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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政治动态】联邦政府提议修订《出生和死亡登记法案》 

近日，印度联邦政府提议对 1969 年起实行的《出生和死亡登记法案》 (RBD) 进行修

订，并提出了相关修正案。据悉，根据 1969 年《出生和死亡登记法案》，目前印度国内的

出生和死亡登记工作由国家指定的地方登记员完成。修正案提出，建议各邦任命该事务总执

行长并在邦级建立统一数据库，该数据库建成后与国家级数据完成进一步整合，形成联邦级

平行数据库。此外，根据 1969 年《出生和死亡登记法案》修正案，该联邦级数据库可为全

国性人口登记、选举登记，及配给卡、护照和驾照数据统计提供便利。 

——编译自 10 月 28 日 The Hindu 

 

【国际关系】印度向亚行及亚投行申请疫苗贷款  

近日，印度政府向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申请贷款，用于购买

6.67 亿剂新冠疫苗。据悉，亚行及亚投行预计将分别向印度政府提供 15 亿美元及 5 亿美元

的贷款，协助其购买新冠疫苗。据亚洲开发银行表示，本次贷款将在亚行“亚太疫苗获取基

金”(APVAX) 项目下为印度提供支持。该项目下的购买的疫苗，必须通过全球疫苗获取计

划 (COVAX) 采购，并经过世卫组织的预审，或经过严格的监管机构的授权方可实施。据了

解，印度卫生当局并不属于相关监管机构。 

——编译自 10 月 28 日 The Hindu 

 

【政治动态】财政部要求政府部门立即停止向印航缴纳费用 

10 月 27 日，印度财政部门表示，取消印度政府各部门官员须乘坐国有航空公司——印

度航空进行公务出行的长期要求，并通知各政府部门立即停止所有向印度航空公司缴纳费

用的流程。据悉，近日印度航空公司拟议将出售给塔塔集团，因此印度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

快运公司已经停止为政府各部门购买机票提供“信贷便利”，且表示，在收到进一步的指示

之前，印度航空公司所有的新机票都将以现金出售。 

——编译自 10 月 27 日 The Hindu 

 

【社会动态】旁遮普邦农民进入大学校园抗议新农业法案 

10 月 28 日，印度旁遮普邦部分对三项新农业法案抗议的农民群体涌入位于 Gharuan 的

一所私立大学校园，拟通过反对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和哈里亚纳邦首席部长马诺哈尔·拉尔·哈

塔尔对该校的访问，来继续抗议新农业法案的实施。当地时间 28 日早间，200 多名抗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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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于该校，但该校副校长萨特南·辛格·桑德胡向抗议群体表示，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原定

参加的该校活动暂时取消。 

——综合编译自 10 月 28 日 Indian Express 

 

巴基斯坦 

【国际关系】2021 财年巴基斯坦经济逐渐复苏 

10 月 27 日，世界银行发布最新报告显示，巴基斯坦政府为控制新冠疫情采取了有效的

封锁策略，使得巴基斯坦经济在 2021 财年逐渐恢复，预计未来将持续呈上升趋势。据相关

统计数据显示，巴基斯坦实际 GDP 增长在 2021 财年反弹至 3.5%。据悉，受 2019 年早期新

冠疫情影响，巴基斯坦曾在 2020 财年 GDP 收缩了 0.5%。此外，该国通货膨胀有所缓解，

财政赤字提高到 GDP 的 7.3%，现金账户赤字下降到 GDP 的 0.6%，达到巴基斯坦十年来最

低水平。世界银行驻巴基斯坦负责人纳吉·本哈辛表示，该国在有效的封锁措施、创纪录的

汇款流入和货币支持政策的推动下，经济增长在 2021 财年得到了恢复。 

——编译自 10 月 28 日 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 

 

【政治、社会动态】32 名滥用社交媒体人员被捕 

10 月 29 日，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部长乔杜里·法瓦德·侯赛因 (Chaudhry Fawad 

Hussain) 表示，在 10 月 28 日晚的一场大型抓捕行动中，32 名被禁组织的活动人员被抓捕。

乔杜里发布推文表示，该组织 32 名相关人员通过虚假账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散播虚假信息

及极端情绪，对社会及网络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据悉，巴基斯坦针对散播虚假信息行为的管

理及宣传工作已经启动，将不遗余力地抓捕违规人员。 

——编译自 10 月 29 日 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 

 

【国际关系】巴基斯坦驻阿富汗大使欢迎使馆学校新生 

10 月 28 日，巴基斯坦驻阿富汗大使曼苏尔·艾哈迈德·汗主持召开了使馆学校计算机

和英语课程的阿富汗新生欢迎会并发表讲话。曼苏尔大使表示，巴基斯坦承诺为阿富汗有需

要的学生提供受教育机会及资金，并将严格遵守该承诺。大使表示，目前有 5 万多名毕业于

巴基斯坦教学机构的阿富汗校友在阿富汗的公共部门工作，并为改善阿富汗社会发挥作用。

据悉，使馆学校曾受新冠疫情影响暂时关闭，于 2021 年 10 月 17 日再次恢复教育活动。 

——编译自 10 月 28 日 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 

 

【国际关系】康希诺生物公司代表团拜访巴方驻华大使 

10 月 28 日，中国疫苗制造商康希诺生物公司副总经理王靖携代表团拜访了巴基斯坦驻

华大使莫因·哈克，并表示了与巴基斯坦深化疫苗合作的意愿。会谈中，王靖向巴方大使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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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了康希诺新冠疫苗在巴基斯坦的供应情况，并表示，当前康希诺公司的产能在持续革新增

长，并可在未来持续满足巴方的疫苗需求。此外，王靖强调，该公司可对巴基斯坦国家卫生

机构的灌装和生产能力提供支持，且不仅限于新冠疫苗类卫生产品。莫因·哈克大使向王靖

经理及康希诺生物公司在疫情期间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并表示，巴基斯坦大使馆将全力支

持和促进康希诺生物与巴基斯坦加强合作的计划。 

——编译自 10 月 28 日 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 

 

斯里兰卡 

【政治动态】斯里兰卡总统启程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 

当地时间 10 月 30 日，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启程前往英国参加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

化会议 (COP26)。据悉，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将于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2 日在格拉斯哥举

行，会议将讨论气候变化问题，并讨论各国如何实施有效战略来应对气候危机。COP26 作

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世界性关键会议，将有来自 197 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代表、学者和商

人等各领域约 2.5 万人出席。其中，11 月 1 日—2 日将安排为世界领导人峰会。 

——编译自 10 月 30 日 Daily Mirror 

 

【经济动态】斯里兰卡通货膨胀率达四年最高 

近日，据政府统计数据显示，由于斯里兰卡国内及美国的货币政策刺激，斯里兰卡截至

2021 年 10 月的 12 个月通胀率飙升至 7.8%，为 2017 年 10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广受关注的

科伦坡消费者价格指数 (Colombo Consumer Price Index) 10 月份跃升 1.9%至 146.9 点，并伴

随着官方允许此前几个月受到价格控制、低估通胀的一些食品的涨价现象。斯里兰卡的食品

价格在 10 月份上涨 2.8%，过去 12 个月上涨 12.8%，并在过去 24 个月中上涨了 24.1%。据

悉，自 2020 年 2 月以来，斯里兰卡印钞规模持续扩大，致使过去两年间卢比兑美元的汇率

从 182 卢比跌至 203 卢比。 

——编译自 10 月 30 日 Economy Next 

 

【政治、社会动态】斯里兰卡卫生部提醒公众注意防疫 

10月 29日，斯里兰卡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根据卫生部的统计信息及数据显示，

未来几个月的时间内本国新冠疫情将有复发趋势。卫生部工作人员表示，当前多数公众逐渐

恢复户外活动，新冠疫情防控指南及操作流程逐渐被忽视，这将大大提高新冠疫情复发的潜

在风险。此外，工作人员强调，公众需要继续遵守新冠防控操作流程，尤其是使用公共交通

工具及参加公共活动时更需要严格遵守，否则疫情将不可避免地再度复发。 

——编译自 10 月 29 日 Daily Mi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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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 

【国际关系】马尔代夫与阿联酋航空合作促进旅游业发展 

10 月 25 日，马尔代夫与阿联酋航空公司签署协议，旨在推广马尔代夫成为世界旅游目

的地，同时进一步发展旅游业。马尔代夫总统办公室发言人马布鲁克·阿齐兹表示，该协议

是由马尔代夫市场与公关公司、旅游部和阿联酋航空公司三方签署，以促进马尔代夫在全球

市场的发展。签署期间，马尔代夫总统萨利赫正在迪拜参加“迪拜 2020 世博会”活动，同

时出席了三方的签署仪式。 

——编译自 10 月 28 日 The Edition 

 

【政治动态】旅游部宣布将对 18 个岛屿进行度假村开发 

10 月 26 日，马尔代夫旅游部宣布，将从全岛的 10 个环礁中租赁 18 个岛屿，用于度假

村开发。据悉，马尔代夫旅游部在迪拜 2020 世博会举行的投资论坛上公布了租赁岛屿的相

关细节，此次为旅游部 2021 年第二次进行度假村开发招标。旅游部负责人员表示，投标计

划书中对环境问题、工作人员培训和可再生能源的优先考虑将成为加分项，且 2022 年 2 月

底前将一直开放对这些岛屿的投标机会。 

——编译自 10 月 26 日 The Edition 

 

【社会动态】马尔代夫机场公司奖励 265 名长期服务优秀员工 

10 月 26 日，马尔代夫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MACL) 举行了退休人员和长期服务人员颁

奖活动，表彰在公司工作超过 20 年的优秀员工。其中，265 名员工因在该公司连续服务了

20 年、25 年、30 年、35 年和 40 年而受到表彰。马尔代夫机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戈登·安

德鲁·斯图尔特在致辞时指出，在工作节奏较快的航空行业建立 20 年以上的职业生涯对其

他同事和年轻一代都是一种鼓舞，并代表公司感谢了优秀员工们的奉献、专业知识和宝贵经

验。据悉，马尔代夫机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该国最大规模的雇佣公司，每年都会举行员工表

彰仪式，但 2020 年因疫情影响未举办。 

——编译自 10 月 28 日 The Edition 

 

孟加拉国 

【政治、社会动态】孟加拉国总理提醒国民注意冬季新冠风险 

10 月 28 日，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在一次线上会议中表示，世界多数国家正面临冬季新

冠复发风险，并提醒所有孟加拉国国民保持警惕。根据孟加拉国卫生服务部数据，孟加拉国

十月份新冠确诊病例及死亡病例数大幅下降，但专家提醒民众必须继续遵守卫生协议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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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操作流程。哈西娜表示，政府在 28 日为 800 多万人接种了第二剂疫苗，其中也包含学生

群体。同时，哈西娜强调，随着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的继续，孟加拉国的形势将进一步改善，

并希望到 2022 年年中，所有符合条件的公民都能完成疫苗接种。 

——编译自 10 月 29 日 bdnews24.com 

 

【国际关系】孟加拉国与中国签署达卡至阿苏利亚高架高速公路协议  

10 月 27 日，孟加拉国经济关系部副部长 Masuma Akter 表示，孟加拉国与中国以信函

方式签署了孟加拉国达卡至阿苏利亚高架高速公路信贷协议，并表示，文件由孟方先行签署

后寄至中方，中方于 26 日签署后寄回。据悉，协议规定中国将根据优先买方信贷为该项目

提供预估成本的 65%，且孟加拉国必须在 20 年内偿还，利率为 2%，宽限期为 5 年。2016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孟加拉国达卡期间，孟加拉国和中国签署了价值约 210 亿美元

的谅解备忘录，由中方为孟方 27 个项目提供融资。截至当前，中国已经为孟加拉国 8 个项

目签署了 78 亿美元的信贷协议。 

——编译自 10 月 28 日 bdnews24.com 

 

尼泊尔 

【国际关系】英国驻尼泊尔大使会见尼外交部长 

10 月 28 日，英国驻尼泊尔大使尼古拉·波利特礼节性拜访了尼泊尔外交部部长纳拉

扬·卡德卡。据尼泊尔外交部表示，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有关两国友谊与合作相关事项。卡

德卡部长向英国政府在预防和控制新冠疫情方面向尼泊尔提供的不同类型支持表示了感谢，

并表示尼泊尔参加在英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 (COP26) 将进一步证明了尼泊尔对

缓解气候变化问题的承诺。 

——编译自 10 月 28 日 the Himalayan Times 

 

【国际关系】尼泊尔航空信誉有待恢复 

近日，尼泊尔总理谢尔·巴哈杜尔·德乌帕启程前往英国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 

(COP26)，且随行政府人员将在参会期间与欧盟委员会工作人员召开会议。据悉，尼泊尔仍

处在欧盟的禁飞名单中，因此尼泊尔代表团需通过其他的方式向欧盟证明其在航空方面取

得的切实成果。据尼泊尔航空专家表示，由于坠机、飞行故障、机场设施损毁等问题频发，

使得尼泊尔航空的国际信誉不断下降。 

——编译自 10 月 28 日 the Himalayan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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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 

【国际关系】不丹政府发布针对国际游客新规 

近日，不丹政府表示，在全球新冠疫情期间，目的地为不丹的国际游客入境后，若未接

种新冠疫苗，则需要进行 21 天的隔离检测；若游客已接种新冠疫苗，则需进行 14 天的隔离

检测，且全部隔离费用由游客自付。不丹旅游部表示，在部门准备就绪之前，将不会受理任

何旅游签证的申请。 

——编译自 10 月 25 日 Kuensel Online 

 

【社会动态】不丹将升级格勒铺机场为第二个国际机场  

近日，不丹政府对于格勒铺机场的升级工作正在进行中，当前已完成可行性研究、土壤

测试和其他所需的技术评估工作。据悉，不丹国内仅有帕罗机场唯一一座国际机场，当面临

恶劣天气或需要航空改道的情况时，帕罗机场的承载量很难允许降落及改道，往往造成较大

的经济损失。格勒铺机场工作人员表示，机场升级总规划草案已准备就绪，在升级完成后，

将有望解决帕罗机场面临的问题并节省成本。该工作人员表示，格勒铺机场将建造更大型客

运及货运飞机航站楼，待土地置换和补偿项目完成后，则开始进行机场扩建工作。 

——编译自 10 月 27 日 Kuensel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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