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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独立建国的合法权利

佐科威总统接见巴勒斯坦外交部长

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多云	 24-32℃

泗水	 晴天	 27-34℃

棉兰	 雨天	 24-30℃

登巴刹	 晴天	 25-32℃

坤甸	 多云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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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会友	嫁娶	移徙	交易

	 动土	竖柱	上梁	安床

忌	 合酱	远行

生肖相冲		猪

会晤中，佐科威总统由
我国外交部长蕾特诺·马
尔苏迪	 （Retno	 Lestar i	
Priansari	 Marsudi）陪同，
而巴勒斯坦外交部长利亚
德•马勒基则由巴勒斯坦
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朱海
尔·阿尔孙（Zuha i r 	 A l	
Sun）陪同出席。

佐科威总统身穿深色

西装和系着红色领带，而
利亚德•马勒基则穿着黑
色西装及系着黑色领带。
会晤在总统府后院进行，
巴勒斯坦驻印尼大使朱海
尔·阿尔孙在会谈中向佐
科威总统表示希望印尼能
在巴勒斯坦设立一个单独
的大使馆。此前巴勒斯坦
驻印尼大使也曾经向我国

周一（10月15日），佐科威总统在雅京总统府接见巴勒斯
坦外交部长利亚德•马勒基(左二)。

【雅加达安达拉通讯社10月15日讯】我国

总统佐科威，周一15日）在雅京总统府接见

来我国访问的巴勒斯坦外交部长利亚德•马

勒基(Riyad Malki) 并举行会谈。

政府提出同样的期望。
蕾特诺在会议后对记者

说	：“巴勒斯坦欢迎印度
尼西亚当选联合国安理会
非常任理事国，任期	2019
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
日，并感激印度尼西亚政
府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和不懈努力为巴勒斯坦人
民争取独立建国的合法权
利。”,

尽管我国政府承认巴
勒斯坦并互相建立外交关
系，但迄今为止印尼政府
仍没有在现巴勒斯坦行政
首都拉马拉（Ramallah）设
立大使馆，更没有在耶路
撒冷开设驻巴勒斯坦外交
代表处。印度尼西亚驻巴

勒斯坦大使馆办公室仍然
由位于安曼（Amman）的
印度尼西亚驻约旦大使馆
同时兼办理大使工作。这
是因为巴勒斯坦尚未完全

独立的地位有关。	特别是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
问题仍未获得完全解决。	

尽管如此，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Reccep	 Tayip	

Erdogan）曾在2017年12月
表示，土耳其拟在东耶路撒
冷开设一个大使馆，以表示
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但这项
计划仍未能实现。（v）

我国外交部长蕾特诺·马尔苏迪（Retno Lestari Priansari Marsudi/中）与来访
问的巴勒斯坦外交部长利亚德•马勒基(Riyad Malki/左四) 与代表团一同合影。

感激印度尼西亚政府

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

民和不懈努力为巴勒

斯坦人民争取独立建

国的合法权利。

【点滴网雅加达10月15
日讯】中央统计局(BPS)
记载，2018年9月份我国
对外贸易顺差2亿2700万美
元。该数字是基于进口146
亿美元和出口落实148.3亿
美元。

周一，服务与分配统计
助理Yunita	 Rusanti在雅加
达，中央统计局办公处的
新闻发布会上称，“2018
年9月份出口值达148.3亿
美元。”

出口业绩比2018年8月
份有所下降6.58%。而比
2017年9月份却小幅上升
1.7%。2017年9月份，我
国出口录得145.8亿美元。

每月的油气商品出口有
所降低15.81%。而非油气
出口亦下降6.58%。

Yunita说，”至于油气商
品则环比降低15.81%。”

整体上，石油出口有所
下降，而非油气商品每月
减少，其中机械，珠宝首
饰，和成衣。

该出口下降模式在最近
三年就已出现。去年同期

亦录得由151.9亿美元降
至145.8亿美元。她说，“
非油气出口也一样有所降
低。无论是在2016年或者
是2017年。”

而2018年9月的进口值
为146亿美元，比2017年8
月下降13.18%，而同比却
上升14.18%。

她补充称，“油气进口
由30.5亿美元下降25.2%
至22.8亿美元。而非油气
进口则由137.7亿美元下降

10.52%至123亿美元。”
油气进口下降是由于

原油价值下降31 . 9%，
及其数量降低30.01%的
缘故。然后油产品价值也
下跌23.06%和数量下降
20.6%。

Yunita称，“天然气价
值及其数量也下降。所以
一般来说总价格有所上
涨。”进口趋势下降亦在
此前数年出现。此现象称
为年度模式。(xin)

【点滴网奴沙杜亚1 0
月15日讯】印度尼西亚银
行(央行/B I)和作为日本
财政部代理人的日本中央
银行，经已于20 1 8年10
月14日签署双边货币互换
(Currency	 Swap)协议修
正案。

以上是摘引我国央行于
周一(10月15日)的声明。

该签署是在巴厘岛，努
沙杜瓦(Nusa	 Dua)，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
界银行(WB)年会之际进行
的。该合作协议修正案允
许我国把盾币换成美元或

日元，此前仅美元而已。
有如此前的协议，交换

设施价值仍然相同，即高
达227.6亿美元。

该货币互换协议修正案
反映了加强我国与日本之
间的双边金融合作。

我国央行行长贝利.瓦
齐约(Pe r ry	 War j i yo)认
为，该合作将对致力于保
持在金融市场的稳定作出
积极贡献，鼓励在中期内
使用亚洲两国的当地货
币，并进一步促进我国和
日本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增
长。(xin)

我国央行和日本央行

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修正案

印尼央行行长贝利·瓦齐约（右）与日本中央银行高层代
表在巴厘岛努沙杜瓦会晤。

中央统计局称出口落实大于进口

9月我国对外贸易顺差2.27亿美元

2018年9月份我国对外贸易顺差2亿2700万美元。图为在丹
绒不禄港地区的一些集装箱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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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漏洞Indonesia Leaks的调查报告如“一石激
起千层浪”引起各方争议；几方指出以上是涉牵“
佣金”的问题，另方面指以上为流言蜚语的恶意谎
言，假新闻：Hoax。但有关方却振振有辞，称该报
告有证有据。

印尼监督警方自筹机构（IPW）要求雅京警署调
查该案件，必要时逮捕该社：Indonesia Leaks 的
管理人，指控散播假新闻。

IPW视以上假新闻比最近喧器尘上的女社会活动
家拉特娜（Ratna Sarumpaet）的谎言更加严重，
理由是肃贪委员会（KPK）主席拉哈尔佐（Agus 
Rahardjo）阐明和驳斥有关Indonesia Leaks 警长总
长狄托卡纳维安（Tito Karnavian）接受“进口牛肉
案”的贿款；这样Indonesia Leaks 将触犯印尼电信
条例ITE因为通过社交媒体散布谎言。并因诽谤指
控面对十年监禁的刑事法案。Indonesia Leaks 是
提供民众有关贪污舞弊案件的资讯管道，举报人可
隐藏其身份。2018年10月8日，Indonesia Leaks 披
露牛肉商帕苏基哈利斯曼（Basuri Harisman）去年
向宪法法院法官巴德利阿里斯（Patrialis Akbar）
审理案中有异点，及毁灭或毁坏证物的异点，疑
为当时KPK调查员Roland 和Harun所为。该证物为
记录Basuri资金流向的本子并分发其一发给那时为
雅京警长，现为警察总长的狄托。

国会第三委员会议员Masinton Pasaribu视以上
报告不明确？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有动摇警方领
导人的政治意图？对警长无的放矢!流言蜚语骚扰
人心，语言上的东拉西扯，政治口水战涂抹横飞，
使选前政治气氛更加炽热，必须认真查究该事件。
给公众一个教训，任何诽谤污蔑，造谣中伤，毁人
名誉的言论，新闻必须负起法律的道德责任。

记者协会主席阿杜尔曼南（Abdul Manan）说：
记者和司法人员同样在追求真理，正义倘有意见分
歧，最好进行对证，以辨明是非真相，向公众作个
明确的交代。不要变成政治内耗，浪费社会成本资
源。并有损国家警察部队的尊严形象。

需对“印尼漏洞”
Indonesia Leaks报告进行查证

各组竞选团的选举造
势活动也百花齐放，竞
争激烈，明争暗斗的招
式五花八门，层出不穷，
尤其使用先进科技互联网
的便利，任何信息均在迅
间在这无国界的时代不胫
而走，真的或是假的新闻
都刹那间在民众手机上盛
传。

公正福利党 (PKS) 中
央理事会总总主席索希
布伊曼（Mohamad So�Mohamad So�
hibul Iman）上周日（10
月14日）在西爪哇德博
市（Depok）一场PKS造
势活动上甚至肆无忌惮允

许支持者进行负面竞选
活动。佐科威�马鲁夫阿
敏助选团（TKN）副主席
Abdul Kadir Karding周一
（10月15日）在雅京对
记者说：“只要拥有负责
任的根据或有迹可寻的事
实真相，及在法律的允许
的框架内，负面宣传活动
实际上是正常的活动。”

我国原宪法法院院长
玛弗德（Mahfud MD）也
指出，只要不违反选举法
律，2019年大选竞选活动
期间可以进行负面宣传活
动（Negative campaign）
。但不可栽赃抹黑竞选活

原宪法法院院长玛弗德（Mahfud MD）。

为何负面竞选活动可以

而互相攻击抹黑竞选活动不允许？
【雅加达罗盘报新闻网10月15日讯】

随着20 1 9年正副总统选举日期越来越

近，各组候选人竞选团队的竞选活动也

异常活跃，国内政局亦逐渐升温。

动（Black campaign）。
玛弗德周一（15日）

对罗盘新闻网解释说，负
面竞选活动是揭示一个鲜
为人知的事实。而与抹黑
竞选活动不同，抹黑竞选
活动是无中生有，刻意捏

造谣言并非基于事实，而
且往往是一种可能导致触
犯刑事法典的诽谤犯罪行
为。“抹黑宣传活动纯属
诽谤行为。这是触犯法律
的犯罪行为。”玛弗德强
调。（v）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
10月15日讯】肃贪会就地
缉犯行动（OTT KPK）中
逮捕勿加西县十名地方官
员，质疑与西爪哇美佳达 
(Meikarta)项目有关。周一
（10月15日）肃贪会副主
席巴沙丽娅班查伊丹（Ba�Ba�
saria Pandjaitan）证实，
因为质疑与西爪哇美佳达 

(Meikarta)建设项目有关。 
根据肃贪会说，有关

提供项目许可相关资金的
指控。但是，肃贪会没有
解释据称收到或提供这笔
钱政党的细节。“有人怀
疑所收到的钱与勿加西的
财产许可证之间存在关
系。”肃贪会公共关系主
任费博里斯（�ebri Dian��ebri Dian�

syah）在雅京肃贪会总部
如是表示。

肃贪会于10月14日在一
场就地缉犯行动中逮捕十
名勿加西县地方官员，现
场还在现场发现约有10亿
盾和新加坡元（SGD）的
现金。到目前为止，肃贪
会还在这些地方官员进行
调查询问。（adr）

质疑与西爪哇美佳达项目有关

肃贪会就地缉犯行动中逮捕勿加西县十名地方官员

【罗盘新闻网雅加达
10月15日讯】2019年第一
序号副总统候选人马鲁夫
阿敏（Ma'ruf Amin）周
一（10月15日）特别前往
日惹特区拜会日惹特区省
长苏丹哈孟古布沃诺十世
（HB X）。

“我与苏丹HB X交谈
和讨论2019年总统选举包
括民主的各种问题。我希
望民主制度不破坏民族主
义，不损害国家的主权完
整性。”马鲁夫与日惹省
长交谈后如是说。

苏丹HBX呼吁我国实行
民主制度而不会造成民族
不团结和导致国家分裂。

马鲁夫继续说，20 1 9
年总统选举能够安全顺利
地进行是很重要的焦点讨
论。

“我希望维护国家的完
整和统一是非常重要。因
此，在未来的总统选举不
要为了赢得总统选举而破
坏民族主义和导致社会分
裂，我们只是想保持国家
的完整统一。”马鲁夫如
是说道。（adr）

马鲁夫拜会日惹特区省长

苏丹哈孟古布沃诺十世

2019年第一序号副总统候选人马鲁夫阿敏（右三）和日惹
特区省长苏丹哈孟古布沃诺十世（右二）。

【投资者日报奴沙杜
亚讯】印度尼西亚银行
(央行/BI)预计，2018年
底我国经常帐赤字(CAD)
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9%。央行认为，经常
帐赤字低于GDP的3%仍
相对健康。

央行行长贝利.瓦齐
约(Perry Warjiyo)日前
在巴厘岛，奴沙杜亚，
一系列的2018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和世界
银行(WB)年度会议上的
中央银行论坛上称，“
我们看到今年的经常帐
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9%。”

明年，央行预计该
赤字会减少至2.5%范
围。致力于减少该赤字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
是因为全球经济的不确
定性，特别是因为贸易
战的升级仍然笼罩着发
展中国家。

贝利说，央行已提高
了和政府的协调作用，
以便处理经常帐赤字的
问题。而政府也承诺改
善已削弱盾币汇率的该
经常帐赤字。

该承诺被转化为几
项努力，例如有义务实
施柴油含20%的棕榈原
油，或B20，以便减少原
油进口。

然后，政府也提高奢
侈品进口所得税的进口
税，有关提高国内组件

率(TKDN)规则的实施，
和提高旅游业部门的外
汇。

除了维持经常帐赤字
不扩大外，贝利说，在
面对全球不确定性上的
央行措施是，调升基准
利率或7天逆回购利率
(BI 7�DRRR)。若加以
累计，至9月份央行已调
升利率共150个基点至
5.75%。

虽然如此，他说，如
果没有全球压力的话，
央行无需提高利率。因
为在我国的通货膨胀受
控制，且国内经济增长
前景持续良好。

此外，还实施了提高
我国基准利率的措施，
俾使以盾币计价的资产
保持吸引力，且能吸纳
外资。

与此同时，S am u e l 
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
学家拉娜(Lana Soelis�
tianingsih）预测，2018
年第三季度的经常帐赤
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8%，或低于2018年
第二季度的3 . 0 4%。
该下降是由于季节性因
素，由于斋戒月和开斋
节已经结束，导致消费
品进口减少的缘故。

她说，“2018年第三
季度可能仍有赤字，但
是有所改善。然而，却
比2017年第三季度的更
高。”(xin)

我国央行行长贝利预计

今年底经常帐赤字占GDP 2.9%

【 S l e m a n 点 滴 新 闻
网】2019年副总统候选人
马鲁夫（Ma’ruf Amin）
周一（1 5日）前往中爪
哇S l em a n拜会我国第二
大穆斯林团体穆罕马迪亚
长佬Buya Syafii并进行闭
门会谈。马鲁夫会议结束
后对媒体表示，他与Buya 
Sya f i i为期一小时的会谈
中，对目前我国政治的状
况进行深入的讨论和交换
意见，其中的议题必须在
2019年总统选举中保持我
国多元化社会和维护印尼
国家统一的神圣使命。

之 前 ， 马 鲁 夫 与
Buya Syafii曾一起担任
班渣西拉思想辅导委员
会（B P I P）职位。B u y a 
Sya f i i冀马鲁夫在竞选活
动中，不仅要提到“努山
打拉伊斯兰主义思想”
（Islam Nusantara），也
要强调“进步的伊斯兰”
（Islam Berkemajuan）。

事 实 上 这 也 是 伊 联
（NU）与穆罕马迪亚的
共同观点。马鲁夫这样阐
述。此外，Buya Syafii也要
求马鲁夫，若当选我国副
总统必须成为全国人民的

穆罕马迪亚长佬Buya Syafii

冀无论谁当选总统 务必继续保持印尼多元社会

马鲁夫拜会第二大穆斯林团体穆罕马迪亚(MUHAMMADIYAH) 长
佬Buya Syafii （右二）。

副总统，而不是成为支持
政党的副总统，而是能为
全国人民提供良好服务的

国家领导人，包括政治立
场不同而在竞选期间不支
持的民众。（yus）

【雅加达Liputan6新闻
网】南苏省普委会主席
Naning Wijaya表示，有
关普委会允许2019年国会
选举候选人在社交媒体上
可以进行竞选活动，有上

述的政策为国会选举候选
人获得选民的支持，尤其
在2019年国会选举中的支
持。

“每个国会选举候选人
可以在社交媒体上讲解自

己的远景和使命，举例称
可以在脸书（�acebook）
。”Naning Wijaya在安达
拉网的电话中如是说。

Naning Wijaya解释
地说，根据普委会条例
（PKPU）2018年第23号的
条例提到国会选举候选人
自9月23日起，可以在社
交媒体上进行任何竞选活
动，不过此政策到国会选
举时即将进行。

虽然如此，国会选举候
选人必须在KPU OKU网站
报名，因此，已报名的国
会选举候选人可以在社交
媒体上进行竞选活动，获
得选民的支持，尤其在社
交媒体上认识的好朋友。

“每个国会选举候选
人必须向普委会报名社交
媒体的帐号，举例，脸
书、instagram或其他社交
媒体。国会选举候选人才
可以在社交媒体上进行竞
选活动。”Naning Wijaya
这样说。

Naning Wijaya强调地
说，尚未登记社交媒体的
帐号，国会选举候选人
违反普委会竞选活动的规
定。

Naning Wijaya还表
示，若丈夫参选国会选举
候选人，妻子和家人在社
交媒体上播放竞选活动的
内容，肯定触犯普委会的
规定。（yus）

普委会允许2019年国会选举候选人在社交媒体上可以进行
竞选活动

普委会允许国会选举候选人 在社交媒体上进行竞选活动

西爪哇勿加西县长Neneng Hassanah 
Yasin也遭肃贪会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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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部 长 艾 尔 朗 卡
（Airlangga Hartarto）
在雅加达发布的新闻稿
称：“讨论的几个要点其
中是佐科威总统希望国内
企业探讨越南新市场的机
遇，其中是扩大医药产品
和医疗设备。”

以上会谈是在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年会和世界
银行集团（IMF-WBG）
年会的一系列活动中进
行的。

工业部长解释，我国
将利用越南的潜力成为出
口市场目标，同时使国内
工业成为区域供应链的角
色。有鉴于此，希望越南
能够消除两国之间仍然存
在的一些贸易壁垒，为我
提供便利。

“更何况，越南已经
与欧洲和美国达成合作协
议的国家。除此之外，我
国是越南的首个投资者。
这可成为两国加强战略和

全面双边伙伴关系的潜
力，”他说。

艾尔朗卡深信，这种
合作可以促进两国建立互
利互惠的经济关系，同时
补充双方的需求，尤其是
在支撑制造业领域。

“ 我 国 和 越 南 在 劳
动密集型产业竞争，但
是我国工业比如石化工
业、钢铁工业和资源型
产业，拥有更巩固的产
业结构，”他说。

这种协同作用将支持工
业4.0的实施，与印尼制
造4.0综合路线图同步。

艾 尔 朗 卡 说 ： “ 对
我国来说，越南人口近
9500万是良好的潜力市
场。目前国内一些企业

已在越南运营。大约50
家企业，其中是从事饮
食、塑料、水泥和润滑
产业。”

在 全 球 经 济 的 不 确
定性中，工业部评国内
工业界仍然有信心在区
域层面扩展业务。虽然
如 此 ， 双 方 合 作 关 系
须 加 以 加 强 ， 使 其 易
于落实。

“ 正 如 佐 科 威 总 统
通过描述“权力游戏”
戏剧，我们必须共同努
力，共同拯救我们的生
命，”他说。

比 如 说 ， 我 国 与 越
南为加强合作关系的措
施，使最近两国之间的
贸易继续增长。(er)

【安塔拉社丹格朗讯】
鹰航维修设施（GMF）Aer-
oAsia公司建立的飞机起落
架维修设施正式开业。这座
设施的投资总额达1200万美
元，折合1820亿盾（1美元
兑1万5200盾）。

GM F公司业务和基础
维护总监达查尔（Ta z a r 
Marta Kurniawan）近日
在丹格朗，参观起落架维
修设施时说：“这座GMF 
AeroAsia新设施的维修起
落架每年可达25套。”

他续说，目前公司开
发了对波音737 NG飞机
起落架进行内部维修的能
力。Aero Asia为飞机起落
架提供的维修服务，获美
国联邦航空局（FAA）和
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
颁发适航批准。

在这座新设施提供的飞
机起落架维修服务包括电
镀、热处理和机械处理、
机械和化学清洗、诸如喷
丸强化处理（flap peen-
ing）和鍍刷鍍鍍的补充维

修服务，以及综合实验室
等来支持这一过程。

“为支持飞机起落架
维修设施的业务，公司已
经准备了一支由最合格人
力资源组成的小组。公司
也增加了技术人员和认证
人员的数量。他们将在训
练有素技师的支持下，操
作起落架维修厂的所有设
施，”他如斯说。

这座飞机起落架维修设
施也将支持鹰航公司于本
月6日至10日，在日惹万

豪酒店举办的2018年第11
届国际航空技术互援组织
（IATP）会议。

这个世界级的会议由
IATP成员企业，包括航空
企业、航空供应商和航空
维修企业的400位代表团
出席。

“GM F飞机起落架维
修设施正式开业，越加
证明公司在提高能力，
尤其是在组件服务业务
的准备程度，”达查尔
如斯说。(er)

【安打拉社柬埔寨讯】
为提高访问我国的游客人
次，我国政府将向愿意开
辟从柬埔寨直飞我国航班
的航空公司提供奖励。

旅游部第一区域营销发
展第一助理代理玛斯鲁洛
（Masruroh）在柬埔寨金边
对记者表示，“通过与航
空公司建立合作，我们将
设法开辟直飞航线。我们
将向愿意开辟从我国直飞
柬埔寨航班的航空公司，
甚至提供现金奖励。”

他解释说，由于没有从
柬埔寨直飞我国的航线，
使访问我国的柬埔寨游客
人次难以提高。

他出席推介我国1 0个
优质目的地的活动间隙表
示，我们兜揽一起进行宣
传活动，直至提供现金奖
励，而推动从柬埔寨直飞
我国的航线。

他解释说，上述直飞
航线可以是包机（charter 
f l i g h t），或者定期航班
（regular flight）的形式。

在2017年，访问我国的
柬埔寨游客人数，比2016
年的5000人仅上升20%成

为6000人以上。
此外，在20 1 7年我国

到柬埔寨的游客人数，比
2016年的4万8000人次大
约提高10%。他称，这一
向以来，柬埔寨游客没获
得特别关注，其实，若我
们愿意努力的话，到访我
国的柬埔寨游客人数能大
量提高。“因为我们与柬
埔寨的大部分文化根源都
相同，如我国拥有更大的
寺庙，以及有许多我国旅
游胜地受到柬埔寨社民的
喜爱，”他称。

他认为，应对没有直飞
我国的航线，政府则利用
新加坡作为枢纽机场。

“到访新加坡的柬埔寨
人数很多，我们能向他们通
知，访问新加坡后，他们可
不必直接回国，而从新加坡
直接飞往我国，”他称。

我国能兜揽其距离很
近的旅游目的地，如在巴
淡和Bin tan地区。目前有
一些柬埔寨人已访问Bin-
tan地区和雅加达地区，因
此，他们很容易从新加坡
直飞我国。

“在新加坡有许多飞机

直飞我国，甚至他们也可
以使用渡船去巴淡和Bin-
tan地区。”

柬埔寨游客也很喜欢购
物，而在我国已拥有许多

购物中心。
“他们亦很喜欢购买传

统纪念品，柬埔寨年轻人也
很喜欢自拍。这是独特的市
场，”他进一步称。(vn)

【安打拉社雅加达讯】
工业部长艾尔朗卡·哈尔
丹托（Airlangga Hartar-
to）表示，我国将向中国
市场直接出口5种食品。

本报援引工业部长发布
的新闻稿称，“我们的5
种优质产品，即是咖啡、
饼干、虾饼、方便面，以
及燕窝。”

我们将通过参加每年一
度于11月11日在中国举办
的大型折扣活动—11.11
全球购物节，或称为光棍
节来达到目标。

上述商品将通过阿里巴
巴集团的电子商务平台在
线销售。除了质量良好之
外，该产品受到中国消费
者的青睐。

“我们选择该5种产品
是因为可以大量供应，然
后准备在中国推介，我们
已做好准备把该产品运到
中国。我们不限制订单总
数，因此，我们准备接受
无限量的订单，”他这么
说。

工业部长认为，上述
11.11光棍节可成为我国
制造业产品好机会，并能
显示我们能在全球市场竞
争的良好时刻。参加该活
动，能扩大国内产品的出
口市场。

“与阿里巴巴集团进行
讨论时，他们看好我们5

种商品能在该国销售，这
市场目标是中国。阿里巴
巴集团将在今年11月初开
始推介该产品，其中有佐
科威总统演说和推介上述
产品，”他称。

中国大型电子商务公
司—阿里巴巴集团举办
的11.11全球购物节，成
为在中国最受期待的其中
一个购物活动，将促销的
产品超过10 0 0万种。在
2017年举办的光棍节，阿
里巴巴集团在24个小时内
获得的交易额巨大，达到
250亿美元，或超过300兆
盾。

“参加上述11.11全球
购物节后，我国5种商品
将获得特殊馆。所有的交
易将通过网站进行，但产
品将离线（off l ine）运到
中国。为此，产品的供应
量必须充足，以方便运货
过程顺利进行，”他阐
述。

政府将与印尼工商会
馆进行合作，来参加上述
活动，以便能创造合作机
会，以及技术转让。“他
们将被邀请观察最受到中
国社民喜爱的中国公司，
他们将观察生产过程，以
及仓库系统。因为现时从
生产、仓库直到消费者开
始互相结合起来，”他进
一步称。(vn)

【安塔拉社雅加达
讯】海洋渔业部长苏西
（Susi Pudjiastuti）与
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
副部长黄文胜（Hoang 
Van Thang）举行双边
会谈，其中讨论加强渔
业加工业的合作。

苏西部长昨日在雅加
达发布的新闻稿称：“
现在外国企业可持有渔
业加工厂的100%股权，
而在一些特定地区可享
受免税期、进口关税奖
励、海关奖励等。”

双边会议是于12日在
巴厘努沙杜瓦举行2018
年IMF-WB年会间隙进
行的。

苏西称，加强渔业加
工业合作是我国感谢越
南最近几年的非法捕鱼
活动已减少。

部长续说，这一向以
来越南渔民在我国海域
进行非法捕鱼活动，导
致越南的许多渔船和渔
民因违反法规而被捕。

由于禁止在我国海域
进行捕捞活动并宣布为
非法，苏西建议越南对
我国进行投资，并兴建
渔业加工厂。

“无需老远到印尼境
内捕鱼，而最后引起问
题。最好购买当地渔民
的产品，加工后再向越
南出口，”她说。

苏西称，这是我国和
泰国成功实施的方式。

泰国停止在我国海域捕
捞，并向我国购买原料
后，我国对泰国的出口
几乎飙升1000%。

除此之外，两国的关
系也有所改善。“两国
最好建立合作关系，越
快越好，”她说。

黄文胜部长对苏西
部长的建议表示同意。
他称，最近几年，特别
是今年，越南政府加强
了对非法船只的监管，
并对肇事者实施严厉处
罚。

他续说，目的是发展
可持续渔业，更何况是
因为越南因非法捕捞问
题而受到欧盟的警告。

此前，渔业观察家啊
布迪（Moh Abdi Suhu-
fan）指出，在盾币兑美
元汇率疲软的趋势，国
内渔业企业必须更积极
向非传统国家出口。

他说：“企业界必
须对这一向以来处于低
迷状态的市场，比如
中东和非洲国家市场渗
透。”

啊布迪也要求政府
尤其是海洋渔业部鼓
励国内渔业企业界，
合法地满足欧洲和美
国定出的渔业条件。

他续说，这很重要。
因为粮食安全目前是敏感
问题，我国在提高国际贸
易水平的竞争时，必须加
以考虑的问题。(er)

政府鼓励国内企业

到越南扩展业务和增加出口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政府鼓励国内

企业持续对越南扩大业务和进行新投

资，以及提高出口。这是佐科·维多多

总统与越南总理阮春福在巴厘努沙杜瓦

举行会晤之其中一个成果。

投资总额达1200万美元

GMF起落装置维修设施正式开业

有意开辟柬埔寨直飞我国航线航空公司

我国政府将提供奖励

新高速公路运营目标
政府通过公共工程和住房部

（PUPR）定下13条新的高速

公路，总长度达473.9公里，

准备在2018年年内运营。图

示周一（15/10），西爪哇

省茂物芝阿威（Ciawi）一些

驾驶者在茂物-芝阿威-苏

甲巫眉（Bocimi）高速公路第

一段路通过，该路段尚未正

式运营。

参加11.11光棍节

我国将向中国出口5种商品

我国和越南

在渔业加工业加强合作关系

苏南省巨港的家庭规模工厂能够处理最优质的咖啡，
以满足南苏门答腊省和苏岛以外的咖啡需求。图为10
月15日，苏南省巨港的Plaju村，员工们正在“Sendok 
Mas”牌咖啡厂把磨成粉的咖啡包装起来。

苏南省特种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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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第六章 范.玷斯著绿领经济

500

每年缴财产税的时候刚好拥有
那栋房子的人就负责偿还一部分的
贷款。因此，绿色翻修房子的费用
就由许多不同的所有人共同分摊。

而对任一位屋主而言，省下来的能
源费用正好可以抵销每年的财产
税。事实上，加州的柏克莱市现正
在实验这个模式是否可行。

避险资产魅力初现
金价触及约12周高位

因亚洲股市重拾跌势，且投资者
仍在担忧中美贸易战和美国加息所
带来的影响，金价跳涨近1%，触及
约12周高位。0741 GMT，现货金上
涨0.9%至每盎司1,228.24美元，盘
中触及1,229.18美元的7月26日以来
最高。美国期金1升0.8%报每盎司
1,231.80美元。

虽然需求前景构成拖累
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提振油价上涨

因沙特记者失踪导致地缘政治局
势紧张，令人担心供应，不过对需求
长期前景的担忧拖累价格，原油期
货上涨。数据显示韩国9月没有进口
伊朗原油，为六年来首次，也支撑油
市。0838GMT，布兰特原油期货上涨
0.55美元或0.68%，至每桶80.98美
元。美国原油上涨0.31美元或0.43%
至每桶71.66美元，延续上周五涨势。

日圆上涨
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上升 ，而且

投资者担心全球经济形势，这令投资
者在本周伊始较为紧张，日圆升至一
个月高位，瑞郎上涨。日圆兑美元一
度上涨0.5%至111.69日圆，创9月
18日以来最高。瑞郎兑欧元和美元也
走强，但涨幅有限。

日本股市收低
日本日经指数周一早盘跌至五周

低位。美国财长称，华盛顿希望在
其贸易协议中加入阻止操纵汇率的条
款，汽车生产商和其他制造商类股受
冲击。日经指数一度跌1.8%，触及9
月10日以来最低的22,274.94点；早
盘收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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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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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黄金行情
10月15日 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3.290.000	盾卖出	 3.07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6.300.000	盾卖出	 6.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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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89

中国快汇(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October	15,	2018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247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6.8899 卖出)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

亚股

日经指数	 22271.30	 跌	423.36

韩国综合	 2145.12	 跌	 16.73

香港恒生	 25445.06	 跌	356.43

上海综合	 2568.10	 跌	 38.81

欧股

英国FTSE	 6994.98	 跌	 0.93

德国DAX	 11544.38	 涨	 20.57

法国CAC	 5082.36	 跌	 13.61

荷兰AEX	 515.70	 跌	 0.59

http://tw.stock.yahoo.com	2018/10/15	18:49	

美股

道琼工业	 25339.99		涨	 287.16

那斯达克	 7496.89				涨	 167.83

S&P500	 2767.13				涨	 38.76

htt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		Dow	Jones			4:00	PM		12/10/2018

	 5727.26	 -0.50

		 900.30		 -0.27

		 629.09		 -0.92

	 1509.83		 -0.81

		 1893.61		 -1.69

		 722.72		 -3.68

		 1188.32		 -0.06

		 2415.35		 -0.54

		 400.48		 -1.00

		 1024.52		 -0.80

		 1048.06		 0.97

		 788.57		 -0.76

		 1457.72		 -1.26

美元	 USD	 15080.00	 15400.00	 15170.00	 15322.00

新币	 SGD	 10981.89	 11101.89	 11003.12	 11117.40

港币	 HKD	 1924.55	 1964.55	 1935.47	 1954.89

日元	 JPY	 134.19	 137.79	 135.27	 136.66

欧元	 EUR	 17473.73	 17733.73	 17521.35	 17698.44

澳元	 AUD	 10711.08	 10951.08	 10784.35	 10895.47

英镑	 GBP	 19835.74	 20135.74	 19887.87	 20088.67

人民币	 CNY											 0.00	 0.00	 2193.65	 2215.63

	 1	 INKP	 14300	 11700	 2600	 -18.18%	 18682600	 234664807
	 2	 TKIM	 11600	 10050	 1550	 -13.36%	 22296200	 235527585
	 3	 GGRM	 74275	 73200	 1075	 -1.45%	 534400	 39912122
	 4	 UNVR	 44300	 43600	 700	 -1.58%	 1054300	 46353777
	 5	 BLTZ	 4350	 4000	 350	 -8.05%	 700	 2975
	 6	 SHID	 3500	 3180	 320	 -9.14%	 4100	 13038
	 7	 LPCK	 1625	 1385	 240	 -14.77%	 3867900	 5653827
	 8	 AKRA	 3740	 3500	 240	 -6.42%	 14231300	 51470520
	 9	 ITMG	 24950	 24725	 225	 -0.90%	 617300	 15344620
	10	 UNTR	 31675	 31450	 225	 -0.71%	 1603500	 50698002

	 1	 BBCA	 23250	 23850	 600	 2.58%	 13190000	 312925915
	 2	 SONA	 4950	 5500	 550	 11.11%	 328300	 1833737
	 3	 SMCB	 1570	 1850	 280	 17.83%	 77291000	 138828624
	 4	 APEX	 1510	 1760	 250	 16.56%	 1500	 2223
	 5	 BAYU	 2240	 2450	 210	 9.38%	 2100	 5124
	 6	 SURE	 785	 970	 185	 23.57%	 1381900	 1333970
	 7	 BBNI	 6925	 7050	 125	 1.81%	 27893400	 196088852
	 8	 MFMI	 680	 770	 90	 13.24%	 3500	 2168
	 9	 DUCK	 1090	 1180	 90	 8.26%	 45101600	 52432877
	10	 TGKA	 2720	 2800	 80	 2.94%	 1000	 2800

Investa Saran 
M a n d i r i 有限公司经
理Hans Kwee称，综
指处于巩固期间。他
说 综 指 在 上 周 难 以
上涨，但下挫有限。
如 本 月 1 1 日 周 四 那
一天，综指一度跌至
5600点，但最终能涨
至5700点左右。

H a n s 上 周 末 在 雅
京对媒体称：“本周

综指涨幅有限，我相
信综指会再上涨，股
票的支持点在5722到
5669点水平，而阻力
点介于5788到5832点
之间。

参 考 印 尼 证 交 所
数据，综指在上周涨
0 . 4 3 % ， 从 前 一 周
末的573 1 . 9 3点涨至
575 6 . 4 9点。日均交
易额涨1.24%至7.05

兆盾，此前是6.96兆
盾。印尼证交所数据
显示，外国投资者在
上周净售4.16兆盾，
年初至今共净售57.72
兆盾。

Hans阐明，我国经
济在全球投资者眼中
依然强劲。因为每当
受到全球情绪的影响
资金流出我国时 ，我
国股票等投资工具反
而很有吸引力，在市
场上有需求。

但 在 另 一 方
面，Han s承认我国经
常 帐 赤 字 状 况 和 盾
币 呈 弱 都 是 负 面 因
素 ， 影 响 综 指 的 情

况。 2 0 1 8年 1月到 8
月期间，我国国际贸
易出现40.9亿美元逆
差。而盾币兑美元汇
率在本月12日处于1万
5188盾，此前一度跌
至1万5239盾。

Hans希望本周公布
的2018年第三季度一
些财务报表，有望吸
引市场投资者进行投
资。此外在巴厘召开
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银行年
会，包括上市公司在
内的一些企业签署了
总值202兆盾的投资协
议，成了正催化剂。
通过上述合作协议，

我们获得流入我国的
一笔资金。”

经济和金融发展研
究所（Inde f）经济学
家Bhima Yudhisti-
ra Adhinegara称，全
球一些压力仍使外国
投资者在股市进行净
售。但在另一方面，
国内投资者还能支持
股市。

在 巴 厘 召 开 的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IMF）- 世界银行年
会中，IMF把对印尼经
济增长预测从5.3%下
调至5.1%。IMF也把全
球经济增长预测从3.9
下调至3.7%。(xf)

【雅加达印尼文版商
报讯】比第三方存款者
资金（DPK）更快的贷
款增长趋势使得银行业
流动性比率继续收紧。
这导致8月底贷存比率
达93.2％。第三级业务
范畴商业银行组（BUKU 
III）的贷存比率是最高
的，达102.6%。而第
四级业务范畴商业银行
组（BUKU IV）的贷存
比率为89.2％。

该比率的上升是随着
银行业定期存款利息的
上升，主要是特殊利率
的上升。存款担保机构
（LPS）小组监督与金融
系统稳定主任Doddy Ar-
iefianto称，自四月份BUKU 
III和IV组银行记录，定期
存款利息平均上升94个基
点和119个基点。

虽然银行业的贷存

比率趋于收紧，其他流
动性比率，贷款与融
资（LFR）比率往往下
降。Doddy称，这表明
银行业，尤其是BUKU 
III组银行，更准备好面
对流动性的收紧。

与贷存比率相比，
在计算贷款与融资比率
时，贷款数量不仅与银
行拥有的存款数量相
比。该比率也计算银行
次级资金来源，如债券
或其它债务工具，如中
期票据（MTN），或可
转让存款证（NCD）。

他说，截至8月份，
银行业的贷款与融资
比率为86. 3％，低于
去年8月份的89.5％。 
BUKU III和IV组银行的
贷款与融资比率也下
降，各从96％降至91.2
％和87.5降至84.4％。

“BUKU III组银行从去
年就已准备好，因为它
们的贷存比率已高于去
年，为2018业务年，他
们似乎有准备，放贷增
长12％，他们也有计划
发行债券、中期票据、
可转让存款证等等”。

他认为，这使BUKU 
I I I 组银行的特别利息
的上升不高于BUKU IV
组银行。BUKU IV组银
行，尤其是国企银行，
对比预期更收紧的货币
政策感到非常惊讶。

“货币政策比预期更
快，对更迅速地加息有
点震惊，反而，BUKU III组
银行的流动性从去年已
高，他们已准备转移到
贷款与融资比率，虽然
他们的贷存比率上升，
但他们的贷款与融资比
率趋于下降”。(asp)

【 综 合 讯 】 周 一
（15/10）综合指数在
闭市时下落。早盘结束
时，综指上升55.58点或
0.97%至5758.40点。
但在下午收盘时，却下
落29.234点或-0.51%
，报收于 5 7 2 7 . 2 5 6
点。LQ- 4 5指数下落
2.488点或-0.28%，报
900.301点。

亚洲股市多数下落，
日本指数下落423.36
点 或 - 1 . 8 7 % ， 报
22271.301；香港指数下
落356.43点或-1.38%，
报25445.061；上海指数
下落38.81点或-1.49%
，报2568.100；海峡
时报指数下落2 3 . 2 0
点 或 - 0 . 7 6 % ， 报
3045.970。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共
发生35万2331次，有88
亿1014万2730份股票易
手，总值6兆3533亿413
万7866盾。涨价的股有
118种，落价的股有296
种，197股持平。

外 资 净 购 3 4 0 0 亿
6000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BBCA(中亚银行股)
涨价600盾，现价2万
3850盾；SONA（Sona 
Topas Toursm股）涨
价5 5 0盾，现价5 5 0 0
盾；SMCB（Holc im（
印 尼 ） 股 ） 涨 价
2 8 盾 ， 现 价 1 8 4 5
盾；APEX（Apex indo 
P r a t am a股）涨价250
盾，现价1765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INKP（Indah Kiat
股）落价2600盾，现价1
万1700盾；TKIM（Tjiwi 
K im ia造纸厂股）落价
1 5 5 0盾，现价1万5 0
盾；GGRM(盐仓香烟公
司股)落价1075盾，现
价7万3200盾；UNVR(联
合利华公司股）落价700
盾，现价4万3600盾。

盾币贬值42点
周一，雅京银行际

货币兑换交易（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
lar Rate /JISDOR）收
市，1美元以15237盾中
间价结束，比先前价以
15195盾中间价，盾币
贬值42点。(asp)

中亚银行（PT Bank Central Asia Tbk.，股代号BBCA）连续两天举行2018年BCA博览会，
提供机动车贷款（KKB）的促销，两年特殊固定利息3.99%和三年固定利息为3.99%
。图为上周六（13/10），中亚银行董事经理 Suwignyo Budiman（右二）、消费者贷
款业务董事副总经理 Felicia M. Simon(右)、金融经理 Petrus Karim（左三）、中亚银
行第7区域分行主任 Haryono Wongsonegoro（左二）、第10区域分行主任 Iwan Senjaya（
左）与Sinarmas Land住房首席执行官 Herry Hendarta（右三）在丹格朗（Tangerang）的
该博览会开幕仪式后观看其中之一机动车经销商展台。（本报Hermawan摄/译asp）

东爪哇省政府推出68天期间免交以前的
机动车税纲领。目的是为了鼓励民众履
行纳税义务，同时优化所有综合行政系
统（Samsat）类型的服务，以致能够提
高地区收入。图为日前，车主在东爪哇
省玛琅县广场Samsat办事处排队纳税。

上市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表公布在即

本周股市有上涨机会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印尼证券

交易所（BEI）股价综合指数在本周

或趋于整顿和巩固，上涨机会有限。

投资者关注将于本周公布的上市公司

财务报表，以及盾币汇率走势。

综合指数下落29点至5727.256点

1美元兑15237盾

第三级业务范畴商业银行组

更具有面对流动性紧缩的弹性

2018年中亚银行博览会

免交机动车税纲领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8年10月16日，星期二 第5版印尼财经    EKONOMI  INDONESIA

印 尼 鹰 航 公 司 商 业
经理比科里.伊尔函.古
尼延夏（Pikri Ilham 
Ku rn i ansyah）称，新航
线服务与印尼鹰航公司
提高我国游客增长率一
致，特别是支持旅游部
（Kemenpar iwisata）加

强巴厘岛以外的10个新
旅游胜地，其中一个是
勿里洞（�elitun�）�an��elitun�）�an�）�an��an�
jun� Kelayan�。

他声称，“提供直飞
服务是印尼鹰航公司扩展
国际网的策略部分，也是
印尼鹰航公司设法加强东

南亚区连接的部分。”
他补充说，新加坡成

为最热闹的国际枢纽之
一，与我国地理形势接
近，该从新加坡直飞不
到1小时路程的航线，
使勿里洞成为理想的短
程旅游目的地。“我们
深信，增加该新航线之
后，将对丹绒班兰和周
遭地区的商业增长有帮
助，因目前，丹绒班兰
属于特别经济区之一。”

新加坡�丹绒班兰航
班服务，周一、周三、
周五于17 . 2 0分（当地
时间）从新加坡樟宜机

场起飞，17 . 5 0分抵达
Hanandjoeddin�机场，而
星期日，17.30分从新加
坡起飞，18 . 0 0抵达丹
绒班兰，而从Hanandjo�Hanandjo�
eddin机场的航班，是于
14.50分起飞和16.20分
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

目前，印尼鹰航公司
每周从新加坡飞往我国
各大城市，提供84次往
返航班服务，即新加坡�
雅加达每日9个航班，新
加坡�泗水每日1次飞行
和新加坡��巴�（�en���巴�（�en��巴�（�en��en�
p a s a r）每日2次飞行服
务。（sl）

鹰航开拓新航线

从新加坡直飞丹绒班兰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今年10月29

日，印尼鹰标航空公司（�aruda Indone��aruda Indone�

s ia简称鹰航）将开拓新加坡�丹绒班兰

（�anjun� Pandan）直飞新航线，该新航线

提供每周4个航班，使用拥有96个座位的

庞巴迪（�ombardier）CRJ�1000型飞机。

【Kontan雅加达讯】我
国汽车销售仍提升，虽然
不太大。今年1月至9月，
汽车批发销量达85万6439
辆。该数字比去年同期80
万1701辆增长6.83%。

根据印尼机动车业协会
数据，今年1月至9月汽车
零售销量达85万1430辆，
比去年同期76万8120辆增
长10.8%。

丰田汽车(�oyota As�
tra Motor/�AM)公司执
行总经理Fransiscus So�
erjopranoto说，今年，在
商业领域的汽车销量增长
16.45%成为1万1088辆。
去年同期商用车销量9522
辆。

推 动 今 年 第 三 季
丰 田 的 销 售 仍 来 自 于
6 款 优 质 车 型 。 即 是

Av a n z a、R u s h、K i j a n � 
I nnova、Ca lya、A�ya以
及Fo r t u n e r。“我们预测
今年批发和零售销售将与
去年一样。虽然如此，客
户有更多选择。”他这么
说。

本田汽车(Honda Pros�
pect Motors/HPM)公司营
销与售后服务经理Jon f i s 
Fandy称，总体来看，汽车

市场仍停滞不前。很多问
题成为挑战，如汇率和利
率波动。

据他说，至今年底，国
家汽车销量大约是100万
辆。去年，国家汽车批发
销量仅108万辆。“这几
年新车和商用车增长确实
较高。但是未推动市场提
高，如LC�C首次在我国推
出。”(lcm)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
今年第3季，全国水泥消
费同比提高 4 . 3 % 成为
4970万美元，增幅低于工
业预期10%之下。

印 尼 水 泥 业 协 会
（ASI）主席威多多.善多
梭（Widodo Santoso）对
记者称，“房地产业的水
泥需求还未显著提高，以
目前情形，我们预测，至
今年底，水泥消费仅提高
4%至5%。”

威多多阐明，水泥消
费增长4%至5%，至今年
底，水泥需求大约为6930
万吨。实际上，水泥生产
量达到1. 0 7亿吨。“意

思是说，仍过剩37 0 0万
吨，为此，水泥生产商须
尽可能设法提高水泥出口
量。”

威多多声称，水泥出口
业绩持续显示增长。今年
9月，出口增幅最高，比
去年的16万吨提高300%
成为48万吨。“水泥和熟
料仍大部分出口到澳洲、
孟加拉、斯里兰卡和非
洲。”

威多多阐明，出口增长
很高推动今年9月的水泥
工业总销售提高12%，达
到725万吨，其中48万吨
是出口的，其余677万吨
供国内市场销售。

威多多补充说，今年
8月销售停滞后，今年9
月，国内市场的水泥消费
量同比提高7.4%成为677
万吨。“9月水泥增幅相
当高，是因爪哇岛、苏门
答腊和加里曼丹的基础设
施工程和策略性工程处在
完成阶段。”

他续称，水泥消费量增
长也受全国各区开始实施
的乡村工程和100万幢房
屋建造方案所推动，根据
印尼水泥业协会数据，今
年9月，爪哇岛的水泥需
求提高11%，成为384万
吨。

苏门答腊水泥需求也

提高9%成为14 7万吨，
接下来，加里曼丹提高
6%成为4 6万 7 0 0 0吨，
苏拉威西提高5.6%成为
56万20 0 0吨，巴厘和努
沙�加拉提高 0 . 5 % 成
为36万40 0 0吨，仅马露
姑（Ma l u k u）和巴布亚
（Papua）消费降低7%，
成为13万吨。

此前，工业部（K e �K e �
menper in）部长称，将持
续设法吸收国内市场的水
泥，来提高水泥工业产能
利用率。为此，工业部将
于有关部门统筹，如公共
工程部和民房工程，以及
与别的部门。（sl）

【Kontan雅加达讯】煤
矿企业Indo �amban�raya 
Me�ah(I�M�)公司，正利
用煤炭价格提高的时机。
该公司没改变今年产量
2260万吨和销量2500万吨
煤炭的指标。但是，随着
煤炭高价局势，业绩可能
会提升。

Indo �amban�raya 
Me�ah公司称，至今年9月
业绩符合指标，虽然没谈
及数据。Indo �amban��
raya Me�ah公司财务经理
称，“看好目前煤炭售价
趋于良好，目前我们的重
点是达到煤炭产量和销量
指标。”

作为比较，去年 I n d o 
�amban�raya Me�ah公司
生产2210万吨煤炭和销售
2310万吨煤炭。今年1月
至6月，Indo �amban��
raya Me�ah公司生产930
万吨煤炭和销售960万吨
煤炭。

Indo �amban�raya Me�ah
公司预测第三季或7月至9
月期间煤炭产量达到610万
吨。若达到预期，今年首
9个月总产量将达到1540
万吨或占一年总指标的
68.44%。

从 第 三 季 总 产 量 预
测，Indominco Mandi r i
公司可能贡献340万吨煤

炭。其中是�lok �imur
煤 炭 产 量 3 1 0 万 吨 和
�lok �ara t煤炭产量30万
吨。预测削去土质覆盖
层大约11 0 0万实立方米
(bcm)。

剩余煤炭产量来自于其
他三家子公司。�rubaindo 
Coal Minin�公司可能贡
献210万吨煤炭和去除土
质覆盖层大约2270万实立
方米、Kitadin公司30万吨
煤炭和去除土质覆盖层大
约1260万实立方米，以及
Joron� �arutama �reston
公司从今年7月至9月能生
产30万吨煤炭和去除土质
覆盖层大约400万实立方

米。
除 了 上 述 四 家 子 公

司，Indo �amban�raya 
Me�ah公司有Nusa Persada 
Resources公司，刚于今年
4月订购的。Nusa Persada 
Resources公司拥有采矿许
可证(IUP)，在中加里曼
丹占地4291公顷以储备量
7700万公吨煤炭。

Nusa Persada Resources
公司煤炭储备量完整Indo 
�amban�raya Me�ah公
司煤炭总储备量成为3亿
3000万公吨。但是，Nusa 
Persada Resources公司
计划将于20 2 2年开始生
产。(lcm)

【Kontan雅加达讯】Mul�Kontan雅加达讯】Mul�雅加达讯】Mul�Mul�
tistrada Arah Sarana公司表
乐观，生产的轮胎产品仍畅
销，至今年上半年，国内市
场或者是出口销售持续提
高，如此一来，Multistrada
公司经理部深信，至今年底
能获得净利。

Multistrada公司经理乌
丹.穆哈默德.阿利夫.沙迪
京（Uthan Muhammad Arief 
Sadikin）对记者称，在国内
市场销售的轮胎仍由摩托
车轮胎行业所推动，而汽车
轮胎业支撑出口销售。“在
国内市场销售的Corsa品牌
轮胎增长20%，而出口销售
受美国和欧洲市场需求的推
动。”

根据Multistrada公司记
载，出口市场仍占收入最大
份额，即达到65%至70%，
美国是最大的市场，接下来
是亚洲市场、中东、欧洲、
澳洲和非洲，其余35%是在
国内市场销售。

乌丹声称，Corsa品牌摩
托车轮胎销售仍畅销，因成
为我国足球俱乐部的品牌
之一，如万隆（�andun�）
Persib和巴厘（�ali）Unit�和巴厘（�ali）Unit��ali）Unit�）Unit�Unit�

ed，甚至，Corsa品牌拥有作
为替换轮胎的新产品，如野
马哈（Yamaha）NMAX。

国内市场的汽车轮胎销
售，受Mult is t rada公司策
略，供应工厂或者是原装轮
胎（OEM）所推动，举例，
今年Multistrada公司已供应
本田（Honda）�rio汽车轮胎
需求和定下明年将供应三菱
Xpander汽车轮胎需求。

Multistrada公司也增加
产品投资组合，探讨供
应生产工业的轮胎。目
前，Multistrada公司与工业
部（Kemenperin）合作，供
应重型机械轮胎需求，如叉
车（forklift）轮胎，俾能减
少进口。

因出口销售已比国内市
场销售更高，因此，美元逞
强势，反而为Multistrada公
司带来福音。

乌丹说，在国内的轮胎
销售，仍使用盾币支付和
往后将以转换成美元，但
因出口份额更高，因此，
使Mult is t rada公司获得更
有利的币值兑换率。“
我们希望今年能获得净
利。”（sl）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
Ina lum公司和Antam公司
与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Chalco）合作，将在西
加里曼丹的Mempawah区
进行矿产下游化，如果顺
利完成的话，将能节省6
亿美元的外汇。

在巴厘努沙杜亚（Nusa 
�u a）举行的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 世界银
行年度会议，2018年印尼
投资论坛（Indonesia In�Indonesia In�
vestin� Forum 2018）之
际，该3家公司已签署精
炼氧化铝级冶炼厂工程
（S�AR）合作协议。

通过�orneo Alumina 
Indonesia（�AI）公司，该
3家公司将合作兴建冶炼
厂，把铝矾土（bauksit）
加工成为生产铝锭（alu�alu�
minium in�ot）即氧化铝
（alumina）的主要原料。

Inalum公司是我国唯一
生产铝锭的企业，将吸纳
�orneo Alumina Indone�

sia公司生产的大部分铝矾
土。

Inalum公司执行经理欧
基.科沙希（O��y A Ko�.科沙希（O��y A Ko�科沙希（O��y A Ko�O��y A Ko�
s a s i h）称，铝矾土是生
产铝锭的主要原料，以每
年生产2 5万吨铝锭的产
能，公司需要5 0万吨的
铝矾土。目前，该需求仍
从国外进口供应。“该冶
炼厂工程建成后，Inalum
公司将不再依赖国外供应
和减少6亿美元的进口外
汇，最重要的是该工程将
对这一向以来，以铝矿石
（ore）形状出口的铝矾土
提高附加价值和兴建有持
续性的综合铝工业。”

精炼氧化铝级冶炼厂工
程将分为2个阶段，氧化
铝总产能力为200万吨，
计划今年第4季，将为初
阶段年产100万吨氧化铝
工厂奠基，希望能于2021
年开始生产，该初阶段的
工厂建造投资大约为8.5
亿美元。（sl）

第三季汽车销量提高7%

今年第3季全国水泥消费 同比提高4.3%达4970万吨

ITMG利用煤炭价格提高时机 推动旗下矿业增加产量

Inalum实施铝矾土下游化工业

或能节省6亿美元外汇

Multistrada轮胎销量提高

至今年底能获得净利

周日（10月14日），与会者在东爪省西图利祖（Sidoarjo）
广场展示回收的塑料材料制作的时装作品。回收时装和工
艺秀，旨在提高个人和社区在管理废物方面的关注和积极
作用，特别是在2020年实现印尼无废物。

回收的时装秀



【望加锡罗盘新闻网10
月15日讯】本周一，南苏
拉威西省警察署追踪犬在
中苏拉威西省巴鲁市Roa-
Roa酒店的废墟中发现两
具遇难者遗体。

这两具已经腐烂的遇难
者尸体都是荷兰人。

南苏省警察署发言人迪
基·逊达尼说：“我们的
追踪犬在酒店的废墟中闻
到尸臭味。我们接到居民
报警说还有人被埋在建筑
物的废墟中，我们派遣两
条追踪犬前往现场。”

南苏拉威西省警察署
继续向灾民提供食品、饮

用水、衣服和婴儿用品。
（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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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I n s t a g r am用户
以“家庭问题咨询”为
幌子从事此犯罪活动，
还附加Wha t sA p p电话
号码。此用户写道：“
若想您的孩子被收养或
是 想 收 养 ， 请 联 系 我
们。”

此用户将想孩子被收
养的婚外孕女子聊天记
录上传到Instagram上。
想收养孩子的人得付巨
款。

据悉，有4个嫌疑犯
被泗水市警方逮捕，就
是Instagram用户AP、卖
孩子的女子LA、助产士
（中间人）NKS和买婴
儿的人NNS。

此Instagram用户在三
个月内卖了4个婴儿。

网络贩卖婴儿案 

婴儿买卖背后原因
【BBC印尼文网10月15日讯】警方上周破获利用Instagram买

卖婴儿犯罪活动。上周二，泗水市警方抓获4名利用社交媒体

从事买卖婴儿犯罪东。买方以2250万盾购买小孩，卖方从中收

取1500万盾，其余的钱是中间人的。

4名嫌疑犯

卖 孩 子 的 女 子 坦 言
说因急需钱还债把孩子
卖了。她说：“我收取
1500万盾。”

想收养孩子的夫妻付
了2250万盾，其余的750
万盾是中间人的。

这一对夫妻已结婚7
年，怀不上孩子，因此想
收养一个孩子。她说：“
我想有个儿子。”警方
称，4名嫌疑犯的行为触
犯了儿童保护法，或被判
最高15年监禁。（cx）

在中苏拉威西省巴鲁市灾区举办的救灾物资捐赠交付仪式上，印尼国家银行夏利亚
（BNI Syariah）总经理阿布杜拉（Abdullah Firman Wibowo，右二）与中苏省巴鲁市长希
达悦（Hidayat，左五）握手。除了向灾民提供食品、帐篷、被子、尿布和衣服，印
尼国家银行夏利亚也为灾区小朋友献爱心活动、建洗手间、输水管道、维修遭破坏
的房子和建清真寺及学校。（Shangbao/Hermawan）

为巴鲁地震海啸灾民提供救助物资

【丹格朗本报讯】金光
置地（Sinar Mas Land）与
BSD City清真寺祈祷室论
坛（�or�m Mas�id M�sh-�or�m Mas�id M�sh-
o l a）及妈妈爸爸基金会
（Yayasan Papa Mama）
共同举办古兰经诵读比
赛，将自2018年5月开始
举行的消除古兰经文盲
（BBQ）项目推向高潮。

金光置地董事长办公
室总经理多尼·拉哈佐
（Dhony Raha�oe）称消除

古兰经文盲项目目的为从
幼年开始灌输爱护古兰经
教育，这是由于穆斯林以
古兰经为生活准绳。

日前，他在丹格朗市塞
尔彭（Serpong）镇说：“
需要从很小时候起灌输圣
经中的价值观。我们希望
消除古兰经文盲项目和诵
读比赛能使小朋友们喜欢
诵读古兰经。”

工作内阁2014～2016
年工业部长萨勒·胡森

（Saleh H�sin）也出席在
BSD City Cikal Harapan伊
斯兰教学校举行的古兰经
诵读比赛。萨勒·胡森现
任金光穆斯林基金会会长
和金光总经理。

多尼称所有比赛参赛
者都是已会以妈妈爸爸
方式背诵古兰经的小朋
友。BSD City 50座清真寺
数百名年龄在2～12岁之
间的小朋友参加比赛。

消除古兰经文盲项目
是以妈妈爸爸方式在3个
小时内把古兰经正确地
诵读出来的培训师培训
（TOT）。向BSD City地
区50座清真寺和祈祷室5
名教师提供TOT培训。

他说：“这些教师然后
教导学生们读经。”

消除古兰经文盲项目
使用由一位名叫穆罕默
德·塔斯林（M�hammad 
Tasl im）的宗教师开发的
妈妈爸爸方式。

穆 罕 默 德 · 塔 斯 林
说：“我给清真寺教师们提
供3个小时培训，也向他们
提供书本和道具。他们将用
妈妈爸爸方式在每座清真寺
教导诵读古兰经。”（cx）

2018年消除古兰经文盲项目

金光置地举办古兰经诵读比赛

在金光置地董事长办公室总经理Dhony Rahajoe（中）陪同
下，前工业部长兼金光总经理Saleh Husin（左）参观古兰
经诵读比赛现场。古兰经诵读比赛日前在丹格朗市塞尔
彭镇BSD City Cikal Harapan伊斯兰学校举行， 将自2018年
5月开始举行的消除古兰经文盲（BBQ）项目推向高潮。
（MUHAMMAD MAAN）

【德里塞登10月15日
综合讯】苏北省德里塞登

（Deli Serdang）县丹绒摩
拉哇（Tan��ng Morawa）

【棉兰10月15日综合
讯】本周一，苏北省棉兰
市一名中年男子被发现死
在谭林购物商场中庭。这
位身穿白色T恤衫的男子
疑似从商场的5楼跳下自
杀。

男子的身躯重重着地，

一些访客看后尖叫连连。
商场保安用一条横幅盖住
男子的尸体。接警后，警
察赶到，将尸体运至医
院。

棉兰-亚雷亚镇警察
署署长克里斯丁·希安
杜利证实发生此事。该

男子在当天早上10时30
分左右从5楼掉下来。当
时商场刚开门营业，商
场内有不少访客。

他 称 ， 男 死 者 大 概
有50岁左右。警察已在
案发现场拉起警戒线。
（cx）

苏北省一家三口遭绑架

两人遇害一人生死不明
镇发生一起杀人案，一家
三口疑被绑架杀害。男死
者穆哈基尔（49岁）与其
12岁孩子的尸体在德里塞
登县一条河边被发现，两
人的手脚都被绳子绑住。
穆哈基尔的妻子苏妮娅蒂
（50岁）至今生死不明。

上周二，穆哈基尔与妻
子及孩子突然失踪。穆哈
基尔的长女德西回家看爸
妈时发现家里空无一人，
摩托车和手机都还在。

穆哈基尔的次女勒特诺
娃蒂得知爸爸和弟弟遇害
后悲痛不已。（cx）

棉兰一名中年男子从商场5楼摔下身亡

追踪犬在酒店废墟中

发现两具荷兰籍遇难者尸体

【班图尔10月14日综合
讯】上周五（10月12日）
晚上23时30分左右，在日
惹特区班图尔县巴卢海滩
（Pantai Bar�）举行的祭
海仪式准备工作被一群人
给破坏。据悉，在9个破
坏者中有6个是梭罗人。

班图尔县警察署署长萨

哈特·马利希·哈希布安
（Sahat Marisi Hasib�an）
称 ， 9 个 人 接 受 警 察 调
查。他们坦言称没有参与
破坏祭海仪式准备工作，
只是站在旁边围观。

上周六（10月13日），
萨哈特告诉媒体记者：“
我们接到报警说巴卢海滩

祭海仪式被一群人给破坏
了。”

萨哈特称，这些人不是
在事发地点被抓捕的，而是
在卡西汗（Kasihan）镇塔曼
蒂尔多（Tamantirto）村。

此前报道称，一群身穿
黑袍的人来到巴卢海滩对
祭海仪式进行破坏。

上周六，一名现场目击
者杜乌说：“他们认为祭
海违反教规，多神教。他
们也砸坏桌子和椅子。”

这位渔夫讲述上周五晚
上所看到的紧急气氛。

杜乌称，那群人也在现
场拉起一条横幅，上面写
着“我们反对所有以文化为
幌子的多神教，祭海等等”
。横幅已经被警察带走。

当地居民每年都会举办
祭海仪式。（cx）

【西冷Okezone新闻网
10月14日讯】万丹省板底
兰（Pandeglang）县查里
塔（Car i t a）镇苏卡拉眉
（S�karame）村民在路边
垃圾场发现被丢掉的印尼
健康卡（KIS）。板底兰县
警察署署长尹德拉（Indra 
L�trianto Amstono）说是
真印尼健康卡。

尹德拉称，一位60岁老
年女子在打扫时发现一堆
装有KIS卡的信封，然后丢
在附近路边垃圾场。她是
文盲，不知道她丢的东西
是KIS卡。

经调查后，发现此老太
的儿子把数百张KIS卡藏在
家中。

警方仍在调查这男子为
什么没有把KIS卡交给村
民。

他说：“我们正在寻找
她的儿子。”

尹 德 拉 对 媒 体 记 者

说：“这些印尼健康卡过
期了还是没有还不清楚，
但都是真的。”

尹德拉称，这些在路边
垃圾场被发现的印尼健康
卡有748张。

他说：“这些印尼健
康卡还没送到民众的手
里。”

尹德拉坦言称将与社会
保险执行机构（BPJS）协
调。他说：“社会保险执
行机构将作出解释。”

与此同时，在路边垃圾
场发现印尼健康卡的村民
贝尼称，这些卡是查里塔
镇8个村贫困村民的。

查里塔镇地方政府检
查后发现748张印尼健康
卡是苏卡拉眉、查里塔、
苏卡加蒂、辛朗拉勿、
登彭、苏卡纳加拉、卡沃
洋、芝诺永、科查丹-查
里塔村贫困村民的。

这些印尼健康卡都已经被
警方带走深入调查。（cx）

【雅加达Okezone新闻
网10月14日讯】东爪哇省
泗水市炸弹恐袭案一名恐
怖囚犯阿古斯（Ag�s Tri 
M�lyono bin Dami�a，28
岁）据称在中爪哇省芝拉
扎县努沙干邦岸监狱内死
亡。国家警察总署发言人
戴迪·帕拉斯迪奥（Dedi 
P rase tyo）证实该恐怖囚

犯在监狱内死亡。据医生
称，阿古斯因生病死亡。

10月14日，戴迪对媒
体记者说：“巴杜-努萨
干邦岸一级监狱一个囚犯
在芝拉扎地方公共医院急
诊部去世，他因生病死
亡。”

戴迪补充称，阿古斯是
印尼最大极端组织“神权

游击队”（Jamaah An-Jamaah An-
shar�t Da�lah）成员。此
人因参与泗水炸弹恐袭被
逮捕。

戴迪解释称，阿古斯
死前出现呼吸困难，被送
至芝拉扎地方公共医院治
疗。戴迪说：“诺薇塔医
生检查后发现阿古斯呼吸
困难。”（cx）

日惹祭海仪式被人破坏

9个人被警察带走调查

在日惹班图尔县巴卢海滩举行的祭海仪式。

748张印尼健康卡被人丢在路边垃圾场

泗水炸弹恐袭案恐怖囚犯监狱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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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信祝贺
西藏民族大学建校60周年

15日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日致
信祝贺西藏民族大学建校60周年，
向全校广大师生员工和校友致以热
烈的祝贺。

习 近 平 在 贺 信 中 指 出 ， 西 藏
民族大学建校以来，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
持立德树人，为党和人民、为西
藏各项事业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
秀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西藏民
族大学6 0年来取得的成绩，是在
党的领导下西藏各项事业蓬勃发
展、西藏各族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的生动体现。（中新社）

中国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民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15日发
布消息，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
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赖小民被指违背中央金融工作方针
政策，盲目扩张、无序经营导致公
司严重偏离主责主业，身为党员领
导干部，理想信念完全丧失，甘于
被“围猎”。

通报称，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对赖小民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
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赖小民违
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背中央金
融工作方针政策，盲目扩张、无序经
营导致公司严重偏离主责主业，不履
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造成恶劣
政治影响；搞政治投机，为个人职务
升迁拉关系，搞美化宣传个人，捞
取政治资本，参加迷信活动，对抗
组织审查。（中新社）

李克强积极评价中
荷关系与互利合作取得
的积极进展。他表示，
中荷高层交往密切，习
近平主席与威廉—亚
历山大国王实现互访，
有力推动了中荷开放
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
系发展。在当前国际
形势纷繁复杂，不确
定性因素增加的背景
下，中方愿同荷方通
过更加开放的务实合
作，共同维护多边主

义和自由贸易，向外
界释放中荷、中欧维护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致力于促进贸易和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积
极信号。

李 克 强 指 出 ， 中
方愿就世界贸易组织
改革同荷方加强沟通
协调。世贸组织改革
应坚持继续保持贸易
自由开放的原则，维
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
益，缩小南北差距，

应 当 坚 持 协 商 一 致
的原则，不能搞排他
性、小圈子。应当本
着互谅互让的原则，
循序渐进往前走。中
方坚定维护巴黎气候
变化协定，将会继续
做出艰苦努力落实所
作承诺。各方应继续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原则，照顾发展
中国家合理关切。中
方愿借鉴荷兰应对老
龄化的经验，在城镇
化、老人护理、清洁
能源技术等方面建立
合作机制。

李克强强调，中国
将进一步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我们愿同荷方
秉持开放包容、互利
共赢的理念，拓展全
方位合作。欢迎荷兰

企业进一步扩大对华
投资，分享中国新一
轮改革开放和高质量
发展带来的红利。

【中新社15日讯】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
办公室15日发布消息
说，北京时间10月15日
12时23分，中国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
号乙运载火箭及远征一
号上面级，以“一箭
双星”方式成功发射
第三十九、四十颗北
斗导航卫星。这两颗
卫星属于中圆地球轨
道卫星，是中国北斗
三号全球系统第十五、
十六颗组网卫星。

这两颗北斗全球导
航卫星经过3个多小时
的飞行后顺利进入预定
轨道，后续将进行测试
与试验评估，并与此前
发射的14颗北斗三号导
航卫星进行组网，适时
提供服务。

自今年7月以来，北
斗三号系统进入高密度
组网发射任务期，以每
月一次两星的速度加速
实施组网，4个月间成
功将8颗北斗三号导航
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根

据计划，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后续还将发射两颗
中圆地球轨道卫星和一
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于年底前建成基本系
统，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提供服务。

【中新社15日讯】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
山15日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出席第六届中法
青年领导者论坛的双
方代表。

王 岐 山 表 示 ， 当
前人类社会面对许多
共同机遇、风险和挑
战，没有国家能够独
善其身，经济全球化
是大势所趋。中法都
是拥有深厚历史文化
积淀的伟大国家，今
年1月，习近平主席和
马克龙总统为新时期
中法关系发展规划了
蓝图，双方应加强各
层面各领域的了解、
对话与合作，把蓝图
变 为 现 实 ， 共 同 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希望两国青年不
断加强往来、增进了
解、深化合作，为打
造更加富有活力、可
持续发展的中法关系
作出贡献。

论 坛 代 表 表 示 ，

中法青年领导者论坛
是两国青年交流的重
要平台，将继续致力
于凝聚共识、促进合
作，推动中法关系和
世界和平发展不断取
得新的进步。

【中新社15日讯】
针对有媒体认为巴基斯
坦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求援与中巴经济
走廊债务有关的说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予
以反驳说，中巴经济走
廊不是造成当前巴基斯
坦财政困难的原因。

有 记 者 提 问 ， 日
前，巴基斯坦正式提出
希望IMF提供紧急贷款
以帮助巴方应对当前经
济困难。IMF将派工作
组访巴，同巴方开展谈
判。有媒体认为，巴方
向IMF求援与中巴经济

走廊债务有关，走廊存
在“债务陷阱”。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表示，中巴经济
走廊是中巴两国政府本
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进
行建设的项目，有关项
目选择和融资安排均由
双方平等协商决定。从
巴政府公布的债务结构
看，走廊债务在巴债务
构成中占比很低，不是
造成巴财政困难的原因。

陆慷表示，中方愿
同巴方共同努力，不断
推动走廊建设进入充实
拓展阶段，帮助巴增强
自主发展能力。

【中新社1 5日讯】中
国商务部15日宣布，将自
10月16日起对原产于美日
的进口氢碘酸加征41.1%
－123.4%的反倾销税，期
限为5年。应国内氢碘酸产
业申请，商务部于2017年
10月16日发布公告，决定
对原产于美国和日本的进
口氢碘酸进行反倾销立案

调查。商务部称，立案后
严格按照中国相关法律法
规和世贸组织相关规则对
该案进行了调查。

当天商务部公布的最终
裁定认为，原产于美国和日
本的进口氢碘酸存在倾销，
中国国内产业受到了实质损
害，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故决定对上

述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其中，美国公司反倾销

税率为123.4%，日本公
司税率为41.1%。

氢碘酸是有机化学中
重要的还原剂，主要用于
集成电路蚀刻剂、化学和
医药中间体、消毒剂、染
料及香料的原料、分析试
剂等。

【中新社15日讯】中国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
建龙15日对外表示，目前
中国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只
有13.7平方米，不及联合
国最佳标准的四分之一，
迫切需要加大森林城市建
设力度。

当天，20 1 8森林城市
建设座谈会在深圳召开。
张建龙就当前中国森林城

市建设情况进行了介绍。
他表示，中国高度重视森
林城市建设，尤其是近
年来，各地通过加大资金
投入、政策扶持等举措，
加快森林城市建设，着力
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林业
和草原部门通过出台《
全国森林城市发展规划
（2018—2025年）》等政
策文件、组织主题宣传，

确保森林城市建设科学有
序推进。

据统计，300多个城市
开展了国家森林城市建
设，其中165个城市获得
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有22
个省份开展了森林城市群
建设，18个省份开展了省
级森林城市建设，建成了
一大批森林县城、森林小
镇和森林村庄示范。

前三季度山东货贸进出口额1.4万亿元 
拉美成第一大市场

济南海关15日对外通报称，2018
年前三季度，山东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1.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
，同比增长4.8%，累计实现贸易顺
差1417亿元。其中，拉丁美洲成该
省进出口第一大市场，进出口额达
1805.8亿元，增长19%。

据济南海关统计，今年1-6月，山
东月度进出口增速明显放缓，7月份
终结下降走势实现快速回升。9月份
当月进出口值1805.6亿元，同比增长
16.5%，环比增长8%，创月度进出
口值历史新高，其中，出口1022.2
亿元，同比增长27.1%，环比增长
10.3%；进口783.4亿元，同比增长
5.1%，环比增长5.2%。（中新社）

闽台海上直航前三季度发客157.6万人次
15日讯，福建省商务厅16日披露

称，前三季度，闽台海上直航客运
量157.6万人次，同比增长11.4%。

资料显示，福建沿海有厦门五
通—金门、泉州石井—金门、福州
马尾—马祖、福州黄岐—马祖4条“
小三通”定期客运航线，以及厦门
至台中、基隆和平潭至台中、台北4
条闽台客滚航线。

相较于今年上半年客运量100.1万
人次、同比增长5.9%，闽台海上直航
第三季度呈现明显增长。尤其是今年
8月，闽台海上直航客运量创下今年最
高纪录，达21.6万人次。（中新社）

李克强同荷兰首相会谈：开展更加开放务实合作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中新社15日讯】当地时间10月15

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海

牙首相府同荷兰首相吕特举行会谈。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海牙首相府同荷兰首相
吕特举行会谈

中国“一箭双星”成功发射两颗北斗全球导航卫星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及
远征一号上面级，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
三十九、四十颗北斗导航卫星

王岐山会见第六届中法青年领导者论坛代表

10月15日，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会见出席第六届中法青年领导者论坛的双方
代表

中国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仅13.7平方米

国家林草局：加强森林城市建设

中方：中巴经济走廊债务

不是造成巴基斯坦财政困难的原因

中国宣布对原产于美国和日本的进口氢碘酸征收反倾销税

【中新社15日讯】中
国财政部15日发布消息，
中央财政近日下达2018
年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
金100亿元（人民币，下
同），比2017年增加23亿
元，增长29.85%。

财政部介绍，普惠
金融发展专项资金遵循
惠民生、保基本、有重
点、可持续的原则，
以市场化运作为基础，
综合运用业务奖励、费
用补贴、贷款贴息、以
奖代补等方式，引导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金融
机构以及社会资金支持
普惠金融发展，弥补市
场失灵，保障农民、小
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
群、贫困人群和残疾
人、老年人等中国普惠
金融重点服务对象的基

础金融服务可得性和适
用性，在支持金融机构
加大县域涉农贷款投放
力度，引导金融资源流
向基础金融服务薄弱地
区，支持创业担保贷款
发展，促进公共服务提
质增效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财政部表示，下一
步，将进一步督促各地
狠抓政策落实，加强绩
效管理，不断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同时，坚持
问题导向，结合经济金
融发展新形势，进一步
优化完善财政支持普惠
金融政策措施，加大对
小微企业、“三农”等
主体的支持力度，不断
提高政策的精准性、时
效性和针对性，持续巩
固和提升政策效果。

中国中央财政下达

2018年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1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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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双向投资累计超过400亿美元
中国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相关

负责人上周六在青岛表示，中德双
向投资已累计超过400亿美元。

中国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
长李勇在青岛举行的2018中德投资
合作与隐形冠军论坛上说，今年是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德政
府间科技合作协定签订40周年。40
年来，中德合作保持全面、稳定、
健康的发展态势，规模不断扩大，
领域不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

“2017年，中德双边贸易额达到
1681亿美元，是1978年的100倍，
占到中欧贸易总额的近三成。中国
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
伙伴，双向投资累计超过400亿美
元，8000多家德国企业、2000多家
中国企业在对方国家投资兴业，双
方合作远远超过贸易范畴，涵盖金
融、科技、环保、能源、人文等多
个领域。”李勇说。

美国药管局批准血型基因检测新方法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近日批准一

种基因检测方法，可更容易、精确地
确定献血者和受血者在ABO血型外的
其他稀有血型，从而保证输血安全。

目前发现的人类血型系统有35
个，既包括传统的ABO系统，也包括
稀有的Rh、孟买、P、Kell与MNS等
血型系统。

美药管局说，有些人的血型属于
稀有血型，特别是镰状细胞贫血患
者这类长期输血的患者中更易出现
稀有血型。如果输入的血液血型不
匹配，这些人就会出现输血反应，
严重时可能死亡。

美药管局生物制剂评估和研究中心
主任彼得·马克斯说，新的基因检测
方法简化了血液相容性测试，可鉴定
稀有血型，是血清型鉴定方法外的另
一种选择。新方法不仅能帮助医生得
到更准确、更全面的血型结果，也可
帮助患者节省费用。

美国电动车销量将破100万辆
美国保障未来能源组织(SAFE)

日前发布报告表示，美国电动汽车
(EV)市场将在10月迎来一个重要的
里程碑，即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创
纪录的100万辆。

SAFE数据显示，自2011年1月以
来，美国市场已累计售出超过99万
辆电动汽车，仅在2018年三季度就
销售了11万辆电动汽车，同比增长
108%，其中绝大多数(超过80600
辆)是纯电车，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PHEV)的销量也超过29000辆。

美国Energy & Fuse(FUSE)数据
显示，除了Model 3之外，特斯拉高
端车型Model S和Model X也跻身于
2018年第三季度美国最畅销车型前
5名之列，使得整个产品系列都取得
了重大成功。2018年迄今，汽车制
造商共推出了超过46种先进的燃料
汽车模型，包括28种PHEV，15种电
动汽车和3种燃料电池汽车。彭博预
计，到2020年，市场上每个主要汽
车制造商都将提供120种电动车型。

中意专家学者探讨中欧合作交流
第五届“中国道路欧洲论坛(意大

利会场)”上周日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举
行。本届论坛主题为“新时代的中国方
案与欧洲发展”，中意两国专家学者等
一百余人出席了当日论坛，围绕中欧合
作等多个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院长邓纯东在开场致辞时说，希望通
过本次论坛，意大利各界更全面深入地
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交流中国
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两党自身建设经
验，相互启发、相互学习，积极应对复
杂多变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

意大利《二十一世纪马克思》
杂志主编安德烈·卡托内在发言时
强调，中国能够从自身具体条件出
发，选择符合实际的发展道路并取
得成功，值得意大利学习借鉴。

特朗普关税事与愿违
美国制造业反受其害

特朗普政府称对中国商品加征的
关税将帮助制造业回归美国工厂，
但一些已将制造业务迁回美国的中
小型美国企业却表示，关税给他们
带来的是伤害，而不是帮助。

自行车公司Kent International Inc.
于2014年在南卡罗莱纳州曼宁开设
了一家工厂，开始组装销往沃尔玛
(WalMart Inc.,WMT)和其他零售商的
自行车。该工厂目前约有167名雇员。

Kent原计划明年对该工厂进行扩
建，从中国进口已切割的钢管，然
后进行涂漆和焊接。Kent原本还打算
为该工厂再招30-40人。这家工厂每
年组装约30万辆自行车，Kent每年在
全球的自行车总销量约300万辆。

美墨加三方新签署
的贸易协议旨在取代原
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规定如果一
方成员与中国等“非市
场化”国家缔结新的贸
易协议，其他方可以在

六个月退出并自行缔结
双边协定。

在中美两国贸易战
升级之际，这一机制
将支持美国总统特朗
普在经济上孤立中国
的努力，并让华盛顿

方面实际上能够否决
加拿大或墨西哥与中国
签署任何贸易协议。

Videgaray没有详细

说明墨西哥是否寻求
签订这样的协议，但
表示新签署的美墨加
协定(USMCA)不会阻
止其与其他国家签署
双边协定。

“比德加赖表示，
墨是独立主权国家，有
关协定不会在任何方面
影响墨中之间的交往，
也不会对墨中贸易、投
资以及政治关系产生任
何限制，”公告显示，
比德加赖对中国外长王
毅表示。

中 国 外 交 部 网 站

周日发布的公告称，
王毅称表示，中墨作
为“全面战略伙伴”
，一贯在重大问题上
相 互 理 解 、 相 互 信
任、相互支持。

“任何双多边自贸
协定，都不应针对第三
方，不应限制其他成员
的正当权益，更不应
搞排他主义，”公告
援引王毅的话称。

公告称，中墨同属新
兴市场国家，双方应共
同维护多边主义，共同
维护自由易体制。

美墨加协定

不会妨碍墨西哥与其他国家经济关系

墨西哥外长Luis Videgaray。

【路透墨西哥城讯】根据墨西

哥外交部一份声明，该国外长Lu i s 

Videgaray上周六与中国外长通电话

时表示，墨西哥与美国及加拿大新

签署的贸易协定并不会影响到与其

他国家的经济关系。

【路透讯】Facebook
上周五宣布，网络黑客
通过一个在好友通讯录
中传播的自动程序，从
2900万个Facebook账户
中窃取了数据。这家社
交媒体公司表示，数据
失窃影响到的账户数量
低于最初报告的500 0
万户。

该公司称，将在未
来几日向受影响的用户
发送讯息，告知其有哪
种信息被泄露。

网络安全专家和金
融分析师称，数据泄露
事件令用户更容易受到
有针对性网络欺诈攻
击的影响，可能加剧

对于在Facebook上发帖
的不安情绪。Facebook
的隐私保护和安全措施
等已因一连串丑闻而受
到质疑。

网 络 黑 客 获 取 了
140 0万用户的账户细
节，诸如生日、雇主、
教育背景、宗教信仰、
使用设备类型、追踪的
网页、搜索历史和登陆
地点等。

另外1500万用户泄
露的信息仅限于姓名
和详细联系方式。除
此之外，黑客还可能
看到大约40万用户的
发帖情况以及好友列
表和群组。

Facebook股价上周五
收高0.25%至153.74美
元。纳斯达克(Nasdaq)
指数涨2.29%。

Facebook副总裁Guy 
Rosen对记者表示，美
国联邦调查局(FB I)已
经要求该公司限制对攻
击者的描述，因调查在
继续进行。

R o s e n 披露，尽管
尚未确定攻击者的意
图，但他们的动机似
乎不是11月6日举行的
美国国会期中选举。

Facebook表示，在继
续调查黑客除了窃取数
据，是否还采取了其他
行动，比如通过用户帐

户发帖，但尚未发现其
他问题。

Facebook称，黑客并
未窃取个人信息或财务
数据，也没有利用他们
对用户帐户的访问权限

来访问用户在其他网站
的帐户。

日本经济新闻上周
五报导，日本个人信
息保护委员会已经对
Facebook发起调查。

Facebook称信息泄漏事件影响到2900万用户 少于最初估计

数据失窃影响到的账户数量低于最初报告的5000万户。

【路透印尼努沙杜
瓦讯】欧洲央行管理委
员会委员维勒鲁瓦德加
洛(Francois Villeroy de 
Ga l h a u)上周日表示，
欧洲央行应保有各种政
策选项，不应受美国联
邦储备委员会(FED/美
联储)影响。

维勒鲁瓦德加洛指
出，欧洲央行将在不久
后决定明年债券到期资
金的再投资方式，但
在这之前不应做出任
何承诺。

“我们应该对于未
来几年再投资的时机

保有各种选项，”他
在印尼度假胜地努沙
杜瓦召开的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年会场
边表示。

维勒鲁瓦德加洛并
提到，利率决策者应
该再等一段时间厘清
其利率指引，目前的
利率指引仅声明利率
将维持在当前极低水
准 “ 至 少 至 2 0 1 9 年
夏季”。

他称，“随着2019
年夏季临近，整体而言
将趋向于详述前瞻指引
细节。”

美联储一年半内六
度升息，已经导致美元
兑脆弱的新兴市场货币
如阿根廷披索及土耳其
里拉大涨，迫使这些
央行也升息以遏止货
币贬值。

欧元区一直相对未
受到影响，维勒鲁瓦
德加洛称欧洲央行应
该保有自身的步调。

他称，“我认为欧
元区可以自行决定其
走向。”

欧洲央行应保有各种选项 

不应受美联储影响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
员维勒鲁瓦德加洛。

【路透讯】美国零
售商西尔斯控股(Sears 
Holdings)周一申请破产
保护，令人怀疑这家美
国百年老店的未来。西
尔斯曾经在购物中心时
代呼风唤雨，但在网络
购物时代逐渐凋零。

在西尔斯控股诉请
破产以进行债务重整之
前，该公司营收已经下
滑有十年时间，数百家
门店关门，多年来执行
长Eddie Lampert还进
行了多笔交易，希望能
够扭转这家他在2004年
收购的公司命运；西尔
斯控股旗下拥有西尔斯
(Sears)、Roebuck and 
Co以及Kmart Corp。

Lampert先前曾宣示将
恢复西尔斯昔日荣耀，
以往西尔斯曾经拥有全
球最高大楼，旗下还
有广播电台以及好事达
(Allstate)保险等事业。

但 该 公 司 自 2 0 1 1
年 以 来 就 没 有 再 缴
出获利，评论人士称
Lampe r t这些年来放任
店面恶化，尽管他买

下了西尔斯、还出借
资金给公司。西尔斯已
经卖掉了Cra f t sman这
个知名品牌，Lampe r t
也正考虑卖出家电品牌
Kenmore。

根据纽约南区破产
法院的申报文件，该公
司帐上有69亿美元资产
和113亿美元负债。

申请破产是因为公
司最大股东暨债权人
Lampert，与一个特别委员
会就Lampert提出的救助计
划产生对峙而引发。

当一家企业申请破
产时，其股东通常会血

本无归，西尔斯自身的
命运将取决于该公司的
债权人及供应商是否愿
意让其继续存活下去。

西尔斯上周五收盘报
约0.41美元，而在2005
年对冲基金明星Lampert
将其与折扣店Kmart合并
后的几年间，其股价曾
处在100美元上方。

Lamper t及其对冲基
金ESL Investments Inc
持有西尔斯略低于50%
的股权，且是西尔斯的
最大债权人。西尔斯欠
Lampe r t及其掌控的基
金约25亿美元债务。

美国老牌零售商西尔斯控股申请破产保护 

百年老店走向凋零

美国零售商西尔斯控股周一申请破产保护，令人怀
疑这家美国百年老店的未来。

【路透印尼努沙杜
瓦讯】欧洲央行总裁德
拉吉上周六表示，意大
利官员们必须停止质疑
欧元，需要在预算问题
的争论中“冷静下来”
，因为已经对企业和家
庭造成损害。

意大利联合政府一位
高级官员反唇相讥说，
德拉吉倒是应该冷静下

来，而不应把注意力引
导至意政府官员对欧元
偶尔为之的评论，这些
评论只是个人意见，对
政府政策也没有影响。

意大利政府正在与
欧洲官员打口水战，因
该国计划将明年赤字提
高两倍，不再遵守之前
缩窄预算缺口的承诺。
意大利是欧元区负债最

重的国家之一。
“如果人们开始对

欧元产生疑问...高负
债国家扩张预算将会让
问题变得复杂得多，”
德拉吉在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年会上说。

“这些话...造成了
真正的伤害，有许多证
据显示，利差扩大与
这些话有关，”德拉吉

说。“其结果就是，家
庭和企业的贷款利率提
高了。”

“首先最需要的就是
将这些论战冷静下来；接
下来的第二件事，是我们
必须等待事实真相，”德
拉吉说。他强调必须检视
实际的支出计划，其内容
或许与该国政府所传达的
情况不同。

意国政府有一些声
音指称，欧洲央行打算
在今年底前结束资产购
债计划，造成了债券收
益率之差的扩大。德拉
吉也反击了这些指责。

德拉吉说，欧洲央
行6月决定结束购债计
划时市场并没有什么反
应，但却因为意大利本
身的问题出现震荡。

意大利必须“冷静下来” 停止质疑欧元

【路透印尼努沙杜
瓦讯】美国财长努钦上
周六说，华府希望根据新
修订过的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NAFTA)中的汇率章
节，在未来与日本等国家
的贸易协议中，加入阻止
操纵汇率的条款。

努钦的言论引起日本
关切，本地媒体在头版进

行报导，质疑若未来日本
为抑制日圆大幅上涨而
入市干预，美国是否将
因这类协议而有权给日
本贴上汇率操纵标签。

努钦在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与世界银
行年会中说，美国将美
国-墨西哥-加拿大协
议(USMCA)中有关汇

率的章节视作未来贸易
协议的模式，以阻止伙
伴国操纵汇率。

“我们的目标是汇
率问题...我们希望将
(它们)纳入未来的贸
易协议中。和所有国家
都要这样做。在这一问
题上我并未把日本单独
挑出来，”当被问到美

国是否会在与日本的贸
易谈判中讨论汇率问题
时，努钦表示。

“我们并未就此展
开具体讨论。当然我们
还会继续与对方就汇率
问题进行对话。但这是
我们希望在未来采取的
模式，”他说。

主管与美国贸易谈

判的日本经济再生大臣
茂木敏充周日表示，迄
今为止他并未与美国贸
易代表莱特希泽就汇率
问题进行讨论。

“如果有必要就这一
问题开展讨论，将由两国
的财政部长进行，”茂木
敏充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回
应努钦的评论时表示。

美国财长努钦拟在与日本等国的贸易谈判中 加入汇率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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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哈尼说伊朗
可随时选择退出伊核协议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4日报道，伊
朗总统鲁哈尼表示，若基于国家利益
和安全需要，伊朗可以随时选择退出
伊核协议。鲁哈尼当天在德黑兰大学
发表演讲时说，美国现政府正试图颠
覆伊朗现政权。“40年来，还从未有
过任何一支执政团队像美国现政府一
般如此敌视伊朗。”

他说，美国已对伊朗发动了心理
战，接下来还会策动经济战，以最
终实现政权颠覆。鲁哈尼强调，只
要伊朗团结一致，一定有能力一如
既往地挫败美国的各种阴谋。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宣布退出伊
核协议，并于8月重启了部分制裁措
施。按照美国政府此前说法，美国
将于11月初重启对伊朗石油、银行
系统等领域的制裁措施。

埃及警方击毙 至少9名恐怖分子
埃及内政部15日发布声明说，埃

及警方当天在南部的突袭行动中击
毙至少9名恐怖分子。

声明说，警方在接到线报后对
一处恐怖分子藏匿的洞穴进行了突
袭，该处洞穴位于通向南部索哈
杰省的公路附近。随后双方发生交
火，警方击毙9名恐怖分子，缴获6
支自动步枪、2套爆炸装置以及一些
地图和文件。声明还说，这些恐怖
分子正策划对埃及重要机构实施恐
怖袭击。

法国西南部暴雨引发洪水 
已造成13人死亡

据外媒报道，15日，法国西南
部暴雨引发的洪水已经造成13人死
亡，洪水在一夜之间卷走了大量车
辆，还淹没了房屋。

据报道，此前媒体所报道的死亡
人数还为7人。目前，洪水已经导致
法国西南部一些河流的水位上升到
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
还切断了法国南部卡尔卡松大都会
区附近的多条道路。据媒体此前报
道，法国气象局发布消息称，由于
暴雨，奥德省15日宣布天气恶劣条
件达到红色最高级预警水平。奥德
省政府在社交媒体上称，该省持续
发生强烈雷阵雨，降雨量超过180毫
米。法国南部卡尔卡松大都会区的
学校已停课。

乌克兰麻疹疫情爆发 
疫苗接种率低下是主因

乌克兰爆发麻疹疫情。当地今年
已经出现3万2000多起病例，其中有
14人死亡。尽管政府大力宣导接种
疫苗，不过当地的疫苗接种率，依
然是全球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之一。

乌克兰卫生部的数据显示，今年
已经有3万2400多人感染麻疹，其
中有1万9400多人是孩童。接种疫
苗是预防麻疹的主要手段，不过乌
克兰的疫苗接种率在过去几年急剧
下跌。2008年时，当地还有95%的
适龄孩童接种了麻疹、风疹和腮腺
炎疫苗，不过到了2016年，这个数
字下降到31%。卫生部门承认，自
2014年起，当地的疫苗供应出现短
缺，可能是造成疫苗接种率低下的
主要原因。

美国佛罗里达州 海底南瓜雕刻大赛
欧美国家庆祝万圣节，少不了雕

刻南瓜的习俗。不过在美国佛罗里达
州，就有十多名潜水爱好者参加一场
独一无二，在海底举办的南瓜雕刻比
赛，挑战在海底雕刻出栩栩如生的海
洋生物。穿上全副潜水装备，参赛者
带着南瓜和雕刻刀潜入水中，之后在
水底发挥巧思，开始南瓜雕刻工作。
配合今年“海洋生物”的主题，参赛
者雕刻的海洋生物包括鲨鱼、海龟、
鱼群等。在水中戴着氧气筒和面罩，
雕刻生硬的南瓜具有一定挑战性。成
品完成后，参赛者在水底展示出自己
的南瓜雕刻杰作。当中获胜的是用南
瓜雕刻出海豚图样的一对兄弟，他们
将能再次到访基拉戈这个潜水胜地。
这场比赛在佛罗里达州基拉戈外八公
里的珊瑚礁附近举行。

美国得州家庭庆生起口角 四死一伤
美国得克萨斯州发生家庭悲剧。

得州警方星期天说，在得州东南部
墨西哥湾畔的小城镇塔夫特（Taft）
，当地一家庭为孩子庆祝周岁生
日，期间两名家庭成员起口角，不
料演变成枪击案，造成四名男子死
亡，一人受伤。塔夫特镇位于科珀
斯克里斯蒂市（Corpus Christi）附
近。事件发生在上周六傍晚。警方
正在调查此案，目前仍未确定是什
么事情引发争端。

据 《 华 盛 顿 邮
报》10月15日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
表示，他“立即”派
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急赴沙特，会见沙特
国王萨勒曼。而在约1
小时后，美国媒体又
曝出消息，称特朗普
暗示或另有其人涉及
沙特记者失踪一事，
真相未必如沙特所说。

“刚刚与萨勒曼国
王交谈，他否认对可
能发生在沙特公民（
失踪记者）身上的事
情有任何了解。他说
他们正与土耳其密切

合作寻找答案。”特
朗普当地时间15日上
午发推特称，“我立
即派我们的国务卿与
（沙特）国王见面。”

在特朗普宣布这一
消息前仅数个小时，
《华盛顿邮报》称，3
名土耳其官员证实沙
特阿拉伯已同意允许
土耳其调查人员进入
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
馆调查。其中两名调
查人员称，搜查最早
于当地时间周一下午
进行。

另据彭博社当日遭
小时候报道，沙特国

王萨勒曼已下令对记
者卡舒吉失踪一事进
行内部调查。

1 3 天 前 的 1 0 月 2
日 下 午 ， 5 9 岁 的 沙
特 籍 专 栏 作 家 贾 迈
勒·卡舒吉（J am a l 
Khashoggi）为了开具
单身证明以便与土耳
其籍未婚妻结婚而踏
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
领馆后“人间蒸发”
，土耳其媒体援引该
国调查人员的观点认
为，卡舒吉当日在领
馆内遇害并被肢解。
土耳其与美国媒体的
调查将案件的幕后黑
手指向了沙特政府，
甚至直接指向当权的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
本·萨勒曼。

沙特方面对此指控
强烈否认，并坚称卡舒
吉当日在领馆内呆了
一会儿就离开了，但

沙特方面并未能提供
任何能够佐证其说法
的证据。随着更多案
件细节被披露，沙特
政府逐渐成为千夫所
指的风暴中心。几名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商
业领袖和企业已宣布
将不会出席本月晚些
时候在沙特举行的投
资会议。而此前言辞

温和的美国总统特朗
普也在近日变得严厉，
他称，如果沙特方面被
证实杀死了卡舒吉，将
面临“严厉的惩罚”
。14日，英国、法国
和德国发表了一份联
合声明，表达了对卡
舒吉失踪案的“严重
关 切 ” ， 并 呼 吁 进
行“可信的调查”。

特朗普称已派国务卿见沙特国王 

沙特开查失踪事件

当地时间10月9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名活
动家拿着失踪沙特记者Jamal Khashoggi的照片在
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外抗议。

【澎湃新闻】沙特记者进入沙特

驻伊斯坦布尔领馆后失踪事件所引

发的风暴已超越了围绕其本人生死

行踪的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

事的态度越发扑朔迷离。

【海外网】俄罗斯
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已
于上周日（14日）获
释，他曾被视为俄罗斯
现任总统普京的最大政
敌。离开拘留中心的纳
瓦尔尼在接受采访时扬
言，自己会继续对抗克
里姆林宫。

据《美国新闻周刊》
报道，14日凌晨，42岁的
纳瓦尔尼离开了位于莫
斯科南部的一个拘留中
心，并扬言将继续对抗
克里姆林宫。纳瓦尔尼
在接受采访时声称，入
狱的这些天，自己看到
了更多俄罗斯社会存在
的问题，并扬言不会放
弃抗争，“如果有人认
为逮捕、拘留可以吓唬
或阻止我，那他们就想

错了。”
纳瓦尔尼于9月24日

被捕，罪名是8月曾举行
非法抗议活动。此前，
纳瓦尔尼曾参选2018年
俄罗斯总统选举，还扬
言“一定会战胜普京，
在选举中胜出”。但他

曾因贪污罪而被判处5年
监禁，而且尚未撤销前
科，因而俄罗斯中央选
举委员会拒绝将其登记
为总统候选人。纳瓦利
内对此表示不服，并于
大选前夕多次组织非法
集会活动表示抗议。

普京最大政敌已获释出狱 

扬言继续对抗克里姆林宫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已于上周日（14日）获释

【新华社北京】约
旦和叙利亚边境贾比
尔－纳西卜口岸在关闭
三年多后于15日重新开
放，两国间人员和车辆
恢复通行。

约旦官方当天发布声
明说，这一口岸将每天
从8时开放到16时，根
据约旦和叙利亚政府达
成的协定，两国人员和
车辆都可以通过该口岸
进入对方境内，但进入
约旦的叙方人员需事先
申请安全方面的许可。

记者当天上午在该口
岸看到，约旦和叙利亚两
侧均陆续有车辆通过边
检，不少人对口岸重开感
到高兴。刚刚登记过护照
的叙利亚商人法约姆说，

这个新变化证明了叙利亚
的安全形势正在转好，他
希望外界能够重拾对该国
的投资信心。

约旦商会主席卡巴
里提对新华社记者说，
该口岸对约旦经贸意义
重大，未来两国边贸将
缓慢恢复，推动约旦出
口贸易增长。“如果叙
利亚和土耳其的边境口
岸也能重开，约旦的产
品就能更顺利地进入欧
洲市场。”

叙利亚通讯社当天也
报道说，人员和车辆从１
５日早晨开始经该口岸进
入叙利亚一侧。为迎接口
岸开放，叙政府和有关
部门在后勤、安保等方
面做了充分准备。

约旦和叙利亚边境口岸

关闭三年后重新开放

10月15日，车辆在约旦马弗拉克省贾比尔口岸等候通关。

尼加拉瓜警方14日突袭反总统奥蒂嘉（Daniel Ortega）
示威者的集会，逮捕20多人。

尼加拉瓜逮捕20多人示威者 

美洲国家组织表关切

【综合讯】 尼加拉
瓜警方今天(14日)突袭
反总统奥蒂嘉（Daniel 
O r t e g a）示威者的集
会，逮捕20多人。美洲
国家组织秘书长和邻国
哥斯大黎加总统双双推
文表达关切之意。

警方动用警棍和闪
光弹对付在购物中心停
车场聚集的示威者，不
分男女殴打示威民众，
甚至年长者也不放过。

尼加拉瓜公民联盟
（Civic Alliance）理
事长索里士（Azha l e a 
Solis）说：「他们不放
过任何人，无论是年长
者或年幼者。」

美 洲 国 家 组 织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OAS）
和邻国哥斯大黎加总统
也双双推文谴责。

美洲国家组织秘书
长阿尔马格罗（L u i s 
Almagro）推文表示：「
我们要求尼加拉瓜政府
释放被捕的示威者，尊
重在全国举行和平示威
的权利，停止打压及恫
吓政治领袖和人民。」

哥斯大黎加总统阿瓦
拉多（Carlos Alvarado）
则推文说：「对尼加拉
瓜今晨逮捕行动深表关
切，镇压尼加拉瓜人民
的行动必须停止。」

【光华日报网】美国
总统特朗普自上任以
来，不时强调会在美国
和墨西哥边境筑城墙，
阻截非法移民。美国上
周也促请另一个中美洲
国家洪都拉斯禁止非法
移民进入美国境内，惟
洪都拉斯民众无惧驱逐
风险，逾千名民众上周
六起出发，长途跋涉准
备跨越美国边界。

洪都拉斯民众为逃离
暴力犯罪与贫穷问题，不
惜冒着被驱逐出境的风
险，约1300名市民参与 
“移民游行”的行动，
集体由洪都拉斯迈步，
准备横跨边境到美国，
考验特朗普对非法移民
的“零容忍”立场。

他们由圣佩德罗苏

拉出发，准备取道危地
马拉进入墨西哥。行动
策划人富恩迪斯表示，
当成功抵达墨西哥后，
他们会申请成为难民留
在当地，或申请签证跨
越美国边境。

虽然特朗普已经施以
更严厉措施阻止非法移

民进入美国，但贫穷等社
会问题令美国多个邻国的
不少国民逃离家园。美国
副总统彭斯之前已跟洪都
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
多的领袖会面，若这些国
家肯限制移民问题，美
国会愿意在这些国家加
强援助和投资。

洪都拉斯逾千民众 

无惧驱逐“走路上美国”

洪都拉斯国民带着家人，手抱孩儿参与行动。

【综合讯】首先来
关注飓风消息。迈克尔
飓风退去，受灾严重的
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
清理修复工作正在展
开。周一上午，美国总
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
拉尼亚赶赴佛罗里达和
乔治亚州，查看灾情。
迈克尔飓风过后，很多
居民返回家中，开始清
理毁坏的房屋。

为搜索和救助被困
灾民，直升机、重型设
备和搜索犬都投入救援
工作。佛州州长斯科特
表示，目前有1700名搜
救人员，在搜查灾区内
两万五千所房屋。

佛罗里达州州长 斯
科特:”我的想法是，
搜救工作第一，我们
还 在 做 这 件 事 。 第
二，要确保我们有食
物和水，以及燃料。

我们正在做。”
”第三，我们要给

所有郡县提供发电机，
确保交通指示灯恢复正
常，即时那里的电力还
没有恢复。”

飓风迈克尔过后 救灾恢复 特朗普视察灾情

特朗普总统和梅拉尼亚周一赶往灾区，查看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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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主席陈武率领
政府代表团于14-16
日对韩国进行访问。
广西政府代表团在恳
谈会上主要介绍广西
的 经 济 发 展 、 投 资
环境与政策等基本情
况，并与韩方在电子
信息、智能汽车、健
康服务业等领域寻求
合作机会。广西代表
团包括来自南宁经济
开发区、中马钦州产
业园区、北海工业园
区、桂林经济开发区
等各大园区和企业的
人士。

当天的活动由广西

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主办，广西壮族自治
区商务厅、韩国社团
法人韩中文化友好协
会承办。中国广西壮
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
席陈武、韩国产业通
商资源部通商战略室
室长金昌圭、中国驻
韩国大使邱国洪、韩
国忠清南道行政副知
事南宫英为活动致辞。

陈 武 在 致 辞 中 介
绍广西在各方面的优
势 ， 并 提 出 三 点 合
作建议：第一，携手
开拓东盟和“一带一
路 ” 沿 线 市 场 ； 第
二，加强电子信息、

智 能 汽 车 等 产 业 合
作；第三，深入开展
旅游、健康养生等服
务业领域合作对接。
金昌圭在致辞中积极
评价去年韩国与广西
的双边贸易额大增，
并指出为保持目前良
好的发展趋势，需为
两 地 企 业 创 造 更 多
的交流机会。金昌圭
提出三个合作方向，

包括两地携手进入东
盟地区发展、加强韩
国与广西地方层面的
合作、加强在生物保
健、智能产业等新产
业领域的合作。他认
为，若将中国的“一
带一路”倡议与韩国
的“新南方政策”对
接，为韩国和广西的
企业提供能在东盟和
中国西部地区合作与

发展的机会，双方定
能取得更大成果。

活动上，广西壮族
自治区商务厅厅长蒋
连生介绍广西贸易投
资和产业发展政策，
韩国巴迪泰集团、利
通树脂有限公司方面
介绍各自的主营业务
以及与中方的合作情
况，南宁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杨
贵山作为广西园区代
表介绍园区产业情况
和投资政策。

除 了 上 述 两 家 韩
企外，还有斗山、现
代、SK等多家韩企有
关人士与会。在自由
讨论环节，与会人士
积极讨论两地产业合
作与发展，韩方人士
主要咨询有关广西对
外企的优惠政策和有
哪些领域具有合作发
展前景等问题。

新加坡报业控股截至8月底
2018财政年全年净利下跌近20%

新加坡报业控股SPH截至今年8月
底的2018财政年全年净利下跌将近
20%，报2亿8110万元。这主要是因
为2017财政年有一笔一次过的脱售收
益。如果不包括这笔收益，净利则增
加2.4%。集团建议派发每股7分的年
终股息，加上之前6分的中期股息，
集团全年派发每股13分的股息。

马哈蒂尔将改进中国赴马游客签证程序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15日表示，

马来西亚政府将考虑改进中国游客赴马
旅游签证发放程序，并调低签证费用。
据当地媒体报道，马哈蒂尔是在当天开
幕的马来西亚国会新会期上，回答议员
提问时作此表示的。他称未来向中国游
客发放旅游签证的速度也将加快。此前
有报道称，今年中国国庆假期期间，
来马旅游中国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30%至35%。马哈蒂尔在回答议员提问
时承认，在中国国庆假期期间来马中国
游客数量的确有所下降。他称马来西亚
政府将找出下降的原因并解决问题，并
表示相信中国游客数量将恢复增加。

缅甸财年过渡期6个月
外贸总额明显增加

《缅甸新光报》10月14日报道，缅甸
从2018年10月1日起将进入2018－2019
财年。2018年4月至9月的财年过渡期6
个月，缅甸外贸进出口总额为183.48亿
美元，其中，进口98.35亿美元，出口
85.13亿美元。与上一财年同期相比，进
口增加了7.37亿美元，出口增加了12.77
亿美元。外贸总额增加了20.15亿美元。
出口商品中，农产品出口额为12.78亿美
元，畜牧产品出口额为1.78亿美元，水
产品出口额为2.97亿美元，矿产品出口
额为10.35亿美元，林产品出口额为0.95
亿美元，工业成品出口额为45.35亿美
元，其他商品出口额为10.95亿美元。而
大宗进口商品中，投资用商品的进口额
达34.54亿美元，项目用商品的进口额达
37.42亿美元，日用消费品的进口额达
26.39亿美元。

1-8月中国赴菲游客增长35.7%
据菲律宾《星报》10月15日报道，

根据菲旅游部（DOT）数据，1-8月赴
菲外国游客人数同比增长8.5％，达到
485万人次。韩国仍然是1-8月最大外
国游客来源地，总人数下降0.91％至
106万人次，约占总入境人数的21.84
％。中国是第二大外国游客来源地，
总人数飙升35.67％至870177人次，
占总入境人数的17.94％。美国紧随其
后，总人数增加8.2％至715060人，占
总入境人数的14.74％。排在第四、第
五位的分别是是日本和澳大利亚，入
境游客人数分别为715060和431779。
其他主要外国游客来源地分别是加拿
大、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
香港和印度。今年，根据国家旅游发
展计划（NTDP），菲律宾目标接收740
万人次的外国游客。 

日本便利店连锁企业罗森
推出银行服务

日本大型便利店连锁企业罗森集团
15日正式向顾客提供银行服务，旗下罗
森银行开始营业。罗森集团表示，罗森
银行主要面向个人客户提供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网络银行、网络支付、ＡＴ
Ｍ等服务。今后数年内将提供新的结算
手段，开展包括无现金结算、构建金融
社区和开放平台等服务。分析人士认
为，庞大的ＡＴＭ机网络是罗森银行的
一大资源，罗森的店铺多半原本就设置
有ＡＴＭ机，全国范围内罗森便利店的
ＡＴＭ机总数达约1.1万台。今后罗森
银行竞争力的关键在于和地方金融机构
展开合作以及实行无现金结算等。

日立将与通用电气
研发小型核电机组

15日获悉，日立制作所将与美国通
用电气（GE）共同研发采用新型反应
堆的核电站机组，力争实现输出功率
约30万千瓦、被称为小型模块化反应堆
（SMR）的新一代技术的实用化。这种
机组被认为成本低、安全性高，拟在
2030年代商用化。日立和通用电气在核
电领域保持着合作。可能是鉴于日本国
内目前难以新建或扩建核电站，日立把
对外出口纳入了视野。由于SMR的主要
设备大部分在工厂组装后进行运输，与
以往相比被认为可大幅减少核电站建设
费用并缩短工期。采用现有大型反应堆
的核电站建设费在1万亿日元左右，随
着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事故
后加强了安全监管，投资规模进一步扩
大。在安全方面，设想的是把SMR安装
在地下的可封闭放射性物质的设计。但
因输出功率不及大型反应堆，降低发电
成本将是一大课题。

促进广西和韩国的产业交流与合作进行探讨

2018广西韩国投资合作恳谈会在首尔举行
【韩联社首尔】2018中国广西-韩

国投资合作恳谈会15日在首尔新罗酒
店举行，两地政府和财经界100多名
人士出席活动，就促进广西和韩国的
产业交流与合作进行探讨。

10月15日，广西韩国投资合作恳谈会韩国首尔举
行。自治区主席陈武出席并致辞。

【光华日报网】大
马汽车制造商宝腾控股
有限公司正在进一步投
资12亿令吉，用于扩建
其现有工厂以生产新车
型。

该集团主席拿督斯
里赛法绍尔表示：“今
次的扩建符合我们与中
国跨国汽车制造商吉利
于2017年签署的策略合
作伙伴关系。”他说，
宝腾已承诺增加汽车的
销售和出口，而位于丹
绒马林的这家工厂也将
成为吉利右侧驾驶车型
的全球生产中心。

赛法绍尔在宝腾与
其海外合作伙伴签署合
作协议仪式上称：“我

们的10年商业计划是
通过在本地市场重建品
牌并将其扩展到国际市
场，特别是东盟，以恢
复宝腾的辉煌成就。”

宝 腾 首 席 执 行 员
（CEO）李春荣博士、
宝腾副首席执行员拿督
拉再逸夫和霹雳州投资
发展行政会议成员拿督
斯里莫哈末尼扎尔贾玛
鲁丁也出席了此次联营
协议的签署仪式。

它与8家大马供应商
和它们的中国同业建立
了合作关系，在国内
生产X70运动型多功能
车，包括合资企业和这
些公司之间的技术支
援。

【共同社】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在15日的
临时内阁会议上表明，
按计划于明年10月把
消费税税率由8%提高
至1 0%，指示了要具
体落实防止内需受挫的
措施。安倍就增税带来
的整顿财政和稳定经济
如何兼顾的问题强调
称：“将动员所有政
策。”为了避免针对食
品饮料及报纸订阅费采
取的“轻减税率”制度
造成的混乱，还要求支
援相关准备。

这将是2014年4月把
消费税税率提高至8%
以来，时隔5年半再次

上调。此举将为向“全
年龄层型社会保障”转
换这一招牌政策确保必
要的财源。不过，即使
把税率上调至10%，整
顿财政也路途遥远，且
对美中贸易摩擦等海外
经济抱有担忧，经济运
营前途多舛。

增税所增加的财源
将用于因老龄化而膨胀
的医疗及护理费、育儿
支援、2019年10月起
依次充实的教育免费化
等。安倍已两度推迟增
税，此番表明按计划实
施，意在打消再度推迟
的观测意见，加快官民
的应对工作。

【新浪科技讯】据印
度《经济时报》报道，
谷歌很快就将在印度推
出“购物”标签，方便
用户搜索商品并跳转到
商家网站或电商平台。

知情人士称，经过
几个月的测试后，“
购物”标签很快就将
在印度测试，并将在
年底正式推出。谷歌
发言人也证实了这个
消息：“我们一直在
探索各种方案，帮助
消费者找到他们想要
的商品，以便从本地
商家那里高效快捷地
购买更多商品。”

知 情 人 士 表
示 ， 谷 歌 已 经 在 与
Flipkart、Paytm Mall
和Snapdeal等电子商务
公司展开谈判，希望共

同开发这个购物标签项
目。需要强调的是，知
情人士表示，谷歌目前
还不准备通过其支付产
品或其他方式来履行网
购订单。

除了大型电商网站
外，谷歌可能还希望利
用其庞大的中小企业客
户来帮助消费者寻找他

们想要的商品。这些商
家未必进驻了亚马逊或
Flipkart等平台。

“他们会跟各种规
模的零售商合作，可以
告诉用户在那里能买到
商品，能否在网上买
到。”一名知情人士
说。该服务目前免费对
外提供。

【路透东京】分析
师表示，现在美国和日
本同意启动新一轮贸易
谈判，美国对日本出口
汽车提高关税的可能性
有所下降，但多数人认
为美国与中国和其他经
济体的贸易摩擦将给日
本带来重大影响。

美国威胁对日本出
口的汽车征收25%关
税，但美国同意在新一
轮贸易谈判进行时不会
这么做。

美国总统特朗普明
确表示，日本对美690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令他
不满--其中三分之二
都来自汽车--他希望
达成一个双向协议来解
决这个问题。

根据10月3-12日的
路透调查，受访的35名
分析师中有27人表示，
美国对日本汽车加征
关税的可能性“大幅”
或“在某种程度上”下
降。

但 很 多 分 析 师 预
测，美国可能会提高关
税，目前美国对日本轿
车征收2.5%的关税，
对卡车征收25%关税。

“华盛顿要求日本
削减对美国贸易顺差的
立场没有变化，”伊藤
忠经济研究所首席分析
师Atsushi Takeda称。

“因此华盛顿仍有
可能针对日本出口汽车
施加某种限制，包括提
高汽车进口关税，”他
说。

调查显示，当被问
到贸易摩擦对日本的负
面影响时，34位分析师
中有25位预计影响会“
非常大”或“很大”。

“尤其考虑到中国
对日本而言是一个十分
重要的市场，”德国北
德意志州银行(NORD/
LB)分析师Stefan Grosse
称。“因此将会产生影
响。”

大马汽车制造商宝腾再投资12亿令吉 

扩建厂房生产新车型

大马汽车制造商宝腾控股有限公司正在进一步投资12
亿令吉，用于扩建其现有工厂以生产新车型。

安倍表明按计划

明年10月上调消费税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15日的临时内阁会议上表明，
按计划于明年10月把消费税税率由8%提高至10%，
指示了要具体落实防止内需受挫的措施。

方便用户搜索商品

谷歌印度将推出“购物”标签 直接跳转商家

谷歌很快就将在印度推出“购物”标签，方便用户
搜索商品并跳转到商家网站或电商平台。

贸易战带来风险

美国对日本汽车加征关税的可能性下降

资料图片：2017年11月，日本横滨，停放在港口待
出口的新车。

【综合讯】全球四
大会计事务所之一普华
永道（PwC）认为澳洲
税务系统的改革已经迫
在眉睫。专家们认为，
澳洲的税收系统效率
低，在预算接近平衡、
经济继续增长的时候，
改革的时机已经来临。

澳洲联邦和州政府
一共收取125种税，但
90%的税收都来自于其
中的10种税。悉尼晨锋

报发表评论文章说，虽
然澳洲已经实现了连续
27年的经济增长，但是
事实上，澳洲的税收系
统并没什么效率。

根据费尔法克斯媒
体获得的普华永道税
改建议，这家世界顶
尖的会计师事务所推
荐澳洲政府从三个方
面对税务系统进行深
度改革。

首先，废除2万澳元

以下免缴个人所得税的
政策，也就是说所有收
入都必须纳税。但低收
入者可通过额外税收再
分配的模式获得税务方
面的补偿，例如通过低
收入税务抵免和福利
金。而年收入超过10万
澳元的人无法再享受2
万元以下收入不用交税
的优惠。此项改革将确
保福利优惠流向那些最
需要帮助的人。

澳洲逾百种税收有成效者不到10%

专家呼吁深度税改取消免税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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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一家
遭袋鼠袭击 三人受伤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5日报道，昆
士兰州一家三口遭到一只巨型袋鼠袭
击，其中一人伤势严重。64岁的琳达·
史密斯和丈夫吉姆·史密斯在位于昆士
兰州达令草地的家中投喂袋鼠时，被一
只身高约1.83米的灰色袋鼠袭击。

“当我们像往常一样喂食袋鼠时，
一只灰色巨型袋鼠突然攻击了吉姆，
我拿起扫帚和一块面包试图驱赶它，
但它将我手中的扫帚击落并袭击了
我。”琳达说。史密斯夫妇的儿子随
后从家中跑出来，用铁锹将袋鼠赶到
灌木丛中。袋鼠造成三人不同程度受
伤，琳达肋骨骨折，肺部受损并有多
处内伤。在接受手术治疗后，琳达的
伤情已稳定。尽管受到袭击，但琳达
并不希望肇事袋鼠被猎杀。她说，今
年干旱正值袋鼠繁殖的季节，雄性袋
鼠比往常更具侵略性。“我爱它们，
并理解这是野生动物的天性”。

跨境贩毒团伙在韩落网 
涉案冰毒达112公斤

由台湾、日本、韩国三地黑社会组
织和毒贩参与的跨境贩毒团伙在韩国
落网。据首尔地方检察厅15日消息，
台湾籍、日本籍、韩国籍等6人因涉嫌
违反有关毒品管理的法律而被捕。台
湾人A某于今年7月6日在从泰国曼谷
驶往韩国釜山的船舶上接手一台螺丝
制造机，机体内藏有112包冰毒，每包
1公斤。A某下船后将这些冰毒取出并
保管于首尔市内一家出租屋内，之后
分三次将其中22公斤冰毒转手给一名
日本人，该日本人又将其卖给一名韩
国人。今年8月26日，A某察觉到自己
已成警方调查“标的”而准备潜逃出
境，在仁川机场被抓获，剩下的90公
斤毒品被缴获。警方认为，台湾黑社
会组织竹联帮、日本黑社会组织稻川
会的成员参与此次贩毒，正在追查台
湾、日本、韩国三地的涉毒总头目。

泰国禁止校方开除怀孕学生
泰国日后将禁止其中小学及高等学

府，向怀孕学生发出退学通知。《曼谷
邮报》今天（15日）报道，泰国皇家政
府公报上周五（12日）发布了这条泰国
教育部的新规定，法令将在180天后正
式实施。这项防治青少年怀孕问题法
令下的条规，涵盖范围将包括小学、中
学、职业学校及高等学府。新法令要求
教育学府为怀孕的学生拿出一套体系，
让她们能在妊娠期间继续念书。《曼谷
邮报》报道，学院可为有身孕的学生，
在生产前后提供学校假期。此外，校
方也需要根据产妇的状况，调整上课时
间。另据《Khasod》报道，怀孕的学生
也能根据需要，转到另一所更适合她们
的学校。在新的指导原则下，校方也被
予以提供学生性教育的工作，包括谈论
感情、性行为和健康，以及社会和文化
层面与性的关系等议题。

泰国破获2200万颗毒丸 
估计超过23亿泰铢

泰国警方在北部清莱，起获了超过
2200万颗甲基安非他命药丸，预计市
值可能超过23亿泰铢，并被捕至少六
人。泰国警方表示，他们在靠近缅甸
交界处破获了这批毒品。先是在星期
六起获了超过1200万颗，星期天又发
现了1000万颗。虽然当局没有透露这
批毒品的具体价值，但估计超过23亿
泰铢。泰国警方将破获的毒品，跟前
两个星期查获的七宗案件的毒品，一
起向外界展示，其中包括将近2吨的大
麻。警方表示，北部地区侦破的走私
毒品案件中，起获毒品的规模越来越
大，毒贩每次私运大约100万颗甲基安
非他命药丸。单单今年10月，警方就
已查获了将近2400万颗非他命药丸。

马国关卡又再人挤人！ 
越堤民众苦不堪言

又塞！马来西亚关卡继上周六
人潮塞爆后，今天(15日)早上又发
生人挤人的情况，让许多从马国入
境新加坡的民众苦不堪言，怨声载
道。据《中国报》报道，关卡今天
凌晨4点左右开始出现离境的人潮，
一直到上早1 0点左右人潮才渐渐
退去。据马国民众在社交媒体上的
照片和视频显示，关卡的通关处出
现了满满的人潮，人龙一直排到了
关卡门口。而除了关卡以外，新柔
长堤也出现塞车的情况，让摩托车
骑士叫苦连天。网民上载的视频显
示，今天凌晨4点20分，新山关卡通
关处有多条人龙，挤得水泄不通。
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今天早上7点在
Facebook发文，表示兀兰和大士关卡
入境本地的交通繁忙，行程时间将
出现延误。当局到了下午2点15分再
度发文表示交通情况有所减缓。

《 亚 洲 新 闻 台 》
报道，安华希望在马
来西亚国会下议院推
动“改革”，并会如
之前所承诺的，支持
首相马哈迪。

安 华 目 前 没 有 官
职，但由于是“未来
首相”，加上是候任
公正党党魁，他在国
会的座位另有安排。

《 星 洲 日 报 》 引
述副议长倪可敏的话
说 ， 安 华 的 座 位 位
于议会厅正中央第一

排，和众多资深议员
同坐，包括民主行动
党依斯干达公主城国
会议员林吉祥。

安华在国会休会后
召开的记者会上，谈
到重返国会的感受。

安 华 说 ， 他 很 高
兴能重返国会。他过
去曾被剥夺权利，如
今经过补选才能回返
国会。他也说，自己
以前当议员时，每次
都会被送入监牢，不
过，现在他觉得冤屈

获得平反。
安华在2015年2月因

为鸡奸案被判罪成，
坐牢五年而失去议员
资格。

另一方面，总理马
哈迪对于安华重回国
会，感到高兴。

马 哈 迪 说 ， 他 们
一 直 相 信 安 华 会 在
补 选 中 胜 出 。 在 七
人 参 选 的 情 况 下 ，
反 对 派 的 票 数 会 被
六个人瓜分，而第七
个候选人就能拿下议
席。安华是以很高的
得票率当选。

马 来 西 亚 选 举 委
员 会 1 3 日 宣 布 希 望
联 盟 候 选 人 安 华 胜

选，成功赢得波德申
国会议席。

选委会网站显示，
安华获得3万1016张选
票。比排在第二位的
伊斯兰党候选人莫哈

末纳扎里多出2万3560
张选票。安华的前助
理 赛 夫 则 获 得 8 2 张
票，其他候选人还包
括森美兰州前大臣和
其他三名独立人士。

【新华社东京】由
中国外文局（中国国际
出版集团）和日本言论
NPO共同主办的第十四
届北京－东京论坛14日
至15日在东京举行。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
深化互信与合作，共担亚
洲及世界和平与发展责任
──思考中日和平友好条
约的现实意义”。来自中
日两国政治、经济、学
术等领域的百余位嘉宾
围绕政治互信、经贸合
作、安全保障等重要议
题深入交换意见。

中宣部副部长、中
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
任徐麟在论坛开幕式的
演讲中指出，今年是中
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
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
放40周年。这两个“40
周年”内涵丰富且相互
关联，为把握当今的中
日关系提供了很多弥足
珍贵的启示。其中最重
要的启示是：和平、友
好、合作必须是中日关

系发展始终要牢牢把握
的大方向。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
在开幕式的演讲中说，
目前，包括经济全球化
在内的现有国际秩序出
现了动荡。迄今为止，
日中等亚洲国家都在现
有秩序下实现了发展，
维护和完善这一秩序符
合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利
益，日中两国应携手努
力肩负起这一责任。

在论坛期间，两国

与会嘉宾通过热烈并务
实的探讨在政治、经
贸、媒体、安全等多个
领域形成合作共识。中
日两国的主办方在闭幕
当天共同发表的《东京
共识》中指出，两国应
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繁荣
稳定发展，进一步推动
双边及多边经贸合作；
双方还应继续拓展民间
交流，为促进两国关系
持续改善发展发挥积极
作用。

【美国之音网】韩
国和朝鲜星期一在戒备
森严的非军事区举行了
高层会谈，讨论了有关
落实最近平壤韩朝峰会
所达成协议的议题。

韩国总统文在寅呼吁
国际社会针对朝鲜领导
人金正恩的去核努力采
取激励措施。不过，很
多专家对朝鲜去核是否
取得进展持怀疑态度。

韩国和朝鲜的领导
人在9月的峰会上同意
加强跨境合作，开展一
系列促进和平、实现半
岛无核化的项目。

韩国和朝鲜的官员

在星期一的会谈中同意
在今年年底之前开始更
新和连接双方的铁路线
和通路。双方还同意讨
论有关一个朝鲜艺术团
尽快前往韩国表演的事
宜。此外，朝鲜和韩国
的官员还同意今年11月双
方的红十字会在朝鲜的
金刚山举行有关朝鲜战
争期间离散家庭的会议。

文在寅总统改善与
朝鲜关系的努力引起美
国越来越大的关注。
美国担心会在去核努
力毫无进展的情况下
单纯推动朝鲜半岛双
方的合作。

【光华日报网】新
西 兰 政 府 今 年 8 月 宣
布，在未来一年内将全
面淘汰即弃塑料袋，届
时所有商店都不会向顾
客提供塑料袋。在塑料
袋禁令推行前夕，塑料
垃圾袋的销量突然大
增。有超市在社交网站
上，教顾客用旧报纸制
作垃圾袋应对。

以往有不少国民会用
从超市取得的塑料袋来清
理宠物粪便，或当作垃圾
袋使用。即将实行的塑料
袋禁令，使他们不知道
该用什么来代替，这或
许正是国民大量购入塑
料垃圾袋的原因。有超

市发言人指，他们仍然会
售卖塑料垃圾袋，但同时
有可用作堆肥的垃圾袋供
顾客选购。

一 些 塑 料 袋 替 代
品，如纸袋、环保袋、

可自然分解的塑料袋
及可用作堆肥的塑料
袋，亦出现销量增加的
情况。不少商人看准时
机，纷纷开拓塑料袋替
代品生意。

【中新社金边】10
月15日是柬埔寨国父诺
罗敦·西哈努克逝世6
周年，柬埔寨各界当天
举行悼念活动。

15日上午，柬埔寨
政府官员、柬政府各部
门、柬埔寨民众等，在
独立碑“诺罗敦·西哈
努克”塑像前举行悼念
仪式，纪念这位开创中
柬友谊60年的伟人。国
父塑像前摆满了花篮，
前来悼念者中还有人用
手机拍照留影。

2012年10月15日柬埔寨
时间凌晨1时20分，诺罗
敦·西哈努克在中国北京
逝世，享年90岁。柬埔寨
官方媒体称，国父西哈
努克是伟大的君主，为
国家贡献了毕生的力量
和智慧，给人民带来实
实在在的利益。1953年11
月9日在国父领导下，柬
埔寨摆脱了法国殖民统治
获得独立。

谈及国父的逝世，
前来悼念的柬埔寨人索

亚用熟练的中国话告
诉记者，那天是柬埔寨
人最悲痛的日子，也是
中国人失去一个伟大朋
友的日子。索亚在当地
一家中资企业当翻译，
称自己到过中国，知道
中国人很尊重他们的国
父，索亚说，正是因为
柬国父致力推动的柬中
两国兄弟关系，才有现
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帮
助柬埔寨搞建设。

在柬从医近20年的陈
医生告诉记者，柬埔寨人
家里大都悬挂着柬埔寨国
父的画像。在普通百姓心
里，西哈努克国父是赐给
民众幸福的伟人。

来自中国广东的游客
李女士说，悼念场面很
壮观，也很感人，使她
能亲眼目睹西哈努克国
父在柬埔寨人民心中的
位置。李女士称之前只
是通过影视作品看到过
西哈努克，此次有机会
亲临“国父纪念日”的
活动，感到很有意义。

安华赢得马国波德申国会议席补选 

在国会正式宣誓就职
【综合讯】马来西亚公正党实权领

袖安华，今天(15日)正式宣誓为波德

申国会议员。

10月15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安瓦尔（左）在
国会宣誓。

【综合讯】遭战争
蹂躏的阿富汗正对抗人
们记忆中的最严重干
旱，联合国今天（15
日）警告说，至少300
万阿富汗人“迫切”需
要粮食，如未获协助，
可能面临饥荒。

受干旱之害的地区
主要在阿富汗北部和西
部，作物、牲畜和水源
遭严重破坏，数十万人
被迫离开家园。

阿富汗深受持续17
年的战火之苦，目前正
准备举行国会大选，这
项选举自3年前一延再
延，此时发生干旱时机
非常糟。

联合国阿富汗人道
救援协调员兰瑟（Toby 
Lanzer）说，联合国正

带领国际提供援助，希
望在12月中旬前送达
300万最急需粮食民众
中的250万人。

兰瑟说，根据获广
泛使用的粮食安全指
标，受冲击最严重的
300万人处于第4级的“

紧急”等级，仅比饥馑
低一级。

另有 8 0 0万人处于
第3级“危机”等级，
意指人们“粮食消耗
不足，急性营养不良
程度很高或超过一般
水准”。

来自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学术等出席

第十四届北京－东京论坛在东京举行

由中国外文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和日本言论NPO
共同主办的第十四届北京－东京论坛14日至15日在
东京举行。

韩朝举行高层会谈

同意开始连接铁路公路

10月15日，在板门店，韩朝高级别会谈双方代表在
会前握手致意。

国父诺罗敦·西哈努克逝世6周年

柬埔寨各界当天举行悼念活动

15日上午，柬埔寨政府官员、柬政府各部门、柬埔寨
民众等，在独立碑“诺罗敦·西哈努克”塑像前举行
悼念仪式，纪念这位开创中柬友谊60年的伟人。

新西兰塑料袋禁令推行在即

民众狂买垃圾袋装垃圾

在塑料袋禁令推行前夕，塑胶垃圾袋的销量突然大增。

面临饥荒 阿富汗干旱严重 300万人急需援粮

最少有300万阿富汗人迫切需要粮食援助；而如果没
有获得帮助的话，可能面临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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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周孙毅报道】
10月14日，金门大学国际
处处长颜郁芳博士及华语
文学系系主任唐蕙韵博士
等人拜访了雅加达金门互
助基金会（简称：金门会
馆），并向乡亲们说明金
门大学的侨生教育及海外
华语文研习营队的情形。

当天，颜郁芳博士和
唐蕙韵博士一行人受到了
金门会馆永久名誉主席黄
章掘，总主席王振坤，副
总主席吕世典、王国兴、
洪允城、黄明珠，执行主

席陈火进、黄业雄、何清
俊、江宏利、许雁文、杨
肃伟，秘书长蔡辉平等理
事和乡亲及学子们，近百
人的热烈欢迎，现场交流
热络，大家对于金门大学
的教学环境、优惠措施，
以及即将在雅加达金门会
馆开办的华语文研习营队
都有浓厚的兴趣。

王振坤表示，上个月
中秋节他率领该会的12
人省亲团回到金门故乡访
问，受到金门大学校长陈
建民的热烈欢迎，参访该

校优美的校园及完善的设
施，包含由雅加达金门会
馆已故总主席黄进益所认
养的「黄进益休闲管理学
院」及他个人所捐助的「
王振坤讲堂」。

陈建民校长指出金门
大学办学优良，系受到各
地侨胞大力的支持，因此
金门大学也要对海外华侨
青年的教育尽一份心力，
所以针对侨生就读金门大
学有许多优惠措施，包含
第一学期免学杂费、免住
宿费，之后的学期只要成

绩在前50%者亦免学杂费
住宿费，成绩在前75%者
学杂费免住宿费减半，另
外对于清寒家庭的孩子有
更多的优惠。王振坤对于
金门大学的办学成效及回
馈华侨教育的措施非常肯
定，因此邀请金门大学的
团队到雅加达向侨亲们介
绍。

颜郁芳表示，金门大
学对于侨生的教育非常用
心，侨生就读金门大学四
年期间，除了可以善用校
内的师资设备以外，更有

金门大学与雅加达金门会馆签署华文教学实习计划合作协议

10月8日下午，在柳州
城市职业学院印尼必利达
分院负责人、必利达国民
三语学校董事饶兴生、印
尼必利达国民三语学校校
长郭爱珍的陪同下，6 2
名印尼留学生新生到校报
到，为我院国际化特色办
学再添新的活力。学院党
委书记范莉莎、院长谢名
洋、副院长吴书勤及有关
部门、系部负责人等参加
迎新活动。

范莉莎书记对饶兴生董
事、郭爱珍校长一行的到
来表示热烈欢迎，感谢印
尼必利达国民三语学校长
期以来对我院国际化特色

办学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饶兴生董事对学院的热

情接待表示感谢，并表达
了他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
的热爱，对今后进一步深
入合作，培养更多国际化
人才的美好愿景进行了展
望。

为进一步促进留学生们
彼此的了解，营造一个开
放、包容、宽松、和谐的
留学生学习生活氛围，10
月9日下午，学院举行2018
级留学生新生欢迎会，来
自柳州市教育局、市外事
侨务办公室、市公安出入
境管理支队、印尼必利达
分院领导及留学生家长代

表、学院领导及各部门、
系部负责人、全体在校留
学生等出席联欢会。

吴书勤副院长对2018级
留学生新生的到来表示热
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学
院基本情况。她表示，从
2005年开始，印尼必利达
与我院开展了长达十三年
的合作，为我院输送留学
生达三百多人，并多次组
织学生到我院开展冬夏令
营。同时，我院派教师和
学生到必利达教授汉语。
十三年间，必利达国民三
语学校与柳州城市职业
学院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合
作。去年5月，柳州城市

职业学院印尼必利达分院
揭牌仪式在印尼举行。我
院成为广西第一所在境外
设立分院的高职院校。希
望今后双方的合作将更加
紧密和多样化，为两国经
济贸易发展培养出更多国
际化人才，为中国和印度
尼西亚两国之间的文化交
流贡献力量。

节目内容丰富、表演形
式多样，来自世界各国的
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用各具
特色的服饰和优美的表演
展现了浓郁的多元文化，
现场其乐融融，呈现出一
幕幕温馨与动人的画面。
来自印尼的外教何友丽老

师深情演唱的《爱与希
望》将气氛推上最高潮。
来自学院侗族舞蹈队的女
生们现场表演民族舞蹈《
走在山水间》，曼妙的舞
姿让每一名初到柳州的客
人，留恋百里柳江、恋上
柳州的秀美群山。

本次联欢会高潮迭起，
精彩不断，极大地拉近了
留学生之间的距离，为留
学生搭建了展现自我、相
互沟通的平台。

完成报到手续后，印尼
留学生新生来到学院图文
中心及各系实训室参观，
聆听专业介绍，深入了解
学习、生活环境等，并参

加各系开展的专业导学活
动，为今后留学生活打下
良好基础。

据统计，我院2018年度
留学生人数达到424人，
分别来自印尼、老挝、
乌兹别克斯坦、埃塞俄比
亚、奥地利、法国、塔吉
克斯坦、泰国、喀麦隆、
德国、巴基斯坦、匈牙
利、尼日利亚、赞比亚、
吉布提、孟加拉国、乌克
兰、美国等18个国家。留
学生人数达到历史新高，
学院国际化特色办学效日
益彰显。（学院责任编
辑：肖龙星本期，排版编
辑：吴世强图文）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又迎来印尼必利达分院62名留学生新生到校报到

机会可以到金门大学的姊
妹校进行半年或一年的交
换学习，包含台湾各地的
18所顶尖大学及中国大
陆的28所优秀的大学。
另外，金门县政府对于祖
籍金门的侨胞子弟更有学
杂费全额补助的措施。    
唐蕙韵指出，金门大学华
语文学系积极推动海外华
语文教学，今年七_八月
该系派员到麻里巴板金门

同乡会教授当地华侨子弟
华语文，成效良好，受到
侨亲的高度肯定，因此此
行特别要与雅加达金门会
馆合作，准备规划在雅加
达金门会馆开办华语文研
习营队。

14日在雅加达金门会
馆的三个小时说明会现
场，家长提问踊跃，展现
对金门大学的高度兴趣与
期盼。

王振坤发言。 颜郁芳发言。 唐蕙韵发言。 吕世典发言。 唐蕙韵（右）回赠纪念品给王振坤。

王振坤总主席（前左五）与金门大学代表签署华语文教学实习计划合作协议后合影。
前左起：戴清海、黄泓源、黄章掘、吕世典、王振坤、颜郁芳、唐蕙韵、洪允城夫人。后左起：蔡辉平、
陈火进、王国兴、何清俊、洪允城、黄业雄、杨肃伟、许雁文、黄明珠、许乃吉、吕世达。

王振坤（左四）在诸位理事陪同下赠送纪念品给颜郁芳。

颜郁芳（左五）向王振坤赠纪念品。 家长及其子女踊跃出席说明会。

新生到校合影

学院领导范莉莎会见饶兴生董事一行

学院副院长吴书勤致词 出席联欢会的领导和嘉宾

嘉宾代表为留学生新生颁发校徽

部分随同家长合影

部分学生、家长与必利达学校领导在广西机场合影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印尼必利达分院
负责人林祖杰（左）、必利达国民
三语学校董事饶兴生（右）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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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周孙毅报道】
1 0 月 1 5 日 ， 印 尼 雅
加 达 巴 中 三 语 学 校 在
Cengkareng学校礼堂举行
母校建校73周年（1945-
2018)庆典。

巴中教育基金会主席
余增寿，辅导主席黄瑞
泉，校董黄德新，秘书石
舟生，财政廖芝万，总务
侯国昌，巴中校友会主席
林凤英，副主席古世玉、
林锋升，巴中学校经理
Jimmy Sadikin，来自金
门大学国际处处长颜郁芳
博士，以及全体师生和家
长等，近800人出席庆典
活动。

校庆仪式在全体嘉宾
和师生高唱印尼国歌和校
歌后拉开序幕。

余增寿在致辞中，向
与会来宾和师生们简要介
绍了巴中学校建校73年
的历史，并对学校教职员
工多年来为学校服务、
奉献精神表示了衷心的
感谢。他说，巴中是“
巴城中学”的简称，成
立于1945年10月；1966
年印尼全国的华校遭到
封闭, 巴中也不例外,从
此巴中学生们就各奔东
西。巴城中学虽然成立
只有短短21年时光，却
培育了许多的人才，桃

李满天下。希望巴中新
一代的学生能继续秉持巴
中的精神，努力向上，力
争上游，未来取得更加骄
人的成绩。

林凤英致辞，代表巴
中校友会对母校创校73
周年表示祝贺，并殷切
期望巴中学校在学校领
导层和全体教职员工能
共同努力下，把学校越
办越好！

庆祝活动中，巴中三
语学校也向工作5年以上
的教职员工颁发奖状，
并向今年9月28日至10月
4日，在中国浙江省杭州
市参加2018年国际奥林

匹克小学级科技比赛获得
铜牌的优秀学生洪铭盛 
(Wilbert Angkasa)颁发
奖状及奖金等。

与此同时，该校学生
们和家长也将日前为龙
目岛地震灾民所募捐的
善款一共2400万盾移交

给巴中校友会主席林凤
英，充作龙目岛北部地
震灾区一所小学的重建
经费。

巴中三语学校举行建校73周年庆典

【本报周孙毅报道】
　10月14日，雅加达兴安
会馆联合印尼红十字会，
在该会再度举办本年度最
后一次的捐血活动。

兴 安 会 馆 副 会 长 陈
春辉，理事长萧贻安，
福利部关爱组组长何姵
萱、林国华，理事李国
民、黄金华、戴文宝、

关锦新和青年组组长林
泽玮等积极参与献血安
排工作。

陈春辉在讲话中，对各
界热心人士的积极响应深

表高兴。他说，这对雅加
达红十字会而言是减轻存
血不足的负担。一滴血，
能救人一命，同时也有利
于自己的健康，能促进身

体的新陈代谢。 
何姵萱代表兴安会馆

关爱组感谢该会诸理事一
向以来的支持和赞助，使
每一次的献血活动得以顺

利进行。他说，明年，该
会计划将与各商场进行合
作，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献
血，确保红十字会血库有
足够的血液存量。

雅加达兴安会馆开展例常捐血活动

余增寿致辞。 林凤英致辞。 古世玉介绍校友会将为龙目岛
灾区兴建的一所小学情况。

巴中三语学校领导们向参加各校比赛获奖的学生颁奖后合影。 学生们呈献大合唱一景。

余增寿向工作5年以上的教职员工颁发奖状后合影。 巴中三语学校诸领导和巴中校友会诸理事向获得2018年国际奥
林匹克小学级科技比赛的优秀生洪铭盛颁奖后合影。

左四起：林锋升、古世玉、余增寿、林凤英、黄瑞泉、黄德新、颜郁芳、石舟生、廖芝万、侯国昌、 
Jimmy Sadikin等老师们一起唱生日歌。

学生和家长代表将善款移交给巴中校友会诸理事后合影。

何姵萱、陈春辉慰问献血者一景。 兴安会馆福利部和青年部成员协助捐血工作。

兴安会馆副会长陈春辉（左五），理事长萧贻安（左六）与关爱组组长何姵萱（左四）
和林国民、李国华、戴文宝、关锦安、林志伟合影。



积极带孩子体验
6岁前，孩子是用体验

来感知这个世界，通过生
活中一些事物，来观察学
习。意味着，家长带孩子
体验越多，他大脑受到的
刺激越多，就会很聪明。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家长
可以尝试带孩子去不同的
地方，比如说公园、动物
园、超市、博物馆等等。

如果没办法出门，陪孩子
在家玩学习机也是不错的
选择。因为学习机不仅有
辅导作业的功效，还能
让孩子接触不同的新鲜事
物。不用走出家门，就能
开发孩子智力。

和孩子一起阅读
想让孩子变聪明，不

是补课、增加作业量，

而是阅读。现在很多孩
子对阅读不感兴趣，不是
家中缺少书籍，而是家长
没有以身作则。在日常生
活中，家长要让孩子养成
良好的阅读习惯，和他一
起看书、学习。家中书籍
不多的话，可以借助学习
机。学习机上有一些有趣
的故事，孩子查看时，能
对培养阅读习惯起到非常
重要的作用。

和孩子一起玩耍
根据著名心理学家研

究表明：运动、玩耍是幼
童学会观察、理解、认识
社会的最佳方式，对儿童
的大脑开发有很好的促进
作用。而且，据统计在
3-5岁的儿童中间，爱玩
的孩子比文静的孩子，要
聪明一些。所以，建议
家长没事多带孩子外出游

玩，开阔孩子视野的同
时，还能让他变聪明，何
乐而不为。

鼓励孩子模仿
开发孩子智力，除了上

面这几点，还有一点重要的
就是鼓励孩子模仿。孩子在
9个月大的时候，就会无意
识的模仿大人的行为，这个
时候家长就要起到一个很好
的榜样。比如说和孩子交流

时，语气缓慢一些、让他表
演小动物给你看、玩角色互
换游戏等等。孩子在模仿
时，逐渐掌握这些本领，这
对他成长发育有很好的促进
作用。

其实想让孩子变得聪
明，并没有你想象中的困
难。上面这些开发孩子智
力的方法，聪明的家长可
要记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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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发孩子智力？ 家长们别错过这4种方法
在很多家长眼里，开发孩子智力是育儿

专家才会做的事情，什么左脑开发、右脑

开发、锻炼记忆力等等。但实际上，绝大

多数聪明的孩子，除了遗传因素外，和家

长后天的教育也密切相关。只要家长在孩

子智力发育关键期，把握住机会，对他智

力开发有很大的帮助，效果堪比育儿专

家。那么，家长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开发孩

子智力呢？

家事乐 FEATURES

我们都知道现如今的
家庭谁家的孩子不是“捧
在手心里怕摔了，含在口
里怕化了”？可是还真有
些家庭真不是这样做的，
他们始终秉持着“男孩要
穷养，女孩要富养”，所
以对于很多传统的家庭来
说，他们从孩子有认知理
念，有思想判断的时候，
就会一味的告诉孩子“咱
家穷，没钱”，而殊不
知，仅仅是这一句话的影
响，对于孩子的健全性格
也是非常大的。宝妈群里
前段时间，就有一位宝妈
说了这么一件事情，自己
一个好朋友的孩子今年上
小学了，可孩子十分的孤
僻，而且看孩子的长相，
应该属于家庭条件比较不
错的那一类，可着眼一打
量孩子，发现这个孩子穿
的都是地摊货，光一双鞋
都穿了侧面开胶了，所以
这个孩子在班里一直默默
的坐在角落处，凡是有

课间活动，也只是一个
人趴在桌子上，就算有
其他的同学过来找他，
他也是无动于衷，对同
学爱理不理的，学习成
绩 也 很 一 般 ， 日 子 长
了，班里的同学都不爱
和他一起玩了，有些过
分的同学，还会拿他来
开玩笑，而前两天的家
长会，孩子的父母穿着
看着也很上档次，为什
么养出的孩子会是这样
呢？这位宝妈也觉得难
以理解，既然家庭条件
不错，为什么对于养育孩
子的这方面就这么抠呢？

后来这位宝妈的好朋
友告诉她，因为孩子爸
觉得男孩从小就应该穷
养，不能给他物质方面太
多的诱惑，也担心他仗着
家里有钱而仗势欺人，只
有穷养出的男孩才能更有
担当，才能勤俭解决，而
不是大肆铺张浪费，如果
自己事事都如了孩子的意

愿，告知他家里有钱的
话，那么他长大之后肯定
就不会在努力了，变成啃
老族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所以从孩子小时候想要的
玩具，以至于长大之后孩
子想要报个兴趣班，都被
孩子爸一一驳回，原因
就是：“咱家真的穷，没
钱，别和其他人比，是没
用的，长大之后，得你自
己努力赚钱”。

如 果 家 长 一 味 的 给
孩 子 灌 输 家 里 穷 的 思
想，不能和同龄人相比
大的思想，那么在孩子
看来，我家就是穷，穷
就是一种错，因为穷会
被欺负，遭到同龄人的
冷眼也是应该的，但是
要知道穷并不可怕，若
是心穷那才是最令人害
怕的。很多当父母的可
能认为孩子在小的时候

对金钱是没有什么概念
的，而且穷并不会影响
孩子的人际社交，但是
如果一旦当父母的将“
穷 ” 和 “ 不 能 跟 别 人
比”的时候，那么就会
让孩子形成一个错误的
认知，要知道人际方面
的交往大多是用钱来维
持的，毕竟现在的社会
那么现实，因为穷，还
会有同龄人愿意跟自家
的孩子一起玩吗？

而如果一旦有这样思
想的孩子，自卑一定会根
深蒂固的扎在孩子心理，
难免会让孩子变得孤僻，
即使踏入社会中，也很难
处理好正常的人际社交。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穷人家
的孩子都是比较自卑的，
其实物质条件仅仅只占一
方面，更重要的是父母对
于孩子的否定，当父母再
跟孩子讲出“家里穷，没
钱”的时候，还会说，“
你可要努力，好好奋斗，

以后咱家的经济来源就靠
你了！”其实这都是在告
诉孩子，身为父母的我这
一辈子只能这样了，因为
穷，而让我变成了社会中
最底层的人。

其实拥有一个三观正
的父母是非常重要的，若
一味的给孩子灌输穷的思
想，那么在孩子心理，会
认为自己身上背负着极大
的压力，孩子在面对没钱
的事实，只会让孩子变得
更为自卑，但如果从小培
养孩子拥有一个正确的
价值观，那么自卑是不
存在的，要知道，孩子
如果从小缺失什么，长
大之后可是会通过任何
一种方式去得到的，所
以父母若是真的为了孩
子好，不管你是出于什
么目的，都不要再跟孩
子讲这句话了“家里太
穷，没钱”。那么，在
价值观方面，你又是如
何教育孩子的呢？

父母总当着孩子面说这句话，会让他很自卑，长大也很难有健全人格

书本和报纸放久了，
都会呈现泛黄的样貌，这
种岁月的痕迹，好比人们
脸上的皱纹，让人感受到
时间的流逝。但为什么书
本和报纸放久了会变黄
呢？

据生活科学（Live Sci-
ence）网站报导，南卡罗
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化学系教
授理察森（Susan Richard-
son）表示，随着时间的流
逝，包括书页、报纸、文
件在内的纸类产品都会变
黄，这是纸张的原料会变
黄所致，至少在它们曝露
于氧气中时是如此。

大多数纸张是木材做
的，主要含有纤维素和木
质素。木质素是木材中一
种天然的成分，可使细胞
壁坚硬，让木材挺直和强
硬。

而纤维素是一种无色
的物质，非常能反射光，
这表示人们看到的是白色
的。这就是为什么纸张通
常是白色的。

然而，当木质素曝露于
光线和周遭的空气中时，
其分子结构会发生改变。

这种聚合物在发生氧化反
应时，会撷取额外的氧分
子，这些氧分子会打破分
子与分子之间的键结，形
成一种名叫色基（chromo-
phore）的分子区域。

色基会反射光的某种
波长，进而在人眼中形成
颜色。以木质素发生氧化
作用而言，其颜色会呈现
黄色或棕色。

理察森说，纸张制造
商通常会透过一种漂白的
程序，尽可能地移除木质
素。木质素移除越多，纸
张维持白色的时间越久。

但使用便宜纸张制成
的报纸，拥有比书页等一
般纸张还多的木质素，所
以它比一般的纸张黄得更
快。

有趣的是，用来装东
西的硬纸板或棕色纸袋利
用木质素使其维持坚固。
这些纸张在生产过程中没
有被漂白，所以看起来比
一般的报纸还黄。

理察森说，就理论而
言，如果能去除氧气和光
线的影响，高中毕业纪念
册之类的纸本就可以保存
很久的时间而不变黄。

为什么书本和报纸放久了会变黄？

书本和报纸放久了会变黄，是因为纸张的成分
发生氧化作用。图为旧的书页。

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
在床上度过的。 拥有一张
舒适的床、一个完美的枕
头和一床柔软的羽绒被可以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不
过，了解这些床上必备物品
及其使用多长时间后应该更
换也是至关重要的。

床垫
应 根 据 你 的 年 龄 和

身 体 类 型 选 择 优 质 床
垫。Ultimate Beds床垫公
司的Timothy Dutt说， 应
寻找那些能呈现完美睡姿
且舒适，同时能减轻整个
身体压力的床垫。“它应
该由天然材料制成，不含
有金属、乳胶或合成纤
维。”

他说，与流行的看法相
反，高级床垫不需要太多维
护，也不需要翻转。 “高
质量的床垫还应该有可拆卸
的透气罩，放置在配有优质
实心板条的床架上，以提供
足够的通风。”

因为我们的身体随着
年龄的增长会发生变化，
所以应该根据年龄考虑床
垫所提供的支撑度。 Dutt 
表示，出于卫生和健康的
原因，一般的经验法则是
床垫应每七至十年更换一
次。

枕头
选择完美的枕头时，应

注意习惯性的睡眠姿势，这
样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I Love Linen床上用品
公司的创意总监Lauren Roe 
说，不同的枕头设计可根据
你在夜间的睡姿，支撑你的
头部和颈部。“例如，如果
你喜欢侧睡或者你是一个身
材魁梧的人，那么高枕头可
能最适合你。”

她表示，枕头是否舒服

取决于其内心填充物，所以
一定先了解。如果它是微纤
维，要确保它柔软，长纤维
且高质量的而不是便宜的、
粗糙的化纤棉填充物。如果
填充物是羽毛之类的天然纤
维，请确保它们是未被加
工过的。这意味着它具有动
物友好性和更好的填充质
量。”

要让枕头处于最佳的状
态每天拍打拍打是必要的，
可以有效地让枕头有良好
的空气流动，保持纤维的柔
软。

Roe建议每隔12个月检查
一次枕头是否有磨损的迹
象。如果感觉枕头变得扁平
或凹凸不平或显示出太多灰
尘的迹象，那可能是有灰尘
螨虫被困在里面。为了自己
的舒适和健康，更换它们是
值得的。

床单
澳洲床上用品公司Kip 

and Co.的设计师Alex Mc-
Cabe表示，购买床单时，应
寻找真正持久的面料。这意
味着它们要质量好，可以很
好地混合搭配。要根据季节
加以选择。

对于床单的持久性而
言，床单洗涤务必谨慎。 
“床上用品没有使用期
限，” McCabe说，“但如
果你遵守维护说明，它可以
用很长的时间。”

他建议，当面料开始变
粗糙或破旧时，就应该更
换了。 “为了能长期使
用，请定期更换床单。每
个季节，添加新的收藏，
但不要将旧的扔掉。更换
床单意味着它可以使用更
长时间，是一种改善卧室
整体外观和感觉的好方
法。”

床上用品应多久换一次？

根据你的年龄和身体类型选择优质床垫。

应注意习惯性的睡眠姿势，才能做出正确的枕头选择。

设计师Alex McCabe表示，购买床单时，应寻找真正持久的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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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领导人的演讲，
集中了美方一些人士深
陷“对华焦虑症”的各种
病状：从抱怨美企在华“
市场准入”方面难获优势
到攻击中国“盗取”美知
识产权问题，从指责中国
对美发动所谓“宣传战”
，到妄言中方干涉美国中
期选举和总统大选……所
有这些不实之词，让熟悉
中美国情和中美关系的人
感到美方领导人罔顾事实
的荒谬和“倒打一耙”的
滑稽。纵观中美交往的历
史和现实，这些抹黑根本
站不住脚，至少存在以下
五大谬误。

谬误一：美方领导人
口口声声强调美国给予中
国多少“恩惠”，声称中
国经济近几十年来的高速
发展全是美国的功劳，甚

至抛出美国“重建中国”
论，其逻辑之荒唐匪夷所
思。中国从“一穷二白”
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靠的是亿万中国人
民的辛勤劳动，靠的是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靠的是坚持改革开放，靠
的是中外互利合作。多年
来，国际舆论对“中国奇
迹”的正面客观评价不绝
于耳，而美方对此却选择
性失明。所谓“掠人之美
以自耀”，把中国人民几
十年流血流汗取得的成果
一股脑算到美国头上，再
也没有比这更违背事实的
说法，再也没有比这更滑
稽的逻辑了。

谬误二：美方领导人
口口声声妄言中国搞所
谓“军事扩张”，实则
是给中国为维护自身领土

主权等核心利益的正义之
举乱扣帽子。倒是美方反
复操弄台湾议题、对台军
售，还打着所谓“航行自
由”旗号，频频闯入我南
海岛礁邻近海域……种种
做法，都表现出霸权思
维、不顾他国权益的蛮
横。

谬误三：美方领导人
口口声声说中美需要“
公 平 贸 易 ” ， 抱 怨 美
国“吃亏”，却对美国
企业和民众在两国经贸
往来中的巨大收益视而
不见。中美经贸合作促
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民
生改善，也使美国获得
了跨境投资、进入中国
市场等大量商业机会，
对美国经济增长、消费
者福利、经济结构升级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渲

染“美国吃亏”论，更
多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掩盖中美经贸往来互惠
互利的本质。

谬误四：美方领导人
口口声声质疑中国改革开
放，却对中国全面深化改
革、不断扩大开放的努力
与行动熟视无睹。一段时
期以来，“放管服”改革
不断提速，减税降费支持
实体经济，加快落实负面
清单制度，放宽市场准
入，降低关税总水平……
即便外部环境发生变化，
中国仍将按照自己的既定
部署和节奏，坚定推进改
革开放。中国近来推出的
一系列深化改革开放措
施，已充分证明中国推进
改革开放事业的决心和诚
意。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
非但不会关闭，而且只会
更加敞开。

谬误五：美方领导人
口口声声指责中国在美“
投射影响力”，试图“干
预”美国选举，却对他国
依据美国法律购买媒体版
面或时段发布信息的合法
性和常规性闭口不谈。

在标榜所谓新闻自由的同
时，又担心美国民众对事
情的真相获得更多元的解
读。更重要的是，中国历
来坚持互不干涉内政的外
交原则，不愿也没有兴趣
干涉美国的“家务事”。
就连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尼
尔森和《纽约时报》《华
尔街日报》等美国主流媒
体也承认，目前美方对中
国干涉选举的指控没有真
凭实据。

美方领导人在演讲结
尾说希望中美关系“基于
公平、互惠和尊重主权”
，却忘了他的整场演讲几
乎就是在演绎背离自己这
句话。应当看到，美国近
日密集责难中国的背后，
是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不适
应，对当前国际力量对比
和国际格局演变大势的不
适应。美国前国务卿鲍威
尔近日表示，在对待中国
方面，特朗普政府“把外
交关系想得太少，把敌对
关系想得太多”。这一趋
势，已引发国际社会深深
担忧。

中 美 关 系 是 当 今 世

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
一 。 中 方 始 终 致 力 于
与美国共同秉持不冲突
不对抗、相互尊重、合
作共赢的理念，增进互
信，扩大合作，管控分
歧，维护中美关系的健
康稳定发展。美国国务
卿 蓬 佩 奥 日 前 访 华 时
说，期待和中方建立“
建设性的、以结果为导
向的”双边关系。但必
须明确的是，这个“结
果”不应是美国单方面
指定的结果，而只能是
中美共同协商、共同认
可的结果。

明年是中美建交40周
年。近40年的发展历程反
复证明，中美合则两利。
美方应客观、理性地看待
中国和平发展的现实，尊
重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
路，收起不应有的“救世
主”“施舍者”心态，停
止动辄“甩锅”“扣帽”
的错误做法，同中国相向
而行，为两国和世界人民
的共同福祉做出大国应有
的努力。

（来源：人民日报）

逐条驳斥！美国领导人演讲的五大谬误
连日来，美国政府不断在中美关系上作出消极言行，特别是

美国领导人日前的对华政策演讲，从多个方面对中国进行无端

指责和恶意攻击。一时间，美国鹰派“全面遏华”鼓噪之声加

重，中美关系似山雨欲来，不确定性骤增，令寄望中美关系行

稳致远、全球得以受益的人们倍感忧虑。

佐科威总统表示，我们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Tri Hita 
Karana（THK)，是巴厘岛
印度教养古有的生活哲
学，意思是“天地人和“
。人与人，人与自然，人
与上帝，和谐相处的生活
哲学。他也建议来宾听听
印尼式的唐突（Dangdut）
音乐，这是世界上最幸福
的音乐，有许多人甚至为
之着迷。

佐科威认为，天地人
和的Tr i H i t a Ka r a n a生
活哲学未来会吸引数十
亿美元到我国投资，用
于资助各项可持续发展
目标。

我 个 人 参 加 过 无 数
个国际大型会议，在美
国，澳洲，欧洲，俄罗
斯，中国大陆，新加坡等
国家，只有这次巴厘岛的
会议对我印象最深。从机

场到会场，到大型室外
晚宴没有看到带枪的士
兵，武警，安保人员。
没有看到装甲车，战斗
机，军舰。只有一般的交
通警察，警车开道，整
个巴厘岛气氛一点也不紧
张。场内从总统有趣的演
讲，到马云老师的论坛，
每一场讨论都是那么精
彩。虽然世界经济贸易前
景依然不明，但整个会

议气氛非常和谐友好乐
观。你看台上台下部长们
和世行，IMF的总裁笑的
多么开心，多么轻松。

所以今天早上，当全
程会议圆满结束后，印尼
三军总司令与负责年会
的部长和几千名安保士兵
共同庆祝胜利时，唱歌跳
舞，把总司令与部长高高
抬起来…高呼万岁，那个
场面让我心里一震，感动

的差点流泪，才知道在场
外有那么多可爱的人民子
弟兵在默默无闻日夜保护
我们。

印尼，再次向世界证明
了，我们选择的民主道路
是正确的，我们有能力成
为大国强国，因为印尼人
民想要的是幸福。

期许明年我国总统大选
能安全和顺利进行。

(中国芯@雅加达）

天地人和 喜极泰来

Adi Harsono

40年改革开放，7亿多
贫困人口成功脱贫，13亿
多人齐奔小康。40年砥砺
奋进，2017年南昌的地区
生产总值已经突破5000
亿，户籍人口550万，人
均GDP达到15000元/人。
这些成绩的取得，正是依
靠着人民群众不断探索实
践、真抓实干。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

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
开放也永无止境。而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我们更要大力弘扬
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精
神，推动南昌上下齐心，
理解改革要实，谋划改革
要实，落实改革也要实，
既当改革的促进派，又当
改革的实干家。

千条万条，落不到实

处就是白条。在“落实”
上下功夫，南昌就应推出
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
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处
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
和“最后一公里”的关
系，突破“中梗阻”，防
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
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

真抓才能攻坚克难，
实干才能梦想成真。弘扬

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良
好风尚，各级领导干部就
应出实策、鼓实劲、办实
事，不图虚名，不务虚
功，坚决反对干部群众反
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
风“四风”，以身作则把
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当然，改革开放在认
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

和发展，无不来自人民群
众的实践和智慧。将改革
措施落到实处，就应善于
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
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革切
入点，推动顶层设计和基
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
合。而这，也应成南昌党
员干部的“必修课”。

过 去 几 年 来 改 革 已
经大有作为，新征程上

改革仍大有可为。各地
区各部门就应在党的十
九大精神指引下，深刻
把握蕴含其中的改革精
神、改革部署、改革要
求，接力探索，接续奋
斗，扎扎实实一步一个
脚印将改革进行到底，
在新时代推动南昌各项
事业发展不断向前。

(来源：西安网)

深化改革，实干应成领导干部“标配” 作者：南溪

文：Adi Hars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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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季节是感冒高发
的季节，这个时候对于一
些抵抗力比较差的宝宝来
说，不小心就着凉感冒
了，宝宝感冒很多家长非
常关心，感冒可以通过饮
食调理，吃一些食物让宝
宝好的更快，那么宝宝感
冒了吃什么好的快？小儿
感冒适宜吃什么呢？

1、小儿感冒适宜吃什
么

1、主食及豆类的选择
大米粥、小米粥、玉米面
粥、米汤、烂面、绿豆、
粳米、藕粉糊、杏仁粉
糊、豆制品等流质饮食。

2、肉蛋奶的选择乳类
及乳制品、蛋羹、羊肝、
猪肾等。

3、蔬菜的选择叶茎类
可选大白菜、小白菜、苋
菜、芫荽；根茎类可选胡
萝卜、生姜、马铃薯；瓜
茄类可选冬瓜、黄瓜、
苦瓜、西红柿等；各种蘑
菇、大葱、大蒜。

4、水果的选择苹果、

梨、橙子、西瓜、荸荠、
甘蔗等汁液多的鲜果。

2、宝宝感冒了怎么护
理

1、要保证让孩子充分
休息

我们常说感冒了要多喝
水，多休息，对于小儿感
冒也一样，良好的休息非
常重要。家长要尽量让孩
子多睡一会，适当减少户
外活动，别将宝宝累着。
照顾好宝宝的饮食让宝宝
多喝一点水，充足的水分
能使鼻腔的分泌物稀薄一
点，容易清洁。让宝宝多
吃一些含维生素c丰富的
水果和果汁。

2、让宝宝睡得更舒服
宝宝感冒后常会出现鼻

塞症状，家长可以在孩子
的褥子底下垫上一、两个
毛巾，让孩子头部稍稍抬
高以缓解鼻塞症状。千万
不要让两岁以下的宝宝直
接睡在枕头上或将枕头垫
在床垫下，这样很容易引
起窒息或损伤颈椎。

3、保持空气湿润
孩子感冒除了要保证

室内经常通风外，还要
保持空气湿润。可以用
加湿器增加宝宝居室的
湿度，尤其是夜晚能帮
助宝宝更顺畅地呼吸。
别忘了每天用白醋和水
清洁加湿器，避免灰尘
和病菌的聚集。

3、宝宝感冒推荐食谱
1、萝卜葱白汤：萝卜

1个、葱白6根、生姜15
克。用水三碗先将萝卜煮
熟“再放葱白、姜、煮剩
一碗汤。连渣一次服。宣
肺解表”化痰止咳；治风
寒咳嗽，痰多泡沫，伴畏
寒，身倦酸痛等。

2、红糖姜枣汤：红糖
30克、鲜姜15克、红枣30
克。以水三碗煎至过半，
顿服，服后出微汗即愈。
驱风散寒；治伤风咳嗽。

3、香菜汤：芫荽（香
菜）30克、饴糖30克、
大米100克。先将大米洗
净，加水煮汤，取大米汤

三汤匙与芜荽，饴糖搅拌
后蒸10分钟，趁热一次
服，注意避风寒；发汗透
表，治伤风感冒引起的咳
嗽。

4、白萝卜蜂蜜：大白
萝卜1个、蜂蜜30克、白
胡椒5粒、麻黄2克。将
萝卜洗净“切片，放入碗
内，倒入蜂蜜及白胡椒，
麻黄等共蒸半小时趁热顿
服，卧床见汗即愈；发汗
散寒、咳化痰、治风寒咳
嗽。

4、不同感冒的类型
中医把感冒分为：风寒

感冒，风热感冒，暑湿感
冒和时行感冒四种类型，
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风寒
和风热感冒这两种类型。
不同类型的感冒所表现
出来的症状也是有所不同
的。

1、风寒型感冒：病人
除了有鼻塞、喷嚏、咳
嗽、头痛等一般症状外，
还有畏寒、低热、无汗、
肌肉疼痛、流清涕、吐稀

宝宝感冒了吃什么好的快？小儿感冒适宜吃什么？

薄白色痰、咽喉红肿疼
痛、口不渴或渴喜热饮、
苔薄白等症状

2、风热型感冒：有鼻
塞、流涕、咳嗽、头痛等
感冒的一般症状外，还有
发热重、痰液粘稠呈黄
色、喉咙痛（通常在感冒
症状之前就痛）、痰通常
黄色或带黑色，舌苔薄白
或者薄黄等症状。

3、暑湿型感冒：此类
型感冒多发生在夏季，病
人表现为畏寒、发热、口

淡无味、头痛、头胀、腹
痛、腹泻等症状。

4、时行感冒：时行感
冒病人的症状与风热感冒
的症状相似。但时行感冒
病人较风热感冒病人的症
状重。病人可表现为突
然畏寒、高热、头痛、怕
冷、寒战、头痛剧烈、全
身酸痛、疲乏无力、鼻
塞、流涕、干咳、胸痛、
恶心、食欲不振，婴幼儿
或老年人可能并发肺炎或
心力衰竭等症状。

滑石是一种矿物，也
是一种常见的中药材，摸
起来非常的滑腻，滑石的
药用价值很高，是渗水利
湿的一种中药材，还可以
外用治疗一些皮肤病的，
那么，滑石入药有什么好
处？滑石入药治疗什么疾
病？赶紧来学习下，下面
跟着优优小编来看看这篇
文章的解答吧！

1、滑石入药功效
1、反流性食管炎：滑

石30克，黄连5克，枳壳
10克，赭石20克，水煎，
早晚空腹服。10天为一疗
程，连用两个疗程即可治
愈。

2、病毒性肝炎：滑石20
克，甘草10克，青黛5克，
白矾5克，上药共研细末。
早晚以温开水冲服，每次3
克，每日两次，10天为一
疗程。

3、痛风：滑石50克，秦

艽10克，威灵仙15克，加
水500毫升，浸泡30分钟后
煮沸，频服代茶饮，每日
一剂。

4、口唇疱疹：滑石6
克，甘草1克，朱砂0、5
克，研末混匀，使用时以
蜂蜜或水调涂于患处。每
日4～6次，3～5天即可治
愈。

5、产后缺乳：滑石60
克，炒冬葵子30克，水煎
服，每日一剂，3～5剂即
可获效。

6、中耳炎：滑石20克，
枯矾10克，冰片5克，共研
细末，每晚睡前用盐开水
洗净耳内脓液，将药粉放
入耳内，外用棉球堵塞。

7、泌尿系统结石：滑石
60克，金钱草30克，海金
沙30克，甘草10克，将上
药共研细末混匀，蜂蜜为
丸。每次6克，一日3次，7
天为一疗程。

8、湿疹：滑石60克，
甘草10克，共研细末，水
泛为丸。每次6克，每日两
次，7天为一疗程。

9、手足皲裂：滑石50
克，白及20克，甘草10
克，共研细末混匀，以麻
油调涂患处。每日3次，一
周左右即可痊愈。

10、中暑吐泻：滑石100
克，藿香100克，共研细末

混匀。每次服15克，每日
两次，1～2天即可治愈。

2、滑石的介绍
【中药名】滑石huashi
【别名】液石、夕冷、

活石、生滑石、飞滑石、
白滑石。

【英文名】Talcum
【来源】硅酸盐类矿

物滑石族滑石Talcum的矿
石。

【产地分布】分布于辽
宁、山西、陕西、山东、
江苏、江西、浙江等省。

【采收加工】全年均
可开采。采挖后，去净泥
土，沙石等杂质。

【药材性状】扁平形、
斜方形或不规则块状，大
小不一。白色、黄白色或
淡蓝灰色，具蜡样光泽，
薄片半透明或微透明。质
较软而细腻，条痕白色，
指甲可刮下白粉，手摸有
滑腻感。无吸湿性，置水
中不崩解。无臭，无味。

【性味归经】性寒，
味甘、淡。归膀胱经、肺
经、胃经。

【功效与作用】利尿通
淋、清热解暑，外用祛湿
敛疮。属利水渗湿药下属
分类的利尿通淋药。

【临床应用】用量10
～30克，煎服，或入丸、
散;外用适量。用治热淋、

石淋、尿热涩痛、暑湿
烦渴、湿热水泻，外治湿
疹、湿疮、痱子。

【药理】滑石粉外用
对发炎或破损皮肤组织有
保护作用，内服可保护发
炎的胃肠道黏膜而镇吐止
泻，含能阻止毒物在胃肠
道中吸收，但在腹部、直
肠和女性私处等处可引起
肉芽肿。此外，滑石粉对
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及
脑膜炎球菌有抑制作用。

【化学成分】主要成分
为含水硅酸镁，此外，还
含有氧化铝等。

【使用禁忌】脾胃虚
弱，或热病津伤，或肾
虚滑精者均禁服。孕妇慎
服。

【相关药方】①治小便
不利，茎中疼痛，少腹急
痛：滑石、蒲黄等分，上二
味，治下筛。酒服2g，日三
服。（《千金要方》）

很多人在吃橘子的时候，都会将橘
子皮丢掉，其实橘子的皮也有很多用
处，正确的使用可以为生活带来很多
的便利，那么新鲜橘子皮的作用有哪
些？新鲜橘子皮有什么功效？下面就
来详细了解新鲜橘子皮的作用，以及
了解如何正确使用这些橘子皮吧。

1、新鲜橘子皮的妙用
橘子是常见的大众水果之一，一

般人吃完橘子都会随手把橘皮扔掉，
但其实橘子皮有很多功效，能祛痰止
咳，还能出口臭。

1.祛痰止咳
橘红是橘子皮的外层红色部分，其

化痰止咳作用更强，“专主肺寒咳嗽
多痰”，凡支气管炎咳嗽痰多色白者
颇为适宜。若有风寒咳嗽、痰多色白
者可以在熬粥时放入5~10克橘红，不
仅芳香可口而且可以化痰
止咳。

2.除口臭
对于单纯性的

口 臭 ， 不 妨 尝
试 嚼 点 鲜 橘 子
皮，因为橘子皮
中 含 有 大 量 的
维生素C和香精
油，有理气化
痰、健脾胃等功
能。将其咀嚼后
吐掉残渣，反复几
遍对去除口腔异味比较有效。

3.防晕车
新鲜的橘皮对脑部有辅助作用，所

以在上车前1小时，可以用新鲜的橘子
皮，向内折成双层，对准鼻孔，用手
指挤提捏橘子皮，皮中就会喷射出无
数股细小的橘香油雾并被吸入鼻孔。
在上车后继续随时挤压吸入，可有效
地预防晕车。

4.减肥
新鲜的橘子皮洗净后熬煮成汤汁用

来泡浴，可以加速身体燃脂排毒。因
为橘皮中含有丰富的有机酸、维生素C
和纤维质，经过熬煮这些物质都会析
出。当你身体浸没在橘皮浴汤中，能
有效杀灭肌肤表面的细菌，同时清除

毛孔深层的污垢和毒素，让肌肤表面
排毒和新陈代谢加快。

有机酸会通过毛孔进入深层脂肪组
织，能加速局部脂肪代谢，经常用橘皮
泡浴还能让你身上有一股清淡的果香，
这可是比任何高级昂贵的瘦身精油效果
都好的减肥沐浴精华，每天吃完橘子就
把橘子皮收集起来煮汤泡浴吧。

2、吃橘子的注意事项
1、不宜与萝卜同食
萝卜进入人体后，会迅速产生一种

叫硫酸盐的物质，并很快代谢产生一
种抗甲状腺的物质——硫氰酸。若这
时进食橘子，橘子中的类黄酮物质会
在肠道被分解，而转化成羟苯甲酸和
阿魏酸，它们可以加强硫氰酸对甲状
腺的抑制作用，从而诱发或导致甲状
腺肿。

2、橘子与牛奶不宜同食
牛奶中的蛋白质易与橘子
中的果酸和维生素C发生

反应，凝固成块，
不仅影响消化吸
收，还会引起
腹胀、腹痛、
腹泻等症状。

因此，吃橘子
的前后1小时内不

宜喝牛奶。
3、老年人要少吃

胃肠、肾、肺功能虚寒体质的老人
不可多吃，以免诱发腹痛、腰膝酸软
等病状。

4、阴虚体质的不要吃
中医认为，橘子性温，多吃易上

火，特别是属于阴虚阳盛体质，最好
少吃，不然会出现口舌生疮、口干舌
燥、咽喉干痛、大便秘结等症状。建
议吃些柑桔，可免上火症状。

孩子贪吃、多吃橘子，容易会上
火。如果孩子吃橘子过多，出现所说
的“上火”表现，如舌炎、牙周炎、
咽喉炎等，应停食1-2周，再吃。

5、肠胃疾病患者要少吃
患有肠胃疾病的朋友最好是少吃橘

子的好，肠胃功能欠佳者，吃太多橘
子，容易发生胃粪石的困扰。

滑石入药有什么好处？滑石入药治疗什么疾病？

洗脸对于我们来说是
一件很习惯的事情，一
般然每天都会洗两次，
但是有的人为了脸部的
清洁，或者由于这个人
皮肤的性质，甚至会洗
脸超过两次，那么用什
么洗脸就成为了关键，
用 盐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方
法，那么用盐洗脸有什
么好处？用盐洗脸有什
么要注意的？

1、用盐洗脸的好处
1、盐亮肤
洗脸后，把一小勺细

盐放在手掌心加水 3 - 5
滴。

用 手 指 仔 细 将 盐 和
水搅拌均匀，然后沾着
盐水从额部自上而下的
搽抹，边搽边做环开按
摩。

几 分 钟 后 ， 待 脸 上
的盐水干透呈白粉时状
时，用温水将脸洗净，
涂上保湿乳液或继续正
常的护肤步骤。持续进
行，每天早晚洗脸后各
一次。

这样有很好的清洁和
去污效果，不过按摩时
应该避开眼部周围的皮
肤，而且敏感性皮肤谨
慎些。千万不要把盐水
弄到眼睛里去，以免造
成眼结膜损伤。

2、盐可明目
做完正常的清洁后，

打半盆温清水，撒上少
量盐让它融化，将脸部
浸泡在淡盐水中，在水
中睁开眼睛，上下左右
活动眼球达到用淡水洗
眼的效果。

不出二个星期，你会
发现你的眼睛变得明亮且
炯炯有神起来，这才是名
副其实的“电眼美女”。

3、盐战痘
其实对于背部长有青

春痘的“顽疾”，盐一
样也有用。入浴后让身
体充分温热，待毛孔张
开后多抹些盐在后背，
各个角落都要抹到。用
浴刷按摩1分钟，不要太
用力，只要让皮肤及刷
子间的盐分移动即可，
然 后 用 海 绵 蘸 上 淡 盐
水，贴在背上1 0分钟，
用清水洗干净。

洗几次再看看，背上
的痘痘慢慢地不见了。

4、盐控油
对于分泌油脂旺盛的

T 字 部 位 ， 即 使 到 了 秋
天，很多油性皮肤的“
产油量”还是源源不断
的。对于局部区域，可
以用细盐抹在事先润湿
的皮肤上，轻轻按摩后
休息3分钟，然后在鼻翼
两侧毛孔张开的部位用
中指指腹由下向上做挤
压式按摩。

这里是老宗医养生在
线安东尼小编为您介绍
的“”相关的内容，希
望对你有帮助，感谢你
对老宗医的大力支持！

2、盐洗脸注意事项
1、最好用没有用过的

食盐，可以在刚开封时
用小瓶单独装起来；所
用的盐一定要是细盐，
或者专用的盐，千万不
能用一般的食盐!

2、每次用4 ~ 5滴牛奶
兑盐，不能把盐直接往
脸上搓，应当稀释，在
盐半溶解状态下开始用
来按摩；由于此时的盐
未完全溶解仍有颗粒，
所以在按摩的时候用力
必须非常轻；注意不可
将盐水涂在眼睛周围，
以免渍伤眼结膜。

3、半分钟后用清水洗
去，不能太久了；

4、为了让皮肤重新分
泌干净的油脂保护，所以
洗完之后不要再擦任何东
西在洗过的皮肤上了。

5 、 有 痘 痘 或 者 伤 口
之类的皮肤的用盐水洗
脸会有刺痛感，请慎用;
敏感肤质者最好不要使
用。

6、不要洗得太勤，洗
多了皮肤会变干燥、变
薄，抵抗外界污染能力
减弱。

7、干性皮肤者，最好
用加一匙水溶性或弱油
性的按摩霜与盐和水混
合。

新鲜橘子皮的作用有哪些？新鲜橘子皮有什么功效？ 用盐洗脸有什么好处？用盐洗脸有什么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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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
多少人愿意等待，所有的
感情饱经沧桑，生活给出
了答案，昨天只是昨天，
今天还是今天。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爱
能否重来尚且未知，然而
这首歌已经深深地铭刻在
过去，也许也曾深深地打
动内心深处的柔软，也许
也曾默默地擦去眼角的泪
水，然而，这首歌已经在
记忆中销声匿迹。

所有的故事，所有的
爱恨情仇，无论多想挽留
却无法避免最终的擦肩而
过。没错，昨日依旧，但
是，昨天仅仅是昨天，在
下一个清晨，还是要向着
新的方向，出发。

生活中磕磕绊绊，所
有的酸甜苦辣，在泪水中
流逝，在苦痛中度过，无
论是哪种心情，终归要整
理好心情，下一个清晨，

在朝阳洒满的路上，向着
新的方向，出发。过往是
昨天的走过的路，人大概
就是这样走走停停，向着
叫做梦想的东西走去。然
而，就像那些留在过去的
歌曲一样，走着走着，梦
想也变味了，到底梦想是
什么，也终于记不清是什
么模样了。

年轻的模样在那些相
片中依稀可见，年轻的样

子，天真，可爱，带着最
初的梦，同样在一个清
晨，出发。黑夜，雨天，
追逐，颓废，大概所有的
生活在这样无意义的反
复出现，也许每一次经历
都有不同的感受，然而还
是厌倦了这种重复着的
事情。生活是总是在无奈
与叹息中说着自我鼓励的
话前行，流着泪水自我安
慰，诉说着一个关于“梦

想”的东西。
生活除了自己，就是别

人。走着走着，似乎自己
都不再是自己，而别人还
是别人，不知不觉中，慢
慢的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模
样，而别人，越走越远，
分别太久，都不知该做出
回应。再见，相顾无言，
大概是最好的诠释。在生
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每
一次相遇都是一种缘分，
然而，擦肩而过是所有的
不期而遇。

过往啊过往，也仅仅是
过往，不要问有多少爱可
以重来，在下一个清晨，
还是要向着地平线追逐。

以梦为马，在清晨，抛
却所有的故事，同年轻的
孩子一样，同样天真，向
着梦想的方向，出发。

选择了远方，就该风雨
兼程，何必再问有多爱可
以重来。

在清晨，出发 作者:听雨十年前故乡的你

十年前 我在你面前
可以肆无忌惮地说一些废话
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都在为生活而奔波
十年前 我很怀念
嬉笑的时光和一起追的女孩
十年后 还没学懂
如何在谈笑风生中不失自我
十年前 我们不易悲伤
还假装大人忧郁的眼神

十年后 我们看似从容
平静的心早已变得躁动
十年前 我们还是少年
说过永远会在彼此的身边
十年后 我们已是中年
对于明天只有柴米和油盐
异乡的我 故乡的你
已好几年 没见过面
都已忘了彼此青涩的模样
和从别人口中说出的是非
也听闻你有了幸福的家庭
我也很高兴有你这位曾经

作者:郑旭荣

“跟你一样!”这大概是
年少时最动人的话语了罢?

小时候，我们都要带
好多吃的，或者买好多吃
的。每次我问她喜欢什么
吃什么，她的回答都只有
四个字“跟你一样”然后
我就默默的从包里掏出巧
克力给她。她笑了，我也
笑了，阳光下两个女孩灿
烂的笑容。就这样，我们
的友谊持续了十三年，
可是某一天，一切都变
了……

那是一年春节，妈妈给
我买了一件新衣服，我兴高
采烈的穿上它跑到她家里告
诉她。她却一把推开我，跑
到墙角哭起来了。我匆匆跑
过去问她怎么了，她含着眼
泪朝我吼着：“够了别再跟
我炫耀了，我受够了，我们
不一样，我们的生活环境不

一样，我们的梦想不一样，
我们的阅历不一样，我们的
一切都是不一样的，我家没
有你家那么富有，请你不要
再来找我了好么?”说罢，
她哭着跑进屋里去。我站在
原地久久无法平复自己的心
情，没想到我在她心里竟是
这样……

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
道，原来那天她爸妈因为
她吵架了，而且她本来打算
穿着去找我玩的新衣服也被
她爸爸弄坏了。听到这些我
的心情又是久久的不能平
复，我带上她最爱吃的巧克
力在去找到了她。“你吃什
么?”又是那个问题，“跟
你一样!”还是那个答案。

“跟你一样!”这句话大
概是世间最动人的情话，它
承载着我与你的欢喜忧愁，
承载着我们的友谊……

在每一天的时光流逝
里，感受着生命的热情、
温暖、期待、冷漠、悲
伤、痛苦......幸福，因
为活着，活着就能感受着
生命，感受着这个世界的
一切，感受着你。

时光潜藏在岁月的双
眸里，跟随四季的轮转，
律动着青春与激情。努力
实现梦想的岁月被称之为
青春，梦想是被叠起的纸
鹤，在希望的微风中，飞
翔在生活的天空下。不知
疲倦，不畏风险，永恒的
信念执着在那遥远的地
方。

挽一缕长风薄念，在素
色的时光里种下一个梦，
梦里有落梅舞雪，也有清
荷临水。落笔，煮茶，茶
香袅袅，淡而不涩，这是
岁月的味道，也是爱的味
道。

在那遥远的地方，来自
东方的启明星早已冉冉升
起，栩栩的光辉刺透了黑
夜。梦中的情节一次次地
上演，我坚守幸福，坚持
梦想，多年以后的自己，
究竟会在哪里？

人生在世，哪里都会
遇见一个不太真实的自
己，它会像一面会反光
的镜子，照见灵魂深处的
秘密。藏在心底，一段幸
福的话语解释不了所有疑
问，唯有那痛彻心扉的领
悟，才会让人领略生活的
真谛。

心里有期盼，眼里有
花开。生活的真谛存在每
个人的心里，它不是一种
纯粹的认知和理解，更不
是所谓的全然行动和身体
支配，它是灵魂的感觉。
只有当灵魂感觉到真正的
快乐与悲伤，人生才堪现
出真谛。灵魂的快乐亦或
是悲伤都不是形式上的感
觉，而是发自内心深处最
真实和最贴切的，对生活
油然而来的集中表现。

就象每个人都渴望在短
暂的人生岁月里，遇见可

以执手流年的彼此，直到
白首已然。当不再回首已
往的时候，那时才是真正
的幸福。

爱生活，爱自己，爱所
爱的一切，稳妥着一份安
暖，即便棉麻布衣，粗茶
淡饭，那也是一种幸福。

幸福来源于生活，归
结于感觉。它是对物质世
界和精神世界体验而来的
集中表现。快乐和悲伤只
不过是人心映射出来的一
种短暂的心理现象，并不
能在生活中无限的循环下
去。生活的真谛应该包含
快乐和悲伤，它们两者
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两味元
素。如何生活就是如何组
合这两味元素，这不仅仅
取决于人的主观意识，更
多的取决于人自身内外环
境的共同作用。

人自身内外环境的共
同作用最现实的表现，则
出自于人与人的感情之
中，因为幸福往往来得很
简单。一个简单的拥抱，
一句唏嘘的问候，只要彼
此真诚，幸福就会油然而
生。没有复杂的构造，没
有不安的心理，需要的只
是简简单单。

时光，没有永恒的美
丽，留一份可以怀念的温
情，便可丰盈我们日益饱
满的灵魂。明月依旧照晴
窗，走过寒冷的冬，让我
们微笑着，迎来明媚的
春。

曾经，青春散发着朝气
与激情的味道，调理着生
活中的快乐与悲伤。转角
处的相遇是缘分的指引，
执手流年是岁月的安然。
过往的情事随风飘散，邂
逅在那青石瓦巷。生活总
是来来往往，寻一处心灵
的幽静之处，独守安详。

没有在自己最好的时候
遇见你，但现在遇见你，
就是最美的时光。执手流
年，安然岁月，静怡的时
光，情深意长。无言，亦
是美好……

时光，无言的美
作者:浅墨书清语

回不去从前 作者:包子

我喜欢
那微微勾起的唇角
我喜欢
那如墨长泻的直发
我喜欢
那清澈见底的眼眸

我想念
那翱翔着孤雁的冷秋
我想念
那驰骋着骏马的草原
我想念
那飘零着柳絮的绿树

暮然回首
那唇角亦如海平线
那直发也已经弯折
那眼眸却已被装点
那冷秋不再翱翔着孤雁
那草原不再驰骋着骏马
那绿树不再飘零着柳絮

原来
我思念的故乡
已回不去从前

跟你一样 作者: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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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体育】10月15
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
利斯进行的2018年夏季青
奥会结束了田径大项第四
比赛日争夺，中国选手陈
龙以两个阶段均排第一的
成绩，顺利获得男子跳高
冠军，这是中国田径队在
本届青奥会上获得的首块
奖牌。陈龙2002年11月13
日出生，还差一个月才满
16周岁。在北京时间12日
凌晨进行的第一阶段比赛
里，陈龙就已经表现出高
人一截的能力，他在轻松
跃过2米09之后，场上就
剩下他和芬兰选手马蒂拉
赫和乌克兰选手多洛斯楚
克。三人攻击接下去的2米
13，结果陈龙在第三次比
试中跃过2米13，而马蒂啦
和多洛斯楚克则没有过。

陈龙也没有继续挑战接
下去的高度，就以2米13获
得第一阶段第一。今天凌晨
的第二阶段，有着终极决战
的意味，选手整体水准发挥
高过第一阶段，而且高度设
置幅度也有所调整。但陈龙
的状态一直处在高位。1米
83到1米93三个高度免跳，1
米98到2米16六个高度，陈
龙全部一次跃过！而此时还
在和陈龙竞争的，就剩下澳
大利亚选手米尔斯，第一阶
段仅过了2米05的米尔斯，

第二阶段状态相当神勇。在
冲击2米18的高度时。米尔
斯第二次过，陈龙则在第三
次冲击中惊险跃过。接下去
高度2米20，米尔斯免跳，
而陈龙在一次没过2米20之
后，直接选择了2米22。

陈龙的个人最好成绩是
今年在湖南株洲青奥会选
拔赛上创造的2米20，如
果跃过2米22，则将打破他
个人最好成绩，陈龙不负
众托，第一次冲击就顺利
过了2米22！米尔斯也不含
糊，在第二次冲击中过了2
米22，同样创造个人最好
成绩。接下去两人都放弃
了2米24，直接要了2米26
，但两人都没有成功，陈
龙凭借一次过2米22的优
势，获得第二阶段胜利，
同时也顺利过了本届青奥
会男子跳高冠军！

青奥会田径中国首金诞生 

陈龙2米22获跳高冠军

陈龙夺金

中 国 帆 船 帆 板 运 动
协会主席张小冬，潍坊
滨海宣传文化群团部副
部长周建广，铭泰投资
发展集团总裁王志方，
伦敦奥运会帆船冠军、
联赛形象大使徐莉佳等
出席了新闻发布会。本
次新闻发布会中另一个
重要环节是授予奥运冠
军徐莉佳成为“中国帆
船联赛形象大使”。

徐莉佳曾获得2008年
北京奥运会女子激光雷
迪尔级帆船铜牌，2012
年伦敦奥运会女子激光
雷迪尔级帆船金牌。作
为中国帆船运动的“明
星运动员”，徐莉佳一

【新浪体育】10月15
日，《马卡报》报道，
本赛季巴塞罗那主场的
场 均 观 众 人 数 增 加 了 1
万人，皇马和马竞都有
下滑。升班马巴拉多利
德的场均上座人数翻了

一 倍 多 ， 从 8 0 0 0 人 到
1 9 0 0 0人，巴西传奇罗
纳尔多是他们的最大股
东。

韦斯卡和巴列卡诺两
支升班马的上座人数也
上涨不少。巴塞罗那主

场诺坎普的平均观众人
数增加了1万人。

本 赛 季 4 个 主 场 比 赛
中，有3场的观众人数超
过7万。上赛季巴萨前8
场比赛有4个主场，有一
场关门进行，其他3个主

场的场均人数不到6万。
本赛季伯纳乌的场均人
数为63500人，比上赛季
少了20 0 0人。马竞本赛
季主场人数下降最多，
场均比上赛季少了80 0 0
人。

中国帆船联赛潍坊滨海站10月开赛 

百余名高手参与
【新浪体育】10

月15日，中国帆船

联赛潍坊滨海站赛

前新闻发布会在京

召开。本次新闻发

布会预示着中国帆

船 联 赛 首 站 潍 坊

滨 海 站 进 入 开 赛

倒计时。

直活跃在国际帆船赛事当
中，并且做了很多帆船运
动的推广工作。同时，徐
莉佳还是中帆协新闻与宣
传委的委员，而成为形象
大使的身份再次升华将赋
予她更多的责任和使命。
徐莉佳表示：“听闻中国
帆船联赛，我内心充满激
动和感激。

创办职业帆船联赛是
中国帆船帆板运动的一个
创举，对于中国帆船帆板
运动员们来说是个不可多

得的机遇。这里是造星的
舞台，相信以后会诞生很
多帆船明星。我希望有机
会能在这里展示自己，
再一次成为帆船明星。
感 谢 赛 事 为 我 们 的 帆
船帆板运动员提供了这
一舞台与机会。比赛设
男、女帆板、女子激光
雷迪尔级帆船、女子470
级帆船共4个级别比赛。

参赛选手来自现役国
家队运动员、全国比赛冠
军等，总参赛人数共计

100人。明星选手有2018
印尼亚运会男子 R S： X
帆板冠军毕焜、20 1 7全
运会冠军叶兵、20 1 8亚
运会R S：O N E级冠军陈
昊 、 2 0 1 8 丹 麦 世 锦 赛
女子 R S： X级季军卢云
秀、20 1 8印尼亚运会女
子激光雷迪尔级亚军张东
霜、2017全运会女子激光
雷迪尔级冠军袁如蓓、印
尼亚运会女子470级亚军
高海燕、魏梦喜等。首场
设赛事总奖金近20万。

发布会大合影

巴萨主场的场均观众数增长1万人 

皇马马竞都在下跌

巴萨主场上座人数上涨了1万多人



“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想
他好端端怎么会受伤？”
就好奇问一下也不行吗？
她嘀咕。
他笑容更冷了，“他急着
向本王发誓自己绝对不敢
打皇婶的主意，一不小
心跌进宫外的护城河里去
了。”
啊，居然还有这段？想来
也是，这位王爷似乎醋劲
颇大，自己才多问皇粤的
事两句，他就能横眉竖目
了，那皇粤可能娶她，他
这不刮风打雷了，皇粤能
不被他吓死才怪。
“世子是不小心掉下护城
河，还是……”她忍不住
问出不该问的问题。
他眸光立即凌厉的扫过
来。“本王会这么没格调
对他动手吗？不管如何，
他也是本王的侄子，本王
只是对他跌落护城河时视
而不见，没出手相救，任
他多喝几口水而已。”
“呃？喔……”没出手相
救不就是想淹死侄子？
啧，她突然发现，这家伙
不仅是个阴晴不定又难以
接近，还是个超级爱吃醋
又会整人的幼稚鬼。

第八章 正主儿出现

入夜后，马车在客
栈前停下，走下一
家三口，丈夫脸如
白玉、颜若朝华，
妻子容色照人、肤
光如雪，娃儿粉镦
可爱，精灵活泼，
三人如画，美不胜
收，令经过客栈前
的行人纷纷驻足多
看两眼，忍不住赞
叹仙家下凡。
墨王有心带“妻

儿”游山玩水，吩咐无须
赶路，入夜后必休息。
此时一家三口刚踏入客
栈，掌柜立即诚惶诚恐的
迎上来，但没来得及说
上话就让五戒给打发了，
墨王岂是寻常人可以打
扰的，自是让他一旁候着
去。
五戒早派人提早过来打点
好一切，正是晚膳时刻，
直接就请主子们先去了膳
厅。
魏绾烟刚踏入客栈时不见
客人进出，到了膳厅又发
现空无一人，仅有他们一
桌人坐着，马上猜测到是
某人大手笔包下整间客栈
了。
“其实咱们这一行人连侍
卫也不过十多人，几间上
房便够了，您何必浪费钱
包下整家客栈？”她在菜
肴未送上来前数落了一
下。
“咱们不只十多人。”他
回。
“那不只？王爷、我、小
诺、五戒、朱宝、车夫，
再加上侍卫，就十来个
啊。”

他看了她一眼，一副懒得
多说的表情。
她磨了磨牙，这家伙还是
那个眼睛长头顶的高傲王
爷，随便他，钱多是他的
事，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菜肴送上来了，当然非常
丰富讲究，三个人吃一桌
子的菜，其中大多是她爱
吃的，有几道软食是备给
小诺的，这一餐“母子
俩”吃得非常满足。
“本王还有事忙，你们吃
饱了就先回房梳洗歇息，
明日一早上路。”他瞧一
大一小吃饱喝足了便起身
道。
“这都离开京城了，您还
有事忙？”她问他。
“嗯，忙完便回来睡了，
你不用等本王可以先就
寝。”他交代道。
他这话怎么听起来怪怪
的，魏绾烟心中疑惑，总
觉得那儿不太对劲，却又
说不上来。
“五戒，伺候他们母子歇
息去。”他转身嘱咐五戒
后便离去了。
“魏小姐，请跟奴才走，
奴才领您去厢房休息。”
五戒恭敬的请人。
坐马车颠簸了一天，她确
实也累了，特别是小家
伙，这才刚吃饱已在她怀
里打瞌睡了，她马上点头
起身，随五戒去厢房。
进了厢房，发现厢房宽敞
舒适，设备也精巧，当是
上等居中的上等房，她满
意的点头。
那家伙虽铺张，但不得不
说，这趟回常州的路途享
受程度可比自己当初独
自上京时的待遇好得多了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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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的分析，表示十分赞同，
我一面旋转着一张可以转动的椅
子，一面道：“现在，主要的问

题，就是蔡根富究竟说了些甚么，你难
道没有……”
我本来想问他难道没有向蔡根富问过，
我立时想到，蔡根富除了那一句“辣块
妈妈”之外，其余任何话都没有说过，

比拉尔当然也得不到任何答案，所以我
的话说到一半就住了口。
比拉尔苦笑道：“蔡根富如果肯说，问
题就简单了。他不肯说，而我想，不论
那是甚么事，一定是发生在一四四小组
的工作矿坑之中的事，所以我……”
我接口道：“你去过？”
比拉尔道：“我去过？你以为我的胡子
是在哪里长出来的？我在那坑道中，
足足住了一个月，从那时起我开始留胡
子，而且发誓，如果这件事不是有了彻
底的、令人满意的答复，我就不剃胡
子，一直留下去！”
我对于比拉尔的话，倒一点不觉得怀
疑，因为我一看到他，就看出他是有那
种锲而不舍精神的人。
比拉尔又道：“自从惨案发生之后，一
四四小组的矿坑就被封闭了，现场清
理之后，我就进去，一个月之久，一
步也没有离开过！可是却甚么也没有发
现！”
比拉尔说到这里，神情多少有点沮丧，

搔着他的乱发：“照说，那里如果有甚
么古怪的事曾经发生过，我一定可以遇
上的！”
我也很同意比拉尔的话，在推理上，他
的话无懈可击！除非没有怪事发生过，
如果有怪事发生的话，一定是在一四四
小组的矿坑之中，而比拉尔在那矿坑中
住了一个月，应该可以遇上怪事。除非
怪事发生了一次之后不再发生了！
我苦笑了一下：“我也要到那矿坑去一
下，或许有甚么是你忽略了的！”
比拉尔只是挥着手，没有说甚么。
我和他离开了道格工程师的住所，此
行，除了看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煤精之
外，可以说一点收获也没有。
当我们又回到了奥干古达住所的时候，
我实在感到疲倦了，所以，到煤矿去的
行程，安排在明天。
我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澡，休息了两小
时，一直和比拉尔一起闲谈、讨论。他
将他所知道的这一件事的一切，全都告
诉了我，有的地方，甚至已说了四五遍

之多。我就他所说的一再思索，可是对
于蔡根富为甚么要杀人，还是莫名其
妙。
当晚，后来奥干古达也赶回来，参加了
讨论，我们在各自的长叹声中结束了讨
论。
第二天，我们三人，坐着奥干古达的座
驾车，向煤矿进发，驶出不久，一路
上，已全是载着煤矿工人去换班的车
子……煤矿二十四小时不断生产。

第五部 深入地底犹如进入地狱

一小时后，进入了煤矿的范围。我在事
先已经得到了煤矿的全图，所以知道，
我们眼前那一座至少有十几个山头的大
山，整个维奇奇山的下面，全是丰富
的、品质极其优良的无烟煤。这个煤
矿，已经开采了一百多年，估计至少还
可以开采两百年。
奥干古达的车子，停在一个矿坑入口
处。

颖熙冷冷的反问：“房子是我
买下的，我不能住进去吗？”
“不……不是的！”尤明芳支

支吾吾回答。事发之后，盛家人应该
会把刚藏的东西藏好、该丢的东西丢
了吧？

之前她曾协助去处理了一回，房子里
其实东西被撤得差不多，恢复到总裁
单身时住在那里的样子，唯一伤脑筋
的是主卧室里镶嵌在墙壁里的大衣
橱，那十五码的电子锁连锁匠都莫可
奈何。
后来那橱子怎么处理的，她就不知道
了。
话又说回来，早知道这位我行我素惯
了的大少爷一定不会乖乖的接受安
排，当初盛老夫人该听从邱小姐的建
议，把房子卖掉才是。
“那房子似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去
打扫，还满干净的，我打算今天晚上
就住进去。”
“邱律师知道您要搬过去吗？”邱雪
蔷是总裁这一年来走得最近的女人，
他们是公认的一对。两家人在去年盛
家老爷中风住进了邱明光纪念医院治
疗后，互动就更加频繁，合理推测，
两人的好事只怕是近了。
目前，邱雪蔷到纽约静修，预计一个

月后回来。
“迟早知道，不必特意告知。”盛颖
熙端起她方才送进来，有些发凉的茶
啜了口。较之于茶，他记得以前喜欢
咖啡，只是曾几何时，一嗅到了咖啡
的味道就令他不安焦虑，活似世纪末
日到临一般。
如今他不喝咖啡了，却记得曾经爱
喝，依稀记得有个人为了他还跑到
老式咖啡店学煮咖啡。只是那个人是
谁……他真的忘了。
感觉到平稳的情绪又掀起波浪，盛颖
熙忙把注意力集中到待批阅的卷宗
上。不能再想了！反正也想不起来，
陡增焦虑罢了。
“是。”尤明芳心里遗是有些不安。
盛颖熙的手机铃声在此时突然大作，
他看着似熟悉又陌生的号码。“喂，
盛颖熙，你哪位？”
“再深厚的友谊也抵不过‘岁月摧
残’呐，令人遗憾呐！”低沉的笑声
透着恶作剧的玩昧自手机里传来。

盛颖熙一怔。“遴君？夏遴君？”
“感恩呐，看来我们的友谊可以再继
续一段时间。”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他挥了下
手，示意尤秘书可以先行离去。
他的声音听起来还算有元气，看来已
经走出女友骤逝的打击了。
“刚下飞机。”
“这回打算停多久？”
“老头子病了，看看他的情况再说
吧。也许还可以回美国继续逍遥，也
许……得认命留下来了。”
对了，他之前才差人探望过夏伯
父。“找个时间咱们聚聚吧！”
“好。”
那是……那是什么味道？盛颖熙将
醒末醒的皱着眉抽动了下鼻子。焦
虑……极度的痛……哀伤……死亡！
他倏地睁开眼。
咖啡的味道！该死的！谁在他住处煮
咖啡？

玲玲面色惨白，目光有如痴了
似的望着地面前这位声威慑人
的师奶，而在此刻，全玲玲与

江青的处境，可说已达恶劣之极的地
步了。
正在这时，一连串的长笑声起处，十
多条人影，巳纷纷凌空而降，俐落无
比的围着江青等二人，站成一个半包
围的形势。
江青冷漠的向这些不速之客逐一瞥
视，每当他双目印上一个人的面孔，
内心便不觉有一股强烈的仇恨与憎恶
升起，是的，他并没有与这些人结过
什么深仇大怨，但是，这些人为了自
己的名声与利益，却无时无刻不处心
积虑的要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已！
来人是在江青预料之中。却又是预料
之外的。
虽然。他仅仅才见过一面，但他却永
远不会忘记，这些人全是昔年武林三
绝掌的后人，魔龙子谢志、摧山神君
冉独、游魂叟邓斌，另外，近有那鼎
鼎大名的武林双鹰怒鹰于、彩鹰齐百
禄二人在内！
最令江青注意的，却是一直紧立魔龙
子谢志身旁，一个身材修长，神仪内
蕴的俊逸青年，这青年他似曾相论，
却又在骤然间想不起来，在这青年身
后，一字站立着五个俊丑迥异，年龄
俱皆不大的角色，每一双眼睛，都毫
无表情的凝注着他。
忽然，无定飞环冷哼了一声，移动了
一下她那残跛的右腿，并没有向魔龙
子等人招呼，又迟缓而生硬的道：“
玲玲，我的话你听到了么，不要真
个使你父亲亲自动手，待你去了，
我会使你所喜欢的人也很快的前去陪
你。”
全玲玲这时那里还能回答得出来？她
知道，四围所站的人，个个俱是江湖
上独霸一力的雄才，无论那一个也有
一身超绝不凡的武功，而心上人技艺
虽高，处于此等境地之中，却也没有
稳操胜算的把握啊！
但是，你教她这时怎么办呢？全玲玲
并不畏惧死亡，可是，使她如此死
去，她却永远不会瞑目的。

飞索专诸全立面如寒霜的踏上一步，
像一只暴怒的野兽般低吼道：“不
孝的贱人，你真要活活气死老夫么？
好，好，老夫便成全于你……”
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江青，忽而冷
静的启口道：“全立，江某巳将话摆
得明白，阁下无权逼死江某之妻。现
在，阁下等欲待如何，江某一一舍命
奉陪就是！”
环立于旁，面孔阴沉的彩鹰齐百禄，
这时一拂他那缤纷夺目的衣袖，冷冷
说道：“江青，阁下是为一女子而舍
命么？”
江青眼皮子也不瞬，淡淡的道：“齐
百禄，尊驾是为名利而拚命么？”
怒鹰于一见拜弟语风受窒，不由大吼
一声，怒道：“姓江的，少来这套舌

上功夫，新账旧债，吾等今夜正可一
并结清，如此夹缠拖延，也能算是江
湖上的一号人物么？”
江青冷沉沉的一笑，沉声道：“江某
正好求之不得，不过，结清这些旧债
新账，是江某与阁下以一对一呢？还
是周围诸人一拥而上？”
怒鹰于老脸倏热，狂吼道：“住口，
凭老夫一个人还怕收拾下了你？”
江青傲然道：“自然，只不知阁下日
前所受内伤可曾痊愈？”
这句话有如一根铜针扎到怒鹰于的痛
处，他气得须眉倒张，双目发红，暗
运真力，便待暴然出手。
无定飞环李琰玉忽然冷煞的哼了一
声，隐在银色面具后的眼睛，有若两
道冷电般向怒鹰于一瞥。
任是于威名赫赫，被无定飞环这一
瞥，也不由全身一颤，满腔怒火不得
不勉强压制下来。
江青悠闲的一哂道：“这才对，别太
冲动，以免破坏了你们的整个行动计
划！”
无定飞环李琰玉冷冷一笑，道：“好
小辈，老身巳多年没有看见有人敢在
老身面前如此狂妄了，哼，不错，厉
勿邪倒调教得出你这种弟子！”
江青微微一笑道：“李琰玉，你到底
准备如何？”
江青如此大剌剌的而呼无定飞环名
号，不但毫无畏惧，更含蕴看一丝轻
蔑的意味在内。
无定飞环强忍心头如火般的愤怒，生
冷的道：“江青，今夜老身誓必不容
你有个全！”
江青已从无定飞环的言词中，意识到
血腥的气息，他知道，一场无比凄厉
的激战，恐怕就要展开了！
于是，他豁然大笑道：“未必，不信
就看看是谁留不得全！”
无定飞环的银色面具，在雪光的反映
下，闪幻着一片冷栗的光华，她凄厉
的仰天大叫：“厉勿那，老身先杀你
的义子！”

全

(13)

(365)(56)

盛

有时候，你选择了放弃不争;
并不是因为你输了。
而是因为懂了凡事顺其自然。
做好自己，剩下的交给时间和
上苍！
心存善念！就是赢家。

我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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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璀璨的湖南国际
会展中心14日晚迎来了
中国电视艺术的盛典--
第十二届中国金鹰电视
艺术节暨第29届中国电
视金鹰奖颁奖晚会。

本届金鹰节新增“中
国文联终身成就电视艺
术家”奖，文艺评论家
李准、剧作家王朝柱获
此殊荣。

颁奖晚会现场还揭晓
了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
奖“观众喜爱的电视剧
男女演员”各2位。观
众喜爱的电视剧男演员
奖获得者是张译、李易
峰；观众喜爱的电视剧
女演员奖则花落迪丽热
巴、丁柳元。

金鹰奖其他几个大
奖中，《海棠依旧》获

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揭晓

评最佳电视剧奖，《白鹿
原》《鸡毛飞上天》《绝
命后卫师》《换了人间》

《情满四合院》《天下粮
田》《初心》《漂亮的李
慧珍》《热血军旗》《春

风十里不如你》《春天
里》获评优秀电视剧
奖，电视剧最佳编剧奖
获得者是《鸡毛飞上
天》编剧申捷，《海棠
依旧》导演陈力捧得电
视剧最佳导演奖。

随着各大悬念的揭
晓，第十二届中国金鹰
电视艺术节暨第29届中
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晚会
在长沙落下帷幕。

“金鹰奖”自1983年
诞生以来，评选活动已
连续举办29届。“金鹰
奖”是中国电视界由观
众投票评选的全国性电
视艺术大奖。从2000年
开始，中国电视金鹰奖
颁奖活动改为“中国金
鹰电视艺术节”，并永
久落户长沙。

张译 迪丽热巴

某节目组邀请陈奕迅[
微博]到办公大楼参观，
有趣的是，当天抵达公司
时巧遇下午茶时间，陈奕
迅一出电梯后看见满满人
潮，当下开心以为是员工
前来热情迎接，仔细看才
发现大家竟是为了公司免
费提供的美味咸水鸡而大
排长龙！

陈奕迅得知后，哭笑
不得的表示，“我也很
喜欢吃，食物是最吸引
人、比我还吸引人的。”
他亲民地跟着排队点餐，
还作势插队笑称“我不懂
规矩。”他高兴地跟老板
点餐，起初只点了鸡腿、
甜不辣等食物，但抵不过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毒液：
致命守护者》(Venom)尽管票房跌
幅逾一半，但仍以约3570万美元进
账，有惊无险守住最新一期北美票
房排行榜头把交椅。

北美票房统计网站box o f f i c e-
mojo.com10月14日公布电影市场数
据，46部影片周末票房报收逾1.36
亿美元，环比下跌23%。

上期冠军、动作片《毒液：致命
守护者》第二个上映周末票房略显
颓势，环比跌掉55.5%。目前该片
全球累计票房逾3.78亿美元，其中
海外票仓占比超过六成。

与《毒液：致命守护者》同日上
映的歌舞片《一个明星的诞生》(A 
Star is Born)，第二个上映周末收
得票房约2800万美元，跌幅34.7%
，也顺利蝉联本期榜单亚军。

12日上映的三部新片《登月第一
人》(First Man)、《鸡皮疙瘩2：魔
书历险》(Goosebumps 2: Haunted 
Halloween)和《皇家酒店谋杀案》

(Bad Times at the El Royale)，虽
未能撼动《毒液：致命守护者》和
《一个明星的诞生》的优势地位，
但表现不俗，均冲入最新一期北美
票房排行榜十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环球影业剧
情片《登月第一人》首映周末即以
约1650万美元票房摘得季军。2017
年凭借《爱乐之城》(La La Land)
获第89届奥斯卡奖最佳导演殊荣、
年仅33岁的美国导演达米恩·查泽
雷，担任《登月第一人》导演和制
作人。同样凭借《爱乐之城》获第
74届美国金球奖最佳男主角的38岁
好莱坞男星瑞恩·高斯林，在《登
月第一人》中担纲主演，再现这位
已于6年前去世的航天英雄。

此外，动画片《雪怪大冒险》
(Small foot)、喜剧片《夜校》(Night 
School)、奇幻片《墙上有一个钟的
房子》(The House with a Clock in 
its Walls)、犯罪剧情片《你给的仇
恨》(The Hate U Give)和惊悚片《

一个小忙》(A Simple Favor)依次分
享本期十强榜单其他席位。

据外媒报道，梅根·马
克尔已怀上了她的第一个
孩子，并在公主尤金妮的
婚礼上透露给了英国女王
和其他皇室成员。

肯辛顿宫今日发出公
告：萨塞克斯公爵和公爵
夫人非常高兴地宣布，萨
塞克斯公爵夫人将在2019
年春天迎接孩子的降生。
皇家殿下非常感谢他们自

5月份的婚礼以来所获得
的全球人民的支持，并很
高兴能够与公众分享这一
幸福的新闻。

照片中，梅根参加婚
礼所穿的大衣令其孕味十
足，平时与妻子都是牵手
现身的哈里王子，这次却
一直扶着梅根，令人禁不
住猜测王妃似乎已有身
孕。

10月13日，Twins在
澳门举行演唱会尾站，
钟欣潼获老公赖弘国和
公婆到场支持。提到跟
老公一起参与内地节目
《爸妈学前班》，阿娇
坦言获益良多：“
我学到多照顾
小朋友的知
识，但都
被 剪 掉
了，也
不是我
们的初
衷，我
们原本
是 抱 着
学 习 的
心 去 上 这
个节目的，
真的很难，只能
说当父母不容易。”

问到可有影响造人计
划，她笑言：“没有
因此说想生不生孩子，
暂时没有准备好生小
孩。”她透露12月会在

香港补办婚宴。

北美票房：《登月第一人》亮相赢好评

《登月第一人》影片海报。

陈奕迅突袭现身竟无人理 

六年前膝盖开刀处常酸痛

陈奕迅

老板热情推荐，最
后几乎是“全部
翻 牌 ” 满 载 而
归，更兴奋地
说 “ 葱 加 多
一点！”　
谈起私下生
活，Eason没
有大明星架
子，在香港
时 常 自 己 搭

公共汽车出门
上街，有些粉丝

认出“本尊”相当
兴奋、还会当场偷拍

照片，他坦言刚开始很不
适应，认为是私生活不想
被拍，但如今态度变得大
方，选择亲民地与大家互
动，坦然地说“不然就不
要上街。”

陈奕迅越活越健康，
此次参加参观活动明显发
现身形小了一号，Ea s o n
解释，没有刻意减肥，倒
是胃口真的变小了，坦
言20 1 2年动了膝盖手术
后，一直有酸痛感，现在
透过运动来锻炼肌肉，“
肌肉强、压力就不会在关
节上面，不要年纪大才
后悔。”如今不但体重减
轻、体态变得结实，也减
少膝盖负荷压力。

蒋雯丽再挑跨龄剧 

直言生活中我就是小女人

蒋雯丽

电视剧《正阳门下小女
人》将于16日在江苏卫视
首播，日前该剧在北京举
办开播发布会，蒋雯丽、
倪大红、田海蓉等一众主
演亮相。剧中，蒋雯丽挑
战40载年龄跨度，她更直
言生活中的自己与剧中的
角色不谋而合，“生活中
我就是小女人。”

《正阳门下小女人》
是刘家成导演继《傻春》
《正阳门下》《情满四合
院》后又一部描写时代变
革大背景下老北京人的故
事。该剧以改革开放为时
代背景，以各阶层的普通
百姓为描摹对象，讲述了
新婚不久便与丈夫决裂的
徐慧真(蒋雯丽饰)，继
承祖产当上了小酒馆的老
板。在公私合营、改革开
放等历史浪潮中，她与丈
夫蔡全无(倪大红饰)相
互扶持历经磨难，最终在
女儿和侄女们的一同努力
下，成为女企业家的励志
故事。

在《正阳门下小女人》
中，蒋雯丽出演了一位
有“清欢”之姿又兼具“
刚硬”之态的平凡女性。
在时代变革的浪潮中，她
历经坎坷，经历了小酒馆
的起起伏伏，但凭自己一
颗真诚的心和豁达睿智的
人生态度，不贪不抢，最
终获得成功的传奇人生。
蒋雯丽透露，此番自己挑
战4 0年的跨度，看似简

单，实则不易，“我自
己生活中就是个小女人，
这点和徐慧真很像，这次
挑战4 0年的年龄跨度其
实每个阶段都不好演，因
为这个角色太丰富。还有
就是我的童年不是在北京
长大，说北京味的话就更
难，比如片儿爷，和放片
就有区别，不过多亏李光
复和郝金明两位老师教我
们北京话。”

谈到这个剧的最大魅
力，蒋雯丽认为，“这个
剧最大的魅力就是，原谅
别人就是原谅自己。看到
剧本我就欲罢不能，还有
这么优秀的团队，一进到
这个场景就有幸福感，感
觉到自己被宠爱，进了剧
组当时就把自己交给导演
了。”她更直言，生活中
的自己就是这么一位小女
人。

钟欣潼婚后不急生娃 

演唱会获老公及公婆捧场

钟欣潼

梅根王妃宣布怀孕！

预产期明年春季 哈里王子将升格当爸

梅根·马克尔与哈里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