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形势下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赵鸣文

　 　 【内容提要】 　 ２０１４ 年ꎬ在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演变过程中ꎬ处在高位运行

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ꎬ两国政治互信进一步加深ꎬ战略协

作更趋紧密ꎮ 中国愈加重视深化对俄罗斯各领域合作ꎬ俄罗斯一改对华合作畏首畏

尾心态ꎬ前所未有地取消了对华合作的一些限制ꎬ使两国军事和能源合作取得突破性

进展ꎬ其他领域合作出现“全面开花”态势ꎮ 在俄罗斯战略重心总体向亚太地区转移

调整中ꎬ俄罗斯对华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合作进程提前到来ꎮ 虽然两国各领域

合作仍面临诸多挑战ꎬ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强劲发展势头难以逆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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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０００５)

　 　 近年来ꎬ随着中俄国内和外部挑战不断增多ꎬ
彼此战略借重明显加大ꎮ 两国在政治、经济、科
技、金融和交通等领域的深化合作史无前例ꎬ军事

和能源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ꎬ其他合作领域也呈

全面铺开态势ꎬ推升本已处在高水平的中俄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ꎮ

一　 两国关系的内外
　 发展动力持续上升

　 　 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ꎬ中俄均面临重新调整

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以及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的艰巨任务ꎮ 在世界经济总体复苏乏

力的大环境下ꎬ两国都有加大相互借重的战略需

求ꎮ 尤其是在美欧轮番实施制裁下ꎬ俄罗斯对借

中国之力促本国经济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ꎮ

　 　 (一)两国元首引领双边关系不断走向

新高度
两国领导人审时度势ꎬ为双边关系定调、引

航ꎬ不断迈上新台阶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习近平主席

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ꎬ中俄关

系已进入互相提供重要发展机遇、互为主要优先

合作伙伴的新阶段ꎮ 中俄都处在民族振兴的重要

时期ꎬ双方要登高望远ꎬ统筹谋划两国关系的发

展ꎬ要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ꎬ以实际行动坚

定支持对方维护本国核心利益ꎬ坚定支持对方发

展复兴ꎬ坚定支持对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ꎬ坚定支持对方办好自己的事情①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习近平主席在普京对华国事访问期间重申ꎬ中
俄是好邻居ꎬ也是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力量ꎮ 双方

要对接丝绸经济带和俄罗斯跨欧亚铁路建设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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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两国经贸往来ꎬ开发毗邻地区ꎬ共享欧亚大通道

和欧亚大市场ꎮ 普京总统则表示ꎬ俄中关系已进

入全面快速发展的新阶段ꎮ 俄方愿积极推进双方

的油气、核能、电力、高铁、宽体客机、金融等合作

项目ꎬ增加对华油气出口ꎬ支持“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ꎬ促进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ꎬ欢迎中方

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①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习近平主席在与来华出席

ＡＰＥＣ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普京总统会晤时表

示ꎬ“今年以来ꎬ我同你保持密切沟通ꎬ就发展中

俄关系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ꎬ栽培中俄友好

合作常青树ꎬ我们收获了丰厚果实两国国内

支持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呼声越来

越高ꎮ 这说明我们确定的发展两国关系的方针顺

应两国民心、顺乎时代潮流ꎬ是大势所趋ꎮ 不管国

际风云如何变幻ꎬ我们都要坚持把发展中俄关系

作为本国外交优先方向ꎬ不断增进政治和战略互

信ꎬ不断扩大和深化全方位合作ꎮ”普京总统则回

应说ꎬ两国元首都在大力推动俄中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发展ꎬ政治对话不断加深ꎬ能源合作进展

顺利ꎬ经贸合作取得更多实际成果ꎮ 双方在国际

事务中密切协作ꎬ有力维护了世界和地区安全稳

定ꎬ“相信我们今天的会晤将为俄中关系发展注

入新动力”②ꎮ 中俄最高领导人的频频接触、密切

沟通以及彼此间的深厚友谊ꎬ有力促进了两国关

系及各领域合作的快速发展ꎮ
(二)俄罗斯主流社会对中国看法越趋

客观实际
如今ꎬ俄罗斯绝大多数精英和民众对发展对

华资源性贸易合作的心态更趋客观和实际ꎮ 在他

们看来ꎬ即使中国在俄罗斯轻工市场占据的份额

超过 ５０％ ꎬ也“未必能把俄罗斯称作中国商品的

重要销售市场”ꎬ抑或“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ꎮ
因为ꎬ俄中贸易仅占俄罗斯外贸的 １１％ ꎮ 何况ꎬ
中国大力推进海外投资也并非只针对俄罗斯ꎬ中
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投资比在俄罗斯的还多ꎮ
而且ꎬ中国对外投资所占 ＧＤＰ 比例总共只有 ５％ ꎬ
大大低于世界平均 ３３％ 和经济转型国家平均

１３％的水平ꎮ 由于俄罗斯工业基础薄弱ꎬ基本不

生产任何现代化电子设备、电脑和通信工具ꎬ机械

制造业也落后于西方ꎬ俄罗斯在作为欧洲长期能

源供应商的同时ꎬ其从欧盟进口的机器设备早已

占到从欧盟进口商品总量的 ５５％ ꎮ 但却很少听

到有人说俄罗斯会成为西方的经济附庸ꎬ更不用

说中国发展对俄罗斯合作具有多面性ꎬ其投资项

目已从矿产资源扩大到了科技、金融、建筑材料和

基础设施等非资源领域③ꎮ 而且ꎬ中国对俄罗斯

第二大领域农工体和交通运输领域的投资规模也

很大ꎬ还有包括文化与社会领域的投入ꎮ 中国在

５ 年前已超过欧洲ꎬ保障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的果蔬供应ꎮ 可见ꎬ中国不存在经济掠夺问题ꎬ更
没有将俄罗斯作为其经济附庸的战略ꎮ 对俄罗斯

来说ꎬ深化对华关系是由发展远东及国家交通运

输的战略必要性所决定ꎬ也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ꎮ
此外ꎬ中国移民对俄罗斯远东地区构成威胁的论

调越来越没有市场ꎬ就连一直鼓噪俄罗斯远东地

区有可能会被中国移民占领的那些人ꎬ对中国的

看法也在发生变化ꎬ不得不承认俄罗斯并非是中

国移民最为向往的国家ꎮ 随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ꎬ收入达到或超过俄罗斯的同类指标ꎬ
特别是如果在俄罗斯赚不到更多的钱ꎬ中国人也

不可能长期在俄罗斯呆下去ꎮ 何况ꎬ由于实行计

划生育政策已使中国出现劳动力短缺ꎬ一定程度

地还成为东南亚国家劳动力的移民目的地ꎮ 因

此ꎬ一些俄罗斯人开始认为ꎬ在可预见的未来ꎬ中
国人也不会有扩张计划ꎮ 至于自然资源不足问

题ꎬ中国完全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ꎮ
(三)西方制裁加快俄罗斯战略重心向

中国进一步转移
随着乌克兰危机引发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不

断加剧ꎬ已经“关闭了俄罗斯通向现代化改革之

路”ꎬ俄罗斯 “如今挽救停滞的经济已力有不

及”④ꎮ 在期冀西方对其提供现代化技术的幻想

彻底破灭后ꎬ俄罗斯主流社会愈加坚定了借助新

兴经济体国家ꎬ特别是与中国的合作来解决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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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外交问题的决心ꎮ 俄罗斯媒体对有关中国

的报道更加积极、正面ꎬ不断宣介中国经济已“坐
二望一”的全球强势地位和“美国的领导地位已

经终结”的客观现实ꎮ 中国雄厚的外汇储备使其

拥有超强的投资和支付能力ꎮ 俄罗斯国内普遍开

始承认一个业已存在ꎬ却又不愿承认的事实ꎬ即中

国早已超过其他国家成为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领军

者ꎮ 中国进入俄罗斯的大多是中国国企或有一定

影响力的大型企业ꎬ其投资以及技术能力和产品

质量毫不逊色西方ꎬ甚至“连全球著名品牌都请

中国企业代工①ꎮ 这些高科技企业“要么进行着

世界领先水平的独立创新ꎬ要么借鉴了西方先进

技术并将其有效发展”ꎮ 即使“在那些本国创新

资源有限的领域ꎬ中国也比俄罗斯有更多机会接

触西方技术”ꎬ因为ꎬ“西方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为

中国创造了获取军民两用技术的广阔机会”ꎮ 中

国在微电子元器件生产技术的有些方面已走在俄

罗斯前面ꎮ 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高级机械生产

商ꎬ其在无人机制造方面已整体超越俄罗斯ꎬ成为

俄罗斯在该领域有前途的伙伴ꎮ 所以ꎬ“俄罗斯

可以利用中国工业的潜力减轻西方技术封锁的影

响②ꎮ 中国能够满足俄罗斯对现代化技术的需

要ꎮ 而且ꎬ中国也是稳定的能源消费市场ꎮ 进入

早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原油和液化燃料净进

口国的中国市场ꎬ对希望不断扩大能源出口的俄

罗斯来说显然获益匪浅ꎮ 俄罗斯能源企业也认

为ꎬ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逐渐从投资转向消费ꎬ这将

使中国市场对任何一个出口商充满吸引力ꎮ 俄罗

斯«消息报»网站针对普京 ２０１４ 年首度访华期间

大幅度发展对华合作评论说ꎬ面对西方国家的制

裁威胁ꎬ俄罗斯应该在东方有良好的经济替代选

择ꎬ而中国正是关键所在ꎮ 俄中已到了全面挖掘

两国各领域合作潜力的时候了! 一些俄罗斯精英

更是认为ꎬ俄罗斯与中国合作所获是对西方亦步

亦趋时得不到的ꎮ 在这一思想支配下ꎬ俄罗斯国

内要求深化对华各领域合作的呼声不断高涨ꎬ其
主管部门在对华科经贸合作中不再像以往那样对

有些项目闪烁其词ꎬ而是一反常态地主动向中方

推介一些敏感的高科技项目ꎬ并积极商讨对华合

作新路径ꎮ 这是多少年来俄罗斯在对华合作中很

少有的态度大转变ꎮ

二　 务实合作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

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促使盟国及有关国家

在中国周边频频制造事端ꎬ西方借乌克兰问题对

俄罗斯实施冷战以来最严厉制裁的战略环境下ꎬ
中俄两国高度理解彼此关切ꎬ在国际舞台和地区

事务上借力、给力、相互帮衬、密切配合ꎬ共同应对

各种挑战ꎮ 俄方前所未有地逐渐取消了之前存在

的对华出口两用敏感技术限制ꎬ放宽了大型中国

企业对俄罗斯经济投资准入ꎮ 长期以来中俄科

技、军事和经济等领域合作落后于政治关系的状

况明显改观ꎬ俄罗斯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ꎬ
中国支持俄罗斯“远东超前发展区”计划ꎬ两国迎

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的大好局面ꎮ
(一)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水平空前

提升
两国元首保持密切接触和往来ꎮ 在习近平担

任国家主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ꎬ两国最高领导人

在双边和多边场合举行了 １０ 次正式会晤ꎬ就国际

和地区形势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交换看法ꎬ共谋

两国发展前景ꎮ 普京在 ２０１４ 年首次访华前表示ꎬ
中国是俄罗斯可信赖的朋友ꎬ扩大与中国交往无

疑是俄罗斯外交政策优先方向ꎮ 两国在国际舞台

上一直成功合作ꎬ在解决国际和化解危机方面密

切协调行动ꎮ “我们之间没有遗留任何可能对加

强全面合作产生负面影响的政治问题ꎮ 发展两国

睦邻友好伙伴关系ꎬ完全符合俄罗斯和中国的利

益ꎮ”普京还深情地说ꎬ他总是很乐于访问好客的

中国ꎬ乐见中国邻居在俄罗斯人眼前发生脱胎换

骨的变化ꎬ“上海就是这个变化的鲜明见证”③ꎮ
在普京随后的对华国事访问期间ꎬ两国元首签署

«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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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ꎬ标志着中俄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ꎮ
双方在彼此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ꎮ 在西方联

合抵制俄罗斯举办冬奥会ꎬ美欧等国领导人纷纷

拒绝与会之时ꎬ习近平主席打破中国最高领导人

不出席境外体育赛事惯例ꎬ应邀出席索契冬奥会

开幕式ꎬ并称索契冬奥会是普京总统领导俄罗斯

人民走向繁荣富强的象征ꎮ 中国人民的好邻居、
好伙伴、好朋友办喜事ꎬ他特意专程前来道喜ꎮ 这

凸显中方在涉及俄罗斯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对其

坚定支持的立场和两国关系的亲密ꎮ
在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陷入外交困境之际ꎬ

中国尽其所能全力支持和策应俄方ꎬ强调乌克兰

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因素ꎬ涉及各方

利益和关切ꎬ解决起来应兼顾各方利益ꎬ呼吁有关

各方保持克制ꎬ推动乌克兰所有地区和社会政治

组织参与广泛的民族对话ꎬ通过和平和政治途径

寻找解决现有问题的办法ꎬ避免冲突升级ꎮ 中方

还顶住压力在联合国安理会就有关克里米亚问题

表决时两次投弃权票ꎬ被西方批评是对俄罗斯的

“一种无声支持”ꎮ
俄罗斯举国上下对来自中方的支持普遍持肯

定态度ꎮ 普京在对理解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举措的

所有人表示感谢时ꎬ尤其感谢中国人民及其领导

人能从历史和政治全局角度审视乌克兰和克里米

亚的局势ꎮ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访

华时也表示ꎬ中国对在乌克兰所发生的一切、对危

机的起因给出了绝对客观、合适的评价ꎮ 她能从

中国国家主席口中听到不管中国承受多大压力ꎬ
都永远不支持对俄罗斯制裁ꎬ也永远不会参与的

话语是难能可贵的ꎮ 俄罗斯感谢中国这样的立

场ꎮ 俄罗斯精英也认为ꎬ在俄罗斯陷入冷战以来

最严重的外交困境和“国际孤立使俄罗斯脆弱性

显而易见之时ꎬ北京并没有趁机落井下石”①ꎮ 与

此同时ꎬ俄方也不失时机地宣称欢迎和支持中方

申办 ２０２２ 年冬奥会ꎮ 普京还表示ꎬ俄方积极响应

中方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倡议ꎬ
愿将俄罗斯的跨欧亚铁路与“一带一路”对接ꎮ

两国在二战历史问题上的立场保持高度一

致ꎮ 中国反对有关国家篡改二战历史的行径ꎬ俄
罗斯方面同样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

不满ꎮ 普京多次指出ꎬ欧洲纳粹势力对苏联等欧

洲国家的侵略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等亚洲受

害国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不能被遗忘ꎬ称俄中都

认为修改二战结论是极其危险和不可接受的ꎬ将
抵制那些篡改历史、美化法西斯分子及其帮凶、抹
黑英雄解放者功勋的企图ꎬ彰显俄方呼应中国批

评日本篡改二战历史的鲜明立场ꎮ 俄罗斯与中国

在东海举行的例行“海上联合———２０１４”联合军

事演习也被西方媒体解读为有针对日本和更具牵

制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外交效果ꎮ 中俄还商定

在 ２０１５ 年二战结束 ７０ 周年之际共同举办“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庆祝活动ꎬ以宣示中俄联手抵制

否认二战历史思潮蔓延的决心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９ 日ꎬ习近平主席与来华出席

ＡＰＥＣ 峰会的普京总统会晤时重申ꎬ中俄在国际

事务中协调和配合更加密切有效ꎬ“不管国际风

云如何变幻ꎬ我们都要坚持把发展中俄关系作为

本国外交优先方向ꎬ不断增进政治和战略互信ꎬ不
断扩大和深化全方位合作”ꎮ 普京则完全赞同习

近平主席对中俄关系的评价ꎬ称双方在国际事务

中密切协作ꎬ有力维护了世界和地区安全稳定②ꎮ
(二)军事和能源合作取得重大突破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６ 日ꎬ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共

同与参加承运叙利亚化学武器联合编队护航的中

俄军舰舰长视频通话ꎬ勉励两舰官兵再接再厉ꎬ努
力完成好护航任务ꎬ为安全、顺利销毁叙利亚化

武、推动国际社会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作出贡献ꎮ
５ 月 ２０ 日ꎬ中俄元首双双出席两国海军首次在长

江口以东的东海北部海域举行的“海上联合———
２０１４”联合军事演习开幕式ꎬ凸显中俄最高领导

人对两国军事合作的高度重视ꎮ 两国海军通过联

合编队护航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ꎬ极大地提高了

相互间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协同打击海盗和

防御作战的水平ꎬ进一步夯实了中俄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的军事领域基础ꎮ 随着俄方对中国看

法的进一步转变ꎬ加之美欧对俄罗斯在诸如航空

制造和电子工业等领域制裁的不断扩大ꎬ俄方对

华军事技术合作步伐明显加大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初ꎬ
普京总统原则上批准向中国出售此前一直不愿向

中方提供的 Ｓ － ４００ 地对空导弹系统ꎬ使中国有望

成为这套最先进防空导弹系统的首个外国客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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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１４ 年普京对华首访期间ꎬ双方除商定在中国

生产米 － ２６ 重型直升机外ꎬ俄罗斯军工企业还与

中方签署对华出售苏 － ３５Ｓ 多功能战机及其配套

攻击武器备忘录ꎬ并积极商讨签署有关许可中方

生产“阿穆尔 － １６５０”非核潜艇合同ꎬ以及向中国

提供最新的“拉达”级潜艇和研制卫星等技术产

品所需的零部件等事宜ꎮ 在面临西方制裁的当

下ꎬ俄罗斯还打算通过与中国合作来发展军事技

术项目及太空计划ꎮ
在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普京访华期间ꎬ两国政府及能

源公司分别签署«中俄东线天然气合作项目备忘

录»和«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ꎮ 合同规定ꎬ从
２０１８ 年起ꎬ俄方通过东线管道每年向中方供应不

少于 ３８０ 亿立方米天然气ꎬ历时 ３０ 年ꎬ合同总价

值４ ０００亿美元ꎮ １０ 月ꎬ双方签署两国关于经东

线向中国出口天然气合作的政府间协议和两国公

司经东线向中方供气合同补充附件ꎮ 这项跨世纪

的能源合作项目最终得以落实ꎬ不仅是中俄关系

史上的盛事ꎬ也备受世界广泛瞩目ꎮ 俄方普遍认

为ꎬ天然气协议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远远不及

对俄罗斯的意义ꎮ 乌克兰危机的升级将这笔交易

变成了对俄罗斯性命攸关之事①ꎮ 中俄天然气合

同可能为俄罗斯未来赢得与销往欧洲的１ ６００亿
立方米等量齐观的出口天然气市场ꎬ还将拉动其

境内管道沿线相关产业发展ꎬ“激活重度衰退的

远东经济”ꎮ 尤其是“经济意义一直备遭质疑的

‘南溪’项目最终落空后ꎬ有助于俄罗斯将精力和

资源转投东方”②ꎮ 对中国来说ꎬ合同的签署无疑

扩大了能源进口渠道ꎬ有利于加快能源消费结构

的改善ꎮ 正如普京所言ꎬ达成“斯科沃罗季诺—
漠河”管道协议是两国双赢的结果ꎬ“对俄罗斯来

说ꎬ意味着对外供气管道线路的多元化ꎮ 对我们

中国伙伴来说ꎬ通过使用这一清洁燃料ꎬ可以缓解

能源短缺和提高生态安全ꎮ”③与此同时ꎬ俄方一

改以往对外国ꎬ包括中国企业进入其油气上游勘

探领域经营持“非常谨慎”态度ꎬ破天荒地表示ꎬ
俄罗斯在能源合作上对中国朋友没有限制ꎬ从而

使两国在油气上游领域的合作也取得重大进展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９ 日ꎬ中石油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签

署关于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购买其旗下

万科尔石油公司 １０％股份的框架协议ꎬ标志着中

方正式进入俄罗斯油气上游勘探领域ꎬ实现了对

俄罗斯能源合作的历史性突破ꎮ 万科尔油田是通

过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和中俄原油管道供油

的基地ꎬ对中国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ꎮ 中俄西线

供气项目也在稳步推进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９ 日ꎬ在
普京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期间ꎬ中俄双方签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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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合作备忘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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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２０２０ 年ꎬ俄
罗斯对华供气量将占中国天然气需求的 １７％ ꎬ中
国有望取代欧洲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客户ꎮ

(三)科技经贸合作进一步扩大
中俄科技和贸易合作呈现新的发展势头ꎮ 普

京在 ２０１４ 年首度访华前表示ꎬ俄中现阶段共同努

力的优先方向是加强经济、科学和高科技领域合

作ꎮ 两国潜力叠加是解决两国国内发展任务的重

要补充推动力ꎮ 俄中要加强互利经贸关系ꎬ而增

加相互投资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ꎮ 俄罗斯打算切

实提振投资合作ꎬ“远东特区欢迎中国投资”④ꎮ ５
月ꎬ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公司与中国商用飞

机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研发新一代远程宽体客机的

备忘录ꎮ ６ 月ꎬ两国就合作制造新型宽体干线飞

机和载重量达 １５ 吨的直升机等大型项目进一步

达成协议ꎮ １０ 月ꎬ中俄总理在定期会晤期间强

调ꎬ要加强两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ꎬ并在经费

和科技投入对等、创新链条完整性、保护知识产权

基础上优先开展有前景的联合科研等方面作出具

体安排ꎮ 双方一致表示要在执行«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

中俄航天合作大纲»基础上拓展并深化两国在航

天领域的长期互利合作ꎬ尤其需要开展那些双方

共同建议的有关对地观测、卫星导航、火箭发动

机、月球及其他有前景的基础科学的新联合研究

项目ꎬ以及推动信息通信领域的战略合作项目取

得实际成果ꎮ 两国总理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强调ꎬ
双方要继续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政府关于经济现代化领域合作备忘录»ꎬ推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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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制药、医疗器械、化学、电子、铝业、油气开采

设备、船舶、机床和运输机械制造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ꎮ ２０１４ 年ꎬ两国还达成在中俄政府间委员会框

架内成立双重用途产品合作领域工作组和卫星导

航重大战略合作项目委员会两个新机构ꎬ签署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委员会与俄罗斯联邦航天局

在全球卫星导航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ꎬ这成为

双方在新领域合作的亮点ꎮ
中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ꎮ ２０１４ 年前 １０ 个

月ꎬ两国贸易额达到 ７８８ ９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７ １％ ꎬ中国对俄罗斯出口 ４４２ ５ 亿美元ꎬ同比增

长 １０ １％ ꎬ从俄罗斯进口 ３４３ ６ 亿美元ꎬ增长

３ ４％ ①ꎮ 全年中俄贸易额有望达到近 ９００ 亿美

元ꎮ 两国双向投资持续增加ꎬ前 ８ 个月中国对俄

罗斯直接投资与 ２０１３ 年同期相比增长 ７３％ ꎬ后 ４
个月中国在外国对俄罗斯投资中跃居领先地位ꎮ
两国正在实施或落实的 ４０ 个不同领域合作项目

总投资超过 ２００ 亿美元②ꎮ ９ 月ꎬ中俄在两国投资

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一致决定继续增加相互

投资ꎬ共同开发能源、高铁、电信、矿产、不动产和

基础设施项目ꎮ １０ 月ꎬ在中俄总理第十九次定期

会晤期间ꎬ双方签署涉及能源、交通、高铁、汽车、
航天、客机、信息、金融、食品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的

３８ 项重要合作协议ꎮ 双方强调将继续共同努力ꎬ
采取切实措施ꎬ深挖潜力ꎬ提升双边贸易质量ꎬ促
进贸易结构多元化ꎬ增加机电和农产品比重ꎬ扩大

市场开放ꎬ反对贸易保护主义ꎬ为双边贸易持续增

长创造稳定、可预见的条件ꎬ推动两国务实合作持

续快速发展ꎮ 两国总理在联合公报中表示ꎬ要努

力在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框架内开展有效合作ꎬ
落实好«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ꎬ重点推进大项

目合作ꎮ 俄方支持中方企业利用俄罗斯远东和东

西伯利亚地区建立的经济特区潜力ꎬ系统参与实施

该地区的战略发展规划及商定的合作项目ꎮ 普京

总统在会见李克强总理时着重强调ꎬ对中俄两国来

说ꎬ“能源和高科技领域是最为重要的”合作方面ꎮ
(四)金融、交通、信息和农业合作取得

新成果
在西方对俄罗斯制裁背景下的中俄金融合作

尤显突出ꎮ 为维护两国国家利益ꎬ２０１４ 年ꎬ双方

宣布要成立联合信用评级机构ꎮ 普京在 ５ 月访华

期间还高调呼吁加强对华金融合作ꎬ保护两国免

受世界主要货币汇率波动影响ꎮ 俄罗斯专家坦

言ꎬ“在西方金融市场对俄罗斯关闭后ꎬ莫斯科寄

望于中国的贷款”③ꎮ 中国虽然不能全部取代西

方ꎬ但也是俄罗斯在困难时期的一个非常实际的

资金来源ꎮ 在此情况下ꎬ包括遭受西方制裁的俄

罗斯对外经济银行、外贸银行和俄罗斯农业银行

等多家金融机构都得到中方资金支持ꎮ 俄罗斯方

面事实上已获得约为 １ ５ 万亿离岸人民币市场准

入资格ꎮ 中国人民银行与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签

署额度为１ ５００亿元人民币的三年期人民币和卢

布互换协议ꎮ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俄罗斯外贸银行

签署约为 ２０ 亿美元等值的人民币或卢布贷款协

议ꎬ用于双方在俄罗斯境内开展合资业务、采购技

术设备ꎬ创造就业岗位并成立制造工厂等项目ꎮ
俄罗斯梅加丰电信公司与中国开发银行签署融资

５ 亿美元用于购买中国设备协议ꎮ 中俄总理在第

十九次定期会晤期间强调ꎬ要继续密切两国在财

金领域的协作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交流ꎬ加强两国

金融机构在互提出口信贷、保险、项目融资和银行

卡等领域的合作ꎬ在双边贸易、直接投资和信贷领

域扩大使用本币范围ꎬ进一步提高双边贸易和投

资便利化水平ꎮ 在普京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经

济体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ꎬ中国出口信用保险

公司与俄罗斯储蓄银行签署合作框架协议ꎮ 中国

进出口银行与俄罗斯储蓄银行签署贷款框架协议

和两行间买方信贷协议ꎮ
两国交通、信息产业和农业合作取得新成果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中国吉林省与俄罗斯苏玛集团签署

合作建设俄罗斯扎鲁比诺海港合作框架协议ꎮ １０
月ꎬ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铁路总公司

与俄罗斯交通部和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签署“莫
斯科—喀山”高铁发展合作备忘录ꎬ并将此项目

作为发展两国首都间铁路交通先导工程ꎬ最终打

造成途经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的“莫斯科—
北京”欧亚高速运输通道ꎮ 两国总理还商定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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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努力如期完成同江—下列宁斯阔耶跨境铁路

项目ꎬ抓紧协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

联邦政府关于共同建设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黑

龙江(阿穆尔河)大桥的协定›的补充协定»ꎬ继续

就设立黑瞎子岛 (大乌苏里岛) 口岸开展相关

工作ꎮ
在美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不断扩大ꎬ俄罗斯

打算逐步用他国产品代替美国 ＩＴ 产品的情况下ꎬ
中俄技术和信息产业合作得到进一步加强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中俄双方就扩大相互提供 ＩＴ 产品达成协

议ꎬ商定扩大中国服务器、存储设备和其他产品对

俄罗斯的出口ꎬ以及扩大俄罗斯软件对中国的出

口ꎮ 双方主张用多边、透明的模式管理互联网基

础设施的重要资源ꎮ
在俄罗斯对西方采取反制裁措施、禁止从欧

美国家进口肉、禽、水产、果蔬和乳品等农产品情

况下ꎬ中国成为俄罗斯此类商品的主要替代国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中国首批 ８００ 吨猪肉经俄方检疫

防疫部门验收后顺利出口至俄罗斯ꎮ 这是自

２００４ 年俄方以口蹄疫为由对中国猪肉封关以来

中国首次向俄罗斯出口肉类产品ꎮ 面对新情势ꎬ
两国总理在第十九次定期会晤期间一致表示要扩

大农产品贸易ꎬ加强动植物检验检疫和农工综合

体投资领域的合作ꎬ联合生产绿色农产品并促进

两国间贸易及向第三国出口ꎬ扩大两国在渔业领

域的长期互利合作ꎮ 双方还着重强调ꎬ必须通过

开展农业合作和建立工业合资企业来实现双边贸

易和投资的多元化①ꎮ １０ 月 １６ 日至 １８ 日ꎬ中俄

首届农产品展销会在中国边境城市绥芬河举行ꎬ
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有近 １０ 个大型农业生产企业

以及一些肉类和蔬菜供应商出席本届展销会ꎮ
(五)人文合作继续稳步发展
中俄间结成的 １００ 多对友好省州(市)关系

有力地促进了两国地方和人文合作的深入发展ꎬ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更

加坚实ꎮ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和 ３ 月ꎬ由中国大剧院与俄

罗斯马林斯基剧院联合制作的歌剧«叶甫盖尼
奥涅金»分别在马林斯基剧院和中国大剧院上

演ꎬ受到两国观众的普遍好评ꎮ ３ 月 ２８ 日ꎬ俄中

青年友好交流年活动在圣彼得堡正式启动ꎬ俄罗

斯副总理奥莉加戈洛杰茨和中国副总理刘延东

出席开幕式ꎬ两国元首分别发去贺信ꎮ 普京称俄

中青年友好交流年及相关活动将扩大两国在教

育、科学、文化、旅游、体育和卫生等领域的合作ꎬ
有利于巩固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ꎮ 习近平主席

强调ꎬ青年是中俄关系和中俄人民友谊的未来ꎬ两
国青年应与时代同步ꎬ顺应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发展大势ꎬ把自己的梦想融入推动中俄两

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事业中来ꎬ为中俄两国和

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和美好未来作出积极贡献ꎮ
普京 ５ 月访华前继续表示ꎬ俄中人文合作正沿着

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发展轨道行进ꎮ
两国青年对对方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兴趣越来

越大ꎮ “这是一个客观进程ꎬ我们将继续予以全

力支持”②ꎮ 如今ꎬ中俄间的经济、政治和科学论

坛、旅游交易会、文化节、艺术节、电影周、青年运

动会、大学联欢会、中小和大学生夏令营、高校校

长论坛、教育服务展览、青年代表大会和体育比赛

等已成为双方主管部门定期举行的活动ꎮ 俄罗斯

新闻社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中旬的民调显示ꎬ俄罗斯人

认为将来中国还会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和亲密伙

伴的人数已分别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２０％和 ２７％上升至

４３％和 ３６％ ꎬ不看好俄中关系和认为中国会成为

俄罗斯竞争对手的人数则分别从 ２９％ 和 ２４％ 下

降到 １０％和 ９％ ꎬ相信俄中经济合作是互利的人

从 ３７％上升至 ６０％ ꎬ而 ７４％ 的人认为与中国的

伙伴关系可以使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与西方

国家关系破裂带来的后果ꎬ只有 １％ 的人认为中

国会变成俄罗斯的敌人③ꎮ

三　 新阶段的中俄关系仍面临诸多挑战

虽然中俄关系及各领域合作呈现强劲发展势

头ꎬ但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仍面

临诸多挑战ꎮ 俄罗斯国内亲华声音所占上风是相

对的ꎬ而不是绝对的ꎮ
首先ꎬ一些对中国有偏见人的态度转变依然

有限ꎮ 他们对“中国不可思议的增长速度及不断

膨胀的原材料和能源需求ꎬ以及扩张野心的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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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虑无法抹去ꎬ它与俄罗斯对北约频繁的军事活

动的忧虑以及对似乎是由美国筹划和操纵的‘颜
色革命’的恐惧交织在一起ꎮ 俄罗斯精英不得不

装出支持中国是为了共同利益的样子ꎮ 实际上ꎬ
很少有人相信利益是共同的ꎮ”而俄罗斯靠扩大

对华合作来打破西方的孤立对策“丝毫不能抵消

日益增长的制裁压力”ꎬ相反却为俄罗斯带来一

系列目前无力应付的新地缘政治风险①ꎮ 由于

“中国过于强大ꎬ任何一个伙伴ꎬ即便是像俄罗斯

这样的大国ꎬ也不可能不产生陷入附属境地的担

忧ꎮ 问题不在于北京居心不良ꎬ而在于客观的经

济实力差距ꎮ”②

其次ꎬ在对华出售尖端武器问题上尚存疑虑ꎮ
俄罗斯个别精英仍在反对向中国出售新式武器ꎬ认
为“向潜在对手出售苏 － ３５Ｓ 战机是尤为愚蠢的错

误”ꎬ提供 Ｓ －４００ 防空系统就更不用说了ꎮ “现在

中国购买尖端武器的唯一目的是偷窃技术ꎮ 这种

关系迄今只对中国有利ꎮ 俄罗斯不仅要停止对华

出售武器ꎬ还要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毫不让步ꎮ”③

第三ꎬ俄罗斯国内对放开对华能源合作上的一

些限制仍有反对声音ꎮ 一些人认为ꎬ当年尽管俄罗

斯有多少原油ꎬ中国就愿意买多少ꎬ但俄罗斯还是

坚持让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不只通往大

庆ꎬ不惜巨额开支在科济米诺修了终端ꎮ 但是ꎬ如
今俄罗斯却改变了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ꎬ将天然气

管线直接铺向了中俄边境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ꎬ客
观上满足了中国希望自己在这条管线上居于“独
占”地位的要求ꎮ 至于普京政府允许中方进入俄罗

斯油气上游合作开发ꎬ更是有人不无嘲讽地说ꎬ“中
国人已开始涉足我们的开采业务”ꎬ而“目前就差

考虑在北极开发上展开合作的问题”了ꎮ
第四ꎬ两国实现贸易多元化以及双边贸易达到

与政治关系相称水平的任务仍十分艰巨ꎮ 中俄贸

易现状与政治关系水平长期不相称ꎬ两国双向投资

相比各自对美欧投资规模依然不多ꎮ 受上年同期

大项目影响ꎬ２０１４ 年前 １０ 个月ꎬ中国对俄罗斯投资

下降 ７８ ８％ꎮ 虽然俄罗斯在中国吸引外资总额中

所占比例持续上升ꎬ但也只占中国吸引外资的

２ ６％ꎮ 中美政治关系跌宕起伏ꎬ双边贸易却长期

保持高位增长ꎮ 俄欧政治关系一直不畅ꎬ但 ２０１３
年俄欧贸易却创下 ４ １７０ 亿美元记录ꎬ经济关系与

政治关系并没有必然联系ꎮ 尽管中俄贸易持续增

长ꎬ但要实现两国元首确定的近中期贸易增长目

标ꎬ尤其是达到或接近各自与美欧的贸易水平仍有

很长的路要走ꎮ 中俄经济融合度低ꎬ导致俄罗斯一

直在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前后位置上徘徊ꎬ中俄贸

易仅占中国对外贸易的 ２％ꎮ 贸易多元化也是两

国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ꎮ 中俄贸易中的石油及石

油产品和木材等资源性产品已占两国贸易总量的

７０％ ~８０％ꎮ “俄罗斯政府希望通过在其境内兴办

合资企业来‘稀释’能源问题ꎬ以实现贸易结构多

元化”ꎮ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也一再强调“俄中

贸易结构应当更加现代化”④ꎮ 由于俄罗斯经济结

构矛盾积重难返ꎬ要想尽快实现其调整的目标尚

需时日ꎬ两国贸易状况达到俄方期冀的合理结构

更需双方共同的不懈努力ꎮ
第五ꎬ俄罗斯严峻的经济金融形势增加了中

国对俄罗斯投资风险ꎮ ２０１４ 年头 １０ 个月ꎬ由于

地缘政治形势恶化、俄罗斯遭遇(美欧)制裁大

棒ꎬ其与西方贸易额下滑了 ２％ ~ ３％ ꎬ与某些国

家的双边贸易甚至萎缩好几成⑤ꎮ 而且ꎬ随着西

方对俄罗斯制裁不断升级和国际油价持续走低ꎬ
俄罗斯经济金融形势日益严峻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底ꎬ俄罗斯资金外流总额超过 １１ ００ 亿美元ꎬ外
汇储备减少 １４％ ꎬ降至 ４ 年来最低的４ ３９０亿美

元ꎬ已无法应付７ ３２０亿美元的巨额外债ꎬ其债务

违约风险明显上升ꎬ加之卢布贬值危机四伏ꎬ也引

起中国国内一些人对中俄货币互换可能会给中方

带来损失的担忧ꎮ 尤其是一些在俄罗斯的中企经

营利润大大缩水ꎬ正在遭遇卢布贬值袭来的寒流ꎬ
让本已跃跃欲试准备前去开发俄罗斯市场的大批

中国投资者望而却步ꎮ 俄罗斯专家也承认ꎬ“俄
罗斯的很多项目缺少清晰的金融论证和明确的商

业计划ꎬ使得务实的中国企业不总想要参与”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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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既可保持稳定的对俄罗斯投资ꎬ又能规避对

其融资带来的商业风险ꎬ不能不说是对中国政府

及企业的一个巨大挑战ꎮ
此外ꎬ尽管俄罗斯高层对中国提出的“一带

一路”倡议表示支持ꎬ但是ꎬ普京也多次强调ꎬ打
造欧亚联盟是其复兴俄罗斯战略构想的关键ꎬ这
也是俄罗斯围绕乌克兰问题与西方关系恶化的根

源ꎮ 而且ꎬ俄罗斯国内也一直有人认为“一带一

路”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地缘政治项目ꎬ带有公

开的反俄性质”ꎬ称该战略构想旨在最终彻底“封
杀”作为欧亚过境通道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和北极

通道①ꎮ 如何配置和整合欧亚资源ꎬ避免中俄彼

此利益碰撞ꎬ使“一带一路”战略与欧亚联盟构想

无缝对接ꎬ将是两国决策层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新阶段始终面临的一个课题ꎮ

四　 结　 语

尽管新阶段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面

临诸多挑战ꎬ但所有这些却都只是两国关系发展

中的问题和全方位合作中的支流和枝节ꎬ难以左

右中俄关系迅猛发展的强劲势头ꎬ两国高层对中

俄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前景充满信心ꎮ
普京在 ２０１４ 年末的大型记者会上继续强调ꎬ

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ꎮ 尽管面对世界经

济困境ꎬ但他对 ２０１４ 年俄中贸易达到 ９００ 亿美元

并继续增长毫不怀疑ꎮ 两国的主要任务是促使双

边经贸关系多元化ꎬ而“我们正朝着这一方向积

极发展ꎮ 我们将越来越关注两国贸易中的高科技

产品的数量ꎮ 我们正在建设核电站ꎬ只要中国愿

意ꎬ我们还将继续发展这方面的合作ꎮ 我们正在

开展太空、航空和飞机制造、生产新型重型飞机方

面的合作ꎬ以及其他一系列具有前景领域的合作ꎮ
最主要的是ꎬ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利益相符ꎬ包括

维护国际局势稳定ꎮ 俄中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平

台上的紧密合作ꎬ无疑是促进当今世界稳定的非

常重要因素ꎮ”②针对西方媒体对俄罗斯经济金融

已面临崩溃危险的鼓噪ꎬ中方不失时机地对外表

示ꎬ俄罗斯拥有较充裕的外汇储备ꎬ公共债务占比

ＧＤＰ 较低ꎬ加之其资源丰富ꎬ有较好的工业基础ꎬ
相信俄罗斯有能力克服目前的困难ꎮ 中俄经济互

补性很强ꎬ合作领域宽泛、潜力巨大ꎬ无论是两国

政府还是企业对加强相互经贸与投资合作都有着

高度共识ꎬ积极性非常高ꎬ“我们对中俄经贸合作

前景充满信心”③ꎮ
而且ꎬ从另一角度讲ꎬ在欧美制裁导致西方对

俄罗斯投资锐减ꎬ国际大公司普遍对俄罗斯经济

发展信心不足情况下ꎬ反使中企在对俄罗斯投资

风险增加的同时ꎬ也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ꎮ “我
们不能期待伙伴关系毫无波折———如此规模的两

个国家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利益冲突ꎮ 但世界发展

的客观规律促使莫斯科和北京彼此靠拢ꎬ新阶段

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新机遇ꎮ”④中俄不断提升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水平符合时代发展潮流ꎬ也
是双方内外形势使然ꎬ大势所趋ꎬ难以逆转ꎮ

(责任编辑　 陆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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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Храмчихин А А Дружба по － пекински
Путинн В ꎬБольшая пресс －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на / /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１８ декабря ２０１４ года ｈｔｔｐ: / / ａｃ￣
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４７２５０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主持例行记者会»ꎬ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ｍｆａ ＿ ｃｈｎ / ｆｙｒｂｔ ＿ ６０２２４３ / ｊｚｈｓｌ ＿
６０２２４７ / ｔ１２２０６３３ ｓｈｔｍｌ

Лукьянов Ф Логичн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