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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将为中亚国家带来什么？

中国希望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大规模进军俄罗斯和中亚市场，进而

走向全世界。

杜尚别 5月 12日电 5月 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

北京召开。“一带一路”作为新丝绸之路的大项目，联接亚洲、欧洲和非洲，

并将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

中国专家向《今日俄罗斯》表示，近两日共 29国元首前往中国，其中

包括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此外，60余国代表也将参会。

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教授所言，此次论坛旨在

将对话转换为多边协作。

王义桅教授解释道，“此次论坛将涉及具体行动和项目。如科学、农

业、工业领域的合作。‘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某些项目已经获利，另一些项

目还在计划之中。此外，我们看到诸如阿根廷、智利等非沿线国家也参加

了此项目。因此，很明显‘新丝绸之路’将不断扩大，涉及更多国家”。

他强调道，“一带一路”倡议早已跨越国界走向全世界，成为全球性合

作平台。俄罗斯关注的则是“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该层面

的合作项目有近 20个，因此，双方计划绘制深入对接路线图。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认为，中国

向世界各地的大规模扩展是必要的，因为中国需要发展经济、扩大对外贸

易、发展边区。几年前中国遭受世界金融危机，对外贸易额逐渐降低，但

“新丝绸之路”未必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

这正是中国多年来一直在中亚大量投资的原因所在。据奥斯特洛夫斯

基所言，中亚投资占中国境外投资的 20%。

他强调道，“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中心，塔什干和撒马尔罕是其中

心城市。建设大城市需从发展基础设施做起。需要建设连接欧亚的铁路网

并发展经济，因为便捷的交通可降低这些城市的产品成本。以希瓦为例，

它曾是强大的希瓦汗国的首都。但如今再回首，它已不甚显眼，因为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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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交通干线。换言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会成为中心城市

并将获得经济发展优势，居住人口也会增多，因为这里有更多的发展机

遇”。

据他所言，中亚是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的重要领

地，因为它是欠发达地区，不仅使得中国得以扩大外贸额，而且可提高中

亚五国间的贸易额。

奥斯特洛夫斯基强调道，“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涉及塔吉克斯坦，但它

的情况要比乌兹别克斯坦更复杂，因为该国经济发展较弱。根据中国的战

略构想，仅杜尚别被纳入‘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心城市。而它最主要的问

题亦是基础设施建设、山地公路和铁路的发展。譬如，中塔边界较为广阔，

但边境口岸仅一两个。道路不通则很难发展两国经贸关系”。

据专家所言，吉尔吉斯坦状况与塔吉克斯坦类似，共同边界线较长，

而边境口岸却寥寥无几，且通关能力较弱。铁路几乎没有。奥斯特洛夫斯

基表示，“这一切都会对经贸发展产生影响。因此，中国向吉尔吉斯坦拨款

建设公路”。

他认为，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因其地理位置相对优越，中国对其

投资最多。“中国斥资 200亿美元发展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并非偶然，因为

哈国设有‘光明之路’项目。该独立项目自然会对接新丝绸之路。此外，

里海港口、公路、铁路、边境口岸正在发展，这都将促进哈萨克斯坦的经

济发展”。

奥斯特洛夫斯基强调称，中国对中亚所有国家的投资至少有 15年之久，

因为中国知道，大型项目建设该始于何处。

来源：http://ru.sputnik-tj.com/world/20170512/1022283958/kitai-shelkovyi-put.html（卫星网）

时间：2017年 05月 12日
（焦丹丹翻译，凌建侯校修）

http://ru.sputnik-tj.com/world/20170512/1022283958/kitai-shelkovyi-pu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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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扎尔巴耶夫:丝绸之路复兴是对

全球危机的一种回应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北京出席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纳扎尔巴耶夫指出，复兴丝绸之路能够抵御政治制裁所导致的负

面影响。此外，他表示，新模式下，亚欧古丝绸之路复兴的理念是对不断

加强的世界危机所做出的及时反应。

纳扎尔巴耶夫强调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提出的新的现代化模式

背景下亚欧古丝绸之路复兴的理念已成为对世界政治、经济以及人文危机

的及时反应。纳扎尔巴耶夫说：“大国作风和采取政治制裁已使经济环境恶

化，并破坏了数百万人的生活。近年来，世界经济贸易所出现的萎缩和衰

退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开始迫切需要新的驱动以推进国际合作。”

纳扎尔巴耶夫指出，“一带一路”的倡议能够形成新地缘经济模式，其

成功实现将造福 44亿人口。总统特别叙述了其对“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新

模式的深刻认知。

纳扎尔巴耶夫表示：“联合发展稳定性的‘公认途径’是如今反映数十

个国家经济利益且充满吸引力的国际合作形式。因此，如今当新丝绸之路

的基本轮廓日渐明晰，在此重大区域的联合战略合作也尤为重要。同时，

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丝绸之路倡议还将重新定位目标区域，其中就包括中

亚地区。”

纳扎尔巴耶夫强调，中亚的战略重要性将再获得认可，将成为全球最

大市场的重要桥梁。此外，他还指出在此过程中欧亚经济联盟的重要地位。

总统表示：“建立‘大欧亚’统一经济区的理念具有新的意义。‘丝绸之路

经济带’将很好地联系起上海经济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及欧盟这三大

平台。”

纳扎尔巴耶夫在其讲话中提出系列具体措施以实现“一带一路”理念。

他讲到：“为积极开发‘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增长潜力，必须提高服务水

平和消除行政壁垒来减化商品流通，哈萨克斯坦将就此采取具体措施。这

需要进行研究，并需要相应的经费。我认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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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资助此类项目，这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

此外，纳扎尔巴耶夫强调了保障新丝路沿线国家粮食安全的农业合作

的重要性。同时他还建议加强创新及科技发展领域的合作。纳扎尔巴耶夫

总统说：“要合理看待项目联合拨款问题，建立研发和技术转移中心，创新

型公司以及风险基金。在此背景下，尤其要请圆桌会议与会者关注哈萨克

斯坦学者有关建立丝绸之路国际科学院的倡议。同时要注意，切勿忽略环

境问题，其中包括可作交通运输线路的内陆跨境河流的水资源管理问题。”

最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指出各国间相互信任的重要性，以及各国为

实现“一带一路”理念的成功发展所做的全方位公平合作的准备。

来源：https://ru.sputniknews.kz/politics/20170515/2244423/nazarbaev-vozobnovlenie-shelkovogo
-puti-otvet-na-mirovye-krizisy.html（哈萨克斯坦卫星新闻网）

时间：2017年 05月 15日
（李月月翻译，张凌燕校修）

乌兹别克斯坦对丝绸之路寄予重望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坚信“一带一路”项目必

有助于乌国的和平、富裕、繁荣和进步。

杜尚别 5月 15日电 乌总统期待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框架

下在中亚地区实施交通、贸易、投资、能源、高科技等领域的大项目。

同时他强调，必须就交通物流路线的合作制定联合行动方案，该路线

以中国和俄罗斯为枢纽，将中亚与南亚、东南亚、欧洲国家市场联通。

gazeta.uz援引乌总统的话称，“我们认为，通向印度洋上巴基斯坦和

伊朗港口的‘中—吉—乌—阿’铁路干线将有望对接‘一带一路’交通走

廊管网”。

米尔济约耶夫认为，同时也需集中精力实施高科技领域的联合项目。

此外，要不遗余力地加强贸易共同体间的直接对话，尤其是在地区层面，

以期实现“一带一路”范畴内的具体项目和合作方案。

此前有报道称，中国计划在近三年向参加新丝绸之路建设的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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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拨款 87亿美元。

5月 14-15日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 29国元

首参会。

据报道，中国最大的项目——“一带一路”起初在中亚受挫。因为中

亚国家对该项目的具体工作内容不了解，中方领导也未考虑到中亚国家的

社会和文化因素。与中亚国家领导交流时，中国政府,从实用主义角度阐述

“一带一路”，并坚信该项目的实施将惠及所有参与方。

中国的经济倡议通过挖掘中亚地区潜力将其推向历史新高度。《南华早

报》写道，“虽然几年前中亚在国际业务市场上鲜有活跃，但它将在近 10-15
年稳步提升至重要业务领域的前列”。

来源：http://ru.sputnik-tj.com/asia/20170515/1022310732/mirziyoev-rasskazal-o-vozlozhennykh
-nadezhdakh-shelkovyy-put.html（卫星网）

时间：2017年 05月 15日
（焦丹丹翻译，张凌燕校修）

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务实推进“一带一路”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坚信，“一带一路”项目将有助于在大陆上建立一个

“和平、富足、繁荣和进步的地带”。

据乌总统部门消息人士向《乌兹别克斯坦报》透露，乌兹别克斯坦总

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周一在北京“一带一路”国际论坛领导人圆桌

会议上发言，称有必要用“具体的区域发展规划和项目”充实“一带一路”

的构想。

乌总统说：“中亚集中了最丰富的自然、工业和人力资源，我们期望在

本地区的交通、贸易、投资、能源和高科技领域实施大型项目。”

第二个关键问题，他说，是就合作建立交通物流线路制定综合行动方

案，通过中国和俄罗斯将中亚同南亚、东南亚和欧洲国家市场连接在一起。

乌总统指出：“我们认为，或可将‘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阿富汗’铁路线连同印度洋上的巴基斯坦港和伊朗港出口整合到交通

http://ru.sputnik-tj.com/asia/20170515/1022310732/mirziyoev-rasskazal-o-vozlozhennykh-nadezhdakh-shelkovyy-put.html


·6·

走廊支线网络。”

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继续谈到，发展交通运输走廊的同时也要集

中精力实施高技术领域的合营项目。

乌总统指出：“我认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建立综合工业科技

园区、科技创新集群和自由贸易区应当成为我们共同的优先事项。为此我

们建议共同研究出这些项目的有效推进机制。”

乌总统指出，为有效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必须大力鼓励

商业间的直接对话，特别是在跨区域层面上的对话，以期达成‘一带一路’

具体的合作计划和方案”。

他补充道，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不应仅仅着眼于鼓励经济

合作，而且更要“加强我们的人文联系，积极利用现有的巨大的旅游潜力”。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说：“我们所复兴的丝绸之路沿线坐落着拥有数千年历史

和灿烂文化的城市，包括撒马尔罕、布哈拉、希瓦。”

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关于

举办国际论坛的倡议有利于“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形成旨在意见交流和

务实合作的长效对话平台”。

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强调：“我坚信，这个覆盖当今世界 60%以上

人口的大型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形成一个和平富足、繁荣进步、国家和

人民间合作与友爱的统一地带。”

来源：https://www.gazeta.uz/ru/2017/05/15/belt-road/（乌兹别克斯坦报）

时间：2017年 05月 15日
（于东泽翻译，张凌燕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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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政治

特朗普政府的中亚政策
俄罗斯与前苏联的中亚邻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有着深远的历史联系，

而中国前不久则向中亚大量出口商品，并进行大量投资，相较之下，美国

在中亚的作用总是受到限制。但只要唐纳德•特朗普执政，美国的对外政策

就有可能出现很多变化。前政府所感兴趣的人权和民主化这种特别的主题

和领域，也无疑会成为以雷克斯•蒂勒森为首的美国国会的优先级。

现任美国总统优先关注反恐，不仅将其当作国家级重点问题，也当作

保障自己支持率的基石，当作境内外安全领域的主要政治焦点。中亚国家

可以因此看到与华盛顿巩固关系的机会，并借此机会提醒莫斯科和北京，

他们不会拒绝多边外交。

近二十年期间，美国对中亚的计划有一种趋势，即要么透过 911事件

来加强对阿富汗的关注，要么是追求与经济发展有关的确定目标，以这些

来评估区域安全。边疆安全、射击武器或核武器的不扩散以及当地官员的

军事化培训都成为了与中亚国家政府所感兴趣的专项发展计划并列的公共

主题。一些经济项目甚至融入到了阿富汗的生活中，例如，美国国会 2011
年“新丝绸之路”构想的提出，要帮助中亚国家完成在阿富汗的发展项目。

即使华盛顿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出口路线的多样化，石油和天然

气的区域性出口也同样是美国政府的关注焦点。美国从整体上调整了对依赖

它的区域政府的资金援助计划和项目，比如横贯里海的管道项目，或是“土

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项目，都变得遥遥无期。

与 10-15年前相较而言，中亚在国际政治领域和专家界的关注度已明显

降低了。这是由国际议事日程发展的必然性和以中东为首的世界其它地区

经常性紧张而不稳定的局面的出现所决定的，同时还因为中亚地区各国内

政外交政策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在奥巴马政府执政的这些年，白宫更倾向于把中亚当做一个统一整体

的 C5+1的对话模式。囊括了中亚国家和美国的这种模式聚焦于反恐和应对

整各个区域的激进化。该模式也应该能促使共同目标的达成，即协调发展

区域内贸易、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和使气候变化保持稳定。但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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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安全。

认为特朗普阻断了这种模式是没有根据的。更准确地说，国际援助项目会

被削减，中亚的一些项目位居其列。但现政府将会完全资助安全项目。美国的

国防预算应提升，华盛顿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将首先依据安全问题而建。

美国政府的更迭同时也带来了区域性改变。这将使中亚国家继续寻求

与美国合作。米尔济约耶夫总统领导下的乌兹别克斯坦新政府对内政和外

交政策持更加开放的态度。越来越低的石油价格所引起的区域经济危机迫

使一些国家，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去寻找非原料领域的额外的国外投资。

更准确地说，下降又回升的俄罗斯油价制约着国外投资，而“一带一路”

项目框架下的中国投资可能不像中亚国家政府所期待的那样实际。

当然，在政治经济关系方面，华盛顿无法代替莫斯科和北京，而且新

政府也一定不会追求这一点。区域诸国政府早就想保全与稍强势邻国的关

系，但特朗普政府的务实外交政策以及反恐兴趣有可能会刺激到他们。

只要特朗普政府依旧忙于完备自己的中亚政策布局，中亚国家领导人

就应该能找到合适的内行对话者。问题在于，美国是否会调整自己的区域

计划，这将是今年稍晚时候的重要议程。

来源：http://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ssha-i-tsentralnaya-aziya/（瓦尔代俱乐部）

时间：2017年 05月 18日
（齐莹翻译，张凌燕校修）

（上接第 12页）的十几个拥有先进技术设备的生产商开展合作。他补充道，

“我们不仅与那些使用我们机器的人合作，还与使用籽棉的人合作，这样

一来他们就不会有怨言。今年我们会证明，这种机器非常具有市场竞争力

且高效”。

来源：http://www.centrasia.ru/news2.php?st=1494841200（中亚新闻网）

时间：2017年 05月 15日
（谢惠欣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ssha-i-tsentralnaya-az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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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家庭有意收养叙利亚儿童

卫星网记者谢尔盖·吉姆 阿斯塔纳 5月 18日电 任何一位哈萨克斯坦

人都可以为遥远的叙利亚儿童献出一份爱心，而且不见限于金钱资助。昨

日阿拉木图举行了慈善晚宴，发起 Sezimtal公募基金行动，开立捐款账户。

据该基金会消息，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数年战争以来，炸毁了 3000
所学校，一半的孩子不能接受教育。有 230万儿童和家人一起或是独自逃

亡逃往邻国。许多留在国内的儿童过着贫苦的生活。哈萨克斯坦卫星网从

该慈善项目发起人孙卡尔·努尔玛卡姆别托夫处了解到，是什么将我们和

叙利亚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他选择了帮助这个国家。我们还了解到，著名

电视主持人吉娜拉·萨特让表示可能会收养叙利亚儿童，而且不止她一人

有这种想法。哈萨克斯坦的许多家庭也向活动发起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帮助叙利亚儿童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

——哈萨克斯坦是《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规定，哈萨克

斯坦无权因种族、国别、宗教等而区别对待儿童。哈萨克斯坦有责任帮助

儿童维护其合法权益，我们在这一点上应该和国家并肩作战。我们决定在

Sezimtal公募基金平台发起这项活动：我们向哈萨克斯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提出了该项目，并于今年 3月 20日签署协议。该项目就叫“帮助叙利亚儿

童”。双方一致同意，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发起募捐，款项汇入哈萨克斯坦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之后再通过他们的分支机构汇给相应的叙利亚儿童。

——为什么偏偏是叙利亚？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也发生军事冲突，也

有需要帮助的孩子。

——我同意，但是我没有优先选择哪国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是平等

的。为什么偏偏是叙利亚呢——截至今日，这个国家是世界上局势最为紧

张的国家之一。而且，我们并没有把这一事情政治化，也没有承认政府或

是反对派任何一方。我们完全是中立的。重点是，所有人都认识拜巴尔苏

丹。哈萨克斯坦曾经有很多人文古迹，其中包括修复位于大马士革的拜巴

尔苏丹博物馆。法拉比（生于哈萨克斯坦现在版图的奥特拉尔，卒于大马

士革市——编者注）在两国历史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为什么偏偏是叙利

亚儿童，而不是哈萨克斯坦儿童？因为我们国家有很多可以帮助我国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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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构，比如政府组织和专业化学校。我们的孩子至少是有保障的，而叙

利亚孩子却不同。从新闻和社交网络中我们目睹了叙利亚发生的一切。哈

萨克斯坦社会必须做出选择。当然，有些人会批驳，有些人支持。我们为

哈萨克斯坦人民提供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他们去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国家没有其他机会可以帮助叙利亚儿童了。我们就是提供这次机会的

桥梁。

——吉娜拉·萨特让，该项目的慈善大使昨日宣布，您打算收养叙利

亚儿童。哈萨克斯坦人民是否也有类似的提议？

——我收到过我国一些家庭的提议，他们希望收养叙利亚儿童。关于

这一想法，我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驻哈萨克斯坦前名誉领事杰列赫·萨

米尔·阿里谈过。他说，这一制度值得讨论和实施。向我提议想收养的人

都是 30-35岁的女人，她们都有孩子。正式提出收养请求的家庭有三个，她

们会和萨米尔·阿里会面。可能还需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难民事务高级

专员（联合国——编者注）参与。第一个家庭是 10天前找我的，第三个家

庭是昨天找我的。

——项目从昨天举行慈善晚宴时开始启动。半天的时间里收到了多少

募捐款？

——现在我们无法报出准确的数字，因为这个数字在不断变化。但应

该是大约几万坚戈。

——此次活动会持续多久？

——我们会持续至 6月 20日，但不排除会延长期限。6月 17日我们打

算在阿斯塔纳举行慈善晚宴。

来源：https://ru.sputniknews.kz/society/20170518/2286409/kazahstanskie-semi-proyavlyayut
-interes-k-usynovleniyu-sirijskih-detej.html（哈萨克斯坦卫星网）

时间：2017年 05月 18日
（谢惠欣翻译，张凌燕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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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农业

农业科技成果

国家新闻中心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了生产农用除叶剂、加速植物

生长的药剂及其农用前景问题。科研机构学者、专家和青年研究人员参加

了此次由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组织的活动。

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学术秘书伊布拉基莫夫和其他学者指出，我国非

常注重发展科技并将其有效运用到生产中，这有助于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

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于 2017年 2月 17日颁布了一项名为《进

一步完善科学院活动、科研活动组织、管理和拨款的措施》的决议，该决

议旨在进一步扩大科学和生产的一体化。

为保证向居民提供高质量且有营养的食物、保持生态环境卫生，将现

代科技创新研究应用到农业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在科学院的研究机构中已

实施了许多该方面的重要方案。

科学院聚合物化学物理研究所学者研制出的药剂“壳聚糖”就是个典

型的例子。其主要成分是生物活性多糖，播种前用膜密封农作物种子时使

用该药剂是非常有效的。研究所学者还研发了一种名为“波利杰夫”的除

叶剂，它可以提高棉花产量。

无机化学研究所的学者研制出的“超级化学除叶剂-c”和“乌兹别克斯

坦除叶剂”也是效果很好、很安全的药剂。该研究所所长巴克蒂耶尔•扎基

洛夫说，使用这些药剂的地区每公顷产量提高到 2公担。产品的需求量也

很大。最近这些年“费尔干纳氮肥”股份公司生产了近 6万吨除叶剂。

国内科学在研制植物生长刺激素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无机化学研究

所研制的生原刺激素“号西尔”“马达特”“tzh-85”，还有植物质化学研究

所研制的“乌七昆”也是类似的药剂。

“如今全世界都在研制能提高农业产量的既安全又有效的药剂，这已成

为科学的主要方向”,微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亚龙•多什布拉托夫说，“我们研

究所进行了一系列科学研究，研制了很多新药剂并用于生产。比如，生物

制剂‘Verbactin’可以改善棉花和其他农作物种子的发芽率，在预防凋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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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胶病、根腐烂这些疾病方面也很有效。‘Mikrozim-1’‘Mikrozim-2’
‘Serhosil’生物制剂在这方面也是非常有效的”。

新闻发布会上还介绍了科学院科研机构的项目，其应用于农业的成果，

扩大科学和生产一体化的方案等信息。

来源：http://www.uza.uz/ru/society/dostizheniya-nauki-i-selskoe-khozyaystvo--17-05-2017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通讯社）

时间：2017年 05月 17日
（杨洋翻译，张凌燕校修）

乌兹别克斯坦计划实现全机械化棉花采摘

据乌兹别克斯坦卫星网报道，乌兹别克斯坦农业技术工业控股公司董

事长诺基尔·奥塔若诺夫向记者表示，近期乌兹别克斯坦计划实现全机械

化棉花采摘。

他说，为此，乌兹别克斯坦需要向国内市场投放 1万台采棉机。在这

种条件下，国家就能实现棉花 100%机械化采摘。迄今为止，乌兹别克斯坦

境内共有 1000 多台采棉机。

他解释道，“实现棉花的机械化采摘，是我国优先发展的一项任务。

此外，生产这些机器还涉及到耕地、播种、栽培、灌溉等一系列问题。如

果用数字计算的话，我国对这些机器的需求量估计为 5000-10000 台”。

同时，他补充道，公司每年生产的采棉机数量可达到 1000-1500 台。

今年计划生产 600多台采棉机。

奥塔若诺夫说道，“我认为，近五年内我们将加快发展速度。不久，

我们就会转为机械作业，因为我们知道，手工采摘非常耗力，且需要调动

大量的人力。如果成立新的公司，我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些问题。

我认为，从今年起，我们将向国内市场投放 1000余台采棉机”。

他表示，从手工采摘到机械化的过渡并不会那么顺利。因此，公司对这些

一系列问题都制定了工作方案。最首要的是要有质量过硬的机器设备。为

此开展生产能力深度机械化的研究，与包括本国汽车业在内（下转第 8页）

http://www.uza.uz/ru/society/dostizheniya-nauki-i-selskoe-khozyaystvo--17-05-2017


·13·

中亚经贸

中国已停止进口乌兹别克天然气？

5月 11日，Finmarket网援引国际文传通讯社的消息称，2017年第一季

度，中国未从乌兹别克斯坦进口天然气。

2016年 9-12月，中国减少乌兹别克天然气进口量，12月份降至最低，

2017年完全停止进口。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乌兹别克石油天然气国有控股公司宣布，其在与

中方协商后，无限期推迟修建中—乌天然气管道 D线。但中国天然气主要

进口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对此未发表任何官方评论。

我们还注意到，中国在 2015年第一季度就已暂停从乌兹别克斯坦进口

天然气。2017年第一季度，由于没有从乌兹别克斯坦进口，中国的天然气

管道进口量下降为 723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降低了 13.9%。从土库曼斯坦

进口的天然气也下降为 646万吨，减少了 5.81%，这也导致了天然气进口总

量的减少。

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 6月，乌兹别克石油天然气国有控股公司和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签订了每年最高 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购销框架协

议。从 2012年 4月 1日起开始供气。截至 2013年底，乌兹别克斯坦向中

国输气 60亿立方米。2014年秋，据俄新社在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的报道，2015
年乌兹别克斯坦将向中国发运 100亿立方米天然气。据塔斯社消息，从 2016
年 1月至 10月，从乌兹别克斯坦向中国运输的天然气总量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长 1.4倍，达 273万吨。

2015年乌兹别克斯坦计划修建中—乌天然气管道 D线，但工期变更数

次。该线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长度应为 219千米，最低成本 8亿美元。

为建成这一工程，乌兹别克石油天然气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公司计划新成立一家合资企业。

显然，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在 5月 11日对中国进

行国事访问之时会提出天然气供应这一问题。2016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时，双方签署了关于石油天然气和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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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合同，金额超过 2亿美元。

据卫星网报道，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石油天然气公司每年的天然气开

采量约为 700亿立方米。而乌兹别克斯坦官方并未发布关于天然气开采量

的信息，然而据专家预测，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开采量约为 550-600亿立

方米。

来源：http://www.centrasia.ru/news2.php?st=1494498540（中亚新闻网）

时间：2017年 05月 11日
（谢惠欣翻译，张凌燕校修）

哈萨克斯坦向亚洲开发银行借款 2.4亿美元

卫星网 阿斯塔纳 5月 10日电 据哈萨克斯坦卫星网报道，哈萨克斯坦

议会下院代表批准了关于哈萨克斯坦与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协议。

据议会下院国际关系、国防与安全委员会消息，哈萨克斯坦与亚洲开

发银行的贷款协议于去年 12月 7日在阿斯塔纳签署。

该协议规定，亚洲开发银行向哈萨克斯坦提供 2.403亿美元借款，用于

实施全长约 299公里的阿克托别-马卡特双线道路修复项目，且提供公路修

缮的技术和设备，为交通安全提供保障措施。

“俄罗斯边境（奥尔斯克）—阿克托别—阿特劳—俄罗斯边境（阿斯

特拉罕）”的阿克托别—马卡特道路修复项目将与“双西公路（西欧—中

国西部）”相连，从而为扩大和增强各国贸易关系创造条件，成为里海沿

岸地区对中国、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的运输通道。

该项目预计花费 2736.5万美元，其中亚洲开发银行借款 2.403亿美元，

剩余 3276.5万美元由哈萨克斯坦财政承担。

亚开行将向哈提供 2.403亿美元贷款，还款期 18年，包括 5.5年宽限

期，贷款利率 Libor+0.6%，未提取资金管理费 0.15%。利息和其他贷款费

用应在当年 11月 15日和之后每年 5月 15日偿还。

来源：https://ru.sputniknews.kz/economy/20170510/2212166/kazahstan-zajmet-bolee-240-mln-u
-aziatskogo-banka-razvitiya.html（中亚新闻网）

时间：2017年 05月 10日
（谢惠欣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www.centrasia.ru/news2.php?st=1494498540
https://ru.sputniknews.kz/economy/20170510/2212166/kazahstan-zajmet-bolee-240-mln-u-aziatskogo-banka-razvitiy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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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斯坦 2017年第一季度 GDP增速为 6.5%
欧亚发展银行在每月综述中显示，塔吉克斯坦 2017 年第一季度 GDP

增速为 6.5%。

综述称，采矿业和制造业在维持高指标经济增速方面有关键作用。农

业稳产和 2017年 3月恢复的投资增长（45.8%）也为 GDP增速做出了积极

贡献。

银行部门美元汇款较少、通货膨胀加剧成为限制经济增长的一大因素。

进口缩减导致对外贸易额下降。受不断增加的矿物产品供应的影响，

出口量增多。若不考虑该类产品，塔吉克斯坦 2017年 3月出口下降 15.9%。

投资品、消费品的进口量呈下降趋势。

2017 年 3 月，通货膨胀率在索莫尼贬值基础上持续加剧（环比增长

1.5%）。年通货膨胀率增至 7.3%（2017年 2月为 5.9%），超预设值 7.0%。

银行专家强调称，汇率亦有所波动。2017年 4月上半月银行的不稳定

性以及有限的储量导致汇率贬值压力上涨。

自 4月下半月开始，外部因素的作用缓解了国内货币市场的压力，索

莫尼稳定。

2017年 1-2月税收收入增加 7%，非税收增加 9.2%。国家机构和燃料

能源综合体领域的预算支出减少，而社会收支项目仍是优先方向。

总体而言，2017年 1-2月预算顺差为 3.563亿索莫尼，较去年同期高出

2.1倍。

来源：ca-news.org/news:1383723?f=cp（中亚新闻网）

时间：2017年 05月 19日
（焦丹丹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ca-news.org/ca-news.org/news:1383723?f=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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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坦巴耶夫：吉尔吉斯斯坦可能成为淘宝的物流枢纽

卫星网比什凯克 5月 15日讯 据吉总统新闻处消息，吉尔吉斯斯坦总

统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于建设数字化丝

绸之路的理念。

阿坦巴耶夫在北京“一带一路”论坛参与国领导人圆桌峰会上发表了

讲话。

阿坦巴耶夫说：“我们愿意支持习近平主席关于建设数字化丝绸之路的

理念，昨天他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一点。”他表示准备好将“一带一路”

的构想同“洁净社会”国家计划相对接。同时总统建议着手实现两个任务：

“第一，扩大自中国经由吉尔吉斯斯坦通向欧洲的光纤通讯线路网络。倘

若光纤传输线路途径吉尔吉斯斯坦，那么从香港和上海到伯尔尼和罗马、

布达佩斯和布鲁塞尔，到布拉格和马德里的数据传输速度将扩大到原来的

十倍。”阿坦巴耶夫的另一条建议涉及建设高科技物流中心和发展协同电子

商务。

阿坦巴耶夫说：“阿里巴巴、淘宝这样的互联网巨头快速发展，吉尔吉

斯斯坦可能成为最适宜建设物流枢纽的国家，有助于推动欧亚大陆国家消

费者网上订购的实现。”

据他介绍，在新丝绸之路理念的框架下吉尔吉斯斯坦支持中国—吉尔

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线的建设项目。

Taobao.com 是面向终端用户的中国互联网商城。该网站充当着买方与

卖方间的中介，由阿里巴巴集团创建。

2013年中国宣布“一带一路”新经济发展战略，旨在建设基础设施和

疏通欧亚各国间的相互联系。在优惠条件下形成贸易走廊，便于商品从东

方直接运送到西方。在倡议框架内计划实施两个项目：“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在进行的工作旨在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同

欧亚经济联盟相对接。

来源：https://ru.sputnik.kg/economy/20170515/1033384953/cifrovoj-shelkovyj-put-
atambaev-podderzhal-ideyu.html（俄罗斯卫星网）

时间：2017年 05月 15日
（于东泽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s://ru.sputnik.kg/economy/20170515/1033384953/cifrovoj-shelkovyj-put-


·17·

中亚社会文化教育

阿斯塔纳如何准备迎接外宾

距 2017世博会还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阿斯塔纳还在搞建设、搞维修，

搞卫生——这一切都是全民总动员，因为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很多国外贵客

来到这里，哈萨克斯坦努尔网报道。

一定要让游客认为我们的首都是最好的。

紧急要求将阿斯塔纳打扮一番 —— 不仅要把左岸这张名片打扮漂

亮，还要维修那些破旧的地方。

阿斯塔纳旧的住宅区都要拆除，那么胜利大街上当地居民所熟悉的两

层楼都会消失，很快这里的房子都将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街心公园。

火车站附近的热尼斯 64号的五层楼也被拆除，真是太好了。这些建筑

物都是黑色的窗户，还有褪了色的外墙，这引起人们的忧伤，因为前不久

这里还非常热闹，如今这空空的房子只能等着被拆除。

阿斯塔纳应该是个绿色城市，即使这里能生长的东西不多。

阿斯塔纳“永恒国度”街道上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云杉。

现在在那些从来不长草的地方也开始种草。肥沃的土壤撒在被踏平了

的干枯的土地上。

巴伊捷列克也准备迎接客人。现在正在进行封闭改造。甚至夜间也在

施工。

哪怕看一眼也好，看看里面在弄什么。现在在安装一个巨大的枝形吊

灯，安装完成后大厅看起来非常富丽堂皇。

在“阿拉依”公园会有新的公共设施。带有清洁装置的免费卫生间，

这里有卫生纸、自来水和空气清新剂的味道。

此外，它还是使用的太阳能电池，日本人已经进去使用过了。“哎，这

些外国人太有意思了，问这是卫生间吗？”治安人员笑道。

自行车。所有自行车都经过了维修并更新了外观，只是租金从每一季

5000坚戈涨到 10000坚戈。幸运的是，对于优惠者的价格没有变。

机场是最积极准备的：新的大型航站楼竣工，停车场也重新翻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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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前的空地，就像一望无际的战场。

目前工人们还在加紧施工，坐飞机的人就有点痛苦，没有地方停车，

就不得不自己拖着行李走很远的路。

共和国大街上的高楼也在翻新。这些还是阿斯塔纳叫切利诺格勒的时

候修建的第一批高层楼房。目前，右边的房屋已刷完漆，左边的还在刷。

著名的“萨马尔”很快就会刷成橙黄色。

要用各种方式使街道变得漂亮。如果没有石板，我们就用其他方式把

破旧的墙面遮盖住。带有石板花纹的广告牌？还是很好的。

离世博会有点远的新建筑物也建好了，但其前面的地还没弄好。真是

杂乱无序：正在紧急地修路，挖走了很多树。

从机场到左岸的整条路都是树木和小路。就是为了不让外国人看到废

墟和之前砍伐的林带。

大量大树被砍伐，就为了种细小的杨树幼苗。

国外客人住哪呢？他们住在伊希姆岸边新的宾馆里，其建筑样式就像

一个巨大的帐篷，马上就要交付使用了。

他们怎么娱乐呢？除了世博会场馆和巴伊捷列克街心花园，还可以参

观“永恒国度”凯旋门，去周边看看。

在市公园还修建了新的半圆形剧场，在《杜曼》旁边要启动新的摩天

轮。

总之，阿斯塔纳因为要到来的世博会忙碌不已，积极地准备着。正如

今天一位出租车司机对我网记者说的：“重要的是在世博会上不能丢脸，然

后再解决遗留问题”。

来源：https://www.nur.kz/1496615-glavnoe-ne-opozoritsya-kak-astana-got.html（哈萨克斯坦努尔网）

时间：2017年 05月 18日
（杨洋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s://www.nur.kz/1496615-glavnoe-ne-opozoritsya-kak-astana-go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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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学者共议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问题

乌兹别克斯坦在塔什干和撒马尔罕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共有来自

16个国家的 60位境外学者、48位外国记者和 70余位本国记者参会。

塔什干 5月 15日电 5月 15-16日，乌兹别克斯坦在塔什干和撒

马尔罕两座城市举办了“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通向人民和国家间

对话之路”国际学术会议。共有来自 36个国家的 350余人齐聚于此。

与会者中有来自 16个国家的 60位境外学者，48位外国记者和

70余位本国记者。此外，来自 18个国家的 5名院士、14名教授、23
名博士、13名副博士亦出席此次会议。

15日，会议展示了文化教育媒体项目——《世界藏品中的乌兹

别克斯坦文化遗产》和五本系列画册。画册分别为“国立东方博物馆

藏品”“国立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藏品”“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阿利舍尔·纳

沃依著作”“俄罗斯民族学博物馆藏品”“世界藏品中的乌兹别克斯坦

地毯和刺绣”，每本画册均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学者与世界著名博物馆

保管员的密切合作下完成。

会议期间还为爱德华·勒特维拉兹庆祝 75岁寿辰，他身兼学术

导师、考古学家、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教授及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

院士数职。

与会嘉宾还听取了来自俄罗斯、法国、德国、波兰、美国、捷克

和日本的顶尖专家的报告。而乌兹别克斯坦数万年之久的丰富文化遗

产成为所有与会者的情感联结点。

“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通向人民和国家间对话之路”国际学

术会议 16日在撒马尔罕继续进行。与会者将参观地毯和壁毯展、体

验传统造纸工艺、欣赏列吉斯坦广场上演的 3D灯光秀等。

来源：http://ru.sputniknews-uz.com/culture/20170515/5409550/Kulturnyi-kongress.html
（卫星网）

时间：2017年 05月 15日
（焦丹丹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ru.sputniknews-uz.com/culture/20170515/5409550/Kulturnyi-kongre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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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与土壤改良研究所将与塔吉克斯坦

高校展开合作

塔什干水利与土壤改良研究所在首轮交流会框架下加强同中亚

国家和阿富汗学术界的合作。

据中亚区域生态中心向《乌兹别克斯坦报》透露，塔什干水利与

土壤改良研究所（TIIM）同塔吉克斯坦希林首赫·沙杰姆尔农业大学

以及塔吉克斯坦水利工程与土壤改良科学研究所（TajikNIIGiM）签

署了合作文件。

协议在 5月 2日至 4日举行的首轮交流会的框架下签署，与会者

为来自中亚和阿富汗水利事业方面的专家和高等专业学校的教研人

员。本次交流会在该区域国家学术界尚属首次，来自 6个国家的超过

40名代表参与了会议。

“这是中亚区域生态中心水利教育倡议发展中的重要举措”，中

亚区域生态中心办事处处长沙赫诺扎·乌玛洛娃说，“依照倡议方案

计划培养 48名来自中亚国家和阿富汗的硕士研究生并实施大约 60项
科研项目”。

与会者参观了塔什干水利与土壤改良研究所、塔什干州尤卡里奇

尔奇克区的水利工程建筑、农场和带有节水灌溉系统的集约化花园。

会议就建立统一的水资源一体化管理干部培训体系、科学进修组织和

硕士研究生导师通用系统达成了共识。

这些举措是在中亚区域生态中心“中亚水、教育与合作”项目框

架下组织的，该项目由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资金支持。

来源：https://www.gazeta.uz/ru/2017/05/08/water/（乌兹别克斯坦报）

时间：2017年 05月 08日
（于东泽翻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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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12
欧元 63.1984
人民币 8.247
来源：http://www.banki.ru/products/currency

（俄罗斯银行网）

时间：2017年 05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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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71
欧元 347.4726
卢布 5.4981
人民币 45.3432
来源：http://kazfin.info/archive/

（哈萨克斯坦金融网）

时间：2017年 05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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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198
欧元 9.8633
卢布 0.1516
人民币 1.2871
10索姆 1.2982
10坚戈 0.2839

100苏姆 0. 2311
来源：http://www.finmarket.ru/currency/rates/?id=10131

(俄罗斯金融网)

时间：2017年 05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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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6.667
卢布 67.5373
欧元 4268.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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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兹别克斯坦黄金网）

时间：2017年 05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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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389
欧元 75.9773
卢布 1.2022
人民币 9.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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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网）

时间：2017年 05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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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56
欧元 3.8756
卢布 0.0613
人民币 0.5057
100索姆 5.101
100坚戈 1.1154
1000苏姆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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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汇率网）

时间：2017年 05月 28日

（张凌燕翻译、校修）

http://kazfin.info/exchange/eur/
http://www.banki.ru/products/currency
http://kazfin.info/exchange/eur/
http://kazfin.info/exchange/rur/
http://kazfin.info/archive/2015/05/10/
http://kazfin.info/exchange/eur/
http://www.goldenpages.uz/?page=kurs
http://kazfin.info/exchange/eur/
http://www.halykbank.kg/ru/nbkr_ra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