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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

漫长的，不平坦的，不确定的攀登 
																						2021年的缓慢转变 
																													以包容的政策回应将希望变为现实

COVID-19流行病以惊人的速度传播给全球经济的巨大冲

击，导致今年许多国家的经济急剧衰退，数百万人受到

感染。

在经历了今年的锯齿状下滑之后，预计2021年全球GDP

增速将略高于4%，2022年将进一步提高3.75%。未来两

年，全球经济将获得增长动力，增长可能是漫长、不平

衡和不确定的。	

许多科学进展、制药方面的进步和突破、更有效的追踪和隔离、以及对人员和公司行为的调

整，将有助于控制病毒，从而逐步取消对流动性的限制。重要的是，自从流感大流行开始以来

就实施的支持就业和企业的政策，将在解除限制后实现更快的反弹

一	 些选定经济体2013-2019年和2020年的平均实际GDP以及2021年和2022年的实际GDP预测如
下表所示：

Selected	Economies	Real	GDP	Growth	精选经济学-实际GDP增长

国家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实际GDP预测

	平均的2013-2019 	年2019 年	2020 	年2021 年2022

美国 2.5	% 2.2% -3.7% 3.2% 3.5%

欧元区 1.8% 1.3% -7.5% 3.6% 3.3%

日本 0.9% 0.7% -3% 2.3% 1.5%

中国 6.8% 6.1% 1.8% 8% 4.9%

印度 6.8% 4.2% -9.9% 7.9% 4.8%

巴西 -0.5% 1.1% -6% 2.6% 2.2%

了解更多信息：参考链接

世界性流行病后的遗留问题——更高水平的债务和数字化达到顶峰”

到2020年底，全球经济智库开始重新思考包容性制度、

生产力和竞争力、包容性持续增长、全球化、税收和可

持续增长、数字化、第四次工业革命经济学和环境可持

续性经济学等原则。展望未来，Covid-19对长期GDP的影

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	 第一是造成政府债务累积；

2.	 第二，它影响了需求，尽管大部分需求应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恢复

3.	 第三，它通过打击投资和降低生产力影响了供应方面，这是防止疾病蔓延的措施的结果

4.	 最后，它推动了大量快速发展的趋势，最显著的是在数字化和远程工作领域。

January 2021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9/30/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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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经济见解

•	 自从COVID	19流行病开始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光明未来的希望。疫苗和治疗方
面的进展提高了人们的预期，全球经济复苏轨迹的不确定性也减少了。

•	 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CEBR）的最新报告称，在“2021年大流行后的强劲反弹”之后，美
国经济将在2022-24年间以每年约1.9%的速度增长，之后几年将放缓至1.6%。相比之下，预计到
2025年，中国经济将以每年5.7%的速度增长，2026-2030年将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长。无独有
偶，报告还斥责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从2000年的3.6%上升到现在的17.8%，中国很快就
会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轨迹一直以令人难以置信的10%左右的速度增长。中国的每个部门都
出现了惊人的增长，其中制造业是全面复苏的引擎。中国在军事实力、建设和积累世界级国防装
备方面取得了不可阻挡的进步。

•	 大多数公司都幸存了下来，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财务状况有所减弱。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政策支持，
经济和社会形势将是灾难性的。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被避免了，而且许多国家的经济结构仍然很不
稳定。

全球债务危机即将来临吗?

全球借贷一直在快速增长，这是如此之快。世界各地的许多经济智
囊团已经开始预料到，它正在迅速变得不可持续。国际金融研究所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估计，截至2019年9月底，
由家庭、公司和政府借款构成的全球债务总额激增至253万亿美元，是
全球84万亿美元（2018年）GDP的三倍多，导致全球人均债务达32500
美元。

我们认为，世界银行的债务规模正在进一步上升。中国现在是一个重
要的债权国，这为人们对债务的担忧增加了地缘政治层面的因素。中国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外国贷款
国，也是许多新兴经济体最大的外国贷款国。当然，美中关系紧张以及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对中国持续信贷和投资的依赖，限制了债务重组或暂停债务的谈判空间。

COVID-19流行病引发了近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威胁健康，
扰乱经济活动，损害福利和就业。我们需要采取非常的政策，走钢丝走
向复苏，这将决定未来十年的经济和社会前景。	决策者面临的主要挑战

决策者面临的主要挑战

•	避免重蹈保护主义的覆辙，历史表明，从长远来看，保护主义对全球
增长不利

•	确保全球化的潜在利益在全社会得到更平等的分享

•	开发新的绿色技术，以确保全球长期增长在环境上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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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economic Snapshot
  Based on Four Month’s Data (Mid-Dec) (P-o-P)

Remittance Inflow

337.72 Billion  

11.2%   (P-o-P)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Gros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stood at USD 12.65 
billion.

Source: MoF, NRB

Y-o-Y

Consumer Price 
inflation remained 
4.05 percent

`External Trade                
(In NPR Billion)

Import      Export
      402.49        40.20

  10.6%        10.8%
Trade Balance

362.29

B.	尼泊尔经济展望	

主要经济新闻

1.2020年12月20日，尼泊尔政治领域
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态发展，
造成了政治体系的混乱，总统比迪
亚·德维·班达里根据总理卡普·
夏尔马·奥利内阁的建议解散了议
会，并宣布解散

2.由于旅游业受到Covid-19流行病
的重创，尼泊尔最古老的五星级
酒店之一安纳普纳酒店（Hotel	
Annapurna）停业。

3.世界银行和尼泊尔政府签署了价值
8000万美元（93亿尼泊尔卢比）的
农村企业和经济发展项目（REED）
，以促进该国农业部门的发展。

4.尼泊尔国际运输发展委员会已开始
筹备进行可行性研究，以便在与印
度接壤的西部边境的多德哈拉昌达
尼建造一个陆港，目的是利用孟买
作为第三国贸易的中转站。

5.央行11月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房
地产、租赁服务、酒店和餐饮等各
经济部门的交易额仍低于危机前的
17%。	

6.俄罗斯最大的两家银行莫斯科工业
银行和兰塔银行表示有意投资尼泊
尔水电、水资源和灌溉

C.		通知、新闻和更新

1.	社保基金

“就业期间放宽信贷”	

“让我们储蓄，SSF将确保和睦的退休”

由于未能将大量个人和机构纳入政府管辖范围，政府对《社会保障基
金投资指引》进行了全面修订。

根据新的1

工作程序，一个供款人将能够获得个人贷款的三类功能：教育、住房和社会功能。根据贷款计划，
供款人可获得高达1000万尼泊尔卢比的所有贷款组合“教育贷款”高达350万尼泊尔卢比，“住房贷
款”低达750万尼泊尔卢比或相当于15年工资金额和“社会功能贷款”500尼泊尔卢比，用于在名义
利率下提供抵押品后完成婚礼等仪式。出资人还可以根据出资人的需要，获得专项贷款。

根据新修订的程序，各种信贷安排可在三年定期供款后使用，但是，本条款不适用于从其他基金（
如PPF和CIT）将其资金转换为SSF的供款人。

供款人如已供款15年，年满60岁，可从根据退休金保障计划缴存的款项借款，而退休金保障计划为
供款人提供酬金及退休金。

同样，SSF也有明确的投资领域，将从项目贷款和政府证券、定期存款、股票和债券、共同基金单位
和固定资产投资项下收集的资金中提供担保贷款、机构贷款和联合体贷款等贷款。

了解更多信息：参考链接

https://ssf.gov.np/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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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财政部

2020年11月29日，尼泊尔政府和瑞士政府签署了一项双边协议，以实施
尼泊尔农业市场开发计划（NAMDP）-第二阶段。

根据该协定，瑞士政府将为上述NAMDP第二阶段方案捐助954万瑞士法郎
（相当于12.5亿尼泊尔卢比）。NAMDP第二阶段是同一项目第一阶段的延
续，于2020年11月30日结束。该方案应为农业综合企业，特别是中小型
企业提供机会，以提高其产品质量和扩大其网络。这将加强他们提供创新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了解更多信息：参考链接

3.	尼泊尔证券委员会

	 		 “SEBON大幅削减经纪人周转费”

在持续努力中，尼泊尔证券交易委员会（SEBON）已决定降低公
开发行、配股和回购股票的经纪人周转费和要约文件备案费。

在修正后的费率中，经纪公司可按交易额收取佣金，如下表所示：

此外，就政府债券而言，投资者需要支付
高达0.1%的佣金，共同基金计划和其他类
型资本市场工具的最高门槛已定为0.15%

SEBON声称，它已经根据政府的政策调整
了股票经纪人佣金率，以促进股票交易市
场，从而在资本市场上吸引尽可能多的投
资者。

了解更多信息：参考链接

4.	尼泊尔央行	

	 “跨越货币金融数字化：国际支付终于被允许”

2020年12月28日，尼泊尔Rastra银行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份咨询文件，内容涉及期待已久的通
过在线媒体提供国际支付服务。尼泊尔拉斯特拉银行欢
迎数字经济的概念，并作出安排，银行现在可以发行
预付卡，用于国际支付货物和服务，最高限额为500美
元。

 附条件条款

 •	任何个人、公司、公司或组织愿意获得外币预付卡，
可以通过将其现有的NPR余额转换为	 	 	 	 银行的外	币来获得。

	 •	 为了发给这张卡，用户必须从各自的银行更新他们的KYC，并且应该有PAN号码。

	 •	 用户可以通过每年一次的一次交易或一次又一次的交易享受这项服务，最高500美元。

	 •	 用户只能进口/购买现行法律允许的产品/服务。

	 •	 如果发现持卡人产生的外国收入至少是信用卡金额500美元的两倍，则可向信用卡存入额外资	 	
		 金。	这可被视为NRB对持卡人的奖励

了解更多信息：参考链接

	 “以卢比偿还外币贷款”

	 NRB已针对受COVID-19影响而未获得外币收入的相关公司/公司/行业作出安
排。在这种情况下，企	业/公司/行业获得的外币贷款的利息和分期付款可以用
本国货币（NPR）偿还。

了解更多信息：参考链接

2020年12月16日，通过行使2058年《尼泊尔拉斯特拉银行法》第79节授予的权
力，中央银行修订了：

Transaction Limit in NPR Old New % Change
Up to 50,000 0.60% 0.40% 33%

50,001 to 500,000 0.55% 0.37% 33%
500,001 to 2,000,000 0.50% 0.34% 32%

2,000,001 to 10,000,000 0.45% 0.30% 33%
More than 10,000,000 0.40% 0.27% 33%

https://mof.gov.np/en/2020/11/30/news/press-releases/2280/
http://sebon.gov.np/uploads/uploads/yXoukZidue3XEucN0lTvqrKkxyJyAM6UffYggWii.pdf
https://www.nrb.org.np/contents/uploads/2020/12/Document-for-Consultation.pdf
https://www.nrb.org.np/contents/uploads/2020/12/FCY-Loan.05-2077-7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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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A、B和C类持牌金融机构的统一指令2077

•	关于D类“小额金融机构”的2077号指令

了解更多信息：参考链接

5.	保险委员会

	 •	 尼泊尔保险委员会行使2049年《保险法》第8（d2）节赋予的权力，发布了以下指令。

	 1.	2077年再保险人基于NFRS的财务报表指令

	 2.	2077年非寿险公司基于NFRS的财务报表指令

该指令要求相关保险公司按照规定的格式编制符合尼泊尔财务报告准则
（NFRS）的财务报表。

	 了解更多信息：参考链接

	 “农民福利保险”

	 尼泊尔保险委员会于2020年12月28日发布公告，通过发布新
的“2077农业和牲畜保险指令”，对现有的“2069农作物和
牲畜指令”进行了修订。董事会已指示所有非寿险公司执行
新指令。

	 了解更多信息：参考链接

	 	截至2020年12月27日的COVID	19保险索赔如下表所示。

截至2020年12月27日的索赔摘要
详情 No 金额	NPR 评论

记录完整的文件 30,785
已付总额 16,949 1,652,100,000
正在审批 2,800
正在等待批准 4,810 发送8696个文件，收到4810个批

准
准备发送到EDCD的文件 1,33
返回公司 2,210 由于文件不完整
无索赔 89 15天内/重复案例
正在进行验证 3,794

	 		 了解更多信息：参考链接

6.	ICAN新闻和通知

	 “我能为学生的安全采取最好的措施”

	 		 尼泊尔特许会计师协会（ICAN）在2020年12月8日至2020年12月18日期间，为确保学生的安全，		
		 采取了最佳措施，对ACCAs进行了特许会计和CA会员资格考试。

	 		 关于“一人一业”适用性的通知

	 在2020年12月3日的通知中，第236次理事会会议废除了2061年《尼
泊尔特许会计师规则》第52ka条。协会强制要求注册审计师遵守“
一人一职业”。因此，自2021年7月16日起，服务持有人注册审计师不得进行此类审计。

	 了解更多信息：参考链接

	 	“绘制国有企业NFRS实施状态图”

	 2020年12月14日，研究所邀请所有国家审计事务所表示有兴趣根据与PEFA秘书处签署的实施综合
公共财政管理改革项目的项目，确定尼泊尔财务报告准则（NFRS）在国有企业中的实际执行情况
（IPFMRP）2018年7月15日。	

	 了解更多信息：参考链接

D.	COVID	19信息

就在一种可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阳性病毒在全球传播的时候，一种新的、传染性更强的COVID变
种在英国首次被发现，现在已经在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证实。现在警报已经发出，全世界

https://www.nrb.org.np/category/circulars/?department=bfr
https://nib.gov.np/circular-3/
http://nib.gov.np/wp-content/uploads/2020/11/Circular-9-2077.078.pdf
http://nib.gov.np/wp-content/uploads/2020/11/Circular-9-2077.078.pdf
https://nib.gov.np/circular-3/
http://nib.gov.np/wp-content/uploads/2020/11/Circular-9-2077.078.pdf
https://ican.org.np/_uploads/_downloads/_files/3/5e2fe9711de6e6b66c73ae94aedc5a13.pdf
https://ican.org.np/_uploads/_downloads/_files/3/5e2fe9711de6e6b66c73ae94aedc5a13.pdf
https://ican.org.np/_uploads/_downloads/_files/3/655795e6f2094d4fdc0fca74bc8b6e8d.pdf
https://ican.org.np/_uploads/_downloads/_files/3/655795e6f2094d4fdc0fca74bc8b6e8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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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家都在积极寻找和追踪这种被认为更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变种。你寻找的越多，你可能
找到的就越多。最近几天，50多个国家对英国实施了旅行限制，以帮助防止更多的传播。

尼泊尔政府多次向民众发出警告，如果全国范围内的活动增加，案件可能增加，并通过各种广告不
断向全国宣传安全协议。大部分业务开始以正常的速度增长，他们的实际存在可以在市场上看到。
然而，支持IT的公司仍在延续虚拟工作文化。

“COVID-19截至2020年12月29日的最新情况”

E.	国际会计-新闻

讨论文件-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了一
份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讨论文件。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提出
了两种可能的计量方法：

•	收购方法（即应用IFRS	3）：以及

•	特定账面价值法

收购法将用于影响非控股股东的交易，因为这些交易类似于IFRS	3范围内的企业合并。然而，董事会
提议对这一规则的某些例外情况——例如，如果公司的股票没有公开交易，而非控股股东是公司的
关联方。建议的账面价值法将用于所有其他交易，因为此类交易仅在集团内转移经济资源，与IFRS	3
所涵盖的交易不同。

以下流程图概述了委员会的提议。

	 了解更多信息：参考链接

AAT：1亿英镑的经济犯罪税将加重会计师的负担

英国会计技术人员协会（AAT）表示，英国政府提议每年从受反洗钱（AML）监管的组织筹集1亿英镑
（1.3281亿美元）资金，这将给会计师及其客户带来无法接受的费用。

除22个专业机构已向反洗钱监督办公室（OPBAS）支付的反洗钱费用外，还征收了新的反洗钱
税。AAT在批评经济犯罪税的同时，强调支持打击洗钱和经济犯罪。

3E会计第一亚太第一机器人会计师事务所

	 3E会计是亚太地区首家采用机器人技术、颠覆会计和专业服务行业的中小企业会计事务所，是机
器人会计的先驱。

	 通过数字化转型，3E会计可以为客户数字化处理公司注册、会计、税务、人力资源和公司秘书服
务。一个需要两天时间的公司注册过程被缩短到了一小时以内。通过部署云计算和自动化解决方

https://www.ifrs.org/projects/work-plan/business-combinations-under-common-control/#supporting-material
https://ican.org.np/_uploads/_downloads/_files/3/655795e6f2094d4fdc0fca74bc8b6e8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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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3E会计可以实现100%的数字化和无纸化，从而使生产率提高50%。

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研究支持引入审计委员会标准

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FRC）委托YouGov进行的研究发现，制定审计委员会标准将有助于采取更加一
致的方法来提高审计质量。

这项研究涉及对审计委员会主席（ACCs）的访谈，了解他们是如何履行职责的。研究发现，审计和
合规委员会非常重视审计招标过程，以确保高质量的审计，并就审计方法如何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提
出质疑。

F.	利安达国际

利安达国际是一个由独立会计和咨询公司组成的国际网络，是中国第一个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独立成
员公司合作的专业会计网络。这些成员公司为私营企业和跨国企业集团提供担保、税务咨询和专业
业务咨询。

了解更多信息：参考链接 

利安达国际的2020年年度会议于2020年12月10日和2020年12月11日通过视频会议举行。来自利安达
国际网络公司的80多名合作伙伴和专业人士出席了为期两天的会议，他们分享了他们的专业见解、
合作方式，并探讨了跨境机会。今年的会议主题是“保持增长，让我们跨越大流行”。

了解更多信息：参考链接

G.	利安达商务服务-活动/日志	

利安达商务服务的咨询主管Bishnu	Prasad	Bhandari先生于2020年12月21日在Reanda国际第四届“一
带一路”商务服务论坛上发表了演讲。该陈述得到了集团实体的高度认可和赞赏	

 

2020年12月25日，利安达商务服务	2020年年度审查会议结束

利安达商务服务公司遵守标准安全协议，继续在客户处提供服务。	

愿2021年这个新的一年给国家和世界带来更多的繁荣和经济增长。利安达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向全体
员工、客户和利益相关者表示热烈的祝愿。

http://reanda-international.com/index_home.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8&Itemid=23
http://reanda-international.com/index_home.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8&Itemid=23
http://reanda-international.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671:reanda-international-annual-conference-2020&catid=8:regional-news&Item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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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ola  |  Australia  |  Bangladesh  |  Belarus  |  Brazil  |  Cambodia  |  Canada  |  Cape Verde   
China  |  Cyprus  |  Egypt  |  Germany  |  Greece  |   Hong Kong  |   India  |   Indonesia  |   

Italy    Japan  |   Kazakhstan   |   Macau  |   Madagascar  |   Malaysia  |  Malta  |  Mauritius  
Mozambique |   Nepal  |  Netherlands  |  New Zealand  |  Nigeria  |  Pakistan  |  Philippines   
Poland  |  Portugal  |  Romania  |   Russia  |  São Tomé and Príncipe  |  Singapore  |  South 

Africa   Switzerland  |   Taiwan  |   Turkey  |   UAE  |   UK  |  Ukraine  |  Vietnam 

OUR SERVICES
We provide following Business Advisory and Consulting Services to our client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Support
Tax Advisory
Transaction Advisory
Business Valuation
Accounting and Back Office Support
Financial Reporting Compliance

Borrower Consulting
Business Risk Advisory
Merger and Acquisitions (M&A)
Revenue Assurance
Legal & Compliance
Information Systems Secur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