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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 

【国际关系】巴林与以色列签署联合公告 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0月 18日，以色列与美国代表团访问巴林首都麦纳麦，与巴林正式建立外交合作关系。

在美国的促成下，以色列代表团与巴林高官签署了联合公告与包括贸易和安全领域在内的

七个谅解备忘录（MoU），意在促进双边贸易发展并扩大反伊朗同盟力量。为表示友好，巴

林外长与以色列外长进行了碰肘礼。 

巴林作为阿拉伯世界第四个与以色列建交的国家，巴林政府此外交决策遭到国内民众

的强烈反对。作为一个什叶派为主体的穆斯林国家，巴林的什叶派穆斯林对于政府本次加入

反伊朗同盟的行为极为不满。 

——编译自 10 月 18 日 Al Arabiya 

 

沙特 

【政治动态】沙特重组高级学者委员会、舒拉议会和最高法院 

沙特阿拉伯 10 月 18 日发布了一系列皇家法令，宣布重组高级学者委员会(Council of 

Senior Scholars)、舒拉议会(Shura Council)和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新法令任命了 20 人

进入沙特最高宗教机构高级学者委员会；还任命了哈南·艾哈迈迪为舒拉议会议长助理、米

沙尔·萨拉米为副议长；同时，哈立德·本·阿卜杜拉被任命为最高法院院长。 

——编译自 10 月 18 日 Arab News 

 

【政治动态】沙特阿拉伯任命第二位女外交大使阿玛尔·穆阿里米 

据沙特新闻社（SPA）报道，沙特阿拉伯第二位女性大使阿玛尔·亚西亚·穆阿里米于

10 月 20 日出任挪威大使。首位担任沙特王国女性大使的是前驻美大使 Reema Bint Bandar

公主。 

阿玛尔·穆阿里米是本周二对国王效忠后宣誓就职的众多新任大使之一。 

——编译自 10 月 21 日 Al Arabiya 

 

【经济动态】以沙特为首的 OPEC+承诺在第二波疫情来袭之际支持世界石油市场 

10 月 19 日，以沙特、俄罗斯为首的 OPEC+（OPEC Plus）组织承诺采取行动以帮助世

界石油市场应对疫情影响下的石油需求危机。沙特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最大的产

油国，周一发表了声明，表示大家都不应怀疑 OPEC+组织的承诺，并表示从本年一月份开

始的产量增长计划可能会在必要时取消以稳定石油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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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沙特王储萨勒曼进行了两次电话会议商讨相关细节问题。沙特

媒体表示，这体现出 OPEC+这一组织的灵活性与团结性，能够在危机面前临时调整计划以

实现成员间的利益共赢。 

——编译自 10 月 19 日 Al Jazeera 

 

【经济动态】沙特阿拉伯与 IBM、阿里巴巴和华为签署了人工智能（AI）方面的战略合作

协议 

10 月 22 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全球人工智能峰会的第二天，沙特数据与人工智

能管理局(SDAIA)与美国的 IBM、中国的阿里巴巴和华为签署了三份战略合作协议。据沙特

通讯社(SPA)报道，此次全球人工智能峰会表示了沙特希望通过与国外科技巨头合作实现科

技强国的战略，这也是其 2030 愿景的一部分。 

在本次峰会上，除了与美国科技巨头 IBM 签署了合作协议，沙特还与中国两大科技巨

头阿里巴巴和华为签订了谅解备忘录（MoU），以支持沙特通过人工智能发展智能城市的道

路。 

——编译自 10 月 22 日 Al Arabiya 

 

阿联酋 

【经济动态】阿联酋将对金融机构强制性储备金施行新规定 

阿联酋央行 10 月 22 日表示，从 10 月 28 日起它将对接受存款的金融机构实施新的存

款储备金规定。央行称，这些机构将被允许在任一天提取其存放在央行的存款储备金，用于

每日结算或应对隔夜货币市场利率的波动。同时，阿联酋银行必须确保在 14 天的维持期内

达到每日平均储备金要求。这些规定的出台被视为阿联酋政府今年年初宣布的“新迪拉姆货

币框架”的第二步。 

——编译自 10 月 23 日 Reuters 

 

【国际关系】史上第一架阿联酋客机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 

在阿联酋-以色列签署外交正常化协议一月后，历史上首架阿联酋客机由阿布扎比飞往

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纳塔尼亚胡称这是“伟大的一刻”。阿联酋伊提哈德航空公

司发言人称，本架客机将在以色列接载以色列旅游专业人士，他们将飞往阿联酋完成为期两

天的访问。 

与此同时，阿联酋伊提哈德航空成为第一家运营来往于阿联酋和以色列客运航班的航

空公司，而“这仅仅是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两国间将通航更多的班机”，伊提哈德

发言人如是说。 

——编译自 10 月 19 日 Al Jaze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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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首个阿联酋代表团抵达以色列 双方签署四个合作协议 

作为首个出访以色列的海湾国家，阿联酋高级代表团于 10 月 20 日对以色列进行正式

访问。以阿联酋财政部长奥拜德·泰耶为首的阿联酋代表团在美国财政部长的陪同下，在以

色列机场受到了以色列总理纳塔尼亚胡的热烈欢迎。 

在以色列总理发表欢迎致辞后，双方签署了三个协定与一个谅解备忘录，包括：促进并

保护投资的协定，关于科学与创新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航空协定与双方免签协定。同时，阿

联酋成为第一个对以色列国民免签的阿拉伯国家；而阿联酋国民也可以免签前往以色列，最

多停留 90 天。 

——综合编译自 10 月 20 日、10 月 22 日 Al Jazeera、Al Arabiya 

 

【社会动态】迪拜建成世界最大喷泉景观 

迪拜酋长国建成了世界最大喷泉景观，命名为棕榈喷泉，希望借此提振其因疫情而受到

重创的旅游业。棕榈喷泉占地 14366 平方英尺(1335 平方米)，位于朱美拉棕榈岛(Palm 

Jumeirah)的 Pointe 购物和餐饮区，这是一个人造棕榈形状的岛屿。吉尼斯世界纪录高级营销

经理 Shaddy Gaad 在一份声明中说:“很高兴看到棕榈喷泉的建成正式打破世界最大喷泉的记

录。” 

迪拜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七个酋长国之一，它已经拥有了一系列的世界纪录头衔，包

括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哈利法塔，以及目前使用最快的警车布加迪威龙等。 

——编译自 10 月 23 日 Al Arabiya 

 

科威特 

【政治动态】科威特新任埃米尔呼吁在十二月的议会选举中全国团结一致 

科威特新任埃米尔纳瓦夫·萨巴赫在周二向议员们发表的讲话中呼吁全国团结，因为该

国正在准备 12 月的议会选举。纳瓦夫表示，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才是缓解当下由新冠疫情引

起的经济危机最好的武器。现年 83 岁的新任埃米尔告诉议会议员，他将继续沿用已故埃米

尔的道路对国家发展进行规划。 

纳瓦夫出任新任埃米尔之际正值科威特政府因抗疫不力饱受批评之时。作为一个四百

万人口的国家，科威特新冠感染总数已经超过 11 万，死亡 700 余人。 

——编译自 10 月 19 日 Al 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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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 

【经济动态】阿曼发行 20 亿美元债券 重返全球债券市场  

在确认了海湾邻国提供经济援助的可能性后，阿曼发行了 20 亿美元债券、再次进入国

际债券市场。据知情人士透露，沙特 10 月 21 日放弃了发行三年期债券的计划，即将发售

12.5 亿美元的七年期债券和 7.5 亿美元的 12 年期债券。目前该计划正处于初步协商阶段，

阿曼也正在试图争取更多地区国家的支持。 

尽管阿曼的外汇储备不断减少，且根据全球评级公司 S&P Global Ratings 估计，该国

今年的预算赤字可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8%，阿曼在财政改革成就上仍落后于

地区内大多数国家。 

——编译自 10 月 21 日 Al Jazeera 

 

黎巴嫩 

【政治动态】下台一年后，萨阿德·哈里里被重新任命为黎巴嫩总理 

在去年大规模抗议中被迫辞职的前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时隔不到一年再次被任

命为总理并负责组建新政府。哈里里本次戏剧性的回归是黎巴嫩众多政党投票支持的结果，

其中包括他自己所属的未来运动(Future Movement)、什叶派的阿玛尔运动(Amal Movement)

与叙利亚社会民族主义党(Syrian Socialist Nationalist Party)等。 

哈里里在上任后发表的讲话中承诺，将组建一个由无党派专家组成的政府，以实现法国

总统马克龙 9 月份访问期间提出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计划。作为资本家、富人阶级的代表，哈

里里在去年爆发全国范围内的反腐示威游行中辞职，而黎巴嫩民众对于本次哈里里的回归

结果亦持怀疑且反对的态度。 

——编译自 10 月 23 日 Al Jazeera 

 

【社会动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黎巴嫩在“脆弱”的社会环境下易发生动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0 月 19 日基于黎巴嫩的社会经济现状对其提出社会动乱的警告。

由于疫情与港口爆炸造成的双重影响，黎巴嫩目前面临着史无前例的社会政治危机：人民失

业率达到最高点、经济本年下滑 25%、新政府尚未组建成功。而第二波新冠疫情的到来加剧

了本已十分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 

IMF10 月份更新的《区域展望》对于西亚北非（MENA）的经济预测表示，该地区今年

经济总体将下滑 5.7%左右。甚至中东地区十分富裕的海湾产油国的经济也因疫情影响下滑

了 7.3 个百分点。 

——编译自 10 月 19 日 Al Jaze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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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 

【政治动态】叙利亚库尔德政府释放 600 多名伊斯兰国战俘 

 

叙利亚库尔德当局释放了在叙利亚北部囚禁的数百名伊斯兰国战犯，这是该地区大赦

计划的一部分。叙利亚民主委员会负责人艾米娜·奥马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被释放的伊

斯兰国成员已经无罪、“他们手上不再有罪恶的鲜血并且已经对加入恐怖组织非常悔恨”。 

本次被释放的战犯数量为 631 人，另外的 253 名囚犯虽将继续服刑但是将获得一半的

缓刑。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本次大赦的主要原因是库尔德当局难以维系人数庞大的战犯营

的日常运转，尤其是在如今疫情肆虐的环境下，当局选择释放大批战犯减轻部分压力。 

——编译自 10 月 15 日 Al Jazeera 

 

伊拉克 

【经济动态】伊拉克邀请国际竞标者前往曼苏利亚气田 

由于 OPEC+的减产与持续性经济危机，伊拉克政府邀请国际能源公司竞标本国石油和

天然气开发。伊拉克石油部长接受国家新闻社采访时表示，伊拉克已邀请国际竞标者在近伊

朗边境共同开发曼苏利亚（Mansuriya）气田。 

按计划，曼苏利亚气田在 2015 年就应开始商业开发，但被伊斯兰国（ISIS）2014 年的

入侵活动打断。随后，该地区又成为伊斯兰国与伊拉克政府交战主战场之一，而直到伊斯兰

国势力几乎殆尽后，伊拉克政府近期才重启商业开发计划。 

——编译自 10 月 21 日 Al Monitor 

 

也门 

【政治动态】也门交战双方完成了 5 年来最大规模的战俘交换 

近日，也门交战双方完成了五年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囚犯交换，反政府武装释放了亲

政府武装组织的武装人员。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在 10 月 16 日完成

了为期两天的战俘交换活动，超过 1000 人被释放并被运送回家。 

胡塞武装称， 671 名政府军战俘已抵达首都萨那。也门战俘交换计划已经进行了两年，

作为对联合国发起的《斯德哥尔摩协议》的响应。交战双方最初于 2018 年 12 月同意了这一

协议，但其中许多部分尚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在联合国的斡旋下，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

的代表上个月在瑞士完成了协议细节的商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表示，联合国

将继续敦促各方签署联合声明，其中包括全国性停火、重建经济和社会秩序等。 

——编译自 10 月 17 日 Al Jaze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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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 

【国际关系】武器禁令失效后，伊朗回击美国制裁 

由于联合国针对伊朗的武器禁令已失效，伊朗政府表示，它将向“不会滥用武器”并将

其用于国防目的的国家出售武器。 

 

尽管华盛顿坚决反对，联合国对伊朗的长期常规武器禁运已于 10 月 18 日结束。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警告说，任何与伊朗进行武器交易的个人或国家都将承担严重后果。虽然美国单

方面向联合国施压要求继续制裁伊朗，联合国最终以“无法律依据”拒绝美国要求。武器禁

运失效意味着伊朗不再受限于联合国方面的买卖武器的困境，包括坦克、导弹和战机等。 

——编译自 10 月 18 日 Al Monitor 

 

【国际关系】美国官员称，俄罗斯和伊朗已经获得了选民信息 

美国最高情报官员指控俄罗斯和伊朗在即将进行的美总统大选前获取到美国选民信息，

并采取行动影响公众舆论、干涉美国大选，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

在 10 月 21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 

美国选择大选前两周宣布这一消息显示出美政府对于伊朗、俄罗斯等敌对国家的高度

警惕，他们担心外国势力会破坏美国人对选举公正性的信心，同时散布错误信息、企图左右

选举结果。 

——编译自 10 月 22 日 Al Jazeera 

 

【国际关系】因被指控“干涉选举” 美国制裁伊朗军事组织 

10 月 22 日，美国财政部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将制裁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

在内的 5 个伊朗军事组织，因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赞助或以其他方式干涉即将在 11

月 3 日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在声明中表示:“伊朗政府利用虚假描述和其

他具有误导性的内容，试图影响美国大选。”同时表示：“本届政府致力于确保美国选举制

度的完整性、公正性，将继续打击任何威胁美国选举进程的外国势力。” 

——编译自 10 月 23 日 Al Jazeera 

 

【国际关系】以牙还牙 伊朗制裁美国驻伊拉克大使 

10 月 23 日，伊朗宣布对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马修·图勒实施制裁，理由是美国的“恐怖

主义”行为损害了伊朗的利益。伊朗政府指控其参与了今年 1 月暗杀苏莱曼尼将军的“恐怖

主义行动”，同时“支持极端主义和恐怖组织”威胁伊朗国家安全。而此前，美国将伊朗驻伊

拉克大使列入了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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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自 10 月 24 日 Reuters 

 

【社会动态】随着新冠病例死亡人数超过 3 万，伊朗实施新的抗疫措施 

根据伊朗卫生部的报告，疫情在三月最初爆发时，约有五分之四的伊朗人较为严格地遵

守政府制定的抗疫政策，但是现在只有不到 40%的伊朗人遵守抗疫政策。然而，伊朗的疫情

发展态势十分严峻，10 月 14 日单日新增病例数 4830，再创历史新高，而死亡总人数则超过

三万。 

为应对新一波新冠疫情，一项强制性规定即将生效，总统哈桑·鲁哈尼宣布对不遵守抗

疫规定的个人和企业处以罚款。他表示，违反抗疫规定的个人将面临 50 万里亚尔(合 1.6 美

元)的罚款，而企业的最高罚款为 200 万里亚尔(合 6.6 美元)。 

——编译自 10 月 17 日 Al Jazeera 

 

以色列 

【国际关系】以色列停止向在巴勒斯坦的联合国人权机构工作人员发放签证 

以色列当局停止向在巴勒斯坦的联合国人权工作者发放签证，这一政策迫使人权工作

者不得不离开巴勒斯坦控制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 12 名外国工作人员中有

9 人，包括主任詹姆斯·希南，因担心在以色列当局拒绝续签签证后成为非法居留人员而不得

不离开巴勒斯坦。 

联合国人权机构巴勒斯坦负责人表示，“驱逐在巴国际人权工作人员是以色列的一项战

略决策，其主要目的是封锁有关以色列系统镇压巴勒斯坦人与吞并加沙地带的消息。 

——编译自 10 月 16 日 Al Jazeera 

  

【国际关系】以色列战机空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据点 

10月 21日，以色列军方称，以色列战机对被围困的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据点实施了空袭。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阿德里在 Twitter 上说，周二晚些时候以色列空袭击中了属于巴勒斯坦伊

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的一条地道，并补充解释道，此次袭击是对来自加沙的火箭弹袭击的回

应。 

虽然阿拉伯世界部分国家近期与以色列关系呈现出缓和趋势、部分国家甚至与以色列

外交正常化，但巴勒斯坦问题并未得到实质性解决。 

——编译自 10 月 21 日 Al Jazeera 

 

 

 



 

 

区域动态 总第三期（2020 年 10 月下） 

9 

 

土耳其 

【经济动态】土耳其对黑海气田的新发现进行评估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该国已将黑海沿岸一处气田的产量提高至 4050 亿立方米，此

前该气田又发现了 850 亿立方米的储量。该气田是土耳其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天然气田，分

析人士称这是 21 世纪最重大的资源发现之一。 

同时，这一发现对土耳其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如果这些天然气可以进行商业开采，土

耳其就可改变对俄罗斯、伊朗和阿塞拜疆能源进口的依赖。土耳其去年的天然气进口总额就

超过 410 亿美元。 

——编译自 10 月 17 日 Al Jazeera 

 

【国际关系】土耳其军队从叙利亚东北部最大军事基地撤军 

根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社报道，土耳其军队于 10 月 20 日午夜开始从叙利亚东北部伊德

利卜省最大的基地撤离。该观察社称，大量装载军事人员与装备的车队离开了莫雷克基地。

莫雷克基地是土耳其在该地区设立的 12 个观察哨之一，长期用于监视叙利亚内战中的各方

行动。 

根据安卡拉中东研究院研究员 Oytun Orhan 称，在阿萨德政府去年夺回大面积叙利亚领

土后，这些土耳其的观察哨站便不复最初的设立意义。而且，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正试图将

土耳其军队推回北方，或至少裁撤这些观察哨。据了解，双方已达成协议，土耳其同意撤掉

其中的四个。 

——编译自 10 月 20 日 Al Monitor 

 

利比亚 

【政治动态】联合国称利比亚双方达成“永久停火”协议 

联合国驻利比亚代表 10 月 23 日称，利比亚交战双方签署了一项“在利比亚所有地区永

久停火”协议，为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的结束增加了希望。本周，在联合国特使斯蒂芬妮·威

廉姆斯的斡旋下，“5+5”联合军事委员会取得了联合国所谓的“利比亚和平与稳定的重要转折

点”。 

联合国支持的民族团结政府(GNA)的军事代表与反对派利比亚国民军(LNA)在日内瓦

举行会谈后达成了这项协议。交战双方将在下个月就该协议在突尼斯继续进行细节商讨。根

据这项协议，所有外国军队和雇佣军需在三个月之内离开利比亚。 

——编译自 10 月 24 日 Al Jaze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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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 

【政治动态】苏丹人民重新走上街头示威游行 抗议持续恶化的生活环境 

10 月 21 日，苏丹人民在首都喀土穆与重镇恩图曼抗议因疫情与常年内乱导致的生活条

件的持续恶化。据国营苏纳通讯社报道，在示威开始之前，苏丹安全部队封锁了通往总统府

和军方总部的主要道路、桥梁和街道，喀土穆中部已处于完全封锁状态。 

在去年政变推翻了长期统治苏丹的巴希尔政权之后，苏丹目前由文官和军人组成的联

合政府统治。这次游行是由抵抗委员会发起的，该委员会在推翻巴希尔政权时也发挥了重要

作用。苏丹其他政党和职业工会也参加了本次示威活动，而示威的导火索是日益恶化的生活

条件与未能缓解的社会动荡局面。截至 10 月 22 日，由于政府武力镇压，本次示威游行已造

成 2 死 12 伤。 

——编译自 10 月 22 日 Al Jazeera 

 

【国际关系】美国将把苏丹移出恐怖主义名单 

美国总统特朗普 10 月 20 日在其推特个人账号称，即将把苏丹从美国“支恐国家（支持

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出，因为苏丹的过渡政府同意支付美国恐怖主义遇难者家庭 3.35

亿美元的抚恤金。特朗普表示，一旦美国政府收到这笔抚恤金，就会即刻将苏丹从名单中移

出。这是苏丹过渡政府去年 8 月上台执政后的重要政治目标，因为从美国的“支恐国家”移

除意味着苏丹的经济有了复苏的希望。 

自 1993 年前苏丹总统巴希尔上台后，美国政府因其对本拉登提供庇护而将苏丹列入“支

恐国家”名单。此后的几十年，美国政府对苏丹实行了经济制裁。因此，苏丹没有资格获得

国际债务减免或者国际组织的救急资金。而近期由于疫情影响，苏丹经济发展雪上加霜，过

渡政府亟需美国的支持以渡过日益加剧的社会政治危机。 

——编译自 10 月 20 日 Al Jazeera 

 

【国际关系】以色列代表团访问苏丹 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 

10 月 22 日，在与阿联酋和巴林达成建交协议后，一个由以色列和美国高官组成的代表

团前往苏丹，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相关问题。两名苏丹政府官员告诉路透社，一旦过渡政

府议会批准，苏丹总理阿卜杜拉·哈姆多克(Abdalla Hamdok)就将与以色列实现外交关系正常

化。 

——编译自 10 月 22 日 Al Jazeera 

审核：杨崇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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