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欧亚伙伴关系和“一带一路”战略：
农业合作战略、计划、项目 

圣彼得堡，2018年4月17-19日

第二届大欧亚论坛 



尊敬的同事们！

诚挚邀请您参加第二届大欧亚论坛，大欧亚伙伴关系和“

一带一路”战略：农业合作战略、计划、项目。本届论坛将

于2018年4月17-19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办。论坛框架内包

括农业方向学术交流、政策沟通、项目推介与竞赛。

本届论坛受俄罗斯联邦外交部、俄罗斯联邦工业部和欧亚经济委员会、

俄罗斯联邦农业部和圣彼得堡市政府科学和高等教育委员会支持，主办

单位为：皮特林•索罗金-尼古拉•康德国际研究所、俄罗斯尼康诺娃农业

问题和信息研究所、圣彼得堡国立农业大学、俄罗斯联邦科学院欧亚一

体化问题研究院、俄罗斯联邦科学院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国际

实业家大会、俄中“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研究会与共建一带一路城市发

展联盟、康德国际研究所、圣彼得堡帝国理工大学和经济政策研究院。

期待您的到来。

此致，

论坛组委会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科学理事会主

席、俄罗斯联邦总统顾问                                 格

拉兹耶夫•谢尔盖•尤里耶维奇

论坛组委会联合主席

经济学博士，教授，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国际全球研

究学会院士，皮特林•索罗金-尼古拉•康德国际研究所所

长          亚科维茨•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

俄中商务园总裁、经济学博士                        陈志刚                                                                  



大欧亚伙伴关系和“一带一路”战略：
农业合作战略、计划、项目

圣彼得堡，2018年4月17-19日

第二届大欧亚论坛

2018年4月17日（周二）
13:30 – 嘉宾签到

14:00 - 论坛文化交流部分

«俄罗斯与中国在多极化世界格局形成中的主导作用»,

第八届雅尔塔文明俱乐部会议

（会议地址：俄中商务园中国文化中心红厅）

主持人：奥斯特洛夫斯基 安德烈 弗拉基米洛维奇

会议开始，欢迎词 

14:15 – 发言:

亚科维茨 尤里 弗拉基米罗维奇，经济学博士，教授，俄

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雅尔塔文明俱乐部主席

奥斯特洛夫斯基 安德烈 弗拉基米洛维奇，国际全球研

究学会院士，俄罗斯联邦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

列梅卡 弗拉基米尔 尼古拉耶维奇，经济学博士，俄罗

斯自然科学院院士，亚欧高新技术中心主席

伊丝卡科夫 伊尔兰 让卡兹克维奇，欧亚经

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下属大学校长

斯皮尔林娜 玛琳娜 尤里耶夫娜，欧亚经

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下属大学副校长



陈志刚，经济学博士，俄中商务园总裁，俄中“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研究会执行主席

纳乌莫夫•叶辅根尼•阿尔图洛维奇，教授，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欧亚

经济一体化、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综合问题科学委员会教务秘书

杜科尔斯基 康斯坦丁 弗拉基米罗维奇，技术科学副博

士，副教授，圣彼得堡国立电信大学副校长

波利索夫 叶甫盖尼 根纳季耶维奇，技术科学博士，

教授，圣彼得堡国立电信大学首席专家

吉巴尔尼科夫 谢尔盖 弗拉基米罗维奇，技术科学博士，教授，

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 莫斯科国立大学首席专家 

雅尔塔文明俱乐部的报告»在文明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形成可持续多极化战略»

格拉兹耶夫 谢尔盖 尤里耶维奇指导专著：»欧亚研究» 和

集体专著  «欧亚一体化: 起源、问题、前景 «

雅尔塔文明俱乐部的报告»建立可持续多极化世界格局战略中的伙伴关系»

季塔连科专著»中国精神文化»

16:00. 协议签署，合照

16:30 茶歇

17:00.圣彼得堡中医药发展中心 (陕西中医药大学俄罗斯圣

彼得堡办事处、俄罗斯圣彼得堡中医诊疗中心) 介绍 

18:00.中国文化中心、圣彼得堡华人华侨博物馆介

绍，圣彼得堡画家杜曼•朱玛巴耶夫画展



2018年4月18日（周三）

俄罗斯联邦植物遗传资源研究中心会议  

（地址：圣彼得堡市大海岸街42-44号）

9:30 - 嘉宾签到

第一部分 
« 新时期农业领域的发展前景» 

主持人：彼得里科夫 亚历山大 瓦西里耶维奇

10:00 – 会议开幕，欢迎词：

俄罗斯联邦议会议长 马特维研科欢迎词

格拉兹耶夫 谢尔盖 尤里耶维奇，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

罗斯科学院科学理事会主席、俄罗斯联邦总统顾问

鲍塔夫骞科 格奥尔基 谢尔盖耶维奇，圣彼得堡市市长 

马拉先科 奥列格 米哈伊洛维奇， 列宁格

勒州副州长，农业与渔业委员会主席

郭敏，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馆总领事

赫列斯金娜 叶莲娜 康斯坦金诺夫娜，生物科学

博士，全俄罗斯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所长

10:30 报告

亚科维茨 尤里 弗拉基米罗维奇，经济学博士，教

授，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国际全球研究学会院士，

皮特林•索罗金-尼古拉•康德国际研究所所长

拉斯特沃尔措夫 叶甫盖尼 叶甫盖尼耶维奇，俄罗

斯联邦科学院经济和工业生产组织研究所成员 

科雷拉特赫 艾丽米拉 尼古拉耶夫娜，经济学博士，教

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 首席研究员

步本 斯坦尼斯拉夫 布隆尼斯拉沃维奇，

欧亚经济联盟农业政策部部长

维诺库罗夫 叶甫盖尼 尤里耶维奇，欧亚

开发银行综合研究中心负责人



帕普措夫 安德烈 根纳季耶维奇，经济学博

士，教授，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

科斯加耶夫 亚历山大 伊凡诺维奇，经济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彼得罗歇 瓦列里 萨姆松诺维奇，经济学博士，莫

斯科大学教授，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副主席

昆季武斯 瓦列金娜 亚历山大罗夫娜-经济学博

士，教授，阿尔泰创新国立大学副校长

达乌洛夫•侯赛因•师马罗维奇，新丝绸之路基金

会，哈萨克斯坦 Dungan 协会会长

瓦加金娜 •玛琳娜•维尼阿米娜芙娜，经济学副博士，人文技术发展基金

艾斯纳•叶莲娜•阿列克桑德罗夫娜，技术科学副博士，»Rusrecikling»

国家协会主席,俄罗斯联邦杜马最高环境委员会成员;

科菲力 伊戈尔 菲德罗维奇，哲学博士，教授，西北管理学院中心主任

杜  丽：华中绿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

13:00  茶歇 



第二部分 
俄罗斯农业科学: 历史遗产与展望

主持人：   珀拓金娜 叶莲娜 基里尔洛夫娜

祖本科 尼古拉 伊凡诺维奇

13:30  发言 

赫列斯金娜 叶莲娜 康斯坦金诺夫娜，生物科学博

士，全俄罗斯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所长

别特利科夫 亚历山大 瓦西里耶维奇，经济学博士，教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具比安科 尼古拉 伊凡诺维奇，全俄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联邦研究中心主任

尼库林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经济学副博士，俄罗斯

联邦总统国家行政与经济科学院研究中心主任

卡杰耶夫 桑基 瓦西里耶夫，俄罗斯联邦农业问题与信息研究所学术秘书

弗罗洛娃 叶莲娜 尤里耶夫娜，经济学副博士，首席

学者，全俄农业问题与信息研究所成员

俄罗斯国立农业大学代表

米邱林科学城代表

苏罗夫切夫 弗拉基米尔 尼古拉耶维奇，经济学

副博士，西北农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浦西哈切夫 萨法尔比 穆哈梅多维奇，经济学副博士，副教

授，农业大学加里宁格勒分校负责人（经济学院）

艾普诗坦•大卫•贝尔克维奇，经济学博士，教授，

西北农业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尼克诺夫作品介绍

全俄罗斯植物遗传资源研究中心介绍

16:00–与会者参观瓦维洛夫博物馆



2018年4月19日（周四）

在圣彼得堡俄中商务园举行会议

（地址：圣彼得堡市瓦西里岛区大街103号秦始皇大饭店）

9:30 - 嘉宾签到

10:00. 第三部分 
全体大会：«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和中国在»一
带一路»倡议框架内农业结合的战略»

主持人：阿戈耶夫 亚历山大 伊凡诺维奇

列梅卡 弗拉基米尔 尼古拉耶维奇

（发言、专题介绍、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对接策略介绍）

大会开幕，致欢迎词 

俄罗斯联邦议会议长 马特维研科欢迎词 

格拉兹耶夫 谢尔盖 尤里耶维奇，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

斯科学院科学理事会主席、俄罗斯联邦总统顾问

鲍塔夫骞科 格奥尔基 谢尔盖耶维奇，圣彼得堡市市长

格里果里耶夫  叶甫盖尼 德米特里耶维奇，圣彼得堡市外事与外经贸委员会主席

斯多尔斯基 谢尔盖 谢尔盖耶维奇，欧洲经委会工业和农业委员会委员

巴博金 康斯坦丁 阿纳托利耶维奇，莫斯科经济论坛

联合主席, «Rosspecmash»协会主席;

罗欣，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馆商务领事 

贝利亚尼诺夫•安德烈•尤里耶维奇，欧亚开发银行董事会主席

卧龙科夫•谢尔盖•格奥尔基耶维奇，EXPOFORUM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俄中商务中心总裁

杰米尔卡里耶夫•鲁斯塔姆•伊尔米罗维奇，俄罗斯-中国区

域发展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总干事

杰米尔卡里耶夫•鲁斯塔姆•伊尔米

罗维奇，俄罗斯-中国区域发展

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总干事



周立群，俄罗斯中国国总商会会长，诚通国际总经理

姜 琳：共建一带一路城市发展联盟主席

崔正傲：华中绿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共建一带一路

城市发展联盟联席主席。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金融分会常

务副理事长、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流通分会副理事长

发言

阿戈耶夫 亚历山大 伊凡诺维奇，经济学博士，教授，

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

列梅卡 弗拉基米尔 尼古拉耶维奇，经济学博士，俄

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亚欧高新技术中心主席

纳戈尔奈伊•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 Izborsky 俱乐部执行秘书

耶弗涅耶夫•阿尔曼•卡依拉托维奇，哈萨克斯坦农业部副部长

斯米尔诺夫 安纳托里 弗拉基米洛维奇，经济学副博士，俄罗斯自然

科学院院士，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特别大使和全权代表参赞

陈志刚，经济学副博士，俄中商务园总裁

瓦利乌林 雷纳特 纳吉坲维奇，鞑靼共和国常驻

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地区代表处负责人

奥斯特洛夫斯基 安德烈 弗拉基米洛维奇，国际全球研

究学会院士，俄罗斯联邦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

阿尔赫珀夫•尼古拉•阿列克桑德罗维奇，»联合

粮食公司»运输后勤和投资执行主任

徐金利，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俄罗斯代表处首席代表

赫列博托夫•亚历山大•瓦连基诺维奇， 国际经济学家联

盟协调理事会成员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协会总顾问)

基哈诺夫 安纳托里 安纳托里耶维奇-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委

员长下属理事会成员，农工联合体和环境管理大会执行主席

建立欧亚农业园项目介绍

13:00 – 茶歇



13:30 第四部分 «欧亚农业战略的方案和项目竞赛»

主持人：米哈伊洛娃 塔基亚娜 格里果里耶夫娜

  法利耶夫 谢尔盖 巴甫洛维奇

欢迎词

韩霁昌：陕西省土地工程建设集团 总经理

刘瑞领，亿博基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发言：

法利耶夫•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圣彼得堡РИНГЦ代表处负责人

投资者介绍

俄罗斯-中国区域发展投资基金

欧亚开发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俄罗斯农业银行

张楚航，青创会会长

斯莫诺夫 安德烈 帕夫洛维奇，投资者俱乐部主席

颁奖

中国企业代表发言

协议签署

16:00 第三届大欧亚论坛准备会议，大欧亚伙伴关系和“一带一路”战略：

北极战略、计划与项目与“北极2020”国际展 （圣彼得堡，2019年4月）  

列梅卡 弗拉基米尔 尼古拉耶维奇，经济学博士，俄

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亚欧高新技术中心主席



亚科维茨 尤里 弗拉基米罗维奇，经济学博士，教授，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

士、国际全球研究学会院士，皮特林•索罗金-尼古拉•康德国际研究所所长 

讨论会议建议草案

16:30 – 与会者晚宴（秦始皇大饭店）

18:00 –音乐会（秦始皇大饭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