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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第二届中国—蒙古国博览
会（中蒙博览会）在呼和浩特开幕。

在本届中蒙博览会23项具体活动中，
“开放与包容”论坛引人注目。来自蒙古
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地的200名专家学者，
共同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献计献策。

草原丝绸之路蕴含机遇

中国有“丝绸之路”，蒙古国有“草原
之路”。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催生了2015
年的首届中蒙博览会。
“中蒙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建交67年来，两国政府和人民坚持睦邻友
好，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各领域
合作，推动中蒙关系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商务部部长助理李成钢介绍，“中蒙博览
会甫一创办，就引起了全球工商界广泛关
注和积极参与。中蒙双边贸易额也持续
扩大，今年1月份至7月份，双边贸易额达
到36亿美元，同比增长46%。与此同时，
我国对蒙古国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17
年7月份，中方对蒙直接投资41亿美元，
约占蒙古国吸引外资总额的30%。”

草原上的牧民对此深有体会。2016
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遭遇旱灾，受灾草
场面积1.7亿亩，占可利用草场的62%。
进口蒙古国饲草既能缓解因干旱引发的
牧草紧缺，同时也有利于蒙古国依靠饲草
出口增加财政收入。首届中蒙博览会结
束不到1个月，240吨蒙古国饲草从珠恩
嘎达布其口岸顺利入境。2016年 12月
份，国家质检总局批复同意珠恩嘎达布其
口岸进口蒙古国天然饲草。2017年2月

24日，720吨进口饲草运抵珠恩嘎达布其
口岸，标志着我国进口天然饲草真正实现
了常态化。
“一棵小草”成为中蒙合作欣欣向荣

的缩影。首届中蒙博览会后，中蒙双边交
流与合作实现了从文体、医疗到科技教育
的全方位对接。在中蒙博览会国际蒙医
药学术论坛上，中蒙双方达成了在蒙古国
首都乌兰巴托共建蒙医传统疗术中心的
合作意向，并正式签署协议。在中蒙科学
技术交流展上，共有中蒙两国300余家科
研机构和企业参展，现场展出中蒙两国最
新科技成果700余项，双方围绕科技园区
建设、科技孵化器建设以及联合实验室建
设签订科技合作协议25项。紧接着，国
际蒙古舞大赛、中蒙摄影油画作品展、国
际蒙古服装服饰设计展示、中蒙歌会、中
蒙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多项文化活动相继
展开。

前来呼和浩特参加第二届中蒙博览
会的蒙古国大呼拉尔副议长桑吉米亚特
布说，2015年首届博览会取得了丰硕成
果。来自蒙古国的企业家说，博览会开辟
了准入中国市场的机遇。

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

“第二届中蒙博览会确定了建设中蒙
俄经济走廊的主题，并且邀请我们代表俄
罗斯联邦参加中蒙俄合作高层论坛，我感
到无比荣幸。”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边疆区第一副省长波诺马林科说，“克拉
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是建立东西方关系
的可靠桥梁。我们希望在克拉斯诺亚尔

斯克大地上，以合作伙伴的身份与中国、
蒙古国朋友相见。”

2016年6月份，《建设中蒙俄经济走
廊规划纲要》签署，在三方共同努力下，中
蒙、中俄贸易持续扩大。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蒙俄走亲戚一
样的来往从未中断。蒙古国商人都希巴
特尔在二连浩特从事服装鞋帽批发零售
业务，20多年过去，他在当地买了房，并
将两个孩子接来一起生活。在俄罗斯做
生意的中国人李金龙娶回了俄罗斯媳妇
尤利娅，并把家安在满洲里。粗略统计，
长期在二连浩特留学、生活的蒙古国公民
有800多人。我国内蒙古每年各级医院
接待蒙古国、俄罗斯等境外患者1.5万多
人，组织蒙医专家赴蒙古国开展义诊，接
待患者5000多人次。

近年来，中蒙俄合作平台的搭建不断
完善。由中蒙双方共同主办的“中蒙俄科
技展暨高新技术产品展览会”已经成功举
办13届，“二连浩特中蒙俄经贸合作洽谈
会”成功举办了7届。“中蒙俄国际美食节
暨内蒙古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洽谈会”等都
发挥了很好的合作交流作用。中国、蒙
古、俄罗斯三国一些城市、地区之间缔结
了友好关系。

目前，内蒙古以策克、甘其毛都、二连
浩特、满洲里等18个口岸为依托，构建起
全方位向北开放带。

务实合作走向深入

9月12日，中俄蒙国际老年人运动会
在满洲里市启幕。9月16日，“2017中国

二连浩特中蒙俄经贸合作洽谈会”在二连
浩特市召开，吸引了300多人参与。9月
20日，国际那达慕足球邀请赛在内蒙古
师范大学开球。9月23日，中蒙俄自行车
邀请赛暨中蒙俄友谊骑行活动举行。3
天后，第二届中蒙博览会开幕。紧锣密鼓
的行动标志着中蒙俄三国务实合作正在
加速。

9月26日，中蒙博览会上启动了内
蒙古旅游暨“万里茶道”国际旅游推
介，中国黄山市、蒙古国东戈壁省、东
方省、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
旅游部门加入联盟。紧接着，中蒙投资
环境与重点项目推介会，中蒙俄矿产资
源开发洽谈会，中蒙农牧业合作暨农畜
产品生产加工洽谈会，中国内蒙古及香
港与蒙古国经贸合作洽谈会相继召开。
蒙古国推出涉及羊绒羊毛加工、基础设
施建设、矿产开发等领域28个投资项
目，内蒙古推出328个重点招商引资项
目。其中，中蒙俄矿产资源开发洽谈会
签署5项合作协议，涉及有色金属资源
勘探开发、矿产品延伸加工、资源产业
经营等领域，意向贸易额每年15亿元。
中蒙投资环境与重点项目推介会签署37
个中蒙合作项目协议，涉及能源、农畜
产品生产加工、采矿、交通、旅游、生物医
药、大数据云计算等诸多领域，总投资
364亿元。
“中蒙俄山水相连、人文相通、利益相

融。每两年在呼和浩特举办一次中蒙博
览会，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是内蒙
古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机遇。”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纪恒说。

中蒙俄经济走廊凸显合作共赢
—来自第二届中国—蒙古国博览会的报道

本报记者 陈 力 通讯员 冯雪玉

中国和蒙古国是好邻居、好朋友、
好伙伴，友谊源远流长。内蒙古自治区
已连续承办两届中蒙博览会。近日，《经
济日报》记者就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
设，专访了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杨臣华。

记者：要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

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

明之路。其中，建设“创新之路”，该从哪

里破题呢？

杨臣华：国际科技创新已经成为经
济持续发展的新动能。然而，各国的科
技发展水平不同，科技体制和机制的差
异性较大，仅凭一国力量难以独善其
身，也无法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在此
趋势下，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充分利用
国际科技资源以促进本国经济科技发
展，已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界的共识。

记者：国际科技合作态势如何？中

蒙之间的科技合作取得了哪些成果？

杨臣华：科技创新合作作为“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才培
养、联合实验室和技术转移等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效，为相关国家培养了上万名
科学技术和管理人才，与相关国家共建
了一批联合实验室或联合研究中心，初
步形成了区域技术转移协作网络。截至
目前,我国已经与15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了科技合作关系,签订了111个政府间科
技合作协定,加入了200多个政府间国际
科技合作组织。

近年来，内蒙古也在积极谋篇，主动
布局。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
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通过项目引导、人才
引进和平台基地建设，内蒙古积极与蒙古
国、俄罗斯、美国、日本、以色列等国家开

展科技合作与交流。推动建设了中蒙技
术转移中心平台和中蒙知识产权专利技
术转移转化平台，中蒙生物高分子应用研
究联合实验室启动运行。

记者：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呼唤

科技在更宽领域、更高水平的务实合

作，这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臣华：内蒙古自治区在产业转型
升级、环境保护和社会治理等领域取得
了一定的技术成果，特别是在传统能源
清洁化生产和利用、新能源产业发展、
农牧业先进技术应用、云计算大数据应
用以及技术保障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优
势，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具有很强
的互补性和协同性，并在实践中展现出
良好的合作前景。

为了更加务实有效推进国际科技合
作，首先要立足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规划

纲要，对接各方发展战略思路，面向各自
重大科技需求，加强顶层设计，聚焦农业、
畜牧业、能源、交通、信息通信、资源、环
境、新材料、医药健康、防灾减灾等领域，
进一步明确科技合作的目标任务、战略重
点和重大举措，统筹指导和推动相关科技
合作。其次是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引导和
支持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积极参与中蒙俄
经济走廊建设。互派一批一线科研人员
和管理专家参与科技外交工作，畅通科技
人员绿色通道。此外，以沿走廊国家相关
利益方合作需求为基础，以高新区、科技
园及企业为主体，统筹规划，与走廊国家
开展科技园区合作，鼓励各方有条件的园
区和企业参与相关国家园区建设，推进内
蒙古国家级高新区与沿中蒙俄走廊国家
科技园区合作，探索海外科技园区共建
模式。

深化科技合作 建设创新之路
—访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臣华

本报记者 陈 力

站在中蒙博览会民族乐
器展柜前，来自蒙古国乌兰
巴托的孟格尔登拿着手机笑
迎八方来客。虽然她一句汉
语也不会讲，仅靠着一部计
算机报价、还价，靠手机扫
码、收账，她就在博览会开
幕的第一天卖掉了3把蒙古
国“达瓦扎布”马头琴。

有了翻译，孟格尔登开
始打开话匣。“内蒙古的马
头琴音色深沉，我们蒙古国
乐器制作人达瓦扎布制作的
马头琴音色欢快。两琴互
补，才能奏出更加迷人的乐
章。”孟格尔登非常开心，
“第一次来中国，我还学会
了使用手机支付”。

金秋时节，蒙古国、俄
罗斯以及来自3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1500多家厂商把
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装点得
满目琳琅。印度尼西亚的热
带水果、韩国的化妆品、缅
甸的玉石、马来西亚的糕
点、西班牙的红酒……一有
闲暇，各个国家的参展商也
串台“扫货”。这边长调刚
歇，那厢鼓声又起，热情的
巴西女郎也跳起了桑巴舞。

游客目不暇接之际，俄
罗斯留学生娜塔莎递上一块
块面包和“丽丽娅淘宝企业
店”的二维码。“到楼上我
们的展区看看吧，正宗的俄
罗斯大列巴。”驻足香气四
溢的面包展柜前，听着营销
人员讲解额尔古纳河两岸汉
族和俄罗斯族的爱情故事和企业负责人丽丽娅的创业经
历，记者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
蒙俄经济走廊也浓缩在欢声笑语的展厅里。
“经过我们的展位，怎么能不进来看一看。”巴基斯

坦商人阿勒姆汉语流利，把记者拉到汗—布朗勒斯玉器
厂的展台前。他告诉记者，“我爱中国，无论是南边的
中巴经济走廊，还是北边的中蒙俄经济走廊，都让我们
切实感受到了中国经济的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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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蒙古国博

览会9月26日在内蒙古呼和

浩特市开幕。

本届博览会以“建设中

蒙俄经济走廊，面向全球合

作共赢”为主题，围绕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民心相通，就中蒙俄

共同关心、关注的重点领域

展开交流合作。博览会吸引

了30多个国家的1500多家

企业参加展览展示

9月26日，参展人员在第二届中国—蒙古国博览会上对弈。 新华社记者 邓 华摄

中蒙博览会吸引了30多个国家的1500多家企业参

加展览展示。 本报记者 陈 力摄

中蒙博览会上中国文化产品展台。

新华社记者 邓 华摄

参展客商在交流马头琴制作工艺。

本报记者 陈 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