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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雨天	 24-32℃

泗水	 晴天	 26-33℃

棉兰	 晴天	 24-28℃

登巴刹	 晴天	 25-32℃

坤甸	 晴天	 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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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祭祀	扫舍

忌	 理发	远行

生肖相冲　猪

调整报费启事
鉴于印刷成本及原料费用剧
升，本报自2018年10月1日
起，每月报费由85.000盾调
整为100.000盾，零售价由
3500盾调整为4500盾。敬希
诸商翁和广大读者周知。

印度尼西亚商报

敬 启

包括支持候选人的联盟
政党中央理事会领导人，
竞选团领导人和志愿者组
织人群声势浩大，各阵营
支持者浩浩荡荡从出发点
护送各组正副总统候选人
前往普委会总部，一同参

加和验证在普委会总部进
行的普委会公开和开放式
的全体会议。全体大会由
普委会主席阿里夫（Arief	
Budiman）主持，并根据普
委会设定的抽签规则，井
然有序的进行。

20 1 9年正副总统候选
人参选编号抽签结果，佐
科威-马鲁夫阿敏（Joko	
Widodo-Ma'ruf	 Amin）
获得1号和帕拉波沃-善
蒂雅戈乌诺（	 P r a b owo	
Subianto-Sandiaga	 Uno）
抽到2号。

佐科威支持者胸有成竹
地表示，参选编号其实并

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还
是2019年佐科威能成功蝉
联总统，而帕拉波沃支持
者也士气高昂地表示，无
论抽到那一个号码都无所
谓，重要是帕拉波沃能赢
得2019年选举。

佐科威在编号抽签仪
式结束后致辞时表示，正
副总统大选是民主盛会，
履行人民的宪法权利，但
是千万不要让五年一度的
民主盛会破坏了民族团结
和社会和谐，总统选举是
比执政纲领，比有利于人
民的发展国家计划以及比
功绩而不是为了争夺权利
的欲望，若为了选举而撕
破了国家民族的团结和社
会稳定和谐	 ，那就得不

偿失了。因此，履行民主
使命并不是很容易，然而
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善良真
诚的心，相信我们能乘风
破浪克服种种障碍，携手

建设一个更美好和先进的
印尼共和国。

帕 拉 波 沃 在 致 辞 中
除了表示对佐科威的尊
重，他也呼吁20 1 9年正

副总统民主选举得以和
平与安全进行。

为了表示对前辈的尊
重，善蒂雅戈乌诺也三次对
马鲁夫阿敏行吻手礼。(v)

总统选举是比执政

纲领，比有利于人

民的发展国家计划

2019年正副总统候选人参选编号揭晓

佐科威-马鲁夫抽到1号 帕拉波沃-善蒂抽到2号

周五（9月22日）晚上，在雅京普委会总部举行2019年正副总统候选人参选编号活动。佐
科威获得1号，帕拉波沃抽到2号。

【雅加达罗盘新闻网9月21日讯】虽然两组

正副总统候选人都不约而同表示无论抽到任

何参选编号都无所谓，然而昨日下午前往雅京

中区门腾（Menteng）普委会（KPU）总部出席

2019年正副总统候选人参选编号活动的两组正

副总统候选人的支持者。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9月
21日讯】为了补贴社会健
康保险执行机构（BPJS）
D E 1赤字,我国总统佐科
威已签署使用50%的香烟
税补贴BPJS赤字的总统法
令。佐科威总统表示他是
根据国家法律的授权签署
这项总统令。根据这项总
统令，政府准备向BPJS增
至9.9兆盾，以加强和改进
社会服务的品质。

根据国家预算第2018年
PMK编号有关健康保险计划
储备基金和支付问责程序
的法规。政府准备向BPJS

注资的9.9万亿盾资金，其
中约4.9万亿盾将来自国家
预算。

BP J S社会健康部主任
伊克巴尔阿纳斯马鲁夫
（Iqbal	 Anas	 Ma'ruf）周
五（9月21日）在雅京点
滴新闻网表示，“得知政
府决定将向BPJS增资，我
们深感欣慰，这是最好的
决定。”

据伊克巴尔称，4.9万
亿盾资金将来自国家预
算，而其余5万亿盾将来
自香烟税分配给BPJS注入
资金。(v)

印尼社会健康保险执行机构（BPJS）

政府准备向BPJS增资9.9兆盾

【雅加达点滴新闻网9
月21日讯】印尼中央银行
（央行/BI）透露，根据
价格监测调查的结果，直
到2018年9月份第二周发
生通货紧缩0.04％。

周五（ 2 1 / 9），央
行行长贝利.瓦尔齐约
（Perry	Warjiyo）在雅加
达央行大厦解释说，通胀
率同比3.03％。

“通常我们预计，我们
计算第一周和第二周的价
格监测调查，我们在大城
市监测，然后计算当月消
费价格指数（CPI）的通
货膨胀。”

贝利说，第二周出现通
货紧缩的原因是食品价格
下降的趋势。例如肉类、
鸡肉、鸡蛋的价格，以稳
定大米的价格。

“这证明的确所采取
的政策，例如政府的供
应和分配都很顺利，以
致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仍
很低且稳定。”

贝利深信，在这个形势
下，今年通胀率3.5％±1

％目标将达到。即使这趋
于低于中点。

第二个因素是，通胀
预期在消费者和生产者
层面都得到维持。然后
在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
能够控制需求，以致运
行良好。

他补充说：“因此，在
此情况下，我们不看到盾
币汇率贬值影响价格。这
反映价格走势仍抑制并将
很低。”

即使存在不确定的全
球挑战，政府和央行仍
希望维持通货膨胀。在
这种情况下，政府和央行
专注于监督通胀的各组成
部分。

央行与政府注意的三
个通货膨胀组成部分，
即核心通胀率、波动的
食品通胀和盾币汇率变
化的通货膨胀或输入型
通胀（impor ted	 in f la-
t ion）。(asp)

我国央行透露

9月份第二周通货紧缩0.04％

印尼央行行长贝利.瓦尔齐约（Perry Warji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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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普委会主席阿里夫布
迪曼（Arief Budiman）
说，会议结果规定，2
对正副总统候选，佐科
威-马鲁夫阿敏和大印
尼行动党总主席帕拉波
沃苏比安多以及雅京特
区省长善蒂雅戈乌诺注
册的候选人被宣布为合
格。

佐科威 -马鲁夫和帕
拉波沃-善蒂雅戈正副
总统候选人于9月21日获
取参选编号后于9月23日
开始竞选活动至2019年
4月13日结束。此后抽奖
号码在昨天举行。两名
正副总统候选人已于周
四（9月20日）通过全体
会议由普委会正式作出
指定。（adr）

2019年正副总统选举

竞选活动将于9月23日开始4月13日结束

周五（9月22日）晚上，在雅京中区门腾一带的普委会总部举行2019年正副总统候选人
参选编号活动。佐科威-马鲁夫阿敏（Joko Widodo-Ma’ruf Amin）获得1号和帕拉波沃-善
蒂雅戈乌诺（ Prabowo Subianto-Sandiaga Uno）抽到2号。普委会主席阿里夫布迪曼（中）
主持普委会全体会议。

【雅加达9月21日讯】根据2019年大选时间表，竞选活动将于9月23日左右开始。

该活动将在竞选活动之前结束。两名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已于周四（9月20

日）通过全体会议由普委会（KPU）正式指定。

普选委员会已正式宣布两组总统候选人将参与

竞选2019年的总统选举，即佐科威 - 马鲁夫与

帕拉波沃 - 善蒂竞选活动随即开始，希望这两

组总统候选进行和平的竞争，展示他们的执政理

念与方针，而不是互揭对手的弱点。

根据普选委员会的规定，竞选期自2018年9月

23日至2019年4月13日，约有6个多月的竞选时

间。每一组总统候选人的支持者可以公开宣传他

们支持的候选人。但必须遵守普选法内的竞选规

则，及普选委员会规定的技术性规定。

竞选规则其中在普选法第280章第1节里规定，

无论参选者，参与者，或支持者都不可以毁谤对

方，或以宗教，族群，种族问题攻击对手。另

外，普选法也禁止参与者在个人之间或社会上以

挑拨离间的手段进行竞选，而影响或破坏了社会

的安定。

普选监督委员会将坚决的执行其任务，对违规

竞选者按照规定给予处罚。比如竞选者掀起对某

宗教的歧视，将造成社会的分裂。支持者也不可

互相毁谤或互相指责。不要让民众看了反感。

两组总统候选人务必提醒其支持者，竞选宣传

时避免采用肮脏的手段。应该要以和平与公平与

公正的手段竞争。支持者更好向大众宣传候选人

的 “愿景和使命” 及“构想与计划”，让选民

更加了解候选人，并让选民自己决定要选谁。

未来我国将面对诸多问题，如我国的经济仍然

不景气，贫穷人口和失业人口仍然居高不下，在

树立法律方面，我国仍有许多阻碍，贪污犯仍然

到处横行，民众在等待两组候选人的工作计划，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希望选民不要被候选人的甜言蜜语所欺骗，或

相信一些不可能做到的承诺，选民应该有能力分

辨候选人推出的计划，是否附合国家与民族的需

要，不要相信不合情理的宣传或没有事实根据的

谣言。

但愿选民能够更理智的面对这次的选举，选出

真正为人民服务，为国家着想的总统与议员。

两组总统候选人都成立了各自的竞选团队，

并有了各自的选举发言人。帕拉波沃已在全国各

省，县，市成立了约由一千人组成的 “全国胜

选团队”其中包含40位经济专家，其竞选的主题

将围绕在经济问题。

而佐科威马鲁夫阵营已成立了 “印尼公平与繁

荣联盟”，竞选将以和平方式进行，配合支持佐

科威的各省省长一起竞选，竞选主题将围绕在维

持多元民族，多元宗教与多元族群的社会，并宣

传佐科威在总统任内的工作与成就，2045年及朝

向（印尼独立100周年）繁荣印尼的计划。

标题开始启动和平竞选活动

【安达拉新闻网雅加达
9月21日讯】2019年总统
候选人亦是大印尼行动党
中央理事会（Ger i nd r a）
总主席帕拉波沃苏比安多
（Prabowo Subianto）和
副总统候选人亦是雅京特
区副省长善蒂雅戈乌诺
（Sandiaga Uno）抵达普
委会（KPU）领取总统侯
选人参选编号时支持者一
片欢呼。

当帕拉波沃和善蒂雅
戈抵达普委会办公室时受
到数百名志愿者和支持者
的迎接。陪同出席帕拉波

沃-善蒂雅戈的有国民使
命党中央理事会（PAN）
总主席祖尔基弗利哈桑
（Zulkifli Hasan ）、PAN秘
书长Eddy Soeparno、民主
党（PD）宣传和法律援助
主任费迪南德（Ferdinand 
Hutahaen）、印度尼西亚公
正繁荣联盟全国获奖机构
主席Djoko Santoso、大印
尼行动党秘书长艾哈迈德
穆咋尼（Ahmad Muzani）
和民主党联合特遣部队司
令部（Kogasma）指挥官阿
古斯（Agus HarimurtiYud-
hoyono）。（adr）

抽到任何一个参选编号都是好的号码

各组正副总统候选人均有不同的解读

周五（9月22日）晚上，2019年正副总统候选人参选编号
活动。佐科威-马鲁夫阿敏获得1号和帕拉波沃-善蒂雅戈
乌诺抽到2号。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9

月21日讯】几次拖延后，

印尼国营高速公路公司

(Jasa Marga)已正式决定

并公布将从今日（22日）

起，调高雅加达外环高度

公路（JOR R）收费。城

市JOR R高速公路连接雅

加达丹戎不碌港（�a n-� a n-

jung Priok-Rorotan-Ke-Rorotan-Ke-

bon Bawang）和Ulujami-

Pondok Aren等雅京外围

高速公路收费调高至1万

5000盾。

通过一贯性的支付系

统，驾驶员仅需要在高速

公路入口一次支付费用，

不需要分段式缴费。 之

前必须分段式进行2-3次

缴付JORR高速公路收费，

因此，不管走多远，收费

一律同等。四段高速公路

组成总长约76公里的JORR

高速公路由高速公路公司

（BUJ�）经营管理。

由于高速公路收费是平

新规今日起开始实施 雅加达外环高速公路收费涨至1万5000盾

雅加达城市外环高速公路一景。

【安达拉新闻网雅加达9月21日
讯】周五（9月21日）佐科威 – 马

鲁夫全国竞选团队（�KN）在雅京
独立纪念碑准备了10辆Land Rover 

越野车。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认相关的

车辆，但估计佐科威 – 马鲁夫会
与支持政党领导人一起骑越野车游
行。

有一辆B 2174 FK停在独立纪念
碑前面，估计给予佐科威 – 马鲁
夫骑的越野车。其余的9辆排列成
行，可能给予9名支持政党骑的越野
车。

“我还不知道这辆车是如何准
备的。”人民良心党中央理事会
（Hanura）主席乌斯曼莎普达欧东
（Oesman Sapta Odang 或 OSO）
周五（9月21日）如是说道。

到目前为止，宣布纪念碑的情况
已经挤满了支持佐科威的志愿者，
其数量估计达到数千人以上。

众所周知，佐科威 – 马鲁夫和
帕拉波沃 – 善蒂雅戈在普委会等
待2019年正副总统候选人参选编号
过程。（adr）

【 罗 盘 新 闻 网 雅 加
达 9月 2 1 日讯】普委会
（KPU）主席阿利夫布迪
曼（Arief Budiman）表
示，正副总统候选人政治
辩论会预计有五场。此计
划与20 1 4年总统选举相
同。

根据阿利夫说，没有
政治辩论会机制的详细讨
论。 在5场辩论中，副总

统侯选人政治辩论会有两
场和总统候选人政治辩论
会有三场。或者也有可能
是总统 - 副总统的整体
政治辩论会。阿利夫周五
（9月21日）在雅京中区
门腾普委会办公室如是说
道。

到目前为止，普委会尚
未安排总统选举辩论会时
间表。但是，辩论会计划

将于2019年开始。
“也许在2 0 1 9年 1月

开始第一场辩论，2月一
场，3月一场，然后在4
月份我们做两场和3场辩
论。”阿利夫如是说。

然而，阿利夫确保总
统选举辩论会将以印度尼
西亚语进行，而不是按照
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帕拉
波沃苏比安多（Prabowo 

Sub ian to）和雅京特区副
省长善蒂雅戈乌诺（San-San-
diaga Uno）所提出的用英
语辩论，以及佐科威-马
鲁夫阿敏提出的用阿拉伯
语。

因为，总统选举辩论会
的目的是让印尼人听取。
因此，总统候选人辩论必
须使用所有公民都能理解
的语言。（adr）

佐科威-马鲁夫竞选团队准备了10辆车

图为雅京独立纪念碑挤满了一群佐科威-阿敏志愿者。

均使用印尼文进行 正副总统候选人政治辩论会预计有五场

普委会（KPU）主席阿利夫布迪曼。

均一体化收费， 对于较长
途使用JORR拥护而言较有

利，对近距离使用者相比
责较不利。（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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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打拉社泗水讯】
La l i n t a s——公路安全运
动特殊平台携手United in 
Diversity（UID）以及一些
交通安全组织，共同成立
一项运动力求减少印尼的
交通事故。

L a l i n t a s 共同创办人
Chaerany Putry声称，现在
是交通安全问题获得认真
关注的适当时刻了，因为
交通事故数字已偏高，印
尼的交通事故人数每小时
有2至3人死亡。

昨日，他在雅加达主持
以“印尼：安全之路”为
主题的研讨会说：“降低
交通事故数字的措施需要
大家共同落实可持续性的
实体运动，预测2030年，
交通事故死亡率将成为世
界第七大杀手。”

他指出，“印尼：安全
之路”是通过WHO，即十

年2011-2020年的公路安
全运动来支持联合国运动
形式。这项运动旨在减少
交通事故死亡率于2020年
降至50%。

“目前，在印尼的交
通死亡率每年大约有2万
6000人至2万9000人。倘
若基于十年公路安全运动

计划，印尼于2020年的目
标是减少死亡人数至1万
4000-1万5000人。”

他继称，因此，Lalintas
与UID通过“印尼：安全之
路”运动共同协助政府达
到目标。藉此运动，将提
醒人们在安全与舒适驾驶
方面，改变思维。

“在这方面我们将以
创意接近，不只是普及化
方式然而也以社交游戏加
以贴近，特别是对青少
年。”

UID执行副总裁Cokorda 
Istri Dewi表示，UID拥有
领导、加速和促进体现可
持续建设目标的指标。

“我们将使用‘印尼：
安全之路’成为合作平
台，来联系利益相关者一
起建立意识，和对公路交
通安全赋予实际行动。”

印尼属于交通事故最高
的10个国家之一。有5个地
区的交通事故频发，即东
爪哇省、中爪哇省、西爪

哇省、南苏省和北苏省。
Jasa Raharja公司运营总

监Amos Sampetoding透露，
截至2018年8月份，支付的
交通事故赔偿金高达1.4兆
盾。预测今年年底可达到2
兆盾。他说，交通事故确实
有所减少，但死亡率偏高导
致赔偿金提升。（frd）

Mohamad Risal Wasal（中）、Amos Sampetoding（右2）、Cokorda 
Istri Dewi（左）签上进言与印象。（商报/Hermawan摄）

Lalintas与UID合作举办“印尼：安全之路”项目

（从左至右）：UID执行副总裁Cokorda Istri Dewi、劳工部执法部总监Iswandi Hari、Lalintas共
同创办人Chaerany Putry、交通部陆路交通局安全指导主任Mohamad Risal Wasal、Jasa Raharja
公司运营总监Amos Sampetoding在来宾面前讲解。

本报在雅加达收到的
新闻稿称，三家国营企
业，即Len Industri公司、
火车工业公司（INKA）
以及印尼火车公司（PT 
KAI）于今年9月20日，
与欧洲5家大型公司签署
谅解备忘录。

此外，北塔米纳（国
油）公司也于9月21日签
署一些合作协议。

“签署上述系列合作
协议是我国列车产业和
铁路设备为走向国际（go 
internat ional）的步骤。

我国列车工业将成为东盟
地区列车工业发展的佼佼
者，”她这么说。

数家公司总经理于9月
20日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而我国国营企业部长、
我国驻德国大使阿里夫
（Arif Havas Oegroseno）
、我国驻捷克共和国大使
拉赫曼（Aulia Rahman）
、国营企业部矿业、策
略性工业以及媒体部门
助理法查尔（Fajar Harry 
Sampurno），还有国营企
业部金融服务部门助理卡

多（Gatot Trihargo）见证
了上述签署活动。

Len Industri公司与克
罗地亚的Altpro公司合作
开发产品和认证，以加
强双方的业务。

Len Industri公司将供
应联锁系统、LED信号、
转辙机、集中交通管制
（CTC）和工程系统，
而Altpro公司将供应轴计
数器系统（Axle Counter 
System）、平交道系统，
以及自动列车保护系统。

INKA公司将与捷克共
和国的SKODA公司进行
合作，该公司在推进力系
统和铁路控制的方面较可
靠。该两家公司承诺将共
同持续发展和提高合作关
系，以及对牵引电机和推
进器进行转让技术。

除此之外， I N K A公
司亦与荷兰的Movement 

Group BV公司签署合作
协议，该公司是在开发
和生产移动和运输领域
的软件和硬件产品驰名。

KA I公司将与卡特彼
勒（Caterpil lar）公司旗
下的Progress Rail进行合
作，它是铁路产品和服务
供应商。

该 两 家 公 司 合 作 范
围，涵盖车辆的开发和
维修计划，包括积极实
施车辆维修计划、现代
化和重新启动机车，以
及为提高列车产业的安
全、效率，及业绩而提
供尖端技术。

还有培训和开发KAI公
司人员的计划，来提高他
们的知识，能力和技能。

“我希望，上述合作
能加强国营企业在未来的
区域和国际的业务，”她
进一步称。(vn)

我国4家国营企业

与欧洲大型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
【安打拉社雅加达讯】国营企业部长莉

妮·苏玛尔诺 （Rini Soemarno）表示，4

家国营企业在德国举行的世界最大列车产

业展览会——2018年德国柏林国际轨道

交通技术展览会（Innotrans），与欧洲大

型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

【安打拉社巴淡讯】随
着煤气价格调涨的计划，
国营煤气公司（PGN）保
证，在廖内群岛巴淡市工
业的煤气供应量充足。

国营煤气公司秘书拉
赫玛德.胡达玛（Rachmat 
Hutama）表示，由于合作
承包商和康菲（Conoco-Conoco-
Philips）公司调整价格，我
们公司不得不必须调高巴
淡市场的煤气价格。

“因为ConocoPhilips公
司调高购买煤气的基价，
我们不得不必须调高煤气
价格。目的是为了进行长
期投资，及保证煤气供应
充足，”他如斯说。

他承诺，调高煤气价格
符合于消费者所获得的利
益一致。

目前国营煤气公司向巴
淡市工业提供的天然气售

价每百万英热单位（MMB-MMB-
TU）为5.72美元，而煤气
供应量达到50亿英热量单
位（BBTUD）。

与此同时，为调整天
然气售价，国营煤气公司
在编制天然气价格，郑重
考虑许多事情，包括保证
煤气供应充足，以致能支
持巴淡地区工业部门的发
展。

他续说，国营煤气公司
已向工业部和巴淡市工业
家解释上述计划。解释该
计划时，我们公司从各方
获得许多建议。

国营煤气公司亦与印尼
工商会馆（Kadin）、巴淡
工业区协会、巴淡经营机
构，以及在其他制造业领
域的天然气用户，讨论有
关重组煤气价格政策的计
划。(vn)

【安打拉社泗水讯】印
尼水泥公司（SMGR）营销
和供应链经理阿迪·穆南
迪尔（Adi Munandir）在泗
水对记者表示，截至2018
年8月份的出口量明显增加
到200万吨，比去年同期上
升大约50%。这是由于中国
政府实施环保政策，使该
国家的水泥产量降低。

他在泗水印尼证券交易
所（BEI）出席投资者峰会
的活动时披露：“至今的
出口业绩几乎达到200万
吨，其实，此前达不到200
万吨。水泥出口量提高，
其中是因为中国政府实施
环保政策，以及对水泥的
需求量极高。”

他希望，水泥出口提
高，能继续推动我们公司
的业绩。我们预计，至
2018年底，出口市场的水
泥销售量上升至300万吨，
总额4.44兆盾。

“我们将继续提高出口
市场的水泥销售，加强盾币

兑美元的汇率，同时推动国
内水泥工厂的生产能力。”
他如斯说。他续说，我们将
推动水泥出口量提高至今年
底，因为国内水泥产量过
剩，或者其供应量过剩40%
，导致竞争非常激烈。

“印尼水泥公司当然注
重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
才推动出口业绩，”他这
么说。与此同时，印尼
水泥公司秘书长威哈尔多
（Agung Wiharto）声称，今
年1月至8月份，印尼水泥
公司在出口市场的水泥销
售达到199万吨，比去年同
期139万吨上升42.7%。水
泥的出口销售大幅提高，
证明了我们工厂的产品质
量已获得国际的认可，并
具有极高的竞争力。

我们向中国出口的水泥
产品上升30%，剩余的是向
一些出口目的国，如斯里
兰卡、大溪地、东帝汶、
汤加、阿联酋、也门，以
及菲律宾。(vn)

【本报周孙毅报道】位
于雅加达北区珍珠海岸的
Regatta高级公寓楼，为提供
广大美食爱好者在海滨尽情
享用各种独特的美食，特于
9月21日至23日举办具有海
滨气氛的美食节。

R e g a t t a 高 级 公 寓 是
我国成功房地产开发商
PT.Intiland Development Tbk
的高层建筑项目之一。据该
集团副总经理兼首席运营官
Suhendro Prabowo表示，此
次具有海滨气氛美食节的举
办，旨在提供美食爱好者享
受独特的美食体验。

Regatta高级公寓占地面
积11公顷，是一个多功能项
目，由10座公寓大楼组成，
其中设有一间酒店和服务式
公寓。Regatta目前是唯一一

Regatta高级公寓举办具有海滨气氛美食节

PT.Intiland Development Tbk副总经理Suhendro 
Prabowo（左）和营业部经理David Lelij视察
餐饮单位一景。

中国政府实施环保政策

印尼水泥公司出口量上升50%

巴淡煤气价格调涨

国营煤气保证煤气供应充足

个现代化的高级住宅区，
提供海滨生活概念，可欣
赏爪哇海的景色。

Regatta营业部经理Da-营业部经理Da-Da-
vid Lelij表示，本次美食
节吸引了50余餐饮单位参

与，供应各种美味佳肴，
如：Bakmi Bangka、Gudeg 
Pandawa、Rujak Shanghai 
Enc im和各种美味冰淇淋
等。其营业时间为下午3时
开始至晚上9时结束。

该活动是提供美食爱好
者及家庭，特别是居住在
雅加达北区一带市民们度
过周末的正确选择。欢迎
大家不妨莅临参观享用美
味佳肴。

Suhendro Prabowo（左）和David Lelij介绍美食
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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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线料出现四周来首度上涨
美元走软带动金价上涨

因中美贸易战全面爆发的担忧消
退，令美元走软，金价小升至一周
高位。金价周线料为四周来首次上
涨。0826GMT，现货金小升0.16%
，报每盎司1,208.93美元，此前触
及9月13日以来最高水准1,211.02美
元。本周迄今则上涨1.3%。美国期
金升0.07%报每盎司1,212.2美元。

	

油价受供给忧虑提振小升
但特朗普呼吁降油价带来拖累

因美国对伊朗的原油出口制裁在
即，市场担心供给，原油期货小升。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降低油价，
对市场构成拖累。0831GMT，布兰特
原油11月合约涨0.31美元或0.39%
，报每桶79.01美元。美国10月原油
合约涨0.11美元或0.16%，报每桶
70.43美元。

480

部门	 指数	 波幅(%)

综合指数

LQ45甄选股	

雅加达伊斯兰指数(JII)

农业股	

矿业股	

基础工业股	

多种工业股

消费品工业股

房地产股	

基础设施股	

财务股

商业股	

制造业股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2018年9月21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黄金行情
9月21日 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3.200.000	盾卖出	 3.050.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6.230.000	盾卖出	 6.100.000	盾买进

http://www.anekalogam.co.id/harga-emas-terkini

		全球股市

亚股

日经指数	 23869.93	 涨	195.00

韩国综合	 2339.17	 涨	 15.72

香港恒生	 27953.58	 涨	475.91

上海综合	 2797.48	 涨	 68.24

欧股

英国FTSE	 7442.07	 涨	 74.75

德国DAX	 12406.36	 涨	 79.88

法国CAC	 5489.33	 涨	 37.74

荷兰AEX	 549.52	 涨	 2.08

http://tw.stock.yahoo.com	2018/09/21	18:12

美股

道琼工业	 26656.98	 涨	251.22

那斯达克	 8028.23	 涨	 78.19

S&P500	 2930.75	 涨	 22.80

htt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	Dow	Jones			4:00	PM			2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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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名称
 FOREIGN             现汇      现钞 

 CURRENCY 买进 卖出 买进 卖出

新台币	 TWD	 TWD	google.com报导	 中间价483.47

中国快汇(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September	21,	2018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215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6.8545 卖出)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

美元	 USD	 14655.00	 14975.00	 14750.00	 14898.00

新币	 SGD	 10793.49	 10913.49	 10810.61	 10919.89

港币	 HKD	 1872.71	 1912.71	 1885.47	 1904.46

日元	 JPY	 129.77	 133.37	 130.99	 132.34

欧元	 EUR	 17322.08	 17582.08	 17372.55	 17552.82

澳元	 AUD	 10677.18	 10917.18	 10751.28	 10860.64

英镑	 GBP	 19510.99	 19810.99	 19568.83	 19766.67

人民币	 CNY											 0.00	 0.00	 2157.79	 2179.44

最高盈利(Top Gainer)

最高受损(Top Loser)

序号 股代号 开盘 最后 变化 变化(%) 交易量   交易额(千)

序号 股代号 开盘 最后 变化 变化(%)  交易量  交易额 (千)

印尼股市行情 9月21日

	 1	 ITMG	 27000	 26400	 600	 -2.22%	 1903400	 50641992
	 2	 BRAM	 7475	 7000	 475	 -6.35%	 600	 4200
	 3	 GGRM	 75500	 75025	 475	 -0.63%	 903200	 67399242
	 4	 MAPA	 4180	 3800	 380	 -9.09%	 51200	 194806
	 5	 ASII	 7500	 7250	 250	 -3.33%	 48533000	 354377862
	 6	 MLBI	 15950	 15700	 250	 -1.57%	 600	 9415
	 7	 BBCA	 23950	 23700	 250	 -1.04%	 30410400	 727234600
	 8	 SMBR	 2740	 2620	 120	 -4.38%	 35469400	 93013176
	 9	 SIPD	 1065	 955	 110	 -10.33%	 50700	 50222
	10	 TAMU	 3310	 3200	 110	 -3.32%	 228200	 746953

	 1	 UNTR	 32800	 33300	 500	 1.52%	 4170000	 137979132
	 2	 INKP	 18300	 18750	 450	 2.46%	 30168400	 562894542
	 3	 UNVR	 46625	 47075	 450	 0.97%	 2401500	 112929837
	 4	 BBNI	 7300	 7650	 350	 4.79%	 42445300	 321558020
	 5	 LAND	 1155	 1440	 285	 24.68%	 59700800	 82646082
	 6	 SHID	 2470	 2710	 240	 9.72%	 23500	 61783
	 7	 LPIN	 900	 1125	 225	 25.00%	 28000	 29641
	 8	 CPIN	 5100	 5325	 225	 4.41%	 21535100	 113599697
	 9	 SMGR	 9075	 9300	 225	 2.48%	 5043600	 46813717
	10	 NIKL	 2060	 2270	 210	 10.19%	 952700	 2112311

世界银行印尼-东
帝汶银行董事 R o d -
r i go	 A	 Chaves于9
月 2 0 日 在 雅 加 达 推
出印尼经济季报时，
说 ： “ 印 尼 在 2 0 1 8
年 的 状 况 比 较 好 ，
其 经 济 基 本 面 更 稳

固。”
他说，在美国央行

美联储（The	 Fed）
实 施 正 常 化 政 策 之
际，由于贸易战和一
些发展中国家发生危
机的影响，全球不确
定性升高，导致投资

组合退出包括印尼在
内 的 发 展 中 国 家 市
场。

资 金 外 流 造 成 1 0
年 期 债 券 收 益 率 在
2 0 1 8 年 第 二 季 度 涨
1 2 1个基点至 8 . 2 %
，与此同时盾币贬值
4.8%。

央 行 （ B I ） 因 全
球 金 融 市 场 波 动 加
剧，自20 1 8年5月以
来 把 基 准 利 率 上 调
125个基点。Rod r i g o
称：“那成为央行对
稳定的承诺信号，尽
管3 . 3%通货膨胀率
仍低于央行指标。”

另外，世行首席国
家经济学家Frede r i c o	
G i l 	 Sande r称，虽然
经济增长仍面对下行
风险，随着政府维稳
的承诺，在印尼发生
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相
对较低。

他说：“在印尼，
有关金融危机的风险
不大，因为良好的政
策协调，而经济基本
面 也 更 强 劲 ， 尤 其
与 2 0 1 3 年 削 减 恐 慌
(tape r	 t a n t r um)或
1 9 9 8 年 亚 洲 金 融 危
机时期相比。”

Sande r表示，印尼

央行通过保持与美国
基准利率的差异来收
紧货币政策，因此预
计能够制止资金外流
的发生。

政 府 也 设 法 保 持
较低的赤字和债务水
平，政府债务仅占国
民生产总值60%上限
的一半，其中57%是
以盾币计算。

他 续 称 ： “ 最 重
要 的 是 全 力 保 持 稳
定，即使成为经济增
长的负担，估计政府
也将继续实行紧缩政
策 ， 以 防 止 资 金 外
逃。”（xf）

世行：印尼经济基本面比往年稳固

发生金融危机可能性相对较低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世界银

行认为，因全球经济动荡，尽管面

对经济增长放缓风险，印尼经历金

融危机的机会相对不大。因为印尼

如今拥有更稳固的经济基本面，而

政府承诺保持稳定。

【 本 报 M u h a m -
mad	 Maan报道】作为
金融科技服务公司之
一，Do-I t公司日前在
巴淡参与金融服务管
理局（OJK）所举行的
2018年金融科技日，并
向民众宣传金融科技的
好处。

周 四 （ 2 0 / 9 ）
， D o - I t 公司创始人
Jenn i f e r在雅加达新闻
稿称，该公司的参与是
支持提高民众知识，有
关我国金融科技利用的
形式。

“该活动是由数十
家金融科技公司所参
与，希望可教育民众更
认识并了解基于点对点
（peer	 to	 peer/P2P）
贷款金融科技的好处，
即透过在线机制连接债
权人与债务人。”

金融服务管理局与
印尼金融科技公司协会
（Aftech）合作，在巴
谭Nagoya购物中心举办
2018年金融科技日。该
活动系列包括展览会、
脱口秀、职业日、咨询
与无尽网络。

Jenni fe r称，该公司
也向巴谭国际大学与

【 本 报 综 合 讯 】
周五（21/9）综合指
数在闭市时上升。早
盘结束时，综指上升
4. 0 5 7点或0 . 0 7%至
5935.323点。但在下午
收盘时，却上升26.478
点或0. 4 5%，报收于
5957.744点。LQ-45
指数上升4 . 7 9 0点或
0. 5 1%，报94 3 . 4 2 4
点。

亚 洲 股 市 多 数 上
升 ， 日 本 指 数 上 升
1 9 5 . 0 0点或 0 . 8 2%
，报23 8 9 6 . 9 3 0；香
港 指 数 上 升 4 7 5 . 9 1
点 或 1 . 7 3 % ， 报
2 7 9 5 3 . 5 8 0 ； 上 海
指数上升6 8 . 2 4点或
2.50%，报2797.480
；海峡时报指数上升
37 . 2 5点或1 . 1 7%，
报3217.680。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
共发生38万1612次，有
120亿4411万638份股
票易手，总值10兆9193
亿2098万1028盾。涨
价的股有197种，落价
的股有187种，219股持
平。

外资净购1兆1269万
9000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 ： U N T R ( 友 联 抛
拉 机 股 ) 涨 价 5 0 0
盾 ， 现 价 3 万 3 3 0 0
盾；INKP（Indah	 Kiat
股）涨价450盾，现价
1万8750盾；UNVR(联
合利华公司股）涨价
450盾，现价4万7075
盾；BBNI（印尼国家银
行股）涨价350盾，现
价7650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中： I T M G (印多矿
业 公 司 股 ) 落 价 6 0 0
盾 ， 现 价 2 万 6 4 0 0
盾；BRAM（Indo	 Ko-
rdsa股）落价475盾，
现价7000盾；GGRM(
盐仓香烟公司股)落价
475盾，现价7万5025
盾；MAPA（MAP	 Ak-
tif	Adiperkasa股）落价
380盾，现价3800盾。

	
盾币增值23点
周五，雅京银行际

货币兑换交易（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
lar	 Rate	 /JISDOR）收
市，1美元以14823盾中
间价结束，比先前价以
14846盾中间价，盾币
增值23点。（asp）

综合指数上升26点至5957.744点

1美元兑14823盾

【雅加达Kontan新闻
网讯】今年首七个月融
资行业的业绩放缓。虽
然如此，许多融资公司
仍深信可获得符合预期
的增长率。

万自立Tunas融资公
司（PT	 Mandiri	 Tunas	
Finance/MTF）董事经
理Harjanto	Tjitohardjo-
jo表示，今年仍有该公
司能提高融资的一些潜
力，包括地区的融资。

他称，一些地方表
现有显著的增长，商品
价格的积极趋势是主要
推动力。例如，为许多
企业客户的重型设备融
资。

除企业市场外，地

方零售市场的需求也有
所增长。因此，为了优
化该趋势，该公司计划
今年下半年在棉兰和北
干巴鲁开设新分行。

此外，该公司也将
提高车队部门的车辆融
资业务。

Harjanto称，今年该
公司的多用途融资有所
上升。因此，该部门将
越来越鼓励达到融资目
标。

“多用途融资持续
增长，目前平均分配，
每月达700亿盾。”

该公司拟定指标，
今年融资指标达24兆
盾。截至7月份，发放
的融资达16兆4000亿

盾。
与此同时，印尼BFI融

资公司（PT	 BFI	 Finance	
I n d o n e s i a）董事经理
Sudjono称，二手车融资
业务仍将是贷款的主要
支柱。该部门的贡献达
贷款总额的近70％。

但为了进一步提高
业绩，该公司将优化最
近正增长的新兴市场潜
力。例如，重型设备融
资部受商品价格趋势的
推动。

网络的增加也是制
定的另一项策略，包括
在地方。原因是苏门答
腊和加里曼丹的预订业
绩增长高于全国增长。
（asp）

临近今年底

融资行业制定提高业绩策略

Do-It公司在巴淡参与宣传金融科技

图为，Do-It公司团队日前在巴淡参与金融服务
管理局所举行的2018年金融科技日时合照。

（本报Muhammad Maan摄）

Putera	 Batam大学的学
生宣传Do-I t新服务，
即交易费贷款。此外，
该公司拟定指标，与合
作社合作。因根据1945
年宪法第33条，合作社

是国家经济主要支柱。
“希望该公司能够

合作透过既有科技的利
用，支持尚未获得银行
业和融资机构的服务的
民众活动”。（译asp）

Pelangi（彩虹阅）读花园宣布第100个儿童友好图
书馆。目前26000名儿童在印尼东部17个岛屿获
得高质量的阅读书籍，包括喜欢在银行储蓄的
书籍。图为周三（19日），彩虹阅读花园的创
始人Nila Tanzil（右）与教育和文化部门中央和地
区关系专家官员James Modouw(左)在雅加达Alun Alun
购物中心，Palalada道地印尼餐馆宣布该活动的业
绩时合照。Isb / max manuhutu

彩虹阅读花园宣布
儿童友好图书馆的成绩

以芝加哥在地人贝兹( J um a a n i	
Bates)来说，他的生活就产生了一百
八十度的大转变，而且让他变成该市
绿色运动的一部分。贝兹正是绿色
工作队的结业学员之一。	 在他生命
里，有长达十五年的时间，他总是不
停在芝加哥勒戒机关的旋转门间进进
出出。	 以前于西城嗑药时在街上认
识的人，现在常来问他意见，因为他
活出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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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 Jaya公司公共关
系经理穆哈默德.慕达萨
瓦尔（���a��a� ��t�����a��a� ��t��
a s s a w a r）称，所有的
无菌包装和其它数种原
料，是自国外进口的，
如此一来，他不否认若
盾币兑美元汇率持续低
迷，有可能提高原料费
用。

但至今，Ultra Jaya公
司虽然必须承担美元逞
强势造成的负担，仍保
持市场上的产品售价。

慕 达 萨 瓦 尔 对 记 者
称，在仓库里储备的原
料，是盾币还未贬值之
前 购 买 的 ， 供 作 几 个
月 生 产 用 途 ， 因 此 ，
如 果 盾 币 贬 值 仅 短 期

的，Ultra Jaya公司不
会调高产品售价。“至
今，我们还未调整产品
售价。”

他也证实，Ultra Jaya
公 司 不 会 对 汇 率 起 伏
问题感到担心，因Ul t r a 
Jaya公司在财政方面很稳
定，“我们相对的没有
外币债务，除了短期性
质和相对很小的商业债
务。”

如此一来，Ultra Jaya
公司仍有信心，今年的
销售能增长2位数，根据
记载，国内宏观经济状
况仍稳定和有利，虽然
今年下半年的经济稍微
不稳，Ultra Jaya公司的
业务依然良好，因牛奶

市场仍将提高。
今年上半年， U l t r a 

Jaya公司已推出新产品，
即Ultra ��l� �ar�和�ara�Ultra ��l� �ar�和�ara�和�ara��ara�
�el，以及柠檬盒装即饮
茶。而今年下半年，Ultra 
J a y a公司经理部还没有
计划增加新的库存单位
（st�c� �eep�ng �n�t）。

今年，Ultra Jaya公
司准备拨出1000万美元
至1500万美元的资本支
出，将供作增加机器产
能、扩建工厂、建造办
公室和扩展业务用途。

根据Ultra Jaya公司财
政报告，今年上半年， 
Ultra Jaya公司净收入达
2.62兆盾，比去年同期
增长13%。（sl）

使用旧购买价的原料

Ultra Jaya不提高奶品售价
【��ntan雅加达讯】盾币兑美元汇率呈

弱势，对Ultra Jaya ��l� �n��str� � �ra��Ultra Jaya ��l� �n��str� � �ra��

�ng C��pany（UL�J）公司来说，是一大

挑战。该生产即饮牛奶（rea�y t� �r�n�）

的生产商选择保持市场的产品售价，理由

是Ultra Jaya公司仍储存盾币未贬值之前

购买的原料。

【投资者日报万隆讯】
农业部（�e�entan）持
续推动农产品出口，俾
能增加国家外汇和提高
国内农民收入，其中成
为我国优势产品的农产
品之一，是园艺产品，
如蔬菜、水果和观赏植
物。

农 业 部 长 安 迪 . 安
蓝.���（�n�� ���.���（�n�� ������（�n�� ����n�� ���
ran S�la��an）在西万
隆市举办为期4天（9月
20日至23日）的园艺展
览会上称，“特别是园
艺产品的农产品出口持
续提高，这证明我国农
民有生产力，拥有竞争
力，他们能为国家争取
外汇，农业部持续推动
该积极趋势，提供优质
种籽等各项方针。”

在该节目，安蓝为
当地农民生产的观赏植
物、四季豆和番茄主持
首次出口仪式，将向中
东和亚洲市场出口�la��la�
�an�a农民组织生产的
30万6000套观赏植物。

此外，�arg� �ang��arg� �ang�
g � p a y 农 民 组 织 联 盟
（Gap��tan）和F�rt�na 
�gr� �an��r�公司合作
生产的600吨四季豆和

番茄向新加坡出口。
根据园艺产品出口

数据显示非常明朗，如
红葱，随着当地农民红
葱产量提高，自2 0 1 6
年，我国已停止进口红
葱，2 0 1 7年已能出口
7750吨红葱，并定下今
年将出口2倍指标。

水果也受各国喜爱，
其中蛇皮果（sala�）、
山竹（�angg � s）和凤
梨（nanas）。“今年，
水果进口显著降低大约
20%至30%，相反的，
今年，如山竹的水果出
口，反而剧升。”

为向农民提供奖励，
俾能持续发展出口品质
的 园 艺 产 品 ， 农 业 部
通过农业发展和研究机
构（ba l � t b a n g t a n）趁
此 机 会 向 数 个 农 民 小
组 和 代 表 全 国 数 个 地
区 的 农 民 供 应 优 质 种
籽。其中有24吨红葱树
苗、26吨���（�en�26吨���（�en�吨���（�en��en�
t a n g）树苗、2 0吨大
蒜（bawang p�t��）树
苗、1万6700塑料袋的
水 果 树 苗 （ 芒 果 、 山
竹、榴莲、jeng��l和臭
豆），8000塑料袋橘子
树苗。（sl）

【�� n t a n雅加达讯】
不是因为国内制造业尚未
建成，但是几个行业确实
脱离不了进口产品。如食
品业需要面粉。其中一家
企业家是N�pp�n �n��sar� 
C�rp�n��(RO��)公司。

因为小麦是进口产品，
盾币兑美元汇率贬值影响
国内的面粉价格。N�pp�n 
�n��sar�公司表示，最近随
着美元兑盾币走强价格上
涨。

为面对汇率风险，几
个月前，N�pp�n �n��sar�
公司与本地业务伙伴已签
署面粉供应至今年底的合

同。N�pp�n �n��sar� C�r�N�pp�n �n��sar� C�r�
p � n � �公司对外公关经理
Step�en Orlan��称，“为
此，面粉提高的影响可以
被降低。”

但是，N�pp�n �n�N�pp�n �n�
��sa r �公司没有谈及本地
面粉生产商的身份。该
公司也不说明面粉需求
量。他们未计划调高面
包的售价。

根据今年6月30日财务
报告，N�pp�n �n��sar�公
司面对3个风险。其中一
个是市场风险，属于外汇
风险和商品价格风险。其
他两个风险是信用和流动

性风险。
除了面粉，巧克力也

成为其他原料成为N�pp�n 
�n��sar�公司在商品风险。
原料价格直接受商品价格
波动和在市场上的需求与
供应所影响。

今年上半年，N � p p � n 
� n � � s a r �公司支出3 4 1 7
亿 1 0 0 0 万 盾 的 原 料 和
包装需求。该支出下降
1. 2 6%。而原料和包装
支出占今年上半年总销售
成本6009亿7000万盾的
56.86%。

虽 然 面 对 汇 率 风
险，N�pp�n �n��sar�公司

仍表乐观今年增长率两位
数指标。去年，他们获得
净销售额2.49兆盾，和净
利1459亿8000万盾。

为达到目标，N � p p � n 
� n �� s a r �公司将于第四季
推出4个新产品。该公司
计划在国内和菲律宾扩展
营销分销。国内市场，包
括巴淡(廖内岛)、楠榜、
麻里巴板、万鸦老和巴布
亚。

而进军菲律宾市场则
依赖从今年4月运营的新
厂。N�pp�n �n��sar�公司
分销产品到菲律宾420个
现代商店。(lcm)

【��ntan南丹格朗讯】
今年8月，煤炭价格上涨
至每吨107美元，一度使
国电公司（�LN）感到忧
心，因为煤炭生产商比起
供应国电公司的蒸汽发电
站（�L�U），更选择大量
出口。甚至，国电公司的
煤炭储备量一度在10天之
下。

国电公司第2战略性采
购经理�邦克特.伊宛.善
多梭（S�pang�at �wan 
S a n t � s �）称，造成煤炭
储备量减少和好转的因
素，离不开煤炭价格和供
应。

伊宛声称，如能克服
该2个因素的话，煤炭储
备能恢复正常。“此前，
可能因煤炭市场价格仍高
涨，造成煤矿业公司趋于
出口。”

根据能源与矿物资源
部（ESD�）记载，今年
上半年，国内市场义务
（D�O）的煤炭销售，
落实的才49 3 7万吨，事
实上，今年定下指标，国
内市场义务的煤炭供应为
1.21亿吨。

最近，国内市场义务
的煤炭供应开始足够，今
年9月的煤炭供应开始好

转，为保护运营活动，如
今，国电公司下决心，将
提高煤炭储备量。

伊宛补充说，“当煤
炭供应受阻时（8月份）
，可能是因国外价格很高
和配额转移机制仍在讨论
中。”

虽然国电公司煤炭储
备量已在10天以上，但仍
还未理想，伊宛解释说，
因一旦煤炭储备量再减少
至1 0天以下，那将能被
列入紧要关头。“在10天
以下，已出现警告，我们
希望储备量能介于15天至
20天，天气因素也是个因

素，如在南海滩（pan ta � 
selatan），因疾风和海浪
很大，运输受阻，运输轮
船也有限。”

伊宛续称，如果煤炭储
备量减少，当然将能危及
发电站运作活动。

他还解释说，如果煤炭
供应安全，将对国电公司
支出带来影响。“对财政
相当有帮助，如果储备良
好，一旦短缺，则必须利
用别的燃料。”

他声称，尤其是今年上
半年，国电公司亏损5.35
兆盾，该情况也加重国电
公司负担。（sl）

印尼购物中心将于9月24日至28日
推出2018年印尼男装时装周(PIMFA)
，这不仅为提供时尚和时尚平台，
还为加强时尚产业在时尚男装时尚
系列中取得作用，为零售业做出贡
献。图示:Plaza Indonesia购物中心公
司营销总经理Zamri Mamat(左)与创
意、推广与活动服务资深经理Ria 
Juwita于周三在雅加达举行2018年
印尼购物中心举行男装时装周的记
者发布会时合影留念。
(商报/Max Manuhutu摄)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
我国需要增加新盐田至2
万5000公顷，才能达到政
府定下今年盐产量450万
吨的指标。今年，国家盐
产量预计达200万吨，而
在今年财政年度工作计划
里，国家盐产量定下410
万吨指标。

海洋与渔业部(���)在
工作会议中提出，国家盐
产量定为450万吨，作为
明年一个主要业绩的目标
指示器。

印 尼 民 间 盐 农 协 会
(��GR�)主席查克法尔．
梭迪京(Ja�far S�����n)
称，目前盐产量仍依靠天
气或干燥季节的时期。若
降雨量高，则盐产量将减
少。“我认为明年450万
吨盐指标仍太高。生产目
标可以增加，但条件是增
加盐田，使用技术，以提
高盐的蒸发和结晶。”他
这么说。

若正常天气1公顷盐田
能生产100吨盐，为达到
45 0万吨，需要开发2万
5000公顷新盐田。现有的
盐田每年已能生产200万
吨盐。目前，盐农盐田总
面积大约2万6000公顷，
大约5300公顷是国营盐公
司(�� Gara�)的盐田。“
生产确实是依靠天气气
象，若天气与今年一样，
明年产量将与今年几乎一
样。今年，可能将生产大
约200万吨，希望旱季能
延到11月1日或至少10月
底才开始下雨。”他如斯
说。至今，国家盐产量已
大约85万吨。

与 此 同 时 ， 国 盐 公
司总经理布迪．沙松科
(B��� Sas�ng��)称，明
年，该公司产量目标仍在
讨论。“至今(今年9月14
日)产量从35万吨指标已
达17万5000吨。”他这么
说。(lcm)

国电煤炭储备量不太理想 生产商更选择出口煤炭

Nippon Indosari转向本地面粉供应商农业部长积极推动

园艺产品出口量

印尼购物中心举行男装时装周

周五，在东爪泗水Benowo，一位盐农运输收成的盐产。为支
持明年消费盐自足自给，但落实扩张盐田从1万公顷指标仅
达到大约4000公顷。

我国需增加

2万5000公顷盐田

【��ntan雅加达讯】爪
哇第1号蒸汽煤气发电站
(�L�GU Jawa�1)工程确
定仍在进行。国电(�LN)
公司表乐观可以财务结
算。

国电战略采购经理S��S��

pang�at �wan Sant�s�
称，“希望将来财务结算
的电力工程是爪哇第1号
工程。融资正等待最后的
决定，希望于今年底完
成。”

爪哇第一能源( J a w a 

Sat� ��wer)公司总经理
G�nan j a r甚至更乐观。他
说，�L�GU Jawa�1财务
结算将于今年底前将完
成，即11月份。

他称，为容量2x880兆
瓦的�L�GU工程不变，达

18亿美元以估计盾币兑美
元汇率1万5000盾。

该资本来自于亚洲开发
银行(�DB)、国际协力银
行(Japan Ban� f�r �nter�(Japan Ban� f�r �nter�
nat��nal C�rp�rat��n简称
JB�C)、日本出口和投资保

险组织(N�pp�n Exp�rt �f 
�nvest�ent简称Nex�)等其
他商业银行。但是，他没
详情贷款和期限。

预期�L�GU Jawa�1将
于2022年运营。该工程由
北塔米纳公司控制40%股

份、�ar�ben� C�rp�rat��n 
40%，和S�j�t� C�rp�ra�，和S�j�t� C�rp�ra�S�j�t� C�rp�ra�
t��n以20%股份。

有关盾币波动威胁和进
口限制，以致政府暂停1
万5200兆瓦电力工程，他
表示不担心。(lcm)

今年PLTGU Jawa-1财务结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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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与世行年会临近 东爪警方抓捕上千名街头罪犯
【VIVA新闻网9月21日讯】东爪哇省

警方展开为期12天2018年Sikat Semeru

治安行动，总共抓捕了13 9 4名街头罪

犯。201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

世界银行年度会议将于10月在巴厘岛举

行，警方为此展开大搜捕行动。

东爪省警署破获1605
起街头犯罪案件，抓获上
千名街头罪犯。他们被东
爪省警署刑事调查局、泗
水市、诗都阿佐县和锦石
县警方抓捕。

本周五（9月21日），
东爪省警署署长鲁基·赫
尔马宛在泗水市说：“
我对此表示称赞。我们希
望东爪哇民众和新闻媒
体依然给予东爪省警署支

持。”
他阐释，Sikat Semeru

治安行动是2019年普选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
银行年会的安保工作。

除此之外，东爪省警署
警员夫人们为庆祝第66周
年Gerak Bhayangkari团结
日举办比赛和晨运活动来
支持执勤中的丈夫。

东爪省警察局B h a y -
a n g k a r i主席阿蒂克·鲁
基·赫尔马宛说：“这体
现出Bhayangkari与国家警
察总署之间走在一起，相
互合作。”（cx）

【本报讯】总统决定书决定科摩多
巨蜥列为国家特有物种，是印尼稀有
动物，被认为是仍活着的远古巨蜥。

茂物野生动物园将把一对一岁雄
雌科摩多龙赠给印尼美丽缩影公园
(TMII）。

前些时，印尼野生动物园与印尼美

丽缩影公园签署合作协议。而印尼美
丽小公园将象征性地把一些物种交给
印尼野生动物园。

这是国内动物保护机构之间保护稀
有动物的合作。这对配种后生出来的
科摩多龙也将繁衍后代。科摩多巨蜥
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蜥蜴。（cx）

印尼莎华丽公园与印尼美丽缩影公园举行科摩多交接仪式

印尼美丽缩影公园（TMII）总经理Tanribali Lamo（左）与印尼莎华丽野生动物园经理
蔡亚声（中）在科摩多交接仪式上。（Shangbao/ Hermawan）

【雅加达点滴新闻网9
月21日讯】药物与食品监
督局（BPOM）对雅加达
非法传统药物仓库进行搜
查，价值达到157亿盾的
160万个药物被没收。

本周五，药物与食品监
督局的局长本尼·K·鲁
基托在雅加达北区Cilinc-
ing镇Cemara II街新闻发
布会上说：“本星期三，
我们搜查4家放有非法传
统药物仓库，发现167万

9 2 6 8个药物，价值达到
157亿盾。”

据本尼称，药物与食品
监督局收到非法传统药物
在雅加达市场上销售的消
息，执法人员随后赶到雅
加达东区。

他说：“我们在雅加
达东区Jatinegara集市ANG
药店发现20个非法传统药
物，然后在一座仓库发现
183个非法传统药物。”

药物与食品监督局执法

人员展开进一步行动，在
Cilincing镇仓库查获非法
传统药物。

他接着说：“我们在
两家房子里发现 1 2 7 个
非法传统药物和一辆装
有2 1个非法传统药物的
厢式车，打算要把这些
药物送到中爪哇省Kudu s
县。”

被执法人员没收的东西
其中有壮阳、风湿和痛风
及减肥传统药物。（cx）

BPOM搜查四座非法传统药物仓库

【茂物Liputan6新闻网
9月20日讯】西爪哇省茂
物市警方于本周三晚上
破获1 8亿盾假钞案件，
抓 获 3 名 嫌 疑 犯 。 穆 兹
塔（48岁）、赫理（49
岁）和拉赫马（4 9岁）
，另外一名嫌疑犯成功逃
跑。

茂物市警察局的局长
乌伦·桑普尔纳贾雅称，
假扮成买方的警员和假钞
销售的中间人通电话。嫌
疑犯在电话中说两张1 0
万盾面值纸币价格为1 0
万盾。

本周四，乌伦说：“为
了说服买方购买假钞，这
位中间人把假钞汇到买方
账户。”

双 方 接 着 相 约 在 展
玉（C i a n j u r）县帕哲特

（Pacet）镇见面。3名嫌
疑犯被警察当场擒获，另
外一人成功逃走。

乌伦说：“我们发现
18叠假钞。”

警察从嫌疑犯手中缴
获18亿盾假钞、300张假
美元和一辆汽车。

3名嫌疑犯目前还在警

察局接受调查。
他说：“我们还在调

查他们在哪些地方销售假
钞和假钞来源。”

警方怀疑这些假钞将
用于普选金钱政治。

他 说 ： “ 还 在 调 查
中。嫌疑犯说已经作案好
几次。”（cx）

茂物警方破获假钞案 抓获三人

【望加锡Okezone新闻
网9月21日讯】一位名叫
克马尔（25岁）的街头抢
劫犯被警察开枪击毙。克
马尔是劫匪团伙的老大，
他们经常在望加锡市一些
地方作案。

克马尔在本周五清晨05
时左右因拒捕被击毙。

望加锡市警察局的局
长伊尔宛·安华尔称，警
方对一个劫匪团伙进行抓

捕。克马尔拒捕和袭警，
警察因此不得不向其开
枪。

伊尔宛说：“嫌疑犯
是望加锡市抢劫惯犯。他
是望加锡市苏卡里亚路
劫匪团伙老大，另外3个
劫匪已经在上个周末被抓
捕。”

伊尔宛称，被捕时，克
马尔持刀袭警。一名警员
的脖子和手被刺伤。

伊 尔 宛 说 ： “ 警 员
目 前 正 在 医 院 接 受 治
疗。”

嫌疑犯对警察和路人生
命安全造成威胁。伊尔宛
说：“嫌疑犯的左胸连中
两枪当场死亡。”

此前望加锡市警方展开
2018年Sikat Lipu行动，破
获42起暴力抢劫案件，抓
获55个嫌疑犯和缴获13辆
摩托车。（cx）

【巴厘巴板9月20日综
合讯】东加里曼丹省巴厘
巴板市夫妻宛多和苏娜尔
西家中遇害案三名凶手已
被警方抓获，其中一人竟
是遇害者的员工。他因经

常被老板骂，怀恨在心，
将老板与其妻子杀害。

警方缴获涉案物品一条
用于勒死遇害者的绳子、
遇害者的一辆汽车、100
万盾现金和手提电脑。

本周一下午，这对夫
妻在家中被发现死亡，
被一条绳子勒住脖子。
宛多被发现死在前院，
而其妻子被发现死在睡
房里。（cx）

望加锡劫匪团伙老大持刀袭警被击毙

巴厘巴板夫妻遇害案抓获三名凶手

【雅加达9月20日综合
讯】曾是《印尼偶像》第
5季决赛选手的德德·理
格（2 9岁）在南丹格朗
市塞尔彭（Se r p o n g）镇
被警察抓捕。德德与其哥
哥戴尼涉嫌砸车窗盗窃案
件。

南丹格朗市警察局刑
事调查单位主任亚历山
大·尤理格称，德德与两
名同伙分工作案。警方正
在追捕其中一名在逃嫌疑
犯。

上周六（9月15日），
德德与戴尼在一家餐馆停
车场砸车窗玻璃盗窃时被
警察抓捕。他们在丹格朗
和雅加达南区9个地方曾
作案10起。

德德是从You t ube视频
网站学习砸车窗盗窃的。

他说：“我是从You t u b e
学习的，一个星期。我们
用火花塞砸碎装有防盗警
报器的汽车玻璃窗。”

德德因急需用钱去盗
窃。

德德说：“我是一名
街头艺人，曾参加过印尼
偶像。”

亚历山大称，德德因

拒捕被警察开枪打伤腿。
警察从嫌疑犯身上缴

获一个MAV I C品牌灰色
背包，里面装有一个小型
无人机、大发艾拉车窗玻
璃碎片、5个用于撬车窗
的铁棒和火花塞。

亚历山大说：“德德
还在南丹格朗市警察局接
受调查。”（cx）

【丹格朗9月20日综合
讯】万丹省丹格朗市一
名抢劫惯犯阿兰·斯迪
亚宛因抢劫一名家庭主
妇被路人抓到遭围殴。
他被押到丹格朗市双椰
（Kelapa Dua）镇警察

局。
阿 兰 逃 到 一 条 巷 子

里，这是一条死路，他
被 众 人 包 围 并 进 行 围
殴，而其一名同伙成功
逃跑。

被害人讲述，她当天

骑摩托车要去朋友家做
客，到了十字路口，两
个骑摩托车的男子突然
伸手抢走她的包包。

接警后，警察赶到案
发地点，直接将嫌疑犯
押到警察局。（cx）

【 雅 加 达 本 报
讯 】 印 多 福 食 品 公 司
（PT Indofood Su-
kses Makmur）与雅加达
BLOCK71以及Scaling Up 
Nutrition（SUN）商业网
络举办了Indofood本地球
场比赛，这是一家专注
于印尼营养问题的技术
创业公司竞赛。 2018年
Indofood 本地球场比赛
已经决定10家创业公司
作为决赛入围者。

Ind o f o o d董事兼SUN 

G l o b a l联合主席Ax t o n 
Salim表示，此次活动目
的是寻找创意思想，基
于技术的创新以克服国
家营养三大问题的解决
方案，即儿童肥胖，婴
儿发育迟缓 和年轻女性
的贫血症。

A x t o n 于 周 三 （ 1 9
日）表示：“印尼的创
业 公 司 在 各 个 领 域 包
括健康和营养等发展迅
速。我们看到这种以技
术为基础的商业试点可

以成为加速处理我们所
面临的营养问题的解决
方案”。

Ax t o n说，我们希望
这 项 活 动 将 为 各 方 开
展 合 作 ， 以 开 发 国 家
和 地 区 范 围 内 营 养 平
台。他补充说： “我
们 希 望 这 场 比 赛 可 以
成 为 共 同 解 决 现 有 营
养 不 良 问 题 以 及 能 够
在 印 尼 推 动 和 发 展 营
养 创 业 企 业 的 一 种 方
式。” 

【雅加达9月20日综合
讯】苏哈机场警察局刑事
调查单位破获了一起人口
贩卖案件。

本周三（9月20日），
大都会警署（Polda Met-
ro Jaya）发言人阿尔格
（Raden Prabowo Argo 
Yuwono）称，嫌疑犯伊尔

汗带着4名年龄在16～18
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将
被带到巴厘岛某家按摩院
当按摩师。

阿尔格称，伊尔汗被
侦查员押到苏哈机场警察
局。

他解释说：“伊尔汗当
时带着4个人，其中两个

还未成年。本星期三，他
打算乘坐飞机，要把他们
带到巴厘岛。”

警察缴获涉案物品手机
一部、被害人的假电子身份
证复印件4张和登机牌5张。

阿尔格说：“嫌疑犯的
行为触犯了多条法律。”
（cx）

丹格朗一抢劫惯犯被路人抓到围殴

Indofood举办营养问题球场比赛

左右: Global Alliance Improved Nutrition (GAIN)  印尼国家主任Ravi Menon, 2018年Indofood 
本地球场比赛 Yant Sorghum第二冠军Muhammad Bayu Hermawan,Indofood Sukses Makmur 公
司经理Axton Salim， Rumah Kelor 第一冠军 Felix Bram，Truvalu 集团首席代表处Rajis 
Sinaga，Garda Pangan 第三冠军Eva Bachtiar 与Patamar Capital 投资助理 Ellen Nio 合影留
念。（Isb / Max Manuhutu）

警察逮捕砸车窗偷东西兄弟嫌犯

苏哈机场警方抓捕一名贩卖人口嫌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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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对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逝世表示哀悼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1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表示，中方对越南国家主席陈
大光不幸逝世表示沉痛和深切哀悼。

耿爽说，陈大光同志是越南党和国
家杰出的领导人，为越南国家发展和
革新开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深
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作出了
重要贡献。“中方对他不幸逝世表示
沉痛和深切哀悼。”据报道，越南国
家主席陈大光21日逝世，享年61岁。

广东东莞与香港
达成350亿元投资合作

从广东东莞市政府获悉，2018年莞
港产业合作联合推介会21日在香港举
行，大会共达成莞港签约项目39个，其
中，产业投资合作签约项目21个，涉及
投资金额约350亿元(人民币，下同)。

本次推介会以“携手共迎粤港澳
大湾区新机遇”为主题，由东莞市人
民政府和香港投资推广署联合主办。

大会共达成莞港签约项目39个。其
中，重特大招商合作协议签约项目3
个，城市更新意向投资签约项目7个，
重点在创新科技园、TOD开发、特色小
镇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莞港全面深化
合作签约项目8个，重点在经贸合作、
人才交流、创新创业等方面全面深化莞
港两地合作；产业投资合作签约项目21
个，涉及投资金额约350亿元。

台湾民众平均寿命80.4岁创新高 
台北市民最长寿

台湾当局内政事务主管部门21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台湾民众平均寿命
为80.4岁，其中男性77.3岁、女性
83.7岁，皆创历年新高。台北市民以
83.6岁的平均寿命位居台湾各地区之
冠。“内政部”方面分析，台湾医疗
和食品安全水平近年提升，加之生活
品质提高、运动风气盛行，使民众寿
命呈上升趋势。就地区而言，台北市
民平均寿命“领跑”全台，而台东县
居民平均寿命75.5岁，较全台平均值
少4.9岁，为全台最低。分析指出，
这可能是台湾东部地区交通不便、医
疗资源较匮乏所致。

石家庄海关连续破获走私白糖大案 
案值约2070万元人民币

石家庄海关21日透露，该关近日连
续破获3起海上偷运、绕关走私白糖大
案，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现场查获
走私白糖1900余?，查证涉案白糖近
2900吨，扣押涉嫌走私船舶3艘，案值
约2070万元人民币。据悉，这是石家
庄关区首次查发沿海非设关地走私白
糖案件，也是河北省组织开展打击海
上走私“清海净岸”专项行动以来，
多部门联合缉私取得的重大战果。

海口至首尔航线复飞 
海南至韩国已开通5条航线

随着韩国济州航空执飞的7C8607航
班20日凌晨搭载160位韩国旅客降落在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海口-首尔航线时
隔一年恢复通航。至此，海南至韩国
已开通5条航线，包括海口-首尔、三
亚-首尔、三亚-釜山、三亚-大邱等
直航及中转航线海口-广州-首尔。据
介绍，海口-首尔航线投入波音737-
800型客机执飞，每周2班，周四、周
日海口始发，全年共105个班次，由海
南文华航空旅运有限公司包机。

韩国济州航空副总裁柳明燮表示，
希望航线的开通，能够促进两地文化
旅游的进一步合作与发展，两地旅游
部门能够加强互动，资源共享，政
策互惠，确保航线持续和稳定。近年
来，海南的韩国客源入境总量保持稳
步上升态势，2017年共接待韩国入境
过夜游客91580人次，同比增长42.8%
，今年上半年海南共接待韩国入境游
客51756人次，同比增长19.3%。海
口-首尔线复航将逐步提高韩国游客进
入海南的便捷性，带动入境量增长。

长沙至菲律宾马尼拉定期货运航线开通
9月21日凌晨4时08分，随着一架

波音757F型的全货机从湖南长沙黄
花国际机场起飞，长沙至菲律宾马
尼拉全货机定期航线正式通航。

马尼拉是菲律宾首都及第一大城
市，也是著名的国际大都市。该货机
航班由圆通货运航空有限公司运营，
首航进港货物以海鲜、水果为主，出
港货物以电子产品、布卷等为主。该
航线计划每周三、五、七定期往返三
班。近年来，长沙机场抢抓机遇，在
原有客运航线发展成熟的基础上，积
极拓展国际货运航线，为湖南进出口
贸易开辟更为便捷货运通道，搭建起
支撑湖南“开放崛起”的物流体系。

惊悉越南社会主义
共和国主席陈大光同
志不幸逝世，我代表
中国共产党、政府、
人 民 ， 并 以 我 个 人
的名义，向你并通过
你向越南共产党、政
府、人民，对陈大光
同志的逝世表示最沉

痛的哀悼。我们为他
的逝世深感悲痛。

陈 大 光 同 志 是 越
南党和国家杰出领导
人，为越南国家发展
和革新开放事业作出
了重要贡献。陈大光
同志作为中国人民的
亲密同志和朋友，致

力于继承和弘扬中越
传统友谊，积极推动
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发展。

我相信，在总书记
同志坚强领导下，越
南党、政府、人民，
必将化悲痛为力量，在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

断取得新的成就。
请 向 陈 大 光 同 志

家属转达我最深切的
慰问。

习近平就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逝世

向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致唁电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央视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1日向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致唁电，代表中国党、政府、人

民，并以个人名义，对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逝世表示最

沉痛的哀悼，向其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全文如下：

【人民网成都】今日，
以“智融天府，慧领未
来”为主题的“一带一
路”数字经济合作发展
论坛在成都举行。

本次论坛由四川省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四川博览事务
局主办，四川省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
作为第十七届西博会的
重要活动之一，论坛云
集了“一带一路”沿线
相关国家行业领导，国
内外IT技术领域的院士
专家、行业大咖及企业
高管，众多风云人物围
绕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趋
势、数字四川、国有企
业数字化转型等一系列

主题展开演讲和对话。
近年来，数字经济

在全球异军突起，助推
整个经济体系实现技术
变革、组织变革和效
率改革，已成为新一轮
产业革命的首要驱动力
量。我国高度重视数字
经济的发展，并将之上
升为国家战略。

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
全会提出重点打造包括
五大万亿级支柱产业和
数字经济在内的“5+1”
现代特色产业体系中，
首次将传统产业和数字
经济纳入一个战略体系
进行表述，数字经济作
为独立提出的“1”，将
作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的“催化剂”和“加速
器”，成为推动四川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
擎”，大力发展数字经
济是四川省下一步发展
的重要目标。

论坛共分为上下午两
场举行，上午主题为“一
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发
展”，会上成功举行了

全国老龄大数据平台公
司揭牌仪式、川投集团
与尼泊尔国家电力局、
印度尼西亚亚齐省、新
华社、中国电建集团等
15家政府、企业的合作
协议签约仪式等活动。
中国科学院大数据实验
室主任石勇，微软中国
首席技术官韦青、罗马

尼亚科学院副院长菲力
普院士、保加利亚科学
院马节罗夫院士等在内
的权威专家参加了主题
演讲，就最受关注的大数
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
行业热点话题进行了权威
解读，共同探讨全新视角
下的“一带一路”数字经
济发展趋势。

“智融天府，慧领未来”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发展论坛在成都举行

图为全国老龄大数据平台公司揭牌仪式。 

【中新社宁夏吴忠】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孙
春兰21日率中央代表
团二分团，带着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
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在吴忠看望慰问各族
各界干部群众，共同
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
成立60周年。

上午，孙春兰来到
红寺堡区红寺堡镇红
海村卫生室，与村医
亲切交谈，指出村医
是最贴近乡亲们健康
的“守护人”，要加
强村医队伍建设，筑
牢农村医疗卫生事业
的“网底”。在壹加
壹万头肉牛养殖示范

基地，孙春兰强调要
利用“互联网+”等
新业态提升农业产业
竞争力，带动贫困人
口“造血”发展、实
现脱贫。随后，孙春
兰前往红寺堡区看望
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详细询问了罗忠录一

家搬迁后的生产生活
及孩子上学情况，祝
愿全家日子越过越红
火。她要求有关部门
加大脱贫攻坚力度，
扎实推进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工作，确保
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
小康社会。

【新华社昆明】 9月
21日中午，参与第74次
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
动的2艘中方执法艇顺
利返航并靠泊中国关累
港，标志着此次行动圆
满结束。

据介绍，此次四国联
合巡逻执法行动于9月18
日启动，采取分段联巡、
编组巡航、全线联巡等方
式开展。中老缅泰四方共
派出执法船艇7艘、执法

人员166名参加，历时4天
3夜，航程511公里。

期间，四方分别派
出指挥官共同指挥行
动，并在金三角、老挝
孟莫、班相果等重点水
域开展联合公开查缉、
联合走访、禁毒宣传等
行动，有力打击湄公河
流域毒品犯罪、走私、
偷渡等违法犯罪活动，
对流域内各类违法犯罪
分子形成有力震慑。

第74次中老缅泰湄公河

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完成

21日12时，参与第74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
法行动的2艘中方执法艇顺利返航并靠泊中国西双
版纳关累港，标志着此次行动圆满结束。

【 新 华 社 北 京 】
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
悉，9月21日，复兴号
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实
现时速350公里商业运
营一周年，累计发送旅
客1157.2万人次。一
年来，铁路部门深入实
施“复兴号品牌战略”
，品牌效应更加凸显。

一是开行范围不断
扩大，9月23日将通达
香港特别行政区。目
前，全国铁路日均开
行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260.5对，覆盖京沪、
京广、沪昆等25条高
铁线路，通达23个直
辖市、省会城市和自治
区首府。

二是服务品质不断提
升，成为广大旅客出行
首选。铁路部门进一步
规范全国铁路复兴号动
车组服务标识、广播、

宣传品、备品、验票等
服务标准，细化完善服
务流程，复兴号列车
WiFi助推高铁网、互联
网“双网融合”，旅
客出行更加便利；相
关铁路局集团公司推
出了重点旅客服务、双
语广播服务、提供常用
旅行用品等一系列服务

新举措。
三是持续推进技术

创新，巩固我国动车组
技术领先地位。铁路部
门组织制造企业、科研
院所、高校开展动车组
技术创新，研制不同速
度等级、适应不同环境
需求的自主化、标准化
动车组系列产品。

共发送旅客超千万人次

京沪高铁复兴号实现时速350公里商业运营一周年

9月21日，北京南至上海虹桥G1次复兴号动车组列
车驶出济南西站。

【中新社北京】就美
方宣布对中国中央军
委装备发展部“实施制
裁”，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耿爽21日在北京举
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强烈敦促美方立即
纠正错误，撤销所谓制
裁，否则美方必须承担
由此造成的后果。

有记者提问，据报
道，美国务院9月20日
宣布，因中方违反“
通过制裁打击美国对手
法”，将对中国中央军
委装备发展部及该部负
责人实施制裁。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

耿爽回应说，中方
对美方上述无理做法表
示强烈愤慨，并已提出

严正交涉。
“美方有关做法严

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严重损害中美两
国、两军关系。我们强
烈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
误，撤销所谓制裁，否
则美方必须承担由此造
成的后果。”

中方强烈敦促美方

立即撤销对中方所谓制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宁夏六十年）孙春兰率中央代表团二分团

在吴忠看望慰问各族各界干部群众

图为孙春兰率团在吴忠市壹加壹万头肉牛养殖
示范基地看望慰问干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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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牌赢得长期合同 
将为巴拿马一家中资电厂提供LNG

交易顾问称，皇家荷兰/壳牌石
油集团已赢得一项长期合约，向一
家中国企业在巴拿马科隆兴建的一
座441兆瓦发电站提供液化天然气
(LNG)。

交易顾问周三晚间对路透称，
这项9亿美元的发电项目由Sinolam 
LNG的子公司Sinolam Smarter Energy 
LNG Power Co兴建，预计将在2020
年开始接收LNG。

这份期限为15年的交易条款未被
披露，可满足该电厂每年全部约40
万吨的LNG需要。

Sinolam LNG是中国私募投资公
司--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在巴拿马的子公司，其还在科隆建
设一座LNG接收站，将使用一座浮式
储存装置。

欧股释然上涨 
因对贸易战的忧虑缓解提振风险偏好

欧洲股市周四与全球股市一起上
涨，对美中贸易战的担忧减退，提
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泛欧STOXX 
600指数收盘上涨0.7%，欧元区股
指连涨第九日，攀升1.1%，为两个
月来最好单日表现。

美股开盘上涨，道琼工业指数触
及纪录高位，扶助欧洲股指升势加
速，即使“较之美国股市正在创造的
财富，这些涨幅只是小菜一碟，”IG
分析师Chris Beauchamp说。

汽车股、银行股和矿业股领涨，
因投资者仍坚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
贸易战争的最新进展可能推动争端
走向解决的希望上。

钢铁产能过剩
全球论坛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巴黎召开

周四，钢铁产能过剩全球论坛第
二次部长级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中
国商务部部长助理任鸿斌率团与会。
中方强调，中国是论坛成员中唯一采
取切实措施去产能的国家。目前，中
国的粗钢产能利用率已达80%。受
益于中国钢铁去产能及全球经济复苏
等多种因素，全球钢铁市场也明显改
善，钢价持续回升，国际钢材综合价
格指数2017年和2018年上半年同比分
别上升24.5%和17.0%。

联合国粮农组织：
2018全球谷物产量或为三年最低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消息，该
机构周四发布最新一期《作物前景与
粮食形势》报告。报告预测，2018年
全球谷物产量为25.87亿吨，为三年
内最低，比去年创纪录的高位水平下
降2.4%。此外，52个低收入缺粮国
今年的谷物产量预计为4.9亿吨，比
过去五年的平均值高出约1900万吨。
粮食总产出保持不变，这反映了非洲
南部、中亚和近东受天气影响而减
产，但预计亚洲远东地区和东非的产
量上涨将抵消这部分减少的产量。

中企携创新成果亮相柏林轨道交通展
在此间举行的德国柏林国际轨道

交通技术博览会上，多家中国企业
携轨道交通领域的创新成果亮相，
吸引了大量关注。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
车)四方股份公司在展会期间发布了
新一代碳纤维地铁车辆“CETROVO”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则为德
国联邦铁路公司(德铁)专门定制了一
款全新混合动力交流传动调车机车。

据介绍，“CETROVO”的车体、
转向架构架、司机室、设备舱及设
备机体等均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制
造，与传统金属材料相比，整车减
重13%，节能优势明显，具有耐疲
劳、耐腐蚀等特性，可减少列车服
役期内的维护量。此外，车辆还采
用先进降噪技术，其最高运行时速
可达140公里。

亚马逊发布
能使Alexa控制第三方设备的芯片

为了掌控智能家居市场的未来，亚马
逊公司(Amazon.com Inc.)向电子产品
制造商提供了一种小型芯片，可让人们
用自己的声音控制从微波炉、咖啡机到
房间风扇和吉他扩音器等物品。

这家线上零售巨头希望大型制造
商能签署协议，将支持Alexa的芯片
(每个成本只需几美元)置入较低端
日常家居设备中。

该计划若获得成功，可能会使亚
马逊相对于Alphabet Inc.旗下谷歌
(Google)、苹果公司(Apple Inc.)以及微
软(Microsoft Corp.)等其他科技公司获
得一个优势，这些公司正争相使用语音
助手来控制日常设备，以提升服务，同
时收集消费者数据。

普雷特的讲话进一
步支持央行应该提供
更加广泛的指引，以
确保投资者继续押注
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速
度将会非常缓慢。

“今日货币市场利
率的期限结构...形象
地说明了未来首次升
息后的利率将会以非
常温和的速度上调...

我们就首次升息之后的
政策调整进行沟通，
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普雷特在纽约的一个会
议上指出。

目前市场认为首次
升息的时间可能在明
年第四季，但这一预
期倾向于变化。普雷
特表示，这表明市场
理解欧洲央行面临的

条件限制，因为欧元
区经济表现影响利率
调整的时机。

欧洲央行通胀目标
为略低于2%，但数年
来一直没有达标，在
2020年前恐怕也难以
实现。

薪资看似终于向上
攀升，但普雷特却对
薪资增长将自动提振
通胀的预期泼了冷水。

“薪资增长紧俏不
会自动转化为较高的
通胀，”普雷特说。

“有证据显示，企
业要到什么程度才会
将成本上升转嫁为涨
价，这需取决于他们

是否觉得成本压力是
持久存在的。”

普 雷 特 说 ， 欧 洲
央行持有的债券将随
着时间慢慢到期。这

表明欧洲央行不预期
将债券到期回笼资金
买 进 足 够 的 长 天 期
债 券 来 保 持 存 续 期
稳定。

欧央行首席经济学家称

ECB必须沟通首次升息后的利率路径

德国法兰克福，欧洲央行总部大楼外悬挂的欧盟旗帜。

【路透纽约讯】欧洲央行首席经济

学家普雷特(Peter Praet)周四表示，

该行从明年起，有必要与外界沟通首

次升息后的未来利率路径，以帮助市

场价格持续符合缓慢上升的通胀。

【路透比勒陀利亚讯】
南非央行周四维持指标
附买回利率在6.5%不
变，在该国寻求振兴低
迷的经济之际，该决定
暴露出决策官员之间的
分歧加大。

在土耳其和俄罗斯
央行相继上调主要借贷
利率，抑制因本币贬值
而升高的通胀之后，南
非央行的本次会议备受
关注。

自该央行7月利率会
议以来，兰特ZAR=D3
累计下滑逾6%，加剧
了央行通胀预测的风
险；此外，央行还得考
虑到已于第二季陷入衰
退的经济。

该央行货币政策委
员会有四位委员投票支
持维持利率不变，有三
位支持升息25个基点，
而该央行总裁则发表了
比前次会议更偏向鹰派

的讲话，体现出央行的
两难窘境。

“通胀前景风险不
断成为现实，”南非央
行总裁甘亚格(Leset ja 
Kganyago)在比勒陀利
亚的记者会指出，并称
委员会没有讨论降息。

央行周四宣布决议
后，南非兰特几无变
动。在路透调查的26位
分析师中，有25位预期
南非央行将维持指标利

率不变。
甘亚格指出，通胀前

景恶化主要是因为兰特
走贬和国际油价上涨。

“委员会仍认为，
当前经济面对的挑战本
质上主要是结构性的，
不能单单靠货币政策来
解决。”甘亚格说。

甘亚格称，南非央
行的模型显示，兰特兑
美元当前约14.45兰特
的价位是被低估了。

南非央行总裁甘亚格。

南非央行维持利率不变 

货币政策委员会内部分歧加大

【路透布鲁塞尔讯】
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
(Philip Hammond)对欧
盟执委会发出呼吁，帮
助制定无序脱欧情况下
的金融业应变计划。这
表明对英国无序脱欧的
疑虑升温。

根据一名直接了解
内情的欧盟官员，哈蒙
德在本月初维也纳欧盟
财长会议上提出了这个
诉求。

他呼吁欧盟执委会
着手准备相关计划，以
降低或避免万一发生“
硬脱欧”对金融业造成
的影响。

万一发生无协议脱
欧，哈蒙德最担心的莫
过于金融合约失效。消
息人士说，虽然哈蒙德
坚称英国仍致力于达成
脱欧协议，但也承认存
在明年3月无协议脱欧
的风险。

英国财政部发言人在
路透报导后表示，“在与

其他欧盟财长讨论金融
稳定性时，哈蒙德强调
英国和欧盟必须合作，
以降低英国无序脱欧的
风险。”

根 据 前 述 欧 盟 官
员，欧盟金融服务执委
东布洛夫斯基在那场会
议表示，正进行相关工
作，以应对“可能的”
问题。但他淡化哈蒙德
有关金融合约持续性的
忧虑，称他预计问题
不多。

这样的论点反映欧

盟执委会与英国央行
间稍早就应变计划的
冲突。欧盟说要靠监
管者和企业来对英退
进行调整。

英国央行则说这种
方式“不切实际”，并
称 在 英 国 和 欧 洲 经 济
区(EEA)可能会有涉及
4800万投保人次的820
亿英镑(1090亿美元)保
险责任受严重影响。理
论上价值26万亿英镑的
衍生品也可能受到英退
影响。

英国财政大臣呼吁

欧盟协助应对可能的硬脱欧

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

【经济参考报讯】
来华参加第十二届夏季达
沃斯论坛的法国商务投
资署董事局主席、法国
国际投资大使帕斯卡·
卡格尼和法国驻华大使
黎想周四在京举行媒体
会，介绍法国投资吸引
力，希望中国企业能抓
住机遇，对法国富有竞
争力的领域进行投资。

黎想表示，法中关
系发展良好。马克龙就
任总统以来，把扩大两
国投资和贸易作为实现
贸易再平衡的途径，为
此，一方面要扩大法国
在中国的市场准入，另
一方面要促进中国企业
对法国的投资。

卡格尼介绍说，法
国是进入欧盟的最好窗
口。在不确定的国际环
境中，法国是稳定的一
极。法国在吸引投资方
面也具有优势，目前正
努力通过改革，大幅增
强法国对外国投资的吸
引力。根据法国商务投
资书，2017年每周平均
有23个外国企业决定到
法国投资，这些外国投
资主要集中于研发、物
流和制造业三个领域。

他 认 为 ， 目 前 来

看，中国企业并没有充
分利用在法国有优势的
投资机会。中国目前是
法国第七大直接投资来
源国，但201 7年中国
在法国直接投资处于滞
后状态。中国企业除
了在法国设立办事处、
总部外，还应该抓住物
流、研发等方面的投资
机会。他举例说，预计
未来三年欧盟电子商务
所占比重将从8%上升
到15%，物流方面存在
很好的投资机会。据统
计，去年中国在法投资
额为60亿美元，占法国
吸引外资的8%，雇员
数量达到3.1万人。

卡格尼坦言，外资在
法国经济中十分重要。
在法国成立的外国企业
在所有公司数量中仅占
1%，但是在雇员总数中
占11%，在研发投入上
占21%，在法国GDP中
占21%，占法国出口总
量的30%。过去几年，
法国在吸引外资方面落
后于欧洲邻国，2017年
情况有所改变。当年法
国吸引的海外投资再创
新纪录，其中研发投资
在法国也创下新纪录，
同比上升9%。

【中国证券报讯】
摩根大通资产管理环球
权益投资团队客户投资
组合经理Estella Hai日
前指出，在后金融危机
的低息环境里，欧洲股
市股息率接近3.5%，
提供了稳定的收益来
源，较其他资产类别的
收益率有明显的优势。
特别是估值更便宜的欧
洲科技股存在巨大的投
资机会。

她指出，首先，从
宏观层面来看，欧元区
经济增速虽较年初有
所回落，但趋势仍然持
续向上，并没有出现萎
缩或者衰退的迹象。其
次，货币政策方面，欧
洲央行也不会过快地紧
缩，最快也要到201 9

年中期之后才会加息。
退一步来讲，即使收紧
超预期也无须担忧，因
为意味着经济已经大幅
好转。

再次，与股指走势
高度相关的欧洲企业
盈利也在经历了2011-
2 0 1 6年的寒冬之后转
暖。过去两个季度欧洲
企业盈利增长较为理
想，尤其是科技和能源
板块。最后，从估值
来看，MSC I欧洲指数
的经周期调整市盈率为
18.1倍，低于1990年
以来的均值19. 5倍；
市净率为1.8倍，低于
长期均值2.1倍。过去
2 5年中，欧洲小盘股
创造了非常好的长期股
票回报。

法国国际投资大使来华引资

摩根大通专家指出 

欧洲股市存在投资机会

【路透讯】富国银
行(Wells Fargo)周四表
示，将在未来三年内裁
员约5-10%，作为重
振计划的部分举措。

这家美国第四大银
行正试图从令其业绩和
名誉受损的销售丑闻中
重新振作。

自丑闻爆发以来，
该行做出了一系列调
整，包括将高管免职、
追回款项、调整对低层
员工的激励结构，并实

施新的风险管理结构。
截至6月30日，富国

银行共有264,500名员
工。该行称，最近的裁
员将包括员工撤换和团
队成员正常流失。

富国银行宣布裁员
计划之际，正值该行寻
求到2020年总共减支约
30亿美元。

“我们正在解决以往
的问题、加强对客户的
关注、强化风险管控、
以及简化我们的组织结

构...这些全都是秉持
着为客户建立一个更好
的富国银行的精神，”
富国银行执行长 T i m 
Sloan在声明中称。

Sloan还表示，该行
正在努力利用数字自动
化的优势，并剥离非核
心业务。他于201 6年
10月接替因丑闻而被迫
辞职的施通普夫(John 
Stumpf)出任执行长。

富国银行股价周四收
高0.6%，报55.55美元。

富国银行将在未来三年内裁员5-10%

图为曼哈顿的一家富国银行分支机构。



【 加 拉 加 斯 法 新
电】委内瑞拉经济危机
引发大规模人口外流，
导致国内有越来越多住
宅楼空置。由于房价暴
跌，出走的移民普遍不
愿意脱手，又担心租户
会赖着不走，因此只好
任由房子沦为无人居住
的“鬼屋”。

三年前，体育记者
罗哈斯和妻子为了生计
移民到厄瓜多尔，当时
他们只带着最基本的必
需品就离开位于首都加
拉加斯的家，房子就一
直空置到现在。在委内
瑞拉境内，这样的例子
屡见不鲜，到处可以看
到邮箱塞满信件、停车
场空荡荡、入夜后仍一
片漆黑的无人住宅楼。

由于移民海外的屋
主担心房子会被非法侵
占，这场危机还催生了
一门新行业──空置房
屋管理员。他们提供的
服务包括代为支付水电
费等账单、代表出席公
寓住户会议，以及在特
定时间打开屋里的灯以

防盗贼入屋等。
230万委内瑞拉人移居国外
委内瑞拉因经济持

续衰退而面对严重的粮
食和药物短缺，预测通
货膨胀率年底将达1万
倍，使该国货币变得几
乎一文不值。

根据联合国数据，自
2015年以来已有约160
万人逃出委内瑞拉。目
前，有多达230万名委
内瑞拉人居住国外，约
占总人口的7.5%。

过去五年，加拉斯
加的房地产价值已大贬
七八成。房地产经纪金
特罗告诉法新社：“之

前估值17万美元（23
万新元）的一个住宅单
位，现在价值还不到7
万美元。有人出价5万
美元，但屋主宁可继续
锁上房子大门。”由于
担心会无法从租户那里
收回房产，移居国外的
屋主也不愿意把房子租
出去。在委内瑞拉，当
局经常会阻止逼迁行
为，即使是在租户违反
了租约的情况下。

尽管如此，一些屋
主仍抱持希望。罗哈斯
说：“如果情况有所改
善，我们会看看是否能
回国，或把房子卖掉。”

【综合讯】周四
（9月20日），美国
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国
家网络战略，以保护
美国网络安全。近年
来，针对美国政府、
企业和个人的网络攻
击造成重大经济损
失，并影响到民众的
生活。

“正如我当选总
统以来所表明的那
样，我的政府将利用
一切可用手段使美国
免受网络威胁。我今
天发布的国家网络战
略是履行这一承诺的
重要一步”，特朗普
在声明中说。

他 在 声 明 中 表
示，针对美国政府、
企业和个人的恶意网
络活动的成本不容忽
视。在国家网络战略
的指导下，联邦政府

将更有能力保护美国
人民、美国家园和美
国人的生活方式。

国家网络战略将
有助于美国实现关键
的安全目标，同时维
持美国的繁荣，以实
力维护和平，并提升
美国的影响力。联邦
部门和机构将会更有
效地行其使命，保护
美国网络安全。

特朗普总统在声
明中说：“美国建立
了互联网并与世界分
享；现在，我们将尽
力为子孙后代保护网
络空间。”

在特朗普总统签
署国家网络战略当
天，美国国家安全
顾问博尔顿在白宫
电话会议上讲述了
网络攻击给美国带
来的损失。

博尔顿说：“美
国人民和我们的盟友
每天都在网络空间
受到攻击。恶意的国
家、犯罪分子和恐怖
分子通过使用网络工
具试图窃取我们的知
识产权和个人信息，
破坏我们的基础设
施，甚至破坏我们的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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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一个村庄179人中毒 
或因农药喷洒

据俄罗斯卫星网消息，乌克兰国
家食品安全消费者保护部21日发布
消息表示，乌克兰西部捷尔诺波尔
州一村庄有179人中毒，原因可能
在于农药喷洒。捷尔诺波尔州新闻
处称，根据当地医院提供的数据显
示，共有179人中毒，其中包括56名
儿童。中毒者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
疗。有关专家分析，该村庄附近经
常有飞机喷洒农药，这应该是造成
村民健康状况恶化的原因。从当地
居民提供的视频上可以看到，飞机
一边喷洒农药，一边在村民居住区
上空盘旋。目前，化验中心专家们
已经在洒过药的地方采集了土壤和
植物样本，准备做进一步调查。

美纽约州发生枪击案
致至少7人中枪 其中包括儿童

据外媒报道，美国纽约州雪城发
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7人中枪，其
中包括儿童。有当地媒体称，枪案造
成至少10人中枪。20日，美国纽约
雪城急救中心称正在对该事件进行回
应。据报道，据社交网站“脸书”上
的信息称，雪城消防队员工会报告了
在该市的米德兰大道(Midland Av-
enue)上涉7名受害者的枪案。

雪城警察局的一名发言人说，该
事件发生于当地时间晚上约9点后，
暂无关于这起事件的其他信息。

据当地一家媒体报道，枪击事件
发生在一个家庭聚会上，以悼念20
日早些时候因癌症而死亡的一位病
人。该媒体称，在当地时间晚上9点
15分左右，目击者称有救护车在警
察的护送下离开现场。此外，报道
称，该案至少造成10人中枪。

俄外交部：
2011年起美对俄制裁已达60次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
21日表示，美国20日宣布的对俄制
裁已是2011年以来第60次。

据俄外交部网站发表的声明，里
亚布科夫表示，美国每次对俄进行
新的制裁，均说明其前一次对俄压
制没有得到预期效果。美国列出的
黑名单也越来越相似。

塔斯社当天援引俄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的话说，美国对俄进行的
新制裁意在将俄罗斯排挤出市场。
此举具有敌意，会继续恶化两国关
系。他说，美国试图用违反国际贸
易准则和原则的非市场手段，将其
主要竞争者排挤出市场。佩斯科夫
指出，俄罗斯国防工业的产品不仅
具有竞争力，且竞争力很强。

美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20日发
布的一份声明中说，美方将《以制
裁反击美国敌人法》第231条款中列
出的对俄制裁名单新增了33名个人
及实体。任何人在知情情况下与“
上榜者”进行“重大交易”都将受
到美方制裁。

西班牙马德里地铁内
一乘客电脑突然爆炸 致12人伤

据西班牙《联合时报》报道，西
班牙马德里地铁日前发生一起十分
危险的意外事故。9号线列车行驶
至Principe de Vergara一站时，车上
一名年轻女乘客包中携带的笔记本
电脑因不明原因发生爆炸，顿时车
厢内产生大量浓烟，共有12人受轻
伤，其中9人受到心理惊吓而接受了
心理疏导，另外三人则因吸入烟雾
而接受医疗护理。

受伤的乘客包括了电脑的主人和
当时在她身旁的几名乘客。

这起“电脑意外爆炸事件”在地
铁系统中引发惊慌，一些乘客以为
有人携带了炸弹。车厢内充斥着阵
阵浓烟。爆炸发生时后，乘客们拉
下了紧急停车闸，车门打开后众人
迅速离开，从Principe de Vergara一
站跑出到Alcala大街上“躲避”，很
多乘客在出站后依旧惊魂未定。事
发之后，多辆救护车以及警方赶到
现场。不少乘客受到惊吓刺激，当
场得到了医护人员的疏导。

纽约一52岁女子在幼儿园持刀伤人
 致3名儿童受伤

据外媒援引纽约警方的消息，皇
后区一所24小时运营的幼儿园内发
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至少5人受
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

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21日4时。目
前5名伤者都没有生命危险，不过其
中一名儿童受伤严重。警方指出，
袭击者是一名52岁的女性，已被逮
捕。该袭击者还用刀伤了自己。警
方已经开始调查此事。伤者正在接
受医疗救护。

在萨尔斯堡的一场
晚宴过后，欧盟领导
人表示，他们将会推
动在下个月达成英国
退欧的协议，但对特
雷莎·梅警告称，若
11月之前她仍不愿在
贸易及爱尔兰边界议
题上有所退让，则他
们准备应对英国无协
议退欧的情形。

对 于 英 国 媒 体 而
言，这样的讯息已是
再明确不过。

英国镜报在头版写
道：“你的英退方案
已经失败”。

英 国 报 纸 纷 纷 在
头版用上一张路透的
照 片 ， 当 中 显 示 特
雷莎·梅穿着一件红
色上装站在一边，显

然 被 一 群 穿 着 西 装
的欧盟领导人晾在一
旁。“特雷莎·梅被
羞辱了”，卫报称。

“ 特 雷 莎 · 梅 的
耻 辱 ， ” 泰 晤 士 报
在 头 版 写 道 。 “ 欧
盟 领 导 人 回 绝 “ 契
克斯” ( C h e q u e r s )
退 欧 计 划 ， 特 雷
莎 · 梅 的 萨 尔 斯 堡
希 望 破 灭 了 ， ” 英
国金融时报称。

“首相在萨尔斯堡
尴尬遭拒，”英国广
播公司(BBC)称。

太 阳 报 的 说 法 更
甚 ， “ 欧 盟 龌 龊 鼠

辈--欧元暴徒伏击特
雷莎·梅”，配图是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

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
(Donald Tusk)被P为美
国帮派份子的样子。

【联合早报网】北
约与俄罗斯的关系近年
紧张，互指在欧洲增加
军事部署。俄罗斯六架
战略轰炸机周四（20
日）飞向英国与斯堪地
那维亚半岛之间的北
海，英国及法国出动战
机拦截，俄军轰炸机其
后折返。英国国防部斥
责俄方此举是军事挑战
及侵略行为。

军机飞行雷达追踪
数据显示，俄罗斯三架
图-160及三架图-95战
略轰炸机当天早上在空
中加油机的陪同下，从
本土西部的基地出发。
机队绕过斯堪地那维亚
半岛北部后，南下飞向
北海，英国皇家空军及
法国空军先后派出战机
拦截。俄军轰炸机没有
飞入英法领空，并在苏
格兰对出的北海上空折

返。双方之间没有发生
冲突，事件和平结束。

英国防长威廉姆森表
示，俄军机队没有回应航
空交通管制，对其他飞机
构成危险。他说：“俄罗
斯轰炸机再次飞近英国
领空，提醒我们俄罗斯现
时构成非常严重的军事挑
战。我们将会毫不犹豫地
继续捍卫领空，应对这种
侵略行为。”

报道指，由于通常
是英国派战机应对飞近
的俄罗斯军机，所以今
次法国也派战机拦截，
显示事件异常。

资料显示，俄罗斯
军方近年不时派出轰炸
机飞近北约国家的领
空，被指是测试对方的
防空反应措施及所需的
时间，为日后双方发生
军事冲突时作参考及计
划之用。

【综合讯】坦尚尼亚
警察部队首长席洛今天证
实，维多利亚湖渡轮沉没
意外的罹难人数已增至至
少136人，仍有为数众多
恐已失踪。搜救人员上午
持续在搜寻生还者。

路透社报导，「尼瑞
号」（MV Nyerere）渡轮
昨天下午在维多利亚湖
（Lake Victoria）最大岛乌
凯雷丰岛（Ukerewe）的码
头外数公尺处沉没。根据
初步估计，船上当时载有
300多人。乌凯雷丰岛在
坦尚尼亚境内。

维多利亚湖南岸穆
宛沙港（Mw a n z a ）

警察分局大队长夏纳
（Jonathan Shana）透
过电话告诉路透社，有
37人从湖中被救起。

席洛（Simon Sirro）
表示，今天白天恢复救

援行动后，有更多搜救
人员加入。

由于船员和设备都
以覆没，官员指出，渡
轮沉没时搭载的确切人
数难以确认。

【综合讯】联合国
早前设下目标，期望全
球国家可于2030年前，
将包括癌症、心血管
疾病、糖尿病和慢性呼
吸道疾病的4大慢性疾
病，所导致的早死人数
减少三分之一。然而，
有研究报告于周五（21
日）指出，全球有过半
国家很有可能无法达成
该目标。

4大慢性病于2016年
合共导致1250万名30岁
至70岁的人士死亡，在
所有年龄层中，每年有
4000万人死于慢性病，
其中43%是死于70岁
前，被列为早死。领导
研究的英国伦敦帝国学
院公共卫生教授伊扎提
（Majid Ezzati）指：“
大部分国家许下了承
诺，却没有履行。”

在 缺 乏 捐 助 及 政

府不力下成效不彰，
暂时只有35个国家有
望达标。另外，大约
20国不仅不达标，更
甚至有停滞或倒退的
情况。其中，美国是
唯一一个出现倒退的
富裕国家；而进展良
好的国家有南韩、日
本、瑞士和澳洲。中
国亦未符合达标进度，
但情况正在改善，痴肥
及高血压人数均有下

降；惟男烟民数量仍
高企，平均每年有100
万人因而死亡。

伊扎提否认联合国
设下的目标太高，他将
这情况归咎于“脆弱的
公共卫生和医疗系统，
以及社会不平等”，还
有酗酒和吸烟问题的因
素。他呼吁捐助者和援
助机构，应集中关注整
体医疗系统，而非单单
治疗个别病例。

英国媒体称特雷莎·梅的退欧计划

在欧盟峰会上“遭羞辱”
【路透伦敦】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文翠珊，Theresa May)的退欧提案

周五被英国媒体赐死，媒体称欧盟

领导人在萨尔斯堡举行的非正式会议

上，特雷莎·梅的提案“遭羞辱”。

英国报纸在头版刊登一张特雷莎梅穿着红色上
装，貌似被一群穿着西装的欧盟领导人晾在一旁
的照片。

俄军6轰炸机飞向北海 

英法战机拦截斥侵略行为

英军战机（右下）拦截俄军轰炸机（左上）。

保护美国网络安全

特朗普签署国家网络战略

美国总统特朗普

坦桑尼亚发生船难

死难者数量已经超过136人

维多利亚湖上的搜救打捞工作依旧在继续。

改善慢性病早死问题 全球过半国家难达标

慢性病导致早死的问题有待解决。

人口大量外流 委内瑞拉多处出现“鬼屋”

随着人民大举出走，委内瑞拉有越来越多公寓楼入
夜后仍一片漆黑，沦为“鬼屋”。



【联合早报网】美
国苹果公司新一代旗
舰手机iPhone XS及XS 
M a x周五（2 1日）正
式发售，澳大利亚是
全球30个 i P h o n e首发
地区之一，更因为时
差的关系，国内部分
苹果专卖店是首个发
售新机的地方。不少
人在专卖店外通宵排
队，务求成为全球首
批iPhone新机用户。

在悉尼的苹果专卖店
外，虽然排队等候抢购
新机的人数比去年iPhone 
X推出时较少，但仍然有
不少“忠实果迷”一早
到场守候。网络红人库

鲁海（Mazen Kourouche）
与一名姓李的韩国留学
生成为全球首两名iPhone
新机用户。

库鲁海去年花了11

天在店外排队，顺利抢
到当时最新的iPhone 8
。他称已在网上预购新
机，但为拍摄开箱片而
决定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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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连续20个月上升

日本总务省21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日本除
去生鲜食品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核心CPI）8月同比上升0．9％，达
到101．2，连续第20个月同比上
升，涨幅比7月有所扩大。

数据显示，8月所有商品门类中
超过半数价格上涨。其中，能源类
商品价格上涨明显，煤油价格同比
上涨22．3％，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16．2％。

包含生鲜食品在内的8月份CPI为
101．6，同比上升1．3％。这主要
是由于今年日本接连遭受暴雨和台
风等极端天气，导致西红柿等生鲜
蔬菜价格上涨。

樟宜机场大洋洲旅客激增 
八月客流量增7.9%

樟宜机场八月份接待的旅客接近
570万人次，年比增长7.9%，不过
同七月份相比，人数稍微减少。其
中，往返大洋洲的旅客今年来第一
次取得双位数的增长。樟宜机场集
团今早公布的数字显示，八月份接
待的旅客人次达568万，比起七月
份的570多万人次略微减少。不过
总计今年头八个月，客流量已经达
到4300多万人次。其中，十大主要
市场当中，往返墨尔本、悉尼和马
尼拉的旅客人次增长最多。另外，
往返欧洲和南亚的旅客也大增。在
货运量方面，八月份年比增长1.8%
，达到18万4000公吨。截至九月一
号，超过一百家航空公司的客机在
樟宜机场起降，连接全球四百多个
城市。平均每80秒就有一架班机起
飞或降落。

泰国8月出口创历史新高
泰国官方公布的8月份出口资料显

示，除了实现同比增6.68%外，更
是创下了227.94亿美元新高。

泰国商业部贸易政策和战略办
公室主任品差诺小姐在释出会上
说，8月份出口展现出了很强的任
性。尽管面临中美贸易战带来的
诸多压力，但出口仍完成了一项
壮举，227 . 9 4亿美元出口总额已
经成为了新的历史。官方资料显
示，8月份实清b出口总值227 . 9 4
亿美元，同比增6.68%。而进口为
233.82亿美元，同比增22.8%。
至此，8月份国际贸易产生了5.88
亿美元的逆差额。

亚马逊投资印度 
或得连锁超市More大量股份

一 位 知 情 人 士 称 ， 亚 马 逊 公
司（Amazon.com ）在与沃尔玛
（WalMart Inc）的印度市场争夺战
中加大了赌注，亚马逊将与当地一
家私募股权公司联手，该私募股权
公司正斥资逾5亿美元收购印度最大
的零售连锁企业之一。

这宗交易可能会使得亚马逊获
得逾500家Aditya Birla Retail门店
的股份，后者经营着以More为品牌
的连锁超市和卖场，而就在几个月
前，沃尔玛斥资160亿美元收购了印
度名列前茅的电子商务网站Flipkart 
77%的股份。

上述知情人士称，亚马逊投资
了印度投资公司Samara Al te rna-
t ive Inves tment Fund旗下一个
子公司，后者将接管Mo r e连锁超
市。另一位知情人士说，这笔交
易的企业价值约为420亿卢比（合
5.83亿美元）。

尼泊尔总理访华
促进中国游客来尼旅游

9月20日尼泊尔《共和国报》报
道，据尼旅游局统计，今年8月来
尼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同比增长
63.9%，达到12048人，而1-8月
中国来尼游客人数同比增长33.1%
，达到96550人。报道称，今年来
尼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大幅增长，
尼旅游局负责人Deepak Raj Joshi
解释主要原因是尼总理近期对中国
的访问对尼旅游起到了宣传推广作
用。尼政府还发布了中文的旅游网
站，这也有助于在中国更好推广尼
泊尔旅游。

尼旅游局统计还显示，今年8月
尼接待外国游客87679人，同比增
长18.8%，其中，印度游客19295
人，同比增长37 . 3%，斯里兰卡
游客1 6 8 7 8人，同比增长7 4 . 5%
，中国游客数量位居第三位。此
外，1- 8月尼累计接待外国游客
680996人，同比增长18.2%。尼
旅游局希望今年全年吸引外国游客
人数能达到120万人。

越通社驻印尼记者
报道，《东盟邮报》
（The Asean Post）网
站9月19日刊登了作者
阿瑞芬（Eijas Ariffin） 
“东盟金融服务前景”
的文章，文章中引用了
普华永道的报告。其
中，突出了自1997年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
东盟经济20年来所取
得的成就。

报告称，目前东盟
10国GDP达到了2.4万
亿美元，是亚洲发展
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仅次于中国和印度。
值得一提的是，金融

服务领域迅速增长是
促 进 东 盟 经 济 增 长
的重要基础。2005-
2 0 1 5 年的 1 0年间，
该领域为菲律宾、泰
国、新加坡和印尼等
国的财政收入贡献了
200亿美元。2016年印
尼首次超过新加坡成
为东盟最大的金融服
务市场（按增加值总
额(GVA)计算）。

普华永道的报告指
出，东盟金融服务业随
着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不
断扩大、金融科技快速
发展和东盟共同体一体
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等而
不断增长。

东盟各国经济发展
产生了相当规模的中

产阶级群体。目前，
东盟中产阶级家庭数
量 共 有 8 7 0 0 万 户 ，
预 计 到 2 0 2 0 年 这 一
数 字 将 达 到 1 . 1 6 亿
户。中产阶级群体的
收入日益提高，使其

对金融工具的需求日
益增加。

此 外 ， 随 着 智 能
手机的普及以及互联
网用户的日益增加, 
数字银行呈几何倍数
增长。 

【路透东京】根据
一项路透调查，日本央
行季度短观调查料将显
示7-9月大型制造业信
心已小幅上升，但贸易
担忧令前景蒙阴。

根据对16位经济分
析师的调查，日本央
行季度短观调查料显
示，9月大型制造业景
气判断指数由上季的正
21升至正22。

调查显示，大型非
制造业景气判断指数料
由正24跌至正22。

日本关西水患及北
海道地震等天灾，影响
物流及旅游，因此服务
业信心料有所恶化。

“经济仍然稳健，
但中美贸易冲突及天灾

的负面影响，料将显现
在短观调查中，”三井
住友资产管理首席经济
分析师Akiyoshi Taku-
mori指出。

路透调查显示，未
来一季日本央行短观大
型制造业者信心料降至
正19，非制造业者信心
料恶化至正20。

大型企业本财年资本
支出计划料提高14.2%
，高于上次央行短观调
查时的提高13.6%。

日本央行将于9月30
日2350GMT公布短观调
查报告。密切追踪日本
央行季度短观的路透月
度短观调查显示，日本9
月制造业者信心自8月所
及的七个月高点回落。

【新闻及时事节
目】日本关西机场本
月4日受到强台燕子
重创，机场整修1 7
天，并在21日正式恢
复营运，随着飞机的
复航，大阪观光局推
出多项优惠活动，希
望可以重振当地的观
光。

据日本媒体《每
日新闻》报导，日本
观光厅预估8月份外
国观光客将创单月历
史新高257.78万人，
但成长率并不高，仅
约4.1%，推测是因
极端气候影响。9月
又受到台风与强震影
响，恐不利于观光的
推展。

日本关西机场在整
修17天后，于21日正

式对外开放，当日约
有470 架航班起降，
国际航厦内的餐厅及
免税店也会正常营
业。

日本媒体《产经新
闻》报导，燕子重创
关西机场让外国观光
客大幅减少，大阪观
光局已开始展开宣传
活动，希望重振当地
的观光。

大阪观光局邀请
日本职棒球员录制影
片，邀请民众重回关
西旅游。大阪府内的
餐饮店、饭店、百货
公司等约40个设施，
将依序响应实施优惠
活动；另外，“大阪
周游券”的优惠内容
扩大，部分景点或设
施将纳入优惠。

【诗华日报网】继草
莓、香蕉、苹果之后，
如今连芒果也卷入藏针
风波中。澳洲连锁超市
沃尔沃斯（Woolworths）
表示，为防止“藏针”
事件继续扩散，已从周
四起停售缝衣针。 

澳洲新闻网站news.
com.au引述《中海岸快
报》报导，新南威尔士
州警方已经证实，有顾
客在科尔斯

（Coles）超市出售
的芒果里，发现一根
针。这名顾客是在两天
前购买了这一问题芒
果，切开后才发现果肉
里有针。

自这个月初昆士兰
州首次发现草莓内藏有
缝纫针以来，澳洲全国
各地警方已经接获至少
100起水果内藏针的案

件。当地不少通路纷纷
将水果下架，造成农民
损失庞大。目前已有两
名少年因为恶作剧而被
警方盘问。

为了防止“藏针”
事件延烧，当地2大连
锁超市之一的沃尔沃斯
决定停止贩售缝衣针，
先以消费者安全为优先
考量。至于科尔斯超市

则表示，目前缝衣针没
有下架的计划。

一些州政府之前已
悬赏10万澳元（约30万
令吉）捉拿元凶。早些
时候，澳洲总理莫里森
表示，这类食物藏针事
件的严重性犹如恐怖活
动，而政府计划将这类
罪行的刑罚加重到15年
监禁。

【路透悉尼】全球评
级机构标普周五将澳洲
评级展望由“负面”上
调为“稳定”，并维持
其主权信用评级AAA，
指称对澳洲政府在2020
年代初期前重返财政盈
余的能力抱持乐观。

澳洲历经了将近10
年财政赤字后，政府已
表示2019/20可重返小
幅盈余。

全球仅有10个国家
获得三大评级机构都给
予AAA评级，澳洲就是
其中之一。政府财政恶
化是标普在2016年中期
给予澳洲评级展望“负
面”的理由之一。

自那以来，澳洲经
济已持续扩张，并创下
连续27年经济无衰退纪
录[nL3S1VR1V2]，归功
于天然资源出口强劲，

以及人口快速增长激发
住房和基建需求。

澳洲就业市场自2017
年初以来就业岗位大
增，促使失业率从2014年
的高峰6.4%降至5.3%，
而随着贷款监管限制更
严格，曾经蓬勃发展的
楼市正缓慢降温。

“我们预计受强劲
的就业市场和相对有力
的大宗商品价格支撑，

政府收入稳步增加，同
时伴有支出限制，”标
普在新闻稿中表示。

标普还表示，预计
澳洲房地产价格将继
续“有序放松”，不会
对消费者支出或金融体
系产生不利影响。

自从去年年底以来，
澳洲房价每个月都在下
降，政策制定者普遍对
这一进展表示欢迎。

普华永道预测

东盟金融服务领域表现出色远超过其他市场
【越通社河内】全球知名会计师

事务所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Consulting，PwC）近日公

布报告，对东盟金融服务前景充满

乐观，并认为尽管东盟金融行业在

2005-2016年期间呈强劲增长之势并

将在未来几年内放缓，但东盟金融行

业或将远远超过其他市场。

全球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Consulting，PwC）的标志。

日本央行短观调查

9月制造业信心料小升

日本央行季度短观调查料将显示7-9月大型制造业信
心已小幅上升

悉尼全球首发

民众排通宵抢购新iPhone

库鲁海（右）与姓李的韩国留学生展示新机。

日本关西机场正式营运 

大阪推优惠促观光

受台风影响而关闭的日本关西机场第一航站楼北
侧区域21日恢复使用。

轮到芒果中招！ 

澳洲连锁超市停售缝衣针

继草莓、香蕉、苹果之后，如今连芒果也卷入藏针
风波中。

标普调升澳洲评级展望 

称政府有能力重返财政盈余

全球评级机构标普周五将澳洲评级展望由“负面”上
调为“稳定”，并维持其主权信用评级AAA。



【新闻及时事节
目】马来西亚宣布从
明年1月1日起，率先
在三个联邦直辖区即
吉隆坡、布城和纳闽
实施塑料吸管禁令。
在禁令生效后，区内
仍提供塑料吸管的商
家可能被吊销商业执
照。

根据马国《星报》
引述联邦直辖区部秘
书长安南谈话，这些
业者也可能面对罚
款、保证金泡汤、商
品被没收，甚至可能
被判监禁。

“这些规则都清楚
列明在商家的商业执
照中，所以他们没有
理由说不知情。”

“地方执法单位
将毫不犹豫的依据法
律，对付那些拒绝遵
循的商家。”安南这
么补充。他也希望所
有商家能基于环保理
由，给予当局充分合
作。

其他州未知是否跟随
马国联邦直辖区在

去年9月起，已禁止
区内商家使用塑料袋
和聚苯乙烯（俗称保
利龙）容器，如今再
把塑料吸管加入禁令
行列。

目前未知其他州属
会否随直辖区后步，
同样开始禁用塑料吸
管。

麦当劳8月起 
率先停用塑料吸管
为响应环保，马国

一些人口较稠密地区
包括吉隆坡和槟城，
已开始不再提供吸
管。麦当劳早前就宣
布，从今年8月开始
旗下所有分店停止供
应塑料吸管，除非顾
客向柜台特别要求。

据统计，马国人一
天内就能用掉3100万
支塑料吸管，用量惊
人，而每支吸管据称
要花上200年才能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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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曼谷所有公园及公共场所
禁止私自喂食鸽子

据泰国媒体21日报道，为防范
疾病通过鸽子传播，首都曼谷禁止
市民和游客在公园及公共场所私自
喂食鸽子，违者可能面临最高3年
监禁、罚款25000泰铢的处罚。曼
谷市副市长乍卡攀20日表示，曼谷
市政府已在全市37座公园内安装警
示牌，禁止喂食鸽子。同时，市政
府将安排人员前往各公园进行巡视
和检查，发现有人喂食鸽子，将先
进行警告和劝阻，如果不听劝阻将
依法处罚。报道说，在公共场所喂
食鸽子不仅存在传染多种疾病的隐
患，也违反了泰国相关法律规定。
泰国许多公共场所如公园、寺庙及
广场等处，由于民众喂食，因此常
有大量鸽子聚集，造成噪声及卫生
问题，引起不少民众投诉。为此，
巴育总理此前已指示曼谷市政府、
各府治管理机构、地方行政机构整
顿公共场所私自喂食鸽子的行为。

阿富汗西部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造成15人死亡33人伤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阿富汗西
部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造成至
少15人死亡，另有33人受伤。据报
道，事故发生在阿富汗法拉省。据
该国当地媒体消息，有目击者称，
一辆巴士发生车祸，造成大量的人
员伤亡。

安倍23日至27日访问纽约
26日与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

据日本共同社9月21日报道，日本
官房长官菅义伟当日在记者会上表
示，安倍将于23日至27日访问美国
纽约，除了在联合国大会演讲外，
还将于2 6日与特朗普举行日美首
脑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也在
推特上发文祝贺安倍再次当选，并
向安倍发出邀请“下周，纽约见”
。特朗普的推文原文如下：我的好
朋友安倍，祝贺你选举取的大胜！
接下来的若干年，期待我们一起共
事。下周，我们纽约见。

韩国新任防长郑景斗就任
韩国新任国防部长官郑景斗21日

就任，他在就职演说中表示，需积极
履行韩朝新签署的《关于落实板门店
宣言中军事领域共识的协议》，军队
将为政府巩固韩半岛永久和平提供强
有力支撑。就就任后的工作计划，他
说，首先，将确立坚固的国防态势，
保卫国家和国民安全，以韩军核心军
事能力为基础，加强防卫能力；第
二，将发展互补而坚固的韩美同盟，
增进国防交流与合作，尽早达成回收
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条件；第三，将推
进国防改革，建设维护半岛和平的强
大军队；第四，确立透明、高效的国
防运营机制；第五，打造获得国民信
任、士气昂扬的军营文化。郑景斗在
就任仪式结束后对记者表示，韩朝此
次商定在陆海空设置（禁止一切敌
对行为）的缓冲地带，能够有效防止
偶发性冲突并缓解军事紧张，具有划
时代的象征意义。就国防改革，他表
示，这是国民下达给我们的命令，必
须成功，但非一朝一夕可实现，将放
眼未来30至50年逐步推进。

悉尼市
开展寓教于乐的春季学校假期计划

为丰富悉尼市春季学校假期活动，
悉尼市政府专门为5-18岁的适龄儿
童和青少年制定了学校假期计划，帮
助他们度过一个充实且富有意义的假
期时光。该计划从建造机器人和创意
工作坊到电影观光和骑行探险，包含
了数十项寓教于乐的活动，涵盖了科
技创新，艺术创意，文化交流和运动
探险等多方面内容，确保能为各个年
龄段的儿童提供充足的选择。悉尼市
长克罗芙·摩尔21日表示，这项计划
一直深受广大青少年的喜爱，无论他
们是热爱科技、艺术或是运动，都能
在这里找到适合的活动。同时，希望
年轻人充分利用此次机会探索这座城
市，并在活动过程中，尝试新运动、
新爱好，结交新朋友，能够度过一个
愉快和美好的假期。

马哈迪：
马来西亚无法接受同性婚姻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说，马国无
法接受同性婚姻和所谓的同性恋、
双性恋、及跨性别人权。马哈迪
说，马国的价值观跟西方国家的价
值观不一样，无法接受同性恋、双
性恋和跨性别权益。他说，马国的
家庭观念仍然没有改变，也就是家
庭是由男女夫妻和孩子组成，同性
婚姻不能被承认为家庭。

综合《越南快讯》
及多家外媒报道，越南
中央高层领导健康照顾
处处长阮国赵(Nguy-
enQuoc Trieu)21日表
示，越南国家主席陈大
光于2017年患上了“
罕见的严重病毒性疾
病”，但医师并没有找
到治疗方法。

越 南 卫 生 部 官 员
称，陈大光曾6次赴日
本接受治疗，“日本
的专家和医生对陈大
光主席治疗了约1年时
间。然而没有药物能
够治愈这种疾病，只
能减缓疾病的发展”
。不久前，由于病情
恶化，陈大光于9月20

日住院接受治疗，然而
医治无效，于2018年9
月21日上午10点5分在
越南首都河内108号军
队中央医院逝世。

陈大光于 1 9 5 6 年
1 0 月 出 生 于 越 南 北
部宁平省，拥有博士
学位和教授职称。他
于 2 0 0 6 年 越 共 十 大
进 入 越 共 中 央 委 员
会，2011年越共十一
大进入越共中央政治
局，同年当选国会代
表进入越南第十三届
国会。陈大光长期在

越南内务部和公安部
工作，自2011年担任
公安部部长。2016年
4月，陈大光在第十三
届国会第十一次会议
上当选国家主席，同
年7月在第十四届国会
一次会议上连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21日表示，陈大
光同志是越南党和国
家杰出的领导人，为
越南国家发展和革新
开放事业作出了重要
贡献，为深化中越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作出

了重要贡献。中方对
他不幸逝世表示沉痛
和深切哀悼。

越卫生部：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

因罕见病毒性疾病去世

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因
病去世。

【海外网】据《越南快讯》援引越

南卫生部消息，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

21日因罕见病毒性疾病去世，他曾6

次赴日本接受治疗。

【中新网】据澳洲
网报道，对大部分澳大
利亚家庭来说，有三四
个孩子已够闹腾的了，
但对“超级父母”博内
尔和丈夫雷伊来说，16
个孩子还不够。近日，
两人向外界宣布，大家
庭将再添新丁，因为博
内尔又怀孕了，且她的
大女儿和二儿子也要有
自己的宝宝了。

据报道，今年49岁
的博内尔和50岁的丈夫
居住在昆州一个小镇，
他们目前一共有16个孩
子，孩子的年龄从4岁

到28岁不等。近日，这
对超级父母做客一档节
目时，向观众宣布，他
们的大家庭又要迎来新
生命了。

“我们的家庭人数
又要增多了，”博内尔
说，“不过我并不是很
期待，因为我们马上就
要有两个外孙了，我们
最大的女儿和第二大的
儿子，都将迎来他们生
命中的第一个孩子，所
以我们马上要当祖父祖
母了。”

在被问及自己又要
给孩子换尿布、有啥

16个孩子还不够?

澳大利亚最大家庭的母亲再怀孕

今年49岁的博内尔和50岁的丈夫居住在昆州一个小
镇，他们目前一共有16个孩子，孩子的年龄从4岁
到28岁不等。

想法时，雷伊说：“我
可以继续换尿布，这没
什么。因为这件事我已
经做了好多年了，对我
来说这很简单。”主持
人还问了大女儿，是否
也想像父母那样组建一
个超级大家庭时，她表
示自己还没想好。“我
们打算先生一个孩子看
看，如果孩子太多，我
觉得自己应该应付不
了。”

报道称，博内尔一
家并不总是生活在幸福
喜悦中，博内尔此前曾
被确诊患上甲状腺癌，
这让她的丈夫雷伊很
崩溃，他不知道如果没
有了妻子，自己将如何
照顾这么多的孩子。当
孩子们知道了这个消息
后，他们也无法接受这
个事实。

“当我们告诉孩子们
这件事时，有些孩子沉
默了，有些开始流泪，
我觉得他们只是在逃避
这个现实，他们宁愿自
己不知道这件事。”博
内尔说。

【综合讯】瑞典家
具连锁集团宜家家居
（Ikea）进军印度的首
家门市今天再次面临棘
手问题，一名顾客说，
他在Ikea拥有1000个座
位的餐厅用餐时，发现
他女儿吃的巧克力蛋糕
钻出一只虫。

这是 I k e a这家门市
8 月 在 印 度 海 得 拉 巴
（H y d e r a b a d ）开设
后，传出的第2起类似
事件。另一名顾客日前
说，他本月稍早在饭里
面发现一只毛毛虫。

顾 客 基 萧 尔

（Kishore）推文并附上
照片和影片说：「我女
儿今天在海得拉巴的Ikea
门市吃巧克力蛋糕时，
我发现蛋糕里有虫。」

Ikea发言人在声明中
说，蛋糕上有一只苍
蝇，「最后飞走了」。
但基萧尔说，那「不是
一只会飞的虫」。

Ikea表示，已采取措
施，避免类似事件再发
生，但否认媒体指地方
当局前去采集蛋糕样本
或处以罚款的报导。

Ikea放眼在2025年前
于印度开设25家店。

顾客爆蛋糕里有虫

Ikea印度首店再传虫虫危机

Ikea印度再次面临棘手问题，一名顾客说，他在Ikea
拥有1000个座位的餐厅用餐时，发现他女儿吃的巧
克力蛋糕钻出一只虫。

【 新 闻 及 时 事 节
目】马来西亚希盟政府
再进行人员调动，即时
喊停所有政治委任的外
交大使合约，不再让政
治人物出任外交官。另
外，马国最高元首也委
任了中庸派律师阿兹哈
哈伦为马国选委会新任

主席。
根据马国《星报》

报道，总理马哈迪今天
（21）宣布从即日起，
全面终止那些出任大使
或最高专员的政治人物
的合约。

马哈迪说，这是应
外交部的要求，不会再
委任政治人物出任外
交官。希盟5月接掌政
后，已革除六名由前朝
政府政治委任的外交
官。

陈国伟对华特使身
份不受影响

“当然，有很多政
府人员很享受担任使节
的舒适生活。”马哈迪
今天在主持反贪内阁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后，这
么向记者发表谈话。

询及有关决定是否
影响希盟成员民行党主
席陈国伟对华特使身
份，马哈迪表示陈国伟
的身份同其他外交使节
不同。

“他主要是在马来
西亚，只有在工作时才
会去中国。”他这么解
释。

中庸派律师受委选
委会新主席

另外，马国政府首
席秘书依斯迈巴卡也宣
布，最高元首莫哈末五
世已委任了阿兹哈哈伦
（Azhar Harun）律师出
任新的选委会主席。

马国人员大调动 

革除政委大使 委新选委会主席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

【 环 球 网 综 合 报
道】为遏制针对妇女
的犯罪行为，印度推
出一套全国性犯罪者
登记册，协助执法人
员更快侦破性侵案。

新 加 坡 《 联 合 早
报》21日援引路透社报
道，随着印度备受瞩目
的强奸案件逐渐上升，
印度政府推出一套全国
性犯罪者登记册。该登
记册旨在遏制针对妇女
的犯罪行为，减少对印
度女性的性侵案。

据报道，印度内政
部周四(20日)在一份声
明中表示，该数据库只
能由执法机构使用，一
般公众无法获取其中信

息。登记册中有44万个
登记名，其中包括被判
犯有强奸罪、轮奸罪、
性侵儿童罪和性骚扰罪
的人。

印度政府表示，登
记册会在不影响“任

何个人隐私”的情况
下，为执法人员提供
罪犯的照片、地址和
指纹。“国家性犯罪
数据库(NDSO)将协助
有效追踪和调查性犯
罪案件。”

强奸频发的印度有多少性犯罪者？

印政府出花名册：至少44万名

为遏制针对妇女的犯罪行为，印度推出一套全国性
犯罪者登记册，协助执法人员更快侦破性侵案。

马国三联邦直辖区

明年起禁塑料吸管

马来西亚宣布从明年1月1日起，率先在三个联
邦直辖区即吉隆坡、布城和纳闽实施塑料吸管
禁令。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8年9月22日，星期六 第12版广告 IKLAN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8年9月22日，星期六 第13版特别报道 LAPORAN  KHUSUS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
绕山之水必有其源。先辈
们为求生计，奔波万里，
靠着骨头生肉，在世界各
地尤其是东南亚各国落地
生根，枝繁叶茂。继承发
扬民族传统美德，维持亲
情，特别是同宗同乡之
情。印尼安溪福利基金会
(安溪公会)自成立以来一
贯积极与各地区安溪乡亲
保持沟通，联系乡情友情
促进各地乡亲交流来往。
曾数次组团参加星加坡，
缅甸，马来西亚各地安溪
乡亲活动，增进各地乡亲
的友谊。

为了更好地加强与台
北市安溪同乡会的交流与
合作，9月5日中午，廖扬
宗，黄连顺，陈明祥，林

福海，苏中柱，施源东，
林源龙，李江波，江月
好，李美珠，廖淑玲共五
十八乡亲从雅加达国际机
场起程前往台北，傍晚乡
亲们顺利到达台北机场，
受到台北市安溪同乡会周
庆松会长等台北安溪乡亲
的热情接待，接送至台北
旅馆就宿。

6日晚上台北市安溪同
乡会在台北市孙立人将军
官邸设宴招待印尼安溪公
会乡亲一行，宴会上周庆
松会长首先发言对印尼安
溪乡亲的到访表示热烈欢
迎，他非常感动这是首次
接受东南亚地区安溪乡亲
社团到访，也是来访乡亲
人数最多的一次，他说老
乡这种关系,非常纯洁、

高尚、珍贵,而且这种关
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岁月
越久,越牢固绵长，同为老
乡,我们的心贴得很近,彼
此之间都成了互相信任、
互相依靠、互相帮助的朋
友。希望这次印尼乡亲的
到访能加深两地乡亲的交
流合作，增进双方友谊，
更好的体现世界安溪一家
亲，共同发展进步。

廖扬宗代表印尼安溪
公会简要介绍了公会成立
背景和为家乡群众生活改
善所做努力。 他谈到以
地缘为纽带形成的老乡关
系,都是人世间的至善、
至美和至纯。时代在发
展,社会在进步,人与人
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更加紧
密、更加广泛。 以地缘

为纽带形成的老乡关系,
都是人世间的至善、至美
和至纯。时代在发展,社
会在进步,人与人之间的
联系和交往更加紧密、更
加广泛, 这次有幸到台湾
来并受到台北市安溪同乡
会的热情接待，深感万分
荣幸，谨致真诚谢意并祝
各位乡亲们身体健康，生
活如意，生意兴隆，万事
开心！诚切欢迎住台安溪
乡亲有时间可以组团到印
尼参观交流，沟通乡情友
情，促进合作往来。 

宴会热闹非凡，台北
市安溪同乡会一二十位乡
亲同印尼安溪公会五六十
位乡亲共聚一堂，宾主亲
切交谈，共叙乡情友谊，
畅叙家乡发展变化，但愿

台北市安溪同乡会

热情接待印尼安溪公会到访
家乡越来越好。宴会上双
方领导人廖扬宗总主席和
周庆松会长相互交换了纪
念品。当场还有卡拉OK
助兴，宾主共同高歌，欢
呼声掌声此起彼伏，响彻
整个宴会厅，为宴会增添
不少喜庆欢乐气氛。

7日乡亲们开启了环岛

之旅。回程11日晚上，
台北市安溪同乡会再为印
尼安溪公会乡亲举行欢送
晚宴，祝福乡亲们此次宝
岛之旅圆满成功，祝愿乡
亲们平安回家，希望两地
乡亲保持沟通联系，争取
更多机会见面共叙乡情友
情。       (奚斯供稿)

廖扬宗总主席致词 周庆松会长致词

台北市安溪同乡会领导亲往台北机场接机合影 双方领导合影

欢迎宴现场热闹场景 双方领导互赠纪念品 9月11日欢送晚宴场景

游览佛光山 欢迎晚宴两地安溪乡亲大合影

【雅加达讯】座落于
雅加达北部 P I K - 1住宅
区内的印尼乐龄俱乐部
（SC I）于2018年9月19
日，早 9： 0 0 ，时，举
办“老年偶像“活动，与
会者有80余人会员乐龄人
欢聚一堂，活动前先品尝
咖啡、茶、糕点，吃喝之
余彼此相互交谈、相互沟
通、充实闲暇时间，让他
们能够在最后一段黄金岁
月里享受快乐的人生。安
度幸福的晚年。

司仪UsmanTod i n g,按
时拉开序幕，全体起立齐

唱“乐龄进行曲”，接着
节目活动开始。SCI 经理
Lenny表示，老年人老心不
老. “老骥伏枥,志在千
里,”尚望发出正能量,给
人希望,给人方向,给人力
量,给人智慧,给人自信,
给人快乐. 但愿能带动年
轻一辈,奔向前程 ! 在此
活动举行之前，SC I成员
们全神贯注于各种各样的
练习，包括马来舞蹈：动
作和歌曲 及2018年亚运
会官方主题曲 -作为2018
年高级偶像的标志。参与
者一个接一个地走到舞台

前面，展示他们的金色声
音。高级偶像参与者最激
动人心的时刻是20 1 8年
高级偶像获奖者的公布和
2018年高级男性偶像类别
被选中，为 72岁Johanes 
San t a na，2018年高级偶
像高级女性类别是94岁的
Anna Christina。á此外，
还有希望一，二，三的冠
军。

其间穿插多姿多彩的
余兴节目：歌唱、朗诵诗
歌、昂格隆竹筒音乐、舞
蹈等、悦耳动听，精彩悦
目，同欢乐、共享快乐的

人生。爱惜生命，求健康
长寿，发出正能量，继续

为人做出贡献。
最后大家共进午餐。

在融洽欢欣的气氛中告
终。        (阿曼报道)

印尼乐龄俱乐部举办“2018老年偶像”活动

高级偶像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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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讲「修行人要带三分病」，
有时身体上的病痛，反而能增长
道心，成为学佛的增上缘。

星云大师／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唐朝诗人李白说：「大块假
我以文章。」信手拈来，无不是
他撰写文章的好题材。身处天地
之间，我们也要时时让自己的身
心走出家庭、走出团体，走到大
自然，接触大自然，宽大心胸，
从大自然无数的内容里，体会学
习之道，提炼文章教材。如何观
察？有以下四点意见提供：

第一、观晚霞悟其无常：晚
霞如诗如画，美得让人心醉。观
晚霞绮丽多变，却如白驹过隙，
稍纵即逝。假如能从「夕阳无限
好，只是近黄昏」中，悟到无
常，你就晓得要求自己不断的改
变进步；你能悟到无常，就知道
一切因缘不等待、不停留。好比
哲人有言，人永远无法站在同一
条河流的岸边，只有催促自己把
握因缘，迈开脚步，不断往前走
出去，才能积极开创未来。

第二、观白云悟其卷舒：天
上悠游的白云，有厚的、有薄
的；它像鸟、像花，随意变化各
式各样形态，多超然、多自由。
观看白云舒卷自如，因为「云无
心以出岫」。面对生活的每个当
下，你能体会白云的任意飞舞，
逍遥自在，学习白云的舒卷自
如，飘逸洒脱，不再为周遭的芝
麻小事，计较挂心，我们便能随
缘放旷，随遇而安了！

第三、观山岳悟其灵奇：看
山岳，高低不同；观奇峰，崎岖
不平，你能感受它纵横起伏的壮
美，领悟它灵秀挺拔的气概吗？
苏东坡浏览庐山时写下：「横看
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近看嶙峋，远眺巍峨，远
近不同；正观高拔，侧看蜿蜒，
每看各异。对应世间，从什么角
度看待事物，自然也会有什么风
光呈现。假如你能从静观山岳，
看出它灵奇伟岸，心中一定也能
拥有恢弘的气度。

第四、观河海悟其浩瀚：目
光如豆，只会让生命变得狭隘；
眼光短浅，只会让生活变得窄
迫。生命必须含藏包容，才能获
得宽阔；生活要能纵横发展，才
能获得生机。你看，水碧连天，
海天一色，海的无边无涯，多具
包容性。你观河海广阔，那种汹
涌奔腾、浩瀚无垠，不正能扩大
我们的心胸吗？能像河海一样，
在世间上，又怎会不宽容？还有
什么值得我们斤斤计较的呢？

徐志摩曾说，想要医治生活
的枯窘，「只要不完全遗忘自
然，一张清淡的药方，我们的
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
在青草里打几个滚，到海水里
洗几次浴，到高处去看几次朝
霞与晚照，你肩背上负担，就
会轻松了。」身处都市樊笼的
现代人，身心如何获得抒发？
只要走出去，走到大自然，就
是涤净心灵的良药。无怪乎，
古代诗人文豪，多爱以大自然
为题，纵情期间，自我排遣。
所谓「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
水是地上之文章。」故说天地
之间，皆是启发心灵的文章，
造就人生的练达。

第一、观晚霞悟其无常，

第二、观白云悟其卷舒，

第三、观山岳悟其灵奇，

第四、观河海悟其浩瀚。

特别报道 LAPORAN KHUSUS

文／星云大师

天地皆是文章

【记者罗智华高雄报导】享
誉全球的高雄佛陀纪念馆，自
2014年开始，每年都获得国际最
大旅游网站猫途鹰（TripAdvi-
sor）「年度卓越奖」肯定，今
年不仅再度获猫途鹰颁发优等证
书，写下「五连霸」好成绩，猫
途鹰也宣布佛馆获得入选「名人
堂」的殊荣，展现出佛陀纪念馆
在创办人星云大师带领下，由馆
长如常法师与众人携手耕耘、集
体创作的卓越成果。

佛光山佛陀纪念馆是秉持星
云大师「以人为本」理念而创
建，2011年落成以来，不仅吸引
世界各地艺术家、文学家、摄影
家等人前来参访，更以「文艺
化、电影化、人间化、国际化」
作为发展目标，除与多间知名博
物馆结为友好博物馆外，更持续
推动全球交流与学术、文化等研
究，广受各界好评。

国际游客众 多语导览
「佛馆落成7年来，已有超

过6千多万人次的海内外旅客造
访，在台湾，更是平均每2人就有
1位来过佛馆参观。」如常法师表
示，佛馆每年都有来自上百个国
家地区旅客参访，为让各国旅客
更了解佛教文化与历史，佛馆特
别提供英文、日文、 德文、 泰
文等14种语言介绍，使国际交流
更多元。

对许多国际游客来说，佛
馆不仅是来到台湾的必访之
地，完善导览机制更让他们留
下深刻印象，良好评价从旅
客在猫途鹰网站评论就可看得
出来。像是来自美国加州的
Mikekennedyauthor就写下「佛
馆的大佛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大
佛像，整体建筑从内到外都令人
震撼、非常建议大家到这里来参
观！」也有外籍游客表示，「在
佛馆深刻感受佛教文化的丰富内
涵与佛门净土的心灵平静」、「
详细外文导览引领旅人宛如走进
佛教宝库、得以探究宗教建筑
与人文的博大精深」。

美在哪里
文／颜福南 图／彩虹桦桦

转念之间

文／林思妙

以猫咪为师

佛馆的高人气也吸引众多国际
电前来采访。如常法师谈到，像
是义大利电视台、德国电视制作
公司、乌克兰旅游电视节目、泰
国电视台First TV、南韩有线电视
台DongA TV、美国洛杉矶公共电
视台KLCS等欧、美、亚数十家电
视台，都曾来佛馆拍摄与制作专
题，就连南美洲的巴西电视台也
不远千里前来介绍。

入选门槛高 卓越殊荣
正因旅客对佛馆的高评价，

不仅让佛陀纪念馆多次获得猫
途鹰「旅行者之选--台湾最佳
地标性景点」前10名，更5度夺
得「卓越奖」荣耀，因此猫途
鹰网站进一步宣布，佛馆获得
入选「名人堂」的殊荣。对于
这项荣耀，如常法师除感谢海
内外旅客对佛馆的肯定之外，
亦表示会继续发挥佛馆使命，
推动佛馆成为弘扬宗教与艺术
内涵的国际传播重镇。

总部位于美国的猫途鹰创立

于2000年，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
的旅游网站，在美国、英国、西
班牙等数10个国家地区都设有分
站，会员人数众多。该网站不只
提供世界各地旅游景点、旅馆餐
厅等最新旅游资讯，每个月浏览
网站的访客更多达上亿人次、规
模可观。

猫途鹰网站最大特色，除汇整
旅客对全球旅游景点的评论外，
每年更会颁发「卓越奖」表扬优
质景点及餐厅。不过，要荣获「
卓越奖」可不简单，不仅获奖单
位在网站上需达到一定数量的游
客评论，评价等级更要维持在4颗
星以上，才有机会获奖。而要入
选「名人堂」更不容易，必须连
续5年都获得「卓越奖」肯定，才
能具备入选资格，也因得奖门槛
高，因此凡入选「名人堂」的国
际单位莫不以此为荣。

晚清名臣左宗棠四十岁时，
初到长沙幕府，常被其他幕僚捉
弄。左宗棠心中雪亮，找了个机
会，把平时欺侮过他的幕僚个个
骂得狗血喷头。从此，官邸上下
都见识了他的大脾气，再也不敢
捉弄他、欺侮他了。

当左宗棠官运亨通成为巡抚，
官位愈来愈高时，他的脾气反而
愈来愈小了。有一位故交询问此
事，表示不解。左宗棠道出了其
中玄

机：「穷困潦倒之时，不被
人 欺 ； 飞
黄 腾 达 之
时 ， 不 被
人 嫉 。 当
年 我 一 无
所 有 ， 就
像 一 粒 沙

人间有爱

古人行谊

文／曾昭安

左宗棠的脾气

一棵未经修剪的树久了就会横
生枝□，枝叶乱窜，但经过园艺师
的巧手后，枝条有序，造型生动，
往往能吸引人们的目光。同样的，
一颗粗糙的岩石要经过工艺师不断
的精雕细琢才能显现石块的光辉，
所谓玉不琢不成器，美丽的背后往
往经过了苦难的折磨，生命的淬
炼，才能成就唯美的价值。

有人说女生十八姑一朵花，我
认为那是单纯朴拙的美，女性最美
的时刻在三、四十岁之后，经历
了婚姻家庭的磨合，养儿育女的
辛苦，职场工作的艰难，孕育出包
容、善解、耐苦的个性，母爱的慈
祥洋溢在脸上，那是女生最美的面
容。男性最有魅力的时候在四、五
十岁时，这个时间事业有成了，经
历的事情多了，看过的人事丰富
了，做事不会毛躁粗心，讲话稳重
中肯，脸上散发出自信的风采，是
同事与家人心目中的英雄，这是男
人最成熟的时刻。

所以，真正的美在于我们的
心，心美就会散发出吸引人的芬
芳，心美就能让自己外在光亮，那
是内在的包容善良以及丰富阅历所

呈现的美感。有人说台湾最美的风
景是人，因为台湾人纯朴，富有人
情味，懂得助人付出，说的也是内
在的心。

有一则社会新闻，报导在高雄
市凤山区发生一场车祸，原本以为
只是普通车祸，获报后赶到现场才
发现原来伤者已经没有了意识，但
当下有两位民众不断轮流为伤者实
施心肺复苏术，还有两位路人帮忙
替伤者撑伞遮阳，另一个民众热心
指挥交通，警员到附近议会借心脏
电击器，没想到经过大家抢救后，
伤者慢慢恢复意识，救护车送到医
院才能捡回一命。这些陌生的路人
与伤者无亲无故，却能视病犹亲，
同体慈悲，展现大爱，这也是人性
最美的风景。

我在偏乡学校服务，目睹很多

人性芬芳的美丽风景。有企业家赞
助十余所学校每个月一万元弱势扶
助，还有赵键斌先生长年默默送爱
到偏乡「可丽饼爱心活动」，还送
葡萄乾给小朋友，获热烈回响。天
下杂志教育基金会推展希望阅读，
每年送百本书以及巡回书车到乡下
学校，国语日报社「送报到山巅读
报教育」，佛光山文教基金会的云
水书车、奖助学金等等不胜枚举，
证明台湾这块土地的美丽是因为充
满了爱与温暖。

美在哪里？美就在我们的心
中，一个人的修养内涵以及仁慈的
爱心，散发出来的气质与成熟的智
慧、圆融，都是美丽的所在，但愿
我们都能成为美的代言人，不畏困
难，勇于磨练，对人充满爱，成就
温馨的社会。

猫途鹰年度卓越奖 佛馆  连霸5
荣登「名人堂」资格 累计超过6千多万人次参观 多次获台湾地标性景点前10名

佛馆连续5年获得TripAdvisor优等
证书，跻身名人堂之列。

 图／资料照片

一向以为猫咪是神秘的隐者，
但现在却觉得，它们其实是修行
的智者。

对门的土狗，尽忠职守地眼观四
面、耳听八方，侦防四周环境，当
右邻的家猫，慵懒地或坐或卧或踱
步地出现在它眼前时，寂静的街头
响起了狗吠声。因为被绑著，土狗
只能咆啸或低吼，同时猛烈地拉扯
著绳索，然而猫咪并不受干扰，只
是淡定地瞧了瞧喧闹的来处。

遇到不喜欢自己且有攻击性的
狗，猫咪在衡量情势后，知道安全
无虞，便不加理睬，根本不去在意
那些挑衅的举动，以及所有不友善
的能量。结果，土狗变得更加愤
怒，猫咪却丝毫不受影响，依然以
自己的步调过生活，继续悠闲地晒
太阳，在和风中享受生命。

站在门口看着土狗与猫咪的互
动，忍不住笑了。当下这一动一
静，深深触动了我。

之前，同事曾两次向上司打我
小报告。第一次的确是自己理亏，
赶快修正行为，但仍免不了心生埋
怨；第二次则根本是诬告，新仇旧
恨，让我的愤怒指数爆表。退休
后，在道场大寮发心，手拙的我努
力切出来的水果，却被其他师姐嫌
弃，不免耿耿于怀，甚至忍不住向
他人抱怨。整个心乱了，跟著外在
境遇团团转。

我发现，猫咪比我更有智慧！于
是我以猫为师，先确定事情有没有
暗藏危机，结果发现单纯是自己情
绪的波动而已，于是拒绝收下诬告
与嫌弃的负能量，继续我的生活。

原来，身边的所有人、事、
物，都是我们的善知识啊！

子，难免有人想踩我，我若没有
火爆脾气，早就奄奄一息了；如
今，我身居高位，若还像以前那
样暴躁，就会给人一种仗势欺人
的感觉，被人嫉恨，那谁还愿意
与我共事？那样我势必会成为孤
家寡人！」故交听罢，感慨不
已：「有大胸怀、大智慧，必能
成就一番大事业！」

谁都有脾气，有脾气不是坏
事，关键是要管好自己的脾气，
才能妥善解决问题，使事情朝著
好的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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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是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动力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
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对外开放
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
力，使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成为现代世界经济史上备受瞩目
的现象。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全
方位扩大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内
在逻辑和内生需要，也是顺应经
济全球化大势的决策。

近一两年来，中国的金融开放
引人关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副理事长刘世锦说，习近平主席
在《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
要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
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
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在
国际上获得很高评价，对中国金
融市场开放具有里程碑式的意
义。有关部门正在按照这样的精
神有部署、有步骤地朝前推进，
虽然有时会受到冲击，经历考

验，但开放的步子坚定不能停。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市场

的变化，IBM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
明说，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
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
为中国制造”（Made for China）
、“在中国制造”（Made in Chi-
na）和“与中国制造”（Made 
with China）这三个阶段，外企在
中国市场的发展重点也由“带来
产品”到“带来产能”，再到如
今的“带来技术”，充分说明伴
随改革开放一路走来，中外企业
展开创新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
发展过程。

乐信集团首席执行官肖文
杰对本报记者说：“改革开放
40年来，受惠于政策红利，
中国企业快速发展。在新的历
史阶段，企业发展要从‘粗放
式’走向‘精细化’，必须依
靠技术红利和创新红利。深化
改革开放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
人才、技术交流及跨境合作条

件，企业应当把握机遇，一手
抓创新，一手促合作，将技术
创新的效用最大化，在实现商
业利益的同时实现企业的社会
价值。”

在创新发展中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

5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成果丰硕：已有106个国家和
29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150
份合作文件。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经贸合作
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对沿线国家
的投资超过800亿美元，已建立
82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为当地创
造了24万多个就业岗位，中欧班
列累计开行超过1万列。

在逆全球化抬头、全球经济
复苏进程面临变数的背景下，世
界尤其关注中国提出的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这种关注也延伸
到天津，“一带一路”是今年论
坛的关键词。记者看到，在“建
设‘一带一路’创新之路”分论
坛门口，大家提前半小时就排起
长队等待进场，会议尚未开始便
座无虚席。

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
表示热烈欢迎。他对本报记者
说：“在这个倡议下，全球基础
设施实现互联互通，而第四次工
业革命需要以加强全球合作为支
撑，人们跨越国境走得越近，对
世界发展就越有利”。此外，他
还对本报记者说，“许多预测中
国经济增长即将停止的预言最后
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我始终对中

国经济增长保持乐观态度。”
拉脱维亚总统莱蒙德斯·

韦约尼斯认为，对拉脱维亚来
说，互联互通很重要。开展港
口、铁路和航空业这样的基础
设施建设连接了交通网络，为
未来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与
此同时，知识和文化的互通，
以及不同理念间的互通与交流
也很重要，解决了这些问题，
就可以实现均衡且具包容性
的“一带一路”创新发展。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表示，
创新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
推动力量，通过理念创新、体制
机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一带一
路”建设将不断走深走实、行稳
致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主
任高志凯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创新对‘一带一路’倡议
至关重要。创新说明共建‘一带
一路’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根据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具体情况
不断调整。在5年时间里，中国在
制造业、科技、金融等领域展开
创新实践，在很多方面处于世界
领先水平。”

利用新技术、新成果打造创
新型社会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两个多世
纪以来，技术领域最深刻的转
型，在前所未有的信息技术、生
物技术、神经和认知等技术研发
的推动下，社会结构、产业结构
和商业模式正在发生巨大改变。
如何利用新技术、新成果促进国
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打造创新
型社会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

施瓦布对本报记者说：“在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创新已经
成为竞争中最关键的因素，中
国的创新力是领先的，中国已
经走上了打造创新型社会的良
好发展轨道，接下来应建设更
多孵化器，努力培养创业者，
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让人
民充分享受发展成果。”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
算机科学教授斯图尔特·罗素
说：“教育系统是社会发展最
为缓慢的部分之一，通过教育实
现科技变革需要几十年时间，
应尽早在小学阶段进行计算机教
育。”

日本对外经济机构总裁赤星康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
前中国创新企业和初创企业潜力
巨大，北京、上海和深圳有许多
研发中心，如果3个月不到这些
城市，就会发现很大变化。在第
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日中两
国企业在普惠金融、可穿戴式医
疗、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领域合作
空间广阔，前景光明。

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对本
报记者表示，技术创新突破是创
新型社会发展的基石，而计算力
则是创新型社会发展的生产力，
也是数字经济的先行指数。技术
变革为创新型社会的构建创造了
新业态、新产业模式和新经济增
长点，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的快速融合驱动形成新型智慧城
市，映照出未来创新型社会的发
展图景。（来源：人民日报）

开放创新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初秋时节，金风送爽，为期3天的第十二届夏季达

沃斯论坛9月20日在天津落下帷幕。这是迄今为止

规模最大的一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以“在第四次工

业革命中打造创新型社会”为主题，来自10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各界代表2500余人围绕中国对外开放

40年、建设“一带一路”创新之路、迎接理念多元

化的世界、开启移动新时代、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

打造中国的创新型社会等200多个不同议题，阐述观

点，交流意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文/王佳可

一旦收入超过临界水平，
文化消费的增长速度将超过
物质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
长的重要动力。这也解释了
我们在马拉松运动中看到的
井喷现象。

轰动一时的“北马”刚
刚落幕，众多跑者仍然沉浸
在兴奋之中。这届比赛创下
了新的纪录，报名总数超过
11万，中签之难直追汽车摇
号。

“马拉松热”仰赖于当地
经济发展

纵观全国，被戏称为“
中产阶级狂欢”的马拉松热
并不鲜见。据统计，去年全
国共举办各种马拉松赛1102
场，参加人数高达498万人
次，而在2011年，全国注册
赛事只有区区22场。

不仅马拉松运动的井喷式
发展远远超越了经济增长速
度，近年来，在其他旅游、

娱乐以及更为广泛的文化消
费中都出现了异乎寻常的高
速增长。

究其原因，文化消费与
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是至关
重要的因素。随着居民收入
水平的提高，文化消费需求
强劲增长，造就了一系列引
发全民关注的现象级文化事
件。

仍以马拉松为例，六项公
认的世界大满贯赛事中，有
三项在经济最发达的美国：
波士顿、纽约和芝加哥，另
外三项也都设在发达国家：
德国柏林、英国伦敦和日本
东京。北京一直力争成为第
七个大满贯赛事城市，抛开
体育因素不说，单从经济的
角度来看，恐怕只是一个时
间问题。

与其他体育项目相比，马
拉松运动对民众参与程度的
要求最高，动辄数以万计的

参赛人数，以及赛道之外的
各种服务、保障和消费，是
赛事水平和影响力的重要保
证，而这些都有赖于当地的
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

从去年我国马拉松赛事的
地域分布中也可以非常明显
地看到这种关联，赛事最多
的省份都位于沿海和经济发
达地区，其中浙江最多，举
办了152场，江苏149场，广
东103场，北京虽然只是一个
城市，也举办了69场。

以上这些地区的人均GDP
都已超过1万美元，人均可
支配收入接近或超过5000美
元。与发达国家在人均GDP
达到5000-8000美元时，包括
运动消费在内的文化消费开
始爆发式增长的普遍规律一
致。

相比物质消费，文化消费
更让人“上瘾”

概括来说，文化消费中存

在一些基本的经济学规律。
首先，文化消费具有门槛

效应，只有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一定水平，人们才开始
进行文化消费。

我们利用贵州部分地区
的调查数据做了一个估计，
发现这个门槛大约是7000
元/年。低于这个水平，收
入主要被用于物质消费，如
基本的衣食住行，任何补贴
或价格优惠都难以刺激低收
入群体进行文化消费，这是
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应该考虑
的一点。

一旦收入超过临界水平，
文化消费的增长速度将超过
物质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
长的重要动力。这也解释了
我们在马拉松运动中看到的
井喷现象。

2011年我国人均GDP首次
超过5000美元，开始进入文
化消费集中快速增长时期，

但与美国文化消费占总消费
11%相比，我国的文化消费
占比不足4%，文化产业增加
值占GDP的比重也只有5%。
这说明，我国文化消费还有
非常大的发展潜力，这也是
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
要机遇。

其次，文化消费与一般
物质消费的另一区别在于它
的差异性和对消费能力的要
求。文化消费需求不仅取决
于收入水平，还与受教育程
度、家庭环境、文化习惯等
个人特征以及消费能力密切
相关，有别于一般物质消费
需求随着收入增长逐渐趋同
的属性。

最后一点，也是我们最
容易感受到的，就是文化消
费与一般物质消费在给消费
者提供满足方面存在显著差
异。

一般物质消费达到一定程

度之后人们就会开始产生厌
倦，继续消费所提供的新增
满足将迅速减少。但文化消
费带给人们的享受往往是没
有止境的，主要受制于有限
的可支配时间和消费能力。

与物质消费相比，增加等
价值的文化消费通常会产生
更多的新鲜满足，即经济学
中所说的边际效用更大，因
为它指向人们更高层次的精
神需求。

文化消费的这种特征就
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瘾”
，就像奥运精神那样，永远
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因
此，可以说，文化产业是永
恒的朝阳产业，既可以不断
创造，也永远存在未被满足
的需求。跑步可以成为一种
生活方式，这是随着经济发
展和收入增长，我们每个人
获得的一个新的人生选择。
（来源：新京报）

马拉松热潮背后藏着哪些经济学 文/杨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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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想从神得着救恩，蒙
恩进天国。但当神的救恩真正临
到我们时，我们不寻求也不考
察，只凭着自己的观念想像来对
待神、对待神的作工，因而许多
「虔诚」信神的人最终都没能得
着神的救恩。

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犹太
作救赎工作时，给人带来了悔改
的道，教导人要谦卑、忍耐，爱
人如己，饶恕人七十个七次，为
仇敌祷告等等，并给人带来了丰
丰富富的恩典让人享受，把人从
律法的规条中带出来，使人不再
被律法定罪、处死，能自由释放
地来到主耶稣面前。所以，人
只要接受、顺服主耶稣的作工，
真实地向主悔改认罪就得着了神
的救恩，不再被律法定罪了。在
主耶稣作工期间，那些寻求、渴
慕真理的人，听见主耶稣的呼召
就从律法下走出来，跟随了主耶
稣，脱离了律法的辖制和捆绑，

有了新的实行与进入，得着了从
主耶稣来的救恩。

如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得烈、
还有雅各和他兄弟约翰，他们都
在海边撒网打鱼，当他们听到了
主的呼召，就舍弃渔船毫不犹豫
地跟随了主耶稣。尤其是彼得在
他跟随主耶稣期间，注重听主的
话，在主说的每一句话上都能寻
求真理，按照主的话去实行，获
得圣灵的启示，从主的说话作工
中认出主耶稣就是基督，是神自
己，最后主耶稣对彼得说：「西
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我
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
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
要释放。」（太16:17、19）彼
得因着宝爱神的话，他从主的说
话中明白了许多真理，看见主耶
稣所发表的话语都是神的所有
所是，使他对主耶稣基督有了真
实的认识，生发对主的爱慕之
心、依恋之情，最后为神倒钉十
字架，达到爱神至极，顺服神至
死，成为一个真实认识神、爱神
的人。还有跟随主耶稣的门徒马
太、腓力、拿但业等人，他们听
到主的呼召，聆听主的教导也跟

随了主耶稣，并且为把主耶稣的
救恩传扬出去，去各地作见证，
最终使主耶稣的十字架救恩传遍
了世界各国。另外，经上很多地
方都记着人们因听了主耶稣行的
事就来听主的道，这些人都归向
了主耶稣。因着他们真心信神、
有寻求渴慕真理的心，放下自己
的观念，聆听主的话，从主的说
话作工中认出了主耶稣就是弥赛
亚的到来、是神的显现，所以他
们得到了主耶稣的救恩。

而那些犹太教的祭司长、文
士、法利赛人，他们仇恨真理，
没有丝毫敬畏神、寻求渴慕真理
的心。当他们看见主耶稣的说话
作工满了权柄能力，轰动了整个

犹太国，并有很多人都跟随了主
耶稣，他们怕百姓都跟随主耶稣
而失去在人心中的地位，所以，
尽管他们看见主耶稣所传的道、
发表的话语，以及主耶稣对人提
出的要求都是真理，主耶稣所显
的神迹，医病赶鬼、平静风和
海、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让死
人复活等神迹，这些工作是任何
受造人类都不能达到的。但他们
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饭碗，就
疯狂地定罪、抵挡主耶稣，不但
自己不寻求考察主耶稣的作工，
而且还编造各种谣言，煽动百姓
极力毁谤、定罪主耶稣的作工，
以各种理由抓主耶稣的把柄，
拦阻信徒来到神面前接受主的救
恩，将人都牢牢控制在他们手
中，并联合罗马政府把主耶稣钉
在十字架上，甚至他们得知主耶
稣从死里复活，也看到主耶稣的
门徒奉主耶稣的名传道、作工有
能力、有神迹奇事随着，证明主
耶稣的作工就是神自己的作工，
可他们仍不反思，依旧硬着颈项
与神对抗。结果他们不但没有得
着神的救恩，反而因着抵挡神触
犯神的性情而遭到神的咒诅。

从以上这些事实看到，只

有真心信神，有喜爱真理、
渴慕寻求真理的心，听见神的
声音就能放下自己的观念，接
受、顺服主耶稣作工的人，才
能得着主的救恩。正如主耶稣
说的：「你们祈求，就给你
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
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
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
门的，就给他开门。」（太
7:7-8）由此可见，凡是对神存
有敬畏的心，能谦卑寻求，愿
意考察寻求真理，注重生命、
追求认识神的人就能得着神的
救恩。凡是没有敬畏神的心，
不寻求真理，追求名利地位凭
着观念想像定罪论断神作工的
人，就得不着神的救恩，从此
也看到神的实质是公义、圣洁
的。

我们都知道经上预言主必快
来，我们还要从神得着末世显现
的救恩，就如经上说：「你们这
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
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
恩。」（彼前1:5）那主耶稣再
来的时候，我们该做一个什么样
的人，你想好了吗？

（来源：谁在见证神）

什么样的人能得着神的救恩？ 文/小芬

文/梦参老和尚忆念梦参老和尚：禅就是我们的心

生活中我们与爱人的距
离就像床单与的距离，时而
近，时而远，时而在一起，
时而会分开！

生活中要是没有了压
力，没有了烦心的事儿，彼
此彼此恩恩爱爱，卿卿我
是，可是一旦有了压力，遇
到了烦心事，那就不一样
了，也许床单会凉，也许被
子会没有了着落！

不知道你们的日子都是
怎么过的，是否恩爱，是
否悲情，是否爱的时候爱死
彼此，恨的时候又恨死对方

呢？
话说以前有这么一个教

门虔诚，孝顺父母的人，
不过却是个教盲，一生不懂
多少教门，可是这个人有一
个性格，那就是认死理，认
为好的东西，那就一定得坚
持，认为值得珍惜的人，那
就一定得珍惜！

也许正因为他那耿直与
憨厚的性格，才会有更多的
福报吧！

这个人一生懂得一点教
门，那就是：对妻子好，对
父母好，对旁人好，一生就
学了一段圣训，那就是：你
们当中最优秀的人是那个对
妻子最好的人，所以这个人
一生都想做一个最好的人，
最好的穆斯林，一个安拉最
喜悦的仆人！

这个人在安拉的恩赐下
有幸娶到了一位非常漂亮的

妻子，所以一生都非常地爱
自己的妻子，一方面是因为
圣训的教导，另一方面是因
为妻子的美貌与贤慧，总之
每天都活在幸福的生活与爱
情之中，沐浴着安拉的恩
惠！

不过幸福与那甜蜜的日
子却不长，有一天他那美
丽的妻子患了一种怪病，满
身都起了脓疮，而且越来越
严重，而此时的他却出门在
外，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已经
患病！

他那美丽的妻子担心自己
会失去美丽，没有了往日的
容颜，身体也日渐憔悴，可
是不巧的是他的丈夫在回家
的路上遇到了祸事，也因此
失去了视力，变成了盲人！

一切都是安拉的意欲与
考验，正所谓是不幸中有
万幸，万幸中有不幸，就这

样夫妻俩还是往往天，在那
日子过，不过过的美丽妻子 
变成盲人的丈夫却什么也不
知道，还是依旧地爱着自己
那美丽的妻子！

这样妻子的美丽没有
了，变得很丑，不过这个人
却始终如一的爱着她，就像
刚结婚的时候，一直就这样
爱着的 爱从来就没变过，
反而是越加的浓厚！

有一天他的妻子离世
了，当妻子被安葬了以后，
所有人都要回家的时候，他
一个人独自伤心地走开了，
然后就有人问他：哎，你去
哪里？

这个人回答说：我回
家！

那个人怜悯地问：你一
个瞎子，往哪走啊！

这个人回答说：哎，事
实上我没有瞎，只是装了

几十年的瞎，因为我想做安
拉的使者给的许诺下的那个
人，对自己的妻子 知道妻
子患病了的时候，我不想让
我的妻子伤心，就装了四十
年的瞎子，就这样与她相守
了一辈子！

这就是我的一点教门，
这就是我对妻子的爱！

我们的先知（愿安拉祝
福他）在圣训中常教导我
们对父母要孝顺，对丈夫要
尊重，对妻子要疼爱，对孩
子要关爱，对亲戚朋友要友
爱。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伊斯
兰，都是 “古兰经” 的精
神与先知（愿安拉祝福他）
的教导，可是我们却把伊斯
兰锁在寺院里，把 “古兰
经” 放在高台上，把圣训
抛在脑后面，我们把伊斯兰
整天挂在嘴上，把伊斯兰穿
在身上，把伊斯兰寄托在别

人的言行里，想想真是寒心
啊！

一边我们说着自己是穆
斯林，一边却又对父母不
敬，一边我们说着要赞主爱
圣，一边却又对妻子拳打脚
踢，一边我们说着要干尔迈
里，一边却又胡作非为，我
们的教门到底在哪里？

当因为婆媳之间的关
系，你凉了父母的心时，你
的教门远了，当因为生活中
的压力，你对媳妇孩子棍棒
伺候时，你的教门弱了，当
因为一点现实利益，而与亲
戚朋友断绝关系时，你的教
门死了！

如此，我们还敢说我们
的教门很牛吗？如此，我们
还有什么资格说自己在爱着
圣人呢？如此，我们所干的
尔麦里真的就是一切吗？

（来源：伊斯兰之光）

感又讽刺 我们的教门 还不如一个瞎子！ 文/阿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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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东京尽情享受大学生

活的川尻笙，某天父亲突
然到访，告知他30多年前
失踪的松子姑姑最近在东
京被人杀害了。负责整理
姑姑遗物的笙，开始调查
松子的一生。从中学教师
到风俗女郎，松子一生都
在追寻名为爱之物，被家

内容简介
人生里有些事，就是

不能蹉跎……
献给每一个跟时间赛

跑的儿女
 
我们出生在山河破碎

的时代里，
你们让我们从满目荒

凉中站起来，
志气满怀走出去。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人驱赶，遭情人抛弃，被
命运百般羞辱，却始终对
人心无戒备。对于爱，她
不懂什么叫绝望，只知道
要勇敢地去追寻。她的一
生，是荒诞的一生，是失
败的一生，却也是不放弃
希望的一生，是认真活过
的一生。

作者简介
山田宗树，日本当代

著名小说家1965年生于日
本爱知县犬山市，曾在制
药公司担任研究工作1998
年以 “直线的死角” 出
道，获得第18届横沟正史
奖。他的代表作 “被嫌
弃的松子的一生”，包含

文库本在内的发行量逾
130万册，曾被改编成电
影和电视剧，在日本和国
际上均获得极高的人气。
山田宗树擅长创造戏剧性
的情节，渴望创作出让读
者一页接着一页无法停止
翻阅的作品。作品主题非
常多元且具有话题性，涉
及女性自我认同，医学，
推理，高龄化，少子化等
热点议题，曾多次获得日
本各大文学奖项。其他作
品包括获得第66届日本推
理作家协会奖的 “百年
法”，探讨脑死亡与心脏
移植问题的 “死者的心
跳”，医学推理小说 “
黑色春天” 等。

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

现在你们步履蹒跚，
不言不语了——

我们，可以给你们什
么呢？

——龙应台
 禁语行禅时龙应台瞬

间：放下一切，回乡陪
伴失智的母亲，开始写
信。

十九封信是对生命信
念的亲身实践

对 上 一 代 的 感 恩 致
敬，是对下一代的温柔
提醒。

有告白，反省，不舍
或喃喃自语……

作者简介

龙应台
高 大 寮 的 自 来 水 厂

里出生，南部的渔村农
村长大。留学美国，旅
居欧洲十三年，任教于
香港九年; 的笔 - 可
以烧灼如野火，狂放如
江海，也可以温润如目
送。

二○一四年十二月一
日辞官，回到“文人安
静的书桌”。

二○一五年九月担任
香港大学「孔梁巧玲杰
出人文学者」至今。

二 ○ 一 七 年 八 月 移
居屏东潮州镇，照顾母
亲，开始乡居写作。

作者 ：龙应台
出版社 ：天下杂志
日期日期 ：2018/04/23
语言 ：繁体中文

编者按：当代佛门耆宿梦参长
老，于去岁在五台山安详示寂，
世寿一百零三岁。老人家被誉
为“深山中的一盏明灯”，走过
了一个世纪的岁月，从早年出家
开始，始终以弘法利生为务，一
生讲经说法不辍，度人无数。今
天忆念这位远去的老和尚，曾留
给我们的教诲。

一般禅堂的禅，大都是宣扬“
祖师禅”。与“如来禅”依着
心、意、识来参不同，“祖师

禅”是断绝了心、意、识来参。
大家想一想离开心意识，你还

参什么？因此进入禅堂的时候，
你要至心观想，什么叫“禅”
？“禅”就是心，简单说就是直
指人心。

禅门一炷香，顿超直入、立证
菩提。顿超直入不假次第、没有
言说，到这个时候不用讲什么开
示，所有的开示一律都没有，只
能到那个地方，参、不参，都是
多余的，就是心！

坐禅时候点一炷香，那么点了
当即明白，这一支香坐下来，立
证菩提，怎么证得呢？这就要大
家参。

在禅门当中，这种悟得、直
指成佛之说，只是明心。理上顿
悟、事须渐修，在佛的“如来

禅”就不是这个样子讲，它要你
不着一切相。像我们供一尊佛
像、供桌，还要烧香、供这么多
东西，在禅门就没有这些器物，
有的就是中间立一尊达摩像，有
的中间连达摩像都没有。

“祖师禅”这种禅，大家参禅
之前，禅师的语录，那是看不得
的，最好不要看，看了不但自己
进不去，也会影响你的思维。因
为我们现在说的是自己的力量，
这都是相当地有力了，自力很强
的。我们自己的自力不够，那
么“如来禅”也好，因为这个次
第是依着心、意、识，总要有个
方便才能进修，“祖师禅”是没
有的，总要你断绝了一切杂事及
杂念才行。

现在，我们把这个禅，做深入

地解释，禅者就是心，直指你的
心，你现在就观吧！

心在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
一念不生、万法皆空的时候，你
的身、你的心在何处？你怎么样
来印取？我们依着佛经来了解它

的道理，“依文解义，三世佛
冤”，依着经典来解释佛的玄理
的话，这是佛的冤家，不是佛的
弟子；“离经一字”，如果你讲
经，离开经的一个字，“即同魔
说”，在这不即不离的当中，你
怎么去悟得？在这中间你怎么掌
握？这叫什么？在《华严经》，
就是离相真如、真空绝相。

在这个时候，你的心在何处？
身在何处？是你的心知会身体吗？
还是你的身体影响你的心？要参的
时候就要这样参，身心本自空。这
个“空”可不是我们一般说空性的
那个“空”，“身心本自空”，那
你如何去舍取？你怎样投入、怎样
认识？认识了就大彻大悟了，不认
识了，那还得几十年、几百年、几
千年！（来源：凤凰网佛教）

新书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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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故事

【拼音】shǒu zú pián zhī
 【成语故事】晋朝时期，右军

将军王羲之和太傅谢安一起登冶
城，谢安凝神遐思，王羲之对他
说：“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
王旰食，日不暇给。”又谈到当
时盛行的空谈误国，谢安反感地

说：“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
清言致患邪？”

【出处】禽滑厘子事子墨子，
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
　　战国·宋·墨翟《墨子·备
梯》

【释义】胼、胝：手掌、足底

的老茧。手掌足底生满老茧。形
容经常地辛勤劳动。

【用法】作谓语；形容辛勤劳
动

【相近词】手足重茧
【示例】手足胼胝，面目黧

黑。

手足胼胝

流浪
猫

周 末 ， 爸 爸 突 然
对 我 说 ： “ 你 作 业 写
完 了 吗 ？ ” 我 好 奇 地
说 ： “ 我 写 完 了 。 怎
么 有 事 吗 ？ ” 爸 爸 开
心 地 说 ： “ 我 们 一 起
泡茶吧！”我兴奋地大
叫：“好啊，好啊！”

爸 爸 带 我 来 到 茶 几
旁，拿出一个茶杯、一
个茶壶、一个公道杯、
一个茶滤和一个盖碗三
件套，还不忘给我一个
精致的小茶杯。

开始泡茶时，爸爸先
把茶壶里的水烧开，在
盖碗中放入茶叶；接着
将茶水倒入盖碗，静放
十到二十秒后，通过茶
滤倒入公道杯；这样，
碎茶渣就被滤掉啦。最

后 将 茶 水 倒 入 杯 子
里 。 我 迫 不
及 待 地
端 起 茶
杯 ， 正
要 一 饮
而 尽 ，
爸爸拦住
我 说 ： “
别急，很烫
的 ， 要 先
吹一吹，
然 后 再
一 小 口 一
小 口 地 喝 。 ” 我
按照爸爸所说的喝了一
小口，顿时一股淡淡的
茶香涌入我的嘴里，使
我感受到无比的舒服。
我 忍 不 住 问 爸 爸 ： “
爸爸，这是什么茶啊，

竟 如 此 清
香？”爸爸对我说：“
你都会品茶了，真棒！
这是铁观音，所以才这
么 清 香 。 ” 我 恍 然 大
悟，说：“哦，我明白
了！”

学泡茶划船的启示
我们终于来到了盼望已

久的多伦多的湖心岛。我
高兴极了，可以自己划船
了。这可是我的强项，终
于可以大展身手了。

下了校车，我迫不及
待的跑向船桨和救生衣的
分发点，兴高采烈的领了
船桨和救生衣，蹦蹦跳跳
的来到岸边。可是后面的
事让我非常难堪。也许因
为我是小胖子的原因，我
被无辜的分到了女生队。
这个队只有两个男人，一
个教练，另一个就是我。
我默默的低下了头，心里
想：这下完了，我就是再
有本事也赢不了了。不出
我所料，刚开始我们就落

今天阳光明媚真是一个
春游的好天气。我们一家
三口带上装备，向风景优
美的五莲山出发了。

汽车沿着山腰的公路
盘旋而上。凭窗眺望，最
惹眼的是漫山遍野的映山
红，我们一路欣赏路边的
美景，不知不觉，五莲山
到了。

首先来到了写着“水帘
烟雨”的北山门，顺着一
级一级台阶往上爬。不一
会儿，我们来到了李白醉酒
处。我想五莲山真是个好地
方，李白都被它陶醉了。顺
着台阶继续向上就来到了水
帘洞，洞内黑乎乎的，什么

也看不见，我们打开手电，
一洞三处口，此洞常年滴
水，雨天洞口会出现瀑布。
再往上走，我们来到了“同
心桥”，传说牛郎织女在此
相逢，桥上人们系上了很多
锁。

然后来到了光明寺，光

明寺是有名的护国皇家寺
院。出了光明寺，我们开
始攀登东面的望海峰。爬
天竺峰，在大悲峰上刻着
江北最大石刻大佛，与山
同高。山下是四位菩萨和
十八罗汉，各式各样，栩
栩如生。五莲山真美!

后在倒数第一。我失望极
了，胳膊也不由自主的泄
了气，用不上劲了。可是
这时，我听见身后传来一
阵阵喊声。我回头一看，
发现教练正一边卖力的划
着船，一边大声地喊着口
号。是呀，男人不能输，
我鼓起勇气，拿起船桨又

生龙活虎的使起了劲。终
于到终点了，豆大的汗珠
顺着我的脸流了下来，虽
然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还
是倒是第一。我红着脸，正
准备低下头的时候，耳畔响
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此时我
的眼睛模糊了，我微笑着向
大家表示感谢。 

今天我在室外停车场
遇到了一只流浪猫，它正
懒洋洋地趴在废弃的木板
上晒着太阳，原本纯白的
毛发上沾满了尘土，尾部
几缕还不知被什么东西粘
在了一起，直直地挺立
着，像极了小女孩的羊角
辫。它一条蓬松的大尾
巴紧贴着肥壮的身体，
远远看去，它整个就似
一 个 被 小 伙 伴 踢 旧 了
的白皮球。它两只小巧
灵活的三角形耳朵竖在
头顶，不停地转动随时
捕捉着周围环境中的异
响。它左眼土黄，右眼
浅蓝，在阳光下显得晶
莹剔透，多数时候都懒
洋洋地半眯着，一幅极

不情愿被人打
扰的样子。它
的鼻子像桔红
的 糖 果 ， 大 嘴
紧闭，两侧长长
的胡须忽前忽后地
扇动着，似乎随时准备
一跃而起抓捕猎物。因
为是冬天，它把四脚蜷
缩在身子底下，偶尔会
伸出来，像是想要
跟人交朋友似的。
它 的 脚 掌 宽 厚 肥
大 ， 趾 甲 尖 锐 ，
无 不 侧 漏 出 它 的 机
灵 勇 敢 ， 显 得 威 武 极
了。它不怕人，也不避
人，在暖阳下偶尔会惬
意地翻个仰天叉，可爱
至极。我走近跟它打招呼

时，这个骄傲的小家伙一
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好像
在说：“喵，别看啦，我
长这么肥壮，全是凭我自
己的本事，你两手空空，
可什么都没给我吃。”

春游五莲山

星 星 雨、实验学校 子
航。星星像雨点一样落下来
了，满地都是，多美啊!

山坡上堆满了星星，草
地里藏着星星，树上挂着星
星，小河里流淌着星星……
到处都是，就跟天上一样
多。

天上的星星落下来，照
亮大地，没有了黑暗。上学

的路也是星星铺成的，教室
里挂满星星，明亮亮的。

晚上，我正在洗澡，突
然，水里的星星对我说：“
你好!我们一起洗澡吧。”

“欢迎你!”我说，“你
身上弄的好脏啊!”

“看我身上黑黑的，都
没亮光了，是你们人类造
出的垃圾弄脏了我。”星

今天，我做完作业，
觉得无事可做，便观察起
外婆家的小猫来。平时，
我不太喜欢它，可今天发
生的事，让我对它刮目相
看。                       小
猫安详地趴在地上睡懒
觉。不知从哪冒出一只可
恶的老鼠，它轻轻的走进
了外婆的厨房，偷吃了很
多很多的白米饭，弄得盆
碗叮叮咚咚的响。美梦被
响声打断，小猫轻脚轻手
地走进厨房，躲在黑暗的
角落等待着。老鼠吃饱
了，从碗柜里跳下来，没
走几步，小猫就猛扑过
去，把它踩在了脚下。我
在一旁定睛观察：小猫先
用爪子将老鼠轻轻的拍来
拍去，老鼠吓得惊慌失

星星雨
星说。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星星接着说：“我不

喜欢工厂、汽车排放的黑
烟，不喜欢沙尘暴、雾
霾……多么渴望你和你的
小伙伴们不再制造垃圾
了，好好保护环境啊!”

“是啊，现在的人们
在做着连我们自己都不喜
欢的事情，真是讽刺!”
我红着脸说。

突然，我的眼前黑漆
漆的，所有的星星都变得
没了亮光，一切的美好都
没了，我非常害怕，怕的
我浑身发抖……

我被从梦中惊醒，一
个人坐在沙发里发呆，过
了很久，才慢慢回过神
来。我拿起纸笔，要把我
的梦记下来，告诉每一个
人：爱护我们生活的环境
吧，别再制造垃圾了!

 
 
 

措，到处乱窜。 不 一
会儿，小猫玩够了，就叼
着老鼠躲在墙角里独自津
津有味的吃起来。

以前我不喜欢这只外婆

婆 的猫，现在我非
常喜欢这只外婆婆的猫，
这只猫不仅长得漂亮，还
有一手高超的看家本领
呢!

小猫捉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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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皮克公司将推至尊杯：64签 

冠军独得千万美元

【新浪体育】9月21日，巴萨球星皮克投资并担任总裁的Kos-

mos公司又在酝酿新动作，计划于美网结束后的这周推出名为至

尊杯（Majesty Cup）的表演赛——64签，赛事总奖金高达1000

万美元，最终的冠军将得到全部奖金。

欧联杯-伊瓜因破门博里尼中柱 

AC米兰1-0迪德朗日

至尊杯的奖金数额比
目前ATP大师100 0赛多

出约200万美元，众所周
知，大师赛是仅次于大满

贯赛的重要赛事。不过不
同于ATP总奖金有明确的

【新浪体育】 9月 2 1
日，6金3银1铜，这是上
海在刚结束的2018年全国
田径锦标赛上交出的成绩
单。在全国田径层面上，

这样的成绩或许不足以在
舆论上掀起大范围讨论，
但对上海田径而言，这已
是一次飞跃。

谢文骏在110米栏保持

【网易体育】9月21日，早前奥委会
经过调查取消了中国举重队三名运动员
的奥运会金牌，
并且禁止中国举
重队在十二个月
之内参加世界大
赛，中国举重队
也就此错过了雅
加达亚运会，目
前他们正在备战
两年后的东京奥
运会。中国举重
队与中国跳水和
乒乓球之前一直
被冠以中国梦之
队的称号。

早前国际奥组委官员表示，目前已
经通知国际举重联合会对该项目进行整

改，并且整改过后将会评议举重项目是
否可以进入东京奥运会，一旦不通过，

举重项目将暂时
被踢出奥运会。
在一个月之前魏
纪中曾透露举重
项目去留奥运的
独家消息，他与
国际举重联合会
主席对于举重项
目是否会被踢出
奥运会进行了沟
通，后者表示目
前举重项目正在
按照要求进行整
改，最终整改结

果会符合奥组委的要求，并且之后将接
受奥组委的评议。

【网易体育】 9月 2 1
日，2018-19赛季欧联杯
小组赛F组首轮，AC米兰
客场对阵卢森堡球队迪
德朗日。伊瓜因下半场破
门，打进比赛唯一进球，
米兰最终1-0小胜迪德朗
日。

欧联杯-伊瓜因破门博
里尼中柱 AC米兰1-0迪
德朗日

第12分钟，巴卡约科前
场断球后横敲，伊瓜因内
切后抽射攻门稍稍偏出。
第14分钟，巴卡约科左路
过人后回敲，拉克索尔特
传中，卡斯蒂列霍头球攻
门被防守球员封堵。

迪 德 朗 日 （ 4 4 2 ）
： 3 3 -弗里辛/ 4 -马盖
特（8 4’ 2 4 -约尔丹诺
夫）、5-施内尔、2 6-
普 伦 佩 、 3 9 - 埃 尔 希
里 蒂 （ 8 0 ’ 2 7 - 米 利
西）/10-斯托尔茨、14-
库蒂里耶、22-斯蒂维奥

全锦赛上海田径力夺6金 

刘翔师弟们16年完美蜕变
着统治，跑出13秒40赢得
金牌；许周政在100米跑出
10秒26，决胜毫厘之间；
郭钟泽在200米跑出了20秒
82，在400米又跑出了46
秒29，一口气赢下两金，
随后，他又带领着何嘉
勇、吴磊和李润雨夺下了
4×400米接力金牌。许双
双则在女子3000米障碍赛
里甩开所有对手，跑出10
分05秒18。

6枚金牌的意义远不止于
成绩，而是一个信号——
上海田径正在复苏。用上
海田径运动中心主任李国
雄的话说，“我们要在东
京奥运上有所作为。”谢文骏帮助中国保住了110米栏的亚运“九连冠

本周进行拉沃尔杯

分配结构，至尊杯如此
丰厚的奖金只会归属最
后的冠军。也就是说，
其余参赛的63位球员得
不到一分奖金。

ATP此前宣布将在赛
季 初 于 澳 大 利 亚 安 排
为 期 一 周 的 网 球 世 界
杯。ITF也宣布了对有着
118年历史的戴维斯杯
进行改革，原本贯穿整
个赛季的戴杯比赛变成
了在11月第三周进行、
为期一周、由18支国家
队参加的赛事。Kosmos
是 戴 杯 改 制 的 幕 后 推
手，该公司承诺在25年
内投入 3 0亿美元。目
前看来，戴杯改制后空
余出来的三周时间，皮
克的公司亦准备充分利
用。

伊瓜因破门博里尼中柱

（75’21-马诺扬）、6-
克鲁斯卡/77-图尔佩、9-
西纳尼。AC米兰（433）
：25-雷纳/93-拉克索尔
特、13-罗马尼奥利、33-
卡尔达拉、20-阿巴特/4-
何塞-毛里（80’10-恰
尔汗奥卢）、 1 4 -巴卡
约科、 1 6 -贝尔托拉奇
（70’79-凯西）/11-博
里尼（88’77-哈利洛维
奇）、9-伊瓜因、7-卡斯
蒂略霍

再遇难题，魏纪中透露独家消息！

奥委会将评议取消中国优势项目！

中国女举重代表队



昏头了，这外头传
得也太夸张了，锦
绣坊明明是来给小

诺做衣服的，怎么变成为
她而来？还有那王府厨子
京菜、粤菜、江南菜都
做，那里就是专做给她吃
的？
“没的事，是误传，误会
一场。”她立即否认。
“那有人听见小世子喊你
娘，那也是误传误会？”
魏老太太再问。
“当然，祖母最清楚我那
来两岁的娃儿，这绝对是
最大的误传与误会了。”
魏绾烟气愤的说，想不到
外头那些流言蜚语这么快
就传进祖母耳里，这实在
太离谱了。
以为祖母也会不满外头的
传言，谁知魏老太太却笑
眯了眼。“误会什么？
不是亲生的就不能是继母
吗？小世子肯喊你娘，那
是你的福分，这还撇清什
么。”
“可祖母最重名声……”
“你都这般不堪了，还
提什么名声，这当口你
最好利用小世子抓住王爷
的心，让王爷将你娶进

门。”
她愕然，没想到
祖母竟会说这种
话。“王爷才拒
婚，怎么可能想娶
我？”她理解祖母
一心只想攀高门但
这心思也着实令她
无言。
“魏绾烟，你给我
听好了？你父亲会
遭停职，都是你造
成的，也是你让咱
们魏家成了京城笑
柄，而今是你挽回
咱们家颜面的机

会。不管你怎么想的，今
日起好够伺候王爷跟小世
子，最重要的是，想办法
让王爷去跟陛下说情，三
个月太久，让你父亲提前
起复。”魏老太太板起脸
道。
“祖母，王爷那会听我
的……”
“住口，你若还当自己是
魏家人，还当你爹是回
事，就别找借口，向王爷
开口去！”魏老太太说完
即将她轰了出去。
魏绾烟站在慈云阁外，错
愕不已。
“小姐，您还好吧？可别
让老太太给吓傻了。”朱
宝候在外头也清楚听见老
太太的话，见主子被轰出
来后样子呆傻，急忙关心
问道。
“祖母疯了吗？”她喃喃
摇首道。
“其实也不能怪老太太，
是外头传得太厉害，都说
墨王的孩子的娘是您，还
说王爷当初拒婚是因为不
知您为他生了孩子，如今
知道了，对您自是多方补
偿，处处关照……欸？小

姐，时辰不早了，咱们还
得赶着去王府，您这又回
房去做什么？”
朱宝话说到一半，见主子
不是朝大门去而是往自己
的小院跑，在后头追着
问。
“小姐，您做什么？”朱
宝见她一进房内就开柜掀
被，四处搜查，不解的
问。
“我怀疑身边有贼。”魏
绾烟边推开衣柜边说。
“什么贼？”朱宝更是一
头雾水了。
“窃取有关我的一切的
贼。”她低身去查看床底
下有无藏人，咬牙切齿的
说。
朱宝马上会意，“小姐认
为王爷能得知您的喜好，
是因为您身边有他的探
子？”
“没错，不然他怎么会知
道我喜欢吃什么穿什么，
这没鬼吗？说起贼，你不
会是那个内鬼吧？”她给
朱宝丢去疑问的一眼。
朱宝满脸冤枉。“朱宝虽
没用，但也不至于背叛
主子，小姐可别冤枉奴
婢。”
魏绾烟咬咬唇，“对不
起，我这是草木皆兵了，
都怪墨王那家伙，搞得众
人都以为我和他有什么，
连祖母都因此找我麻烦来
着。”她懊恼的说。
“这事是很有问题，可，
您说说，王爷为什么要这
么做？”朱宝反问她。
“还能为什么，那家伙有
病。”
“奴婢倒不这么认为，奴
婢想王爷是后悔当初拒婚
了。”朱宝提出自己的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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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显然不知道我这样说是甚么意
思，反倒睁大了眼：“真的？让
我看看！”

我叹了一口气，打开了资料，让老蔡
看。
老蔡一看到根富的照片，就悲从中来，
眼眶润湿，道：“根富这孩子，怎么瘦
成那样！”
在照片上看来……几乎所有照片，全是
他被捕之后，由记者所拍摄的，我已经

注意到，在照片上看来，根富的脸上，
有一种极度茫然的神情。
大多数照片中的他，都抬着头，直视向
前方，看他的神情，像是根本不知道他
身在何处，看着甚么！
老蔡贪婪地看着根富的照片，过了好一
会，才指着报纸：“说些甚么？”
我本来不想说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形
下，我却不能不说了，我道：“报上
说，根富杀了人，杀了二十三个人！”
老蔡一听，脸色立时涨得比熟透了的柿
子还要红，骂出了一连串我久违了的家
乡粗话，指着那些报纸道：“洋人的报
纸，全是胡说八道！”
我不想向老蔡多解释，只是道：“我会
尽快赶去，我先要研究一下资料！”
老蔡道：“只有二十天了！”
我道：“你放心，有救的话，一天也有
救；没有救的话，再多……”
不等我说完，老蔡已经大声叫起来：“
一定要救他，他不会杀人！”
我没有再说甚么，迳自上了楼，进了书

房，关起门来，研读资料。
我对于剪报，草草看过就算，对于那份
杂志的报导，却看得十分详细。
事实上，这份杂志对整件事件的报导，
也极其详尽。
它的标题是：“维奇奇煤矿谋杀事件始
末”。维奇奇煤矿，就是蔡根富工作的
那个煤矿，是该国一个相当有规模的国
营煤矿，以生产质地优良的无烟煤而着
名。
这个煤矿，在法国殖民时代就开始开
采，该国独立之后，法国的技术人员并
没有撤退，继续在煤矿服务。
文章之中有许多图片，最大的两幅图
片，一幅是蔡根富的照片，另一幅，是
谋杀案发生的地点，那是一个三百七十
公尺深的矿坑，另外还有一幅维奇奇煤
矿第九号矿坑的横剖面图。
和所有的煤矿相同，维奇奇煤矿也是愈
开采愈深入地下，第七号矿坑已经深入
地底三百四十公尺，是该矿新辟出来的
一个矿坑。

从横剖面图来看，升降机只能到第八层
矿坑，再要下一层，是由一个斜道下去
的，开采出来的煤，也由斜道由电动斗
车拉上去，然后再经由多条曲折的运输
带，输送到地面去。
我对于煤矿内部，不算得很熟悉。
在此以前，我只有三次机会，进入煤矿
之中，那是中国东北的抚顺煤矿。这个
维奇奇煤矿的采煤技术，显然十分先
进。它已经摒弃了风镐采煤，而改用了
最先进的水力采煤法……就是利用激射
的水柱，将煤采下来的一种最新方法。
蔡根富在维奇奇煤矿中的工作职位是“
一四四采煤小组组长”，这个采煤小
组，一共有十四个矿工，这十四个矿工
的照片，也全登在杂志上，他们全是死
者。看来全是身体十分健壮的黑人。
以我的估计，蔡根富若是没有超人的力
量，或是惊人的杀人利器的话，单对
单，他绝打不过其中任何一个黑人矿
工。

“光磊……”甄嫒双手捂着嘴，眼中
泛泪，不敢相信中午还跟她有说有笑
的人，现在居然浑身是血的躺在病床
上。
“家属请先到外面去。”护士提醒
道。

“对……对不起。”甄嫒退了出
去，茫然无助地坐在墙边的椅子
上。
医师出来了，对甄嫒说道：“病
人的脾脏损伤，昏迷不醒，腹部
肿胀，必须立刻开刀。”然后转
头对护士交代一些事，就去替另
一名病人检查。
“家属请跟我来，签署手术同意
书。”护士看着甄嫒。
“我……我不是家属。”甄嫒慌
张摇头。“我是他的女朋友。”
“请你马上联络他的家属。”护
士皱眉，“他的情况很危急，有
失血性休克，必须立刻开刀，不
能拖。”
“我没办法联系到他的家人……”

甄嫒听更加慌乱，眼泪都流下来
了。“你们可以帮忙想想办法吗？”
“没有手术同意书，我们无法动手
术。”护士无奈叹气，今天急诊室人
满为患，忙不过来，她没有多余的时

间可以跟甄嫒耗下去。
“手机，他的手机呢？”甄嫒突然想
到，连忙问着。
“他的东西都在病床下，你自己找
吧。”护士说完就去处理其他病人
了。
甄嫒很快就找到了手机，滑找着沈光
磊父母的电话，拨了沈光磊母亲的
电话，电话一接通，却传来阵阵怒骂
声……
“你这个不肖子还打来做什么？难道
你刚刚忤逆我的话还说得不够多吗？
！”
“不好意思……”甄嫒被沈母的咒骂
声吓到了。
“咳……嗯，你是谁？”沈母发现手
机另一端不是儿子，而是一个陌生的
女人，她清了清喉咙，但语气依然不
客气，“为什么拿我儿子的手机？”
“这里是A医院的急诊室，光磊发生
车祸受重伤，需要紧急开刀，可是医
院需要家属签署同意书才能帮光磊开

刀，能不能请你赶快过来……”甄嫒
越说越哽咽。
手机那端却完全没有声音。
“伯母，你有听到吗？”甄嫒等不到
回应，急忙又道：“光磊需要紧急开
刀，请你马上……”
“我听到了。”沈母回了这句话就结
束通话。
甄嫒瞪着手机，六神无主，她只希望
沈光磊的父母可以飞速来到医院，签
那只有家属才能签的该死的手术同意
书！
她等了十五分钟，还是没有看到沈光
磊的父母，她坐立难安，好害怕会失
去沈光磊，忍不住在心里抱怨他的父
母为什么动作这么慢。
突然，她想到她根本不知道沈光磊的
父母住在哪里，如果他们住在南部
呢？这样要如何马上赶到？
甄嫒心慌意乱，连忙起身去找刚刚那
位护士。

势的趋向是显而易见的，江青
心头一动，毫不犹豫的飞身而
起，在人们尚不及辨明他身形

的闪动时，宛如天际飞虹般赶到与三
人平行的位置。
不过，他却拣在三人右边的一处高坡
上，借以遮蔽身形。
江青在仓促匆匆一瞥，已看清那后追
两人，竟然都是年及五旬左右的老
者，但这二人却是体魄修伟，满面横
肉，头上尚个别缠着一圈黑布，怒目
横眉中，更见是凶戾狠辣之气。
人的情感及喜恶是极其微妙的，按说
醉疯仙牛大可与江青原是站于敌对位
置，且更有与怒鹰于在“千家集”外
和江青等人动招结怨之举，江青见他
如此狼狈，原应额手称庆才是，但目
前江青却丝毫没有这种想法。
他虽然暗中为醉疯仙协助怒鹰等人与
自己为难之举感到婉惜，可是，在他
个人来说，衷心之内，却十分钦服对
方那忠义而又豪放的气概！这时，那
矮胖的人影忽然哈哈一笑，霍而止步
回身，江青连忙细一注视，果然正是
醉疯仙牛大可！
醉疯仙目前的形状，仍是与数月前无
异，但是，面上的气色却甚为灰败，
甚至连那哈哈一笑，也隐约显得有些
沙哑与无力。他脚步一停，后追两人
亦在同一时间奏然止步，快速已极的
分向两傍站立，三人相距，约有五尺
左右，成为一个三角之形。
醉疯仙牛大可双眸黯淡，在油污掩遮
下的喉结微微一动，嘿嘿干笑两声
道：“十年前甘陕一战，二位及平河
一隐、黄风七怪，用的是偷袭暗算的
手法，想不到十年之后，朋友们仍是
这一套，呵呵，这样岂不是太没有长
进了么？”
那两个头缠黑巾的魁梧老者闻言之
下，面孔上毫无表情，靠左一个冷涩
的哼了一声，生硬的道：“牛大可，
你在甘陕一带狂也狂够了，道上朋友
栽于你手中的也不在少数，哼哼，十
年前那一战算你命大；不但能逃之夭
夭，更将平河一隐及黄风七怪毁于手
下，罕某兄弟已寻你多年了，这笔血

债，已在罕某兄弟心中生根结蒂，今
天，若再度容你生出此地，此后甘
陕道土，便没有‘双杵黑罗巾’之
名！”
醉疯仙牛大可眼皮一翻，又搔了搔
那一头鸡窝似的乱发，毫不在意的
道：“嗯！这倒不错，先在前面‘望
君铺’中以‘破血散’暗算老夫，再
由二位出手偷袭，然后再堂而皇之的
追来诉说老夫罪状，末了，再于老夫
功力受损的情形之下，正大光明的予
以杀戮，呵呵，二位这套手法可真是
交待得过去，只是么……”
他说到这里，双目暴睁，额角青筋突
现，厉声接道：“只是老夫尚不致
如此窝囊，‘破血散’虽然歹毒，却
不能在一时半刻间取去老夫性命，嘿

嘿，，在这段时间内，恐怕还够得上
和二位戏耍一阵！”
那两个头缠黑巾的老者，面孔肌肉微
微牵动了一下，相互一望，竟向后退
出三尺。
醉疯仙牛大可脸色却更加苍白，越发
衬托出他面上泥垢的污秽与邋遢！“
双杵黑罗巾”向后略退，他立时嘲弄
的大笑道：“怎么？二位想拖延时间
么？这样也好，省得老夫我动手动
脚，如此一来，这条老命说不定还能
多活片刻。”
他说罢又一伸懒腰，有气无力的盘坐
地下，竟然闭目养息起来，口中尚且
喃喃自语道：“唉！呵！这两个王八
羔子真是蠢不可及，老夫我以上乘内
功调息一阵，说不定能排出体内剧
毒，嘿嘿，到那时后，便有这两个老
家伙的乐子了！”
醉疯仙牛大可为人虽然狂于不拘，武
功却是十分高强，在甘陕一带，只要
是在江湖上闯荡过的角色，没有不知
道这是一号难缠难惹的人物，而“双
杵黑罗巾”罕伯、罕明兄弟，更是曾
经在牛大可手下吃足了苦头，栽过一
次不小的跟斗！
目前，二人虽然知道对方已在自己暗
置入酒食中的剧毒“破血散”下受到
暗伤，但却仍然不敢贸然从事，十年
前那凄厉惨绝的一战，醉疯仙牛大可
当时卓越惊人的武功，在二人脑海中
遗留的映像，可说是太深了。
牛大可盘膝坐在地下，双目微睁，头
顶热气腾腾，污秽的面孔上，竟然寄
异的泛出一层红光，虽然，这层红光
有着病态的暗赤色彩。
其实，醉疯仙现下的处境是十分艰辛
的，那“破血散”乃藏区喇嘛教密传
的一种歹毒毒药，色呈灰色，无味无
臭，能置于任何饮食之中，在丝毫不
能察觉的情形下陷害他人，凡是不
幸服下这“破血散”的，不出一个时
辰，周身血液循环在短时间内增至极
限，血脉偾张，终至全身暴裂为止。

(86)

(345)(36)

情

她

走过一些路，才知道辛苦。
登过一些山，才知道艰难。
趟过一些河，才知道跋涉。
道一声问候，才知道这就是
幸福。

老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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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周孙毅报道】 
9月20日晚，厦门大学印
尼校友会在雅加达德顺
区福林酒家设宴欢迎由
厦门大学张荣校长所率
领的代表团一行人。

厦大马来西亚分校王
瑞芳校长，厦大规划办黎
永强处长，厦大学生处夏
侯建兵处长，厦大国际处
余宏波副处长；厦大校
友总会詹心丽副会长，
厦大招生办公室项目主
管陈春萍，厦大校友总
会秘书处办公室郑辉主
任，厦大孔子学院总部南
方基地耿虎耿副主任，
厦大孔子学院总部南方
基地林琳科长，以及厦
大印尼校友会理事长刘
晋垣，副理事长饶顺招、
田淑云、丘元挺，秘书长
吴莎等理事；还有荣誉主
席团杨健强、黄瑞泉伉
俪、丘瑞霖老师；名誉
主席团余增寿、陈如铮
伉俪、许志伉俪参加了
晚宴。

刘 晋 垣 在 致 词 中 ，

欢迎厦大张荣校长和厦
大校友总会詹心丽副会
长率团来访。希望通过
此次张荣校长一行的访
问，能进一步增进大家
相互交流，加强印尼校
友与母校的联系。

张 荣 校 长 致 词 ， 代
表厦门大学感谢印尼校
友们一直以来对母校的
关心和支持，并介绍了
厦大最新的发展情况。
张校长表示，这次访问
除了看望校友，也想听
取大家对母校发展和今
后工作的意见与建议。
此外也希望通过此次访
问，能与印尼各界特别
是印尼的高校，以及东
盟秘书处建立更加紧密
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
中国和东盟国家的人文交
流，共同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和创新创业教
育等领域开展合作。

张 校 长 向 大 家 介 绍
了厦门大学发展情况，
并希望广大校友能够秉
承母校“自强不息、止

厦门大学印尼校友会设宴欢迎厦门大学张荣校长一行来访

刘晋垣致词。 张荣校长致词。

田淑云（左二）和饶顺招（左三）在刘晋垣（左五）陪同下赠送纪念品给张
荣校长（左一）及詹心丽副会长（左四）

张荣校长（左）回赠纪念品给刘
晋垣理事长。

厦门大学印尼校友会第四届理事会成员与厦门大学领导合影。前左起：吴莎丽、丘元挺、厦大马来西亚分校王瑞
芳校长、厦大校友总会詹心丽副会长、厦大张荣校长、刘晋垣理事长、田淑云、饶顺招、冯馨慧。后左起：
纪丽诗、林瑞莲、符慧云、廖翡翠、黄惠明、蓝莉蓉、潘碧秀、高明生、郭国强、吴映松。

于至善”的校训精神，
争做各行各业的精英，
为母校增添光彩；也恳
请校友们继续发扬“校

主文化”，一如既往地
支持母校、帮助母校，
为 母 校 实 现 “ 两 个 百
年”奋斗目标，争创世

界一流大学建言献策，
用亮眼的成绩献礼百年
校庆。 

晚宴上，司仪纪丽诗

也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厦
门大学印尼校友会第四届
理事会成员，并一起合影
留念。

【本报讯】9月20日- 
22日, 台湾外贸协会在雅
加达喜来登饭店举办台湾
精品形象日，邀集39家台
湾品牌厂商，展出百件台
湾精品厂商的优质产品。

3天活动期间举办了多
场采购洽谈_2场产业研讨
会及13场品牌发表会，还
有多项丰富有趣的闯关赠
奖及每日抽奖活动。

据台北驻印尼经贸代
表处经济组长萧振寰表
示，印尼在佐科威总统的

领导下，正享受经济进步
的荣景，不仅关注于基础
建设的发展及工业能力的
增强，一般民众对于居
家风格与生活品质也愈
趋重视。

有鉴于此，台湾精品
形象日推出2场产业研讨
会，分别在9月20日举办
「台印合作智慧解决方
案」研讨会，邀请智慧
城市资讯及教育创办人
Fanky Christian_智慧城市
分析师Suhono Supangkat_

研华科技(Advan tech)代
表Ramdhani Gumilar，以
及讯 舟 科 技 ( E d i m a x )
代表Tina Lau深度剖析台
湾及印尼的智慧产业发展
趋势。

9月21日举办「台湾精
品，精致生活」研讨会，
邀请了华广生技(Bionime)
印尼办公室首席代表Felix 
Chuang主讲 Living with 
D iabe tes，针对糖尿病患
及糖尿病高风险族群，最
在意的血糖检测及医疗照

护知识演说，并协助印尼
医疗设备业者，了解潜在
客户及华广血糖检测机的
应用特色。

此外，也邀请印尼健身
名人Reynaldi Rifaldo与自
行车代理大厂Deltacycles
的Andyono Putranto 共同
分享健康及乐活新知，并
现场示范体验太平洋自行
车_STRiDA自行车_Tokuyo
按摩机及Intenza阶梯训练
机等展出产品，提供台湾
式的乐活风格。

除了研讨会外，还有
多达13场的产品发表会，
由参展的厂商们轮番上
阵，带来最具特色的产
品介绍。除此之外，还
有体验台湾精品拿好礼
的闯关活动，只要参加，
就可以获得一次与台北
101及城市街景360度合
影的机会，将照片上传
标注，还可以获得Taiwan 
Excellence Day独家神秘
小礼物一份。

「台湾精品形象日」是

由经济部国际贸易局委托
外贸协会执行的「台湾产
业形象广宣计画」。今年
度在印尼市场拓销的创新
活动之一。除了一般熟知
的「台湾精品」推广外，
该计画也是台湾产业形象
外销的重要推手，外贸协
会藉由不断推陈出新的行
销平台，从专业商展参
展_消费者体验到参与运
动赛事，锁定消费链上每
一个潜力购买对象，深植
台湾品牌印象。

打造台湾生活风格 台湾精品再度现身印尼

台北驻印尼经贸代表处经济组长萧振寰足赤主持开幕式。 左起：廖俊生_叶秀娟_萧振寰组长等主讲嘉宾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