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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随着“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的先后建立ꎬ«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出台ꎬ“一带一路”的建设实施思路已

经清晰ꎮ 俄罗斯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兴趣愈加浓厚ꎬ认为“一带一路”的建设与

上合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以及俄罗斯东部和北部地区的开发存在着诸多契合

点ꎬ双方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ꎮ 中俄对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已经达成共识ꎬ将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ꎬ双方将合作建设“陆上丝绸之路经

济带”、“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ꎬ未来将合作建设“北极丝绸

之路经济带”ꎬ与“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南北呼应ꎬ构成“海上环形丝绸之路经济

带”ꎮ 这将极大地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和中俄东部毗邻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开发与

振兴ꎬ推动中俄双边经贸合作的超常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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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 ２ ０ 时代ꎬ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

展ꎮ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为东西方之间、沿线

区域之间加强经济社会往来搭建起了重要桥梁和

纽带ꎬ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不可估量的作用将日

渐凸现出来ꎮ 中国政府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明确了“一带一路”的涵盖范围、建设目标和

具体领域ꎬ指明了今后应努力的方向ꎮ
中俄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两个重要的国家ꎬ

双方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现实意义、建设目

标及合作思路越来越清晰ꎬ两国有关部门就“一
带一路”建设问题不断加强交流ꎬ在相关政策层

面不断沟通并达成共识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两国

在莫斯科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

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

接合作的联合声明»ꎬ中方支持俄方积极推进欧

亚经济联盟框架内一体化进程ꎬ并将启动与欧亚

经济联盟经贸合作方面的协议谈判ꎮ 俄方支持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ꎬ愿与中方密切合作ꎬ并着力

推动落实ꎮ 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ꎬ这有利于双方

深化利益交融ꎬ更好地促进我们两国的发展振兴ꎮ
双方将共同协商ꎬ努力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

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相对接ꎬ确保地区经济持续稳

定增长ꎬ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ꎬ维护地区的和平与

发展ꎮ 双方将秉持透明、相互尊重、平等、各种一

体化机制相互补充、向亚洲和欧洲各有关方开放

等原则ꎬ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ꎬ特别是上海合作组

织平台开展合作ꎮ

—１４—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俄双方在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和欧亚经

济联盟框架内的合作潜力巨大ꎬ既能够互利共赢ꎬ
又能够惠及沿线地带国家和相关国家和地区ꎬ因
而双方合作的愿望愈加强烈ꎬ已经就落实具体合

作项目展开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洽谈ꎮ

一　 中俄共建并实现“丝带”
基础设施联通

　 　 中俄正在就“一带一路”建设合作问题进行

紧锣密鼓的洽谈ꎬ在条件成熟时分阶段推进ꎬ合作

建设“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以下简称“西丝

带”)、已经列入国家规划的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

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下简称“东丝带”)以
及未来富有前景的“北极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下

简称“北丝带”)ꎮ “西丝带”、“东丝带”和“北丝

带”形成中俄“三向一点”①的“一带一路”格局ꎬ
双方合作建设“一带一路”将随着“路”的畅通而

拉动沿线地区和国家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ꎬ从而

形成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带”ꎮ “一带一路”基
础设施建设需要沿线有关国家和地区共同协商ꎬ
明确近期、中期和长期建设规划目标ꎬ进行充分的

可行性论证ꎬ从而规避风险ꎬ获得共同发展ꎮ
(一)中俄共建并实现“西丝带”基础

设施联通
“西丝带”是古老丝绸之路在新时代的“凤凰涅

磐”ꎬ无论过去ꎬ还是现在ꎬ乃至将来ꎬ丝绸之路在连

通东西方、促进经济社会往来方面都发挥过、发挥着

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ꎮ 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ꎬ
为进一步加强东西方各领域的联系ꎬ需要“西丝带”
利益各有关方共同努力加以构建ꎬ形成铁路、公路、
航空、管道、通讯和网络等多维立体运输和交流通

道ꎬ建立起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经济发展带ꎮ
在中俄两国领导人会晤中ꎬ双方确定了在

２０１５ 年加强经贸合作的方针ꎬ其中包括中俄高铁

合作问题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ꎬ中国国家发改委

与俄联邦运输部、中国铁路总公司与俄罗斯国家

铁路公司四方签署了«关于中俄高铁合作备忘

录»ꎮ 该备忘录的签署推进了构建北京至莫斯科

的高速运输走廊的进程ꎬ并优先实施莫斯科至喀

山的高铁项目ꎮ 中俄联合工作组负责项目的具体

落实ꎬ主要包括项目的设计、施工、服务、设备的供

应、投融资等方面的合作事宜ꎮ 俄联邦铁路公司

总裁亚库宁表示ꎬ“假如在国家担保条件下两国

进行投资达成共识ꎬ那么 ２０１５ 年年底或明年就可

以开始莫斯科至喀山高铁线路项目的设计工

作”ꎮ 这条高铁线路投入运营后ꎬ可将莫斯科到

喀山两地间 ７７０ 公里的路程列车运行时间从原来

的 １１ 小时 ３０ 分缩短到 ３ 小时 ３０ 分钟ꎬ预计年载

客量达７ ８６３ ９９０人次ꎮ 如果达到设计最高时速

４００ 公里 /小时ꎬ届时运行时间将缩短到 ２ 小时

以内ꎮ
这条高铁从莫斯科至北京全程长达７ ０００多

公里ꎬ途经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中国 ３ 个国家ꎮ
为此ꎬ中俄需要与哈萨克斯坦就过境该国的跨国

运输问题进行三方协商ꎬ确定具体的过境手续、相
关费用等事宜ꎮ 待全线通车正常运行后ꎬ将大幅

度地缩短莫斯科至北京的列车运行时间ꎬ从原来

的中俄国际列车需要近 ７ 个昼夜降至 １ 个昼夜或

１７ 个多小时ꎮ
第二亚欧铁路大陆桥②是“西丝带”的重要组

成部分ꎬ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与中亚地区和欧洲

连接起来ꎮ 这条大陆桥东起中国日照和连云港ꎬ
向西经陇海铁路和兰新铁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经

济带”对接连通ꎬ经北疆铁路到达阿拉山口口岸ꎬ
然后进入哈萨克斯坦ꎬ后经俄罗斯、白俄罗斯、波
兰、德国ꎬ终点为荷兰鹿特丹港ꎬ是目前亚欧大陆

东西最为便捷的通道ꎬ将我国东南沿海与大陆桥

沿线地区连接起来ꎮ
“西丝带”的畅通将极大地促进中俄哈 ３ 国

之间的人流、物流的双向流动ꎬ以及密切中国与中

亚地区国家和欧洲各国的经贸、人文往来ꎮ
(二)中俄共建并实现“东丝带”基础

设施联通
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

(“东丝带”)以哈尔滨为中心ꎬ以大(连)哈(尔
滨)佳(木斯)同(江)、绥满、哈黑、黑龙江沿边铁

路 ４ 条干线与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和贝阿铁路连

通ꎬ再畅通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各港口的水运业务ꎬ
建设哈尔滨临空经济区等航空网络以及管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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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三向一点”是指从西、东、北三个方向的“丝路”最终都
集中到欧洲一点ꎮ

第一亚欧铁路大陆桥为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ꎬ从连
云港到鹿特丹的跨亚欧铁路为第二亚欧铁路大陆桥ꎮ



网和通信光缆的敷设等ꎬ最终形成“东丝带”ꎮ 建

设“东丝带”ꎬ有利于进一步拓展我国与东北亚地

区国家的全方位务实合作ꎬ为促进区域间的经济

互利共赢创造良好条件ꎮ “东丝带”是对习近平

总书记“一带一路”重大战略部署在空间上的延

展、内涵的丰富完善和创造性的贯彻落实ꎬ是国家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更是黑龙江深

化开放和转型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ꎮ
１ 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

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时指出ꎬ中方提出的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ꎬ获得了俄方和蒙方的积极

响应ꎬ可以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

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的倡议进行对接ꎬ我们

共同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ꎮ
“中蒙俄经济走廊”包括两条通道:第一条是

以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站为节点ꎬ经二连

浩特进入蒙古国“草原之路”ꎬ抵达乌兰巴托ꎬ过
蒙古国边境城市苏赫巴托尔进入俄罗斯ꎬ在乌兰

乌德与西伯利亚大铁路交汇ꎬ直达俄罗斯欧洲部

分和欧洲ꎮ 乌兰察布站向南经大同辐射中原地

区ꎬ向东经张家口连通京津冀ꎬ向西连接呼和浩

特、包头、巴彦淖尔ꎬ辐射西部地区ꎮ 第二条是经

过我国东北通道ꎬ从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到满

洲里ꎬ经俄罗斯的赤塔与西伯利亚大铁路连接ꎮ
“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

济带将形成物流带、产业带和开放带“三带合一”
的大开放、大贸易的新格局ꎬ拉动我国东北地区与

蒙古国和俄罗斯经济的大发展ꎮ
２ 建设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黑龙江省政府发布了«推
进东部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工作方案»和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

民政府“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规划»(以下简称“东丝带规划”)对构

建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做出了详尽的

安排:
(１)完善黑龙江省沿边铁路并与俄罗斯铁路

对接ꎮ 确保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人流、物流畅通ꎮ
着力畅通绥芬河—哈尔滨—满洲里—俄罗斯—欧

洲线路绥满铁路(绥芬河—牡丹江—哈尔滨—大

庆—齐齐哈尔—满洲里是“东丝带”的主动脉)的

跨境货物运输通道ꎬ并实现常态化ꎮ 打造哈尔滨

两小时经济圈ꎬ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快速发展ꎮ 发

挥这条跨境货物运输通道的最大运能ꎬ不仅可以

运输黑龙江和东北其他地区的货物ꎬ还可以运输

俄罗斯和我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货物ꎮ 同

时ꎬ加强运输节点和配套工程建设ꎬ加快建成哈尔

滨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绥芬河铁路站场改造工程、
开工建设牡丹江铁路货运枢纽、规划建设东宁危

险化学品铁路口岸、建成哈齐客专、牡绥扩能、同
江铁路大桥、哈佳铁路等项目、推进牡丹江—佳木

斯环线铁路、绥芬河—俄罗斯格罗捷阔沃跨境铁

路改造、沿边铁路等项目前期工作、建设牡丹江—
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东宁—俄罗斯乌苏里斯

克跨境铁路ꎮ 滨洲线电化改造、哈牡既有线电化

等项目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末ꎬ中国海关总署正式批复«黑

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增加内贸货物跨境运输入境

港口和货物种类的请示»ꎬ由此绥芬河在对俄陆

海联运大通道建设方面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支

持ꎮ 以往内贸货物跨境运输的品种只限于化工和

粮食等商品ꎬ此次作为“木业之都”的绥芬河可以

开展木材内贸货物跨境运输入境港口业务(即
“中外中”运输方式)ꎬ将有力地推动绥芬河对产

业园区与对俄跨境产业园区和我国南方产业园区

的对接与合作ꎮ
哈尔滨铁路局已开通“苏满欧”、“沈哈欧”、

“津哈欧”的国际货运班列ꎬ平均每天一列ꎬ实现

了常态化运营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滨洲线(哈
尔滨—满洲里)电气化改造工程公开招标ꎬ改造

后的滨洲线哈齐之间时速可达 １６０ 公里ꎬ将提升

服务质量ꎬ增加运输量ꎮ 同时ꎬ哈尔滨到绥芬河之

间的既有线路电气化改造将陆续展开ꎮ 按照规

划ꎬ哈尔滨集装箱中心站、满洲里集装箱货场、牡
丹江至绥芬河扩能改造等项目竣工后ꎬ将极大地

提升“东丝带”———“中俄铁路东部大通道”的运

输能力ꎬ确保货畅其流ꎬ人员便捷往来ꎮ
(２)不断推进公路的建设ꎮ 开工建设哈牡客

专、建成建三江至黑瞎子岛等高速公路和伊春至

嘉荫等国省干线公路、推进黑河、洛古河、饶河、萝
北、东宁等口岸界河公路大桥和黑瞎子岛陆路通

道建设的前期工作ꎮ 沿边公路的建设和完善并与

俄罗斯公路畅通ꎬ是对黑龙江省沿边铁路与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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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铁路运输的重要补充ꎮ
(３)畅通中俄跨国陆港通道ꎮ 密切牡丹江—

绥芬河—俄罗斯远东地区港口、从抚远经俄罗斯

境内的黑龙江下游进入日本海的陆海联运战略通

道ꎮ 不断完善牡丹江、绥芬河与俄罗斯远东地区

港口的中俄跨境陆港通道ꎬ加大宣传推广“中俄

中”(双向)、“中俄外” (双向)运输模式的力度ꎮ
“中俄中”(双向)运输模式是指从牡丹江或绥芬

河将国内货物运到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ꎬ再运

至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运输方式ꎬ反向亦然ꎻ“中
俄外”(双向)运输模式是指将东北亚地区国家或

美洲的货物运到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ꎬ再运至

牡丹江或绥芬河的运输方式ꎬ反向亦然ꎮ 牡丹江

已经有物流企业在开展“中俄中” (双向)货物运

输业务ꎬ即将东北地区发往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

商品运至俄罗斯远东地区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ꎬ
然后运到目的地ꎮ 反之亦然ꎮ 待条件成熟时ꎬ将
来可以开展“中俄外”(双向)运输模式ꎬ既节约时

间ꎬ又节约成本ꎮ
“东丝带规划”确定了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

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规划目标:１ 近期目标

(２０１５ 年):做好“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江陆海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规划与国家“一带一路”规

划的衔接ꎻ２ 中期目标(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将黑龙

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打造成国内连接亚欧最便

捷、最通畅的国际大通道ꎻ３ 远期目标(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５ 年):全面建成面向俄罗斯、连接亚欧的综合

跨境运输网络ꎬ形成经济规模较大、带动能力较强

的外向型经济体系ꎮ
(三)中俄共建并实现“北丝带”的基

础设施联通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ꎬ北极冰盖融化速度加快ꎬ

范围扩大ꎮ 据预测ꎬ１０ ~ ３０ 年后ꎬ北方海上航线

就可以通航ꎬ至少在夏季将适宜通航①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ꎬ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国ꎬ为中国

积极参与北极地区事务创造了条件ꎮ 中国在“北
丝带”建设方面正在与俄罗斯等有关国家开展务

实的活动ꎮ ２０１２ 年ꎬ中国“雪龙”号破冰船顺利通

过了北极航线ꎬ为中俄开展“北丝带”合作建设的

最早尝试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ꎬ中远集团“永盛”号
货轮从大连出发后ꎬ经日本海ꎬ沿俄罗斯海岸线ꎬ
穿越白令海峡和维尔基亚海峡ꎬ进入北极圈ꎬ在破

冰船引导下ꎬ在喀拉海、楚科奇海中轻度冰面和拉

普捷夫海、东西伯利亚海轻度冰面自主航行ꎮ 经

过 ２７ 天的航行ꎬ于当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１５
时停靠在荷兰鹿特丹港ꎬ成为经过北极东北航道

完成亚欧航行的第一艘中国商船ꎮ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杨惠根研究员说ꎬ北极航

线比经过印度洋和苏伊士运河航路短５ ２００公里ꎬ
集装箱船或干货船就可以节省 ５０ 万到 ３５０ 万美

元ꎬ而且还有燃料、运费、劳务费等等其他费用支

出ꎬ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条航线上没有经常出没在

马六甲海峡和亚丁湾的海盗劫持风险ꎮ 据预测ꎬ
到 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达几百亿至上千亿美元的集装箱

货物将通过北极海上航线运输ꎬ占中国对外贸易

货运量的 ５％至 １５％ ②ꎮ
在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ꎬ俄罗斯总

统普京 ２００１ 年批准了«２０２０ 年前俄罗斯海洋学

说»ꎬ其中对北极地区列专章加以论述ꎮ ２０１３ 年

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了«２０２０ 年前俄罗斯北极地

区发展战略»ꎬ该战略规定了建立北极地区统一

运输系统、开展科学活动和国际合作ꎮ 俄罗斯科

学院远东分院研究员拉林认为ꎬ“俄罗斯应当在

北极地区与中国开展合作ꎮ 俄方必须利用当前的

机会ꎬ巩固与中国的关系ꎬ获取商业利益ꎮ 俄罗斯

可以和中国建设北极航线通航船只补给站ꎬ而且

不排除建设联合北极科考站监视冰况和气象条件

的可能性ꎬ将来还应当吸引中国参与开发北极矿

产资源ꎬ首先是能源资源ꎮ 更重要的是ꎬ俄方应当

吸引中国资本开发北极基础设施ꎬ毕竟中国拥有

庞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ꎮ 为确保“北丝带”安全

畅通ꎬ需要安装现代化的导航设备、更新破冰船舰

队、建设综合安全系统和岸上地面站ꎬ２０１５ 年俄

罗斯将为建设“北丝带”的综合安全系统(包括 １０
个救援应急中心)拨款２ ２００万欧元ꎮ 该系统的中

心将分布在“北丝带”沿线的摩尔曼斯克、阿尔汉

格尔斯克、阿纳德尔等港口ꎮ 与此同时ꎬ俄罗斯希

望与中国开展合作ꎬ吸引中国投资ꎮ 中国愿与俄

罗斯进行互利投资合作ꎮ 中国投资者准备投资建

设新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深水贸易海港、白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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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乌拉尔铁路干线ꎮ 新阿尔汉格尔斯克深水贸

易海港将成为“北丝带”与俄罗斯铁路系统(包括

西伯利亚干线)的节点ꎬ其货物吞吐量会达到每

年３ ０００万吨ꎮ 白海—科米—乌拉尔铁路干线将

西伯利亚地区至白海的路程缩短了 ８００ 公里ꎬ为
从远东地区、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工业区向欧洲的

货运提供了新的可能ꎮ 据俄罗斯运输部预测ꎬ未
来 １０ 年“北丝带”的年货运量将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８０
万吨猛增到 ２０２０ 年的６ ４００万吨①ꎮ

二　 中俄实现“丝带”的贸易畅通

自 １９９２ 年以来ꎬ中俄贸易额已经从最初的

５６ ８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９５２ ８ 亿美元ꎮ 虽

然这一期间出现过多次波动起伏ꎬ但是中俄经贸

合作的总体趋势呈现出稳步快速增长的态势ꎬ不
仅规模不断扩大ꎬ领域不断拓展ꎬ而且层次和质量

明显提高ꎮ 在“一带一路”战略与欧亚经济联盟

成功对接等诸多有利因素的推动下ꎬ中俄双方将

分享更多的共同利益ꎬ双方的经贸合作将更加畅

通ꎬ再上新台阶ꎬ将实现并突破 ２０１５ 年双边贸易

额达到１ ０００亿美元的预期目标ꎮ 中俄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的对接合作将逐

步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与欧亚经济联盟关联地

区的产业合作ꎬ形成“链式发展模式”ꎮ 在这种利

好的形势下ꎬ２０２０ 年前双边贸易额实现２ ０００亿
美元的目标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ꎮ

(一)不断完善双边经贸合作的配套

服务
１ 着力不断完善双边经贸合作的物流体系

中俄经贸合作的稳步推进ꎬ既需要两国间的

交通基础设施、物流配送、多式联运等领域的不断

互联互通ꎬ同时也需要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

的配套服务设施进行合理布局ꎬ形成有机的体系ꎬ
并使之不断完善ꎮ 在沿线地带科学安排ꎬ建设功

能完备的大型枢纽节点、物流园区和配送中心ꎬ培
育大型物流集团和专业物流企业ꎬ最终打造成现

代智能物流产业集群ꎮ
２ 大力发展中俄跨境电子商务

俄罗斯政府鼓励和支持跨境网购ꎬ公民以邮

寄的方式从境外购买的货物ꎬ如果货值不超过

１ ０００欧元ꎬ免缴关税ꎮ ２０１２ 年俄罗斯居民在国

外网站网购商品就达约 ２０ 亿欧元ꎬ平均每单约合

６７ 欧元ꎬ俄罗斯人的网购热情和购买力可见一

斑ꎮ 入境数量激增ꎬ２０１２ 年俄罗斯邮政入境快递

邮件、包裹和小包数量达３ ０００万件ꎬ占俄罗斯邮

政邮件投递总量的 ２０％ ꎬ其中来自中国的入境邮

件量占俄罗斯邮政国际邮件的比例达 １７％ ꎮ
从电子商务市场规模来看ꎬ俄罗斯每年互联

网实物商品销售额达４ ４００亿卢布ꎬ每个网购者年

支出大约 １ ５ 万卢布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ꎬ俄罗斯电

子商务市场营业额增长 ３０％ ꎮ ２０１２ 年俄罗斯电

商营业总额为３ ２５０亿卢布ꎬ到 ２０１４ 年达到６ １２０
亿卢布ꎬ约占俄罗斯零售贸易总额的 ２％ ꎮ 据预

测ꎬ俄罗斯电子商务市场将以每年 ２５ － ３５％ 的速

度持续增长ꎬ２０１６ 年营业额将达到 １ 万亿卢布ꎮ
可见ꎬ大力发展中俄跨境电子商务潜力较大ꎬ对双

边经贸合作将发挥显著的拉动作用ꎮ 两国需要着

力创建开放的中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ꎬ
打造两国跨境电商物流服务平台ꎮ 俄罗斯人在中

国最大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淘宝网的购物量正在

迅速增长ꎬ该购物网站每天发往俄罗斯的网购商

品多达 ４００ 万美元ꎮ 黑龙江赛格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是我国唯一一家实现在线卢布交易的平台ꎮ 黑

龙江俄速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Ｒｕｓｔｏｎ 俄速通)
是中俄跨境电子商务专家共同投资打造的对俄跨

境电商物流企业ꎬ是涉及中俄跨境物流和海外仓

储服务供应链解决方案的提供商ꎮ 其他相关网站

还有中俄贸易网、中华企业信息网、绥芬河中俄电

子商务平台、销售宝俄文频道等ꎮ
我国实力雄厚的电商计划在俄罗斯开展电子

商务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中国京东商城与俄罗斯

ＳＰＳ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 快递公司签定了合作协议ꎬ京东商

城打算投入数量可观的资金在俄罗斯建设物流中

心等基础设施ꎬ未来 ５ 年内年营业额做到几千万

美元ꎬ成为俄罗斯市场的最大电商平台之一ꎬ在俄

罗斯境内的本地业务份额达到 ９０％ ꎮ 一旦京东

商城在俄罗斯市场获得成功ꎬ将对于促进中俄跨

境电子商务合作发挥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ꎮ
３ 不断改善两国海关通关条件

加快电子口岸的建设和功能完善ꎬ尤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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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和扩大中俄海关监管结果互认合作ꎬ按照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中俄海关签署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总署和俄罗斯联邦海关署关于开展特定

商品海关监管结果互认的议定书»ꎬ中俄在试点

口岸(东宁—波尔塔夫卡、绥芬河公路—波格拉

尼奇内)启动特定商品(中方出口的果菜和俄方

出口的锯材)适用“监管互认”程序ꎮ 在条件成熟

的时候ꎬ中俄扩大海关监管结果互认口岸和适用

商品范围ꎬ将使更多的中俄进出口企业能够享受

到双向通关便利ꎮ 这意味着经中国海关(俄罗斯

海关)查验的出口货物ꎬ俄罗斯海关(中国海关)
一般不予再查验ꎬ直接放行予以通关便利ꎮ 中俄

海关既简化了通关程序ꎬ节省了人力物力ꎬ又可以

使进出口企业节约时间和成本ꎬ期待将来扩大进

出口商品和互认口岸范围ꎬ为双边经贸合作的超

常规发展创造更加快捷便利的结关条件ꎮ
４ 努力实现两国经贸合作的资金融通

多年以来ꎬ中俄投资合作一直规模很小、领域

单一、范围狭窄、层次不高ꎮ 截止到 ２００８ 年年末ꎬ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俄罗斯排在第 ８ 位ꎬ投
资金额在 １８ ３８ 亿美元ꎬ占中国对外投资存量比

重的 １ ０％ ꎮ ２００９ 年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总流

量为 ３ ９４ 亿美元ꎬ２０１０ 年达到 ５ ６８ 亿美元ꎬ２０１２
年ꎬ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约 ５０ 亿美元ꎬ而俄罗

斯对我国投资３ ０００万美元左右①ꎮ 到 ２０１３ 年年

底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存量为 ３２１ ３ 亿美元ꎬ
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总流量为 ５０ ３ 亿美元ꎮ
２０１４ 年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总流量为 ４０ 亿美

元ꎮ 俄罗斯对我国投资存量规模较小ꎬ不过这意

味着投资潜力巨大ꎮ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议员国的金融合作已经

具有良好的基础②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ꎬ中国人民

银行与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签订了双边本币结算

协定ꎬ将双边本币结算从边境贸易扩大到一般贸

易ꎬ扩大了本币结算的空间和适用贸易形式范围ꎮ
中俄共建并实现“丝带”的资金融通ꎬ加深金融领

域合作ꎬ逐步实现两国贸易的投资便利化ꎬ推动双

边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ꎮ 这一措施为中俄双边

和区域间经济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ꎬ同时规避了

使用美元结算因汇率波动而造成的风险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ꎬ中国人民银行与俄罗斯联邦中央

银行签署了规模为１ ５００亿元人民币 (当时合

８ １５０亿卢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ꎬ旨在为双边

贸易及直接投资提供便利ꎬ促进两国经济的稳步

发展ꎮ
中俄两国需要加强在出口信贷、保险、项目和

贸易融资及银行卡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ꎮ 通过丝

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

联体等金融机构ꎬ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ꎬ逐步实现

双边经贸合作的资金融通ꎮ 同时ꎬ中俄着力丰富

多样化的投资方式、拓展多元化的投资主体ꎬ从而

扩大双边投资规模和领域ꎬ丰富投资内涵ꎮ
(二)中俄经贸合作将步入“超常态”

发展时期
所谓中俄经贸合作的“超常态”是指在俄罗

斯实施“向东看”战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稳步推进的背景下ꎬ中
俄两国在发挥要素禀赋互补等诸多优势的基础

上ꎬ双边经贸合作将进入一种体量不断增大、层次

不断提高、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尤其是战略合作

项目接连落实)、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一种超常

规发展状态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９ 日ꎬ在访问俄罗斯期间ꎬ国家

主席习近平指出:“中俄双方要加大经贸合作ꎬ推
动高铁、航空、航天等领域大项目合作尽早落到实

处ꎬ加强远东地区合作、金融合作ꎬ用好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投融资平台ꎮ 我们愿

同俄方一道ꎬ加强人文领域交流ꎬ办好明后两年中

俄媒体交流年活动ꎮ”③在中俄高层领导的重视和

各地区的共同努力以及其他有利因素的影响下ꎬ
中俄经贸合作将进入“超常态”发展时期ꎮ

１ 双边经贸合作步入“超常态”
中俄经贸合作总体不断稳步快速发展ꎬ从

１９９２ 年的几十亿美元提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近１ ０００亿
美元ꎬ与不断提升的双边政治关系总体呈现出正

相关的发展态势ꎮ 中俄拥有“地缘区位优势”、
“要素禀赋互补性强”、“双方商品市场互为补充”
等诸多得天独厚的有利内部因素ꎬ是两国开展经

贸合作的重要现实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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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英:«中俄经贸合作与投资领域发展现状及新趋势新
途径»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ｒｕ ｉｎｆｏ / / １３１７３ ｓｈｔｍｌ

李建民:«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经济联盟与中俄合作»ꎬ
载«俄罗斯学刊»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ꎮ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ꎬｈｔｔｐ: / / ｃｐｃ ｐｅｏ￣
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５１０ / ｃ６４０９４ － ２６９７５３８６ ｈｔｍｌ



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ꎬ俄罗斯加快实施“向
东看”战略的步伐ꎬ努力加强与东北亚地区国家

乃至亚太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ꎬ着力扩大经

贸合作的范围和领域ꎬ以弥补西方制裁给本国经

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强大冲击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上海

“亚信”第 ４ 次峰会期间ꎬ中俄签署了总额达４ ０００
亿美元的东线“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合作协议ꎬ
俄罗斯每年向中国供应 ３８０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ꎮ
这是中俄经贸合作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性成果ꎮ
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９ 日ꎬ中俄签署了«关于通过中俄

西线管道自俄罗斯联邦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供应天

然气领域合作的备忘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关于经中俄西线自

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框架协议»ꎮ 该协议

规定ꎬ在今后 ４ ~ ６ 年内ꎬ俄方将从西伯利亚西部

通过阿尔泰管道向中国每年供应额外 ３００ 亿立方

米天然气ꎬ为期 ３０ 年ꎮ 两国积极商谈油田大项目

的勘探合作ꎬ探讨核电、水电合作新项目ꎬ加强高

速铁路、高新技术、航空航天、金融等多领域的合

作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

合声明»将在物流、交通基础设施共同开发项目、
扩大投资贸易合作、加强金融合作、推动区域和全

球多边合作等领域开展更加务实的合作ꎮ
２ 两国区域经贸合作跨越式发展

中俄区域经贸合作是两国双边经贸合作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中俄边境贸易合作在促进两国

民间往来沟通、加深了解和增进友谊等方面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中俄区域间的经

贸合作呈现出整体快速发展的态势ꎬ合作规模不

断扩大、合作方式不断多样化、水平不断提高ꎮ
为进一步加快两国东部毗邻地区的快速发

展ꎬ两国政府先后多次出台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倾斜政策ꎮ 俄罗斯方面ꎬ先后有关于远东及

外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联邦专项纲要、远东及贝

加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战略ꎬ以及前不久颁

布的“关于超前经济社会发展区及国家支持远东

地区的其他措施”联邦法律等ꎮ 这些政策的部分

或全面实施为远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

好条件ꎬ尤其是关于超前经济社会发展区的联邦

法律规定ꎬ在发展区内实行特殊的法律制度ꎬ可以

有效地建设和完善超前经济社会发展区的基础设

施ꎬ为开展企业经营和其他活动提供优惠条件ꎻ中
国方面ꎬ先后有关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相关

优惠政策、长吉图沿边开发开放先导区和黑龙江

及内蒙古东北地区沿边开发开放规划上升为国家

战略、关于支持东北振兴的若干重大政策举措、黑
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纳入国家规划等等ꎮ 这

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东北地区经济社会的快度发

展和对外开发步伐ꎮ 上述中俄两国政策形成叠加

效应ꎬ将有力地推动两国东部毗邻地区各领域的

紧密合作ꎬ并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ꎬ促进两国边疆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①ꎮ
在诸多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ꎬ特别是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

接合作的新机遇下ꎬ中俄经贸合作将迎来新的

“超常态”发展机遇期ꎬ一些中长期战略性大型项

目的合作协议将陆续签订并实施ꎬ双边经贸合作

领域将得以继续拓展、层次将得以日益提升、规模

将得以不断扩大ꎮ 由此ꎬ中俄经贸合作将真正步

入全方位“提质增量”合作的“超常态”ꎬ为巩固、
深化和提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奠定坚实

的物质基础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俄共同保障

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批准号:１４ＢＧＪ０１５)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陆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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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姜振军(笔谈作者之一):«俄罗斯“向东看”与中俄经贸
合作»ꎬ«欧亚经济»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