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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政治动态】印度国大党指责政府造成物价上涨 

印度国大党 11 月 4 日称，政府的错误政策导致食用油价格飙升，此事也抑制了节日气

氛。国大党发言人 Supriya Shrinate 表示，印度人民对于洋葱、土豆和西红柿的价格上涨已

经不堪重负，现在甚至食用油价格也在飙升。“食用油价格飞涨的原因是中央政府的失误，”

Shrinate 在一次媒体采访会上说。她表示，芥菜油比起去年市价的 80 卢布每升已经上升到

120 卢布;葵花油也从 77 卢布上升到 110 卢布每升；花生油则从 99 卢布涨到了 135 卢布每

升。 

“在印度，每顿饭都会用油。所以无论贫富，对于油的需求是最基本的，政府不能让人

民负担不起基本商品，”Shrinate 说。另外她声称，穷人正面临“双重打击”，因为在封锁期

间，在基本食品价格飙升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失业和工资削减的情况。与此对应，前国大党

主席拉胡尔·甘地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中表态，莫迪政府对物价上涨“负有全部责任”。 

——编译自 11 月 05 日 The Hindu 

 

【经济动态】印度政府数据：印度 10 月份出口下滑 5.4%，至 248.2 亿美元 

印度政府 11 月 3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石油产品、宝石、珠宝和皮革等行业的出货

量下降，印度 10 月份出口下降 5.4%，至 248.2 亿美元。2020-21 年 4—10 月的出口额为

150.07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9.05%。 

“2020 年 10 月，印度的商品出口为 248.2 亿美元，相比之下，2019 年 10 月为 262.3 亿

美元，下降了 5.4%,” 印度商工部在一份声明中说，“10 月份进口也下降了 11.56%，至 336

亿美元。因此，印度在 2020 年 10 月的经济变为一个净进口国的状态，”报告补充说。 

——编译 11 月 03 日 The Hindu 

 

【国际关系】印度外交秘书哈什·瓦尔德汉·席林格拉在德访问 强调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及与德在印太问题上的联合战略 

在席林格拉欧洲三国访问的第二站德国，他表示印度“对法国最近发生的恐怖袭击感到

震惊”，这些是对“我们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和言论自由”的威胁，并强调印度和德国以及欧

洲其他国家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共同利益。 

印度也支持德国转向印太地区的外交政策，并对柏林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表示欢

迎。德国政府在 2020 年早些时候宣布了其“印太战略”，此举显示出对这个概念更大的兴

趣。此外，席林格拉也会见了德国高级外交官，并与智库进行了交流。 

——综合摘编自 11 月 02 日 The Hindu、ZEE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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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态】印度两姐妹用凉鞋暴打地方官 因其经常电话骚扰姐姐 

印度一名地方官员 1 日下午因“性骚扰”被一对姐妹暴打的视频在该国社交媒体上疯传。

据报道，被控“性骚扰”的米什拉现年 42 岁，目前担任印度反对党国大党在北方邦贾劳恩县

(Jalaun District)的地区主席。据称，他是因为经常电话骚扰两姐妹中的姐姐而被殴打。 

在这段广为流传的视频中，两姐妹用凉鞋打米什拉，并撕破他的衬衫，质问他是否还会

再犯。随后，米什拉一边向她们行触脚礼，一边恳求二人放过自己。当地警方透露，他们已

就米什拉性骚扰一事立案。针对此事，北方邦国大党主席拉鲁表示，该党纪律委员会已成立

一个五人调查组。姐妹俩称，曾向拉鲁投诉过米什拉，拉鲁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拉鲁否认

曾收到投诉，他认为性骚扰一事“与政治有很大关系”，该女子此前曾担任国大党地区秘书一

职，但近期被米什拉撤职。 

——综合摘编自 11 月 02 日 The Indian Express 

 

【社会动态】印度政客发表性别歧视言论 遭舆论抨击后道歉 

日前，印度喀拉拉邦议会领袖语出惊人，声称“如果一名女性被强奸，有自尊的话都会

去死”。该言论遭到印度舆论猛烈抨击。据报道，印度时间 11 月 1 日，印度喀拉拉邦议会

领袖穆拉帕里·拉马钱德兰(Mullappally Ramachandran)在特里凡得琅（Trivandrum）发表了这

段骇人的言论，随后消息迅速登上媒体头条。 

拉马钱德兰的言论针对的是一名印度女性，该女子近日曾指控遭到邦议会领导人强奸。

拉马钱德兰还指，该女子爆料被强奸一事不过是在玩弄政治。拉马钱德兰的言论一出，很快

遭到舆论谴责。喀拉拉邦妇女和儿童发展部部长莎伊拉贾(Shailaja)批评，对于这样的高级政

客来说，其言论“危险”且“不恰当”。 

事发后，拉马钱德兰很快对自己带有性别歧视的表态予以道歉，并称“如果这些言论被

认为是针对特定人群，我表示遗憾，如果这些言论在某些方面被误解为反对妇女，那是不对

的。” 

——编译自 11 月 02 日 The Hindu 

 

巴基斯坦 

【政治动态】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负责人表达对努力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信心 

巴基斯坦时间 11 月 5 日，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负责人拉贾·法鲁克·海德尔表达了对解决

克什米尔问题而进行努力的信心。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说，法鲁克在办公室会见了担当国家安

全顾问及巴基斯坦国家安全司和战略政策规划的助理——Moeed Yousuf 博士。声明还说，

两位政要就克什米尔及印度在该地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 

——编译自 11 月 05 日 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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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动态】巴基斯坦在近四个月内出口额增加、进口额下降，贸易逆差减少 1.88 个百分

点 

根据巴基斯坦统计局(PBS)11月 4日发布的最新数据，7-10月(2020-21年)的赤字为 75.77

亿美元，相比之下，7-10 月(2019-20 年)的赤字为 77.22 亿美元，今年同期下降了 1.88%。 

据统计，巴基斯坦进口额下降了 0.79%，从去年的 152.51 亿美元下降到今年的 151.31

亿美元；与此同时，出口同比增长 3.07%，从 2019 年 10 月的 20.19 亿美元增长到 2020 年

10 月的 20.81 亿美元。从月环比来看，2020 年 10 月比 2020 年 9 月，巴基斯坦出口百分比

增长了 10.16%；同时，2020 年 10 月巴方的进口额比 9 月的 43.21 亿美元下降了 11.59%。 

——编译自 11 月 04 日 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 

 

【国际关系】巴总理称要赋予克什米尔部分地区临时省地位，印度表示不满 

据路透社 2 日报道，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此前一天表示，巴政府将赋予克什米尔部

分地区临时省的地位。此举引发印度不满。 

报道称，伊姆兰·汗指的是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它位于克什米尔地区北部，是巴基斯

坦与中国唯一的陆上连接通道。路透社 2 日报道称，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处战略要地，

人口约 120 万，是中巴经济走廊基础设施发展计划的核心。如果最终敲定，吉尔吉特-巴尔

蒂斯坦将成为巴基斯坦的第五个省。不过最终落实巴总理的决定则需要修改宪法。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斯里瓦斯塔瓦表示，新德里坚决反对巴方对“印度部分领土进行实质

性改变”。他表示，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被巴基斯坦“非法强行占领”。印方要求巴基斯坦立

即撤出其“非法占领”下的所有地区。巴外交部拒绝接受印度“不负责任和毫无根据”的批评。 

去年，印度宣布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自治地位，激怒了巴基斯坦。据报道，虽然巴

基斯坦官员没有把印度此前的行动和巴总理的决定联系起来，但巴基斯坦的行动很可能被

两国视为部分针锋相对的回应。 

——综合摘编自 11 月 02 日 Reuters 

 

【国际关系】巴基斯坦、波西尼亚就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达成一致意见 

11 月 4 日至 5 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轮值主席塞菲克·扎费罗维奇(Sefik Dzaferovic)

对巴基斯坦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正式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领导人举行了一对一会谈

和代表团会谈。 

11 月 4 日伊姆兰·汗总理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轮值主席塞菲克·扎费罗维奇就进一

步深化各领域的相互合作达成一致意见，特别是在经济、贸易、投资、科技、国防工业、教

育和文化等领域，且达成了协议，并就双边关系的整个方面交换了意见。 

——编译自 11 月 04 日 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 

 

https://search.cctv.com/link_p.php?targetpage=https://news.cctv.com/2020/11/03/ARTIEZVvYXRbm7GfDYrzmC5d201103.shtml&point=web_normal&ref=https%3A%2F%2Fsearch.cctv.com%2Fsearch.php%3Fqtext%3D%E5%8D%B0%E5%BA%A6%26type%3Dweb%26sort%3Ddate%26vtime%3D%26datepid%3D1%26channel%3D%26page%3D2


 

 

区域动态 总第四期（2020 年 11 月上） 

5 

 

【国际关系】中国新任驻巴大使向巴总统递交国书 

2020 年 11 月 3 日，新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农融向巴总统阿尔维递交国书。双方并就中巴

关系进行了亲切友好交谈。农表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友谊始终牢不可破、

坚如磐石，两国合作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中国发展将更好惠及巴基斯坦等周边友好国家，

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建设好中巴经济走廊、深入开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特别是抗疫合作，造福

两国人民，共同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阿尔维总统请农大使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衷心感谢和诚挚问候，热烈欢迎农大使来巴

履新。巴本届政府积极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高度赞赏中国发展为世界和地区带来重

要机遇。巴方将坚定不移推进两国关系发展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共同造福两国和本地区人

民。另，农大使于 10 月 22 日晚抵巴履新。 

——综合摘编自 11 月 03 日 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中国外交部 

 

【社会动态】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首席部长呼吁对警察进行现代化培训 

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首席部长马哈茂德·坎强调对警察进行现代培训的重要性，以专业

地履行职责。在谈到莫赫曼德地区训练不足的警察人员时，他说，保护生命和财产是警察部

队的首要任务。同时表示政府确实正在使用较多的资源来培训省级警察成为一支专业部队。

马哈茂德·坎强也感谢了巴基斯坦军队对合并地区的警察进行的特殊训练。稍后，马哈茂德

同时为该地区的一所耗资 2200 万卢比的小学举行了落成典礼。 

——编译自 11 月 03 日 Ppinews Agency 

 

斯里兰卡 

【经济动态】斯里兰卡茶叶产量下降，但 10 月份全国茶叶销量平均上升 

斯里兰卡 10 月份全国茶叶平均销量较上月激增 24.37 卢比，尽管产量有所下降，但销

量有所增长。2020 年平均总销售额为 643.70 卢比，相比 2019 年 10 月止的平均销售额为

525.43 卢比，年环比同比增长 118.27 卢比(YoY)。同月高程分析显示，与 2020 年 9 月相比，

高生长量月环比(MoM)增加了 44.42 卢比。 

2020 年 10 月的平均值为 568.14 卢比，增长了 30.10 卢比。与 2019 年 10 月的平均值

438.32 相比，这一数字同比大幅增长了 129.82。2020 年 10 月，低生长品种总数为 678.26 卢

比，比 2020 年 9 月增长 16.65 卢比。与 2019 年 10 月的 561.90 卢比相比，平均年增长率为

116.36 卢比。 

——编译自 11 月 06 日 Daily Mirror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RLNS_zh-CNUS917US917&sxsrf=ALeKk014D3PvpyV1Ydu7KGT7LJ5D0f1WHQ:1604565434702&q=%E5%BC%80%E4%BC%AF%E5%B0%94-%E6%99%AE%E8%B5%AB%E5%9B%BE%E8%B5%AB%E7%93%A6%E7%9C%81+%E9%A9%AC%E5%93%88%E8%8C%82%E5%BE%B7%C2%B7%E5%9D%8E&stick=H4sIAAAAAAAAAONgVuLVT9c3NEyzKDA2N0svecRowS3w8sc9YSn9SWtOXmPU5OIKzsgvd80rySypFJLmYoOyBKX4uVB18ixi1Xu6p-HJnvVPN0zRfTZz3Yutq5_O3gckn09e9nxOo8LLlWueTu540dP0dN_2Q9ufzu0DABA1SAB9AAAA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RLNS_zh-CNUS917US917&sxsrf=ALeKk014D3PvpyV1Ydu7KGT7LJ5D0f1WHQ:1604565434702&q=%E5%BC%80%E4%BC%AF%E5%B0%94-%E6%99%AE%E8%B5%AB%E5%9B%BE%E8%B5%AB%E7%93%A6%E7%9C%81+%E9%A9%AC%E5%93%88%E8%8C%82%E5%BE%B7%C2%B7%E5%9D%8E&stick=H4sIAAAAAAAAAONgVuLVT9c3NEyzKDA2N0svecRowS3w8sc9YSn9SWtOXmPU5OIKzsgvd80rySypFJLmYoOyBKX4uVB18ixi1Xu6p-HJnvVPN0zRfTZz3Yutq5_O3gckn09e9nxOo8LLlWueTu540dP0dN_2Q9ufzu0DABA1SAB9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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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动态】由锡兰商会(CCC)举办的斯里兰卡经济峰会将改为线上形式举行 

由锡兰商会(CCC)组织的 2020 年斯里兰卡经济峰会(SLES)因为全球新冠疫情影响，将

首次作为线上活动举办。经济峰会定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和 2 日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与

会者聚集在一个在线平台上，讨论“腾飞计划：推动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复苏”的主题。为期两

天的线上会议将汇集关键决策者、商界领袖以及国际顶级思想领袖的意见，以确定制定“腾

飞计划”的步骤。 

锡兰商会表示，该主题反映了新冠疫情后经济复苏的必要性，并将重点放在推动以人为

中心的经济复苏的关键杠杆上。几次会议将与主题挂钩，讨论私营部门和治理机制在推动经

济复苏方面的作用，目前计划将重点放在农业和旅游业等部门的深度会议上。另外当地工业

和制造业也将是重点，以便利用当地资源提高增值。“2020 年斯里兰卡经济峰会还将探索

利用技术在推动经济复苏方面的作用。与会者还将能够更好地了解当地和全球经济复苏方

面的政策选择和前景。” 

——编译自 11 月 06 日 Daily Mirror 

 

【社会动态】斯里兰卡政府将购买 30 万吨稻谷 

印度农业部长 Mahindananda Aluthgamage 称，在下一季水稻收获时，水稻市场部门将购

买 30 万吨水稻，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水稻黑手党”行为影响水稻的正常销售。该部长表示，

这批库存购入后经过处理可以承担一个月的粮食需求。这将使政府有能力战胜水稻市场因

不当操作引起的浮动。 

“目前，我们只有 2 万吨。所以我们计划以每公斤 50 卢比的价格购买 10%的马哈季节

（九月至次年三月）收成，农民每人也将获得两公顷稻田的化肥补贴。”该部长表示，因为

私商垄断了这个行业，让农民和消费者都陷入困境。“第三类中间商也出现了。他们从农民

那里购买稻谷并储存起来，然后把这些库存卖给工厂主，来获得巨大利润。” 

——编译自 11 月 06 日 Daily Mirror 

 

【社会动态】科伦坡试点项目：为拘留者提供在线电话服务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ICRC)驻科伦坡代表团官方表示将在未来几周支持一个试点项目，即

为在押人员提供在线电话服务。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实施行政限制的情况下，这个

项目将为在押人员提供与他们的亲人保持联系的方式。” 

委员会另表示，自 2020 年 3 月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与斯里兰卡卫生部协调，

支持当局对于拘留相关场所的新冠疫情风险控制。委员会为当局提供了保健卫生用品和消

毒材料，使 23 座监狱、一所监狱医院、5 个警察局和 Mirihana 移民拘留中心的近 33000 人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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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委员会还向监狱部捐赠了布料和配件，为被拘留者制作可重复使用的口罩。目前

已经生产了 3 万多个可重复使用的口罩，逐渐达到最初计划的 4 万个口罩总数。 

——编译自 11 月 06 日 Daily Mirror 

 

马尔代夫 

【政治动态】马尔代夫通过议会投票决定发放居民签证 

2020 年 11 月 8 日，马方议会通过了移民法案修正案，允许外国人获得居留签证。国家

安全和外交关系委员会在研究了议会代表阿卜杜勒·穆格尼提交的修正案后，以 52 名成员的

多数票通过。 

根据 11 月 9 日通过的修正案，在马尔代夫注册和经营的企业的股东和合伙人可以根据

企业注册的官方规定，为自己和家人获得企业常驻签证。根据议会委员会的报告，公司居民

签证将在两种情况下发放。想要获得此签证的人必须在马尔代夫投资 25 万美元，或者在马

尔代夫银行的定期存款账户中保存 5 年。 

然而，一些执政党成员反对此修订案。马尔代夫民主党(MDP)议会马法努中央选区代表

拉希德(Ibrahim Rasheed)对当地媒体 Mihaaru 说，在马尔代夫保留一些资金并不能算是外国

资本投资。并且仅以 25 万美元的价格出售公寓并不能帮助马尔代夫人获得经济利益、机会、

发展或生产力。 

除了公司居留签证，修正案还为马尔代夫公民的配偶提供婚姻签证，每五年更新一次。

11 月 9 日通过的报告规定，相关部门必须在议会批准后 14 天内起草有关移民法案修正案的

规章制度。根据现行法律，居民签证只授予在马尔代夫投资至少 5000 万美元的人。 

——编译自 11 月 10 日 The Edition 

 

【国际关系】印度将支持马尔代夫外交部长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 

印度外交秘书哈什·瓦尔德汉·席林格拉 9 日宣布，印度将支持马尔代夫外交部长阿卜杜

拉·沙希德竞选联合国大会主席。印度外长应马尔代夫外交秘书穆罕默德的邀请，在对马尔

代夫进行正式访问期间礼节性会见了沙希德部长，并发表了上述声明。 

马尔代夫于2020年4月首次宣布，该国开始致力于争取联合国成员国对其意愿的支持。

虽然马尔代夫早已宣布将角逐这一职位，但这次是政府首次公开声明将沙希德部长确认为

候选人。 

申请联合国大会主席是易卜拉欣·穆罕默德·萨利赫总统的外交政策，旨在加强马尔代夫

在国际舞台上的联系和影响力。2019 年 2 月，马尔代夫还公开了其在 2023-2025 年对于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成员国的竞选意愿。 

——编译自 11 月 09 日 The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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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 

【经济动态】孟加拉国服装业在新冠疫情期间未能实现出口量复兴 

孟加拉国在疫情持续的几个月时间内，服装行业的出口在 8 月和 9 月出现过增长，但在

10 月又回到了负增长。据出口商表示，产品价格下降而生产成本上升对该行业造成了冲击。

并表示，与去年同期相比，11 月和 12 月的新订单也有所下降。 

孟加拉国服装制造商和出口商协会(BGMEA)主席鲁巴纳·胡克(Rubana Huq)表示：”我们

当然很担心，我们必须谨慎观察接下来的形势。“ 2018-2019 年，孟加拉国出口服装价值 340

亿美元，约占出口总收入的 84%。分析师称，在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帮助下，该行业开始好

转来减轻疫情带来的打击，并试着重新启动经济。分析人士说，由于该行业现在面临着更多

新的挑战，当局应该设计一个新的计划来评估之前的举措。 

——编译自 11 月 11 日 BD News24.com 

 

尼泊尔 

【国际关系】尼泊尔与中国就珠穆朗玛峰测量高度达成共识 

尼泊尔和中国官员已就公布珠穆朗玛峰的官方高度达成共识，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这一

共识不仅为双方宣布世界最高峰的“新高度”铺平了道路，也结束了一场持续了 15 年的争论，

即到底是把“雪高”还是“岩石高度”作为官方高度。 

根据测量部门的资料，珠穆朗玛峰的高度过去曾由来自印度、美国和欧洲的测量员在不

同的日期测量过。再次测量是因为有迹象表明，2015 年的地震可能改变了珠峰的高度。尼

泊尔的勘测部门在这项努力中投入了 130 万美元，与 6 家国际公司合作。 

2005 年，一支中国考察队前往珠峰重新测量其高度，报告称珠峰高度为 8844.43 米

（29017.16 英尺）。中国有关部门表示，他们只测量了积雪覆盖层以下土地的高度，因为积

雪覆盖层一直在变化。但尼泊尔当局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世界公认的珠穆朗玛峰高度

为 8848 米（29928 英尺）。“在中国把珠穆朗玛峰缩小了近 4 米之后，我们拒绝承认岩石

高度作为最终高度，”2005 年担任调查部门总干事的托亚纳特·巴拉尔(Toyanath Baral)告诉

记者。 

“现在中国也同意了这一点。但尚不清楚珠峰的岩石高度是否也会公布，”参与测量过

程的一名高级官员告知记者。中国大使馆发言人也表示，联合声明预计很快就会发布。“我

们将很快联合宣布积雪高度，”他说，“双方正就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 

——编译自 11 月 12 日 kathmandu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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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 

【国际关系】亚洲开发银行和不丹:展望未来 40 年的发展历程 

不丹和亚洲开发银行准备于 2022 年庆祝建立 40 年伙伴关系，并实施“不丹 2019-2023

年战略伙伴国家措施”，同时，亚行的《发展有效性简报》回顾了过去 5 年双方取得的一些

重大成就。 

亚行是不丹最大的多边发展伙伴。2020 年 2 月，亚行对该国的承诺总额达到 9.2712 亿

美元，涉及 200 个项目和技术援助倡议。除了支持能力建设和政策对话以改善财务管理和支

持良好治理的非实物干预措施外，实物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水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

及服务方面。 

尽管从 1998 年到 2018 年，不丹的经济一直以平均每年 7%的速度增长，但该国的经济

增长一直“狭隘地由水力发电行业推动，并向单一贸易伙伴倾斜”，迫切要求其经济多样化。

为此目的，亚行对不丹的支持旨在使其经济转型的利益惠及全体人口，这与该国的发展愿景

密切一致。 

——编译自 11 月 11 日 Kuensel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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