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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政治

是什么因素导致中亚人加入伊斯兰国？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尼基塔向俄罗斯卫星消息网透露，

“在研究那些加入‘伊斯兰国’的中亚人的资料后，我们发现，贫困并不

是导致他们加入‘伊斯兰国’的真正原因。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发

现有人身处贫困或者自己的家庭受到饥饿的威胁”。他表示，部分中

亚人加入“伊斯兰国”成为了像利比亚、突尼斯、埃及及邻近国家的雇

佣兵是因为他们被债务缠身。

他还说：“在一些中亚人决定加入‘伊斯兰国’之前，在他们身上往

往发生过一些私人冲突。离婚、与父母吵架等，举个具体的例子,一
个父亲迫使自己正在上大一的孩子辍学回家，本应在大学读书的孩子

却在面包房打工，对于这个孩子来说，这是真正的人生悲剧。”总体

来讲，在本地区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些得不到自己想要接受

的教育甚至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会选择在恐怖主义中“实现自我价值”，
还有一些被军事学院开除的人想要在“伊斯兰国”中实现自己的“将军

梦”。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部分伊斯兰教徒加入“伊斯兰国”是因为被招

募者洗脑了。然而这并非真相。

部分人可以成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候选人，但并非每个人都可

以加入“哈里发军队”。
保加利亚研究专家塔尼亚娜指出， “‘伊斯兰国 ’招募人在

2013-2014年间开始在塔吉克斯坦活动，而对‘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

认同使很多人已经为此准备多年”。
塔吉亚娜在《分裂主义候选人的社会肖像》中写道：“‘伊斯兰国’

恐怖分子的受教育水平为国家中等水平。因此，我们不能说招募者只

会在生活极端贫困或对生活无望的人中招募恐怖分子，在恐怖分子中

并不缺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在加入‘伊斯兰国’前的工作并不

差。许多恐怖分子已经结婚了，他们有 2-3个孩子，他们并没有暴力

倾向，许多人从未服过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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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材料显示，那些恐怖分子大概在 2006-2007年间已经开始加

入伊斯兰教，当然他们的亲人并不担心什么，后来出现了关于在被占

领国家建立伊斯兰哈里发的倡导，这些人最终并不是成为了招募人的

牺牲者，相反，他们会主动想尽办法寻找能够帮助他们参加“圣战”的
人。

塔吉亚娜指出：“很少有人能够直接加入‘伊斯兰国’，一般都需要

中间人来保证顺畅的招募，一般会给出 1000美金，有的时候会更少

一些。”
为什么人们决定要加入“伊斯兰国”？难以置信，那些相对富裕且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决定成为恐怖组织的一员，他们切断俘虏的脖子并

把女人送去当性奴。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斗争是为了追求他们的政治理想，他们想

要建立新的国家，建立理想的伊斯兰国，像苏联时期人们对建立不曾

存在的共产主义的热忱一样。”
但当中亚人加入“伊斯兰国”来到叙利亚以后才明白，这里并没有

先知穆罕默德所说的公正的哈里发，“伊斯兰国”的军队纪律约束主要

手段就是枪决，他们已经回不了家了。

来源： http://www.centrasia.ru/newsA.php?st=1482837840（俄罗斯卫星消息网）

时间：2016年 12月 27日
（苏飞翻译，凌建侯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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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乌关系又迈出重要一步

俄罗斯卫星网 12 月 27 日杜尚别电 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
拉赫蒙于 27日在首都杜尚别会见了到访的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塔

乌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联合主席鲁斯塔姆•阿济莫夫。拉赫蒙首先

对乌兹别克斯坦成功举办了总统选举表示祝贺，并称此次访问是推动

两国关系发展和深化两国联系的重要举措。

拉赫蒙指出：“塔方对于乌方积极推动两国恢复航空联系的倡议

给予高度评价。塔方愿加强协作积极恢复铁路联系、降低铁路货运关

税、再次调整电能进出口、扩大农业合作、简化签证并解决边境争端。”
双方讨论了两国在经济、贸易、交通运输、水资源、能源、文化、

边境保护等领域合作的形势与发展前景并就如何消除合作障碍提出

建设性意见。另外，双方还就本地区及全球的军事政治形势、打击恐

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非法贩毒和跨国组织犯罪等问题交流了意见。

今天在杜尚别召开了塔乌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会议，会议期间

将讨论扩大工业产品供应量、交通运输合作、两国海关协作、人文合

作及扩大两国合作合同权利基础等问题。双方代表团准备举行第二次

会晤。但是由于拉赫蒙总统需要参加在圣彼得堡举行的集约组织会

议，这一计划被暂时搁置。在乌兹别克斯坦新任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访

问塔吉克斯坦后乌塔双方的关系发展开始向好，有关人士对此给予高

度评价并且表示米尔济约耶夫像俄罗斯的亚历山大二世一样是乌兹

别克斯坦的改革者，他将在国内施行重大改革，缓解并建立与邻国的

良好关系。

来源：http://ru.sputnik-tj.com/country/20161227/1021401548/rahmon-tadjikistan
-uzbekistan.html（俄罗斯卫星消息网）

时间：2016年 12月 27日
（苏飞翻译，凌建侯校修）

http://ru.sputnik-tj.com/country/20161227/1021401548/rahmon-tadji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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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和美国就十年期签证达成共识

19个国家的公民无需办理签证即可访问哈萨克斯坦，而自 2017
年 1月 1日将有 45个国家的公民自入境之日起 30天内可免签证入境

哈萨克斯坦。

卫星网杜尚别 12月 30日讯 据卫星网哈萨克斯坦报道，哈萨克

斯坦和美国政府通过决议，将期限延长一倍。

据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部长叶尔兰·伊德里索夫介绍，这是指将签

证期限由五年增加至 10年。

他解释道：“现在哈萨克斯坦、美国重要的签证种类，其中包括

旅游签证和外交签证，有效期都将延长到十年。当然了，这将为两国

公民带来极大的便利。”
此外，哈萨克斯坦政府还同日本达成免签机制共识。这样一来，

19个国家的公民无需办理签证即可访问哈萨克斯坦，而自 2017年 1
月 1日将有 45个国家的公民自入境之日起 30天内可免签证入境哈萨

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外长还强调，外交部还在继续为签署类似的协议同一

系列国家进行协商。目前与欧盟关于简化签证机制的谈判在此领域具

有优先意义。他补充道：“在此框架内我们继续积极倡导就简化签证

机制与这些国家开展谈判。”

来源：http://ru.sputnik-tj.com/asia/20161230/1021423046/ssha-vizi.html（俄罗斯卫星网）

时间：2016年 12月 30日
（于东泽翻译，凌建侯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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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提出叙利亚问题的谈判条件

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关于叙利亚停火协议的声明：

我们赞成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全境实施停火协议，也赞成政府

与武装反对派以两国为担保启动和平谈判。

我们认为，签署《关于叙利亚政府与武装反对派之间的停火协议》

《关于停火机制监督的综合措施》及《关于开启调解叙利亚问题和谈

的准备工作》三个文件会为进一步实际解决叙利亚危机奠定切实可行

的基础。

重要的是，该计划得到了联合国-阿拉伯国家联盟特使斯塔凡·德
米斯图拉和其他希望尽快停止叙利亚纷争的各方的支持。

在这一方面，我方肯定，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此前曾提

出过将在阿斯塔纳举行叙利亚间各方的相关谈判。当然，该会谈只会

在有序遵守停火机制的情况下举行。

我们希望，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 2254号决议，近期达成的协议

将有利于全面恢复叙利亚的政治进程。

哈方愿进一步为国际社会做出相关努力，包括自 2017年 1 月 1
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期间履职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来源：http://www.centrasia.ru/news2.php?st=1483166760（中亚新闻网）

时间：2016年 12月 31日
（谢惠欣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www.centrasia.ru/news2.php?st=1483166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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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与韩国总统商讨合作前景

据趋势新闻网报道，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新闻办公厅表示，乌总统

沙夫卡特·米济尔约耶夫周四与韩国代总统黄教安通电话，双方在通

话中就两国 2017年的合作前景进行探讨。此次通电在韩方的倡议下

举行。

据报道，目前乌韩之间已达到高水平的互信、开放与互相理解，

两国总统对此十分满意。这也为全面扩大双边政治、经贸、金融科技、

投资、人文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话期间，两国总统强调了大型项目的重要意义。2016年 5月，

在苏尔吉利油气田基础上建设的乌斯秋尔特天然气化工综合体已建

成投产。双方对扩大利益相关领域的高科技项目的数量也表达了极大

的兴趣。

双方再次重申坚持 2006年签署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宣言中

的原则，强调这一宣言仍有巨大潜力，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新的扩充。

在 2017年——朝鲜族人移居乌兹别克斯坦 80周年前夕，两国总

统强调了韩国侨民在深化双边友好往来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指出必

须加快建设完成位于塔什干的韩国文化艺术馆。

黄教安邀请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

韩国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如今韩国对乌兹别克斯

坦经济投资总量已达 70亿美元。乌兹别克斯坦成立了 400多家合资

企业，其中 77家企业为全韩资企业。

来源：http://www.trend.az/casia/uzbekistan/2705876.html（趋势新闻网）

时间：2017年 01月 06日
（蒲玉琢翻译，凌建侯校修）

http://www.trend.az/casia/uzbekistan/2705876.html（趋势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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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正式成为联合国安理会

非常任理事国

据国际传闻通讯社报道，哈萨克斯坦正式成为新一届(2017-2018)
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哈萨克斯坦也是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

的首个中亚地区国家，其也将成为该地区利益的代表。

2016年 6月 28日，哈萨克斯坦在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被选举为

2017-201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据悉，要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席位，候选国在匿名投票期间必须获得联大全体国家超过三分之二的票

数，即至少获得 193票中的 129票，而哈萨克斯坦获得了 138票。

去年 6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论及本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

事国时强调，2017至 2018年将是国际关系中一段不平凡的时期。“既
有积重难返的老问题，也将面临纷繁复杂的新问题。哈萨克斯坦将尽全

力寻找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为世界各国公民和孩子建设一个安全稳定

的世。”因此他强调哈萨克斯坦将通过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这一身份所

提供的机会，致力于使未来的国际关系趋于稳定。“我们希望国际社会

能够关注我们的倡议——即建设一个‘无核化’‘无生化武器’的世界，哈

萨克斯坦将为实现联合国 2045年百年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此外，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表示，哈萨克斯坦也将推动落实 2015年

第 70届联大关于反恐的倡议。“哈萨克斯坦也将在水资源、能源和粮食

安全等问题的解决方面作出努力，这些问题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哈萨克斯坦在 2017-201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中击败亚

太国家泰国。哈此前从未被选举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而泰国在

1985-1986年曾入选。

联合国安理会由 15个理事国组成，除了中、美、俄、英、法 5
个常任理事国，还有 10个非常任理事国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每

届任期两年。每年 10国中的 5国进行轮换。

来源：http://www.trend.az/casia/kazakhstan/2704938.html（趋势新闻网）

时间：2017年 01月 02日
（蒲玉琢翻译，凌建侯校修）

http://www.trend.az/casia/kazakhstan/27049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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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新反腐法案生效

趋势新闻网乌兹别克斯坦 电 乌兹别克斯坦《关于反腐败问题的

法案》生效。该法案在 2016年 10月由乌总统沙夫卡特·米济尔约耶

夫首倡并交由议会审议，同年 11月获议会下院通过，12月获议会上

院签批。本周三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通讯社发布该法案，并从公布之日

起该法案即生效。该法案旨在协调反腐领域关系，法案中就“腐败”“腐
败犯罪”“利益冲突”下了明确的定义。

依照法案，反腐败的基本原则是法定、优先权、自由、公民合法

利益、公开、透明、国家和社会团体相互协作、预防腐败优先及确定

责任的原则。

依照法案，国家反腐败政策的基本方向是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和法

律素养，培养社会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在国家和社会各领域采取预

防腐败措施，识别并制止腐败犯罪，消除腐败犯罪产生的原因、条件、

后果影响以及确保腐败犯罪责任不可推卸的原则。

该法案中规定了公共管理领域预防腐败的措施，其中包括确保施

政公开、政府问责，议会和社会监督，实行官员工作质量评价机制以

及在开放与公正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竞争性的选拔晋升机制。在社会经

济发展和创业领域预防腐败的手段包括消除行政、官僚壁垒，简化提

高登记注册、授权许可程序的效率，优化政府机关监督职能，实行政

府机关和创业企业间划清界限的相互关系模式。

该法案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在任何人欲唆使其腐败犯罪以及其他

同事有任何已知的类似情况下向自己的领导或执法机关汇报。

根据该法案，对腐败犯罪的进行汇报的举报人信息受国家保护，

对其迫害将负法律责任。

法案的其中几条还规定了每一位公民都有权知晓政府机构的组

织和运作信息以及有关个人或团体决议的进程。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在对腐败犯罪的立法规定有与乌兹别克斯坦

签订的国际条约相异的条款，则采用国际条约所规定的条款。

2008年乌兹别克斯坦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于 2010年加

入伊斯坦布尔行动计划和经合组织反腐败网络。

近几年乌兹别克斯坦为完善反腐败法律机制通过了一系列规范

性法律条款。

来源：http://www.trend.az/casia/uzbekistan/2705296.html（趋势新闻网）

时间：2017年 01月 04日
（蒲玉琢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www.trend.az/casia/uzbekistan/27052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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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经贸

哈萨克斯坦将为吉尔吉斯斯坦拨款

750万美金用于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建设

根据已签署的政府间文件，在联合体一体化合作框架内哈萨克斯

坦共和国将拨款 1亿美元。资金将用于海关基础设施项目配套建筑工

程和技术装备以及实验室现代化建设。

卫星网比什凯克 12月 28日讯 据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政府新闻

处消息，哈萨克斯坦将为吉尔吉斯斯坦划拨数额为 750万美元的第一

阶段款项，款项将用于海关基础设施项目配套建筑工程和技术装备以

及实验室现代化建设。

根据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和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

夫总统与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协商结果，12月 26日两份政

府间文件于圣彼得堡签订——《关于在欧亚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开展经

济合作的协定》《关于援助的提供次序及其执行情况监督和财政技术

支持备忘录》。

报道称：“协定和备忘录规定哈方提供数额为 1亿美元的技术援

助。目的是为吉尔吉斯斯坦实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路线图’活动提供

资金支持。资金将用于海关基础设施项目实施配套建筑工程和购置技

术装备以及实验室现代化建设。”根据文件，援助将分阶段实施。第

一阶段吉尔吉斯斯坦将获得 750万美元。俄罗斯也承诺划拨 2亿美元，

其中一部分将用于装备过境点。此举将使边境植被检疫、兽医检查和

检疫监督成为现实。部分资金已经到位。

来源：http://ru.sputnik.kg/economy/20161228/1031026889/kazahstan-vydelit-7-5-mln-
kyrgyzstanu-dlya-integracii-v-eaehs.html（俄罗斯卫星网）

时间：2016年 12月 28日
（于东泽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ru.sputnik.kg/economy/20161228/1031026889/kazah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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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申科同意就《欧亚经济联盟海关法典》

展开协商

尽管与此前自己在圣彼得堡会议上的举动相悖，白俄罗斯总统仍

授权国家海关委员会就《欧亚经济联盟海关法典》进行协商。

卫星网杜尚别 12月 31日讯 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白俄罗斯总

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签署法令，认可了《欧亚经济联盟海关法典》

条约草案。

作为谈判的基础总统还授权国家海关委员会根据条约草案进行

谈判。

12月 28日法令的正文周六在国家法制门户网站公示。

文中说到：“赞成将附加的《欧亚经济联盟海关法典》条约草案

作为进行协商的基础。”
此外，总统法令决定“授权国家海关委员会依据条约草案进行协

商谈判，准许其在必要的时候对草案进行更改和补充，但在不涉及原

则性问题的情况下”。
卢卡申科还委托“在获得认可的草案范围内当达成共识时签署条

约”。
白俄罗斯未参加在圣彼得堡举行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联

盟国元首级会议，海关法典在该次会议上获得签批。

晚些时候俄罗斯联邦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称，《欧亚

经济联盟海关法典》富有生命力，没有其他选择，早晚都要生效。据

他介绍，海关法典工作将继续在欧亚经济联盟国家政府首脑层面上进

行，而白俄罗斯也将通过海关法，因为此前已同意其条例。

来源：http://ru.sputnik-tj.com/world/20161231/1021430688/lukashenko-odobriaet-
vstuplenie-v-tamodzenyi-soiuz.html（俄罗斯卫星网）

时间：2016年 12月 31日
（于东泽翻译，凌建侯校修）

http://ru.sputnik-tj.com/world/20161231/1021430688/lukashenko-odobria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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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乌兹别克斯坦将简化经商流程

目前在乌兹别克斯坦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健康以及公共安全

的经营活动都需要获得许可。

卫星网杜尚别 12月 30日讯 据卫星网乌兹别克斯坦报道，乌兹

别克斯坦建议自 2017年四月起取消三种经营许可。

内阁规章草案“关于进一步削减和简化许可程序”中建议取消几

个领域的许可，包括烟料发酵、烟草制品生产、兽医实验诊断工作以

及制作、复制和在银幕上放映音像作品（更换为影片公映许可）。该

草案由司法部制定且目前正在讨论中。

根据乌兹别克斯坦现行法律，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健康以及公

共安全的经营活动都需要获得许可。

正如在议的草案中提到的，国内还存在其他的现行管理机制：经

营主体注册、强制性认证、技术管控、社会监督、检验。因此，以法

律形式规定针对这些经营活动的监督机制。

来源：http://ru.sputnik-tj.com/asia/20161230/1021427400/uzbekistan-licenzirovanie.html
（俄罗斯卫星网）

时间：2016年 12月 30日
（于东泽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ru.sputnik-tj.com/asia/20161230/1021427400/uzbekistan-licenzirovani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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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经济联盟新海关法典的优势在哪？

俄罗斯卫星消息网 12月 27日电 虽然吉尔吉斯斯坦对欧亚经济

联盟新法典存在许多反对意见，但该法典仍生效。俄罗斯联邦总统新

闻秘书德米特里别斯科夫指出，在昨天举行的最高理事会上吉尔吉斯

斯坦对新海关法典提出一系列反对意见。

他说：“吉尔吉斯斯坦局势将进一步发展，确实，吉尔吉斯斯坦方

面提出许多反对意见，主要与植物检疫领域问题有关。但在这一方面

的工作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新法典是很有前景的，无可替代，人们迟

早不会再怀疑它对一体化进程未来的影响。”
那么新海关法典有何优势呢？

首先，新海关法典为欧亚经济联盟五个成员国建立了统一的海关

规则和手续，所有成员国海关机构活动将按照统一程序进行。欧亚经

济委员会海关合作委员卡德尔库洛夫称，现行海关法典中有 211条与

海关管理有关，新的海关法典将对其大部分条款进行重新修订。部分

条款将直接引入新法典，部分则将被提升到国家层面归入欧亚经济委

员会职责范围，其中涉及税收、货币、行政管理、民事等的法律条款

内容保持不变。新海关法典包括 16部调整海关法律关系的国际条约

以及 6部国际条约草案。随着新法典生效，自然人的责任转移到欧亚

经济委员会。同时，成员各国有权以国际邮递或国际快递进口免税货

物，委员会将对其确定统一价格和重量上限。

其次，欧亚经济联盟新海关法典引进了现代信息技术，卡德尔库

洛夫指出：“除特殊情况，不用提交纸质报关书和其他附件，这样一

来可简化外贸程序。”现在只有在风险管理系统出现预警时需要提交

书面报关材料。现在每个海关机构都设有风险管理系统，专家们正在

努力使海关管理技术更加现代化。在新型技术基础上，欧亚经济联盟

海关机构已经准备好转入新型工作机制了。卡德尔库洛夫最后强调：

“我认为，新的海关法典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兼顾了各方利益。”

来源： http://ru.sputnik-tj.com/world/20161227/1021398781.html（俄罗斯卫星消息网）

时间：2016年 12月 27日
（苏飞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ru.sputnik-tj.com/world/20161227/10213987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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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对塔吉克斯坦投资额下降

俄罗斯对塔投资额有所下降有其自身原因：课税过重，尤其是电

信领域。俄罗斯驻塔吉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伊戈尔·梁京·弗洛罗夫在

12月 27日的年终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赋税有时甚至超过企业自

身收益。

梁京指出，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在前不久的议会发

言中命令相关部委和机构就改善本国投资环境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其

中表明了塔总统对解决该问题的希冀。

梁京说：“我们明白，国家希望解决这一问题，但是需要创造相

应的条件，这个道理不言而喻。”
梁京指出，桑格图德 1号水电站发电费用的支付问题仍然没有解

决，拖欠俄方"Barki Tojik"公司 8千万美元，并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没

有取得实际进展”。
梁京说：“但也有正面例子，如，2016 年在杜尚别开办‘X-FIT’

健身中心，该项目耗资 1千万美元，也吸引俄罗斯投资开办‘巧克力’
咖啡店。直接投资正创造新的都市生活方式。”

据梁京介绍，2016年俄罗斯对塔直接投资 8 千万美元，总额为

15亿美元。

俄塔双方贸易额略有下降：2014年为 12.5亿美元，而 2016年则

为 10多亿美元。同时，贸易结构没有改变，俄对塔出口额仍占到双

边贸易总额的近 90%。

梁京指出，“我们知道这是不够的。我们尽力增加从塔进口额，

包括利用进口替代项目”。
然而，梁京表示，俄从塔进口统计数据并没有统计经吉尔吉斯斯

坦和哈萨克斯坦进入俄罗斯的商品。

关于俄塔合作的其他领域，梁京指出应恢复两国文化和教育领域

的合作。目前有 1.6万塔吉克斯坦留学生在俄求学，超过 6000名塔

吉克斯坦学生就读于俄罗斯高校在塔分校和俄塔联合大学。

梁京指出：“由于我方使馆的努力，库洛布的俄罗斯学校得以保

存下来。保留这所学校是应该的，而且它将隶属于俄塔联合大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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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首都第十四所学校。甚至可能增加该校学生数量。”
同时，梁京大使特别感谢那些对 12•25索契空难表示关心的所有

塔吉克斯坦人民。

梁京强调：“塔吉克斯坦人民对 12月 25日发生的事故与俄罗斯

人民同感悲痛，埃莫马利·拉赫蒙总统发电慰问。我接到了许多来自

政府、公司和普通民众的电话，表示对空难的慰问。人们前来使馆献

花。我们非常感谢塔吉克斯坦人民。”

来源：http://www.centrasia.ru/news2.php?st=1482916860（中亚新闻网）

时间：2016年 12月 28日
（谢惠欣翻译，凌建侯校修）

http://www.centrasia.ru/news2.php?st=1482916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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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斯坦电力专题

塔吉克斯坦：严寒导致能源危机

11月塔吉克斯坦迎来第一场雪令许多人感到惊讶，尤其是那些

负责供电系统的人们。

近两年来，本国居民对不同寻常的短暂冬天习以为常，这似乎使

当局政府安于现状，如今他们没有准备御寒措施。11月的严寒使国

家陈旧的供电系统过载，导致近几年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

在这个国家，人们有时甚至身着单薄的春装迎接新年，然而今年

11月气温却罕见地下降到 0℃以下。然后 12月 10日寒冷再次来临。

本国许多居民尝试使用电加热器，但今年的供电非常不稳定。通

常，除由阿迦汗基金管理的帕米尔能源公司负责供电的首都杜尚别和

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部分地区以外，其它地区从 10月开始全国实

行扇形断电，在农村地区，每天供电 5小时：早上和晚上各供一部分

电。

但是今年冬天，甚至在通常供电比较稳定的杜尚别，消费需求猛

涨也导致了供电障碍。由于缺电，许多人用烧木柴和煤的暖炉、煤油

灯、暖水瓶甚至蜡烛来取暖。

危机使街坊邻居们团结起来。45岁的杜尚别居民玛芙柳哒·奥比

多娃和 2个孩子居住在经常断电的 5层楼的房子里。她对欧亚网说：

“邻居家和我一样，平均都有 2-3个孩子，我们要互相帮助。我们轮

流在厨房做饭，煮水、做汤。为了节省时间，一些邻居用大罐煨汤并

与四邻分享。”
在网上出现了许多关于是否因用电量增加而引起杜尚别断电的

阴谋论。一些人却认为，是否由于政府没有能力确保生产足够电力而

把责任归咎于天气。

该国过去的电力问题部分是由于同邻国乌兹别克斯坦的紧张关

系造成的。20世纪 9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停止向塔吉克斯坦供电，并

在 2009-2010年切断天然气供应。此外，目前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苏联时期所建基础设施老化。

杜尚别人在 Facebook上创建了“寒冷与黑暗”的网页，以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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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电及与此相关的问题。群组成员希望通过吸引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来

促使政府采取措施，然而效果甚微。

杜尚别市长马赫马德萨义德·乌拜杜洛耶夫对社交网络上的怨言

作出回应，让副市长与城市四大区区长 24小时值守。市政管理部门

的负责人们的联系电话已公布，然而试图联系他们的投诉市民们抱怨

道，并没有人接听电话。

一些所采取的措施令人失望。

为了节约用电，乌拜杜洛耶夫市长勒令澡堂和面包房停止运营。

杜尚别 2号热电厂给 1200户提供热水，然而乌拜杜洛耶夫市长命

令这些幸运儿使用热水只能用来取暖，而不能用于“家庭日常所需”。
首都许多高楼停暖。居民经常锯下大块暖气片交到废金属回收

站。

同时居民也用瓦斯罐来取暖，但是这是很危险的。芙柳哒·奥比

多娃坦言，在她的居民楼里只有她有一个这样的瓦斯罐，但是使用它

是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的，要罚款 600索莫尼（合 75美元）。

但是在冬天到来之际，不是所有人都措手不及，有人从夏天就开

始为冬季取暖做准备。

30岁的古丽巴霍尔·莎莉波娃表示，前不久她家房子装修，但是

有一间房间没有装修，因为计划在那安置一个烧木柴的炉子。

她说：“不管怎样，都会冒烟，会弄脏室内装潢。所以我们决定

不装修这间房间。我们在那里安置一个炉子，现在一家 9口聚在这间

房子里，做饭烧水。”
“当然，我们都挤在一间房里不是很卫生，但是我们别无选择。”

她补充道。

10月 28日，当国家最重要的努列克水电站出现故障时，几乎全

国人民都陷入了黑暗之中，这时才清晰地展现了塔吉克斯坦供电系统

的缺陷。

政府期待罗贡水电站第一阶段的竣工将会解决所有的问题。

在努列克水电站发生故障的第二天，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亲自

主持罗贡水电站的重建工作。但未来的运行时间目前尚未确定。

来源：http://www.centrasia.ru/news2.php?st=1482768480（中亚新闻网）

时间：2016年 12月 26日
（谢惠欣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www.centrasia.ru/news2.php?st=1482768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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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斯坦部分地区获超额供电

中亚新闻网 据塔吉克斯坦“亚洲+”新闻社报道，今日起，塔吉克

斯坦部分地区居民白天的供电将不受限制。此前农村地区供电时间仅

为上午 11点至下午 4点。

巴尔基新闻出版社社长诺兹尔·约德格里表示，据近日新采用的

时间表，部分地区将从今日起每天获得 17小时供电，也即早上 5点
到晚上 10点。由于“杜尚别-2”号热电厂二期投入运营，居民才得以

超额供电。

社长指出，此次投产的二期热电厂总发电量达到了 400兆瓦，这

也使日发电量达到 9.6千瓦时。“杜尚别-2”号热电厂每天可生产 235
兆千卡的热量。一个月内，热电厂逐步到达了预设的总发电量，因此

我们也在农村地区逐步增加居民电力供给。

社长还表示，热电厂二期投入运营伊始，这些地区电力供应将增

加三小时。到 12月中旬会再增加一小时。

需要指出的是，塔吉克斯坦从 11月 1日起在部分地区限电。只

有首都及几个大城市不受影响。

来源：http://ca-news.org/news:1355488（中亚新闻网）

时间：2017年 01月 05日
（蒲玉琢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ca-news.org/news:1355488（中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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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农业

哈萨克斯坦植物油产量创历史新高

据哈萨克斯坦统计局数据表明，2016年 11月份哈萨克斯坦植物

油产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3.47万吨。

值得注意的是葵花籽、亚麻籽和大豆加工量大幅提高，成为植物

油产量创下历史新高的原因，11月份哈萨克斯坦葵花油产量达 2.24
万吨，亚麻籽油和大豆油产量均为 2300吨。

2016年前三个月，9月-11月期间，植物油产量达 9.95万吨，同

比增长 18%。

来源：http://agro2b.ru/ru/analytics/38281-noyabre-Kazahstane-proizveli-rekordnyj-obem
-rastitelnyh.html（俄罗斯农业网）

时间：2016年 12月 31日
（苏飞翻译，凌建侯校修）

http://agro2b.ru/ru/analytics/38281-noyabre-Kazahstane-proizveli-rekordnyj-ob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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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有望成为俄罗斯最主要的

果蔬进口国之一

乌兹别克斯坦Podrobno新闻社塔什干电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

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扎巴罗夫在莫斯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因拉丁美洲及非洲蔬果进口数量明显下降，乌兹别克斯坦有望成为俄

罗斯最主要的果蔬进口国之一

他认为，近十年来乌兹别克斯坦一直种植棉花，但这并不是正确

的选择，因为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质量并不是非常好。他说：“但是

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腹地，部分地区能够生产质优味美的水果和蔬

菜。也就是说，乌兹别克斯坦在供应蔬果方面潜力巨大，他们对将自

己的产品出口俄罗斯市场也有很大兴趣。”他还补充说：“乌兹别克斯

坦议员指出 2017年乌兹别克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向独联体出口 100万
吨蔬果。”

独联体经济发展事务中心总理事萨夫琴科表示，乌兹别克斯坦还

可能会成为俄罗斯家电的供应者他说：“乌兹别克斯坦家电生产工业

发展良好，并且正在积极开拓俄罗斯市场，乌兹别克斯坦的企业对外

输出的家电数量多于本国市场，这正是基于他们的生产符合国际标

准。”同时，扎巴罗夫指出，乌兹别克斯坦与其他中亚国家存在经济、

领土及贸易问题，不过可以借鉴苏联经验来解决。

来源：http://podrobno.uz/cat/economic/uzbekistan-mozhet-stat-osnovnym-postavshchikom
-ovoshchey-i-fruktov-dlya-rossii/（乌兹别克斯坦 Podrobno新闻网）

时间：2017年 01月 05日
（苏飞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podrobno.uz/cat/economic/uzbekistan-mozhet-stat-osnovnym-postavshchik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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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教育与社会文化

俄罗斯文化中心分部在

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市开业
为庆祝独联体成立 25周年，俄罗斯合作部在奥什市（吉尔吉斯

斯坦）开设俄罗斯科技文化中心分部。

据悉，该文化中心的主要活动是扩大两国人文领域的合作。该中

心根据《关于文化信息中心活动规章制度的俄吉政府间协议》举办活

动。

5年前，第一家文化中心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市开业。

俄罗斯合作部部长柳博芙·格列波娃评论道：“俄罗斯科技文化中

心分部的活动将致力于发展文化对话、加强交流和促进俄吉人文领域

合作进一步深化。”
柳博芙·格列波娃表示，该中心面向所有希望更多了解俄罗斯、

了解它的精神、文化、教育和科学潜力的人们。

在俄罗斯科技文化中心分部开业之际，俄联邦驻奥什市总领事馆

就发展俄吉人文领域合作的问题举行了圆桌会议。俄罗斯合作部代表

与特邀专家共同讨论了新文化中心的长远项目和活动方向。

来源：http://www.centrasia.ru/news2.php?st=1482691980（中亚新闻网）

时间：2016年 12月 25日
（谢惠欣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www.centrasia.ru/news2.php?st=148269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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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确立 2017年为

国家道德、教育与文化年

中亚新闻网 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办公厅报道，吉总统阿尔

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于 1月 5日签署《关于确立 2017年为国家道德、

教育、文化年》的命令。

总统令全文如下：

和平发展趋势及现代科学技术为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提供了更

多的机遇与前景，但积极的新变化也伴随着新的挑战。在这样的条件

下，国家战略发展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国家与社会是否有能力直接关

注人的道德与精神力量。

2016年推行的历史与文化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向我

们展示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在这些领域里拥有塑造现代吉

尔吉斯斯坦社会基础的巨大潜力。

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对自己国家和人民历史的兴趣与日俱增。文化

发展与精神复兴的进程获得新的动力。人民开始理解保护与发展吉尔

吉斯斯坦古老原生文化的重要性，我们通过中世纪造就伟大汗国的古

人来认清自我。

世界游牧民族大会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并向世界展现了新吉尔吉

斯斯坦—一个尊重自己文化传统并放眼未来的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借

机成为了游牧文明的精神文化中心。

2016年吉尔吉斯斯坦年青人在国际创作竞赛和艺术节上取得的

成就也值得称道。在文化领域诞生了现代外观、工艺与文化遗产相结

合的新现象的萌芽，

公民是我们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在现阶段优先的问题是塑造公民

全面发展的人格，将久经考验的吉尔吉斯斯坦人民传统的精神道德价

值观与现代世界观融合于一身。

我们要特别关怀孩子和年轻人。吉尔吉斯斯坦 25岁以下年青人

占总人口的一半，他们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宝贵资源，是国家未来繁荣

的基础。为了吉尔吉斯斯坦能够成功发展，国家的公民、年青一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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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应该具备高度的内在文化修养，受良好的教育，有容忍并包容异

己观点的精神。当然，他们也应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

因此现阶段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现代教育、文化、信息政策，

以本国历史文化为支柱的教育系统。

为了实现吉尔吉斯斯坦战略发展任务，国家和社会应直接着眼于

人的精神、道德、文化水平，呼吁全社会注意以下几点：

1.确立 2017年为吉尔吉斯斯坦道德、教育和文化年。

2.建议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政府：

1）着手建立有公民代表参与组成的道德、教育、文化年推行组

织委员会；

2）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制定出道德、文化、教育年活动计划，其

中主要事项如下：

——塑造公民全面发展人格，为将久经考验的吉尔吉斯斯坦人民

传统的精神道德价值观与现代世界观融于一身协调国家机关及社会

力量；

——发扬践行和维护文化、尊重他人、互帮互助、团结公民的正

面例子；

3）在与媒体交往中保证传播理念的有效性以及落实道德、教育

和文化年的一些活动。

3.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被任命为本法令的监督人员。

4. 本法令自公布日起开始施行。

来源：http://ca-news.org/news:1355515（中亚新闻网）

时间：2017年 01月 05日
（蒲玉琢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ca-news.org/news:135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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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将提高退休金和生育补贴

哈萨克斯坦经济生活中的重大变化：当局将扩大国家物资支援的

数额并开始对公民的海外资产进行更严格的监督。

卫星网杜尚别 1月 1日讯 据哈萨克斯坦卫生和社会发展部的消

息，退休金在 2017年将提高 11个百分点。

根据 2017—2019年预算数据，自 1月 1日起，政府将将养老金

提高 9个百分点，而自 7月 1日起还会再将其提高 11%。基本养老金

的数额，不取决于工龄，亦将先提高 7%,自 7月 1日后再提高 13%。

而最重要的是，生育补贴数额将整整提高 20%。据哈国卫生部称：“假
如 2016年国家对一胎、二胎和三胎的补贴数额为 6.6621万坚戈，那

么自 2017年月 1日起此数额将增加到 7.127万坚戈，而自 7 月 1日
起，该数额将提升到 8.6222万坚戈。”2016年国家对四胎及 4胎以上

的补贴数额为 11.1万坚戈（约 333美元）。现今数额约等于 14.3万坚

戈（近 428美元）。为此政府将拨付将近 18亿坚戈的补贴款项。有关

提高物资援助的消息在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演说

后不久即流传出来。总统责成政府在 12月提高退休金以及年轻家庭

和产妇的一次性生育补贴。

不过，这远不是 2017年国家在财政政策中唯一的新举措。

目前哈萨克斯坦已经完成了财产认证行动。该行动由哈国财政部

组织，以“认证或失去”为口号，目的在于为国家的经济周转筹集更多

的资金。在行动框架内公民必须对海外不动产和账户进行申报。及时

完成申报者免交税费，而未在 12月 23日之前的期限里递交相应的海

外资产申报单者面临监管部门的监控和加倍的罚款或是其他的行政

处罚。据国家收入委员会机关代表穆拉特·如曼拜称，将在 2017年初

完成统计最终结果。认证行动开始于 2014年 9 月。根据 2016年 11
月底的官方数据，财政部收到约 15.5万份申报单，数额超过 4.3万亿

坚戈（近 130亿美元）。已经有超过 3.7万亿坚戈得以认证。

来源：http://ru.sputnik-tj.com/world/20170101/1021434783/finansovye-izmenenia-
v-kazahstane.html（俄罗斯卫星网）

时间：2017年 1月 1日

http://ru.sputnik-tj.com/world/20170101/1021434783/finansovye-izmen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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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东泽翻译，张凌燕校修）

乌兹别克斯坦通信资费提高

趋势新闻网塔什干电在周二公布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对 2017
年宏观经济基本指标和国家预算参数预测》总统令中规定，乌兹别克

斯坦自 2017年 1月 1日起使用移动通信服务的法人用户号码资费将

从 1500苏姆升至 2000苏姆。

征收的费用通过移动电话公司用户在合约期间使用的移动通讯

服务分摊到每个用户号码之上。号码费用数额取决于截止当月最后一

日所产生的费用。

根据这一文件，2017年上述所征收资费的 85%被纳入国家预算，

15%的资金将被国家信息技术与通信发展部用于金融项目投资。去年

该资费则以 4：1的比例分别纳入国家预算和国家信息技术与通信发

展部。

据官方数据，2016 年年末乌兹别克斯坦移动通信用户数量为

2200万人，而 2015年年末为 2160万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移动通

信用户数量已达到 2300万人。

目前该国一共有五个通信运营商。GSM 标准的“Unitel”有限公

司、品牌为“捷径”的 Vimpelcom Ltd公司子公司、“Coscom”公司（品

牌为 UCEll 的北欧 TeliaSonera 公司子公司）、 "Universal Mobile
Systems"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CDMA 标 准 的 ”Rubic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合资公司、既提供 GSM又提供 CDMA标准服务的乌

兹别克电信股份公司下属的“Uzmobile”国家运营商。

来源：http://www.trend.az/casia/uzbekistan/2705165.html（趋势新闻网）

时间:2017年 01月 03日
（蒲玉琢翻译，张凌燕校修）

http://www.trend.az/casia/uzbekistan/2705165.html（趋势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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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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64
欧元 63.00861
人民币 8.8606
来源：http://www.banki.ru/products/

currency（俄罗斯银行网）

时间：2017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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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89
欧元 731.76
卢布 11.56
人民币 48.09
来源：http://kazfin.info/archive/

（哈萨克斯坦金融网）

时间：2017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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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2
欧元 8.3522
卢布 0.1327
人民币 1.1442
10索姆 1.142
10坚戈 0.2492

100苏姆 0. 253
来源：http://www.finmarket.ru/currency/rates/?id=10131

(俄罗斯金融网)

时间：2017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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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5.6067
卢布 53.4018
欧元 3386.529
来源：http://www.goldenpages.uz/?page=kurs

（乌兹别克斯坦黄金网）

时间：2017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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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035
欧元 73.1324
卢布 1.138
人民币 10.9959
来源：ttp://www.halykbank.kg/ru/nbkr_rates

（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网）

时间：2017年 1月 13日

（张凌燕翻译、校）

土库曼斯坦外汇牌价

（外币单位兑换马纳特）

美元 3.317
欧元 3.448
卢布 0.0663
人民币 0.64
100索姆 4.756
100坚戈 1.6406
1000苏姆 1.233
来源：http://www.val.ru/bankrates.asp?id=10278

（俄罗斯汇率网）

时间：2017年 1月 13日

（张凌燕翻译、校修）

http://kazfin.info/exchange/eur/
http://www.banki.ru/products/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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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