。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于1999年12月8
日签署了一项关于两国联盟的条约，设想更大的政治和
经济一体化。尽管白俄罗斯同意实施协议的框架，但尚
未实施认真执行。自1994年7月当选为该国第一位也是
唯一的直选总统以来，亚历山大·卢卡申科通过专制手段
和中央集权的经济体系稳固地巩固了自己的权力。政府
对政治和公民自由的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和平集会
和宗教自由仍然存在。

地理白俄罗斯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白俄罗斯？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东欧，波兰东部。 白俄罗斯的总面积

是207,600 km2，其中202,90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
相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通常
与多沼泽地平坦。 白俄罗斯的最低点是Nyoman河90米，
最高点是Dzyarzhynskaya Hara 346米。气候是寒冷冬季，



凉爽和潮湿的夏季; 大陆和海洋之间的过渡。

居民白俄罗斯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白俄罗斯中。号码是：

9,549,747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白俄罗斯83.7％，俄罗斯8.3％，波兰3.1％，乌
克兰1.7％，其他2.4％，未具体说明0.9％（2009年预
计）。。 白俄罗斯中的语言是什么？ 俄罗斯（官方）
70.2％，白俄罗斯（官方）23.4％，其他3.1％（包括小型波
兰语和乌克兰语少数民族），未具体说明3.3％（2009
est。）。和宗教：正统派48.3％，天主教徒7.1％，其他
3.5％ - 信仰者41.1％（2011年预测）。平均年龄是多少
岁？ 40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
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
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3 年。人们住在白俄罗斯的
地方？这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分布相当均匀，城市地
区吸引人口更多，人口更密集。 白俄罗斯的主要城市地
区是：明斯克（首都）191.5万（2015年）。

白俄罗斯政府和经济
首都白俄罗斯是明斯克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的名

义上，虽然实际上是独裁统治。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6
个省（voblastsi，奇异 - voblasts'）和1个直辖市（horad）;。关
于白俄罗斯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金属切削机床，
拖拉机，卡车，推土机，摩托车，合成纤维，化肥，纺织
品，冰箱，洗衣机和其他家用电器。重要的农产品是谷
物，土豆，蔬菜，甜菜，亚麻; 机械设备，矿产品，化学制
品，金属制品，食品和饮料制造业中，5.7％（2016年度增
长率）的牛奶，。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纺织品，食品，最



重要的出口商品是俄罗斯46.3％，乌克兰12.2％，英国
4.6％，德国4％（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矿产品，
机械和设备，化学品，食品，金属，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
俄罗斯55.5％，中国7.8％，德国4.9％，波兰4.4％（2016
年）。 白俄罗斯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
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
$18,6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
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
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
的人口：5.7% (2016 估计)。

白俄罗斯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比利时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比利时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比利时。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比利时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比利时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比利时？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比利时于

1830年独立于荷兰; 它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被德国占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该国作为一个现代
化，技术先进的欧洲国家和北约和欧盟成员而繁荣昌
盛。近年来，北部讲荷兰语的佛兰芒语与南部讲法语的
瓦尔斯语之间的政治分歧导致了宪法修正案的颁布，使
这些地区得到了正式的承认和自治。首都布鲁塞尔是许
多国际组织的所在地，包括欧盟和北约。

地理比利时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比利时？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西欧接壤于北海，法国与荷兰之间。 比
利时的总面积是30,528 km2，其中30,278 km2是土地。 所
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
平坦的沿海平原在西北部，中央连绵起伏的丘陵，阿登
山脉的崎岖山脉东南。 比利时的最低点是北海0，最高
点是米博格兰奇694米。气候是; 温和的冬天，凉爽的夏
天; 多雨，潮湿，多云。



居民比利时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比利时中。号码是：

11,491,346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 比利时中的语言是什么？ 荷兰人（官方）
60％，法国人（官方）40％，德国人（官方）不到1％，。和
宗教：罗马天主教徒50％，新教徒和其他基督徒2.5％，
穆斯林5％，犹太人0.4％，佛教0.3％，无神论者9.2％无
32.6％（2009年预测）。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41.4 年。我
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
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
多少？这个：81.1 年。人们住在比利时的地方？这里：绝
大多数人口集中在该国北部三分之二的地区; 东南部人
口较为稀少; 被认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约97％居住在。 比利时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布鲁塞尔（首
都）204.5万人的城市地区; 安特卫普994,000（2015年）。

比利时政府和经济
首都比利时是布鲁塞尔和政府类型法制联邦君主立

宪制下的议会民主。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3个地区（法
语：地区，单数地区;荷兰语：gewesten，奇异 - gewest）; 布
鲁塞尔首都地区，又称布鲁塞尔霍夫斯特德莱克西格鲁
姆（荷兰），布鲁塞尔 - 卡皮塔勒地区（法国长形），布鲁
塞尔 - 卡皮塔勒（法国简称）; 法兰德斯地区（法兰德
斯），又称Vlaams Gewest（荷兰长形式），Vlaanderen（荷兰
短格式），Flamande地区（法国长形式），Flandre（法国简
称）; 瓦隆地区（瓦隆地区），也被称为地区瓦隆（法国长
形式），瓦隆（法国短式），瓦尔斯韦斯特（荷兰长形式），
瓦隆（荷兰短式），。关于比利时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



品是运输设备，科学仪器，加工食品和饮料，化学制品，
药品，贱金属，纺织品，玻璃，石油等。重要的农产品是
甜菜，新鲜蔬菜，水果，谷物，烟草;。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是化学品，机械和设备的牛肉，小牛肉，猪肉，牛奶工程
和金属制品，设备，成品钻石，金属和金属制品，食品，
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德国16.7％，法国15.4％，荷兰
11.2％，英国8.9％，美国5.8％，意大利5.2％（2016年）。
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原材料，机械和设备，化学品，钻
石原料，药品，食品，运输设备，油品，最重要的进口商
品是荷兰16.1％，德国13.6％，法国9.5％，美国8.1％，英
国4.8％，爱尔兰4.5％，中国4.3％（2016年）。 比利时的
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
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46,300 (2017 估计)。 这
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平均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
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
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
的人口：15.1% (2013 估计)。

比利时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伯利兹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伯利兹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伯利兹。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伯利兹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伯利兹 - 概述：
你应该了解伯利兹？让我们从这个开始：伯利兹是几

个玛雅城邦的所在地，直到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才衰落。
英国人和西班牙人在17和18世纪对该地区提出了异议;
它于1862年正式成为英国的洪都拉斯殖民地。英国和危
地马拉之间的领土争端延缓了伯利兹的独立，直到1981
年。直到1992年，危地马拉才拒绝承认这个新国家，两
国都参与了持续的边界争端。旅游业已成为经济的主
体。目前的担忧包括该国沉重的外债负担，高失业率，
对墨西哥和南美洲毒品贸易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犯罪
率高，以及中美洲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率最高之一。

地理伯利兹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伯利兹？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中美洲，与加勒比海接壤，位于危地马

拉和墨西哥之间。 伯利兹的总面积是22,966 km2，其中

22,806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
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平坦，沼泽地沿海平原; 南部的低
山。 伯利兹的最低点是加勒比海0，最高点是米多伊尔
的喜悦度1,124米。气候是; 非常炎热和潮湿; 雨季（5月至
11月）; 旱季（2月至5月）。



居民伯利兹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伯利兹中。号码是：

360,346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52.9％，克里奥尔语25.9％，玛雅语11.3％，
加利福尼亚6.1％，东印度语3.9％，门诺石3.6％，白
1.2％，亚洲1％其他1.2％，未知0.3％。 伯利兹中的语言
是什么？ 英语62.9％（官方），西班牙语56.6％，克里奥
尔语44.6％，玛雅语10.5％，德语3.2％，加里富纳2.9％，
其他1.8％，不知道0.3％，无0.2％（不会说）。和宗教：罗
马天主教徒40.1％，新教徒31.5％ （包括五旬节8.4％，基
督复临安息日会5.4％，圣公会4.7％，门诺派3.7％，浸信
会3.6％，卫理公会2.9％，拿撒勒2.8％），耶和华见证会
1.7％，其他10.5％（包括巴哈教，佛教，印度教，摩门教
徒，穆斯林，拉斯塔法里安人，救世军），未详细说明
0.6％，无15.5％（2010年预测）。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2.7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
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
（出生时）是多少？这个：68.9 年。人们住在伯利兹的地
方？这里：约25％至30％的人口居住在前首都伯利兹市;
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是农村; 北部和东部。 伯利兹的主要
城市地区是：贝尔莫潘（首都）17,000（2014）。

伯利兹政府和经济
首都伯利兹是贝尔莫潘和政府类型在君主立宪制下

的出生/女性（2017年）的议会民主（国民大会）; 英联邦国
家。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6区;。关于伯利兹的经济，重
要的工业产品是服装生产，食品加工，旅游，建筑，石
油。重要的农产品是香蕉，可可，柑橘，鱼，养殖虾;
lumbe。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糖，香蕉，柑橘，服装，鱼制



品，糖蜜，木材，原油，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缅甸
30.7％，美国22.6％，英国19.3％（2016）。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机器和运输设备，制成品; 燃料，化学品，药品;
食品，饮料，烟草，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美国37.2％，中
国11.6％，墨西哥10.8％，危地马拉7％（2016年）。 伯利
兹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
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8,3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
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
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
口：41% (2013 估计)。

伯利兹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贝宁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贝宁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贝宁。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贝宁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贝宁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贝宁？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现在的日子贝

宁是西非王国达荷美的所在地，大约在1600年左右崛
起，在接下来的两个半世纪里，它成为一个区域性强
国，主要依靠奴隶贸易。达荷美的海岸地区在19世纪下
半叶开始受到法国人的控制; 整个王国在1894年被征
服。法国达荷美在1960年取得独立。它于1975年改名为
贝宁共和国。1972年，随着马修·凯雷库的崛起和建立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政府，一系列军政府结束
了。代议政制于1989年开始实行。两年后，自由选举迎
来了前总理尼古福·索格洛作为总统，标志着第一次非洲
从独裁到民主的第一次成功的权力移交。凯雷库在1996
年和2001年举行的选举中重新掌权，但有人指称有违规
行为。Kerekou在2006年的第二个任期结束时下台，由政
治局外人和独立人士Thomas Yayi Boni继任，他在2011年3
月赢得了第二个五年任期。富裕的商人Patrice Talon于
2016年上任后以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心。

地理贝宁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贝宁？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西非与尼日利亚和多哥之间的贝宁湾接

壤。 贝宁的总面积是112,622 km2，其中110,622 km2是土
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
这样：大多平坦到起伏平原; 一些山丘和低山。 贝宁的最
低点是大西洋0，最高点是米特斯克堡山658米。气候是;
南部湿热，北半干旱。

居民贝宁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贝宁中。号码是：

11,038,805。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在这里？ Fon
和相关的38.4％，Adja和相关的15.1％，约鲁巴和相关的
12％，Bariba和相关的9.6％，Fulani和相关的8.6％，
Ottamari和相关的6.1％，Yoa-Lokpa和相关的4.3％，Dendi
和相关的2.9％其他0.9％，外国人1.9％（2013年预测）。
贝宁中的语言是什么？ 法语（官方），Fon和约鲁巴语（南
部最常见的白话），部落语言（北部至少六个主要语言）。
和宗教：穆斯林27.7％，罗马天主教徒25.5％，新教徒
13.5其他传统宗教2.6％，其他2.6％，无5.8％（2013年预
测）。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18.2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
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
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62.3
年。人们住在贝宁的地方？这里：人口主要位于南部，人
口居住在大西洋沿岸城市和周围地区的人数最多; 北部
大部分地区人口稀少，。 贝宁的主要城市地区是：波尔
图诺沃（首都）268,000（2014年）西部居民人口较多; 科托
努（政府所在地）682,000; 阿波美卡拉维757,000（2015）。

贝宁政府和经济
首都贝宁是波多诺伏（宪法首都）; 科托努（政府所在



地）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2
部门;。关于贝宁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纺织品，食
品加工，建筑材料，水泥。重要的农产品是棉花，玉米，
木薯（木薯，木薯），山药，豆类，棕榈油，花生，腰果; 畜
牧业。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棉花，腰果，牛油树脂，纺织
品，棕榈制品，海鲜，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印度14.3％，
马来西亚12.2％，孟加拉国9.5％，白俄罗斯7.4％，中国
6.2％尼日利亚6.1％，尼日利亚5.6％（2016年）。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食品，资本货物，石油产品，最重要的进
口商品是印度14.9％，泰国12.4％，法国10.1％，中国
8.4％，多哥7.3％，荷兰4.8％，比利时4.7％。 贝宁的富有
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2,2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
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
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
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36.2%
(2011 估计)。

贝宁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百慕大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百慕大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百慕大。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百慕大的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国旗开始：
 

百慕大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百慕大？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609年，百

慕大首先由遭遇海难的英国殖民者前往弗吉尼亚定居。
自1620年以来的自治，百慕大是英国最古老和人口最多
的海外领土。为了逃离维多利亚时代最早发展起来的北
美冬天，他们在岛上度假。尽管近年来国际业务已经超
过了旅游业，但旅游业仍然对该岛的经济非常重要。百
慕大也发展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离岸金融中心。1995
年，英国脱离独立的公民投票声音被彻底击败。

地理百慕大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百慕大？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北美洲，北大西洋群岛，南卡罗来纳州（美

国）东部。 百慕大的总面积是54 km2，其中54 km2是土
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
地形？这样：低山由肥沃的洼地分离。 百慕大的最低点
是大西洋0米，最高点是镇山79米。气候是亚热带; 温
和，潮湿; 大风，冬季常见的强风。



居民百慕大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百慕大中。号码是：

70,864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黑53.8％，白人31％，混合7.5％，其他
7.1％，不详0.6 ％（2010 est。）。 百慕大中的语言是什
么？ 英语（官方），葡萄牙。和宗教：新教徒46.2％（包括
英国国教15.8％，非洲卫理公会主教8.6％，基督复临安
息日会6.7，五旬节3.5％，卫理公会2.7％，长老会2.0％，
上帝教会1.6％浸信会1.2％，救世军1.1％，弟兄会
1.0％，其他新教徒2.0％），罗马天主教徒14.5％，耶和华
见证会1.3％，其他基督徒9.1％，穆斯林1％，其他3.9％，
没有17.8％，未具体说明6.2％（ 2010年预期）。平均年龄
是多少岁？ 43.4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
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
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81.4 年。人们住在
百慕大的地方？这里：。 百慕大的主要城市地区是：汉密
尔顿（首都）10,000 人口（2014年）。

百慕大政府和经济
首都百慕大是汉密尔顿和政府类型议会民主（议会）;

英国自治海外领地。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9个教区和2
个城市; 德文郡，汉密尔顿，汉密尔顿，佩吉特，彭布罗
克，圣乔治，圣乔治，桑迪斯，史密斯，南安普顿，华威。
关于百慕大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国际业务，旅游
业，轻工制造。重要的农产品是香蕉，蔬菜，柑橘，鲜花;
奶制品，蜂蜜。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复合制药，最重要
的出口商品是拉脱维亚33.4％，牙买加16.6％，美国
13.7％，尼日利亚11.7％，以色列4.7％（2016）。最重要的



进口商品是服装，燃料，机械和运输设备，建筑材料，化
学品，食品和活体动物，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美国
54.2％，日本17.9％，韩国13.7％，加拿大4.9％（2016
年）。 百慕大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
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85,700
(2013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平均富裕。我们再补
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
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
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1% (2008 估计)。

百慕大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不丹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不丹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不丹。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不丹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不丹 - 概述：
你应该了解不丹？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英国在1865年

的Duar战争中获胜后，英国和不丹签署了“Sinchulu条
约”，根据该条约，不丹将每年获得补贴，以换取将土地
交给英属印度。乌金·旺楚克曾担任日益统一的不丹统治
者的实际统治者，并于19世纪末与英国的关系得到了改
善 - 于1907年被任命为国王。三年后，签署了一项条约，
由英国人同意干涉不丹内部事务，不丹允许英国指挥其
外交事务。不丹于1947年与独立印度达成了类似协议。
两年后，正式的印度 - 不丹和解协议返回不丹，在英国
吞并了一小块领土，正式确定了该国每年获得的补贴，
在防务和对外关系方面的责任。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
始的一系列现代化君主下，不丹于1971年加入联合国，
并慢慢地继续在边界之外进行接触。2005年3月，Jigme
Singye Wangchuck国王公布了政府的宪法草案 - 实行了重
大的民主改革 - 并进行了全民公决并获得批准。2006年
12月，国王放弃了王位，转而支持他的儿子Jigme Khesar
Namgyel Wangchuck。2007年初，印度和不丹重新谈判条
约，取消了条款，即不丹将在印度执行其外交政策时受
到“指导”，尽管廷布继续与新德里密切协调。该国第一
届议会的选举已于2008年3月完成; 国王批准了该国的“
这是2008年7月的第一部宪法。不丹在2013年议会选举
后经历了和平的权力更替，结果导致了执政党的失败。
在20世纪90年代，超过10万人逃离或被迫离开不丹的大
约8500名难民的处置情况仍然未得到解决，这些难民被



安置在尼泊尔的两个联合国难民营中。
地理不丹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不丹？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南亚，中国与印度之间。 不丹的总面积是

38,394 km2，其中38,394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
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主要是山区，有山
谷和稀树草原。 不丹的最低点是Drangeme Chhu 97米，最
高点是Gangkar Puensum 7570米。气候是不等; 南部平原
的热带地区; 中央山谷冬季凉爽，夏季炎热; 喜马拉雅山
冬季严寒，夏季凉爽，。

居民不丹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不丹中。号码是：758,288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
里？ 预计）Ngalop（也称Bhote）50％尼泊尔族35％（包括
Lhotsampas - 尼泊尔几个民族之一），土着或移民部落
15％。 不丹中的语言是什么？ Sharchhopka 28％，
Dzongkha（官方）24％，Lhotshamkha 22％，其他26％（包括
外语）（2005年估计）。和宗教：Lamaistic佛教75.3％，印度
语和尼泊尔影响的印度教22.1％，其他占2.6％（2005年
估计）。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7.6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
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
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



70.6 年。人们住在不丹的地方？这里：这是未知的。 不
丹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廷布（资本）152000（2014）。

不丹政府和经济
首都不丹是廷布和政府类型君主立宪制。我们来看

看行政区划 - 20区（宗喀巴，单数和复数）;。关于不丹的
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水泥，木制品，加工水果，酒精
饮料，电石，旅游。重要的农产品是大米，玉米，根作
物，柑橘; 乳制品，鸡蛋。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电力（印
度），硅铁，水泥，小豆蔻，电石，钢棒/棒材，白云石，石
膏，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印度95.7％（2016年）。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燃料和润滑油，飞机，机械和零件，大米，
机动车，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印度91.1％（2016年）。 不
丹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
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8,7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
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
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
口：13.3% (2012 估计)。

不丹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玻利維亞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玻利維亞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玻利維亞。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玻
利維亞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玻利維亞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玻利維亞？让我们从这个开始：以独立战

士西蒙·玻利瓦尔命名的玻利维亚在1825年脱离西班牙
统治，其后的大部分历史都是由一系列政变和反诉组成
的，最后一次政变发生在1978年。民主平民统治于1982
年建立，但领导人面临着深层次贫困，社会动荡和非法
毒品生产等难题。2005年12月，玻利维亚人选举了社会
主义领导人埃沃莫拉莱斯运动的总统 - 自1982年恢复平
民统治以来，任何领导人的最广泛边缘 - 在他承诺改变
该国的传统政治阶层并赋予国家穷人土着多数。2009年
12月和2014年10月，莫拉莱斯总统轻松赢得连任。他的
党保持对政府立法部门的控制，这使他能够继续他的变
革过程。在2016年2月，莫拉莱斯通过公民投票狭隘地失
去了一项宪法修正案的批准，这将允许他参加2019年的
总统选举。尽管失利，莫拉莱斯已经被他的队伍选中，
并在2019年再次参加比赛，他仍然没有确定方法让他出
现在选票上。

地理玻利維亞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玻利維亞？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中南美洲，巴西西南部。 玻利維亞的总

面积是1,098,581 km2，其中1,083,301 km2是土地。 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
样：高原高原（Altiplano），丘陵，低地平原。 玻利維亞的
最低点是圭90，最高点是米内瓦多沙加马6542米。气候
是因高度而异; 亚热带。

居民玻利維亞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玻利維亞中。号码是：

11,138,234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混血白种人和美洲印第安人血统68％，土着
20％，白人5％，cholo / chola2％，黑人1％，其他1％，未
指定3％; 44％的受访者表示感觉某些土着群体的一部
分，主要是克丘亚语或艾马拉语。 玻利維亞中的语言是
什么？ 西班牙语（官方）60.7％，克丘亚语（官方）
21.2％，艾马拉语（官方）14.6％，外语2.4％，瓜拉尼语
（官方）0.6％，其他土着语言0.4％，无0.1％。和宗教：罗
马天主教76.8％，福音派和五旬节派8.1％，新教徒
7.9％，其他1.7％，无5.5％（2012年预测）24.3。平均年龄
是多少岁？ 24.3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



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
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69.5 年。人们住在
玻利維亞的地方？这里：位于安第斯山脉两座山脉之间
的西部高原平原，被称为高原，是大多数人口的重点地
区; 在圣克鲁斯市内及附近还发现了一个密集的居民
区，位于安第斯山。 玻利維亞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圣克
鲁斯东端210.7万人; 洛杉矶帕斯（首都）181.6万; 科恰班
巴124万; 苏克雷（宪法首都）37.2万（2015年）。

玻利維亞政府和经济
首都玻利維亞是拉巴斯（行政首都）; 苏克雷（宪法[立

法和司法]资本）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们来看看行
政区划 - 9个部门（发文，单数 - 发文）; 贝尼，丘基萨卡，
科恰班巴，拉巴斯，奥鲁罗，潘多，波托西，圣克鲁斯，
塔里哈。关于玻利維亞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开
采，冶炼，石油，食品和饮料，烟草，手工艺品，服装，珠
宝。重要的农产品是大豆，藜麦，巴西坚果，甘蔗，咖
啡，玉米，大米，土豆，奇亚，古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是天然气，银，锌，铅，锡，黄金，藜麦，大豆和豆制品，
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巴西19.3％，美国13.6％，阿根廷
11.4％，哥伦比亚8.8％，中国6.8％，日本5.9韩国5.4％，
秘鲁4.8％，比利时4.6％（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
机械，石油产品，汽车，钢铁，塑料，最重要的进口商品
是中国19.9％，巴西17.5％，阿根廷10.5％，美国9.8％，
秘鲁6.9％，日本4.9％，智利4.1％（2016）。 玻利維亞的
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
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7,500 (2017 估计)。 这是
一个相当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
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



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
38.6%。

玻利維亞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地

理，居民，政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
的统计数据，总览图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详细
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让我们从这个

开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于1991年10月宣布主权，
并于1992年3月3日被塞尔维亚族裔抵制的公民投票后从
前南斯拉夫独立。波斯尼亚塞族人 - 在邻国塞尔维亚和
黑山的支持下 - 以武装抵抗作为回应，旨在沿着种族划
分该共和国，并与塞族控制的地区一起形成“大塞尔维
亚”。1994年3月，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通过签署一项建
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合波斯尼亚克族联邦的协
定，将交战派别的数目从三个减少到两个。1995年11月
21日，在俄亥俄州代顿，交战各方草签了一项和平协
议，结束了三年的种族内战（最终协议于1995年12月14
日在巴黎签署）。“代顿和平协定”保留了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 并建立了一个多民族和民主的政府，负责实施
外交，外交和财政政策。还认识到第二层政府由两个实
体大小相当的组织组成：主要是波斯尼亚和波斯尼亚克
族联邦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波斯尼亚塞族占
主导地位的塞族共和国（斯普斯卡共和国）。联邦和RS政
府负责监督大多数政府职能。此外，“代顿协定”设立了
高级代表办公室，负责监督协议民事方面的执行情况。
和平执行委员会在1997年在波恩举行的会议上也向高级
代表授予了立法和撤除所谓“波恩大国”的官员的权力。
一支由北约领导的原先的国际维和部队（IFOR）在1995
年集结了6万名士兵，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支由北约领导
的小型稳定部队（稳定部队）逐渐成功。2004年，欧盟维
和部队（Eufor）取代了稳定部队。目前，Eufor在战区部署



大约600名士兵，提供安全援助和训练能力。
地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这个国家的位置是欧洲东南部，与亚得里
亚海和克罗地亚接壤。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总面积

是51,197 km2，其中51,187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
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山和谷。 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最低点是亚得里亚海0米，最高点
是Maglic2386米。气候是炎热的夏季和寒冷的冬季; 海拔
高的地区有短暂，凉爽的夏季和漫长而严冬的冬季; 沿
着海岸温和，多雨的冬季。

居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中。号码是：3,856,181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
人口。谁住在这里？ 波斯尼亚50.1％，塞尔维亚30.8％，
克罗地亚15.4％，其他2.7％，未宣布/无回答1％。 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中的语言是什么？ 波斯尼亚人（官
方）52.9％，塞尔维亚人（官方）30.8％，克罗地亚人（官
方）14.6％，其他1.6％，无答案0.2％（2013 est。）。和宗
教：穆斯林50.7％，东正教30.7％，罗马天主教徒15.2％，



无神论者0.8％ ，不可知论者0.3％，其他1.2％，未申报/
无回答1.1％（2013。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42.1 年。我们
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
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
少？这个：76.9 年。人们住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
地方？这里：该国北部和中部地区是人口最稠密的。 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主要城市地区是：萨拉热窝（首
都）318,000（2015年） ）。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府和经济
首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萨拉热窝和政府类型

议会共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布尔奇科区（Brcko
Distrikt）（种族混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
（Federacija Bosne I Hercegovine）（主要是波斯尼亚克族），
斯普斯卡共和国（斯普斯卡共和国）（主要是塞族），。关
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钢
铁，煤炭，铁矿石，铅，锌，锰，铝土矿，铝，机动车辆装
配，纺织品，烟草制品，木制家具，弹药，家用电器，炼
油。重要的农产品是小麦，玉米，水果和蔬菜; 牲畜。最
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金属，服装，木制品，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意大利12.7％，克罗地亚11％，塞尔维亚9.2％，斯
洛文尼亚9.1％，奥地利8.2％，土耳其4.5％（2016年）。最
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设备，化学品，燃料，食品，最
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德国12.3％，意大利11.7％，塞尔维亚
11.2％ ，克罗地亚9.9％，中国6.8％，斯洛文尼亚5％，俄
罗斯4.4％，土耳其4.3％（2016年）。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
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1,400 (2017 估
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



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
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7.2%
(2011 估计)。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波札那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波札那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波札那。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波札那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波札那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波札那？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966年，博

茨瓦纳曾是英国的Bechuanaland保护国，在独立时采用了
新的名称。四十多年来，不间断的文职领导，先进的社
会政策和大量的资本投资创造了非洲最稳定的经济体之
一。自独立以来，执政的博茨瓦纳民主党赢得了每一次
选举; Ian Khama总统于2014年连任。矿物开采，主要是
钻石开采，主宰经济活动，尽管由于该国的保护做法和
广泛的自然保护，旅游业正在成长。博茨瓦纳是世界上
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非洲治疗
艾滋病最全面和最全面的方案之一。

地理波札那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波札那？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非洲南部，。 波札那的总面积是581,730
km2，其中566,73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
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主要是平缓的
平地，西南部喀拉哈里沙漠。 波札那的最低点是米林波
波河与沙河河流交汇处513米，最高点是Tsodilo Hills
1489米。气候是半干旱; 温暖的冬季和炎热的夏季。



居民波札那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波札那中。号码是：

2,214,858。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在这里？
Tswana（或Setswana）79％，Kalanga 11％，Basarwa 3％，其
他包括Kgalagadi和白人7％。 波札那中的语言是什么？
，塞尔瓦纳77.3％，Sekalanga 7.4％，Shekgalagadi 3.4％，
英文（官方）2.8％，Zezuru / Shona 2％，Sesarwa 1.7％，
Sembukushu 1.6％，Ndebele 1％，其他2.8％（2011 est。）。
和宗教：基督教79.1％ 4.1％，其他1.4％（包括巴哈伊，印
度教，穆斯林，拉斯塔法里安人），没有15.2％，未具体说
明0.3％（2011年预计）24.5。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4.5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
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
时）是多少？这个：63.3 年。人们住在波札那的地方？这
里：，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关注哈博罗内资本和中东部
城市弗朗西斯敦; 该国其他地区的人口密度仍然很低，
特别是在西部喀拉哈里地区。 波札那的主要城市地区
是：哈博罗内（首都）247,000（2014）。

波札那政府和经济
首都波札那是哈博罗内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国。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0个区和6个市议会;。关于波札那
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钻石，铜，镍，盐，纯碱，钾
肥，煤炭，铁矿石，银; 牛肉加工; 纺织品。重要的农产品
是牲畜，高粱，玉米，小米，豆类，向日葵，花生。最重要
的出口商品是钻石，铜，镍，苏打灰，牛肉，纺织品，最
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比利时18.9％，印度15.1％，南非
13.6％，纳米比亚11.6％，阿联酋9.7％，以色列6.1％，新



加坡5.6％，加拿大5％（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食
品，机械，电器，运输设备，纺织品，燃料和石油产品，
木材和纸制品，金属和金属制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
南非64.5％，纳米比亚10.5％，加拿大5.6％（2016年）。
波札那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
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8,1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
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
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30.3%
(2003 估计)。

波札那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巴西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巴西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巴西。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巴西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巴西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巴西？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在葡萄牙统治

下的三个多世纪之后，巴西在1822年获得了独立，维持
了君主制的政府制度，直到1888年废除奴隶制和随后在
1889年由军方宣布共和国。巴西咖啡出口国在政治上主
导了该国直到平民主义领导人Getulio Vargas于1930年上
台执政。迄今为止，南美洲是南美最大，人口最多的国
家，直到1985年，巴西经历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民粹主义
和军政府，当时军事政权和平地割让了平民统治者的权
力。巴西继续追求工业和农业增长及其内部发展。在20
世纪后期成功经历了一段全球经济困境之后，巴西被视
为全球最强劲的新兴市场之一，也是全球增长的贡献
者。2014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和2016年夏季奥运会的首次
在南美洲举行，被视为国家崛起的象征。然而，自2013
年以来，巴西一直受到经济萎缩，失业率上升和通货膨
胀上升的困扰。政治丑闻导致2016年5月总统迪尔玛·罗
塞夫被弹，，2016年8月参议院维持了这一定罪; 她的副
总裁Michel Temer将在2018年担任总裁，完成她的第二个
任期。巴西一直受到经济萎缩，失业率上升和通货膨胀
上升的困扰。政治丑闻导致2016年5月总统迪尔玛·罗塞
夫被弹，，2016年8月参议院维持了这一定罪; 她的副总
裁Michel Temer将在2018年担任总裁，完成她的第二个任
期。巴西一直受到经济萎缩，失业率上升和通货膨胀上
升的困扰。政治丑闻导致2016年5月总统迪尔玛·罗塞夫
被弹，，2016年8月参议院维持了这一定罪; 她的副总裁



Michel Temer将在2018年担任总裁，完成她的第二个任
期。

地理巴西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巴西？这个国
家的位置是南美洲东部，与大西洋接壤。 巴西的总面积

是8,515,770 km2，其中8,358,140 km2是土地。 这是世界
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
基本上与北部的低地连绵不断; 一些平原，丘陵，山脉和
狭窄的海岸带。 巴西的最低点是大西洋0米，最高点是
Pico da Neblina 2,994米。气候是主要为热带地区，但南部
的温带地区。

居民巴西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巴西中。号码是：

207,353,391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个国家是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国家之一。谁住在这里？ 白人47.7％，黑白混血
儿（混合白人和黑人）43.1％，黑人7.6％，亚洲人1.1％，
土着人0.4％（2010年est）。 巴西中的语言是什么？ 葡萄
牙语（官方和最广泛使用的语言）。和宗教：罗马天主教
徒64.6％，其他天主教徒0.4％，新教徒22.2％（包括复临
信徒6.5％，神会2.0％，巴西基督教会1.2％，神圣普世



1.0％，其他新教徒11.5％），其他基督徒0.7％，Spiritist
2.2％，其他1.4％，无8％ ，未详细说明0.4％（2010年预
测）。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2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
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
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4
年。人们住在巴西的地方？这里：绝大多数人居住在东
部的大西洋沿岸或相对较近的地方; 人口核心位于东南
部，由圣保罗，巴西利亚和里约热内卢等城市组成。 巴
西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圣保罗2106.6万; 里约热内卢
12902万美元; 贝洛奥里藏特571.6万; 巴西利亚（首都）
415.5万; 福塔莱萨388万; 累西腓37.39万（2015年）。

巴西政府和经济
首都巴西是巴西利亚和政府类型联邦总统制共和

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26个州（estados，singular -
estado）和1个联邦区（联邦区）; 阿克拉，阿拉戈阿斯，阿
马帕，亚马孙，巴伊亚，塞阿拉，联邦区，Espirito Santo，
戈亚斯，Maranhao，马托格罗索，南马托格罗索，米纳斯
吉拉斯，帕拉伊巴，帕拉伊巴，巴拉那，伯南布哥，皮奥
伊，里约热内卢，格兰德河Norte，Rio Grande do Sul，
Rondonia，Roraima，Santa Catarina，圣保罗，Sergipe，
Tocantins。关于巴西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纺织品，
鞋，化工，水泥，木材，铁矿石，锡，钢，飞机，汽车及零
部件，其他机械设备。重要的农产品是咖啡，大豆，小
麦，大米，玉米，甘蔗，可可，柑橘; 牛肉。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交通运输设备，铁矿，大豆，鞋类，咖啡，汽车，
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中国19％，美国为12.6 ％阿根廷
7.3％荷兰5.6％（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电气
和运输设备，化工产品，石油，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



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美国17.6％，中国16.9％，阿根廷
6.7％，德国6.6％，韩国4.4％ ）。 巴西的富有多少以及这
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PPP）：$15,5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
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
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
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3.7%。

巴西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英屬維爾京群島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地理，居

民，政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
计数据，总览图和英屬維爾京群島。的详细地图。但是，
让我们从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英屬維爾京群島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英屬維爾京群島？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维

多利亚群岛最早由阿拉瓦克和加勒比印第安人居住，于
1648年由荷兰人定居，1672年由英国人吞并。这些岛屿
是1872 - 1960年间背风群岛的英国殖民地的一部分; 他
们在1967年获得了自治权。经济与西部较大和人口较多
的美属维尔京群岛密切相关; 美元是法定货币。2017年9
月6日，伊尔玛飓风摧毁了托尔托拉岛。据估计，80％的
住宅和商业结构遭到破坏或破坏，通讯中断，当地道路
无法通行。

地理英屬維爾京群島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英屬維爾京
群島？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加勒比海，位于波多黎各东部
的加勒比海和北大西洋之间。 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总面积

是151 km2，其中151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
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珊瑚岛相对
平缓; 火山群岛陡峭，丘陵。 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最低点
是加勒比海0米，最高点是Mount Sage 521米。气候是亚
热带的; 湿; 贸易风降温。

居民英屬維爾京群島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英屬維爾京群島中。号



码是：35,015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
里。谁住在这里？ 非洲/黑人76.3％，拉丁裔5.5 ％，白
5.4％，混5.3％，印度2.1％，东印度1.6％，其他3％，未具
体说明0.8％（2010 est。）。 英屬維爾京群島中的语言是
什么？ 英文（官方）。和宗教：新教70.2％（基督教徒
17.6％，上帝教会10.4％，圣公会9.5％，基督复临安息日
会9.0％，五旬节8.2％，浸信会7.4％，新约圣经教会
6.9％，其他新教徒1.2％），罗马天主教徒8.9％ ，耶和华
见证会2.5％，印度教徒1.9％，其他6.2％，无7.9％，未具
体说明2.4％（2010年预计）。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6.5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
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
时）是多少？这个：78.8 年。人们住在英屬維爾京群島的
地方？这里：在整个有人居住的岛屿中分布相当均匀，
最大的托尔托拉岛，Anegada，Virgin Gorda和Jost Van
Dyke拥有最多的人口。 英屬維爾京群島的主要城市地区
是：公路城（首都）13,000（2014）。

英屬維爾京群島政府和经济
首都英屬維爾京群島是路镇的自治海外领土和政府

类型议会民主（众议院）; 英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没有（英国的海外领土）。关于英屬維爾京群島的经济，
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旅游业，轻工业，建筑业，朗姆酒，混
凝土块，离岸银行业中心。重要的农产品是水果和蔬菜
42 300 美元（2010年预计）家畜，家禽; 鱼类。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朗姆酒，鲜鱼，水果，动物; 砂砾，沙子，最重要
的出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建筑材
料，汽车，食品，机械，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这是未知
的。 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



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
$42,300 (2010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平均富裕。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英屬維爾京群島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文莱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文莱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文莱。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文莱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文莱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文莱？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文莱苏丹国的

影响在15至17世纪之间达到顶峰，当时它的控制权延伸
到婆罗洲西北部和菲律宾南部的沿海地区。文莱随后进
入了由于内部纷争而导致皇室继承，欧洲列强殖民扩张
和海盗行为所引发的衰落时期。1888年，文莱成为英国
的保护国; 1984年独立成立。同一个家族统治文莱六个
多世纪。文莱受益于广泛的石油和天然气田，这是世界
上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之一。2017年，文莱庆祝苏丹哈
桑纳尔博尔基亚加入王位50周年。

地理文莱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文莱？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亚洲东南部，婆罗洲岛北部沿海，与南中

国海和马来西亚接壤。 文莱的总面积是5,765 km2，其中

5,265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
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平坦沿海平原东起山岭; 西部
的丘陵低地。 文莱的最低点是南中国海0米，最高点是
武吉巴贡1,850米。气候是; 炎热，潮湿，多雨的。

居民文莱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文莱中。号码是：443,593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
里？ 马来西亚65.7％，中国10.3％，其他24％（2016年预
测）。 文莱中的语言是什么？ 马来文（Bahasa Melayu）（官
方），英语，汉语方言。和宗教：穆斯林（官方）78.8％，基
督教8.7％，佛教7.8％，其他（包括土着信仰）4.7％（2011
年预测）30.2。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0.2 年。我们必须补
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
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
这个：77.3 年。人们住在文莱的地方？这里：这是未知
的。 文莱的主要城市地区是：预计）Bandar SERI
Begawan（首都） 241,000。

文莱政府和经济
首都文莱是斯里巴加湾市和政府类型绝对君主或苏

丹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4区（daerah-daerah，singular
- daerah）;。关于文莱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石油，石
油精炼，液化天然气，建筑，农业，运输。重要的农产品
是大米，蔬菜，水果; 鸡，水牛，牛，山羊，卵。最重要的
出口商品是矿物燃料，有机化学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是日本36.5％，韩国16.8％，泰国10.6％，印度9.8％，马
来西亚6.6 ％，中国4.6％（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
机电设备配件，矿物燃料，汽车，电机，最重要的进口商
品是美国28.4％，马来西亚24％，新加坡7.1％，印度尼
西亚5.7％，日本5.3％，中国4.9％，澳大利亚4.3％（2016
年）。 文莱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
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76,7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平均富裕。我们再补
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



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
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文莱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保加利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保加利亚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保加利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保
加利亚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保加利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保加利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保加利亚

是中亚的突厥部落，在7世纪末与当地的斯拉夫居民合
并，组成第一个保加利亚国家。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
中，保加利亚与拜占庭帝国一道在巴尔干半岛占有一席
之地，但到了14世纪末，这个国家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占
领。保加利亚北部于1878年获得了自治权，并于1908年
全部保持独立于奥斯曼帝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
一方进行了战斗，保加利亚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并于
1946年成为人民共和国。共产主义统治结束于1990年，
当保加利亚举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一次多党选
举，并开始争取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同时打击通货膨
胀，失业，腐败和犯罪。

地理保加利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保加利亚？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欧洲东南部，与黑海接壤，位于罗马

尼亚和土耳其之间。 保加利亚的总面积是110,879 km2，

其中108,489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



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大多是在北部和东南部低地
山区。 保加利亚的最低点是黑海0米，最高点是穆萨拉
峰2925米。气候是; 寒冷潮湿的冬季; 夏季干热，。

居民保加利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保加利亚中。号码是：

7,101,510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保加利亚76.9％，土耳其的8％，罗姆4.4％，其
他0.7％（包括俄罗斯，亚美尼亚和瓦拉几），其他（未知）
10％（2011年估计）。 保加利亚中的语言是什么？ 保加
利亚（官方）76.8％ ，土耳其8.2％，罗姆尼3.8％，其他
0.7％，未具体说明10.5％（2011年预计）。和宗教：东正教
59.4％，穆斯林7.8％，其他（包括天主教，新教，亚美尼
亚东正教和犹太）1.7％，无3.7％，未指定的27.4％（2011
年估计）。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42.7 年。我们必须补充
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
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
个：74.7 年。人们住在保加利亚的地方？这里：相当均匀
分布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具有吸引人口较多的城市地
区。 保加利亚的主要城市地区是：索非亚（资本）
1226000（2015）。

保加利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保加利亚是索菲亚和政府类型议会制共和国。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28个省（oblasti，singular-oblast）; 布
拉格耶夫格勒，布尔加斯，多布里奇，加布罗沃，哈斯科
沃，Kardzhali，Kyustendil，洛维奇，蒙大拿州，帕扎尔吉
克，佩尔尼克，普列文，普罗夫迪夫，拉兹格勒，鲁塞，
舒门，锡利斯特拉，斯利文，斯莫梁，索菲亚，索非亚格



拉德，Targovishte，Varna，Veliko Tarnovo，Vidin，Vratsa，
Yambol。关于保加利亚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电力，
煤气，水; 食品，饮料，烟草; 机械设备，汽车零部件，贱
金属，化工产品，焦炭，炼油，核燃料; 外包中心。重要的
农产品是蔬菜，水果，烟草，葡萄酒，小麦，大麦，向日
葵，甜菜; 家畜。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服装，鞋类，钢铁，
机械设备，燃料，农业，烟草，IT零部件，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德国13.7％，意大利9.3％，罗马尼亚8.8％，土耳
其7.9％，希腊7％，法国4.5％（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
品是机器和设备; 金属和矿石; 化学品和塑料; 燃料，矿
物和原材料，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德国13.1％，俄罗斯
8.9％，意大利7.9％，罗马尼亚7％，土耳其6.2％，希腊
4.8％，波兰4.1％（2016年）。 保加利亚的富有多少以及
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PPP）：$21,6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
平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
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
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2%
(2015 估计)。

保加利亚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布吉納法索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布吉納法索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布吉納法索。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布吉納法索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布吉納法索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布吉納法索？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布基纳

法索（前上沃尔塔）在1960年实现了法国的独立。1970年
代和1980年代的重复军事政变以及1990年代初的多党选
举。前总统布莱斯·康比尔（Blaise Compaore）（1987-2014）
因反对他修改宪法的两任总统限制的努力受到民众抗
议，于2014年10月底辞职。截至11月中旬，根据“国家过
渡宪章”的条款通过了临时政府框架。由米歇尔卡方多
总统和总理雅库巴伊萨克齐达领导的临时政府开始组织
总统和立法选举，计划于2015年10月举行，但这些选举
在9月份为期一周的政变失败后推迟举行。重新安排的
选举于11月29日举行，Roch Marc Christian Kabore在第一
轮当选总统。布基纳法索的人口高增长和自然资源有限
导致大多数公民的经济前景不佳。

地理布吉納法索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布吉納法
索？这个国家的位置是西非，加纳北部。 布吉納法索的

总面积是274,200 km2，其中273,800 km2是土地。 所以这
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



样：大部分平坦到解剖，起伏平原; 西部和东南部的山
丘。 布吉納法索的最低点是Mouhoun（黑伏特）河200，最
高点是米特纳库鲁749米。气候是; 温暖，干燥的冬季; 炎
热，潮湿的夏季。

居民布吉納法索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布吉納法索中。号码是：

20,107,509。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里？ Mossi
52％，Fulani 8.4％，Gurma 7％，Bobo 4.9％，Gurunsi
4.6％，Senufo 4.5％，Bissa 3.7％，Lobi 2.4％，Dagara
2.4％，Tuareg / Bella 1.9％，Dioula 0.8％，未具体说明/无
答案0.3％，其他7.2％（2010 est。）。 布吉納法索中的语
言是什么？ 法语（官方），属于苏丹家庭的90％以上人口
的。和宗教：穆斯林61.5％，罗马天主教23.3％，传统/泛
灵论者7.8％，新教徒6.5％，其他/无回答0.2％，无
0.7％（2010年）估计）。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17.3 年。我
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
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
多少？这个：55.9 年。人们住在布吉納法索的地方？这
里：人口集中在该国的中部和南部地区; 华东，华北和西
南的人口较少。 布吉納法索的主要城市地区是：瓦加杜
古（首都）2741000（2015）。

布吉納法索政府和经济
首都布吉納法索是瓦加杜古和政府类型总统制共和

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3个地区; Boucle du
Mouhoun，Cascades，Centre，Center-Est，Center-Nord，
Center-Ouest，Centre-Sud，Est，Hauts-Bassins，Nord，高原
- 中央，萨赫勒，Sud-Ouest。关于布吉納法索的经济，重



要的工业产品是棉皮棉，饮料，农产品加工，肥皂，香
烟，纺织品，食品，石油中国12.2％，科特迪瓦8.2％，日
本7.8％，法国7.1％，荷兰4.5％，西班牙4.2％，印度
4.1％，俄罗斯4％（2016年）。重要的农产品是棉花，花
生，乳木果，芝麻，高粱，小米，玉米，大米; （2009年度）
黄金，棉花，牲畜瑞士65.7％，印度6.3％，南非5.2％，新
加坡4.6％（2016年）资本货物的牲畜。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最重
要的进口商品是。 布吉納法索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
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1,9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40.1% (2009 估计)。

布吉納法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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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缅甸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缅甸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缅甸。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缅甸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缅甸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缅甸？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到19世纪，各

种缅族和少数民族城邦或王国占领了现在的边界。在62
年（1824年至1886年）期间，英国征服了缅甸，并将该国
纳入其印度帝国。缅甸作为印度的一个省管理，直到
1937年成为一个独立的自治殖民地; 1948年，缅甸从英
联邦获得独立。1966年至1988年，NE NE WIN统治政
府，首先担任军事统治者，然后担任自行任命的总统，
后来成为政治中枢。为了应对普遍的内乱，NE WIN于
1988年辞职，但几个月后军方粉碎了学生主导的抗议活
动并夺权。1990年的多党议会选举导致主要反对党 - 全
国民主联盟（民盟） - 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军政府没有
交出权力，而是从1989年到1995年，2000年到2002年，
从2003年5月到2010年11月，软禁NLD领导人（1991年诺
贝尔和平奖获得者）AUNG SAN SUU KYI软禁.2007年9
月下旬，裁决军政府粗暴地镇压了由民主活动家和佛教
僧侣领导的燃料价格上涨引发的抗议活动，杀死了数目
不详的人，并为参加示威活动逮捕了数千人。2008年5月
初，缅甸遭受纳尔吉斯飓风的袭击，造成13.8万人死亡，
数万人受伤无家可归。尽管发生了这一悲剧，军政府继
续进行5月份宪法公民投票，这是自1990年以来缅甸首
次投票。立法选举于2010年11月举行，民盟抵制并在国
际社会中被许多人认为是有缺陷的，执政的联盟团结与
发展党获得了超过75％的有争议席位。国家立法机关于
2011年1月召开，选举前总理泰因为总统。虽然Thein
SEIN命名的绝大多数国家级任命人员是前任或现任军



官，但政府发起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导致这个长
期孤立的国家实质性的开放。这些改革包括释放数百名
政治犯，与全国少数民族武装团体签署全国停火协议，
推行法律改革，逐步减少对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公民
社会的限制。至少部分归功于这些改革，AUNG SAN
SUU KYI于2012年4月当选为国家立法机构，并成为法
治与安宁委员会主席。缅甸在2014年担任东南亚国家联
盟（东盟）主席。2015年11月，在一次有缺陷但基本可信
的国家立法选举中，90多个政党参加了这次选举，全国
民主联盟再次赢得了山体滑坡胜利。全国民主联盟以议
会两院绝大多数人当选总统，选举HTIN KYAW，AUNG
SAN SUU KYI的亲信和长期民盟支持者。经过五十多年
的军事独裁统治后，缅甸第一个可信赖民选政府已于
2016年3月30日宣誓就职。在2015年11月有超过90个政
党参加的有缺陷但基本可信的全国立法选举中，全国民
主联盟再次赢得山崩胜利。全国民主联盟以议会两院绝
大多数议员为总统，选举HTIN KYAW，AUNG SAN SUU
KYI的亲信和长期民盟支持者。经过五十多年的军事独
裁统治后，缅甸第一个可信赖民选政府已于2016年3月
30日宣誓就职。在2015年11月有超过90个政党参加的有
缺陷但基本可信的全国立法选举中，全国民主联盟再次
赢得山崩胜利。全国民主联盟以议会两院绝大多数议员
为总统，选举HTIN KYAW，AUNG SAN SUU KYI的亲信
和长期民盟支持者。经过五十多年的军事独裁统治后，
缅甸第一个可信赖民选政府已于2016年3月30日宣誓就
职。

地理缅甸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缅甸？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东南亚，与孟加拉国和泰国之间的安达曼

海和孟加拉湾接壤。 缅甸的总面积是676,578 km2，其中

653,508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
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由陡峭崎岖的高地环绕的
冬季（中部东北季风，12月至4月）。 缅甸的最低点是/孟
加拉湾0，最高点是米加姆朗拉齐5,870米。气候是; 多
云，多雨，炎热，潮湿的夏季（西南季风，6月至9月）; 在
冬季（东北季风，十二月至四月），。

居民缅甸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缅甸中。号码是：

55,123,814。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里？ 缅
（BAMAR）68％，山9％，卡伦7％，若开4％，中国3％，印
度2％，周一2％，其他5％。 缅甸中的语言是什么？ 缅
甸（官方）。和宗教：佛教87.9％，基督教6.2％，穆斯林
4.3％，灵长类动物0.8％，印度教0.5％，其他0.2％，无
0.1％28.2。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8.2 年。我们必须补充
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
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
个：68.2 年。人们住在缅甸的地方？这里：人口集中在沿
海地区，一般靠近伊洛瓦底江岸边; 最北端是相对人口



稀少。 缅甸的主要城市地区是：仰光（资本）4802000; 曼
德勒116.7万人; Nay Pyi Taw 103万（2015年）。

缅甸政府和经济
首都缅甸是仰光（仰光）; 请注意 - 奈比多塔是行政首

都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7地
区（taing-myar，singular-taing），7个州（pyi ne-myar，singular-
pyi ne），1个工会领土。关于缅甸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
品是农产品加工; 木材和木制品; 铜，锡，钨，铁; 水泥，
建筑材料; 药品; 肥料; 石油和天然气; 服装; 玉石和宝
石。重要的农产品是稻米，豆类，豆类，芝麻，花生; 甘
蔗; 鱼和鱼制品; 硬木。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天然气; 木
制品; 豆类和豆类; 鱼; 白饭; 服装; 矿物质，包括玉石和
宝石，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中国40.6％，泰国19.1％，印
度8.8％，新加坡7.6％，日本5.7％（2016）。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面料; 石油产品; 肥料; 塑料; 机械; 运输设备; 水
泥，建筑材料; 食物产品？食用油，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
中国33.9％，新加坡14.3％，泰国12.5％，日本7.9％，印
度6.9％，马来西亚4.3％（2016年）。 缅甸的富有多少以
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PPP）：$6,3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相当低
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5.6% (2016
估计)。

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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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蒲隆地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蒲隆地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蒲隆地。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蒲隆地的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国旗开始：
 

蒲隆地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蒲隆地？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布隆迪是东

非的一个小国，与坦桑尼亚，卢旺达和坦噶尼喀湖接
壤。布隆迪于1962年从比利时获得独立。其历史大部分
时间是动荡不安的，布隆迪的第一位民选总统在任职
100天后于1993年10月被暗杀。国际斡旋的“阿鲁沙协
定”结束了1993 - 2005年的内战，为新宪法和2005年选举
铺平了道路。皮埃尔恩库伦齐扎在2005年和2010年当选
总统，并在2015年再次参加有争议的选举。布隆迪继续
面临许多政治和经济挑战。

地理蒲隆地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蒲隆地？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非洲中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坦桑

尼亚西部。 蒲隆地的总面积是27,830 km2，其中25,680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
的地形？这样：丘陵和山区，东部降至高原，一些平原。
蒲隆地的最低点是噶尼喀湖772，最高点是米赫哈2670



米。气候是赤道; 高原高海拔高度（海拔772米到2670米）;
年平均气温在23至17摄氏度之间随海拔而变化，但平均
海拔高度约为1700米; 年平均降雨量约150厘米; 两个湿
季（2月至5月和9月至11月）和两个旱季（6月至8月和12月
至1月）。

居民蒲隆地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蒲隆地中。号码是：

11,466,756。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在这里？ 胡
图（班图）85％，图西（Hamitic）14％，特瓦（俾格米人）
1％，欧洲人3,000，南亚人2,000。 蒲隆地中的语言是什
么？ 基隆迪29.7％（官方），基隆迪和其他语言9.1％，法
语（官方）和法语和其他语言0.3％，斯瓦希里语和斯瓦希
里语和其他语言0.2％（沿坦噶尼喀湖和布琼布拉地区），
英语（官方）和英语和其他语言0.06％，超过2种语言
3.7％，未具体说明56.9％。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
62.1％，新教徒23.9％（包括复临信徒2.3％和其他新教徒
21.6％），穆斯林2.5％，其他3.6％，未指定7.9％（2008
est。）。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17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
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
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60.9
年。人们住在蒲隆地的地方？这里：是非洲人口最密集
的国家之一; 西部的坦噶尼喀湖北部和北部沿海地区的
浓度趋于上升; 大多数人生活在农场附近的地区肥沃的
火山土壤。 蒲隆地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布琼布拉（首都）
751,000（2015）。

蒲隆地政府和经济
首都蒲隆地是布琼布拉和政府类型总统制共和国。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8个省市;。关于蒲隆地的经济，
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消费品（糖，鞋，肥皂，啤酒）; 水泥，
进口组件的装配; 公共工程建设; 食品加工（水果）。重要
的农产品是咖啡，棉花，茶叶，玉米，豆类，高粱，红薯，
香蕉，木薯（木薯，木薯）; 牛肉，牛奶，皮革。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咖啡，茶，糖，棉花，皮革，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是刚果民主共和国30.6％，阿联酋15.7％，肯尼亚
14.5％，卢旺达7.2％（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资
本货物，石油产品，食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
13.3％，印度13％，坦桑尼亚8.6％，沙特阿拉伯7.9％，肯
尼亚7.5％，阿联酋5.2％，乌干达5％（2016年）。 蒲隆地
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
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800 (2017 估计)。 这
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
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
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
口：64.6% (2014 估计)。

蒲隆地
 



我们强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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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柬埔寨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柬埔寨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柬埔寨。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柬埔寨的
国旗开始：
 

柬埔寨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柬埔寨？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大多数柬埔

寨人认为自己是高棉人，这是吴哥帝国的后裔，延伸到
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并在十至十三世纪达到了顶峰。
泰国人和湛（来自今日越南）的攻击削弱了帝国，引发了
长时间的衰落。国王于1863年将该国置于法国的保护之

http://mapsguides.com/


下，并于1887年成为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继二战期
间日本占领后，柬埔寨于1953年完全脱离法国。1975年4
月，经过七年的斗争，共产党人红色高棉部队占领了金
边，并撤离了所有城镇。根据POL POT，红色高棉政权期
间至少有150万柬埔寨人死于处决，强迫困难或饥饿。
1978年12月越南入侵将红色高棉驱入农村，开始了10年
的越南占领，并引发了近13年的内战。1991年“巴黎和平
协定”规定民主选举和停火，红色高棉没有完全遵守。联
合国主办的1993年选举有助于恢复联合政府的一些正常
状态。1997年的派系斗争结束了第一个联合政府，但
1998年的第二轮全国大选导致另一个联合政府的形成和
政治稳定的恢复。红色高棉剩余的分子于1999年初投
降。一些幸存的红色高棉领导人由国际援助支持的联合
国 - 柬埔寨混合法庭审理或等待审判危害人类罪。2003
年7月的选举相对和平，但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竞争政
党之间进行了一年的谈判。2004年10月，诺罗敦·西哈努
克国王退位，他的儿子诺罗敦·西哈莫尼亲王被选中接替
他。最近的地方（公社委员会）选举于2012年在柬埔寨举
行，几乎没有选举之前发生的预选暴力事件。2013年7月
的全国大选有争议，反对派 - 柬埔寨国家拯救党
（CNRP） - 抵制国民议会。政治僵局在一年后结束，国家
民族议会同意进入议会以换取执政党对选举和立法改革
的承诺。2017年6月，CNRP进一步增加了当地的公社选
举，加速了匈总理在2018年全国大选前努力将CNRP边
缘化的努力。洪森于2017年9月逮捕了CNRP总裁Kem
Sokha，并于2017年11月解散了CNRP，并禁止其领导人
参与政治至少五年。国民议会在国会的席位被重新分配
给更小，更柔顺的反对党。



地理柬埔寨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柬埔寨？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东南亚，与泰国湾接壤，泰国，越南和

老挝之间。 柬埔寨的总面积是181,035 km2，其中176,515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
的地形？这样：很小，平原平坦; 西南和北部的山脉。 柬
埔寨的最低点是湾0米，最高点是Phnum Aoral 1810米。
气候是; 雨季，季风季节（5月至11月）; 旱季（十二月至四
月）; 季节性温度变化。

居民柬埔寨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柬埔寨中。号码是：

16,204,486。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在这里？ 高
棉97.6％，可汗1.2％，中国0.1％，越南0.1％，其他
0.9％（2013年预计）。 柬埔寨中的语言是什么？ 高棉（官
方）96.3％，其他3.7％（2008年预计）。和宗教：佛教（官
方）96.9％，穆斯林1.9％基督教0.4％，其他0.8％（2008年
预测）。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5.3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
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
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
64.9 年。人们住在柬埔寨的地方？这里：人口集中在东
南部，特别是在首都金边及周边地区; 进一步分配与洞



里萨和湄公河流域密切相关。 柬埔寨的主要城市地区
是：Phnom PENH（首都）17.31亿（2015年）。

柬埔寨政府和经济
首都柬埔寨是金边和政府类型议会君主立宪制。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24省（khett，单数和复数）和1个自治
市（krong，单数和复数）。关于柬埔寨的经济，重要的工
业产品是旅游，服装， ，碾米，渔业，木材和木制品，橡
胶，水泥，宝石开采，纺织品。重要的农产品是稻米，橡
胶，玉米，蔬菜，腰果，木薯（木薯，木薯），丝绸。最重要
的出口商品是预计）服装，木材，橡胶，大米，鱼，烟草，
footwea，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美国21.3％，英国9.4％，
德国9％ ，日本8.2％，加拿大6.5％，中国6％，泰国
4.2％，西班牙4％（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石油产
品，卷烟，黄金，建筑材料，机械，汽车，医药产品，最重
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35.3％，泰国14.8％，越南11 ％，新
加坡4.4％，日本4.1％，香港4％（2016年）。 柬埔寨的富
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
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4,000 (2017 估计)。 这是一
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
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
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
17.7% (2012 估计)。

柬埔寨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喀麦隆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喀麦隆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喀麦隆。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喀麦隆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喀麦隆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喀麦隆？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960年法国

喀麦隆成为喀麦隆共和国的独立国家。次年，邻国英国
喀麦隆的南部地区投票赞成与新国家合并，组成喀麦隆
联邦共和国。1972年，一部新宪法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单
一国家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国家普遍享有稳定，使农
业，道路和铁路以及石油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尽管民
主改革进展缓慢，但政治力量仍然牢牢掌握在保罗比亚
总统手中。

地理喀麦隆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喀麦隆？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中部非洲与赤道几内亚和尼日利亚之间

比亚夫拉湾交界处。 喀麦隆的总面积是475,440 km2，其

中472,71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
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沿海平原，西部沿海平
原，西部山区，北部平原。 喀麦隆的最低点是大西洋0，
最高点是米法克蒙蒙喀麦隆4,045米。气候是西北。

居民喀麦隆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喀麦隆中。号码是：
24,994,885。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里？ 喀麦
隆高地人31％，赤道班图人19％，基尔迪11％，富拉尼人
10％，西北班图人8％，东部黑人人口7％ ，其他非洲
13％，非洲不足1％，。 喀麦隆中的语言是什么？ 非洲
24个主要语言群体，英文（官方），法文（官方）。和宗教：
罗马天主教徒38.4％，新教徒26.3％，其他基督徒4.5％，
穆斯林20.9％，泛灵论者5.6％，其他1％，非信徒
3.2％（2005年预测）。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18.5 年。我们
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
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
少？这个：59 年。人们住在喀麦隆的地方？这里：人口集
中在西部和北部，该国的人口稀少。 喀麦隆的主要城市
地区是：雅温得（首都）306.6万; 杜阿拉294.3万（2015
年）。

喀麦隆政府和经济
首都喀麦隆是雅温得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10地区（地区，单数地区）; Adamaoua，
中心，东（Est），远北（Extreme-Nord），滨海，北（Nord），
西北（Nord-Ouest），西（Ouest），南（Sud），西南（Sud-
Ouest） ）。关于喀麦隆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石油生
产和提炼，铝生产，食品加工，轻工消费品，纺织品，木
材，船舶修理，建筑安装。重要的农产品是咖啡，可可，
棉花，橡胶，香蕉，油籽，谷物，木薯（木薯，木薯）; 家畜;
TIMBE。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原油及石油产品，木材，可
可豆，铝，咖啡，棉花，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荷兰21％，
印度11.3％，意大利11％，中国8％，西班牙6.7％，法国
5.9％（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电气设备，



运输设备，燃料，食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
17.8％，尼日利亚12％，法国11％，泰国4.6％ ％（2016）。
喀麦隆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
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3,400 (2017 估
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
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
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
的人口：30% (2001 估计)。

喀麦隆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加拿大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加拿大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加拿大。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加拿大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加拿大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加拿大？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加拿大是一

个距离遥远，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于1867年成为自治
领地，同时保持与英国王室的联系。加拿大于1982年从
英国遣返其宪法，断绝了最后的殖民统治。在经济和技
术上，这个国家与美国这个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边界南部
的邻国并行发展。加拿大在满足公众对保健，教育，社
会服务和经济竞争力质量改善的要求方面面临着政治挑
战，同时也应对了以法语为主的魁北克省的特殊关注。
加拿大还致力于发展其多元化的能源资源，同时保持对
环境的承诺。

地理加拿大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加拿大？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北部北部，东部与北大西洋接壤，西部与
北大西洋接壤，北部与北冰洋接壤，北部与美国北部

60,00。 加拿大的总面积是9,984,670 km2，其中9,093,507
km2是土地。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我们如何描
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大部分为平原，西面为高山平原，



东南部低地为。 加拿大的最低点是大西洋0，最高点是
米洛根山5,959米。气候是不等，南至北极北极，北极。

居民加拿大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加拿大中。号码是：

35,623,680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加拿大人32.2％，英国人19.8％，法国人15.5％，
苏格兰人14.4％，爱尔兰人13.8％，德国人9.8％，意大利
人4.5％，中国人4.5北美印第安人4.2％，其他50.9％。 加
拿大中的语言是什么？ 英语（官方）58.7％，法语（官方）
22％，旁遮普语1.4％，意大利语1.3％，西班牙语1.3％，
德语1.3％，广东话1.2％，他加禄语1.2％，阿拉伯语
1.1％，其他10.5％（2011年度）。和宗教：天主教徒39％
（包括罗马天主教徒38.8％，其他天主教徒2％），新教徒
20.3％（包括联合教会6.1％，英国国教徒5％，浸信会
1.9％，路德1.5％，五旬节1.5％，长老会1.4％，其他新教
2.9 ％），东正教1.6％，其他基督教6.3％，穆斯林3.2％，
印度教1.5％，锡克教1.4％，佛教1.1％，犹太人1％，其他
0.6％，无23.9％（2011年预测）。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42.2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
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
（出生时）是多少？这个：81.9 年。人们住在加拿大的地
方？这里：绝大多数加拿大人都位于与美国南部边界约
300公里内的不连续带内; 人口最多的省份是安大略省，
其次是魁北克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 加拿大的主要
城市地区是：多伦多5.993亿; 蒙特利尔398.1万; 温哥华
2.485万; 卡尔加里133.7万; 渥太华（首都）132.6万; 埃德
蒙顿127.2万（2015年）。



加拿大政府和经济
首都加拿大是渥太华和政府类型宪法君主制下的联

邦议会民主（加拿大议会）出生/女性（2017年预定）的儿
童; 英联邦国家。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0个省和3个地
区;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马尼托巴省，新不伦瑞克省，
纽芬兰省和拉布拉多省，西北地区，新斯科舍省，努纳
武特市，安大略省，爱德华王子岛省，魁北克省，萨斯喀
彻温省，育空地区育成。关于加拿大的经济，重要的工
业产品是运输设备，化学品，加工和未加工的矿物，食
品，木材和纸制品，鱼制品，石油，天然气。重要的农产
品是小麦，大麦，油籽，烟草，水果，蔬菜; 乳制品; 鱼; 森
林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机动车辆和零部件，工业
机械，飞机，电信设备; 化学品，塑料，肥料; 木浆，原
木，原油，天然气，电力，铝，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
76.4％，中国4.1％（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
设备，机动车辆及零部件，原油，化学品，电力，耐用消
费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美国52.2％，中国12.1％ ，墨
西哥6.2％（2016）。 加拿大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
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48,1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平均
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9.4%。

加拿大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佛得角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佛得角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佛得角。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佛得角的
国旗开始：
 

佛得角 - 概述：
你应该了解佛得角？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无人居住的

岛屿在15世纪被葡萄牙人发现并殖民; 随后，佛得角成
为非洲奴隶的贸易中心，后来成为捕鲸和跨大西洋运输
的重要停靠和再补给站点。欧洲文化和各种非洲文化传
统的融合反映在佛得角的克里洛语言，音乐和织布纺织
品中。1975年独立后，并试图与几内亚比绍统一，建立
并维持一党制，直到1990年举行多党选举。佛得角继续

http://mapsguides.com/


维持非洲最稳定的民主政府之一。20世纪下半叶多次干
旱造成重大困难，并促使大量移民。因此，Cabo Verde'
外籍人口比国内人口多。大多数佛得角人既有非洲人，
也有葡萄牙人的前身。佛得角的人口在15世纪后期从其
第一批永久居民中崛起 - 西非奴隶占多数，葡萄牙殖民
者占有一小部分，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犹太人
的人数更少。在九个有人居住的岛屿中，人口分布是可
变的。东部的岛屿非常干燥，只是稀疏地定居以利用其
广泛的盐矿。越南方的岛屿受到更多的降水和支持更多
的人口，但农业和牲畜放牧已经破坏了它们的土壤肥力
和植被。几个世纪以来，该国的总人口规模波动很大，

地理佛得角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佛得角？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西非，北大西洋群岛，塞内加尔西

部。 佛得角的总面积是4,033 km2，其中4,033 km2是土
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
地形？这样：陡峭，崎岖，岩石，火山的。 佛得角的最低
点是大西洋0米，最高点是山。Fogo 2829米（Fogo岛上的
一座火山）。气候是; 温暖，干燥的夏天; 降水微薄而不稳
定。

居民佛得角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佛得角中。号码是：
560,899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克里奥尔（黑白混血儿）71％，非洲28％，欧
洲1％。 佛得角中的语言是什么？ 葡萄牙语（官方），
Crioulo（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混合）非洲字）。和宗教：罗
马天主教徒77.3％，新教徒4.6％（包括拿撒勒教会
1.7％，复临教会1.5％，上帝大会0.9％，上帝的普世王国
0.4％，上帝与爱情0.1％），其他基督教3.4％（包括基督
教理性主义1.9％，耶和华见证会1％，新使徒团0.5％），
穆斯林1.8％，其他1.3％，无10.8％，未具体说明
0.7％（2010年预测）25.4。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5.4 年。
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
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
是多少？这个：72.4 年。人们住在佛得角的地方？这里：
在九个有人居住的岛屿中，人口分布是可变的; 东部的
岛屿非常干燥，只有稀疏的土地才能开采它们广泛的盐
矿。越南的岛屿受到更多的降水和支持更大的人口，但
农业和牲畜放牧已经破坏了土壤的肥力和植被; 约有一
半的人口居住在圣地亚哥岛，这是普拉亚首府的所在地;
Mindelo，在圣维森特岛北部，也有一个庞大的城市人
口。 佛得角的主要城市地区是：普拉亚（首都）
145,000（2014）。

佛得角政府和经济
首都佛得角是普拉亚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22个城市（concelhos，singular -
concelho）; 博阿维斯塔布拉瓦Maio Mosteiros保罗波尔图
诺沃普拉亚里贝拉布拉瓦里贝拉格兰德里贝拉格兰德圣
地亚哥萨尔圣卡塔琳娜圣卡塔琳娜杜福戈圣克鲁斯圣多



明戈斯圣菲利普圣洛伦索dos奥尔戈斯，Sao Miguel，Sao
Salvador do Mundo，Sao Vicente，Tarrafal，Tarrafal de Sao
Nicolau。关于佛得角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食品和
饮料，鱼类加工，鞋类和服装，盐矿开采，船舶修理。重
要的农产品是香蕉，玉米，豆类，红薯，甘蔗，咖啡，花
生; 鱼类。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燃料（转口），鞋类，服
装，鱼类，皮革，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澳大利亚48.6％，
西班牙20.2％，葡萄牙18.9％（ 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
品是食品，工业产品，运输设备，燃料，最重要的进口商
品是葡萄牙43％，西班牙12.8％，法国5.9％，中国5％，
俄罗斯4.4％（2016年）。 佛得角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
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PPP）：$6,9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
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
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
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30% (2000 估计)。

佛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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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開曼群島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開曼群島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開曼群島。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開
曼群島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開曼群島 - 概述：
你应该了解開曼群島？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开曼群岛

在18世纪和19世纪由英国人从牙买加殖民，由牙买加在
1863年后。1959年，这些岛屿成为西印度群岛联邦的领
土。1962年联邦解体后，开曼群岛选择留驻英国。该领
土已经转变为一个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

地理開曼群島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開曼群島？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位于加勒比海的加勒比三岛组（大开
曼岛，开曼布拉克岛，小开曼岛），古巴以南240公里，牙

买加西北268公里。 開曼群島的总面积是264 km2，其中

264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
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的低洼石灰岩基地，被珊瑚礁
包围。 開曼群島的最低点是加勒比海0米，最高点是1公
里SW The Bluff on Cayman Brac 50米。气候是热带海洋;
温暖多雨的夏季（五月至十月）和凉爽，冬季相对干燥
（十一月至四月）。

居民開曼群島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開曼群島中。号码是：

58,441。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里？ 混
合40％，白人20％，黑人20％，各族裔外籍人士20％。 開



曼群島中的语言是什么？ 英语（官方）90.9％，西班牙语
4％，菲律宾3.3％，其他1.7％，未说明0.1％（2010 est。）。
和宗教：新教徒占67.8％（包括上帝教会22.6％，基督复
临安息日会9.4％，长老会/联合教会8.6％，浸信会
8.3％，五旬节7.1％，非教派5.3％，圣公会4.1％，卫斯理
圣洁2.4％），罗马天主教14.1％，耶和华见证人1.1％，其
他7％，无9.3％，未具体说明0.7％（2010年预计）。平均
年龄是多少岁？ 40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
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
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81.3 年。人们住
在開曼群島的地方？这里：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大开曼
岛。 開曼群島的主要城市地区是：George Town（首都）
31,000（2014年）。

開曼群島政府和经济
首都開曼群島是乔治城自治海外领土（位于大开曼

岛）和政府类型议会民主（立法议会）; 英国。我们来看看
行政区划 - 6区; 博登镇，开曼布拉克和小开曼，东区，乔
治城，北区，西湾。关于開曼群島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
品是旅游，银行，保险和金融，建筑，建筑材料，家具。
重要的农产品是蔬菜，水果; 家畜; 龟养殖。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乌龟产品，制造消费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
这是未知的。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食品，制成品，燃料，
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 開曼群島的富有多少
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PPP）：$43,800 (2004 估计)。 这意味着人
们在这里平均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
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
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



未知%。
開曼群島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中非共和國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中非共和國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中非共和國。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中非共和國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中非共和國 - 概述：
你应该了解中非共和國？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前法国

殖民地Ubangi-Shari在1960年独立后成为中非共和国。在
经历了三年动荡不安的几十年（主要由军政府）后，平民
统治于1993年建立，但仅持续了十年。2003年3月，总统
安吉 - 菲利克斯帕塔塞被设立过渡政府的弗朗索瓦博齐
泽将军领导的军事政变中被废de。2005年举行的选举确
认博兹泽将军为总统; 他在2011年连任被广泛认为是有
缺陷的。政府仍然无法完全控制无法无天的农村。2012
年12月初，若干反叛团体联合发起一系列袭击，使他们
控制该国北部和中部许多城镇。反叛者 - 不满Bozize' 参
加了2013年1月初的和平谈判，导致了包括叛乱领导层
在内的联合政府。2013年3月，联合政府解散，叛军夺取
首都，布泽兹总统逃离该国。反叛领导人米歇尔·乔托迪
亚担任总统职位，随后的一个月成立了全国过渡委员会
（CNT）。2014年1月，CNT选举Catherine Samba-panza为临
时总裁。2016年3月完成选举，安排独立候选人Faustin-
Archange Touadera出任总统; 他继续致力于政府与武装团
体之间的和平，并正在制定一项解除武装，复员，重返
社会和遣返（DDRR）方案，以使武装集团重新融入社会。

地理中非共和國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中非共和
國？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中非，刚果民主共和国北部。 中
非共和國的总面积是622,984 km2，其中622,984 km2是土
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
地形？这样：浩瀚，平坦至蜿蜒高原; 东北部和西南部分
散的山丘。 中非共和國的最低点是河335，最高点是米
蒙恩乌伊伊1,410米。气候是; 炎热干燥的冬季; 温和至炎
热，夏季湿润。

居民中非共和國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中非共和國中。号码是：

5,625,118。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在这里？ Baya
33％，Banda 27％，Mandjia 13％，Sara 10％，Mboum
7％，M'Baka 4％，Yakoma 4％，其他2％。 中非共和國中
的语言是什么？ 法文（官方），Sangho（通用语和国语）。
和宗教：土着信仰35％，新教徒25％，罗马天主教徒
25％，穆斯林15％19.7。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19.7 年。
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
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
是多少？这个：52.8 年。人们住在中非共和國的地方？
这里：大多数居民居住在该国西部和中部地区，特别是
在班吉首都。 中非共和國的主要城市地区是：班吉资本）



794,000（2015年）。
中非共和國政府和经济
首都中非共和國是班吉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4州（县，奇），2个经济郡（县，经
济，奇特县）经济）和1个公社; Bominui-Bangoran，Bangui，
Basse-Kotto，Haute-Kotto，Haut-Mbomou，Kemo，
Lobaye，Mambere-Kadei，Mbomou，Nana-Grebizi，Nana-
Mambere，Ombella-Mpoko，Ouaka，Ouham，Ouham-
Pende，Sangha- Mbaere，Vakaga。关于中非共和國的经
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黄金和钻石采矿，伐木，酿造，制
糖。重要的农产品是TIMBE。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钻石，
木材，棉花，咖啡，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白俄罗斯
33.5％，德国15.3％，法国14.2％，乍得12.6％，喀麦隆
9.7％，中国8.1％（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的食品，
纺织品，石油产品，机械，电气设备，汽车，化学品，医
药，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埃及29.8％，法国18.6％，中国
6.8％，比利时5.7％，喀麦隆5.4％（2016年）。 中非共和
國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
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7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
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
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
口：未知%。

中非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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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乍得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乍得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乍得。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乍得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乍得 - 概述：
你应该了解乍得？让我们从这个开始：乍得是1960年

以前法国非洲国家的一部分，在1990年恢复和平之前，
乍得经历了三十年的内战以及利比亚的入侵。政府最终
起草了民主宪法，并在1996年和2001年举行了有缺陷的
总统选举。1998年在乍得北部爆发了叛乱，尽管政府和
叛乱分子达成了若干和平协议，但这种叛乱事件零星爆
发。2005年6月，伊德里斯·德比总统举行了一次公民投
票，成功地取消了宪法的任期限制，并在2006年赢得了
另一场有争议的选举。零星的反叛运动在2006年和2007
年持续。首都在2008年初经历了重大起义，但自从那
么，部分原因是乍得2010年与苏丹的和解，之前曾使用
乍得叛军作为代理。2015年末，由于恐怖组织博科哈拉
姆全年发生多次袭击，政府在乍得湖地区实行了紧急状
态; 博科圣地还在2015年中期在恩贾梅纳发起了几起爆
炸事件。2016年的DEBY在和平但有缺陷的选举中连任
第五届。2015年12月，乍得在联合国安理会完成了为期
两年的轮换。2017年1月，DEBY以非洲联盟总裁的身份
完成了为期一年的任期。2016年的DEBY在和平但有缺
陷的选举中连任第五届。2015年12月，乍得在联合国安
理会完成了为期两年的轮换。2017年1月，DEBY以非洲
联盟总裁的身份完成了为期一年的任期。2016年的
DEBY在和平但有缺陷的选举中连任第五届。2015年12
月，乍得在联合国安理会完成了为期两年的轮换。2017
年1月，DEBY以非洲联盟总裁的身份完成了为期一年的



任期。
地理乍得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乍得？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中非，利比亚南部。 乍得的总面积是1.284
百万 km2，其中1,259,20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非
常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广阔沙
漠，中部干旱平原，北部沙漠，西北部山区，南部低地。
乍得的最低点是Djourab 160米，最高点是Emi Koussi
3445米由于气候和自然地理的差异，。气候是，北部。

居民乍得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乍得中。号码是：

12,075,985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萨拉（Ngambaye / Sara / Madjingaye / Mbaye）
30.5％，Kanembu / Bornu / Buduma 9.8％，阿拉伯9.7％，
Wadai /马巴/ Masalit / Mimi 7％，Gorane 5.8％，Masa /
Musseye / Musgum 4.9％，Bulala / Medogo / Kuka 3.7％，
Marba / Lele / Mesme 3.5％，Mundang 2.7％，Bidiyo /
Migaama / Kenga / Dangleat 2.5％，Dadjo / Kibet / Muro
2.4％，Tupuri / Kera 2％，Gabri / Kabalaye / Nanchere /
Somrai 2％ ，Fulani / Fulbe / Bodore 1.8％，Karo / Zime /
Peve 1.3％，Baguirmi / Barma 1.2％，Zaghawa / Bideyat /



Kobe 1.1％，Tama / Assongori / Mararit 1.1％，Mesmedje /
Massalat / Kadjakse 0.8％，其他乍得族裔3.4％，外籍乍得
人0.9％，外籍人士0.3％，未具体说明1.7％（2014-15
est。）。 乍得中的语言是什么？ 法文（官方），阿拉伯文
（官方），萨拉（南方），120多种不同语言和方言。和宗
教：穆斯林52.1％，新教徒23.9％，罗马天主教徒20％，
泛灵论者0.3％，其他基督徒0.2％，无2.8％，未具体说明
0.7％（2014-15 est。）17.8。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17.8 年。
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
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
是多少？这个：50.6 年。人们住在乍得的地方？这里：人
口分布不均由于气候和自然地理的对比; 密度最高的是
西南部，特别是在乍得湖和南部地区; 北部干燥的撒哈
拉地区是人口最密集的。 乍得的主要城市地区是：恩贾
梅纳（首都）126万（2015年）。

乍得政府和经济
首都乍得是恩贾梅纳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23个地区（地区，单一地区）; Barh el
Gazel，Batha，Borkou，Chari-Baguirmi，Ennedi-Est，Ennedi-
Ouest，Guera，Hadjer-Lamis，Kanem，Lac，Logone
Occidental，Logone Oriental，Mandoul，Mayo-Kebbi Est，
Mayo-Kebbi Ouest，Moyen- Chari，Ouaddai，Salamat，Sila，
Tandjile，Tibesti，Ville de N'Djamena，Wadi Fira。关于乍得
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油，棉纺织品，酿造，碳酸
钠，肥皂，香烟，建筑材料。重要的农产品是棉花，高
粱，小米，花生，芝麻，玉米，大米，马铃薯，洋葱，木薯
（木薯，木薯），牛，绵羊，山羊，骆驼。最重要的出口商
品是石油，牲畜，棉花，芝麻，阿拉伯树胶，乳木果，最



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美国57％，印度8.9％，中国6.7％，法
国6.4％，阿联酋4.3％，日本4.1％（2016）。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机械和运输设备，工业品，食品，纺织品，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法国19.8％，中国15.7％，喀麦隆15.1％
6.1％，美国5.4％，比利时4.4％（2016年）。 乍得的富有
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2,4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
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
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
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46.7%
(2011 估计)。

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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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智利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智利。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智利的国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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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智利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智利？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在16世纪西班

牙人到来之前，印加人统治了智利北部，而原住民马普
切居住在智利中部和南部。虽然智利于1810年宣布独
立，但直到1818年才取得决定性胜利。在太平洋战争
（1879-83）中，智利击败秘鲁和玻利维亚赢得目前的北
部地区。在19世纪80年代，智利中央政府对马普切人居
住的中南部地区进行了控制。在经过一系列民选政府之
后，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三岁马克思主义政府于1973年被
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率领的军事政变推翻，该政变一
直到1990年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就职时才开始实施。稳
健的经济政策得到维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稳
定的增长，减少了一半以上的贫困率，并有助于确保该
国对民主和代议制政府的承诺。智利越来越承担起地区
和国际领导作用，使之成为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

地理智利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智利？这个国
家的位置是南美南部，与南太平洋接壤，阿根廷与秘鲁

之间。 智利的总面积是756,102 km2，其中743,812 km2是
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
的地形？这样：低海岸山脉凉爽潮湿，肥沃的中部山谷，
东部崎岖的安第斯山脉，东部。 智利的最低点是太平洋
0，最高点是米内瓦多奥奥斯德尔萨拉多6880米。气候
是; 北方的沙漠; 地中海在中部地区; 南部。

居民智利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智利中。号码是：

17,789,267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白人和非土着人88.9％，马普切9.1％，艾马拉
0.7％，其他土着群体1％（包括拉帕努伊，里坎安泰，克
丘亚，科拉，迪亚吉塔，卡韦斯卡尔，雅根或雅马纳），未
详细说明0.3％（2012年估计）。 智利中的语言是什么？
西班牙语99.5％（官方），英语10.2％，土着1％（包括马普
顿伦，艾马拉，克丘亚语，拉帕努伊），其他2.3％，未指
定0.2％。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66.7％，福音派或新教徒
16.4％，耶和华见证会1％ 3.4％，无11.5％，未具体说明
1.1％（2012年预测）34.4。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4.4 年。



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
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
是多少？这个：78.9 年。人们住在智利的地方？这里：
90％的人口位于圣地亚哥首都周围的中间三分之一地
区; 最远的北部（由阿塔卡马沙漠支撑）和极端南部的。
智利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圣地亚哥（首都）有650.7万人口;
瓦尔帕莱索907,000; 康塞普西翁816,000（2015）。

智利政府和经济
首都智利是圣地亚哥; 注 - 瓦尔帕莱索是国家立法机

构的所在地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
划 - 15个地区（地区，单一地区）; Aysen，Antofagasta，
Araucania，Arica y Parinacota，Atacama，Biobio，
Coquimbo，Libertador Bernardo O'Higgins将军，Los Lagos，
Los Rios，Magallanes y de la Antartica Chilena，Maule，
Region Metropolitana（Santiago），Tarapaca，Valparaiso。关于
智利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铜，水果，鱼类产品，造
纸和纸浆，化学制品，葡萄酒中国28.6％，其他矿产品，
食品，鱼类加工，钢铁，木材和木制品，运输设备，水
泥，纺织品。重要的农产品是葡萄，苹果，梨，洋葱，小
麦，玉米，燕麦，桃子，大蒜，芦笋，牛肉，家禽，羊毛;
鱼; TIMBE。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是。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 智利
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
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24,6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
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
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
下的人口：14.4% (2013)。



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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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理，居

民，政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
计数据，总览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详细地图。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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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 - 概述：
你应该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几

个世纪以来，中国是一个文明领先的国家，在艺术和科
学方面超过世界其他国家，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中
国受到内乱，重大饥荒，军事失败和外国占领的困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专
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确保中国主权的同时，严格控制
日常生活，耗费数千万人的生命。1978年以后，毛泽东
的接班人邓小平等领导人着眼于市场经济发展，到2000
年产量翻了四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水平已经大
大提高，但政治控制仍然很紧张。自九十年代初以来，

地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东亚与东海，韩国湾，黄海和
南中国海接壤，位于朝鲜与越南之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总面积是9,596,960 km2，其中9,326,410 km2是土地。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
形？这样：为高山，高原，西部沙漠; 东部。 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最低点是吐鲁番Pendi -154米，最高点是珠穆朗玛
峰8,848米（亚洲最高峰和海拔最高点）。气候是极其多样
化; 南部为热带，北部为北极，多。

居民中华人民共和国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号

码是：1,379,302,771 (7/2017 估计)。 所以这真是一个庞
大的人口。谁住在这里？ 汉族人口密度为91.6％ （包括
回族，满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土家族，藏族，蒙古
族，侗族，布依族，瑶族，白族，朝鲜族，哈尼族，黎族，
哈萨克族，戴氏族等）7.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语言
是什么？ 标准中文或普通话（官方;普通话，基于北京方
言），粤语粤语，吴语（上海话），闽北语，福建闽南语，
湘，甘，客家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团体入场）。和宗教：佛
教18.2％，基督教5.1％，穆斯林1.8％，民间宗教21.9％，
印度教<0.1％，犹太人<0.1％，其他0.7％（包括道教），无
党派52.2％。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7.4 年。我们必须补
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
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
这个：75.7 年。人们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这里：
绝大多数人口位于该国东半部; 西部及其辽阔的山区和
沙漠地区仍然人烟稀少; 虽然在总人口中排名世界第
一，但整体密度却低于亚洲和欧洲其他许多国家的总密
度; 长江，黄河流域，西江三角洲，四川盆地（成都附
近），北京及周边地区和沉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
城市地区是：上海周边工业区的人口密度高达2374.1万
人; 北京（首都）2038.4万; 重庆13.332万; 广东1245.8万;
天津1121万; 深圳10.749亿（201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经济
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北京和政府类型共产党领导

的国家。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23个省（生，单数和复
数），5个自治区（zizhiqu，单数和复数），和4个直辖市
（市，单数和复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重要
的工业产品是世界工业总产值的领先者; 采矿和矿石加
工，铁，钢，铝等金属，煤炭; 机器制造; 军备; 纺织品和
服装; 石油; 水泥; 化学品; 肥料; 消费品（包括鞋类，玩具
和电子产品）; 食品加工; 运输设备，包括汽车，轨道车和
机车，船舶，飞机; 电信设备，商业太空运载火箭，卫星。
重要的农产品是年度）全球农业总产值的领先者; 大米，
小麦，马铃薯，玉米，烟草，花生，茶叶，苹果，棉花，猪
肉，羊肉，鸡蛋; 鱼，虾。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电器和其
他机械，包括电脑和电讯设备，服装，家具，纺织品，最
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美国18.2％，香港13.8％，日本6.1％，
韩国4.5％（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电气和其他机
械，包括集成电路和其他计算机部件，石油和矿物燃料;
光学和医疗设备，金属矿石，汽车; 大豆，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韩国10％，日本9.2％，美国8.5％，德国5.4％，澳
大利亚4.4％（201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富有多少以
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PPP）：$16,6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
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
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
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3.3%。

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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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哥伦比亚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哥伦比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哥
伦比亚的国旗开始：
 

哥伦比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哥伦比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哥伦比亚

是1830年大哥伦比亚解体后出现的三个国家之一（其他
国家是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政府部队与反政府叛乱
组织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冲突，主要由毒品贸易大量资助
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在20世纪90年代升
级。截至2006年底，有31,000多名前准军事人员复员，哥
伦比亚联合自卫队作为正式组织不再运作。在准军事人

http://mapsguides.com/


员复员之后，出现了有组织犯罪集团，其成员包括一些
前准军事人员。在经过四年的正式和平谈判之后，哥伦
比亚政府于2016年11月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签署了
经修订的最终和平协议，随后哥伦比亚国会批准了该协
议。协议要求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成员复员，解除
武装，重新融入社会和政治，并为过渡司法创造了一个
替代制度，其中包括一个“特别和平管辖权”，以处理对
冲突有关罪行的问责制，告诉机制。哥伦比亚政府加强
了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实行政府控制的努力，现在它的每
一个行政部门都有驻留。尽管经历了数十年的内部冲突
和与毒品有关的安全挑战，哥伦比亚仍然保持相对强大
的民主机构，其特点是和平，透明的选举和保护公民自
由。它创建了一个过渡时期司法替代制度，其中包括“处
理和平的特别管辖权”，以处理与冲突有关的犯罪问题
以及建立真相告知机制。哥伦比亚政府加大了在全国范
围内重新控制政府控制力度的力度，现在每个行政部门
都有人参与。尽管经历了数十年的内部冲突和与毒品有
关的安全挑战，哥伦比亚仍然保持相对强大的民主机
构，其特点是和平，透明的选举和保护公民自由。它创
建了一个过渡时期司法替代制度，其中包括“处理和平
的特别管辖权”，以处理与冲突有关的犯罪问题以及建
立真相告知机制。哥伦比亚政府加强了在全国范围内重
新实行政府控制的努力，现在它的每一个行政部门都有
驻留。尽管经历了数十年的内部冲突和与毒品有关的安
全挑战，哥伦比亚仍然保持相对强大的民主机构，其特
点是和平，透明的选举和保护公民自由。现在它的每一
个行政部门都有一席之地。尽管经历了数十年的内部冲
突和与毒品有关的安全挑战，哥伦比亚仍然保持相对强



大的民主机构，其特点是和平，透明的选举和保护公民
自由。现在每个行政部门都有一个人在场。尽管经历了
数十年的内部冲突和与毒品有关的安全挑战，哥伦比亚
仍然保持相对强大的民主机构，其特点是和平，透明的
选举和保护公民自由。

地理哥伦比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哥伦比亚？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南美洲北部，与加勒比海接壤，位于巴
拿马和委内瑞拉之间，与北太平洋接壤，位于厄瓜多尔

和巴拿马之间。 哥伦比亚的总面积是1,138,910 km2，其

中1,038,70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
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平原沿海低地，中部
高地，高安第斯山脉，东部低地平原（Llanos）。 哥伦比亚
的最低点是太平洋0米，最高点是Pico克里斯托瓦尔结肠
5730米。气候是热带沿海和东部平原; 冷却器在高地。

居民哥伦比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哥伦比亚中。号码是：

47,698,524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混血和白色84.2％，非裔哥伦比亚人（包括黑白
混血儿，拉伊萨尔和帕伦克罗） 10.4％，美洲印第安人



3.4％，罗姆人。 哥伦比亚中的语言是什么？ 西班牙人
（官方）。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79％，新教徒14％（包括
五旬节派6％，主线新教徒2％，其他6％），其他2％，未
指定5％（2014 est。）。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0 年。我们
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
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
少？这个：75.9 年。人们住在哥伦比亚的地方？这里：大
多数人生活在北方和西方，那里有农业机会和自然资
源;。 哥伦比亚的主要城市地区是：波哥大（首都）有976.5
万人，人口稀少的南部和东部的伊诺斯草原占全国的
60％左右; 麦德林391.1万; 卡利264.6万; 巴兰基亚189.1
万人; 布卡拉曼加121.5万; 卡塔赫纳101.2万（2015年）。

哥伦比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哥伦比亚是波哥大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32个部门（离别，单数 - 离别）和1个
首都（首都）; 亚马孙，安蒂奥基亚，阿劳卡，大西洋，波
哥大，玻利瓦尔，博亚卡，卡尔达斯，卡克塔，卡萨尼
亚，考卡，凯撒，乔科，科尔多瓦，昆迪纳马卡，Guainia，
Guaviare，Huila，La Guajira，马格达莱纳，梅塔，纳里诺，
北桑坦德，普图马约，Quindio，Risaralda，Archidielago de
San Andres，普罗维登西亚圣卡塔利娜（通俗圣安德烈斯
和普罗维登西亚），桑坦德，苏克雷，托利马，考卡山谷，
Vaupes，维查达。关于哥伦比亚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
是纺织品，食品加工，石油，服装和鞋类，饮料，化学
品，水泥; 黄金，煤炭，祖母绿。重要的农产品是咖啡，切
花，香蕉，大米，烟草，玉米，甘蔗，可可豆，油籽，蔬菜;
虾; 森林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石油，煤炭，祖母
绿，咖啡，镍，切花，香蕉，服装，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



美国33.5％，巴拿马6.3％（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
工业设备，运输设备，消费品，化学品，产品，燃料，电
力，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美国26.4％，中国19.1％，墨西
哥7.5％，巴西4.7％（2016年）。 哥伦比亚的富有多少以
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PPP）：$14,5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
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
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
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7.8% (2015 估计)。

哥伦比亚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葛摩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葛摩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葛摩。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葛摩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葛摩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葛摩？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975年7月6

日，由马约特岛，昂儒昂岛，莫黑里岛和大科莫群岛组
成的印度洋科摩罗群岛宣布独立于法国。法国不承认马
约特岛的独立，该岛依然属于法国管理。自独立以来，
科摩罗通过实现和未遂政变忍受了政治不稳定。1997
年，昂儒昂和莫赫利群岛宣布独立于科摩罗。1999年，
军事首席阿扎里阿苏马尼上校以不流血的政变夺取了整
个政府的权力; 他发起了2000年的Fomboni协议，这是一
个权力分享协议，其中三个岛屿之间的联邦轮值主席轮
换，每个岛屿都维持其地方政府。阿扎利赢得了2002年
联邦总统大选，成为科摩罗联盟总统，来自大科摩岛，
这是第一个五年任期。阿扎利于2006年下台，总统艾哈
迈德·阿卜杜拉·穆罕默德·桑比当选为安朱昂总统。2007
年，穆罕默德巴卡尔影响了昂儒昂与科摩罗联盟的事实
上的分裂，拒绝在科摩罗其他岛屿7月份举行合法选举
时下台。非洲联盟最初试图通过对昂儒昂实施制裁和海
军封锁来解决政治危机，但2008年3月，非盟和科摩兰士
兵占领了该岛。岛上的居民普遍欢迎此举。2011年5月，
Ikililou Dhoinine在和平选举中获得总统职位，被广泛认为
是自由和公平的。在2016年举行的竞选中，前总统阿扎
里阿苏马尼赢得了第二个任期，当轮值主席回到大科摩
罗时。

地理葛摩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葛摩？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南部非洲，莫桑比克海峡北部的一组岛
屿，约占马达加斯加北部与莫桑比克北部之间的三分之

二。 葛摩的总面积是2,235 km2，其中2,235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
形？这样：火山群岛，内部由陡峭的山脉到低矮的山脉
而异。 葛摩的最低点是印度洋0米，最高点是Karthala
2,360米。气候是; 雨季（十一月至五月）。

居民葛摩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葛摩中。号码是：808,080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
里？ Antalote，Cafre，Makoa，Oimatsaha，Sakalava。 葛摩
中的语言是什么？ 阿拉伯语（官方），法语（官方），
Shikomoro（官方;斯瓦希里语和阿拉伯语混合）（科摩罗
语）。和宗教：逊尼穆斯林98％，其他（包括什叶派穆斯
林，罗马天主教，耶和华见证会，新教徒）2％19.9。平均
年龄是多少岁？ 19.9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
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
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64.6 年。人们
住在葛摩的地方？这里：首府城市马罗尼，位于大科摩
岛西部，是该国最大的城市; 然而，在包含科摩罗的三个



岛屿中，安居安人口最稠密的。 葛摩的主要城市地区
是：莫罗尼（首都）56,000（2014）。

葛摩政府和经济
首都葛摩是莫罗尼和政府类型联邦总统制共和国。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3个岛屿和4个城市;。关于葛摩的
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渔业，旅游，香水蒸馏。重要的
农产品是香草，丁香，依兰（香精），椰子，香蕉，木薯（木
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香草，依兰（香精），丁香，最
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法国25.6％韩国15％，德国11.8％，印
度10.4％，新加坡4.4％，俄罗斯4.2％，毛里求斯
4.1％（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大米和其他食品，
消费品，石油产品，水泥和建筑材料，运输设备，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阿联酋29.5％，法国21.2％，中国11.3％，
巴基斯坦7.3％，马达加斯加6.2％，印度4.7％（2016年）。
葛摩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
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600 (2017 估
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
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
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
的人口：44.8% (2004 估计)。

葛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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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刚果民主共和国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地理，居

民，政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
计数据，总览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详细地图。但是，
让我们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刚果民主共和国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刚果民主共和国？让我们从这个开始：

1908年，当时的比利时殖民地成立，刚果共和国于1960
年获得独立，但其早年因政治和社会不稳定而受损。约
瑟夫·蒙博托上校在1965年11月的政变中夺取政权并宣
布自己为总统。随后，他将他的名字 - 改为蒙博托塞塞
塞科 - 以及该国的名字 - 改为扎伊尔。蒙博托通过几次
虚假选举以及残酷的武力保持了32年的立场。民族冲突
和内战是1994年卢旺达和布隆迪大规模流亡的难民引发
的，1997年5月导致卢旺达和乌干达支持并由洛朗卡比
拉支持的叛乱推翻蒙博托政权。卡比拉改名为刚果民主
共和国（DRC），但在1998年8月，他的政权本身受到卢旺
达和乌干达再次支持的第二次起义的挑战。安哥拉，乍
得，纳米比亚，苏丹和津巴布韦的部队进行干预，支持
卡比拉政权。2001年1月，卡比拉被暗杀，他的儿子约瑟
夫卡比拉被任命为国家元首。2002年10月，新总统成功
地谈判了占领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卢旺达军队的撤
出; 两个月后，所有其余的交战方签署了“比勒陀利亚协
议”，以结束战斗并建立民族团结政府。过渡政府于2003
年7月成立，它于2005年12月举行了成功的立宪公民投
票，并于2006年举行了总统选举，国民议会选举和省级
立法机构选举。2009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冲突再
起之后，政府与国民保卫人民大会（全国保卫人民大会）
（一个主要是图西族反叛组织）签署了和平协议。将全国
保卫人民大会成员纳入刚果军队的企图失败，促使他们



于2012年叛逃，并组建了以23年3月23日和平协定命名
的M23武装组织。由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联合国的共同
攻势，2013年底M23被迫从刚果民主共和国运到乌干达
和卢旺达，再度发生的冲突导致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和严
重的侵犯人权行为。此外，刚果民主共和国继续遭受包
括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民主力量同盟和各种迈迈民兵
在内的其他武装团体的暴力行为。在2011年11月举行的
最近一次全国选举中，有争议的结果让约瑟夫卡比拉重
新当选总统。刚果民主共和国宪法禁止卡比拉总统连任
第三个任期，但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推迟了原定于2016
年11月至2018年12月举行的全国选举。由于未能如期举
行选举，卡比拉反对派的零星街头抗议引发了燃烧。

地理刚果民主共和国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刚果民主共
和国？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安哥拉东北部中部非洲。 刚果

民主共和国的总面积是2,344,858 km2，其中2,267,048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
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广阔的中央盆地是一个低洼的高
原; 东部山脉。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最低点是大西洋0米，
最高点是Pic玛格丽特山上恩加利马（斯坦利山）5110米。
气候是; 赤道河流域湿热; 南部高地较凉爽干燥; 东部高
地凉爽而潮湿; 赤道以北 - 湿季（4月至10月），旱季（12



月至2月）; 赤道以南 - 湿季（十一月至三月），旱季（四月
至十月）。

居民刚果民主共和国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中。号

码是：83,301,151。 所以这个国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
家之一。谁住在这里？ 人，其中大部分是班图人; 蒙古，
卢巴，刚果（所有班图）和Mangbetu-Azande（Hamitic）这四
个最大的部落约占。 刚果民主共和国中的语言是什么？
法国官方人口的45％，Lingala（一种通用的商业语言），
Kingwana（一种方言基斯瓦希里或斯瓦希里语），
Kikongo，Tshiluba。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50％，新教徒
20％，Kimbanguist 10％，穆斯林10％，其他（包括融合教
派和土着信仰）10％。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18.6 年。我
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
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
多少？这个：57.7 年。人们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地
方？这里：城市群遍布全国各地，特别是在乌干达，卢旺
达和布隆迪边境沿线的东北部; 最大的城市是首都金沙
萨，位于刚果河西岸; 南部人口最密集的。 刚果民主共
和国的主要城市地区是：金沙萨（首都）115.87万人; 卢本
巴希2.015万; Mbuji-Mayi 200.7万; 卡南加116.9万人; 基桑
加尼104万; 布卡武832,000（2015年）。

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和经济
首都刚果民主共和国是金沙萨和政府类型半总统共

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26个省（省，省，市）; Bas-
Uele（Lower Uele），Equateur，Haut-Katanga（Upper
Katanga），Haut-Lomami（Upper Lomami），Haut-Uele（Upper



Uele），Ituri，Kasai，Kasai-Central，Kasai-Oriental（East
Kasai），金沙萨，刚果中部，Kwango，Kwilu，Lomami，
Lualaba，Mai-Ndombe，Maniema，Mongala，Nord-Kivu（北
基伍），Nord-Ubangi（北Ubangi），Sankuru，Sud-Kivu（南基
伍），Sud-Ubangi （南方Ubangi），坦噶尼喀，Tshopo，
Tshuapa。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
是开采（铜，钴，金，钻石，钶，锌，锡，钨），选矿，消费
品（纺织品，塑料，鞋类，香烟），金属制品，加工食品和
饮料，木材，水泥，商业船舶修理，建筑安装。重要的农
产品是咖啡，糖，棕榈油，橡胶，茶，棉花，可可，奎宁，
木薯（木薯，木薯），香蕉，大蕉，花生，根作物，玉米，水
果; 木制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钻石，铜，金，钴，木制
品，原油，咖啡，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中国35.3％，赞比
亚15.8％，韩国8.7％，沙特阿拉伯8％，比利时
5.2％（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食品，矿山等机械，
运输设备，燃料，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20.2％，南非
15.7％，赞比亚8.6％，比利时7.6％，坦桑尼亚5.8％，法
国5.2％，印度4.6％，肯尼亚4.2％（2016年）。 刚果民主
共和国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
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800 (2017 估
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
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
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
的人口：63% (2012 估计)。

刚果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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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刚果共和国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刚果共和国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刚果共和国。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刚果共和国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刚果共和国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刚果共和国？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960年

独立后，前法国中刚果地区成为刚果共和国。1990年放
弃了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实验，1992年民主选举产生
了政府。1997年发生了一场短暂的内战，恢复了前马克
思主义总统萨苏恩格索，并引发了一段时期的种族和政
治动荡。南部的叛乱团体于2003年3月同意达成最终的
和平协议。刚果共和国是非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之一，
但随着产量下降，它将需要新的海上石油发现以维持石
油的长期收益。

地理刚果共和国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刚果共和
国？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中非与南大西洋接壤，位于安哥

拉与加蓬之间。 刚果共和国的总面积是342,000 km2，其

中341,50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
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沿海平原，南部盆地，中
部高原，北部盆地。 刚果共和国的最低点是大西洋0米，
最高点是Berongou山903米。气候是热带; 雨季（3月至6
月）; 旱季（6月至10月）; 持续高温和潮湿; 特别是在气候



上横跨马纳托。

居民刚果共和国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刚果共和国中。号码是：

4,954,674。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在这里？ 刚果
48％，僧伽20％，M'Bochi 12％，特克17％，欧洲和其他
3％。 刚果共和国中的语言是什么？ 法语（官方），林加
拉语和Monokutuba（通用语言），许多当地语言和方言
（其中Kikongo是最普遍的）。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
33.1％，觉醒教会/基督教复兴22.3％，新教徒19.9％，
Salutiste 2.2％，穆斯林1.6％，Kimbanguiste 1.5％，其他
8.1％，无11.3％（2010 est。）。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19.7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
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
时）是多少？这个：59.8 年。人们住在刚果共和国的地
方？这里：人口主要位于南部，布拉柴维尔。 刚果共和
国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布拉柴维尔（首府）首府及其周围
地区，共计188.8万人; 黑角969,000（2015年）。

刚果共和国政府和经济
首都刚果共和国是布拉柴维尔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

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2个部门（部门，单一部
门）;。关于刚果共和国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石油
开采，水泥，木材，酿造，糖，棕榈油，肥皂，面粉，香
烟。重要的农产品是森林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石
油，木材，胶合板，糖，可可，咖啡，钻石，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中国39.8％，意大利10.2％，澳大利亚7％，加蓬
6.6％，安哥拉6％，新加坡4.2％（2016）。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资本设备，建筑材料，食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



是韩国18.2％，法国12.8％，中国12.2％，挪威11.2％，比
利时6.9％。 刚果共和国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
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6,7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46.5% (2011 估计)。

刚果共和国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库克群岛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库克群岛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库克群岛。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库
克群岛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库克群岛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库克群岛？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在1770年

看到他们的COOK上尉命名后，这些岛屿于1888年成为
英国的保护国。到1900年，行政控制权转移到了新西兰;
在1965年，居民选择了与新西兰自由联合的自治政府。
技术工人移民到新西兰，政府的赤字和有限的自然资源
仍然受到关注。

地理库克群岛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库克群岛？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大洋洲，南太平洋群岛，大约在夏威

夷和新西兰之间。 库克群岛的总面积是236 km2，其中

236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
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北部低珊瑚环境更湿润的季
节;。 库克群岛的最低点是南太平洋火山岛，丘陵岛0
米，最高点是Te Manga 652米。气候是热带海洋; 以贸易
风为主; 4月至11月为旱季，12月至3月为。

居民库克群岛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库克群岛中。号码是：

9,290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
在这里？ 库克岛的毛利（波利尼西亚）81.3％，部分库克



群岛毛利6.7％，其他占11.9％（2011年估计）。 库克群岛
中的语言是什么？ 英语（官方）库尔群岛毛利人（拉罗汤
安）（官方）76.2％，其他8.3％。和宗教：新教徒62.8％（库
克群岛基督教教会49.1％，基督复临安息日会7.9％，上
帝集会3.7％，使徒教会2.1％），罗马天主教17 ％，摩门
教徒4.4％，其他8％，无5.6％，无反应2.2％（2011。平均
年龄是多少岁？ 36.6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
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
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6 年。人们住
在库克群岛的地方？这里：大多数人口在拉罗汤加岛。
库克群岛的主要城市地区是：这是未知的。

库克群岛政府和经济
首都库克群岛是阿瓦鲁阿和政府类型自治议会民主

制国家（库克群岛议会）在与新西兰的自由联合。我们来
看看行政区划 - 无。关于库克群岛的经济，重要的工业
产品是水果加工，旅游，钓鱼，服装，手工艺品。重要的
农产品是椰子，柑橘，菠萝，西红柿，豆角，木瓜，香蕉，
山药，芋头，咖啡; 猪，禽类。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椰干，
木瓜，新鲜和罐装柑橘类水果，咖啡; 鱼; 珍珠和珍珠贝
壳; 服装，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最重要的进
口商品是食品，纺织品，燃料，木材，资本货物，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 库克群岛的富有多少以及这
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PPP）：$12,300 (2010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
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
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
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库克群岛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哥斯达黎加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哥斯达黎加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哥斯达黎加。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哥斯达黎加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哥斯达黎加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哥斯达黎加？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虽然在

16世纪初由西班牙人进行了探索，但由于多种因素，包
括来自蚊子滋生的沼泽的疾病，野蛮的酷热，当地人的
抵制以及海盗袭击，最初尝试殖民哥斯达黎加的尝试被
证明是不成功的。直到1563年，卡塔戈的一个永久定居
点才建立在凉爽肥沃的中央高地。这个地区在大约两个
半世纪仍然是一个殖民地。1821年，哥斯达黎加成为联
合宣布独立于西班牙的几个中美洲省份之一。两年后，
它加入了中美洲联合省，但这个联邦在1838年瓦解，当
时哥斯达黎加宣布了其主权和独立。自19世纪末以来，
只有两个短暂的暴力事件损害了该国的民主发展。1949
年，哥斯达黎加解散了它的武装力量。虽然哥斯达黎加
仍然保持着一个大型的农业部门，但它已经将经济扩大
到包括强大的技术和旅游业。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土地
所有权是普遍的。

地理哥斯达黎加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哥斯达黎
加？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中美洲，与加勒比海和北太平洋
接壤，位于尼加拉瓜和巴拿马之间。 哥斯达黎加的总面

积是51,100 km2，其中51,060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
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通过崎岖的



山脉，包括超过100个火山锥，其中有几个是主要的活火
山分离沿海平原。 哥斯达黎加的最低点是0米太平洋，
最高点是奇里波峰3819米。气候是; 旱季（十二月至四
月）; 雨季（5月至11月）; 在高原冷却器。

居民哥斯达黎加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哥斯达黎加中。号码是：

4,930,258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白人或混血儿83.6％，穆拉托人6.7％，土着人
2.4％，黑人非洲人后裔1.1％，其他1.1％，无2.9％，未说
明2.2％（2011年预计）。 哥斯达黎加中的语言是什么？
西班牙文（官方），英文。和宗教：罗马天主教76.3％，福
音派13.7 ％，耶和华见证会1.3％，其他新教徒0.7％，其
他新教徒4.8％，无3.2％31.3。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1.3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
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
时）是多少？这个：78.7 年。人们住在哥斯达黎加的地
方？这里：全国大约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 圣何塞
的首府是最大的城市，拥有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口。 哥斯
达黎加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圣何塞（首都）117万（2015
年）。

哥斯达黎加政府和经济
首都哥斯达黎加是圣何塞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7省（provincias，singular provincia）;
阿拉胡埃拉，卡塔戈，瓜纳卡斯特，埃雷迪亚，利蒙，蓬
塔雷纳斯，圣何塞。关于哥斯达黎加的经济，重要的工
业产品是医疗设备，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建筑材料，化
肥，塑料制品。重要的农产品是香蕉，菠萝，咖啡，瓜



类，植物，糖，玉米，大米，豆类，土豆; 牛肉，家禽，乳制
品; timbe。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香蕉，菠萝，咖啡，瓜类，
观赏植物，糖; 牛肉; 海鲜; 电子元件，医疗设备，最重要
的出口商品是US 41％，荷兰5.8％，巴拿马5.7％，比利
时5.4％，尼加拉瓜5.2％，危地马拉5.2％（2016年）。最重
要的进口商品是原材料，消费品，资本设备，石油，建筑
材料，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美国37.1％，中国13.5％，墨
西哥6.9％（2016年）。 哥斯达黎加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
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PPP）：$17,2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
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
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1.7% (2014 估计)。

哥斯达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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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科特迪瓦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科特迪瓦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科特迪瓦。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科
特迪瓦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科特迪瓦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科特迪瓦？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960年独

立后与法国的联系密切，出口可可生产和外国投资的发
展使科特迪瓦成为西非国家中最繁荣的国家之一，但并
未保护它免于政治动荡。1999年12月，科特迪瓦历史上
第一次军事政变推翻了政府。军政府领导人罗伯特·圭伊
公然挑起了2000年底举行的选举，并宣布自己是赢家。
普遍的抗议迫使他放弃，一场选举让洛朗巴博掌权。
2002年9月，科特迪瓦持不同政见者和军方不满的成员
发动了一次失败的政变企图，后来发展成为叛乱和内
战。2003年，停火导致该国与叛军控制北方，南方政府
分裂，而维和部队则是两者之间的缓冲区。2007年3月，
巴博总统和前新部队反叛领导人纪尧姆·索罗签署了一
项协议，SORO加入巴博政府担任总理，两人同意通过
拆除缓冲区使叛乱团聚，将叛军整合到国家武装力量
中，并且举行选举。准备选举登记册的困难直到2010年
才推迟。2010年11月，Alassane Dramane Ouattara赢得了巴
博总统选举，但巴博拒绝交出权力，导致五个月内恢复
暴力冲突。2011年4月，在广泛的战斗之后，在联合国和
法国军队的帮助下，巴博正式被武装瓦塔拉的支持者强
迫离任。联合国维和行动于2017年6月启程。瓦塔拉的重
点是重建国家的经济和基础设施，同时重建安全部队。
巴博在海牙审理危害人类罪。

地理科特迪瓦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科特迪瓦？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西非与北大西洋接壤，位于加纳和利

比里亚之间。 科特迪瓦的总面积是322,463 km2，其中

318,003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
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大多平坦至起伏平原; 西北
部山脉。 科特迪瓦的最低点是几内亚湾0，最高点是米
蒙巴尼巴山1752米。气候是热带沿海，半干旱地区，位
于北部; 三个季节 - 温暖干燥（十一月至三月），炎热干
燥（三月至五月），炎热和潮湿（六月至十月）。

居民科特迪瓦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科特迪瓦中。号码是：

24,184,810。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里？ 阿肯
28.8％，伏尔泰克或古尔16.1％，北曼德14.5％，克鲁
8.5％，南芒德6.9％，未指定0.9％，非科伊莱里安42.3％
（ 2014 EST）。 科特迪瓦中的语言是什么？ 法语（官
方），60种本地方言的迪欧拉是使用最广泛的。和宗教：
穆斯林42.9％，天主教17.2％，基督教11.8％，卫1.7％，
其他基督教3.2％，万物有灵论者3.6％，其他宗教0.5％，
无19.1％20.9。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0.9 年。我们必须
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
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



这个：59 年。人们住在科特迪瓦的地方？这里：人口主要
位于南部的森林中，居住在大西洋沿岸城市及周边地区
的人口集中度最高; 大部分北部稀树草原仍然人烟稀
少，位于。 科特迪瓦的主要城市地区是：亚穆苏克罗（首
都）259,000（2014年）的交通走廊上; 阿比让（政府所在
地）486万; Bouake 762,000（2015）。

科特迪瓦政府和经济
首都科特迪瓦是亚穆苏克罗（立法机构），阿比让（行

政首都）; 注意 - 虽然亚穆苏克罗自1983年以来一直是官
方资本，但阿比让仍然是行政首都以及官方指定的商业
资本; 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维持驻阿比让的使馆和政
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2区和2个
自治区;。关于科特迪瓦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食
品，饮料; 木制品，炼油，金矿，卡车和客车总成，纺织
品，化肥，建材，电力。重要的农产品是咖啡，可可豆，
香蕉，棕榈仁，玉米，大米，木薯（木薯，木薯），红薯，
糖，棉花，橡胶; timbe。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可可，咖啡，
木材，石油，棉花，香蕉，菠萝，棕榈油，鱼，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荷兰11.3％，美国7.4％，法国6.8％，比利时
6.1％，德国5.2％，印度5.1％，布基纳法索4.6％，马里
4.5％，瑞士4.1％（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燃料，资
本设备，食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法国13.5％ 13.3％，
中国11.8％，美国4.2％（2016）。 科特迪瓦的富有多少以
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PPP）：$3,9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
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46.3% (2015



估计)。
科特迪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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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克罗地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克罗地亚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克罗地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克
罗地亚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克罗地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克罗地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今天构成

克罗地亚的土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成为奥匈
帝国的一部分。1918年，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斯
洛文尼亚人形成了一个1929年以后称为南斯拉夫的王
国。二战后，南斯拉夫成为联邦独立的共产主义国家，
由约瑟普·布罗兹元帅（又名TITO）组成。虽然克罗地亚
于1991年宣布独立于南斯拉夫，但在占领塞尔维亚军队
之前大部分时间都是从克罗地亚的土地上清理出来的，
而克罗地亚的塞族人口中大部分都是克罗地亚人，因此
它经历了四年的零星但往往苦涩的战斗。在联合国监督
下，塞尔维亚东部最后一个在塞尔维亚举行的飞地于
1998年返回克罗地亚。该国于2009年4月加入北约，2013
年7月加入欧盟。

地理克罗地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克罗地亚？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欧洲东南部，与亚得里亚海接壤，位
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与斯洛文尼亚之间。 克罗地亚

的总面积是56,594 km2，其中55,974 km2是土地。 所以这



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多样，
夏季干燥; 沿亚得里亚海海岸线和岛屿。 克罗地亚的最
低点是亚得里亚海0，最高点是米迪那拉1831米。气候是
地中海和大陆; 大陆性气候以炎热的夏季和寒冷的冬季
为主; 冬季温和，沿海地区。

居民克罗地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克罗地亚中。号码是：

4,292,095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克罗地亚90.4％，塞族的4.4％，其他占4.4％
（其中包括波斯尼亚，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捷克和罗
姆），未指定的0.8％（2011年估计）。 克罗地亚中的语言
是什么？ 克罗地亚语（官方）95.6％，塞尔维亚人1.2％，
其他3％（包括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阿尔巴
尼亚人），未详细说明0.2％（2011年预测值）。和宗教：罗
马天主教徒86.3％，东正教徒4.4％，穆斯林1.5％，其他
1.5％ ％，不是宗教或无神论者3.8％（2011 est。）。平均
年龄是多少岁？ 43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
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
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6.1 年。人们住
在克罗地亚的地方？这里：更多的人口居住在该国北部
地区，大约四分之一的人群居住在萨格勒布首府的周围;
许多岛屿人口稀少。 克罗地亚的主要城市地区是：萨格
勒布（首都）687,000（2015）。

克罗地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克罗地亚是萨格勒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国。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20个县（zupanije，zupanija - 单数）和
1个具有特殊县级地位的县（单数）; Bjelovarsko-



Bilogorska（Bjelovar-Bilogora），Brodsko-Posavska（Brod-
Posavina），Dubrovacko-Neretvanska（Dubrovnik-Neretva），
Istarska（Istria），Karlovacka（Karlovac），Koprivnicko-
Krizevacka（Koprivnica-Krizevci），Krapinsko-Zagorska
Krakina-Zagorje），Licko-Senjska（Lika-Senj），
Medimurska（Medimurje），Osjecko-Baranjska（Osijek-
Baranja），Pozesko-Slavonska（Pozega-Slavonia），Primorsko-
Goranska（Primorje-Gorski Kotar），Sibensko- （Sibenik-
Knin），Sisacko-Moslavacka（Sisak-Moslavina），Splitsko-
Dalmatinska（斯普利特 - 达尔马提亚），
Varazdinska（Varazdin），Viroviticko-Podravska（Virovitica-
Podravina），Vukovarsko-Srijemska（Vukovar-Syrmia），
Zadarska ），萨格勒布，萨格勒布（萨格勒布县）。关于克
罗地亚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化学品和塑料，机
床，金属制品，电子产品，生铁和轧钢产品，铝，纸张，
木制品，建筑材料，纺织品，造船，石油和石油精炼，食
品和饮料，旅游业。重要的农产品是可耕作物（小麦，玉
米，大麦，甜菜，向日葵，油菜籽，苜蓿，三叶草）; 蔬菜
（土豆，卷心菜，洋葱，番茄，胡椒）; 水果（苹果，李子，
橘子，橄榄），葡萄葡萄酒; 牲畜（牛，牛，猪）; 乳制品。最
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运输设备，机械，纺织品，化学品，
食品，燃料。，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最重要的进口商品
是机械，运输和电气设备; 化学品，燃料和润滑剂; 食
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德国16.1％，意大利12.6％，斯
洛文尼亚10.9％，奥地利7.9％，匈牙利7.1％（2016年）。
克罗地亚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
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24,1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充一



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
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9.5% (2014 估计)。

克罗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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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古巴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古巴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古巴。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古巴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古巴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古巴？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492年克里斯

托弗·哥伦布在欧洲发现该岛后，古巴的美洲印第安人开
始衰落，并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成为西班牙殖民地后
发展起来。大量的非洲奴隶进口到咖啡和糖种植园，哈
瓦那成为从墨西哥和秘鲁运往西班牙的年度宝藏船队的
发射点。西班牙统治最终挑起了一场独立运动和偶尔遭
到严厉镇压的叛乱。美国在1898年美西战争期间的干涉
帮助古巴人推翻西班牙统治。巴黎条约于1898年从西班
牙建立了古巴独立，并在随后的三年半的美国军事统治
下，古巴于1902年成为独立共和国，此后该岛经历了一
系列主要由军队和腐败政治家主宰的政府。菲德尔·卡斯
特罗于1959年率领反叛军队获胜。他的独裁统治将后来
的政权统一了近五十年。他于2008年2月辞去总统职位，
转而支持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在苏联的支持下，古
巴的共产主义革命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出
口到拉丁美洲和非洲。2017年9月8日至9日，伊尔玛飓风
沿着古巴北部海岸传播，对建筑物，道路和电力供应造
成了巨大破坏。随着苏联每年补贴价值40亿至40亿美元
的补贴，该国在1990年面临严重的经济下滑。有时古巴
描绘了美国的禁运，作为其困难的来源，自1961年以来
就位。过去十年来，古巴政府与国家利益的交流日益增
加。由于2014年12月开始与古巴政府重建外交关系，并
于1961年1月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和古巴于2015
年7月20日在其各自国家重新开放使馆。但是，封锁仍然
存在。古巴国民通过海上和陆路非法移民到美国一直是



一个长期的挑战。2016财年，美国海岸警卫队在海上拦
截了5,228名古巴国民。同样在2016财年，44,553名古巴
移民参加了在美国各地的各种陆地边境入境口岸。2017
年1月12日，美国和古巴签署了联合声明，结束了所谓
的“湿脚，干巴巴“的政策 - 让抵达美国土地的古巴人获
准留在那里 - 便利古巴移民的遣返。古巴的非法移民此
后大幅度下降。

地理古巴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古巴？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加勒比海，位于加勒比海和北大西洋之间
的岛屿，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以南150公里。 古巴的总

面积是110,860 km2，其中109,820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
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大多平
坦至平原，东南部。 古巴的最低点是加勒比海0米，最高
点是Pico Turquino 1974米。气候是; 以贸易风为主; 旱季
（十一月至四月）; 雨季（5月至10月）。

居民古巴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古巴中。号码是：

11,147,407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白色64.1％，黑白混血儿或混合26.6％，黑色
9.3％。 古巴中的语言是什么？ 西班牙语（官方）。和宗
教：名义上的罗马天主教徒85％，新教徒，耶和华见证
人，犹太人，Santeria。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41.5 年。我
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



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
多少？这个：78.8 年。人们住在古巴的地方？这里：在全
国各地发现大量人口集群，更重要的是在较大的城镇和
城市，特别是哈瓦那首都。 古巴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哈
瓦那（资本）2137000（2015）。

古巴政府和经济
首都古巴是哈瓦那和政府类型的共产主义国家。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5个省（省，特别省）和1个特别市
（市）。。关于古巴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石油，镍，
钴，药品，烟草，建筑，钢铁，水泥，农业机械，糖类。重
要的农产品是糖，烟草，柑橘，咖啡，大米，土豆，豆类;
牲畜。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石油，镍，医疗产品，糖，烟
草，鱼类，柑橘，咖啡，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俄罗斯
22.9％，委内瑞拉15.4％，西班牙10.3％（2016）。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石油，食品，机械和设备，化学品，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中国29.2％，西班牙14％ ，巴西4.7％，墨
西哥4.4％，俄罗斯4.3％，加拿大4.1％，美国4％（2016
年）。 古巴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
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1,900
(2016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
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
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
口：未知%。

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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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拉索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库拉索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库拉索。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库拉索的
国旗开始：
 

库拉索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库拉索？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最初由

Arawak印第安人定居，库拉索于1634年被荷兰人与邻近
的博内尔岛一起占领。一旦加勒比奴隶贸易的中心，库
拉索岛在1863年因废除奴隶制而受到经济上的严重打
击。它的繁荣（和邻国阿鲁巴岛）的繁荣在20世纪初恢
复，并建造了Isla Refineria以服务新发现的委内瑞拉油
田。1954年，库拉索和其他几个荷兰加勒比海国家被重

http://mapsguides.com/


组为荷兰王国的一部分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在2005年和
2009年的公民投票中，库拉索公民投票决定成为荷兰王
国的自治国家。随着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解散，地位的
变化于2010年10月开始生效。

地理库拉索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库拉索？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加勒比海，位于委内瑞拉海岸55公里

外的加勒比海岛屿。 库拉索的总面积是444 km2，其中

444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
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一般较低，丘陵地带。 库拉索
的最低点是加勒比海0米，最高点是山。克里斯托菲尔
372米。气候是热带海洋气候，受东北贸易风的影响而改
善，导致温和的气候; 半干旱，平均降雨量60厘米/年，。

居民库拉索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库拉索中。号码是：

149,648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非裔加勒比人占多数; 荷兰，法国，拉丁美
洲，东亚，南亚，犹太少数民族。 库拉索中的语言是什
么？ 帕皮亚门托语（官方）（一种混合了葡萄牙语，西班
牙语，荷兰语，英语以及法语的克里奥尔语，以及非洲
语言元素和阿拉瓦克语）81.2％，荷兰语）8％，西班牙语
4％，英语（官方）2.9％，其他3.9％（2001年人口普查）。
和宗教：罗马天主教72.8％，五旬节6.6％，新教徒3.2％，



复临信徒3％，耶和华见证会2％，福音派1.9％ ％，没有
6％，未具体说明0.6％（2011年预测）36.1。平均年龄是多
少岁？ 36.1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8.5 年。人们住在库拉索
的地方？这里：岛上最大的集中地是威廉斯塔德; 在整个
岛屿附近可以找到更小的定居点，尤其是在西北部的。
库拉索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威廉斯塔德（首都）
145,000（2014）。

库拉索政府和经济
首都库拉索是Willemstad和政府类型议会民主。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none（荷兰王国的。关于库拉索的经
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旅游，炼油，石油转运，轻工制
造，金融和商业服务。重要的农产品是芦荟，高粱，花
生，蔬菜，热带水果。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石油产品，最
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原
油，食品，制成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 库
拉索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
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5,000 (2004 估
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
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
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这是未
知的。

库拉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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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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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普勒斯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賽普勒斯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賽普勒斯。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賽
普勒斯的国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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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普勒斯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賽普勒斯？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在英国统

治后的几年中，塞浦路斯曾是英国的殖民地，1960年独
立。1963年12月，尼科西亚首都发生暴力事件时，希族
塞人多数与土族塞人少数族裔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顶
峰。尽管1964年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但零星的部族间
暴力仍在继续，迫使大多数土族塞人进入整个岛屿。
1974年，希腊政府发起的推翻塞浦路斯当选总统的企图
得到了土耳其的军事干预，后者很快控制了三分之一以
上的岛屿。1983年，土族塞人管理区宣布自己为“北塞浦
路斯土耳其共和国”（“TRNC”），但它仅被土耳其承认。
由联合国调解的协议，即“安南计划” 未能在2004年获得
双方的批准。2014年2月，在两年的间隔时间之后，两个
社区的领导人恢复了在联合国主持下的正式讨论，目的
是重新划分岛屿。谈判在2014年10月暂停，但在选举新
的土族塞人“总统”后于2015年5月重新开始。整个岛屿于
2004年5月1日进入欧盟，尽管欧盟获得了共同的权利和
义务，只适用于国际公认的政府领域，并且暂停在土族
塞人管理的地区。但是，能够记录其获得塞浦路斯共和
国公民资格的个人土族塞人在法律上享有与欧盟各国公
民同样的权利。经过近两年的停滞后，两国领导人恢复
了在联合国主持下的旨在统一分裂岛屿的正式讨论。谈
判在2014年10月中断，但在选举新的土族塞人“总统”后
于2015年5月重新恢复。整个岛屿于2004年5月1日进入
欧盟，尽管欧盟获得了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只适用于国



际公认的政府领域，并且暂停在土族塞人管理的地区。
但是，能够记录其获得塞浦路斯共和国公民资格的个人
土族塞人在法律上享有与欧盟各国公民同样的权利。经
过近两年的停滞后，两国领导人恢复了在联合国主持下
的旨在统一分裂岛屿的正式讨论。谈判在2014年10月暂
停，但在选举新的土族塞人“总统”后于2015年5月重新开
始。整个岛屿于2004年5月1日进入欧盟，尽管欧盟获得
了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只适用于国际公认的政府领域，
并且暂停在土族塞人管理的地区。但是，能够记录其获
得塞浦路斯共和国公民资格的个人土族塞人在法律上享
有与欧盟各国公民同样的权利。两国领导人恢复了在联
合国主持下的正式讨论，旨在统一划分的岛屿。谈判在
2014年10月中断，但在选举新的土族塞人“总统”后于
2015年5月重新恢复。整个岛屿于2004年5月1日进入欧
盟，尽管欧盟获得了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只适用于国际
公认的政府领域，并且暂停在土族塞人管理的地区。但
是，能够记录其获得塞浦路斯共和国公民资格的个人土
族塞人在法律上享有与欧盟各国公民同样的权利。两国
领导人恢复了在联合国主持下的正式讨论，旨在统一划
分的岛屿。谈判在2014年10月中断，但在选举新的土族
塞人“总统”后于2015年5月重新恢复。整个岛屿于2004年
5月1日进入欧盟，尽管欧盟获得了共同的权利和义务，
只适用于国际公认的政府领域，并且暂停在土族塞人管
理的地区。但是，能够记录其获得塞浦路斯共和国公民
资格的个人土族塞人在法律上享有与欧盟各国公民同样
的权利。整个岛屿于2004年5月1日进入欧盟，尽管欧盟
获得了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只适用于国际公认的政府领
域，并且暂停在土族塞人管理的地区。但是，能够记录



其获得塞浦路斯共和国公民资格的个人土族塞人在法律
上享有与欧盟各国公民同样的权利。整个岛屿于2004年
5月1日进入欧盟，尽管欧盟获得了共同的权利和义务，
只适用于国际公认的政府领域，并且暂停在土族塞人管
理的地区。但是，能够记录其获得塞浦路斯共和国公民
资格的个人土族塞人在法律上享有与欧盟各国公民同样
的权利。

地理賽普勒斯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賽普勒斯？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中东地区，土耳其以南的地中海岛屿;
注意 - 塞浦路斯将自己视为欧洲的一部分; 在地缘政治
上，可分为欧洲，中东或。 賽普勒斯的总面积是9,251
km2 (of which 3,355 km2 are in north Cyprus)，其中9,241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
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中部平原，北部和南部山脉; 沿着
南部海岸分散但意义重大的平原。 賽普勒斯的最低点是
地中海0，最高点是米奥林匹斯山1,951米。气候是; 地中
海，夏季炎热干燥，冬季凉爽，。

居民賽普勒斯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賽普勒斯中。号码是：



1,221,549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
谁住在这里？ 希腊。 賽普勒斯中的语言是什么？ 文（官
方）80.9％，土耳其文（官方）0.2％，英语4.1％，罗马尼亚
文2.9％，俄罗斯文2.5％，保加利亚文2.2％，其他1％（包
括马龙派，亚美尼亚文，土耳其文塞浦路斯文） ，阿拉伯
语1.2％，菲律宾1.1％，其他4.3％，未指定0.6％。和宗
教：正统基督教89.1％，罗马天主教徒2.9％，新教徒/圣
公会2％，穆斯林1.8％，佛教1％，其他（包括马龙派教
徒，亚美尼亚教会，印度教） 1.4％，未知1.1％，无/无神
论者0.6％。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6.8 年。我们必须补充
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
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
个：78.8 年。人们住在賽普勒斯的地方？这里：人口集中
在尼科西亚中部和南部主要城市：帕福斯，利马索尔和
拉纳卡。 賽普勒斯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尼科西亚（首都）
251,000（2014）。

賽普勒斯政府和经济
首都賽普勒斯是尼科西亚（莱夫科西亚/莱夫科萨）和

政府类型塞浦路斯共和国 - 总统民主; 北塞浦路斯土耳
其共和国（自称） - 半总统民主。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6
区; Ammochostos（法马古斯塔）; （克里尼亚;唯一完全在
土族塞人社区的地区），拉纳卡（拉纳卡;一小部分位于土
族塞人社区），莱夫科西亚（尼科西亚，塞族）一小部分由
土族塞人管理），莱梅索斯（利马索尔），帕福斯（帕福
斯）; 注意 - “TRNC”的5个区是Gazimagusa（法马古斯塔），
Girne（凯里尼亚），Guzelyurt（Morphou），Iskele（Trikomo），
Lefkosa（尼科西亚）。关于賽普勒斯的经济，重要的工业
产品是旅游，食品和饮料加工，水泥和石膏，船舶修理



和翻新，纺织品，轻化学品，金属制品，木材，纸张，石
材和粘土制品。重要的农产品是柑橘，蔬菜，大麦，葡
萄，橄榄，蔬菜; 家禽，猪肉，羊肉; 乳制品，奶酪。最重
要的出口商品是柑橘，土豆，药品，水泥，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希腊10.2％，瑞典6.9％，利比里亚5.8％，利比亚
4.9％（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消费品，石油和润
滑油，机械，运输设备，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希腊18％，
德国16.9％，中国7.7％，意大利5.7％，英国5.5％，韩国
4.4％，法国4％（2016年）。 賽普勒斯的富有多少以及这
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PPP）：$36,6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
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
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
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賽普勒斯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捷克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捷克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捷克。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捷克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捷克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捷克？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结束时，前奥匈帝国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合并成
捷克斯洛伐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拒绝接受联邦制
的新兴国家主要是捷克领导人，他们经常专注于满足共
和国内其他少数民族日益强烈的要求，其中最着名的是
斯洛伐克人，苏丹人德国人和鲁塞尼亚人（乌克兰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纳粹德国占领了今日包括捷克
的领土，斯洛伐克成为与德国结盟的独立国家。战后，
一个统一但被截断的捷克斯洛伐克（不包括卢森尼亚）落
入苏联的影响范围之内。1968年，华沙条约组织的入侵
结束了该国领导人为了放开共产主义统治的努力，并创
造了“ 该国在其两个国家组成部分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
克进行了非暴力“天鹅绒离婚”。捷克共和国于1999年加
入北约，2004年加入欧盟。该国于2016年将简称改名为
捷克。该国在其两个国家组成部分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
克进行了非暴力“天鹅绒离婚”。捷克共和国于1999年加
入北约，2004年加入欧盟。该国于2016年将简称改名为
捷克。

地理捷克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捷克？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中欧，德国，波兰，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之

间。 捷克的总面积是78,867 km2，其中77,247 km2是土
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
这样：西部的波西米亚地区由绵延起伏的平原，丘陵和
高原环绕的低山组成，东部的摩拉维亚地区包括非常多
的山区。 捷克的最低点是河（易北河）115，最高点是米
斯涅茨卡山区1602米。气候是; 凉爽的夏天; 寒冷，多
云，潮湿的冬季。

居民捷克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捷克中。号码是：

10,674,723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捷克64.3％，摩拉维亚5％，斯洛伐克1.4％，其
他1.8％，未具体说明27.5％（2011年预测）。 捷克中的语
言是什么？ 捷克语（官方）95.4％，斯洛伐克语1.6％，其
他3％（2011年人口普查）。和宗教：罗马天主教10.4％，
新教徒（包括捷克弟兄和胡斯派）1.1％，其他未说明
54％，无34.5％（2011年预计）。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42.1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
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



（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8.8 年。人们住在捷克的地
方？这里：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分布相当平均，但北部
和东部地区的城市集中度更高。 捷克的主要城市地区
是：布拉格（首都）130.14万（2015年）。

捷克政府和经济
首都捷克是布拉格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国。我们来

看看行政区划 - 13个地区（克拉杰，奇异克拉伊）和1个
首府城市（赫拉维尼梅斯托）; （南波西米亚），
Jihomoravsky（南摩拉维亚），Karlovarsky（卡罗维发利），
Kralovehradecky（赫拉德茨克拉洛韦），Liberecky（利贝雷
茨），Moravskoslezsky（摩拉维亚西里西亚），
Olomoucky（奥洛穆茨），Pardubicky（帕尔杜比采），
Plzensky（皮尔森）。关于捷克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
汽车，冶金，机械和设备，玻璃，装备。重要的农产品是
小麦，土豆，甜菜，啤酒花，水果; 猪，家禽。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机械和运输设备，原材料，燃料，化学，最重要
的出口商品是德国32.4％，斯洛伐克8.4％，波兰5.8％，
英国5.2％，法国5.2％，意大利4.3％，奥地利4.2％（2016
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运输设备，原料和燃
料，化学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德国30.6％，波兰
9.6％，中国7.5％，斯洛伐克6.3％，荷兰5.3％，意大利
4.1％。 捷克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
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35,2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
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
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
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9.7% (2015 估计)。

捷克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丹麦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丹麦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丹麦。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丹麦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丹麦 - 概述：
你应该了解丹麦？让我们从这个开始：一旦维京人袭

击了这个地方，后来成了一个主要的北欧大国，丹麦就
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繁荣的国家，参与欧洲的政治和
经济一体化。它于1949年加入北约，1973年加入欧共体
（现在的欧盟）。然而，该国选择退出欧盟马斯特里赫特
条约的某些要素，包括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欧洲防务
合作以及有关某些正义和家庭事务。

地理丹麦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丹麦？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北欧，与德国北部半岛（日德兰半岛）的波
罗的海和北海接壤; 还包括几个主要岛屿（Sjaelland，Fyn
和Bornholm）。 丹麦的总面积是43,094 km2，其中42,434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
的地形？这样：低平地，平缓地连绵平原。 丹麦的最低
点是Lammefjord -7米，最高点是Mollehoj / Ejer Bavnehoj
171米。气候是温带; 潮湿阴沉; 温和，多风的冬季和凉爽
的夏季。



居民丹麦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丹麦中。号码是：

5,605,948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丹麦（包括格陵兰岛（主要是因纽特人）和法罗
群岛）86.7％土耳其语1.1％，其他12.2％（最大的群体是
波兰语，叙利亚语，德语，伊拉克。 丹麦中的语言是什
么？ 语和罗马尼亚语）丹麦语，法罗语，格陵兰语（一种
因纽特方言），德语（少数民族）。和宗教：福音派路德会
（官方）76％，穆斯林4％，其他（各占1％以下，包括罗马
天主教，耶和华见证会，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犹太教，浸
信会和佛教徒）20％（2017年预计）。平均年龄是多少
岁？ 42.2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9.5 年。人们住在丹麦的
地方？这里：与北海，斯卡格拉克，卡特加特和波罗的海
有良好的接触，人口中心往往沿着沿海地区，特别是在
哥本哈根和该国的大陆。 丹麦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哥本
哈根（首都）东部126.8万（ 2015年）。

丹麦政府和经济
首都丹麦是哥本哈根和政府类型议会君主立宪制。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大都市丹麦 - 5个地区（地区，奇
异地区）; Hovedstaden（首都），Midtjylland（中日德兰），
Nordjylland（北日德兰），Sjaelland（西兰），Syddanmark（南
丹麦）。关于丹麦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铁，钢，有
色金属，化工，食品加工，机械和运输设备，纺织服装，
电子，建筑，家具及其他木制品，造船和翻新，风车，药
品，医疗器械。重要的农产品是大麦，小麦，马铃薯，甜



菜; 猪肉，乳制品; 鱼。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机械和仪
器，肉类和肉类产品，乳制品，鱼类，制药，家具和设
计，风车，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德国16.3％，瑞典
11.9％，美国8.2％，英国6.5％，挪威6.1％，荷兰5.1％，
中国4.4％ ）。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器设备，原材料和
工业，化工，粮食，食品，消费品semimanufactures，最重
要的进口商品是德国21.4％，瑞典12.2％，荷兰8％，中
国7.3％，挪威5.5％，英国4.2％（2016）。 丹麦的富有多
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PPP）：$49,6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
人们在这里平均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
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
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
口：13.4% (2011 估计)。

丹麦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吉布提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吉布提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吉布提。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吉布提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吉布提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吉布提？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法国阿法尔

斯领土和伊萨斯于1977年成为吉布提。哈桑古勒德
Aptidon成立了一个专制的一党派国家，并一直担任总统
直到1999年。1990年代阿法尔少数民族的动乱导致了
2001年结束的内战在阿法尔叛乱分子和索马里伊萨统治
的政府之间达成和平协议。1999年，吉布提第一次多党
总统选举导致伊斯梅尔奥马尔盖勒赫当选为总统; 他在
2005年连任第二任，并通过宪法修正案延长了他的任
期，使他在2011年连任并在2016年开始第四任。吉布提
占据了红海和亚丁湾交汇处的战略地理位置，是进入和
离开东非高地以及在欧洲，中东和亚洲之间转运的货物
的重要货运门户。政府与法国保持着长期的联系，法国
在该国保持着重要的军事存在，并与美国有着紧密的联
系。吉布提在美国营的Lemonnier营地举办了数千名美国
武装部队成员。

地理吉布提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吉布提？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东非，与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之间的亚



丁湾和红海接壤。 吉布提的总面积是23,200 km2，其中

23,180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
述该国的地形？这样：沿海平原和高原由中部山脉分
隔。 吉布提的最低点是Lac Assal -155，最高点是米穆萨
阿里2,021米。气候是沙漠; 热带干旱的。

居民吉布提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吉布提中。号码是：

865,267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索马里60％，阿法尔35％，其他5％（包括法
国，阿拉伯，埃塞俄比亚和意大利），。 吉布提中的语言
是什么？ 法语（官方），阿拉伯语（官方） ，索马里，阿
法。和宗教：穆斯林94％，基督教6％23.9。平均年龄是多
少岁？ 23.9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63.6 年。人们住在吉布提
的地方？这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位于东部; 最大的城市
是吉布提，人口超过60万; 全国没有其他城市的总人口
超过50,000。 吉布提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吉布提（首都）
529,000（2015）。

吉布提政府和经济
首都吉布提是吉布提和政府类型半总统共和国。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6区（cercles，单数 - cercle）;。关于吉
布提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建筑，农业加工，运输。
重要的农产品是水果，蔬菜; 山羊，绵羊，骆驼，动物皮。
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再出口，皮革，咖啡（过境），废金
属，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埃塞俄比亚39％，索马里
17.8％，卡塔尔9.4％，巴西9.1％，也门5.1％（2016年）。



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食品，饮料，运输设备，化工，石油
产品，服装，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阿联酋25.8％，法国
16.4％，中国10.4％，沙特阿拉伯8.4％，埃塞俄比亚7％，
也门4.8％（2016年）。 吉布提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
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3,6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3%。

吉布提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多米尼克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多米尼克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多米尼克。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多
米尼克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多米尼克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多米尼克？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多米尼加

是加勒比海岛屿中最后一个被欧洲人殖民的岛屿，主要
归因于加勒比人本土的强烈抵制。法国于1763年割让了
英国，于1805年将该岛殖民。1980年，独立两年后的
1980年，多米尼加的命运得到改善，因为加勒比地区第
一位女总理玛丽欧金尼亚查尔斯取代了腐败和专制政
府，任职15年。2017年9月18日，飓风玛丽亚穿过该岛，
对建筑物，道路，通讯和电力供应造成了巨大破坏，并
且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重要的农业区。

地理多米尼克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多米尼克？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加勒比海，位于加勒比海和北大西洋
之间，位于波多黎各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之间的一半。

多米尼克的总面积是751 km2，其中751 km2是土地。 所
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
这样：火山的崎岖蜿蜒的山脉。 多米尼克的最低点是加
勒比海0米，最高点是莫恩Diablotins1447米。气候是; 主
持东北贸易风; 强降雨。

居民多米尼克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多米尼克中。号码是：



73,897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黑色86.6％，混合9.1％，土着2.9％，其他
1.3％，未指定0.2％（2001 est。）。 多米尼克中的语言是
什么？ 英语（官方），法语patois。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
61.4％，新教徒28.6％（包括福音派6.7％，基督复临安息
日会6.1％，五旬节5.6％，浸信会4.1％，卫理公会3.7％，
上帝教会1.2％，其他1.2％），拉斯特法里安1.3％，耶和
华见证1.2 ％，其他0.3％，无6.1％，未具体说明
1.1％（2001年预测）33 .5。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3.5 年。
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
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
是多少？这个：77.2 年。人们住在多米尼克的地方？这
里：预测）人口在沿海地区大量聚集，大约三分之一居住
在圣乔治教区，围绕罗索的首府; 火山内部人口稀少。
多米尼克的主要城市地区是：罗索（首都）15,000（2014）。

多米尼克政府和经济
首都多米尼克是罗索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10个教区;。关于多米尼克的经济，重
要的工业产品是肥皂，椰子油，旅游，干椰肉，家具，水
泥块，皮鞋。重要的农产品是香蕉，柑橘，芒果，块根植
物，椰子，可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香蕉，肥皂，月桂
油，蔬菜，葡萄柚，橙子，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15.4％，牙买加13.3％，沙特阿拉伯13％，圣基
茨和尼维斯11.8％，圭亚那9.3％，巴巴多斯5.1％，美国
5.1％，安提瓜和巴布达4.5％，埃及4.1％（2016年）。最重
要的进口商品是制成品，机械设备，食品，化学品，最重
要的进口商品是美国23.4％，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8.1％，
意大利8.7％，英国5.4％（2016年）。 多米尼克的富有多



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2,000 (2017 估计)。 这很好。
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
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
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9% (2009 估计)。

多米尼克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多明尼加共和國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多明尼加共和國的地理，居

民，政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
计数据，总览图和多明尼加共和國。的详细地图。但是，
让我们从多明尼加共和國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多明尼加共和國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多明尼加共和國？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在

欧洲人到来之前，泰诺人 - 伊斯帕尼奥拉原住民 - 将该
岛划分为五个酋邦和地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
的第一次航行中探索并宣称了这座岛屿; 它成为西班牙
征服加勒比和美国大陆的跳板。1697年，西班牙承认法
国对该岛西部三分之一的统治权，1804年成为海地。当
时被称为圣多明各的其余岛屿在1821年试图获得自己的
独立，但被海地人征服和统治了22年; 它最终在1844年
达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立。1861年，多米尼加人自
愿返回西班牙帝国，但两年后他们发起了一场在1865年
恢复独立的战争。一个不稳定的，大多数是非代表性规
则，1930年至1961年被拉斐尔·列奥尼达斯·特鲁希略独
裁统治。1962年胡安·博希当选总统，但于1963年被军事
政变推翻。1965年，美国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内战引发的
起义恢复了博世。1966年，华金巴拉格在总统大选中击
败博斯。巴拉格尔在未来3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保持对权
力的严密控制，因为对选举有缺陷的国际反应迫使他在
1996年缩短任期。自那时以来，反对派候选人赢得了总
统候选人的定期竞选。前总统莱昂内尔费尔南德斯雷纳
（第一任期1996-2000）在2004年赢得了一个新的任期，
因为宪法修正案允许总统任期超过一届，后来连续第二
次获得连任。2012年，Danilo Medina Sanchez出任总统; 他
在2016年连任。

地理多明尼加共和國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多明尼加共
和國？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加勒比海，伊斯帕尼奥拉岛东
部三分之二，位于加勒比海和北大西洋之间，海地东

部。 多明尼加共和國的总面积是48,670 km2，其中48,320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
的地形？这样：崎岖的高原和山脉穿插着肥沃的山谷的
季节性变化。 多明尼加共和國的最低点是Lago Enriquillo
-46米，最高点是Pico Duarte 3098米。气候是; 季节性温度
变化不大; 在降水。

居民多明尼加共和國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多明尼加共和國中。号

码是：10,734,247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
口。谁住在这里？ 。 多明尼加共和國中的语言是什么？
西班牙（官方）。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95％，其他
5％28.1。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8.1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
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
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
78.3 年。人们住在多明尼加共和國的地方？这里：沿海
开发项目混合型占70.4％（混合型/动态型占58％，黑白
混血儿型12.4％），黑色15.8％，白色型13.5％特别是在
人口密度最高的南部沿海平原和西宝谷;。 多明尼加共
和國的主要城市地区是：（首都）圣地多明戈（首都）29.45
亿（2015）。

多明尼加共和國政府和经济



首都多明尼加共和國是圣多明各和政府类型总统共
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0个地区（首都）区域，单
数区域）; Cibao Nordeste，Cibao Noroeste，Cibao Norte，
Cibao Sur，El Valle，Enriquillo，Higuamo，Ozama，Valdesia，
Yuma。关于多明尼加共和國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
旅游，糖加工，金矿，纺织品，水泥，烟草，电器元件，医
疗器械。重要的农产品是可可，烟草，甘蔗，咖啡，棉
花，大米，豆类，马铃薯，玉米，香蕉; 黄金，白银，可可，
糖，咖啡，烟草，肉类，肉类，牛肉，猪肉，奶制品，牛
肉，鸡蛋。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消费品，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美国47.3％，海地12％，加拿大7.8％，印度
6.2％（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石油，食品，棉花
和织物，化学品和药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美国
40.4％，中国12.5％，墨西哥5.2％。 多明尼加共和國的
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
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7,000 (2017 估计)。 这
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30.5% (2016
估计)。

多明尼加共和國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厄瓜多尔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厄瓜多尔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厄瓜多尔。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厄
瓜多尔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厄瓜多尔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厄瓜多尔？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现在厄瓜

多尔成为印加帝国北部的一部分，直到1533年西班牙征
服。基多于1563年成为西班牙殖民政府的所在地，并于
1717年成为新格拉纳达总督府的一部分。总督府 - 新格
拉纳达（哥伦比亚） ，委内瑞拉和基多 - 在1819年至1822
年间获得独立，并组建了一个名为Gran Colombia的联
邦。1830年基多撤退时，传统名称改为“赤道共和国”。
1904年至1942年间，厄瓜多尔与邻国发生一系列冲突，
失去了领土。1995年爆发的与秘鲁的边境战争在1999年
得到解决。虽然厄瓜多尔在2004年标志着30年的平民治
理，但这个时期因政治不稳定而受到损害。基多的抗议
活动促成厄瓜多尔三个中期的下台，后四位民主选举的
总统。2008年末，选民批准了一部新宪法，厄瓜多尔获
得独立后的第20个宪法。2017年4月举行了大选，选民选
出了列宁莫雷诺总统。

地理厄瓜多尔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厄瓜多尔？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西南美洲，在赤道与太平洋接壤，哥伦



比亚与秘鲁之间。 厄瓜多尔的总面积是283,561 km2，其

中276,841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
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沿海平原（哥斯达），安
第斯山脉中部高地（塞拉利昂），平坦至东部的丛林
（oriente）。 厄瓜多尔的最低点是太平洋0 米钦博拉索，最
高点是6,267米。气候是热带沿海，在较高海拔处变得内
陆凉爽; 热带亚马孙丛林低地。

居民厄瓜多尔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厄瓜多尔中。号码是：

16,290,913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 厄瓜多尔中的语言是什么？ 西班牙语（卡斯
蒂利亚语）93％（官方公布）混合美洲印第安人和白人
71.9％蒙特比奥7.4％美洲印第安人7％白人
6.1％Afroecuadorian 4.3％黑白混血儿1.9％黑人1％其他
0.4％），克丘亚语4.1％，其他土着0.7％，外国2.2％。和
宗教：罗马天主教74％，福音派10.4％，耶和华见证
1.2％，其他6.4％（包括摩门教佛教，犹太教，灵修派，穆
斯林，印度教，土着宗教，非洲裔美国宗教，五旬节派），
无神论者7.9％，不可知论者0.1％27.7。平均年龄是多少
岁？ 27.7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7 年。人们住在厄瓜多尔
的地方？这里：近半数人口集中在安第斯山间盆地和山
谷的内陆地区，西部沿海地带也有很高的浓度; 东部的
热带雨林地区人烟稀少。 厄瓜多尔的主要城市地区是：
瓜亚基尔270.9万; 基多（首都）172.6万（2015年）。

厄瓜多尔政府和经济



首都厄瓜多尔是基多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24个省（省，单一省）; Azuay玻利瓦尔
Canar Carchi钦博拉索Cotopaxi El Oro Esmeraldas加拉帕戈
斯Guayas Imbabura Loja洛斯里奥斯马纳比Morona-
Santiago纳波Orellana Pastaza Pichincha圣埃伦娜圣多明各
德洛斯齐奇拉斯，通古拉瓦Sucumbios，通古拉瓦，
Zamora-Chinchipe。关于厄瓜多尔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
品是石油，食品加工，纺织品，木制品，化学品。重要的
农产品是香蕉，咖啡，可可，大米，土豆，木薯（木薯，木
薯），大蕉，甘蔗; 牛，羊，猪，牛肉，猪肉，乳制品; 鱼，
虾; 巴西木材。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石油，香蕉，切花，
虾，可可，咖啡，木材，鱼类，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美国
32.3％，智利6.8％，越南6.6％，秘鲁5.6 ％，哥伦比亚
4.8％，俄罗斯4.6％（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工业
材料，燃料和润滑油，非耐用消费品，最重要的进口商
品是美国23％，中国19％，哥伦比亚8％，巴西
4.2％（2016年）。 厄瓜多尔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
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11,2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
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
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
线以下的人口：25.6% (12/2013 est)。

厄瓜多尔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埃及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埃及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埃及。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埃及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埃及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埃及？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尼罗河一年一

度的洪水的规律性和丰富性，加上沙漠东西方提供的半
隔离，使世界伟大文明之一的发展成为可能。统一的王
国出现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并在未来三千年在埃及统
治一系列朝代。最后的土生王朝在公元前341年落入波
斯人，而后者又被希腊人，罗马人和拜占庭人所取代。
在7世纪引入了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的阿拉伯人，并在
接下来的六个世纪中统治了阿拉伯人。作为当地的军事
种姓，马穆鲁克人在1517年掌握了大约1250年的控制
权，并在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埃及后继续执政。1869年
苏伊士运河的建成使埃及成为世界重要的交通枢纽。为
了保护投资，英国在1882年夺取了对埃及政府的控制
权，但对奥斯曼帝国的名义效忠一直持续到1914年。
1922年英国部分独立于英国，于1952年获得英国的完全
主权。1971年完成阿斯旺高坝和由此产生的湖泊纳赛尔
改变了尼罗河在埃及农业和生态方面的悠久历史。迅速
增长的人口（阿拉伯世界最大的人口），有限的耕地以及
对尼罗河的依赖都不断加重资源压力和社会压力。政府
一直努力通过经济改革和对通信和物质基础设施的大规
模投资来满足埃及人口的需求。受2010年突尼斯革命的
启发，埃及反对派团体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示威和罢工，
最终导致2011年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埃及的军队
在2012年初成立新议会之前担任国家领导职务; 同年晚
些时候，穆罕默德穆尔西赢得总统选举。在2013年春季



对穆尔西政府和穆斯林兄弟会进行了频繁的暴力抗议活
动之后，埃及武装部队于2013年7月干预并取消了Morsi
的权力，并将其替换为临时总统Adly Mansour。2014年1
月，选民通过公民投票批准了新宪法，并于2014年5月当
选为Abdelfattah Elsisi总裁。埃及于2015年12月选出了一
个新的立法机构，这是自2012年以来的第一届议会。穆
罕默德穆尔西赢得总统选举。在2013年春季对穆尔西政
府和穆斯林兄弟会进行了频繁的暴力抗议活动之后，埃
及武装部队于2013年7月干预并取消了Morsi的权力，并
将其替换为临时总统Adly Mansour。2014年1月，选民通
过公民投票批准了新宪法，并于2014年5月当选为
Abdelfattah Elsisi总裁。埃及于2015年12月选出了一个新
的立法机构，这是自2012年以来的第一届议会。穆罕默
德穆尔西赢得总统选举。在2013年春季对穆尔西政府和
穆斯林兄弟会进行了频繁的暴力抗议活动之后，埃及武
装部队于2013年7月干预并取消了Morsi的权力，并将其
替换为临时总统Adly Mansour。2014年1月，选民通过公
民投票批准了新宪法，并于2014年5月当选为Abdelfattah
Elsisi总裁。埃及于2015年12月选出了一个新的立法机
构，这是自2012年以来的第一届议会。选民通过公民投
票批准了新宪法，并于2014年5月当选为Abdelfattah Elsisi
总统。埃及于2015年12月选出了一个新的立法机构，这
是自2012年以来的第一届议会。选民通过公民投票批准
了新宪法，并于2014年5月当选为Abdelfattah Elsisi总统。
埃及于2015年12月选出了一个新的立法机构，这是自
2012年以来的第一届议会。

地理埃及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埃及？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北非，苏丹北部地中海沿岸，利比亚和加
沙地带，与红海之间，并包括亚洲西奈半岛。 埃及的总

面积是1,001,450 km2，其中995,450 km2是土地。 所以这
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
样：广阔的沙漠高原被尼罗河河谷和三角洲打断。 埃及
的最低点是米卡塔拉坳陷-133米凯瑟琳，最高点是山
2,629米。气候是的沙漠; 炎热干燥的夏季，适度的冬季。

居民埃及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埃及中。号码是：

97,041,072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个国家是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国家之一。谁住在这里？ 埃及99.6％，其他
0.4％（2006年人口普查）。 埃及中的语言是什么？ 阿拉
伯语（官方），英语和法语普遍被受教育阶层。和宗教：穆
斯林（主要是逊尼派）90％，基督教（多数科普特东正教，
其他基督徒包括亚美尼亚使徒，天主教，马龙派，东正
教，和英国国教徒）10％（2015年预计）23.9。平均年龄是
多少岁？ 23.9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
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
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3 年。人们住在埃及
的地方？这里：大约95％的人口生活在尼罗河及其三角



洲20公里范围内; 该国广大地区仍为人口稀少或无人居
住的。 埃及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开罗（首都）18.772万人;
亚历山大477.8万（2015年）。

埃及政府和经济
首都埃及是开罗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们来看

看行政区划 - 27个省（muhafazat，单数 - muhafazat）; Ad
Daqahliyah，Al Bahr al Ahmar（红海），Al Buhayrah，Al
Fayyum，Al Gharbiyah，Al Iskandariyah（亚历山大），Al
Isma'iliyah（伊斯梅利亚），Al Jizah（吉萨），Al Minufiyah，Al
Minya，Al Qahirah开罗），Al Qalyubiyah，Al Uqsur（卢克
索），Al Wadi al Jadid（新谷），As Suways（苏伊士），Ash
Sharqiyah，Aswan，Asyut，Bani Suwayf，Bur Sa'id（赛义
德），Dumyat（Damietta） ，Janub Sina（南西奈），Kafr ash
Shaykh，Matruh，Qina，Shamal Sina（北西奈），Suhaj。关于
埃及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纺织，食品加工，旅游，
化工，医药，烃类，建筑，水泥，金属，轻工业制成品。重
要的农产品是棉花，大米，玉米，小麦，豆类，水果，蔬
菜; 牛，水牛，绵羊，山羊。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原油及
石油产品，水果和蔬菜，棉花，纺织品，金属制品，化学
品，加工食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阿联酋12.5％，沙特
阿拉伯7.7％，意大利6.5％，土耳其6.3％，英国4.6％，美
国4.5％（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设备，食
品，化学品，木制品，燃料，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
12.9％德国8.7％，美国5.3％，意大利4.5％，土耳其
4.3％，沙特阿拉伯4.1％（2016年）。 埃及的富有多少以
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PPP）：$13,0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
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



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
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5.2% (2011 估计)。

埃及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萨尔瓦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萨尔瓦多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萨尔瓦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萨
尔瓦多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萨尔瓦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萨尔瓦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萨尔瓦多

于1821年取得了独立，并于1839年从中美洲联邦获得独
立。1992年，一场为期约75,000人丧生的12年内战结束，
当时政府和左派反叛者签署了一项条约，规定军事和政
治改革。萨尔瓦多受到世界上最高的杀人率和普遍的犯
罪团伙之一的困扰。

地理萨尔瓦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萨尔瓦多？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中北美洲，与北太平洋接壤，位于危
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之间。 萨尔瓦多的总面积是21,041
km2，其中20,721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
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主要是山脉，沿海地带
狭窄，中心高原。 萨尔瓦多的最低点是太平洋0，最高点
是米塞罗埃尔皮塔尔2,730米。气候是; 雨季（5月至10
月）; 旱季（十一月至四月）; 热带海岸; 温带高地。

居民萨尔瓦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萨尔瓦多中。号码是：

6,172,011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混血儿86.3％，白色12.7％，印第安人0.2％。
萨尔瓦多中的语言是什么？ 西班牙语（官方），Nawat（在



一些美洲印第安人中）。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50％，新
教徒36％，其他2％，没有12％（2014。平均年龄是多少
岁？ 27.1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4.9 年。人们住在萨尔瓦
多的地方？这里：尽管它是陆地面积最小的国家在中美
洲，萨尔瓦多的人口比伯利兹大18倍; 至少20％的人口
居住在国外; 全国人口密度高，特别集中在。 萨尔瓦多
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圣萨尔瓦多首府萨尔瓦多（首都）
109.8万（2015年）。

萨尔瓦多政府和经济
首都萨尔瓦多是圣萨尔瓦多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

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4个部门（离别，单数 - 离
别）; 1820。关于萨尔瓦多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食
品加工，饮料，石油，化工，化肥，纺织品，家具，轻金
属。重要的农产品是咖啡，糖，玉米，大米，豆类，油籽，
棉花，高粱; 牛肉，乳制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海上装
配出口，咖啡，糖，纺织品和服装，乙醇，化学品，电力，
钢铁制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美国48.3％，洪都拉斯
14.2％，危地马拉13.5％，尼加拉瓜6.5％，哥斯达黎加
4.7％（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原材料，消费品，资
本货物，燃料，食品，石油，电力，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
美国37.9％，危地马拉10.2％，中国8.8％ ，墨西哥7.6％，
洪都拉斯6.3％（2016年）。 萨尔瓦多的富有多少以及这
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PPP）：$8,9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
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



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34.9% (2015 估
计)。

萨尔瓦多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赤道几内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赤道几内亚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赤道几内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赤道几内亚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赤道几内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赤道几内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赤道几

内亚在西班牙统治190年后于1968年获得独立。它是非
洲最小的国家之一，由大陆领土和五个有人居住的岛屿
组成。首都马拉博位于比奥科岛，距离几内亚湾喀麦隆
海岸线约25公里。在1968年至1979年间，专制的总统弗
朗西斯科·马西亚斯·恩圭马几乎摧毁了该国的所有政
治，经济和社会机构，然后被他的侄子特奥多罗奥比昂
恩圭马姆巴索戈阉割。奥比昂总统自1979年10月以来一
直进行裁决，并于2016年连任。尽管自1991年以来名义
上是宪政民主国家，但自1996年以来的总统和议会选举
一般都被标记为有缺陷。总统几乎完全控制了政治体
系，并且制定了防止政治反对的法律和官僚障碍。由于
发现了大量的海上石油储备，赤道几内亚经历了快速的
经济增长，并在过去十年中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三大
石油出口国。尽管该国从石油生产中获得经济意外，导
致近年来政府收入大幅增加，但全球石油价格的下跌给
国家预算带来了巨大压力。尽管人口生活水平有限改
善，但赤道几内亚继续谋求经济多样化并增加外国投
资。

地理赤道几内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赤道几内
亚？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中部非洲，毗邻比亚夫拉湾，介
于喀麦隆和加蓬之间。 赤道几内亚的总面积是28,051
km2，其中28,051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
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沿海平原上升到内部山
丘; 岛屿是火山。 赤道几内亚的最低点是大西洋0米，最
高点是Pico巴西尔3008米。气候是; 始终炎热，潮湿的。

居民赤道几内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赤道几内亚中。号码是：

778,358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方85.7％，布比6.5％，Mdowe 3.6％，
Annobon 1.6％，Bujeba 1.1％，其他1.4％（1994年人口普
查）。 赤道几内亚中的语言是什么？ 西班牙语（官方）
67.6％，其他（包括法语（官方），方，布比）32.4％（1994
年人口普查）。和宗教：名义上基督教和主要罗马天主
教，异教徒做法19.8。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19.8 年。我
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
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
多少？这个：64.6 年。人们住在赤道几内亚的地方？这
里：只有两个大城市超过30000人（大陆的巴塔和比奥科
岛上的首都马拉博）; 小型社区遍布大陆和五个有人居住



的岛屿。 赤道几内亚的主要城市地区是：马拉博（首都）
145,000（2014）。

赤道几内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赤道几内亚是马拉博; 注意 - 新的首府奥亚拉正

在靠近Djibloho的大陆上建造; 马拉博位于比奥科岛和政
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7省
（provincias，singular provincia）; Annobon，Bioko Norte，
Bioko Sur，Centro Sur，Kie-Ntem，Litoral，Wele-Nzas。关于
赤道几内亚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石油，天然气，
锯木。重要的农产品是咖啡，可可，大米，山药，木薯（木
薯，木薯），香蕉，棕榈油坚果; 家畜; TIMBE。最重要的
出口商品是石油产品，TIMBE，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印
度19.4％，中国13.5％，韩国13.2％，西班牙12.3％，意大
利5.1％，荷兰5.1％，美国4.1％（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
品是石油其他设备，建筑材料，车辆，最重要的进口商
品是美国23.3％，西班牙21.8％，中国12.8％（2016年）。
赤道几内亚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
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34,9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
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
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
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44% (2011 估计)。

赤道几内亚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厄立特里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厄立特里亚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厄立特里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厄立特里亚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厄立特里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厄立特里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941年

独立于意大利殖民统治和英国行政控制10年后，联合国
于1952年在埃塞俄比亚联邦内建立了厄立特里亚自治
区。埃塞俄比亚10年后完全兼并厄立特里亚成为一个
省，引发了为期30年的激烈斗争1991年结束的厄立特里
亚叛乱分子击败政府军。厄立特里亚压倒性地在1993年
全民公决中批准独立。Isaias Afworki自独立以来一直是
厄立特里亚唯一的总统; 他的统治，特别是自2001年以
来，一直是高度专制和压制性的。他的政府创建了一个
高度军事化的社会，追求一项不受欢迎的强制性征兵计
划，将其纳入国民服役期，但时间不确定。在1998年爆
发的与埃塞俄比亚进行的为期两年半的边境战争于2000
年12月在联合国主持下结束。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成立监
测了25公里宽的临时安全区。厄立特里亚 - 埃塞俄比亚
边界委员会于2003年4月成立，其任务是“根据有关殖民
地条约（1900年，1902年和1908年）和适用的国际法，划
定和划定殖民地条约边界。” EEBC于2007年11月30日远
距离划定边界，尽管埃塞俄比亚在1998-2000年战争期
间维持部队驻扎在那里，但仍将巴德梅镇划归厄立特里
亚。厄立特里亚坚持要求联合国于2008年7月31日终止
其维和行动。厄立特里亚已接受埃厄方面的“虚拟标
界”决定，并一再呼吁埃塞俄比亚撤出其部队。埃塞俄比
亚尚未接受标界决定，也没有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来解决
僵局。厄立特里亚受到若干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制约
（最初是在2009年，每年延期），因为有证据表明它支持



该地区的反对派武装，所以决定对某些人实施武器禁运
和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

地理厄立特里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厄立特里
亚？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东非，与红海接壤，位于吉布提

和苏丹之间。 厄立特里亚的总面积是117,600 km2，其中

101,000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
述该国的地形？这样：由埃塞俄比亚南北走向高地延伸
为主的半干旱地区，东部降至沿海沙漠平原，西北至丘
陵地带，并在西南部地区，到达库鲁尔附近。 厄立特里
亚的最低点是Depression -75米，最高点是Soira 3018米。
气候是沿红海沿岸的干热带沙漠地带; 中部高地较凉爽
湿润（每年降雨量高达61厘米，6月至9月最高）; 在西部
丘陵和低地，。

居民厄立特里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厄立特里亚中。号码是：

5,918,919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9个公认的族群：提格里尼亚55％，提格雷
30％，萨霍4％，库纳马2％，拉沙达2％，比伦2％，其他
（阿法尔，贝尼阿米尔，Nera）5％（2010 est。）。 厄立特里
亚中的语言是什么？ Tigrinya（官方），阿拉伯语（官方），



英语（官方），Tigre，库纳马，阿法尔，其他Cushitic语言。
和宗教：穆斯林，科普特基督教，罗马天主教，新教徒
19.7。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19.7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
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
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
65.2 年。人们住在厄立特里亚的地方？这里：在阿斯马
拉（首都）和凯伦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中心地区，密度最
高;。 厄立特里亚的主要城市地区是：阿斯马拉北部和南
部（首都）804,000（2015）。

厄立特里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厄立特里亚是阿斯马拉（阿斯马拉）和政府类型

总统共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6区域（zobatat，
singular-zoba）;。关于厄立特里亚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
品是食品加工，饮料，服装和纺织品，轻工制造业，盐
业，水泥。重要的农产品是高粱，扁豆，蔬菜，玉米，棉
花，烟草，剑麻; 家畜，山羊; 鱼类。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
黄金和其他矿物，畜牧业，高粱，纺织品，食品，小工业
制成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中国57.7％，印度21.9％，
韩国4.9％，塞尔维亚4.2％（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
是机械，石油产品，食品，制成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
中国18.1％，阿联酋15.4％，沙特阿拉伯13.7％，意大利
6.5％，土耳其5.9％，巴西5.3％，比利时4.1％（2016年）。
厄立特里亚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
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4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
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
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50% (2004 估计)。



厄立特里亚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爱沙尼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爱沙尼亚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爱沙尼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爱
沙尼亚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爱沙尼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爱沙尼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经过几个

世纪的丹麦，瑞典，德国和俄罗斯的统治，爱沙尼亚于
1918年独立。1940年被强制纳入苏联 - 这一行为从未被
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承认 - 它恢复了它在1991年的自由
与苏联的崩溃。自去年俄罗斯军队在1994年离开以来，
爱沙尼亚一直自由地促进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它
于2004年春加入北约和欧盟，于2010年底正式加入经合
组织，并于2011年1月1日将欧元作为其官方货币。

地理爱沙尼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爱沙尼亚？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东欧与波罗的海和芬兰湾接壤，位于
拉脱维亚和俄罗斯之间。 爱沙尼亚的总面积是45,228
km2，其中42,388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
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沼泽，低地; 北部平坦，
南部丘陵。 爱沙尼亚的最低点是波罗的海0米，最高点
是Suur Munamagi 318米。气候是; 湿润，温和的冬季，凉
爽的夏季。



居民爱沙尼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爱沙尼亚中。号码是：

1,251,581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
谁住在这里？ 爱沙尼亚语68.7％，俄罗斯语24.8％，乌
克兰语1.7％，白俄罗斯语1％，芬兰语0.6％，其他1.6％，
未具体说明1.6％（2011年预测）。 爱沙尼亚中的语言是
什么？ 爱沙尼亚语（官方）68.5％，俄罗斯人29.6％，乌
克兰人0.6％，其他1.2％，未具体说明0.1％（2011年预
测）。和宗教：路德会9.9％，东正教16.2％，其他基督教
徒（包括卫理公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罗马天主教，五
旬节派）2.2％，其他0.9％，无54.1％，未具体说明
16.7％（2011。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42.7 年。我们必须补
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
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
这个：76.9 年。人们住在爱沙尼亚的地方？这里：在全国
大部分地区均相当均匀分布，城市地区吸引人口更多，
人口更密集。 爱沙尼亚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塔林资本）
391,000（2015）。

爱沙尼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爱沙尼亚是塔林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15个县（maakonnad，singular -
maakond）; Harjumaa（塔林），Hiiumaa（Kardla），Ida-
Virumaa（Johvi），Jarvamaa（Paide），Jogevamaa（Jogeva），
Laanemaa（Haapsalu），Laane-Virumaa（Rakvere），
Parnumaa（派尔努），Polvamaa（波尔瓦），Raplamaa
（Rapla），Saaremaa（库雷萨雷），Tartumaa（塔尔图），
Valgamaa（Valga），Viljandimaa（Viljandi），Vorumaa（Voru）。



关于爱沙尼亚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食品，工程，
电子，木材和木制品，纺织品; 信息技术，电信。重要的
农产品是谷物，土豆和蔬菜; 家畜和乳制品; 鱼类。最重
要的出口商品是机械和电气设备30％，食品和饮料9％，
矿物燃料6％，木材和木制品14％，贱金属制品7％，家
具和床上用品11％，车辆和零部件3％，化学制品
4％（2016年），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瑞典17.9％，芬兰
16％，拉脱维亚9.2％，俄罗斯6.5％，立陶宛6％，德国
5.9％，挪威4.1％（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
电气设备28％，矿物燃料11％，食品和食品10，最重要的
进口商品是芬兰13％，德国11％，立陶宛9％，瑞典
8.3％，拉脱维亚8.2％，波兰7.2％，荷兰6.3％，俄罗斯
5.7％，车辆9％，化学产品8％，金属8 ％ ，中国
4.8％（2016）。 爱沙尼亚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
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31,5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
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1.3% (2015
估计)。

爱沙尼亚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埃塞俄比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埃塞俄比亚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埃塞俄比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埃塞俄比亚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埃塞俄比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埃塞俄比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古埃塞

俄比亚君主制在非洲国家中独树一帜，但从1936年至
1941年的意大利短命生涯除外，保持了殖民统治的自
由。1974年，军政府德格（Deg）废Em了海尔塞拉西皇帝
（自1930年以来统治）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埃塞俄比
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联合反叛势力于1991年终于推翻了
政权，这一切都是由流血的政变，起义，大范围的干旱
和大规模的难民问题所破坏。1994年通过了宪法，埃塞
俄比亚的第一次多党选举于1995年举行。到20世纪90年
代末期与厄立特里亚的边境战争于2000年12月以和平条
约告终。2007年11月，厄立特里亚 - 埃塞俄比亚边界委
员会（厄立特里亚边界委员会）发布具体的协调标准，划
定边界并宣布其工作已完成。据称EEBC在发布坐标时
超出其授权范围，埃塞俄比亚尚未接受它们，也没有从
EEBC宣称属于厄立特里亚的以前有争议的地区撤出部
队。2012年8月，长期领导人梅莱斯·泽纳维总理去世，并
由他的副总理海勒马里亚姆·德斯莱格取代，标志着几十
年来第一次权力的和平过渡。

地理埃塞俄比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埃塞俄比
亚？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东非，索马里以东。 埃塞俄比亚

的总面积是1,104,300 km2，其中1 百万 km2是土地。 所以
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
样：高原中部山脉除以大裂谷。 埃塞俄比亚的最低点是
米丹纳克尔坳陷-125米，最高点是Ras Dejen 4,550米在该
国北部和中部地区的高原地区，尤其是位于首府亚的斯
亚贝巴的中部地区，发现。气候是热带季风，面积广泛，
地形诱发变异。

居民埃塞俄比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埃塞俄比亚中。号码是：

105,350,020。 所以这个国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
一。谁住在这里？ Oromo 34.4％，Amhara（Amara）27％，
索马里6.2％，Tigray 6.1％，Sidama 4％，Gurage 2.5％，
Welaita 2.3％，Hadiya 1.7％，Afar（Affar）1.7％，Gamo 1.5。
埃塞俄比亚中的语言是什么？ 奥罗莫（奥罗米亚州的官
方工作语言）33.8％，阿姆哈拉语（官方国家语言）
29.3％，索马里语（官方工作语言），土耳其语1.3％，斯
泰特1.3％，Kefficho 1.2％，其他8.8％，提格里尼亚（提格
里亚）（提格雷州的官方工作语言）5.9％，西达莫4％，乌
拉特塔2.2％，格拉圭2％，阿法尔（阿法尔的官方工作语



言）1.7 ％，Hadiyya 1.7％，Gamo 1.5％，Gedeo 1.3％，
Opuuo 1.2％，Kafa 1.1％，其他8.1％，英语（在学校授课
的主要外语），阿拉伯语（2007 est。）。和宗教：埃塞俄比
亚东正教43.5％，穆斯林33.9％，新教18.5％，传统
2.7％，天主教0.7％，其他0.6％（2007年预测）。平均年龄
是多少岁？ 17.9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
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
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62.6 年。人们住在
埃塞俄比亚的地方？这里：最高密度发现在北部和中部
的高地该国的地区，特别是位于首府亚的斯亚贝巴中心
的地区; 远东和东南部地区人口稀少。 埃塞俄比亚的主
要城市地区是：亚的斯亚贝巴（首都）3.238万（2015年）。

埃塞俄比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埃塞俄比亚是亚的斯亚贝巴和政府类型联邦议

会共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9个基于种族的国家
（千克，奇异千克）和2个自治政府（astedaderoch，singular -
astedader）; 阿迪斯阿贝巴（亚的斯亚贝巴），阿法尔，阿
马拉（阿姆哈拉），Binshangul Gumuz，可怕的达瓦，甘贝拉
Hizboch（甘比拉人民），Hareri Hizb（哈拉里人），奥罗米亚
（Oromia），Sumale（索马里），提格雷，叶Debub Biheroch
Bihereseboch na Hizboch（南部国家，民族和人民）。关于埃
塞俄比亚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食品加工业，饮料
业，纺织业，皮革业，服装业，化工业，金属加工业，水
泥业。重要的农产品是谷物，咖啡，油籽，棉花，甘蔗，
蔬菜，卡塔，切花; 皮革，牛，羊，山羊; 鱼。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咖啡业（27％），油籽业（17％）， 13％），花卉
（7％），活体动物（7％），生皮产品（3％），肉制品（3％），
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9.7％，沙特阿拉伯9.6％，德国



8.5％，瑞士7.5％，中国5.1 ％，阿联酋4.9％，巴基斯坦
4.4％（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飞机（价值
14％），金属和金属制品，（14％），电子材料，（13％），石
油产品（12％），机动车辆，（10％），化学品和肥料
（4％），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28.8％，美国8％，印度
6.7％，科威特5％（2016年）。 埃塞俄比亚的富有多少以
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PPP）：$2,1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
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9.6% (2014
估计)。

埃塞俄比亚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福克兰群岛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福克兰群岛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福克兰群岛。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福克兰群岛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福克兰群岛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福克兰群岛？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尽管

1592年英国航海家第一次见到，第一次登陆（英语）直到
1690年后才发生，直到1764年才建立起第一个定居点
（法语）。两年后该殖民地移交给西班牙这些岛屿自此成
为领土争端的对象，首先在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然后是
在英国和阿根廷之间。英国在1833年通过在那里建立一
个海军驻军来宣称它的要求。1982年4月2日，阿根廷入
侵了这些岛屿。英国人作出了回应，一支七星期后降落
的远征部队在激烈的战斗中迫使阿根廷人于1982年6月
14日投降随着敌对行动结束，阿根廷部队撤出，英国政
府恢复了行动。针对阿根廷再次呼吁英国放弃对这些岛
屿的控制，

地理福克兰群岛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福克兰群岛？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南美洲南部，南大西洋岛屿，阿根廷
南部以东约500公里。 福克兰群岛的总面积是12,173
km2，其中12,173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
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岩石，多丘陵，多



山和起伏不平的平原。 福克兰群岛的最低点是大西洋
0，最高点是米乌斯山705米。气候是冷海洋; 强大的西
风，阴天，潮湿; 一年中有半天多雨; 赤柱年平均降雨量
为60厘米; 除一月和二月外，偶尔会有一些降雪，但通常
不会积聚多。

居民福克兰群岛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福克兰群岛中。号码是：

3,198。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里？ 福
克兰岛民48.3％，英国人23.1％，圣赫勒拿7.5％，智利
4.6％，混合6％，其他8.5％，未具体说明2％（2016年
度）。 福克兰群岛中的语言是什么？ 英语89％，西班牙
语7.7％，其他3.3％（2006年预计）。 ）。和宗教：基督教
57.1％，其他1.6％，无35.4％，未具体说明6％（2016
est。）。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这是未知的。我们必须补充
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
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
个：77.9。人们住在福克兰群岛的地方？这里：人口非常
少，居住在斯坦利。 福克兰群岛的主要城市地区是：斯
坦利（首都）及其周围的大多数居民2,000（2014）。

福克兰群岛政府和经济
首都福克兰群岛是斯坦利和政府类型议会民主（立法

议会）; 英国自治海外领土。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无
（英国的海外领土;阿根廷也宣称）。关于福克兰群岛的经
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和羊毛加工; 旅游。重要的农产品
是饲料和蔬菜作物; 鹿肉，羊，乳制品; 鱼，鱿鱼。最重要
的出口商品是羊毛，皮革，肉类，鹿肉，鱼类，鱿鱼，最
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西班牙67.8％，英国10％，纳米比亚



8.9％，美国7.2％（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燃料，食
品和饮料，建筑材料，服装，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英国
68.8％，希腊8.8％科特迪瓦6.7％，西班牙5.7％，荷兰
4.8％（2016年）。 福克兰群岛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
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96,200 (2012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平均
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福克兰群岛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法罗群岛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法罗群岛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法罗群岛。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法
罗群岛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法罗群岛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法罗群岛？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法罗群岛

的人口主要来自9世纪抵达的维京移民。这些岛屿自14
世纪以来一直在政治上与丹麦相连。高度自治于1948年
授予法罗群岛国家，在大多数内部事务中拥有自主权，
而丹麦则负责正义，防卫和外交事务。法罗群岛不是欧
盟的一部分。

地理法罗群岛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法罗群岛？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北欧，挪威海和北大西洋之间的岛屿
群，大约位于冰岛和挪威之间。 法罗群岛的总面积是

1,393 km2，其中1,393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
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崎岖，岩石，
有些低峰; 沿大部分海岸的悬崖。 法罗群岛的最低点是0
米，最高点是Slaettaratindur 882米。气候是温和的冬季，
凉爽的夏季; 通常阴云密布; 有雾，有风险的。

居民法罗群岛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法罗群岛中。号码是：
50,730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 法罗群岛中的语言是什么？ 。和宗教：。
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7.6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
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
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80.5 年。人
们住在法罗群岛的地方？这里：Streymoy岛是人口最多
的国家，人口超过40％; 它拥有的人口约为第二大人口
岛Eysturoy的两倍;。 法罗群岛的主要城市地区是：
Torshavn（首都）21,000（2014）。

法罗群岛政府和经济
首都法罗群岛是Torshavn和政府类型议会民主制（法

罗群岛议会）; 7个有居民岛屿少于100人 部分丹麦王国。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none（丹麦王国的一部分;丹麦自
治海外行政区划）; 美国政府并没有一级行政区划，但有
30个城市。关于法罗群岛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捕
鱼，鱼类加工，旅游，小型船舶修理和翻新，手工艺品英
国17.8％，俄罗斯17.3％，德国9.8％，中国9.2％，丹麦
6.5％，美国6％，西班牙4.8％，波兰4.3。重要的农产品是
牛奶，马铃薯，蔬菜，羊，鲑鱼，鲱鱼，鲭鱼和其他鱼类。
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鱼类和鱼类产品（97％），最重要的
出口商品是％（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商品家庭消
费，机械和运输设备，燃料，原料及半制成品，汽车，最
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丹麦26.6％，德国10.7％，中国
10.6％，挪威10.2％，波兰6.2％，爱尔兰5％，智利4.2
％（2016）。 法罗群岛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
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
$40,000 (2014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很好。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4.2% (2012 估计)。

法罗群岛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斐濟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斐濟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斐濟。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斐濟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斐濟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斐濟？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经过将近一个

世纪的历史后，斐济于1970年独立成为英国殖民地。
1987年的两次军事政变打断了民主的统治，这是由于担
心被印度社区统治的政府（19世纪由英国人带到岛上的
合同工的后代）所引起的。政变和1990年宪法巩固了美
拉尼西亚对斐济的控制权，导致印度移民严重; 人口流
失导致经济困难，但确保美拉尼西亚人成为多数人。
1997年颁布的新宪法更公平。1999年自由和平的选举产
生了一个由印度 - 斐济人领导的政府，但2000年以平民
为首的政变引发了长时间的政治动荡。2001年举行的议
会选举为斐济提供由总理Laisenia Qarase领导的民选政
府。2006年5月再次当选，Qarase在2006年12月由
Commodore Voreqe Bainimarama领导的军事政变中被驱
逐，最初任命自己为代理总统，但在2007年1月成为临时
总理。经过多年的政治动荡，2014年9月举行了长期延迟
的议会选举，国际观察员认为这是“可信”的，并导致
Bainimarama连任。

地理斐濟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斐濟？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大洋洲，南太平洋岛屿群，大约从夏威夷

到新西兰的三分之二。 斐濟的总面积是18,274 km2，其



中18,274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
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主要是火山起源的山
脉。 斐濟的最低点是太平洋0米，最高点是Tomanivi 1324
米。气候是热带海洋; 只有轻微的季节性温度变化，。

居民斐濟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斐濟中。号码是：920,938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
里？ 预测）iTaukei 56.8％（主要为美拉尼西亚语，含波利
尼西亚混合物），印度人37.5％，罗图曼1.2％，其他4.5％
（欧洲人，部分欧洲人，其他太平洋岛民，中国人）。 斐濟
中的语言是什么？ 英文（官方），斐济（官方），印度斯
坦。和宗教：新教徒45％（卫理公会34.6％，上议会
5.7％，基督复临安息日会3.9％，圣公会0.8％），印度教
徒27.9％，其他基督教徒10.4％，罗马天主教徒9.1％ ，
穆斯林6.3％，锡克教0.3％，其他0.3％，无0.8％（2007年
预测）28.9。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8.9 年。我们必须补充
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
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
个：73 年。人们住在斐濟的地方？这里：约70％的人口居
住在Viti Levu岛; 大约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 斐濟的
主要城市地区是：SUVA（首都）176,000（2014）。

斐濟政府和经济
首都斐濟是苏瓦（上Viti Levu）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

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4个省份和1个依赖; Ba，
Bua，Cakaudrove，Kadavu，Lau，Lomaiviti，Macuata，
Nadroga和Navosa，Naitasiri，Namosi，Ra，Rewa，Rotuma，
Serua，Tailevu。关于斐濟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旅游



业，制糖加工，服装，椰干，金，银，木材，小山寨厂。重
要的农产品是甘蔗，椰子，木薯（木薯，木薯），大米，红
薯，香蕉; 牛，猪，马，山羊; 鱼。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
糖，服装，黄金，木材，鱼，糖蜜，椰子油，矿物水：，最重
要的出口商品是美国21.8％，澳大利亚18.1％ ，新西兰
8.5％，中国6.2％，汤加5.1％，瓦努阿图5.1％，英国
4.5％，基里巴斯4.1％（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制成
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石油产品，食品，化学品，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NZ 17.1％，澳大利亚17％，新加坡
15.1％，中国15％，日本6.7％（2016年）。 斐濟的富有多
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PPP）：$9,9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相
当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
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
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31%
(2009 估计)。

斐濟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芬兰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芬兰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芬兰。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芬兰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芬兰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芬兰？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芬兰是一个省

份，从12世纪到19世纪是瑞典的大公国，是1809年以后
的俄罗斯自治大公国。1917年完全独立。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芬兰通过与德国的合作成功地保卫了自己的独
立。并抵制苏联后来的入侵 - 虽然有一些地区的损失。
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芬兰从农业/森林经济转变为多元
化的现代工业经济; 人均收入在西欧是最高的。作为
1995年以来的欧盟成员国，芬兰是1999年1月开始时唯
一加入欧元单一货币的北欧国家。在21世纪，芬兰现代
福利国家的主要特点是高质量的教育，促进平等，

地理芬兰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芬兰？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北欧，与波罗的海接壤，Bothnia湾和芬兰

湾，瑞典与俄罗斯之间。 芬兰的总面积是338,145 km2，

其中303,815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
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平坦至绵延起伏的
湖泊和低山丘陵地带。 芬兰的最低点是波罗的海0，最



高点是米哈尔蒂（Haltia，Haltitunturi，Haltiatunturi ）1328
米。气候是寒温带; 潜在的亚北极，但相对温和，因为北
大西洋洋流，波罗的海，以及6万多个湖泊的影响较为缓
和。

居民芬兰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芬兰中。号码是：

5,518,371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Finn 93.4％，瑞典人5.6％，俄罗斯人0.5％，爱
沙尼亚人0.3％，罗姆人0.1％，萨米人0.1％（2006）。 芬
兰中的语言是什么？ 芬兰人（官方）88.3％，瑞典人（官
方）5.3％，俄罗斯人1.4％，其他5％ 。）。和宗教：路德会
72％，东正教1.1％，其他1.6％，未具体说明25.3％（2016
年预测）。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42.5 年。我们必须补充
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
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
个：81 年。人们住在芬兰的地方？这里：绝大多数人都在
南部发现; 北部内陆地区人口稀少。 芬兰的主要城市地
区是：赫尔辛基（首都）118万（2015年）。

芬兰政府和经济
首都芬兰是赫尔辛基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19个地区（maakunnat，singular -
maakunta（芬兰语）; landskapen，singular - landskapet（瑞典
语））; Aland（瑞典语），Ahvenanmaa（芬兰语）; Etela-
Karjala（芬兰语），Sodra Karelen（瑞典语）[南卡累利阿];
Etela-Pohjanmaa（芬兰语），Sodra Osterbotten（瑞典语）
[South Ostrobothnia]; Etela-Savo（芬兰语），Sodra
Savolax（瑞典语）[South Savo]; Kanta-Hame（芬兰），



Egentliga Tavastland（瑞典）; Kainuu（芬兰），Kajanaland（瑞
典）; Keski-Pohjanmaa（芬兰语），Mellersta Osterbotten（瑞
典语）[Central Ostrobothnia]; Keski-Suomi（芬兰语），
Mellersta芬兰语（瑞典语）[芬兰中部]; Kymenlaakso（芬兰
语），Kymmenedalen（瑞典语）; 拉皮（芬兰），拉普兰（瑞
典）; Paijat-Hame（芬兰语），Paijanne-Tavastland（瑞典语）;
Pirkanmaa（芬兰语），Birkaland（瑞典语）[Tampere];
Pohjanmaa（芬兰语），Osterbotten（瑞典语）[Ostrobothnia];
Pohjois-Karjala（芬兰），Norra Karelen（瑞典）[North
Karelia]; Pohjois-Pohjanmaa（芬兰语），Norra
Osterbotten（瑞典语）[North Ostrobothnia]; Pohjois-Savo（芬
兰），Norra Savolax（瑞典）[North Savo]; Satakunta（芬兰语
和瑞典语）; Uusimaa（芬兰），Nyland（瑞典）[Newland];
Varsinais-Suomi（芬兰），Egentliga芬兰（瑞典）[芬兰西南
部]。关于芬兰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金属和金属制
品，电子，机械和科学仪器，造船，纸浆和造纸，食品，
化学品，纺织品，服装。重要的农产品是大麦，小麦，甜
菜，马铃薯; 乳牛; 鱼类。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电气和光
学设备，机械，运输设备，造纸和纸浆，化学品，碱性金
属; timbe，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德国13.1％，瑞典
10.6％，美国7.6％，荷兰6.7％，俄罗斯5.7％，中国
5.2％，英国4.8％（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食品，
石油和石油产品，化工，运输设备，钢铁，机械，电脑，
电子工业产品，纺织纱线和织物，谷物，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德国16.9％，瑞典16.1％，俄罗斯11.1％，荷兰
8.6％（2016年）。 芬兰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
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44,0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平均



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芬兰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法国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法国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法国。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法国的国旗开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始：
 

法国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法国？让我们从这个开始：今天的法国是

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之一，也是欧洲国家的领导者。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北约，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欧盟
和其他多边组织的常任理事国，它发挥着有影响力的全
球作用。法国于2009年重新加入了北约的综合军事指挥
体系，扭转了戴高乐1966年决定从北约撤出法国军队的
决定。自1958年以来，它建立了一个混合型总统议会制
管理制度，抵制早期，更纯粹的议会制政府所经历的不
稳定局面。近几十年来，它与德国的和解与合作已被证
明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包括在1999年1月推出欧
元共同货币。在21世纪初，

地理法国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法国？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西欧，与比斯开湾和英吉利海峡接壤，位
于英国东南部的比利时和西班牙之间; 接壤地中海，意

大利与西班牙之间。 法国的总面积是643,801 km2;



551,500 km2 (metropolitan France)，其中640,427 km2;
549,970 km2 (metropolitan France)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
相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平缓
的大部分平坦的平原或北部和西部平缓的丘陵; 其余为
多山，特别是南部的比利牛斯山，东部的阿尔卑斯山。
法国的最低点是米罗纳河三角洲-2，最高点是米勃朗峰
4,810米。气候是冬季凉爽，夏季温和，但冬季温和，地中
海沿岸夏季炎热; 偶尔强烈，寒冷，干燥，从北到北的西
风称为。

居民法国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法国中。号码是：

67,106,161。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里？ 语，
斯拉夫语，北非语，印度支那语，巴斯克语少数民族。 法
国中的语言是什么？ 法语（官方）100％排在遥远的第二
位67,106,161 凯尔特语和拉丁语，地区方言减少（普罗旺
斯语，布列塔尼语，阿尔萨斯语，科西嘉语，加泰罗尼亚
语，巴斯克语，佛兰芒语，奥克西唐语，皮卡语）。和宗
教：基督教（绝大多数罗马天主教）63-66％，穆斯林7-
9％，佛教0.5-0.75％，犹太人0.5-0.75％其他0.5-1.0％，
无23-28％。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41.4 年。我们必须补充
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
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
个：81.9 年。人们住在法国的地方？这里：大部分人口集
中在北部和东南部; 尽管全国有很多城市聚集地，但巴
黎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城市，里昂位居第二。 法国的主要
城市地区是：巴黎（首都）108.43万; 里昂160.9万; 马赛 -
艾克斯普罗旺斯160.5万; 里尔102.7万; 尼斯戛纳967,000;



图卢兹938,000（2015年）。
法国政府和经济
首都法国是巴黎和政府类型半总统共和国。我们来

看看行政区划 - 18个地区（地区，单一地区）; Auvergne-
Rhône-Alpes，Bourgogne-Franche-Comte（勃艮第自由县），
布列塔尼（布列塔尼），卢瓦尔河谷中心，科西嘉岛
Corse， （法属圭亚那），Hauts-de-France（上法国），法兰
西岛，马提尼克，马约特，诺曼底（诺曼底），Nouvelle-
Aquitaine（新阿基坦），Occitanie（Occitania），卢瓦尔河地
区卢瓦尔河），普罗旺斯 - 阿尔卑斯 - 蓝色海岸，留尼
汪。关于法国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机械，化工，汽
车，冶金，飞机，电子产品; 纺织品，食品加工; 旅游。重
要的农产品是小麦，谷物，甜菜，土豆，葡萄酒; 牛肉，乳
制品; 鱼类。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机械和运输设备，飞
机，塑料，化工，医药产品，钢铁，饮料，，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德国16％，西班牙7.6％，美国7.3％，意大利
7.2％，英国7％，比利时6.8％ （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机械和设备，车辆，原油，飞机，塑料，化学品，
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德国19.3％，比利时10.6％，荷兰
7.9％，意大利7.8％，西班牙7％，美国5.8％，中国5.1％，
英国4.2％ ）。 法国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
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
$43,6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平均富裕。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4% (2013 估计)。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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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法屬玻里尼西亞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法屬玻里尼西亞的地理，居

民，政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
计数据，总览图和法屬玻里尼西亞。的详细地图。但是，
让我们从法屬玻里尼西亞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法屬玻里尼西亞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法屬玻里尼西亞？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法

国在19世纪吞并了波利尼西亚的各个岛屿群体。1995年
9月，法国在穆罗罗阿环礁停止三年的暂停后恢复了核
试验，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这些试验于1996年1月
停止。近年来，法属波利尼西亚的自治权已大大扩展。

地理法屬玻里尼西亞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法屬玻里尼
西亞？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大洋洲，南美洲和澳大利亚之
间的南太平洋的五个群岛（Archipel des Tuamotu，Iles
Gambier，Iles Marquises，Iles Tubuai，社会群岛）。 法屬玻

里尼西亞的总面积是4,167 km2 (118 islands and atolls; 67
are inhabited)，其中3,827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
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高低不平
的岛屿和低岛屿与珊瑚礁。 法屬玻里尼西亞的最低点是
太平洋0，最高点是米蒙罗奥罗纳2,241米。气候是热带
地区，但中等。

居民法屬玻里尼西亞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法屬玻里尼西亞中。号

码是：287,881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
里。谁住在这里？ 波利尼西亚人78％中国12％，当地法



语6％，大都市法语4％。 法屬玻里尼西亞中的语言是什
么？ 法语（官方）70％，玻利尼西亚语（官方）28.2％，其
他1.8％（2012年est。）。和宗教：新教徒54％，罗马天主教
徒30％，其他10％ 6％31.9。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1.9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
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
时）是多少？这个：77.4 年。人们住在法屬玻里尼西亞的
地方？这里：大部分人口居住在社会群岛，这是包括人
口最多的岛屿大溪地在内的五个群岛之一 - 占全国人口
约70％。 法屬玻里尼西亞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帕皮提（首
都）133,000（2014年） ）。

法屬玻里尼西亞政府和经济
首都法屬玻里尼西亞是帕皮提（位于大溪地）的海外

集体和政府类型议会民主（法属波利尼西亚议会）; 法
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5个行政区划（行政区划，细
分行政区划）：Iles Australes（澳大利亚群岛），Iles du
Vent（向风群岛），Iles Marquises（马凯斯塞斯群岛），Iles
Sous-le-Vent（背风群岛），Iles Tuamotu-Gambier; 注：背风
群岛和向风群岛共同组成社团（Iles de la Societe）。关于
法屬玻里尼西亞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日本
22.2％，香港21.7％，吉尔吉斯斯坦16.8％，法国13.3％，
法国。重要的农产品是椰子，香草，蔬菜，水果，咖啡; 家
禽，牛肉，乳制品; 鱼。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养殖珍珠，
椰子制品，珍珠母，香草，鲨鱼肉，旅游珍珠，农业加
工，手工艺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美国12.6％（2016
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燃料，食品，机械和设备，最
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法国28.5％，韩国10.7％，美国9％，
新西兰7.8％，中国7.2％，新加坡5.9％（2016年）。 法屬



玻里尼西亞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
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7,000
(2015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
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
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
口：19.7% (2009 估计)。

法屬玻里尼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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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加蓬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加蓬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加蓬。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加蓬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加蓬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加蓬？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继1960年独立

于法国后，世界最长统治国家元首之一的埃尔哈吉奥马
尔邦戈翁丁巴主宰了该国四十年的政治舞台（1967-
2009）。邦戈总统在20世纪90年代初引入了名义上的多
党制和新宪法。然而，2002年12月地方选举期间的选举
舞弊指控和2005年总统选举暴露了加蓬正式政治结构的
弱点。继邦戈总统于2009年去世后，新一届选举使他的
儿子阿里·邦戈·翁丁巴掌权。尽管政治局势受到限制，加
蓬人口稀少，自然资源丰富，外国援助相当丰富，这使
它成为非洲稳定的非洲国家之一。阿里·邦戈·翁丁巴总
统2016年8月的备选争议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反对派抗
议，导致议会大楼被烧毁。在国际选举观察员举报欺诈
结果之后，反对党反对选举。加蓬宪法法院审查了选举
结果，但裁定支持邦戈总统，坚持他的胜利并将其任务
期限延长至2023年。

地理加蓬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加蓬？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中部非洲，在赤道与赤道几内亚赤道接壤



的大西洋。 加蓬的总面积是267,667 km2，其中257,667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
述该国的地形？这样：狭窄的沿海平原; 丘陵内部; 东部
和南部的稀树草原。 加蓬的最低点是大西洋0 m，最高
点是Mont Iboundsji 1575米的。气候是; 总是炎热，潮湿。

居民加蓬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加蓬中。号码是：

1,772,255。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里？
班图族部落包括四大部落群（方，布普努，Nzebi，
Obamba）; 其他非洲人和欧洲人154,000人，其中法国人
10,700人，双重国籍人11,000人。 加蓬中的语言是什
么？ 法国人（官方），方米，米内，Nzebi，Bapounou /
Eschira，Bandjabi。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42.3％，新教徒
12.3％，其他基督徒27.4％，穆斯林9.8％泛灵论者
0.6％，其他0.5％，无/无答案7.1％（2012年预测）。平均
年龄是多少岁？ 18.6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
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
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52.1 年。人们
住在加蓬的地方？这里：，相对较小的人口遍布全国各
地; 最大的城市中心是利伯维尔的首府，位于。 加蓬的
主要城市地区是：利伯维尔（首都）西北部大西洋沿岸
707,000（2015年）。

加蓬政府和经济
首都加蓬是利伯维尔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9省;。关于加蓬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
品是石油开采和提炼; 锰，金; 化工，船舶修理，食品和
饮料，纺织，伐木和胶合板，水泥。重要的农产品是可



可，咖啡，糖，棕榈油，橡胶; 牛; okoume（热带软木）; 鱼
类。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原油，木材，锰，铀，最重要的
出口商品是US 45.7％，中国14.6％，韩国6.6％，爱尔兰
5.5％，意大利5.1 ％（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
设备，食品，化学品，建筑材料，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法
国24.7％，比利时14.7％，中国12.8％，澳大利亚
6.7％（2016年）。 加蓬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
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19,3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
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
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
线以下的人口：34.3% (2015 估计)。

加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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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冈比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冈比亚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冈比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冈比亚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冈比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冈比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冈比亚于

1965年独立于英国。在塞内加尔的地理环境中，它于
1982年至1989年间组建了一个短暂的塞内冈比亚联邦。
1991年，两国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但自那时以来间歇
性地出现了紧张局势。Yahya Jammeh于1994年率领军事
政变，推翻总统并禁止政治活动。1996年新的宪法和总
统选举，随后在1997年进行议会投票，完成了名义上的
平民回归。在随后的所有选举中，包括最近一次选举
中，贾梅被选为总统。在经历了22年越来越专制的统治
之后，贾梅德总统在2016年12月的自由和公正选举中被
击败。由于冈比亚在贾米勒领导下的糟糕的人权纪录，
国际发展伙伴已经远离自己，大大减少了对该国的援
助。这些频道可能会在总统的管理下重新开放

地理冈比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冈比亚？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西非与北大西洋和塞内加尔接壤。 冈比

亚的总面积是11,300 km2，其中10,120 km2是土地。 所以
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



样：冈比亚河泛滥平原，两侧是一些低矮的山丘。 冈比
亚的最低点是大西洋0米，最高点是无名高地53米。气候
是; 炎热的雨季（6月至11月）; （11月至5月）。

居民冈比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冈比亚中。号码是：

2,051,363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Mandinka / Jahanka 34％，Fulani / Tukulur /
Lorobo 22.4％，Wolof 12.6％，Jola / Karoninka 10.7％，
Serahuleh 6.6％，Serer 3.2％，Manjago 2.1％，Bambara
1％，克里奥尔语/ Aku Marabout 0.7％，其他0.9％ ，非冈
比亚语5.2％，无答案0.6％（2013 est。）。 冈比亚中的语
言是什么？ 英文（官方），Mandinka，Wolof，Fula，其他土
着语言。和宗教：穆斯林95.7％，基督教徒4.2％，无
0.1％，无回应0.1％（2013 est。 ）。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1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
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
生时）是多少？这个：65.1 年。人们住在冈比亚的地方？
这里：定居点分布在冈比亚河沿岸; 包括首都班珠尔在内
的最大的社区和该国最大的城市塞雷库达被发现在大西
洋沿岸的冈比亚河口。 冈比亚的主要城市地区是：
Banjul（首都）504,000（2015）。

冈比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冈比亚是班珠尔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5个地区，1个城市和1个直辖市;。关于
冈比亚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花生，鱼，皮革，旅游
饮料，农业机械装配，木工，金属加工，12.3％，中国
11.7％，几内亚比绍5.8％（2016年）食品，制造业，燃料，



机械和运输设备。重要的农产品是大米，小米，高粱，花
生，玉米，芝麻，木薯（木薯，木薯），棕榈仁; 马里
36.3％，几内亚24.5％，塞内加尔48.4％（2010年度）花生
制品，鱼，棉绒，棕榈仁，牛肉，羊，山羊。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
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科特迪瓦13％，巴西12.3％，中国
11％，比利时8.6％，印度5.7％，西班牙4.7％，塞内加尔
4.6％（2016年）。 冈比亚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
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1,7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48.4% (2010 估计)。

冈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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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格鲁吉亚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格鲁吉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格
鲁吉亚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格鲁吉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格鲁吉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格鲁吉亚

现在的地区包含了古代的科尔基斯和卡尔特利 - 伊比利
亚王国。这个地区在公元前一个世纪受罗马影响，基督
教成为330年代的国教。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
统治之后是格鲁吉亚的黄金时代（11-13世纪），蒙古人入
侵1236年后黄昏时期被切断。随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
帝国在该地区争夺影响力。格鲁吉亚在19世纪被俄罗斯
帝国吸收。在俄国革命后独立三年（1918-1921），1921年
被强制纳入苏联，1991年苏联解体后恢复独立。在腐败
猖獗和政府服务不力的情况下，随后格鲁吉亚现任政府
企图在2003年11月操纵议会选举，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活
动，导致自1995年以来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辞职。
在这场流行运动的后果之后，这场运动被称为“玫瑰革
命，“2004年初举行的新选举使得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
与他的联合国民族运动（UNM）党一起上台。自独立以来
的几年中，市场改革和民主化取得了进展，但俄罗斯对
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分离地区的援助和支持使这一进展
变得复杂化。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于2008年8月发生了为
期五天的冲突，其中包括入侵大部分无可争议的格鲁吉
亚领土，导致紧张局势和暴力事件周期性爆发。俄罗斯
军队承诺撤出大部分被占领的格鲁吉亚领土，但在2008
年8月底，俄罗斯单方面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独
立，俄罗斯军队仍留在这些地区。亿万富翁慈善家
Bidzina Ivanishvili在2011年10月意外进入政界，将格鲁吉



亚梦联盟下的分歧反对派聚集在一起，该联盟在2012年
10月议会选举中赢得了多数席位，并取消了联合国大会
的权力。承认失败后，萨卡什维利将伊万什维利任命为
总理，并允许格鲁吉亚之梦创建一个新政府。Giorgi
Margvelashvili于2013年11月17日就任总统，结束了萨卡什
维利和伊万什维利之间权力分享的紧张时期。伊万什维
利在总统继任后自愿辞职，格鲁吉亚立法机构于2013年
11月20日证实Irakli Garibashvili是他的替代人选。
Garibashvili于2015年12月被Giorgi Kvirikashvili所取代。在
2016年10月议会选举中格鲁吉亚梦成功后，Kvirikashvili
仍是总理，该党在该议会选举中获得宪法多数。领导层
的这些变化代表了一个前苏联国家独特的例子，这个国
家是为了实现民主和和平的政府权力转变而出现的。在
格鲁吉亚，流行和政府对与西方融合的支持很高。加入
欧盟和北约是该国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之一。
Kvirikashvili继格鲁吉亚之梦在2016年10月议会选举中取
得胜利后成为总理，该党在那里获得宪法多数。领导层
的这些变化代表了一个前苏联国家独特的例子，这个国
家是为了实现民主和和平的政府权力转变而出现的。在
格鲁吉亚，流行和政府对与西方融合的支持很高。加入
欧盟和北约是该国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之一。
Kvirikashvili继格鲁吉亚之梦在2016年10月议会选举中取
得胜利后成为总理，该党在那里获得宪法多数。领导层
的这些变化代表了一个前苏联国家独特的例子，这个国
家是为了实现民主和和平的政府权力转变而出现的。在
格鲁吉亚，流行和政府对西方融合的支持很高。加入欧
盟和北约是该国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之一。

地理格鲁吉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格鲁吉亚？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西南亚与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的黑海
接壤，高加索北部的一片土地延伸到欧洲; 注意 - 格鲁
吉亚将自己视为欧洲的一部分; 在地缘政治上，它可以
归入欧洲，中东，或兼有。 格鲁吉亚的总面积是69,700
km2，其中69,700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
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大部分地区都是山区，
北部有大高加索山脉，南部有小高加索山脉; Kolkhet'is
Dablobi（Kolkhida Lowland）向西开放黑海; 东部的Mtkvari
河流域; 肥沃的土壤在河谷洪泛平原和Kolkhida低地山
麓。 格鲁吉亚的最低点是黑海0米，最高点是Mt'a
Shkhara 5,193米。气候是; 地中海式的黑海沿岸。

居民格鲁吉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格鲁吉亚中。号码是：

4,926,330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格鲁吉亚86.8％，阿塞拜疆6.3％，亚美尼亚
4.5％，其他2.3％（包括俄罗斯，奥塞梯，雅兹迪，乌克
兰，奇斯特，希腊）（2014年度）。 格鲁吉亚中的语言是什
么？ 格鲁吉亚（官方）87.6％，阿塞拜疆6.2％，亚美尼亚
3.9％，俄罗斯1.2％，其他1％。和宗教：东正教（官方）
83.4％，穆斯林10.7％，亚美尼亚使徒2.9％，其他1.2％



（包括天主教徒，耶和华见证人，耶齐迪，新教徒，犹太
人），无0.5％，未具体说明/无回答1.2％（2014 est。）。平
均年龄是多少岁？ 38.1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
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
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6.4 年。人
们住在格鲁吉亚的地方？这里：定居点与中央谷地紧密
相连，重点在东部的首都第比利斯; 黑色海岸较小的城
市群，其中Bat'umi是最大的。 格鲁吉亚的主要城市地区
是：第比利斯（首都）114.7万（2015年）。

格鲁吉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格鲁吉亚是第比利斯和政府类型半总统共和

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9地区（mkharebi，singular-
mkhare），1个城市（卡拉奇）和2个自治共和国（avtomnoy
respubliki，singular-avtom respublika。关于格鲁吉亚的经
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钢铁，机床，电器，采矿（锰，铜，
金），化学品，木制品，酒。重要的农产品是柑橘，葡萄，
茶，榛子，蔬菜; 牲畜。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车辆，铁合
金，化肥，坚果，废金属，黄金，铜矿，最重要的出口商
品是俄罗斯9.8 ，土耳其8.2％，中国8.1％，保加利亚
7.3％，阿塞拜疆7.3％，亚美尼亚7.2％，德国
4.1％（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燃料，车辆，机械和
零件，粮食和其他食品，药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加
拿大18.6％，土耳其14％俄罗斯7％，爱尔兰6.5％，中国
5.7％，阿塞拜疆5.1％，德国4.4％，乌克兰4.3％（2016
年）。 格鲁吉亚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
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
$10,6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
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



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
的人口：9.2% (2010 估计)。

格鲁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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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德国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德国。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德国的国旗开
始：
 

德国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德国？让我们从这个开始：作为欧洲最大

的经济体和人口第二大国（在俄罗斯之后），德国是该大
陆经济，政治和防务组织的关键成员。1945年，欧洲权
力斗争使德国陷入了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并使该国
在1945年被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胜利盟国占领。
随着冷战的到来，1949年成立了两个德国国家：西德联
邦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

http://mapsguides.com/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阵线嵌入西方主要的经济和
安全组织，成为欧盟的欧共体和北约，而共产党的东德
则位于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的前线。苏联的衰落和冷战
的结束使德国在1990年实现统一。此后，德国花费了大
量资金将东部的生产力和工资提高到西方标准。1999年
1月，德国和其他10个欧盟国家引入了欧元共同的欧元
交换货币。

地理德国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德国？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中欧，与波罗的海和北海接壤，位于荷兰

和波兰之间，丹麦南部。 德国的总面积是357,022 km2，

其中348,672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
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北部的高地低山，高
地中部，南部的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 德国的最低点是
Neuendorf bei Wilster -3.5 m，最高点是Zugspitze 2963米。
气候是温带和海洋; 阴冷，多云，潮湿的冬季和夏季;。

居民德国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德国中。号码是：

80,594,017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个国家是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国家之一。谁住在这里？ 德国91.5％，土耳其



2.4％，其他地区6.1％（主要由波兰语，意大利语，罗马
尼亚语，叙利亚语和希腊语组成）。 德国中的语言是什
么？ 德语（官方）。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29％，新教徒
27％，穆斯林4.4％，东正教基督教徒1.9％，其他1.7％，
无或未记录宗教成员群体36％（2015。平均年龄是多少
岁？ 47.1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80.8 年。人们住在德国的
地方？这里：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 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分
布相当均匀，城市地区吸引人口更多，密度更高，特别
是在北莱茵 - 威斯特伐利亚州工业化的西部地区，。 德
国的主要城市地区是：柏林（首都）为356.3万人; 汉堡
18.31万人; 慕尼黑1438万; 科隆103.7万（2015年）。

德国政府和经济
首都德国是柏林和政府类型联邦议会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16个州（Laender，奇异 - Land）; 巴登 -
符腾堡州，拜仁慕尼黑，德国柏林，勃兰登堡，不来梅，
汉堡，黑森州，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下萨克森州，普法
尔茨（莱茵兰 - 普法尔茨州），萨尔，萨克森（萨克森），萨
克森 - 安哈尔特（萨克森 - 安哈尔特），石勒苏益格 - 荷
尔斯泰因，图林根（图林根）; 注意 - 拜仁，萨克森和
Thueringen把自己称为自由国家（Freistaaten，singular-
Freistaat），而汉堡以自由和汉萨城市而自豪（Freie und
Hansestadt）。关于德国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全球
最大和技术最先进的钢铁，煤炭，水泥，化学品，机械，
车辆，机床，电子，汽车，食品和饮料，造船，纺织等生
产商中的牛，猪，家禽。重要的农产品是土豆，小麦，大
麦，甜菜，水果，卷心菜; 奶制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



汽车，机械，化学品，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电气设备，制
药，金属，运输设备，食品，纺织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是，意大利5.1％，奥地利5％，波兰4.5％，瑞士
4.2％（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数据处理设
备，车辆，化学品，石油和天然气，金属，电力设备，医
药，食品，农产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荷兰13.3％，中
国7.3％，法国7.3％，比利时6.1％，意大利5.5％，波兰
5.2％共和国4.7％，美国4.6％，瑞士4.4％，奥地利4.4％，
英国4.1％（2016年）。 德国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
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50,2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平均
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6.7% (2015
估计)。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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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加纳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加纳。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加纳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加纳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加纳？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由加拿大黄金

海岸英属殖民地和多哥信托领土合并而成，加纳于1957
年成为殖民非洲第一个获得独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
家。在杰里罗林斯于1981年掌权并禁止政党之前，加纳
经历了一系列政变。在1992年批准新宪法并恢复多党政
治后，罗林斯在1992年和1996年赢得了总统选举，但在
2000年被宪法禁止第三任竞选。反对派新爱国党（NPP）
的约翰库福尔接替他并获得连任2004年。全国民主大会
的约翰·阿特米尔斯获得2008年总统选举并接任国家元
首，但他于2012年7月去世，并由他的副总统约翰·德拉
马尼·马哈马在宪法上继任，后来他赢得了2012年12月的
总统选举。然而，2016年，NPP的娜娜阿多Dankwa
Akufo-addo击败了Mahama，这是加纳总统职位自民主回
归以来第三次改变党派。

地理加纳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加纳？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西非，与几内亚湾接壤，位于科特迪瓦和

多哥之间。 加纳的总面积是238,533 km2，其中227,533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
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主要为低平原，中南部地区为高
原剖面。 加纳的最低点是大西洋0米，最高点是Afadjato
山885米。气候是; 东南沿海温暖而比较干燥; 西南部炎
热潮湿; 北部地区。

居民加纳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加纳中。号码是：

27,499,924。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里？ Akan
47.5％，Mole-Dagbon 16.6％，Ewe 13.9％，Ga-Dangme
7.4％，Gurma 5.7％，Guan 3.7％，Grusi 2.5％，Mande
1.1％，其他1.4％（2010 est。）。 加纳中的语言是什么？
Asante 16％，Ewe 14 ％，Fante 11.6％，Boron（Brong）
4.9％，Dagomba 4.4％，Dangme 4.2％，Dagarte（Dagaba）
3.9％，Kokomba 3.5％，Akyem 3.2％，Ga 3.1％，其他
31.2％。和宗教：基督教71.2％（Pentecostal / Charismatic
28.1％，新教徒18.4％，天主教徒13.1％，其他11.4％），
穆斯林17.6％，传统5.2％，其他0.8％，无5.2％（2010年
预测）21 .1。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1.1 年。我们必须补
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
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
这个：67 年。人们住在加纳的地方？这里：人口集中于该
国南部一半，集中最高的是大西洋沿岸。 加纳的主要城
市地区是：库马西2599万美元; 阿克拉（首都）221.7万
（2015年）。

加纳政府和经济
首都加纳是阿克拉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们来

看看行政区划 - 10个地区; 阿散蒂，布朗-阿哈福，中欧，



东欧，大阿克拉，北，上东区，上西，沃尔特，西部。关于
加纳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采矿，伐木，光制造，铝
冶炼，食品加工，水泥，小型商业船舶，石油。重要的农
产品是可可，大米，木薯（木薯，木薯），花生，玉米，牛
油树坚果，香蕉; TIMBE。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油，金，
可可，木材，金枪鱼，铝土矿，铝，锰矿石，钻石，园艺产
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瑞士17.6％，印度14.7％，阿联
酋13.4％，中国8.9％，越南5.2％，荷兰4.2％，布基纳法
索4％（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资本设备，精炼石
油，食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17.3％，英国9.7％，
美国7.7％，比利时5.1％，印度4.6％（2016年）。 加纳的
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
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4,600 (2017 估计)。 这是
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
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
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
24.2% (2013 估计)。

加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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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直布罗陀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直布罗陀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直布罗陀。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直
布罗陀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直布罗陀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直布罗陀？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具有战略

意义的是，1713年的乌得勒支条约中，直布罗陀不情愿
地被西班牙割让给英国; 英国驻军于1830年正式宣布为
殖民地。在1967年举行的公民投票中，直布罗陀人绝大
多数投票保持英国的依赖。随后英国在1969年授予自治
权，导致西班牙关闭边界并切断所有的通信联系。1997
年至2002年期间，英国和西班牙就建立对直布罗陀的临
时联合主权问题举行了一系列会谈。针对这些会谈，直
布罗陀政府于2002年末召开全民公决，大多数公民投票
反对任何与西班牙分享主权。自2004年底以来，西班
牙，英国和直布罗陀举行了三方会谈，旨在合作解决影
响当地人口的问题，并继续在税务和金融服务等领域开
展合作协议; 通信和海事安全; 政策，法律和海关服务;
环保; 和教育和签证服务。新的非殖民地宪法于2007年
生效，欧洲初审法院于2008年12月承认直布罗陀有权管
理自己的税收制度。英国保留对防务，对外关系，国内
安全和金融稳定的责任。西班牙和英国继续在这片领土
上发起攻势。在整个2009年期间，直布罗陀关于领海延
伸三英里的索赔争端引起了西班牙和英国海军巡逻队之
间的定期非暴力海上对抗，并且在2013年，在直布罗陀
在这些水域建立人造礁石之后，英国报告了西班牙船只
进入直布罗陀水域的记录数量。西班牙再次要求在英国
2016年6月投票退出欧盟之后最终让直布罗陀恢复西班
牙控制权，但伦敦否决了投票与未来对直布罗陀的承诺
之间的任何关联。欧盟委员会表示，英国将需要与西班



牙达成单独的双边协议，允许直布罗陀被英国的更广泛
的欧盟退出协议所覆盖。但伦敦否决了投票与未来对直
布罗陀的承诺之间的任何联系。欧盟委员会表示，英国
将需要与西班牙达成单独的双边协议，允许直布罗陀被
英国的更广泛的欧盟退出协议所覆盖。但伦敦否决了投
票与未来对直布罗陀的承诺之间的任何联系。欧盟委员
会表示，英国将需要与西班牙达成单独的双边协议，允
许直布罗陀被英国的更广泛的欧盟退出协议所覆盖。

地理直布罗陀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直布罗陀？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欧洲西南部，与西班牙南部沿海的地
中海和北大西洋直接相连的直布罗陀海峡。 直布罗陀的

总面积是6.5 km2，其中6.5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
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是一个
狭窄的沿海低地毗邻。 直布罗陀的最低点是地中海直布
罗陀岩石0米，最高点是直布罗陀岩石426米。气候是地
中海，冬季温和，夏季温暖，。

居民直布罗陀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直布罗陀中。号码是：

29,396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直布罗陀人79％，其他英国人13.2％，西班
牙人2.1％，摩洛哥人1.6％，其他欧盟2.4％，其他
1.6％（2012年est 。）。 直布罗陀中的语言是什么？ 英语
（用于学校和官方目的），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
语。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占72.1％，英格兰教会占
7.7％，其他基督教占3.8％，穆斯林占3.6％，犹太人占
2.4％，印度人占2％，其他1.1％，未占7.1％，未具体说明
占0.1％（2012年预测值）。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4.7 年。
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
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
是多少？这个：79.6 年。人们住在直布罗陀的地方？这
里：这是未知的。 直布罗陀的主要城市地区是：直布罗陀
（首都）29,000（2014）。

直布罗陀政府和经济
首都直布罗陀是Gibralta和政府类型议会民主（议会）;

英国自治海外领土。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none（英国海
外领土）。关于直布罗陀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旅
游，银行和金融，修船，烟草。重要的农产品是无。最重
要的出口商品是（主要是再出口）石油51％，制成品
（2010年预计），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西班牙22.5％，波
兰16.7％，荷兰15.1％，英国9.9％，比利时8.5％，科特迪
瓦5％，黎巴嫩4.2％（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燃
料， ，食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22.3％，印度15.2％，
意大利11.2％，西班牙8.6％，荷兰7.2％，英国6.1％，希
腊5.3％，法国4.3％（2016年）。 直布罗陀的富有多少以
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PPP）：$61,700 (2014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
在这里平均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



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
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
知%。

直布罗陀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希腊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希腊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希腊。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希腊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希腊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希腊？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830年希腊独

立于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它
逐渐增加了邻近的岛屿和地区，其中大部分是希腊语族
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腊首次被意大利（1940
年）入侵，后来被德国占领（1941-44）; 在国王的支持者
和其他反共和共产主义反叛分子之间的长期内战中忍受
着战斗。继1949年失败后，希腊于1952年加入北约。
1967年，一群军官夺取政权，建立军事独裁政权，暂停
许多政治自由，并迫使国王逃离该国。1974年独裁统治
后，民主选举和公民投票创建了议会共和国并废除了君
主制。1981年，希腊加入欧共体（现为欧盟）; 它于2001年
成为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EMU）的第12位成员。自2009
年底以来，由于近十年的长期超支和结构僵化，希腊经
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自2010年以来，希腊已经与欧盟
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EC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
洲稳定机制（ESM）签署了三项救助协议。希腊政府同意
于2015年8月进行目前的960亿美元救助，并将于2018年
8月结束。希腊已经与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
（EC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稳定机制（ESM）签署
了三项救助协议。希腊政府同意于2015年8月进行目前
的960亿美元救助，并将于2018年8月结束。希腊已经与
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EC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欧洲稳定机制（ESM）签署了三项救助协议。希腊政府
同意于2015年8月进行目前的960亿美元救助，并将于



2018年8月结束。
地理希腊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希腊？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南欧，与爱琴海，爱奥尼亚海和地中海接
壤，位于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之间。 希腊的总面积是

131,957 km2，其中130,647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
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用范围延伸到
海中的半岛或岛状的链多山。 希腊的最低点是地中海0
米，最高点是奥林帕斯山2917米。气候是; 温和，潮湿的
冬季; 夏季干热，。

居民希腊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希腊中。号码是：

10,768,477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人口：希腊93％，其他（外国公民）7％（2001年
人口普查）。 希腊中的语言是什么？ 希腊（官方）99％，
其他（包括英文和法文）1％。和宗教：希腊东正教（官方）
98％，穆斯林1.3％，其他0.7％。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44.5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
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
（出生时）是多少？这个：80.7 年。人们住在希腊的地



方？这里：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环绕大都市雅典; 该国
的其余部分具有适度的人口密度相当大与城市群混合。
希腊的主要城市地区是：雅典（资本）3052000（2015）。

希腊政府和经济
首都希腊是雅典和政府类型议会制共和国。我们来

看看行政区划 - 13个地区（外派，奇异 - 佩里菲亚）和1个
自治修道院国家（aftonomi monastiki politeia）; Agion
Oros（阿索斯山），Anatoliki Makedonia kai Thraki（东马其
顿和色雷斯），Attiki（阿提卡），Dytiki Ellada（西希腊），
Dytiki Makedonia（西马其顿），Ionia Nisia（爱奥尼亚群
岛），Ipeiros（伊庇鲁斯），Kentriki。关于希腊的经济，重要
的工业产品是旅游，食品和烟草加工，纺织品，化学品，
金属制品; 矿业，石油。重要的农产品是小麦，玉米，大
麦，甜菜，橄榄，西红柿，葡萄酒，烟草，马铃薯; 牛肉，
乳制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食品和饮料，制成品，石
油产品，化学品，纺织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意大利
11.2％，德国7.7％，塞浦路斯6.4％，土耳其5.3％，保加
利亚5.2％，美国4.3％，英国4.2％ ，黎巴嫩4.1％（2016
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运输设备，燃料，化学
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德国11.1％，意大利8.8％，中国
6.6％，俄罗斯6.4％，荷兰5.5％，伊拉克5.4％，法国
4.4％，韩国4.1％。 希腊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
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27,8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
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36% (2014 估
计)。



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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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格陵兰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格陵兰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格陵兰。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格陵兰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格陵兰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格陵兰？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格陵兰岛是

世界上最大的岛屿，冰盖面积约81％。维京人在10世纪
从冰岛到达该岛; 丹麦殖民化始于18世纪，格陵兰岛于
1953年成为丹麦王国的一部分。它于1973年加入欧共体
（现为欧盟）与丹麦，但于1985年退出了以严格捕捞配额
为中心的争端。格陵兰岛仍然是欧盟海外国家和地区协
会的成员。1979年，格陵兰被丹麦议会授予自治政府; 该
法于次年生效。当格陵兰自治法于2009年6月签署成为
法律时，格陵兰在2008年11月投票赞成加强自治，并对
内部事务承担更大的责任。然而，丹麦，

地理格陵兰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格陵兰？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北美北部，北冰洋北大西洋之间的岛屿，

加拿大东北部。 格陵兰的总面积是2,166,086 km2，其中

2,166,086 km2 (410,449 km2 ice-free, 1,755,637 km2 ice-
covered)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我们如何
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平缓，逐渐倾斜的冰盖覆盖除



狭窄，多山，贫瘠，多岩石的海岸外的所有海域。1,792。
格陵兰的最低点是大西洋0米，最高点是Gunnbjorn Fjeld
3,694米。气候是北极至北极; 凉爽的夏季，寒冷的冬季。

居民格陵兰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格陵兰中。号码是：

57,713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因纽特人88％，丹麦人和其他12％（2010年
预计）。 格陵兰中的语言是什么？ 格陵兰（东伊努伊特
人）（官方），丹麦（官方），英国。和宗教：福音路德会，传
统因纽特人的精神信仰。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3.9 年。
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
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
是多少？这个：72.6 年。人们住在格陵兰的地方？这里：
定居点集中在西南海岸线，有限的定居点沿着其余的海
岸散布; 室内无人居住。 格陵兰的主要城市地区是：
NUUK（首都）17,000（2014）72.6。

格陵兰政府和经济
首都格陵兰是Nuuk（Godthaab）和政府类型议会民主

（格陵兰议会或Inatsisartut）; 丹麦王国的一部分。我们来
看看行政区划 - 4个城市（kommuner，singular kommune）;
Kujalleq，Qaasuitsup，Qeqqata，Sermersooq。关于格陵兰
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鱼类加工（主要是虾和格陵
兰比目鱼）; 金，锌，斜长岩和红宝石矿; 手工艺品，皮革
和兽皮小型船厂。重要的农产品是羊，牛，驯鹿，。最重
要的出口商品是鱼和鱼制品91％（2015年预计），最重要
的出口商品是丹麦81.2％，葡萄牙8.3％（2016年）。最重
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运输设备，制成品，食品和石油



产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丹麦72.2 ％，瑞典
9.8％（2016）。 格陵兰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
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37,600 (2015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
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6.2% (2015
估计)。

格陵兰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格林纳达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格林纳达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格林纳达。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格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林纳达的国旗开始：
 

格林纳达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格林纳达？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498年克

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该岛时，加勒比印第安人居住在格
林纳达，但它在一个多世纪内仍未殖民化。法国在17世
纪定居格林纳达，建立了糖业庄园，并进口了大量的非
洲奴隶。英国于1762年占领了该岛，并大力扩大食糖产
量。在19世纪，可可最终超过了糖作为主要的出口作物;
在20世纪，肉豆蔻成为主要出口产品。1967年，英国赋
予格林纳达内政的自主权。1974年达到完全独立，使格
林纳达成为西半球最小的独立国家之一。格林纳达于
1983年10月19日被马克思主义军事委员会逮捕。六天
后，该岛遭到美军和其他六个加勒比国家的入侵，迅速
抓住了首要分子和他们的数百名古巴顾问。自由选举在
第二年重新开始，自那以后继续进行。

地理格林纳达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格林纳达？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加勒比海，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北加
勒比海和大西洋之间的岛屿。 格林纳达的总面积是344
km2，其中344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
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风火山起源中部



山脉。 格林纳达的最低点是加勒比海0米圣凯瑟琳，最
高点是山840米。气候是热带; 东北贸易。

居民格林纳达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格林纳达中。号码是：

111,724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非洲裔82.4％，混合型13.3％，东印度
2.2％，其他1.3％，不详0.9％（2011年估计）。 格林纳达中
的语言是什么？ 英语（官方），法语方言。和宗教：新教
49.2％（包括五旬节17.2％，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3.2％，
圣公会8.5％，浸信会3.2％，上帝教会2.4％，福音派
1.9％，卫理公会1.6％，其他1.2％），罗马天主教徒36％，
耶和华见证会1.2 ％，Rastafarian 1.2％，其他5.5％，无
5.7％，未具体说明1.3％（2011年预测）31.5。平均年龄是
多少岁？ 31.5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
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
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4.5 年。人们住在格
林纳达的地方？这里：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圣乔治首
府发现; 岛上的人口集中在沿海。 格林纳达的主要城市
地区是：圣乔治（首都）38,000（2014）。

格林纳达政府和经济
首都格林纳达是圣乔治和政府类型议会民主（议会）;

英联邦王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6个教区和1个依赖;
卡里亚库和小马提尼克，圣安德鲁，圣大卫，圣乔治，圣
约翰，圣马可广场，圣帕特里克。关于格林纳达的经济，
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食品和饮料，纺织品，轻装配操作，
旅游，建筑。重要的农产品是香蕉，可可，肉豆蔻，肉豆
蔻，柑橘，鳄梨，根作物，甘蔗，玉米，蔬菜。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肉豆蔻，服装，权杖，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美
国28.4％，日本11％，多米尼加7.9％，圣卢西亚7.6％，荷
兰5.2％，巴巴多斯4.9％，圣基茨和尼维斯4.8％（2016）。
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食品，制成品，机械，化学品，燃
料，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美国32.7％，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23.5％，中国6％，日本4.6％（2016）。 格林纳达的富有
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4,700 (2017 估计)。 这很
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
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38% (2008 估计)。

格林纳达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關島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關島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關島。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關島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關島 - 概述：
你应该了解關島？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西班牙于1898

年将关岛交给美国。1941年被日本人夺取，三年后被美
国夺回。岛上的军事设施是太平洋地区战略上最重要的
美国基地。

地理關島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關島？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大洋洲，北太平洋岛屿，约占夏威夷至菲

律宾的四分之三。 關島的总面积是544 km2，其中544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
述该国的地形？这样：火山由珊瑚礁包围; 相对平坦的珊
瑚石灰石高原（大部分淡水来源），北部为陡峭的沿海悬
崖和狭窄的沿海平原，中部为低山丘陵，。 關島的最低
点是南太平洋为山区0，最高点是米兰姆拉姆山406米。
气候是热带海洋; 一般温暖湿润，受东北贸易风的调节;
旱季（1月至6月），雨季（7月至12月）; 季节性温度变化很
小。

居民關島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關島中。号码是：167,358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
里？ Chamorro 37.3％，菲律宾26.3％，白人7.1％，



Chuukese 7％，韩国2.2％，其他太平洋岛民2％，其他亚
洲2％，中国1.6％，帛琉1.6 ％，日本语1.5％，波恩语
1.4％，混合9.4％，其他0.6％（2010年度）。 關島中的语
言是什么？ 英语43.6％，菲律宾21.2％，查莫洛17.8％，
其他太平洋岛屿语言10％，亚洲语言6.3％，其他
1.1％（2010年预测）。和宗教：罗马天主教85％，其他
15％（1999年预计）。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9 年。我们必
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
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
少？这个：76 年。人们住在關島的地方？这里：岛上没有
大城市，尽管大型村庄（市镇）吸引了大部分人口。其中
最大的是Dededo。 關島的主要城市地区是：Hagatna（首
都）143,000（2014）。

關島政府和经济
首都關島是阿加尼亚（阿加尼亚）和政府类型总统民

主子女; 美国的一个自治未合并领土。我们来看看行政
区划 - 没有（美国境内）。关于關島的经济，重要的工业
产品是国防，旅游，建筑，中转服务，混凝土制品，印刷
和出版业，食品加工，纺织。重要的农产品是水果，椰
干，蔬菜; 鸡蛋，猪肉，家禽，牛肉。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
精炼石油产品，建筑材料，鱼，食品和饮料转运，最重要
的出口商品是帕劳20.3％，日本5.1％（2016年）。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石油和石油产品，食品，制成品，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新加坡32.1％，日本30.6％，韩国8.4％，香
港8.1％（2016年）。 關島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
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30,500 (2013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
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3% (2001 估
计)。

關島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危地马拉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危地马拉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危地马拉。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危
地马拉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危地马拉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危地马拉？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玛雅文明

在公元第一个千年期间在危地马拉及周边地区蓬勃发
展。经过近三个世纪的西班牙殖民地之后，危地马拉在
1821年赢得了独立.20世纪下半叶，它经历了各种军事和
文职政府，如以及36年的游击战。1996年，政府签署了
一项正式结束内部冲突的和平协议，该协议造成超过20
万人死亡，并且估计约有100万难民。

地理危地马拉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危地马拉？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与北太平洋接壤，位于萨尔瓦多与墨
西哥之间，与洪都拉斯湾（加勒比海）接壤的中美洲，位
于洪都拉斯与伯利兹之间。 危地马拉的总面积是

108,889 km2，其中107,159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
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两条东西走向
的山脉将该国划分为三个地区：山地高地，山脉南部的
太平洋海岸和广阔的北部Peten低地。 危地马拉的最低
点是太平洋0米，最高点是火山塔朱穆尔科4,220米（中美
洲最高点）绝大多数民众居住在该国的南半部，特别是
山区，。气候是热带; 炎热潮湿的低地; 高原凉爽的地区
有。



居民危地马拉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危地马拉中。号码是：

15,460,732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混合美洲印第安人 - 西班牙语 - 在当地西班
牙语叫Ladino）和欧洲60.1％，玛雅人39.3％（K'iche
11.3％，Q'eqchi 7.6％，Kaqchikel 7.4％，Mam 5.5％，其他
7.5％），非玛雅人，非混血0.15％（辛卡（土着，非玛雅
人），加里富纳（混合西非和中非，加勒比岛和阿拉瓦
克）），其他0.5％（2001年）。 危地马拉中的语言是什么？
西班牙语（官方）68.9％，玛雅语30.9。和宗教：罗马天主
教徒，新教徒，土着玛雅人的信仰。平均年龄是多少
岁？ 22.1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2.6 年。人们住在危地马
拉的地方？这里：绝大多数民众居住在该国的南半部，
特别是在山区; 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 危地
马拉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危地马拉城市（首都）291.8万
（2015年）。

危地马拉政府和经济
首都危地马拉是危地马拉城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

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22个部门（离异，单数 - 离
婚）; Alta Verapaz，Baja Verapaz，Chimaltenango，
Chiquimula，El Progreso，Escuintla，危地马拉，
Huehuetenango，Izabal，Jalapa，Jutiapa，Peten，
Quetzaltenango，Quiche，Retalhuleu，Sacatepequez，圣马科
斯，圣罗莎，Solola，Suchitepequez，Totonicapan，扎卡帕。
关于危地马拉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糖，纺织服



装，家具，化工，石油，金属，橡胶，旅游等。重要的农产
品是甘蔗，玉米，香蕉，咖啡，豆类，小豆蔻; 牛，羊，猪，
鸡。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糖，咖啡，石油，服装，香蕉，
水果和蔬菜，小豆蔻，制造产品，宝石和金属，电力，最
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美国34％，萨尔瓦多11.5％，洪都拉
斯7.1％，尼加拉瓜6％，哥斯达黎加哥斯达黎加4.5％，
墨西哥4.3％（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燃料，机械
和运输设备，建筑材料，粮食，化肥，电力，矿产品，化
工产品，塑料和制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美国38.1％，
墨西哥11％，中国9.9％，萨尔瓦多5％，巴拿马
4.2％（2016）。 危地马拉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
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8,2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59.3% (2014 估计)。

危地马拉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几内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几内亚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几内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几内亚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几内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几内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几内亚自

1958年独立于法国以来，几十年来一直处于专制统治的
转折点。塞库杜尔统治该国从1984年独立到总统。1984
年，兰萨纳孔戴上台后，军队在图雷死亡。Gen. Conte会
在1993年，1998年和2003年组织并赢得了总统选举，尽
管所有民意调查都受到了操纵。2008年12月孔蒂去世
后，穆萨达迪斯卡马拉上尉率领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并
暂停宪法。他不愿屈服于国内和国际的压力下台，导致
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到2009年9月，当总统卫队在反对派
集会上开枪打死150多人时，这种紧张局势达到顶峰。在
2009年12月初，卡马拉在暗杀企图中受伤，并流亡到布
基纳法索。由塞库巴·科纳特将军领导的过渡政府为几内
亚向新兴民主过渡铺平了道路。该国分别于2010年和
2013年举行了第一次自由竞争的民主总统和议会选举，
并于2015年10月举行了连续第二次总统选举。阿尔法孔
德在2015年连任第五任总统，国民议会于2014年1月入
座。孔德的第一个内阁是几内亚第一个全民政府。该国
在2016年8月和9月举行了成功的政治对话，使政府和反
对派聚集在一起解决长期存在的紧张局势。Sekouba
Konate为几内亚向新兴民主过渡铺平了道路。该国分别
于2010年和2013年举行了第一次自由竞争的民主总统和
议会选举，并于2015年10月举行了连续第二次总统选
举。阿尔法孔德在2015年连任第五任总统，国民议会于
2014年1月入座。孔德的第一个内阁是几内亚第一个全



民政府。该国在2016年8月和9月举行了成功的政治对
话，使政府和反对派聚集在一起解决长期存在的紧张局
势。Sekouba Konate为几内亚向新兴民主过渡铺平了道
路。该国分别于2010年和2013年举行了第一次自由竞争
的民主总统和议会选举，并于2015年10月举行了连续第
二次总统选举。阿尔法孔德在2015年连任第五任总统，
国民议会于2014年1月入座。孔德的第一个内阁是几内
亚第一个全民政府。该国在2016年8月和9月举行了成功
的政治对话，使政府和反对派聚集在一起解决长期存在
的紧张局势。并于2015年10月连续第二次举行总统选
举。阿尔法孔德在2015年连任第五任总统，国民议会于
2014年1月入座。孔德的第一个内阁是几内亚第一个全
民政府。该国在2016年8月和9月举行了成功的政治对
话，使政府和反对派聚集在一起解决长期存在的紧张局
势。并于2015年10月连续第二次举行总统选举。阿尔法
孔德在2015年连任第五任总统，国民议会于2014年1月
入座。孔德的第一个内阁是几内亚第一个全民政府。该
国在2016年8月和9月举行了成功的政治对话，使政府和
反对派聚集在一起解决长期存在的紧张局势。

地理几内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几内亚？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西非与北大西洋接壤，几内亚比绍与塞



拉利昂之间。 几内亚的总面积是245,857 km2，其中

245,717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
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一般平坦的沿海平原，山
丘至山区。 几内亚的最低点是大西洋0 米宁，最高点是
巴山1,752米。气候是一般245 717平方公里一般炎热和
潮湿; 有西南风的季风型雨季（6月至11月）; 旱季（12月至
5月），东北部的哈尔马坦风。

居民几内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几内亚中。号码是：

12,413,867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拉尼（富尔贝）32.1％，马林凯29.8％，苏苏
19.8％，Guerze 6.2％，基西4.7％，托马2.8％，其它/无应
答4.6％（2012年估计）。 几内亚中的语言是什么？ 法语
（官方）。和宗教：穆斯林86.2％，基督教9.7％，泛灵/其
他/无4.1％（2012年预测）。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18.9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
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
时）是多少？这个：61 年。人们住在几内亚的地方？这
里：密度最高的地区分别位于西部和南部; 室内人口稀
少。 几内亚的主要城市地区是：科纳克里（首都）1936万
（2015年）。

几内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几内亚是科纳克里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7个地区行政和1个gouvenorat; 博
克，科纳克里，法拉纳，康坎，金迪亚，拉布，马姆，恩泽
雷科雷。关于几内亚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铝土
矿，黄金，钻石，铁矿石; 中国24.6％，加纳17.9％，瑞士



10.1％，阿联酋7.7％，法国5.2％，西班牙4.3％，印度
4.1％，轻工制造业，农产品加工。重要的农产品是大米，
咖啡，菠萝，芒果，棕榈仁，可可，木薯（木薯，木薯），香
蕉，土豆，红薯; 牛，羊，山羊; 蒂贝。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是铝土矿，黄金，钻石，咖啡，鱼类，荷兰14.6％，中国
13.5％，印度12.4％，比利时8.6％，法国6.9％，阿联酋
5.4％，新加坡4.9％（2016年），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
（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石油产品，金属，机械，
运输设备，纺织品，粮食和其他食品。，最重要的进口商
品是。 几内亚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
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2,0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
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
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47% (2006 估计)。

几内亚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幾內亞比索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幾內亞比索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幾內亞比索。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幾內亞比索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幾內亞比索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幾內亞比索？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自从

1974年从葡萄牙独立以来，几内亚比绍经历了相当大的
政治和军事动荡。1980年，军事政变成立了总统若奥·贝
尔纳多·尼诺·维埃拉总统。尽管最终设定了通向市场经
济和多党制的道路，但维埃拉政权的特点是压制了政治
反对派和清除政治对手。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
期的几次政变尝试都未能将他推翻。1994年，维埃拉当
选为该国第一次自由的多党选举的总统。1998年的军事
叛乱和内战最终导致了维埃拉于1999年5月下台。2000
年2月，过渡政府在透明投票当选总统后，将权力交给了
反对派领导人孔巴·亚拉。2003年9月，在任职三年后，
YALA被一场不流血的军事政变推翻，商人恩里克罗萨
宣誓就任临时总统。2005年，前总统维埃拉连任，承诺
推动经济发展和民族和解; 他于2009年3月被暗杀。
Malam Bacai Sanha于2009年6月举行的紧急选举中当选，
但他于2012年1月因长期病逝世。2012年4月发生的军事
政变阻止了几内亚比绍的第二轮总统选举 - 确定桑哈的
继任者 - 不会发生。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进行调解之
后，一个平民过渡政府于2012年掌权，直到2014年何塞
马里奥阿富汗维和部队赢得自由公正的选举。执政党党
派之间长期存在的争执使政府陷入政治僵局; 自2015年8
月以来已有五位总理。

地理幾內亞比索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幾內亞比
索？这个国家的位置是西非与北大西洋接壤，几内亚与

塞内加尔之间。 幾內亞比索的总面积是36,125 km2，其

中28,120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
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为低洼沿海平原，河口海岸线
深入凹凸不平，东升至稀树草原; 包括由18个主要岛屿
和许多小岛组成的Arquipelago Dos Bijagos。 幾內亞比索
的最低点是大西洋0米，最高点是在该国东部未命名的
海拔300米。气候是; 一般炎热潮湿; 有西南风的季风型
雨季（6月至11月）; 旱季（十二月至五月），东北风沙漠
多。

居民幾內亞比索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幾內亞比索中。号码是：

1,792,338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
谁住在这里？ 福拉尼28.5％，巴朗达22.5％，曼丁加
14.7％，帕佩尔9.1％，曼加科8.3％，Beafada 3.5％，
Mancanha 3.1％，Bijago 2.1 ％，Felupe 1.7％，Mansoanca
1.4％，Balanta Mane 1％，其他1.8％，无2.2％（2008
est。）。 幾內亞比索中的语言是什么？ Crioulo（通用语），
葡萄牙语（官方;主要用作第二或第三语言），Pular福拉
语），穆丁宁。和宗教：穆斯林45.1％，基督教22.1％，泛



灵论者14.9％，无2％，未具体说明15.9％（2008年预测）
20.1。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0.1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
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
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
51 年。人们住在幾內亞比索的地方？这里：大约五分之
一的人口居住在大西洋沿岸的首都比绍; 其余的人分布
在其他8个主要农村地区。 幾內亞比索的主要城市地区
是：比绍（首都）492,000（2015年）。

幾內亞比索政府和经济
首都幾內亞比索是比绍和政府类型半总统共和国。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9个地区regioes，singular -
regiao）;。关于幾內亞比索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农
产品加工，啤酒，软饮料。重要的农产品是稻米，玉米，
豆类，木薯（木薯，木薯），腰果，花生，棕榈仁，棉花; 木
材; 鱼。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鱼，虾; 腰果，花生，棕榈
仁，未加工和锯切腰果，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印度
64.6％，越南9.4％，白俄罗斯9.4％，尼日利亚
4.7％（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食品，机械和运输
设备，石油产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葡萄牙44.2％，塞
内加尔19.2％，中国7.2％巴基斯坦6.7％，荷兰
4.4％（2016年）。 幾內亞比索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
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1,8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67% (2015 估计)。

幾內亞比索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圭亚那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圭亚那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圭亚那。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圭亚那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圭亚那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圭亚那？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最初是17世

纪的荷兰殖民地，到1815年，圭亚那已经成为英国的财
产。废除奴隶制导致前奴隶定居在城市地区，并从印度
进口契约仆人到糖厂种植。由此产生的民族文化鸿沟持
续存在，导致动荡的政治局面。圭亚那在1966年取得了
英国的独立，从那以后它主要由社会主义政府统治。
1992年，切迪贾根当选为自独立以来该国首次自由公平
选举的总统。五年后他去世后，他的妻子Janet Jagan成为
总统，但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于1999年辞职。她的继任
者Bharrat Jagdeo于2001年和2006年再次当选。

地理圭亚那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圭亚那？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南美洲北部，与北大西洋接壤，位于苏里

南和委内瑞拉之间。 圭亚那的总面积是214,969 km2，其

中196,849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
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主要是滚动高地; 低沿海平原;
南部稀树草原。 圭亚那的最低点是大西洋0 m，最高点



是北罗伯特山上的Laberintos del Norte 2,775米。气候是;
炎热，潮湿，受东北贸易风的影响; 两个雨季（五月至八
月，十一月至一月）。

居民圭亚那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圭亚那中。号码是：

737,718。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里？
东印度群岛39.8％，黑人（非洲）29.3％，混合19.9％，美
洲印第安人10.5％，其他0.5％（包括葡萄牙文，中文，白
色）（2012年预计）。 圭亚那中的语言是什么？ 英文（官
方），圭亚那克里奥尔语，美洲印第安人语言阿拉伯语
言），印度语言（包括加勒比印度斯坦语，印度语方言），
中国人（2014年度）。和宗教：新教徒34.8％（五旬节派
22.8％，基督复临安息日会5.4％，英国国教徒5.2％，卫
理公会1.4％），印度教24.8％罗马天主教徒7.1％，穆斯
林6.8％，耶和华见证人1.3％，拉斯塔法里安0.5％，其他
基督教20.8％，其他0.9％，无3.1％（2012年预测）26.2。
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6.2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
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
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68.6 年。人
们住在圭亚那的地方？这里：人口大量集中在乔治敦及
其周围的东北部，东部的贝比斯河沿岸有着明显的集中;
人口稀少的国家的剩余。 圭亚那的主要城市地区是：乔
治敦（资本）124000（2014）。

圭亚那政府和经济
首都圭亚那是乔治敦和政府类型议会制共和国。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0个地区; 巴里马-瓦伊尼，库尤尼-
马扎鲁尼，德梅拉拉-马海卡，东伯比斯-科兰太因，埃塞



奎博群岛-西德梅拉拉，马海卡-伯比斯，波默伦-苏佩纳
姆，波塔罗-锡帕鲁尼，上德梅拉拉-伯比斯，上塔库图-
上埃塞奎博。关于圭亚那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矾
土，糖，碾米，木材，纺织品，金矿。重要的农产品是甘
蔗，大米，食用油; 牛肉，猪肉，家禽; 虾，鱼。最重要的
出口商品是糖，金，铝土矿，氧化铝，大米，虾，糖浆，朗
姆酒，蒂贝，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加拿大30.6％，美国
20.7％，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1.4％（2016年）。最重要的进
口商品是制造业，机械，石油，食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
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29％，美国27.5％，中国7.3％，苏
里南5.5％（2016年）。 圭亚那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
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8,3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35% (2006 估计)。

圭亚那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海地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海地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海地。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海地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海地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海地？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在1492年由克

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时，住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当地泰
诺人在25年内被西班牙定居者几乎消灭了。在17世纪
初，法国人在伊斯帕尼奥拉建立了一个存在。1697年，
西班牙将该岛西部的三分之一割让给法国，后来成为海
地。法国殖民地以林业和食糖相关产业为基础，成为加
勒比地区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这只是通过大量进口非
洲奴隶和严重的环境恶化。在18世纪末期，海地近50万
名奴隶在杜桑勒欧图维尔（Toussaint L'Ouverture）下起义。
经过漫长的斗争后，海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后殖民黑人
主导国家，并于1804年宣布独立。目前，西半球最贫穷
的国家，海地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经历了政治动荡。
2010年1月，海地发生了7.0级强烈地震，震中位于首都
太子港以西约25公里（15英里）处。据估计，有30多万人
遇难，大约150万人无家可归。在过去的200年中，地震
被评估为该地区最严重的地区。总统米歇尔马尔泰利
2016年2月辞职，并由临时总统乔斯勒姆普里韦特取代。
总统Jovenel Moise赢得了2016年11月的选举并于2017年2
月上任。500万人无家可归。在过去的200年里，地震被
评定为该地区最严重的地区。总统米歇尔马尔泰利2016
年2月辞职，并由临时总统乔斯勒姆普里韦特取代。总统
Jovenel Moise赢得了2016年11月的选举并于2017年2月上
任。500万人无家可归。在过去的200年中，地震被评估
为该地区最严重的地区。总统米歇尔马尔泰利2016年2



月辞职，并由临时总统乔斯勒姆普里韦特取代。总统
Jovenel Moise赢得了2016年11月的选举并于2017年2月上
任。

地理海地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海地？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加勒比海西部三分之一的伊斯帕尼奥拉
岛，位于加勒比海和北大西洋之间，多米尼加共和国西

部。 海地的总面积是27,750 km2，其中27,560 km2是土
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
这样：为粗糙多山。 海地的最低点是加勒比海0米，最高
点是柴恩德拉塞勒2680米。气候是; 半山区，东部山区切
断贸易风，多。

居民海地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海地中。号码是：

10,646,714。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在这里？ 黑
色95％，黑白混血儿和白色5％。 海地中的语言是什
么？ 法国人（官方），克里奥尔人（官方）。和宗教：罗马
天主教（官方）54.7％，新教徒28.5％（浸信会15.4％，五
旬节7.9％，复临信徒3％，卫理公会1.5％，其他0.7％），
巫术（官方）2.1％，其他4.6％，无10.2％。平均年龄是多
少岁？ 23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64.2 年。人们住在海地的
地方？这里：相当均匀分布; 最大浓度位于沿海地区附



近。 海地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太子港（首都）244万（2015
年）。

海地政府和经济
首都海地是太子港和政府类型半总统制共和国。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0部门（部门，单位）;。关于海地的
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纺织，制糖，面粉加工，水泥，
采用进口部件灯总成。重要的农产品是咖啡，芒果，可
可，甘蔗，大米，玉米，高粱; 木材，vetive。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服装，制造，油，可可，芒果，咖啡，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美国80.8％，多米尼加共和国5.1％（2016）。最
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的食品，生产货物，机械和运输设
备，燃料，原材料，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美国19.3％，中
国18.9％，荷属安的列斯群岛18.1％，印度尼西亚6.5％，
哥伦比亚4.8％（2016年）。 海地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
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PPP）：$1,8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
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
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
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58.5% (2012 估计)。

海地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洪都拉斯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洪都拉斯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洪都拉斯。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洪
都拉斯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洪都拉斯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洪都拉斯？让我们从这个开始：作为西班

牙庞大的新大陆帝国的一部分，洪都拉斯于1821年成为
一个独立国家。经过二十五年主要是军事统治之后，一
个自由选举的文职政府于1982年掌权。在20世纪80年
代，洪都拉斯被证明是一个避风港反桑地主义反对与马
克思主义尼加拉瓜政府作斗争，并与萨尔瓦多政府部队
作战，与左翼游击队进行斗争。该国于1998年遭到米奇
飓风的破坏，造成大约5,600人丧生，造成约20亿美元的
损失。此后，经济缓慢回升。

地理洪都拉斯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洪都拉斯？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中美洲与加勒比海接壤，位于危地马
拉与尼加拉瓜之间，与丰塞卡湾（北太平洋）接壤，位于
萨尔瓦多与尼加拉瓜之间。 洪都拉斯的总面积是

112,090 km2，其中111,890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
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主要为山区，沿
海平原狭窄。 洪都拉斯的最低点是加勒比海0，最高点
是米塞罗米纳斯2870米。气候是亚热带低山地区，山
区。

居民洪都拉斯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洪都拉斯中。号码是：
9,038,741。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在这里？ 混种
（混合美洲印第安人和欧洲）90％，美洲印第安人7％，黑
2％，白1％。 洪都拉斯中的语言是什么？ 西班牙语（官
方），美洲印第安人方言。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46％，
新教41％，无神论者1％，其他2％，无9％（2014年预
计）。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3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
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
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1.2
年。人们住在洪都拉斯的地方？这里：大多数居民生活
在该国西部半山区; 与其他中美洲国家不同，洪都拉斯
是唯一一个城市人口分布在两个大型中心 - 特古西加尔
巴的首府和圣佩德罗苏拉市之间; 北部的里约乌卢河谷
是唯一的人口密集的低地。 洪都拉斯的主要城市地区
是：特古西加尔巴（首都）123万; 圣佩德罗苏拉
852,000（2015）。

洪都拉斯政府和经济
首都洪都拉斯是特古西加尔巴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

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8个部门（离别，单数 - 离
合）;。关于洪都拉斯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糖加工，
咖啡，机织和针织服装，木制品，雪茄。重要的农产品是
香蕉，咖啡，柑橘，玉米，非洲棕榈; 牛肉; 木材; 虾，罗非
鱼，龙虾，糖，东方蔬菜。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咖啡，服
装，咖啡，虾，汽车线束，雪茄，香蕉，黄金，棕榈油，水
果，龙虾，lumbe，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美国36.7％，德国
10.7％，萨尔瓦多8.6％，危地马拉6.5％，荷兰5.4％，尼
加拉瓜5.3％（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通信设备，
机械和运输，工业原料，化工产品，燃料，食品，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美国32.8％，中国14.1 ％，危地马拉
8.9％，墨西哥7.3％，萨尔瓦多5.7％（2016年）。 洪都拉
斯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
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5,5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
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
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
口：29.6% (2014)。

洪都拉斯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香港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香港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香港。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香港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香港 - 概述：
你应该了解香港？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841年被英国

占领，次年，香港正式被中国割让; 各种相邻的土地在19
世纪后期加入。根据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签署
的协议，香港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在这项协议中，中国承诺在其“一国
两制”制度“，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会对香港施加
压力，香港在接下来的五十年内在除外交和国防事务以
外的所有事务上都享有”高度自治“。

地理香港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香港？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东亚，与中国南海和中国接壤。 香港的总

面积是1,108 km2，其中1,073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
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多山
多山，陡峭山坡;。 香港的最低点是南中国海低地0米，
最高点是大帽山958米。气候是亚热带季风; 冬季凉爽潮
湿，春季到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温暖而阳光明媚，。

居民香港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香港中。号码是：
7,191,503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中国人92％，菲律宾人2.5％，印度尼西亚人
2.1％，其他3.4％（2016年度）。 香港中的语言是什么？
广东话（官方）88.9％，英语（官方）4.3％，普通话（官方）
1.9％，其他中国方言3.1％，其他1.9％（2016年度）。和宗
教：地方宗教的折衷混合90％，基督教10％。平均年龄是
多少岁？ 44.4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
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
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83 年。人们住在香港
的地方？这里：人口分布相当均匀。 香港的主要城市地
区是：香港726万（2014年）。

香港政府和经济
首都香港是这是未知的和政府类型总统限制民主;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特别行政区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香港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
纺织品，服装，旅游，银行，航运，电子，塑胶，玩具，手
表，钟表。重要的农产品是新鲜蔬菜和水果; 家禽，猪肉;
鱼。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电气机械及电器，纺织品，服
装，鞋类，钟表，玩具，塑料制品，宝石，印刷材料，最重
要的出口商品是中国54.2％，美国9％（2016）。最重要的
进口商品是，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47.8％，新加坡
6.5％，日本6.2％，美国5.2％，韩国4.9％（2016年），原材
料和半制成品，消费品，资本货物，食品，燃料（大部分
是再出口）。 香港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
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
$61,0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平均富裕。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9.6% (2012 估计)。

香港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匈牙利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匈牙利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匈牙利。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匈牙利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匈牙利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匈牙利？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匈牙利成为

公元1000年的基督教王国，并且在很多个世纪以来都是
欧洲土耳其奥斯曼土耳其扩张的堡垒。这个王国最终成
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倒塌的多语奥匈帝国的一部分。
这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归属共产主义统治。1956
年，莫斯科遇到了反华和宣布从华沙条约撤出的大规模
军事干预。在1968年贾诺斯卡达尔的领导下，匈牙利开
始实行经济自由化，推出所谓的“牛肉共产主义”。匈牙
利于1990年举行了第一次多党选举并启动了自由市场经
济。它于1999年加入北约，五年后加入欧盟。

地理匈牙利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匈牙利？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中欧，罗马尼亚西北部。 匈牙利的总面

积是93,028 km2，其中89,608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
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大多平坦到
平原; 斯洛伐克边境山丘和低山。 匈牙利的最低点是米
蒂萨河78，最高点是米凯克斯1,014米。气候是温带; 寒



冷，多云，潮湿的冬季; 温暖的夏季。

居民匈牙利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匈牙利中。号码是：

9,850,845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匈牙利85.6％，罗姆3.2％，德国1.9％，其他
2.6％，不详14.1％（2011年估计）。 匈牙利中的语言是什
么？ 匈牙利（官方）99.6％，英国16％，德国的11.2％，俄
罗斯1.6％，罗马尼亚1.3％ ，法国人1.2％，其他4.2％。和
宗教：罗马天主教徒37.2％，加尔文主义者11.6％，路德
会2.2％，希腊天主教徒1.8％，其他1.9％，无18.2％，未
具体说明27.2％（2011年预计）。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42.3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
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
（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6.1 年。人们住在匈牙利的地
方？这里：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分布相当均匀，城市地
区吸引人口更多，人口更多。 匈牙利的主要城市地区
是：布达佩斯（首都）171.4万（2015年）。

匈牙利政府和经济
首都匈牙利是布达佩斯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国。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9县（megyek，singular-megye），23个
拥有县权的城市（megyei jogu varosok，singular - megyei
jogu varos）和1个首都（fovaros）。关于匈牙利的经济，重
要的工业产品是采矿，冶金，建筑材料，加工食品，纺织
品，化学品（尤其是制药），汽车。重要的农产品是小麦，
玉米，葵花籽，马铃薯，甜菜; 猪肉，牛肉，家禽，乳制
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机械和设备53.4％，其他制造
31.2％，食品8.4％ ，原材料3.4％，燃料和电力



3.9％（2012年预测），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德国28.2％，
罗马尼亚5.2％，斯洛伐克5％，奥地利4.9％，法国4.8％，
意大利4.8％，捷克4.2％，波兰4.2％（2016年）。最重要的
进口商品是机械设备45.4％，其他制造业34.3％，燃料和
电力12.6％，食品5.3％，原材料2.5％（2012年），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德国26.3％，奥地利6.4％，中国6.3％，波
兰5.5％，斯洛伐克5.3％，荷兰4.9％，捷克4.9％，法国
4.8％，意大利4.8％（2016年）。 匈牙利的富有多少以及
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PPP）：$28,9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
平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
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
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4.9%
(2015 估计)。

匈牙利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冰岛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冰岛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冰岛。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冰岛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冰岛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冰岛？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冰岛在公元9

世纪末和10世纪由挪威人和凯尔特人（苏格兰人和爱尔
兰人）移民建立，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运作的立法
议会，即建立于930年的Althingi。独立300多年后，冰岛随
后被挪威和丹麦。1875年Askja火山的辐射破坏了冰岛的
经济，造成了大面积的饥荒。在接下来的25年间，岛上
20％的人口移民到加拿大和美国。丹麦于1874年授予有
限的住宅治理权，并于1944年完全独立.20世纪下半叶主
要由渔业驱动的大幅经济增长。1994年国家加入欧洲经
济区后，经济多元化，但2008年后冰岛受到全球金融危
机的冲击尤其严重。经济现在处于上升轨道，主要由旅
游业和建筑业繁荣推动。扫盲，长寿和社会凝聚力是世
界标准的第一流。

地理冰岛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冰岛？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北欧，格陵兰海与北大西洋之间的岛屿，

英国西北部。 冰岛的总面积是103,000 km2，其中100,250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
的地形？这样：大多高原穿插着山峰，冰原; 海岸由海湾
和峡湾深深地缩小。 冰岛的最低点是大西洋0 m，最高
点是Hvannadalshnukur 2110米（在瓦特纳冰原）。气候是;
由北大西洋流动主持; 温和，多风的冬天; 潮湿，凉爽的
夏季。

居民冰岛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冰岛中。号码是：339,747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
里？ 挪威人和凯尔特人后裔的均匀混合物94％，外来人
口6％。 冰岛中的语言是什么？ 冰岛人，英语，北欧语
言，德语广泛使用。和宗教：冰岛福音路德教会（官方）
69.9％，罗马天主教徒3.8％，雷克雅未克自由教会
2.9％，哈夫纳尔弗约尔自由教会2％，Asatru协会1.1％，
独立会众1％，其他宗教4％（包括Zuist和五旬节会议），
无6.1％，其他或未指定9.2％（2017 est。）36.5。平均年龄
是多少岁？ 36.5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
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
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83.1 年。人们住在
冰岛的地方？这里：冰岛几乎完全是城市，一半人口位
于雷克雅未克首都的周围; 更小的簇主要沿北部和西部
海岸发现的。 冰岛的主要城市地区是：雷克雅未克（首
都）184000（2014）。

冰岛政府和经济
首都冰岛是雷克雅未克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国。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8个地区; 奥斯特兰德，霍夫杜尔博
尔斯瓦迪希，诺尔胡兰德埃斯特拉，诺尔德兰德韦斯特



拉，苏尔赫兰德，苏尔赫内斯，Vestfirdhir，Vesturland。关
于冰岛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旅游，鱼类加工; 铝冶
炼;; 地热能，水电; 医疗/药品。重要的农产品是土豆，胡
萝卜，绿色蔬菜，西红柿，黄瓜; 羊肉，鸡肉，猪肉，牛
肉，乳制品; 鱼类。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鱼和鱼产品
（42％），铝（38％），农产品，医药和医疗产品，硅铁
（2015），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荷兰25.4％，英国11.3％，
西班牙10.5％，美国7.8％，德国7％，法国挪威
4.2％（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设备，石油产
品，食品，纺织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德国10.1％，美
国10％，挪威9.1％，荷兰7.5％，中国7.4％，丹麦6.1％，
英国5.8％。 冰岛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
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
$52,1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平均富裕。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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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印度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印度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印度。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印度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印度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印度？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印度河谷文明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公元前3千年和后2千年
间盛行，并延伸到印度西北部。约公元前1500年，西北
的雅利安部落渗入印度次大陆; 他们与早期的德拉威居
民合并，创造了古典印度文化。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
世纪的毛利亚帝国 - 在阿育王统治下达到了顶峰 - 统一
了南亚的大部分地区。Gupta王朝迎来的黄金时代（公元4
至6世纪）开始出现了印度的科学，艺术和文化。伊斯兰
教在700年内遍布整个次大陆。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土
耳其人和阿富汗人侵略印度并建立了德里苏丹国。16世
纪初，巴布尔皇帝建立了莫卧儿王朝，印度统治了三个
多世纪。欧洲探险家在16世纪开始在印度建立立足点。
到19世纪，英国已成为次大陆上的主导政治力量。英国
印度军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
Mohandas Gandhi和Jawaharlal Nehru领导的多年对英国统
治的非暴力抵抗最终导致印度独立，并于1947年获得了
印度独立。在次大陆划分为两个独立的国家 - 印度和巴
基斯坦之前和之后发生了大规模的共同暴力事件。自独
立以来，邻国发生了三次战争，最后一次是在1971年，
导致东巴基斯坦成为孟加拉国的独立国家。印度' 1998
年的核武器试验使巴基斯坦在同年进行自己的试验。
2008年11月，源自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在印度金融首都
孟买进行了一系列协调攻击。尽管人口过剩，环境恶
化，广泛贫困和普遍腐败等迫切问题，1991年经济改革



开始后的经济增长和大量青年人口正在推动印度成为区
域和全球力量的崛起。

地理印度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印度？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南亚，与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接壤，位于

缅甸和巴基斯坦之间。 印度的总面积是3,287,263 km2，

其中2,973,193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
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高原平原（德干高
原）的温带，平坦沿恒河滚动平原，西部沙漠，北部喜马
拉雅山脉，。 印度的最低点是印度洋0米，最高点是堪臣
岗加8586米。气候是从南部的热带季风到南部的北部。

居民印度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印度中。号码是：

1,281,935,911 (7/2017 估计)。 所以这真是一个庞大的人
口。谁住在这里？ 印度雅利安人72％，德拉威人25％，
蒙古人和其他3人（2000）。 印度中的语言是什么？ 印度
语41％，孟加拉语8.1％，泰卢固语7.2％，马拉地语7％，
泰米尔语5.9％，乌尔都语5％，古吉拉特语4.5％，卡纳
达3.7％，马拉雅拉姆语3.2％，奥里亚语3.2％，旁遮普语
2.8％，阿萨姆语1.3 ％，Maithili 1.2％，其他5.9％。和宗
教：印度教79.8％，穆斯林14.2％，基督教2.3％，锡克教
1.7％，其他和未指定2％（2011年预测）27.9。平均年龄是



多少岁？ 27.9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
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
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68.8 年。人们住在印
度的地方？这里：除西北部的沙漠（包括塔尔沙漠）和北
部的山区边缘以外，整个国家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密度都
很高; 人口核心位于恒河岸边的北部，其他河谷和南部
沿海地区的人口集中度也。 印度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很
高新德里（首都）2570.3万; 孟买2104.3万人; 加尔各答
1176.6万; 班加罗尔1007.7万; 钦奈962万; 海得拉巴894.4
万人（2015年）。

印度政府和经济
首都印度是新德里和政府类型联邦议会共和国。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29个州和7个联盟地区; 安达曼和尼
科巴群岛，安得拉邦，阿鲁纳恰尔邦，阿萨姆邦，比哈尔
邦，昌迪加尔，恰蒂斯加尔邦，达德拉和纳加尔哈维里，
达曼和迪乌，德里，果阿，古吉拉特邦，哈里亚纳邦，喜
马偕尔邦，查谟和克什米尔，贾坎德邦，卡纳塔克邦，喀
拉拉邦， （Madhya Pradesh），马哈拉施特拉邦，曼尼普
尔，梅加拉亚邦，米佐拉姆，那加兰邦，奥里萨邦，本德
库里，旁遮普邦，拉贾斯坦邦，锡金，泰米尔纳德邦，
Telangana，特里普拉邦，北方邦，Uttarakhand，西孟加拉
邦。关于印度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纺织品，化工，
食品加工，钢铁，运输设备，水泥，矿业，石油，机械，软
件，制药。重要的农产品是大米，小麦，油籽，棉花，黄
麻，茶叶，甘蔗，小扁豆，洋葱，马铃薯; 乳制品，绵羊，
山羊，家禽; 鱼。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石油产品，宝石，
车辆，机械，钢铁，化工，医药产品，谷物，服装，最重要
的出口商品是美国16％，阿联酋11.7％，香港



5.1％（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原油，宝石，机械，化
工，化肥，塑料，钢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17％，
美国5.8％，阿联酋5.4％，沙特阿拉伯5.2％ ，瑞士
4.2％（2016）。 印度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
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
$7,2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我们再补
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
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
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1.9% (2011 估计)。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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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印度尼西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印度尼西亚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印度尼西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印度尼西亚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印度尼西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印度尼西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7世纪

初，荷兰人开始殖民印度尼西亚; 日本在1942年至1945
年间占领了这些岛屿。印度尼西亚在日本投降之前不久
宣布独立，但在荷兰同意在1949年移交主权之前，它需
要四年有时残酷的战斗，间歇性的谈判和联合国调解。
一段时期不守规矩的议会1957年苏赫诺总统宣布戒严并
实行“引导式民主”时，民主终结了。在1965年由所谓的
共产主义同情者发动的一次失败的政变之后，苏加诺逐
渐从权力中解放出来。从1967年到1998年，总统苏哈托
用他的“新秩序”政府统治印度尼西亚。在1998年街头抗
议推翻苏哈托之后，1999年举行了自由和公正的议会选
举。印度尼西亚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人口第三的
民主国家，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以及世界上最大的
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目前的问题包括：减轻贫困，改善
教育，预防恐怖主义，在专制主义四十年后巩固民主，
实施经济和金融改革，遏制腐败，改革刑事司法体系，
应对气候变化，控制传染病，特别是全球和区域重要
性。2005年，印度尼西亚与亚齐的武装分离主义分子达
成了历史性和平协议，导致2006年12月在亚齐举行民主
选举。印度尼西亚继续面临分裂主义自由巴布亚运动在
巴布亚的低强度武装抵抗。最大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
家。目前的问题包括：减轻贫困，改善教育，预防恐怖主
义，在专制主义四十年后巩固民主，实施经济和金融改
革，遏制腐败，改革刑事司法体系，应对气候变化，控制



传染病，特别是全球和区域重要性。2005年，印度尼西
亚与亚齐的武装分离主义分子达成了历史性和平协议，
导致2006年12月在亚齐举行民主选举。印度尼西亚继续
面临分裂主义自由巴布亚运动在巴布亚的低强度武装抵
抗。最大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目前的问题包括：减轻
贫困，改善教育，预防恐怖主义，在专制主义四十年后
巩固民主，实施经济和金融改革，遏制腐败，改革刑事
司法体系，应对气候变化，控制传染病，特别是全球和
区域重要性。2005年，印度尼西亚与亚齐的武装分离主
义分子达成了历史性和平协议，导致2006年12月在亚齐
举行民主选举。印度尼西亚继续面临分裂主义自由巴布
亚运动在巴布亚的低强度武装抵抗。实施经济和金融改
革，遏制腐败，改革刑事司法体系，应对气候变化，控制
传染病，特别是具有全球和区域重要性的疾病。2005
年，印度尼西亚与亚齐的武装分离主义分子达成了历史
性和平协议，导致2006年12月在亚齐举行民主选举。印
度尼西亚继续面临分裂主义自由巴布亚运动在巴布亚的
低强度武装抵抗。实施经济和金融改革，制止腐败，改
革刑事司法系统，应对气候变化和控制传染性疾病，特
别是那些具有全球和区域重要性。2005年，印尼已与亚
齐武装分裂，从而导致了亚齐民主选举在2006年12月印
度尼西亚继续通过分裂自由巴布亚运动面对巴布亚低强
度武装抵抗了历史性的和平协议。

地理印度尼西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印度尼西
亚？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东南亚，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

群岛。 印度尼西亚的总面积是1,904,569 km2，其中

1,811,569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我
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主要是沿海低地更温和;
较大的岛屿有内陆山脉。 印度尼西亚的最低点是印度洋
0，最高点是米普卡再也4,884米。气候是热带; 炎热，潮
湿; 在高地。

居民印度尼西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印度尼西亚中。号码是：

260,580,739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个国家是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国家之一。谁住在这里？ 爪哇人40.1％，Su 他人
15.5％，马来语3.7％，巴塔克人3.6％，马多雷斯人3％，
比塔维人2.9％，Minangkabau人2.7％ ，Buginese 2.7％，
Bantenese 2％，Banjarese 1.7％，Balinese 1.7％，Acehnese
1.4％，达雅克1.4％，Sasak 1.3％，中国1.2％，其他
15％（2010 est。）。 印度尼西亚中的语言是什么？ Bahasa
Indonesia（官方， ），英语，荷兰语，当地方言（其中使用
最广泛的是爪哇语）。和宗教：穆斯林87.2％，新教7％，
天主教2.9％，印度1.7％，其他0.9％（包括佛教和儒教），
未指定的0.4％（2010年估计）。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0.2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
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
时）是多少？这个：73 年。人们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地方？
这里：岛上的主要浓度Java被认为是地球上人口最密集
的地方之一; （包括爪哇岛和巴厘岛周围的岛屿），苏门
答腊岛包含一些最重要的群集，特别是在南塞拉特Su达
附近的南部以及棉兰岛附近的东北海岸; Makasar（苏拉
威西岛），Banjarmasin（加里曼丹）等城市人口稠密的。 印
度尼西亚的主要城市地区是：雅加达（首都）有1032.3万
人; 泗水285.3万人; 万隆25.44万; 棉兰212.4万; 三宝垄
163万; 马卡萨144.9万（2015年）。

印度尼西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印度尼西亚是雅加达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31个省（provinsi-provinsi，singular-
provinsi），1个自治省，1个特区（daerah-daerah istimewa，
singular-daerah istimewa）和1个国家首都区（daerah khusus
ibukota）; 亚齐，巴厘岛，万丹，明古鲁，哥伦打洛，雅加
达拉雅，赞比，爪哇西爪哇，爪哇腾加（中爪哇），爪哇帖
木儿（东爪哇），加里曼丹巴拉特（西加里曼丹），加里曼
丹塞拉坦（南加里曼丹），加里曼丹登加（加里曼丹中
部），加里曼丹帖木儿（东加里曼丹），加里曼丹北加里曼
丹，Kepulauan Bangka Belitung（Bangka Belitung Islands），
Kepulauan Riau（Riau Islands），Lampung，马鲁古，Maluku
Utara（北马鲁古），Nusa Tenggara巴厘岛（西努沙登加拉
省），努沙登加拉省帖木儿（东努沙登加拉省），巴布亚，
巴布拉巴拉特（西巴布亚），廖内，苏拉威西巴拉特（西苏
拉威西省），苏拉威西岛（南苏拉威西岛），。关于印度尼
西亚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石油和天然气，纺织



品，汽车，电器，服装，鞋类，采矿，水泥，医疗器械和器
具，工艺品，化肥，胶合板，橡胶，加工食品，珠宝和旅
游业。重要的农产品是橡胶及类似产品，棕榈油，家禽，
牛肉，林产品，虾，可可，咖啡，药材，精油，鱼及其类似
产品，以及香料。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矿物燃料，动植
物油脂（包括棕榈油），电机，橡胶，机械和机械零部件，
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中国11.6％，美国11.2％，日本
11.1％，新加坡7.8％，印度7％，马来西亚4.9％，韩国
4.8％（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矿物燃料，锅炉，
机械和机械零件，电机，钢铁，食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
是中国22.9％，新加坡10.8％，日本9.6％，泰国6.4％，美
国5.4％，马来西亚5.4％，韩国5％（2016年）。 印度尼西
亚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
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2,400 (2017 估
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
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
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0.9%
(2016 估计)。

印度尼西亚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伊朗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伊朗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伊朗。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伊朗的国旗开
始：
 

伊朗 - 概述：
你应该了解伊朗？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直到1935年才

被称为波斯，1979年伊朗在统治君主制被推翻，沙赫穆
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被迫流亡后成为伊斯兰共和国。由
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领导的保守派教士队伍建立了
一个神权政治体系，拥有最终的政治权威，归属于一位
有学问的宗教学者，通常被称为最高领袖，根据宪法，
他只对专家大会负责 - 一个普遍选举的86人的神职人

http://mapsguides.com/


员。1979年11月，一批伊朗学生在德黑兰占领了美国大
使馆，并将使馆人员扣留至1981年1月中旬，美国与伊朗
的关系变得紧张。美国于1980年4月断绝与伊朗的外交
关系。在1980-88年期间，伊朗打了一场血腥，与伊拉克
的优柔寡断的战争，最终扩大到波斯湾，并导致美国海
军和伊朗军队之间的冲突。伊朗因其在黎巴嫩和世界其
他地方的活动而被指定为恐怖主义的国家支持者，并且
由于其持续参与恐怖主义并担心其核武的可能军事层
面，伊朗仍受到美国，联合国和欧盟的经济制裁和出口
管制程序。在改革者Hojjat ol-Eslam Mohammad Khatami于
1997年当选总统并于2000年选举改革派议会（立法机构）
之后，启动了针对民众不满的促进政治改革的运动。这
个运动在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下，成为保守的政治家，成
为诸如监护人委员会，安全部门扭转并阻挠改革措施，
同时加大安全压制力度。从2003年全国市政选举开始，
到2004年继续举行马赫勒斯选举，保守派重新控制了伊
朗当选的政府机构，最终于2005年8月强硬派总统马哈
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就职。他在2009年6月的有争议的
改选引发了全国范围内有关选举舞弊指控的抗议活动，
但抗议活动迅速受到压制。主要由于政府管理不善和国
际制裁导致的经济状况恶化，至少在2012年7月和10月
两次引发了经济上的重大抗议活动，但伊朗的国内安全
形势保持稳定。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 独立纪录激怒了
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政权建立人物，导致保守反对他
担任总统职位最后一年的议程，并疏远了他的政治支持
者。2013年6月，伊朗人选出温和的保守派教士哈桑·费
雷敦·鲁哈尼博士担任总统职位。他是该政权的长期资深
成员，但已承诺改革社会和伊朗的外交政策。联合国安



理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要求伊朗暂停铀浓缩和后处理
活动，并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义务和责任。2015年7
月，伊朗和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P5 + 1）签署了联
合综合行动计划（Jcpoa），根据该联合行动计划，伊朗同
意限制其核计划以换取制裁救济。伊朗在2016年为AOE
和Majles举行选举，导致保守控制的AOE和许多伊朗人
认为对Ruhani政府比以前保守主导的机构更加支持的
Majles。伊朗将于2017年5月举行总统选举。鲁哈尼目前
有望赢得第二个任期。

地理伊朗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伊朗？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中东，与阿曼湾，波斯湾和里海接壤，位
于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之间。 伊朗的总面积是1,648,195
km2，其中1,531,595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崎岖山脉的亚
热带干旱或半干旱地区; 高，中部盆地沙漠，山脉; 沿海
两岸的小型不连续平原。 伊朗的最低点是-28，最高点是
米库赫 - 达马万德5,625米。气候是主要为沿着里海沿
岸。

居民伊朗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伊朗中。号码是：



82,021,564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个国家是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国家之一。谁住在这里？ 波斯，阿塞拜疆，库尔
德，卢尔，阿拉伯人，土库曼人和突厥人部落。 伊朗中的
语言是什么？ 波斯人（官方），阿塞拜疆突厥语和突厥语
方言，库尔德人，吉拉基人和马赞达拉尼人，卢里人，俾
路支人，阿拉伯人，其他。和宗教：穆斯林（官方）99.4％
（什叶派90-95％，逊尼派5-10％ ），其他（包括琐罗亚斯
德教，犹太教和基督教）0.3％，未具体说明0.4％（2011年
预测）30.3。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0.3 年。我们必须补充
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
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
个：74 年。人们住在伊朗的地方？这里：人口集中在北
部，西北部和西部，反映了扎格罗斯和厄尔布斯山脉的
位置;。 伊朗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德黑兰（首都）843.2万
人; 该国中部和东部广大的干旱地区，即Dasht-e Kavir和
Dasht-e Lut沙漠周围的人口密度要低得多。马什哈德
301.4万人; Esfahan 188万; 卡拉杰180.7万美元; 西拉166.1
万; 大不里士1572万（2015年）。

伊朗政府和经济
首都伊朗是德黑兰和政府类型神权共和国。我们来

看看行政区划 - 31个省（ostanha，奇异 - ostan）; 阿尔布尔
比，阿尔达比勒，阿扎尔巴耶 - 加尔比（西阿塞拜疆），阿
扎尔巴耶 - 沙伊尔（东阿塞拜疆），布什尔，查哈尔玛哈
尔va Bakhtiari，伊斯法罕，法尔斯，吉兰，戈莱斯坦，哈马
丹，霍尔木兹甘，伊拉姆，克尔曼，科尔曼沙赫，呼罗珊
Khubsan-e Razavi，Khorasan-e Shomali，Khuzestan，
Kohgiluyeh va，Bowyer Ahmad，Kordestan，Lorestan，
Markazi，Mazandaran，Qazvin，Qom，Semnan，Sistan va



Baluchestan，德黑兰，赞詹的亚兹德。关于伊朗的经济，
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石油，石化，气体，化肥，烧碱，纺织
品，水泥等的建筑材料，食品加工（特别是制糖和植物油
生产），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加工，军备。重要的农产品
是小麦，大米，其他谷物，甜菜，甘蔗，水果，坚果，棉
花; 乳制品，羊毛; 豚鼠。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石油
80％，化工和石化产品，水果和坚果，地毯，水泥，矿
石，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中国30.1％，印度16.7％，韩国
9.7％，土耳其9.5％，日本6.8％（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工业用品，资本货物，食品和其他消费品，技术
服务，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阿联酋27.4％，中国13.2％，
土耳其7.8％，韩国4.3％，德国4％（2016年）。 伊朗的富
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
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20,000 (2017 估计)。 这很
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
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8.7% (2007 估
计)。

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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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伊拉克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伊拉克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伊拉克。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伊拉克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伊拉克 - 概述：
你应该了解伊拉克？让我们从这个开始：以前是奥斯

曼帝国的一部分，伊拉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联合
王国占领; 在1920年，它被宣布为英国管理下的国际联
盟任务。在接下来的十二年里，伊拉克在1932年作为一
个王国获得了独立。1958年宣布了一个“共和国”，但实
际上一系列强人统治了该国直到2003年。最后一个是
1979年至2003年的萨达姆侯赛因。与伊朗的领土争端导
致了八年的战争（1980-88）。1990年8月，伊拉克掠夺科
威特，但在1991年1月至2月的海湾战争期间被美国领导
的联合部队驱逐。科威特解放后，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伊
拉克取消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程导弹并允许联合
国核查视察。继续伊拉克在12年的时间内不遵守联合国
安理会决议导致2003年3月美国领导的伊拉克入侵伊拉
克和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下台。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任务
授权，美国部队在2009年之前依然驻扎在伊拉克，此后
根据双边安全协议，帮助提供安全并培训和指导伊拉克
安全部队。2005年10月，伊拉克人在全民公决中批准了
一部宪法，并根据该文件于2005年12月选出了275人的
代表委员会（COR）。COR在2006年5月批准了大多数内
阁部长，标志着向伊拉克第一次过渡近半个世纪的宪
政。在伊拉克第二次海湾战争开始近9年后，美国的军事
行动在2011年12月中旬结束。2009年1月和2013年4月，
除了包括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和基尔库克省在内的三个
省外，伊拉克在所有省份举行省议会选举。伊拉克于



2010年3月举行了全国立法选举 - 在扩大的COR中选择
325名立法者 - 经过9个月的僵局，COR于2010年12月批
准新政府。2014年4月，伊拉克举行全国立法选举并扩大
了COR给328名立法者。总理努里·马利基放弃了第三任
的任期，使新任总理哈达尔·阿巴迪成为来自巴格达的什
叶派穆斯林，于2014年9月赢得新内阁的立法批准。自
2014年以来，伊拉克一直在在一次反对伊斯兰国的军事
行动中重新夺回在该国西部和北部地区失去的领土。

地理伊拉克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伊拉克？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中东与波斯湾接壤，位于伊朗与科威特

之间。 伊拉克的总面积是438,317 km2，其中437,367 km2

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
国的地形？这样：大部分广阔平原引发大面积洪灾; 南部
伊朗边境的芦苇沼泽，有大面积淹没的地区; 与伊朗和
土耳其接壤的山脉。 伊拉克的最低点是波斯湾0 m，最
高点是Cheekha Dar（库尔德语为“黑色帐篷”）3,611 m。气
候是主要为沙漠; 温和而凉爽的冬季，干燥，炎热，无云
的夏季; 沿伊朗和土耳其边界的北部山区经历寒冷的冬
季，有时会在早春融化，有时会在伊拉克中部和南部。

居民伊拉克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伊拉克中。号码是：
39,192,111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阿拉伯75-80％，库尔德人15-20％，其他5％（包
括土库曼人，耶齐迪人，沙巴克人，卡莱人，贝都因人，
罗姆人，亚述语，切尔克斯语，萨拜恩 - 曼达尼语，波斯
语）。 伊拉克中的语言是什么？ 阿拉伯语（官方），库尔
德语（官方），土库曼语（土耳其语），叙利亚语（新阿拉米
语）和亚美尼亚语在以这些语言为母语的人占多数的地
区的人口）。和宗教：穆斯林（官）95-98％（什叶派64-
69％，逊尼派29-34％），基督教1％（包括天主教，东正
教，新教，亚述教会的东方），其他1-4％。平均年龄是多
少岁？ 20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4.9 年。人们住在伊拉克
的地方？这里：人口集中在该国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
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广泛地区发现了许多较大
的城市群; 西部和南部的许多地区要么人口稀少，要么
无人居住，。 伊拉克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巴格达（首都）
有664.3万人; 摩苏尔1694万; 埃尔比勒11.66万人; 巴士拉
101.9万; 作为苏莱曼尼亚赫1004万; 纳杰夫889,000（2015
年）74.9。

伊拉克政府和经济
首都伊拉克是巴格达和政府类型联邦议会共和国。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8个省（muhafazat，单数 -
muhafazah（阿拉伯语）; parezgakan，单数 - parezga（库尔
德））和1个地区; 铝安巴尔; Al Basrah; Al Muthanna; Al
Qadisiyah（Ad Diwaniyah）; 纳杰夫; 埃尔比勒（埃尔比勒）
（阿拉伯语），赫勒（库尔德语）; 苏莱曼尼亚（阿拉伯语），



安纳马尔（库尔德语）; 巴比伦; 巴格达; 达胡克（阿拉伯
语），迪霍克（库尔德语）; Dhi Qar; 迪亚拉; 卡尔巴拉; 基
尔库克; 库尔德地区政府; 米桑; 尼尼微; Salah ad Din; 瓦
西特。关于伊拉克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石油，化
学品，纺织品，皮革，建筑材料，食品加工，化肥，金属
加工/加工。重要的农产品是小麦，大麦，大米，蔬菜，
枣，棉花; 牛，羊，家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原油99％，
不包括燃料，食品，活体动物的原材料，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中国21.9％，印度20.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食
品，医药，制造业，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26.9％，土
耳其26.6％，韩国5％，美国4.4％（2016年）占12.3％，韩
国10.3％，意大利6.8％，希腊5.4％。 伊拉克的富有多少
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PPP）：$17,0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3% (2014 估计)。

伊拉克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爱尔兰岛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爱尔兰岛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爱尔兰岛。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爱
尔兰岛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爱尔兰岛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爱尔兰岛？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凯尔特人

部落在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150年抵达岛上。诺曼人入
侵始于8世纪末，当布莱恩国王在1014年击败丹麦人后，
终于结束了。诺曼人入侵始于12世纪，并引发了超过7个
世纪的盎格鲁人 - 以激烈的叛乱和严厉的镇压为标志的
爱尔兰斗争。19世纪中期的爱尔兰饥荒使该岛的人口因
饥饿和移民而下降三分之一。在此之后的一个多世纪
里，该岛的人口只有在20世纪60年代才再次开始增长。
过去50年来，爱尔兰的高出生率使其成为欧盟最年轻的
人口之一。现代爱尔兰国家的起源可追溯到1916年复活
节星期一的失败起义，该起义引发了多年的游击战争，
导致1921年英国脱离南部26个县的独立; 六个北部（阿尔
斯特）县仍然是英国的一部分。天主教和新教人口之间
的深层派别分歧和北爱尔兰的系统性歧视爆发成为20世
纪60年代开始的称为“麻烦”的多年暴力事件。爱尔兰政
府与英国和美国政府一起参与了这一进程，该进程帮助
斡旋了1998年北爱尔兰的“耶稣受难节协议”。这启动了
爱尔兰和英国政府之间的新阶段合作。爱尔兰在二战中
保持中立，并继续执行军事中立政策。爱尔兰于1973年
加入欧洲共同体，并于1999年加入欧元区货币联盟。凯
尔特虎（1995-2007）的经济繁荣时期经济迅速增长，
2008年突然结束，爱尔兰银行业的崩溃系统。今天的经
济正在复苏，并受到大量不断增长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推
动，特别是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

地理爱尔兰岛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爱尔兰岛？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西欧，占据北大西洋爱尔兰岛的六分

之五，西大不列颠。 爱尔兰岛的总面积是70,273 km2，其

中68,883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
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大部分时间是平坦的，滚动的
内部平原被崎岖的山丘和低山包围; 西海岸的海崖。 爱
尔兰岛的最低点是大西洋0 m，最高点是Carrauntoohil
1,041米。气候是温带海洋性气候; 由北大西洋洋流修改;
温和的冬天，凉爽的夏天; 持续潮湿; 约有一半的时间阴
云密布，。

居民爱尔兰岛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爱尔兰岛中。号码是：

5,011,102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爱尔兰82.2％，爱尔兰旅客0.7％，其他白人
9.5％，亚洲2.1％，黑人1.4％，其他1.5％，未具体说明
2.6％（2016 est。）。 爱尔兰岛中的语言是什么？ 英语（官
方，通常使用的语言），爱尔兰语（盖尔语或Gaeilge）（官
方，截至2016年约占人口的39.8％;主要用于地区沿爱尔
兰西部海岸称为加尔泰奇泰，这是官方认可的爱尔兰语
是主要语言的地区）。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78.3％，爱



尔兰教会2.7％，其他基督徒1.6％，东正教1.3％，穆斯林
1.3％，其他2.4％，无9.8％，未具体说明2.6％（2016年预
计）。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6.8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
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
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80.9
年。人们住在爱尔兰岛的地方？这里：人口分布重心位
于该岛的东部，其中都柏林及其周边地区最为集中;。 爱
尔兰岛的主要城市地区是：都柏林（首都）116.9万（2015
年）。

爱尔兰岛政府和经济
首都爱尔兰岛是都柏林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国。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28个县和3个城市; Carlow，Cavan，
Clare，科克，科克，多尼戈尔，都柏林，Dun Laoghaire-
Rathdown，芬戈尔，戈尔韦，戈尔韦，克里，基尔代尔，基
尔肯尼，崂，莱特里姆，利默里克，朗福德，劳斯，梅奥，
米斯，莫纳汉， ，斯蒂戈，南都柏林，Tipperary，沃特福
德，韦斯特米特，韦克斯福德，威克洛。关于爱尔兰岛的
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药品，化学品，计算机硬件和
软件，食品，饮料和酿造; 医疗器械。重要的农产品是大
麦，土豆，小麦; 牛肉，乳制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机
器设备，计算机，化学品，医疗器械，药品; 食品，动物产
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美国26％，英国12.7％，比利时
12.6％，德国6.7％，瑞士5.4％，荷兰5.1％，法国为
4.2％（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的数据处理设备，其
他机械设备，化工，石油及制品，纺织品，服装，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英国28.8％，美国15.9％，法国12.6％，德
国10.1％，荷兰4.7％（2016年）。 爱尔兰岛的富有多少以
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PPP）：$72,6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
在这里平均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
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
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
8.2% (2013 估计)。

爱尔兰岛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曼島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曼島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曼島。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曼島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曼島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曼島？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直到13世纪被

划分给苏格兰的赫布里底王国的一部分，该岛于1765年
归属英国王室。目前的担忧包括恢复几乎绝迹的马尼克
斯盖尔语。马恩岛是英国王室的依附地区，但不属于英
国或欧盟的一部分。然而，英国政府仍然对其国防和国
际代表负责。

地理曼島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曼島？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西欧，爱尔兰海的岛屿，位于英国和爱尔

兰之间。 曼島的总面积是572 km2，其中572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
形？这样：阴山北部和南部被。 曼島的最低点是爱尔兰
海中部平分爱尔兰海0米，最高点是Snaefell 621米。气候
是; 夏季凉爽，冬季温和; 约三分之一的时候。

居民曼島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曼島中。号码是：88,815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
里？ 白人96.5％，亚裔/亚裔英国人1.9％，其他
1.5％（2011 est。）。 曼島中的语言是什么？ 英语，马克
斯盖尔语（约2％的人口有一定知识）。和宗教：新教徒
（英国国教徒，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朋友协会）天
主教徒。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44.2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
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
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
81.3 年。人们住在曼島的地方？这里：大多数人集中在
城市和大城镇，道格拉斯在东南是。 曼島的主要城市地
区是：道格拉斯（最大）29,000（2014）。

曼島政府和经济
首都曼島是道格拉斯王储和政府类型议会民主

（Tynwald）; 英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none; 美国政府
没有一级行政区划，但有24个地方政府每个都有自己的
选举。关于曼島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金融服务，
轻工制造，旅游。重要的农产品是谷物，蔬菜; 牛，羊，
猪，家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粗花呢，鲱鱼，加工贝
类，牛肉，椴，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木，肥料，鱼类，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这
是未知的。 曼島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
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
$84,600 (2014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平均富裕。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曼島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以色列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以色列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以色列。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以色列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以色列 - 概述：
你应该了解以色列？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英国退出巴勒斯坦的任务，联合国提议将该地
区划分为阿拉伯和犹太国家，这是阿拉伯人拒绝的一种
安排。尽管如此，1948年宣布了一个以色列国家，随后
以色列在一系列战争中击败了阿拉伯军队，这些战争并
未结束双方之间的紧张局势。（除非另有说明，自1967年
战争以来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不包括在以色列国家概况
中。）1982年4月25日，根据1979年以色列 - 埃及和平条
约，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出。为了与1991年10月在马德
里会议上确立的框架保持一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代表
和叙利亚进行了双边谈判，以期与各方达成永久和解。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于1993年9月13日签署了一项原
则宣言（也称为“奥斯陆协定”），其中规定了两国解决冲
突的办法，并指导过渡时期的巴勒斯坦自治。各方在
1994年至1999年期间达成了六项新的重要临时协议，旨
在为两国解决方案创造条件，但大多数协议从未完全实
现。1994年10月26日的以色列 - 约旦和平条约解决了与
约旦的领土争端和其他争端。2001年至2005年2月期间，
与巴勒斯坦人达成的最终地位协定的进展受到以色列 -
巴勒斯坦暴力的破坏。2005年，以色列单方面脱离加沙
地带，撤出定居者及其军队，同时保持对加沙地带大部
分入境点的控制。2006年选举哈马斯领导巴勒斯坦立法
委员会暂时冻结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之
间的关系。以色列从2006年7月至8月在黎巴嫩与真主党



进行了为期34天的冲突，并于2008年12月至2009年1月
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发生了23天的冲突。2012年11月，
以色列与哈马斯进行为期7天的冲突在加沙地带。与最
近在2013年7月发起的巴勒斯坦人直接会谈，但于2014
年4月中断。这些会谈是解决双方之间最终地位问题的
第四次协调努力，因为这些问题自2000年在戴维营首次
讨论。三个月后哈马斯和其他武装组织向以色列发射火
箭，

地理以色列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以色列？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中东与埃及和黎巴嫩之间的地中海接

壤。 以色列的总面积是20,770 km2，其中20,330 km2是土
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
这样：内盖夫沙漠炎热干燥; 低沿海平原; 中央山脉; 约旦
裂谷。 以色列的最低点是死海-431米，最高点是Har
Meron 1,208米。气候是温带; 南部南部和东部沙漠地区。

居民以色列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以色列中。号码是：

8,299,706 (7/2017 估计) (includes populations of the Golan
Heights of Golan Sub-District and also East Jerusalem, which
was annexed by Israel after 1967)。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



口。谁住在这里？ 犹太人74.7％（其中以色列人出生
76.3％，欧洲/美洲/大洋洲 -出生16.2％，非洲出生4.8％，
亚洲出生2.7％），非犹太人25.2％（主要是阿拉伯人）
（2016年预计）。 以色列中的语言是什么？ 希伯来语（官
方），阿拉伯语（正式用于阿拉伯少数民族），英语外
语）。和宗教：犹太人74.7％，穆斯林17.7％，基督教徒
2％，德鲁兹人1.6％，其他4％（2016年度）29.9。平均年
龄是多少岁？ 29.9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
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
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82.5 年。人们住
在以色列的地方？这里：人口集中在特拉维夫及其周边
地区，加利利海; 除亚喀巴湾岸外，南部地区人口稀少。
以色列的主要城市地区是：特拉维夫 - 雅法360.8万; 海
法109.7万人; 耶路撒冷（宣称的首都）839,000（2015）。

以色列政府和经济
首都以色列是耶路撒冷; 注意 - 美国在2017年12月承

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但未就以色列主权的具体界
限采取立场和政府类型议会民主。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6区（mehozot，奇异 - mehoz）; 中央，海法，耶路撒冷，北
部，南部，特拉维夫。关于以色列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
品是高科技产品（包括航空，通信，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
造，医疗电子，光纤），木材和纸制品，钾盐和磷酸盐，食
品，饮料和烟草，烧碱，水泥，医药，建筑，金属产品，化
工产品，塑料，切割钻石，纺织品，鞋袜。重要的农产品
是柑橘，蔬菜，棉花; 牛肉，家禽，乳制品。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机械和设备，软件，切割钻石，农产品，化学品，
纺织品和服装，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美国29.3％，香港
7.4％，英国6.5％，中国5.5％ 4.2％（2016）。最重要的进



口商品是的原料，军事装备，投资品，钻石原石，燃料，
粮食，消费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美国12.2％，中国
8.9％，瑞士6.4％，德国6.1％，比利时5.9％，英国5.5％，
荷兰4.1％ ，意大利4％（2016）。 以色列的富有多少以及
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PPP）：$36,2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
平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
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
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2%。

以色列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意大利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意大利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意大利。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意大利的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国旗开始：
 

意大利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意大利？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意大利于

1861年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半岛的各个州以及撒丁岛和
西西里岛在维多利亚·埃马纽埃尔二世国王统一下。20世
纪20年代初，议会制政府时代即将结束，当时墨索里尼
建立了法西斯独裁政权。他与纳粹德国的联盟导致意大
利在二战中失败。1946年民主共和国取代了君主制，随
后出现了经济复苏。意大利是北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
（EEC）及其后继欧盟和欧盟的特许成员。它一直处于欧
洲经济和政治统一的最前沿，于1999年加入经济和货币
联盟。持续存在的问题包括经济增长缓慢，青年和女性
失业率高，有组织犯罪，腐败，

地理意大利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意大利？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南欧，一个延伸到地中海中部的半岛，

位于突尼斯东北部。 意大利的总面积是301,340 km2，其



中294,14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
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大多崎岖山区; 一些平
原，沿海低地。 意大利的最低点是地中海0，最高点是米
勃朗峰（Monte Bianco）de库马耶4,748米（勃朗峰的次高
峰）。气候是地中海为主; 在北部高山; 南部热，干燥，。

居民意大利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意大利中。号码是：

62,137,802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意大利（包括北部和阿尔巴尼亚，意大利和希
腊，意大利南部的德语，法语和斯洛文尼亚，意大利的
小群）。 意大利中的语言是什么？ 意大利（官方），特伦
蒂诺的德语（部分阿尔托阿迪杰地区主要是德语地区），
法语（瓦莱达奥斯塔地区少数讲法语的少数民族），斯洛
文尼亚语（在的里雅斯特 - 戈里齐亚地区说斯洛文尼亚
语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基督教80％（绝大多数罗马天
主教徒与极少数耶和华见证人和新教徒组成），穆斯林
（约80万至100万），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20％。平均年
龄是多少岁？ 45.5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
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
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82.3 年。人们住
在意大利的地方？这里：尽管与工业北部有明显的格
局，在南部农村地区，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分布相当
平均，沿海地区，波河谷地区和城市中心（特别是米兰，
罗马和那不勒斯）的人口分布较为集中，罗马。 意大利
的主要城市地区是：（首都）为371.8万人; 米兰30.99万; 那
不勒斯220.2万; 都灵1765万; 巴勒莫853,000; 贝加莫
840,000（2015年）。



意大利政府和经济
首都意大利是罗马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国。我们来

看看行政区划 - 15个地区（regioni，奇-大区）和5个自治区
（regioni AUTONOME，奇-大区自治）。关于意大利的经
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旅游，机械，钢铁，化学品，食品
加工，纺织，机动车辆，食品，饮料和烟草; 矿物，有色金
属。重要的农产品是水果，蔬菜，葡萄，马铃薯，甜菜，
大豆，谷物，橄榄; 牛肉，乳制品; 工业产品，纺织品和服
装，生产机械，汽车，交通运输设备，化学品等
29.9％（2012年预计）; 鱼类。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最重
要的出口商品是德国12.6％，法国10.5％，美国8.9％，英
国5.4％，西班牙5％，瑞士4.6％（2016）。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工程产品，化学品，运输设备，能源产品，矿物和
有色金属，纺织品和服装; 食品，饮料，烟草，最重要的
进口商品是德国16.3％，法国8.9％，中国7.5％，荷兰
5.5％，西班牙5.3％，比利时4.9％（2016年）。 意大利的
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
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38,000 (2017 估计)。 这
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
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
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
的人口：29.9% (2012 估计)。

意大利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牙买加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牙买加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牙买加。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牙买加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牙买加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牙买加？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该岛于1494

年由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于16世纪初由西班牙人定
居。几个世纪以来居住牙买加的泰诺人逐渐被灭绝，并
被非洲奴隶所取代。英格兰于1655年占领了该岛，并建
立了以糖，可可和咖啡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1834年废
除奴隶制解放了二十五万奴隶，其中许多奴隶成为小
农。牙买加逐渐增加了从英国的独立。1958年，它加入
了其他英属加勒比海殖民地，组成西印度群岛联邦。牙
买加1962年退出联邦时获得完全独立。70年代恶化的经
济状况导致经常性的暴力，因为与主要政党有关联的对
手帮派演变成涉及国际毒品走私和洗钱的强大有组织犯
罪网络。暴力犯罪，贩毒和贫穷现在对政府构成重大挑
战。尽管如此，许多农村和度假区仍然相对安全，并为
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

地理牙买加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牙买加？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加勒比海，在加勒比海岛国，古巴以

南。 牙买加的总面积是10,991 km2，其中10,831 km2是土
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
地形？这样：为山脉，有狭窄，不连续的沿海平原。 牙买
加的最低点是加勒比海0米，最高点是蓝山峰2,256米。



气候是的热带; 炎热，潮湿; 温带太平洋多。

居民牙买加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牙买加中。号码是：

2,990,561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黑色92.1％，混合6.1％，东印度0.8％，其他
0.4％，未指定0.7％（2011 est。）。 牙买加中的语言是什
么？ 英语，英语patois。和宗教：新教64.8％（包括基督复
临安息日会12.0％，五旬节11.0％，其他上帝教会9.2％，
新约圣经教会7.2％，浸信会6.7％，牙买加上帝教会
4.8％，预言之神4.5％英国圣公会2.8％，联合教会
2.1％，卫理公会1.6％，复活1.4％，弟兄们0.9％，摩拉维
亚0.7％），罗马天主教徒2.2％，耶和华见证会1.9％，拉
斯塔法里安1.1％，其他6.5％，没有21.3％ 2.3％（2011年
预计）。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6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
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
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
73.7 年。人们住在牙买加的地方？这里：人口密度始终
居高不下，但金士顿，蒙特哥贝和埃斯奎维尔。 牙买加
的主要城市地区是：金斯敦港口（首都）588,000（2015
年）。

牙买加政府和经济
首都牙买加是金斯敦和政府类型君主立宪制下的议

会民主（议会）; 英联邦国家。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4
堂区; 克拉伦登，汉诺威，金斯顿，曼彻斯特，波特兰，圣
安德鲁，圣安，圣凯瑟琳，圣伊丽莎白，圣詹姆斯，圣玛
丽，圣托马斯，特里劳尼，威斯特摩兰。关于牙买加的经
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旅游，铝土矿/氧化铝，农产品加



工，轻工制造，朗姆酒，水泥，金属，纸张，化工产品，电
信。重要的农产品是甘蔗，香蕉，咖啡，柑橘，山药，
ackees，蔬菜; 家禽，山羊，牛奶; 贝类。最重要的出口商
品是氧化铝，铝土矿，糖，酒，咖啡，山药，饮料，化工，
服装，矿物燃料，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美国40.8％，加拿
大11.9％，荷兰10.2％，俄罗斯5.8％，英国4.1％（2016
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食品和其他消费品，工业用
品，燃料，资本货物的零件和附件，机械和运输设备，建
筑材料，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美国39％ ，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7.2％，中国6.4％，日本6.2％，墨西哥4.1％（2016
年）。 牙买加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
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9,2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
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
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6.5% (2009 估计)。

牙买加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日本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日本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日本。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日本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日本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日本？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603年，经过

数十年的内战后，德川幕府（一个军事领导的王朝政府）
迎来了长期相对政治稳定和与外国势力的隔绝。两个多
世纪以来，这项政策使日本能够享受其本土文化的开
花。日本在1854年与美国签署神奈川条约后开放了港
口，并开始集中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在十九世纪末和
二十世纪初期，日本成为能够击败中国和俄罗斯的地区
力量。它占领了韩国，福尔摩沙（台湾）和南萨哈林岛。
1931 - 1932年日本占领满洲，并于1937年全面入侵中
国。日本在1941年袭击美军 - 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 不
久就占领了东亚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失败后，日本恢复成为经济大国和美国盟友。当皇
帝保留他的王位作为民族团结的象征时，当选的政治家
拥有实际的决策权。在经历了三十年前所未有的增长之
后，日本经济从1990年代开始经历了一次重大放缓，但
该国仍然是一个经济强国。2011年3月，日本有史以来最
强的地震和伴随的海啸摧毁了本州岛东北部地区，造成
数千人死亡，几座核电站受损。这场灾难拖累了该国的
经济和能源基础设施，并测试了它应对人道主义灾难的
能力。

地理日本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日本？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东亚，北太平洋与朝鲜半岛东部的日本海

之间的岛链。 日本的总面积是377,915 km2，其中364,485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
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大部分是崎岖和山脉。 日本的最
低点是Hachiro-gata -4 m，最高点是富士山3,776 m。气候
是从南部的热带到北部的寒冷温带有所不同，。

居民日本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日本中。号码是：

126,451,398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个国家是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国家之一。谁住在这里？ 。 日本中的语言是什
么？ 。和宗教：。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47.3 年。我们必
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
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
少？这个：85.3 年。人们住在日本的地方？这里：所有人
口密度高的中小地区位于沿海地区; 三分之一的人口居
住在东京中部平原（关东平原）。 日本的主要城市地区
是：东京（首都）3800.1万人; 大阪 - 神户2023.8万; 名古屋
9406万人; 北九州 - 福冈551万; 静冈 - 滨松3.369万; 札幌
2571万（2015年）85.3。

日本政府和经济



首都日本是东京和政府类型议会君主立宪制。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47个地区; 爱知县青森县千叶县爱媛
县福井县福冈县福岛县岐阜县群马县广岛县北海道兵库
县茨城县石川县岩手县香川县鹿儿岛县神奈川县高知县
熊本市京都市三重县宫城县宫崎市长野，长崎，奈良
县，新泻县，大分县，冈山县，冲绳，大阪，佐贺县，埼玉
县，滋贺县岛根，静冈县，枥木县，德岛县，东京都，鸟
取县，富山县，和歌山县，山形县，山口县，山梨县。关
于日本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世界上最大和技术最
先进的汽车，电子设备，机器制造商中的蔬菜，大米，
鱼，家禽，水果，乳制品，猪肉，牛肉，花卉，马铃薯/芋
头/山药，甘蔗，茶，豆类，小麦和大麦工具，钢铁和有色
金属，船舶，化学品，纺织品，加工食品。重要的农产品
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机动车辆14.9％; 钢铁产品
5.4％; 半导体5％; 汽车零部件4.8％; 发电机械3.5％; 塑
料材料3.3％（2014年预期），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美国
20.2％，中国17.7％，韩国7.2％，香港5.2％，泰国
4.3％（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石油16.1％; 液态
天然气9.1％; 服装3.8％; 半导体3.3％; 煤炭2.4％; 音频和
视频设备1.4％（2014年度），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
25.8％，美国11.4％，澳大利亚5％，韩国4.1％（2016）。
日本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
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42,700 (2017 估
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平均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
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
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
线以下的人口：16.1% (2013 估计)。

日本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澤西島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澤西島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澤西島。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澤西島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澤西島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澤西島？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泽西岛和其

他海峡群岛代表了诺曼底中世纪Dukingom的最后一个遗
留下来，在法国和英国两地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些
岛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占领的唯一英国土
地。泽西州辖区是英国王室的依附地区，但不属于英国
或欧盟的一部分。但是，英国政府对其国防和国际代表
负有宪法责任。

地理澤西島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澤西島？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西欧，法国西北部英吉利海峡岛屿。 澤
西島的总面积是116 km2，其中116 km2是土地。 所以这
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
样：，沿着北海岸低矮崎岖的山丘缓缓地滚动。 澤西島
的最低点是英格兰海峡0米，最高点是Les Platons 136米。
气候是; 温和的冬季和凉爽的夏季。

居民澤西島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澤西島中。号码是：
98,840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泽西46.4％，英国32.7％，葡萄牙/马德里
8.2％，波兰3.3％，爱尔兰，法国和其他白7.1％，其他
2.4％（2011年预测）。 澤西島中的语言是什么？ 英文
94.5％（官方），葡萄牙的4.6％，其他0.9％（2001年人口
普查）。和宗教：新教（圣公会，浸信会，公理新教堂，卫
理公会，长老会），罗马天主教。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8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
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
时）是多少？这个：81.9 年。人们住在澤西島的地方？这
里：甚至相当分布; 没有值得注意的趋势。 澤西島的主要
城市地区是：这是未知的。

澤西島政府和经济
首都澤西島是圣赫利和政府类型议会民主（泽西州议

会）; 英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无（英国皇室依赖）;
美国政府没有一级行政区划，但有12个教区; 格鲁维尔，
圣布雷拉德，圣克莱门特，圣赫利尔，圣约翰，圣劳伦
斯，圣马丁，圣玛丽，圣乌尔，圣彼得，圣救主和三位一
体。关于澤西島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旅游，银行
和金融，乳制品，电子产品。重要的农产品是土豆，菜
花，西红柿; 牛肉，乳制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轻工业
和电子产品，奶牛，食品，纺织品，花卉，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这是未知的。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运输设
备，制成品，食品，矿物燃料，化学品，最重要的进口商
品是这是未知的。 澤西島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
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49,500 (2015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平均



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澤西島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约旦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约旦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约旦。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约旦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约旦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约旦？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和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国际联盟授予英国管理大
部分中东的权力。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初从巴勒斯坦划
定了一个半自治的Transjordan地区。该地区于1946年获
得独立，此后成为约旦哈希姆王国。该国长期的统治者
侯赛因国王（1953-99）成功地解决了来自主要大国（美
国，苏联和英国），各种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内部庞大人口的竞争压力。约旦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失
去了约旦河西岸。1988年侯赛因国王永久放弃了约旦对
约旦河西岸的索赔; 1994年他与以色列签署了和平条
约。1999年，侯赛因国王的长子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在他
父亲去世后继承王位。他已经实施了适度的政治和经济
改革，包括2016年初在9月份举行立法选举之前通过了
新的选举法。作为约旦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分支的伊斯
兰行动阵线在抵制2010年和2013年的前两次选举后返回
议会，拥有15个席位。

地理约旦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约旦？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中东，沙特阿拉伯西北部，以色列（西部）

和伊拉克。 约旦的总面积是89,342 km2，其中88,802 km2

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
形？这样：为东部沙漠高原，西部为高原地区; 大裂谷将
约旦河东岸和西岸划分为。 约旦的最低点是死海-431米
贾巴尔乌姆达米达，最高点是1854米。气候是主要为干
旱沙漠; 西部（11月至4月）雨季多。

居民约旦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约旦中。号码是：

10,248,069。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在这里？ 阿
拉伯人98％，切尔克斯1％，亚美尼亚人1％。 约旦中的
语言是什么？ 阿拉伯语（官方），英语（被上层和中层人
士广泛理解）。和宗教：穆斯林97.2％（官方;主要逊尼
派），基督教2.2％（多数希腊东正教，但一些希腊和罗马
天主教徒，叙利亚东正教，科普特东正教，亚美尼亚东
正教和新教教派），佛教0.4％，印度教0.1％，犹太人。平
均年龄是多少岁？ 22.5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
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
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4.8 年。人
们住在约旦的地方？这里：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特别
是西北部，安曼首都及周边地区; 一个相当大的，但规模
较小的人口位于沿亚喀巴湾的岸边西南。 约旦的主要城
市地区是：安曼（资金）115.5万（2015年）。

约旦政府和经济
首都约旦是安曼和政府类型的议会君主立宪制。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2个省（muhafazat，单数 -
muhafazah）; （Ajlun，Al'Aqabah，Al Balqa'，Al Karak，Al



Mafraq，Al？Asimah（安曼），At Tafilah，Az Zarqa'，Irbid，
Jarash，Ma'an，Madaba。关于约旦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
品是旅游，信息技术，服装，化肥，钾肥，磷矿开采，医
药，石油提炼，水泥，无机化工，轻工制造业。重要的农
产品是柑橘，西红柿，黄瓜，橄榄，草莓，核果; 羊，家
禽，奶制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纺织，化肥，钾肥，磷
酸盐，蔬菜，药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美国25.2％，沙
特阿拉伯14.2％，印度8.4％，伊拉克6.8％，阿联酋
5.6％，科威特5.1％（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原油，
成品油，机械，运输设备，铁，谷物，最重要的进口商品
是中国14％，沙特阿拉伯11.8％ ，美国7.4％，德国
4.8％，意大利4.7％，阿联酋4.4％（2016年）。 约旦的富
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
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2,500 (2017 估计)。 这很
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
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4.2% (2002 估
计)。

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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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哈萨克斯坦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哈萨克斯坦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哈萨克斯坦。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哈萨克斯坦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哈萨克斯坦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哈萨克斯坦？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民族哈

萨克人是13世纪迁徙到该地区的突厥语族和蒙古族游牧
部落的混合体，很少团结为一个单一的民族。该地区在
18世纪被俄罗斯征服，1936年哈萨克斯坦成为苏维埃共
和国。苏联的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减少了哈萨克族人的
数量，使非哈萨克族人数量超过了当地人。在20世纪50
年代和60年代的农业“维京土地”计划中，苏联公民被鼓
励帮助培育哈萨克斯坦的北部牧场。这些移民（主要是
俄罗斯人，还有一些其他被驱逐的国籍）进一步歪曲了
这种族裔混合。非穆斯林少数民族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中期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大量离开哈萨克斯坦，
一个国家计划已将约一百万哈萨克族人遣返回哈萨克斯
坦。这些趋势使哈萨克斯坦再次成为名义上的多数。这
种剧烈的人口变化也破坏了以前的宗教多元化，并使该
国超过70％的穆斯林。哈萨克斯坦的经济规模比其他所
有中亚国家的经济规模都大，主要原因在于该国的自然
资源丰富。目前的问题包括：发展具有凝聚力的国家认
同，扩大该国庞大的能源资源的开发并将其出口到世界
市场，使经济多样化，提高哈萨克斯坦的经济竞争力，
加强与邻国和外国的关系。阿斯塔纳于2017年成功举办
了国际认可的博览会。为期三个月的2017年博览会以未
来能源为主题，是前苏联国家首次举办此类展览。

地理哈萨克斯坦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哈萨克斯
坦？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中国西北部的中亚; 在欧洲最东
端的乌拉尔（Zhayyq）河以西的一小部分。 哈萨克斯坦的

总面积是2,724,900 km2，其中2,699,700 km2是土地。 所
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
这样：广阔平原草原从西部的伏尔加河延伸到阿尔泰山
东部和西部西伯利亚平原北部到中亚的绿洲和沙漠南
部。 哈萨克斯坦的最低点是Vpadina Kaundy -132米，最
高点是汗唐吉里湿地（Pik Khan-Tengri）6,995米。气候是
大陆，寒冷的冬季和炎热的夏季，干旱和半干旱的。

居民哈萨克斯坦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哈萨克斯坦中。号码是：

18,556,698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63.1％，俄罗斯23.7％，乌兹别克斯坦
2.9％，乌克兰2.1％，维吾尔1.4％，鞑靼1.3％德语1.1％，
其他4.4％（2009 est。）。 哈萨克斯坦中的语言是什么？
哈萨克语（官方，Qazaq）74％（懂口语），俄语（官方，用
于日常工作，指定“种族间沟通语言”）94.4％ ）（2009年预
测）。和宗教：穆斯林70.2％，基督教26.2％（主要是俄罗
斯东正教），其他0.2％，无神论者2.8％，未具体说明
0.5％（2009年预测）30.6。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0.6 年。



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
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
是多少？这个：71.1 年。人们住在哈萨克斯坦的地方？
这里：该国大部分地区人口密度低，特别是内陆地区; 人
口聚集在。 哈萨克斯坦的主要城市地区是：阿拉木图南
部和南部的城市聚集地出现了152.3万人; 阿斯塔纳（首
都）75.9万（2015年）。

哈萨克斯坦政府和经济
首都哈萨克斯坦是阿斯塔纳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

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4个省（oblyslar，singular -
oblys）和2个城市（qalalar，奇卡拉）; 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
坦阿拉木图阿尔玛蒂阿尔马蒂阿克莫拉阿克托贝阿斯托
阿斯特纳阿特劳Batys Qazaqstan哈萨克斯坦西哈萨克斯
坦口头Mangghystau阿克套Orgeustik Qazaqstan哈萨克斯坦
南部Shymkent Pavlodar Qaraghandy Qostanay Qyzylorda ，
哈萨克斯坦Shyghys Qazaqstan [东哈萨克斯坦]
（Oskemen），Soltustik Qazaqstan [北哈萨克斯坦]
（Petropavl），Zhambyl（Taraz）。关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重
要的工业产品是石油，煤炭，铁矿石，锰，铬铁矿，铅，
锌，铜，钛，铝土矿，金，银，磷酸盐，硫，铀，铁和钢; 拖
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电动机，建筑材料。重要的农产
品是谷物（主要是春小麦和大麦），土豆，蔬菜，甜瓜; 家
畜。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石油和石油产品，天然气，黑
色金属，化学品，机械，粮食，羊毛，肉类，煤炭，最重要
的出口商品是意大利20.3％，中国11.5％，俄罗斯9.5
（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设备，金属制品，食
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俄罗斯36.2％，中国14.5％，德
国5.7％，美国5.1％（2016年），荷兰8.9％，瑞士7.3％，法



国4.9％。 哈萨克斯坦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
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26,1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
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7% (2015
估计)。

哈萨克斯坦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肯尼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肯尼亚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肯尼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肯尼亚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肯尼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肯尼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建国总统和

解放斗争偶像乔莫肯雅塔于1963年率领肯尼亚独立，直
到1978年他去世时，副总统丹尼尔MOI执掌宪法大权。
从1969年到1982年，该国一直是事实上的一党派国家，
此后执政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KANU）改变了宪法，
使自己成为肯尼亚的唯一合法政党。教育部于1991年后
期加入了政治自由化的内部和外部压力。种族分裂的反
对派在1992年和1997年的选举中没有将卡努夺取权力，
这些选举受到暴力和欺诈的影响，但被认为普遍反映了
肯尼亚人民。经过公平和平的选举，MOI总统于2002年
12月卸任。Mwai Kibaki作为多民族的候选人，联合反对
派组织国家彩虹联盟（NARC）击败了KANU候选人Uhuru
Kenyatta，创始人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总统的儿
子，并在一场以反腐败平台为中心的竞选中担任总统职
位。在2007年12月齐巴吉连任后，橙色民主运动（ODM）
候选人Raila Odinga的投票受到指控，并发动了两个月的
暴力事件，其中约有1100人死亡。由联合国前秘书长科
菲安南领导的非洲联盟主持的调解于2008年2月下旬签
署了一项权力分享协议，将奥廷加带入政府，重新获得
总理职位。权力分享协议包括一个广泛的改革议程，其
中最重要的是宪法改革。2010年8月，肯尼亚人在全民公
决中压倒性地通过了新宪法。新宪法对行政权力进行了
额外的制衡，并将权力和资源大量移交给47个新成立的
县。这也消除了2013年3月发生的新宪法第一次总统选



举后首相的地位.Uhuru Kenyatta赢得了选举并于2013年4
月宣誓就职; 他于2017年11月开始第二任。Uhuru
Kenyatta赢得了选举并于2013年4月宣誓就职; 他于2017
年11月开始第二任。Uhuru Kenyatta赢得了选举并于2013
年4月宣誓就职; 他于2017年11月开始第二任。

地理肯尼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肯尼亚？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东非，与索马里和坦桑尼亚之间的印度

洋接壤。 肯尼亚的总面积是580,367 km2，其中569,14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
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平原上涨至由大裂谷平分的中部
高地; 西部的肥沃高原。 肯尼亚的最低点是印度洋0，最
高点是米肯尼亚山5,199米。气候是从热带沿海到干旱低
洼。

居民肯尼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肯尼亚中。号码是：

47,615,739。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里？
Kikuyu 22％，Luhya 14％，罗13％，Kalenjin 12％，Kamba
11％，Kisii 6％，Meru 6％，其他非洲15％，非非洲（亚
洲，欧洲和阿拉伯）1％。 肯尼亚中的语言是什么？ 英语
（官方） ，斯瓦希里语（官方），许多土着语言。和宗教：基



督教83％（新教47.7％，天主教23.4％，其他基督教
11.9％），穆斯林11.2％，传统主义者1.7％，其他1.6％，
无2.4％，未指定0.2％（2009年est。 ）19.7。平均年龄是多
少岁？ 19.7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64.3 年。人们住在肯尼亚
的地方？这里：人口主要集中在维多利亚湖岸边的西部
地区; 其他高密度地区包括内罗毕的首府，沿印度洋沿
岸的。 肯尼亚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内罗毕东南部（首都）
的内罗毕（首都）为3.915亿; 蒙巴萨110.4万（2015年）。

肯尼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肯尼亚是内罗毕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47县; Baringo，Bomet，Bungoma，
Busia，Elgeyo / Marakwet，Embu，Garissa，Homa Bay，
Isiolo，Kajiado，Kakamega，Kericho，Kiambu，Kilifi，
Kirinyaga，Kisii，Kisumu，Kitui，Kwale，Laikipia，Lamu，
Machakos，Makueni，Mandera ，Marsabit，Meru，Migori，
蒙巴萨，Murang'a，内罗毕市，纳库鲁，南迪，纳罗克，
Nyamira，Nyandarua，Nyeri，桑布鲁，Siaya，泰塔/ Taveta，
塔纳河，Tharaka-Nithi，Trans Nzoia，图尔卡纳，Uasin
Gishu ，Vihiga，Wajir，West Pokot。关于肯尼亚的经济，重
要的工业产品是小型消费品（塑料，家具，电池，纺织
品，服装，肥皂，香烟，面粉），农产品，园艺，炼油; 铝，
钢，铅; 水泥，商船修理，旅游业。重要的农产品是茶，咖
啡，玉米，小麦，甘蔗，水果，蔬菜; 乳制品，牛肉，鱼，猪
肉，家禽，鸡蛋。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茶，园艺产品，咖
啡，石油产品，鱼类，水泥，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乌干达
10.1％，坦桑尼亚8.6％，美国7.7％，荷兰7.4％，英国



7.3％，阿联酋4.6％ ，巴基斯坦4.5％（2016年）。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运输设备，石油产品，汽车，钢铁，
树脂和塑料，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24.1％，印度
11.2％，阿联酋7.7％，日本5.4％（2016年）。 肯尼亚的富
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
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3,500 (2017 估计)。 这是一
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
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
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
43.4% (2012 估计)。

肯尼亚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基里巴斯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基里巴斯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基里巴斯。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基
里巴斯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基里巴斯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基里巴斯？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吉尔伯特

群岛于1892年成为英国的保护国，1915年成为殖民地;
他们在1941年被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人俘虏。马林岛和
塔拉瓦群岛是美国在1943年根深蒂固的日本驻军的两次
美国胜利的地点。吉尔伯特群岛于1971年获得英国的自
治，并完全独立在1979年以新名字基里巴斯。美国在
1979年与基里巴斯达成友好条约后，放弃了对菲律宾和
Line Island群体疏散的所有主张。

地理基里巴斯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基里巴斯？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大洋洲，太平洋上的33个珊瑚环礁
群，跨越赤道; 首府塔拉瓦大约位于夏威夷和澳大利亚

之间。 基里巴斯的总面积是811 km2，其中811 km2是土
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
地形？这样：大部分为低洼的珊瑚环礁，周围是广阔的
珊瑚礁。 基里巴斯的最低点是太平洋0米，最高点是未
命名的巴拿巴海拔81米。气候是; 海洋，炎热和潮湿，由
贸易风降温。

居民基里巴斯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基里巴斯中。号码是：
108,145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基里巴斯96.2％，基里巴斯伊斯兰/混合
1.8％，图瓦卢0.2％，其他1.8％（2015年预计）。 基里巴
斯中的语言是什么？ 基里巴斯，英文（官方）。和宗教：
罗马天主教徒57.3％，基里巴斯联合教会31.3％，摩门教
5.3％，巴哈伊2.1％，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议1.9％，其他
2.1％（2015年预计）24.6。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4.6 年。
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
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
是多少？这个：66.5 年。人们住在基里巴斯的地方？这
里：预测）包括三个achipelagos展开在一个大约与印度相
当的地区; 东部海岛群岛和凤凰岛中部地区人烟稀少，
但西部吉尔伯特群岛是地球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
一，南塔拉瓦主岛的人口密度与东京或香港。 基里巴斯
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塔拉瓦（首都）的人口密度相似
46,000 （2014年）。

基里巴斯政府和经济
首都基里巴斯是塔拉瓦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3个地理单位：吉尔伯特群岛，Line
Islands，凤凰岛; 请注意 - 没有一级行政区划，但有6个区
（巴纳巴，中央吉尔伯茨，线路群岛，北吉尔伯茨，南吉
尔伯茨，塔拉瓦）和21个岛议会 - 每个有人居住的岛屿
（阿坝，阿布马，阿拉努卡环礁，阿罗赖岛，大花紫薇，贝
鲁，布塔里塔里环礁，Kanton，基里蒂马蒂，Kuria，马亚
纳环礁，马金，马拉凯环礁，尼库瑙岛，诺诺乌蒂环礁，
奥诺托阿环礁，Tabiteuea，塔布阿埃兰环礁，玉名，塔拉
瓦，泰拉伊纳岛）。关于基里巴斯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



品是捕鱼，手工艺品。重要的农产品是椰干，面包果，鱼
类。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鱼类，椰子产品，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摩洛哥19.8％，斐济17.3％，菲律宾10.2％，美
国10.1％，越南7.9％，澳大利亚4.2％（2016年）。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食品，机械和设备，杂项制成品，燃料，最
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澳大利亚22.9％，新西兰20.9％，斐济
14.1％，新加坡10.5％，日本8.1％，中国6.9％（2016年）。
基里巴斯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
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9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
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
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
下的人口：未知%。

基里巴斯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朝鲜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朝鲜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朝鲜。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朝鲜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朝鲜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朝鲜？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历史悠久的独

立王国，自日俄战争后1905年开始，日本占领了日本。
五年后，日本正式吞并整个半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韩国分裂，北方一半受到苏联资助的共产主义控制。朝
鲜战争（1950年至1953年）在南部地区以武力征服美国支
持的韩国（韩国）后，朝鲜（朝鲜）在其创始人金日成总统
的领导下，采取了表面外交政策和经济“自力更生”作为
对外界影响的检查。朝鲜通过国家资助的宣传妖魔化了
美国对其社会制度的最大威胁，并塑造了政治，经济，
以及在平壤统治下最终实现朝鲜统一的核心思想目标的
军事政策。金日成的儿子金正日于1980年正式被指定为
其父亲的继任人，直到1994年长寿金先生去世后，他担
任着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管理角色。金正恩在2010年被公
开为其父亲的继任人。继金钟Il在2011年去世后，KIM
Jong Un迅速获得权力，并且现在占据了他父亲的大部分
前任职务。在经历了数十年的经济管理不善和资源错配
之后，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朝鲜面临着长期粮食短
缺。近年来，北方的国内农业生产有所增加，但仍远远
达不到为全体人口提供足够粮食的程度。朝鲜自2002年
开始放宽限制以允许半私营市场，但为实现提高整体生
活水平的目标做出了其他努力。朝鲜的地区军事挑衅历
史; 与军事有关的物品泛滥; 远程导弹研制; WMD计划，
包括2006年，2009年，2013年，2016年和2017年的核装
置测试; 大规模的常规武装力量是国际社会的重大关
切，限制了朝鲜的国际参与，特别是经济上的参与。该



政权恪守一项呼吁同时发展其核武器计划及其经济的政
策。地区军事挑衅历史; 与军事有关的物品泛滥; 远程导
弹研制; WMD计划，包括2006年，2009年，2013年，2016
年和2017年的核装置测试; 大规模的常规武装力量是国
际社会的重大关切，限制了朝鲜的国际参与，特别是经
济上的参与。该政权恪守一项呼吁同时发展其核武器计
划及其经济的政策。地区军事挑衅历史; 与军事有关的
物品泛滥; 远程导弹研制; WMD计划，包括2006年，2009
年，2013年，2016年和2017年的核装置测试; 大规模的常
规武装力量是国际社会的重大关切，限制了朝鲜的国际
参与，特别是经济上的参与。该政权恪守一项呼吁同时
发展其核武器计划及其经济的政策。特别经济。该政权
恪守一项呼吁同时发展其核武器计划及其经济的政策。
特别经济。该政权恪守一项呼吁同时发展其核武器计划
及其经济的政策。

地理朝鲜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朝鲜？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东亚，朝鲜半岛北半部与韩国湾和日本海

接壤，中国和韩国之间。 朝鲜的总面积是120,538 km2，

其中120,408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
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大部分丘陵和山脉被深而狭
窄的山谷所隔开; 西部宽阔的沿海平原，东部不连续。



朝鲜的最低点是日本海0米，最高点是白头山2,744米。
气候是，降雨集中在夏季; 漫长而苦涩的冬季，。

居民朝鲜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朝鲜中。号码是：

25,248,140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种族上是同质的; 有一个小型华人社区和少数几
个日本传统的。 朝鲜中的语言是什么？ 韩国。和宗教：
传统佛教和儒教，一些基督教和融合Chondogyo（天道
宗）。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4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
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
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0.7
年。人们住在朝鲜的地方？这里：人口集中在平原和低
地; 人口最少的地区是毗邻中国边境的山区省份;。 朝鲜
的主要城市地区是：（首都）283万人（2015年）。

朝鲜政府和经济
首都朝鲜是平壤官方国家意识形态平壤和政府类型

单一国家（地区）100％最大浓度在西部省份，尤其是平
壤市区，平壤市东部的兴南和元山周围; “主体”或“民族
自立。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9省（单数，复数）和2个城
市（单数，单数和复数）。关于朝鲜的经济，重要的工业
产品是军品; 机械制造，电力，化工; 采矿（煤炭，铁矿
石，石灰石，菱镁矿，石墨，铜，锌，铅和贵金属），冶金;
纺织品，食品加工; 旅游。重要的农产品是大米，玉米，
土豆，小麦，大豆，豆类，牛肉，猪肉，鸡蛋等。最重要的
出口商品是矿产品，冶金产品，制成品（包括军备），纺
织品，农业和渔业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中国
85.6％（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石油，炼焦煤，机械



和设备，纺织品，粮食，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
90.3％。 朝鲜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
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700
(2015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
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
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朝鲜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韩国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韩国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韩国。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韩国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韩国 - 概述：
你应该了解韩国？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历史悠久的独

立王国，自日俄战争后1905年开始，日本占领了日本。
1910年，东京正式吞并整个半岛。1945年日本向美国投
降后，韩国重获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朝鲜半岛
南半部建立了民主政体（大韩民国，韩国），同时设立了
共产主义式政府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
鲜）。在朝鲜战争期间（1950年至1953年），美国军队和联
合国部队与韩国士兵一起抗击朝鲜在朝鲜支持下的中国
和苏联入侵。1953年的停战协议将该半岛沿大约三十八
度的非军事区划分。朴正熙在1961年的政变中接管了该
国的领导。在他的政权中，从1961年到1979年，韩国实
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人均收入上升到朝鲜的17倍左
右。1987年韩国根据修改的民主宪法举行了第一次自由
总统选举，前韩国陆军将军ROH Tae-woo赢得了近距离
比赛。1993年，金英山（1993-98）成为韩国新民主时代的
第一任文职总统。金大中总统（1998年至2003年）因为他
对韩国民主的贡献和他与朝鲜接触的“阳光”政策而于
200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韩国前总统朴中熙的女儿朴
槿惠总统于2013年2月上任，成为韩国第一位女性领导
人。2016年12月，国民议会通过针对她涉嫌参与腐败和
影响贩卖丑闻的总统的弹ment案，立即中止她的总统当
局。弹was在2017年3月得到维持，引发了MOON Jae-in在
2017年5月的早期总统选举。韩国将于2018年2月举办冬
季奥运会。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与朝鲜的不和



谐情况已经渗透到韩国之间的关系中，这突出表现在
2010年北韩袭击韩国的一艘船和一个岛屿时，火炮交火
2015年的非军事区，以及2016年和2017年的多次核试验
和导弹试验。引发了MOON Jae-in于2017年5月的早期总
统选举。韩国将于2018年2月举办冬季奥运会。在过去十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与朝鲜的不和谐现象已经渗透到韩
国之间的关系中，这突出表现在2010年北韩袭击韩国的
一艘船和岛屿时， 2015年的非军事区，以及2016年和
2017年的多次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引发了MOON Jae-in
于2017年5月的早期总统选举。韩国将于2018年2月举办
冬季奥运会。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与朝鲜的不
和谐现象已经渗透到韩国之间的关系中，这突出表现在
2010年北韩袭击韩国的一艘船和岛屿时， 2015年的非军
事区，以及2016年和2017年的多次核试验和导弹试验。

地理韩国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韩国？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东亚，与日本海和黄海接壤的朝鲜半岛南

半部。 韩国的总面积是99,720 km2，其中96,920 km2是土
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
这样：为丘陵和山脉; 西部和南部广阔的沿海平原。 韩国
的最低点是日本海0米，最高点是汉拿山1,950米。气候
是，夏季降雨量比冬季多; 寒冷的冬季多。



居民韩国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韩国中。号码是：

51,181,299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同质。 韩国中的语言是什么？ 韩语，英语（初中
和高中教育）。和宗教：新教徒19.7％，佛教15.5％，天主
教徒7.9％，无56.9％。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41.8 年。我
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
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
多少？这个：82.5 年。人们住在韩国的地方？这里：约有
70％的国家认为山区，该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密度相当
高的低地地区; 位于首尔首都包围仁川港的西北部的京
畿道是人口最密集的省份，位于东北部的江。 韩国的主
要城市地区是：原是首尔（首都）974.7万人口最少的地区;
釜山（釜山）326万; 仁川（Inch'on）26.85万; 大邱（大邱）
224.4万人; 大田（大田）156.4万; 光州（光州）153.6万
（2015年）。

韩国政府和经济
首都韩国是首尔; 注 - 位于首尔以南约120公里（75英

里）处的Sejong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首都和政府类型
总统共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9个省（单数，复
数），6个大都市（光州，单数和复数），1个特殊城市
（teugbyeolsi）和1个特别自治市（teukbyeoljachisi）。关于韩
国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电子，通讯，汽车，化工，
造船，钢铁。重要的农产品是大米，块根作物，大麦，蔬
菜，水果，牛，猪，鸡，牛奶，鸡蛋，鱼类。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半导体，石化，汽车/汽车零部件，船舶，无线通信
设备，平板显示器，钢铁，电子，塑料，，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原油/石油产品，



半导体，天然气，煤炭，钢铁，电脑，无线通讯设备，汽
车，精细化工，纺织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
21.4％，日本11.7％，美国10.7％，德国4.7％。 韩国的富
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
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39,400 (2017 估计)。 这意
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
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
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
人口：12.5% (2015 估计)。

韩国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Kosovo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Kosovo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Kosovo。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Kosovo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Kosovo - 概述：
你应该了解Kosovo？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巴尔干中

部是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在7世纪塞尔维亚人
迁移到现代科索沃领土之前。在中世纪期间，科索沃成
为塞尔维亚帝国的中心，并看到许多重要的塞族宗教场
所的建设，包括许多具有重要建筑意义的塞尔维亚东正
教修道院。1389年科索沃战役中塞尔维亚部队的失败导
致了奥斯曼统治的五个世纪，大批土耳其人和阿尔巴尼
亚人迁移到科索沃。到19世纪末，阿尔巴尼亚人取代塞
尔维亚人成为科索沃的主要民族。塞尔维亚在1912年第
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重新获得了奥斯曼帝国对该地区的
控制权。二战后，科索沃“ 当科索沃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
联邦共和国（南斯拉夫）成为塞尔维亚的一个自治省时，
确立了当今的界限。尽管有立法让步，阿尔巴尼亚民族
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也有所增加，这引发了骚乱并呼吁
科索沃独立。塞尔维亚人 - 其中许多人认为科索沃是他
们的文化中心 - 在1989年制定了一项新宪法，以废除科
索沃的自治地位。科索沃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于1991年作
出回应，组织公民投票宣布科索沃独立。塞尔维亚在20
世纪90年代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采取压制措施，引发
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叛乱。从1998年开始，塞尔维亚
进行了残酷的反叛乱行动，导致屠杀和大规模驱逐阿尔
巴尼亚人（约800人，000名阿族人被迫离开他们在科索
沃的家园）。在国际社会企图调解冲突失败后，从1999年
3月开始，北约对塞尔维亚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军事行动



迫使塞尔维亚人同意从科索沃撤出军队和警察部队。在
决定科索沃未来地位之前，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1999）
号决议将科索沃置于过渡行政当局，即联合国科索沃临
时行政当局特派团（联合国）。联合国领导的进程始于
2005年底，以确定科索沃的最终地位。尽管联合国发表
了关于科索沃独立的最终地位的全面报告，但2006-07
年的谈判没有达成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协议
就结束了。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议会宣布科索沃独
立。自那以后，已有110多个国家承认科索沃，并加入了
众多国际组织。2008年10月，塞尔维亚就国际法院就科
索沃独立宣言国际法的合法性征求咨询意见。国际法院
于2010年7月发表咨询意见，申明科索沃的独立宣言并
未违反国际法，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或组成框架
的一般原则。这一意见非常适合科索沃独特的历史和环
境。在将科索沃发展成为主权多民族民主国家的过程
中，国际社会于2012年结束了独立监督期。选举于2013
年和2014年在科索沃各地举行，分别在市级和国家一
级。塞尔维亚继续拒绝科索沃的独立，但两国在2013年4
月通过欧盟协商谈判达成了关系正常化协议，目前正在
执行进程。科索沃寻求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并且已经在
联合国，欧盟和北约等国际组织中寻求双边认可并最终
加入。

地理Kosovo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Kosovo？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塞尔维亚和马其顿之间的东南欧。

Kosovo的总面积是10,887 km2，其中10,887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
形？这样：平坦河流流域，海拔400-700米，由几座高山
脉环绕，海拔2,000至2,500米。 Kosovo的最低点是Drini i
Bardhe / Beli Drim 297米（位于阿尔巴尼亚边界） ），最高
点是Gjeravica / Deravica 2,656米。气候是受大陆性气团影
响，导致冬季相对寒冷，大雪和炎热干燥的夏季和秋季;
地中海和高山影响造成地区差异; 最高降雨量为10至12
月。

居民Kosovo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Kosovo中。号码是：

1,895,250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
谁住在这里？ 阿尔巴尼亚人92.9％，波斯尼亚人1.6％，
塞尔维亚人1.5％，土耳其人1.1％，阿什卡利0.9％，埃及
人0.7％ ，Gorani 0.6％，Romani 0.5％，其他/未指定
0.2％。 Kosovo中的语言是什么？ 阿尔巴尼亚（官方）
94.5％，波斯尼亚1.7％，塞尔维亚（官方）1.6％，土耳其
1.1％，其他0.9％（包括罗姆尼），未指定0.1％。和宗教：



穆斯林95.6％ ，罗马天主教2.2％，东正教1.5％，其他
0.07％，无0.07％，未具体说明0.6％（2011年估计）。平均
年龄是多少岁？ 29.1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
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
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这是未知的。
人们住在Kosovo的地方？这里：人口集群遍布全国，最
大的东部在普里什蒂纳。 Kosovo的主要城市地区是：普
里什蒂纳首府东部及周边地区首都）207,062（2014）。

Kosovo政府和经济
首都Kosovo是普里什蒂纳（普里什蒂纳，普里什蒂

纳）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38
个城市（komunat，singular - komuna（阿尔巴尼亚语）;
opstine，singular - opstina（塞尔维亚语））; 德干，Dragash，
Ferizaj，Kosov Polje，Gjakove，Gjilan Gnjilane，Glogovac
Gracanice，Gracanica，Hani i Elezit，Deneral Jankovic，
（Istok），Junik，Kacanik，Kamenice（Kamenica），
Kline（Klina），Kllokot（Klokot），Leposaviq（Leposavic），
Lipjan（Lipljan），Malisheve（Malisevo），
Mamushe（Mamusa），Mitrovice e Jug（Juzna Mitrovica ）[米特
罗维察]，米特罗维察[北米特罗维察]，诺沃尔德（诺沃布
尔多），奥比利克（奥布里奇），帕特什（佩特斯），佩杰
（佩奇），波杜耶夫（普杜耶沃），普里什蒂纳普里什蒂纳
普里兹伦，Rahovec（Orahovac），Ranillug（Ranilug），
Shterpce（Strpce），Shtime（Stimlje），Skenderaj（Srbica），
Suhareke（苏瓦雷卡），Viti（Vitina），Vushtrri（Vucitrn），。关
于Kosovo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矿物采矿，建筑材
料，碱金属，皮革，机械，器具，食品和饮料，纺织品。重
要的农产品是小麦，玉米，浆果，马铃薯，辣椒，水果; 乳



制品，牲畜; 鱼。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采矿和加工的金属
制品，废金属，皮革制品，机械，电器，制备食品，饮料
和烟草，蔬菜制品，纺织品和服装，，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是阿尔巴尼亚24.2％，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
17.3％，德国8.8％，瑞士7.7％，保加利亚7.5％，荷兰
6.9％，土耳其4.6％，奥地利4.4％（2016年）。最重要的进
口商品是食品，畜牧业，木材，石油，化工，机械，矿产，
纺织，石材，陶瓷和玻璃制品，电气设备，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34.1％，土耳其12％，
德国9.4％，阿尔巴尼亚7.4％，斯洛文尼亚6.9％ ，意大
利4.6％（2016）。 Kosovo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
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10,4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
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
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
线以下的人口：30% (2013 估计)。

Kosovo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科威特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科威特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科威特。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科威特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科威特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科威特？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科威特自18

世纪以来一直由AL-Sabah王朝统治。1899年奥斯曼帝国
入侵的威胁促使阿米尔穆巴拉克AL-Sabah寻求英国的保
护，将外国和国防责任交给英国，直到1961年该国达到
独立。科威特在1990年8月2日遭到伊拉克袭击和侵吞。
经过数周的空中轰炸，美国领导的联合国联盟于1991年
2月23日开始进行地面攻击，在四天内解放了科威特。科
威特花费超过50亿美元修复1990 - 91年期间受损的石油
基础设施。AL-Sabah家族于1991年重新掌权并成立了阿
拉伯世界最独立的立法机构之一。该国目睹2009年四名
女性参加其国民大会的历史性选举。在整个阿拉伯世界
的2010-11年反抗和抗议活动中，称为bidoon的无国籍阿
拉伯人在2011年初举行了小型抗议活动，要求向科威特
国民提供公民身份，工作和其他福利。2011年青年活动
家团体在2011年屡屡举行集会，以免被视为腐败的总
理，最终导致他在2011年年底辞职。2012年底为了响应
修改选举法的Amiri法令，示威活动再次展开。由逊尼派
伊斯兰主义者，部族主义者，一些自由派和无数青年团
体组成的联盟领导的反对派基本上抵制了2012年和2013
年的立法选举，这促使立法机构更加顺应政府的议程。
然而，反对派表示强烈反对政府的财政改革，参加了
2016年11月的国民议会选举，赢得了几乎一半的席位。

地理科威特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科威特？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中东，与波斯湾接壤，位于伊拉克与沙

特阿拉伯之间。 科威特的总面积是17,818 km2，其中

17,818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
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平坦到略有起伏的沙漠平
原。 科威特的最低点是波斯湾0米，最高点是3.6千米瓦
尔的铝萨尔米边境邮政300米。气候是干沙漠; 炎热的夏
季; 短而凉爽的冬季。

居民科威特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科威特中。号码是：

2,875,422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科威特31.3％，其他阿拉伯人27.9％，亚洲人
37.8％，非洲人1.9％，其他1.1％（包括欧洲人，北美人，
南美人和澳大利亚人）（2013年预计）。 科威特中的语言
是什么？ 阿拉伯语。和宗教：（官方） 76.7％，基督教
17.3％，其他未说明5.9％。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9.3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
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
时）是多少？这个：78.2 年。人们住在科威特的地方？这
里：最密集的居民点位于波斯湾沿岸，特别是在科威特
市和布比延岛; 重要的人口线沿着从首都辐射的高速公



路延伸，特别是在该国南部地区，特别是在该国南部地
区。。 科威特的主要城市地区是：科威特（首都）27.79亿
（2015年）。

科威特政府和经济
首都科威特是科威特城和政府类型君主立宪制。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6个省（muhafazat，单数 - muhafazah）;
艾哈迈迪，人'Asimah，法尔瓦尼亚，杰赫拉'，哈瓦利，穆
巴拉克·卡比。关于科威特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石
油，石油化工，水泥，造船和维修，海水淡化，食品加
工，建筑材料。重要的农产品是鱼。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是石油和成品油，，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韩国化肥
16.8％，中国14.4％，日本9.6％，印度9.2％，美国7.5％，
新加坡5.6％（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食品，建筑
材料，车辆及配件，服装，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
14.1％，美国11.9％，阿联酋8.3％，日本6.5％，德国
6.2％，印度5.4％，意大利5％，沙特阿拉伯4.4％，韩国
4.4％（2016年） ）。 科威特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
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69,7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平均
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科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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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吉尔吉斯斯坦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理，居民，

政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
从吉尔吉斯斯坦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吉尔吉斯斯坦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吉尔吉斯斯坦？让我们从这个开始：一个

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然美景和自豪的游牧传统的中亚
国家，现今吉尔吉斯斯坦的大部分领土于1876年正式并
入俄罗斯帝国。吉尔吉斯于1916年对沙皇帝国发起了重
大反抗，其中近六分之一吉尔吉斯人口遇难。吉尔吉斯
斯坦于1936年成为苏联共和国，1991年苏联解体时获得
独立。2005年和2010年的全国示威导致吉尔吉斯斯坦前
两任总统Askar Akaev和Kurmanbek Bakiev被下台。2017
年，阿尔梅兹贝克阿塔姆巴耶夫成为第一位在吉尔吉斯
斯坦国家宪法规定的满期任期后辞职的总统。在吉尔吉
斯斯坦历史上最具竞争力的2017年10月总统选举获胜
后，前总理兼执政的吉尔吉斯斯坦成员Sooronbay
Jeenbekov的社会民主党取代了他，尽管它被指控非法政
府干涉使Jeenbekov受益。即使总理监督吉尔吉斯斯坦政
府并选出大多数内阁成员，总统仍拥有大量国家元首的
国家元首。总统在国际上代表国家，可以签署或否决法
律，要求举行新的选举，并提名最高法院法官，内阁成
员担任与安全或国防有关的职位，还有许多其他高级职
位。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持续关切包括民主化的轨迹，地
方性腐败，贫穷的族际关系，

地理吉尔吉斯斯坦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吉尔吉斯斯
坦？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中亚，中国西部，哈萨克斯坦南

部。 吉尔吉斯斯坦的总面积是199,951 km2，其中191,801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
的地形？这样：天山山脉北部山麓丘陵山区及相关山谷
和盆地的温带地区包括整个国家。 吉尔吉斯斯坦的最低
点是Kara-Daryya（Karadar'ya）132 m，最高点是Jengish
Chokusu（Pik Pobedy）。气候是干燥的高山天山陆极地区;
西南亚热带（Fergana Valley）;。

居民吉尔吉斯斯坦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吉尔吉斯斯坦中。号码

是：5,789,122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
住在这里？ 吉尔吉斯73.2％，乌兹别克斯坦14.6％，俄
罗斯5.8％，丹甘1.1％，其他5.3％（包括维吾尔，塔吉克，
土耳其，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中的语言是什
么？ 吉尔吉斯斯坦（官方）71.4％，乌兹别克斯坦
14.4％，俄罗斯（官方）9％，其他5.2％（2009年），。和宗
教：穆斯林75％，俄罗斯东正教20％，其他5％26.5。平均
年龄是多少岁？ 26.5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
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
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0.9 年。人们



住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地方？这里：绝大多数吉尔吉斯斯
坦人生活在农村地区; 最密集的人口聚居点位于首都比
什凯克及其周围的北部，其次是西部的奥什;。 吉尔吉斯
斯坦的主要城市地区是：（首都）865,000（2015年）70 .9。

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和经济
首都吉尔吉斯斯坦是比什凯克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

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7个省（首都）比什凯克（首
都）东部，东南部比什凯克oblustar，singular - oblus）和2个
城市（shaarlar，singular-shaar）;。关于吉尔吉斯斯坦的经
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小型机械，纺织品，食品加工，水
泥，鞋材，木材，冰箱，家具，电动机，黄金，稀土金属。
重要的农产品是棉花，土豆，蔬菜，葡萄，水果和浆果;
羊，羊，小羊，。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黄金，棉花，羊毛，
服装，汞，铀，电; 机械; 鞋类，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瑞士
44.9％，哈萨克斯坦10.5％，俄罗斯10.1％，乌兹别克斯
坦8.7％，土耳其6.2％，中国5.5％（2016）。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石油和天然气，机械和设备，化工，食品，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中国37.8％，俄罗斯20.7％，哈萨克斯坦
16.4％土耳其4.9％（2016）。 吉尔吉斯斯坦的富有多少以
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PPP）：$3,7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
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32.1% (2015
估计)。

吉尔吉斯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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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老挝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老挝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老挝。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老挝的国旗开
始：
 

老挝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老挝？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现代老挝源于

14世纪建立在古兰经国王统治下的古老的兰澜王国。
300年来，澜沧对当今的柬埔寨和泰国以及现在的老挝
都产生了影响。经过几个世纪的逐步衰落，老挝从18世
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成为法国印度支那的一部分，受到
泰国暹罗的统治。1907年的“法兰西暹罗条约”确定了目
前与泰国的老挝边界。1975年，共产党巴特老挝控制了

http://mapsguides.com/


政府，结束了六个世纪的君主制，建立了与越南紧密结
合的严格的社会主义政权。对私人企业的逐渐有限的回
报和自由化的外国投资法始于1988年。老挝于1997年成
为东盟成员，2013年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地理老挝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老挝？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东南亚，泰国东北部，越南西部。 老挝的

总面积是236,800 km2，其中230,800 km2是土地。 所以这
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
样：为崎岖的山脉; 一些平原和高原。 老挝的最低点是湄
公河70米，最高点是富比亚2817米。气候是; 雨季（5月至
11月）; 旱季（十二月至四月）多。

居民老挝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老挝中。号码是：

7,126,706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老挝为53.2％，Khmou为11％，Hmong为9.2％，
Phouthay为3.4％，Tai为3.1％，Makong为2.5％，加东为
2.2％，Lue为2％阿卡1.8％，其他11.6％。 老挝中的语言
是什么？ 老挝（官方），法语，英语，各种民族语言。和宗
教：佛教64.7％，基督教1.7％，无31.4％，其他/未说
2.1％（2015年预测）。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3 年。我们
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



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
少？这个：64.6 年。人们住在老挝的地方？这里：人口最
稠密地区并在首都万象附近; 大型社区主要位于西南边
界的湄公河沿岸; 总体密度被认为是东南亚最低的城市
之一。 老挝的主要城市地区是：万象（首都）
997,000（2015）。

老挝政府和经济
首都老挝是万象（Viangchan）和政府类型共产主义国

家。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7个省份（khoueng，单数和复
数）和1个首都（nakhon luang，单数和复数）; 阿速坡，博
胶，波里坎赛，巴塞，华潘，甘蒙，Louangnamtha，
Louangphabang，乌多姆赛，丰沙里，沙拉湾，沙湾拿吉，
Viangchan（万象），Viangchan，沙耶武里，赛宋本，塞贡，
Xiangkhouang。关于老挝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开采
（铜，锡，金，石膏）; 木材，电力，农产品加工，橡胶，建
筑，服装，水泥，旅游业。重要的农产品是红薯，蔬菜，
玉米，咖啡，甘蔗，烟草，棉花，茶叶，花生，大米; 木薯
（木薯，木薯），水牛，猪，牛，家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是木制品，咖啡，电力，锡，铜，黄金，木薯，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泰国40.1％，中国28.5％，越南13.7％（2016
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设备，车辆，燃料，消
费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泰国64.6％，中国16.5％，越
南9.4％ 2016）。 老挝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
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
$7,4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我们再补
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
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
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2% (2013 估计)。



老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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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拉脫維亞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拉脫維亞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拉脫維亞。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拉
脫維亞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拉脫維亞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拉脫維亞？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几个东部

的波罗的海部落在中世纪合并，形成了拉脱维亚人民的
核心（大约公元8至12世纪）。该地区后来受到德国人，波
兰人，瑞典人以及俄罗斯人的控制。拉脱维亚共和国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但它在1940年被苏联吞并 - 这
一行为从未被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所认可。拉脱维亚在
苏联解体后于1991年重新恢复独立。虽然最后一批俄罗
斯军队在1994年离开，但俄罗斯少数民族（约占人口的
26％）的地位仍然是莫斯科关心的问题。2004年春，拉脱
维亚加入北约和欧盟; 它于2014年加入欧元区，2016年
加入经合组织。2013年通过了双重国籍法，缓解了非公
民儿童的入籍问题。

地理拉脫維亞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拉脫維亞？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东欧，濒临波罗的海，爱沙尼亚和立

陶宛之间。 拉脫維亞的总面积是64,589 km2，其中62,249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
的地形？这样：低平原。 拉脫維亞的最低点是波罗的海



0，最高点是米盖兹纳卡恩斯312米。气候是的海上; 湿
润，温和的冬季。

居民拉脫維亞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拉脫維亞中。号码是：

1,944,643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
谁住在这里？ 拉脱维亚61.8％，俄罗斯25.6％，白俄罗
斯3.4％，乌克兰2.3％，波兰2.1％，立陶宛1.2％，其他
3.6％（2016 EST）。 拉脫維亞中的语言是什么？ 拉脱维
亚语（官方） 56.3％，俄罗斯33.8％，其他0.6％（包括波
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未指定9.4％。和宗教：路德教
会19.6％，东正教教会15.3％，其他基督教教会1％，其
他0.4％，未具体说明63.7％（2006）。平均年龄是多少
岁？ 43.6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4.7 年。人们住在拉脫維
亞的地方？这里：最大的人口集中在港口和首都里加; 小
型聚居地遍布全国各地。 拉脫維亞的主要城市地区是：
RIGA（首都）621,000（2015年）。

拉脫維亞政府和经济
首都拉脫維亞是里加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110个市镇（novadi，singular - novads）和
9个。关于拉脫維亞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加工食品
加工木材产品纺织品加工金属制品铁路车辆合成纤维电
子产品。重要的农产品是粮食，油菜籽，土豆，蔬菜; 猪
肉，家禽，牛奶，鸡蛋; 鱼类。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食品，
木材和木制品，金属，机械和设备，纺织品，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立陶宛17.3％，爱沙尼亚11.5％，俄罗斯



11.4％，德国6.8％，瑞典5.7％，英国5.3％，波兰5％，丹
麦4.4％（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设备，消
费品，化学品，燃料，车辆，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立陶宛
16.9％，德国12.3％，爱沙尼亚10.4％ 7.9％，俄罗斯
7.4％，芬兰4.3％，荷兰4.3％（2016年）。 拉脫維亞的富
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
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27,300 (2017 估计)。 这意
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
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
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
人口：25.5% (2015)。

拉脫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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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黎巴嫩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黎巴嫩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黎巴嫩。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黎巴嫩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黎巴嫩 - 概述：
你应该了解黎巴嫩？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第一次世界

大战后，法国获得了前奥斯曼帝国叙利亚省北部的授
权。法国在1920年划定了黎巴嫩地区，并于1943年批准
了该地区的独立。自独立以来，该国的政治动荡时期以
其作为区域金融和贸易中心地位而繁荣兴盛。该国1975
- 90年的内战造成大约12万人死亡，随后多年的社会和
政治动荡。宗派主义是黎巴嫩政治生活的关键因素。邻
国叙利亚历来影响黎巴嫩的外交政策和内政，其军事从
1976年至2005年占领了黎巴嫩。

地理黎巴嫩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黎巴嫩？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中东，与地中海接壤，位于以色列和叙

利亚之间。 黎巴嫩的总面积是10,400 km2，其中10,23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
述该国的地形？这样：狭窄的沿海平原; El Beqaa（贝卡谷
地）将黎巴嫩和反黎巴嫩山脉分隔开来。 黎巴嫩的最低
点是地中海0，最高点是米塞内塔萨乌达3088米。气候是



地中海; 温和凉爽，冬季炎热干燥，冬季潮湿; 黎巴嫩山
脉经历了沉重的冬季雪。

居民黎巴嫩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黎巴嫩中。号码是：

6,229,794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阿拉伯95％，亚美尼亚4％，其他1％。 黎巴嫩
中的语言是什么？ 阿拉伯语（官方），法文，英文，亚美
尼亚。和宗教：穆斯林54％（27％逊尼派，27％什叶派），
基督教40.5％（包括21％马龙派教徒，8％希腊东正教，
5％希腊天主教徒，6.5％其他基督徒），德鲁兹5.6％非常
少数的犹太人，巴哈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和摩门教
徒。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0.5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
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
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7.8
年。人们住在黎巴嫩的地方？这里：大多数人居住在地
中海沿岸或靠近地中海沿岸，这些人居住在首都贝鲁特
和其周围地区。黎巴嫩山东南部的贝卡谷地有利的生长
条件吸引了农民，因此该地区的人口密度较小。 黎巴嫩
的主要城市地区是：贝鲁特（首都）222.6万（2015年）。

黎巴嫩政府和经济
首都黎巴嫩是贝鲁特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8省（莫哈法萨特，单数 - 莫哈莎）;
Aakkar，Baalbek-Hermel，Beqaa（贝卡），Beyrouth（贝鲁
特），Liban-Nord（北黎巴嫩），Liban-Sud（南黎巴嫩），
Mont-Liban（黎巴嫩山），Nabatiye。关于黎巴嫩的经济，
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银行，旅游，食品加工，酒类，珠宝，
水泥，纺织品，矿产品，化工产品，木材及家具产品，炼



油，金属制造。重要的农产品是柑橘，葡萄，西红柿，苹
果，蔬菜，马铃薯，橄榄，烟草; 绵羊，山羊。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首饰，贱金属，化工，消费品，水果和蔬菜，烟
草，建筑矿物，电力机械和开关设备，纺织纤维，pape，
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南非21.1％，沙特阿拉伯9％，阿联
酋8％，叙利亚6.7％，伊拉克5.4％（2016）。最重要的进
口商品是石油产品，汽车，医药产品，服装，肉类和活体
动物，消费品，造纸，纺织品，烟草，电气机械和设备，
化学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11.2％，意大利7.5％，
美国6.3％，德国6.2％，希腊5.7％，埃及4.1％（2016年）。
黎巴嫩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
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9,5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
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
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8.6%
(2004 估计)。

黎巴嫩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莱索托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莱索托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莱索托。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莱索托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莱索托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莱索托？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966年，

Basutoland在英国独立后更名为莱索托王国。Basutho国家
党在其头二十年统治该国。Moshoeshoe国王于1990年流
亡，但于1992年返回莱索托，并于1995年复职，并于
1996年由他的儿子Letsie III国王继任。宪政在1993年经
过七年的军事统治后恢复。1998年，在有争议的选举之
后发生的暴力抗议和军事叛变促使南非和Batswana军队
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支持下进行了短暂而血腥的干
预。随后的宪法改革恢复了相对的政治稳定。2002年举
行了和平的议会选举，但2007年的国民议会选举受到激
烈争议，并且各方都感到不满，如何使用选举法来裁决
大会中的比例席位。2012年，涉及18个党派的竞争性选
举看到总理莫托萨哈托马斯塔巴内组建了一个联合政府
- 这是该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党 - 推翻了在下个月和平
执政的14年任期的帕卡利查莫西西利。2015年2月，在
Thabane联合政府倒台和据称企图进行军事政变之后，
Mosisili在2015年2月的快速选举中重新掌权。这一事件
推翻了14年任职的Pakalitha Mosisili，他在接下来的一个
月里和平地转移了权力。2015年2月，在Thabane联合政
府倒台和据称企图进行军事政变之后，Mosisili在2015年
2月的快速选举中重新掌权。这一事件推翻了14年任职
的Pakalitha Mosisili，他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和平地转移
了权力。2015年2月，在Thabane联合政府倒台和据称企
图进行军事政变之后，Mosisili在2015年2月的快速选举



中重新掌权。
地理莱索托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莱索托？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南部非洲，南非的一个飞地。 莱索托的

总面积是30,355 km2，其中30,355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
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大多高
原与高原，丘陵和山脉。 莱索托的最低点是橙色和马哈
林河交汇处1,400米，最高点是Thabana Ntlenyana 3,482
米。气候是; 凉爽，寒冷，干燥的冬季; 炎热，潮湿的夏
季。

居民莱索托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莱索托中。号码是：

1,958,042。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里？
Sotho为99.7％，欧洲人，亚洲人和其他0.3％。 莱索托中
的语言是什么？ 塞索托人（官方）（Sotho南部人），英语
官方），祖鲁人，科萨人。和宗教：基督教80％，土着信仰
20％24.2。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4.2 年。我们必须补充
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
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
个：53 年。人们住在莱索托的地方？这里：预测）全国西
部半岛人口密度相对较高，首都马塞卢以及Mafeteng，



Teyateyaneng和Leribe等小城市吸引的人口最多。 莱索托
的主要城市地区是：马塞卢（首都）267,000（2014）。

莱索托政府和经济
首都莱索托是马塞卢和政府类型议会君主立宪制。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0区; 伯里亚，布塔布泰，莱里
贝，马费滕，马塞卢，莫希尔斯豪克，莫霍特隆，加查斯
内克，古廷，塔巴采卡。关于莱索托的经济，重要的工业
产品是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装配，手工业，建筑业，
旅游业。重要的农产品是玉米，小麦，豆类，高粱，大麦;
家畜。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制造（服装，鞋类），羊毛和
马海毛，食品和活畜，电，水，钻石，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是南非56.5％，美国为35.4 ％（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
品是食品; 建材，车辆，机械，医药，石油产品，最重要的
进口商品是南非84.5％（2016）。 莱索托的富有多少以及
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PPP）：$3,9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
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57% (2016 估
计)。

莱索托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利比里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利比里亚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利比里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利
比里亚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利比里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利比里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822年开

始在今天的利比里亚解决美国解放奴隶的问题; 到1847
年，美利坚合众国能够建立共和国。1944 - 1971年任总
统的威廉塔布曼为促进外国投资和弥合原定居者后裔与
内地居民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差距做了很多工作。
1980年，由塞缪尔·DOE领导的军事政变迎来了专制统治
的十年。1989年12月，查尔斯泰勒发起了反对美国能源
部政权的叛乱，导致美国能源部遇害的内战延长。1997
年的相对和平时期允许泰勒掌权，但2000年恢复了重大
战斗。2003年8月的和平协议结束了这场战争，促使前总
统查尔斯泰勒辞职，他在联合国支持的塞拉利昂特别法
庭在海牙因参与塞拉利昂内战而被定罪。经过两年的过
渡政府统治后，2005年底的民主选举让总统埃伦约翰逊
瑟里夫掌权。她随后在2011年获得连任，但受到重建利
比里亚经济的挑战，特别是在2014 - 15年埃博拉疫情之
后，并且协调一个仍在从14年战斗中恢复过来的国家。
2016年7月，联合国将维和责任移交给利比里亚，并减少
了联合国部队的存在，现在这一存在起到了支持作用。
限制宪法条款限制了总统约翰逊瑟里夫竞选连任。2017
年11月总统大选的选举在对欺诈指控作出裁决之前已停
止。

地理利比里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利比里亚？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西非与北大西洋接壤，科特迪瓦与塞

拉利昂之间。 利比里亚的总面积是111,369 km2，其中

96,320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
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大部分地区平坦，沿海平原上升
至高原，东北部低山。 利比里亚的最低点是大西洋0米，
最高点是Wuteve山1447米。气候是; 炎热，潮湿; 干燥的
冬季炎热的日子，凉爽的寒冷的夜晚; 潮湿，多云的夏
季，频繁有大量骤雨，。

居民利比里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利比里亚中。号码是：

4,689,021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Kpelle 20.3％，Bassa 13.4％，Grebo 10％，Gio
8％，Mano 7.9％，Kru 6％，Lorma 5.1％，Kissi 4.8％，
Gola 4.4％，其他20.1％（2008年人口普查）。 利比里亚中
的语言是什么？ 英语20％（官方），约20种民族语言，其
中很少可以写信或用于通信。和宗教：基督教85.6％，穆
斯林12.2％，传统0.6％，其他0.2％，无1.4％（2008年人
口普查）17.8。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17.8 年。我们必须补
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
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



这个：63.3 年。人们住在利比里亚的地方？这里：超过一
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蒙罗维亚。 利比里亚的主要
城市地区是：蒙罗维亚（首都）126.4万（2015年）。

利比里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利比里亚是蒙罗维亚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5个县; 波密，奉，巴波卢，大巴
萨，大角山，大吉德，大克鲁，洛法，马吉比，马里兰，蒙
特塞拉多，宁巴，里弗塞斯，吉河，锡诺。关于利比里亚
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矿业（铁矿石和黄金），橡胶
加工，棕榈油加工，钻石。重要的农产品是橡胶，咖啡，
可可，大米，木薯（木薯，木薯），棕榈油，甘蔗，香蕉; 绵
羊，山羊; TIMBE。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橡胶，木材，铁，
钻石，可可，咖啡，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波兰18.5％，瑞
士9.7％，阿联酋9.4％，荷兰8.9％ ，德国6.1％，美国
5.9％，南非5％，中国4.4％，加纳4.2％（2016年）。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燃料，化学品，机械，运输设备，制成品;
食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韩国38.3％，新加坡18％，中
国15.9％，日本10.9％（2016年）。 利比里亚的富有多少
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PPP）：$9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
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
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
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54.1%
(2014 估计)。

利比里亚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利比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利比亚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利比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利比亚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利比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利比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意大利人在

1911年在的黎波里周围地区取代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直
到1943年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击败后才放弃。利
比亚于1951年通过联合国管理并获得独立。经过1969年
的军事政变后，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领导并开始在国内
支持他的政治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和伊斯兰教的结合。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卡扎菲利用石油收入在利比亚境
外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支持颠覆和恐怖主义活动，其
中包括两架飞机 - 一架飞越苏格兰，另一架飞往北非 -
并在柏林迪斯科舞厅爆炸。1992年联合国的制裁在袭击
事件发生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隔离了卡扎菲; 在利比亚
接受爆炸责任并就索赔人赔偿达成协议后，制裁在2003
年取消。卡扎菲还同意结束利比亚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的计划，他在与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了重大
进展。2011年初，利比亚各城市在2010年底开始在几个
中东和北非国家发生骚乱。卡扎菲对示威者的残酷镇压
催生了一场内战，引发联合国授权国际社会进行海空干
涉。在政府与反对派力量进行了数月的拉锯战后，卡扎
菲政权在2011年中被推翻，并被称为全国过渡委员会
（NTC）的过渡政府所取代。2012年，NTC将权力交给选
举产生的议会，全国大会（GNC）。选民在2014年6月选择
了一个新的议会来取代GNC，众议院（HoR）在黎波里爆
发战斗后重新部署到东部城市托布鲁克。2015年10月，
联合国在众多利比亚政党和社会团体（被称为利比亚政
治协议（LPA））之间签署了一项协议。利比亚政治对话成



员，包括HoR和前GNC的代表，于2015年12月签署了
LPA。LPA呼吁组建一个国家协议临时政府或GNA，由九
名成员担任总统理事会，HoR以及大多数前GNC成员加
入的咨询高级理事会。联邦安全委员会第2259号决议随
后批准了LPA向新宪法和民选政府过渡两年的路线图，
该决议还呼吁成员国停止与平行机构进行正式联系。
2016年1月，HoR投票通过了包括总统委员会在内的
LPA，同时投票反对针对安全领导职位的有争议的条
款。2016年3月，新加坡国民大会主席委员会坐在的黎波
里。2016年，国民核算局两次宣布了一批事实上运作的
部长，但霍恩并未赞同部长名单。HoR和前GNC附属强
硬派继续反对GNA并阻碍LPA的实施。2017年9月，联合
国特别代表加珊·萨拉姆宣布了一项新的政治和解路线
图。

地理利比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利比亚？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北非与地中海接壤，位于埃及，突尼斯

和阿尔及利亚之间。 利比亚的总面积是1,759,540 km2，

其中1,759,54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
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为贫瘠，平坦至起
伏的平原，高原，洼地。 利比亚的最低点是Sabkhat
Ghuzayyil -47，最高点是米比库比蒂2267米。气候是地中



海沿岸; 干燥，极端沙漠间多。

居民利比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利比亚中。号码是：

6,653,210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柏柏尔和阿拉伯97％，其他3％（包括希腊人，
马耳他人，意大利人，埃及人，巴基斯坦人，土耳其人，
埃及人和突尼斯人）。 利比亚中的语言是什么？ 阿拉伯
文（官方），意大利文，英文（在主要城市都广泛使用）; 柏
柏尔（Nafusi，Ghadamis，Suknah，Awjilah，Tamasheq）。和宗
教：穆斯林（官方;几乎所有逊尼派）96.6％，基督教
2.7％，佛教0.3％，印度教28.9。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8.9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
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
（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6.7 年。人们住在利比亚的地
方？这里：超过90％西部的黎波里和东部的阿尔贝达之
间的地中海沿岸; 由于撒哈拉沙漠以及地表水源缺乏，
内陆地区人口大量减少。。 利比亚的主要城市地区是：
的黎波里（首都）112.6万人（2015年）。

利比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利比亚是的黎波里（Tarabulus）和政府类型过渡。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22个区（shabiyat，singular -
shabiyat）; Al Butnan，Al Jabal al Akhdar，Al Jabal al Gharbi，
Al Jafarah，Al Jufrah，Al Kufrah，Al Marj，Al Marqab，Al
Wahat，An Nuqat al Khams，Az Zawiyah，Banghazi，Darnah，
Ghat，Misratah，Murzuq，Nalut ，Sabha，Surt，Tarabulus，
Wadi al Hayat，Wadi ash Shati。关于利比亚的经济，重要的
工业产品是石油，石化，铝，钢铁，食品加工，纺织品，



工艺品，水泥。重要的农产品是小麦，大麦，橄榄，柑
橘，蔬菜，花生，大豆; 牛。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原油，成
品油，天然气，化学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意大利
24.2％，埃及21.1％，西班牙9.5％，法国7.8％，克罗地亚
5％，荷兰5％，中国4.3％（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
是机械，半成品，食品，运输设备，消费品，最重要的进
口商品是中国14.4％，韩国13.3％，土耳其10.4％，意大
利5.9％（2016年）。 利比亚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
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9,8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利比亚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列支敦斯登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列支敦斯登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列支敦斯登。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列支敦斯登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列支敦斯登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列支敦斯登？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列支敦

士登公国于1719年在神圣罗马帝国建立。在拿破仑战争
期间，法国和俄罗斯军队占领了它，它于1806年成为主
权国家，并于1815年加入德国联邦。列支敦士登于1866
年完全独立，当联邦溶解。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前，它与奥地利紧密相连，但由于冲突造成的经济破坏
迫使列支敦士登与瑞士进入海关和货币联盟。自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来（列支敦士登保持中立）以来，该国低税收
刺激了经济增长。2000年，银行业监管缺陷导致人们担
心使用金融机构进行洗钱。然而，

地理列支敦斯登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列支敦斯
登？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中欧，奥地利与瑞士之间。 列支

敦斯登的总面积是160 km2，其中160 km2是土地。 所以
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
样：大多山区（阿尔卑斯山）与莱茵河谷在西部第三。 列
支敦斯登的最低点是Ruggeller Riet 430 m，最高点是



Vorder-Grauspitz 2,599米。气候是大陆; 寒冷多云的冬季，
频繁降雪或下雨; 凉爽到中度温暖，多云，潮湿的夏季。

居民列支敦斯登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列支敦斯登中。号码是：

38,244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Liechtensteiner 66％，其他34％（2013 est。）。
列支敦斯登中的语言是什么？ 德语94.5％（官方）
（Alemannic是主要方言），意大利语1.1％，其他
4.3％（2010 est。）。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官方）75.9％，新
教改革的6.5％，穆斯林5.4％，信义1.3％，其他占2.9％，
无5.4％，未指定的2.6％（2010年估计）。平均年龄是多少
岁？ 43.2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81.9 年。人们住在列支敦
斯登的地方？这里：大多数人口在该国的西部一半沿莱
茵河左岸发现。 列支敦斯登的主要城市地区是：瓦杜兹
（首都）5000（2014）。

列支敦斯登政府和经济
首都列支敦斯登是瓦杜兹和政府类型君主立宪。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1个公社（Gemeinden，奇-
Gemeinde）;。关于列支敦斯登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
电子产品，金属制造，牙科产品，陶瓷，医药，食品，精
密仪器，旅游，光学仪器。重要的农产品是小麦，大麦，
玉米，马铃薯; 家畜，乳制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小型
特种机械，音频和视频连接器，机动车辆零件，牙科产
品，五金制品，准备食品，电子设备，光学产品，最重要
的出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农产



品，原材料，能源产品，机械，金属制品，纺织品，食品，
汽车，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 列支敦斯登的
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
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39,100 (2009 估计)。 所
以这里的人平均非常富有。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
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
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
人口：未知%。

列支敦斯登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立陶宛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立陶宛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立陶宛。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立陶宛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立陶宛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立陶宛？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236年，立

陶宛土地在Mindaugas统一; 在下个世纪，通过联盟和征
服，立陶宛将其领土扩大到包括当今大部分白俄罗斯和
乌克兰。到14世纪末，立陶宛成为欧洲最大的州。1386
年与波兰结盟后，两国通过共同统治者的人成为一个联
盟。1569年，立陶宛和波兰正式合并成一个双重国家，
即波兰立陶宛联邦。这个实体直到1795年才幸存下来，
当时它的残余物被周边国家瓜分。立陶宛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后恢复独立，但在1940年被苏联吞并 - 这是美国和
其他许多国家从未认可的行动。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
成为第一个宣布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但莫斯科直到
1991年9月才承认这一宣言（在莫斯科发生流产之后）。
最后一批俄罗斯军队于1993年撤出。立陶宛随后重组经
济以融入西欧机构; 它在2004年春季加入了北约和欧
盟。2015年，立陶宛加入了欧元区。

地理立陶宛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立陶宛？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东欧与波罗的海接壤，位于拉脱维亚与
俄罗斯之间，白俄罗斯以西。 立陶宛的总面积是65,300
km2，其中62,680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
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低地，许多分散的小湖
泊，肥沃的土壤。 立陶宛的最低点是波罗的海0米，最高
点是Aukstojas。气候是过渡，位于海洋与大陆之间; 湿
润，温和的冬季和夏季。

居民立陶宛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立陶宛中。号码是：

2,823,859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立陶宛84.1％，波兰6.6％，俄罗斯5.8％，白俄
罗斯1.2％，其他1.1％，未具体说明1.2％（2011年预计）。
立陶宛中的语言是什么？ 立陶宛（官方）82％，俄罗斯
8％，波兰5.6％，其他0.9％，未具体说明3.5％（2011年预
测）。和宗教：罗马天主教77.2％，俄罗斯东正教4.1％，
老信徒0.8％，福音派路德会0.6％，福音派改革派0.2
％，其他（包括逊尼派穆斯林，犹太人，希腊天主教徒和
Karaite）0.8％，无6.1％，未具体说明10.1％（2011。平均
年龄是多少岁？ 43.7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
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
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5 年。人们住
在立陶宛的地方？这里：，全国人口分布相当均匀，但南
部城市维尔纽斯和考纳斯以及西部港口克莱佩达。 立陶
宛的主要城市地区是：维尔纽斯（首都）517,000（2015
年）。

立陶宛政府和经济
首都立陶宛是维尔纽斯和政府类型半总统共和国。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60个城市（savivaldybe，singular-
savivaldybe）; Akmene，Alytaus Miestas，Alytus，Anksciai，
Birstono，Birzai，Druskininkai，Elektrenai，Ignalina，Jonava，
Joniskis，Jurbarkas，Kaisiadorys，Kalvarijos，Kauno
Miestas，Kaunas，Kazlu Rudos，Kedainiai，Kelme，
Klaipedos Miestas，Klaipeda，Kretinga，Kupiskis， Lazdijai，
Marijampole，Mazeikiai，Moletai，Neringa，Pagegiai，
Pakruojis，Palangos Miestas，Panevezio Miestas，Panevezys，
Pasvalys，Plunge，Prienai，Radviliskis，Raseiniai，Rietavo，
Rokiskis，Sakiai，Salcininkai，Siauliu Miestas，Siauliai，Silale，
Silute，Sirvintos Skuodas Svencionys Taurage Telsiai Trakai
Ukmerge Utena Varena Vilkaviskis Vilniaus Miestas维尔纽斯
Visaginas Zarasai。关于立陶宛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
金属切削机床，电动机，电视机，冰箱和冰柜，石油精
炼，造船（小船），家具，纺织品，食品加工，化肥，农业
机械，光学设备，激光，电子元件，电脑，琥珀首饰，信
息技术，视频游戏开发，应用程序/软件开发，生物技术。
重要的农产品是粮食，马铃薯，甜菜，亚麻，蔬菜; 牛肉，
牛奶，鸡蛋，猪肉，奶酪; 鱼。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精炼
燃料，机械和设备，化学品，纺织品，食品，塑料，最重
要的出口商品是俄罗斯13.5％，拉脱维亚9.9％，波兰
9.1％，德国7.7％ 5.3％，美国5.2％，瑞典4.8％，英国
4.3％（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石油，天然气，机械
和设备，运输设备，化学品，纺织品和服装，金属，最重
要的进口商品是俄罗斯14.4％，德国12.1％，波兰
10.8％，拉脱维亚8 ％，意大利5.4％，荷兰4.8％，瑞典
4.4％（2016年）。 立陶宛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
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31,9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
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2.2% (2015
估计)。

立陶宛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卢森堡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卢森堡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卢森堡。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卢森堡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卢森堡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卢森堡？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卢森堡成立

于963年，1815年成为大公国，是荷兰的独立国家。它在
1839年失去了比利时一半以上的领土，但获得了更大的
自治权。1867年，卢森堡在承诺永久中立的条件下获得
完全独立。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都超过了它，它在
1948年进入比荷卢关税联盟并在次年加入北约时结束了
中立。1957年，卢森堡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六个创始国
之一（后来是欧盟），并于1999年加入欧元区。

地理卢森堡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卢森堡？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西欧，法国与德国之间。 卢森堡的总面

积是2,586 km2，其中2,586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
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大部分
都是轻轻地蜿蜒起伏，山谷宽阔浅的山谷; 北部稍高的
山地; 陡峭的斜坡向东南。 卢森堡的最低点是摩泽尔河
洪水平原摩泽尔河133米，最高点是Buurgplaatz 559米。
气候是改良大陆，冬季温和，凉爽的夏季。



居民卢森堡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卢森堡中。号码是：

594,130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卢森堡53.3％，葡萄牙16.2％，法国7.2％，
意大利3.5％，比利时3.4％，德国2.2％，英国1.1％，其他
13.2％。 卢森堡中的语言是什么？ 卢森堡语（官方行政
和司法语言和国语（口语））55.8％，葡萄牙语15.7％，法
语（官方行政，司法和立法语言）12.1％，德语（官方行政
和司法语言）3.1％，意大利语2.9％ ，英语2.1％，其他
8.4％（2011年预测）。和宗教：基督教（主要是罗马天主
教）70.4％，穆斯林2.3％，其他（包括佛教，民间宗教，印
度教，犹太教）0.5％，无26.8％（2010年预测）。平均年龄
是多少岁？ 39.3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
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
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82.3 年。人们住在
卢森堡的地方？这里：大多数人居住在南部，与法国接
壤或接近边界。 卢森堡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卢森堡07 E。

卢森堡政府和经济
首都卢森堡是和政府类型。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2个州（州，奇异州）; Capellen，Clervaux，Diekirch，
Echternach，Esch-sur-Alzette，Grevenmacher，卢森堡，
Mersch，Redange，Remich，Vianden，Wiltz。关于卢森堡的
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银行和金融服务，建筑，房地
产服务，铁，金属和钢铁，信息技术，电信，货物运输和
物流，化学品，工程，轮胎，玻璃，铝，旅游，生物技术。
重要的农产品是葡萄，大麦，燕麦，土豆，小麦，水果; 乳
制品和畜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机械和设备，钢



材，化学品，橡胶制品，玻璃，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德国
23.1％，比利时16.6％，法国15.4％，荷兰5.1％（2016
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商用飞机，矿产，化工，金属，
食品，奢侈消费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比利时29.4％，
德国24.3％，法国10.3％，美国7％，中国5.8％，荷兰
4.3％，墨西哥4.3％（2016）。 卢森堡的富有多少以及这
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PPP）：$109,100 (2017 估计)。 所以这里的人平均
非常富有。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
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
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卢森堡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澳門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澳門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澳門。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澳門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澳門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澳門？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由葡萄牙人殖

民统治16世纪，澳门是远东地区的第一个欧洲人定居
点。根据中国和葡萄牙于1987年4月13日签署的协议，澳
门于1999年12月20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
区。在这项协议中，中国承诺根据其“一国两制”公式，中
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不会对澳门施加压力，澳门在接下
来的五十年中除了外交和防务以外的所有事务都将享
有“高度自治”。

地理澳門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澳門？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东亚，与中国南海和中国接壤。 澳門的总

面积是28.2 km2，其中28.2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
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平均。
澳門的最低点是南海0米，最高点是Alto Coloane 172米。
气候是; 海洋冬季凉爽，夏季温暖夏季。

居民澳門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澳門中。号码是：601,969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
里？ 中国人88.7％，葡萄牙人1.1％，混合1.1％，其他
9.2％（包括澳门 -葡萄牙语和亚洲裔）（2016年预计）。 澳
門中的语言是什么？ 广东话80.1％，普通话5.5％，其他
中国方言5.3％，他加禄语3％，英语2.8％，葡萄牙语
0.6％，其他2.8％。和宗教：佛教50％，罗马天主教徒
15％其他35％（1997年）39.。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9.3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
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
时）是多少？这个：84.6 年。人们住在澳門的地方？这
里：人口平均分布。 澳門的主要城市地区是：这是未知
的。

澳門政府和经济
首都澳門是这是未知的和政府类型总统限制民主;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特别行政区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澳門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
旅游，赌博，服装，纺织品，电子产品，鞋类，玩具。重要
的农产品是只有2％的土地面积种植，主要是蔬菜种植
者; 主要用于甲壳类动物的捕鱼非常重要; 香港。最重要
的出口商品是服装，纺织品，鞋类，玩具，电子产品，机
械及零件，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香港64.1％，中国
20.2％。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原材料和半成品，消费品
（食品，饮料，烟草，服装和鞋类，汽车），资本货物，矿
物燃料和石油，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36.7％，香港
8.6％，意大利7.9％，瑞士7.6％，法国7.4％，日本6.3％，
美国5.8％（2016年）。 澳門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
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114,400 (2017 估计)。 所以这里的人平均非常富



有。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
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澳門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馬其頓共和國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馬其頓共和國的地理，居民，

政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馬其頓共和國。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
从馬其頓共和國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馬其頓共和國 - 概述：
你应该了解馬其頓共和國？让我们从这个开始：马其

顿于1991年和平地从南斯拉夫取得独立。希腊反对马其
顿的名字，坚持认为它对同名北部希腊省的领土要求以
及民主倒退阻碍了该国走向欧洲 - 大西洋一体化的运
动。在马其顿宣布独立后，希腊立即试图阻止马其顿获
得联合国会员资格的努力，如果使用“马其顿”这个名字
的话。马其顿于1993年最终被接纳为联合国“前南斯拉
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同时它同意联合国主持的关于名
称争端的谈判。1995年，希腊解除了为期20个月的贸易
禁运，两国同意关系正常化，但名称问题仍未解决，解
决方案的谈判正在进行中。自2004年以来，美国和其他
130多个国家通过其宪法名称马其顿共和国承认马其
顿。阿尔巴尼亚人对政治和经济不平等的不满已经在
2001年升级为叛乱，最终导致了国际斡旋的奥赫里德框
架协议（OFA），该协议终止了战斗，并制定了宪法修正
准则和制定新法律，以增强少数民族。然而，马其顿人
和阿族人之间的关系依然脆弱。由于在2016年12月举行
了一次竞争激烈的早期立法选举之后，经历了长达六个
月的政府形成时期，近三年席卷马其顿的政治危机最终
于2017年6月结束。危机发生在2014年立法和总统选举
之后，并在2015年反对党开始发布窃听内容时声称它显
示政府普遍腐败。虽然马其顿在2005年成为欧盟候选
国，但该国仍面临挑战，包括克服政治危机，全面实施
OFA，解决与希腊的悬而未决的名义争端，改善与保加



利亚的关系，遏制民主倒退，刺激经济增长和发展。在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2008年北约首脑会议上，盟
国同意马其顿将在与希腊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名义
争端的决议时被邀请加入该联盟。该国仍面临挑战，包
括克服政治危机，全面实施OFA，解决与希腊的悬而未
决的名义争端，改善与保加利亚的关系，遏制民主倒
退，刺激经济增长和发展。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
的2008年北约首脑会议上，盟国同意马其顿将在与希腊
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名义争端的决议时被邀请加入
该联盟。该国仍面临挑战，包括克服政治危机，全面实
施OFA，解决与希腊的悬而未决的名义争端，改善与保
加利亚的关系，遏制民主倒退，刺激经济增长和发展。
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2008年北约首脑会议上，
盟国同意马其顿将在与希腊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名
义争端的决议时被邀请加入该联盟。

地理馬其頓共和國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馬其頓共和
國？这个国家的位置是欧洲东南部，希腊北部。 馬其頓

共和國的总面积是25,713 km2，其中25,433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
样：山区深，盆地和山谷; 三个大湖，每一个都由边界线



划分; Vardar Rive。 馬其頓共和國的最低点是Vardar河50
米，最高点是Golem Korab（Maja e Korabit）2,764米。气候
是温暖，干燥的夏季和秋季; 相对寒冷的冬季，降雪量
大，。

居民馬其頓共和國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馬其頓共和國中。号码

是：2,103,721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
住在这里？ 马其顿人64.2％，阿尔巴尼亚人25.2％，土
耳其人3.9％，罗姆人2.7％，塞尔维亚人1.8％，其他
2.2％（2002年度）。 馬其頓共和國中的语言是什么？ 马
其顿人（官方）66.5％，阿尔巴尼亚人25.1％，土耳其人
3.5％，罗姆人1.9％，塞尔维亚人1.2％ ，其他1.8％（2002
年预测）。和宗教：马其顿东正教64.8％，穆斯林33.3％，
其他基督教0.4％，其他和未指定1.5％（2002年预测）。平
均年龄是多少岁？ 37.9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
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
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6.4 年。人
们住在馬其頓共和國的地方？这里：在大多数国家，吸
引更大，更密集的人口城镇。 馬其頓共和國的主要城市
地区是：斯科普里（资本）503000（2015）。

馬其頓共和國政府和经济
首都馬其頓共和國是斯科普里和政府类型议会制共

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70个直辖市（opstini，
singular-opstina）和1个城市（grad）; Aracinovo，Berovo，
Bitola，Bogdanci，Bogovinje，Bosilovo，Brvenica，Caska，
Centar Zupa，Cesinovo-Oblesevo，Cucer Sandevo，Debar，
Debarca，Delcevo，Demir Hisar，Demir Kapija，Dojran，



Dolneni，Gevgelija，Gostivar，Gradsko，Ilinden， Jegunovce，
Karbinci，Kavadarci，Kicevo，Kocani，Konce，Kratovo，
Kriva Palanka，Krivogastani，Krusevo，Kumanovo，
Lipkovo，Lozovo，Makedonska Kamenica，Makedonski
Brod，Mavrovo i Rostusa，Mogila，Negotino，Novaci，Novo
Selo，Ohrid，Pehcevo， Petrovec，Plasnica，Prilep，
Probistip，Radovis，Rankovce，Resen，Rosoman，斯科普
里，Sopiste，Staro Nagoricane，Stip，Struga，Strumica，
Studenicani，Sveti Nikole，Tearce，Tetovo，Valandovo，
Vasilevo，Veles，Vevcani，Vinica，Vrapciste， Zelenikovo，
Zelino，Zrnovci。关于馬其頓共和國的经济，重要的工业
产品是食品加工，饮料，纺织品，化学品，铁，钢铁，水
泥，能源，医药，汽车零部件。重要的农产品是葡萄，烟
草，蔬菜，水果; 牛奶，蛋类。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食品，
饮料，烟草; 纺织品，杂项制成品，铁，钢; 汽车零部件，
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德国40.9％，科索沃13.5％，塞尔维
亚7.7％，保加利亚4.5％（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
械和设备，汽车，化学品，燃料，食品，最重要的进口商
品是德国12.2％，英国10.7％，塞尔维亚7.9％，希腊
7.3％，中国6.2 ％，意大利5.6％，土耳其5.1％，保加利亚
4.6％（2016年）。 馬其頓共和國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
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PPP）：$15,2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
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
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1.5% (2015 估计)。

馬其頓共和國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马达加斯加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马达加斯加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马达加斯加。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马达加斯加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马达加斯加 - 概述：
你应该了解马达加斯加？让我们从这个开始：马达加

斯加是地球上被人类殖民的最后一个主要大陆之一。现
代印度尼西亚最早的定居者抵达公元350至550年。该岛
早在7世纪就吸引了阿拉伯和波斯的贸易商，而非洲的
移民则在公元1000年左右到达。马达加斯加在17世纪末
和18世纪初是海盗的据点几个世纪，并成为19世纪的奴
隶贸易中心。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末，一个原生的美
利奴王国主宰了马达加斯加的大部分地区。1896年法国
征服了该岛，使该岛成为殖民地; 1960年恢复了独立。
1992 - 93年期间，自由总统和国民议会选举结束了17年
的一党统治。1997年，在第二次总统竞选中，1970年代
和1980年代领导人Didier Ratsiraka，被送回总统。2001年
总统选举在迪迪埃拉齐拉卡和马克拉瓦罗马纳纳的追随
者之间进行了争执，几乎导致该国一半的分裂。2002年4
月，高宪法法院宣布Ravalomanana获胜。Ravalomanana在
2006年获得第二个任期，但在2009年发生抗议之后，将
权力移交给军方，然后赋予安塔那那利佛市长Andry
Rajoelina总统担任政变的权力。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领导的漫长调解进程之后，马达加斯加在2013年举行了
联合国支持的总统和议会选举。前事实上的财政部长
Hery Rajaonarimampianina于2013年12月赢得了选举，并于
2014年1月落成。2001年总统选举在迪迪埃拉齐拉卡和
马克拉瓦罗马纳纳的追随者之间进行了争执，几乎导致
该国一半的分裂。2002年4月，高宪法法院宣布



Ravalomanana获胜。Ravalomanana在2006年获得第二个任
期，但在2009年发生抗议之后，将权力移交给军方，然
后赋予安塔那那利佛市长Andry Rajoelina总统担任政变
的权力。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领导的漫长调解进程之
后，马达加斯加在2013年举行了联合国支持的总统和议
会选举。前事实上的财政部长Hery Rajaonarimampianina于
2013年12月赢得了选举，并于2014年1月落成。2001年总
统选举在迪迪埃拉齐拉卡和马克拉瓦罗马纳纳的追随者
之间进行了争执，几乎导致该国一半的分裂。2002年4
月，高宪法法院宣布Ravalomanana获胜。Ravalomanana在
2006年获得第二个任期，但在2009年发生抗议之后，将
权力移交给军方，然后赋予安塔那那利佛市长Andry
Rajoelina总统担任政变的权力。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领导的漫长调解进程之后，马达加斯加在2013年举行了
联合国支持的总统和议会选举。前事实上的财政部长
Hery Rajaonarimampianina于2013年12月赢得了选举，并于
2014年1月落成。几乎导致该国一半的分裂。2002年4
月，高宪法法院宣布Ravalomanana获胜。Ravalomanana在
2006年获得第二个任期，但在2009年发生抗议之后，将
权力移交给军方，然后赋予安塔那那利佛市长Andry
Rajoelina总统担任政变的权力。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领导的漫长调解进程之后，马达加斯加在2013年举行了
联合国支持的总统和议会选举。前事实上的财政部长
Hery Rajaonarimampianina于2013年12月赢得了选举，并于
2014年1月落成。几乎导致该国一半的分裂。2002年4
月，高宪法法院宣布Ravalomanana获胜。Ravalomanana在
2006年获得第二个任期，但在2009年发生抗议之后，将
权力移交给军方，然后赋予安塔那那利佛市长Andry



Rajoelina总统担任政变的权力。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领导的漫长调解进程之后，马达加斯加在2013年举行了
联合国支持的总统和议会选举。前事实上的财政部长
Hery Rajaonarimampianina于2013年12月赢得了一场径流
选举，并于2014年1月落成。将权力移交给军队，然后赋
予塔那那利佛市长Andry Rajoelina总统担任政变的权力。
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领导的漫长调解进程之后，马达
加斯加在2013年举行了联合国支持的总统和议会选举。
前事实上的财政部长Hery Rajaonarimampianina于2013年
12月赢得了选举，并于2014年1月落成。将权力移交给军
队，然后赋予塔那那利佛市长Andry Rajoelina总统担任政
变的权力。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领导的漫长调解进程
之后，马达加斯加在2013年举行了联合国支持的总统和
议会选举。前事实上的财政部长Hery Rajaonarimampianina
于2013年12月赢得了选举，并于2014年1月落成。

地理马达加斯加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马达加斯
加？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南部非洲，印度洋岛屿，莫桑比

克东部。 马达加斯加的总面积是587,041 km2，其中

581,54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
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狭窄沿海平原，高原和中
部山脉。 马达加斯加的最低点是印度洋0 m，最高点是



Maromokotro 2876米的。气候是热带沿海，温带内陆，干
旱的南部。

居民马达加斯加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马达加斯加中。号码是：

25,054,161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马来语 - 印度尼西亚语（Merina和相关Betsileo），
Cotiers（混合非洲人，马来人 - 印度尼西亚人和阿拉伯人
祖先--Betsimisaraka，Tsimihety，Antaisaka，Sakalava），法国
人，印度人，克里奥尔人，科摩罗人。 马达加斯加中的语
言是什么？ 法国人（官方），马达加斯加人（官方）。和宗
教：基督教，土着宗教，穆斯林19.7。平均年龄是多少
岁？ 19.7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66.3 年。人们住在马达加
斯加的地方？这里：大多数人口居住在该岛的东半部; 中
部高地和东部海岸线发现重要集群。 马达加斯加的主要
城市地区是：塔那那利佛（首都）261万（2015年）。

马达加斯加政府和经济
首都马达加斯加是塔那那利佛和政府类型半总统共

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6省（法国）; Antananarivo，
Antsiranana，Fianarantsoa，Mahajanga，Toamasina，Toliara。
关于马达加斯加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肉类加工，
海产品，肥皂，啤酒，皮革，制糖，纺织，玻璃，水泥，汽
车装配厂，造纸，石油，旅游业，采矿业。重要的农产品
是咖啡，香草，甘蔗，丁香，可可，木薯（木薯，木薯），豆
类，香蕉，花生; 畜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咖啡，香
草，贝类，食糖，棉花布，服装，铬铁矿，石油产品，最重



要的出口商品是法国23.5％，美国12.8％，德国8.3％，中
国6.3％，日本5％，荷兰4.3％，韩国4.2％（2016年）。最重
要的进口商品是资本货物，石油，消费品，食品，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中国21.2％，法国6.9％，印度6.5％，阿联
酋5.6％，沙特阿拉伯5％，南非5％（2016年）。 马达加斯
加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
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6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
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
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
口：70.7% (2012 估计)。

马达加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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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维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马拉维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马拉维。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马拉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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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开始：
 

马拉维 - 概述：
你应该了解马拉维？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尼亚萨兰的

英国保护国于1891年成立，于1964年成为马拉维的独立
国家。经过黑斯廷斯总统Kamuzu Banda三十年一党统治
后，该国于1994年根据临时宪法进行了多党总统和议会
选举第二年全面生效。总统Bingu wa Mutharika于2004年
当选，因为前总统未能修改宪法以允许另一任期的失
败，在2005年奋力对自己的前任表明自己的权威，并于
2005年开始了自己的民主党进步党。Mutharika被连任到
了2009年的第二个任期。他在第一任期内监督了一些经
济改善，但在第二个任期被指责经济管理不善和治理不
善。他于2012年突然去世，并由副总统乔伊斯班达继
任，乔安丝班达早些时候开始了自己的党，人民党。
Mutharika的兄弟Peter Mutharika在2014年的选举中击败了
Banda。人口增长，农地压力增加，腐败和艾滋病毒/艾滋
病祸害，给马拉维造成重大问题。

地理马拉维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马拉维？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南部非洲，赞比亚东部，莫桑比克西部

和北部。 马拉维的总面积是118,484 km2，其中94,080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
的地形？这样：狭长的高原，连绵起伏的平原，圆形的丘
陵，部分山脉。 马拉维的最低点是的希尔河与莫桑比克
的国际边界37米，最高点是Sapitwa（Mount Mlanje）3,002
米。气候是; 雨季（11月至5月）; 干燥的季节（5月至11
月）。

居民马拉维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马拉维中。号码是：

19,196,246。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在这里？
Chewa 35.1％，Lomwe 18.9％，Yao 13.1％，Ngoni 12％，
Tumbuka 9.4％，Sena 3.5％，汤加1.8％，Nyanja 1％，
Nkhonde 0.9％ ，其他1.8％（2015-16 est。）。 马拉维中的
语言是什么？ 英国（官方）Chichewa共同Chinyanja Chiyao
Chitumbuka Chilomwe Chinkhonde Chingoni Chisena Chitonga
Chinyakyusa Chilambya。和宗教：新教徒27.2％（包括中非
教会长老会17.7％，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浸信会6.9％英国
圣公会2.6％），天主教徒18.4％，其他基督徒41％，穆斯
林12.1％，其他0.3％，无1％（2015-16 est。）16.。平均年
龄是多少岁？ 16.5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
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
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61.7 年。人们住
在马拉维的地方？这里：人口密度是尼亚萨湖以南最高
的。 马拉维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利隆圭（首府）905,000;
Blantyre-Limbe 808,000（2015）。

马拉维政府和经济



首都马拉维是利隆圭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28个区; Balaka，Blantyre，Chikwawa，
Chiradzulu，Chitipa，Dedza，Dowa，Karonga，Kasungu，
Likoma，Lilongwe，Machinga，Mangochi，Mchinji，Mulanje，
Mwanza，Mzimba，Neno，Ntcheu，Nkhata Bay，
Nkhotakota，Nsanje，Ntchisi，Phalombe，Rumphi ，Salima，
Thyolo，Zomba。关于马拉维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
烟草，茶叶，糖，锯木厂产品，水泥，日用消费品。重要
的农产品是烟草，甘蔗，茶叶，玉米，土豆，红薯，木薯
（木薯粉，木薯），高粱，豆类，棉花，花生，澳大利亚坚
果，咖啡; 牛，山羊。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烟草55％，干
豆类（8.8％），糖（6.7％），茶叶（5.7％），棉花（2％ ），花
生，咖啡，大豆（2015 est。），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津巴
布韦12.9％，莫桑比克11％，比利时8.2％，南非7.2％，美
国6％，中国4.6％，德国4.3％，英国4.2％（2016年）。最重
要的进口商品是食品，石油产品，半制成品，消费品，运
输设备，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南部非洲20.2％，中国
13.8％，印度10.8％，阿联酋9.7％，赞比亚5.7％（2016
年）。 马拉维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
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2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
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
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50.7% (2010 估计)。

马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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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马来西亚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马来西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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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西亚的国旗开始：
 

马来西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马来西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在18世纪

末和19世纪期间，英国在当前的马来西亚地区建立了殖
民地和保护国; 1942年至1945年，日本占领了这些地区。
1948年，除新加坡以外，马来半岛上英国统治的领土形
成了1957年独立的马来亚联邦。马来西亚于1963年成
立，当时英国的前殖民地新加坡以及婆罗洲北部海岸的
沙巴和沙捞越，也加入了联邦。该国独立后的头几年受
到共产主义叛乱，印尼与马来西亚的对抗，菲律宾对沙
巴的要求以及新加坡于1965年的撤离。在马哈蒂尔本·穆
罕默德总理（1981-2003）的22年任期内，马来西亚成功
地将经济从依赖原材料出口转向发展制造业，服务业和
旅游业。总理穆罕默德纳吉布本阿卜杜勒拉扎克（自
2009年4月起任职）继续执行这些亲商政策。

地理马来西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马来西亚？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东南亚，与泰国接壤的半岛和婆罗洲
岛北部的三分之一，与越南以南的印度尼西亚，文莱和



南中国海接壤。 马来西亚的总面积是329,847 km2，其中

328,657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
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沿海平原升起到山丘和山
脉。 马来西亚的最低点是，最高点是。气候是热带; 印度
洋0米Gunung Kinabalu 4,095米锡，石油，木材，铜，铁矿
石，天然气，铝土矿一个高度不平坦的地区，西南部（4
月至10月）和东北部（10月至2月）季风。

居民马来西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马来西亚中。号码是：

31,381,992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土着居民61.7％（马来人和土着人，包括Orang
Asli，Dayak，Anak Negeri），中国人20.8％，印度人6.2％，
其他0.9％，非公民10.4％（2017年度）。 马来西亚中的语
言是什么？ 马来西亚语（官方），英语，中文（粤语，普通
话，福建话，客家话，海南话，福州话），泰米尔语，泰卢
固语，马拉雅拉姆语，Panjabi，泰国。和宗教：穆斯林（官
方）61.3％，佛教19.8％，基督教9.2％，印度教6.3％，儒
教，道教， 1.3％，其他0.4％，无0.8％，未具体说明
1％（2010年预测）。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8.5 年。我们
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
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
少？这个：75.2 年。人们住在马来西亚的地方？这里：高
度分布不均，居住在马来半岛。 马来西亚的主要城市地
区是：吉隆坡（首都）的人口超过80％百万; 柔佛州新山
912,000（2015。

马来西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马来西亚是吉隆坡; 注意 - 附近的布城被称为联



邦政府行政中心，但不是首都; 议会在Kuala Lumpu举行
会议和政府类型联邦议会君主立宪制。我们来看看行政
区划 - 13州（negeri-negeri，singular-negeri）; 柔佛，吉打，吉
兰丹，马六甲，森美兰，彭亨，霹雳，玻璃市，槟城，沙
巴，砂拉越，雪兰莪，登嘉楼; 和1个联邦领土（联邦领
土），吉隆坡，纳闽和布城3个组成部分，。关于马来西亚
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马来西亚半岛 - 橡胶和油棕
榈加工和制造，石油和天然气，轻工制造，制药，医疗技
术，电子和半导体，木材加工; 沙巴 - 采伐，石油和天然
气生产; 砂拉越 - 农业加工，石油和天然气生产，采伐。
重要的农产品是马来西亚半岛 -棕榈油，橡胶，可可，米
饭; 沙巴州 - 棕榈油，自给农作物; 橡胶，木材; 砂拉越 -
棕榈油，橡胶，木材; 佩普。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半导体
和电子设备，棕榈油，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木材和木制
品，棕榈油，橡胶，纺织品，化学品，太阳能电池板，最
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新加坡中国12.6％，美国10.3％，日本
8.1％，泰国5.7％，香港4.8％，印度4.1％（2016年）。最重
要的进口商品是电子，机械，石油产品，塑料，车辆，钢
铁产品，化学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19.4％，新加
坡9.8％，日本7.7％，美国7.6％，泰国5.8％，韩国5％，印
度尼西亚4％（2016年）。 马来西亚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
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PPP）：$28,9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
这里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
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
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3.8%
(2009 估计)。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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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马尔代夫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马尔代夫。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马
尔代夫的国旗开始：
 

马尔代夫 - 概述：
你应该了解马尔代夫？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自12世纪

以来的一个苏丹王国，马尔代夫于1887年成为英国的保
护国。它于1968年独立后三年成为共和国。穆蒙·阿卜杜
勒·加尧姆总统统治了岛屿30年来的政治舞台，并通过单
党全民公决连任六次。在首都马累于2003年8月进行政
治示威之后，加尧姆和他的政府承诺开始自由化和民主
改革进程，其中包括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政治制度和扩大

http://mapsguides.com/


的政治自由。政党于2005年合法化。2008年6月，一个名
为“特别议会”的制宪议会 - 完成了由加尧姆于2008年8
月批准的新宪法。在多候选人和多党制下的首次总统选
举是于2008年10月举行。加尧姆在穆罕默德纳希德的流
氓调查中被击败，穆罕默德纳希德是几年前被加尧姆政
权监禁的政治活动家。纳希德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包括
加强民主，打击贫困和吸毒。2012年2月初，针对他命令
逮捕一名高级法官的几周街头抗议活动，纳希德辞去总
统职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穆罕默德瓦希德哈桑马
尼库。2012年年中，政府成立了一个国家调查委员会来
调查导致纳希德辞职的事件。虽然委员会没有发现政变
的证据，但该报告建议加强该国的民主机构，以避免将
来发生类似事件，并调查危机期间涉嫌警察的不当行
为。纳希德，沃希德，Abdulla Yameen在2013年选举中与
Yameen一起参加了三轮投票后最终赢得了总统职位。作
为总统，亚门试图削弱民主制度，监禁他的政治对手，
限制新闻界，并控制司法部门，以加强对权力的控制并
限制异议。马尔代夫官员在国际气候变化讨论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由于岛屿易受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地理马尔代夫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马尔代夫？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南亚，印度洋环礁群，印度南西南。



马尔代夫的总面积是298 km2，其中298 km2是土地。 所
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
这样：平坦，白色沙滩。 马尔代夫的最低点是印度洋0
米，最高点是8号球场，高尔夫球场，维林岛5米。气候是;
炎热，潮湿; 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十一月至三月）; 雨季，
西南季风（6月至8月）。

居民马尔代夫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马尔代夫中。号码是：

392,709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南印度人，僧伽罗人，阿拉伯人。 马尔代夫
中的语言是什么？ Dhivehi（官方，僧伽罗语方言，阿拉伯
语脚本），英语（由大多数政府官员讲话）。和宗教：逊尼
派穆斯林（官方）。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8.2 年。我们必
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
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
少？这个：75.8 年。人们住在马尔代夫的地方？这里：约
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位于市中心的首都男性和阿杜都
南部近十分之一; 其余人群分布在群岛的200个左右人口
岛屿。 马尔代夫的主要城市地区是：MALE（首都）
156,000（2014）。

马尔代夫政府和经济
首都马尔代夫是男性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21个行政环礁（atholhuthah，奇异 -
atholhu）; 阿杜，Ariatholhu Dhekunuburi，Ariatholhu
Uthuruburi，法迪福卢，Felidhuatholhu，Fuvammulah，
Hahdhunmathi，Huvadhuatholhu Dhekunuburi，Huvadhuatholhu
Uthuruburi，科卢马杜卢，普利马，Maaleatholhu，



Maalhosmadulu Dhekunuburi，Maalhosmadulu Uthuruburi，
Miladhunmadulu Dhekunuburi，Miladhunmadulu Uthuruburi，
Mulakatholhu，Nilandheatholhu Dhekunuburi，Nilandheatholhu
Uthuruburi，Thiladhunmathee Dhekunuburi ，Thiladhunmathee
Uthuruburi。关于马尔代夫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旅
游，鱼类加工，航运，造船，椰子加工，编织席子，绳子，
手工艺品，珊瑚和沙子采矿。重要的农产品是椰子，玉
米，红薯; 鱼类。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鱼，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泰国33.8％，斯里兰卡10％，美国8.7％，法国
8.6％，德国8.6％，爱尔兰为4.9％，意大利4.8％，英国
4.1％（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石油产品，服装，中
间和资本货物，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阿联酋15.6％，新
加坡14.3％，中国13.4％，印度12.9％，斯里兰卡6.3％，
马来西亚5.7％，泰国4.7％（2016年）。 马尔代夫的富有
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9,200 (2017 估计)。 这很
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
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6% (2008 估计)。

马尔代夫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马里共和国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马里共和国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马里共和国。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马里共和国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马里共和国 - 概述：
你应该了解马里共和国？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960

年，苏丹共和国和塞内加尔成为独立于法国的马里联
邦。当塞内加尔仅仅几个月后退出时，以前组成苏丹共
和国的部队改名为马里。独裁统治于1991年通过军事政
变而结束，这场政变推动了民主统治时期。阿尔法科纳
雷总统在1992年和1997年赢得马里首次两次民主总统选
举。根据马里的两任宪法限制，他于2002年卸任，并由
2007年选举中的第二任当选的阿马杜·图马尼·杜尔继
任。被普遍认为是自由和公平的。2012年来自利比亚的
马里回返者加剧了马里北部的紧张局势，2012年1月图
阿雷格民族武装叛乱。中低级士兵对叛乱处理不力感到
沮丧，3月22日推翻图雷。由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was）领导的强化调解努力于4月份将权力交给了一
个文职行政部门，任命临时总统迪昂康达特劳雷。政变
后的混乱导致叛乱分子将马里军队从该国的北部三个地
区驱逐出去，并允许伊斯兰武装分子设立据点。数十万
北马里人逃离暴力袭击马里南部和邻国，加剧东道国社
区的地区粮食短缺。2013年1月开始对北部三个区域进
行国际军事干预，北部大部分时间内已重新进行。在
2013年7月和8月举行的民主总统选举中，Ibrahim
Boubacar Keita当选为总统。

地理马里共和国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马里共和
国？这个国家的位置是西非内陆，阿尔及利亚西南部，
几内亚北部，科特迪瓦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以西。 马

里共和国的总面积是1,240,192 km2，其中1,220,190 km2

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
国的地形？这样：大部分是平坦的，滚动着被沙子覆盖
的北部平原; 南部稀树草原，东北部崎岖丘陵。 马里共
和国的最低点是塞内加尔河23米，最高点是Hombori
Tondo 1,155米。气候是亚热带干旱; 炎热干燥（2月至6
月）; 多雨，潮湿和温和（6月至11月）; 阴凉干燥（十一月
至二月），。

居民马里共和国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马里共和国中。号码是：

17,885,245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Bambara 34.1％，Fulani（Peul）14.7％，Sarakole
10.8％，Senufo 10.5％，8.9％多贡，Malinke 8.7％，Bobo
2.9％，Songhai 1.6％，Tuareg 0.9％，其他马里6.1％，来自
经济共同体成员西非国家0.3％，其他0.4％（2012-13
est。）。 马里共和国中的语言是什么？ 法国（官方），班
巴拉46.3％，Peul / Foulfoulbe 9.4％，多贡7.2％，Maraka /
Soninke 6.4％，Malinke 5.6％，Sonrhai / Djerma 5.6％ ，



Minianka 4.3％，Tamacheq 3.5％，Senoufo 2.6％，Bobo
2.1％，未指定0.7％，其他6.3％。和宗教：穆斯林94.8％，
基督教2.4％，泛灵论者2％，无0.5％，未指定0.3％（2009
est。）。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15.8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
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
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
60.3 年。人们住在马里共和国的地方？这里：，绝大多数
人口居住在该国南部，与布基纳法索。 马里共和国的主
要城市地区是：巴马科（首都）的边界密度更高251.5万
（2015年）。

马里共和国政府和经济
首都马里共和国是巴马科和政府类型半总统共和

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8个地区（地区，单数区域），1
个地区; 巴马科，高，卡耶斯，基达尔，库利科罗，莫普
提，塞古，锡卡索，通布图（廷布克图）; 请注意 - 据报
道，Menaka和Taoudenni两个新区域于2016年初建成，但
这些地区尚未经美国地理名称委员会于。关于马里共和
国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食品加工; 施工; 磷矿和金
矿。重要的农产品是棉花，小米，大米，玉米，蔬菜，花
生; 牛，羊，山羊。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棉花，黄金，牲
畜，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瑞士30.4％，印度12.2％，乌克
兰5.1％，中国5.1％，布基纳法索4.9％，塞内加尔4.3％，
法国4％，南非4％（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石
油，机械和设备，建筑材料，食品，纺织品，最重要的进
口商品是塞内加尔12.2 ％，中国12.2％，法国10.3％，贝
宁8.6％，科特迪瓦8.4％（2016）。 马里共和国的富有多
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PPP）：$2,2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



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
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
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36.1%
(2005 估计)。

马里共和国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马耳他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马耳他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马耳他。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马耳他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马耳他 - 概述：
你应该了解马耳他？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拥有数千年

历史的文明，马耳他拥有世界上一些最古老的巨石遗
址。马耳他的岛屿位于地中海的中心，长期以来一直是
战略军事资产，岛屿在不同时期受到腓尼基人，迦太基
人，希腊人，罗马人，

地理马耳他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马耳他？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南欧人，地中海岛屿，西西里岛（意大

利）。 马耳他的总面积是316 km2，其中316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
形？这样：大多低，岩石平坦，可以解剖平原; 许多沿海
悬崖。 马耳他的最低点是地中海0，最高点是米塔米德
米雷克在丁立悬崖上253米。气候是地中海; 温和多雨的
冬季; 炎热干燥的夏季。

居民马耳他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马耳他中。号码是：

416,338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马耳他（后裔）。 马耳他中的语言是什么？
（官方）90.1％，英语（官方）6％，多语种3％，其他
0.9％（2005 est。）。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官方）90％以上
的古代迦太基人和腓尼基人，（2006年度）41.8。平均年
龄是多少岁？ 41.8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
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
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80.5 年。人们住
在马耳他的地方？这里：大部分人口生活在马耳他东部
半岛，这是三个有人居住的岛屿中最大的一个。 马耳他
的主要城市地区是：瓦莱塔（首都）197,000（2014）。

马耳他政府和经济
首都马耳他是瓦莱塔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68个地方（Il-lokalita）; Attard Balzan
Birgu Birkirkara Birzebbuga Bormla Dingli Fgura Floriana
Fontana Ghajnsielem Gharb Gharghur Ghasri Ghaxaq Gudja
Gzira Hamrun Iklin Imdina Imgarr Imqabba Imsida Imtarfa
Isla， Kalkara，Kercem，Kirkop，Lija，Luqa，Marsa，
Marsaskala，Marsaxlokk，Mellieha，Mosta，Munxar，
Nadur，Naxxar，Paola，Pembroke，Pieta，Qala，Qormi，
Qrendi，Rabat，Rabat（Ghawdex）圣朱利安，圣徒圣约翰，
圣劳伦斯/圣劳伦斯，Sannat，San Pawl il-Bahar /圣保罗
湾，Santa Lucija /圣卢西亚，Santa Venera / Saint Venera，
Siggiewi，Sliema，Swieqi，Tarxien，Ta'Xbiex ，瓦莱塔，
Xaghra，Xewkija，Xghajra，Zabbar，Zebbug，
Zebbug（Ghawdex），Zejtun，Zurrieq。关于马耳他的经济，
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旅游，电子，造船和修理，建筑，食品
饮料，医药，鞋业，服装，烟草，航空服务，金融服务，信
息技术服务。重要的农产品是土豆，花椰菜，葡萄，小



麦，大麦，西红柿，柑橘，切花，青椒; 猪肉，奶，禽，蛋。
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机械及机械器具; 矿物燃料，石油
和石油产品; 医药产品; 书报; 飞机/航天器和部件; 玩具，
游戏和运动器材，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美国27.3％，德
国13.9％，法国8.3％，新加坡5.6％，日本5.2％，香港
4.3％，意大利4.2％（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矿物
燃料，油和产品; 电机; 飞机/航天器及其部件; 机械和机
械设备; 塑料等半成品; 车辆和零部件，最重要的进口商
品是意大利20.9％，加拿大10.4％，德国6.3％，英国
5.9％，法国4.4％（2016年）。 马耳他的富有多少以及这
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PPP）：$42,5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这
里平均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
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
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6.3%
(2015 估计)。

马耳他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馬紹爾群島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馬紹爾群島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馬紹爾群島。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馬紹爾群島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馬紹爾群島 - 概述：
你应该了解馬紹爾群島？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经过美

国政府近四十年的时间后，作为太平洋岛屿联合国托管
领土的最东端部分，马绍尔群岛于1986年根据自由联合
协定达到独立。由于美国对一些环礁岛在1947年至1962
年间进行了核试验，索赔仍在继续。马绍尔群岛主持美
国陆军夸贾林环礁里根导弹试验基地，这是美国导弹防
御网络的一个关键装置。夸贾林还拥有四个专用地面天
线之一（其他地区在阿森松（圣赫勒拿，阿森松和特里斯
坦达库尼亚），迭戈加西亚（英属印度洋领地）和佛罗里
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美国）），协助全球定位系统（GPS）导
航系统的操作。

地理馬紹爾群島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馬紹爾群
島？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大洋洲，由29个环礁岛组成的两
个群岛性岛屿，每个岛屿由许多小岛组成，以及北太平
洋上的五个单岛，大约位于夏威夷和澳大利亚之间。 馬
紹爾群島的总面积是181 km2，其中181 km2是土地。 所
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
这样：低珊瑚石灰岩和沙岛。 馬紹爾群島的最低点是太
平洋0米，最高点是东中部艾里克岛，马洛拉普环礁14
米。气候是; 又热又潮湿; 五月至十一月的雨季; 岛屿边



界台风带。

居民馬紹爾群島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馬紹爾群島中。号码是：

74,539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Marshallese 92.1％，Marshallese 5.9％，其他
2％（2006年）。 馬紹爾群島中的语言是什么？ 马绍尔人
（官方）98.2％，其他语言1.8％（1999年人口普查）。和宗
教：新教徒54.8％，上帝议会25.8％，罗马天主教徒
8.4％，Bukot nan Jesus 2.8％，摩门教徒2.1％，其他基督
教徒3.6％，其他1％，无1.5％（1999年人口普查）22.9。平
均年龄是多少岁？ 22.9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
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
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3.4 年。人
们住在馬紹爾群島的地方？这里：大多数人生活在该国
许多岛屿上的城市群中; 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
Majuro和Ebeye。 馬紹爾群島的主要城市地区是：
Majuro（首都）31,000（2014）。

馬紹爾群島政府和经济
首都馬紹爾群島是Majuro 自由联合的总统共和国环

礁; 注意 - 首都是64个岛屿的环礁; 政府大楼位于三个熔
断的岛屿上：Djarrit，Uliga和Delap和政府类型与美国。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24个城市; Ailinglaplap，Ailuk，Arno，
Aur，Bikini＆Kili，Ebon，Enewetak＆Ujelang，Jabat，Jaluit，
Kwajalein，Lae，Lib，Likiep，Majuro，Maloelap，Mejit，
Mili，Namdrik，Namu，Rongelap，Ujae，Utrik，Wotho，
Wotje。关于馬紹爾群島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干，
金枪鱼加工，旅游，工艺品（来自贝壳，木头和珍珠）。重



要的农产品是椰子，西红柿，瓜类，芋头，面包果，水果;
猪肉，鸡肉。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椰干饼，椰子油，手工
艺品，鱼类，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食品，机械和设备，燃料，饮料，烟草，最
重要的进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 馬紹爾群島的富有多少
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PPP）：$3,4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
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
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
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馬紹爾群島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毛里塔尼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毛里塔尼亚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毛里塔尼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毛里塔尼亚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毛里塔尼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毛里塔尼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毛里塔

尼亚于1960年独立于法国，于1976年吞并了前西班牙撒
哈拉沙漠（现为西撒哈拉）的南部三分之一，但在波利萨
里奥游击队前线寻求独立的三年袭击后放弃了该地区。
Maaouya Ould Sid Ahmed TAYA于1984年在政变中夺取政
权，并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以重手统治毛里塔尼亚。他
举行的一系列总统选举被广泛认为是有缺陷的。2005年
8月发生的一场不流血政变摧毁了总统泰亚，并引入了
一个监督民主统治过渡的军事委员会。独立候选人西迪
乌尔德谢赫阿卜杜拉希于2007年4月成为毛里塔尼亚第
一位自由当选的总统。他的任期在2008年8月提前结束，
当时由穆罕默德乌尔德阿卜杜勒阿齐兹将军领导的军政
府废him了他并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政府。AZIZ随后
于2009年7月当选为总统，并于次月宣誓就职。2012年10
月，AZIZ因自己的部队意外开枪而受伤，但继续保持其
权威。他在2014年再次当选为总统（根据现在的宪法）第
二个也是最后一个任期。该国继续在三个主要群体中发
生种族紧张关系：奴隶（哈拉丁人）的阿拉伯语后裔，讲
阿拉伯语的“白摩尔人”（Bidhan）以及主要源于塞内加尔
河流域的撒哈拉以南的少数民族成员（Halpulaar ，
Soninke和Wolof）。毛里塔尼亚面临着恐怖主义威胁，在
伊斯兰马格里布成立了ida，它在2005年至2011年期间发
起了成功的攻击。基地组织在伊斯兰马格里布（AQIM）
和类似团体的活动对毛里塔尼亚人和外国游客构成了严



重的安全威胁。AQIM在2005年至2011年期间在毛里塔
尼亚发动一系列袭击，谋杀美国和外国游客和援助工作
人员，袭击外交和政府设施，并埋伏毛里塔尼亚士兵和
宪兵。自2011年以来，一项成功的反恐战略与恐怖分子
和军事行动相结合，阻止了该国进一步的恐怖主义袭
击。AQIM在2005年至2011年期间在毛里塔尼亚发动一
系列袭击，谋杀美国和外国游客和援助工作人员，袭击
外交和政府设施，并埋伏毛里塔尼亚士兵和宪兵。自
2011年以来，一项成功的反恐战略与恐怖分子和军事行
动相结合，阻止了该国进一步的恐怖主义袭击。AQIM在
2005年至2011年期间在毛里塔尼亚发动一系列袭击，谋
杀美国和外国游客和援助工作人员，袭击外交和政府设
施，并埋伏毛里塔尼亚士兵和宪兵。自2011年以来，一项
成功的反恐战略与恐怖分子和军事行动相结合，阻止了
该国进一步的恐怖主义袭击。

地理毛里塔尼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毛里塔尼
亚？这个国家的位置是西非与北大西洋接壤，塞内加尔
与西撒哈拉之间。 毛里塔尼亚的总面积是1,030,700
km2，其中1,030,70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为撒哈拉沙漠
平原; 一些中央山丘。 毛里塔尼亚的最低点是Sebkhet



Te-n-Dghamcha -5米，最高点是Kediet Ijill 915米。气候是;
不断炎热，干燥，多尘，多。

居民毛里塔尼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毛里塔尼亚中。号码是：

3,758,571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黑色摩尔人（Haratines - 阿拉伯语奴隶，前奴隶
及其非洲裔后裔，被白色摩尔人奴役）40％，白色摩尔人
（阿拉伯 - 柏柏尔人后裔称为Bidhan）30％，撒哈拉以南
的毛里塔尼亚人阿拉伯语，哈尔普拉，索尼克，沃洛夫
和巴马拉族）30％。 毛里塔尼亚中的语言是什么？ 阿拉
伯语（官方和全国），普拉尔，索尼克，沃罗夫（所有国家
语言），法国。和宗教：穆斯林（官方）100％。平均年龄是
多少岁？ 20.5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
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
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63.4 年。人们住在毛
里塔尼亚的地方？这里：，该国大部分地区是沙漠，该国
广大地区，特别是中部，北部和东部地区，没有相当大
的人口聚集区; 一半人口居住在沿海首府努瓦克肖特或
周围; 在与马里和塞内加尔的南部边界附近发现了较小
的群集。 毛里塔尼亚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努瓦克肖特（首
都）968,000（2015年）。

毛里塔尼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毛里塔尼亚是努瓦克肖特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

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5个地区（wilayas，singular-
wilaya）; 阿德拉尔，阿萨巴，卜拉克纳，努瓦迪布，戈尔
戈勒，吉迪马卡，西胡德，东胡德，因希里，努瓦克肖特
北部，努瓦克肖特西部省，努瓦克肖特南基，塔甘特，提



里斯宰穆尔，特拉扎。关于毛里塔尼亚的经济，重要的
工业产品是加工，石油生产，采矿（铁矿石，黄金，铜）。
重要的农产品是日期，小米，高粱，大米，玉米; 牛，骆驼
和羊肉。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中
国36.9％，瑞士13.5％，西班牙8.9％，日本7.5％，俄罗斯
4.8％，尼日利亚4.1％，意大利4.1％（2016年）。最重要的
进口商品是机械和设备，铁矿石，鱼和鱼制品，牲畜，黄
金，铜，石油产品，资本货物，食品，消费品，最重要的
进口商品是美国13.4％，阿联酋11.9％，比利时9.2％，中
国8.9％，荷兰7.1％，法国6.6％，摩洛哥6.3％，瓦努阿图
5％（2016年）。 毛里塔尼亚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
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4,5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31% (2014 估计)。

毛里塔尼亚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毛里求斯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毛里求斯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毛里求斯。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毛
里求斯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毛里求斯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毛里求斯？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虽然早在

10世纪就已知阿拉伯和马来水手，但毛里求斯在16世纪
首先由葡萄牙人探索，后来在17世纪被荷兰人 - 以莫里
茨范纳索王子的名字命名。法国于1715年开始控制，将
该岛发展成为监督印度洋贸易的重要海军基地，并建立
了甘蔗种植经济。1810年，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占领
了该岛。毛里求斯仍然是战略上重要的英国海军基地，
后来又是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挥重要作用的航
空站，用于反潜和护航行动，以及收集信号情报。英国
的独立是在1968年实现的。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定期自由
选举和积极的人权记录，

地理毛里求斯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毛里求斯？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南部非洲，印度洋岛屿，马达加斯加
以东约800公里（500英里）。 毛里求斯的总面积是2,040
km2，其中2,03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
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小型海岸平原上
升至不连续的山脉环绕中部高原。 毛里求斯的最低点是



印度洋0，最高点是米蒙特皮顿828米。气候是热带，由
东南贸易风修改; 温暖干燥的冬季（5月至11月）; 炎热，
潮湿，潮湿的夏季（11月至5月）。

居民毛里求斯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毛里求斯中。号码是：

1,356,388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
谁住在这里？ 印度毛里求斯人（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
二），克里奥尔语，中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中的语言是什
么？ 语，法语毛里求斯语克里奥语语86.5％，博伊普普
里语5.3％，法语4.1％，两种语言1.4％，其他2.6％（包括
英文，官方语言国民议会占人口不到1％），未具体说明
0.1％（2011年预测）。和宗教：印度教48.5％，罗马天主教
26.3％，穆斯林17.3％，其他基督教6.4％，其他0.6％，无
0.7 ％，未具体说明0.1％（2011年预测）。平均年龄是多
少岁？ 35.3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5.8 年。人们住在毛里求
斯的地方？这里：人口密度是世界上最高的之一; 城市集
群遍布主岛，在路易斯港及周边地区密度更大; 罗德里
格斯岛上的人口遍布整个岛屿，北部海岸有一个稍微密
集的群集。 毛里求斯的主要城市地区是：路易港（首都）
135,000（2014年）。

毛里求斯政府和经济
首都毛里求斯是路易港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国。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9个地区和3个附属; 阿加莱加群
岛，黑河，卡加多斯卡拉若斯，弗拉克，大港口，摩卡，
庞普勒穆斯，威廉平原，路易港，朗帕，罗德里格斯，



Savanne。关于毛里求斯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食品
加工（主要是糖加工），纺织品，服装，采矿，化学品，金
属制品，运输设备，非电子机械，旅游。重要的农产品是
甘蔗，茶叶，玉米，土豆，香蕉，豆类; 牛，山羊; 鱼类。最
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法国14.8％，
英国12％，美国11.4％，南非8.2％，马达加斯加7.3％，意
大利6.8％，西班牙4.5％（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
制造的衣服和纺织品，糖，切花，糖蜜，鱼类，灵长类动
物商品，资本设备，食品，石油产品，化学品，最重要的
进口商品是中国17.7％，印度16.5％，法国7.8％，南非
7.5％（2016年）。 毛里求斯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
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21,6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
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8% (2006 估
计)。

毛里求斯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墨西哥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墨西哥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墨西哥。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墨西哥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墨西哥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墨西哥？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几个先进的

美洲印第安人文明遗址 - 包括奥尔梅克，托尔特克，特
奥蒂瓦坎，萨帕特克，玛雅和阿兹特克 - 墨西哥在16世
纪初被西班牙征服和殖民。作为新西班牙的总督执政了
三个世纪，它在19世纪早期实现了独立。2000年举行的
选举标志着自1910年墨西哥革命以来首次出现反对派候
选人 - 国家行动党（PAN）的维森特福克斯在政府中击败
党派，即革命制度党（PRI）。2006年，他被另一位潘基文
候选人菲利普卡尔德隆接替，但恩里克·潘纳涅托于2012
年重新担任了PRI主席。2008年末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
墨西哥在下一年出现大规模经济衰退，尽管2010年增长
迅速回升。目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包括低实际工资，高
就业率不足，收入分配不公平，以及南部贫困地区很大
一部分土着居民的进步机会很少。自2007年以来，墨西
哥强大的贩毒组织一直在进行血腥事件，造成数万起与
毒品有关的凶杀案。

地理墨西哥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墨西哥？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北美，与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接壤，位于
伯利兹与美国之间，与北太平洋接壤，危地马拉与美国

之间。 墨西哥的总面积是1,964,375 km2，其中1,943,945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
述该国的地形？这样：高，崎岖的山脉; 低海岸平原; 高
原; 沙漠。 墨西哥的最低点是米拉古纳萨拉达-10米，最
高点是火山皮库德奥里萨巴5,636米。气候是从热带到沙
漠各不相同。

居民墨西哥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墨西哥中。号码是：

124,574,795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个国家是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国家之一。谁住在这里？ 美洲印第安人 - 西班牙
人62％，主要是美洲印第安人21％，美洲印第安人7％，
其他10％（主要是欧洲人）。 墨西哥中的语言是什么？
西班牙语只有92.7％，西班牙语和土着语言5.7％，土着
只有0.8％，未具体说明0.8％。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
82.7％五旬1.6％，耶和华见证人1.4％，其他福音派教会
的5％，其他1.9％，无4.7％，未指定的2.7％（2010年估
计）。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8.3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
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
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6.1
年。人们住在墨西哥的地方？这里：大多数人在中间找
到哈利斯科州和韦拉克鲁斯州之间的国家; 大约四分之
一的人口生活在墨西哥城。 墨西哥的主要城市地区是：
墨西哥城（首都）20,999万人左右; 瓜达拉哈拉483.3万美
元; 蒙特雷45.13万; 普埃布拉298.4万; 托卢卡德莱尔多
216.4万; 提华纳198.7万（2015年）。



墨西哥政府和经济
首都墨西哥是墨西哥城（德城墨西哥）和政府类型的

联邦总统制共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31个州
（ESTADOS，奇-埃斯塔）和1个市（城）; 阿瓜斯卡连特斯
州，下加利福尼亚州，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坎佩切州，恰
帕斯州，奇瓦瓦州，科阿韦拉州，科利马州，墨西哥
Cuidad，杜兰戈州，瓜纳华托州，格雷罗州，伊达尔戈
州，哈利斯科州，墨西哥，米却肯州，莫雷洛斯州，纳亚
里特州，新莱昂州，瓦哈卡州，普埃布拉州，克雷塔罗
州， （金塔纳罗奥州，圣路易斯波托西州，锡那罗亚州，
索诺拉州，塔巴斯科州，塔毛利帕斯州，特拉斯卡拉州，
韦拉克鲁斯州，尤卡坦州，萨卡特卡斯州。关于墨西哥
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食品和饮料，烟草，化学品，
钢铁，石油，采矿，纺织品，服装，汽车，耐用消费品，旅
游。重要的农产品是玉米，小麦，大豆，大米，豆类，棉
花，咖啡，水果，西红柿; 牛肉，家禽，乳制品; 木制品。
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制成品，石油和石油产品，银，水
果，蔬菜，咖啡，棉花，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美国81
（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金属加工机械，钢铁产
品，农业机械，电气设备，汽车零部件装配和维修，飞
机，飞机零件，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美国46.6％，中国
18％，日本4.6％。 墨西哥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
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19,5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
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
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
线以下的人口：46.2%。

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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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地理，

居民，政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
统计数据，总览图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详细地图。
但是，让我们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国旗开始：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让我们从这个开始：

卡罗琳群岛是西太平洋上广泛分散的群岛，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他们成为美国管理下联合国托管领土的一部
分。东部四岛组织于1979年通过宪法并选择成为密克罗
尼西亚联邦。（最西端的岛屿集团成为帕劳。）独立是在
1986年以美国自由联合协定形式出现的，该协会于2004
年进行了修订和更新。目前的担忧包括大规模失业，过

http://mapsguides.com/


度捕捞，美国对外援助过度依赖以及国家认知美国援助
的分配不公平。

地理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密克罗尼西
亚联邦？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大洋洲，北太平洋岛屿群，
约占夏威夷至印度尼西亚的四分之三。 密克罗尼西亚联

邦的总面积是702 km2，其中702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
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
岛屿在地质上从高山岛屿到低珊瑚环礁; 波纳佩，科斯
雷和丘克。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最低点是太平洋上的火
山露头0 m，最高点是波拉贝南劳德782米。气候是热带;
特别是在东部的岛屿，常年降雨量很大; 位于台风带的
南部边缘，偶尔会有严重的破坏。

居民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中。

号码是：104,196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
这里。谁住在这里？ Chuukese / Mortlockese 49.3％，
Pohnpeian 29.8％，Kosraean 6.3％，Yapese 5.7％，Yap岛屿
外岛人5.1％，波利尼西亚人1.6％，亚洲人1.4％，其他人
0.8％（2010年度）。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中的语言是什
么？ 英语（官方和共同语言），Chuukese，Kosrean，
Pohnpeian，Yapese，Ulithian，Woleaian，Nukuoro，
Kapingamarangi。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54.7％，新教
41.1％（包括公会38.5％，浸信会1.1％，基督复临安息日



会0.8％ 0.7％），摩门教1.5％，其他1.9％，无0.7％，未具
体说明0.1％（2010。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5.1 年。我们
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
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
少？这个：73.1 年。人们住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地
方？这里：，大多数人居住在高岛沿海地区; 山区内部大
部分无人居住; 不到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 密克
罗尼西亚联邦的主要城市地区是：Palikir（首都）
7,000（2014）。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政府和经济
首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是Paliki和政府类型与美国自

由联合的联邦共和国儿童出生/女性（2017 年度）联邦共
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4个州; 丘克（特鲁克），科
斯雷（Kosaie），波纳佩（波纳佩岛），邑。关于密克罗尼西
亚联邦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旅游，建筑; 特种水产
养殖业，工艺品（壳和木）。重要的农产品是芋头，山药，
椰子，香蕉，木薯（木薯，木薯），sakau（卡瓦），Kosraen柑
橘，槟榔，黑胡椒，鱼，猪，鸡。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鱼，
sakau（卡瓦），槟榔，黑peppe，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这是
未知的。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食品，饮料，服装，电脑，
家用电器，家电，制成品，汽车，机械和设备，家具，工
具，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 密克罗尼西亚联
邦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
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3,4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
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
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
口：26.7% (2000 估计)。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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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多瓦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摩尔多瓦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摩尔多瓦。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摩
尔多瓦的国旗开始：
 

摩尔多瓦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摩尔多瓦？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摩尔多瓦

今天的大部分领土在1812年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个省，
并于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罗马尼亚统一。这个
领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并入苏联。虽然摩尔多
瓦自1991年以来一直独立于苏联，但俄罗斯军队一直保
持在尼斯特鲁河以东的摩尔多瓦领土上，支持德涅斯特
河沿岸的分裂地区，其人口大致上由乌克兰人，俄罗斯
人和摩尔多瓦人组成。独立后多年的共产党统治在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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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瓦独立后最终以与选举有关的暴力抗议和2009年议会
选举的重演结束。从那时起，一系列亲欧洲执政联盟管
辖摩尔多瓦。由于该国的“ 在2014年11月举行的最近一
次立法选举中，进入议会的三个亲欧洲党派共赢得了该
机构101个席位中的55个席位。联盟成员之间的内部斗
争导致了长期的立法僵局和政治不稳定，以及两个政府
的崩溃，这两个政府都是由以自由民主党和民主党为中
心的亲欧洲联盟统治的。政治僵局于2016年1月结束，当
时由PDM领导的新议会多数派加入了共产党和PLDM的
叛逃者，并支持PDM成员Pavel Filip出任总理。摩尔多瓦
仍然是欧洲最贫穷的经济体，但已经采取措施扩大其市
场准入，于2014年签署并批准了与欧盟的联盟协议，经
欧盟所有成员国批准后于2016年7月全面生效。Igor
Dodon在2016年11月赢得摩尔多瓦第一次直接总统选举
20多年。

地理摩尔多瓦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摩尔多瓦？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东欧，罗马尼亚东北部。 摩尔多瓦的

总面积是33,851 km2，其中32,891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
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滚动草
原，向黑海南部渐进的斜坡。 摩尔多瓦的最低点是



（Nistru）2米，最高点是Dealul Balanesti 430米。气候是，温
和的夏季。

居民摩尔多瓦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摩尔多瓦中。号码是：

3,474,121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摩尔多瓦75.1％，罗马尼亚7％，乌克兰6.6
％，Gagauz 4.6％，俄罗斯4.1％，保加利亚1.9％，其他
0.8％（2014 est。）。 摩尔多瓦中的语言是什么？ 摩尔多
瓦/罗马尼亚语80.2％（官方）（56.7％认为他们的母语是
摩尔多瓦语，实际上与罗马尼亚语相同; 23.5％认为罗马
尼亚语是他们的母语），俄罗斯语9.7％，Gagauz 4.2％（土
耳其语），乌克兰语在全国范围内存在3.9％，保加利亚
1.5％，罗姆人0.3％，其他0.2％（2014年预测）。和宗教：
正统派90.1％，其他基督教派2.6％，其他0.1％，不可知
论者。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6.7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
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
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
71 年。人们住在摩尔多瓦的地方？这里：，首都基希讷
乌周边国家中心最大，其次是Tiraspol和Balti。 摩尔多瓦
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基希讷乌（首都）725,000（2015年）。

摩尔多瓦政府和经济
首都摩尔多瓦是基希讷乌in Romanian（Kishinev俄语）

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32个
raions（raioane，奇-行政分区），3个直辖市（municipii，奇-
municipiul），1个自治区领土单位（unitatea teritoriala自治），
和1个领土单位（unitatea teritoriala）。关于摩尔多瓦的经
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糖加工，植物油，食品加工，农业



机械; 铸造设备，冰箱和冰柜，洗衣机; 袜类，鞋类，纺织
品。重要的农产品是蔬菜，水果，葡萄，谷物，甜菜，葵
花籽，烟草; 牛肉，牛奶; 葡萄酒。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
食品，纺织品，机械，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罗马尼亚
25.5％，俄罗斯11.6％，意大利9.9％，德国6.3％，英国
5.7％，白俄罗斯5.2％（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矿
产和燃料，机械和设备，化学品，纺织品，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罗马尼亚13.7％，俄罗斯13.3％，中国9.8％，乌克
兰9.5％，德国7.9％，意大利7％，土耳其6.8％（2016年）。
摩尔多瓦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
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5,7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
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
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
下的人口：20.8% (2013 估计)。

摩尔多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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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蒙古国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蒙古国。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蒙古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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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开始：
 

蒙古国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蒙古国？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在成吉思汗

统治下，蒙古人在13世纪获得了声望，他们通过征服建
立了一个巨大的欧亚帝国。他去世后，帝国被划分为几
个强大的蒙古国，但这些国家在14世纪破裂。蒙古人最
终退休到原来的草原家园，并在17世纪后期受到中国统
治。蒙古在1911年宣布独立于满族领导的清帝国，并取
得了有限的自治权，直到1919年，当时它又一次受到中
国人的控制。1921年的蒙古革命结束了中国的统治地
位，1924年共产党政权蒙古人民共和国上台。然而，现
代蒙古国只是蒙古人历史家园的一部分，今天，更多的
蒙古族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
民共和国在蒙古。自1990年国家和平民主革命以来，前
共产党蒙古人民革命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在2010年取名
为蒙古人民党，与民主党（DP）和其他几个较小的包括前
总统恩赫巴亚尔组建的一个新党派，这个党派混淆了自
己的MPRP名称。在2016年6月举行的该国最近举行的议
会选举中，蒙古人递交了MPP对议会的绝大多数控制
权，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DP，而DP在过去几年控制议
会期间监督了蒙古经济的急剧下降。2017年，蒙古人选
举DP成员Khaltmaa Battulga为总统。在1990年的和平民主
革命中，前蒙古人民革命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在2010年
取名为蒙古人民党，与民主党和其他几个小党争夺政治
权力，其中包括由前总统恩赫巴亚尔组建的新党，该党



为自己混淆了MPRP名称。在2016年6月举行的该国最近
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蒙古人递交了MPP对议会的绝大多
数控制权，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DP，而DP在过去几年
控制议会期间监督了蒙古经济的急剧下降。2017年，蒙
古人选举DP成员Khaltmaa Battulga为总统。在1990年的和
平民主革命中，前蒙古人民革命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在
2010年取名为蒙古人民党，与民主党和其他几个小党争
夺政治权力，其中包括由前总统恩赫巴亚尔组建的新
党，该党为自己混淆了MPRP名称。在2016年6月举行的
该国最近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蒙古人递交了MPP对议会
的绝大多数控制权，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DP，而DP在
过去几年控制议会期间监督了蒙古经济的急剧下降。
2017年，蒙古人选举DP成员Khaltmaa Battulga为总统。
（MPRP）在2010年以蒙古人民党（MPP）的名义与民主党
（DP）和其他一些小党争夺了政治权力，包括前总统恩赫
巴亚尔（Enkhbayar）组建的一个新党，这个党很容易混淆
为自己采用MPRP名称。在2016年6月举行的该国最近举
行的议会选举中，蒙古人递交了MPP对议会的绝大多数
控制权，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DP，而DP在过去几年控
制议会期间监督了蒙古经济的急剧下降。2017年，蒙古
人选举DP成员Khaltmaa Battulga为总统。（MPRP）在2010
年以蒙古人民党（MPP）的名义与民主党（DP）和其他一
些小党争夺了政治权力，包括前总统恩赫巴亚尔
（Enkhbayar）组建的一个新党，这个党很容易混淆为自己
采用MPRP名称。在2016年6月举行的该国最近举行的议
会选举中，蒙古人递交了MPP对议会的绝大多数控制
权，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DP，而DP在过去几年控制议
会期间监督了蒙古经济的急剧下降。2017年，蒙古人选



举DP成员Khaltmaa Battulga为总统。它混淆了自己的
MPRP名称。在2016年6月举行的该国最近举行的议会选
举中，蒙古人递交了MPP对议会的绝大多数控制权，这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DP，而DP在过去几年控制议会期
间监督了蒙古经济的急剧下降。2017年，蒙古人选举DP
成员Khaltmaa Battulga为总统。它混淆了自己的MPRP名
称。在2016年6月举行的该国最近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蒙
古人递交了MPP对议会的绝大多数控制权，这在很大程
度上推动了DP，而DP在过去几年控制议会期间监督了
蒙古经济的急剧下降。2017年，蒙古人选举DP成员
Khaltmaa Battulga为总统。

地理蒙古国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蒙古国？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北亚，中国与俄罗斯之间。 蒙古国的总

面积是1,564,116 km2，其中1,553,556 km2是土地。 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
样：广阔的半荒漠和沙漠平原，草地草原，西部和西南部
的山脉; 中南部的戈壁沙漠。 蒙古国的最低点是Hoh
Nuur 560 m，最高点是Nayramadlin Orgil（Khuiten Peak）
4,374 m。气候是沙漠; 大陆性（每日和季节性温度大范
围）。

居民蒙古国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蒙古国中。号码是：
3,068,243。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在这里？
Khalkh 81.9％，Kazak 3.8％，Dorvod 2.7％，Bayad 2.1％，
Buryat-Bouriates 1.7％，Zakhchin 1.2％，Dariganga 1％，
Uriankhai 1％，其他4.6％（2010 est。）。 蒙古国中的语言
是什么？ 蒙古90％（官方）（Khalkha土耳其语，俄罗斯语
（1999年），。和宗教：佛教53％，穆斯林3％，萨满教徒
2.9％，基督教徒2.2％，其他0.4％，无38.6％（2010年预
测）28.3。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8.3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
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
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
69.9 年。人们住在蒙古国的地方？这里：稀疏分布全国
人口; 首都乌兰巴托和北部城市达汉支持人口密度最
高。 蒙古国的主要城市地区是：乌兰巴托（首都）137.7万
（2015年）。

蒙古国政府和经济
首都蒙古国是乌兰巴托和政府类型半总统共和国。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21个省（aymguud，奇异 - aymag）
和1个直辖市（奇异 - 热点）; Arhangay Bayanhongor Bayan-
Olgiy Bulgan Darhan-Uul Dornod Dornogovi Dundgovi
Dzavhan Zavkhan Govi-Altay Govisumber Hentiy Hovd
Hovsgol Omnogovi Orhon Ovorhangay Selenge Suhbaatar Tov
Ulaanbaatar ，乌伊夫。关于蒙古国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
品是建筑和建筑材料; 采矿（煤，铜，钼，萤石，锡，钨，
金）; 油; 食品和饮料; 加工动物产品，羊绒和天然纤维制
造。重要的农产品是小麦，大麦，蔬菜，饲料作物; 羊，山
羊，牛，骆驼，马。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煤炭，石油和其
他有色金属，煤炭，原油，羊毛，羊毛，皮革，萤石，其他



有色金属，煤炭，原油21.6％食品，工业消费品，化学
品，建材，香烟和烟草，家电，肥皂和洗涤剂中国
33.2％，俄罗斯25.6％，韩国8.6％，日本7％（2016年），最
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最重要的进
口商品是。 蒙古国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
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
$12,6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
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
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
的人口：21.6% (2014 估计)。

蒙古国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蒙塞拉特島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蒙塞拉特島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蒙塞拉特島。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蒙塞拉特島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蒙塞拉特島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蒙塞拉特島？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632

年，圣基茨的英国和爱尔兰殖民者首先在蒙特塞拉特定
居; 三十年后第一批非洲奴隶到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在
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为拥有该岛而战，但最终在1783
年被确认为英国人拥有。该岛的糖种植经济在19世纪中
叶转变为小农场土地。由于苏弗里耶尔山火山于1995年
7月18日开始爆发，岛上大部分地区遭到破坏，三分之二
的人口逃往国外。蒙特塞拉特岛自从2003年7月发生最
后一次火山喷发以来，一直经受着火山活动。

地理蒙塞拉特島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蒙塞拉特
島？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加勒比海岛屿在加勒比海，波多

黎各东南部。 蒙塞拉特島的总面积是102 km2，其中102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
述该国的地形？这样：火山岛，多为山区，有小型沿海低
地。 蒙塞拉特島的最低点是加勒比海0，最高点是米苏
弗里埃尔山火山喷发前的高度为915米; 目前的熔岩圆顶
受到周期性的积聚和崩塌; 2015年估计的圆顶高度为
1050米。气候是热带; 每天或季节性温度变化很小。

居民蒙塞拉特島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蒙塞拉特島中。号码是：
5,292。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里？ 非
洲/黑人88.4％，混合3.7％，西班牙裔/西班牙人3％，白
人/白人2.7％ ，东印度/印度1.5％，其他0.7％（2011年
度）。 蒙塞拉特島中的语言是什么？ 英语。和宗教：新教
徒67.1％（包括英国国教21.8％，卫理公会17％，五旬节
14.1％，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0.5％，上帝教会3.7％），罗
马天主教11.6％，拉斯塔法里安1.4％，其他6.5％，无
2.6％，未说明10.8 ％（2001年）。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3.2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
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
（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4.6 年。人们住在蒙塞拉特島
的地方？这里：只有北半岛人口居住，南部因火山活动
而无法居住。 蒙塞拉特島的主要城市地区是：这是未知
的。

蒙塞拉特島政府和经济
首都蒙塞拉特島是普利茅斯的自治海外领土; 注意 -

普利茅斯在1997年因火山活动而被放弃; 临时政府大楼
已在布拉迪斯庄园建成，事实上的首府位于蒙特塞拉特
西北端的卡尔湾/小湾附近和政府类型议会民主（立法
会）; 英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3教区; 圣安东尼，圣
乔治，圣彼得。关于蒙塞拉特島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
品是旅游，朗姆酒，纺织品，电子电器。重要的农产品是
卷心菜，胡萝卜，黄瓜，西红柿，洋葱，辣椒; 畜产品。最
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电子元件，塑料袋，服装; 辣椒，酸
橙，活植物; 牛，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最重
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运输设备，食品，制成品，燃料，
润滑油，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 蒙塞拉特島



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
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8,500 (2006 估计)。 这
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
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
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
口：未知%。

蒙塞拉特島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摩洛哥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摩洛哥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摩洛哥。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摩洛哥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摩洛哥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摩洛哥？让我们从这个开始：788年，在

阿拉伯征服北非一个世纪后，一系列摩洛哥穆斯林王朝
开始在摩洛哥统治。在十六世纪，萨迪王朝，特别是艾
哈迈德曼苏尔（1578-1603）下的君主国，击退了外国侵
略者并开启了一个黄金时代。现代摩洛哥王室所属的阿
拉尤王朝可追溯到17世纪。1860年，西班牙占领了摩洛
哥北部，并在欧洲列强之间迎来了半个世纪的贸易竞
争，这使摩洛哥的主权不断受到侵蚀; 在1912年，法国人
对该国实行了保护。与法国的长期独立斗争于1956年圆
满结束。国际化城市丹吉尔和大部分西班牙人的财产于
同年转入新国家。现任君主的祖父苏丹穆罕默德五世，
将新国家组织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并于1957年获得国王
的称号。自西班牙1976年撤出今天所称的西撒哈拉以
来，摩洛哥已将其事实上的行政控制扩大至该领土的大
约80％; 然而，联合国不承认摩洛哥是西撒哈拉的管理
国。联合国自1991年以来一直监测摩洛哥与波利萨里奥
阵线 - 西撒哈拉解放运动之间的停火，并正在就领土状
况进行正在进行的谈判。2011年初，穆罕默德六世国王
通过实施一项改革方案来回应该地区民主抗议活动的蔓
延，该方案包括2011年7月通过全民公决通过的新宪法，
一些新的权力扩大到议会和总理，但最终权力仍然掌握
在君主手中。2011年11月，正义与发展党（PJD） - 一个温
和的伊斯兰党派 - 赢得议会选举席位最多的席位，成为
领导摩洛哥政府的第一个伊斯兰党派。2015年9月，摩洛



哥举行了第一次区域议会直选，这是2011年宪法中的一
项改革。PJD再次赢得2016年10月全国议会选举席位最
多的席位。摩洛哥举行了第一次区域理事会直选，这是
2011年宪法中的一项改革。PJD再次赢得2016年10月全
国议会选举席位最多的席位。摩洛哥举行了第一次区域
理事会直选，这是2011年宪法中的一项改革。PJD再次赢
得2016年10月全国议会选举席位最多的席位。

地理摩洛哥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摩洛哥？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北部非洲与北大西洋和地中海接壤，位
于阿尔及利亚和西撒哈拉之间。 摩洛哥的总面积是

446,550 km2，其中446,30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
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北部海
岸山脉（里夫山脉）和内陆地区（地图集）山脉），与山间
山谷接壤的大高原，以及肥沃的海岸平原。 摩洛哥的最
低点是Sebkha Tah -59米，最高点是Jebel Toubkal 4,165
米。气候是，在。

居民摩洛哥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摩洛哥中。号码是：

33,986,655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阿拉伯柏柏尔99％，其他1％。 摩洛哥中的语言



是什么？ 阿拉伯语（官方），柏柏尔语言（Tamazight（官
方），Tachelhit，Tarifit），法语（通常是商业，政府和外交的
语言）。和宗教：穆斯林99％（官方;几乎所有逊尼派，。平
均年龄是多少岁？ 29.3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
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
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7.1 年。人
们住在摩洛哥的地方？这里：人口密度最高的是大西洋
和地中海沿岸;人口密集的人口密集地分散在。 摩洛哥
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卡萨布兰卡阿特拉斯山脉351.5万人;
拉巴特（首都）196.7万人;伊斯雷尔117.2万人;马拉喀什
113.4万人;丹吉尔982,000人（2015年）。

摩洛哥政府和经济
首都摩洛哥是拉巴特和政府类型议会君主立宪制国

家。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1个地区（公认）; Beni Mellal-
Khenifra，卡萨布兰卡 - Settat，Draa-Tafilalet，非斯 - 梅克
内斯，Guelmim-Oued Noun，欧云 - 哈希拉，东方，马拉喀
什 - 萨菲，拉巴特 - 萨利 - 凯尼特拉，苏斯 - 马萨，
Tanger-Tetouan-Al Hoceima。关于摩洛哥的经济，重要的
工业产品是汽车零部件，磷矿开采和加工，航空航天，
食品加工，皮革制品，纺织，建筑，能源，旅游。重要的
农产品是大麦，小麦，柑橘类水果，葡萄，蔬菜，橄榄; 家
畜; 葡萄酒。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服装和纺织品，汽车，
电器元件，无机化学品，晶体管，粗矿，化肥（包括磷酸
盐），石油产品，柑橘类水果，蔬菜，鱼类，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西班牙23.4％，法国21.1％，意大利4.6％（2016
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原油，纺织面料，电信设备，
小麦，天然气和电力，晶体管，塑料，最重要的进口商品
是西班牙15.7％，法国13.2％，中国9.1％，美国6.4％，德



国5.9 ％，意大利5.4％，土耳其4.4％（2016）。 摩洛哥的
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
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8,600 (2017 估计)。 这是
一个相当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
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
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
15% (2007 估计)。

摩洛哥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莫桑比克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莫桑比克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莫桑比克。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莫
桑比克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莫桑比克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莫桑比克？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975年，

作为葡萄牙殖民地的近五个世纪的独立战争结束了。大
规模移民，经济对南非的依赖，严重的干旱和长期的内
战阻碍了该国的发展，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执政的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limo）党于1989年正式放弃了马克
思主义，次年的新宪法规定了多党选举和自由市场经
济。弗里莫莫与莫桑比克国家抵抗运动（反对派）部队之
间的联合谈判达成的和平协议于1992年结束了战斗。
2004年，莫桑比克经历了一个微妙的过渡，乔阿奎姆希
萨诺执政18年后下台。他当选的继任者阿曼多·格布扎在
2014年担任两届任期，然后将执行权交给菲利普·纽斯。

地理莫桑比克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莫桑比克？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南非与坦桑尼亚接壤的莫桑比克海

峡。 莫桑比克的总面积是799,380 km2，其中786,380 km2

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
国的地形？这样：为主，沿海低地为中部高地，西北部为



高原，西部为山区。 莫桑比克的最低点是印度洋0 m，最
高点是Monte Binga 在马普托和伊尼扬巴内之间的南部
沿海沿着赞比西河沿着Beira和Chimoio之间的中部地区
以及在该地区及周围地区发现了2,436米。气候是热带地
区以亚热带。

居民莫桑比克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莫桑比克中。号码是：

26,573,706。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里？ 非洲
人99.66％（Makhuwa，Tsonga，Lomwe，Sena等），欧洲人
0.06％，欧洲非洲人0.2％，印度人0.08％。 莫桑比克中
的语言是什么？ Emakhuwa 25.3％，葡萄牙人（官方）
10.7％，西昌加纳10.3％，西塞纳7.5％，Elomwe 7 ％，
Echuwabo 5.1％，其他莫桑比克语言30.1％，其他0.3％，
未指定3.7％（2007 est。）。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28.4％，
穆斯林17.9％，犹太复国主义者基督教15.5％，新教徒
12.2％（包括五旬节派10.9％和英国国教徒1.3％ ），其他
6.7％，无18.7％，未具体说明0.7％（2007年预测）。平均
年龄是多少岁？ 17.2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
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
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53.7 年。人们
住在莫桑比克的地方？这里：马普托和伊尼扬巴南之间
的南部海岸，赞比西河沿岸的贝拉和希莫伊奥之间的中
部地区，以及北部城市楠普拉，Cidade de Nacala和彭巴
以及周围地区发现了三个大群居群。西北部和西南部是
人口最少的地区。 莫桑比克的主要城市地区是：马普托
（首都）118.7万人; 马托拉937,000（2015）。

莫桑比克政府和经济



首都莫桑比克是马普托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0个省（provincias，singular
provincia），1个城市（cidade）;。关于莫桑比克的经济，重
要的工业产品是铝，石油产品，化学品（化肥，肥皂，油
漆），纺织品，水泥，玻璃，石棉，烟草，食品，饮料。重要
的农产品是棉花，腰果，甘蔗，茶叶，木薯（木薯，木
薯），玉米，椰子，剑麻，柑橘和热带水果，马铃薯，向日
葵等1,300美元（2017年预计）牛肉，家禽。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铝，虾，腰果，棉花，糖，柑橘，木材; 大宗电力，
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荷兰30.8％，印度15.2％，南非
14.6％（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设备，车辆，
燃料，化学品，金属制品，食品，纺织品，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南非36.6％，中国10.9％，荷兰7.8％，巴林5.2％
法国4.2％，葡萄牙4.2％，阿联酋4.1％（2016）。 莫桑比
克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
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3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
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
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
口：46.1% (2015 估计)。

莫桑比克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纳米比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纳米比亚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纳米比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纳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米比亚的国旗开始：
 

纳米比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纳米比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南非占领了德国的西南非洲殖民地，并
将其作为一项任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将其纳
入其领土。1966年，马克思主义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Swapo）游击队发起了一场成为纳米比亚的地区的独立
战争，但直到1988年，南非才同意根据联合国和平计划
整个地区。自从1990年该国获得独立以来，纳米比亚一
直由斯瓦波统治，尽管该党已经放弃了它的大部分马克
思主义意识形态。总理哈吉格林布在2014年当选总统，
取得了滑坡胜利，取代了在任期两年后卸任的
Hifikepunye Pohamba。

地理纳米比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纳米比亚？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南部非洲与南大西洋接壤，位于安哥

拉与南非之间。 纳米比亚的总面积是824,292 km2，其中

823,29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



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为高原高原; 纳米布沙漠沿
海; 东部的卡拉哈里沙漠。 纳米比亚的最低点是大西洋
0，最高点是米克尼格斯坦布兰德伯格2573米的。气候是
沙漠823,290平方公里; 热，干; 雨量稀少，多。

居民纳米比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纳米比亚中。号码是：

2,484,780。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在这里？ 黑
87.5％，白6％，混合6.5％。 纳米比亚中的语言是什么？
Oshivambo语言48.9％，Nama / Damara 11.3％，南非语
10.4％（大多数人的共同语言和约60％的白人口），
Otjiherero语言8.6％，Kavango语言8.5％，Caprivi语言
4.8％，英语）3.4％，其他非洲语言2.3％，其他1.7％。和
宗教：基督教80％至90％（至少50％路德），土着信仰
10％至20％。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1.2 年。我们必须补
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
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
这个：64 年。人们住在纳米比亚的地方？这里：人口密度
非常低，在安哥拉。 纳米比亚的主要城市地区是：温得
和克（首都）368,000（2015年）。

纳米比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纳米比亚是温得和克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4个地区; Erongo，Hardap，
Karas，Kavango East，Kavango West，Khomas，Kunene，
Ohangwena，Omaheke，Omusati，Oshana，Oshikoto，
Otjozondjupa，Zambezi; 请注意 - 卡拉斯地区于2013年9月
更名为卡拉斯，其中包括。关于纳米比亚的经济，重要
的工业产品是包装，鱼类加工，乳制品，面食，饮料; （钻



石，铅，锌，锡，银，钨，铀，铜）。重要的农产品是小米，
高粱，花生，葡萄; 家畜; 鱼肉。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钻
石，铜，金，锌，铅，铀; 牛，白鱼和软体动物，最重要的
出口商品是瑞士20％，南非17.1％，博茨瓦纳15％，赞比
亚6.7％，西班牙4.6％，意大利4.2％（2016年）。最重要的
进口商品是食品; 石油产品和燃料，机械和设备，化学
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南非57.1％，博茨瓦纳6.8％，
赞比亚4.1％（2016年）。 纳米比亚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
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PPP）：$11,5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
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
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8.7% (2010 估计)。

纳米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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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諾魯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諾魯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諾魯。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諾魯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諾魯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諾魯？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瑙鲁人的确切

来源尚不清楚，因为他们的语言在太平洋地区与其他语
言不相似。1888年德国吞并了该岛。一个德国 - 英国财
团在20世纪初开始开采该岛的磷酸盐矿床。第一次世界
大战中澳大利亚部队占领了瑙鲁; 它随后成为国际联盟
的授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和日本的野蛮占领 - 瑙鲁
成为联合国信托领土。它于1968年取得独立，并于1999
年加入联合国，成为世界上最小的独立共和国。

地理諾魯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諾魯？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大洋洲，南太平洋岛屿，马绍尔群岛南

部。 諾魯的总面积是21 km2，其中21 km2是土地。 所以
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
样：沙滩上升至周围肥沃的环状珊瑚礁与。 諾魯的最低
点是太平洋中部的磷酸盐高原0米，最高点是命令岭70
米。气候是热带，具有季风型; 雨季（十一月至二月）。

居民諾魯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諾魯中。号码是：11,359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
里？ 瑙鲁58％，其他太平洋岛民26％，中国8％，欧洲



8％。 諾魯中的语言是什么？ 其他5％（包括基里巴斯
2％和中国2％）。和宗教：新南威尔士州60％ （包括瑙鲁
公理35.7％，上议会13％，瑙鲁独立教会9.5％，浸信会
1.5％，基督复临安息日会0.7％），罗马天主教徒33％，
其他3.7％，无1.8％，未具体说明1.1％（2011年est ）26.4。
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6.4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
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
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67.4 年。人
们住在諾魯的地方？这里：大规模磷矿开采使该岛约
90％不适宜种植; 大多数人生活在肥沃的沿海地区，特
别是沿西南海岸。 諾魯的主要城市地区是：这是未知
的。

諾魯政府和经济
首都諾魯是“瑙鲁Bwiema”（瑙鲁之歌）和政府类型议

会共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4个区;。关于諾魯的
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磷矿开采，离岸银行业务，椰
子产品。重要的农产品是椰子。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磷
酸盐，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尼日利亚45.5％，澳大利亚
13.7％，日本13％，韩国11.1％，新西兰8.7％（2016年）。
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食品，燃料，制造业，建筑材料，机
械，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澳大利亚71.9％，斐济8.1％，
日本4.4％（2016年）。 諾魯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
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12,2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
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
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
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諾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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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尼泊尔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尼泊尔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尼泊尔。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尼泊尔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尼泊尔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尼泊尔？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在十八世纪

末十九世纪初，格尔恰公国将次喜马拉雅地区的许多其
他执政和国家联合为一个尼泊尔王国。尼泊尔在1814-
16年的英尼泊战争后保持独立，随后的和平条约奠定了
英国和尼泊尔两个世纪友好关系的基础。（格尔卡斯旅
继续在英国军队服役至今。）1951年，尼泊尔君主结束了
世纪首相统治世纪的制度，并设立了一个内阁制度，把
政党带入政府。这种安排一直持续到1960年，当时政党
再次被禁止，但在1990年恢复，在君主立宪制框架内建
立了多党民主制。1996年，毛派分子领导的叛乱爆发。
随后的毛派与政府军之间的10年内战见证了内阁和议会
的解散以及国王在2002年重新获得绝对权力。2006年的
和平协定领导到2007年颁布临时宪法。在2008年全国制
宪大会（CA）选举之后，新组建的CA宣布尼泊尔为联邦
民主共和国，废除了君主立宪制，并选出了该国的第一
任总统。在CA未能在2012年5月最高法院规定的最后期
限之前起草宪法后，当时的总理巴布拉姆巴塔莱解散了
CA. 随后几个月的谈判一直持续到2013年3月，当时各
主要政党同意建立由当时的首席大法官Khil Raj Regmi领
导的临时政府，其任务是为新的CA进行选举。选举于
2013年11月举行，其中尼泊尔国会赢得了加利福尼亚州
议席最多的席位，并于2014年2月组建了一个联合政府，
其次是尼泊尔共产党 - 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和尼泊尔
国会主席苏希尔柯伊拉拉总理。尼泊尔的新宪法于2015



年9月生效，此时CA成为议会。Khagda Prasad Sharma
OLI是2015年10月至2016年8月期间的第一位宪法后首
相，当时由毛派领袖Pushpa Kamal Dahal（又
名“Prachanda”）领导的新联盟接管了首相职位。宪法规定
了一个过渡时期，在此期间需要举行三次地方选举，省
级选举和国家选举。2017年5月至9月，20年来的第一次
地方选举分三个阶段进行，而州和联邦选举分别于2017
年11月和12月分两个阶段进行。

地理尼泊尔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尼泊尔？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南亚，中国与印度之间。 尼泊尔的总面

积是147,181 km2，其中143,351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
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Tarai或南
部恒河平坦的河流平原有温和的冬季; 中心山地区，北
部有崎岖的喜马拉雅山脉。 尼泊尔的最低点是Kanchan
Kalan 70米，最高点是珠穆朗玛峰8,848米（亚洲最高峰和
海拔最高点）。气候是从夏季凉爽，冬季严寒到北部到亚
热带夏季，在南部。

居民尼泊尔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尼泊尔中。号码是：

29,384,297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Chhettri 16.6％，Brahman-Hill 12.2％，Magar



7.1％，Tharu 6.6％，Tamang 5.8％，Newar 5％，Kami
4.8％，穆斯林4.4％，Yadav 4％，Rai 2.3％，Gurung 2％，
Damai / Dholii 1.8 Thakuri 1.6％Limbu 1.5％Sarki 1.4％Teli
1.4％Chamar / Harijan / Ram 1.3％Koiri / Kushwaha 1.2％其
他19％。 尼泊尔中的语言是什么？ 尼泊尔（官方）
44.6％Maithali 11.7％Bhojpuri 6％ Tharu 5.8％，Tamang
5.1％，Newar 3.2％，Magar 3％，Bajjika 3％，Urdu 2.6％，
Avadhi 1.9％，Limbu 1.3％，Gurung 1.2％，其他10.4％，未
指定0.2％。和宗教：印度教81.3％，佛教9％ ，穆斯林
4.4％，基兰特3.1％，基督教1.4％，其他0.5％，未具体说
明0.2％（2011年预测）24.1。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4.1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
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
时）是多少？这个：71 年。人们住在尼泊尔的地方？这
里：大部分人口在南部最集中塔里地区平原和中部丘陵
地区; 总体密度很低。 尼泊尔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加德满
都（首都）118.3万（2015年）。

尼泊尔政府和经济
首都尼泊尔是加德满都和政府类型联邦议会共和

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4区（anchal，单数和复数）;
Bagmati，Bheri，Dhawalagiri，甘达基，Janakpur，Karnali，
Kosi，蓝毗尼，Mahakali，Mechi，Narayani，Rapti，
Sagarmatha，Seti。关于尼泊尔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
旅游，地毯，纺织品; 小米，黄麻，糖和油籽磨; 卷烟，水
泥和砖瓦产量。重要的农产品是豆类，大米，玉米，小
麦，甘蔗，黄麻，根作物; 牛奶，水牛肉。最重要的出口商
品是服装，豆类，地毯，纺织品，果汁，黄麻商品，最重
要的出口商品是印度56.6％，美国11.5％，土耳其的



4％（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石油产品，机械设
备，黄金，电器，医药，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印度
70.1％，中国10.3％（2016）。 尼泊尔的富有多少以及这
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PPP）：$2,7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
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
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5.2% (2011 估
计)。

尼泊尔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荷兰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荷兰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荷兰。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荷兰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荷兰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荷兰？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579年荷兰联

合省宣布独立于西班牙; 在17世纪，他们成为领先的航
海和商业力量，在世界各地都有定居点和殖民地。经过
20年的法国占领后，荷兰王国于1815年成立。1830年，
比利时脱离并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王国。荷兰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保持中立，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德国
的入侵和占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化国家荷兰也是农产
品的大出口国。该国是北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现为欧
盟）的创始成员，并于1999年参与引入欧元。2010年10
月，前荷属安的列斯群岛解散，最小的三个岛屿 - 博内
尔岛，圣尤斯特歇斯岛，和萨巴 - 成为荷兰行政结构中
的特殊市镇。荷属圣马丁岛和库拉索岛较大的岛屿作为
组成荷兰王国的组成国加入荷兰和阿鲁巴岛。

地理荷兰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荷兰？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西欧与北海接壤，位于比利时与德国之

间。 荷兰的总面积是41,543 km2，其中33,893 km2是土



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
这样：为沿海低地和复垦土地（圩田）; 东南部的一些丘
陵。 荷兰的最低点是Zuidplaspolder -7米，最高点是山景
862米（在加勒比地区的萨巴岛上，荷属安的列斯群岛解
散后，现在被认为是荷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气候是;
海洋; 夏季凉爽，冬季温和，多。

居民荷兰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荷兰中。号码是：

17,084,719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荷兰77.4％，欧盟6.2％，土耳其2.3％，摩洛哥
2.3％，印度尼西亚2.1％，苏里南2％，其他7.7％（2017年
估计）。 荷兰中的语言是什么？ 荷兰语（官方）。和宗教：
罗马天主教23.7％，新教15.5％（包括荷兰改革6.5％，荷
兰5.7％新教教会，加尔文主义的3.3％），伊斯兰教
4.9％，其他5.7％（包括印度，佛教，犹太人），无
50.1％（2015年预测）。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42.6 年。我
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
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
多少？这个：81.4 年。人们住在荷兰的地方？这里：由阿
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和乌得勒支等城市组成的称为
兰斯塔德的地区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 北部往往不太密
集，尽管在整个。 荷兰的主要城市地区是：阿姆斯特丹
（首都）有1091万人遍布整个国家; 鹿特丹993,000; 海牙
（政府所在地）650,000（2015年）。

荷兰政府和经济
首都荷兰是阿姆斯特丹; 注 - 海牙是政府的所在地和

政府类型议会君主立宪制; 荷兰王国的一部分。我们来



看看行政区划 - 12个省（省，市，县）; 德伦特，弗莱福
兰，Fryslan（弗里斯兰），格尔德兰，格罗宁根，林堡，北
布拉邦省（北布拉班特省），北荷兰省（北荷兰），艾瑟尔
省，乌得勒支，泽兰（新西兰），南荷兰省（南荷兰）。关于
荷兰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农业工业，金属和工程
产品，电气机械和设备，化工，石油，建筑，微电子，渔
业。重要的农产品是蔬菜，观赏植物，奶制品，家禽和畜
产品; 繁殖材料。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机械和运输设备，
化学品，矿物燃料; 食品和家畜，制成品，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德国24.1％，比利时10.7％，英国9.4％，法国
8.8％，意大利4.2％（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
和运输设备，化学品，燃料，食品，服装，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德国15.3％，中国14.1％，比利时8.4 ％，美国
7.9％，英国5.3％，俄罗斯4.1％（2016年）。 荷兰的富有
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53,600 (2017 估计)。 这意味
着人们在这里平均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
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
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
口：8.8% (2015 估计)。

荷兰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新喀里多尼亞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新喀里多尼亞的地理，居民，

政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新喀里多尼亞。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
从新喀里多尼亞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新喀里多尼亞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新喀里多尼亞？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953

年上半年，英国和法国都在此定居，该岛于1853年成为
法国拥有者。1864年以后，该岛成为流放地区，历经四
十年。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期间，对独立的鼓动终于
1998年的努美阿雅阁在过去的20年里将越来越多的治理
责任从法国转移到新喀里多尼亚。该协议还要求法国在
2018年11月之前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新喀里多尼亚是
否应该承担充分的主权和独立。

地理新喀里多尼亞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新喀里多尼
亞？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大洋洲，南太平洋岛屿，澳大利

亚东部。 新喀里多尼亞的总面积是18,575 km2，其中

18,275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
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沿海平原与内部山。 新喀
里多尼亞的最低点是太平洋0米，最高点是Mont Panie
1,628米。气候是热带; 由东南贸易风修改; 炎热，潮湿
的。

居民新喀里多尼亞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新喀里多尼亞中。号码



是：279,070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
里。谁住在这里？ 卡纳克40.3％，欧洲29.2％，瓦利斯，
Futunian 8.7％，塔希提2％，印尼1.6％，越南1％以下，Ni
中瓦0.9％，其它16.2％（2009年估计值）。 新喀里多尼亞
中的语言是什么？ 法语（官方），33美拉尼西亚- 波利尼
西亚方言。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60％，新教徒30％，其
他10％。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2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
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
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
77.9 年。人们住在新喀里多尼亞的地方？这里：大多数
人居住在主岛南部，首都努。 新喀里多尼亞的主要城市
地区是：美阿努美阿（首都）181,000 （2014年）。

新喀里多尼亞政府和经济
首都新喀里多尼亞是努美阿海外集体和政府类型议

会民主（地区议会）96.9％; 法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3省; 省Iles（群岛省），省北部（北部省）和省南部省（南部
省）。关于新喀里多尼亞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镍矿
开采和冶炼。重要的农产品是蔬菜; 牛肉，鹿肉，其他畜
产品; 鱼类。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镍铁矿，镍矿，，最重
要的出口商品是中国鱼30.4％，日本15.7％，韩国
14.7％，法国5％，比利时4.5％（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机械和设备，燃料，化学，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
制品，食品法国25.1％，新加坡10.1％，中国9.8％，澳大
利亚6.2％，马来西亚5.9％，韩国5.8％，新西兰4.6％，美
国4.3％（2016年）。 新喀里多尼亞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
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PPP）：$31,100 (2015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
这里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



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
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7%
(2008)。

新喀里多尼亞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新西兰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新西兰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新西兰。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新西兰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新西兰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新西兰？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波里尼西亚

毛利人在公元800年左右抵达新西兰。1840年，他们的酋
长与英国签订了一项契约，即怀唐伊条约，他们在维护
维多利亚女王的同时保留了领土权。同一年，英国开始
了第一次有组织的殖民统治。1843年至1872年之间的一
系列土地战争以土着人民的失败告终。1907年，新西兰
的英国殖民地成为独立的统治地区，并在两次世界大战
中为英国提供军事支持。新西兰在1980年代全面参与了
一些防务联盟。近年来，政府试图解决长期存在的毛利
人的不满。

地理新西兰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新西兰？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大洋洲，南太平洋岛屿，澳大利亚东南

部。 新西兰的总面积是268,838 km2，其中264,537 km2是
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
的地形？这样：主要山区，大型沿海平原。 新西兰的最
低点是太平洋0，最高点是米奥拉基库克山3,724米。气
候是温带，区域对比明显，。

居民新西兰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新西兰中。号码是：



4,510,327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欧洲71.2％，毛利人14.1％，亚洲人11.3％，太
平洋人7.6％，中东，拉丁美洲，非洲1.1％其他1.6％，未
说明或未确定5.4％。 新西兰中的语言是什么？ 英语（实
际官员）89.8％，毛利人（法定官员）3.5％，萨摩亚人
2％，印地语1.6％，法国人1.2％，北方人1.2％，约1％，
其他或不说明20.5％，新西兰手语（法律官员）。和宗教：
基督教44.3％（天主教徒11.6％，英国国教徒10.8％，长
老会和公理会7.8％，卫理公会，2.4％，五旬节1.8％，其
他9.9％），印度教2.1％，佛教1.4％，毛利基督教1.3％伊
斯兰教1.1％，其他宗教1.4％（包括犹太教，灵性和新时
代宗教，巴哈教，佛教以外的亚洲宗教），没有宗教
38.5％，没有说明或不明8.2％，反对回答4.1％。平均年
龄是多少岁？ 37.9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
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
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81.3 年。人们住
在新西兰的地方？这里：年度）超过四分之三的新西兰
人，包括土着毛利人，居住在北岛，主要在城市地区。 新
西兰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奥克兰134.4万; 惠灵顿（首都）
383,000（2015。

新西兰政府和经济
首都新西兰是惠灵顿和政府类型议会民主（新西兰议

会）根据君主立宪制; 英联邦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6地区和1领土; 奥克兰，丰盛，坎特伯雷，查塔姆群岛，
吉斯本，霍克湾，玛纳瓦图旺格努伊，马尔堡，尼尔森，
北国，奥塔哥，南部地区，塔拉纳基，塔斯曼，怀卡托，
惠灵顿，西海岸的海湾。关于新西兰的经济，重要的工
业产品是农业，林业，渔业，原木和木制品，制造业，采



矿业，建筑业，金融服务业，房地产业，旅游业。重要的
农产品是乳制品，羊，牛肉，家禽，水果，蔬菜，葡萄酒，
海鲜，小麦和大麦。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乳制品，肉和
食用内脏，原木和木制品，水果，原油，葡萄酒，最重要
的出口商品是中国19.4％澳大利亚17.1％，美国10.9％，
日本6.2％（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石油和制品，机
械机械，车辆和零部件，电机，纺织，最重要的进口商品
是中国19.9％，澳大利亚12.6％，美国11.3％，日本
7.1％，德国4.8％，泰国4.5％，韩国4.2％（2016）。 新西兰
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
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38,5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
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
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
下的人口：未知%。

新西兰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尼加拉瓜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尼加拉瓜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尼加拉瓜。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尼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加拉瓜的国旗开始：
 

尼加拉瓜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尼加拉瓜？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尼加拉瓜

的太平洋海岸在16世纪初从巴拿马定居为西班牙殖民
地。1821年宣布独立于西班牙，1838年该国成为独立共
和国。英国在19世纪上半叶占领了加勒比海岸，但在随
后的几十年里逐渐放弃了对该地区的控制。暴力反对政
府操纵和腐败的做法在1978年传播到所有阶级，并导致
短暂的内战，使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领导的马克思
主义桑地诺游击队在1979年掌权。尼加拉瓜援助萨尔瓦
多左派反叛分子，促使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
间里赞助了反桑地诺游击队游击队。在1990年，1996年
和2001年失去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后，前Sandinista总裁
Daniel Ortega在2006年，2011年当选总统，最近的一次是
在2016年。自2008年以来的市政，区域和国家级选举受
到普遍违规的影响。尼加拉瓜的基础设施和经济 - 受到
早先内战和米奇飓风的严重打击 - 正在重建，但民主制
度在奥尔特加政府的控制下已经减弱，因为总统已经完
全控制了所有四个政府部门：总统，司法，国民议会和最
高选举委员会。

地理尼加拉瓜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尼加拉



瓜？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中美洲，与加勒比海和北太平洋
接壤，位于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之间。 尼加拉瓜的总

面积是130,370 km2，其中119,990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
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广泛的
大西洋沿海平原升至中部内陆山脉; 太平洋沿岸的狭窄
太平洋沿海平原。 尼加拉瓜的最低点是太平洋0，最高
点是米莫贡顿2,085米。气候是热带低地，高地较冷。

居民尼加拉瓜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尼加拉瓜中。号码是：

6,025,951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混合美洲印第安人和白人69％，白人17％，黑
人9％，美洲印第安人5％。 尼加拉瓜中的语言是什么？
西班牙人（官方）95.3％，米斯基托2.2％，加勒比海岸的
混血儿2％，其他0.5％。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51.6％，
福音派33.9 ％，其他1.5％，未具体说明12.9％，无
0.2％（2016年预测）。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5.7 年。我们
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
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
少？这个：73.5 年。人们住在尼加拉瓜的地方？这里：绝
大多数人口居住在该国的西半部，其中大部分城市增长
主要集中在首都马那瓜; 沿海地区也显示出庞大的人口
群。 尼加拉瓜的主要城市地区是：马那瓜（资本）
956000（2015）。

尼加拉瓜政府和经济
首都尼加拉瓜是马那瓜和政府类型总统制共和国。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5个省（部，单 - 离）和2个自治区
（自治区，自治区）; 博阿科，卡拉索，奇南德加，琼塔莱



斯，哥斯达黎加加勒比北，哥斯达黎加加勒比苏尔，埃
斯特利，格拉纳达，希诺特加，莱昂，马德里斯，马那
瓜，马萨亚，马塔加尔帕，新塞哥维亚，圣胡安河，里瓦
斯。关于尼加拉瓜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食品加
工，化工，机械和金属制品，针织和梭织服装，石油精炼
和配送，饮料，鞋类，木材，电线束制造，采矿。重要的
农产品是咖啡，香蕉，甘蔗，大米，玉米，烟草，棉花，芝
麻，大豆，豆类，牛肉，小牛肉，猪肉，家禽，奶制品，龙
虾，花生。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咖啡，牛肉，黄金，糖，
花生，虾和龙虾，烟草，雪茄，汽车线束，纺织品，服装，
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美国51.5％，墨西哥13.8％，萨尔瓦
多6％，委内瑞拉5.9％ ）。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消费品，
机械和设备，原材料，石油产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
美国19.7％，中国12.9％，墨西哥9.7％，哥斯达黎加
7.8％，危地马拉6.5％，荷属安的列斯5.7％，萨尔瓦多
4.8％（2016年）。 尼加拉瓜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
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5,8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9.6% (2015 估计)。

尼加拉瓜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尼日尔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尼日尔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尼日尔。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尼日尔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尼日尔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尼日尔？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尼日尔于

1960年独立于法国，直到1991年才实行单方和军事统
治，当时阿里塞布尔将军因公共压力而被强迫进行多党
选举，导致1993年的民主政府。政治内brought使政府陷
于停顿并在1996年导致了Ibrahim BARE上校的政变。
1999年，BARE在一次反政变中被恢复民主统治的军官
杀死，并在当年12月举行选举，使马马杜坦贾掌权。坦
贾在2004年连任，并在2009年带头修改宪法，允许他延
长总统职位。2010年2月，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了坦贾并
暂停了宪法。Issoufou Mahamadou在政变后于2011年4月
当选，并于2016年初再次当选第二任。尼日尔是世界上
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政府服务最少，资金不足以发展其
资源基础。主要以农业和生计为基础的经济往往受到非
洲萨赫勒地区常见干旱的干扰。图里亚格叛乱于2007年
出现，并于2009年结束。尼日尔面临各种外部威胁，包
括利比亚的不安全局势，马里冲突的蔓延以及尼日利亚
东北部的暴力极端主义等国家对安全问题的担忧。

地理尼日尔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尼日尔？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西非，阿尔及利亚东南部。 尼日尔的总

面积是1.267 百万 km2，其中1,266,700 km2是土地。 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
样：主要是沙漠平原和沙丘; 平坦到南部的平原; 北部山
丘。 尼日尔的最低点是尼日尔河200，最高点是米伊杜
卡尔 - 塔奇2,022米。气候是沙漠; 多为热，干燥，多尘;
热带地区。

居民尼日尔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尼日尔中。号码是：

19,245,344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豪萨53.1％，扎马/宋海21.2％，图阿雷格11％，
富拉尼6.5％，卡努里5.9％，古尔马0.8％，阿拉伯0.4％，
土库0.4％其他/不可用0.9％（2006 est。）。 尼日尔中的语
言是什么？ 法国（官方），豪萨，杰尔马。和宗教：穆斯林
80％，其他（包括土着信仰和基督教徒）20％。平均年龄
是多少岁？ 15.4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
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
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55.9 年。人们住在
尼日尔的地方？这里：大多数民众位于该国沿尼日利亚
边界的最南端，贝宁。 尼日尔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尼亚



美（首都）109万（2015年）。
尼日尔政府和经济
首都尼日尔是尼亚美和政府类型半总统共和国。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7个地区（地区，单数地区）和1个首
都地区communaute urbaine）;。关于尼日尔的经济，重要的
工业产品是铀矿山，石油，水泥，砖，肥皂，纺织，食品
加工，化工，屠宰场。重要的农产品是豇豆，棉花，花
生，小米，高粱，木薯（木薯，木薯），大米; 牛，绵羊，山
羊，骆驼，驴，马，家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铀矿，家
畜，豇豆，洋葱，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法国31.3％ ，泰国
11.6％，马来西亚11.1％，尼日利亚9.5％，马里5.6％，中
国5.3％（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食品，机械，车辆
和零部件，石油，谷物，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法国
28.3％，中国16.1％，美国7.8％，尼日利亚5.8％泰国
5.8％（2016）。 尼日尔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
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1,2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45.4% (2014 估计)。

尼日尔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奈及利亞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奈及利亞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奈及利亞。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奈
及利亞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奈及利亞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奈及利亞？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英国对尼

日利亚和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影响和控制在19世纪逐
渐增长。二战后的一系列宪法赋予尼日利亚更大的自治
权。1960年独立后，政治以政变为主，大部分是军事统
治，直到1998年军事元首去世才允许政治过渡。1999
年，通过了新的宪法，完成了向平民政府的和平过渡。
政府继续面临将民主制度化和改革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
的艰巨任务，该经济的收入因腐败和管理不善而被浪
费。此外，尼日利亚继续经历长期的种族和宗教紧张局
势。虽然2003年和2007年的总统选举都遭到严重违规和
暴力事件的损害，但尼日利亚目前正在经历自独立以来
最长时期的平民统治。2007年4月的大选标志着该国历
史上第一次民权与平民权力移交，2011年选举被普遍认
为是可信的。自从1999年恢复平民统治以来，2015年选
举被认为是尼日利亚运行最好的一次，反对党全进步代
表大会击败了自1999年以来统治的长期执政的人民民主
党。他们的历史和2011年的选举普遍被认为是可信的。
自从1999年恢复平民统治以来，2015年选举被认为是尼
日利亚运作最好的一次，反对党全进步代表大会击败了
自1999年以来统治的长期执政的人民民主党。他们的历
史和2011年的选举普遍被认为是可信的。自从1999年恢
复平民统治以来，2015年选举被认为是尼日利亚运作最
好的一次，反对党全进步代表大会击败了自1999年以来
统治的长期执政的人民民主党。

地理奈及利亞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奈及利亞？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西非与几内亚湾接壤，贝宁与喀麦隆

之间。 奈及利亞的总面积是923,768 km2，其中910,768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
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南部北部低地为干旱，中部为丘
陵和高原; 东南部山区，北部平原。 奈及利亞的最低点
是大西洋0米，最高点是Chappal Waddi 2419米。气候是不
等; 南部为赤道，中部为热带，。

居民奈及利亞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奈及利亞中。号码是：

190,632,261。 所以这个国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
一。谁住在这里？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由
250多个民族组成; 人口最多和政治影响力最大的是：豪
萨和福拉尼29％，约鲁巴21％，伊博（Ibo）18％，伊贾
10％，卡努里4％，伊比利亚3.5％，。 奈及利亞中的语言
是什么？ 英语官方2.5％，约鲁巴豪萨，伊博（伊博），富
拉尼，超过500种其他土着语言。和宗教：穆斯林50％，
基督教40％，土着信仰10％。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18.4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
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
时）是多少？这个：53.8 年。人们住在奈及利亞的地方？



这里：任何非洲国家的最大人口; 重要的人口聚集分布在
全国各地，密度最高的地区位于。 奈及利亞的主要城市
地区是：拉各斯南部和西南部地区，有1312.3万人; 卡诺
358.7万; 伊巴丹316万; 阿布贾（首都）244万; 哈科特港
234.3万人; 贝宁市144.6万（2015年）。

奈及利亞政府和经济
首都奈及利亞是阿布贾和政府类型联邦总统共和

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36个州和1个领土; 阿比亚，
阿达马瓦，阿夸伊博姆，阿南布拉，包奇，巴耶尔萨，贝
努尔，博尔诺，克罗斯河，三角洲，埃邦伊，埃多，埃基
蒂，埃努古，联邦首都特区，贡贝，伊莫，吉加瓦，卡杜
纳，卡诺，夸祖拉。关于奈及利亞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
品是原油，煤，锡，铌铁矿; 橡胶制品，木材; 生皮和纺织
品，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食品，鞋类，化学品，化肥，
印刷，陶瓷，钢铁。重要的农产品是可可，花生，棉花，
棕榈油，玉米，大米，高粱，小米，木薯（木薯，木薯），山
药，橡胶; 牛，羊，山羊，猪; 木材; 鱼。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是石油和石油产品95％，可可，橡胶（2012年预计），最
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印度34美国9％，西班牙5.9％，法国
5.8％，南非5.5％，加拿大5.1％（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机械，化学品，运输设备，制成品，食品和活体动
物，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20.3％，美国8.3％，比利
时7.6％ ，英国4.4％，荷兰4.1％（2016年）。 奈及利亞的
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
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5,900 (2017 估计)。 这是
一个相当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
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
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



70% (2010 估计)。
奈及利亞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紐埃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紐埃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紐埃。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紐埃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紐埃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紐埃？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纽埃岛的偏远

地区，以及波利尼西亚居民与邻近的库克群岛之间的文
化和语言差异已导致新西兰分开管理。该岛的人口继续
下降（从1966年的5,200峰值到2017年的1,618峰值），大
量移居新西兰西南部的2,400公里。

地理紐埃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紐埃？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大洋洲，南太平洋岛屿，汤加东部。 紐埃

的总面积是260 km2，其中26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
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陡
峭的石灰石峭壁沿海岸，中部高原。 紐埃的最低点是太
平洋0米，最高点是未命名海拔Hikutavake东部1.4公里80
米。气候是; 由东南贸易风。

居民紐埃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紐埃中。号码是：1,618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
里？ 纽恩66.5％，部分纽恩13.4％，非纽恩20.1％（包括
12％欧洲和亚洲和8％太平洋岛民）（2011年。 紐埃中的
语言是什么？ 预计）纽埃（官方）46％（波利尼西亚语与
汤加和萨摩亚有密切关系），纽埃语和英语32％，英语



（官方）11％，纽埃和其他5％，其他6％（2011年度最新）。
和宗教：Ekalesia纽埃（纽埃教会基督教堂 - 由传教士建立
的新教教会来自伦敦传教协会）67％，其他新教徒3％
（包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长老会1％和卫理公会
1％），摩门教10％，罗马天主教徒10％，耶和华见证人
2％，其他6％在岛屿周边沿海地区分布的2％（2011年预
计）。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这是未知的。我们必须补充
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
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
个：未知。人们住在紐埃的地方？这里：人口。 紐埃的主
要城市地区是：阿洛菲（首都）1,000（2014年）不。

紐埃政府和经济
首都紐埃是阿洛菲和政府类型自治议会民主制（Fouo

Ekepule）与新西兰的自由联合。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无; 请注意 - 美国政府没有一级行政区划，但。关于紐埃
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工艺品，食品加工。重要的
农产品是椰子，百香果，蜂蜜，酸橙，芋头，山药，木薯
（木薯，木薯），红薯; 猪，家禽，肉牛。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是罐装椰子奶油，椰干，蜂蜜，香草，百香果产品，爪
哇，根作物，酸橙，橄榄球，邮票，手工艺品，最重要的
出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食品，活
体动物，制成品，机械，燃料，润滑剂，化学制品，药物，
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 紐埃的富有多少以及
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PPP）：$5,800 (2003 估计)。 这是一个相当低的
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紐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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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北马里亚纳群岛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北马里亚纳群岛的地理，居

民，政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
计数据，总览图和北马里亚纳群岛。的详细地图。但是，
让我们从北马里亚纳群岛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北马里亚纳群岛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北马里亚纳群岛？让我们从这个开始：作

为联合国太平洋信托领土一部分的美国政府，北马里亚
纳群岛人民决定不要求独立，而是要与美国建立更密切
的联系。领土地位的谈判始于1972年。1975年批准了与
美国建立政治联盟的盟约，1976年3月24日生效。新政府
和宪法于1978年生效。

地理北马里亚纳群岛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北马里亚纳
群岛？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大洋洲，北太平洋约占夏威夷
至菲律宾的四分之三。 北马里亚纳群岛的总面积是464
km2，其中464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
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这个南北走向的
群岛中的南部岛屿是石灰岩，珊瑚礁散发着珊瑚礁; 北
部的岛屿是火山，在几个岛屿上有活火山。 北马里亚纳
群岛的最低点是太平洋0米，最高点是在Agrihan 965米。
气候是热带海洋; 受东北贸易风的影响，季节性温度变
化不大; 旱季12月至6月，雨季7月至Octobe。

居民北马里亚纳群岛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北马里亚纳群岛中。号

码是：52,263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



里。谁住在这里？ 亚洲50％（包括菲律宾人35.3％，中国
人6.8％，韩国人4.2％和其他亚洲人3.7％），夏威夷原住
民或其他太平洋岛民34.9％（包括查莫罗人23.9％，卡罗
莱纳人4.6％，其他夏威夷原住民或太平洋岛民6.4％），
其他2.5人％，两个或两个以上种族或种族12.7％（2010
年预测）。 北马里亚纳群岛中的语言是什么？ 菲律宾语
言32.8％，查莫罗语（官方）24.1％，英语（官方）17％，其
他太平洋岛国语言10.1％，中国6.8％，其他亚洲语言
7.3％，其他1.9％（2010 est。）。和宗教：基督教（罗马天主
教占多数，尽管传统信仰和禁忌依然存在）。平均年龄是
多少岁？ 33.6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
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
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5.4 年。人们住在北
马里亚纳群岛的地方？这里：约有90％的人口居住在塞
班岛。 北马里亚纳群岛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塞班岛（首
都）49,000（2014）。

北马里亚纳群岛政府和经济
首都北马里亚纳群岛是塞班岛和政府类型总统民主;

一个与美国政治联盟的联邦。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没
有（与美国政治联盟的联邦）; 美国政府没有规定一级行
政区划，但有四个直辖市，第二级：北部群岛，罗塔，塞
班岛，天宁岛。关于北马里亚纳群岛的经济，重要的工
业产品是旅游，银行，建筑，渔业，手工艺品，其他服
务。重要的农产品是蔬菜和甜瓜，水果和坚果; 观赏植
物; 家畜，家禽，鸡蛋; 鱼类和水产养殖产品。最重要的
出口商品是服装，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最
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食品，建筑设备和材料，石油产品，
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 北马里亚纳群岛的富



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
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3,300 (2013 估计)。 这很
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
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北马里亚纳群岛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挪威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挪威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挪威。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挪威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挪威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挪威？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在欧洲国家奥

拉夫·特里格韦森国王于994年通过基督教之后，两个世
纪的维京人袭击欧洲逐步缩小; 挪威王国在未来几十年
内的转变。在1397年，挪威被吸收为与丹麦结盟，历时
四个多世纪。1814年，挪威人抵制将其国家割让给瑞
典，并通过了新的宪法。瑞典随后入侵挪威，但同意让
挪威保留其宪法，以换取接受瑞典国王的工会。整个19
世纪日益上升的民族主义导致1905年公民投票授予挪威
独立。虽然挪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但它的
运输损失惨重。挪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宣布了中
立，但纳粹德国（1940-45）占据了五年的时间。1949年，
挪威放弃中立并成为北约成员。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邻
近海域发现石油和天然气，推动了挪威的经济命运。在
1972年和1994年举行的公民投票中，挪威拒绝加入欧
盟。国内主要问题包括移民和少数民族融合，维护该国
广泛的社会安全网，人口老龄化，保持经济竞争力。

地理挪威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挪威？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北欧与北海和北大西洋接壤，位于瑞典西

部。 挪威的总面积是323,802 km2，其中304,282 km2是土
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
地形？这样：冰冷的一年多雨; 大部分高原和崎岖的山脉
被肥沃的山谷所破坏; 小而散的平原; 海岸线深入峡湾;
北部的北极苔原。 挪威的最低点是挪威海0米，最高点
是Galdhopiggen 2,469米。气候是温带沿海，由北大西洋
洋流改变; 内陆较冷，降水增多，夏季较冷; 西海岸。

居民挪威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挪威中。号码是：

5,320,045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挪威83.2％（包括约60,000萨米），其他欧洲
8.3％，其他占8.5％（2017年估计）。 挪威中的语言是什
么？ 博克马尔挪威语（官方），尼诺斯克挪威语（官方） ，
小萨米语和芬兰语少数群体。和宗教：挪威教会（福音派
路德会 - 官方）71.5％，罗马天主教徒2.8％，其他基督教
徒3.9％，穆斯林2.8％，其他2％，未指定7.5％（2016年预
测）39.2。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9.2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
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



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
81.9 年。人们住在挪威的地方？这里：大多数挪威人居
住在南部，气候温和，与欧洲大陆有更好的连接。西南
部的北海沿岸和东南部的Skaggerak都有人口聚集区; 北
部的内陆地区人口稀少。 挪威的主要城市地区是：
OSLO（首都）986,000（2015年）。

挪威政府和经济
首都挪威是奥斯陆和政府类型议会君主立宪制。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9县（fylker，singular-fylke）; Akershus
Aust-Agder Buskerud Finnmark Hedmark Hordaland More
Rogdal Nordland Nord-Trondelag Oppland Oslo Ostfold
Rogaland Sogn og Fjordane Sor-Trondelag Telemark Troms
Vest-Agder Vestfold。关于挪威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
是石油和天然气，航运，渔业，水产养殖，食品加工，造
船，纸浆及纸制品，金属，化工，木材，采掘，纺织。重要
的农产品是大麦，小麦，马铃薯; 猪肉，牛肉，小牛肉，牛
奶; 鱼。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石油和石油产品，机械设
备，五金，化工，船舶，鱼，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英国21
％，德国14.4％，荷兰10.7％，法国6.9％，瑞典6.5％，比
利时4.4％，美国4.3％，丹麦4％（2016年）。最重要的进
口商品是机械和设备，化工，金属，食品，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德国12.2％，瑞典12.2％，中国11.2％，美国
6.6％，丹麦5.7％，英国5.2％，荷兰4.1％（2016年）。 挪威
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
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70,6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平均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
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
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



下的人口：未知%。
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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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阿曼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阿曼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阿曼。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阿曼的国旗开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始：
 

阿曼 - 概述：
你应该了解阿曼？让我们从这个开始：阿曼地区的居

民早已从印度洋贸易中崛起。在18世纪后期，马斯喀特
的新生苏丹国与英国签署了一系列友好条约中的第一
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苏丹国从未成为英国的殖民
地，但阿曼对英国政治和军事顾问的依赖性有所增加。
1970年，卡布斯本赛义德赛义德推翻了他的父亲，此后
被裁定为苏丹人，但他并未指定接班人。他广泛的现代
化计划向国外开放，同时保持与英国和美国的长期密切
联系。阿曼温和独立的外交政策力求与邻国保持良好关
系，避免外部纠纷。受到2011年1月开始席卷中东和北非
的民众起义的启发，一些阿曼人举行示威游行，呼吁增
加就业机会和经济利益，并结束腐败。针对这些抗议者
的要求，卡布斯在2011年承诺实施经济和政治改革，例
如赋予议会议会立法和监管权力以及增加失业救济金。
此外，2012年8月，苏丹宣布了一项皇家指令，要求迅速
实施为成千上万的公共和私营部门阿曼工作制定的国家
就业创造计划。作为政府下放权力和让公民参与地方治
理的努力的一部分，阿曼在2012年12月成功举办了第一
次市议会选举。苏丹在2011年宣布，市议会有权就阿曼
11个省的当地区的需要向皇家法院提供咨询意见。2015
年3月，苏丹在德国接受医疗治疗八个月后返回阿曼。他
此后几次公开露面。

地理阿曼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阿曼？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中东与阿拉伯海，阿曼湾和波斯湾接壤，

也门与阿联酋之间。 阿曼的总面积是309,500 km2，其中

309,50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
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中央沙漠平原，北部崎岖
的山脉和南部。 阿曼的最低点是阿拉伯海0米，最高点
是Jabal的沙姆斯3004米。气候是干沙漠; 炎热，沿海潮
湿; 热，干燥的内部; 在遥远的南方强西南季风（五月至
九月）。

居民阿曼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阿曼中。号码是：

3,424,386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阿拉伯人，俾路支人，南亚（印度，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非洲。 阿曼中的语言是什么？
阿拉伯语（官方），英语，俾路支语，乌尔都语，印度方
言。和宗教：穆斯林85.9％，基督教6.5％，印度5.5％，佛
教0.8％，犹太。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5.6 年。我们必须
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
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
这个：75.7 年。人们住在阿曼的地方？这里：，绝大多数
人口位于该国北部的阿尔黑格尔山脉周围; 在最南端的



塞拉莱市附近发现另一个较小的群集; 该国大部分地区
人口稀少。 阿曼的主要城市地区是：马斯喀特（首都）
838,000（2015）。

阿曼政府和经济
首都阿曼是马斯喀特和政府类型绝对君主制。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11个省（muhafazat，单数 - muhafaza）;
Ad Dakhiliyah，Al Buraymi，Al Wusta，Az Zahirah，Janub al
Batinah（南巴基斯坦），Janub ash Sharqiyah（Ash Sharqiyah
South），Masqat（马斯喀特），Musandam，Shamal al
Batinah（Al Batinah North），Shamal ash Sharqiyah
Zufar（Dhofar）。关于阿曼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原油
生产和炼油，天然和液化天然气生产; 建筑，水泥，铜，
钢铁，化工，纤维。重要的农产品是日期，酸橙，香蕉，
苜蓿，蔬菜; 骆驼，牛; 鱼类。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石油，
再出口，鱼类，金属，纺织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中国
47.8％，阿联酋8.3％，印度4.1％。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
机械和运输设备，制成品，食品，牲畜，润滑油，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阿联酋44.9％，中国4.8％，印度
4.8％（2016年）。 阿曼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
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45,5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平均
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阿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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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巴基斯坦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巴基斯坦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巴基斯坦。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巴
基斯坦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巴基斯坦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巴基斯坦？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印度河谷

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其历史可追溯到至少
五千年，它遍布现在巴基斯坦的大部分地区。在公元前
的第二个千年期间，这种文化的残余与迁徙的印度 - 雅
利安人民融合在一起。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该地区从
波斯人，希腊人，斯基泰人，阿拉伯人（带来伊斯兰教），
阿富汗人和土耳其人，经历了连续入侵。莫卧儿帝国在
16世纪和17世纪蓬勃发展; 英国在18世纪来到这个地区
占主导地位。1947年英属印度分离为巴基斯坦穆斯林国
家（包括西部和东部地区）和大部分印度印度的分离从未
得到圆满解决，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47年至1948年，
1965年和1999年间发生了两次战争和有限的冲突分别在
有争议的克什米尔领土上进行。1971年这些国家之间的
第三次战争 - 印度利用伊斯兰堡在孟加拉国的政治边缘
化孟加拉国 - 导致东巴基斯坦成为独立的孟加拉国。为
了回应印度的核武器测试，巴基斯坦于1998年中进行了
自己的测试。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在二十一世纪二十
年代中期有所改善，但自2008年11月孟买袭击事件以来
一直非常活跃，并且由于怀疑驻扎在巴基斯坦的武装分
子在印度遭受袭击而进一步紧张。纳瓦兹谢里夫2013年
就任总理，这是巴基斯坦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产生的
政府完成了一个任期并转变为连续的民选政府。2017年
7月，最高法院取消了谢里夫的公职职位，8月份Shahid
Khaqan Abbasi接替他担任总理。巴基斯坦与武装团体进



行长达数十年的武装冲突，其目标是政府机构和平民，
包括巴基斯坦塔利班（TTP）和其他武装网络。

地理巴基斯坦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巴基斯坦？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南亚与阿拉伯海接壤，东与印度之
间，西与伊朗与阿富汗之间，中国北部。 巴基斯坦的总

面积是796,095 km2，其中770,875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
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
分为三大地理区域：北部高地，中部和东部的印度河平
原，南部和西部的俾路支斯坦高原。 巴基斯坦的最低点
是阿拉伯海0米，最高点是K2（戈德温 - 奥斯汀山）8,611
米。气候是为炎热干燥沙漠; 西北部温带; 北部。

居民巴基斯坦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巴基斯坦中。号码是：

204,924,861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个国家是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国家之一。谁住在这里？ 旁遮普语44.7％，普什
图语（Pathan）15.4％，信德语14.1％，Sariaki 8.4％，
Muhajirs 7.6％，俾路支。 巴基斯坦中的语言是什么？ 语
3.6％，其他6.3％旁遮普语48％，信德语12％，萨拉基语
（旁遮普语变体）10％，普什图语名称，Pashtu）8％，乌尔
都语（官方）8％，俾路支语3％，Hindko 2％，布拉辉1％，
英语（官方;巴基斯坦精英和大多数政府部门的通用语



言），Burushaski和其他8％。和宗教：穆斯林）96.4％（逊尼
派85-90％，什叶派10-15％），其他（包括基督教和印度
教）3.6％（2010年预测）23.8。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3.8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
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
时）是多少？这个：68.1 年。人们住在巴基斯坦的地方？
这里：印度河及其支流吸引了大部分解决，与旁遮普省
人口最密集。 巴基斯坦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卡拉奇
1661.8万; 拉合尔8741万人; 费萨拉巴德356.7万; 拉瓦尔
品第250.6万人; Multan 1.921万; 伊斯兰堡（首都）1.365万
（2015年）。

巴基斯坦政府和经济
首都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堡和政府类型联邦议会共和

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4个省份，1个领土和1个首都
领土; 俾路支省，联邦直辖部落地区，伊斯兰堡首府直辖
区，开伯尔 - 普赫图赫瓦（前身为西北边境省），信德省
旁遮普，。关于巴基斯坦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纺
织品和服装，食品加工，制药，手术器械，建筑材料，纸
制品，化肥，虾。重要的农产品是棉花，小麦，大米，甘
蔗，水果，蔬菜; 牛奶，牛肉，羊肉，鸡蛋。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纺织品（服装，床单，棉布，纱线），大米，皮革制
品，体育用品，化学品，制造，手术器械，地毯，最重要
的出口商品是美国16.3％，中国7.6％，英国7.4％，阿富
汗的6.5％，德国5.7％（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石
油，石油产品，机械，塑料，交通运输设备，食用油，纸
张和纸板，钢铁，茶叶，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
29.1％，阿联酋13.2％，印度尼西亚4.4％，美国4.3％，日
本4.2％（2016年）。 巴基斯坦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



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5,4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9.5% (FY2013 估计)。

巴基斯坦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帛琉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帛琉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帛琉。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帛琉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帛琉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帛琉？让我们从这个开始：作为美国政府

下太平洋联合国信托领土的一部分，经过三十年的发
展，卡洛琳群岛最西端的群集在1978年选择独立，而不
是加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1986年批准了与美国达成的
自由联合协定，但直到1993年才获得批准。该协定于次
年获得独立后生效。

地理帛琉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帛琉？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大洋洲，北太平洋群岛，菲律宾东南部。

帛琉的总面积是459 km2，其中459 km2是土地。 所以这
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
样：不同的地形，从高高的山区主岛Babelthuap到低珊瑚
岛，通常由大型屏障珊瑚礁环绕。 帛琉的最低点是太平
洋0米，最高点是Mount Ngerchelchuus 242米。气候是; 又
热又潮湿; 潮湿的季节五月至十一月。

居民帛琉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帛琉中。号码是：21,431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
里？ （密克罗尼西亚语，含马来亚和美拉尼西亚混合）



73％卡罗莱纳州2％，亚洲21.7％，高加索1.2％，其他
2.1％（2015年预计）。 帛琉中的语言是什么？ 帛琉（大多
数岛屿官方）65.2％，其他密克罗尼西亚语1.9％，英语
（官方）19.1％，菲律宾9.9％，中国1.2％其他2.8％。和宗
教：罗马天主教徒45.3％，新教徒34.9％（包括福音派
26.4％，基督复临安息日会6.9％，神大会9％，浸信
会.7％），Modekngei 5.7％（帕劳土着），穆斯林3％
1.5％，其他9.7％（2015年预测）。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3.4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
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
（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3.4 年。人们住在帛琉的地
方？这里：大多数人口位于主岛Babelthuap。 帛琉的主要
城市地区是：Melekeok（首都）299（2012年）的最南端73
.4。

帛琉政府和经济
首都帛琉是Ngerulmud和政府类型与美国自由联合的

总统共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6州;。关于帛琉的
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旅游，钓鱼，温饱型农业。重要
的农产品是椰子，木薯（木薯，木薯），红薯; 鱼，猪，鸡，
鸡蛋，香蕉，木瓜，面包果，calamansi，刺果，波利尼西亚
栗子，玻利尼西亚杏仁，芒果，芋头，番石榴，豆类，黄
瓜，南瓜/南瓜（各种），茄子， ，卷心菜（各种），萝卜，槟
榔，西瓜，辣椒，诺丽果，黄秋葵。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
贝类，金枪鱼等鱼类（许多种），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希
腊82.4％，美国为6.9％（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
机械设备，燃料，金属;，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美国食品
24.6％，日本19.8％，中国14.3％，关岛14.2％，菲律宾
4.4％（2016年）。 帛琉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



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16,7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
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
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
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帛琉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巴拿马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巴拿马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巴拿马。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巴拿马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巴拿马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巴拿马？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西班牙在16

世纪探索和解决了这个问题，巴拿马于1821年与西班牙
打成一片，并加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的联
盟 - 命名为哥伦比亚共和国。当后者在1830年解散时，
巴拿马仍然是哥伦比亚的一部分。在美国的支持下，巴
拿马于1903年从哥伦比亚独立，并迅速与美国签署了一
项条约，允许运河和美国对该建筑两侧的一片土地（巴
拿马运河区）拥有主权。巴拿马运河由美国陆军工程兵
团于1904年至1914年间建造。1977年，签署了一项协
议，在本世纪末将运河从美国完全转运到巴拿马。该区
的某些部分和对运河的责任越来越大，在随后的几十年
中被移交。在美国的帮助下，

地理巴拿马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巴拿马？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中美洲，与加勒比海和北太平洋接
壤，位于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之间。 巴拿马的总面积

是75,420 km2，其中74,340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
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内部大多陡峭，
山脉崎岖不平，高地平原; 沿海平原连绵起伏的丘陵。
巴拿马的最低点是太平洋0米，最高点是Volcan Baru



3,475米。气候是热带海洋; 炎热，潮湿，多云; 长时间的
雨季（5月至1月），干燥的短季节（1月至5月）。

居民巴拿马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巴拿马中。号码是：

3,753,142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黑人或非洲人后裔9.2％，混血儿6.8％，黑人
或非洲人后裔9.2％，混血儿6.8％，混合美洲印第安人和
白人65％，美国原住民12.3％（Ngabe 7.6％，Kuna 2.4％，
Embera 0.9％ ，白人6.7％（2010年est。）。 巴拿马中的语
言是什么？ 西班牙语（官方），土着语言（包括
Ngabere（或Guaymi），Buglere，Kuna，Embera，Wounaan，
Naso（或Teribe）和Bri Bri），巴拿马英语克里奥语英语克
里奥尔语;英语和西班牙语与Ngabere元素的混合体;也被
称为Guari Guari和Colon Creole），英语，中文（越南语和客
家语），阿拉伯语，法语克里奥尔语，其他（意第绪语，希
伯来语，韩语，日语）。和宗教：罗马天主教85％，新教
15％29.2。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9.2 年。我们必须补充
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
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
个：78.8 年。人们住在巴拿马的地方？这里：人口集中在
该国的中心地带，特别是运河周边地区，但相当一部分
民众居住在大卫附近的最西部; 该国东部三分之一人口
稀少。 巴拿马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巴拿马城（首都）167.3
万（2015年）78.8。

巴拿马政府和经济
首都巴拿马是巴拿马城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0省（provinciasas，单数 - provincia）



和3个土着地区（comarcas）;。关于巴拿马的经济，重要的
工业产品是建筑，酿造，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糖加工。
重要的农产品是香蕉，大米，玉米，咖啡，甘蔗，蔬菜; 家
畜; 虾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水果和坚果，鱼，钢铁
废料，木材，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美国21.4％，荷兰
15.2％，哥斯达黎加6％，中国5.6％（2016年）。最重要的
进口商品是燃料，机械，车辆，钢铁棒，制药，最重要的
进口商品是美国25.7％，中国9.2％，墨西哥5.3％（2016
年）。 巴拿马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
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24,3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
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
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
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3% (2015 估计)。

巴拿马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巴布亚新几内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地理，居

民，政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
计数据，总览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详细地图。但是，
让我们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巴布亚新几内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巴布亚新几内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新

几内亚岛的东半部 - 世界第二大岛 - 在1885年被划分为
德国（北部）和英国（南部）。后者地区于1902年转移到澳
大利亚，在二战期间占领了北部地区并继续管理这些联
合地区直到1975年独立。布干维尔岛九年的分裂主义反
叛分子在1997年结束后宣布了大约2万人的生命。自
2001年以来，布干维尔经历了自治。根据和平协议的条
款，2015年是一个为独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开了五年的
窗口。

地理巴布亚新几内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巴布亚新几
内亚？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大洋洲，包括新几内亚岛东半
岛在内的一组岛屿，位于印度尼西亚东部的珊瑚海和南

太平洋之间。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面积是462,840 km2，

其中452,86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
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为高山沿海低地和山
麓丘陵地带。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最低点是太平洋0，最
高点是米威廉山4,509米。气候是热带452,860平方公里;



西南季候风（十二月至三月），东南季候风（五月至十月）;
季节性温度变化多。

居民巴布亚新几内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号

码是：6,909,701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
谁住在这里？ 美拉尼西亚人，巴布亚人，内格里托人，
密克罗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人。 巴布亚新几内亚中的
语言是什么？ Tok Pisin（官方），英文（官方），Hiri
Motu（官方），约有839种土着语言（约占世界总数的
12％）; 许多语言少于1,000人。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
27％，新教徒69.4％（福音派路德教会19.5％，联合教会
11.5％，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议10％，五旬节会议8.6％，福
音派联盟5.2％，圣公会3.2％，浸信会2.5％其他新教徒
8.9％），巴哈教0.3％，土着信仰和其他3.3％（2000年人
口普查）23.1。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3.1 年。我们必须补
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
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
这个：67.3 年。人们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地方？这里：
人口集中在新几内亚岛的高地和东部沿海地区; 主要是
农村分布，只有约五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 巴
布亚新几内亚的主要城市地区是：PORT莫尔兹比（首都）
345,000（2015）。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巴布亚新几内亚是莫尔兹比港和政府类型议会

民主（国家议会）; 英联邦国家。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20省，1自治区和1区; 布干维尔，中部，奇姆布，东部高
地，东新英格兰，东塞皮克，恩加，海湾，赫拉，Jiwaka，



马当，马纳斯，米尔恩湾，莫罗贝，国家首都，新爱尔
兰，北部，南部高地，西部，西部高地，西部新西兰，西
塞克。关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
椰肉榨油，棕榈油加工，胶合板生产，木片生产; 采矿
（金，银，铜）; 原油和石油产品; 建筑，旅游。重要的农产
品是咖啡，可可，椰干，棕仁，茶，糖，橡皮，红薯，水
果，蔬菜，香草; 家禽，猪肉; 贝类。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
石油，黄金，铜矿石，原木，棕榈油，咖啡，可可，小龙
虾，虾，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新加坡23.7％，澳大利亚
22.9％，日本13.2％，中国11.9％（2016），。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机械和运输设备，制成品，食品，燃料，化学品，
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澳大利亚36％，中国14.9％，新加
坡8.5％，马来西亚7.5％（2016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
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3,800 (2017 估计)。 这是
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
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
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
37% (2002 估计)。

巴布亚新几内亚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巴拉圭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巴拉圭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巴拉圭。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巴拉圭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巴拉圭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巴拉圭？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巴拉圭于

1811年独立于西班牙。在巴拉圭和阿根廷，巴西和乌拉
圭 - 巴拉圭之间的三重联盟（1865-70）灾难性的战争中，
三分之二的成年男性和大部分领土遭受损失。这个国家
在下半个世纪经济停滞。在玻利维亚与查科战争结束
后，巴拉圭获得了查科低地地区的很大一部分。阿尔弗
雷多斯特罗斯纳35年的军事独裁统治于1989年结束，尽
管近年来政治斗争明显加剧，巴拉圭自该国恢复民主以
来一直举行相对自由和定期的总统选举。

地理巴拉圭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巴拉圭？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中南美洲，阿根廷东北部，巴西西南部。

巴拉圭的总面积是406,752 km2，其中397,302 km2是土
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
地形？这样：巴拉圭东部最远的西部草地和树木繁茂的
山丘上成为半干旱地区; 里约巴拉圭西部的大查科地区
大多低，靠近河流沼泽平原，干旱森林和其他地方多刺
的灌木丛里约巴拉圭和里约巴拉那州交界处。 巴拉圭的



最低点是46，最高点是米塞罗佩罗842米。气候是亚热带
到温带; 东部地区大量降雨，在。

居民巴拉圭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巴拉圭中。号码是：

6,943,739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和美洲印第安人）6,943,739（2017年7月估计）
95％ ，其他5％。 巴拉圭中的语言是什么？ 西班牙（官
方），瓜拉尼（官方）。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占89.6％，新
教徒占6.2％，其他基督教占1.1％，其他或未具体说明占
1.9％，无1.1％（2002年人口普查）。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8.2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
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
（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7.4 年。人们住在巴拉圭的地
方？这里：大部分人口居住在该国东半部; 西部是大查科
（一个半干旱的低地平原），占领土面积的60％，但仅占
总人口的2％。 巴拉圭的主要城市地区是：亚松森（首都）
235.6万（2015年）。

巴拉圭政府和经济
首都巴拉圭是亚松森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17个部门（离别，单 - 离）和1个首都;
上巴拉圭，上巴拉那，阿曼拜，亚松森，博克，卡瓜苏，
卡萨帕，卡嫩迪尤，中央，康塞普西翁，科迪勒拉，瓜伊
拉，伊塔普阿，米西奥内斯涅恩布库，巴拉瓜，阿耶斯总
统，圣佩德罗。关于巴拉圭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
糖加工，水泥，纺织品，饮料，木制品，钢，贱金属，电动
鲍威。重要的农产品是棉花，甘蔗，大豆，玉米，小麦，
烟草，木薯（木薯，木薯），水果，蔬菜9,800美元（2017年



预计）牛肉，猪肉，鸡蛋，牛奶; TIMBE。最重要的出口商
品是大豆，家畜饲料，棉花，肉类，食用油，木材，皮革，
金，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巴西35.4％，阿根廷10.5％，俄
罗斯7.6％，智利6.1％（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道路
车辆，消费品，烟草，石油产品，电动机械，拖拉机，化
学品，汽车零部件，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27.3％，巴
西24.3％，阿根廷14.3％美国7.1％（2016）。 巴拉圭的富
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
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9,800 (2017 估计)。 这是一
个相当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
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
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
22.2% (2015 估计)。

巴拉圭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秘鲁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秘鲁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秘鲁。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秘鲁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秘鲁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秘鲁？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古代秘鲁是几

个着名的安第斯文明的所在地，最着名的是1533年被西
班牙征服者俘虏的印加人。秘鲁于1821年宣布独立，其
余西班牙部队于1824年被击败。经过十二年的军事统
治，秘鲁于1980年恢复民主领导，但经历了经济问题和
暴力叛乱的增加。阿尔贝托·藤森总统1990年的当选迎来
了一个十年，经济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并在限制游击
活动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尽管如此，总统在90年代后
期日益依赖专制措施和经济衰退导致他的政权不满，导
致他于2000年辞职。2001年春，一名看守政府负责监督
新的选举，该选举将亚历杭德罗·托莱多·曼里克安排为
新的政府首脑 - 秘鲁第一位民主选举的土着种族总统。
2006年的总统选举看到阿兰加西亚佩雷斯在1985年至
1990年总统任期令人失望之后回归经济强劲反弹。2011
年6月，前军官Ollanta Humala Tasso当选总统，继续执行
前三届政府的健全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过去十年
里，贫困和失业率大幅下降，今天秘鲁拥有拉美地区表
现最佳的经济体之一。Pedro Pablo Kuczynski Godard在
2016年6月赢得了非常狭隘的总统选举。其中安排亚历
杭德罗托莱多曼里克为新的政府首脑 - 秘鲁的第一个民
主选举的土着种族总统。2006年的总统选举看到阿兰加
西亚佩雷斯在1985年至1990年总统任期令人失望之后回
归经济强劲反弹。2011年6月，前军官Ollanta Humala
Tasso当选总统，继续执行前三届政府的健全的，市场导



向的经济政策。过去十年里，贫困和失业率大幅下降，
今天秘鲁拥有拉美地区表现最佳的经济体之一。Pedro
Pablo Kuczynski Godard在2016年6月赢得了非常狭隘的
总统选举。其中安排亚历杭德罗托莱多曼里克为新的政
府首脑 - 秘鲁的第一个民主选举的土着种族总统。2006
年的总统大选看到了阿兰加西亚佩雷斯的回归，他在
1985年至1990年的总统任期令人失望之后，经历了强劲
的经济反弹。2011年6月，前军官Ollanta Humala Tasso当
选总统，继续执行前三届政府的健全的，市场导向的经
济政策。过去十年里，贫困和失业率大幅下降，今天秘
鲁拥有拉美地区表现最佳的经济体之一。Pedro Pablo
Kuczynski Godard在2016年6月赢得了非常狭隘的总统选
举。2006年的总统大选看到了阿兰加西亚佩雷斯的回
归，他在1985年至1990年的总统任期令人失望之后，经
历了强劲的经济反弹。2011年6月，前军官Ollanta Humala
Tasso当选总统，继续执行前三届政府的健全的，市场导
向的经济政策。过去十年里，贫困和失业率大幅下降，
今天秘鲁拥有拉美地区表现最佳的经济体之一。Pedro
Pablo Kuczynski Godard在2016年6月赢得了非常狭隘的
总统选举。2006年的总统大选看到了阿兰加西亚佩雷斯
的回归，他在1985年至1990年的总统任期令人失望之
后，经历了强劲的经济反弹。2011年6月，前军官Ollanta
Humala Tasso当选总统，继续执行前三届政府的健全的，
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过去十年里，贫困和失业率大幅
下降，今天秘鲁拥有拉美地区表现最佳的经济体之一。
Pedro Pablo Kuczynski Godard在2016年6月赢得了非常狭
隘的总统选举。前三届政府的市场导向型经济政策。过
去十年里，贫困和失业率大幅下降，今天秘鲁拥有拉美



地区表现最佳的经济体之一。Pedro Pablo Kuczynski
Godard在2016年6月赢得了非常狭隘的总统选举。前三
届政府的市场导向型经济政策。过去十年里，贫困和失
业率大幅下降，今天秘鲁拥有拉美地区表现最佳的经济
体之一。Pedro Pablo Kuczynski Godard在2016年6月赢得
了非常狭隘的总统选举。

地理秘鲁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秘鲁？这个国
家的位置是南美洲西部，与南太平洋接壤，位于智利和

厄瓜多尔之间。 秘鲁的总面积是1,285,216 km2，其中

1,279,996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我
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西部沿海平原（哥斯
达），高中崎岖的安第斯山脉中部（塞拉利昂），亚马逊盆
地东部低地丛林（塞尔瓦）。 秘鲁的最低点是太平洋0，
最高点是米内瓦多瓦斯卡兰6,746米。气候是从东部的热
带到西部的干燥沙漠不等; 在安第斯山脉。

居民秘鲁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秘鲁中。号码是：

31,036,656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美洲印第安人的45％，印欧混血种人（混合美洲



印第安人和白色）37％，白15％，黑色，日本，中国和其
他3％。 秘鲁中的语言是什么？ 西班牙语（官方）
84.1％，克丘亚语（官方）13％，艾马拉（官方）1.7％，
Ashaninka 0.3％，其他母语（包括大量小亚马逊语言）
0.7％，其他（包括外语和手语）0.2 ％（2007 est。）。和宗
教：罗马天主教81.3％，福音派12.5％，其他3.3％，无
2.9％（2007年预测）。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8 年。我们
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
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
少？这个：74 年。人们住在秘鲁的地方？这里：约三分之
一的人口居住在西部沙漠沿海地带，专注于首都利马;
安第斯高原或塞拉利昂与该国的美洲印第安人密切相
关，大约占总人口的一半; 安第斯山脉的东坡和毗邻的
热带雨林，人口稀少，。 秘鲁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利马
（首都）为9.897亿; 阿雷基帕850,000; 特鲁希略
798,000（2015年）。

秘鲁政府和经济
首都秘鲁是利马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们来看

看行政区划 - 25个地区（地区，单一地区）和1个省（省）;
亚马孙，安卡什，阿普里马克，阿雷基帕，阿亚库乔，卡
哈马卡，卡亚俄，库斯科，Huancavelica，Huanuco，Ica，胡
宁，拉利伯塔德，Lambayeque，利马，利马，洛雷托，马德
雷迪奥斯，莫克瓜，帕斯科，皮乌拉， Tacna，Tumbes，
Ucayali。关于秘鲁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开采和提
炼矿物; 钢铁，金属制造; 石油开采和提炼，天然气和天
然气液化; 渔业和鱼类加工，水泥，玻璃，纺织品，服装，
食品加工，啤酒，软饮料，橡胶，机械，电机，化学品，家
具。重要的农产品是朝鲜蓟，芦笋，鳄梨，蓝莓，咖啡，



可可，棉花，甘蔗，马铃薯，玉米，大蕉，葡萄，桔子，菠
萝，番石榴，香蕉，苹果，柠檬，梨，古柯，西红柿，芒
果，大麦，药用植物，藜麦，棕榈油，万寿菊，洋葱，小
麦，家禽，牛肉，猪肉，乳制品; 豚鼠; 鱼。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铜，金，铅，锌，锡，铁矿石，钼，银; 原油和石油
产品，天然气; 咖啡，芦笋和其他蔬菜，水果，服装和纺
织品，鱼粉，鱼类，化学品，金属制品和机械，合金，最
重要的出口商品是中国23.5％，美国17.3％，瑞士7.1％，
加拿大4.7％。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石油和石油产品，化
工，塑料，机械，车辆，电视机，电铲，前端装载机，电话
和电信设备，钢铁，小麦，玉米，大豆制品，纸张，棉花，
疫苗和药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22.8％ ，美国
20.2％，巴西5.8％，墨西哥4.5％（2016年）。 秘鲁的富有
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3,300 (2017 估计)。 这很
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
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2.7% (2014 估
计)。

秘鲁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菲律宾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菲律宾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菲律宾。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菲律宾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菲律宾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菲律宾？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菲律宾群岛

在16世纪成为西班牙殖民地; 他们在西班牙 - 美国战争
之后于1898年被割让给美国。1935年，菲律宾成为自治
联邦。曼努埃尔奎松当选总统，并负责在经过10年过渡
后为独立做好准备。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
岛屿被日本人占领，美国军队和菲律宾人在1944年至
1945年期间一起战斗以恢复控制。1946年7月4日，菲律
宾共和国获得独立。费迪南德马科斯执政20年，于1986
年结束，当时马尼拉的“人民力量”运动（“EDSA 1”）迫使
他流亡，并将科拉松阿基诺安装为总统。她担任主席的
几次政变企图阻碍了恢复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菲德尔
拉莫斯于1992年当选为总统。他的政府的特点是稳定性
增强，经济改革取得进展。1992年，美国关闭了岛上的
最后一个军事基地。约瑟夫·埃斯特拉达于1998年当选总
统。2001年1月，埃斯特拉达因腐败罪名遭到暴力弹trial
审判破裂，另一个“人民力量”运动（“EDSA 2”）要求他在
2001年1月接替他的副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
辞职。2004年5月，马卡帕加尔 - 阿罗约当选为总统，任
期六年。她的总统职位受到几次腐败指控的影响，但菲
律宾经济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避免收缩的少数几个
国家之一，每年都在扩大其行政管理。Benigno Aquino III
于2010年5月当选为总统，2016年5月由Rodrigo Duterte继
任。菲律宾政府面临多个群体的威胁，其中一些群体属
于美国政府的外国恐怖组织名单。马尼拉与菲律宾南部
的摩洛民族叛乱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斗争，导致了与摩



洛民族解放阵线的和平协议以及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
的持续和平谈判。长达数十年的由毛派制造的新人民军
叛乱活动也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开展。

地理菲律宾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菲律宾？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东南亚，菲律宾海和南中国海之间的群

岛，越南东部。 菲律宾的总面积是300,000 km2，其中

298,17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
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大多数山脉狭窄至广阔的
沿海低地。 菲律宾的最低点是菲律宾海0，最高点是米
阿波山2,954米。气候是热带海洋; 东北季候风（十一月至
四月）; 西南季风（5月至10月）。

居民菲律宾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菲律宾中。号码是：

104,256,076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个国家是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国家之一。谁住在这里？ 他加禄语28.1％，宿务
13.1％，Ilocano 9％，Bisaya / Binisaya 7.6％，Hiligaynon
Ilonggo 7.5％，Bikol 6％，Waray 3.4％，其他25.3％（2000
年人口普查）。 菲律宾中的语言是什么？ 菲律宾（官方;
基于他加禄语）和英语）; 八个主要方言 - 他加禄语，宿
务语，Ilocano，Hiligaynon或Ilonggo，Bicol，Waray，



Pampango和Pangasinan。和宗教：天主教徒82.9％（罗马天
主教80.9％，Aglipayan 2％），穆斯林5％，福音派2.8％，
伊格莱西亚克里斯托2.3％其他基督徒4.5％，其他
1.8％，未具体说明0.6％，无0.1％（2000年人口普查）。平
均年龄是多少岁？ 23.5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
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
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69.4 年。人
们住在菲律宾的地方？这里：人口集中在好农田所在地;
最高浓度是吕宋岛的西北部和中南部，吕宋岛的东南部
延伸部分以及米沙鄢海的岛屿，特别是宿雾和内格罗斯;
马尼拉拥有。 菲律宾的主要城市地区是：马尼拉（首都）
1249.6万人口的全国八分之一人口; 达沃163万; 宿务市
951,000; 三宝颜936,000（2015年）。

菲律宾政府和经济
首都菲律宾是和政府类型共和国总统共和国14 36

N，120 58 E 80省和39个特许城市1946年7月4日（来自美
国）8,745亿美元（2017年预计）3212亿美元（2016年预计）
8,200美元（2017年预计）。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关于
菲律宾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半导体和电子装配，
食品和饮料制造，建筑，电/煤气/供水，化学产品，无线
电/电视/通信设备和器具，石油和燃料，纺织品和服装，
非金属矿物，基础金属工业，运输设备。重要的农产品
是大米，鱼类，家畜，家禽，香蕉，椰子/椰干，玉米，甘
蔗，芒果，菠萝，木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半导体和电
子产品，机械和运输设备，木材制品，化学品，加工食品
和饮料，椰子油，铜精矿，海鲜，香蕉/水果，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日本20.8％，美国15.5％，香港11.7％，中国
11％，新加坡6.6％，德国4.1％（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电子产品，矿物燃料，机械和运输设备，钢铁，纺
织品，谷物，化学品，塑料，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
17.3％，日本11.1％，美国8.4％，泰国7.3％，韩国6.1％，
新加坡6.1％，印度尼西亚5.1 ％（2016）。 菲律宾的富有
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8,2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
相当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
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
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1.6%
(2015 估计)。

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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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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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波兰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波兰。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波兰的国旗开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始：
 

波兰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波兰？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波兰作为一个

国家的历史始于公元10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波兰 -
立陶宛联邦统治了中欧和东欧的大片土地。在18世纪，
内部疾病削弱了国家，在1772年至1795年间的一系列协
议中，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将波兰分割出来。波兰
在1918年恢复了独立，仅在德国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被超过。战后它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但其政府相对
宽容和进步。1980年的劳资纠纷导致组建了独立工
会“团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独立工会成为一个拥
有超过1000万成员的政治力量。1989年和1990年的自由
选举赢得了议会和总统的团结控制，使共产主义时代结
束。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休克疗法”计划使该国能够将
其经济转变为中欧最强劲的经济体之一。波兰于1999年
加入北约，2004年加入欧盟。随着向民主，以市场为导
向的国家的转型基本完成，在防务，能源和其他基础设
施方面投入大量资金，波兰成为欧洲 - 大西洋组织日益
活跃的成员。

地理波兰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波兰？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中欧，德国东部。 波兰的总面积是312,685
km2，其中304,255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
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为平原; 山脉沿
南部边界。 波兰的最低点是附近Raczki Elblaskie -2米，最
高点是Rysy 2499米。气候是温带寒冷，多云，频繁的降
水中度严冬; 温带夏季多雨，雷阵雨多。

居民波兰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波兰中。号码是：

38,476,269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波兰96.9％，西里西亚1.1％，德国0.2％，乌克兰
0.1％，其他和未明确1.7％。 波兰中的语言是什么？ 波
兰（官方）98.2％，西里西亚人1.4％，其他1.1％，未具体
说明1.3％。和宗教：天主教徒87.2％（包括罗马天主教徒
86.9％和希腊天主教徒，亚美尼亚天主教徒和拜占庭 -
斯拉夫天主教徒3％），东正教徒1.3％（几乎所有（包括耶
和华见证人，佛教徒，哈瑞克里希纳，高迪亚外士纳威
主义者，穆斯林，犹太人，摩门教徒），未指明的
10.8％（2012年预计）40.7。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40.7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



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
时）是多少？这个：77.8 年。人们住在波兰的地方？这
里：人口集中在克拉科夫周围的南部地区以及华沙和罗
兹周围的中心地区，扩展到北部沿海城市格但斯克。 波
兰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华沙（首都）172.2万; 克拉科夫
760,000（2015年）。

波兰政府和经济
首都波兰是华沙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国。我们来看

看行政区划 - 16省（wojewodztwa，singular -
wojewodztwo）; （下西里西亚省）Kujawsko-
Pomorskie（Kuyavia-Pomerania），Lodzkie（罗兹），
Lubelskie（卢布林），Lubuskie（Lubusz），Malopolskie（小波
兰），Mazowieckie（马索维亚），Opolskie（奥波莱），
Podkarpackie（Subcarpathia） （Pomerania），斯拉斯基
（Silesia），Swietokrzyskie（圣十字），Warminsko-
Mazurskie（Warmia-Masuria），Wielkopolskie（大波兰），
Zachodniopomorskie（西波美拉尼亚），。关于波兰的经
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机械制造，钢铁，煤矿，化工，造
船，食品加工，玻璃，饮料，纺织品。重要的农产品是土
豆，水果，蔬菜，小麦; 家禽，蛋，猪肉，乳制品。最重要
的出口商品是机械和运输设备37.8％，中间制成品
23.7％ （2012年度），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德国27.3％，
英国6.6％，捷克6.6％，法国5.4％，意大利4.8％，荷兰
4.5％（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运输设备
38％，食品和活体动物17.1％，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德
国28.3％，中国7.9％，荷兰6％，俄罗斯5.8％，意大利
5.3％，法国4.2％，中国制造品21％，化学品15％，矿物
质，燃料，润滑剂和相关材料9％捷克共和国



4.1％（2016）。 波兰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
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
$29,3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很好。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7.6% (2015 估计)。

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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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葡萄牙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葡萄牙。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葡萄牙的
国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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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葡萄牙？让我们从这个开始：随着十五和

十六世纪全球海上力量的鼎盛，葡萄牙在1755年地震中
遭到里斯本的破坏，拿破仑战争期间的占领以及最富有
的殖民地巴西的独立，失去了大部分财富和地位。 1822
年的一次革命废除了君主制。在未来六十年中的大部分
时间里，镇压政府都在经营这个国家。1974年，左翼军
事政变进行了广泛的民主改革。次年，葡萄牙授予其所
有非洲殖民地的独立。葡萄牙是北约组织的创始成员，
并于1986年进入欧共体（现为欧盟）。

地理葡萄牙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葡萄牙？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西南欧，与西北部接壤的北大西洋。 葡
萄牙的总面积是92,090 km2，其中91,470 km2是土地。 所
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
西部南部较暖和干燥- 塔霍河分隔国家：北部多山而内
部，南部以。 葡萄牙的最低点是大西洋0米，最高点是
Ponta do Pico（Pico或Pico Alto）在亚速尔群岛的Ilha do



Pico 2,351米。气候是海洋温带; 北部凉爽多雨，。

居民葡萄牙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葡萄牙中。号码是：

10,839,514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同质地中海人口; 在非殖民化期间移民到大陆
的黑人非洲裔公民在10万以下; 自1990年以来，东欧人
进入葡萄牙。 葡萄牙中的语言是什么？ 葡萄牙语（官
方），Mirandese（官方，但本地使用）。和宗教：罗马天主
教徒81％，其他基督教3.3％，其他（包括犹太人，穆斯
林，其他）0.6％，没有6.8％，未指定8.3％。平均年龄是多
少岁？ 42.2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9.4 年。人们住在葡萄牙
的地方？这里：主要集中在大西洋沿岸或附近; 里斯本和
第二大城市波尔图都是沿海城市。 葡萄牙的主要城市地
区是：里斯本（首都）288.4万; 波尔图12.99万（2015年）。

葡萄牙政府和经济
首都葡萄牙是里斯本和政府类型半总统共和国。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8区（distritos，singular - distrito）和2
个自治区（regioes autonomas，singular - regiao autonoma）;
阿维拉（亚速尔群岛），贝雅，布拉加，布拉干萨，布朗库
堡，科英布拉，埃武拉，法鲁，瓜尔达，莱里亚，里斯本，
马德拉，波塔莱格雷，波尔图，圣塔伦，塞图巴尔，维亚
纳堡，维拉雷亚尔，维塞乌。关于葡萄牙的经济，重要的
工业产品是纺织品，服装，鞋类，木材和软木，造纸和纸
浆，化学品，燃料和润滑剂，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基础金
属，矿物，陶瓷，玻璃器皿，技术，电信; 乳制品，葡萄



酒，其他食品; 船舶建造和翻新; 农业产品，食品，葡萄
酒，石油产品，化工产品，塑料和橡胶，皮革，皮革，木
材和软木，木浆和纸张，纺织材料，服装，塑料，金融服
务，光学。重要的农产品是粮食，土豆，西红柿，橄榄，
葡萄; 羊，牛，山羊，猪，家禽，乳制品; 鱼。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鞋类，机械和工具，基本金属，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西班牙26.2％，法国12.6％，德国11.7％，英国
7％，美国4.9％（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西班牙32.8％，德国13.5％，法国7.8％，西
班牙32.8％，西班牙，意大利，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和
地区的农产品，化学产品，车辆和其他运输材料，光学
和精密仪器，电脑配件和零件，半导体及相关设备，石
油产品，意大利5.5％，荷兰5.1％（2016年）。 葡萄牙的富
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
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30,300 (2017 估计)。 这意
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
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
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
人口：19% (2015 估计)。

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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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多黎各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波多黎各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波多黎各。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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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黎各的国旗开始：
 

波多黎各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波多黎各？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在克里斯

托弗·哥伦布第二次前往美洲之后，这座岛于1493年被西
班牙王室宣布为岛上居民。1898年，经过400年的殖民统
治，土着人口几乎灭绝并引入非洲奴隶劳工，由于西美
战争，波多黎各被割让给美国。波多黎各人于1917年被
授予美国国籍。自1948年以来，民选州长一直担任该
职。1952年颁布了一项宪法，规定了内部自治。在1967
年，1993年和1998年举行的公民投票中，选民选择不改
变与美国现有的政治地位，但2012年选举的结果为美国
国家建立了可能性。自2005年以来，岛上的经济衰退导
致人口净减少，因为大量居民移居美国大陆。自2010年
以来，这种趋势加速了; 2014年，波多黎各在内地的人口
净流失为64,000，比2010年的26,000净损失增加了一倍
多。飓风玛丽亚于2017年9月20日袭击了该岛，造成了灾
难性的损失，包括破坏了被电网击毁的电网就在两周
前，飓风伊尔马。这是八十年来袭击该岛最严重的风
暴，估计损失达数百亿美元。飓风玛丽亚于2017年9月20
日袭击了该岛，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害，包括两周前由
Irma飓风造成的电网遭到破坏。这是八十年来袭击该岛
最严重的一次风暴，预计损失达数百亿美元。飓风玛丽
亚于2017年9月20日袭击了该岛，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害，
包括两周前由Irma飓风造成的电网遭到破坏。这是八十
年来袭击该岛最严重的风暴，估计损失达数百亿美元。



地理波多黎各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波多黎
各？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加勒比海，多米尼加共和国以东
加勒比海和北大西洋之间的岛屿。 波多黎各的总面积是

9,104 km2，其中8,959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
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北部沿海平
原多为山地; 西海岸的陡峭山脉; 沿大多数沿海地区的沙
滩。 波多黎各的最低点是加勒比海0，最高点是米塞罗 -
德蓬塔1338米。气候是热带海洋，温和; 季节性温度变化
不大。

居民波多黎各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波多黎各中。号码是：

3,351,827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白人75.8％，黑人/非洲裔美国人12.4％，其他
8.5％（包括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夏威夷原
住民，其他太平洋岛民等），。 波多黎各中的语言是什
么？ 西班牙语混合3.3％，英国。和宗教：罗马天主教
85％，新教徒和其他15％。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41.5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
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
时）是多少？这个：80.9 年。人们住在波多黎各的地方？
这里：人口集群往往在沿海发现，其中最大的发现在圣
胡安及其周围地区; 一个例外是位于首都卡瓜斯周边南



部岛屿内部的大量居民; 大部分内陆地区，特别是岛屿
西部半岛，主要由人口密度低的科迪勒拉中心山脉。 波
多黎各的主要城市地区是：SAN JUAN（首都）24.63亿
（2015年）。

波多黎各政府和经济
首都波多黎各是圣胡安和政府类型总统民主％; 与美

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无（联邦地位的美国领土）;
根据美国政府的定义，没有一级行政区划，但二级政府
有78个市（市政当局，单一市政）; Adjuneas，阿瓜达，阿
瓜迪亚，阿瓜斯布埃纳斯，艾博尼托，阿纳斯科，阿雷西
科，阿罗约，巴塞罗那，巴兰基塔斯，巴亚蒙，卡博罗
霍，卡瓜斯，卡努伊，卡诺瓦纳斯，卡罗来纳州，卡塔
诺，凯耶，塞瓦，Ciales，Cidra，Coamo，Comerio，
Corozal， Culebra，Dorado，Fajardo，佛罗里达Guanica
Guayama Guayanilla Guaynabo Gurabo Hatillo Hormigueros
Humacao Isabela Jayuya Juana Diaz Juncos Lajas Lares Las
Marias Las Piedras Loiza Luquillo Manati Maricao ，
Maunabo，Mayaguez，Moca，Morovis，Naguabo，
Naranjito，Orocovis，Patillas，Penuelas，Ponce，
Quebradillas，Rincon，Rio Grande，Sabana Grande，Salinas，
San German，San Juan，San Lorenzo，。关于波多黎各的经
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制药，电子，服装，食品，旅游。
重要的农产品是甘蔗，咖啡，菠萝，芭蕉，香蕉; 畜产品，
鸡。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化学品，电子，服装，金枪鱼罐
头，朗姆酒，饮料浓缩物，医疗设备，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是这是未知的。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化学品，机械和设
备，服装，食品，鱼类，石油产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
这是未知的。 波多黎各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



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37,9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
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波多黎各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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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卡塔尔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卡塔尔。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卡塔尔的
国旗开始：
 

卡塔尔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卡塔尔？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自19世纪中

叶以来，卡塔尔由Al Thani家族统治，在过去的60年里，
它从一个主要以珠宝为主的贫穷的英国保护国转变为一
个拥有大量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的独立国家。长期居住在
欧洲的卡塔尔航空公司持续吸收石油收入，这在90年代
中期已经阻碍了卡塔尔的经济增长。前阿米尔哈马德·本
·哈利法·阿勒萨尼在1995年推翻父亲的不流血政变中，

http://mapsguides.com/


引发了广泛的政治和媒体改革，前所未有的经济投资以
及卡塔尔区域领导作用的不断增长，部分原因是通过创
建泛阿拉伯国家政权，阿拉伯卫星新闻网络半岛电视台
和卡塔尔对一些地区冲突的调解。在2000年代，卡塔尔
解决了与巴林和沙特阿拉伯长期存在的边界争端，到
2007年达到了世界上最高的人均收入。卡塔尔在2010-11
年没有遇到像其他近东和北非国家那样的国内骚乱或暴
力，部分原因是其巨大的财富。2013年年中，哈马德和
平地退位，将权力交给他的儿子，现任埃米尔·塔米姆·本
哈马德。塔米姆仍然很受卡塔尔公众的欢迎，他们优先
考虑提高卡塔尔人的国内福利，包括建立先进的医疗和
教育体系，以及在多哈举办2022年世界杯期间扩大该国
的基础设施。最近，卡塔尔与邻国的关系有时会紧张。
2011年地区动荡爆发后，多哈为自己支持许多民众革命
感到自豪，特别是在利比亚和叙利亚。这种态度不利于
卡塔尔与巴林，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
酋）的关系，该国于2014年3月暂时召回了各自驻多哈的
大使。塔米姆后来监督卡塔尔与巴林，沙特阿拉伯，和
科威特调解并签署利雅得协定后于2014年11月在阿联酋
举行。然而，2017年6月，四方 - 巴林，埃及，沙特阿拉伯
和阿联酋 - 因涉嫌违反协议而裁减与卡塔尔的外交和经
济关系。并于2014年3月暂时回顾了他们各自驻多哈的
大使。塔米姆随后在科威特调解并签署利雅得协定后，
于2014年11月监督卡塔尔与巴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
的关系升温。然而，2017年6月，四方 - 巴林，埃及，沙特
阿拉伯和阿联酋 - 因涉嫌违反协议而裁减与卡塔尔的外
交和经济关系。并于2014年3月暂时回顾了他们各自驻
多哈的大使。塔米姆随后在科威特调解并签署利雅得协



定后，于2014年11月监督卡塔尔与巴林，沙特阿拉伯和
阿联酋的关系升温。然而，2017年6月，四方 - 巴林，埃
及，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 - 因涉嫌违反协议而裁减与卡
塔尔的外交和经济关系。

地理卡塔尔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卡塔尔？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中东，与波斯湾和沙特阿拉伯接壤的半

岛。 卡塔尔的总面积是11,586 km2，其中11,586 km2是土
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
地形？这样：大多平坦而荒芜的沙漠。 卡塔尔的最低点
是波斯湾0，最高点是米图瓦伊尔哈米尔103米。气候是;
温和宜人的冬季; 非常炎热，潮湿的夏季。

居民卡塔尔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卡塔尔中。号码是：

2,314,307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非卡塔尔88.4％，卡塔尔11.6％（2015年预
测）。 卡塔尔中的语言是什么？ 阿拉伯语（官方），英语
通常用作第二语言。和宗教：穆斯林67.7％，基督教
13.8％，印度教13.8％，佛教3.1％，民间信仰。平均年龄
是多少岁？ 33.2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
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



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8.9 年。人们住在
卡塔尔的地方？这里：大多数人口聚集在多哈首都多哈
的首都多哈。 卡塔尔的主要城市地区是：（首都）
718,000（2015年）。

卡塔尔政府和经济
首都卡塔尔是多哈和政府类型绝对君主制。我们来

看看行政区划 - 8个城市（baladiyat，singular-baladiyah）; Ad
Dawhah，Al Khawr wa adh Dhakhirah，Al Wakrah，Ar
Rayyan，Ash Shamal，Ash Shihaniyah，Az Za'ayin，Umm
Salal。关于卡塔尔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液化天然
气，原油生产和炼制，氨，化肥，石化，钢筋，水泥，商业
船舶修理。重要的农产品是水果，蔬菜; 家禽，乳制品，
牛肉; 鱼。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液化天然气（LNG），石油
产品，化肥，钢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日本20％，韩国
15.5％，印度13.1％，中国8.2％，阿联酋5.5％，新加坡
5.3％（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运输设备，食
品，化学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美国13.7％，德国
9.8％，阿联酋9.2％，中国8.6％，日本7.2％，英国5.5％，
沙特阿拉伯阿拉伯4.6％，意大利4.4％（2016年）。 卡塔
尔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
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24,900 (2017 估
计)。 所以这里的人平均非常富有。我们再补充一点，这
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
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
以下的人口：未知%。

卡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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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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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尼亞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羅馬尼亞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羅馬尼亞。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羅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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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尼亞的国旗开始：
 

羅馬尼亞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羅馬尼亞？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瓦拉几亚

和摩尔多瓦共和国的执政者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宗主国
统治下已有数个世纪，于1856年获得了自治权; 他们事
实上与1859年有联系，并于1862年以罗马尼亚的新名称
正式联合起来。该国于1878年获得了独立的承认。它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了盟国，并在冲突后获得了新
的领土 - 最着名的是特兰西瓦尼亚。1940年，罗马尼亚
与轴心国联盟并参加了1941年的德国入侵苏联。三年
后，罗马尼亚签署停战协议，由苏联人超支。1947年战
后苏联占领导致共产党“人民共和国”的形成和国王的放
弃。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1965年掌权后，长达数
十年的统治，而且他的证券警察状态在20世纪80年代变
得越来越压迫和严厉。齐奥塞斯库在1989年末被推翻和
执行。前共产主义者一直统治着政府，直到1996年他们
被夺取政权。罗马尼亚于2004年加入北约，2007年加入
欧盟。

地理羅馬尼亞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羅馬尼亞？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欧洲东南部，与保加利亚和乌克兰之

间的黑海接壤。 羅馬尼亞的总面积是238,391 km2，其中

229,891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
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中央特兰西瓦尼亚盆地与
东部喀尔巴阡山脉东部的摩尔多瓦高原分隔开来，并与
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南部的瓦拉基亚平原分离。 羅
馬尼亞的最低点是黑海0，最高点是米摩尔多韦亚努
2,544米。气候是; 寒冷多云的冬季，频繁出现雪雾; 阳光
明媚的夏季，频繁有阵雨和雷阵雨。

居民羅馬尼亞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羅馬尼亞中。号码是：

21,529,967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罗马尼亚83.4％，匈牙利6.1％，罗姆人3.1％，乌
克兰0.3％，德国0.2％，其他0.7％，未说明6.1％（ 2011
est。）。 羅馬尼亞中的语言是什么？ 罗马尼亚（官方）
85.4％，匈牙利6.3％，罗姆尼1.2％，其他1％，未具体说
明6.1％（2011年预计）。和宗教：东正教（包括所有小教
派）81.9％，新教徒（各种教派包括改革和五旬节）6.4％，
罗马天主教4.3％，其他（包括穆斯林）0.9％，无或无神论



者0.2％，未具体说明6.3％（2011年预测）。平均年龄是多
少岁？ 41.1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5.4 年。人们住在羅馬尼
亞的地方？这里：城市化水平并不特别高，全国大部分
地区的人口分布相当均匀，城市地区吸引的人口越来越
多，匈牙利最大的少数族裔在特兰西瓦尼亚。 羅馬尼亞
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布加勒斯特东部（首都）有18.88亿
（2015年）。

羅馬尼亞政府和经济
首都羅馬尼亞是布加勒斯特和政府类型半总统共和

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41个县（judete，singular -
judet）和1个市（municipiu）; Alba，Arad，Arges，Bacau，
Bihor，Bistrita-Nasaud，Botosani，布拉伊拉，布拉索夫，布
加勒斯特（布加勒斯特），布泽乌，Calarasi，Caras-
Severin，克卢日，康斯坦察，科瓦斯纳，Dambovita，Dolj，
Galati，Gorj，Giurgiu，Harghita ，胡内多阿拉，Ialomita，
Iasi，Ilfov，Maramures，Mehedinti，Mures，Neamt，Olt，
Prahova，Salaj，Satu Mare，Sibiu，Suceava，Teleorman，
Timis，Tulcea，Vaslui，Valcea，。关于羅馬尼亞的经济，重
要的工业产品是电气机械和设备，汽车装配，纺织和鞋
类，轻工机械，冶金，化工，食品加工，石油炼制，采矿，
木材，建筑材料。重要的农产品是小麦，玉米，大麦，甜
菜，葵花籽，土豆，葡萄; 鸡蛋，羊。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
机械设备，其他制成品，农业产品和食品，金属和金属
制品，化学品，矿物和燃料，原材料，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是德国21.5％，意大利11.6％，法国7.2％，匈牙利5.2％，
英国4.3％（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设备，



其他制成品，化学品，农业产品和食品，燃料和矿物，金
属和金属制品，原材料，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德国
20.5％，意大利10.3％，匈牙利7.5％，法国5.6％，波兰
5.1％，中国5.1％，荷兰4.1％（2016年）。 羅馬尼亞的富
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
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24,000 (2017 估计)。 这意
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
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
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
人口：22.4% (2012 估计)。

羅馬尼亞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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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俄罗斯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俄罗斯。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俄罗斯的
国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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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 概述：
你应该了解俄罗斯？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始建于公元

12世纪的莫斯科公国能够摆脱200多年的蒙古统治（13-
15世纪），逐渐征服和吸收周边的国家。在17世纪初，一
个新的罗曼诺夫王朝继续这种扩展到西伯利亚到太平洋
的政策。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1682 - 1725年），霸权扩
展到波罗的海，该国更名为俄罗斯帝国。在19世纪，欧
洲和亚洲进行了更多的领土收购。1904年日俄战争的失
败促成了1905年的革命，导致了议会和其他改革的形
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罗斯军队的一再毁灭性失败导
致了俄罗斯帝国主要城市的大规模骚乱和1917年推翻了
皇室。弗拉基米尔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党在不久之后夺取
了权力，并成立了苏联。斯大林（Iosif Stalin，1928至1953
年）的残酷统治加强了共产主义统治和俄罗斯在苏联的
统治，耗资数千万人的生命。作为与美国结盟的一部分
（1939-1945），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德国后，苏联扩
大了在东欧的领土和影响力，并成为全球强国。苏联是
冷战时期美国的主要对手（1947-1991）。斯大林统治后
的几十年里，苏联的经济和社会停滞不前，直到米哈伊
尔戈尔巴乔夫总书记（1985-91）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现代
化而引入了开放和改革（重组），但他的举措却无意中释
放了力量，到1991年12月将苏联分裂为俄罗斯和其他14
个独立共和国。在鲍里斯叶利钦总统任期（1991 - 99年）
期间发生经济和政治动荡之后，俄罗斯在弗拉基米尔普
京总统的领导下（2000 - 2008年，2012年至今）转向了一



个中央威权国家，该政权试图通过管理使其统治合法化
选举，民粹主义呼吁，专注于提高该国地缘政治影响力
的外交政策以及基于商品的经济增长。俄罗斯在车臣和
其他一些周边地区面临着一场大幅度缓和的反叛运动，

地理俄罗斯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俄罗斯？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北亚与北冰洋接壤，从欧洲（乌拉尔西
部）延伸至北太平洋。 俄罗斯的总面积是17,098,242
km2，其中16,377,742 km2是土地。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国
家之一。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宽阔的平原
和乌拉尔西部低丘陵的凉爽; 西伯利亚广阔的针叶林和
苔原; 沿南部边境地区的高地和山脉。 俄罗斯的最低点
是-28，最高点是米戈拉埃尔布鲁斯5,642米（欧洲最高
点）。气候是范围从南部的草原经过欧洲大部分地区的
湿润大陆; 在西伯利亚亚北极地区北极北部的苔原气候;
从黑海沿岸的寒冷到西伯利亚的寒冷，冬季不等; 夏季
不同，从草原中的温暖到北极海岸。

居民俄罗斯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俄罗斯中。号码是：

142,257,519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个国家是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国家之一。谁住在这里？ 俄罗斯77.7％，鞑靼



3.7％，乌克兰1.4％，巴什基尔1.1％，楚瓦什1％，车臣
1％，其他10.2％，不详3.9％。 俄罗斯中的语言是什么？
俄罗斯（官方）85.7％，鞑靼3.2％，车臣1％，其他10.1％。
和宗教：俄罗斯东正教15-20％，穆斯林10-15％，其他基
督教徒2％（2006。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9.6 年。我们必
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
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
少？这个：71 年。人们住在俄罗斯的地方？这里：人口大
部分集中在该国最西端的第五个地区，从波罗的海到南
部到里海，东部与哈萨克斯坦边界平行; 在其他地方，大
的口袋是孤立的，通常在。 俄罗斯的主要城市地区是：
莫斯科南部（首都）1216.6万; 圣彼得堡499.3万; 新西伯利
亚144.7万人; 叶卡捷琳堡133.9万; 下诺夫哥罗德121.2万;
萨马拉1.164亿（2015年）。

俄罗斯政府和经济
首都俄罗斯是莫斯科和政府类型半总统府。我们来

看看行政区划 - 46个省（oblasti，singular-oblast），21个共
和国（respubliki，singular - respublika），4个自治区的药物
（avtonomnyye okrugi，singular - avtonomnyy okrug），9
krays（kraya，奇异kray），2个联邦城市（goroda， - 戈罗德）
和1个自治州（avtonomnaya oblast）。关于俄罗斯的经济，
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生产煤炭，石油，天然气，化学品和
金属的采矿和采掘业的全系列产品; 从轧机到高性能飞
机和航天器的所有形式的机器制造; 国防工业（包括雷
达，导弹生产，先进电子元件），造船; 公路和铁路运输
设备; 通讯设备; 农业机械，拖拉机和建筑设备; 发电和
发电设备; 医疗和科学仪器; 耐用消费品，纺织品，食
品，手工艺品。重要的农产品是谷物，甜菜，葵花籽，蔬



菜，水果; 牛肉，牛奶。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石油和石油
产品，天然气，金属，木材和木制品，化学品以及各种民
用和军用制成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荷兰10.5％，中
国10.3％，德国7.8％，土耳其5％，意大利4.4％，白俄罗
斯4.3％（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车辆，医
药产品，塑料，半成品金属制品，肉类，水果和坚果，光
学和医疗钢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21.6％，德国
11％，美国6.3％，法国4.8％，意大利4.4％，白俄罗斯
4.3％（2016年）。 俄罗斯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
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27,9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
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3.3% (2015
估计)。

俄罗斯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卢旺达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卢旺达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卢旺达。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卢旺达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卢旺达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卢旺达？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959年，比

利时独立三年前，多数族裔胡图族推翻执政的图西王。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数千名图西人被杀害，约有15万人
被迫流亡邻国。这些流亡者的子女后来成立了叛乱组织
卢旺达爱国阵线（RPF），并于1990年开始内战。这场战
争以及若干政治和经济动荡加剧了族裔间的紧张关系，
最终在1994年4月达到顶峰，其中卢旺达人杀害了一百
万同胞公民，其中包括约四分之三的图西族人。同一年
晚些时候，种族灭绝终止，当时在乌干达和卢旺达北部
运作的以图西族为主的RPF击败了国家军队和胡图族民
兵，建立了爱国阵线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大约200万胡
图族难民 - 许多人担心图西的报复 - 逃往邻国布隆迪，
坦桑尼亚，乌干达和前扎伊尔。自那时以来，大多数难
民已返回卢旺达，但在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民主
共和国，前扎伊尔）仍留有数千人，并形成了一场极端主
义的叛乱活动，重新夺回卢旺达，就像卢旺达爱国阵线
在1990年所做的那样。卢旺达于1999年举行了首次地方
选举，并于2003年进行了第一次种族灭绝后的总统和议
会选举。2009年卢旺达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军队在刚
果民主共和国进行联合军事行动，以解决胡图族极端主
义分子的叛乱，基加利和金沙萨恢复了外交关系。卢旺
达也于2009年末加入英联邦。

地理卢旺达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卢旺达？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中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布隆

迪北部。 卢旺达的总面积是26,338 km2，其中24,668 km2

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
形？这样：为草地高地和丘陵; 救灾是山区，平原西部下
降到东。 卢旺达的最低点是Rusizi河950米，最高点是火
山卡里辛比4519米。气候是; 两个雨季（二月至四月，十
一月至一月）; 温和的山区有霜雪，可能多。

居民卢旺达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卢旺达中。号码是：

11,901,484。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在这里？ 胡
图族（班图），图西族（Hamitic），特瓦（俾格米人）。 卢旺
达中的语言是什么？ 卢旺达（官方，普通班图语）
93.2％，法国（官方）。和宗教：新教徒50.2％（包括复临信
徒12％和其他新教徒38.2％），罗马天主教44.3％，穆斯
林2％，其他0.9％（包括传统主义/泛灵论者），无2.5％，
未具体说明。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19 年。我们必须补充
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
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
个：64.3 年。人们住在卢旺达的地方？这里：是非洲人口
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浓度较高的地区倾向于在。 卢旺



达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基加利（首都）的基伍湖中部地区
和沿岸沿岸125.7百万人（2015年）。

卢旺达政府和经济
首都卢旺达是基加利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4个省（法语省份，奇异省份，基尼亚
卢旺达 - 单数和复数）和1个城市（法语 - 维尔;基尼亚卢
旺达 - 乌穆季伊）;。关于卢旺达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
是水泥，农产品，小型饮料，肥皂，家具，鞋子，塑料制
品，纺织品，香烟。重要的农产品是咖啡，茶，除虫菊（由
菊花制成的杀虫剂），香蕉，豆类，高粱，马铃薯; 牲畜。
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咖啡，茶，皮革，锡矿，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刚果民主共和国31.3％，肯尼亚15.7％阿联酋
13.8％，瑞士8.7％，布隆迪5.7％（2016年）。最重要的进
口商品是食品，机械和设备，钢铁，石油产品，水泥和建
筑材料，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21.2％，乌干达
11.2％，肯尼亚7.8％，印度7.4％，阿联酋5.8％，坦桑尼
亚5.3％（2016年）。 卢旺达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
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2,1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39.1% (2015 估计)。

卢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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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圣赫勒拿、阿森松与特里斯坦达库尼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圣赫勒拿、阿森松与特里斯

坦达库尼亚的地理，居民，政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
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图和圣赫勒拿、阿
森松与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
从圣赫勒拿、阿森松与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圣赫勒拿、阿森松与特里斯坦达库尼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圣赫勒拿、阿森松与特里斯坦达库尼

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圣赫勒拿岛是由圣赫勒拿岛和
阿森松群岛组成的英国海外领土，以及特里斯坦达库尼
亚群岛。圣赫勒拿：1502年葡萄牙人首次发现无人居住
的时候，圣赫勒拿在17世纪时被英国人囚禁。它在1821
年获得了拿破仑波拿巴流亡的地方的名声，直到1821年
他去世，但它作为一个停靠港的重要性在1869年苏伊士
运河开放后下降。在南非盎格鲁 - 布尔战争期间，数千
波尔囚犯在1900年到1903年期间被限制在岛上。圣赫勒
拿岛是世界上最偏远人口密集的地区之一。英国政府承
诺于2005年在圣赫勒拿建造一个机场。经过十多年的拖
延和建设，通过纳米比亚前往南非的商用航空服务于
2017年10月启用。从约翰内斯堡经纳米比亚的温得和克
到圣赫勒拿的每周服务时间超过六小时（包括温得和克
的加油站），并取代了制造每三周五天的旅程。阿森松
岛：这个荒芜而无人居住的岛屿于1503年被葡萄牙人发
现并命名。1815年英国驻扎该岛，以防止从圣赫勒拿营
救拿破仑。它作为皇家海军西非中队反奴役巡逻的供应
站。直到1922年，该岛仍然处于海军部的控制之下，当
时它成为圣赫勒拿的一个附属地。在二战期间，英国允
许美国在阿森松岛上建造一个机场，以支持跨大西洋飞
往非洲的航班以及南大西洋的反潜作战。在20世纪60年
代，该岛成为美国重要的太空追踪站。1982年，阿森松
岛是马岛战争期间英国军队的基本集结地。它仍然是从
英国到南大西洋的空中桥梁的关键加油点。该岛拥有四



个专用地面天线中的一个（其他地区位于Diego Garcia（英
属印度洋领地），Kwajalein（马绍尔群岛）和美国佛罗里达
州卡纳维拉尔角），它们协助全球定位系统的运行GPS）
导航系统。美国宇航局和美国空军还在阿森松岛上运行
米级自主望远镜（MCAT），作为跟踪轨道碎片的深空监
视系统的一部分，这可能对宇宙飞船和宇航员造成危
害。Tristan da Cunha：这个岛群包括特里斯坦达库尼亚，
南丁格尔，不可进入和高夫群岛。特里斯坦达库尼亚以
其葡萄牙发现者（1506）命名，于1816年被英国人驻守，
以防止任何企图从圣赫勒拿营救拿破仑。高夫和不可进
入的群岛被指定为世界遗产。南非租用Gough岛上的一
个气象站点。以其葡萄牙发现者（1506）的名字命名，于
1816年被英国人驻守，以防止任何企图从圣赫勒拿营救
拿破仑。高夫和不可进入的群岛被指定为世界遗产。南
非租用Gough岛上的一个气象站点。以其葡萄牙发现者
（1506）的名字命名，于1816年被英国人驻守，以防止任
何企图从圣赫勒拿营救拿破仑。高夫和不可进入的群岛
被指定为世界遗产。南非租用Gough岛上的一个气象站
点。

地理圣赫勒拿、阿森松与特里斯坦达库尼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圣赫勒拿、
阿森松与特里斯坦达库尼亚？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南大西



洋岛屿，大约位于南美洲和非洲之间; 阿森松岛位于圣
赫勒拿西北1300公里（800英里）处; Tristan da Cunha位于
圣赫勒拿西南部4,300公里（2,700英里）处。 圣赫勒拿、

阿森松与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的总面积是394 km2，其中

Saint Hele未知 Island 122 km2; Ascension Island 88 km2;
Tristan da Cunha island group 184 km2 (includes Tristan (98
km2), I未知ccessible, Nightingale, and Gough islands)是土
地。 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该群岛属于大西
洋中洋脊。 圣赫勒拿、阿森松与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的最
低点是大西洋0米，最高点是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女王玛
丽峰，2060米; 阿森松岛上的绿山859米; 圣赫勒拿岛上
的Actaeon山818米。气候是热带海洋; 由于贸易风的影
响，。

居民圣赫勒拿、阿森松与特里斯坦达库尼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圣赫勒拿、阿森松与特

里斯坦达库尼亚中。号码是：7,828。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
住在这里。谁住在这里？ 非洲裔50％，白人25％，中国
人25％。 圣赫勒拿、阿森松与特里斯坦达库尼亚中的语
言是什么？ 英国。和宗教：新教徒75.9％（包括圣公会
68.9，浸信会2.1％，第七天复临信徒1.8％，救世军
1.7％，新使徒1.4％），耶和华见证人4.1％，罗马天主教
徒1.2％，其他2.5％（包括巴哈伊），未具体说明0.8％，无
6.1％，无回应9.4％。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41.9 年。我们
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
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
少？这个：79.6 年。人们住在圣赫勒拿、阿森松与特里斯
坦达库尼亚的地方？这里：圣赫勒拿 - 人口集中在西北



部首府詹姆斯敦及其周围，在朗伍德内陆地区还有另一
个重要的集群; 阿森松岛 - 最大的居民点，也是大部分
人口的所在地，是乔治城; 特里斯坦达库尼亚 - 近300名
居民中的大多数居住在七。 圣赫勒拿、阿森松与特里斯
坦达库尼亚的主要城市地区是：海詹姆斯敦（首都）的北
部沿海城市爱丁堡1,000（2014）。

圣赫勒拿、阿森松与特里斯坦达库尼亚政府和经
济

首都圣赫勒拿、阿森松与特里斯坦达库尼亚是詹姆
斯敦和政府类型议会民主（立法委）; 英国有限的自治海
外领地。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3个行政区域; 阿森松，
圣赫勒拿，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关于圣赫勒拿、阿森松
与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建筑，
工艺品（家具，花边，花式木制品），钓鱼，收藏邮票。重
要的农产品是咖啡，玉米，土豆，蔬菜; 鱼，龙虾; 家畜;
TIMBE。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的鱼类（冷冻，罐装和盐干
鲣鱼，金枪鱼），咖啡，手工艺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
这是未知的。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食品，饮料，烟草，油
料，饲料，建筑材料，汽车及零部件，机械和零部件，最
重要的进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 圣赫勒拿、阿森松与特
里斯坦达库尼亚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
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
$7,800 (FY09/10 估计)。 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我们再
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
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
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圣赫勒拿、阿森松与特里斯坦达库尼亚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聖克里斯多福與尼維斯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聖克里斯多福與尼維斯的地

理，居民，政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
的统计数据，总览图和聖克里斯多福與尼維斯。的详细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地图。但是，让我们从聖克里斯多福與尼維斯的国旗开
始：
 

聖克里斯多福與尼維斯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聖克里斯多福與尼維斯？让我们从这个

开始：在1623年英国人开始定居之前，加勒比印第安人
占领了西印度群岛几百年。1967年，圣克里斯托弗 - 尼
维斯 - 安圭拉岛屿领土成为英国的一个具有充分内部自
治权的国家。安圭拉岛于1971年起义并被允许分离。其
余的岛屿在1983年取得独立，成为圣基茨和尼维斯。
1998年，尼维斯与圣基茨分离的公民投票未达到所需的
三分之二多数票。尼维斯继续努力与圣基茨分离。

地理聖克里斯多福與尼維斯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聖克里斯
多福與尼維斯？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加勒比海，加勒比海
岛屿，从波多黎各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约三分之一。

聖克里斯多福與尼維斯的总面积是261 km2 (Saint Kitts
168 km2; Nevis 93 km2)，其中261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
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
火山带山地内部。 聖克里斯多福與尼維斯的最低点是加
勒比海0米，最高点是Mount Liamuiga山位于两个岛屿外



围的小城镇中，共有1156个。气候是热带风情，不断的海
风吹拂着; 季节性温度变化不大; 多雨季节（5月至11
月）。

居民聖克里斯多福與尼維斯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聖克里斯多福與尼維斯

中。号码是：52,715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
在这里。谁住在这里？ ; 一些英国人，葡萄牙人和黎巴
嫩人。 聖克里斯多福與尼維斯中的语言是什么？ 英国
人（官方）。和宗教：英国国教徒，其他新教徒，罗马天主
教人口群体在位于两个岛屿周边的小城镇Basseterre（首
都）14,000（2014年）发现了。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5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
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
时）是多少？这个：75.9 年。人们住在聖克里斯多福與尼
維斯的地方？这里：。 聖克里斯多福與尼維斯的主要城
市地区是：。

聖克里斯多福與尼維斯政府和经济
首都聖克里斯多福與尼維斯是巴斯特尔和政府类型

联邦议会民主制（国民大会）在君主立宪制下进行; 英联
邦国家。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4教区; 基督教会尼古
拉镇圣安妮桑迪角圣乔治巴斯特尔圣乔治姜兰圣詹姆斯
温沃德圣约翰卡佩斯特尔圣约翰Figtree圣玛丽卡昂圣保
罗卡佩斯特尔圣保罗查尔斯镇圣彼得巴斯特尔圣托马斯
低地，圣托马斯中岛，三位一体帕尔梅托点。关于聖克
里斯多福與尼維斯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旅游，棉
花，盐，椰干，服装，鞋类，饮料。重要的农产品是甘蔗，
水稻，山药，蔬菜，香蕉; 鱼。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机械，



食品，电子，饮料，烟草，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美国
49.6％，波兰15.2％，土耳其11.6％（2016年）。最重要的
进口商品是机械，制造业，食品，燃料，最重要的进口商
品是美国56.8％，特立尼达和多巴哥6.8％，塞浦路斯
6.2％，日本4％。 聖克里斯多福與尼維斯的富有多少以
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PPP）：$26,8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
水平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
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
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
知%。

聖克里斯多福與尼維斯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圣卢西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圣卢西亚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圣卢西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圣
卢西亚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圣卢西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圣卢西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这座岛屿

在卡斯特里拥有天然的海港，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期在
英国和法国之间进行了争执（更换占有14次）。它于1814
年最终被割让给英国。即使在1834年废除种植园奴役
后，圣卢西亚仍然是一个农业岛，致力于生产热带商品
作物。1967年获得自治，1979年获得独立。

地理圣卢西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圣卢西
亚？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加勒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北
加勒比海和北大西洋之间的岛屿。 圣卢西亚的总面积是

616 km2，其中606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
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火山和山区宽
广，肥沃的山谷。 圣卢西亚的最低点是加勒比海0米，最
高点是山吉米山948米森林。气候是受东北贸易风影响，
热带606平方公里; 干燥季节1月至4月，雨季5月至8月。

居民圣卢西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圣卢西亚中。号码是：

164,994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黑人/非洲人后裔85.3％，混合10.9％，东印
度群岛2.2％，其他1.6％，未详细说明0.1％（2010年est



）。 圣卢西亚中的语言是什么？ 英文（官方），法文
patois。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61.5％，新教徒25.5％（包
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0.4％，五旬节8.9％，浸礼会
2.2％，圣公会1.6％，上帝教会1.5％，其他基督教徒
0.9％），其他基督教徒3.4％（包括福音派2.3％耶和华见
证会1.1％），拉斯塔法里安1.9％，其他0.4％，无5.9％，
未具体说明1.4％（2010年预测）。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4.8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
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
（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7.9 年。人们住在圣卢西亚的
地方？这里：大部分人口位于岛的外围，围绕卡斯特里
首都以北较大浓度。 圣卢西亚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卡斯
特里（资本）22000（2014）。

圣卢西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圣卢西亚是卡斯特里和政府类型君主立宪制下

的议会民主（议会）; 英联邦境内。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0个区; 安斯-LA-雷伊，加那利群岛，卡斯特里，舒瓦瑟
尔，Dennery，格罗斯胰岛，博瑞，米库，苏弗里耶尔，老
堡。关于圣卢西亚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旅游; 服
装，电子元件装配，饮料，瓦楞纸板箱，石灰加工，椰子
加工。重要的农产品是香蕉，椰子，蔬菜，柑橘，根作
物，可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香蕉41％，服装，可可，
鳄梨，芒果，椰子油（2010 est。），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
美国48.8％，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4.1％，英国11.2％，马
尔代夫4.7％（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食品，制成
品，机械和运输设备，化学品，燃料，最重要的进口商品
是美国39.8％，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8％，英国6.7％，日
本4％（2016年）。 圣卢西亚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



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13,5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
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
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
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圣卢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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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的地

理，居民，政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
的统计数据，总览图和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的详细
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让我们从这个

开始：这些岛屿在17世纪初由法国人首先定居，代表了
法国曾经广袤的北美财产的唯一遗留痕迹。他们获得
2003年国外的集体状态

地理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圣皮埃尔和密
克隆群岛？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北美洲北部，在北大西洋
纽芬兰南部（加拿大）岛。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的总面

积是242 km2，其中242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
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大多数贫
瘠的岩石。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的最低点是大西洋
0，最高点是米莫内德拉格兰德蒙塔涅240米。气候是寒
冷潮湿，有雾相当大的雾; 春季和秋季往往是多风的。

居民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

中。号码是：5,533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



在这里。谁住在这里？ 巴斯克人和布列塔尼人（法国渔
民）。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中的语言是什么？ 法语
（官方）。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99％，其他1％。平均年
龄是多少岁？ 46.5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
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
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80.6 年。人们住
在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的地方？这里：大多数人口位
于圣皮埃尔岛; 密克罗尼西亚岛。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
岛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圣皮埃尔（首都）北部5000（2014
年）。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政府和经济
首都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是Saint-Pierre和政府类型

议会民主（领土委员会）; 法国海外集体。我们来看看行
政区划 - none（法国境外海外集体）; 请注意 - 美国政府
没有规定一级行政区划，但第二阶段有2个公社 - 圣皮
埃尔密克隆。关于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的经济，重要
的工业产品是加工和捕捞船队的供应基地; 旅游。重要
的农产品是蔬菜; 家禽，牛，羊，猪; 鱼类。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鱼类和鱼类产品，大豆，动物饲料，软体动物和
甲壳类动物，狐狸和水貂毛皮，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这
是未知的。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肉类，服装，燃料，电气
设备，机械，建筑材料，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这是未知
的。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
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34,900 (2006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
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地

理，居民，政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
的统计数据，总览图和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详细
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让我们从这个

开始：原住民加勒比人阻止殖民化到圣文森特岛，直到
1719年。英国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该岛在1783年
被割让给后者。1960年至1962年间，圣文森特和格林纳
丁斯是西印度群岛联邦的一个单独的行政单位。1969年
获得自治权， 1979年获得独立。

地理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圣文森特
和格林纳丁斯？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加勒比海，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以北的加勒比海和北大西洋之间的岛屿。 圣文

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总面积是389 km2 (Saint Vincent 344
km2)，其中389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
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火山，。 圣文森特
和格林纳丁斯的最低点是加勒比海多山0 米拉苏弗里埃
尔水电，最高点是1234米。气候是热带; 季节性温度变化
不大; 多雨季节（5月至11月）。

居民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中。号码是：102,089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



住在这里。谁住在这里？ 黑色66％，混合19％东印度。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中的语言是什么？ 群岛6％，欧
洲4％，加勒比美洲印第安人2％，其他3％英语，法语
patois。和宗教：新教徒75％（英国国教47％，卫理公会
28％），罗马天主教13％，其他（包括印度教，基督复临
安息日会，其他新教徒）12％。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3.6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
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
时）是多少？这个：75.5 年。人们住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
丁斯的地方？这里：大部分人口集中在金斯敦。 圣文森
特和格林纳丁斯的主要城市地区是：金斯敦首府（首都）
27,000（2014年）。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政府和经济
首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是金斯敦和政府类型议

会民主（议会大厦）君主立宪制; 英联邦国王。我们来看
看行政区划 - 6教区; 夏洛特，格林纳丁斯，圣安德鲁，圣
大卫，圣乔治，圣帕特里克。关于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
斯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旅游; 食品加工，水泥，家
具，服装，淀粉。重要的农产品是香蕉，椰子，红薯，香
料; 少数牛，羊，猪，山羊; 鱼类。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香
蕉，eddoes和dasheen（芋头），竹芋淀粉; 网球球拍，最重
要的出口商品是巴巴多斯18.3％，圣卢西亚17.6％，安提
瓜和巴布达14.8％，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2.3％，多米尼加
9.5％，圣基茨和尼维斯7.3％，格林纳达5.9％（2016年）。
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食品，机械和设备，化学品和肥
料，矿物和燃料，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美国44％，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14.1％，英国6.5％，法国4.8％（2016）。 圣
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



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
$11,6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
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
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
的人口：未知%。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萨摩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萨摩亚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萨摩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萨摩亚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萨摩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萨摩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新西兰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占领了西萨摩亚的德国保
护国。它继续管理这些岛屿作为一项任务，然后作为信
托领土，直到1962年，当时这些岛屿成为20世纪重建独
立的第一个波利尼西亚国家。该国于1997年从其名称中
剔除了“西方”。

地理萨摩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萨摩亚？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大洋洲，南太平洋群岛，大约位于夏威

夷和新西兰之间。 萨摩亚的总面积是2,831 km2，其中

2,821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
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两个主要岛屿（Savaii，Upolu）
以及若干较小的岛屿和无人居住的小岛; 狭窄的沿海平
原，。 萨摩亚的最低点是太平洋上的火山，崎岖的山脉0
米，最高点是Silisili山1,857米。气候是; 雨季（11月至4
月），旱季（5月至10月）。

居民萨摩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萨摩亚中。号码是：

200,108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萨摩亚92.6％，欧洲人（欧洲人和波利尼西



亚血统的人）7％，欧洲人0.4％（2001年人口普查）。 萨摩
亚中的语言是什么？ 萨摩亚人（波利尼西亚人）（官方），
英语。和宗教：新教徒57.4％（公理员31.8％，卫理公会
13.7％，上议会8％，基督复临安息日会3.9％），罗马天
主教徒19.4％，摩门教徒15.2％，崇拜中心1.7％，其他基
督教徒5.5％，其他0.7％，无0.1 ％，未具体说明
0.1％（2011年预计）。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4.4 年。我们
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
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
少？这个：74 年。人们住在萨摩亚的地方？这里：约有四
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乌波卢岛。 萨摩亚的主要城市地区
是：APIA（首都）37,000（2014年）。

萨摩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萨摩亚是阿皮亚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11个区; A'ana，Aiga-i-le-Tai，Atua，
Fa'asaleleaga，Gaga'emauga，Gagaifomauga，Palauli，
Satupa'itea，Tuamasaga，Va'a-o-Fonoti，Vaisigano。关于萨摩
亚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食品加工，建筑材料，汽
车零件。重要的农产品是椰子，nonu，香蕉，芋头，山药，
咖啡，可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鱼，椰子油和奶油，
nonu，干椰子，芋头，汽车零件，服装，蜜蜂，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澳大利亚30.2％，美属萨摩亚21.7％，阿富汗
11.2％，新西兰10.1％，美国5.6％（2016）。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机械和设备，工业用品，食品，最重要的进口商
品是NZ 23％，新加坡14％，中国13.5％，美国10.2 ％，
澳大利亚9.9％，斐济6.3％，日本5％（2016）。 萨摩亚的
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
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5,700 (2017 估计)。 这是



一个相当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
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
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
未知%。

萨摩亚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地理，

居民，政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
统计数据，总览图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详细地图。
但是，让我们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让我们从这个开始：

葡萄牙于15世纪末发现并声称，这些岛屿的糖基经济于
19世纪让位于咖啡和可可，所有这些都是在非洲种植奴
隶劳动力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其种类一直延续到20世
纪。1975年独立时，直到1980年代末才开始实行民主改
革。该国于1991年举行了第一次自由选举，但各政党之
间经常发生内部纠纷，导致1995年，1998年，2003年和
2009年的领导层再次发生变化，发生了四次失败的非暴
力政变。2012年，三名反对党合并在不信任的投票中打
倒了前总理帕特里斯特罗瓦达的多数政府，但在2014
年，立法选举让他回到了办公室。总统Evaristo Carvalho，
2016年9月当选总理特鲁瓦达一样的政党，这是总统和
总理职位由同一党派担任的罕见事例。几内亚湾新的石
油发现可能会引起对小岛国的更多关注。

地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中非，几内亚湾的岛屿，赤
道以北，加蓬西部。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总面积是964
km2，其中964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



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火山，多山。 圣多
美和普林西比的最低点是大西洋0米，最高点是Pico de
圣多美2024米。气候是; 炎热，潮湿; 一个雨季（10月至5
月）。

居民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中。

号码是：201,025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
这里。谁住在这里？ （安哥拉奴隶的后裔），福罗斯（解
放奴隶的后代），服务公司（来自安哥拉，莫桑比克和佛
得角的合同工），汤加斯（在岛上出生的服务业的儿童），
欧洲人（主要是葡萄牙人），亚洲人（主要是中国人）。 圣
多美和普林西比中的语言是什么？ 葡萄牙语98.4％（官
方），Forro 36.2％，Cabo Verdian 8.5％，法语6.8％，
Angolar 6.6％，英语4.9％，Lunguie 1％，其他（包括手语）
2.4％。和宗教：天主教徒55.7％，复临信徒4.1 ％，上帝
大会3.4％，新使徒2.9％，法力2.3％，普世上帝王国2％，
耶和华见证1.2％，其他6.2％，无21.2％，未指定
1％（2012年预测）。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18.4 年。我们
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
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
少？这个：65.3 年。人们住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地
方？这里：首都圣多美拥有全国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
圣安东尼奥是普林西比最大的城镇; 两个岛屿北部地区
人口密度最高。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主要城市地区是：
圣多美（首都）71,000（2014）。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政府和经济
首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是圣多美和政府类型半总统



共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2省; 圣多美普林西比，
圣多美。关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
品是轻建筑，纺织品，肥皂，啤酒，鱼类加工，timbe。重
要的农产品是豆; 家禽; 鱼。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可可
80％，椰干，咖啡，棕榈油（2010年预计），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德国23.3％，荷兰13.8％，葡萄牙10％，安哥拉
6.4％，韩国5.2％，秘鲁4.5％，多米尼加共和国
4.1％（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电设备，食品，
石油产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葡萄牙58.8％，安哥拉
15.2％，中国5.3％（2016年）。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富有
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3,2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
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
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
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66.2%
(2009 估计)。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沙特阿拉伯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沙特阿拉伯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沙特阿拉伯。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沙特阿拉伯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沙特阿拉伯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沙特阿拉伯？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沙特阿

拉伯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也是麦加和麦地那两个最神
圣的圣地的所在地。国王的正式头衔是两圣寺护法。现
代沙特阿拉伯国家是在经过30年的统一大部分阿拉伯半
岛的运动之后，由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勒拉赫曼萨
伊德（伊本沙特）于1932年成立的。按照1992年“基本
法”的要求，他的一个男性后代今天掌管着这个国家。继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沙特阿拉伯接受了科威
特王室和400,000难民，同时允许西部和阿拉伯部队在其
土地上部署，以便在次年解放科威特。在科威特解放
后，外国军队在沙特土地上的继续存在成为了皇室与公
众之间紧张关系的根源，直到2003年美国所有业务部队
都离开该国。2003年5月和11月的重大恐怖袭击激发了
一场强大的进行中的战役反对国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
义。从2005年到2015年，阿卜杜拉国王逐步将王国现代
化。在个人意识形态和政治实用主义的推动下，他引入
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举措，包括扩大妇女的就业和社会
机会，吸引外国投资，增加私营部门在经济中的作用，
并阻止企业雇用外国工人。沙特阿拉伯在2011年阿拉伯
之春期间看到抗议活动，但没有看到该地区其他地方抗
议活动的流血程度。东部省的什叶派穆斯林主要反对拘
留政治犯，地方性歧视，巴林和沙特政府在巴林的行
动。利雅得以谨慎而坚定的方式逮捕了一些抗议者，但
迅速释放了大多数抗议者，并利用其国家赞助的神职人



员来对抗政治和伊斯兰运动。政府在2005年和2011年举
行了第一次选举，当时沙特人参加投票选举市议员。
2015年12月，允许女性在市议会选举中首次投票并成为
候选人，其中19位女性获得了席位。国王萨尔曼·本·阿卜
杜勒·阿齐兹·沙特在2015年登上王位，并将第一代下一
代王子穆罕默德·本·纳伊夫·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列
为王储的继任阵线。他指定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宾·萨勒
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为副王储。2015年3月，沙
特阿拉伯率领10个国家的联盟进行军事行动，以恢复也
门政府，该政府已被与前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结盟
的胡特部队赶走。也门的战争导致了平民的伤亡和基本
物资的短缺，引起了相当多的国际批评。2015年12月，
副王储穆罕默德·班萨尔曼宣布沙特阿拉伯将领导一个
34个国家的伊斯兰联盟对抗恐怖主义（它已经发展到41
个国家）。2016年1月，沙特阿拉伯处决了恐怖主义指控
的47人，包括什叶派穆斯林教士NIMR al-Nimr。伊朗抗
议者超过沙特在伊朗的外交设施，以抗议al-NIMR的执
行，沙特政府以切断与伊朗的外交关系作为回应。该国
仍然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生产国，截至2015年，该国
拥有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的约16％。政府继续推行经济
改革和多样化，特别是自沙特阿拉伯于2005年加入世贸
组织以来，在王国投资。2016年4月，沙特政府宣布了一
系列广泛的社会经济改革，即“2030年愿景”.2015和2016
年全球油价低迷显着降低了沙特阿拉伯政府的收入。作
为回应，政府削减水资源补贴，电力和汽油; 减少政府雇
员的薪酬待遇; 并宣布有限的新土地税。在与欧佩克和
一些主要的非欧佩克国家的协调下，沙特阿拉伯同意在
2017年初减少石油产量以调节供应并帮助提升全球价



格。
地理沙特阿拉伯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沙特阿拉
伯？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中东与波斯湾和红海接壤，也门

北部。 沙特阿拉伯的总面积是2,149,690 km2，其中

2,149,69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我
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沙漠沙漠。 沙特阿拉伯
的最低点是波斯湾0米，最高点是Jabal Sawda'3,133米。
气候是严酷干燥的沙漠，极端温度极高的。

居民沙特阿拉伯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沙特阿拉伯中。号码是：

28,571,770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阿拉伯人90％，非裔亚洲人10％。 沙特阿拉伯中
的语言是什么？ 阿拉伯人（官方）。和宗教：穆斯林（官方
公民，85-90％逊尼派和10-15％什叶派），其他人（包括
东正教，新教徒，罗马天主教徒，犹太人，印度教徒，佛
教徒和锡克教徒）（2012年预计）历史上。平均年龄是多
少岁？ 27.5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5.5 年。人们住在沙特阿
拉伯的地方？这里：。 沙特阿拉伯的主要城市地区是：。



沙特阿拉伯政府和经济
首都沙特阿拉伯是利雅得和政府类型绝对君主制。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3省（mintaqat，singular -
mintaqah）; Al Bahah，Al Hudud ash Shamaliyah（北部边境），
Al Jawf，Al Madinah（麦地那），Al Qasim，Ar Riyad（利雅
得），Ash Sharqiyah（东部），'Asir，Ha'il，Jazan，Makkah（麦
加）， 1928。关于沙特阿拉伯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
原油生产，炼油，基础石化，氨气，工业气体，氢氧化钠
（烧碱），水泥，化肥，塑料，金属，商业船舶修理，商用
飞机修理，建筑。重要的农产品是小麦，大麦，西红柿，
甜瓜，枣，柑橘; 羊肉，鸡，鸡蛋，牛奶。最重要的出口商
品是石油和石油产品90％ ），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中国
13.6％，日本11.3％，印度10.7％，美国9.8％，韩国
9.1％，新加坡4.7％（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
设备，食品，化学品，汽车，纺织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
是中国16.2％，美国15％，德国6.3％，日本5.3％，阿联酋
5％，韩国4.3％（2016年）。 沙特阿拉伯的富有多少以及
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PPP）：$55,3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
这里平均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
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
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
知%。

沙特阿拉伯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塞内加尔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塞内加尔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塞内加尔。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塞
内加尔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塞内加尔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塞内加尔？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法属殖民

地塞内加尔和法属苏丹于1959年合并，并于1960年获得
独立，成为马里联邦。工会仅在几个月后就分手了。塞
内加尔于1982年与冈比亚一起成立了名义上的塞内冈比
亚联盟。设想中的两国一体化从未得到执行，并于1989
年解散了联盟。卡萨芒斯民主力量运动导致了一场低级
别的分裂主义叛乱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塞内加尔南
部。若干和平协议未能解决冲突，但非正式停火自2012
年以来基本保持有效。塞内加尔仍然是非洲最稳定的民
主国家之一，并且参与国际维和和区域调解的历史悠
久。塞内加尔被社会党统治了40年，直到2000年
Abdoulaye WADE当选总统为止。他在2007年连任，在他
的两次任期内修改了塞内加尔的十多次宪法，以增加行
政权力并削弱反对派。他决定竞选第三届总统任期引发
了大规模的公众强烈反应，导致他在2012年3月与Macky
SALL的失败中失利，Macky SALL的任期一直持续到
2019年。2016年宪法公民投票将该任期缩短为五年，最
多连续两次未来总统的条件。

地理塞内加尔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塞内加尔？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西非，与北大西洋接壤，位于几内亚
比绍和毛里塔尼亚之间。 塞内加尔的总面积是196,722
km2，其中192,530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
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低潮起伏，平原上升至
东南部山麓。 塞内加尔的最低点是大西洋0米，最高点
是无名高地内彭迪卡东南2.8公里648米。气候是; 炎热，
潮湿; 雨季（5月至11月）有强烈的东南风; 干燥季节（12月
至4月）以热，干，哈马坦风为主，。

居民塞内加尔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塞内加尔中。号码是：

14,668,522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Wolof 38.6％，Pular 26.6％，Serer 14.9％，
Mandinka 4.6％，Jola 4.1％，Soninke 2.3％，其他8.9％（包
括欧洲人和黎巴嫩人后裔）（2010-11 est。）。 塞内加尔中
的语言是什么？ 法文（官方），Wolof， Pular，Jola，
Mandinka，Serer，Soninke。和宗教：穆斯林95.3％（大多数
坚持苏菲四大主要兄弟之一），基督教徒4.3％（主要是罗
马天主教徒），泛灵论者0.4％（2010-11 est。）。平均年龄
是多少岁？ 18.8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
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



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62.1 年。人们住在
塞内加尔的地方？这里：人口集中在西部，达喀尔锚定
明确的核心区域; 约70％的人口是。 塞内加尔的主要城
市地区是：达喀尔农村（首都）352万（2015年）。

塞内加尔政府和经济
首都塞内加尔是达卡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14个地区（地区，单一地区）;。关于塞
内加尔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农业和鱼类加工，磷
矿开采，化肥生产，石油精炼，锆石和金矿开采，建筑材
料，船舶建造和修理。重要的农产品是花生，小米，玉
米，高粱，大米，棉花，西红柿，绿色蔬菜; 牛，家禽，猪;
鱼类。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鱼类，花生，石油产品，磷酸
盐，棉花，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马里18.2％，瑞士
10.6％，印度8.2％，科特迪瓦5.3％，中国5％（2016）。最
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食品和饮料，资本货物，燃料，最重
要的进口商品是法国15.9％，中国10.3％，尼日利亚
7.8％，印度7.6％，荷兰5.3％ ，西班牙4.9％（2016）。 塞
内加尔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
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2,700 (2017 估
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
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
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
的人口：46.7% (2011 估计)。

塞内加尔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塞尔维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塞尔维亚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塞尔维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塞
尔维亚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塞尔维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塞尔维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塞尔维亚

王国，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于1918年成立; 它的名
字在1929年改为南斯拉夫。共产党党派人士抵制1941年
至1945年的轴心国占领和南斯拉夫分裂，并与民族主义
的反对者和合作者进行斗争。由Josip
Broz“TITO”（Partisans）领导的军事和政治运动在1945年
他们的国内竞争对手和占领者被击败时完全控制了南斯
拉夫。尽管共产党人，TITO和他的继任者（铁托在1980
年去世）设法控制自己在未来的四五十年间，华沙条约
组织与西方之间的通道。1989年，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成为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他的极端民族主义呼吁塞尔
维亚统治导致南斯拉夫沿种族分裂的暴力分裂。1991
年，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共和国宣布独立，其
次是波斯尼亚于1992年。其余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
于1992年4月宣布新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南联盟），
并在米洛舍维奇的领导下，塞尔维亚率领各种军事运
动，将邻近共和国的族裔塞族人团结为“大塞尔维亚”。
这些行动最终失败，经过国际干预后，导致1995年签
署“代顿和平协定”。米洛舍维奇保留了对塞尔维亚的控
制权，并于1997年最终成为南联盟总统。1998年，这个
以前自治的塞尔维亚省的阿尔巴尼亚族叛乱科索沃挑起
塞尔维亚反叛乱运动，导致生活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
族人遭到屠杀和大规模驱逐。米洛舍维奇政府' 美国拒
绝提议的国际解决办法导致北约在1999年春天轰炸塞尔
维亚。塞尔维亚军队和警察部队于1999年6月退出科索



沃，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联合国临时行政机构和北约领导
的科索沃安全部队。2000年末的南联盟选举导致米洛舍
维奇下台并建立民主政府。2003年，南联盟成为塞尔维
亚和黑山的国家联盟，这两个共和国是一个松散的联
邦。2004年3月主要针对科索沃的族裔塞尔维亚人的普
遍暴力导致更强烈地呼吁解决科索沃的地位问题，联合
国于2006年开始促进地位谈判。2006年6月，黑山脱离了
联邦，宣布自己为独立国家。塞尔维亚后来注意到，它
是塞尔维亚和黑山联盟的继承国。2008年2月，经过近两
年的无结谈判，科索沃宣布自己独立于塞尔维亚 - 塞尔
维亚拒绝承认这一行动。根据塞尔维亚的请求，联合国
大会（UNGA）于2008年10月征求国际法院（ICJ）关于科
索沃是否单方面宣布独立符合国际法的咨询意见。在一
项认为不利塞尔维亚的裁决中，国际法院于2010年7月
发表咨询意见，称国际法不禁止宣布独立。2010年底，
塞尔维亚同意由欧盟起草的联大决议承认国际法院的决
定，并呼吁在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进行新一轮谈判，
这次是关于实际问题而不是科索沃的地位。塞尔维亚和
科索沃于2013年4月签署了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原则的
第一份协议，并正在执行其条款。2015年，塞尔维亚和
科索沃在布鲁塞尔对话框架内达成了四项附加协议。其
中包括塞族多数市镇共同体; 电信; 能源生产和分配; 和
行动自由。总统亚历山大·瓦西奇推动了塞尔维亚到2020
年加入欧盟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在他作为总理的领导
下，2014年1月，塞尔维亚开始正式加入谈判。塞尔维亚
和科索沃于2013年4月签署了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原则
的第一份协议，并正在执行其条款。2015年，塞尔维亚
和科索沃在布鲁塞尔对话框架内达成了四项附加协议。



其中包括塞族多数市镇共同体; 电信; 能源生产和分配;
和行动自由。总统亚历山大·瓦西奇推动了塞尔维亚到
2020年加入欧盟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在他作为总理的领
导下，2014年1月，塞尔维亚开始正式加入谈判。塞尔维
亚和科索沃于2013年4月签署了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原
则的第一份协议，并正在执行其条款。2015年，塞尔维
亚和科索沃在布鲁塞尔对话框架内达成了四项附加协
议。其中包括塞族多数市镇共同体; 电信; 能源生产和分
配; 和行动自由。总统亚历山大·瓦西奇推动了塞尔维亚
到2020年加入欧盟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在他作为总理的
领导下，2014年1月，塞尔维亚开始正式加入谈判。其中
包括塞族多数市镇共同体; 电信; 能源生产和分配; 和行
动自由。总统亚历山大·瓦西奇推动了塞尔维亚到2020年
加入欧盟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在他作为总理的领导下，
2014年1月，塞尔维亚开始正式加入谈判。其中包括塞族
多数市镇共同体; 电信; 能源生产和分配; 和行动自由。
总统亚历山大·瓦西奇推动了塞尔维亚到2020年加入欧
盟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在他作为总理的领导下，2014年1
月，塞尔维亚开始正式加入谈判。

地理塞尔维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塞尔维亚？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欧洲东南部，马其顿和匈牙利之间。



塞尔维亚的总面积是77,474 km2，其中77,474 km2是土
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
这样：极其多变; 北边富饶肥沃的平原; 向东，石灰岩范
围和盆地; 向东南方，古老的山脉和山丘。 塞尔维亚的
最低点是多瑙河和蒂罗克河35，最高点是米米佐尔2,169
米。气候是，大陆性气候（冬季寒冷，夏季炎热潮湿，雨
量充沛）; 在其他地区，大陆和地中海的气候（相对寒冷
的冬季，大雪和炎热干燥的夏季和秋季）。

居民塞尔维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塞尔维亚中。号码是：

7,111,024。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在这里？ 塞族
人83.3％，匈牙利人3.5％，罗姆人2.1％，波斯尼亚人
2％，其他5.7％，未申报或未知3.4％（2011年预计）。 塞
尔维亚中的语言是什么？ 塞尔维亚人（官方）88.1％匈牙
利3.4％波斯尼亚1.9％罗姆人1.4％其他3.4％未申报或未
知1.8％。和宗教：东正教84.6％天主教徒5％穆斯林3.1％
新教徒1％无神论者1.1％其他0.8％ （包括不可知论者，
其他基督徒，东方宗教，犹太人），未申报或未知的
4.5％（2011。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42.6 年。我们必须补
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
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
这个：75.7 年。人们住在塞尔维亚的地方？这里：在全国
大部分地区均匀分布，城市地区吸引更大，人口。 塞尔
维亚的主要城市地区是：贝尔格莱德（首都）118.2万
（2015年）。

塞尔维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塞尔维亚是贝尔格莱德（贝尔格莱德）和政府类



型议会共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19市（奥斯汀，
奥斯汀）和26个城市（gradovi，奇异）。关于塞尔维亚的经
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汽车，基础金属，家具，食品加
工，机械，化学制品，糖，轮胎，衣服，药品。重要的农产
品是小麦，玉米，向日葵，甜菜，葡萄/葡萄酒，水果（覆
盆子，苹果，酸樱桃），蔬菜（西红柿，辣椒，马铃薯），牛
肉，猪肉和肉制品，牛奶和乳制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是钢铁，橡胶，服装，小麦，水果和蔬菜，有色金属，电
器，金属制品，武器和弹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意大
利14.6％，德国13.1％，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8.3％，罗
马尼亚5.7％，俄罗斯5.4％（德国12.9％，意大利10.4％，
中国8.4％，俄罗斯7.9％，匈牙利4.6％，波兰4.4％（2016
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运输设备，燃料和润滑
油，制成品，化学品，食品和活体动物，，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 塞尔维亚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
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
$15,2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
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
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
的人口：8.9% (2014 估计)。

塞尔维亚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塞舌尔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塞舌尔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塞舌尔。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塞舌尔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塞舌尔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塞舌尔？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法国和英国

之间为这些岛屿进行的漫长斗争于1814年结束，当时它
们被割让给后者。在殖民统治期间，一个以种植园为基
础的经济发展，依靠主要来自非洲的欧洲殖民地的输入
劳工。独立到了1976年。一党专政在1993年以新宪法和
自由选举结束。自1977年以来担任总统的法国总统阿尔
伯特·雷恩于2001年连任，但于2004年卸任。副总统詹姆
斯Alix Michel接任总统职位，并于2006年当选为新的五年
任期; 他在2011年再次当选，并于2015年再次当选。2016
年10月，詹姆斯米歇尔辞职并将总统职位移交给他的副
总统丹尼福雷。

地理塞舌尔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塞舌尔？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印度洋群岛，马达加斯加东北部。 塞舌

尔的总面积是455 km2，其中455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
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
马埃群岛火山带有狭长的沿海地带和多岩石的丘陵内
部; 其他珊瑚礁，平坦，高架珊瑚礁。 塞舌尔的最低点是
印度洋0，最高点是米莫内塞舌尔905米。气候是热带海



洋; 湿; 东南季候风期间较冷的季节（5月下旬至9月）; 西
北季风季节（3月至5月）气候温暖季节。

居民塞舌尔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塞舌尔中。号码是：

93,920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混合了法国，非洲，印度，中国和阿塞拜疆。
塞舌尔中的语言是什么？ 克里奥尔（官方）89.1％，英国
（官方）5.1％，法国（官方）0.7％其他3.8％，未具体说明
1.4％（2010年估计）。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76.2％，新教
徒10.5％（英国国教徒6.1％，五旬节会议1.5％，基督复
临安息日会1.2％，其他新教徒1.7），其他基督教徒
2.4％，印度教徒2.4％，穆斯林1.6％，其他非基督教徒
1.1％，未说明4.8％，无0.9％（2010年预测）。平均年龄是
多少岁？ 35.4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
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
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4.9 年。人们住在塞
舌尔的地方？这里：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马埃岛;
普拉兰包含不到10％; 拉迪格和外岛上的比例较小。 塞
舌尔的主要城市地区是：维多利亚（首都）26,000（2014）。

塞舌尔政府和经济
首都塞舌尔是维多利亚州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25个行政区; Anse aux Pins，Anse
Boileau，Anse Etoile，Anse Royale，Au Cap，Baie Lazare，
Baie Sainte Anne，Beau Vallon，Bel Air，Bel Ombre，
Cascade，Glacis，Grand Anse Mahe，Grand Anse Praslin，
Inner Islands，La Riviere Anglaise ，莱斯Mamalles，蒙巴克
斯顿，蒙弗勒利，皮亚琴察，足尖拉鲁，格罗港，罗切凯



曼区，圣路易斯，塔卡马卡。关于塞舌尔的经济，重要的
工业产品是捕捞，旅游业，饮料。重要的农产品是椰子，
肉桂，香草，甘薯，木薯（木薯，木薯），椰干，香蕉; 金枪
鱼。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金枪鱼罐头，冻鱼，石油产品
（再出口），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阿联酋28.8％，法国
21％，英国14.7％，意大利9.2％，西班牙8.8％。最重要的
进口商品是，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阿联酋21.6％，法国
9.9％，南非8.4％，毛里求斯7.8％，西班牙7.2％，印度
4.9％，中国4.8％，英国4.7％（2016年），机械和设备，食
品，石油产品，。 塞舌尔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
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28,9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
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39.3% (2013
估计)。

塞舌尔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塞拉利昂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塞拉利昂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塞拉利昂。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塞
拉利昂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塞拉利昂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塞拉利昂？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英国人在

17世纪在现在的弗里敦附近设立了一个贸易站。贸易最
初涉及木材和象牙，但后来扩展为奴隶。美国独立战争
后，1787年建立了殖民地，塞拉利昂成为重新安置原本
在新斯科舍重新安置的黑人忠诚分子的目的地。1807年
奴隶贸易废除后，英国船员将数千名从非法奴隶船上解
放出来的非洲人运送到塞拉利昂，特别是弗里敦。殖民
地在19世纪逐渐扩大到内陆; 1961年获得独立。内战
（1991 - 2002年）后，民主正在缓慢重建，导致成千上万
人死亡，200多万人流离失所（约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军
队，在联合国维和部队在2005年底离开后，它接管了对
安全的全部责任，已经发展成为该国稳定的保证国; 在
2007年和2012年的全国大选期间，武装部队仍然处于旁
观之中。2014年3月，联合国塞拉利昂建设和平综合办公
室的关闭标志着塞拉利昂15年以上的维和行动和政治行
动的结束。政府声明的优先事项包括促进发展 - 包括从
埃博拉疫情中恢复过来 - 创造就业机会，并消除地方性
腐败。2014年3月，联合国塞拉利昂建设和平综合办公室
的关闭标志着塞拉利昂15年以上的维和行动和政治行动
的结束。政府声明的优先事项包括促进发展 - 包括从埃
博拉疫情中恢复过来 - 创造就业机会，并消除地方性腐
败。2014年3月，联合国塞拉利昂建设和平综合办公室的
关闭标志着塞拉利昂15年以上的维和行动和政治行动的
结束。政府声明的优先事项包括促进发展 - 包括从埃博



拉疫情中恢复过来 - 创造就业机会，并消除地方性腐
败。

地理塞拉利昂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塞拉利昂？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西北非，与北大西洋接壤，几内亚与

利比里亚之间。 塞拉利昂的总面积是71,740 km2，其中

71,620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
述该国的地形？这样：红树林沼泽地，树木繁茂的山地
国家，高地高原，山脉东岸。 塞拉利昂的最低点是大西
洋0米，最高点是Loma Mansa（Bintimani）1948米。气候是
热带; 炎热，潮湿; 夏季雨季（5月至12月）; 冬季干燥季节
（12月至4月）。

居民塞拉利昂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塞拉利昂中。号码是：

6,163,195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Temne 35％，Mende 31％，Limba 8％，Kono
5％，Kriole 2％（18世纪后期在Freetown地区定居的释放
牙买加奴隶的后代;也称为Krio），Mandingo 2％，Loko
2％，其他15％（包括来自利比里亚近期内战的难民，以
及少数欧洲人，黎巴嫩人，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2008
年人口普查）。 塞拉利昂中的语言是什么？ 英语（官方，



经常使用限于识字少数民族），Mende（主要白话南部），
Temne（北部的主要白话），Krio（英语克里奥尔语，由在
弗里敦地区定居的释放的牙买加奴隶的后裔讲话），一
种通用语言和10％人口的第一语言，但被理解95％）。和
宗教：穆斯林60％，土着信仰30％，基督教10％。平均年
龄是多少岁？ 19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
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
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58.6 年。人们住在
塞拉利昂的地方？这里：人口聚集区位于南部和西部的
低海拔地区; 该国北部三分之一人口较少。 塞拉利昂的
主要城市地区是：弗里敦（首都）1007万（2015年）。

塞拉利昂政府和经济
首都塞拉利昂是弗里敦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3省1区; 东部，北部，南部，西部。
关于塞拉利昂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钻石开采; 铁
矿石，金红石和铝土矿开采; 小型制造业（饮料，纺织
品，鞋类）。重要的农产品是大米，咖啡，可可，棕榈仁，
棕榈油，花生，腰果; 家禽，牛，羊，猪; 鱼。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铁矿石，钻石，金红石，可可，咖啡，鱼，最重
要的出口商品是科特迪瓦31.7％，美国28.3％，比利时
17.7％，中国6.6％（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食品，
机械和设备，燃料和润滑剂，化学品，最重要的进口商
品是中国12.5％，美国9.7％印度7.8％，阿联酋7.2％，塞
内加尔6.2％，比利时5.5％，土耳其5.5％，英国
4.7％（2016年）。 塞拉利昂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
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1,8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70.2% (2004 估计)。

塞拉利昂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新加坡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新加坡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新加坡。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新加坡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新加坡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新加坡？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到14世纪，

马来西亚的贸易港口被称为淡马锡（Temasek）。在接下
来的几个世纪里，定居点几次易手，最终在17世纪被烧
毁，并陷入朦胧。英国人于1819年在此地创立了新加坡
作为交易殖民地。它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但两
年后被赶下台并独立。新加坡随后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
国家之一，拥有强大的国际贸易联系（其港口是世界上
处理吨位最繁忙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西
欧主要国家相当。

地理新加坡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新加坡？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东南亚，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

岛屿。 新加坡的总面积是719.2 km2，其中709.2 km2是土
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
地形？这样：低洼，中心高原缓缓起伏。 新加坡的最低
点是新加坡海峡0米，最高点是武吉知马166米。气候是
热带; 炎热，潮湿，多雨; 两个季风季节 - 东北季风（十二
月至三月）和西南季候风（六月至九月）; 季风间 - 频繁的



午后和傍晚的雷暴。

居民新加坡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新加坡中。号码是：

5,888,926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中国人74.3％，马来西亚人13.4％，印度人
9.1％（包括斯里兰卡人），其他3.2％（2016年）。。 新加坡
中的语言是什么？ 普通话（官方）36.3％，英语（官方）
29.8％，马来语（官方）11.9％，福建话8.1％，广东话
4.1％，泰米尔语（官方）3.2％，潮州话3.2％，其他印度语
1.2％，其他中国方言1.1 ％，其他1.1％（2010年估计）。
和宗教：佛教33.9％，穆斯林14.3％，道教11.3％，天主教
7.1％，印度5.2％，其他基督教11％，其他占0.7％，无
16.4％（2010年估计）。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4.6 年。我
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
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
多少？这个：85.2 年。人们住在新加坡的地方？这里：大
部分城市化沿南部沿海，中部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较高。
新加坡的主要城市地区是：新加坡（首都）5.619亿（2015。

新加坡政府和经济
首都新加坡是新加坡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无。关于新加坡的经济，重要的工业
产品是电子产品，化学品，金融服务，石油钻探设备，石
油精炼，橡胶加工和橡胶制品，加工食品和饮料，船舶
修理，海上平台建设，生命科学，转口贸易。重要的农产
品是兰花，蔬菜; 家禽，鸡蛋; 鱼类，观赏鱼类。最重要的
出口商品是机械和设备（包括电子和，最重要的出口商
品是中国12.8％，香港12.6％，马来西亚10.5％，印度尼



西亚7.8％，美国6.8％，日本4.5％，韩国4.4％（2016
年）），药品和其他化学品，精炼石油产品，食品和饮
料，。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设备，矿物燃料，化学
品，食品，消费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14.3％，马
来西亚11.4％，美国10.8％，日本7％，韩国6.1％，印度尼
西亚4.8％（2016年）。 新加坡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
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90,5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平均
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新加坡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斯洛伐克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斯洛伐克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斯洛伐克。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斯
洛伐克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斯洛伐克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斯洛伐克？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斯洛伐克

追溯到9世纪的大摩拉维亚州。随后，斯洛伐克人成为匈
牙利王国的一部分，在那里他们在未来的一千年中一直
存在。1867年奥匈帝国的双重君主制形成后，有利于使
用匈牙利语（Magyarization）的语言和教育政策导致了斯
洛伐克民族主义的加强和与奥地利统治下与密切相关的
捷克人的文化联系的培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
匈帝国解体后，斯洛伐克人加入捷克人组建捷克斯洛伐
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斯洛伐克民族主义领导人推
动捷克斯洛伐克的自治，并于1939年成为与纳粹德国结
盟的独立国家。二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统治的东
欧内部重建并进入共产主义统治之下。1968年，华沙条
约组织的入侵结束了该国领导人为开放共产主义统治和
创造“带有人性的社会主义”所作的努力，引发了一个被
称为“正常化”的镇压时期。和平的“天鹅绒革命”在1989
年底席卷了共产党，推翻了民主统治和市场经济。1993
年1月1日，该国在其两个国家组成部分斯洛伐克和捷克
共和国进行了非暴力“天鹅绒离婚”。斯洛伐克于2004年
春季加入北约和欧盟，2009年1月1日加入欧元区。华沙
条约组织的入侵结束了该国领导人为开放共产主义统治
和创造“带有人性的社会主义”所作的努力，引发了一个
被称为“正常化”的镇压时期。和平的“天鹅绒革命”在
1989年底席卷了共产党，推翻了民主统治和市场经济。
1993年1月1日，该国在其两个国家组成部分斯洛伐克和



捷克共和国进行了非暴力“天鹅绒离婚”。斯洛伐克于
2004年春季加入北约和欧盟，2009年1月1日加入欧元
区。华沙条约组织的入侵结束了该国领导人为开放共产
主义统治和创造“带有人性的社会主义”所做的努力，引
发了一个被称为“正常化”的镇压时期。和平的“天鹅绒革
命”在1989年底席卷了共产党，推翻了民主统治和市场
经济。1993年1月1日，该国在其两个国家组成部分斯洛
伐克和捷克共和国进行了非暴力“天鹅绒离婚”。斯洛伐
克于2004年春季加入北约和欧盟，2009年1月1日加入欧
元区。

地理斯洛伐克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斯洛伐克？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中欧，波兰以南。 斯洛伐克的总面积

是49,035 km2，其中48,105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
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中部和北部的
崎岖山脉和南部的低地。 斯洛伐克的最低点是Bodrok河
94米，最高点是Gerlachovsky Stit 2,655米。气候是温带;
凉爽的夏天; 寒冷，多云，潮湿的冬季。

居民斯洛伐克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斯洛伐克中。号码是：



5,445,829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斯洛伐克语80.7％，匈牙利8.5％，罗姆2％，其
他未指定的8.8％（2011年估计值）。 斯洛伐克中的语言
是什么？ 斯洛伐克语（官方）78.6％，匈牙利9.4 ％，罗姆
人2.3％，Ruthenian 1％，其他或未指定8.8％（2011年预
计）。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62％，新教徒8.2％，希腊天
主教徒3.8％，其他或未具体说明12.5％，无13.4％（2011
年预计）40.5。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40.5 年。我们必须补
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
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
这个：77.3 年。人们住在斯洛伐克的地方？这里：在全国
大部分地区相当均匀分布; 略高于捷克斯洛伐克。 斯洛
伐克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布拉迪斯拉发（首都）附近的西
部集中区域401,000（2015）77 .3。

斯洛伐克政府和经济
首都斯洛伐克是布拉迪斯拉发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

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8地区（克拉杰，奇异 - 克拉
伊）; Banskobystricky，Bratislavsky，Kosicky，Nitriansky，
Presovsky，Trenciansky，Trnavsky，Zilinsky。关于斯洛伐克
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汽车; 金属和金属制品; 电
力，天然气，焦炭，石油，核燃料; 化学品，合成纤维，木
材和纸制品; 机械; 陶器和陶瓷; 纺织品; 电气和光学设
备; 橡胶制品; 食品和饮料; 制药。重要的农产品是谷物，
马铃薯，甜菜，啤酒花，水果; 猪，牛，家禽; 林产品。最
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车辆及相关零部件27％，机械和电气
设备20％，核反应堆和加热炉12％，钢铁4％，矿物油和
燃料5％（2015年预计），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德国21.9％
捷克共和国11.9％，波兰7.7％，法国6.1％，英国5.9％，



奥地利5.7％，匈牙利5.7％，意大利4.8％（2016年）。最重
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电气设备20％，车辆和相关部件
14％，核反应堆和加热炉12％，燃料和矿物油9％（2015
年预计），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德国20.2％，捷克共和国
16.9％，奥地利9.8％，波兰6.5％，匈牙利6.1％，韩国
4.7％，中国4.6％，法国4.4％（2016年）。 斯洛伐克的富
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
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32,900 (2017 估计)。 这意
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
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
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
人口：12.3% (2015 估计)。

斯洛伐克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斯洛文尼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斯洛文尼亚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斯洛文尼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斯洛文尼亚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斯洛文尼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斯洛文尼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斯洛文

尼亚的土地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斯洛文尼亚加入了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
形成了一个新的多民族国家，1929年被命名为南斯拉
夫。二战后二，斯洛文尼亚成为南斯拉夫的共和国，虽
然共产主义，但它与莫斯科的统治背道而驰。大多数塞
尔维亚人不满行使权力，斯洛文尼亚在经历短短10天的
战争之后于1991年成功地建立了独立。与西欧的历史联
系，强大的经济以及稳定的民主促成了斯洛文尼亚向现
代国家的转变。斯洛文尼亚于2004年春加入北约和欧盟;
它于2007年加入了欧元区和申根区。

地理斯洛文尼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斯洛文尼
亚？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中南欧，朱利安阿尔卑斯山奥地
利和克罗地亚之间。 斯洛文尼亚的总面积是20,273
km2，其中20,151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
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是一个短的西南部亚得
里亚海上的喀斯特地形沿海地带; 一个高山山脉地区与



北部的意大利和奥地利相邻; 东部有许多河流的混合山
脉和山谷。 斯洛文尼亚的最低点是亚得里亚海0，最高
点是米特里格拉夫2864米。气候是海岸上的地中海气
候，大陆性气候，夏季温和到炎热，冬季高原和低谷，东
部。

居民斯洛文尼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斯洛文尼亚中。号码是：

1,972,126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
谁住在这里？ 斯洛文尼亚83.1％，塞尔维亚人2％，克罗
地亚人1.8％，波斯尼亚人1.1％，其他人或未说明人
12％。 斯洛文尼亚中的语言是什么？ （官方，仅在意大
利国家社区居住的城市），匈牙利（官方，仅在匈牙利国
家社区居住的城市）（2002年人口普查），。和宗教：天主
教徒占57.8％，穆斯林占2.4％，其他或未明确说明的占
4.4％东正教2.3％，其他基督徒0.9％，无党派3.5％，其
他或未指定23％，无10.1％（2002年人口普查）。平均年
龄是多少岁？ 44.5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
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
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8.3 年。人们住
在斯洛文尼亚的地方？这里：全国大部分地区分布相当
均匀，城市地区吸引人口更多，密度更高; 在比其他地方
的山区西北展品密度少口袋。 斯洛文尼亚的主要城市地
区是：卢布尔雅那（首都）279,000（2014）。

斯洛文尼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斯洛文尼亚是卢布尔雅那和政府类型的议会制

共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obcina - 201个直辖市
（obcine，奇异）和11个城市自治市（梅斯特尼翁，奇异 -



梅斯塔奥比西纳）。关于斯洛文尼亚的经济，重要的工业
产品是黑色冶金及铝制品，铅锌冶炼; 电子产品（包括军
事电子产品），卡车，汽车，电力设备，木制品，纺织品，
化学品，机床。重要的农产品是啤酒花，小麦，咖啡，玉
米，苹果， 梨; 牛，羊，家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制成
品，机械和运输设备，化学制品，食品，最重要的出口商
品是德国19.3％，意大利10.4％奥地利7.5％，克罗地亚
7.3％，匈牙利4.4％，法国4.1％（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机械和运输设备，制成品，化学品，燃料和润滑
剂，食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德国16.8％，意大利
13.5％，奥地利9.9％，克罗地亚5.5％ 4.8％，土耳其
4.4％（2016）。 斯洛文尼亚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
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34,1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
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4.3% (2015
估计)。

斯洛文尼亚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所罗门群岛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所罗门群岛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所罗门群岛。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所罗门群岛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所罗门群岛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所罗门群岛？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英国在

1890年代建立了所罗门群岛的保护国。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一些最痛苦的战斗发生在这个群岛上。自治在1976年
实现，两年后独立。种族暴力，政府渎职，地方性犯罪和
狭隘的经济基础已经破坏了稳定和公民社会。2003年6
月，总理艾伦克马克扎爵士寻求澳大利亚协助重建法律
和秩序; 接下来的一个月，澳大利亚领导的多国部队抵
达恢复和平并解除民族武装的武装。所罗门群岛区域援
助团（Ramsi）在恢复法律和秩序以及重建政府机构方面
普遍有效。

地理所罗门群岛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所罗门群
岛？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大洋洲，南太平洋群岛，巴布亚

新几内亚东部。 所罗门群岛的总面积是28,896 km2，其

中27,986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
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大部分崎岖山脉，低珊瑚环礁。
所罗门群岛的最低点是太平洋0米，最高点是Mount
Popomanaseu 2,335米。气候是; 极端温度和极端天气，。

居民所罗门群岛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所罗门群岛中。号码是：
647,581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美拉尼西亚人95.3％，波利尼西亚人3.1％，
密克罗尼西亚人1.2％，其他0.3％（2009年est。）。 所罗门
群岛中的语言是什么？ 美拉尼西亚pidgin（在全国大部分
地区都是通用语言），英语（官方语言，但仅占人口的
1％-2％），120种土着语言。和宗教：新教徒73.4％（美拉
尼西亚教会31.9％，南海福音派17.1％，基督复临安息日
会11.7％，联合教会10.1％，基督教团契教会2.5％），罗
马天主教徒19.6％，其他基督教徒2.9％，其他4％，无
0.03 ％，未具体说明0.1％（2009年预测）。平均年龄是多
少岁？ 22.5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5.6 年。人们住在所罗门
群岛的地方？这里：大多数人口居住在沿海地区; 约五分
之一居住在城市地区，其中约三分之二居住在霍尼亚拉
最大城镇和首要港口。 所罗门群岛的主要城市地区是：
霍尼亚拉（首都）73,000（2014）。

所罗门群岛政府和经济
首都所罗门群岛是霍尼亚拉和政府类型议会民主（国

会）在君主立宪制下; 英联邦境界。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9省1市;。关于所罗门群岛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
鱼（金枪鱼），采矿，TIMBE。重要的农产品是可可，椰
子，棕榈仁，大米，水果; 牛，猪; 鱼; TIMBE。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木材，鱼，椰干，棕榈油，可可，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中国62.4％，意大利7％，英国4.4％（2016）。最重
要的进口商品是的食物，厂房及设备，工业制成品，燃
料，化学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25.3％ ，澳大利



亚15.5％，新加坡9.6％，马来西亚9.5％，日本5.2％，韩
国5％，新西兰5％，巴布亚新几内亚4.4％（2016年）。 所
罗门群岛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
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2,1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
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
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
下的人口：未知%。

所罗门群岛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索马里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索马里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索马里。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索马里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索马里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索马里？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英国于1960

年退出英国索马里兰，允许其保护国加入意大利索马里
兰并组建新的索马里国家。1969年，由穆罕默德·西亚德·
巴雷领导的政变推行了一个专制的社会主义统治，其特
点是迫害，监禁和折磨政治对手和持不同政见者。1991
年初政权崩溃后，索马里陷入动荡，派系斗争和无政府
状态。1991年5月，北部部落宣布成立独立的索马里兰共
和国，现在包括奥达尔，沃尔乔伊·加尔比德，Togdheer，
Sanaag和Sool的行政区域。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政府的承
认，但这个实体保持稳定的存在，并继续努力建立宪政
民主，包括举行市政，议会和总统选举。巴里，Nugaal和
Mudug北部构成一个邻近的半自治邦邦，自1998年以来
一直自治，但不以独立为目标; 它也在重建一个合法的，
有代表性的政府方面取得了进展，但遭受了一些内乱。
邦特兰与索马里兰交界，因为它还声称索尔和萨纳格地
区以及Togdheer的部分地区。从1993年开始，联合国为期
两年的人道主义努力（主要在索马里中南部地区）能够缓
解饥荒状况，但当联合国于1995年撤出时，遭受重大人
员伤亡，秩序依然没有得到恢复。2000年，在吉布提举
行的索马里全国和平会议（SNPC）导致组建临时政府，
称为过渡时期全国政府（TNG）。当过渡政府未能建立适
当的安全或管理机构时，肯尼亚政府在政府间发展管理
局（伊加特）的主持下领导了随后的和平进程，该进程于
2004年10月结束，选举阿卜杜拉希·优素福·艾哈迈德为



第二个临时政府，即索马里共和国的过渡联邦政府
（TFG）。过渡联邦政府包括一个275人的议会机构，即过
渡联邦议会（TFP）。优素福总统于2008年晚些时候辞
职，而联合国主持的过渡政府和反对派索马里解放联盟
（ARS）之间的会谈正在吉布提进行。2009年1月，埃塞俄
比亚军队在成立TFG-ARS团结政府之后，在反对派伊斯
兰法院联盟（ICU）取得进展的情况下，2006年12月进入
索马里支持过渡联邦政府退出该国。全要素生产率增加
了一倍，达到550个席位，增加了200个ARS和75个民间
社会议员。2009年1月，扩大后的议会选举了前ICU和
ARS主席谢赫谢里夫谢赫艾哈迈德为总统。过渡联邦宪
章（TFFC）的创立基于“过渡联邦宪章”（TFC），该宪章概
述了一项为期五年的任务，新的索马里宪法和全国选举
后向代议政府的过渡。2009年，TFP修订了TFC，将TFG
的任务期限延长至2011年，2011年，索马里的负责人同
意在2012年8月之前进行政治过渡。

地理索马里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索马里？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东非与亚丁湾和印度洋接壤，位于埃塞

俄比亚东部。 索马里的总面积是637,657 km2，其中

627,337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
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大部分平坦至高低不平的



高原上升至北部的小山。 索马里的最低点是印度洋0
米，最高点是Shimbiris 2,416米。气候是主要为沙漠; 东北
季风（12月至2月），北部气温适中，南部气温炎热; 西南
季风（5月至10月），北部为热带，南部为热带，季风之间
不规则的降雨，潮湿季节（汤姆比利），。

居民索马里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索马里中。号码是：

11,031,386。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在这里？ 索
马里85％，班图族和其他非索马里15％（含30000个阿拉
伯人）。 索马里中的语言是什么？ 索马里（官方，根据
2012年的过渡联邦宪章） ，阿拉伯语（根据2012年“过渡
联邦宪章”官方），意大利语，英语。和宗教：逊尼派穆斯
林（伊斯兰教）（官方根据2012年过渡联邦宪章）。平均年
龄是多少岁？ 18.1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
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
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52.8 年。人们住
在索马里的地方？这里：全国各地的分布差别很大; 人口
最密集的地区位于东北部和中部地区以及肯尼亚边境沿
线的地区; 摩加迪沙，马尔卡，Boorama，Hargeysa和。 索
马里的主要城市地区是：拜多阿摩加迪沙（首都）的城市
及周边地区人口最多的地区为213.8万人; Hargeysa
760,000（2015）。

索马里政府和经济
首都索马里是摩加迪沙和政府类型联邦议会共和

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8地区（复数 - NA，奇异 -
gobolka）; Awdal，Bakool，Banaadir，Bari，Bay，Galguduud，
Gedo，Hiiraan，Jubbada Dhexe（Middle Jubba），Jubbada



Hoose（下Jubba），Mudug，Nugaal，Sanaag，Shabeellaha
Dhexe（中Shabeelle），Shabeellaha Hoose（下Shabeelle），索
尔，Togdheer，Woqooyi Galbeed。关于索马里的经济，重
要的工业产品是包括制糖，纺织，无线通讯在内的鱼类
轻工业。重要的农产品是牛，羊，山羊;。最重要的出口商
品是家畜，香蕉，皮革，鱼，木炭，废金属，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沙特阿拉伯37.2％，阿曼22.7％，阿联酋
16.3％（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制造业，石油产品，
食品，建筑材料，qat，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印度26.3％，
中国20.8％，阿曼9.1％，肯尼亚8.3％，土耳其6％，马来
西亚4.3％，巴西4.2％（2016年）。 索马里的富有多少以
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PPP）：$未知 (2017 估计)。 我们再补充一
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
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索马里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南非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南非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南非。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南非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南非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南非？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652年，荷兰

商人在南非现代南端降落，并在荷兰和远东之间的香料
线路上建立了一个中途停留点，开创了开普敦市。在英
国人于1806年占领好望角地区之后，许多荷兰殖民者
（非洲人，被英国称为“布尔人”（农民））在北部跋涉，建
立了自己的共和国，即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钻石
（1867年）和黄金（1886年）的发现激发了财富和移民，并
加剧了当地居民的征服。南非人抵制英国的侵犯，但在
第二次南非战争（1899-1902）中被击败; 然而，英国人和
南非人于1910年一起统治于南非联盟之下，南非联盟于
1961年成为共和国，之后进行了白人公民投票。1948
年，以南非人为主的国家党被投票执政，实行了种族隔
离政策 - 种族分开发展 - 以牺牲黑人多数为代价来支持
白人少数派。非洲国民大会（ANC）率领反对派实行种族
隔离制度，ANC的许多领导人如纳尔逊·曼德拉在南非
的监狱中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内部抗议和叛乱，以及
一些西方国家和机构的抵制，导致该政权最终愿意谈判
和平过渡到多数人统治。在种族隔离结束之后的1994年
的第一次多种族选举在非国大一个领导的政府下迎来了
多数人的统治。自那时以来，南非一直在努力解决体面
的住房，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种族隔离时代的不平衡
问题。ANC内斗在2008年当总统塔博姆贝基被议会召回
并且副总统Kgalema Motlanthe接替他担任临时总统时成
了头。2009年ANC赢得大选后，Jacob ZUMA成为总统;



他在2014年连任。他的政府一直受到众多丑闻的困扰，
导致2016年在市一级的反对党获益。

地理南非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南非？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非洲南部，非洲大陆南端。 南非的总面积

是1,219,090 km2，其中1,214,47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
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
广阔的内陆高原，由崎岖的山丘和狭长的海岸平原组
成，。 南非的最低点是大西洋0米，最高点是Njesuthi
3,408米。气候是主要是半干旱的; 亚热带沿东海岸; 阳光
灿烂的日子，凉爽的夜晚。

居民南非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南非中。号码是：

54,841,552。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里？ 黑人
非洲80.2％，白人8.4％，有色8.8％，印度/亚洲2.5％。 南
非中的语言是什么？ isiZulu（官方）22.7％，isiXhosa（官
方）16％，南非荷兰语（官方）13.5％，英语（官方）9.6％，
Sepedi（官方） （官方）8％，塞索托（官方）7.6％，西松加
（官方）4.5％，西斯瓦蒂（官方）2.5％，Tshivenda（官方）
2.4％，isiNdebele（官方）2.1％，手语0.5％其他1.6％（2011
年）。和宗教：新教徒36.6％（犹太复国主义基督教



11.1％，五旬节派/魅力8.2％，卫理公会6.8％，荷兰人改
革6.7％，圣公会3.8％），天主教徒7.1％，穆斯林1.5％，
其他基督教36％其他2.3％，未具体说明1.4％，无
15.1％（2001年预测）。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7.1 年。我
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
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
多少？这个：63.8 年。人们住在南非的地方？这里：人口
集中在南部和东南部沿海以及内陆附近的佩托里亚; 该
国东半部比西。 南非的主要城市地区是：约翰内斯堡（包
括Ekurhuleni）人口密度更高，为939.9万人; 开普敦（立法
机构）366万; 德班291万; 比勒陀利亚（首都）205.9万; 伊
丽莎白港117.9万; 弗里尼欣115.5万（2015年）。

南非政府和经济
首都南非是比勒陀利亚（行政首都）; 开普敦（立法机

构）; 布隆方丹（司法首府）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9省; 东开普省，自由州，豪登省，夸祖
鲁 - 纳塔尔省，林波波省，姆普马兰加省，北开普省，西
北部，西开普省。关于南非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
采矿，汽车装配，金属加工，机械，纺织，钢铁，化工，化
肥，食品（世界上最大的铂，金，铬生产商），商业船舶修
理，建筑安装。重要的农产品是玉米，小麦，甘蔗，水果
和蔬菜; 牛肉，禽肉，羊肉，羊毛，乳制品。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金，钻石，铂金，其他金属和矿物，机械和设
备。，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
和设备，化工，石油产品，科学仪器，食品，最重要的进
口商品是中国18.1％，德国11.8％，美国6.7％，印度
4.2％（2016年）。 南非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
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13,4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
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
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
线以下的人口：16.6% (2016 估计)。

南非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西班牙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西班牙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西班牙。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西班牙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西班牙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西班牙？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西班牙十六

世纪和十七世纪强大的世界帝国最终取得了英国海域的
指挥权。其后未能接受商业和工业革命，导致该国在经
济和政治权力方面落后于英国，法国和德国。西班牙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但遭受
了毁灭性的内战（1936-1939）。1975年独裁者弗朗西斯
科佛朗哥去世后，和平过渡到民主，经济迅速现代化（西
班牙于1986年加入欧盟）给西班牙一个充满活力和快速
增长的经济，并使其成为全球自由和人权的倡导者。最
近西班牙已经从2008年中开始的严重经济衰退中脱颖而
出，连续三年的GDP增长高于欧盟平均水平。失业率下
降，但尤其在青少年中仍然很高。西班牙是欧元区第四
大经济体。

地理西班牙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西班牙？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欧洲西南部，与地中海，北大西洋，比
斯开湾和比利牛斯山脉接壤; 法国西南部。 西班牙的总



面积是505,370 km2，其中498,98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
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
平坦至被高低不平的山丘包围的高原; 北部的比利牛斯
山脉。 西班牙的最低点是大西洋0，最高点是米加纳利
群岛的皮科德泰德（Tenerife）3,718米。气候是; 内部清
澈，夏季炎热，海岸线较为平缓，多云; 内部多云，冬季
寒冷，局部多云，沿海岸线凉爽。

居民西班牙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西班牙中。号码是：

48,958,159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综合港口城市。 西班牙中的语言是什么？ 卡斯
蒂利亚西班牙语（全国官方）74％，加泰罗尼亚语（官方
在加泰罗尼亚，巴利阿里群岛，和巴伦西亚共同体（瓦伦
西亚）17％，加利西亚（官员在加利西亚）7％，巴斯克（官
方在巴斯克地区和巴斯克语地区的纳瓦拉）2％，
Aranese（官员在加泰罗尼亚（Vall d'Aran）西北角与加泰罗
尼亚人一起，。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67.8％，无神论者
9.1％，其他2.2％，非信徒18.4％，未具体说明
2.5％（2016年预计）。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42.7 年。我们
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
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
少？这个：81.8 年。人们住在西班牙的地方？这里：，马
德里，塞维利亚和萨拉戈萨是最大的例外沿地中海沿岸
和大西洋沿岸发现城市群; 许多小城市遍布整个内陆，
反映了西班牙的农业遗产; 在首都马德里以及港口城市
巴塞罗那。 西班牙的主要城市地区是：马德里（首都）共
计619.9万人的密集居住地; 巴塞罗那5,258万人; 瓦伦西



亚810,000（2015年）。
西班牙政府和经济
首都西班牙是马德里和政府类型议会君主立宪制。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7个自治社区（autunomas，singular
- comunidad autonoma）和2个自治城市（ciudades
autonomas，singular - ciudad autonoma）; 安达卢西亚; 阿拉
贡; 阿斯图里亚斯; 加那利群岛（加那利群岛）; 坎塔布里
亚; 卡斯蒂利亚 - 拉曼恰; 卡斯蒂利亚 - 莱昂; 加泰罗尼
亚（卡斯蒂利亚），加泰罗尼亚（加泰罗尼亚语），加泰罗
尼亚语（Aranese）[加泰罗尼亚语]; 休达; Comunidad
Valenciana（卡斯蒂利亚），Comunitat Valenciana（巴伦西亚）
[巴伦西亚社区]; 埃斯特雷马杜拉; 加利西亚; Illes
Baleares（巴利阿里群岛）; 拉里奥哈; 马德里; 梅利利亚;
穆尔西亚; 纳瓦拉（卡斯蒂利亚），纳法罗（巴斯克）[纳瓦
拉]; Pais Vasco（卡斯蒂利亚），Euskadi（巴斯克）[巴斯克地
区]。关于西班牙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纺织品和服
装（包括鞋类），食品和饮料，金属和金属制品，化学品，
造船，汽车，机床，旅游业，粘土和耐火制品，鞋类，制
药，医疗设备。重要的农产品是粮食，蔬菜，橄榄，葡萄
酒，甜菜，柑橘; 牛肉，猪肉，家禽，乳制品; 鱼。最重要
的出口商品是机械， ; 食品，药品，药品，其他消费品，
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法国15.2％，德国11.4％，意大利
7.8％，英国7.6％，葡萄牙7％，美国4.4％（2016年）。最重
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设备，燃料，化学品，半成品，食
品，消费品，测量和医疗控制仪器，最重要的进口商品
是德国14.7％，法国12％，中国7.1％，意大利6.7％，荷兰
5.2％，英国4.4％（2016年）。 西班牙的富有多少以及这
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PPP）：$38,2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
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
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
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1.1%
(2012 估计)。

西班牙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斯里蘭卡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斯里蘭卡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斯里蘭卡。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斯
里蘭卡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斯里蘭卡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斯里蘭卡？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第一僧伽

罗人在公元前6世纪末抵达斯里兰卡，可能来自印度北
部。大约在公元前250年引入了佛教，第一个王国在阿努
拉德普勒（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000年左右）和波隆纳
鲁沃（从大约1070年到1200年）的城市中发展起来。在14
世纪，南印度王朝在斯里兰卡北部建立了泰米尔王国。
葡萄牙人在16世纪控制了该岛的沿海地区，在17世纪控
制了荷兰人。该岛于1796年被割让给英国人，1802年成
为皇冠殖民地，并于1815年在英国统治下正式统一。作
为锡兰，它于1948年独立。它的名字在1972年改为斯里
兰卡。1983年，僧伽罗人占多数与泰米尔分离主义分子
之间的紧张局势爆发为战争。经过二十年的战斗，坦米
尔伊兰（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政府和解放猛虎组
织（猛虎组织）于2002年2月与挪威举行和平谈判达成了
停火协议。猛虎组织和政府非正式地废除2006年猛虎组
织和政府军之间的停火和暴力事件，但政府于2007年恢
复了对东部省的控制。政府于2008年1月正式退出停火
协议， 2009年，猛虎组织的残余部队被击败。自冲突结
束以来，中国政府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项目
计划，其中许多项目由中国政府贷款提供资金。除了重
建经济的努力之外，政府已经在冲突最后阶段安置了
95％以上流离失所的平民，并释放了政府安全部队占领
的绝大多数前猛虎组织战斗人员。缓慢的进展继续存在
争议较大和政治上困难的问题，例如与泰米尔民选代表
达成政治解决，并追究那些据称涉嫌侵犯人权和在冲突



中发生的其他侵权行为的人的责任。
地理斯里蘭卡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斯里蘭卡？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南亚，印度洋岛屿，印度南部。 斯里

蘭卡的总面积是65,610 km2，其中64,630 km2是土地。 所
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
为低平，平原为平原; 在中南部的山脉interio。 斯里蘭卡
的最低点是印度洋0米，最高点是Pidurutalagala 2,524米。
气候是热带季风; 东北季风（十二月至三月）; 西南季风（6
月至10月）多。

居民斯里蘭卡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斯里蘭卡中。号码是：

22,409,381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僧伽罗语74.9％，斯里兰卡泰米尔语11.2％，斯
里兰卡摩尔语9.2％，印度泰米尔语4.2％，其他
0.5％（2012年预测）。。 斯里蘭卡中的语言是什么？ 僧
伽罗语（官方和国家语言）74％，泰米尔语（官方和国家
语言）18％，其他8％。和宗教：佛教（官方）70.2％，印度
教12.6％，穆斯林9.7％，罗马天主教徒6.1％，其他基督
教徒1.3％，其他0.05 ％（2012年预测）。平均年龄是多少
岁？ 32.8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6.9 年。人们住在斯里蘭
卡的地方？这里：人口主要集中在西南部一个广阔的潮
湿地带，东部沿海的城市中心以及北部的贾夫纳半岛。
斯里蘭卡的主要城市地区是：Sri Jayewardenepura
Kotte（立法机构）128,000（2014）; 科伦坡（首都）
707,000（2015年）。

斯里蘭卡政府和经济
首都斯里蘭卡是科伦坡（商业首都）; Sri

Jayewardenepura Kotte（行政首都）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
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9个省; 中部，东部，华北中
部，北部，西北部，萨巴拉加穆瓦，南方，UVA，西。关于
斯里蘭卡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橡胶，茶叶，椰子，
烟草和其他农产品的鱼类加工; 电信，保险，银行; 旅
游，航运; 服装，纺织品; 水泥，石油炼制，信息技术服
务，建筑业。重要的农产品是水稻，甘蔗，谷物，豆类，
油籽，香料，蔬菜，水果，茶叶，橡胶，椰子; 牛奶，鸡蛋，
牛皮，牛肉;。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纺织品和服装，茶叶
和香料; 橡胶制品; 珍贵的石头; 椰子产品，鱼，最重要的
出口商品是美国27.3％，英国10.2％，印度7.3％，德国
5％，意大利4.2％（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石油，纺
织品，机械和运输设备，建筑材料，矿产品，食品，最重
要的进口商品是印度21.7％，中国12.1％，阿联酋6.1％
新加坡5.9％，日本5.4％（2016）。 斯里蘭卡的富有多少
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PPP）：$13,0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6.7% (2012 估计)。



斯里蘭卡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苏丹共和国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苏丹共和国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苏丹共和国。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苏丹共和国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苏丹共和国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苏丹共和国？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自从

1956年独立于英国和埃及的共同统治以来，支持伊斯兰
化政府的军事政权一直支配着国家政治。在20世纪的大
部分时间里，苏丹卷入了两场长时间的内战。这些冲突
的根源在于北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对主要是非穆斯
林，非阿拉伯南部苏丹人的统治。第一次内战于1972年
结束，但1983年爆发了另一次内战。和平谈判在2002年
至2004年获得了势头，签署了几项协议。2005年1月签署
的最后南/北全面和平协议授予南方叛乱分子自治六年，
随后是苏丹南方独立公投。公民投票于2011年1月举行，
并表示绝对支持独立。南苏丹于2011年7月9日独立。苏
丹和南苏丹尚未全面执行2012年9月签署的有关两国关
系正常化的安全和经济协议。有争议的阿卜耶伊地区的
最终处置也有待决定。在南苏丹独立后，政府与南科尔
多凡州和青尼罗州（统称为两个地区）的苏丹人民解放运
动北部发生冲突，导致11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或严重受
灾人员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帮助。2003年达尔富尔西部发
生了一场单独的冲突，造成近200万人流离失所，造成数
千人死亡。政府军与反对派之间在两地和达尔富尔地区
的战斗已基本平息，然而，平民人口受到包括部族间冲
突和盗匪在内的低级暴力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法治薄
弱造成的。自2007年以来，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共同发起
了达尔富尔维和行动（乌纳米德）。维和部队一直在努力
解决达尔富尔的不安全状况，并越来越成为武装团体袭
击的目标。苏丹也面临来自邻国的难民涌入，主要是埃



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乍得，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武
装冲突，交通基础设施薄弱以及政府和武装反对派拒绝
接触都阻碍了向受影响人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自2007
年以来，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共同发起了达尔富尔维和行
动（乌纳米德）。维和部队一直在努力解决达尔富尔的不
安全状况，并越来越成为武装团体袭击的目标。苏丹也
面临来自邻国的难民涌入，主要是埃塞俄比亚，厄立特
里亚，乍得，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武装冲突，交通基础
设施薄弱以及政府和武装反对派拒绝接触都阻碍了向受
影响人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自2007年以来，联合国和
非洲联盟共同发起了达尔富尔维和行动（乌纳米德）。维
和部队一直在努力解决达尔富尔的不安全状况，并越来
越成为武装团体袭击的目标。苏丹也面临来自邻国的难
民涌入，主要是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乍得，中非共
和国和南苏丹。武装冲突，交通基础设施薄弱以及政府
和武装反对派拒绝接触都阻碍了向受影响人口提供人道
主义援助。苏丹也面临来自邻国的难民涌入，主要是埃
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乍得，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武
装冲突，交通基础设施薄弱以及政府和武装反对派拒绝
接触都阻碍了向受影响人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苏丹也
面临来自邻国的难民涌入，主要是埃塞俄比亚，厄立特
里亚，乍得，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武装冲突，交通基础
设施薄弱以及政府和武装反对派拒绝接触都阻碍了向受
影响人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地理苏丹共和国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苏丹共和
国？这个国家的位置是非洲东北部，与红海接壤，埃及
与厄立特里亚之间。 苏丹共和国的总面积是1,861,484
km2，其中未知是土地。 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
样：大致平坦，无特征的平原; 沙漠主导北部。 苏丹共和
国的最低点是红海0米，最高点是Jabal Marrah。气候是干
热; 干旱沙漠; 雨季因地区而异（4月至11月）。

居民苏丹共和国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苏丹共和国中。号码是：

37,345,935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苏丹阿拉伯（约70％），毛皮，贝雅，努巴，
Fallata。 苏丹共和国中的语言是什么？ 阿拉伯语（官
方），英语（官方），努比亚，Ta Bedawie，傅。和宗教：逊尼
穆斯林，小基督徒少数民族。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19.9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
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
时）是多少？这个：64.4 年。人们住在苏丹共和国的地
方？这里：除了延伸到干撒哈拉的苏丹北部的尼罗河岸
边的一条定居点之外，人烟稀少; 更多的植被和更广泛
的水资源获得增加了南部人口分布，扩大了沿南几乎与
整个南苏丹边境的居住区域; 在蓝色和白色尼罗河之间



的东南部喀土穆周围发现了大量人口，南达尔富。 苏丹
共和国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喀土穆（首都）有529.9万
（2015年）。

苏丹共和国政府和经济
首都苏丹共和国是喀土穆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8个州（wilayat，singular - wilayah）;
1925年。关于苏丹共和国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
轧花，纺织品，水泥，食用油，糖，肥皂蒸馏，鞋子，炼
油，制药，军备，汽车/轻型卡车总成，铣削。重要的农产
品是棉花，花生，高粱，小米，小麦，阿拉伯胶，甘蔗，木
薯（木薯，木薯），芒果，木瓜，香蕉，红薯，芝麻; 动物饲
料，羊和其他畜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金; 石油和石
油产品; 棉花，芝麻，畜牧，花生，阿拉伯树胶，菅，最重
要的出口商品是阿联酋42.9％，沙特阿拉伯19.5％，埃及
15.9％（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食品，工业制成
品，炼油厂和运输设备，医药，化工，纺织，小麦，最重
要的进口商品是阿联酋15.4％，印度11.2 ％，埃及
10.4％，沙特阿拉伯9.2％，土耳其8.9％，日本5％（2016
年）。 苏丹共和国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
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
$4,6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
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
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
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46.5% (2009 估计)。

苏丹共和国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蘇利南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蘇利南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蘇利南。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蘇利南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蘇利南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蘇利南？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苏格兰人于

16世纪首先由西班牙人探索，然后在17世纪中叶以英国
人定居，于1667年成为荷兰殖民地。随着1863年非洲奴
隶制的废除，工人从印度和爪哇被带进来。荷兰在1975
年批准殖民地独立。五年后，平民政府被一个军事政权
所取代，该政权很快宣布苏里南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
直到1987年，当国际压力最终迫使民主选举时，它继续
通过一系列名义上的文职政府来施加控制。1990年，军
方推翻了文职领导层，但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 - 四党联
合政府 - 于1991年重新掌权。该联盟于2005年扩大至8
个政党，直至2010年8月，当选民将前军事领导人Desire
Bouterse和他的反对派联盟归还权力时。布特总统在
2015年连任。

地理蘇利南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蘇利南？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南美洲北部，与北大西洋接壤，位于法属

圭亚那和圭亚那之间。 蘇利南的总面积是163,820 km2，



其中156,000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
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主要是连绵起伏的丘陵; 窄海
岸平原与沼泽。 蘇利南的最低点是在海岸平原-2米无名
位置，最高点是娥顶1230米。气候是; 贸易风。

居民蘇利南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蘇利南中。号码是：

591,919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印度斯坦人（在当地也被称为“东印度人”，
他们的祖先在19世纪后期从印度北部移民），27.4％，“栗
色”（他们的非洲祖先在17世纪和18世纪被带到该国作为
奴隶和），21.7％，克里奥尔语（混合白人和黑人）
15.7％，爪哇人13.7％，混合13.4％，其他7.6％，未说明
的0.6％（2012年est。）。 蘇利南中的语言是什么？ 荷兰
语（官方），英语（广泛使用），Sranang Tongo（苏里南，有
时也叫做Taki-Taki，是克里奥尔人的母语，也是年轻人中
的大多数，并且是通用语），加勒比印度斯坦语（印度语
的一种方言），爪哇语。和宗教：新教徒23.6％（包括福音
派11.2％，摩拉维亚11.2％，改革派7％，路德派5％），印
度教22.3％，罗马天主教21.6％，穆斯林13.8％，其他基
督教3.2％，温蒂1.8％，耶和华见证1.2％ ，其他1.7％，无
7.5％，未详细说明3.2％（2012年预测）。平均年龄是多少
岁？ 29.8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2.5 年。人们住在蘇利南
的地方？这里：预测）人口集中于沿海沿海地带; 该国其
他地区人口稀少。 蘇利南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帕拉马里
博（首都）234,000（2014）。



蘇利南政府和经济
首都蘇利南是帕拉马里博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0区（distrikten，singular - distrikt）;
Brokopondo，Commewijne，Coronie，Marowijne，Nickerie，
Para，Paramaribo，Saramacca，Sipaliwini，Wanica。关于蘇
利南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铝土矿和金矿，氧化铝
生产; 石油，伐木，食品加工，渔业。重要的农产品是稻
米，香蕉，棕榈仁，椰子，大蕉，花生; 牛肉，鸡肉; 虾; 林
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氧化铝，黄金，原油，木材，
虾和鱼，大米，香蕉，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瑞士28.3％，
阿联酋27.1％，比利时9.1％，圭亚那9％，美国4.7％ ，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4.5％（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资
本设备，石油，食品，棉花，消费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
是美国21.2％，荷兰10.9％，中国10.5％，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10.1％，圣卢西亚7％（2016年）。 蘇利南的富有多少
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PPP）：$13,9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70% (2002 估计)。

蘇利南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斯威士兰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斯威士兰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斯威士兰。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斯
威士兰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斯威士兰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斯威士兰？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9世纪后

期英国保证南部非洲斯威士兰的自治权; 独立是在1968
年获得的。1990年代的学生和劳工动乱迫使非洲最后的
绝对君主姆斯瓦蒂三世国王勉强允许政治改革和更大的
民主，尽管他近年来背负了这些承诺。宪法于2006年生
效，但政党的合法地位尚未确定，其地位尚不明确。斯
威士兰超过博茨瓦纳，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
率最高的国家。

地理斯威士兰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斯威士兰？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南非，莫桑比克与南非之间。 斯威士

兰的总面积是17,364 km2，其中17,204 km2是土地。 所以
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
样：主要是山脉和丘陵; 一些中等倾斜的平原。 斯威士兰
的最低点是大乌苏图河21，最高点是米埃伦贝1862米。
气候是从热带到接近温带。

居民斯威士兰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斯威士兰中。号码是：
1,467,152。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里？
非洲97％，欧洲3％。 斯威士兰中的语言是什么？ 英语
（官方，用于政府业务），siSwati（官方）。和宗教：基督教
90％（犹太复国主义者 - 基督教和土着祖先崇拜的混合 -
40％，罗马天主教徒20％，其他30％ - 包括英国国教徒，
卫理公会，摩门教徒，耶和华见证人），穆斯林2％，其他
8％（包括巴哈教，佛教徒，印度教徒，土着宗教徒，犹太
人）（2015 年预计）由于山区地形，21 .7。平均年龄是多
少岁？ 21.7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52.1 年。人们住在斯威士
兰的地方？这里：，人口分布在全国各地均不平衡，主要
集中在山谷和平原上。 斯威士兰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姆
巴巴内（首都）66,000 （2014年）。

斯威士兰政府和经济
首都斯威士兰是姆巴巴纳（行政首都）; 洛班巴（皇家

和立法机构）和政府类型绝对君主制。我们来看看行政
区划 - 4地区; 霍霍，鲁本博，曼齐尼，希塞尔韦尼。关于
斯威士兰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软饮料浓缩物，煤
炭，林业，加工，纺织和服装。重要的农产品是甘蔗，玉
米，棉花，柑橘，菠萝，牛，山羊。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
软饮料浓缩物，糖，木材，棉纱，冰箱，柑橘和水果罐
头，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南非87.1％，纳米比亚
4％（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动车辆，机械，运
输设备，食品，石油产品，化学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
南非60.3％，中国5.3％，莫桑比克5.1％（2016年）。 斯威
士兰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



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9,900 (2017 估
计)。 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
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
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
的人口：63% (2010 估计)。

斯威士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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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瑞典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瑞典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瑞典。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瑞典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瑞典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瑞典？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在17世纪的军

事实力中，瑞典两个世纪以来没有参加任何战争。两次
世界大战都保留了武装中立。瑞典长期成功的资本主义
制度与大量福利因素混合在一起，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
高失业率的挑战，在2000 - 02年和2009年受到全球经济
衰退的挑战，但过去几年的财政纪律使得该国天气经济
变幻莫测。瑞典于1995年加入欧盟，但公众在2003年全
民投票中拒绝引入欧元。

地理瑞典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瑞典？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北欧，与波罗的海接壤，波尼亚湾，卡特
加特湾和斯卡格拉克，芬兰与挪威之间。 瑞典的总面积

是450,295 km2，其中410,335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
相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大部
分平坦或轻微地滚动低地; 山西部。 瑞典的最低点是
Hammarsjon湖开垦湾，靠近克里斯蒂安斯塔德-2.4米，最
高点是Kebnekaise的2111米。气候是南部温带，冬季寒



冷，多云，夏季偏冷，局部多云; 北部的亚北极。

居民瑞典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瑞典中。号码是：

9,960,487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土着居民：瑞典人与芬兰人和萨米人的少数民
族; 芬兰，叙利亚，伊拉克，波兰，伊朗。 瑞典中的语言
是什么？ 瑞典（官方）。和宗教：瑞典教会（路德会）占
63％，其他（包括罗马天主教，东正教，浸信会，穆斯林，
犹太教和佛教徒）占17％ 2016 est。）。平均年龄是多少
岁？ 41.2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82.1 年。人们住在瑞典的
地方？这里：大多数瑞典人生活在南部，气候温和，与欧
洲大陆有更好的连接; 人口聚集遍布东部的波罗的海沿
岸; 北部的内陆地区人口稀少。 瑞典的主要城市地区是：
斯德哥尔摩（首都）148.6万（2015年）。

瑞典政府和经济
首都瑞典是和政府类型议会君主立宪制。我们来看

看行政区划 - 21县（兰，单数和复数）;。关于瑞典的经
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铁和钢铁，精密设备（轴承，无线
电和电话部件，武器），木浆和纸制品，加工食品，汽车。
重要的农产品是大麦，小麦，甜菜; 肉类，奶。最重要的
出口商品是机械35％，机动车辆，纸制品，纸浆和木材，
钢铁产品，化学品（2012年度），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德
国10.6％，挪威10.4％，美国7.3％，丹麦7％，芬兰6.8％，
英国6％，荷兰5.4％，比利时4.7％，法国4.4％（2016年）。
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石油和石油产品，化学品，



汽车，钢铁; 食品，服装，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德国
18.8％，荷兰8.2％，挪威7.8％，丹麦7.6％，中国5.6％，
英国5.2％，比利时4.6％，芬兰4.5％，法国4.1％（2016
年）。 瑞典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
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51,3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平均富裕。我们再补
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
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
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5% (2014 估计)。

瑞典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瑞士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瑞士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瑞士。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瑞士的国旗开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始：
 

瑞士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瑞士？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瑞士联邦成立

于1291年，是三个州之间的防御联盟。未来几年，其他
地区加入了原来的三个地区。瑞士联邦在1499年取得了
神圣罗马帝国的独立。1848年的宪法随后在1874年进行
了修改，并由联邦政府取代了联邦。瑞士的主权和中立
性早已被欧洲主要大国所尊敬，该国并未参与两次世界
大战。欧洲过去半个世纪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以及瑞士
在许多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中的作用加强了瑞士与其邻国
的联系。然而，该国直到2002年才正式成为联合国成
员。

地理瑞士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瑞士？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中欧，法国东部，意大利北部。 瑞士的总

面积是41,277 km2，其中39,997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
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主要是山
脉（南部的阿尔卑斯山，西北部的侏罗山），中心高原起



伏的丘陵，平原和大湖泊。 瑞士的最低点是焦雷湖195
米，最高点是Dufourspitze。气候是，但随高度而变; 寒冷
多云，多雨/多雪的冬季; 凉爽到暖和，多云，潮湿的夏
季，偶尔有阵雨，。

居民瑞士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瑞士中。号码是：

8,236,303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德国65％，法国18％，意大利10％，罗曼什
1％，其他6％。 瑞士中的语言是什么？ 德语（或瑞士德
语）（官方）63％，法语（官方）22.7％，意大利语（官方）
8.1％，英语4.9％，葡萄牙语3.7％，阿尔巴尼亚语3％，塞
尔维亚克罗地亚语2.4％，西班牙语2.2％，罗曼什官方）
0.5％，其他7.1％。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37.3％，新教徒
24.9％，其他基督教徒5.8％，穆斯林5.1％，其他1.4％，
犹太人0.2％，无23.9％，未具体说明1.3％（2015年预
计）。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42.4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
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
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82.6
年。人们住在瑞士的地方？这里：人口分布相当于北部
和西部地区的人口密度更高; 南部阿尔卑斯山南部限
制。 瑞士的主要城市地区是：苏黎世定居点124.6万; 伯
恩（首都）358,000（2015）。

瑞士政府和经济
首都瑞士是伯尔尼和政府类型联邦共和国（正式联

邦）。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26个州（州，单数 - 法国的
州;意大利的cantoni，奇异的 - cantone; Kantone，单数 - 德
国的Kanton）; Aargau，Appenzell Ausserrhoden，Appenzell



Innerrhoden，Basel-Landschaft，巴塞尔城市，伯尔尼/伯尔
尼，弗里堡/弗赖堡，日内瓦，格拉鲁斯，格劳宾登/格里
吉尼/格里斯川，汝拉，卢塞恩，纳沙泰尔，Nidwalden，
Obwalden，Sankt Gallen，沙夫豪森，施维茨。关于瑞士的
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机械，化学品，手表，纺织品，
精密仪器，旅游，银行，保险，制药。重要的农产品是谷
物，索洛图，图尔高，提契诺，乌里，瓦莱州/瓦利斯，沃
州，楚格，水果，蔬菜; 肉类，蛋类，乳制品。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机械，化工，金属，钟表，农产品，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德国14.4％，美国12.1％，英国10.7％，中国
9％，香港6.1％，法国5.8％，意大利4.9％，印度
4.8％（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化学品， ，
金属; 农产品，纺织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德国
19.4％，美国9％，意大利7.4％，英国7.1％，阿联酋
6.2％，法国6.1％，中国4.7％（2016年）。 瑞士的富有多
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PPP）：$61,4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
人们在这里平均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
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
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
口：6.6% (2014 估计)。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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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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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叙利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叙利亚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叙利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叙利亚的
国旗开始：
 

叙利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叙利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第一次世界

大战后，法国获得了前奥斯曼帝国叙利亚省北部的授
权。法国在这个地区作为叙利亚管理该地区，直到1946
年该地区获得独立。这个新国家缺乏政治稳定，并经历
了一系列军事政变。叙利亚于1958年2月与埃及结成联
合阿拉伯共和国。1961年9月，两个实体分离，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重新建立。在1967年的阿拉伯 - 以色列战争

http://mapsguides.com/


中，叙利亚失去了戈兰高地地区以色列。在20世纪90年
代期间，叙利亚和以色列就其回归举行了偶尔的和平谈
判，虽然不成功。1970年11月，社会主义Ba'th党和少数阿
拉维派的成员Hafiz al-ASAD以不流血的政变夺取政权，
并为该国带来政治稳定。在Hafiz al-ASAD总统去世后，
他的儿子Bashar al-ASAD于2000年7月通过全民公决通
过。叙利亚部队自1976年以来一直驻扎在黎巴嫩，表现
为维和作用 - 于2005年4月撤回。 2006年7月至8月叙利
亚与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使叙利亚军队处于警戒
状态，但没有直接代表盟国真主党进行干预。2007年5
月，Bashar al-ASAD第二任总统获得全民公决通过。受到
该地区其他地区发生的大规模起义以及更多的社会和经
济因素的影响，2011年3月，南部达拉省的反政府抗议活
动首先爆发，抗议者呼吁废除限制性紧急法律，收费，
政党合法化以及清除腐败的地方官员。示威和暴力骚动
在叙利亚蔓延，抗议活动的规模和强度波动。政府通过
一系列让步来应对动荡 - 包括废除紧急状态法，允许新
政党的新法律，以及开放地方和全国选举 - 以及军事力
量和拘留。政府为平息动乱和武装反对派活动所做的努
力导致政府部队及其盟友和反对派之间的冲突扩大。随
着阿拉伯联盟，欧盟，土耳其和美国对该政权和支持该
政权的实体进行经济制裁，2011年年底以后，对该政权
的国际压力加剧。2012年12月，叙利亚全国联盟，被130
多个国家承认为叙利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2015年9
月，俄罗斯代表ASAD政权发动军事干预，2016年12月政
府调整的部队重新夺取了阿勒颇市，转移了政权的利益
冲突。自2014年以来，在联合国主办的日内瓦会议上，
政府与反对派代表团之间的政治谈判未能解决冲突。自



2017年初以来，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在阿斯塔纳举行
谈判，以建立缓和区域以减少叙利亚的暴力事件，俄罗
斯也开始推动在索契进行政治谈判。叙利亚动乱仍在继
续，根据联合国2016年4月的估计，叙利亚政府军，反对
派部队和平民之间的死亡人数超过40万人。

地理叙利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叙利亚？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黎巴嫩与土耳其接壤的地中海。 叙利亚

的总面积是185,180 km2，其中183,630 km2是土地。 所以
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主
要是半干旱和沙漠高原，天气寒冷，有雪或雨夹雪; 狭窄
的沿海平原; 西部山区。 叙利亚的最低点是米提比利亚
湖附近未命名的地点-208米赫尔蒙，最高点是山（Jabal
a-Shayk）2,814米。气候是主要是沙漠; 炎热，干燥，阳光
明媚的夏季（六月至八月）和沿海地区温和多雨的冬季
（十二月至二月）; 大马士革周围。

居民叙利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叙利亚中。号码是：

18,028,549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阿拉伯90.3％，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和其他
9.7％的。 叙利亚中的语言是什么？ 阿拉伯人（官方），



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阿拉姆语，切尔克斯语，法语，
英语。和宗教：穆斯林87％（官方;包括逊尼派74％和阿拉
维，伊斯玛伊和什叶派13％），基督教10％（包括东正
教，统一和景教），德鲁兹3％，犹太人大马士革和阿勒
颇）。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4.3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
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
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5.1
年。人们住在叙利亚的地方？这里：沿地中海沿岸的人
口密度显着; 在大马士革，阿勒颇（该国最大的城市）和
Hims（霍姆斯）等主要城市发现较高的浓度; 超过一半的
人口居住在沿海平原，哈拉布省和幼发拉底河流域。 叙
利亚的主要城市地区是：阿勒颇356.2万; 大马士革（首
都）256.6万; 他（霍姆斯）164.1万; 哈马123.7万; 拉脱维亚
781,000（2015）。

叙利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叙利亚是大马士革和政府类型共和国总统; 高度

专制政权。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4个省（muhafazat，单
数 - muhafazah）; Al Hasakah，Al Ladhiqiyah（拉塔基亚），Al
Qunaytirah，Ar Raqqah，As Suwayda'，Dar'a，Dayr z Zawr，
Dimashq（大马士革），Halab，Hamah，Hims（霍姆斯），
Idlib，Rif Dimashq（大马士革农村）， Tartus。关于叙利亚的
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石油，纺织品，食品加工，饮
料，烟草，磷矿开采，水泥，油料粉碎，汽车装配。重要
的农产品是小麦，大麦，棉花，扁豆，鹰嘴豆，橄榄，甜
菜; 牛肉，羊肉，蛋类，家禽，牛奶。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
原油，矿产品，石油产品，水果和蔬菜，棉花纤维，纺织
品，服装，肉类和活动物，，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黎巴嫩
小麦34.6％，约旦11.6％，中国9.4％，土耳其8.2％，伊拉



克7.7％，突尼斯4.9％（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
械和运输设备，电力机械，食品和畜牧业，金属和金属
制品，化学和化学制品，塑料，纱线，，最重要的进口商
品是俄罗斯22％，土耳其20％，中国11.3％（2016年）。 叙
利亚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
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2,900 (2015 估
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
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
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
的人口：82.5% (2014 估计)。

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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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台湾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台湾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台湾。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台湾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台湾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台湾？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台湾最初由南

岛人民居住，成为明末（17世纪）开始的汉人移民家园。
1895年，军事失败迫使中国清朝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后
来统治了台湾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受到中国
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的控制。随着1949年中国内战
的共产主义胜利，国民党控制的中华民国政府和200万
民族主义者逃到台湾，并依据1947年宪法为所有人制定
了自称是大陆和台湾的合法政府的中国。然而直到1987
年，国民党政府才根据1948年的内战戒严法宣布统治台
湾。从七十年代开始，民族主义当局逐渐开始将当地人
纳入地方一级以外的执政结构。20世纪80年代民主化进
程迅速扩大，导致当时1986年台湾第一反对党（民进党
或民进党）非法成立，并于次年解除戒严。台湾在1992年
举行了立法选举，这是四十多年来的第一次，也是在
1996年的第一次直接总统选举。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
中，台湾因国民党输给民进党而首次实现了和平权力的
转移，之后又经历了两次额外的民主在2008年和2016年
进行权力转移。整个这个时期，该岛蓬勃发展，成为东
亚经济的“猛虎组织”之一 随着两岸关系的成熟，2000年
成为大陆的主要投资者。主要的政治问题仍然是经济改
革和增长，以及管理台湾和中国之间的敏感关系。

地理台湾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台湾？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菲律宾以北，菲律宾以北，中国东南沿海
的东海，菲律宾海，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 台湾的总面

积是35,980 km2，其中32,260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
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东部三分之
二多数崎岖的山脉; 平缓地在西部平原上平原。 台湾的
最低点是0米，最高点是余山3,952米。气候是; 海洋; 西
南季候风期间（6月至8月）雨季; 持久和广泛的云量都推
倒。

居民台湾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台湾中。号码是：

23,508,428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超过95％的汉族人（包括占台湾人口约70％的
Hoklo，来自中国大陆的客家人和其他团体），2.3％土着
马来人 - 波利尼西亚人。 台湾中的语言是什么？ （普通
话），台湾人（民），客家方言。和宗教：佛教占35.3％，道
教占33.2％，基督教占3.9％，道教或儒家民间宗教约占
10％，没有或未具体说明18.2％（2005年预测）40.7。平均
年龄是多少岁？ 40.7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
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
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80.2 年。人们
住在台湾的地方？这里：分布呈周边沿海居住模式，北



部和西部沿海最大的人口。 台湾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台
北（首府）266.6万人; 高雄152.3万; 台中122.5万; 台南
815,000（2015年）。

台湾政府和经济
首都台湾是台北和政府类型半总统制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包括台湾主要岛屿加上中国福建省附
近和离岸的小岛屿; 台湾分为13个县（xian，单数和复
数），3个城市（shi，单数和复数），以及直辖行政院的6个
特别市区。关于台湾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电子产
品，通信和信息技术产品，石油精炼，化学品，纺织品，
钢铁，机械，水泥，食品加工，车辆，消费品，药品等。重
要的农产品是大米，蔬菜，水果，茶叶，鲜花; 猪，家禽;
鱼类。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半导体，石化，汽车/汽车零
部件，船舶，无线通信设备，平板显示器，钢铁，电子，
塑料，计算机，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最重
要的进口商品是石油/石油，半导体，天然气，煤炭，钢
铁，计算机，无线通信设备，汽车，纺织品，最重要的进
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 台湾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
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49,8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平均
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5% (2012
估计)。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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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塔吉克斯坦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塔吉克斯坦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塔吉克斯坦。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塔吉克斯坦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塔吉克斯坦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塔吉克斯坦？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塔吉克

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受到俄罗斯
统治，但在1917年革命之后，俄罗斯对中亚的控制力减
弱。本土游击队（称为“巴斯马奇”）激烈地争夺布尔什维
克对该地区的控制，直到该地区尚未完全恢复1925年。
塔吉克斯坦于1924年在乌兹别克斯坦首次成立为自治共
和国，但苏联于1929年将塔吉克斯坦指定为独立共和
国，并将其转移到今天的大部分今日苏格特省。乌兹别
克族在塔吉克斯坦形成了大量少数民族，塔吉克族在乌
兹别克斯坦是少数民族。1991年塔吉克斯坦在苏联解体
后独立，1992年至1997年在地区派系之间发生内战。塔
吉克斯坦自2010年以来经历了若干国内安全事件，包括
政府军与拉什特山谷当地强人之间的武装冲突，政府军
与戈尔诺 - 巴达赫尚自治州的犯罪集团之间的武装冲
突。2015年9月，政府安全部队拒绝了国防部一位前高级
官员的袭击。在内战期间执政的埃莫马利拉赫蒙总统利
用这些袭击来禁止塔吉克斯坦的主要反对派政党。2016
年5月，拉赫蒙通过公民投票批准的宪法修正案，将自己
指定为“国家领导人”，拥有无限期限和终生豁免权，进
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公投还将总统竞选所需的最低
年龄从35岁降至30岁，这将使拉蒙的儿子Rustam Emomali
有资格在2020年竞选总统。该国仍然是前苏联领域最穷
的国家。2013年3月，塔吉克斯坦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然
而，塔吉克斯坦经济继续面临重大挑战，包括依赖在俄
罗斯工作的塔吉克人的汇款，普遍的腐败和阿富汗邻国



的鸦片贸易。
地理塔吉克斯坦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塔吉克斯
坦？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中亚，中国的西部，南部吉尔吉

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的总面积是144,100 km2，其中

141,510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
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在北部的横向阿拉姆山脉和东南
部的帕米尔高原主要由帕米尔山脉山区控制; 西部费尔
干纳盆地的北部，Kofarnihon和瓦赫什山谷西南。 塔吉克
斯坦的最低点是锡尔河（锡尔河）300米，最高点是Qullai
Ismoili索莫尼7495米。气候是中纬度大陆，夏季炎热，冬
季温和;。

居民塔吉克斯坦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塔吉克斯坦中。号码是：

8,468,555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塔吉克84.3％，乌兹别克13.8％（包括LAKAI，
Kongrat，Katagan，Barlos，余德耀），其他2％（包括吉尔吉
斯斯坦，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塔塔尔，阿拉伯）（2010年
估计）。 塔吉克斯坦中的语言是什么？ 塔吉克（官方），
俄罗斯政府和商界广泛使用。和宗教：逊尼穆斯林85％，
什叶派穆斯林5％，其他10％（2003 est。）24.5。平均年龄



是多少岁？ 24.5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
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
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68.1 年。人们住在
塔吉克斯坦的地方？这里：该国人口集中在较低海拔，
可能多达90％的人生活在山谷中; 从东到西总体密度增
加。 塔吉克斯坦的主要城市地区是：杜尚别（首都）
822,000（2015）68 .1。

塔吉克斯坦政府和经济
首都塔吉克斯坦是杜尚别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2个省（viloyatho，singular-viloyat），
1个自治省（viloyati mukhtor），1个首都地区（viloyati
poytakht）和1个被称为共和国政府下辖区的地区; 杜尚
别，哈特隆州（库尔干秋别），Kuhistoni Badakhshon [戈尔
诺-巴达赫尚（霍罗格），Nohiyahoi Tobei Jumhuri，索格特
州（苦盏）。关于塔吉克斯坦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
铝，水泥，植物油。重要的农产品是棉花，谷物，水果，
葡萄，蔬菜; 牛，绵羊，山羊。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铝，电
力，棉花，水果，植物油，纺织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
土耳其27.8％，俄罗斯15.6％，中国14.7％，瑞士9.8％，
伊朗6.5％，阿尔及利亚6.5％，意大利5.8％（2016年）。最
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石油产品，氧化铝，机械和设备，食
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俄罗斯31.2％，中国13.9％，哈
萨克斯坦12.8％，乌兹别克斯坦5.2％，伊朗
5.1％（2016）。 塔吉克斯坦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
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3,1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31.5% (2016 估计)。
塔吉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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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坦桑尼亚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坦桑尼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坦
桑尼亚的国旗开始：
 

坦桑尼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坦桑尼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960年代

初英国独立后不久，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合并成立1964
年的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一党统治于1995年结束，自
1970年代以来在该国举行了第一次民主选举。自1995年
以来，桑给巴尔的半自治地位和民众反对派导致了四次
有争议的选举，尽管国际观察员声称投票违规，但执政
党获胜。

http://mapsguides.com/


地理坦桑尼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坦桑尼亚？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东非，与印度洋接壤，位于肯尼亚和

莫桑比克之间。 坦桑尼亚的总面积是947,300 km2，其中

885,80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
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平原的温带不等; 中央高
原; 南北高。 坦桑尼亚的最低点是印度洋0米，最高点是
乞力马扎罗山58.95米（非洲最高点）。气候是从沿海的热
带到沿着海岸高原。

居民坦桑尼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坦桑尼亚中。号码是：

53,950,935。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里？ 大陆 -
非洲99％（其中95％是由130多个部落组成的班图），其
他1％（包括亚洲，欧洲和阿拉伯）; 桑给巴尔 - 阿拉伯，
非洲，阿拉伯和非洲混合。 坦桑尼亚中的语言是什么？
基斯瓦希里或斯瓦希里语（官方），Kiunguja（桑给巴尔斯
瓦希里语名），英语（官方，商业，管理和高等教育的主
要语言），阿拉伯语（在桑给巴尔广泛使用），许多当地语
言。和宗教：基督教61.4％，穆斯林35.2％ ，民间信仰
1.8％，其他0.2％，无党派1.4％。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17.7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



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
（出生时）是多少？这个：62.6 年。人们住在坦桑尼亚的
地方？这里：，东非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 人口分布极
不平衡，但在北半部和东部沿海地区，人口聚集较多。
坦桑尼亚的主要城市地区是：DAR ES Salaam（首都）
511.6万人; 姆万扎838,000（2015年）。

坦桑尼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坦桑尼亚是多多马（立法机构），达累斯萨拉姆

（行政首都）; 注 - 多多马于1996年被指定为国家首都，
并担任国民议会的会议地点; 达累斯萨拉姆仍然是事实
上的首都，该国最大的城市和商业中心，以及行政分支
机构和外交代表处; 政府认为它将在2020年之前完成行
政部门向多多马的转移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们来
看看行政区划 - 30个地区; 阿鲁沙，达累斯萨拉姆，多多
马，盖塔，伊林加，卡格拉，卡斯卡齐尼潘巴（北奔巴），
卡斯卡齐尼翁古贾（北桑给巴尔），卡塔维，基戈马，乞
力马扎罗，库西尼彭巴（南部彭巴），库西尼翁古贾（桑给
巴尔中南部），。关于坦桑尼亚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
是农业加工（糖，啤酒，香烟，剑麻麻线）; 采矿（钻石，金
和铁），盐，苏打灰; 瑞士15.1％，印度13.8％，南非
12.4％，中国7％，肯尼亚6.2％，水泥，炼油，鞋子，服
装，木制品，肥料。重要的农产品是咖啡，剑麻，茶，棉
花，除虫菊（由菊花制成的杀虫剂），腰果，烟草，丁香，
玉米，小麦，木薯（木薯，木薯），香蕉，水果，蔬菜; 牛，
羊，山羊。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金，咖啡，腰果，，最重
要的出口商品是，刚果民主共和国5.7％，比利时
5.6％（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消费品，机械和运
输设备，工业原料，，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原油



20.7％，印度18.1％，阿联酋7.5％，南非6％，日本4.7％（
2016）。 坦桑尼亚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
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
$3,3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
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
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
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2.8% (2015 估计)。

坦桑尼亚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泰国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泰国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泰国。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泰国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泰国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泰国？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统一的泰国王

国建于14世纪中叶。直到1939年才被称为暹罗，泰国是
唯一一个从未被欧洲大国殖民过的东南亚国家。1932年
一场无血的革命导致了君主立宪制的建立。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与泰国结盟后，泰国于1954年成为美国条约盟
国，之后向越南派遣部队并随后与美国并肩作战。泰国
自2005年以来经历了几轮政治动荡，其中包括2006年发
生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当时的总理他信Chinnawat，随后
在2008年，2009年和2010年通过竞争政治派别进行大规
模街头抗议。他信最小的妹妹Yinglak Chinnawat，在2011
年率领Puea泰国党赢得了选举胜利并接管了政府。针对
参与街头抗议活动的个人的一项大赦法案在最后时刻发
生了变化，包括所有针对他信的所有政治罪行 - 包括对
他信的所有定罪 - 从2013年11月起在曼谷引发了数月的
大规模反政府抗议。2014年5月初， Yinglak被宪法法院撤
职，2014年5月下旬，泰国皇家陆军将军Payut Chan-Ocha
领导的皇家泰国军队对看守政府发动政变。2014年8月，
Prayut被任命为总理。临时军政府创建了几个临时机构
来推动改革并起草一部新宪法，该宪法于2016年8月在
全民公决中通过。选举暂定于2018年底举行。2016年10
月，Phumiphon Adunyadet国王逝世70年后去世; 他唯一的
儿子，Wachiralongkon Bodinthrathepphayawarangkun于2016
年12月登基。他于2017年4月签署了新宪法。泰国在南部
的马来穆斯林多数省份也遭受了与种族民族主义暴乱相



关的暴力事件。自2004年1月以来，数千人在叛乱中遇难
并受伤。

地理泰国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泰国？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东南亚，与安达曼海和泰国湾接壤，缅甸

东南部。 泰国的总面积是513,120 km2，其中510,890 km2

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
国的地形？这样：中部平原; 东部的Khorat高原; 其他山
区。 泰国的最低点是湾0米，最高点是茵他农2565米。气
候是; 多雨，温暖，多云西南季风（5月中旬至9月）; 干
燥，凉爽的东北季候风（11月至3月中旬）; 南部峡谷总是
炎热潮湿的。

居民泰国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泰国中。号码是：

68,414,135。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里？ 泰国
人97.5％，缅甸人1.3％，其他1.1％，。 泰国中的语言是
什么？ 泰国非官方人士90.7％，缅甸人1.3％ ，其他
8％。和宗教：佛教徒94.6％，穆斯林4.3％，基督教1％，
其他。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7.7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
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
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
74.9 年。人们住在泰国的地方？这里：曼谷及周边地区



人口密度最高; 在曼谷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曼谷北部和
东北部以及。 泰国的主要城市地区是：曼谷（首都）的最
南部地区发现了重要的人口聚集区，共有927万人;
Samut Prakan 181.14万（2015）。

泰国政府和经济
首都泰国是曼谷和政府类型君主立宪制; 注 - 自2014

年5月以来，临时军事附属政府。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76个省（长沙，单数和复数）和1个直辖市（玛哈那空）; 曼
谷Charoen，Ang Thong，Bueng Kan，Buri Ram，
Chachoengsao，Chai Nat，Chaiyaphum，Chanthaburi，清迈，
清莱，Chon Buri，Chumphon，Kalasin，Kamphaeng Phet，
Kanchanaburi，Khon Kaen，Krabi，Krung Thep（曼谷），南
邦，Nakhon Ratchasima，Nakhon Swan，Nakhon Si
Thammarat，Nan，Narathiwat，Nong Bua Lamphu，Nong
Khai，Nonthaburi，南邦府，Nakhon Ratchasom，巴吞他尼，
Phangnga，Phatthalung，Phayao，Phetchabun，Phetchaburi，
Phichit，Phitsanulok，Phra Nakhon Si Ayutthaya，Phrae，普吉
岛，Prachin Buri，Prachuap Khiri Khan，Ranong，Ratchaburi，
Rayong，Roi Et，Sa Kaeo，Sakon Nakhon， Samut Prakan，
Samut Sakhon，Samut Songkhram，Saraburi，Satun，Sing
Buri，Si Sa Ket，宋卡，。关于泰国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
品是旅游，纺织服装，农产品加工，饮料，烟草，水泥，
珠宝电器，计算机及零部件，集成电路，家具，塑料，汽
车及汽车零部件，农业机械，空调制冷，陶瓷，铝，化
学，环境管理，玻璃，花岗岩和大理石，皮革，机械和金
属加工，石油化工，石油炼制，制药，印刷，纸浆和造
纸，橡胶，糖，稻米，渔业，木薯，世界第二大钨生产商
和第三大锡产量为。重要的农产品是稻米，木薯（木薯，



木薯），橡胶，玉米，甘蔗，椰子，棕榈油，菠萝，家畜，鱼
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汽车及配件，计算机及零
件，首饰和宝石，初级形态乙烯聚合物，精炼燃料，电子
集成电路，化学产品，大米，鱼产品，橡胶制品，糖，木
薯，家禽，机械和零件，铁和钢材及其制品，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美国11.4％，中国11.1％，日本9.6％，香港
5.3％，澳大利亚4.8％，马来西亚4.5％，越南4.4％（2016
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零部件，原油，电机及
零部件，化学制品，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日本
15.8％，美国6.2％，中国21.6％，小麦，棉花，乳制品，钢
铁和制品，电子集成电路，汽车零部件，珠宝包括银条
和金，电脑和零件，家用电器，马来西亚5.6％（2016）。
泰国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
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7,800 (2017 估
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
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
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7.2%
(2015 估计)。

泰国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东帝汶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东帝汶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东帝汶。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东帝汶的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国旗开始：
 

东帝汶 - 概述：
你应该了解东帝汶？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葡萄牙人于

16世纪初开始与帝汶岛贸易，并在本世纪中叶殖民。与
该地区的荷兰人冲突最终导致了1859年的条约，葡萄牙
割让了该岛的西部地区。日本帝国从1942年到1945年占
领了葡萄牙帝汶，但葡萄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
战败后恢复了殖民统治。东帝汶于1975年11月28日宣布
独立于葡萄牙，九天后被印度尼西亚部队入侵并占领。
它于1976年7月作为帝汶帖木儿省（东帝汶）被纳入印度
尼西亚。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一场不成功的和解运动
在此期间，估计有10万到25万人死亡。在1999年8月联合
国监督的全民公决中，东帝汶绝大多数人民投票赞成从
印度尼西亚独立。然而，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由印
度尼西亚军队组织和支持的反独立的帝汶民兵开始了大
规模的焦土活动。这些民兵杀害了约1,400名帝汶人，并
迫使30万人作为难民进入西帝汶。包括住宅，灌溉系
统，供水系统和学校以及该国几乎所有电网在内的大部
分基础设施都遭到破坏。1999年9月20日，澳大利亚领导
的维和部队部署到该国，结束了暴力事件。2002年5月20
日，东帝汶被国际承认为独立国家。2006年，内部紧张
局势威胁到新国家的“ 当一场军事打击导致暴力和法律
秩序崩溃时，他们的安全。应帝力的请求，部署在东帝
汶的澳大利亚领导的国际稳定部队（ISF）和联合国安理
会设立了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Unmit），其中包括一



名超过1600人的授权警察部队。ISF和Unmit恢复了稳
定，允许2007年总统和议会选举在基本和平的气氛中进
行。2008年2月，一个反叛组织对总统和总理进行了一次
不成功的袭击。在这次袭击中，头目被杀，大多数叛乱
分子在2008年4月投降。自从袭击发生以来，政府享有独
立后稳定时间最长的时期之一，

地理东帝汶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东帝汶？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东南亚，澳大利亚西北部，印度尼西亚
群岛东端的小Su他群岛; 注：东帝汶包括帝汶岛的东半
部，帝汶岛西北部的Oecussi（Ambeno）地区以及Pulau
Atauro岛和Pulau Jaco岛。 东帝汶的总面积是14,874 km2，

其中14,874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
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山区。 东帝汶的最低
点是帝汶海，萨武海和班达海0，最高点是米佛霍塔塔迈
劳2,963米。气候是; 炎热，潮湿; 明显的雨季和干季。

居民东帝汶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东帝汶中。号码是：

1,291,358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
谁住在这里？ 南美洲马来群岛（玻利尼西亚语）（包括
Tetun，Mambai，Tokodede，Galoli，Kemak，Baikeno），



Melanesian-Papuan（包括Bunak，Fataluku，Bakasai），中国
少数民族。 东帝汶中的语言是什么？ Tetun Prasa
30.6％，Mambai 16.6％，Makasai 10.5％ Terik 6.1％，
Baikenu 5.9％，Kemak 5.8％，Bunak 5.5％，Tokodede
4％，Fataluku 3.5％，Waima'a 1.8％，Galoli 1.4％，Naueti
1.4％，Idate 1.2％，Midiki 1.2％，其他4.5％。和宗教：
Roman天主教97.6％，新教/福音2％，穆斯林0.2％，其他
0.2％（2015年估计）。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18.9 年。我们
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
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
少？这个：68.4 年。人们住在东帝汶的地方？这里：大部
分人口集中在西部第三的国家，特别是围绕帝的。 东帝
汶的主要城市地区是：DILI（资本）228,000（2014）。

东帝汶政府和经济
首都东帝汶是帝力和政府类型半总统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13个行政区; Aileu，Ainaro，Baucau，
Bobonaro（Maliana），Cova-Lima（Suai），帝力，
Ermera（Gleno），Lautem（洛斯帕洛斯），Liquica，Manatuto，
Manufahi（相同），Oecussi（Ambeno），Viqueque。关于东帝
汶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印花，肥皂制造，手工艺
品，编织布。重要的农产品是咖啡，大米，玉米，木薯（木
薯，木薯）马铃薯，大豆，卷心菜，芒果，香蕉，香草。最
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石油，咖啡，檀香，大理石，最重要的
出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食品，汽
油，煤油，机械，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 东帝
汶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
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5,0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



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
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
口：41.8% (2014 估计)。

东帝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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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多哥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多哥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多哥。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多哥的国旗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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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apsguides.com/


多哥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多哥？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960年，法国

多哥成为多哥。1967年作为军事统治者成立的Gnassingbe
Eyadema将军在近40年的时间里以沉重的手掌统治多
哥。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多党选举，但政府主要
由总统埃亚德马主导，多伊人民党（RPT）的集会自1967
年以来一直持续执政，其后来的共和国联盟在今天的立
法机构中保留了多数席位。2005年2月埃亚德马去世后，
军方安装了总统的儿子福雷纳辛贝，然后在两个月后进
行正式选举。自那时以来的民主成果让多哥在2007年10
月举行了第一次相对自由和公平的立法选举。自2007年
以来，纳辛贝总统通过逐步走向政治和解和民主改革的
道路启动了国家，多哥举行了多次总统和议会选举，国
际观察员普遍认为这是自由和公平的。尽管有这些积极
的举措，但政治和解进展缓慢，许多多哥人抱怨称，诸
如总统任期限制和选举改革等重要政治措施仍未完成，
导致该国政治处于昏迷状态。在国际上，多哥仍然被称
为同一个家族执政五十年的国家。政治和解进展缓慢，
许多多哥人抱怨称，诸如总统任期限制和选举改革等重
要政治措施仍未解决，使该国的政治处于昏迷状态。在
国际上，多哥仍然被称为同一个家族执政五十年的国
家。政治和解进展缓慢，许多多哥人抱怨称，诸如总统
任期限制和选举改革等重要政治措施仍未解决，使该国
的政治处于昏迷状态。在国际上，多哥仍然被称为同一
个家族执政五十年的国家。



地理多哥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多哥？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西非与贝宁湾交界处，贝宁和加纳之间。

多哥的总面积是56,785 km2，其中54,385 km2是土地。 所
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
轻轻滚动热带稀树草原; 中央丘陵; 南部高原; 低海岸平
原，有广泛的泻湖和沼泽。 多哥的最低点是大西洋0，最
高点是米阿瓜山986米。气候是热带; 南部湿热，北部半
干旱地区，北部。

居民多哥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多哥中。号码是：

7,965,055。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在这里？ 非洲
（37个部落;最大和最重要的是埃维，米娜和卡布雷）
99％，欧洲和叙利亚 - 黎巴嫩不到1％。 多哥中的语言是
什么？ 法语（官方，商业语言），埃维和米娜（南部的两
种主要非洲语言），Kabye（有时拼写Kabiye）和
Dagomba（北部两种主要的非洲语言），。和宗教：基督教
29％，穆斯林20％土着信仰51％19.8。平均年龄是多少
岁？ 19.8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65.4 年。人们住在多哥的



地方？这里：人口密度更高的非洲国家之一，大部分人
口居住在农村社区，密度在南部或大西洋沿岸附近最
高。 多哥的主要城市地区是：LOME（资本）956,000（2015
年） ）。

多哥政府和经济
首都多哥是洛美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们来看

看行政区划 - 5个地区（地区，单一地区）; Centrale，卡
拉，海事，高原，Savanes。关于多哥的经济，重要的工业
产品是磷矿开采，农产品加工，水泥，工艺品，纺织品，
饮料。重要的农产品是咖啡，可可，棉花，山药，木薯（木
薯，木薯），玉米，大米，小米，高粱; 家畜; 鱼。最重要的
出口商品是转口贸易，棉花，磷酸盐，咖啡，可可，最重
要的出口商品是贝宁17.5％，布基纳法索15.9％，印度
7.6％，马里7.2％，尼日尔7％ ，科特迪瓦6.1％，加纳
4.8％，尼日利亚4.3％（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
械和设备，食品，石油产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
28.7％，法国8.9％，荷兰4.3％，日本4.2％（2016年）。 多
哥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
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6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
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
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
口：55.1% (2015 估计)。

多哥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東加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東加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東加。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東加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東加 - 概述：
你应该了解東加？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汤加 - 在太平

洋国家中独一无二 - 从未完全失去土着治理。“友好群
岛”群岛于1845年统一成为玻利尼西亚王国。1875年，汤
加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1900年成为英国的保护国; 它
于1970年退出保护国并加入了联邦。汤加仍然是太平洋
地区唯一的君主制国家。

地理東加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東加？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大洋洲，南太平洋群岛，约占夏威夷至新

西兰的三分之二。 東加的总面积是747 km2，其中717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
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大多是平坦的岛屿，石灰岩基岩
由隆起的珊瑚形成; 其他人有石灰石覆盖火山岩。 東加
的最低点是太平洋0米，最高点是花岛上的高炉火山
1046米。气候是; 通过交易风来修改; 温暖的季节（十二
月至五月），凉爽的季节（五月至十二月）。

居民東加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東加中。号码是：106,479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
里？ 同安96.6％，部分汤加1.7％，其他1.7％，未指定



0.03％（2006年预计）。 東加中的语言是什么？ 英语和汤
加87％，汤加（官方）10.7％。和宗教：（包括自由卫斯理
教会37.3％，汤加自由教会11.4％，汤加教会7.2％，东海
岸基督教会2.6％，英国官方1.2％，其他1.1％，未具体说
明0.03％（2006 est。）新教徒64.9％大会2.3％，基督复临
安息日会2.2％，宪法教会汤加0.9％，英国圣公会0.8％
和全福音教会0.2％），摩门教16.8％，罗马天主教
15.6％，其他1.1％，没有0.03％，未具体说明1.7％ （2006
年est。）。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3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
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
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
76.4 年。人们住在東加的地方？这里：超过三分之二的
人口住在汤加塔普岛; 全国171个岛屿中只有45个被占
领。 東加的主要城市地区是：NUKU'Alofa
25,000（2014）。

東加政府和经济
首都東加是Nuku'alofa和政府类型君主立宪制。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五岛师; 'Eua，Ha'apai，Ongo Niua，
Tongatapu，Vava'u。关于東加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
旅游，建筑，钓鱼。重要的农产品是壁球，椰子，椰干，
香蕉，香草豆，可可，咖啡，红薯，木薯，芋头和卡瓦。最
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香蕉，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25.6％，
日本15.1％，新西兰14.3％，美国13.5％，澳大利亚10％，
菲律宾9.4％（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食品，机械
和运输设备，燃料，化学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NZ
35.3％斐济12.1％，新加坡9.3％，中国8.4％，美国8％，
澳大利亚7.6％，日本4.3％（2016年）。 東加的富有多少
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PPP）：$5,6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相当
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
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
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4%
(FY03/04 估计)。

東加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千里達及托巴哥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千里達及托巴哥的地理，居

民，政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
计数据，总览图和千里達及托巴哥。的详细地图。但是，
让我们从千里達及托巴哥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千里達及托巴哥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千里達及托巴哥？让我们从这个开始：首

先被西班牙人殖民化，这些岛屿在19世纪初受英国控
制。1834年奴隶解放后，岛上的制糖业受到了伤害。
1845年至1917年期间，从印度进口的合同工取代了人力
资源，从而推动了糖生产以及可可工业的发展。1910年
在特立尼达发现石油增加了另一个重要出口。独立是在
1962年实现的。该国是加勒比地区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主要归功于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和加工。主要在多巴哥
的旅游业是扩张的目标，并且正在增长。政府正在应对
暴力犯罪的上升。

地理千里達及托巴哥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千里達及托巴
哥？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加勒比海，加勒比海和北大西洋
之间，委内瑞拉东北部。 千里達及托巴哥的总面积是

5,128 km2，其中5,128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
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大多平原有
一些丘陵和低山。 千里達及托巴哥的最低点是加勒比海



0，最高点是米埃尔塞罗德尔阿里波特立尼达的。气候
是; 雨季（六月至十二月）。

居民千里達及托巴哥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千里達及托巴哥中。号

码是：1,218,208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
这里。谁住在这里？ 东印度群岛35.4％，非洲34.2％，其
他15.3％，非洲/东印度群岛7.7％，其他1.3％，未指定
6.2％（2011年预测）。 千里達及托巴哥中的语言是什
么？ 英语官方），特立尼达克里奥尔语英语，托巴哥克
里奥尔语英语，加勒比海印度斯坦语（印地语方言），特
立尼达克里奥尔语法语，西班牙语，中文。和宗教：新教
徒32.1％（五旬节派/福音派/全福音派12％，浸信会
6.9％，英国国教徒5.7％，基督复临安息日会4.1％，长老
会/大会2.5％，其他新教徒0.9％），罗马天主教徒
21.6％，印度教徒18.2％ 5％，耶和华见证人1.5％，其他
8.4％，无2.2％，未具体说明11.1％（2011年预测）。平均
年龄是多少岁？ 36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
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
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3.1 年。人们住
在千里達及托巴哥的地方？这里：特立尼达岛的人口集
中在该岛的西半部，南半部。 千里達及托巴哥的主要城
市地区是：西班牙港（资本）34000（2014）。

千里達及托巴哥政府和经济
首都千里達及托巴哥是西班牙港和政府类型议会制

共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9个地区，3个行政区，2
个城市， 1区。关于千里達及托巴哥的经济，重要的工业
产品是石油和石油产品，液化天然气，甲醇，氨，尿素，



石油和石油产品，液化天然气，甲醇，氨，尿素，钢铁产
品，饮料，谷物和谷类产品，可可，鱼，腌制品，钢铁产
品，饮料，食品加工，水泥，棉纺织品。重要的农产品是
可可，dasheen，南瓜，木薯，西红柿，黄瓜，茄子，辣椒，
pommecythere，椰子水，家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水
果，化妆品，家用清洁剂，塑料包装，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是美国39.2％，阿根廷9.3％（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
是矿物燃料，润滑油，机械，运输设备，制成品，食品，
化学品，活体动物，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美国33.4％，俄
罗斯13.3％，加蓬12.4％中国6.1％（2016）。 千里達及托
巴哥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
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31,200 (2017 估
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
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
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
线以下的人口：20% (2014 估计)。

千里達及托巴哥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突尼西亞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突尼西亞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突尼西亞。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突
尼西亞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突尼西亞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突尼西亞？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法国和意

大利在突尼斯的利益之间的竞争最终导致1881年法国的
入侵和保护国的建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
年中，对独立的鼓动终于成功地说服了法国在1956年承
认突尼斯为独立国家。该国第一任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
建立了严格的一党制国家。他在该国统治了31年，压制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为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无法比拟的
妇女权利。1987年11月，布尔吉巴被撤职离职，并被一个
不流血的政变取代了Zine el Abidine BEN ALI。2010年12
月在突尼斯发生的街头抗议活动因2011年1月高失业
率，腐败，普遍贫困和高粮价而上升，最终导致数百人
死亡。2011年1月14日，同一天BEN ALI解散了政府，他
逃离了该国，到2011年1月底，一个“民族团结政府”成
立。新制宪会议选举于2011年10月下旬举行，12月选举
维权人士Moncef Marzouki为临时总统。大会于2012年2月
开始起草新宪法，并经过多次反复和拖延过渡的长达数
月的政治危机，于2014年1月批准了该文件。2014年底举
行了一次永久政府的议会和总统选举。 Beji CAID
Essebsi当选为该国新宪法下的第一任总统。2016年，新
的团结政府继续寻求平衡政治凝聚力与经济和社会压
力。同一天，本阿里撤销了政府，他逃离了该国，到2011
年1月底，一个“民族团结政府”成立。新制宪会议选举于
2011年10月下旬举行，并于12月选举维权人士Moncef
Marzouki为临时总统。大会于2012年2月开始起草新宪



法，并经过多次反复和拖延过渡的长达数月的政治危
机，于2014年1月批准了该文件。2014年底举行了一次永
久政府的议会和总统选举。 Beji CAID Essebsi当选为该
国新宪法下的第一任总统。2016年，新的团结政府继续
寻求平衡政治凝聚力与经济和社会压力。同一天，本阿
里撤销了政府，他逃离了该国，到2011年1月底，一个“民
族团结政府”成立。新制宪会议选举于2011年10月下旬举
行，并于12月选举维权人士Moncef Marzouki为临时总
统。大会于2012年2月开始起草新宪法，并经过多次反复
和拖延过渡的长达数月的政治危机，于2014年1月批准
了该文件。2014年底举行了永久政府的议会和总统选
举。 Beji CAID Essebsi当选为该国新宪法下的第一任总
统。2016年，新的团结政府继续寻求平衡政治凝聚力与
经济和社会压力。他逃离了该国，并于2011年1月下旬成
立了“民族团结政府”。新制宪会议选举于2011年10月下
旬举行，并于12月选举维权人士Moncef Marzouki为临时
总统。大会于2012年2月开始起草新宪法，并经过多次反
复和拖延过渡的长达数月的政治危机，于2014年1月批
准了该文件。2014年底举行了永久政府的议会和总统选
举。 Beji CAID Essebsi当选为该国新宪法下的第一任总
统。2016年，新的团结政府继续寻求平衡政治凝聚力与
经济和社会压力。他逃离了该国，并于2011年1月下旬成
立了“民族团结政府”。新制宪会议选举于2011年10月下
旬举行，12月选举维权人士Moncef Marzouki为临时总
统。大会于2012年2月开始起草新宪法，并经过多次反复
和拖延过渡的长达数月的政治危机，于2014年1月批准
了该文件。2014年底举行了永久政府的议会和总统选
举。 Beji CAID Essebsi当选为该国新宪法下的第一任总



统。2016年，新的团结政府继续寻求平衡政治凝聚力与
经济和社会压力。已经形成。新制宪会议选举于2011年
10月下旬举行，12月选举维权人士Moncef Marzouki为临
时总统。大会于2012年2月开始起草新宪法，并经过多次
反复和拖延过渡的长达数月的政治危机，于2014年1月
批准了该文件。2014年底举行了永久政府的议会和总统
选举。 Beji CAID Essebsi当选为该国新宪法下的第一任
总统。2016年，新的团结政府继续寻求平衡政治凝聚力
与经济和社会压力。已经形成。新制宪会议选举于2011
年10月下旬举行，12月选举维权人士Moncef Marzouki为
临时总统。大会于2012年2月开始起草新宪法，并经过多
次反复和拖延过渡的长达数月的政治危机，于2014年1
月批准了该文件。2014年底举行了永久政府的议会和总
统选举。 Beji CAID Essebsi当选为该国新宪法下的第一
任总统。2016年，新的团结政府继续寻求平衡政治凝聚
力与经济和社会压力。大会于2012年2月开始起草新宪
法，并经过多次反复和拖延过渡的长达数月的政治危
机，于2014年1月批准了该文件。2014年底举行了永久政
府的议会和总统选举。 Beji CAID Essebsi当选为该国新
宪法下的第一任总统。2016年，新的团结政府继续寻求
平衡政治凝聚力与经济和社会压力。大会于2012年2月
开始起草新宪法，并经过多次反复和拖延过渡的长达数
月的政治危机，于2014年1月批准了该文件。2014年底举
行了永久政府的议会和总统选举。 Beji CAID Essebsi当
选为该国新宪法下的第一任总统。2016年，新的团结政
府继续寻求平衡政治凝聚力与经济和社会压力。Beji
CAID Essebsi当选为该国新宪法下的第一任总统。2016
年，新的团结政府继续寻求平衡政治凝聚力与经济和社



会压力。Beji CAID Essebsi当选为该国新宪法下的第一任
总统。2016年，新的团结政府继续寻求平衡政治凝聚力
与经济和社会压力。

地理突尼西亞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突尼西亞？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北非与地中海接壤，位于阿尔及利亚

和利比亚之间。 突尼西亞的总面积是163,610 km2，其中

155,360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
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北部南部山区的沙漠; 热，干燥的
中央平原; 半干旱的南部地区融入撒哈拉沙漠。 突尼西
亞的最低点是Shatt al Gharsah -17米，最高点是Jebel ech
Chambi 1544米。气候是，冬季温和多雨，夏季炎热干
燥;。

居民突尼西亞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突尼西亞中。号码是：

11,403,800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阿拉伯98％，欧洲1％，犹太人和其他1％。 突
尼西亞中的语言是什么？ 阿拉伯语（官方，商业的语言
之一），法语（商业），柏柏尔人（柏柏尔语）。和宗教：穆
斯林（官方;逊尼派）99.1％，其他（包括基督教，犹太人，
什叶派穆斯林和巴哈伊）1％。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1.6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
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
时）是多少？这个：75.7 年。人们住在突尼西亞的地方？
这里：，绝大多数人口位于该国的北半部; 南方在很大程
度上仍然人口稀少。 突尼西亞的主要城市地区是：突尼
斯（资本）1993000（2015）。

突尼西亞政府和经济
首都突尼西亞是突尼斯和政府类型议会制共和国。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24省（wilayat，singular - wilayah）;
比亚（Bajah），本艾鲁斯（Bin'Arus），比塞大（Banzart），加
贝斯（Qabis），加夫萨（Qafsah），温杜巴（Jundubah），凯鲁
万（Al Qayrawan），卡塞林（卡斯兰），凯比利（基比利），
凯夫（Al Kaf），L'Ariana（Aryanah），Mahdia（Al Mahdiyah），
Manouba（Manubah），Medenine（Madanin），Monastir（Al
Munastir），Nabeul（Nabul），Sfax（Safaqis），Sidi Bouzid（Sidi
Bu。关于突尼西亞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石油，采
矿（特别是磷酸盐，铁矿石），旅游，纺织品，鞋类，农业
综合企业，饮料。重要的农产品是橄榄，橄榄油，谷物，
西红柿，柑橘类水果，甜菜，红枣，杏仁; 牛肉，乳制品。
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服装，半成品和纺织品，农产品，
机械产品，磷酸盐和化学品，碳氢化合物，，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是法国30.1％，意大利19.3％，德国10.7％，西班
牙5.2％，利比亚4.3％（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纺
织品，机械和设备，碳氢化合物，化学品，食品，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法国18％，意大利14.8％，中国8％，德国
7.3％，西班牙4.3％，阿尔及利亚4.1％（2016）。 突尼西
亞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
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2,000 (2017 估



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
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
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5.5%
(2010 估计)。

突尼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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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土耳其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土耳其。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土耳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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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开始：
 

土耳其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土耳其？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现代土耳其

于1923年由被击败的奥斯曼帝国的残余成立，由民族英
雄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创立，后来被授予阿
塔图尔克或“土耳其之父”称号。在他的领导下，该国通
过了激进的社会，法律和政治改革。经过一段时间的一
党统治之后，多党政治的实验导致了1950年反对派民主
党的大选胜利和和平权力的转移。自那以后，土耳其的
政党成倍增加，但民主由于不稳定和军事政变（1960年，
1971年，1980年）而断裂，最终导致正式的政治权力恢复
平民。1997年，军方再次帮助工程师驱逐了当时的伊斯
兰教政府 - 被普遍称为“后现代政变”。2016年7月，土耳
其武装部队发动了一次政变。1974年土耳其在塞浦路斯
进行军事干预，以防止希腊占领该岛，并一直担任土耳
其仅承认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守护国。由美
国指定的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库尔德工人党）于1984
年开始的分裂主义叛乱一直主导着土耳其安全部队的注
意力，并夺去了4万多人的生命。2013年，土耳其政府和
库尔德工人党进行了旨在结束暴力的谈判，但2015年恢
复了激烈的战斗。土耳其于1945年加入联合国，并于
1952年加入北约组织。1963年，土耳其成为欧洲共同体
的准会员; 它于2005年开始加入欧盟。过去十年来，经济
改革加上一些政治改革，促成了经济增长，尽管近年来
经济增长放缓。从2015年到2016年，土耳其目睹了恐怖



主义暴力事件的增加，其中包括在土耳其安卡拉，伊斯
坦布尔和整个库尔德东南部地区的主要袭击事件。2016
年7月15日，土耳其武装部队的分子试图发动政变，最终
因广泛的民众抵抗而失败。当土耳其公民被迫上街迎战
政变力量时，超过240人丧生，2000多人受伤。作为回
应，土耳其政府当局因涉嫌与未遂政变有关而逮捕，中
止或解散了超过10万名保安人员，记者，法官，学者和
公务员。政府指责追随伊斯兰跨国宗教和社会运动，据
称煽动失败的政变，并指定追随者为恐怖分子。政变失
败后，土耳其政府于2016年7月提出紧急状态，并延长至
2017年7月。土耳其政府于2017年4月16日举行全民投
票，实施后将土耳其从议会改为总统制。

地理土耳其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土耳其？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欧洲东南部和西南亚（博斯普鲁斯海峡
以西的土耳其部分地区是欧洲的一部分），与保加利亚
和格鲁吉亚之间的黑海接壤，与希腊和叙利亚之间的爱

琴海和地中海接壤。 土耳其的总面积是783,562 km2，其

中769,632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
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高级的中央高原（安纳托
利亚）; 狭窄的沿海平原; 几个山脉。 土耳其的最低点是
地中海0，最高点是米阿拉拉特山5,137米。气候是温带;



炎热干燥的夏季，温和湿润的冬季; 更。

居民土耳其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土耳其中。号码是：

80,845,215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个国家是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国家之一。谁住在这里？ 土耳其70-75％，库尔德
19％，其他少数民族7-12 ％（2016年est。）。 土耳其中的
语言是什么？ 土耳其（官方），库尔德人，其他少数民族
语言。和宗教：穆斯林99.8％（主要是逊尼派），其他0.2％
（主要是基督教和犹太人）30.9。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0.9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
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
（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5 年。人们住在土耳其的地
方？这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是在西北部博斯普鲁斯海
峡附近发现的，其中20％的人口居住在伊斯坦布尔; 除
安卡拉以外，城市中心仍然很小，分布在安纳托利亚各
地; 存在周边发展的整体模式，特别是西部的爱琴海沿
岸，。 土耳其的主要城市地区是：伊斯坦布尔东南部的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系统1416.4万; 安卡拉（首都）
4.75万; 伊兹密尔304万; 布尔萨192万美元; 阿达纳183万;
加济安泰普152.8万（2015年）。

土耳其政府和经济
首都土耳其是安卡拉和政府类型议会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81个省（iller，singular-ili）; 阿达纳，阿德
亚曼，阿菲扬卡拉希萨，阿格里，阿克萨赖，阿马西亚，
安卡拉，安塔利亚，阿尔达汉，阿尔特温，艾登，巴勒克
埃西尔，巴尔金，蝙蝠侠，贝布尔，比莱吉克，宾格尔，
比特利斯，博卢，布尔杜尔，布尔萨，恰纳卡莱，迪亚巴



克尔，杜兹塞，埃迪尔内，埃拉泽格，埃尔津詹，埃尔祖
鲁姆，埃斯基谢希尔，加济安泰普，吉雷松，古穆萨内，
哈卡莱，哈塔伊，伊格尔，伊斯帕尔塔，伊斯坦布尔，伊
兹密尔（士麦那），卡赫拉曼马拉什，卡拉布克，卡拉曼，
卡尔斯，卡斯塔莫努，开塞利， ，Kirklareli，Kirsehir，
Kocaeli，Konya，Kutahya，Malatya，Manisa，Mardin，
Mersin，Mugla，Mus，Nevsehir，Nigde，Ordu，Osmaniye，
Rize，Sakarya，Samsun，Sanliurfa，Siirt，Sinop，Sirnak，
Sivas，Tekirdag，Tokat ，特拉布宗（特拉布宗），通杰利，
乌沙克，范，亚洛瓦，约兹加特，宗古尔达克。关于土耳
其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纺织品，食品加工，汽车，
电子，开采（煤，铬酸盐，铜，硼），钢，石油，建筑，木
材，Pape的。重要的农产品是烟草，棉花，谷物，橄榄，
甜菜，榛子，豆类，柑橘; 家畜。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服
装，食品，纺织品，金属制品，运输设备，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德国9.8英国8.2％，伊拉克5.4％，意大利5.3％，
美国4.7％，法国4.2％（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
械，化学品，半成品，燃料，运输设备，最重要的进口商
品是中国12.8％，德国10.8％，俄罗斯7.6％，美国5.5％，
意大利5.2％（2016年）。 土耳其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
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PPP）：$26,5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在这
里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1.9% (2015
估计)。

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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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库曼斯坦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土库曼斯坦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土库曼斯坦。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土库曼斯坦的国旗开始：
 

土库曼斯坦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土库曼斯坦？让我们从这个开始：现在的

土库曼斯坦覆盖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文明交汇处的
领土。该地区由古代各种波斯帝国统治，并被亚历山大
大帝，穆斯林军队，蒙古人，突厥战士以及最终俄国人
征服。在中世纪时期，梅尔夫（位于今玛丽省）是伊斯兰
世界的重要城市之一，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19
世纪后期，俄罗斯加入了土库曼斯坦，后来在中亚的反

http://mapsguides.com/


布尔什维克运动中占据显着地位。1924年，土库曼斯坦
成为苏维埃共和国; 它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取得了独立
性。广泛的碳氢化合物/天然气储量尚未得到充分利用，
已开始改变该国。土库曼斯坦政府正在扩大其提取和交
付项目，并试图使其天然气出口路线多样化，超越俄罗
斯的管道网络。2010年，将土库曼斯坦天然气运往中国
和伊朗北部的新天然气出口管道开始运营，有效地结束
了俄罗斯对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出口的垄断。2016年，俄
罗斯和伊朗停止从土库曼斯坦购买天然气，使中国成为
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的唯一买方。生命总统萨普尔穆拉特
尼亚佐夫于2006年12月去世，土库曼斯坦于2007年2月
举行了第一次多候选人总统选举。尼亚佐夫领导的副内
阁主席古尔班盖利贝尔迪穆哈梅托成为该国的新总统。
他在2012年再次当选，并在2017年再次当选，在两次选
举中都有超过97％的选票，被广泛认为是不民主的选
举。

地理土库曼斯坦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土库曼斯
坦？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与伊朗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里海

接壤的中亚。 土库曼斯坦的总面积是488,100 km2，其中

469,93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
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平原至滚动沙漠，南部有



沙丘上升; 沿伊朗边界的低山; 边界西部的里海。 土库曼
斯坦的最低点是Vpadina Akchanaya -81米（Sarygamysh
Koli是土库曼斯坦北部的一个湖泊，水位在Vpadina
Akchanaya的海拔上下波动，湖泊已经下降到低至-110
米），最高点是Gora Ayribaba 3,139米。气候是亚热带沙
漠。

居民土库曼斯坦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土库曼斯坦中。号码是：

5,351,277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土库曼85％，乌5％，俄罗斯4％，其它
6％（2003）。 土库曼斯坦中的语言是什么？ 土库曼（官
方）72％，俄罗斯12％，乌9％，其它7％。和宗教：穆斯林
89％，东正教9 ％，未知2％27.9。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7.9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
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
（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0.4 年。人们住在土库曼斯坦
的地方？这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是南部，东部和东北
部的绿洲; 约50％的人口居住在。 土库曼斯坦的主要城
市地区是：阿什哈巴德首府阿什哈巴德（首都）
746,000（2015年）。

土库曼斯坦政府和经济
首都土库曼斯坦是阿什哈巴德（阿什哈巴德）和政府

类型总统共和国; 专制的。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5个省
（welayatlar，奇- welayat）和1名独立的城市：阿哈尔
Welayaty（游记），阿什哈巴德，巴尔干Welayaty（巴尔坎纳
巴德），达沙古兹Welayaty，列巴普Welayaty（土库曼纳巴
德），玛丽Welayaty。关于土库曼斯坦的经济，重要的工业



产品是天然气，石油，石油产品，纺织品，食品加工。重
要的农产品是棉花，谷物，甜瓜; 家畜。最重要的出口商
品是天然气，原油，石化，纺织，棉花fibe，最重要的出口
商品是中国70％，土耳其5.3％，意大利5.3％，阿富汗的
4.5％，俄罗斯4.1％ （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
械和设备，化学品，食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土耳其
26.4％，俄罗斯10.5％，日本8.6％，德国8.2％，韩国
7.8％，中国7.2％，意大利5.2％（2016年）。 土库曼斯坦
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
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8,700 (2017 估计)。
这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
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0.2% (2012
估计)。

土库曼斯坦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地

理，居民，政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
的统计数据，总览图和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详细地
图。但是，让我们从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让我们从这个开

始：直到1962年，这些岛屿才成为英国牙买加殖民地的
一部分，当时他们在牙买加独立时承担了独立王位殖民
地的地位。巴哈马的州长负责监督从1965年到1973年的
事务。随着巴哈马独立，这些岛屿在1973年获得了独立
的州长。尽管1982年达成了独立，但政策被扭转，岛屿
仍然是英国的海外领土。大特克岛在2017年9月22日遭
受玛丽亚飓风的严重破坏，导致权力和通信损失，以及
住房和企业受损。

地理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特克斯和
凯科斯群岛？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北大西洋的两个岛屿
群，巴哈马东南部，海地北部。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

总面积是948 km2，其中948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
相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低平
坦的石灰石; 广阔的沼泽和红树林沼泽。 特克斯和凯科
斯群岛的最低点是加勒比海0 米普罗维登夏莱斯，最高
点是蓝山和东凯科斯岛火烈鸟岛48米。气候是; 海洋; 以
贸易风为主; 阳光充足，相对干燥。

居民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中。号码是：52,570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
在这里。谁住在这里？ 黑色87.6％，白色7.9％，混合
2.5％，东印度群岛1.3％，其他0.7％（2006）。 特克斯和
凯科斯群岛中的语言是什么？ 英语（官方） ）。和宗教：
新教72.8％（浸信会35.8％，上帝教会11.7％，圣公会
10％，卫理公会9.3％，基督复临安息日会6％），罗马天
主教徒11.4％，耶和华见证人1.8％，其他14％。平均年龄
是多少岁？ 33.3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
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
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80 年。人们住在特
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地方？这里：三十个岛屿中有八个
是有人居住的; 普罗维登西亚莱斯岛是人口最多，但人
口最密集的地区是大特克斯。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主
要城市地区是：大城市（首都）5,000（2014年）。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政府和经济
首都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是大特克（Cockburn Town）

和政府类型议会民主（议会大厦）; 英国自治海外领土。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无（英国。关于特克斯和凯科斯
群岛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旅游，离岸金融服务。
重要的农产品是玉米，豆类，木薯（木薯，木薯），柑橘类
水果; 鱼类。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龙虾，干鲜海螺，海螺
壳，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最重要的进口商
品是食品和饮料，烟草，服装，制造业，建筑材料，最重
要的进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富
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
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29,100 (2007 估计)。 这意
味着生活水平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



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
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
人口：未知%。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圖瓦盧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圖瓦盧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圖瓦盧。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圖瓦盧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圖瓦盧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圖瓦盧？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974年，吉

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的英国殖民地内的种族差异导致埃
利斯群岛的波利尼西亚人投票同吉尔伯特群岛的密克罗
尼西亚人分居。次年，埃利斯群岛成为英国独立的图瓦
卢殖民地。独立于1978年获得批准。2000年，图瓦卢在
12年期间以5000万美元的特许权使用费协商出租其互联
网域名“.tv”的合同。该协议随后进行了重新谈判，但细
节未披露。

地理圖瓦盧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圖瓦盧？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大洋洲，由南太平洋九个珊瑚环礁组成
的岛屿群岛，距夏威夷至澳大利亚大约一半。 圖瓦盧的

总面积是26 km2，其中26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
当小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低洼狭
窄的珊瑚环礁。 圖瓦盧的最低点是太平洋0米，最高点
是未命名的地点5米。气候是热带; 受东风影响（3月至11
月）; 西风和大雨（11月至3月）。

居民圖瓦盧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圖瓦盧中。号码是：

11,052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波里尼西亚人96％，密克罗尼西亚人4％。
圖瓦盧中的语言是什么？ 图瓦卢人（官方），英文（官
方），萨摩亚人，基里巴斯人（Nui岛上）。和宗教：新教
98.4％（图瓦卢教会（公理会）97％，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议
1.4％），巴哈'我1％，其他0.6％。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5.7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
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
（出生时）是多少？这个：66.9 年。人们住在圖瓦盧的地
方？这里：超过一半人口居住在Funafuti。 圖瓦盧的主要
城市地区是：Funafuti（首都）的环礁6000（2014）。

圖瓦盧政府和经济
首都圖瓦盧是Funafuti; 注意 - 首都是大约29个小岛的

环礁; 行政办公室位于Fongafale岛和政府类型在君主立
宪制下出生/女性（2017年）的议会民主（议会大厦）的儿
童; 英联邦境界。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7岛议会和1个
市议会的Vaiaku村;。关于圖瓦盧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
品是捕捞。重要的农产品是椰子; 鱼类。最重要的出口商
品是椰干，，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24.8％，新加坡18.8％，尼日利亚17.3％，斐济14.5％，
美国6％（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食品，动物，矿
物燃料，机械，制成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新加坡
51.3％，新西兰9.4％，澳大利亚8.6％，美国6.8％，日本
6.1％，斐济5.9％（2016年）。 圖瓦盧的富有多少以及这
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PPP）：$3,8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
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
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6.3% (2010 估



计)。
圖瓦盧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乌干达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乌干达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乌干达。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乌干达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乌干达 - 概述：
你应该了解乌干达？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英国为划定

乌干达而创建的殖民边界将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和文化
的族群聚集在一起。这些分歧使1962年独立后成立的政
治共同体复杂化。独裁政权伊迪阿明（1971-79）造成约
30万对手死亡。米尔顿奥博特（Milton Obote）（1980-85）
下的游击战争和侵犯人权行为声称至少还有10万人丧
生。约韦里穆塞韦尼自1986年以来的统治为乌干达带来
了相对稳定和经济增长。2005年的宪法公民投票取消了
对多党政治的19年禁令。2017年12月，议会批准取消总
统年龄限制。

地理乌干达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乌干达？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东非中部，肯尼亚西部，刚果民主共和

国东部。 乌干达的总面积是241,038 km2，其中197,100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
的地形？这样：高原，山脉边缘。 乌干达的最低点是艾
伯特尼罗河614，最高点是米斯泰利山上的玛格丽特峰
5,110米。气候是; 一般多雨，有两个旱季（十二月至二



月，六月至八月）; 东北部的半干旱。

居民乌干达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乌干达中。号码是：

39,570,125。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里？ 巴统
达16.5％，Banyankole 9.6％，Basoga 8.8％，Bakiga 7.1％，
Iteso 7％，Langi 6.3％，Bagisu 4.9％，Acholi 4.4％，Lugbara
3.3％，其他32.1％（2014 est。）。 乌干达中的语言是什
么？ 英语（官方语言，在法学院，大多数报纸和一些广
播节目中使用），Ganda或Luganda（最广泛使用的尼日尔
- 刚果语言，首选母语出版物并可在学校教书），其他尼
日尔 - 刚果语言，尼罗撒哈拉语言，斯瓦希里语，阿拉
伯。和宗教：新教徒45.1％（圣公会32.0％，五旬节派/再
次出生/福音派11.1％，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7％，浸信
会.3％），罗马天主教徒39.3％，穆斯林13.7 ％，其他
1.6％，无0.2％（2014年预测）。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15.8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
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
时）是多少？这个：55.9 年。人们住在乌干达的地方？这
里：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人口密度相对较高; 大部分人
口集中在该国的中部和南部地区，特别是维多利亚湖和
艾伯特湖沿岸; 东北部人口最少。 乌干达的主要城市地
区是：坎帕拉（首都）1936万（2015年）。

乌干达政府和经济
首都乌干达是坎帕拉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121个区和1个首府城市; Abim，
Adjumani，Agago，Alebtong，Amolatar，Amudat，Amuria，
Amuru，Apac，Arua，Budaka，Bududa，Bugiri，Buhweju，



Buikwe，Bukedea，Bukomansimbi，Bukwa，Bulambuli，
Buliisa，Bundibugyo，Bunyangabu，Bushenyi，Busia，
Butaleja， Butambala，Butebo，Buvuma，Buyende，Dokolo，
Gomba，Gulu，Hoima，Ibanda，Iganga，Isingiro，Jinja，
Kaabong，Kabale，Kabarole，Kaberamaido，Kagadi，
Kakumiro，Kalangala，Kaliro，Kalungu，Kampala，Kamuli，
Kamwenge，卡普塞瓦，卡塞塞，卡塔克，Kayunga，基布
尔，基布加，库布库，基鲁韦拉，基隆桑戈，基索罗，
Kitgum，Koboko，Kole，Kotido，Kumi，Kween，
Kyankwanzi，Kyegegwa，Kyenjojo，Kyotera，Lamwo，Lira，
Luuka，Luwero， Lyantonde，Manafwa，Maracha，Masaka，
Masindi，Mayuge，Mbale，Mbarara，Mitooma，Mityana，
Moroto，Moyo，Mpigi，Mubende，Mukono，Nakapiripirit，
Nakaseke，Nakasongola，Namayingo，。关于乌干达的经
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糖加工，酿造，烟草，棉纺织品;
水泥，钢铁产量。重要的农产品是咖啡，茶叶，棉花，烟
草，木薯（木薯，木薯），马铃薯，玉米，小米， ，切花; 牛
肉，山羊肉，牛奶，家禽和鱼。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咖
啡，鱼和鱼制品，茶叶，棉花，花卉，园艺产品; 黄金，最
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肯尼亚20.9％，阿联酋11.2％，卢旺达
9.5％，刚果民主共和国8.9％，意大利4.5％（2016年）。最
重要的进口商品是资本设备，车辆，石油，医疗用品; 谷
物，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17.9％，印度17.2％，阿联
酋9.5％，肯尼亚9.2％，日本5.2％，南非4.5％，沙特阿拉
伯4.4％（2016年）。 乌干达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
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2,4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9.7% (2013 估计)。

乌干达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乌克兰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乌克兰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乌克兰。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乌克兰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乌克兰 - 概述：
你应该了解乌克兰？让我们从这个开始：乌克兰是第

一个东部斯拉夫国家Kyivan Rus的中心，在十世纪和十
一世纪期间，它是欧洲最大和最强大的国家。Kyivan Rus
被干扰性的争吵和蒙古人的入侵削弱，被并入立陶宛大
公国，最终进入波兰立陶宛联邦。基辅罗斯的文化和宗
教遗产为后来几个世纪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
一个新的乌克兰国家，哥萨克Hetmanate，成立于17世纪
中叶，反对波兰人的起义。尽管莫斯科的压力持续不
断，但Hetmanate仍然保持了超过100年的自治。在18世纪
后半叶，大部分乌克兰民族志领土都被俄罗斯帝国所吸
收。1917年沙皇俄国崩溃后，乌克兰取得了短暂的独立
时期（1917-20），但被重新征服并遭受了一场残酷的苏
联统治，该统治制造了两次强制性的饥荒（1921-22和
1932-33），其中800多万人死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德国和苏联的军队造成了700万至800万人死亡。尽管乌
克兰在1991年解体后取得了独立，但由于国家控制和地
方性腐败的传统阻碍了经济改革，私有化和公民自由的
努力，民主和繁荣仍然难以实现。在2004年最后几个月
被称为“橙色革命”的和平群众抗议活动迫使当局推翻一
场操纵性的总统选举，并允许在维克多尤先科领导的改
革派领导人席卷新政权的新的国际监督投票。随后的尤
先科阵营内部争吵使他的竞争对手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在
议会（拉达）选举中复出，于2006年8月成为总理，并于
2010年2月当选总统。2012年10月，乌克兰举行拉达选



举，受到广泛批评西方观察家认为，由于政府资源有利
于执政党候选人，干扰媒体进入和骚扰反对派候选人。
亚努科维奇总统回顾了2013年11月与欧盟的贸易与合作
协议 - 赞成与俄罗斯更紧密的经济关系 - 并随后对学
生，民间社会活动家和其他平民使用武力赞成该协议，
一个月抗议占领了基辅的中央广场。政府' 2014年2月使
用暴力手段打破抗议阵营，导致所有的战斗，数十人死
亡，国际谴责以及总统突然离开俄罗斯。春季的新选举
让亲西方国家总统波罗申科于2014年6月7日就职。亚努
科维奇于2014年2月下旬离开后不久，俄罗斯总统普京
下令入侵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声称该行动是为了保护
居住在那里的俄罗斯族人。两周后，就克里米亚融入俄
罗斯联邦举行了“公民投票”。乌克兰政府，欧盟，美国和
联合国大会（UNGA）对“公投”的谴责是非法的。针对俄
罗斯声称吞并克里米亚的情况，联合国100名成员通过
联合国大会第68/262号决议，拒绝将“公民投票”视为毫
无根据和无效，并确认乌克兰的主权，政治独立，统一
和领土完整。俄罗斯还继续向乌克兰东部两省的所谓分
离主义分子提供人力，资金和物资，导致与乌克兰政府
发生武装冲突。来自乌克兰，俄罗斯和未被承认的分裂
主义共和国的代表于2014年9月签署了“明斯克议定
书”和备忘录以结束冲突。但是，这一协议未能阻止战
斗。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为重新努力
缓解持续的冲突，于2015年2月就实施明斯克协定采取
了一系列后续措施进行谈判。来自乌克兰，俄罗斯，欧
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也定期开会以促进和平协议的执行。
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东部造成的战斗中，超过3.3万平民
被打死或受伤。



地理乌克兰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乌克兰？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位于波兰，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之间的
东欧，西部和俄罗斯东部。 乌克兰的总面积是603,550
km2，其中579,33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
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主要是肥沃的
平原（草原）和高原，只有西部（喀尔巴阡山脉）或克里米
亚半岛最南端的山脉有。 乌克兰的最低点是黑海0，最
高点是米霍拉Hoverla 2,061米。气候是温带大陆; 地中海
仅限于克里米亚南部海岸; 降水不成比例分布，西部和
北部最高，东部和东南部较低; 从黑海的凉爽地区到寒
冷的内陆地区，冬季不等; 温暖的夏季横跨大部分地区，
在南部热的地区。

居民乌克兰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乌克兰中。号码是：

44,033,874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保加利亚0.4％，匈牙利0.3％，罗马尼亚0.3％，
波兰0.3％，犹太0.2％，其他1.8％（2001年）。 乌克兰中
的语言是什么？ 乌克兰（官方）67.5％，俄罗斯（区域语
言）29.6％，其中包括小克里米亚鞑靼 - ，摩尔多瓦/罗马



尼亚语和匈牙利语少数民族）2.9％（2001年）。和宗教：乌
克兰东正教会乌克兰东正教会乌克兰东正教会乌克兰东
正教会乌克兰东正教会乌克兰东正教会莫斯科东正教会
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罗马天主教新教穆斯林犹太人。平
均年龄是多少岁？ 40.6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
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
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2.1 年。人
们住在乌克兰的地方？这里：东部（Donbas）和西部地区
最密集的定居点; 基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
彼得罗夫斯克和敖德萨。 乌克兰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基
辅（首都）29.42万人; 哈尔科夫144.1万人; Odesa 101万;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957,000; 顿涅茨克934,000;
Zaporizhzhya 753,000（2015）。

乌克兰政府和经济
首都乌克兰是基辅（基辅）和政府类型半总统共和

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24个省（oblasti，singular -
oblast），1个自治共和国（avtonomna respublika）和2个具有
州地位的市（mista，singular - misto）; 切尔尼戈夫，切尔诺
夫茨，克里米亚或Avtonomna Respublika Krym（辛菲罗波
尔'），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第聂伯罗），顿涅茨克，伊
万诺 - 弗兰科夫斯克，哈尔科夫，赫尔松，赫梅尔尼茨
基，基洛沃格勒（Kropyvnyts'kyy）， Kyiv，Kyiv，Luhans'k，
L'viv，Mykolayiv，Odesa，Poltava，Rivne，塞瓦斯托波尔，
Sumy，Ternopil'，Vinnytsya，Volyn'（Luts'k），
Zakarpattya（Uzhhorod），Zaporizhzhya，Zhytomy。关于乌克
兰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煤炭，电力，黑色和有色
金属，机械和运输设备，化学品，食品加工。重要的农产
品是谷物，甜菜，葵花籽，蔬菜; 牛奶，。最重要的出口商



品是黑色和有色金属，燃料和石油产品，化学品，机械
和运输设备，食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俄罗斯9.9％ ，
埃及6.2％，波兰6.1％，土耳其5.7％，意大利5.3％，印度
5.2％，中国5.1％（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能源，机
械和设备，化学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俄罗斯13.1％，
中国12％，德国11％，白俄罗斯7.1％波兰6.9％，美国
4.3％（2016）。 乌克兰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
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8,7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4.1% (2010 估计)。

乌克兰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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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地理，

居民，政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
统计数据，总览图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详细地图。
但是，让我们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概述：
你应该了解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让我们从这个开始：

波斯湾沿岸的陆地国家在19世纪的条约中授权英国控制
他们的防务和外交事务。1971年，这些州中的六个 - 阿
布扎比，阿治曼，富查伊拉，阿什沙里卡，Dubayy和Umm
al Qaywayn合并组建阿联酋（阿联酋）。他们于1972年由
Ra's al Khaymah加入。阿联酋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主
要西欧国家的人均GDP相当。三十多年来，石油和全球
金融驱动了阿联酋的经济。然而，在2008 - 09年度，油价
下跌，房地产价格崩溃以及国际银行业危机的共同影响
尤其严重。阿联酋基本上避免了2010-11年在中东其他地
区出现的“阿拉伯之春”骚乱，为了遏制潜在的动荡，政
府宣布了一个多年的1美元。为贫穷的北方酋长国提供
6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积极推动政治改革的倡
导者。阿联酋近年来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除了捐助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以帮助稳定埃及之
外，阿联酋还是美国领导的全球联盟的成员，该联盟击
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的伊斯兰国
和沙特领导的军事联盟伙伴恢复也门政府的运动。

地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中东与阿曼湾和波斯湾接
壤，阿曼与沙特阿拉伯之间。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总面

积是83,600 km2，其中83,600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
个大国。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平坦，荒芜的
沿海平原融入茫茫沙漠的滚动沙丘; 东部山脉。 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的最低点是波斯湾0，最高点是米贾巴尔伊
比尔1527米。气候是沙漠; 东部山区凉爽。

居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

号码是：6,072,475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
口。谁住在这里？ 阿联酋11.6％，南亚59.4％（包括印度
人38.2％，孟加拉国9.5％，巴基斯坦9.4％ ，其他2.3％），
埃及10.2％，菲律宾6.1％，其他12.8％（2015年度）。 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中的语言是什么？ 阿拉伯语（官方），波
斯语，英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和宗教：穆斯林（官方）
76％，基督教9％，其他（主要是印度教和佛教徒，少于
5％的人口包括帕西，巴哈伊，德鲁兹，锡克教，艾哈迈
迪，Ismaili，Dawoodi Bohra穆斯林和犹太人）15％。平均年
龄是多少岁？ 30.3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
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



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7.7 年。人们住
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地方？这里：人口高度集中在穆
桑达姆半岛的东北部; 三大酋长国 - 阿布扎比，迪拜和
沙迦 - 拥有。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主要城市地区是：迪
拜人口总数近85％的人口迪拜241.5万人; 沙迦127.9万;
阿布扎比（首都）114.5万（2015年）。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和经济
首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阿布扎比和政府类型君主

制联邦。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7个酋长国（imarat，
singular - imarah）; 1968年。关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经
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石油和石化产品; 渔业，铝，水
泥，化肥，商业船舶修理，建筑材料，手工艺品，纺织
品。重要的农产品是日期，蔬菜，西瓜; 家禽，鸡蛋，乳制
品; 鱼类。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原油45％，天然气，重新
出口，干鱼，日期（2012年预计），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
印度9.9％，伊朗8.9 ％，日本8.8％，瑞士8.5％，阿曼
5.4％，中国5.1％（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运
输设备，化学品，食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7.4％，
美国6.9％，印度6.8％，德国4.4％（2016年）。 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
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68,2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平均富裕。我们再补充一
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
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9.5% (2003 估计)。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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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顛島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大不列顛島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大不列顛島。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
大不列顛島的国旗开始：
 

大不列顛島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大不列顛島？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英国历

史上在发展议会民主和推进文学和科学方面发挥了主导
作用。大英帝国在19世纪的最高点上，超过了地球表面
的四分之一。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力量在两次世界大
战和爱尔兰共和国退出联盟的过程中严重耗尽。下半场
目睹了帝国和英国的重建成为一个现代和繁荣的欧洲国
家的解体。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北约和
英联邦的创始成员之一，英国奉行全球性的外交政策。

http://mapsguides.com/


苏格兰议会，威尔士国民议会和北爱尔兰议会于1998年
成立。自1973年加入欧盟以来，英国一直是欧盟的积极
成员，尽管它选择留在经济和货币联盟之外。然而，部
分原因是受到布鲁塞尔一个偏僻官僚机构的沮丧和大规
模移民的影响，英国公民于2016年6月23日狭隘地投票
退出欧盟。英国和欧盟目前正在就退出条款进行谈判，
并将在英国计划于2019年3月29日离开欧盟之前讨论他
们未来关系的框架。

地理大不列顛島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大不列顛
島？这个国家的位置是西欧，岛屿 - 包括北爱尔兰岛的
六分之一 - 在北大西洋和北海之间; 法国西北部。 大不

列顛島的总面积是243,610 km2，其中241,930 km2是土
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
地形？这样：大部分是崎岖的山丘和低山; 东部和东南部
的滚动平原。 大不列顛島的最低点是Fens -4米，最高点
是本尼维斯1343米。气候是; 由北大西洋流流行的西南
风调节; 有一半以上的天气阴沉，。

居民大不列顛島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大不列顛島中。号码是：



64,769,452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白色87.2％，黑色/非洲/加勒比海/黑色英国3％，
亚洲/亚裔英国人：印度2.3％，亚洲/亚裔英国人：巴基斯
坦1.9％，混合2％，其他3.7％（2011年美国东部时间）。。
大不列顛島中的语言是什么？ 英语。和宗教：基督徒（包
括英国国教徒，罗马天主教徒，长老会，卫理公会）
59.5％，穆斯林4.4％，印度教徒1.3％，其他2％，未说明
7.2％，无25.7％（2011年预测）40.5。平均年龄是多少
岁？ 40.5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80.8 年。人们住在大不列
顛島的地方？这里：人口的核心位于伦敦及周边地区，
在英国中部的曼彻斯特和利物浦附近，位于Endinburgh和
格拉斯哥之间的苏格兰低地，威尔士南部及其周边地
区，以及北爱尔兰东部的远东地区，主要集中在贝尔法
斯特。 大不列顛島的主要城市地区是：伦敦（首都）
1031.3万; 曼彻斯特24.46万; 伯明翰251.5万; 格拉斯哥
122.3万; 南安普敦/朴茨茅斯882,000; 利物浦
870,000（2015年）。

大不列顛島政府和经济
首都大不列顛島是伦敦和政府类型议会君主立宪制;

英联邦国家。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27个二级县，32个
伦敦自治区，1个伦敦市或大伦敦市，36个大都市区，56
个统一当局（包括4个单级县）。关于大不列顛島的经济，
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机床，电力设备，自动化设备，铁路
设备，造船，飞机，机动车辆及零部件，电子和通信设
备，金属，化工，煤炭，石油，造纸和纸制品，食品加工，
纺织品，服装，其他消费品商品。重要的农产品是谷类，



油籽，土豆，蔬菜; 牛，羊，家禽; 鱼类。最重要的出口商
品是制成品，燃料，化学品; 食品，饮料，烟草，最重要的
出口商品是14.8％，德国10.7％，法国6.4％，荷兰6.2％，
爱尔兰5.6％，瑞士4.6％，中国4.4％（2016年）。最重要的
进口商品是制成品，机械，燃料; 食品，最重要的进口商
品是德国13.6％，美国9.3％，中国9.2％，荷兰7.4％，法
国5.2％，比利时4.9％，瑞士4.5％（2016年）。 大不列顛
島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
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43,600 (2017 估
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平均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
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
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
线以下的人口：15% (2013 估计)。

大不列顛島
 





我们强烈建议

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美国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美国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美国。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美国的国旗开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始：
 

美国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美国？让我们从这个开始：1776年，英国

的美国殖民地与母国打交道，并于1783年被巴黎条约确
认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新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期间，
37个新的国家被添加到原始国家13作为国家在整个北美
大陆扩展并获得了一些海外财产。美国历史上最令人痛
苦的两次经历是内战（1861-65），其中北方联盟打败了11
个南方奴隶国家的分离主义联盟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
条，这是经济衰退期间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失去了工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以及1991年
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自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地理美国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美国？这个国
家的位置是北美，与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接壤，位于加

拿大和墨西哥之间。 美国的总面积是9,833,517 km2，其

中9,147,593 km2是土地。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



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广阔中部平原东部斜
坡，西部山脉，东部丘陵和低山的温暖的chinook风来缓
解; 阿拉斯加崎岖的山脉和宽阔的河谷; 夏威夷地区崎岖
火山地形。 美国的最低点是死谷--86米（北美最低点），
最高点是德纳利（Mount McKinley）6,190米（北美最高
点）。气候是主要为温带，但热带夏威夷和佛罗里达，北
极阿拉斯加，半干旱大密西西比河以西平原，西南大盆
地干旱; 1月和2月，西北部冬季低温通过洛基山脉。

居民美国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美国中。号码是：

326,625,791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个国家是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国家之一。谁住在这里？ 白色72.4％，黑人为
12.6％，亚裔4.8％，美洲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
0.9％，夏威夷土著和其他太平洋岛民0.2％，其他占
6.2％，两个或多个种族2.9％（2010年估计）。 美国中的
语言是什么？ 英语79％，西班牙语13％，其他印度语欧
洲3.7％，亚洲和太平洋岛屿3.4％，其他1％（2015年预
测）。和宗教：新教徒46.5％，罗马天主教徒20.8％，犹太
人1.9％，摩门教1.6％，其他基督徒0.9％ ，穆斯林0.9％，
耶和华见证0.8％，佛教0.7％，印度教0.7％，其他1.8％，
无党派22.8％，不知道/拒绝0.6％（2014 est。）。平均年龄
是多少岁？ 38.1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
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
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80 年。人们住在美
国的地方？这里：大型城市群遍布美国的东半部（特别是
大湖区，东北部，东部和东南部）和西部各州; 山区，主
要是落基山脉和阿巴拉契亚山脉，西南部的沙漠，极北



部稠密的北方森林，以及中部普利国家人口较少; 阿拉
斯加的人口集中在南部沿海 - 特别强调安克雷奇市 - 夏
威夷的。 美国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居民集中在瓦胡岛纽
约 - 纽瓦克岛1859.3万人; 洛杉矶 - 长滩 - 圣安娜1231
万; 芝加哥874.5万美元; 迈阿密581.7万; 达拉斯 - 沃斯堡
573万美元; 华盛顿特区（首都）495.5万（2015年）。

美国政府和经济
首都美国是华盛顿特区和政府类型宪法联邦共和

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50州和1区; 阿拉巴马州阿拉
斯加州亚利桑那州阿肯色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康
涅狄格州特拉华州哥伦比亚特区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夏
威夷爱达荷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爱荷华州堪萨斯州
肯塔基州路易斯安那州缅因州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密歇
根州明尼苏达州芝加哥市芝加哥市密西西比州，蒙大拿
州，内布拉斯加州，内华达州，新罕布什尔州，新泽西
州，新墨西哥州，纽约州，北卡罗来纳州，北达科他州，
俄亥俄州，俄克拉荷马州，俄勒冈州，宾夕法尼亚州，罗
得岛州，南卡罗来纳州，南达科他州，田纳西州，德克萨
斯州，犹他州，佛蒙特州，弗吉尼亚州，华盛顿州，西弗
吉尼亚州，威斯康星州，怀俄明州，。关于美国的经济，
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高度多样化，世界领先，高科技创新
者，世界第二大工业产值; 石油，钢铁，汽车，航空航天，
电信，化工，电子，食品加工，消费品，木材，采矿业。重
要的农产品是小麦，玉米，其他谷物，水果，蔬菜，棉花;
牛肉，猪肉，家禽，乳制品; 鱼; 林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商
品是农产品（大豆，水果，玉米）9.2％消费品（汽车，药
品）15.0％（2008年预计），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加拿大
18.3％，墨西哥15.9％，中国8％，日本4.4％，资本货物



（晶体管，飞机，汽车零部件，计算机和电信设备）
（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农产品4.9％，工业用品
32.9％（原油8.2％），资本货物30.4％（电脑，通讯设备，
汽车零部件，办公设备，电力机械），消费品31.8％（汽
车，服装，药品，家具，玩具）（2008年预测），最重要的进
口商品是中国21.1％，墨西哥13.4％，加拿大12.7％，日
本6％，德国5.2％（2016年）。 美国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
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PPP）：$59,5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人们在这里
平均富裕。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
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
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5.1%
(2010 估计)。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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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乌拉圭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乌拉圭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乌拉圭。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乌拉圭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乌拉圭 - 概述：
你应该了解乌拉圭？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在1726年由

西班牙人建立的蒙得维的亚作为军事据点，很快利用其
天然海港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阿根廷声称，但巴西于
1821年并入乌拉圭，四年后宣布独立，经过三年的斗
争，于1828年获得自由。20世纪初何塞·巴特勒总统的政
府发动了广泛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建立了一个国
家主义传统。在1960年代后期发起的一场名为图帕马罗
斯的暴力马克思主义城市游击运动导致乌拉圭总统在
1973年放弃了对政府的军事控制权。到了年底，叛乱分
子被击溃，但军方继续扩大对政府。平民统治于1985年
得到恢复。2004年，左派中央阵线联盟赢得了全国选
举，有效地结束了科罗拉多和全国（布兰科）双方以前持
有170年的政治控制。乌拉圭的政治和劳动条件是非洲
大陆上最自由的。

地理乌拉圭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乌拉圭？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南美洲南部，与南大西洋接壤，位于阿根



廷和巴西之间。 乌拉圭的总面积是176,215 km2，其中

175,015 km2是土地。 所以这不是一个大国。我们如何描
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主要是平原和低山; 肥沃的沿海低
地。 乌拉圭的最低点是大西洋0，最高点是米塞罗大教
堂514米。气候是温暖的温带; 几乎不可知的冻结温度。

居民乌拉圭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乌拉圭中。号码是：

3,360,148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
在这里？ 白色88％，混血8％，黑色4％，美洲印第安人
（实际上不存在）。 乌拉圭中的语言是什么？ 西班牙语
（官方），Portunol，Brazilero（巴西前沿的葡萄牙语 - 西班
牙语混合）。和宗教：罗马天主教徒占47.1％，非天主教
基督徒占11.1％，非宗教占23.2％，犹太人占0.3％，无神
论者或不可知论者占17.2％，其他占1.1％ 。）。平均年龄
是多少岁？ 35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
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
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7.4 年。人们住在乌
拉圭的地方？这里：该国大部分人口居住在该国的南半
部; 大约80％的人口是城市居住的城镇; 近半数人口居住
在。 乌拉圭的主要城市地区是：蒙得维的亚首都蒙得维
的亚（首都）170.7万人（2015年）。

乌拉圭政府和经济
首都乌拉圭是蒙得维的亚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9个部门（离别，单数 - 离合）;。
关于乌拉圭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食品加工，电
机，交通设备，石油产品，纺织品，化学制品，饮料。重
要的农产品是纤维素，牛肉，大豆，大米，小麦; 乳制品;



鱼; 木材，烟草，葡萄酒。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牛肉，大
豆，纤维素，大米，小麦，木材，乳制品，羊毛，最重要的
出口商品是巴西16.4％，中国12.2％，美国6.2％，阿根廷
5％（2016年）。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成品油，原油，客运
和其他运输工具，汽车零部件，手机，最重要的进口商
品是中国18.8％，巴西17.9％，阿根廷13.3％，美国
6.9％，德国4.7％（2016年）。 乌拉圭的富有多少以及这
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PPP）：$22,400 (2017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
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
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
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9.7%
(2015 估计)。

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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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乌兹别克斯坦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地理，居民，

政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
从乌兹别克斯坦的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乌兹别克斯坦 - 概述：
你应该了解乌兹别克斯坦？让我们从这个开始：俄罗

斯在19世纪末征服了当今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土。布尔什
维克革命后对红军的强硬抵抗最终被镇压，并于1924年
建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苏联时代，“白金”（棉花）和
谷物的集约化生产导致过度使用农用化学品和耗水，这
使得土地退化，咸海和一些河流干涸。自1991年苏联解
体后独立以来，该国通过多样化农业生产减少了对单一
棉花的依赖，同时发展其矿产和石油出口能力，并增加
其制造基地。乌兹别克斯坦第一任总统伊斯洛姆卡里莫
夫领导乌兹别克斯坦25年，直到他于2016年9月去世。向
他的继任者，当时的总理沙夫卡特米尔齐约耶夫的政治
过渡是和平的，但是搁置了参议院主席担任代理总统的
宪法程序。米尔齐约耶夫在2016年12月获得总统选举，
改善了与乌兹别克斯坦邻国的关系，并推行了广泛的经
济和司法改革。

地理乌兹别克斯坦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乌兹别克斯
坦？这个国家的位置是中亚，土库曼斯坦北部，哈萨克

斯坦南部。 乌兹别克斯坦的总面积是447,400 km2，其中



425,40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
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为平原至沙丘沙丘，沿着
Amu Darya，Syr Darya（Sirdaryo）和Zarafshon路线宽阔平坦
的灌溉河谷; 东部的费尔干纳山谷由多山的塔吉克斯坦
和吉尔吉斯斯坦环绕; 在西部。 乌兹别克斯坦的最低点
是Sariqamish Kuli -12米，最高点是Adelunga Toghi 缩小咸
海。气候是为中纬度沙漠，长而炎热的夏季，冬季温和;
东部半干旱草原多。

居民乌兹别克斯坦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乌兹别克斯坦中。号码

是：29,748,859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乌兹别克斯坦80％，俄罗斯5.5％，塔吉克斯
坦5％，哈萨克斯坦3％，卡拉卡尔帕克2.5％，塔塔尔
1.5％，其他2.5 ％（1996年估计）。 乌兹别克斯坦中的语
言是什么？ 乌兹别克语（官方）74.3％，俄罗斯14.2％，
塔吉克族4.4％，其他7.1％。和宗教：的穆斯林88％（主要
是逊尼派），东正教9％，其他3％。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8.6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
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
（出生时）是多少？这个：74 年。人们住在乌兹别克斯坦
的地方？这里：最的人口集中在该国东部最肥沃的费尔
干纳山谷; 南部有大量人口，而中西部沙漠人口稀少，。
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城市地区是：塔什干（首都）225.1万
（2015年）。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和经济
首都乌兹别克斯坦是塔什干（Toshkent）和政府类型总

统共和国; 高度专制的。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12省



（viloyatlar，singular-viloyat），1个自治共和国（avtonom
respublikasi）和1个城市（shahar）; Andijon Viloyati，Buxoro
Viloyati，Farg'ona Viloyati，Jizzax Viloyati，Namangan
Viloyati，Navoiy Viloyati，Qashqadaryo Viloyati（Qarshi），
Qoraqalpog'iston Respublikasi [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
（努库斯），Samarqand Viloyati，Sirdaryo Viloyati（Guliston），
Surxondaryo Viloyati （塔什干），Toshkent Viloyati [塔什干
省]，Xorazm Viloyati（Urganch）。关于乌兹别克斯坦的经
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纺织品，食品加工，机械制造，冶
金，采矿，碳氢化合物开采，化学品。重要的农产品是棉
花，蔬菜，水果，谷物; 畜牧。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能源
产品，棉花，黄金，矿物肥料，黑色和有色金属，纺织
品，食品，机械，汽车，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瑞士35.1％
中国19.7％，俄罗斯9.3％，土耳其8.7％，哈萨克斯坦
7.2％，孟加拉国5.4％，阿富汗4.9％（2016年）。最重要的
进口商品是机械设备，食品，化学品，黑色和有色金属，
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22.2％，俄罗斯18％，韩国
10.5％ ，哈萨克斯坦10％，土耳其5.8％，德国
5.2％（2016年）。 乌兹别克斯坦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
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PPP）：$7,0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
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
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
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4% (2016 估计)。

乌兹别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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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努阿图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瓦努阿图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瓦努阿图。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瓦
努阿图的国旗开始：
 

瓦努阿图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瓦努阿图？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在18世纪

欧洲探险之前的千年期间，涌现出多种殖民者，每种都
讲一种独特的语言，迁移到新赫布里底群岛。这种和解
模式解释了群岛迄今为止发现的复杂的语言多样性。英
国人和法国人在19世纪定居新赫布里底群岛的时候，于
1906年同意英法公寓的管理，直到1980年瓦努阿图的新
名字通过之前，这些岛屿一直在独立。

地理瓦努阿图

http://mapsguides.com/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瓦努阿图？
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大洋洲，南太平洋群岛，约占夏威夷
至澳大利亚的四分之三。 瓦努阿图的总面积是12,189
km2，其中12,189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的国
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主要是火山起源
的山区岛屿; 狭窄的沿海平原。 瓦努阿图的最低点是太
平洋0米，最高点是Tabwemasana 1877米。气候是热带; 受
5月至10月的东南风的影响; 11月至4月降雨量适中; 可能
会受到十二月至四月的气旋影响，。

居民瓦努阿图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瓦努阿图中。号码是：

282,814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
住在这里？ Ni-Vanuatu 97.6％，部分Ni-Vanuatu 1.1％，其
他1.3％（2009年估计）。 瓦努阿图中的语言是什么？ 当
地语言（超过100名）63.2％，比斯拉马（官方;克里奥尔
语）33.7％，英语（官方）2％，法语（官方）0.6％，其他
0.5％（2009年）。和宗教：新教徒70％（包括长老会27.9％
英国圣公会15.1％，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2.5％，上帝集会
4.7％，基督教会4.5％，尼尔托马斯部3.1％，使徒
2.2％），罗马天主教徒12.4％，习惯信仰3.7％（包括乔恩
Frum货物崇拜） ，其他12.6％，无1.1％，未具体说明
0.2％（2009年预测）。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2 年。我们
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
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



少？这个：73.7 年。人们住在瓦努阿图的地方？这里：四
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 城市居民主要居住在维
拉港和卢根维尔两个城市; 三个最大的岛屿 - Espiritu
Santo，Malakula和Efate - 容纳了一半以上的民众。 瓦努
阿图的主要城市地区是：PORT-VILA（首都）
53,000（2014）。

瓦努阿图政府和经济
首都瓦努阿图是Port-Vila（在Efate）和政府类型议会共

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6省;。关于瓦努阿图的经
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食品和鱼类冷冻，木材加工，肉
类罐头。重要的农产品是椰干，椰子，可可，咖啡，芋
头，山药，水果，蔬菜; 牛肉; 鱼类。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
椰干，牛肉，可可，木材，卡瓦，咖啡，最重要的出口商
品是厄瓜多尔18.4％，澳大利亚13.8％，委内瑞拉
10.1％，美国9.8％，日本8.2％，英国6.7％，法国5.7 ％，
香港5.2％（2016）。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和设备，食
品，燃料，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澳大利亚27.8％，新西兰
17.6％，中国10.5％，法国10％，新加坡6.1％，泰国
4.8％（2016年）。 瓦努阿图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
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PP）：$2,8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
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
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
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未知%。

瓦努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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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委內瑞拉的地理，居民，政

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
据，总览图和委內瑞拉。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委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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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瑞拉的国旗开始：
 

委內瑞拉 - 概述：
你应该了解委內瑞拉？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委内瑞拉

是1830年大哥伦比亚崩溃后出现的三个国家之一（其他
国家是厄瓜多尔和新格拉纳达，后者成为哥伦比亚）。在
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委内瑞拉都被普遍仁慈
的军人统治，他们推动石油工业并允许进行一些社会改
革。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自1959年以来一直处于控制之
下。从1999年到2013年，总统乌戈查韦斯和他精心挑选
的继任者，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行政部门对其他政府
部门施加了越来越严格的控制。与此同时，民主制度恶
化，言论自由，新闻被削减，政治两极分化增加。执政党
的经济政策已经扩大了国家的“ 通过征收大型企业，严
格的货币兑换和价格控制，阻碍私营部门的投资和生
产，以及过度依赖石油工业的收入等，在经济中的作
用。目前的担忧包括：侵犯人权，猖獗的暴力犯罪，高通
胀以及基本消费品，医药和医疗用品普遍短缺。

地理委內瑞拉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委內瑞拉？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南美洲北部，与加勒比海和北大西洋接
壤，哥伦比亚与圭亚那之间。 委內瑞拉的总面积是

912,050 km2，其中882,05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
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安第斯
山脉和西北部的马拉开波低地较为温和; 中原（llanos）;
圭亚那东南部高地。 委內瑞拉的最低点是加勒比海0
米，最高点是Pico玻利瓦尔4978米。气候是; 炎热，潮
湿;。

居民委內瑞拉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委內瑞拉中。号码是：

31,304,016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阿拉伯，德国，
非洲，土著人民。 委內瑞拉中的语言是什么？ 西班牙语
（官方），许多土著方言。和宗教：名义上是罗马天主教
96％，新教2％，其他占2％。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8.3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
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
时）是多少？这个：76 年。人们住在委內瑞拉的地方？这
里：大部分人口集中位于安第斯山脉北端的东部马刺北



部和西部高地，该地区包括首都加拉加斯。 委內瑞拉的
主要城市地区是：加拉加斯（首都）291.6万; 马拉开波
2.196亿; 瓦伦西亚17.34万; 马拉凯116.6万; Barquisimeto
1.039百万（2015年）。

委內瑞拉政府和经济
首都委內瑞拉是加拉加斯和政府类型联邦总统制共

和国。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23个州（estados，singular -
estado），1个首都地区（首都地区）和1个联邦依赖（依附
联邦）; 亚马孙，Anzoategui，阿普尔，阿拉瓜，巴里纳斯，
玻利瓦尔，卡拉沃沃，Cojedes，Delta Amacuro，
Dependencias Federales（联邦依赖），首都区首府，Falcon，
Guarico，Lara，Merida，Miranda，Monagas，Nueva Esparta，
苏克雷，塔奇拉，特鲁希略，巴尔加斯，亚拉奎，苏利
亚。关于委內瑞拉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农产品，
畜牧业，原材料，机械和设备，运输设备，建筑材料，医
疗设备，医药，化学品，钢铁产品，原油和石油产品。重
要的农产品是玉米，高粱，甘蔗，大米，香蕉，咖啡; 牛
肉，猪肉，牛奶，鸡蛋; 鱼。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石油和
石油产品，铝土矿和铝，矿产品，化学品，农产品，最重
要的出口商品是35.1％，印度17.2％，中国14.1％，荷属
安的列斯8％，新加坡5.3％，古巴4.1％（2016年）。最重
要的进口商品是农产品，畜牧业，原材料，机器和设备，
运输设备，材料，医疗设备，石油产品，医药，化工，钢
铁产品，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美国22.1％，中国14.3％，
巴西7.4％，哥伦比亚4.2％（2016年）。 委內瑞拉的富有
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12,400 (2017 估计)。 这很
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
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9.7% (2015 估
计)。

委內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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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越南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越南。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越南的国旗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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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越南？让我们从这个开始：法国征服越南

于1858年开始，并于1884年竣工。1887年成为法属印度
支那的一部分。越战在二战后宣布独立，但法国继续统
治，直至1954年被胡志明统治下的共产党军队击败。根
据1954年日内瓦协定，越南被分为共产党北方和反共南
方。美国对南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
年代，试图加强政府，但美国军队在1973年停火协议后
撤出。两年后，北越军队战胜南方，使共产主义国家重
新统一规则。尽管和平的回归，十多年来，由于保守的
领导政策，该国经济几乎没有增长，个人的迫害和大规
模流亡 - 其中许多是成功的南越越南商人 - 以及越来越
多的国际孤立。然而，越南自1986年颁布越南“翻新”政
策以来，越南当局致力于加强经济自由化，并实施结构
改革，实现经济现代化和生产更具竞争力的出口导向型
产业。共产党领导人对政治言论保持严格控制，但是已
经向更好地保护人权迈出了一些适度的步骤。该国继续
经历小规模抗议，绝大多数与土地使用问题有关，要求
增加政治空间，或缺乏解决争端的公平机制。

地理越南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越南？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东南亚与泰国湾，东京湾和南中国海以及
中国，老挝和柬埔寨接壤。 越南的总面积是331,210
km2，其中310,070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
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偏低，南北偏平
三角洲; 中央高地; 南北长。 越南的最低点是南中国海
0，最高点是米范思潘3,144米。气候是; 北部季风强烈，
雨季（5月至9月）和温暖干燥季节（10月至3月）。

居民越南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越南中。号码是：

96,160,163 (7/2017 估计)。 所以这个国家是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国家之一。谁住在这里？ Kinh（越南）85.7 ％，Tay
1.9％，Thai 1.8％，Muong 1.5％，Khmer 1.5％，Mong
1.2％，Nung 1.1％，Hoa 1％，其他4.3％。 越南中的语言
是什么？ 越南语（官方），英语（越来越受到第二语言青
睐） ，中国人和高棉人，山区语言（孟高棉语和马来语 -
波利尼西亚语）。和宗教：佛教徒7.9％，天主教徒6.6％，
和浩1.7％，曹代0.9％，新教徒0.9％，穆斯林0.1％，无
81.8％（2009 est ）30.5。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30.5 年。我
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
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
多少？这个：73.7 年。人们住在越南的地方？这里：虽然



它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人口并不均匀
分散; 南中国海和东金湾的集群最集中，南部的湄公河
三角洲和红河谷（北部）的。 越南的主要城市地区是：胡
志明市人口集中度最高，达729.8万; 河内（首都）362.9万;
Can Tho 117.5万; 海防1,075万; 岘港952,000; 边和县
834,000（2015年）。

越南政府和经济
首都越南是河内（河内）和政府类型共产主义国家。

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58个省（单，复数）和5个自治市
（thanh pho，单数和复数）。关于越南的经济，重要的工业
产品是食品加工，服装鞋帽机械制造; 采矿，煤炭，钢铁;
水泥，化肥，玻璃，轮胎，机油，手机。重要的农产品是
大米，咖啡，橡胶，茶叶，胡椒，大豆，腰果，甘蔗，花
生，香蕉; 猪肉; 家禽; 海鲜。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的衣
服，鞋子，电子产品，水产品，原油，大米，咖啡，木制
品，机械，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美国20.2％，中国
14.2％，日本为8.2％ ，韩国6.2％（2016）。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机械和设备，石油产品，钢铁产品，服装和鞋业
原材料，电子，塑料，汽车，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中国
25.1％，韩国17.5％，日本7.9％，美国6％，泰国
4.7％（2016）。 越南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
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
$6,9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我们再补
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
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
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1.3% (2012 估计)。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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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屬維爾京群島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美屬維爾京群島的地理，居

民，政府，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
计数据，总览图和美屬維爾京群島。的详细地图。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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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美屬維爾京群島的国旗开始：
 

美屬維爾京群島 - 概述：
你应该了解美屬維爾京群島？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在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丹麦人控制了圣托马斯，圣约
翰和圣克罗伊的南方维尔京群岛。由非洲奴隶制造的甘
蔗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驱赶了岛屿的经济。1917
年，美国购买了自1848年废除奴隶制以来一直处于经济
衰退的丹麦控股。2017年9月6日，伊尔玛飓风流经圣托
马斯和圣约翰北部维尔京群岛，并对建筑物造成严重破
坏，道路，圣托马斯机场，通讯和电力。不到两个星期之
后，飓风玛丽亚穿过维尔京群岛南部的圣克罗伊岛，造
成重大风灾和洪涝灾害。

地理美屬維爾京群島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美屬維爾京
群島？这个国家的位置是加勒比海，波多黎各以东加勒
比海和北大西洋之间的岛屿。 美屬維爾京群島的总面积

是1,910 km2，其中346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小
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大多丘陵地
带崎岖多山，加上小平地。 美屬維爾京群島的最低点是
加勒比海0米，最高点是冠山474米。气候是副热带，受
东风的影响，湿度相对较低，季节性温度变化不大; 雨季



9月至11月。

居民美屬維爾京群島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美屬維爾京群島中。号

码是：107,268 (7/2017 估计)。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
里。谁住在这里？ 黑色76％，白色15.6％，亚洲1.4％，其
他4.9％，混合2.1％。 美屬維爾京群島中的语言是什
么？ 英语71.6％，西班牙语或西班牙语克里奥尔语
17.2％，法语或法语克里奥尔语8.6％，其他2.5％（2010
est。）。和宗教：新教徒59％（浸信会42％，圣公会17％），
罗马天主教徒34％，其他7％。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41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
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
时）是多少？这个：79.4 年。人们住在美屬維爾京群島的
地方？这里：而整个岛屿的总人口密度相对较低，集中
出现在圣托马斯夏洛特阿马利亚周围和圣克罗伊斯夏。
美屬維爾京群島的主要城市地区是：洛特阿马利亚（首
都）52,000（2014年）。

美屬維爾京群島政府和经济
首都美屬維爾京群島是夏洛特阿马利亚和政府类型

总统民主; 美国的自治领土。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没
有（美国的领土）; 没有美国政府界定的一级行政区划，
但第二级有三个岛屿; 圣克鲁瓦，圣约翰，圣托马斯。关
于美屬維爾京群島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旅游，钟
表装配，朗姆酒蒸馏，建筑，制药，电子产品。重要的农
产品是水果，蔬菜，高粱; 塞内波尔牛。最重要的出口商
品是朗姆酒，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这是未知的。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食品，消费品，建筑材料，最重要的进口



商品是这是未知的。 美屬維爾京群島的富有多少以及这
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PPP）：$36,100 (2013 估计)。 这意味着生活水平
在这里很好。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内生
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计算
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28.9%
(2002 估计)。

美屬維爾京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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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也门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也门的地理，居民，政府，经

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览
图和也门。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也门的国旗开
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也门 - 概述：
你应该了解也门？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北也门于1918

年独立于奥斯曼帝国。19世纪在南部亚丁港口附近建立
了保护区的英国于1967年从南也门撤出。三年后，南方
政府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成千上万的也门人从南
方向北方大规模流亡，造成了各州之间长达二十年的敌
对情绪。这两个国家在1990年正式统一为也门共和国。
1994年的南部分裂主义运动和短暂的内战很快就被制服
了。2000年，沙特阿拉伯和也门同意划定边界。政府与
Huthis（一个Zaydi Shia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的西北部地
区的战斗在2004年至2010年期间间歇性地继续。南部的
分离主义运动在2007年重新活跃起来。受到在突尼斯和
埃及发生的类似示威的启发，萨那赫总统的公共集会从
2011年1月下旬开始缓慢推动，因高失业率，糟糕的经济
状况和腐败而受到投诉。到下一个月，一些抗议活动导
致暴力，示威活动已蔓延到其他主要城市。到3月为止，
反对派已经强化了它的要求，并且正在统一后面呼吁萨
利赫立即撤离。为了调解也门危机，海湾合作委员会（海
合会）于2011年4月提出了GGC倡议，该协议中总统将下
台以免予起诉。萨利赫拒绝签署协议导致进一步的暴
力。联合国安理会2011年10月通过决议呼吁结束暴力并
完成电力转让协议。2011年11月，萨利赫签署了GCC倡
议，下台并将其部分权力转交给副总统阿布德拉布曼苏
尔HADI。继HADI在2012年2月无竞争的选举胜利后，萨
利赫正式转移了他的权力。根据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倡



议，也门于2013年3月发起了全国对话会议（NDC），以讨
论关键的宪法，政治和社会问题。HADI于2014年1月完
成了NDC，并计划开始实施过渡进程中的后续步骤，包
括宪法起草，宪法公民投票和全国选举。在NDC中，
Huthis没有解决他们的不满，与萨利赫并肩作战，并扩大
了在也门西北部的影响力，最终对军事单位和对手部落
进行了重大攻势，并使其部队在2014年9月超越首都萨
那。2015年1月，胡蒂斯包围总统府HADI居住和重要的
政府设施，促使HADI和内阁提交他们的辞呈。HADI于
二零一五年二月逃往亚丁并解除其辞呈。随后，他逃到
阿曼，然后移居沙特阿拉伯，要求海湾合作委员会在也
门进行军事干预，以保护合法政府免受胡蒂斯的侵害。3
月，沙特阿拉伯组建了阿拉伯军队联盟，并开始对胡蒂
斯和胡蒂附属部队进行空袭。胡特联盟部队与沙特领导
的联盟支持的抵抗组织之间的地面战斗持续到2016年。
2016年，联合国斡旋了长达数月的停止敌对行动，减少
了空袭和战斗，并在科威特启动了和谈。然而，谈判没
有达成协议就结束了。Huthis和Salih的政党于2016年8月
宣布了最高政治委员会和2016年11月的全国救亡政府，
包括总理和几十名内阁成员，在萨那执政，进一步挑战
HADI政府的合法性。进一步的和平尝试失败了，而任何
一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场收益，使冲突永久化，也
加深了也门南部和南部之间的分歧。在Huthis和Salih之间
日益紧张的情况下，

地理也门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也门？这个
国家的位置是中东与阿拉伯海，亚丁湾和红海接壤，位
于阿曼和沙特阿拉伯之间。 也门的总面积是527,968
km2，其中527,968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
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狭窄的沿海平
原上，由平顶山丘和崎岖的山脉支撑的非常炎热，干
燥，恶劣的沙漠; 在中部斜坡上解剖高原沙漠平原，进入
阿拉伯半岛沙漠内部。 也门的最低点是阿拉伯海0米，
最高点是Jabal an Nabi Shu'ayb 3,666米。气候是主要是沙
漠; 沿西海岸炎热潮湿; 受季节性季风影响的西部山区温
带; 在东部。

居民也门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也门中。号码是：

28,036,829 (7/2017 估计)。 所以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
这里？ ; 也包括非裔阿拉伯人，南亚人，欧洲人。 也门
中的语言是什么？ 阿拉伯人（官方）。和宗教：穆斯林
99.1％（官方;几乎全部是公民，估计65％是逊尼派，35％
是什叶派），其他0.9％（包括犹太教，巴哈教，印度教，基
督徒;许多是难民或临时外国居民）（2010年预测）。平均
年龄是多少岁？ 19.5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
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



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65.9 年。人们
住在也门的地方？这里：绝大多数人口位于阿西尔山脉
（部分较大的沙捞越山系统），位于该国西南地区。 也门
的主要城市地区是：萨那（首府）292.6万; 亚丁
882,000（2015）。

也门政府和经济
首都也门是和政府类型。我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关

于也门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原油生产和石油精炼;
小规模生产棉纺织品，皮具; 食品加工; 工艺品; 铝制品;
水泥; 商业修船; 天然气产量埃及26％，沙特阿拉伯
15.4％，阿曼11.3％，马来西亚9.8％，泰国5.8％，阿联酋
4.9％（2016年）原油，咖啡，干和咸鱼，液化天然气。重要
的农产品是谷物，水果，蔬菜，豆类，qat，咖啡，棉花独
立成为独立公司; 乳制品，家畜（绵羊，山羊，牛，骆驼），
家禽; 鱼。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
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 也门的富
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
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2,300 (2017 估计)。 这是一
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
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
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54%
(2014 估计)。

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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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冒险游戏：爱丽丝与女巫的改革

MapsGuides.com：免费旅游指南

赞比亚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赞比亚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赞比亚。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赞比亚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赞比亚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赞比亚？让我们从这个开始：北罗得西亚

的领土由英国前南非公司从1891年开始管理，直到1923
年被英国接管。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矿业的发展
促进了发展和移民。1964年独立后，这个名称改为赞比
亚。1980年代和1990年代，铜价下跌，经济管理不善以
及长期的干旱都给经济造成了损害。1991年的选举结束
了一党统治，推动了多党民主运动（MMD）向政府推进。
然而，随后在1996年的投票中，越来越多的对反对党的
骚扰和对国家媒体和其他资源的滥用。2001年的选举出
现了行政问题，三方当事人提起了对执政党候选人Levy
Mwanawasa的选举提出质疑的法律请求。姆瓦纳瓦萨在
2006年的一次自由公平的选举中获得连任。他在2008年
8月去世后，由他的副总统卢比·班达继任，他在当年晚
些时候赢得了特别总统大选。MMD和Banda在2011年大
选中失去了爱国阵线（PF）和迈克尔SATA。然而，SATA主
持了一段随意的经济管理，并企图遏制对公共政策的反
对。SATA于2014年10月去世，并由他的副总裁Guy Scott
继任，直到2015年1月担任临时总裁，此时Edgar Lungu赢
得了总统大选并完成了SATA的任期。然后Lungu在2016
年8月总统选举中获得了一个全职任期。谁在那年晚些
时候赢得了特别总统大选。MMD和Banda在2011年大选
中失去了爱国阵线（PF）和迈克尔SATA。然而，SATA主持
了一段随意的经济管理，并企图遏制对公共政策的反
对。SATA于2014年10月去世，并由他的副总裁Guy Scott



继任，直到2015年1月担任临时总裁，当时Edgar Lungu赢
得了总统大选并完成了SATA的任期。Lungu随后在2016
年8月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了全职任期。谁在那年晚些时
候赢得了特别总统大选。MMD和Banda在2011年大选中
失去了爱国阵线（PF）和迈克尔SATA。然而，SATA主持了
一段随意的经济管理，并企图遏制对公共政策的反对。
SATA于2014年10月去世，并由他的副总裁Guy Scott继
任，直到2015年1月担任临时总裁，当时Edgar Lungu赢得
了总统大选并完成了SATA的任期。Lungu随后在2016年8
月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了全职任期。SATA于2014年10月去
世，并由他的副总裁Guy Scott继任，直到2015年1月担任
临时总裁，当时Edgar Lungu赢得了总统大选并完成了
SATA的任期。Lungu随后在2016年8月的总统选举中获得
了全职任期。SATA于2014年10月去世，并由他的副总裁
Guy Scott继任，直到2015年1月担任临时总裁，当时Edgar
Lungu赢得了总统大选并完成了SATA的任期。然后Lungu
在2016年8月总统选举中获得了一个全职任期。

地理赞比亚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赞比亚？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南部非洲，安哥拉以东，刚果民主共和

国以南。 赞比亚的总面积是752,618 km2，其中743,398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



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为高原，部分山丘和山脉。 赞比
亚的最低点是赞比西河329米，最高点是未命名的马芬
加山海拔2,301米。气候是; 高度修改; 雨季（10月至4月）
多。

居民赞比亚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赞比亚中。号码是：

15.972 百万。 所以没有这么多人住在这里。谁住在这
里？ Bemba 21％，Tonga 13.6％，Chewa 7.4％，Lozi
5.7％，Nsenga 5.3％，Tumbuka 4.4％，Ngoni 4％，Lala
3.1％，Kaonde 2.9％，Namwanga 2.8％，Lunda（西北部）
2.6％，Mambwe 2.5 ％，Luvale 2.2％，Lamba 2.1％，Ushi
1.9％，Lenje 1.6％，Bisa 1.6％，Mbunda 1.2％，其他
13.8％，未指定0.4％（2010 est。）。 赞比亚中的语言是什
么？ Bembe 33.4％，Nyanja 14.7％，汤加11.4％ Lozi
5.5％，Chewa 4.5％，Nsenga 2.9％，Tumbuka 2.5％，
Lunda（North Western）1.9％，Kaonde 1.8％，Lala 1.8％，
Lamba 1.8％，英文（官方）1.7％，Luvale 1.5％，Mambwe
1.3％ ，Namwanga 1.2％，Lenje 1.1％，Bisa 1％，其他
9.7％，未指定0.2％。和宗教：新教徒75.3％，罗马天主教
徒20.2％，其他2.7％（包括穆斯林佛教徒，印度教徒和巴
哈教徒），无1.8％（2010年） est。）16.8。平均年龄是多少
岁？ 16.8 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
寿命（出生时）是多少？这个：52.7 年。人们住在赞比亚
的地方？这里：非洲最高水平的城市化之一; 中部地区尤
其是卢萨卡，恩多拉，基特韦和Mufulira。 赞比亚的主要
城市地区是：卢萨卡（首都）217.9万（2015年）。



赞比亚政府和经济
首都赞比亚是卢萨卡; 注意 - 2017年5月宣布了在

Ngabwe建设新首都的提案和政府类型总统共和国。我们
来看看行政区划 - 10省; 中部，铜带，东部，卢卡拉，卢
萨卡，Muchinga，北部，西北部，南部，西部。关于赞比亚
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铜矿开采和加工，祖母绿开
采，建筑，食品，饮料，化学品，纺织品，烟草，花卉，棉
花瑞士39.4％，中国18％，刚果民主共和国6.7％，南非
6.4％，阿联酋6％，新加坡5.6％（2016年）机械，运输设
备，石油产品，电力，化肥，食品，服装南非31.2％，刚果
12.3％民主共和国，科威特8.1％，中国7.6％，毛里求斯
4.4％，阿联酋4.2％，印度4％（2016）。重要的农产品是
玉米，高粱，大米，花生，向日葵籽，蔬菜，花卉，烟草，
棉花，甘蔗，木薯（木薯，木薯），咖啡; 铜，钴，电力的
60.5％（2010年预测）; 牛，山羊，猪，家禽，牛奶，鸡蛋，
皮革。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最
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 赞比亚的富
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的数字
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4,000 (2017 估计)。 这是一
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人的国
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本重新
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
60.5% (2010 估计)。

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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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巴威

指数：大洲和国家, 世界地图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关于辛巴威的地理，居民，政府，

经济和历史的在线选定信息。包括选定的统计数据，总
览图和辛巴威。的详细地图。但是，让我们从辛巴威的
国旗开始：
 

http://gamestylus.com/game-page-alice-and-the-reformatory-for-witches-379-1-199
http://mapsguides.com/


辛巴威 - 概述：
你应该了解辛巴威？让我们从这个开始：英国于1923

年从前英国南非公司兼并了南罗得西亚。1961年制定了
一部赞成白人执政的宪法。1965年，政府单方面宣布独
立，但英国不承认该行为，并要求该国黑人多数人（当时
称为罗得西亚）拥有更完整的投票权。联合国的制裁和
游击队起义最终导致了1979年的自由选举和1980年的独
立（如津巴布韦）。该国第一位总理罗伯特穆加贝是该国
唯一的统治者（自1987年以来担任总统）并且主导了该国
的政治制度自独立以来。他的混乱的土地再分配运动开
始于1997年，2000年后又加剧，导致白人农民的流失，
使经济陷入瘫痪，并迎来了普遍的基本商品短缺。穆加
贝在无视国际谴责的情况下操纵了2002年的总统选举，
以确保他连任。2005年，首都哈拉雷启动了“恢复秩序行
动”，表面上是一项城市合理化方案，导致70万人的住房
或企业遭到破坏，其中大多数是支持反对派的穷人。穆
加贝于2007年对所有导致恐慌性购买的基本商品实行价
格管制，并将商店货架空置数月。2008年3月举行的大选
包含违规行为，但仍然等于指责ZANU-PF领导的政府，
反对派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民主变革运动 - 茨万吉拉伊
反对党领袖摩根茨万吉拉伊在总统选举中获得最多票
数，但不足以赢得胜利。在2008年6月举行选举之前，针
对反对党成员的暴力事件导致茨万吉拉伊退出选票。暴
力和恐吓的大量证据导致国际谴责这一进程。尽管领导
人未能就许多关键的突出政府问题达成一致，但在穆加
贝仍担任总统并且茨万吉拉伊成为总理的权力分享“民



族团结政府”之间进行艰难的谈判终于在2009年2月得到
解决。穆加贝于2013年连任总统，投票表决受到严重缺
陷和国际谴责。作为举行选举的先决条件，津巴布韦通
过公民投票制定了新宪法，但新宪法中的许多条款尚未
编入法律。2017年11月，副总统Emmerson Mnangagwa接
管军事干预，旨在阻止穆加贝提升妻子继任他。
Mnangagwa几天后开始担任总统，承诺在2018年举行总
统选举。

地理辛巴威

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是辛巴威？这
个国家的位置是南非与赞比亚之间。 辛巴威的总面积是

390,757 km2，其中386,847 km2是土地。 所以这是一个相
当大的国家。我们如何描述该国的地形？这样：为高原
中部高原高地（高地）; 东部山脉。 辛巴威的最低点是
Runde河流和保护河流交汇处162米，最高点是Inyangani
2592米。气候是热带; 由高度控制; 雨季（11月至3月）多。

居民辛巴威
让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人住在辛巴威中。号码是：

13,805,084。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人口。谁住在这里？ 非
洲99.4％（主要是绍纳; Ndebele是第二大族群），其他
0.4％，未具体说明0.2％（2012年预测）。 辛巴威中的语



言是什么？ Shona（官方;使用最广泛），Ndebele（官方，使
用次数最多），英语;传统上用于公务的13种少数民族语
言（包括Chewa，Chibarwe，Kalanga，Koisan，Nambya，
Ndau，Shangani，手语，Sotho，汤加，Tswana，文达和科
萨）。和宗教：新教徒74.8％（包括使徒37.5五旬节
21.8％，其他15.5％），罗马天主教徒7.3％，其他基督徒
5.3％，传统1.5％，穆斯林0.5％，其他0.1％，无
10.5％（2015年预计）。平均年龄是多少岁？ 20 年。我们
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数字是中位数 - 所以有一半的人比
这更老，一半是年轻的。他们的预期寿命（出生时）是多
少？这个：60.4 年。人们住在辛巴威的地方？这里：除了
在哈拉雷和布拉瓦约的主要城市群，人口分布相当均
匀，与东半部稍大总人数。 辛巴威的主要城市地区是：
哈拉雷（首都）1501000（2015）。

辛巴威政府和经济
首都辛巴威是哈拉雷和政府类型半总统共和国。我

们来看看行政区划 - 8个省和2个省级地位的城市;。关于
辛巴威的经济，重要的工业产品是采矿（煤，金，铂，铜，
镍，锡，钻石，粘土，多种金属和非金属矿石），钢; 南非
79.5％，莫桑比克9.5％，阿拉伯联合酋长国4.1％（2016
年。重要的农产品是烟草，玉米，棉花，小麦，咖啡，甘
蔗，花生; 羊，山羊，猪。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铂金，棉
花，烟草，黄金，铁合金，纺织品/服装72.3％（2012年预
测）木制品，水泥，化学制品，化肥，服装和鞋类，食
品，，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机械
和运输设备，其他制造业，化学品，燃料，食品，最重要
的进口商品是南非46.6％，赞比亚24％（2016年）。 辛巴
威的富有多少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有多丰富？这里最重要



的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PP）：$2,300 (2017 估计)。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我们再补充一点，这意味着每
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根据当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成
本重新计算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数字 - 贫困线以下的人
口：72.3% (2012 估计)。

辛巴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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