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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晴天	 24-33℃

泗水	 晴天	 25-35℃

棉兰	 雨天	 23-32℃

登巴刹	 晴天	 24-32℃

坤甸	 雨天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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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祭祀	祈福	会友	出行

	 嫁娶	纳采	修造	动土

	 上梁	修仓	牧养	安葬

忌	修厨	作灶	问卜

生肖相冲		马

【清华新闻网10月10日
电（记者	 程曦	 摄影	 李
派）】10月9日下午，清华
大学东南亚中心（Tsinghua	
Southeast	Asia	Center,	Tsin-
ghua	SEA）奠基仪式在巴厘
酷乐岛（Kura	Kura	Island）
举行。清华大学校长邱勇，

副校长兼教务长杨斌率领来
自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
学院、公管学院、法学院、
社科学院、训练中心、继续
教育学院及校内相关部处的
代表，参加“天地人和”可
持续发展论坛的师生以及东
南亚短期课程的学员共近70

人参加了奠基仪式。
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是

清华大学以非学历教育和人
文交流为主要职能的单位，
由印尼四海一家公益基金
（United	 in	 Diversity，简称
UID）协助建设相关设施并
进行运营。东南亚中心将立

足印度尼西亚、辐射整个东
南亚地区，积极开展人才培
训，促进人文与学术交流。

相信清华大学东南亚中
心一定会为促进中国和东
南亚各国关系的发展发挥
积极作用。
（详细图文请阅第13版）

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在巴厘酷乐岛举行奠基仪式

邱勇和冯慧兰分别代表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与UID基金签署合作协议。肖千大使、林美金等在旁见证。

自2018年7月17日，在
雅加达的高级汽油价格为
每公升9500盾。从昨日开
始，高级汽油价格每公升
上涨900盾至10400盾。	

周三，北塔米纳外部通
信经理Arya	 Dwi	 Paramita	
在其书面声明中称，“该调
整是符合世界原油价格继续
上涨的影响，目前世界油价

平均突破每桶80美元。”
与此同时，政府延后调

升标准汽油(Premium)价
格至每公升7000盾。依计
划，该标准汽油从昨日下
午6时开始涨价。

周三，能源与矿物资源
(ESDM)部长佐南(Ignasius	
Jonan)称，“根据佐科威
总统的指示，在爪哇，马
杜拉，巴厘(Jamali)的标准
汽油价格上涨计划是每公
升7000盾，而在爪哇，马
杜拉，巴厘以外为每公升
6900盾，最快于本日下午
6时的，加以延后。”

佐南说，“该标准汽
油价格上涨计划将重新讨
论，同时等待北塔米纳公
司的准备就绪。”

佐南补充称，“由于北
塔米纳需要时间来计算，
所以暂时延后至北塔米纳
已准备就绪。”(xin)

高级汽油价格每公升涨至10400盾

标准汽油则暂时延后涨价
【电子网雅加达10月10日讯】国营石油北

塔米纳(Pertamina)公司调升Pertamax (高级汽

油)系列，Dex系列，和非公共服务义务(Public 

Service Obligation/PSO)生物柴油的燃油售价。

该新价格从昨日中午11时开始在全国生效。

Ignasius Jonan

【点滴网巴厘10月10日讯】
财政部长丝莉.慕利亚妮
(Sri	 	 Mulyani	 Indrawati)
称，我国可获得比作为资
本所用资金更多的利润。

政府在巴厘2018年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
银行(WB)年会拨出的预算
为8550亿盾。上述预算来
自财政部和印度尼西亚银
行(央行/BI)。

不大但也不小，丝莉说,
作为巴厘2018年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
的东道主，我国可获取利
润约1.1兆盾至1.5兆盾。

周三，丝莉.慕利亚妮
在巴厘岛，奴沙杜亚(Nusa	
Dua)和detikFinance	 交谈
时说，“各种各样的支
出，然后由国民建设规划
部(Bappenas)加以计算并
描述，巴厘岛的经济正在
增长，估计其价值约1.1兆
盾，1.2兆盾，1.5兆盾，
这远远大于此盛会本身所
用的直接支出费用。”

该利润获自亦邀其家属
前来我国而在我国购物的
所有参与者。从酒店租赁
付款开始，购买中小企业
的产品作为纪念品，直至
利用国家委员会提供的度
假配套。

她解释说，“如果从经
济方面已经多次谈过了，
只要是他住在这里，他们自
己将支付酒店费，他们自己
支付机票，可能他们会购买
我国的商品或产品，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展示我
国商品或中小企业产品的商
店。(xin)

【点滴网奴沙杜亚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
调2018年我国经济增长预
期至5.1%。而在此之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我
国经济增长5.3%。

印度尼西亚银行(央行/
BI)副行长多迪(Dody	 Budi	
Waluyo)对此作出回应称，
该修订实际上并不是在数
字上。

日前，多迪在巴厘岛，
奴沙杜亚(Nusa	Dua)称，“
并不是在数字上，他们可以
那样算。其全球因素是一样
的，一些贸易战声明可以在
不久的将来完成。”

他补充称，尽管有来
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修
订，我国央行政策仍将保
持不变。我国央行拥有依
然维持通货膨胀和盾币汇
率稳定的政策。这是因为
我国也无法摆脱出现增长
的势头。

我国央行通过宏观审
慎政策的实施，以维持其
系统性风险。因此，我国
央行放宽贷款与价值比率

(LTV)，因为看到来自房
地产和车辆部门的系统性
风险仍然维持，所以央行
仍然在放松。

他补充称，“最重要的
是我们如何将政策和政府
结合起来。世界各地的中
央银行都在需求方面管理
政策。”

多迪解释说，央行对
经济增长仍符合指标表乐
观，符合还能维持的消

费。目前必须关注的是还
逆差的对外贸易，因为7月
份和8月份我国贸易逆差相
当高。即使已有对进口课
税的政策，但并不就直接
感受到其影响的。

他说，“我们仍然乐观
因为经常账户仍维持在3%
以下。的确，现在是保持
继续进入的金融账户。这
就是我们维持利率吸引力
的重要性。”(xin)

丝莉慕利亚妮财长声称

我国可从巴厘IMF与WB年会中获1.1兆盾利润
IMF下调今年我国经济增长预期至5.1%

Sri  Mulyani Indrawati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调2018年我国经济增长预期至
5.1%。 图为我国丹绒不禄港口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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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民众提供官员贪污刑事嫌疑情报很重要，并将给
予积极推动举报者（Whistle Blower）将获政府现
金奖励以上政府最新并由佐科威总统签署的规定发
出。以上新条例以2018年第43号政府条例（Peratu-
ran Pemerintah/PP no 43 tahun 2018）有关提供民
间对贪污刑事嫌疑举报者奖励法的政府条例（PP）
希望因此能激发民众反贪肃贪意识，对政府官员和
单位的贪污腐败恶质文化，恶风“零”容忍；协助
政府肃贪行动进一步进展。

PP中指出，对于提供相关资讯情报的举报人予奖
状，奖励金至多2亿盾的奖励。

PP41/2018第17条第41项指出奖金金额视还回
过家损失金额而定。至多2亿盾（Dua Ratus Juta 
Rupiah）查看周二（09/10/2018国务部Setneg.
go.id消息）。

对于贪污贿赂案举报人，视拍卖金额所得，至多
1000万盾（Rp 10 juta ）政府也将给予举报人，见
证人、受害人法律的保护。

按PP43/2018，民众可以向公众或司法单位举报
贪污嫌疑情报以书面或口头或经电子媒体，或非电
子媒体呈报。重要有实事根据资料举报人义务提供
其身份证等，证明举报人有权得到法律保护。

以上条例有效吗,或只是为提高政府形象而已。
民众可能会积极回应，但报告会因证据不足告吹，
可能有许多虚假或凭空捏造，以报个人恩怨私仇为
快，反而弄巧成拙。其实之前也有类似单位Om-
budsman存在，但后来默默无闻，如昙花一现。而
2017年Ombudsman接到大约8000份民间举报，后
来也不了了之。

不同的是，现在政府有奖励，但效果如何，还将
拭目以待。希望不造成以上为“追奖励金”的资源
而搞得纷纷扰扰，增加国内政治内耗，浪费社会成
本资源和商机，政府应该加强监督“体系改革”堵
住贪污漏洞，严惩贪污腐败的不肖官员，加强反贪
污腐败教育，提高反腐，自律廉洁的政纪作风，使
官员不愿，不敢贪污才是。

给予官员贪污嫌疑举报者奖励

从10月11日开始停止
搜救后，BNPB仍将核实
有关被认为埋在六个村
庄土壤和泥土中的亲属
家庭报告。BNPB负责人
威廉姆（Willem Ram-
pangi le i）表示，基于社
区报告的遇难者数据将
以多种方式得到验证。
其中，通过检查各地难
民的数据 - 包括那些
已经逃往锡江、巴厘巴
板、雅加达和万鸦老的
人 - 并核实了疏散小组
发现的死亡受害者的数
据和特征。 

根据威廉姆表示，第
一站仍然接纳了失去家
属成员的报告。他将与
当地人口普查和民事登

记处和村长的帮助下进
行核查。

“因此，如果重复核
实后将获得确切的死亡
人数的数字。”威廉姆
如是说。 中苏拉威西
省地震和海啸成为袭击
巴鲁市及周边地区于两
周前的周五连续发生三
个灾害中的最多人员伤
亡。巴鲁市和Sigi 县的
六个村庄被埋至15米深
处。直到昨天，这个村
庄仍然是深灰色粘土泥
泞。

据报道，仍有超过1
万2千名遇难者失踪。这
些数据来自南巴鲁区负
责人和Balaroa 村长的估
算。

南巴鲁区长Yotomaru-
angi说，该村庄和Petobo
住宅有13000名居民。他
记录了4千900名幸存者
并在巴鲁市周围撤离。
多达8千100人仍未知。

Balaroa 村长Rahmat-
sy a h表示，在1万1千人
中，只有大约6千人被发
现。其余的不明。

“我不能确认他们是
遇难者。他们可能尚未
记录的避难所在哪里。
也有可能是已经撤离该
地区。” Rahmatsyah如
是说。

在这两个人口密集的
村庄，约有3千100所房屋
严重受损。在SigiBiromaru 
区的其他四个村庄，Sigi 
县虽然受到更广泛的损
坏，但被损坏的房屋数量
比较少。受影响的村庄是
Sidera、Jono Oge、Lolu和

Mpanau村庄。
几天前，搜救人员仍

然撤离疏散了受到地震
灾害的遇难者。Pe t o b o
住 宅 区 发 现 有 五 具 尸
体，B a l a r o a有 1 5具尸
体，SirBiromaru有4具尸
体。

没有身份的尸体，再
也无法记录其特征并直
接埋在Paboya群葬墓内，
巴鲁搜救办事处负责人
Basrano如是说。

在地震和海啸灾害搜
索遇难者需要一个特殊
的策略。该搜救团队通
过疏浚泥土作为使用挖
掘机升降的通道。通过
两栖车Hagglund的间隙宽
3米，深12米。根据Bas-
rano说，建筑物和木材的
碎片将从村庄土地上清
除，然后再被制成集体
坟墓。（adr）

BNPB倘在核实中苏省地震海啸的遇难者

六个村庄数千人倘被埋在土壤和泥土之下
【 雅 加 达 讯 】 国 家 处 理 天 灾 机 构

（BNPB）不将确定中苏拉威西岛因地震
海啸造成死亡人数的报告。

【中新社1 0日讯】截
至当地时间1 0日下午，
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地震
和海啸已造成20 4 5人死
亡，10679人受伤、671人
失踪。所有遇难者均已被
埋葬。

印尼抗灾署发言人苏
托波10日下午在雅加达介
绍称，遇难者中，中苏拉
威西省首府帕卢市人数最
多，达1636人。震中栋加
拉县222人、西吉和帕里
吉地区分别为171人和15
人、Pasangkayu地区1人。

苏托波称救灾当局一
开始估计震中栋加拉县死
伤将最严重，最后发现
最严重的却是距离震中约
80公里的帕卢市，因为“
遇难者大多是由海啸造成
的”。

印尼中部时间9月28日
18时02分地震和海啸发生
时，正好有近千当地居民

聚集在帕卢市美丽的海滩
上准备市庆节目，猝不及
防的海啸夺走了他们中绝
大多数人的生命。

地 震 和 海 啸 还 造 成
67310所房屋和2736所学
校受损，82775名灾民流
离失所。

随着人员搜救行动进入
尾声，灾民安置和灾区重
建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印
尼抗灾署负责人称，一些
受灾特别严重地区的灾民
将实行搬迁安置，发生土
地液化的地区也不再适合
居住。

该负责人称，灾民搬迁
安置涉及能源和矿产部、
住房和公共工程部等多个
部门。目前已开始考虑选
址并将作出建设永久性
住房的规划。预计房屋建
设需一年多的时间，期间
灾民仍将在临时安置点生
活。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
10月1 0日讯】最高检察
院和国家处理天灾机构
（BNPB）签署天然灾害管
理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
忘录由最高检察长普拉史
蒂奥（Prasetyo）和BNPB
局长威廉（Willem Ram-
pangilei）签署。

“通过这样的合作协议
谅解备忘录规定，当然，
我们希望能够提高BNPB的
任务和工作效率。”威廉
周三（10月10日）在雅京
南区最高检察院大厦如是
说。

最高检察院和BNP B之
间的合作协议包括六个范
围，即护送和安全治理和
发展; 国家民事和行政领
域提供法律援助，法律考
虑和其他法律行动; 追回
与犯罪行为和/或其他资产

有关的资产; 提供与处理
刑事案件有关的证人/专家
的数据，信息和/或证词; 
检察官的安置/分配;并增
加人力资源能力。

“我们将开展具体方案
包括指导法律问题和灾害
管理绩效，以支持主要任
务和职能，从而实现更好
的灾害管理。我们希望谅
解备忘录和合作协议将是
第一步实现灾害管理的具
体方案和活动。“威廉继
续说道。

威廉说，这种合作不
仅在中心实施，而且还覆
盖了印度尼西亚的所有地
区。 威廉继续补充说，
到2045年BNPB制定了灾害
管理的总体规划，以实现
强大的印度尼西亚。希望
BPBD可以独立实施灾难管
理。（adr）

【罗盘新闻网雅加达
10月09日讯】政府颁布了
2018年第43号政府条例，
关于实施社区参与奖励预
防贪污犯罪行为的程序。

通过PP 43/2018，社会
人士向执法人员举报贪污
行径可获得2亿盾赏金。
对于贿赂形式的贪污者而
言，奖励金额为2％，最
高价值为1千万盾。

该条例由佐科威总统签
署，并于9月18日由法律
和人权部颁布 PP 43/2018
已被列入2018年第157号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公报。
根据PP 43/2018，社

会人士可以向公共机构或
执法部门的授权官员举报
有关涉嫌贪污行为的信
息。向执法部门提供信息
的形式可以用书面或口头
报告，包括电子和非电子
媒体信息。报告实体还需
要附上身份证复印件或其
他身份和文件或与报告的
贪污贿赂有关的信息。举
报人还有权就执法报告提
出问题和有权获得法律保
护。（adr）

【雅加达点滴网】有11
名东爪哇省地方首长涉嫌
受贿贪污案，内政部长扎
赫约·库莫罗（Tjahjo Ku-
m o l o）对此问题感到忧
虑，乃至每年涉嫌贪污案
的地方首长持续增加。虽
然如此，内政部不断提醒
地方首长远离贪污受贿的
行为，但是还有地方首长
涉嫌受贿贪污案。

之前，内政部邀请地
方政府可以到国家宫与佐
科威总统及肃贪会进行会
谈，给予地方政府预防
涉嫌贪污受贿的教育，其
中是讨论预防监督统筹
（korsugab）和固定手续
（protap）的目的和作用。

“其实肃贪会和检察院
已对地方首长贪污嫌疑人
被疑进行调查阶段，乃至

有地方首长在近期内遭肃
贪会就地逮捕（OTT）”内
政部长扎赫约·库莫罗。

“日前肃贪会陪同地
方首长反腐宣言，但是两
天之后，已反腐宣言的地
方首长遭肃贪会就地逮
捕。”扎赫约·库莫罗这
样表示。

扎赫约·库莫罗表示，
针对地方首长涉嫌贪污案
数字的增加，我们将提升
视察团的作用和工作，并
提醒地方首长远离贪污受
贿的行为。

“我们肯定提升视察团
的作用和工作，不要因这件
小事情，而肃贪会干涉解决
这件小事情。但是我认为，
肃贪会肯定在政府的系统中
消除受贿贪污的行为。”扎
赫约·库莫罗说。

众所周知，东爪哇地方
首长遭肃贪会就地逮捕，
同时玛琅县长Rendra Kresna
被疑涉嫌贿赂现已被定为
罪犯。目前肃贪会搜查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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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
KAD）、公共工程与教育局
及Cipta Karya。（yus）

【Merdeka新闻网】
我国在近期内经常发
生重大天然灾害，举例
称，西努沙登加拉省龙
目岛东北部发生里氏
7.0级地震及中苏省巴
鲁和栋加拉地震海啸，
我国发生天然灾害的可
能性很大。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
据显示，我国属于35个
国家中发生天然灾害的
可能性很大，其实天然
灾害的损失肯定不少，
而政府装修受到地震影
响的灾区肯定需要很多
资金。因此，在巴厘岛
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和世界银行
（WB）的年会，我国与
其他国家应对天然灾害
的解决相互提意见，我
国向灾民提供的资金和
保险。

“我认为，我们在
此年会谈到自然灾害的

问题相当妥当，想方设
法解决受到地震海啸影
响的灾区，没有依靠国
际合作的援助并协助灾
民的资金维持稳定。”
我国副总统卡拉（Jusuf 
Kalla）在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世界银行发表演
讲中如是说。

财政部长丝莉·慕利
亚妮（Sri Mulyani In-
d r aw a t i）表示，原则
上，我国解决受到天然
灾害的方式仍依靠国家
收支预算案（AP B N）
和地方收支预算案的援
助，乃至我们必须重新
预算。

所以我想与菲律宾
和摩洛哥学习解决天然
灾害的方式，因为菲律
宾和摩洛哥投保政府大
楼，所以我国政府正准
备向灾民的援助方式，
尤其执行投保政府大楼
和民众。（yus）

最高检察院和BNPB

签署天然灾害管理谅解备忘录

图为最高检察院和国家处理天灾机构（BNPB）签署天然灾
害管理谅解备忘录。

佐科威签署政府条例

举报贪污行径者可获得2亿盾赏金

内政部长称

东爪哇省11名地方首长涉嫌贪污案

内政部长扎赫约·库莫罗

印尼地震海啸已致2045人死亡 

部分灾民将搬迁安置

我国将在2019年投保政府大楼

财政部长丝莉·慕利亚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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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部 长 艾 尔 朗 卡
（Airlangga Hartarto）
于昨日在雅加达发布的新
闻稿称：“两国有机会在
工业领域进行合作，包括
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业，尤
其是纸浆和造纸工业，以
及鼓励“科技园”的建
设。”

工业部长与芬兰对外
贸易和发展部长Ann e-
Mari Virolainen进行会晤
后，作出上述表示。

两国有潜力开发的一
些领域其中是纸浆和造纸
工业，以及创新与技术中
心建设。

根 据 投 资 统 筹 机 构
（BKPM）的数据，今年
芬兰投资者对国内造纸、
纸品和印刷工业的投资项
目有两项，总值175万美
元。

芬兰落实的投资项目
通过增加附加值和创造就
业机会，被评对国家经济
做出重大贡献。

艾尔朗卡解释，根据
有关国家工业发展总体规
划的2015年底第14号政
府条例的规定，纸浆和造
纸工业是优先发展的其中
一个部门。

“这非常合适，因为

我国拥有比较优势，尤其
是原料。我国的作物生产
力远比亚热带气候的竞争
国家更高，”他说。

艾尔朗卡称，最近世
界纸浆和纸张的主要供应
国的北美和斯堪的纳维亚
（Norscan），各国纸浆
生产商显示出减产的趋
势。

“目前，纸浆和纸张
的主要供国已转移东南
亚，特别是我国和拉丁美
洲，比如智利、巴西和乌
拉圭，”他说。

工业部称，国内纸浆
和造纸企业在国际市场的
竞争力较强，因为国内纸
浆工业位居世界第十，造
纸业在世界排名第六。

在亚洲，我国纸浆工
业排名第第三，而造纸业

排在中国、日本和印度之
后位居第四。

从出口业绩来看，在
2011年至2017年期间造
纸工业出口是最大林业产
品出口，而纸浆工业的出
口排名第三。

去 年 纸 浆 工 业 和 造
纸工业创汇58亿美元，
其中22亿美元来自向中
国、韩国、印度、孟加拉
国和日本出口的纸浆，以
及剩余的36亿美元来自
向日本、美国、马来西
亚、越南和中国出口的纸
张。

芬兰成为我国资本货
物，比如电子机器以及音
频和电视设备的供应国，
而我国对芬兰出口的商品
其中鞋类、发动机部件和
陶瓷制品。(er)

在经济区域探讨新合作机遇

我国和芬兰加强制造业与投资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我国和芬兰继续

探讨经济区域的新合作机会，特别是作为

增加投资、深化国家制造业结构的项目。

【安打拉社三马林达
讯】今年1月至8月份期
间，东加省对外贸易顺
差91 . 5亿美元，或等于
125.35兆盾。

中央统计局东加省主任
（Atqa Mardiyanto）在三
马林达对记者表示：“那
么大的顺差向几个出口目
的国家的总额120.5亿美
元，减去几个生产国的进
口税29亿美元所得。”

东加省出口的矿物燃料
是油气共计21.7亿美元，
以及非油气燃料共计90亿
美元。

今年1月至8月份期间，
非油气商品出口除了矿物
燃料，其中有脂肪和植物
油总额3亿8251万美元，
及 无 机 化 学 品 总 额 1 亿
8873万美元。

东加省油气出口的一些
目的国，其中是日本总额
1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上
升1.87%、韩国总额2亿
7179万美元，比去年同期
下降41.87%。

接着向中国出口的油
气产品共计3亿6407万美
元，同比5724万美元剧升
536 . 0 1%，以及向澳大
利亚出口的油气产品1亿
4272万，比去年同期降低
17.45%。

东加省向印度出口的

非油气产品达到21.9亿美
元、向中国出口23.6亿美
元、向日本出口10.3亿美
元、向台湾出口6亿2551
万美元，以及向菲律宾出
口6679万美元。

从生产国进口的几种商
品是油气和非油气商品，
进口额达20.8亿美元，比
去年同期的14.3亿美元上
升45.64%。

非油气商品除了矿物
燃油之外，进口的产品是
核反应堆、水壶、机械设
备，进口额4亿2100万美
元，以及钢铁产品进口额
6420万美元。

今年1月至8月份期间，
东加省的油气进口国，其
中是从尼日利亚进口的油
气产品达到7亿8892万美
元、从阿塞拜疆进口的油
气3亿6828万美元、从新
加坡进口的油气1亿8789
万美元，以及从韩国进口
的油气3亿1262万美元。

东加省从中国进口的
非油气产品达到1亿6581
万美元、从美国进口1亿
1500万美元、从新加坡进
口8659万美元、从日本进
口8147万美元、从澳大利
亚进口44 8 3万美元、从
德国进口4785万美元，以
及从韩国进口21 6 0万美
元。(vn)

【安打拉社米纳哈萨
讯】北苏省米纳哈萨县政
府向投资者兜揽在Sonder
镇Tincep村建设水力发电
站（PLTA）工程，总额3
兆盾。

米纳哈萨县县长罗林
（Royke Roring）对记者
表示：“我们政府向他们
提供在能源部门进行投资
的机遇，来兴建水力发电
站。”

他解释说，我们已经与
计划在米纳哈萨县兴建水
力发电站的投资者进行会
晤。

“我们已与计划将在
Sonder镇Tincep村建立水
力发电站的投资进行会
晤，”他阐述。

他补充说，为建设该水
力发电站所需要的投资额
达到3兆盾。

“按照计划，建设水力

发电站的投资额达到3兆
盾。那么大的投资额肯定
将对我们地区很有利，”
他这么说。

他声称，为使该投资计
划顺利进行，县政府将向
省政府申请兴建水力发电
站的许可。

“我们将马上向省政
府申请投资建设该水力发
电站的许可，”他进一步
称。(vn)

【 安 打 拉 社 棉 兰
讯】100家国内外公司
参加在棉兰举办的2018
印尼棕榈油业展览会
（Palmex）。

Fireworks Trade Me-
dia Group创办人肯尼
（Kenny Yong）在棉
兰对记者表示：“除了
国内公司之外，来自印
度、马来西亚、新加
坡、韩国、中国、澳大
利亚、意大利、英国、
泰国，以及德国公司亦
将参加在今年10月9日
至11日举办的印尼棕榈
油业展览会。”

他认为，上述展览会
将展出棕榈油工业使用
的最新技术和产品，以
致成为棕榈油企业家购
买机械和更新有关棕榈
油行业最新技术知识的
正确时间。

“以拥有最新和尖端
技术的机械，公司将有
能力提高工作业绩，同
时与棕榈油工业家之间
建立商业关系，”他如

斯说。
他强调说，印尼棕

榈油业展览会是在印尼
和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棕
榈油工业展览会，而目
前该两个地区已成为棕
榈油工业最新技术的参
考。

同一场合，印尼工商
会馆（Kadin）棉兰分会
主席鲁迪（Rudi Zulham 
Has ibuan）声称，苏北
省是我国的其中一个棕
榈油种植园、加工厂，
以及生产商，以致被评
成为举办2018年印尼棕
榈油业展览会的最正确
地方。

他希望，展出棕榈
油技术的发展、棕榈油
设备、化肥、棕榈油种
子，以及在棕榈油领域
创新的展览会，被希望
能由苏北省棕榈油工业
家利用。

使用尖端技术，苏
北省被希望能变成为
棕榈油生产和出口地
区。(vn)

【安塔拉社泗水讯】
贸易部长英卡尔迪亚斯多
（Enggartiasto Lukita）
对东爪省省长苏卡尔沃
（Soekarwo），通过创新
促进区域之间贸易提升和
增加区域间贸易的想法表
示赞赏。

英 卡 尔 日 前 在 泗 水
Grand City会展中心举行
2018年东爪省展会（Ja-
tim Fair）开幕式上致
辞：“东爪省省长非常值
得赞赏，因为他的领导力
可以成为一种灵感，并可
以为地区的发展进行创
新。”

部长称，苏卡尔沃能够
为社区，特别是企业家的
发展提供便利、支持和足

够的设施，包括以推出国
内贸易监测应用而创新。

“中央政府及时将在全
国推出这种与电子商务平
台相连的应用。这当然减
轻了贸易部的负担，”英
卡尔说。

贸易部也对苏卡尔沃
鼓励全国省长与国内电子
商务平台比如Bukalapak和
Tokop ed i a合作，来加强
国内贸易和提高国内贸易
效率，因为交易过程变得
更快，更便宜的步骤表示
赞赏。

“苏卡尔沃身为全国
省政协会（APPS I）总主
席，启动与全国省长建立
互连以满足每个地区的需
求，并调查每个地方供不

应求或供过于求的商品，
所以无需进口就能满足需
求，”部长说。

进一步，苏卡尔沃省
长为贸易部长的赞赏感到
欣喜。他评价，这是东爪
省政府为鼓励和加强国内
贸易进行创新，其中在贸
易行业实施数字经济的结
果。

他续说，数字经济能
提供每个地方的工业原料
供应信息。当某个地方或
企业需要工业原料的话，
可购买其他地方的工业原
料，无需从国外进口。

这就是东爪省政府创造
原料交易信息系统（SI-
PAP）应用的原因，在原
料贸易行业实施数字经济

创新。
“这个应用是为促进区

域间贸易体系，来实现国
内产业的独立性，”省长
如斯说。

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显
示，东爪省政府进行创新
的成果，使各省之间的贸
易增加。去年各省之间的
贸易顺差164兆盾，但在
今年上半年的顺差已达到
101兆盾，预计年底可增
至210兆盾。

“今年的投资总额比
去年同期154兆盾增长约
22%。直至今年上半年的
投资总额已达到95兆盾，
年底预计能增至190兆盾
至 2 0 0 兆盾，”他如斯
说。(er)

贸易部长赞赏东爪省长 通过创新促进区域间贸易提升

米纳哈萨县政府向投资者兜揽

建立水力发电站工程

100家国内外公司

参加印尼棕榈油业展览会

今年1月至8月份

东加省对外贸易顺差125兆盾

华 为 印 尼 携 手 I T B 、 
UNDIP、UI、UGM、ITS、UMN
和T����������S�����T����������S����������S�����S�����
G�n2018计划�以支撑通信
信息技术人力资源具有全
球性竞争力。图为华为印
尼公共事务与传播副总经
理S��in� W�n(左2)、科技调研
与高等教育部研究局局长
Muh����d Di�y��i（左3）、电
信及信息部人力资源研究与
开发主任B�su�i Yusuf Is��nd��(
右3)正在与STEI ITB院长J��� 
S��bi�ing(右2)和Undip伙伴关系
总监B��b�ng Pu�w�ngg��i(右1)
签署华为S����G�n2018谅解
备忘录后交谈一瞥。
（商报/H����w�n摄）

Amurang2号蒸汽发电机组正式发电

提高北苏电力系统供电可靠性
【安塔拉社万鸦老讯】

能源与矿物资源部电力事
务总署长安迪（Andy N 
Sommeng）称，装机容量
2x30兆瓦的Amurang2号蒸
汽发电机组正式发电后，
提高了北苏省电力系统的
可靠性。

他近日在Amurang2号蒸
汽发电机组正式发电仪式
致辞表示：“这座发电站
是国电从MegaDaya Tang-
guh公司在北苏省南米纳哈
萨县国电Amurang发电站
区租用的。”

安迪解释，这座电厂
的第一台机组自今年1月
22日商业运行，而第二台
机组自于今年4月19日运
行。

在施工期间，这项工
程雇佣了450名员工，而
在投产发电时的员工150
名。这项工程的投资总额
达7520万美元。

“我希望，这两台发
电机组生产的电力，能
使北苏省的电力系统更可
靠，”安迪说。

他 解 释 ， 直 至 今 年 6

月，北苏省的电气化率达
96.45%。“我希望明年
能增至99%，”安迪称。

除了增加Amurang蒸汽
发电站的装机容量之外，
政府不断增加北苏省的电
力供应，其中是通过智
能网络技术，在北苏省
一些小岛，比如Bunaken、 
Papusungan、Manado Tua、Bangda 
Talise、Nain、Mantehage和
Gangga开发混合动力发电站。

截 至 今 年 9 月 1 4
日，Amurang发电站的电
功率占北苏和格伦大罗电

力系统电功率的13.89%
，或每日输送的电力占北
苏和格伦大罗电力系统的
15.336%。

安迪希望，Amurang发
电站吸纳的员工是当地员
工，来减少南米纳哈萨县
的失业率。

北苏省副省长S t e v e n 
Kandouw、国会第七委员
会成员、MegaDaya Tang-
guh公司经理部和国电公司
经理部代表出席Amurang2
号蒸汽发电机组正式发电
仪式。(er)

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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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范.玷斯著绿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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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城市都可以利用同样的筹
款模式在商业区及住宅区进行能源
效率翻修工程及可再生能源计划。

假设某个地区居民决定为住
家进行隔热工程，并安装太阳能
皮。很多人会犹豫不决。一来是

因为装修住宅的贷款利息高得足
以让人打退堂鼓。 其次，某些屋
主可能在几年之之内就会把房子
卖掉然后搬出去，而那时投资在
装修上的钱还来不及从省下来的
水电瓦斯费上赚回来。

美元脱离高位提供支撑
金价持稳

因对美国将进一步升息的预期令

黄金需求承压，但美元脱离七周高

位，令金价获得一定支撑，金价持

稳。0843 GMT，现货金XAU=几无变

动报每盎司1,189.05美元，盘中基

本在3美元区间内波动。美国期金涨

0.1%至每盎司1,193.20美元。

 

关注美国飓风
油价下跌受IMF下调全球经济成长预估拖累

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

调全球经济成长预估，但飓风迈克

尔向佛罗里达州挺进，导致美国墨

西哥湾近4 0%的原油产出停摆，

此消息给油市带来支撑，油价小

跌。0840GMT，布兰特原油期货下

跌0.31美元至每桶84.69美元，周二

上涨1.3%。美国原油期货下跌0.12

美元，或0. 2%，至每桶74 . 8 4美

元，上日涨近1%。

 

因美元大涨之势暂歇
欧元持稳

因美债收益率下跌令美元近期的

涨势失去部分动力，欧元在1.15美元

附近持稳，脱离了七周低位。美元指

数周三大致持平于95.692，距离上

日所及8月20日以来最高点96.163不

远。

欧元兑美元徘徊在1.1486附近，

亚洲盘曾短暂升越1.15美元。英镑兑

欧元触及三个半月高点。美元兑日圆

涨0.1%至113.06日圆。

 

美国股市涨跌互见
因投资者担心全球经济增长前

景，卖出材料股和工业股，但公债收

益率下跌限制了股市的跌幅，美国股

市道琼工业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周二

微幅收低。

根据初步收盘数据，道琼工业

指数收低56.21点，或0.21%，至

26,430.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

跌4.09点，或0.14%，至2,880.34

点；纳斯达克指数收高2.07点，或

0.03%，至7,738.02点。

 

日本股市收涨
因有消息称该公司将收购美国共

享办公空间业者WeWo r k的多数股

权，日经指数震荡小幅收高，投资

者趁低买入防御型股，权重股软银

则大跌。日经指数收涨0.2%，报

23,506.04点。

最高盈利(Top Gainer)

最高受损(Top Loser)

序号 股代号 开盘 最后 变化 变化(%) 交易量   交易额(千)

序号 股代号 开盘 最后 变化 变化(%)  交易量  交易额 (千)

印尼股市行情 10月10日

	 1	 BBCA	 23750	 23375	 375	 -1.58%	 11878900	 278602372
	 2	 LPPF	 6525	 6275	 250	 -3.83%	 5090100	 32100275
	 3	 ICBP	 8875	 8625	 250	 -2.82%	 4218800	 37070215
	 4	 INKP	 15175	 14925	 250	 -1.65%	 6961400	 104094147
	 5	 ITMG	 25750	 25500	 250	 -0.97%	 1475800	 37867422
	 6	 RDTX	 5825	 5600	 225	 -3.86%	 4900	 27440
	 7	 SMGR	 9300	 9125	 175	 -1.88%	 7240700	 66192395
	 8	 TKIM	 12900	 12725	 175	 -1.36%	 2094100	 26708422
	 9	 MFMI	 840	 700	 140	 -16.67%	 2600	 2075
	10	 DEFI	 1640	 1500	 140	 -8.54%	 8500	 13051

	 1	 GGRM	 74000	 75350	 1350	 1.82%	 641200	 48095762
	 2	 GOOD	 1285	 1925	 640	 49.81%	 224200	 431585
	 3	 UNVR	 44400	 44900	 500	 1.13%	 1133300	 50768307
	 4	 SONA	 4800	 5225	 425	 8.85%	 149100	 772655
	 5	 MEGA	 4580	 5000	 420	 9.17%	 200	 1000
	 6	 ABMM	 1850	 2190	 340	 18.38%	 4900	 9802
	 7	 UNTR	 32000	 32300	 300	 0.94%	 4090600	 131210572
	 8	 PJAA	 1130	 1405	 275	 24.34%	 900	 1145
	 9	 DUCK	 505	 755	 250	 49.50%	 51294800	 38727574
	10	 AALI	 11675	 11850	 175	 1.50%	 787800	 9328760

Adriyanto日前对媒
体称：“我们对之前的
决定持乐观态度，即明
年的盾币兑换率将是1
美元兑1万4500盾。美

元自2017年底走强到现
在，反映美元走向新的
平衡点。这种状况使包
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货币贬值。”

日前彭博社录得盾币
走弱0.21%至1美元兑1
万5249盾，因此年初至
今盾币已贬值12.50%
。但政府和国会预算委
员会仍确定在2019年国
家收支预算草案中的盾
币汇率假设依旧是1美
元兑1万4500盾。

Adriyanto称，我国宏
观财政状况到目前为止
依然良好。然而作为开
放的国家，免不了会受
到美元走强的压力。须
知即使澳大利亚、加拿
大和新加坡等先进国家
也一样承受这种压力。

他续称：“因此货
币的贬值并不总是与一
个国家的经济健康状况
相关联。尽管如此，我
们还须搞好经济，才不
会被美元呈强的压力击
垮。”

雅 加 达 社 会 经 济
与 商 业 教 育 研 究 所
（SEEBI）分析师Haryo 
Kuncoro在另一个场合
称，2018年10月8日到
14日在巴厘召开的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 
世界银行会议中，所有
各方都须协助因美联储
（The Fed）货币正常

化政策而如今其货币和
经济承压的那些国家。

随着美国经济的好
转，美联储更加积极上
调其基准利率。上述美
联储政策促使外资从发
展中国家回流美国，并
导致包括我国在内的许
多国家货币贬值。

他 说 ： “ 政 府 官
员、私企和政治精英，
理应通过营造有利氛
围，协助使IMF-世界银
行年会取得成功。有利
氛围是复苏的前提。面
对不确定性的关键是乐
观。”（xf）

【综合讯】周三
（10/10）综合指数
在闭市时上升。早盘
结束时，综指上升
7.803点或0.13%至
5804. 5 9 3点。但在
下午收盘时，却上升
23.878点或0.41%
，报收于5820. 6 6 8
点。LQ-45指数上升
3.153点或0.35%，报
914.970点。

亚洲股市上下不
一，日本指数上升
36.65点或0.16%，报
23506.039；香港指数
上升20.16点或0.08%
，报26193.070；上
海指数上升4.82点或
0.18%，报2725.840
；海峡时报指数下落
35.12点或-1.11%，
报3131.480。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
共发生35万840次，有
147亿4178万5015份股
票易手，总值7兆4468
亿8263万4320盾。涨
价的股有220种，落价
的股有172种，218股
持平。

外资净售57 4 8万
5000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GG RM (盐仓香
烟公司股)涨价1350
盾，现价 7万 5 3 5 0
盾；GOOD（Ga r uda 
Food股）涨价640盾，
现价1925盾；UNVR(
联合利华公司股）涨
价50 0盾，现价4万
4900盾；SONA（Sona 
T o p a s股）涨价42 5
盾，现价5225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BBCA（中亚银行
股）落价375盾，现价
2万3375盾；ITMG(印
多矿业公司股)落价
250盾，现价2万5500
盾；INKP(Indah Kiat股)
落价250盾，现价1万
4925盾；LPPF（Matahari
百货公司股）落价250
盾，现价6275盾。

 
盾币增值41点
周三，雅京银行际

货币兑换交易（Jakar-
ta Interbank Spot Dol-
lar Rate /JISDOR）收
市，1美元以15204盾中
间价结束，比先前价
以15245盾中间价，盾
币增值41点。（asp）

明年国家预算草案保持1美元兑14500盾假设

2019年盾币有望再度升值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财政部财政

政策机构（BKF）宏观经济政策中心主

任Adriyanto确定，2019年国家收支预算

草案中的盾币汇率假设依旧是1美元兑1

万4500盾，符合与国会预算委员会的协

议。今已跌破1美元兑1万5000盾心理水

平的盾币汇率明年有望升值。

综合指数上升23点至5820.668点

1美元兑15204盾

部门	 指数	 波幅(%)

综合指数

LQ45甄选股	

雅加达伊斯兰指数(JII)

农业股	

矿业股	

基础工业股	

多种工业股

消费品工业股

房地产股	

基础设施股	

财务股

商业股	

制造业股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2018年10月10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黄金行情
10月10日 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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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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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股市

外币名称
 FOREIGN             现汇      现钞 

 CURRENCY 买进 卖出 买进 卖出

新台币	 TWD	 TWD	google.com报导	 中间价490.48

中国快汇(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October	1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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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

	 5820.67	 0.41

		 914.97		 0.34

		 640.29		 0.47

		 1546.63		 0.02

		 1956.18		 0.95

		 760.91		 -0.27

		 1205.21		 -0.66

		 2460.61		 1.18

		 410.20		 0.34

		 1029.29		 0.86

		 1048.82		 0.02

		 806.74		 0.4

		 1496.31		 0.52

美元	 USD	 15050.00	 15370.00	 15139.00	 15291.00

新币	 SGD	 10961.75	 11081.75	 10967.11	 11079.63

港币	 HKD	 1921.29	 1961.29	 1931.88	 1951.50

日元	 JPY	 132.71	 136.31	 133.94	 135.32

欧元	 EUR	 17378.23	 17638.23	 17423.48	 17599.94

澳元	 AUD	 10720.17	 10960.17	 10775.94	 10887.19

英镑	 GBP	 19863.32	 20163.32	 19915.35	 20121.43

人民币	 CNY											 0.00	 0.00	 2191.77	 2213.78

亚股

日经指数	 23506.04	 涨	 36.65

韩国综合	 2228.61	 跌	 25.22

香港恒生	 26193.07	 涨	 20.16

上海综合	 2725.84	 涨	 4.82

欧股

英国FTSE	 7232.10	 跌	 5.49

德国DAX	 11928.86	 跌	 48.36

法国CAC	 5288.95	 跌	 29.60

荷兰AEX	 534.85	 跌	 2.09

http://tw.stock.yahoo.com	2018/10/10	19:14	

美股

道琼工业	 26430.57	 跌	 56.21

那斯达克	 7738.02	 涨	 2.07

S&P500	 2880.34	 跌	 4.09

htt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	Dow	Jones			4:00	PM			9-10-2018

【雅加达Kontan新闻
网讯】金融服务管理局
（OJK）要求小型银行立
即增加资本以扩大业务
规模。原因是，金融服
务管理局希望，为了能
竞争，中小型银行，尤
其是拥有资本低于50亿
盾的第一、二级业务范
畴商业银行组（BUKU I
和II)能够提高银行数字
科技。

一些小型银行同意这
一点。在银行商业计划
中，提高数字服务和技
术的质量的确是目前银
行业务的重点之一。

今年印尼Dina r银行
（PT Bank Dinar Indone-
sia Tbk.，股代号DNAR）
正处理与印尼Oke银行
（PT Bank Oke Indonesia)
合并计划。印尼Dinar银

行董事总经理Hendra Lie
表示，如果合并计划完
成，合并后的银行将有
足够的资金进入第二级
业务范畴商业银行组的
类别。

“为了增加资本，
合并后，我们将成为第
二级业务范畴商业银行
组。目前正在等待收购
许可”。根据Hendra的计
算，目前Oke银行拥有1
兆盾核心资本。而Dinar
银行的核心资本已达444
亿盾。

Hendra解释说，虽然
他未能详细说明，合并
后将要实施的发展之一
是加强网上银行服务。

处理网上银行服务
外，Dinar银行也将发展
银行保险、发展办公网
络、发展贸易融资以及

将增加商业和企业部门
的放贷。

从 资 本 充 足 率
（CAR）方面来看，该
银行的资本状况是安全
的。今年9月底该银行的
资本充足率为27.27％。

万自立Ta s p e n银行
（Mantap银行/PT Bank 
Mandiri Taspen）也计划在
未来发展银行数字化，
以易于客户的交易。
作为第一步，Ma n t a p
银行董事总经理Agung 
Josephus K. Triprakoso表
示，该银行将从股东获
得500亿盾的额外资金。

“增加资本的计划约
为5000亿盾。事实上，
我们的计划将专注于数
字化”。截至2018年9
月底，该银行的资本充
足率为17％。（asp）

发展数字服务

今年小型银行立即增加资本

中国美食餐馆Jaya Bersama Indo 公司（股代号DUCK）正式在印尼证券交易所
（IDX）上市。 在首次交易中，DUCK的股价从IPO价格飙升49.5％至每股 755
盾。图示: Jaya Bersama Indo 公司董事总经理 Limpa Itsin Bachtiar (中)，印尼
证券交易所经理 Laksono Widodo (右)与经理 Lin Manuhutu (左)于周三在雅加达
印尼证券交易所进行首次发行后交谈的情景。Isb / max manuhutu

DUCK在印尼证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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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业界成为推动������
bexind� Tract�r公司业绩
的行业之一。目前，煤
炭基价每吨仍高于100美
元，。以上使��bexind� 
Tract�r公司深信，销量能
提高40%至50%。

��bexind� Tract�r公司
经理玛尔迪约（Mati�）
坦言，今年矿业仍支配
重型机械需求，虽然今

年第3季的财政报告还没
有公布，但他有信心，
能达到今年定下的销售
指标。“我们深信，销
售增长40%能达标。”

倘 若 去 年 的 收
入 7 4 8 7 万 美 元 ， 今
年，��bexind� Tract�r公
司收入可能达到1.0482
亿美元。

至今，加里曼丹和南

苏门答腊区的需求作出
很大的贡献，希望该量
个地区能净利润（b� t�b� t�
t�m line）业绩带来积极
影响。

��bexind� Tract�r公司
记载，今年上半年净利
剧升90.24%成为153万
美元。“至今年，我们
有信心将获得净利。”

今年上半年，重型机
械销售比去年上半年增
长47.24%成为3454万
美元。该领域占合并收
入的82.67%，或者是比
其它业务更大，而零部
件销售增长26.83%成为

377万美元，维修服务增
长17.73%成为162万美
元。

最近，盾币兑美元汇
率呈弱势，也对��bex���bex�
ind� Tract�r公司的业
绩造成影响，因重型机
械原料仍须使用美元支
付，而消费者购买重型
机械，根据政府的条例
仍用盾币支付。但玛尔
迪约没有说明兑换率对
��bexind� Tract�r公司
重型机械价格造成的影
响，他仅声称，重型机
械价格跟随美元汇率提
升。（sl）

煤炭业务蒸蒸日上

Kobexindo瞄准今年销售提高50%
【��ntan雅加达讯】煤炭业务蒸蒸日

上，推动重型机械领域随着增长。看好该

势头，��bexind� Tract�r公司充满信心，

今年重型机械销售能达指标。

【本报讯】M�dernland 
Realty公司通过旗下M�d�
ern Industrial Estat公司
开发的M�dernCikande In�
dustrial Estate(MICE)工业
区，正式设立印尼首个清
真工业簇群M�dern Halal 
Valley，该簇群占地500公
顷。

M�dern Industrial 
Estat公司总经理帕斯卡尔
（Pascall Wils�n）称，
未来，该簇群涵盖清真一
体化供应链、厂房标准、
工业用地和物流园区。

“M�dernCikande In�
dustrial Estate希望参与实
现我国的愿景而设立完整
的清真食品和有关工业的
清真生态系统。”他这么
说。

周二，在万丹省西冷
MICE工业区，举行M�d�
ern Halal Valley奠基仪
式，M�dern Industrial 
E s t a t公司，M�d e r n l a n d 
Rea l ty公司的经理、董事
和经理部人员，L P P O M 
MUI经理Lukmanul Hak�

im，清真合作和标准化中
心主任Nifasr i，工业区机
构执行董事Fahmi Sha�
h a b，印尼饮食品企业联
合会 ( G a p m m i ) 总主席
Adhi S Lukman，和印尼
银行夏利亚财经和经济
部副主任Irfan Sukarna出
席。

帕 斯 卡 尔 称 ，
通过 M�dern Halal 
Va l l e y，M�de r nC i k ande 
Industrial Estate准备促进
清真工业投资者，从本地
或外国。因为，M� d e r n 
Halal Valley是清真工业
区将符合国际清真标准，
从上游到下游业。将提供
国内外投资者便利，因为
清真工业区符合国际清真
标准，满足有关清真的最
高标准，粮食安全和环境
可持续性。M�dern Halal 
Va l l ey提供各种支持完整
的清真生态系统的需求为
有效生产清真产品，以及
分销国内和出口到国际市
场。

为第一阶段，M�d e r n 

Halal Valley将开发国际清
真物流区域，分为数个领
域，从国家分销中心、冷
却室等其他领域。M�dern 
Halal Valley也提供商业
空间供积极在清真、贸易
和银行领域，清真业务、

贸易公司和国内、亚洲和
世界级的银行。

“因此，M�dern Halal 
Va l l ey欢迎投资者参与这
个全球最大清真市场，即
印度尼西亚。”他如斯
说。(lcm)

左至右 : 印尼银行夏利亚财经和经济部副主任Irfan Su-
karna、工业区机构执行董事Fahmi Shahab、Gapmmi总主席Adhi S 
Lukman、Modernland Realty公司企业人力资本与法律分工经理
Dharma Mitra、Modern Industrial Estat公司总经理Pascall Wilson、LPPOM 
MUI经理Lukmanul Hakim，以及清真合作和标准化中心主任Ni-
fasri，在万丹西冷ModernCikande Industrial Estate工业区举行Modern 
Halal Valley簇群奠基仪式。(商报/Muhammad Maan摄)

Modernland正式设立

印尼首个清真工业簇群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
如 果 美 国 取 消 普 惠 制
（GSP），我国鞋产向美
国的出口能降低30%，
或者是4.5亿美元。事实
上，美国是我国鞋产主
要的出口目的国，占我
国鞋产总出口的30%份
额或相等于15亿美元。

印 尼 鞋 业 协 会
（A p r i s i n d �）主席艾
迪.����（Eddy Wi�.����（Eddy Wi�����（Eddy Wi�Eddy Wi�
djanark�）对记者称，“
我们的鞋产已被列入普
惠制复审（rev i ew），
一旦被取消，将造成非
常大影响，降低能达到
30%。”

他希望，政府能更认
真争取我国产品免被取
消普惠制的�胁，印尼
鞋业协会已对贸易部提
出，对有关该问题提供
帮助。“但我们未获得
反应，因此，我们只能
等待。”

另 一 方 面 ， 鞋 子 工
业 也 难 以 利 用 盾 币 对
美 元 汇 率 疲 软 情 势 ，
积 极 提 高 出 口 ， 因 鞋
产 出 口 普 通 是 符 合 买
主订单。

他认为，盾币疲软对
鞋子工业不会造成造成
太大的影响，因原料进
口也相当多。“是有可

图的利润，但不会太显
著，因使用的进口原料
仍相当高，大约为40%
至60%。”

艾 迪 也 要 求 政 府 ，
俾能加快完成自由贸易
合作协议，如印尼�欧
盟全面性经济伙伴协议
（IEU�CEPA）或者是印
尼�澳洲全面性经济伙伴
协议（IA�CEPA），我
们深信该合作能有效推
动全国出口业绩，尤其
是在鞋产方面。

“ 有 相 当 大 的 进 口
税 差 异 ， 因 此 ， 我 们
须更努力结成该双边关
系。”

他 举 例 ， 越 南 几 乎
已完成该合作方面的协
议。“别使我们落后，
因如果他们已完成，我
们 的 出 口 也 将 受 到 影
响。”

如果没有合作关系，
我国鞋产进口税差异能
达到9%，实际上，利润
不到9%。“因此，一旦
发生该事宜，投资者再
也不会在我国鞋子工业
投资。”

工业部（�emenp e r��emenp e r�
i n）已指定，鞋子工业
成为优先发展的工业界
之一，俾使产能提高和
有竞争力。（sl）

我国鞋产出口美国 今年可能降低30%

Dharma Bhakti Astra基金会（YDBA）与Tegal县工业局一起视
察了多个中小型工业，以支持企业管理能力加强，提高产
量，以便能够在市场上发展和竞争。图为：Dharma Bhakti 
Astra基金会（YDBA）主席Henry C.Widjaja（右二）于周三在
中爪哇省Tegal县Bengle村子视察金属中小型工业时与一些中
小型工业企业家谈话的情景。（商报/Max Manuhutu摄）

YDBA视察金属中小型工业

【��ntan雅加达讯】至
今年第3季，我国渔产出口
优势产品，即海藻出口业
绩辉煌，根据海洋与渔业
部（��P）数据，至今年9
月，海藻出口提高59.87%
成为1.2865亿美元。

随着出口额提高，海
藻出口量也剧升成为9万
2680吨，比去年同期提高
13.02%。

印 尼 海 藻 业 协 会
（ARLI）总主席萨法里.阿
兹斯（Safari Azis）对记者
称，今年9月底，海藻出口
业绩提高，是因海藻价格
保持良好的缘故。

除了价格之外，每美
元兑1万5000盾的美元逞
强势情形，也推动海藻出
口额提高，他举例说，如
今，eucheuma c�tt�nii类干

海藻价格每公斤为1万6000
盾。“该价格很高，因去
年每公斤1万4000盾至1万
5000盾。”

这一向以来，我国生产
的海藻多向美国和中国出
口，该两个国家对我国海
藻的需求很高，他们把海
藻加工成为消费品。

虽然海藻产量和出口量
有提高趋势，阿兹斯提醒
说，如果天气持续极端，
如冗长干旱季节，则生产
能够受阻，该情况对海藻
生产发展不利。

印尼企业商协会（Ap�Ap�
ind�）渔业主席托马斯.达
尔玛宛（Th�mas �ar�Th�mas �ar�
mawan）称，事实上，如
果政府能认真发展海藻加
工厂，则海藻出口仍能积
极提高。（sl）

至今年第3季

海藻出口剧升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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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旱季导致博佐
内戈罗县527座贮水池干
枯无水。不仅如此，干
旱也导致1 7 5 4 7公顷土
地裂缝。博佐内戈罗县

Dander镇Ngumpak Dalem
村一座贮水池现在处于
干枯状态。

据当地村民称，贮水
池从4个月前就已经干枯

了。高温干旱天气导致池
底裂缝。此座贮水池可是
农民在旱季时唯一水源。

博佐内戈罗县地方政
府水资源公共工程局原
水与水利部主任萨希德
称，博佐内戈罗地区目
前有5 2 7座贮水池干枯
无水。

据当地农业局的资料
显示，土地荒废至少达到

17547公顷。一些农民继
续耕种，没有收成。

与此同时，
居 民 不 得 不 排 队 取

水。没有水的时候，居民
只好徒步到附近村子去取
水。他们希望当地赈灾局
尽快向他们提供饮用水。

气 象 局 （ B M K G ）
预 计 旱 季 将 持 续 至 1 1
月份。 ( c x )

【雅加达罗盘新闻网
10月9日讯】雅加达东区
Kramatjati市场9名勒索分
子被警方逮捕。他们以民
间社会组织成员为幌子实
施勒索。他们每天能够得
到数千万盾。

本周二，雅加达东区警
察署刑事调查单位主任Ida 
Ketut告诉媒体记者，这些
嫌疑犯是在上周五作案时
被捕的。

I d a 称 ， 作 案 时 ， 嫌
疑犯以正在卸货的蔬菜
运输车为下手目标，每
辆两万盾，不给钱就威

胁。他说：“不给钱就
不让他们卸货。”

执法人员从嫌疑犯手中

缴获505万盾现金。他们的
行为触犯了刑事法第368
条，或被判9年监禁。(cx)

【丹格朗10月9日综
合讯】一名韩国55岁女
子利用网站从事网络卖
淫活动被警察逮捕。除
了她，还有6个人被逮
捕。

本周二（10月9日）
， 丹 格 朗 市 警 察 署 署
长 哈 里 · 库 尔 尼 亚 宛
说 ： “ 这 名 韩 国 人 是

一 位 老 鸨 。 我 们 正 在
追 捕 另 外 一 名 在 逃 犯
罪 嫌 疑 人 ， 也 是 韩 国
人 。 她 和 嫖 客 通 过 手
机 沟 通 。 他 们 向 很 多
手 机 发 短 信 息 ， 我 们
的 一 名 警 员 也 收 到 收
到短信。”

哈里接着说：“警员
假扮成嫖客，约在丹格

朗某家酒店见面。”
哈里称，警方展开追

捕行动，在卡拉瓦吉地
区一间店屋抓捕7个人。

哈里说：“其中5个人
是女性。”

这些嫌疑犯的行为触
犯了信息和电子交易法
（UU ITE），或被判最
高6年监禁。(cx)

【泗水Okezone新闻网
10月9日讯】东爪省警察
署刑事调查局破获交换性
伴侣的换偶派对案。泗水
市三对夫妻在位于迪波内
哥罗街的Oval酒店房间开
交换性伴侣的派对。

警察在房间里发现三对
全裸一丝不挂正在亲热的
男女。一对在床上，一对
在地板上和一对在浴室里
狂欢。

令 人 吃 惊 的 是 ， 其
中一名女子竟然怀有身
孕 。 这 三 对 夫 妻 被 押
到东爪省警察署接受调
查。其中一名男子埃格
被定为犯罪嫌疑人。

东爪省警察署刑事调查
局副局长尤达·努萨·普
特拉称，嫌疑犯通过推特
寻找愿意交换性伴侣的夫

妻，条件是女的年龄不得
超过22岁、男的29岁和出
示两人裸照。

本周二，尤达说：“双
方通过WhatsApp联系。嫌
疑犯说已经交换性伴侣3
次了。他也要求那些夫妻
支付75万盾。”

据尤达称，埃格竟然

让怀着8个月身孕与别的
男子做那种事。侦查员缴
获75万盾现金、结婚证6
本、内裤、胸罩、安全套
和手机。他说：“侦查员
将埃格定为犯罪嫌疑人。
他的行为触犯刑事法第
296条或506条，也许被判
4年坐牢。”(cx)

【哥伦打洛 1 0月 1 0
日 综 合 讯 】 哥 伦 打 洛
省 博 亚 勒 摩 （ B o a �B o a �
l e m o ）县监狱疑似发
生 两 帮 派 之 间 打 架 斗
殴事件，两名囚犯被9
个人围殴致死。

这9个囚犯被警察押到
博亚勒摩县警察署监狱
接受调查。

经搜查发现两把用于
捅死该两名囚犯的剪刀
和凿子。

两名死者遗体已被运

至北苏拉威西省万鸦老
医院进行尸检。侦查员
正在等待尸检结果。

哥 伦 打 洛 省 博 亚 勒
摩 2 B 级 监 狱 两 名 囚
犯 被 人 用 钝 器 和 利 器
捅 死 。 ( c x )

【巴鲁Okezone新闻网
10月10日讯】本周三，肯
达里搜救局搜救队在南巴
鲁镇佩多博（Petobo）南
区发现4具地震和海啸遇
难者遗体。

被发现的遇难者其中两
人是女性、男性一人和一
具遗体难以辨认。

搜救队队长说：“今天
中午2点29分下雨，泥土
很厚，阻碍搜救作业。”

由于下大雨，不得不暂
停搜救工作。(cx)

【丹格朗10月10日综合
讯】万丹省丹格朗市一名
女初中生被4名小伙子灌
酒后实施强奸。芝古巴镇
警察署署长苏马迪说，被
害人现年14岁，她在芝古
巴镇一间草棚被强奸。

据苏马迪说，事发当天

晚上21时左右，4名小伙
子正在路边闲聊，这时路
过一名少女，其中一名小
伙认识她。他走近她，把
她介绍给3个朋友认识。
他拿一瓶酒给她喝，把她
灌醉后，对她实施了轮
奸。她被他们掳走。

被害人的家长向警方
报警说女儿失踪了。接警
后，警察展开调查行动。
后来警察在一间草棚里找
到她。

这些嫌疑犯的行为触犯
了儿童保护法，或被判最
高15年监禁。(cx)

【格雷西罗盘新闻网10
月10日讯】本周三中午14
时左右，东爪哇省格雷西
县科博玛斯（Kebomas）镇
格雷西新城（GKB）地区
一座动工建设中的购物商
场Gress Mall前发生火灾。

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
亡，十几辆摩托车、一些
小饭店和工人宿舍被大火
烧毁。

一家小饭店老板娘努尔
告诉媒体记者：“据我所
知，火是从工人的宿舍里
先烧起来的，迅速扩散到
隔壁小饭店。”

除了工人宿舍之外，案
发地点也有4家小饭店。

格雷西县地方政府消防

局出动4辆消防车。火势
在一小时半后得到控制。

科博玛斯镇警察署署
长龙尼·艾迪·尤淑夫
说：“据现场目击者说，
火是从东边的工人宿舍先
烧起来的，然后迅速扩散
到隔壁建筑物，有十几辆

摩托车被烧毁。我们还在
调查火灾原因。”

Gress Mall项目管理人
彼得勒斯坦言称仍与警方
协调，调查火灾事故原因
和计算经济损失。彼得勒
斯确定这场火灾不会影响
购物商场动工。(cx)

东爪省博佐内戈罗15个镇遭遇干旱无水
【博佐内戈罗10月1 0日综合讯】东

爪哇省博佐内戈罗县15个镇遭遇干旱天

气.。当地居民面临着饮用水短缺，水井

从4个月前就已经干枯。

警方逮捕9名勒索分子

【栋加拉L i p u t a n 6新
闻网10月1 0日讯】中苏
拉威西省栋加拉县数百
户家庭逃到墓地避难。
至今超过900人住在华人
墓地中。

地震和海啸灾民在位于
栋加拉县巴拿瓦（Bana�Bana�
wa）镇的华人墓地中搭起
帐篷。大约有241户家庭
暂时住在帐篷。

灾民称因为害怕会再

发生余震，所以选择住在
墓地。他们觉得逃到那里
比较安全，不过面临缺水
困难。

目前灾民急需要饮用水
和大米。(cx)

【德博 1 0 月 9日综合
讯】西爪哇省德博市一
名1 9岁小伙子阿赫马竟
然只为了一部手机将其
朋友杀死。遇害者是一
名初中生，他被发现死

在河边。
德博市警察署署长迪迪

克·苏基阿尔托称，阿赫
马承认杀人，他因没钱买
毒品，心生歹念，将他的
一名朋友杀死，并拿走其

手机卖掉。
嫌疑犯尿检呈阳性，他

吸食大麻和冰毒。
嫌疑犯的行为触犯了故

意杀人罪，或被判10年以
上监禁。(cx)

【巨港 1 0 月 9日综合
讯】巨港市一名毒贩与警
方发生枪战，他被子弹击
中身亡。

事发当天，该男子骑
摩托车载着妻子和两个

孩子，被警察截停。警
察在他的皮包里发现冰
毒。

巨港市警察署副署长
帕拉斯迪奥·普尔波约
说：“皮包里有4 3包冰

毒。嫌疑犯向警察和警车
开枪拒捕。”

警方正在深入调查此
案，追捕大毒贩。警察
缴获冰毒、自制枪和子
弹。(cx)

栋加拉县逾900人逃到墓地避难

小伙将其朋友杀死抢走手机购买毒品

巨港毒贩当街与警察枪战被击毙

由于在实施就业社会保障方面取得成功，中亚银行（BCA）荣获了印尼人类发展与文
化统筹部以及劳工社会健保执行机构(BPJS)就业的最高奖项。
图为: 中亚银行经理Lianawati Suwono (右二)于周一在雅加达由 人力资本管理执行副总
经理 Hendra Tanumihardja(右) 陪同下从劳工社会保障机构服务经理Krishna Syarif与 BPJS 
副经理 Ahmad Hafiz(左) 受到Paritrana奖的情景。(Isb / max manuhutu)

劳工社会健保执行机构 授予Paritrana奖

韩女从事网络卖淫活动被警方逮捕

警方突击搜查换偶派对拘六对夫妻

两名囚犯被捅死

哥伦打洛监狱疑发生打架斗殴

搜救队在佩多博村发现四具遇难者遗体

四名小伙把女初中生灌醉后轮奸

十几辆摩托车被烧毁

东爪格雷西一工地发生火灾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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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毅 表 示 ， 今 年
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缔 结 4 0 周 年 。 4 0 年
前，正是福田先生的
父亲、时任日本首相
福田赳夫先生与邓小
平先生共同缔结中日
和平友好条约，以法

律的形式确认了中日
联合声明各项内容，
包括处理历史、台湾
等问题的基本原则，
巩固了中日关系的政
治和法律基础。条约
还明确双方都反对霸
权，也反对任何第三

方在地区称霸。10年
前，福田先生作为时任
日本首相同中国领导人
签署第四个政治文件，
明确中日互为合作伙
伴、互不构成威胁，相
互支持对方和平发展。
这些原则在今天依然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双
方要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巩固中日关系的政
治法律基础，确认互为
合作伙伴的重要共识，
开辟两国关系未来发展
的新蓝图。

王毅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及日本经济界代表
【中新社10日讯】10日，中国国务

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来华出席第四轮中日企业家和前高

官对话会的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及日

方经济界代表。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来华出席第四轮中日企业家和前高官对话会的日
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及日方经济界代表

韩正会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
10日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10日上午在人民
大会堂会见了由贺一诚主席率领的
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参访团，与
他们交流并合影留念。

韩正听取了参访团关于澳门特
别行政区立法会工作情况的介绍
并给予充分肯定。他希望立法会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澳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
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
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权威，坚定
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
依法施政，充分发挥联系各方的
优势，积极推动澳门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着力促进经济适度多元
化，改善居民生活。 （中新社）

香港大埔年初巴士侧翻事故 
司机被改控37项罪名

1 0日讯，香港大埔今年年初发
生严重车祸，造成1 9人死亡，多
人受伤。涉事巴士司机早前被控一
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罪。案件
10日再提堂，来自现场的消息指，
控方改控被告19项误杀罪和18项
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
罪。

今年2月10日傍晚，一辆双层巴士
在新界大埔公路发生侧翻事故，造
成严重伤亡，司机当晚被香港警方
拘捕调查。香港警务处随后对肇事
司机提起诉讼。

被告10日早上在香港粉岭裁判
法院再提堂，他原本被控一项危险
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罪，控方加控至
37项控罪，包括19项误杀罪和18项
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
罪。      （中新社）【中新社10日讯】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林郑月娥10日发表
2018年、也是其任内第
二份施政报告，涵盖管
治、房屋及土地供应、
经济、人才等领域，并
提出了多项具体政策。
她坦言报告旨在“为香
港燃点希望”。

当日，林郑月娥身
穿粉红色外套、紫红色
旗袍在立法会综合大楼
会议厅介绍施政报告。
报告以“坚定前行 燃
点希望”为题，封面底
色为天蓝色，内容约6
万字为“史上最长”，
共分9章、322段文字。
土地房屋、医疗、福利
成为这份施政报告的重
点。

该份报告将“房屋
及土地供应”独立成
章，并放在经济和民生

的篇章之前。纵观整份
报告，“房屋”一词出
现77次（含报告注解部
分），“土地”则出现
68次。林郑月娥强调，
社会的整体民生、经济
以至运输基建发展，均
倚靠土地资源才能成
事，否则一切的策略和
计划只会流为空谈。

为 解 决 “ 地 从 何
来”的问题，报告提
出“明日大屿”“发展
棕地”“土地共享”
和“活化工厦”等土地
供应计划。其中，“明
日大屿”愿景涵盖约
1700公顷土地，提供26
至40万住屋单位，供70
至110万人口居住。报
告还建议推出“土地共
享先导计划”；重启“
工厦活化计划”，首次
容许改装整幢旧工厦作
过渡性房屋之用。

【中新社10日讯】
针对近日中俄朝在莫斯
科举行的三方会谈，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0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这次对话传递的信
息是，半岛问题应通过
和平的政治外交方式解
决。

有记者提问，据报
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孔铉佑、俄罗斯副外长
莫尔古洛夫以及朝鲜副
外相崔善姬近日在莫斯
科举行会谈，就半岛局
势进行了磋商。你能否
介绍有关情况？三方达
成了哪些共识？

陆慷确认， 1 0月 9
日，孔铉佑副部长同俄
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莫
尔古洛夫和朝鲜外务省
副相崔善姬在莫斯科就

朝鲜半岛问题举行了对
话。

他介绍，三方对一
段时间以来半岛形势出
现积极变化表示欢迎，
支持朝美对话不断取得
进展，支持朝韩持续改
善关系，支持有关各方
努力推动半岛问题政治
解决进程。三方认为，
应均衡推进半岛无核化
和构建半岛和平机制进
程。有关各方应保持对
话势头，采取相应措
施，相向而行，不断推
动半岛和谈取得进展，
尽早实现半岛和本地区
持久和平。

【中新社10日讯】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
安10日会见来访的福建
省委书记于伟国一行，
双方认同在新时代和“
一带一路”的倡议下，
两地可共同推动闽澳合
作迈向新征程，拓阔合
作空间。

崔世安表示，澳门
得到中央批准，助力和
参与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将以“国家所
需，澳门所长”的原则
全力投入相关工作；中
央也明确指示，澳门助
力“一带一路”必须加
强与福建的合作，这也
让闽澳合作可以更上一
层楼。他相信闽澳在既
有的良好合作基础上，
可进一步拓宽合作空
间，两地合作也将迈向

新征程。
会见中崔世安赞扬在

澳的福建同乡总会和社
团乡亲，长期以来发挥
爱国爱澳爱乡的精神，
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
政，为澳门的繁荣稳定
和社会发展作出努力和
贡献，是澳门社会稳定

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于伟国表示，闽澳

两地的合作和联系近年
来越趋密切，尤其是在
中共十八大以后，崔
世安曾到福建访问了5
次，这足以反映闽澳
合作的广度、深度与成
效。

【中国台湾网9日讯】
2014年九合一选举，
国民党遭遇大挫败，
民 进 党 大 胜 ， 不 仅
六都中拿下四都，更
从国民党手中赢得基
隆、桃园、台中市等
地区，共获得13席。

今年民进党受执政不
佳影响，被外界关注
有哪些县市将失守。
对此，前民进党“立
委”沈富雄直言，台
中市及高雄市呈五五
开，若国民党两都皆
赢，台湾政局将天翻

地覆。
沈 富 雄 稍 早 在 脸

谱网撰写“选举看门
道”一文，并表示大
选含6都1 5县市，目
前是“绿”：蓝：无
＝12：6：3，但值得
看的只有2组4县市，

其余要不大局已定，
或无关宏旨。

对 于 “ 蓝 绿 ” 在
台中市及高雄市呈五
五开，沈富雄说执政
者有优势，在野者急
起直追，最后鹿死谁
手，目前难说。他表

示，国民党如两都皆
输，仍算小赢，因为
赢 得 宜 兰 、 彰 化 两
县，其人口数相当于
台南一都，但难免泄
气。如赢其中一都，
算 大 胜 。 如 两 都 皆
赢，就天翻地覆。

林郑月娥发表2018年施政报告 

提多项政策冀“为香港燃点希望”

香港特別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香港立法会发
表她上任后的第二份施政报告

中方：半岛问题应通过和平的政治外交方式解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会见福建省委书记于伟国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10日会见来访的福建省委
书记于伟国一行

2022年北京永定河
将重现鱼跃河塘百鸟觅食美景

10日从北京西山永定河生态文化
论坛暨“金秋彩叶季”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为保障永定河北京段沿线
绿起来，将新增18万亩滨河森林，
新建5.5万亩滨河公园，预计到2022
年，永定河绿色生态廊道将基本建
成，重现鱼跃河塘、百鸟觅食的自
然生态美景。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高大伟
在发布会上介绍说，今后5年，北京
西山地区将新增造林9万亩，结合原
有林地，在蔡家河周边、青龙湖周
边、永定河周边、南苑森林湿地公
园周边等地，建设形成27处万亩风
景林斑块。     （中新社）

全球驻香港公司增至8754间
10日讯，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

署及政府统计处于10日发表“2018
年有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驻港公司按
年统计调查”。结果显示，母公司
在海外及中国内地的驻港公司（驻
港公司）数字持续上升，今年增至
8754间。

调查结果显示，驻港公司数目
由去年 8 2 2 5 间增加至今年 8 7 5 4
间 。 其 中 包 括 1 5 3 0 间 地 区 总
部、2425间地区办事处及4799间
当地办事处。

这些海外及内地公司的总就业人
数达485000人，较2017年的443000
人增加约9.5%。    （中新社）

【中新社1 0日讯】中
国商务部1 0日称，中欧
世贸组织改革副部级联合
工作组第一次正式会议当
天在北京举行，双方就推
进世贸组织改革交换了意
见。

该联合工作组根据第20
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声
明和第7次经贸高层对话
成果建立。

此前在中欧经贸高层
对话时，双方均表示要
进一步维护WTO体制，
与时俱进改革多边贸易体
制。

中国官方多次强调，
中方支持对世贸组织进行
必要改革，但在这个过程
中，WTO的一些基本原则
和核心价值不能改变，要
通过平等参与、透明开放

的讨论，要尊重绝大多数
成员的意愿，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的关切。

WTO总干事阿泽维多日
前称，在WTO改革的过程
中，各成员国首先应坚持
当前路线，继续就相关问
题进行商讨；其次要共同
致力于打破上诉机构的僵
局；最后应就更广泛的议
题展开讨论。

【中新社10日讯】华为
10日在上海首次系统发布
人工智能战略，并发布两
款人工智能芯片，预计这
两款芯片2019年二季度面
世。

在这次华为全联接大
会上，华为发布了全球
第一个覆盖全场景的人
工智能IP和芯片系列——
As c e n d（昇腾）系列芯
片，含昇腾910和昇腾310
两款芯片。

华为称，这能够大大加
速AI（人工智能）在各行
业的切实应用，也标志着
华为的AI解决方案在底层
芯片级实现了业界领先。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
军介绍，昇腾采取华为自
己的“达芬奇”架构，能
够应用于云、边缘、端全
场景，将便利AI应用在不
同场景的部署、迁移、协
同。

徐直军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华为的这两款芯片
将不会向第三方销售，供
华为自己使用，或以加速
卡、加速模组、云服务等
形式向市场提供。他预计
这两款芯片将于2019年二
季度上市。

华为发布A I（人工智
能）发展战略包括五个方
面：投资基础研究、打造
全栈方案、投资开放生态
和人才培养、解决方案增
强、内部效率提升。

前民进党大佬分析高雄台中选情：国民党若全胜将天翻地覆

中欧就推进世贸组织改革交换意见

华为发布人工智能战略 两款AI芯片明年二季度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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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联盟党议员称当前背景下 
存在意债信评级遭调降可能

意大利执政联盟党一位知名议员
周三表示，随着市场对意大利新政
府预算目标中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
加剧，意大利债信评级遭评级机构
下调是有可能的。

穆迪对意大利债信评级为Baa2，
评级展望为负面。该评级机构在等
待意大利政府宣布其财政计划，并
表示将在10月底做出评级决定。

标普将在10月26日对意大利债信
评级进行检视。目前的评级为BBB，
评级展望为稳定。

“有鉴于已经形成的环境，评级
调降是可能的，”参议院财政委员
会主席Alberto Bagnai在接受Radio 
Capital采访时表示。

欧央行执委莫尔许称就算风险升高 
欧元区经济仍将继续成长

欧洲央行( E C B )执委莫尔许周
三表示，欧元区经济成长的各种
风险正在上升，但当地的经济成
长将持续以高于其认定的自然潜
力水准推进。

莫尔许在新加坡表示，“尽管经
济成长风险大致均衡，但那些全球
性相关的因素，包括保护主义升温
的威胁、英国退欧协商的定案、以
及新兴市场岌岌可危等等，都越来
越显著。”

“我们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扩张
将继续略高于潜力，”莫尔许称。
他的讲话与欧洲央行近期的政策声
明基本一致。

虽然通胀预计将继续上升，但
大部分预期增长在“相当一定程度
上”是以宽松货币政策为前提，与
欧洲央行此前的说辞略有不同，此
前的说法是“较大程度上”。

意大利政府不理会各界压力 
拒绝修改预算计划

意大利执政联盟领导层未理会金
融市场压力以及来自国会预算监督
机构的批评，声称他们对于扩大赤
字支出计划寸步不让。

五星运动领导人迪马约(Luigi Di 
Maio)在广播电台上表示，他不会修
改预算计划，以免“背叛”意大利
民众。

在此同时，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
尼(Matteo Salvini)在国营电视台RAI
警告称，“投机客”切勿押注政府
会认输。

萨尔维尼表示，“少数大型金融
机构”正“押注意大利预算计划会
有所退缩，他们搞错了。”

欧股受能源股和意大利股市
大涨带动反弹

欧洲股市周二走势反复，从六个
月低点反弹收高，因投资人对欧盟
将因意大利预算计划同该国发生冲
突的担忧缓和，且权重能源股提振
指标股指。泛欧STOXX 600指数收
高0.26%，从4月来最低水准反弹。

德股DAX指数.GDAX I和英股富
时100指数.FTSE分别升0.25%和
0.06%，法股CAC-40指数.FCH I
升0.35%。而意大利FTSE MIB指
数.FTMIB强劲反弹，收高1.6%。

欧股周二开高，跟随中国股市回
升走势，但因意大利银行股转跌而
回吐涨幅。

但意大利经济财政部长特里亚
(Giovanni Tria)称若意/德10年期公
债利差大幅扩阔，政府将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安抚市场后，意大利公债
收益率午后下跌，扶助欧元区银行
股重拾升势，涨0.9%。

昔日零售业霸主Sears
聘请咨询公司准备申请破产

知情人士透露，Sears Hold ings 
Corp.(SHLD)已聘请M-II I Par tne rs 
LLC准备申请破产文件，最快可能于
本周提交申请。这家现金匮乏的公
司一度是美国零售业霸主，如今正
面临偿还债务的最后期限。

上述知情人士称，精品咨询公司
M-III Partners的员工过去数周一直
在准备可能提交的申请文件。其中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最近几日，M-
III的员工一直呆在该零售商位于伊利
诺州Hoffman Estates的总部办公室。
这些知情人士还称，Sears正继续讨
论其他选项，仍有可能避免上法庭
重组的局面。

多年来亏损累累的Sears下周一有
1.34亿美元的债务到期。Sears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长Edward Lampert可能
会支付这笔款项来拯救公司，这位
对冲基金经理是该公司最大股东和
最大债权人，之前几次他也曾这样
做过。

IMF表示，其半年度
财政监测报告的新数
据库显示，在占全球
经济产出61%的31个
国家中，资产净值相
当可观。

这些国家的资产价
值约101万亿美元，或

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
值(GDP)的两倍，总资
产中有略过半数是属
于公共法人资产，以
及略低于半数是石油
或矿业等天然资源。

“ 一 旦 政 府 了 解
到公共资产的规模和

性 质 ， 它 们 可 能 会
更 有 效 率 地 进 行 管
理，”IMF在报告中表
示。“从改善资产管
理获得的潜在收益是
很可观的”。

IMF表示，单是非金
融业公共法人和政府金
融资产的收入，一年可
能就高达GDP的3%，相
当于整个发达国家每年
的企业税收。

IMF称澳洲、新西兰
和英国这几个国家正
在采取积极举措，以
加强对资产的管理，
防止未来负债增长。

IMF称，比如，提高

政府所有的建筑使用
效率，可以帮助降低
租赁成本，英国已避
开通胀保值债券，以
降低英国央行债券组
合面临的利率风险。
报告称，合并各种政
府金融资产的投资费
用，也可以提高纳税
人的回报。

该报告分析了中国
公共部门资产负债情
况，认为中国政府金
融资产总净值最近几
年降至相当于GD P的
8%左右，主要是由于
地方举债及国有企业
表现不佳。

IMF指出，预算外债
务和疲弱的企业表现
是未来面临的风险。

相比之下，IMF估计
印尼公共基础设施投
资增加将提高经济产
出和未来收入，进而
提升社会财富。

该 报 告 显 示 ， 如
果美国公共部门资产
承 压 ， 比 如 在 经 济
严重衰退、长期利率
上升、股市和房地产
价格迅速回落的情况
下，那么将导致2020
年美国公共部门资产
净值的萎缩幅度相当
于GDP的26%。

IMF称全球债务正在升高 

但公共资产价值亦增加
路透印尼努沙杜瓦1 0月 1 0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 M F )周三表

示，2017年全球债务水准触及纪录

高位182万亿美元，10年间增加了

50%，但当公共资产纳入考量后，

情况看来没那么黯淡。

【路透伦敦讯】英国
央行首席经济学家霍尔
丹(Andy Haldane)周三表
示，英国经过数年的薪资
成长迟滞后，过去一年
来薪资增长迎来“新黎
明”的迹象已有所增强，
但上升步伐料将有限。

霍尔丹认为，薪资
增速温和的预测，是因
为金融市场预期央行
未来三年将每年升息约
0.25个百分点。

“我认为有更强力
证据显示薪资增长将迎
来新黎明，虽然曙光只
是很缓慢出现，”他在
一场演说中表示。

“国内成本压力有
限及逐步累积，是支撑
金融市场所预期及英国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MPC)传达的有限和进
一步渐进升息的一个重
要因素，”他并称。

英国央行在8月份进
行了金融危机以来的第
二次升息，将指标利率

从0.5%升至0.75%。
但霍尔丹表示，从

较长期来看，工人讨价
还价能力降低、自动化
以及企业间竞争减少，
可能会对薪资增长造成
下行压力。

【路透布鲁塞尔讯】 
欧盟国家即将同意启
动与美国的磋商，拟
允许更多美国牛肉进入
欧洲。这可能是化解欧
美贸易紧张关系的重要
一步。

欧盟执委会在9月初
寻求其28个成员国批准
启动与美国的磋商。

欧 盟 的 外 交 人 士
称，贸易专家已予以支
持，大使们将在周三同
意此事，批准程序料将
在下周完成。

欧盟外交人士称，
欧盟执委会将考虑提高
美国在欧洲无激素牛
肉进口中的占比，但需
要说服其他被视为“重
要”供应国的国家接受
份额减少。

欧 盟 1 9 8 1 年 禁 止
整个欧盟地区在肉类

中使用生长激素，包
括进口肉类。欧盟和
美 国 最 终 在 2 0 0 9 年
达成一项协议，给予
无激素牛肉一个进口
配额。该配额目前为
45,00 0吨。但根据世
界贸易组织(WTO)的
规则，该配额也必须
允许非美国的供应商
使用。

据美国肉类出口协
会的数据，在截至6月
底的一年，美国牛肉
在该配额中所占的比
例已从最初的近100%
降至不到30%。而澳
洲 、 乌 拉 圭 以 及 阿
根 廷 的 占 比 则 稳 步
上升。

欧盟外交人士称，
欧盟执委会将考虑将
美国的占比提高到至少
40%或50%。

【 路 透 柏 林 讯 】
德国央行总裁魏德曼
表示，世界金融领袖
需对全球贸易秩序进
行改革，以便加强保
护知识产权以及解决
补贴引发的贸易扭曲
问题。

魏 德 曼 在 国 际 货
币基金组织( IMF )及
世界银行巴里岛会议
前称，相关改革对于
捍 卫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WTO)、及其自由和
基于规则进行贸易的
原则至关重要。

“这些措施尤其包
括改善对知识产权的
保护，以及解决国有
企业和补贴造成的扭
曲问题，”魏德曼在
回复路透的电邮采访
中表示。

自 美 国 总 统 特 朗
普阻挠对W T O法官
的重新任命，并对中
国和其他国家征收巨

额关税，W T O成员
国面临着改革该机构
的压力。

魏德曼称，德国能
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主
要是市场决策，能源
价格和外汇汇率综合
作用的结果，德国投
资增多并无助于削减
美国贸易逆差。

“ 一 个 国 家 的 经
常帐收支情况不是太

多依赖于贸易政策，
而是更多地依赖于有
多少能节省下以及用
于国内投资，”魏德
曼称。

他 称 ， 因 此 进 口
关 税 不 是 降 低 美 国
贸 易 逆 差 的 适 当 工
具；受华府扩张及顺
周 期 性 财 政 政 策 带
动 ， 美 国 贸 易 逆 差
可能将增加。

【路透华盛顿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
再次批评美国联邦储备
委员会(美联储/FED)
，他告诉记者称，在当
前通胀较低、政府数据
显示经济强劲的情况
下，美联储加息速度
过快。

“我希望看到低利
率。美联储认为其现在
的做法是必要的，但我
不喜欢他们的做法，因
为美国通胀确实受控，
形势一片大好，”特朗
普在白宫草坪对记者表
示。“我只是认为没必
要这么快加息。”

美 联 储 9 月 再 度 加
息，并维持稳步收紧货
币政策的计划不变，因
其预计美国经济至少将
再成长三年。

“ 此 外 ， 我 认 为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的经济产出在创
纪录，”特朗普补充
称。“我不希望减速，
哪怕是一点点，尤其是
没有通胀问题时。”

特朗普此前曾公开
表达其担忧，但周二他
表示，他并未与美联储
主席鲍威尔当面讨论过
这些疑虑，并解释称“
我不想介入”。

【路透柏林讯】德国
计划让数以千计使用欧
盟自由权按英国规定登
记的小型企业，在英国
退欧后转为德国公司。

根据路透见到的草
案，该法条阐明了德国
为英国退欧所做准备的
细节内容。

德国另一个计划订出
的法条则将允许英国公
民成为德国公民时继续
保有原来的公民身份，
时间长短配合英退过渡
期，而不像非欧盟公民
必须放弃原有护照。

上述公司登记法影响
到约1万家在德国的小

型企业，这些企业当初
因为英国的资本要求较
低，而选择登记为英国
有限公司、并未按德国
法律登记成德国公司。

按照当前的监管规
定，这些企业需要转变
为德国有限责任公司
(GmbH)，并且不得不将
股本增至25,000欧元。
而根据新规，当企业转
为注册成德国企业时，
无需增资。

“我们希望帮助这
些企业进行必要的准
备，”德国司法部长
Katharina Berley谈到这项
法规时表示。该法规将

在周三的内阁会议上审
议通过。

德国总理默克尔经
常在讲话中表示，英国
退欧所需相关准备工作
的繁杂程度出乎所有
人的意料。举例来说，
英国脱欧后，携带家庭
宠物过境可能会面临困
难，将需要经过数月的
检疫程序。

与此同时，德国16个
州必须更新立法，允许英
国籍语言教师保留其工
作。根据当前法律，公务
员必须是欧盟公民。英
国脱欧后，这条规定将
不再适用于学校教师。

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霍尔丹称

薪资增长正迎来“新黎明”

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霍尔丹。

德国政府拟订新法让按英规登记的小型企业

在英退后转为德国公司

德国央行总裁称须改革全球贸易秩序 

解决贸易扭曲问题

2018年3月15日，德国汉堡，集装箱货轮CMA CGM 
Antoine de Saint Exupery停泊在装船泊位。

特朗普再批美联储 

称升息速度太快

2018年10月9日，美国华盛顿，特朗普在动身前往艾
奥瓦州之前，在白宫草坪回答记者提问。

欧盟即将同意启动与美国磋商 

拟允许增加美牛进口

据美国肉类出口协会的数据，在截至6月底的一年，
美国牛肉在该配额中所占的比例已从最初的近100%
降至不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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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移民船在土耳其西部海域沉没
致4人死亡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一艘搭载
非法移民的船只10日在土耳其西部
爱琴海海域沉没，造成至少4人丧
生、30人失踪。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说，
事故发生在伊兹密尔省卡拉布伦地
区，土耳其海岸警卫队在海上找到４
具尸体，并救起一名妇女。海岸警卫
队仍在搜寻另外３０名失踪人员。这
些非法移民据信寻求偷渡到希腊。

爱琴海是非法移民经由土耳其偷
渡到欧洲大陆的重要通道。2016年
3月，土耳其与欧盟就难民问题达成
协议。土方加强管控，经爱琴海偷
渡人数明显减少。但今年以来，寻
求经爱琴海偷渡到欧洲的人数又呈
上升之势。土耳其海岸警卫队最新
数据显示，土方今年已拦截20688
人，比去年同期多4640人。

肯尼亚西部严重交通事故
致50人死亡

肯尼亚警方10日说，一辆大巴车
当天在肯尼亚西部凯里乔郡发生严重
交通事故，造成至少50人死亡、14人
受伤。肯尼亚裂谷地区警官弗兰西
斯门亚姆布对媒体说，事故发生在
当天凌晨５时许，42人当场死亡，8
人送往医院后因救治无效死亡，另
有14人在医院接受治疗。

凯里乔郡警官詹姆斯穆戈拉说，
这辆大巴车原计划从肯尼亚首都内
罗毕开往肯尼亚西部地区，但下行
至一个陡坡时撞到护栏发生翻滚。
他说，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具体原因。

肯尼亚不少地区道路狭窄且缺乏
维护，加上车辆状况不佳及超速、
超载等因素，交通事故频发。据肯
尼亚交管部门统计，每年约有3000
人死于交通事故。

俄否认在利比亚有军事部署
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国防和

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孔德拉季耶夫9日
说，俄在利比亚没有也不计划进行
军事部署。针对英国媒体日前披露
俄罗斯向利比亚派遣军人的报道，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10日援引孔德拉
季耶夫的话说，俄方未曾向利比亚
派遣军人也无此计划，俄罗斯也未
收到利比亚官方有关邀请，英国媒
体的报道纯属无稽之谈。

孔德拉季耶夫指出，英国媒体
的做法旨在继续破坏俄罗斯国际威
信，抹黑俄积极反对恐怖分子的形
象。英国《太阳报》日前报道，俄
罗斯向利比亚派遣了数十名军事情
报人员并试图把利比亚变成“新叙
利亚”，以期向西方施压。

危地马拉前副总统涉贪判囚15年半
危 地 马 拉 前 副 总 统 巴 尔 德 蒂

（Roxana Baldetti）在净化湖泊水源
项目中非法获得数百万美元资金，被
法院判处15年半有期徒刑。《星岛日
报》报道，巴尔德蒂向一家以色列公
司支付1800万美元以清理阿马蒂特
兰湖。不过，该项目所使用的“魔法
水”其实只是由水、盐和氯所配成的
溶液，根本没有成效。而负责这项交
易谈判的是巴尔德蒂的兄弟马利欧巴
尔德蒂（Mario Baldetti）。马利欧没
有任何公职却代表国家与外国公司协
商。最终他也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
数名危地马拉官员和以色列商人同样
被判刑。巴尔德蒂还面临另一项协
助私人公司收买海关的审讯。

西班牙马略卡岛突发洪灾 
至少六人死亡

西班牙马略卡岛（Mallorca）周二
（9日）晚下起倾盆大雨，引发河水
泛滥，夺走至少六条人命，其中两
人为英国公民。

马 略 卡 岛 东 部 城 镇 圣 洛 伦 索
（Sant Llorenc）许多狭窄街道被洪
水淹没、河流决堤，房屋也泡在水
中，居民被迫跑到另一个城镇的体
育中心避难。据当地媒体报道，有
至少九人失踪。不过紧急服务部门
无法确认这个消息。

利比亚苏尔特发现一处集体埋尸点
利比亚安全机构周二（9日）表

示，利比亚红新月会当天在北部城
市苏尔特发现一处掩埋75具遗骸的
埋尸点。新华社报道，当地安全机
构人士说，司法机构将对这些遗骸
进行DNA身份鉴定。

此前苏尔特附近曾发现数处埋尸
点，但此次发现遗骸最多。苏尔特
位于利比亚北部。2016年，支持利
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的武装力量曾与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
在苏尔特激战数月。

迈克尔会在当地时
间中午登陆佛罗里达
州，天气预报员警告
说，墨西哥湾沿岸西北
部将发生“威胁生命”
的风暴、飓风和强降
雨。NHC说，可能会有
出现高达4米（13英尺）
的破坏性海浪，并可能

会冲向内陆数英里。
NHC表示，迈克尔

可能会在登陆之前进
一步加速。当局已经
敦促或命令墨西哥湾
沿岸约37.5万的居民
撤离。

NHC的主任格雷厄
姆（Ken Graham）表

示，迈克尔在靠近岸
边时越来越强烈，这
跟上次的飓风“佛罗
伦萨”正好相反，后
者是在变弱后袭击了
卡罗莱纳州。

预计迈克尔席卷过
的一些地区将有30厘
米（ 1英尺）的降雨
量， 佛罗里达州、阿
拉巴马州、佐治亚州
和卡罗莱纳州预计会
有大量降雨。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
经宣布整个佛罗里达州
处于紧急状态，该州州
长斯科特（Rick Scott）
说迈克尔可能是该地

区“几十年来最致命、
最具破坏性的风暴”。

有 一 些 佛 罗 里 达
居民没有马上遵守撤

离 令 ， 斯 科 特 督 促
说：“如果你不遵守
官员的警告，这场风
暴可能会要你的命！”

迈克尔飓风变四级 

或成佛州史上最严重风暴

飓风“迈克尔”级别增强 美国民众严阵以待

【综合讯】周三（10月10日）美国

国家飓风中心（NHC）说，飓风迈克

尔（Hurricane Michael）已演变成“

极其危险”的四级风暴。随着飓风规

模继续扩大，迈克尔有可能成为该地

区历史上最严重的风暴之一。

【联合早报网】沙特阿拉伯专栏
作家卡舒吉上周二（2日）进入沙特
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后失踪，
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卡舒吉已
在领事馆遇害，更指是沙特王室下
杀令。亲土耳其政府媒体周三（10
日）公布由15名沙特阿拉伯人组成
的“神秘暗杀队”成员相片，再把矛
头指向沙特。然而，有沙特王室消息
人士表示，卡舒吉仍然在生，目前被
扣留在沙特首都利雅得。

香港东网报道，《萨巴赫报》公开
暗杀队的相片，声称他们于卡舒吉失
踪当天，分乘两架私人飞机在伊斯坦
布尔入境，然后分别入住两间酒店，
同日离境。当地电视台更拍得一辆黑
色小型货车离开领事馆，驶往沙特领
事住处，认为卡舒吉身处其中。

土耳其报章刊15人暗杀团照 

疑与沙特记者失踪有关

土耳其《萨巴赫报》刊登疑与沙特记
者失踪有关的15名沙特男子相片。

【路透华盛顿】美国
总统特朗普周二表示，
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将在11月6日期中选举
后举行第二次峰会。他
认为美国与朝鲜之间的
谈判取得了“极好的”
进展。

特朗普表示，周末
期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Mike Pompeo)与金正恩
进行了非常好的对话，
正在考虑中的(峰会)地
点有三个或四个。“时
间不会太晚，”他称。

蓬佩奥周二在白宫对
记者发表简短讲话时，
呼应了特朗普的言论。

“虽然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很多事情要
做，但现在已经可以看
到通往终极目标的途径
了，我们的目标是朝鲜
最终实现完全的、可验
证的去核化，”他说。

特朗普和金正恩于
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
首次会晤，期间金正恩
承诺将为朝鲜半岛无核
化而努力。但他的行动

却并未像美国要求的那
样，提供其核武器及设
施的完整清单，并采取
彻底举措销毁核武器。

不过特朗普对迄今为
止取得的进展表示乐观。

蓬佩奥周一表示，双
方“非常接近”就第二次
峰会的细节达成一致。

他还表示，金正恩
准备允许国际检查人员
进入朝鲜核及导弹相关
场所。一旦双方就后勤
问题达成一致，检查人
员就会视察一个导弹发
动机试验场和丰溪里核
试验场。

然而，专家质疑蓬
佩奥周日对朝鲜进行的
年内第四次访问所取得
的成果。他们表示，金
正恩似乎只是在重新包
装和拖延过去的承诺。

特朗普指出，美国
尚未取消对朝鲜的“非
常严厉的制裁”。

“我乐于取消这些
制裁，但我们必须要先
得到一些东西才能这么
做，”特朗普表示。

特朗普称将在11月6日期中选举后

与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

资料图片：2018年6月12日，新加坡圣淘沙，美国总
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首次会晤。

【新华社巴黎】总部
位于法国里昂的国际
刑警组织9日发表公告
说，该组织近期在中东
和北非地区发起打击
非法武器行动，共逮捕
115人，缴获了部分武
器、毒品和现金。

公告说，从9月18日至
26日，国际刑警组织领
导下的“Trigger　IV”
行动在伊拉克、约旦、
黎巴嫩和摩洛哥四国进
行，对非法交易窝点进
行了2万余次突袭检查，
因枪支犯罪逮捕17人，
缴获武器57件、总额达
130万欧元的现金及价
值20万欧元的海洛因等
毒品。

公告指出，该行动
极大丰富了国际刑警组
织设立的中东和北非地
区非法武器记录和追踪
管理系统数据库。行动

前，数据库仅有13项该
地区警方提供的非法武
器记录，行动结束后这
一数字增至5.8万多项。

国际刑警组织秘书
长于尔根斯托克表示，
新登录的非法武器记录
将有助于确认非法武
器交易者身份及交易路

径。斯托克认为，此类
行动显示了各国齐心协
力、共同打击非法武器
的力量。

“Trigger　IV”行动
由国际刑警组织内部反
恐部门执行，还计划在
中东和北非地区进行第
二阶段行动。

共逮捕115人，缴获部分武器、毒品和现金

国际刑警组织展开行动打击非法武器

国际刑警组织近期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发起打击非
法武器行动，共逮捕115人，缴获了部分武器、
毒品和现金。

【综合讯】英国顾问
公司公布亨利护照指数
(Henley Passport Index)， 
日本超越新加坡，成为
全球最好用、通行自由
度最高的护照。

伦敦顾问公司Henley 
& Partners昨天（10月9
日）公布的最新亨氏护
照指数显示，日本护照
可免签证到190个国家
和地区，排名第一；新
加坡护照的免签国家则
以189个排第二。

今年2月，日本和新
加坡并列冠军，把自
201 4年就位居榜首的
德国挤到第二位。今年
年初原本独占排头的德
国，则以188国免签，和
法国与南韩并列第3。

并列第4的有丹麦、
芬兰、义大利、瑞典和
西班牙5个国家，免签
国数量187。免签国都
是186个的美国和英国
并列第5，两国2016年
曾登上冠军，但在今年

未新增免签国的情况
下，近期内应该不太可
能夺回榜首。

并列第6的是比利时、
瑞士、爱尔兰、加拿
大，免签数都是185国。
澳洲、希腊、马尔他则
以183国免签并列第7。

排 名 第 8 的 为 新 西
兰和捷克，免签数182
国 。 独 居 第 9 的 是 冰
岛，免签国181个。并
列第10的则为匈牙利、

斯洛维尼亚、马来西
亚，免签国180个。

俄国排名仍退步到
47。进步最多的当属阿
拉伯联合大公国，这10
年来排名突飞猛进，从
2006年的第62名，进步
到今年的21名。

而近来新取得圣露
西亚与缅甸免签的中
国，排名窜升到71，自
2017年年初以来，进步
了14名。

日本超越新加坡成为全球最强护照

根据亨利护照指数，新加坡和日本是全球最强的
两大护照。

【澎湃新闻网】埃及
前总统穆尔西的小儿
子阿卜杜拉．穆尔西
(Abdullah Mursi)于周
三(10月10日)早些时候
在位于埃及首都开罗郊
区的家中被捕。

英国路透社报道，
阿卜杜拉_穆尔西的哥
哥和三名安全人员透露
了上述消息。其中两
名安全人员称，阿卜杜
拉_穆尔西被捕的罪名
是“散布假新闻”。

报道称，上周他接
受了美联社的采访，内
容主要涉及他的父亲、
埃及前总统穆尔西被拘
押的情况。在采访中，
阿卜杜拉_穆尔西称，
由于监狱条件的缘故，
穆尔西的健康状况不断
恶化，而他的家人很
少被允许探视。阿卜杜
拉_穆尔西的哥哥艾哈
迈德对路透社称，警方
在逮捕阿卜杜拉的时候
并没有出示逮捕令，仅
表示要带他去问话。

2011年1月，埃及爆发
大规模示威活动，执政
30年的穆巴拉克被迫下

台，来自穆斯林兄弟会
的穆尔西2012年当选为
埃及首位民选总统。不
过执政仅一年，穆尔西
就在大规模民众示威中
被埃及军方解除职务。

穆尔西下台后，穆
兄会被埃及当局列入恐
怖组织名单。穆尔西本
人因实施越狱、间谍
行为等多项指控而受到
审判。2017年9月，埃
及最高上诉法院以向卡
塔尔泄露国家机密的罪
名，对埃及前总统穆尔
西作出终身监禁的终审
判决。

埃及前总统穆尔西小儿子被捕

被指散布假新闻

埃及前总统穆尔西的小
儿子阿卜杜拉．穆尔西
(Abdullah Mur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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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贤达叶正欣先生与世长辞

各华社领导及亲朋好友齐来吊唁
【本报周孙毅报道】

我国成功企业家、华社德
高望重领袖，印尼叶氏宗
亲会辅导主席、印尼广
东社团联合总会总主席、
印尼客属联谊总会副总
主席兼永远资深荣誉主
席、雅加达客属联谊会
辅导主席、印尼华裔总
会资深荣誉主席、印尼
梅州会馆名誉会长、印
华百家姓协会雅加达特
区分会名誉主席、印尼中

华总商会永远荣誉主席叶
正欣先生(Suparno)，不
幸于10月4日中午12时40
分，在新加坡格伦伊格尔
斯医院与世长辞，享寿积
润74岁。

叶正欣先生及其夫人
陈美秀女士（雅加达陈氏
宗亲会荣誉顾问）育有三
男一女，他是一位成功
的企业家，也非常热心公
益，乐善好施，对社会捐
献无数，深得各界人士赞

许。此外，叶正欣更是华
社重要的领袖人物，他现
任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
总主席、印尼叶氏宗亲会
辅导主席等多个社团重要
职务。叶正欣生前积极推
动和关心叶氏宗亲会及雅
加达客联会务发展，不仅
出钱又出力，深受社会各
界特别是广大客属乡亲的
敬重与爱戴。

治丧期间，来自国内
外亲朋戚友，印尼各界

人士，工商界和各社团
代表，梓叔同乡等，纷纷
前往治丧出Grand Heaven
殡仪馆103-105座礼堂吊
唁，并向叶府家属致以深
切慰问。

10月11日（星期四）
上午8时举行告别礼之
后，随即扶柩发引还山安
葬于Kerawang San Diego 
Hills坟场。谨此愿叶正欣
先生一路走好，在天之
灵，获得安息！

谭柏叶先生代表印尼广东
社团联合总会致悼词。

叶联礼先生代表印尼客属
联谊总会致悼词。

俞雨龄先生代表印华百家
姓协会雅加达特区分会及
各姓氏宗亲会致悼词。

曾国奎先生代表印尼中华
总商会致悼词。

陈国良先生代表茂物客
联和茂物正中校友会致
悼词。

蔡昌杰先生代表雅加达华
文教育协调机构及印华作
协致悼词。

陈永梁先生代表雅加达陈
氏宗亲会致悼词。

叶纪鳌先生代表印尼叶氏
宗亲会致悼词。

叶府全体家属在叶正欣先生灵前合影留念。
叶正欣先生第三公子叶诗生在其母亲陈美秀女士和兄弟
姐妹陪同下致谢词。

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诸领导向叶正欣先生行献花礼。 印尼中华总商会诸领导向叶正欣先生行献花礼。

印尼客属联谊总会领导层向叶正欣乡贤行献花礼。 印华百家姓协会雅加达特区分会诸理事向叶正欣先生行献花礼。

茂物客联和茂物正中校友会诸理事向叶正欣先生行献花礼。 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及印华作协诸位代表向叶正欣先生行献花礼。

雅加达陈氏宗亲会诸领导向陈美秀姑令夫君叶正欣姑丈行献花礼。 印尼叶氏宗亲会诸理事向叶正欣辅导主席行献花礼。



美国海军“罗纳德
里根”号航母、俄罗
斯“瓦良格”号巡洋
舰以及澳大利亚、文
莱、加拿大、印度、
马来西亚、菲律宾、
新加坡、泰国、越南
等国共19艘舰艇当天
开始驶入济州。

各国代表团成员包
括印尼海军参谋长阿
德苏潘迪、俄罗斯海
军总司令维克多奇尔
科夫、美国太平洋舰
队司令约翰阿奎利诺
等19名代表和27名总

参谋长级军官。中方
因内部原因缺席阅舰
式，但将派代表团参
加活动。

11日，本次阅舰式
的最大亮点“海上大
阅兵”将在西归浦近
海举行。“里根”号
等12国17艘舰艇、韩
国24艘海军舰艇和24
架飞机将出席检阅。
韩国“日出峰”号登
陆舰和国民参与团乘
坐的“独岛”舰等还
将与世界各国舰艇相
向航行并互敬军礼。

海上大阅兵将按照检
阅韩军舰艇及飞机、
特 种 兵 高 空 降 落 、
检 阅 外 国 军 舰 、 韩
国空军战机（F-15K
和KF-1 6）特技飞行
的 顺 序 进 行 。 届 时
将有韩国海军P-3海
上巡逻机、海上作战
直 升 机 （ “ 野 猫 ”
和 “ 山 猫 ” 系 列 ）
、UH-60“黑鹰”海
上机动直升机和海警
直 升 机 ， “ 粟 谷 李
珥”号驱逐舰、2 1 4
型 潜 艇 “ 洪 范 图 ”
号、“李阡”号潜艇
等亮相。外国舰队检
阅将按照国名首字母
顺序进行，世界最大
的“里根”号航母压
轴。10-11日，韩国
海军将在济州海军基

地大礼堂举行2018舰
艇技术研讨会和海洋
武器学术大会，力推
韩国军工出口。各国
代表团成员还将参加
12日在济州举行的第
16次西太平洋海军论
坛（WPNS）、特别军
工企划展（11-14日）

和13日的海军韩流演
唱会等活动。另外，
日方因要求挂“旭日
旗”参阅遭拒而决定
缺席阅舰式，但日本
海上自卫队最高负责
人、海上幕僚长村川
丰将率团出席海军论
坛活动。

共有46个国家派团参加 规模创历届之最

2018韩海军国际阅舰式开幕
【韩联社首尔】据韩国海军10日

消息，为期五天的2018韩国海军国
际阅舰式当天在济州海军基地拉开
帷幕，共有46个国家派团参加，规
模创历届之最。

【中新网】澳洲新
闻网刊文称，惊人的数
据显示，澳大利亚人是
世界上冰毒和可卡因的
第二消费大户，仅次于
美国。在对全澳数百万
人的污水进行测试后，
澳大利亚刑事情报委员
会(AC IC)的一份报告
令人震惊。

这份报告收集了47
个未经鉴定的污水处理
厂的数据，并检查了近
1300万澳人的尿液和粪
便。

专家们认为这种形式
的测试可以提供最准确
的非法药物使用快照。

“废水分析可以衡
量对一系列药物的需
求 ， ” A C I C 会 长 费
伦(Michael Phelan)
说。“这使政府能够有
效地将资源引导到优先
领域，并监测减少需求
和供应的战略进展。”

在所审查的23个国家
中，澳大利亚在四种最
常见的非法兴奋剂药物
的使用量上排名第二。

澳大利亚人每年估
计摄入8. 4吨冰毒，3
吨可卡因，1.2吨摇头
丸和756公斤海洛因。 
在海洛因的消费总量
中，维州消费了348公
斤，墨尔本堪称澳洲的
海洛因之都。新州排名
第二，239公斤，昆州
75公斤，南澳38公斤。 
悉尼和堪培拉则是澳洲
的可卡因中心。而维州
农村地区的芬太尼用量
激增，从每1000人每天
9次增加到去年12月以
来的17次。

维州乡镇居民也是
羟考酮的最大滥用者，
这种药甚至被称为“乡
巴佬的海洛因”。令人
震惊的是，维州的一个
乡村地区录得全澳最高
的冰毒使用量。每天每
1000人使用多达120次
──是全澳平均值35次
的三倍多。尽管维州大
量滥用毒品，但报告显
示，维人在抑制酗酒方
面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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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0月10日，韩国济州海军基地，2018韩
国海军国际阅舰式于当天开幕。

【光华日报网】新
加坡航空公司全球最长
航班将由本周四启航，
从新加坡直飞美国新泽
西州纽瓦克自由机场，
全程将近19个小时。

新航这个全球最长
航班，采用全新空中巴
士A350-900ULR机型，
每周提供3班的服务。
此机型最高载客量为
161名乘客，包括67个
商务舱座位及94个优选
经济舱座位，不设经济
客位。

新航过去也曾以空巴
A340-500机型提供同
一路径的航班服务，但
机上只有100个座位，
最后因营利不如预期，
而在2013年叫停。这种

超长程机型可飞17960
公里，比A350的标准机
型多近3218公里。

对于乘客如何打发
在机上的近19个小时
飞行？空中巴士号称这
款长程机型上的最新
设计，将提供乘客更加
舒适的飞行体验。每位
乘客可享有更宽敞的空
间，并可享受机上佳
肴，包括柠檬腌虾、有
机鸡肉及栉瓜宽面等美
食。乘客也可以品尝海
南鸡饭及牛肉河粉等当
地美食，新航另将推出
预订厨师服务，乘客可
在起飞前24小时内订购
奶油芝士焗龙虾或肋眼
牛排等菜肴。乘客还可
事先预订汉堡。

新航今首航全球最长航班 

新加坡直飞美国新泽西州

新航的全球最长航班，采用全新空中巴士A350-900-
ULR机型。

【韩联社首尔】10
日 ， “ 东 北 亚 经 济
合作与大图们倡议”
研 讨 会 在 首 尔 四 季
酒店举行，来自韩中
俄蒙的与会代表汇聚
一堂，共同探索大图
们倡议（GT I）成员
国、北方经济合作委
员会、国际机构的合
作新机遇。

该 研 讨 会 由 韩 国
对 外 经 济 政 策 研 究
院、GT I秘书处、企
划财政部、北方经济
合作委员会、铁路技
术研究院共同主办。
研讨会以“和平与繁
荣，东北亚合作共赢
的梦想”为主题，分
四部分举行，通过嘉
宾致辞、主旨发言、
讨论答疑等分享GT I
成员国有关东北亚合
作的政策，就如何对
接 各 国 政 策 加 强 东
北亚区域合作建言献
策。GT I秘书处主任

特格乐德尔致开幕词
时指出，虽然过去几
年间东北亚区域合作
不足，但相继召开的
韩朝首脑会谈和朝美
首脑会谈能对东北亚
经济合作起到有效助
推作用。他说，GT I
成员国对《板门店宣
言》和朝美新加坡会
谈 结 果 表 示 欢 迎 ，
并呼吁朝鲜重新加入
GTI。

韩 国 企 划 财 政 部
开发金融局局长许樟
和对外经济政策研究
院院长李载荣在致辞
中均表示，半岛局势
正发生积极变化，我
们正开启东北亚和平
与 繁 荣 的 大 门 ， 并
呼吁GT I成员国支持
朝鲜重新加入。韩国
铁路技术研究院院长
罗喜丞在做主题演讲
时提及文在寅政府的
韩半岛新经济构想和
韩朝铁路、公路对接

项目的重要性，指出
韩朝铁路、公路对接
项目是推动韩国经济
进一步发展的新增长
动力，将对树立东北
亚多边和平安全机制
和区域互惠共赢起到
重要的牵引作用。他
建议对接中国的“一
带一路”政策，通过
中蒙俄经济走廊进行
交通基础设施合作。
同时，将俄罗斯西伯
利亚大铁路（TSR）
与 半 岛 纵 贯 铁 路
（TKR）相连，并积
极让朝鲜重回GT I平
台，以构建东亚铁路
共同体。

当天，总统直属北
方经济合作委员会委
员长宋永吉、俄罗斯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
究员维克托拉、中国
国际贸易学会主任梁
旭彦、中国商务部副
处长于淼等相关人士
与会。

10月10日，“东北亚经济合作与GTI”研讨会在首尔四季酒店举行，与会人士合影留念。

来自韩中俄蒙的与会代表汇聚一堂

东北亚经济合作与大图们倡议研讨会在首尔举行

澳洲成世界第二吸毒大国

一年用掉8吨冰毒3吨可卡因

资料图片：冰毒。

【环球网】美国
著名旅行杂志《悦
游》当地时间10月9
日发布了2018年全球
魅力城市前20位排行
榜(美国除外)。日本
东京连续3年高居榜
首，京都从2017年的
第3升至第2。2017年
未能上榜的大阪进入
第12。有3座城市入
选的日本成为上榜城
市最多的国家。

据日本共同社10月
10日报道，杂志介绍
大阪是“日本最佳美
食城市之一”，章鱼
烧、御好烧等著名小
吃“绝对值得品尝”。

京都被称为“日本
(寺院等)保存最好的

城市之一”，此外杂
志对其新的魅力也有
提及，例如在传统商
家林立的街道上有新
近搬来的艺术家的特
别工艺品店和雅致的
商店等。

对于东京的评价
则是“霓虹灯闪耀的
超现代高层建筑群与
宁静的寺院这一矛盾
性相互交织，令人兴
奋”。

超过42万名读者参
与了调查。排名3至
5位的分别是澳大利
亚的墨尔本、奥地利
的维也纳、德国的汉
堡。亚洲的新加坡和
首尔分列第7和第16
位。

美杂志发布全球魅力城市排行榜

东京和京都包揽前两位

东京连续3年位居榜首成为全球魅力城市排行
榜。图为东京的风景一瞥。

印度北部一列火车脱轨 
造成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据外媒报道，当地警方表示，印度
北部一列特快列车部分脱轨，造成5名
乘客死亡，数十人受伤。警方总干事辛
格说，10日早上5点30分左右，一列火
车多节车厢脱轨，救援人员已经对事故
现场做出响应。事故发生在印度北方邦
首府勒克瑙西南80公里的雷巴雷里火车
站。至少35名乘客受伤并被送往医院。
事故发生时正值大雨漫入车站，但事故
原因尚不清楚。

孟加拉国2004年手榴弹袭击事件审判
19人获死刑

针对孟加拉国2004年8月21日发生的
一起手榴弹袭击事件，达卡一法院在
2018年10月10日中午判处19人死刑、19
人终身监禁。当天，该法院周边道路戒
严，大批安保人员在法院附近维持秩
序。2004年8月21日，孟加拉国人民联
盟领袖哈西娜在达卡出席人民联盟集会
时，遭到手榴弹袭击，造成24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哈西娜虽死里逃生，但袭
击令她留有严重的耳疾和眼疾，并多次
前往美国接受治疗。目前，哈西娜是
孟加拉国总理。据称，这也是孟加拉国
历史上一次“非常令人震惊”的政治犯
罪，被控是由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及孟
伊斯兰大会党(Jamaat-e-Islami Party)的
部分高级人物策划的。

印度一钢铁厂发生爆炸 
致11人死亡

印度中部恰蒂斯加尔邦比莱钢铁厂9
日发生爆炸事故，截至目前已造成11人
死亡，另有12人仍在救治中。据印度媒
体报道，爆炸发生时工人正在进行日常
维修作业，爆炸主要原因应该与天然气
管道有关。报道援引当地警方的话说，
初步调查显示这是一起意外事故，而非
人为破坏。爆炸发生后，印度钢铁部长
比兰德尔辛格赶赴现场处理事故。他同
时对外宣布，涉事钢铁厂的首席执行官
已被撤职，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受到停职
处分。比莱钢铁厂是印度国有企业，是
印度重要的铁轨生产商。

泰国前首相达信儿子
被控洗黑钱

泰国前首相达信的儿子潘东塔
（Panthongtae）周三（10日）因涉嫌洗
黑钱将被提控。路透社报道，38岁的潘
东塔在姐妹和为泰党（Puea Thai Par-
ty）资深党员的陪同下，今天抵达泰国
总检察署的办事处。为泰党的实权领袖
是达信。泰国总检察署发出声明说：“
潘东塔将被提控洗黑钱的罪名以及共谋
涉款1000万泰铢的洗黑钱活动。”一
旦罪成，潘东塔可被判入狱最长10年。

批评政府财政措施 
缅甸三记者被捕

法新社报道，缅甸“十一媒体集团”
（Eleven Media）三名新闻工作者因发表
批评政府财政管理措施的报告，于周三
（10日）被警方逮捕。这三人包括两名
执行编辑和一名主任记者。周三，他们
被戴上手铐，上庭面控。辩护律师说，
控状针对一篇关于仰光公共巴士网络项
目资金的文章。该项目由仰光首席部长
票敏登负责，他也是缅甸国务资政翁山
淑枝的得力助手。

国庆黄金周
泰国游意外增长2.77%

2018年国庆黄金周期间泰国游意外
增长2.77%，缓和了之前有关中国游客
将减少的顾虑。泰国旅游和体育部常
务次长蓬帕努在公布2018年中国国庆黄
金周出国游数据资料显示，中国游客赴
泰旅游人数同比增2.77%。从数据表现
来看，看不出任何有关中国游客可能放
弃来泰旅游，而选择到其他国家旅游等
的顾虑。他说，结果令人振奋。尤其是
在各方都不看好的情况下，还实现了
2.77%的增长。这既体现了泰国旅游的
火热，同时也表明游客，尤其是中国游
客对于意外事件的看法和评判有了更清
晰和理智的认识。

菲律宾2018年农业出口
总量将下降

据菲律宾《星报》10月9日报道，
菲律宾食品加工和出口协会（PhilFoo-
dex）表示，由于去年农产品产量下降
的影响依然存在，今年农业出口总量将
继续下滑。由于原材料生产持续不足，
今年菲律宾农业出口总量可能达不到50
亿美元。去年，农业出口总量达到53亿
美元。PhilFoodex是菲律宾领先的食品
行业协会，由微型、小型、中型和大型
食品制造商和出口商组成。受棕榈油和
大豆油影响，椰子油产品的价格和需求
下降。椰子油出口占菲律宾农产品出口
总量的20％，与新鲜香蕉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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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周孙毅报道】
印尼成功企业家兼慈善
家_材源帝集团创办人_
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会永
久名誉会长_雅加达吉祥
山基金会（福州同乡会）
永久名誉主席拿督斯里
黄双安先生（Dato‘Sr i 
Burhan Urai）于今年10月
2日零时，在美国Minne-
sota 州Mayo Clinic医院
安息主怀，蒙主恩招，在
世寄居88载。

其遗体已于10月7日（
星期日）安葬在马来西亚
砂拉越州诗巫（Sibu）乌
也路23哩富贵山庄礼堂。

黄府全体家属为感谢各界
亲友的关爱，特于昨晚
（10月10日），在吉祥山
基金会会所举行拿督斯里
黄双安先生追思祝祷会。

我国前政要，中国福
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家
荣，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
办公室副主任郑惠文，福
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
席翁小杰，中国驻印尼大
使馆孙亮主任，驻印尼台
北经贸代表处侨务组张淑
燕组长，各华社代表，
梓叔同乡等亲朋好友，以
及黄双安全体家属等，近
800人参加，整个追思会

过程十分肃穆。
该追思会也特邀请了

何维廉牧师主持祷告仪
式。接着，由吉祥山基金
会林作虞理事长宣读拿督
斯里黄双安先生的生平。

吉祥山基金会会长张
锦雄致悼词称，黄双安
一生风云坎坷，幼年随
父母下南洋，历经冷暖艰
辛，胼手砥足，白手创
业，建立了材源帝集团，
更是用经济带动了当地的
就业，造福一方百姓。黄
双安乡长，是该会的创会
人之一，也是该会的“大
家长”。在上世纪80年

代，他与【林绍良】先
生，该会【洪文豪】，【
曾振藩】，林思明等一批
前辈乡贤共同发起、创立
了雅加达吉祥山基金会（
福州同乡会），从而为广
大在椰城的福州乡亲们提
供了一个团聚，交流的平
台和场地，后又创立了吉
祥山学校，培养了一代又
一代的莘莘学子。

黄双安先生爽朗，风
趣，朋友遍天下；他心怀
桑梓，热心公益，许多普
通人因他的帮助受益；在
商场上，他眼光独到，决
策果断；在侨团、乡会的

工作上，他胸襟广阔，
有大格局，能容人，能帮
人，愿意扶持后辈。可以
说，吉祥山基金会能有今
天的成绩和名望，离不开
广大理事乡亲的共同努
力，更离不开黄双安乡长
这样德高望重的长辈多年
来的支持与关怀。

张锦雄表示，黄双安
先生曾先后任中国海外交
流协会顾问，中国侨联顾
问，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
会永久名誉会长，福州海
联会海外名誉会长等多个
荣誉职务，在海外侨界，
华人世界享有盛名，多年

来，他在祖籍地、马来
西亚等多地捐资助学，兴
建医院等社会福利设施，
很多很多人因他的善举受
益。如今，虽然黄双安先
生永远已离开了我们，但
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
的乐观坚毅，敢拼闯的精
神永远和我们同在，他永
远是我们海外福州子弟的
楷模！先生之风，高山仰
止。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孙
亮主任、福建省委统战部
副部长李家荣、前我国政
要Aburizal Bakrie、Suryo  
B.Sulisto等先后致悼词。

拿督斯里黄双安先生追思祝祷会

在雅加达吉祥山基金会会所举行

张锦雄致悼词。 李家荣致悼词。 孙亮主任致悼词。 Aburizal Bakrie致悼词。 Suryo  B.Sulisto致悼词。 林作虞宣读黄双安的生平。 黄双安公子黄敬平致谢词。 黄双安长孙黄志进致谢词。

俞雨龄向白嘉莉表示慰问。 郑年锦和公子郑昆龙向白嘉莉女士表示慰问。 谭自强和张淑燕女士向白嘉莉表示慰问。

左起：李礼侨、黄双安公子黄敬泰、白嘉莉、黄敬平合影。 彭云鹏夫人向白嘉莉表示慰问。 Aburizal Bakrie向白嘉莉表示慰问。

左起：王振坤、林惠宽、郑年锦、纪辉琦、俞雨龄、许锦祥、林克旭、张锦雄、周维
梁向黄双安行献花礼。

雅加达黄氏宗亲会诸理事向黄双安先生行献花礼。

左起：张锦泉、黄德新、Jimly Asshiddiqie、黄敬平合影。 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家荣率团向黄双安先生行献花礼。

许锦祥、林克旭、洪文豪夫人等出席黄双安先生追思会。 雅加达吉祥山基金会向黄双安先生行鞠躬礼。 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家荣率团前来向黄府家属表示慰问。

左起:黄鹏年和黄光明出席黄双安先生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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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华 新 闻 网 1 0 月
10日电（记者 程曦 摄
影 李派）】10月9日下
午，清华大学东南亚中
心（Tsinghua Southeast 
Asia Center, Tsinghua 
S E A）奠基仪式在印尼
巴厘酷乐岛（Kura Kura 
Island）举行。清华大学
校长邱勇，副校长兼教务
长杨斌率领来自清华大学
经管学院、金融学院、公
管学院、法学院、社科学
院、训练中心、继续教育
学院及校内相关部处的
代表，正在参加“天地
人和”可持续发展论坛
的师生以及东南亚短期
课程的学员共近70人参
加了奠基仪式。经过近
三年的酝酿、交流、设
计和筹备，作为清华全
球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
部分，清华大学东南亚
中心终于在美丽的巴厘
酷乐岛破土动工。

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
是清华大学以非学历教
育和人文交流为主要职
能的单位，由印尼四海一
家公益基金（United in 
Divers i ty，简称UID）协
助建设相关设施并进行运
营。东南亚中心将立足印
度尼西亚、辐射整个东南
亚地区，积极开展人才培
训，促进人文与学术交
流。中心还将有针对性地
组织清华学生到“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相应的大
学、企业和各类机构开展
学习和实习。

在 鲜 花 装 点
的“Welcome Tsinghua 
S E A”背景前，邱勇、
杨斌，印尼总统特使、
海事统筹部长卢胡特潘
查伊坦（Luhut Binsar 
Pandja i tan），印尼通讯

和信息技术部长鲁迪安
塔拉（Rudiantara），印
尼国防学院院长阿古斯维
吉多(Agus Widjojo)，印
尼科技与高等教育部秘
书长艾努纳依米（Ainun 
Na im），中国驻印尼大
使肖千，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解决方案网络负责人杰
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印尼贸易部、
旅游与创意经济部原部
长、UID总裁冯慧兰（Mari 
Elka Pangestu），UID主
席哈蒂普特拉托（T u t i 
Hadiputrato），佳通集团
副主席、UID副主席林美
金（Cherie Nursalim），
巴厘酷乐岛项目董事主
席格德阿尔迪卡（Gede 
Ardika）、首席执行官理
查德戈（Richard Goh）与
清华教师代表们共同挥铲
培土，为清华大学东南亚
中心奠基。清华校友、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张
涛也参加了奠基仪式。

邱勇在致辞中首先向
刚刚遭受地震、海啸和
火山爆发灾难的印尼人民
表示慰问，用“远在天
边，近在心田”形容对印
尼的关切之情。邱勇回顾
了清华与印尼的交流历程
和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的

筹建过程并表示，清华
大学东南亚中心是继清华
成功建立位于美国西雅图
的全球创新学院和位于意
大利米兰的中意设计创新
基地之后，清华大学在海
外成立的第三个实体平
台，是清华大学全球战
略格局中“令人兴奋的
一步”。清华大学东南
亚中心将聚焦东南亚地
区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
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为
印尼和东南亚国家在工业
4.0时代的人力资源培训
作出贡献，助力“一带一
路”建设和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实现。邱勇表
示，随着东南亚中心这一
全新平台的建立，清华将
与全球合作伙伴携手，
为人类共同的未来带来
真正的改变。

邱勇向UID基金、佳通
集团和所有参与清华大学
东南亚中心建设和筹备工
作的伙伴表示衷心感谢。
邱勇表示，希望一百年后
的人们尤其是清华大学东
南亚中心的校友们，将会
纪念和庆祝我们今天奠基
的历史性事业。

签约仪式上，邱勇和
冯慧兰分别代表清华大学
东南亚中心与UID基金签

署合作协议，UID基金将
为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提
供场所和运营支持。印尼
科技与高等教育部秘书长
艾努纳依米、印尼通讯和
信息技术部长鲁迪安塔拉
分别与邱勇、冯慧兰签署
了三方合作备忘录，致力
于在高层人才教育方面进
行合作。

中国驻印尼大使肖千
在致辞中表示，清华东南
亚中心在巴厘酷乐岛奠基
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中国和印尼是好邻居、好
朋友、好伙伴，相信清华
大学东南亚中心一定会为
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关
系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卢 胡 特 、 鲁 迪 安 塔
拉、阿古斯维吉多、艾努
纳依米、杰弗里萨克斯、
冯慧兰、格德阿尔迪卡分
别在奠基仪式上致辞，祝
福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的
美好愿景。

在富有巴厘岛特色的
巴龙舞表演中，来宾们共
同为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
模型揭幕。奠基仪式上，
来宾们还参观了酷乐岛项
目“幸福之岛”主题展
览，并种下象征绿色与可
持续发展的树苗。

晚间，来宾们共同出席

了洋溢着浓郁巴厘岛风情
的“文化之夜”活动，在
一系列富有传统文化特色
的仪式和歌舞中，体验巴
厘岛原住民信奉了几个世
纪的生存哲学--“天地
人和”（Tri Hita Karana，
简称THK）与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契合。

印 尼 国 家 发 展 规 划
部长班邦布罗佐内戈罗
（Bambang Brodjonegoro）
出席了晚间的庆祝活动，
并向邱勇校长赠送了精心
绘制的纪念画作。

杨斌在活动致辞中再次
感谢UID基金对清华大学
东南亚中心建设给予的帮
助和支持。杨斌表示，清
华大学东南亚中心不仅是
一个国际教育中心，同时
也是一个联结社会各界的
开放性平台和创新中心。

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
占地17000平方米，建筑
面积5500平方米。在清
华大学东南亚中心的建设
规划中，可以看到中文
的“清华岛”字样。校园
中既有体现环境节能和可
持续发展特征的现代建
筑，也有富于中国传统文
化特色的牌楼、荷塘，与
远在数千公里之外、中西
合璧的清华园遥相呼应。

印尼拥有191万平方公
里国土和2.58亿人口，
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
也 是 东 盟 最 大 的 经 济
体。2013年，中国和印
尼共同发表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未来规划。2017年5
月，习近平主席同印尼总
统佐科来华出席“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
间举行会见。印尼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首
倡之地，也是共建“一带
一路”的早期收获之地。

巴厘岛是印尼17000多
个岛屿当中最耀眼的一个
岛屿，位于爪哇岛东部，
面积5620平方公里，岛
上山脉纵横、风情万种、
景物绮丽，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是实践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绝佳场所。在这
里，清华大学将与UID及
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清
华大学东南亚中心，推动
东南亚地区与全世界范围
内的人才交流与合作，联
合学术、商业以及政府等
社会各部门打造一个分享
和创新的平台，积极探索
教育创新和教育生态系统
的深层变革，助力实现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
人类共同的未来带来真正
的改变。

教育创新助力“一带一路”，推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在印尼巴厘岛奠基

邱勇和冯慧兰分别代表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与UID基金签署合作协议 印尼国家发展规划部长班邦·布罗佐内戈罗向邱勇赠送纪念画作

邱勇在奠基仪式上致辞

中国驻印尼大使肖千（右三）在奠基仪式上致辞, 印尼总统特使、海事统筹部长卢胡特
潘查伊坦、原巴厘省长现任巴厘酷乐岛项目董事主席格德阿尔迪卡、UID总裁冯慧兰、 
UID副主席林美金、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在场陪同。杨斌致辞

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效果图 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效果图 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效果图

来宾们共同为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模型揭幕(左至右)冯慧兰、林美金、邱勇、肖千大使共同植树
肖千大使、邱勇校长和UID副主席
林美金一同合影

奠基仪式现场 来宾们在奠基仪式现场合影



自寒露时节起，雨水渐
少，天气干燥，昼热夜凉，
气候由热转寒。广东省中医
院治未病中心主任医师林
嬿钊指出，在自然界中，
随着寒气的增长，万物逐渐
萧落，阴阳之气开始转变，
阳气渐退，阴气渐生。而燥
邪伤肺，寒邪亦伤肺，此
阶段是呼吸疾病与皮肤疾病
的高发期；加之今年的年运
影响，肺气本弱者会更加敏
感。因此，寒露节气重在养
肺，做好肺系的养护，则呼
吸疾病、皮肤病、便秘等病
可防。

慎起居以防风寒外袭

寒露后，随着气温的不断
下降，起居稍有不慎则易患
感冒，所以“切忌贼邪之风
以伤空隙，勿冒风邪”。肝
肾在此时节相对弱势， 随
着气温的降低，人体容易被
风寒侵入，引起大小关节不
利。所以， 在寒露期间要
注意适时添衣，特别注意脚
部保暖，“百病从寒起，寒
从脚下生”，民间尚有“寒
露脚不露”的说法。此外，
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柔和
的拉伸运动最适合多风的秋

季，可在室内开展太极拳、
八段锦、五禽戏或瑜伽等各
种自己喜欢的运动。

调饮食以防秋燥伤津

肺 在 五 行 中 属 金 ， 故
肺气与金秋之气相应。“
金秋之时，燥气当令”，
秋分过后，此时的燥邪多
为凉燥，燥邪之气易侵袭
人体而耗伤肺之阴精，人
体容易出现咽干、眼涩、
鼻燥、皮肤干燥等一系列
秋燥症状。饮食调理上仍
要遵循“少辛多酸”的原
则，毕竟如生姜、青葱、
大蒜、辣椒等辛辣食物过
食易耗伤阴精。当选择雪
梨、蜂蜜、杏仁、芝麻、
柿子等柔润之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柿子，
民谚有“立秋核桃白露梨，
寒露柿子红了皮”之说，柿
子为寒露节气当令水果，营
养价值高，有清热祛燥、润
肺化痰、软坚、止渴生津、
健脾、治痢、止血等功效。
但因柿子含有较多的鞣酸及
果胶，在空腹情况下容易在
胃酸的作用下形成大小不
等的硬块，容易造成消化道
梗阻而引起一些列上腹部症

状。故切忌空腹吃柿子。

畅情志以防悲忧伤肺

古人常讲，伤春悲秋，
秋季对应五情之悲伤，寒
露节气，气候渐冷，日光
减少，风起叶落，因而时
常引起人们心中的凄凉之
感，产生悲伤的情绪，悲
伤之情容易伤了肺气。故
保持良好的心境情绪也是
这个节气养生保健的重要
内容。要因势利导，积极
宣泄，通过登高望远、访
亲探友、琴棋书画等主动
排解不良情绪，保持乐观
阔达的心态，做到“不以
物喜，不以己悲”。

寒露节气膳食推荐

黑米燕麦核桃露

食材：黑米5 0克，燕麦
30克，核桃肉50克，黄豆50
克，砂糖适量。（3人量）

做法：黑米、黄豆温水浸
泡30分钟，把黑米、黄豆、
核桃肉放入搅拌机中，加适
量温开水，打碎搅拌成浆
液。锅中加水煮沸，入燕麦
和上述浆液，煮熟后加砂糖
调味。

专家点评：黑米有“黑珍
珠”的美誉，宜煮粥食，能
养人。燕麦充饥滑肠。核桃
肉润而补肾。黄豆能补中。
四物均是高纤维、高维生
素B族的食品，有助于调节
血脂、血糖，利于肠道蠕动
及体重控制，对改善头发早
白、面色萎黄、腰酸腰痛、
皮肤干燥有一定的效果。本
膳食适合行业精英、爱美、
超重、“三高”人士及老年
人食用，也是一款适宜大众
的主食。

小贴士：超重、血糖升高
者去糖。便溏者不宜。

大麦人参茶

食材：大麦10克，生晒参
15克。

做法：大麦洗净，生晒参
洗净切片备用。把食材放入
茶壶内，加开水浸泡15分钟
即可饮用。（1人量） 

专家点评：大麦味咸、
微寒，无毒，能生津止渴而
除烦热。生晒参味甘苦，能
补气生津、抗疲劳。两者相
配，成就一杯缓解疲劳、生
津润喉的茶饮。叹一盏，苦
后回甘，忘却白日的倦怠，
尽享家庭的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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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露，时值每年公历

10月8日至9日，当太阳

到达黄经195时。今年寒露

具体为10月8日。寒露是二

十四节气中最早出现“寒”

的节气，历书中曰:“斗指

甲为寒露， 斯时露寒而冷，

将欲凝结，故名寒露。”《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亦

曰:“(寒露) 九月节，露气

寒冷，将凝结也”。跟白露

节气一样，寒露也是一个反

映气候变化的节气，白露后

天气转凉，开始出现露水；

到了寒露，则露水日多，且

气温更低了。所以有人说寒

是露之气，先白而后寒，是

气候将逐渐转冷的意思。

撰文：严慧芳 宋莉萍 

绘图：李冉

食养坊

眼干口干？要防“干燥综合征”
主讲：广东省中医院风湿科主任医师 何羿婷

健康
小课堂

黑松露蒸蛋

联系电话：0086-20-83004168 　传真：0086-20-87370162 　电子邮箱：gdtoday_nf@126.com 　南方网：www.southcn.com 　英文网：www.newsgd.com

今日广东官方微信

监制：郎国华 刘江涛
统筹：黄扬华

寒露不露脚 养肺要当心

秋季是一年中最干燥的季
节，降雨量减少、河流进入
枯水期，萧瑟的秋风逐渐蒸
发了地面的水分。人与自然
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进入秋
天，人也会与大自然一样，
出现秋燥的表现，如皮肤干
燥、口舌干燥欲饮水、眼睛
干燥等伤阴伤津的症状。秋
天在中医里面对应的是肺，
肺为娇脏，喜润恶燥，所以
在秋天燥气影响下容易出
现干咳少痰、鼻干咽燥等症
状；同时中医认为¨肺主皮
毛〃¨肺与大肠相表里〃，
很多人还会出现皮肤干燥、
皲裂、大便干、甚或便秘或
便秘加重等表现。

除了气候影响出现的身

体的¨燥〃之外，还有一种
燥，却不这么简单，它是一
种病，那就是风湿病中的干
燥综合征。

干燥综合征是一种主要
累及外分泌腺的慢性炎症性
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侵害
外分泌腺，包括泪腺及唾液
腺等，唾液及泪液分泌减少
会引起眼干口燥、猖獗性龋
齿、吞咽干性食物有困难、
反复腮腺肿大。干燥综合征
还会侵犯呼吸道、消化道、
肾脏、肌肉、关节、血管等
腺体以外的器官，造成多种
多样的临床表现。

中医认为干燥综合征与人
体阴液亏虚有关，而燥邪致
病最易耗伤人体的阴津。进

入秋天这种干燥季节，干燥
综合征患者的病情往往更易
反复、加重，所以应该有效
进行相关预防，避免病情加
重。

1 、 尽 量 少 食 或 不 食 辣
椒、葱、姜、蒜、胡椒等燥
热之品，注意补充水分，杜
绝烟酒。

2、应戴防护镜，避光避
风，保持室内湿润；严重者
可以使用人造泪液，平时可
以用桑叶、枸杞、菊花泡茶
喝。

3、餐后勤漱口，减少口
腔感染。洗澡时少用或不用
碱性肥皂，选用中性肥皂。

4、室内湿度控制在50％ - 
6 0 ％ ， 温 度 保 持 在 1 8 ℃

－21℃。
5 、在饮食上要多吃一些

清润、温润为主的食物，比
如：芝麻、核桃、糯米等。
秋天上市的果蔬品种花色多
样，像藕、甘蔗、秋梨、百
合、银耳、柑橘、山楂、苹
果、葡萄、柿子等，都是调
养佳品。

6、中医认为悲和忧同为
肺志，而肺应秋，所以秋天
人的情绪往往会被带动秋悲
伤感，远离这样不佳的情绪
可以通过增加接触阳光时
间，天气比较美好的日子可
以与三两好友或者家人到户
外多多走动，晒晒太阳， 
调动自身积极情绪， 消除
不良情绪。

材料：黑松露1_枚（视个

头大小），鸡蛋2个，白醋

1_滴、食盐、花生油少许。

（2人份） 

做法：（1）黑松露稍冲

洗，切薄片。

（2）鸡蛋拌发均匀，加

入少量的热水、1-2滴的白

醋、适量花生油和食盐。

（3）蒸锅水烧开后，把拌

好的蛋液放入，中小火蒸8 分

钟，8分钟后关火，放入黑松

露片，盖上盖子，用余温焖1 

分钟，出锅即可食用。

专家点评：黑松露香味很

独特，这也是它独特的生物

活性成分所在。烹调时，为

了更好地保存它里面这些生

物活性成分，通常会最后加

入，缩短烹煮加热的时间。

黑松露表层，可用擦芝士

或柠檬皮的擦丝器来擦出碎

屑，然后把黑松露碎混入蛋

液中一起蒸熟。而鲜松露肉

口感细嫩，适合开片生吃或

短时间烹调，以避免破坏其

营养成分和口感。

椰奶冻

材料：椰子1个，牛奶150 

毫升，吉列丁粉12克，白砂

糖适量。（2人份） 

做法：（1）用刀在椰子

顶部开盖，倒出椰子水；取

部分椰子水溶解吉列丁粉。

（2）把剩下的椰子水、

牛奶和白砂糖倒入锅中加

热， 使糖充分溶解。

（3）熄火后趁热倒入溶

解有吉列丁粉的椰子水，搅

拌使之完全溶解。

（4）把煮好的溶液倒入

椰子中，盖上椰子盖，然后

放入冰箱中冷冻大约1小时

即可。

专家点评：椰子水含有丰

富的钾和维生素C，对于控

制血压很有好处。在不加糖

的情况下，对于痛风人群也

是一种很好的饮料选择。这

里添加了奶和白砂糖，让甜

品更色香味俱全。

小贴士：如果想让甜品的

口感略硬一点，可多加1_克

的吉列丁粉。

（药食同源，凡膳皆药。

本栏目由广东省中医院副院

长、治未病研究基地学术带

头人杨志敏教授担任专家指

导，专注教大家吃出美味和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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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以笔者观之，今
年以来印尼币汇率运行结
果恰恰体现了笔者在2016
年发表的《美元价值摆动
引爆全球经济金融危机
（XI·完）》一文中，曾
建议中国和印尼央行在美
元升值或贬值周期期间，
需采取分别与一揽子货币
或与美元维持相对稳定的
汇率政策的精神实质，虽
然较之人民币等贬值幅度
略微大了一些。具体建议
内容请参阅原文。

1-3）外汇储备基本稳
定：印尼央行每月通报的
外汇储备显示，该国的外
汇储备额十分稳健，起伏
波动正常：第一季度逐月
爬升，第二季度有升有
降，第三季度逐月回落下
降到年初水平。如此波动
的原因在于第二季度开始

央行动用部分外汇储备干
预市场以及部分投资股市
债市的外资撤离印尼；

1-4）利率维持基本稳
定：印尼央行近月来虽然
因货币贬值而多次调升
利率累计提升达到1%水
平，但至今利率水平仍处
于不到6%的合理水平，
对实体经济的健康运行尚
未造成不利影响；

1-5）外债比例低结构
合理：因过去外债较高曾
给该国带来严重灾难，印
尼政府近些年来举借外债
非常小心，主要用于生产
性支出，尤其本届政府，
举借的外债基本上都用于
基础设施建设，将其转变
成有益于发展国民经济和
有助于提高社会效率的
资产。目前政府加企业外
债总额约3400亿美元，

仅占GDP比例约30%的水
平，号称全球外债比例最
低的国家！其中约一半
外债以美元计价，且超
过80%为长期债务。这
种外债比例结构非常稳
健，难以成为该国货币
贬值的不稳定因数；

等等。      
2．微观国际收支状况：
2-1）国际贸易收支正

常平稳：根据当地媒体报
道，印尼今年1-8月国际
（货物）贸易平衡数据具
体为：一月份逆差7.56亿
美元；二月份逆差0.529
亿美元；三月份顺差11.2
亿美元；四月份逆差16.3
亿美元；五月份逆差15.2
亿美元；六月份顺差17.4
亿美元；七月份逆差20.3
亿美元；八月份逆差10.2
亿美元。1-8月合计逆差

41.489亿美元，与该国
高达一万亿美元国民生
产总值相比，该逆差金
额仅为其GDP的0.41%，
可谓相当健康；对拥有高
达近1200亿美元外汇储备
的国家而言，该逆差数值
亦属合理。所以，该国货
币贬值的元凶不能简单
地归因于国际贸易逆差
所致；

笔者认为该逆差数值
尤其是7月份突然增大的
逆差金额被市场误解而成
为影响近期货币贬值的因
数之一，同时也认为当局
系误读该月逆差数值而让
其在召开紧急会议时采取
某些不恰当的应对措施！
实际上6月份的顺差和7月
份的逆差均系该国斋戒节
长假因数所致，其单月数
据并非该国正常国际贸易
真实情况的体现，考察该
二个月顺逆差数额中和之
后的数值结果才能大体判
断真实情况。

对于印尼国际货物贸
易总体逆差数值进行深入
解读、探究产生该逆差
背后的实质原因是很有
必要的，假如施政当局
能认清其真实原因并采
取切实措施寻求改进之
道，则于该国维持经济增
长、持续改善民生将大有
裨益。为此，笔者进行具
体分析如下：

石油价格上涨因数：
由于印尼本国石油勘探开
采技术落后，对该行业投
资严重不足，导致原油产
量连年下滑！随着近些年
该国民粹思潮涌现，更是
排斥与外国公司合作开采
新油田，让该局面更趋恶
化，石油产量已经从苏
哈托当政时代最高超170
万桶的日产量--欧佩克
曾限定该国生产配额为
144.5万桶日产量--下降
到目前的仅约77万桶的水
平。与此同时，该国过去
十余年连续维持5-6.5%
的经济较高速增长造就一
大批具有较高消费水平的
中产阶层民众，连年以超
100万辆小车的规模进入
普通民众家庭，加上工业
生产能源需求的同步剧
增，日石油消费量已接近
170万桶，让印尼从曾经
的石油出口国转变成如今

对进口石油依存度超越
55%的净进口国！仅今年
1-8月份因国际原油价格
上涨以及增加进口石油量
就让其多支出超过29.25
亿美元的外汇。该项支出
是该国出现经常项目逆差
的最重要因数之一。随着
时间的推移，该国石油对
外依存度将会越来越高，
导致的逆差金额将越来越
大，该因数将会长期成为
其国际贸易逆差来源的最
大不利因数。产生该局面
的实质原因在于民粹思潮
引发的“排外”结果，没
有看到外国投资带来的不
仅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
伴随而来的先进技术与管
理方法等；

（未完待续）    
特别申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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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
意味着什么？有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
长模式已经从出口导向型转为内需拉动
型，中美贸易摩擦对经济的影响很小，
也有观点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将严重冲击
中国经济，针对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
济的影响，中国网专访中国商务部国际
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钢，李
钢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是局部的，并且在中国经济可承受范围
内。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贸易增长，
特别是中国对美出口的贸易增长会产生
较大影响。去年中美货物贸易额是5800
多亿美元，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全部
出口的19%，接近五分之一，来自美国
的进口占中国全部进口的8%。

从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状况来
看，应该说无论是之前的500亿和最近美
国加征的2000亿，对于双边贸易发展都
必然会带来影响，我们研究院有测算，
总体来讲中美贸易摩擦会对中国的出口
贸易增长，特别是对美出口贸易增长会
产生较大影响，因为中方也做了对等的

反制措施，所以也会对来自美国的进口
贸易产生影响。

但是，绝不是说所有加征的商品都不
能进行贸易，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即
使在被双边加征关税这些领域的商品，
也会有相当一部分继续进行贸易，虽然
加征关税这部分会被双方各自的进口商
以及消费者来承担一部分压力，但是中
美贸易还是会发展。

事实上，今年1到8月份中美贸易发展
仍然处在正增长的通道上，但是特朗普
政府从9月24号开始执行对中国2000亿商
品加征10%关税，可能会造成今年年底
中美贸易增长态势发生逆转，甚至有可
能转为负增长。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下去
的话，明年美国将加征10%的关税再升
到25%，另外还有2670亿美元的对美出
口商品可能被加征关税，是不是有可能
进一步发展为对来自中国几乎全部的输
美产品都加征关税？如果这样下去，中
美贸易摩擦对双方贸易发展将造成重大
影响。

此外，从投资领域来说，由于美国加
强对来自中国在美投资的所谓国家安全
审查，基于此，今年以来中国企业对美
的投资大幅下降。1到8月份中国对美投
资下降超过90%，远远低于近些年中国
对美投资。这足以说明特朗普政府的种
种做法已经严重了挫伤中国企业对美投
资的信心，也对美国的未来投资环境也
产生了疑虑，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同时由于美国政府采取的这些单边贸易
保护主义的做法，对于美国的跨国公司

在华的经营，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也
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美国对华投资方面，根据美国商会的
调查和中国相关部门的一些调查，超过
60%的在华美资企业，对于未来中国市
场还是抱有信心的，但是有一部分企业
也有从中国市场逐步撤出，重新配置全
球供应链的想法和举措，美国对华投资
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关于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其实
不同机构，包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
作研究院也都做过分析和模型预测。中
美贸易摩擦升级，如果在2500亿的规
模上，对中国经济GDP的增长部分会有
0.2%到0.5%之间的影响，当然还要看
未来进一步的发展是否会造成新的影响。

中国对美出口企业由于加征关税可能
会造成订单减少的问题，或者说失去部
分美国市场，对于这些企业的正常经营
及员工就业的影响也会慢慢显现，但中
美贸易摩擦对经济的影响是在中国可承
受范围之内的。

（李钢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
研究院副院长。来源：中国网）

经济基本面良好的印尼 其货币为何一跌再跌？（中） 文/杨钦松

事实上始自今年6月份的印尼币兑美元的第二波贬值系与第一大贸

易伙伴国中国的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高度吻合，紧随人民币兑美元变

动而变动！而人民币此轮兑美元贬值原因非常简单，仅系中美贸易战

升级而已，其中可能还包含中国央行有意容忍货币进行一定幅度贬值

的原因，并非中国经济金融运行出了问题。因此，此轮印尼币贬值与

印尼本国经济金融状况直接关系并不明显，虽然由于假日因数7月份

国际贸易逆差略微超出预期。换句话说，始自6月份的印尼币第二波

贬值与印尼本国经济金融因数没有多少内在联系！当然，印尼币兑

美元贬值对民众心理冲击造成的不良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加上中美

贸易战升级，让人们对经济前景抱持更大疑虑。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可承受范围内 文/李钢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8年10月11日，星期四 第16版特别报道 LAPORAN  KHUSUS

【本报周孙毅报道】 
10月10月上午，香港集友
银行有限公司代表团一行
5人，在傅剑副总裁兼总
经理的率领下拜访了印尼
华裔总会，并受到张锦泉
副总主席，资深荣誉主席
唐裕、江淼成、廖幼青，
资深顾问余有信，名誉主
席李焕章，秘书连绍棚等
理事的热情接待，并进行
了亲切交流座谈。

张锦泉在致辞中，代
表印尼华裔总会向傅剑
总经理率团来访表示欢
迎，并简要介绍了印尼华
裔总会组织情况。他说，
印尼是一个新兴市场国
家，东南亚最大的经济
体，尽管目前受到全球环
境不稳定的影响，但印
尼的经济发展预计将保
持持续增长。

张锦泉表示，今年10月

8日至14日，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和世界银
行选择在印尼巴厘岛努沙
杜亚召开年度大会，这是
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也
表明印尼经济处于稳定状
态。欢迎香港集友银行有
限公司和其他工商界朋友
能把握良机，多到印尼考
察访问，探讨合作商机，
与印尼企业携手合作，
共谋发展。

傅剑在讲话中，感谢
印尼华裔总会诸理事的
热情接待。他说，此次
组团访问印尼，旨在考
察印尼经济发展情况，
进一步了解银行业经营
环境，考虑把业务拓展
到印尼市场。

傅剑表示，香港集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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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友银行发展至今，
于香港共设有24间分行，
在中国福建省福州市、
厦门市共设有4间分支机
构，以立基香港、连通中
港、联系华侨为服务宗

旨，致力服务香港本地、
中国内地及海外侨胞客
户，提供全方位跨境金融
服务，打造“亲切、灵
活、贴身、专业”的银行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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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集友银行代表团拜访印尼华裔总会

【中国侨网】据印尼
《星洲日报》报道，印度
尼西亚华裔总会总主席黄
德新和副总主席陈清明，
近日出席在中爪哇直葛市
Hahari酒店举行的印度尼西
亚华裔总会直葛分会成立
及首届理监事就职典礼，
直葛分会常务主席Gouw 
Ivan Siswanto代表主席向
理监事颁发委任书。

直葛市市长张致辞时
希望印度尼西亚华裔总会
直葛分会能够为这个城市
的发展和民众的福利做出
重大贡献，并积极与其他
组织和友族进行合作。

直葛分会主席He r i j a n t o 
Sul i janto对市长的期望表
示好评，并感谢市长在百
忙中抽空出席这个活动，
并邀请直葛分会理监事共
同努力实现这个希望，中
爪哇分会主席也会鼎力支
持直葛分会的使命。

印度尼西亚华裔总会副
总主席陈清明在致辞时简
要讲述印度尼西亚华裔总
会的成立历史。他说，印
度尼西亚华裔总会于1999
年4月10日成立，目前已经
在印尼国内14个省和75个城
市成立分会，并意识到要创
造和谐社会，所有组成成分

就必须要团结一致，为社会
的安定发展共同努力。

印度尼西亚华裔总会认识

到这一点，并积极与社会各
阶层进行交流，向经济情况
欠佳的学生提供在国内外的

助学金和发展干部教育，建
立中小企型经济伙伴关系，
并积极向天灾灾民提供需要

的帮助，印度尼西亚华裔总
会不是一个政治组织，理事
和会员们也不可以参政。

 印尼华裔总会直葛分会成立 首届理监事就职典礼

双方代表合影。前左起：张宇文、江淼成、连绍棚、傅剑、张锦泉、唐裕、李焕章、
黄裕祥、廖幼青、余有信。

张锦泉（左六）在双方代表陪同下赠送纪念品给傅剑。

宾主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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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雅 加 达 、 C e m 
pa k a  P u t i h体育馆举行
的象棋比赛，我国象棋
队成功取得冠军在男单
VIB1和男双VIB1。

我国选手 Edy 
S u r y a n t o取得冠军在男
单VIB1而获得金 牌 。

前 一 轮 ， 女 双 V I  B 1
和 P 1 取 得 冠 军 而 获
得 金 牌 。 我 国 选 手
D e b i  A r i e s t a ( V I 
B 1 ) 和 S i m a n j a  N a 
s i b  F a r t ( P I ) 也 取
得 冠 军 而 获 女 双 金
牌 。 ( a l )

【 点 滴 网 1 0 月 1 0
日】2018年雅加达亚洲
残疾人运动会田径比赛
为我国贡献一枚金牌。
我国选手Karisma Evi 
Tiara 成功夺得第九
面金牌在1 0 0米跑女单
T42/63。

在雅加达，史纳延翁

加诺体育馆举行田径比
赛Karisma Evi Tiara得到
最好时间14,98秒而获得
金牌，其次是日本的两
名选手Kaede Maekawa
最好时间16,89秒而获得
银牌和Tomomi Tozawa
最好的时间 16,98秒而
获得铜牌。(a l )

【 点 滴 网 1 0 月 8
日】2018年雅加达亚洲
残疾人运动会乒乓球比
赛，在安卒ecoven t i on
举行乒乓球决赛，我国
混双选手Mohamad Rian 
Prahasa/Suwarti 击败
同是我国选手Banyu Tri 
Mu l y o/Ham i d a在女双
T45项目成功为我国增
加金牌。

在决赛中Tr i/H imda
不敌Rian/Suwar t i比赛
结果711,911,511
而获得银牌。获得铜牌
也是我国混双选手Akbar 

Komet/Sella Dwi 击
败Wawan Widiantoro/
Hana resti。 ( a l )

2018年亚洲残疾人运动会

我国象棋获得六枚金牌

我国象棋获得六枚金牌

【点滴网10月10日】201 8年雅加达

亚洲残疾人运动会象棋比赛我国再获

六枚金牌。

2018年亚洲残疾人运动会

乒乓球为我国增添金牌

我国选手Suwarti获得金牌

Karisma成功为我国贡献第九面金牌

Contingent Gold Silver Bronze Total 
Medal

中国 105 53 39 197 

韩国 38 31 26 95 

伊朗 30 23 27 80 

乌兹别克斯坦  25 12 10 47 

日本  23 42 44 109 

印度呢西亚  23 29 34 86 

泰国  16 22 30 68 

马来西亚  9 15 17 41 

印度 7 13 17 37 

中国香港 6 9 19 34 

亚洲残疾人运动会

我国选手Karisma 再为我国贡献第九面金牌

【 新 浪 体 育 】 1 0 月
1 0日， 2 0 1 8  2 0 1 9中
国乒乓球超级联赛男团
首轮比赛全面打响，鲁
能•潍坊高新男队主场
迎战上海中星。最终，
在马龙因伤缺阵的情况
下，主场作战的鲁能•
潍坊高新男队凭借团队
的 出 色 发 挥 ， 以 3 ： 1
大比分战胜上海中星，
迎来开门红。

首 盘 比 赛 ， 鲁 能 队

张超迎战中星队许昕。
首 局 比 赛 ， 张 超 发 挥
出色，很快以1 1： 4胜
出 。 第 二 局 比 赛 ， 张
超 依 然 保 持 着 良 好 的
状态，以1 1： 7再胜一
局。第三局比赛，双方
争 夺 激 烈 ， 比 分 交 替
上 升 ， 战 至 1 0 平 后 ，
张超出手果断，连得两
分，以 1 2 ： 1 0 获得第
三局比赛胜利，从而以
3：0战胜许昕。

马龙颈椎拉伤缺阵鲁能男队以3-1胜上海 许昕丢两分



秀胜刚入内，视
线便教魏究选给
挡了，一时没看

见端坐的墨王，朝魏究选
笑嘻嘻的道：“咱家报喜
来着。”
“王公公报什么喜呢？”
皇文诺冷冷的声调响起。
“咱家报的当然是……”
王秀胜蓦然认出这声音的
主人是谁，表情半僵，
赶紧侧身看去，见到确是
墨王，快步上前道：“
老奴不知王爷在此，未先
给王爷请安，还请王爷饶
恕。”他暗叫不妙。
“王公公没见到本王也无
妨，本王不会因这点小事
怪罪，只是，王公公报的
是何喜？”皇文诺冷笑再
问一次。
“老奴带陛下的圣旨过
来……”王秀胜声音不复
宏亮了。
“喔？圣旨内容是什
么？”皇文诺的笑容更冷
上几分。
“陛……陛下将魏小姐指
给……齐王世子皇粤。”
王秀胜咽了咽口水，硬着
头皮说出。
报喜通常是人人抢着干

的美差，可这回他
却是背脊发凉，这
墨王不知那根筋不
对，之前明明不娶
魏绾烟的，怎么突
然又要了？
偏偏陛下认为亏欠
魏绾烟，非得给她
个好夫婿做补偿，
刚巧世子不肯去边
疆守疆，陛下便想
让他先成家。
王爷阻止不了这
事，竟往魏家这里
来了，但魏绾烟指
给齐王世子已是板

上钉钉的事，不知王爷究
竟想做什么？此刻自己负
责宣这道指婚圣旨，着实
担惊受怕，就怕被王爷迁
怒了。
魏老太太目瞪口呆，才想
着孙女与齐王世子的婚事
长公主那尚未有消息，当
还没定案，不料这会儿圣
旨就到了，自己这到底该
高兴还是愁了？
魏绾烟也傻眼了，祖母告
诉过她长公主有意撮合她
与皇粤，想不到事情成真
了。
“陛下将绾烟丫头指给齐
王世子，这怎么成？”魏
高演惊道。
“怎么不成了？”以为
魏氏族人嫌弃皇粤，王
秀胜不悦的反问回去，
齐王一脉虽受打压，但
手上有兵权是不争的事
实，魏绾烟嫁齐王世子
并不委屈。
“王公公，您有所不
知，方才墨王爷说，
绾烟丫头是小世子的
娘，若是如此，还怎么
能嫁给世子？”魏高演
道，表情还带些幸灾乐

祸，本想魏绾烟若跟了
墨王，魏究选这房移定
再得势，自己那势利眼
的婶娘岂不会更目中无
人，为此正呕着，殊不
知还有变教，陛下居然
将魏绾烟指给皇粤，那
皇粤倘若得知魏绾烟婚
前失节未嫁生子，这婚
后还能善待她吗？她不
得宠，皇粤又怎么会帮
助魏究选什么，到头来
魏究选与他娘还是空欢
喜一场的。
“什么？咱家只知王爷认
了一子，不知小世子的娘
竟是魏小姐，那……那这
事可怎么办好？”王秀胜
张口结舌，吃惊不已。
“爹爹腿硬硬，小诺不舒
服，要娘亲亲抱抱，娘亲
亲胸软乎乎，抱抱，抱
抱。”
小诺像是专门来找魏绾烟
麻烦的，总能掐准时机的
让她好看，什么时候不
醒，这时候睡醒了，睁着
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骨
碌碌地转着，伸着短胖小
手要魏绾烟抱，墨王手一
松，小家伙立刻跳下爹爹
的腿，直扑魏绾烟身上，
死死黏住不放。
魏绾烟脸都绿了，娃儿亲
热的几声娘亲亲以及扑
抱，自己还如何能狡辩孩
子不是她生的？魏究选与
魏老太太见状，也尴尬得
不知说什么好了。
王秀胜愣了愣。“这事
若是真的，那这道圣
旨……”
圣旨还能颁出来乱点鸳鸯
谱，让陛下颜面扫地吗？
他手中的圣旨瞬间成烫手
山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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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来，我道：“道格工程师的住所
呢？”

比拉尔像是早料到我会这样问一样，立
时道：“道格工程师是住在高级工程人
员的宿舍之中的，我也曾经作过详细的
检查。”
我道：“发现甚么？譬如说，他是不是

有记日记的习惯，或者类似的……”
比拉尔摇头道：“我的想法和你一样，
因为道格工程师在一听到蔡根富找他
之际，曾经说过‘那中国人又异想天开
了’这样一句话，我也很想弄明白他说
的异想天开是甚么事，希望他有记载，
可是没有。”
奥干古达补充道：“道格工程师专门搜
集内中夹有杂质的煤精，在他的住所
中，这样的煤精有上千块之多，洋洋大
观。”
我立时道：“这里没有甚么可看的了，
我们上道格工程师的住所去！”
奥干古达道：“你一点未曾休息过，总
该吃点东西！”
我摇头道：“去了再说！”
比拉尔微笑着，奥干古达瞪了我们两人
一眼：“你们两个人应该可以成为好朋
友，一投入工作，就好像明天就是世界
末日一样！”
我苦笑道：“你以为我喜欢工作？我想
尽快找到一点有用的线索！”

奥干古达道：“我不奉陪了，你可以和
比拉尔一起去，他兴趣不亚于你！”
我正色道：“我不单是为了兴趣，这件
事关乎二十几个人的性命，现在又关系
着另一个人的性命！”
奥干古达并不争辩，只是摊了摊手，我
又道：“今晚我休息，明天一早，请你
安排我到一四四小组的煤矿坑去！”
奥干古达一愣：“有必要么？”
我学着他的声调：“有必要么？我不知
道查案子除了勘察现场之外，还有甚么
更重要的事！”
奥干古达作了一个不让我再说下去的手
势：“好，好，我去安排，明天！”
我们三个一起下了楼，这时，我才注意
到屋里，还有一个仆人，是一个身形高
大的黑人，当我们下楼时，他正用一只
银盘子，捧出了咖啡和点心来。我们三
人胡乱吃了些，奥干古达仍然坐着他的
大房车离去，我和比拉尔，由比拉尔驾
着一辆车离开。
比拉尔一面驾车，一面道：“你看到

了，奥干古达十分忙，本来只有我一个
人在工作，现在好了，有你来帮我的
忙。”
我叹了一声：“你或许不知道我来的目
的！我是为了救蔡根富而来的！”
比拉尔呆了一呆，道：“救蔡根富？你
救不了他！那些人，全是他杀死的，问
题在于他为甚么要杀那些人！”
我没有说甚么，心中苦笑了一下，我也
承认，从任何角度来看，蔡根富的而且
确是杀了很多人。
他为甚么要杀人，我还不知道，但总不
能说他是自卫杀人吧？那也就是说，蔡
根富的罪是肯定的了，我救不了他！
想起了在家里等我带蔡根富回去的老
蔡，我不禁感到头痛，我倒有点庆幸蔡
根富逃了出来。我希望奥干古达他们找
不到他而我反倒发现了他，那么我就有
办法带着蔡根富偷偷离开。可是，我是
不是应该帮助一个证据确凿，近乎疯狂
的杀人犯呢？=

“你每年都送首饰，没多久我就成了
暴发户了！”她开玩笑说。
“那叫名副其实的贵妇，OK？”
“如果哪天我跑了呢？跟哪个帅哥跑
了？”
“这世上只有我这位帅哥要你，别发

春秋大梦了。”
楚馨恬听了偷咬他一口。“你怎么知
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嘛！”
“可怜的某位不知名帅哥，好大的劫
难呐！”他肩上又被咬了一口。“好
吧好吧，如果真有这么一天，那我也
只好把设计品送别的美女了。”
楚馨恬扁着嘴，抡起拳槌了他一下。
可一想，这样好像很公平，颖熙那样
心高气傲的男人，若她真对不起他，
他绝对会忘了她！“那如果……哪天
我比你先走了呢？”
盛颖熙沉默了好一会儿。“我每年还
是会设计一款首饰。”
“又送不到我手上。”
“那不是送你的，是‘讨债’用
的！”
“咦？”讨什么债？
“哪天我百年后一定会去找你，我之
后的设计晶全是债券，每一款代表一
年，总共有几款就是多少年，也就是

你留下我孤独了多少年。下辈子除了
既定年限外，你还欠我这么多年，一
年也不许你赖掉！”
这段话里没有甜言蜜语，却是她听过
最悦耳的情话。她很想耍宝的说，他
其实是想欺负她吧？可当下她却一句
话也说不出口，眼眶一红，哭得浙沥
哗啦。
楚馨恬回神的叹了口气。
以前的她和颖熙互动密切，他是她的
天、她的全部，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开始忽略了他对她的好、对她的重
要？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认为别人都
应该配合她？
她总是说她忙，却忘了，身为大企业
总裁的颖熙比她更忙，他的工作量绝
对不会比她轻！可他依然努力的压缩
时间，为她腾出时间。
回想这两、三年来颖熙一次一次被她
爽约，一次一次让他感觉到自己是不
被需要的……
她忘了有多久没放下工作，和颖熙坐

下来约个会、吃顿饭，煮杯被他戏称
有“老婆味道”的咖啡。
她忘了有多久没有挽着颖熙的手去逛
街了。
她忘了有多久没跟颖熙说她爱他。
她甚至忘了有多久没好好的抱抱他，
挑动着彼此的热情，淋漓尽致的做爱
做的事……
面对她的忽略、她的自私，颖熙却一
直还在等她，可他毕竟是人，也会
累。终于，他的耐心和热情被她一再
的挥霍、浪费下，终更用罄。
她一直以为夫妻关系是牢不可破的，
却任由自己拿着刀一刀一刀在这样的
关系上穿刺、摧毁……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既然对于邱雪蔷和他的传闻心中感到
不快，她为什么不问他？
他们曾经是无话不说的夫妻，什么时
候疏远到她只听传闻而不亲自问个明
白？

第七十二章 宿鸟惊梦

大渡口在前面，与天下任何一座平凡
的市镇一样，有一条不十分宽敞的官
道蜿蜓于镇前。
江青抱着全玲玲奔到大渡口之前不
远，已绥缓停下脚步，鼻端内部隐隐
嗅到全玲玲发际那股淡淡的芬芳。
全玲玲微闭着眼，轻柔的问：“江，
到了？”
江青低下头来，沉静的道：“你是说
大渡口？我们不进去，别忘了无定飞
环还没有现身，市镇内目标较大，她
随时都有追来的可能，我并非怕她，
只是目前尚不想再度沾染血腥，无定
飞环李琰玉这一笔账，应该留待义父
他老人家一并结算……”
全玲玲觉得有一股寒气自心中升起，
她怯怯的道：“江，邪神他老人家，
欲待如何了清这一笔债，你可以预测
吗？”
江青沉思片刻，清朗的道：“在六十
年以前，义父定然会毫不考虑的以鲜
血来洗去他的仇恨，但如今，人已老
了，至少在修心养性方面，多少会有
些磨折，不过，在异日清断前怨的那
一天，无定飞环却不要逼人太绝，否
则，后果难以逆料。”
全玲玲悄声道：“江，可别小看李师
奶，她那一身功夫确赏惊人呢！”
江青淡淡一笑，道：“玲玲，无定飞
环连我都不一定吃得住，又何况义父
他老人家？不用担心，将来的事实，
便是最好的证明。”
全玲玲闭上双目，轻轻的，却又羞涩
的道：“江，日后，可能有一段血雨
腥风的日子，在这段日子没有来临之
前，你……你可愿意与我静静的相处
一些时候么？我是说，只有我们两
人……。”
江青缓缓的道：“你不怕我？”
全玲玲娇憨的摇摇头：“不，我知道
你是君子。”
江青一笑道：“美色当前，有时侯君
子也，把持不住的。”
全玲玲轻抿着嘴唇，令人爱煞的一
笑：“江，假如……我……我会依你

的。”
在这时，江青心中却隐隐浮起另一个
憔悴的倩影，这影子是如此熟悉，却
又如此令人断肠，不想她，却难以抹
煞啊！
江青用力咬着下唇，尽力隐藏心头的
创痕，在他强力的挣扎中，全玲玲
的面庞又逐渐在面前浮现，是那么明
媚、秀丽，虽然含着一丝苍白，却更
有一股俏姣的韵致。
于是，在不知什么时候，二人的嘴唇
已紧紧胶合一起，是那么紧，那么
密，又有着说不出的甜，微微的颤抖
自两个人的驱体上发出，心的蹦跳，
彼此可以深切的觉出，这又是另一层
爱的升华……
一个半月的时光悄悄的逝去，雪；落
得更密，风；也吹袭得更瑟人了，这
是严冬。
距离大渡口约莫五十里外的一个小
村。
这小村仅得百余户人家，一条早已冰
冻的小河环着这村子流去，村傍，在
一片青翠的修篁之后，有着一座积满
白雪的小山，山下则有一块广阔的平
地。
依着山边，有两栋相连的小茅屋，一
棵挺拔的苍松伸在屋前，衬着山，映
着雪，别有一股雅致脱尘的风味。
屋顶的烟窗，这时正冒出淡淡的青
烟，显示出屋内之人，可能正在围炉
取暖，闲话桑野，也可能正在调治一
顿简单而可口的晚餐。
晚餐，是的，现在已是接近黄昏的时
候了，假如云翳不是这样沉厚的话。
忽然，屋内有一阵清脆如银铃似的
笑声响起，这笑声对我们是如此的
熟稔，不错，虽然没有看到那笑的人
儿，但我们可以断定，她必是那全玲
玲无疑。
这两间古趣盎然的小茅屋，分为明暗
两间，明间里正升着熊熊的炉火，而
且，靠壁之处，还摆了一张木床。
炉火的光辉，映着围炉而坐的两张面
孔，使那两张面孔上漾着甜蜜而温馨
的光彩，光彩中有着幸福与依赖，使
娇的更娇，俊的更俊。
无疑的，这两人，一个是江青，另一
人正是全玲玲。
炉子里爆起一个火花。又连着再爆起
一个。似龙凤烛摇曳时的连心灯花，
那么迷人，又那么醉人。
全玲玲面庞通红，是羞得红？抑是喜
得红呢？
江青凝注地的面孔，低声道：“玲
玲，你真美，我想亲亲你。”
全玲玲垂下那玉一样的颈项，悄然
道：“江，这一个半月以来，你还亲
不够么？”
屋子里的气氛是融洽的，温暖的，自
然，也是柔软而香醇的。

(09)

(361)(52)

王

人活着……真不容易。
忘不了昨天，忙不完今天，想不
到明天。
最后不知道，会消失在那一天？
所以再忙、再累，别忘了……
心疼自己，一听要记得，好好照
顾自己。

就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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