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全民团结 促进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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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利用IMF和WB年会招商引资

300兆盾投资将在巴厘签署
【投资者日报登巴刹10月9日讯】我国利
用10月8日至14日在巴厘岛举行的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年会来招
商引资，特别是外资。

10月9日，国营企业部长丽妮 Rini Soemarno(前左二)、
财政部长丝莉慕利亚妮 （左三）、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达尔
敏·纳苏迪安 （中）、央行总裁贝利（右三）、金融服务
管理局（OJK）负责人Wimboh Santoso （右二）、公共
工程和住房部长巴苏基 （右）、巴厘省长I Wayan Koster
（左）在巴厘岛努沙杜亚出席2018年印尼投资论坛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和部分嘉宾一同合影。
将在国基组织和世界银
行会议间隙签署的数十项
投资，总值超过300兆盾。
上述投资包括由政府兜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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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项目，总值70亿美
元，或相当于105兆盾，以
及21家国营企业的各种项
目总值200兆盾。而政府本
身兜揽非国家收支预算的
各工程项目，总值348亿美
元，约合522兆盾。
这是印度尼西亚银行(
央行/BI)行长贝利.瓦齐约

将在国基组织和世
界银行会议间隙签
署的数十项投资，
总值超过300兆盾。
(Perry Warjiyo)，海事统
筹部长鲁胡特.班查伊丹
(Luhut Binsar Pandjaitan)
，财政部长丝莉.慕利亚妮
(Sri Mulyani Indrawati)，
以及信息与通讯部长鲁迪
安塔拉(Rudiantara)周一，
在巴厘岛，奴沙杜亚(Nusa
Dua)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披
露的。贝利声称，对我国
的20 个基础设施项目总
值超过70亿美元的融资合
作协议，将于10月8日至
14日，在巴厘岛，奴沙杜
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世界银行年会期间签署。
该涉及政府，国营企业
或者是私企的合作协议，
符合政府为减少对国家收
支预算的基础设施建设资
金依赖的努力。贝利说，
该总值70亿美元的融资价
值，只是目前从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度
活动中获得的利益的一部
分。(xin)

截至今年10月初

矿物和煤炭部门国家收入超指标达36兆盾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10
月9日讯】能源与矿物资源
部表示，本10月初矿物和
煤炭开采部门的非税收国
家收入(PNBP)达36兆盾。
预计至今年底，矿物和煤
炭部门的收入落实将触及
40兆盾。能源与矿物资源
部煤炭和矿物收入主任约
翰生(Jonson Pakpahan)
称，今年拟订的非税收
国家收入指标为32.09兆
盾。截至本10月初的收入
落实却已超过上述所制订
的指标。周一，他在雅加
达称，“直到今天为止已
达36.33兆盾。”
约翰生说，今年的非税
收国家收入继续上升，预
测会达到40兆盾水平。推
动国家收入急剧上升的主
要因素是煤炭商品价格好
转。最近两年来，煤炭价
格继续强劲，且甚至达到
每吨突破100美元的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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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而煤炭仍是对国家收
入多数贡献者约80%。
约翰生对至年底将达
到40兆盾预期表示乐观。
虽然在这10月份煤炭价格
有所下跌。“如果价格不
低于每吨100美元的话，
则我们是乐观的。”根据
能源与矿物资源部的数
据，最近3年期间，矿物
和煤炭的非税收国家收入
趋于下降。例如2014年，
该部门的非税收国家收入
曾一度达到35.4兆盾。
然后于一年后，从矿物和
煤炭部门的非税收国家收
入仅29.63兆盾。接着于
2016年，矿物和煤炭的非
税收国家收入降至27.21
兆盾。矿物和煤炭的非税
收国家收入落实极受商品
价格的影响。最近三年来
的收入继续下降，也是
因为商品价格走弱的缘
故。(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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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总统佐科威会见马来西亚副总理万伊斯梅尔

10月9日，我国总统佐科威在茂物行宫与马来西亚副总理万伊斯梅尔（Dato Seri Wan
Azizah Wan Ismail）亲切交谈。
【本报讯】周二（10月9 21日上任副总理以来，首 府为中苏拉威西灾民提供的
日）我国总统佐科威在茂物 次出访邻国印尼。
援助表达感谢。
与此同时，在会见佐科
行宫会见马来西亚副总理万
据了解，马来西亚政府
伊斯梅尔（Dato Seri Wan 威之后，万伊斯梅尔也会见 使用一架空中客车A400M
Azizah Wan Ismail）。
了副总统卡拉。据报道，会 重 型 货 机 承 载 为 中 苏 拉 威
佐科威与万伊斯梅尔此 晤期间，万伊斯梅尔对中苏 西灾民投放人道主义物资。
次会晤持续了大约30分钟， 拉威西的地震和海啸灾难表 该 机 还 帮 助 将 马 来 西 亚 红
双 方 商 讨 了 双 边 关 系 课 示哀悼，同时，佐科威总统 新 月 会 捐 赠 的 医 疗 需 求 送
题。这是万伊斯梅尔于5月 向万伊斯梅尔对马来西亚政 往灾区。

中国政府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抵达印尼
【人民网曼谷】当地
时间10月9日下午2时许，
首架满载中国政府向印尼
中苏拉威西省地震海啸灾
区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物
资包机抵达印尼巴厘巴板
机场。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王立平商务公参和印尼国
家救灾机构法律合作局主
任迪雅兹、印尼外交部普
拉约诺大使分别代表两国
政府在机场交接物资。
印尼中部时间（东八
区）9月28日下午6时2分，
中苏拉威西省发生里氏7.4
级强烈地震并引发海啸灾
害。中苏拉威西省首府帕鲁
市及周边地区受灾严重。根
据印尼国家救灾机构通报，
截至10月9日，灾害已造成
2010人死亡，82，775人转
移安置，67,310栋房屋和
2,736所学校被毁。目前搜
救工作还在继续。
灾害发生后，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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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9日14时许，首架满载中国政府向印尼中
苏拉威西省地震海啸灾区援助物资的包机抵达印尼
巴厘巴板机场。根据印尼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
印尼政府提供帐篷、净水器、发电机等援助物资，
将于近日通过包机分五批次运抵印尼。
向佐科总统致慰问电，
表示中方对印尼人民遭受
灾害感同身受，中国政府
愿根据印尼方面需求提供
帮助。王毅国务委员兼外
长也向蕾特诺外长致电慰
问。中国红十字会已向印
尼红十字会提供了20万
美元紧急现汇援助。
根据印尼方需求，中国
政府决定向印尼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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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篷、净水器、喷雾器、
发电机等援助物资，将于
近日通过包机分五批次运
抵印尼。此外，中国驻印
尼使馆在当地购买了一批
灾民急需的生活物资。中
方上述援助物资将由印尼
方第一时间安排转运至灾
区。中方将继续同印尼方
保持沟通，支持印尼政府
救灾和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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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业需大手笔投资
油气业传来不大令人乐观的消息，根据油
气上游营业管理中心（SKK Migas）资料油
气投资刚达到政府本年投资142亿美元指标的
56%，或落实投资额刚达到80亿美元。这样
看来，到年底达到79%或112亿美元的目标可
能达不成。
该部门主任亚敏苏纳尔雅迪（Amien Sunaryadi）上周五（10月5日）在记者发布会
上说，投资疲弱将影响未来油气产量，国际穆
迪债信评鉴机构（Moody’s）评我国至少需
2200兆盾的投资金以能挽救油气产量安全。
穆迪投资服务部门说明，需数千兆盾以能使上
游油气业到2025年的营运，使产量不持续下降
需油气设备，输油管等等建设的支撑使油气业
能良好运转。
如所知，油气业投资是长期性的，并需要
庞大，雄厚资金的支撑。包括先进的勘探，
开采的科技技术和人源技能。没有优越环境
的竞争，难以吸引油气投资者入我国内投资
发展。
来自美国的雪弗龙Chevron油气钜业，在
2018年印尼投资高峰会，美国-印尼论坛
上，Chevron印尼经理Albert Simanjuntak
说，印尼政府最好不要只奉行一样模式的合同
而有几样可供选择及投资回报率等问题。并严
格遵守合同。以上是和合夥伴须售出部分油品
给北塔米纳国油公司（Pertamina）有关。
北塔米纳甚至已决定把一向来由Chevron经
营管理的Rokan油气田在合约期满的2021年后
移交给北塔米纳国油公司。那是我国最大油气
田，北塔米纳能经营得更好，更有效率吗？
油气观察者科梅迪（Kumaidi Notonegoro）
预测倘移交给北塔米纳经营，政府能节省700
亿美元，该油田所产生油可直接入北塔米纳炼
油厂，不需支出外汇进口原油。
面积6.220公顷的Rokan油田拥有92油井。
其中三个产出优质原油，从1971年起油产量
达到115亿桶（Barel）。
北塔米纳已有经营管理油田的长久经验，
想来能得心应手，虽然也有负面的消息，东
加玛哈坎油田经营欠善，产量下降，看来北
塔米纳须不断努力，使经营管理手法更加向
前一步。

NASIONAL

第2版

卡拉副总统会见马国副总理

讨论遭地震后的巴鲁市提供援助
【安达拉新闻网雅加达10月09日讯】周
二（10月9日）我国副总统卡拉在雅京副总
统办公室会见马来西亚副总理万伊斯梅尔
（Dato Seri Wan Azizah Wan Ismail）。
卡拉与万伊斯梅尔举
行会议，此次会议持续
了大约30分钟，卡拉与
万伊斯梅尔除了讨论改
善两国关系外也讨论马
来西亚对遭到地震袭击
后的巴鲁市提供援助。
万伊斯梅尔向遭到地
震袭击的遇难者表示同
情和深切哀悼。在与卡
拉副总统的会晤中，卡
拉与万伊斯梅尔说，马

来西亚政府将致力于协
助处理地震灾害。
提供援助包括A400 M
飞机和燃料的各种需求
援助。这飞机可以运载
国油公司（Pertamina）
汽油的大型飞机，从雅
加达至巴厘巴板只需30
分钟即可到达巴鲁市。
此外，C-130
Hercules携带各种物品的飞
机，捐赠100万马来西亚

图为我国副总统卡拉（左）在雅京会见马来西亚副总理
万伊斯梅尔。
林令吉，并提供主要用
于教育的重建资金。
与此同时，在会见卡拉

副总统之前，佐科威总统在
茂物行宫也已经会见了万伊
斯梅尔的到访。（adr）

为打击恐怖主义活动

印马两国交换情报信息
【罗盘新闻网雅加达10
月09日讯】印度尼西亚和
马来西亚已同意继续加强
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活动。
其中最重要的是互相交换
情报信息。
周二（10月9日）佐科威
总统和马来西亚副总理万
伊斯梅尔（Dato Seri Wan
Azizah Wan Ismail）在西爪
哇茂物行宫举行的会议。
“从马来西亚方面的
观点来看，万伊斯梅尔副
总理也传达了几件事。首
先，通过互相交换情报信
息来增加反恐合作的重要

周二（10月9日）上午，佐科威总统在西爪哇茂物行宫接
受马来西亚副总理万伊斯梅尔（Dato Seri Wan Azizah Wan
Ismail）的礼节性拜访。
性。”外交部长蕾特诺马
尔苏迪（Retno Marsudi）
在会议后如是说道。

国民竞选团主席Erick Thohir

蕾特诺说，我们必须
改善情报信息交流。在另
一方面，佐科威总统还邀

请印尼与马来西亚两国的
领海维护安全加强合作。
总统还提到在马来西亚水
域被绑架的印度尼西亚公
民。
“总统提出了最后在马
来西亚渔船工作的两名印
尼公民在沙巴水域被绑架
的案件。”蕾特诺如是说
道。
根据蕾特诺说，万伊
斯梅尔得到了佐科威的意
见。万伊斯梅尔目前正在
准备更大型和更安全维护
两国水域的巡逻艇。”蕾
特诺说。（adr）

印尼地震海啸已致2010人遇难

确认从业党辅导主席巴克利加入佐科威-马鲁夫竞选团队 恐还有数千人被埋
【Merdeka新闻网】佐
科威（Joko Widodo）和
马鲁夫（Ma’ruf Amin）
国民竞选团主席埃里克·
索赫（Erick
Thohir）表
示，我们不必再提问巴克
利（Aburizal Bakrie）是否
愿意加入佐科威和马鲁夫
竞选团队，对此事肯定加
入国民竞选团队（TKN）
，因为埃里克·索赫已与
巴克利进行会谈提到加入
国民竞选团队的计划。
“我认为，巴克利肯定
加入佐科威和马鲁夫的国
民竞选团队，我于昨日与
巴克利谈到这件事。”国
民竞选团主席埃里克·索
赫于8日如是说道。
埃里克·索赫还表

从业党主席巴克利（左）与我国第三任总统哈比比
示，其实我们俩昨日的会
谈，是针对巴克利协助国
民竞选团为佐科威在总统
选举中获胜连任，巴克利
在国民竞选团中拥有特别
的工作任务。
“当然巴克利拥有特别

212组合护卫创党元老

的工作任务，虽然我们已
成立国民竞选团队，但是
这是巴克利对此团队的关
心。”埃里克·索赫说。
此外，昨日的会谈作为
联盟政党的关系支持佐科
威和马鲁夫参选总统和副

总统选举，我们希望，从
业党（Golkar）继续靠拢
佐科威和马鲁夫阵营。
“此会谈作为联盟政
党的团结，这是为印尼未
来的发展和繁荣。”埃里
克·索赫这样表示。
虽然如此，巴克利在国
民竞选团中拥有特殊的工
作，但是印尼亚运会筹委
会（INASGOC）前主席埃
里克·索赫对此事不愿告
诉媒体记者。
巴克利在会谈中希
望，2045年是我国独立
100周年，不必在今天谈
到我国的情况，但是我们
要谈到我国的未来发展并
承诺我国可以作为一个发
达的国家。（yus）

肃贪会搜查玛琅县地方政府的3个办公室

阿敏莱斯到警察总部接受调查

从业党（Golkar）政客亦是
佐科威 – 马鲁夫阿敏竞
选团队（TKN）成员努斯
伦瓦希德。
【独立新闻网10月9日
讯】从业党（Golkar）政
客亦是佐科威 – 马鲁夫
阿敏竞选团队（TKN）成
员努斯伦瓦希德（Nusron
Wahid）回应212组合护
卫国民使命党（PAN）
创党元老阿敏莱斯到警
察总部接受调查。因为
阿敏莱斯今天（10月10
日）被警察调查作为激
进人士制造假新闻的拉
特娜莎伦帕特（Ratna
Sarumpaet）证人。
“每个人若被调查就
要动员那么多的群众，
这是一个不好的传统习
俗 。” 努斯伦周二（10

月9日）在西爪哇茂物行
宫如是说道。
这位努山打拉志愿者
发起人努斯伦建议，212
组合必须将拉特娜案件
的法律程序直接移交给
警方。没有必要采取行
动动员大量人员。
“让法律自行解决。
如果要请律师陪同就不要
动员群众。如果动员那
么多的群众万一发生摩
擦，岂不是会造成一片混
乱。”努斯伦如是说。
对于阿敏莱斯，努斯
伦建议应该遵循正在进
行的法律程序。努斯伦
还要求阿敏莱斯不要指
控警察将国家政要人士
定为犯罪嫌疑人。
根据212组合主席
Slamet
Maarif表示，当
被问及阿敏莱斯作为拉
特娜制造假新闻的证人
时，这位国民使命党荣
誉委员会主席的阿敏莱
斯将由约500人陪同。
Slamet解释说，212组
合将从Al-Munawar Pancoran清真寺聚集起来进
行祈祷。之后，他们将
陪同阿敏莱斯一起前往
雅京警察局。（adr）

肃贪会正在搜查玛琅县地方政府的三个办公室
【Merdeka新闻网】肃
贪会（KPK）搜查玛琅县
地 方政 府 的三 个 办公 室 ，
三个办公室被搜查其中
财务和资产管理局（BPKAD）、公共工程与教育
局及Cipta Karya。肃贪会
侦查员于昨日中午12时15
分 抵达 玛 琅县 地 方政 府 ，
同 时陪 同 肃贪 会 侦查 员 的
有两位警员、乘坐肃贪
会车辆的7位肃贪会侦查
员。
据报道，肃贪会预先到
财 务与 资 产管 理 局秘 书 部
办 公室 进 行搜 查 工作 ， 其
他 肃贪 会 侦查 员 到另 外 的
办 公室 搜 查， 不 过肃 贪 会
侦 查员 到 迄今 对 三个 办 公
室进行搜查工作。
“不要打扰我们，我们
正 在工 作 。” 一 位肃 贪 会
侦 查员 进 财务 和 资产 管 理
局办公室去如是说道。
肃贪会侦查员也在公

共工程与教育局及Cipta
Karya进行调查，于早上10
时 已抵 达 以上 的 两个 办公
室。
在玛琅县地方政府调
查中，同时公务员的工
作照常进行，尤其玛琅
县长Rendra
Kresna，之
前，Rendra Kresna刚与媒
体记者进行招待会。
“原则上，有关肃贪会
侦查员对3个办公室被调
查 没有 任 何问 题 ，调 查阶
段 顺利 进 行。 ” 玛琅 县长
Rendra Kresna如是说。
“其实我对此问题没有
什 么担 心 ，但 是 我提 醒公
务 员对 另 外的 讯 息不 轻易
深 信， 尤 其是 有 人故 意播
出假新闻。”Rendra Kresna说。
众所周知，肃贪会于
8日调查玛琅县长Rendra
Kresna的办公室和官邸。
（yus）

【中新社9日讯】当
地时间9月28日下午，
印尼苏拉威西岛发生
7.4级地震，截至目
前，遇难者人数已攀升
至2010人。
据塔斯社报道，印尼
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
今日(9日)表示，9月底
发生在印尼苏拉威西岛
的地震和海啸已经造成
2010人遇难。
根据印尼官方发布
的消息，目前有超过
10600名当地民众受
伤，其中有2500人情况
较严重。在中苏拉威西
省的首府帕卢市，已有
大部分遇难者遗体被找
到。
印尼苏拉威西岛于

9月28日发生7.4级地
震，震源深度11公里。
地震一度引发震中附近
海域发生1.5米至2米高
海啸。地震发生后，还
曾有多达360次余震。
另据美国哥伦比亚
广播公司报道，印尼国
家灾害管理局负责人曾
称，在帕卢市灾情最严
重的两个街区，可能仍
有多达5000人被埋。不
过，该负责人也表示，
准确数字仍然需要团队
的最终验证才会公布。
此外，灾难救援机构
日前表示，官方搜寻工
作将持续到10月11日(
周四)，届时未找到的受
灾民众将被列为失踪人
员，假定已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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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IMF-WB年会

与会者人数达3万4223人
【安打拉社巴厘讯】海洋事务统
筹部长鲁胡特·班查伊丹（Luhut
Binsar
Panjaitan）表示，在巴厘举
办201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和世界银行（WB）年度会议的与会
者人数共计3万4223人。
IdeaFest联合主席Ben Soebiakto(右）与国际阿斯特拉集团
（Astra）公关经理Boy Kelana Soebroto(左）于9日在雅加达
举行2018年IdeaFest节目记者发布会时谈话的情景。阿斯
特拉启动印尼SATU奖纲领是为创意产业者的年度节目，
这项节目与2018年IdeaFest节目同时举行。
（商报/Max Manuhutu摄）

中国企业家表示有兴趣

在马鲁古省投资渔业
【安塔拉社安汶讯】中
国 数位企业家表示有兴趣
在 马鲁古省的一些领域，
尤 其是海洋和渔业进行投
资。
我国驻中国大使周浩黎
（Djauhari Oratmangun）
前 天陪同中国几位企业家
到 马鲁古省安汶市进行访
问 时说：“中国许多大型
企 业表示有兴趣在马鲁古
省 ，尤其是当地渔业进行
投 资。就是这些投资者特
地 来访问，并直接与马鲁
古省政府沟通的原因。”
直接访问马鲁古省的中
国 企业家，其中是世纪星
源公司（Shenzhen Fountain
Corporation）代表
Zheng
Lie-Lie、特变电
工 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TBEA Xinjiang）代表
Chen Jie，以及Nusa Ina
Gempita（雅加达）代表
Zheng Zhi Qiang。
马鲁古省省长萨伊德
（Said Assagaff）在地方
发展规划局（Bappeda）
局长苏尔雅迪（Suryadi
Sabirin）及几位服务主管
的 陪同下，接见了中国企
业代表团。
周浩黎大使称，中国
投 资代表团对马鲁古省进
行 正式访问，旨在了解当
地 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的潜
力 ，以及探讨中国与当地
政 府和居民建立互利合作
机遇的可能性。
在会议上，中国企业界
询 问马鲁古省的投资环境
和 商业机遇及当地的卓越
潜 力。中国投资者将把访
问 结果作为参考以开始准
备 对马鲁古省一些领域进
行投资。

萨伊德省长利用这次会
议来解释马鲁古省的 优势
领域，尤其是位于阿 拉弗
拉海、班达海和斯兰 海渔
业管理区（WPP）的海洋
和渔业潜力。
“马鲁古省的可持续渔
业潜力每年达400万吨，
但已开发利用的潜力 每年
只130万吨，或占国内鱼
类总产量390万吨的三分
之一，”他说。
为支持渔业的发展，马
鲁古省拥有12个渔港的辅
助基础设施，但其中 几个
未没有发挥最佳运作 。在
未来期间，省政府将 在阿
鲁县Dobo镇和安汶岛Waai
乡镇，开发当地最大 的渔
业加工厂。
“关于出口，自今年
1月起，马鲁古省鱼产可
从安汶进行直接出口 。通
过航运或海运出口的 文件
在安汶申办，只花一 天就
办妥了，所以无需通 过巴
厘、东爪省或雅加达办
理，”省长说。
省长续说，鹰航公司
提供的货运服务，每 天早
上把三四吨鲜鱼运到 雅加
达、日本东京、澳大利
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萨伊德进一步说，我国
驻日本大使已肯定从 北海
道直飞安汶的航班在 近期
内开通，有望支持马 鲁古
省在未来期间的鱼产 出口
活动。
“有鉴于此，我希望中
国企业家能对当地渔 业的
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更何
况，从中国直飞北苏 省万
鸦老的航班是定期航 班，
可继续飞往安汶，” 省长
如斯说。(er)

鲁胡特在巴厘努沙
杜瓦举行有关准备年度
会议的记者招待会时
说：“到今天为止，我
们已不再接受注册。”
上述与会者人数，
包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世界银行方面
的会议秘书处（MTS）
在线注册的人数达到1
万4003人，而其他2万
0220名与会者是通过国
内委员会管辖的印尼规

【安打拉社泗水讯】
农业部长阿姆兰·苏莱曼
（Amran Sulaiman）与东爪
省省长苏加沃（Soekarwo）
主持三种园艺商品，即红
葱、芒果，以及空心菜种子
发运仪式。
他在泗水主持该三种商
品发送仪式间隙对记者表
示：“盾币汇率疲软之际，
园艺商品的出口可推动国内
提高出口的黄金时机，以及
有利于我国农民。”
上述三种园艺产品出口
到马来西亚、新加坡、菲
律宾、越南，以及中国。
他确认，农业部已几次
出口农业产品，而在两个月
前，我们出口绵羊和山羊。
他阐明，根据2017年的
数据，我国出口上升24%
成为441兆盾，而希望今
年的出口额越来越大，为
此，我们将不断推进国内
出口额和投资额升高。
他亦对东爪省省长确
实经常向外国出口农业产

品，而表示赞扬。
东爪省省长声称，出
口三种园艺商品是正确步
骤，为农民提供良好解决
方案，因为现在的红葱价
格正下降。
“出口的三种商品来自
东爪省各地区，而我们将
继续出口各种农产品，”
他这么说。
与此同时，出口的芒果
来自Jombang县、Kediri县、
锦石县，以及Lamongan
县，出口商是Mahkota Multi
Mandiri公司。
以上Arummanis芒果是
出口到马来西亚和新加
坡，而初始的出口量5吨，
但我们定下指标，2018年
的出口量为100吨。
而 红 葱 是 来 自
Probolinggo县的Super
Philip红葱，出口商是
Bawang Mas 99公司。该
红葱将出口到菲律宾，总
共26吨，而2018年的出口
指标为800吨。

还有，出口的空心菜种
子来自Lamongan县的KK
ASA 04空心菜种子，出口
商是Java Karlos Indonesia
公司。上述空心菜种子将
出口到越南、中国，以及
马来西亚，而初始的出口
量20吨，但2018年的出口
指标为800吨。
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数据
称，今年1月至7月份，新
鲜园艺商品的出口额达到
1.22兆盾，比去年同期的
7600亿盾剧升60.5%。
预期2018年芒果出口量
将达835吨，比2017年的
790吨仅提高6%，而2018
年红葱的出口量定为1万
5000吨，比2017年的6588
吨剧升128%。
“今年1月至7月份的芒
果出口量很高，出口额达
到18.5亿盾，而其进口额
只有7056万盾。上述数据
显示，政府为推动农民和
企业家提高出口量的步骤
带来正面业绩，即出口量

继续提高，”他称。
农业部长表示乐观，农
商品出口量将继续提高。
已突破出口市场的几种商
品是芒果、山竹、蛇皮
果、凤梨、种子、蔬菜、
红葱、观赏植物、鸡蛋、
鸡、山羊，以及玉米。
为此，他要求农业部
扩大农业发展的地区，
以 及 提供从上游到下游方
面的密集援助，以便农民
有能力生产出口质量的
粮产品。
除了空心菜和种子之
外，已出口的园艺种子是苦
瓜子、辣椒、辣椒粉、黄
瓜、丝瓜、甜瓜、南瓜、甜
玉米、小南瓜、西瓜、茄
子，番茄，糯米，长豆，菠
菜，秋葵，以及豆类种子。
“这是2018年出口900吨
蔬菜种子计划的一部分，
以致比2017年上升50%。
我们定下指标，2019年的
出口量会大幅上升，”他
进一步称。(vn)

工业部长赞扬日本投资者 仍坚持在巴鲁投资
【安打拉社巴鲁讯】
工业部长艾尔朗卡·
哈尔丹托（Airlangga
Hartarto）赞扬日本企业
家在巴鲁地区发生地震和
海啸之后仍坚持在中苏省
巴鲁经济特区进行投资。
他在巴鲁地区参观中
小型工业巧克力生产和
销售中心之后表示：“
我们当然对仍然愿意投

定10月煤炭基价为100.89美元
价格波动所致。
国产煤炭有统一的质量
标准，为6322千卡/公斤
（GAR）、含水量8%、
含硫量0.8%以及含灰量
15%。
此外，今年10月份
的镍矿基价定为每干吨
（dmt）1万2803,41美
元，比9月份每干吨1万
3509,05美元有所下降。
钴矿基价从每干吨6万
5385,71美元降至每干吨6
万3659,09美元，而铅矿基
价从每干吨2102,43美元降
至每干吨2040,55美元。
锌矿基价从每干吨
2571,38美元降至每干吨
2422,43美元，而铜矿基
价格从6107,40美元降至
每干吨5956,98美元。
进一步，其它矿物
商品，譬如铝矿基价从
1699,33美元降至212,37
美元，黄金作为后续矿物
的基价从每盎司1212,37
美元降至每盎司1198,59
美元；银作为后续矿物的
基价从每盎司15.30美元
降至每盎司14.43美元。
锰矿基价从每干吨5.93

游业，”他称。
此前，海洋事务统筹
部长声称，参加2018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银行年度会议的与会
者人数比预期1万9000
人更多。
那么多的与会者人
数，显示我国政府的使命
并不仅是成为好东道主，
还有更多的。该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度
会议亦证明了，我国政府
在全球经济情况不稳定的
情况之际，仍有能力良好
地管理国家。
他进一步称：“我希
望向世界上显示的并不
仅是举办该年度会议，
而是在世界经济起伏不
定的情况下，我国还能
稳坐泰山。”(vn)

出口马新菲越中5国 农长为三园艺产品主持发运仪式

能源与矿物资源部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由于中国政府颁布的进口
保护政策的影响，能源与
矿物资源部调降10月煤炭
基价。
能源与矿物资源部合
作、公众信息服务和资
讯局局长阿贡（Agung
Pribadi）前日在雅加达
称，今年10月份的煤炭基
价每吨定为100.89美元，
比9月份每吨104.81美元
减少3.92美元。
“作为世界最大的煤炭
消费国之一，中国的政策
当然对本月调降煤炭基价
有影响，”他说。
今年10月份的煤炭基
价是通过有关金属和煤
炭基价的1974
K/30/
MEM/2018号决定书制定。
能源与矿物资源部通过
本月1日出台的上述决定
书，制定了20种金属矿物
基价（HMA）。
阿贡续说，煤炭基价也
是因为在上个月的印尼煤炭
指数（ICI）、纽卡斯尔出口
指数（NEX）、Globalcoal
纽卡斯尔指数（GCNC）和
普氏加里曼丹5900的煤炭

划小组注册的。
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世界银行的代表之
外，有许多企业家和银
行家亦出席上述年度会
议，以致将创造许多经
济合作商机。
“我们协助他们出
席该活动，以致能达成
很多经济共识。那将直
接或者间接有利于我
们，”他阐述。
我们深信，将于2018

年10月8日至14日举办
的年度会议，将使在
巴厘和附近地区，如
Banyuwangi和Labuan
Bajo地区的旅游业部门
更活跃。
为欢迎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世界银行年度会
议，我国政府身为东道
主已增设旅游设备，其
中是延长在巴厘Ngurah
Rai机场的停机坪，以及
扩 大 B a n yu w a n gi机 场 。
上述措施能提高观光
巴厘的旅客人次和酒店
入住率，从60%提高成
为70%到80%。
“在现时发生贸易战
的情况下，我们改善旅
游业领域，将对我国有
利，因为目前能协助我
们经济增长的，就是旅

美元涨至5.94美元、铁矿
精矿（红土铁、赤铁矿、
磁铁矿）从每干吨0.77美
元，涨至0.79美元、铬矿
基价格从每干吨3.53美元
降至每干吨3.41美元、钛
铁精矿基价从每干吨3.48
美元涨至每干吨3.58美
元，以及钛精矿基价从每
干吨9.51美元降至每干吨
9.48美元。
锡锭Pb 300、Pb 200、Pb
100、Pb 050以及4NINE的
基价，符合印尼商品与衍
生交易所（ICDX）当日的
市场价格。
黄金和银价格，符合敦
金银市场协会（LBMA）
定出的当日市场价格。
能源与矿物资源部制
定的矿物基价是基于世
界指数，其中伦敦金属
交易所（London
Metal
Exchange）、伦敦金银市
场（LBMA）、亚洲金属
网（Asian Metal），以及
印尼商品和衍生品交易所
（ICDX）。
上述的煤炭基价和矿物
基价将用于结算本月的煤
炭和矿物基准价格。(er)

资的投资者表示赞扬。”
位于中苏省巴鲁市
的巴鲁经济特区经营
商Bangun公司总经理
穆尔哈南（Mulhanan
Tombolotutu）表示，
上述地区发生地震和
海啸之后，Hashimoto
Gemi l a n g I n d o n es ia 公 司
仍然坚持继续投资。
“我们已告诉他们，

巴鲁地区已发生了灾难，
但他们并不在乎，仍然将
在巴鲁进行投资，并建设
产业，”他这么说。
他解释说，日本投
资者将建立一个芯片产
业，利用棕榈壳作为发
电站原料。
“他们将向日本出口
他们生产的产品，但我们
未知道他们的投资额，而

他们亦将与阿斯特拉公司
进行合作，”他称。
他认为，日本投资者
仍然愿意投资是因为他们
深信，发生灾难是50年一
度的周期，以致若在巴鲁
经济特区附近区重建的建
筑物将更好，肯定可承受
里氏7级的地震。
他们深信，发生灾难后
的经济将更快增长。(vn)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8年10月10日，星期三

印尼金融

MONETER INDONESIA

能源与矿物资源部长规定

简讯

所有矿物和煤炭出口创汇须汇入国内银行
【印尼文版商报雅加达讯】能源
与矿物资源部长有关把矿物和煤
炭销售国外须通过国内银行、编号
1952K/84/MEM/2018的决定书，将
使银行业受益。
其书面规定载明，
所有矿物和煤炭出口
创汇须汇入国内银行
账户。违规出口商将
受到从取消出口建议
到吊销营业许可证的
制裁。
中亚银行（BCA）

经 济 学 家 D a v id E.Sumual称，在外
币流动性紧缩的情况
下，此事犹如带来清
新的空气。他在日前
表示：“至少也使银
行消除焦虑。”
他续称，出口商

一般向外国银行寻
找资金，因此导致
他们把基金存放在
国外，当然其中还
有外国银行提供更
高利率的原因。
上述政策自2018
年9月5日生效。须
执行上述政府决定
的6个准则是采矿
业务许可证（IUP）
、特殊采矿业务许
可证（IUPK）、工
作 合 同 （ K K ） 、
煤矿开采工作协议
（PKP2B）、用于加

工和/或纯化特种生
产经营许可证以及用
于运输和销售特种生
产经营许可证。
印尼煤矿企业协
会（APBI）执行主任
Hendra Sinada称，一
些煤矿企业实际上早
已把出口创汇存放在
国内银行账户。
有关此事的上述
义务已自2015年被提
出，然而还有许多小
企业可能尚未把出口
创汇存放在国内银行
账户，因此促使能源

与矿物资源部发布部
长决定书。
Hendra说：“操控
70%生产量的10大
煤炭生产商已经遵循
规定。”他阐明，今
年煤炭出口额预计达
296.8亿美元。今年
上半年已经达到118
亿美元。
因此如果出口目
标达到了，截至年底
国内银行能够吸收到
的新外汇至少超过
20亿美元或在30兆
盾左右。(xf)

印尼走向基于数字的银行技术服务 综合指数上升35点至5796.790点
1美元兑15245盾

【本报讯】中亚银
行(股代号BBCA)上市
公司董事总经理赵时建
（Jahja Setiaatmadja）
表示，技术发展和数字
化时代鼓励经济部门做
好适应的准备，包括银
行业。
周二在雅加达的2018
年第七届印尼知识论坛
（Indonesia Knowladge
Forum 2018）后，赵时
建说：“民众有机会均
匀地进入数字经济。因
此，数字经济有可能在
我国继续增长“。
根据 赵时建 说法，
在银行方面，BCA意识
到基于技术的创新能够
通过简单，快速和廉价
的金融服务来满足社会
的需求。
目前，BCA在BCA
Chat Banking服务上有
一个虚拟助手（Vira）
，可以通过几个流行的
聊天应用程序访问，如
Facebook Messenger，
Line，Kaskus
Chat和
Google Assistant。
“我们总是进行各
种创新，以推出各种基

图为左至右: 中亚银行监事Cyrillus Harinowo, 中亚银行
董事总经理赵时建(Jahja Setiaatmadja)，交通部秘书长
Djoko Sasono与中亚银行监事长D.E Setijoso，于周二在
雅加达举办 2018 年第七届印尼知识论坛开幕式上
的情景。Isb/Max Manuhutu
于数字的银行解决方案 成为2020年东南亚最大
和服务，为客户提供便 的数字经济国。
捷的服务和交易，”他
这种乐观主义基
解释说。
于信息和通信技术
赵时建 补充说 ， （ I C T ） 基 础 设 施 的 潜
“Vira可以帮助寻找有 力，该基础设施覆盖了
关BCA的信息和促销信 约90％的人口。此外，
息，以便聊天应用程序 互联网用户水平已达到
用户，并且可以随时随 我国总人口的51.8％。
地访问以寻找信息，各
以举办第7届的印尼
种BCA促销活动，“
知识论坛节目，BCA希
政 府 的 愿 景 是 通 过 望会参与发展我国的数
为商界人士和消费者提 字经济“他说。
(译Max)
供无数的好处，使我国

截至今年6月份

无分行包容性财务服务纲领储蓄达1.7兆盾
【雅加达Kontan新闻
网讯】金融服务管理局
（OJK）记载，截至今
年6月份无分行包容性
财务服务（���������
Laku Pandai）纲领的储蓄达1兆
6900亿盾，比去年同
期的1兆200亿盾增长
65.13%。
根据金融服务管理
局的数据，该纲领的储
蓄数目来自2010万名客

户，比去年同期的1360
名增长47.9%。
截至今年6月份，该纲
领提供商的银行达29家，
比去年底的27家更高。
与此同时，该纲领
的代理数量达7亿6220
万个，96%是个人代
理。随着该纲领的储蓄
开始收集，代理人也开
始发放微型贷款。
透过代理人发放的

微型贷款达242亿盾，
发放给2819个债务人。
根据金融服务管理局的
数据，该纲领代理人和
客户的分配超过50%来
自爪哇岛。
金融服务管理局也
记录，爪哇岛的代理人
和客户也拥有更大量的
交易。但从差额方面来
看，爪哇岛以外的客户
拥有更高差额。(asp)

绿领经济

第六章

二、创造绿色征税区
另 一 个 了 不 起 的 点 子 就
是 利 用 广 为 人 知 的 “ 征 税
区”(assessment districts)概念。
经验证实此概念运用在其他目的
及绿化计划上十分有效。举例来

范.玷斯著

说，有个社区决定将公共管线地
下化，居民选择加入征税区，承
诺在房屋税外再额外付一笔钱，
如每个月十美元。公共事业公司
进行地下化工程，而市政府则从
这笔额外的收入支付工程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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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讯】
周二（9/10）综合
指数在闭市时上升。
早盘结束时，综指上
升6 . 4 4 5 点 或 0 . 1 1 %
至5767.518点。但在
下午收盘时，却上升
35.717点或0.62%
，报收于5796.790
点。LQ-45指数上升
7.680点或0.85%，
报911.817点。
亚洲股市上下不
一，日本指数下落
314.33点或-1.32%
，报23469.391；
香港指数下落29.66
点或-0.11%，报
26172.010；上海
指数上升4.50点或
0.17%，报2711.010
；海峡时报指数下落
14.85点或-0.47%
，报3166.600。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
共发生34万8360次，
有94亿6019万1900
份股票易手，总值6
兆457亿9598万3018
盾。涨价的股有189
种，落价的股有192
种，227股持平。
外资净售3002万
5000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INKP(Indah
Kiat
股)涨价750盾，现价
1万5175盾；INTP(印
多水泥公司股)涨价
500盾，现价1万6750
盾；���������������
EMTK�����������
（����������
Elang Mahkota股）涨价350盾，
现价8950盾；BBCA（
中亚银行股）涨价300
盾，现价2万3750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GGRM(盐仓香烟
公司股)落价800盾，
现价7万4000盾；
MREI(Maskapai
再保险公司股)落价
725盾，现价5075
盾；ITMG(印多矿
业公司股)落价500
盾，现价2万5750
盾；SONA（Sona
Topas股）落价500
盾，现价4800盾。

盾币贬值1点
周二，雅京银行际
货币兑换交易（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 /JISDOR）收
市，1美元以15245盾
中间价结束，比先前
价以15244盾中间价，
盾币贬值1点。(asp)

油价上涨
因为更多迹象显示，在美国即将
对伊朗恢复制裁前，伊朗原油出口在
下降；与此同时，一场飓风穿过墨西
哥湾，油价上涨。0832GMT时，布兰
特原油期货上涨0.58美元或0.69%至
每桶84.49美元。美国原油上涨0.41
美元或0.55%，报每桶74.70美元。

欧元徘徊在七周低位附近
因围绕欧盟对意大利预算争议的
担忧持续存在，欧元在七周低位附近
徘徊。欧元兑美元跌0.2%至1.1465
，接近上日触及的七周低点1.146。
欧元兑瑞郎涨0.1%至1.1414。美元
指数升0.2%至95.933，距离上周触
及的七周高点96.127不是很远。离岸
人民币兑美元略升报6.9160。人民币
隔夜下跌0.35%后有所回升。

美国股市高跌不一
此前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引发对
中国经济放缓的忧虑，重压市场，
美国股市周一标普500指数缩减跌
幅，收盘基本持平。根据初步收盘
数据，道琼工业指数收高40.99点，
或0.15%，至26,488.04点；标准普
尔500指数收跌0.97点，或0.03%，
至2,884.6点；纳斯达克指数跌52.5
点，或0.67%，至7,735.95点。

日本股市跌1.3%
受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影响，对中
国市场有重大曝险的公司股票走势低
迷；此外，芯片制造商股价下挫，跟
随隔夜美国科技股跌势，日经指数跌
至三周低点。日经指数收跌1.3%至
23,469.39点，创下9月18日以来的
最低收位。

中国股市收升
中国股市沪综指小幅冲高回落后
微收升。分析师指出，继前日大跌
后，今日大盘低位弱势震荡，反弹动
力有限。受大宗商品价格走强的影
响，盘中以石油、煤炭为代表的周
期股领涨，而金融股则延续调整，
短期市场多空分歧仍然较大，但股
指向下空间料已不大。沪综指收报
2,721.01点，涨4.50点或0.17%，
今日上海A股成交额为1,102亿元人
民币，上日为1,413亿元。沪深300
指数收报3,288.69点，跌0.07%。

2018年10月9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亚股
23469.39
2253.83
26172.91
2721.01

因风险偏好下降，围绕中国经
济增长可能放缓的担忧拖累亚洲股
市跌至17个月低点，金价小幅上
涨。0844GMT时，现货金涨0.2%至
1,189.58美元。美国期金上涨0.4%
至每盎司1,193.0美元。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全球股市
日经指数
韩国综合
香港恒生
上海综合

金价小涨

跌 314.33
跌 13.69
跌 29.66
涨
4.50

欧股
英国FTSE
7189.47
跌 43.86
德国DAX
11878.60
跌 68.56
法国CAC
5277.19
跌 23.05
荷兰AEX
532.28
跌
1.24
http://tw.stock.yahoo.com 2018/10/09 19:49

美股
道琼工业
26486.78
涨 39.73
那斯达克
7735.95
跌 52.50
S&P500
2884.43
跌
1.14
htt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 Dow Jones   4:00 PM   8-10-2018

部门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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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6.79
911.82
637.26
1546.29
1937.68
763.01
1213.29
2431.69
408.81
1020.49
1048.59
803.46
1488.43

波幅(%)
0.62
0.84
0.58
0.06
-1.18
1.57
2.11
0.01
0.68
0.43
1.09
0.30
0.73

黄金行情
10月9日 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http://www.anekalogam.co.id/harga-emas-terkini

5克金片： 3.250.000 盾卖出 3.050.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6.220.000 盾卖出 6.100.000 盾买进

最高盈利(Top Gainer)
序号 股代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INKP
INTP
EMTK
SRTG
BBCA
FASW
INDR
DLTA
UNVR
ANDI

开盘
14425
16250
8600
3690
23450
7100
4840
5300
44200
1750

最后
15175
16750
8950
3990
23750
7350
5050
5500
44400
1925

变化

变化(%)

750
500
350
300
300
250
210
200
200
175

5.20%
3.08%
4.07%
8.13%
1.28%
3.52%
4.34%
3.77%
0.45%
10.00%

交易量
7361700
1375500
26200
140100
7388000
1095300
196100
1600
1172200
6161200

交易额(千)
109643180
22821525
233715
544451
174151080
7776375
981994
8677
51634072
10970480

最高受损(Top Loser)
序号 股代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GGRM
MREI
SONA
ITMG
ABMM
SCCO
TAMU
PTBA
LPPF
SILO

开盘
74800
5800
5300
26250
2160
9400
3050
4690
6700
2810

最后
74000
5075
4800
25750
1850
9100
2830
4500
6525
2680

变化
800
725
500
500
310
300
220
190
175
130

变化(%)
-1.07%
-12.50%
-9.43%
-1.90%
-14.35%
-3.19%
-7.21%
-4.05%
-2.61%
-4.63%

交易量
469600
61200
532400
1187700
500
11000
431400
14837700
4292000
796600

交易额 (千)
34710627
312182
2898292
30794657
925
100000
1280268
67456771
28711032
2193811

中国快汇(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October 9, 2018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244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6.8832 卖出)
外币名称

现汇 				

FOREIGN
CURRENCY

买进

卖出

现钞
买进

卖出

美元

USD

15065.00

15385.00

15157.00

15309.00

新币

SGD

10937.55

11057.55

10956.34

11070.21

港币

HKD

1924.72

1964.72

1935.09

1954.67

日元

JPY

132.83

136.43

133.90

135.25

欧元

EUR

17366.57

17626.57

17416.91

17597.70

澳元

AUD

10668.44

10908.44

10744.80

10855.61

英镑

GBP

19785.62

20085.62

19843.54

20048.67

人民币

CNY          

0.00

0.00

2196.06

2218.08

TWD

TWD google.com报导

新台币

中间价4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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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lum定下指标

今年出口收入可达25亿美元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
讯】印尼亚沙汉铝矿业
（����������
Indonesia Asahan
������� Alu�
����
minium/Inalum）公司定下
指 标，今年下游产品、煤
炭 和矿物出口收入可达到
25.1亿美元，该数目比去
年的18.9亿美元提高33%。
Inalum公司总经理布
迪.古 纳迪. 沙迪京（Budi
Gunadi Sadikit）称，收入提
高是由于Bukit Asam公司和
Aneka Tambang公司出口业
绩所支撑。
根据该矿业控股公司记
载，今年1月至8月期间，
出口总额15.7亿美元，或
是去年底总额18.9亿美元
的83%。
布迪声称，将来，Inalum
公 司也将提高产品出口，
那是因Inalum公司是我国唯
一 的优质铝矿企业，他希
望，Inalum公司能成为全球
级铝业公司。“Inalum公司
具 体的措 施之一，是向马
来西亚出口。”
Inalum公司已向马来西亚

Port Klang的Trifigura Pte Ltd
出口2万吨铝锭（aluminium
ingot）。
他解释说，向马来西
亚出口铝锭，将使Inalum
公司为成为全球 级驰 名 企
业的实体措施。Inalum公
司也将持续与我国市 场 以
外的买家密切关系， 如 与
马来西亚企业一样。 “ 往
后，Inalum公司希望能在铝
业市场，成为全 球级 铝 业
之一。”
布迪声称，Inalum公司出
口业绩提高，符 合矿 业 控
股公司成立时的 使命 ， 要
成为世界级企业。
布迪也解释说，Inalum公
司持续赶上各种指标，如提
高生产能力至100万吨和通
过铝锭出口活动提高国家外
汇。Inalum公司出口产品，
特别是铝锭，预测今年能达
到4千吨，出口额为7900万
美元，出口目的国为日本、
瑞士、新加坡、 英国 、 澳
洲、韩国、香港、马来西亚
和荷兰。（sl）

需求量高

BATA到我国东区扩展业务
【Kontan雅加达讯】鞋子
生产商Sepatu Bata(BATA)
公 司， 到我国东区扩展市
场 。因 为，在该地区的市
场潜力仍很大和敞开。
预计我国东区的需求提
高 ，是 由于政府迅速发展
基础设施。
BATA公司零售销售经
理Heru
Hartanto称，目前
该 公司 在苏拉威西和巴布
亚市场共有47间分店。未
来 ，随 着扩展计划，分店
数 量将 增加。“东区很有
潜 力， 因为购买力强劲和
竞 争对 手少。只有分销问
题 ，因 为交通运输相当漫
长。”他这么说。
BATA公司定下指标，
今年下半年能增设15间新

店。不仅如此，BATA公司
也计划翻新50间分店。而
至今分店共有大约522间。
在过去两年，BATA公
司聚焦更改商店 概念 的 外
观。在利用最新 分店 的 概
念，BATA公司努力修理旧
店。BATA公司推介最新分
店外观，外观更 新鲜 和 有
色彩。至今，BATA公司已
翻新43间分店成为红白概
念。在未来两年 ，他 们 定
下翻新300间分店。
今年，BATA公司收购
300万美元资本开支。今年
上半年，该公司 已兴 建 分
店超过今年初确 定目 标 ，
即20间分店。BATA公司改
变目标成为至今年底40间
分店。(l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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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锡矿生产2万7400吨锡砂
【Kontan雅加达讯】为保持生产指标，
国营锡矿（PT Timah/TINS）公司大力在
海底采矿，比陆地采矿更大，主要是在
邦加勿里洞（Bangka Belitung）矿区。
在廖内群岛（Kepri）
或者是在Kundur岛的生产
单位，国营锡矿业公司
全部在海底采矿。
国营锡矿业公司财政
经理艾米尔.艾尔敏德拉
（Emir Ermindra）对记者
称，“在邦加（Bangka）
的陆地矿区产量占50%和
海底矿区生产量50%。”
他解释说，虽然如
此，如今，比起在陆地
上采矿，国营锡矿业公
司更聚焦于发展海底采

矿。
国营锡矿业公司经理
部为何不聚焦陆地矿区
发展，是有数项考虑，
首先，国营锡矿业公司
看出海底矿区的生产成
本资金和经济价值更
高。“除此之外，陆地
上的蕴藏量开始稀少，
以致，缺乏经济价值，
因此，我们开始在陆地
矿区发展优质矿物。”
第2，陆地矿区的土
地征购仍有难题，同

时，费用越来越贵，那
是因锡矿和农园的经营
准证（IUP）重叠，还
未面对环境保护的民间
组织（LSM）反对锡矿
示威活动，其它问题是
非法采矿活动和商业竞
争问题越来越激烈，因
邦加勿里洞省的冶炼厂
（smelter）数目太多。
与此同时，艾米尔认
为，海底矿区的障碍比
陆地上相对的小。最重
要的是，在海底矿区蕴
藏量仍丰足，目前TINS
的总蕴藏量达到37万
7549吨或能坚持直至10
年后。“优质矿物蕴藏
量仍非常大和还未大规
模开采。”

截至今年9月底，国
营锡矿业公司已生产2万
7400吨锡砂，该数目相
等于今年3万2640吨总产
量的84%。
艾米尔坦言，今年
初，国营锡矿业公司在
生产方面仍有许多障
碍。“特别是海底矿区
生产，因保护期或雨季
冗长。”
除此之外，国营锡矿公
司经理部解释说，海底矿
区也受阻于划分矿区计划
问题，国营锡矿业公司大
部分矿区是在邦加和勿里
洞和廖内群岛。“但如看
到目前的生产和运营局的
业绩，我们有信心，能达
锡砂总生产量。”（sl）

Opus Park公寓首期推出

已售出80多个单位获1300亿盾
【本报讯】从今年9
月推出一个月内，Izumi
Sentul Realty公司开发的
Opus Park公寓，销售额已
达1300亿盾。Izumi Sen�
tul Realty公司总经理Ricky
Kinanto
Teh称，“Opus
Park公寓是我国唯一公寓
兴建封顶后才营销的。今
年9月8日，我们已进行非
正式推介会。”
Izumi Sentul Realty公
司是Sentul City(BKSL)公
司、Sumitomo
Corpora�
tion和日本Hankyu Hanshin
Properties
Corporation合
资企业。“我们定下指标
Opus Park公寓将于明年底
或2020年初向消费者分阶
段进行移交手续。我们将
兑现承诺兴建Opus Park按
照确定的时间表。”他这
么说。
Sentul City公司营销经
理Kelvin Octavianus透露，
从最初阶段营销第一栋公

Sentul City公司首席执行官David Partono(中)与Izumi Sentul Realty公司总经理Ricky Kinanto
Teh(右2)、Sentul City公司营销经理Kelvin Octavianus Lesmana(右)、Sumitomo Indonesia公司总
经理Kanji Tojo(左2)，和Hankyu Hanshin高级总经理Masahiko Toda陪同下，在茂物Sentul有关
Opus Park公寓讲话。(商报/Muhammad Maan摄)
寓 共 有 3 6 4 个 单 位 ， 已 售 完。“我们表乐观至今年 如斯说。Opus Park公寓分
出80多个单位并获得总额 底 ， 第 一 栋 公 寓 共 有 3 6 4 为三栋公寓，共有1077个
个单位可以售出。而全部 单 位 ， 占 地 7 . 8 公 顷 位 于
1800亿盾。
Park公寓定下在两 Sentul City商业中心区，
据 P R O J E K 和 P R O V I Z 创 Opus
Park公 建 筑 物 还 该 公 寓 、 日 本
办人兼担任Opus Park公寓 年半售完。Opus
营销顾问Andy K.Natanael 寓拥有许多优点，成为我 AEON Mall购物商场、办
说，所定下指标至今年底 们的基本乐观，随着建设 公楼和五星级酒店，以投
第一栋Opus Park公寓将售 进度销量将更提高。”他 资总额1.2兆盾。(lcm)

政府基建工程推动需求

油漆生产商仍依靠零售市场
【Kontan雅加达讯】油
漆生产商相信今年商务前
景持续增长。因为在零售
市场的油漆需求更多。另
一方面，政府基础设施工
程也更多，以致推动有关
公司的需求。
一 家 油 漆 生 产
商，Propan Raya Indus�
trial Coating Chemical
公司享有油漆需求量的增
长。Propan
Raya公司首
席执行官Kris Rianto称，
目前在零售阶层或工程领
域的需求仍在增长。
“例如大众捷运(MRT)
和出租简朴组屋(rusunawa)

工程。”他这么说。每年
基础设施工程占Propan Raya
公司总业务的30%。
而在零售方面的销售仍
占优势，或达到Propan Raya
公司总销售额的70%。
他表示，去年开斋节，
零售部门的销售额比2016
年增长10%。Propan Raya
公司定下指标，至今年底
销售额可达15%。
迄今，Propan Raya公
司大部分原料是进口的。
因此，盾币兑美元汇率疲
软，导致原料成本提高。
Propan Raya公司计划
调整产品的售价。原料种

类如树脂、碳酸钙和其他
添加剂等占油漆产品成份
40%至60%。
“我们将调整价格。
本月已有调高。”他如斯
说。但是，Propan
Raya
公司仍表乐观调高价格不
会影响需求量。
此外，Nipsea
Paint
and
Chemicals公司首席
执行官Jon Tan称，目前
房地产工程仍停滞不前。
结果，生产Nippon Paint
油漆的Nipsea Paint and
Chemicals公司，聚焦于
零售市场。在我国，尤其
雅加达外地区，重新油漆

的程度相当高。“人们每
两年或一年就更换一次新
油漆。”他这么说。
他看好我国油漆市场
将增长5%。Nippon Paint
希望今年销售额提高10%
。“我们希望市场份额再
提高1%至2%。”他如斯
说。目前，Nippon Paint
市场份额达25%，或成为
市场领头养。
ICI Paints Indonesia公
司总经理Jun de Dios称，
我国政府聚焦扩展基础设
施和房地产。“这是将对
工业带来积极的影响。”
他这么说。(l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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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快递业对世界快递增长贡献率超过一半
【中新社9日讯】10月9日是第49届世界邮政日。中
国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当日发表致辞称，中国邮政业
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世界提供了有益借鉴和成功经
验，为全球邮政业转型发展和行业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
马军胜说，邮政
业是推动流通方式转
型、促进消费升级的
现代化先导性产业，
邮政体系是国家战略
性基础设施和社会组
织系统，在国民经济
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
性作用。
马军胜在致辞中

表示，2017年，中国
邮政业业务总量完成
9764亿元（人民币，
下同），业务收入完
成6623亿元，同比
增长分别达到32%和
23%。其中快递业务
量突破400亿件，连续
4年稳居世界第一，年
业务量占全球45%以

上，对世界快递增长
贡献率超过一半。
马军胜说，今后要
全面履行邮政普遍服
务义务，加快实现边
远行政村直接通邮目
标，支持发达地区达
到更高水平，着力解
决农村地区用邮均衡
问题；推广“寄递+农

山西太原，物流快递工作人员正在分拣快递
村电商+农特产品+农
户”产业扶贫模式；
聚焦现代农业打造特
色农产品“直通车”，

聚焦先进制造业探索设
立“移动仓库”，聚焦
跨境电商建设跨境网
购“桥头堡”等。

三季度中国互联网投融资活跃度走高 浙江：到2022年对普通商品全面实行无理由退货
【中新社9日讯】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9日
发布的《2018年三季
度互联网投融资运行情
况》显示，2018年三季
度，中国互联网领域投
融资活跃度持续增长。
据统计，三季度，
中国互联网领域投融资
892笔，环比增加21%
，同比增长66.4%；
与此同时，披露的融资
额152亿美元，环比下
降45.1%，同比上升
83.8%。
报告分析称，互联
网行业投资高度活跃主
要因为资本环境趋紧，
融资渠道收窄，股权融
资需求提高；而融资额
大幅回落是由于近期互
联网企业集中上市，大
额融资需求下降明显。

报告还显示，从互
联网投融资轮次分布
看，三季度，种子天使
轮投资占到49.6%，A
轮投资占到27.8%，早
期融资占比继续小幅上
升。投资领域占比最高
的是互联网金融，占到
17%，其次是电子商务
和企业服务。
报告还介绍了全球
互联网领域投融资情
况。三季度，全球资本
市场活跃度有所下降，
投融资案例数为4727
笔，环比降低6.5%，
同比下降3.9%；披露
的投融资金额为512亿
美元，环比降低10.6%
，同比升高50.1%。
其中，美国和中国处于
互联网投融资的第一梯
队。

深圳海关口岸“限时作业”

整体通关提速
【中新社9日讯】9
日从深圳海关获悉，据
该关统计，2018年1-8
月，深圳关区进口整
体通关时间为21.94小
时，较2017年（下同）
缩短15.7%，为全国
最短。出口整体通关时
间为6.82小时，缩短
42.7%，实现压缩1/3
的目标。
便捷的通关带来了
外贸的稳步增长，据深
圳海关统计，今年1-8
月，深圳市进出口总额
达1.86万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增长10.2%
，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
值的9.6%。
今年9月，深圳中永
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从深
圳海关隶属大鹏海关申
报出口一批原木，从申
报到查验放行的时间

相较以往大幅缩减一半
以上。该企业负责人表
示，整体通关时间的缩
短得益于深圳海关在口
岸推行规范流程的“限
时作业”。
据悉，深圳海关根
据货物通关准备、报关
报检、货物提离等作业
环节操作要求，在各
个环节均设定了“当天
办结率”等时效管控指
标，并最大限度压缩内
部核批事项办理层级，
要求各个业务现场必须
在对外承诺时限内完成
作业。口岸现场还推
行“即到即办”“首问
责任制”等办理制度，
建立“7×24”小时通
关保障机制，方便企业
办理当天提货，对紧急
货物随到随检随放、及
时提离。

“恒生港股通大湾区指数”推出受关注

【中新网9日讯】9
日，浙江省政府召开放
心消费在浙江推进会。
记者从会上获悉，浙江
正全力研究制定扩大放
心消费的政策举措，通
过放心消费激发居民消
费潜力，到2022年浙江
全省消费环节将对普通
商品全面实行无理由退
货。
“放心消费”如今
已成为浙江新“名片”
。2016年12月，浙江
首次提出全面实施放
心消费在浙江行动计
划。2017年召开的浙
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强
调，全面实施放心消费
在浙江行动计划，不断
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2018年浙江省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培
育发展放心消费示范单
位、无理由退货承诺单
位列入浙江省政府十方
面民生实事之一。
实施放心消费在浙
江行动以来，浙江消费
动力更加强劲，消费对

浙江中江农贸市场创建放心消费示范单位
浙江经济增长的贡献从
2013年的39.7%提高到
2017年的56.3%，成为
第一动力。
今天召开的会议透
露，下一步浙江将扩大
放心消费，目标是示范
全覆盖、质量大提升、
百姓更满意。
在覆盖领域上，到
2020年，浙江将累计
培育放心消费示范单位
3万家以上，基本覆盖
该省消费较为集中的主
要领域、重点场所及经
营服务性企业。到2022

年，放心消费示范单位
占浙江省市场主体总量
的1%，全面覆盖浙江
省主要行业和新兴领
域。
在商品和服务整体
质量方面，到2022年，
浙江的制造业产品质量
合格率力争达96%以
上，主要农产品质量检
测合格率达98%以上；
在百姓满意度方面，到
2022年，浙江省消费环
节对普通商品全面实行
无理由退货，消费者满
意度指数达0.98以上。

5年内扩展到超100座金茂府

活动现场中国金茂总裁李从瑞解读金茂府
内将会完成。
金茂府，是中国金
茂最重要的产品力标
签。金茂府2.0发布盛
典上，中国金茂首次以
产品系亮相，也是中国
金茂多年打磨产品、不
断迭代创新中，首次宣
布产品体系升级。
谈到当前时代，中
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中国金茂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高
宁表示，中国是14亿人
口的大国，经济趋缓只
是暂时必然的小波澜，
真正的经济持续发展才
刚刚起步。“越是在情
况多变的时候，我们越
要有信心，越要有定
力，以科技和人文的关
怀为核心，来推进我们
事业的发展。”
面对外部环境变
化，“作为房地产企
业，唯有做好自己，打
好内功”。李从瑞介绍
道，金茂府针对不同地
区、不同购买时段的
2000余组金茂府业主
和客户进行了详细的调
研和访谈。调研结果显
示，客户关注的核心聚
焦在两个方面，一是让
房间更舒适，二是让房
子更聪明。

南航本月底将开通郑州-岘港直达航线
黄伟雄
【中新社9日讯】香
港恒生指数公司8日推
出“恒生港股通大湾区
指数”，恒生指数公司
董事兼研究及分析主管
黄伟雄9日对中新社记
者表示，已有部分客户
与公司商讨关于追踪新
指数的产品。
黄伟雄表示，推出
该指数的主要目的是为
了反映在港上市的粤港
澳大湾区公司的股价
表现，为这一投资范畴
提供基准。目前有一些
客户已经与公司讨论推
出追踪该指数的投资产
品。
“恒生港股通大湾
区指数”旨在反映在香
港上市、主要于粤港澳

大湾区营运，且须符
合港股通交易资格的公
司的表现。其中权重最
大的10家公司分别是
腾讯、中国平安、港交
所、恒生银行、长实集
团、新鸿基地产、中华
煤气、中银香港、招商
银行、银河娱乐。
恒生指数公司已于
5月推出了跨市场的“
恒生沪深港通大湾区
综合指数”，由250只
港股及A股上市公司构
成。“恒生港股通大湾
区指数”的选股范围涵
盖“恒生沪深港通大湾
区综合指数”中的香港
上市公司，当中累计总
市值前95%的公司会被
挑选为成份股。

【中新网9日讯】9
日从南航河南航空有限
公司获悉，为满足广大
旅客出境到越南岘港的
旅游需求，南航河南航
空有限公司将于10月30
日起开通郑州-岘港直
达航线，并加密原有经
停北海的郑州-北海岘港航班，使郑州至越
南岘港航线达到每天一
班，大大方便了河南游
客出境到越南岘港旅
游。
岘港系越南中部的
中心城市，位于越南
三个世界文化遗产目录
(即顺化故都、会安古
邑、美山圣地)交叉中
心，被称为越南的第三
大门口。其海滨沙滩长
达30公里，海滨场地四
季如春，是东南亚最佳
避暑城市之一，近年来
越来越受旅游爱好者的

简讯
2017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
创历史新高
中国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消息显
示，2017年，中国科技经费投入力度
加大，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投入强度（R&D经费与GDP的比值）
再创历史新高。
当日，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
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2017年全国
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公报显
示，2017年中国R&D经费投入总量
为17606.1亿元（人民币，下同）
，比上年增加1929.4亿元，增长
12.3%，增速较上年提高1.7个百
分点。R&D经费投入强度再创历史
新高，达到2.13%，较2016年提高
0.02个百分点。
其中，2017年，中国基础研究经
费为975.5亿元，比上年增加152.6
亿元，比上年增长18.5%；增速较上
年提高3.6个百分点，为近5年来的最
高。
   （中新社）

年内第四次降准落地
稳定市场利好A股中长期发展

中国金茂总裁李从瑞：

【中新网9日讯】中
国金茂·金茂府2.0发
布盛典8日晚在北京举
行，中国金茂总裁李从
瑞期间透露了金茂府未
来五年的扩张计划。他
表示，中国金茂已完成
21个城市、39座金茂府
的布局。未来要布局到
40个城市，扩展到超过
100座金茂府，在5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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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睐。
据悉，郑州-岘港
直达航线为每周二、
四、六各一班，航班
号CZ8367/8，由波音
73M机型执飞，飞行时
间为3小时30分钟。航
班时刻为：北京时间12
：05从郑州新郑机场起
飞，当地时间14:30到
岘港国际机场；回程为
当地时间15:30从岘港
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
间20:00到达郑州新郑
机场。

同时，南航河南航
空有限公司还将在2018
年冬春航季，加密原
有经停北海的郑州北海-岘港航班为每周
一、三、五、七各一
班，航班号CZ8361/2
，航班时刻为去程北
京时间10:00从郑州新
郑机场起飞，当地时
间14:30到岘港国际机
场；回程为当地时间
15:30从岘港国际机场
起飞，北京时间21：50
到达郑州新郑机场。

新郑国际机场

9日讯，尽管有中国央行降准“加
持”，受海外市场普跌行情影响，A
股国庆长假后两个交易日仍出现较
大调整。市场人士普遍认为，降准
短期内对股市的影响比较有限，而
从中长期角度分析，则有利于缓解
A股市场资金面，有利于中长期发
展。
10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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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货币政策操作中，此次
已经是第四次使用“降准”这一工
具。
   （中新社）

青海成整装
中欧班列单一产品运输最多省份
9日讯，“从2016年至今，青海5
列单向货品中欧班列和南向通道的开
行，使青海成为中国开行单一产品整
装中欧班列最多省份。”青海省商务
厅副厅长李雅琳9日对外表示，同时
也打开了青海多点多线国际班列运输
大通道。
9日11时08分，随着长长的汽笛
声，青海德令哈至俄罗斯巴尔瑙尔
75026次中欧班列从德令哈站缓缓驶
出，又一趟单一产品整装中欧班列从
青海开行。
此趟列车装载有82只20英尺铁路集
装箱，从青海省德令哈站出发，沿亚
欧大陆桥西通道，从阿拉山口出境，
途经哈萨克斯坦，最终抵达俄罗斯巴
尔瑙尔，全程4345公里，运行时间约
   （中新社）
12天。

世界稻米专家齐聚中国北疆论“稻”
9日讯，2018中国国际大米品牌
大会暨第二届中国（哈尔滨）国际
稻米论坛9日在哈尔滨举行，来自泰
国、美国、韩国、菲律宾等十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稻米专家和学者共同
论“稻”。
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在论坛上
提出：“中国水稻播种面积在世界上
排名第二，2017年产量是4.5亿亩，
在世界处于领先位置，但中国稻米品
质的改良是落后于世界的。应通过分
子育种的方法，来改良培育适应不
同人群、不同市场需求的优质稻米品
质。”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大米分会会长郄
建伟则指出：“中国稻米连年丰收，
数量充足，质量优良，结构合理，消
费平稳，这个基本格局已经形成，满
足了城乡居民的基本需求，中国稻
米产业正在从资源优势向品牌优势转
化。”
   （中新社）

国家林草局专项打击乱捕滥猎
收缴野生动物12万余头
9日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
悉，“绿剑2018”专项打击行动已收
缴野生动物12万余头（只）。
今年9月1日起，中国森林公安机
关开展了为期100天的“绿剑2018”
专 项 打 击 行 动 。 1 0月 9 日 ， 国 家 林 业
和草原局召开全国打击乱捕滥猎和非
法经营候鸟违法犯罪活动电视电话
会，通报今秋中国境内候鸟迁飞动态
情况和开展“绿剑2018”专项打击
行动情况。
截至目前，全国共办理涉林刑
事案件2115起，行政案件7086
起，清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加
工经营场所2265处，巡护自然保
护地、野生动物活动区域7687
处，收缴野生动物12万余头（
只），放飞、放生野生动物5.5万
余头（只）。
   （ 中 新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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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中国远征一号S上面级首飞成功

火箭运载能力增加近一倍
【中新社9日讯】被誉为商业型“太
空摆渡车”的中国远征一号S上面级9
日与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携手，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将遥感三十二号01组
卫星发射升空并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长征二号丙运载火
箭及远征一号S上面级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
术研究院抓总研制。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
究院称，这次发射任
务是远征一号S上面级
的首飞，也是长征二
号丙火箭首次与远征

上面级搭档，两者配
合让火箭运载能力增
加了近一倍。
据中国运载火箭
技术研究院长征二号
丙/远征一号S型号副
总师崔照云介绍，远
征一号S也称“远征
一号商业型上面级”
，是在远征一号上面

级的基础上进行适应
性改进，主要针对短
时间飞行任务而设计
的一型上面级。它的
工作时间短，在与基
础级分离完成后，马
上点火加速，按照需
求将卫星送入预定轨
道。
值得一提的是，长
征二号丙火箭700公里
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
力为1.2吨左右，本次
与远征一号S上面级搭
档 后 ， 火 箭 运 载 能 力 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
达2吨以上，运载能力 (及远征一号S上面级)，成功将遥感三十二号01组
增加了接近一倍。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李克强会见安哥拉总统洛伦索 习近平向伊拉克新任总统巴尔罕致贺电
【中新社9日讯】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
9日致电巴尔罕·萨利
赫，祝贺他当选伊拉克
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
出，中伊传统友好，
近年来，两国政治互
信不断深化，务实合
作快速发展，人文交
流更加密切，我对此
感到欣慰。祝愿在你
领导下，伊拉克政治
和解和经济重建进程
稳步推进，在探索符
合自身国情发展道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9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
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安哥拉总统洛伦索
【中新社9日讯】中
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月9日上午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
访问的安哥拉总统洛伦
索。
李克强表示，中安
传统友谊深厚，互为重
要合作伙伴，两国关系
发展走在中国同非洲国
家关系前列。习近平主
席同总统先生举行富有
成果的会谈，共同规划
中安关系发展。中方愿
同安方继续巩固政治互
信，推进各领域合作，
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共
同发展。
李克强指出，中安
务实合作前景广阔。下

阶段，双方应当加强发
展战略对接，落实好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
果，创新合作模式，加
快商签投资保护协定，
推进产业、贸易、基础
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合
作，进一步发挥民营企
业作用，推动中安互利
合作升级，广泛惠及两
国人民。中方鼓励中国
企业赴安投资，遵守安
方法律法规，希安方提
供营商便利，采取更多
措施保障中国公民安
全。
洛伦索表示，我在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后再次访华，充分体现
了安中关系的重要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路上继续取得更大成
就。我高度重视中伊
关系发展，愿同你一
道继续努力，以中伊

建交60周年为契机，
推动中伊战略伙伴关
系取得更大发展，造
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中方：挪威国王访华将是“重要契机”

有助于推动中挪关系向前发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中新社9日讯】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陆慷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挪
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对中国的访问将
是一个重要契机，有助于推动中挪
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挪威国
王哈拉尔五世将于10月11日至20日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陆慷当天介绍，根据双方目前商
定的安排，届时习近平主席和夫人
彭丽媛女士将为哈拉尔五世国王夫
妇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习近
平主席将同哈拉尔五世国王举行会
谈，栗战书委员长等国家领导人将
会见。除北京外，哈拉尔五世国王
还将赴甘肃、上海、江苏访问。
陆慷表示，挪威是最早同新中国
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中挪双边合作
基础深厚、前景广阔。中方相信，此
访将是一个重要契机，有助于进一步
增进双方政治互信，拓展两国务实合
作，增进两国人民传统友谊，推动中
挪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

政法委书记李华楠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6月出生，安徽太
和人，大学本科学
历。1977年1月参加工
作，1983年3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
自1984年7月起，
李华楠历任安徽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经济法
规处主任科员，广东

省深圳市法制局局长
助理、局长、党组书
记，2004年5月任深
圳市人民政府法制办
（行政复议办、法
律顾问室）主任、
党组书记，2005年6
月任深圳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2009年

2月任深圳市人大常
委会常务副主任、党
组副书记，2010年
6月任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党组书
记，2011年11月任中
共深圳市委常委、秘
书长，2015年5月任中
共深圳市委副书记，

“党产会”认定”中影”为国民党附随组织

118亿资产将冻结
【中国台湾网9日讯】
台北地检署今年7月起诉
涉嫌贱卖“三中”（“中
影”、“中广”、“中
视”）党产的前台湾地
区领导人马英九，台北地
院也将于本月31日首度
开庭。台当局“行政院不

当党产委员会”调查“中
影”（台湾中影股份有限
公司）、“中广”（中国
广播公司）案，经过数月
讨论后，今日举行内部“
委员会”，“党产会”
发言人施锦芳证实，经
过各“委员”讨论决议，

“中影”八德大楼

中方：到底是哪国动辄干涉别国内政，
国际社会早就看得很清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9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历来坚持不
干涉内政原则，我们也没有兴趣干
涉美国的内政和选举。世界上到底
是哪个国家动辄干涉别国内政，国
际社会早就看得很清楚。有记者提
问，美国领导人近来发表讲话指责
中方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我们注
意到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8日会见蓬
佩奥国务卿时再次予以了驳斥。你
可否介绍有关情况？
陆慷表示，对于美国领导人的无
端指责，中方从一开始就表明了立
场，指出这纯属捕风捉影，不能接
受。
   （中新社）

澳门各界举行集会纪念辛亥革命107周年
10月9日上午，澳门各界人士代
表在镜湖医院孙中山铜像前举行集
会，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7周年。中
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孙
达、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副特
派员王冬、镜湖医院慈善会主席廖
泽云以及澳门各界知名人士代表在
纪念仪式上向孙中山铜像敬献了花
篮，并向铜像鞠躬致敬。镜湖医院
慈善会理事长刘永诚致辞时表示，
举行集会的目的是缅怀孙中山先
生，继承他的遗志。   （中新社）

福建沿海现9级以上大风
平潭赴台航线再停航

深圳市委副书记、
【中新社9日讯】
广东省纪委监委9日通
报，中共深圳市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
市社工委主任李华楠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李华楠，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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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影”祭出行政处
分，认定为国民党附随组
织。“中影”所有118亿
（新台币，下同）资产将
全数冻结。
施锦芳称，整个“三
中”案在北检重新调查检
视后，目前已到了可以做
处分的阶段，今日内部“
委员会”讨论相当多的案
子，“中影”案也是其中
一个项目。决议认定为附
随组织后，“中影”董事
长郭台强经营的“中影”
公司名下财产全部冻结，
须先向“党产会”申请许
可才能动支，“党产会”
将首度控管戏院财务。
“三中案”缘于台湾“
广电法”修正通过要求台
党政军退出媒体，拥有“
中视”、“中广”和“中
影”的国民党开始对外出
售，退出经营。

同年6月兼任市委政法
委书记，市社工委主
任，2016年7月任中共
深圳市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光明新区
党工委书记，2017年
9月至今任中共深圳市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市社工委主任。

福建省气象局9日拉响“海上大风
Ⅲ级预警”信号：受冷空气影响，
福建沿海10日至13日将出现9级以上
大风。专家称，应注意防范沿海大
风对航运、渔业和滨海旅游等行业
的影响。福建海峡高速客滚航运有
限公司则披露，10月11日至12日台
湾海峡东北风7至8级，阵风9至10
级，浪高2. 5至3. 5米，已不符合载
客安全航行最低条件。平潭赴台航
线原定于10月11日第18218次平潭往
返台中、10月12日第18219次平潭往
返台北航班全部停航。 （中新社）

广西南宁破获
涉资逾2亿元特大传销案
10月9日，广西南宁警方调集
180多名精干警力，对一起特大传
销专案开展集中统一收网行动，共
抓获传销人员96名（其中，“老
总”级人员38人）。据初步统计，
该案涉案人数超过3000人，涉案资
金超过2亿元人民币。据办案民警
介绍，2018年7月初，南宁市公安
局经侦支队在日常工作中排查出线
索：有一伙山东籍人员在南宁市良
庆区大沙田一带，从事以“纯资本
运作”为名的聚集型传销活动。7月
20日，南宁警方对该案正式立案侦
查。
   （中新社）

中国检察机关依法
分别对陈文库、吕永杰、冯跃、李光金提起公诉
9日从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
检察机关依法分别对陈文库、吕永
杰、冯跃、李光金提起公诉。内蒙
古自治区乌海市委原常委、统战部
部长陈文库（副厅级）涉嫌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非法持有、私
藏枪支、弹药罪一案，经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阿拉善盟分院
向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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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下调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新华社华盛顿讯】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周二宣布将今明两年
世界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3.7%，
并警告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是世界
经济面临的主要威胁。
IMF发布的最新一
期《世界经济展望》
报告显示，预计今明
两年世界经济增速都
将达到3.7%，维持在
2017年的增长水平，
比此前7月份的预测值
低0.2个百分点。
在最新报告中，IMF
预计，2018年发达经济
体增速为2.4%，其中
美国经济增速为2.9%
，欧元区经济增速为
2%，日本经济增速为
1.1%。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经济体2018年增速

预计为4.7%，其中中
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期维
持在6.6%不变。
报告指出，世界经
济增长面临的下行风
险已经上升，同时由
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
体增长势头减弱、金
融状况收紧，世界经
济增长强于预期的可
能性已经下降。报告
认为，贸易紧张局势
加剧，基于规则的多
边贸易体系可能被削
弱，这是经济前景面
临的主要威胁。

美国财政部官员称

报告说，自IMF4月
份发布《世界经济展
望》报告以来，美国
对多种进口产品加征
了关税，贸易伙伴已
经或准备采取反制措
施。贸易紧张局势加
剧以及由此带来的政
策不确定性上升可能
挫伤商业和金融市场
情绪，引发金融市场
动荡，并导致投资和
贸易减缓。
报告警告，贸易壁
垒的增加会破坏全球
供给链，阻碍新技术
传播，最终导致全球
生产率和福利下降。
更多的进口限制还会
提高可贸易消费品的
成本，对低收入家庭
造成特别大的损害。
报告建议，为维护
和扩大过去几十年基

周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发布
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World Economic Outlook)。
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一体
化带来的收益，各国应
开展合作，进一步降低
贸易成本，在不增加扭
曲性壁垒的前提下化解
分歧。另外，还应通过
合作完成金融监管改
革议程，加强国际税
收体系，提高网络安

全性，以及应对气候
变化。
IMF通常每年在4月
的春季会议、10月的
年会期间分别发布上
下半年《世界经济展
望》报告，并在7月和
次年1月分别对两份报
告做出更新。

欧洲央行管委克诺特称

美国仍担心人民币贬值 央行将在1月开始讨论升息时机

美国仍对中国人民币近期贬值感到担忧。
【路透印尼努沙
杜瓦讯】美国财政部
一位高级官员周一表
示，美国仍对中国人
民币近期贬值感到担
忧。他补充说，尚不
清楚美国财长努钦是
否会在本周举行的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和世界银行会议上与
中国官员会晤。
“当然，在人民
币汇率问题上，我们
将继续密切关注人民
币的走势，我们仍对
人民币近期贬值感到
担忧，”这位官员在
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表
示，“更广泛来说，
我们对中国放弃更
加以市场为导向的
政策，且继续依赖

影响宏观经济和贸
易环境的非市场机
制十分关切。”
这位官员表示，
这些担忧将在定于下
周发布的财政部半年
度货币报告中被提出
来。但他拒绝透露报
告的任何细节。
这位财政部官员
称，努钦目前没有与
中国官员在IMF和世
行在印尼度假胜地巴
厘岛举行的会议间歇
会晤的安排。不过 ，
他的日程尚未最后
敲定。
这位官员表示，中
国副总理刘鹤不会出
席IMF和世行年会，
因此不太可能进行贸
易讨论。

德国疲弱贸易数据

表明第三季经济增长贫乏

【路透阿姆斯特丹讯】
荷兰央行总裁兼欧洲
央行管委克诺特(Klaas
Knot)周一表示，欧洲
央行将不得不在1月开
始讨论升息时机，而与
超宽松金融状况相关的
风险在继续上升。
欧洲央行将继续“谨
慎地将货币政策正常
化”，克诺特称，这意
味着欧洲央行将首先在
今年底结束资产购买。
“我认为没有理由不
这么做，且我预计不会出
现任何理由，”他说。
接下来，欧洲央行
管委将开始讨论进行
2011年以来首次升息的
时机，克诺特说。

克诺特还表示，“不
能指望目前宽松的金
融状况会长时间持续下
去。当这些条件发生改
变，谁的负债过高就会
一目了然。”
克诺特指出，最近土
耳其和阿根廷的金融动荡
就证明了金融状况可能会
以多快的速度改变，并警
告称，“发达国家也有
可能出现逆转。”
他表示，借贷成本
在过去10年保持在超低
水平，刺激个人和企业
大规模举债，负债规模
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同时也限制了他们偿还
债务的动力。
荷兰央行在其半年

欧洲央行管委克诺特。
度金融稳定报告中警告
称，这种寻求风险的行
为可能导致破坏性损
失，因为贸易紧张局势
加剧、英国硬退欧或美
国升息步伐超过预期等
因素，都可能引发金融
市场的“大幅回调”。

收入差距拉大或将成隐忧

目前仍维持美国AAA及稳定评级
【路透纽约讯】
信用评级公司穆迪
(Moody’s)周一表
示，收入差距拉大有可
能影响到美国目前享有
的最高信用评级，因该
国在赤字不断上升之
际，难以控制政治和社
会的分化问题。
不过，穆迪仍维持
对美国债信的“AAA及
稳定”评级。三大评级
机构中只有标准普尔曾
经因为2011年美国政府
债务上限危机以及“政
治边缘政策”而将其评
级调降至“AA+”。
穆迪报告称，收入
不均“是一项关键的社
会考量，会通过多种评
级因素影响到美国的
信用评级，这些因素包
括经济、制度和财政实
力，”还有可能促使政

【路透柏林讯】周二
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
8月出口意外下滑，这
是欧洲最大经济体制造
业在夏季月份降档运行
最新迹象。
德国联邦统计局表
示，8月经季节调整出
口下滑0.1%。路透调
查为成长0.3%。8月进
口则是下滑2.7%，调 查
预估为下滑0.2%。
数据显示，经季节
调整后贸易顺差扩大至
183亿欧元(210.2亿美
元)，7月时则为顺差
159亿欧元。
还显示8月未经调整的
经常帐盈余从7月的151亿
欧元增至153亿欧元。
贸易数据与周一出

炉的制造业数据表现
一致，表明德国经济
在第三季丧失动能。
制造业数据显示，8
月工业生产意外小幅
下降。
分析师对德国经济
的看法越来越悲观，
德国主要机构上月下
修了他们对2018年经
济增长的预估，还警
告称涉及美国的贸易
摩擦升级，可能导致
德国和欧洲经济出现
重大衰退。
一位消息人士还对
路透称，德国政府将下
修其对今明两年经济增
长的预估。德国政府料
将在周四发布其最新经
济增长预估。

美国纽约一名男子站在渡轮上远眺曼哈顿城市天际线。
府加大支出，为低收入
家庭提供支撑，而“在
近期减税之后，政府不
大可能通过提高税收来
弥补所需开支。”
“总的来说，(收
入)不均问题愈发严
重，将加大中期内美国
在缓解负面财政状况方
面的政治难度。”
金融危机之后，股

价创纪录及薪资增长迟
滞使得已很突出的美国
收入不均问题变得更加
严重。相比全球其他国
家，美国的财富聚集现
象也更为明显。
穆迪称，在老龄化
相关福利支出上升的
情况下，这种趋势“
与财政前景恶化同时
发生”。

及早防范英国硬退欧冲击金融服务风险
【路透伦敦讯】英国
央行呼吁欧盟采取更多
措施，保护跨境金融服
务免受所谓的断崖式退
欧相关风险影响，并称
现在采取行动的需要很
紧迫。
此时距离英国退出
欧盟还有不到六个月时
间，退欧可能给在英国
经营业务的公司制造新
的障碍，英国央行称保
险、衍生品和数据转移
方面可能面临风险。
截至目前，英国和
欧盟尚未就退欧条款和
双方新关系达成一致。
“英国已经就应对
这些风险取得了很多进
展，但欧盟方面的进展
有限，”英国央行金融
政策委员会(FPC)10月

简讯
意大利总理称
IMF对意经济的预估应基于新预算做出修正
意大利总理孔特周二称，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对于意大利经济的
预估应基于政府2019年预算计划做
出修正。
孔特称，“(IMF)的预估应基于我
们的预算计划作出更新。我们(在数
据中)已显示第三年赤字相当于GDP
的比重将跌至2%以下，我们亦将压
制债务相当于GDP的比重，这一比率
亦将下跌。”
意大利总理孔特称，政府希望同
欧盟就预算计划进行“合理”对话。

英国硬退欧每年将给德国公司
增添逾30亿欧元额外关税
一家德国研究机构周二表示，若英
国硬退欧，将每年给德国公司额外增
添逾30亿欧元(34.4亿美元)的关税；
德国对英国出口最高可能减少57%。
德国科隆的IW经济研究所表示，
这种情况将使德国的汽车产业受创
最重，因为这些额外成本中约有
60%临到汽车业头上。
该机构称，长期来看，硬退欧很
可能导致价格上涨，以及德国商品
的流通出现改变。

欧股挫至六个月低位
因投资人担心贸易战对中国的冲击大于预期
欧洲股市周一下挫，因投资人本
已担心美国升息会逐步令股市对投资
人的吸引力降低，又加上忧虑贸易战
对中国的影响可能较预期严重。
亚洲股市大跌，尽管中国央行周
日宣布年内第四次降准，以应对同
美国贸易战所受的影响。美股周一
早盘也下跌。
意大利和欧盟就意大利政府开支
计划的冲突不断升级，也影响了市
场人气。指标泛欧STOXX 600指数
收低1.1%，至约六个月最低收位，
出口股权值较重的德股DAX指数下
挫1.4%。

谷歌退出竞标美国国防部
100亿美元的数据合同
Alphabet旗下谷歌周一表示，它不
再竞争美国国防部价值100亿美元的
云计算合同，部分原因是该项目不
符合公司新的伦理准则。该公司没
有做更多详细说明。
谷歌在声明中称，“我们无法保
证JEDI交易符合我们的AI准则，第
二，我们确定合同的某些部分超出
了我们当前的政府认证范围。”
国防部官员和技术供应商认
为，亚马逊在竞标者中排名领先。
该项云计算合约名为联合企业国
防基建(Joint
Enterprise
Defense
Infrastructure)，简称JEDI。谷歌在声
明中称，如果允许联合竞标，它本
可以支持JEDI合同中的部分内容。

英国基金经理
或可不必在退欧后迁至欧盟国家

英国央行敦促欧盟
德国联邦统计局表示，8月经季节调整出口下滑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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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召开会议后，周二
发表声明称。
“在剩下的有限时
间内，企业不可能单凭
他们自己来充分降低跨
境金融服务中断的风
险。目前迫切需要有关
当局来完成减缓冲击的
措施。”
如果欧盟不采取行
动来确保现行规则的连
贯性，名义价值达40
万亿英镑的衍生品在英
国于明年3月29日退欧
后，则面临法律上的不
确定性。
该央行称，保险方
面，即便位于英国的企
业在3月前完成把他们
的欧洲业务转移到欧盟
的行动，但欧盟约900
万的保单持有者在3月

后仍将处在不确定性的
阴影之下。
FPC周二还表示，维
持银行资本缓冲率要求
不变，并指出借款人保
持克制。不过，该委
员称，对高风险、高
负债企业的贷款快速
感到担忧。
英国的银行被要求
达到所谓的逆周期资
本缓冲(CCyB)，即
仅占其风险加权资产
的1%，这是英国央行
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试
图避免纳税人救助重
演而采取的措施的一
部分。
FPC称，将在11月
28日的下次会议上重
新评估逆周期资本缓
冲比率。

英 国 基 金 业 主 要 行 业 组 织
Investment Association(IA)执行长Chris
Cummings周一表示，英国基金经理人
在退欧后必须重新迁移至欧盟以管理
欧盟投资基金的威胁正在消退。
“我预期欧洲其他金融中心会
有些许成长，这是英国退欧后重新
平衡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我认
为英国仍是管理投资组合的优质去
处，”Cummings对路透表示。
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SMA)近
期的声明或许可以让行业“大为放
心”。ESMA负责管理欧盟金融证券
方面的监管规定。
ESMA主席麦尧尔上周表示，欧
盟与英国监管者将签署合作协议或
谅解备忘录，以监督跨境金融活
动，IA认为这有助于在英国退欧后
的继续委托。

德国将就全球成长放缓可能性增加发出警告
德国央行准备在全球主要金融决
策者齐聚印尼时表示，全球经济下
滑的“可能性增加”，使得各国政
府迫切需要留出资金。
在美中两国贸易紧张局势加剧，
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出现危机的背景
下，世界各国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
将于本周参加在巴厘岛举行的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主办
的年度会议。
德国央行将在峰会上表示，全球
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但本轮经济周
期现的高峰期已过，与此同时，与
贸易冲突和英国退欧磋商相关的政
治不确定性已导致风险上升。
德国央行副行长Claudia Buch在周
一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德国
和全球经济周期提前，使得经济下
滑的可能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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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特朗普接纳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年底离职
【综合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黑
利（Nikki Haley）当地时间周二（9
日）早上在白宫宣布辞职，并获总统
特朗普（Donald Trump）接纳。
黑利离职的消息由
新闻网站Axios首先传
出，但她并没有证实
有关消息，而特朗普
其后表示有「重大消
息宣布」。据报道，
黑利上周前往白宫
时，已与特朗普谈及
请辞的事宜。
特朗普于白宫表

示，黑利将于2018年
底离职，又指对方早
在6个月前已经提出辞
职，并希望可以有时
间休息。特朗普赞扬
黑利，称希望对方将
方可以回归白宫担任
其他工作。
而黑利说，美国在
特朗普的治下获得其

他国家尊重：「其他
国家或不喜欢美国的
做法，但都尊重我们
的做法。」
46岁的黑利曾任
南卡罗来纳州州长，
为印度裔美国人。外
界视黑利为共和党的
明日之星，有可能代
表共和党出战2020
年总统大选。但黑利
周二表明，不会参选
2020年的大选，并
指会协助特朗普争取
连任。
黑利2018年较早时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黑利（Nikki Haley）当地时间周
二（9日）早上在白宫宣布辞职，并获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接纳。
间向路透社表示，为 的权益，「每天犹如
了 在 联 合 国 捍 卫 美 国 穿上全副武装」。

飓风“迈克尔”扑向美佛州 生财有道!克林顿夫妇

当局下令民众强制疏散 将在13地巡回演讲 票价高达750美元

飓风“迈克尔”即将来袭，美国佛州大批民众被令
撤离家园，汽油站前出现长长车龙。
【中新网】据“中
央社”报道，飓风“迈
克尔”(Michael)预计
10日将会增强为3级。
扑向佛罗里达州沿岸地
区，还可能引发“威胁
性命”的暴洪，当局已
下令佛州西北部的居民
当地时间9日凌晨前必
须撤离家园。
佛州州长斯科特办公
室表示，当局已对湾郡
(Bay County)部分地区，
包括受旅客青睐的巴拿
马市海滩度假村，以及
附近的墨西哥湾郡(Gulf
county)和富兰克林郡
(Franklin county)若干地
区下达强制疏散令。
斯科特表示：“每
户家庭都必须做好准
备，我们可以将你的家
园复原，但无法重建你
的生活。”
总部位于迈阿密
的美国国家飓风中心

(NHC)表示，迈克尔8
日晚挟带每小时140公
里的最大持续风速，逐
步增强为1级飓风后，
当局便发出警报。
迈克尔于格林威治
时间9日零时1分离开古
巴皮那德瑞奥省 (Pinar
del Rio)后，便以每小
时19公里的速度向北移
动，一路穿越墨西哥尤
加丹半岛(Yucatan peninsula)。
迈克尔预计将穿越
温暖、水深较浅的墨西
哥湾(Gulf of Mexico)
水域，接着扑向墨西哥
湾北部佛州沿岸地区，
朝内陆移动。
迈克尔预计10日侵
袭佛州，其威力足以将
树木连根拔起，道路受
阻，电力供应也可能会
中断数天之久，接着迈
克尔将于11日侵袭美国
东南部地区。

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

呼吁调查保加利亚记者被杀事件

马里诺娃资料照
【美国之音网】保
护记者委员会（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呼吁保加
利亚政府对电视记者
维多利亚·马里诺娃
（Victoria Marinova）
这个周末被杀害的事件
进行调查。
保护记者委员会驻
欧盟代表汤姆·吉布森
表示：“保护记者委员
会对于
维多利亚·马里诺
娃被残忍杀害感到震
惊。保加利亚政府必须
尽一切力量和资源进行
彻底调查，将肇事者绳
之以法。”
正在调查政治人物
可能涉嫌卷入贪腐案件
的保加利亚电视记者维
多利亚·马里诺娃的尸

体星期六在保加利亚北
部城市鲁塞的一个公园
被发现。她的手机，汽
车钥匙，眼镜和一些衣
服失踪。
警方说30岁的马里
诺娃遭强奸后被杀害。
鲁塞检察官乔治耶
夫说：“她的死亡是由
于头部被袭击和窒息造
成的。”他说调查人员
取得了许多DNA证据。
保加利亚内政部长
说没有迹象显示马里诺
娃的死与她的记者调查
报道有关。
马里诺娃工作的电
视台另一名记者说该电
视台没有其他人受到威
胁。
但是一个与这项调
查有关的网站的经营者
约尔达诺夫表示该网站
有可信的信息显示有事
情会发生。
他 告 诉 法 新 社
说：“维多利亚的死
亡，她以行刑式的残忍
手段被杀。这些表明是
要发出警告。”这家网
站的一些记者曾经接受
过马里诺娃的采访。
马里诺娃在鲁塞TVN
电视台工作，是一个谈
话节目主持人。

【海外网】当地时
间8日，美国前总统克
林顿及其妻子、前国务
卿希拉里宣布，两人将
在今年和明年展开涉及
美国和加拿大13个城市
的巡回演讲。值得注意
的是，观看这对美国政
坛夫妇的演说并不怎么
便宜，有的票价甚至高
达750美元（约5180元
人民币）。
综合美联社及彭博
社报道，克林顿夫妇表
示，他们此次的巡回演
讲名称为“与总统比
尔·克林顿和前国务卿
希拉里·克林顿的一
夜”，两人今年将在4
个城市展开活动，首场
演出定在11月18日在拉
斯维加斯举行。
据此次巡演的推广
公司表示，克林顿夫妇
将会和观众们“分享他
们的故事、那些塑造了
他们在公共服务领域历

克林顿夫妇
史性事业的鼓舞人心的 元，在得州的最高票价
轶事，讨论当下的问题 为 6 9 9 美 元 ， 而 在 奥 克
并展望未来”。该公司 兰 的 票 价 甚 至 高 达 7 5 0
还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美元。
与会者还有机会和克林
美媒也指出，克林
顿夫妇展开“独一无二 顿 夫 妇 的 这 次 巡 演 和
的对话”。
票价可能会重新引发
不过，想要观看这 外界针对两人借曾经
对美国政治夫妇的演 的政治地位“敛财”
说，门票可能要比听 的 批 评 。 在 2 0 1 6 年
一场音乐会或者观看职 美 国 大 选 期 间 ， 共 和
业体育比赛花费更多的 党 人 就 曾 经 抨 击 希 拉
钱。像是在拉斯维加斯 里 ， 指 责 她 在 离 开 政
举行的首场活动中，最 府 后 收 取 高 价 向 一 些
便 宜 的 门 票 为 近 7 2 美 企业人士发表演讲。

俄外交部就网络攻击指控

向荷兰大使递交外交照会
【中新网】据俄罗
斯卫星网报道，俄罗斯
外交部发布消息称，针
对荷兰指控俄罗斯发动
网络攻击一事，俄外交
部8日召见了荷兰驻俄
罗斯大使，并向大使递
交外交照会。
据报道，俄罗斯外
交部消息称，回应荷兰
外交部10月4日发出的
照会，俄方向荷兰驻俄
大使琼斯-博斯递交了
外交照会。俄方明确指
出，将荷兰方面逮捕和
驱逐俄公民事件视为挑
衅行为。
俄罗斯外交部还称，
今年4月荷兰逮捕俄公
民期间，荷兰方面并未

乌克兰军火库大爆炸
陆空交通停摆万人疏散
乌克兰北部一处国防部军火库当
地时间今天（9日）凌晨3点30分左
右发生大爆炸，当局立即紧急撤离
周边约一万名居民，并对事发区域
进行陆空交通封锁。从视频上可以
看出，爆炸发生时，凌晨的夜空出
现了橘色火光，而且不断传出爆炸
声。据中央社引述路透社的消息报
导，乌克兰官方没有提到这次爆炸
是否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也不清
楚这起爆炸是意外，还是人为蓄意
破坏。
事发现场半径20公里内的空域已
被关闭，公路和铁路交通也已被封
锁。紧急服务单位在声明中表示，
数百名救难人员和乌克兰武装部队
首长都已抵达现场。声明说：“约
撤离一万人。清晨4时22分起关闭半
径20公里的空域，并封锁铁路和公
路交通。”

法国巴黎空中德士
有望成现实 新款模型车展亮相
未来人类该如何更好的利用城市
空间，提高出行效率？刚刚举行的
巴黎车展给了人们更具体的答案，
例如通过可以飞行的汽车，为城市
交通带来一场革新。来自德国慕尼
黑的公司设计了一款飞行汽车，外
形类似无人机，拥有四台螺旋桨，
这项技术可以让它在空中飞行更
久。运输无人机工程师文斯说：“
这是一台运输无人机，可以搭载两
个人。
我们利用这项科技可以以250公里
的时速飞行200公里，可在空中停留
45分钟，加上15分钟的预留时间 即
一小时。”公司已与民航局沟通，
简化驾驶这类汽车的飞行员执照，
并希望空中汽车将来能加入德士
大军。汽车专栏编辑安东哥德温表
示：“例如优步就计划在未来两年
测试这类飞行汽车 ，并在未来五年
在城市试飞 ，所以飞行汽车指日可
待 只是时间问题 。”

沙特专栏作家失踪案：
沙特同意土耳其搜查其领事馆
土耳其外交部周二（9日）证实，
沙特阿拉伯同意让土耳其人员进入
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搜查。沙
特专栏作家卡舒吉一个星期前进入
该领事馆后宣告失踪，盛传他已在
领事馆内遭杀害。土耳其外交部
发言人索伊说，沙特已表明愿意合
作，答应让土耳其当局在领事馆大
楼内搜索卡舒吉。索伊说，卡舒吉
失踪的调查工作“正火速进行”。

金正恩邀请罗马天主教宗访问平壤

俄外交部向荷兰驻俄大使琼斯-博斯（Renee JonesBos）递交了外交照会。
提出指控，也没有采取 宣布，该国情报部门成
外交措施和问询函。
功阻止了俄罗斯方面向
俄 外 交 部 指 出 ， 荷 禁化武组织发动的网络
兰 政 府 参 与 “ 反 俄 活 攻击。荷兰国防部称，
动”，给双边关系带来 已 于 4 月 1 3 日 驱 逐 涉 嫌
无法弥补的损害，且责 参 与 这 起 网 络 攻 击 的 4
任由荷兰方面承担。
名持有外交护照的俄罗
荷 兰 国 防 部 本 月 4 日 斯公民。

约堡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

要求提高有色人种生活水平
【中新社约翰内斯
堡】作为南非最繁华的
商业街区之一，约翰内
斯堡桑顿(Sandton)9日
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
游行一度导致交通瘫
痪。
代表南非有色人种
利益的“关闭豪登”
协调委员会(Gauteng
Shutdown co-ordinating committee)成为了
此次示威游行的“主力
军”。当日，来自约堡
南部六个社区的大批
抗议者聚集在约翰内
斯堡股票交易所(JSE)
门前，他们高举涂有标
语的牌子高喊口号，希
望总统拉马福萨(Ramaphosa)关注他们的诉
求，包括让有色人种过
上更好的生活、将有色
人种社区纳入社会经济
体系、为有色人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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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府星期二说，朝鲜领导
人金正恩将邀请罗马天主教宗方济
各访问平壤。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
言人说，文在寅总统下星期访问欧
洲期间将在面见教宗方济各时转交
金正恩的邀请。
这位发言人还说，金正恩上个月
与文在寅总统举行峰会时表示，希望
邀请教宗方济各访问朝鲜。

提高职工退休年龄后
普京民调信任度跌到39%
据周一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俄罗斯民众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
信任度降低到39%，为4年来最
低。普京前些时候推行了具有争
议性的政策，延长了俄罗斯民众
的退休年龄。
民众对普京总统的信任度自6月以
来下降了9个百分点，自去年11月以
来下降了20个百分点。根据独立的
勒瓦达中心的调查，13%的俄罗斯
人说他们不信任自己的总统。
上周普京签署了一项法案，该
法案将俄罗斯男性退休年龄增加到
65岁，女性增加到60岁。这项决策
在绝大多数俄罗斯人中非常不受欢
迎，并且引发了街头抗议。

埃及警方
在北西奈省击毙10名恐怖分子
约翰内斯堡桑顿(Sandton)9日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
更多工作机会，以及打 决的棘手问题”。
击与毒品和帮派有关的
他表示，作为此次
暴力犯罪。
示威游行的重要目的之
此 次 游 行 的 负 责 一，将有色人种社区纳
人安东尼·威廉姆斯 入社会经济体系将是
(Anthony Williams) 他们最为看重的一项，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时 表 抗议者将给约翰内斯堡
示，此次示威游行是 股票交易所及其上市
针 对 当 前 有 色 人 种 生 公司7天的时间作出回
活 水 平 日 益 下 降 的 问 应。“如果他们不这样
题，“这不仅仅是约堡 做 ， 我 们 将 通 过 实 际
地区有色人种的问题， 行动发起更多的示威游
而 是 南 非 全 国 必 须 解 行。”威廉姆斯说。

埃及警方9日在北西奈省首府阿
里什市的突袭行动中击毙10名恐
怖分子。
据中东社报道，埃及警方接到线
报后，对阿里什市一处恐怖分子藏
身地点进行突袭，当时这些恐怖分
子正在策划恐怖行动。突袭中，警
方击毙10名恐怖分子并缴获３挺机
枪、2支步枪及一些弹药。
近年来，埃及反恐形势严峻。今
年2月，埃及军方展开代号为“西奈
2018”的大规模反恐行动，以期清
除西奈半岛等地恐怖势力，迄今已
打死数百名恐怖分子。

特别报道 LAPORAN KHU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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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企业家余建美贤昆仲令尊余城垣老伯台安息
【本报周孙毅报道】印尼成功企业家余建美（Abie Irawan)先生贤昆仲令尊余城垣老伯台，于10月7日晚上7时7分蒙主恩召，安息主怀，在世寄居96载。
治丧期间，来自国内外亲朋好友、社会各界人士等纷纷前往天堂殡仪馆108-109-110-111座礼堂吊唁，向余府家属和余建美贤昆仲致以深切的慰问。

左起：洪豪良、吴家财、余建美、孙科林在余府令尊大人灵前合影。

余建美好友孙科林（左起）、吴家财等合影。 （Hermawan摄影）

印尼利芭咸岛詹氏宗亲会组团参加

第一届“世界詹姓宗亲恳亲大会”
【本报周孙毅报道】
今 年9月17至18日，由台
湾詹姓宗亲总会主办的
2018年第一届“世界詹姓
宗 亲恳 亲大会”已宣告圆
满落幕。
本次大会在台湾台
北市举办，来自全球
各地近500名宗亲参加
活动。
印尼廖省利芭咸岛
（Panipahan)“河间

堂”詹氏宗亲会应主办
方之邀请，在詹载顺会
长和詹菘孔秘书长的率
领下，一行16人赴会参
与，共襄盛举。
据悉，廖省利芭咸“
河间堂”詹氏宗亲会 成立
于2014年12月4日，由詹
友强、詹载顺、詹文 栈、
詹安茨、詹来利、詹来
助、詹进通、詹竣理 发起
成立。

利芭咸詹氏宗亲会会长詹载顺与台湾台北总会长詹铃权
赠送纪念品。

印尼利芭咸岛詹氏宗亲会代表团一行在大会上合影。

利芭咸詹氏宗亲会秘书长詹菘孔与台湾台北总会长詹铃
权赠送纪念品。

利芭咸詹氏宗亲会代表团一行合影。

雅加达新声音艺术中心举办

“丝路乐歌”国际歌艺交流演唱会精彩登场
【本报周孙毅报道】10月
8日晚，由雅加达新声音艺
术中心尹作发老师主办的
题为“丝路乐歌”国际歌
唱艺术交流演唱会，在金
莎国际酒楼精彩登场。
来自新加坡陈蒙美声
乐团、马来西亚妇女发展
机构歌咏团，印尼万紫千
红合唱团和男高音歌唱老
师尹作发的学生，包括：
廖宝贝、郑返英、王金

丽、池莲英、王丽群、王
美群、邱秀园、王顺群、
黄美珍、黄梅兰、潘俐
掀、傅秀兰、Lucy、关
凤妹、黄成强、袁玉芬、
郑丽君、章丽英、池鉴珠
等，近百人参与演唱，藉
此良机切磋音乐造诣、交
流观摩。
是晚，尹作发老师以一
首旋律优美、充满乡愁的
歌曲《鸿雁》拉开了演唱

会的序幕。接着，每一位
歌手先后登台献唱，为观
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视听
盛宴。每位歌手歌声悦耳
动听，赢得了全场观众的
热烈掌声。
尹作发老师在受访时表
示，此次新声音艺术中心
以“丝路乐歌”为主题，
举办这场国际歌唱艺术交
流演唱会，旨在搭建一个
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平

台，鼓励大家充分发挥自
己的潜能，进而提高歌唱
艺术水平。
与此同时，尹老师也
衷心感谢其诸位好友，包
括：王振传伉俪、蓝龙华
伉俪、曾华昌伉俪、杨健
华伉俪、何展英和黄海燕
夫妇、赖国伟和廖宝贝夫
妇、杨永炜伉俪、江强宏
伉俪、张远武伉俪、谭荣
强伉俪、Tommy
N、Ng

Fice夫妇、黄梅兰、邱
玫陵、高美美、郑返
英、Lucy、黄美珍、黄月
芸、傅秀兰、郑兰英、章
丽英、袁玉芬、魏秀莲、
王金惠、王金丽、黄秀
嫦、吴菲英、陈蒙、洪联
丰、刘虎林、谢家宝、陆
培蕾、杜月珊、周冰玲、
吴玉英、李慧君、郭婉
美、魏秀珍、欢乐组、大
马妇女发展机构歌咏团、

尹作发老师与来自大马、新加坡及其学员们和嘉宾合影。

陈秀明夫人黄梅兰（中）演唱后
接受其媳妇张良英献花。

尹作发老师演唱。

印尼万紫千红合唱团呈献大合唱一景。

郑返英独唱。

池莲英独唱。

新加坡陈蒙美声乐团等所
有歌手、工作人员的大力
支持和赞助，使活动得以
顺利进行。
节目最后由大马妇女发
展机构歌咏团与新加坡陈
蒙美声乐团分别用5种方
言，即：闽南话、粤语、
客家话、海南话、潮州话
呈献5首歌曲，把这场歌
艺交流交带上高潮，并圆
满地落下了帷幕。

赖国伟和廖宝贝夫妇与尹作发老师（中）合影。

大马妇女发展机构歌咏团与新加坡陈蒙美声乐团大合唱后合影。

廖宝贝独唱。

王顺群独唱。

王美群独唱。

傅秀兰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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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峰会召开

就支援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达成共识
【环球网】据日本共同社9日报
道，“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峰会”
当天在东京迎宾馆召开。
安倍同东南亚湄
公河流域5个国家首
脑就敦促朝鲜履行联
合国决议完全无核化
等议题达成共识。此
外，还就支援基础设
施建设和人才培养以
及环保等领域的合
作达成共识。报道
称，参与此次峰会的
东南亚湄公河5国分
别为越南、泰国、

缅甸、柬埔寨、老
挝。会议通过了新指
针，除了为安倍构
想作出贡献外，今后
合作的核心还包括
支援基础设施建设和
人才培养以及环保等
领域。此外还写明要
求朝鲜为无核化采取
具体行动的想法。
会后各国首脑出席
了联合记者会。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新指针指出湄公
河流域国家是连接中
国、印度及其他东盟
(ASEAN)国家等新
兴巨大市场的重要区
域，将强化高质量
基础设施建设。
关于朝鲜问题，新
指针对美朝磋商等表
示欢迎，称：“这是
为全面解决朝鲜诸多
悬而未决问题而迈出
的一步”。此外，新
指针还确认了完全履
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
决议的重要性。

“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峰会”当天在东京迎宾馆
召开。图为（左起）柬埔寨首相洪森、老挝总理通
伦、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缅甸实权领袖昂山素季、
泰国首相巴育和越南总理阮春福。10月9日在东京
召开“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首脑会议。

巴基斯坦向IMF寻求紧急援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

以缓解该国经济困境 今年印度经济增速将达7.3％

巴基斯坦财政部长阿萨德
奥马尔( Asad Umar)
【中新社北京】巴基
斯坦财政部长阿萨德奥
马尔当地时间8日宣布，
巴总理伊姆兰汗已决定
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申请紧急援助，以
缓解该国经济困境。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
道，奥马尔在一份视频声
明中说，伊姆兰汗在与多
方商谈后决定向IMF申请
援助。其中，巴基斯坦与
IMF的谈判将力争达成一
个“稳定复苏计划”，尽
量减少对该国低收入群体
的影响，让中高收入群体
承担更多责任。
奥马尔同时表示，
向IMF寻求紧急援助并
非唯一选项，政府将同
时采取多种手段应对目

前的紧急状况。
据报道，奥马尔计
划于本周晚些时候率团
赴印尼巴厘岛参加IMF
年会，并在其间与该机
构官员展开相关对话。
自上世纪80年代
起，巴基斯坦多次向
IMF申请援助。最近一
次是在2013年，当时巴
基斯坦政府从IMF获得
了66亿美元的援助来应
对经济危机。
奥马尔并未公布此
次向IMF申请的援助数
额。法新社援引分析
称，巴基斯坦将需要约
120亿美元的援助来走
出经济困境。据 巴 基 斯
坦《黎明报》报道，
伊姆兰汗8日表示，希
望尽快在中巴经济走
廊框架下建设经济特
区，此举将有助于整
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据巴基斯坦国家银行
发布的数据，截至今年
6月，巴基斯坦外债总额
约950亿美元，外汇储备
则降至164亿美元左右。
目前，巴外债总额约占
该国GDP的33.6%，约
占外汇储备的580%。

2370万人抢12.7万个工作!

印度用专列送应聘者考试

印度铁路公司计划招聘12.7万名基础岗位职工，包括
铁路修理工、信号员、搬运工和焊工等，涉及15个方
言语种，工作地点遍布全国116个城市的440个站点。
【中国日报网】眼
下，一场全球最大规模
的招聘活动正在印度上
演，2370万名年轻人争
抢12.7万个工作岗位，
而掀起这股应聘热潮的
就是印度国企龙头──
运营着世界上第四大铁
路网的印度铁路公司。
据《爱尔兰时报》网
站10月8日报道，印度
铁路公司计划招聘12.7
万名基础岗位职工，包
括铁路修理工、信号
员、搬运工和焊工等，
涉及15个方言语种，工
作地点遍布全国116个
城市的440个站点。虽
然招聘岗位的工资并不
高，月薪仅为250至300
欧元，但仍然吸引了
2370万人报名，其中不
乏少研究生、博士等高
学历人才。招聘初试已
于9月下旬正式启动。
由于应聘者实在太
多，印度铁路公司不得
不特别安排100列“专
车”运送应聘者前往指

定的考试中心参加初
试。初试为笔试形式，
考试时长90分钟，考查
内容涵盖数学、推理、
科学和时事等。
考试中心每天安排
3场初试，参加初试的
总人数每天可达50余万
人。即便如此，按照现
行安排和速度，整个初
试流程将会一直持续到
12月才能结束。此后，
通过初试的应聘者还需
通过身体素质考核、
体检和其他考察程序。
预计最终招录结果要到
2019年年中才能公布。
组织一场规模如此巨
大的招聘活动必然要耗
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据印度铁路公司官员介
绍，走完整个招聘流
程，该公司预计会花掉
接近10亿欧元。其实，
类似的应聘热潮并不是
第一次在印度上演。比
如印度北方邦2015年招
聘368个基础岗位，竟
然引来230万人应聘。

【新华社新德里】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最新预测，印度经济
2018年增长率将达7
．3％，2019年有望达
7.4％。
正在印度尼西亚巴
厘岛举行年会的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９日发布最
新一期《世界经济展
望》。报告在谈及印度
经济时说，随着改革（
废钞令和税改）给经济
带来的冲击逐渐减退，
加之强劲的投资和个人
消费增长，印度经济增
长强劲。
印度官方统计显
示，今年第一季度经
济增长7.7％，第二
季度增速高达８．２
％。但印度分析人士
认为，当前全球经济
不确定性增强，印度
经济稳步加速的势头
可能会在今年第三季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印度经济2018年增长
率将达7．3％，2019年有望达7.4％。图为印度新德
里在十字路口的日常生活。
度出现拐点。
易保护主义抬头影响印
今 年 以 来 印 度 央 行 度外贸发展。
已经两度加息，利率走
《世界经济展望》
高将令企业融资成本升 将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
高。同时，由于国际油 速 预 期 下 调 至 3 . 7 ％ ，
价不断上涨和印度卢比 比此前预测低0．2个百
贬值，输入性通胀压力 分点，并警告贸易紧张
加大。此外，印度分析 局势加剧是世界经济面
人士还普遍担心国际贸 临的主要威胁。

印度西部22人确诊感染寨卡病毒

IMF将韩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8%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当
地时间9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
报告，韩国2018年和2019年的经济
增长预期分别下调至2.8%和2.6%
。IMF每年两次发布《世界经济展
望》报告，分别为4月和10月，并在
7月和次年1月分别对两份报告作出更
新。IMF今年7月发布的预测更新并未
有涉及韩国的部分，而在2月发布的
《对韩国的年度例行评估最终结果》
中，韩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分
别为3.0%和2.9%。IMF本次并未对
韩国提出政策建议，但指出个别国家
通过提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增强应对
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

印度一钢铁厂管道爆炸致6死14伤
据印度媒体报道，10月9日下午，
印度恰蒂斯加尔邦比莱钢铁厂发生管
道爆炸，造成至少6名工人死亡，14
名工人受伤。该钢铁厂距离该邦首府
赖普尔30公里远。当地警方说警方人
员和救援队已经奔赴事发钢铁厂，受
伤工人也被送进附近医院进行救治。
事故发生原因尚在调查之中。该钢铁
厂属于印度最大的钢铁公司之一-国有的印度钢铁管理局所有。

据外媒报道，泰国东北部一辆皮
卡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4名18到22
岁的当地居民死亡，另有3人伤势严
重。据报道，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
9日凌晨2时30分，在一段府级公路
上。皮卡车内共有7人，该车高速行
驶，没能转弯，撞上灯柱，因此导致
该车翻滚了几次，随后撞上路边的大
树，又翻滚了几次，撞上交通信号灯
杆停了下来。报纸显示，交通事故造
成4名男子死亡。据消息，3名伤者被
救援人员用气焊切割的方法从汽车残
骸中解救出来，现已送至医院。

日本鹿儿岛动物园
一职员遭白虎袭击身亡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
鹿儿岛市消防局表示，当地时间8日
下午，鹿儿岛市平川动物公园职员
报警称“有职员被白虎袭击”。据报
道，动物园职员古庄晃(40岁)颈部流
血倒在地上，在被送往医院后确认死
亡。报道称，发现职员被袭击时已是
动物园闭馆后，无游客受伤。鹿儿岛
市消防局表示，急救队员赶到动物园
时，古庄倒在展示用的饲养室内，疑
似曾向其发起袭击的1头白虎身中麻
醉枪，处于睡眠状态。据设置该园的
鹿儿岛市政府表示，2011年动物园从
民营公司获赠白虎，由此开始饲养，
目前园内共有4头白虎。报道称，白
虎是栖息在印度等地的孟加拉虎白化
变种，在1950年代被首次发现。

澳拟收紧移民签证
新移民前5年不能定居悉尼和墨尔本
感染兹卡病毒的孕妇可能诞下小头症婴儿。
没有出现死亡病例。
子叮咬传播，也可通过
印 度 媒 体 报 道 称 ， 性传播。人感染寨卡病
这是近年来印度境内第 毒 后 可 能 出 现 发 热 、
三次出现寨卡疫情。第 皮疹、关节痛等类似登
一次是在2017年1月到2 革热的症状。绝大多数
月，集中在西部的古吉 寨卡病毒感染者症状温
拉特邦；第二次是同年 和，但孕妇感染寨卡病
7 月 发 生 在 南 部 的 泰 米 毒可能损害胎儿大脑，
尔纳德邦。
导致新生儿小头症及其
寨 卡 病 毒 主 要 由 蚊 他神经系统病变。

20年首同台

大马总理马哈蒂尔与安瓦尔共同出席活动
【中新网】10月8
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
蒂尔与前副总理安瓦尔
20年首度同台，两人一
起出席政治造势活动，
安瓦尔参加波德申地区
补选，希望重返国会。
据报道，当天，93岁
的马哈蒂尔告诉约2000
名群众：“我很开心今
天能为安瓦尔补选。”
这是5月选举后，马哈
蒂尔参加的首场选举活
动，社交网站“脸书”
直播收看人数甚至一度
超过16700人。
报道称，马哈蒂尔为
71岁的安瓦尔“站台”
，是马来西亚政治的重
要转折点，此举应可击
破两大政治人物关系脆
弱或分裂的谣言。安瓦

简讯

泰国一皮卡车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

目前尚无死亡报告
【新华社新德里】
印度卫生部9日发表声
明说，印卫生部门日前
监测到一起寨卡疫情，
共确诊22例寨卡病毒感
染病例，全部来自西部
的拉贾斯坦邦，目前尚
无死亡报告。
声明说，印度国家
疾病控制中心10月初
已派出一个专门调查组
前往拉贾斯坦邦，对病
毒传播情况进行定期监
测。所有相关病例均已
隔离在指定区域，目前
正在对该区域的蚊子样
本进行检测。
印度媒体援引一位官
员的话说，这22例确诊病
例均来自拉贾斯坦邦首府
斋普尔，其中一些病例源
自从东北部比哈尔邦回来
的打工者，幸运的是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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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政府计划出
台新政策收紧新发签证的条款，要
求新移民要先在悉尼和墨尔本以外
的地方居住5年。这是新政府上台后
首个标志性的人口政策，以缓解大
城市的拥挤问题。
此前，澳大利亚人口和城市基
础设施部长塔吉在墨尔本孟席斯研
究中心演讲，谈及政府未来的人口
政策。他指出，预算之外的人口急
增，令当地基础建设和住屋失去平
衡，政府为此要额外花费250亿澳
元，更警告10年内额外开支将多达
400亿澳元。据报道，新的签证限制
将套用于技术移民，占发出签证总
量的45%。若移民企图违反有关条
款，签证将被取消，或者失去申请
为永久居民的机会。

文在寅13日起出访欧洲

10月8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与前副总理安瓦尔
20年首度同台，两人一起出席政治造势活动
尔也在该活动表示：“ 对党“希望联盟”5月成
这是20年来，我第一次 功推翻“国民阵线”61
和我的老朋友马哈蒂尔 年执政。安瓦尔也在5个
站在同一个台上。”他 月前从狱中释放。马哈
称：“我认为他(马哈蒂 蒂尔选前曾承诺，他将
尔)是现在领导国家的最 在这届任期内退位，并
佳人选。”台下观众听 移交权力给安瓦尔，不
了一边欢呼。近年，马 过依据当地法例，安瓦
哈蒂尔与安瓦尔逐步修 尔得先当选国会议员才
复关系，他们组成的反 有资格出任总理。

韩国青瓦台发言人金宜谦9日表
示，总统文在寅将于本月13-21日出
访法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和
梵蒂冈。文在寅将于13-18日先后访
问法国和意大利，就进一步深化韩
法、韩意友谊方案深入交换意见。
文在寅访问法国时将重点商讨两国
外交、安全领域合作事宜，访问意
大利时则将集中讨论两国尖端科学
产业合作方案。17-18日，文在寅将
访问罗马教廷，请求教廷为半岛和
平与稳定而祈祷，并就双方在半岛
问题上的合作事宜进行讨论。1819日，文在寅还将访问比利时，
并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亚欧峰会
（ASEM）。金宜谦介绍称，文在
寅将在峰会上介绍韩国的包容性增
长模式。最后，文在寅将访问丹麦
并出席全球绿色增长目标伙伴关系
（P4G）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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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印尼台北经贸代表处昨庆祝辛亥革命107周年
【本报周孙毅报道】10
月9日晚，驻印尼台北经济
贸易代表处在雅加达婆罗
浮屠酒店举办酒会，隆重
庆祝辛亥革命107周年。
驻印尼台北经贸代表处
陈忠代表及夫人，蓝夏礼
副代表，印尼总统府幕僚
长穆尔多科，劳工安置暨
扩大工作机会总司总司长
Dr.Ir.Maruli A.Hasoloan
和其他各界人士_华社_台
商等，近千人出席。
陈忠代表在致辞中称，
台湾今年经济表现亮眼，
成长率为过去3年来最
高，失业率是17年来新
低，出口贸易额为7年来
新高，平均薪资也为17年
来最高。
目前，台湾与印尼正进
一步深化在农业_经贸投
资及人才培育等各领域之
合作。在农业方面，台湾

和印尼现正进行「Karawang农业示范区」及「优
良稻种」等计画，协助当
地农夫提升农产品产量及
品质，进而提升印尼农民
生活。
在经贸方面，2017年
台湾对印尼的直接投资达
3.97亿美元，较2016年成
长了两倍，双边贸易额达
81亿美元亦成长15.7%。

在人才培育方面，2018年
印尼在台学生数从原先的
5,200人增加到7,200人，
让印尼成为台湾外籍学
生第4大来源国。台湾当
局除提供许多奖学金予印
尼之外，也提供许多在农
业_机械及医护等领域的

教育训练机会予印尼相关
领域人士。其他在劳务及
移民等各个领域，合作也
持续紧密友好，相信在台
印互利互惠之紧密合作下
会继续往上提升。
此次酒会也邀请台贸中
心在酒会现场设置「台湾精

品展」，展出多项台湾具创
意且品质优良产品，使贵宾
能体验台湾高科技精品。现
场也备有多项台湾知名特色
小吃如鼎泰丰小笼包_日出
茶太珍珠奶茶_天仁茗茶台
湾茶_雪花冰，以及台商深
耕印尼多年所设立的「金色

庄园」咖啡，让贵宾在印尼
也能感受到浓浓的「台湾
味」。
庆祝会上，陈忠代表在
多位贵宾的陪同下共同主
持切生日蛋糕，一同庆贺
辛亥革命107周年生日快
乐。

陈忠代表及夫人（左八、九）在印尼总统府幕僚长穆尔多科（左七）、宋培民（左四）、谭柏叶（右一）、江泽民
（左二）等嘉宾陪同下主持切生日蛋糕。

陈忠代表致辞。

左起：谭自强、刘俊逸、谭柏叶、Poernomo、宋培民合影。

左起：刘奕升、张淑燕、周伯达、周睦汉合影。

香港集友银行代表团昨拜访印尼中华总商会
【本报周孙毅报道】10
月9日，香港集友银行有
限公司代表团一行6人，
在傅剑副总裁兼总经理的
率领下拜访了印尼中华总
商会，并受到常务副总主
席兼执行主席张锦雄，副
总主席薛天增，永远荣誉
主席洪明辉，秘书长周维
梁等理事的热情接待。双
方进行了良好交流座谈。
张锦雄在致辞中，代
表印尼中华总商会对向
傅剑总经理率团来访表
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印
尼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
他说，集友银行自成立以

来，以“审慎经营，锐意
拓展”为发展策略，立足
香港、联系华侨、服务大
众，有着雄厚的资金实力
和良好的社会信誉。印尼
中华总商会非常欢迎集友
银行和更多的香港金融企
业，来印尼发展，参与印
尼经济社会建设。
张锦雄表示，多年来，
印尼中华总商会与香港
特区政府，香港贸易发展
局，香港中华总商会等单
位都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合
作与沟通，该会也非常乐
意，继续发挥良好交流平
台和桥梁的作用，为更多

的香港的公司，企业来印
尼投资、发展，提供必要
的咨询和帮助，共同携手
建设，繁荣美好的“一带
一路”经济新时代！
傅剑在讲话中，感谢印
尼中华总商会诸领导的热情
接待。他说，这次的到访，
旨在考察印尼经济发展情
况，了解银行业经营环境，
并计划拓展到东南亚市场。
傅剑表示，集友银行
有限公司（简称：集友银
行）由爱国侨领陈嘉庚先
生所倡办，于1947年7月15
日在香港正式开业，成为
香港第39间领有执照的银

张锦雄（右五）在双方代表陪同下赠送纪念品给傅剑总经理。

行。2017年3月27日，集友
银行股权成功交割，正式
成为厦门国际银行一员。

集友银行企业业务管理
部总经理蔡少雄、中区分
行主管刘美玲、个人金融

业务部总经理张宇文、企
业业务管理部策划管理经
理姚淑敏随团出访。

双方代表合影。前左起：张宇文、蔡少雄、傅剑、张锦雄、洪明辉、薛天增、林松石。
后左起：姚淑敏、刘美玲、林作衡、周维梁、陈泳志。

傅剑（左七）赠送纪念品给印尼中华总商会由薛天增代表接收。

巴中68年届暨168联谊会校友

举行中秋联欢并选举大会,郭桂和蝉联新一届主席
“ 床前明月光, 疑是
地上霜, 抬头望明月, 低
头是故乡。”
中华民族的两大节日
之一---中秋节又来临
了,世界上的每一位华
人,
都会或大或小的庆
祝这个重大节日。月圆人
团圆”,“年逢佳日倍思
亲”,巴中68年届暨168
联谊会校友也不例外,于
2018年9月30日中午假座
北多瑶慈育学校大礼堂举
行中秋联欢会, 让众多的
校友借此机会能够久别重
逢,来个大团圆.
因今年
恰逢巴中68年届同学会和
168联谊会主席任期已满,
必须举行改选, 选举新一

届主席, 故在联欢会后顺
便举行改选活动。
这一次的巴中68年届暨
168联谊会中秋联欢会有
点特别, 可说是三喜临门,
第一举行中秋联欢,第二
改选巴中68年届及168联
谊会新一届主席, 第三是
9月30日恰逢郭桂和与陈
丽珍贤伉俪结婚45周年纪
念,全体来宾一起庆祝。
早上10点多钟,来宾及
校友们已经陆陆续续来到
了现场,校友见校友,好
久不见,格外亲热,叙寒问
暖,无所不谈,场面显得特
别热闹和谐.来宾当中,
还有特别由香港过来的温
开万, 带来了香港校友遥

左起 ：徐国忠，郭桂和，施祖邦，徐月珍。

远的祝福。
节目开始,校友们先举行
郭桂和陈丽珍贤伉俪的45
周年结婚纪念,来宾们祝福
郭桂和陈丽珍婚姻美满,家
庭幸福,白头偕老。庆祝完
毕,差不多已经中午12点,
来宾们先吃中餐,菜系丰富
极了,其中有Steak,siomai,
锅贴,牛肉丸,腌面,Es
doger,es teler等等,吃到校
友们忘记饱了。
用餐后，校友们都到
第五层的大礼堂，唱卡拉
OK，抽奖分发施祖邦，
谢吉顺及无名氏赞助的幸
运奖。节目最后就是改选
节目，大家先投票选举巴
中68年届同学会新一届主

席，选出结果，大家举手
一致通过，郭桂和与施祖
邦 众望所归，蝉联新一届
正副主席。过后，又再选
举巴中168联谊会新的主
席，以票数最多和其次才

有资格当选为正副主席，
选举结果，徐国忠以最多
票数当选为新一届主席，
徐月珍当选为副主席。
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
贺郭桂和，施祖邦，徐国

忠，徐月珍，希望他们能
够再接再厉，不辞劳苦，
为巴中68年届及168联谊会
校友贡献力量，这是全体
校友所期待的。加油 ！
(廖芝万报道/摄影)

巴中68-168 同学会理事们合影。

左起 ：廖芝万，林宝英，郭桂和，施祖邦，徐国忠，阙美云，
陈丽珍，黄彩云，黄顺华。

郭桂和太太陈丽珍与女将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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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詹姆斯·卡梅隆：

运送“泰坦尼克号”文物回英国或难实现

锈迹斑斑的船头，静静地停放在北大西洋的海底。

这块泰坦尼克号的船体碎片上可以看到圆形的舷窗

在一堆船体残骸中，躺着这块甲板长椅上的框架。

泰坦尼克号前倾的桅杆上，可以看到瞭望台的位置，而
瞭望台如今已经不知所踪。

泰坦尼克号右舷，船员区的窗户敞开着。

泰坦尼克号发动机舱的青铜阀门部件，散落在海床上。

几口金属锅和一个“白星”马克杯，散落在泰坦尼克
号的碎片区。

这个洞里面是泰塔尼克号的发动机舱。

1986年，鲍勃•巴拉德和探险家俱乐部在泰坦尼克号的
甲板上留下了一块纪念牌匾。

1912年，英国皇家邮轮泰坦尼克
号与一座冰山相撞，最终沉入冰冷
的北大西洋海底，造成1500多人死
亡。1985年，在泰坦尼克号的残骸被
发现后不久，皇家邮轮泰坦尼克号公
司获得了残骸的独家打捞权，最终打
捞了近5500件文物艺术品。
自从那时起，这些文物
便一直作为重要的艺术品
在全世界展出。泰坦尼克
号上面的文物种类繁多，
从小雕像到遇难者的鞋
子，应有尽有。
2016年，皇家邮轮泰
坦尼克号公司和其所有
者——美国第一展览公司
申请破产，使得泰坦尼克
号收藏品的未来命运变得
前途未卜。如今，在一次
大型破产庭审即将开始的
前夕，英国两家博物馆组

成的联盟发起了一项筹款
活动，试图将泰坦尼克号
的全部文物带回其诞生的
土地。
“这些文物具有重要
的历史价值，如今却有
可能被拆分、销售给私
人收藏家，”泰坦尼克
号主题博物馆的副总裁
Conal·Harvey在一份声明
中说道，该博物馆紧挨
着建造泰坦尼克号的造船
厂。“因此，我们发起活
动，希望能将这些文物带

回家，回归之后它们将得
到国家的精心保护，并在
全世界各地参加展出，供
全世界人民欣赏。”
最近，在美国的破产
法院上，英国国家海事博
物馆和北爱尔兰国家博物
馆提出了这些文物的收购
计划，上述筹款运动的目
标是筹集1920万美元，以
支持博物馆的收购计划。
如果博物馆的收购计划成
功，两家博物馆表示将会
把泰坦尼克号的文物作为
其永久馆藏。泰坦尼克号
主题博物馆将会展出其中
的大多数文物，而英国国
家海事博物馆则主要负责
文物保护。
在新闻发布会上，国
家地理学会做出了捐款
50万美元的承诺。一年
前，国家地理学会秘密
地组织了一场会议，与
会者为出价机构、泰坦尼

克号残骸的发现者Robert Ballard以及《泰坦尼克
号》导演詹姆斯·卡梅隆
（James·Cameron），后
者主要关注如何保护打捞
上来的文物。（撰写这篇
文章的传媒公司National
Geographic Partners由国家
地理学会部分控股。）
“泰坦尼克号文物的
回归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去纪念其永恒遗产和那些
遇难者，”国家地理学会
的临时主席、CEO Michael
L.
Ulica在一份声明中表
示。“作为支持此项活动
的首位私人捐赠者，国家
地理非常荣幸能贡献自己
的力量，帮助这些文物回
到祖国，这种回归会成为
泰坦尼克号最近历史篇章
的一部分。”
“在2017年的会议上，
我们第一次提出了这个
想法，一个像梦一般的

想法。不过，随着两家博
物馆给出报价，所需资金
逐步筹集而来…我虽然不
会断言成功的概率有多
大，但我认为机会还是不
错的，”国家地理探险家
Cameron说道，他已经在泰
坦尼克号残骸的遗址潜水
33次。“我无法想象法庭
不赞成这个做法，毕竟提
议很合理。”
除了获取这些文物，两
家博物馆还将取得皇家邮
轮泰坦尼克号公司的“独
家打捞权”，这意味着它
们将会拥有打捞泰坦尼克
号残骸的专属权利。
话虽如此，两家博物
馆还没有进一步打捞残骸
的计划，同时也表示，保
留打捞权利的目的只是为
了防止其他个人或组织打
捞。
在国家地理之前的报道
中，美国第一展览公司的

两组股东也在破产法庭上
为皇家邮轮泰坦尼克号公
司和其文物提出了竞价。
不过，全球最知名的泰坦
尼克号专家都支持英国国
家海事博物馆和北爱尔兰
国家博物馆。
“泰坦尼克号一直打
算掉转头回家，但从未做
到，”国家地理探险家
Ballard在之前的一次采访
中表示。“英国国家海事
博物馆和北爱尔兰国家博
物馆的举措将有助于完成
泰坦尼克号的愿望。”
两家博物馆发起上述筹
款活动后一天，博物馆联
盟和另一个出价者就出席
了美国破产法庭举行的听
证会。听证会并不会最终
决定泰坦尼克号宝藏的未
来所有者，而是评定三个
竞价方案。两家博物馆的
律师预计此次法律诉讼活
动还将持续数月。

不可能的任务－－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
提到佛罗伦斯，人们脑
海 中大概都会浮现出一个
砖红色穹顶、花白大理石的
宏伟建筑，也就是佛罗伦斯
地 标–圣母百花大教堂（
Santa Maria del Fiore）。然
而在1418年的时候，这座已
经兴建了一百多年的华丽大
教堂，却还是尴尬地大开天
窗，没有穹顶！（注）为什
么不把它盖好呢？原因很简
单，因为没有人知道怎么建
造这么巨大的穹顶！
当时教堂只有临时搭建
的木头框架，但技术上完全
无法凌空造出一个直径43.7
米，高52米的八角形圆顶而
不会垮下来。
为此，1419年，主持市
政的羊毛商会举办了一场竞
赛来征集建筑方案，许多热
心人士提供了建议，其中也
不 乏一些馊主意。有人提
议把教堂内部先用混合金币
的泥土堆填满，把拱顶搭建
在土堆上面；到穹顶盖好之
后，再找穷人们来“挖宝”
，顺便清除这些泥土以腾出
原来的空间。
当然，这个方法并没有

被采用。评审们注意 到 的
是菲利波‧布鲁内 列 斯基
（Filippo Brunelleschi）提出
的计划。
布鲁内列斯基在当时已
经是闻名的金匠和雕塑家，
他曾经在1401年参加“天国
之门”的雕塑工程竞标；结
果虽然败给了另一位才华横
溢的雕塑家吉贝尔蒂，但他
后来在罗马的游历中，对古
罗马的建筑产生极大兴趣，
并颇有研究心得。因此这次
关于穹顶的竞赛，布鲁内列
斯基信心满满地声称他找到
合理且大胆的解决办法，去
建构出一个在建造过程中能
够自我支撑的穹顶。于是他
打败了包括吉贝尔蒂在内的
所有对手，获得委任。
接下来的十几年，佛罗
伦斯的人们将惊奇地看到，
水泥工们神乎其 技地 用 砖
块从教堂鼓座逐渐向上搭起
一个八个面的穹顶，而且能
自我支撑不会垮。还不只如
此！为了保护这个穹顶，布
鲁内列斯基又建造第二个较
大的圆顶，像个外壳把内层
包覆起来。两层之间的空隙

可以让人顺着阶梯爬到教堂
穹顶的顶端。
到底具体是怎么建成
的？今天我们可以从拱顶内
壁看到了砖块是以鱼骨般的
人字形结构螺旋式的互相搭
叠而成，但整体的架构方式
从角度计算到衔接等，对今
天许多学者还是待解之谜。
布鲁内列斯基终究“留了一
手”，没有把他的秘方公开
给世人。
圆顶最终在1436年完工
了，这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砖造穹顶。3月25日，主教
座堂内举行了献堂典礼。布

鲁内列斯基用16年的时间，
以独到的创新的技术，盖好
了这被当时视为不可能完成
的教堂；也为文艺复兴建筑
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布鲁内
列斯基也变成文艺复兴人文
主义的一个象征，即“人类
以理性尝试掌控他所在的世
界”的精神象征。
（注）属哥德式风格的
主教堂始建于1296年，由建
筑 师阿 诺尔福 ． 迪． 坎比
奥设计，1347年秋天爆发黑
死病迫使工程中断。1367年
由 全民 投票决 定 在教 堂中
殿 十字 交叉点 上 建造 直径

佛罗伦斯圣母百花大教堂和它的红瓦穹顶。

43.7米，高52米的八角形圆
顶。1418年佛罗伦斯市政府

公开征集能够设计并建造大
圆顶的方案。

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哥德式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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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本面良好的印尼，货币为何一跌再跌？（上）
经济基本面良好基础稳固发展前景光明的印尼，其货币为何也亦
步亦趋随之大贬？“山雨欲来风满楼”，近期伴随着委内瑞拉土耳
其阿根廷等国货币的暴跌，印尼盾兑美元继续贬值，不久前最低贬
至15180水平，较之笔者发表《印尼央行需创新金融监管稳定货币汇
率》一文时的汇率水平又有滑落，与印尼政府设定的本年度预算汇
率13400相比累计贬幅高达13%。面对本币大幅贬值民众人心惶惶的
严峻形势，佐科总统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做出了缓建部分大型基建
项目、调高1147种商品进口所得税、严令出口企业采用信用证结算
等方式将应收外汇悉数在印尼境内银行结汇以及在燃油中提高生物
燃油使用比例至20%以减少进口燃油节省外汇等应对措施的决定。
部分发展中国家金融
市场呈现的明争暗斗激流
汹涌、货币巨幅贬值、汇
率崩溃的险恶局面，仿
佛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重临，其背后原因究竟是
什么？经济基本面良好基
础稳固发展前景光明的印
尼，其货币为何也亦步亦
趋随之大贬？印尼社会各
界对此是否认识清醒？执
政当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
否恰当有效？要正确回答
这些问题，采取正确应对
措施，需要通过客观冷静
的分析，找出真实的原因
或影响因素。
“不畏浮云遮望眼，
只缘置身更高峰”，笔者
早在2016年发表的系列剖
析文章《美元价值摆动引
爆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中
已经预言美国本轮加息周
期正值美元国际国内货币

价值差异拉大、不利于美
元回流美国本土之时，加
息引发的美元流动方向与
美元双重价值差异引导的
美元流动方向正相反，二
者不能形成共振，笔者的
该判断观点至今仍没有改
变。不过有些新的影响因
素是笔者当时撰文时未能
预料到的，如美国通过税
改法案、中东乱局加剧和
中美贸易战升级等引发部
分或逐利或避险的资金流
往美国。
为探求今年以来国际
金融市场动荡、部分国家
货币兑美元汇率崩溃的原
因，笔者近日收集整理相
关资料，做了粗略统计，
列出全球各国货币贬值较
严重国家的名单，具体
为：委内瑞拉、土耳其、
阿根廷、伊朗、俄罗斯等
国货币。而让印尼政府大

为紧张的印尼币贬值问
题，按目前贬幅约10%
计约排在第27名前后。
看到这份熟悉的国名清
单，相信大家已经”心领
神会”--这正是美国政
府近来要找麻烦的那些国
家！人民币本来也应该
排在名单序列的前几位，
只是因为中国央行应对有
效--对外打爆投机资本
的恶意做空，对内监管金
融资本的无序外流--而
让人民币贬幅温和可控。
笔者认同其他金融专
家从某国的债务水平经济
结构等具体数据入手对其
货币严重贬值进行微观层
面的解读，阐释其货币贬
值的必然性；同时也反感
将货币贬值之类的事件往
阴谋论方面去联想；而更
愿相信那些国际金融投
机资本的主掌人和相关国

家的国内金融资本掌控者
们，能精准地抓住这些国
家的债务问题经济结构问
题等，发动精确打击！反
映这些金融精英人士不只
精通投资投机之道，更深
谙国际经济金融运行与国
际政治外交军事等的内在
逻辑关系，而让他们能提
前布局精密操作，并有意
无意地配合着美国利益的
关切与需要，与之紧密合
作形成共振效应，获取最
大的金融资本投机收益，
而让受攻击国家的政府和
民众蒙受惨痛损失，其呈
现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
二份名单的高度契合。
所以，笔者认为此轮
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局面的
出现系国内外金融资本兴
风作浪的结果，不同国家
遭遇的差别只是在于其遭
受国际金融投机资本为主
所致还是国内金融投机资
本为主所致而已。有鉴于
此，笔者在上一篇《印
尼央行需创新金融监管稳
定货币汇率》文章中重点
提出一项应对该局面的政
策建议。即：通过限制或
鼓励国内民间资金围绕政
府预算汇率上下各2.5%
波动幅度低买高卖外汇
的举措，达到将该不利因
素引导为协助货币当局稳
定汇率的有利因素的政策
目的。相关建议的详细内
容，请参阅原文。

从这方面来说，本次全
球性的金融动荡情形与1998
年亚洲金融风暴确实如出
一辙，差别只是散布全球
各处而非亚洲一地！印尼
政府的重视和高效应对的
行为是值得赞赏的，尽管
笔者并不赞同其采取的部
分举措。与此同时我们也
应清醒地认识到，此次印
尼币贬值情形其实并不可
怖，笔者对当局在应对时
略显慌乱的情形不以为然。
印尼政府国际收支实
际状况究竟如何？该国
财经高官是否清楚了解
印尼货币贬值的真正原
因？有无更具针对性的
应对措施？笔者从该国
宏观经济金融状况和微
观国际收支数据两方面
进行具体分析，试图对
这些问题做出详细合理
的解答：
1．宏观经济金融状况：
1-1）整体经济运行良
好：今年以来印尼整体经
济增长状况良好，自年初
起每季度经济增长均维持
在5%以上且从5.07%逐
季回升至5.17%，没有显
示出美元反弹升值对经济
造成任何明显的不良影响
的迹象；
1-2）与绝大多数贸易
伙伴国的货币汇率保持相
对稳定：由于印尼主要的
贸易伙伴如中国、欧盟、
东盟诸国、印度和澳大利

亚等各国的货币同样兑美
元贬值，因此印尼盾与人
民币欧元卢比澳币和东盟
各国货币的汇率相对稳
定，并未如兑美元般贬
值。而该国与这些国家的
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比高达
80%份额；在与主要贸易
伙伴国家的货币兑换率变
动方面，仅兑美元日元等
少数货币贬值较为明显，
虽然美日也均是印尼的主
要贸易伙伴国，但与该二
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仅占
该国对外贸易总额的约
20%份额而已。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杨钦
松，PT SUNBEAM CHEMICALS INDONESIA的董事
总经理，毕业于兰州大
学，硕士学历。1997年到
印尼经商至今，经过七年
的化学理论学习与训练，
培养出科学独立思考的理
性思维，以科学思维检验
批判现有的国际金融概
念，从全新的角度理解货
币与汇率，于2009年著《
货币理论》一书。现于印
尼雅加达从事国际贸易和
有机高分子材料的技术研
发及产品销售等工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
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
财经时报立场。本文不构
成任何投资建议，任何人
据此制订投资策略或进行
投资操作，损益自负！

蓬佩奥能够成为开启中美关系转圜的人吗？
10月8日，中国国务委员
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
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这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
美方在台湾、南海等议题上
全面对华施压背景下两国高
层的一次关键性会晤。以往
学界对中美关系有着“好也
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
到哪儿去”的判断，然而目
前这一说法似乎正遭到前所
未有的挑战。蓬佩奥访华能
否为中美关系的转圜提供机
遇，值得观察。
近期，美方在对台、南
海问题上有意挑战中方的政
策红线，就中美关系也不断
发出刺耳声音。9月30日，
美军驱逐舰“迪凯特”号
在中国南海海域航行，被中
国军方批评“打着‘航行自
由’的幌子，行违法挑衅之
实”。10月4日，美国副总

统彭斯发表对华政策讲话，
无端指责中国的内外政策，
并且污蔑中方干预美国中期
选举。10月5日，美国国防
部又公布报告称，中国对美
军所需关键原材料的供应“
构成巨大的和日益增长的风
险”。同一天，美国商务部
长罗斯威胁，华盛顿可能同
其他贸易伙伴合作，施压中
国开放市场。对于美方上述
对华政策动向，有评论认为
中美可能由贸易战进而扩大
对立，甚至可能陷入“新冷
战”。
中方对中美关系的消极
现状有着清醒的认知，并
且力劝美方改弦更张，促使
双边关系重回正道。在会晤
中，王毅表示，当前中美关
系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美
方应当正确看待和认识中国
的发展走向，停止对中方的

无端指责和损害中方核心利
益的错误做法，与中方相
向而行，牢牢把握和坚持
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
同时，针对美方对中国是继
续改革开放，还是会走“回
头路”的质疑，王毅坚定地
重申：中国将继续坚持和平
发展，不断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最终走出一条与国强
必霸完全不同的发展振兴之
路。
目前中美关系直线下
行，美方难辞其咎。一方
面，经过2016年前后的美国
对华政策大辩论，战略界和
学界越来越倾向于对中国实
施更强硬的政策，它所反映
的则是精英阶层对“美国衰
落”的担忧。另一方面，特
朗普及其政策团队对中国有
着近乎偏执的荒谬认知，尽
管其经贸主张为主流经济学

家所不齿，但行政当局正在
把它付诸实施。
而且，以往对总统起着
制衡作用的国会，目前却一
边倒地支持政府的对华经贸
政策。这种不正常的现象透
露的是国会的投机心态：即
便是荒谬的关税政策，只要
能为美国赢得一分经济利
益，也值得尝试。然而，关
税大战却使世界经济陷入巨
大的不确定性之中。更严重
的是，经贸摩擦助长了中美
关系震荡下行的发展趋势。
更令人担忧的是，作为
维持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支柱
的双边对话机制，目前已陷
入停滞。据路透社消息，由
于华盛顿在对台军售和中国
南海及周边海域的军事活动
引发争议，中美已经取消原
定于10月份举行的年度安全
对话。而且，美方对中美经

贸谈判设下多种前提条件，
事实上也为两国重启贸易谈
判增加障碍。此外，美方对
孔子学院和中国留学生的无
端指责，也为两国的人文交
流蒙上阴影。
蓬佩奥此次访华也有明
确的对当前中美关系增信释
疑的使命，在会见王毅时提
出美国对华政策的“三个没
有”。他说，美中在很多问
题上分歧明显，但美国不反
对中国发展，无意围堵中
国，也没有全面遏制中国的
政策。这也是美方针对当前
战略界、舆论界担忧中美发
生“新冷战”的正式回应。
同时，美方也期待在朝鲜半
岛问题上继续与中方合作，
因此蓬佩奥重提美中“共同
责任”。他说，美中作为世
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和力
量最强的国家，对世界和平

文/杨钦松

文/张志新

与繁荣肩负重大责任。双方
应加强沟通，增进信任，
在基于规则的基础上加强合
作。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
中方不仅关注蓬佩奥说了什
么，更关注美方下一步的行
动。仅仅为了推动半岛无核
化与和平进程而访华，蓬佩
奥的诚意明显不够。特朗普
的首任国务卿蒂勒森曾表
示，愿与中国共同勾画未来
四十年的中美关系，现任国
务卿显然没有这样的战略远
见，这也成为目前双边关
系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当
前中美关系看似已经走入死
胡同，但也孕育着巨大的转
机，期望蓬佩奥能够成为开
启两国关系转圜之人。
（张志新 中国现代国际
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
研究员。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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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亚洲残疾人运动会

游泳队为我国增加金牌
【点滴网10月8日】2018年雅加达亚洲
残疾人运动会游泳比赛，在雅加达、史
纳延游泳体育馆举行，我国游泳队选手
Syuci Indriani 在蛙泳号码S14 100米项
目成功为我国增加金牌。
Syuci
Indriani成为游
泳 最快 ， 得到 最 好游 泳 时
间1分23.95秒取得冠军
而 获得 金 牌。 日 本游 泳 选
手Mai De Guchi 得到最
好游泳时间1分26.97秒，
而 获得 银 牌。 铜 牌也 是 日

我国S14游泳选手 Syuci Indriani得到金牌

本选手Mikika
Serizawa
获得，取得游泳时间1
分26.13秒。现在Syuci
Indriani 从游泳比赛为我
国 贡献 铜牌和 金 牌。 他 也
会参加100米仰泳比赛。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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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选手Sapto Yogo Purnomo再为我国添金牌
在 200米跑男单
T37，使我国获
得第三枚田径金
牌。
在雅加达、
史纳延翁加诺体
育馆举行田径比
赛Sapto
Yogo
Purnomo得到最
好时间23.7秒
Sapto Yogo Purnomo 得到第五面金牌 而 获 得 金 牌 ， 其
次是伊朗的两
名选手Ali Ol【点滴网10月8日】
2 0 1 8 年 雅 加 达 亚 洲 fatnia得到时间24.7秒
残疾人运动会田径比赛 而获得银牌和Davoda我 国 再 添 一 枚 金 牌 。 li Ghasemi 得到时间
我国选手Sapto
Yogo 2 4 . 3 8 秒 而 获 得 铜 牌 。
Purnomo 成功夺得金牌 （ a L ）

驻印尼代表陈忠宴请中华台北队选手

网球选手吕嘉仪(左) 、桌球选手程铭志(右)
、合影
【本报傅一倩报导】
2018第三届亚洲残疾
人运动会10月6日在
雅加达格罗拉蓬卡诺
体育场（Gelora Bung
Karno stadium）举行
开幕式，共有43个国家
地区、近3千名运动员

沈启宾(右) 、赠纪念品给陈忠(左)

前来挑战18种运动项
目，在圣火点燃后也宣
告为期8天的赛事正式
展开。
台湾中华台北队派
出89名选手参赛11种
运动项目，羽球是最早
登场的竞技运动，中华

台北队共派出十二名选
手，是队史最大代表
队。
驻印尼代表陈忠特别
在渔家村海鲜酒楼设宴
欢迎中华台北队，他表
示，选手们到印尼来大
家都被感振奋，这样的

陈忠(中) 、与中华台北队队职员、台商、留台、合影
奋斗精神值得学习，希
望能在赛场上选手们能
夺得好成绩为台争光。
代表团总领队沈启宾
指出，选手们身体状况

都保持非常好，随团医
疗团队有3位医师，8为
防护员全力配合，同时
也带来非常昂贵护理机
器来照顾选手。

中华台北队89名选
手也期许要努力比赛，
在亚运运动体台展现精
湛实力，以争取最高荣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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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上一次和颖熙约会的时间又
过了一个礼拜。事实上，她并
没有去赴约，而是选择了和艾
伦夫妇见面。
她知道颖熙一定气炸了，可隔天她想
了想，觉得自己前天的态度太差就打

距

小说天地

电话去道歉，那个气头上的男人硬是
不接电话。
以前每一次她放他鸽子，只要她道
歉，隔个几天颖熙就会主动联络她，
可这一回真的很奇怪，一个星期欵，
他有必要气这么久吗？
是啦，结婚五周年纪念日是值得庆
祝，也怪不得他生气。只是……
正犹豫着要不要再打电话给他时，秘
书把一封限时双挂号的信件拿了进
来。
“楚小姐，你的挂号信。”把信放
下，她就离开。
楚馨恬没多想的拿过信件，用拆信刀
拆开，抽出内容物一看，她怔了一
下。
“离……离婚协议书？”上头颖熙已
签了名。
那几个字让她慌了！她急急忙忙拿出
手机打电话给盛颖熙，结果关机！她
又急忙打尤秘书的手机，响了数声后
有人接起。

CERITA BERSAMBUNG

“喂，我是尤明芳，哪位？”
“我是楚馨恬。尤秘书，你们总裁
呢？”
尤明芳犹豫了下，巧妙的避重就
轻。“夫人，您打来得正好，请
问……双挂号的东西您收到了吗？”
“盛颖熙呢？叫他听电话！”
“总裁说，请您先看看上头，关于您
的权益部分，没问题的话，两天后他
会委托律师过去处理。”
她问东，她回答西，摆明这通电话接
不到盛颖熙手上。“我一定要听到盛
颖熙的声音！”
为什么？为什么这么突然提出离婚？
她做错了什么？他要这样对她？
只不过是结婚纪念日没赴约而已，有
什么大不了的，还是在气她说的话？
她不过是把她听到的耳语当气话说，
他真的这么生气吗？
他知道她很忙，他自己也是个大忙
人，就不能将心比心吗？楚馨恬在心
中不断的抱怨，突然她怔住了。

不要让金钱，夺取你知足的心。
不要让利益，夺取你公平的心。
不要让权利，夺取你单纯的心。
不要让贪欲，夺取你喜乐的心。
不要让美色，夺取你清洁的心。
不要让知识，夺取你谦卑的心。

“黑幕就是证据，黑幕乃
陛下赐给卒王的，三年前
出生时由本王亲自接生，
而当时你也在一侧，赤兔
马只认出生时第一眼见到
的人为主子，你与本王同
时出现在他面前，所以他
也认得你，这才会在三年
后遇见你时兴奋的跑走找
上你，与你同走。”
她越听越惊愕。“所以茶
楼前他不是惊跑消失，而
是因为再次见到我，太过
高兴控制不住跑了一圈庆
祝，然后再找上我相认
的？”
“嗯，赤兔马之所以珍
罕，就是因为他一旦认定
了主子，不管相隔多久不
见，它终其一生都不会忘
记。”
“绾烟，你可是真不记得
这些事？”魏究选难以置
信的问。
她摇首。“我确实不记
得……可就算三年前我与
王爷真见过，那孩子也不
可能是女儿所生，尽管落
崖后女儿记忆丧失，怀孕
也需十月怀胎，女儿怎么
可能不知？”
“没错，你若生子，这

样的大事你外公怎
么可能不对我提？
王爷又怎能确定这
孩子就是等你所生
的？”魏究选找出
疑点。
“本王只能猜测她
失忆的时间或许超
过一年，才会连生
子也不知，且毕竟
是未婚生子，岳老
爷子维护外孙女，
隐瞒不说也是情有
可原的，至于本王
则是见了小诺才知
她为本王生下儿
子，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她与孩子相处亲如母子，
全无隔阂不是吗？”
众人点头，他分析得极有
道理，再瞧瞧在他腿上睡
着的娃儿，这娃儿除了像
极王爷，仔细看似乎也与
魏绾烟有几分神似。
五戒暗自低笑，主子这招
高啊，孩子虽非人家的，
但硬栽赃的话对方也百口
莫辩了吧？
“不，这还有问题，我记
得茶楼初见王爷时，王爷
并没有表现出认出我的样
子啊，之后更是对我百般
刁难，这又怎么说？”魏
绾烟并未就此相信，仍是
充满疑惑的。
“本王那里认不出你来，
这是恼你消失，平白让
本王久寻不到人……本
王虽怨责你，可也对你关
怀着，若不又怎会晓得
你的喜好备食赠衣呢？还
有丞相起复之事，若非因
你的关系，本王又怎会插
手？”
众人见墨王含情带怨的模
样，便知他是由爱生恨，
才会几番折磨人家，但事

是相当大的一块煤精，大约有四
十公分高，宽和深都在二十公
分左右，呈长卵形，而在它的中
间，有着一块煤块，那块煤块，呈相当
圆的圆形，恰好位在正中。
煤精本来就是和煤一起形成的物质，它
在未被采出来之中，杂有煤块，也不是
甚么稀罕的事。

这

后还是对她百般呵护的。
五戒瞄见主子那伤怀模
样，胖胖的脸忍不住抽动
了两下，强忍住笑，主子
平日正经八百的，想不到
戏演得如此到位，简直丝
丝入扣啊！
“原来王爷是个情种
啊。”众人立马赞道。
“不对啊，王爷若是对绾
烟丫头有意，当初陛下
赐婚时，王爷又怎会拒
婚？”魏高演先前听女追
男，觉得可笑，存心让魏
究选难堪，可听到后头也
有点听胡涂了。
“先前本王并不知丞相千
金魏绾烟即是紫南山那
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拒婚，对此本王也很懊
恼。”
“懊恼？那王爷是后悔拒
婚，想再重提迎娶之事
了？”魏老太太气恼众人
不断质疑，心急自己攀不
上皇亲，这时听出王爷话
中意思分明有意娶孙女，
当下眉开眼笑起来，但随
即也想起先前才答应长公
主与齐王世子的婚事，不
过话说回来，孙女与墨王
连孩子都有了，还能嫁别
人吗？还是先抓紧墨王这
头再说。
“本王……”皇文诺正
要点头之际，祠堂外头
传来王秀胜尖细的嗓门
声了。
“魏丞相与老太太不在府
里原来来了祠堂，难怪咱
家找不到人。”王秀胜步
入祠堂内。
到底是皇帝身边的总管太
监，魏究选当即亲自迎了
过去。“王公公怎么来
了？”

(51)

我将这块煤精捧在手里，看了片刻，向
比拉尔望了一眼：“我看不出这块煤精
有甚么特别的地方！”
比拉尔道：“你将它放在桌面上，离开
几步看看！”
我不知道比拉尔这样说是甚么意思，只
是照做，后退了几步，看看那块煤精，
在我仍然没有甚么特别发现之际，比拉
尔又提醒我：“你看它像甚么？”
一经比拉尔提醒，我不禁“啊”地一
声，叫了起来。
那块煤精呈长卵形，而两头略尖，正中
间，又有圆形的一块黑色的煤块，看起
来，活像是一只眼睛！
比拉尔忙道：“你看起来，它像甚
么？”
我指着那块煤精，说道：“任何人看起
来，它都像是一只眼睛！”
比拉尔和奥干古达互望了一眼，我觉得
很奇讶：“不论它像甚么，它只不过是
一块煤精，你们对这块普通的煤精，有
甚么怀疑？”

本

来，江青的天性是淳厚而善良
的，只是受了邪神三年多的朝
夕薰陶，自然而然养成了一种
疾恶如仇的心理。
而这种偏激的心理，也即是等于在江
青的性格中，有着另一半邪神的缩
影；他今日的举止，又何不可以解释
成邪神赋于他的另一半性格而使然
呢？
而且，双飞岛烟霞山庄方面，也委实
逼人太甚了，为了自己的生命，这个
最简单却又最深切的原因，任何人也
会不惜孤注一却的。
这时，江青忽然古怪的一笑，缓步行
向全玲玲身前，嘴角有一丝关注与怜
惜，他轻柔的低语道：“玲玲，你害
怕是么？”
全玲玲悚然一凛，混身机伶伶的颤抖
了一下，美丽的双眸，泪汪汪的瞧着
江青，彷佛十分艰辛的蠕动了一步，
语声如一根游丝：“江，他们……
…你？”
虽然，全玲玲说的话是含糊而不连贯
的，但她心中所欲表达的意义，江青
却清楚异常：“是的，他们逼我，我
杀他们！”江青沉静的说。
全玲玲目光迟疑的转动了一下，断续
的道：“江，只怕我永远不能……不
能再回去了………”
江青傲然一笑，双目注视着眼前这位
娇弱的玉人：“那么！玲玲，你后悔
吗？”
全玲玲用力摇摇头，眼眶中滚动着晶
莹的泪珠，她幽幽的道：“不，为了
你，我永不后悔任何事情，只是为了
父母这二十年来的养育之恩，我觉得
心里十分难过，我对不起二位老人
家………”
江青拂去发际的雪花，缓缓说道：“
玲玲，或者我不该说这些话，但是，
现在，却不能不说，你的父母已经不
将你视为亲生之女，甚至欲杀之而后
快，所以，你也不必太觉得内疚，当
然，我不是鼓励你反抗你的父母，而
做一个人，有些地方，总须要坚毅
的自决与勇气。玲玲，这全是我害了
你……”

奥干古达道：“不是对这块煤精有甚么
怀疑，而是对蔡根富的行为，感到疑
惑。”
我道：“一个矿工，留下了一块形状古
怪的煤精，这是很普通的事！”
奥干古达道：“问题是在于蔡根富平时
最憎厌工人的这种行为，他曾经向保安
科报告过很多次工人私藏煤精的事件，
令得保安科也为之讨厌，事实上，煤矿
当局，反倒是不在乎这种事的！”
我“哦”地一声，这样看来，多少有点
不寻常了，蔡根富是一个忠厚的老实
人，他一定是认为工人不应该私藏煤
精，所以才经常举报的，可是他为甚么
自己又偷偷藏起了一块呢？是不是这块
煤精，有甚么特别的地方？
比拉尔道：“你再仔细看看，可以看到
这块煤精，曾被人钻过一个小孔！”
我又拿起了那块煤精来，仔细看看，果
然，它上面有一个小孔，直达中心的煤
块部分。这个小孔当然不是天然生成，
是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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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向都是这样轻率的看待和颖
熙的约会吗？以前的她会这样吗？
还记得结婚第二年的纪念日，颖熙送
了枚戒指给她，后来她才知道那枚戒
指是他设计的。可能是第一次设计，
少了纤细美感，多了份男性天生的豪
气，钻石用得够大颗，设计款式也
很“豪遇”，如果不说是送她的，她
会以为他要送哪个财大气粗的暴发
户！可那枚戒指她却很宝贝，因为那
包含了颖熙满满的爱意！
第三年的结婚纪念日她又收到一枚戒
指，款式秀气多了。听说为了让她收
到礼物感动到落泪，而不是“笑到流
泪”，他还认真的从繁忙的工作中硬
挤出时间去上了珠宝设计课程。
之后每一年结婚纪念日，颖熙总会设
计一款首饰送她，而且还会有一些让
人意想不到、感动到不行的点子。
颖熙在为她戴上首饰时，总会说：“
又套住你一年了，未来的一年请多多
指教！”
(08)
全玲玲急惶的道：“不，江，
别这么说，这是我自愿的，没
有任何人胁迫我如此，江，你
必须明白，你没有错……”
江青温和的一笑，回头望向场
中各人，而此刻，雪地上却仅
剩下痴立的银衫青轮与萎靡不
堪的百步弯月二人，其他，只
有遍地横陈的尸体，适才尚侥
幸生存的几个烟出山庄属下，
这时却早踪迹杳然了。
于是，江青向全玲玲靠近一
步，沉声道：“玲玲，我们
走。”
全玲玲微带犹豫的望了百步弯
月傅泉一眼，而傅泉的衣衫已
尽然的被鲜血湿透，脚边的雪地上，
尚有若一大滩刺目的腥红。
江青知道全玲玲的心意，他低声
道：“玲玲，你是个善心肠的好女孩
子，不过，以后却须衡量是用在何等
人身上，傅泉我已对他手下留情，否
则，任他功力再高，适才也逃不出我
施展的天佛掌绝技之下！”
江青说到这里，身形倏掠、敷药、包
扎，几乎在眨眼的时刻内，已为百步
弯月料理妥当，他双臂微一用力，又
将早已虚弱不堪的百步弯月扶坐地
下，摇了摇头，缓步行至银衫青轮面
前。
银衫青轮万兆扬仍旧仰首痴望着长
空，好似已失去任何知觉，面孔上的
肌肉却在不可察觉的痉栾……
江青冷然道：“万大侠，今日之举，
实为尊驾等过于相逼，在下不想多做
无谓之辩，是非自在人心。六丈外，
尊驾兵刃插在雪地之上，从今而后，
在下殷望尊驾‘青刃轮’上，勿沾太
多血腥。”
说罢，他也不待银衫青轮作任何表
示，转身来到全玲玲身侧，轻轻说
道：“玲玲，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事
么？”
江青知道，全玲玲是个孝顺的女儿，
她必然舍不得离开养育了她二十余年
的双亲，但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又
如何去做委曲求全的打算呢？
严格说起来，在武林中素享美名的双
飞仙子全玲玲，所以会落得如此，又
何不能说全是为了江青呢？“情”之
一字，能予人最醇厚的甜蜜，同样的
也能给人最辛酸的痛苦。
全玲玲嘴角微微抽搐，望着银衫青轮
与百步弯月那两张失去血色，却又显
得出奇苍老的面孔，良久………
她幽幽的道：“江，事已了，我们去
吧……”
江青怜惜的点点头，用力环着全玲玲
的纤腰，身形如飞而起，略一起落，
已消失于白皑皑，血淋淋的紫花岩
上。

(360)
我说道：“这也是蔡根富做的？”
比拉尔道：“不能证实，我们在他的住
所之中并没有找到工具。但是他是一个
管工，要弄到或借到一些工具，轻而易
举。”
我嗯地一声，将那块煤精又放回桌子
上，再后退了几步，愈看愈觉得那像是
一只眼睛。
但即使是这样，仍然是没有意义的！我
向比拉尔和奥干古达望去，在他们两人
的心中，显然也有同感。
我又花了一小时左右，检查蔡根富房间
中其它的东西，可是连记下来的价值都
没有，蔡根富是一个太平凡普通的人，
以致连他所拥有的一切，也平凡得完全
不值得引起任何注意，当然，那块活像
眼睛的煤精是例外。
我在想，如果蔡根富有记日记的习惯，
他或许会记下他发现这块煤精，和为甚
么保留下来的原因，可是却全然找不到
甚么日记或其他的文字。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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