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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是中国人民海军建军 ７０ 周年纪念日ꎮ ７０ 年

来ꎬ 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成就斐然ꎬ 与世界各国海军发展务实友好合作ꎬ 硕果累

累ꎮ 中俄互为大国邻国ꎬ 自 １９４９ 年以来ꎬ 两国海军合作密切ꎬ 同时也经历了曲

折和中断ꎮ 总体而言ꎬ 中俄两国海军合作具有时间长、 范围广、 程度深、 层次高

等诸多特点ꎬ 涉及高层来往、 军技合作、 人才培养、 联演联训、 联合护航和学术

文化交流等多种形式ꎬ 呈现出一种积极、 稳定、 多元和向纵深发展的良好势头ꎮ
本文试图通过回顾 ７０ 年来中俄两国海军合作的历史实践ꎬ 分析和思考两国海军

合作的重要意义和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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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两国海军合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历史阶段: 建国初期 (１９４９ ~ １９６０
年) 是中苏两国海军合作的第一阶段ꎬ 合作的主要方式和内容是苏联对中国海军

实施大规模的军售援助ꎻ 苏联解体至今 (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９ 年) 是中俄海军合作的第

二阶段ꎬ 持续时间将近 ３０ 年ꎮ 这一时期ꎬ 两国海军的合作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期的装备技术合作ꎬ 不断向全面高水平合作迈进和深入ꎬ 包括高层来往、 人才培

养、 联演联训、 联合护航、 学术文化交流等多种形式和内容ꎮ

一　 建国初期 (１９４９ ~ １９６０ 年) 的中苏海军合作

１９４９ ~ １９６０ 年是中苏两国海军合作的第一阶段ꎮ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ꎬ 新中国

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乡宣告成立ꎮ 当时中国的海

军建设是完全从陆军基础上起步的ꎬ 其武器装备主要来自于国民党海军起义、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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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 被俘和遗弃的各种舰船ꎬ 共计 １８３ 艘ꎬ ４３ ２６８ 吨①ꎮ 这些舰船多数是美、 英、
日、 法、 德、 加、 荷、 澳等国在二战前或二战中制造的舰艇ꎬ 性能十分落后ꎬ 很

难满足海军建设和完成作战任务的需要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ꎬ 由于长期

战争摧残ꎬ 国内经济形势相当严峻ꎬ 工业技术水平亦难满足海军的发展需求ꎮ 为

了使海军具备诸兵种协同作战能力ꎬ 有效保卫领海、 领空ꎬ 向苏联购买现成舰艇

和引进技术进行仿造ꎬ 便成为中国海军建设之初的当务之急和主要途径ꎮ

(一) 合作的主要内容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１４ 日ꎬ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签订后ꎬ 鉴于共同的意识形

态、 社会制度和价值追求ꎬ 中苏友好关系全面发展ꎮ 在此基础上ꎬ 中苏两国海军

合作全面展开ꎬ 苏联开始对华提供大规模军售援助ꎬ 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和公开

历史档案记载ꎬ 这一时期ꎬ 苏联向中国海军提供的军售援助主要包括出售海军武

器装备以及海军技术转让ꎮ 这一时期苏联向中国出售的海军武器装备主要分三

大批:
第一批大量军售ꎮ １９５３ 年初ꎬ 苏联向中国出售了 １０ 艘鱼雷艇、 ８３ 架飞机、

２６ 门 ３７ 毫米火炮和 ８ 门 １３０ 毫米火炮、 炮弹、 鱼雷、 水雷、 空投炸弹等其他军

需品ꎬ 这是苏联第一次向中国海军大批出售武器装备ꎮ
第二批大量军售ꎮ １９５３ 年 ６ 月 ４ 日ꎬ 中苏双方签订了 «关于供应海军装备

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ꎬ 即 “六四协定”ꎮ 协定规定ꎬ
苏联在 １９５３ ~ １９５５ 年三年内ꎬ 以贷款方式向中国提供成品舰 ３２ 艘ꎬ 包括驱逐舰

４ 艘、 中型潜艇 ２ 艘、 小型潜艇 ４ 艘、 鱼雷快艇 ２２ 艘ꎻ 半成品舰 ４９ 艘ꎬ 包括护

卫舰 ４ 艘、 中型潜艇 ３ 艘、 大型潜艇 ４ 艘、 基地扫雷舰 ４ 艘、 江河扫雷艇 １０ 艘、
大型鱼雷快艇 ２４ 艘ꎬ 合计 ８１ 艘ꎬ ２７ ２３４ 吨ꎮ 此外还有飞机 １４８ 架、 火炮 １５５
门、 鱼雷 ５４２ 条、 水雷 １ ５７６ 个、 浮水炸弹 ６００ 枚ꎬ 以及炮弹、 通信、 雷达等设

备ꎮ 这是苏联第二次向中国海军大量出售武器装备ꎮ 据肖劲光回忆说ꎬ 这一阶段

苏联向中国海军出售的各类战斗舰艇共计 １４３ 艘ꎬ 其中 １０ 艘为成品ꎬ 其余均是

半成品ꎬ 由国内船厂加工装制ꎻ 辅助舰艇 ８４ 艘ꎻ 各种型号飞机 ２２６ 架ꎻ 几种口

径的海岸炮 １０８ 门②ꎮ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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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大量军售ꎮ １９５５ 年初ꎬ 苏军从旅大撤走时ꎬ 中国海军从苏军接收的

海军武器装备有: 鱼雷快艇 ３９ 艘、 护卫艇 ６ 艘、 辅助船 １８ 艘、 飞机 ７８ 架、 火

炮 １７６ 门ꎮ 此外ꎬ 苏联海军还无偿移交了一些破旧舰艇ꎬ 包括布雷舰 １ 艘、 护卫

舰 ２ 艘、 护卫艇 ２ 艘ꎮ
此外ꎬ 中国政府于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５５ 年ꎬ 还从苏联购买了 ４２ 艘鱼雷快艇、 ２５２

门岸防连火炮、 ６ 架 “别 － ６” 水上飞机、 ２ 艘苏联旧式潜艇ꎮ 自此ꎬ 中国海军有

史以来首次拥有了潜艇ꎮ
海军技术转让ꎮ 苏联对华出售的海军技术主要体现在两个政府间协定上ꎬ 即

１９５３ 年 ６ 月 ４ 日签订的 «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

援助的协定»ꎬ 也就是 “六四协定”ꎬ 和 １９５９ 年 ２ 月 ４ 日签订的 «关于苏联政

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ꎬ 即 “二四协定”ꎮ 根据

“六四协定”ꎬ 苏联在 １９５３ 年至 １９５５ 年向中国出售了在中国国内建造 ６ 种舰艇

的全套器材和图纸资料①ꎮ 到 １９５７ 年ꎬ 中国 ５ 家造船厂利用这些从苏联购买的材

料、 设备和技术资料ꎬ 一共装配制造了 １１６ 艘军舰ꎬ 共计 ４１３ 万余吨②ꎮ

表 １　 苏联根据 “六四协定” 向中国海军转让的 ６ 种舰艇技术

名称 型号 代号 资料和图纸数量

护卫舰 ５０ 型 ６６０１ ４ 套

大型鱼雷快艇 １８３ 型 ６６０２ ２４ 套

中型潜艇 ６１３ 型 ６６０３ ３ 套

猎潜艇 １２２ 比斯型 ６６０４ ４ 套

基地扫雷舰 ２５４Ｋ 型 ６６０５ ４ 套

江河扫雷艇 １５１ 型 ６６０６ １０ 套

　 　 数据来源: 沈志华: «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１９５０ 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ꎬ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ꎮ

根据 “二四协定”ꎬ 苏方向中方提供 “五艇两弹” 的生产技术资料、 样机

和材料设备ꎬ 以及这些舰艇的动力装置、 雷达、 声纳、 无线电、 导航器材共 ５１
项设备的设计图纸资料ꎬ 还有部分舰艇制造器材及导弹的样品ꎬ 并转让了这些项

１５

①

②

后来根据海军 “空、 潜、 快” 的方针ꎬ 拟将有限的外汇用以追加其他舰艇ꎬ 故而 “６６０６” 艇仅来
了图纸ꎬ 并未向苏提出订货和建造ꎮ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ꎬ 苏联提供了 ２５４Ｍ 型基地扫雷舰 (６６０５ 舰的改进型) 的
图纸资料ꎬ 因此ꎬ “六四协定” 转让的舰艇建造技术实际上仍为 ６ 种型号ꎬ 只是内容有了改变ꎮ

杨国宇主编: «当代中国海军»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ꎬ 第 ２３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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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特许制造权ꎮ “二四协定” 使中国海军开始进入导弹武器时代ꎬ 促进了中

国海军装备建设和造船工业的发展ꎬ 为日后中国海军舰艇的自主研发奠定了较坚

实基础ꎮ １９６０ 年 ８ 月苏联撤走专家以后ꎬ 中国利用已经到手的图纸资料和实物样

品ꎬ 依靠自己的力量ꎬ 在 ２０ 世纪在 ６０ 年代中期先后完成了中型鱼雷快艇、 小型

导弹快艇、 大型常规动力导弹潜艇和大型导弹快艇的仿制任务ꎬ 使中国海军武器

装备基本接近了 ５０ 年代中期的世界水平①ꎮ

表 ２　 苏联根据 “二四协定” 向中国海军转让的 “五艇两弹” 技术

类别 名称 型号

五艇

导弹潜艇 ６２９ 型

中型鱼雷潜艇 ６３３ 型

导弹快艇 ２０５ 型

导弹快艇 １８３Ｐ 型

水翼鱼雷艇 １８４ 型

两弹
弹道导弹 Ｐ ~ １１ФМ 型 (６２９ 型导弹潜艇用)

飞航式导弹 П ~１５ 型 (２０５ 和 １８３Ｐ 型快艇用)

　 　 资料来源: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海军回忆史料»ꎬ 解放军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ꎮ

除上述两个协定外ꎬ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苏联还通过 “八三协定” 向中国转让

了建设海军长波电台的相关技术和设备ꎮ 中国海军长波台的建设ꎬ 虽然大部分工

程施工是在中苏关系破裂、 苏联专家撤离后进行的ꎬ 但苏联提供的装备设施和前

期援助仍然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ꎬ 中国终于建成了第一座大型长

波台ꎬ 完善了海军指挥通信系统ꎬ 大大提高了海军水下通信和远距离通信能力ꎮ
邀请海军专家顾问来华工作和派遣军事留学生学习ꎮ 除了对华军售援助海军

装备和技术外ꎬ 这一时期苏联还应中方要求派遣大批海军专家顾问来华工作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海军 “每年都要聘请来一批ꎬ 多则几百ꎬ 少则几十人ꎮ 直到 １９６０
年ꎬ 累计达到 ３ ３９０ 余人”②ꎮ 苏联海军专家顾问对中国海军的援助活动及贡献主

要包括援助海军学校建设、 训练海军官兵、 为海军机关提供战略、 战术与制度建

设指导等方面③ꎮ

２５

①
②
③

潘正祥: «５０ 年代苏联对华的军事援助»ꎬ 载 «安徽史学» 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ꎮ
«萧劲光回忆录»ꎬ 当代中国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２３２ 页ꎮ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海军回忆史料»ꎬ 解放军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ꎬ 第 １２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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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请专家顾问来华还不能满足需要ꎮ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到 ６０ 年代中期ꎬ
中方先后向苏联派出军事留学生 ８００ 人左右①ꎬ 其中军事类留苏生以海军留学生

最为集中ꎬ 大约有 ３００ 余人②ꎬ 他们后来成为人民海军的中坚力量ꎮ
然而ꎬ 好景不长ꎬ 到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ꎬ 两国海军合作的 “蜜月期” 随着

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戛然而止ꎮ 其中ꎬ 苏方提出的由中苏两国海军建立 “联
合舰队” 和 “长波电台” 合作项目ꎬ 最终成为导致两国关系破裂的导火索ꎮ 从

此ꎬ 中国海军开始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ꎮ

(二) 意义和历史评价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中苏两国海军紧密合作ꎬ 苏联对华实施军售援助ꎬ 对中国

有效抵制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 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ꎬ 巩固新生政权的稳定起

到了重要历史作用ꎮ 同时也对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ꎬ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维护

苏联远东地区及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ꎮ
这一时期ꎬ 中国海军从苏联购买了大量作战舰艇 (成品和半成品)、 飞机、

海军专用火炮、 水中兵器ꎬ 弹药、 专用车辆、 设备、 配件和其他军事技术ꎬ 如被

称为中国海防 “四大金刚” 的 “鞍山号” “抚顺号” “长春号” 和 “太原号” 驱

逐舰ꎬ 就是这一时期从苏联引进的ꎬ 对建国初期中国海军装备建设起到了相当大

的作用ꎮ 可以说ꎬ 中国海军各型武器和军事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沿袭和继承

着苏联海军装备的发展道路ꎮ
苏联派遣海军专家顾问来华进行指导ꎬ 对中国人民海军的发展起了较为重要

的作用ꎬ 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人民海军发展的基础ꎮ 肖劲光曾形象地比喻苏联援

华海军顾问对中国海军的帮助: “你们是中国海军生长的接生婆ꎻ 你们是中国海

军生长的保姆ꎻ 你们是中国海军发展的教员先生ꎮ” 中国海军建设的成绩 “是与

苏联专家的帮助分不开的”③ꎮ
当时ꎬ 苏联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恢复期ꎬ 苏联海军也还很困难ꎬ 武器装

备比较落后ꎬ 最大的军舰还是几条老巡洋舰ꎬ 但仍坚持给予中国一定的军售援助ꎮ
对此ꎬ 彭德怀在中共八大上说: “我要表示对于我们伟大盟邦苏联的感谢ꎬ 因为苏

联在供应军事装备和帮助我们建设军事工业方面ꎬ 作了完全兄弟般的努力ꎮ”④

３５

①
②
③
④

朱训: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忆留苏岁月»ꎬ 中国青年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ꎬ 第 ３５６、 ３７９ 页
田涛: «中国留学通史 (新中国卷)»ꎬ 广东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ꎬ 第 ９２ 页
«肖劲光军事文选»ꎬ 解放军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ꎬ 第 ３６３ 页ꎮ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９ 册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１９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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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ꎬ 苏联帮助中国也有对本国利益的考虑ꎬ 斯大林说: “每个国家都需要

朋友、 需要外援、 需要合作与互助ꎮ” 赫鲁晓夫说: “苏联帮助中国不是无私的ꎬ
就是为了自己ꎮ”① 苏联帮助中国可以壮大社会主义阵营ꎬ 增强与以美国为首的

资本主义阵营抗衡的力量ꎮ

二　 苏联解体后 (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９ 年) 的中俄海军合作

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９ 年是中俄两国海军合作的第二阶段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 苏联

解体ꎮ １２ 月 ２７ 日ꎬ 中俄两国确定正常外交关系ꎮ 此后ꎬ 随着两国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的顺利发展ꎬ 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ꎬ 包括军事合作ꎬ 不断深入和拓展ꎮ 应

该说ꎬ 俄罗斯在独立之后积极发展同中国军事合作关系ꎬ 更多的是出于对外战略

的考虑ꎮ 其中ꎬ 联合中国抗衡美国是其主要意图之一ꎮ 而在中国的战略计划中ꎬ
联合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单极世界企图和对华遏制政策ꎬ 是中俄战略协作关系

的题中之意ꎮ

(一) 合作的主要内容

这一时期两国海军合作内容和形式广泛ꎬ 从最初的军事技术合作向高层互

访、 舰队互访ꎬ 人才培养、 联演联训、 联合护航及文化交流等领域不断拓展和向

常态化、 机制化发展ꎮ
高层军事交流ꎮ 中俄两军间密切合作ꎬ 离不开两国两军高层领导人的积极引

领ꎮ 自 １９９１ 年中俄确定正常外交关系以来ꎬ 两国海军高层交往不断ꎬ 最近几年

两国海军领导人互访频繁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 俄罗斯海军总司令科洛廖夫元帅率团

对华进行了访问ꎬ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ꎬ 中国海军司令员沈金龙上将对俄海军进行了回

访ꎮ １９９２ 年ꎬ 中俄两军为协调军事技术合作ꎬ 包括海军军事技术合作的重大问

题ꎬ 创建了中俄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ꎬ 到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ꎬ 这种会议机制在北

京和莫斯科已进行了 ２３ 次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ꎬ 中俄两军建立起了国防部长定期会晤

机制ꎬ 随后又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建立起了总参谋部战略稳定磋商机制ꎮ 从此ꎬ 两军

高层之间始终保持密切往来与磋商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 中俄两国国防部长签署了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中俄军事领域合作发展 “路线图”»ꎬ 对未来几年两军及两国海军

合作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ꎮ

４５

① «周恩来外交文选»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ꎬ 第 １７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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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技术合作ꎮ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５ 年ꎬ 军事技术合作是两国海军合作的重头ꎮ 其

主要原因是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ꎬ 中国军事工业整体水平仍然十分落后ꎬ 急需

通过对外军购ꎬ 来迅速提升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和应急作战能力ꎬ 而美国和欧

洲国家对华武器禁运ꎬ 使俄罗斯成为中国唯一能够获取大型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

的国家ꎮ 对俄罗斯来说ꎬ 苏联解体后ꎬ 其军工企业面临着巨大困难ꎬ 急需通过对

外军售ꎬ 来解决其生存和发展问题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仅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７ 年 １５ 年间ꎬ
中国成为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对外军售的最大对象国ꎬ 俄罗斯则成为这一时期中国

对外军购武器的最大供应国ꎮ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７ 年期间ꎬ 俄罗斯对华军售占其整个对

外军售总额的 ４０％ ꎬ ２００４ 年占到了 ５７％ ①ꎮ 军品贸易范围涉及很广ꎬ 海空武器

是中俄军品贸易的重点ꎬ 包括 ５００ 多架各型飞机ꎬ 如苏 － ２７、 苏 － ３０、 苏 － ３５ 战

斗机ꎬ 伊尔 － ７６ 运输机ꎬ ２００ 多架米 － １７１ 直升机ꎬ ２ 艘 ８７７ 和 １０ 艘 ６３６ 型潜

艇ꎬ ４ 艘现代级 ９５６ 型驱逐舰和大量防空导弹、 火炮、 雷达等系统ꎮ 这一时期ꎬ
中俄两国之间的军品贸易无论在数量、 规模和合同总金额上ꎬ 在世界武器贸易市

场上都属罕见ꎬ 仅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５ 年间中俄签署的军售合同金额就达 １３０ 亿美元②ꎮ③

图 １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合同金额
③ (单位: 亿美元)

５５

①

②

③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А Л Рыбасаꎬ Военно － 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России с зарубеж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Анализ рынковꎬ Москваꎬ Наукаꎬ ２００８ г С １４０

Майкл Браунꎬ Реформы ОПК Кита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оссийско － китайского ВТСа в военной
области / / Рынок Вооруженийꎬ ２００７ г №３

Дмитрий Беляковꎬ Военно －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союз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Русское Ангество Новостейꎬ ２３
июня ２０１８ 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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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演联训ꎮ ２００５ 年之后ꎬ 随着中国国内军工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和提升ꎬ
国产武器装备已能基本满足海军装备建设之需求ꎮ 此后ꎬ 中俄两国海军在装备技

术方面合作的规模逐渐缩小ꎮ 但随着两国、 两军关系进一步发展和互信程度的进一

步加深ꎬ 联演联训、 联合护航等涉及军事行动等深层次的合作模式逐渐成为主流ꎮ
“海上联合” 系列联合军演ꎮ 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ꎬ 两国海军建立起了常态化和机

制化的 “海上联合” 系列联合军演ꎬ 到目前为止已连续举行了 ８ 次ꎮ 实际上ꎬ 中

俄两国海的联合演习最早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 “和平使命 － ２００５” 联合军演中已

经开始ꎮ 目前ꎬ “海上联合” 系列军演已成为中俄两军联合演习的 “典范”ꎬ 演

习科目从反恐、 护航、 救生等非传统项目向防空、 反舰、 反潜和援潜救生ꎬ 以及

更深层次具有实战意义的作战训练等科目不断拓展ꎮ
中俄两国海军组织的这些演习 “合帐指挥ꎬ 混编行动”ꎬ 参加兵力多、 持续

时间长、 协同要求高ꎬ 具有合成性、 对抗性和实战性ꎬ 标志着中俄双方政治战略

互信和军事合作水平达到历史新高①ꎮ
表 ３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８ 年中俄海军 “海上联合” 系列联合军演概况②

名称 日期 地点 参演兵力

海上联合 －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 ２７ 日

中国青岛ꎬ 黄海附近水域
双方派出各型舰艇 ２５ 艘ꎬ 飞机 ２２
架ꎬ 特战分队 ２ 个

海上联合 －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 １２ 日

日本海ꎬ 彼得大帝湾
双方共派出 １８ 艘水面舰艇ꎬ ３ 架
固定翼飞机ꎬ ５ 架直升机和 ２ 个特
战分队

海上联合 －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
０ ~ ２６ 日

中国上海ꎬ 东海北部海域
双方参演水面舰艇 １４ 艘ꎬ 潜艇 ２
艘ꎬ 固定翼飞机 ９ 架ꎬ 以及 ６ 架
舰载直升机和 ２ 个特战分队

海上联合 － ２０１５
(Ⅰ)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 ~ ２１ 日

俄罗斯ꎬ 新罗西斯克地
中海东部海空域

双方共派出 ９ 艘水面舰艇、 ４ 架固
定翼飞机ꎬ ３ 架舰载直升机ꎬ ２ 个
特战分队

海上联合 － ２０１５
(Ⅱ)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 ２８ 日

彼得大帝湾ꎬ
克列尔卡角和日本海海空

双方共派出水面舰艇 ２３ 艘ꎬ 潜艇
２ 艘ꎬ 固定翼飞机 １５ 架ꎬ 舰载直
升机 ８ 架ꎬ 陆战队 ４００ 人ꎬ 两栖
装备 ３０ 台

海上联合 －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２ ~ １９ 日

中国ꎬ 广东湛江以东海空域
双方共派出各型舰艇 １６ 艘ꎬ 固定
翼飞机 １１ 架ꎬ 舰载直升机 １０ 架ꎬ
近 ２６０ 名特战队员

６５

①
②

中国新闻网: « “海上联合 － ２０１２” 中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举行»ꎬ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ꎮ
资料来源: ＵＳ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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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联合 － ２０１７
(Ⅰ)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１ ~ ２７ 日

俄罗斯ꎬ 波罗的海

中方 ３ 艘水面舰艇每一集舰载直
升机和陆战队员ꎮ 俄方 ４ 艘水面
舰艇ꎬ 以及固定翼飞机和陆战队
员等

海上联合 － ２０１７
(Ⅱ)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８ ~ ２５ 日

日本海彼得大帝湾
至鄂霍次克海南部海域

中方派出 ４ 艘水面舰艇ꎬ 携带舰载
直升机和深潜救生艇和特战队参
加ꎬ 俄方派出相应数量水面舰艇ꎬ
潜艇和舰载直升机ꎬ 陆战队员

　 　
国际军事比赛ꎮ ２０１５ 年开始的俄罗斯国际军事比赛是中俄两国军队在战术

层面上最接地气、 最吸引眼球的合作新平台ꎮ 中俄两国官兵同台竞技、 取长补

短、 相互学习ꎬ 使两国军人之间的友谊落地生根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海军首次派出

５５ 名参赛官兵赴俄罗斯参加 “里海赛马” 比赛ꎮ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海军继续

派员赴俄加里宁格勒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参加 “海上登陆 － ２０１６”、 “海上登陆 －
２０１７” 和 “海洋杯 － ２０１７” 国际军事比赛ꎬ 均取得优异成绩ꎮ ２０１８ 年 ７ ~ ８ 月ꎬ
我海军陆战队在福建泉州石狮市成功举办了 “海上登陆 － ２０１８” 国际军事比赛ꎮ
中俄两军在国际军事比赛机制和框架内的合作ꎬ 得到了两国元首的高度评价ꎮ

军事人才培养ꎮ １９９６ 年ꎬ 随着中俄两军关系的不断发展ꎬ 中俄恢复了两军

间已经停止 ３０ 多年的军事留学生培养工作ꎮ 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军队共派遣了

２ ０００多名中高级军事人才赴俄罗斯军事院校学习进修ꎬ 其中海空军人数占比最

大ꎮ 目前ꎬ 中国海军有许多中高级指挥员和院校军事教员曾在俄军事院校接受过

教育和培训ꎮ
概括来说ꎬ 中俄两国海军的全面合作是在战略层面上达成共识ꎬ 战役层面上

达成联合ꎬ 在战术层面上实现切磋ꎬ 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积极、 稳定、 全面和向纵

深发展的良好势头ꎮ

三　 作用和意义

苏联解体后ꎬ 中俄两国海军合作持续时间近 ３０ 年ꎬ 合作规模大、 领域广、
形式多ꎬ 呈现出一种稳定、 多元和向纵深发展的良好态势ꎬ 其主要作用和意义表

现在:
首先ꎬ 合作进一步夯实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ꎮ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

是一句空话ꎬ 需要实际内容来支撑ꎮ 中俄两国海军之间的合作始终处于中俄高层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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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之中ꎬ 与政治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ꎮ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６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出

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期间ꎬ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通过视频ꎬ 慰问了在地中海执

行叙利亚化武护航任务的中俄两国海军官兵①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ꎬ 习近平主席

在上海吴淞海军军港ꎬ 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出席 “海上联合 － ２０１４” 中俄海上

联合军事演习开幕式并看望两国海军官兵ꎮ 习近平表示ꎬ 这次演习是今年两军合

作重要内容ꎬ 将再一次表明中俄一道应对新威胁新挑战、 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坚

决决心和意志ꎬ 向世界展示中俄战略互信和战略协作新水平②ꎮ
第二ꎬ 合作促进了中国海军综合作战能力的提高ꎮ 持续发展的中俄两国海军

合作ꎬ 无论是最初的军技合作、 人才培养ꎬ 还是后来的联演联训、 学术交流和高

层对话机制ꎬ 对两国海军均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现实和长远利益ꎮ 对中方来说ꎬ 开

始于 １９９２ 年的中俄海军军技合作大幅提升了人民海军的综合作战能力ꎬ 有效遏

制了 “台独势力” 和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主权利益的侵犯ꎮ 同时ꎬ 通过引装和

借鉴俄罗斯的先进经验ꎬ 大大提高了国产装备的研制起点ꎬ 缩短了研制周期ꎬ 降

低了研制风险ꎬ 尤其带动了国内武器研制水平和理念的提升ꎮ 对俄方来说ꎬ 苏联

解体后ꎬ 其军工企业面临着巨大困难ꎬ 对华军售则解决了其生存和发展的问题ꎮ
如果说武器装备是进行现代化战争物质基础的话ꎬ 那么与之适应的新战法则

是能量倍增器ꎬ 可以使新装备在战场上真正发挥效能ꎬ 形成强大战斗力ꎮ 近年来

中俄两军举行的多次联演联训ꎬ 不仅锻炼了一大批军官ꎬ 而且改进了作战方法ꎬ
提高了部队训练水平ꎮ

第三ꎬ 中俄两国海军合作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至关重要ꎮ 中俄发展

全面战略协作关系ꎬ 加强和拓展海军军事领域的紧密合作ꎬ 不仅有益于两国人

民ꎬ 而且对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压舱石作用ꎮ 目前ꎬ 亚太海洋地区因

领土、 岛礁归属等问题争端ꎬ 成为世界上各种矛盾和冲突最有可能爆发的集中

地ꎬ 中俄两国海军保持友好和合作ꎬ 对维持和促进亚太地区ꎬ 乃至世界大洋的和

平与稳定至关重要ꎮ
(责任编辑　 陆齐华)

８５

①

②

新华网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７ 日电ꎬ «习近平同普京共同与参加叙利亚化学武器海运联合护航的总额舰长
视频通话»ꎮ

国际在线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专稿ꎬ «习近平和普京共同出席中俄海上联合军演开幕式»ꎮ



开启中俄经贸合作新时代∗

———中俄 (苏) 经贸合作七十年回顾与展望

刘华芹
∗

【内容提要】 　 本文以苏联解体为界ꎬ 分别从中苏贸易和中俄贸易两个阶段

论述两国经贸合作从无到有的曲折发展历程ꎬ 揭示中 (苏) 俄经贸合作关系发

展与两国政治外交关系演变的内在联系ꎬ 分别从两国经贸合作的法律基础、 合作

机制、 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 双向直接投资、 两国边境地方合作等五个方面详细

阐述 ７０ 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取得的巨大成就ꎬ 强调目前中俄经贸合作已达到历史

最好水平ꎮ 展望未来ꎬ 我们将继续恪守中俄合作的外交原则ꎬ 同时也要与时俱

进ꎬ 不断创新ꎬ 构建以规则为基础、 以市场为导向的中俄经贸合作新模式ꎮ 为

此ꎬ 需调整发展思路ꎬ 由重项目转向重规则ꎬ 弥补合作的制度短板ꎮ 合作路径由

单一的项目合作转向制度建设与项目合作双轮驱动ꎬ 不断加强双边经贸合作的制

度建设ꎬ 改善营商环境ꎬ 全面拓展两国在农业、 服务贸易、 制造业和高新技术等

领域的合作ꎬ 助力中俄经贸合作向高质量转变ꎬ 为可持续发展提供长期制度性

保障ꎮ
【关 键 词】 　 中俄经贸合作　 贸易　 投资　 制度建设

【作者简介】 　 刘华芹ꎬ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ꎮ

今年恰逢中俄 (苏) 建交 ７０ 周年ꎮ ７０ 年来ꎬ 中俄 (苏) 关系走过了不平凡

的发展历程ꎮ 当前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回顾两国关系演变的进程ꎬ 从中汲取

经验与教训ꎬ 使中俄关系保持健康发展ꎬ 造福两国人民ꎬ 并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

新贡献是两国肩负的历史使命ꎮ 中俄 (苏) 经贸合作关系是双边关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ꎬ 同时与两国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密切相连并随着政治外交关系的跌宕起

９５

∗ 本文为 ２０１４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研究” (项目批
准号: １４ＺＤＡ０７６) 的科研成果ꎮ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伏呈现巨大变化ꎮ 目前两国经贸合作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ꎮ

一　 中俄 (苏) 经贸合作历程

回顾历史ꎬ 中俄 (苏) 经贸合作经历了苏联时期的波动及俄罗斯独立后的

调整与发展阶段ꎮ

(一) 中苏贸易从无到有ꎬ 呈现大起大落发展态势 (１９４９ ~ １９９１ 年)
新中国成立后ꎬ 苏联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ꎮ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３ 日ꎬ 中

苏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ꎮ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２４ 日ꎬ 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 «中苏友好同

盟互助条约»ꎬ 为开展双边经贸合作奠定了重要法律基础ꎮ 此后ꎬ 两国经贸往来

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ꎮ

１ 快速发展阶段 (１９５０ ~ １９６０ 年)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ꎬ 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中苏贸易协定ꎬ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签订的首个政府间贸易协定ꎬ 由此正式确定了双边贸易关系ꎮ
协定将记账贸易作为两国贸易的主要结算方式ꎮ １９５３ 年 ５ 月ꎬ 两国政府又签订了

«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

协定»ꎬ １９５８ 年签订了通商航海条约ꎬ 这些协定与条约奠定和巩固了两国贸易关

系的法律基础ꎮ １９５３ ~ １９５９ 年苏联援建中国 １５６ 个项目ꎬ 促进了中国工业经济的

发展ꎬ 建立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ꎬ 并极大地带动了两国贸易的快速增长ꎮ 此间ꎬ
中苏贸易额年均增幅达 ２２ ５％ ꎬ １９５９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近 ２１ 亿美元 (见图 １)ꎬ
中苏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高达 ５０％以上①ꎮ

２ 急剧衰退阶段 (１９６１ ~ １９７０ 年)

这一时期ꎬ 伴随中苏政治外交关系的恶化ꎬ 双边经贸合作也陷入低谷ꎮ 双边

贸易额由 １９６１ 年的 ８ ２８ 亿美元降至 １９７０ 年的 ０ ４７ 亿美元 (见图 ２)ꎬ 占当年中

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 １％ ꎬ 较 １９５９ 年最高水平时下降了 ９７ ８％ ꎬ 成为两国经贸

合作史上贸易额最低的一年ꎮ 与此同时ꎬ 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几乎全部中断ꎮ 苏联

单方撕毁经济科技合作协定ꎬ 撤走专家ꎬ 造成大多数援建项目停建ꎬ 给中国经济

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ꎬ 两国经贸合作也随之陷入困境ꎮ

０６

① 陆南泉: «中苏经贸关系史简析»ꎬ 载 «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 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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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５０ ~ １９６０ 年中苏贸易发展图 (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 «中国外贸统计年鉴»ꎬ 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ꎬ 第 ８８９ 页ꎮ

图 ２　 １９６１ ~ １９７０ 年中苏贸易发展图 (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 «中国外贸统计年鉴»ꎬ 第 ８８９ 页ꎮ

３ 缓慢恢复阶段 (１９７１ ~ １９８０ 年)

这一时期ꎬ 伴随中苏政治外交关系的回暖ꎬ 两国经贸合作也得以缓慢恢复ꎬ
中苏经贸合作关系开始解冻ꎮ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ꎬ 两国贸易额止跌回升ꎬ 尽管

此间出现了一些波动ꎬ 但总体上仍呈现上升态势ꎮ １９８０ 年双边贸易额达 ４ ９２ 亿

美元ꎬ 较 １９７０ 年增长了 １０ 倍以上 (见图 ３)ꎮ

４ 稳定增长阶段 (１９８１ ~ １９９１ 年)

１９８９ 年ꎬ 中苏两国领导人举行了高级会晤ꎬ 使双边关系实现正常化ꎬ 两国

关系步入新时期ꎮ １９８５ 年ꎬ 两国政府签署了经济合作协定、 科技合作协定以及

经济、 贸易、 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定ꎬ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０ 年长期贸易协定» 和 «中国建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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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９７１ ~ １９８０ 年中苏贸易发展图 (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 «中国外贸统计年鉴»ꎬ 第 ８８１ 页ꎮ

设与改造工业项目的协定»ꎬ 这些协定为双边经贸合作的稳定发展奠定了新的法

律基础ꎮ 此间ꎬ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ꎬ 中国政府颁布了扩大北部五省区对外

开放的鼓励政策ꎬ 极大地带动了中苏边境贸易的发展并促进了两国经贸合作的全

面回升ꎮ 两国经贸合作逐渐拓展到经济技术、 科学技术、 建筑以及工业项目改造

等领域ꎮ 中苏贸易也随之实现了快速发展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双边贸易额达到 ４３ ７９ 亿美

元ꎬ 较 １９８０ 年增长了 １１ 倍 (见图 ４)ꎮ 苏联在中国对外贸易伙伴中仅次于港澳

地区、 日本、 美国和联邦德国ꎬ 位列第五ꎮ

图 ４　 １９８１ ~ １９９１ 年中苏贸易发展图 (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 陆南泉、 刘宝荣: «对苏贸易指南»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ꎬ 第 ８１ 页ꎮ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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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俄经贸合作历经调整进入快速发展期 (１９９２ 年至今)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 苏联解体ꎬ 俄罗斯成为完全独立国家ꎮ １２ 月 ２７ 日ꎬ 中

俄两国签署会谈纪要ꎬ 确认俄罗斯继承苏联与中国的外交关系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ꎬ
中俄签署联合声明ꎬ 将两国关系提升到 “互相视为友好国家” 的新阶段ꎮ 得益

于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持续改善ꎬ 双边贸易实现稳定增长ꎮ 自 １９９２ 年起两国贸

易规模一直保持在 ５０ 亿美元以上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俄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巩固ꎮ １９９４ 年两国确立了 “建设

性伙伴关系”ꎬ １９９６ 年两国元首宣布建立 “平等信任的、 面向 ２１ 世纪的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ꎮ ２００１ 年ꎬ 中俄签署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ꎬ 成为两国关系史

上新的里程碑ꎬ 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ꎮ ２０１１ 年ꎬ 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双方宣布两国关系进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ꎮ
２０１９ 年ꎬ 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ꎮ

愈加巩固的政治外交关系为深化经贸合作提供了重要保障ꎮ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８ 年

是中俄经贸关系史上发展最快的 ２０ 年ꎮ ２０１３ 年ꎬ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 “一带

一路” 倡议为双边经贸合作注入了新动力ꎬ 助推两国贸易实现快速增长ꎮ ２０１８
年中俄贸易额首次突破 １ ０００ 亿美元ꎬ 达到 １ ０７０ ６ 亿美元ꎬ 较 １９９９ 年的 ５７ ２
亿美元增长了 １８ ７ 倍 (见图 ５)ꎮ 与此同时ꎬ 贸易结构不断改善ꎬ 促进了两国经

济发展并满足了人民的生活需求ꎮ

图 ５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８ 年中俄贸易发展图 (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 中国海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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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俄经贸合作的法律基础不断巩固

自 １９９２ 年以来ꎬ 中俄两国政府签署了一系列法律协定ꎬ 不断夯实双边经贸

合作的法律基础ꎬ 为两国经贸合作的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法律保障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ꎬ 两国政府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

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和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在莫斯科正

式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

漏税的协定» 及议定书ꎬ 这些文件为促进和保护相互投资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性法律保障ꎮ 此外ꎬ 两国政府还就具体合作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定ꎬ 包括 «中俄

政府间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０ 年贸易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贸易协定» «中俄政府间关于共同开发森林资源合作的协定»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合作的协定»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发展两国金刚石—钻石领域的合作协定» «中
俄政府间关于黑龙江和和乌苏里江货运协定» «中俄政府间关于在农业领域开展

经济技术合作的协定» «中俄政府间公路运输的协定» «中俄政府间关于边境地

区水资源合理利用的协定» «中俄政府间关于旅游团队互免签证的协定» «中俄

政府间关于两国公民从事短期劳务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

政府关于共同建设、 使用、 管理和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同江市—俄罗斯

联邦犹太自治州下列宁斯阔耶居民点区域内黑龙江 (阿穆尔河) 铁路界河桥协

定» 等ꎮ
为了促进双边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ꎬ ２０１８ 年两国政府又签署了一系列合作

文件ꎬ 其中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上双方签署了 «中俄

远东地区合作发展规划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４ 年)»ꎬ 为两国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展合作

提供指导ꎬ 为双方地方和企业的合作提供行动指南ꎮ 同期ꎬ 两国还签署了 «关于

建立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实业理事会的谅解备忘录»ꎮ 在中

俄总理第二十三次定期会晤期间双方又签署了 «关于服务贸易领域合作的谅解备

忘录»ꎬ 两国海关部门签署了 «电子商务通关监管合作备忘录»ꎬ 两国运输部门

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国际道路运输协定»ꎬ 两国农业

部长签署了 «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农业发展规划»ꎬ 这些文

件为深化双边经贸合作提供了重要法律支撑ꎮ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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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５ 月份ꎬ 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经济论坛期间中国商务部与欧亚经济

委员会签署了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ꎬ 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重要成果ꎬ 也是 “一带一路” 框架下对接合作

的示范项目ꎮ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 历经三年谈判ꎬ 就中国与欧

亚经济联盟及其成员国之间贸易便利化进行了详尽磋商ꎮ 该协定的合作范围涵盖

海关合作和贸易便利化、 知识产权、 部门合作以及政府采购等内容ꎬ 并纳入了电

子商务和竞争等新议题ꎮ 双方将以加强合作、 信息交换、 经验交流等方式进一步

简化通关手续ꎬ 降低货物贸易成本ꎮ 协定的签署将减少双方的非关税贸易壁垒ꎬ
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ꎬ 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ꎬ 进一步深化中国与欧亚经济

联盟及其成员国的经贸合作关系ꎬ 为双方企业和人民带来实惠ꎬ 为双边经贸合作

提供制度性保障ꎮ

三　 中俄双边经贸合作机制不断完善

中俄两国建立了最完善的双边经贸合作机制ꎬ 从元首会晤到总理会晤多层级

合作机制ꎬ 其中总理会晤机制是双边经贸合作的主要机制ꎮ １９９６ 年两国正式建

立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ꎬ 设立了政府首脑定期会晤委员会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双方

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建立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

及其组织原则的协定»ꎮ 根据这一协定ꎬ 两国总理会晤每年不少于一次ꎬ 在中俄

两国轮流举行ꎬ 以协调两国在经贸、 科技、 能源、 运输、 核能和其他领域的合

作ꎮ 迄今ꎬ 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已成功运行 ２３ 年ꎬ 成为中俄两国政府全面规

划、 指导和促进双边合作的重要机制ꎬ 也是中国对外合作中规格最高、 组织结构

最全、 涉及领域最广的磋商机制ꎬ 为促进中俄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务实合作发挥了

重要作用ꎮ
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下设立 １９ 个分委会、 ４ 个委员会、 １ 个政府间合作委

员会和 １ 个工作组ꎮ １９ 个分委会分别为经贸合作分委会、 科技合作分委会、 交

通运输合作分委会、 核能分委会、 通讯和信息技术分委会、 航天分委会、 金融分

委会、 环保合作分委会、 工业分委会、 海关分委会、 农业合作分委会、 教育分委

会、 文化合作分委会、 卫生合作委员会、 体育合作分委会、 旅游合作分委会、 青年

政策分委会、 大众媒体合作分委会、 影视合作分委会ꎮ ４ 个委员会分别是卫星导航

战略合作委员会ꎬ 投资合作委员会ꎬ 能源合作委员会和人文合作委员会ꎮ 此外ꎬ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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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档案合作工作组、 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ꎮ
除了官方合作机制外ꎬ 两国还建立了一系列民间合作机制ꎬ 其中中俄友好、

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实业家理事会及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

实业理事会为两国企业搭建了服务和沟通平台ꎬ 提供贸易与投资的咨询服务ꎬ 促

进企业间开展项目对接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为了打造中俄地方经贸合作、 人文交流的国

际化示范平台ꎬ 中国青岛市建立了中俄地方合作园 (青岛)ꎬ 俄罗斯院士行 (青
岛) 国际技术转移对接会暨中俄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成立ꎬ 由此为俄罗斯沃罗涅日市

与中国青岛市的国际合作搭建了桥梁ꎬ 促进两国技术与人才的广泛交流合作ꎮ 中国

广东—独联体国际科技合作联盟已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 乌拉尔分院、 西伯利

亚分院和圣彼得堡科研中心及全俄商务联盟等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ꎬ 在引进

应用技术、 助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中医药中俄创新合作联盟

力求在俄罗斯提升中医药的影响力ꎬ 让中医药更好地服务于俄罗斯民众ꎮ
中俄之间多层级合作机制有利于落实两国政府达成的合作协议ꎬ 解决合作中

存在的问题ꎬ 为扩大和深化两国之间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提供了全方位机制保障ꎮ

四　 中俄贸易取得突破性进展

良好的政治外交关系为双边经贸合作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ꎬ 而 “一带一

路” 倡议又为经贸合作提供了新机遇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在两国政界和商界的共同努力

下ꎬ 中俄双边贸易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ꎮ

(一) 双边货物贸易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１ 中俄贸易首次突破 １ ０００ 亿美元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ꎬ ２０１８ 年ꎬ 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 １ ０７０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７ １％ ①ꎬ 高出同期中国对外贸易 １２ ６％的增幅ꎮ 增速在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

位列第一位ꎮ 根据俄联邦海关统计ꎬ ２０１８ 年俄中贸易额为 １ ０８２ 亿美元ꎬ 同比增

长 ２４ ５％ ꎬ 高于同期俄罗斯对外贸易 １７ ８％ ②的增幅ꎬ 俄中贸易占俄罗斯对外贸

易的比重为 １５ ７％ ③ꎬ 创历史最好水平ꎬ 中国已连续 ８ 年保持了俄罗斯第一大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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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中俄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 １０７０ ６ 亿美元»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и в ２０１８ году ｈｔｔｐ: /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
Торговл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в ２０１８ г ｈｔｔｐ: /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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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伙伴国的地位ꎮ

２ 双边贸易的互补性不断增强

中俄之间以机电产品和能源产品的贸易充分体现了双边贸易的互补性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中方对俄机电产品出口 １８２ ５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３ ２％ ꎬ 占中方对俄出口总

额的 ３８％ ꎬ 成为出口的第一大宗商品ꎮ 中方自俄进口的能源产品总额为 ４２３ 亿美

元ꎬ 占自俄进口总额的 ７１ ６％ ꎬ 超过了同期俄罗斯能源产品占其全国出口总额

６４ ８％的比例ꎬ 两国贸易的互补性不断提升ꎮ
近年来ꎬ 农产品进出口逐渐成为双边贸易的亮点ꎮ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ꎬ ２０１８

年ꎬ 中方自俄农产品进口总额达到 ３２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５１ ４％ ꎮ 根据俄联邦海

关统计ꎬ ２０１８ 年ꎬ 俄罗斯对华海产品出口高达 １４ ９ 亿美元ꎬ 占俄罗斯同类商品

出口总额的 １ / ３ꎬ 同比增长 ３７ ４％ ꎮ 鱼和海产品、 植物油、 大豆、 面粉、 巧克

力、 奶制品和肉制品成为俄对华出口的主要商品ꎮ 农产品贸易规模的扩大有利于

提升两国百姓的生活质量ꎬ 使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ꎮ

３ 跨境电商保持快速增长

跨境电商作为一种新型贸易方式在两国之间得到快速发展ꎮ 据俄方统计ꎬ
２０１８ 年ꎬ 俄自华运达邮包数量为 ３ ２ 亿件ꎬ 同比增长 ２６％ ①ꎮ 据初步估计ꎬ 中俄

跨境电商贸易额达到 ４０ ~ ５０ 亿美元左右②ꎮ 中国成为俄罗斯公民海外网购的第一

大来源国ꎮ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速卖通成为俄罗斯百姓海外网购的首选平台ꎬ 占

据了俄罗斯跨境电商市场的半壁江山ꎬ 发展前景可观ꎮ

(二) 两国服务贸易亮点频现

在共建 “一带一路” 的推动下ꎬ 中俄服务贸易逐年攀升ꎬ 跨境运输、 旅游、
教育、 医疗和金融服务成为两国合作的新增长点ꎮ

１ 跨境运输服务蓬勃发展

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中欧班列的开行极大地带动了中俄之间跨境铁路运

输的发展ꎮ 根据中方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底ꎬ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１４ ０００ 列以

上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中欧班列开行总计 ６ ３００ 列③ꎬ 其中经满洲里、 二连浩特口岸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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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中跨境电商增势不减ꎬ 俄罗斯邮政 “飞往” 中国»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ｕｈｕ ｃｏｍ
«俄驻华大使举办 ２０１８ 年度新闻发布会 　 盘点中俄合作成绩单»ꎬ ｈｔｔｐ: / / ｓｉｎｏｒｕｓｓｉａｎ２１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２０１８ 年中欧班列开行 ６ ３００ 列同比增长 ７２％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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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中欧班列开行 ２ ８５３ 列ꎬ 占比高达 ４５ ３％ 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中俄之间最大的陆

路运输口岸———满洲里口岸的过货量达到 ３ １９２ ４ 万吨ꎬ 连续 ６ 年突破 ３ ０００ 万

吨ꎬ 中俄跨境铁路运输保持快速发展ꎮ
跨境能源运输成效显著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２ 日ꎬ 中俄原油管线平稳运行

３ ０００天ꎬ 中方自俄累计进口原油 １ ４５ 亿吨①ꎬ 俄罗斯成为中国第一大原油进口

来源国ꎮ 跨境电力运输不断扩大并成为中俄合作的一大亮点ꎮ 自 １９９２ 年以来ꎬ
中俄电力合作已逾 ２６ 年ꎬ 发展态势良好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 日ꎬ 国网黑龙江电

力通过 ４ 条中俄跨境联网线路累计进口俄电力 ２４８ ７３ 亿千瓦时ꎬ 对于带动边境

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２ 旅游服务持续攀升

中俄两国毗邻ꎬ 文化历史悠久ꎬ 为发展旅游服务业提供了良好条件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中俄两国签署了团队游互免签证协议ꎮ 此后ꎬ 中国游客赴俄罗斯旅游人数逐

年攀升ꎮ ２０１８ 年ꎬ 赴俄罗斯旅游的中国游客达 ２００ 万人ꎬ 同比增长 ２１％ ②ꎮ 中国

保持了俄罗斯第一大外国游客来源国地位ꎮ 而俄罗斯在中国入境游客来源市场排

行榜列第 ６ 位③ꎮ 预计 ２０１９ 年ꎬ 俄罗斯计划对中国游客进一步扩大免签范围ꎬ 将

免签团体游客数量从 ５ 人减至 ３ 人ꎬ 将在俄境内停留时间从 １５ 天延长至 ２１ 天ꎬ
这将为两国旅游服务的发展创造更为便利的条件ꎮ

３ 教育服务大幅增加

中俄之间的教育合作源远流长ꎮ 目前ꎬ 在俄罗斯的中国留学生数量达到 ３ 万

人ꎬ 在俄罗斯吸引外国留学生中ꎬ 中国仅次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ꎬ 位列第三ꎮ
在华的俄罗斯留学生达到 １ ８ 万人ꎮ 两国已商定到 ２０２０ 年将双方留学生总数提

升至 １０ 万人ꎮ 北京理工大学和莫斯科大学共同创办了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ꎬ 预

计未来办学规模将达到 ５ ０００ 人ꎮ 迄今ꎬ 中方在俄罗斯建立了 １８ 所孔子学院ꎬ 对

于促进两国的文化与教育交流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４ 中医服务逐渐拓展

在 “一带一路” 合作框架下中医药服务成为两国服务贸易的新亮点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北京中医药大学圣彼得堡中医中心” 正式揭牌ꎬ 该中心获得俄罗斯杜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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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 (漠大线) 原油管线安全平稳运行 ３０００ 天»ꎬ ｈｔｔｐ: / / ｈｌｊ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Количество туристов в РФ из Китая в ２０１８ году ｈｔｔｐ: / / ｅｋｅｃ ｒｕ
«旅游大数据: ２０１８ 年出境游人数 １ ５ 亿人次来华游客中 ７０％来自亚洲»ꎬ ｈｔｔｐ: / / ｄｙ １６３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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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权威机构传统及民族医学专家委员会颁发的中医康复保健资格认证以及俄罗斯

的医保资格ꎬ 为中医 “走出去” 开启了先河ꎮ ２０１８ 年ꎬ 成立了中医药中俄创新

合作联盟ꎬ 联盟成员单位共 ３０ 家ꎬ 其中中方机构 １６ 家ꎬ 俄方机构 １４ 家ꎬ 联盟

将加强两国之间的中医药交流ꎬ 让中医药更好地服务于俄罗斯民众ꎮ

５ 金融合作不断创新

金融合作成为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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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８ １５０ 亿卢布的双边本币互换

协议ꎬ 旨在便利双边贸易与直接投资ꎬ 促进两国经济发展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俄罗斯铝

业联合公司成功完成首期熊猫债券发行ꎬ 发行规模 １０ 亿元ꎬ 成为俄罗斯企业在

中国资本市场融资的有益尝试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的东方

经济论坛上中方宣布成立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ꎬ 总规模 １ ０００ 亿元人民

币ꎬ 首期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ꎬ 用以推动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开发合作项目ꎮ
同年 １２ 月ꎬ 俄联邦财政部宣布计划于 ２０１９ 年发行人民币国债ꎬ 尝试在中国金融

市场开展融资ꎮ 此外ꎬ 两国积极探索金融支付系统的合作ꎮ 目前中国的银联卡在

俄罗斯市场的受理覆盖率超过 ８５％ ꎮ 蚂蚁金服在俄罗斯推出支付宝等结算支付

方式ꎮ
除了官方金融合作外ꎬ 民间金融合作日益密切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 在哈尔

滨市成立了中俄金融联盟ꎬ 由 ４９ 家中俄金融机构 (中方 ２４ 家ꎬ 俄方 ２５ 家) 组

成了非盈利性、 开放式跨境金融合作组织ꎮ 哈尔滨银行作为牵头行联合多家城商

行同俄罗斯开发与对外经济银行签署总金额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的同业间银团授信协

议ꎬ 以支持中俄两国经贸往来、 金融合作并推进本币结算ꎮ

五　 中俄相互投资稳步推进

在共建 “一带一路” 的推动下扩大相互投资成为双方关注的重点ꎮ 相互投

资规模以及投资领域不断扩大ꎬ 对于深化双边经贸合作发挥了独特作用ꎮ

(一) 中方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据中方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ꎬ 中国对俄罗斯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

１３８ ７２ 亿美元ꎬ 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０ ８％ ꎬ 占中方对欧洲地区直接投资

存量的 １２ ５％ ꎮ 俄罗斯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 ２０ 个国家中位列第十ꎬ 在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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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中位列第二ꎮ 中方在俄罗斯设立境外企业近 １ ０００ 家ꎬ 雇

用外方员工 ２ 万人ꎮ

图 ６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额 (流量) (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 «２０１７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家统计

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ꎬ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ꎮ

(二) 中国对俄投资结构不断优化

中方对俄投资的行业分布逐渐拓展ꎬ 但是采矿业仍占据了主导地位ꎬ 占比接

近 ５０％ ꎮ 伴随 “一带一路” 国际产能合作的推进ꎬ 中国对俄罗斯制造业投资呈

现上升势头ꎬ 涌现出海尔俄罗斯冰箱厂ꎬ 中铁建承建莫斯科地铁改造等大型合作

项目ꎬ 投资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见图 ７)ꎮ

图 ７　 截至 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主要行业分布结构图 (单位:％)
资料来源: «２０１７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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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境外经贸园区成为主要投资形式

境外经贸园区成为中方对俄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ꎮ 目前已经建立了中俄托木

斯克木材工贸合作区、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木材加工园区、 俄罗斯耐力木材园区、
俄罗斯格城新北方木材加工园区、 俄罗斯巴什科沃木材加工园区等ꎬ 园区建设以

农业种植园区和木材加工园区为主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俄

罗斯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共建中俄高科技中心成为两国首家高科技合作园区ꎬ 是

双方合作的亮点ꎮ

(四) 战略性大项目取得进展

两国通过扩大相互投资推动了一系列大项目建设ꎮ 在能源领域ꎬ 铺设了中俄

原油管线复线、 成功开展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合作等ꎮ 在卫星导航领域ꎬ 双方签署

了卫星导航系统合作政府间协定ꎬ 标志着北斗和格洛纳斯两系统合作进入新阶

段ꎬ 将为两国在卫星导航领域开展广泛合作提供法律和组织保障ꎮ 在航天领域ꎬ
双方签署了空间碎片监测及数据应用领域合作协定ꎬ 为双方启动空间碎片领域合

作奠定了基础ꎮ 在核领域ꎬ 双方企业签署了田湾核电站 ７、 ８ 号机组和示范快堆

项目有关商务合同ꎬ 标志着合作项目正式进入执行阶段ꎮ

(五) 俄罗斯对华投资规模不断提升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业务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ꎬ 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累计 ９ ５
亿美元ꎬ 累计投资项目 ３ ０８１ 个ꎮ 俄罗斯在华投资的产业涉及制造业、 交通运

输、 仓储与物流、 邮电、 建筑业、 零售商业以及餐饮业等ꎬ 分布比较广泛ꎮ 总体

来看ꎬ 俄罗斯在华项目的投资规模比较小ꎮ 近年来ꎬ 伴随两国合作的不断深化ꎬ
出现了一些高端制造项目ꎬ 例如豫联集团高精铝项目成为俄中在工业领域合作的

示范项目ꎬ 市场前景良好ꎮ

六　 两国边境地方合作快速推进

中俄两国拥有 ４ ３７４ 公里漫长的边界线ꎬ 边境地方合作一直是两国经贸合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ꎬ 中俄边境地方合作得

到快速发展ꎮ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是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ꎬ 两国省、 市之间开展了广

泛的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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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合作取得成效

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合作机制是两国最早建立的地方合作机

制ꎬ 对于促进两国地方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据俄方统计ꎬ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与俄

远东联邦区贸易额达到 ９８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７ ６％ ꎬ 占该联邦区外贸额的

２８ ４％ ꎬ 中国成为俄远东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国ꎮ 中方参与俄远东跨越式发展区

和自由港项目 ３０ 余个ꎬ 规划总投资超过 ４０ 亿美元ꎬ 是远东地区最大的外资来源

地ꎮ 在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的东方论坛上双方还签署了 «中俄在

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发展规划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４ 年)» 和 «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及

贝加尔地区农业发展规划»ꎬ 组建了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实业理

事会ꎮ 中方还宣布设立首期 １００ 亿元、 总规模 １ ０００ 亿元人民币的中俄地区合作

发展投资基金ꎬ 同俄方一道支持运营好基金ꎬ 推进重大项目落地ꎬ 将其打造成为

中俄地区合作的重要平台ꎬ 推动中俄地方合作进入发展新阶段ꎮ

(二) 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地方合

作稳步推进

中国长江中上游六省区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 １４ 个州之间的合作是

两国地方合作的一个重要机制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８ ~ ２０ 日ꎬ 在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

克市举行了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地方合作理事会首

次会议ꎮ 双方决定积极参与、 配合、 支持国家间大项目合作ꎬ 加强产能和装备制

造合作ꎬ 将高科技和创新合作作为重点开拓方向ꎬ 密切人文交流合作ꎬ 推动两地

区合作结出更多硕果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６ 日ꎬ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合肥同俄罗斯总统全权代表巴比

奇共同主持召开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地方合作理事

会第二次会议ꎮ 双方签署了 «关于对 ‹长江—伏尔加河地方合作理事会条例›
进行修订的议定书»ꎬ 推动两国地方合作在经贸、 交通、 旅游、 文化、 教育、 青

年等领域不断取得新进展ꎬ 为两国关系注入了新活力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１ ~ ２４ 日ꎬ 在俄罗斯举行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伏尔

加河沿岸联邦区地方合作理事会第三次会议ꎮ 双方积极评价了理事会机制为推

动两地区乃至两国合作所发挥的重要作用ꎬ 并决定以本次会议为新起点ꎬ 加强

沟通协调ꎬ 完善机制建设ꎬ 畅通交流渠道ꎬ 推动合作进入更加快速高质发展的

轨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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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俄地方合作园 (青岛) ———新型地方合作平台正式启动

２０１８ 年ꎬ 中俄地方合作园 (青岛) 正式启动ꎬ 力求打造创新型地方合作模

式ꎮ 与此同时ꎬ 青岛市拟在莫斯科核心地区建设俄中地方合作园 (莫斯科)ꎬ 与

中俄地方合作园 (青岛) 形成联动ꎬ 搭建中俄在文化艺术、 金融商贸、 联合办

学、 科技成果转化、 健康医疗等领域的合作平台ꎬ 并推动设立中俄企业发展基

金ꎬ 带动更多中俄地方区域、 投资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中俄双边合作ꎬ 实现技

术、 资金和人才等资源的集聚ꎮ

七　 中俄经贸合作前景展望

突破 １ ０００ 亿美元大关后ꎬ 中俄经贸合作站到了新起点上ꎬ 也面临更为艰巨

的任务ꎮ 展望未来ꎬ 两国仍将恪守中俄 “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 “不结盟、 不对

抗、 不针对第三国” “世代友好、 永不为敌” 的外交原则ꎬ 同时还应与时俱进ꎬ
不断创新ꎮ 中俄经贸合作需要构建以规则为基础、 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合作模

式ꎬ 即 “政府制定规则、 地方搭建平台ꎬ 企业成为主体”ꎮ 为此ꎬ 需调整发展思

路ꎬ 双边经贸合作由重项目转向重规则ꎬ 弥补合作的制度短板ꎮ 合作路径由单一

的项目合作转向制度建设与项目合作双轮驱动ꎬ 助力中俄经贸合作向高质量转

变ꎬ 为可持续发展提供长期制度性保障ꎮ

(一) 完善双边经贸合作的制度建设

中俄经贸合作机制的特点是政府主导ꎬ 大项目带动ꎬ 自上而下地推动项目合

作ꎬ 这种模式非常适合于垄断性行业ꎬ 如石油天然气、 矿产资源开发、 航空航天

及核能等领域ꎮ 若双方合作向农业、 制造业、 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领域拓展ꎬ 则

上述机制的适用性受到较大制约ꎬ 因为这些领域的合作更突出市场导向ꎬ 强调企

业的主体作用ꎮ 基于上述原因ꎬ 迄今双方在农业、 制造业、 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

进展相对缓慢ꎮ 为了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ꎬ 迫切需要将政府合作机制的功能转向

制度与规则协调ꎮ 为此: (１) 应积极协商并推进贸易便利化进程ꎬ 为企业创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ꎮ 以落实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 和 «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公路运输便利化协定» 为契机ꎬ 简化口岸通关程序ꎬ 压缩

通关时间ꎬ 降低贸易成本ꎬ 为扩大双边贸易奠定基础ꎮ 加强运输管理制度的软联

通ꎬ 推广国际铁路运输联合运单方式ꎬ 探索中欧班列一票到底的运行模式ꎬ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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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手段推动运输网络相互联通ꎬ 将传统的货物运输与金融服务相结合ꎬ 为

推动亚欧大陆互联互通作出实质性贡献ꎮ (２) 扎实落实两国签署的关于促进和

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以及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并制定实施细

则ꎬ 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并降低企业的负担ꎬ 取消不合理的市场准入限制以及行

政审批程序等ꎬ 为投资者创造公正、 透明、 可预期的营商环境ꎮ (３) 完善知识

产权保护制度ꎬ 搭建技术转移与交易平台ꎬ 为推进两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提

供制度保障ꎮ

(二) 改善营商环境

世界银行集团公布的 «２０１９ 年营商环境报告» 显示ꎬ 在全球 １９０ 个经济体

中ꎬ 中国的营商环境指标列第 ４６ 位ꎬ 俄罗斯排在 ３１ 位ꎬ 进入了先进行列ꎮ 但在

影响双边经贸合作的关键性指标上ꎬ 即 “跨境贸易” 指标上ꎬ 中俄两国分列第

６５ 位和第 ９９ 位ꎬ 处于中等水平ꎮ 俄罗斯的出口成本高出中方 ２ / ３ꎬ 进口成本则

相当于中方的 ２ 倍ꎬ 过高的贸易成本不利于扩大贸易规模ꎬ 因此两国在完善营商

环境方面仍需加强合作ꎮ

表 １　 中俄营商环境主要指标比较

国别 排名 建筑许可 跨境贸易
跨境贸易成本 (美元)

出口 进口

中国 ４６ １２１ ６５ ３８７ ６ ３４８ ３

俄罗斯 ３１ ４８ ９９ ６７２ ７４０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２０１９ 年营商环境报告»ꎮ

(三) 大力拓展合作领域

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ꎬ 双方在深化能源及矿产资源领域合作的同时ꎬ 应向农

业、 服务贸易、 制造业和高新技术领域拓展ꎬ 创新合作方式ꎬ 提升合作水平ꎮ
１ 扩大农业领域合作ꎮ 根据已经签署的 «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

加尔地区农业发展规划»ꎬ 未来两国应扩大农产品贸易ꎬ 加强在大豆、 农产品加

工、 仓储物流等领域的合作ꎬ 探讨共同投资ꎬ 在俄罗斯境内联合建立大豆生产设

施ꎬ 扩大俄罗斯对华大豆出口ꎮ 除此之外ꎬ 在小麦、 海产品、 肉食、 奶制品等领

域双方也应拓展合作空间ꎮ
２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ꎮ 在共建 “一带一路” 框架下两国将挖掘潜力ꎬ 创新

方式ꎬ 提升合作空间ꎮ 完善跨境运输协调机制ꎬ 充分发挥现有基础设施的功能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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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跨境运输的便利化ꎬ 提高运输质量和服务效率ꎬ 扩大铁路、 公路、 航空、 管

道运输服务贸易规模ꎮ 加强各类旅游增值服务ꎬ 如开发自驾游、 高端游、 冰雪游

等个性化旅游服务ꎮ 探讨多元化的金融服务ꎬ 建立市场化融资机制与模式ꎬ 探讨

建立新型国际结算支付体系ꎬ 尝试采用 ＰＰＰ 模式和三方合作模式开展项目建设

等ꎮ 提升中医药服务水平ꎬ 发展多层级康养产业ꎮ 发展服务外包ꎬ 为两国青年人

创业提供条件ꎮ 培育教育与文化服务增长点ꎬ 发展中俄演艺、 油画及文创产业的

合作ꎮ 此外ꎬ 还应大力拓展跨境汽车维修等新兴服务贸易业态ꎮ
３ 提升制造业合作水平ꎮ 中俄两国在制造业领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ꎬ 除了

轻纺、 机电制造业以外ꎬ 绿色交通工具、 冶金、 石化、 天然气等装备设备、 机械

制造、 电子、 航空仪器仪以及农业机械方面合作前景广阔ꎮ 目前中国的海尔集团

在俄罗斯建立了家电生产基地ꎬ 中国化工工程公司在俄罗斯建立了炼油厂ꎬ 为中

俄拓展制造业领域的合作树立了典范ꎮ 未来ꎬ 双方需要加强技术与人员交流以带

动两国的产业合作ꎬ 在资金、 技术、 人才、 市场等方面进行全面整合ꎬ 促进中俄

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开展深度合作ꎮ
４ 推动高新技术合作ꎮ 两国可在俄罗斯拥有比较优势的航空航天、 核技术ꎬ

新材料、 生物技术、 仪器仪表制造等领域加强合作ꎮ 积极拓展新能源、 新材料、
生命科学、 纳米技术、 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及环保节能等诸多领域的合作ꎮ 通过技

术合作带动两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ꎬ 使高新技术合作成为提升中俄经贸合作水平

的支撑点ꎮ 中俄在数字经济领域合作前景广阔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俄联邦政府颁布了数

字经济规划纲要ꎬ 强调要大力发展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ꎬ 发展远程教育和远程医

疗ꎬ 搭建中小企业以及政府服务的电子化信息平台ꎮ 未来两国可在跨境电商、 软

件开发、 网络安全以及电子支付系统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ꎮ
(责任编辑　 李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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