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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7月3日，在对俄罗斯联邦进
行国事访问之际， 国家主席习近平接受俄罗斯主流媒体
采访，就中俄关系、两国经贸合作、“一带一路”建设、中国
经济发展情况、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等回答提问。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处于
历史最好时期。建立了高水平的政治和战略互信，高层交
往和各领域合作机制健全，积极对接各自发展战略，社会
和民意基础坚实牢固，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战
略协作。展望未来，我们对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
展充满信心。我愿继续同普京总统一道，引领和推动两国
关系沿着既定轨道健康发展， 更好促进两国各自发展振
兴，更好促进世界繁荣稳定。

习近平强调， 经贸合作在中俄务实合作中基础领域
最广，合作潜力巨大。双方要加强传统经贸合作，扩大双
边本币结算，落实好商定投资项目，挖掘中俄“长江-伏尔
加河”、“东北-远东”等地方和边境地区经贸合作潜力。要
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提
升两国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 使欧亚各国在经济全球
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实现利益共享。 要推进双边大项
目、互联互通、中小企业合作。中俄两国要深化经贸合作，
筑牢共同利益纽带， 同时要着眼长远， 弘扬相互扩大开
放、开展互利合作精神，着眼提升两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
争力，使合作成果更多惠及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 倡议的目的是通过加强国
际合作，对接彼此发展战略，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
展。我们今年5月在北京成功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总结了“一带一路”合作进展，达成广泛共识。 我
们将以此为契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指导原则，推动各
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共同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努力打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5月，中俄双方就“一带一路”建
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达成重要共识， 得到欧亚经
济联盟其他成员国积极响应支持。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
力，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为契机，
继续推动中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在回答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汉堡峰会的提问时，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延
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第一季度，中

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9%，实现了良好开局。随着中国重
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层次改革持续推进并落地见效，新
动能培育和传统动能改造协同发力， 中国经济将继续保
持平稳较快增长。

习近平指出，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势头进一步巩固，
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形势普遍向好， 但也面临
一些严峻挑战。 二十国集团继续发挥国际经济合作主要
论坛作用、落实杭州峰会及历届峰会共识、引领世界经济

前进方向尤为重要，也符合各方利益。中方对汉堡峰会有
以下期待： 一是希望二十国集团继续秉持同舟共济、合
作共赢的伙伴精神。 二是希望二十国集团继续高举建设
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时代旗帜。 三是希望二十国集团继续
引领创新增长、长效治理的发展路径。“一带一路”倡议和
二十国集团合作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促进世界
经济增长。中方愿以汉堡峰会为契机，同各方一道努力，
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积极贡献。

� � � � 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3日开始对
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中方一
贯高度重视中俄关系。 让友好
合作之舟继续乘风前行， 是新
时期中俄共同努力的目标，也
是历史发展的大势。

2013年，习近平担任中国国
家主席后第一次出访的第一
站， 就选择了俄罗斯。 四年多
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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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人文交
流蓬勃发展，政府间、民间各领
域交流机制运行良好， 两国友
好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不断
巩固， 积极成果日益惠及两国
和两国人民。

经贸合作是中俄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的重要体
现，也是双边关系的经济基础。中
俄两国经济互补性强、 合作潜力
大。虽面临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全
球贸易投资低迷等诸多不利因
素，2016年中俄贸易仍逆势实现
回稳向好， 中国继续保持俄第一
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17年上半
年， 中俄双边贸易的回升势头更
加明显， 中俄经贸合作正加速从
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金融服
务业合作不断拓展， 大型项目稳
步推进，互联互通逐步展开，这些
都是中俄经贸合作值得关注的
亮点。

发展战略对接是当下中俄
关系的热点话题。 普京五月赴
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 为论坛成功作出重要
贡献，彰显了中俄携手合作、共
谋繁荣发展的决心。 俄罗斯可

为“一带一路”建设发挥独特和
不可替代的作用，中方视俄为共
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伙伴。
在“一带一路”建设和欧亚经济
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大背景下，
随着双方在能源、航空、航天、基
础设施等领域的战略性大项目
合作取得更多进展，中俄战略互
信的基础将更加牢固。

互信基石非一日可垒成 ，
中俄交好从来不是权宜之计 。
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俄
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这是
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最
显著的特征。

中方珍视同俄方这种成熟稳
定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
俄合作只会加强，不会削弱；只会
向前，不会后退。此次习主席访问
期间， 两国元首将共同确定新形
势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方向和目
标，进一步深化政治和战略互信，
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

展望未来，中俄两国应在国
际事务中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
坚定维护两国战略利益。中俄共
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在新形势
下继续发展壮大，在金砖机制内
加强沟通协调，促进新兴市场国
家及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在国
际热点问题上共同发挥 “压舱
石”作用，维护地球村的安宁。

山与山不相遇，人与人总相
逢。 中俄两国是搬不走的近邻，
都处在民族复兴的重要时期。强
化“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理念，
进一步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继续乘
风破浪、扬帆远航，将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更好促进世界和平与
发展。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3日电）

习近平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
让中俄友好合作之舟
乘风前行

新华时评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