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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意义
1.题解
第一，本课题是基地十三五主攻方向“服务于国家对俄战略的俄罗斯语言文化研究”的
自然延伸，其主要特点是：（1）以中俄两国政府的相关文件、各种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价
以及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分析对象；（2）以中俄语言文化为重点；（3）通过研究与
“‘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合作路径、模式与机制”相关的语言资源，力争在上述“路
径”、“模式”和“机制”方面有所建树，从而服务于国家对俄战略；（4）基础研究与应
用研究相结合：前者主要包括国际区域经济学和点轴理论，后者体现为部分研究成果可以应
用于服务国家战略。
第二，“一带一路”是由中国首倡并与沿线有关国家共同推动的合作发展理念和倡议。
该战略构想的提出，与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需求相契合，为沿线国家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
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和条件，是一个全新的国际合作大平台。2015 年 3 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
等部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
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简称“五通”），为“一带一
路”战略框架下中国与俄罗斯等有关国家开展合作指明了方向和确定了发展目标。
2.学术价值
（1）以国际区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研究“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由双边合作扩
展到多边合作的路径、模式与机制，可以扩大国际区域合作的范围，进而丰富区域经济学。
（2）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中蒙俄经济走廊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北极海上航线为
“轴”，以沿线经济中心为“点”，形成“多点多轴开发模式”，可以丰富点轴理论。
（3）“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合作涉及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民心相通等领域，力图开展语言学、文学、术语学、翻译学、政治学、交通运输学、国
际 贸易学、金融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协同创新研究，使本课题的研究成果更加科学、更加
准确、更加具有学术价值。
（4）对“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合作的现实基础、合作路径与合作机制的研究，
将推动中俄全方位合作的顺利开展，不仅影响到中俄两国及毗邻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
且对沿线相关国家和地区会产生较为重大的影响。因而，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将受到中亚地区、
欧洲、东北亚地区，乃至亚太地区国家有关方面的关注，其学术价值既具有地区性，又具有
国际性。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多学科协同研究，解决了本课题与前 4 个课题之间的“游离状态”
问题，前 4 个课题关于语言学、文学等的研究为本课题研究创造了条件，本课题研究是其研
究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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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践意义
（1）加强中俄合作的现实基础条件研究，有助于“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推进“五
通”，有利于夯实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2）有利于“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
作，有利于中蒙俄经济走廊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研究，有利于加
强中俄两国区域间的睦邻友好关系以及维护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
（3）对“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合作路径、模式与机制的探究，对中俄相关领域
的合作以及中国与有关国家合作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为国家开展对俄
全面合作提供资政服务。
二、研究现状
从目前国内外研究情况来看，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研究成果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增加，
研究的范围逐步扩大，问题逐步深入：
第一，在宏观层面上研究“一带一路”战略的定位、欧亚大陆新棋局的形成、与国家安
全战略的关系、地缘政治价值、面临的障碍与对策等问题。代表性成果有：郑子勋的《
“一
带一路”开放战略中的定位探析》、刘华芹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大陆新棋局》（著作）、
吕斌的《“一带一路”战略与多尺度空间规划对应访谈录》、夏自军的《
“一带一路”推进中
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探析》、 王树亮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地缘政治价值考量》、刘志彪的《沿
“一带一路”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由我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何茂春等的《
“一带一路”战
略面临的障碍与对策》等。
第二，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战略落实与国际、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代表性成
果有：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编的《“一带一路”与国际贸易新格局》（著作）
、马
莉莉和任保平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报告：2014、2015》
（著作）、郭立宏和任保平的《丝
绸之路经济带上的经济发展》（著作）、李新的《“一带一路”视域下区域一体化发展探析》
、
汪亚青的《地缘经济新格局下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塑造——新常态下“一带一路”战略带
来的机遇、挑战与应对策略》、张豪等的《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研究》、 才
国伟等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视角下的“一带一路”
》、刘小军的《我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跨境电商物流的协作发展》、马逸灵等的《“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西部发展机遇》、
田春艳的《“一带一路”对内蒙古经济贸易的影响分析》等。
第三，具体研究“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和人民币国际化等金融问题。代表性成果有：
赵晓斐的《
“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王颖的《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
人民币国际化》、黄君宝的《亚投行是实现“一带一路”宏伟战略的金融机制支撑》、于文轩
的《“一带一路”视域下的能源国际合作》等。
第四，研究“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对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作用。代表性成果有：储殷等
的《
“一带一路”视阈下国家形象构建的巧实力探析》、双传学的《“一带一路”视阈下的我
国文化开放战略》、齐勇锋的《“一带一路”战略与中蒙俄文化产业走廊研究》等。
第五，较为客观地预测“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对中俄经济贸易合作前景的影响。代表
性 成 果 有 ： Островский А. В.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ей на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е КНР в ходе реадизации проект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яса Шелкового пути, Суслов Д.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ояс Шелкового
пути：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займодействия КНР и России等。
综合述评：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合作路径、合作模式及合作
机制等问题尚未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由此凸显出本课题研究的迫切性、现实性。
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将助推中俄全方位合作的扩大与深化，巩固和提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满足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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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题结构
本课题从中俄两国文化入手，开展相关研究，具体包括以下 4 个子课题：第一，“一带
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合作的现实基础；第二，“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合作路径研究；
第三，“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合作模式研究；第四，“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合
作机制研究。
四、研究目标
第一，厘清“一带一路”沿线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和地区的基本现实条件，拟撰写并出版
《“一带一路”国情概览•俄罗斯》和《“一带一路”国情概览•中亚地区国家》，最终撰写
并出版《“一带一路”国情概览·后苏联空间国家》丛书（15 本），为中俄开展双边合作
及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探寻“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对中俄合作具有指导性和实用性的双边合作路径：
规划设计路径、操作执行路径等， 使双边合作路径更加规范、更加科学。
第三，努力创新中俄合作模式，尝试构建双边合作的“多点多轴开发模式”
，以丰富和
发展“点轴理论”；以国际区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对“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由双边
合作扩展到多边合作的路径、模式与机制进行研究，扩大了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范围。
第四，在现有的中俄两国元首、政府首脑定期会晤机制、地方政府间沟通交流机制基础
上，着力构建切实有效的中俄双边服务合作新机制，例如中俄信息交流与共享服务机制、中
俄法律咨询服务机制等。
五、基本内容
第一，研究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基本国策、态度演变、合作愿望问题以及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现实条件、合作方向及领域等问题。
第二，以国际区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研究“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合作，尤其是
推进“五通”的现实潜力、优先合作领域，着重探寻具有指导性的双边合作路径：规划设计
路径、操作执行路径等。
第三，创新中俄合作模式，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中蒙俄经济走廊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
带、北极海上航线为“轴”，以沿线的经济中心为“点”，尝试构建双边合作的“多点多轴
开发模式”。
第四，构建中俄双边服务合作新机制，在继续发挥两国元首、政府首脑定期会晤机制、
地方政府间沟通交流机制的同时，着力构建中俄双边服务合作新机制，例如中俄信息交流与
共享服务机制、中俄法律咨询服务机制等。
六、拟突破的重点问题
第一，探究“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更为科学、合理的中俄合作路径。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中俄合作的目标，但是中俄两国如何推进“五通”？
到底采取什么样的路径，这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为此，本课题拟针对整体合作提出具有可
操作性的、行之有效的路径，以供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对俄开展合作的实业界参考和
借鉴；
第二，探索“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合作新模式。合作新模式对于中俄推进“五通”，
乃至双边开展全方位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中俄合作基础的牢固性、发展的可持
续性；
第三，构建“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合作新机制。合作机制是保持双边合作稳定性
和可持续性的重要条件，因而，需要在现有合作机制基础上，探究更能发挥实际效用的合作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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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拟突破的难点问题
第一，《“一带一路”国情概览•俄罗斯》和《“一带一路”国情概览•中亚地区国家》
的撰写是本课题的难点之一。俄罗斯等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历史、文化等各方
面情况复杂多样，对待“一带一路”的认识和态度不尽相同，与我国关系亲疏各异，真正把
情况梳理清楚，需要下一番苦功夫，该套书的出版将对中俄推进“五通”等方面的合作以及
“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中俄如何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中蒙俄经济走廊建
设规划如何落实、中俄怎样合作开发北极海上航线等问题，是本课题研究中的第二个难点；
第三，由于课题组成员的知识结构和阅历等水平和能力的制约，驾驭较为复杂的本课题
涉及的问题存在一定的难度，这是本课题的第三个难点。
八、主要创新之处
第一，理论创新：基于国际区域经济学，因“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合作的地域范
围涉及到我国、中亚以及中东欧等广大地区，本课题的研究突破国际区域经济学仅限于两个
地区间的关系，扩大了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范围；构建“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合作的
“多点多轴开发模式”能够丰富“点轴理论”；
第二，观点创新：针对中俄双边合作及每个领域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行之有效的合作
路径与合作机制，有助于中俄加快推进 “五通”的步伐，以夯实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的基础，为中俄“世代友好”奠定牢固的物质基础、社会人文基础；
第三，视角创新：以中俄推进“五通”为切入点，视角具有新颖性和独特性，探究中俄
合作的路径、合作模式与合作机制。
第四，方法创新：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定性分析法、证实研究法等
研究 方法。 通过文 献研究法 ，对“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合作的中俄文文献资料进
行认真研究，理清两国合作的基本情况；通过调查的方法， 进行专 家调查 、民意调 查和
实地调查，深入细致地了解和掌握中俄合作的现实基础及存在的问题，为定性分析法
做准备；通过定性分析法，在调查的方法获得的一手材料基础上，对中俄两国合作状况
做出较为科学的判断，为双方开展长期合作提供理论依据；通过证实研究法， 证明中俄两
国合作具有现实可行性，探究中俄合作路径与模式，构建合作机制。
第五，文献资料创新：利用俄语优势，尽可能地搜集最新的关于“一带一路”战略框架
下中俄合作方面的文献资料，使课题的具有较为坚实的资料基础。
九、计划完成时间
计划 2020 年完成。
十、研究进度
第一，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3 月，资料收集、调研及对资料的分析归纳；
第二，2017 年 4 月至 12 月，“一带一路”沿线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和地区的基本现实条
件《
“一带一路”国情概览•俄罗斯》和《“一带一路”国情概览·中亚地区国家》丛书的撰
写与出版；
第三，2018 年 1 月至 6 月，撰写“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合作路径；
第四，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2 月，撰写“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合作模式；
第五，2019 年 3 月至 9 月，撰写“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合作机制；
第六，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3 月，协同统筹各部分撰写总报告《“一带一路”战略
框架下中俄合作路径、模式与机制研究》。
十一、研究成果的形式、完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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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2017—2019 年期间完成以下阶段性成果：（1）系列论文：《“一带一路”战略框
架下中俄合作的现实基础》、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存在的问题及解
决路径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合作模式研究》、
《
“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
合作机制研究》；
（2）专著：《“一带一路”国情概览•后苏联空间国家》丛书（15 本）；（3）
研究报告：《
“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合作推进“五通”问题研究》。
第二，2020 年 12 月完成最终研究成果：研究报告：
《
“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合作
路径、模式与机制研究》。
十二、成果使用去向
提交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及对俄往来的企业公司，供其在对俄开展合作时参考和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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