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亚 速 递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亚研究》副刊

---------------------------------------------------------------------------------------------------

半月刊·2010年创刊

第 5卷 第 09期 2017年 05月 15日

Экспресс-новости из регионо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приложение к журналу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Выпускается два раза в месяц Издаётся с 2010 года
Том 5 №09 15-ое мая 2017 г.

“一带一路”：新疆发展与中亚合作高校智库联盟

中亚文明与西向开放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大学新疆研究生基地



编委会成员：

主 任：夏文斌

副主任：李豫新 万朝林 凌建侯

主 编：凌建侯

编 委：吴青海 麻丽亚 张凌燕 谢惠欣

王 倩 焦丹丹 苏 飞 高婧文



目 录
“一带一路”..................................................................................................1

欧亚经济联盟与“新丝绸之路”是否有望合作？..................................... 1

中国希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安全合作..................................... 2

中亚政治..........................................................................................................4

为何来自中亚国家的移民更易实施恐袭？................................................. 4

欧盟愿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发展......................................................................5

中亚经贸..........................................................................................................7

欧盟欲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建贸易投资委员会............................................. 7

乌兹别克斯坦新设 7个自由经济区............................................................. 8

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新签大额出口合同......................................... 9

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欲对塔投资............................................... 10

欧盟与乌兹别克斯坦对贸易现状不满....................................................... 11

中亚能源........................................................................................................13

哈萨克斯坦欲讨论延期石油减产协议....................................................... 13

乌兹别克斯坦将于五年内新建 42座水电站............................................. 14

日本公司将对乌兹别克斯坦热电厂进行改造........................................... 14

乌兹别克斯坦需补建到哈萨克斯坦的输油管道....................................... 15

中亚教育与社会............................................................................................17

如何改善乌兹别克斯坦学前教育？........................................................... 17

教育局命令减少中学生家庭作业............................................................... 18

不同国家学者将讨论卫国战争史实........................................................... 19

外汇牌价........................................................................................................20



·1·

“一带一路”

欧亚经济联盟与“新丝绸之路”是否有望合作？
丝绸之路是指对多国供应食品和商品的贸易路线。历史证明，丝绸之

路使中国和中亚国家的经济水平显著提高。“丝绸之路”一词 19世纪才被

初次使用，但连接中国和欧洲的商道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便已存在。

重建丝绸之路的构思由来已久。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首次提出。4
月 25日，来自世界 26个国家的工、商、经济代表在比什凯克会面，共同

讨论“一带一路”项目的进一步发展。值得强调的是，此次论坛的发起者

和组织者为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企业家联盟。

专家在论坛上特别强调道，欧亚经济联盟应积极促进成员国内商品的

全面升级，提升商品竞争力。“一带一路”除大区域外，共涉及 70个国家。

中国对丝绸之路项目的落实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丝绸之路与欧亚经济

联盟的合作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益处究竟有多大？毕竟人们早已对中国的出

口国地位习以为常。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对商品的需求更

多，是大型消费国，也即进口国。如：去年中国曾从哈萨克斯坦进口植物

油。

丝路上的欧亚经济联盟

欧亚经济委员会贸易部部长维罗妮卡·尼基申娜在报告中表示，欧亚

经济委员会对其欲与欧亚经济联盟外的合作伙伴共同建立特惠制度进行了

评估。在对利益和风险评估后发现与第三方建立新协议的利大于弊。通过

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建立更优惠的出口制度可以降低国内市场竞争力。

因此，那些想在欧亚经济联盟内进行贸易的可一如继往，而希望做出口贸

易的也将顺利进军国外市场。

尼基申娜说道，“如今无论建立区域协定还是区域集团的趋势愈加明

显。因为这对出口市场有利。而中国即为一大重要优先方向。因此，我们

正积极参加丝绸之路经济带大项目。现在与中国正谈判的协议与不涉关税

的优惠协议不同，它所提及的都是我们忧心的贸易问题。而有关自由贸易

区我们尚未与中国谈判，但我们的协议会包含一整套规则，有助于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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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关税进入中国市场或在我们的市场上实施中国项目”。

欧亚经济联盟理事会主席伊戈尔·赫里斯坚科强调，构建经贸合作框

架协议极其重要。而首要任务是搭建法律框架和平台，因为考虑到所有成

员国的超国家法，这会有助于商贸合作法制基础的统一。

赫里斯坚科称，“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应有统一的法律平台以协调各

领域的法律关系。只有如此才能为项目参与者创造良好的条件，才能回答

‘谁是主人’的问题”。

论坛上许多专家强调必须发展数字经济。就吉尔吉斯斯坦而言，这会

成为其发展自身经济的强劲推力，同时对项目一体化进程利好。

论坛最后，哈萨克斯坦阿塔梅肯国家企业家商会主席阿布拉·穆尔扎

赫梅托夫与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企业家联盟主席萨根巴耶夫·吉尔高别克签

署了合作备忘录。此外，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企业家联盟还与吉尔吉斯斯坦

检察院签署《全面保障经商环境备忘录》。

来源：http://www.centrasia.ru/newsA.php?st=1493269260（中亚网）

时间：2017年 04月 27日
（焦丹丹翻译，凌建侯校修）

中国希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安全合作
俄罗斯卫星消息网 5 月 5 日杜尚别电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消息，

“一带一路”安全合作对话会于 5 月 4日在北京举行，参会国超过 20个，

中国希望能够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国务委员、公安部

部长郭声琨发表讲话指出，维护“一带一路”安全事关沿线国家切身利益。

希望各方牢固树立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建

立健全“一带一路”安全合作机制,深挖合作资源和潜力,大力加强反恐、

海外利益保护和安保等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安全合作水平。

据公安部消息报道，与会各方表示,愿同中方大力加强“一带一路”安

全合作,同心协力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

“一带一路”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将建立以优惠

http://www.centrasia.ru/newsA.php?st=149326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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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直接供应货物的商贸走廊。此前曾报道过，到 2020 年前，中国研制的

世界上最快的火车将被引入到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在研制和生产

过程中，中国使用了碳纤维和铝合金等新型材料，这使得火车大大减轻自

身负荷，提高能源利用率，从而跑得更快。这种新型火车有利于加快丝绸

之路经济带区域联系，为中外企业开拓新业务提供便利。中国于 2013 年提

出“一带一路”经济带发展战略 ，旨在加强欧亚大陆联系，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中亚是丝绸之路的一段重要部分，几乎所有中亚国家都是丝绸之路

经济带沿线国家。塔吉克斯坦作为中国的邻国，边境贸易发展良好，中国

对塔吉克斯坦的交通建设有大量投资，尤其是公路、桥梁、隧道及国家电

力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塔吉克斯坦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路线上的重

要一环。

来源：http://ru.sputnik-tj.com/world/20170505/1022228967/kitay-nadeyetsya-sotrudnichestvo-
bezopasnost-ramkakh-shelkovogo-puti.html（俄罗斯卫星新闻网）

时间：2017年 05月 05日
（苏飞翻译，凌建侯校修）

http://ru.sputnik-tj.com/world/20170505/1022228967/kitay-nadeyetsya-sotrudnichestvo-bezopasnost-ramkakh-shelkovogo-put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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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政治

为何来自中亚国家的移民更易实施恐袭？
如果对关于恐怖主义在世界各国出现的信息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一

个危险的趋势，来自前苏联的移民更常成为恐怖分子。以“民主的”吉尔

吉斯斯坦为例。近几年，吉尔吉斯斯坦公民或本地人参与的带有恐怖主义

苗头的事件已发生 9起。这样的频率在该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种趋势

和什么有关？这个国家是否会有恐怖袭击？

4月 3日，圣彼得堡发生了袭击案，造成 14人死亡，49人受伤。嫌疑

人是 21岁的吉尔吉斯斯坦人。据俄罗斯媒体消息，近 6年，该嫌疑人居住

在多个俄罗斯城市，并多次更换护照。

如此一来，“吉尔吉斯斯坦的印迹”再次出现在悲剧事件中。可以回

想一下这个国家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所有事件。根据记录数据，近四年已经

有 9起带有恐怖主义苗头的事件，其中直接或间接有吉尔吉斯斯坦公民或

本地人参与。专家估计，相对于吉尔吉斯斯坦不多的人口而言，这已经是

相当高的指数了。

在专家看来，这与国际恐怖组织招募移民有关。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

前副主席阿尔杜拉称，许多吉尔吉斯斯坦人都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土

耳其工作，其中有多少人遭受到了极端主义思想浸染，这没法说。

阿尔杜拉认为，外国政府将受到极端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分成了几类，

中亚移民开始处于第一位了。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和塔

吉克斯坦的公民常常被划归到这一类。这可能都是有分析依据的。

吉尔吉斯斯坦老兵阿利舍尔表示，无工作和文化水平低下的年轻人常

常会被招募，他们可以在存在社会问题的任何一个国家参与恐怖组织，包

括欧洲。

阿利舍尔说道：“在激进分子的影响下，针对在国外本国公民的保障

不会放松。他可能被洗脑，认为在医院也能实施袭击。吉尔吉斯斯坦政府

应该严肃考虑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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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有激进倾向的公民可以回到吉尔吉斯斯坦，在本国实施袭

击。单身恐怖分子是非常危险的。国家安全局前工作人员建议本国官员完

善情报工作系统，使人民所面临的危险降低到最小，还要考虑到激进分子

可以通过网络散播暴恐信息。

值得指出的是，瑞典的恐怖袭击案件嫌疑就锁定在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的移民。瑞典、比利时等西方国家总是希望接收来自前苏联国家的所谓的

政治难民，说他们是由于政治原因遭受迫害。事实上，他们为激进分子、

潜藏的恐怖分子和其他社会败类提供了避难所，这些人已经在自己的祖国

表现出了其消极的一面。

为了使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明白，让这些“受罪的难民”留在国内会给

自己带来多大危险，还需要进行多少次恐怖袭击呢？

来源：http://www.centrasia.ru/news2.php?st=1493358300（中亚新闻网）

时间：2017年 04月 28日

（齐莹翻译，凌建侯校修）

欧盟愿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发展
欧盟特别代表彼得·布里安称，乌兹别克斯坦改革为其与欧盟的合作

创造了新的机会。

欧盟中亚事务特别代表彼得·布里安称，欧盟愿意支持乌兹别克斯坦

2017年至 2021年的发展行动战略。他曾在 4月 26日至 28日期间访问了乌

兹别克斯坦。

布里安周五向记者表示：“我们很有兴趣审阅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战

略，也想就我们联合项目和计划中的文件的方向做出回应和反映。”

乌兹别克斯坦改革为该国与欧盟，以及与地区邻国的合作创造了新机

会。布里安指出，欧盟积极评价乌兹别克斯坦与中亚各国在边界上的立场

及所建立的新的合作形式。这种新环境可以积极反应在欧盟区域合作的主

要项目中。

这些项目支持素质教育、法治改革和加强法制，支持包括水资源在内

http://www.centrasia.ru/news2.php?st=149335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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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资源的持续发展和合理利用，同时也要保障安全。

欧盟官方代表团的成员除了彼得·布里安之外，还有欧盟委员会国际

合作和发展总局中亚、中东、波斯湾、太平洋部副部长弗兰克·埃斯和欧

洲对外联络局中亚国家部部长托沃·克拉尔。

在访问期间，他们讨论了欧盟和乌克兰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合作问题，

在外交和中高等特殊教育领域、经济、农业和水资源经济方面提供帮助，

同时还包括重申建立国家投资委员会。

据悉，近几周将签署以 2150万欧元支持农业发展计划的协议，用于发

展农业领域的研究事务，扩大农民对技术、信息和市场的获取范围，同时

推动国家食品项目符合国际标准。

双方还确认将延长“管理培训计划——加强乌兹别克斯坦小型企业和

私企领导人的能力”项目，欧盟拨款 278万欧元用于 2013 年至 2017 年期

间该项目的实施。由于有了 60万欧元的保障，该项目将被延期至 2018年
年中。

欧盟代表们参观了撒马尔罕，一项由欧盟（824万欧元担保）和法国发

展机构资助，为推动当地政府更新该国第二大城市内的日常固体垃圾的收

集、排放和处理系统的项目，就是在此地实施的。

布里安说道：“撒马尔罕项目改善了周围环境，使城市更加干净，也越

来越吸引游客。还将引进新的废品加工和二次利用技术，以生产对城市有

益的产品。这个项目也是创造工作岗位一个好途径，将可安置 500人就业。”

欧盟特别代表在总结自己的访乌成果时说：“我对我们与乌兹别克斯坦

同僚的会晤和会谈感到非常满意。我们看到了乌兹别克斯坦解决问题和改

善人民生活水平的热情。”

来源：https://www.gazeta.uz/ru/2017/04/29/eu/（乌兹别克斯坦报纸网）

时间：2017年 04月 29日
（齐莹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s://www.gazeta.uz/ru/2017/04/29/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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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经贸

欧盟欲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建贸易投资委员会
欧盟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爱德华兹·斯捷普拉斯认为，欧盟完全同意

共建贸易投资委员会，主要问题在于乌方，因此双方应会面协商以达共识。

塔什干 5月4日电 欧盟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爱德华兹·斯捷普拉斯称，

乌兹别克斯坦和欧盟正仔细研究共建贸易投资委员会问题，预计今年年底

将正式运作。

斯捷普拉斯在记者见面会上说道，“如今我们正与乌方就成立贸易投

资委员会进行讨论。除官方人士外，乌兹别克斯坦企业家和欧洲企业代表

也将参会，以加强双方业务关系”。

据他所说，欧盟方完全同意共建贸易投资委员会，而主要问题在于乌

方，因此双方应共聚一堂达成协定。因欧盟具有经济一体化经验，虽不一

定要照搬，但至少可为双方深入合作出谋划策。

斯捷普拉斯评论道，“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家自身的倡议相关，

因此他们应划定自己的利益圈。我们希望贸易投资委员会今年可以正式启

动”。

据专家意见，贸易投资委员会的成立可在经贸、投资、金融技术等领

域扩大乌兹别克斯坦与欧盟的互惠合作，并将在委员会框架下探索深化合

作、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的新途径。

值得强调的是，去年乌兹别克斯坦和欧盟双边贸易额骤降，仅为 18亿
欧元（2015年为 18.37亿欧元）。欧盟是乌兹别克斯坦五大贸易伙伴之一，

居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后，位列第四。

2016年乌兹别克斯坦紧需的欧洲产品为汽车、机械设备、化工用品（其

中包括药物）以及其它工业制品。而欧盟从乌兹别克斯坦进口的产品主要

有化学用品、丝绸和服装、果蔬等农产品、矿物及其它原料。

如分析家所说，双方承认贸易额不尽人意。为此，乌兹别克斯坦和欧

盟采取各种措施，旨在促进双边经贸关系。

来源：http://ru.sputniknews-uz.com/economy/20170504/5339174/Uzbekistan-ii-ES-torgovlya
-i-investicii.html（卫星网）

时间：2017年 05月 04日
（焦丹丹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ru.sputniknews-uz.com/economy/20170504/5339174/Uzbekistan-ii-ES-torgovlya-i-investici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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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新设 7个自由经济区
俄罗斯卫星消息网5月 5日杜尚别电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沙夫卡特·米

尔济约耶夫批准在乌兹别克斯坦将在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吉扎

克州、纳曼甘州、锡尔河州、苏尔汉河州和塔什干州同时成立 7 个自由经

济区，分别是:努库斯药业经济区、佐明药业经济区、科松索药业经济区、

锡尔达辽药业经济区、博伊松药业经济区、布斯通利克药业经济区和帕尔

肯特药业经济区，专门用来在特殊的自然条件下培育药用植物原料及药材

原料加工。

设立经济区有利于促进制药业发展，减少药剂进口，增加出口量。

新的自由经济区建立以后，乌兹别克斯坦制药厂可直接使用本国药材

制成药品。除此之外，该举措有利于刺激制药业的发展，经济区内所有的

入驻企业依据投资额的大小将给予不同期限的土地税、所得税、法人财产

税、社会基础设施改善和发展税、小微企业统一税和国家专项基金强制性

捐款的减免。乌兹别克斯坦药业集团对塔吉克斯坦供应的药品与本国其他

供应商价格相比较低，在 2016 年初，米尔济约夫总统计划在乌只建立 4个

自由经济区，据推断期限可达 30年。

来源：http://ru.sputnik-tj.com/asia/20170505/1022228161/mirziyoev-uzbekistan-svobodnaya
-ekonomiches kaya-zona.html（俄罗斯卫星新闻网）

时间：2017年 05月 05日
（苏飞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ru.sputnik-tj.com/asia/20170505/1022228161/mirziyoev-uzbekistan-svobodnaya-ekonomicheskaya-zon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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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新签大额出口合同
俄罗斯卫星消息网5月 4日杜尚别电 哈萨克斯坦总理官方网站消息显

示，哈萨克企业与吉尔吉斯斯坦公司签署贸易合同，额度达 1180 万美元。

消息写道，由哈萨克斯坦投资公司和吉尔吉斯斯坦商务部联合主办的哈萨

克斯坦企业贸易大会在比什凯克进行。会上双方签署了 1180 万美元的食品

出口合同。哈萨克斯坦 30个化工产品、建材、食品、机械、包装、药品企

业及 120 多家吉尔吉斯斯坦企业分别派出代表参加大会。会上，8家哈萨克

斯坦企业与吉尔吉斯最大的“人民”连锁超市签订食品供应合同。同时，

两国企业签署了聚乙烯管和天然气管道运输设备的销售协议。

来源：http://ru.sputnik-tj.com/asia/20170504/1022222120/kazakhstan-eksportiruyet-kyrgyzstan
-produktsiyu-na-118-mln.html（俄罗斯卫星新闻网）

时间：2017年 05月 04日
（苏飞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ru.sputnik-tj.com/asia/20170504/1022222120/kazakhstan-eksportiruyet-kyrgyzstan-produktsiyu-na-118-ml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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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欲对塔投资
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领导有意与塔吉克斯坦合作。

杜尚别 5月 4日电 据塔吉克斯坦外交部新闻中心报道，塔吉克斯坦驻

科威特特命全权大使祖巴依杜拉·祖巴依多夫与阿拉伯经济与社会发展基

金会总经理阿卜杜·巴德尔举行了会晤。双方就两国经济合作现状及前景、

投资活动以及其它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巴德尔希望两国在经贸、投资、交通、工业、能源领域深入发展并扩

大务实合作，而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亦有意在以上领域进行投资。

此外，塔吉克斯坦大使还会见了科威特科学文化理事会主席阿里·侯

赛因·约霍。双方就加强科学、文化、艺术领域的合作进行了讨论。

双方商定，2017年 6月将携民间艺术团、民族器乐队和著名音乐家庆

祝塔吉克斯坦民族统一日。

科威特阿拉伯经济与社会发展基金会成立于 1968年，总部位于科威特

城，注册资本近 30亿美元。其成员为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和巴勒斯坦

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的所有国家。其中超过 3/4的资金由沙特阿拉、科威

特、伊拉克和阿联酋提供。

塔吉克斯坦和阿盟国家的合作热情高涨。如：沙特阿拉伯对塔投资 2
亿美元建设议会和政府系统，而作为对扩大投资和金融资助的交换，沙特

期待其外交政策能得到塔吉克斯坦的支持。

与伊朗和塔吉克斯坦的共有文化遗产、历史甚至语言的传统影响相反，

阿拉伯外交官则倾向于关注两国的宗教亲近性。塔吉克斯坦穆斯林中逊尼

派占多数，科威特的逊尼派亦占 70%，而伊朗居民则主要为什叶派。

来源：http://ru.sputnik-tj.com/economy/20170504/1022219135/posol-Kuveyt-arabskiy-fond
-razvitiye-tadzhikistan-investitsiyi.html（卫星网）

时间：2017年 05月 04日
（焦丹丹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ru.sputnik-tj.com/economy/20170504/1022219135/posol-Kuveyt-arabskiy-fond-razvitiye-tadzhikistan-investitsiy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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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与乌兹别克斯坦对贸易额现状不满
欧盟驻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负责人埃杜阿尔茨·斯蒂普拉斯（音）称，

乌兹别克斯坦与欧盟 2016年的贸易额为 18亿欧元，双方均认为这个结果

不令人满意，并打算发展贸易关系。

斯蒂普拉斯 5月 4日向记者表示，乌兹别克斯坦与欧盟 2016年的贸易

额为 18亿欧元。尽管稍有下降（2015年为 18.3亿欧元），但欧盟仍是位列

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后的乌兹别克斯坦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2016年乌兹别克斯坦需求量最大的欧洲商品是汽车、设备和机械（7.11
亿欧元，占欧盟出口商品的 43.8%），化工产品（3.82亿欧元，占出口商品

的 23.5%，其中 2.49亿欧元为药品），以及其他工业产品（1.48亿欧元，占

所有出口商品的 9.1%）。

相反地，欧盟国家进口乌兹别克斯坦的商品主要是化学及相关的工业

产品（8500万欧元，占欧盟国家所有进口商品的48.7%），纺织品和服装（4000
万欧元，占所有进口商品的 22.8%），以及果蔬和其他农产品、矿物和能源

（3200万欧元，占所有进口商品的 18%）。

欧盟大使指出，双方均承认现今的贸易额不令人满意，并表示要努力

提高贸易额，相关措施包括计划于今年建立贸易投资委员会。除官方人员

外，乌兹别克斯坦企业家和欧洲公司的代表们也将参与委员会工作。

斯蒂普拉斯指出，不会向没有机会挣钱、获得利息并收取利润的地方

投资。他说道：“乌兹别克斯坦很多方面现存的外汇政策都在抑制着直接引

资，这对谁都不是秘密。我认为，这是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现在正在积极解

决的问题之一。在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实施外汇调整的市场方式是危险的。

我认为，这对外国投资者而言将是个强烈的信号，即乌兹别克斯坦打开了

自己的市场。”

自年初起，欧盟就推出了两项关于支持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中亚

国家中小贸易发展的新项目。

其中的一个项目就专注于发展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物流和企业

协会的潜能，其宗旨是形成有效的供应、存储和商品配送的物流链，创造

工作岗位，开展培训，同时发展物流和仓储领域的公私合作组织的体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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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机制。该项目还将促进中亚国家经济一体化的加强和与欧盟及其他伙

伴国贸易关系的发展。欧盟已拨款 75万欧元用于该项目 2017年至 2019年
的实施。

另一个项目是发展旅游商业的农村和社区组织，以此来稳定中亚的经

济发展。该项目预计于 2017年至 2020年实施，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

坦将投资 140万欧元。而其宗旨是挖掘当地旅游公司的潜能，促进国家和

地区农村和社区旅游业领域的合作和经验交流。

斯蒂普拉斯宣布了欧盟驻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的近期活动。5月 11日，

Radisson宾馆将举行 Study in Europe教育展会，将有来自 14个欧洲国家的

20多所大学参会。已成为传统的欧洲电影节将于 5月 22日至 28日在纳沃

伊电影宫举行。在这场免费盛会上，观众们将观赏到来自 12个欧洲国家的

电影，其中许多都获得了有声望的国际奖项。

来源：https://www.gazeta.uz/ru/2017/05/04/eurounion/（乌兹别克斯坦报纸网）

时间：2017年 05月 04日
（齐莹翻译，张凌燕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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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能源

哈萨克斯坦欲讨论延期石油减产协议
阿斯塔纳 5月 2日电 哈萨克斯坦能源部部长卡纳特·巴祖姆巴耶夫表

示，哈萨克斯坦欲就延期石油减产协议进行讨论。

沙特阿拉伯能源工业和矿产资源部部长哈立德·阿尔-法列赫称，希望

将石油减产协议延期至下半年，并打算就该问题与哈萨克斯坦总理进行讨

论。

巴祖姆巴耶夫对记者称道，“哈萨克斯坦希望就延期条件进行讨论”。

据他所言，哈萨克斯坦能源部部长或副部长将于五月底赴维也纳参加

协议延期讨论会。

去年 11月 30日，石油输出国组织就日采油量缩减 120万桶达成一致。

12月 10日，十一个非成员国同意日减采 558000桶，其中俄罗斯占 30万桶。

虽然减产协议有效期仅至 2017上半年，但也有望延期。

有关协议延期问题将于 5月 24日在监测委员会部长会议上讨论。委员

会成员有来自石油输出国组织三个成员国（委内瑞拉、科威特、阿尔及利

亚）的能源部长。在此之前，所有协议方都应就延期问题表态。最终决议

将于 5月 25日在维也纳通过，届时将征集各国观点，市场情况亦将明朗。

来源:https://ria.ru/economy/20170502/1493468729.html（俄新社）

时间：2017年 05月 02日
（焦丹丹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s://ria.ru/economy/20170502/14934687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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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将于五年内新建 42座水电站
项目包含已有水力工程现代化、新水力系统和小型水电站建设以及珍

惜水资源等工作。

塔什干 5月 3日电 据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新闻中心报道，沙夫卡特·米

尔济约耶夫签署《乌兹别克斯坦水力持续五年期发展举措》。

预期该项目将于 2021年完工。其主要目标是提高电力领域的可再生能

源份额，同时对已有设施进行改造和完善。因此，需借鉴国际经验，研究

实施新技术。

项目包含新建水电站 42座以及对 32座水电站和其它水力系统的改造

工程。

同时，该项目还旨在加强国内水资源的保护，包括水力工程建筑施工

和有效管理过程中对已有植物群和动物群的保护，并遵守《跨界水道和国

际湖泊保护与利用公约》。

乌兹别克斯坦对地区水资源利用始终持谨慎态度并呼吁各方共同讨

论。因其地理特征，地区内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一些国家希望利用河水

发电，而另一些国家则需引水灌溉农田。

来源：http://ru.sputniknews-uz.com/economy/20170503/5330295/Uzbekistan-gidroenergetika-
programma.html（卫星网）

时间：2017年 05月 03日
（焦丹丹翻译，凌建侯校修）

日本公司将对乌兹别克斯坦热电厂进行改造
俄罗斯卫星消息网 5月 5日杜尚别电 据乌兹别克国家能源股份公司

消息，日本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与丸红株式会社已经着手对乌兹别克斯坦

东部费尔干纳热电站的现代化改造。工期为两年。高效燃气轮机热电联产

项目及锅炉房施工已经在四月底开始进行。该项目为“交钥匙”工程，日

本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与丸红株式会社为设备供应商。据乌国家能源公司

消息，该项目实施后电站总容量将增加 24兆瓦。该项目向日本新能源产业

http://ru.sputniknews-uz.com/economy/20170503/5330295/Uzbekistan-gidroenergetika-programm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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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综合开发机构贷款 4950万美元，其余为本国资金。

费尔干纳热电站为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仅有的一座电站 ，于

1978年投入使用。装机容量为 305兆瓦，电站产能为 560千瓦小时。目前，

在乌兹别克共有电站 45座，总计容量达 12400兆瓦，其中乌兹别克国家能

源公司的 16座电站总容量达 12040兆瓦，其余电站为一些自营小型工业热

电站及其它隶属于农业水利部的小型水电站。

费尔干纳热电站产能潜力为 560-570亿千瓦小时。早前乌兹别克斯坦总

统米尔济约夫曾下令对纳沃伊州装机容量为 450兆瓦的热电站进行现代化

改造。

蒸汽燃气涡轮装置能够实现保证纳沃伊州冶金厂、氮厂及农业的用电

需求。热电厂不仅仅能够用来发电，同时也能够为城市居民及企业供暖。

来源：http://ru.sputnik-tj.com/asia/20170505/1022232327/uzbekistan-yaponskiye-kawasaki-
marubeni-moderniziruyut-tets.html（俄罗斯卫星新闻网）

时间：2017年 05月 05日
（苏飞翻译，张凌燕校修）

乌兹别克斯坦需补建到哈萨克斯坦的输油管道
俄罗斯卫星消息网5月 3日杜尚别电 乌兹别克斯坦石油天然气国有控

股公司有关人士告诉俄罗斯消息社表示，为了满足吉扎克州新建石油加工

企业输油需求，需要新建到哈萨克斯坦边境的输油管道。

4 月末，在吉扎克州开始新建一座投资 22亿美元炼油厂，炼油厂每年

可加工 500 万吨来自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石油。

有关消息人士称：“我们与哈萨克斯坦企业进行了谈判，我们将利用

‘奥姆斯克-巴甫洛达尔-奇姆肯特’输油管道来保障我们的炼油厂所需的

原油，新建 95公里的输油管道能够输送 500 万吨原油，这就满足了我们的

需求。”

他表示，塔方已经准备好恢复使用“奥姆斯克-巴甫洛达尔-奇姆肯特”

输油管道在本国的部分，这部分与吉扎克州接壤，毗邻现有管道。三月末，

http://ru.sputnik-tj.com/asia/20170505/1022232327/uzbekistan-yaponskiye-kawasaki-marubeni-moderniziruyut-tets.html


·16·

乌兹别克斯坦石油天然气公司与哈萨克斯坦穆纳依天然气公司签订了石化

领域合作协议，扩大对乌兹别克斯坦原油供给同时在哈萨克斯坦提供转境

运输服务。乌兹别克斯坦石油天然气公司代表强调指出：“建设输油管道有

利于增加盈利，因为我们现在运输原油靠的是铁路运输。据估算，一吨石

油的铁路运费可达 150-200 美元，而新建炼油厂每年可生产 370 多万吨柴

油、70 多万吨航空煤油及其他成品油 3万吨。项目计划于 2020 年完工。”

布哈拉、费尔干纳、奥特阿雷三个炼油厂总产量 1112 万吨，但开工不足，

产能只达到设计的 60%左右。近年来炼油厂面临着原油和燃料的供应短缺的

困境。4月初俄罗斯能源部与乌兹别克斯坦石油天然气公司签订《石化合作

备忘录》，特别强调了俄罗斯对乌的石油供给。按照协议规定，第一阶段石

油供应量为 5 万吨。官方数据显示，2017 年俄罗斯对乌石油供应量为 317

万吨，2002 年为 724 万吨，2017 年供应量较 2002 年减少了 1.2 倍，原油

供应量减少 1.6 倍，现为 156 万吨。因现开发油气田几近枯竭其石油及天

然气凝析油开采量大大减少。

来源：http://ru.sputnik-tj.com/asia/20170503/1022213072/uzbekistan-dlya-stroyashchegosya-novogo-
NPZ-protyanet-nefteprovod-kazakhstan.html（俄罗斯卫星新闻网）

时间：2017年 05月 03日
（苏飞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ru.sputnik-tj.com/asia/20170503/1022213072/uzbekistan-dlya-stroyashchegosya-novogo-NPZ-protyanet-nefteprovod-kazakhst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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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教育与社会

如何改善乌兹别克斯坦学前教育？
乌兹别克斯坦 2017-2021 学前教育体系深入完善项目包括幼儿园新建

和修缮，同时成立准一年级培训班，并对图书馆书籍进行补充。

塔什干 5 月 3日电 据乌兹别克斯坦教育部新闻中心报道，2017-2021
学前教育体系深入完善项目将致力于儿童教育。

该项目将加强 2200所幼儿园的物质技术基础建设，同时在农村新建幼

儿园并为其配备现代化设备、教科书和多媒体资源。

父母助力学前培养

为持续提高学前培训质量，有效借鉴别国工作模式，乌兹别克斯坦将

组建 6100个短训班。

应在农村地区针对 5-6 岁的准一年级学生设立短训班，每年可培养

305000名新小学生。目前乌兹别克斯坦国内有 1220 个类似的短训班，共

81000名学生。

报道称，“国家采取相应措施以提高家庭在学前教育中的作用和责任。

如：3-6岁儿童因某些特定原因不能参加学前教育机构的，其父母应使用教

学参考书对孩子予以培养”。

专家为父母定制了七类教科书，这些书籍都可通过校园图书馆借阅。

彩色图画书上有准一年级学生的课程内容。今年起，该书将以乌兹别克语、

俄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出版，供 40万农村家庭使用。

入园儿童将达百万余名

教育部计划在近五年内新建幼儿园 50所，改建 1167所，修缮 983所。

此外还拟定斥资 265.4 万亿索姆在试点学校建立夏凉亭、操场和游泳

池。今年计划任务量为 2654亿索姆。

据估计，由于配套措施的实施，学前教育儿童数量将增加一半。2021
年将达 109000名。

畅销书籍将会增多

2017-2018年间，将在 2420所幼儿园建立图书馆，馆藏儿童书籍共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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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类，均从乌兹别克斯坦和世界最佳书籍中挑选而出。

2017-2021 学前教育体系深入完善项目将着重扩大私立幼儿园并降低

学费。根据总统决议，从今年 2月 2日起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和花剌

子模州幼儿园学费减少一半。

此外，在该项目框架下将对 55000名编制内教师进行职业培训。

教育部将持续监督幼儿园在课程质量、教学过程、卫生环境、教科书

供应以及教师水平等方面的工作。

来源：http://ru.sputniknews-uz.com/society/20170503/5330669/Roditelyam-posobiya-detyam-
sady.html（卫星网）

时间：2017年 05月 03日
（焦丹丹翻译，张凌燕校修）

教育局命令减少中学生家庭作业
据哈萨克斯坦新闻社报道，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教育和科学部下令批准

《有关中学家庭作业的意见》。

相关部门称，4 月 24 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教育和科学部叶尔兰·萨卡

季耶夫颁布 182 号文件下令批准《有关中学家庭作业的意见》。该意见以去

年四月至十二月信息分析中心的分析结果为基础。

报道称，“依据相关部门通过一部关于中学生家庭作业量的文件，这在

哈萨克斯坦中学史上尚属首次。我们希望这些意见能减轻中学生学习压力，

加强独立学习动力，并在总体上提高他们的学习质量”。

半年时间内所有机关、地区中学对该意见进行了全方位的讨论，并在

政府网站进行投票表决。

来源：http://dknews.kz/society/（哈萨克斯坦新闻网）

时间：2017 年 05 月 04 日

（余苇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ru.sputniknews-uz.com/society/20170503/5330669/Roditelyam-posobiya-detyam-sady.html
http://dknews.kz/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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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学者将讨论卫国战争史实
5 月 4 日下午三点，哈萨克斯坦卫视多媒体新闻中心将举行主题为“我

们不应当忘记——研究卫国战争的历史学家和作家们”的电视访谈。

据阿斯塔纳卫星频道 5 月 4日报道，电视访谈的参与者们将讲述史实，

并着手保护原本事件的记忆，不允许偷换概念，曲解事实。专家、作家和

历史学家对伪造卫国战争历史史实问题各抒己见。

阿斯塔纳代表：法学副博士、搜索网站“我们记得”专家阿曼若尔·乌

拉兹巴耶夫。

比什凯克代表：吉尔吉斯-俄罗斯斯拉夫大学校长顾问、法学副博士列

昂尼德·苏马罗科夫。

卡拉萨耶夫比什凯克人文大学吉尔吉斯斯坦和东方外国历史教研室主

任托克托别克·雷斯库洛夫。

巴库代表：高加索离市中心所长、阿塞拜疆国家研究院法学和人权研

究所高级科学研究员里兹凡·古谢伊诺夫。

明斯克代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国会会议成员、白俄罗斯国立大学俄

罗斯历史教研组副教授加琳娜·博尔苏。

基什尼奥夫代表：历史学家、政治学家鲍里斯·沙博瓦洛夫。

基辅代表：历史学家、政论家亚历山大·卡列文。

来源：https://ru.sputniknews.kz/society/（俄罗斯卫星新闻网）

时间：2017年 05月 04日
（余苇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s://ru.sputniknews.kz/society/


·20·

外汇牌价

俄罗斯外汇牌价

（1外币单位兑换卢布）

美元 57.042
欧元 62.3614
人民币 8.2704
来源： http://www.banki.ru/products/currency

（俄罗斯银行网）

时间：2017年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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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76
欧元 345.2061
卢布 5.3565
人民币 45.7816
来源：http://kazfin.info/archive/

（哈萨克斯坦金融网）

时间：2017年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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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96
欧元 9.2922
卢布 0.149
人民币 1.2323
10索姆 1.2531
10坚戈 0.2692

100苏姆 0. 2251
来源：http://www.finmarket.ru/currency/rates/?id=10131

(俄罗斯金融网)

时间：2017年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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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6.367
卢布 566.208
欧元 4128.8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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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兹别克斯坦黄金网）

时间：2017年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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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289
欧元 74.1542
卢布 1.1891
人民币 9.8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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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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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56
欧元 3.7887
卢布 0.0608
人民币 0.5025
100索姆 5.1093
100坚戈 1.0975
1000苏姆 0.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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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汇率网）

时间：2017年 05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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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