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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政治动态】印度农业部长“写信”向农民解释新农业法案中的“误解”，总理莫迪转发支持 

12 月 17 日，印度农业部长纳伦德拉·辛格·托马尔 (Narendra Singh Tomar) 亲自写信并

上传推特，向农民群体解释围绕政府新农业法案中的“误解”。印度总理莫迪转发了托马尔的

推文并鼓励尽可能多的大众来了解其中的内容。 

引发印度农民抗议的其中一项原因是新法案中缺乏对“最低支持价格”(MSP) 的明确规

定。托马尔在信中解释道，“最低支持价格”体系将继续存在，且政府将出台相应书面文件来

保障。此外，托马尔声称，三项新法案获得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只是在德里及其周边地区，

某些社会团体正在政府和农民之间建立“谎言之墙”，且制造骚乱。 

托马尔用印地语写道:“作为印度农业部长，我应当让这个国家的农民都摆脱紧张情绪。”

他在信中同时肯定表态，“‘最低支持价格’体系与‘农产品市场委员会’市场将继续存在。” 

——编译自 12 月 17 日 The Quint 

 

【政治动态】拉胡尔·甘地抨击印度总理莫迪“违背农民意愿” 

12 月 18 日，拉胡尔·甘地发布推文指责印度总理莫迪“未改正其违背农民意愿的习惯”，

作为对莫迪向中央邦农民发表线上讲话一事的表态。甘地写道:“莫迪再一次违背了农民的意

愿。听取农民的声音，撤销争议性法案！” 

随后，印度国大党秘书长拉迪普·苏吉瓦拉 (Randeep Surjewala) 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政

府的新农业法案为“Kaale Kanoon（黑暗之法）”，并敦促总理莫迪“停止欺骗农民的行为”。

苏吉瓦拉认为莫迪政府自上台以来，过多的忽视了农民的需求与利益。 

截至 12 月 18 日，农民与政府进行了五轮谈判，意见尚未达成一致。目前，印度农民一

致要求彻底废除三项争议性新农业法案。 

——编译自 12 月 18 日 The Quint 

 

【经济动态】印度工业联合会建议财政部：加快推出基础设施项目并安排招标 

12 月 21 日，印度工业联合会 (CII) 向印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 (Nirmala 

Sitharaman) 建议，政府须加快推出基础设施项目来向众多开发商进行招标，以便扩大资本

支出分配来刺激经济。 

尽管印度工业整体主张在 2021—22 年实现更高的财政赤字目标，并将 GDP 的 1%用于

基础设施公共支出，但“目前并未有足够的基础设施项目来支持招标活动，只能将接下来几

年内的项目统一提前至下一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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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提交 2021—22 年联邦预算之前，印度工业联合会在其与基础

设施及能源领域的专家磋商会上提出了以上建议。 

——编译自 12 月 21 日 The Hindu 

 

【国际关系】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授予印度总理莫迪“功绩勋章” 

12 月 21 日，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授予印度总理莫迪“功绩勋章”（Legion of Merit）以表

彰他在推动印美关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此次，该奖项还同时颁发给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及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 (Robert O’Brien) 发

布推文写道：“特朗普总统授予印度莫迪总理功绩勋章，表彰他在提升美印战略伙伴关系方

面所发挥的指引作用。”该奖项由印度驻美大使塔兰吉特·辛格·桑杜 (Taranjit Singh Sandhu) 

代领。 

莫迪同时在推文上表示自己“深感荣幸”，并肯定了印美两国执政党对于提升双边关系所

达成的共识。他表示:“这个奖项认可了印度和美国人民为改善双边关系所做的努力，这反映

在两国就印美战略伙伴关系达成的两党共识上。”特朗普执政期间，印美关系在贸易等方面

遇到了挑战，但安全关系在过去四年得到了持续性的发展。 

——编译自 12 月 22 日 The Hindu 

 

【社会动态】印度农民将接力绝食以抗议争议性农业法案 

12 月 20 日，农民联合会决定针对争议性农业法案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并宣布他们将

从周一（12.21）开始接力绝食。该行动将由农民联盟选出的 11 人作为代表率先开展绝食抗

议，继而陆续在全国抗议地点接力进行。 

截至 12 月 21 日，农民在首都边界地区的抗议活动已维持 26 天，期间经受高压水枪、

催泪瓦斯及寒流等影响。农民联合会领导人还鼓励大众在 12 月 23 日当天禁食来庆祝印度

农民日（即国际农民日）。“在农民日当天，因为国家对农民的争议性立场，农民将持续绝

食行动。同时，我鼓励所有人在当天加入农民的禁食行列，与为国家提供食物的人站在一起。”

印度北方邦农民联盟领导人拉杰希·提凯特（Rakesh Tikait）呼吁到。 

印度农民联盟发言人补充道：“所有农民联盟的领导人都将去寻求印度全国民主联盟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的支持，来迫使政府撤回争议性法案”，同时表态若存在不支

持农民联盟的民主联盟成员，农民将一同进行抵制。 

12 月 20 日，全国各地的农民通过哀悼、游行等不同方式向在抗议活动中丧生的农民同

胞表示敬意。 

——综合摘编自 12 月 21 日 The Q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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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政治动态】巴基斯坦新闻部长希布里·法拉兹表示：政府将致力于推行奖惩政策 

12 月 22 日，巴基斯坦新闻部长希布里·法拉兹 (Shibli Faraz) 表示，巴基斯坦正义运动

党 (PTI) 政府将致力于推行奖惩政策，以提升该国各机构部门职能。他在接受一家私人采访

时表示，现任政府过去几年一直在努力查找国内糖、石油及相关产品出现市场危机背后的因

素。“因此”，他补充说，“巴基斯坦国内迫切需要形成且实施自我问责机制来改善体系内

的问题。” 

关于糖和石油问题调查的进展，部长法拉兹表示，政府对于黑市糖贩的调查起到了决定

性的作用；并补充说对石油产品不当处理的调查也正在进行中，将在三到四天内公开其内容。 

——编译自 12 月 22 日 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 

 

【政治动态】12 月 30 日将召开参议院会议 

12月16日，参议院秘书处驳回了参议院副主席萨利姆•曼德维瓦拉 (Saleem Mandviwalla) 

提出的议程申请书，其内容为针对国家问责局官员的一项特权动议和两项针对国家问责局

的决议。12 月 21 日，反对党随即提交了一份更新的议程申请书。因此，将于 12 月 30 日召

开的参议院会议是反对派宣称将退出议会并将在伊斯兰堡举行游行后的首次会议。 

反对派一直要求召开参议院会议来讨论国家问责局的调查情况，且希望就巴基斯坦民

主运动党派的工人被捕事件、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选举及目前的电力和天然气问题进行讨

论。参议院反对派领导人拉贾·扎法鲁尔·哈克 (Raja Zafar-ul-Haq) 表示，对国家问责局问题

的讨论是后来提交给参议院秘书处修订议程中的首要问题。曼德维瓦拉积极推动参议院会

议的召开，旨在强烈指责国家问责局侵犯人权的问题，并誓言要将其列入国际组织黑名单。 

——编译自 12 月 23 日 Dawn 

 

【社会动态】巴基斯坦总理卫生事务特别助理表示：新冠疫苗将于 2021 年 3 月在巴基斯

坦上市 

12 月 22 日，巴基斯坦总理卫生事务特别助理 Faisal Sultan 博士表示，新冠疫苗将于明

年 3 月在巴基斯坦上市。他在接受私人采访时表示，疫苗接种将优先考虑卫生工作者和 65

岁以上的人群。 

Sultan 博士说:“我们正在与三家新冠疫苗研发公司接触”，且他对于第二波新冠疫情的

来袭评价道：“第二波疫情极其危险，并已出现全球性的影响”。他呼吁巴基斯坦公众严格按

照卫生标准规范个人行为，保护家庭成员免受疾病折磨。总理卫生事务特别助理仍表示，对

于新冠疫苗的采购，政府并未对公、私营部门采取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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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自 12 月 23 日 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 

 

斯里兰卡 

【政治动态】统一人民力量党（SJB）指责政府签发四张新酒类生产许可证 

12 月 23 日，统一人民力量党 (SJB) 指责政府部门向相关人员许可发放四张新酒类生

产许可证，认为此举违反总理马欣达·拉贾帕克萨 (Mahinda Rajapaksa) 设立的禁酒相关政策。 

统一人民力量党 (SJB) 议员 Thushara Indunila Amarasena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政府若

许可此四张酒类许可证的发放来允许大规模酒类生产，则明显违背总理提出的“控制酒精”的

政策。他说，这四张许可证目前正处在财政部门的审批阶段，而马欣达总理正是批准此类文

件的最终决策人。Amarasena 表示:“我们强烈谴责政府通过其与酒类生产商的内部关系，许

可发放酒类生产许可证这一行为。通过获得生产许可证，这些生产商可以从中获利数十亿卢

比。” 

到目前为止，斯里兰卡税务部门已经颁发了 25 个酒类生产许可证，其中 5 个大型生产

商通过酒类生产活动为国家贡献了 95%的税收。 

——编译自 12 月 24 日 Daily Mirror 

 

【经济动态】斯里兰卡总统宣布实施第二阶段“Viru Abhiman”新冠保险 

12 月 22 日，斯里兰卡保险公司 (SLIC) 推出了新冠疫情特种保险，即“Viru Abhiman”

第二阶段保险，此保险同时符合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 (Gotabhaya Rajapaksa) 总统提出的

“繁荣与辉煌愿景”政策框架和“全民保险”概念。 

斯里兰卡保险公司主席 Jagath Wellawatta 将保险提案上交总统后，随后由戈塔巴雅总统

处转交至卫生部、公共服务部、省议会和地方政府、工业部、国防部、及斯里兰卡联合服装

协会。政府计划为所有公务员免费提供团体生命保险，包括中央政府、省级议会、地方政府

和三军组织的工作人员，及以特别补贴的形式覆盖私营部门的人员。以此为控制国内疫情而

付出努力和维持国家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工作人员提供基础生命保障。 

斯里兰卡保险公司表示，在该保险保障下，投保人因新冠病情去世将获 10 万卢比赔偿；

住院治疗则每天提供 1000 卢比补贴，ICU 为每天 2000 卢比补贴（最长 90 天）。 

——综合编译自 12 月 23 日 Daily Mirror 

 

【政治、社会动态】卫生部强调国内经济中心 (economic centres) 需做好新冠防疫工作 

12 月 24 日，斯里兰卡卫生部向全国经济中心所在商户及采购者拟定了一系列特别指导

方针。据卫生部表示，该指导方案由卫生部长 Pavithra wananniarachchi 拟定，并对全国 16

个经济中心生效。同日，卫生部与各经济中心负责人举行有关当前新冠疫情情况汇报的特殊

会议后，该方针随即决定实施。卫生部长 wananniarachchi 说：“大量商品正从全国各地运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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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心。因此，病毒有可能通过这些经济中心再次蔓延至全国。”她表示，必须立即采取

措施，确保活动在严格的卫生检查下进行。 

卫生部长要求各经济中心负责人需落实以下准则： 

每个经济中心制定各自方案，有效监管疫情；每处安排负责人监督实施；定期维护经济

中心设施；维持场所内卫生环境；引导场内人员保持距离；妥善处理场内垃圾；指示相关人

员进行 PCR 检测；为入场人员提供洗手、消毒设施等。 

——编译自 12 月 24 日 Daily Mirror 

 

【国际关系】联合国将支持斯里兰卡新冠疫苗的采购、分发和接种 

12 月 23 日，斯里兰卡总理马欣达·拉贾帕克萨与联合国驻地协调员 Hanaa Singer、世卫

组织代表 Razia Pendse 博士、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代表 Tim Sutton 进行多方会晤，期间联合

国方作出将支持斯里兰卡新冠疫苗的采购、分发和接种的承诺。 

Singer 表示:“我们将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全力支持斯里兰卡。”联合国代表团和斯里

兰卡官员一致认为，如此大规模的疫苗接种需要整个政府及多方协助采取行动，以确保斯里

兰卡落实疫苗工作。拉贾帕克萨总理表示:“众多国家已展现出第二波新冠疫情的征兆，疫苗

工作将十分紧迫。”Sutton 强调了提高公众意识及做好大众工作的重要性，同时 Pendse 博士

简要介绍了全球疫苗购买及接种形势，并强调因疫苗安全性、有效期等不确定因素，即使接

种疫苗后，仍强烈建议公众继续戴口罩、勤洗手及保持社交距离。 

——编译自 12 月 23 日 Lanka Business Online 

 

【社会动态】政府部署 9000 名警务人员在节日期间管制交通 

斯里兰卡警方表示，约 9000 名警察已被部署进行交通管制相关的工作，主要是逮捕酒

后驾驶及违反交通规则的司机。警方发言人 Ajith Rohana 表示，自 12 月 20 日至 12 月 25

日，5 天内已有 400 名醉驾司机被逮捕。他说，仅 12 月 24 日一天就有 5 人死于交通事故。

发言人仍提醒市民，在节日期间自行注意交通安全，因最近交通事故出现上升趋势，需引起

特别注意。 

 

马尔代夫 

【政治动态】萨利赫总统批准《青少年司法法案》第一修正案 

12 月 24 日，马尔代夫总统易卜拉欣·穆罕默德·萨利赫 (Ibrahim Mohamed Solih) 批准了

议会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通过的《青少年司法法案》第一修正案。 

第一修正案对法院的司法权力及青少年罪犯在调查和缓刑期间法院的职责起到了补充

作用。按照补充条例规定，青少年法庭将在初步调查阶段维持对涉及刑事犯罪的青少年的管

辖权，并将已定罪少年犯在缓刑期间的监督权转至青少年法庭的缓刑官。除此之外，缓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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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收集并汇编与少年犯相关的信息提交青少年法庭，其它相关执行机构需向缓刑官提供全

面的协助和支持。 

经总统批准后，《青少年司法法案》第一修正案现已在政府公报上公布。 

——编译自 12 月 25 日 The Edition 

 

【社会动态】ADK 医院揭幕马累国际机场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 

12 月 23 日，马尔代夫 ADK 医院与力士 (LUX*) 度假酒店及马尔代夫航空公司 (TMA)

合作，在马累国际机场 (VIA) 创立的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正式揭幕。揭幕仪式由马尔代夫

旅游部长 Abdulla Mausoom 博士主持。 

据 ADK 医院介绍，病毒检测将使用全自动的德国产罗氏机器进行。除开设实验室外，

ADK 医院也对检测费用进行了调整，其中当地人从 1200 卢菲亚降至 1000 卢菲亚，游客从

80 美元降至 70 美元。ADK 医院表示，新成立的实验室可提高 PCR 检测的效率，并将根据

渡轮码头的转运安排，同时测试从度假村和岛屿上收集的检测样本。 

根据马尔代夫健康保护局 (HPA) 的规定，所有入境马尔代夫的人员都必须在出发前接

受 PCR 检测。 

——编译自 12 月 24 日 The Edition 

 

孟加拉国 

【政治动态】Khurshid Alam 将续任孟加拉国卫生服务总局局长两年 

12 月 24 日，孟加拉国公共行政部发布了一项连任命令，政府再次任命胡尔希德·阿拉

姆（Abul Bashar Mohammad Khurshid Alam）教授为卫生服务总局局长，合同规定在他退休

后将续职两年。 

自 2020 年 7 月 23 日，前外科教授阿拉姆一直担任卫生服务总局局长。阿拉姆毕业于

萨利穆拉爵士医学院（SSMC），自 1984 年便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在他被任命卫生服务总

局局长之前，阿拉姆为库米拉医学院的外科主任，同时兼任巴里萨尔市及达卡多家医学院的

工作。 

——编译自 12 月 25 日 BD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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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 

【政治动态】针对巴格马蒂省首席部长的不信任投票，三名部长集体辞职 

12 月 25 日上午，来自尼泊尔共产党 (NCP) 的普拉昌达、马达夫·库马尔，同时作为省

议会重要成员，注册通过了由议会副议长、内政和法律部长贾姆卡特尔（Salikram Jamakattel）

提出的针对巴格马蒂省首席部长的不信任投票议案。据秘书处表示，省议会秘书处在会议前

已收到该不信任投票议案。 

省议会成员 Om Bahadur Glan 表示，目前已有 45 名成员签署了这项投票议案。与此同

时，内政和法律部长贾姆卡特尔、森林与环境部长 Arun Nepal 及社会发展部长杜拉尔

（Yubaraj Dulal）在首席部长面前集体辞职。 

——编译自 12 月 25 日 The Rising Nepal 

 

【经济动态】尼泊尔滥用职权调查委员会 (CIAA) 在 2019—20 财年对 1212 人提起腐败诉

讼 

尼泊尔滥用职权调查委员会 (CIAA) 在 2019—20 财政年度共对 1212 人提出 441 宗贪

污腐败指控。12 月 24 日，委员会提交至总统处的报告显示，在这一财政年度调查的贪污腐

败数额约为二十亿三千六百六十九万八千二百六十八卢比。 

委员会的诉讼名单包括三名前部长、九名特级公务员、355 名高级公务员、440 名助理、

70 名当选或提名的政府人员及 335 名中间人。委员会发言人阿迪卡里（Taranath Adhikari）

表示，在这段时间提起的诉讼中，有 153 起犯罪金额高达 10 万卢比的案件。阿迪卡里提到，

18 起非法收入诉讼中共挪用的金额就达到约十亿九千六百一十九万四千卢比。委员会的报

告指出，在 2019—20 财政年度，特别法庭已经裁决了 197 起相关案件，其中成功率达到

84.8%。 

——编译自 12 月 25 日 The Himalayan 

 

不丹 

【国际关系】不丹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 

12 月 12 日，不丹驻印度大使韦措普·纳姆耶尔与以色列驻印度大使罗恩·马勒卡在新德

里以色列大使馆就两国建交交换文件，不丹与以色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两国大使向媒体表示，外交关系的建立将在两国已有的密切关系之上为更长远的合作

开辟道路，进一步加强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两国盼望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共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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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两国人民，两位大使强调：“除了深化在经济、技术和农业发展等领域的合作，也要通过

旅游、文化交流的形式来增强人民之间的联系。”仪式结束后，两国外交部长互致贺电。 

两国联合声明称，两国建交将为两国在水资源管理、科技、人力资源开发、农业科学和

其他互利领域的合作开辟新的渠道。 

——编译自 12 月 14 日 Kuensel Online 

 

【社会动态】流感诊所的工作量激增 

不丹普那卡地区由于两例新冠病毒阳性确诊，使得患者治疗相关工作量大大增加。但除

阳性病患外，该地区的基本卫生服务和流感诊所服务工作量也相应激增。12 月 21 日，普纳

卡医院的流感诊所对 294 人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22 日，检测人数增至 800 多人。 

普纳卡医院主管古隆（Manish Raj Gurung）医生表示:“病毒检测区每天涌入过多人群，

让医院不堪重负。”他说，医院的所有单位都是流动性开放的，但值班的工作人员仍然较少

——除了流感诊所 4 人之外，还有监控小组的 15 人。这两个流动小组也为市民提供抗原检

测服务，23 日当天为约 50 人进行了检测。 

古隆医生还提到，往常若诊所的病例增加，邻近地区医疗队的专业医务人员将被召来协

助。但现在，由于所有地区的情况都不容乐观，医护人员都将坚守各自原岗位。 

——编译自 12 月 25 日 Kuensel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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