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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政治、经济动态】联邦内阁批准印度半导体制造业发展计划 

12 月 15 日，印度政府相关部门发布声明称，联邦内阁批准通过一项价值 7600 亿卢比

的半导体及显示器制造业发展计划。据悉，在该计划的基础之上，政府为推进印度电子行业

发展的激励总额已达到 2.3 万亿卢比。政府声明表示，政府推出并大力支持“印度半导体和

显示器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的综合项目旨在使印度成为全球电子系统设计和制造中心，该

计划将为半导体、显示器制造和设计公司提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激励方案，从而开创印度电

子制造业的新时代。该计划将为建立半导体和显示器制造单元提供高达项目成本 50%的财

政支持。此外，政府还将与各国合作建立电子行业发展的必要基础设施的高技术集群。 

——编译自 12 月 16 日 The Hindu 

 

【社会动态】泰米尔纳德邦发现首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 

12 月 15 日，印度卫生部向公众表示，泰米尔纳德邦发现首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据悉，

确诊病例为近日从尼日利亚前往金奈的 47 岁男性。该男子在入境印度时，经过全基因组测

序后确诊新冠阳性，后印度国家公共卫生实验室对该确诊病例样本进行进一步分析后确认

其感染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此外，该确诊病例的 6 名家庭成员及 1 名同航班乘客同时被确诊

为新冠阳性病例，其中除 1 名 16 岁儿童外，其余 7 名都已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因此确诊后

症状较轻。印度卫生部告知公众，仍需持续佩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及公众卫生要求，

并敦促符合条件人群尽快接种新冠疫苗。 

——编译自 12 月 16 日 The Hindu 

 

【政治动态】印度哈里亚纳邦及北方邦实施疫情宵禁 

近日，新德里新冠确诊病例数量急剧上升，12 月 24 日单日新增确诊人数达 180 例。当

日，印度北方邦与哈里亚纳邦决定实施宵禁制度，并禁止举办大型集会。据悉，北方邦宵禁

将在 12 月 25 日晚间正式生效，宵禁时间为晚间 11 点至早上 5 点。公共集会和婚礼活动的

人数不可超过 200 人，且各零售店主不可向未戴口罩顾客出售产品。哈里亚纳邦宵禁也将于

12 月 25 日晚间 11 点生效，并维持至 1 月 5 日凌晨 5 点，且禁止超过 200 人数量的集会活

动。当前新德里仍未实施宵禁制度，但已禁止公众举办圣诞节及新年集会，并将对违反疫情

防控规定的人员采取措施。 

——编译自 12 月 25 日 The Indian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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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态】莫迪总理向瓦杰帕伊表达敬意 

12 月 25 日，印度总理莫迪在前总理、印度人民党创始人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 

(Atal Bihari Vajpayee) 的诞辰纪念日当天发布推文，表达了自己对瓦杰帕伊的敬意。总理表

示，瓦杰帕伊对国家的贡献使后人深受鼓舞，作为一生致力于强大和发展印度的使者，他的

发展计划积极影响了数百万印度人。此外，莫迪总理还与其他印度人民党高级领导人一起参

观了瓦杰帕伊纪念馆，向瓦杰帕伊表示敬意。 

——综合编译自 12 月 25 日 The Indian Express 

 

巴基斯坦 

【国际关系】巴基斯坦将全力支持阿富汗解决人道主义危机 

12 月 15 日，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参与并主持召开了阿富汗问题高级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伊姆兰·汗表示，巴基斯坦将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阿富汗人民，并呼吁国际社会帮

助阿富汗人民解决所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总理表示，巴基斯坦已向阿富汗承诺将立即提供

价值 50 亿卢比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其中包括 5 万吨小麦在内的粮食商品、紧急医疗用品、

冬季避难场所和其他用品。此外，巴基斯坦正在继续为所有从陆地边境进入巴基斯坦的阿富

汗民众提供新冠疫苗免费接种设施，并简化了阿富汗民众获得巴基斯坦签证的程序。高级委

员会的与会者在会议中再次对阿富汗的人道主义局势表示关切，并表示巴基斯坦将会一直

为阿富汗民众提供帮助。 

——编译自 12 月 15 日 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 

 

【政治、社会动态】总统鼓励民众参与伊萨计划 

12 月 15 日，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夫·阿尔维对伊萨计划 (Ehsaas) 推广中心进行了访问，

并向媒体表示，应当向巴基斯坦民众清晰地和具体地展示伊萨项目的不同组成部分，并鼓励

民众通过参加伊萨项目中的 20 个不同组成部分来获益，尤其是 Ehsaas Rashan Riayat 项目可

以补贴日常开支。总统表示，在巴基斯坦新冠疫情严重时期，政府通过伊萨项目为亟需帮助

的民众提供了经济援助，且通过伊萨项目的覆盖，已有多数学生获得了奖学金及助学津贴以

支持个人学业。此外，由于巴基斯坦政府提供的补贴，人们可以通过伊萨项目从商店购买价

格稳定的生活必需品。据悉，总统当日参观了伊萨中心的不同区域，并询问了为民众提供便

利服务设施的情况。 

——编译自 12 月 15 日 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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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巴基斯坦总理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关于神圣先知的声明 

12 月 24 日，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关于神圣先知的声明表示

支持，并强调了普京所表达的信息。据悉，普京在 12 月 23 日的年度记者会上表示，做出侮

辱先知的言行是对宗教自由的侵犯，是对伊斯兰教信徒神圣感情的侵犯。伊姆兰·汗总理对

此发布推文表示，侮辱神圣先知并不是言论自由的体现，穆斯林群体、尤其是穆斯林领导人

需承担起向非伊斯兰世界领导人传播这一信息的重任，以缓和国际伊斯兰恐惧症。 

——编译自 12 月 24 日 Associated Press of Pakistan 

 

【政治、社会动态】巴基斯坦全国庆祝“国父”145 周年诞辰 

12 月 25 日，巴基斯坦全国庆祝开国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 145 周年诞辰，多名政

治领袖及各部门部长通过线上、线下形式向国父表示敬意。伊姆兰·汗总理发文表示，年轻

一代要学习并继承真纳诚实、勤奋、坚毅及乐于奉献的良好品质，正是这些品质造就了一个

“伟大的领袖”。总理表示，当前政府在真纳精神的领导下，致力于将巴基斯坦建设为没有

腐败且对弱势群体友好的社会环境体系。政府和私人机构都将于 25 日举行多种活动，全国

主要的政府大楼也将升起国旗，以纪念与弘扬这位开国领袖的伟大精神。 

——编译自 12 月 25 日 Dawn 

 

斯里兰卡 

【政治动态】政府推出“房屋持有人登记”计划 

近日，斯里兰卡政府相关部门向媒体表示将启动一项新计划，即利用“乡村电子政务”

（e-Grama Niladhri）项目的社区数据库，推出“房屋持有人登记”(HHR) 计划。该计划由

斯里兰卡内政部通过 Grama Niladharis 在线平台数据汇编《卫生人力资源报告》，其中将包

含该国公民个人基本信息，如居住地、职业、土地所有权等，供相关方及公民个人在处理官

方事务时参考使用。据悉，此前内政部一贯根据选民登记册记录公民个人信息，缺少相关信

息的维护及更新措施，因此在数据上频频出错。据总统秘书处表示，政府推出的“房屋持有

人登记”计划正在开发过程中，并将在部分地区测试项目实施效果。 

——编译自 12 月 20 日 Daily Mirror 

 

【政治、社会动态】斯里兰卡政府部门推出疫苗接种卡 

近日，斯里兰卡卫生部长向媒体表示，政府规定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民众前往公共

场所必须携带并出示疫苗接种卡。卫生部门表示，斯里兰卡民众未能严格遵守新冠疫情防控

操作流程，致使国家长期面临新冠疫情安全隐患，因此政府部门要求民众自 2022 年起须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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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携带疫苗接种卡或带有二维码的电子疫苗卡复印件。此外，斯里兰卡旅游部长 Prasanna 

Ranatunga 也在 12 月 19 日的公开会议中向民众宣布了以上决定。 

——编译自 12 月 19 日 Daily Mirror 

 

【社会动态】节日期间蔬菜价格进一步上涨 

12 月 20 日，全岛集体经济中心主席阿鲁纳·赫蒂亚拉奇向媒体表示，正值跨年及圣诞

节日期间，民众对于蔬菜的需求量日益增长，尤其常见蔬菜更加难以购买。该中心相关人员

表示，蔬菜的供应量不充足导致蔬菜价格进一步上涨。多数批发商为抢占蔬菜销售资源及市

场，正在以过高的价格直接从农民手中购买蔬菜。据市场统计数据显示，批发商对于常见蔬

菜的收购价格已创新高。例如，胡萝卜的价格达到 320-480 卢比，卷心菜在 230-250 卢比之

间，豆类价格达到 370 卢比，青椒价格则达到 800 卢比左右。该中心表示，当前节日期间多

种需求快速增长的蔬菜品种根本无处购买。 

——编译自 12 月 21 日 Daily Mirror 

 

马尔代夫 

【国际关系】马尔代夫政府重申与印度关系 

12 月 19 日，马尔代夫政府表示，当前马尔代夫和印度之间的关系带来的积极影响远远

大于可能会造成的损失。12 月 20 日，马尔代夫外交部发布新闻稿表示，由马尔代夫反对派

及少数公民发起的“印度离开”运动 (India Out) 将对马尔代夫与印度外交盟友的关系产生

影响，并将影响两国公众的日常生活。外交部表示，马尔代夫民众享有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

的权利，但民众对于权利的行使范围却令人担忧。马尔代夫政府强调，民众应该以民主和负

责人的方式行使相关权利。马尔代夫外交部表示，该国政府与所有国际伙伴的长期关系是基

于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原则，并符合各自国家和国际法，并表示当前两国间的关系不会影响马

尔代夫在国际领域的独立和主权。此外，新闻稿呼吁反对派领导人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避免

传播可能破坏与邻国关系的虚假信息。 

——编译自 12 月 20 日 The Edition 

 

【政治动态】马尔代夫前部长乌马尔·扎希尔去世 

12 月 20 日，马尔代夫前部长乌马尔·扎希尔在达鲁马瓦塔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时去世，享年 85 岁。据悉，乌马尔·扎希尔部长生前已确认新冠阳性并在持续接受相关治

疗。马尔代夫政府为前部长举行了葬礼仪式，且总统萨利赫要求为前部长降半旗三天进行哀

悼。据悉，总统萨利赫、副总统费萨尔·纳西姆和议会议长穆罕默德·纳西德出席了葬礼。

乌马尔·扎希尔部长为国家服务 50 多年，1983 年至 2008 年间曾担任多个领域的部长。其中，

多项著名大马累地区的开发项目都在他的监督下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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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自 12 月 21 日 The Edition 

 

【国际关系】马尔代夫获评世界首选目的地称号 

12 月 16 日，世界旅游大奖 (WTA) 举行了线上颁奖仪式并宣布，马尔代夫获评世界首

选目的地称号。据悉，世界旅游大奖创立于 1993 年，旨在遴选和宣传全球旅行和旅游业所

有领域中的卓越成就。马尔代夫媒体界表示，该奖项是对马尔代夫为促进旅游业所做努力的

证明，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导致旅游业低迷期间，马尔代夫为促进旅游业发展严格对出入境及

隔离措施进行了管理，为游客创造了较为安全的旅游目的地。此外，马尔代夫同时获评 2021

年印度洋领先目的地、印度洋领先海滩目的地及印度洋领先潜水目的地等称号。 

——编译自 12 月 18 日 The Edition 

 

孟加拉国 

【政治动态】总理哈西娜对孟加拉国青年发表主题讲话 

12 月 20 日，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线上参加了由国家青年中心主办的“欢乐孟加拉青年

奖”的颁奖典礼，并对孟加拉国年轻一代发表了讲话。哈西娜表示，政府一直将年轻人放在

优先考虑的位置，以适当的方式建设、发展和丰富年轻人的生活，鼓励年轻一代为国家带来

改变。总理提到，当前孟加拉国的年轻一代在技术革新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赞扬了年轻

一代在新冠疫情下付出的努力。此外，哈西娜总理对国家研究和信息中心的青年平台推出的

青年企业家奖励计划表达了赞扬，并表示一系列相关举措将为孟加拉国社会带来积极的变

化，为实现 2041 年建立发达和繁荣的孟加拉国目标发挥重要作用。 

——编译自 12 月 20 日 bdnews24.com 

 

【国际关系】美国再次向孟加拉国捐赠 178 万剂新冠疫苗 

12 月 19 日，美国大使馆发布声明表示，根据“全球新冠疫苗计划”，美国已累计向孟

加拉国捐赠 1850 万剂新冠疫苗，并表示，美国将帮助孟加拉国覆盖全国范围内 64 个地区的

12 岁及以上青年人的的疫苗接种工作。据悉，为支持孟加拉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美国协

助培训近 7000 名卫生保健专业人员，以保障疫苗接种安全，并向孟加拉国捐赠冷链、冷冻

车，为卫生机构提供冷冻箱和其他设备，以便在其全国各地储存和运输疫苗。美国驻孟加拉

国大使米勒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将持续疫苗捐赠工作，并争取在 2021 年底为该国 40%符合

条件的人口接种疫苗。 

——编译自 12 月 20 日 bdnews24.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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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 

【政治动态】政府表示应让大多数群体从信息技术中受益 

12 月 23 日，尼泊尔通信与信息技术部部长贾南德拉·巴哈杜尔·卡尔基 (Gyanendra 

Bahadur Karki) 在信息技术部召开的“短信网关”(SMS Gateway) 启动仪式上表示，国家政

府应为有需求的大多数群体提供更好的信息技术服务，搭建目标群体与信息技术之间的桥

梁。卡尔基表示，信息技术部推出此类项目后，将进一步把工作重点放在一系列项目的落实

与实施层面，继续为大多数群体提供尽可能全面且方便的信息技术服务，使尼泊尔社会极大

限度的获取信息技术内容与发展机会，同时使国家受益。信息技术部秘书 Baikuntha Aryal 表

示，相关项目的推出将为政府机构与公众提供更多且便捷的交流机会，但同时提醒各部门需

提前关注其中风险并做好应急措施。 

——编译自 12 月 23 日 the Himalayan Times 

 

【政治、社会动态】政府成立防治动物虐待委员会 

近日，尼泊尔农业部及畜牧发展部发布声明称，尼泊尔畜牧服务部将牵头联邦事务总局、

文化旅游与民航部、内政部、农业及畜牧业发展部等政府部门成立由九人组成的防治动物虐

待行动小组。声明表示，该委员会根据 1999 年尼泊尔《动物卫生和牲畜服务法》第 27 条所

赋予的职权而成立，主要工作职能为向农业和畜牧业发展部提供建议，以制定适当政策防治

虐待动物现象并促进开展动物友好型活动，与省级和地方各级协调以阻止动物虐待行为。此

外，该委员会将与政府、非政府机构和公众开展合作，为非政府性质的动物福利组织制定道

德规范，并根据需要组建和动员工作组。 

——编译自 12 月 23 日 the Himalayan Times 

 

不丹 

【政治动态】不丹地方政府选举投票率上升 

12 月 23 日，不丹选举委员会公布于 22 日结束的第三届地方政府选举的官方投票结果，

在全国 463033 名登记选民中，有 316798 人通过电子投票机 (EVM) 或邮寄投票进行了投

票。据统计，不丹全国有效投票率为 68.42%，创下历史最高记录，与 2016 年第二次地方政

府选举投票率 (55.8%) 相比，增加了 12.62 个百分点。据选举委员会负责人称，高投票率表

明了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激烈程度，以及选民对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据悉，本届地方政府选

举中女性候选人的人数相对少于男性候选人，但在选举中行使投票权的女性多于男性，近 52%

的投票者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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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自 12 月 24 日 Kuensel Online 

 

【政治、社会动态】不丹将为目标人群首先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12 月 23 日，不丹卫生部长 Dechen Wangmo 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因为奥密克戎新冠

变种病毒具有高传染性，国家决定将于 12 月 24 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陆续为公众接种新冠

疫苗加强针剂，提高群众新冠病毒免疫能力。据卫生部门介绍，预计一周内将为 228581 名

不丹公众优先接种加强针，其中包括高危地区 18 岁以上人群、全国地区 65 岁以上人群、18

岁以上慢性病患者、一线卫生工作者及出境人员。该部长表示，加强针剂可以有效降低病毒

的严重程度及扩散能力，且政府计划在第二轮加强针接种中覆盖更广泛群体，其中也包括

5—11 岁儿童群体。 

——编译自 12 月 24 日 Kuensel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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