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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张春友

　　2020年，在举国上下全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之

外，俄罗斯政治生活中还发生了一件国际舆论关注

的大事，那就是对宪法进行自1993年实施以来规模

最大的一次修改。修宪前后，俄立法机构出台了一系

列配套法律，俄行政机构也相继出台了新版能源战

略、反极端主义国家战略、2030年前俄国家发展目标

等一系列配套政策。

　　当地媒体认为，这些法规、政策的出台，不仅为

俄罗斯2021年乃至未来数年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保驾护航，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对未来一个时期

的世界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修宪影响深远

　　新年伊始，国际舆论都在关注，2020年俄罗斯修

改宪法将如何影响今年及未来数年俄罗斯的政治局

势和国家发展方向。

　　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修改宪法这一根本大法，

最重要的目的是进一步增强国内稳定，抵御和防止

外部干预俄内部事务。

　　2020年1月15日，普京向议会两院发表国情咨

文时提议修宪。5天后，普京向俄国家杜马（议会

下院）提交宪法修正案草案。2 0 2 0年3月，在俄国

家杜马、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及俄所有85个

联邦主体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草案后，普京签署

总统令决定2020年4月22日举行修宪全民公投。不

过鉴于疫情发展，修宪全民公投随后被推迟至

2020年7月1日。同时，为保障公民生命健康，202 0

年6月25日至7月1日期间，俄公民均可进行投票。

根据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投票结果，77 .92%

的俄选民支持宪法修正案。公投结果出炉后，普

京于2020年7月3日签署命令。据此，俄宪法修正

案于7月4日正式生效。

　　此次的修宪条款共计206条，包括在宪法层面上

确保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的实行、禁止将俄罗斯领

土出让给其他国家、加强国家杜马在政府组阁中的

权力、禁止高级官员拥有双重国籍或外国长期居留

许可、赋予联邦委员会任命最高法院院长和法官的

权力，以及明确规定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俄罗斯宪法从1993年开始实施。在过去近30年

的时间中，宪法几经修订。此次修宪之所以较以往更

为引人瞩目，不仅因为这是俄宪法实施以来规模最

大的一次修改，同时也是对俄未来发展方向影响最

为深远的一次修改。

配套立法出台

　　在宪法修正案2020年7月正式生效后，俄罗斯又

相继出台一系列配套法律，使政权机构彼此协调制

衡，增强政治稳定，配合宪法修正案的实施。

　　202 0年11月6日，普京签署新的有关组建政

府的法律，法律确定了组建俄联邦政府的一些

基本原则。据俄法律信息网发布的公告，这部法

律根据宪法修正案制定。根据这部法律，俄行政

机构由联邦政府和其他由总统直接领导的联邦

机构共同组成。在此之前，俄行政机构仅由联邦

政府组成 。这部法律还确定了俄总理的任命

程序。

　　2020年12月初，俄罗斯联邦委员会通过《俄罗斯

联邦国务委员会法》。根据该法律，国务委员会将参

与制定俄罗斯对内对外政策，讨论预算草案和人事

政策，可作出决议，要求修改立法，但无权提出立法

议案。普京2020年12月21日批准了俄联邦国务委员会

成员名单，委员会主席由普京本人担任。

　　分析人士认为，宪法修正案及上述一系列配套

法律的出台，将对俄罗斯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产生积极作用。同时，这些法律的出台受到俄罗斯民

众支持，也为2021年9月19日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奠

定了主基调。

　　俄国内外舆论认为，经历了2020年的修宪，俄联

邦层面与地方层面的联动越来越强，这将对俄罗斯

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的选情带来

积极影响，进而为2024年的大选保驾护航。

确定发展方向

　　除通过修宪及出台系列配套立法领航俄罗斯未

来数年发展之外，普京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配套的

行政法规。

　　普京于2020年7月21日签署总统令，确定2030年

前俄国家发展目标，对俄经济、教育、城市建设和数

字化等领域的发展提出具体指标。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明确核武使用底线，普京于

2020年6月2日签署《核威慑政策》，明确俄坚持奉行

防御性核威慑政策，强调将核武器作为不得已的最

后手段使用。

　　为了维护国内稳定，并向极端主义宣战，普京

2020年5月29日签署新版《2025年前反极端主义国家

战略》。新版战略首次在极端主义概念中加入了“暴

力思想”这一特征，包括试图通过暴力手段达到政

治、宗教和其他目的，以及试图通过暴力手段从根本

上改变俄国家宪法制度、破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的活动。新版战略对有效打击极端主义具有更加明

确的指导意义。

　　为了明确能源战略、带动经济发展，俄总理米舒

斯京2020年6月10日批准了能源部提交的《俄罗斯

2035年前能源战略》。新版能源战略是在2014年的基

础上，根据当前俄国内外形势变化所制定。俄副总

理、能源部前部长诺瓦克指出，新版能源战略的实施

将最大限度地促进俄经济发展，并加强俄罗斯在世

界能源格局中的地位。

　　为了加强金融安全、支持本国支付系统，俄罗斯

政府力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的出台。2020

年11月1日正式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

通过立法形式进一步增加俄罗斯本国支付系统的市

场份额，有助维护俄金融体系安全。

　　与此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应对2021年仍在肆

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俄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此前

已通过法案赋予政府在必要时实施紧急状态的权

力。该法案旨在“应对与新冠病毒传播有关的紧急情

况”，赋予政府在紧急情况下有权在俄全境或部分区

域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或高度戒备状态。同时法案赋

予政府冻结某些医疗设备交易90天、暂停执行企业

破产等权力。

　　2021年，俄将举行国家杜马选举；2024年，俄将举

行总统选举。普京政府及统一俄罗斯党占据主要议

席的议会两院力推的修宪及配套法规政策对俄未来

发展助力几何，也将成为今年的国家杜马选举及3年

后总统选举的风向标。

俄罗斯修法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 本报驻斯里兰卡记者 李亚洲君

　　2020年，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

在立法领域频频发力，但却命运迥然。有的在立法领

域亮点纷呈，有的推行新法步履维艰。尽管面临的褒

贬不一，但这些国家对宪法、刑法、农业法等法律的

修改，影响将辐射至2021年。

印度农业改革法案纷争不断

　　2021新年初始，当迎接新年到来的喜悦为全球

民众冲淡了一丝疫情带来的忧伤时，在南亚地区最

大的国家印度，氛围却并不轻松。围绕新出台的农业

改革法案的抗议事件从2020年11月一直持续到2021

年。截至1月4日，印度政府与农民代表为此已进行了

7轮谈判，但均以失败告终。

　　这甚至成为莫迪政府上任后最为严重的执政危

机之一。

　　2020年9月，印度总理莫迪所属的人民党凭借

议席优势，在议会通过《2020年农产品商贸（促进和

便利）条例草案》《2020年价格保证和农业服务（赋

权和保护）条例草案》。在此之前，另一农业改革法

案《2020年基本商品（修正）法案》也已获得议会通

过。这三部农业改革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废除

“中间人”制度，允许农民将农产品自由出售；农产

品价格由市场自由决定；允许企业自由储备农

产品。

　　印度议会通过农业改革法案，旨在让市场在农

业生产中发挥主导作用，实现印度农业的市场化，提

升其国际竞争能力。然而，此举却遭到大多数农民的

抗议，后者认为这将影响自身生计，甚至可能导致土

地被兼并，从而最终危及到印度传统农业。印度内阁

食品加工部部长也因反对法案而辞职。

　　自2020年11月，印度北方邦、哈里亚纳邦、旁遮

普邦等重点农业地区的农民，在首都新德里周围举

行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取消三大农业改革法案。抗

议活动持续至今未见缓和。目前，成千上万来自旁遮

普和哈里亚纳等邦并在新德里附近扎营的农民仍未

见撤离的迹象。农民代表指出，如果要求得不到满

足，将举行规模更大的抗议活动。

　　有分析人士称，在1月4日的第7轮谈判仍未取得

进展后，谈判似已进入死结。据称，农民代表提出两

大要求：取消三大农业改革法案和出台正式文件提

高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但印度政府代表拒绝了这

些要求。

　　为此，莫迪曾“亲上火线”，表示印度农民数十年

来受到旧法律的各种限制，还被中间人剥削，如今人

民党推行新法，旨在让农民摆脱困境、增加收入。尽

管如此，农民、在野党及部分地方政府仍然未改变反

对立场。目前，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已有五个邦的议

会通过决议，要求撤销农业改革三法。

　　可以说，此次农业改革也是莫迪政府经济改革

的一个缩影，从中可以折射出莫迪政府在推动经济

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日益激化的矛盾，是

印度社会长期以来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表征。

　　针对2021年农业改革法案的前景，分析人士认

为，自上任以来，印度现任政府还未曾有刚出台一个

法案就撤销的先例。短期来看，双方继续僵持的可能

性比较大。

斯里兰卡推出多项重要立法

　　与迈入2021年仍不平静的近邻印度相比，同为

南亚国家的斯里兰卡在2020年8月宣誓就任新政府

总理的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党领导人马欣达·拉贾帕

克萨的领导下稳中向好。通过有效控制疫情，斯里兰

卡也向外界释放出积极信号。

　　从斯里兰卡国内来看，在2020年8月5日举行的

斯里兰卡议会选举中，已经相继赢得2018年全国地

方选举、2019年总统选举的人民阵线党延续连胜之

势，以绝对优势赢得了近三分之二的议会席位。此

次议会选举不仅铺平了人民阵线党未来数年的执

政道路，也为斯里兰卡创造了较为稳定的政治

局面。

　　马欣达·拉贾帕克萨2020年8月9日宣誓就职斯

新一任总理后，新政府26名内阁部长和39名国务部

长也于3天后宣誓就职。

　　新政府上任后，斯里兰卡推出多项重要立法。其

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2020年10月底，斯里兰卡第20

次修改宪法。

　　此次修宪是继上世纪八十年代贾亚瓦尔德纳总

统之后，斯当局第二次扩大总统行政权力。根据此次

的宪法修正案，斯里兰卡总统能够直接控制一个或

多个部门，也可以任命或解雇部长，还可以在上任两

年半后解散议会。此外，总统候选人的最低年龄从35

岁调整至30岁，对双重国籍的身份限制也被取消。

　　历史上，斯里兰卡在总统制和半总统制之间多

次来回摇摆。2015年，前总理维克拉玛辛哈和前总统

西里塞纳组建政府并修改宪法，削弱了总统的行政

权力。然而，前政府执政期间出现“债券门”丑闻，国

民经济每况愈下，2019年连环爆炸恐袭事件成为了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前政府民意支持率骤降，

彻底失去连任的可能。

　　分析人士认为，斯里兰卡反复修宪，症结在于经

济问题。未来数年能否扭转经济困局将成为斯里兰

卡现政府能否连任的关键因素。

巴基斯坦立法保护女性权益

　　巴基斯坦与印度同为南亚地区举足轻重的国

家。在2020年，巴基斯坦在立法领域也颇有亮点。

　　2020年11月底，巴基斯坦内阁通过决议，决定修

订反强奸法和刑法，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条款是对强

奸惯犯实施化学阉割，并启动首个全国性犯罪者登

记系统。

　　据悉，在由巴基斯坦联邦法律部长穆罕默德·纳

西姆主持的内阁立法案件委员会会议于2020年11月

26日批准《2020年反强奸（调查和审判）条例》和《2020

年刑法（修正案）条例》后，2020年12月15日，巴基斯坦

总统也已批准相关法令。

　　消息人士透露，这将加速对性暴力犯罪者的定

罪，并有助于在巴基斯坦启动首个全国性犯罪者登

记系统。此外，上述法律还规定设立特别法庭，任命

特别检察官，负责对强奸案进行审判。法律还规定，

设立由专员或副专员领导的反强奸危机小组，以确

保迅速登记初步案情报告、进行医疗检查和法医分

析。禁止被告对强奸受害者进行盘问，只有法官和被

告的律师才能询问受害者。目前，相关法令仍有待议

会通过。

　　巴基斯坦酝酿推动这一立法早有端倪。巴基斯

坦总理伊姆兰•汗上任后曾多次表态要对强奸犯罪

严加惩处。2020年发生的两起恶性性侵案件更是引

起伊姆兰•汗的关注和民众的愤慨，并最终促成巴基

斯坦当局修订相关法律。

　　此次修法能否真正落实到位、能否为女性和儿

童带来更有力的保护，引起南亚国家的普遍关注。包

括印度在内的多个国家民众都在关注巴基斯坦新法

的实际效果，并敦促政府在2021年效仿巴基斯坦推

出类似立法。

南亚国家2020年立法领域频频发力

□ 本报记者 陈润泽

　　2021年1月1日零时，英国与欧盟开始执行英欧

未来关系协议。尽管英欧最终达成协议，并驱散了

无协议脱欧的阴霾，但协议开始执行并不意味着一

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英欧之间仍有许多症结悬

而未决，双方都面临政治、经济、外交等一重又一重

的挑战。

　　诚然，与无协议脱欧相比，英欧未来关系协议

的达成及执行，让双方都暂时松了一口气，这也避

免了陷入双输的最差结局。然而，英欧之间，仍有许

多剪不断、厘不清的问题待解。

　　即便有新协议保驾护航，英欧间的贸易流畅度

也无法与英国留在欧盟单一市场时相提并论。

　　从进入2021年后的近两周时间来看，英欧人员

及货物流动已不比从前，无怪乎英国政府宣布建立

边境管控中心，通过技术手段实时监测分析货物和

人员入境，以便将边境混乱降至最低。

　　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如何尽快适应新的

贸易关系，是英欧双方的政府机构、贸易企业都将

面临的挑战。正如卡内基欧洲中心访问学者彼得凯

尔纳所言，英国与欧盟关系错综复杂，再完美的协

议，也难理顺彼此间的关系。在从盟友变成伙伴的

道路上，双方有很多需要调整、磨合之处。

　　对于英国自身而言，与欧盟成功“分手”后，未

来将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协议的落实和执行存在诸多问题。自2021

年开始，英国与欧盟已经临时执行英欧未来关系协

议，但目前仍差“临门一脚”，即欧洲议会的正式投

票。据悉欧洲议会将在2月或3月对协议正式投票。即

便欧洲议会正式批准后，协议的各个条款能否顺利

执行也存在变数。有专家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达成

的协议对双方间的一些矛盾采取了延后解决的方

式，这给未来的双方关系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

　　其次，离开待了近半个世纪的欧盟后，英国的

政治稳定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部分地区的离

心倾向或将加剧。这或许可称为英国一系列脱欧后

遗症中的突出问题之一。英国苏格兰政府首席大

臣、苏格兰民族党党魁斯特金在英欧达成协议后，

当即指责英国政府在渔业问题上的让步违背了对

苏格兰渔业的“重大承诺”。她对目前的英欧未来关

系协议并不买账，称“没有协议可以弥补‘脱欧’带

给我们（苏格兰）的损失”。看来，约翰逊政府虽然在

脱欧问题的解决上比其前任特蕾莎·梅政府更为顺

利，但在解决脱欧问题之后，国内的政治问题却将

接踵而来。

　　第三，英国近年来的外交、安全政策均服务于

脱欧大局，缺乏前瞻性、长期性与战略性。离开欧盟

之后，英国身处剧变的国际形势之下，如何作出符

合自身利益及世界潮流的决策，引领英国向前发

展，也考验着约翰逊政府的能力和智慧。

　　第四，有协议脱欧虽然避免了疫情下的英国经

济雪上加霜，但脱欧后英国贸易和投资的转向仍需

缓冲时间，英国经济复苏面临严重挑战。英国预算

责任办公室此前已作出明确预估，即便是有协议脱

欧后，英国在未来15年内也将面临4%的国内生产总

值损失。

　　最后，英国脱欧后，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谈判仍将在艰难中

前行。

　　总而言之，在“后脱欧”时代，英国如何维持自

身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以及国际影响力，进而兑

现“全球化英国”的设想，仍然是待解难题。

脱欧后遗症接踵而至 英欧双方面临重重挑战

国际观察

　　美国国会参议院1月初再次表决通过2021财年

国防授权法案，从而推翻了总统特朗普此前对该法

案的否决。由于国会众议院已于上月28日以322票赞

成、8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再次通过这项法案，国防授

权法案在未得到总统签字的情况下成为法律。美国

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在投票

前发表讲话说，让这项法案成为法律是国会“严肃的

责任”。2020年12月早些时候，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

别以超过三分之二多数通过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

案。根据法案内容，2021财年美国国防支出为7405亿

美元，比上一财年略有增长。其中超过6300亿美元用

于国防项目基本预算，690亿美元用于海外军事活

动。由于对国防授权法案内容不满，特朗普于2020年

12月23日动用总统行政权力，否决了这项获得国会

参众两院广泛支持的法案。这是特朗普动用总统行

政权力否决的第九项法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每年

依据宪法通过下一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由总统签署

成为法律，是美国防务年度开支预算和国防政策的

指导性文件。根据相关法律，法案在遭到总统否决

后，如果国会参众两院再次就法案投票并分别以至

少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将可推翻总统的否决，使法案

在没有总统签字的情况下成为法律。

　　当地时间1月5日，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哈里·洛克

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近日签

署了第11509号共和国法案《医学生奖学金法案》，菲

政府将为有资格攻读医学博士并愿意返乡服务的学

生设立医学生奖学金。法案旨在通过扩大优质教育

资源，为贫困人口创造提升机会，促进社会公正。根

据该法案，菲律宾高等教育委员会在咨询卫生部后

设立一个奖学金项目(MSRS)，在各州指定的州立、

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内设立医学博士课程，为想要攻

读医学博士学位并有志返乡服务的菲律宾籍应届毕

业生提供奖学金。奖学金获得者将与菲教育部及卫

生部签署一份协议，须完成所有规定课程，不得在任

何情况下退课；在四年制或五年制医学博士项目的

最后一年，须到政府指定医院进行规定的实习；完成

实习后一年时间内参加会考取得执业资格，并返乡

服务。未通过执业资格考试者，须承担后续执业资格

考试的所有必要费用。此外，杜特尔特还签署了第

11510号共和国法案，为特殊情况下的失学儿童以及

土著成年人提供教育。这项法律将保证生活在偏远

地区和受冲突影响社区的学习者，都能平等获得学

习机会。

　　韩国政府将推进送货员、代驾员等平台从业

人员的保护法案。韩国政府预计，包括送货员、代

驾员、文化创意工作人员在内，韩国相关平台从业

人员共计179万人。平台从业人员逐年大幅增加，

但他们的工作很不稳定，且在工作中受伤时也不

能受到保护，鉴于此，韩国政府决定制定平台从业

人员保护法，强化平台企业义务，建立制度维护从

业人员权利。据悉，韩国政府还将修改《劳动法》保

护平台从业人员的权利。若未被《劳动法》划分为

劳动者，将通过标准合同等方式保护其基本劳动

条件，其中包括建立组织、协商报酬基准等权利。

此外，韩国政府还将废除阻碍相关从业人员加入

工伤保险的专属性基准，并扩大雇佣保险对象。此

外，还计划实施“送货业认证制度”，阻止无资格公

司大量涌现，同时还将制定为从业人员提供生活

资金贷款等支援的福利政策。但韩国业界认为，政

府的政策并未解决根本性问题，并要求政府将所

有平台从业人员纳入受《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

范畴。

韩酝酿制定新法保护送货代驾从业人员

菲出台奖学金法案鼓励医学生返乡服务

美国会推翻总统否决通过国防授权法案

　　图为2020年7月1日，俄选民在首都莫斯科一处投票站登记注册并就宪法修正案草案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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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

月底，斯里兰卡

第20次修订宪

法。此次修宪是

斯当局第二次

扩大总统行政

权力。图为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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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雅·拉贾帕

克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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