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石油在伊拉克被绑架员工已获释

伊拉克热点新闻

中新网消息：2014 年 6 月 18 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今

日表示，1名中资公司员工在伊拉克遭绑架，已于近日安全获释。

中方正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将视形势的发展和需要，采取一切

必要和相应措施，确保中国在伊人员的安全。

华春莹表示，2014 年 6 月 12 日，1 名中资公司员工在伊拉克

遭绑架。经各方共同努力，该员工已于近日安全获释。目前在伊

32名被绑架土耳其司机在伊拉克获释

新华网消息：2014 年 7 月 3 日，土耳其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

3 日在安卡拉证实，伊拉克极端组织当天在伊北部地区释放了

上个月绑架的 32 名土耳其卡车司机，获释司机将于当晚返回

土耳其。

据土耳其道安通讯社 3 日报道，“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极

端武装当天在其控制的伊拉克北部重镇摩苏尔释放了这些卡

车司机。达武特奥卢说，土耳其领事官员已接到这些司机，他们

目前身体状况良好，正在前往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埃尔比勒市的

46名被伊拉克叛军绑架印度护士获释乘飞机回国

中新网消息：2014年7月4日，印度喀拉拉邦首席部长4日称，

上个月被伊拉克叛军绑架的 46 名印度护士 5 日从叛军控制的

摩苏尔市获释，并正在回国的途中。

欧乌曼- 强迪 (Oommen Chandy) 对记者说，印度政府、印度

驻巴格达大使馆与喀拉拉邦政府均通力协作，最终达到目的，

拉克共有 1 万多名中资企业员工，目前他们所在区域基本上是

安全的。针对伊近期紧张局势，中国驻伊使馆已要求伊方采取

切实措施，保障中国公民和机构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并提

醒和指导在伊中资企业加强安全防范。外交部和驻伊使馆将继

续密切关注伊局势发展，根据形势发展及时采取相应必要措施

维护在伊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与合法权益。

放他们回国。这些护士与印度官员同行，将乘坐包机回国。

据报道，印度外交部 3 日说，近 50 名印度护士日前在伊拉克北

部城市提克里特被当地武装强行带走。在伊拉克反政府武装上

个月占领提克里特后，这些护士被困在当地一家医院里多日，

她们大多来自印度南部喀拉拉邦，是在伊拉克医院工作的合同工。

途中。土耳其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已从伊斯坦布尔启程飞往埃

尔比勒，接他们回国。

今年 6 月初以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在伊拉克北

部和西部占领大片区域。6 月 10 日，该武装攻占了伊拉克第二

大城市摩苏尔，并在当地绑架了上述土耳其卡车司机。11 日，

该武装又袭击了土耳其驻摩苏尔总领馆，绑架了包括总领事在

内的 49 名土耳其外交人员、家属和保镖。目前，这 49 人仍下落

不明。



 

库尔德安全部队继续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生冲突。2014 年

8 月 6 日，据当地媒体报道，Makhmur 附近发生了武装冲突，该地

位于埃尔比勒西南方向，相距约 40 千米。俄罗斯媒体机构俄罗斯

新闻社（RIA Novosti）在报道中援引了一名库尔德官员 Khallo 

Pendzhveni 的发言，即库尔德武装势力目前还在摩苏尔北部和东

部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存在武装冲突。

土耳其和叙利亚库尔德人目前正与当地安全部队 Peshmerga

合作开展行动，试图遏制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库尔德控制范围附

近地区发动的进攻。据报道，隶属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

（Kurdis tan Workers Party，PKK）和叙利亚民主联盟党

（Democratic Union Party，DUP）的武装分子正在领导辛加尔

（Sinjar）地区的武装行动，该地区位于塔尔阿法（Tal Afar）以西约

50 千米，目前处于伊斯兰国的控制下。 

综述

概述

当前局势

在撰稿时未发生武装冲突。

库尔德和伊拉克武装势力已经发起了反攻，以遏制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进攻

8月7日，奥巴马总统授权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空袭 

8月8日，英国外交部建议所有外国公民撤离埃尔比勒（Erbil）   

大部分航空公司已经或将在未来数日内暂停航班 

库尔德武装势力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之间在埃尔比勒（Erbil）南部和摩苏尔（Mosul）东部地区持续发生冲突 

在过去的 24 小时中，据报道，在 Peshmerga 武装势力撤退后，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领的最重要地区为 Hamdania、Tal Kayf、

Bashiqa 和 Qaraqosh 镇。据报道，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还与 Rabaih

的库尔德武装势力发生了冲突，该镇位于叙利亚边境附近。

伊斯兰国已经占领了边境地区 / 叙利亚入境处、油田、走私通道附

近的多个城市，而且占领区域在加速向南移动。由于弹药匮乏，一

些库尔德部队已经从某些地区撤离（请参见下文当前局势章节），

以避免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击败，遭拷打和杀害。 

由于频繁的武装冲突，已迫使周边少数民族，包括雅兹迪

（Yazidi）教派，居民逃往新加尔（Sinjar）山区，据估计逃离人口约为

5 万人。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报道，这些逃离的难

民中已有部分获救，并得到了人道主义援助。 

 2014 年 8 月 4 日，伊拉克总理 al-Maliki 命令对伊拉克北部、

摩苏尔东部由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据的地区发动空袭，这表明在

安全局势危机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巴格达和埃尔比勒之间的合作

不断增强。他们的反攻行动取得了成功，使得摩苏尔大坝（Mosul 

Dam）重新回到 Peshmerga 手中。 

    2014 年 8 月 7 日，美国授权对伊拉克北部的伊斯兰国激进分

子发动空袭。如果激进分子对巴格达构成威胁或试图靠近埃尔比

勒地区（大量美国外交官和军事顾问位于该地），则可能会成为空

袭行动的打击目标。奥巴马总统还表示可以采取空袭行动帮助伊

库尔德埃尔比勒（Erbil）安全局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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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比勒（Erbil）的安全局势

前景展望

旅行建议

尽管库尔德武装部队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之间在首都南部存

在着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但目前并不存在埃尔比勒中心地带被伊

斯兰国激进分子推翻的威胁。据未经证实的报道，Peshmerga 武装

部队正在埃尔比勒南部部署防线。 

虽然初步评估结果表明，Peshmerga 武装部队能够相对容易地

使得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从 KR 边境撤离，但这一评估结果目前已受

到质疑，原因在于激进分子获得了被占领城镇中或附近地区逃离的

伊拉克军队丢弃的武器和弹药，使其拥有的武器超过了 Peshmerga

武装部队。

自从 2014 年 8 月 6 日在 Makhmur 附近发生武装冲突后，英国外

交和联邦事务部（FCO）和美国国务院目前建议取消到 KR 地区的

所有旅行计划，并指示 Makhmur 当地的所有外国公民立即离开该

地。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将其员工撤离库尔德地区，包括

Chevron 和 Exxon Mobil。

由于对安全局势的担忧，很多航空公司已经或将会暂停其飞往埃

尔比勒的航班。最近采取这一行动的航空公司包括阿提哈德航空

公司（Etihad Airways），该公司已宣布从 2014 年 8 月 7 日开始中

止其飞往埃尔比勒的航班。 阿联酋航空公司（Emirates Airlines）也

已经宣布其将从 2014 年 8 月 12 日起暂停飞往埃尔比勒的航班，

法国航空公司（Air France）和维珍航空公司（Virgin Atlantic）也已

经中止了飞往伊拉克的航班。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曾因担心

使用导弹而暂停了其相关航班，但后来于 2014 年 8 月 7 日恢复

了部分航班。阿联酋航空的兄弟公司之一迪拜航空（Fly Dubai）目

前仍然在使用其惯驶航线。

根据社交媒体和内部知情人士消息，埃尔比勒机场仍在处于满负

荷运营状态，等待出境的人们在此排成了长队。KRG 宣布拒绝伊拉

克军用飞机在其机场降落，原因在于担心这可能会促使激进分子

发动进一步袭击，强烈建议有人员驻扎在埃尔比勒的组织机构制

定人员撤离计划，以防埃尔比勒的安全局势发生恶化。

据信，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拥有 155MM 炮弹及其他强劲武器。

埃尔比勒的当地居民已经开始自愿加入武装斗争，但至于这些部队

的武器装备水平，尚不得而知。据报道，当地警方在通往该市的各条

道路沿线增设了检查站。 

 据预计，在未来数天内，库尔德武装部队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之间

在埃尔比勒南部的武装冲突将会继续。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目前在首

都附近某个地区开展的进攻行动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扩大 Peshmerga

武装部队的控制范围，在埃尔比勒以外直至叙利亚边境附近的地区

获得主动权。

 

鉴于目前持续存在的安全隐患，KR 将仍然是伊拉克境内最安

全的地区，埃尔比勒境内发生暴力袭击的可能性仍然较低。美国对

伊斯兰国组织炮兵基地发动的空袭具有重大意义，预计将会遏制伊

斯兰国势力向埃尔比勒扩张的趋势。  

自从伊斯兰国组织于 2014 年 6 月对整个伊拉克北部发动进

攻以来，伊拉克一直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当前的行动是库尔德武装

部队发起的第一次反攻行动，并且使得库尔德官员对库尔德武装部

队对抗装备精良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实力产生了一些忧虑。   

巴格达和埃尔比勒官方近期采取的行动表明，两地政府都愿意

携手合作，共同对抗伊斯兰国组织，尽管由于库尔德人强烈希望获

得更大的独立自主性，导致双方之间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分歧。 

    由于从在地域方面来看，埃尔比勒并不属于伊斯兰国组织主

要的目标占领地区，故我们认为，对该市进行袭击的目的是为了报

复 Peshmerga 于 7 月末 8 月初在库尔德东部发动的反攻行动。然

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仍然可能进一步占领 KR 东部的其他地区。

虽然伊拉克官方声明，与 Peshmerga 的联合安全合作将会仅

仅针对眼前的危机，但这一行动还会有助于缓解伊拉克紧张的政

治环境。据信，这一联合发起的军事行动还可能是美国近期在伊拉

克增加军事支持的原因。 

库尔德、伊拉克和美国官方仍然存在如下担忧：如果伊斯兰

国组织占领的地域范围继续增加，这将会有助于伊斯兰国组织巩

固其一直试图建立的区域性伊斯兰政权或伊斯兰王权。

拉克政府武装部队打破新加尔（Sinjar）山区的封锁，营救在山区受

困的平民，这些平民缺水少粮，面临生存危机。

2014 年 8 月 8 日英国夏令时 13：30 左右，美国对埃尔比勒

附近的伊斯兰国炮兵基地发动了第一次空袭。在发动空袭之前数

小时，美国开始对遭围困的雅兹迪难民空投救济物资，这些难民试

图逃离伊拉克。   

伊斯兰国的攻击行动和后续对新加尔地区的占领表明该组织

试图继续扩大其在伊拉克西北部控制的领土范围。鉴于该组织最

近采取行动的地理位置，可以断定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有意在叙利

亚东北部和伊拉克北部地区建立一个属于其控制范围的走廊连接

地区。Pershmerga 和伊拉克武装部队对伊斯兰国组织在摩苏尔大

坝发动的进攻行动采取了迅速反应，这表明该地区具有重大战略

意义，该地区对于埃尔比勒官方起着安全缓冲地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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