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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经济动态】埃及与希腊签署能源协议
10 月 14 日，埃及与希腊签署了一项能源协议，旨在通过建立一条新的海底输电线将两
国电网连接起来。当日，埃及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部部长穆罕默德·马卡比（Mohamed
El-Markabi）和希腊环境与能源部部长考斯塔斯·斯克里卡（Kostas Skrekas）在希腊首都雅
典签署了该协议。几月前，希腊、塞浦路斯和以色列通过建立“欧亚互联网络（EuroAsia
Interconnector）”联手打造电网联通。
电力互联网络将把中东北非地区丰富的太阳能资源输送至欧盟各国。希腊首相基里亚科
斯·米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表示，该网络将确保欧盟各国能源安全，并促进绿
色能源的洲际流动。
——综合编译自 10 月 14 日 Egypt Independent、Greek Reporter
【社会动态】埃及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 19 人死亡
10 月 20 日，埃及首都开罗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 19 人死亡。此次事故发生在开罗
郊区环线公路，当时一辆卡车突然逆行驶入对面车道，与一辆满载乘客的小型客车相撞，造
成卡车司机和 16 名乘客当场死亡，另外 2 名伤者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死亡。
据悉，道路基础设施维护不善和司机交通法规意识淡薄是造成交通事故频发的主要原
因。
——编译自 10 月 20 日 Al Ahram

【社会动态】埃及首届金字塔国际艺术展开幕
10 月 21 日，首届金字塔国际艺术展在埃及吉萨金字塔景区内开幕，来自埃及、美国、
俄罗斯等国的十余位艺术家在景区内露天展出了大型雕塑等艺术作品，此次展览主题为“现
在即永恒（Forever is Now）”。
此次活动由埃及文化和旅游部、外交部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埃及艺术公司（Art
D’Égypte）承办。该公司创始人娜丁·哈法尔（Nadine A. Ghaffar）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
次展览是埃及文化遗产与世界现代艺术的一次融合与对话，相信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背景
下，在金字塔旁举办这样的露天艺术展不仅会给游客和观展者带来全新体验，也将传递出爱
与希望的信息”。
——编译自 10 月 21 日 Egypt In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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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经济动态】土耳其将加强与非盟成员国的经贸合作
10 月 21 日，第三届土耳其——非洲经济和商业论坛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办。本次会
议为期两天，土耳其和 45 位非洲国家代表以及私营部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次论坛的主
题包括土非伙伴关系、农业合作、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和技术创新，旨在促进土耳其和非洲之
间经济一体化的伙伴关系。
该论坛支持非盟《2063 年议程》和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确保非洲大陆的
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建议加强集体对话，巩固土非友谊，深化相互战略合作，并加强
双方的实际合作机制。
——编译自 10 月 21 日 Daily Sabah

【国际关系】土耳其外交部：俄美未履行在叙利亚北部清除库尔德武装的义务
10 月 13 日，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表示，俄罗斯和美国没有履行其在叙利亚北部清除
库尔德武装组织的义务。
日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在叙利亚对土耳其发动一系列袭击后，土耳其正在
失去耐心”。他补充道，土耳其可能会对叙利亚进行新的军事突袭。
恰武什奥卢说，“我们与俄罗斯和美国的协议规定，他们将把恐怖分子清除到距离我国
边界至少 30 公里的地方，但他们没有遵守诺言。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向恐怖分子提供武器”。
对此，美方回应，“这是不真实的指控”。
——编译自 10 月 13 日 AP News

【国际关系】埃尔多安威胁驱逐西方 10 国外交官
10 月 21 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之前西方多国外交官发表的一份要求释放政治异见
者的联合声明表示，“我告诉我们的外交部长，我们不能奢望在我们的国家接待他们。”
10 月 18 日，正值土耳其活动人士奥斯曼·卡瓦拉（Osman Kavala）被抓四周年之际，
10 名西方国家驻土耳其大使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要求释放卡瓦拉，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
法国和德国等驻土耳其大使。10 月 19 日，土耳其外交部召集西方大使，敦促他们“守本分”。
——综合编译自 10 月 18 日-21 日 Al Jazeera、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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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土耳其国防部长：土耳其开始购买美国 F-16 战机
10 月 23 日，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表示，土耳其已经开始从美国购买 F-16 战斗机。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此前称，美国建议土耳其在被排除在 F-35 战机项目之后采购 F-16 战机。
阿卡尔表示，“关于供应 F-16 战机的技术工作已经开始。我们正在紧盯相关程序。巩
固土耳其国防也是在加强北约防御。”此前，美国已向土耳其发出正式通知，称因其购买俄
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而被排除在最新的 F-35 战斗机供应计划之外。
——编译自 10 月 23 日 Reuters

伊朗
【社会动态】伊朗一省长就职典礼上被扇耳光
10 月 23 日，伊朗东阿塞拜疆省新任省长阿贝丁·霍拉姆（Zeinolabedin Khorram）准备
发表就职演说时，一名男子从讲台一侧走出来，扇了霍拉姆一记耳光，数名安保人员随即把
这名男子从台上拉了下来。据悉，该名男子此举是因为不满其妻子由一名男护士注射新冠疫
苗，而非女护士。
这在伊朗是极为罕见的安全漏洞，当日，该国内政部长、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办公室的代
表和其他政府官员都出席了活动。据伊朗半官方媒体报道，该掌掴者名为 Ayoub Alizadeh，
是国内武装部队成员。
——编译自 10 月 23 日 Tasnim News Agency

沙特阿拉伯
【经济动态】沙特计划到 2060 年实现净零排放
10 月 23 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当地举行的“沙特绿色倡议”活动上表
示，作为世界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的目标是到 2060 年实现净零排放，并将其年度减排目
标增加一倍多，从 1.3 亿吨增至 2.78 亿吨。穆罕默德表示，将为沙特绿色倡议投资超过 7000
亿沙特里亚尔（约 1866 亿美元）。
当日，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称，沙特到 2060 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可以提前
实现，并且不会对沙特经济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他还表示，到 2040 年，减少排放所需的
大部分技术都将成熟，沙特“需要时间把事情做好”。
——编译自 10 月 23 日 Al Arab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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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政治动态】以色列总理宣布气候变化是“国家安全”问题
10 月 24 日，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宣布，应对气候变化是“国家安全”的重点，并承诺将
增加对绿色能源的投资。
贝尼特即将出席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 全球气候峰会”，就在几天前，以色
列政府宣布成立“气候变化工作组”。贝内特表示，“气候危机是世界议程上的主要问题之
一”，关乎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
——编译自 10 月 24 日 Times of Israel

【国际关系】以色列总理抵达索契，将与普京举行会谈
10 月 22 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宣布，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已抵达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
的官邸。贝内特与普京的会谈将重点关注伊朗和叙利亚问题。两人还将讨论涉及两国的一系
列外交、安全和经济问题，以及重要的地区事务。根据行程安排，贝内特在索契只停留几个
小时，并于当天返回以色列。
在前往俄罗斯之前，贝内特表示，“俄罗斯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是以色列外交政策的重
要支柱”。
——编译自 10 月 22 日 Haaretz

巴以问题
【巴以问题】巴以在东耶路撒冷爆发冲突，造成多人受伤
10 月 19 日，巴勒斯坦民众与以色列警方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老城大马士革门
附近发生冲突，导致巴以两方多人受伤。当日是伊斯兰教重要节日“圣纪节”（先知穆罕默
德诞辰纪念日），众多巴勒斯坦民众聚集在大马士革门附近举行庆祝活动。其间，有巴勒斯
坦人向以色列警方及过往公交车辆投掷石块，以色列警方则发射催泪瓦斯等将其驱散。
巴勒斯坦红新月组织表示，冲突造成 17 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以色列急救组织“红色大
卫盾”表示，以方有一名公交车司机和一名乘客受伤。10 月 20 日，以色列警方发表声明称，
警方已逮捕 22 名巴勒斯坦嫌疑人。
——综合编译自 10 月 19 日 Times of Israel、WAFA News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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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
【社会动态】黎巴嫩首都发生枪击事件，致 7 人死亡
10 月 14 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司法部附近发生狙击手枪击示威者事件，造成 7 人死亡，
另有 30 多人受伤。据报道，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和阿迈勒运动（Amal Movement）
的支持者们当天前往司法部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罢免正在调查贝鲁特港口爆炸案的法官塔雷
克·比塔尔（Tarek Bitar）。抗议者指责这名法官受美国指使，调查专门针对真主党。
游行示威者在到达距离司法部不远处时，遭到隐蔽在屋顶上的狙击手枪击，造成多人伤
亡。据悉，伤亡人员多为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的成员。事后，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指控该国
基督派政党“黎巴嫩力量（LF）”为该枪击事件幕后指使，但后者坚决否则该指控。
——综合编译自 10 月 14 日 Arab News、BBC Arabic

卡塔尔
【政治动态】卡塔尔改组内阁
10 月 19 日，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发布内阁改组训令，对部分内阁成员和机构进行调整，
包括将市政与环境部拆分为市政部和环境与气候变化部。
根据训令，本次改组调整了部分内阁成员，任命了 13 名新任职务的内阁大臣，包括财
政大臣、交通大臣、贸易与工业大臣、环境与气候变化大臣等。外交大臣、国防大臣、卫生
大臣、能源事务国务大臣等留任原职。
——编译自 10 月 19 日 Gulf News

【社会动态】卡塔尔世界杯第五座球场揭幕
10 月 22 日，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第五座场馆正式揭幕，名为 Al Thumama 球场。卡塔
尔传统赛事埃米尔杯决赛当天在该球场举行，阿尔萨德队最终战胜了阿尔赖扬队获得冠军。
该球场可以容纳四万人；在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将举行包括小组赛至四分之一决赛阶段
在内的八场比赛。
当日，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与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出席了
球场揭幕仪式。
——编译自 10 月 22 日 Al Jaze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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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
【经济动态】阿联酋副总统：目标是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
10 月 8 日，阿联酋副总统、总理兼迪拜酋长谢赫穆罕默德·马克图姆宣布了“2050 年
零排放战略倡议”，目标是到 2050 年阿联酋实现碳中和。
穆罕默德强调，阿联酋将致力于把握机遇，巩固在地区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地位；同时
利用这一关键经济机会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增加就业。他还表示，阿联酋将对可再生能源
投资 6000 亿迪拉姆（约为 1630 亿美元），清洁能源未来的愿景将更加清晰。
——编译自 10 月 8 日 Khaleej Times

叙利亚
【国际关系】美军空袭叙利亚，击毙一名基地组织高级领导人
10 月 22 日，五角大楼表示，美国无人机在叙利亚开展的一次空袭中，击毙了一名基地
组织高级领导人。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约翰·里格斯比（John Rigsbee）在一份声明中表
示，美国当日在叙利亚西北部发动空袭，击毙了基地组织高级领导人阿卜杜勒·哈米德·马
塔尔(Abdul Hamid al-Matar)。
据报道，两天前，美国位于叙利亚南部的一个前哨基地遭到袭击。不过，美方尚未说明
此次发动无人机袭击是否是为了报复基地遇袭。
——编译自 10 月 22 日 Reuters

伊拉克
【政治动态】伊拉克数百人连日静坐抗议选举“欺诈”
自 10 月 19 日以来，数百名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团体“人民动员组织”的支持者在首都巴
格达“绿区”附近静坐，抗议本月伊拉克议会选举存在“欺诈”。
在该国 10 月 10 日的议会选举中，与该民兵团体有联系的多党派的什叶派政治团体“法
塔赫联盟”仅赢得了 329 个席位中的 15 个。而在上届议会中，该联盟拥有 48 个席位，是第
二大政治派别。
连日来，数百名“人民动员组织”的支持者聚集在通往巴格达“绿区”入口的一条街道
上进行静坐抗议。“绿区”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大使馆以及伊拉克选举委员会和政府办公室的
所在地，抗议者的口号是：“反对欺诈，反对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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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自 10 月 19 日 Arab Weekly

【国际关系】库尔德斯坦地区总理接见瑞典驻伊拉克新大使
10 月 21 日，瑞典驻伊拉克新大使乔纳斯·劳文（Jonas Loven）到访埃尔比勒地区，并
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KRG）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 Masrour Barzani）举行
会晤。
会议开始，巴尔扎尼向劳文表示新任祝贺，并表示希望两人将“继续加强瑞典与伊拉克
和库尔德斯坦地区的关系”。劳文表示，瑞典愿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发展经贸和其他多方
面的合作。双方还讨论了目前处于停滞状态的辛贾尔协定（Sinjar Agreement）推行进程，
以及由于战乱而流离失所的雅兹迪（Yezidi）群体不断恶化的生活状况。
——编译自 10 月 21 日 Kurdistan24
【国际关系】伊拉克在与叙利亚边界处建成长达 650 公里的安全堤
10 月 22 日，伊拉克政府宣布，为加强对极端武装组织“伊斯兰国（ISIS）”残余势力
的围攻，在与叙利亚边界处建成了长达 650 公里的安全堤。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叶
海亚·拉苏尔表示，伊拉克与叙利亚边界全长 650 公里，为彻底铲除“伊斯兰国”残余势力，
沿全部边界修建了安全防御工事，除安全堤外，还建了瞭望塔、安装了红外热像仪、设置了
铁丝网。
拉苏尔指出，“极端武装组织伊斯兰国虽然受到了沉重打击，但部分武装分子还在叙利
亚境内活动，特别是在叙利亚西北部地区。确保边界安全是伊拉克军事领导层的首要任务，
必须对两国边界实施控制，防止武装分子潜入伊拉克境内。”
——编译自 10 月 22 日 Iraqi News Agency

摩洛哥
【社会动态】摩洛哥将实施“疫苗接种证”等新防疫措施
10 月 21 日，摩洛哥政府发布公告，即日起，全国实施以卫生机构发放的“疫苗接种证”
为主的防疫新措施，这些措施规定，个人只要持有卫生机构专门发的“疫苗接种证”，就允
许通过私人和公共交通工具在地区之间活动，可以进入旅馆、餐厅、咖啡馆、封闭空间、商
店、体育馆和浴场等，也被允许出国旅行。
该公告还指出，实施新防疫措施后，政府此前宣布的防疫规定依然有效，所有民众应继
续严格执行。公告呼吁未接种疫苗者尽快到国家指定的地点接种第一剂或第二剂以及接种第
三剂，以增强免疫力。
——编译自 10 月 21 日 Morocco World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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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
【社会动态】阿尔及利亚在所有教学和职业培训领域推广使用阿拉伯语
10 月 22 日，阿尔及利亚政府发布了一项决定，即在阿尔及利亚境内所有教学培训领域
以及体育部门推广使用阿拉伯语。
根据官方声明，阿尔及利亚教育与职业培训部及其下属部门有义务在全国所有职业培训
中心的教学领域使用阿拉伯语，正如阿尔及利亚宪法第一章所规定，阿拉伯语是阿尔及利亚
的国家官方语言。
——编译自 10 月 22 日 France 24

苏丹
【政治动态】苏丹发生军事政变，临时政府被解散
10 月 25 日，苏丹发生军事政变，苏丹最高级别军事代表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将
军（Abdel Fattah al-Burhan）在电视讲话中宣布解散临时政府，并称在发生"混乱和暴力"后，
这一步骤很有必要。他同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承诺将组建一个由 "称职的人"组成
的新政府。布尔汉表示，军队将推进国家向民主过渡，目标是在 2023 年 7 月的选举后将国
家的领导权移交给一个文职政府。
据报道，苏丹临时政府总理哈姆杜克在拒绝发表解散过渡政府的声明后，被武装人员带
到了一个未知地点。同时，武装部队抓捕了数名主权委员会成员以及部分过渡政府部长。目
前，苏丹首都喀土穆机场被关闭，全国互联网和电话网络也被暂时切断。
苏丹政变引起国际广泛关注。联合国苏丹问题特使沃尔克·珀特斯（Volker Perthes）对
此表示深度关切，呼吁双方进行和平对话；美国表示“十分震惊”，并将暂停对苏丹的经济
援助；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呼吁军方立即停止政变。
——综合编译自 10 月 25 日 Al Jazeera、CNN

【经济动态】苏丹通胀率持续超过 300%
10 月 14 日，苏丹中央统计局发布最新经济数据。根据该数据，该国 9 月份通货膨胀率
为 365.82%，与 8 月份相比略有下降，但仍超过 300%。苏丹中央统计局表示，9 月份通胀
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食品、饮料及进口消费品价格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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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苏丹过渡政府希望以大幅贬值本国货币的方式，尽快结束该国经济和货币失
衡状况。今年 6 月，苏丹财政部宣布取消汽油和柴油补贴，并计划将该国 2021 年通胀率降
至 95%。
——编译自 10 月 14 日 Africa News

审核：袁梦琪
编译：张远
校对：西亚北非组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