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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 Live】

特约记者 李致鸿

中国俄罗斯：巨人之间的亲密牵手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科兹洛夫：

随着中俄多领域深度合作被不断推进，未来中俄企业之

间的投资合作将迎来怎样的新契机？近日，俄罗斯驻华大使馆

公使衔参赞科兹洛夫接受了《中国企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中国企业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与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系列重要的务实合作协议。目前，这

些协议的落实情况如何？

科兹洛夫：2013年 3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
斯期间，两国元首对双方的务实合作进行了实质性讨论。访问

期间共签署了 35份协议，其中许多协议与经济合作有关。
扩大石油贸易领域的合作协议在这份清单中占据着非常

重要的位置，根据该协议，两国公司签订并已经开始着手实施

一系列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石油交易。其结果是，自 2018年起，
俄罗斯向中国供应的石油将增加两倍以上，而且完全有可能

超过每年 4000万吨。双方还正筹备在天津建设合资炼油厂的
可行性研究草案。

今年九月，两国公司确定了通过“东线”管道提供天然气

的基本条件，紧接着———签署了天然气购销合同。在天然气领

域的其它工作方向上，我们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亚马尔

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合作，该合作拥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九月

份，两国公司还签署了“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 20%股份购
销协议。

两国在电能领域的双边合作也进展得相当顺利。根据双

方签署的二十五年合同，俄罗斯通过跨境输电线路向中国输

送电能。而且，对于中国来说，这种电能属于“清洁电能”，也就

是不会造成环境污染的电能。目前，双方公司正在考虑在俄罗

斯境内联合建设能够给中国提供电能的新发电厂的可能性。

此外，双方在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也在继续进行着积极的合

作。俄罗斯参与建成的田湾核电站一期工程的工作稳定。采用

俄罗斯反应堆的核电站二期工程也已开工建设。双方还达成

了关于开始就田湾核电站三期工程进行磋商的协议。双方针

对快中子反应堆议题的谈判也在进行之中。

《中国企业报》：俄罗斯对于在俄投资的中国企业可提供

哪些优惠政策？中国在俄罗斯最有前途的投资领域有哪些？

科兹洛夫：两国政府领导人在会晤期间不止一次强调，贸

易额的数量固然很重要，但是还应当设法改善我们两国经济

合作的质量参数。而这首先便是———显著增加相互的投资。

目前我们两国间的投资合作还相对薄弱。如果不算中资

银行对俄罗斯公司发放的贷款，那么中方的直接投资在累计

外国对俄投资总额中仅占不足 1%的比重。而在中国对其它国
家的投资总额中，俄罗斯所占的份额就更少了，只有大约

0.5%。从 2004年至 2012年，中国在俄罗斯进行直接投资的总
额约为 40亿美元。

当然，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双方都在为发展投资合作做

出了积极的努力。我们拥有一些成功实施重大投资项目的例

子，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的“波罗的海明珠”居住区项目、卡鲁加

的玻璃厂项目等。

俄罗斯一直在不断完善自身的投资环境。为此，在我国制

定了一个全国企业家倡议———列出了一份由企业家自己根据

国际和俄罗斯最好的做法制定的改善经商条件的措施清单。

我们还不断扩大相应的法律框架，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建立公

司合营体系和广泛使用特许权协议的法律草案。我国还创建

了一个网状的经济特区带，在这里，我们为外国企业家从事经

营活动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其中包括税收和基础设施方面

的优惠条件。一些中国公司已经在这样的经济特区顺利落户，

特别是卡鲁加州和利佩茨克州的经济特区。为了吸引中国投

资，2012年，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联合成立了俄中投资基金，该基金已经完成了首批交易。除此

以外，为了加强信息交流，协助公司在互联网上寻找投资合作

伙伴，我们还将成立一个俄中投资平台。

谈到中国的投资，我们期待着他们的到来，尤其是在制造

业和高科技领域。另外，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原料开采和

加工领域也存在着巨大的机遇。我们相信，未来的投资合作将

会不断增加。

《中国企业报》：俄罗斯在中国的投资情况如何？俄罗斯对

中国市场有何期待？

科兹洛夫：俄罗斯公司在中国投资市场的表现暂时并不

活跃。例如，根据中方的统计结果，2012年俄罗斯在中国的投
资额仅为 3000万美元。也许，这与中国市场的特性有关，另外
还可能由于俄罗斯自身的投资市场还远没有饱和的缘故。不

过，我们还是能够找到许多俄罗斯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例子。如

田湾核电站以及天津炼油厂和石化厂项目。未来在天津炼油

厂项目框架内，有可能建立汽车加油站网络。目前，俄罗斯“西

布尔”公司与中石化（“SINOPEK”）正着手在上海生产两种类
型的橡胶。

在高科技领域，俄罗斯投资商正在与中国合作伙伴进行

着非常积极的合作。例如，杀毒软件制造商“卡巴斯基实验室”

就在中国市场占据着不小的份额。

特约记者李致鸿

【旁白 Aside】

臂膀相挽，中俄大国相依，几经

风雨，终不负众望。中国和俄罗斯，

是邻国关系、大国关系、双边关系，

更是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中俄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

好时期，政治互信、军事交流、经贸

合作、文化交往，可以说，中俄是新

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中俄经贸合作正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近年来，中俄相互投资规模

持续扩大，势头迅猛，中国对俄累计

投资额已接近 300亿美元。近十年

来，中国对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年

均增长 40%以上，俄罗斯已成为中

国海外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然而，

中俄双边贸易额占各自对外贸易总

额比重并不高，两国投资合作规模

还较小，中国对俄投资额还不到中

国对外投资总额的 1%，两国之间经

贸关系的密切程度远落后于两国政

治层面的密切合作。

巨人拥抱，将政治优势转化为

经济成果，早已呼之欲出。

回顾以往，曾经，中俄企业间的

合作始终小心翼翼。在俄罗斯企业

眼中，似乎中国一切都还是旧貌，而

中国企业家对俄罗斯繁杂的税收政

策以及其他情况也缺乏了解，因此，

企业界对投资合作的潜力认识不

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双方企

业家的投资合作。

中俄合作是大势所趋，人心所

向。化解难题，突破瓶颈，既需要两

国政府从政策和机制上保障和引导

两国企业合作，同时也需要两国企

业界的共识和智慧。我们看到，俄政

府通过了改善投资环境的路线图，

努力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海关和税收

环境，提供各项良好教育服务、交通

服务、空中运输服务等。

亲人善邻，国之宝也。2013年 3

月 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

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

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这一《声明》既

是中俄当前关系的良好结晶，同时

也是为中俄未来的合作与发展指明

了道路。中俄同为世界主要经济体，

互为最大邻国，加强投资合作有着

巨大潜力和广阔空间。中俄两国企

业应抓住机遇，充分发挥中俄高水

平的政治关系优势，进一步扩大投

资，将投资与资源、技术合作、开展

联合研发、联合生产相结合，实现互

利共赢，提前实现两国领导人提出

的双边贸易额 2015 年 1000 亿美

元、2020年 2000亿美元的目标。

展望未来，中俄关系将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让政治优势为经贸合

作服务，将经济合作不断引向深入，

中俄大规模经济合作已时机成熟。让

俄罗斯的“经济之帆”乘上快速发展

的“中国之风”，我们有理由相信，巨

人的步伐必将更加坚定有力，中俄两

国必将演绎令世界瞩目的大国传奇！

共同演绎大国传奇
李致鸿

期待中国企业
加大对俄投资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

把俄罗斯比喻为北极熊，

这是因为其躯体像北极

熊那般庞大，幅员辽阔，

国土跨寒带、亚寒带和温

带三个气候带。除身量的

巨大之外，“北极熊”俄罗

斯更蕴藏着丰富的地下

矿藏和森林、水力资源。

而对于中国而言，这

个来自冰雪世界的“北极

熊”却充满着热情。作为

经济互补性强，且互为最

大邻国的中国和俄罗斯，

近年来的双边经贸合作

正快速稳定发展，贸易规

模不断扩大，能源、科技、

通信、金融、交通等各领

域的合作不断深入。而随

着两国领导人的密集会

晤，中俄两国的经贸合作

不断升温。两位巨人的合

作，正释放出新的活力与潜力。

亲密的伙伴

从长城到克里姆林宫, 从长江黄
河到伏尔加河，历史的潮水总能卷起

无数记忆的浪花。中国与俄罗斯，有

着 43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两国文化
相通，无论是在经贸领域还是文化领

域，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友谊。《莫斯科

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一大批前

苏联歌曲已经深深镌刻在每一位中

国人的心中，成为永久的收藏。

1993年，21岁的奥利娅·费德洛
夫娜第一次踏上中国黑河口岸时，她

还只是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地区一名

刚刚读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此前她脑

海的中国，只是父辈的描述和一张张

图片的集合。

当时俄罗斯人来中国主要是旅

游，而中国人则是带着大包小裹到俄

罗斯做生意。在开往黑河的渡船上相

遇的两国国民，虽然彼此并不相识，

却共同感受到一种友谊的温情。

从翻译、瑜伽教练到商人，如今

奥利娅和许多俄罗斯人一样，在中俄

经贸合作中不断寻找着自己的新角

色。

在很多中国人对俄罗斯的概念

中，莫斯科已经成为不得不提的一个

地方。莫斯科仿佛已经成为了中国人

对俄罗斯印象的代名词，而它也是俄

罗斯的经济中枢地带。重工业是俄罗

斯最引以为傲的产业，而莫斯科不仅

重工业与化学工业、机械和仪表制造

工业以及军事工业高度发达，同时食

品工业和烟草工业发展迅猛，堪称全

俄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城市。有趣的

是，这里有数不胜数的中国商品，物

美价廉，并且已经成为了大多数莫斯

科人的心中首选。

中俄友好，增进友谊和信任，推

动务实合作，深化两国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的目的，为两国政治、经济、科

技、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注入了新的活

力。 当人们站在莫斯科城西制高点

麻雀山东望市中心，克里姆林宫教堂

群、救世主大教堂、圣母大教堂等修

道院教堂的镀金葱头顶，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2006 年 3
月，在北京拉开序幕的中俄互办“国

家年”活动让两国人民有更多的机会

交流、了解。据统计，仅中方在俄罗斯

举办的“中国年”期间就推进了 270
个项目，而在中国举办的“俄罗斯年”

期间推进的项目约 300个。诚然，中
俄关系已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

双边关系，更是最好的一组大国关

系。两国深厚的友谊愈久弥香。

深度经贸合作

从有好往来到战略合作伙伴，从

全面深入合作到“互为重要发展机

遇、互为主要优先合作伙伴”，如今，

中俄之间的亲密往来已经成为大国

关系的典范。

“北极熊”的脚下和身后是丰富

的自然资源，这让它的举手投足格

外充满力量。森林覆盖率占国土面

积 50.7%，居世界第一；木材储蓄量
世界第一；天然气居世界第一；石油

探明量占世界探明量的 12%—13%，
煤蕴藏量世界第二；水力资源居世

界第二……上帝对俄罗斯的偏爱，

令世界羡慕。

而中俄两国的深度合作领域，能

源首当其冲。

自 1994 年 11 月由俄方率先提

出与中国合作铺设原油管道的合作

项目后，有关中俄能源合作问题一直

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2006 年 3
月，普京总统的访华意味着中俄在能

源合作方面结束了磨合期，开始进入

一个新的阶段。2013年 6月，俄罗斯
石油公司与中石油签署了价值 2700
亿美元、为期 25年的石油供应协议，
堪称两国经贸合作史上罕见的大手

笔。

中俄双方企业之间的投资合作

也逐渐走向成熟。为鼓励双方企业和

公司开展经济贸易合作，扩大两国银

行、保险、运输部门的业务联系，为中

俄经贸合作创造必要条件，提供高水

平服务，中俄两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1992年 3月 5日，中俄两国政
府签署了《中俄关于经济贸易关系的

协定》。1997年和 2000年中俄两国政
府相继签署了贸易协定。

2004年 10月，中俄签署了《关于
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市场准入协

议》，相互承认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中

俄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中俄双

方成为重要的经济贸易伙伴。

截至 2012年底，中国对俄累计非
金融类直接投资 44.2亿美元，近十年
来平均增长 40豫以上。2012年中俄双
边贸易额达到了创纪录的 881.6亿美
元，同比增长 11.2豫，中国已经连续三
年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

2013年 3月 22日至 24日，应俄
罗斯联邦总统弗·弗·普京邀请，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联

邦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在莫斯科共同

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

邦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环

境中，中俄经贸合作保持着稳步发展

的健康势头。据悉，到 2015年，双边贸
易额达到 1000亿美元，2020 年达到
2000亿美元。

俄罗斯需要一个繁荣稳定的中

国，中国也需要一个强大成功的俄罗

斯。如今，两位巨人迎来了新的蜜月

期，正携手迈向新的明天。

【对话 Dialogue】

我们期待着中国的投资，

尤其是在制造业和高科技领

域，我们相信，未来的投资合作

将会不断增加。

“

11 月 5 日，国内知名电器企
业———平高集团与波兰国家电网公

司（PSE）就波兰 400kV 日多沃-凯尔
兹科沃-斯武普斯克输电线路及 400/
110kV 日多沃及凯尔兹科沃变电站
项目建设，在波兰国家电网公司举行

签约仪式，其合同总金额达 4.3亿兹
罗提（约合人民币 8.5亿元）。据悉，这
是迄今平高集团在国际电力工程领

域签订的单笔金额最大的承包合同，

也是平高集团在欧洲实施的第一个

总承包工程，为平高集团开拓欧盟电

力市场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今年年初，平高集团通过

多方渠道获悉，东欧国家波兰正在规

划实施 400kV 日多沃-凯尔兹科沃-
斯武普斯克输电线路和 400/110kV日
多沃及凯尔兹科沃变电站建设项目，

开始多方努力，为此次中标精心准备；

尤其是在国家电网总部鼎力支持下，

经过将近半年的艰苦工作，逐渐摸清

波方业主背景形势及其竞争对手情

况，促使平高集团在与其它四家欧洲

投标公司的激烈竞争中，以低于波方

业主预算 4.1%价格的优势成功中标。
与此同时，平高集团在与波兰国

家电网公司良好合作的基础上，还在

继续关注波兰国家电网公司后续变

电站及输电线路 EPC工程项目，届时
力争在波兰电力领域“再下一城”，力

争使平高集团在波兰乃至欧盟市场

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张燕徐志成

平高集团签订国际电力
单笔金额最大承包合同

如今，中俄之间的亲密往来已经成为大国关系的典范。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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