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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队参加的“东方－2018”战略演习，9月11日在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楚戈尔训练场
正式拉开帷幕。在未来几天时间里，中俄两军官兵将密切协作共同上演一场规模空前的战略级联
合战役演习。

作为俄军四大战略演习之一的“东方”系列演习，在俄军演习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东
方－2018”战略演习是自1981年苏联“西方－81”演习以来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参演人
员超过30万，参演装备车辆3.6万台、各种飞机1000余架、舰船近80艘，堪称“史无前例”。

俄罗斯在俄后贝加尔边疆区楚戈尔训练场组织联合
战役行动演练，是自1981年俄 （苏联）“西方－81”演习
以来规模最大的军演，在俄军演习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

俄“东方－2018”战略演习参演人员超过 30万，参
演装备包括坦克、装甲运输车等车辆3.6万辆，以及各种
飞机 1000 余架。参演部队来自俄中部军区、东部军区，
以及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和空降部队。

根据中俄双方达成的共识，中国军队赴俄参加
“东方－2018”战略演习，这是中国军队进行革命性整
体重塑后首次以军委联合参谋部为主、抽组军委机关
相关部门精干人员编成中方导演部赴境外组织联合战
役行动演练，也是中国军队历史上派兵出境参演规模
最大的一次。

中国军队参加“东方—2018”战略演习，参演兵力
约 3200 人，各型装备 1000 台，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 30
架，主要演练机动防御、火力打击、转入反攻等课目，
重在检验我军在生疏环境下实战能力。

此次演习，开设中方导演部、联合战役指挥部、集
团军战役指挥所三级指挥机构并与俄对应指挥部 （所）
建立协同关系，联合演练程度达到了新高度。

此次演习主要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演练规模的战略性

这次演习，我方从战略背景想定与导调，战役指挥
和实兵演练三个层面深入参与俄军战略演习，标志着双
方军事互信和军事合作水平都达到了新高度。战区派出
3200人参演部队、1000台武器装备车辆、30架空军飞机
和陆航直升机，与来自俄东部军区、中部军区、海军北
方舰队和空天军的参演部队并肩作战，无论从演习规
格，还是从兵力规模看，都堪称我军和平时期最大规模
的一次海外派兵行动。据媒体公开报道，俄国防部长绍
伊古称，这是俄联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演习，“东方—
2018”将成为“西方—81”以来俄 （苏） 军规模最大的
一次战略演习。

演习准备的应急性

战区受领演习任务，正值战区筹备组织年度联合指
挥演习。演习期间，机关工作头绪多，人员力量散，演
习筹备时间短、节奏转换快。7 月 17 日，军委联合参谋
部下达预告通知，战区机关和参演部队就迅即展开预先
准备；8月7日至10日，战区首长带队赴演习现场组织勘
察，研究磋商具体细节和矛盾问题；8 月 15 日，正式接
军委赴俄演习的电报，战区参演部队依令而动，并按
照战区首长明确的一流的标准、一流的素质、一流的
组织、一流的演习、一流的作风、一流的纪律、一流
的保障“七个一流”总体目标，全面组织展开兵力投
送、人员培训、通讯保障、帐篷筹措、器材准备、装
备检修、油料供给、医疗救护等相关准备工作。从 8 月
16 日第一个列车梯队起运到 29 日最后一个空中梯队落

地，在短短14天内完成14批次27个列车梯队、3个空中梯队的
跨境运输任务。

演习任务的阶段性

“东方－2018”战略演习区分为跨境兵力投送、指挥机构演
练、实兵行动演练和沙场检阅4个环节。跨境兵力投送阶段主要
演练梯队装载、跨境机动等内容，重在检验远距离跨境投送能
力；指挥机构演练阶段主要演练定下防御初步决心、综合分析
判断情况、定下反攻作战决心、下达作战命令等内容；重在检
验联合作战筹划和组织指挥能力；实兵行动演练阶段主要围绕
抗敌进攻、强渡水障火力突击、进攻准备、转入进攻等展开，
重在检验部队在生疏环境下实战能力沙场检阅阶段主要采取阅
兵式和分列式的形式，由双方指挥员共同检阅参演部队，旨在
提振官兵士气、展示昂扬精神风貌。

指挥作业的独立性

在中俄联合导演部的导调下，战区与俄东部军区分别成立
联合战役指挥部，分别指挥各自参演部队完成联合实兵演练行
动。与以往中俄联合军演“一个帐篷内作业”“一个平台上指
挥”有较大区别。这次演习是参演双方“分头指挥”“各自为
战”，根据联合导演部下达的作战任务，在共同作战背景下，各
自定下作战决心、拟制作战计划、组织战役协同、展开防御部
署，并在各自作战区域指挥部队完成机动防御、火力打击、转
入反攻等实兵行动，在同场竞技、协同作战中体现指挥艺术和
指挥能力。

实兵演练的计划性

虽然演习规格层次高，参演军种多、兵力规模大、组织协
调难，但从实兵演练总体兵力方案看，整个演练行动的计划性
比较强，组织流程及实兵行动相对稳妥可控。我参演陆军、空
军和陆航、炮兵部队的实兵行动及火力打击计划，严格按照俄
方提供的演练计划组织实施，基本没有随机导调的科目和内
容。沙场检阅阶段，受阅单位不打实弹，打实弹单位不参阅，
可有效防止因任务交叉造成忙乱。演习结束后，俄方还将单独
安排专门区域和时间消耗故障、开封弹药，在防范训练安全问
题上有一定底数。

机构布设的集群性

根据俄方提供的野战兵营部署方案，军委导演部、战区联
合战役指挥部、集团军战役指挥所均配置在楚戈尔训练场1号营
区，布设在长约500米、宽约200米的狭长地幅内。这种部署安
排，虽然有利于双方沟通联络，有利于内部整体协调，有利于
一体警戒安保，但与实战化要求有一定距离。

近日，记者深入指挥机构和演习现场，实地体验实战化
演练的全过程，不时地被战场的硝烟浸染，被炮火的巨响震
颤，被官兵的士气感动，被信息化战争唤醒，对“能战方能
止战”的感受愈发强烈。

（本报俄罗斯楚戈尔9月11日电）

“我希望优投平台能够大力协助几内亚的农
业发展计划，推荐中国的农业机具、监控设
备、加工设备等企业赴几内亚投资建厂。”前不
久，来华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几内亚
总统孔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孔戴总统所说的“优投”，就是中国国内一个
对接中外投资信息的网络平台。近年来，为了帮
助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解决“走出去”过程
中的信息不对称、不熟悉所在国的政策法规等问
题，国内相关机构和企业联合推出互联网信息平
台及各项服务，助力中企“走出去”。

开“网店”对接招商

“过去十多年中，国外驻华使馆的招商渠道
比较窄，招商方式比较单一，后来发现互联网
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招商手段，比如江泰的‘优
投’综合服务平台。我们就在这个平台开立窗
口，为津巴布韦招商引资。”在今年年初召开的
2018年中国企业“走出去”风险发布会“驻华
使馆投资促进论坛”上，津巴布韦驻华大使奇
卡瓦这样表示。

在优投平台上，各国驻华使馆的商务处、海
外经济园区可以通过设立网店的方式，进行商机
发布、在线沟通、在线交易等各类互动。比如，几
内亚想要中国生产农业设备的企业赴当地投资，
该国相关部门可以在自己的“网店”发布招商信
息、优惠措施，供中国企业进行咨询。另外，中国
有意愿“走出去”的企业和各省市发改委、商务厅
也都可以在上面“开店”，说明自己“走出去”能够

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目前，在优投平台上“开店”的中资企业

有5000多家，各省市的商务部门15家，各省市
在海外建设的工业园区 97 家，国外服务商 722
家，覆盖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 6 月份，

“优投”平台成功为会员企业提供了几内亚水厂
建设、智利电动大巴采购等商机，这是“优
投”平台构建一年多来对接成功的上百个案例
的一部分。

信用保险来兜底

由于中国企业“走出去”难免会遇到各式
各样的风险，而信用保险服务能够帮助在外企
业解决融资、风险赔付等问题，有助于企业化
解危机、减少损失。

2017 年 4 月，中国保监会曾发布 《中国保
监会关于保险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
意见》，提出要构建“一带一路”保险支持体
系，通过创新保险产品服务和保险资金运用方
式等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和
保障。

以非洲为例，中国信保累计承保中国企业
对非洲业务 2333.7 亿美元，涵盖铁路、公路、
电力等几十个行业。作为商务部援外成套项目
的保险顾问，迄今为止，江泰保险承接的涉及
中国企业“走出去”与非洲相关的能源、交通
设施、工业制造等项目超百项，提供保额累计
超 100 亿美元。安哥拉罗安达新国际机场、科
特迪瓦阿比让体育场、非盟中非友谊花园、塞

舌尔广电中心、毛里塔尼亚友谊医院维修、突
尼斯本·阿鲁斯青体中心……有了专业的信保服
务，这些中国援建非洲的项目都在完备的风险
防控下完成了既定工程内容，成为中非合作的
典范。

要服务就上平台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还会遇到各
种琐碎的问题，比如法律、财务文书来往等。
如何更有效地寻找到这些服务？

为此，江泰保险公司于2013年牵头成立江
泰国际合作联盟，目前该联盟已经形成了覆盖
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风险管控服务网络，成员
也扩展到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风险管
控专家、翻译机构、安保机构等服务商。通过
联盟的网络平台，中国企业可以从上面寻找法
律、税务、文书、翻译、安保等方面的海外服
务商，根据服务内容、收费、评价等级选择自
己需要的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江泰国际合作联盟的成员
遍布全球各地，许多服务商都有所在国本土的
服务经验。比如位于喀麦隆南部的克里比深水
港疏港高速公路，是克里比深水港物流的枢纽
干道，由中国港湾承建，由江泰提供项目保险
经纪服务，但部分具体业务由喀麦隆当地的保
险公司提供。“对于由当地服务公司提供本土化
服务，我们觉得很便利、效率高，也熟悉所在
国情况，实际效果令人满意。”来自中国港湾的
项目负责人这样表示。

中企“走出去” 网络来帮忙
本报记者 柴逸扉

中企“走出去” 网络来帮忙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本报北京9月 11日电 （记者聂
传清） 以“现代汽车新时代设计方
向”为主题的讲座日前在北京现代汽
车文化中心举行。韩国现代汽车及捷
恩斯造型设计副总裁李相烨与现场观
众一同探讨了新时代背景下汽车设计
的发展与演变，围绕“感性运动”这
一全新设计理念进行了深入剖析。

李相烨解释到，“感性运动”旨在
设计里注入情感因素。现代汽车力图
在设计上建立类似“国际象棋”的概
念，让每个车型设计都独一无二却彼
此和谐统一，而不是像“俄罗斯套
娃”般雷同。

在李相烨看来，“颜值诉求”和
“情感诉求”是中国汽车市场中比较
突出的两点。因此，现代汽车特为中

国新一代用户打造出新车型，将其融
入更多视觉及情感元素，提升中国用
户的生活品质。

目前，现代汽车在全球有8个设
计中心，包括德国、美国、日本、印
度、中国等。现代汽车 （中国） 投资
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随
着自动驾驶、AI 技术等新兴科技逐
渐走入大众生活，消费者需求也在不
断地发生变化，加速着汽车设计的焕
新发展。本次讲座既是一次对现代汽
车全新设计理念的详尽解读，令大众
更好地感知与理解现代汽车全新设计
方向，同时也体现了现代汽车积极顺
应迅速变化的时代潮流和消费者需
求，在汽车设计领域不断开拓进取的
先锋者姿态。

本报北京9月 11日电 （记者徐
佩玉） 10 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京联合
发布了 《中国官方出口信用保险机
构政策性职能履行评估报告》。评估
结果显示，中国信保在促进出口、
拉动经济增长、服务“一带一路”、
推进外贸转型升级、为企业“走出
去”提供风险保障等方面持续发挥
积极作用。

报告显示，2017 年中国信保出
口信用保险拉动中国出口金额超过
6000 亿 美 元 ， 占 同 期 出 口 总 额 的
26.6%。2017 年，中国信保出口信用

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出口渗透率
同比提高0.34个百分点；小微企业覆
盖率达 25.38%，同比提高 4.12 个百
分点，连续两年超过 20%。今年 1至
8 月，支持小微企业出口 423.6 亿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17.0% ， 支 付 赔 款
6256.6万美元。

报告显示，2017 年中国信保对
企业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
口和投资的承保金额达 1298.5 亿美
元。今年 1 至 8 月，支持“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和投资 948.8 亿
美元，同比增长20.7%，支付赔款2.8
亿美元。

中国信保拉动出口超6000亿美元

现代在京诠释新时代设计理念

“东方－2018”战略演习中俄联合战役演练正式开始

逼真的战场 深度的合作
本报记者 苏银成

图为9月6日，参加“东方－2018”战略演习的中方参演官兵在俄罗斯楚戈尔训练场陌生水域进行强
渡水障训练。 杨再新摄 （新华社发）

图为9月3日，参加“东方－2018”战略演习的俄方直升机在俄罗斯楚戈
尔训练场进行训练。 杨再新摄 （新华社发）

图为9月3日，参加“东方－2018”战略演习的俄方直升机在俄罗斯楚戈
尔训练场进行训练。 杨再新摄 （新华社发）

图为9月11日，在俄罗斯楚戈尔训练场，“东方－2018”战略演习中方导演部进行演习导调。
新华社记者 樊永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