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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穿着海派旗袍的江南
女子在悠扬的民乐声中执扇起舞，
她们背后的大屏幕上，一幅烟雨江
南的水墨画缓缓展开⋯⋯

7 年前，世博盛会在中国上海
举办。7年后，世博会来到“一带一
路”沿线的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
纳。7月3日，2017年阿斯塔纳世博
会上海周正式拉开帷幕，来自上海
的艺术家们带来精彩演出，也带来
对两个世博举办城市的共同祝福。

多媒体舞蹈《一江春水》借民
乐、水墨、旗袍等中国元素向哈萨
克斯坦人民展现了上海这座国际
文化大都市的独特气质。女声独
唱《玛依拉变奏曲》对经典的哈萨
克民歌进行了全新演绎。带有鲜
明江南韵味的《茉莉花》由极具丝
路风情的乐器二胡奏出，别有一番
风味。而男声合唱《魅力上海》则
带着海纳百川的胸怀为本届世博
会送上美好祝福。整场演出精彩

绝伦。
近千人的能源馆，观众被艺术

家精彩的演出折服。台上台下互
动欢腾，不少观众挥动着中国和哈
萨克斯坦两国国旗，现场汇成一片
欢乐的海洋。

此外，上海周的非遗展示区域
也是最聚人气的地方。许多哈萨
克斯坦观众，目不转睛地观看着海
派面塑、海派剪纸的“出炉”过程。

短短几分钟，一只憨态可掬的

小熊猫经由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
海 派 面 塑 第 三 代 传 承 人 汤 健 之
手，活灵活现地被捏了出来。一
个幸运的哈萨克斯坦小孩得到了
它，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他的
父亲马克穆特连连赞叹：“这真的
只是靠面粉做出来的吗？实在太
神奇了！”

海派剪纸艺术大师李守白的
女儿李诗忆也来到现场。两个哈
萨克斯坦少女拿着旗袍美女图案

的剪纸展示品，用英语问询：“哪里
可以学这个？”李诗忆回答：“欢迎
你们来上海。”她告诉记者：“对海
派非遗感到好奇的哈萨克斯坦人
很多。因为他们的好奇和热情，原
定一天 2 小时的非遗展示实际展
示了 3小时。”

“期待有机会能去上海看一
看。”阿斯塔纳青年阿里这样说道，
这其实是不少哈萨克斯坦人的共
同心声。 （李君娜）

上海与阿斯塔纳两城并蒂情深

解决未来能源问题 中国定然不缺席
■ 本报记者 张凡

本报阿斯塔纳电（记者 张凡
王莉莉 孙扬）7月 5日，阿斯塔纳世
博会中国国家馆日重要活动之一
——中哈能源合作论坛暨中哈企业
家委员会能源会议在阿斯塔纳举
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
跃、哈萨克斯坦能源部部长博祖姆
巴耶夫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中
国馆组委会主任、中国贸促会会长
姜增伟，中国能源局副局长李凡荣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馆政府代
表、中国贸促会副会长王锦珍主持。

沈跃跃指出，当前世界能源形

势发生深刻变化。一是能源供求
格局出现重大调整。主要发达国
家进入经济社会发展与能源消费
增长逐步脱钩阶段，世界能源消费
重心加速向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
家转移。二是世界能源结构发生
深刻变化。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世界能源正加速向绿色、低碳方向
发展，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正发生
重大变革。

沈跃跃表示，能源合作是中哈
务实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哈萨克
斯坦是能源资源大国，中国是能源
消费大国，双方开展能源合作符合
两国根本利益，有利于实现互利共
赢、共同发展。在全球经济深度调
整的背景下，中哈两国经济和能源
的发展前景广阔，愿两国人民携起
手来，务实努力，加强合作，共同创
造中哈能源合作新篇章，将中哈两
国人民友谊世代永久相传。

博祖姆巴耶夫在致辞中对中国

以如此高规格参与本届世博会表示
高度赞赏。中哈建交25年来，两国
关系密切。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
路”计划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
带”倡议全面对接，为国际关系发展
树立了典范。目前，中国已成为哈
主要贸易伙伴和投资国，两国在产
能合作方面前景广阔。

姜增伟表示，目前，中哈共建
“一带一路”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两
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能
源合作是中哈务实合作的一项重要
内容，目前能源贸易占中哈贸易的
比重已达30%。中国企业在哈开采
原油，为哈创造数万个就业岗位；中
哈原油和天然气管道对华输油输
汽，为中国提供了生产和生活能
源。双方还在积极探讨核电、风电、
光伏等新能源合作，两国企业界对
中哈间能源合作前景充满信心。

李凡荣表示，两国传统能源领
域的合作经过多年发展已日趋成

熟。下一步，双方应继续依托中哈
能源分委会机制，探索灵活多样的
合作模式，促使双方合作向更宽领
域，更高水平发展。李凡荣还就中
哈双方认真规划好油气领域下一阶
段合作、深化核能领域合作、加强新
能源领域合作三方面提出了建议。

与阿斯塔纳世博会中国馆“未
来能源，绿色丝路”主题相契合，本
次论坛积极倡导经济、绿色、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发展理念，共设

“未来能源与能源转型”“丝路经济
与中哈能源合作”“哈萨克斯坦新能
源投资政策前景与中国新能源企业
优势”三个议题，约300名中哈双方
政府部门、能源企业代表在论坛上
深入交流。

本次论坛由中国贸促会、中国
国家能源局、哈萨克斯坦能源部、哈
萨克斯坦萨姆鲁克-卡泽纳基金共
同主办，将进一步推进中哈能源领
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中哈能源合作论坛暨中哈企业家委员会能源会议在阿斯塔纳举行

中哈探索新能源合作模式

“要抓住新一轮能源结构调整
和能源技术变革机遇，建设全球能
源互联网，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在
今年5月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
出的有效解决世界能源问题、促进
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智慧和中国
方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和积极响应。在 7 月 5 日举行的中
哈能源合作论坛上，中国的官员、企
业家就此直抒己见，再次发出了中
国的声音。

“山西的电力产业技术处于行
业领先水平。2009 年，全球首条特
高压交流输电示范工程就已经在山
西建成投运。山西是中国风电、光
伏等新能源产业的领跑者之一，
1.5-6MW风电设备、高效太阳能电
池及组件、薄膜发电技术等均处于

国内领先水平。”山西省副省长王一
新发言时表示，山西作为能源大省，
应利用这个优势加强与哈萨克斯坦
方面的合作。

作为企业家，中国国电集团公
司副总经理高嵩则介绍了中国国电
的电源结构实现了从以常规燃煤火
电为主，到新能源和大型高效清洁
燃煤火电并重的转型的经验，他表
示：“实现这种转型，我们认为做到
以下几点非常重要：一是发挥示范
和重点电站项目的引领作用；二是
发挥科技节能环保产业的支撑作
用；三是发挥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
推动作用。”

提起新能源，就不得不说核
能。核聚变能源作为人类最理想的
清洁能源之一，拥有燃料资源无限、
安全、不产生高放射性物质三大特

点，实现核聚变能源发电不仅是中
国人的梦想，也是全人类的梦想。

“核聚变一旦像裂变一样实现
商用发电，将是颠覆世界的革命性
成功，人类在能源利用上很可能再
也不用精打细算了。”中国国际核聚
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副主任孙键
说，“对核聚变持积极态度的科学家
认为，核聚变这棵科技之树的果子
格外好吃，种植难度大也在情理之
中，花多长时间等待都是值得的。
因为一旦成功，对能源领域甚至整
个人类文明，都将是脱胎换骨的巨
大提升。”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尤
其是发达国家不遗余力竞相研究、
开发核聚变能，于是核聚变研究的
国际合作——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
应堆（ITER）项目应运而生。

据记者了解，该项目是目前全

球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科
研合作项目之一，由中国、欧盟、
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和美国七
方共同参与，研究团队由 30 多个
国家的科研人员组成，希望借助多
方力量，利用具有电站规模的实验
堆验证聚变反应堆系统的工程可
行性。

ITER中国团队稳步推进 ITER
计划的实施，为该计划作出了极其
重要的贡献。2016 年 4 月，中方交
付 ITER组织首个超大部件——脉
冲高压变电站首台主变压器；2017
年 3 月中国为 ITER 计划生产的超
导股线完工，标志着占 ITER近 1/5
体量的中方导体项目已基本完成，
也标志着 ITER计划中方工作乃至
ITER 计划整体工作又向前迈了一
大步。

在阿斯塔纳世博会中国馆展
出 的“ 中 国 核 聚 变 能 源 开 发 与
ITER 计划”（简称：“人造太阳，聚
变在中国”模型）就展现了核聚变
的过程，引起了很多专业人士和观
众的注意。

“2017 年 11 月，北京将举办纪
念中国参与 ITER计划十周年相关
活动，中方计划邀请哈方等各国专
家参与，共同规划聚变能源的未来
发展。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
进，全球能源互联网将构建起来，
中国将与哈萨克斯坦共同努力，把
清洁安全的核聚变能源、把‘人造
太阳’带给全世界。”孙键说，“中国
在解决人类未来能源问题上不会
缺席，将与各国精诚合作，共同努
力，共享成果，展现负责任的大国
形象。”

本报阿斯塔纳讯（记者 张凡 王莉莉 孙扬）
7 月 5 日，阿斯塔纳世博会迎来中国国家馆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与哈萨克斯坦
下议院议长尼格马图林出席中国馆日官方仪式
并致辞。中国馆组委会主任、中国贸促会会长
姜增伟，中国馆政府代表、中国贸促会副会长王
锦珍出席。上午 11时许，随着中哈两国国歌奏
响，两国国旗在阿斯塔纳世博会广场冉冉升起，
中国国家馆日官方仪式启动。

沈跃跃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和哈萨克斯坦
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为促进文明交流
作出了重要贡献。建交 25年来，中哈关系全面
快速发展，两国越来越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和命运共同体。上个月，习近平主席再访“丝绸
之路经济带”首倡之地，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共
同参观中国国家馆，出席阿斯塔纳世博会开幕
式，充分体现了中方对哈方办会的支持。期待
中哈两国通过阿斯塔纳世博会这一平台，进一
步增进友谊，深化多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哈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迈进。同时，中国
也希望以参加本届世博会为契机，与世界各国
加强合作交流，共同开发未来能源，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更好地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尼格马图林祝贺中国国家馆日官方仪式成
功举行。他特别强调，中国设立了以“未来能源、
绿色丝路”为主题的展馆，规模在本次世博会首
屈一指。中方参加本次世博会，无疑为促进新技
术交流和深化哈中关系开拓了广阔前景。纳扎
尔巴耶夫总统提出的“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和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
倡议紧密对接，一大批经济合作项目顺利推进，
成为哈中关系大发展的有力见证。哈方愿同中
方一道努力，积极落实好两国元首提出的各项重
大倡议，全面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

当天，中国艺术家们为世博观众呈献了中
国国家馆日官方和专场演出。精彩的节目融合
了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两国文化元素，展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表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
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

阿斯塔纳世博会是首次由中亚国家举办的
专项世博会，主题为“未来的能源”。中国国家
馆以“未来能源”和“绿色丝路”为两条主线，展
示中国在传统能源转型、新能源开发和能源有
效利用等方面的新技术、新成果，倡导共建绿色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理念。契合这一主题，在中
国国家馆日举办了中哈能源合作论坛暨中哈企
业家委员会能源会议。

自 6 月 10 日开馆以来，中国馆以精彩的展
示和丰富的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截至 7 月 5
日，中国馆累计接待各国贵宾和游客超过 13万
人次，被世博会组委会评为最受欢迎的 10大国
际馆之一，成为本届世博会上的亮丽风景。

阿斯塔纳世博会中国国家馆日活动隆重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

、中国贸促会会长姜增伟

出席

图为中哈能源合作论坛现场 张威 摄 图为中国国家馆日文艺演出现场 何治威 摄

7 月 4 日，中国商
务部部长钟山与俄罗
斯经济发展部部长马
克西姆·奥列什金在莫
斯科签署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务部与俄罗
斯联邦经济发展部关
于欧亚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
的联合声明》（以下简
称《声明》），决定开展
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工
作。《声明》的签署是习
近平主席此次访俄重
要经贸成果，显示了中
俄两国深化互利合作、
推进贸易自由化和地
区经济一体化的坚定
决心，以及探讨全面、
高水平、未来面向其他
经济体开放的贸易投
资自由化安排的共同
意愿，将为两国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
注入新动力。

中俄双方经济互
补性强，合作基础牢
固。中国是俄第一大
贸易伙伴，双边贸易近
年保持稳步增长，双向
投资发展潜力巨大。

2015 年 5 月 8 日，
中俄两国在莫斯科发
表了《关于丝绸之路经
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
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
联合声明》，达成了丝
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
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
接合作的重要共识。
2016年6月25日，中俄
两国在北京再次发表

《联合声明》，强调落实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
建设对接合作共识具有重大意
义，并主张在开放、透明和考虑
彼此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欧亚全
面伙伴关系。欧亚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的开展
是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的重要
一步，不仅有利于探索进一步
扩大双方贸易投资往来，还将
致力于创造更加公平、透明、便
利的贸易投资环境，共同促进
区域经济发展。（来源：商务部）

中俄就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签署联合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