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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远东超前发展区和自由港研究∗

李勇慧　 倪月菊

∗

　 　 【内容提要】 　 俄罗斯超前发展区和自由港(简称“一区一港”)政策是在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积极开展“向东看”政策背景下出台的ꎬ是以提振

俄远东地区经济为目的的最主要制度工具ꎮ 该政策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提
供税收优惠、简化行政程序等措施改善远东地区营商环境ꎬ提升其投资吸引

力ꎬ增加就业岗位ꎬ从而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崛起ꎮ “一区一港”是俄罗斯

经济结构深层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ꎬ也是俄罗斯面向亚洲的一次开放改革ꎮ
“一区一港”政策实施近四年来ꎬ政府推动行政管理便利化ꎬ健全法律法规ꎬ
但是企业入驻率仍然不高ꎬ外资企业占比较低ꎮ “一区一港”政策给中俄在

远东地区的合作既带来机遇ꎬ也带来挑战ꎮ 中俄合作只有发挥比较优势ꎬ才
会有其强大的生命力ꎮ

【关 键 词】 　 俄罗斯远东地区　 超前发展区　 自由港　 中俄地方合作

中俄关系

【基金项目】 　 中国海外产业协会 ２０１８ 年委托课题«俄罗斯远东超前

发展区和自由港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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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文是中国海外产业协会的委托课题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 １１ 月 ４ 日ꎬ笔者赴俄

罗斯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就俄罗斯超前发展区和自由港的建设与发展进行

调研ꎮ 调研期间ꎬ与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发展部(原远东发展部)、远东发展集团、哈巴罗夫

斯克边疆区政府投资管理局、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发展部哈巴罗夫斯克投资署、中国驻符拉

迪沃斯托克总领馆商务处、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商务处及部分中资企业的相关负

责人就“一区一港”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前景进行了座谈ꎬ并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纳

杰日金斯基超前发展区及哈巴罗夫斯克超前发展区的拉基特诺伊片区和加湾片区进行了

实地考察ꎬ获得了丰富的一手资料ꎬ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论文的写作ꎮ 感谢中国海外产业协

会!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倪月菊研究员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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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俄罗斯外交室副主任ꎻ倪月菊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研究员ꎮ

俄罗斯远东地区幅员辽阔ꎬ资源丰富ꎬ面向广阔的亚太市场ꎮ ２０１４ 年乌

克兰危机爆发后ꎬ俄罗斯积极“向东看”ꎬ确定了面向亚太地区的外向型经济

发展模式①ꎮ 作为推动远东地区加速发展的主要措施之一ꎬ俄积极打造社会

经济超前发展区(简称超前发展区)和自由港ꎬ希望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提供

税收优惠、简化行政程序等措施改善远东地区营商环境ꎬ提升其投资吸引力ꎬ
增加就业ꎬ推动地区经济发展ꎬ从而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崛起ꎮ

俄远东地区与中国在资源、产业、劳动力等领域互补优势明显ꎬ产能合作

潜力巨大ꎬ中国高度重视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合作ꎮ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和全面对外开放战略为促进中国东北地区与俄远东地区的合作创造了条件ꎮ
本文将介绍俄罗斯“一区一港”政策出台的背景、具体内容ꎬ分析已取得的成

绩与问题ꎬ指出中俄地方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ꎮ

一　 俄罗斯远东“一区一港”政策出台的背景

发展远东及融入亚太经济圈是俄罗斯“向东看”政策的核心ꎬ是国内外环

境变化的必然产物ꎮ 俄希望“一区一港”政策能够提振远东经济ꎬ这既关系着

其国内地区经济发展平衡问题ꎬ也关系着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和影响

力ꎮ 也就是说ꎬ这既是一个地缘经济问题ꎬ更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ꎮ
(一)国际背景

从外部环境看ꎬ俄罗斯已经错过了亚太蓬勃发展的浪潮ꎬ世界经济中心

向亚太地区转移ꎮ 近 １０ 年来亚太地区的地缘战略、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化

影响着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主要大国的对外政策调整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ꎬ在
西方对俄进行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的背景下ꎬ俄罗斯外交更多表现出“突围”
的色彩ꎮ “向东看”政策既是突破西方的围困ꎬ也是长期的发展战略ꎬ其中构

建大欧亚伙伴关系是最好的解围、防御和主导新秩序的手段ꎮ 大欧亚伙伴关

系能否确立及其效果如何ꎬ还要看俄罗斯的实力ꎮ 而在西方对俄进行制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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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Российский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во времена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 / /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２０１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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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ꎬ大欧亚伙伴关系的路径是从俄罗斯的东部出发ꎬ经过东北亚、东南

亚、西亚转而进入欧洲ꎮ 从俄东部发力是必然的选择ꎬ远东地区则是必然的

承载者ꎮ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俄发展远东地区提供了机遇ꎬ经过观望和怀

疑ꎬ俄罗斯开始选择回应中国倡议的路径ꎬ这些路径要考虑该倡议与俄罗斯

利益之间存在的多种关联①ꎮ ２０１５ 年中俄签订了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

经济带”对接的联合声明ꎬ这其实是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ꎬ共同为实现在欧亚

大陆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做了初始安排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中国与欧亚经济联

盟签署经贸合作协议ꎬ为两国在“一带一盟”框架内继续合作奠定了制度基

础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在“东方经济论坛”上签署的«中俄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

发展规划(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４ 年)»于 １１ 月 ７ 日正式获批ꎬ该规划不仅指出了中俄

重点合作的地区在远东ꎬ还明确了重点合作的几大方向ꎬ指出了清晰的合作

路径ꎮ
(二)国内背景

远东远离俄中心地区ꎬ自然气候条件恶劣ꎬ经济开发滞后ꎬ基础设施不完

善ꎮ 远东地区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发展模式是在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

专业化分工体系下ꎬ依靠中央政府每年 ７ 亿 ~ ８ 亿美元的拨款建立起来的ꎮ
虽确立了原料基地地位ꎬ显示了远东在苏联的重要性ꎬ但也造就了其畸形封

闭的经济发展模式ꎬ导致内部各经济部门发展严重失衡ꎬ地区的经济增长主

要靠国家财政的高投入来维持ꎬ常住人口靠政府的高津贴来稳定②ꎮ
苏联解体后ꎬ俄罗斯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被打破ꎬ经济急剧衰退ꎮ 一方

面ꎬ在国家经济发展低迷甚至倒退的情况下远东地区享受的财政优惠政策被

相继取消ꎬ这使长期依靠国家财政维持运营的地区经济陷入困境ꎮ 另一方

面ꎬ运价、电价的大幅上涨加重了企业和居民的负担ꎬ致使地区经济萧条持续

时间长ꎬ恢复速度慢ꎬ多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ꎮ
在这种形势下ꎬ远东地区人口总量不断减少ꎮ １９９０ 年年底人口总数为

８０６ ４ 万ꎬ２００８ 年年底降至 ６４６ ０１ 万ꎬ１８ 年减少 １６０ ３９ 万人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该地区人口为 ６２０ 万ꎬ占俄罗斯人口总数的 ４ ２％ 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基本没有变

—２６—

①

②

[俄]А Г 拉林、Ｂ Ａ 马特维耶夫ꎬ高晓慧译:«俄罗斯如何看待欧亚经济联盟

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ꎬ«欧亚经济»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李传勋:«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口形势和劳动力供需问题研究»ꎬ«俄罗斯学刊»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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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ꎮ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政府出台了«２０２５ 年前远东人口政策构想»ꎬ规定到 ２０２０
年创造条件稳定人口数量ꎬ到 ２０２５ 年实现增长ꎬ即通过自然出生、移民等政

策使人口数量达到 ７００ 万ꎮ 以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５ 月为例ꎬ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人

口进入和流出的数量分别为 １ ７７１ 万人和 １ ９６４ １ 万人ꎬ差额是 １ ９３１ 人ꎻ滨
海边疆区人口进入和流出的数量分别为 ９ ４３０ 人和 １ ０９０ ８ 万人ꎬ差额是

１ ４７８人ꎻ楚科奇州人口进入和流出的数量分别为 １ ２１８ 人和 １ ８１３ 人ꎬ差额是

５９５ 人①ꎮ
因此ꎬ为了加快远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ꎬ保障地缘战略利益和安全ꎬ发展

地区经济优先领域ꎬ必须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ꎬ吸引投资ꎬ从而创造就业岗

位ꎬ巩固和增加人口数量ꎮ 有了人口ꎬ才能有更大的市场ꎮ 俄罗斯下决心出台了

超前发展区和自由港政策ꎬ开放门户ꎬ抓住机遇ꎬ提升远东地区的经济竞争力ꎮ

二　 俄远东“一区一港”战略的实施状况

２０１４ 年年底以来ꎬ俄罗斯相继出台相关联邦法律ꎬ积极推进远东超前发

展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建设开发ꎮ 俄罗斯远东和北极发展部、远东发

展基金具体负责“一区一港”政策的落实ꎬ协调远东发展政策的执行情况并制

定远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激励机制ꎮ 在远东和北极发展部下设置三个

平行的机构:远东招商和出口发展局、远东发展集团和远东人力资源发展局ꎬ
具体负责“一区一港”的招商及资金支持、园区入驻企业的准入和管理、人才

引进和劳动就业②ꎮ
远东发展集团具体负责超前发展区与自由港区的管理工作ꎬ主要包括:

对企业入驻超前发展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的申请进行研究与分析ꎬ与
入驻企业签订协议ꎬ就入驻企业落实项目过程进行定期监控ꎬ为超前发展区

入驻企业提供土地ꎬ为超前发展区提供基础设施(水、电、气、排水等)ꎬ保证基

础设施正常运行ꎮ
(一)“一区一港”的分布

超前发展区是俄罗斯联邦主体领土的一部分ꎬ该地区为实现企业活动设

—３６—

①

②

李勇慧:«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向东看政策评述:兼论欧亚伙伴关系»ꎬ«俄罗斯学刊»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ꎮ

Доклад о комплексном развитии регион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Госудаственный
совет РФ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ｎｖｒ ｒｕ / ｕｐｌｏａｄ / ｄｏｃ / ２２ － １２ － ２０１７ / ｄｏｋｌａｄ － ｏ － ｋｏｍｐｌｅｋｓｎｏｍ － ｒａｚｖｉｔｉｉ －
ｄａｌｎｅｇｏ － ｖｏｓｔｏｋａ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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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了特别的法律制度ꎮ 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是享有特殊海关、税收和行政

法规政策体系的区域ꎮ 实施期限均为 ７０ 年ꎮ
目前ꎬ俄政府已正式批准在远东设立 １８ 个超前发展区ꎬ分别位于滨海边

疆区(４ 个)、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３ 个)、阿穆尔州(３ 个)、犹太自治州(１
个)、萨哈林州(３ 个)、萨哈(雅库特)共和国(２ 个)、堪察加边疆区(１ 个)、楚
科奇自治区(１ 个)ꎮ

表 １ 俄政府批准的超前发展区

所在地区 名称

滨海边疆区
米哈伊洛夫斯基超前发展区ꎬ 纳杰日金斯基超前发展区ꎬ 石
油化学超前发展区ꎬ巨石超前发展区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哈巴罗夫斯克超前发展区ꎬ共青城超前发展区ꎬ尼古拉耶夫
斯基超前发展区

阿穆尔州
自由超前发展区ꎬ 别洛戈尔斯克超前发展区ꎬ 阿穆尔河畔超
前发展区

犹太自治州 阿穆尔—兴安岭超前发展区

萨哈林州
南区超前发展区ꎬ 山区空气超前发展区ꎬ 千岛群岛超前发
展区

萨哈(雅库特)共和国 坎加拉瑟超前发展区ꎬ 南雅库特超前发展区

堪察加边疆区 堪察加超前发展区

楚科奇自治区 白令戈夫斯基超前发展区

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有 ５ 个区域和 ２２ 个市政机构ꎬ分布在楚科奇自

治区、堪察加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和萨哈林州ꎮ
超前发展区与自由港在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供应和最低投资额方面有所

区别ꎮ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ꎬ由远东发展集团负责组织协调中央、州政府、市政

府三方出资修建超前发展区的道路ꎬ联系通电、通水、通气ꎮ 自由港的基础设

施由入驻企业自己建设或者利用现有的基础设施ꎮ
超前发展区由政府划定区域范围ꎮ 在土地供应方面ꎬ超前发展区的土地

由远东发展集团提供ꎮ 如要获得超前发展区内的土地ꎬ必须成为超前发展区

入驻企业ꎮ 企业签署入驻协议后ꎬ远东发展集团与入驻企业签订土地租赁协

议ꎬ土地的租赁价格将按照优惠率单独计算ꎮ 如果企业不使用申请入驻时申

报的由远东发展集团提供的基础设施ꎬ远东发展集团可要求对方赔偿ꎮ
自由港的区域范围则以地方政府管辖范围为准ꎮ 自由港土地供应由地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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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负责ꎬ入驻企业可向政府租赁ꎬ无须投标ꎮ 政府对入驻自由港的企业

不提供基础设施ꎮ
企业入驻超前发展区最低投资额为 ５０ 万卢布ꎮ 入驻自由港的企业在 ３

年内最低投资额为 ５００ 万卢布ꎮ
“一区一港”的优惠政策见表 ２ꎮ

表 ２ “一区一港”的优惠政策

项目 超前发展区与自由港入驻企业 一般企业

养老金、社保、医疗保险等
缴费

１０ 年之内为 ７ ６％ ３０％

利润税 ５ 年内不征税ꎬ５ 年后为 １２％ ２０％

土地税 ５ 年内不征税 ０ ３％ ~ １ ５％

法人财产税 ５ 年内不征税ꎬ５ 年后为 ０ ５％ ２ ２％

行政监管便利化
企业用地不需要通过招标ꎬ仅按地籍价格
向入驻企业提供租赁地块

无

海关优惠
对入驻企业实施自由海关区制度ꎬ免税进
口、存放、使用外国商品

无

资料来源:俄罗斯远东发展集团提供(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ꎮ

不享受税收优惠的是金融业、保险业、博彩业、批发和零售贸易ꎮ 销售符

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入驻企业在港区生产的商品除外ꎮ
(二)“一区一港”企业申请与入驻情况

要获得超前发展区入驻企业资格ꎬ应同时满足以下 ３ 项条件:第一ꎬ必须

是在超前发展区注册并位于区内的企业ꎬ不得在该超前发展区外有分支机

构ꎻ第二ꎬ投资额不少于 ５０ 万卢布(约合 ８ ５００ 美元)ꎻ第三ꎬ经营项目必须符

合规定ꎮ
具体程序:一是向远东发展集团提交入驻申请ꎬ重点应写明未来入驻企

业的生产经营类型ꎬ拟开展经营活动的年限ꎬ经营活动所需水电等数量ꎬ对公

路、铁路运力的需求量ꎬ对防火、卫生检疫隔离区等的需求ꎬ申请方的工商税

务等相关信息ꎻ二是与远东发展集团签订入驻协议ꎮ 该协议规定双方的权利

与义务ꎬ主要是远东发展集团实施的管理和提供的服务ꎬ入驻企业应享受的

优惠政策和承担的相关责任ꎻ三是企业获得入驻许可ꎬ上面注明企业的名称、
注册地址和注册登记号ꎮ

在完成上述三个程序后ꎬ入驻超前发展区的企业就可以依法开展经营活动

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ꎮ 为方便企业了解超前发展区的情况ꎬ远东发展集团开通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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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官方网站(ｈｔｔｐ: / / ｅｒｄｃ ｒｕ)ꎬ详细公布各项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和办事流程ꎮ
获准入驻自由港的企业应同时满足以下 ４ 个条件:第一ꎬ必须是在自由

港区域内注册经营的商业组织或个体企业ꎻ第二ꎬ３ 年内投资额不少于 ５００ 万

卢布(约合 ８ ４ 万美元)ꎻ第三ꎬ必须是新投资项目或新的经营主体(不允许将原

有公司简单注销ꎬ再到自由港重新注册)ꎻ第四ꎬ油气开采企业禁入自由港注册ꎮ
自由港的具体入驻程序与超前发展区相同ꎮ
据俄远东发展集团公布的数据ꎬ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ꎬ正式签署协议

入驻超前发展区的企业为 ５７ 家ꎬ正在落实注册超前发展区的企业共 ３１５ 家ꎬ
拟投资项目涉及农业、林业、渔业、加工制造、化工、旅游、交通物流等领域ꎬ拟
创造就业岗位 ５ ３８１ ５ 万个ꎬ协议投资额为 ２３ ２ 亿卢布①ꎮ

表 ３ 超前发展区外资企业入驻情况

国家 数量(家) 投资额(亿卢布) 外资额(亿卢布) 工作岗位(个)

总计 ３２ ２ １７２ ２６ １ ９０２ １０ ６ ４９１

中国 １２ １ ８０８ １０ １ ７２６ ７６ ３ ８１９

日本 ７ １０４ ０６ ７４ ２９ １ ０２２

新加坡 １ １８ ７８ ９ ３９ ５３

澳大利亚 ３ ３０ ００ ３０ ００ ５１５

韩国 ４ １５ ４２ １２ ４７ ２５０

其他 ５ １９５ ９０ ４９ １９ ８３２

注:数据截止日期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ꎮ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ａｐ ｅｒｄ ｒｕ /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ꎬ已经入驻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的企业为 ７６
家ꎬ正在落实注册的企业为 ９６３ 家ꎬ拟投资额为 ５ ５６０ 亿卢布ꎬ创造 ５ ６１０ １
万个工作岗位②ꎮ

表 ４ 自由港外资企业入驻情况

国家 数量(家) 投资额(亿卢布) 外资额(亿卢布) 工作岗位(个)

总计 ４４ ３６０ ０３ ９７ １４ ９ ７４２

中国 ２８ ２７１ ７３ ２０ ８６ ８ ５９９

—６６—

①

②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ａｐ ｅｒｄ ｒｕ /
同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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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３ ２３ ４５ ２３ ４４ １６５

韩国 ６ ３９ ２１ ２８ ６６ ２５７

其他 ７ ２５ ６４ ２４ １８ ７２１

资料来源:同表 ３ꎮ

按照法律规定ꎬ油气开采企业禁止入驻“一区一港”ꎬ汽车和摩托车机油

及航空和汽车燃料行业的企业除外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普京总统签署法令ꎬ允许

在超前发展区投资水产养殖项目ꎮ
进入“一区一港”审批时间为 １５ 个工作日ꎬ如果申请项目符合所有条件ꎬ

管理部门从作出是否签署项目实施协议当日起 ３０ 个日历日内起草并向申请

人发送关于业务实施的协议草案ꎮ 一家公司不能在超前发展区和自由港内

同时注册ꎬ必须是新的法人和新的投资项目ꎮ
(三)“一区一港”的成绩与问题

俄罗斯政府之前出台的经济特区规划都在一定程度上以失败告终或不

了了之ꎮ 作为新生事物ꎬ普京高度重视“一区一港”建设ꎬ发布总统令成立远

东发展部(后改名为远东和北极发展部)专门处理远东发展事务ꎮ 该政策实

施近 ４ 年ꎬ取得了一些成绩ꎬ但也存在不少问题ꎮ
“一区一港”取得的主要成绩有:
一是行政管理便利化ꎮ 政府加强了对开发远东地区的支持ꎬ直接派远东

发展集团管理“一港一区”ꎮ 采用“一站式”办事程序ꎬ即企业从申请到办理

相关入驻手续均可在一个窗口办理ꎬ大大缩短了检验和审批的时间ꎮ 建立企

业支持中心ꎬ为入驻企业提供办公场所ꎮ
二是制度创新ꎮ 远东和北极发展部的设立体现俄罗斯政府在开发远

东问题上的制度创新ꎬ除中央直接管理外ꎬ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罗

夫斯克设立了分支机构ꎮ 由于具体落实政策的复杂性和中央制定政策的

传统方式ꎬ在政策实施地区开设分支机构具体落实和协调政策实施中的细

节ꎬ也是充分考虑开发的复杂性、遥远的距离和时差等因素ꎮ
在取得一些成绩的同时ꎬ“一区一港”建设也出现不少问题ꎮ
一是“一区一港”企业入驻率低ꎬ平均仅为 １０％ ꎮ 超前发展区的入驻比

例是 ５７∶３１５ꎬ只有 １８ １％ 的入驻率ꎻ自由港的入驻比例是 ７６ ∶９６３ꎬ入驻率

是 ７ ９％ ꎮ
二是外资企业占比较低ꎬ平均仅为 ６％ ꎮ 超前发展区外资企业的占比为

１０％ ꎻ自由港外资企业的占比为 ４ ６％ ꎮ
三是效率问题ꎮ 一直以来ꎬ俄罗斯政府对于远东地区实行垂直管理ꎬ直接

—７６—



欧亚经济 /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支配并指导战略发展计划ꎬ国家的作用很突出ꎮ 新的制度工具尽管沿袭了原有

的官僚机构及其功能ꎬ但在执行过程中将过度分散的管理集中控制ꎬ有助于提

高工作效率ꎮ 尽管如此ꎬ仍有许多人认为远东和北极发展部执行效率不高ꎮ
四是法律不能适应不断出现的新情况ꎬ基本标准不稳定ꎬ阻碍企业的进

一步发展ꎮ
五是地方政府囊中羞涩ꎬ无法进行必要的基础设施改造ꎮ
六是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开始超前发展区制度扩展到全国ꎬ投资者可以选择比

远东更有利的地区进行投资ꎮ

三　 “一区一港”政策框架内中俄地方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一)“一区一港”政策给中俄远东合作带来的机遇

“一区一港”政策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积极开展“向东看”政策背

景下出台的提振远东地区经济的最主要制度工具ꎬ表明俄罗斯希望激活远东

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ꎬ是俄罗斯进行经济结构深层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ꎬ
也是俄罗斯面向亚洲的一次开放改革ꎮ 建立“一区一港”制度体现了俄罗斯

政府以点带面ꎬ将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在特定地区与企业投入相结合ꎬ从而

切实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方向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思考ꎮ 鉴于中国是俄罗

斯“向东看”政策的关键国家ꎬ“一区一港”政策给中国与俄罗斯在远东地区

合作带来机遇ꎮ
中俄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都在不断扩大和深化ꎬ近几年处于历史上关系最

好时期ꎮ 尤其在经贸关系方面进步明显ꎮ 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

伴ꎬ也是远东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ꎮ 远东是中俄地方合作最活跃、最核心

的地区ꎮ 当前ꎬ中国正积极参与俄远东地区开发ꎬ并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

建设等领域取得了诸多成果ꎮ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远东对中国贸易额达 ７７ ７ 亿美

元ꎬ同比增长 ２７ ５％ ꎻ滨海边疆区对中国贸易额达 ３２ ５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１２ ８％ ꎮ 同时ꎬ中国还是远东和滨海边疆区第一大投资来源国ꎮ ２０１８ 年中国

与俄罗斯远东贸易额继续保持增长态势ꎬ１ ~ ８ 月增长 ２３％ ꎬ达到 ５８ ６ 亿美

元ꎬ占远东对外贸易总额的 １ / ３ 多ꎬ而且出口额超过了进口额①ꎮ 在“一区一

港”的中资企业超过 ４０ 家ꎮ

—８６—

① Россия и КНР планируют развивать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ｎｖｒ ｒｕ / ｐｒｅｓｓ － ｃｅｎｔｅｒ / ｎｅｗｓ / １９６５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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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已确定远东开发为 ２１ 世纪的优先发展方向ꎬ作为俄罗斯在远东

地区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国ꎬ中国是俄罗斯加快远东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

合作对象ꎮ 中国对远东的投资额占该地区外国投资总额的 ７％ ①ꎬ发展与俄

罗斯远东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合作是中俄双边关系中的重要方向ꎬ是两国元首

达成的重要共识ꎬ也是双方务实合作的优先方向ꎮ
为了挖掘中俄在远东合作中的最大潜力ꎬ双方在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东方经济

论坛”上签署了«中俄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发展规划(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４ 年)»ꎬ该
文件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在中俄总理第 ２３ 次定期会晤期间被正式批准ꎮ 总体来

看ꎬ该文件充分体现了双方产业优势、市场状况、政策环境等ꎬ是指导双方合

作的纲领性文件ꎬ也是中国企业投资远东地区的行动指南②ꎮ 文件明确指出

中俄远东合作的 ７ 个优先领域ꎬ包括天然气与石油化工、固体矿产、运输与物

流、农业、林业、水产养殖和旅游ꎬ并且列出了中俄在“一区一港”的合作项目

清单ꎮ 可以认为ꎬ中国与俄远东地区的合作充满机遇ꎮ
首先ꎬ借助地理优势ꎬ谋划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ꎮ 俄远东地区是快

速发展的亚太地区的一部分ꎬ地理上比俄其他地区更接近中国ꎬ与中国黑龙

江省和吉林省毗邻ꎮ 远东地区是欧亚交通走廊中的重要一环ꎬ是俄最大铁路

干线西伯利亚大铁路和贝阿铁路的起始端ꎬ合计运输能力超过 １ 亿吨ꎬ计划

在 ２０２０ 年前再提高 ６ ５００ 万吨ꎮ 远东地区海岸分布着 ２９ 个海港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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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占俄港口货

物吞吐量的 １ / ４ꎮ 通过远东地区有一条从亚洲到欧洲的最短航道ꎬ途径北冰

洋海域ꎮ 因此ꎬ计划中的“滨海 － １ 号”、“滨海 － ２ 号”、北方海航道以及跨西

伯利亚大铁路的现代化改造等都将是未来合作的主要方向ꎮ
其次ꎬ俄远东地区资源丰富ꎬ与中国优势互补ꎬ双方可大力发展能源、矿

业、农业、林业等领域的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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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拥有占整个亚太地区 ８１％的钻石储量、５１％的

森林资源、３７％的淡水资源、３３％的水生生物资源以及 ３２％的黄金储量、２７％的

天然气储量和 １７％的石油储量ꎮ 远东地区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中心ꎬ正在形成

全球性的石油化工中心ꎬ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约占液化天然气国际市场份额的

—９６—

①

②

Выросли на четверть:наши страны расширяю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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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ｅ / ａｇ / ２０１８１１ / ２０１８１１０２８０７００４ ｓｈｔｍｌ



欧亚经济 /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５％ꎮ 远东地区森林的设计年采伐量为 ９ ３８０ 万立方米ꎬ目前的采伐率为

１７ ４％ꎮ 远东地区还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ꎬ包括 ２５０ 万公顷耕地以及超过 ４００
万公顷的牧场和草场ꎬ远东南部地区的植物生长期为 １３０ ~２００ 天ꎮ

再次ꎬ依靠远东地区发展水产养殖和旅游合作ꎮ 远东地区面朝北冰洋和

太平洋ꎬ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是海洋冷暖流交汇处ꎬ是世界上著名的“鱼盆”ꎬ
这里拥有全俄最大的渔业综合体ꎮ 广袤的森林和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

落在远东ꎬ雪山、火山等景观遍布太平洋沿岸ꎬ远东地区拥有超过 １ ５００ 座考

古历史文化遗迹ꎬ旅游资源非常丰富ꎮ
最后ꎬ“一区一港”制度对中国持开放态度ꎬ要充分利用好这个工具ꎮ 俄

罗斯远东地区实施特殊的国家政策ꎬ旨在提高外商投资项目的收益率ꎬ降低

项目风险ꎮ 通过设立超前发展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向投资者提供基

础设施建设资助ꎬ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采取其他措施支持外商投资ꎮ 针对中

国投资者ꎬ俄政府特别指出ꎬ如中国投资者计划在远东地区尚未设立超前发

展区的地点新建项目ꎬ俄方将研究扩大某一现行超前发展区边界或新设超前

发展区的可行性ꎮ 如中国投资者在俄远东地区的超前发展区实施项目需要

修建专用交通、工程或其他基础设施ꎬ在不违反俄联邦法律的情况下ꎬ俄方将

研究国家出资建设相应基础设施的可能性ꎬ国家出资额不超过项目投资金额

的 １０％ ꎮ 在俄法律规定条件下ꎬ俄方资源可无偿提供给投资者ꎬ用于建设其

项目所需的基础设施ꎮ
俄方建议中国投资者在以下超前发展区实施的项目①:
阿穆尔—兴安岭超前发展区(犹太自治州):与黑龙江跨境铁路桥运输相

关的物流项目ꎻ
巨石超前发展区(滨海边疆区):与建设俄最大民用船厂红星造船厂相关

的项目ꎻ
山区空气超前发展区(萨哈林州):冬季休闲和豪华旅游项目ꎻ
堪察加超前发展区(堪察加边疆区):四季休闲和旅游项目ꎬ建设旅游基

础设施、交通物流、水产养殖加工项目ꎻ
共青城超前发展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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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米哈伊洛夫斯基超前发展区(滨海边疆区):生产农业原料、商品和食品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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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ꎻ
阿穆尔河畔超前发展区(阿穆尔州):与黑龙江跨境公路桥运输相关的物

流项目ꎻ
自由超前发展区(阿穆尔州):建设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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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
别洛戈尔斯克超前发展区(阿穆尔州):农产品加工、建材生产、林业加工

等项目ꎻ
哈巴罗夫斯克超前发展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生产技术、农业和物

流项目ꎻ
南区超前发展区(萨哈林州):渔业资源深加工和物流领域的项目ꎻ
南雅库特超前发展区[萨哈(雅库特)共和国]:与大型焦煤矿开发相关

的项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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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实

施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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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杰日金等 １０ 个地区:海港及无水港ꎬ“滨海 － １ 号”、“滨海 － ２ 号”国际交

通走廊ꎬ面向亚太地区出口的生产企业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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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无水港ꎬ旅

游业ꎬ瓶装饮用水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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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渔业加工等领域项目ꎬ建立出口导向型产业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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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二)中俄远东合作存在的风险

在充满机遇的同时ꎬ中俄远东合作存在的挑战与风险也很突出ꎮ 俄罗斯

国内经济尚未走出低谷的同时遭受严厉的经济制裁ꎬ财政状况捉襟见肘ꎮ 克

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将本该流入远东地区的有限资金变得更少ꎮ 调研中还发

现ꎬ“一区一港”政策缺乏中长期规划以及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ꎮ 远东人口问

题也是发展的掣肘因素ꎮ 远东合作仍然完全不能跳出“边缘和安全为重”的
魔咒ꎮ

首先ꎬ俄远东地区缺少发展资金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遭受严厉制

裁ꎬ经济无法走出低谷ꎬ同时还需要为并入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大量“输血”ꎬ俄
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ꎬ走出危机需要更长时间ꎮ 可以断定ꎬ“向东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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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经济 /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策将会力不从心ꎬ远东经济形势不容乐观ꎮ “一区一港”政策出台后ꎬ中央对

地方出现只给政策、资金需要自己落实的情况ꎮ 因此ꎬ“一区一港”政策中许

诺的由政府和地方财政负责的“四通一平”①由于开发资金严重短缺而迟迟

不通、不平ꎮ 基础设施不完善ꎬ严重影响投资者战略的实施ꎬ外资更多是举棋

观望ꎮ
其次ꎬ人口流失严重ꎮ 与缺少资金相比ꎬ人口更是一个严重制约远东发

展的问题ꎮ 经济发展与人口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ꎬ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ꎻ人口变动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ꎬ对经济发展起促进或延缓

的作用ꎮ 当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时ꎬ将促进经济

发展ꎻ反之ꎬ将延缓经济发展ꎬ甚至造成社会经济的停滞与破坏ꎮ “一区一港”
最重要的任务是吸引投资ꎬ创造就业岗位ꎬ带动经济发展ꎬ从而吸引人口回流

或者留住当地年轻人ꎮ 有人口才有市场ꎬ有市场才有企业ꎬ有了市场规模才

有利于企业的发展ꎬ也有利于产业的发展ꎮ 在中俄边界口岸城市ꎬ中方一侧

人口较多ꎬ而俄方一侧则人烟稀少ꎬ何谈产业发展和产业合作呢?
再次ꎬ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制约外资在远东的落地ꎮ 普京执政期间对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进行了改革ꎬ加强了垂直管理ꎬ维护了国家统一ꎬ却极大限

制了地方的权限ꎮ 尤其是在税收领域ꎬ在俄罗斯的联邦税收制度下ꎬ留给地

方的税收权限实在太小ꎮ 调研发现ꎬ所有申请入驻“一区一港”的企业无论大

小都要经过中央审批ꎬ不仅在产业布局方面地方几乎没有发言权ꎬ入驻企业

的税收收入也都上交中央ꎬ然后再重新分配ꎮ 这种政治体制对地区稳定有

利ꎬ但对远东的开放发展带来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ꎬ不言自明ꎮ “一港一

区”能吸引多少投资ꎬ能解决多少就业岗位ꎬ不是地方说了算ꎮ 没有调动地方

行动的激励机制ꎬ靠中央政府的“长臂管辖”和扶持ꎬ终有脱节的时候ꎬ再好的

政策也不会维持太久ꎮ 尤其是“一区一港”政策落在地方ꎬ“四通一平”的基

础设施建设不仅需要中央调拨资金ꎬ更需要协调中央、地方、市政三者的关

系ꎬ行动受到限制的地方与外资是否落地关系不大ꎬ那动力又从何而来呢?
此外ꎬ俄远东和北极发展部与经济发展部之间分歧严重ꎬ其实质是开放和保

守的矛盾ꎮ 俄远东和北极发展部部长曾抱怨部门分歧严重制约远东竞争力ꎬ
应向远东和北极发展部移交部分权限、建立相应的发展机制ꎮ

最后ꎬ“向东看”政策未能超越远东是落后的边缘和国家安全防线这两个

客观存在的观念ꎮ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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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ꎬ俄罗斯远东迫切需要发展ꎬ另一方面ꎬ如何确保地广人稀的远东

安全ꎬ尤其是中方一侧的东北三省面积为 ７９ 万平方公里ꎬ人口达到 １ ２ 亿ꎮ
如何在远东地区协调开放与安全的关系是自世界经济发展重心转移到亚太

地区后俄罗斯不得不考虑的一道难题ꎮ 当前ꎬ在西部边境ꎬ俄罗斯与北约紧

张对峙ꎬ国家将会投入更多的财力去维护西部边界的安全ꎬ东部的发展还是

让位于安全ꎬ因此ꎬ大批外资的涌入和人口的回流仍遥遥无期ꎮ

四　 中俄地方合作的对策

未来中俄地方合作中应该将“一区一港”作为主要抓手ꎮ 俄方一边落实

相关政策ꎬ一边招商引资ꎮ 从当前运行情况看ꎬ“一区一港”的基础设施建设

是关键ꎮ
第一ꎬ中俄做好资金融通ꎮ 利用国家级大型基金俄远东发展基金以及中

俄投资基金ꎬ为“一区一港”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融资ꎮ 为调动更多社会资本参

与投资建设远东地区和共建“一带一路”ꎬ俄远东发展基金与中国合作伙伴共

同决定设立两个目标规模分别达到 １００ 亿美元的投资基金ꎮ 新基金引入中

方国有企业和民间机构的资金ꎬ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将参与其中ꎮ 新基金将主

要关注矿产开采、金属冶炼、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等项目ꎮ 俄远东发展基

金属于种子基金ꎬ是“基金中的基金”ꎬ在促进项目融资方面扮演着催化剂的

作用ꎬ中方应充分利用这个金融工具ꎬ扩大投资规模和领域ꎬ有针对性地实施

一些支撑性和长远性的投资大项目ꎮ
第二ꎬ加大优势互补ꎬ扩大和深化跨境农业合作ꎮ 俄罗斯远东地区地广

人稀ꎬ肥沃的土地有着广阔的开发潜力ꎮ 近年来ꎬ中俄农业合作稳步发展ꎬ成
为双边贸易的增长点ꎮ 这个领域的合作关系到中国粮食安全和市场多元化

问题ꎬ尤其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ꎬ与俄农业合作更显示出战略性ꎮ 因此ꎬ中
方要有宏观统筹考虑ꎬ防止无序竞争ꎮ 农业合作中要注意提高农业生产加工

能力ꎬ加快建设港口、物流、仓储基地ꎬ有目的地进行农业科技和人才培训的

合作ꎮ 要考虑境外扶持资金和政策到位ꎮ 同时一定要注意提高企业的环保

等社会责任意识ꎮ
第三ꎬ加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ꎮ 毗邻地区相依而兴ꎬ中俄合作不能泛化ꎬ

一定要发挥地区相邻的优势ꎬ资源互补ꎬ对拉动相互经济发展能起到促进

作用ꎮ
第四ꎬ建立民间培训机构ꎬ指导企业对俄投资ꎮ 建立对俄“一区一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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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会或专业委员会ꎬ为相关企业赴俄投资提供更好的商业建议、信息咨询

和相关培训ꎬ特别是对如何填写商业计划这个非常重要的敲门砖进行培训ꎮ
调研发现ꎬ俄方对日韩企业提交的商业计划从不拖延办理ꎬ基本一次通过ꎬ却
经常无法从中国企业的商业计划中看出其长远规划ꎬ只能退回重新修改直至

通过ꎮ 培训机构可以完善这方面的工作ꎬ帮助中国企业迈出正确的第一步ꎬ
尽快入驻ꎮ

第五ꎬ跟进研究中俄地方合作与“一区一港”制度ꎮ 建议中俄两国学者在

海外产业协会平台上每年召开一次学术论坛ꎬ论证和评估«中俄远东地区合

作发展规划(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４ 年)»的落实情况ꎬ向双方政府提出政策建议ꎻ同时ꎬ
关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和发展的研究可以邀请中、俄、日、韩四国学者共同

研究和讨论ꎮ
总之ꎬ“一区一港”政策及法律仍需进一步细化落实ꎬ地方配套政策履行

相应立法程序后ꎬ还将继续调整修订相关立法ꎬ有关优惠政策完全落地需要

一定时间ꎮ 中方企业应密切跟踪并深入研究俄方相关政策法规的调整变化ꎬ
转变经营理念ꎬ合理管控风险ꎬ稳妥有序地开展对俄远东地区的经贸合作ꎮ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一方面与国家的地缘政治安全战略息息相关ꎬ另
一方面是资源依赖难以向创新驱动转向ꎮ 不过ꎬ俄罗斯离创新驱动还有很长

的距离ꎮ 从增长理论和国际经验可知ꎬ“在不同的增长阶段ꎬ经济赖以增长的

主要源泉是不一样的ꎬ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方式在一定的时期也具有其存在的

必然性ꎮ 只是当一种增长源泉从式微到耗竭时ꎬ为了开发新的增长源泉ꎬ发
展方式的转变才具有至关紧迫性”①ꎮ 而远东重要资源的存储量很丰富ꎬ可
以说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ꎮ

因此ꎬ在这种情况下ꎬ要让俄罗斯人清醒地认识到ꎬ包括“一区一港”在内

的所有制度工具都要服从于其竞争优势恰恰就在这些资源上的事实ꎮ 中国

对俄罗斯比较优势产品有很大需求ꎬ地缘经济优势互补就是要充分发掘资源

优势ꎬ与中国的投资优势相结合ꎬ这种合作模式只要有丰富的资源ꎬ就会有其强

大的生命力ꎬ不太可能会主动转向创新驱动ꎮ 增长的需要往往成为经济发展方

式改变的诱因ꎮ 俄远东地区所处的阶段是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准备阶段ꎮ
鉴于此ꎬ中俄还要加强和加深人文合作交流ꎬ进一步在观念沟通上找到共识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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