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圣彼得堡出席接受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仪式。俄罗
斯总统普京出席仪式。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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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俄罗斯第二
站———圣彼得堡。6月7日， 习近平主
席将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
济论坛并致辞。

当地时间6日下午， 习近平乘专
机离开莫斯科，抵达圣彼得堡。习近平
在圣彼得堡机场受到俄罗斯高级官员
热情迎接。离开莫斯科时，俄罗斯政府
在机场举行欢送仪式。 军乐团奏中俄
两国国歌。 习近平检阅俄罗斯三军仪
仗队及分列式。

6日晚， 在习近平紧张忙碌的日
程中， 有这样一场活动———接受圣彼
得堡国立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许多
见证者，都表示自己感到“很荣幸”。

国家主席习近平7日
在圣彼得堡同俄罗斯总统
普京一道出席中俄能源商
务论坛。

习近平指出， 中俄互
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各
领域合作持续深化， 有力
促进了两国共同发展振
兴。 能源合作是两国合作
中分量最重、成果最多、范
围最广的领域。 双方密切
协作，为维护公平、公正、
合理、 有序的国际能源秩
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习近平就巩固和深化
中俄能源合作提出4点建
议。第一，坚持企业主体、商
业原则， 广泛寻找合作良
机。两国企业要秉持互利双
赢、商业可行原则，加强协
商接洽， 找准合作方向，找
好合作伙伴， 找对合作项
目。要加强金融保险和能源

合作相互支持、 相互促进。
第二，挖掘新潜力，推动中
俄能源合作提质升级。要
加强能源技术标准合作，
推动两国能源标准互认和
对接。 要加强科技创新对
能源合作的促进和引领，
推动信息技术和能源产业
深度融合， 深化能源研发
合作，加强经验共享、能力
建设、智库交流合作，互学
互鉴。 第三， 促进利益融
合， 深化上中下游全方位
一体化合作。要立足当前，
谋划长远， 坚持优势互补、
互利双赢， 拓展深度合作。
第四，加强全球能源治理合
作，推动能源可持续发展事
业。要携手坚定维护多边主
义， 积极开展多边合作，在
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发挥
建设性作用，为全球能源发
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强调，中俄能源合
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我愿
同普京总统一道，引领和推动
两国政府为两国企业扩大合
作创造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
提供更加全面的政策支持。相
信在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有力保障下,两国
企业一定能够精诚团结,推动
两国能源合作百尺竿头更进
一步,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普京表示， 俄中能源商
务论坛是我和习近平主席去
年共同决定成立的， 为双方
探讨扩大油气、电力、可再
生能源等合作提供了一个
重要平台。当前，能源合作
已经成为俄中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两国合作发展最快
的领域，对双方都有利。俄罗
斯欢迎中国企业加大对俄能
源市场投资。 ■据新华社

国家主席习近平6日
在圣彼得堡同俄罗斯总统
普京再次举行会晤。

普京邀请习近平共同
乘船游览涅瓦河。普京欢迎
习近平再次到访他的家乡，
并向习近平介绍圣彼得堡
的风土人情和沿途建筑。
习近平表示，很高兴访问普
京总统的家乡圣彼得堡。

习近平和普京共同登
上曾打响十月革命第一炮
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听取
有关历史介绍。 习近平表
示，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对中
国人民而言意义非凡。当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

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
共产党的诞生发挥了重要
作用。此后，正是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前
赴后继，取得了中国革命和
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俄
方完好地保留了阿芙乐尔
号巡洋舰，体现着对历史的
尊重。普京表示赞同，强调
历史应当得到尊重。

两国元首一边欣赏着
沿岸风光，一边畅谈这座古
老城市的历史和今天，一致
同意要促进中俄人文交流，
加深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
友谊。普京欢迎更多的中国
游客来俄罗斯及圣彼得堡。

随后， 两国元首来到冬
宫继续长谈， 就当前国际形
势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进
一步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俄
两国都处在国家发展、民族复
兴的重要历史阶段。在当前形
势下， 双方要深化战略协作，
这不仅是为了维护中俄两国
的利益，更是为了捍卫基本的
国际准则和国际道义，维护世
界和平、安全与稳定。

普京表示，国际形势越是
复杂多变，俄中两国越要巩固
和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在国际
事务中的协调协作，维护国际
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国家主席习近平6日在圣彼得堡出
席接受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仪式。

习近平抵达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主楼
时，受到普京热情迎接。在共同参观圣彼
得堡国立大学对华合作展览后， 两国元
首一同步入大讲堂。 在场师生和嘉宾全
体起立，热烈鼓掌欢迎。现场奏中俄两国
国歌。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校长宣读学位
授予决定， 并向习近平主席颁发名誉博
士学位证书。

习近平致答辞表示， 很荣幸接受圣
彼得堡国立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称号。圣
彼得堡国立大学是世界知名学府， 历史
悠久，名师荟萃，英才辈出。教育合作是
增进人民了解和友谊的重要渠道。 近年
来，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同中国高校开展
密切交流合作， 有力推动了中华文化在
俄罗斯的传播， 有力促进了俄罗斯研究
在中国的发展。

习近平指出，今年4月，我在北京见
证了清华大学向普京总统颁授名誉博士
学位。 清华大学和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分
别是两国优秀高校代表， 也是我和普京
总统的母校。 两校分别向对方国家元首
颁授名誉博士学位， 既是双方教育和人
文领域密切交流的例证， 更是中俄关系
高水平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强调， 青年是人类进步的希
望，也是中俄友好的未来。今年是中俄建
交70周年，两国关系迈入新时代。两国
青年要勇于担负时代赋予的使命， 为中
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作
出自己的贡献。

普京致辞表示， 很荣幸习近平主
席被我的母校授予名誉博士学位，我
向习近平主席表示衷心祝贺。 习近平主
席为推动俄中关系深入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 在国际关系领域提出一系列重要
倡议，并亲自推动实施。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赢得了国际社会
的广泛支持和参与。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等俄罗斯顶尖学术机构同中国一流学术
机构开展了富有成效的交流合作， 我们
两国人民不断增进彼此了解， 必将推动
俄中关系深入发展。

习近平同普京在圣彼得堡再次会晤，并共同出席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推动能源合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习近平接受普京母校
名誉博士学位

圣彼得堡再次会晤

习近平和普京乘船，登舰，冬宫长谈

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习近平就中俄能源合作提出4点建议

解读

与习主席做校友
感觉真棒！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一
个多月前， 也就是4月26日，
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友谊宾馆
出席了清华大学授予普京总
统名誉博士学位仪式。

中俄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
密切互动， 是他们真挚友谊的
生动体现， 也从一个侧面展现
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的特殊性和高水平。

活动意义何在
中俄元首外交又添色彩。

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不断前
进的关键。在自己的母校，普京
总统热情迎接习主席，共同参
观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对华合
作展览， 还发表了热情洋溢
的致辞， 成为元首交往又一
段佳话。

中俄人文交流再加例证。
民心相通是中俄关系不断向前
发展的重要基础。 正如习主席
在致答辞时所说， 清华大学和
圣彼得堡大学分别向对方国
家元首颁授名誉博士学位，既
是双方教育和人文领域密切
交流的例证，更是中俄关系高
水平的重要体现。

中俄友谊传承更增动力。
大学是青年的聚集地，而青年
则是中俄关系的未来。 如今圣
彼得堡国立大学师生和习主席
成了校友，他们感觉如何？

俄罗斯学生班扎罗夫正攻
读硕士二年级。数次参加汉语桥
比赛的他表示，习主席如今成为
校友，更将激励自己向他学习。

为何是这所大学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是世

界知名学府， 由彼得大帝于
1724年设立，目前教师人数超
过5000人， 培养出9名诺贝尔
奖获得者，也是列宁的母校。

圣彼得堡大学与中国渊
源深厚、合作紧密，开设汉学
历史超过150年， 是俄罗斯汉
学研究的发祥地。大学收录大
量中国古卷善本。

圣彼得堡大学同中国大
学开展密切合作， 有力推动
了中华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
也促进了俄罗斯研究在中国
的发展。

目前，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有超过40余项和中国有关的
课程，1000人在学习中文。班
扎罗夫说， 俄罗斯高考满分
300分， 进入圣彼得堡国立大
学录取线至少要270分。 圣彼
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常务副
主任罗季奥诺夫说，如果现在
要读和中国相关专业，近乎要
满分。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