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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访问将推动中哈关系迈上新台阶
——访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张汉晖

本报记者 廖伟径 李遥远

上合组织经贸合作势头良好
本报记者 黎 越 廖伟径 李遥远

今年是中哈建交 25 周

年。25年来，中哈关系取得了

大发展，双方构筑了牢固的关

系与合作基础。习近平主席

在2013年访哈期间全面确立

了双方发展的大方向——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2014

年，哈萨克斯坦总统提出“光

明之路”与之对接。在中哈以

构建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

体为发展总目标的大背景下，

习近平主席再次访哈将推动

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本版编辑 李红光

找好伙伴 选好项目

中哈绿色能源合作前景广阔
本报记者 黎 越 廖伟径 李遥远

在习近平主席应邀对哈萨克斯坦进行
国事访问并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和阿斯塔
纳专项世博会开幕式前夕，中国驻哈萨克
斯坦大使张汉晖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
采访。张汉晖大使对记者表示，近年来中
哈友好关系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此次
习近平主席访问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
系，推动两国各领域加强务实合作。

张汉晖大使表示，近年来，中哈关系日
趋紧密。一是双方高层交往频繁，达到了
前所未有高度；二是双方基础设施建设和
对接达到了空前规模；三是双方发展战略
高度契合，对接与合作符合两国发展利益。

“哈方提出‘光明之路’对接习主席提
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中国提出‘中
国制造2025’，哈方提出‘第三次工业现代
化’；习主席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纳
扎尔巴耶夫总统提出哈萨克斯坦发展‘新
现实’；习主席提出‘中国梦’，纳扎尔巴耶
夫总统提出‘哈萨克斯坦梦’。”在张汉晖大
使看来，中哈两国政策沟通和设施联通很
完备。在贸易畅通方面，双方做了很多努
力，希望进一步推动和完善相关措施，促使
双方更多中小企业参与贸易。民心相通方
面，通过近年来的交流与合作，两国人民对
彼此的认同感愈发强烈，好感在上升。

张汉晖大使表示，中哈两国在国际和地
区领域的合作成果丰硕，双方在许多重大国

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利益一致，在联
合国等国际组织框架下、在上海合作组织、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框架下开展
了广泛合作。双方在涉及对方主权、独立、
安全等重大核心问题上坚定地相互支持，在
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沟通与合作。

张汉晖大使表示，哈萨克斯坦是中国
的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伙伴，是中方共建

“一带一路”、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合
作伙伴。建交25年来，中哈关系保持稳定
健康发展，已成为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的
典范。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双方能总结过
去25年来的友好关系发展成果，同时对未
来关系发展作出总体规划和设计。当前，
中哈关系发展和双边合作已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水平。双方的合作关系到两国共同
发展和未来，关系到地区局势和平与稳定，
以及两国民众的切身利益。在习近平主席
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共同推动下，双方要
切实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协议和共识，沿
着两国领导人确定的路线推动双方合作深
入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张汉晖大使表示，中哈旅游合作前景
非常广阔。今年正值哈萨克斯坦“中国旅
游年”。在双边关系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
开展中哈旅游年活动可进一步调动两国民
众广泛参与交流与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张汉晖大使指出，农牧业合作是双方

合作的新领域和重点领域。哈萨克斯坦拥
有广袤的土地、可耕地以及良好的牧场，自
然条件优越。双方合作重点是要共同努力
提高哈农牧产品产量，协商好双方农牧产
品标准，让哈生产的优质农牧产品进入中
国市场，造福中国老百姓。同时，这方面合
作也能调动更多哈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
业的积极性，为哈方带来实惠和利益。

当前，哈方领导层、地方、企业以及
民众对中哈关系重要性理解越来越深
入，对中哈关系和合作的重视程度越来
越高，更多的哈企业家、大学生和青年希
望深入了解中国。目前，有 1.4 万多名哈
萨克斯坦学生在中国学习，且数量仍在
不断增加，很多到过中国的哈民众对中
国充满好感。

在中哈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大背
景下，双方人文交流方兴未艾。在张汉晖
大使看来，哈萨克斯坦歌手迪玛希在中国
的成功，说明双方文化交流有着深厚基
础。迪玛希在中国获得成功后，在哈引起
广泛反响，更多哈民众重视中哈交流，更多
地关注中国文化市场、发展和机遇。中哈
建交 25 年来，哈多次举办国际赛事，中国
很多演员在此获得大奖。由此可以看出，
哈民众对中国文化非常认同和热爱，这是
两国民心相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今后
中哈关系发展的强劲动力和增长点。

在安全和经济的“双轮驱动”下，上海
合作组织取得了快速发展，在成为欧亚大
陆“稳定器”的同时，其经济效应也日益显
著。尽管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但上合
组织框架内成员国经贸合作却呈现出良
好势头。

联合国年初公布的《2017 年世界经
济形势与展望》报告认为，今年世界经济
仍将持续低速增长。破解时下之困的现
实需求使得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合作意
识不断加强，也为域内加强经贸合作、共
同应对全球经济形势和国际市场不利影
响提供了内生动力。

上合组织成员国地处欧亚大陆的核
心地带，历史上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
部分，如今又是连接亚太经济区和欧亚经
济区的中间环节，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展开，不
断涌现的各类发展机遇为上合组织经贸
合作拓展了空间。上合组织拥有良好的
务实合作基础，也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成员国发展战略对接的重要平台。去
年上合组织塔什干峰会通过的《塔什干宣
言》重申支持中国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倡议，将继续就落实这一倡议开
展工作并将其作为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区
域经济合作的手段之一。

当前，上合成员国正在积极推进与
“一带一路”的对接。2015 年 5 月 8 日，中

俄两国元首签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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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了“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
盟对接进程。两年来，对接合作初见成
效，中俄在能源、交通、航空航天等领域大
项目合作硕果累累，中白最大经贸合作项
目“巨石”工业园建设顺利推进，中吉、中
亚的发展战略对接也呈现出新面貌。与
此同时，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
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正在不断推
进，哈已成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典
范。截至目前，包括阿克托盖铜选矿厂、
巴浦洛达尔电解铝厂等 34 个项目已竣工
投产，阿特劳炼油厂石油深加工项目、阿
拉木图钢化玻璃厂等 43 个项目正在实
施。对接带来的显著效益也被国际社会
看在眼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驻哈萨克
斯坦代表普列依马尼斯在谈及哈经济形
势时表示，哈萨克斯坦要借助“一带一路”
建设带来的机遇进一步加强交通枢纽等

各环节建设。
近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互联互

通领域的务实合作也为经贸发展提供了
基础保障。由中企承建的乌兹别克斯坦
安格连—帕普铁路隧道项目于去年 6 月
份竣工，这条铁路的顺利通车不仅将费
尔干纳盆地与乌境内其他地区相连接，
也是未来中吉乌铁路的重要路段。去
年，中欧班列过境哈萨克斯坦开行 1200
多列，惠及沿线各方的货物贸易往来。
目前，从中国西部到欧洲西部的公路建
设也即将完工，将进一步加强沿线地区
的互联互通。

2014 年 9 月份上合组织杜尚别峰会
签署的《上合组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
定》（以下简称《协定》）相关实施工作已正
式启动。今年 5 月 23 日至 24 日，在北京
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
化联委会筹备会议上，各方就促进实现上
合组织成员国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事宜

及道路运输线路和口岸现状及投入使用
准备情况、道路运输线路开通时间、许可
证印制发放等问题举行了深入交流。

《协定》是上合组织交通领域首个涵
盖所有成员国的多边合作文件，其正式生
效将为深化本地区互联互通合作，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一是将进一步
调动成员国过境运输潜力，助力现有中国
—中亚、中国—欧洲的国际交通走廊建
设，大大缩减横跨亚欧大陆公路运输成
本；二是通过在交通运输领域简化和加快
通关手续、破除不规则税费，降低贸易成
本,提升成员国贸易便利化合作水平，促
进成员国之间乃至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经
贸合作；三是带动成员国加强公路、桥梁、
隧道及其配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当
地就业机会，拉动经济增长；四是助推上
合组织地区经济一体化前景，以亚欧大陆
互联互通公路网络为基础，为未来形成欧
亚地区统一的商贸、物流、资本市场奠定
基础。

与此同时，今年上合组织将完成自
成立以来的首次扩员，即将举行的阿斯
塔纳峰会将完成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
合组织的程序。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
不仅将使上合组织成为世界上人口最
多、面积最大的地区合作组织，也将为上
合组织经贸合作发展提供更大规模的市
场和新动力。

◎ 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合作意识不断加强，为域内加强经贸合作、共同应对

全球经济形势和国际市场不利影响提供了内生动力

◎ 上合组织拥有良好的务实合作基础，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成员国发展

战略对接的重要平台

哈萨克斯坦不仅是中国能源领域的重要合作伙
伴，也是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关键枢纽。在长
期信任、友好合作的氛围中，中哈能源合作结出了累累
硕果。随着绿色能源技术的快速普及，中哈双方都将
绿色能源合作视为两国能源合作迈向长远和可持续发
展的必经之路。

哈萨克斯坦是传统能源生产大国，境内蕴藏着丰
富的油气资源。在广袤的中亚土地上，绵延着一条原
油管道、四条天然气管道，架起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
的友好桥梁。中哈在合作中还创造性地实现了“对等
股权”合资模式，积累了谈判、运营等方面的丰富经验，
这些成功实践为中哈能源合作走向纵深拓展和横向拓
宽打下了坚实基础。

未来，中哈绿色能源合作还有哪些路径？
首先，加快哈萨克斯坦特色能源资源的开发。哈

萨克斯坦铀矿储量位居世界第二位，随着中国核电的
发展，与之相伴的是对核燃料的旺盛需求。由中广核
与哈萨克斯坦原子能公司合资建设的中哈核燃料组件
厂，将共同开发位于哈萨克斯坦南部的伊尔科利铀矿
和北部的谢米兹拜伊铀矿，预计 2019 年底建成投产。
这将构建起从铀矿资源到核燃料市场稳定的供需关
系，成为中哈在绿色能源领域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其次，中哈共同致力于加强传统能源的高效利
用。在油气化工方面，中哈两国在产能合作框架下已
布局炼油厂、沥青厂等重点项目；在煤炭资源方面，哈
萨克斯坦煤炭资源丰富，建有独联体区域内第三大的
埃基巴斯图兹煤矿，中方可以向哈方提供煤化工设备
和技术，从而推动双方在煤制气、煤制油等煤化工领域
的深入合作。

第三，中哈在节能产品的开发应用合作方面拥有
广阔空间。尽管是资源大国，哈萨克斯坦仍十分注重
节能环保，哈政府于 2012 年通过《节约能源与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法》，大力推动资源利用与环保节能。目
前，众多中国节能设备和节能产品生产企业已进入哈
萨克斯坦市场，并经受住了哈萨克斯坦冬季极寒气候
条件的考验，赢得了市场口碑，为进一步提升产品知名
度和市场占有率累积了“人气”。除此之外，2016年中
国电建集团所属水电工程顾问集团与哈萨克斯坦巴丹
莎公司签署了中亚最大新能源项目巴丹莎风电一期合
同，中哈两国企业在风能、光伏等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
也因此呈现出光明的市场前景。

未来，中国企业应认真研究市场、突出优势特色，
找好伙伴、选好项目，积极稳妥地在哈萨克斯坦开展能
源技术和投资合作。应当看到，“绿色丝路”是“一带一
路”建设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造福沿线人民的共赢之
举。中哈两国能源合作的历史久、基础好，完全有能力
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绿色合作的成功典范。

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土地资源
丰富，有赖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已成为世界主要优
质小麦生产和出口国之一。同时，得益于游牧民族的
传承和广袤的牧场，哈萨克斯坦肉类和奶制品质量在
区域内也首屈一指。近年来，农业合作的广阔空间已
受到中哈两国高层和企业的高度重视，有潜力成为中
哈两国贸易新的增长点。

中哈两国农业合作互补性强，庞大的市场需求使
得中国成为哈萨克斯坦首选合作对象之一。哈粮食生
产成本低，产出高，但是机械化、精细化、产品化水平
低，这些因素已成为制约哈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哈
萨克斯坦希望通过加强农业合作，引入中国技术和资
金，提升农产品深加工能力，改变出口品种单一的现
状。2015年，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与
哈萨克斯坦国际一体化基金会启动了中哈现代农业产
业创新示范园。该示范园位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州，双方共同研究高产耐旱的作物品种和节水、节能的
农业技术，旨在减少哈农业对“靠天吃饭”的依赖。哈
萨克斯坦总理萨金塔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应积极拓
展中国市场，中国从哈方购买农产品将会给哈农产品
出口带来巨大商机。

近年来，通过两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中哈农业合作
的便利化程度已大为提升。在不久前北京举行的“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哈有关部门签署了旨在
深化“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海关合作协议，
中哈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签署了检验检疫合作协议，
以及《关于加强标准合作，助推“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倡
议》。这些成果文件促进了中哈农业合作，大大提升了
两国的互信水平，减少了国际贸易壁垒。近期，中哈两
国有关部门还在北京签署了哈对华出口蜂蜜所需的卫
生要求、检验和检疫相关议定书，哈出口商可根据该议
定书，在了解和掌握中国市场要求的前提下，向中国顺
畅便捷地出口品质纯正的蜂蜜产品。

中哈农业合作的视野并不仅局限于两国范畴。借
助“一带一路”建设的延伸，哈萨克斯坦欲扮演农业产
品跨境流通的枢纽。哈萨克斯坦希望中国成为其小麦
发往东南亚市场的中转站，因为哈小麦通过铁海联运
过境中国运至东南亚国家仅需20天左右，交货期限大
大缩减，从而提升了哈小麦的市场竞争力。哈萨克斯
坦农业部副部长古丽米拉·伊萨耶娃表示，哈萨克斯坦
东哈州及阿拉木图州正在建设符合中国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相关标准的农产品检测和认证中心，今
后不仅哈萨克斯坦本国农业企业的产品，甚至整个中
亚农产品都可通过哈萨克斯坦检验中心获得进入中国
市场的出口认证。

中哈农业合作的直接受益者是两国企业和人民，
其对山水园艺、农业机械等行业的带动作用不可小觑，
对丰富中哈经贸合作的形式和内容均大有助益。未
来，哈萨克斯坦土地上滚滚麦浪不仅将带来两国民众
餐桌上的实惠，更是拉近中哈人民感情的金色纽带。

中哈农业合作——

为两国民众带来餐桌上的实惠
本报记者 黎 越 廖伟径 李遥远

阿斯塔纳风情
图① 阿斯塔纳市中心的休闲广场和建筑。

图③ 阿斯塔纳市中心休闲广场一角，冰淇
淋车为夏日带来一抹清凉。

图④ 阿斯塔纳市区随处可见的自行车桩，
供市民绿色出行，体现了世博会的绿色理念。

图② 阿斯塔纳市中心街景。

本报记者 李遥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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