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王云华 版式 王烨 校对 荣强2016年12月25日 星期日时事 观天下· 本版电话：8806631312

2016 年是《中俄睦邻
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15 周
年，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确立 20 周年。普
京在回答中国记者提问时
表示，俄中关系处在非常
高的水平，俄方珍视同中
国的关系，期待两国关系
进一步发展。他认为，俄
中两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
拥有共同立场，这是国际
事务中的重要稳定因素。

中国连续 6 年成为俄
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俄是中国进口能源、机电
及高新技术产品的主要来
源地之一。虽然受世界经
济复苏乏力、国际原材料
价格长期低迷等不利因素
影响，中俄务实合作仍保
持稳定发展。

普京表示，俄中合作
覆盖多个领域，“我对两国
高科技和生产领域的贸易
额上升尤其感到高兴”。
他说，俄中在航空航天领
域有一些大型合作项目，
前景看好。在能源、特别
是核能领域，两国已开展
开创性合作，希望两国相
关基础设施项目也能够顺
利实施。他特别祝贺人民
币被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
的货币篮子。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
教授马斯洛夫认为，俄中
两国在政治、军事领域的
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未
来这些方面的合作将继续
加强。俄中就丝绸之路经
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
建设对接合作达成一致，
当前双方项目对接持续推
进，这将带动两国经济的
共同发展。 新华社

新华社电 美国当选总
统特朗普 23 日公布了一份
俄罗斯总统普京写给他的
节日贺信，并表示同意普京
关于改善美俄关系的提议。

由特朗普过渡团队当
天公布的贺信内容显示，普
京在本月 15 日向特朗普发
送圣诞节和新年贺信，表示
期待特朗普上任后，俄美两
国 能 以 建 设 性、务 实 的 方
式，采取切实步骤重塑各个
领域的双边合作，并将两国
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提升
到新的水平。

特朗普对此表示，普京

的想法是正确的，并称自己
期待双方能将这些想法付
诸 行 动 ，不 必 走 上 其 他 道
路。

由于在乌克兰和叙利
亚等问题上分歧严重，美俄
关系近年来持续恶化。美
方近期更是指责俄罗斯发
动网络攻击干预美国总统
选举，并表示将采取回应措
施。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
科夫 21 日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说，俄美双边各层对话几
乎都已冻结。不过这一说
法随即遭到美国国务院反
驳。

联合国安理会 23 日通
过决议，重申以色列在巴勒
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
活动“违反国际法”，敦促以
色 列 停 止 一 切 定 居 点 活
动。在犹太人定居点问题
上长期袒护以色列的美国
在这次投票中罕见“弃权”，
这使得安理会 36 年来首次
通过有关定居点的决议。

一些分析人士，美以两
国政府近年来因巴以冲突、
伊朗核问题等屡生龃龉，以
致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
不顾众多政治压力，在即将
卸任前为以色列乃至今后
的特朗普政权埋下“钉子”。

根据这一决议，安理会
重申以色列 1967 年以来在
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
勒斯坦被占领土设立的定
居点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该
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严重

阻碍实现两国方案，并阻碍
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的和
平。

安理会再次要求以色
列立即完全停止一切定居
点活动；同时呼吁立即采取
措施防止针对平民的一切
暴力行为，吁请巴以双方保
持冷静和克制。

用安理会非常任理事
国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
表拉姆兰·本·易卜拉欣的
话说，这是安理会36年来首
次通过有关定居点的决议。

根据研究机构“安理会
报告”的统计，美国政府迄
今在涉及巴以问题的安理
会表决中累计动用过 30 次
否决权。2009年，美国政府
在一次有关呼吁加沙停火
的 安 理 会 表 决 中 投 弃 权
票。

新华社专特稿

记者会上传递三大信号

普京：珍惜同中国的关系
俄罗斯总统普京23日在莫斯科举行年度大型记者会，超过1400名各国记者参加。在近4小时内，普

京回答了47名记者的问题，涉及外交、经济、军事、社会等多个方面。
分析人士认为，普京对俄经济前景感到乐观，对俄与西方关系改善态度谨慎，对俄中关系前景充满信

心。在新的一年里，俄政府将继续努力拉动经济增长，采取措施应对西方挑战，并与中国发展务实合作。

发展创新经济

受西方制裁及国际能源、原材料
价格低迷影响，去年俄罗斯经济萎缩
3.7％。今年俄宏观经济形势有所好
转，一些实体经济部门出现增长。普
京预计，今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
0.5％至 0.6％。目前，俄罗斯各项储
备资金保持健康水平，政府储备基金
约为 1000 亿美元，央行外汇储备超
过3850亿美元。

普京强调，今年俄资本外流情况
大幅缓解，2014 年俄共计外流 5000
亿美金，2015 年为 570 亿美元，而今
年只有 160 亿美元左右。此外，农
业、化工、轻工业、机械制造等领域已
经出现增长，国防工业领域的劳动生
产率更是出现“爆发式”增长，给民用
工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谈及俄近两年为应对西方制裁
而大力实施的进口替代政策时，普京

说，俄罗斯实施该政策的举措终将取
得成功。目前，俄工业领域从国外进
口各种商品的总量已减少 10 个百分
点，“这是一个重大进展”。

长期以来，俄罗斯经济对原材
料、能源出口依赖较强，经济结构改
革进展缓慢，高科技领域投资仅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 1.2％。普京表示，俄
罗斯已经通过“至 2025 年国家和企
业技术倡议”，将向高科技产业提供
更多政策优惠，努力推动俄经济创新
发展。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格林贝格认为，尽管俄经济一些指标
有所好转，但经济形势仍存在不确定
性，政府必须采取有力的经济政策，
改善投资环境，加大投资力度，通过
实施一些大项目来拉动经济进一步
增长。

应对西方挑战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
交媒体上称，美国应当大幅强化和扩
展核能力，直到世界在核问题上变得
理智。

关于俄罗斯会否与美国展开新
一轮核军备竞赛，普京表示，美国单
方面退出反导条约并且着手打造核
保护伞，那么其他国家也会转而构筑
核保护伞，或者研制能突破美国反导
防御系统的装备并改进核打击体
系。他说：“不是俄方主动想这么做，
我们是被迫应对挑战，俄方在应对美
反导系统方面正开展卓有成效的工
作。”

普京指出，美国目前正在土耳
其、荷兰和英国境内更新美国之前部
署的核武器。作为应对，俄正在完善
陆海空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其中包
括开发突破反导防御系统的新方
法。与美国的反导防御系统相比，俄
罗斯核打击体系的战力更为有效。
他说，俄军比任何潜在侵略者都更加
强大。俄罗斯正在研制多种新型潜
艇和飞机，虽然美国的武器装备更多

一些，但俄罗斯不准备与美国在武器
装备的数量上展开竞赛。

今年，俄国防开支约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 4.7％，明后两年这一比例预
计分别为 3.3％和 2.8％。普京表示，
俄方不会参与超出自身预算的核军
备竞赛，但将致力于在 2021 年前使
俄 军 的 新 式 武 器 装 备 占 比 达 到
70％。

普京表示，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
已经触底，不会变得更糟。如果与特
朗普会面，他计划讨论俄美关系正常
化的问题。与此同时，他认为，俄罗
斯不是俄欧关系恶化的始作俑者，莫
斯科没有主动发起制裁，只是对欧盟
的制裁作出回应。如果欧盟撤销对
俄制裁，俄将准备撤销反制措施。俄
罗斯愿意与欧盟发展关系。

《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主
编卢基扬诺夫认为，长期以来，俄美
关系一直处在“缓和－紧张－缓和”
的循环中。特朗普上台后，或就发展
美俄关系提出一些新提议，但两国关
系未必会出现实质性改变。

珍视对华合作

特朗普公布普京贺信
同意改善美俄关系提议

安理会通过决议
敦促以色列停止一切定居点活动

美罕见投“弃权”票

1212月月2323日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俄总统普京在年度记者会上讲话俄总统普京在年度记者会上讲话。。

12月23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美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萨曼莎·鲍尔（前中）在安理会表决敦促以色列停止在被
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定居点活动决议草案时投弃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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