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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5日至7日对俄

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圣彼得堡国际

经济论坛，在两国关系发展进程中具有里

程碑意义。此访将在新形势下推动中俄

关系实现更大发展，推动两国关系提质升

级，推动中俄关系进入新时代，为两国发

展振兴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贡献。

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历经70年

的磨砺和考验，中俄关系日臻稳定成

熟。中俄 1996 年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2001年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14

年升级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两

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和指导下，双方均视

彼此为外交优先方向，两国形成多层次

宽领域的交往和合作机制，在彼此核心

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近年来，两

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贸易合作持续攀

升，人文交流异彩纷呈，中俄关系达到历

史最高水平，成为大国关系的典范。

习近平主席指出，70年来，两国关系风雨

兼程、砥砺前行，成为互信程度最高、协

作水平最高、战略价值最高的一对大国

关系。普京总统表示，当前俄中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成

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两国元首对中俄

关系的战略引领，为中俄关系进一步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使中俄关系处于历

史最好时期。

务实合作驶入“快车道”。在两国元

首的关怀下，友好的中俄关系结出合作

硕果，务实合作驶入“快车道”。去年，中

俄双边贸易额增长27.1%，达1070.6亿美

元，创历史新高，增速在中国前十大贸易

伙伴中位列第一。近年来，中俄在石油、

天然气、核能、大飞机等领域的大项目合

作稳步推进，在电子通信、大数据、交通

物流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突破。与此同

时，中俄双方积极探索在数字经济、中小

企业、高新技术、远东开发、北极开发等

领域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两国的战略

性大项目扎实推进，稳固了合作基础；新

兴领域的合作迅速成长壮大，为两国社

会和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红利。中俄双

方相互支持、相互借力，有助于共同发展

振兴，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动能。

携手共建“一带一路”。2015年中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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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

两国携手共建“一带一路”换挡提速，互联

互通合作日趋密切。在硬联通方面，两国

首座跨境铁路桥、跨境公路桥、“滨海 1

号”“滨海 2号”国际交通走廊、中蒙俄经

济走廊等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稳步推进。

中俄多座城市之间开通直飞航班，中国三

大电信运营商均进入俄市场，拓展业务。

在软联通方面，两国就贸易、投资和经济

合作的各种制度安排开展对接和相互适

应，并制定了相关的统一规则和制度安

排。中俄共建“一带一路”风生水起，成果

丰硕。

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当今世界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纷纭复杂

的国际形势，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

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中俄肩负历史责任，

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协作，旗帜鲜明

地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坚定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促进世界和平与

发展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两国共同推

动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建立了金砖国

家等合作机制，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

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等多

边机制框架内有效协调，合力应对各种

全球性挑战，从而推进了国际关系民主

化、多极化进程，为世界注入了更多稳定

性，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新时代中俄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徐惠喜

近日，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就“一
带一路”倡议成果、中俄务实合作、周年
庆 祝 活 动 等 问 题 接 受 经 济 日 报 记 者
采访。

李辉大使表示，目前中俄关系处
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互为最主要、最
重要的战略伙伴，“一带一路”倡议将
助 推 这 种 关 系 进 一 步 发 展 。“ 一 带 一
路”倡议提出近 6 年来，促进了中国与

相关国家的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中俄
关系也同样如此。俄罗斯总统普京连
续参加了首届和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以实际行动展现了
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合作的
意愿与决心。

李辉大使说，“一带一路”倡议加
强了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俄方积
极支持。普京总统认为，该倡议恰逢
其时、前景广阔，且与欧亚经济联盟建
设契合。在两国元首亲自推动下，中
俄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入，开启
了两国关系高水平发展的新局面。

“一带一路”倡议增添了两国经济发
展动力。据李辉大使介绍，中俄双方在
能源、核能、航空航天、基础设施建设等
传统领域合作得到进一步巩固的同时，
中俄高科技、农产品贸易、电子商务、金
融等领域合作成为新的增长点。双方在
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框架
内，就投资融资开展了有效合作。

对于如何继续深化中俄关系和两
国务实合作，李辉大使认为，首先要把
握发展机遇，推动新时代中俄关系实
现更大发展。从建交到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中俄关系走过了极不平凡的 70
年。两国在磨砺和考验中，不断推动
相互关系深入发展，并找到了一条正

确的相处之道。牢固的政治互信是两
国关系的最主要特征，也是两国关系
发展之根本。尤其是近年来两国元首
建立起的深厚友谊，对中俄关系发挥
着 重 要 的 引 领 作 用 。 站 在 中 俄 建 交
70 周年的历史新起点，中俄双方应秉
承世代友好的理念，深化平等互信，在
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
持，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

其次要加强战略对接，使两国高水
平的政治关系优势转化为越来越多的
务实成果。中俄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在

“一带一路”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
对接合作框架下，两国经济合作潜力得
到了进一步挖掘。双方要继续推动“一
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深入
对接，激发两国务实合作的内生动力，
在巩固传统领域合作的同时，不断开拓
农产品贸易、电子商务、地方合作、北
极开发等新的增长点，推动合作提质升
级，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第三要筑牢民心相通之桥，为中
俄世代友好奠定更加长远和坚实的基
础。近年来，中俄人文交流蓬勃发展，
从政府机关到民间组织，从教育、文化
到媒体、旅游，交流合作的渠道越走越
宽，领域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两
国文化在彼此国家的影响力、亲和力

和感召力显著提升，成为当今大国之
间文明对话的典范。未来，人文交流
合作要更多面向广大民众，着力扩大
受众面，不断增进合作的热度和力度，
筑牢人文交流的根基。

最后要密切国际战略协作，携手维
护世界和平稳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负有维护
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的使命。在当前
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中
俄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在国际舞台上的
协作力度，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国际事务和
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为建设
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
国际关系，建成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
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发挥
中俄两国的积极作用。

李辉大使表示，发展中俄关系得益
于两国人民的支持，同时也是为了两国
人民过得更好。双方将继续通过旅游、
文化、地方、媒体、教育等领域的多层
面交流，丰富两国人民了解彼此的方式
和渠道，赋予民间交往更富有活力、更
具魅力的内涵，提升两国人民之间的好
感度、欢迎度、互信度，让良好的社会
和民意基础服务两国关系发展。

中 俄 合 作 进 入 新 时 代
——访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赖 毅

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 6 月 3 日在北京举行“莫斯科
—北京视频连线会”，中俄两国专家在会上就两国关系现
状、习近平主席此访对两国互动发展的意义，以及两国如何
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等发表了看法。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彼
得罗夫斯基表示，俄中两国关系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并成
为大国关系典范。在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时有发生的
当下，这样的关系为世界和平、稳定贡献了积极的力量。

“我们非常期待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面，对两国未
来更深入的合作也充满信心。”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
说，两国都为此次重要的首脑会面做了充分准备，将会签署
重要的联合声明，并将就贸易、能源、地区合作等多个领域
项目签约。另外，俄中两国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北极开发
等方面空间巨大，有待进一步提质升级。

中俄关系坚如磐石的秘诀是什么？中国社科院俄罗斯
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外交研究室副主任李勇慧表示，首
先，中俄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和相互支持达到了很高程
度，两国在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上相互支持，真正实践了平
等相待、相互尊重；其次，中国对俄政策充分考虑外部因素
和俄罗斯的利益关切，不断探寻两国长远的合作利益；三是
中俄关系建立在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基础上，坚持不结
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不意识形态化的一贯原则。

当今世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国际体系和国际
秩序遭遇挑战。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崔立如表示，中俄是
世界格局中一对关键的大国关系，多年来中俄一直致力于
推动完善国际治理体系，均注重加强联合国处理国际事务
的作用。可持续发展是进入新世纪各国都非常关注的，联
合国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即采
取多边体制，以实现更深入的多国合作。中国作为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正努力作出更多贡献，但反全球化势力抬头却
使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合作都变得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
下，中俄合作的战略价值尤为突出，中俄合作可以发挥更具
建设性的作用。

谈到对此次习近平主席访俄的期待，俄罗斯科学院美
国和加拿大研究所主任研究员谢尔盖·特鲁什表示，俄中两
国关系早已进入了务实合作的时代，尤其是近年来，两国就
很多“瓶颈”问题开展了非常坦诚的对话。我们期待此访能
够推动俄中经贸模式向更好方向发展，为两国合作注入更
多务实的内容。俄中两国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并且是“非
西方”的发展模式，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是两国在各
自实践中长期摸索而来，是适合自身特点和需要的模式。

中俄专家表示——

两国合作显现强大动力
本报记者 廉 丹

莫斯科地铁始建于1931年，是全球第四大、亚洲以外最
繁忙的地铁系统，且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随着莫斯科城市
建设不断发展，莫斯科地铁第三换乘环线项目提上日程，并
面向全世界招标。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勇闯曾被俄罗斯、
欧美国家垄断的莫斯科地铁市场，以低廉的成本脱颖而出，
并以突出的业绩征服市场，成为中俄务实合作又一典范。

2017年1月24日，中国铁建集团以低于其他国际同行
20 亿卢布的报价中标莫斯科地铁第三换乘线路，即“大环
线”西南段项目，共包含3站4车间9条隧道，实现了中国企
业在欧洲地铁市场上的首次突破。公司总部对该项目高度
重视，将旗下国际集团和中铁十六局两个集团结成紧密型
联营体，共同承担这一项目。这种由对外经贸平台与工程
局搭配的组合，在海外工程项目上比较少见，人员配置更加
合理完整，技术人员与施工人员也是优中选优。

与此同时，中国铁建积极与中国国有重型机械企业合
作，在各个施工场站内，绿色涂装的中联重科高大吊车，金
色涂装的徐工机械、黄色涂装的柳工机械都在高效工作，充
分体现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在施工质量得到保障的同
时，中国重型机械质量树立了品牌形象。俄方分包公司在
目睹了徐工 XG480D抓斗成槽机的速度和效率后，果断采
购了两台徐工机械，替换了之前的意大利、德国装备。

中国铁建俄罗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章海建表示，作为
率先进入欧洲市场的“排头兵”，公司的确遇到了一些困难，
促沟通、增互信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法宝。

中国铁建俄罗斯有限公司成立之初，中俄员工间存在
语言障碍，有分化成“两个班子”的风险。公司及时开设了
汉语、俄语语言班，中俄籍员工踊跃报名。语言班从基本用
语、汉俄语书写入手，逐步扩展到风俗习惯、中俄文化差
异。公司还在中国传统节日期间邀请俄籍员工一起包饺
子、吃火锅，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缩小了中俄员工间的
距离感，加强了国际化队伍的凝聚力。

“大环线”西南段项目为中国铁建在莫斯科地铁市场立
下了金字招牌，但勤劳刻苦的铁建人远没有停下自己的脚
步，中国铁建与俄方业主的合作全方位推进。2019年2月
25日，中国铁建成功中标莫斯科地铁第三换乘环线东段大
盾构项目，共两个区间，总长度约为3公里；3月22日，中国
铁建成功签约莫斯科维尔纳—诺瓦托洛夫地铁区间项目，
区间长1.1公里；4月16日，中国铁建成功中标莫斯科地铁
西南线项目，久列涅夫将军站至科穆纳尔卡站,共3站3区
间，长约 6.4 公里。中国铁建成功将地铁、住宅、商业综合
体建设模式引入俄罗斯，中国铁建与莫斯科市政府关于米
丘林地铁综合体建设项目的签约仪式将于6月5日举行。

更值得一提的是，为纪念中俄传统友谊，致敬中方建设
者，俄罗斯政府同意由中方设计负责项目中米丘林地铁
站。最终，中国红、梅花、云纹、团寿、八仙纹、汉字等中国元
素进入米丘林地铁站最终设计方案，获得俄罗斯国家最高
设计管理机构的认可。中国铁建将在俄罗斯新环线上修建
的“中国风”地铁站，正是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
的完美体现。

中铁建深耕莫斯科市场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赖 毅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 ，也 是 中 俄 建 交 70 周

年。双70周年之际，国家主席

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

问，必将推动两国关系向更

高水平发展

近年来，中俄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贸易合作持续攀升，人文交

流异彩纷呈，中俄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此访将在新形势下推动中

俄关系实现更大发展，推动两国关系提质升级，为两国发展振兴和世界

和平稳定作出新贡献

图① 由中国铁建俄罗斯公司承建的米丘林地铁站以鲜艳的

中国红为主色调，融入梅花、云纹、团寿、八仙纹、汉字等中国元素，

尽显“中国风”。图为地铁站设计效果图。 赖 毅供图

图② 莫斯科大剧院是俄罗斯歌剧与芭蕾舞艺术的中心，也是

中国游客最常去的景点之一。 赖 毅摄

图③ 莫斯科市中心的新阿尔巴特街是年轻人最爱逛的步行

街之一。 赖 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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