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俄海军七十年合作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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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19 年 4 月 23 日是中国人民海军建军 70 周年纪念日。70 年

来，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成就斐然，与世界各国海军发展务实友好合作，硕果累

累。中俄互为大国邻国，自 1949 年以来，两国海军合作密切，同时也经历了曲

折和中断。总体而言，中俄两国海军合作具有时间长、范围广、程度深、层次高

等诸多特点，涉及高层来往、军技合作、人才培养、联演联训、联合护航和学术

文化交流等多种形式，呈现出一种积极、稳定、多元和向纵深发展的良好势头。
本文试图通过回顾 70 年来中俄两国海军合作的历史实践，分析和思考两国海军

合作的重要意义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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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两国海军合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历史阶段: 建国初期 ( 1949 ～ 1960
年) 是中苏两国海军合作的第一阶段，合作的主要方式和内容是苏联对中国海军

实施大规模的军售援助; 苏联解体至今 ( 1991 ～ 2019 年) 是中俄海军合作的第

二阶段，持续时间将近 30 年。这一时期，两国海军的合作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

期的装备技术合作，不断向全面高水平合作迈进和深入，包括高层来往、人才培

养、联演联训、联合护航、学术文化交流等多种形式和内容。

一 建国初期 ( 1949 ～ 1960 年) 的中苏海军合作

1949 ～ 1960 年是中苏两国海军合作的第一阶段。1949 年 4 月 23 日，新中国

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乡宣告成立。当时中国的海

军建设是完全从陆军基础上起步的，其武器装备主要来自于国民党海军起义、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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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被俘和遗弃的各种舰船，共计 183 艘，43 268 吨①。这些舰船多数是美、英、
日、法、德、加、荷、澳等国在二战前或二战中制造的舰艇，性能十分落后，很

难满足海军建设和完成作战任务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由于长期

战争摧残，国内经济形势相当严峻，工业技术水平亦难满足海军的发展需求。为

了使海军具备诸兵种协同作战能力，有效保卫领海、领空，向苏联购买现成舰艇

和引进技术进行仿造，便成为中国海军建设之初的当务之急和主要途径。

( 一) 合作的主要内容

1950 年 2 月 14 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鉴于共同的意识形

态、社会制度和价值追求，中苏友好关系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中苏两国海军

合作全面展开，苏联开始对华提供大规模军售援助，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和公开

历史档案记载，这一时期，苏联向中国海军提供的军售援助主要包括出售海军武

器装备以及海军技术转让。这一时期苏联向中国出售的海军武器装备主要分三

大批:

第一批大量军售。1953 年初，苏联向中国出售了 10 艘鱼雷艇、83 架飞机、
26 门 37 毫米火炮和 8 门 130 毫米火炮、炮弹、鱼雷、水雷、空投炸弹等其他军

需品，这是苏联第一次向中国海军大批出售武器装备。
第二批大量军售。1953 年 6 月 4 日，中苏双方签订了 《关于供应海军装备

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即 “六·四协定”。协定规定，

苏联在 1953 ～ 1955 年三年内，以贷款方式向中国提供成品舰 32 艘，包括驱逐舰

4 艘、中型潜艇 2 艘、小型潜艇 4 艘、鱼雷快艇 22 艘; 半成品舰 49 艘，包括护

卫舰 4 艘、中型潜艇 3 艘、大型潜艇 4 艘、基地扫雷舰 4 艘、江河扫雷艇 10 艘、
大型鱼雷快艇 24 艘，合计 81 艘，27 234 吨。此外还有飞机 148 架、火炮 155
门、鱼雷 542 条、水雷 1 576 个、浮水炸弹 600 枚，以及炮弹、通信、雷达等设

备。这是苏联第二次向中国海军大量出售武器装备。据肖劲光回忆说，这一阶段

苏联向中国海军出售的各类战斗舰艇共计 143 艘，其中 10 艘为成品，其余均是

半成品，由国内船厂加工装制; 辅助舰艇 84 艘; 各种型号飞机 226 架; 几种口

径的海岸炮 108 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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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海军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24 ～
326 页; 张连忠主编: 《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 页。

转引自: 沈志华《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 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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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大量军售。1955 年初，苏军从旅大撤走时，中国海军从苏军接收的

海军武器装备有: 鱼雷快艇 39 艘、护卫艇 6 艘、辅助船 18 艘、飞机 78 架、火

炮 176 门。此外，苏联海军还无偿移交了一些破旧舰艇，包括布雷舰 1 艘、护卫

舰 2 艘、护卫艇 2 艘。
此外，中国政府于 1950 年至 1955 年，还从苏联购买了 42 艘鱼雷快艇、252

门岸防连火炮、6 架“别 － 6”水上飞机、2 艘苏联旧式潜艇。自此，中国海军有

史以来首次拥有了潜艇。
海军技术转让。苏联对华出售的海军技术主要体现在两个政府间协定上，即

1953 年 6 月 4 日签订的 《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

援助的协定》，也就是“六·四协定”，和 1959 年 2 月 4 日签订的 《关于苏联政

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即 “二·四协定”。根据

“六·四协定”，苏联在 1953 年至 1955 年向中国出售了在中国国内建造 6 种舰艇

的全套器材和图纸资料①。到 1957 年，中国 5 家造船厂利用这些从苏联购买的材

料、设备和技术资料，一共装配制造了 116 艘军舰，共计 413 万余吨②。

表 1 苏联根据“六·四协定”向中国海军转让的 6 种舰艇技术

名称 型号 代号 资料和图纸数量

护卫舰 50 型 6601 4 套

大型鱼雷快艇 183 型 6602 24 套

中型潜艇 613 型 6603 3 套

猎潜艇 122 比斯型 6604 4 套

基地扫雷舰 254K 型 6605 4 套

江河扫雷艇 151 型 6606 10 套

数据来源: 沈志华: 《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 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根据“二·四协定”，苏方向中方提供 “五艇两弹”的生产技术资料、样机

和材料设备，以及这些舰艇的动力装置、雷达、声纳、无线电、导航器材共 51
项设备的设计图纸资料，还有部分舰艇制造器材及导弹的样品，并转让了这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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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根据海军“空、潜、快”的方针，拟将有限的外汇用以追加其他舰艇，故而“6606”艇仅来
了图纸，并未向苏提出订货和建造。1956 年 5 月，苏联提供了 254M 型基地扫雷舰 ( 6605 舰的改进型) 的
图纸资料，因此，“六·四协定”转让的舰艇建造技术实际上仍为 6 种型号，只是内容有了改变。

杨国宇主编: 《当代中国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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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特许制造权。“二·四协定”使中国海军开始进入导弹武器时代，促进了中

国海军装备建设和造船工业的发展，为日后中国海军舰艇的自主研发奠定了较坚

实基础。1960 年 8 月苏联撤走专家以后，中国利用已经到手的图纸资料和实物样

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 20 世纪在 60 年代中期先后完成了中型鱼雷快艇、小型

导弹快艇、大型常规动力导弹潜艇和大型导弹快艇的仿制任务，使中国海军武器

装备基本接近了 50 年代中期的世界水平①。

表 2 苏联根据“二·四协定”向中国海军转让的“五艇两弹”技术

类别 名称 型号

五艇

导弹潜艇 629 型

中型鱼雷潜艇 633 型

导弹快艇 205 型

导弹快艇 183P 型

水翼鱼雷艇 184 型

两弹
弹道导弹 P ～ 11ФМ 型 ( 629 型导弹潜艇用)

飞航式导弹 П ～ 15 型 ( 205 和 183P 型快艇用)

资料来源: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海军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 1999 年版。

除上述两个协定外，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还通过 “八·三协定”向中国转让

了建设海军长波电台的相关技术和设备。中国海军长波台的建设，虽然大部分工

程施工是在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离后进行的，但苏联提供的装备设施和前

期援助仍然发挥了积极作用。1965 年 11 月 28 日，中国终于建成了第一座大型长

波台，完善了海军指挥通信系统，大大提高了海军水下通信和远距离通信能力。
邀请海军专家顾问来华工作和派遣军事留学生学习。除了对华军售援助海军

装备和技术外，这一时期苏联还应中方要求派遣大批海军专家顾问来华工作。20
世纪 50 年代，海军“每年都要聘请来一批，多则几百，少则几十人。直到 1960
年，累计达到 3 390 余人”②。苏联海军专家顾问对中国海军的援助活动及贡献主

要包括援助海军学校建设、训练海军官兵、为海军机关提供战略、战术与制度建

设指导等方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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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正祥: 《50 年代苏联对华的军事援助》，载《安徽史学》1999 年第 1 期。
《萧劲光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32 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海军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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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请专家顾问来华还不能满足需要。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 60 年代中期，

中方先后向苏联派出军事留学生 800 人左右①，其中军事类留苏生以海军留学生

最为集中，大约有 300 余人②，他们后来成为人民海军的中坚力量。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两国海军合作的“蜜月期”随着

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戛然而止。其中，苏方提出的由中苏两国海军建立 “联

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合作项目，最终成为导致两国关系破裂的导火索。从

此，中国海军开始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

( 二) 意义和历史评价

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两国海军紧密合作，苏联对华实施军售援助，对中国

有效抵制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巩固新生政权的稳定起

到了重要历史作用。同时也对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

苏联远东地区及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这一时期，中国海军从苏联购买了大量作战舰艇 ( 成品和半成品) 、飞机、

海军专用火炮、水中兵器，弹药、专用车辆、设备、配件和其他军事技术，如被

称为中国海防“四大金刚”的“鞍山号”“抚顺号”“长春号”和 “太原号”驱

逐舰，就是这一时期从苏联引进的，对建国初期中国海军装备建设起到了相当大

的作用。可以说，中国海军各型武器和军事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沿袭和继承

着苏联海军装备的发展道路。
苏联派遣海军专家顾问来华进行指导，对中国人民海军的发展起了较为重要

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人民海军发展的基础。肖劲光曾形象地比喻苏联援

华海军顾问对中国海军的帮助: “你们是中国海军生长的接生婆; 你们是中国海

军生长的保姆; 你们是中国海军发展的教员先生。”中国海军建设的成绩 “是与

苏联专家的帮助分不开的”③。
当时，苏联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恢复期，苏联海军也还很困难，武器装

备比较落后，最大的军舰还是几条老巡洋舰，但仍坚持给予中国一定的军售援助。
对此，彭德怀在中共八大上说: “我要表示对于我们伟大盟邦苏联的感谢，因为苏

联在供应军事装备和帮助我们建设军事工业方面，作了完全兄弟般的努力。”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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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训: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忆留苏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56、379 页
田涛: 《中国留学通史 ( 新中国卷)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2 页
《肖劲光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63 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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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苏联帮助中国也有对本国利益的考虑，斯大林说: “每个国家都需要

朋友、需要外援、需要合作与互助。”赫鲁晓夫说: “苏联帮助中国不是无私的，

就是为了自己。”① 苏联帮助中国可以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增强与以美国为首的

资本主义阵营抗衡的力量。

二 苏联解体后 ( 1991 ～ 2019 年) 的中俄海军合作

1991 ～ 2019 年是中俄两国海军合作的第二阶段。1991 年 12 月 26 日，苏联

解体。12 月 27 日，中俄两国确定正常外交关系。此后，随着两国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的顺利发展，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包括军事合作，不断深入和拓展。应

该说，俄罗斯在独立之后积极发展同中国军事合作关系，更多的是出于对外战略

的考虑。其中，联合中国抗衡美国是其主要意图之一。而在中国的战略计划中，

联合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单极世界企图和对华遏制政策，是中俄战略协作关系

的题中之意。

( 一) 合作的主要内容

这一时期两国海军合作内容和形式广泛，从最初的军事技术合作向高层互

访、舰队互访，人才培养、联演联训、联合护航及文化交流等领域不断拓展和向

常态化、机制化发展。
高层军事交流。中俄两军间密切合作，离不开两国两军高层领导人的积极引

领。自 1991 年中俄确定正常外交关系以来，两国海军高层交往不断，最近几年

两国海军领导人互访频繁。2016 年 11 月，俄罗斯海军总司令科洛廖夫元帅率团

对华进行了访问，2018 年 7 月，中国海军司令员沈金龙上将对俄海军进行了回

访。1992 年，中俄两军为协调军事技术合作，包括海军军事技术合作的重大问

题，创建了中俄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到 2018 年 10 月，这种会议机制在北

京和莫斯科已进行了 23 次。1993 年 11 月，中俄两军建立起了国防部长定期会晤

机制，随后又于 1997 年 11 月建立起了总参谋部战略稳定磋商机制。从此，两军

高层之间始终保持密切往来与磋商。2017 年 6 月，中俄两国国防部长签署了

《2017 ～ 2020 年中俄军事领域合作发展 “路线图”》，对未来几年两军及两国海军

合作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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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恩来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73 页。



中俄建交七十周年

军事技术合作。1991 ～ 2005 年，军事技术合作是两国海军合作的重头。其

主要原因是，20 世纪 80 ～ 90 年代，中国军事工业整体水平仍然十分落后，急需

通过对外军购，来迅速提升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和应急作战能力，而美国和欧

洲国家对华武器禁运，使俄罗斯成为中国唯一能够获取大型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

的国家。对俄罗斯来说，苏联解体后，其军工企业面临着巨大困难，急需通过对

外军售，来解决其生存和发展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仅 1992 ～ 2007 年 15 年间，

中国成为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对外军售的最大对象国，俄罗斯则成为这一时期中国

对外军购武器的最大供应国。1992 ～ 2007 年期间，俄罗斯对华军售占其整个对

外军售总额的 40%，2004 年占到了 57%①。军品贸易范围涉及很广，海空武器

是中俄军品贸易的重点，包括 500 多架各型飞机，如苏 － 27、苏 － 30、苏 － 35 战

斗机，伊尔 － 76 运输机，200 多架米 － 171 直升机，2 艘 877 和 10 艘 636 型潜

艇，4 艘现代级 956 型驱逐舰和大量防空导弹、火炮、雷达等系统。这一时期，

中俄两国之间的军品贸易无论在数量、规模和合同总金额上，在世界武器贸易市

场上都属罕见，仅 2000 ～ 2005 年间中俄签署的军售合同金额就达 130 亿美元②。③

图 1 1992 ～ 2016 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合同金额
③ ( 单位: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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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А. Л. Рыбаса，Военно － 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России с зарубеж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Анализ рынков，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8 г. С. 140.

Майкл Браун，Реформы ОПК Кита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оссийско － китайского ВТСа в военной
области / /Рынок Вооружений，2007 г. №3.

Дмитрий Беляков，Военно －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союз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Русское Ангество Новостей，23
июня 2018 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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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演联训。2005 年之后，随着中国国内军工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和提升，

国产武器装备已能基本满足海军装备建设之需求。此后，中俄两国海军在装备技

术方面合作的规模逐渐缩小。但随着两国、两军关系进一步发展和互信程度的进一

步加深，联演联训、联合护航等涉及军事行动等深层次的合作模式逐渐成为主流。
“海上联合”系列联合军演。从 2012 年开始，两国海军建立起了常态化和机

制化的“海上联合”系列联合军演，到目前为止已连续举行了 8 次。实际上，中

俄两国海的联合演习最早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 “和平使命 － 2005”联合军演中已

经开始。目前，“海上联合”系列军演已成为中俄两军联合演习的 “典范”，演

习科目从反恐、护航、救生等非传统项目向防空、反舰、反潜和援潜救生，以及

更深层次具有实战意义的作战训练等科目不断拓展。
中俄两国海军组织的这些演习 “合帐指挥，混编行动”，参加兵力多、持续

时间长、协同要求高，具有合成性、对抗性和实战性，标志着中俄双方政治战略

互信和军事合作水平达到历史新高①。
表 3 2012 ～ 2018 年中俄海军“海上联合”系列联合军演概况②

名称 日期 地点 参演兵力

海上联合 － 2012
2012 年 4 月
22 ～ 27 日

中国青岛，黄海附近水域
双方派出各型舰艇 25 艘，飞机 22
架，特战分队 2 个

海上联合 － 2013
2013 年 7 月
5 ～ 12 日

日本海，彼得大帝湾
双方共派出 18 艘水面舰艇，3 架
固定翼飞机，5 架直升机和 2 个特
战分队

海上联合 － 2014
2014 年 5 月 2

0 ～ 26 日
中国上海，东海北部海域

双方参演水面舰艇 14 艘，潜艇 2
艘，固定翼飞机 9 架，以及 6 架
舰载直升机和 2 个特战分队

海上联合 － 2015
( Ⅰ)

2015 年 5 月
11 ～ 21 日

俄罗斯，新罗西斯克地
中海东部海空域

双方共派出 9 艘水面舰艇、4 架固
定翼飞机，3 架舰载直升机，2 个
特战分队

海上联合 － 2015
( Ⅱ)

2015 年 8 月
20 ～ 28 日

彼得大帝湾，
克列尔卡角和日本海海空

双方共派出水面舰艇 23 艘，潜艇
2 艘，固定翼飞机 15 架，舰载直
升机 8 架，陆战队 400 人，两栖
装备 30 台

海上联合 － 2016
2016 年 9 月
12 ～ 19 日

中国，广东湛江以东海空域
双方共派出各型舰艇 16 艘，固定
翼飞机 11 架，舰载直升机 10 架，
近 260 名特战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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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新闻网: 《“海上联合 － 2012”中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举行》，2012 年 4 月 22 日。
资料来源: US －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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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联合 － 2017
( Ⅰ)

2017 年 7 月
21 ～ 27 日

俄罗斯，波罗的海

中方 3 艘水面舰艇每一集舰载直
升机和陆战队员。俄方 4 艘水面
舰艇，以及固定翼飞机和陆战队
员等

海上联合 － 2017
( Ⅱ)

2017 年 9 月
18 ～ 25 日

日本海彼得大帝湾
至鄂霍次克海南部海域

中方派出 4 艘水面舰艇，携带舰载
直升机和深潜救生艇和特战队参
加，俄方派出相应数量水面舰艇，
潜艇和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

国际军事比赛。2015 年开始的俄罗斯国际军事比赛是中俄两国军队在战术

层面上最接地气、最吸引眼球的合作新平台。中俄两国官兵同台竞技、取长补

短、相互学习，使两国军人之间的友谊落地生根。2015 年，中国海军首次派出

55 名参赛官兵赴俄罗斯参加“里海赛马”比赛。2016 年、2017 年，中国海军继续

派员赴俄加里宁格勒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参加 “海上登陆 － 2016”、 “海上登陆 －
2017”和“海洋杯 － 2017”国际军事比赛，均取得优异成绩。2018 年 7 ～ 8 月，

我海军陆战队在福建泉州石狮市成功举办了 “海上登陆 － 2018”国际军事比赛。

中俄两军在国际军事比赛机制和框架内的合作，得到了两国元首的高度评价。

军事人才培养。1996 年，随着中俄两军关系的不断发展，中俄恢复了两军

间已经停止 30 多年的军事留学生培养工作。1996 ～ 2018 年，中国军队共派遣了

2 000多名中高级军事人才赴俄罗斯军事院校学习进修，其中海空军人数占比最

大。目前，中国海军有许多中高级指挥员和院校军事教员曾在俄军事院校接受过

教育和培训。

概括来说，中俄两国海军的全面合作是在战略层面上达成共识，战役层面上

达成联合，在战术层面上实现切磋，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积极、稳定、全面和向纵

深发展的良好势头。

三 作用和意义

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海军合作持续时间近 30 年，合作规模大、领域广、

形式多，呈现出一种稳定、多元和向纵深发展的良好态势，其主要作用和意义表

现在:

首先，合作进一步夯实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

是一句空话，需要实际内容来支撑。中俄两国海军之间的合作始终处于中俄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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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之中，与政治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2014 年 2 月 6 日，习近平主席在出

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通过视频，慰问了在地中海执

行叙利亚化武护航任务的中俄两国海军官兵①。2014 年 5 月 20 日，习近平主席

在上海吴淞海军军港，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出席 “海上联合 － 2014”中俄海上

联合军事演习开幕式并看望两国海军官兵。习近平表示，这次演习是今年两军合

作重要内容，将再一次表明中俄一道应对新威胁新挑战、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坚

决决心和意志，向世界展示中俄战略互信和战略协作新水平②。
第二，合作促进了中国海军综合作战能力的提高。持续发展的中俄两国海军

合作，无论是最初的军技合作、人才培养，还是后来的联演联训、学术交流和高

层对话机制，对两国海军均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现实和长远利益。对中方来说，开

始于 1992 年的中俄海军军技合作大幅提升了人民海军的综合作战能力，有效遏

制了“台独势力”和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主权利益的侵犯。同时，通过引装和

借鉴俄罗斯的先进经验，大大提高了国产装备的研制起点，缩短了研制周期，降

低了研制风险，尤其带动了国内武器研制水平和理念的提升。对俄方来说，苏联

解体后，其军工企业面临着巨大困难，对华军售则解决了其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如果说武器装备是进行现代化战争物质基础的话，那么与之适应的新战法则

是能量倍增器，可以使新装备在战场上真正发挥效能，形成强大战斗力。近年来

中俄两军举行的多次联演联训，不仅锻炼了一大批军官，而且改进了作战方法，

提高了部队训练水平。
第三，中俄两国海军合作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至关重要。中俄发展

全面战略协作关系，加强和拓展海军军事领域的紧密合作，不仅有益于两国人

民，而且对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压舱石作用。目前，亚太海洋地区因

领土、岛礁归属等问题争端，成为世界上各种矛盾和冲突最有可能爆发的集中

地，中俄两国海军保持友好和合作，对维持和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大洋的和

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 责任编辑 陆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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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新华网 2014 年 2 月 7 日电，《习近平同普京共同与参加叙利亚化学武器海运联合护航的总额舰长
视频通话》。

国际在线 2014 年 5 月 21 日专稿，《习近平和普京共同出席中俄海上联合军演开幕式》。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19 年第 4 期

strateg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the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 Ｒussia military relations，a series of important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The
decision by the two heads on the promotion of China － Ｒussia relations to“China －
Ｒuss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 is far －
sighted and must be succeeded in a long term. It is necessary to upgra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o a“quasi － alliance relationship”in a form of“side by
side，back to back，hand in hand，and heart to heart”，and to promote their military
relationship to the “special friendly relations” . To this end，it is necessary for both
sides to work together. First，we should increase the mutual trust，dispel the doubts，
and eliminat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China threat theory”and“Ｒussia unreliability
theory”. Next，in the deepening of China － Ｒussia military relations，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be more courageous and step up the pace.

Historical Ｒeview and Ｒeflection on the 70 Years of China －Ｒussia Naval Cooperation
Chang Latang ＆ Liu Kui

2019 i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vy. Since 1949，the China － Ｒussia naval cooperation has experienced a honeymoon
period and the subsequent setback and break off. In general，the China － Ｒussia naval
cooperation is featured by long term，wide range，depth and high level. It involves high －
level exchanges，technical cooperation，personnel training，joint training，joint escort
and acade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shows a positive，stable，pluralistic and
deepening tren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iew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China － Ｒussia
naval cooperation in the past 70 years，and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nav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pening a New Era of China － Ｒussia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Ｒeview and Prospect of China － Ｒussia ( the Soviet Unio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n the Past 70 Years

Liu Huaqin
Taking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s the time nod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ort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 － Soviet and China － Ｒussi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and shows their tremendous achievements in terms of legal basis，
cooperation mechanism，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two － way direct investment and
cooperation of border areas. Looking into the future，we will adhere to the diplomatic
principles of China － Ｒussia cooperation. At the same time，we must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continue to innovate and build a new cooperation model which is rule － based
and market － oriented. To this end， it is necessary to adjust the development ideas，
attach greater importance to rules than to projects，and make up the institutional
weaknesses of cooperation. In other words，the cooperation path must lay emphasis on
system construction besides project cooperation. And we must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improv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and comprehensively exp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fields of agriculture，service trade，manufacturing and high technology，which help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hina － Ｒussi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nd provide lo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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