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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期《区域动态》涵盖俄乌冲突、中亚能源困局、哈萨克斯坦解散议会下院、新乌兹别

克斯坦行政改革四个专题。

在俄乌冲突方面，专题内容选自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专访文章《总参谋长：现代俄

罗斯尚未经历过如此规模的军事行动》。在俄罗斯总参谋部成立 260周年之际，新任特别军

事行动联合部队总指挥瓦列里·格拉西莫夫接受访问，介绍俄罗斯总参谋部在维护国家安全

中发挥的作用，并指出总参谋部在特别军事行动中的特殊功能。

在中亚能源困局方面，专题内容选自俄罗斯《独立报》的社论文章《俄罗斯正在铺设一

条经中亚通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作者是俄罗斯独立报专栏记者维克多利亚·潘菲洛娃。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受霜冻天气影响面临天然气短缺的困境，本月，俄与

哈国和乌国分别签署了双边天然气合作路线图，俄哈乌三国天然气联盟被重新提上日程并初

具雏形，联盟能否真正成立并发挥效用仍有诸多因素待考量。

在哈萨克斯坦解散议会下院方面，专题内容选自哈萨克斯坦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评论

文章《一切都取决于选举的公开性和竞争性》，机构专家阿尔曼·托克图沙科夫评析即将进

行的马吉利斯（议会下院）和马斯利哈特（地方议会）选举的重要性和特殊之处，指出重置

政治制度对构建“强有力的总统-有影响力的议会-负责任的政府”模式的非凡意义。

在新乌兹别克斯坦行政改革方面，专题内容选自乌兹别克斯坦门户网站 podrobno.uz文

章《部委和公务员的减少是否有助于乌兹别克斯坦反腐》，受访对象为乌兹别克斯坦国际反

腐败专家科迪尔·库里耶夫。乌兹别克斯坦自 2023年 1月 1日起对国家部委、机关进行重

组和数量削减，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数量削减 30%，这样的改革在理论上可以减少政府部门

的腐败现象、简化国家行政结构、规范公务人员权利，但最终的反腐效果取决于具体做法，

改革本身不是灵丹妙药。

专题一 俄乌冲突

总参谋长：现代俄罗斯尚未经历过如此规模的军事行动

俄罗斯军队总参谋部是神秘的：简洁的发言与机密的计划。因此即便是流露出的细微信

息也具有特别价值。俄罗斯总参谋长、陆军大将格拉西莫夫在俄罗斯总参谋部成立 260周年

之际接受《论据与事实报》采访，近期他被任命为特别军事行动联合部队总指挥，他的发言

值得深入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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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军事行动中的总参谋部

1763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创建俄罗斯陆军总参谋部。苏联解体后，为适应新独立俄罗斯

的国防安全需求，总参谋部承担了制定俄联邦军事构想、组建武装部队的任务，并在反恐行

动、克里米亚事件、纳卡冲突等任务中有效应对，展现出在不同地缘政治条件下保障国家安

全和整体防卫的作战能力。

当前在乌克兰地区展开的特别军事行动正是在总参谋部的领导下展开的。格拉西莫夫指

出，“现代俄罗斯尚未经历过如此规模的军事行动，当前俄罗斯面对的几乎是整个西方集体

的敌对。为了稳定局势、保障新领土安全、持续发起进攻，总参谋部制定了部分动员计划，

这是俄罗斯在伟大卫国战争之后首次陷入这种局势”。格拉西莫夫称，“俄罗斯的动员培训

体系还没有完全适应现代经济关系，不得不在推进中解决各种问题。好在经过总参谋部和联

邦各主体的协调，30万应征入伍的公民开始服兵役”。目前总参谋部正在采取一切措施，

实现最高领导人制定的特别军事行动目标。

格拉西莫夫就任行动总指挥

自乌克兰军队于秋季开展反攻以来，战场前线不断传来惨淡消息，在特别军事行动持续

将满一年之际，俄罗斯社会迫切需要好消息。俄罗斯联邦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被任命为特别

军事行动总指挥，这一军事高层变动被认为是某种预兆：俄罗斯军队将终结当前的阵地守卫

战，转而发起决定性的进攻。

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俄罗斯瓦格纳集团1于 1月 13日至 14日

发布的有关攻入顿涅茨克地区的索列达尔市和巴赫穆特地区的声明，俄罗斯精锐部队在前线

突破敌人防线，后续还将有 30万预备役军人补充作战力量，俄方势头正劲。而乌克兰方面

遭遇了巨大损失，按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说法，乌克兰伤亡人数在 10万人，而按

照非官方的统计这一数字达到 30万。

尽管乌克兰军队失去了大量的苏式装备，但泽连斯基不断向西方社会求援，美国、德国、

法国、英国、波兰等北约国家都承诺于春季向乌克兰提供坦克。西方国家明晃晃的支持激怒

了莫斯科，俄罗斯意识到需要在西方援助到来前彻底粉碎正处于虚弱状态的敌人。于是俄罗

斯重新开始对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发动空袭，基辅、哈尔科夫、扎波罗热和奥恰科夫等地的

爆炸不断。扎波罗热地区2政府人员罗戈夫称，“俄乌战场后续剧本如何上演的决定权在俄

罗斯”。

1 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由俄罗斯著名商人普里戈津创建，近期在俄乌战场的出色表现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美国财政部称其为雇佣军组织，定性为跨国犯罪组织并对其发起制裁。
2 扎波罗热位于乌克兰东南部，于 2022年 9月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三地公投入俄，但尚未获得

国际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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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武装力量长期规划

近期俄罗斯在军事领域变动较多。1月 17 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报告，国防部长绍伊古

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框架下召开会议，欲将武装部队的规模增加至 150万人；2023年至

2026年期间，在增加武装部队人数的同时，军事行政区划也会做出相应调整：建立莫斯科

和列宁格勒军区，在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州组建三个摩托化步兵师作为联合兵种协会的一部分，

在卡累利阿地区组建一个集团军，并增强海军、空天军和战略导弹部队的作战能力。该计划

得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批准。对此格拉西莫夫指出，“由于芬兰和瑞典意图加入北约，而

西方利用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混合战争，俄罗斯面临的军事安全威胁更加复杂，因此必须做

出相应调整。”

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内本齐亚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表示，“俄罗斯的目标是

结束乌克兰对俄语使用者的歧视，消除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这些目标可以通过谈判

实现”。

俄罗斯会选择“文斗”还是继续“武斗”？莫斯科方面不会接受冻结战线的结果，至少

要保证能够解放俄罗斯新领土的全部土地，并迫使乌克兰军队转移到离顿涅茨克足够远的地

方。对格拉西莫夫的新任命与特别军事行动的下一步任务有关，俄罗斯军方不会停止行动，

格拉西莫夫有望以 2023年的胜利大阅兵作为给莫斯科的献礼。

（张淼煜 编译）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2023年 1月 24日专访文章《Глава Генштаба: такого уровня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оссия не знала》（总参谋长：现代俄罗斯尚未经历过如此规模的军事行动），受访

对象为俄军总参谋长、陆军大将格拉西莫夫（Валерий Герасимов），1 月 11日普京任命其为特别军事行

动联合部队总指挥。

原文见：

https://aif.ru/society/army/glava_genshtaba_takogo_urovnya_voennyh_deystviy_sovremennaya_rossiya_ne_znala?

from_inject=1

补充信息

[1] 《格拉西莫夫称芬兰和瑞典意图加入北约威胁俄罗斯安全》（Герасимов назвал стремление

Финляндии и Швеции в НАТО угроз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https://eadaily.com/ru/news/2023/01/24/gerasimov-nazval-stremlenie-finlyandii-i-shvecii-v-nato-ugrozoy-be

zopasnosti-rossii

[2] 《通过指挥体系的调整可以预见特殊军事行动的下一阶段》（Ротация командных кадров предвещает

следующий этап спецоперации），https://www.ng.ru/editorial/2023-01-15/2_8634_r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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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 中亚能源困局

俄罗斯正在铺设一条经中亚通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

1月中上旬，中亚地区遭遇霜冻天气，多国天然气开采受到低温影响暂时中断，包括哈

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多国天然气供应不足，乌兹别克斯坦更是一度因天然气供应

中断陷入停暖、停水、停电的窘境。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总统普京于 2022年 11月提出的建

立“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天然气联盟”的提议被重新提上日程。

中亚国家天然气困境

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中亚的两个产气国在今年冬天均陷入国内天然气市场

短缺的困境，哈萨克斯坦作为独联体国家中天然气储量第三的国家，甚至需要向俄罗斯购买

天然气。据哈国能源部长博拉特·阿克丘拉科夫称，哈萨克斯坦对天然气燃料的需求增加，

今年将进口 40亿立方米天然气，到 2024年进口量将达到 100亿立方米。此外，哈国与中国

的天然气合同规定哈萨克斯坦有义务每年向中国提供至少 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但是，哈

萨克天然气国有公司（QazaqGaz）董事会主席桑扎尔·扎尔克绍夫表示，天然气出口将在

2023年停止，所有燃料都将用于满足国内需求。

而乌兹别克斯坦遭遇燃料短缺更大程度上与土库曼斯坦今冬因霜冻天气减产有关。乌兹

别克斯坦能源部 1月 18日表示，由于邻国土库曼斯坦在低温下暂停天然气出口，乌兹别克

斯坦的天然气供应中断。此外，本国的天然气开采也受到霜冻天气的影响，使用天然气发电

的火力发电厂也临时暂停，乌国民众陷入电力、热力和水力供应不足的困境。

三国天然气联盟对谁有利？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三国天然气联盟对各方而言均有利可图。

对于俄罗斯而言，由于制裁和反制裁，俄罗斯正减少对欧盟的天然气供应，急需开拓新

的出口方向。专家们认为，到本世纪中叶，东南亚将成为主要的能源消耗地区，因此，将天

然气出口管道网络扩展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中国将很快成为现实。俄罗斯有必要以

俄哈乌三国天然气联盟为起点，实施新的能源战略，将能源出口向南亚、东亚转向。

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将有机会作为天然气管道过境国向俄罗斯收取过境费。此外，

哈乌两国还可以借俄罗斯建造的管道进口俄罗斯天然气，以弥补国内市场的短缺。

专家表示，哈萨克斯坦在欧亚空间内处于中心位置，哈国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将哈萨克

斯坦打造为物流和能源自东向西运输的枢纽绝非偶然。在如今的国际形势下，受到政治和经

济双重因素影响，哈国将成为自西向东运输的枢纽国家，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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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来说，天然气短缺造成的困境更为严峻。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发现新探

明的天然气气田，在天然气储量没有增长的同时，产量平稳下降，而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

展意味着天然气需求在不断增长。乌国既没有稳定的进口源头也没有充足的国内产量，其能

源安全很难得到保证，乌兹别克斯坦当局不得不做出战略性的能源决策。如果想要达到地区

的能源平衡，必须引入俄罗斯这一能源出口国。

三国天然气联盟的绊脚石

由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提出的条件严苛——天然气管道输送系统的所有权由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掌握，三国天然气同盟的提议虽早就由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但迟迟没有

下文。尤其是乌国，并没有做好准备将输送系统所有权转交给俄罗斯公司。乌兹别克斯坦“马

诺”研究中心负责人巴赫季约尔·埃尔加舍夫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无法承受第二个这样的冬

天，社会消极情绪已严重激增，如果天然气进口来源的问题不解决，过去五年内乌国改革的

所有结果将付之一炬。

此外，在西方对俄制裁和国际形势紧张的背景下，大多数中亚国家对于与俄罗斯开展的

一体化项目十分谨慎，避免本国受到西方二次制裁的影响。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

系研究所后苏联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斯坦尼斯拉夫·普利钦表示，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

发考虑天然气联盟，担心西方制裁的影响，那么将不会有赢家。

三国天然气联盟初具雏形

为解决能源短缺问题，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罗曼·斯卡利亚尔与俄气总裁阿列克谢·米

勒于 1月 18日在圣彼得堡签署天然气工业合作路线图，确定了双方合作的主要方向，包括

奥伦堡天然气加工厂加工哈萨克斯坦天然气的问题、俄罗斯向哈萨克斯坦供应天然气的可能

性等。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安德烈·格罗辛表示，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天

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之间的协议签署是三国天然气联盟这一大型项目成形的步骤之一。

1月 24日，俄气总裁米勒与乌兹别克斯坦能源部长茹拉别克·米尔扎马赫穆多夫就天

然气合作问题举行了工作会议，并签署了天然气行业合作路线图，并且双方工作组已经对通

过“中亚-中心”（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 Центр）天然气管道实施天然气过境所需的技术措施

进行了商定。值得注意的是，乌方在声明中强调称，此次同俄方的谈判以及“路线图”的规

划，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满足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的天然气需求，乌方还完全保留了其国内现有

的天然气输送系统的所有权以及管理权。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三国天然气联盟具有极大潜力，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从

2025年起应启动共同的天然气市场，乌兹别克斯坦虽不是该组织的成员，但可以以观察员

国的身份参与统一天然气市场的建设。

（张韵迪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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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俄罗斯《独立报》（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2023年 1月 20日文章《Россия прокладывает газовый

путь в КНР через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俄罗斯正在铺设一条经中亚通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作者为该

报紧邻国家政策研究专栏观察员维克多利亚·潘菲洛娃（Виктория Панфилова）。

原文见：https://www.ng.ru/cis/2023-01-20/1_8639_asia.html

补充信息

[1] 《米格拉尼扬：2023年中亚地区电力资源短缺加剧》（Мигранян: в 2023 году дефицит электроэнерг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будет нарастать），

https://ia-centr.ru/experts/aza-migranyan/migranyan-v-2023-godu-defitsit-elektroenergii-v-tsentralnoy-azii-b

udet-narastat/

[2] 《天然气联盟并没有那么可怕：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哈萨克斯坦签署了路线图》（Газовый

союз оказался не так страшен: «Газпром» и Казахстан подписали дорожную карту），

https://eadaily.com/ru/news/2023/01/18/gazovyy-soyuz-okazalsya-ne-tak-strashen-gazprom-i-kazahstan-pod

pisali-dorozhnuyu-kartu

[3] 《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危机是由内部造成的》（Энергокризис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создан изнутри），

https://www.ng.ru/cis/2023-01-16/1_8635_asia.html

[4] 《专家讲解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方能源联盟的好处》（Эксперт объяснил выгоды от

тройственного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Росси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https://eurasia.expert/ekspert-obyasnil-vygody-ot-troystvennogo-energeticheskogo-soyuza-rossii-kazakhstan

a-i-uzbekistana/?sphrase_id=48351

专题三 哈萨克斯坦解散议会下院

一切都取决于选举的公开性和竞争性

1月 19日，根据国家元首、两院议长和总理的共同决议，决定解散哈萨克斯坦议会下

院，并于 3月 19日提前举行议会代表选举。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

他强调“议会选举改革的目的是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充分代表选民利益，为公民社会的形成与

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选举的侧重方向

选举将推动议会下院和地方代表机构的更新和关键权力机构的重置，这是在政治制度现

代化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2022年 6月的修宪公投和 11月的总统大选都证明，哈萨克斯坦

民众对托卡耶夫的战略方针及改革方案予以高度支持。此前哈萨克斯坦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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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公布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80%的哈国受访者认为国家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77%的受访

者认为宪法修正案将改善国家状况。这些信号表明公众对政治变革的需求持续增加，因而社

会对即将进行的议会选举抱有较高的期望，哈萨克斯坦人民希望新一届议会能够更好地代表

并维护人民利益。

对此哈萨克斯坦战略研究所社会学首席研究员让娜·卡里莫娃评论道，“2023年举行

的议会选举将与往年大为不同，国家推动的政治改革与旨在创新政党的相关措施逐步生效，

为选举提供了新的环境。比例-多数制的选举模式是朝着平衡地区利益、引入无党派人士方

向迈进的一步，国家元首和地区长官的无党派身份降低了行政资源对选举过程和结果的干

涉”。

选举的重要创新

下届议会竞选的规则和条件有所改变，这些改革可能影响权力部门的未来工作。哈萨克

斯坦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专家阿尔曼·托克图沙科夫解读议会选举的三个重要创新。

第一项重要创新是改变代表机构的形成规则——实行比例选举制1和多数选举制2结合

的模式（смешанная пропорционально-мажоритарная система）。议会下院（马吉利斯）竞

选比例为 70/30，即 70%的候选人按照政党比例制（по партийным спискам）产生，30%的

候选人按照单一选区制（по одномандатным округам）3产生；州议会和直辖市议会（马斯

利哈特）竞选比例为 50/50；区议会和市议会（马斯利哈特）则完全实行多数选举制。这一

新规则的好处是，在中央一级政党仍然是最主要的代表选民利益的组织，同时非党派人士也

有机会通过单一选区进入马吉利斯；在地区一级则有助于促进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互动，加

强选民对马斯利哈特代表的了解。同时议会选举还针对通过多数选举制胜选的代表设置了强

制执行，在其工作不力或未履行选举承诺时可撤回代表任命。

第二项重要创新是将政党准入议会的门槛由 7%降至 5%，并在各级选票中增设“反对

所有候选人”选项。降低准入门槛有利于保障最大数量的政党进入下议院，从而更好地在最

高立法机构中广泛代表不同公民群体的利益；“反对所有候选人”选项则赋予选民特殊权力，

使其能够在选举中表达自己的立场。

第三项重要创新是简化政党注册登记标准和程序，具体指政党成员人数最低限制由

20000人降至 5000人，政党区域代表的最低人数由 600人降至 200人，在新条件下迅速出

现几个新政党。这有助于活跃国内的政党环境，使国家政治持续更新。在这些新条件下将会

形成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新代表，提高下议院和地方议会的工作效率。

1 比例选举制：即政党比例制，选民投给支持的政党而非特定的候选人，依据政党取得的选票配额数量分

配议席。这一制度中的政党名单是给定的。
2 多数选举制：多数选举制规定在选区内获得多数票的候选人当选，多数选举制区分绝对多数和相对多数。
3 单一选区制：在一个选区内只选出一名当选者的选举制度，胜选者为票数最高的参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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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的时代意义

2022年 11月 20日成功举行了总统选举，2023年 1月 14日成功举行了参议院选举，作

为主要权力机构重置的一部分，最后阶段将举行马吉利斯和马斯利哈特的选举以及组建新政

府。到今年年中，所有主要的国家机构都会重新启动和更新，哈萨克斯坦正朝着“强有力的

总统-有影响力的议会-负责任的政府”模式迈进。与此同时，旨在创造更开放民主的国家的

政治改革也在推进，最核心的任务在于保障选举的公开性与竞争性，使各级选举在完全透明、

公平和信任的状态中进行，为此应在制度上实现相关保障，例如引入足够的国内和国际观察

员。

托卡耶夫总统指出，“哈萨克斯坦进入发展新时代，正在经历极具活力的全面复兴，选

举将推动政治制度的进一步现代化”。社会对议会同样寄予厚望，下一届议会应当在国家和

社会之间建立建设性对话做出贡献，最终实现“建立公正的哈萨克斯坦”的国家目标。

（张淼煜 编译）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哈萨克斯坦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2023 年 1 月 20 日评论文章《ВСЕ ЗАВИСИТ ОТ

ОТКРЫТОСТИ И КОНКУРЕНТНОСТИ ВЫБОРОВ》（一切都取决于选举的公开性和竞争性），作者为研

究所专家阿尔曼·托克图沙科夫（Арман Токтушаков）。

原文见：

https://iwep.kz/#/posts/63ca73f4bfc8dd06d1a4d52a/#header

补充信息

[1] 《马吉利斯选举利于维护地区利益》（Эксперт КИСИ – о выборах в Мажилис: Это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интересов регионов），

https://rus.azattyq-ruhy.kz/politics/46019-ekspert-kisi-o-vyborakh-v-mazhilis-eto-shag-v-storonu-sbalansirov

annoi-predstavlennosti-interesov-regionov

[2] 《哈萨克斯坦总统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Президент Казахстана обратился к народу страны），

https://ehonews.kz/prezident-kazahstana-obratilsya-k-narodu-strany/

专题四 新乌兹别克斯坦行政改革

部委和公务员的减少是否有助于乌兹别克斯坦反腐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于 2022年年底签署《关于实施新乌兹别克斯坦行政改

革的措施令》，自 2023年 1月 1日起乌国行政机关数量由 61个减至 28个，部委数量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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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个减至 21个，20个部门将被彻底取消，国家机关人员总数将削减 30%，包括 10个国家

委员会在内的 24个国家机构改变隶属关系，不再直接隶属于内阁。

乌兹别克斯坦马诺研究中心主任巴赫季约尔·埃尔加舍夫表示，从改革的部门来看，可

以说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有效执行产业政策、实现出口和投资潜力、数字化和国家经济发

展的其他驱动力。

新行政改革致力于什么

主要变化发生在经济部门，设立了两个“超级部委”——投资、工业和贸易部，经济与

财政部。新的“超级部委”可以形象地称为“收入和支出部”，在其工作中将宏观经济预测、

财政管理职能、预算补充和分配结合起来。

此外，新行政改革将深入到州区管理机关层面，政府系统面临重大权力划分的改革，建

立起更为有效的国家管理体系。现在，区长和地方负责人同时是行政机关和代表机关的负责

人。这一制度很有可能被摒弃，地方代表机关负责人的权力将从州、区长手中分出。在地方

一级，将以人民代表委员会的形式建立新的独立权力垂直机构。

新行政改革理论上可以减少腐败

国际反腐败专家科迪尔·库里耶夫认为，部委数量繁多对公共行政是不利的，因为各部

委会根据它们能从国家预算中获得多少支出来判断它们的重要性，因此官员们会在政府内部

展开竞争，希望尽可能争取更多的预算，凸显自己部门的重要性，而不是真正关心他们可以

用这些资源为公共福祉做些什么。这种竞争往往导致资源在一些高回报领域的低效配置。此

次改革对部委数量进行缩减意味着各部委的直观性将有所增加，并且，通过重组和减少部委

数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国家结构的复杂程度，部委内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会比不同部委

间的协调更加容易。

国家机关人员的减少也是有利的。新行政改革后，赋予个人的权力较小，因此可能会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腐败。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差距随着部委数量的增多而加大。有时，

高级官僚会追求个人利益，如扩大权力、提升自己在职场中的影响力或追求晋升前景等，这

往往与国家利益不符。

此次行政改革之前，乌国政府的决策过程很慢，因为在中央政府做出决策到决策实施的

过程中，各部委拥有诸多可以影响决策的司法权。腐败行为往往发生在规则复杂且有较大自

由裁量权、结构复杂且责任不透明的领域，如果此次改革可以简化规则并明确细化规则，那

么腐败将无处下手。

新行政改革不是反腐的灵丹妙药

专家同时指出，不要过高地期望这次行政改革，它不会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反腐效

果如何完全取决于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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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里耶夫指出，裁减部委是一种形式上的改变。实际上，旧的部委和相关部门还会继续

存在，旧部门的工作仍需要继续推进。另外，理论上来说，从对其他国家的观察来看，“旧

的终结”与“新的推出”之间的时期正是发生许多腐败和不道德行为的时期，尤其是在预算

和人力资源方面，普通公民也有可能成为行政改革期间腐败行为的受害者。

库里耶夫提出几条减少腐败的建议：首先，优化公共采购法，动员包括媒体在内的民间

社会组织监督公共采购；其次，发展数字管理和数字监督，切断官员与民众之间的联系，提

高政策和执行的透明度。

在减少国家机关人员数量方面，库里耶夫表示，做法有两种，一方面可以将业务外包，

大多数发达国家采取的就是这种将职能外包给私人代理的方法。将服务转移到竞争性市场，

并评估其有效性，其中就包括公民评估，效率提高了，腐败就会减少。另一方面可以规定基

本行政职能并进行相应的分配，规范并发展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虽然目前已有一定成效，但

其中仍存在大量漏洞和欺诈现象。

（张韵迪 编译）

材料来源

本文编译自乌兹别克斯坦门户网站（podrobno.uz）2022 年 12 月 28 日文章《Приведет ли сокращени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 и госслужащих к уменьшению коррупции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Мнение эксперта》（部委和公务员

的减少是否有助于乌兹别克斯坦反腐），受访对象为乌兹别克斯坦国际反腐败专家科迪尔·库里耶夫（Кодир

Кулиев）。

原文见：

https://www.podrobno.uz/cat/obchestvo/privedet-li-sokrashchenie-ministerstv-i-gossluzhashchikh-k-umensheniyu-

korruptsii-v-uzbekistane-mnen/

补充信息

[1] 《乌兹别克斯坦行政改革进入新阶段》（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ая реформа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выходит на новый

этап），https://uz.kursiv.media/opinions/administrativnaya-reforma-v-uzbekistane-vyhodit-na-novyj-etap/

[2] 《2023年 1月 1日起，乌兹别克斯坦部委减至 21个》（С 1 января 2023 года количе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сократится до 21），https://aktualno.uz/ru/news/7594

注：本文所有内容均取自当地媒体，主要呈现地区内专家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汇编：王 涛

编译：张淼煜 张韵迪

审校：欧亚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