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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发展规划 

(2018-2024 年) 

 

 

一、序言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迅速、稳定发展，呈现良好

发展态势。中国已连续 8 年成为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据俄海关统计，2017 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 870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1.5 %。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

友好合作条约》确立的原则，中俄各领域合作持续稳步发展，

包括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高科技、农业、人

文等领域。 

鉴于远东开发已确定为俄罗斯 21 世纪的优先发展方

向，双方认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

是双边关系中的重要方向。作为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贸易

和投资伙伴国，中国是俄罗斯加快远东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

合作对象。 

在本文件中，中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及经授权

支持中国投资者在俄远东地区实施项目的中国组织。俄方指

俄罗斯联邦远东发展部以及经授权支持中国投资者在俄远

东地区实施项目的俄联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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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优势 

俄远东地区是快速发展的亚太地区的一部分，地理上比

俄其他地区更接近中国，与黑龙江省和吉林省毗邻。 

据俄方统计，俄远东地区分布着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煤

矿、锡矿和世界级的大型多金属矿，以及占整个亚太地区

81%的钻石储量、51%的森林资源、37%的淡水资源、33%的

水生生物资源，还有 32%的黄金储量、27%的天然气储量和

17%的石油储量。远东地区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中心，正在

形成全球性的石油化工中心，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约占液化天

然气国际市场份额的 5 %。 

远东地区森林的设计年采伐量为 9380 万 m
3 木材，目前

的采伐水平为 17.4 %。远东地区还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包

括 250 万公顷耕地以及超过 400 万公顷的牧场和草场，远东

南部地区的植物生长期为 130-200 天。 

远东地区是欧亚交通走廊中的重要一环，是俄最大铁路

干线西伯利亚大铁路及贝阿铁路的起始端，合计运输能力超

过 1 亿吨，并将在 2020 年前再提高 6500 万吨。远东地区海

岸分布着 29 个海港，其中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纳霍德卡、

东方、瓦尼诺、苏维埃港等大型海港，上述港口占俄港口货

物吞吐量的 1/4。通过远东地区有一条从亚洲到欧洲的最短

航道，途径北冰洋海域。据俄专家估计，2050 年后船只可在

不采取抗冰加强措施的情况下实现该航道的全年通航。目前

该航道在东北亚货物运输中已具备一定竞争力。俄方计划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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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航道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逐年提升运量，至 2024

年提高至 8000 万吨。这将较中国与欧洲间经苏伊士运河的

货运时间有所缩短，也将提升俄北极项目的吸引力。 

远东地区还有俄最大的航空和船舶制造中心。阿穆尔河

畔共青城正在实施苏霍伊超级 100 型短途客机组装。远东地

区有 23 家船舶制造企业，目前正在实施的最大项目是位于

滨海边疆区巨石市的“红星”造船综合体。该项目竣工后，将

能够建造载重量达 25 万吨的油轮，以及各类冰级船和海上

平台配件。 

俄方正在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旨在通过建立良好的营

商环境，为俄罗斯及外国投资者提供在全俄乃至亚太地区有

竞争力的税收和行政优惠政策，提升远东地区的国际竞争

力。 

 

三、俄远东地区支持外国投资者的国家政策，以及为中

国投资者提供的机遇 

（一）俄方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实施特殊的国家政策，旨

在提高外商投资项目的收益率，降低项目风险。通过设立和

发展跨越式发展区、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向投资者提供

基础设施建设资助，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采取其他措施支持

外商投资。 

（二）远东地区已设立了 18 个跨越式发展区，为投资

者发展新产业提供独立平台。由国家出资在区内为投资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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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必要的基础设施，以简化方式提供税收优惠和必要的行政

服务。在跨越式发展区内，对俄和外国投资者提供以下优惠

政策: 

—自开始赢利起 5 年内，企业利润税为 0 %; 

—企业头 5 年的财产税和土地税为 0%; 

—统一社保费率以 7.6 %取代 30 %; 

—降低矿产开采税率，10 年内为 0 %到 0.8%； 

—采用自由关税区的海关程序; 

—加快出口产品增值税退税; 

—加快签发建设许可证和项目投运许可证; 

—缩短国家环保鉴定期限; 

—简化外国公民就业手续; 

—采取特殊保护机制，避免检查和监督机构的不合理监

督。 

（三）俄方建议中国投资者在以下跨越式发展区实施项

目: 

《阿穆尔—兴安岭》 跨越式发展区（犹太自治州） ：

与黑龙江跨境铁路桥运输相关的物流项目; 

《巨石》 跨越式发展区（滨海边疆区）：与建设俄最

大民用船厂《红星》相关的项目; 

《山区空气》 跨越式发展区（萨哈林州）： 冬季休闲

和豪华旅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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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察加》 跨越式发展区（堪察加边疆区）：四季休

闲和旅游项目，建造旅游基础设施、交通物流、水产养殖加

工项目; 

《共青城》 跨越式发展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木材深加工、航空和船舶制造、农业、旅游等; 

《米哈伊洛夫斯基》 跨越式发展区（滨海边疆区）：

生产农业原料、商品和食品项目; 

《阿穆尔河畔》跨越式发展区（阿穆尔州）：与黑龙江

跨境公路桥运输相关的物流项目; 

《自由》 跨越式发展区（阿穆尔州）：建设亚太地区

最大天然气加工厂相关的天然气化工及其配套项目; 

《别洛戈尔斯克》 跨越式发展区（阿穆尔州）：生产

加工、农产品加工、建材生产、林业加工等项目； 

《哈巴罗夫斯克》 跨越式发展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

区）：生产技术、农业和物流项目; 

《南区》 跨越式发展区（萨哈林州）：渔业资源深加

工和物流领域的项目; 

    《南雅库特》 跨越式发展区（萨哈（雅库特）共和国）： 

大型焦煤矿开发相关的项目； 

中国投资者也可研究在其他跨越式发展区和领域实施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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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中国投资者计划在远东地区尚未设立跨越式发

展区的地点新建项目，俄方将研究扩大某一现行跨越式发展

区边界或新设跨越式发展区的可行性。 

如中国投资者在俄远东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区实施项目

需要修建专门的交通、工程或其他基础设施，在不违反俄联

邦法律的情况下，俄方将研究国家出资建设相应基础设施的

可能性，国家出资额不超过项目投资金额的 10%。在俄法律

规定条件下，俄方资源可无偿提供给投资者，用于建设其项

目所需的基础设施。 

（五）俄远东地区已设立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是由

21 个市政区域组成的自由经济区，分布于日本海和鄂霍次克

海沿岸的主要港口。中国投资者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实

施项目，可以得到与跨越式发展区同样的优惠政策，但符拉

迪沃斯托克自由港没有由国家出资为投资者修建基础设施

的政策。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政策如下:  

—24 小时通关制（个别口岸除外）； 

—《一站式》服务，缩短货物清关时间，货物电子申报； 

—简化外国公民入境签证（8 日有效电子签证）； 

—《free port》模式，用于存储奢侈品、艺术品、古董。 

俄方计划逐步扩大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区域，将其政

策推广至其它有意吸引俄本国和外国投资的周边地区。 

（六）俄方欢迎中国投资者在适用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

港政策的以下市政地区实施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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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边疆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阿尔乔姆、纳霍德卡、

乌苏里斯克、哈桑区、纳杰日金区等 10 个地区：海港及无

水港、滨海 1 号、2 号国际交通走廊、面向亚太地区出口的

生产企业; 

—堪察加边疆区的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渔业

深加工、无水港、旅游业，以及供应瓶装饮用水项目;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瓦尼诺区和苏维埃港区：海港

基础设施、货物转运码头建设、渔业加工等领域项目，以及

建立出口导向型产业; 

—萨哈林州的科尔萨科夫和乌格列戈尔斯克市：渔业深

加工、货物转运码头建设项目。 

中国投资者不受上述项目及领域限制。在自由港区内，

可以实施俄罗斯法律不禁止的任何投资项目，投资金额在

500 万卢布及以上。 

（七）俄方将对中国投资者在跨越式发展区和符拉迪沃

斯托克自由港实施的所有项目提供配套服务，以降低项目实

施风险，提高收益率。对中国投资者的项目通过统一的信息

系统提供服务，该系统由远东吸引投资和出口支持署运营。 

（八）俄方将考虑中国投资者对改善跨越式发展区和符

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投资环境和业务发展条件提出的建议。

俄方已从法律上确定，跨越式发展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

港区内投资项目头 10 年内税收优惠政策保持不变。 



8 
 

（九）俄方指出，如果在萨哈（雅库特）共和国、楚科

奇自治区、马加丹州、萨哈林州、堪察加边疆区实施项目，

俄法律规定对投资项目采用不高于俄平均费率的电价。 

（十）俄方在法律框架内为中国投资者免费提供大部分

远东开发机构的基本服务: 

—远东吸引投资和出口支持署：提供投资项目全周期的

一站式服务，协助其产品出口； 

—远东人力资源开发署：提供人力资源引进服务； 

—远东发展集团：提供土地租赁和基础设施接通服务。 

 

四、截至 2017 年底，俄远东地区对华经贸合作情况 

中俄双方对在俄远东地区经贸合作发展情况表示满意，

认为其是双方合作的典范。 

据俄方统计，2017 年，中国与俄远东地区间的贸易额达

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7%。中国是俄远东地区第一大贸易

伙伴国。中国自俄远东进口的货物、劳务及服务共计 50 亿

美元，同比增长 31.5%。中国对俄远东出口额 27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8.4%。双方指出，在俄远东地区与中国的贸易结构

中，加工程度较低的原料产品占主导地位。 

中国投资者已在跨越式发展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

港内申请实施 32 个投资项目，规划投资 42 亿美元，在各投

资国中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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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俄远东地区开展中俄经贸合作的优先领域 

（一）天然气与石油化工业 

1、俄方指出，俄远东有俄最大的天然气和石油化工集

群，也是亚太地区最大的集群之一，经过确认的俄企业投资

额超过 350 亿美元。俄远东地区天然气和石油化工集群的合

作优势在于： 

—亚太地区最大油气储量（截至 2016 年，已探明石油储

量 11 亿吨，天然气 5 万亿立方米，天然气凝析油 2.68 亿吨）； 

—干线管道。现行的“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的泰

舍特—斯科沃罗季诺段输送能力将扩大至 8 千万吨/年，斯科

沃罗季诺—科兹米诺港口段输送能力扩大至 5 千万吨/年。在

建的“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输送能力达 380 亿立方米/

年。“萨哈林—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干线管道设

计输送能力为 280.4 亿立方米/年； 

—拥有原料转运基础设施发达的铁路运输网，其中包括

正在扩建的贝阿铁路与西伯利亚铁路干线； 

—保证输出至不冻港； 

—临近快速发展的亚太地区市场（从远东港口海运不超

过 6 天，从中东港口运送需 23 天，从东南亚港口运送需 12

天）； 

2、俄天然气和石油加工领域正在实施的投资项目中，

规模最大的项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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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阿穆尔天然气处理厂：氦气年

产量为 6 千万立方米，乙烷 250 万吨，丙烷 100 万吨，丁烷

50 万吨，戊烷（己烷馏分）约 20 万吨； 

—“西布尔”集团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其热解效率

为 150—170 万吨乙烷； 

—俄罗斯石油公司东方石化综合体：其石油年处理量为

1200 万吨，石脑油 340 万吨； 

—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产能 1750 万吨/年； 

—北极液化天然气 2 号项目：产能 2000 万吨/年； 

—科兹米诺原油海港：运输能力 3600 万吨/年。 

3、俄方欢迎中方投资者实施以下项目： 

—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处理厂附近的聚乙烯与甲醇生

产； 

—滨海边疆区纳霍德卡矿物肥料厂附近的醋酸生产；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对二甲苯生产； 

—滨海边疆区聚乙烯薄膜生产； 

—阿穆尔州聚乙烯管生产； 

—滨海边疆区注塑成型塑料产品生产； 

—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组装生产用于制造、储存、运

输和卸载液化天然气的设备。 

俄方将推动落实有利的投资政策和措施，消除中国投资

者在远东地区遇到的投资壁垒。 

（二）固体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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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方指出，远东地区集中了亚太地区最大的固体矿

产储量（含贵金属），开发工作将为地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俄方计划实现远东地区经济多元化，提高非原材料产业比

重，同时继续为固体矿产开发领域的投资项目提供全面支

持。 

2、俄方指出，远东地区在固体矿产开发领域的合作优

势包括： 

—蕴藏巨大的、尚未分配的矿产储量（630 多吨金矿，6000

多吨银，33.7 万吨铜，110 万吨锡，142 亿吨褐煤，79 亿吨

石煤，12 亿吨铁矿石，以及 50 多种其他矿物）； 

—拥有原料转运基础设施发达的铁路运输网，其中包括

正在扩建的贝阿铁路与西伯利亚铁路干线； 

—保证输出至不冻港； 

—为具体矿物、矿区开发提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3、俄方欢迎中国投资者根据俄外国投资法和俄矿产资

源法在俄远东地区实施以下项目： 

—开发萨哈（雅库特）共和国“秋楚斯”金矿； 

—开发堪察加地区“库姆洛奇”与“罗德尼科”金矿； 

—开发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康德尔”白金矿； 

—开发萨哈（雅库特）共和国“丘利马坎”与“杰尼索夫斯

基”煤矿； 

—开发楚科奇自治区“阿玛姆”煤矿； 

—开发滨海边疆区“苏城”煤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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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阿穆尔州库恩—曼尼硫化镍矿； 

—开发马加丹州奥罗耶克矿区铜矿; 

—开发滨海边疆区的阿达姆索夫煤矿，在纳杰日金区建

设煤炭切割和采矿选矿厂; 

—开发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普拉沃尔米锡矿，建造“诺

尼”采矿选矿综合体和采矿选矿厂； 

—开发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季列赫佳赫溪流”锡矿。 

4、双方将通过互联网向中方投资者公布远东地区上述

领域相关引资信息和投资推介资料。 

（三）运输与物流 

1、双方欢迎联合实施国际运输走廊项目，通过滨海边

疆区港口，实施中国东北部省份货物运输，以及一系列跨境

界河桥梁建设。 

2、俄方欢迎中方投资者在远东地区实施以下投资项目： 

—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勒拿河公路大桥建设工程； 

—东方港港口装煤综合体建设工程； 

—纳霍德卡海港改造工程； 

—雅库茨克国际机场改造工程； 

—马加丹国际机场改造工程； 

—哈巴罗夫斯克国际机场改造工程； 

—滨海边疆区阿尔乔姆市货车生产和配送厂。 

（四）农业 

1、俄方指出，俄远东地区在农业领域的合作优势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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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储备丰富，包括超过 250 万公顷播种面积和 400

万公顷牧草和干草区，可养殖家禽、奶牛和肉牛，种植大豆、

玉米、小麦、水稻、大麦和油菜； 

—在远东地区种植的农产品为绿色生态产品； 

—远东地区化学和矿物肥料使用量大幅低于其它亚太地

区国家； 

—与俄其他地区相比，远东地区更靠近中国、日本、韩

国和东盟国家，这些国家每年粮食进口量超过 2800 亿美元； 

—远东地区蔬菜自给率为 58％，谷物 79％，肉类 25％，

牛奶 44％，较低的自给率为投资者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2、据俄方统计，2017 年，远东地区向中国出口的农业

原料、货物和粮食总额为 12.7 亿美元。 

3、双方一致认为，扩大远东地区对华出口农业原料、

产品和粮食，以及丰富农业深加工产品对华出口是中俄在远

东地区经贸合作的优先方向。 

4、双方拟举行系列洽淡，就解决俄远东地区和中国东

北地区农业原材料、商品和粮食相互贸易中的疫病管理区域

化以及市场准入等问题进行探讨。 

5、双方支持中方企业在俄远东地区开展农业全产业链

合作，并将举办系列洽谈，以加大对俄远东地区农业生产投

资。 

6、双方支持中方企业在滨海边疆区实施养殖综合体项

目，并将在检疫和通关方面提供必要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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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俄方希望中方投资者在俄远东地区实施以下项目： 

—由 Rusagro 与 Mercy Agro 滨海公司参与的滨海边疆区

养猪综合体建设工程； 

—滨海边疆区本地甜菜制糖业与甘蔗加工厂现代化改造

工程； 

—一次性储量为 5 万吨的滨海边疆区农产品批发集散中

心建设工程。 

8、俄方将根据俄现行法律提供所需土地与融资优惠政

策，为中国投资者参与的农业领域项目提供必要保障。 

（五）林业 

1、俄方强调，俄远东地区林业加工领域的合作优势包

括： 

—原木每年允许采伐量为 9380 万立方米，实际采伐量

1640 万立方米，占比为 17.4%； 

—林地可以在不通过招标的情况下或按照较低的租赁费

率提供给计划进行木材深加工的投资者； 

—基础设施发达的铁路网，包括正在扩建的贝阿铁路与

西伯利亚铁路； 

—俄远东地区距亚太地区国家的距离更近，亚太地区国

家每年进口木材超过 200 亿美元； 

—俄联邦政府批准了针对远东地区原木出口的新关税政

策，鼓励在俄境内进行原木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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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方认为，在俄远东地区开展经贸合作的优先方向

是增加自远东地区对华木材出口量，增加深加工产品以实现

出口产品多元化。 

3、双方将支持两国企业在木材深加工领域开展合作。 

4、俄方欢迎中国投资者在南雅库特、阿穆尔州和萨哈

林州建设木材加工综合企业。 

（六）水产养殖 

1、俄方表示，俄远东地区在水产养殖领域的合作优势

是： 

—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南部俄沿岸附近拥有超过 15万公

顷海域闲置并适宜水产养殖； 

—该海域拥有亚太地区市场价值高且畅销的水产养殖品

种，如海参、扇贝等； 

—进行水产养殖的海域将按照透明的电子拍卖程序提供

使用； 

—提供水产养殖业项目国家支持的专项措施。 

2、双方支持举办俄远东水产养殖合作的系列研讨会。 

3、俄方欢迎中方投资者在俄远东地区实施水产养殖项

目，并将对项目提供必要支持。 

（七）旅游 

1、俄方表示，2017 年到远东地区的旅游客流超过 600

万人，其中外国游客 86.7 万人，增长速度超过 30%； 

2、俄方表示，远东地区在旅游领域的合作优势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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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地区是欧洲文化在亚洲的“前哨”，距中国、日本、

韩国约 2 小时航程，这些国家每年有 1.7 亿公民出国旅游，

消费额超过 2500 亿美元； 

—远东地区拥有很多独特的自然和文化历史遗址，吸引

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包括堪察加的火山和喷泉、萨哈林的山

脉、锡霍特山脉的火山奇观、滨海边疆区的海湾和萨哈（雅

库特）共和国的“勒拿河柱状岩”自然公园； 

—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执行简化签证入境，可为 18 个

国家的公民提供落地 8 天电子签证； 

—2022 年底前，俄远东酒店服务业免缴企业利润税。 

3、俄方欢迎中国投资者在远东地区实施旅游合作项目。 

4、双方鼓励为中国公民举办有关使用电子签证制度在

内的远东地区旅游宣传活动。 

 

六、俄远东地区中俄战略合作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 

（一）发展滨海 1 号、2 号国际交通走廊 

“滨海 1 号”连接中国黑龙江省与俄滨海边疆区的港口，

具体路线为哈尔滨—牡丹江—绥芬河—波格拉尼奇内—乌苏

里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港/东方港/纳霍德卡港。“滨海 2 号” 

连接中国吉林省与俄滨海边疆区的扎鲁比诺港，具体路线为

长春—吉林—珲春—扎鲁比诺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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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 1 号” 和 “滨海 2 号” 国际交通走廊的开发，对中

俄远东地区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滨海 1 号” 和 “滨海 2 号” 国际交通走廊的开发，基于

中俄毗邻地区的大宗货流，通过减少物流费用及降低相关风

险的制度安排，增加上述走廊运输效率，属于互利双赢项目。 

双方将创造和保持通过滨海边疆区港口转运中国货物

的竞争力。 

2016—2017 年，俄方已经为实现上述目标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包括实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口岸昼夜工作制、设

置单一货物报关管理机构、实行货物电子申报、明确最长等

待期限及运输工具海关检查期限等。另外，自中方转口货物

集装箱到达地点确定为扎鲁比诺港、波斯耶特港、符拉迪沃

斯托克港、东方港及纳霍德卡港。 

2017 年 7 月 4 日，在中俄领导人见证下正式签署了《关

于“滨海 1号”、“滨海 2号”国际交通走廊共同开发的备忘录》。

该文件规定在上述走廊开发框架内，吸引两国企业及金融机

构参与实施基础设施项目，相互简化各种程序，减少转口货

物报关费用及时间，扩大进出口货物名录。双方将全力落实

上述备忘录。 

双方将协助中国货物通过“滨海 1 号”和“滨海 2 号”国际

交通走廊及滨海边疆区港口进行无缝转运，为明确项目建设

方案开展可研，并建立统一运营商，向货物转运公司提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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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式服务，明确双方参与项目合作的主要条件等。 

中方将鼓励本国企业通过滨海边疆区港口进行货物过

境运输，参与项目必要的可研，明确发展“滨海 1 号”、“滨海

2 号”国际交通走廊基础设施的经济效益，俄方责成远东吸引

投资和出口支持署作为项目协调单位。 

（二）跨境桥梁建设 

俄远东四个联邦主体（阿穆尔州、犹太自治州、滨海边

疆区及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与中国黑龙江省交界。黑龙江

省经济总量大约是全俄经济总量的 1/6，人口约 4 千万。加

强远东地区与黑龙江省的互联互通，有助于远东开发最大的

邻近销售市场，将为国外游客流入创造有利条件。为发展互

联互通将实施以下 4 个跨境基础设施项目： 

1、俄方将全力确保同江—下列宁斯阔耶铁路桥在 2019

年实现全面运营。双方提出将逐步扩大同江—下列宁斯阔耶

铁路桥货运量。双方将研究补充方案，提高其使用效率。双

方鼓励中国投资者实施与同江—下列宁斯阔耶铁路桥运营相

关的产业和物流投资项目。 

2、双方将全力确保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公路桥于

2020 年实现全面运营。双方指出，根据特许经营建设黑河—

布拉戈维申斯克公路桥项目的模式，可以作为其他跨境基础

设施项目实施的典范。双方鼓励中国投资者在产业、物流及

旅游业领域实施与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公路桥运营有关的

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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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双方将加快东宁—波尔塔夫卡公路桥政府间建桥协

定草案的准备工作。 

4、双方将全力确保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跨境索道在

2022 年全面实现运营。 

（三）黑瞎子岛开发 

双方认为，黑瞎子岛是一个独特的区域，可以成为吸引

世界各地游客的中心。 

双方各自制定黑瞎子岛本方一侧发展方案，并在此基础

上探讨岛上基础设施建设对接问题，包括防洪护岸工程。 

（四）俄罗斯岛开发 

俄方有意将俄罗斯岛开发成为亚太地区的国际科学教

育和技术集群，近年来俄方为此提供了以下基础条件，包括

建设了现代化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国际机场，修建了该岛与符

拉迪沃斯托克内陆连接的现代化斜拉桥，在俄东部建设了高

等教育机构—远东联邦大学; 实行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

制度，使得在岛上开展业务享有商业和行政方面的优惠政

策，并可为 18 国公民提供简化的入境签证手续；该岛已成

为东方经济论坛等俄远东地区重要国际会议和活动的举办

场地; 建设了必要的市政基础设施，可满足岛内未来发展需

要。 

俄方拟于 2018—2019 年制定特殊措施，支持高科技公

司将总部或研发机构落户于俄罗斯岛内。俄方将鼓励中国高

新技术公司积极探讨在俄罗斯岛内设立总部或研发机构的



20 
 

可能性。俄方将研究为中俄高科技初创企业上岛开展业务提

供支持措施。 

俄方建议 2018—2019 年，就在远东联邦大学建设中国

留学生专用校园开展可行性研究。 

 

七、远东地区中俄经贸合作发展机制 

协调俄远东地区中俄经贸合作发展的主要政府间机制

是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政府间合作委

员会。 

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政府间合作

委员会框架内设立理事会，由中俄相关企业家组成，旨在促

进项目实施并为改善俄远东地区投资和营商环境提出建议。 

在俄远东地区实施本规划和发展中俄经贸合作，中方由

中国商务部具体负责，俄方由俄罗斯远东发展部具体负责。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参与规划制定，并对其后续实施提出

建议。 

双方认为，东方经济论坛是中俄在俄远东地区发展经贸

合作的重要平台。俄方每年将在东方经济论坛框架内举办中

俄经贸合作有关活动。 

双方将支持中俄博览会发展，作为加强中俄在俄远东地

区经贸合作的平台。 

俄方将继续在远东地区举办“中国投资者日”活动。在此

期间，中国公司将有机会与负责俄远东发展问题的联邦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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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进行直接对话。中方将为在俄远东地区成功举办“中国投资

者日”活动提供协助。 

双方商定签署中国商务部和俄罗斯远东发展部关于互

设投资促进机构代表处的谅解备忘录。 

双方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对本规划进行增补和修

订。 

双方将就签署其他合作文件保持密切沟通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