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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9 计划* 

第一天 (2018 年 12 月 5 日) 

 
 

“未来是今天创造的：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新发展方向”全体会议 

10.00-11.30 

  11.30-12.00 参展 

12.00-13.30 12.00-13.30 12.00-13.30 12.00-13.30 12.00-13.30 12.00-13.30 

“北方海路”会议，第一

节。“北方海路管理系统和

北极条件下的航海安全保

障” 

“北极俄罗斯地区地质勘查”

工作组 

“科学作为北极创新性发展的

驱动”分组讨论 

“北极累计生态损失：明天会

太晚”分组讨论  

“北极动力供应：技术和创新

性方案”分组讨论 

“北极地区农产业增长点”

工作组 

 

13.30-14.30 休闲 

14.30-16.00 14.30-16.00 14.30-16.00 14.30-16.00 14.30-16.00 14.30-16.00 

“北方海路”会议，第二

节。“北方海路上的货运发

展” 
 

“为北极地区的矿物资源潜力

的运用创造设备和技术”工作

组 

“扩大和加深国际北极科学合

作”工作组 

“北极地区液化天然气项目作

为大地区的增长驱动” 工作组 

“旅游业作为北极地区的增

粘驱动”工作组 

“北极地区中小企业发展中

的经济促进因素”工作组 

16.00-16.30 休息 

16.30-18.00 16.30-18.00 16.30-18.00 16.30-18.00 16.30-18.00 

“俄罗斯造船厂潜力：船队的更新

和新技术”分组讨论   

 

“北极地区综合性安全保障”分组

讨论 

 

“北极年轻人是大地区的未来”会

议 

 

“俄罗斯北极地区卫生组织工作特

点”工作组  

“北极地区生物多样化的保存”工

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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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2018 年 12 月 6 日) 

“如今的北极：地区关键角色”全体讨论 10.00-11.30 

11.30-12.00 休息 

12.00-13.30 12.00-13.30 12.00-13.30 12.00-13.30 12.00-13.30 12.00-13.30 

“寻找稳定性：北极地区国际

合作”分组讨论 

“为北极地区创造电信通讯设

施和设备”分组讨论 

“在北极开采碳氢化合物”分

组讨论 

“北极地区教育和人力资源保

障”分组讨论 

 

“跨地区合作和非北极地区

的潜力”分组讨论  

“越过边境：俄罗斯北极地

区航空运输的发展”工作组 

13.30-14.30 休息 

14.30-16.00 14.30-16.00 14.30-16.00 14.30-16.00 14.30-16.00 14.30-16.00 

“气候变化和永久冻层的溶

解”工作组 

 

“为北极地区研发自动机器人

和无人技术”工作组 

“创造交通可达性：北极地区

内部陆运和水运”分组讨论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采矿工

业：新的边界和方案”分组讨

论 
 

“北极地区市政府：从从生

存到可持续发展”圆桌讨论 

“北极土著民族：传统和现

代。寻找平衡”工作组 

 

16.00-16.30 休息 

16.30-18.00 16.30-18.00 16.30-18.00 16.30-18.00 16.30-18.00 

“北极地区建筑建设和使用特点”

工作组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森林保护和

管理”工作组  

“北极是我家。如何改善北方地区

的生活质量？”圆桌讨论 

“北极地区生态安全中的国际因

素”工作组 
北极勘察人员联盟委员会会议 

18.00-20-00 自助晚餐 

第三天 (2018 年 12 月 7 日) 

文化节目 论坛话题方向 

 北极是俄罗斯 21 世界的物资基础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的发展方案 

 接近未来：北极地区专用的设备和技术  北极地区提升生活质量的发展方向 

 北极运输通道：向前的动作  保存未来：北极地区的环保发展 

 未来北极地区的知识和技能  新能源时代 

 北极地区里的国际合作：开放式对话  北极地区安全格局 

 
*本计划有可能出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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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9 计划* 

第一天 

2018 年 12 月 5 日 
 

«未来是今天创造的：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新发展

方向»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5 日 

10:00 – 11:30 
________________ 全体会议 

讨论话题: 

 国家政策和北极法律的完善 

 提升北极生活质量的工具 

 为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创造投资和做生意条件 

 北极科学研究重点方向 

 为提升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人民生活质量创造条件 

 发展北极地区里的公益活动和自愿性活动。为在地区里就业的年轻人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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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海路》会议 
 

第一节。«北方海路管理系统和北极条件下的航海安

全保障»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5 日 

12:00 – 13:30 
________________ 

讨论话题: 

 北方海路当今情况及其吸引力的提升 

 北极航行和航海安全保障问题 

 北极地区破冰引航的完善 

 完善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航行管理的方法。海运管理的优化 

 扩大北方海路通航季节时间  

 北极地区航行安全的通航保障 

 

 

第二节。«北方海路上的货运发展»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5 日 

14:30 – 16:00 
________________ 

讨论话题: 

 北方海路增加货运量的方式 

 北方海路基础设施发展 

 北方海路作为国际运输通道 

 北极地区港口中转潜力。港口设施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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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极俄罗斯地区地质勘查»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5 日 

12:00 – 13:30 
________________ 工作组 

 

讨论话题: 

 北极地区条件下的地质勘查工作特点 

 提高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的地质研究程度 

 提高北极地区地下资源勘查工作投资吸引力的方式 

 北极地区勘查工作专用创新技术和设备 

 

«科学作为北极创新性发展的驱动»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5 日 

12:00 – 13:30 
________________ 工作组 

工作组框架内会举办北极勘察人员联盟国际社会组织的“科学和高等教育”会议 

 

讨论话题: 

 针对保障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成果和优点科学研究工作 

 发展物资技术基础研究北极地区 

 支持涉及到北极的科学研究工作 

 通过北极地区企业和高等学校之间的合作进行基础研究和实用性研究成果的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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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累计生态损失：明天会太晚»  

________________ 
 

05 декабря 2018 
12:00 – 13:30 

________________ 分组讨论 

 

讨论话题: 

 俄罗斯北极地区有害废物处理问题 

 处理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累积生态损失方面的环保法律的现实化 

 为处理累积生态损失项目提供经济刺激方案 

 形成北极地区有效废物回收和处理制度：特点和解决方案 

 排除工业和军事活动在北极地区产生的累积生态损失。采用志工的经验 

 

«北极动力供应：技术和创新性方案»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5 日 

12:00 – 13:30 
________________ 分组讨论 

 

讨论话题: 

 北极地区能源系统综合性发展 

 小型核能工业。漂浮式核电站的发展前途 

 北极地区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前途 

 能源工业和费率管理方面法律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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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地区农产业增长点»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5 日 

12:00 – 13:30 
________________ 工作组 

 

讨论话题: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农产业的现状和能力 

 大地区农产业的发展中的创新项目和技术 

 北极渔业发展前途 

 北极地区传统工艺 

 

 

«为北极地区的矿物资源潜力的运用创造设备和技术»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5 日 

14:30 – 16:00 
________________ 工作组 

 

讨论话题: 

 俄罗斯企业生产前途和进口替代政策的实现 

 北极地区条件下的矿产勘探，开采和加工方面的创新技术（包括大陆架的矿产）  

 为在北极地区工作之用的新设备和技术的试验创造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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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和加深国际北极科学合作»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5 日 

14:30 – 16:00 
________________ 工作组 

 

讨论话题: 

 针对研究北极地区的国际科学和教育项目 

 北极地区国际科学研究项目的共同落实方式的简单化 

 勘查活动的发展 

 环极移动能力的扩大 

 

 

«北极地区液化天然气项目作为大地区的增长驱动»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5 日 

 
14:30 – 16:00 

________________ 工作组 

 

讨论话题: 

 液化天然气生产特点 

 天然气工业关键项目“亚马尔液化天然气”和“北极液化天然气 2”的实现 

 俄罗斯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回收率和竞争力 

 液化天然气的出口：运输问题和销售市场 

 北极地区使用液化天然气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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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作为北极地区的增粘驱动»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5 日 

14:30 – 16:00 
________________ 工作组 

 

讨论话题: 

 北极地区发展旅游业法规法律基础的现实化 

 北极旅游业对商界吸引力的提升 

 降低北极旅游服务项目成本方式 

 在北极地区创造和发展旅游线路的成果案例 

 

 

«北极地区中小企业发展中的经济促进因素»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5 日 

14:30 – 16:00 
________________ 工作组 

 

讨论话题: 

 我国北极地区商务气候评价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投资吸引力的提升 

 北极地区投资活动税务鼓励和促进方式 

 土著民族生意活动的支持 政策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社会生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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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造船厂潜力：船队的更新和新技术»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5 日 

16:30 – 18:00 
________________ 分组讨论 

 

讨论话题: 

 俄罗斯造船业对北极地区的前途 

 国内造船厂和修船厂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为北极条件创造现代化船舶 

 碳水化合物项目破冰船作业 

 国家在造船业方面的支持政策 

 

«北极地区综合性安全保障»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5 日 

16:30 – 18:00 
________________ 分组讨论 

 

讨论话题: 

 为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的领土，人民和关键设施的安全和保护创造综合性安全系统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预防和排除紧急情况的特征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主要挑战和新的安全风险 

 北极地区拯救技术发展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运输保障 

 北极地区在安全方面的国际和边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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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年轻人是大地区的未来»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5 日 

16:30 – 18:00 
________________ 大会 

 

讨论问题: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现代年轻人生活战略 

 为北极地区年轻人的职业和社会方面的自我实现创造条件 

 志愿活动作为年轻人在北极地区的自我实现机会 

 

«俄罗斯北极地区卫生组织工作特点»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5 日 

16:30 – 18:00 
________________ 工作组 

 

讨论话题: 

 北极地区医疗救护的可获得性和质量 

 通过教育和医疗科学发展提高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人民生活质量 

 北极医学新技术和方案 

 在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工作的专家能获得的支持  

 

 

«在北极开采碳氢化合物»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5 日 

16:30 – 18:00 
________________ 分组讨论 

 

讨论话题: 

 北极地区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现状，战略和前途 

 北极地区开采碳氢化合物矿产的关键项目 

 扩大碳氢化合物在北极大陆架的开采 

 北极地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和加工方面的俄罗斯与国外伙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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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2018 年 12 月 6 日 

 

«如今的北极：地区关键角色»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6 日 

 
10:00 – 11:30 

________________ 全体会议 

 

讨论话题: 

 北极地区：资源和机会，战略潜力，前途和发展目标 

 北方地区国际非政府合作：内容，方式，成员 

 北极地区指导和培养年轻一代的目标和实施 

 北极地区志愿者和自愿活动的迫切方向 

 北极地区经济数字变化的特征 

 

«寻找稳定性：北极地区国际合作»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6 日 

12:00 – 13:30 
________________ 分组讨论 

 

讨论话题: 

 北极地区国际项目 

 俄罗斯在国际伙伴项目中的参与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主体的对外经济关系 

 与北极国家的边境合作 

 第三国在北极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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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北极地区创造电信通讯设施和设备»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6 日 

12:00 – 13:30 
________________ 分组讨论 

 

讨论话题: 

 在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创造现代化信息通讯设施 

 以北极地区为服务区的卫星通讯系统。在搞椭圆形轨道上创造通讯卫星群的前途 

 光纤通讯在北极地区的发展前途 

 北极地区专用的电信通讯设备 

 
 

«北极地区生物多样化的保存»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6 日 

12:00 – 13:30 
________________ 工作组 

 

讨论话题: 

 降低负面人为行动对北极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大地区进行作业的公司的环保政策 

 北极地区海洋生态系统的现状和风险的评价 

 特殊保护自然区在保存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生物多样化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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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地区教育和人力资源保障»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6 日 

12:00 – 13:30 
________________ 分组讨论 

  

讨论话题: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企业人力资源保障方式 

 北极地区项目人力保障评价 

 提高北极地区对于高水平专家的吸引力 

 提升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里的人力教育水平 

 北极地区工业企业上指导活动的发展 

 

 

«跨地区合作和非北极地区的潜力»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6 日 

12:00 – 13:30 
________________ 分组讨论 

 

讨论话题: 

 北极地区和非北极主体有前途的合作方向 

 俄罗斯各地区供北极地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跨地区合作成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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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边境：俄罗斯北极地区航空运输的发展»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6 日 

12:00 – 13:30 
________________ 工作组 

 

讨论话题: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空运发展 

 国家为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空中客运提供的补贴政策 

 地区内部（当地）运输支持 

 供北极地区需求的航空制造业 

 北极地区的领土内使用直升飞机进行空中客运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的机场改造 

 

«气候变化和永久冻层的溶解»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6 日 

14:30 – 16:00 
________________ 工作组 

 

讨论话题: 

 北极地区气候变化对人类在该地区的作业产生的影响 

 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合作 

 冰岩带的退化作用。创造国家监测网监测永久冰层的状况 

 保护永久冰层方面的国家政策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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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北极地区研发自动机器人和无人技术»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6 日 

14:30 – 16:00 
________________ 工作组 

 

讨论话题: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无人机使用特征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企业使用无人和机器人系统的前途 

 在北极地区勘探碳氢化合物之用的潜水机器人  

 创造综合性机器人设施在北极大陆架上进行水下钻探 

 
 

«创造交通可达性：北极地区内部陆运和水运»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6 日 

14:30 – 16:00 
________________ 工作组 

 

讨论话题: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铁路设施的发展 

 北极地区的汽车公路建设和改造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内部水路设施的发展 

 基础设施项目吸引投资的方式  

 北极地区运输设施的建设和现代化技术 

 适合极端气候条件的运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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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采矿工业：新的边界和方案»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6 日 

14:30 – 16:00 
________________ 分组讨论 

 

讨论话题: 

 北极地区款式原料基地的发展 

 采矿企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建筑新采矿设施和运用有前途的技术进行开矿 

 完善矿产利用方面的法规法律基础 

 

«北极地区市政府：从从生存到可持续发展»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6 日 

14:30 – 16:00 
________________ 圆桌讨论 

 

讨论话题: 

 北极城市和乡镇的发展特征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市政府支持方法  

 为北极地区吸引投资 

 城市支柱企业和城市社会之间的有效合作 

 Развитие волонтерства в арктических поселения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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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土著民族：传统和现代。寻找平衡»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6 日 

14:30 – 16:00 
________________ 工作组 

 

讨论话题: 

 北极少数土著人民传统生活方式，业务方式和工艺的保存和发展 

 北极少数土著人民使用自然资源和土地相关问题的法律管理 

 北极，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少数土著民族社会经济状况的监测 

 北极少数土著民族年轻人的支持 

 养鹿业作为北极少数土著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不可分开部分 

 

 «北极地区建筑建设和使用特点»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6 日 

16:30 – 18:00 
________________ 工作组 

 

讨论话题: 

 北极大地区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基础的完善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使用居住楼房和建筑物的安全保障 

 永久冰层对北极地区公路，楼房和建筑物的建设工艺的影响 

 新研发的极端气候下的现代化建设工艺 

 北极地区建设之用的非传统材料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森林保护和管理»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6 日 

16:30 – 18:00 
________________ 工作组 

 

讨论话题: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森林使用和再生特征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森林保护和维护 

 北方森林和北极地区气候变化 

 冻土带附近的森林的环境支柱和社会经济角色的保存 

 北方森林问题方面的国际合作 



 

20 
 

 

«北极是我家。如何改善北方地区的生活质量？»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6 日 

16:30 – 18:00 
________________ 圆桌讨论 

 

讨论话题: 

 为人创造良好的居住在北极地区的条件的方式。国家和商界的社会政策 

 促进地区内的劳动移民，降低高水平人才向外移民 的趋势 

 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的粮食安全 

 北极地区小孩可获得的社会支持 

 老士兵引入到北极地区相关的社会过程 

 北极地区的遗产作为年轻一代的培养基础  

 

 «北极地区生态安全中的国际因素»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6 日 

16:30 – 18:00 
________________ 工作组 

 

讨论话题: 

 北极地区生态环境的保存和维护：大问题和解决方式 

 北极国家在环保方面的国际义务 

 生态保护方面的共同环保项目和方案。国际志愿活动的发展 

 

北极勘察人员联盟委员会会议 

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12 月 06 日 

16:30 – 18:00 
________________ 

 

*大纲可能出现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