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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政治 

土耳其总统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当地时间 18 日抵达阿斯塔

纳，开始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俄罗斯卫星消息网 4月 18日电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

会见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时表示，土库曼斯坦是哈萨克斯坦

亲密的邻居和伙伴，他说：“土库曼斯坦是我们的好邻居、好伙伴、

好兄弟。独立 25 年以来，两国相互理解，从来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问题。我们的友谊源远流长。” 他指出，两国在外交上相互合作，在

国际舞台上相互支持。纳扎尔巴耶夫还透露，作为哈土重大合作项目

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铁路其走向与古丝绸之路一致，各方将

于 5 月在“一带一路”北京高峰论坛上对该项目进行讨论。 

    纳扎尔巴耶夫还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和政治状况复杂多变，此次

与土库曼斯坦总统会晤所签订的协议对两国关系发展尤其重要。纳扎

尔巴耶夫在会谈结束时说：“真诚地欢迎您访问哈萨克斯坦 ，再次表

示感谢，祝您身体健康，祝土库曼斯坦繁荣富强。”土库曼斯坦总统

回应说：“这次访问对我们意义重大，因为我们两国将会永远保持睦

邻友好的关系。”  

土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土库曼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在世

界和平、地区稳定与安全等问题上的立场相同或相近，在国际组织中

彼此协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在联合国、欧洲安全协作组织及其

他组织的合作中，两国均密切合作。” 

 

来源：https://ru.sputniknews.kz/politics/20170418/2041712/nazarbaev-turkmenskij-  

narod-my- schitaem-samym-blizkim-sosedom.html（俄罗斯卫星网） 

时间：2017 年 04 月 18 日 

                                                      （苏飞翻译，张凌燕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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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腐败问题日趋严重 

俄罗斯卫星消息网 4月 20日阿斯塔纳电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检

察院数据和国家法律统计委员会数据显示，今年哈萨克斯坦第一季度

逮捕贪污腐败分子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 33%。 

今年第一季度，贪污腐败犯罪案例达 220 件，去年同期为 165 件。 

如果贪污腐败犯罪年度增长率只能按照整年犯罪数据计算，现在

2015 年和 2016 年的犯罪数据已经完成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犯罪

率明显增长了。2016 年涉及贪污受贿犯罪人数达 910 人，较 2015 年

增加了 20%，2015 年涉及贪污受贿人数为 760 人。根据这一增长趋

势，可估算出 2017 年涉及贪污受贿犯罪人数将较 2016 年增长三分之

一，较 2015 年将增长二分之一。 

国家法律统计委员会同时根据 2016 年数据计算出三个贪污腐败

犯罪率 大的地区，其中南哈萨克斯坦州 严重，案例达 487 件，江

布尔州排名第二，案例达 259 件。阿拉木图州排名第三，案例达 239

个。首都阿斯塔纳排名第四，案例达 222 件。 
 

来源：https://ru.sputniknews.kz/society/20170420/2059062/korrupcionerov-v-kazahstane 

 -stalo-bolshe-na-tret.html（俄罗斯卫星网） 

时间：2017 年 04 月 20 日 

                                                      （苏飞翻译，张凌燕校修） 

 

 

 

哈塔外长互换重要文件 

哈萨克斯坦Arnapress新闻网 4月 21日援引该国外交部新闻局消

息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长阿布德拉赫曼诺夫与前来参加上合

组织外长会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长阿斯洛夫在阿斯塔纳举行

了会晤。 

阿布德拉赫曼诺夫说道：“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和拉赫蒙总统于

2015 年 9 月 14 日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协定》，旨在进一步深化和

扩大与此协定相关的互利合作。”他强调称，扩大中亚在全球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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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是哈萨克斯坦作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工作的重点优

先方向之一。会晤期间，双方就哈塔合作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磋商。 

阿斯洛夫指出，哈萨克斯坦是塔吉克斯坦在独联体国家中的第二

大对外贸易国。2016 年，两国间的贸易总额超过 6.7 亿美元。尽管如

此，双方仍表示尚有潜能待发掘。 

因此，两国外长商定好要重视联合投资项目、电能供应前景、农

业及过境运输领域的合作等，还涉及中亚水资源的合理使用、安全形

势和人文联系等问题。 

会谈结束后，部长们互换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

和国战略伙伴关系协定批准书》，至此，该协定正式生效。 
 

来源：http://www.arnapress.kz/astana/politics/94557/（哈萨克斯坦 Arnapress 新闻网） 

时间：2017 年 04 月 21 日 

                                       （齐莹翻译，张凌燕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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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安全 

只有笨蛋才认为乌兹别克斯坦是 

恐怖分子老巢 

历史学家、卫星网评论员，亚历山大·格罗霍维认为，近期发生

在俄罗斯及其他国家的恐怖活动或多或少都与中亚国家相关，而恐怖

分子为乌兹别克斯坦籍人员。而这个国家本身并不存在问题。 

三起大型恐怖袭击案——伊斯坦布尔夜总会恐怖爆炸案、圣彼得

堡地铁自杀袭击案和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恐怖袭击案。虽然针对无辜平

民的伤害方式各有不同，但共同点在于肇事者皆为乌兹别克人。俄罗

斯也借此缘由立刻取消了“简化前苏联共和国居民获得俄罗斯国籍程

序”的立法倡议，并且完全禁止中亚国家居民进入俄罗斯。那些头脑

发热的人意图用这种过激方法来抗击恐怖主义，他们把那些穆斯林人

口占多数的国家视作恐怖分子的发源地。 

历史规律性 
恐怖主义的历史就是一段长期斗争史。恐怖分子通过让民众产生

恐慌、以为生命受到威胁、对政府产生不满等这些途径来扰乱国家秩

序。自古以来，嗜血的邻国和一心想要谋得权利的政客，以及宗教极

端分子都是他们的帮凶。尽管大部分宗教都崇尚和平，但无论是在过

去、现在还是将来，总有那么一撮人认为这世上有一些观点与他们不

同的人不配享受平静的生活，甚至完全不配享受生活。 

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存有宗教狂热分子。这些狂暴之徒藏匿于异教

徒中间，直到唯一神出现之前他们不会消失。他们经常采用恐怖方法

来捍卫自己信仰的神圣性，无论是基督徒、犹太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

皆如此。1940 年，巴勒斯坦英国殖民政府就面临巨大的犹太地下党

恐怖分子威胁，英国士兵营地和官员私宅都遭遇过爆炸袭击。所有的

恐怖袭击都是百分百阿萨辛派做法。发生在欧洲和俄罗斯的“以色列

大屠杀”和“外族强制大清洗”也都属恐怖行径。 

今天我们满耳听到的都是伊斯兰恐怖主义。应当公平地讲，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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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是现今 常见的恐怖主义方式。这种情况有其存在的客观原因。首

先，与发达国家相比，穆斯林国家生活水平要低得多。而且伊斯兰教

义中有一条：追求公平正义，穆斯林中很容易找到那些愿为“不公平

报仇雪恨”的人，他们容易受激进分子影响。 

其次，伊斯兰教教育人们要相信长者和学者的话，特别是那些接

受过宗教教育的学者。过去在苏联时期宗教教育被予以禁止，而现在

它正经历苏联解体后的大繁荣。众所周知，新教徒 易狂热化和激进

化，因为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变成穆斯林、东正教徒和犹太教徒。 

没思索就不要指责 
只有愚蠢的人才会仅仅依据三起乌兹别克人制造的恐怖袭击案

就认定乌兹别克斯坦是“恐怖分子老巢”。随着“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

运动”（乌伊运）组织的建立、恐怖主义兴起和全球其他国家陆续出

现的恐怖集团，乌兹别克斯坦当局对发生在其领土上的任何激进企图

都严阵以待，并迅速采取对策。 

就乌伊运本身而言，从 2015 年开始宣誓效忠伊斯兰国（俄罗斯

宣布其为非法组织）的不仅包括乌兹别克人（他们中有 600 万居住在

乌境外），还有其他突厥民族的代表（阿拉伯人、普什图人等等）。那

些被驱逐的乌伊运进驻点并不都在自乌兹别克斯坦，还有一些在其他

国家，包括阿富汗西北部不受政府控制的地区。 

这同样适用于其他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不止一次遭遇过恐怖

袭击，从独狼到团伙作案，因此不得不与乌兹别克斯坦空军合作共同

打击恐怖组织。塔吉克斯坦内战期间，包括乌伊运在内的恐怖集团也

有参与，国家边境时常遭遇暴恐袭击。2016 年土库曼斯坦南部边界

也遭遇 IS 武装分子突袭。 

虽然理论上讲哈萨克斯坦并不属于中亚，但很多没有地理常识的

人都认为它也是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是上海合作组织创始国，而上

合组织成立的动机之一便是反恐，哈萨克斯坦一直致力于阻止这种全

球性邪恶势力的蔓延。 

不要把头埋在沙子里 
特殊部门代表认为，管控合法和非法移民 有效的办法之一是入



 ·6·

境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时进行强制指纹录入。但总的来讲，认为伊斯

兰恐怖主义来自“外部”，是一种“外来现象”，只能在边境处加强管控

和隔离恐怖主义，这显然是错误的。 

据不完全统计，俄罗斯共有 700 万到 850 万穆斯林。俄罗斯执法

部门定期通报恐怖集团信息和披露那些只有俄罗斯公民才登录的网

址。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后苏联时期的穆斯林国家，都没有人持反

对意见。但真正的解决方案不是关闭全部边境，而是要经历长期而艰

苦的工作。这其中就包括：建立穆斯林和民族社区宗教管理局、同乡

会。再次，要善于利用伊斯兰教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尊重长辈和教

育程度高的人。要在全国建立穆斯林学院网络，培养足够多高学历的

神职人员。那些鼓吹激进观点的人大多是在国外接受过教育的阿玛

姆，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他们轻易勾起年轻人对社会不公平的尖锐心

情，教唆他们对同一宗教徒产生怨恨，伤害无辜平民。 

恐怖分子能上天堂吗？ 
苏联时期没有一个穆斯林宗教领袖不否认恐怖主义的犯罪性质，

伊斯兰教义与恐怖主义行径也是自相矛盾的。因此，有可能对待他们

就像对待叛道者一样。文章前面我曾提到过，1940 年巴勒斯坦英国

殖民当局遭遇过犹太恐怖袭击。英国人很快就处理了这件事：用猪皮

包裹恐怖分子尸体，并交还给家属。针对无辜人民的血腥罪行把叛道

者从虔诚的穆斯林群众中划分出来。让那些每一个试图犯下恐怖罪行

的人提前知道，此后，天堂之路将永远朝你关闭。 
 

来源：http://ru.sputnik-tj.com/opinion/20170419/1022108880/ （卫星网） 

时间：2017 年 04 月 19 日 

（高婧文翻译，凌建侯校修） 

 

 

 



 ·7·

法国欲与乌兹别克斯坦合力打击恐怖主义 

法国外交部和国际发展部部长让·马克·艾罗与乌兹别克斯坦外

交部长 4 月 15 日在塔什干举行会晤，主题之一是合力打击激进主义。 

塔什干 4月 17日电 法国外交部和国际发展部部长让·马克·艾罗

表示，法国欲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据他所言，合力打击激进主义是双方会晤的主题之一。 

他强调道，“乌兹别克斯坦为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所做的努力我

们有目共睹。当然，我们也知道该领域的合作是非常必要的”。 

让·马克·艾罗表示，这是他首次出访乌兹别克斯坦，可以借此更

多了解这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国家。 

他强调称，“我认为，贵国正沿正确道路发展并在国家建设管理、

司法、经济、社会支持、安全稳定等领域进行大规模改革。我们将在

尊重乌兹别克斯坦利益基础上对其改革予以协助”。 

如今在乌国内有许多法国组织，如：法国发展机构、法国同盟。

此外，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唯一一个设有法语学校的国家。 

他补充道，“所有这些都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此次在塔什干

会晤框架下，我们对这些领域所取得的成功表示满意”。 

此次访问计划包括参观塔什干的哈兹拉特伊玛目寺，它是开放、

包容的清真教的象征，受两国共同保护。 
  

来源：http://ru.sputniknews-uz.com/politics/20170417/5216269/Franciya-sotrudnichestvo 

 -s-Uzbekistanom.html（卫星网） 

时间：2017 年 04 月 17 日 

（焦丹丹翻译，张凌燕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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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能源 

土库曼斯坦计划向高加索国家出口电能 

据“中立土库曼斯坦报”报道，土库曼斯坦计划通过伊朗向高加索

国家出口电能。 

为扩大电力出口，土库曼斯坦计划建设两条高压输电线路：马雷

—萨拉赫斯—马什哈德（伊朗）；巴尔坎纳巴德—贡巴德（伊朗）。报

纸中写到这两条线路将有助于扩大对伊朗电能的出口，同时还可以借

助伊朗的电力系统将电力输送到土耳其和高加索国家。 

此外，土库曼斯坦还计划在“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

印度”天然气管道附近地区修建输电线路设施。土库曼斯坦未来有可

能向塔吉克斯坦和巴基斯坦供应电力，并且扩大对阿富汗的出口。 

据《中立土库曼斯坦报》介绍，到 2020 年土库曼斯坦电能生产

将达 260 多亿千瓦时，出口约 61 亿千瓦时，电力领域投资总额将超

50 亿美元。 

目前，土库曼斯坦的电力系统包括 13 个总装机容量为 5432.4 的

电站，运行着 14 组蒸汽涡轮机和 32 组燃气涡轮机，及在 Gindukush

水电站运行的 3 组水利涡轮机。所有热电厂都使用附近气田开采的天

然气，充当备用燃料的是重油和石油加工厂生产的柴油。 

2016 年土库曼斯坦电力产能为 240 亿千瓦时，较 2015 年增加了

5%。 
 

来源：http://www.trend.az/casia/turkmenistan/2744496.html（趋势网） 

时间：2017 年 04 月 20 日 

                           （作者：古谢恩·噶萨诺夫，高婧文翻译，张凌燕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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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违反石油输出国组织 

关于缩减采油量的协议 

去年十二月哈萨克斯坦与其它石油开采国共同承诺缩减采油量。 

阿斯塔纳 4 月 17 日电 国际能源机构报告指出，哈萨克斯坦自

去年十月起石油日开采量增加 8 万桶，违反了日采量减少 2 万桶的规

定。 

据 新官方数据显示，哈萨克斯坦一至二月石油及凝析油日开采

量增加了 4 万桶，约合每昼夜 170 万桶。 

这主要源于卡沙干油田。该油田自运行后五个月内每昼夜出产

17 万桶。年中有望达到 18 万桶，2018 年将增至 36 万桶。 

田吉兹开采量也有所增长。二月份石油开采总量为 180 万桶每昼

夜，比十月份估值高 7.8 万桶。 

报告强调称，“哈萨克斯坦承诺日减采 2 万桶，但卡沙干、田吉

兹和卡拉恰油田除外”。 

2016 年 12 月哈萨克斯坦在维也纳宣布 2017 上半年冻结开采量

为 170 万桶每昼夜，比 2016 年 11 月的初始指标低 2 万桶。 

据能源部消息，今年一月份阿斯塔纳超额完成任务，较去年十一

月降低了 3 万多桶。此外，石油输出国组织约 95%的成员都履行承诺，

共同促进油价上涨。 
 

来源：https://ru.sputniknews.kz/economy/20170417/2027421/kazahstan-narushil- 

dogovorennosti-opek-o-sokrashchenii-dobychi-nefti.html（卫星网） 

时间：2017 年 04 月 17 日 

（焦丹丹翻译，凌建侯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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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石油免税进入 

乌兹别克斯坦的地缘政治因素 
俄罗斯卫星消息网 4 月 19 日塔什干电 国家能源基金会亚历山

大·帕西卡尼克对俄罗斯卫星消息网表示，俄罗斯石油能够免税进入

乌兹别克斯坦市场与后者有可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有关。4 月初，俄

罗斯能源部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控股公司签订石油天然

气合作备忘录，确定将会向乌兹别克斯坦供应石油。他说：“该项目

前景广阔，乌兹别克斯坦就可能因此而成为欧亚经济联盟的正式成员

国。”专家指出，所签订的备忘录中石油供应量达 50 万吨。乌方一月

份就建议俄罗斯可免税向乌兹别克斯坦供应石油，但当时俄罗斯认为

因为供应线路奥姆斯克—巴甫洛达尔—奇姆肯特—扎法拉巴德的技

术复杂性过大，还无法签订合同。   

帕西卡尼克表示说：“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抱怨当前世界贸易组织

还暂时不允许免税供应能源。供应技术难度也阻碍了该谈判进程，现

在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可以被接受的法律机制。众所周知，乌兹别克斯

坦虽然还没有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但加入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也

明显与地缘政治有关。” 

专家同时也指出，俄罗斯免税供应石油是有预算的，也就是说，

俄罗斯不一定会盈利，但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来说是一定有盈利的，当

前俄罗斯的炼油能力过剩，国内生产疲软。这种情况下，该好好讨论

地缘政治，而不是经济。俄罗斯对乌石油供应量由 20 万吨增加到 50

万吨，而俄罗斯石油出口量超过 2 亿 500 万吨，很明显，对乌的供应

只是“冰山一角”，虽然现在俄罗斯对乌石油供应的具体数量和供应单

位还未确定，但 有可能的供应者是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但也有可

能是几家公司同时供应。 

3 月 22 日俄罗斯能源部举行了对乌石油供应会议。俄罗斯各大

石油公司代表均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均表示愿意至 2017 年第二季

度对乌石油供应量达 20 万吨。 

4 月 12-13 日，俄乌双方代表讨论了供应计划方案。 
 

来源：http://ru.sputniknews-uz.com/economy/20170419/5234542/neft-v-uzbekistan.html 
（俄罗斯卫星网） 

时间：2017 年 04 月 19 日 
                                                      （苏飞翻译，凌建侯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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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投资乌兹别克斯坦煤矿 

俄罗斯卫星消息网 4月 19日塔什干电 乌兹别克斯坦固体燃料垄

断生产商、乌兹别克煤炭公司发言人向卫星通讯社表示，由中国煤炭

科工集团和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的中国企业集团将于 6 月开

始对乌南部苏尔汉河州煤矿开采企业进行现代化改造。他说：“该计

划已经被批准，目前正处于融资阶段，六月份开始现代化改造。” 他

还表示，为该项目的实施，乌方计划 5 月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数额

达 9000 万美元的信贷协议。乌方计划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订贷款协

议，贷款金额近 9000 万美元。项目包括革新两个煤田现有的开采技

术，以及煤炭运输系统的现代化建设，预计 2 年完成。 

该项目总耗资 9500 万美元，资金的筹措将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贷

款 9000 万美元及乌方资金解决。 

专家测算，现代化建设项目完成后，乌兹别克斯坦 2020 年的煤

矿年产量将增至 90 万吨，而该国 2016 年的煤矿年产量仅为 15 万吨

左右。 
 

来源：http://ru.sputniknews-uz.com/economy/20170419/5230125/kitai-vlojit-v- 

uzbekistan.html（俄罗斯卫星网） 

时间：2017 年 04 月 19 日 

                                                      （苏飞翻译，张凌燕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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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贸易 

乌兹别克斯坦新设外贸部 

该决议旨在提高外贸和自由贸易的有效性并加大出口潜力。 

杜尚别 4月17日电 乌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签署了“对外

经济投资与贸易部”改名“外贸部”的命令。 

文件前言中强调称，该决议旨在提高外贸和自由贸易的有效性并

加大出口潜力，同时也对国货出口体系予以完善。 

根据命令，外贸部是负责外贸领域国家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全权机

构。 

新部门将致力于外贸领域国家政策实施举措的协调，其中包括特

定商品和工业产品，外贸关税和非关税的调节活动。 

此前有报道称，根据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令在国内设立国家投资委

员会。 

国家委员会从 6 月 1 日起将对技术设备、配套产品招标结果进行

监控，对总额超过 10 万美元的工作予以执行。此外，它还拥有原“对

外经济投资和贸易部”所具有的进口合同注册、在投资项目实施框架

下根据现行法律获得银行担保的职能。 

值得一提的是，米尔济约耶夫曾在其竞选纲领中指出，乌兹别克

斯坦 2030 年前将在经济战略领域实施 657 个项目，总额超过 400 亿

美元。 
  

来源：http://ru.sputnik-tj.com/asia/20170417/1022083385/mirziyoev-sozdal-novoye 

-ministerstvo.html（卫星网） 

时间：2017 年 04 月 17 日 

（焦丹丹翻译，张凌燕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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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库曼斯坦食品价格上涨 18%-50% 

土库曼斯坦新闻援引本国消息称，土库曼斯坦食品价格飞涨。俄

产食用油价格从 7 马那特涨到 8-9 马那特，白砂糖——从 4.8 马那特

涨到 5.8 马那特。市场上砂糖短缺仍在持续，有些商店甚至买不到白

砂糖，而通常每人仅限购两公斤。  

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进口的面粉由 3.4 马那特涨至 4 马那特。

各种罐头价格也有所上涨。比如，一罐齐墩果从 7 马那特涨至 9 马那

特。 

蔬果价格也大幅飙升。年初马铃薯单价 2 马那特，而现在达 3.8

马那特。香蕉由 8 马那特涨至 12 马那特，伊朗苹果也由 10 马那特涨

至 15 马那特。 

此外，某些食品，如：鸡腿和鸡蛋，正逐渐淡出土库曼斯坦市场。 

多种奶酪已完全消失，仅剩的则价格飞涨。如俄罗斯进口的

Gouda 奶酪从 32 马那特涨至 50 马那特。 

随着物价上涨，土库曼斯坦本币也相应贬值。“黑市”上美元的价

格为 7.2-7.5 马那特。而官方汇率依旧保持在 3.5。 

SNG.TODAY 驻阿什哈巴德记者报道称，土库曼斯坦市场上绿色

蔬菜价格急剧下降。 

近十天西葫芦价格下跌了一半。四月初，新鲜大棚黄瓜的价格为

5-6 马那特，而现在超市仅卖 2.5-3 马那特。 

西红柿便宜了 30%，从 7 马那特降到 5 马那特。 

受商品质量和销售地（市场、贸易网、超市或区内摊位）影响，

四月初香菜、茴香和其它叶菜价格为 1.5-2 马那特。今日的超市价为

1 马那特。集市上每束新鲜蔬菜 0.5-0.7 马那特。其它蔬菜的价格变化

也一般无二。 
 

来源：http://ca-news.org/news:1377932（中亚新闻网） 

时间：2017 年 4 月 20 日 

 （焦丹丹翻译，张凌燕校修） 



 ·14·

布哈拉成为旅游中心 
乌兹别克斯坦当局正考虑建立免税贸易区和旅游警察。 

拥有 2000 多年历史的古城布哈拉被尊称为伊斯兰教学习圣地，

也是九世纪著名伊斯兰学者伊玛目布哈拉的出生地，还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乌兹别克斯坦官员正试图将布哈拉变成旅游中心。3 月下旬，乌

国家机关开始讨论“至 2019 年加快发展布哈拉旅游”的项目计划。官

员们就旅游企业成立免税贸易区和建立旅游警察等想法展开了讨论。 

另一个发展重点是完善交通基础设施以应对不断增长的游客数

量。从 3 月 22 日开始，塔什干到布哈拉高速铁路开始通车，4 月 7

日东京到乌兹别克斯坦另一历史城市——撒马尔罕也开通了包机航

线。 

优先发展 
鉴于布哈拉名胜古迹众多，当局决定 2017 至 2019 年优先发展布

哈拉市和布哈拉州的旅游产业。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通讯社报道称，总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

表示：“当地的历史遗迹没有失去其价值，即使再过一个世纪也依然

如此。外国游客对它们非常感兴趣。”3 月 23 日，国家旅游发展委员

会宣布，截至 2019 年国家将为布哈拉计划的 39 个项目注资 185 亿布

拉姆（510 万美金）。 

国旅发展委新闻秘书卡米拉·白山古洛娃通过“驼队客栈”节目介

绍，布哈拉计划包括建立手工制品市场、改善交通枢纽和酒店设施，

以及举办节日活动等内容。政府还计划建立布哈拉历史博物馆，这一

消息在米尔济约耶夫访问期间不胫而走。 

免税区 
官员表示，在布哈拉建立免税区是重大举措之一。 

新的旅游景区“热闹布哈拉”预计 2017 年 7 月 1 日开始动工，完

工日期为 2018 年 3 月。白山古洛娃说：“所有的企业都可以享受 3-10

年的税收和关税豁免权，无论他们的投资额是多少。游客在参观完名

胜古迹之后可以在酒店好好休息，或者去迪厅、夜总会、饭店和商店

尽情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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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拉商人法朗伊斯·尤马洛娃告诉“驼队客栈”节目组，她经营

着一家纪念品商店，规模不大，但年收入的 28%都缴了税。如果能开

放自由贸易区，她就可以升级店铺并扩大自己的生意。 

为了让游客在布哈拉享受到更舒适的服务，当局决定首次设立旅

游警察。如果该计划得以实施， 早将于 2018 年投入运营。 

按照 2017-2019 年发展规划，服务人员要讲外语，要听得懂外国

游客的问题并在紧急情况下给予帮助。 

改善条件方便旅客出行 
乌兹别克斯坦同样试图简化进入旅游中心城市——布哈拉的程

序。例如，3 月 22 日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公司代表奥贝克·马马达利耶

夫曾向“驼队客栈”栏目表示，由西班牙生产的高速列车“Afrasiab—3”

完成了自己的首次行程：从塔什干到布哈拉。票价为 88000 苏姆（24

美金）。 

塔什干市民谢尔佐夫·阿胡让诺夫称：“我很高兴乘坐 Afrasiab—3

号列车，4 月 3 日只用了三个半小时就抵达布哈拉，而坐普通火车要

六七个小时。” 

    今年五月开始，“乌兹别克斯坦航空公司”计划从各大城市开启到

乌兹别克斯坦的包机服务。白山古洛娃表示：“4 月 7 日，第一条包

机航线从日本出发抵达撒马尔罕。到今年底我们将提供十次包机服

务，向撒马尔罕输送 2500 名日本游客。” 

现存问题 
尽管旅游大环境已有改善，但专家认为仍留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穆里德旅行”旅行社员工叶卡捷琳娜·卡恩告诉“驼队客栈”节目组：“我

们的旅游行业充满官僚作风。外国人取得签证困难重重，酒店和机票价

格比欧洲国家都贵。法律鸿沟是民营经济面临的重大障碍。” 

2 月 21 日，国家旅游发展委员会公布了 2017-2021 旅游业发展规

划以供公众讨论。据政府在网上公开的一份文件显示：乌兹别克斯坦

正面临诸多问题，需要立刻解决。必须将旅游业转变成促进农村地区

经济发展的动力。2015 年乌兹别克斯坦旅游业占 GDP 比重的 3.2%。 
 

来源：http://central.asia-news.com/ru/articles/cnmi_ca/features/2017/04/17/（中亚新闻网） 

时间：2017 年 05 月 06 日 

                       （作者：马克西姆·叶尼谢耶夫，高婧文翻译，凌建侯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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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教育、文化与社会 

纳扎尔巴耶夫建议立法禁止 

男性蓄须和女性罩袍 

据哈萨克斯坦总统府 Akorda 新闻司报道，哈总统努尔苏丹·纳扎

尔巴耶夫在会见哈萨克斯坦穆斯林宗教管理局代表时强调，着短裤和

蓄胡须既不符合哈萨克斯坦民族传统，也与人民生活习俗背道而驰，

因此总统建议应立法予以禁止。 

哈萨克斯坦总统官网报道称，会谈期间总统特别指出在年轻一代

中表现出的“宗教无知”现象。总统称：“这导致哈萨克斯坦年轻人蓄

起胡须和剪短裤腿。越来越多的姑娘把自己完全包裹在黑色罩袍里。

这既不符合我们的民族传统，也违背人民意愿。必须要立法禁止这些

装束。我们哈萨克人只有在葬礼时才穿黑色。” 

纳扎尔巴耶夫回顾了哈萨克斯坦的传统文化和女性装束的历史，

他强调黑色罩袍和宗教信仰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他说：“如果我们遵

循的教令并非出自本国人民意愿，那么国家会遭遇什么情况？我们决

不允许此类情形发生。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是一个统一的、世俗的、

不断发展的国家，要有光明的未来。对那些破坏这个追求的人，我们

决不姑息。这不仅出于国家机器的利益需求，更关乎到所有哈萨克斯

坦人民的未来。” 

国家元首强调宗教常识对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强调进行宗教活动

时必须要弘扬爱国主义教育。纳扎尔巴耶夫说：“真正的穆斯林不在

于穿什么，而在于他的内心深处有什么。如果一个人内心充满爱，说

明他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会谈期间，与会者还就进一步合作以打击非传统宗教思想问题分

享了自身看法。 
 

来源：http://www.ca-news.org/news:1377832（中亚新闻网） 

时间：2017 年 04 月 20 日 

                                       （高婧文翻译，凌建侯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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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教育现代化改造项目 

获世界银行支持 

俄罗斯卫星消息网 4月 17日电 世界银行为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

育现代化改造拨款 4220 万美元。俄罗斯消息社援引乌兹别克斯坦中

高等特别教育部消息称，相关的信贷协议由世界银行代表与乌兹别克

斯坦政府签署。 

据特别教育部有关消息人士表示，由国家开发协会提供贷款，期

限 25 年，其中五年为信贷优惠期。现代化改造计划其余资金由国家

预算拨款。 

该计划所需资金 5000 万，实施期限为 5 年，计划内容为:引进高

等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基础教材教学方案及现代科学实验室现代化改

造、建立国家电子图书馆以及中高等特别教育部科学创新支持基金

会。 

2016年 6月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确定了 2016-2020年与乌兹别克

斯坦新型合作伙伴，将为乌兹别克斯坦 27 个优先项目的实施提供 40

亿美元贷款。 

来源： http://ru.sputniknews-uz.com/economy/20170417/5207909/Uzbekistan-kredit.html 

（俄罗斯卫星网） 

时间：2017 年 04 月 17 日 

                                                      （苏飞翻译，张凌燕校修） 

 

 

 

土库曼斯坦要求大、中学生观看剧院演出 

CA-NEWS (TM) 据土库曼斯坦自由 Azatlyk 电台报道，参观“马

赫图姆库里1”、“莫拉涅彼斯2”和“萨帕尔穆拉特——土库曼斯坦之父
3”这三所首都剧院的主要观众为土库曼斯坦大中专院校学生。 

据学生所言，他们被要求每个月必须去剧院 1-2 次。大学生巴特

                                                        
1 马赫图姆库里（约 1730—1780）,笔名“Фраги”弗拉吉,土库曼诗人、思想家.被誉为“土库曼人的喉舌”。 
2 莫拉涅彼斯（1810—1862）, 土库曼诗人、音乐家。 
3 萨帕尔穆拉特·阿塔耶维奇·尼亚佐夫（1940-2006），土库曼斯坦首任总统，被誉为“土库曼人之父”。 



 ·18·

尔告诉记者，一般大学生看晚场，中学生和部分大学生看日场。他说：

“几乎所有大中专院校学生和中学生都被要求观看剧院演出，有时候

观看名单中还包括士兵。很少有观众是自愿来看节目的。学生们不能

根据自身意愿选择剧目。我们很乐意去剧院，但我们却不能自由选择

想看的剧目。只告诉我们今天哪个班级要去看演出，提前把钱一收。

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要看的剧目是什么。比如说，3 马纳特票价的《英

雄》，我已经看过五六遍了。”据他所言，同学们都厌倦了这种“尽义

务”式的戏剧观演。 

常常被学生们光顾的剧院有以“马赫图姆库里”民族音乐戏剧院、

“莫拉涅彼斯”学生剧院和以前总统“土库曼斯坦之父——萨帕尔穆拉

特”戏剧院。阿什哈巴德剧院大都兴建于独立后期，虽然具体年代不

同，但都是新式现代化建筑。 

70 岁的阿什哈巴德市民阿伊娜说，民众对戏剧艺术失去兴趣始

于国家独立之初，当时前总统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下令关闭了首

都人民 喜爱的歌剧芭蕾舞剧院。 

阿伊娜说：“歌剧芭蕾舞剧院关闭后，人们逐渐对剧院失去了兴

趣。主要原因在于剧目内容做了改变。民众喜爱的剧目消失了，取而

代之的是歌颂领导人父母和讲述其童年的剧目。所有这一切导致观众

不再喜爱剧院了。” 

土库曼斯坦歌剧芭蕾舞剧院关闭于 2001 年，前总统萨帕尔穆拉

特·尼亚佐夫认为它是“外来民族传统的产物”。代替它的是“马赫图姆

库里”民族音乐戏剧院。与此同时，总统下令取消了土库曼斯坦国立

乐团、国立民族歌舞团和国立杂技马戏艺术中心。后来，“马赫图姆

库里”民族音乐戏剧院恢复了歌剧演出，但芭蕾舞一直没再上演。 

目前土库曼斯坦全国共有十个专业剧院，其中六个在首都，另外

四个在地方，每个地方行政区各有一个。 

 

来源：http://www.ca-news.org/news:1377644（中亚新闻网） 

时间：2017 年 04 月 19 日 

                                                 （高婧文翻译，张凌燕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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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的文字改革 
哈萨克斯坦总统在《展望未来：社会意识现代化》一文中称，哈

萨克语拉丁化统一标准今年年底必须通过。此外，从 2018 年起要着

手新文字人才培养和中学教科书准备工作。 

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声明，政府必须制定向拉丁字母过渡的具体

计划。“2025 年前所有公文、期刊和书籍都有要开始以拉丁字母书就。

这项大规模的准备工作亟待开始。政府需制定向拉丁字母过渡的具体

计划。”他强调道，哈萨克语向另一种体系过渡对年轻人而言并非难

事，因为他们大多数在中学里都学过英语。 

纳扎尔巴耶夫此前（如 2006 和 2012 年）也提及文字改革，但由

于受严峻的国际形势影响，每一则消息都会被恣意放大，因此，哈文

字改革目前也在俄罗斯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甚至断言，哈萨克斯坦

对外政策方向会有所改变。 

但在谈论政治之前，有必要在中立条件下审视此次改革。 

原则上，语言的文字体系是任意的。波斯人使用阿拉伯文字（如

土耳其人 1928 年前一样），虽然这与其语言体系并不完全相符。犹太

人以犹太语交际，该语源于中上世纪德国方言。但书写却用古犹太字

母，也不甚方便。而日本人则在同一时期使用两种音节文字——片假

名和平假名，外加汉字。 

但也要考虑其简便性。如，基里尔字母更适合斯拉夫语言，其中

硬元音和软元音有意义差别。波兰语中也用到拉丁语，但在书面中却

难以轻易识别。 

文字的简便性也是一项复杂的东西，因为它符合言语交际的多项

需求。因此应对文字遗产予以更多关注。 

当然，这对熟练掌握多门语言的人轻而易举，在书写中一门语言

以这种花笔道记录，另一门则以另外一种，在同一层面都是可行的。

但对于普通大众而言，脱离原有文字传统并非易事。 

很多人在读 1918 年前出版的旧正字法书籍时会明显磕巴，即便

文字差别极小。当代德国人读哥特字体的书籍时也同样如此，虽然除

了字体不习惯外文字并没有任何差别。 

原则上，向另一种文字体系过渡会尤为困难。就如许多人根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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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以基里尔字母出版的旧书。 

这可理解为正字法实践的保守主义。且不说英语，法语中的发音

和书写是相差巨大的。似乎是上帝先让书写接近发音后再命令改革文

字。这对于语言学习者，尤其是外国学习者来说将非常轻松。 

对浅显且遗产较少的语言进行彻底的文字改革是相对顺利的。此

处简便性（或政治观点）居优，因为文化损失不大，可以容忍。若文

化遗产丰富悠久，而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是国际性的，其改革会花费大

笔财力，所以 好在保持自我的基础上全盘吸收。 
 

来源：https://ru.sputniknews.kz/columnists/20170419/2045266/orfograficheskaya-reforma 

-v-kazahstane.html（卫星网） 

时间：2017 年 04 月 19 日 

（焦丹丹翻译，凌建侯校修） 

 

 

乌兹别克斯坦将设立失业者培训中心 
公民中等特殊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学年期限为一年。 

塔什干 4 月 17 日电 根据乌兹别克斯坦部长办公室决议，

2017-2020 年乌所有地区都将出现失业者职业培训中心。 

根据文件，该培训中心将根据乌劳动市场急需的专业对无稳定工

作的公民进行免费再培训，以提高其职业能力。此外，培训中心还将

按照雇主申请组织职业培训付费课程。 

中等特殊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学年期限为一年。 

培训中心的老师们将从就业协助基金获得 40%的工资津贴，而参

加培训的失业者将获得相当于 低工资标准的奖学金。 

根据文件，将设立物质技术发展中心和物质促进就业基金会。其

基金来源于培训中心的短期付费课程资金和法律允许的其它途径。 

同时，国家对失业公民职业培训中心颁发的职业再培训证书、短

期培训结业证予以承认。 
   

来源：http://ru.sputniknews-uz.com/society/20170417/5213846/Profobuchenie-bezrabotnyh.html 

（卫星网） 

时间：2017 年 04 月 17 日 

（焦丹丹翻译，张凌燕校修） 



 ·21·

 

外汇牌价   

俄罗斯外汇牌价 
（1 外币单位兑换卢布） 

美元 56.7838 

欧元      62.0995 

人民币 8.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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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银行网） 

时间：2017 年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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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38 

欧元 343.8101 

卢布 5.5364 

人民币 45.604 

来源：http://kazfin.info/archive/    

（哈萨克斯坦金融网） 

时间：2017 年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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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76 

欧元 9.2712 

卢布 0.1493 

人民币 1.2298 

10 索姆 1.2604 

10 坚戈 0.2697 

100 苏姆 0. 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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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金融网) 

时间：2017 年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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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6.2612 

卢布 65.2697 

欧元    4053.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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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兹别克斯坦黄金网） 

时间：2017 年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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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631 

欧元 73.5598 

卢布 1.1845 

人民币      9.7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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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网） 

时间：2017 年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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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欧元 3.8276 

卢布 0.0618 

人民币 0.5077 

100 索姆 5.2034 

100 坚戈 1.1133 

1000 苏姆 0.9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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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汇率网） 

时间：2017 年 04 月 28 日 

（张凌燕翻译、校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