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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社会动态】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禁止俄罗斯在奥运会上使用《喀秋莎》代替国歌

位于洛桑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禁止俄罗斯在 2021年东京奥运会和 2022年北京

冬奥会中使用歌曲《喀秋莎》代替国歌。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认为，禁令适用于与俄罗斯相关

的任何歌曲，包括《喀秋莎》。1月 14日，俄罗斯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索菲亚·维丽

卡娅表示，俄罗斯已经决定在未来两年的国际比赛中使用《喀秋莎》代替俄罗斯国歌，因为

所有俄罗斯人都知道并喜爱这首歌。但根据国际奥委会的文件规定，在奥运会上使用何种歌

曲应由国际奥委会决定。

——编译自 3月 13日 Lenta.ru

【国际关系】扎哈罗娃：基辅有关克里米亚的战略不会重获半岛居民信任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 3月 15日称，基辅采取的“归还克里米亚和塞

瓦斯托波尔”战略，包括制裁和禁水等措施，无法恢复半岛居民对乌克兰当局的信心。扎哈

罗娃表示，基辅为此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非法的，是在西方的掩护下“无耻地践踏国际法”。

“他们的政策是完全强制乌克兰化、宣扬新纳粹主义、侵犯少数民族和俄语公民的语言文化

以及教育权利、打击异见并宣传仇视俄罗斯，所有这一切行为不仅拉开了俄罗斯克里米亚和

基辅的距离，也拉开了乌克兰本国其他地区与基辅的距离”。

——编译自 3月 15日ТАСС

【国际关系】俄罗斯驻美大使馆：美对俄干预美国选举的指控毫无根据

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 3月 1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国情报部门关于莫斯科干

涉美国大选的指控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华盛顿实行“麦克风外交”的主要目的是维持俄罗斯

的负面形象，将国内局势不稳定的原因归咎于外部势力。美国国家情报局在去年发表了一份

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报告，报告中称俄罗斯在去年该国选举中试图诋毁现任总统拜登

及其所属的民主党。

——编译自 3月 17日ТАСС

乌克兰

【国际关系】乌克兰外交部否认白俄罗斯关于“为恐怖分子提供武器”言论

乌克兰外交部对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万·泰特尔的声明做出反应，泰特尔曾

指责乌克兰为恐怖袭击提供武器。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奥列格·尼科连科称，这种指责是“无

稽之谈”，并敦促白俄罗斯停止用假想的外部敌人吓唬白俄罗斯人。此前，伊万·泰特尔曾

发表言论，称大量旨在破坏白俄罗斯局势稳定的武器是从乌克兰境内非法提供的。西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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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乌克兰和波兰都参与了对白俄罗斯局势的破坏，进行有计划的恐怖活动，包括威胁杀害

大量人员。

——编译自 3月 10日 LB.ua

【国际关系】乌克兰外交部：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平台未来参与者的威胁是“政治欺凌”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奥列格·尼科连科在给乌克兰 RBC广播公司的评论中提到，俄罗

斯联邦对“克里米亚平台”未来参与者的威胁是“政治欺凌”，这种行为是俄罗斯外交政策

持续边缘化的一种体现。尼科连科强调，国际法将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占领明确定义为侵略

性行为，因此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唯一身份是“占领国”。3月 11日，乌克兰国家

安全和国防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战略计划草案，试图结束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占领。乌克兰外

交部长德米特里·库列巴邀请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加入“克里米亚平台”，成立峰会将于 2021

年 8月 23日在基辅举行。总统泽连斯基建议欧盟加入，并以此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

——编译自 3月 16日 LB.ua

【国际关系】乌克兰部长将欧洲国家停用阿斯利康疫苗归咎于俄罗斯

乌克兰文化和信息政策部长亚历山大·特卡琴科认为，欧洲国家大量停用阿斯利康疫苗

是由于俄罗斯的信息煽动。特卡琴科称，阿斯利康疫苗是俄罗斯 Sputnik V疫苗的直接竞争

对手，俄罗斯的行为“很像焦土战术”，运用信息战摧毁竞争对手，然后向欧洲政治家施压，

迫使他们使用 Sputnik V疫苗。此前，欧洲多个国家暂停了阿斯利康疫苗的注射进程，有报

道称该疫苗将在注射者体内形成血栓。与此同时，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对外保证，该

疫苗的好处大于副作用。

——编译自 3月 16日РИА Новости

【经济动态】乌克兰经济学家：没有俄罗斯和中国的“马达西奇”将变成一堆废铁

乌克兰经济学家尤里·阿塔曼纽科认为，“马达西奇”被乌克兰收归国有后将无法继续

经营，继而关闭并造成大量失业。“马达西奇”在俄罗斯并没有也不会有很大市场，在被收

归国有后也将失去中国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无人投资、无人消费的情况将致使企业最后

倒闭。阿塔曼纽科提到，当前价值 35亿美元的企业、投资发展机会、与超级大国对话并为

乌克兰获取收益的机会都将随着这一国有化决定而化为泡影。

——编译自 3月 16日Политика сегодн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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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

【政治动态】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谈新抗议活动：安全部队将采取强硬行动

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KGB）主席伊万·泰特尔近日表示，情报部门已经掌握了

反对派策划的未经批准的抗议活动。抗议活动将于 3月 25日至 27日举行，将会出现三种情

况：第一种是在雅库尔·科斯拉广场聚集，向歌剧院和芭蕾舞剧院游行，随后与执法人员发

生冲突；第二种是在班加罗尔广场聚集，随后向市中心移动集会，并向执法人员进行挑衅；

第三种是通过跟踪和信息操控等手段召集未经批准的行动，与市中心的执法人员发生冲突。

泰特尔表示，此次抗议活动计划均有外部势力支持，白俄罗斯执法机构会针对此采取强硬措

施。但与此同时他保证，行动将会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开展。

——编译自 3月 10日РИА Новости

【政治动态】卢卡申科：白俄罗斯在世界上没有朋友

3月 13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有很多

话要对公众说，但现在还不是时候。随后卢卡申科强调，“请注意我的话，白俄罗斯在世界

上没有朋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随后对此发表评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不是

朋友，而是兄弟”。

——综合编译自 3月 13日 BELNAVINY、3月 14日РИА Новости

高加索地区

【政治动态】欧盟就格鲁吉亚政治危机进行调解会议

欧洲理事会负责调解格鲁吉亚危机谈判的特使克里斯蒂·丹尼尔森 3月 14日分别与格

鲁吉亚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和“联合民族运动”领导的反对派集团进行了后续会议，美

国驻格鲁吉亚大使凯利·德格南也出席了会议。会后，格鲁吉亚梦想党主席科巴希泽拒绝讨

论会议具体细节，他表示关键标准是协议要公平。反对派集团代表称，反对派仍然致力于两

个关键要素，重新选举和释放政治犯。丹尼尔森于 3月 12日抵达第比利斯，已经同格鲁吉

亚领导人、政党和民间组织代表举行了数次会议。

——编译自 3月 14日 civil.ge

【国际关系】亚美尼亚将参加美国在欧洲的军事演习

亚美尼亚武装力量将参加由美国牵头的“保卫者—欧洲 21”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将

于春夏举行，格鲁吉亚也将参与其中。根据演习说明，“保卫者—欧洲 21”演习的目的是

加强美国、北约盟国武装力量之间的战备和互动。根据《俄罗斯报》报道，美军驻欧洲和非

洲部队司令克里斯托弗·卡沃利将军在威斯巴登总部表示，此次演习的目的是为该地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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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事行动做准备。莫斯科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芬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亚美尼亚加入北

约的意愿始终没有改变，对于俄罗斯来说，亚美尼亚正在变成一个极其不可靠的盟友。

——编译自 3月 16日Вестник Кавказа

【政治动态】亚美尼亚媒体：帕希尼扬将辞职

根据亚美尼亚《Past报》报道，亚美尼亚当局近几天一直在认真考虑进行提前选举的诸

多事项。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和其所属“公民契约党”的代表在过去几天一直在与党领导

层、地方长官和各城市负责人举行会议，主要想了解帕希尼扬在亚美尼亚各地的评价，并未

包括以后选举在内的任何发展做好准备。根据《Past 报》消息，帕希尼扬已经决定在 3 月

23日之前提交辞呈，在这种情况下，亚美尼亚将于 5月进行提前选举。

——编译自 3月 16日 Sputnik

【国际关系】阿塞拜疆已将所有战俘移交给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外交部长杰伊洪·巴伊拉莫夫在记者发布会上表示，阿塞拜疆已按照 2020年

11月 9日的三方声明，将卡拉巴赫战争期间抓获的所有战俘移交给亚美尼亚。同时，巴伊

拉莫夫提请注意，阿塞拜疆即使在敌对行动期间就已经比亚美尼亚更早地移交战俘。在谈到

目前被阿塞拜疆方面关押的亚美尼亚士兵时巴伊拉莫夫说，这些士兵不被视为战俘，因为他

们并非在军事行动期间被抓获，而是远晚于战争结束和签署第三方声明的时间的 11 月 26

日。

——编译自 3月 15日Вестник Кавказа

哈萨克斯坦

【政治动态】托卡耶夫邀请弗朗西斯·福山访问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与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国际关系专家弗朗斯西·福山举行电

视会议，双方针对后新冠疫情时期世界发展的趋势以及地缘政治秩序演变前景等问题展开讨

论。托卡耶夫总统向福山介绍了哈萨克斯坦当前正在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以及哈国在包括中

亚地区在内的外交政策领域的关键优先事项。会议最后，托卡耶夫邀请福山在新冠疫情局势

好转后访问哈萨克斯坦，福山则表示希望未来能够同哈萨克斯坦就最热门的国际政治问题开

展进一步的有效互动。

——编译自 3月 10日 zakon.kz

【社会动态】哈萨克斯坦一架安—26 军用运输机在阿拉木图附近坠毁

当地时间 3月 13日下午，哈萨克斯坦一架安—26军用运输机在阿拉木图机场附近坠毁，

造成机上六人中四人死亡，两人受伤。该架飞机隶属于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边境服务

局，执行努尔苏丹—阿拉木图航线运输任务。根据哈萨克斯坦紧急情况部新闻处消息，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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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17时 22分，飞机从雷达中消失，随后被发现坠毁在阿拉木图克孜尔图村附近。哈萨

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天已发出命令调查坠机原因，并向遇难士兵家属表示慰问。

——编译自 3月 13日 zakon.kz

吉尔吉斯斯坦

【政治动态】人权观察：吉尔吉斯斯坦宪法草案破坏了人权规范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一份声明中提到，2月 9日提交吉尔吉斯斯坦议会的宪法

草案破坏了人权规范，削弱了防止滥用权力所必需的制衡手段，并敦促吉国政府撤回该草案。

该组织成员认为，目前的宪法草案并没有反映出吉尔吉斯斯坦当局所宣称的高水平人权标准，

吉尔吉斯斯坦当局应投入尽可能多的时间去编写宪法，确保以国际标准保障吉国公民权利。

将权力从议会移交给总统损害了国家的政治平衡，尤其是总统可以剥夺议会议员免于起诉的

豁免权等条款将对反对派造成极大的政治压力，另有几项法律直接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应

予以修订。

——编译自 3月 6日 24.kg

【政治动态】扎帕罗夫签署关于 4 月 11 日进行《宪法草案》全民公投的法令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 3月 12日签署了“关于就《吉尔吉斯共和国宪法》法律草

案进行全民公决”的法令，该法令由吉国议会于 3月 11日通过。吉尔吉斯斯坦《宪法草案》

将提交全民公决，以供全体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决定并通过，投票定于 4月 11日在吉尔吉斯

斯坦全境举行。

——编译自 3月 12日 Kabar

【社会动态】79 名吉尔吉斯斯坦儿童从伊拉克被接回国

3月 16日，在“Meerim”人道主义特派团的框架下，79名吉尔吉斯斯坦儿童公民从伊

拉克返回吉国。此次人道主义任务的目的是解救那些生命和健康受到极大威胁、有权利接受

祖国保护的儿童。在经过了长期谈判后，吉尔吉斯斯坦于 2021年 2月下旬向伊拉克派出一

个由外交人员、政府代表和其他部门主管组成的工作组并开展相关活动。根据吉外交部新闻

处介绍，此次儿童回国是在征得留在伊拉克的儿童母亲同意后进行的，并且他们在吉尔吉斯

斯坦境内的亲属也愿意接受这些儿童回家进行抚养。此外，政府还将向这些儿童提供一切可

能的援助，以保证他们能够迅速康复并重返社会，恢复安全和平的生活。

——编译自 3月 16日 Ka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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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

【国际关系】米尔济约耶夫：塔什干和比什凯克打算在三个月内解决边界划定问题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 3月 1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

吉斯斯坦计划在三个月内解决国家边界划定问题。米尔济约耶夫提到，通过和吉尔吉斯斯坦

总统扎帕罗夫的会谈，双方在边界问题上达成一系列共识，包括由谁来做、什么时候做等。

同时米尔济约耶夫强调，双方将在没有官僚主义的情况下进行工作，对某些人们正在期待的

问题做到及时、具体解决。据悉，两国间位于费尔干纳和巴特肯地区的检查站也将在未来几

天开放。

——编译自 3月 11日Газета.uz

塔吉克斯坦

【国际关系】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进行闭门谈判商定边界问题

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政府间联合委员会关于澄清两国国家边界线的定期会议于

3月 16日下午在塔吉克斯坦城市古丽斯顿进行。塔吉克斯坦代表团由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

席萨依姆明·亚季莫夫率领，吉尔吉斯斯坦代表团由吉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卡姆奇别克·塔

西耶夫率领，谈判以闭门方式进行。自 2002年开始，塔吉两国开始进行国家边界的划定工

作，并已就 60%的边界达成一致。目前，在 976公里的塔吉边界中，已有 504公里被划定。

——编译自 3月 16日 asiaplustj

审核：袁梦琪

编译：欧亚组

校对：魏师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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