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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外交 

叙利亚问题例行会议将在阿斯塔纳举行 

据俄罗斯卫星网哈萨克斯坦报道，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部长海拉

特·阿布德拉赫曼诺夫日前表示，哈萨克斯坦将于 3 月 14-15 日在首

都阿斯塔纳举行叙利亚问题例行会议。 

他表示，根据此前日内瓦会议确定的日期，3 月 14-15 日叙利亚

问题各担保国将在阿斯塔纳继续就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协商会议的日

期进行磋商。担保国将决定会谈的级别及形式。“在日内瓦我与部分

叙利亚反对派代表进行会面，他们认为，当前叙利亚没有就停火协议、

释放战犯及停火区域划定等问题达成一致，局势堪忧。”  

阿布德拉赫曼诺夫指出，大多数解决叙利亚进程的参与者都对阿

斯塔纳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很满意，没有阿斯塔纳的谈判是不可能会有

这次旨在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日内瓦谈判召开的。在俄罗斯总统普

京的倡议下，叙利亚问题第一轮谈判于 1 月 23 日-24 日在阿斯塔纳举

行，普京还提议在阿斯塔纳建立日内瓦之外的叙利亚和谈的补充谈判

平台。2 月 15-16 日第二轮叙利亚问题谈判继续在阿斯塔纳举行，这

次谈判最终决定建立由伊朗、俄罗斯、土耳其三国组成的叙利亚停火

监督组。 
 

来源：http://www.trend.az/world/arab/2728523.html（趋势新闻网） 

时间：2017 年 03 月 06 日 

（蒲玉琢翻译，凌建侯校修） 

 

 

 

土库曼斯坦是欧盟的重要合作伙伴 

趋势网阿什哈巴德  欧盟驻中亚特使彼得·布里扬在致土库曼斯

坦总统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的信中写道，土库曼斯坦是欧

盟重要合作伙伴，在双方利益相关各领域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信中写道：“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一直以来的政治对话成果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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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也看到欧盟成员国与土库曼斯坦的合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 

他说道，土库曼斯坦在为实现全面改革的不断努力下，使国家开

发了自身的巨大潜力，也推动了中亚各地区的积极改变。 

这位外交官指出，“欧盟愿继续支持这项工作，并始终是我们可

靠的伙伴。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的报告，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储量居世

界第四，仅次于伊朗、俄罗斯和卡塔尔。” 

早前曾有消息称，今年布鲁塞尔计划与土库曼斯坦就能源合作举

行会晤。关于土库曼斯坦天然气运至欧洲的谈判自 2011 年开始，至

今仍在进行。 

包括跨里海项目在内的南天然气走廊项目一直是欧盟的重点关

注项目。2015 年 5 月，阿塞拜疆、土耳其、土库曼斯坦能源部部长

和欧洲能源问题委员会主席马洛什·舍夫求维奇签署《阿什哈巴德能

源宣言》。 

此前有关方面指出，在欧洲市场上，沿里海底部至阿塞拜疆海岸

线的长达 300 千米的天然气管道铺设项目对土库曼斯坦资源运输来

说是最佳线路。接下来，土库曼斯坦的燃料会运到与欧洲国家接壤的

土耳其。“跨里海项目”可能会成为一些大规模项目的一部分,包括由阿

塞拜疆和土耳其参与的 AGRI 和 TANAP 项目。 
 

来源：http://www.trend.az/casia/turkmenistan/2730117.html（趋势网） 

时间：2017 年 03 月 10 日 

                                       （谢惠欣翻译，凌建侯校修） 

 

 
 

俄罗斯总统普京中亚之行卓有成效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建交 25周年之

际出访中亚国家，并于两天内到访了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

吉斯坦。 

阿斯塔纳 3 月 1 日电 哈萨克斯坦总统基金会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所长耶尔让·萨尔塔巴耶夫认为，如官方报道所称，俄罗斯总统

普京中亚之行并未许诺给双方关系带来新内涵，但此行至少向公众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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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定信号。 

普京于 2 月 26 日提前到达哈萨克斯坦。此次两国总统在很大程

度上进行非正式会谈和个人交流。并在此机制下讨论一体化框架下深

入发展双边协作。两国元首会面地点并未在首都阿斯塔纳，而是选于

哈萨克斯坦南方之都阿拉木图。且两国元首一起在滑雪胜地“什姆布

拉克”度过周日。 

萨尔塔巴耶夫在采访中表示，“普京出访前夕，很多人期待哈萨

克斯坦能作为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中间人进行调解，因为两国分歧已

影响了欧亚经济联盟的正常运行。这些忧虑表明，一体化联盟已面临

分裂，虽然欧亚经济联盟暂时安全，但白方立场仍会在商议中有所收

紧”。 

然而专家认为，白、俄间对话使欧亚经济联盟形象危机显著上升。 

萨尔塔巴耶夫指出，“普京此次访问的一大目的是向欧亚一体化

的批评家展示一体化进程中的积极动态——至少俄罗斯在中亚的战

略伙伴是协同一致的”。 

经济投资与政治过渡 
普京访问的第二站为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被视为欧亚经济联

盟的潜在成员国，然而其入盟问题仍悬而未决。 

塔吉克斯坦之行硕果累累，双方签订了一系列文件。其中一部分

文件为打消塔、俄在双边协作上的顾虑提供了法律基础，另一部分文

件为俄罗斯加大对塔吉克斯坦的经济投资奠定基础。因此，疑问便油

然而生：俄罗斯作为大区域项目投资者是否会强势回归？ 

专家认为，吉尔吉斯坦政权是否能平稳过渡这是俄罗斯目前的兴

趣点所在。“拟定于今年 11 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以及俄总统出访前夕吉

反对派政党‘阿塔-梅肯’主席阿穆尔别克·捷克巴耶夫被捕，这使普京

访吉兴趣愈加浓厚。因此，俄方在双边会谈同时，也会摸索吉尔吉斯

坦的政权过渡情况”。 

东方取代西方 
萨尔塔巴耶夫表示，俄罗斯与西方地缘政治关系进展不良，因此，

转而加强与中亚国家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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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调道，“不久前的慕尼黑会议使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快速缓

和前景再次置疑。显然，继奥巴马执政时俄美紧张关系期之后，双方

政治往来并未有所好转”。 

据专家分析，总体而言，普京中亚之行是成功的。俄罗斯坚信，

与中亚国家的稳定、互惠关系将长久持续。 
     

来源：https://ru.sputniknews.kz/analytics/20170301/1689034/putin-i-centralnaya-aziya-turne 

-udalos.html（卫星网） 

时间：2017 年 03 月 01 日 

（焦丹丹翻译，张凌燕校修） 

 

 

 

欧亚经济联盟首脑签署系列文件 
 

据卡巴通讯社报道， 2017 年 3 月 7 日欧亚经济联盟政府间委员

会会议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召开。在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的主

持下，联盟各国在一体化框架内签署了一系列深化合作的重要文件，

具体如下：《关于提高欧亚经济委员会候选成员标准的文件》《关于举

办反假冒商品国际论坛的文件》《关于欧亚经济联盟经济领域的一体

化潜力及实施方法》《关于 2015-2016 年度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双边

贸易状况的文件》《关于贯彻落实欧亚经济联盟至 2025 年数字议程工

作的基本方向》《关于贸易谈判结果的文件》《关于落实欧亚经济最高

理事会 2014 年 5 月 29 日第 72 号令的文件》《关于组织欧亚经济联盟

国家生产出口第三国农业机械的文件》。 

 

来源：http://www.trend.az/casia/kyrgyzstan/2729213.html（趋势新闻网） 

时间：2017 年 03 月 07 日 

（蒲玉琢翻译，张凌燕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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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内政 

塔吉克斯坦未来不会有“伊斯兰之春” 

2 月 28 日，自主非商业机构“欧亚人民联合体”在俄罗斯城市奥伦

堡组织了名为“中亚国家宗教现状：评估与分析”的大型国际专家论坛。 

俄罗斯人民委员会大会主席、历史学博士、教授维纳利·阿梅林

表示，来自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众多

宗教领袖、政务人员和学者齐聚一堂，就当前形式展开积极交流，分

享有效经验。各方都试图在全世界宗教所遵循的共同人文价值观基础

上摸索出一条打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的国家间合作之路。 

阿维斯塔通信社报道称，专家对那些激进宗教的年轻人给予了特

殊关注。因为他们最易受煽动，并且世界观才刚刚形成，这个年龄段

常常呈现出不妥协性和不容被反驳的性格特征。 

塔吉克斯坦专家穆扎法尔·奥利莫夫教授强调，伊斯兰教是塔吉

克斯坦青年宗教自我意识的基础。据社会调查，塔吉克斯坦 99.5％的

年轻人都认为自己是穆斯林。然而，只有 32％的人定期执行伊斯兰

教法典的基本规定，包括每日五次礼拜和斋戒。不同寻常的是最遵循

宗教法典的人不在农村地区，反倒是在城市，特别是那些生活在首都

的男青年，他们学历高，但收入处于中低水平且有家室。最不虔诚的

是年龄介于 14 到 19 岁的年轻女性。 

年轻人的极端主义表现在他们中 42.2％的人承认伊斯兰教只存在

一种可能性解释，而 16％的人在个别情况下允许使用带有宗教动机的

暴力和自杀战术。然而，只有 3-5％的人是自觉主动的激进分子，其社

会基础要弱得多。因此，专家称塔吉克斯坦在中短期内不会出现“伊斯

兰之春”。塔吉克斯坦社会很保守，国家监管严格，家长、族长和宗教

领袖威望很高，这些都限制了新激进主义在塔吉克斯坦的传播扩散。 

与此同时，由于邻国阿富汗恐怖活动的猖獗，恐怖分子已占领阿

国土面积的 65％，塔吉克斯坦有可能会面临来自外部的不稳定因素。 

根据情报机关数据，独联体国家边境军营中直接培养了 3000 名

武装分子，并且伴随着老兵毕业和新兵招募，不断更新往复中也一直

维持了这一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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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们在论坛上强调，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下的俄罗斯基地和

塔本国军事力量能够牢固地保障塔吉克斯坦国家安全。 
 

来源：http://ca-news.org/news:1367761（中亚新闻网） 

时间：2017 年 03 月 02 日 

                                       （高婧文翻译，张凌燕校修）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支持解散议会 

据卡巴新闻社援引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局的消息，吉尔吉斯斯

坦总统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在出席国家奖颁奖仪式上表示支持

解散议会。 

总统表示，在上周的议会会议上进步党党首巴克特·达拉巴耶夫

向同事提出辞职。“他表示此举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兄弟’，我支持他的

行为”。总统强调，近日一些议员透露，一架载有阿坦巴耶夫货物的

波音—747 飞机在吉尔吉斯斯坦达察苏村坠毁，此外还有消息称，阿

坦巴耶夫在塞浦路斯的离岸公司还拥有财产。“他们说，飞机上装的

是我的货物。他们就此对我大声斥责，可是我知道这是假的。如果他

们如此肯定的话，为什么这段时间不去伊斯坦布尔或者香港，不去证

实这一信息，不去寻找证据呢？难道这很难吗？如果他们没钱去查，

那么我给他们买机票。但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因为这都是无稽之谈。

所有的这些传闻都玷污了我的名声。” 

总统还强调，所有的关于其在塞浦路斯拥有百万元的账户以及类

似的传闻都是无稽之谈。“现在议会由立法机关变成了传播八卦的机

关……亲爱的议员们，常言道：官官相护。是要支持达拉巴耶夫？还

是要尊重法律、心系祖国未来，为人民服务？要有良心啊！你们不想

要真相，人民想要啊！你们不想要稳定，人民需要啊！” 

据悉，由于腐败与欺诈，议会决定对巴克特·达拉巴耶夫议员进

行拘留。巴克特·达拉巴耶夫建议如果议会无法解决问题，议员不如

自行解散议会。 
来源：http://www.trend.az/casia/kyrgyzstan/2728670.html（趋势新闻网） 

时间：2017 年 03 月 06 日 

（蒲玉琢翻译，张凌燕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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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通过提升议员 

权力的宪法修正案 

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尔丹·纳扎尔巴耶夫去年年底声明，将重

新分配总统、议会和政府间职权。改革后政府和议会的权力将显著提

升，而总统将扮演最高仲裁者的角色。 

比什凯克 3 月 6 日电 据俄新社报道，哈萨克斯坦两院在联席会

议上最终通过了宪法修正和补充法案。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2016 年 12 月中旬表示，有必要重

新分配总统、议会和政府间的职权，但也指出，“哈萨克斯坦现在和

将来都是总统制国家”。此后，他声明，改革后政府和议会的权力将

显著提升，而总统将扮演最高仲裁者的角色。 

今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旨在提高议会权力。法案扩大了议会在政

府组建时的作用，并加强了议院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权。 

新法案规定，国家计划职权由总统移交给政府。同时，确定财政

及政府部门人员劳动报酬（包括国家预算）统一体系的权力由总统移

交内阁。但文件应送与总统协商。 

此外，宪法增加了总统为维护公民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和领土

完整而上诉宪法委员会进行审查的权力。议会被定义为“国家执行立

法权的最高代表机构”，而非之前的“立法职能”。 

宪法修正后的哈萨克斯坦政府对国家总统及议会负责。各部门机

构领导不仅要向总统进行工作报告，而且要向议会报告。 
 

来源：https://ru.sputnik.kg/asia/20170306/1032079524/parlament-kazahstana-prinyal- 

 popravki-v-konstituciyu-gde-usilil-svoi-polnomochiya.html（卫星网） 

时间：2017 年 03 月 06 日 

（焦丹丹翻译，张凌燕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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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出访土库曼斯坦 

塔什干/阿什哈巴德 3 月 6 日电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夫卡特·米

尔济约耶夫今日开始对土库曼斯坦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乌总统此行计

划签署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协议。 

乌兹别克斯坦 2016 年 12 月 4 日进行总统选举，时任总理的米尔

济约耶夫赢得大选。从 1989 年起任职乌总统的伊斯拉姆·卡里莫夫

2016 年 9 月 2 日因脑溢血逝世，享年 78 岁，葬于其故乡撒马尔罕。 

土库曼斯坦总统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在今年二月第三

次连任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是土总统连任后的首位元首级客人。 

据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新闻中心报道，“乌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

耶夫应土总统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邀请于 3 月 6-7 日对土

库曼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据新闻中心消息，双方元首将就两国关系进行广泛讨论并就国际

及地区热点问题交换意见。 

据证实，此次访问将签署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及一系列不同领

域的双边合作文件。 

两位总统将于 3 月 7 日参观与乌兹别克斯坦接壤的列巴普州，参

加穿越中亚战略之河——阿姆河的铁路及公路桥开幕式。 

两国元首于二月中旬进行电话会谈，明确双方愿积极开展对话，

在经贸、交通、人文领域深入挖掘两国的合作潜力。 

据乌兹别克斯坦消息，两国自 1991年起共有 18次高层互访。2015

年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两国关系的法律

基础协议有近 190 本，包括 1996 年 1 月 16 日签订的《乌兹别克斯坦

和土库曼斯坦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2015 年两国贸易额达 3.2 亿美元。去年从乌至土的过境运输量增

长了 43%，这有力证实了交通及过境运输是两国主要的战略合作方

向。 
 

来源：https://ria.ru/world/20170306/1489329703.html（俄新社） 

时间：2017 年 03 月 06 日 

（焦丹丹翻译，张凌燕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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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经贸 

乌克兰公司欲扩大土库曼斯坦市场占有率 
趋势新闻网阿什哈巴德 据《中立土库曼斯坦》报道，乌克兰阿

利特科姆公司董事长亚历山大·基斯连科在与土库曼斯坦总统库尔班

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的会面中表示，有意愿牵头建设联合企业以

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土库曼斯坦未来市场的份额。 

公司将积极参加对巩固发展土库曼斯坦经济潜力有重大意义的

大型项目的建设。会晤期间双方在拥有众多共同工作经验积累的基础

上商讨了优先合作方向。阿利特科姆公司近日将生产对土库曼斯坦来

说十分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横跨阿姆河的木库曼那巴德—

法拉比线路上的火车汽车共用桥梁。据企业计算，该项目共需 4 亿 5

千 7 百美元。 

土库曼斯坦总统对该公司所完成工程表示感谢，他强调，土库曼

斯坦一直以来都愿与有相关经验的、创新发展的、拥有生产潜力的外

国大企业开展互利合作。“因此应该优先考虑与那些严格遵守高质量

要求且严格遵守建设时间表的企业进行合作。”  
 

来源：http://www.trend.az/casia/turkmenistan/2729638.html（趋势新闻网） 

时间：2017 年 03 月 09 日 

（蒲玉琢翻译，凌建侯校修） 

 
 

塔吉克斯坦农产品价格翻倍 
塔吉克斯坦农产品涨价，但某些国家专业部门认为，该趋势是季

节性因素导致。 

土豆价格涨至每公斤 0.4 美元，胡萝卜每公斤 0.1-0.2 美元，洋葱

每公斤 0.3 美元，白菜每公斤 0.3 美元，苹果每公斤 0.9-1.2 美元。 

2月初，一公斤土豆的价格是0.2美元，洋葱0.1美元。 

专业部门数据显示，2 月份，由于发生大雪崩，杜尚别—胡长日

—恰那克公路关闭数日导致农产品涨价。胡萝卜、洋葱、白菜以及西

红柿、黄瓜等非季节性作物都开始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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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认为，这种现象在塔吉克斯坦每年都发生——在每年青

黄不接的时候，商家都极力加价销售余粮，因为他们知道，新的丰收

季就要马上来临。 

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市场上农产品并不短缺，反而供

货十分充足。 

据农业部消息，去年土豆产量为51.47万吨，比2015年增加4.56

万吨。 

土豆平均每公顷产量超过 231.7 公担。私人农场主和国有企业的

土豆种植面积总计超过 2.23 万公顷。 

值得一提的是，农业部于 2014 年初表示，据 2013 年底统计数据

显示，塔吉克斯坦土豆产量首次突破一百万吨。 

然而，由于本国土豆短缺，2013 年冬季和 2014 年春季所有市场

销售的都是巴基斯坦产的土豆。当时每公斤土豆的价格涨至 5 索莫尼

（按当时汇率为 1 美元）。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于农业部统计数据所称土豆产量一百万

吨的数字产生了怀疑。 
 

来源：http://www.centrasia.ru/news2.php?st=1488787080（中亚新闻网） 

时间：2017 年 03 月 06 日 

                                       （谢惠欣翻译，张凌燕校修） 

 
 

日本向乌兹别克斯坦赠款500多万美元 
趋势新闻网塔什干 日本大使馆新闻处宣布，日本向乌兹别克斯

坦划拨数额为551.1万美元的赠款用以落实8个社会项目。赠款的划拨

来自日本名为“官方发展援助”的政府项目。 

据日本外交部新闻处称，赠款合同将于周二在卫生部副部长艾米

拉·巴希德汉诺娃、教育部第一副部长巴赫季亚尔·达尼亚罗夫以及日

本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大使的见证下共同签署。  

接受赠款的都是无偿帮助他人的小型社会项目，如塔什干州肿瘤

学中心、塔什干第三儿童医院、纳曼干地区癌症中心等机构将获赠医

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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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马尔罕州阿克达尔因区第四十小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卡拉乌

江斯科区第八小学及第二学前教育机构、吉扎克和苏尔汉达林州舒尔

钦斯基区的盲人聋哑人特殊寄宿学校获赠教学设备。 

日本是乌兹别克斯坦经济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对该国金融投资超

过41亿美元。如今有13个日本企业和10个合资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运

营。                                                                                    

 

来源：http://www.trend.az/casia/uzbekistan/2729136.html（趋势新闻网） 

时间：2017年03月07日 

（蒲玉琢翻译，凌建侯校修） 

 
 

阿塞拜疆、土耳其、土库曼斯坦 

将联合启动旅游项目 

趋势新闻网巴库 哈萨克斯坦旅游投资发展部旅游业务处主任马

拉特·依噶利耶夫在社交网络中披露，2017 年 4 月突厥理事会将启动

“伟大丝绸之路”试点旅游项目，该项目路线穿越土耳其、阿塞拜疆、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四国国土，走完全线耗时 12 天。 

主任还表示，在世界旅游组织的组织下，“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旅

游部长在柏林举行第 7 次会面并探讨了该旅游计划。会晤期间世界旅

游组织开发“丝绸之路”项目组组长安娜·别尔索夫娜就“丝绸之路”沿

线旅游的发展新机遇进行报告。搜索引擎显示，“丝绸之路”沿线的旅

游仍然是最受游客欢迎的旅游线路之一。 

哈萨克斯坦作为该旅游项目的一环，游客将造访首都阿拉木图，

并在周边几个著名旅游休闲区游览。之后游客们将访问 2017 年被公

认为突厥世界文化中心的古老城市—图尔克斯坦。此外外国游客还能

够游览哈萨克汗国的开国之地——江布尔州。据悉，阿塞拜疆在发展

“丝绸之路”沿线古迹旅游线路方面已积累相当丰富的经验，游客们在

该国将游览巴库、沙马基、巴尔达、舍基等古老城镇。 
 

来源：http://www.trend.az/business/economy/2729744.html（趋势新闻网） 

时间：2017 年 03 月 09 日 

（蒲玉琢翻译，张凌燕校修） 



 

 ·12·

乌兹别克斯坦劳工将获准赴波兰务工 

据乌兹别克斯坦劳动部消息，乌兹别克斯坦劳动部代表团访问波

兰，访问中代表团在华沙与波兰公司进行会面并商讨进一步合作事宜。 

此外，代表团还与波兰罗兹州和卢布林州州长进行会面。乌兹别

克斯坦劳动部对外劳工问题处副处长阿萨莫夫汇报了该处建立的历

史、目标和任务，向双方代表展示了此种合作的益处并介绍乌兹别克

斯坦专业培养体系。 

会谈期间，波兰的州长们表示，农业、畜牧业、纺织业和食品加

工工业领域专业人才急缺，亟待与乌方合作。在相关工作许可证发放

的问题上，州长们有意愿加快并简化办理程序，以便乌兹别克斯坦劳

工能尽快在新岗位开展工作。 

波兰方面的代表希望在未来不仅吸收乌兹别克斯坦的技术工人，

也希望波兰的企业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市场，向乌兹别克斯坦投资。 
 

来源：http://ca-news.org/news:1369050（中亚新闻网） 

时间：2017 年 03 月 09 日 

（蒲玉琢翻译，凌建侯校修） 

乌兹别克斯坦与土耳其签订了总额 

为 10亿美元的贸易合同 

据 Jahonnews 报道， 在以副总理鲁斯托姆·阿济莫维为首的乌

兹别克斯坦政府代表团来访期间，乌土双方签订了总价值超过 10 亿

美元的合同。 在谈判期间，双方明确了经济发展的新方向。3 月 4

日是乌土两国建交 25 周年纪念日。活动与会人员都一致认为，进一

步加深乌土经贸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2016 年，米尔济约耶

夫与埃尔多安在撒马尔罕就发展两国合作的蓝图进行了讨论。 
 

来源：http://www.centrasia.ru（中亚新闻网） 

时间：2017 年 03 月 09 日 

（王倩翻译，张凌燕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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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能源 

工业 4.0：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天然气、 

电子贸易与保护 

哈萨克斯坦能源部计划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内油气领域的开采的

自动化。 

阿斯塔纳 3 月 1 日电 哈萨克斯坦能源部长卡纳特·巴祖姆巴耶

夫今日表示，要实现其下辖领域的数字化。据他所说，“哈国家石油

天然气公司”的自动化采油经验将应用到国内所有油气田。 

智能化油气田 
哈萨克斯坦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及“工业 4.0”，该咨文发布后，

所有部门开始思考各自领域的数字化项目。能源部也不例外，在今日

会议上，卡纳特·巴祖姆巴耶夫声明，激活“智能油田”或“数字油田”

项目是能源部未来几年的首要工作。并且，也可借鉴“哈国家石油天

然气公司”的经验。 

巴祖姆巴耶夫表示，“该项目可使油气开采自动化，并使开采量

增加 2%-5%，材料设备消耗量至少降低 10%，能效提高 20%”。他对

此信心十足。该项目已在“哈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的一个油田得以实

施，目前在乌津、努尔扎诺夫、阿克舒吉拉油田也开始应用。巴祖姆

巴耶夫确信，“未来该项目将在国内所有油气田实施”。 

计算与控制 
此外，能源部计划采用石油计算信息化系统，这将对信息盗取有

所遏制。巴祖姆巴耶夫称，“石油计算信息化系统可自动采集、运算、

使用和储存数据，自动计算石油开采量、交易量以及交易中产生的所

有技术损耗。新技术将降低石油开采、运输中的各种损失，消除微型

炼油厂使用过程中不断产生的犯罪体系”。 

同时，他提醒道，目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国内某些地区钻营石

油管道的有组织犯罪进行追踪。今年，将对统一计算体系法令进行修

正，接下来两年（2018-2019 年）将投入使用，2020 年计算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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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覆盖国内所有油气田和石油管道。 

石油产品电子贸易首试——液化气 
能源部计划通过网商平台建立石油产品贸易体系。巴祖姆巴耶夫

表示，“我们预计会在未来几年通过电子交易平台销售各种石油产品。

我们希望从液化气开始”。 

关于为何选择液化气作为首试，他解释道，“该产品的出口价（像

在中亚和俄罗斯）和内部市场价每吨相差 5-7 倍”。 

据他所说，能源部、地区管理局官员及天然气加工厂领导都已参

与到现有的液化气分销机制中。 

能源部长认为，“体系并不完全透明，但也只能如此”。 

巴祖姆巴耶夫指出，能源部计划在年底修改法令，以便从明年起

逐步提高天然气网销量。 

     

来源：https://ru.sputniknews.kz/economy/20170301/1685997/industriya-4-0-e-neft-e-gaz 

---e-torgovlya-e-zashchita.html（卫星网） 

时间：2017 年 03 月 01 日 

（焦丹丹翻译，张凌燕校修） 

 

 

土总统号召经济合作组织成员 

国共建能源过境运输走廊 

土库曼斯坦总统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在经济合

作组织框架下建立能源过境运输走廊将促进其它基础设施项目的实

施。 

杜尚别 3 月 1 日电 据土库曼斯坦外交部报道，土总统库尔班古

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在伊斯兰堡举行的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第 13届

高层领导峰会上发表演讲，号召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共建能源过境运

输走廊。 

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声明称，“土库曼斯坦承认国际层面的能源供

应体系是构成全球经济结构的一部分”。 

他确认道，“构建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体系是土库曼斯坦国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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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先方向之一”。 

在谈及土库曼斯坦发起的大规模区域项目时，他强调，“在经济

合作组织框架下建立能源过境运输走廊将促进其它基础设施项目的

实施”。同时，他还指出，有可能将于在建管道旁敷设新的电气系统

和其它管线。 

为完成本次会议决议，土总统号召在经济合作组织框架下加大合

作，并提议于 2017 年在阿什哈巴德举行成员国交通领域部长会晤。

如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所言，2017 年 11 月 14-15 日将在阿什哈巴德举

行第七届阿富汗经济合作会议，期间将更为详细地介绍区域项目的实

施。 

最后，土库曼斯坦总统呼吁勿将经济合作组织的活动政治化。别

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我们不应将该组织政治化，不应偏离其经济

内涵，它是各国实施共同项目、实现共同利益的主要合作机制”。 
     

来源：http://ru.sputnik-tj.com/asia/20170301/1021790310/glava-turkmenistana-prizval- 

strany-oes-sozdavat-energeticheskiye-koridory.html（卫星网） 

时间：2017 年 03 月 01 日 

（焦丹丹翻译，张凌燕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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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社会 

去年逾两百五十万独联体国家 

公民游吉尔吉斯斯坦 

中亚新闻网 3 月 10 日吉尔吉斯斯坦贸易统计局消费市场统计处

主管专家向媒体通报，2012 年以来吉尔吉斯斯坦旅游经销商和运营

商由 81 家缩减至 55 家。在他看来这是吉旅游公司合并扩大，个别小

公司关闭的结果。 

统计报告显示，2016 年，接待和服务游客的旅游企业有 466 家

（2012 年，这类企业数量是 406 家），宾馆从 2012 年的 147 家发展

到 2016 年的 176 家，招待所从 2012 年的 155 家发展到 2016 年的 200

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旅游景点数变幅不大，相关企业由 14 家增

长至 27 家。 

旅游企业分布情况如下：37%在伊塞克湖州，22%在比什凯克市，

11%在贾拉拉巴德州，10%在纳伦州，6%在楚河州，5.8%在奥什市，其

余的 8%分布在其它州。 

吉国家边防局数据显示：2016 年进入吉尔吉斯斯坦的外国游客

数量为 290 万人次，其中 92%的人员是独联体国家公民，8%的人员是

独联体国家以外的公民。游客的基本客流来源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

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其它独联体国家以外的游客主要来自德

国、土耳其、中国和美国。 

2016 年，旅游服务出口额 4.15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对独

联体国家同比增长 2.6%，而对独联体以外的国家，同比有所下降。 

 

来源：http://ca-news.org/news:1369286（中亚新闻网） 

时间：2017 年 03 月 10 日 

（蒲玉琢翻译，张凌燕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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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退休人员可免费乘坐地铁 

据乌兹别克斯坦日报报道，乌兹别克斯坦内阁 3 月 9 日宣布，自

3 月 15 日起所有乌兹别克斯坦退休人员均可在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

期间免费乘坐地铁，该政策得到了乌退休人员广泛好评。同一天塔什

干市市长也颁布该政令的配套措施。 

此前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在竞选前的一次

选民见面会上曾承诺给退休人员免除地铁票。塔什干市地铁管理局局

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想要免费乘坐地铁，退休人员需向地铁员工

出示退休证明。 

地铁工作人员将会给退休人员提供特制的地铁卡，凭此卡退休人

员可以从专门通道进入地铁。退休人员每日乘车次数无限制但每次乘

坐都会被记录一次。该法案受众人员不仅为首都退休居民，而是全国

所有退休人员。地铁公司将从国家财政获得补贴。 
 

来源：http://ca-news.org/news:1369161（中亚新闻网） 

时间：2017 年 03 月 09 日 

（蒲玉琢翻译，张凌燕校修） 

 

 

 

哈萨克斯坦入围最佳国家80强 

美国一分析型杂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哈萨克斯坦的

最佳国家排名领先于乌克兰、伊朗等非洲国家。 

俄罗斯卫星网 3 月 9 日 阿斯塔纳电 美国新闻杂志《美国新闻

与世界报道》公布，哈萨克斯坦在世界最佳国家名单中排名第 71 位。 

今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公布表示，根据各种标准和

特点来评估每个国家，包括经济、创新、旅游、社会事业、文化、历

史、国民生活水平、世界影响力等。 

最佳国家排名中，瑞士位列第一。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

美国位列其后。 

哈萨克斯坦领先于乌克兰、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安哥拉和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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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在全球 80 个最佳国家中排名第 71 位。俄罗斯排名第 27 位。排

名在哈萨克斯坦之后的国家还有乌克兰和阿塞拜疆。 

该杂志网站上写道：“哈萨克斯坦是全球最大的内陆国，没有出

海口。国土主要位于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铀产国。

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石油行业。该国经济实力在中亚地区首屈一指，此

主要得益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 

该名单是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与 BAV 咨询公司和宾夕法

尼亚州立大学合作，对 36 个国家的 2.13 万人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

对象不仅包括社会精英代表，还有普通公民。 
 

来源：https://ru.sputniknews.kz/economy/20170309/1733910/kazahstan-voshel-v-chislo 

-80-luchshih-stran-po-versii-us-news-world-report.html（俄罗斯卫星网） 

时间：2017 年 3 月 09 日 

                                       （谢惠欣翻译，张凌燕校修） 

 

 

 

俄罗斯助力塔吉克斯坦大学生 

对口培养及就业 

俄罗斯总统普京 2 月 27 日出访塔吉克斯坦，在此框架下，“莫斯

科国立钢铁合金学院”（以下简称 “MISiS”）校长与塔吉克斯坦工业

部、教育部部长举行了会谈。 

杜尚别 3 月 1 日电 俄罗斯大学的老师们在塔吉克斯坦为塔企业

对口培养专业人才。 

“俄罗斯国立研究型技术大学莫斯科国立钢铁合金学院”在杜尚

别为塔吉克斯坦工业的重要领域之一——冶金领域培养专业人才。 

2011 年，两国就成立“MISiS”杜尚别分校事宜签订政府间协议。 

2 月 27 日，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塔吉克斯坦框架下，“MISiS”

校长阿列夫吉娜·车尔尼科娃与塔吉克斯坦工业和新技术部部长沙夫

卡特·博博佐达、教育部部长努利京·萨义德举行了会谈。 

据阿列夫吉娜·车尔尼科娃所言，杜尚别分校将在冶金、IT、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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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三个领域为塔吉克斯坦企业培养专业人才。同时，双方还就新开设

采矿专业进行讨论。 

车尔尼科娃表示，“杜尚别分校规模不大，如今所开设专业共有

1000 名学生，但由于涉及到高层次人才培养，社会企业界也对之有

实际需求，因此，我们还与教育部、工业部部长就扩大杜尚别分校进

行商讨”。 

她指出，不仅要扩大与企业界的教育合作，而且要加强大学生专

业能力培养，同时也要深化在科研领域的合作。 

车尔尼科娃在会谈总结中称道，“因大学生毕业后需派往当地企

业工作，用人单位希望在教学过程中认识学生，了解其潜力，帮助学

生进行个体和职业教育”。 

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在议院年度演讲中表示，塔吉

克斯坦正迈入发展的新阶段。因此，必须提升国内工业水平，尤其是

采矿和加工工业的水平。同时，拉赫蒙也指出，必须提高国内中学、

大学的教育质量。 
 

来源：http://ru.sputnik-tj.com/country/20170301/1021788418/tadzhikistan-rossiya-studenty 

-obucheniey-obrazovaniye.html（卫星网） 

时间：2017 年 03 月 01 日 

（焦丹丹翻译，张凌燕校修） 

 

 

 

土库曼斯坦满龄工人面临解雇浪潮 

土库曼斯坦的所有国家部委、国家企业满退休年龄的职员面临解

雇浪潮。解雇令由土库曼斯坦总统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

2016 年 11 月 4 日在内阁首脑会议上下达给各部门和机构领导。 

为证实该解雇令直接由国家总统下达，土库曼斯坦旅游委员会新

闻中心向编辑部发送了一份带有委员会领导希尔达尔·朱鲁科夫亲笔

署名的复件。该文件以土语书写，标注日期为 2016 年 11 月 23 日。 

在文件首段中，朱鲁科夫援引土总统 2016 年 11 月 4 日下达的指

示，请其下辖机构和企业的所有领导引进具有旅游专业教育背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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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外语的人才，并提高在生产结构中低水准人员的要求，以此稳定各

部门财政状况，提高 2017 年薪资，发展旅游行业的主要盈利点——

国际旅游业。 

在文件第二部分中，他仍旧引用并遵照总统指令，责成其下辖机

构和企业解雇满退休年龄的职工。 

被解雇人员数量并未报道，然而，新闻中心确信，“每个地区的

旅游业会裁减 12-30 名有丰富组织和业务经验的专职员工”。 

据土库曼斯坦其它新闻中心报道，类似的解雇浪潮在土库曼斯坦

所有部门机关中都有出现。某些地方已完成解雇进程，而个别地方仍

在持续。影响国内经济的金融危机迫使领导们采取根本措施，但同时

也触及了千万人的利益。 

特别是在油气部门，满龄裁员与撤销个别机构同步进行。国企“土

库曼斯坦天然气”“土库曼斯坦石油”公司也存在此种情况。而在国企

“土库曼斯坦油气建设”公司，由于工程合同订单不足，资金匮乏，许

多工人被迫长期无薪休假。 

土库曼斯坦官方媒体并未报道失业人员的真实生活。而报纸和电

视台则宣称，土库曼斯坦正快速跳跃至富强和谐的新时代。 
 

来源：http://www.centrasia.ru/newsA.php?st=1488425880（中亚网） 

时间：2017 年 03 月 02 日 

（焦丹丹翻译，张凌燕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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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汇牌价   

俄罗斯外汇牌价 
（1 外币单位兑换卢布） 

美元 58.436 

欧元      62.7036 

人民币 8.4777 

来源：http://www.banki.ru/products/currency 

（俄罗斯银行网） 

时间：2017 年 3 月 13 日 

（张凌燕翻译、校修） 

 

哈萨克斯坦外汇牌价 
（1 外币单位兑换坚戈） 

美元 318.56 

欧元 341.8393 

卢布 5.4514 

人民币 46.2517 

来源：http://kazfin.info/archive/    

（哈萨克斯坦金融网） 

时间：2017 年 3 月 13 日 

（张凌燕翻译、校修） 

 

塔吉克斯坦外汇牌价 
（外币单位兑换索莫尼） 

美元 8.1022 

欧元 8.6943 

卢布 0.1387 

人民币 1.1754 

10 索姆 1.1698 

10 坚戈 0.2543 

100 苏姆 0. 2315 

来源：http://www.finmarket.ru/currency/rates/?id=10131 

(俄罗斯金融网) 

时间：2017 年 3 月 13 日 

（张凌燕翻译、校修） 

 

 
 
 

 

乌兹别克斯坦外汇牌价 

（1 外币单位兑换苏姆） 

美元 3755.8241 

卢布 59.8955 

欧元     3500.0525 

来源：http://www.goldenpages.uz/?page=kurs 

（乌兹别克斯坦黄金网） 

时间：2017 年 3 月 13 日 

（张凌燕翻译、校修） 

 

吉尔吉斯斯坦外汇牌价 
（1 外币单位兑换索姆） 

美元 69.2613 

欧元 74.3227 

卢布 1.1853 

人民币      10.0482 

来源：http://www.halykbank.kg/ru/nbkr_rates 

（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网） 

时间：2017 年 3 月 13 日 

（张凌燕翻译、校修） 

 

土库曼斯坦外汇牌价 
（外币单位兑换马纳特） 

美元 3.5 

欧元 3.7558 

卢布 0.0599 

人民币 0.5078 

100 索姆 5.0533 

100 坚戈 1.0987 

1000 苏姆 1 

来源：http://www.val.ru/bankrates.asp?id=10278  

（俄罗斯汇率网） 

时间：2017 年 3 月 13 日 

（张凌燕翻译、校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