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俄罗斯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发展计划， 

基于两国战略方案的中长期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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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白俄罗斯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连接中长期战略方案（以下简

称―计划‖）的基础上制定的联合发展计划，旨在根据白俄罗斯和中国共同

发展符合国家利益的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计划和战略. 

它确定了双边合作的目标，目标和优先事项，概述了贸易，生产，

投资和金融领域合作的前景和主要领域，以及实施联合投资项目所需的体

制，基础设施和组织条件。 

该计划的制定基于白俄罗斯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的基本方

案文件的连续性和应急性原则，如白俄罗斯共和国 2030 年期间的国家可

持续发展战略，白俄罗斯共和国 2016 – 2020 年社会和经济发展方案，国

家创新方案白俄罗斯共和国 2016 – 2020 年，中国的互联网+战略，中国制

造 2025 战略，中国的国家战略 2006 – 2020 年信息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等。 

制定该文件的主要思想是发展互动的主要领域，深化相互整合，以

便为国家经济的竞争力形成可能的增长动力，并从嵌入全球价值链和在全

球市场中开拓新的利基的角度出现联合技术突破。 

联合发展计划的实施旨在为双边合作形成长期基础，加强和加强各

种形式的投资合作，包括刺激中国对白俄罗斯经济的投资; 联合项目和产

业的创建和实施; 深化区域间直接合作; 共同开发部门科学和科学技术活动; 

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运输物流领域的合作。 

与中国合作的主要优先事项是加强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大石‖

发展合作，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理念，扩大产业合作，发展新一代技术，

作为创新产业形成的基础， 联合建设社会基础设施。 

从长远来看，主要关注的是两国经济的创新现代化，―绿色产业平台‖

的形成，中国和白俄罗斯国内市场以及第三国需求的生产竞争产品的新价

值链的建设。 

计划实现是根据 2016 年 9 月和 2017 年 5 月会议期间国家元首的指

示进行的，其中涉及两国战略发展计划的联系，实施两国五年计划的计划，

以形成新的增长点，并形成联合清单。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内开

展项目。 



它的实施将有可能从主要的政治互动和贸易合作转向生产领域的实

际合作，以形成可持续增长的新来源。 

联合发展计划的实施将为国民经济的创新和技术进步奠定基础，增

强竞争力，进一步加强白中战略伙伴关系，造福两国公民。 

 

 

 

 

 

 

 

 

 

 

 

 

 

 

 

 

 

 

 

 

 

 



白中合作的目标，目标和优先事项 

白中合作的主要内容是在有关两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相互支持，如

主权，领土完整，安全和经济发展。 

白中合作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白中两国有效互利合作的潜力，确保社

会经济发展的加速和可持续性，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和创新活动，从而改善

两国公民的福祉。 

共同利益领域涉及扩大双边合作的问题，从促进商品周转的增长及

其均衡结构，将货物联合推广到欧洲联盟和第三国市场，利用将欧洲联盟

和亚洲市场连接起来的运输和物流结构转变为―一带一路‖。 

共同利益的主要载体： 

利用白俄罗斯共和国的地理位置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丝绸之路相

互作用国家之间的信息流动; 

运输物流; 

从简单的贸易演变到大型联合投资项目的实施; 

优先投资创建新的高科技产业，包括在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大

石‖的基础上;  

建立电子交易平台，旨在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加自由和互利的贸易环

境，并在进入世界市场时为其提供支持。 

白俄罗斯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作将在以下原则的基础上进

行： 

平等互利; 

互不干涉内政; 

主要采用市场方法; 

考虑到两国的国家利益和发展优先事项; 

长期合作领域及其实施顺序; 

正在进行的投资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率; 

白俄罗斯共和国与中方的共和党和地方政府机构直接和密切的互动; 



各方有责任落实互利合作方向的有效性。 

白中合作框架内的主要任务： 

为增加双边贸易量，改善其结构创造体制，组织和经济条件; 

激活了各种形式的投资合作，包括刺激中国对白俄罗斯经济的直接

投资增加; 

促进运输和物流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包括鼓励中国投资者参与白

俄罗斯铁路路段，能源和其他基础设施的道路，桥梁，电气化和重建; 

扩大生产部门的双边合作，包括吸引中国对现有企业现代化和生态

化的投资，实施投资项目，创造新的高科技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扩大出口

潜力; 

加强科技活动合作，主要是信息技术领域，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的联

合研发，人才培养; 

发展银行业和金融市场其他领域的合作; 

扩大人道主义领域的合作，包括教育，保健，文化，旅游领域的合

作等等; 

联合建设社会基础设施; 

进一步推动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的发展，以高科技产业为目标，

增加投资吸引力。 

从长远来看，主要重点是加快两国经济创新成分的发展，形成―绿色

产业平台‖，建立有竞争力的产品生产的新价值链，并联合推广到欧洲联

盟和第三国。 

共同利益最重要的载体是投资高科技项目，在数字经济有前景的领

域开展联合开发，将其引入生产，开发新的生物技术，开发新的能源和电

气产业，将绿色技术引入制造业。 

2.白俄罗斯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主要合作领域 

发展白俄罗斯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的

长远利益，旨在通过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加强国际地位，促进可持续

发展和提高国民经济竞争力。 



从共同利益的角度看，双边合作的主要领域是: 

加强运输和物流领域的相互业务合作; 

白俄罗斯与中国制造商通过产业合作的发展，中国企业参与白俄罗

斯组织的股权，创建合资企业，深入和相互融合;  

扩大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合作; 

发展新的金融合作领域; 

确保改善准入条件，扩大货物和服务的相互交付，共同开发第三国

市场的新利基市场; 

联合开发部门科学，开展联合科学和实践研究; 

进一步深化白俄罗斯与中国的直接区域间合作，包括确定实施的优

先项目，这些都体现在深化白俄中际区域间贸易和经济合作的路线图中。 

当前时刻的主要方向是两国的互动，共同推动―一带一路‖理念的实

施，以填补互利商业合作的众多具体项目。 

2.1 发展运输和物流 

实施运输部门发展的联合任务: 

白俄罗斯共和国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关于为国际公路运输

创造有利条件的协定的程序在不久的将来完成;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汽车通信双边协议的缔结;  

第三国加入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发展国

际货运的协定以及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理念的合作; 

详细说明白俄罗斯共和国开放第五个空运的条件和可能性，以便与

中国发展航空货运。 

本次会议讨论了加强白俄罗斯铁路沿―中国——西欧——中国‖航线

运输集装箱列车的工作，以及加强白俄罗斯从欧盟到中国的集装箱列车运

输的可能性。 为此，建议更积极地利用 2016 年创建的―白中贸易合作中

心‖。 

还讨论了在以下方面与中方合作的可能性: 



在白俄罗斯境内建设中国——西欧的横贯大陆运输走廊; 

向白俄罗斯供应现代牵引车辆（机车）; 

区域机场现代化; 

建设运输和物流中心。 

计划在中国企业参与建设高速公路，铁路和公路运输基础设施的现

代化，包括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内。 

计划扩大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大石‖的交通基础设施。 

在改善基础设施方面，下一步的可能性: 

改善边境检查站的海关基础设施，加快在检查站引入―单一窗口‖制

度的进程，降低成本并增加吞吐量检查站; 

加强供应链安全，简化流程，协调跨境监管程序和检疫证书在线核

查，中介机构互认认证 (经销商); 

减少非关税壁垒，提高与贸易有关的技术措施的透明度，以及贸易

自由化程度和程序简化。 

物流业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包括: 

在白俄罗斯的每个州建立多式联运物流中心，吸引中国投资; 

与中方在现代化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发展领域的项目共同准备，融

入―一带一路‖的理念; 

提供计算能力，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建立的数据处理中心，现有的信

息和通信基础设施以及用于服务信息流―一带一路‖的运输干线能力，以指

示特定物体（―丝绸之路信息带‖）;  

引入物流过程信息化，包括在物流领域使用大数据阵列和云计算，

提高接收，存储和交换信息的自动化程度; 

扩大货运网络和物流中心，仓库，交付中心的信息互联; 

联合实施电子服务，电子商务和贸易，电子政务领域的项目; 



是否有可能利用白俄罗斯共和国的仓库空间对关税同盟和中国的货

物进行终端处理，包括包装，重新包装，形成商业地段，合并，以便进一

步运送到白俄罗斯境外的接收者。 

建议就建立过境集装箱运输的国家的统一宣言制度，文件流通制度

和其他联合决定进行有目的的工作。 

2.2 扩大生产部门的合作 

生产领域的联合合作的主要领域是创造机械工程，电子，光学，生

物和纳米工业的发展，药品，新型医疗设备的生产的新产品。 

将白俄罗斯与中国的生产能力联系起来的优先方向是联合实施大型

高科技投资项目。其中包括：光电和 LED 产品的生产，机器人技术，环

保级 Euro-5 和 Euro-6 智能车辆控制系统的生产，掌握激光设备，无人机

的生产，建筑材料的新产品的制作，包括电子印刷方法。 

提高两国生产潜力和向直接投资过渡的重要工具将是促进中国国有

和私营公司参与白俄罗斯组织的股本。 

为解决这一问题，讨论了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财产委员会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家财产控制和管理委员会之间积极互动的可能性。作为

这种互动的一部分，白俄罗斯方面编制了一份白俄罗斯组织试点清单，其

中包括中国投资者进入其股本的初步条件。 

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发展工业合作，在白俄罗斯和中国建立合资

企业，从事农业工程，机床制造，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光机械生产，聚

合物生产，医疗产品和家用化学品等活动。 

中国形成的―绿色工业平台‖对白俄罗斯传统产业（钢铁，有色金属，

化工，建材，轻工，纸浆和造纸工业）的生态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企业参与的新兴产业发展的优先领域: 

机器制造业 

在机器制造业领域，白俄罗斯制造商的利益包括实施投资项目，以

建立木材和金属加工机床，激光和动力设备的生产; 开发高科技生产的新

系列发动机; 关于发布工业工具和技术设备的制作组织; 掌握塑料（保险杠，

仪表板）新的汽车零部件生产。 



白俄罗斯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组织白俄罗斯农业设备的组装

生产及其售前和售后服务系统，同时考虑到中国大型企业的区域特点和生

产销售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重型自卸卡车似乎很有希望。 

白俄罗斯共和国有兴趣在以下潜在可能的领域扩大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的合作，以实施投资建议和商业创意: 

开发生产汽车电动汽车（电动汽车），高性能农业机械（大型拖拉

机，双工操作机器）及其零配件; 

开发轻型卡车和小巴的生产; 

开发下一代环保，智能，高速和重型铁路运输; 

汽车和小型发动机制造业的发展; 

现代化生产转向系统，悬架元件，高标准环保级发动机节点; 

组织联合生产，用于制造产品的三维印刷设备，并开发其组件的释

放; 

为主要运动驱动器，金属加工设备的数字程序控制系统创建元件基

础的现代化生产; 

通过数值软件曝光（齿轮加工，金属电腐蚀和激光加工，板材弯曲

设备）组织生产金属加工设备; 

创造新的木工机械生产; 

掌握激光金属加工机器的生产; 

创建弹簧联合生产; 

掌握石油和天然气设备（节点，零件和其他产品）的元件基础的生

产; 

创建现代化的切割和电子测量工具，掌握研磨工具的生产; 

组织生产新型散热器;  

开发轮胎生产新组件; 为汽车（空气，燃油，燃料）联合生产过滤

器。 



非常有希望的是联合投资项目，以创建新的建筑和特殊设备，市政

设备，自动售货机生产和电子排队系统。 

可能的合作是在整个循环中合作开发冶金生产的潜力：从天然原料

和其他含金属产品的金属和合金的生产到高附加值的产品的生产。 

工程开发的一个重要载体是其高科技领域 - 电气工程的扩展。 

电子与电气工程 

在电子和电气工程领域，最有希望的是以下合作领域: 

掌握 3D 打印机的生产; 

生产汽车零部件（录像机，车载电脑，GPS 导航仪等）; 

生产无人机; 

掌握遥感卫星，通信和导航的制作; 

生产用于 SSD 驱动器，USD-flash 驱动器，存储卡的非易失性半导

体存储设备; 

掌握电子光学外围设备（扫描仪，驱动器，打印机，多功能打印机

等）的生产; 

生产视频监控系统;  

为他们生产卫星和设备; 

联系电子产品（EMS）; 

掌握第四代和第五代（4G和 5G）通信设备和基站模块的生产; 

创造现代家用电器生产，包括生产家用空调; 

掌握电信和音频的制作; 

基于活性炭材料生产超级电容器; 

掌握能效等级 IE2（高级）和 IEZ（高级级）异步电动机的生产。 

中白工业园―大石头‖设想了一些项目的实施。 特别是，在其领土上

规定建立一个无人机中心，联合生产高科技机器人技术。 



光学和光子学 

这是全球市场增长最快的部分。 作为白中合作发展的优先事项，正

在光学和光子学领域讨论开发以下方面的可能性: 

掌握光学和激光设备的生产; 

创造现代光纤技术的生产; 

建设照明设备的生产; 

新生产的软接触和眼镜镜片; 

建立合资企业，生产 LED 产品和 LED 照明设备; 

掌握装备―智能家居‖的元素的生产。  

新建筑材料和技术 

合作的优先领域是新建筑材料的生产。 首先，这是开发提供新型创

新产品的材料，包括纳米材料; 掌握低磁高强轻合金，催化剂的生产; 掌握

3D 打印机的材料生产。 

建议促进以下领域的合作: 

掌握高纯度石英精矿的生产; 

创建新建筑（石膏，隔音包层材料），隔热和装饰材料，包括基于

亚麻的隔热材料; 

开发由陶瓷和金属陶瓷材料生产的产品; 

生产石英玻璃; 

蓝宝石玻璃生产组织（人造蓝宝石超过 4 英寸的板材尺寸），包括

用于光学和智能手机的蓝宝石玻璃，用于 LED 和微电子的蓝宝石基板的

生产，用于手表和眼镜的玻璃; 

创造多晶硅生产; 

开发生产新型复合材料，创造玻璃纤维复合材料的生产; 

现代生物聚合物生产的组织，包括使用纳米颗粒生产聚合物产品;  



创建微流体装置（冷却系统，声学微流体装置，用于相机自动聚焦

的液体透镜）。 

开发用于生产碳纤维的新产品，基于纤维素和合成纤维的―Spanlace‖

型纤维素非织造材料; 透气聚烯烃薄膜等等; 

创造现代高科技面料：―智能‖服装和鞋子配件; 生产用于防护服，医

药，运输，建筑的纺织品; 

组织新的化学原料生产（CBS，6PPD，硫聚合物）; 

建造一个生产空气过滤器和净水过滤器的工厂。 

白俄罗斯核电厂引入后扩大电力使用，开辟了替代使用进口石油和

天然气作为生产新结构材料，化学长丝，薄膜和织物的化学原料的可能性。

在白俄罗斯，生产诸如植绒，聚氨酯泡沫，聚苯乙烯，苯胺，SMS 非织造

材料，聚四氟乙烯（特氟纶），合成橡胶和聚氯乙烯等化学产品似乎很有

前途。 

微生物和制药业 

计划扩大生物制药产品，药品，颜料和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合作。  

在双边合作框架内，以下领域的投资建议前景十分广阔: 

创造新型生物制药产品（免疫血清，益生菌，基于单克隆抗体的药

物等等); 

掌握成品药品的生产——基于进口物质的通用名药; 

生产从白俄罗斯原料种植的药物和培养基; 

用于植物保护免受细菌和真菌疾病的微生物制剂的生产组织; 

掌握生物技术生物化所必需的生长兴奋剂的生产; 

利用谷物深加工技术以及其他氨基酸生产赖氨酸和谷蛋白; 

利用可再生生物质（微藻）生产液体燃料生态生物微型火力发电厂; 

掌握颜料的生产; 

创造酶和酶制剂的生产; 



食品添加剂生产组织（天然食品添加剂和功能性食品成分，以及糖

和脂肪替代品，有机和无机单宁，植物或动物染料等等）。 

医疗设备和材料的制造 

与中国投资者合作开发医疗设备和材料，医疗设备（X 射线，个人

可穿戴远程诊断，医疗机器人）的生产，支持个性化医疗的技术是有希望

的。 

作为吸引中国投资的主要方向，下一步的可能性: 

生产医用针头和一般手术器械; 

掌握骨关节的植入物和关节内假体的生产; 

掌握激光手术设备的生产; 

生产 X 射线和超声设备的设备; 

建立便携式医疗设备的生产，包括生产监测和诊断设备（包括具有

数据传输功能的设备）; 

掌握高科技医疗家具的生产。 

从长远来看，白俄罗斯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双边合作的主

要优先事项之一是引入数字技术，网络和智能技术，建设智能企业以及创

建自动化（机器人）工作场所进入工业生产。 

从白俄罗斯经济的新增长动力的角度来看，在以下高技术领域的合

作似乎非常有希望: 

机器和机器人的数字控制; 

网络和智能技术; 

高精度材料加工技术（锻造，铸造等等);  

集成电路，掌握高三维微采的过程; 

«智慧»（智能）设备和产品; 

云技术; 

工业机器人和增材制造设备; 



电动汽车及其所需的部件（电动机，充电站，超级电容器）; 

―绿色‖技术和节能设备。 

白俄罗斯与中国长期合作的最重要领域是: 

引进生产自动化的先进技术; 

开发零件和工艺流程的数字化设计; 

制定将互联网集成到生产系统的路线图（智能监控系统，远程诊断

和控制，供应链跟踪，众包设计和云生产）; 

开发工业软件，用于智能设计，建模，工业物联网，处理大量数据; 

开发和掌握新一代技术设备（包括自动化）的生产，具有高处理速

度和功能灵活性，集成到数字生产系统中. 

2.3 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合作 

从长远来看，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领域是新一代和数字

控制机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创造，工业物联网的引入，云技

术，掌握机器人系统的生产，新的建筑材料等。 

通过将这些通信转换为电子形式，开发电子服务门户，电子转介服

务，开放数据文件，中国在确保公民，企业和国家之间的透明度，安全性

和便利性方面的经验对白俄罗斯来说很有意义。 

中国公司参与开发使用 4G 技术的蜂窝移动电信网络，从长远来看，

5G和新一代是有前景的。 

在以下领域可以开展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合作: 

促进量子计算，神经网络，智能设计，3D 打印，增强和虚拟现实技

术的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引入; 

在各个经济部门引入云技术，创建大型数据中心以及云中数据存储

的安全性;  

建立白中物联网技术研究实验室; 

科学支持信息，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的发展; 



建立现代信息和数据处理中心——Data 中心。 

这些领域的互动将为白俄罗斯的信息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发展提

供科学支持。 

在中国项目中，向知识经济的过渡通过引入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

设备（包括制造智能机器人）来讨论智能行业积极发展的可能性。 这些领

域可以成为与白俄罗斯共和国合作的一部分。 

特别注意加强对初创企业和创新的支持，包括积极利用大型数据阵

列，计算系统，网络，电信和其他类似资源的开放平台，供微型和小型组

织使用。 

产业集群的发展和与中国建立生产（工业）合作链是一个重要的领

域。 

2.4 激活能源部门的合作 

目前，正在考虑白俄罗斯与中国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建设发电厂领域

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可以设想重建现有的电力线和建造新的架空线路，以

及建造新的变电站。 

白俄罗斯核电厂的第一个动力装置计划于 2019 年投入使用。 双边

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可能是在白俄罗斯核电厂区域形成一系列能源密集型

产业。 

为了在白俄罗斯核电站投入运行后分配电力，白俄罗斯与中国在开

发电动汽车及其所需部件（超级电容器，电动机，充电站等）方面的合作

非常有希望。 该产品具有向欧亚经济委员会和欧盟提供市场的出口潜力。 

有希望的合作领域是在直接投资，地热能领域的新技术开发方面建

设水力发电厂。 

从长远来看，智能传输网络的建立以及第三国能源设施的联合建设

是优先合作的领域。 

2.5 扩大金融部门的合作 

白俄罗斯在发展金融合作中的国家利益设想: 



扩大在国家货币中相互交易和投资的结算使用份额，人民币在黄金

和外汇储备结构多样化以及政府和公司证券的配售中的比例; 

中国银行对白俄罗斯共和国银行服务市场的广泛吸引力，在保证信

贷额度下改善融资条件; 

引入新的灵活投资项目融资方法; 

中国对白俄罗斯经济的直接投资有所增加。 

信贷合作的发展是根据投资基金的方向优先考虑创新项目和中小企

业发展的竞争力和中期回报原则制定的。 

将特别关注白俄罗斯 - 中国在贸易和经济领域的联合项目的维护，

工业园―大石‖项目的实施. 

将继续扩大白俄罗斯金融机构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之间商业贷款框

架内的关系，包括在白俄罗斯开设代表处。 信贷注入的主要领域是：电力，

电信，木工，农业工业生产，旅游和酒店服务等。 

另一项活动是中国开发银行提供信贷资源，为白俄罗斯共和国商业

银行的当前活动提供资金。 

目前正在制定中方参与白俄罗斯共和国证券在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

配售以及建立白中投资基金的问题。 

为了实施―一带一路‖的概念，计划加强白俄罗斯方面与丝绸之路基

金和中国——欧亚基金会的互动，并在此框架内共同实施基础设施，交通，

能源，工业，信息和通信领域的项目。 其他优先领域。 

从长远来看，为了扩大金融领域双方的合作，下一步的可能性: 

过渡到中国银行与白俄罗斯银行和没有国家参与的公司作为借款人

或担保人的直接互动; 

从标准贷款形式过渡到实施联合项目的新机制以及通过直接投资发

展投资合作; 

高科技项目的优先融资。 

未来，中国开发银行与白俄罗斯共和国金融机构的关系将主要集中

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扩大规模，引入新的金融合作模式; 

第二是推动工业园―大石‖的发展，对其境内实施的创新项目提供资

金支持;  

第三，中国开发银行在白俄罗斯设立代表处，与白俄罗斯公司建立

更密切的联系。 

2.6 深化人道主义领域的合作 

在人道主义领域，概述了以下合作领域。: 

为白俄罗斯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机构中的白俄罗斯和

中国男孩和女孩制定和实施联合培训方案; 

扩大在提供医疗服务，交换卫生工作者，在白俄罗斯共和国每个区

域中心建立中医药中心的合作; 

扩大旅游领域的合作，在白俄罗斯共和国教育机构的基础上培训中

文导游口译员; 

建立中国语言文化研究教育中心; 

发展电影摄影领域的联合合作; 

组织康复和娱乐中心; 

扩大和形成两国文化交流的新方向。 

预计将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建立一个信息和教育结构―丝绸之路学院‖，

以培训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代表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联合项目的方法

和技术方面。 

建议建立白俄罗斯——中国哲学文化研究中心。 

非常有希望的是旅游领域的双边合作。 白俄罗斯方面有兴趣开通从

中国城市到白俄罗斯的新直飞航班，中国旅游公司有兴趣将白俄罗斯纳入

其航线。 

在旅游服务领域的双边合作框架内，设想了以下领域: 

在白俄罗斯建立了一个发达的高质量旅游基础设施; 

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建立―中国友好‖格式的机构，建设一个游乐园;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城市新航线的可能性; 

发展中国流行的―红色旅游‖，农业旅游，生态旅游，游览旅游; 

鼓励发展公共和公共外交，―城市外交‖，建立姐妹城市关系，以及

白俄罗斯和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正在制定为普通护照持有人提供长达 30 天的免签证制度。 

双方科学合作的主要方向是: 

促进部门科学联合开发，联合研究;  

改善白俄罗斯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科技活动成果商业化和

创建联合创新产业的条件; 

实施白俄罗斯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合作联合计划规定的措

施; 

建立联合科学和实践中心，学术组织，高等教育机构参与竞争有希

望的领域; 

协调两国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和专利申请机制。 

2.7 扩大双边经贸合作，促进白俄罗斯和中国公司进入第三国市场 

发展贸易和经济合作符合两国在促进贸易增长和均衡结构方面的长

远利益，在大型投资项目实施框架内从简单贸易向货物供应的演变。 

充分支持白俄罗斯方面中方的做法，即合作的基础应以市场方法和

商业可行性为基础，可以确定以下增加商品和服务贸易的优先领域: 

在遵守市场原则的基础上，促进向其他国家市场供应白俄罗斯和中

国的商品，工程和服务; 

扩大粮食和农产品贸易，共同致力于货物进入两国市场; 

为中国人民共和国出口白俄罗斯钾肥和化学产品创造了有利条件; 

简化机械工程和电子，建筑材料等的出口程序; 

扩大跨境电子商务规模，推广其他类型的新型贸易，包括举办展览

会和展览会; 



为两国企业实施贸易活动提供市场，专业和详细的服务; 

协助创造条件，增加旅游，教育，医药领域的服务出口。 

联合活动的一个有希望的领域是增加建筑服务的出口：欧亚经济联

盟，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的住房，基础设施，工业，能源建设。 

正在考虑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建立一个世界电子商务平台（eWTP）

中心的问题。 

2.8 深化白中两国区域间合作 

区域间合作的发展旨在在各地区和省份实施有希望的白中联合项目，

为吸引白俄罗斯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创造有利条件。 

区域间合作的主要领域是: 

发展与中国伙伴和双城的直接对话，通过区域合作和姊妹城市关系

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治区，直辖市，白俄罗斯共和国，城市，地区和

地区的行政管理成员的互访; 

各组织积极参与白俄罗斯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共和国举办的商业论坛，

国际展览和交易会，各省市和城市日; 

协助实施白俄罗斯与中国区域经贸合作共同深化路线图中的项目; 

拟订新的有希望的白中投资项目，建立合资企业，多功能综合设施

和物流中心; 

共同为实施区域间合作项目创造有利条件，积极促进仅根据市场原

则出口联合产品。 

3 改善体制，基础设施和组织条件， 

以便将经济联系起来并加强双边合作 

加强白俄罗斯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双边合作的一个重要因

素是改善体制，基础设施和组织条件的一系列措施。 

作为进一步促进两国投资合作的一部分，建议减少优惠信贷资源的

份额，以及从优惠提供信贷资源到吸引中国直接投资的过渡。为此，提供: 



吸引丝绸之路基金，中国 - 欧亚基金会，中白投资基金以及其他在

基础设施，运输，能源，工业，信息和通信等领域实施项目的结构，以及

各方确定的优先领域; 

扩大中国公司参与白俄罗斯共和国境内联合项目的实施（―建设和运

营一体化‖计划）; 

加强生产潜力领域的合作，采用多种形式，如投资并购（Merger 

and Acquisition——并购），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运营转

移），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合同建

设，设备出口； 

加强白俄罗斯与中国信息技术公司的合作，共同发布和巩固中华人

民共和国市场; 

白俄罗斯或外国咨询和工程公司在各个阶段签订合同和实施投资项

目时的吸引力; 

白俄罗斯公司作为承包商更积极地参与中国资本参与的投资项目的

实施; 

深化与上海合作组织银行间协会的务实合作;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吸引商业，股份制，投资和公共资金，以

实施白俄罗斯的项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组织白俄罗斯农业机械装配厂及其售前和售

后服务系统，同时考虑到中国大型企业的区域特点和生产销售链。 

在加强白俄组织与中国组织的产业合作的背景下，建议建立产业合

作与分包网络，这是建立白中两国工业企业合作关系的机制，也是生产链

中的中小企业。 

为此目的，建议: 

建立一个共同的信息系统，用于寻找工业企业和组织订单,  

分包交易所的组织（寻找合作伙伴，进行谈判和缔结初步协议的平

台）; 

工业企业寻求工业合作伙伴的协商支持; 



建立一个代理顾问的机构，在培训领域提供服务，获取有关外国市

场新技术和利基的信息; 

为了改善向第三国市场推广联合生产产品的机制，下一步的可能性: 

组建联合经销商和服务网络，更积极地利用中国白俄罗斯商会代表

的能力，以及白俄罗斯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分销网络; 

建立机器技术产品和技术支持联合认证中心，特殊联合营销公司和

联营集团; 

为出口商提供信息和咨询支持; 

在展览和交易会上组织联合（联合）博览会; 

使用新的金融产品进行出口支持，例如租赁; 

加强外交，领事和贸易代表团的互动; 

项目（投资），联合生产产品的出口前和出口融资； 

优先使用国际和区域标准，实施质量管理体系. 

为了配合白俄罗斯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建议： 

接口和协调国家计划（方案）的执行; 

计划在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和―一带一路‖的合作框架内实施基础设施

项目信息库，并说明各方公司实施此类项目的条件; 

建立以频率突发发生器的形式选择和启动联合试点基础设施项目的

机制，以便在共同利益领域（干港，高速公路，能源基础设施等）开发互

动的最佳做法; 

准备一份需要现代化的白俄罗斯工业企业名单，该名单未来可能涉

及位于工业园―大石‖的生产设施的部件供应; 

扩大在相互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定居点的做法。 

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有效性包括： 

扩大国际学生交流计划，增加学生交换配额; 

加强中等专业教育机构汉语教学工作，开展高等学校汉语教学工作。 



建议采取以下组织措施加强双边合作：  

举办白中社会，人道主义和科学论坛，会议和首脑会议; 

在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和中国——白俄罗斯研究与发展研究中心共

同感兴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基础上创建，并且还要求工业园―大石‖的居

民公司; 

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建立区域汉学中心并与中国互动; 

用中文维护白俄罗斯共和国官方网站; 

举办以―创建和管理工业园区‖为主题的培训研讨会; 

在白俄罗斯和中国大学开设领先公司的基本部门。 

有必要研究建立技能发展基金的可能性，类似于在新加坡创建的基

金。他的任务是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技术课程毕业生进行再培训，以使学术

培训期间获得的技能和能力适应创新经济的要求，同时牺牲基金的补偿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