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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政治动态】印度政府组织成立“印度航天协会” 

10 月 11 日，印度总理莫迪在活动中宣布“印度航天协会”(ISpA) 正式成立。据悉，

“印度航天协会”代表了在航天和卫星技术方面具有先进技术、出色能力的本土及全球性公

司，创始成员包括 Bharti Airtel、Larsen & Toubro、OneWeb、Nelco 等技术领先的公司。“印

度航天协会”表示，它的目标是政策倡导，并与印度航天部门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和机

构）进行接洽，使印度在航天领域实现自主化。莫迪表示，“印度航天协会”的成立实现了

“政府推动、私营企业自主创新”的模式改革，同时重申了政府对良性改革的承诺与认真态

度。 

——编译自 10 月 11 日 The Hindu 

 

【国际关系】印度财政部长出访美国 

10 月 11 日，印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开始了对美为期一周的正式访问。印度

财政部门推文表示，正式访问期间，西塔拉曼将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联合年

度会议，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G20 FMCBG)，印美经济金融对话及其他相关投

资会议。在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西塔拉曼预计将会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Janet Yellen)。

此外，财政部长还将向包括大型养老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在内的投资者发表演讲，邀请相关

方协调参与印度经济发展。 

——编译自 10 月 11 日 The Hindu 

 

【国际关系】印度财政部长就印度新冠疫情防控发表讲话 

10 月 15 日，印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访美期间受邀参加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

会议并就印度新冠疫情防控情况发表了讲话。西塔拉曼指出，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印度不仅

以巨大的韧性和毅力抵御了新冠疫情危机，而且在全球抗击新冠病毒的斗争中提供了力所

能及的帮助。财政部长表示，印度经济正在快速复苏，政府在疫情期间及时采取了经济救助

措施，同时进行了重大的结构性改革，将危机转化为机遇，并将逐步加速国内经济增长。根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印度预计将在 2021 年成为增长最快的主要经

济体，2021 年将增长 9.5%，2022 年将增长 8.5%。 

——编译自 10 月 15 日 Indian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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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态】印度特伦甘纳邦约 250 万人未接种第二剂新冠疫苗 

近日，印度特伦甘纳邦公共卫生主任斯里尼瓦萨·拉奥 (G. Srinivasa Rao) 向媒体公布相

关数据并表示，该邦当前共有约 250 万人未接种第二剂新冠疫苗。其中，大多数人在接种完

成第一剂新冠疫苗并等待至规定间隔时间后，选择放弃接种第二剂新冠疫苗。公共卫生主任

表示，公布相关数据意在敦促符合条件的受益人尽快进行第二针剂的新冠疫苗接种。据悉，

250 万第一剂接种人群中，150 万人接种了阿斯利康疫苗，其余人群接种了 Covaxin 新冠疫

苗。其中，未接种第二针剂新冠疫苗人群大多来自该邦城市地区，海得拉巴约 50 万人选择

跳过第二剂疫苗接种。 

——综合编译自 10 月 12 日 The Hindu 

 

巴基斯坦 

【国际关系】巴基斯坦经济特区为中国投资者提供便利 

10 月 11 日，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在主持关于巴基斯坦经济特区 (SEZs) 的中国投

资者便利的会议时表示，巴基斯坦政府与相关部门将采取一切可行性措施提供土地、电力、

煤气连接，及更大力度的税收优惠，以吸引更多的中国公司在巴基斯坦投资，并在巴基斯坦

经济特区落户。伊姆兰·汗总理表示，巴基斯坦需要投资来加速本国的工业化进程，同时为

不断增长的巴基斯坦人口创造就业机会。据汇报，巴基斯坦的经济特区工作正在全面展开，

每个经济特区都开设了单窗口运行设施及中巴经济走廊管理局的便利中心，以集中高效的

解决潜在中国投资者的问题。据悉，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农融、中巴经济走廊事务总理特别

助理 Khalid Mansoor 及有关高级官员出席了会议。 

——编译自 10 月 11 日 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 

 

【国际关系】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将进一步加强经济联系 

10 月 11 日，沙特阿拉伯大使纳瓦夫 (Nawaf Bin Said Al-Malki) 与巴基斯坦财政和税收

部长塔林举行了电话会议。会议期间，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达成协议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之

间的经济和商业联系。根据巴基斯坦财政部发表声明表示，双方在会议中讨论了涉及共同利

益的问题，塔林部长强调，两国关系植根于两国人民之间几百年来的宗教、文化和商业联系，

并十分感谢沙特阿拉伯长久的支持。此外，财政部长进一步向大使表达了两国在农业和粮食

安全领域加强合作的可能性。纳瓦夫大使表示，沙特阿拉伯正在向外国开放投资，并强调两

国可增加不同领域的相互投资。 

——编译自 10 月 11 日 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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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旁遮普省省督对布鲁塞尔进行为期 4 天的访问 

10 月 11 日至 14 日，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省督萨瓦尔将对布鲁塞尔进行为期 4 天的正式

访问。11 日，萨瓦尔抵达布鲁塞尔时，巴基斯坦驻欧盟、比利时和卢森堡大使查希尔 (Zaheer 

A Janjua) 和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机场对萨瓦尔进行了迎接。据悉，在访问期间，

萨瓦尔将会见欧盟议会各政治派别的有影响力的成员，以及比利时议员。此外，他还将与驻

比利时的巴基斯坦社区成员和媒体进行互动。旁遮普省省督此访将推动巴基斯坦与欧盟双

方的密切磋商与合作进程。 

——编译自 10 月 11 日 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 

 

【政治动态】巴基斯坦政府大力推进农业改革 

10 月 15 日，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公开表示，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改革愿景将聚焦于

改善个体农户的生活状况，并优先解决该群体问题，并强调政府为农业社区服务就是在为巴

基斯坦服务。据悉，近期巴基斯坦政府支持建立了巴基斯坦公民门户网站 Kisaan，个体农户

可通过该平台向政府反映农业相关问题及政策反馈。总理办公室表示，针对农民群体提出的

问题及反馈，政府将全力支持并解决。总理表示，政府当前正专注于农业研究、水资源开发、

农产品生产革命等事项，并将在中国的帮助下，对农民群体提供农业技术培训及种子、化肥

和农业机械的购买补贴，进一步发展农村及农业经济。 

——编译自 10 月 15 日 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 

 

斯里兰卡 

【社会动态】政策研究所敦促改善雇员及雇主社会保障措施 

近日，斯里兰卡政策研究所负责人 Nisha Arunatilake 表示，由于新冠疫情对斯里兰卡劳

动力市场带来的巨大冲击，政府应迫切考虑改善和扩大雇员和雇主获得社会保障的途径及

措施。据悉，斯里兰卡政府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面向退休后群体，但由于新冠疫情的影

响，劳动力群体退休前社会保障及失业救济方面的重要性逐渐得到重视。此外，该负责人表

示，政府有必要提升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劳动力市场信息的透明度，以便让工人获得更多自主

权，为有限的劳动资源最大化拓宽途径。 

——编译自 10 月 16 日 Daily Mirror 

 

【国际关系】斯里兰卡外交部长与马来西亚高级专员举行会谈 

10 月 15 日，斯里兰卡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马来西亚驻科伦坡高级专员 Tan Yang Thai

对斯里兰卡外交部长佩雷斯进行了礼节性拜访，并就两国双边关系及多领域合作进行了会



 

 

区域动态 总第二十八期 2021 年第 21 期 

 

5 

谈。佩雷斯对马来西亚在数字化方面取得的进展及教育系统的发展表示了肯定与赞扬，并提

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应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并在数字化和教育领域进行合作。高级专

员也表示，希望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及空中连接能最大限度恢复，并进一步促进两国之间强

有力的民间交流。 

——编译自 10 月 15 日 Economy Next 

 

 

【社会动态】卫生部更新新冠疫情防控指导方针 

10 月 15 日，斯里兰卡卫生部更新并发布了新一套新冠疫情防控指导方针，公众须在 10

月 16 日至 31 日期间遵守相关要求。根据新的指导方针，除必要性活动外，斯里兰卡跨地区

旅行限制仍将持续禁止至 10 月 21 日，且夜间 11 时至凌晨 4 时期间禁止任何非必要出行。

在政府发布另行通知或特殊场合要求之前，所有公共集会、宗教集会、活动禁止举行；公共

交通工具不可开设空调，全程需开窗通风，且只可搭载符合车辆核载的乘客人数，不可超载；

学校及教育机构按照指导方针逐步开展教育活动。此外，10 月 21 日起，影院、剧院、健身

房等场所可开放营业，但上座率不可超过 25%。 

——编译自 10 月 15 日 Daily Mirror 

 

马尔代夫 

【政治动态】马尔代夫议会议长重返工作岗位 

10 月 11 日，马尔代夫议会议长、前总统穆罕默德·纳希德返回马尔代夫，并于 12 日

以议会议长身份再次参加议会会议。据悉，纳希德在 2021 年 5 月 6 日遇袭后，于 5 月 13 日

前往德国，后转移至英国接受康复治疗，此次为 5 个月后首次返回马尔代夫。纳希德在议会

会议上表示，十分感谢副议长伊娃·阿卜杜拉 (Eva Abdulla) 及议会成员们在他离开期间确

保议会工作的正常运转。据悉，议会国家安全服务委员会也完成了对纳希德遇袭事件的调查，

并提出了针对安全系统漏洞的改进建议，且当前策划和实施纳希德袭击的罪犯正在接受审

判。 

——编译自 10 月 12 日 The Edition 

 

【经济动态】国家税务局 9 月份的收入高于预期 

近日，马尔代夫国家国税局 (MIRA) 公开数据显示，9 月份共获得 19.8 亿拉菲亚的收

入，比税务局 9 月份预期收入增加 8.6%，与 2020 年 9 月份收入同比增长 135.5%。国家税

务局表示，2021 年 9 月份同比涨幅过大，主要原因为 2020 年 9 月份的税收收入因旅游土地

租金延迟上缴而导致收入减少。而 2021 年政府规定必须在限期内缴纳地租，且 9 月份为中

期所得税的截止缴纳月份，因此 2021 年整个 9 月份的税收收入增长明显。税务局指出，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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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商品及服务税、绿色税及机场税也有所增加。此外，马尔代夫税务局的 9 月份收入中包

括 6345 万美元收入。 

——编译自 10 月 12 日 The Edition 

 

【国际关系】马尔代夫向尼泊尔和孟加拉国捐赠新冠疫苗 

10 月 7 日，马尔代夫总统办公室宣布，政府将向尼泊尔和孟加拉国捐赠大批次的新冠

疫苗。在该决定支持下，马尔代夫已于 10 月 6 日向孟加拉国捐赠了 20 万剂阿斯利康新冠

疫苗。据悉，马尔代夫所捐赠疫苗大多来源于马国自行购买及国际社会对马国的捐赠。当前，

马尔代夫已实现新冠疫苗高接种率。根据马尔代夫卫生保护局的官方数据，截至 9 月 23 日

晚，约 39 万人接种了 1 剂以上疫苗，34 万人已全面接种新冠疫苗，且高危人群也在接受加

强接种。卫生保护局表示，马尔代夫政府正在寻找多种途径确保相关新冠疫苗可以在到期前

发挥其最大效能。 

——编译自 10 月 7 日 The Edition 

 

孟加拉国 

【政治、社会动态】孟加拉国开展儿童新冠疫苗接种测试 

10 月 12 日，孟加拉国卫生服务总干事 ABM Khurshid Alam 表示，该国将按照总理的指

示于本周末推出儿童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据悉，卫生服务部将于 10 月 14 日为两所公立学校

且年龄在 12—17 岁之间的学生群体接种辉瑞新冠疫苗，并对接种者进行 10—14 天的情况

监测。若疫苗接种无异常，卫生服务部将在达卡逐步开展儿童群体大规模疫苗接种。总干事

表示，孟加拉国儿童可通过出生登记、出生证明或学校登记等方式申请接种。 

——编译自 10 月 13 日 bdnews24.com 

 

【政治动态】孟加拉国总理发表“国际减灾日”讲话 

10 月 13 日，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为宣传国际减灾日和飓风防备计划  (Cyclone 

Preparedness Programme) 50 周年，召开视频会议并发表讲话。哈西娜强调，孟加拉国政府一

直致力于推进减少灾害风险的项目，并敦促民众要对灾害保持警惕。哈西娜指出，在孟加拉

国政府对于减少灾害风险的不断努力下，该国已成为防灾领域的模范国家，并将致力于维持

该项荣誉。 

——编译自 10 月 13 日 bdnews24.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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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 

【社会动态】大批客流在节日期间离开加德满都 

近日，尼泊尔国家运输企业家联合会秘书长萨罗·西塔拉 (Saroj Sitaula) 表示，在最近

一个月期间约有 90 万人离开加德满都去往尼泊尔全国各地，且数字仍将持续上升。据悉，

大批人离开加德满都是为了与亲人庆祝德赛节、提哈尔节和太阳节，大批离开加德满都的客

流量始于 10 月 7 日，即德赛节十天假期的首日。联合会秘书长表示，2021 年离开加德满都

的客流量人数将是 2020 年的两倍。2020 年因新冠疫情的影响，只有约 40—50 万人在节日

期间离开加德满都。秘书长补充道，虽然 2021 年流动人数大幅增长，但仍远低于疫情前水

平。 

——编译自 10 月 12 日 the Himalayan Times 

 

【政治动态】尼泊尔将通过创业发展计划协助女性独立 

近日，尼泊尔加德满都发布了“2021 年女性创业发展流程”，旨在通过赋予女性经济权

力以促进、发展和制度化女性创业流程，为当地女性提供自力更生的能力。根据政府公开的

流程草案计划，女性创业发展计划将涉及多个行业及工作种类，例如，废品回收再生产、美

容美发、编织制造、食品制作及线上业务等。按照流程草案，合作社将向妇女受益者提供必

要的培训，协助她们制定商业计划和销售产品，提供技术援助并与银行和金融机构协调，进

一步帮助她们获得企业发展方案下的补贴贷款。据悉，相关部门将在全国性日报上刊登公告，

该地区符合条件的女性即可在 15 天内提出申请。 

——编译自 10 月 11 日 the Himalayan Times 

 

不丹 

【国际关系】不丹将领导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参加 COP26 

10 月 11 日，最不发达国家 (LDC) 集团在不丹廷布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中，通过了《廷

布呼吁气候变化意愿与行动》(Thimphu Call for Ambition and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文件,

并指出了最不发达国家集团针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关键优先事项。作为目前最不发达国家集

团的主席国，不丹表示将领导 46 个最不发达国家参加于 10 月底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

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 (COP26)，强调气候变化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并呼吁发达国家增加资金以支持最贫穷和最脆弱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据悉，不丹于 2021

年 6 月提交了第二份国家自主贡献 (NDC) 目标，但缺乏资助气候变化相关活动的资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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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最不发达国家迫切呼吁发达国家兑现每年 1000 亿美元的承诺，以满足不发达国家及发

展中国家的需求，以公平地应对全球环境下因气候变化而遭受的多重损害。 

——编译自 10 月 12 日 Kuensel Online 

 

【社会动态】不丹低风险地区娱乐场所恢复营业 

自 10 月 10 日晚，不丹除 Drayang 地区外，所有低风险地区的娱乐场所在新规定管制下

逐步恢复营业。根据不丹总理办公室 (PMO) 发布新闻稿表示，影院等聚集性场所需将载客

量控制在 50%及以下，并根据新冠防控规定安排观影座位。其他娱乐性场所需全程维持载客

量在 50%以下，并通过 Druk Trace 应用程序记录客源信息。据悉，不丹全国的娱乐行业作

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行业之一，该规定将使该行业运营商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此外，新规

表示，所有低风险地区的娱乐场所最晚营业至 22 时，并将加强警方、娱乐委员会等相关机

构对该行业的监督。 

——编译自 10 月 11 日 Kuensel Online 

 

 

 

 

 

 

 

 

 

 

 

 

 

审核：袁梦琪 

编译：魏师汶 

校对：南亚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