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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讯 

◎2013 年“极端主义与中亚及周边地区安全研讨会”在兰举行 

2013 年 8 月 9 日，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中心主办的“极端主义与中亚及周

边地区安全研讨会”在兰州昆仑宾馆顺利召开，来自国内高校、科研机构及有关

部委 20 多个单位的 40 余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在开幕式上，兰州大学中亚研

究中心主任杨恕教授致欢迎辞，并作了主题发言，之后与会专家围绕“极端主义

与中亚安全”、“极端主义与周边局势”、“极端主义与中国国家安全”、“极端主义

的发展趋势”等议题作了发言和讨论。在讨论中与会专家各抒己见，就相关问题

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与会专家指出，在打击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过程中，

应避免将特定宗教、特定教派作为打击对象，并就未来一个时期极端主义的发展

趋势及其对地区安全的影响作了预测。 

8 月 10 日，与会专家一行 30 余人赴临夏市进行了为期一天的学术考察活动，

参观了临夏东公馆、前河沿清真寺、大华寺、大拱北等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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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美国太平洋大学学者 Daniel C. O'Neill 访问中亚研究中心 

2013 年 7 月 10 日，美国太平洋大学国际研究院学者 Daniel C. O'Neill 访问中

亚研究中心，并在逸夫楼 204 做了一场关于中

国在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情况的讲座。讲座

中，Daniel 以生动的语言、形象的事例，使师

生们积极参与到相关问题的讨论当中。讲座结

束之后，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杨恕教授及研究所

成员王明芳、曾向红、沈晓晨等与 Daniel 进行

了座谈，双方就中亚问题研究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了进一步合作的意愿。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中心一行 6 人赴新疆调研 

2013 年 7 月 28 日-8 月 13 日，兰州大学中亚研究中心一行 6 人在丁志刚教

授的带领下赴新疆调研，调研团队分组奔赴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喀什、伊

宁、库尔勒、库车等地调研，重点考察了新疆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安

全稳定形势等情况，并与新疆社科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喀什师范学院、

喀什地区党校等有关单位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座谈和交流。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程亦军研究员一行来访 

2013 年 9 月 13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经济研

究室主任程亦军研究员、李建民研究员及

乌克兰研究室主任何卫研究员一行 7 人

访问中亚研究中心。在座谈会上，焦一强

副教授向来访学者介绍了中心的基本情

况和研究状况，程主任介绍了俄罗斯东欧

中亚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双方表达了在中

亚问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乌克兰问题等问题上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意愿。中心

丁志刚、陈小鼎、曾向红、朱永彪、李捷等研究人员参与座谈，并就相关问题阐

述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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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动态 

◎6 月 13 日，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应邀访问乌兹别克斯坦。访问期间，

双方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哈总统还参加了哈驻乌使

馆新馆舍建成及哈萨克斯坦思想家阿拜雕像落成仪式。 

◎6 月 20 日，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在政府视频会议上宣布，土

库曼斯坦获联合国 193 个成员国的赞成票，成功当选第 68 届联合国大会的副主

席国。据悉，这是土第三次当选联大副主席国，此前分别于 2007 年和 2009 年当

选为第 62 届和第 64 届联大副主席国。 

◎6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

在北京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对外经贸部部长加尼耶

夫。 

◎6 月 26 日，亚洲开发银行为塔吉克斯坦提供

1000 万美元赠款用于提高塔家庭能效的“绿色融资”项目。该项目主要为本地

创新产品和服务及绿色能源和家庭环保节能提供小额贷款。 

◎6 月 27 日，哈萨克斯坦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内一

辆油罐车侧翻并发生爆炸起火，导致临近一栋八层建筑

物发生火灾。此次事故造成油罐车司机死亡，20 多间民

宅和约 10 辆汽车损毁。 

◎7 月 2 日，金玉龙参赞陪同齐大愚大使出席中国援吉国立医院新建医疗楼

项目竣工仪式，吉政府办公厅主任莫穆纳利耶夫及卫生部长等一并出席。 

◎7 月 8 日，吉尔吉斯总统阿塔姆巴耶夫签署《关于吉总统事务局若干问题

的指令》。根据指令，原“总统事务局”更名为“总统与政府事务局”，其职能是：

为吉尔吉斯总统、总理、副总理、总统办公厅和政府办公厅提供资金、技术和物

资保障。 

◎7 月 12 日至 19 日，外交部长王毅赴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

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进行正式访问。 

◎7 月 16 日，乌总统卡里莫夫在其官邸会见了来访的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 

◎7 月 23 日 10 时许，正在位于贾拉拉巴德州的吉-乌边境阿克塞伊区执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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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吉尔吉斯边防军发现了 2 名非法闯入吉境内的乌兹别克边防军，并要求其离

开吉领土，乌方人员不听劝阻，挑起了言语冲突，并率先朝吉方开枪，导致双方

交火。最终乌方 1 人当场毙命，另 1 人受伤，后在医院因伤去世。吉方人员没有

伤亡。 

◎7 月 27 日，乌兹别克斯坦最大化学企业纳沃伊氮厂发生爆炸，爆炸造成 2

人死亡，15 人受伤。爆炸是由工厂乙炔车间爆炸所致，该车间专门生产农用硝

石。几年前，类似的事件曾在奇尔奇克化工厂发生，造成过近 60 人受伤。 

◎7 月 29 日 10 时 26 分，乌兹别克斯坦发生 4.12 级地震，震中位于乌境内

塔什干市以东 225 公里，纳曼干市东北方向 25 公里。 

◎8 月 7 日，英国 BP 公司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 年，土库曼斯坦成为

中国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占中国天然气进口的 51.4%；卡塔尔列第二位，占中

国天然气进口的 16.4%。 

◎8 月 8 日是穆斯林的开斋节， 8 日至 11 日，中吉两国边境的“吐尔尕特”

和“伊尔克什坦”口岸临时关闭 4 天。 

◎8 月 11 日，上海合作组织中吉主管机关边防

部门“边防联合决心－2013”联合反恐演习在中吉

边境地区举行。此次演习是根据上海合作组织地区

反恐怖机构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 310 号决议，

经中吉主管机关边防部门磋商举办的首次联合反恐演习。 

◎8 月 11-12 日，吉尔吉斯纳伦州科奇科尔区境内突发泥石流灾害，在当地

执行道路建设项目的中国路桥公司不顾危险，积极组织本公司员工展开救灾行

动，消除了诸多灾难带来的不良后果，有效保护了受灾民众。 

◎8 月 14 日，为庆祝乌 9 月 1 日国家独立日，乌方正式通知吉国家边境服

务局，单方面关闭与吉尔吉斯斯坦相邻边境，开放时间未公布。 

◎8 月 15 日，乌下院—立法院批准《乌哈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该条约是在

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6 月 14 日访乌时签署的。 

◎8 月 15 日，哈萨克斯坦工业与新技术部发布声明，哈萨克斯坦已探明铀

储量居全球第二位。此外，2009 年，哈铀开采量居全球首位。从 2010 年至今，

哈每年开采铀 17000 吨，占全球铀开采总量的 33%。2013—2015 年，哈拟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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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铀 25000 吨。 

◎8 月 16 日，哈萨克斯坦体育运动署署长卡若加巴诺夫称，8 月 15 日哈总

统同阿拉木图市市长和奥运会组委会举行会谈，决定正式提交 2022 年在阿拉木

图举办冬季奥运会的申请。 

◎8 月 16 日，吉尔吉斯宣布，吉加入关税同盟的“路线图”已编制完成并

提交欧亚经济共同体副总理级经济理事会审议，吉方希望在“多尔多伊”、“卡拉

苏”和“麦迪那”等主要销售中国商品的大市场基础上建立具有特殊海关监管模

式的自由经济区。 

◎8 月 19 日，哈萨克斯坦总理阿赫梅托夫在与来访的中国外长王毅会晤时

称，2012 年中哈双边贸易总额 250 多亿美元，2015 年可能达 400 亿美元。 

◎8 月 21 日，吉尔吉斯总理萨特巴尔季耶夫访问塔吉克斯坦期间，双方就

边界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拟暂时搁置争议界段，先行将双方已商定的边界划定。 

◎8 月 23 日，欧亚经济委员会贸易部长斯列普涅夫称，哈萨克斯坦已处于

入世最后阶段，在今年 12 月召开的世贸组织部长会议上可能将结束哈入世进程。 

◎9 月 3 日，应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卡里莫夫、吉尔

吉斯共和国总统阿坦巴耶夫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 3 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先

后对土库曼斯坦进行了国事访问，出席了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第八次峰会，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了国事访问

并出席了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 

◎9 月 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土库曼斯坦首

都阿什哈巴德，开始对土库曼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访

问期间与土库曼斯坦总统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土库曼斯坦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9 月 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接受了土库曼斯坦

《中立的土库曼斯坦报》、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哈萨克斯坦电讯社、《哈萨克

斯坦真理报》、乌兹别克斯坦“扎洪”通讯社、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联合采

访，就中国同五国双边关系、二十国集团事务、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中国经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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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等阐述了看法和主张。 

◎9 月 4 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3－2014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

哈萨克斯坦全球竞争力在 148 个国家中列第 50 位，而印度列第 49 位，保加利亚

列第 51 位。哈最具优势的是灵活和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稳定的宏观经济指

标；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卫生保健和学前教育制度，发展商业和创新等。 

◎9 月 6 日，习近平抵达阿斯塔纳，开始对哈萨

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

夫率政府总理艾哈迈托夫、总统办公厅主任马西莫

夫、外长伊德里索夫等到机场迎接。 

◎9 月 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斯塔纳同哈萨克

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举行会谈。会谈中，两国元首

认为，“东突”等“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是两

国及本地区面临的共同威胁，必须严厉打击。双方要

深化执法安全和防务领域合作，维护共同和平和安宁。 

◎9 月 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阿斯塔纳签

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

联合宣言》。 

◎9 月 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斯塔纳同哈

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共同出席中哈企业家

委员会成立大会。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中国进出口

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信集团等同哈方企业合作文件的签署。 

◎9 月 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哈国总理艾哈迈托夫及哈萨克斯坦议会

下院议长尼格马图林。 

◎9 月 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

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

的重要演讲。 

◎9 月 8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塔什干，开

始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受到乌兹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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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外长卡米洛夫、塔什干市市长乌斯曼诺夫热情迎接。 

◎9 月 9 日，中国驻哈大使乐玉成拜会了哈财政部海关监管委员会主席叶先

巴耶夫。 

◎9 月 9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并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

里莫夫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

乌关于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和《中乌友好合作条约》，见证了经贸、能源、投融资、

汉语教学等多项合作文件签署。 

◎9 月 9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卡里莫夫陪同下参观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参议院。 

◎9 月 1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帖木儿家族历史博物馆参观，乌兹别克

斯坦总统卡里莫夫陪同参观并亲自进行讲解。 

◎9 月 1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吉尔吉斯斯

坦首都比什凯克，开始对其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

13 日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

总理萨特巴尔季耶夫等在机场热情迎接。 

◎9 月 10 日，哈萨克斯坦内务部长卡瑟莫夫称，俄白哈三国内务部长举行

会谈，确定了三国在关税同盟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内务机关合作的方向，以及讨论

了在统一经济空间建立欧亚刑警组织的有关问题。 

◎9 月 1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会见吉

尔吉斯斯坦总理萨特巴尔季耶夫。 

◎9 月 12 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

的上海合作组织商务委员会理事会会议上，塔吉克斯

坦工商会主席沙里夫·萨伊德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 

◎9 月 1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会见塔

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两国元首出席了两国政府间关

于天然气管道建设运营合作协议的签字仪式。 

◎9 月 13 日，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峰会在比什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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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塔吉克总统拉赫蒙与吉尔吉斯总统阿塔姆

巴耶夫分别在会上发言表示支持成立上合组织基金与开发银行。 

◎9 月 13 日，在结束对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并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

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后，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回到北京。离开时，吉尔吉斯

斯坦总理萨特巴尔季耶夫、外长阿布德尔达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9 月 16 日，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签署命令，任命鲁斯捷莫

娃·齐娜尔·塔季耶夫娜（Рустемова Чынар Таджиевна 女）为新任土库曼斯坦

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鲁斯捷莫娃曾担任土驻塔吉克斯坦大使。 

◎9 月 25 日下午 14 时许，在比什凯克市的伏龙芝街与托尔斯泰街的交汇处

发生一起爆炸事件，造成一男一女两人死亡。 

◎9 月 26 日，哈议会上院当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批准哈中政府

间开发和运营哈中石油管道时进行合作的相关问题的协议法案。此协议于 2012

年 9 月 8 日在阿斯塔纳签署。 

◎9 月 26 日，哈萨克斯坦油气部长卡拉巴林在哈议会上院全会回答议员提

问时指出，目前，中国在哈石油开采中占比高达 24%。中国企业主要在克孜勒奥

尔达州、阿特劳州油田开采石油，而这些油田可开采石油将逐年降低。因此，中

国在哈石油开采中的占比今后将降至 7-8%。 

◎9 月 26 日，哈萨克斯坦财政部国债司司长阿基扎诺夫表示年内不会发行

欧元债券。目前哈已拟定招股说明书，确定了三家承销银行并由其组成共同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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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文化 

◎哈萨克斯坦风俗礼仪 

见面。中国人一般在第一次认识时握手，熟人打个招呼，一般不再握手。但

哈国人除了第一次认识要握手，平常在一天中与熟人第一次照面一般也要打招呼

握手。对于上级和年长的人，下级或者年轻人要伸出双手握住对方的手。伸出双

手与别人握手也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在哈国，告别后跨门槛时，一人在屋内，一

人在屋外，两个人是不能握手的。两个人要握手，要么在屋里，要么都在门外。 

拜访。哈族人能够邀请你到家里拜访或者在家里接待你，是出于对你的尊敬

或好客。一般家里都要准备一桌酒席，哈语叫“达斯特拉罕”（Dastarkhan）。家

里的男主人或成年孩子与客人围坐，女主人上菜倒酒端茶等，有时候女主人也陪

坐，小孩不上桌。要想体现对主人热情的感谢，不仅要吃、要喝，还要祝酒说辞，

一般饭后都有甜点和茶水。无论吃得习惯还是不习惯，都要尽可能表现出你喜欢

主人准备的饭菜。到家里拜访带上礼品，主人会更高兴。 

宴会。在哈国，稍大的宴会（除官方非常正式的那种），包括员工聚会、生

日聚会、婚宴等，其间只要有音乐，大家就会跳起来，会跳不会跳的都会参入其

间扭起来。这种场合，你也别害羞，加入进去尽情摇摆。在稍正式的宴会上，一

般都要祝酒。祝酒的方式是端酒站立，结合酒宴的主题，或回忆过去、友情，或

赞扬感谢感恩，或展望未来祝福，可长可短。哈族人一般都能讲，一些老人或者

有身份的人（政府官员或企业高层）都愿意多讲。哈族人与中国人不同，一般不

单对单敬酒，不离开座位到其他人对某个人敬酒。 

生日。生日在哈族人生活中极为重要，不少人宁愿请假一二天不要工资不上

班，也一定要与亲人朋友一起庆贺自己的生日。有身份、有地位或有影响的人的

大寿（50、60、70 岁等），庆祝宴会的场面隆重宏大，甚至不少人专程不远千里

赶过来祝寿。所以，在生日时说一声“生日快乐”，准备一份礼物，并参加其生

日聚会，将会使他们非常高兴和感动。需要注意的是，哈族人忌讳在生日前任何

时间向他们祝贺生日，哪怕提前一天祝贺也不行。但如果你忘了或者不在，在其

生日之后弥补，向他（她）表示祝福是可以的。 

来源：孙星云、曾辉、张军平，载《中国石油企业》，2011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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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研究成果简介 

◎《中亚机构改革：政治经济挑战》 

《中亚机构改革：政治经济挑战（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Central Asia: 

Politico-economic Challenges ）》 由 英 国 罗 德 里 奇

（routledge）出版社于 2012 年 9 月出版发行。该书通过

跨学科研究方法（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社

会学，法学和民族学等）探讨了中亚的体制建立和经济、

政治治理等，考察了中亚非民主区域在体制转型过程中

所面临的挑战。该书指出，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缺乏高

效的体制和有效的治理是转型过程中存在的最大缺陷，

在未来几年内，中亚各国如何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是其

面临的最大挑战。 

该书共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了中亚的经济转型和体制变

化。第二部分，分国别考察了中亚五国体制转型的历程和挑战，就各国所面临的

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三部分，介绍了中亚国家目前的政府治理现状

和一些具体体制，讲述了它们的形成原因并总结了其特点。第四部分，分析了外

部角色和国际组织对中亚体制转型的影响，尤其是俄罗斯、欧盟和美国及世界经

济一体化对中亚的影响。 

该书作者约阿希姆·艾仁思（Joachim Ahrens）是德国哥廷根私立应用科学

大学（Privat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Göttingen）国际经济专业的教授。赫

尔曼·W·霍恩（Herman W. Hoen）是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国际关系学院(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教

授。 

该书对于理解中亚的政治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帮助，适合于从事政治经济学、

比较经济学等学习和研究的学生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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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构介绍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俄罗斯、东欧与中亚研究中心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俄罗斯、东欧与中亚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 Center for Russia, East Europe and Central Asia，简称

CREECA）。 

研究中心成立于 1993 年，是基于威斯康星大学的两个项目——俄罗斯与东

欧研究及中亚研究——组建而成。从 1996 年开始，该中心

成为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部分。

该中心的研究范围覆盖 30 多个国家，4 亿人口，世界八分

之一的面积。中心主任为亚河•赫雷拉

（Yoshiko Herrera），中心副主任为詹妮

佛•蒂施勒（Jennifer Tishler）。中心教员主要从事以下领域的

研究：艺术史、沟通艺术、比较文学、教育政策、森林和野

外生态学、地理学、希伯来和闪米特人研究、历史学、亚洲

语言和文化、政治科学、斯堪迪纳维亚研究、斯拉夫语和文学、社会学、电影与

戏剧、妇女研究等。 

研究中心的联系方式为： 

联系电话: (608) 262-3379 

传    真: (608) 890-0267 

电子邮件：info@creeca.wis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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