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8日(星期一) 戊戌年八月廿九

加强全民团结 促进经济繁荣

2000年创刊 第18年5396号 零售价:4,500盾 每月订费:100,000盾

佐科威总统主持开幕典礼

第三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在雅加达隆重开幕
【本报综合报导】10月6日星期六晚第三届
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在朋加诺体育场由佐科威
总统主持开幕典礼。
佐科威总统夫人伊里亚
娜、副总统尤淑夫.卡拉、
青年与体育部长伊曼.纳拉
威（Imam Nahrawi）等出席
了开幕典礼。来自亚洲43个
国家和地区的约3000名运动
员，将参加18个比赛大项目
与568个比赛小项目。
佐科威总统在致词中
表示，希望2018年亚洲残
疾人运动会成为人类的动
力，特别是在亚洲。“我
代表印尼所有人民，向来
自43个国家的代表表示热
烈的欢迎。通过2018年亚
残运会，我们一起发扬互
爱精神，展示出持续和成
果，并秉持人道性化。”
在宣布2018年亚洲残奥
会开幕时，佐科威总统用
手语宣布：“感谢真主，
我在此宣布2018年亚残运
会正式开始。”全场响起
热烈的鼓掌。
这是印度尼西亚首次举

办亚洲最大的残疾人运动
会。前两届即2010年亚洲
残奥会在中国举行和2014
年在韩国举行。
本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
会徽结合2018年第十八届
亚洲运动会的口号“亚洲
的能力”（The Energy of
Asia）设计，一共用到五种
颜色，这五种颜色中，蓝色
代表天空，橙色代表太阳，
绿色代表大自然，紫色代表
距离，红色代表精神。 此
届亚残运会的吉祥物是一只
名叫“MOMO”的栗鸢，象
征着缺乏动力和行走的运动
员，这只吉祥物戴着Betawi
腰带。它被用来提醒人们生
活的必要性，并适应当今社
会的改变。
漫步在印尼雅加达街
头，随处可见亚残运会的
会旗和宣传画，本届亚残
运会的口号为“鼓舞亚洲
精神，激发亚洲活力。”

“感谢真主，我在
此宣布2018年亚残
运会正式开始。”
开幕式上，中国体育
代表团第六个入场。来自
上海的轮椅竞速选手邹丽
红，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旗
手高擎五星红旗走在队伍
最前面。她是2016年里约
残奥会女子T54级马拉松
金牌得主，2012年伦敦残
奥会她还获得过800米的铜
牌。 参加本届亚残运会的
中国体育代表团由中国残
联主席、中国残奥委员会
主席张海迪担任团长，共
有232名运动员将参加视力
和肢体两个残疾类别15个
大项的角逐。本届运动会
是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远
南运动会和亚残运会运动
员人数最多的一届。其中
125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
残运会。
据代表团秘书长赵素京
介绍，代表团参赛目标一
是确保亚洲领先地位，展

10月6日星期六晚第三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在朋加诺体育场由佐科威总统主持开幕典礼。
图为开幕式上的烟花表演。
示新时代中国选手风貌，
争取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
双丰收。二是锻炼培养年
轻运动员，备战东京残奥
会。同时，做好使者，传
递友谊，诚邀各国运动员
2022年相聚杭州。

第三届亚残运会于6日
至13日在雅加达举行，设
18个大项，中国队参加其
中的15项，包括射箭、田
径、羽毛球、硬地滚球、
自行车、盲人门球、盲人
柔道、举重、射击、游

泳、乒乓球、坐式排球、
轮椅篮球、轮椅击剑和轮
椅网球。新加坡共派出44
名选手参赛，其中27人将
是首次出征亚残运。新加
坡首次派选手参加射箭和
力量举项目。(snd)

为稳定盾币汇率和支付政府外债 2018年10月7日开始生效

9月底我国外汇储备降至1148亿美元 棕榈油等三种出口商品务必使用信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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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印度尼西亚银行(央行/BI)
记载，2018年9月底的外汇
储备下降31亿美元至1148
亿美元，因为用于稳定盾币
汇率和支付政府的外债。
尽管持续下降，上周
末，央行在其官方的声明
中称，上述外汇储备数额
仍能支持外在部门的防御
力，以及维持宏观经济稳
定性和金融系统。
央行通讯部主任Junanto
Herdiawan称，“该外汇储
备，相当于6.5个月的进口
融资，或6.3个月的进口和
支付政府的外债，以及在
大约3个月进口的国际充足
率标准以上。”
由于良好的国内经济前
景和稳定性，以及依然积
极的出口业绩，央行认为
外汇储备仍然充足。
参考央行的数据，自今
年初的外汇储备数目持续
显示降低。一部分的外汇
储备用来稳定在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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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anto Herdiawan
的盾币汇率，因从年初全
球经济压力继续产生负面
影响。
2018年3月份，外汇储
备亦降至1260亿美元，和
2018年4月份再削减至1249
亿美元。
2018年5月份，外汇储备
减少20亿美元至1229亿美
元，和2018年6月份再下滑
31亿美元至1198亿美元，
和2018年7月份重又下降15
亿美元至1183亿美元。
2018年8月底，外汇储
备减少4亿美元至1179亿
美元。(xin)

传真:021-3912906 / 31922403

【Kontan 日报雅加达讯】
贸易部确定对特定货物出
口使用信用状(L/C)义务，
从2018年10月7日起开始
生效。
虽然，企业家担忧该信用
状的使用，具有抑制出口业
绩的可能，因为在国外的买
家拒绝通过信用状支付。
只不过，该信用状义务
载入2018年第94号贸易部长
条例。2018年9月6日颁布，
且自颁布后的30天生效。
最初，该规则对四种商
品，即矿物，煤炭，石油
和天然气，以及棕榈油的
出口务必使用信用状。
后来，贸易部取消对油
气出口的信用状义务。因
为油气行业已经使用银行
担保或备用信用状(SBLC)
。两者几乎一样，不同的
是，如果交易没有按计划
进行的话，则备用信用状
可以减少损失。
其实，政府早就想要
出口商使用信用状的。自

网址:www.shangbaoindonesia.com

矿物，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棕榈油的出口务必使用
信用状。图为工作人员准备把煤炭装船运走
2 0 0 9 年 就 已 有 了 对 采 矿 有干扰。贸易部对外贸易总
和 油 棕 商 品 的 信 用 状 强 制 局局长Oke Nurwan 确定，
性规则。
强制性信用状规则适用于
最 初 该 义 务 拟 于 2 0 0 9 2018年10月7日的开始。
年4月1日生效，但加以
该强制性信用状是政府
延后。直至2010年6月24 要求自然资源出口收益进
日，当时的贸易部长冯慧 入国内的策略之一，以便
兰(Mari Elka Pangestu)签 增加美元的供应。
Oke Nurwan乐观的表
署取消信用状义务的2010
年第27号贸易部长条例。 示 ， 企 业 家 准 备 履 行 该 规
则。因为，贸易部已由贸
这在2015年恢复进行。
这次，贸易部乐观的认 易 部 长 亲 自 向 出 口 商 进 行
为，强制性信用状的实施没 广泛宣传。(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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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总裁

社论

将外国人留在我国金融市场投资组合中
当盾币汇率突破每美元15000盾的心理水平
时，央行总裁贝利（Perry Warjiyo）表示，这
种情况不是世界末日，更不是一切的结束。他
要强调的是，除汇率外，我国的宏观指标如通
胀、经济增长、外汇储备、政府债务对国民生
产总值（GDP）的比率，良好的财政管理及其
他几个重要参数，仍然相当令人信服。
央行总裁还想强调各国货币一样都面临压
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盾币的贬值并不
是最糟糕的。央行尽管不赞成，也必须通过提
高利率来抑制盾币价值的下滑。因为若参照非
常低的通货膨胀时，利率并不需要上调，以免
妨碍经济增长。
然而，如果不加息，外国资本回流美国的
情况将更加严重，因美国目前有望实现高收益
率。央行基准利率的上调是不可或缺的，惟有
这样我国的金融资产或投资组合在外国投资者
看来才具有吸引力。要抵消美国中央银行利率
的上升，央行的确还需要提高利率，使国内和
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差距更大。
目 前 5 . 7 5 ％ 的 央 行 基 准 利 率 实 际 上 并 未 能 完
全阻止资本的外流。在股票市场，外国投资者
年初至今仍然录得52.3兆盾的净售额。印尼证
券交易所（BEI）的综合股价指数（IHSG）也
在年内下跌了9.43％。
须知外国人是不可能继续不断地从我国投
资组合中撤回其投资的。资金流回美国的规
模确实很大，但是这种趋势将达到饱和点，
它总会出现转折点，外国人终将到回来购买
价格相对便宜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的
金融资产。
有趣的是，尽管在股票市场上的外资净售
额高达52.3兆盾，但在国家有价证券市场
（SBN）上情况却正相反。年初至今外国投资
者的净购额超过20兆盾。到目前为止，外国
人仍持有价值达56兆盾盾币计价的国家有价证
券，占盾币计价的国家有价证券的37％。
这一事实表明，外国人并没有完全离开我
国资本市场。他们对高回报率的国家有价证券
感兴趣。外国人转移在印尼证交所出售的一些
股票来购买国家有价证券。转换投资组合对外
国人来说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投资组合的
再平衡是弥补损失和优化收益的必要条件。尤
其国家有价证券是一种几乎没有风险的投资组
合。
国家有价证券违约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我
国经济仍然相当稳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行
的债券相比，我国的国家有价证券收益率也是
非常有吸引力的。
另外，如果明年美联储不会像今年那样大
幅提高利率的最新消息是真的，那我们就有新
的希望。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力将会减弱，这是
一个良机，那时外国人将返回我国追逐金融资
产，特别是价格相对廉宜的股票。
随着外部压力的缓解，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国
内不断进行整顿，尤其是改善引发盾币贬值的
内部因素---经常账赤字（CAD）。
随着经
常帐赤字得到改善，我们认为盾币也将走向反
映其基本面的新平衡点。
盾币的稳定和经常帐赤字的改善，将恢复已
经被动摇一段时间的宏观基本面可靠性。无论
如何，宏观基本面是投资组合和直接投资吸引
力的先决条件。外国投资者将这些参数视为进
入、停留和离开一个国家的主要考虑因素。

第一天视察龙目岛地震后灾情
【REPUBLIKA.新闻网10月07日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
（WB）年会将于10月8日至14日在巴厘
岛举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
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 第一天
特地选择飞往西努省（NTB）视察龙目岛
于7月份发生地震后的灾情。
“我们对龙目岛和苏
拉威西巴鲁的灾情深感
关注。今天周一（10月
8日），我们决定去龙目
岛视察和慰问当前的灾
情。” 拉加德周日（10
月7日）在努沙杜瓦对记
者如是说道。
海洋事务统筹部长鲁
胡特班查伊丹（Luhut
Binsar Panjaitan）说，之
前他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秘书和林建海已经飞到苏

拉威西巴鲁，也看到了地
震和海啸灾情的条件。
根据国家处理抗灾机
构（BNPB），苏拉威西
于9月28日发生规模7.5
强震并引发6公尺高海
啸，造成巴鲁等地灾情严
重，当局今（7）日公布
最新死亡人数，已上升
至1763人，同时还有约
5000人下落不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与我国政府已

，苏托波称，这一工作将
持续至10月11日，届时没
有找到的受害者都将宣布
为“失踪”。灾区也将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前往龙目岛
视察灾情。
经到达巴鲁视察灾情。这
显示了两个机构的承诺与
受害者表示深刻的同情
心。今天我和拉加德前往
龙目岛，将对受灾民众给
予帮助和深切的关怀。“
鲁胡特如是说道。

鲁胡特提醒说，巴鲁
的创世纪地震和海啸给
了我们新经验教训，印
尼应该积极参与投资在
更多的抗灾设备上，包
括紧急情况和灾后的重
建活动。（adr）

SMRC民调显示2019年正副总统候选人结果

佐科威-马鲁夫阿敏60.4％ 帕拉波沃-善蒂雅戈29.8％
【雅加达点滴网】根
据研究与咨询民调机构
（SMRC）进行的一项民
调 显示 ， 最新 民 意调 查 结
果 ，总 统 和副 总 统候 选 人
佐科威（Joko Widodo）和
马鲁夫（Ma’ruf Amin）
在2019年总统选举中可能
以 压倒 性 赢得 选 举， 仍 遥
遥领先帕拉波沃（Prabowo
Subianto）和善蒂雅戈·乌
诺（Sandiaga Uno）。
研究与咨询民调机构
于9月7日至14日进行采
访，共有1220人被采访，

佐科威和马鲁夫60.4%获
得 支持 率，远 高 于帕 拉波
沃 和善 蒂雅戈 · 乌诺 获得
29.8%支持率，有9.8%
采 访者 尚未作 出 决定 ，这
也 是佐 科威和 马 鲁夫 支持
者乐意看到的结果。
研究与咨询民调机构
执行董事Djayadi
Hanan
表 示， 其实总 统 候选 人扮
演 重要 的角色 ， 特别 影响
支 持者 持续上 升 ，而 副总
统 候选 人马鲁 夫 和善 蒂雅
戈 ·乌 诺没有 增 加总 统候
选人的支持者。（y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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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总统候选人马鲁夫

出席伊斯兰教士妇女联合会讨论全国领导层工作会议
【雅加达10月07日
讯】我国2019年大选
第一序号副总统候选人
马鲁夫阿敏（Ma’ruf
Amin）出席伊斯兰教士
妇女联合会（IPPNU）
讨论全国领导层工作会
议。马鲁夫还建议伊斯
兰教士联合会学生们在
2019年总统选举中必须
保持和平和稳定。
“目前我们必须保持
国会和总统选举和平与
稳定，最重要的是不致
于导致国家闹分裂。”
马鲁夫周日（10月7日）
在雅京中区的欢迎词上

图为我国2019年大选第一序号副总统候选人马鲁夫阿敏。
如是说道。
这位印尼伊斯兰学者理
事会（MUI）主席马鲁夫

印尼地震海啸死亡人数升至1763人 本月11日结束搜救
【中新社7日讯】印尼
中苏拉威西省强震和海啸
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
至1763人，另有265人失
踪，2632名重伤员正在医
院接受治疗。
印尼抗灾署发言人苏
托波7日下午在首都雅加
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
布，灾区人员搜救工作将
于10月11日结束。
据苏托波介绍，在已寻
获的1763名遇难者中，重
灾区帕卢市有1519人、震
中栋加拉县159人、西吉
（Sigi）和帕里吉（Parigi）地区分别有69人和
15人，Pasangkayu地区1
人。其中1755具遗体已
经被埋葬，包括在帕卢市
罗阿罗阿（RoaRoa）酒店
废墟中找到的一名韩国公
民。
地震和海啸还造成
66926所房屋受损，目前
还有62359名灾民被分散
安置在147个安置点。
苏托波说，还有一些
灾民已经离开灾区，到南
苏拉威西省的望加锡、北
苏拉威西省的美娜多、东
加里曼丹省的巴厘巴板以
及首都雅加达等地投亲靠
友。
“人员搜救仍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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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恢复和重建阶段。
目前，重灾区帕卢市的
电力供应已恢复了75%，
救灾当局正加强对灾民安

置点清洁饮用水的供应，
防止发生疫情。此前，卫
生部门已发布公共卫生警
告。

随后提及有关拉特娜莎伦
帕特（Ratna Sarumpaet）
的假新闻。马鲁夫还提醒

学生们不要在2019年总统
选举中使用仇恨言论和捏
造假新闻。
马鲁夫解释说，事实
上，印尼伊斯兰学者理事
会已经发布了2017年伊
斯兰教令（fatwa） 有关
如何在社交媒体领域的表
现。
马鲁夫说，他建议学
生们在接收任何信息时
必须查明和保持冷静。
因为新闻旨在抹黑作为
伊斯兰学者的声誉。马
鲁夫还希望伊斯兰学者
不会很容易受到假新闻
的 影 响 。 （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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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nus和Perindo

出口渔业产品总值48.01万美元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国营企业部长
莉妮（Rini
Soemarno）上周五在南苏省
锡江港口，主持国营渔业公司（Perum
Perindo）和群岛渔产公司（Perinus）产品
发运仪式。
莉 妮 于 5 日 在 雅
加 达 发 布 的 新 闻 稿
称：“Perindo和Perinus两家国营渔业企业有
能力提高出口业绩。这
是我国继续增加出口量
的最佳势头，尤其是在
应对盾币汇率疲软的情
况。我继续支持国有企
业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
功。”
国企部长莉妮正式主
持5个集装箱渔业产品，
总值48.01万美元的发
运仪式。其中3个集装箱
是Perindo公司的产品，
其中两个集装箱装有红
笛鲷、马鲛鱼和乌贼，
总量36吨，总值21万
美元，向美国出口，而
另一个集装箱是章鱼和

Superkrane Mitra Utama公司总监Linayati Sukardi(中)与两名员工在
雅加达，建筑施工服务中心第3区，在加快2018年第二阶段
建筑劳动力认证和建筑专业技术指导的节目合影。Superkrane
Mitra Utama公司是我国最大的起重机租赁商，目前，所有员
工700余人均已获得国家专业认证机构（BNSP）的劳工证。
（商报/Hermawan摄）

鹰航通过旅游展销会

增加机票销量赚取外汇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在 盾币 对美元汇率疲弱的
情 况下 ，印尼鹰航空公司
将通过增加在国外举办
的“Wonderful Indonesia
旅游展销会（WITF）”以
增 加销 售机票作为赚取外
汇的途径。
鹰航公司商务总监庇克
力（Pikri Ilham Kurniansy a h） 上 周 五 在 雅 加达举
行 “印 尼鹰航旅游展销会
（GATF）”开幕式致辞
说 ：“ 此前公司在上海举
办的WITF，获得850万人
民 币。 在新加坡的收入也
可 观。 今年的目标是公司
积极扩大WITF旅游展销
会。”
他称，公司将在一些国
家 比如 中国、新加坡和澳
大利亚的城市，举办WITF
旅游展销会。
“公司将尽量地、尽可
能经常举办WITF旅游展
销 会， 以及增加出售的飞
机 座位 数。公司将增加从
韩 国飞 往巴厘的航班。今
年12月，飞往中国和澳大
利 亚的 航班将改用大型飞
机 。日 本是公司的主要市
场，”庇克力说。
飞往中国的有9个航
班，比如上海、成都、
西 安、 杭州、香港、北京
等 ，使 公司的外币收入增
加。
庇克力称，盾币的贬值
其 实吸 引更多国际游客来

我国旅游。
“盾币汇率疲软的情
况其实造成外汇涌入 。 公
司是从国内和国外销 售 机
票，想到如何鼓励国 内 经
济发展，吸引游客在 国 内
旅行，”他说。
庇克力续说，鹰航也将
提高国际航班的收入 份 额
增至60%至65%。
他预计，公司截至年底
的旅客从2200万人次增至
2600万人次。
同一场合，旅游部长
基础设施特助尤迪（Judi
Rifajantoro）称，吸引更
多国际游客来我国旅 行 的
方案要加以评估。GATF旅
游展销会理应能吸引 多 国
游客入境，而不是吸 引 国
内游客到境外旅行。
“政府自今年开始与鹰
航公司在国外举办GATF
旅游展销会。鹰航要 保 证
GATF旅游展销会能吸引外
国游客入境，而旅游 部 将
提供全力支持，”他说。
尤 迪 续 说 ， 今 年
以“Wonderful
Indonesia”为主题的GATF旅游
展销会是从上海开始举
行，此后是在澳 大利 亚 和
新加坡举行，使 明年 入 境
游客达到2000万人次的目
标。
“今年入境的游客预计
1700万人次，截至今年8
月已达1050万人次，”尤
迪如斯说。(er)

塞尔邦城正式启用Techpolitan
【丹格朗本报讯】金
光房地产（Sinar
Mas
Land）为塞尔邦城BSD的
Techpolitan举办隆重开幕
式，让青少年一代在数字
的教育和娱乐空间引起兴
趣和创造力。
金光房地产商务技术
首席执行官伊尔凡（Irvan
Yasni）声称，启用Techpolitan与加快塞尔邦城市
成为综合智能数字城市的
计划是同步的。
上周末，他在丹格朗塞
尔邦表示，“Techpolitan
是一座教育性娱乐空间，
作为提供青少年培训班级
的数字中心，比如编码、
动画设计与游戏开发者。
其使命是弥补数字产业需
求与印尼青少年技能之间
的差距。”
伊尔凡指出， Techpolitan将是支撑开发BSD City
生态系统数字化计划的实
施。目前，金光房地产本

准备5个替代机场停泊飞机
国际机场。”
上述步骤是AP I公司预
期巴厘省伍拉·赖国际机
场容量有限而准备的。
“公司所做出的努力是
为了保证国家贵宾到达或
返回时，能顺利舒适地转
换运输方式，”他说。
法伊克解释，公司在
伍拉·赖机场也进行了一
些扩建工程，其中增加停
机坪，从53个泊位增至63
个、增建快速出口滑行道
来增加飞机起降数增至33
架次，以及把报到柜台增
至126个。
公司也把龙目国际机场
的停机坪增建了8个窄体
飞机泊位。以致目前，龙
目国际机场的停机坪可容
纳18架飞机。

“泗水朱安达机场的停
机坪已增建了可容纳7架
窄体飞机和1架直升机的
泊位，以致这座机场的停
机坪可容纳51架飞机，”
他说。
接着，AP I公司也在锡
江苏丹哈桑丁国际机场的
停机坪，新增了8个飞机
泊位。目前，苏丹哈桑丁
国际机场共有48个泊位。
“而在梭罗阿迪·苏
马尔莫国际机场，从此前
17个泊位，公司新增了
9个飞机泊位，共计26个
泊位。在古邦埃尔·塔
里国际机场的停机坪，
公司新增了5个泊位，目
前这个机场共有17个飞
机泊位，”法伊克如斯
说。(er)

交通部兜揽私营企业 建设苏南省和东加省铁路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由于政府致力于减少国家收
支预算，交通部将兜揽私营
企业建设苏南省和东加省
的铁路工程。交通部长布迪
（Budi Karya Sumadi）6日在
雅加达说：“针对苏南省和
东加省铁路建设项目，交通
部将交给私营企业承建。”
布迪称，这些工程将以
公私合作模式进行。他续
说，几家私营企业包括外
国企业已对这项工程表示
有兴趣。“许多国内私营
企业表示有兴趣，另一部

分是外国企业，”他说。
目前，在苏南省兴建的
轻铁已在2018年亚运会的辅
助运输工具投入运营。本
月，巨港市轻铁车站将增至
12座，每人车费仍5000盾。
除了上述两项工程之外，交
通部的焦点是集中于恢复西
爪省铁路运行的计划。“今
年交通部的焦点是使西爪省
的铁路恢复运行，”他说。
布迪指出，交通部将与
印尼火车公司（PT KAI）进
行合作，并提供20年至30年
经营权。

司总经理丹迪（Dendi
Anggi
Gumilang）称，
今年8月22日与日本企业
Ajhirushi签订合同协议
后，证明公司的章鱼产
品获得了日本质量标准
认可和市场的接受。
“我对这项合作关系
能顺利进行，同时有能
力满足日本的章鱼质量
标准和得到市场的认可
表示乐观，”他说。
本月Perinus公司开
始向日本出口金枪鱼，
合同价值1500万美元，
以及向新加坡出口马鲛
鱼，总值650万美元。
出口的章鱼来自锡江
海峡水域、波尼湾、萨
拉亚尔群岛县和楠榜水
域。所有出口产品由国
营渔产公司的渔民伙伴
供应。
章鱼产品在Perinus公
司锡江分公司鱼类加工
设施处理。这个设施的
日产能力5吨，并已达到
HACCP（危害分析关键
控制点）标准。(er)

为加强数字中心

AP I将在IMF-WB年会
【安塔拉社泗水讯】
国营机场运营商Angkasa
Pura第一公司（AP I）准
备5个替代机场，为本月
8日至14日在巴厘举行国
基会和世界银行（IMFWB）年会时方便与会代
表飞机停泊。
AP I公司总经理法伊克
（Faik Fahmi）4日在雅加
达发布的新闻稿称：“来
自189个国家与地区的大
约1万7000人将参加这盛
大活动，而公司已准备参
会5个替代机场作为与会
者代表飞机停泊。这5个
机场是龙目国际机场、泗
水朱安达国际机场、锡江
苏丹哈桑丁国际机场、梭
罗阿迪·苏马尔莫国际机
场，以及古邦埃尔·塔里

乌贼，总量18吨，总值
10.06万美元，向欧洲出
口。
其它两个集装箱式是
Perinus的产品，里面是冷
冻章鱼，总量30吨，总
值16万9500美元，向日
本出口。
总体来说，截至今年
9月两家国营渔业企业的
总出口量达512.1吨，总
值554万美元，其中475
万美元，总量392.3吨来
自Perindo公司，而79.1
万美元，总量119.8吨来
自Perinus公司。
Perindo公司总经理利
斯延多（Risyanto
Suanda）透露，公司致力于
不断提高公司的出口业
绩。除了为鼓励财务业

绩之外，增加出口销售
也将使公司赚取的外汇
收入会增加。
“公司在加强内部战
略的同时，比如购买处
理设施来创造产品附加
价值，继续加强出口市
场渗透力，”他说。
公司从出口的产品，
将赚取大约41.6万美元
收入（折合60亿盾），
即向中国的出口额10.6
亿美元、越南10亿美
元，以及美国和丹麦各
10.5亿美元。
利斯延多阐明，本月
初的额外出口量使公司
对达到年底出口总量694
吨，总值682万美元的目
标表示乐观。今年的出
口预期比去年的总出口
量83吨剧增736.14%。
截至今年9月，Perindo
公司的总出口量达392.3
吨，总值489万美元，主
要出口目的国是美国、
中国、欧洲、日本和越
南。
进一步，Perinus公

按照计划，恢复运行的
西爪省铁路线共有4条，
即Banjar-Cijulang-Pangandaran-Parigi；GarutCikajang；CikudapateuhBandung-Banjaran-Ciwidey以
及Rancaekek-Tanjungsari。
将交给私营企业的其他
铁路建设工程是从锡江至巴
里巴里。韩国投资者已对此
项目表示有兴趣。交通部为
铁路拨出的预算最大。交通
部于2019年的预算最高限额
达41.55兆盾，其中15.242
兆盾是铁路建设预算。(er)

身也正在BSD City致力于
数字中心项目。作为集合
社区数字和技术的平台。
“金光房地产坚定承诺
将把BSD City兴建成为印
尼最大的数字生态系统。
为实现这个承诺，金光房
地产开始兴建数字中心打
造成一个印尼‘硅谷’区
域。”
除此之外，金光房地
产也为印尼青少年提供
Techpolitan作为一个鼓励
性、热心和发挥他们天才
的数字技术世界。
“Techpolitan提供的
课程将聚焦于发挥青少年
在数字技术方面的天才。
这些课程是与在数字技术
相当有经验的各方面合
作的，比如Geeks Farm和
Sangnila Arts Academy。
其中的几个培训班是3D和
动画设计班、游戏与制作
设计班，编码班。”
Techpolitan不只是提供

金光房地产办公室董事总经理Dhony Rahajoe(右)由Techpolitan联
合创始人Rhesa Surya Atmadja(中)、联合创始人Ikin Wirawan在
Techpolitan开幕式时与正在学习动画设计的学生交谈一瞥。
理论，也将实现从每个班
级产生的创建成果。其中
就是实现3D和动画设计班
创新的实体成果。这动画
创作将通过3D打印而实现
立体造型图。
“Techpolitan将成为
聚焦于让青少年成为印尼

未来进步的先行者。与数
字产业业者协同合作实行
Techpolitan班级课程，我
们希望所获得成果是实现
数字技术领域的年轻创新
者，促进印尼科技和数字
经济的发展。”伊尔凡如
是说。（f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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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为我国经济发展

提出调整出口结构等5项建议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为我国未来的经济
发展提出5项建议。其中两项是逐步
和审慎地增加税率以及为地方政府扩
大国内投资者基础。
该跨国金融机构认
为，上述地方政府的
国内投资者基础在支
持发展和投资融资，
以及减少对外国资金
流的依赖方面，非常
必要。
其他的3项建议是
一，需要为私人投资者
开辟新的经济部门，以

及更新国营企业和子公
司的角色，不是从意识
形态，而是从经济的角
度；二，提高可以用作
基准的无风险收益率曲
线；三，金融监管现代
化。
这5项建议载于10月
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与央行（BI）合作在雅

加达发布的题为“实现
印度尼西亚经济潜力”
（Realizing Indonesia’s
Economic Potential）书
中。该由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编制的书，阐述我
国在最近二十年里各方
面的进展。
央 行 总 裁 贝 利
（Perry
Warjiyo）
称，该书本说明我国
在近二十年里是如何
抵御2008年全球危
机和缩减恐慌（taper
tantrum）等各种全球
经济震荡的。
贝利在上述新书
发布会上称：“我国
拥有足以抵御从银行

2018年Investival博览会

印尼证交所（IDX/BEI）与金融服务管理局（OJK）于2018年10月5日至7日举
行题为“投资是很容易”的2018年Investival博览会。参与该博览会的有18家
证券公司、14家投资管理公司、2家上市公司与金融服务管理局。图为上周
五（5/10），印尼证交所董事经理 Kristian Sihar Manullang(右)与印尼债券定
价机构（IBPA）董事总经理 Yoyok Isharsaya（右二）在西爪哇省勿加西市该
博览会开幕仪式后视察参与者展台。

融资行业应收账款增长仍持平
【印尼文版商报雅
加达讯】融资行业的
应收账款的增长仍未
从2018年8月份的个
位数增长。
根据金融服务管
理局（OJK）的融资
机构统计数据，融
资行业的应收账款达
431兆9400亿盾，
比去年同期的408兆
2000亿盾增长5.58
％，小幅高于同比增
长5.53%的今年7月
份。
应收账款的贡献
仍由多用途融资所主
导，达255兆7200亿
盾或占59.20％。投
资融资价值达120兆
2600亿盾或占27.84
％、营运资金融资为
23兆4700亿盾或占
5.43％。夏利亚（

伊斯兰教法）融资贡
献5.17％或达22兆
3300亿盾。
下降的融资行业应
收账款部门是营运资
金融资，比2017年8
月份的24兆900亿盾
下降2.56％。夏利
亚融资，比去年同期
的33兆700亿盾下降
32.45％。
融资行业的资产
增长8.68％，达504
兆1100亿盾，高于
达463兆8200亿盾的
2017年8月。
印尼融资公司协
会（AAPI）拟定指
标，今年融资行业
的应收账款有望增
长6％至7％。而资
产预计将增长8％至
10％。
为了提高融资的

业绩，一些融资公司
开始联手金融科技行
业（Fintech），作
为商业合作伙伴。
万自立Tunas融资
公司（PT
Mandiri
Tunas
Finance/
MTF），通过与一家
点对点（P2P）贷款
的金融科技公司合
作，成功发放融资
320亿盾。
印尼融资公司协会
主席Suwandi
Wiratno 表示，该合作
趋于有利于双方，并
预计今年将推动融资
行业业务的增长。
实际上，该合作
是融资行业的营销策
略，增加市场份额和
融资业务。目标贷款
是多用途信贷和商业
资本。（asp）

业、货币和财政改革
的各种压力，以支持
经济基本面。”
在同一个场合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印尼代表团团长Luis
Breuer表示，印尼人口
红利能够推动经济增
长，因为占大多数的
是年轻人。
他说成为世界第三
大的年轻人口国家和
1.3亿活跃的社交媒
体用户，预计在已发
展数字经济的东南亚
国家中印尼将是最大
的。他说：“印尼在
未来几年将拥有最多
的年轻和具有创造性

的人口，企业家会对
此感兴趣。”
除此之外，我国还
有其他机会加速经济增
长，那就是利用我国发
展迅速的数字经济和世
界经济周期，包括利用
中国在提高出口框架中
的结构性经济转型。
然而，要抓住这个
机会，我国先要解决一
些结构性的挑战问题。
一，提高人力资源素
质，特别是有关教育方
面；二，调整我国出口
结构，从天然资源和低
技术含量的商品转变到
有更高附加值的各部门
产品。（xf）

金融服务管理局称

银行流动资金超过500兆盾
【雅加达Kontan 新
闻网讯】仍未稳定的经
济形势和利息的上升，
导致民众和企业更喜欢
在银行存钱。
金融服务管理局
(OJK)委员会主魏姆
博.善多梭(Wimboh
Santoso)称，“目前银
行业的流动性约500兆
盾，流动性过剩。”
魏姆博补充称，个
别的银行流动性没有问
题。银行业状况增长
良好平均资本充足率
(CAR)约23%。
截至2018年8月份，
贷款同比增长12.12%
。该贷款增长由开始好
转的大宗商品价格的改
善所推动。
该大宗商品价格的
改善激发在爪哇以外的
经济。重型机械的需求
也增加。迄今为止在银
行业的贷款风险仍受到
控制。
根据金融服务管理
局的数据，银行业的不
良贷款率(NPL)仍处于
控制之中。截至2018年

8月份,最后的银行业不
良贷款率处于2.74%。
印尼国家银行(BNI)
副行长赫利(Herry Sidharta)称，目前，该银
行仍能保持良好的流
动性。“这反映了截
至2018年8月份稳定在
88.6%水平的贷款与存
款比率(LDR)。”
印尼国家银行将有
效地使用资产负债管理
策略。主要是在廉价资
金的管理，或经常帐户
储蓄账户(CASA)。
印尼马来亚银行
(Maybank
Indonesia)董事总经理Taswin
Zakaria 称，截至2018
年8月份的贷款与存款
比率在95%至96%的
位置。“第三业务范畴
商业银行(BUKU III)银
行贷款与存款比率高于
100%，至今年底，我
们将追求92%的理想
目标。”
为了增加公共资
金，印尼马来亚银行将
更勤于瞄准零售消费群
体。(xin)

我国央行损坏纸币替换纲领

增长。万自立银行与
印尼鹰航公司（PT
Garuda
Indonesia
Tbk，股代号GIAA）
合作举办2018年Garuda Indonesia 旅游交
易会
（GATF）第二
阶段。从2018年10月5
日至7日举行的活动，
该公司设定交易总额
达2180亿盾，访客目
标是8万名。
万自立银行零售银
行业务董事经理Donsuwan
Simatupang
表示，该银行也已准
备提供一系列促销项
目，以满足客户的旅
程需要，主要是该银
行信用卡和借记卡的
1900万持有人。
在该促销里，该银
行信用卡持有人可获
得现金返还至高达200

万盾、12个月分期付
款率0％，并透过调换
Fiesta
poin获得额外
折扣高达50％和高达
200万盾。
截至2018年8月
份，该银行信用卡的
持有人数量已超过200
万人。从今年1月至8
月份的信用卡交易额
达24兆盾，比去年同
期增长8％。
该银行希望，今年
卡业务的增长率可达两
位数。从该数目中，旅
行的信用卡交易量达约
20％。这意味着，为
客户旅行提供资金的销
量增长25％。
另外，万自立银行
信用卡组资深董事副总
经理Vira
Widiyasari
称，今年底该银行的却
设定信用卡交易量有望

因美国就业数据低迷拉低美股和美元
金价微升
因美国公布上月就业增幅低于预
期后美元疲弱，且股市下挫提升了
黄金的避险吸引力。上周金价将录
得六周来的最大周度升幅，黄金上
周五小涨。
1745 GMT，现货金涨0.2%，报
每盎司1,201.82美元，上周上涨约
0.8%，为8月24日当周以来最大周
度升幅。
美国期金收高4美元，或0.3%，
报1,205.60美元。
其它贵金属，现货银上涨0.3%，
报每盎司14.61美元，钯金升逾1%
，报1,069.40美元，铂金跌0.3%，
报每盎司819.49美元。

伊朗制裁临近令油价周线上涨
原油期货持稳
在美国对伊朗原油出口制裁生效
前，两大指标原油合约均录得周线
上涨，原油期货上周五持稳，上周
稍早上升至四年高位。
美国原油期货上涨0.01美元，收
报每桶74.34美元。
布兰特12月原油期货下跌0.42美
元，收报每桶84.16美元。周三，全
球指标原油合约触及2014年底以来
最高86.74美元。

此前数据显示美国9月薪资增长放缓
美元走软
此前美国公布的9月就业数据显
示，就业岗位增幅不及预期，且薪
资按年增长放缓，投资人对通胀大
涨的担忧缓解，美元上周五走软。
上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13.4万
个，为一年来最小增幅，因零售、
休闲和酒店业减少雇佣。7月和8月
数据经修正后比之前报告的增加8.7
万个就业岗位。
9月的平均时薪增长0.3%，与8月的
增幅一致，但低于去年9月录得的0.5%
的增幅。薪资年增幅从8月录得的逾九
年来最大增幅2.9%降至2.8%。

美国股市下跌
受累于美债收益率再次上升，稳
健的就业报告给上周强劲的数据表
现划上句号，美国股市上周五收盘
连续第二日下跌。
道琼工业指数收低180.43点，或
0.68%，至26,447.05点；标准普尔
500指数收跌16.04点，或0.55%，至
2,885.57点；纳斯达克指数跌91.06
点，或1.16%，至7,788.45点。
上周，标普500指数下跌0.98%；
道琼工业指数下跌0.04%；纳斯达
克指数下挫3.2%，录得3月以来最
大周度跌幅。

第六章

绿领经济

范.玷斯著

威斯康辛策略中心与佛罗里达州
立大学估计，每投资一百万美元，
就能创造相当于十三个工作年的安
装、架设等相关工作，还有上游相
当于四个工作年的生产制造工作。
以独栋住宅节能计划来说，带来的
工作分布相当于0.5个工作年的监
工、2.5个工作年的技术工作、4.7
个工作年的半技术工作，还有5个工
作年的非技术工作。
493

为了提高民众的货币发行质量，印尼中央银行（
央行/BI）东南苏拉威西省分行损坏纸币替换纲
领，指标达4亿盾。图为上周六（6/10），商家
在东南苏拉威西省根达里（Kendari）中心市场展
示损坏与新的纸币。

全球股市
亚股

透过临近年底促销 银行提高信用卡交易
【雅加达Kontan新
闻网讯】接近年底，
银行开始积极地提高
交易增长，特别是信
用卡。银行透过折扣
和促销提高该消费贷
款交易。
根据印尼中央银
行（央行/BI）发布
的使用卡支付工具
（APMK）统计数据，
截至2018年8月份，信
用卡交易总量达2758
万次交易，比去年同
期小幅增长2.11%。
与此同时，信
用卡交易额达26兆
1700亿盾，比去年同
期的25兆1000亿盾增
长4.26%。
万自立银行（PT
Bank Mandiri Tbk.
，股代号BMRI)愈加
积极地提高信用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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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至少10％。
除了万自立银行
外，联昌国际商业银
行（PT Bank CIMB
Niaga
Tbk.，股代号
BNGA）也努力提高信
用卡交易的增长。该
银行于2018年8月份与
国泰航空公司（Cathay
Pasific
Airways）合作举办旅游
交易会。
联昌国际商业银行
消费者董事经理Lani
Darmawan称，该银行
信用卡交易，大多数
来自数字支付。事实
上，该银行有自己的
战略，即通过与许多
电子商务公司合作提
高信用卡交易。
“电子商务是最明
显的增长率超过25％
。但实际上，零售线

下交易总额仍很高”
。截至2018年第三季
度，尽管没有具体说
明，Lani表示，该银
行的信用卡交易量至
少增长超过10％。但
是，交易额仍略微低
于5％。
该银行拟定指标，
未来电子商务的信用卡
交易将越来越增加。
此外，该银行也通过
非接触式媒体和二维码
（QR）技术设计更实
用和更快速的信用卡支
付方式替代。
希望通过该方式，
至少可超过今年该银行
信用卡增长的两位数目
标。“促销活动继续
透过季节性和旅行交
易会举行。这是信用
卡刺激非现金交易的
努力”。（ a s p ）

日经指数
韩国综合
香港恒生
上海综合

23783.72
2267.52
26572.57
2821.35

跌
跌
跌
涨

191.90
6.97
51.30
29.58

欧股
英国FTSE 7318.54
跌 99.80
德国DAX 12111.90
跌 132.24
法国CAC 5359.36
跌 51.48
荷兰AEX 539.51
跌 4.61
http://tw.stock.yahoo.com 2018/10/07 20:14

美股
道琼工业
26447.05
跌
那斯达克
7788.45
跌
S&P500
2885.57
跌
htt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 Dow Jones 4:00 PM

180.43
91.06
16.04
6-10-2018

黄金行情
10月5日 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http://www.anekalogam.co.id/harga-emas-terkini

5克金片： 3.270.000 盾卖出 3.070.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6.260.000 盾卖出 6.140.000 盾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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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矿业和物流业所推动

五十铃和三菱销量提高20%
【Kontan雅加达讯】矿业和物流业蓬勃
发展，导致商用卡车销售量提高，这可从
今年第3季的商用卡车销售看出。

10月4日，Warta Ekonomi董事长Fadel Muhammad（右2）、公司
CEO与总编辑Muhamad Ihsan(右1)、国家图书馆主任Syarif Bando(
左1)与印尼工商会馆理事会名誉主席Suryo Bambang Sulisto(左
2)推出“Potraits of Indonesia's Top Foreign CEO's 2018”一书
后交谈一瞥。书中谈及有14名各国领导人对印尼经济作出
重大贡献。（商报/Hermawan摄）

国电将续建

5项浮式再气化装置工程
【Kontan雅加达讯】
国电公司（PLN）继续
建造5项浮式再气化装置
（FSRU）工程，俾能解
决 煤气 基础设施输送网阻
碍，尤其是，这一向以
来 ，向 国电公司发电站供
应 的煤 气，受阻基础设施
系统不顺畅。
国电公司煤气和燃油购
买单位主任卡伊兰妮.拉
赫玛杜拉（��������������
Chairani Rach�
matullah）称，根据2018
年第1790号能源与矿物资
源（ESDM）部长条例，国
电 公司已从政府获得明确
的煤气分配。
她声称，但有可能，因
基 础设施系统，使国电公
司 发电站不能吸收该煤气
分 配量。“也还没有基础
设 施的，使国电公司不能
吸收煤气。”
因此，国电公司决定，
将继续建造5项浮式再
气化装置工程，该5项工
程 ，即我国中区的液态天
然 气设施工程、邦加勿里
洞（Bangka
Belitung）坤甸（Pontianak）工
Raya-尼亚
程、Krueng
斯（Nias）工程、马露

姑（Maluku）-巴布亚
（Papua）工程和哥仑打洛
（Gorontalo）等的浮式再
气化装置工程。
卡伊兰妮声称，国电公
司已为该5项浮式再气化
装置工程进行招标会 ， 已
进入最后阶段。“首 阶 段
是资格预审（������������
pre qualifi�
cation）、第2阶段是技术
提案（proposal
teknik）
和第3阶段是商业提案
（proposal komersial），
目前，已到第3阶段或者
是最后阶段。”
她定下指标，下个月
初，招标程序已 告结 束 。
如此一来，希望该5项浮
式再气化装置已能在2020
年至2021年完成。分别
的指标细节是，我国中
区的液态天然气 设施 工 程
能于2021年运营，邦加
勿里洞-坤甸液态天然气
设施工程能于2021年运
营、Krueng Raya-尼亚斯
液态天然气设施 工程 能 于
2020年运营、马露姑-巴
布亚液态天然气 设施 工 程
能在2021年运营和哥仑打
洛浮式再气化装 置工 程 能
于2020年运营。（sl）

印尼五十铃阿斯特
拉（Isuzu Astra Mo�
tor Indonesia）公司总经
理叶.艾尔南多.德米利
（Yap Ernando Demily）
称，五十铃商用卡车的需
求仍高，甚至比全国商用
卡车销售增长更高。
艾尔南多声称，五
十铃轻型卡车（light
truck）增长率高于市
场，中型卡车（medium
truck）也如此，因为需
求高，曾一度出现数个类
型卡车储存不足的谣言。
他向记者称，“除了
矿业领域需求很高之外，

对五十铃卡车的需求也来
自其它领域，如基础设施
（infrastruktur）、物流
（logistik）、运输业和
农园业，如棕榈业。”
印尼五十铃阿斯特
拉公司营业经理亚迪亚
斯.阿斯里尔（Attias
Asril）补充说，今年1月
至9月期间，轻型卡车销
售达到2700辆，该数目
比去年同期剧升34%，
中型卡车售出780辆，同
比剧升35%。“我们还
没计划修订销售指标。”
只是，盾币兑美元汇
率疲软，使商用车独家

经销商（APM）迫不得已
调高产品售价，今年10
月，商用车售价调高2%
至3%。
他声称，因我国机动
车工业使用的主要原料仍
须进口。“这是自盾币汇
率疲软以来，首次调高售
价。”
不只五十铃汽车，成
为我国三菱扶桑（Fuso）
卡车代理商的印尼三菱汽
车（Krama Yudha Tiga
Berlian Motors）公司也
调高产品售价。甚至，印
尼三菱汽车公司营业经理
杜尔查摩诺（Duljatmo�
no）对记者阐明，开斋
节（Lebaran）前，Fuso
卡车售价已提高1.5%
，接下来，在8月再次
提高1.5%。“有2项考

虑点，第1点是生产费提
高，第2点是市场接受能
力。”
虽然还未掌握数据，
杜尔查摩诺有信心，至今
年9月，三菱Fuso卡车销
售仍良好。因矿业和物流
业蓬勃发展。“物流业占
有率仍最大，即占总销量
40%至50%”
他认为，至今年8月，
商用车销售持续增长达
27%，印尼三菱汽车公司
定下指标，今年销量提高
20%至25%。为此，至今
年底，三菱Fuso卡车的市
场占有率能达到45%至
46%，或者是比去年同
期的44%更高。“我们
深信能达标是因我们的卡
车产品性能良好的售后服
务周到。”（sl）

Summarecon Bekasi Expo为消费者买房提供便利
【本报讯】Summarecon
Bekasi于今年10月4日至14
日在Summarecon
Bekasi
购物商场中庭，举行2018
Summarecon Bekasi房地产
展览会。
Summarecon Agung公司
执行董事Albert Luhur称，
与以往不同，这次房地产
展览会题为“超轻首付宴
会”(Pesta Down Pay�
ment Super Ringan)，以
成为消费者为在Summa�
recon拥有住房但是由于沉
重的首付款而受到阻碍的
解决方案。
“Summarecon
Bekasi
Expo 2018提供非常实惠的
分期首付，即每日从5万盾
起，但这只是在该展览会
期间有效。”他这么说。
他说，Summarecon
Bekasi Expo 2018接近消
费者的一步，为分享有关
Summarecon地区发展的意
识，包括有关更完整而集

成的基础设施和设备。
“观展者也会获得有关
Summarecon Bekasi新住宅
的信息，其中是The Prim�
rose Condovilla、Burgundy
Residence、Ruby
Com�
mercial和The Spring Lake
View公寓。”他如斯说。
观展者也可以寻找在
加拉横(Karawang)的住
宅Summarecon
Emerald
Karawang，即是Advani
Homes和Elora
Homes，
以及最新簇群Sevanti
Homes，已从9月14日打
开住房单位预订以客户预
订代码(Customer Booking
Code简称CBC)。Sevanti
Homes是最后簇群，价格5
亿盾以下，计划将于今年
10月27日推出。
“通过Summarecon Be�
kasi Expo 2018“超轻首付
宴会”计划，我们提供首
付的解决方案，若估计，
为The Spring Lake View

上周末，在勿加西Summarecon Bekasi购物商场，数位观展者
在Summarecon Bekasi Expo 2018房地产展览会一瞥。
(商报/Muhammad Maan摄)
公寓首付仅每日5万盾，该
超轻的首付也对Summa�
recon Bekasi其他房产产品
有效。”他这么说。
除了提供超轻首付宴会
推广，Summarecon
Be�
kasi Expo 2018也提供
各种各样的娱乐节目，

其中是Family
Puz�
zle Games、Wishing Star
Academy演出、Latulipe
Cosmetiques化妆节
目、Teacoustic乐队提供
Live Music Tribute，以及
Kacamata Dongeng的童话
故事表演。(lcm)

瓶装饮用水竞争更激烈

地震引发海啸灾情
导致可可产量持续下降
CLEO乐观今年营业额达一兆盾
【Kontan雅加达讯】
瓶装饮用水竞争愈加激
烈，但不削弱Sariguna
Primatirta(CLEO)公司的乐
观 情 绪。生产Cleo 瓶装饮
用水的Sariguna Primatirta
公 司， 预计销售将持续提
高和增长率达两位数。
CLEO公司秘书Lukas Se�
tio Wongso称，能达标是由
于 扩充分 销网。该公司也
在 我国数 个大城市增加生
产 能力。 “我们表乐观今
年能达到营业额1兆盾的指
标 。”他 这么说。该指标
比去年销售增长63%。
CLEO公司计划增加内外
分销网，分别有100个内
部经销店，和71个外部经
销商。
至今年上半年，内部
经销店已增加14个成为86

分店。而外部经销店 已 达
71个经销店。为达到该指
标，CLEO公司也增加投
资，包括增加送货车 到 经
销店。CLEO公司将增加大
约60辆卡车。
与此同时，CLEO公司
准备扩大新土地为工 厂 。
甚至，CLEO公司正在岩望
Pandaan扩大工厂。
在不久的将来，CLEO
公司将运营两家新厂 。 首
家工厂位于东南苏拉 威 西
省Kendari，设有年产能力
7200万公升。第二家工厂
位于东爪Ngoro以产量大约
每年2.4亿公升。
他说，该投资将使用企
业行动计划，如私募 。 “
将发行10亿张股票以面
值每股20盾。”他如斯
说。(lcm)

【Kontan雅加达讯】
中苏省巴鲁市(Palu)栋
卡拉县(Donggala)地震
引发海啸的灾情，肯
定将对可可产量带来影
响。因为中苏省是我国
最大的可可生产中心。
根据我国可可协会数
据，苏拉威西可可产量
占可可总产量的65%。
若根据印尼可可业协会
(AIKI)去年数据，国家可
可总产量达26万183吨。
印尼可可业协会总
主席苏丹多．阿卜杜拉
(Soetanto
Abdoellah)
称，遭遇地震影响的县

区是可可生产中心，即
Parigi Moutong、Sigi和
Donggala县区。这些生
产中心
会导致可可产量持续
下降。但是，他没说明
中苏省可可产量对国家
总产量的比率。
“我们预计可可产量
将下降，因为在遭遇灾情
的可可种植园地区，不可
能收成，加工设施严重损
坏，而本地消费量也将下
降。“他这么说。
可可产量下降将在未
来三个月才带来影响。因
为，至今，可可加工业已

存有可可豆的原料为供应
未来三个月的需求量。
何况，迄今，还未有
统计中苏省可可种植园
受地震的影响。但是，
若看到国家可可产量，
预期今年可可产量确实
将有所下降。
可可产量已从2016年
开始下降。根据AIKI数
据，2016年可可产量34
万72吨或比2015年达37
万7345吨更低。可可产
量持续下降，2017年可
可产量下降成为26万183
吨，预期今年再更低，
何况中苏省可可生产中

心遭遇地震引发海啸的
灾情。
印尼可可工业协会
(AIKI)总主席彼得(Piter
Jasman)称，从政府曾一
度推动可可产量至90万
吨而不再继续国家可可
运动后，国内可可产量
持续下降。
因为上述政府纲领，
许多可可加工业在我国
投资。目前，国内可可
加工厂的总产量达80万
吨。但是，当国家可可
运动不再持续下去，工
业被迫提高可可豆的进
口量为满足需求。(l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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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海外债券价格下跌

中国外汇储备减少近227亿美元
【中新社7日讯】海外债券价格的走低导致中国外汇储
备下降。7日，中国央行公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中
国外汇储备为30870.25亿美元，相比8月末小幅减少近
227亿美元，降幅约为0.7%。至此，中国外汇储备经历
了“两连跌”。
此外，截至9月末，
中国黄金储备5924万
盎司，与8月末持平；
按SDR（特别提款权）
计，中国外汇储备为
22125.23亿SDR，较8月
末减少65.02亿SDR。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
局新闻发言人王春英
对记者表示，9月，国
际金融市场上，美元
指数与8月末基本持

平，主要非美元货币
汇率有涨有跌，主要
国家债券价格小幅下
跌。汇率折算和资产
价格变动等因素综合
作用，外汇储备规模
小幅下降。
中国金融四十人
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
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
访时亦指出，9月份
外汇储备变动的主要

原因在于美联储加息
的预期推高了美债收
益率，而债券价格下
跌，且9月份海外债
券价格总体看都有走
低，在外汇储备大量
用于购买海外债券的
情况下，债券价格下
跌就会导致外汇储备
账面数字的下降。
王春英称，今年以
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

王春英
部环境，中国坚持稳中
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深入推进改革开放，
经济保持总体平稳、
稳中向好态势，经济

结构持续优化，人民
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不
断增强，国际收支基本
平衡，外汇储备规模保
持总体稳定。

中国央行宣布年内第四次“降准” 赴港高铁首个黄金周

释放7500亿元增量资金 福州赴广深港旅客近15万人次

中国央行
【中新社7日讯】7
日，中国央行宣布，从
2018年10月15日起，下调
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
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
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
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
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
当日到期的中期借贷便
利（MLF）不再续做。
今年以来，中国央
行已实施了三次定向降

准，分别为今年1月25
日、4月25日、7月5日。
不过央行相关负责
人7日强调，本次降准
仍属于定向调控，银行
体系流动性总量基本
稳定，银根是稳健中性
的，货币政策取向没有
改变。
央行称，此举是为
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优化商业银行和金

融市场的流动性结构，
降低融资成本，引导金
融机构继续加大对小微
企业、民营企业及创新
型企业支持力度。
此次降准所释放的
部分资金用于偿还10月
15日到期的约4500亿
元人民币中期借贷便利
（MLF），这部分MLF
当日不再续做。除去此
部分，降准还可再释放
增量资金约7500亿元。
此次降准是否会加
大人民币汇率贬值压
力？中国央行有关负责
人7日表示，本次降准
弥补了银行体系流动性
缺口，优化了流动性结
构，银根并没有放松，
市场利率是稳定的，广
义货币（M2）和社会
融资规模增长率与名义
GDP增长率基本匹配，
是合理适度的，不会形
成贬值压力。

工信部官员：虚拟现实产业将成为

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助推器

吴胜武
【中新社7日讯】
“随着产业生态逐渐
走向成熟，虚拟现实
（VR）产业将像互联网
一样，掀起一轮创新创
业浪潮，成为经济新旧
动能转换的助推器。”
中国工信部电子信息司

副司长吴胜武7日在江
西南昌举行的2018世界
VR产业大会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
2018世界VR产业大
会由工信部、江西省政
府联合主办，以“VR让
世界更精彩”为主题，
将于10月19日在南昌开
幕，届时将有来自国内
外VR领域的领军人物、
专家学者、企业高管、
行业组织负责人以及国
际组织代表共2000多名
嘉宾参会。
虚拟现实（��������
Virtual�
R e alit y ， 简 称 V R ） 技
术，是指借助计算机系
统及传感器技术生成三

维环境，创造出一种崭
新的人机交互方式，通
过调动用户各种感官（
视觉、听觉、触觉、嗅
觉等）来享受更加真实
的、身临其境的体验。
发布会上，吴胜武
表示，虚拟现实技术作
为引领全球新一轮产业
变革的重要力量，跨
界融合了多个领域的技
术，是下一代通用性技
术平台和互联网入口，
将拓展人类的感知空
间，改变各类产品形
态、增强产品功能、丰
富服务内容，正在孕育
上万亿元人民币市场空
间。

【中新社7日讯】7
日，国庆黄金周长假进
入最后一天，福州火车站
迎来旅客返程高峰。福州
火车站人士告诉中新社记
者，赴港高铁动车在国庆
黄金周客流高峰时段一票
难求。
这是福州赴港高铁的
首个黄金周。今年9月23
日，随着广深港高铁开
通，福州—香港高铁也启
动运行。
因应国庆黄金周假日
赴港高铁动车客流的云
集，福州火车站推介旅
客乘坐性价比一致、由
福州站（含南站）到深
圳北站的26趟高铁列车
进行中转换乘，得到旅

客热捧。
相关人士称，此举措
极大缓解了该方向旅游、
探亲、商贸客流的出行需
求。在9月28日至10月7日
的国庆铁路运输周期内，
通过在福州火车站乘坐高
铁动车前往广深港的旅客
近15万人次。
据福州火车站透露，
当天，福州火车站学生、
探亲、旅游返程客流密
集，到达和出发呈现双向
高峰，合计超20万人次，
其中往深圳、广州、香
港、上海、杭州、长沙方
向车票均已售完；而9月
28日至10月7日，福州火
车站共运输旅客超100万
人次。

“十一”黄金周云南旅游“揽金”

176.74亿元人民币
【中新社7日讯】7
日从云南省旅游发展
委员会获悉，在2018
年“十一”黄金周7天
假期（10月1日—7日）
中，云南旅游市场持
续火热，共接待游客
2238.98万人次，同比
增长19.95%，实现旅
游收入176.74亿元（人
民币，下同），同比增
长40.6%。
作为旅游大省的云
南，“十一”假期开
始，石林风景区、丽江
玉龙雪山景区、西双版
纳热带植物园等一批旅
游景区门票价格均下
调。目前，云南已有121
个景区严格按照要求执
行降价政策，整体降幅
在30％左右。
据统计，国庆期间，
丽江玉龙雪山、石林、
抚仙湖、云南民族村等
景区受游客热捧。其
中，玉龙雪山7天共接待

游客11.96万人次，位居
国庆期间全省景区游客
接待量首位。
综观国庆黄金周的云
南旅游市场，自驾游、
文化主题游、生态游等
新型旅游模式成为市场
新宠，云南旅游转型升
级效果初显。
其中，此前因洱海治
理，客栈、餐馆大范围
停业的大理双廊镇，经
过环保整顿，也在国庆
期间开门迎客，“面朝
洱海、春暖开花”的民
宿有了环境保护的约束
和保障。
此外，国庆期间云南
日均“边境一日游”游
客量超过2万人次。保
山、德宏、西双版纳等
州市举办了系列节庆活
动，河口口岸、天保口
岸等地独特的边贸文化
吸引了全国游客，为国
庆假期增添了浓郁的异
国风情。

【中新社7日讯】中
国民航局7日披露，2018
年国庆假期（10月1日
至7日），民航共保障
航班110920班，同比增
长6.1%，日均保障飞
行15846班；运送旅客
1222.7万人次，同比增长
8.7%；全国航班正常率
为92.8%，同比提高8.4
个百分点；平均客座率逾
85%。
民航局监测的全国主
要城市始发航班数据显
示，国庆假期期间，民航
出港航班客座率整体相对
较高的机场有北京、上
海、西双版纳、丽江、深
圳、拉萨、杭州、天津、
石家庄、长沙、南昌、重

庆、宁波、广州、南京、
郑州、无锡等旅游客源地
和旅游目的地城市。其中
10月1日至3日，拉萨、宁
波、天津、杭州、北京、
石家庄、重庆、郑州等机
场平均出港航班客座率逾
91%；10月5日至7日，西
双版纳、桂林、井冈山、
三亚、珠海、黄山、南昌
等机场平均出港航班客座
率逾92%。民航局相关负
责人称，从整体运输量
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量
在10月1日高峰过后缓慢
回落，10月3日至4日为假
期运输量低点，10月6日
至7日迎来假日后期运输
高峰，仍然保持了“两头
高，中间低”的特点。

国庆假期广东接待海内外游客逾5049万人次 2018年国庆假期中国民航
运送旅客逾1222万人次

【中新社7日讯】广
东省旅游局7日通报，据
初步统计，国庆黄金周
广东省接待海内外游客
5049.6万人次，同比增
长12.2%，其中过夜游
客1299.3万人次，占比
23%；旅游总收入410.3
亿元（人民币，下同）
，同比增长14.5%。
国庆黄金周广东旅游
市场安全稳定，并呈现
乡村旅游如火如荼、古驿
道“吸粉”百万、主题公
园推陈出新、新业态亮点
纷呈的特点，满足了以家
庭亲子游为主体的休闲度
假旅游需求。
国庆假期七天，共有
3135.6万人次的游客赴广
东省各地乡村体验岭南田
园风光、乡土文化、乡村
美食、农事活动和乡居生
活，加快了乡村“产区变

游客参加福建乡村生态旅游节
景区、田园变公园、劳作
变体验、农房变客房”，
盘活了闲置资源，带动了
村民致富。
南粤古驿道旅游表现
亮眼，广东纳入统计的18
家古驿道沿线景区，假
期七天共接待游客72.8万
人次，同比增长22.2%；
收入1.06亿元，同比增长
16.7%。其中，韶关南雄

由古驿道串联起来的景点
聪辈绿道、大雄禅寺、
珠玑古巷、灵潭驿站、
梅关古道，成为了当地
旅游市场主打线路；梅
州古驿道沿线的红色旅
游受到追捧，大埔三河
坝战役纪念园、白侯名
镇旅游区、蕉岭县谢晋元
故居、丘逢甲故居等景区
旅游人次大增。

人民币：2,170.16

报告指国庆中国人出境最爱买化妆品
马桶盖“失宠”
7日讯，中国知名旅行服务平台“同
程艺龙”与“同程国旅”7日联合发布
的《2018十一黄金周旅游及出行消费盘
点》报告显示，今年“十一”国庆黄金
周期间，中国居民出境旅游最爱购买
化妆品，马桶盖“失宠”。据同程国旅
度假大数据显示，今年“十一”国庆
黄金周中国居民出境游购物的热门商品
前三名依次为：化妆品、好玩实用的（
任何）商品、当地特色食品。往年较为
热门的名表和生活电器均未能进入前三
甲，黄金周中国人到国外抢购电饭煲、
马桶盖等不再流行。（中新社）

广深港高铁国庆假期过港旅客
近66万人次
10月7日是中国国庆长假的最后一
天，珠三角地区继续迎来返程客流高
峰。记者7日从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公
司（以下简称“广铁集团”）获悉，该
集团今年国庆黄金周假期发送旅客人
次再创历史新高。广深港高铁表现抢
眼，10天假期发送旅客260万人次，其
中包括过港旅客65.7万人次。数据统计
显示，从9月28日至10月7日，国庆黄金
周假期运输10天时间广铁集团预计发送
旅客1860万人次，日均送客186万，同
比增长14.1%，其中高铁（包括城际铁
路）占比首次达到七成。（中新社）

中国游客让移动支付走向世界
带火全球十大“不带钱包”目的地
7日讯，中国的“十一”黄金周已然
变成世界的旅游旺季。7日，支付宝发
布的今年“十一”黄金周中国人境外消
费数据显示，中国人境外消费升级的趋
势显著，全球各地迎来移动支付热潮，
中国游客更是带火了全球十大“不带
钱包”旅游地。支付宝国际事业部总监
陈嘉轶说，黄金周前夕支付宝公布了40
个“不带钱包”出境游地标，包括全球
范围内的十大机场、十大商圈、十大奥
特莱斯购物村和十大唐人街，而黄金周
期间上述地方的支付宝使用平均增长了
十几倍，新的十大移动支付网红目的地
因此诞生，可以说是中国游客把移动支
付带到了全球。（中新社）

国庆7天假期
北京接待游客1115万人次
7日讯，国庆7天假期，北京各大旅
游景区推出精彩活动，增强游客体验
感，拉动市场消费。北京市旅游发展
委员会7日发布消息称，7天假期，北
京市共接待游客1115万人次，同比增
长2.6%；旅游总收入124.1亿元（人
民 币 ， 下 同 ） ， 同 比 增 长7 . 8 % 。 假
日第一天，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升国
旗仪式，吸引来自中国各地的14.5万
名游客观看。广场上，国歌声嘹亮，
小国旗挥舞成一片海洋，民众纷纷在
天安门前合影留念，庆祝新中国建立
69周年。“十一”假期，北京景区累
计接待游客排名前十的分别为：前门
大街、什刹海、颐和园、故宫、北海
公园、八达岭长城、圆明园公园、北
京动物园、天坛公园、乐多港假日广
场。（中新社）

综述：“中国车都”
初步形成智能汽车生态圈
7日讯，“围绕建设世界汽车产业
集群目标，‘中国车都’正全力推进
传统汽车转型升级，并初步形成智能
汽车生态圈。”为期六天的首届中国
汽车摩托车运动大会7日落幕，被誉
为“中国车都”的武汉经济技术开发
区（简称“武汉开发区”）负责人表
示。1991年，为承接中法合资神龙汽
车有限公司，武汉开发区在城郊西南
的荒野之地上动工兴建。27年间，该
区作为湖北省改革开放重要窗口、试
验田，坚持打造先进制造产业基地，
汇集了神龙、东风本田、东风乘用
车、东风雷诺等7家整车厂，以及法雷
奥、格特拉克、纳铁福等500多家世界
知名零部件厂商，汽车年产量达120万
辆，成为驰名中外的“中国车都”。
（中新社）

中国铁路
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最高峰
中国铁路总公司披露，10月7日，
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
发送旅客152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
8 1 4列 ， 其 中 跨 铁 路 局 中 长 途 旅 客 列
车148列，铁路局管内旅客列车666
列。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
优化运输组织。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在
管内不通火车的57个市县镇开通铁路
无轨站，采取公铁联运方式，将乘车
旅客直接送达目的地。（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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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未来10年基建总投资将逾1万亿港元

冀增香港竞争力
【中新社7日讯】香港特区政府政
务司司长张建宗7日表示，未来10
年，特区政府在基建的总投资将超过
1万亿元（港币，下同）。政府会继
续肩负重任，在基建项目适度投放资
源，全面提升香港的长远竞争力和推
动经济发展。
当天，张建宗在其
网志发表文章表示，
每个年代的大型基建
项目均配合当时的社
会发展和需要。政府
投资基建项目，有时
被批评为“大白象”
工程，浪费公帑，
但“今天回首一看，

事实胜于雄辩”。
张建宗提到，上世
纪70年代，香港地下
铁路建造时，同样受
到部分人的质疑，更
有人怀疑铁路的安全
性。时至今日，香港
拥有现代化高效的铁
路系统，每日超过530

万人次乘坐铁路，“
假如今天香港没有地
下铁路，我们的生活
会如何？”
他亦提到位于大
屿山赤鱲角的香港国
际机场，启用20年来
大大推动香港空运发
展。
“我们要站得高，
看得远。未来的收成
全赖今天努力播种，
香港要有一个可持
续的未来，政府必须
要大力投资基建项
目。”张建宗说，过
去10年，政府在基建
的投资由每年200多亿
元，升至目前的800多

公安部交管局：

国庆节假期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安全顺畅
【中新社7日讯】7日
从中国公安部交通管理
局获悉，国庆节假期，
在流量大幅增长的情况
下，全国道路交通总体
安全顺畅。截至10月7
日19时，全国接报涉及
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起
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
下降34%和47%，其中
一次死亡3人以上事故
下降50%，未发生一次
死亡10人以上事故。

据知，国庆节假期
时间长、出行人数多、
交通流量大，长中短途
客流、旅游流、探亲流
相互交织，交通安保工
作面临巨大压力。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
成渝地区公安交管部门
全力迎战节假日交通流
大考，加派警力、加强
疏导，高速公路、国省
干道拥堵情况比往年有
所好转。四川等地公安

交管部门积极应对恶劣
天气对道路交通带来的
不利影响，及时恢复因
持续降雪造成的G318线
折多山地区瘫痪道路的
正常通行，约千余辆滞
留车辆顺利驶离。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
级公安交管部门节日期间
日均出动警力18万人次、
警车6万辆次，启动交警
执法服务站4000余个、临
时执勤点1万余个。

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签证事务系

特区政府依法处理范畴，任何外国无权干预
【中新社6日讯】中
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
公署发言人6日表示，香
港特区政府根据“一国
两制”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有权就是否批
准在港工作签证延期申
请作出决定。任何外国
无权干预。

有记者问：10月6日，
英国外交部、美国驻香港
总领馆对香港特区政府拒
绝《金融时报》记者马
凯在港工作签证延期发
表评论，要求特区政府作
出解释，称有关拒签决定
与基本法有关原则不符。
你对此作何评论？
发言人回答：签证

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
务。香港特区政府根
据“一国两制”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有权
就是否批准在港工作签
证延期申请作出决定。
中央政府坚定支持特区
政府依法处理有关事
务。任何外国无权干预。

应急管理部：国庆节期间

中国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中新社7日讯】7
日从应急管理部消防局
获悉，10月1日0时至7
日12时，全国消防部队
共接报火灾5045起，
火灾造成13人死亡、13
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
4394万元人民币，上述
四项指标与去年国庆同
期相比分别下降10.6%
、27.8%、13.3%和
0.1%，未发生一次死
亡3人以上火灾事故。
据知，国庆节期
间，消防部队共接警出
动16454起，出动消防
官兵20.3万人次、出

动消防车3.56万辆次，
营救民众2232人；在重
点单位、重点景区和重
要交通枢纽等处设置临
时执勤点7667个，派出
官兵4.6万人、消防车
8939辆，实施驻点巡
逻检查，确保人员密集
场所和要害部位消防安
全。
节日期间，省级以
上消防部门共派出263
个督查组深入重点地
区，督导检查城市大型
综合体、旅游景点、文
物古建筑和人员密集场
所的消防安全。各地积

极应对客流、物流猛增
所带来的火灾防控压
力，最大限度把力量压
到一线，重点对重大活
动现场、易燃易爆场
所、博物馆、餐饮娱乐
场所、宾馆民宿、大型
商超等单位和场所开
展消防安全检查，加大
执法力度，消除火灾隐
患。据统计，消防联合
相关部门共派出检查
组36944个，检查单位
17.9万家，整改火灾隐
患28.4万处，责令“三
停”1407家，依法取缔
171家。

【中新社7日讯】上海
边检总站7日披露，截至
7日傍晚，国庆长假上海
口岸出入境总人数逾80
万余人次。156条自助通
道全线开足，逾三成出入
境旅客享受到“10秒快
速通关”的便利。长假期
间，上海口岸共有近8万
人次中外旅客乘坐邮轮出
入境，度过“海上假期”
。据统计，经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上海港国际客运

中心口岸出入境的邮轮数
量达20艘次。
据了解，从10月1日
起，边检部门在浦东、虹
桥两大国际机场和上海火
车站口岸正式启用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边检专用通
道，实现“中国公民出
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
分钟”，以确保国庆期间
口岸安全顺畅，并为即将
到来的首届进口博览会
营造安全稳定顺畅的出入

简讯
杨洁篪前往越南驻华使馆吊唁
原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逝世
6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前
往越南驻华使馆，吊唁原越共中央总书
记杜梅逝世，并在吊唁簿上题词。杨洁
篪表示，杜梅同志是越南党和国家老一
辈杰出领导人，为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
和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专门向
阮富仲总书记致唁电，我们对杜梅同志
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越方对杨洁篪前来
吊唁表示诚挚感谢。（中新社）

浙江北仑发生持刀驾车伤人案件称
3人死亡12人留院医治
张建宗
亿元。
张建宗表示，预计
未来5年，香港每年整
体建造工程量，将维
持在2500亿至3000亿
元的高水平，包括机

场三跑道系统、房屋
发展、中九龙干线及
庞大的医院发展计划
等。未来10年，政府
在基建的总投资将超
过1万亿元。

乌鲁木齐发生4.2级地震
【中新社7日讯】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
测定，10月7日19时15
分，在新疆乌鲁木齐
市乌鲁木齐县发生4.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
千米，震中位于北纬
43.24度，东经87.27
度。
据新疆地震局官方
微博消息称，震中5公
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
2907米，周边5公里内
的村庄有布尔克特萨
依、门古勒阔拉。乌鲁
木齐县隶属于乌鲁木齐
市，地处天山北麓，准
噶尔盆地南缘，地势东
南高、西北低，境内有
多座冰川。

地震发生后，乌鲁
木齐市的天山区、水磨
沟区、新市区等地的民
众称有“震感”。水
磨沟区的一名网友在社
交媒体上写到“感觉床
在晃动，大约5秒”；
亦有毗邻乌鲁木齐的昌
吉市网友称“昌吉市有
感”。
据新疆地震局官方
微博称，本次地震，网
友报告乌鲁木齐全范围
都有震感，其中水磨沟
区、天山区较为集中；
周边地区昌吉市、呼图
壁县有零星震感报告。
震感持续时间3秒左
右。目前除了震感，尚
未收到灾情报告。

应急管理部：国庆假期全国

未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中新网7日讯】据
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
在全国应急管理系统
和各地各部门共同努
力下，截至10月7日17
时，今年国庆假期(10
月1日-7日)，全国未
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
故，接报较大生产安全
事故7起、死亡和失踪
31人，分别同比下降
61.1%和52.3%。
国庆假期，全国自
然灾害形势平稳，全
国未发生5.0级以上地
震，未出现大范围降
雨。西藏那曲市先后发
生4.2级、4.1级地震，
云南、山东部分地区遭
受洪涝风雹灾害，四川
甘孜藏族自治州部分
地区发生雪灾，浙江东
北部出现大雨和7-9级
阵风。截至10月7日17
时，今年国庆假期全国
自然灾害损失同比减少
九成以上。
国庆假期，应急管

国庆长假上海口岸出入境人数逾80万人次

国庆长假（1日—7日）上海口岸出入境总人数逾80万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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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通关环境。国庆长假
期间，“上海边检”APP
手机客户端正式上线试
运行，出入境人员通过
该APP办理出入境政策咨
询、网上报检等业务。
据透露，随着进口博
览会的日益临近，上海
边检总站下一步将在浦
东、虹桥两大机场口岸
启用专包机出入境礼遇
检查小组、外语志愿者
服务队，为参加进口博
览会的各国政要、代表
团提供出入境边检礼遇
服务，并为参展客商和
出入境旅客提供多语种
通关、咨询服务，7日，
在浦东国际机场2号航
站楼入境大厅，记者看
到，假期临近尾声，返
程入境客流现高峰。上
海边检总站方面表示，
预计，入境客流高峰将
至少持续到8日。

理部多次召开调度会、
台风会商会，派出27个
工作组，深入31个省(
区)100个市督导检查节
日安全生产和应急救援
工作，重点检查人员密
集场所、文博单位、危
险化学品运输、煤矿等
重点行业领域的重点部
位、重点环节。
各级安监、煤监等
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公
安、交通、文化旅游等
也组织各类督查检查、
明查暗访，查隐患、促
整改，坚决遏制重特大
事故发生。被督查地区
和大部分企业认真落实
国庆节期间安全生产、
值班值守等工作要求，
但也存在一些安全措施
走过场、应急管理不到
位等现象。对发现的隐
患问题，工作组均已作
出处罚或责成当地有关
部门督促整改，强化责
任落实，防范各类事故
发生。

7日讯，10月6日，浙江省宁波市北
仑区发生持刀驾车伤人案件，案件造成
2人死亡，16人受伤。10月7日，记者最
新从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获悉，截至
目前，已有3人死亡，12人尚在留院医
治（暂无生命危险），3人因伤势轻微
经治疗后已离院。10月6日23时15分，
北仑春晓故意杀人案嫌疑人王某某被抓
获后，公安机关连夜全面调查取证和全
力侦查审讯。10月7日，宁波市公安局
北仑分局官方微博“北仑公安”发布相
关案情通报。（中新社）

辽宁两名重犯脱逃
监狱相关责任人被问责调查
7日讯，日前，辽宁省凌源第三监
狱两名脱逃的重犯双双落网，7日，有
关部门对监狱罪犯脱逃事故相关责任
人进行问责调查，现已将该监狱监狱
长予以免职并责令其配合调查。10月4
日上午，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发布消
息称，有两名罪犯从辽宁省凌源市第
三监狱逃脱。其中一名脱逃罪犯叫王
磊，该犯因绑架罪被辽宁省高级人民
法院判处死缓，2017年12月减为无期
徒刑。另外一名脱逃罪犯张贵林，因
抢劫罪被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处无期徒刑。（中新社）

浙江宁波北仑发生持刀驾车伤人案
2人死亡16人受伤
7日讯，从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
民政府新闻办获悉，10月6日，北仑
发生持刀驾车伤人案件，造成2人死
亡，16人受伤。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
府新闻办官方微博“北仑发布”发布
消息称，10月6日18时28分许，北仑警
方接群众报警称，北仑区春晓街道慈
岙村发生一起持刀驾车伤人案件。接
警后，北仑公安迅速出警，经初步调
查，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男，北仑区
春晓街道慈岙村人）因个人纠纷持刀
伤人后，并驾车撞人，1人被撞当场死
亡，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6人受伤，
伤者已在医院全力救治。（中新社）

高铁香港西九龙站5日客量破8万人次
再创新高
6日讯，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高
铁香港段）5日再次刷新开通以来的客
流纪录，经高铁西九龙管制站出入境人
次突破8万。6日，高铁西九龙站连续三
天卖出大部分晚上车次的车票。5日是
国庆长假的第五天。香港入境事务处（
入境处）6日公布，5日全日超过80020
人次经高铁西九龙管制站进出香港。
这一数字刷新10月1日国庆日高铁香港
段约7.8万人次的客流纪录。数据还显
示，3.79万入境人次中，3.26万人次为
内地访客；4.21万出境人次中，3.48万
人次为内地访客。反映高铁香港段开始
迎来出境高峰期。（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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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联储总裁威廉姆斯称

利率恢复中性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路透讯】纽约联储总裁威廉姆斯
(John Williams)上周五表示，在升
息开始导致美国经济放缓之前，美
国 联 邦 储 备 理事 会 ( F ED/ 美 联 储)仍
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在接受彭博电视
(Bloomberg
Television)采访时表示，“
在出现一些人们认为
的中性利率水平的想
法前，我们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他在接

经济动能强劲，且鲜
有通胀迹象，对美联
储而言，渐进升息仍
是“正确的路径”。
他表示，预估中性
利率是美联储利率决
定的一部分。他永远
不会‘暂停’利率决
策过程，将根据数据
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谈
随时调整看法。
到理论上的“中性”
他表示，我们仍预
利率水平时表示。中
性 利 率 是 指 利 率 水 平 纽约联储总裁威廉姆斯。 计 明 年 失 业 率 将 继 续
既 不 会 刺 激 ， 也 不 会 计中性利率水平在3% 小 幅 回 落 至 3 . 5 % 之
制约经济成长。
左右。威廉姆斯称， 下，他不担心未来一
美联储官员目前估 鉴于美国就业增长和 到两年的通胀压力。

他表示，并不担心通
胀率较2%目标高出零
点几个百分点。
威廉姆斯指出，公
债收益率攀升是对美
国强劲经济数据的反
应，并不是因为担心
通胀。短期内不会出
现收益率曲线倒置的
情况，未见任何衰退
风险迹象。
他还表示，到目前
为止，关税尚未对就
业、经济成长或通胀
造成重大影响。

容克敦促欧盟在对外政策上 美商务部长罗斯称

发出共同声音
坚信欧盟能够在外交
政策问题上采取“特
定多数”原则。
容克表示，欧盟在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
舞台上通常表现得杂
乱无序，欧盟28国财
政部长通常都会提出
各自意见。他要求欧
盟在国际金融机构中
发出共同声音。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上月，容克在欧洲
【中国金融信息网 议会发表一年一度“
讯】欧盟委员会主席 盟情咨文”时，建议
容克上周五在奥地利 进一步降低欧盟表决
国民议会发表演讲， 机制中“全体一致”
敦促成员国在欧盟对 原则的适用比例，代
外政策上告别“全体 之以“特定多数”原
一致”的决策规则， 则 ， 扩 大 “ 特 定 多
采取“特定多数”原 数”原则适用领域。
则，以发出一个共同
“特定多数”表决
声音，提升欧盟国际 机制意味着通过某项
地位。
决策时，要求55%以
容 克 说 ： “ 我 们 上的欧盟成员国、合
必须行动起来，但我 计65%以上的欧盟人
们常常做不到，因为 口同意。当前，拥有
我们被锁在’全体一 绝大部分决策和立法
致’的暗室里。”他 权的欧盟理事会就涉
说，欧盟经常会在国 及共同外交和安全政
际舞台上给世界留下 策等敏感和重大议题
错误印象，因为它不 表决时采用“全体一
能做出决定，产生“ 致”原则，即需要全
一个一致确立的、统 体成员国一致同意才
一的、连贯的外交政 能通过决策，往往因
策”，这令欧盟“在 为各国立场难以协调
世界眼中变弱”。他 导致决策“难产”。

前9个月过境白俄罗斯

中欧班列运量增长25%

美墨加贸易协定中的反华条款可能被复制

【路透华盛顿讯】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上周
五表示，在新签署的
美墨加贸易协定中，
一项旨在阻止与中国
达成贸易协议的“毒
丸”(poison
pill)条
款，可能会在未来美国
与诸如日本和欧盟等其
它国家和地区达成的贸
易协定中被复制。
罗斯在接受路透采
访时表示，该条款是“
一项堵住贸易协定中漏
洞的举措”，这些贸
易协定使中国的贸易、
知识产权和行业补贴行
为“合法化”。
罗斯还表示，他预计
在11月6日国会中期选
举之前，与中国的贸易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谈判不会有很大进展。
根据这项新的反华
贸易条款，如果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
定(USMCA)中的任何
一个国家与一个“非市
场经济国家”签署贸易
协定，另外两个国家可
以在六个月内自由退

出，并达成双边贸易协
定。“这是合理的，相
当于一剂毒药，”罗斯
说。
当被问及该条款是
否会在未来的贸易协定
中被复制时，罗斯表
示，“我们将拭目以
待。我们在与墨西哥和
加拿大达成的协定中加
入了这一条款，这当然
是有益的，不管我们与
其他国家达成的协议中
是否会包含此条款。”
不过，他补充说，
有了这一先例，在
其他贸易协定中加
入此条款变得更加容
易。“人们会明白，
这是达成协议的先决
条件之一，”他说。

法国9月末官方外汇储备总额

环比减少36.12亿欧元
【中国金融信息网
讯】法国经济和财政部
与法国央行上周五联合
发布数据显示，受汇率
估值影响，截至2018
年9月末，法国官方外
汇储备总额为1436.44
亿欧元(约合1662.83
亿美元)，较8月末的
1472.56亿欧元(约合
1715.69亿美元)减少
36.12亿欧元。
数据显示，截至9月
底，法国黄金储备额为
800.66亿欧元，环比减
少8.6亿欧元；外汇储
备为487亿欧元，环比
减少27.86亿欧元；包
括特别提款权在内的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债权为
134.34亿欧元，环比增
加0.34亿欧元(其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储备
头寸环比增加0.03亿欧
元，特别提款权资产环

截至2018年9月末，法国官方外汇储备总额为1436.44
亿欧元。
比增加0.31亿欧元)； 2000年5月以来，法国
其他储备资产为14.44 根 据 欧 洲 中 央 银 行 系
亿欧元，环比持平。
统实行的国际货币基
法国外汇储备主要 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
由 黄 金 、 外 汇 存 款 及 标准(SDDS)结算外汇
外国有价证券、在国 储备，以月底汇率为
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 基准进行换算，并用
特 别 提 款 权 组 成 。 自 欧元计价。

欧盟执委会发信称

意大利预算是令人“严重关注的问题”
白俄罗斯铁路公司预测，2020年过境本国的中欧
班列运输的集装箱数量将达到54万个。
【中国金融信息
网讯】白俄罗斯铁路
公司上周五发布消息
说，今年前9个月过
境白俄罗斯的中欧班
列运输的集装箱数量
达到21.34万个，比
去年同期增长25%。
白俄罗斯铁路公司
说，目前每天有12列
往返的中欧集装箱班
列过境白俄罗斯，这
些集装箱班列分别从
白俄罗斯与波兰接壤
的布列斯特、斯维斯
洛奇和布鲁兹吉三个
边境检查站出入境。
据介绍，为了进
一步提高各边检站
的通行能力，白俄
罗斯铁路公司目前
正积极发展各边检
站的基础设施，包
括投资翻修集装箱

货运站、投入使用更
多集装箱装卸车等，
以期将现有各边检站
的通行能力提高50%
以上。此外，白俄罗
斯铁路公司将于明年
在白波边境新开通一
个边检站，供过境
的中欧班列通行。
白俄罗斯铁路公司
预测，2020年过境本
国的中欧班列运输的
集装箱数量将达到54
万个，到2025年将达
到100万个。
白俄罗斯铁路公司
表示，白方重视发展
过境本国的中欧集装
箱班列运输业务，同
时白俄罗斯企业视中
国市场为优先发展方
向之一，因此白方重
视发展铁路运输以扩
大对华产品出口。

【路透罗马讯】欧
盟执委会在意大利日报
共和国报(La
Repubblica)上周五晚间刊发
的一封信函中称，意大
利预算计划设定的目标
是一个“令人严重关注
的问题”。
“我们呼吁意大利
当局确保(预算)遵守
共同的财政规则，并期

待看到预算计划的细
节，”这份由欧盟执委
会副主席东布洛夫斯基
和欧盟执委会经济事务
执委莫斯可维西签名的
信函称。
该日报只刊出了信
函的节选。据报导，这
份信函有两页，在周五
发送给了意大利经济财
政部长特里亚。

上述两名官员还称，
欧盟执委会“可以(与意
大利)进行有建设性的对
话”。莫斯可维西之前已
警告称，意大利预算计划
可能未遵守欧盟规则，但
欧盟执委会的一位发言人
上周五称，执委会只会对
意大利在10月15日最后期
限前正式提交的预算计划
做出回应。

俄罗斯表示愿采用欧元结算石油贸易
【中国金融信息网
讯】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兼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
上周五表示，俄罗斯愿
与欧洲国家展开合作，
尝试用欧元来结算石油
贸易。
西卢安诺夫在回答“
俄罗斯24”新闻频道关
于是否会采用欧元结
算石油贸易的提问时
说：“这需要双方共同

商定，俄方将会就此与伙
伴方合作。”他表示，俄
方愿与欧洲合作，这是对
美国制裁的回应。
在采用非美元货币
结算石油贸易问题上，
欧洲和俄罗斯存在共同
利益。欧盟委员会主席
容克9月曾对欧洲议会
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出
台计划提升欧元国际地
位。目前，欧盟每年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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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的能源进口自美
国，但80%的能源进口
账单却用美元支付。
德国外交部长海
科·马斯今年8月撰文
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在
欧洲银行和金融系统内
进行结算的支付系统。
西卢安诺夫说，该系统
将支持石油贸易结算，
俄方已准备好加入这一
提议。

欧盟贸易执委称与美国的关税协议
甚至连“前期”工作都未开始
欧盟贸易执委玛姆斯托姆上周
五表示，欧盟甚至还没有开始着手
跨大西洋工业品贸易协议的前期工
作，该协议旨在避免一场与美国的
贸易战。
玛姆斯托姆在一次欧盟贸易部长
会议上发言称，通过规则上的合作改
善与美国的贸易关系的努力正在取得
进展，但她表示，达成降低进口关税
的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我们没有与美国进行任
何磋商...，有关一项可能的工业品
贸易协议的前期工作尚未真正开始，
我们目前聚焦规则合作部分，”她补
充道。

法国8月商品贸易逆差扩大至56亿欧元
法国海关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
示，受法国航空、航天产业出口回落
和能源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法国
8月商品贸易逆差由7月的34亿欧元
(1欧元约合1.15美元)扩大至56亿欧
元，环比增长22亿欧元。
海关数据显示，能源进口成本增
加导致法国8月进口环比增加4.9%
，航空、航天产业出口回落导致法
国8月出口下降0.1%。今年前八个
月法国累计贸易赤字424亿欧元。
近12个月，法国累计贸易赤字619
亿欧元，而去年同期赤字额为638
亿欧元。

美国9月失业率降至3.7%
非农新增就业岗位13.4万个
美国劳工部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
示，9月美国失业率为3.7%，较上月
下降0.2个百分点，当月非农部门新
增就业岗位13.4万个。
数据显示，9月美国非农部门新增
就业岗位主要来自商业服务、健康护
理、运输仓储等领域。
美国劳工部同时表示，受商业和
政府部门的补充数据和季度修正影
响，7月非农就业人数由14.7万人上
调至16.5万人，8月非农就业人数
从20.1万人上调至27万人。数据还
显示，9月美国员工时薪较上月增加
0.08美元至27.24美元。

美国8月贸易逆差升至6个月来新高
美国商务部上周五公布的数据
显示，美国8月货物和服务贸易逆
差继续扩大，升至6个月来新高。
数据显示，美国8月出口环比下降
0.8%至约2094亿美元，进口环比
上升0.6%至约2627亿美元。当月
贸易逆差增至约532亿美元，较前
一个月修正后的约500亿美元增长
了6.4%。
数据还显示，今年前8个月，美国
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总计约3911亿美
元，同比增长8.6%。经济学家普遍
认为，美国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并不能缩减贸易逆差。相反，伴随美
国财政赤字扩大、私人储蓄下降、利
率水平和美元汇率上升，美国贸易逆
差将继续扩大。

德国8月工业订单环比增幅超预期
德国联邦统计局上周五公布的数
据显示，经价格、季节和工作日调整
后，德国8月工业订单环比增加2%，
增幅超出市场预期。
数据显示，8月资本货物和消费
品订单环比均明显增加，增幅分别
为3.4%和2.1%。从地区看，当月
德国国内订单环比减少2.9%，来自
欧元区的订单减少2.2%，而欧元
区以外国家和地区订单则环比大增
11.1%，是推动当月工业订单增加
的重要因素。
另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当天公布的7
月工业订单数据终值，该月订单环比
下降了0.9%。今年1月至7月，德国
工业订单总体表现疲弱，仅在5月出
现环比上涨。

联合利华收回公司结构简化计划
联合利华公司(Unilever
PLC)
已决定收回整合公司双重结构的提
议，之前这家英荷消费品公司面临
来自英国股东日益强烈的反对，这
些股东担心该公司可能被踢出富时
100指数。
该公司上周五表示，不会推进简
化公司双总部法律结构的计划。此前
该公司提出在荷兰鹿特丹设立单一总
部。该公司生产多芬(Dove)香皂和
Ben & Jerry’s冰淇淋。
包括M&G
Investments、Royal
London Asset Management和Columbia Threadneedle在内的一些英国机构
股东此前公开表示，计划投票反对这
一调整；这一调整势必会迫使联合利
华公司退出英国蓝筹股指数富时1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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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

陷性丑闻的卡瓦诺成美最高法院大法官
【新华网】当地时间6日，美国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
反对，正式通过了总统特朗普对卡瓦诺担任最高法院大
法官的任命。这一任命被认为对美国具有重要影响。特
朗普随后发推文表示祝贺。不过，卡瓦诺的大法官提名
因其深陷性丑闻而备受争议，此次投票也引发了大规模
抗议。
卡瓦诺确认
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美国参议院6日以50
票赞成48票反对的微
弱优势，正式通过了
对卡瓦诺担任最高法
院大法官的任命。卡
瓦诺当选最高法院第
114任法官。
当地时间5日，随着
此前未表态的几名参议
员都在宣布了自己的选
择，因此卡瓦诺获得确
认几乎毫无悬念。
亚利桑那州参议员
弗莱克表示，除非情
况发生变化，否则他
将支持卡瓦诺。5日下
午，所有人的目光都
集中在缅因州参议员
柯林斯身上。在长达
45分钟的演讲中，她
批评了卡瓦诺所遭受
的不公待遇，同时表
示，虽然福特教授的
证词很真挚，但FBI并
未找到性侵的证据，
因此她会投票确认卡
瓦诺的提名。
就在柯林斯表态后
的几分钟，民主党参
议员曼钦也在一份声

10月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联邦最高法院前，抗
议者反对卡瓦诺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获参院50对48票确认 卡瓦诺大法官宣誓就职
明中表示，尽管他对
卡瓦诺所遭到的性侵
指控以及他的脾性仍
有疑虑，不过他还是
会投出赞成票。曼钦
的“倒戈”激起了民
主党内部和抗议者的
强烈愤慨，他正在深
红的西弗吉尼亚州面
临艰难的竞选连任。
特朗普祝贺卡瓦诺当选
就在卡瓦诺顺利
获得确认的消息传出
的几分钟之后，一直
密切关注的总统特朗
普也发推向他表示祝
贺，他写道：“参院
确认伟大的布雷特

卡瓦诺法官，我赞赏
并祝贺。今天晚些时
候，我将签署他的任
命令，他之后会宣誓
就职。非常激动！”
在投票前不久，特
朗普离开白宫时告诉
记者，他有信心卡瓦
诺“将成为最高法院
的一位伟大的法官”
，并补充说：“人们
已经想了10年。”
6日早上，总统特朗
普还曾发推讽刺卡瓦
诺的抗议者，同时指
出卡瓦诺也有粉丝到
场支持。
他写道：“女性支

持卡瓦诺(团体)以及
许多支持这位好男人
的人们正聚集在国会
山，为3点到5点的投
票做好准备。”
卡瓦诺提名
引发大规模抗议
卡瓦诺因深陷性
丑闻，他的大法官提
名和投票也引发了大
规模抗议。一些抗议
者走上国会大厦的台
阶，部分抗议人士被
当局拘留。
在本周早些时候
举行的反卡瓦诺抗议
活动中，共有300多
人被捕。国会警察表
示，6日再次被捕的抗
议者，会被拘留到周
二，因为周一是法定
假日。他们首次被捕
时，一旦缴纳罚款即
被释放。而那些在走
廊里骚扰参议员的人
也会受到同样惩处。
但他们仍表示，初犯
者只需缴纳罚金后就

会被释放。
卡瓦诺是最有争议
的最高法院法官候选
人之一。三名女性曾
先后出面，指责他性
行为不端。示威者认
为，确认过程似乎对
女性有偏见，一名示
威者手举的标识上写
着“掠食者俱乐部”
，上面展示了卡瓦诺
法官、总统特朗普和
克拉伦斯托马斯--被
指控性侵的最高法院
法官的照片。
许多女性抗议者身
着黑衣，掌心写着“
你羞耻”，似乎指的
是5日作出最关键表
态的参议员柯林斯以
及“倒戈”的民主党
参议员曼钦。
根据脸书上的帖
子，6日至少有10个其
他城市加入了抗议阵
营，包括纽约、克利
夫兰、新奥尔良和亚
利桑那州的图森。

将参加多国空军联合演习

沙特记者失踪

美国6架F15战机首次飞抵乌克兰

传在伊斯坦布尔遇害

F-15降落在斯达科斯坦尼夫。
【环球时报】据
theaviationist网站报
道，当地时间10月6
日，美国空军6架F-15C
战斗机降落在乌克兰基
辅市以西的斯达科斯
坦尼夫（Starokostiantyniv）空军基地，这是
美军F-15C战机首次降
落在乌克兰的土地上。
据悉，这6架F-15C
战斗机隶属于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空军国民警
卫队第144战斗机联队
第194战斗中队，将短
期部署在斯达科斯坦尼
夫空军基地，该基地是
乌克兰空军第7战术航
空旅的Su-24M“击剑

手”战斗轰炸机的所在
地。美军F-15C此行是
为了参加将于10月中旬
举行的代号为“Clear
Sky
2018”的多国空
军联合演习，将有来自
9个国家的950名军人参
加，此次演习将持续2
周的时间，参演的人员
和装备分布在乌克兰和
波兰的几个基地内。
据报道，此次演习
将侧重于空对地情景的
演练，包括AI（空中拦
截）和CAS（近距离空
中支援）任务，以及空
中机动、航空医疗后
送、网络防御和人员求
援。

英国民众在爱丁堡举行大规模集会

呼吁苏格兰独立

当地时间2018年10月6日，英国爱丁堡，支持苏格兰
独立的民众参加游行示威。
【综合讯】距离英
国计划脱离欧洲联盟的
时间已不到6个月，苏
格兰官员表示，首府爱
丁堡今天约有2万民众
挥舞蓝底白交叉的苏格
兰旗，也有人穿上传统
服饰苏格兰裙，上街表
达独立诉求。
苏 格 兰 民 族 党
（Scottish
National Party）党魁施特金
（Nicola Sturgeon）先
前已承诺在「脱欧条款

更为明确」时，提出另
一项独立公投的计画。
一般预计苏格兰民
族党下周开会时将发布
相关声明，但眼见伦敦
与布鲁塞尔的脱欧谈判
陷入僵局，施特金便表
示可能延至今年稍晚才
公布公投计画。
苏格兰警方根据爱丁
堡市议会（City of Edinburgh Council）的估
计数据发声明指出，今
天有2万人上街游行。

【联合早报网】沙
特阿拉伯记者哈绍吉
（Jamal
Khashoggi）
本月2日进入沙特驻伊
斯坦布尔领事馆后音讯
全无。土耳其匿名政府
官员今天表示，警方认
定，哈绍吉在领事馆内
惨遭谋杀。
这名官员说：“根
据初步发现，警方认为
一支团队专门被派往伊
斯坦布尔行凶，并于同
一天离开。”
数小时前，土耳其
警方证实，包括官员在
内的约15名沙特人员2
日分别搭乘两个航班抵
达伊斯坦布尔，且在领
事馆的时间与哈绍吉重
叠。
警方告诉土耳其官
方的阿纳多卢通讯社，
《华盛顿邮报》特约记
者哈绍吉“没有再踏
出”领事馆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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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绍吉本月2日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后音讯全无。
土耳其消息来源告
诉路透社：“土警方初
步研判，哈绍吉先生在
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领事
馆内遭杀害。我们认为
这起谋杀为预谋，且尸
体于事后被移出领事馆
外。”
沙特驻伊斯坦布尔
领事馆消息来源则否认
哈绍吉在领使馆内遇
害，说指控毫无根据，

并表示一支包括沙特调
查人员在内的安全团队
今天抵达伊斯坦布尔，
参与哈绍吉失踪案的调
查工作。
哈绍吉因担心自己
对沙特政策的批评引发
后患，过去一年自我流
放华府，本月2日因即
将结婚进入领事馆拿取
相关文件，自此音讯全
无。

海地5.9浅层地震

建物倒塌已知11死逾百人伤
【综合讯】位于加
勒比海岛国的海地7日
凌晨(当地时间)发生
规模5.9地震，深度仅
11.7公里，有多栋建
筑物墙壁倒塌，目前
已知11人死亡，超过
百人受伤。另外日本
爱知县东部上午也发
生规模5.1地震，所幸
未引发海啸威胁。
海地7日零时11分
位于加勒比海岛国的海地7日凌晨(当地时间)发生
发生规模5.9地震，震
规模5.9地震，深度仅11.7公里，有多栋建筑物
央位于和平港西北西
墙壁倒塌。
方外海，深度仅11.7
公 里 ， 当 地 约 有 2 5 万 表 示 ， 地 震 暂 时 造 首长泰德（Jean Renel
人 居 住 。 首 都 太 子 港 成 1 1 人 死 亡 ， 多 座 Tide）表示，有4人丧
及邻近的多明尼加的 建筑物受损。路透社 生，包括一名男童遭
部 分 地 区 都 感 受 到 地 则 报 导 ， 海 地 西 北 地 倒塌建筑压死。
区警察首长希莱尔
海地总统莫伊兹
震威力。
从 民 众 发 到 推 特 上 （Jackson Hilaire）表 透 过 社 交 网 站 呼 吁 居
的 照 片 ， 可 见 到 建 筑 示，和平港至少7人死 民 保 持 冷 静 ， 称 各
物 墙 壁 倒 塌 ， 疑 似 有 亡、超过100人受伤。 地 政 府 会 为 灾 民 提 供
另 在 和 平 港 以 南 协助。民防部门指有
人被压在墙壁砖头下
的 城 镇 格 罗 斯 莫 恩 部分伤者送往医院治
面。
政 府 发 言 人 稍 后 （Gros-Morne）行政 疗。

拉脱维亚议会选举初步结果揭晓
拉脱维亚第十三届议会选举初步
结果7日揭晓，共有7个政党或政党
联盟获得了5％以上选票，将进入新
一届议会。
拉脱维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对来
自所有投票站选票的计票结果显
示，“和谐”社会民主党获得了
19.91％的选票，位列第一；“国家
属于谁”党得票率为14.06％，位
列第二；新保守党得票率为13.6％
，位居第三。其中，“和谐”社会
民主党组建于2010年，为前两届议
会选举最大赢家，其余两个政党均
为新成立政党。拉脱维亚中央选举
委员会将在选举结束后2至3周内公
布正式结果。拉脱维亚第十三届议
会选举于6日举行投票。据拉中央选
举委员会介绍，此次议会选举共有
1470名候选人参选，他们代表16个
政党或政党联盟。据统计，此次选
举投票率为52.37％，创下1991年拉
脱维亚恢复独立以来新低。

墨西哥一酒吧枪击事件
致5人死亡
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一家酒吧6日
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
多人受伤。
墨西哥州检方当天向新华社记者
证实，枪击事件发生在瑙卡尔潘市
一家酒吧，两人当场死亡，多名伤
者被送往医院，其中3人伤重不治身
亡。检方在现场发现30多枚弹壳。
有目击者说，事发时当地两伙帮派
发生肢体冲突，其中一伙帮派离开
酒吧后携武器回来并发动攻击，造
成人员伤亡。瑙卡尔潘市与首都墨
西哥城相邻，近年来暴力事件有所
增加。

巴西总统大选投票开始
13名党派候选人展开角逐
据法新社7日报道，巴西2018年总
统首轮投票于当天正式开始，投票
站陆续对选民开放。报道称，这是
该国多年来最具争议的总统选举。
据报道，这次选举具有投票资格的
选民约有1. 47亿人。13名各党派候
选人将展开激烈角逐，争夺下一任
总统宝座。根据巴西法律，若总统
选举第一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得票过
半，得票最高的两个候选人将在10
月28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决出胜
负。最新民调显示，巴西右翼总统
候选人、社会自由党人的博尔索纳
罗和代表左翼阵营的巴西劳工党总
统候选人阿达预计将进入第二轮对
决，他们的民意支持率分别为35%
和22%，位居民调榜前两位。

默克尔呼吁
联盟党结束内斗备战地方选举
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执政的
联盟党内部应结束争斗，为即将
举行的重要的地方选举做好准备。
默克尔周六（10月6日）在德国北
部城市基尔参加党内活动时说，
联盟党两大成员基督教民主联盟（
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
盟）展现的分歧致使民调走低。她
说：“如果我们发生争执，选民就
不会看好我们。”巴伐利亚州将
于本月14日举行新一届州议会选
举。基社盟是基民盟在巴伐利亚州
的“姊妹党”，长期在该州执政。
目前，基社盟在该州选情看跌。德
国民调机构迪麦颇公司4日公布的
调查结果显示，基社盟支持率仅为
33%，是该党历史最低点。巴伐
利亚州地处德国东南部，是难民进
入德国的主要门户，该州选民对默
克尔积极接纳难民的举措有较大不
满。

约旦河西岸枪击事件 致2人死亡
以色列国防军7日说，约旦河西岸
北部巴尔坎工业园区当天早上发生
枪击事件，致两人死亡、1人受伤。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
军方发言人乔纳森·孔里库斯说，
一名23岁的巴勒斯坦人当天上午8
时左右持冲锋枪进入该园区。袭击
者对受害人瞄准射击后持枪逃离现
场，尚不清楚他是否会继续发动袭
击。
据报道，有目击者称，枪击导
致一男一女死亡，另有一名女子受
伤。伤者没有生命危险。孔里库斯
说，袭击者就在园区内工厂工作，
有合法工作许可，和受害者“很熟
悉”。
巴尔坎工业园区靠近一个犹太人
定居点，目前有约8000名工人，其
中近一半是以色列人，其余为巴勒
斯坦人。2015年，一名巴勒斯坦人
在巴尔坎工业园区刺伤两人后被园
区安保人员开枪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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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是一家（We Are One）”为主题

第三届亚残运会在雅加达开幕
【新华社雅加达】
以“我们是一家（We
Are One）”为主题的第
三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6
日晚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朋
加诺体育馆（Gelora Bung
Karno）开幕。
6日晚的雅加达一扫多
日来的炎热，凉风习习，
亚残运会主体育馆朋加诺
体育馆内就是舞蹈和歌曲
的海洋。
“巴迪”是印尼独有
的蜡染画布，是一种在布
料上作画的艺术，也是开
幕式贯穿始终的主线之
一。从介绍“巴迪”的发

展演变开始，在传统的蜡
染艺术与现代电子激光影
效结合的渲染下，一名舞
者挥舞着鞭子带领全场观
众倒计时，正式拉开开幕
式序幕。
在极具印尼风情的舞
蹈之后，一名残疾人舞者
与一名健全人舞者同台献
艺，用独特的方式开启运
动员入场式。
朝鲜和韩国代表团高
举“朝鲜半岛旗”携手亮
相开幕式。印尼总统佐科
威宣布第三届亚残运会开
幕。
印尼亚残运会组委会

我国总统佐
科威（左）由
第一夫人伊莉雅娜（左二）
出席第三届亚洲残疾人运
动会。

图为开幕式上的烟花表演。
对这次开幕式的安排颇
费苦心，“我们是一家”
的主题既展现印尼本地特
色，也和残疾人运动息息
相关。表演中有的反映人
类探索精神，有的是印尼
多元化社会的体现，一些
轮椅运动员还拍摄了潜水
的画面在大屏幕上播放，
配合现场的舞蹈和道具，
让人深深体会到印尼这个
岛屿国家的独特风景和浓
厚文化底蕴。印尼总统佐
科威还和两名残疾人射箭

运动员一起将英文单词
disability（残疾）前3个
字母dis用弓箭射倒，留
下ability（能力），颇有
创意。
最终，亚残运会火炬
进入会场。多名运动员将
火炬传递到大屏幕前，最
后一名运动员点燃了大屏
幕一侧的装置，圣火沿屏
幕边缘徐徐上升，最后点
燃了屏幕顶端的主火炬。
据了解，本届赛事设有
视力残疾、身体残疾、智

开幕式文艺演出
力残疾三个残疾级别，共
有射箭、田径、羽毛球等
18个大项，金牌总数共568

枚。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
的约3000名运动员参赛。
运动会将持续到13日。

印度尼西亚代表队入场。

图为运动员代表宣誓

印尼总统佐科威(中)和两名残疾人射箭运动员一起将英
文单词disability（残疾）前3个字母dis用弓箭射倒，留下
ability（能力），颇有创意。

这是开幕式上的文艺演出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8年10月8日，星期一

区域新闻/财经 EKONOMI REGIONAL

83年历史落幕

简讯

东京筑地市场迎来最后营业日
【中国新闻网】据日本共同社报
道，位于日本东京都中央区的筑地水
产品市场6日迎来最后一个营业日。市
场在当天中午结束全部交易，83年的
历史落下帷幕。搬迁后的丰洲市场将
于11日开业，较最初计划推迟约2年。
报道称，6日凌晨
起，筑地市场场内有
许多人与车辆往来，
热闹兴旺。清晨5点
多，在金枪鱼拍卖
前，作为批发商代表
的“筑地鱼市场”社
长吉田猛致辞称：“
筑地将于今天结束83

年来的活动，它会被
铭刻于历史。”
据东京都称，一条
青森县大间产、重约
162公斤的金枪鱼以
438.5万日元(约合人
民币26.5万元)这一当
天最高拍卖价成交。
筑地市场1935年开

日本支援非洲基础建设

强调兼顾各国财政状况

探讨日本和非洲合作方式的非洲开发会议
（TICAD）部长会议7日在东京闭幕
【联合早报网】
探讨日本和非洲合作
方式的非洲开发会议
（TICAD）部长会议
7日在东京闭幕。日
本外长河野太郎在闭
幕式后召开的记者会
上，强调将通过提供
由日本主导、兼顾对
方国家财政状况的“
高质量基础设施”建
设，支援非洲的经济
发展。
共同社报道，此举
充分考虑到了中国力
图通过巨额援助打入
非洲的做法。
河野在记者会上强
调，日本在开发过程
中将为当地创造就业
岗位和培养人才做出
贡献，并表示“将切
实推进符合国际标准

的基础建设”。
在2016年举行的
上届TICAD上，日
本承诺在3年时间里
实施300亿美元（约
415亿新元）规模的
投资，但截至今年9
月，实际投资金额仅
为160亿美元。河野
解释称，这是由于有
些国家从还款能力来
看无法接受日元贷
款，并表示“会议上
各方就提高债务透明
度的重要性达成共
识”。
不过，中日两国政
府正摸索在非洲等第
三国的基建项目上展
开合作。因此，河野
指出“如果有符合标
准的项目，可能会进
行合作”。

台风“康妮”过境致日本1人死亡

韩国取消377次航班

近几年成为人气观光景
点，但因用地狭小、建
筑物老化等原因，搬迁
或再次完善现有用地多
年来受到讨论。在11
日丰洲市场开业的同
时，筑地市场拆卸工程
也将开始。用地将被利
用于东京奥运会和残奥
会的车辆基地等，之后
的具体利用方案未定。
当地时间10月6日，有“东京厨房”之称的日本筑
“筑地场外市场”
地市场迎来最后一个营业日，吸引众多采购者和游
与筑地市场相邻，是
客到访。停业后，这个已运营83年的市场将整体搬
一条拥有饮食店等约
迁至位于原址东南数公里的丰洲。
460家店铺的紧凑的商
店街，该商店街在市
业 ， 交 易 品 种 涉 及 大 上进出市场。
约480种水产和270种
因为能够近距离看 场搬迁后仍将在原址
蔬果，每天有4万人以 到产品拍卖，筑地市场 营业。

243万辆！丰田汽车全球召回

逾半数在日本出售
【诗华日报网】据
路透中文网消息，日本
丰田汽车周五表示，因
一个混动系统问题可能
造成熄火，将在国内外
召回243万辆汽油混合
动力汽车。
报道称，本次召回
包括Prius和Auris两款
车，涉及到从2008年10
月至2014年11月期间生
产的汽车。
召回影响到大约125
万辆在日本出售的汽
车、83万辆在北美以
及29万辆在欧洲出售的
汽车。此外，丰田在中
国、非洲、大洋洲和其
他地区卖出的汽车也受
到影响。
丰田在声明中称，在

日本丰田汽车周五表示，因一个混动系统问题可能造成
熄火，将在国内外召回243万辆汽油混合动力汽车。
混动系统出现故障时，
某些“罕见情况下”，
部分汽车可能无法切换
到“失效安全”的驾驶
模式下，可能导致失去
动力并造成熄火。丰田
称，未获悉该问题在日
本造成任何事故。

此前，日本丰田汽
车9月5日宣布，将在日
本、北美、欧洲和其他
地区召回大约103万辆
汽车，包括油电混合动
力车型普锐斯(Prius)，
因为发动机线束存在着
火的风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拜会韩国总统文在寅

称朝美商定尽早举行第二次金特会
【韩联社首尔】据
韩国青瓦台与民沟通
首席秘书尹永灿7日发
布的新闻资料，正在
韩国访问的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当天拜会韩
国总统文在寅时介绍
说，他今天访朝会晤
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
长金正恩，双方商定
尽早举行第二次美朝
首脑会谈，并继续就
会谈时间、地点等细
节进行协调和沟通。
蓬佩奥说，双方就
朝鲜将采取的无核化措
施、美国政府参观弃核
过程以及美国将采取
的相应措施等进行了磋
商。双方商定组建工作
谈判小组，早日就朝鲜
无核化进程和美朝首脑
会谈日程等进行商讨。

10月7日，在青瓦台，韩国总统文在寅（右）接见美
国国务卿蓬佩奥。
文在寅对此表示，希望
第二次美朝首脑会谈成
行并取得巨大成功。韩
方将在此过程中全力以
赴。
文在寅当天下午6时
56分起在青瓦台接见蓬
佩奥，蓬佩奥向文在寅
介绍访朝结果，双方还

就半岛无核化方案交换
了意见。蓬佩奥当天先
访问平壤，并会晤金正
恩，结束访朝之行后随
即访问韩国。蓬佩奥在
访朝之前先访问日本，
并将于8日从韩国启程
前往中国，向中方介绍
访朝结果。

媒体:可能与检查身体有关
【新华社东京】
今年第25号台风“康
妮”6日接近日本，
给九州、四国等西
日本地区带来狂风、
暴雨天气。受台风影
响，当地百余航班已
被取消，新干线的部
分路段停运。
日本气象厅说，
当地时间6日下午3时
左右，“康妮”已离
开朝鲜半岛行至日本
山口县以北的日本海
上，并继续向东北方
向移动。
受“康妮”接近的
影响，截至6日下午
２时左右，已有113
个在九州、四国等地
起降的民航班次被
取消。当天下午，新
干线列车在广岛和博

多间的路段因强风停
运，在长野和金泽间
的路段也将于当日傍
晚临时停运。
气象厅预计，７
日上午“康妮”在日
本东北地区或北海道
附近海域转为温带气
旋，但仍有可能给相
关地区带来强降水及
狂风天气。气象厅提
醒人们警惕狂风、巨
浪、潮位上涨、大雨
等恶劣天气及其所可
能带来的山体滑坡、
河流泛滥、洪水倒灌
等风险。
而在韩国，则造成
了2人失踪，日本NHK
电视台报道，由于台
风，韩国釜山已经有
5.5万座房屋断电，该
国取消了377次航班。

【环球网】香港01
新闻网、《东方日报》
等多家香港媒体报道，
有人6日在香港街头看
到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
特。
《东方日报》报道
称，杜特尔特6日被发
现现身铜锣湾一家连
锁时装店。当时他戴上

马来西亚发生恐怖车祸
一家五口活活烧死
马来西亚霹雳州发生恐怖车祸，
一辆汽车同一辆拖车相撞后起火燃
烧，一家五口活活烧死，死者包括
婴儿。这起交通事故昨天早上（6
日）11点多发生在靠近江沙的南北大
道路段。交通调查和执法部门发言人
说，装着铁矿石的拖车突然失控，撞
向汽车和其他车辆，酿成惨祸。
消防人员花了四个小时将汽车和
拖车的火扑灭。这起车祸也导致南
北大道一度交通阻塞。

澳大利亚干旱天气
导致袋鼠严重缺粮缺水 营养不良
袋鼠是澳大利亚的象征和国宝级
动物，但过去几个月的长期干旱天
气，导致一些地区的袋鼠因为严重
缺粮缺水而营养不良，袋鼠孤儿数
量也显著增加。当地野生动物保护
组织为此疾呼更多义工加入，协助
照顾陷入困境的袋鼠。这头18个月
大的袋鼠宝宝，每天需要喂食三瓶
特别调制的奶水，才能维持生命和
茁壮成长。由于旱情持续，这个动
物保护中心照顾的袋鼠，3月到9月
间急剧上升。中心每个星期得花400
到450澳元，为袋鼠孤儿购买奶水、
干草，药物和辅助食品，义务人员
的负担沉重。澳洲野生动物保护组
织义工海伦表示：“每当我没工作
时，就很难找到钱。但我认为应该
给它们第二个机会，如果能让它们
重返属于它们的野外，那对我来说
是值得的。”除了资金来源，人手
也是问题。而须要照顾的野生袋鼠
继续有增无减。

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之争
现任主席阿兹敏票数落后
马来西亚执政联盟成员党人民
公正党党选的署理主席之争竞争激
烈，原任副主席拉菲兹在联邦直辖
区获胜，总得票首次超越原任署理
主席阿兹敏。马国《东方日报》报
道，联邦直辖区的13个区部今天（7
日）举行投票后，拉菲兹以43张票
的微差，领先阿兹敏。
公正党的党选先后在六个州属
进行了投票，阿兹敏在最先举行改
选的两个州属，也就是槟城和柔佛
州取得领先，但拉菲兹之后在登嘉
楼、吉兰丹、彭亨和联邦直辖区的
投票中都获胜，取得反超。公正党
党选采用党员直选制，各州区部每
个星期轮流以电子方式投票。目前
还剩下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
沙巴和砂拉越州还没有投票。

昂山素季考察福岛农业
称值得多多学习

杜特尔特与家人现身香港
当地时间10月6日，台风“康妮”登陆韩国，带
来大风及强降雨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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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舌帽及口罩，在一批
保镖陪同下与伴侣及女
儿购物。网上也流传多
张他在时装店购物的照
片。
香港01新闻网称，
拍摄者约在晚上7点
半，在Uniqlo看到这个
菲律宾第一家庭。
另据报道，警察昨

杜特尔特与家人及助理在香港合影

日在港湾道一带驻守及
巡逻，杜特尔特下榻的
酒店侧的花园也被封
闭，布置有铁栅栏，安
保严密。
杜特尔特此次赴港
约三天时间，今日下午
将离开香港。
杜特尔特
为什么会突然现身香港？
《东方日报》分析
称，其此次赴港可能与
进一步检查身体、甚至
与诊治有关。香港01新
闻网也分析称，杜特尔
特现身在香港，属私人
行程，可能与个人健康
状况有关。
此 前 的 1 0 月 5
日，73岁的杜特尔特
在对军校校友团体演
说时说：“我不知道
自己如今身体状况如
何，得要等候结果出
来如果是癌症，我会
告诉你们。”

缅甸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
季7日到访福岛县南部的泉崎村，力
图把日本的农业举措用于促进本国
农村的发展。她在考察农田等处后
表示：“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
在缅甸农村，由于近年来青壮
年为寻找更好的工作而加速涌向城
市，人手不足问题非常严峻。访问
福岛似乎是有意将日本受困于农业
劳动力不足的现状作为参考。
昂山素季考察了福岛当地社会福
祉法人“cocoron”的直销店及农田
等。该法人以致力于“农福合作”
模式著称，因老龄化及荒废耕地问
题面临人手不足的农业与职场不足
的残障人士福利机构等在该模式下
进行携手。
昂山素季听取了关于激发农村活
力相关措施及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
建的说明。她还热心参观了为帮助
精神障碍者自立而让其到农田里种
植秋葵的情形，并对帝王菜和白薯
等其他农作物也显露兴趣。

泰国去年增值税退税额合计23亿铢
去年泰国政府向游客累计退税
23亿，至于两家未能获得退税测试
授权的公司，税务局官员解释称，
一家存在多报测试点，另一家则没
有将退税写入主营业务。根据泰国
国家税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看，去
年国际游客获得退税的总金额为23
亿铢。而退税测试授权工作中出现
的只有一家获得授权资格的原因，
官员认为，工作中并没有任何不妥
的行为和安排，除了一家完全按照
规定申报外，两位两家公司未能获
得授权他们应该自己检讨原因。据
悉，两家未能获得授权的公司中一
家因为申报是提交的测试点超过了3
个，达到了5个至多。而另外一家申
报点数量符合规定，但其在经营业
务上没有退税一项，因此这两家都
因为申报条件不符而最终取消了他
们的授权资格。

特别报道 LAPORAN KHU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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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城坤甸振强校友会和旅椰坤甸华中校友会

暨印尼华裔总会联办文化讲堂

丘一凡致词。

张锦泉致词。

【 本 报 周 孙 毅 报
道】10月6日，印尼华裔
总会与椰城坤甸振强校
友会和旅椰坤甸华中校友
会，在该会联合举办一场
文化讲堂。吸引了近百人
前来听讲。
本次讲堂邀请了（
一）椰城坤甸振强校友会
副主席张琪淳文学士主讲
题为“清明扫墓习俗和西
方文明的碰撞”；（二）
椰城坤甸振强校友会副主
席、厦门大学印尼校友会
理事吴映松主讲题为“落
地生根”；（三）印尼华
裔总会资深名誉主席、椰
城坤甸振强校友会主席许
志硕士主讲题为“海上丝
绸路滚破浪──大国博弈
和印尼的机遇”。
该讲堂由刘乃文老师
主持。旅椰坤甸华中校友
会主席丘一凡，以及印尼
华裔总会副总主席张锦泉
应邀出席并致词。
张琪淳向大家讲述了有
关：清明节扫墓习俗的由
来及其意义、华人对清明

节扫墓的重视、清明扫墓
习俗和西方文明的碰撞、
年轻一代华人的态度。
张琪淳表示，尽管目
前在坤甸，由于政治、宗
教等多方面的影响，一些
华人对待清明扫墓传统
习俗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
化，但他认为，在社会文
明进步的今天，我们还是
要学习和接受各种多元的
想法与看法，彼此间互相
尊重和接纳、求同存异，
这样才能使中华传统文化
习俗和当地文化、西方文
化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传承下去。
吴映松讲述“落地生
根”。他说，印尼的华人
（也被称为华裔），已在
印尼生活了数百年，经过
几代人的繁衍，早已是土
长土生于印尼。我们已是
印尼公民，我们要去争取
我们的公民权利，这是天
经地义的，不要再认为
入了印尼国籍，只是图个
方便，而拒绝真正融入社
会，那吃亏的永远是我们

刘乃文主持节目。

许志硕士主讲。

张琪淳主讲。

吴映松主讲。

左起：连绍棚、王兼发、张琪淳、吴映松、刘乃文、丘一凡、许志硕士、林勤造、 肖祥忠等嘉宾合影。
自己。
海上丝绸路滚破浪──大 赢 ” 的 丝 路 精 神 ， 给 世 和恐惧使他们要尽力来阻
吴 映 松 指 出 ， 通 过 多 国博弈和印尼的机遇”。 界 描 绘 了 2 1 世 纪 发 展 蓝 扰“一带一路”的进程。
年的求同共居，华人和友 他说，当今中国，成为世 图。“一带一路”是人类
在讲到印尼的机遇
族之间无论在语言还是文 界 经 济 发 展 的 引 擎 ， 已 划时代的创举。
时，许志表示，印尼是古
化上都融合了在一起，只 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华民
许 志 指 出 ， “ 一 带 一 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中
有“落地生根”，印尼华 族要复兴，世界各国要进 路 ” 的 倡 议 对 发 展 中 国 转站，是中国友好邻邦。
人才会有真正的归属感， 步，也是不争的事实。中 家 有 利 ， 具 有 很 大 的 吸 当前，印尼和中国都在努
才会与友族在真正意义上 国 必 须 有 所 作 为 。 回 顾 引力。但是某些发达工业 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
平等共处，随着政治环境 两千年中外交流史，以丝 强国却不以为然，担心自 活水平，合作互补性强，
的改善，“落地生根”的 路 的 历 史 润 源 为 背 景 ， 己会失去世界领导或亚洲 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
前景也将越来越光明。
发扬“和平合作、开放包 大国的地位，而被刚刚崛 路的进程中，可以更加紧
许志硕士讲述有关 “ 容 、 互 学 互 鉴 、 互 利 共 起的中国取而代之。妒忌 密地配合与合作。

峇眼亚比大众学校第六届师生联欢顺利举行
【 本 报 周 孙 毅 报
道】10月7日，由峇眼亚
比大众学校旅雅校友筹备
举行的第六届师生聚餐联
欢会，在雅加达花园海鲜
酒楼顺利举行。近700名
国内外师生欢聚一堂，共
话师生情、同窗谊，场面
热闹温馨。
筹委会理事李谋足致
词，代表联欢会筹备小组
向与会全体师生及嘉宾拨
冗出席表示热烈欢迎。他
说，这是继2013年9月29
日举行师生联欢聚会后，
时隔5年再度举行的联欢
聚会。此次联欢会的筹
备时间短促，前后约2个
月，今天的聚会能如期顺
利举行，是得于多方的关
注及老师、同学们的鼓励
和支持。
与此同时，李谋足也代
表筹委会特别感谢印尼同

李谋足致词。
安互助基金会，慷慨借出
场地，供 同 学 们 排 练 歌
舞。另也感谢大众学校
女婿陈德志热心奉献在
舞台上的大众学校校徽
及台前的横幅。此外，
李谋足也感谢各位老师
对大家的谆谆教诲，并
祝 老师们健康长寿。
来自棉兰的李亚吾

李亚吾老师致词。
老师表示，今天大家千
里迢迢相聚雅加达，
畅怀叙旧，实在是难能
可贵，希望每一次的聚
会，校友们都能踊跃参
与，大家见见面，互动
交流。同时，李老师还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保
健，保持身体健康。
陈德辉老师在讲话中

陈德辉老师致词。
称，在印尼扎根数百年
的华人已是印尼民族的
一份子，华族要努力争取
融入印尼主流社会，多和
友族交往，关心他们的生
活。华族不要觉得优越，
其实每个民族都有他们的
优点和缺点，我们华族应
当加强儒家思想的观念，
礼义廉耻，还要学习友

许龙标致词。
族的礼貌文明，大家和
谐共处，为建设繁荣的
社会携手合作。
许龙标代表峇眼亚比
校友发表讲话称，经过50
多年的历史沧桑，如今一
切已经改变了。希望广大
校友们能多保重身体，有
健康的身体才有今天的欢
聚。同时他也希望大家能

李清算独唱。
够保持紧密联系，团结一
致，将大众学校的精神继
续发扬光大。
余兴节目除了有精彩歌
舞表演及幸运抽奖外，另
筹委会也向老师们颁发敬
老尊贤红包，以感谢他们
的教育之恩。该联欢会直
到下午，在一片温馨愉快
气氛中圆满结束。

联欢会筹备小组诸位理事合影。前左起：李谋均、彭良荣、王天助、洪允城、李谋足、陈国平、洪文祥老师、丁振华、陈振华。后左起：施能奔、尹礼钢、符慧云、倪红菊、
李丽环、彭垂导、倪水池、洪进国。

联欢会筹备小组合唱团大合唱。

丁振华老师（中）在符慧云理事的陪同下向老师颁发敬老
红包。

特别报道 LAPORAN KHU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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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医院与印尼医院展开医疗交流合作

与校友会合办健康咨询讲座服务市民
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
附设医院简称台大医院，
一年一度印尼2018健康
咨询讲座于9月29日假座
雅加达北区椰风新村俱乐
部圆满完成。台大医院代
表团在参访印尼紧凑忙碌
的行程中，与本国公私立
医院进行医疗交流合作之
际，仍以带著回馈及善尽
世界公民责任之使命，与
印尼台大校友会和雅加达
留台校友会合办免费健康
咨询讲座，对外开放服务
广大雅加达市民。出席贵
宾云集，除了主办方印尼
台大校友会会长翁其鸿及
雅加达留台校友会会长刘
俊逸，留台联总总会长江
泽民、驻印尼台北经贸
代表处经济组组长萧振
寰、印尼工商总会台湾
委员会副主席叶秀娟、
雅加达台湾贸易中心主
任廖俊生、台校校长陈
国梁等亦共襄盛举，与
会者逾210人，都是为台

大医院慕名而来。
自2017年台湾卫福部
委办新南向卫生医疗合作
计画，台大医院把重点集
中在印尼，此次参访的代
表团阵容空前庞大，团长
台大医院国际医疗服务中
心执行长兼皮肤部主治医
师朱家瑜，团员有医务秘
书赖飞罴教授；心血管中
心副主任
暨内科部心脏内科陈
文钟医师，主讲「心血管
疾病之预防与治疗」；医
疗资讯长暨内科部胸腔科
郭律成医师 ，主讲「气
喘病与慢性阻塞性肺病之
治疗与保健」；骨科部张
宗训医师 ，主讲「肩膀
疼痛知多少」；耳鼻喉科
部吴振吉医师；家庭医学
部庄佩倪医师；台大医院
新竹分院心脏血管外科主
任林明贤医师 ，主讲「
常见下肢血管疾病介绍与
如何预防」；台大医院新
竹分院心血管中心主任吴

志成医师；邱奕成督导；
国际医疗中心萧菁经理；
国际医疗中心古家瑜管理
师。随团还有从事医疗科
技及设备厂商。
朱执行长在介绍台大
医院最新发展及医疗服
务时，指出台大医院的
医疗强项有心血管疾病与
手术、微创手术、肝炎、
肝癌治疗、移植手术、
不孕症治疗、关节置换
等疾病。除了位于台北
市的总院及毗邻的儿童
医院，台大医院尚有遍布
全国的诸多分院如金山、
北护、竹东、新竹、云林
虎尾、云林斗六等分院，
加上兴建中的癌医中心医
院及规划中的健康大楼和
新竹生医，不仅台大医院
之医疗体系日益茁壮，亦
将为民众提供全方面之医
疗服务。就以总院医务人
员总数多达7,076人，分
为：1,393医师、3,121
护理师、

左起：庄佩倪，郭律成，刘俊逸，江泽民，翁其鸿，萧振寰，朱家瑜，陈文钟，吴志成，
张宗训，林明贤，邱奕成，萧菁

2,562技术及行政人员
等，是东南亚最大型、最
现代化医院之一。
身为台湾医界的中流
砥柱，台大医院肩负著教
学、研究、服务三大任务
外，亦致力于推动国际合
作，除撷取各先进国家医
疗发展的经验与知识，促
进台湾医疗科技与新知的
蓬勃发展外，相反地，台

大医院也积极协助医疗资
源较为不足的国家，提携
他们的医疗水准，带领他
们进入现代化的医疗。自
2014年起，台大医院已
经和印尼几家国家级医院
展开国际医疗交流合作计
画：邀请印尼外宾来访、
本院团队赴印尼执行计
画、本院代表团赴印尼办
理学术研讨会、代训印尼

医师等。
印尼台大校友会翁其
鸿会长致词中表示，举办
讲座的目的不只服务留台
校友，也邀请各界先进，
甚至开放给广大民众，希
望借此讲座可以让有更多
住在印尼而关心健康的民
众受惠于台大医院先进的
健康资讯及前端的医疗技
术。

台大印尼健康咨询讲座宾主合影

会场一景

雅加达兴安校友会欢庆中秋佳节

雅加达兴安校友会诸理事和印华百家姓协会副总主席陈社栋伉俪合影。

孙云兰老师致词。

李美丽致词。

【本报周孙毅报道】10
月6日中午，雅加达兴安
校友会在Fortune Star酒楼
欢庆中秋佳节。
该校友会主席李美丽及
夫婿赖仁友，副主席曾谦
定、徐香兰, 永久名誉主
席陈泽勇,秘书管国民等

理事与嘉宾，近150名师
生欢聚一堂，同庆佳节。
李美丽在致词中，感谢
全体师生拨冗出席这一年
一次的庆中秋聚餐联欢。她
说，中秋节是华人的传统节
日，希望校友们往后能更加
踊跃参与，趁着此美好的节

日，大家来个大团圆，闲话
家常，联络感情，发扬中华
文化优良传统。
孙云兰老师代表与会老
师致词，感谢兴安校友会
理事们的精心安排，让大
家有机会藉此欢聚一堂，
同庆传统中秋佳节。她
说，岁月如梭，如今校友
们都已进入古稀之年，希
望大家能互相珍惜这团圆
相聚的时刻，互相关怀。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
幸福安康！
余兴节目有兴安校友
会合唱团大合唱，另安排
有精彩歌舞表演及幸运抽
奖等节目。该活动直到下
午，在一片温馨愉快的气
氛中圆满结束。

前左五起为：曾谦定、陈泽勇、丘健毅、李美丽、徐香兰等与兴安校友会合唱团团友合影。

雅加达兴安校友会诸理事向老师们颁发敬老红包后合影。

娱乐 HIBU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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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ASSIC TOUR 学友·经典》吉隆坡“安哥”场

张学友重返吉隆坡 带粉丝到“梦幻童话世界”
让张学友粉丝们期待已久的《A CLASSIC TOUR 学友·经典》在吉隆坡一连三
晚的“安哥”场终于在10月5日隆重开
唱。精彩演出和绚丽的舞台及灯光特效让
大马歌迷们犹如置身童话幻境。从二十岁
左右开始就到马来西亚演出直到五十多
岁，张学友说马来西亚让他觉得这是他的
主场。
演唱会准时晚上8时开
秀，张学友送上多首轻
快歌曲《我与你》、《
非常夏日》、《今晚要
尽情》。高科技四面舞
台效果让吉隆坡的观众
眼前一亮，随着每首曲
子的意境舞台和等效的
变化，仿佛把观众转移
到了梦幻的童话世界。
由Star Planet 与 Im-

pact Entertainment主办，
大马Alllianz与Goldsands
Hotel Langkawi呈献，张
学友世界巡回演唱会吉
隆坡站已经是第一百九
十二场了。学友问：“
我的舞跳得怎么呀？”
观众大呼“好！”，学
友笑说别人都是年轻时
舞跳得比较好，而他是
反过来年纪大了跳舞更

周海媚为金钟彩排

让张学友粉丝们期待已久的《A CLASSIC TOUR 学友·经典》在吉隆坡一连三晚的“安
哥”场终于在10月5日隆重开唱。
最后以爱丽丝仙境大型
张学友《A
CLAS- 兴 奋 。 由 于 当 时 许 多 大
舞 曲 《 如 果 . 爱 》 画 上 完 SIC
TOUR
学友·经 马 粉 丝 未 能 购 得 门 票 出
美的句号，当晚演唱会 典》于今年初(1月26日 席观赏演出，所以希望
长 达 三 个 小 时 ， 节 奏 非 至28日)一连三晚，在吉 学 友 能 再 度 返 马 开 唱 ，
常紧密，张学友和精英团 隆 坡 武 吉 加 里 尔 A x i a t a 让 粉 丝 们 有 机 会 参 与 音
队交出完美演出，让人意 A r e n a 开 唱 ， 精 彩 演 出 让 乐 盛 宴 ， 目 睹 偶 像 的 精
犹未尽。
大 马 歌 迷 们 表 现 的 异 常 彩演出。

《八个女人》釜山首映 郑秀文梁咏琪走红毯

透露靠睡觉来冻龄

第53届电视金钟奖颁奖
嘉宾周海媚彩排记者会
于2018年10月5日在台北
举行。
第53届电视金钟奖于
6日隆重登场，受邀担任
颁奖人的香港明星周海
媚5日提前彩排。许多年
没来到台湾的周海媚，
最怀念台湾的诚品书
店，也不忘要去购买“
排队美食”带回香港和
亲朋好友分享。
周海媚以一身水蓝色
碎花雪纺长洋装现身，
她不仅肤况良好、身材
也维持如初，冻龄模样
让现场众人惊艳。已经
52岁的周海媚，媒体好

张学友
有劲，逗得观众大笑。
演唱会尾声，张学友
演绎了一系列串烧经典
歌，包括《情已逝》、《
李香兰》、《每天爱你多
一些》、《只想一生跟你
走》，全场温馨大合唱！

奇她的保养秘诀，周海
媚笑说没有什么特别的
保养方式，唯独最爱睡
觉。
她更提到一次曾经因
为拍戏太累，一回到家
最高纪录一次睡了2天
2夜，这么长时间的睡
眠，其实也是反应着身
体的劳累状态。
这次难得到台湾，周
海媚除了担任颁奖嘉宾
以外，最想去热门景点
走走，她表示以前在台
湾拍戏时最常去的诚品
书店逛逛，所以这次也
想再去怀念一下，也会
去知名卤味老店带伴手
礼回香港和亲朋好友分
享。
最近因为饰演反派角
色而被网友大骂，周海
媚认为有些人也许只是
凑热闹，“戏，有人看
得懂，有人看不得懂，
不需要因为一些观众的
谩骂而多做解释。”她
也借着这个机会索性将
很少看的微博关闭，希
望能藉由这个行动，呼
吁大家对网路暴力的关
注、在看戏时也要保持
理智。

第五十三届台湾电视金钟奖落幕

何润东首夺导演奖

导演关锦鹏睽违13年再
执导演筒，新片《八个女
人一台戏》由郑秀文、梁
咏琪领衔主演。
《八个女人一台戏》
入选第23届釜山国际
电影节“盛大首映”单
元，该电影节于4日举
行开幕典礼，关锦鹏导
演率领《八个女人一台
戏》四位女主角郑秀
文、梁咏琪、白百何、
赵雅芝盛装走红地毯。
郑秀文身穿黑色西装拼
接网纱长裙的时尚造型亮
相，她透露，自己曾在釜
山吃过活生生的鱿鱼，让
她吓坏了。
而首度与关锦鹏合作
的梁咏琪身穿黑色网状礼

服，她比其他演员中早到
釜山，还兴奋拍照上传至
网上。久违大银幕的赵雅
芝则穿一袭金色长裙，她
表示很开心能与关锦鹏及
其他演员一起参加釜山影
展。
大陆女星白百何以中性
帅气的黑色西装亮相，也
表示很荣幸能与众多香港
电影工作者合作。
《八个女人一台戏》
讲述了舞台上将饰演两姐
妹的演员多年来的恩怨情
仇。电影以香港大会堂的
戏中戏为背景，拍出一份
香港情怀，电影全在香港
拍摄，关锦鹏表示：“我
常说香港是唯一一个城
市，就算把我弄瞎，我还

《八个女人一台戏》团队走釜山红毯。(左起)郑秀文、白百
何、关锦鹏导演、梁咏琪、白赵雅芝。
能照样出门。”
一部分，这次能够使用到
他说香港大会堂是几代 大会堂，并得到他们很多
人的集体回忆，“大会堂 的协助完成电影，我真的
某程度是我们成长生活的 觉得很感恩。”

五月天泰国开唱 携手当地乐团首唱英文新作
台 湾 乐 团 “ 五 月
天”LIFE“人生无限公司”
世界巡演第112场，首次来
到曼谷Impact
Hall开唱。
而此前五月天就与泰国乐
团“Slot Machine”合作新
作《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贯
彻快乐)》英文版《Don’ts
Don’ts》，也在6日这场巡
演上同台演出。
五月天首度在泰国开
唱，来自四面八方、情
绪高昂的泰国歌迷早已等
不及“打卡”参加。演
唱会在《派对动物》的旋
律中拉开序幕，紧接着
《OAOA》等活力四射的快
歌，迅速点燃现场气氛。
演唱会一开始，团员们
精心准备了泰文“撒哇滴
咖(你好)”“空坤咖(谢
谢)”问候，玛莎说：“

非常感谢大家在异地工
作、念书之余，没有忘记
五月天，也谢谢大家可以
来，大家都可以玩得很开
心，空坤咖(谢谢)。”
五月天谈起与泰国的渊
源，第一次是拍照36小时
快闪泰国、第二次则是拍
摄经典金曲《步步》MV，
其中一幕便是在泰国取
景，当时让他们留下深刻
印象。而全场观众当场热
情点歌，从《步步》点到
《好好》、《好不好》，
让五月天一度无法按歌单
演唱。
而提及《Don’ts
Don’ts》这次合作，两
大“天团”在各自满档的
行程表中，要对到录音以
及拍MV时间，简直是挑战
不可能的任务，但在抱持

五月天(右)和Slot Machine(左)合作《Don’ts Don’ts》，在泰
国首唱。
着一圆合作梦的前提下， Foet以及吉他手Vit更特地
双方终于挪出时间，完成 飞来台北拍MV，在高温38
历史性的一会。
度的夏日，并在密不透风
为此，Slot Machine的 及没有空调的场景里，穿
吉他手Vit提出想法，多次 着长袖冬装拍摄，在个个
信件沟通后，让编曲增添 都是汗流浃背的情况下，
新意。Slot Machine主唱 才完成这次新作。

《倒数》总阅听破亿 邓紫棋收蛋糕贺双喜
卢广仲(左)和何润东分别获颁男主角和导演奖。
据香港媒体报导，金
钟 奖颁 奖礼的奖项继续颁
发 ，颁 发《戏剧节目男、
女 主角 奖》奖项，女主角
方 面， 由《客家剧场━台
北 歌手 》的黄佩嘉夺得，
而 《花 甲男孩转大人》的
卢 广仲 再下一城，获颁“
男 主角 奖”，成功大热“
封 帝” 。卢广仲说：“出

道10年了，我想跟大家
分享，我长成这样也 能 够
得奖，你们也有努力 去 追
你们的梦想。”至于 戏 剧
节目导演奖由何润东 和 姜
瑞智凭《翻墙的记忆 》 而
夺得，何润东不忘在 台 上
答谢太太Peggy，当他见
到太太激动落泪，他 逗 对
方：“不哭，不哭！”

为庆祝出道十周年，邓
紫棋(G.E.M.)6日特地到
台湾，在台北近郊拍摄MV
影像，而她近期推出的新
歌《倒数》大受欢迎，点
阅率在全球突破1亿次，
比前作《光年之外》的速
度还快！同时邓紫棋的
YouTube订阅人数，也大
破100万人。
G.E.M.听闻好成绩，
诚恳地感谢粉丝的支持，
谦虚表示：“谢谢大家不
离不弃的支持！”唱片公
司献上佳绩看板，并端上
特制的“紫后蛋糕”庆

功，赞叹邓紫棋的歌后气
势发威。
邓紫棋开心捧著蛋
糕，却也提到前一晚到了
机场才发现忘了带护照，
笑说自己是小迷糊，但错
过班机也是值得，因为她
收到这个蛋糕，是要跟所
有粉丝一起分享这10年
的成长。
她开心地说：“自己一
直有在关注人数，前几天还
是92万，没想到那么快，居
然就100万了！”邓紫棋感
激地说，“台湾粉丝真的
帮助我很多，最明显就是

邓紫棋近期新歌《倒数》大受欢迎，点阅率在全球突破1亿
次，比前作《光年之外》的速度还快。
在社群的表现上，第一名 亚，第三则是香港，真的由
就是台湾，第二是马来西 内心发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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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内涵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构成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
本方略之一。
正如恩格斯深刻指出
的那样：“我们不要过
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
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
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
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
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
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
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
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
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
的结果又消除了。”
人因自然而生，人与
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
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
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
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
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
弯路。建设生态文明是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
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形
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
方式，为人民创造良好
生产生活环境，引导应
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

者、引领者，为全球生
态安全作出贡献。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
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
来。纵观世界发展史，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
生产力，改善生态环
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
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
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对人的生存
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
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
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
是金钱不能代替的。你
挣到了钱，但空 气 、 饮
用水都不合格，哪有什
么幸福可言。我们建设
现代化国家，走美欧
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
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
消耗。中国现代化是
绝无仅有、史无前例、
空前伟大的。现在全世
界发达国家人口总额不
到十三亿，十三亿人口
的中国实现了现代化，
就会把这个人口数量提
升一倍以上。走老路，
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

境，难以为继！因此，
中华民族要实现永续发
展，必须抓好生态文明
建设。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鱼逐
水草而居，鸟择良木
而栖。”为什么说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
都具备，谁不愿意到绿
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
来发展、来工作、来生
活、来旅游？从这一意
义上说，绿水青山既
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
财富、经济财富。让
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
社会效益，不是要把它
破坏了，而是要把它保
护得更好。关键是要树
立正确的发展思路。事
实上，生态环境保护的
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
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
式。经济发展不应是对
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
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
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
缘木求鱼，而是要坚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
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
发展与人口、资源、环
境相协调，不断提高资

源利用水平，加快构建
绿色生产体系，大力增
强全社会节约意识、环
保意识、生态意识。让
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
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
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
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
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环境更优
美。
中国要成为全球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
者、贡献者、引领者。
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
共同梦想。人与自然共
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
将伤及人类。空气、
水、土壤、蓝天等自然
资源用之不觉、失之难
续。马克思在研究这一
问题时，曾列举了波
斯、美索不达米亚、希
腊等由于砍伐树木而导
致土地荒芜的事例。工
业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
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
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我
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
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
发展，一定要避免走“
先发展后治理”的工业
化老路，构建全球生态
文明治理体系，为建设

文/薛小荣

5月18日至19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
绿色低碳世界作出积极 了中国经验。作为全球
努 力 。 气 候 变 化 关 乎 负责任大国，中国不仅
人民福祉，关乎人类未 要着力推进国土绿化、
来 。 作 为 全 球 气 候 治 建设美丽中国，还要通
理的积极参与者，中国 过“一带一路”建设等
已 经 向 世 界 承 诺 将 于 多边合作机制，互助合
二〇三〇年左右使二氧 作开展造林绿化，共同
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 改善环境，积极应对气
争取尽早实现。荒漠化 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挑
是全球共同面临的严峻 战，为维护全球生态安
挑 战 。 中 国 历 来 高 度 重 全作出应有贡献。
视 荒 漠 化 防 治 工 作 ， 取 （薛小荣 复旦大学马克
得了显著成就，为国际 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来
社 会 治 理 生 态 环 境 提 供 源：中国网）

美国扬言海上封锁俄罗斯 有怎样的政治经济考量？

文/郑洁岚

近日，据《华盛顿观察
家报》报道，美国内政部
长瑞安·津克声称，美国
凭借强大的海军实力，在
必要时可对俄罗斯的能源
出口进行海上封锁，以阻
止其在中东获得像在欧洲
那样的能源供应控制权。
对于此番言论，俄方
官员和专家均表达了震惊
和愤怒。封锁海上交通往
往是在“热战”或持续冲
突中才会用到的手段，且
按照国际法相关规定，这
必须得到联合国授权。因
此，封锁俄海上交通线，
这事实上意味着宣战。
美国高官究竟何出此
言？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
政治经济双重考量？
政治方面，自2014年克
里米亚公投加入俄罗斯以
来，俄美两国关系已几乎
降至冰点，甚至可以说陷
入了持久、时而甚至白热
化的“新冷战”之中。尽
管特朗普被普遍认为是“

亲俄派”，但在美国国内
各方势力的压力下，特朗
普政府对俄罗斯的制裁依
然是步步紧逼，不断加大
力度。
尽管美国对俄罗斯进
行了一轮又一轮的经济
制裁，使俄罗斯经济持
续低迷。然而由于俄美之
间本身经济往来并不十分
密切，凭借强大的自给自
足能力和与中国等国的经
济联系，俄罗斯依然能挺
住，并没有打算向西方让
步。但美高官“扼住俄罗
斯能源出口”的威胁可以
说是“祭出杀器”。俄罗
斯产业结构单一，经济来
源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
出口，无法实现能源出口
会是致命打击。
旷日持久的叙利亚战争
也是美俄地缘政治较量的
重要着眼点。当前，叙利
亚政府军在俄罗斯不惜代
价的全力支持下已收复了
阿勒颇等战略要地，仅剩

下伊德利卜省等地的“收
官之战”。俄罗斯还决定
向叙利亚提供S-300防空
导弹系统，以帮助叙利亚
政府军推进战果。在如今
的关键时间节点，美方出
此威胁性言论可以说是在
叙利亚局势有利于叙政府
军这一背景下对俄罗斯气
势上的打击。
经济方面，特朗普一上
任就公布了“美国优先能
源计划”，继续大力发展
页岩油气技术，加大页岩
油气开发力度。据美国能
源署数据，今年美国已超
过俄罗斯和沙特，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原油生产国。
据预测，到2022年底之前
美国还将成为全球第二大
液化天然气出口国。美国
已日益成为全球能源行业
重要“玩家”。
而与此同时，俄罗斯
也在大力推进北极圈内亚
马尔半岛的天然气开发，
同时其原油产量也不断增

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
份公司表示计划在2023年
之前将北极圈地区的天然
气年度产量提升至1500亿
立方米。去年，俄罗斯天
然气占据了34.7%的欧洲
市场份额，今年该数据有
望进一步增长。
此外，俄罗斯正与
法国、奥地利、荷兰、
德国等国企业共同修建
能源出口管道项目“北
溪2号”。该项目总造
价95亿欧元，俄罗斯天
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出资
占50%。管道总长度约
1200公里，其线路大部
分在波罗的海以下。该管
道一旦建成，进入欧洲的
俄罗斯天然气规模预计将
翻倍，且并不过境乌克兰
等国家。尽管克里姆林宫
表示该项目为商业项目，
但特朗普依然在北约峰会
上公开指责德国在能源上
是“俄罗斯人的俘虏”，
一面接受美国提供的安

全保护，一面又“填满
俄罗斯的金库”。
随着天然气产量的增
加，美国意图不断扩大能
源市场，欧盟是其天然气
合作的重要目标。如今美
国甚至不惜以公开挑衅的
方式对俄进行施压，要与
俄罗斯在欧洲天然气市场
上竞争。因此，经济因素
也是美方高官出此言论的
重要出发点。
按照相关国际准则，

封锁海上交通必须得到联
合国授权。但由于俄罗斯
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美
国事实上并不可能通过联
合国安理会授权实施该举
措。美国要直接与俄罗斯
这样的核大国开战，可能
性也并不大。但这一言论
也标明，当前美俄之间的
对抗已日趋激烈和直接。
（郑洁岚 上海外国语大学
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来
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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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棒
我是一个喜爱溜旱冰的
小 男孩。 在我上一年级的
时 候就参 加了“新宝宝”
轮 滑俱乐 部，经常在广场
上 表演。 你知不知道学轮
滑 可是很 辛苦的：摔倒是
家 常便饭 ，蹲马步有时要
蹲几个小时......记得
有一次，我蹲马步
时一不小心摔
了一跤，差
点骨折。经
过无数次的
风风雨雨，
我终于尝到
了成功的喜
悦。如今，
我倒溜、画
弧 、 从 楼梯上
下来等高难度
动作都不在话
下,可以说是溜
得出神入化。今

年暑假，我与哥哥姐 姐 们
比赛轮滑，我遥遥领 先 ，
把哥哥姐姐们甩得无 影 无
踪，获得第一名。
哥哥姐姐们到达
终点后都竖起大
拇指直夸：“你
真棒!你真棒!”
我红着脸说：“
哪里，哪里。
都是你们让
我的。”

苹 果

晚上吃饭前我准备吃一
个 美味 的苹果。但是在我
的 面前 ，有两个孑然不同
的 苹果 ，一个又红又大的
苹 果， 一个又黄又小的苹
果 。我 毫不犹豫地拿起又
红 又大 的苹果啃了起来。
但是这苹果并不甜，而
且 还仿 佛有虫子爬过的样
子 。我 又拿出了那黄色的
苹 果， 一尝，又脆又甜，

美味可口看来苹果的 好 坏
是不能看外表的。这 不 正
向我们人类一样吗?就算
你们长得再美丽，只 有 心
地不善良，别人还是 会 讨
厌你。即使你很丑陋 ， 但
只要你有一颗善良的 心 ，
大家都会喜欢你。要 想 做
一个好人，就要有一 颗 善
良的心，样貌不是善 良 的
根本。

打篮球
今天，我在
下午的体育
课 上 和 同
学和体育
老师在操场
上打篮球。
先是体育老
师发球，传
给 了 一 个 同
学，这时，体
育老师吐出来几
个字：“快传，
快传给另外的同
学。”由于体育
老师有丰富的
经经验，所以
那位同学就听
体育老师的
话 ，把 球扔出了外面，正
巧 ，他 们的队员走过来，
把球接住马上投篮，我
们 叫出 ，喊出：“我们惨
了 。” 果然，球进了。我
说 ：“ 还有四个球，不能

打桔子
来到了重庆，看过
了山间美，浏览了丰收
景，那么多景，还不如
一件事——一件小小的
事，那就是打桔子。
那次，我回到了外
婆家，当时，外婆正在
打桔子。我见了，也要
打，外婆说：“你先
看看怎么打吧！”我只
好翘着嘴巴答应了。我
看见外婆拿着竹竿，
在树枝之间一陈“扫
荡”。不一会儿，桔
子像雨点一样落下来，
我想：这不简单嘛，我
也行！于是我说：“外
婆，我行！我行！让
我来嘛！”终于，竹

竿在我“死缠烂打”
之下要了下来。我拿着
竹竿，掂了掂：哟，还
真沉呐。我装着冷静的
样子，拿起竹竿，对着
桔子树进行“攻打”。
可是，弄了半天，叶子
掉了很多，可桔子呢？
一个也没掉下来！我一
点也不服气，又对着
桔子树“风卷云残”
，可还是没掉！我气死
啦！正想把桔子树“连
根拔起”，还是外婆阻
止了我，她轻轻地对
我说：“要细心，要
慢慢打，不要乱打，慢
慢来。”我按着外婆的
方法，没用！我不耐烦

我的外公
这次暑假我回到了
外公家，那里是一个
小山村，人也只有
几百人，我去看
外公，发现外公
苍老了许多。我
的外公在以前是非常
帅的，但是家里一贫
如洗，我外婆以前是
一个地主之女，家里很
富有，我外婆看见我外
公长得好，就嫁
给了他。到现
在来，我外公
都已经六十多
岁了，虽然看起
来身体很瘦弱，
但力气大得很，
每天都要担四桶
水。以前还可以去卖鱼
货。去田里种地。但
是，人老了，却又这么
的不知疲倦的干活，就
得了心脏病。我的外公
很“笨”，我每次回到
外公家，都会听到外婆
讲外公的那那不好，并
用事实来证明。有时还
会骂外公甚至打外公，
但外公有心脏病，又不
敢打。有一次我阿姨打
电话过来，说：外公心

了，
又 用
我 自 己
的方法，还
是没打掉！我用我的“
秘密神攻”——边跑边
打！可外婆说：“别！

你
会
摔跤
的！”
我
不
听，继续打！结
果……“啊！”大家可
想而知了吧。

吃龙虾

脏
病
突

发!到了第二天，外公
的病情终于被遏制，但
需要好好的调养，后
来，我听外婆说：外公
经常在热天就用冷水洗
澡，还经常热了就脱衣
服。经常下地去干活，
去卖鱼货。连外婆喊也
喊不住。我觉得，外公
也真是的，现在他三个
子女已经有固定的工作
了，应该是他享受生活
的时候。

我们家可是个美食家，
许多好吃的地方都去吃
过，嘴巴馋着呢!这不，
今 天又 准 备去 尝 尝鲜 。 主
要 是我 迫 不及 待 的想 吃 龙
虾 ，在 烧 的过 程 中， 我 总
是问爸爸，好了没有呀?
他 总是 不 厌其 烦 的答 道 ，
快了快了。经过一翻苦
等 ，服 务 员小 姐 端上 了 一
盘 热气 腾 腾的 龙 虾， 就 像
一 座火 山 。我 的 口水 又 流
了 下来 ， 用鼻 子 靠近 问 了
问，“恩，真香!”我不
住 的点 头 。小 心 ，烫 。 老
妈 正要 警 告， 我 的手 早 已
忍 不住 伸 向盘 子 ，并 迅 速
的 拿起 一 只龙 虾 ，哇 ， 那

烫 可是 钻 心的 ， 我连 忙 扔
掉 了手 中 那只 龙 虾。 过 了
一 会了 ， 龙虾 终 于冷 了 ，
等 不及 了 ，我 不 顾形 象 地
吃 了起 来 ，抓 起 一只 最 大
的，扯下 一 把 钳 子 ， 就
往嘴里塞，一口下去，
那“海水”就哗啦啦地
往下滴，手上全都是
油。就像三天三夜没吃
饭 的人 一 样。 嘿 嘿， 我 们
还 边吃 龙 虾边 编 成了 一 首
童 谣， 大 家一 边 唱歌 一 边
来 品尝 美 味： “ 牵住 你 的
手，掀起红盖头，深深
吻一口。硬壳捏到软，
现出真面目。抽掉黑丝
带，美味腹中流。”

其妙。它是敏感植物!“
敏感植物是对发热和触摸
有反应的一种植物。我还
是不懂，于是就和爸爸走
到阳台上去，嗬，含羞草

又充满生机的开放着。我
听不明白，依然不懂。但
是，我不怕爸爸了，我没
有闯大祸嘛。只是打了
它两巴掌而已。

含羞草

输。”我
防守强，去防体育老 师。
但是，我们队传球的时
候，不幸被敌人断了 球，
又投中了，真惨

成语故事

兄弟阋墙
【拼音】：( xiōng
dì xì qiáng )
【解 释】 ：阋：争
斗。兄弟之间的纠纷，
也比喻内部争斗
【出
处】
：《
诗经·小雅·常棣》
：“兄弟阋于墙，外
御其侮。”
【用 法】 ：主谓
式；作谓语、补语、分
句；含贬义
【示
例】
：郭
沫若《棠棣之花》第
二幕：“而侠累那家
伙，偏偏要～，引狼入
室！”
【近义词】： 同室
操戈 相煎何急 尺布
斗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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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义词】 ：一致
对外《诗经·小雅·常
棣》： 鹿鸣之什 常棣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
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
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
侮。每有良朋，烝也无
戎。丧乱既平，既安且
宁。虽有兄弟，不如友
生？傧尔笾豆，饮酒之
饫。兄弟既具，和乐且
孺。妻子好合，如鼓瑟
琴。兄弟既翕，和乐且
湛。 宜尔室家，乐尔
妻帑。是究是图，亶其
然乎？

在我小的时候，爸爸
很喜欢植物。有一次，
他从外面买来了一盆“
含羞草”，公司有事让
她去一下，他便走了。
他走了之后，我就想只
有人会害羞，花怎么也
会害羞呢?瞧，我当时
还分不清花和草的区别
呢。于是，我小心翼翼
地 走 到 “ 小草”面前，仔
细地把它打量了一番，它
的茎又粗又长，叶子像桃
树叶子似的，还不小呢!
我一把把它拿过来，用小
手打了它一巴掌，它一下
子紧缩枝叶，蜷了起来。
我先是一怔，然后大叫

蝶说
蝶说，那蛹里的夜是
没有河岸的水，我拼了
命地去挣脱那看不见的
暗网。我一直在黑暗里
挣扎，因为我不想被溺
死在这无边的黑暗里。
我知道，破蛹是那么一
件痛苦的事，可我本着
身躯里对光明的渴求，
坚持过了这数不清的日
日夜夜。于是，我得到
了在阳光下重生的机
会。若开始便有放弃了
的念头，那圆形的蛹不
会将自己包裹;若中途
才没有了坚持的信念，
下场便被无尽的夜所吞
噬，溺死在对光明的幻
想里。没有什么事情是

了一声。因为爸爸的花
草被谁碰坏了，都会说
个没完。咚、咚、咚。
三声急促的敲门声传入
我耳中!坏了，爸爸回
来了，我只好硬着头皮
去开门。爸爸来了，摸
着我的红脸蛋对我说：
你又干什么了，那么慌
张。即刻，走进了书
房，我想起了老师的给
我们讲的列宁把父亲最
心爱的樱桃书看倒了，
并勇于承认错误的故
事。我认为我应该像列
宁一样，于是，把事情
原委告诉了爸爸，爸爸
大笑了起来，我真是莫名

不需要过程就能得到结
果的。痛苦是必然的。
三毛说：“如果不经历
这份疼痛——度日如年
般的经过，不可能玩味其
他人生的惊喜。”若连这
必须经历的一关都无法通
过，那么你长久地坚持到
底又是为了什么?很多事
情，我们并不是看到希望
才去坚持，而是因为坚
持才有了希望。蝶说，
当我沐浴在光下的那一
刻，我看到了周围已经
死去的蛹。它们有的已
经开始裂开，有的还丝
毫不动。我突然明白，
我的兄弟姐妹们不是没
有过坚持，只是到了最
后，只有我冲开了束
缚。命运的残酷，在于
他不会一下子让你轻易
地得逞。是，没错。我

们是坚持了，坚持了那
么久，荒芜了岁月，到后
来，还是输给了时间。坚
持，都已经那么痛那么苦
了，有时候换来的，还是
一成不变的起点。终点，
还是遥遥不可及。那就有
两个选择了，一是换个方

向，
才能找
对路。二
是在原本
正确的道路
继续前进。既
然都说了是路了，
怎么会没有终点的那
一天?或许，人总要彻

彻底底的绝望一次，才能
重新再活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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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款公认烂大街的手机，你们没意见吧？
最近两年时间里手机行业发展很快，
各家手机厂商争奇斗艳，手机市场竞争
越发激烈。各家手机厂商为了生存下去
不断地推陈出新，市场上出现了不少热
销爆款机型，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烂
大街”手机。
iPhone X
这款手机相信大家都
不会陌生，苹果去年的
旗舰机型。外观设计上
采用了刘海全面屏设计，
也是全球首创刘海全面屏
设计，引得后续不少其他
品牌手机厂商争相效仿。

性能配置上搭载的是苹果
A11处理器，3GB运行内
存，配合iOS11系统，流
畅度完全不用担心，即便
是和刚上市没有多久的新
旗舰iPhone Xs相比也不
遑多让。另外，目前苹果
手机只支持面容ID解锁，

没有屏幕指纹，不过解锁
安全性上要比其他品牌的
面部识别解锁高得多。
华为 P20Pro
华为这款拍照旗舰手机
光是我身边就有不少人在
用，结合这款手机的销量来
看，可以说是一款真正意义
上“烂大街”的国产旗舰机
型。P20Pro外观设计上也是
采用了刘海式全面屏设计，
不过和其他品牌手机不同，
华为选择把指纹解锁模块放
在了下巴处。虽然这样的
选择牺牲了屏占比从而影响
到正面视觉观感，但是从

用户体验角度来看的话这或
许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
且P20Pro虽然正面颜值低了
点，不过却在背面下了不少
功夫挽救，极光版高颜值备
受好评。
小米 8
这可能是小米旗下最早
实现现货开售的旗舰机型，
小米 8现货开售对于不少追
求性价比的消费者来说是个
不错的消息。可能是产能问
题解决了，也可能是手机市
场竞争太过激烈使得小米不
得不加大产能，总之现在消
费者想要买到一部小米手机

并不会很困难。几乎现货开
售的小米 8毫无疑问有着成
为“街机”的潜质，如果要
说目前市场上两千五百元左
右价位中最值得入手的一款
手机，相信很多人心里都会
冒出小米 8。
OPPO R17
可能有些同学看到这
款手机的时候会感到惊
讶，因为这款OPPO水滴
全面屏新机最近刚上市开
售没有多久，怎么就成“
街机”了呢？没错，R17
上市开售是没有多长时
间，但是这款手机的销售

非常火爆。结合以往R系
列手机的销售状况来看，
相信R17极有可能又会是
一部市场热销爆款。虽然
网上不少同学对蓝绿大厂
的手机并不怎么感冒，不
过不可否认的是这两家国
产品牌手机销量一直不
低，挺受年轻人欢迎的。
走在大街上，看到的年轻
人用的手机基本不是苹果
就是vivo或者OPPO。
以上就是小编认为当下
烂大街的四款品牌手机，
大家有什么看法或者意见
吗？可以评论一起交流一
下，小编看到就会回复。

Facebook与Red联合发布体三维视频相机Manifold
Facebook和RED
Digital
Cinema在17年5月曾
宣布，他们当时正在根
据Facebook的Surround360
技术研发一款体三维视频
相机。在前天的OC5大会
上，Facebook和RED首次演
示了这款名为Manifold的
设备。
Facebook在博文中指
出，Manifold能够在同一
个空间中同时捕捉多个相
机角度，从而实现“从视
场内任何位置生成的无限
视角”。简而言之，设备
能够以体三维视频的方式
捕捉场景，保留深度信

息，并在VR头显内实现更
具沉浸感的视图。
red-facebook-manifold-1021x580.jpg
Facebook的深度估算技
术能够从录制的场景中捕
获3D信息，如角色，道
具和背景，然后你在六自
由度头显中进行体验，如
Rift或即将发售的Quest一
体机。
尽管目前没有宣布定价
或发售日期，但设备很可
能是针对专业市场，这意
味着高昂的标价。但相信
普通用户最终可以通过6
自由度头显来体验3D 360

度视频。一般而言，360
度视频不提供深度信息（
即便是立体视觉），因此
这一种全新的沉浸式VR视
频值得我们的等待。
双方在一份声明中指
出：“RED和Facebook进
行了密切合作，并为沉浸
式6自由度故事叙述构建
了第一款可用于演播室的
摄像系统，我们的目标是
以创新的方式将创意专业
人士与观众联系起来。我
们在这款设备的研发上
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
未来还有更多的工作要
做。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

公布设备的硬件设计和技
术规格，而我们将继续努
力实现设备的商业可用
性。”Facebook和RED同时
公布了一些硬件规格：
传感器：
16个
RED（R）Helium 8K（R）
传感器阵列支持完整的
360度6自由度捕捉 ；16
个相机能同时以60fps的速
度录制原始8K图像
光学：定制的施耐德
8mm，F4.0，180度鱼眼
镜头
I/O连接：单根SMPTE
304M数据线，用于电源，
控制和数据；相机控制

单元和存储设备最远可距
离相机头100米；5，12g
SDI输出，用于监控或第三
方拼合处理；多个第三方
存储设备选择，可提供1

小时或更长的录制时间
配件： ND滤镜；快拆杆
UI/UX： 基于Web应用
程序的控制界面；用于后
期处理的SDK

哈佛研究人员发明了使用声波的打印技术 情怀再更新，理光正式发布 GR III

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
宣布开发一种新的印刷方
法，可能对生物制药，化
妆品和食品的生产产生重
大影响。该过程使用由声
波驱动的印刷方法来产生
液滴。该团队表示，该方
法具有前所未有的成分和
粘度范围。
液滴已经广泛用于印刷
应用，包括在家庭或办公
室中使用的喷墨印刷。科
学家们说，喷墨打印技术
的极限现在是它只适用于
粘度约为水十倍的液体。
这次是使用类似的生物制
药和生物打印技术，在这
些情况下使用的生物聚合
物和载有细胞的溶液粘度
比水高约100倍。
像蜂蜜这样的一些生物
聚合物粘性比水高25000
倍。新技术在打印时使用声

波来帮助重力形成液滴，该
技术被称为声泳印刷。声波
是一种可控制的力，当达到
特定尺寸时，可以将每个液
滴从喷嘴拉出，然后将液滴
喷向打印目标。
科学家说，声波的振
幅越大，液滴越小，液滴
大小与所用材料的粘度无
关。在研究过程中，该过

程在一系列材料上进行了
测试，从蜂蜜到干细胞墨
水，生物聚合物，光学树
脂和液态金属都取得了成
功。该团队还指出，这
种方法对于具有活细胞或
蛋白质的材料是安全的，
因为声波不会穿过生物本
身。该团队表示，新技术
的应用空间是无限的。

联想超炫酷舰式主机亮相：

支持第九代酷睿 自带投影/1.5万起

9月26日至27日，联想
创新科技大会2018 (Lenovo
Tech World)在北京雁栖湖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在大
会现场展区，联想展示了
PC、手机、商用、SIoT等
多款新品。其中，一款钛
博企业号/进取号舰式主机
格外引人注目。
恰如起名，从外观来
看，该主机形似一款太空
战舰，由派拉蒙CBS全球

25个国家地区排他性授
权，主机开关设计在“战
舰”的动力推进器口，看
起来十分炫酷。
配置方面，最高支持
Intel酷睿第九代酷睿处理
器（超频CPU到120瓦）
、NVDIA GeForce RTX
2080显卡、32G
DDR4
内存、1TB
M.2固态硬
盘+2TB机械硬盘。此
外，该主机还支持Killer

LAN+Killer Wi-Fi高性能
游戏客制网络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主机
前方打开是一个400安士
(ANSI)六名的智能投影
仪，方便会议、讲解等场
合使用。
此外，该主机还支持
1600万RGB幻彩，配备App
交互式定制LED灯带。
据悉，该主机售价约
1.5-3万元。

之前只专注于
M43
的松下开始做全画幅相
机，而现在把中画幅
定作第二主力的富士
这次也把 GFX-50s 和
GFX-50R
定义成“超
全幅”的产品。即便是
把开发核心放在镜头上
的适马，也在 Photokina
2018 上预言要在明年推
出带 Foveon 传感器技术
的全画幅相机。
由此可见，在佳能、
尼康发布全画幅无反之
后，全画幅无反这个技
术热潮再有了进一步的
升温。相信在未来，将
会有更多厂商加入到这
个行列，将“全幅”变
成他们的新主力画幅。
不过，这个热潮仅
仅停留在可换镜头相机
的领域。原有的那几个
大尺寸传感器卡片机，
目前也没有更换画幅的
打算。这里也包括，之
前在传闻中称会用上“
曲面全画幅传感器”的
GR
新机，其实也没有
改变。
9 月 26 日，理光宾
得在其官网上“悄然发
布”了理光 GR III。
和之前一样，GR
III
延续了上一代的造型设
计，机身正面很干净，
握持手柄上也保留了原
有设计，纵向拨盘放在
了快门前方的位置。
快门右后方是模式
转盘，对于专注于纯
粹摄影的 GR III 来

说，模式转盘只提供
了四个拍摄模式和三
个 自 设 档 供 用 户 选
择，对于随手拍摄的
人来说还是够用的。
机身背部的按键布置
也很简单，四向导航键
负责控制微距模式、连
拍模式、白平衡和 ISO
四个功能，此外还有回
放、后置拨盘等几个常
见的操作。整机很简
单，主打还是那种
GR
系列身上最传统的便携
随身的 PS 机文化。
配置方面，理光表示
这次会用上全新的 2400
万像素 APS-C 传感
器，搭配新开发的图像
处理器，意在提升这一
代的画质表现。还有，
理光这次也改用新设
计、等效 28mm F2.8
的镜头，机身也加入了
三轴防抖结构，进一步
提升拍摄稳定性。
视频方面，GR III 支
持 1080P 60P 拍摄。对
一台只用于拍找的相机
来说，视频也只是附加
功能而已。相信也没有
什么用户，会用 GR 来
拍视频的。
鉴于相机目前还是
停留在未完全公开阶
段，官方现在也还没有
放出 GR III 的样张。
要知道 GR III 的拍
摄能力，估计也要到
2019 年初正式发布的
时候才会知道。
当然，GR
这个系列

更多的时候其实也算是
一种情怀的产品。
一台由知名摄影师“
森山大道”加持的
PS
机，GR 在某种角度上和
富士 X100 系列有点相
似，都是文化带动消费
的机器，只是 GR 的形
象来得更具体而已。
在紧凑型相机销售不
那么景气的今天，宾得
理光还能够为 GR 系列
维持更新，确实也不容
易。当然，对比宾得卡
口的相机用户来说，GR
的用户也未必算是少
数，要做核心明星产品
也没有太大问题。
但问题在于，GR
情
怀其实有一定的局限
性。要是这一波粉丝购
买力不再的时候，理光
确实要为这个系列带来
一点新的东西来吸引新
用户。
而在相机逐步走向
完全专业化的大环境
下，这一类“以玩味为
主”的相机，其生存
空间必定也会被不断压
缩。在这个环境下，厂
商们决定是去是留，这
就演变成结结实实的生
存问题了。
今天宾得理光还能
够做 GR 的更新，确
实有点来之不易的感
觉。或者我们也可以
期待一下明年年初，
看 看 这 台 “ 年 迈 已
高”的前辈，还能玩
出什么新意思。

2018年亚洲残疾人运动会

2018年亚洲残疾人运动会

羽毛球队为我国贡献第一枚金牌
【点滴网10月7
日】2018年雅加达
亚洲残疾人运动会
羽毛球比赛，在雅
加达中心、史纳延
翁加诺体育馆举
行，我国羽毛球选
手Deva Anromusthi
和 Fredy Setiawan
，击败马来西亚选
手Mohammad Faris
Ahmad Azri 和 Muhammad Norhilmee
，取得冠军，而获
得一面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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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重比赛我国获得一面银牌

我国女单选手Ni Nengah Widiasih获得一面银牌

我国羽毛球男队获得一面金牌。
在决赛中我国选手Deva
Anromusthi 和 马来西亚选
手Mohammad Faris Ahmad

Azri ，对奖比赛结果216,21-12，我国选手Fredy
setiawan和 马来西亚选手

Muhammad
Norhilmee以
21-6,21-12我国选手结
果以2比1获胜。(aL)

【 点 滴 网 1 0 月 7
日】2018年雅加达亚
洲残疾人运动会举重
比赛，在雅加达南区
sudirman大厦举行，我
国女单选手Ni
Nengah
Widiasih一组无缘获得
冠军，无能为力打败中
国选于崔哲，比赛中取
得亚军，而获得一面银
牌。

在决赛不敌中国选于
崔哲，比赛成绩显示，
我国女单选手Ni Nengah
Widiasih得到最好的举
重成绩97kg，中国选手
崔哲得到最好的举重成
绩100kg而获得一面金
牌 ，叙利亚选手Noura
Baddor得到最好的举重
成绩91kg而获得一面铜
牌。(aL)

第三届青奥会阿根廷开幕

塞瓦斯托娃排名创新高逼近TOP10

中国代表团82人展风采

称这还不是终点

【新浪体育】10月6日，阿根廷首都布
宜诺斯艾利斯万人空巷！20余万人聚集
于该市地标建筑方尖碑下，共同见证第
三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此开幕。
这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历史上首次在体
育场外的开放区域举办开幕式。67.5米
高的方尖碑幻化为一片竞技场，表演人员
在其上或奔跑、或骑行，展示了田径、自
行车等运动项目，生动地诠释了“更快、
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阿根廷
篮球名将古铁雷斯等六名“老”奥林匹克
人将五环旗交到六位年轻一代运动员代表
手中，代表奥林匹克精神薪火相传。未
来12个比赛日中，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约4000名选手将在32个大项、241个
小项上展开角逐，与上一届相比增加了4
个大项、19个小项，新增的4个正式比赛
项目包括攀岩、体育舞蹈、空手道和速度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中）在开幕式上致辞。
轮滑。中国代表团的82名选手将参加田
径、游泳、乒乓球等24个大项、102个小
项的比赛。圣火已经点燃，比赛的哨声已
经吹响。本届比赛的口号是“感受未来”
，世界将感受体育界未来之星们的青春力
量，而青奥会也将让年轻选手们感受运动
生涯和未来人生的新旅程。

【新浪体育】10月7
日，
2018年中网女单决
赛落幕，首进皇冠赛决赛
的塞瓦斯托娃没能再进
一步，以3-6/3-6不敌
2号种子沃兹尼亚奇，无
缘冠军。“我认为她在一
开始就打得固若金汤，我
在第二盘有机会，我认为
第二盘应该更接近，也许
我还有机会赢得比赛。但
她打得很好，没有给我什
么机会。”塞瓦斯托娃在
赛后说道。其实在第二盘
1-4落后时，塞瓦斯托娃
连追了两局，一度将比分
迫近，不过最终还是没能
扭转乾坤，“也许在第一

塞瓦斯托娃
盘 有（ 紧 张） ， 但在 第 二
盘，我从1-4奋起直追，
我 为自 己 感到 骄 傲。 我 想
我 可能 会 拿下 一 盘， 因 为
我 （比 第 一盘 ） 打得 好 很

多 。” 下 周， 塞 瓦斯 托 娃
的排名将来到新高NO.12
，超越奥斯塔彭科，重
新登上拉脱维亚NO.1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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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伙真的很讨厌！难道不知
道这样……这样悬着很难过
吗？“真的……真的忘了
啦！”
“真的忘了？”
“忘了！”

这

小说天地

“忘了什么？”
楚馨恬这回学乖了，不再回答任何答
案，以吻封缄。盛颖熙也不再欺负
她，身子一沉再度进入，放纵自己在
娇妻身上驰骋了起来……
感觉到她体内一阵强烈收缩抽搐，盛
颖熙低下头看着她闭上了眼，小口微
张娇吟，锁着眉激动而欢愉的模样，
他却不敢久视，可她那性感的模样，
已烙印在他的脑海，一股激情猛然充
塞胸臆，化为激流直冲下腹，这得他
更全力以赴……
他要她的心都在他身上，一直都在他
身上！
可她这近半年来的态度却让他越来越
忐忑！她放在工作上的时间越来越
多，夫妻俩相处的时间相对的减少，
这样的氛围令他不安。
当初是怕她一个人待在家里无聊，她
又主动提起，才让她到她恩师那里帮
忙。
怎知，原本只是打发时间的“客串”

CERITA BERSAMBUNG

会成为她的正职，现在更是全心投
入，已经严重危及他这老公在她心中
的地位！
这女人不会想当女强人吧？
春漾国际大放异彩，名设计师师徒花
了四年的时间跃上国际舞台在春漾跃
上国际舞台，首季春装卖量告捷的庆
功酒会上，政商名流云集，较之于恩
师彭安梅因病成半隐退状态，年轻美
丽的设计师楚馨恬更让媒体惊艳。
在庆功宴开幕的短暂致辞后，她周旋
在众宾客之间。好不容易逮着机会，
偷闲闪进饭店的贵宾室休息，秘书立
即跟上。
“楚小姐，盛总裁的尤秘书方才打电
话来提醒你，不要忘了明晚和盛总裁
的约会。”
楚馨恬怔了一下。“对啕，明天晚
上要和他吃饭！哎呀，怎么办？刚
刚我才和泛亚诺的总裁夫妇约好吃饭
呢！”泛亚诺是她一直想搭上线的精
品连锁，搭上它就等于打入了西欧

我們活著，低調做人！
尊重別人，踏實做事！
祇有先成就了別人，別人最後
也會成就你！
跟著雨傘學做人：
你不為別人擋風遮雨，誰會把
你舉在頭上。
仁行天下，德行天下，善行天
下，且行且珍惜！

会儿她也紧张了，
上回是自己打伤
了他，兴师问罪
来着，害得她得乖乖去帮
他带孩子，今日他又为什
么来？
“王爷来跟老爷与老太
太说……说您是他的女
人！”
“你说什么？！”惊吓过
度，魏绾烟整个人跳了起
来。
“小姐，这到底怎么回
事，您真跟王爷怎么了
吗？”朱宝问。
“我那里跟他怎么了，我
等他是清白的。”她极力
否认。
“可他怎么说小世子是您
跟他生的孩子？”
“这家伙吃错药了，敢这
样毁我清白？”她张目结
舌，莫非那家伙昨日病
胡涂了，今日醒来胡言乱
语？
“是吃错药吗？王爷可是
说得言之凿凿……啊，小
姐，您上那去？若是要找
王爷，他不在大厅，在魏
氏祠堂。”
正奔出去的人听到这话踉
跄了一下，愕然的回过头

这

来看着朱宝，“你
说那家伙在那？”
“在祠堂，这会儿
正当着所有宗亲的
面说您是如何和他
生孩子的……”
魏绾烟脑袋发热，
一阵昏眩，自己上
辈子是这家伙的杀
父仇人吗？他要这
样毁了她！
魏氏祠堂座无虚
席，魏究选与魏老
太太也在其中，今
日本就是每月初一
固定于祠堂祭祖的
日子，魏氏宗亲几乎全到
齐了。
众人目瞪口呆的听着坐在
正中央那个穿着深紫色华
服，腿上抱了个粉妆玉琢
孩子的墨王，身边的奴才
五戒代主娓娓道来是如何
遭到魏家女儿魏绾烟诱拐
后生下孩子的。
“三年前，我家主子只身
上紫南山，偶遇魏家女儿
魏绾烟，当时魏小姐并未
说出自己的来历，主子也
不言明身分，初见时，主
子只知魏小姐独自跑上山
抓兔子，不小心跌落主子
设下的猎狐陷阱，因此受
了点小伤，让主子救了上
来，这之后……”
“这之后怎么了？”有人
急问。
“之后魏小姐对主子一见
钟情，一路缠着主子谈情
说爱，主子碍于礼教并
未理会，可魏小姐来全套
的。”五戒不苟言实，正
经八百的说着。
“何谓全套的？”大家十
分好奇的问。
“魏小姐告诉主子，自古
男追女融层山，女追男隔

道：“第二，他当时可能是在
一种极度的惊愕或兴奋的状态
之中，以致他根本说不出旁的
话来，自然而然，不断地重覆着地自
小便使用的语言之中，一句最常用到的
话！”
他们两人都点着头，我又道：“第三，
他当时可能有一种极度的仇恨情绪，而

我

层纱，她看中主子了，先
借着自己因主子设的陷阱
而受伤的理由，要求主子
近身照顾，待伤稍好，便
邀主子去桃花林，白天赏
花、晚上饮酒，朝起踏青
夜里戏水，拉着主子做足
风花雪月之事。”
五戒口沫横飞的描述。
“王爷怎好放任奴才毁谤
卑职的女儿，她三年前并
未去过紫南山，何来与王
爷谈情说爱这事？”魏究
选怒而起身，当场质问
道。
一旁魏老太太表情复杂，
不知该忧还是喜了。
皇文诺面无表情，闲闲坐
着，小诺兴许是风寒才
好，精神未完全恢复，难
得坐在他腿上乖巧的没怎
么胡闹，只觉得无聊得打
起瞌睡来。
“魏丞相将女儿送去常州
岳家后，兴许公务太过繁
忙，不清楚女儿的去向，
本王建议丞相不妨问问岳
老爷子或是问问自己的
女儿也成，就知道她去过
紫南山了没有。”皇文诺
说。
被指出连自己女儿行踪都
不知，分明有失父职，魏
究选脸色涨红， “绾烟
人不在这，卑职暂时无法
问，待回去……”
“回去问不如将人叫来，
当着宗亲的面把话说清
楚，若她真没去过紫南
山，表示是王爷说谎，若
她去了，那咱们魏氏的脸
也让她丢尽了。”
说话的是魏究选的堂兄魏
高演，官拜三品，也算朝
中大官，可这官运始终
差魏究选一点，总在他之
下。
(49)

当他那种仇恨情绪得到了发泄之后，他
不由自主地说着这一句话。”
比拉尔道：“我不明白你第三点的意
思。”
我想了一想：“我可以举一个实例，使
你明自。在我童年，家里的管教相当
严，我的祖父，是一个自律极严的正人
君子，他决不许子弟讲任何不合礼貌的
话。‘辣块妈妈’这句话，不符合上
流社会的人使用，所以我们家中的人，
都不准说这句话。可是有一次，蝗虫为
灾，祖父带着我去看放火烧田，将快可
收成的庄稼，和遍天满野的蝗虫，一起
烧光，当大火熊熊，烧得成千上万的蝗
虫，发出一阵阵焦味之际，在我身边的
祖父，竟也脱口而出，一连说了好几遍
这句话！”
比拉尔和奥干古达两人互望了一眼，又
深深吸了一口气，齐声道：“我们明白
了！”
我摊了摊手：“可是疑问又来了，蔡根
富为甚么怀恨那些人？”

只

是名慑武林的无定飞环李玉与
各人约好花两盏热茶的时间内
赶到，却不知为何至今尚未见
到踪影？烟霞山庄方面这一个行动的
脱节，乃是造成他们目前惨败的最大
原因之一！
这时，烟霞山庄方面的人退又不能，
进亦不得，如他们就此一走，不但回
去无法交待，而各人的脸面更向何处
去摆？
银衫青轮万兆扬乃为此次行动之主要
人物，他威武不凡的面孔此刻已然失
去了平昔的沉静，显得异常窘迫与惊
恐，但是，他却如何能在这进退维谷
的窘境中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呢？这
是须要有极大的勇气与毅力的啊！
蓦而……
雪地上蓝光暴闪，几乎在人们的心念
醒觉之前，如突鸿的流光般仍向江青
颈项！
江青早已暗加戒备，蓝光骤闪，他已
彷佛这溜蓝光的芒尾般，猝然移出三
尺，而在同峙，他已不可思议的盘坐
于地上，单掌问心，左掌凌空急抖，
倏而推出，在左掌推出的同一时刻，
置于胸前的右掌亦似夜空的殒星般紧
跟而出，于是……一股奇异的啸声似
大地震动般慑人魂魄的响起，超绝无
匹的罡气宛如将大地压成一块坚硬的
铁饼，一入丝不溢，纤毫不散的涌向
敌人。
一个惨厉刺耳的狂叫骤然出自一个沙
哑的喉咙中。
“天佛掌！”
是的，这正是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的
天佛掌法，江青已在暴怒之下，施
出了他首次发挥的第六招：“佛心一
念”！
令人肌肤起栗的号嗥超自数张不同的
嘴中，一条酒着鲜血的手臂被齐根截
断，飞向空中，自那条手臂的手掌上
握着的一柄弯月形利刀所闪出的光芒
看去，像煞一抹弯月，投射向虚无飘
渺的苍弩。
与这条断臂同时飞起的，倘有另外三
条几乎已在刹那间支离破碎的人影？
而那断臂之人……百步弯月傅泉，却

比拉尔苦笑道：“不知道！”
我也苦笑了一下，又继续听录音带，录
音带中的一切，在比拉尔的那篇报导之
中都说得十分详细，我不必再重覆一次
了。
听录音带，是我加入这个小组之后的第
一件工作。花了大约三小时。唯一的收
获，就是我解释了语言学家所不懂的那
句话。可是对整件事情，一点帮助也没
有，疑点依然无法得到任何解释。奥干
古达道：“你应该休息一下，你的房间
在二楼，我已经替你准备好了！”
我摇头道：“我不需要休息，我想立刻
到蔡根富的住所去看看！”
比拉尔道：“那太容易了，蔡根富的
住所，就在二楼，在我和你的房间之
间！”
我呆了一呆，不论我的脑筋多么灵活，
一时之间我也无法明白比拉尔的话是甚
么意思。比拉尔彷佛很欣赏我的错愕神
情，笑了起来，道：“我知道蔡根富的
住所十分重要，必须研究他住所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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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她不想放弃这个机会！犹豫了
下，她做下决定，“帮我取消和盛总
裁的约会，再约明天吧！”
女秘书面有难色。“可是……”
“夫妻间约吃饭，什么时间都可以
吧？”
“你已经爽约好多回了。而且……”
“什么？”
“我听尤秘书说，有几次约会，你还
心系着公事，惹得她家老板火冒三
丈，要不就是发生‘不完全约会’事
件。”
所谓不完全约会，就是约会约到一
半，一通电话进来，她就又回公司，
或者处理公事。
“忙嘛！”楚馨恬总算面露些许愧
色。
近一年半来，打从自恩师手中接下春
漾，她真的忙翻了！一天巴不得有四
十八小时可以用。除了主线品牌的设
计之外，她每天有开不完的会、忙不
完的事。
(06)
似是一个木塑的人像般呆立不动，他
握刀的右臂已齐根截断，鲜血如泉，
汨汨涌出，但是，他身上的其他部
位，却似奇迹般完好无损，这情景，
宛如是一个最有经验的刽子手的杰
作！
江青掌式一出，身形已迅速立起，未
受波及的银衫青轮目毗皆裂，狂吼半
声，如一头疯虎般猛冲而到，手中“
青刃轮”舞起万点青光，宛如墓地
火，飘忽弥漫！
几在同时，江青冷笑一声，大旋身，
双腿彷佛电光石火般在刹那间连出二
十七腿，右掌中盘直切，左掌曲如鹰
爪，倏迎对方攻势，这是邪神嫡传，
狠绝大下的五大散手之一：“尸解八
块”！
银衫青轮骤觉全身皆似投入一个充满
了无比压力的漩涡中，沉重的劲气自
四面八方紧逼而至，几乎没有分毫回
转的余地！
他声嘶力竭的大吼一声，手法急
变，“青刃轮”展处，宛加平地起了
一层青莹浑厚的光墙，布于身前，迎
拒而上。
这是万兆扬的青刃轮法中，最具威
力，最为雄劲的招式之一：“青辉蔽
日”，昔日在双飞岛烟霞山庄之中，
他即曾以此招，抵敌过江青的“七旋
斩”绝技。
如一片流霞也似的青色光辉，在瞬息
间与凌厉而至的掌山腿影接触，几声
轰然巨响震人耳膜的响起，青莹的光
芒竟如烈阳下的朝雾，滚滚四散，两
条人影倏而分开……江青面无表情，
手中却赫然执着敌人的成名兵器“青
刃轮”！“青刃轮”的锋利刃口上
闪泛着冷清的米粒，彷佛是无声的叹
息。
银衫青轮万兆扬……这位在武林中大
名鼎鼎的英杰，此刻面色惨白，双手
空空，全身更在不由自主的轻颤，目
光呆滞的瞪视着天空，那身质地高
贵，银光闪烁的衣衫，却自襟以下，
裂开了一条尺许长的裂口！
他脑中空洞得宛如一张白纸，假如一
定要说有什么，那便是已超越了他所
能负荷的羞耻与悲愤，是的，一个成
名的武林人物，威望及名声原本便是
他的第二生命啊！
邪神嫡传的五大散手，乃是当年天下
武林公认为狠毒的绝技之一，江青自
施展此技以来，几乎可说绝少有人能
生出掌下，但是，银衫青轮却能在他
那身深厚功力的维护之下，求得自
保，虽然他兵器被夺，衣衫破裂，但
这已算不幸中之大幸了，若换成别
人，此刻那里还有命在？
雪地上的每一个人都怔立不动，没有
任何人再敢出手相搏，甚至连大气也
不敢喘一口。

(358)
切，他本来住在煤矿的职工宿舍之中，
我已将他的整个住所全搬到这里来，以
便随时进行研究！”
我瞪着比拉尔：“你是一个大傻瓜，难
道你不知道这样做，会失去了可能是极
其重要的线索么？”
比拉尔立时涨红了脸，看他的情形，像
是准备和我进行长篇的辩论。
但是奥干古达先开口：“我想你应该向
比拉尔先生道歉，因为在搬迁之前，
曾经拍摄了两百多张照片，房间中的
一切，甚至是尘埃，一切可以搬动的
东西，都搬过来了，完全照原来的样放
好，一切可以说等于没有变动过。
我摇着头道：“我保留我的道歉，在搬
移过程中，一定会损失甚么，而损失的
东西，就可能是我们所需要的！为甚么
一定要搬？”
比拉尔仍然涨红着脸：“如果不将蔡根
富的东西搬走，维奇奇煤矿的一千多职
工，就拒绝再在宿舍中住下去，这就是
主要的原因！”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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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号召

雅加达福清公会向巴鲁灾民捐赠首批总值4亿盾物资
【本报周孙毅报道】今
年9月28日，我国中苏拉威
西省巴鲁市和栋加拉县等地
区发生强烈7.7级地震，并
引发海啸。这场灾难已造成
重大伤亡，多处房屋倒塌损

毁，数万人无家可归。
有鉴于此，雅加达福
清公会为了响应“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的号召，
帮助受灾群众缓解痛苦，
支持国家救援工作，特

于10月6日向灾区发放了
首批总值4亿盾的赈灾物
资，包括：方便面4800
盒、大米5吨、矿泉水
110箱、牛奶200箱、帐
篷100顶、毛巾15袋等，

雅加达福清公会诸理事在货柜前合影。

并通过两个 40尺的货柜
将赈灾物资运往灾区。
雅加达福清公会主席姚
忠从，理事会主席韩金福，
监事长陈水云，常务副主席
郭羡仁、陈新，副主席王朝

盛，福利部陈英悌、王强，
体育部纪国良，保健部纪国
彰等理事出席了该援助物资
发放仪式。
姚忠从在受访时表示，
此时此刻，我们的同胞正

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生活困
难，急需全民族齐心协力
的帮助。感谢雅加达福清
乡亲们向灾民们伸出援助
之手，大家慷慨解囊，为
灾区捐款奉献爱心。

左起：陈英悌、陈以樵、王强、王朝盛、陈新、韩金福、姚忠从、陈水云、郭羡仁、
纪国良、余长庚、纪国彰出席赈灾物资发放仪式时合影。

2018 国际奥林匹克科技( IMSO )比赛在中国杭州闭幕

巴中三语学校学生洪铭盛获得铜牌
2018 国际奥林匹克小学
级科技比赛 ( IMSO 2018 )
于2018年9月28日至10月4日
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举行,
世界多国都有派小学生参加
比赛, 印尼也不例外, 派去
了全印尼优秀的学生参加,
巴中三语学校学生洪铭盛 (
WILBERT ANGKASA ) 也在
代表团的团员当中, 代表印
尼国家队出征杭州.
洪铭盛曾经在印尼县级,
省级奥林匹克科技比赛中获
得冠军, 今年七月在巴东举
行的全国级的奥林匹克科技
比赛中又获得冠军, 从此得
到印尼政府教育部的高度重
视. 进入了国家队参加于9
月底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举
办的2018 国际奥林匹克小

学级科技比赛.
10月4日比赛结束, 比赛
结果公布, 传来喜讯, 巴
中三语学校学生洪铭盛获得
铜牌, 虽然不是金牌, 但

对于一个初出茅庐又是第一
次参加国际级的科技比赛的
小学生,已经能够获得这样
的成绩已经算不错了,
值
得表扬. 4日下午, 巴中教

洪铭盛与接机的父母合影.

育基金会代表廖芝万, 巴中
三语学校经理吉米, 小学校
长奴宁, 侯国昌 和老师们
来到机场, 还有洪铭盛的父
母也到机场迎接小英雄凯旋

归来.
洪铭盛的成功得到前三
名,
是巴中三语学校的光
荣, 也是老师们不辞劳苦培
养出来的好学生, 希望在不

久的将来, 巴中三语学校能
够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学
生, 为国家为社会贡献优秀
人才.
(廖芝万报道/摄影)

左起 : 吉米, 侯国昌, 廖芝万, 洪铭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