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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丝路重要国家 寻找共同发展机会 

“一带一路中乌文化交流周”即将举行 

 

 

乌克兰位于欧洲东部，东连俄罗斯、南接黑海，北与白俄罗斯毗邻、西与波兰、斯洛伐

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诸国相连。乌克兰地理位置重要，是欧洲联盟与独联体特

别是与俄罗斯地缘政治的交叉点。国土面积 60.37 万平方公里，人口 4300 万。人口受教育

程度较高，高等教育体系覆盖面广，包括超过 500 所大学、研究院、研究所、音乐学校与学

院等。 

 

主要城市：基辅、利沃夫、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敖德萨 

 

 

乌克兰首都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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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是战略合作的双边关系，体现了两国之间长期的友好合作

传统。 

 

 

2017 年 1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会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会见中，习近平主

席指出，中乌友谊源远流长。建交 25 年来，两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本着互利共赢原则

开展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高度重视中乌关系，愿同乌方巩固政治互信，密切两国政府、

立法机构、政党之间交往，深化互利合作，加强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旅游等领域交流

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及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中的对话和协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

新进展。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乌中关系十分重要。今年是乌中建交 25 周年。乌方将同中

方共同努力，扩大两国政治、经贸合作。双方在物流、港口、农业、钢铁、机械制造等领域

合作潜力巨大，乌方欢迎中国企业加大对乌投资。 

 

 

中乌建交 25 周年暨 2017 华侨华人新春招待会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 

              图为中国驻乌克兰大使杜伟（右）以及乌克兰第一副总理库比夫（左）     谭武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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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和庆祝两国建交 25 周年，拓展合作空间，寻找共建丝绸之路的新途径，丝绸

之路城市联盟将携手乌克兰驻华使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品牌战略研究院、乌克兰中国商

业协会、乌克兰华侨华人协会，联合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国内众多权威媒体和机构，于 2017

年 4 月下旬组团访问乌克兰，举办“一带一路中乌文化交流周”大型文化、经济、商务交流

活动，传播中国文化精髓，展示华夏文明魅力，推动双方经济交流，创造企业合作机会，与

广大艺术大家、文化传承人及优秀企业家一道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期间，中央美术

学院还将与乌克兰国立美术与建筑学院将签署合作战略协议，确立中乌间集教育教学、展览、

设计等方面的交流机制。 

 

 

2 月 24 日乌克兰驻华大使奥列格-焦明在会见丝绸之路城市联

盟负责人时表示了对此次活动的赞赏。他指出，这次活动将会是他

就任驻华大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中乌双边交往活动，大使馆将全

力支持此次活动，并乐于成为此次活动的共同主办方。大使还向联

盟秘书长巫碧秀女士赠送了乌克兰传统手工艺品吉祥鸡，预祝此次

活动圆满成功。 

 

图为乌克兰驻华大使奥列格-焦明（Oleg Dyomin）。 

 

一、活动内容： 

1、高端文化、传统艺术交流会 

此项活动力邀中国书画大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大师担纲，与国内众多书画大家、

名家组成当代中国书画代表团，赴乌举办中国当代书画展、文化交流、大型艺术创作笔会

活动。参观乌克兰国立美术馆、国立美院和博物馆洽谈合作事宜，促进和发展中乌两国文

化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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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宫美术展览厅实景： 

 

2、中国茶-陶瓷-丝绸文化、传统中医、民族服饰等大型展示会 

此次活动中将举办中国茶-陶瓷-丝绸文化、传统中医药、丝绸、少数民族服饰等实物和

图片展，展示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辅之以国医大师的现场表演及互动，增加当地人对中

国文化的感知认识。 

※其中中国茶-陶瓷-丝绸文化的展示包括：起源史、珍藏品、现代精品等分区展示及体验。 

※传统中医药展示拟包括：中医药主题论坛，世界中联丝绸之路城市联盟成立大会，传统中

医药诊疗展示，及中医药企业产品展示等。 

※中国民族服饰展示：组织丝绸之路上的各个中乌少数民族代表服饰并邀请模特于现场展

示。 

3、中乌经济合作发展高层论坛。此次活动中，将由中乌双方官方组织，举办中乌经济合作

发展高层论坛。为国内企业谋求在乌的长期战略发展和建立良好的社会人脉关系。 

4、表彰与奖项。为杰出的画家和企业家分别颁发“丝绸之路文化大使”证书和“丝绸之路

杰出企业领袖”奖。 

5、出席晚宴。出席乌克兰驻华使馆的行前招待会，及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的答谢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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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席规格 

访问团由中国前卫生部长张文康先生任团长，著名书画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先

生为执行团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秘书长桑滨生先生任副团长。 

  

三、联合主办机构 

乌克兰驻华大使馆             乌克兰中国商业协会 

丝绸之路城市联盟             中国中央美术学院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乌克兰华侨华人协会 

乌克兰国立建筑美术学院 

支持机构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           乌克兰总商会           乌克兰之家 

乌克兰外交部                 乌克兰文化部            

 

四、活动时间：2017 年 4 月 23-30 日 

 

五、活动地点：基辅，乌克兰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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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乌克兰与中国贸易经济与合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数据，2015 年乌中两国商品交易额达到 70.73 亿美元。与

此同时，乌克兰出口商品金额达到 35570 亿美元。乌克兰商品贸易顺差为 400 亿美元。 

 

 

中国出口贷款在乌克兰实施或将要实施的地产项目包括： 

 “特快空运——铁路客运链接基辅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及基辅州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国

家项目（项目价值：3.72 亿美元）； 

 乌克兰农业政策和食品部与中国进出口银行《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有关农业合作联合项

目（贷款金额 30 亿美元）的实现； 

 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NJSC Naftogaz）与中国进出口银行能源工业贷款协议的实现，

设项金额达 36.5 亿美元，包括敖德萨（Odessa）港区工厂气化岛的建设，若干火电厂的

升级改造，波兰——乌克兰天然气管道互联互通的建设，希柏林卡（Shebelinka）天然

气加工厂现代化改造等。 

 在乌克兰区域发展、建设与住房部和中国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在乌克兰合作建设保障

性住房的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基辅社会住房建设试验项目的实施，抵押贷款金额达 1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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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都——利沃夫的夜景 

     
乌克兰著名城市敖德萨 

 一带一路   

乌克兰经济合作未来战略区域将与中国主席建设大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实施有直接

关联。早在最初，乌克兰即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倡议予以极大的关注，并决定成为

支持“新丝绸之路”框架下经济带开发的第一个欧洲国家。 

乌克兰和中国“一带一路”框架下未来要实施的项目领域包括： 

 基础设施建设：深水港、国际公路和铁路、无障碍住房抵押贷款； 

 乌克兰核能开发和电力输送基础设施、节能技术和替代能源项目； 

 航空、能源和汽车机械制造； 

 农业产业：粮食深加工技术开发和粮食储存和运输基础设施； 

 物流和物流基础设施，尤其是中国—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途径乌克兰至欧

洲的铁路渡运航线开发； 

 新一代移动通信（4G）及在乌克兰的乌中电子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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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乌克兰自然资源和矿藏 

 黑土储量——全球第一，锰和石墨储量——全球第二，铁矿石储量——全球第三； 

 乌克兰境内共发现 20000 处矿床，其中 117 种矿藏为乌克兰所特有；94 种矿物 8172 处

矿床已实现工业应用（2000 多家矿业开采与加工企业已对 2868 处矿床展开运营）。 

 乌克兰已开发和探测矿藏包括石油、气体、煤、泥煤、页岩、铀、铁、锰、铬、镍、钛、

镁以及铝、铜、锌、铅等。 

 乌克兰境内矿藏包括金、银、汞、铍、锂、锆、铪、钽、铌、钴、锡、钨、钼、钒、镧、

锗、钪等。 

 

 

八、投资环境 

 乌克兰经济开放，积极参与全球贸易； 

 乌克兰是欧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人口排名欧洲第六（4300 万人）； 

 拥有连接欧洲与俄罗斯以及中亚的交通运输线路； 

 天然铁矿石储量排名世界第一（全球总量的 20%），铁含量位居世界第三； 

 技术可采页岩气资源量欧洲第四（1.2 万亿立方米）； 

 可耕地面积中欧第一，全球黑土面积的 33%； 

 研发基础强大，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高，劳动人口训练有素； 

 70%的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大城市；260 万学生群体，每年毕业生数目达到 64 万人； 

 IT 外包服务欧共体国家排名第一，自由外包世界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印度； 

 生活成本世界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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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信息 

货币：格里夫尼亚 

北京国际机场至基辅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直飞航班一周五班，周五与周日无航班。 

 

十、招商信息 

具体投资项目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2016年乌克兰地方招商项目清单 
发布单位 名称 基本信息 

利沃夫 
州政府 

利沃夫至克拉考维茨公路 经营权 49 年，公路全长 84.4 公里，建设期 4 年，需资金 2670 万格里
夫那。 

自波兰边境到利沃夫市的欧
洲标准（窄轨）铁路 

铁路全长 84 公里。 

第聂伯罗彼得
罗夫斯克 
州政府 

Kryvbas, Pavlohrad, 
DNEPRINTERHUB 三家工业园 

分别位于克里沃罗格市、Pavlohrad 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 

农业投资项目地块 可向投资者提供 181 个地块，3800 公顷土地。 

太阳能电站 占地 1896 公顷，太阳能板面积 2 公顷，基本投资 12 亿欧元。 

太阳能电站和养鱼场综合生
态项目 

项目成本 1236.2673 万欧元，项目回报期 5-8 年。 

南方国家设计局压缩天然气

存储器制造、碳纤维生产、铝
合金半成品生产项目 

投入分别为 960 万美元、900 万美元、9.01 亿美元，项目回报期 6 至 8

年。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住
宅和商业小区项目 

位置好，依托已建成小区，建筑工期 7-10 年。 

食品冷冻加工项目 占地 1 公顷，启动资金 25 万美元，共需资金 75 万美元。 

蔬菜温室 占地 1 公顷。 

市政固体垃圾处理 占地 10 公顷，投资方决定投资额。 

乌克兰 
驻华使馆 

医疗氧气供应商 
Криогенсервис 公司 

希望寻找拥有空气分离机并能保证每小时 2.5 吨产量的中国合作伙伴。 

哈尔科夫州政
府 

农业控股公司 占地 1.7 万公顷，从事谷物种植、畜牧养殖、食品加工、温室蔬菜种植、
农产品加工等，寻找合作伙伴。 

Kinoland 电影院 计划在哈尔科夫州新建电影院，寻找合作伙伴。 

Edva energo 太阳能电站 位于敖德萨州，峰值发电 4.03 兆瓦，占地 10 公顷，日照充足，交通方
便。 

Agroholding 
KHLIBODAR 

生猪养殖加工与粮食加工厂

等项目 

 

投资规模：500 万人民币 

公司收入：从 2011-2021 能达到 10 亿 UAH （2.5 亿人民币），该公司

拥有 3 个牛圈土地，2.9 公顷面积，0.55 公顷谷类植物面积。 

（ 精制谷物生产回报：每年能增加 3 万吨的粮食和油籽贸易，生猪养

殖（每年能卖 6 千只猪，投资回报：每年 10 倍） 

ISTA 
国家蓄电池有

限公司 

每年生产能力 520万的常规电
池 

具体信息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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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单位 名称 基本信息 

Bila Tserkva 
白采尔克瓦 

工业园区项目 具体信息面谈 

YUZHMASH 
（公司拥有 70

多年历史，世
界领先的火箭
建筑和航空航

天工业，修改
70 多航天器） 

风力涡轮机项目 
（发展风力发电能力，生产风

力发电站的蓄电池） 
 

投资规模：27.3 亿欧元 
项目利润：52.74 亿欧元 

投资回报期：6-7 年 
NPV: 12.565 亿欧元 
IRR 内部收益率: 24.92% 

发电收入每年：7.8 亿 
风力发电站总容量: 2GWh, 一年生产的总能量: 66 亿 KWh 
至 2029 年能源销售总额为 70 亿 

 

波尔塔瓦涡轮
机械厂公共股

份公司 

环保燃料发电站建设 
（生物燃料电站：建设新的发

电站，利用可再生物料资源 )  

具体信息面谈 
发电站包括以下部分： 

烧木屑、禾秸、泥炭的两套锅炉; 
2 个 6 兆瓦的蒸汽涡轮，采暖总量 2 千兆卡以内，凝聚、采暖等两个
工作模式 

 改扩别尔江斯克港口 
(基础设施部已批准) 

 

具体信息面谈 

 

十一、活动初步日程 

 

4 月 23 日晚          出席乌克兰驻华使馆招待会 

4 月 24 日 02:00       乘航班前往基辅（飞行约 11 小时，当地时间 08:35 到达） 

下午       “一带一路中乌文化交流周”开幕式及晚宴 

4 月 25 日            传统中医药与健康主题日活动 

          上午       举行世界中联丝绸之路城市联盟成立大会、中医药主题论坛 

中乌中医药专家做主题发言 

          下午       参会代表交流如何加强中医药国际化合作 

中医药传统疗法展示、中医药企业产品展示 

4 月 26 日            城市主题日活动，参团企业主题日活动，商贸对口洽谈 

4 月 27 日            茶-丝绸-陶瓷主题日 

          晚间       中国驻乌克兰使馆为代表团举办庆祝招待会 

4 月 28 日至 29 日     部分成员赴乌克兰名城利沃夫、敖德萨参观交流 

考察乌克兰白教堂工业园区 

4 月 30 日            返程回国 

 

活动承办方：环球丝盟资讯有限公司，将为参团人员统一办理签证、机票及酒店住宿。 

联系人：董炜   13588824457 

林女士 13167526994  010-52078100 

    Susi    18511883097 

徐先生 13581758466 

电邮：silkroad@srca-inf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