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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赴印度特派记者 陈润泽

　　

　　在印度农民持续长达一年多的抗议游行后，当

地时间11月19日，向来以强硬姿态示人的印度总理莫

迪发表全国电视讲话，罕见地“示弱”并“真诚地向全

印度人民道歉”，同时宣布撤回2020年通过的三项农

业改革法案。他承诺在本月晚些时候举行的议会会

议上完成废止三项农业法案的宪法程序，并呼吁农

民结束抗议活动返回家乡。至此，莫迪政府雄心勃勃

的农业改革宣告失败。不过，全印度各地长达一年多

的抗议留下的疮痍、750名在抗议中死亡农民带来的

伤痛、印度各界的不满，并未因此散去。

改革违背民意莫迪终退让

　　印度《铸币报》11月19日评论认为，莫迪宣布撤回

农业改革法案的表态是一个“惊人的180度大转弯”。

对于莫迪政府的最终决定，印度国内反对农业改革

的各界欢欣鼓舞。印度国大党领袖拉胡尔•甘地评论

称：“祝贺印度农民战胜不公正……养活国家的人最

终战胜了傲慢。”德里首席部长凯吉里瓦尔说：“后代

将会记得这个国家的农民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拯救

了农业。我在他们面前鞠躬。”

　　莫迪政府的这一退让也让数万抗议农民成为近

年来第一个“战胜”莫迪、让他收回改革政策的抗议

群体。

　　那么，为何一向强势的莫迪政府在与农民进行

了11轮谈判后仍无法顺利推行农业改革法案？为何数

以万计的印度农民一年多来在全印度各地抗议游

行，并誓言直到农业改革法案撤回才会返乡？

　　2020年9月17日与20日，莫迪政府分别在印度人

民院（下议院）与联邦院（上议院）快速通过了三项极

具争议性的农业改革法案：《农产品贸易和商业(增强

与促进)法案》《2020农民（授权和保护）价格保证协议

和农业服务法案》和《2020基本商品（修正）法案》。这

三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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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案一公

布，就激起全印农民的大规模抗议。

　　印度政府称，颁布“农业三法”的目的在于解

除农民过去被限制只能与各邦、市政府指定成立

的农产市场委员会进行农产品交易，在新法下农

民可直接跟买家交易，且免除手续费和课税。然

而，印度农民认为，“农业三法”将让农民丧失政府

提供的农产品保证收购价格，在大型私营企业介

入后，小农利益将受到挤压，新法案只会让私营企

业受益，莫迪“正将农业私有化”，私营企业将成为

最终获利者。

　　印度经济专家则指出，农民之所以不满，一个重

要原因在于“议价权”的丧失。若改革推行，农民将直

接面对具有垄断能力的私营企业和财团，他们的议

价权就会丧失。

　　除农民的反对外，由于农业改革法案立法过程

缺乏协商，也引起部分印度法律界、政界人士的不

满。法案非但没有提前向社会公布，让全民和地方政

府参与讨论，而且缺乏与农民团体等利益攸关方的

充分协商。这三项法案之所以能通过，完全是因为印

度人民党及其盟友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

　　莫迪虽然冒险强行让法案通过，但最终抵挡不

住激烈的反抗，骑虎难下，不得不向反对农业改革的

各方作出让步。

750名农民死亡伤痛难抚

　　印度农民联盟领导人拉凯什•提凯特近日透露，

大约有750名印度农民在抗议农业改革法案的活动中

死亡。他还批评印度政府没有对农民的死亡表示

哀悼。

　　自去年11月26日以来，印度农民为了争取自己

的利益，一直在不同地点就印度政府推出的三项

农业法案进行大规模抗议活动。他们带上粮食、炊

具、被褥到新德里抗议，他们封锁部分铁路、公路，

甚至进行绝食抗议，他们和政府多次对话但毫无

效果。进入2021年后，农民的示威活动急遽升级，

不时发生暴力事件。印度农民在抗争中，有的被冻

死，有的被踩死。

　　印度共产党下属农民组织“全印农民协会”联合

秘书维朱•克里希南表示，莫迪对于在抗议活动中失

去生命的农民“没有一句安慰其家属的话”，这也令

人们感到愤怒。虽然在宣布撤回三项农业改革法案

的全国电视讲话中，莫迪表示“真诚地向全印度人民

道歉”，但这“并不能完全抚慰失去亲人的农民家属

的伤痛”。

　　除了750名农民死亡外，一年多以来全印度各地

还有多起针对抗议农民的诉讼案。

　　在莫迪政府向抗议农民妥协并道歉后，11月20

日，印度南部的特伦甘纳邦政府宣布，对在新德里边

界地带抗议三项农业改革法案时遇难的数百名农民

的家属给予每人3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25800元）的

赔偿。

　　除地方政府外，特伦甘纳邦首席部长拉奥还要

求印度中央政府向每位遇难农民家属提供250万卢比

（约合人民币21.5万元）的补偿，并撤回迄今为止所有

针对抗议农民的诉讼。

　　为进一步为农民争取利益，印度联合农民阵线

领导人达尔山•帕尔在莫迪发表电视讲话后提出要

求：“我们需要知道印度政府对我们另一项关键要求

的立场，即强制要求作物的最低支持价格。”拉奥呼

吁莫迪政府在11月底冬季会议上提出一项关于“最低

支持价格”体系的法律。

莫迪政府妥协选举是主因

　　印度农民抗议农业改革法案已逾一年，莫迪政

府始终态度强硬，为何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妥协？分析

人士认为，选举方面的考量是主要的动因。

　　明年初，印度北方三邦将举行选举，选举结果将

影响印度政局走势。

　　从全局来看，印度政府与农民的拉锯战若持续

下去，将严重影响莫迪政府及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

党的支持率。因此，为马上到来的选战考量，莫迪政

府不得不后退一步，向农民作出让步。

　　具体来说，北方邦是印度人口最多的邦，有超过

2亿人口，素有“票仓”之称。目前，北方邦由印度人民

党执政。当前北方邦的农民广泛地参与到抗议之中，

莫迪政府若持续与抗议农民对峙，恐怕会对印度人

民党的选情造成严重影响。

　　而且，印度农村人口众多，就选举而言，人口众

多的农村的选情甚至比城市还重要。

　　与此同时，北方邦和旁遮普邦明年初的选举被

视为2024年印度大选的风向标。在2017年的北方邦选

举中，印度人民党取得了77%的席位，拿下压倒性胜

利，帮助该党树立一种势不可挡的形象，这为其在

2019年再次赢得全国大选奠定了基础。印度人民党希

望明年能复制这一成功，最终在2024年再度赢下全国

大选。

　　有分析人士认为，莫迪在农业改革上的退让，可

谓政治“止损”。新德里电视台的报道也认为，莫迪政

府在距离选战还有三四个月之际主动退让，在农业

改革法案上作出“大转弯”式的政策改变，有望在选

前给印度人民党“带来重大政治利益”。

莫迪无奈承诺撤回三项法案

印度政府农业改革无果而终
记者传真

□ 本报驻日本记者 冀勇

　　

　　近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公布总额

为55.7万亿日元（1日元约合人民币0.055

元）的“经济对策”纾困法案。由此，日本

政府将推出史上最大规模经济刺激计

划，用于疫情防控、经济复苏和“后新冠

时代”经济建设。日本第三季度经济再现

负增长，显示经济复苏滞后于全球主要

经济体的现实，新经济刺激计划被寄希

望于推动日本经济重回增长轨道，但因

支出规模过大、相关措施缺乏实效性，未

来能否发挥预期效果受到各界质疑。

财政支出再创新高

　　18日，岸田文雄公布“经济对策”纾

困法案。19日，日本政府内阁会议最终敲

定了总额为55.7万亿日元的财政支出计

划。加上民间资本部分，经济刺激计划总

规模达到78.9万亿日元，创历次经济刺激

计划的财政支出新高。

　　新经济刺激计划主要由四大支柱构

成，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用于新冠疫情防控对策的22.1万

亿日元。包括确保疫情再次扩大时病床

能够充分利用的调控系统构建、第三针疫

苗免费接种、推动口服新冠治疗药物年内

投入使用以及向遭受疫情打击的中小企业

发放最多250万日元“业务复苏支援金”等。

　　第二，用于社会经济活动重启和新

一轮危机防备对策的9.2万亿日元。包括

重启旅游、餐饮等消费的政府支援项目

“Go To Travel”（去旅游）等，构建国内

疫苗研发、生产和稳定供应体制，建设国

产疫苗研发、生产基地等。

　　第三，用于“新型资本主义”建设启动对

策的19.8万亿日元。包括促进储能电池等高

新技术引进和研发，提高保育士、幼儿园教

师以及介护（相当于我国的“老年护理”）、残

疾人和福利机构人员工资，强化对提高员工

工资企业的税收支援等。

　　第四，用于防灾减灾等确保安全放

心生活对策的4.6万亿日元。包括河流、水

坝、道路等维护，老化重要基础设施的修缮保护等。

　　岸田文雄表示，新经济刺激计划旨在为受疫情

影响面临困难的民众提供全面支援，同时，通过成

长战略和分配战略推动经济早日重回增长轨道。

　　按照计划，日本政府下一步将结合新经济刺激

计划，编制总额为31.9万亿日元的2021年度补充预

算案，与2022年预算案打包形成为期16个月的大型

财政预算，整体推进刺激计划落实。

期待发挥支撑作用

　　此前，日本内阁府发布的2021年7至9月国内生

产总值（GDP）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去除物价变动因

素后的实际GDP环比减少0.8%，折合年率下降3.0%。

日本实际GDP自第一季度之后再次出现负增长。

　　日本各界期待，经济刺激计划实施后，能对日

本经济发挥作用。

　　2019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为-0.5%，2020年

为-4.6%，连续两年负增长。日本政府曾预估2021年

GDP有望恢复至疫情发生前2019年的同等水平，但

从最新公布的数据看，经济受疫情冲击远超预期。

与中国、欧盟和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已实

现经济正增长相比，日本经济复苏严重

滞后。日本国内普遍担心经济艰难复苏

的状况可能持续至明年。

　　日本政府对新经济刺激计划寄予厚

望，预测可能推动GDP实现5.6个点的增长，

有助于刺激经济快速复苏。日本经济再生

大臣山际大志郎表示，期待计划实现推动

经济增长的目标；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

表示，计划是非常强有力的经济对策，将

起到巨大刺激作用。

　　与经济统计数据不佳相对，随着疫情

好转，日本经济出现一定复苏迹象。据相

关统计显示，10月1日全面解除“紧急事态

宣言”，旅游和行动限制被放宽后，餐饮

业、百货店、旅游业等快速恢复。日本数据

分析公司Nowcast与大型信用卡公司JCB

合作，通过信用卡使用情况计算出的消费

动向指数显示，10月指数增长4.1%，时隔11

个月首次实现增长。

　　针对经济复苏中出现的严重劳动力

不足，日本开始着手放宽外国人就业政

策。据日本媒体援引法务省一位官员的话

称，政府正考虑允许部分从事蓝领工作的

外国人无限期居留，政策有望从2022财年

开始。2019年日本实施的外国人居留相关

法律，允许农业、建筑等14个行业的“特定

技术工人”最长居留5年，但不能带家属，

新政策可能放宽限制。这一政策将对刺激

经济复苏起到一定助力。

新政策被批“撒钱”

　　日本政府推出史上最大规模经济刺

激计划受到广泛欢迎，但部分经济专家

认为在疫情已经大幅放缓情况下，大规

模财政支出缺乏实效性，有“撒钱”嫌疑，

不仅很难起到刺激经济复苏作用，还将

进一步恶化财政状况。

　　日本国内最早在今年夏天开始讨论

采取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9月后，日本

经历政局变化，岸田文雄取代菅义伟出

任首相，之后还举行了众议院选举和组

阁等。制订经济刺激计划被一再推迟，直

到岸田第二次内阁成立后才最终确定。

　　对史上规模最大经济刺激计划，日本国内主要

存在以下几方面质疑：

　　一是刺激计划缺乏实效性。新刺激计划的核心

是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现金补贴和增加保育

士等工资的分配计划，但两项内容均为自民党众议

院选举中承诺的内容，前一项政策被批“撒钱”，后

一项政策也存在不能永久解决财源的问题。计划中

列入的新能源、数字化等投资作为长期性课题，短

期很难发挥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是经济刺激计划时机太晚。新刺激计划主要

针对第一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的状况制订，目前随

着疫情大幅放缓，经济已经出现复苏迹象，个别经

济部门甚至出现人手严重不足的问题，此时“下猛

药”可能会造成经济扭曲。

　　三是财政健全化变得遥遥无期。新经济刺激计

划的资金来源主要为新发国债，但日本政府去年已

经连续三次编制补充预算，政府债务与GDP之比高

达256.9%，在主要国家中最高，新支出计划将进一

步恶化财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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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驻韩国记者 王刚

　　

　　从11月开始，韩国正式启动“与病毒共存模式”，

大幅放宽相关防疫限制，允许人们室内聚餐或参加

娱乐活动。但随着乐观情绪的蔓延及人群聚集密度

的增加，韩国每日确诊病例连日来屡创新高，危重病

例数更创下新纪录，甚至出现危重病人没有医院床

位“在家等死”的情况。韩国防疫“与病毒共存模式”

正面临难以为继的窘境。

　　确诊病例上升、危重症患者增加，正引发韩国各

界对“与病毒共存模式”是否应该“熔断”的质疑。

　　韩国政府11月25日召开第四次新冠疫情日常生

活恢复支援委员会会议。在会议上有专家指出，应首

先在疫情扩散严重的韩国首都圈实施下调未接种者

私人聚会人数上限、扩大防疫通行证适用范围等措

施。委员们强调，为使恢复日常生活模式得到持续，

有必要展开官民合作，确保防疫规定得到充分执行。

会议还对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模式启动后的疫情状

况、应对方案、地方自治团体恢复日常生活推进事项

等进行了探讨。

　　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权德喆承认，分阶段恢复

日常生活模式启动后，防疫有所放松，老年人和青少

年确诊患者增加，对医疗系统构成压力。为此，保健

福祉部将加强政府联合防疫检查和地区防疫检查，

迅速推进扩大居家治疗、扩充病床数等措施，并加快

开展加强针接种。

　　根据《法治日报》记者在韩国的观察，在“与病毒

共存模式”下，韩国确诊病例激增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是国民对疫情过于乐观，防疫措施松懈。全

球某知名调查机构11月20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

示，52%的韩国民众认为“疫情即将结束”。韩国人过

于乐观的情绪在日常生活中时有体现，各类饭馆中

人满为患，各种社交应酬大幅增加。由于在这些场

合，人们需要摘下口罩摄取食物和饮料，因此“中招”

的可能性大增。

　　第二是社区集体感染激增。最近忠清南道天

安市就出现了在宗教设施内集体感染现象，某宗

教信徒聚集的村庄暴发集体感染，确诊人数超过

200人，引发天安当地出现恐慌。同时，韩国以学校

为主的教育设施相关确诊病例激增，青少年尤其

是13岁至15岁青少年的确诊病例较之前增加近一

倍。11月的前两周，韩国共报告166起集体感染事

件，其中青少年教育设施内集体感染47起，占比

28 . 3%。韩国进入“与病毒共存模式”后，《法治日

报》记者发现，首尔市的新村、江南、弘大、钟路三

街等年轻人相对聚集的地点，一到周末等时间段

便会人山人海，各类饭馆和练歌房爆满，很多夜

店甚至排起长龙。

　　第三是韩国新冠疫苗全部依赖进口，因此国

民整体注射疫苗的时间较晚。此外，近来打完疫

苗再次感染的所谓“突破感染”数量激增。韩国政

府和首尔市已经接连发布公告，敦促注射疫苗6个

月以上和危险易感人群主动进行疫苗加强针

注射。

　　实际上，近来很多韩国人都在质疑“与病毒共存

模式”能否成功。有评论指出，在为实现群体免疫而

加快接种疫苗的欧洲地区，新冠疫情再次出现扩散，

这提醒人们仅凭疫苗并不足以结束新冠肺炎疫情。

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疫苗接种完成率均已超过被

视为群体免疫标准线的80%，但受病毒变异、部分民

众接种时间超过半年等多重因素影响，确诊患者仍

在激增。这意味着疫苗接种率高并不能完全控制疫

情蔓延，采取必要的防疫措施仍然是控制疫情的重

中之重。

“与病毒共存模式”难以为继 韩国反思防疫策略

　　欧洲议会11月23日投票通过共同

农业政策改革法案，这项将于202 3

年开始实施的改革法案规定，欧盟

每年至少要将10%的农业补贴发放

给中小型农牧业经营者。而在发放

给中小型农牧业经营者的农业补贴

中，至少20%需投向采取有利于生态

保护措施的农牧业经营者。有消息

人士指出，这项改革法案的最终目

标是减少欧洲农牧业生产中10%的

温室气体排放。据悉，欧盟还将设立

总额高达4.5亿欧元（1欧元约合人民

币7.1689元）的危机基金，以应对类

似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突发事件或

在欧洲可能暴发的大规模动植物传

染病。欧盟农业专员沃西乔夫斯基

在欧洲议会投票结束后对共同农业

政策改革法案表示欢迎。他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称，新通过的法案将为

欧洲农牧业经营者以及乡村的未来

提供保障。

　　哥伦比亚（南美洲国家）议会近日

批准一项法案，明确规定本国员工可以

在非工作时间不回应雇主任何形式的

联系。《哥伦比亚人报》报道，新法案规

定，员工有权在非工作时间内不与雇主

联系，即可以合法地不接雇主的电话，

不回复雇主信息、电子邮件等。若雇主

强行联系员工，员工有权在下一个工作

日开始之前不予回复。雇主不得因此对

员工采取任何形式的惩罚，如不得解

雇、批评员工及增加员工工作量，不遵

守这一规定的雇主或将涉嫌“职场骚

扰”。除实体办公外，法案同样适用于远

程办公等工作形式，但也存在一些例

外，如警察、消防员、救援人员等。法案成

为法律后，各企业有义务制定自己的规

章制度，与员工建立“在工作时间之外

断开一切联系”的协议。法案的提交者、

众议院代表罗德里戈·罗哈斯表示，法

案旨在保障雇员非工作时间休息权，确

保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健康。

　　美国国会众议院近日通过一揽

子支出法案，将通过对富人和大企

业加税来筹集资金，以应对气候变

化和扩大社会福利支出。该法案将

递交参议院审议，但审批前景存在

不确定性。据报道，法案包括为应对

气候变化和发展清洁能源提供资

金、改善老年人和残障人士护理服

务、扩大联邦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提

供育儿税收抵扣和低收入者所得税

抵扣、降低普通家庭育儿成本等内

容。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说，法案

将通过降低家庭负担、创造就业来

重建美国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提

升美国经济竞争力，同时确保富人

和大企业公平纳税。他希望参议院

能尽快批准这一法案。鉴于近期美

国通胀压力上升，美国媒体预计，一

些参议员可能会要求对法案进行大

幅修改，削减部分支出项目，法案最

终审批前景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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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卫生部门宣布从11月1日起执行新的防疫措

施，有条件逐步放宽防疫限制，进入“与病毒共存”防疫

模式。韩国街头人群密度增加。    CFP供图

　　当地时间11月19日，印度多地农民在街头庆祝抗议取得胜利。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向全国发表讲话称，印度

政府决定取消激起农民强烈抗议的三项农业改革法案。               人民视觉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