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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记者 张继业

应俄罗斯政府邀请，国务院副总
理张高丽4月 11日至 13日赴俄举行
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与中
俄能源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会晤，这
将推动中俄在投资、能源、财经等领域
合作取得新进展。

当前，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双方在投资、能
源、农业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在“一带一
路”倡议框架下持续深入，取得一系列
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双边经贸合作有序发展
中国驻俄大使李辉日前表示，虽

然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原料商品
价格下降，但中俄经贸合作正在继续
发展完善。

据中国海关和商务部数据，2016
年中俄进出口贸易额为 695.25 亿美
元，同比增长2.2％，中国连续六年成为
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企业对
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已达140多亿美
元，继续保持俄第四大投资来源国地
位。

2015年7月上海合作组织乌法会
议期间，中俄元首商定面向整个欧亚
大陆合作进程，将“一带一路”倡议与
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近两年来，
中俄双方同心协力，推动农业、金融、
航空、航天、基础设施等领域战略性大
项目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两国间投资
稳步增长、科技合作蓬勃发展、地方合

作不断深化。
俄罗斯工商会副主席帕达尔科指

出，除了能源合作外，机电及高新技术
产品成为中俄贸易的新增长点，2016
年两国机械和技术装备（机电产品）贸
易增长17％，农产品贸易增长11％，其
他非能源和原材料商品贸易也呈现增
长态势，这表明两国间的贸易结构正
在不断优化。

俄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沃斯克列先
斯基介绍说，俄第一副总理伊戈尔·舒
瓦洛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领
导的俄中投资合作委员会在去年批准
了66个合作项目，投资总额约为900
亿美元，部分项目已进入研究和落实
阶段。

俄总统顾问谢尔盖·格拉济耶夫
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俄中合
作项目提供融资，俄政府欢迎中国的
投资，并计划研究建立对中国长期投
资的支持机制。

双方能源合作不断突破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俄

能源合作委员会不断引领两国油气合
作取得突破。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
2016年中国自俄进口原油5248万吨，
同比增长23.7％，俄罗斯成为中国原油
第一大进口来源国。

2014年 5月，在中俄两国元首见
证下，中俄双方有关企业签署总价值
超过4000亿美元、年供气量380亿立
方米、期限长达30年的《中俄东线天然
气购销合同》。

中俄两国领导人高度重视中俄东
线天然气管道建设。2014年 9月，国

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和俄总统普京共同
出席在雅库茨克举行的俄境内段开工
仪式。次年6月，张高丽又和俄总理梅
德韦杰夫通过“北京—莫斯科—黑河”
三地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席中国段开工
仪式。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董事
会成员奥列格·阿克休金表示，截至今
年2月，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俄罗斯段

“西伯利亚力量”已经建成490千米，完
成俄罗斯段2158千米任务的近四分之
一。今年还将建设600多千米，预计最
早将于2019年5月开始向中国供气。

中俄两国另一大能源合作项目，亚
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当前进展同样顺
利。该项目总经理叶甫根尼·科特今年
初对媒体说，该项目整体工程已完成约
70％，“明年这个时候再来，就能看到第
一条液化天然气生产线投产了”。

依据亚马尔项目的规划，该液化
天然气厂分三期进行投产，分别对应
三条液化天然气生产线，投产时间分
别为2017年、2018年及2019年。

艾福瑞公司分析师罗曼·特卡丘
克表示，俄罗斯还保有许多世界级大
油田，每个储量都达几十亿桶，如西西
伯利亚海盆大陆架的石油储量估计达
36亿桶，巴伦支海大陆架的石油储量
则超过74亿桶，这些地区必须从零开
始建设整个油田基础设施。这意味着
中俄能源合作前景十分广阔。

两国农业贸易发展迅猛
近两年，在中国加强粮食安全和

俄罗斯推动农产品出口创汇的驱动
下，中俄两国农业贸易发展迅速，中国

正不断对进口俄罗斯各类农产品开绿
灯。

2015 年 12月 17日，俄罗斯与中
国在两国政府首脑第二十次会晤框架
内签署有关对华出口小麦条件的议定
书，部分解除俄罗斯小麦的对华出口
限制。本月8日，来自俄罗斯克拉斯诺
达尔边疆区装有第一批500吨小麦的
火车已抵达内蒙古自治区的满洲里火
车站。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说，俄中
出口食品贸易公司与中欧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日前已在俄罗斯农业部签署长
期农产品供应合同，将在“俄中新粮食
陆路走廊”框架内落实俄罗斯农产品
向中国出口。

俄农业部长特卡乔夫在协议签署
时介绍说：“首先（出口的）是谷物和油
籽，如大豆、大麦、油菜、亚麻种子以及
葵花籽油。明年计划出口约 150 万
吨。2028年前出口总量将约为5200
万吨。”

对此，俄罗斯“外贝加尔粮食终端
站”公司总经理奥夫谢皮扬指出，俄方
认为“俄中新粮食陆路走廊”将成为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和谐组成部分，
其能确保俄中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不
断增长，到2030年，其所创造的直接年
贸易额将超过80亿美元，而带来的间
接效益将达到几百亿美元。

奥夫谢皮扬说，这条粮食走廊建
成后，俄罗斯出口到中国的谷物、豆类
和油料作物将大幅增长，同时中国对
俄商品、服务出口也将更加便利。

（新华社莫斯科4月11日电）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

新华社基加利4月10日电 （记
者 杨孟曦）中国第18批援助卢旺达
医疗队与第17批医疗队交接仪式10
日晚在中国驻卢旺达大使馆举行，第
18批援卢医疗队共14名队员即日起
将在卢旺达开展医疗援助工作。

卢旺达卫生部长迪亚娜·加顺巴
在交接仪式上高度赞扬中国医疗队
在卢旺达的辛勤工作，并感谢中方对
马萨卡医院扩建和基本古医院员工
宿舍建设的支持。加顺巴说，过去一
年，中国向马萨卡医院捐赠了医疗设
备，使医院各部门的设备配置得到提
升，卢旺达的医生还将去中国进行短
期学习，这对卢旺达的医疗教育有很
大帮助。

交接仪式上，加顺巴代表卢旺达
卫生部向第17批中国援助卢旺达医
疗队队员颁发荣誉证书。

据统计，第17批中国援助卢旺达
医疗队在过去一年中共接诊4355名
患者，实施450台手术，并为992人实
施针灸治疗。第18批中国援助卢旺
达医疗队由14名队员组成，分别来自
内科、外科、骨科、麻醉科、中医针灸
和妇产科。

中国从1982年开始派驻援助卢
旺达的医疗队，至今已诊治患者约
80万人次。

中国援助卢旺达
医疗队顺利交接

玛拉拉·尤萨夫扎伊获任联合国和平使者
4月10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玛拉拉·尤萨夫扎伊被任命为联合国和平

使者后讲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0日任命巴基斯坦的玛拉拉·尤萨夫扎伊为
推动女性教育的联合国和平使者，19岁的玛拉拉成为联合国最年轻的和平使者。

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 摄

中缅原油管道工程正式投入运行
4月 10日，在缅甸马德岛港，工作人员帮助卸油臂与油轮原油管口对接。运载 14万吨原油的“苏伊士”型油轮 10日在缅

甸马德岛港开始卸油，中缅原油管道工程宣告正式投入运行。 新华社记者 庄北宁 摄

戈萨奇宣誓就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4月 10日，戈萨奇（左一）在美国华盛顿白宫宣誓就任大法官。尼尔·戈萨奇 10

日宣誓就任美国历史上第101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使美国最高法院恢复保守派占据
多数的局面。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4 月 11 日电
（记者 陈威华 赵焱）由海航集团参
股的巴西蔚蓝航空公司10日完成首次
公开募股（IPO），11日正式在巴西圣保
罗股市交易。这是巴西股市今年的第
三起IPO。

据此间媒体报道，巴西蔚蓝航空公
司已是第四次寻求上市。在本轮 IPO
中，该公司共发行9620万股，每股定价
21雷亚尔（1美元约合3.13雷亚尔），共
计募集资金20.2亿雷亚尔，其中70％通

过纽约投资者募集，剩余30％在圣保罗
募集。

市 场 人 士 认 为 ，交 易 代 号 为
AZUL4的巴西蔚蓝航空公司股票价格
区间之前预估为每股19雷亚尔至23雷
亚尔，IPO定价的21雷亚尔符合市场预
期。

巴西蔚蓝航空公司与中企早有渊
源。2015年 11月，海航集团与其签订
战略伙伴协议，出资4.5亿美元收购其
23.7％股权，成为最大的单一股东。

中企参股巴西蔚蓝航空
正式上市交易

□新华社记者 王松宇

“非中关系是真诚、真挚的平等关
系，是寻求双赢的伙伴关系，”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理帕特里斯·特
罗瓦达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如是
说。

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特罗瓦达
将于4月12日至18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
问。特罗瓦达是今年首位来华正式访问
的非洲国家政府首脑，也是两国复交后首
位访华的圣普领导人。

中国和西非岛国圣普曾于1975年7
月12日建交。1997年因圣普同台湾“建
交”，中国政府中止了同圣普的外交关

系。2016年12月26日，中国与圣普发表
联合公报，宣布恢复外交关系。

特罗瓦达对记者说，他很高兴看到过
去几个月双边关系发展取得的成果。

2017年年初，中方派遣农业、电力、
医疗和抗疟4个专家组向圣普提供技术
援助。同时，第一批55名圣普学生也即
将前往中国留学。“这几个月取得的积极
成果，证明双方有切实的政治愿景来共
同营造互信和牢固的双边关系，”他说。

特罗瓦达表示，他曾多次访问中国，
此次是他第一次以政府官员身份访华。

“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美丽的国
家，我去过很多省份，很喜欢中国的文
化、美食和建筑。”

特罗瓦达表示很高兴应邀访华，他

很重视这次访华机会。他说，他将与中
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非中合作及气候
变化、全球化等问题交换意见，并期待与
中方签署相关合作文件，深化各领域互
利合作。

特罗瓦达告诉记者，他读过习近平
主席的文章，关注习主席在国际场合下
的讲话，赞同习主席对经济发展的看法
和对非立场。“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
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阐述的新形势下中
非合作理念将为中国和非洲国家都带来
切实利益，这是一种双赢伙伴关系。”

他表示，目前非洲需要电力和交
通基础设施，中国非常了解非洲在这
些领域的需求。除发展基础设施外，
非洲还应制造高附加值产品，并生产

中国希望进口的商品。他认为，中国
进口非洲产品一方面帮助非洲国家积
累财富，同时也使非洲国家具备消费
中国产品的能力。

他说，中国与非洲国家向来团结，在
非洲被殖民时期，中国始终支持非洲国
家寻求民族独立。“非中关系是真诚、真
挚的平等关系。”

特罗瓦达还表示，欢迎中国企业到
圣普投资，圣普将致力于通过法律机制
保障投资。他还建议，两国政府通过文
化交流、旅游推介和媒体宣传拉近两国
人民距离，增加彼此了解。他说，圣普方
面已给予中国公民落地签证待遇，欢迎
中国朋友到圣普参观游览。

（新华社圣多美4月11日电）

非中关系是真诚真挚的平等关系
——访圣普总理帕特里斯·特罗瓦达

撒马利亚人庆祝逾越节
4月10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的盖里济姆山，撒马利亚人在村庄里准备宰

牲仪式，庆祝逾越节。撒马利亚人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旁支，他们自认为是真正的犹太人。他
们在日常生活中讲阿拉伯语，在宗教仪式中则使用一种古希伯来语。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伦敦4月10日电 （记者
梁希之 桂涛）首列由英国驶往中国的
中欧货运班列10日从英国最大的集装
箱港口伦敦口岸出发，满载32个货柜
的母婴用品、软饮料和维生素产品等货
物，驶向全球知名的日用品交易中心中
国浙江省义乌市。

据悉，本次列车将行驶12451公里，
穿越英吉利海峡隧道进入法国，途经比
利时、德国、波兰、白俄罗斯、俄罗斯和哈
萨克斯坦，最后进入中国境内。全程耗
时约18天，预计于4月27日抵达义乌。

在班列的发车仪式上，英国国际贸
易部国务大臣格雷格·汉斯说，这条连

接中国的新线路对全球化的英国来说
是一个新动力，英国的货物将沿着古老
的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展现了全球对英
国产品的巨大需求。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公使马辉说，中
欧班列运送的不仅仅是两国的商品，还
承载着两国人民的美好情谊，传递着中
英、中欧合作共赢的信心。

浙江省副省长梁黎明在发车仪式
上说，中欧班列进一步密切了中国特别
是浙江与英国的经贸往来，为两地增进
友谊、加强合作提供了平台和契机，对
于强化中国与西欧陆路互联互通，更好
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首列伦敦—义乌中欧班列启程回国
据新华社莫斯科 4 月 11 日电

（记者 范伟国）中俄两国影视公司
11日在莫斯科宣布，双方将根据真实
史料，合作推出30集电视连续剧《列
宁和他的中国卫士》。

该片导演胡明钢介绍说，1917年
十月革命爆发后，数万在俄华人投身
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加入红军
队伍。其中，“中国军团”在张福荣率
领下与白军浴血奋战，为世界上第一
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作出了贡献。

该剧取材于真实历史。它根据
俄罗斯最新解密档案资料，以十月革
命为背景，讲述一段尘封百年的历

史：由于“中国军团”骁勇善战，意志
坚定，布尔什维克从中选拔一批官兵
进入列宁卫队，7位中国卫士为保卫
列宁、保卫苏维埃政权与敌人进行了
生死较量。

影片的主人公“李”原名李富清，
曾任“中国军团”三营营长。他进入
卫队后深得列宁信任，担任过圣彼得
堡斯莫尔尼宫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卫士组组长。

为表彰中国官兵的功绩，苏联政
府后来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旁专门
修建革命战士兄弟墓，以示对中国烈
士的纪念。

中俄将合拍电视剧《列宁和他的中国卫士》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柬文版首发式在金边举行
●欧盟7国领导人呼吁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
●默克尔与国际组织联合声明捍卫自由贸易
●俄议员提议禁止14岁以下少儿使用社交网络
●中国跨境电商加速在欧洲布局
●美称在叙利亚问题上同时关注打击“伊斯兰国”和政权更迭
●墨西哥一在建商场停车场倒塌至少6人死亡
●科学家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剔除小鼠艾滋病病毒
●法国一难民营疑遭人为纵火致10余人受伤
●菲律宾军警与阿布沙耶夫武装交火致9人死亡
●土耳其东南部发生爆炸10人受伤
●瑞典斯德哥尔摩恐袭主要嫌犯认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