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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合作，包括网络安全和教育领域

佐科威-普京将在新加坡东盟峰会期间会晤

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雨天	 24-30℃

泗水	 晴天	 26-32℃

棉兰	 雨天	 23-31℃

登巴刹	 多云	 25-31℃

坤甸	 雨天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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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盟（加一）与俄
罗斯的会晤中，普京总统
首次出席参加东盟峰会，
这也许因为印度尼西亚是
会议的协调国家。普京要
求会见佐科威。”外交部
东盟合作主任本尼（Benny	
Siahaan）周四（11月8日）

在雅京如斯说道。
佐科威和普京将在东

盟-俄罗斯在新加坡东盟会
议期间举行双边会议，该
会议是第33届东盟峰会系
列会议的一部分。此外，
在东盟-俄罗斯会议上，
佐科威总统也将把东盟成

图为佐科威（左）和普京资料图。

【安达拉新闻网雅加达11月08日讯】我国

总统佐科威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本月13日

至15日在新加坡东盟峰会（KTT  ASEAN）

期间会晤。

佐科威总统也将

把东盟成员国的

共同观点传达给

俄罗斯。

员国的共同观点传达给俄
罗斯。

“佐科威将阅读'东盟共
同声明'，这是东盟国家对
俄罗斯的一系列观点。”
本尼说。

此外，1 0个东盟成员
国和俄罗斯还将讨论在若
干领域加强合作的问题，
包括在网络安全和教育领
域。佐科威总统将出席在
新加坡举行的第3 3届东
盟峰会会议。新加坡领导
时期举行的东盟峰会主题
是	富有弹性和创新的东盟
（Resilient	and	Innovative	
ASEAN）。在为期三天的
东盟峰会系列中，佐科威
总统计划参加约1 7次东
盟会议，包括东盟加三会
议，东亚峰会（EAS）和几
次东盟加一会议。（adr）

【中新社北京】中国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即将赴新
加坡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
系列会议。当下，国际形
势发生变化，外界期待李
克强此行助推区域经济一
体化进程，维护多边主义
和自由贸易。

据中方介绍，李克强此
行将出席第21次中国─东
盟(10+1)领导人会议、第
21次东盟与中日韩(10+3)
领导人会议和第13届东亚
峰会。李克强将阐述中方
对东亚合作的政策主张，
提出各机制下深化务实合
作的30余项新倡议。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
陈晓东说，中方期待今年

的系列会议聚焦东亚，聚
焦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
义，维护自由贸易，维护
国际规则，推动区域经济
一体化，为地区和平、发
展与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具体而言，10+1领导人
会议将会进一步规划中国
与东盟间的未来合作。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双
方合作已从成长期进入成
熟期。各方期待会议在总
结以往合作成果的同时，
发表《中国─东盟战略伙
伴关系2030年愿景》。中
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
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
认为，这将推动“一带一

路”倡议同东盟发展规划
深入对接，并提出更多方
面深入的合作。

而在中日韩合作重拾积
极势头，中日、中韩关系
改善的背景下，10+3领导
人会议将为地区合作带来
新的机遇。

作为今年10+3合作共同
主席国，中方表示，愿与
各方探讨东亚经济共同体
建设的愿景和推进路径，
进一步加强金融合作，并
深化文化、教育、青年等
领域合作等。

对于东亚峰会，在南海
问题降温后，峰会将更加
发挥“领导人引领的战略
论坛”的作用。

助推区域经济一体化

李克强将赴新加坡出席第13届东亚峰会

第33届东盟峰会及系列会议今起召开。

【点滴网雅加达讯】印
度尼西亚银行(央行/B I)
称，外国资本流入我国的
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这可
从外国资金流入股市和国
家有价证券(SBN)工具反映
出来。日前，央行行长贝
利.瓦齐约(Perry	Warjiyo)
在央行大厦称，若加以计
算11月份流入的外国资本
达14.4兆盾。“以致今年
迄今为止达42.6兆盾。”

他解释说，除了国家有
价证券外，外国资本也流
入股票工具，即5.5兆盾。

该外国资本的流入反映了
对我国经济已开始提升的
投资者的信任。

贝利说，“这个月流入
国家有价证券的外国资本
越来越大，而该流入为全球
投资者提供了对我国经济的
信任。”此前，根据2018年
10月29日至2018年11月7	日
期间的央行数据，外资流入
我国国家有价证券达18.1
兆盾。与此同时，2018年
10月29日至2018年11月5日
期间外国资本流入股市达
2.07兆盾。(xin)

外资流入我国债券达42.6兆盾

【Kontan	 日报雅加达
讯】符合预测，2018年
第三季度我国经常帐赤字
(CAD)愈加扩大。甚至经
常帐赤字比率已经超出经
济的安全限制，即占国内
生产总值(GDP)的3%。

印度尼西亚银行(央行/
BI)记载，2018年第三季
度的经常帐赤字达88亿美
元，或相当于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3.37%。而2018
年第二季度的经常帐赤字
达80亿美元，或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3.02%。

若查看五年前的数据，
我国曾记载2013年第二季度
经常帐赤字达98亿美元，或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

虽然在2018年第三季度
扩大，如果从2018年1月至
9月期间加以计算的话，我

国经常帐赤字仍低于国内
生产总值的3%，正确的是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6%。
结果，这个位置仍然相对安
全。经常帐赤字越来越深入
直接抑制盾币汇率。上周五
盾币下滑1%至每美元兑1万
4680盾水平。

据央行称，经常帐赤字
的扩大，主要是受到由于
油气贸易赤字的增加，商

品贸易差额下降的影响。
这是与由于世界原油价格
上涨结果，我国石油进口
值高并行的。

与此同时，服务帐户
赤字也有所增加。央行通
讯部门执行经理Agusman	
称，“特别是运输服务，
符合货物进口的增加，和
朝圣活动的实施。”

其实，2018年第三季

度的金融和资本交易录得
盈余42亿美元，因直接
投资资金流入的增加。外
国资本流入国家有价证券
(SBN)工具，和企业外债
也再次增加。

但是，该盈余未能弥补
经常帐赤字。结果，2018
年第三季度的我国收支
预算(NPI)也逆差44亿美
元。(xin)

第三季度我国经常帐赤字扩大至占GDP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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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每年11月10日，我们纪念那些为印尼共和国的
独立而牺牲的英雄战士。泗水的战斗英雄们为了驱
逐英军和盟军的战斗成为我国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以及此后国民奋斗的灵感来源。

英雄人物通常被认为是那些为保卫国家民族而
战斗到最后一滴血，而没有过多考虑他们个人生活
的人物。他们并不都是在与侵略者的战斗中死去，
他们把一生的智慧和力量贡献给国家和人民，是生
活简朴的君子，终身致力于把人民从殖民主义、贫
穷、无知和落后中解放出来。

政府每年将英雄的称号授予那些功臣。今年，
佐科威总统把该荣誉称号授予来自各个地区的六位
名流。他们是来自邦加勿里洞的Depati Amir ，来
自日惹的 Abdulrahman Baswedan，来自南加里曼
丹马辰市的Muhammad Noor王子。此外，还有来自
中爪哇的Kasman Singodimedjo、来自万丹省的KH 
Syun'un，和来自西苏拉威西的Agung（HJ. Andi 
Depu）夫人。

国家荣誉勋章、服务勋章和荣誉勋章局局长 
Imam Suprayitno海军上将说，民族英雄头衔的授予
除了通过多方的审议和建议，也根据关于头衔、服
务和荣誉勋章的2009号第20号法令做出的决定。

Imam Suprayitno说：“头衔的第一条第一号是
指总统授予为国家民族奋斗、服务、奉献和非凡工
作而牺牲或死亡的英雄的国家奖励，”。

我们尊重政府必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决定。根
据其斗争时期和奋斗范围，上述六位人物是全心全
意推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人物。他们不是把个人利
益放在首位，而是直到生命的尽头都捍卫着公众利
益的人。

被认为有资格获得“英雄”称号，但直到现在还
没有被授予的两人是苏哈多和瓦希德（Abdurrahman 
Wachid）。为什么他们都没有被冠以英雄称号，至
今未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论其功劳，不可否认
苏哈托自争取独立时期以来，就一直具有战士的形
象，是解放西伊利亚（巴布亚），以及在国家经济
发展中使人们摆脱长期贫困的英雄人物。

而瓦希德则被视为捍卫公平、权利平等和正义的
民主斗士。他们两位在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都遭遇
逆境，但从未背叛过国家和民族。苏哈多是在发生
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之后宣布下台的，而瓦希德是
被人民协商会议（MPR）解职的。

我们尊重政府关于谁有权获得英雄头衔的决定，
包括政治方面的考量。但是，有一种思路看来今后
需要加以发展，即没有经历过独立斗争时期的新生
一代也需要被授予英雄称号，他们是那些终生致力
于充实独立内容并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的人物。

Hugeng Imam Santoso 和Bismar Siregar 等法
律工作者都是致力于为人民、国家和民族利益奋斗
的杰出人物。而来自不同领域的其他人物，例如环
境保护者、人权斗士、反腐败斗士等。其标准也一
样，他们不是为自己和家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人民
的利益而奋斗的人。

英雄的定义需要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生活环境的
变化而与时俱进，让将来继续为国家和民族斗争的
新生一代也拥有其典范和骄傲。因此，战斗和英雄
的价值以一种更真实、更容易被新一代人理解的形
式表现出来。

寻找新生一代的英雄人物

周日（11月11日）佐
科威总统在西爪哇省万
隆市会见了Pasundan 协会
社区民众。该举行活动
以唱印尼国歌后开幕。
此外，颁奖程序始于典
型的Sunda孔雀舞表演。
然后，Pasundan 协会总
主席Didit Tarmuzi 替佐
科威的右胸结上一个金
色的别针，形状像是一
个典型的Sunda Kujang武

器。不仅是别针，Did i t
也把Kujang黑刀交给了佐
科威。佐科威还把kujang
黑刀展示给Pasundan民众
看。

“感谢大家在Pasun-
dan 协会授予给我的Pi-
n isepuh称号。这对我来
说是非常尊重礼仪和高
度赞赏。我感觉就像在
自己的家一样。因为我
在万隆Pasundan 社区

逗留期间得到了当地民
众的亲切问候和热忱接
待。”佐科威如是说道。

佐科威表示，西爪哇
地区约有5千万人口，
约占印度尼西亚总人口

的20％ ，短短几十年
出了许多伟大的人物。
此 外 ， 佐 科 威 还 要 求
Pasundan社区的智慧能够
投入国家建设之中去。
（adr）

获得Pinisepuh称号

佐科威总统出席万隆Pasundan协会

图为佐科威总统出席万隆Pasundan协会会议。

【点滴新闻网万隆11月11日讯】佐科威

总统出席万隆Pasundan协会会议。在会议

上，佐科威获得了名誉元老（Pinisepuh）

颁奖称号。

【雅加达CNN Indo-
n e s i a新闻网】我国副总
统卡拉（Jusuf Kalla）于
昨日飞往中苏省巴鲁市视
察受到地震海啸的灾区进
展工作，同时卡拉副总统
主持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协
调会议。据报道，乘坐印
尼空军（TNI AU）的卡
拉副总统于昨日在锡江启
程， 抵达巴鲁市后，卡
拉副总统在Mpanau村Sigi
县和Petobo县视察受到地
震海啸的暂时灾区的住
宅。视察受到地震海啸的
灾区后，卡拉副总统与中

苏省长Longki Djanggola
前往巴鲁省府办事处进行

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协调会
议。

之前，于5日在雅加达
国家宫进行地震灾区恢复
重建协调会议中，决定中
苏省的一些危险区，安排
地方指令草案，尤其中
苏省灾民重新安置，不
过由能源和矿产资源部
（ESDM）地质部决定中苏
省的危险区，当时出席地
震灾区恢复重建协调会议
的还有政法安部长威兰多
（Wiranto）、土地与空间
规划部长索菲安（Sofyan 
Djalil）、中苏省长 Long-

ki Djanggola和当地发展规
划局长Patta Tope。

卡拉副总统对此会议
进一步提到中苏省的危险
区，不过已决定危险区的
地区不能居住。

原则上，中苏省政府将
用于国家尚未用的土地，
地震灾民的重新安置依然
是我国政府的优先工作，
其中受损严重的灾区，其
中巴鲁市、Sig i县和登加
拉县。另方面，中苏省政
府仍需要1000至1500公
顷土地用于受损严重的灾
民。（yus）

【inews新闻网】适逢
庆祝英雄纪念，通过以
Rally New York for Jokowi 
& Ma’ruf为主题，美国
纽约的印尼侨民于10日正
式宣布佐科威和马鲁夫为
2019年总统和副总统候选
人,当时印尼侨民预先进
行祈祷，唱印尼国歌和爱
国歌曲，而以挂横幅标语
为支持佐科威和马鲁夫参
选总统和副总统。

据报道，昨日的活动是
印尼侨民进行第二次的，
而明年1月19日和3月9日

将进行同样的活动，支持
佐科威和马鲁夫为2019年
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该
活动将继续进行到4月份
总统选举之间。

美国纽约的印尼侨民协
调人员Soeko Prasetyo认
为，印尼侨民全力支持现
任总统佐科威为2019年总
统候选人，因为佐科威仍
是美国纽约的印尼侨民心
目中的领导人，另方面，
在佐科威总统领导下，他
已经对我国的发展做出更
多贡献。（yus）

【独立报新闻网雅加
达11月10日讯】民主党中
央理事会（PD）总主席亦
是我国第六任总统苏西洛
（SBY）把2014年与2019
年的选举进行了比较。据
苏西洛说，2019年选举的
竞争非常激烈。

这是在印度尼西亚共和
国国会选举候选人和印度
尼西亚民主党联盟于周六
（11月10日）在苏丹酒店
举行的简报会上讲话中的
传达。

“我们在即将来临的
20 1 9年大选中所面对的
挑战要困难得多。我不是
那种喜欢甜言蜜语的领导
者。我必须说实话。” 苏
西洛如是说。

这位熟悉称SBY的人解
释说，至少有三件事使得
即将到来的2019年选举更
加沉重。

首先，SBY将2019年的
选举描述为同时举行，即
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其
影响是与总统候选人的政
党受益匪浅。例如斗争民

主党（PDIP）和大印尼行
动党（Gerindra ）。

“PDIP和佐科威作为党
干部总统候选人以及Ger-
indra和帕拉波沃作为Ger-
indra党干部总统候选人。
这两个政党的声势急剧增
加。相反，没有总统和副
总统候选人的政党声势已
经下降。这是现实。”苏
西洛说。

其次，苏西洛继续说，
这次选举将使用新的韦伯
斯特法（Sainte Lague）计
票系统。

第三，SBY解释了总统
门槛20％的实施，这是五
年前的选举结果。

“民主党继续争辩说法
律是错误的，因为同时选
举的会议门槛必须是0％
，以便总统门槛20％使用
过去的5年投票来推进干
部成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
人的可能性也被关闭。”
苏西洛解释说。

苏西洛说，这是干部不
得不面对的事实。但民主
党无法抗拒现实。苏西洛
邀请找到一种在即将举行
选举中保持成功的方法。

“你们不想要解决问
题，就让我们找到出路解
决。我不得不说民主党有
机会获得成功。”苏西洛
说。

出席国会选举候选人会
议的有民主党联合特遣部
队司令部指挥官Agus Har-
imurti Yudhoyono 、竞选
委员会（KPP）主席Edhie 
Baskoro Yudhoyono、印尼民
主党地方代表理事会（DPD 
PD）主席和全印尼国会选
举候选人。（adr）

【点滴新闻网查亚普
拉11月11日讯】巴布亚省
Sasana Krida大楼省长办
公室于周日（11月11日）
遭祝融之灾。在大火烧毁
事故中暂时没有死亡的消
息。

巴布亚省长办公室公共
关系工作人员首先发现火
灾。在火灾扩大并烧毁整个
建筑物之前，Sasana Krida大
楼内发生爆炸，然后看到建
筑物内部的火花伴随停电。
几分钟后，一场大火烧毁了
整个Sasana Krida大楼。省
长办公的Sasana Krida大楼
位于巴布亚省长办公室主楼
的后面，毗邻地区秘书处办
公室。

“省长办公大楼电力变
电站旁边的仓库引发了爆
炸，烧毁了巴布亚Sasana 

Krida大楼省长办公室的所
有通用建筑的文件。”巴
布亚省第三地方秘书处助
理Ely Maury周日（11月11
日）如是说道。

Elysa说，大火并没有在
巴布亚省长办公室主楼，
秘书办事处和巴布亚省长
办公室燃烧。据称是由于
电气短路引起火灾。

“这起火灾的强烈怀
疑是由于建筑物内部发生
电气短路，但警方将再次
对其进行探讨。考虑到建
筑物内有完整的各种文件
和政府拥有的音响系统，
我们自己的损失尚无法确
定。” Elysa说。

两小时后，巴布亚地区
警察局的水卡车协助六辆
消防车后，大火终于被熄
灭了。（adr）

【中新社11讯】印尼狮
航失事坠海的JT610航班
搜救行动已经结束，失事
飞机两个黑匣子中的驾驶
舱语音记录仪(CVR)仍未
寻获。

据印尼官方安塔拉通讯
社11日上午报道，印尼国
家搜救局局长穆罕默德·
斯尧吉(Syaugi)10日在位
于雅加达北部丹绒不碌港
码头的联合搜救指挥中心
宣布“集中搜救行动于当
天结束”。

斯尧吉表示，搜救当
局设于雅加达和万隆两地
的临时搜救办事处仍将“
全天候待命”，一旦有遇
难者的线索就马上进行搜
救。

截至10日晚，联合搜救
队已搜寻到196个尸袋的
遇难者尸体，印尼国家警

察总部医院已确认77名遇
难者身份交由家属埋葬，
其中有57名男性和20名女
性。

当地时间10月29日6时
20分，一架载有189名乘
客和机组人员的印尼狮子
航空公司波音737MAX8
客机，从雅加达苏加诺·
哈达国际机场飞往邦加勿
里洞省槟港。飞机起飞13
分钟后失联，随后被确认
在西爪哇省加拉璜(Kara-
wang)附近海域坠毁，机
上人员全部遇难。

11月1日上午，联合搜
救队打捞出失事飞机黑匣
子中的飞行数据记录仪
(FDR)。目前，印尼国家
运输安全委员会已下载了
其中数据，正对飞机失事
原因进行分析，初步调查
报告或在一个月内完成。

副总统卡拉前往中苏省巴鲁市

领导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协调会议

我国副总统卡拉领导地震灾
区恢复重建协调会议

美国纽约的印尼侨民宣布

支持佐科威-马鲁夫为总统候选人

美国纽约的印尼侨民宣布支持佐科威–马鲁夫为总统候选人

印尼狮航坠机搜救结束 

一黑匣子仍未寻获

国家搜救机构检查从雅加达丹绒不碌的水域寻获的飞机残骸

巴布亚Sasana Krida大楼

省长办公室遭祝融之灾

图为巴布亚省Sasana Krida大楼省长办公室于周日（11月11
日）遭祝融之灾。

民主党总主席苏西洛称

2019年选举的竞争非常激烈

民主党中央理事会（PD）总
主席苏西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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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部 饮 食 、 烟 草
制品，及碳粉材料工业
总署长长罗欣（Ab d u l 
Roch im）于上周五在雅
加达发布的新闻稿称，
这座生物质设备将用更
环保的新型可再生能源
（E B T），取代使用天
然气燃料。

“ 这 个 设 备 使 公 司
以更有效利用原材料、
能源和水资源的形式获
得利益，因而最大限度
地减少产生的废物和排
放，”他说。

罗欣在东爪省莫佐克
托为Mult i Bin tang In-
dones ia公司生物质设备
支持启用仪式致辞时，
作出上述表示。

他续说，这种创新也
能提高Mult i Bin tang 

I ndones i a公司饮料产品
的竞争力。

更 何 况 ， 饮 料 工 业
的表现出色，于今年第
三季度的销量同比增长
10.77%，远比同期的国
内经济增长率5.17%更
高。

此 前 ， 今 年 第 二 季
度饮食产工业对非油气
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达
35.87%。

“ 有 鉴 于 此 ， 饮 食
行业属于优先发展的部
门，因为除了对国内经
济作出重大贡献之外，
饮食行业成为工业4 . 0
应用的先驱，”罗欣如
斯说。

若 从 含 酒 精 饮 料 行
业 来 看 ， 去 年 这 个 部
门印花税对国家收入作

出 5 . 2 7 兆盾的贡献，
比 2 0 1 6 年印花税收入
5 . 1 4兆盾增长2 . 6 3%
。

进一步，最近5年我
国含酒精饮料产品出口
额每年平均增长12%。
去年，出口总值达7 6 0
万美元，出口目的国其
中是马来西亚、泰国、
柬埔寨以及美国。

“ 所 以 含 酒 精 饮 料
产业对国内经济做出了
显著的贡献。除了对印
花税收入做出较大收入
之外，这个行业的产品
也出口到新目的国，并
提高出口总额，”工业
部农工业总署长常务执
行官阿赫莫（A c h m a d 
S ig i t  Dwiwah j ono）
如斯说。

Mult i Bin tang In-
dones ia公司董事长科斯
马斯（Cosmas Batu-
b a r a）称，兴建生物质
设备是公司对环境和社
会的责任。

“通过改用新的可再

生能源，位于莫佐克托
市S am p a n g a g u n g乡镇
酿酒厂所产生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可减至90%，
或 5 0 0 0 吨二氧化碳当
量，”他说。

克斯玛斯进一步定下
Mult i Bin tang Indone-
s i a公司于2 0 2 0年的所
有生产和运营环节能实
现零排放。

“为此，我感谢公司
的合作伙伴Tasma Bio 
E n e r g i公司，因为已协
助公司实现酿造更好的
印尼计划，”他说。

公司与生物质设备提
供商Tasma Bio Energ i
公司合作，把天然气改
用新可再生能源。这一
向以来，公司在酿造过
程等其它业务利用天然
气燃烧所得的热量加热
锅炉。

Mult i Bin tang In-
d o n e s i a公司使用的新
可再生能源来自稻壳废
物（80%）和木材废料
（20%）。(er)

建立生物质设备实施绿化标准

工业部对Multi Bintang公司表赞扬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工业部对Multi 

Bintang Indonesia公司已实施绿色标准的

饮料企业表示赞扬，其中是因为建设生

物质设备的创新。

【安打拉社雅加达讯】
国家粮食署采购经理巴赫迪
亚尔（Bachtiar）表示，国粮
署将分阶段地进口10万吨的
玉米，而第一批货7万吨。

他在雅加达视察芝槟榔
大米批发市场（PIBC）之后
对记者说：“第一批货7万
吨，而第二批货3万吨。我
们将分阶段地进口玉米。”

他解释说，国粮署将从
阿根廷和巴西进口玉米。第
一批货7万吨玉米运往Teluk 
Lamong港口，剩余的3万吨
玉米运往Ciwandan港口。

在官方网站上，国粮署
已向阿根廷和巴西的出口
商开放进口玉米的招标。根
据在2018年11月7日的招标
书是由国家粮食署采购经
理巴赫迪亚尔签字。国粮署
向出口商提出7项条件，即
是参与招标者，或者出口商
必须是粮食与饲料贸易协会
（Gafta）的成员、出口商
必须在最近三年有进口大量
玉米的经验、已成为世界级
银行的客户、拥有受审计的
财政报告，以及持有公司简
介。所有文件最迟在今年11
月9日17:00时（印尼西部时
间）寄出。

国粮署也提出条件，出
口商最迟需在2018年12月20
日进口玉米商品。

他补充说，在经济统
筹部举办的内部协调会决
定，上述进口10万吨玉米

定于最迟在2018年12月底
已输入我国。

众所周知，根据上述
协调会的结果，经济统
筹部长达尔敏·纳苏迪安
（Darmin Nasution）指令
农业部长发布进口10万吨
饲料玉米的推荐书，并责
成国粮署进口该玉米。

进口玉米旨在满足自立
养殖业的需求，以及压低向
养殖业销售的玉米价格。

需关注饲料玉米需求
与此同时，全国家禽

饲养农协会主席吉·穆斯
巴尔·枚西迪（Ki Musbar 
Mesdi）要求农业部需关注
国内家禽饲养业对饲料玉
米的需求。

他要求，农业部发出已
达成共识的进口玉米推荐
书，以便对玉米供应的需
求量不受阻。

他提醒，目前的玉米价
格每公斤已达到5800盾，至
今年12月份，国家主要蛋白
质来源之一的鸡蛋价格有可
能上涨。他认为，玉米占饲
料生产总成本的50%。

“在今年12月份，鸡肉
价格可上升到4万盾，因为
农场级的鸡肉售价已3万
盾，”他阐述。

为此，他敦促农业部发
出进口推荐书，以便能马
上压低价格。家禽饲养农
将直到今年底需要肯定的
玉米供应量。(vn)

国家粮食署表示

将分阶段进口10万吨玉米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
贸易部长英卡尔迪亚斯多
（Enggartiasto Lukita）表
示，宣传活动可以吸引新的
投资，如贸易部最近刚刚成
功举办2018年印尼贸易博览
会（TEI）。

他在雅加达举行关于
20 1 8年印尼贸易博览会
成果的记者招待会时声
称，“通过宣传活动，他
们将更了解我国产品。举
行印尼贸易博览会期间，
有许多买家购买产品样
本，使用上述产品样本，
他们可进行市场渗透。”

根 据 贸 易 部 的 数
据，20 1 8年印尼贸易博
览会获得的总交易额达到
84.9亿美元，或127.33兆
盾，其中产品交易额14.56
亿美元、服务交易额13.1
亿美元、投资交易额55.5
亿美元，以及旅游交易额1
亿7050万美元组成。

上述总交易额是定下交
易指标15亿美元的5倍。

“据我们看到的跟踪记
录，总交易额提高离不开去
年举办印尼贸易博览会获得
的结果，”他如斯说。

他认为，交易最多的5个
国家，即是阿拉伯国交易
额达到4亿1719万美元，接

着日本交易额1亿4275万美
元、英国1亿1845万美元、
印度9839万美元，以及埃
及8046万美元。

最受到欢迎的产品种类
是包装食品，交易额达到4
亿3451万美元、化学产品
交易额达到1亿4336万美
元，以及棕榈油1亿3250万
美元。

此外，贸易部长声称，
在20 1 8年印尼贸易博览
会，有通过“采购便利”
（buying mission）和商贸
配对（business matching）
进行的潜在交易。

29个国家签订72项贸易
协定，总额65.2亿美元，
比2017年的2亿3187万美元
大幅提高。

20个国家签订222项潜在
交易，总额5164万美元。

虽然在今年印尼贸易博
览会获得的交易额超过指
标，但贸易部长还不敢定
下将在2019年10月16日至
20日举办印尼贸易博览会
的交易指标。

“有关在明年印尼贸易
博览会将获得的交易额指
标，我们必须在将来举行的
工作会时，与商务专员和贸
易促进中心（ITPC）讨论该
问题，”他进一步称。(vn)

【雅加达讯】导航和
跟踪设备的需求逐年有
大量提升的趋向，这是
离不开基于技术的创业
公司如雨后春笋。

Sup e r  S p r i n g公司总
监 阿 里 安 多 （ A r i a n t o 
F r u a d y）声称，目前导
航和跟踪设备逐渐受到
重视，以确保通过运输
模式的货物（物流）和
人员移动的准确性。

日 前 他 在 雅 加 达 表
示 ， “ 为 确 保 移 动 获
最大限度和高效率就需
要准确测量的仪器，这
就 要 靠 G P S 导 航 和 G P S
跟踪设备的功能。虽然
G P S 市场刚开始增长，
然而在G P S 领域的玩家
已如雨后春笋，其中一

家就是Sup e r s p r i n g。”
他阐明，因为导航和

跟踪设备的需求巨大而
促使Su p e r s p r i n g扩展市
场。自从20 0 8年成立至
今，Su p e r s p r i n g在各大
城市已分布许多的分公
司。阿里安多透露，在
全印尼的3 5个大城市已
拥有42个分公司。

他指出，在各地区有
许多的分销网可推动公
司达到销售指标。获数
字化和常规的销售策略
协助， 2 0 1 8年所定下 2
万5 0 0 0个单位的销售指
标，至今已达到90%。

“ 在 销 售 这 方 面 ，
我 们 使 用 常 规 与 数 字
策略，但是所使用策略
是 更 优 化 数 字 技 术 。

【安塔拉社泗水讯】东
爪省政府与国内其中一家在
线市场Bukalapak达成共识，
将通过电子商务销售当地中
小微型企业的产品。

东爪省省长苏卡尔沃
（Soekarwo）5日在泗水与
Bukalapak首席执行官法杰林
（M Fajrin Rasyid）签署合
作协议后说：“这项合作关
系是省政府扩大当地产品知
名度，以便有能力在外国市
场竞争的一部分措施。”

根据2016年经济普查的
结果，东爪省的中小微型
企业从事工业和服务，总计
1210万家，其中750万家是
农业领域企业，剩余的460
万家是非农业领域企业。

省长续说，与Bukalapak
建立合作关系是东爪省政府
提升中小微型企业的生产
效率，来赢得工业和贸易竞
争，进一步实现成为东南亚
市场竞争获胜者的美梦。

“生意就是战事。有能
力及时销售物美价廉产品的

一方，这可以说是赢家，”
省长如斯说。

除此之外，本月内东爪
省将与其他国家，比如中
国、越南、印度和东南亚所
有国家以及一些中东国家，
将在“东盟竞争李光耀研究
所”编制有关销售的产品规
格指南。

“在市场上收集流行的
产品后再定级，然后通过
Bukalapak系统销售使其更容
易获得我国优质产品，”他
说。

Bukalapak首席执行官法杰
林坦言，公司在销售东爪省
产品中，积极与东爪省政府
进行合作。

他称，目前的问题在于
掌握在线技术东爪省的中小
微型企业界甚多，本来其潜
力巨大。

已通过Bukalapak平台销售
产品的东爪省中小微型企业
达1210万家，但销售的产品
只有40万个（约占3%），
因为中小型企业和小微型企

贸易部长表示

宣传活动可以吸引新投资

东爪省政府与Bukalapak达成共识

通过电商销售中小微型企业产品

东爪哇缕水（Pam e-

ka s a n ）海堤项目分

阶段进行，以克服旅

游海岸线不断受海水

的磨损。图为11月11

日，在缕水市Jum i a ng

海滨的工人们在海岸

完成海上防御工程。

海上防御工程

业先由东爪省工贸局统计，
然后东爪省政府协助中小微
型企业与同行业社区沟通。

“公司与东爪省政府建

立合作关系的目的是提供
中小微型企业更多空间，
把当地产品向市场推广的机
遇，”法杰林如斯说。(er)

导航和跟踪设备需要增加
社 交 媒 体 渠 道 比 如 i n -
s t a g r a m , 是 成 为 我 们
推介和销售产品的活动
区。”

阿 里 安 多 继 称 ， 公
司 也 使 用 独 特 的 销 售
方 式 ， 邀 请 用 户 向 友
人或其他公司介绍 S u -
p e r s p r i n g 因 而 获 得 积
分，可用于对换各种礼
品 。 “ 这 个 计 划 已 从
20 1 4年实行，对增加用
户确实有效。”

为提高Sup e r s p r i n g知
名度，除了扩大网络，

他认为售后服务将是一
股 强 力 ， 因 为 S u p e r -
s p r i n g唯一提供2 4小时
售后服务。

他说，“我们有1 4至
1 6人在呼叫中心处理客
户的申诉。传播媒体也
完整，涵盖电话，直到
通过WA应用聊天室.”

提供2 4小时服务是因
为在现场最多发生偷窃
和遗失是在晚上。“就
是2 4小时服务真正能够
帮助客户避免他们的机
车被偷走。”（f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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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股市

黄金行情
11月10日 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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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克金片： 3.165.000 盾卖出 3.02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6.240.000 盾卖出 6.050.000 盾买进

亚股

日经指数 22250.25 跌 236.67

韩国综合 2086.09 跌 6.54

香港恒生 25601.92 跌 625.80

上海综合 2598.87 跌 36.7

欧股

英国FTSE 7105.34 跌 35.34

德国DAX 11529.16 涨 1.84

法国CAC 5106.75 跌 24.70

荷兰AEX 529.55 涨 1.07

http://tw.stock.yahoo.com      2018/11/10 12:38

美股

道琼工业 25989.30 跌 201.92

那斯达克 7406.90 跌 123.98

S&P500 2781.01 跌 25.82

htt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 Dow Jones    4:00 PM  09/11/2018

金价跌至一个月低位
受累于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FED/

美联储)重申其收紧货币政策立场
后，美元走强，因市场认为美联储升
息对无利息收益的黄金不利，金价上
周五跌逾1%，至一个月低点。

1830 GMT，现货金下跌1.3%
，报每盎司1,207.78美元，稍早触
及10月11日以来最低的1,206.13美
元，上周将下跌2%，为8月17日当
周以来的最大周度跌幅。

 

油市徘徊熊市区域
因供应增加和对经济放缓的担忧

令油价承压，美国原油价格自10月
初以来累计已经跌约20%，油市上
周五企稳但市况仍疲软。

0629 GMT，美国原油期货微涨0.06
美元报每桶60.73美元。美国原油本周
以来累计跌4%，为连续第五周下跌。

 

美元上涨
因股市下跌刺激资金转向低风险

资产，且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FED/
美联储)重申其收紧货币政策的立
场，称美国经济强劲，美元兑欧元
上周五升向16个月高位。

美元受益于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不
断升温提振对避险投资的需求，推
动离岸人民币兑美元跌向7元，欧元
兑美元跌向1.13美元。

 

美国股市收跌
此前疲弱的中国数据和油价波动

增添了对全球经济成长的忧虑，美国
股市上周五收盘三大股指皆下跌。

根据初步收盘数据，道琼工业
指数收跌201.59点，或0.77%，至
25,989.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
跌25.7点，或0.92%，至2,781.13
点；纳斯达克指数收跌123.98点，
或1.65%，至7,406.90点。

自 由 浮 动 指 数 调
整是指投资者拥有的
少于5%无纸化股票
总数。自由浮动比率
是相对于上市股票总
数的自由浮动股票股
数。

自 有 流 动 性 的 计
算 包 括 在 正 常 市 场

上 的 交 易 价 值 、 交
易 频 率 、 交 易 天 数
和 自 由 浮 动 股 票 市
值 。 而 其 基 本 原 则
是 基 于 财 务 绩 效 、
遵从性等。

具 有 最 高 选 择 价
值的45个股票被选为
LQ45指数的成分股。

而IDX30选自 LQ45
的45个股票。考虑的
因素是从常规市场交
易价值、交易频率、
交易天数以及自由浮
动股票市值。而其基
本 原 则 基 于 财 务 绩
效、遵从性等。

印尼证交所估计，
自由浮动权重的增加
可以提供股票价值的
真实情况，投资者可
以通过排除控股/战略
股东持有的股票价值
获得。

除 此 之 外 ， 人 们
相信通过减少自由浮

动较少的股票权重可
以提高投资组合的效
率。具有中等偏下自
由浮动的 L Q 4 5 上市
公司，其中便是 HM 
Sampoerna 香烟厂
（HMSP）。

印 尼 证 交 所 也 希
望这项政策能够鼓励
上市公司增加其自由
流通股份额。这一政
策被认为已经成为提
供商和世界主要交易
所的指数常见计算方
法。

印尼C N B C数据显
示，以下是其股票指

数权重将减少的股票
清单：联合利华（股
票代号UNVR）、杉普
纳香烟厂（HMSP）、
盐仓香烟厂（GGRM）
、 印 多 福 食 品 公 司
（ICBP）、Bukit Asam
煤炭公司（ P T B A）
、巴里托太平洋公司
（BRPT）、收费公路
管理企业（ J S M R）
、Waskita Karya建筑
公司（WSK T）、多
元矿物公司（ANTM）
、Waskita Karya建筑公
司子公司Waskita Beton 
Precas（WSBP）。（xf）

通过增加自由浮动比率

印尼证交所将改变股票指数权重
【点滴网雅加达讯】印尼证券交易所

（BEI）将通过增加自由浮动比率（在公

众流通的股票最低限额）的计算来改变

股票指数的权重。这导致了LQ45指数和

IDX30指数的权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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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循环式贷款基金能够创造
利润，甚至足以投资劳工训练及国家
服务计划，如洁净能源工作队。如果
规模够大，甚至还能够反过来补贴那
些资金捉襟见肘城市的绿化计划。

【 本 报 万 隆
讯】2018年保险日纪念
活动致力于透过一致和
可持续性的金融知识活
动让民众更了解保险。

印尼保险委员会主席
Dadang Sukresna与2018
年保险日委员会日前在
万隆与西爪哇省长Rid-
wan Kamil会晤时称，
保险业是2018年13周年
保险日作为教育民众关
于保险重要性的动力。

“教育民众有关保
险很需要，因为还有很
多民众尚未了解保险和
保险产品的好处”。

该活动与2018年11
月16日至18日在万隆市
举行的2018年保险日纪
念活动高峰计划有关，
题为“Mari Berasuran-

si”（让我们保险）。
他称，该活动系列

已于今年10月份开始进
行，并获得印尼纪录博
物馆(MUR I )的赞赏奖
项，作为18个城市最多
保险知识活动，参与者
总数达6065个人。

2018年保险日委员
会主席Yanti Parapat
称，因20 1 8年保险日
瞄准千禧一代，则万隆
市被选为保险日活动中
心，主因是万隆可代表
全国千禧一代。

“2018年保险日纪
念三天期间将包括展览
会、企业社会责任和有
趣散步。展览会将在
Trans Studio购物中心
进行，将由保险业展台
参与。第二天早上将

举行有趣散步和狂欢
节。”

此外，2018年保险日
委员会与万隆Batunung-
gal镇Gumuruh村和Kebon 
Waru村的居民合作进行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其
中包括油漆公共设备、
公园和壁画媒体。

西爪哇省长Ridwan 
Kamil称，将支持2018年
保险日的纪念活动，并
要求该活动可提供西爪
哇保险业的增长机会。

“要求保险业提供西
爪哇省的人寿保险、一般
保险和其他保险行业的统
计数据，以致该关系继续
至策略关系秩序，而地
方政府可向西爪哇省民
众决定保险福利相关的
政策”。（译asp）

2018年保险日纪念提高保险知识

图为，西爪哇省长Ridwan Kamil（中）在万隆接见印尼保险理事会主席Dadang Su-
kresna（右三）、2018年保险日委员会主席Yanti Parapat（左三）与其他委员会成
员的情景。Isb/Muhammad Maan

【Ko n t a n网雅加达
讯】201 8年第三季度
夏利亚（伊斯兰教规）
银行业的流动性趋于
宽松。根据金融服务
管理局（OJK）的夏利
亚银行业统计（SPS）
数据，截至2018年8月
份，夏利亚商业银行
（BUS）的融资存款比
率（FDR）为80.45％
，低于去年的81.78％
。

虽然如此，商业银
行持有的夏利亚业务单
位（UUS）金融存款比
率非常紧缩。截至2018
年8月份，金融存款比

率为111.76％，高于此
前的99.14％，以及高
于谨慎限制的92％。

主因是截至2018年
8月份夏利亚业务单位
的融资增长非常迅速，
同比达33.47％。与此
同时，第三方存款者资
金（DPK）同比仅增长
18.4％。

截至2018年第三季
度，国家储蓄银行（PT 
Bank Tabungan Negara 
Tbk.，股代号BBTN）
夏利亚业务单位的BTN
夏利亚银行，融资存款
比率为106.65％，高
于201 7年第三季度的

95.11％。
国家储蓄银行消费

者经理Budi Satria说，
该银行夏利亚业务单位
的融资存款高比率是很
合理的。因为该银行的
融资大部分是住房长期
融资。而该银行的资金
来自短期资金，即第三
方存款者资金（DPK）
。

“目前该银行夏利
亚业务单位的流动性策
略是致力于寻找除了
第三方存款者资金外
的资金来源，像资产
支持证券(EBA)的参与
证券（SP）和资产支

持证券的集体投资合同
（KIK）”。

考虑到目前2018年
第四季度利率上升的趋
势，该银行预计，到年
底融资存款比率仍高于
100％。“但我们继续
努力获得合理的融资存
款比率水平”。

联昌国际商业银行
（PT Bank CIMB Niaga 
Tbk)持有的夏利亚业务
单位（或联昌国际商业
夏利亚银行）记录，融
资存款比率的增长趋于
强劲，从2017年第三季
度的87.37％升至2018年
第三季度的108.84％。

联昌国际商业夏利
亚银行董事经理Pandj i 
P Djajanegara称，该融
资存款比率的上升，主
要是由该银行融资的增
长所推动，2018年第三
季度同比增长62.5％。
与此同时，第三方存款
者资金仅增长30.4％。

为了应对持续的紧
缩，2018年11月份该
银行计划透过发行夏
利亚债券（sukuk）获
得新资金1兆盾。“未
来该银行将通过寻找
更便宜的资金来源致
力于减少融资存款比
率”。（asp）

【 K o n t a n 网 雅
加达讯】来自资本
市场的银行资金放
缓。这可从银行从
2018年年初到9月份
发行债券的表现看
出。

根据金融服务管
理 局 （ O J K ） 的 数
据，截至2 0 1 8年第
三季度，银行业已
发行的有价证券达
111兆900亿盾。

从价值来看，该
债券的发行仅占银
行从第三方存款者
资金（DPK）所获得
的资金总额的2％。

与此同时，今年
银行债务发行的增长
速度有所放缓。截至
2017年9月份，证券
发行数量，同比增长
33％达108兆盾。

但今年，增长速
度趋于缓慢。截至
今年第三季度，证
券发行量，同比仅
增长2.77％。

几乎所有大型银
行证券发行增长都放
缓。最大的贡献来自
第四级业务范畴商业
银行组（BUKU IV）
、第三级业务范畴
商业银行组（BUK U 
I I I）、国企银行和私
营银行。

国 家 储 蓄 银 行
（PT Bank Tabun-
gan Negara Tbk.，
股代号BB T N）财务
经理Iman Nugro-
ho Soeko称，该银
行计划发行短期债
务或可转让存款证
（ N C D ）。但该短
期债券的发行计划
取决于第三方存款
者资金的表现。

“ 如 果 第 三 方
存款者资金相当收
紧，我们将再次进
入批发融资”。

Im a n称，目前该
银行的廉价资金，
如经常账户和储蓄

的增长速度比目标
更慢。

 该 银 行 的 批
发融资资金来自双
边 贷 款 或 银 团 贷
款。 I m a n称，该银
行的可转让存款证
发行的需要为6兆盾
至 7 兆 盾 。 如 果 需
要，最大批发资金
的目标是3兆盾至4
兆盾。

与此同时，印尼
国家银行（PT Bank 
Negara Indonesia 
Tbk.，股代号BBNI）
副总经理Herry Sid-
h a r t a称，明年该银
行将考虑发行剩余
的有持续公开发行
（PUB）证券。“此
前有持续公开发行仍
有4兆盾左右”。

该有持续公开发
行证券的数量将取
决于市场情况和需
要。

联昌国际商业银
行（PT Bank CIMB 
Niaga Tbk（CIMB）
） 将 于 1 1 月 9 日 至
12日在20 1 8年发售
第一个Mu d h a r a b a h
夏 利 亚 债 券 （ s u -
k u k）和第三的次级
债券。

联昌国际商业银
行策略与财务经理
Wan Raz ly称，该银
行的夏利亚债券和
债券的发行得到市
场的积极响应。“
我们收到超额认购
目标的订单”。

因投资者对夏利
亚业务发展的兴趣
很高，该银行已提
高 Mudharabah夏
利亚债券的数量从
5 0 0 0 亿盾升至 1兆
盾。这是随着截至
2018年9月30日该银
行的夏利亚业务单
位发放的融资，同
比增长62 . 5％达24
兆1000亿盾。

（asp）

截至今年第三季度

来自资本市场的银行资金放缓

截至今年9月份，马来亚银行（印尼）/（PT Maybank Indonesia Tbk）所获的
净利达1兆5000亿盾，同比增长3.4%。图为周四（8/11），马来亚银行（印
尼）董事总经理 Taswin Zakaria（中）、财务经理 Thila Nadason（左三）与其
他董事局在雅加达的发布会上交谈。（本报Hermawan摄/译asp）

马来亚银行（印尼）净利达1.5兆盾

截至今年8月份

夏利亚业务单位的融资存款比率收紧111%

创意经济机构与地方政府签署发展创意经济
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图为周三（7/11），
创意经济机构主任特利宛（Triawan Munaf，
中）、西爪哇省长 Ridwan Kamil（右）与巴
厘省长 I Wayan Koster（左）在巴厘，努沙
杜瓦市的国际创意经济会议（WCCE）开幕仪
式后展示谅解备忘录。

签署创意经济发展谅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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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12/11) 印尼博

物馆纪录（MURI）经理

Jusuf Ngadri（左）向2018 

年印尼水泥越野跑主席

Sigit Wahono 颁发MURI奖

状后合影一瞥。2018 年

印尼水泥越野跑被列入

MURI，作为水泥厂区和

水泥厂后采矿区的首次

越野赛。这项活动为纪

念印尼Gresik工厂成立61

周年的其中一个节目。(

商报/Max Manuhutu摄)

MURI向印尼水泥颁发奖状

正 式 通 车 仪 式
后，Pejagan至八马冷高
速公路总长57.5公里已
能全部通车，而此前从
Pejagan至伯利伯斯的第1
段和第2段全长20.2公里
已通车。

公 共 工 程 与 住 房 部
（PURR）部长巴苏基.哈
迪 穆 尔 约 诺 （ B a s u -
ki Hadimuljono）称，
根据预订的指标，今年
底，从孔雀港直至泗水
（Surabaya）全长870公

里，的跨爪哇高速公路
所有路段将能开通，目
前640公里已通车。

而剩下的23 0公里分
为5个路段，至今年底
将逐阶段通车；该5个
路段，即思拉绢（Sra-
g e n ） 至 牙 威 （ N g a -
w i ）全长 5 1公里将在
今年11月第2周通车，
而八马冷-巴当（B a -
t a n g）全长33公里、巴
当 至 三 宝 垄 （ S e m a -
r a n g）全长75公里、沙
拉笛卡（Sa l a t i g a）至
梭罗（Solo）全长32公
里、Wilangan至吉礁山
（Kertosono）全长39公
里，最迟将于今年12月
第2周全部开通。“该5

个高速公路路段暂不收
费，直至20 1 9年1月决
定明确收费。”

与此同时，从泗水至
外南梦的路段全长28 0
公里，目前已通车43公
里。希望至今年底能增
加至52公里，而剩下185
公里定于2019年逐阶段
通车。

P e j a g a n至八马冷高
速公路将由Pejagan Pe-
malang Toll Road公司
建造，投资额为 7 . 6 2
兆盾，而八马冷至巴当
高速公路则由Wa s k i t a 
Karya公司和Sumber Mi-
tra Jaya公司成立的财团
建造，投资总值为7.5兆
盾。（sl）

孔雀港-外南梦高速路段

全长1150公里明年全部开通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政府逐阶段

兴建跨爪哇高速公路，从孔雀港（Mer-

ak）至外南梦（Banyuwangi）全长1150

公里，将于2019年底能开通。上周五，

佐哥威总统（Presiden Jokowi）主持东

伯利伯斯（Brebes Timur）至八马冷的

第3路段和第4路段，即Pejagan至八马冷

（Pemalang）全长42.7公里路段正式通

车仪式。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
讯】Sucofindo公司和中国
Qingdao Yosion Labtech
公司签署实验室领域的
谅解备忘录(MoU)，为扩
展矿产品采矿测试的业
务。Sucofindo公司总经理
Bachder Djohan Buddin与
Qingdao Yosion Labtech公
司共同创办人Hyde Wang
已于11月6日(上周三)在
雅加达签署协议。

该合作的实施以提供
实验室设备和发展技术能
力，以致公司业务能提高
和发展。

“我们希望该合作对
Sucof indo公司和Qingdao 
Yosion Labtech公司带来多
重好处，以致能促进未来
的实验室业务，并帮助人
民和政府。”他如斯说。

他续说，成为检验，
测试和认证机构已运营
62年，Suco f i n d o公司在
我国管理实验室网颇有经
验。Sucofindo公司准备发
展国家测试实验室的能力
和质量。

Hyde Wang称，他们计划
尽快实施该合作，其中是
提供实验室设备，尤其为

Sucofindo携手中国青岛公司

扩展矿物测试业务
矿物测试。这是将协助Su-
cofindo公司提高市场份额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协助Sucofindo公司拥有高
质、准确和快速的产品测
试设备。”他这么说。

Suco f i n d o公司分布在
我国各地区46个地点设有
实验室设施，属于为矿产
品采矿测试，如锡、铝土
矿、黄金、镍，以及加工
产品。此外，Suc o f i n d o
公司有环境化学和一般化
学、石油天然气、石化，
以及技术和机械校准的实
验室。(lcm)

【本报讯】Summarecon
椰风新城购物商场(MKG)
，从今年11月9日至25日
在La Piazza举办第6届雅
加达街头美食节(Jaka r t a 
Street Food Festival)。

Summa r econ椰风新城
购物商场中心主任Tom-
my L.称，以“亚洲之口
味”(The Taste of Asia)
为主题，Jakarta Street 
Food Festival 2018推出街
头美食的概念，以各种各
样亚洲大城市，并设有亚
洲建筑装饰，如中国、泰
国、日本和印尼。

“今年，共有5 0售货
亭、7手推车和2辆售货
卡车，参加雅加达美食
节。”他这么说。

他 说 ， 该 美 食 节 拥
有多种主菜单，其中是
Tandur Tango、Warung 
Exito、Leker Baper、 
Japadog、Squidmore、Mr.
Jhon Singapore、Kun 
Kun Bowl、Raja 
Rawon、Alpukat ko-
cok by what the 
V o c、Ka z u h i r o、Om l e t 
Bread India、Potetah等。

“亚洲拥有多种独特
小吃而成为各国的美食旅
游目的地。因此，我们以
该独特性成为这次雅加达
美食节的主题，是客户体
会到有趣和开心的美食经
验。”他如斯说。

他续说，不仅美食，
今 年 雅 加 达 美 食 节 也

Jakarta Street Food Festival 2018 
推介亚洲口味

提供吸引人的活动，例
如，Kompa s日报将于11
月24日举办亚洲食品脱口
秀，也Augmented Readl-
ity竞赛Hado High Score。

此外，雅加达美食节
将邀请歌星Yura Yunita和
Ajeng Astiani演出。还有
每周五至周日将举办现场
音乐会。(lcm)

上周末，在Summarecon椰风新城La Piazza购物商场，数百名顾
客正在享用美食的景象。(商报/Muhammad Maan摄)

【Ko n t a n雅加达讯】
Budi Starch & Sweetener
公司还未计划再扩建木薯
原料的果糖甜味剂（pe-
manis fruktosa）工厂，理
由是市场情势还未支持。

Budi Starch & Sweet-
ene r公司经理部声称，最
近，从中国进口的玉米原
料甜味剂充斥国内市场，
售价远比国产甜味剂更
低廉，因玉米价格正攀
升，因此，Budi Starch & 
Sweetener公司生产的木薯
原料甜味剂不能在市场上
竞争。

因此，Budi Starch & 
Sweetener公司无限期搁置
扩建果糖甜味剂厂计划。

Budi Starch & Sweet-
ener公司经理玛娃尔蒂.翁
梭（Mawarti Wongso）
对记者称，“我们肯定
将一边观察进口该商品发
展。”

依计划，以上果糖甜味
剂工厂年产能力5万吨，将
完备现有每年总产量达到
29万吨的4家甜味剂厂。

据悉，Budi Starch & 
Sweetener公司原计划在东

爪Krian兴建果糖甜味剂，
公司已准备拨410亿盾资
金。

不 同 于 甜 味 剂 工
厂，Budi Starch & Sweet-
e n e r 公司确定，明年中
旬，座落于楠榜（Lam-
p u n g）的新水薯淀粉厂
（pabrik tapioka）将开始
运营，新水薯淀粉工厂年
产能力6万吨，将这增加
Budi Starch & Sweetener公
司水薯淀粉年总产能成为
88万5000吨，因目前，该
公司已运营年产能力82万
5000吨水薯淀粉的工厂。

今 年 1 月 至 9 月 期
间，Budi Starch & Sweet-
ene r公司从水薯淀粉业收
入达到1.57兆盾，而甜味
剂业收入是水薯淀粉业的
3分之1，即5091.4亿盾。

除了销售水薯淀粉和甜
味剂之外，Budi Starch & 
Sweetener公司也销售柠檬
酸（asam sitrat）和其它
化学药物，总额154.8亿
盾，塑料袋380.1亿盾。

总的来说，今年首9个
月，Budi Starch & Sweet-
ene r公司获得收入同比增

长11.29%，成为2.07兆
盾，年度盈余同比缩减
16.39%成为279.1亿盾。

至今年底，Budi Starch 

& Sweetener公司定下指
标，营收提高5%至10%
，明年，收入增长指标一
样。（sl）

【Kontan雅加达讯】今
年下半年美元呈强势，为
出口导向的木材加工业带
来利益，木材加工业收入
提高，但并不是所有的木
材加工业能享有利益。

今年第3季度，获得盈
余的木材加工业之一是
SLI Global公司，收入比去
年同期的4798万美元提高
49.79%，成为7187万美
元。

根据SLI Global公司的
财务报告，该公司从本年
度木材出口的收入，提高
56.74%，成为6445万美
元。

该收入一部分来自胶合
板（kayu lapis）全年出
口额达6427万美元，剧升
58.5%。虽然胶合板加工
产品销售剧降68%成为18
万2914美元，但SLI Global
公司受国内市场木材销售
提高8.16%成为742万美元
的帮助。

因此，从SLI Global公
司的财务报告，该公司仍
享有净利提高138%，成
为431万美元。SLI Global
公司最多向东亚地区、欧
盟国家、澳洲和东南亚国
家出口，以及国内市场销
售。

与此同时，SLI Global公

司记载，国内木材销售受
发电站的木材需求支撑，
提高15.77%成为451.5万
美元。SLI Global公司全
年来自圆木的收入也提高
4.14%成为151万美元，胶
合板的销售提高0.81%成
为125万美元。

与此同时，Tirta Ma-
hakam Resources公司收入
也提高，今年第3季，Tirta 
Mahakam Resources公司收
入比去年同期的5529亿盾
提高43.26%，成为7922亿
盾。

Tirta Mahakam Resourc-
es公司的收入大部分来自
胶合板销售，占总销售额
83%，接下来是聚酯纤维
（Polyester）占15%和细
木工板（blockboa rd）占
1%。

根据Tirta Mahakam 
R e s o u r c e s公司记载，本
年度，胶合板销售提高
50.53%成为6611.2亿盾，
而聚酯纤维销售也提高
29.61%成为1228.5亿盾，
但细木工板销售却剧降
56.69%，成为82.3亿盾。

至今年第3季，T i r t a 
Mahakam Resources公司
仍亏损558.2亿盾，去年
同期，该公司仍获46.8亿
盾盈余。（sl）

进口甜味剂充斥市场

Budi Starch搁置扩建工厂计划

木材加工业仍依赖

东亚和欧洲出口市场

今年第4季，在东爪玛琅（Malang）举办的巴泽（batik）展览
会，有十数家时装工业参加该展览会，促进巴泽销售。
图为在东爪玛琅市购物广场（town square），在巴泽展览会
上，售货员正在整理展出的巴泽时装的情景。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
讯】国内轮胎产量，比去
年的8000万套提高10%，
成为9000万套。轮胎产量
提高是自9月，财政部颁布
控制进口货物政策造成的
有利影响。

印 尼 轮 胎 业 协 会
（APBI）总主席阿兹斯.巴
内（Aziz Pane）对记者
称，“这一向以来，我国轮
胎市场难以发展，因须与进
口货物竞争，财政部颁布控
制进口货物政策，使中国轮
胎进口减少20%。”

他声称，中国是从我国
进口轮胎最多的国家，实
际上，如果观看其质量，
我国生产的轮胎远比中国
的轮胎产品更优良。

他 解 释 说 ， 每 年 ，
我国的进口轮胎数量提
高，2015年至2017年期间
达到最高峰，但自财政部
颁发控制进口政策后，轮
胎进口量降低，国内工业
利用该契机提高产量。

今年8月，财政部发出
有关1147种消费品限制进
口条例，该条例是为提高
第22条收入税（PPh）至
2.5% - 7.5%。

财政部长丝莉慕利亚妮
（Sri Mulyani Indrawati）
称，该限制进口条例的目
的，是改善贸易逆差，该
条例在签署后7日生效，
进口物品收入税提高率不
同，即2.5%、5%和7.5%
。719种物品从原来被课以
2.5%，调高成为7.5%。
举例瓷砖、轮胎、电子器
材、音响设备（包括电线
和扩音器在内），以及纺
织品（大衣、polo恤、游泳
衣）。“我国轮胎产量提
高两位数，我们对财政部
发出的亲企业商的条例表
示谢意。”

他续称，国内生产的轮
胎产量提高，国内市场的销
售也随之提高，目前，国内
销售占30%市场份额和出口
需求占70%。（sl）

国内轮胎产量比去年提高10%

巴泽时装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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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咖啡协会主席称
亚洲咖啡行业迎来史无前例发展机会

11日，“2018亚洲咖啡年会”在云南
德宏举办，来自中国、斯里兰卡、尼泊
尔、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
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的咖啡业界代表
与会，共同探讨亚洲咖啡行业前景。亚
洲咖啡协会主席熊相人介绍，当前，全
球咖啡消费量年增长仅为2%，亚洲咖
啡消费量却以每年8%的速度递增，“
特别是在中国，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
接受并爱上咖啡，整个中国的咖啡消费
量正以每年20%的速度在增长。”他认
为，亚洲咖啡行业已迎来史无前例的发
展机会。（中新社）

金沙江白格堰塞湖12日凌晨开始过流泄洪 
区域人员已全部撤离

11日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金
沙江白格堰塞湖泄流槽工程已完工，
预计12日凌晨至上午堰塞湖将开始过
流。11日中午11时堰塞湖坝体上应急
抢险人员开始撤离，已于16时前全部
撤离。根据公告，12日0时起，四川
甘孜州、西藏昌都市受堰塞湖过流泄
洪影响区域将实行交通管制，要求区
域内人员车辆全部自行撤离，未经批
准不能进入，直至堰塞湖应急响应解
除。（中新社）

霍尔果斯口岸
首次验放中欧班列进口整车

11日，记者从霍尔果斯海关获悉，
由德国不莱梅发运的载有112辆奔驰S
级轿车的中欧班列10日抵达霍尔果斯
铁路口岸站，这是霍尔果斯海关首次
验放中欧班列进口整车。中国连云港
至荷兰鹿特丹港长达10900公里的铁
路线上，霍尔果斯铁路口岸是一个重
要节点。“渝新欧”“郑新欧”“长
安号”等多条中欧班列在霍尔果斯集
结出境，进入中亚五国，驶向欧洲腹
地。（中新社）

中非知识产权制度与政策高级研讨会
在广州开幕

1 1日讯，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
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主办的
2018年中非知识产权制度与政策高
级研讨会11日在广州开幕。中国国家
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广东省人民
政府副省长陈良贤、非洲知识产权组
织总干事德尼·卢克·伯乌苏、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主任陈宏兵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非洲知识产
权组织及成员国、部分非洲国家知识
产权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共20余人参加
会议。（中新社）

应急管理部：金沙江堰塞体上下游
已转移安置民众3.42万人

记者10日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
金沙江白格堰塞湖人工干预措施正有
序开展，上下游相关地区已经转移安
置民众3.42万人。10日下午，就金
沙江白格堰塞湖险情应急处置，应急
管理部牵头召开第十二次部际联合会
商，听取交流现场处置情况，与四川
省、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部、水利
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安能
公司等有关方面会商处置工作。据了
解，10日8时，金沙江白格堰塞体泄
流槽按原定方案提前完成挖掘任务，
随后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加深、加宽，
已累计开挖土石方约2.6万立方米。
（中新社）

安徽省青阳县排查出非洲猪瘟疫情
中国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10日发

布，安徽省青阳县排查出非洲猪瘟疫
情。9日22时，农业农村部接到中国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经中国动
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国家外来动
物疫病研究中心）确诊，安徽省青阳
县一养殖场排查出非洲猪瘟疫情。该
养殖场存栏生猪8339头，发病96头，
死亡47头。疫情发生后，农业农村部
立即派出督导组赴当地。（中新社）

中国互联网家装市场
有望快速增长

11日讯，近年来中国建筑装饰市场
呈持续增长态势。随着互联网的加速
普及，民众的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便
利，互联网家居家装成为建筑装修市
场的新兴领域。当前中国互联网家装
市场迅速崛起，中国互联网家装将迎
来高速增长。记者在“一起装修网”
的“厚积薄发，腾飞2019”主题战略
活动上了解到，与整体家装行业的产
值相比较，目前互联网家装的渗透率
仍处在较低水平，市场发展前景非常
广阔。（中新网）

今 年 是 第 十 个 天
猫双11。在马云心目
中 ， 双 1 1 不 是 打 折
日，而是感恩日，是
厂商用最好的商品、
最优的价格感恩消费
者。“我希望在双11

，大家买到的不仅仅
是商品，而是惊喜；
抢 到 的 不 仅 仅 是 便
宜，而是创新；等待
的不仅仅是包裹，更
是快乐。双11不是一
个促销活动，而是一

种文化的交流、快乐
的分享，是一个中国
人创造的、全世界认
同的节日。”

当晚，天猫双11晚
会将压轴节目献给了
五位双11的参与者，
马云首次尝试不同职

业，连续挑战8秒扎
一只大闸蟹的天猫蟹
农，涂口红涂出吉尼
斯世界纪录的淘宝主
播，月均打包4万件包
裹的打包女王，15秒
摆30个POSE的淘宝模
特，送了17年快递的
菜鸟星计划五星级快
递小哥……

这一挑战的结局是
注定的：马云连败。但
他说输得心服口服非常
开心，并向十年天猫双
11中每一位平凡而伟
大的创造者致敬。

马云：双11不是打折日 

是厂商对消费者的感恩日
【中新社10日讯】10日晚，2018

天猫双11全球狂欢节前的晚会上，马

云没有现身，而是通过视频向十年来

所有参与过、创造过天猫双11的人们

致谢，并祝愿全世界的消费者和商家

双11快乐。

马云

【中新社10日讯】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经济
预测部副主任牛犁10日
在北京表示，预测2018
年四季度中国经济仍存
在一定下行压力，预计
GDP（国内生产总值）
将增长6.4%左右。

在当天召开的2018
（第七届）中国钢铁技
术经济高端论坛上，牛
犁作出上述预测。

牛 犁 表 示 ， 2 0 1 8
年，面对异常复杂严峻
的国内外环境，中国

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
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就
业保持稳定，用电量、
工业利润回升，制造业
投资回升，服务业稳定
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新
技术广泛深度应用，新
旧动能加速转换，经济
迈向高质量发展起步良
好。

牛犁表示，但也必
须看到，中国经济正面
临着困难和挑战，一是

中国经济金融领域风险
上升，二是地方政府隐
性债务风险较大，三是
房地产市场泡沫不容忽
视，四是企业成本居高
不下，实体经济依然比
较困难，五是区域经济
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严
重。

“综合考虑国内外
发展环境，预期201 8
年四季度经济仍存在
一定下行压力，预计
G D P 将 增 长 6 . 4 % 左
右。”牛犁表示，中国
经济增长呈现出稳中
缓降态势，预计201 8
年全年中国G D P增长
6. 6%左右，CP I（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上
涨2. 2%，P P I（生产
价格指数）上涨3.8%
，投资增长5.6%，消
费增长9.2%，进口增
长18. 2%，出口增长
10.7%左右。

【中新社11日讯】
2018天猫全球双11再次
刷新了纪录：11日凌晨
1点47分26秒，双11交
易额即突破1000亿元（
人民币，下同）。而在
十年前第一个双11时，
全天交易额仅为500 0
多万。如阿里巴巴集团
CEO张勇此前所说：“
商业世界和消费生活经
历的新高度，在未来都
会习以为常。”

2 0 0 9 年 双 1 1 初 现
时 ， 开 创 了 “ 全 球 5
折起，全国包邮”的
玩法，这个在日后成
为全球商业奇迹的活
动，当年仅27个品牌
参与。201 2年淘宝商
城更名为天猫，当年
双11全天交易额191亿
元。20 1 4年阿里巴巴
在美国上市，当年双11
开启了ALL- i n无线战
略，全天571亿元的交

易额中，无线成交占比
42.6%。

2017年天猫双11全
天交易额168 2亿元。
就在这场大狂欢上，阿
里CEO张勇说，每年双
11都会出现很多新的
惊喜，新的商业现象和
商业力量，在这里有萌
芽和展现。“几年后，
我们回过去看，他们已
经成为最新兴的商业力
量、最新兴的生产力量
的代表。”

今年的天猫全球双11
，参与品牌从2009年的
27家增加到18万家，一
开场就不断刷新交易纪
录：21秒破10亿，比去
年再快7秒；2分05秒破
百亿，比去年用时快了
近一分钟；4分20秒破
191亿，超越2012年全天
成交额，比去年快了1分
半；前一小时成交额比
去年多了约100亿元。

【中新社11日讯】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
长陈茂波11日表示，全
球正热切期待第五代移
动通信（5G）时代的来
临。全球业界普遍预计
商用5G服务将于2020
年左右面世，香港正为
推展5G网络和服务密锣
紧鼓加紧准备。

当天，陈茂波在其
网志发表文章表示，上
周出席了在浙江省乌镇
举行的第五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大会上，有通
讯商展示5G的下载速
度，比光纤的更快。

陈茂波表示，5G是
发展智慧城市的最根本
条件。国际间，5G技

术被视为未来经济发展
的“制高点”之一，多
个先进经济体正争相发
展5G基建配套。

陈茂波指出，香港
将于明年指配合共4500

兆赫的5G频谱，数量为
目前用作2G、3G和4G
流动服务频谱的8倍，
使营办商能尽早抓紧市
场机遇。

电讯基建方面，特
区政府理解铺设5G网络
涉及安装较大量基站，
流动网络营办商在筹建
有关设施时可能面对挑
战。因此，特区政府明
年第一季以先导计划形
式，主动开放约1000个
适合安装5G基站的政府
场所，协助营办商解决
选址问题。同时，提供
简便申请手续，加快申
请及审批程序，务求让
香港市民可早日享用5G
网络服务。

【中新社10日讯】
前三季度，中国钢铁行
业利润增幅超过70%。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
长李新创10日表示，钢
铁行业利润水平回升，
但去产能的压力仍不
小，需警惕扩大产能的
倾向。

当天，2018（第七
届）中国钢铁技术经济
高端论坛在北京召开，
李新创对钢铁行业现状
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

李新创表示，从宏
观经济层面看，今年前
三季度，中国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继续保持
在合理区间。制造业投
资回升到近年来较高水
平，进出口较快增长。
但同时，当前经济运行
稳中有变，经济下行压
力有所加大。

从行业层面看，前
三季度钢铁行业运行
平稳。前三季度，中
国共生产生铁、粗钢
和钢材分别为5. 7 9亿
吨、6.99亿吨和8.21
亿吨，同比分别增长
1 . 1 9 %、 6 . 0 7 %和
7. 2 1%，供需基本平
衡，钢材价格处在合
理区间。中国钢铁工业
协会会员钢铁企业实现
销售收入3. 0 6万亿元
（人民币，下同），
同比增长14.47%；实
现利税3466.81亿元，
同比增长68.20%；实
现利润总额2299.63亿
元，同比增长86.01%
。另外，资产负债率持
续下降。9月末，协会
会员钢铁企业资产负债
率66.11%，同比下降
3.91个百分点。

【中新社11日讯】
记者11日获悉，据不完
全统计，共有180万商
家、3.8亿用户通过阿里
巴巴平台参与到脱贫行
动中，阿里巴巴公益和
蚂蚁公益双平台帮扶贫
困人口超过774万人次。

阿里巴巴合伙人、阿
里巴巴脱贫基金执行秘
书长孙利军当日在上海
表示，自去年12月1日
阿里巴巴脱贫基金启动
至今，国家级贫困县在
阿里电商平台的商品交
易总额已经达到541亿
元（人民币，下同）。

据阿里研究院发布
的《中国淘宝村研究
报告（201 8）》统计

显示，全国约1/5淘宝
村分布在贫困县，其
中，43个淘宝村位于
国家级贫困县、近600
个淘宝村位于省级贫困
县，电商脱贫已成为贫
困县重要的脱贫路径。

在国家级贫困县河
北省邢台市平乡县，电
商扶贫正在改变当地人
的生活。据悉，当地政
府拿出专项资金投入电
商基础设施建设，同时
通过小额贷款等形式，
引导贫困户投身电商创
业。目前，该县诞生的
淘宝村达18个，村民们
通过电商平台经营的童
车、自行车已销往全国
300多个城市。

天猫双11纪录一再刷新：

1小时47分完成1000亿交易额

前三季度中国钢铁行业利润大幅增长 

专家：警惕扩大产能倾向

阿里电商扶贫“授人以渔” 

逾770万人次贫困人口获帮扶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专家：

预计四季度GDP增速6.4%左右

厦工（三明）重型机器有限公司工人在生产线上作业

香港财政司司长：

香港正为推展5G网络和服务密锣紧鼓准备

陈茂波

【中新网11日讯】
11月11日8时30分，西
南地区首辆经过特殊改
造的“冷链行李车厢”
附挂在开往北京西的T8
次列车上从成都站开
出，记者了解到，这是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
限公司“双11”电商黄
金周运输工作中的一项
创新举措，以满足不同
品类快递物流的运输需
求。

当天早上，中铁快
运成都分公司的工作
人员将“成都造”的
生物医药、火锅底料
等食卫货品装入T8次
行李车厢内特制的15
个冷链箱和2个冰柜
中，搭乘这趟列车前
往北京方向。

据介绍，此前铁路

部门完成了对普速旅
客列车行李车厢的技
术改造，在行李车厢
里添置了有源冷柜和
无源蓄冷箱，首次推
出铁路冷链快递新服
务，这也是西南地区
首列实现全程冷链运
输的旅客列车。

“ 今 后 ， 高 附 加
值、小批量、多频次的
冷链货物，即可通过这
种方式实现运输。”中
铁快运成都分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

记 者 了 解 到 ， 为
满足“双11”电商黄
金周物流运输需求，
成都局集团公司还将
保证贵阳北至昆明南
DJ5421次、贵阳北至
长沙南DJ5352次、成
都东至西安北DJ8862

次等3趟“高铁确认动
车组”的载货运行。

中铁快运成都分公
司提供的数据显示，“
双11”期间，铁路部
门日均将综合运用高
铁载客动车组(含复兴
号高铁列车)700列，其
中“高铁极速达”产品
使用动车组将达到400
列，为去年同期的10
倍以上；高铁载客动
车组预留车厢132列；
高铁确认列车使用20
列；旅客列车行李车
使用350列。较去年同
期，高附加产品显著
增加，运量进一步提
高，预计2018年“双
11”期间，铁路高铁
快运等新兴电商物流
运输日均收入将出现
新的突破。

助力“双11” 

西南铁路开行全程冷链运输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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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表示，中美

建交近40年来，两国

关系历经风雨，但总

体向前，为两国民众

带来巨大利益，也促

进了世界和平、稳定

与繁荣。历史的启示

是，相互尊重、平等

协商、互利合作是两

国关系唯一正确的选

择。中美双方应当顺

应潮流，不断加深相

互了解，促进各领域

交流合作，妥善管控

分歧，探索新形势下

两国相处之道，推动

中美关系在下一个40

年取得更大发展。赞

赏基辛格博士为中美

友好所做的贡献。

基辛格表示，美中

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

歧。赞同通过平等对话

和协商解决两国间当前

问题，对美中关系未来

发展达成共识，愿为此

做出努力。

王岐山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中新社10日讯】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10日在中南

海紫光阁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10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刘鹤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11日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10

日在北京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刘鹤表示，基辛格博士长期以来为

中美关系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
献。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稳定符合两国和
两国人民乃至整个世界的根本利益。中
美双方应在两国元首共识指导下，本着
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妥善处理
经贸等领域出现的问题。基辛格表示，
美中关系十分重要，事关世界和平与繁
荣。（中新社）

香港特首率团访深圳和北京
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

为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香
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0日率领
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启程前往
深圳和北京访问3天。

当天早上，代表团从香港特区政
府总部出发。代表团由林郑月娥担任
团长，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王志
民担任顾问。出发前，林郑月娥在香
港特区政府总部会见传媒时表示，这
次非常荣幸获中央邀请，组织代表团
前往深圳和北京访问，庆祝国家改革
开放40周年。（中新社）

杭州警方境外缉捕3名P2P平台案嫌犯 
9月来境外已捕9人

杭州警方11日发布消息称，日
前，警方于中国境外成功缉捕3名“
邦邦理财”平台案犯罪嫌疑人。9月
以来，杭州警方已累计抓获9名网络
借贷平台类案件境外在逃人员。

警方介绍，10月31日，杭州警方
成功缉捕浙江融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邦邦理
财”平台）逃往境外的犯罪嫌疑人陈
某某，其系平台实际控制人。之后，
杭州警方工作组促使与陈某一同出逃
的同平台其他2名犯罪嫌疑人于11月2
日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中新社）

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开幕 
2.5万海内外人才参与

1 0日讯，“期待广大高层次人
才与我们相守钱塘江畔共同创新创
业，在杭州这片大地上施展才华、
创造价值、实现梦想。”10日，在
2018年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
作大会（下称：大会）开幕式上，
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
勇向全球英才发出邀请。

据了解，大会共吸引到来自33个国
家和地区的近2.5万名人才参会，17个
长三角节点城市近千家企业设展。

据主办方介绍，今年的大会更加突
出国际性、市场性、高端性、实效性，
在四个方面有新突破，一是层面更高，
二是内容更丰富，三是辐射范围更广，
四是参会人数更多。（中新社）

香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成立十周年 
登记人数已近30万

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卫生
署和香港电台10日举行庆祝“器官捐赠
日2018”及“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
成立十周年活动。卫生署署长陈汉仪在
出席典礼时表示，中央名册成立十年
来，其登记数字累积已超过29.3万名，
即每一百名香港成年人中，有约四至五
名已于中央名册登记。

陈汉仪指出，政府统计处的调查发
现，18至64岁人士愿意在死后捐赠器官
占32.5%，可见大部份愿意死后捐赠器
官的市民仍未在中央名册登记。“故此
我们要继续努力向市民推广器官捐赠的
文化，藉以减少个人及家属对捐赠器官
的抗拒或犹豫。”（中新社）

【 中 新 社 1 0 日
讯】正在珠海举行的
第1 2届中国国际航
空航天博览会（即珠
海航展）上，中国航
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所属中国航天三江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航
天三江）研制生产的
LW-30激光防御武器
系统首次亮相，引发
高度关注；另一“明
星”展品快舟系列固
体运载火箭，虽是“
老面孔”但依然风头
正劲备受瞩目。

中国航天三江集
团介绍说，LW-3 0
为一款新型激光防御
武器系统，基于车载
平台，利用定向发射
高能激光实现对光电
制导设备、无人机、
航模、制导炸弹、迫
击炮等多类典型目标
的快速拦截，具有模

块化、易维护、可持
续作战、高能聚焦发
射、高效热管理等特
点，兼具远距离探测
成像功能。

LW-30激光防御
武器系统由雷达指挥
通信车、激光战车和
保障车组成，一个基
本火力单元配备一辆
雷达指挥通信车和
一辆或多辆激光战
车。LW-3 0激光防
御武器系统可在要害
区域根据具体场景与
需求灵活布防，既可
完成独立作战，也可
多台组网打击，并能
纳入传统防空武器系
统，与近防炮、防空
导弹等传统武器协同
作战、优势互补，形
成由远及近、由高到
低的火力防御圈，满
足多种类目标防御需
求。

【中新社11日讯】
备受瞩目的第12届中
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即珠海航展）11日在
珠海落下帷幕。记者从
携空间站核心舱、嫦娥
四号探测器、东方红五
号平台、鸿雁星座等一
批“大国重器”参展的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所属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获
悉，该院基于新一代通
信卫星平台——东方红
五号平台研制的超大容
量宽带通信卫星试验星
计划2019年实施发射。
同时，命名为“鸿雁星
座”的全球低轨卫星移
动通信与空间互联网系

统正加快建设，首颗试
验卫星即将于今年底发
射升空。

本届珠海航展上，
基于东方红五号平台研
制的超大容量宽带通信
卫星模型首次对外亮
相，展示中国通信卫星
技术实力和水平。作为
中国通信卫星抓总研制
单位，中国空间技术研
究院称，在代表国家
综合实力、技术水平
的通信卫星领域，中国
短短几十年内一路奋起
直追，从首颗东方红一
号卫星，到具有世界先
进水平的东方红五号卫
星，已实现从无到有、

从跟随到并跑的跨越发
展，如今，中国通信卫
星事业处于国际通信卫
星发展前列。

据介绍，为加快通
信卫星发展，中国空
间技术研究院10年前
专门成立通信卫星事业
部，在既有成熟通信卫
星平台的基础上，开发
满足市场差异化需求的
东方红四号S平台、东
方红四号增强型平台，
并面向未来，全力研
发新一代的东方红五号
通信卫星平台产品，同
时启动跟踪世界前沿技
术的全电推平台研制工
作。

【中新网11日讯】
据福建省泉州市政府
新闻办消息，今日，
泉州市政府新闻办发
布关于福建东港石油
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码
头化学品泄漏事件处
置进展情况续报。截
至11日上午12时，泉
港区医院接诊疑似接
触碳九泄漏的群众，
住院观察9人病情均继
续好转，没有新增住
院人员。

1 1 日 上 午 ， 泉 州
市政府和泉港区继续

组织兴通、友福两支
专业队伍，在泉港区
部 分 民 兵 、 消 防 人
员、干部群众的配合
下，对渔排网箱和海
岸 边 的 污 染 物 进 行
清理。上午共出动人
员 5 7 0 人 、 船 只 1 0 0
艘。在已基本完成海
上漂浮油污清理的基
础上，新增清理渔排
1 2 0 格，累计完成清
理62 0 0格(总数67 1 3
格 ) ； 新 增 清 理 岸 滩
0 . 9 公里，累计完成
3公里(需清理总长约

4公里)；新增更换浮
球 2 3 4 粒，累计完成
425 0粒；正在修复加
固第4个下沉渔排(总
计需修复加固 2 0个 )
。

现场共收集转移五
车次( 2 0 . 7 3吨 )废吸
油毡等危险废物，其
中四车次( 1 7 . 7 3吨 )
已转移至福建兴业东
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进行专业处置，一车
次(3吨)已转移至福建
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进行专业处置。

珠海航展：中国新型激光防御武器引关注 

快舟火箭受瞩目

多种装备亮相中国航展

珠海航展：东方红五号拟明年发射 

鸿雁星座首星今年底升空

【中国台湾网10日
讯】台湾地区领导人蔡
英文9日前往宜兰辅选时
表示，国民党曾说“这
次选举就是要教训民进
党”，但她要反问，国
民党有什么资格教训民
进党？

国民党发言人洪孟楷
今晚表示，蔡英文在宜
兰造势发言，国民党只
感到一个与人民距离遥
远的领导人，把过去两
年五个月执政所做的事

情都自我感觉良好合理
化，丝毫不顾人民痛苦
的感受，还洋洋得意、
沾沾自喜。两年多的苦
日子，就是在这种大小
姐心态的治理下产生。
人民更想问，蔡英文您
凭什么还出来嚣张的发
言？

洪孟楷表示，选举到
了才要向人民道歉，这
种道歉完全就是为了选
票考量，既不真诚也无
反省;选前谦卑选后嚣张

的嘴脸，人民已经不会
再上当，如同诈骗集团
在被抓的时候都会讲说
下次不敢了，如果真的
相信这样子的恶意谎言
而选择原谅，下次受害
的仍然会是善良的百姓。

洪孟楷说，最后也请
蔡英文千万不要搞错了，
不是国民党要教训蔡当
局，而是人民想要教训蔡
当局，不要以为转移矛
盾，就可以逃过人民即将
采取的教训行动。

蔡英文称国民党没资格教训民进党 这个人一句话怼回去

蔡英文称国民党没资格教训民进党，这个人一句话
怼回去

福建泉州通报碳九泄露处置进展：

住院9人病情均好转

【中新社11日讯】庆祝
人民空军成立69周年记者
见面会”11日在广东珠海
举行，中国空军在会上公
布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空
军路线图。

中国空军副司令员徐安祥
中将说，中国空军现代化建
设按照三步走战略设计和展
开，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
目标一致。

第一步，到2020年基本

跨入战略空军门槛，初步
搭建起“空天一体、攻防
兼备”战略空军架构，构
建以四代装备为骨干、三
代装备为主体的武器装备
体系，不断增强基于信息
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

第二步，在实现2020年
目标任务的基础上，进一步
构建全新的空军军事力量体
系，推进空军战略能力大幅
提升；再用一段时间，全面

实现空军军事理论、组织形
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
代化，基本完成空军战略转
型，到2035年初步建成现代
化战略空军，具备更高层次
的战略能力。

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战略空
军，成为总体实力能够支
撑大国地位和民族复兴的
强大空天力量。

另据空军装备部综合计
划局局长王中华当日在中
国航展上表示，改革开放
40年，中国空军经历二次创
业，装备建设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当前
空军武器装备发展建设的阶
段特征，可概括为两个跨代
和两次质变。

两个跨代，即主战装备
跨代，基于网络信息系统的
体系建设跨代，空中进攻、
防空反导、战略预警、空中
投送、空降作战等核心能力
持续提升，海上和高原作战
能力进一步加强。

中国空军公布建设强大现代化空军路线图

4架歼-20战机共祝人民空军生日快乐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8年11月12日，星期一

简讯

国际财经 INTERNATIONAL FINANCE  第8版

几位官员和消息人
士7日曾表示，如果欧
盟领导人准备在本月
通过任何英国脱欧协
议，则必须在一周内
就此取得突破，但双
方在英国与爱尔兰边
界问题上的分歧仍未
解决。

报 道 称 ， 路 透 社
2017年7月开始调查以
来，英国无协议脱欧
的可能性就一直介于
20%-30%之间。

报道称，如果英国
首相特雷莎梅不能与

欧盟达成协议，或者
英国议会表决反对任
何达成的协议，那么
英国将面临无协议脱
欧，也将不会有过渡
期，这将导致英国经
济陷入混乱。

英国内政大臣贾伟
德8日称英国和欧盟处
于谈判收尾阶段，但
爱尔兰外交部长则试
图淡化脱欧协议即将
达成的预期。

荷 兰 合 作 银 行 的
Stefan Koopman称： 
“英国无协议脱欧的

风险正在上升，看起来
这是特雷莎梅采取的策
略，推迟决定直到所有
人都没有退路。这个做
法风险很大，因为英国
国会的复杂状况让协议
能否获批面临特别高的
不确定性。”

受访者认为，双方
最有可能结成的关系
就是达成一份自由贸
易协议，其次是无协
议脱欧。排在第三位
的是，英国成为欧洲
经济区(EEA)的成员，
缴纳欧盟预算，以获
取欧盟单一市场的准
入。最不可能出现的
情况是取消脱欧，没
有一位受访者认为会
有这样的结果。

此 外 ， 报 道 称 脱
欧公投后，英国经济
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经济学家们预计今年
英国经济增长1 . 3%
，2019年的经济增长
率预期为1.5%，并且
2020年仍维持在这一
水平，这将低于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前的
水平。

瑞 银 集 团 的 经 济
学家指出：“ 2 0 1 8

年英国经济表现好于
预期，但英国退欧相
关不确定性导致投资
疲软，放缓了经济动
能。假设英国与欧盟
能够达成脱欧协议，
而且议会也在2019年
3月底最后期限之前批
准了，这一不确定性
将暂时减轻。”

英脱欧谈判将收尾 

专家称无协议脱欧机率仍有25%

调查结果显示，英国与欧盟无协议脱欧的机率
仍有25%。

【中新网】据外媒上周五报道，

目前距离英国正式脱离欧盟还有不到

五个月时间，一份对70位经济学家展

开的调查结果显示，英国与欧盟无协

议脱欧的机率仍有25%。

苹果摒弃前嫌与亚马逊
达成出售iPhone和iPad的协议

亚马逊上周五称，假日购物季
它将在全球铺售更多的苹果商品。
两大科技企业竞争对手放下往日分
歧，携手提振销售。

未来几周，亚马逊将在美国、
欧洲、日本和印度出售最新款苹果
iPhone、iPad和其它设备。以前亚马
逊只出售有限品种的苹果商品，比
如Mac电脑和Beats耳机。

这一销售协议突显出，包括苹果
和耐克在内，以前抵制通过亚马逊
销售产品的顶级品牌，目前正益发
愿意通过亚马逊网站卖货，因为亚
马逊成为能直接接触到客户的关键
渠道。而且亚马逊坚决抵制假货。

截至9月的2018年会计年度，苹果
约有71%的销售是通过亚马逊等间
接销售渠道获得的。

沙特正讨论OPEC与盟国
最多减产100万桶/日提议

两位知情消息人士上周日对路透
表示，沙特正在讨论一项石油输出国
组织(OPEC)及其盟国将原油日产量
最多削减100万桶的提议。消息人士
称，相关讨论还没有最后敲定，因为
主要取决于伊朗出口的减少情况。

“关于这点进行了总体讨论。但
问题是市场需要减产多少，”其中
一位消息人士在阿布扎比表示。阿
布扎比周日将举行市场监督委员会
会议，主要出口国沙特和俄罗斯将
参加。

在被记者问及油市是否均衡时，
沙特能源、工业和矿产资源大臣法
力赫(Khalid al-Falih)说：“我们会
看到的。稍晚我们将要开会。”

意大利财长特里亚称大幅削减预算赤字
对经济而言无异于“自杀”

意大利经济财政部长特里亚上周
五表示，如果按照欧盟执委会的要
求，大幅削减政府的预算赤字，对
该国经济而言将无异于自杀。

与欧元集团主席森特诺举行联
合记者会时，特里亚表示，他目前
无意改变该国备受争议的2019年预
算，并补充说，欧盟对该国扩张性
预算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

森特诺告诉记者，欧元区各国财
长在欧元集团会议上希望特里亚将
修改预算，称这将有助于消除市场
对意大利的疑虑。

美联储金融监管副主席夸尔斯称
将重新考虑‘压力资本缓冲’规定

美联储金融监管副主席夸尔斯
(Randal Quarles)上周五表示，作为
对银行业关切的回应，美联储将重
拟一项被称为“压力资本缓冲”的
资本规定中的很多方面。

夸尔斯在华盛顿的一个会议上
说，监管方还应该放宽年度压力测
试中允许监管方让金融机构无法运
营的一个关键条件。这些变化是美
联储为简化压力测试程序而进行的
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压力测试是
后危机时代的一种监管工具，银行
称测试已经变得令其不堪重负。

欧股收低 
因商品股下挫及蒂森克虏伯等业绩令人失望

欧洲股市上周五下滑，因矿业和
石油类股遭抛售，德国钢铁生产企
业蒂森克虏伯和奢侈品集团Ric h-
emont业绩疲弱打压市场人气。泛欧
STXX 600指数收低0.4%，但上周
仍小幅上涨，为10月大跌后的连续
第二周收高。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FED)
似乎仍将于下月升息，并警告称企业
投资增长已放缓后，欧洲股市本周尾
段下跌，与全球市场一道回落。

上周五，欧洲企业财报令人失
望，令市场承压，蒂森克虏伯重挫
9.2%，跌至2016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
平，此前该公司今年第二次下调了盈
利预估。蒂森克虏伯帮助拉低了基础
资源板块，该类股大跌3.4%，因金
属市场遭抛售。

英国高街店铺关门数量创纪录
根据普华永道上周五发布的报

告，英国高街店铺今年上半年净减
少量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其中受
影响最大的是电器店和时装店。

分析报告称，今年上半年英国排
名前500的高街上，关门店铺数量
为2692家，仅有1569家门店开业，
店铺净减少量为创纪录的1123家。
其中，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是大伦敦
区，威尔士的关闭数量最少。

普华永道称，在线购物数量增长
和家庭休闲方式转变，是实体店铺
受影响的主要原因。

【中国金融信息网讯】
巴西最大投资银行伊
塔 乌 联 合 银 行 ( I t a u 
Un i banco)上周五发布
宏观经济预测报告显
示，预计12月巴西中央
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仍
会维持现在6.5%的基
准利率不变，同时2019
年也将会维持这一利率
水平。

马里奥·梅斯基塔
(Mario Mesquita)领导
的经济学家团队在报告
中指出，“考虑到经济
产能增长较快，通胀率
在未来几年接近央行管
理目标，货币政策可能
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不
变，除非发生不可预见
事件“。

现在该银行预测在
2020年基准利率将升至
8%，而之前的预测是在
2019年下半年升至8%。

该 机 构 报 告 中 还
提高了对明年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的预测，
并进一步减少了通胀

率、初级财经赤字以
及201 8年雷亚尔对美
元汇率的预测值。

伊塔乌联合银行报告
预计，2019年巴西国民
生产总值(GDP)将增长更
快，从之前的预计的2%
上升至2.5%，关键取
决于信贷条件的支撑和
国会是否批准结构性改
革。通胀目标由之前的
4.3%修正至4.2%。

由于政府收入预期增
长，初级财政赤字预计

由GDP的1.5%降至1.3%
，该机构认为， “然而
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
将依赖于减少固定支出
的改革是否能够取得进
展，例如养老金改革。

伊塔乌联合银行对于
雷亚尔兑美元的预期是
在今年年底从3.9升值至
3.75，“反映了市场认
为实施改革不确定性的
减少”，但在2019年，
该机构保持了先前预测
的3.90的水平。

【路透法兰克福讯】
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全球
主要经济体可能在上季
出现萎缩，进一步证明
全球经济成长已过巅
峰，经济渐入低迷的风
险正在加剧。

德国和日本未来几
天料将公布经济负增
长，即便已消化了一系
列一次性事件的影响，
潜在趋势依然疲弱，前
景充满风险，尤其是全
球贸易战风险。

目前鲜少有分析师
预计全球经济下滑，因
为美国经济正在蓬勃发
展，大多数分析师甚至
预计全球经济将回升，
或许是在2020年。但随
着全球商业周期进入成
熟阶段，2017年已过增
长高峰，全球经济有可
能倾向于呈现更负面的
表现。

“全球经济似乎正
在迎来又一段严重疲软
期，”瑞银在研究报告
中称。“全球‘硬’数
据和‘软’数据的恶化
程度为欧元区危机以来
最严重。”

“ 我 们 认 为 疲 软
只是暂时的，预计消

费和投资将在202 0年
再次提速，”瑞银还
称。“像当前日本和
欧元区这样，在投资
增长加快的情况下开
始出现衰退的情况以
前还从未有过。”

发达经济体遭受产
能限制的束缚、全球贸
易战已损及信心、再加
上美国收紧货币政策推
高了全球利率，都给金
融市场带来压力。

但压力似乎不止那
些，还有近期公布的
企业财报逊于预期，
中国楼市持续放缓，
英国硬退欧风险迫近，
意大利与欧盟陷入预
算之争。

“由于美国增长强
劲且通胀倾向上行，
美联储的政策正在收
紧，”荷兰银行首席经
济分析师Han de Jong
称。“遗憾的是，全球
其他经济体的增长率还
不到美国的一半。”

“鉴于美国在全球
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更
重要的是，美国利率
对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
性，这带来一个大问
题，”他补充道。

全球经济成长疲软是暂时现象 

还是下滑的开始？

德国汉堡集装箱货轮CMA CGM Georg Forster停靠在
码头泊位。

伊塔乌联合银行预计

明年巴西央行维持6.5%的基准利率不变

伊塔乌联合银行预计12月巴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
员会仍会维持现在6.5%的基准利率不变，同时2019
年也将会维持这一利率水平。

【 路 透 纽 约 讯 】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FED/美联储)两位决
策者上周五表示，在
美国就业市场火热的背
后，脆弱因素依然存
在，一些社区就业不
足，缺乏技能和培训，
无法在经济现代化之际

保护自己。
上述言论突显出，

尽管美国失业率处于
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
最低水平，但美联储为
何只是在逐步加息。它
们还显露出，美联储
在鼓励国会议员和雇
主采取可能提高生产率

和经济增长的政策方面
能力有限，主要是通
过公开讲话。

纽约联储总裁威廉
姆斯(John Williams)表
示，“在美国各地，经验
和经济机会各不相同。
技能差距，以及不同社
区之间不平衡的经济复

苏，是我在旅行中听到和
看到的一致主题。”

费城联储总裁哈克
(Patrick Harker)在美
联储纽约总部举行的
劳动力会议上表示， 
“企业必须开始将员工
发展视为投资，而非
社会服务。”

美联储官员指出美国炽热就业市场背后存在脆弱因素

纽约联储总裁威廉姆斯。

【新华社符拉迪沃
斯托克讯】俄罗斯经

济发展部长奥列什金
(Maxim Oreshkin)日前
说，今年俄中贸易额将
达到1100亿美元。

俄罗斯《消息报》上
周五援引奥列什金的话
报道，俄中贸易一直在
不断向前推进，两国制
定的目标能够实现。未
来两国相关部门将继续
努力，以使双方贸易额
在近期突破2000亿美元。

奥列什金说，在俄

中贸易中推行本币结算
机制是一种有效方式，
会极大降低第三国因素
对两国贸易的影响。

奥列什金之前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
示，目前俄中经贸合作
涵盖能源、机械制造、
宽体客机研发等领域，
不断增长的俄中贸易额
反映出双方正不断加深
各领域合作，双方经贸
合作水平有望继续上升。

俄罗斯官员预测

今年俄中贸易额将达1100亿美元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奥
列什金。

【路透华盛顿讯】
美国白宫顾问纳瓦罗
(Peter Navarro)上周五严
厉批评现任和前任华尔
街高管敦促美国和中国
解决贸易争端的努力，
称他们是试图通过施压
迫使特朗普达成协议
的“隐形外国特工”。

“当这些无偿的外
国特工从事这种外交活

动，所谓的外交活动，
他们所做的就是削弱
总统和他的谈判立场。
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好
处。如果达成协议，是
否以及何时能达成协
议，那将取决于总统的
意愿，而不是华尔街的
意愿，”纳瓦罗在华盛
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
ies)发表讲话时表示。

特朗普料将与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1月
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
加20国集团(G20)峰会
间隙举行会晤，讨论结
束不断加剧的贸易战的
可行办法。

当被问到他是否认
为特习会将促成协议

的达成或者开启更广
泛的谈判时，纳瓦罗
回答道，此类谈判“
不是我负责的事”，
将由美国贸易代表莱
特希泽领衔。

但纳瓦罗对是否可
能与中国达成协议表示
怀疑，并称北京从未认
可美国对缺乏市场准
入、侵犯知识产权、强

制技术转让和不公平国
家补贴的担忧。

特朗普顾问纳瓦罗称华尔街高管不要插手中美贸易谈判

美国白宫顾问纳瓦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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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上午，巴黎阴雨绵
绵。美籍华裔音乐家马友友
在凯旋门前的星形广场上奏
响悠长的大提琴乐曲，法国
中学生用法语、英语、中文
等语言朗读了参加一战的士
兵和劳工写下的战争记述，
一位非洲歌手寄托哀思的歌
声催人泪下。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现场发
表讲话，呼吁各国铭记战争
的惨痛教训，始终将和平放
在首要位置，避免历史悲剧
重演。他在胸前佩戴了由德
国国花矢车菊和象征法国的

三色绶带联合组成的装饰，
寓意着曾经互为夙敌的法德
两国将世代友好、永不再战。

德国总理默克尔、美国总
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
等多国领导人或高级代表出
席了仪式。

11日下午，由马克龙倡
议发起、旨在推动多边合作
的巴黎和平论坛也在巴黎开
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吉炳轩应邀代表中方
出席论坛及有关活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 4
年爆发，战争在以英国、法

国、俄国为首的协约国集团
和以德国、奥匈帝国为首的
同盟国集团间展开，主要战
场在欧洲。１９１８年１１
月１１日，协约国和德国
签署停战协定，德国宣布投

降，一战宣告结束。
历时４年的一战卷欧、

亚、非三大洲３０多个国家和
地区，吞噬上千万人生命，是
二战之前人类历史上破坏性最
强、波及面最广的战争。

埃及塞加拉古墓群
新发现7座法老墓葬

埃及文物部长哈立德阿纳尼10日在
首都开罗以南约30公里处的塞加拉古
墓群发掘现场宣布，埃及考古队在此
地新发现７座法老墓葬。塞加拉古墓
群是埃及大型考古遗址，其中包括距
今约4650年的最古老的阶梯金字塔。
这一地区的金字塔中埋葬着已逝的法
老及其家人、将领和神圣动物等。

阿纳尼告诉记者，这7座墓葬包括3
个新王国时期墓葬和4个古王国时期墓
葬，是埃及考古队在对阶梯金字塔东
北侧的乌塞尔卡夫金字塔石质边缘进
行挖掘时发现的。记者在现场看到，
新发现的墓室保存完好，考古人员正
加紧对墓室内的木乃伊、雕塑等文物
进行挖掘和修复。在考古现场，埃及
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穆斯塔法瓦齐
里博士宣布，埃及考古队还在孟菲斯
古墓群成功挖掘出首批圣甲虫木乃伊
以及数十只猫木乃伊。

土耳其称已将沙特记者遇害案录音
交给美德法等国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0日说，土
方已将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遇害案
相关录音交给沙特、美国、德国、法
国和英国。埃尔多安当天在发表电视
讲话时说，“毫无疑问”，沙特派往
伊斯坦布尔的15人行动小组知道谁杀
害了卡舒吉以及遗体的去向。

埃尔多安还批评沙特总检察长萨
乌德上月底邀请伊斯坦布尔首席检
察官携带调查证据访问沙特之举，
认为土耳其是案发之地，萨乌德应
当在土耳其讨论卡舒吉案。

里约热内卢发生土崩 
至少10死11伤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尼泰罗伊市10日
凌晨发生一起山石滚落砸倒民房事件，
目前已造成十人死亡。巴西消防部门表
示，这一事件发生在一个依山而建的平
民社区，许多民房地基不牢。由于这一
地区近期连降大雨，一块大石头从山崖
断裂脱落，砸倒六处民房，目前已造成
十人死亡，另有至少六人受伤。根据
当地电视台播放的航拍画面，被山石
砸倒的民房几乎被夷为平地。从当天
凌晨4时开始，共有近200名救援人员
参与搜救行动，目前已从废墟中抢救
出11人，其中多人受伤被送往医院救
治。有九人已确认遇难。里约热内卢
州所在的巴西东南部地区多山，强降
雨极易造成山体滑坡。

也门荷台达激战致80人丧生
也门卫生部门人士11日说，也门政

府军和胡塞武装近日在也门西部港口
城市荷台达展开激战，过去24小时内
双方至少有80人丧生。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荷台达市卫生部门消息人士告
诉新华社记者，过去24小时内，也门
政府军在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
战机配合下，与据守在荷台达市的胡
塞武装分子展开激烈交火，共打死61
名胡塞武装分子。

另据亚丁市卫生部门消息，过去24
小时内，在与荷台达市的胡塞武装分
子交火过程中，共有19名政府军士兵
丧生。荷台达市居民告诉记者，目前
联军战机正对市内由胡塞武装分子把
守的地区展开猛烈空袭，“巨大的爆
炸声不时传来”。与此同时，政府军
与胡塞武装进入了巷战阶段，并展开
激烈交火。

波音777巴黎飞上海航班
紧急降落俄罗斯 无人受伤

俄罗斯卫星网11日援引俄罗斯伊
尔库茨克机场服务中心消息称，法航
一架巴黎飞上海的波音777长途航班
因驾驶舱出现烟雾而紧急降落在了伊
尔库茨克，所幸无人受伤，具体原因
尚不明确。

消息人士说，该航班机长在飞临
俄蒙边境时联系空管，向调度员报
告驾驶舱内有烟雾。有关人员对此
做出飞机紧急降落的决定。”

报道称，机组人员被要求飞往伊尔
库茨克，那儿的机场可以降落大型客
机。“这架飞机安全降落，乘客被疏
散。”消息人士说，没有人受伤。

乌克兰及美欧
谴责乌克兰东部地区选举

被俄罗斯支持的力量控制的乌克兰
东部地区星期天举行投票，选举地方
政府领导人。乌克兰、美国以及欧洲
联盟谴责这次选举。欧盟负责外交政
策的官员莫盖里尼说，欧盟认为这次
选举非法，将不承认选举结果。美国
的乌克兰事务特使沃尔克说，乌克兰
东部举行的选举纯粹是一场闹剧。俄
罗斯2014年吞并了克里米亚，并支持
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反政府力量。

世界60多个国家领导人聚集巴黎

纪念一战结束100周年官方仪式在巴黎举行
【新华社巴黎】1 1月1 1日是第一次世界

大战结束一百周年纪念日。世界6 0多个国

家的领导人星期天聚集巴黎，纪念第一次

世界大战停战100周年。

在世界领袖的注视下，法国总统马克龙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
停战在巴黎的无名烈士墓前致哀。

【美国之音网】刚果
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
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疫
情中有200多人死亡。
当局说，自从今年8月
疫情爆发以来，有将
近300个埃博拉病例被
确认。

刚果卫生部说，一
半的病例发生在北基伍
省有80万人口的城市
贝尼。

埃博拉疫区位于一
个冲突地区，那里有十
几个武装组织活动。自
从疫情爆发以来，救援
机构被迫停止或减少救
援工作。

埃博拉病毒1976年
第一次在刚果民主共和
国发现。自那以来，这

是刚果第十次发生埃博
拉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曾警告
说，埃博拉病毒可能会
蔓延到乌干达、卢旺达
和布隆迪等其它国家。

医务人员目前有了
应对埃博拉病毒的工
具。一种新疫苗被证明
能保护接触埃博拉病毒
感染者的人不受传染。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
人掌握了阻止埃博拉病
毒扩散的技术。

不过在刚果，一些
人仍然拒绝相信埃博拉
病毒的存在，会把自己
家里的埃博拉病毒感染
者藏起来。传统的下葬
方法也有感染上埃博拉
病毒的危险。

刚果已有两百多人

感染埃博拉病毒后丧生

9月9日，医务人员在乌干达收治一名可能感染埃
博拉病毒的男孩

【海外网】美国北
加州山火已经造成25
人遇难，超过20万人
紧急撤离，尚有数十人
失踪。美国总统特朗普
斥责加州森林管理非常 
“糟糕”。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
加州官员11日称，又发
现14人在加州北部天堂
镇燃起的山火中死亡，
目前，山火已经造成至
少25人死亡，摧毁建筑
物超过6700处。这场山火
已经升级为该州史上破
坏力最强的山火。

自8日以来，火势已
覆盖了超过362平方公
里的土地，20多万人
不得不逃离家园。大火
逼近城外的高速公路，
浓烟笼罩天空。目击者
表示，民居、超市、学
校、医院等都陷入“火
海”，情况骇人。

当地消防部门官员
警告，消防人员与山火
进行了数天的斗争，然
而，由于风势不断改
变，目前山火仍未受
控，炎热、干燥和多风

的天气导致火势蔓延。
美国白宫发布消息

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宣布，由于森林火
灾迅速蔓延，加利福尼
亚州进入紧急状态。但
他也指责加州的森林管
理不善。特朗普表示， 
“加利福尼亚没有理由发
生这种大规模的、致命
的和损失惨重的森林大
火，除非森林管理非常
糟糕。”他要求当地政
府及时补救，否则联邦
政府会停止拨款。南加

州的山火已经到达美国
名人聚集的马里布，居
住在此地的美国明星紧
急离开。真人秀明星金
卡戴珊周五(9日)早些时
候在她的社交媒体分享了
大火的照片，称自己结
束旅行正返回，但在迅
速收拾之后又从家中撤
离。周五下午，金卡戴
珊在其社交媒体上说，
她的房子似乎逃过了最
坏的境地，“我听说大
火烧到我的房子，但是
现在大火已经停止。”

加州山火死亡人数升至25人 

特朗普斥森林管理“糟糕”

11月11日消息，美国宇航局公布11月8日和11月9
日加州山火的卫星图。山火迅速蔓延至刚刚发生
枪击案的千橡树市，并在9日翻过圣莫妮卡山，在
强风的助力下向海边蔓延。

【综合讯】土耳其
亲政府媒体周六（10
日）报道，沙特阿拉伯
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驻
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
后，凶手先以强酸溶化
其遗体，之后再把他的
残骸冲落下水道。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
安同日发表电视演说，
土耳其方面已和沙特阿
拉伯、美国及其他国家
分享有关沙特记者卡舒
吉遇害事件的录音。

报道称，经分析沙

特领事馆下水道的样本
后，发现有强酸的痕
迹，因此调查人员相信
卡舒吉被溶尸后，化为“
液体”经下水道冲走。埃
尔多安一名顾问上周暗
示，凶手或以强酸溶化
卡舒吉的遗体。土耳其
官员本周初证实，沙特
曾于上月初、土耳其警
方获准进入领事馆前，
派出一名化学专家及一
名毒理学专家前往伊斯
坦布尔，惹来外界质疑
是消灭杀人证据。

埃尔多安还指沙特政
府知道10月1日抵达土
耳其的15人中的一人，
是杀死卡舒吉的凶手。

凶手杀卡舒吉后溶尸经下水道冲走残骸

土耳其总统：已与五国共享卡舒吉遇害录音

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

【世界之声网】法国
总统马克龙周六与美国
总统特朗普会晤，双方
同意欧洲应对自身防御
承担更多责任。法新社
称，在敏感的欧洲防务
议题上，马克龙明显表
现出和解姿态，淡化双
方不和。特朗普此前推
文，用“受到侮辱”指责
马克龙呼吁欧洲建军自我
防卫的言论。而特朗普周
六没有按计划去阵亡美军
墓地凭吊受到批评。

 法新社报道，马克
龙在爱丽舍宫会见特
朗普，双方都淡化先
前因欧洲防务引起的不
和。特朗普称，“我们
已经成为多年的好朋

友”。不过，特朗普脸
色凝重，两人谈话的气
氛也远不如从前“亲密
无间”。马克龙则是在
与特朗普会谈一开始就
强调：我们应该更好地
分担北约内部的防务

负担。马克龙此言对
特朗普而言应该十分
中听，特朗普近来不
断强调，欧洲应该增加
北约的军费开支，让美
国承担大部分防务是不
公平的。

同意欧洲承担更多防务

马克龙与到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黎会晤

当地时间11月10日，法国巴黎，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
抵达爱丽舍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举行会晤。

【新华社布鲁塞尔】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11日
在布鲁塞尔无名战士墓
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
时，呼吁人们共同建设
世界和平。

菲 利 普 在 发 言 时
说，所有人，尤其是
年轻人，应当共同参与
到世界和平的建设当
中，“每天都为这一共
同的事业添砖加瓦”。

他说：“我想告诉
年轻人，老战士们用血
肉之躯捍卫了我们的祖
国，然而终有一天我们
将失去这些依靠。我们
必须永远记住那些曾经
为了保护我们、为了捍
卫我们的价值观而付出
牺牲的人们。”

比利时参众两院议

长、联邦政府以及比利
时各地方政府的代表出
席了当天的纪念活动。

近年来，纪念一战
华工贡献的活动也越
来越多。今年 1 1月 9
日，一战华工史料图片
展在比利时布鲁日开
幕。10日，中国驻比
利时大使馆在西佛兰德
省波珀灵厄市华工雕像
园举办活动，缅怀第一
次世界大战中为欧洲和
平作出非凡贡献的中国
劳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
1914年爆发，1918年结
束。比利时是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
仅在西佛兰德省就有对
阵双方的50多万士兵战
死，人类历史上首次化
学战也发生在这里。

比利时纪念一战结束百年　

国王呼吁共建世界和平

11月11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无名战士广场，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向无名战士墓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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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汽车零部件出口额超过44亿美元
越南工贸部工业局透露，目前越

南共有358家企业从事与汽车有关的
制造产业，其中50家企业从事汽车
组装，其余的从事汽车配套产业。越
南汽车制造和组装的配套产业已形成
与发展。汽车零部件等产品处不满足
汽车制造和组装企业的需求，同时出
口到老挝、柬埔寨、缅甸、中国、美
国等外国市场。2015年，汽车零部
件出口额达35亿美元，2016年该数
字达39亿美元，2017年达44.26亿美
元。丰田（越南）公司副经理Shin-
jiro Kajikawa强调，汽车工业的发展
少不了配套产业的增长。他认为，由
于产量较少、国产化率低等原因，越
南国内制造汽车的成本比从东盟各国
的原装进口汽车高出10-20%。

韩国2017年米糕出口额
同比增近三成

据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11日发
布的统计数据，2017年韩国米糕出口
额同比增加29%，为1565万美元。米糕
出口额逐年递增，从2013年的635万美
元增至2017年的1565万美元，增幅高
达147%。同期，出口量从4931吨增至
7851吨，增幅达60%。公社方面分析
认为，米糕和炒年糕产品早前在海外
的消费群体主要是韩人韩侨，后来相
关产品在海外实现当地化，逐渐被当
地人消费。米糕作为具有代表性的“
无麸质”健康食品在欧美等地深受欢
迎，炒年糕产品则在中国、日本、东
南亚地区受到青睐。另一方面，去年
韩国国内的米糕类零售市场规模同比
增长8%，为1122亿韩元，较2013年增
长78.3%。公社方面分析称，市场上速
食炒年糕产品的种类和供货量增加，
带动米糕类零售规模大增。

中韩日将举行
东北亚港湾局长会讨论港口合作

据韩国海洋水产部11日消息，韩国
将参加12-14日在日本静冈举行的第19
次东北亚港湾局长会暨东北亚港口论
坛。东北亚港湾局长会于2000年在日本
东京举行首次会议，之后每年在三国轮
流召开，三国港口管理部门官员、国家
研究机构学者等就三国港口发展话题进
行交流和讨论。今年，韩国派12名专家
与会，海洋水产部港湾局局长林炫澈牵
头。会议将就物流行业发展趋势、完善
环境规制、应对海运物流技术创新等行
业环境变化交流各国中长期措施，讨论
东北亚港口的互利共赢方案。会议还将
就三国研究机构推进的集装箱码头装卸
能力研究、三国港口相关法律比较、港
口环境管理方案、港口吸引游客方案共
4个课题交流研究成果。

新加坡交易所监管公司 
计划修改企业自愿除牌规定

新加坡交易所监管公司计划修改
企业自愿除牌规定。公司建议，只有
少数股东，以及那些没有提出收购的
股东、董事和伙同方，才能在股东大
会上，就自愿除牌决议投票，以保障
少数股东的利益。此外，受购价必须
是公平与合理的。公司即日起展开公
共咨询，截止日期是下个月7日。

新加坡星和第三季营收年比增长3% 
净利下跌16.5%

新加坡电信公司星和今年第三季
的营收年比增长3%，达到5亿8200万
元，不过，在销售成本增加下，今年
头九个月的净利显著下跌了16.5%，
报1亿8500元。个别业务方面，头三
个季度的流动服务营收下跌6.3%，
到6亿3000万元。付费电视营收也下
跌9.6%，到2亿4000万元。宽频服务
营收则保持稳定，报1亿4000万元。
集团宣布发放每股4分的季度股息。

东盟各国同意
在开放民航自由市场方面作出更大让步

东盟成员国一致同意就开放各自民
航领空作出更大让步，允许途径成员国
飞往第三国。泰国交通部长阿空在曼谷
举行的东盟成员国高级别领导人会议后
透露，各成员国一致赞同开放各自民航
领空通行权的设想。作为推动本地区成
员国间民航市场自由化的努力之一，允
许成员国航空公司飞机途径各国机场后
飞往第三国。民航市场自由化将会加快
本地区内各成员国之前的航空业发展。
比如，泰航飞机可以途径东盟成员国内
机场，并继续飞往第三国。与此同时，
东盟成员国还决定通过成员集体的方式
与欧盟就开放航空管制进行商讨，希望
相互开放更宽泛的自由航空市场。与此
同时，东盟成员国也认为，必须加区域
性尤其是跨进铁路轨道项目建设。缓解
航空过度拥挤以及航线繁忙的问题，形
成像日本、韩国以及中国一样的覆盖全
国的高铁轨道网络。

据 报 道 ， 今 年 东
盟峰会的主办国新加
坡的总理李显龙多次
表达完成谈判的急迫
性 。 参 与 谈 判 的 1 6
国经济或贸易部长星
期一将举行会谈，而
16国峰会则在星期三
举行。有分析表示，

即便这些国家设法达
成完成实质性谈判的
目标，要达成最后协
议的谈判将继续到明
年。

“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如果达
成，将形成一个人口
约30亿、GDP总和约为

21万亿美元、占世界
贸易总量约20%的贸
易集团，成为通往实
现更大范围亚太自贸
区的可能途径。

美国没有参与“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的谈判。美国
总统特朗普也不参加

今年的东盟峰会，改
由副总统彭斯代表出
席。

此外，美国和中国

正在展开的贸易战，
也将是这次东盟峰会
关 注 的 一 个 主 要 议
题。

东盟峰会在即 

16国加紧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协议
【美国之音网】在星期二开幕的东盟峰会及随后的东

盟与美、中、印等多个伙伴国家的会议期间，中国支持

的、从2012年11月起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将占据中心位置。东盟十国及中、日、韩、

印、澳、新六国自我设限今年年底完成谈判，预计，这

些国家的领导人将推动达成这一目标。

图为11月11日，新加坡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展示的
东盟峰会各国旗帜。

【韩联社首尔】美
国知名咨询公司声誉研
究所日前发布2018美国
IT企业声誉榜，三星电
子超越英特尔、谷歌、
微软、苹果等巨头排名
第二。

此次排名针对 2 . 3
万 名 美 国 人 进 行 问
卷调查而得出，分业
绩、产品和服务、领
导力、创新、公民意
识、工作环境、治理
结构等7个部分进行了
评价。GPU（图形处理
器）行业领袖NV ID IA
排名第一，三星紧随其
后，全球定位系统制造
商Garmin、慧与、英特
尔、谷歌、德州仪器、 
Adobe、Salesforce、惠
普跻身前十。前十企业
中，公司总部不在美国
的只有三星一家，其次
排名最高的是日本企业
爱普生。

三星电子2015年曾
名列第一，2016年排第
二，去年因发生智能手

机Galaxy Note7电池起
火事件而下滑至第五，
今年回升至第二，超越
去年排名领先的谷歌、
英特尔、IBM和微软。今
年，IBM排名第17，微软
第24，三星手机的主要
竞争对手苹果排第38。

声誉研究所表示，
三星经历了Note7电池
起火事件，在正式道歉
后恢复了名誉。虽然治
理方面的分数下滑，但
整体获得良好评价，特
别是在透明的沟通、产
品和服务方面得到消费
者的支持。

在韩国国内，今年
年初，负责调查三星生
产线职业病情况的三星
调查委员会针对327 7
名韩国人进行了调查，
三星的国民信任评价在
现代汽车、SK、LG、
乐天、浦项制铁、美
国谷歌等7个被调查企
业中排第三，沟通能力
垫底。财界有关人士指
出，三星在海外更受认
可，三星在韩国有财阀
企业的负面形象，且最
近几年一直在接受调
查，对企业形象产生不
良影响。

【亚洲日报网】数
据显示，截至今年10
月，首尔房价上涨率创
下了近十年来的最高
值。相反，地方房价则
时隔14年首次下跌。据
韩国银行（央行）经济
统计系统11日发布的数
据，以10月为基准，
首尔住房交易价格指数
较去年底上升了6个百
分点。今年首尔房价
1-10月上涨率创下了
2008年(11.8%)以来
的最高纪录。此外，今
年1-10月首尔地区公
寓房价上涨率为8.2%
、单独住宅上涨率为
4.9%。

从具体月份来看，
从7月起首尔房价涨幅
持续增加，9月房价上
涨率较前月增加1.2%
。随着9·13房地产对
策的发布，首尔房价上

涨速度明显放缓，10月
为0.6%。

另一方面，主要广
域市10月房价上涨明
显。10月大邱的住房价
格上涨率为0.5%，较
9月小幅增加，为2015
年1 1月以来最高值。
大田住房价格上涨率为
0.6%，时隔7年再创新
高。仁川同样由9月的
0%增加至10月的0.2%
。相反，今年地方住
房价格下跌了0.8个百
分点，这是自200 4年
(-0.8%) 以来首次下
跌。

另据韩国建设产业
研究院之前发布的消
息，明年全国房屋交易
价格预计比今年下降
1.1%，其中首都圈房
价明年或下降0.2个百
分点，这将是首都圈房
价时隔6年下跌。

【新华社新德里】
印度《经济时报》10日
援引市场分析公司的预
测报道，受打折、回购
和付款方式多样化等因
素影响，2018年印度智
能手机网上销量将首次
突破5000万部。

市场分析公司康特
波因特研究公司预计，
今年印度智能手机网上
销量将比去年增加50万
部，网上销量将占据全
部销量的38%左右。

报道说，今年第四
季度印度智能手机网上
销量将大大超过线下销
量。另据印度市场分析
公司网络媒体研究公司

预计，当季印度智能手
机网上销量同比将增加
60%至65%，而线下
销量同比将减少4%至
6%。

市 场 分 析 人 士 指
出，随着第四季度购物

季的到来，许多手机销
售商与线上公司开展促
销合作，不仅打折幅度
较大，而且提供延长保
修期等优惠政策。更多
消费者也希望在购物季
将手机更新换代。

【泰国中华日报】
开泰银行5000万美元
战略投资东南亚打车
公司Grab，持股不超
过1%。合同条款包
括了一项禁止与竞争
关系银行合作的保护
条款。

作为东南亚打车
服务公司Grab最新一
轮估值110亿美元融
资计划，本轮20亿美
元融资将为其迎接竞
争对手挑战听过额外
的资金支持。印尼独
角兽科技公司“Go-
Je k”是其在东南亚
打车服务市场最大的
竞争对手之一。

开泰银行此次战
略投资额约为50 0 0
万美元，约合1 6亿
铢，持股比例不超过

现有估值的1%。但
作为泰国本地唯一的
合作金融机构，双方
还签署了一项保护
条款，即在完成IPO
上市前Grab在泰国只
能和开泰独家展开合
作。而开泰方面则承
诺，将保持现有持股
比例直到Grab成功上
市。

据悉按照协议，
双方将围绕日常消
费、出行生活支出以
及信贷方面展开合
作，为用户提供更好
的支付体验。另悉，
开泰银行正积极在向
央行提交电子钱包经
营许可证的申请，预
计很快就会拿到批文
并最快于明年初正式
上线。

今年首尔房价上涨率创近十年最高

图为位于光州市中心的住宅区

开泰16亿铢战略

投资Grab打车服务公司

开泰银行5000万美元战略投资东南亚打车公司
Grab，持股不超过1%。合同条款包括了一项禁
止与竞争关系银行合作的保护条款。

超越英特尔、谷歌、微软、苹果等巨头

三星电子在美国IT企业声誉榜中排名第二

图为三星标识

受打折、回购和付款方式多样化等因素影响

印度今年智能手机网上销量将突破5000万部

受打折、回购和付款方式多样化等因素影响，2018年
印度智能手机网上销量将首次突破5000万部。

【综合讯】美国、
日本、澳洲瞄准亚洲市
场基础建设商机，将合
作实施联贷。 这3国
具政府色彩的金融机关
将合作，推动能源、通
讯、资源等开发案，藉
以提高在印度太平洋地
区的存在感。

日本经济新闻报导，
美、日、澳看准以东南
亚为主的亚洲市场庞大
的基础建设需求商机，

将实施基础建设联贷。
明天日本的国际协力银
行（JBIC ）与美国的海
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
澳洲的外交贸易部及出
口融资保险公司（EFIC）
将签署合作备忘录。

报导指出，12日起
在巴布亚纽几内亚召
开的亚太经济合作会
议（APEC）上，预料
美、日、澳的这项合作
框架也会被讨论。

今年8月，在新加坡
举行美、日、澳部长级
战略对话时，3国一致同
意将推动在印太地区高
品质的基础建设整备。

美、日、澳对于民
间企业或具政府色彩的
机关所牵涉的基础建设
开发案，将藉由联贷、
对民间金融机关的融资
提供保证等方式，促成
开发案的进行。对象包
括液化天然气（LNG）
基地等能源相关设施、
海底缆线等有关安全保
障的通讯设施等。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
（ADB）估算，亚洲基
础建设的需求于2016年
至2030年高达约26兆美
元。 LNG厂、收纳天然
气设施、海底缆线等技
术是日本企业的强项，
日本期待藉由与美、澳
合作，承包更多海外建
设案。

这是11月11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航拍的
APEC大厦，在这里将举行峰会最为重要的领导人会
议。 11月12日至18日，APEC领导人会议将在巴布亚
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举行。

瞄准亚洲基础建设 美日澳拟合作联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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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17名孕妇在内的84例病例
印度中央邦暴发寨卡疫情

印度中央邦卫生部官员11日证
实，该邦从本月1日开始暴发寨卡
疫情，过去10天中，已发现包括17
名孕妇在内的84例病例。中央邦卫
生部发言人希曼舒杰伊斯瓦尔对当
地媒体说，当地卫生部门正在24小
时开展工作，希望疫情能在未来三
四天内得到控制。印度中央政府已
向疫区派出医疗小组。从10月初开
始，与中央邦毗邻的拉贾斯坦邦暴
发寨卡疫情，共发现150多例寨卡病
例，但没有死亡病例。印度卫生部
官员10日表示，拉贾斯坦邦寨卡疫
情已得到控制，最近几天没有发现
新的病例。

澳洲水果藏针引恐慌 
警逮捕一名50岁女子

澳洲多地此前发生过数十宗水
果藏针事件，引起全国恐慌。经相
关执法单位展开全国调查后，于今
（11日）拘捕一名50岁涉案女子。
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后续详情，包括
疑犯身份、动机及面临的控罪。水
果藏针事件于9月发生，主要涉及超
市出售的盒装草莓(士多啤梨)，一
名男子因进食藏针的草莓而入院。
随后陆续有人将超市购买的草莓插
入刺针的图片及视频放到社交网
站。事件导致澳洲多地的超级市场
回收水果及下架，果农更倾倒大批
草莓。为此昆士兰政府悬赏10万澳
元，并提高有关罪行的刑罚，由入
狱10年增至15年。呼吁民众提供线
索抓捕嫌犯。昆士兰警方日前与多
个政府、执法及情报部门合作，展
开全国缉凶行动。经复杂及广泛的
调查后锁定疑犯，被捕女子将于周
一（12日）在布里斯班出庭。

韩国送朝鲜200吨柑橘作回礼
据韩国青瓦台11日消息，韩方向

朝鲜送去200吨柑橘，作为此前收到
朝方松茸的回礼。青瓦台发言人金
宜谦介绍，载着济州产柑橘的军用
运输机今早从济州机场出发，飞往
平壤顺安国际机场。统一部次官千
海成、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统一政策
秘书徐虎随机赴朝。他表示，今年9
月，韩朝在平壤举行首脑会谈后，
朝鲜送来2吨松茸，韩方此次作为回
礼送出200吨柑橘。200吨柑橘分装2
万箱，一箱10公斤。今明两天分4次
运输，每天2次，每次动用4架运输
机。金宜谦说，今早出发的4架运输
机将于10点抵达平壤，下午1点飞回
韩国。

马国不足一岁女婴丧命
疑被保姆丈夫性侵和虐待

马来西亚一个九个月大的女婴疑
似被保姆的丈夫性侵和虐待而丧命。
《马新社》报道，女婴的母亲三天前
将孩子送到保姆家时，孩子看起来很
正常。当女婴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后
被送入医院。女婴昨天（10日）在
医院过世。医院解剖女婴的尸体后发
现，女婴有被性侵的迹象，她的头骨
也因受到撞击而破裂。警方已经逮捕
保姆和她的丈夫。当局透露，男嫌犯
曾吸食毒品，他的毒品检验结果呈阳
性反应。

柬埔寨破获一非法代孕集团
15名男女被捕

据《柬中时报》报道，柬埔寨金
边警方10日向媒体表示，当地一个非
法代孕集团告破，警方逮捕了15名
男女，包括11名代理孕妇。据警方介
绍，柬国家警察总署打击人口贩卖办
事处与金边森速区警方8日联手，突
袭该区一民宅，逮捕11名代理孕妇、
两名厨师和两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柬
国家警察总署打击人口贩卖办事处副
主任杜萨烈表示，该15名男女近期内
将被押送法院接受审理，并称该案是
柬第三宗被捣毁的商业代孕案。当地
法律明文规定，商业代孕属于违法。
有消息称，每名代孕母可获1万美元
报酬，怀孕后先收500美元，在婴儿
出生后每月获300美元，直至对方付
清余款。

日本熊本县一小型飞机坠毁
据日本媒体报道，一架小型飞机

11日下午在日本熊本县产山村一处飞
行训练场内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一
名飞行员死亡。报道援引当地警方的
话说，失事飞机上只有一名75岁的男
性飞行员，在被送往医院后死亡。警
方正在进一步调查飞机失事的原因。
日本国土交通省当天已将这起坠机事
件认定为航空事故。日本运输安全委
员会决定于12日派工作人员前往失事
现场进行调查。

据澳洲广播公司报
导，总理莫里森在堪
培拉举行的纪念仪式
上发表讲话。全澳成
千上万的人从上午11
点默哀一分钟，纪念
一战停战和向在战争
中牺牲的澳纽军团官
兵致哀。

总理莫里森主持了
在堪培拉举行的国殇
纪念日（National Re-
membrance Day）活
动，缅怀那些在一战
和此后在战争中失去
生命的澳洲人。数千
人聚集在澳洲战争纪

念馆前默哀一分钟。
莫里森表示，“我

们向在战争中为了我
们而牺牲的10.2万名
澳洲人致敬。”

人们在澳洲战争纪
念馆向阵亡军人献上花
圈和一个大理石牌匾，
上面刻着“他们的名字
永垂不朽”的字样。莫
里森和反对党领袖肖顿
（Bill Shorten）也在人
群中。

数百人聚集在悉尼
海德公园（Hyde Park）
的澳纽军团纪念碑前，
参加新州举行的一战百

年纪念活动。通常国殇
纪念日活动是在马丁广
场（Martin Place）举
行，这是悉尼人第一次
有机会一览在当日开放
的新的澳纽军团纪念
碑。

数 千 名 维 州 人 参
加了在墨尔本战争纪

念馆（Shrine of Re-
memb r a n c e）举行的
纪念仪式，向牺牲的
军人致敬。人们在纪
念馆周围的草堆上，
用火红的罂粟花拼出
了《阵亡者的颂歌》
（For the Fallen）中
的一句诗。

在布里斯本，由于
澳纽军团广场（Anzac 
Square）的升级工程还
没完成，数千人只能
从市区的一条街上观
看祭奠之火。

在 塔 州 ， 数 百 人
参加了在霍巴特的纪
念碑前举行的纪念活
动，学校唱诗班和澳
洲军乐队一起表演了
节目。州议员和联邦
议员献上了花圈，飞
机在空中盘旋致意。

在西澳，100名号手
在 在珀斯 市中心吹起
军号，追思牺牲的军
人。国王公园（Kings 
Park）的战争纪念馆周围
摆放了6万多朵罂粟花，
代表着在一战中牺牲的6
万多名澳洲官兵。

今年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一百周年的日
子。人们在澳洲各首府城市举行了纪念活动。

成千上万人默哀一分钟

全澳共举一战停战一百周年纪念活动
【综合讯】今年11月11日是第一次

世界大战停战一百周年的日子。人们

在澳洲各首府城市举行了纪念活动。

【美国之音网】斯
里兰卡政治危机再次
升级，总统西里塞纳
（Maithripala Sirise-
na）星期六晚间签署公
报，宣布解散议会。

美国国务院南亚与
中亚事务局发推表示，
美国对斯里兰卡总统西
里塞纳解散议会的决
定“深表担忧”，此举
将使斯里兰卡陷入更大
的政治危机。美国认
为，民主政体和程序应
当受到尊重，以确保斯
里兰卡的稳定和繁荣。

在中国和印度角力
的大背景下，斯里兰卡

政局最近发生剧烈动
荡。总统西里塞纳10
月2 6日解除维克勒马
辛哈的总理职务，宣布
由前总统拉贾帕克萨出
任总理。但议会议长贾
亚苏里亚力挺维克勒马
辛哈，称他仍是合法总
理。维克勒马辛哈本人
也坚持说，他依然得到
议会多数议员的支持。

拉贾帕克萨被认为
跟中国关系密切，竞选
期间曾得到中国的资
助。在担任总统期间，
拉贾帕克萨不顾印度的
强烈反对，准许中国潜
艇进入斯里兰卡。

【中新社首尔】韩
国国防部11日发布消息
称，韩朝已从非军事区
试点拆除的各自11处警
备哨所中撤出全部武器
和兵力，除双方各保留
1处哨所外，将开始拆
除其余所有哨所。

韩国国防部11日晚发
布新闻通告公布如上信
息。韩朝于今年9月签
署军事协议，提出要采
取实质性措施，消除朝
鲜半岛战争威胁。11月
1日，韩朝在非军事区
内启动互撤11个警备哨
所的示范性撤除工作。

根据韩国国防部11
日提供给中新社记者
的视频画面显示，韩国
军人将一些军用装备
运送至卡车上，开始撤
离哨所；在进行降旗仪
式后，韩方军人乘坐卡
车离开，关闭了哨所大
门。

韩国国防部发布新
闻通告称，韩朝已各自

从11个试点哨所中撤出
全部兵力和武器，韩方
开始拆除试点哨所，朝
方也在拆除部分哨所的
设施。

韩国国防部称，从
11月11日至11月底，韩
方将采取措施彻底销毁
10个哨所的所有设施。
韩朝军方将在12月对拆
除情况互相进行检查。

韩朝此前商定，出
于哨所未来可用于和平
事业等因素的考虑，在
试点启动撤除的22处哨

所中，韩朝将各自保留
1处哨所不拆除，但撤
出该哨所的兵力和武器
装备。

韩方保留了自签署
朝鲜战争停战协议后建
成的首个哨所，称其具
有历史象征意义。朝方
选择保留位于中间地带
的一处哨所。韩联社援
引韩方政府相关人士表
态称，韩方保留的哨所
道路设施等较为完善，
今后可作为旅游景点供
游人参观。

【新闻及时时节目】
东盟峰会12日起在新加
坡举行。警察部队将部
署大约5000警力，并连
同辅警部队和武装部队
等多个保安部门采取多
项安全举措，包括对进
入活动区的公众和车辆
进行更严格的安检。

东盟峰会被列为‘
加强保安特别活动’，
为确保活动顺利举行，
警方花了多个月进行策
划，制定了保安方案。

警察部队行动局局
长侯光辉高级助理警察
总监说：“警方将主管
活动安全部署，其他内
政团队部门，新加坡武
装部队和辅警部队也会
给予援助。”

新达城国际会展中
心是峰会的举行地点，
周围部分路段将在指定
时段被关闭，购物中心

仍继续营业。警员则必
须事先熟悉峰会场地的
环境，以了解建筑内的
安保限制和弱点。

中央警署署长陈秀
鑫副助理警察总监表
示：“峰会在市中心举
行，所以我们需要注意
到保安措施可能给公众
和区内利益相关者造成
的不便。”

东盟峰会期间，警

察海岸卫队也会在会场
周围水域加强巡逻。

沿着新加坡海岸线
所装置的300架监控摄
像机，将有助加强海事
边境保安，在这次峰会
期间也能派上用场。

警察海岸卫队巡逻
时，可以通过平板电脑查
看实时画面。摄像机也有
夜间拍摄功能，可探测数
百米外的潜在威胁。

【新闻及时事节目】
据报道，马来西亚前总
理纳吉可能会因为砂拉
越学校的太阳能供应合
约弊案，近期内再度被
控上庭。

马国媒体引述消息
人士的话说，纳吉的前
助理与一名前部长，预
料也会因为这些总值12
亿50 0 0万令吉的太阳
能供电和安装合约而被
控。

早些时候，纳吉、

纳吉的前助理和前教育
部长马哈兹尔，已接受
反贪污委员会问话。

另一名前部长可能
会因为吉隆坡市政厅总
值56亿多令吉的土地
弊案被控。前联邦直辖
区部长东姑安南透露，
反贪会已多次向他录口
供。

还有一名前副部长
因涉嫌滥用国家电影发
展局的2500万令吉，可
能被控。

【新华社东京】
2018年度京都奖10日
在日本京都举行颁奖典
礼，日本和美国的3位
科学家和艺术家分别领
取了1亿日元的奖金。

有 “ 日 本 诺 贝 尔
奖”之称的京都奖由日
本京瓷公司创始人稻盛
和夫捐资设立，是一个
表彰对人类科学和文明
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国
际奖项。京都奖由稻盛
财团每年颁发一次，分
为先进技术、基础科学
以及思想和艺术三大奖
项。今年第34届京都奖
的3位获奖者可分别获
得1亿日元奖金，比去
年多一倍。

今年的先进技术奖
颁发给了现年47岁的美
国斯坦福大学神经学家
卡尔戴塞罗思教授，以
表彰他开创了光遗传学
这一研究领域以及在证

明脑神经活动与大脑功
能因果关系的系统神经
科学领域的贡献。他也
是京都奖历史上最年轻
的获奖者。

基 础 科 学 奖 授 予
现年71岁的京都大学
数理解析研究所教授
柏原正树。他确立了
Ｄ－mod u l e理论，对
构筑代数解析学发挥
了决定性作用。思想
和艺术奖则颁给现年
82岁的美国女性美术
家琼乔纳斯，稻盛财
团称赞她是“使表演
艺术和新媒体融合的
新艺术表达先驱者，
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
一直走在现代美术最
前沿的艺术家”。

据介绍，迄今共有9
位诺奖得主在获得诺奖
前获得了京都奖，包括
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和
今年诺奖得主本庶佑。

政治危机再次升级

斯里兰卡总统宣布解散议会

11月5日，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在科伦坡议会大楼
外向支持者挥手致意。

日美3位京都奖得主

各领取1亿日元奖金

日本和美国的3位科学家和艺术家分别领取了1亿日
元的奖金。

除双方各保留1处哨所外

韩朝撤离22个警备哨所全部武器和兵力

图为韩国军人撤离非军事区试点拆除的警备哨所。 

东盟峰会在新加坡举行 

警方部署大约5000名警员 加强保安

东盟峰会12日起在新加坡举行。警察部队将部署大
约5000名警员加强保安。

马国涉供应合约弊案 

两名前部长及前总理纳吉近期内或再被控

纳吉可能会因为砂拉越学
校的太阳能供应协议弊
案，再度被控上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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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参展规模超
预期 各国竞风采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C I I E）在这里举
行，这是世界上第一次
以进口为主题的国际级
博览会。

中国习近平主席主持
了开幕仪式。习近平主席
表示，全面深化改革，实
施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将扩大进口空间，进一步
降低关税，提升通关便
利化水平，削减进口环
节制度性成本，加快跨境
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
发展。首届进博会有来自
130个国家近3000家国际
企业参展。按参展企业数
量来看，排名前六位的国
家分别是日本、韩国、
美国、澳大利亚、德国、
意大利，仅这六个国家就
带来了三分之一的展品，
机器人、高端工业装备，
成为各国高科技代言人，
参展规模足以显示出发达
国家企业对进博会的热
情和信心。预计未来15
年，中国进口的商品和
服务将分别超过30万亿
美元和10万亿美元。不
难预见，在全球经济低
迷、贸易和投资保护主
义不断加剧的挑战之下，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将为世界经济全球化注入
新的“中国动力”。

印尼：设专门展馆  
展印尼特色

据报道，印尼贸易部
长与海洋事务统筹部长
鲁胡特（Luhut Binsar 
Panjaitan）先生出席了进
博会，印尼32家企业参
展，产品包括饮食品、
健康用品、燕窝、棕榈
油及其加工产品。印尼
驻中国全权大使周浩黎
（Djauhari Oratmangun）

先生亲临现场支持印尼
企业参展。

鲁胡特部长远见性地
提出，印尼应先行一步，
抓住中国市场对外大开
放时机，提高印尼出口
量。据印尼中央统计局
的资料，印尼出口中国
的非油气产品数额持续
上升，2015年132.6亿美
元，2016年增至151.2亿
美元，2017年增至213.5
亿美元，2018年1至9月
增至185.2亿美元，印尼
从中国进口的非油气产品
也从250.5亿美元上升至
324.8亿美元。

中国银行：
推专属金融服务 是博

览会唯一银行类综合服
务支持企业

中国银行是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CIIE）唯一
银行类综合服务支持企
业，为进博会参展各类企
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一 年 前 ， 中 国 银 行
董 事 长 陈 四 清 亲 自 挂
帅，为能准确了解客户
需求，为客户量身订做
金融服务方案，中国银
行在16个国家举办了进
博会推介活动，营销了
1,400家海外客户，通过
分行28个业务条线、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
家海外机构、以及36家
境内分行共同努力，设
计出进博会专属金融服
务体系。

这一金融服务体系被
中行概括为：“合、汇、
保、融”四位一体专属金
融服务产品。其与中行的
全覆盖基础产品、差异化
特色产品一起，成为中行
为进博会提供的“三个层
次”金融服务方案，立体
化地满足参展各方需求。

该金融服务方案分为

中国舞台  世界合唱

抓住中国扩大开放机会 助力印尼出口增长

5月投资论坛印尼驻中国
全权大使周浩黎（Djauhari 
Oratmangun）先生讲话。

5月投资论坛印尼投资协调
委员会副主席谭巴（Tamba 
Parulian Hutapea）先生讲话。

进博会展商客商供需对接会11月5日，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质体验。
“保”是指专属保函服

务。结合进口博览会的特
点以及中行在保函领域的
专业优势，中行定制了专
属税款保函业务方案，方
便境内外企业快速通关、
先放后税、高效参会。

“融”则指专属融资
服务。中行通过大数据匹
配、线上平台审核等手
段，通过小微企业线上预
授信平台为众多参会中小
企业提供在线授信审核，
提升融资效率。同时，中
行凭借自身数据积累，为
买卖双方提供信用支持和
专属融资解决方案。

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
为中印尼经贸合作加油助力

这两天，中国银行雅
加达分行营业部负责人的
电话一直就没有停下，大
多是咨询开户、与中国结
算、汇兑等业务。

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
自19 3 8年成立以来，在
支持中印尼经贸合作、履
行社会责任、加强中印尼
两国民间友好往来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
是自2017年7月10日交割
至中银香港以来，充分发
挥与中银香港一体化协同
效应，依托中银香港良好
的风险管理和企业管治能
力、多元化的产品线和相
对较低的资金成本等优
势，牵头组织银团贷款，

三个层次：全覆盖的基础
产品、差异化的特色产品
和定制化的专属产品。

基础服务：中行凭借完
善的对公、对私产品线，
为进口博览会的展商、采
购商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
方案，有关服务将包括开
户、汇兑、结算、担保、
投资、融资、现金管理、
协助报关等各个领域。

特色服务：基于进口
博览会的国际性、多元
性，中行为进口博览会提
供各类差异化的金融产品
和服务，包括外汇业务、
结算业务、小微金融、互
联网金融、跨境电商、保
险业务等各个领域。

专属金融产品及服务：
针对进博会，中行还量身
定制了特别的专属金融产
品及服务，并被称作“
合、汇、保、融”四大进
口博览会专属金融产品。

“合”是指跨境撮合
对接服务。中行通过精准
的客户数据分析以及专项
跨境撮合活动，促使境内
外展商客商的需求最高
效、最深度、最便捷地实
现匹配，促成更多交易完
成。

“汇”是指专属支付
服务。中行提供集聚合支
付、跨境结算为一体的金
融支付服务，为客户提供
通过境内外银行卡、微
信、支付宝快速交易的优

中行进博会综合服务支持企业徽标

建立起银团业务能力，
成为印尼信贷市场上的
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
同时在印尼市场上推进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
承担印尼人民币业务的
领军者和印尼人民币国
际化的主渠道的责任。

今年五月，印度尼西
亚驻中国大使馆、印度
尼西亚投资协调委员会
在北京举办印尼经济区
战略项目投资论坛，60
多家拟来印度尼西亚投
资和贸易的中国企业代
表和6个印尼经济园区的
代表共计150余人参加。
八 月 ， 印 尼 工 商 会 馆
（KADIN）举办“人民币
债券研讨会”，向印尼
社会各界介绍如何通过
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
（俗称“熊猫债”）这
一新的融资途径来支持
印尼经济发展，这是中
国银行雅加达分行为印

尼和中国企业客户做好
跨境撮合对接服务表现
之一。

截至目前，中国银行
已在全球举办49场跨境
撮合对接会，吸引来自全
球五大洲80个国家和地
区的2万余家中外企业参
加，行业涉及高端制造、
环保、信息科技、教育、
医疗、现代农业、生物医
药、新能源、旅游服务，
帮助企业成功实现贸易、
投资、技术引进等一系列
商务合作。

依托中国银行根深叶
茂的金融网络和中银香
港良好的风险管理和企
业管治能力，中国银行
雅加达分行诚恳希望，
在中国与印尼对接发展
战略的大背景之下，在
进一步服务印尼促进中
印尼经贸合作方面，全
力支持印尼企业出口中
国业务增长。

【本报讯】11月11日，
我 国 副 总 统 尤 淑 夫 . 卡
拉，在雅加达南区卡里巴
塔烈士陵园主持纪念烈士

节仪式。 
印尼海洋统筹部长卢胡

特等军警高层，以及印尼
佛教代表协会(WALUB I)

理事许国照（Alex Tu-
mondo）也代表该会应邀
参加，并在各烈士的墓前
进行撒花仪式礼。

参与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中国银行壮观外貌

图为“四叶草”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这里开幕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盛况空前

我国副总统尤淑夫.卡拉主持纪念烈士节仪式

许国照代表印尼佛教协会受邀参加

我国副总统尤淑夫.卡拉主持纪念烈士节仪式。右为卢胡特部长。

许国照与我国副总统尤淑夫.卡拉握手。 左起：Oetoyo Usman、Surya、许国照向烈士们进行撒花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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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邝 耀 章 报
导】国信集团、国信医
院、Int i l and集团、国际
日报联合主办，由国信集
团总裁翁俊民博士教授、
总统府幕僚长穆尔多科退
役将军(Jend Purn Moe-
ldoko)、工业部长阿伊朗
卡(Ir Airlangga Hartarto)
三位名人于11月9日周五
在雅加达会议中心主讲一
论坛。近4 千名关心印尼
局势人士出席，大会并备
有晚餐招待。

翁俊民主讲经济
翁俊民博士主讲印尼

经济，分析佐科威出任总
统后，印尼在经济上的成
就。他说，佐科威一上任
就取消燃油津贴，将燃油

津贴改用到建设基础设施
与提升贫穷人口生活水平
上。使印尼逐渐迈入小康
社会，政府不断改良基
础设施，减化投资手绩，
颁布了16项刺激经济的
配套，使印尼经济出现曙
光，现在已逐渐看到其努
力工作的效果。

翁俊民指佐科威着重
平衡的建设，他不但建设
爪哇岛他也建设其他偏远
地区与边界地区，推行全
民健保，分发保健卡、智
慧卡等提升人民的生活。
佐科威执政4年多来，印
尼的贫穷人口已骤减，失
业人口减少，经济稳定，
并获得国际评鉴机构的肯
定。

穆尔多科主讲政治
总统府幕僚长穆尔多

科退役将军主讲佐科威
上任后以来政治方面的成
就。他说，印尼是一个多
元的国家，不再有少数族
群与多数族群之分，族群
之间能够团结互助，国家
才能够建设，人民的生活
才能够获得改善。

他比喻说，阿富汗等
中东国家因战乱，使本来
富有的国家，现在变成“
民不聊生”，百姓没有赖
以维生的东西，人民生活
极端困苦。

所以，最重要的是维
持国家的稳定，印尼有稳
定的政治局面，东盟国家
才会稳定，目前东盟国家

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地区。
他指出，印尼有稳定

的政治局面，是因为有
强固的领导人。倘若印
尼能够维持稳定的局面至
2030年，印尼将成为世
界十大经济体之一。他强
调稳定与民主需要平衡，
没有限度的民主将导致社

会混乱。
有稳定的政治局面，

经济才会好的成长，佐科
威执政以来，已创造了
870万工作机会，贫穷人
口下降至1位数即9.8％。

阿伊朗卡主讲工业
工业部长阿伊朗卡主

讲工业，他说我们必须准

备好迈向工业4.0，工业
4.0是我们的挑战也是机
遇。明年开始政府将着重
发展人力资源，培养更多
高科技专业人员，以应
付即将来临的工业4.0时
代。因此，我国需要稳定
的政治局势，以培养专业
人才迈向工业4.0。

翁俊民、穆尔多科、阿伊朗卡   

主讲“团结互助创造更好的印尼”

国信集团总裁翁俊民主讲
印尼经济。

总统幕僚长穆尔多科退役
将军主讲印尼政治。

工业部长阿伊朗卡主讲印
尼工业。

左起：吴端华、阿伊朗卡、翁俊民博士、穆尔多
科将军、Jonathan Tahir。

左起：Jonathan  Tahir、 傅志宽、熊德龙。 部分贵宾如陈明立、傅志宽、熊德龙、吴端华等与讲员合照。

熊德龙、吴其顺、贝锦兴等合照。(Shang Bao/Hermawan摄)
近４千名各族群代表出席论坛，图为：周伯达、张天来、
谭柏叶，谭自强、黄国栋、杨学科、邝耀章等。

邹南炳、江淼成，陈文才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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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热”已经成为全球潮流
英美等国中文教师保姆异常抢手

尽管近年来美国的汉
语浸入式学校越来越受欢
迎，但各种族、各社会阶
层的美国家长越来越多地
选择走可以被称为“伊万
卡·特朗普路线”的道
路：雇用说汉语的保姆以
提高孩子的普通话水平。

其实在此之前，中国保
姆就在美国社会中占有一
席之地。几十年来，美国
的华裔移民一直使用华裔
保姆。伊万卡·特朗普和
她的女儿助推了雇用说汉
语保姆在美国主流文化中
的现象。如今，让自己的
孩子学习这门出了名难学
的语言是白人富豪地位的
最新标志。

据传言，脸书网站联
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
克·扎克伯格2017年雇用
了一名中国保姆。亚马逊
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贝
索斯的子女、甚至连英国
王位第三顺位继承人乔治
王子都在上中文课。

随着英国“脱欧”和中
国经济的全面崛起，英国人
学习中文的热情高涨。近
日，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公布
了一项对上千名英国家长的
问卷调查结果，中文被英国
家长选为“未来最有用”的
语言，51%的家长表示希望
自己的孩子能学习中文。如
今，在英国掀起的这股“汉
语热”，连王室和首相都深
陷其中。

法国电视二台曾报道，
过去10年间，学习汉语的
法国中小学生翻了四番，

事实上，不仅仅是法国，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及与世界各国在经济、政
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合作
交流的增加，“汉语热”
已经成为全球潮流。

卡梅伦曾引述南非前总
统曼德拉的话说：“如果
你用别人能理解的语言与
对方谈话，你的话会进入
对方的头脑。如果你用对
方的母语与之谈话，你的
话会进入对方的心灵。” 
对非母语国家的人来说，
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
言之一。“汉语热”大规
模大范围爆发的背后，不
仅仅是外国人对中文的关
注，更折射出外界想进一
步了解中国，加入中国“
朋友圈”的热切心情。

近年来中国游客井喷式
增长使各国中文导游的需
求格外突出。中文导游短
缺让许多中国留学生将中
文导游作为兼职，他们不
但有了固定的经济来源，
在工作时，重逢亲切的中
国面孔，重闻悦耳的乡
音，听远方的客人聊聊日
新月异的祖国。他们不禁
会由衷地表示：“我会说
汉语，我自豪！”

三四十岁的日本人学
中文，大多是因为工作需
要——所在企业跟中国有
业务往来，所以有人苦
笑：“总被上司逼着学中
文。”也有小学生学习中
文，因为他们的父母觉得
21世纪是“中国世纪”。
学习中文就等于掌握了一

伊万卡· 特朗普的三个小孩学习中文，一方面对于他们
的个人成长很有帮助，另一方面也对于整个欧美领导层产
生一个示范效应.

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已经学了很多年普通
话了。2014年，扎克伯格在清华大学进行交流时，全程
用中文与大学生互动。

荷兰国王向媒体介绍了几个女儿的中文学习，三位公主
的学习成绩都不错。

技之长，将来多一个生存
技能。

在全球化趋势下，多
语种人才在政府合作、经
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对于外国人
来说，汉语就是这“多语
种”中的重要一环。说一
口流利的汉语，就等于拥
有了一项“特异功能”。

背后是“中国热”
雇用说汉语保姆的趋势

与十多年前相比有了显著

增长，当时仅限于在金融
业工作的家庭，因为他们
目睹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
长。所有人都认为，中国
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越
来越大，并在这个舞台上
日益成为全球经济体，这
是他们作出决定的因素。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戴
维斯的医生索尼娅·米勒
说：“这是非常合理的。
看看中国的人口，美国对
中国有多少债务，以及他
们日益增长的金融实力。

如果你想对全世界和全球
经济有任何看法，你就必
须努力扩大了解，而不仅
是了解你的文化。中国目
前显然是另一个全球超级
大国，让我们的孩子为全
球未来和全球经济做好准
备是很有意义的。”

在很多欧美国家，出
生于精英家庭的小孩，从
小学习中文已成为当地一
种流行趋势，这使得会中
文的华人保姆在海外更受
欢迎。不少家庭纷纷开出
高薪聘请华人保姆，帮助
子女更好地学习中文。据
悉，美国精英家庭热衷雇
用华人保姆，开出的年薪
会比一般保姆高许多。

随着中国在全球地位
和影响力的提高以及“一
带一路”的推进，相信接
下来，这种交往会越来越
多、越来越深入，“汉语
热”也必将迎来一个新的

时期。正如在“淘金热”
里先富起来的是卖挖矿工
具的人，在这股方兴未艾
的“汉语热”里，首先致
富的可能会是教育机构和
中文教师。

以伦敦城市大学针对零
基础学院开办的中文入门课
程为例，课时费为每小时30
英镑。如果完整参加一个学
年的“模块课程”，价格可
以优惠到约等于六折的水
平，总计560英镑。

学费昂贵，中文教师挣
到的工资相对也就更高了。
英国华威郡一所机构为招募
普通话教师，开出了125至
190英镑的日薪，并且薪水
每日结账。而在其他以小时
记账的周末兼职工作中，雇
主都普遍开出了16至20英镑
的时薪。中文会越来越受青
睐，全球汉语热持续升温，
中文老师未来一定会更受欢
迎。（综合报道）

英国一些学校也在推出单独的中文课程，为英国未来10
年的中文教育而努力。

美国小朋友在学汉语。

日本学生在认真学习汉语。 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许多国家掀起汉语热. 外国学生古装表演。

2017年度第三次印尼汉语考试12月3日在雅加达、普禾格多、玛
琅三地落幕。今年全年共有15627人考生参加印尼全国汉语考
试，考生人数创下历年新高。图为雅加达-HSK3级考试现场。

特朗普外孙女阿拉贝拉拜年视频截图。 伦敦一家托儿所内，孩子们在学中文。

美国开始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在美国的银行、学
校、餐厅、医院等地都会有设立中文翻译服务，

外国人学习汉语大多都是从小孩子抓起的理念
学习中文的日本人多起来，这是一种自然趋势，因为日
中经济交往不断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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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更
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
息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数字
经济蓬勃发展，各国利益更
加紧密相连。从40年多前被
称为“互联网之父”的罗伯
特•卡恩把两台电脑连接实
现数据交换，到今天互联网
把世界连接成为不可分割的
共同体，可谓是天翻地覆慨
而慷。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
展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
的生产生活，互联网对人类
社会最敏感、最活跃的经济
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更是令人
目不暇接，网络经济、数字
经济、共享经济等等由互联
网技术触发的新模式、新业
态、新思想、新理念为人类
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
动力。

中国是互联网技术发展
的受益者，今天的中国已建
成全球规模最大的4G网络，
拥有全球最大的用户规模和
全球最大的电商市场。2017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
万亿元，占GDP比重32.9%
；就业人数达1.71亿人，占
当年总就业人数22.1%；全
球互联网企业市值前20强
中，中国企业占据9席。电
子商务、电子支付、网络交
易持续增长，物流、电信、
交通等消费基础设施日趋完
善，消费规模稳步扩大。信
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
人才流、物资流，加快制造

业、农业、服务业的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力推动
了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转型升
级、提质增效。信息化、数
字化激发了互联网经济的蓬
勃发展，成为驱动我国经济
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的成
就令世人瞩目，中国的发展
也是世界的缩影，互联网已
成为各国金融活动和国际经
济贸易的重要支撑平台，互
联网经济对全球经济发展的
巨大驱动作用突显。

中国和世界都处在信息
时代所带来的世界经济格局
的调整巨变之中，各国经
济社会发展联系日益密切，
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
革势不可挡。“虽有巧目利
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
，互联网经济要实现有序发
展，必须顺应历史规律，必
须遵循公约规则。推进全球
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应体现
各国主权、安全、发展和世
界人民利益的共同愿望，
应符合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
本原则。此前，习近平主席
提出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
系变革的“四项原则”和共
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的“五点主张”，赢得了
全球广泛赞许和热烈响应。
促进公平正义，反对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符合大多数
国家的利益和意愿。推动互
联网经济的有序发展，展现
互联网经济治理的智慧，共
享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成果，

是全地球村人的共同目标。
为了实现人类生存发展的美
好愿望，就要联合起来共同
建设治理我们的家园。共建
共治离不开互信，互信是共
同发展的基础。只有互信才
能坚定合作的信心，才能开
放融通拓展互利合作空间，
才能联合更多的朋友共同应
对风险挑战，才能实现共赢
的目标。历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的成果《乌镇倡议》、“
乌镇进程”、《乌镇展望》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
国际合作倡议》，推动全球
互联网发展治理的共识扎实
稳步地迈进。从“倡议”
到“进程”到“展望”，世
界互联网大会已经成为国与
国、机构与机构之间增进互
信、扩大共识、加强合作、
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起点。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
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东
方文明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
族的血脉之中。从网络大国
迈向网络强国，一个更加开
放和更加自信的中国，正用
实际行动为互联网的最新技
术和前沿思想构筑发展交流
的平台，推动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
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
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
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敞开像
大海一样的胸怀，积极开展
双边、多边国际交流合作，
为国际互联网治理贡献中国
力量和东方智慧，中国主
张、中国方案、中国模式引
领世界的变革潮流，为推动

世界互联网经济的有序发展
创造独特价值。

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与
信息安全工作委员会委员宫
亚峰

2018年11月7日至9日，
以“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
界——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
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五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召
开，习近平主席向大会致贺
信。美丽的水乡乌镇已成为
世界互联互通互信的纽带，
世界互联网大会引领着国际
互联网共享共治合作发展。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当
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
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取
得突破，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各国利益更加紧密相连。从40
年多前被称为“互联网之父”
的罗伯特•卡恩把两台电脑连
接实现数据交换，到今天互联
网把世界连接成为不可分割的
共同体，可谓是天翻地覆慨而
慷。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深
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
生活，互联网对人类社会最敏
感、最活跃的经济活动所产生
的影响更是令人目不暇接，网
络经济、数字经济、共享经济
等等由互联网技术触发的新模
式、新业态、新思想、新理念
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强
劲的动力。

中国是互联网技术发展
的受益者，今天的中国已建
成全球规模最大的4G网络，
拥有全球最大的用户规模和
全球最大的电商市场。2017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
万亿元，占GDP比重32.9%
；就业人数达1.71亿人，占
当年总就业人数22.1%；全
球互联网企业市值前20强

中，中国企业占据9席。电
子商务、电子支付、网络交
易持续增长，物流、电信、
交通等消费基础设施日趋完
善，消费规模稳步扩大。信
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
人才流、物资流，加快制造
业、农业、服务业的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力推动
了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转型升
级、提质增效。信息化、数
字化激发了互联网经济的蓬
勃发展，成为驱动我国经济
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的成
就令世人瞩目，中国的发展
也是世界的缩影，互联网已
成为各国金融活动和国际经
济贸易的重要支撑平台，互
联网经济对全球经济发展的
巨大驱动作用突显。

中国和世界都处在信息
时代所带来的世界经济格局
的调整巨变之中，各国经济
社会发展联系日益密切，全
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
势不可挡。“虽有巧目利
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
，互联网经济要实现有序发
展，必须顺应历史规律，必
须遵循公约规则。推进全球
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应体现
各国主权、安全、发展和世
界人民利益的共同愿望，
应符合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
本原则。此前，习近平主席
提出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
系变革的“四项原则”和共
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的“五点主张”，赢得了全
球广泛赞许和热烈响应。
促进公平正义，反对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符合大多数
国家的利益和意愿。推动互
联网经济的有序发展，展现
互联网经济治理的智慧，共

享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成果，
是全地球村人的共同目标。
为了实现人类生存发展的美
好愿望，就要联合起来共同
建设治理我们的家园。共建
共治离不开互信，互信是共
同发展的基础。只有互信才
能坚定合作的信心，才能开
放融通拓展互利合作空间，
才能联合更多的朋友共同应
对风险挑战，才能实现共赢
的目标。历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的成果《乌镇倡议》、“
乌镇进程”、《乌镇展望》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
国际合作倡议》，推动全球
互联网发展治理的共识扎实
稳步地迈进。从“倡议”
到“进程”到“展望”，世
界互联网大会已经成为国与
国、机构与机构之间增进互
信、扩大共识、加强合作、
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起点。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
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东
方文明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
族的血脉之中。从网络大国
迈向网络强国，一个更加开
放和更加自信的中国，正用
实际行动为互联网的最新技
术和前沿思想构筑发展交流
的平台，推动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
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
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
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敞开像
大海一样的胸怀，积极开展
双边、多边国际交流合作，
为国际互联网治理贡献中国
力量和东方智慧，中国主
张、中国方案、中国模式引
领世界的变革潮流，为推动
世界互联网经济的有序发展
创造独特价值。

（宫亚峰 中国互联网协
会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委员
会委员。来源：光明网）

文/宫亚峰【地评线】坚持互信共治 推动互联网经济有序发展
2018年11月7日至9日，以“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携手共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召开，

习近平主席向大会致贺信。美丽的水乡乌镇已成为世界互联互通互信

的纽带，世界互联网大会引领着国际互联网共享共治合作发展。

上海进博会上，来自日
本和韩国的参展企业阵容强
大、产品新颖、令人瞩目，
折射中日韩贸易还有巨大潜
力可挖，也预示“中日韩自
贸区”具备现实可能性，宜
加速推进。

今年是“中日韩领导人
会议”首次在东盟以外召开
10周年。“中日韩自贸区”
概念早在2002年的“东盟+
中日韩”(10+3)框架中便
已提及。2012年11月在柬埔
寨金边召开的中日韩经济部
长会议决定启动“中日韩自

贸协定谈判”，然而，迄今
几经波折，仍未达成框架协
议。究其原因，可谓复杂多
变。

其一，日韩分别为美国
在亚太安全区域的两大“不
见面的盟国”，即美国通过
分别主导美日同盟和美韩同
盟，而不是“美日韩三边同
盟”，来达成不同的目标。
美国基于维护亚太区域安全
格局的考虑，不希望有力量
来整合日韩。

其二，冷战结束，东亚
经济领域改革同步，相互依

存加深，但安全结构上的对
立没有改变。而这种经济依
存、安全对立的二元结构，
与美国主导基于双边同盟
的“亚太同盟体系”互为表
里。

其三，区内历史认识、
地缘条件以及发展阶段等
多元复杂，难以形成与共
同经济利益相匹配的“意
识认同”。

但时代进步，大势难
挡。如今，中日韩分别为
世界经济第二、第三和第
九位的经济大国。2018年

中日韩经济总量达20.95
万亿美元，比日本主导
的“TPP11”多约10万亿美
元，接近美国主导的北美新
贸易协定(USMCA)。在贸
易上，2017年中日韩对外出
口之和约占东亚地区总出
口的70%,进口占67%,且三
国在东亚区内贸易占比接近
60%以上;投资上,中日韩吸
引外来直接投资总额约占东
亚整体的40%,而对外直接
投资之和占东亚对外直接投
资的68%。在东亚，中日韩
举足轻重，经济实力和总量

中日韩自贸区 潜力难以估量 文/刘军红 上均具备集结整合条件。在
对外经济关系上，仅“中韩
+中日”两个双边贸易之和
即可与“中美贸易总量”相
比。三国具备了携起手来的
条件，既可分散贸易摩擦风
险，也可平衡外贸结构过于
集中之不利。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当
今时代，西方整体战略收
缩，而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
的石油进口国，且建立了人
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市场，
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贸易
总量，乃至内外投资、技术
创新等多领域、多层次上，
均显示出中美欧三极的雏
形。

无需讳言，这三极尚不
均衡，“中国极”还相当单
薄，急需有地缘腹地依托，
分散风险。在此，“中日韩
自贸区”不仅可提供交易便
利，也可降低贸易成本，产
生静态的区内贸易扩大效
果，同时，鉴于中日韩技术
创新与世界齐头并进，对内
对外投资活跃，相互依存，
相互作用，若达成自贸区，
无疑会加速区内“比较优势
的动态转移”，自成区域产
业分工体系，产生动态的经
济增长效应。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
系研究院研究员。来源：环
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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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故事

雷雨

【拼音]:yī s hí 
jī qǐ q iān céng 
làng 

【 释 义 】 扔 一 块 石
头 到 水 中 掀 起 千 层 浪
花。

 比喻一句话或某
一细小行动，会引起强

烈的反响。
【 成 语 造 句 】 烟 台

人以改革和完善考试制
度为突破口，推行素质
教育，面向全体学生，
构建成才”立交桥”，
不挤升学”独木桥”，
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

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
引起中央有关领导同志
和教育界人士的普遍关
注。

一 石 激 起 千 层 浪 。
县 文 教 局 正 准 备 抓 典
型 ， 于 是 注 意 到 校
长。——《老校长》

一 石 激 起 千 层 浪

游 观 光 塔

我 正 兴 致 勃 勃 地 玩
电脑，突然，窗户发出
的“碰”的一声，我不
由 自 主 地 打 开 窗 户 往
外一看，只见外面狂风
大作，风迎面扑来，我
不禁打了个寒颤。我看
到柳树在风中猛烈地摇
晃着,枝条像狂舞的皮
鞭，在空中呼啸着、抽
打着。一群群乌云从四
面八方被风赶了过来，
聚集在城市的上空，整
个天空好像被一块黑纱
笼罩着，才下午四五点
钟,天色却一片昏暗，大
地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雷雨就要来了！我连忙
关上窗子。远处的天边
时而闪烁着电光，整个
天空一明一暗。雷在西
边的天空中轰轰隆隆地
滚动，声音又沉闷又迟
钝，犹如一个巨人在远
处吼叫着，这令人胆战
心惊的声音在空中不停

地回荡着。 一会儿,雷
似乎在互相追逐似的，
越来越近,声音越来越
大。忽然，在我头顶的
上空, 一道张牙舞爪的
闪电像一把利剑,劈开昏
暗的天空。紧跟着,发出
一声惊天动地、可怕的炸
雷声，天空被彻底地炸裂
了，炸碎了，大地颤抖
了！我被吓得魂飞魄散，
捂着双耳急忙往屋里退。
就在这时，电视“嚓”地
一下全黑了，停车场的汽
车报警器吓得直叫唤，乱
作一团。刹那间，倾盘大

雨以排山倒海之势从空
中直泄而下。狂风一会儿
把雨从西赶到东，一会儿
把雨从东赶到西。顿时，
风雨交加。眨眼功夫,街
上已成为汪洋，一片“沙
沙”的雨打声盖住了一
切。在雨中，远处的山脉
变得灰蒙蒙的，连近处的
房子也有点模糊。树被压
弯了，叶子掉落满地。我
打开窗户，风夹着雨马上
无情地迎面打来，我慌忙
关上窗户。街上，一个行
人也没有，整条街空荡荡
的。

今天我参观了观光塔。
你想了解观光塔吗？读下
去就知道了， 千万别错
过啊。你知道这里是哪里
吗？这里是澳门最高的观
光塔，也是亚洲著名的观
光塔。从门口往上看已经
把你给吓呆了，观光塔一
共有61层，如果你有胆量
可以玩惊人游戏，从61层
的外面往上爬，一直爬到
最顶，我听了立刻脚软。
因为我在61层透过玻璃往
下看已经吓得晕倒了，往
下看真叫人心惊胆寒。你
看那个小孩真好笑，你知

道为什么好笑吗？等我来
告诉你吧。因为那个小孩
原本以为只要在中间走和
在中间照像，谁知道照像
的类容里有一张是本人坐
在边上照的，这下把她吓
倒了，她小心翼翼地走过
去，然后身体往后倒，双
手颤抖，脸色很难看。我
即要笑她又要佩服她，因
为她的年龄跟我差不多就
敢玩，有一些大人都不敢
玩。过了一会儿，我跟着
大人到5 8层踩玻璃。你
是不是觉得我有病啊！我
告诉你我没有病，我踩的

玻璃是平的。其实踩玻璃
指的是：在58层某个角有
几块透明的玻璃地板，让
我们踩在上面。站在玻璃
上面往下看真叫人难以想
象地球上有这么恐怖的地
方。

当时我坐在用玻璃做
的地板旁边往下看都把我
吓坏了，心想：给我一百
块我也不去。但是我见到
我表妹在上面走来走去也
没事我不会这么倒霉。我
便叫表妹和我一起踩，表
妹说好。但是我往下一看
脚就软了，走不动，我
觉得真丢脸。每两块玻璃
中间都有一块很小的用铁
做的地板。心想：我一定
要克服这个困难。我又叫
表妹和我一起踩。表妹又
说好。你知道吗？我一直
往上看，这是为什么？这
是因为我不敢往下看。我
一往下看就会脚软。就在
这时我被一个人推到玻璃
地板的中间。这时我吓呆
了，但是过了一会儿我就
不怕了。不知道是不是刚
刚吓坏了。说笑而以，别
当真。

在我没考试的时候，老师
就对我讲：“你能考上高中
简直就是梦想!”但是我这
次可以大声地喊出：“我考
不上高中简直就是梦想!”
可是我不能喊!我隐隐约约
地感觉到监考老师的杀气!
那股杀气真的很可怕!所以
还得趴在这桌上继续的考!
师生之间?拜托出题老师你
专业点!你是指哪位?我初三
都读了四年了，可我还是
考不上!我爸妈还是逼我考!
他们常对我说：“孩子!现
在这个社会要的是学历!有
学历才最重要!”所以我忍
着别人异样的眼光复读了四
年!但是!这次我不会啦!历
史不将会重演!好象有点跑
偏题了!但是我说的是师生
之间!“有啦!”我脑袋瓜突
然大转弯，险些冲出弯道!
监考老师走了过来，对我说
到：“我注意你很久了!动
作太明显!”我的大脑突然
又开始加速度!今年高考的
一些三两事马上闪过脑海!
对!就用那句话!我对监考老

生师 之 间

师说到：“以后我们还是有
机会见面的!”此语一出!监
考老师也愣住了!监考老师
忙对我说：“你，你，你
继续!”哈哈!看了看表!还
有四十分钟!字数也不够!
那就再写点!哦!对啦!师生
之间，就是老师和学生嘛!
这种关系可有可无若隐若
现电闪雷鸣日月无光惊天
地泣鬼神……(哎呀!语文
老师说作文里要多用成语

才能得高分!越多越好!可
我现在没词了!)刚才计算
错误，原来早就五百字!现
在经济危机，笔油可是要
珍惜的!可我也衲闷，我怎
么会数错?嗯!都是我幼儿
园老师惹得祸!他竟然在我
还没成熟之前就告诉我一
加一等于二!从此我幼小的
心灵。最后，我想说，我
终于可以考上高中了!普天
同庆!哈哈!

我叔叔家有一只荷兰鼠，非常
可 爱 。 它 有 黑 宝 石 般 的 眼 睛 ，
眼球总是不时在眼眶里打转，
头上还长着圆圆的耳朵，身上
披着一件黑白相间的大衣，屁
股后面长着一条又细又长的尾
巴。它总昰悠然自得地摇动着

尾 巴 ， 好 像 世 界 上 没 有 什 么 可
怕的。有时还用爪子洗脸，真是可
爱极了。荷兰鼠走路的时候更加可
爱 ， 身 上 的 肥 肉 一 摇 一 摇 的 。 有
时 长 尾 巴 摇 来 昰 去 还 会 摇 进 饭 碗
里 ， 粘 上 一 点 饭 ， 然 后 又 会 甩 到
脸上，它自已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 已 经 变 成 【 小 花 猫 】 。 有 时 它 还
会边抓脸边走路，走着走着，因刃
抓着脸看不见路，就一下子摔了个
大跟头，真是可爱。荷兰鼠不仅可
嗳，而且还很温柔呢 。

荷兰鼠

今年我跟爸爸妈妈一
起旅游时，去了云南的泸
沽湖。听说《西游记》中
的女儿国就是在这里。
我们的汽车刚刚在湖边停
下，一群山区的孩子就冲
了过来。“叔叔，买点蘑
菇吧，很新鲜的。”“阿
姨，买点苹果吧！我要挣
钱交学费呢。” 他们每
人手上拎了个小篮子或小
布兜，里面是些水果、瓜
子之类的东西，争着向我
们叫卖。这群孩子大的不
过八九岁，小的只有四五
岁。他们穿得很少，衣服
破破烂烂。其中有个瘦小
的孩子只是在背心外面套
了一件大人穿的旧军装，
说话声音都有点发抖。那
里的气温只有十多度，我

兔子自从上一次输给了
乌龟，心里一直很不服气，
它思考了一个星期，终于做
出了决定，再跟乌龟来一次
赛跑。于是它就去找乌龟。
兔子找到乌龟后，对乌龟
说：“我们必须再来一次赛
跑！” 乌龟对兔子说：“赛
跑？赛什么跑？如果还是像
上次那样，我可不去了。” 
兔子思索了一会儿，对乌龟
说：“那好吧，我们就来
一次障碍赛跑。”然后，乌
龟和兔子就去找大象裁判。
大象对乌龟和兔子说：“
可以。不过我得和其它动物
商量一下，应该设什么障
碍。” 大象裁判说话算话，
第二天，它果然召来森林里
的动物，对它们说：“动物
们，乌龟和兔子要来一次障

碍赛跑，我今天来和大家商
量应该设什么障碍。”大袋
鼠跳跳说：“我们应该设两
个乌龟能过的障碍，两个兔
子能过的障碍。”小猴子叽
叽说：“我们应该让它们通
过这次障碍赛跑，成为好朋
友。”经过紧张的讨论，大
象裁判做出了决定：先跑30
米，然后吃完地上的一桶肉
和一桶青草，最后过一条小
溪，并跳过一块沼泽地。比
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兔子和
乌龟都在做热身活动，做完
热身活动， 它们都站在了
起跑线上。大象裁判的发令
枪一响，兔子就像离弦的箭
一样冲了出去。兔子很快跑
到了第一道障碍，乌龟却才
离开起跑线。兔子急急忙忙
地吃完了一桶青草，又去吃

那一桶肉，可它怎么也吃不
下，只能干着急。这时，乌
龟赶上来了，它也匆匆地吃
完了一桶肉，可它一看到那
桶青草，也着急了。不过，
它看见干着急的兔子，就笑
了，它走过去对兔子说：“
兔子，我帮你把肉吃完，你
帮我把草吃完，好吗？” 
兔子红着脸说：“好吧。” 
乌龟帮兔子吃完肉，兔子帮
乌龟吃完草后，它们又继续
往前跑，一会儿，来到了小
溪边，乌龟说：“我背你过
去，好吗？” 兔子不好意
思地说：“行。” 乌龟和
兔子过了小溪，再跳过那块
沼泽地就可以到达终点。可
是到了沼泽地，乌龟过不去
了。兔子二话不说，背起乌
龟，跳过了沼泽地。

新龟兔赛跑

山区的穷孩子
当时穿了两件羊毛衫，他
们肯定冷死了。我们在湖
边玩的时候，他们始终一
路跟着。有的拽着大人的
衣服叫卖，有时还主动地
跑到前面 带路。看到他
们 这 个 样子，好
多人都 淘出钱

买他们的东西。临上车的
时候，妈妈让我站到他们
中间，拍了一张合影。同
行的叔叔阿姨都说这是一
种鲜明的对比。车子开动
了，他们还一个劲的挥手
跟我们说再见呢！导游介
绍说这些都是穷孩子，大
多都失学了。有个孩子还
失去了妈妈。在路上，我

责怪妈妈没买他
们的东西。妈妈
说她以后有机
会一定会赞助
一个失学儿童
的。

同学们，你们一定知道Email吧，说不
定你还用它给亲戚朋友写信呢。可是，
你知道我们用ema i l做了什么了不起的
事吗？通过它，我们和人教版的编辑叔
叔、阿姨取得了联系，告诉他们我们认
为第五册71页上“100米的距离，你大
约走多少步？我大约走了100步”是错误
的;对于我们三年级孩子来说应该走150
步以上。才一天的时间，编辑叔叔、阿
姨就给我们回了Ema i l，很谦虚地说教
材的确有错，现在已经修订成“100米
的距离，你大约走多少步？我大约走了
200步”，并为他们的失误给我们造成
的不便表示歉意。通过这件事，我懂得
了学习知识要有科学的态度，不迷信书
本，要联系实际生活。同时，我们全班
同学都为发现这个错误得到证实感到高
兴，也对编辑叔叔、阿姨有错就改感到

电子邮件（Email）
敬意。 通过Email，我们还请教编辑叔
叔、阿姨：340、260、980等叫整十数
还是叫整百整十数？从回信中我们知道
像这样的数应该叫整百整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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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et Lab将再次尝试其首个商业太空任务

在这次任务中，Rocket 
Lab将通过其Electon火箭
把7个小型探测器送上近
地轨道。如果测试成功，
这次飞行将为公司开启商
业时代。

截止到目前，Roc k e t 
Lab只进行过两次试飞。
在他们的探索过程中它
遭遇了不少的困难。据
悉，Rocket Lab在新西兰
私人发射地因火箭发动机
控制器出现怪异表现而数
次放弃了发射任务。

现在，在经过了一些

设计上的更改之后，它将
再次尝试。据悉，在美国
东部时间11月10日晚至11
月19日之间，Rocket Lab
将拥有一个启动窗口，可
选择的时间段为每天的晚
上10点至次日凌晨2点。

此 次 飞 行 携 带
的 探 测 器 来 自 S p i r e 
Global、Tyvak Na-
n o - S a t e l l i t e 

Systems、Fleet Space 
T e c h n o l o g i e s、 I r v i n e 
CubeSat STEM Program，
探测器的大小跟鞋盒差不
多。据了解，这家公司的
Elect ron火箭差不多56英
尺（约17米）高，能够携
带330-550磅（150-249
千克）的物体。

到目前为止，Roc k e t 
Lab只抵达过一次轨道。

在这次任务之前，它进行
了两次试飞。虽然两次都
成功进入太空，但由于地
面通讯设备出现故障，第
一次任务未能进入轨道，
第二次则成功进入轨道
并部署了四颗卫星。如果
这次任务进展顺利，那么
Rocket Lab将改写自己的记
录了。

据了解，在这次飞行

结束后，Rocket Lab马上
就会有另外一个任务。
这家公司计划在12月份
为NASA执行ELaNa XIX
任务--将把11颗小型实

验卫星送上轨道。Rocket 
Lab CEO Peter Beck表
示，公司的目标是在明年
执行运送16颗卫星的太空
任务。

据外媒报道，航

空 航 天 初 创 公 司

Rocket Lab将于本

周末再次尝试其首

次商业太空任务，

这家公司将其称为

是”It’s Business 

Time”。

在本周的 Android 开
发者峰会上，包括谷歌 
Android 框架工程师 An-
drii Kulian、谷歌工程师 
Adrian Roos、以及三星工
程总监 Jisun Park 等在内
的多位发言人，在舞台上
详细讲述了折叠屏智能机
将能够如何运作。事实证
明，谷歌一直在默默推动 
Android 应用的多屏显示
功能。

Kulian 表示：“其实
好几个平台都支持多屏显
示，具有不同屏幕配置的
手机，只是我们今天所涵
盖的其中一个例子”。

接下来还有桌面模式，

当你将手机连接到更大的
屏幕时，可以提升工作效
率和娱乐体验。

另 一 个 例 子 是 在 
Chrome OS 中运行 An-
droid 应用程序。

在大多数情况下，app 
都能够以自由的窗口模
式运行，但用户也希望它
们能够自由平滑地调整大
小。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
的，就是 Android Auto：

汽车可能载有多块屏
幕，允许多用户同时与不
同的显示器进行交互。比
如后座的孩子们正在玩相
同、或不同的游戏，而司

面部识别已经应用在
智能手机、游戏硬件和软
件程序等多种领域。对着
智能手机照一眼就能借解
锁，而不用输入繁琐的密
码，这给很多用户带来了
便捷的体验。但微软总裁
近日发出警告，称这项技
术可能会给人类带来大规
模的灾难。

微 软 总 裁 兼 首 席 法
务官布拉德·史密斯在
葡萄牙里斯本举办的全
球网络峰会上回答了关
于面部识别软件销售状
况的提问，对现状表示
了 忧 虑 。 史 密 斯 首 先
表示，如今的消费者将
面 部 识 别 技 术 视 为 一
项无害的福利，特别是
这项技术在手机解锁和
定位失踪人口方面很有
作用。但史密斯话锋一

转，表达了他的忧虑：
“但是，这是一个很大

的‘但是’，因为这将有
可能真正改变我们所居住
的世界。这是世界第一次
大规模开始应用一个可以
在随时随地追踪任何人的
技术，这项技术可以清楚
地知道你在哪里，要干什

么，以及你昨天在什么地
方。”

史密斯举了一个例子，
从小的方面来说，商店卖
家可以利用这项技术来获
知顾客的访问和购买记
录，而且在未来，所有的
民众可能都将受到无处不
在的监视。他又提出了那

本著名的科幻小说里写的
内容，里面描绘的正是这
样的世界。

“在我们到了2024年却
真正发现自己生活在小说
《1984》里的世界之前，
我们需要好好想一想自己
要创造一个怎样的世界，
这项技术的安全边界在
哪，我们应该如何限制大
公司不让他们滥用这种技
术。”

其实Xbox One的用户
对于面部识别技术并不
陌生，Kinec t就曾经实现
过，但微软并不是业界唯
一应用过这项技术的巨
头。脸书、苹果和亚马逊
都在多个领域应用了面部
识别软件，而且亚马逊已
经开始将这项技术出售给
美国执法部门，史密斯或
许并不是在杞人忧天。

Android开发者峰会：谷歌将为各种设备带来多屏体验

机可以继续查看导航。
开发者被告知检查哪

些模式对他们的应用程序
最具意义、处理并发输
入，为用户建立多种活动

的交互体验，而非简单地
从一种模式扩展到另一模
式。

普通应用的多屏体验，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想要对自己 App 进行
验证的开发者，请在任何
运行 Android Oreo（或更
新版本）的设别上进行，
通过‘开发者选项’来启

用模拟显示。
最后，谷歌有望在今年

年底之前，推出一款支持
改变屏幕界面大小和多重
恢复行为的模拟器。

Elon Musk 的 SpaceX 
公司已经获得美国联邦通
讯委员会(FCC)的批准，
将发射 4425 颗互联网
卫星 Starlink 去组建太
空互联网，Musk 本人希
望未来一半的互联网流量
能经过 Starlink，而伦敦
大学学院的 Mark Hand-
ley 根据公开文件建模后
认为，Starlink 对高频交
易员最有吸引力。

高频交易员可能愿意
为更快的网络连接支付
更高的费用。当互联网

信息通过 Star l ink 传输
时，地面站首先用无线
电波与其上空的卫星进
行通信，当信息抵达卫
星后使用激光在卫星之
间互相传输，到达目标
上空后再用无线电波与
地面站通信。

如果传输距离比较遥
远，Starlink 链路的信息
传输速度将能两倍于光
纤，虽然需要在太空和地
面站之间往返，但信息在
玻璃光纤中的传输速度要
比太空慢。      据Photonics报道，加拿

大国家科学研究院（In-
stitut National de la Recher-
che Scientifique）与美国
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
的科学家合作，联合研发
出了每秒可拍摄多达10万
亿张照片的相机，号称全
球最快，并能保持高水平
画质。

科学家表示，希望将
这相机用于生物和物理
学领域的微观研究，观
察光与物质之间的相互
作用。

T-CUP相机
据了解，科学家在去

年已经研发出了每秒可
拍摄多达5万亿张照片的
超高速相机，其所利用
的系统被称为“压缩超
高速成像技术（CUP）”
，不过仍然无法拍摄到
飞秒激光的影像（1飞秒
只有1秒的一千万亿分之
一），且拍摄时需进行
多次曝光，以致无法拍

摄部份脆弱的样本，比
如激光雕刻玻璃。

因 此 ， 科 学 家 们 潜
心研究，建造出了称之
为“10-Tillion-frame-
per-second CUP（简
称：T-CUP）”的新系
统。由于T-CUP能在一次
曝光里，每秒拍摄10万
亿张照片，所以能成功
捕捉激光所产生的只有
几飞秒的超短脉冲。

激光超短脉冲的影像
来自加州理工学院的教

授表示，用“飞秒超高速
扫描相机”拍摄时，影像
的品质会受到限制，所以
他们添加了另外一台可以
捕捉静态影像的相机，之
后再进行“ Radon转换 （
数学上的积分变换）”，
从而取得高速拍摄同时又
保持高水平画质的成果。

科 学 家 期 望 ， 今 后
能进一步研发出每秒可
拍摄1 0 0 0万亿张照片
的相机。

科学家研发全球最快相机 

每秒可拍摄10万亿张照片

Elon Musk 的太空互联网将会如何工作？

微软总裁警告：面部识别技术的滥用将会非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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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羽毛球公开赛 

马库斯/凯文以21比17和21比15连扳两局夺冠 【中新社福州】11月10
日，2018中国(福州)羽毛球
公开赛10日进入半决赛，各
单项决出决赛对阵形势。男
单比赛中石宇奇0比2负于中
国台北的周天成，谌龙则1
比2被日本选手桃田贤斗逆
转。在石宇奇和周天成的对
阵中，石宇奇两局仅得到21
分，以11比21、10比21被对
手横扫。此前一直受到膝
伤的困扰，石宇奇坦言：“
肯定会有一点影响，这是必
然的。”他表示，想一分分
去磨，对手也没有松懈，打
得比较严谨，使他在多拍上
没能占到优势。上个月的法
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
上，谌龙以2比0横扫桃田贤
斗。此次，桃田贤斗成功“
复仇”谌龙，在先以19比21
丢掉一局的情况下，以21比
17连扳两局，赢得一张男单
决赛“门票”。混双四强中
国选手占了3个席位，半决
赛中，郑思维/黄雅琼击败

在决赛中，何济霆/
谭强赢得第一局比赛，
暂时比分以2 1比 1 7取
胜 ， 但 是 进 入 第 二 局
和决定性的比赛中，马
库斯/凯文不甘示弱对
这场决赛，乃至攻势更
猛，把握对手缺点的防
御，而马库斯/凯文以
21比17、21比15连扳两
局夺冠。

据报道，共有八个羽
球公开赛，马库斯/凯
文已经夺得七项冠军，
仅有法国羽球公开赛无
法夺得冠军，并获得亚
军。马库斯/凯文对此
赛认为，这场决赛很辛
苦，不过我们于昨日成
功夺冠。（yus）

【点滴新闻网】2018中国福州羽毛球公开赛11日落下帷幕，我国男双选手马库斯/

凯文（Marcus Gideon/Kevin Sanjaya）与中国选手何济霆/谭强，最终结果马库斯/

凯文在以25比27先丢一局的情况下，以21比17、21比15连扳两局夺冠，中国队年轻

的男双选手何济霆/谭强获得亚军。

【中新网南昌】11月11
日，2018南昌国际马拉松
11日鸣枪开跑，中外25000
余名选手参赛。最终，来
自肯尼亚的选手夺得男子
全程马拉松冠军，中国内
蒙古选手金铭铭夺得女子
全程马拉松冠军。当天，
南昌国际马拉松赛在南
昌八一广场起跑，来自中
国、美国、加拿大、新加
坡、肯尼亚、埃塞俄比亚
等近4 0个国家和地区的
25000余名选手参赛。

比 赛 分 全 程 马 拉 松
(42.195公里)、半程马拉松
(21.0975公里)、迷你马拉
松(5公里)以及家庭跑四个
项目。选手们沿着人气最旺

的南昌中山路，经过八一
起义纪念塔、八一起义纪念
馆、军事雕塑广场等红色地
标，并通过江南三大名楼之
一的滕王阁、“南昌之星”
摩天轮、南昌大学等标志性
人文自然景观，最后抵达终
点南昌国际体育中心。

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
中国内蒙古的选手金铭铭以
2小时35分11秒的成绩夺得
女子全程马拉松冠军，这也
是首次获得南昌国际马拉
松冠军的中国籍选手。来自
肯尼亚的选手包揽男子马拉
松前三名并全部打破赛会纪
录，其中DOUGLASS KIMELI 
KIPRUGUT以2小时13分26秒
的成绩夺冠。

福州羽毛球赛周天成桃田贤斗争冠 

中国选手包揽混双冠亚军

桃田贤斗在比赛中

了队友何济霆/杜玥，王懿
律/黄东萍击败了日本的渡
边勇大/东野有纱。目前中
国选手已锁定了混双冠军，
决赛将在郑思维/黄雅琼、
王懿律/黄东萍之间展开。
男双方面，中国选手何济
霆/谭强在半决赛中直落两
局击败了印尼的阿山/亨德
拉，将与赛会的男双头号种
子印尼的吉迪恩/苏卡姆约
争夺冠军。中国选手在女双
方面将无缘冠军，女双冠军
将在日本的松本麻佑/永原
和可那、韩国的李绍希/申
玥瓒之间产生。

中外2.5万名选手竞逐南昌国际马拉松 

中国选手夺女子冠军
智利60K徐诗霖夺最高级别桂冠 深圳100K郑赛赛获亚

【新浪体育】，11月11
日 2018年ITF智利科利纳
60K，徐诗霖以7-5/6-3力
克前NO.59奥玛查亚，斩获
生涯最高级别冠军。在深圳
举办的100K比赛中，头号种
子郑赛赛3-6/6-2/4-6不
敌塞尔维亚新星约洛维奇，
无缘冠军。徐诗霖本周作
为3号种子出战智利60K，
前两轮她战胜了巴西姑娘加
布里埃拉-塞和希腊选手帕
帕米歇尔，在八强赛她7-6
（6）/6-4淘汰了今年一度
拿下8个15K女单冠军、一
度豪取40连胜的智利姑娘

布里托。四强赛，徐诗霖
7-5/2-6/6-1击败了智利
黑马加提查，打进决赛后她
以7-5/6-3力克世界排名最
高来到过59位的前阿根廷一
姐奥玛查亚，斩获今年第二
冠（布里斯班25K）、生涯
第5冠。

凭借这个冠军，徐诗霖
的排名飙升55位来到216
位，也成功锁定了一个明年
澳网资格赛席位。在上周孟
买125K止步八强后，郑赛
赛马不停蹄赶往深圳参赛。
作为头号种子出战的她连克
荷兰人索夫斯、印度一姐蕾

娜、希腊二姐格拉马提克波
鲁和前NO.30土居美玥，杀
入了决赛。决赛她的对手是
排名185位的21岁塞尔维亚
新星约洛维奇，后者连克卫
冕冠军赵一羽、黑山一姐科
维尼奇等人闯入了决赛。最
终郑赛赛苦战三盘告负，无
缘今年第四冠（郑州125K、
泉州60K、宿州100K），不
过她的排名仍将上升五位来
到新高NO.41。约洛维奇则
是夺得生涯最高级别冠军，
排名上升50位来到NO.135
，离生涯最高排名只差一
位。徐诗霖

我国男双选手马库斯/凯文与中国选手何济霆/谭强，最终结果马库斯/凯文在以25比
27先丢一局的情况下，以21比17、21比15连扳两局夺冠。



“不……”墨心一阵昏
眩，无法接受的转身，跌
跌撞撞的走出去。“沥
歌，沥歌，你在哪里？出
来见我……沥歌……”在
偌大的宫殿里，她四处呼
唤寻他，有人过来拉扯让
她走，她不走。
“沥歌，我找沥歌，你在哪
里？出来！”她嘶声吼道。
侍卫动作粗暴了，甚至亮
出刀架在她的脖子上。“
这里不是你能通行无阻
之地，公主交代，再要放
肆，杀无赦！”
她恍若未闻，徒手推开侍
卫的刀，任锋利的刀划过
自己手掌，流了一地鲜
血。
侍卫见她这般，愣了愣，
回神后瞧她要闯入公主寝
殿，急了，举刀追上去，
要朝她后背砍下去，可一
人从寝殿内走出未，且光
凛冽如冰，教侍卫定住不
敢动，手中的刀子叮叮咚
咚掉落地上。
“沥歌，你终于出来
了！”墨心见到丈夫喜
极，立即扑上前抱住他。
可他只是任她抱着，动也
不动，整个人冷得像尊石

雕。
“沥歌，这里不
是咱们的家……咱
们回去吧，回去好
不好，咱们回去
吧……”她抱着他
哀求。
“我不会回去了，
这里才是我该待的
地方。”他语气冰
冷的道。
“你说什么？”她
仰头瞧见的是一双
自己看不透的深沉
眼神，不禁错愕
了。

“日升日暮，花谢花开，
人总有来去，你转身吧，
从这座宫殿走出去后就忘
记我吧！”
她震惊地松开他。“你真
成为舒丽的驸马了？”
他点头，“舒丽已是我的
女人。”
她不可置信的往后退去
一步口“你怎能……怎
能辜负我，你难道忘记
自己对我说过三世不弃
的话？”
“你就是天真，所谓的
人生，不就是听不完的
谎言？”他说得冷酷不
已。
眼前这张脸，曾是如此令
自己刻骨铭心，可此时此
刻却是寒峻绝情得教人害
怕。
“不……你不是沥歌，
沥歌不会对我说这样的
话！”
“沥歌也许不会，但沥家
少主必须，娶前朝公主等
于不忠于大业皇帝，我背
负着沥家的荣辱与兴衰，
不能因你而祸害整个沥
家。”
她浑身颤抖，灵魂如坠深

渊，话都说到这分上了，
她还能如何？
“我……只问你……孩子
你还要吗？”她颤声问。
“舒丽不要。”
“孩子是我与你的，你
不说自己，却说舒丽不
要，你这还是男人吗？我
看错你了！怒火点燃她的
心、她的胃、她的骨，
她全身的每一处都像是火
在烧。“孩子你不要，我
要，我自己养！此生，你
我休要再相见！”这回她
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再
无丝毫的眷恋。
在她转身的瞬间，他千丝
万缕的目光，似愤慨，又
似哀伤。
“你做得很好，保全了她
与肚里孩子的性命，否则
上回毒杀她不成，这回也
必死无疑。”舒丽来到他
身边，阴狠的说着。
他眼神倏冷。“莫要再对
她下手，若不然我会让你
付出代价！”他厉声警
告。
“只要你一直待在我身
边，我不会再去杀她的，
而你也别忘了，爱能大到
让人包容一切，也能小到
无法容纳一粒嫉妒的沙
石，你别让我嫉妒她，要
不然……”他掐住了她的
颈子……

第十一章 前世与今生

皇文诺与魏绾烟眼前的景
象再度变换了……
林子里，墨心挺着八个月
的肚子慌乱的逃，因为后
头有追兵砍杀而来，惊
恐中，她让突起的树枝绊
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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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至少都是和我一样的，在
脸上有一对小小的眼睛，而不是
脸上只有一只巨大眼睛的怪物！

我挣扎着站起身来，勉力使自己的身子
挺直，向上看去，原来我一直滚跌下
来，而且滚出了相当远，当我抬头向
上看去之际，看到花丝屋子的门歪在一
边。

这时候，有个警员走过来，说道：“先
生，你需要什么帮忙？”
我忙道：“那房子……你立刻守住这房
子，不准任何人接近！”
那警员用一种极奇异的目光望定我。
我知道自己的话有点古怪，定了定
神：“请通知奥干古达先生，他是司法
部的官员，就说是我……我叫卫斯理。
在这里等他，有极其紧急的事情，要他
立刻就来！”
那警员总算听懂了我的话，急急走了开
去，我推开了身边的几个人，又向花丝
的住所走去。等我再推门走进去时，房
间里一个人都没有。
我扶起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从我在
离开那家商店，发觉被人跟踪，而由
里耶带我到这里来，其间的经过，不过
两小时。可是在这两小时之间，直到那
时，我已坐了下来，而且肯定自己并没
有什么危险，我的心里还在剧烈地跳动
着。
我的眼前，还晃漾着蔡根富那可怕得令

人全身血液为之僵凝的怪脸……鼻子、
口、耳朵，全和常人一样，就是在整个
脸的上半部，有着一只如此骇人的眼
睛！
当我坐下来之后，喘着气，脑中一片混
乱，全然无法整理一下思绪，去想想在
蔡根富的身上，突竟发生了一些什么
事。
奥干古达来得出乎意料的快，比拉尔和
他一起来：或许，是我在一片混乱之
中，不知时光之既过，所以觉得他们两
人一下子就来了。
奥干古达先冲进来，大声道：“卫斯
理，发生了什么事？”
比拉尔也用同样的问题问着我，我先深
深吸了一口气：“我在这里，见到了蔡
根富。”
我这句话一出口，奥干古达和比拉尔
两人，登时紧张了起来，奥干古达忙
道：“在哪里，现在他在哪里？”
他一面说，一面四面看着，像是想在
这个狭窄的空间中，将蔡根富找出来

一样。我摇着头：“我不知道他在哪
里！”
奥干古达呆了一呆：“你不知道他在哪
里，这是什么意思？你说你见过他，而
又由他离去？”
我点了点头，奥干古达十分生气：“
好，我想知道，当他自由离去时，你在
作什么？”
我指着那扇被撞开了的门，指着门外的
阶梯，据实道：“当时我吓坏了，只顾
后退，撞破了这扇门，跌了出去，滚下
阶梯，一直跌到街上。等我再到屋子
时，他们已经不见了！”
我说得相当缓慢，而他们两人在听完了
我的话之后，也呆住了。
我们三人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彼
此之间的了解相当深。他们两人自然都
知道，如果有什么事，可以将我弄得如
此狼狈的话，那么这件事，一定不寻常
之至！
奥干古达本来的神态，显然想责备我何
以任凭蔡根富“自由离去”。

“那个……你……”他手上的那把剪
刀很恐怖欵。“盛……盛先生，剪刀
要干什么？”
“把你的衣服剪开。”要是穿的是一
般的衬衫或T恤也就算了，偏偏她穿的
是高领的长T。

“咦？不……不用吧？我自己脱下
来，然后买药膏来涂就好了。”
说得可真容易！“且不说不知道你烫
伤情况如何，如果很严重，你这一脱
可能把烫伤的皮给掀起来！还有，你
背后长了眼睛吗？自己涂药？我还不
知道你万能到有特异功能呢！”
看她眼压得低低的，一张脸红得快烧
起来似的，他说：“我不是登徒子，
也不是色狼，你别想太多！”拿了条
大浴巾给她。
见柳无忧没再反对，他开始由下摆处
往上剪，越往上剪，他的眉头越拢越
紧。倒不是因为烫烧得很严重，比较
严重的几处起了一些小水泡，其他的
则是一大片的红，令他眉头深锁的原
因是，她的旧伤。
由左侧颈项向下蔓延，背部倒还好，
手臂上则有烫伤愈后的疤痕，只怕胸
前更多。
这样的疤痕就这样留着吗？还记得雪
蔷大学时手背上有处小烫伤，不过米

粒大小，她就想尽法子去除，又是磨
皮，又是雷射的，就是不让那小伤跟
着她。
这么大而明显的疤痕，她不在意吗？
毕竟是女孩子啊！他想起她方才所
说的话……背部没关系啦，我又看不
到……
盛颖熙心里有点难过。“烫伤有几处
较严重，但我想……以方才的情况来
说，算有点幸运了。”
“嗯。”
他从衣柜里找了一件不常穿的宽大T
恤和短裤给她。“你的衣服全湿了，
先换上裤子，待会上完药再把T恤套
上。”天气不冷，可房子里有空调，
湿着衣服容易感冒，方才还听到她在
咳呢。
“……好。”柳无忧很感激。这套湿
答答的衣服穿在身上，还真有点冷！
刚刚可能又惊又痛倒没感觉，现在冷
静下来才发现……好冷！也不知道是
烫伤还是怎么了，身子还热热的。

门外传来门铃的音乐。
“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听到门铃声
了，去开门。”在走之前，他又拿了
一件薄被单把她包得紧紧的，只露出
伤处。“我那个朋友是个医生，不用
不好意思。”
柳无忧低低的应了声。
开了门，夏遴君提了个医药箱走了
进来，打量了一下他。“你哪里烫
伤？不会是烫到什么难以启齿的地方
吧？”颖熙之前慌慌张张的，第一通
电话讲到一半断得很突然，他回拨了
几通都没人接，不久就又打来说烫伤
了。
盛颖熙没好气的横他一眼。“我又没
说是我烫伤！”
“那是……”
“女佣不小心烫伤了。”
“在哪？”啊！颖熙前几天才提过，
之前在酒店遇到恶仆在那里厨房工
作，所以他又找她回来做了。
“我房间。”

死一屠吉长光隔着适才绝斧客
等人较手之处，约有十五丈之
遥，他这时双目一站，有气无

力的道：“老斧头，怎么回事，如此
急毛窜火的？”
绝斧客陆海三言两语，将双面拘魂与
赤眉项康二人受伤之事说了一遍，目
光一环，接着又道：“吉老大，你也
受了内伤了？”
生死一屠吉长光浓眉一舒又皱，
道：“嗯，与怒鹰于拚了几掌，这小
子果然有两手，不过，他已得到了应
得的报应！”
绝斧客知道吉长光口中那句话是什么
意思，他没有追问，却又道：“吉老
大，我看你还是退下去休息一下吧，
你气色之间，十分灰败呢……”
生死一屠吉长光豁然笑道：“别替我
担心，老斧头，本旗主已服下内创药
了，现在，倒是快些解决那些残余的
敌人才是正经！”
绝斧客回身向四处一望，摇头道：“
烟霞山庄这次可谓一败涂地了，目前
不但伤亡殆尽，连他们的老靠山无定
飞环也似乎有些吃不住劲了呢，喝！
江大侠那身功夫真是吓人，看来，比
咱们岛主还要强上几分，目前全是一
面倒的形势，本旗主已无庸锦上添花
了！”
生死一屠吉长光看了一会，颔首
道：“不错，难怪岛主如此喜爱于
他，只怕六十年前邪神厉老前辈的
声威，六十年后却要给江大侠播扬
了！”
二人低声交谈了一阵，斗场中又传出
数声悲厉的号叫，热血洒落中，三
绝掌的五名再传弟子，已然全部横就
地！
与这五名交手的七名长离豪士，这时
亦只剩下六人，其中更有一个已经断
去一臂，此刻，各人正在那检视着伤
亡的同伴……
生死一屠古长光沉冷的道：“此次行
动，红旗执法孟旗主因伤未到，但他
旗下的护旗孙望与九大执事则全都到
齐，如今孙护旗不幸战死。九大执事
又在力斗三绝掌五名再传第子伤亡

四人，孟旗主日后有知。定会悲痛逾
桓……”
绝斧客陆海沉重的道：“在江湖上
闯，这些了原就是无法避免的，生与
死。最好看淡一点，不过，日后有文
秋尘文居士的生花妙舌相慰于孟执
法，大约也不会太使他伤心”这时“
吭”的一声闷嗥传来，二人急忙移目
望去，只见游魂叟邓斌踉跄退出五步
之外，黑煞手仇云正进步追击！
绝斧客陆海低声道：“邓老儿活不得
了！”
游魂叟邓斌此刻散发披面，厉如凶
魅，清疽的面孔上血色全失，反掌
猛袭黑煞手仇云，掌势飘缈如幽灵幢
幢，难测难揣！

黑煞手仇云额际疤痕血亮，撤身换
式，双掌乌黑的猛击对方前胸、下
颔、太阳穴！出手之间，便是连攻敌
人三处要害！
二阎罗尹生如鬼魅般闪向一侧，双掌
纵横飞舞，宛如漫天风雪，同时罩向
游魂叟全身！
几乎在二人出手的同时，吸鲸客魏儒
大马金刀的挺身向前、雄浑至极的推
出四掌。
在三人的合力袭击下、猛烈的罡气有
如一块坚硬的铁板般充斥于四周，连
空气也变得如此生冷与沉重游魂叟邓
斌全身倏然急缩，瘦长的身躯在呼轰
汹涌的劲气中做了九次微妙的转折，
险极的掠出十尺之外，飘忽得像煞一
个有形无实的游魂！
黑煞手仇云泠哼一声，微微弓背，如
流矢般紧随而上，似巨钟般攻出电光
石火也似的三腿二十一掌。
游魂叟邓斌嘶哑的大吼一声，双目骤
然暴睁，瘦长的身躯随着他双目的暴
睁，竟难以思议的以绝快的速度游闪
起来，在那令人眼花撩乱的迅速飘移
中，自不同的角度，回异的方向，
有如天女散花，掌影片片，成串，成
网，成堆的猛袭而至，声威之盛，足
以惊魂裂胆！
这正是他那游魂掌法中的精髓之
技：“幽冥旋踪十二式”！
游魂掌法以此十二式集为大成，包罗
了其中最为超卓狠辣的招式，更澈底
发挥出游魂掌的最大威力！
不到生死关头，游魂叟邓斌是不肯轻
易展露的。
黑煞手仇云蓦觉眼前人影幌闪，无尽
无绝的劲风，挟在片片掌影中急罩而
下，掌势之密，几已遮天盖地，无所
遁迹！
吸鲸客魏儒大吼一声，及时攻出十九
掌，但却每在沾及敌人身前的分寸之
间，洞然落空！
二阎罗尹生冷沉的面孔上起了一丝惊
异之色，双手十指倏弹对方全身分布
的十处要害，右脚则狠毒无比的飞向
敌人背后鸠尾骨！

生

(36)

(388)(79)

能把困苦的生活，活出诗
意。
把薄情的世界活出深情，这
才是本事。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想想自
己还剩下多少天可以折腾。
想明白了，你就再也不会生
气了。
烦恼天天有，不捡自然无。

因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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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周孙毅报道】 
11月10日中午，锡江旅椰
乡亲联谊会（Perkumpulan 
Anging Mammiri Jakarta 
Indonesia简称：PAMJI）
属下银会部理事，在椰城
Fortune Star餐馆举行银会
聚餐联欢。

该 会 辅 导 主 席 戴 立
明，理事会主席杜华水，
副主席黄美丽、邱玫陵 
(兼银会会长）、彭良生
伉俪、杨国和、赖荣星、
黄健祥，秘书长林超年等
理事、乡亲及银会会友，
近300人出席聚会。

邱玫陵致词称，第五
届PAMJI银会将于2019年

2月份结束，所以最后一
笔存款是在2019年2月，
然后在3月中下旬，所有
已存入银会账户的资金将
退还给每个成员的账户。
感谢银会全体会友一向以
来的支持，并积极参与
PAMJI银会所开展的各项
慈善公益工作。

邱玫陵指出，目前，
获得PAMJI提供奖学金的
学生已增加到80名，大
多数是在锡江市和雅加达
有39名学生。她说，第
五届PAMJI银会结束后，
计划将开办新一届的银会
活动。希望届时能继续得
到大家的积极响应和参

与，大家齐心协力帮助那
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等
慈善工作。

杜华水表示，今年9月
28日，我国中苏拉威西
省巴鲁和栋加拉发生7.4
级地震并引发海啸，为
了响应“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的精神，该会乡
亲们纷纷伸出援手，大家
慷慨解囊，特向震灾区捐
赠了两亿盾善款，并已通
过PAMJI辅导副主席黄志
辉移交给巴鲁崇德慈善基
金会及川德佛院发放到灾
区，帮助灾区同胞减轻灾
情，早日重建家园。

杜华水对热心乡亲们的

爱心奉献，秉持团结互助的
精神，积极参与赈灾救灾
等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和
崇高敬意。但愿在政府和
全国人民的支持下，灾区
能尽快重振旗鼓、抚平伤
痛、恢复秩序、重建家园，

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黄志辉代表巴鲁市崇

德慈善基金会（Yayasan 
Amal Chong De）及川德
佛院(Vihara Eka Dharma 
Manggala）感谢PAMJI诸
位理事和乡亲们对灾区人

民所作出的无私奉献，帮
助受灾群众恢复正常生
活，重建美好家园。

该银会余兴节目除了
有歌舞表演外，另有幸运
抽奖等。银会直到下午
3时许圆满结束。

锡江旅椰乡亲联谊会举行银会聚餐联欢

向中苏省巴鲁和栋加拉震灾区捐赠2亿盾善款

杜华水致词。 邱玫陵致词。 黄志辉致词。

【本报讯】由美高梅与澳门武
术总会合办，澳门特别行政区政
府旅游局、教育暨青年局与亚洲
龙狮运动联合会支持的第七届”
美高梅狮王争霸──澳门国际邀
请赛2018”，于11月10至11日在
美狮美高梅的美高梅剧院开锣。

本届参赛的南狮参赛队伍来
自13个国家及地区，包括中国
内地、马来西亚、新加坡、台
湾地区、印尼、越南、泰国、

菲律宾、香港及澳门，今次更
特别邀请澳洲、美国及缅甸的
队伍来澳出赛，令赛事更国际
化。除续设自2016年升格为正
规评分制赛事的”女子传统南
狮赛”，今年赛事亦首设”国
际幼狮表演赛”，各幼狮狮队
将各显身手，争夺殊荣。

印尼全国龙狮总会（PLBSI)应
主办方之邀请，在吴能彬总会长
的率领下也组团赴会参加。

印尼全国龙狮总会国家队 参加澳门2018美高梅国际狮王争霸赛

黄志辉伉俪（左六、七）在黄健祥（左起)、杨国和、黄美丽、彭良生、邱玫陵、戴立明、赖荣星
的陪同下代表巴鲁市崇德慈善基金会向PAMJI主席杜华水颁发感谢状。感谢PAMJI捐赠两亿盾善款。

银会会长邱玫陵（左八）和银会各组长合影。

印尼全国龙狮总会代表团同全球各地舞狮团领导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