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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国际关系】中俄国家元首举行视频会晤
12 月 15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会晤，双方就俄罗斯安全
保障、亚太地区新联盟建立、双边关系及未来线下会晤等问题进行全方位交流。普京就与美
国总统拜登会谈结果进行介绍并表示俄方已做好准备立刻与西方展开安全保障谈判，称中俄
关系是“21 世纪国家间合作的真正典范”，其本人拟出席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此外，
双方就对华供应粮食种子、“西伯利亚力量 2 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及中俄贸易独立金融体系
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编译自 12 月 15 日ТАСС

【国际关系】俄蒙签署联合政治宣言深化各领域合作
12 月 16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蒙古国总统乌赫那·呼日勒苏赫举行会晤，双方签署联
合政治宣言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普京表示，该宣言是两国于 2019 年签署的《友好和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延伸，双方在诸多国际问题上立场相近或一致，正在探讨蒙古国加入
欧亚经济联盟的议题。此外，两国元首表示，双方将签署包括经济、贸易及国防和安全等领
域在内的多领域政府及各部门间合作协议。
——编译自 12 月 16 日ТАСС

【国际关系】佩斯科夫：俄土合作是应对政治动荡的“保险”
12 月 17 日，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俄罗斯与土耳
其之间的经济合作高度是应对政治动荡的“优质保险”。他在回答记者提出的俄罗斯是否担
心土耳其在前苏联国家的经济扩张及影响力强化问题时指出，土耳其在一些领域的确有比较
强劲的企业，这是正常的经济竞争和扩张行为，但同时承认“经济扩张会以某种方式影响政
治关系”。佩斯科夫补充，土耳其是俄罗斯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双方在叙利亚等诸多地区
冲突问题上总能找到对应解决方案。
——编译自 12 月 17 日ТАСС

【国际关系】俄罗斯宣布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据俄罗斯外交部发布的声明，俄罗斯自 2021 年 12 月 18 日起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停止履行条约规定相关义务。目前，俄罗斯已向存约国匈牙利、加拿大以及其他成员国发出
通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单方面退出条约严重破坏条约利益平衡，使俄罗斯处
在军事透明度不平等地位，因此俄罗斯被迫退出以避免美国联盟国与其共享侦察信息，从而
威胁俄自身利益。
——编译自 12 月 18 日 Lenta.ru、T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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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
【经济动态】泽连斯基签署 2022 年国家预算法案
12 月 2 日，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 2022 年国家预算法案。12 月 10 日，乌克兰最高拉达
主席斯特凡丘克签署该法案并提交总统审批，同日，法案获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批准。根据该
法案规定，2022 年乌克兰国家预算收入为 1.332 万亿格里夫纳，国家预算支出为 1.521 万亿
格里夫纳，预算赤字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3.5%，消费型通货膨胀率预计为 6.2%，美元与格里
夫纳年平均汇率定为 1:28.6。
——编译自 12 月 10 日 UNIAN

【国际关系】泽连斯基与七国集团及欧盟大使举行会谈
12 月 17 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七国集团及欧盟驻乌克兰大使举行会谈，就过去一
年以来的外交成果进行总结并探讨未来待完成各项任务。泽连斯基向与会代表就当前国内司
法改革情况及“去寡头化”进程进行介绍并表示，乌克兰将继续积极发展同欧盟和北约的关
系，加强本国国防能力，推行变革，努力实现经济现代化。在谈及乌边境及顿巴斯地区局势
时泽连斯基指出，启动多形式谈判机制以促进局势降级具有重要意义。
——编译自 12 月 17 日 UNIAN

【国际关系】乌克兰、立陶宛、波兰三国元首会谈，呼吁加强对俄制裁
据乌克兰总统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和波兰总
统杜达于 12 月 20 日召开“卢布林三角” (Люблинский треугольник) 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
称，各方将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利益基础进一步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扩大安全、国防、经济及
能源等领域合作，波兰、立陶宛对乌克兰加入欧盟及北约表示充分支持。三方呼吁俄罗斯自
乌克兰边境地区撤军促进局势降级，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俄制裁。
——编译自 12 月 20 日 UNIAN

白俄罗斯
【国际关系】中白军事技术合作迈向新高度
12 月 17 日，中白双边军备与技术合作协调委员会第 17 次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白俄
罗斯军事工业委员会及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代表出席会议并就相关问题展开交流。中方
表示，尽管受全球疫情影响，中白军事技术合作仍呈现积极态势，双方在代表共同利益的各
领域合作具有巨大潜力和广阔发展前景。白方代表称，同中方发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具有重
大战略意义，两国间军事技术合作正在迈向新高度。
——编译自 12 月 17 日 B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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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白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遭袭，一名外交官受重伤
12 月 19 日晚，白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遭遇袭击，大楼外墙遭到破坏，白俄罗斯外交官
抵达现场后遭到攻击并有一人重伤就医。事发后，英国警察拘捕了部分未逃离现场的肇事者，
后查明袭击者均为激进移民团体成员。随后，白俄罗斯外交部召见英国代办并对该事件表示
强烈抗议，要求英方对该事件进行彻查，抓捕涉事人员归案，及时向白方通报相关进展及处
理结果。
——编译自 12 月 20 日 BelTA

【国际关系】俄外交部：不排除在白俄罗斯部署核武器的可能
11 月 30 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北约在波兰部署核武
器，届时白俄罗斯将向俄罗斯提议在白境内部署核武器。12 月 21 日，俄罗斯副外长卢登科
表示，俄方目前正在就相关问题进行综合考虑，如果美国和北约正式拒绝同俄罗斯探讨俄方
提出的安全保障提议，俄方不排除在白境内部署核武器的可能。据悉，俄外交部 12 月 17
日发布拟与美国和北约签署的安全保障协议草案，相关文本已移交对方等待其正式表态。
——编译自 12 月 21 日 BelTA

高加索地区
【国际关系】帕希尼扬与阿利耶夫探讨互信建立的可行性路径
12 月 15 日，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三方会谈。会谈期间，各方就如何落实分别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2021 年 1 月 11 日及 11 月 26 日发表的联合声明相关内容进行探讨。亚阿双方就开放区
域内铁路交通达成一致意见，并就两国边界划定及互信建立的可行性路径交换意见，一致同
意继续就相关问题保持互动往来。
——编译自 12 月 15 日 Armenpress

【国际关系】阿塞拜疆欲与土耳其发展“3+3”模式开展合作
12 月 19 日，第十七届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特别会议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召
开。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与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 (Мевлют Чавушоглу) 在与会期间
就“3+3”（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地区合作平台首次
会议成果进行回顾总结，希望继续推进该合作机制并就其发展问题展开探讨。据悉，该平台
首次副外长级会议于今年 12 月 10 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召开。
——综合编译自 12 月 19 日Вестник Кавказ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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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帕希尼扬：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应拓展合作以彰显各方真正潜力
12 月 21 日，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出席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政府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第
11 次会议并发表讲话称，深化与格鲁吉亚国家关系是亚美尼亚对外政策的重要优先任务之
一，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历史传统的两国友谊将为双边合作的进一步开展奠定坚实基础。帕希
尼扬表示，亚格当前经贸合作水平未能体现出两国的真正潜力，因此需借助政府间经济合作
委员会平台，扩大双方在工业、农业、制药、信息技术、通讯、能源及旅游等领域合作。
——编译自 12 月 21 日 Armenpress

哈萨克斯坦
【政治动态】托卡耶夫出席哈萨克斯坦独立 30 周年庆典并发表讲话
12 月 15 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出席国家独立 30 周年庆典活动并发表讲话。托
卡耶夫表示，30 年间国家在地区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及社会领域取得多项重大成就：
新建并修复公路 1.3 万公里、铁路 2700 公里，吸引国外直接投资 3700 亿美元，国际储备超
900 亿美元，国内经济总量实际增长 2.5 倍。国家未来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新技术、人工智能、
高效生产率和创新发展领域的国家经济建设。
——编译自 12 月 15 日 Kazinform

【国际关系】哈美两国代表探讨双边合作发展前景
12 月 15 日，哈萨克斯坦—美国扩展战略伙伴关系委员会例行审查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首
都努尔苏丹召开，哈副外长阿汗·热赫梅图林 (Акан Рахметуллин) 与美国务院助理国务卿
唐纳德·鲁共同出席并主持会议。双方就两国过去 6 个月以来的联合工作成果进行总结，探
讨进一步拓展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前景。唐纳德·鲁表示，美国积极参与哈萨克经济产业
发展，希望进一步参与“绿色”经济转型，投资可再生能源产业，持续巩固两国各领域合作。
——编译自 12 月 15 日 Kazinform

吉尔吉斯斯坦
【政治动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确立国家对外政策方向
12 月 15 日，吉尔吉斯斯坦独立 30 周年庆祝招待会在吉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总统扎
帕罗夫出席并发表讲话称，吉尔吉斯斯坦将继续奉行多方面外交政策，保障国家领土完整与
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并维护公民权利。强化与中亚邻国间全面合作，巩固与俄罗斯、土
耳其和中国等国家战略伙伴关系是吉对外政策的优先发展方向。此外，吉方有意与东西方国
家在投资、人文及旅游领域深化合作关系。
——编译自 12 月 15 日 24.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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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吉尔吉斯斯坦外长号召印度加大对吉投资力度

12 月 18 日至 20 日，第三届“印度—中亚”外长对话会议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吉
尔吉斯斯坦外长卡扎克巴耶夫出席会议并在此期间与印度国家及个体企业代表进行交流，就
当前国内投资保护及商业发展扶持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等有利条件进行介绍，号召印度企业
家到吉投资。他指出，吉印两国在水力发电、卫生保健及交通运输等多个经济领域具有充分
合作潜力。会后，双方商定组织召开吉印商业论坛。
——编译自 12 月 19 日 24.kg

塔吉克斯坦
【经济动态】塔吉克斯坦外长与印度总理举行会晤
12 月 20 日，塔吉克斯坦外长穆赫里丁出席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的第三届“印度—中
亚”外长对话会议并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晤，双方就两国关系现状及发展前景交换意见，
并就安全威胁等地区及国际局势问题进行探讨。莫迪强调称，与中亚各对话国发展双边及多
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并对在塔吉克斯坦举办的上合组织 20 周年峰会及其他国际活动表示
高度赞赏。穆赫里丁表示，在全球疫情影响下，各国更应积极寻求经贸、工业、能源、交通、
科教、卫生及旅游等领域地区合作新方法与新路径。
——编译自 12 月 21 日 Avesta

乌兹别克斯坦
【国际关系】乌兹别克斯坦呼吁国际社会取消对阿富汗制裁
12 月 8 日，意大利—中亚“C5+1”第 2 次部长级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召开。
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卡米洛夫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称，阿富汗人民正处于非常困难时期，国内
人道主义局势堪忧，呼吁国际社会取消对阿富汗制裁措施、解冻其国际资产并协助恢复其国
家银行体系。此外，应促使阿富汗积极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实施各项国内社会经济发
展计划。
——编译自 12 月 9 日 Asiaplustj

【国际关系】米尔济约耶夫主张进一步消除欧亚经济联盟国家间壁垒及限制
12 月 10 日，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通过视频方式举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
尔济约耶夫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称，乌兹别克斯坦作为观察员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已经一
年，为发展与联盟内国家全面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与各成员国间贸易总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30%，较疫情前 2019 年增加 11%。米尔济约耶夫指出，进一步消除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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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具有重大意义，乌方愿同各方一道制定相应机制，为联盟内贸易额的提升创造更有利条
件。
——编译自 12 月 10 日 B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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