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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国际关系】印度修订国外旅客入境管控方针 

11 月 30 日，根据印度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印度国内新冠确诊病例单日新增 6990 例，

为 551 天单日确诊病例数最低水平，且新冠活跃病例降至 100543 例，为 546 天以来最低水

平。据此，印度卫生部对国外旅客入境管控指导方针进行了修订，并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生

效，直至后续指令发布。新版入境指南要求所有入境印度的国际乘客需在出发前提交个人近

14 天行程轨迹信息，并提前在印度苏维达航空官网上传本人阴性 RT-PCR 检测报告。据悉，

12 月 1 日已有部分国际航班乘客在金奈国际机场接受入境强制性 RT-PCR 检测。 

——编译自 12 月 1 日 The Hindu 

 

【经济动态】印度 11 月份制造业持续复苏 

近日，根据印度 Markit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显示，11 月份印度制造业 PMI 指

数自 10 月份的 55.9 上升至 57.6，制造业继续强劲复苏。这也标志着 10 个月以来印度制造

业形势持续改善，其中销售额加速增长成为 11 月份 PMI 指数中制造业生产回升明显的标

志。据悉，Markit 制造业 PMI 是衡量在指定月份内印度制造业商业环境变化的指标。这个

指标是基于对印度约 400 家制造业私营企业工作的采购经理的月度调查，并通过与前一月

份指标相比进行评估。数值高于 50 表示大多数调查对象积极地描述当前商业环境，数值低

于 50 意味着商业环境恶化。此外，由于原材料供需不匹配和运输成本上升，采购价格通胀

率较 10 月份高点值未发生较大变化。 

——编译自 12 月 1 日 The Hindu 

 

【政治动态】政府要求提名 MSP 委员会农民代表 

11 月 19 日，印度总理莫迪宣布，政府将取消之前通过的三大农业改革法案，并承诺成

立专项委员会，讨论农作物的最低支持价格 (MSP) 等问题。莫迪表示，专项委员会将分别

由代表国家、政府、农民、农学家及经济学家身份的专业人员构成，保证最低支持价格 (MSP)

可以按照国家不断变化的需求，对农民群体发挥最大效用并进一步透明化。近日，政府致电

抗议农民群体组织“联合农民阵线”(SKM)，要求该组织提名五位农民代表作为 MSP 委员

会候选人。但该组织负责人表示，截至 12 月 1 日仍未收到与该要求相关的正式书面通知，

及与该委员会相关的任务、职权范围说明。该组织表示，在尚未了解该委员会细节的情况下

无法对该要求作出反馈。 

——编译自 12 月 1 日 The Hin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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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态】印度空军直升机坠毁致 13 人丧生 

12 月 8 日，印度空军在社交媒体发声明称，印度国防参谋长比平·拉瓦特乘坐的米-17В5

直升机在泰米尔纳德邦遭遇事故，国防参谋长比平·拉瓦特及其夫人，以及机上其他 11 人

在坠机事故中身亡。据报道，遇难者遗体在第一时间被空运至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医院，

总理莫迪也随即前往医院向死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12 月 11 日，据相关负责人员表示，在

直升机坠毁事件中丧生的另外 5 名国防人员的遗体身份已被确认，将通过空运方式运送遇

难者遗体返回各自家乡。据悉，由于坠机严重程度，仍有多位遇难者遗体待其家属前来医院

辨认。 

——综合编译自 12 月 11 日 The Indian Express 

 

巴基斯坦 

【政治、社会动态】总理承诺将在全国推动青少年运动场地建设 

12 月 6 日，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出席由青年事务特别管理部门举办的 Kamyab Jawan

体育运动倡议活动并作为代表发言。伊姆兰·汗对青年事务特别主管乌斯曼·达尔成功举办

该活动表示祝贺，并希望进一步在该国和青年群体中推广体育文化。总理在发言中向巴基斯

坦全国青少年群体强调了体育对健康生活的重要性，并表示政府承诺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

体育运动场地并形成全国场地管理体系。据悉，推广体育运动是巴基斯坦政府与 Kamayab 

Jawan 项目、高等教育委员会共同发起的总值 40 亿卢比的多个项目中的一部分，目的是让

该国年轻人参与体育运动及课外活动。 

——编译自 12 月 6 日 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 

 

【政治动态】巴基斯坦总统表示水资源管理至关重要 

12 月 6 日，巴基斯坦科技部、水资源研究理事会、国际水管理研究所和生态系统项目

联合组织举办了“印度河流域气候危机下可持续水资源管理需求”的国际会议。巴基斯坦总

统阿里夫·阿尔维出席会议并表示，由于巴基斯坦近年来更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因此需要在

水资源管理方面采取紧急行动，并在国家和地方各级改进水资源保护系统。总统强调，通过

弹性的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来实现节约用水是政府和公民的责任。据悉，该会议汇集了学者、

政府官员及政策专家，集中讨论了到 2035 年巴基斯坦因缺水而可能遭受的威胁，并强调了

水资源和粮食安全之间的联系。阿尔维总统表示，政府可制定水价相关政策进一步管理水资

源，并通过科技途径减少用水量，包括滴灌耕作、水资源循环使用及提高使用效率等。 

——编译自 12 月 6 日 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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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巴基斯坦政府致力于鼓励和保护外国投资 

12 月 6 日，巴基斯坦投资局举办了以“教育投资及科技领域创新”为主题的线上投资

促进讨论会，旨在向潜在的外国投资者介绍巴基斯坦的投资政策和潜力。据悉，多位外国投

资者及海外巴基斯坦公民参加讨论会并积极发表了个人看法，且与会者对巴基斯坦现有的

机会以及政府吸引新兴技术投资的政策展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其中，印度投资委员会联邦秘

书法雷纳·马扎尔表示，巴基斯坦政府致力于鼓励和保护外国在该国的投资，并承诺投资委

员会将为投资者提供便利，协助投资人执行投资项目。马扎尔向外国投资者表示，当前巴基

斯坦有 22 个经批准的经济特区，其中 4 个拥有先进的设施和商业生态系统，可以作为早期

收获项目进行投资，并逐一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巴基斯坦当前的商业环境、政府支持计划、

信息技术发展前景及该国相关人才资源等情况。 

——编译自 12 月 6 日 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 

 

【国际关系】总理表示将持续打击以宗教之名实施犯罪的人员 

12 月 7 日，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通过总理办公室向斯里兰卡商人普里扬塔·库马

拉的死亡表示哀悼。据悉，12 月 3 日，斯里兰卡商人库马拉被上百名巴基斯坦暴徒以亵渎

神明的名义实施私刑致死，该事件在斯里兰卡宗教及大众群体中产生极大影响。伊姆兰·汗

表示，巴基斯坦政府不会放过任何以宗教或神明的名义诉诸暴力的罪犯并将持续对该恶性

事件相关人员实施逮捕并追责。此外，巴方政府多名官员也参加了库马拉的哀悼仪式，以表

示对受害者家人及斯里兰卡政府的支持。 

——编译自 12 月 7 日 Dawn 

 

斯里兰卡 

【社会动态】常见食品于 11 月份达到最高零售价格 

近日，斯里兰卡数据追踪网站 Advocata 发布 11 月份 Bath Curry 指数 (BCI) 显示，该

指数在 11 月份达到自 2019 年指数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据悉，该指数根据科伦坡市场每周最

常见食品零售的价格形成了月度价格走势，其中价格数据来自斯里兰卡中央银行发布的每

周指标。该指数代表的一篮子食品零售价格自 2019 年以来上涨了 44%，即一个斯里兰卡普

通家庭在 2019 年 11 月每周对该指数一篮子食品的花销为 960 卢比，但截至当前 2021 年 11

月则需要为同样的一篮子商品支付 1390 卢比。此外，仅在 2021 年 11 月份，番茄（206%）、

豆类（33%）和青椒（23%）的零售价格出现最大涨幅。 

——编译自 12 月 8 日 Daily Mi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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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斯里兰卡与波兰恢复直航业务 

12 月 8 日，斯里兰卡旅游部长 Prasanna Ranatunga 与波兰驻斯里兰卡大使 Adam 

Barakooski 在会谈中表示，斯里兰卡与波兰之间的直飞航班在 2019 年斯里兰卡复活节恐袭

事件停飞后，将于 12 月 8 日恢复通航。同日，斯里兰卡旅游部发布声明表示斯里兰卡与波

兰之间的直航业务即日恢复，且波兰航空公司即日起开通波兰与斯里兰卡间直航业务。斯里

兰卡旅游部表示，波兰航空公司计划两国间直航航班周期为每周周一、周三和周六抵达斯里

兰卡。此外，斯里兰卡旅游部长 Prasanna Ranatunga 表示，部分因新冠疫情停飞的外国航线

也将恢复运营，当前已有 23 家航空公司恢复与斯的客运航班，8 家航空公司已恢复货运业

务。 

——编译自 12 月 8 日 Daily Mirror 

 

【政治动态】斯里兰卡拟制定新冠疫苗接种法案 

12 月 9 日，斯里兰卡卫生部长朗布卫拉向媒体表示，政府计划制定新冠疫苗接种相关

法律，要求所有符合接种资格的公民必须进行新冠疫苗接种，并将在 2—3 个月的时间内推

出移动应用程序替代当前疫苗接种卡。此外，卫生部负责人表示，政府正在讨论是否实施仅

允许已接种疫苗的游客和回国人员进入该国的措施。据悉，当前未接种疫苗的游客及归国者

仍可以抵达斯里兰卡，但须强制安排 14 天隔离并进行 PCR 检测。 

——编译自 12 月 10 日 ECONOMYNEXT 

 

马尔代夫 

【政治、社会动态】总统批准“性侵法案”修正案 

12 月 6 日，马尔代夫总统萨利赫批准通过马尔代夫“性侵法案”第一修正案，正式将

所有非自愿性行为定义为性伤害或性侵犯行为，并将定罪范围扩大至已婚夫妇，取消已婚夫

妇在性伤害和性侵犯案件中的豁免权。据悉，该修正案已于 11 月 29 日通过议会审核。此

外，修正案要求所有政府医院及保健中心需提供相关专业性治疗，并为之培训专业性相关工

作人员。 

——编译自 12 月 7 日 The Edition 

 

【社会动态】马尔代夫发现首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 

12 月 5 日，马尔代夫卫生保护局表示，政府已发现并记录马尔代夫首例奥密克戎新冠

病毒变种感染病例。该机构表示，确诊病例为一名来自南非入境马尔代夫的游客，检测样本

于 11 月 27 日由该机构采集并进行基因组测序。据悉，自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在南非出现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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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后，马尔代夫已禁止来自 7 个非洲国家的游客入境，并将持续收紧其他入境人员监测要

求。 

——编译自 12 月 6 日 The Edition 

 

【国际关系】亚行向马尔代夫提供 200 万美元的财政援助 

12 月 2 日，亚洲开发银行 (ADB) 与马尔代夫财政部召开财政援助会议并签署协议。根

据协议内容，亚行将向马尔代夫提供 200 万美元作为卫生服务援助。据悉，亚行共向马尔代

夫提供 205 万美元，其中 200 万美元由日本扶贫基金提供。据财政部表示，该援助款项将用

于预防传染病和克服马尔代夫可能面临的灾害。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亚行已向马尔代夫提

供了 5100 万美元援助，以解决该国各项问题，其中 2500 万美元资金由亚行以贷款形式发

放。 

——编译自 12 月 2 日 The Edition 

 

孟加拉国 

【国际关系】孟加拉国就美国制裁其官员会见美国大使 

12 月 10 日，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宣布将对数十名与多国有关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广泛人

权制裁。其中包括前孟加拉国快速行动营 (RAB) 主席贝娜齐尔及其他六名官员，他们因“严

重侵犯人权”而被限制进入美国。孟加拉国外交部长与美国驻孟大使在会谈中表示，制裁所

涉及的问题属于两国之间定期对话且积极讨论的范围，孟方政府对于该国官员在未经双方

讨论前直接被实施制裁的行为表示遗憾。孟方外长莫门表示，希望两国就相关问题可以更多

的寻求对话、参与和合作。美方大使米勒表示，美方重视孟方意见，并愿意在未来就共同关

心的问题与孟加拉国保持密切接触，希望通过建立磋商机制和高层互访进一步深化两国间

良好的多方面关系。 

——编译自 12 月 11 日 bdnews24.com 

 

【社会动态】孟加拉国最初确诊两例奥密克戎病例 

12 月 11 日，孟加拉国卫生部长扎希德·马利克向公众表示，全国范围内当前共确诊两

例奥密克戎病例。据悉，两例确诊病例均为孟加拉国板球队队员，该队伍于近日参加了孟加

拉国在南非国家国际商会 (ICC) 举办的女子板球世界杯预选赛。据卫生部长表示，当前该

板球队伍正在达卡的指定酒店进行隔离，且已确诊的两位运动员情况稳定，身体未出现其他

并发症。此外，孟加拉国政府表示将对来自 7 个非洲国家的入境游客进行强制隔离及 PCR

测试，以有效防控新冠疫情。 

——编译自 12 月 11 日 bdnews24.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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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 

【社会动态】尼泊尔全国新冠疫苗接种率达 46% 

截至 12 月 11 日，尼泊尔卫生部门发布数据表示，尼泊尔全国共有 20501810 人已接种

新冠疫苗，其中 11260549 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9241261 人完成两剂疫苗的完全接种。据

悉，仅 11 日当天政府就为 266988 名符合接种要求的公众安排了疫苗接种。尼泊尔政府相关

部门表示，近日接种机构每日大约提供 20 万剂疫苗，保证尽可能多的符合接种要求的目标

人群尽快接种新冠疫苗。据卫生部门统计，在尼泊尔全国符合疫苗接种要求的目标接种群体

中，已有 55.5%的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46%的人完成了两剂疫苗的完全接种。 

——编译自 12 月 11 日 the Himalayan Times 

 

【政治、社会动态】能源部长建议合作社成员减少燃气使用 

12 月 11 日，尼泊尔能源、水资源和灌溉部长普吉拉·布萨尔参与第十届“形象建设及

信用合作社年度大会”并发言表示，希望尼泊尔公众可以减少燃气及液化石油气的使用，较

多采取电力设备取代燃气设备。布萨尔敦促公众以合作社为单位，向各合作社成员分发电磁

炉以替代股东分红。布萨尔表示，尼泊尔发电成本较低，公众应更多使用本国自行生产电力，

减少需用外币支付的燃气资源的使用。此外，据能源部表示，政府正在拟定降低电费的措施

以减轻市民经济负担，同时敦促消费者优化用电设备的使用。 

——编译自 12 月 11 日 the Himalayan Times 

 

不丹 

【国际关系】不丹政府相关部门庆祝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成立 75 周年 

12 月 9 日，不丹卫生部部长 Dechen Wangmo 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成立 75 周年表示祝

贺。该部长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过去的 75 年里为了全世界儿童的福祉，致力于哺育、

塑造和改变世界各地儿童群体的生活现状及相关生活物质水平。不丹国家妇女和儿童委员

会副主席 Lyonpo Dechen Wangmo 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故事就是不丹儿童一直以来的

故事。据悉，在过去 47 年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直同不丹政府密切合作，以确保每个儿

童及青少年都处于安全、受保护和健康的状态中。此外，卫生部部长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成

立 75 周年之际，重申不丹将持续维护《儿童权利公约》所有条款的承诺，并表示政府将努

力提供资源，通过创新的干预措施，同合作伙伴一道解决现有的挑战，并将挑战转化为更多

的机会。 

——编译自 12 月 11 日 Kuensel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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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态】不丹导演拍摄气候变化主题电影获最佳纪录片奖 

12 月 8 日，在巴黎举行的世界气候日颁奖典礼上，导演阿伦·巴塔拉伊凭借 1 分钟长

的电影“Snow Lion and The Glaciologist”（《雪狮和冰川学家》）获得了国际移动电影节最

佳纪录片奖及面值 5000 欧元的产出援助奖金。巴塔拉伊导演表示，该笔奖金将用来编辑他

的个人 20 分钟纪录片“Mountain Man”（《山地人》），其中则包含此次获奖的《雪狮与

冰川学家》片段。据悉，移动电影节收到了来自 92 个国家的 692 部电影，其中共有 34 个国

家的 50 部电影入围了颁奖典礼。国际移动电影节致力于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其中第 17 届电

影节则为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发起的“与自然和平共处”的主题项目。 

——编译自 12 月 11 日 Kuensel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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