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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中心
内政部部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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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伊夫阿拉伯安全科学大学
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的科学管理
在阿拉伯国家努力实现在打击和预防犯罪领域共同努力互补性以及支持
阿拉伯国家刑事司法和执法机构领域的背景下，迫切需要为阿拉伯安全行
动建立一个科学实体。
建立阿拉伯纳伊夫安全科学大学的想法是随着1972年在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阿尔艾因市召开的第一次阿拉伯警察和安全领导人会议而产生的
，随后1978年在巴格达召开的第二次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会议上， 已经
发布了建立阿拉伯培训学院的决议。
随后，该学院于1979年更名为阿拉伯社会防卫研究中心，1980年在塔伊夫
举行的第三次阿拉伯内政部长会议上，决定将其更名为阿拉伯安全研究和
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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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在突尼斯举行的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上，阿拉伯安
全研究和培训中心更名为 «阿拉伯纳伊夫安全科学研究院»；这是为了表
彰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的纳伊夫-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 Nayef bin 
Abdul Aziz Al Saud）殿下
（愿真主保佑他）在建立和发展阿拉伯联合安全工作进程中做出的崇高努
力。
学院经历了发展阶段，什麼 其代表是学院所包括的各研究所向学院的发
展，因此有必要对学院的名称进行审 查，以跟上这些发展的步伐；阿拉伯内
政部长理事会在2004年于突尼斯举行的第二十一届会议上发布了第704号
决议，其中包括将学院的名称改为 «纳伊夫阿拉伯安全科学大学»

自1978年成立以来，这个阿拉伯学术机构的出现是为了向阿拉伯
安全人员提供专门的科学信息，并为满足内政部安全机构和机关、
刑事司法机关和阿拉伯国家刑事司法和社会司法部门的需要做出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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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成立以来，这个阿拉伯学术机构的出现是为了向阿拉伯
安全人员提供专门的科学信息，并为满足内政部安全机构和机关、
刑事司法机关和阿拉伯国家刑事司法和社会司法部门的需要做出贡
献。

在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的慷慨倡议下，在其领导的最高资助下，
大学总部设在利雅得。

自成立至今，大学在两座神圣清真寺的守护者萨勒曼-本-阿卜杜
勒阿齐兹-阿勒沙特(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国王和王储
殿下、永久追随者默罕默德-本-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 
(Muhammad bin 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亲王，以及指
挥官阿卜杜勒-阿齐兹-本-沙特-本-纳伊夫-本-阿卜杜勒-阿齐兹 (Abd 
al-Aziz bin Saud bin Naif bin Abd al-Aziz)殿下，内政部长、大学
最高委员会主席、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名誉主席，以及它的兄弟殿
下和阿拉伯内政部长的领导下，享受到了总部国家政府无限的物质
和精神支持。

5



6

2019-2023年大学战略

纳伊夫阿拉伯安全科学大学实施其战略计划，并执行该大学最高
理事会批准的2019-2023新计划，其中明确了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
科学机构的愿景、使命和战略目标。

愿景：第一个培养阿拉伯领导人和安全领域专家的机构。

使命：通过在阿拉伯世界提供杰出的研究生学习、培训和科学研
究方案，培养专门的安全干部。

价值观：阿拉伯特性：在我们所有的业务中关身份 注整个阿拉
伯世界。

受益者：我們所有的工作倾听并回应利益相关者、学生和合作伙
伴的要求。

创新：寻求应用创新培训、教育和研究方法。

承诺和效率：努力在大学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中实现我们的抱负
和计划。

质量：在培训、研究生学习和科学研究中应用最高水平的质量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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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和实践
纳伊夫阿拉伯安全科学大学的组织机构由以下部分组成：

1）大学教务处

它的任务是监督各学院，并通过制定和更新学术课程的内容和
学习时间，以及发展与安全科学有关的专业，努力制定研究生
课程，培养安全和司法领域的专业干部。与之相关的学院、中心

和部门，指导他们实现其目
标。

该机构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刑事司法学院，包括：

  刑法系

 法医科学系。

 警察科学系。

 安全管理系。
2- 犯罪科学学院包括：

 犯罪预防系

 犯罪学系

3-语言中心

4-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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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学科学研究机构

该机构开展了一系列任务，其中最突出的是监测定期威胁和安全
及社会现象，为其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促进刑事司法领域的研究，
指定预测和预报的方法，强调并研究其科学原因。丰富科学安全研究
和阿拉伯安全图书馆，更新模式，考虑科研中心的制度和标准，并与
阿拉伯安全战略的要求互动。

并隶属于大学科研机构：
1-安全研究中心。
2-科学期刊部。
3-科學課程管理
4-安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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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学培训机构

它是专门设计和执行培训方案的机构，根据阿拉伯安全服务和民
间及经济机构工作人员的需要，帮助提高他们的效率，以便在阿拉伯
安全进程中形成有影响力的积极要素。

该机构为阿拉伯国家属千名安全、刑事司法、媒体和专家的培训
做出了贡献。

该机构包括：
1-业务发展部。
2-培训项目设计部。
3-培训业务部。
4-管理培训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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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学对外关系局
它旨在加强大学在当地、阿拉伯和国际上的作用和地位，发挥其

作为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机构的作用，并建立、管理和发展阿拉伯
和国际联盟的关系和伙伴。除了执行大学的年度工作计划，科学活动
和大学根据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批准的阿拉伯战略和安全计划开
展的活动。保留大學的身份
该机构包括：

  协议管理
  伙伴关系和国际合作部
  媒体和数字通信中心
  大学投资部
  阿拉伯理事会的管理和关系
  活动管理

国际合作与伙伴关系
意识到加强国际合作对服务与安全稳定、打击犯罪、实现刑事司

法的重要性，学校非常重视记录与国际组织、科研机构、研究中心、学
术机构和国际机构的科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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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大学在国际上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它不断努力从世界各国在
其专业领域的先锋活动和经验中提供最新的科学知识和专长。通过
谅解和合作备忘录，打开沟通渠道，加强与大学，科研机构，中心和
组织的联系，迄今已达到超过(120)多个备忘录。除了参加各方组织
的科学活动，交换科学出版物和期刊，工作设计，技术和教育手段，
交流科学专业知识和咨询。还有为共同的信息和目标建立科学合作
的视野；服务和资助共同利益的研究。通过这些备忘录，该大学与各
机构，包括联合国及其区域和阿拉伯学术和国际机构，以及阿拉伯和
伊斯兰社会，在犯罪预防和实现刑事司法领域寻求支持科技合作。在
全面安全领域，这种国际合作也为联盟提供了在刑事司法领域做出
阿拉伯巨大贡献的机会。它能够从世界各地的经验和先进技术中受
益。

在此应当指出，该大学是国际大学联合会的成员，该大学与国际
大学和机构联合会下的机构合作，在该大学各学院及其科学中心和
部门组织了许多方案和科学与培训活动。

11



12

该大学还被选为国际刑警组织及战略事务咨询小组成员，是阿拉
伯和伊斯兰世界唯一拥有这一成员资格的机构，这反映了这一阿拉
伯科学殿堂在国际上的权威科学地位。

该大学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签订了联合谅解备忘
录，目的是加强合作，交流经验和信息。

2020年，这一战略合作达到高潮，纳伊夫阿拉伯安全科学大学被
国际刑警组织国际学院承认，该学院是一个包括法律准备和执行合
併 教育机构的网络。2019年，该大学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国际移民组织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氣候

该大学也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和犯罪预防网络(13)全球忠心之一，
这个网络除了一些中心外，还包括联合国国际犯罪预防中心、纳伊夫
阿拉伯安全科学大学和世界各地的一些区域机构。建立这个网络是
为了协助联合国刑事司法和犯罪预防方案，因为这个区域机构集团
提供各种服务，包括信息交流、研究、培训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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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和“网络犯罪和数字证据”中心
公元2021年3月3日（对应于伊斯兰历1442年7月19日），大学最高

委员会在其第47次会议上发布了第2/47/4/412号和第2/47/5/413号
决议，决定建立以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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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纳伊夫阿拉伯安全科学大学的网络犯罪和数字证据中心
该中心通过支持和准备性研究、开发学术和培训项目，力求成为

第一个增强阿拉伯国家在网络犯罪和数字证据领域能力的阿拉伯机
构，并成为网络犯罪和数字取证领域的可靠机构，提供优质的社会咨
询和认知服务，并提供现代化的技术环境，帮助找到最突出的数字安
全挑战方面的解决方案。

该中心提供以下四个领域的培训：多媒体数字取证、网络数字取
证、计算机数字取证、移动电话和无人机数字取证。

该中心旨在向受训人员传授数字证据领域所需的技能，使他们能
收集、获取和保存证据、分析证据，并根据国际最佳做法编写技术报
告。能够运用在工作中获得的技能，以发现数字证据以及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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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纳伊夫阿拉伯安全科学大学道路交通安全中心
该中心旨在制定和实施阿拉伯国家交通安全所有领域的更新和

能力发展综合方案，以减少交通事故和伤亡。
此外，该中心还提供培训方案，以提高阿拉伯国家交通部门和有

关当局工作人员的能力，并提供一个研究平台，与该领域著名的国际
研究中心合作开展应用研究，还通过宣传信息和交通意识宣传活动
加强社区参与。

该中心在一组专家的监督下编制了一套科学材料，提供了一系列
证书项目，旨在采用一套全面的分析和培训方法来提高交通部门工
作人员、交通和交通事故领域的专家以及运营中心所需的技术和技
能。

这些项目包括：
1-  交通事故调查证书项目。
2-   利用现代技术提高交通安全证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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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中心还提供以下研究项目：
 加强阿拉伯国家交通安全”项目

 道路交通控制系统的“现代技术和人工智能”项目（智能城市和
自动驾驶车辆）

 地铁列车网络挑战/公共交通运输项目安全挑战”项目

该中心提供许多交通安全及相关领域的专业培训课程。这些课程
旨在培养交通安全领域称职的阿拉伯干部，使他们在利用现代技术
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方面具有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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