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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经济动态】2022 年俄罗斯将提高最低工资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俄罗斯总统普京 11 月 18 日表示，2022 年联邦预算草案原计划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
高 2.5%，但由于近几个月以来通货膨胀速度加快，该指标远远落后于通货膨胀水平，因此
提议将该指标提高为 8.6%以应对通货膨胀带来的实际影响。由此，2022 年俄罗斯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将提高至 12654 卢布/月，较今年增加 1000 卢布。此外，2022 年最低工资标准也
将提高 8.6%，达到 13890 卢布/月。
——编译自 11 月 18 日РИА НОВОСТИ

【国际关系】普京：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导致顿巴斯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
11 月 18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外交部扩大会议上表示，西方伙伴国向乌克兰提供致命
武器、在黑海及靠近俄罗斯边境线等地进行军事演习的行为正在使顿巴斯地区局势进一步恶
化。他对西方国家放任乌克兰违反明斯克协议规定的行为表示谴责，认为明斯克协议谈判及
相关调停工作正是由于西方国家的介入而陷入僵局。普京表示，乌克兰内部危机尚未结束，
与此同时全球冲突频发并呈上升趋势，因此俄罗斯外交仍将致力于地区冲突的调停解决。
——编译自 11 月 18 日ТАСС

【国际关系】俄罗斯建议恢复波罗的海地区安全“5+3+1”对话模式
11 月 19 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欧安组织轮值主席、瑞典外长安·
林德 (Анн Линде)
举行会谈后表示，俄罗斯建议与北欧 5 国、波罗的海 3 国恢复“5+3+1”对话模式，探讨波
罗的海地区安全稳定问题。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俄罗斯将负责协调波罗
的海国家理事会及该地区国家政府首脑个人代表小组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的协同合作。拉
夫罗夫称，希望“波罗的海合作在未来几年保持发展态势，成为维护区域内互信及稳定睦邻
关系的重要因素”。
——编译自 11 月 19 日 TACC

【国际关系】俄罗斯谴责美国会议员提出的“不承认普京”决议草案
近日，美国两名议员向众议院提出一项决议草案称，如果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在 2024
年 5 月 7 日之后继续担任总统职务，届时将对其总统身份不予承认。11 月 19 日，俄罗斯外
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美国的此类举动已不足为奇，此前对俄罗斯议会选举结果同样表示
不认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该草案是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的完美示例，此类
决议对俄罗斯来说不可接受。
——编译自 11 月 20 日ТАС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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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态】俄罗斯单日新冠确诊病例超 3 万 专家预测下一波疫情爆发时间
据俄罗斯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 24 日上午，俄罗斯单日确诊病例 33558 例，死
亡病例 1240 例，痊愈病例 36682 例。目前，俄罗斯已累计确诊 9434393 例，累计死亡 267819
例，累计治愈 8126376 例。截至 11 月 19 日，已有 6640 万人完成第一针疫苗接种，5871 万
人完成全部疫苗接种，群体免疫率达 50.2%。俄罗斯免疫学家、医学副博士克留奇科夫
(Николай Крючков) 24 日表示，目前确诊病例数有所下降，下一波疫情爆发的时间很难准确
预测，或将于今年 12 月底或明年 1 月底至 2 月初到来。
——编译自 11 月 24 日Стопкоронавирус.рф、Известия

乌克兰
【国际关系】泽连斯基会见英国防部长探讨组建海军舰队
近日，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 (Бен Уоллес) 对乌克兰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总统泽连
斯基举行会谈。泽连斯基表示，英国是乌克兰在海军舰队发展问题上的重要伙伴，并向华莱
士介绍了乌克兰当前在黑海及亚速海地区面临的挑战。在乌克兰海军与英国工业集团 2021
年 6 月 21 日签署的海上合作伙伴项目备忘录框架下，英国将向乌克兰移交两艘舰艇，双方
将合作打造 8 艘导弹艇。此外，英国将就在黑海及亚速海组建新的海军舰队向乌克兰提供帮
助。
——编译自 11 月 16 日 UNIAN

【国际关系】乌克兰称愿意降低天然气过境费以缓解欧洲天然气危机
11 月 17 日，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方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泽连斯基近日与欧盟委员会主
席冯德莱恩进行通话，探讨乌克兰边境及顿巴斯地区安全紧张局势、乌克兰—白俄罗斯及欧
洲—白俄罗斯边境移民问题，重点就欧洲能源安全问题交换了意见。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
愿意降低天然气过境费以缓解欧洲天然气危机。他指出，“北溪 2 号”项目是对全欧洲的安
全威胁，提议成立地区合作平台以加强能源安全。
——编译自 11 月 17 日 UNIAN

白俄罗斯
【国际关系】卢卡申科与默克尔探讨边境难民问题
11 月 17 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与德国代理总理默克尔进行通话，探讨白俄罗斯和
欧盟国家之间的边境局势及难民问题。双方就如何采取行动推进现有问题解决达成一定共
识。双方一致同意，边境问题应由白俄罗斯和欧盟正式讨论解决，双方应指定相关负责人并
尽快举行会谈以解决现有问题。同时，有意入境德国的难民问题也将考虑解决。此外，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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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向卢卡申科转达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要求，即需确保已经就难民和移民问题与白
俄罗斯开展积极合作的国际组织均参与到上述进程当中。
——编译自 11 月 17 日 BelTA
【经济动态】白俄罗斯前 10 月 GDP 和工业产量均有所增长
据白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数据显示，2021 年前 10 月国内工业产量总值为 1252 亿白
俄罗斯卢布，较去年同期增长 7.1%。其中，采矿业和制造加工业产量分别增加 2%和 6.8%，
热水、电能、燃气、蒸汽和空调供应行业产能增加 12%，水供应、废料收集加工及处置等
行业产能增加 3.1%。此外，前 10 月 GDP 增长 2.4%，按现行价格计算，总额为 1433 亿白
俄罗斯卢布。
——编译自 11 月 17 日 BelTA

高加索地区
【国际关系】亚美尼亚总统与新加坡总理举行会谈探讨双边关系发展
11 月 17 日，亚美尼亚总统萨尔基相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彭博创新论坛期间，与新加坡
总理李显龙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关系当前发展水平及发展前景交换意见。萨尔基相称，新
加坡的发展路径对亚美尼亚来说是一个优良示范，亚美尼亚应在诸多领域借鉴新加坡的相关
经验。双方均表示，两国在高新技术、通讯、人工智能及科学教育等领域具有巨大合作潜力，
未来将加强两国科学教育机构间合作并开展各类交流项目。
——编译自 11 月 17 日 Armenpress

【国际关系】联合国成员国通过阿利耶夫发起的关于新冠疫苗的决议
11 月 18 日，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在联合国大会第 76 届会议框架下，宣布通过由阿
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作为不结盟运动主席提出的“确保平等、及时和普遍获得可负担的起的
疫苗”决议，共有 126 个国家参与了该决议提案的制定和提出。该决议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间新冠疫苗的不平等分配问题表示严重关切，并强调这是阻碍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
要因素之一，呼吁各国及各企业和相关组织机构切实参与到这一问题的解决进程当中。
——编译自 11 月 19 日АЗЕРТАДЖ

【政治动态】萨卡什维利呼吁拜登关注格鲁吉亚民主进程并提供相应支持
近日，在格鲁吉亚被判入狱的格前总统萨卡什维利在国际刊物《Politico》上公开发表
信函，向美国总统拜登讲述自身被监禁经历并指责“格鲁吉亚梦想”执政党操纵国内选举、
迫害反对党及阻碍格鲁吉亚民主进程。他在信中表示，拜登的目标是推进民主反对专制，因
此呼吁其就格鲁吉亚目前局势发表意见，支持格鲁吉亚年轻的民主事业。继萨卡什维利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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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 50 天之后，由于其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近日已被转送至哥里市 (г. Гори) 军事医院疗
养。
——综合编译自 11 月 21 日 Newsgeorgia

哈萨克斯坦
【国际关系】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国防部长批准 2022—2024 战略合作新计划
近日，哈萨克斯坦国防部长别克塔诺夫 (Мурат Бектанов) 率军事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出
席独联体国家国防部长委员会会议。会议召开前，别克塔诺夫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举行
会谈，就地区安全保障及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交换意见，期望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参加联合演
习等作战训练方面的务实合作。会后，双方签署批准 2022—2024 哈俄战略合作新计划以助
力两国军事合作协定的充分落实。
——编译自 11 月 10 日 Newtimes

【经济动态】托卡耶夫就加密货币及数字货币应用表态
11 月 19 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与国家金融部门代表会谈时称，必须继续开展
一系列相关工作以为金融创新性活动创造有利环境，将国家经济转向全新的创新发展轨道是
国家的优先发展任务。他表示，数字坚戈或成为未来金融系统的关键因素，因此需要考虑引
入应用。此外，加密货币问题不应被忽视，需客观分析其风险和潜力及对现行金融体系的影
响，因此应继续为加密交易所的成立创造平衡的监管条件，保证哈萨克斯坦在加密货币开采
领域世界排名第二的同时，本国经济也取得相应发展。
——编译自 11 月 19 日 Kazinform
【经济动态】哈萨克斯坦农业部制定 2025 年前发展任务
11 月 20 日，哈萨克斯坦农业部长卡拉舒科耶夫 (Ербол Карашукеев) 在电视直播中，
就国家农工业综合体发展项目框架下的农业部发展任务进行介绍。他表示，哈萨克斯坦农业
部计划于 2025 年底完成 4 项任务：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2.5 倍，确保主要粮食商品实现 100%
国内生产、国产糖生产供应份额由当前的 31%-32%提升至 80%，农工产品出口量增加 2 倍、
加工类产品份额由 30%扩大至 70%，以及保障哈萨克斯坦百万农业人口收入稳定提高。
——编译自 11 月 20 日 Kazinform

吉尔吉斯斯坦
【国际关系】吉尔吉斯斯坦内阁主席与白俄罗斯总理举行会谈
11 月 19 日，吉尔吉斯斯坦内阁主席阿基尔别克·扎帕罗夫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与白
俄罗斯总理戈洛夫琴科举行会谈，就涉及两国共同利益的各领域合作关系发展问题交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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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扎帕罗夫指出，吉尔吉斯斯坦有意向白俄罗斯采购农业机械及公共交通工具，深化两国
在工业及其他领域的广泛合作。双方同意于近期召开经贸、科技及人文合作政府间委员会会
议。
——编译自 11 月 19 日 24.kg

塔吉克斯坦
【经济动态】塔吉克斯坦前 10 月工业生产总值超 27 亿美元
据塔吉克斯坦工业与新技术部数据显示，2021 年前 10 月国内工业生产总值超 309 亿索
莫尼（约合 27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67 亿索莫尼（约合 5.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9%。
根据工业与新技术部官员提供的数据，今年工业生产涨幅较大的行业主要是采矿业、制造加
工业及电力供应行业等。此外，据经济发展与贸易部数据显示，今年前 10 月自由经济区产
值达 2.87 亿索莫尼（约合 2540 万美元）。
——编译自 11 月 19 日 Avesta

【国际关系】欧盟与中亚五国外长会议在杜尚别召开
11 月 22 日，欧盟与中亚五国外长第十七次会议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召开。与会各
方总结中亚国家与欧盟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地区和全球化进程等方面的合作成果，探讨各
方在安全保障、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各方密切
关注阿富汗局势并就共同促进相关问题解决及与阿富汗交界地区安全保障问题达成一致意
见。此外，各方商定在政治、经贸、水能源领域加强地区间合作。
——编译自 11 月 22 日 Avesta

乌兹别克斯坦
【国际关系】米尔济约耶夫出访俄罗斯并签署 18 项双边合作文件
11 月 19 日，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抵达俄罗斯进行
访问并与普京举行会谈。普京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是俄罗斯的近邻和盟友，双边贸易额不断
增长，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下去年双边贸易额增长超 15%，双方在国家及地区层面
合作仍有广阔合作空间。米尔济约耶夫称，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工作取得显著成果，总价
值约 140 亿美元的项目正有序推进。会后，双方通过了《关于国际信息安全保障领域合作的
联合声明》，此次访问共签署 18 项合作文件。
——编译自 11 月 19 日 Uz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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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动态】数字货币交易在乌兹别克斯坦获正式许可
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项目管理署法令规定，针对“关于加密交易所活动许可颁发程序
条例”进行修订。根据修订后条例规定，乌兹别克斯坦居民可在获官方许可的交易所购买、
出售加密资产并兑换为本国货币。此外，修订后条例对代币及其发行、配售和注册发行等定
义作出解释说明，并规定在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交易的所有代币必须有财产抵押。据悉，乌
政府期望借此达成引资和融资目的。
——编译自 11 月 23 日 Uz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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