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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5日至7日对俄
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第二十三届圣
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2019 年 5 月 30
日，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接受中俄两
国主流媒体联合采访，就习近平主席访
俄、中俄关系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您如何评价当前的中俄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两国关系未来发
展有何期待？

李辉：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
领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
深化。两国高层交往更加频繁、务实合
作更加稳健、人文交流更加密切，政府
间、民间各领域合作机制运行良好，两
国友好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不断巩
固，合作成果日益惠及两国和两国
人民。

走过 70 年的风雨历程，中俄双方
建立起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
荣、世代友好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并始终保持着两国关系在高水平
上运行，不断迈上新台阶。中方愿同俄
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一系列重
要共识，继续切实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进一
步巩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社会基础，
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大发展，为双方携手
实现国家和民族振兴作出更大贡献。

把中俄高水平的政治关系转化为务
实合作成果，是两国政府达成的共识。
为此，双方不断提升合作水平，优化贸
易结构，去年中俄双边贸易额突破
1000 亿美元正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
果。双方将继续在能源、航空、航天、
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战略性大项目合
作，同时挖掘中小企业合作潜力，提升
两国地方合作水平，进一步培育和挖掘
其他领域的新增长点，尽早实现双方设
定的2000亿美元贸易额目标。

近年来，双方成功举办了一系列国
家级“交流年”活动，这些活动有规

划、有协调、有主线、有内容，高潮迭
起、成果丰硕，覆盖面广、参与主体
多、社会反响热烈，全方位、多领域、
立体化地促进了两国不同社会阶层民众
的相互了解，进一步巩固了两国关系发
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加深了中俄人民
友谊。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合作，做大做
强人文领域的合作品牌，拓宽拓深两国
人员往来，让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成为
大国文明对话的典范。

中俄倡导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
新型国际关系，坚决维护联合国核心地
位，呼吁各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和
地区热点问题，共同为国际社会的安全
和稳定作出贡献。中俄不结盟、不对
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国家关系为国
际社会树立了榜样。双方将继续在联合
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
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广泛
开展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
发展。

记者：去年，中俄双边贸易额突破
10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中俄经贸
合作在哪些具体领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
成果？

李辉：近年来，中俄双边经贸合作
在规模和质量上不断实现新突破，内生
动力不断增强。

一是能源合作再上新台阶。中方参
与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一二三期运
转顺利，首船亚马尔液化天然气已运抵
中国，中俄原油管道二线正式运营，中
俄东线天然气管道预计将于今年底按期
向中方供气，双方还签署了核领域的多

份合作文件。此外，双方还正在就“北
极液化天然气二号”项目合作保持
沟通。

二是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俄远
东“滨海1号”“滨海2号”国际交通走
廊，中欧班列等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稳步
推进。同江—下列宁斯阔耶铁路桥已完
成合龙，将于年内投入运营，黑河—布
拉戈维申斯克公路桥也将于近期合龙。
目前，还有多家中国企业入驻俄远东跨
越式发展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

三是农产品贸易日趋活跃。2015
年以来，中国已成为俄最重要的农产品
出口国。2017 年，中国成为俄第一大
食品进口国。2018 年，双边农产品贸
易额达52.3亿美元，增长28.2%，其中
俄对华出口 32.1 亿美元，增长 51.3%，
俄方在该领域对华贸易顺差愈加突出。
此外，双方在乳制品和禽肉相互准入方
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

四是旅游合作发展迅速。2018 年
中国游客首站出境赴俄人数达184.74万
人次，同比增长21.1%。其中，莫斯科
与圣彼得堡是最吸引中国游客的城市。
2018 年俄游客赴华人数 197.75 万人
次，同比增长 1.4%。中俄已互为重要
的旅游客源国和旅游目的地国。此外，
双方有关部门正就完善互免团队旅游签
证机制举行磋商。

五是地方合作蓬勃发展。双方建立
了“长江—伏尔加河”、“东北—远东”
两大区域性合作机制，以及中俄友好、
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会，缔
结140对友好省州和城市关系，实现了
领域和地域“全覆盖”。通过中俄博览

会、中俄地方合作论坛，以及两国举行
的主场论坛、博览会等平台，两国地方
逐步实现深度对接。

记者：近年来，中俄两国各自举办
的主场外交活动日益频繁，如何评价中
俄两国各自支持对方举办主场外交
活动？

李辉：中俄素有元首年度互访的惯
例，同时有着相互支持对方举办大型活
动的传统，这不仅促进了大国关系良性
互动，也对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产生了深
远影响。

2015 年，在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
7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两国元首分
赴对方国家出席“5·9”和“9·3”庆
典活动。2017年5月份，普京总统应邀
出席了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去年9月份，习近平主席专程赴
俄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了第四届东方经
济论坛，同普京总统共同引领新时代中
俄关系发展，同东北亚各方共商区域发
展大计。今年4月份，普京总统再次赴
华出席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高度评价中方倡议为拓展国
际合作、加强欧亚大陆互联互通、保障
可持续发展作出的贡献。习近平主席亦
将于此次访俄期间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
济论坛，与俄方携手推动两国经贸、投
资等领域务实合作，积极参与推动全球
经济治理。

此外，习近平主席还出席了在圣彼
得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
会、在乌法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
次会晤；普京总统出席了在杭州举行的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厦
门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以
及在青岛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等。

在当前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抬头情况下，中俄两国相
互支持对方举办主场外交活动，充分体
现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
平和特殊性，向世界传递出和平、团
结、友爱、合作的正能量。中方愿与俄
方一道，大力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开创
互动共赢新前景。

睦邻友好总相宜 合作共赢正当时
——访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赖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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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联合国贸发会议日
前发布题为《创意经济展望：创意产业国际贸易趋势和国家
概况》研究报告指出，创意经济在中国正蓬勃发展，并带动
了亚洲创意经济增长；中国创意产品及其服务贸易成为过
去15年全球创意经济繁荣的驱动力。

该报告追踪了2002年至2015年中国在创意产品和服
务贸易方面的表现，称中国是全球创意产品和服务贸易最
大单一出口国和进口国。2002年至2015年，中国的创意
产品贸易成倍增长，年增长率为14%。2015年，中国的创
意产品出口额是美国的4倍。

联合国贸发会议创意经济部门负责人玛丽莎·亨德森
说，中国对全球创意经济的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10多年
来不断推动全球创意产业和服务增长。有迹象表明，中国
的创意经济将继续增长。

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品市场，电影
市场也在不断扩大。中国创意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其互联
网的良好可接入性、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数字经济快速发
展。在过去13年里，中国主导了大部分创意产品贸易。随
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中国创意产品和服务必将同步增
长，并将对全球贸易和文化产业产生持久影响。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报告称

中国引领全球创意经济发展

本报讯 记者陈学慧报道：为期3天的第八届中国（波
兰）贸易博览会5月29日至31日在波兰首都华沙附近的纳
达任市举办，为促进中欧经贸合作搭建平台。此次贸易博览
会有来自中国浙江、江苏、香港、广东等地的550家企业参
展，共设展位1060个，展览面积达2.1万平方米，前来参观洽
谈的有波兰大型采购代表团以及来自德国、俄罗斯、乌克兰、
捷克、立陶宛等多个国家的采购商。

中国（波兰）贸易博览会已连续举办7届，影响力和吸
引力不断增强，成为中方在波兰主办的最大展会之一。越
来越多的中国优质产品通过博览会走进波兰和中东欧，赢
得了国际市场。今年的博览会还增加了进口展部分，为波
兰和其他中东欧国家企业提供了产品展示平台，进一步丰
富了博览会的内容。

中国（波兰）贸易博览会举办

图为采购商了解展出的健身器材。 陈学慧摄

智慧益阳

智慧交通，可以去看深圳；智慧旅游，可以去看敦煌；县级智慧城
市，可以去看山东高青；国家新区，可以去看兰州新区。但智慧益阳，
足有资格成为中国“潜力型”地市级智慧城市的建设“模板”。

这里的顶层设计，很好地体现了敦本务实的稳扎稳打;这里的上层
应用，智慧地体现了益阳的发展战略，以及“急用先行”的理念；这里
的数字平台，有力地支撑了城市的新旧动能转换，这里就是“智慧益
阳”。

智慧益阳的精气神

益阳，一座“普通”的城市，全国地级市之一，甚至GDP排名不
在湖南前三之列，但益阳在湖南省率先以市域维度整体启动了新型智慧
城市建设。

益阳，一座并不缺少“精气神”的城市。益阳是“中国黑茶之乡”
“花鼓戏窝子”，如今“智慧益阳”更成为益阳的新城市名片。

这里的26.4万个城市部件，均登记了电子身份证；这里乡村的教
育，可“私人定制”；这里的“铁塔”，已经被电信、水利、环保、气象
等诸多部门“共享”利用；这里的治安防控“全覆盖、无死角”，且每
一个摄像头都充满智慧；这里的30余所公立医院，可通过一个平台入
口预约挂号，且还可以实现跨医院调阅病历档案；这里的政务服务，

“最多跑一次”。
这里就是“智慧益阳”，他虽不豪华，但充满体验感；他虽不追求

面面俱到，但一定切中要害，以“智慧”解决城市发展中的急之所需。

让顶层设计落地落实

2017年4月，益阳市与华为深度合作，随后双方共同编制，形成了
“数据为源”“民生为本”“产业为核”“城市为根”的顶层设计方案。华

为企业BG中国区智慧城市副总裁胡芳全程参与了智慧益阳的建设，“智
慧城市顶层设计不能是纸上谈兵的阳春白雪，也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下
里巴人，智慧益阳更看重统筹规划、急用先行、敦本务实、精打细
算。”胡芳认为。

具体而言，智慧益阳整体规划了信息基础设施、统一支撑平台，以
及民生服务类、产业支撑类、城市管理类等51个重点项目。

当然，上述应用并非平行展开，而是以“急用先行”为原则逐次推
进。智慧政务是首期建设的“一号工程”。以益阳市大数据中心和政务
云平台为载体，全市60个单位的397个应用系统均已实现迁移入云，且
实现数据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单统表、一厅统管、一窗统受、
一网统办、一号统揽”的政务服务新模式，实现群众办事“不跑腿”或

“最多跑一次”。

平台上的“智慧益阳”

智慧益阳的上层设计思路还体现为“统一的支撑平台”，即在统一
的ICT平台基础上，统筹规划建设了大数据、视频、GIS、融合通信、
物联网等资源平台。

以智慧城管为例，2017年3月开始建设，5月即投入试运行，8月
完成竣工验收，创新了“建设运行一体化”模式。而正是因为综合使用
了各项统筹的资源“支撑平台”，益阳智慧城管所涉及的城市管理部件
库、实时影像数据库、立体空间数据库、管理网格数据库等，才得以快
速完成建设。

目前，智慧益阳小到井盖、路灯，大到桥梁、建筑，全市26.4万个
城市部件，均已登记造册，建立电子身份证，任何变化也均可实时在系
统中体现。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智慧城管平台共受理有效城市
管理问题186285件，办结率达到95.6%。

除智慧城管外，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共享平台，也颇体现“统筹”
思维的建设优势。益阳国土、城市规划、城管、环保、林业、农
业、交通、水利等不同部门，均共享使用同一 GIS 平台进行应用系统
开发。

智慧益阳的“精打细算”

益阳的智慧不是技术的堆砌，处处体现精打细算。益阳全市共有河
流、湖泊、水库等4000余平方公里水域，其中仅水库就有600余座。2018
年，益阳市与中国铁塔公司建立合作，以“共享铁塔”模式，安装使用华为
自带“望远镜”的监控设备，可实现对半径4公里的水域进行数据采集，大
大地降低了投资成本。同时，智慧益阳还实现了“一杆六用智慧塔”，除智
慧水利之外，“智慧气象”“智慧安防”“智慧高速”等应用也都受益于“共享
铁塔”模式。

雪亮工程也是智慧益阳首批建设的重点工程之一。目前，雪亮工程
已完成对“天网工程”的7000多个监控点位，以及城管、交通、水务、消防、
教育、人防、卫生、运管、海事等12个部门、30000多个社会面监控点位的
整合。

华为提供的智能“1拖N”监控解决方案，一台智能摄像机可实现对周
边多台非智能摄像机的统一纳管、平滑智能升级，仅此解决方案，就可节
约数十亿元。

目前，益阳全市重点道路、重点部位、主要干线、重点场所的实时视
频，已接入综治中心大屏，在应急指挥、维稳处突、抢险救灾等方面发挥作
用。2017年、2018年，益阳全市刑事发案分别下降29%、11.9%，破案率分
别上升22%、3%，并实现了“命案必破”。

智慧益阳不是工程而是过程

当前，智慧益阳已经基本建成了智慧大脑、智慧政务、智慧城管、雪亮
工程、智慧教育、智慧国土、智慧水利、智慧医疗、智慧农业、智慧住建等项
目，智慧交通、智慧旅游、智慧环保等一批项目正在稳步推进。

智慧益阳建设不是一个工程，而是体现了智慧演进的过程；智慧益阳
也不是一次创新，而是一次改革。随着智慧益阳项目的逐步上线，其正成
为中国“潜力型”地市级智慧城市的建设“模板”。

（数据来源：益阳市工信局）

智慧益阳 地级城市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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