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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新任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0

日走马上任第一天签署政令"涉及经

济#军事等方面$

阅读

提示

第一大动作
掌控核武库 接管核手提箱
!!!!!!

普京
0

日中午宣誓就职! 随后接

管象征俄罗斯战略核力量的 "核手提

箱#$

俄罗斯官方媒体播出的图像显

示!梅德韦杰夫站在身旁!普京在国防

部长阿纳托利%谢尔久科夫的见证下!

接管这个掌控俄罗斯核武库的黑色手

提箱$法新社报道!手提箱内含便携式

通信设备! 利用一种被称做&

123435

#

的密码! 允许俄罗斯武装力量最高统

帅'即总统发出指令!可对某个国家实

施核打击$

&核手提箱(被视做&冷战#时期苏

联与美国对抗的遗留物! 由俄罗斯总

统随时保管!即便出访期间也&形影不

离#$ 俄罗斯实际上有
(

个 &核手提

箱#!另外两个分别由国防部长和总参

谋长掌握! 只是总统手中的这个最知

名和最具代表性$

第二大动作
签署首份政令 补偿俄战争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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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当天签署的首份政令名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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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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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伟大卫国战争胜

利
60

周年之际!一次性给付某些俄罗

斯公民#$

俄塔社报道!根据政令!

"&!"

年
#

月至
6

月!卫国战争中的伤残军人'第

二次世界大战老兵' 曾被关押在德国

纳粹集中营的未成年人以及卫国战争

和俄罗斯与芬兰' 日本之战中阵亡将

士的遗属等可一次性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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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

7

约合
!6#

美元
8

) 曾被关押在纳粹集

中营 ' 监狱等场所的成年人可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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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布
7((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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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姆林宫说! 普京还设定政府

长期经济政策目标!打算
"&"&

年之前

为高技能劳动者创造
"#&&

万个就业

岗位)

"&!'

年之前把俄罗斯民众的实

际工资提高
!+%

至
!+#

倍$ 俄新社报

道! 普京这些举措意在确保俄罗斯的

稳定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

第三大动作
首场正式会晤 客人是奥委会主席
!!!!!!

普京就任总统后首场正式会晤的

客人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雅

克%罗格$ 他和罗格谈及俄罗斯
"&!%

年索契冬奥会筹备情况$

普京承诺! 俄罗斯政局不会打乱

筹备工作$ &抛开我们国内政治事件!

我想向你确保!各总统机构'我自己以

及俄罗斯联邦政府将优先关注
"&!%

年冬奥会$#他说!&我们非常重视筹备

工作**我们将继续$ #

索契冬奥会组委会主席德米特

里%切尔内申科在微博客上说!罗格和

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主席让+克洛

德%基利应邀出席普京的就职典礼$

普京 !年总理业绩单
!!!!!!

普京
0

日宣誓就任俄罗斯总

统!实现从总理职位的&转岗($ 过去

%

年 !依照俄罗斯官方的说法 !他作

为总理的 &业绩 (主要在经济领域 $

普京
%

年总理的 &业绩单 (成绩是这

样的
9

应金融危机

总理任期内 ! 普京面临的重大

挑战之一是
"&&'

年国际金融危机 $

受危机影响 ! 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

"&&$

年下降
0+$:

$

普京政府制定应对计划 ! 包括

增加财政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 '提高社会福利 '推出汽车 &以旧

换新 (政策**过去
%

年 !俄罗斯投

资规模翻番 ! 国际储备跻身世界第

三$ 过去两年!俄罗斯经济分别增长

%:

和
%+(:

!是八国集团中增速最快

的国家 ! 同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

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 凭借这些建

树! 普京发出要在今后两三年内跻

身世界前五大经济体的&豪言($

铺油气管道

普京任总理期间 ! 俄罗斯着力

于能源出口多元化 ! 体现为石油和

天然气出口管道网建设$

天然气领域 ! 经波罗的海海底

连接德国的&北溪(管道第一条支线

"&!!

年建成并投入运营$在南线!穿

越黑海海底的&南溪 (管道预计今年

开始铺设!

"&!#

年完工$这两条管道

将成为向欧洲供气的直通车 ! 摆脱

对过境乌克兰管道的过度依赖 $ 石

油领域 !中俄签署 &贷款换石油 (协

议以来!中俄原油管道竣工 '中俄天

津炼油厂开工建设$ 特别是!中俄原

油管道
"&!&

年
!!

月投入商业运

营 ! 现已向中方供油超过
"&&&

万

吨$

谈判入世贸

对世界贸易组织 ! 加入还是不

加入!一直是困扰俄罗斯的问题$ 普

京认定 ! 入世将助力俄罗斯经济发

展$ 过去
%

年!入世谈判处于攻坚阶

段$ 面临诸多不利因素!俄罗斯政府

没有动摇$

"&!!

年末!普京总理任期

接近尾声 !俄罗斯结束延续
!'

年的

入世谈判$

!"

月
!6

日!世贸组织第

八次部长级会议批准俄罗斯加入 $

俄罗斯预计今年夏季正式入世 !成

为经济发展和国际经贸合作的新起

点$

军队建设

除经济外 ! 普京也为军队建设

投入 &心血 (!着力装备现代化和军

队职业化 !令俄军呈现 &新面貌 (雏

形$ 最近
%

年!俄罗斯军事工业综合

体产值增长近一半$

聚拢独联体

出于地缘战略考虑 ! 俄罗斯把

独联体国家视为保持大国地位和实

现国家振兴的战略依托$ 过去
%

年!

独联体一体化进程取得进展 $ 俄方

策略渐趋清晰 ! 即由俄白哈一体化

产生示范效应 ! 推动独联体整体一

体化$

然而 !官方视为 &成绩斐然 (的

独联体一体化努力 ! 由于各国核心

利益不同 ' 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各

异!加之西方国家影响 !独联体整体

&独(与&联(难有定局$

再推私有化

"&!&

年底 ! 俄政府批准新一轮

国企私有化方案 !宣布将减持
!&

家

大型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股份 !

预计收入
!

万亿卢布$ 不过!国际资

本市场不景气 ! 加之借助私有化弥

补财政缺口的需求下降! 政府
"&!!

年暂缓实施储蓄银行等大型国企私

有化$ 今后一段时期!私有化或许是

俄罗斯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

!新经济"转型

俄罗斯投资和经商环境没有太

大改善 '所谓 &创新型经济 (似乎停

留在口号和纸面上$ 更为纠结的是!

俄罗斯过度依赖能源出口的经济结

构性缺陷没有根本好转 ! 意味着普

京宣示的向&新经济 (转型短期内无

法实现$

政府反腐败

与经济相关 ! 政府反腐败成效

屡遭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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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家杜马
7

议会下院
8

主

席纳雷什金
0

日宣布! 俄新任总统

普京当日已向国家杜马提名梅德韦

杰夫为新一届政府总理$

据俄塔社报道! 根据俄联邦宪

法! 以普京为首的政府在其就职总

统后自动解散$ 普京已责成原第一

副总理祖布科夫临时代理总理职

务! 率领原政府在新政府正式成立

之前继续履行职责$ 新政府总理在

总统提名后需经国家杜马批准$ 新

总理预计将在获任命后一周之内组

成新政府$

!

观察

中俄关系的变与不变
!!!!!!

%普京一直是俄罗斯的主要决

策者$ 他再次就任总统"意味着俄

罗斯内外政策的持续性将得到保

证$ 对中俄关系而言"这意味着两

国关系有望延续深入发展的良好

势头$ &长期从事俄罗斯研究的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盛世良

说'

事实上"在俄罗斯总统大选初

步统计结果显示普京当选的
(

月
#

日"我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致电普

京祝贺他当选' 在普京就任当天"

胡锦涛再次发去贺电' 中国社会科

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

任邢广程说
9

%这种紧密的高层联系

与交往"正是近年来两国日益密切

的合作关系的缩影"也预示着两国

关系始终不变的趋势' &

与此同时专家也指出"普京是

一个现实主义者"并没有回避两国

之间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比如他曾

经提到两国在第三国的经济利益

可能存在冲突"两国的贸易结构并

不总是利于俄罗斯"以及关注中国

移民潮等' %但他的态度是坦率的'

他阐述的态度#理念和观点正是两

个大国信任的结果' &邢广程说'

战略互信的基石是人民之间

的信任与友谊' 邢广程说
9

%中俄两

国已建立了基于高度信任基础之

上"非常牢固#深入和持续的关系'

因此 "在普京未来的任期内 "双方

已不需要摸索和试探了' &

!

据北京晚报#

图表$普京宣誓就任俄新一届总统

新华社记者 冯琦 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