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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 

【经济动态】沙特国王萨勒曼公布 2021 年财政预算 

12 月 15 日，沙特国王萨勒曼公布了该国 2021 年的财政预算，预计额度将达 9900 亿沙

特里亚尔（约合 2640 亿美元）。为控制财政赤字，沙特政府在 2021 年预算中削减了 7%的

支出。同时，萨勒曼表示，明年的发展计划将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在保证国民安全

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发展。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称，“2030 愿景”促进了经济多样化改革，从而增强了

沙特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虽然 2020 年地区各国经济备受疫情影响，但沙特经济已显

示出其抵御风险的超强能力。 

——综合编译自 12 月 15 日 Arab News、Al Jazeera 

 

【经济动态】沙特财政论坛承诺将提升石油、旅游与投资领域的稳定性 

在 12 月 16 日举办的沙特财政预算论坛（Budget Forum）上，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

拉·本·萨勒曼亲王发表讲话，承认沙特在新冠疫情下面临多重挑战。他表示，最近的 OPEC+

协议“挽救”了国际石油产业；同时，当其他国家在 OPEC 会议上回避作出决定时，沙特始

终目标明确，证明了其对石油产业的支持。 

在该论坛上，沙特还承诺将通过吸引投资、发展旅游经济促进并提高本国投资与旅游领

域的发展与稳定性。 

——编译自 12 月 18 日 Arab News 

 

【社会动态】沙特宣布抗疫胜利 

12 月 14 日，沙特卫生部发言人穆罕默德·阿莱宣布，沙特已经战胜了新冠疫情。沙特

卫生部发布的周报显示，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恢复至“安全区域”，即连续一周新增病例低

于 50 例。阿莱在记者会上表示，沙特的抗疫措施与成果在世界名列前茅，沙特目前已经完

全控制住新冠疫情的发展。 

阿莱还宣布，几天后，第一批辉瑞-BioNTech 疫苗将抵达沙特，他敦促每位公民都进行

疫苗接种。 

——编译自 12 月 14 日 Al Arab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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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 

【政治动态】科威特埃米尔：综合改革势在必行 

科威特埃米尔纳瓦夫·艾哈迈德·萨巴赫在对新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综合改革是

帮助包括科威特在内的所有海湾国家走出当前经济困境的必经之路。为了挽救国家经济和

保持政治稳定，综合改革势在必行。 

纳瓦夫称，“我们没有时间再去粉饰太平或者捏造事实，也没有精力去处理更多人为造

成的冲突和争端，因为这些是公民不满的根源，也是阻碍我们走出困境的最大障碍”。 

——编译自 12 月 17 日 Gulf News 

 

【政治动态】科威特谢赫纳塞尔去世 享年 72 岁 

科威特国家新闻社 12 月 20 日报道，上一任埃米尔的长子、谢赫纳塞尔·萨巴赫去世，

享年 72 岁。新闻虽未报道纳塞尔的确切死因，但他近期身体状况一直不佳。 

纳塞尔曾在科威特政府担任数个重要职务，包括国防大臣与内阁副首相。在其父，即前

任埃米尔今年 9 月去世后，纳塞尔一直被认为是王位的头号竞争者。 

——编译自 12 月 20 日 Kuwait News Agency 

 

【国际关系】科威特外交大臣：海合会峰会推迟至明年 1 月举办 

12 月 17 日，科威特外交大臣宣布，本年度阿拉伯海湾国家峰会将于明年 1 月 5 日在沙

特阿拉伯举办。该峰会通常在每年年末的 12 月份举办。 

据知情人士透露，会议推迟是为 2017 年海湾断交危机各方留出足够时间来解决该争端。

自 2017 年以来，卡塔尔埃米尔便从未与断交国家元首在峰会上会晤，该情况预计在今年峰

会上有所改观。 

——编译自 12 月 18 日 Reuters 

 

巴林 

【社会动态】巴林国王已接种新冠疫苗 

在全国推行疫苗接种前，巴林国王哈马德于 16 日接受了新冠疫苗接种。巴林政府宣布

所有公民及居民都应遵守抗疫规定，根据国家医疗组的安排有序接种新冠疫苗。国王日前宣

布，全国性接种计划将马上开始。 

——编译自 12 月 16 日 Arab News 

 



 

 

区域动态 总第七期（2020 年 12 月下） 

4 

 

阿联酋 

【国际关系】阿布扎比王储与埃及总统在开罗举行会晤 

12 月 16 日，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与埃及总统塞西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

会晤，双方就中东地区局势进行了讨论。 

本·扎耶德称，双方在会晤中讨论了加强双边合作并促进地区发展的办法，同时就中东

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问题交换了意见。 

  ——编译自 12 月 16 日 Al Arabiya 

 

卡塔尔 

【政治动态】卡塔尔举行国庆阅兵式  

12 月 18 日，卡塔尔在首都多哈举行了盛大的国庆阅兵式，庆祝 2020 年国庆节。卡塔

尔海陆空三军与警察部队均参与了阅兵。 

通常情况下，卡塔尔各主要城镇会举办各种庆祝活动。然而，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今年

的庆祝活动缩减为三个主要部分——一年一度的多哈海滨游行、卡塔尔空军举行的空中仪

仗表演和夜间焰火表演。同时，为遏制新冠病毒传播，只有收到邀请的人才能现场观看阅兵

式。 

——编译自 12 月 18 日 Al Jazeera 

 

【经济动态】卡塔尔面临自海湾危机以来最大预算赤字 

2021 年，卡塔尔将面临自 2017 年海湾断交危机以来最大财政赤字。受新冠疫情与低油

价双重影响，卡塔尔财政已然入不敷出。根据卡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卡塔尔 2021 年财政赤

字预计高达 346 亿美元。 

作为全球最大天然气出口国，卡塔尔虽已将政府支出削减 7.5%，但该国赤字仍将继续

扩大。 

——编译自 12 月 11 日 Al Jazeera 

 

【社会动态】卡塔尔首都多哈成功申办 2030 年亚运会 

12 月 16 日，第 39 届亚奥理事会全体代表大会在阿曼举行。与会成员国通过网上投票

的方式，选出了 2030 年亚运会主办城市——卡塔尔首都多哈。而在投票中排名第二的沙特

首都利雅得则自动顺延，成为 2034 年亚运会的主办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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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自 12 月 16 日 Al Jazeera 

 

伊拉克 

【政治动态】库尔德“自由战士”组织与库尔德工人党间冲突升级 

近日，伊拉克北部库区“自由战士”武装组织（Peshmerga）与库尔德工人党（PKK）之

间爆发激烈冲突，使两大对立的库尔德武装团体间的紧张关系再度升级。本次交火发生在伊

拉克北部地区，导致库尔德工人党一名成员与一名“自由战士”士兵死亡。 

库尔德工人党发言人 14 日告诉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忠于库尔德民主党（KDP）

的“自由战士”武装分子于前日晚伏击了库尔德工人党。然而，据伊拉克库尔德媒体报道，

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人员驾驶汽车向“自由战士”组织的检查站开火，试图攻击该检查站。 

——编译自 12 月 14 日 Al Jazeera 

 

【政治动态】美国驻伊拉克使馆遭数枚火箭弹袭击 

伊拉克军方 12 月 20 日称，首都巴格达市中心“绿区”（Green Zone），也是美国驻伊

使馆所在区域，当晚遭到数枚火箭弹袭击。美国驻伊使馆启动防空系统对火箭弹实施了拦截。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发表声明称，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 20 日晚从巴格达东南部区域向“绿

区”发射数枚火箭弹，击中“绿区”内部分建筑和车辆，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驻伊使馆当

天发表声明称，使馆防御系统对火箭弹袭击实施了干预，袭击造成使馆部分设施轻微受损，

未有人员伤亡。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该袭击事件负责。 

——编译自 12 月 21 日 Associated Press News 

 

伊朗 

【政治动态】伊朗处决反对派记者 

据伊朗国家新闻社报道，反对派记者鲁霍拉·扎姆在 12 月 12 日早晨被处决。扎姆于

2019 年 10 月被伊朗革命卫队逮捕，因其运营着一个名为 Amad News 的反对派新闻网站而

被伊朗政府指控为“煽动暴力”。据伊朗政府称，扎姆经营着一个庞大的情报间谍网络，企

图颠覆伊朗伊斯兰政权。 

此事遭到来自西方各国的强烈谴责，大赦国际组织在推特上将其称为“令人震惊的人道

主义灾难升级”。 

——综合编译自 12 月 12 日 IRNA News、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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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哈梅内伊：不要轻信美国政府 将为苏莱曼尼报仇 

12 月 16 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出席纪念伊朗革命卫队高级将领苏莱曼尼的活动

中表示，华盛顿对伊朗的敌意并不会因为现任总统特朗普下台而结束，因为美国对伊朗的敌

意并非来源于特朗普政府，这也就意味着这种敌意并不会因为他（特朗普）的离开而消失。 

哈梅内伊还表示，伊朗应致力于经济、科学、技术、国防和军事等领域的发展，否则敌

人不会停止“贪婪的想法和侵略的行动”。同时，伊朗一定会在合适的时机对今年年初针对

苏莱曼尼的暗杀行动的指挥者和实施者进行报复。 

——编译自 12 月 16 日 IRNA News 

 

以色列 

【国际关系】以色列与不丹建立外交关系 

以色列外交部 12 月 12 日晚发表声明宣布，以色列与不丹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该声明

称，12 日，两国建交协议在以色列驻印度大使馆签署，双方同意在水资源管理、农业和卫

生领域进行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也发表声明，对两国建交表示热烈欢迎，并透

露以色列希望与建交的其他国家增进沟通与合作。 

不丹是近期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苏丹、摩洛哥之后第五个与以色列实现外交关

系正常化的国家，也是其中唯一的非阿拉伯国家。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与其他四国不同，以

色列与不丹建交过程没有美方调解，而是由两国直接谈判达成协议。 

——编译自 12 月 13 日 Al Jazeera 

 

埃及 

【国际关系】塞西：出访法国意在恢复地区稳定 

12 月 13 日，埃及总统塞西在公开讲话中表示，近期对法国的访问旨在重建地区秩序并

恢复地区和平与稳定。塞西称，埃及致力于增进与法国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军事、经济与

安全领域。他还表示，埃及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之上，旨在实现共赢与协

同发展。 

在本次讲话中，塞西还就阿联酋向埃及提供第一批新冠疫苗表示感谢，他强调了埃及与

海湾各国的坚定友谊。 

——编译自 12 月 13 日 Daily News Eg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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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 

【国际关系】摩洛哥将与以色列正式建交 

12 月 10 日，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宣布将与以色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签订建交协

议。该协议也是在美国的斡旋下达成的，标志着摩洛哥成为近四个月内第四个与以色列建交

的阿拉伯国家。作为该协议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承认摩洛哥在西撒哈拉地区的主

权，虽然摩洛哥与西撒哈拉独立阵线（Polisario Front）在西撒地区有持续多年的主权纠纷。 

巴勒斯坦方面对此表示严厉谴责与抗议，称此举是放弃了长期以来关于巴勒斯坦问题

的共识。 

——编译自 12 月 10 日 Al Jazeera 

 

【国际关系】美国向摩洛哥出售价值 10 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将向摩洛哥出售价值约 10 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这是在

美国宣布摩洛哥将与以色列建交一天后公开的。据匿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

交了一份关于武器出售的计划，包括四台美造无人机以及精确制导弹药。 

——编译自 12 月 12 日 Reuters 

 

阿尔及利亚 

【政治动态】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时隔两月首次公开露面 

12 月 13 日，两月前感染新冠入院治疗的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首次公开露面并对阿尔及

利亚人民发表了电视讲话。他表示，自己已经开始康复并正在积极接受治疗。 

特本于 10 月 27 日进入首都阿尔及尔的艾因纳哈中央军事医院进行治疗，后于 10 月 28

日被送往德国接受医学检查，目前仍处于康复治疗阶段。在特本发表讲话后，阿尔及利亚各

政党表示满意和赞赏，指出此举有利于消除国内对总统位空缺的疑虑和不安。 

——编译自 12 月 13 日 France 24 

 

苏丹 

【国际关系】苏丹总理赴埃塞俄比亚调解提格雷危机 

12月 13日，苏丹过渡政府总理阿卜杜拉·哈姆杜克抵达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与埃塞总理阿比就近日的提格雷冲突举行会谈。哈姆杜克是自 11 月初提格雷地区爆发冲突

以来首位访问亚的斯亚贝巴的外国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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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哈姆杜克称，双方同意近期召开一次东非国家紧急会议，以解决埃

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的危机。 

——编译自 12 月 13 日 Al Jazeera 

 

利比亚 

【经济动态】利比亚央行调整第纳尔对美元汇率 

12 月 16 日，利比亚央行宣布，为进一步推进利比亚经济改革，将调整利比亚第纳尔对

美元汇率。利比亚央行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将把汇率从目前的 1.4:1(第纳尔：美元)，

调整为 4.48:1，最新汇率将于 2021 年 1 月 3 日起正式生效。 

自 2011 年阿拉伯之春革命后，利比亚陷入武装冲突与政治动荡的泥淖，经济濒临崩溃，

国内银行严重缺乏现金。 

——编译自 12 月 16 日 Reuters 

 

【国际关系】联合国任命新利比亚事务特使 

12 月 15 日，联合国安理会正式批准尼古拉·姆拉德诺夫（Nickolay Mladenov）出任联

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特别代表。同日，斡旋利比亚冲突的多方人士呼吁冲突双方应“加倍

努力”弥合分歧以推动国内举行选举。联合国安理会在 15 日的声明中重申，根据各方先前

达成的协议，所有外国士兵及雇佣兵应立即撤出利比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前警告称，

利比亚正在遭遇“史无前例”的外国干预和雇佣军介入。 

——编译自 12 月 15 日 UN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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