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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雨天	 25-31℃

泗水	 多云	 26-32℃

棉兰	 雨天	 23-31℃

登巴刹	 多云	 25-31℃

坤甸	 雨天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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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祭祀	入学	出行	嫁娶

	 纳采	移徙	开市	交易

	 修造	动土	安床	作灶

忌	 伐木	取鱼	补垣	塞穴

生肖相冲	兔

“印度尼西亚千禧年运动”

总统称新技术革命对政经和社会产生巨变

周一（11月12日）佐科威总统在茂物行宫接见2018年教堂歌咏团合唱团比赛
（Pesparani）举办单位和获奖者。佐科威总统说，我国从沙璜至巴布亚马佬奇拥有1
万7000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700个不同国家民族和不同的宗教，语言，文化和各式各
样的生活习惯，惟有各社会领导和不同民族之间形成像合唱团，全体成员合音创造出
均衡和谐统一的团队精神，才能唱出美妙动听的合音。惟有互相包容和尊重携手维护
我国得来不易的多元化统一殊途同归精神，我们大家都清楚明白,各民族 团结稳定是
福, 分裂动乱是祸,只有各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 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才能让统一印
度尼西亚共和国家园更加美丽、安宁、祥和。（v） （相关图文请见第二版）。

总统接见2018年教堂歌咏团比赛获奖者

总统在讲话中说，随着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我
们需要跟上迅速技术的发
展，因为新科技发展都朝
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也
需要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
惕，因为新科技发展对人
类生活往往都是一把双刃

佐科威总统周一(1月12日)在西爪哇茂物行宫接见出席由
Maarif Institute研究所举办，主题为“印度尼西亚千禧
运动”和千禧一代青年与会者一同合影。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11月12日讯】周一(1

月12日)，佐科威总统在西爪哇茂物行宫接见

千禧一代年轻人时表示，新科学技术对人类生

活，经济，社会和政治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新科技发展对人

类生活往往都是

一把双刃剑。

剑，新科技给人类生活带
来积极作用,	 同时也会产	
生负面作用，从经济方面
至政治层次均形成新的格
局。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
发展，现代工业生产的急
剧增长，环境污染日益显
出全球性，对整个人类的
生存构成了威胁。

由于人类不合理的活
动，特别是利用科学技术
向自然无限索取的做法，在

全球规模或局部区域导致生
态过程即生态系统的结构和
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害人类
本身的利益，威胁人类生存
和发展的现象，森林毁坏、
物种灭绝加快、土地荒漠化
是具体的一些生态问题。所
以我们需谨慎应用。佐科威
总统如斯说。

佐科威表示，毋庸置
疑，新科技将改变经济，
政治和社会的格局。所以
佐科威总统呼吁千禧一代
必须了解和抱着谨慎的态
度迎接千禧时代的来临。
前往不要让新科技时代演
变为极端主义，使我们陷
入不容忍的时代。

“借助这个非常有意义
的会议，我希望大家携手
共同努力，建成和平、繁
荣、开放、创新、文明之
路,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使我们的社会走向更光明
灿烂的康庄大道。”佐科
威总统总结说。（v）

【点滴网雅加达11月12
日讯】近年来我国经济增
长经历了不太快的增长。
在佐科威总统时代我国经
济增长在5%范围。

领先的部门发展和基础
设施领域的国民建设规划
部长资深助理班庞(Bam-
bang	 P r i y ambodo)解释
说，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
是生产力问题。

他说，我国生产力水平
仍比其他国家落后，例如
反映在我国劳动力的结构
转型。超过30%的劳动力
在农业部门工作。此外还
存在去工业化的问题。

周 一 ， 班 庞 在 德 博
(Depok)印尼大学，经济
和商业院系的研讨会上
称，“虽然我们的制造
业份额仍高，但是比起马
来西亚和泰国，反而下
降。”

制造业表现恶化也对国
际贸易的业绩产生明显影

响。40年来，我国出口仍
由商品所主导。

班庞解释说，有三种
理由促使已进行的结构转
型还不足以协助提高生产
力。首先，在基础设施建
设的投资很少。尽管在佐
科威政府时代的基础设施
力度加大，但被认为还是
不够，因为我国基础设施
发展远远落后。

他说，“在最近数年来
我们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足
以有所帮助，但那是还不
够的。”

其次，在外国直接投资
和机械及设备的投资还相
对的低。他说，“如果他
们没有在机械和设备的投
资，我们不能期望制造业
增长。”

第三，对提高人力资
源质量的投资。大多数
仍由非正规工人主导的
我国劳动力证明了这一
点。(xin)

国民建设规划部称生产力问题

导致我国经济增长仍停滞在5%

【Kontan日报雅加达11
月12日讯】印度尼西亚银
行(央行/B I)把今年的通
货膨胀预期由3.4%削减
至3.2%。该数字比最近
三年来高达3.32%的平均
通胀率更低。

央行行长贝利.瓦齐约
(Perry	 Warjiyo)称，	 该
预计是基于至目前的通货
膨胀发展。截至1 1月首
周的价格监测调查结果，

这个月的通货膨胀估计达
0.16%，以致2018年1月
至11月将达2. 3 9%，和
1 1月年度通货膨胀将达
3.12%。

他说，数字商品价格是
通货膨胀贡献者，例如红
葱，大米，汽油和黄金。
而鸡肉和蔬菜仍成为通货
紧缩贡献者。

藉着比此前更低的通
货膨胀预期，央行看到明
年的通货膨胀将低于此前
预测的。他说，“最初预
计20 1 9年的通货膨胀为
3. 6%，可能会3. 5%左
右。”

印 尼 经 济 改 革 中 心
( C O R E ) 研 究 主 任 彼 得
(Piter	Abdullah)亦预计，
本月份通货膨胀将处于
0.1%-0.5%范围，因为
非补贴燃油涨价影响已感
受不到了。另一方面，盾
币汇率亦趋于走强。

未来12月通货膨胀可能

由于圣诞和新年而有所上
升，然而他对下个月的通
货膨不超过0.2%表示乐
观。因此，彼得预计2018
全年的通货膨胀将处于
3.5%以下。

印尼大学经济学家Ar i	
Kuncoro	 也预测，2018年
通货膨胀将比此前数年更
小，大约3.12%-3.2%
。因为各种物价趋于稳
定，企业家不提高其产品
售价，何况是最近盾币汇
率慢慢趋于强化。

而中亚银行(BCA)经济
学家大卫(David	 Sumual)
称，在11月份虽然低，12
月份的通货膨胀将更高，
符合季节性模式。因此，
他预计今年通货膨胀最高
达3.5%。

他说，“年底的通货膨
胀还会略高，因圣诞和新
年的缘故。最重要的是，
通过充足的库存来维持年
底的食品价格。”(xin)

我国央行预计

2018年通胀低于近三年平均通胀率

印尼央行行长Perry Warji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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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中央银行（央行/BI）臆测，年度赤字（Current 
Account Deficit/CAD）扩大，可从本年第三季度（七至
九月份）经济业绩欠佳看出端倪。政府必须更加积极
推动出口，使年终经济业绩转佳。上周年度赤字CAD数
据增加，本年第三季度志录88亿美元或大约国民产值
（PDB）3.37%，并和同年第二季8亿美元同比增加，累
积九个月来（本年一至九月份）已达到220亿美元。央行
（BI）之前曾臆测本年CAD总额250亿美元或以上。央行
（BI）资深咨询经理阿古斯曼（Agusman）到本年第三季
累积年底赤字占国民产值2.86%赤字增高乃因产品贸易
和服务业绩下降，累积下降。油气贸易业绩下降，而非
油品贸易顺差有限而国内需求强劲导致进口高。

2018年第三季资本和财经志录有42亿美元顺差，然而
不足以负担年度赤字CAD。而第三季年度付款呈现44亿
美元赤字。

倘以上持续下去，恐怕本年整年赤字将接近300亿美
元，压制进口为一出路，但看来不易，因年终佳节，圣
诞节，新年接踵而来市场消费需求强劲。

倘政府到年底仍然找不到良好，明确的决策，恐怕
年度赤字会突破国民产值（PDB）的3%以上，而如减少
进口，经济发展会受阻。并有凝调空市场物价，加重民
众购买力负担。

数据显示，最近几个月来进口物品有上升趋势，统计
局（BPS）数据显示，本年一至八月份，累积出口额从去
年同期1087.9亿美元上达1201亿美元。但进口额比去年同
期997.3亿美元升幅高达24.52% 达本年1241.8亿美元。

以上值得留意，以免年度赤字继续扩大，也是造成盾
币续贬的原因之一，当然也有美联储（The Fed）升息的
外来压力影响。

目前经济晴雨表显示，投资不令人乐观，盾币续贬，
虽然央行已在努力捍卫盾币如升息等使盾币走强并呈稳
定。

另外，国民消费率仍疲软，餐饮，服装，鞋类业交通
服务等未有起色，如何提高年终经济业绩，变成重要的
课题，需政府与国民额外的关注和留意。

年终经济业绩需受关注

当记者问及有关善蒂
雅戈乌诺不细心的举措
时，2019年第一序号副总
统候选人马鲁夫阿敏仅简
短地说，将把该事件交给
东爪哇伊斯兰领袖处理。

“我不愿对此发表评
论，我要交给东爪哇伊斯
兰领袖元老去处理。”马
鲁夫阿敏周一（11月12

日）在万丹对记者如是说
道。

Bis r i伊斯兰长老是绒
网（Jombang）的Mam-
baul Ma’arif 习经院的
创始人。Bisri还成立了民
族运动基础协会和伊斯兰
教士联合会。

2 0 1 9 年 总 统 侯 选
人 帕 拉 波 沃 苏 比 安 多

（Prabowo Subianto）- 
善蒂竞选团队已确认该
视频并给予解释说，善
蒂仅是不细心跨越Bi s r i 
Syansuri长老的坟墓，绝
对无意不尊重伊联长老的
意思。

“可以肯定的是，善
蒂没有任何跨越坟墓或其
他任何意图。”帕拉波
沃 – 善蒂全国竞选机
构（BPN）发言人安德烈
（Andre Rosiade）如是
说道。（adr）

善蒂雅戈粗心大意跨越伊联前辈坟墓在社交网站盛传

马鲁夫称将交东爪哇伊斯兰领袖元老处理

2019年副总统候选人马鲁夫阿敏（KH Ma’ruf Amin）。

【点滴新闻网11月12日讯】2019年大

选副总统候选人善蒂雅戈 乌诺（Sandia-

ga Uno）粗心大意跨越伊斯兰教士联合会

（NU 简称伊联）前辈Bisri Syansuri坟墓

的视频在社交网站盛传。Bisri Syansuri出

生于中爪哇省是伊联创始人之一亦是我国

第四任总统瓦希德（Gus Dur）的祖父。

【Elshinta.新闻网11月
12日讯】周一（11月12
日）佐科威总统在茂物行
宫祝贺20 1 8年教堂歌咏
团比赛（Pesparani）获奖
者。据佐科威说，在教堂
圣歌合唱团里有很多关于
相互尊重和建立宽容的课
程。

“印度尼西亚目前最重
要各民族共同维护多元化
社会和互相包容携手团结
兄弟情谊。全世界都很敬
佩和羡慕印度尼西亚能维
护好多元化社会，宛如合
唱团，全体成员合唱创造
出均衡和谐统一的团队精
神，才能唱出美妙动听的
合音。”佐科威如是说。

在那次会议上，佐科威
总统也向主办单位道歉无法
参加本年10月底在安汶举行

2018年Pesparani开幕式。
出席这次Pesparani的有

印度尼西亚教会（KWI）
主教Ignasius Soeharyo、
宗教部长鲁克曼哈基姆
（Lukman Hakim Saifud-

din）、国务秘书部长普拉
蒂克诺（Pra t i k no）、创
意经济局（Bek ra f）主任
Triawan Munaf、总统府
幕僚长穆尔多科（Moe-
ldoko）和总统专员Len is 

Kogoya。
与此同时，主教Igna-

sius Soeharyo对所有出席
2018年Pesparani的嘉宾，
特别是马鲁古省政府表示
衷心的感谢。（adr）

合唱团追求均衡和谐统一的美妙声音

总统祝贺2018年教堂歌咏团比赛获奖者

【雅加达点滴新闻网】
越南驻印尼大使范光荣
（Pham Vinh Quang）于昨
日到达副总统办事处与卡
拉（Jusuf Kalla）副总统进
行会见，主要讨论越南与
印尼经济及国防合作等其
他问题。之前，此会见是
两国领导人已进行第二次
会见，越南与印尼达成的
重要共识，其中两国对此
共识表示赞同提升为战略
伙伴关系。

“此会谈是两国讨论加
强双边合作，其中讨论政
治、基础建设、国防等议
题，另方面，越南国防部
长刚参加2018年印尼防务
展览与论坛（Indo Defence 
Expo & Forum 2018）。” 
于昨日在副总统办事处，
范光荣大使会见卡拉副总
统后，向传媒如是说。

范光荣表示，在印尼防
务展览与论坛进行中，越南
第一次展示防御武器。

“这是越南第一次展示
种种防御武器。”范光荣进
一步说。

此外，印尼与越南达成
加强旅游和教育合作，加
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连接合
作，举例称，雅加达和河内
及巴厘岛和胡志明。

“越南将与印尼不断加
强在各领域的合作，两国
也签署了多项投资合作备忘
录，有利于深化两国的关
系。”范光荣说。

之前，范光荣对我国中
苏省地震海啸和狮航JT610
飞机坠毁表示深切哀悼。

范光荣强调地表示，其
实越南依然拥有财务的优先
进行投资，尤其是产品的质
量方面。（yus）

【雅加达综合报道】印
度尼西亚将于本月底公布
狮航客机坠毁事故的初步
调查报告。

印尼国家运输安全委
员会(KNKT)主席索尔贾
安托·贾约诺(Soe r j an to 
T j a h j o no)周一（11月12
日）在雅加达的记者会上
说，初步报告预计将在本
月28日或29日公布，并会
把报告上载到网上。

索尔贾安托也确认还
在继续寻找记录机师和机
场控制塔对话记录的黑
箱。

印尼狮子航空载有189
人的客机上月29日在爪哇
海坠毁，搜救行动进行两
周，成功寻回79 名罹难
者遗骸，因搜救未有新进
展，当局上周六（10日）
宣布搜索行动结束，惟两
个“黑 盒”仍有一个未寻
回。

印尼国家搜救局宣布搜
救行动于10日结束，并设 
立临时搜救办事处待命。
当局目前搜得196个尸 袋

的遗骸，辨认出79名罹难
者身分，当中包括 57男
20女。

印 尼 国 家 搜 救 机 构
(BASARNAS)主任穆哈默
德·斯尧吉（Muhammad 
Syaugi）空军少将解释，
因搜救工作由周五中午到
周六 皆未有新进展，故
宣布行动结束。斯尧吉表
示， 事发后已出动所有搜
救队伍，强调“搜救队伍
理 解家属伤痛，并已将全
副心力投入工作”。 搜救
队早前打捞出“黑盒”的
飞行数据纪录仪 （FDR）
，惟另一驾驶舱语音纪录
仪（CVR） 仍未寻获。印
尼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
继续搜 索“黑盒”，并
以另一“黑盒”的数据分
析意外原因，报告料一个
月内完成。 出事的波音
737Max8客机，于上月29
日雅加达飞往邦加槟榔，
起飞13分钟后在西爪哇省
加拉璜 （Karawang）附近
海域坠毁，机上189人全
部罹难。

结束搜索行动

KNKT月底公布狮航空难初步调查报告

越南驻印尼大使拜会卡拉副总统

讨论两国经济与国防合作

周二（11月12日）越南驻印尼大使在副总统办事处拜会卡
拉副总统讨论两国经济与国防合作

【雅加达罗盘网】佐
科威总统于12日在国家宫
接见全国31名县长，讨论
议题，其中是地方创意经
济和投资状况。临近2019
年普选，不胫而走的假新
闻也在会议上成为讨论议
题。印尼全国市长县长协
会（APKASI）Mardani H 
Mam i n g表示，为促进地
区的经济发展，佐科威总
统要求全国31名县长必须
简化繁文褥节的投资申请
手续，减少官僚主义的作
风，提升地方政府的服务
和管控地方通货膨胀。” 
APKASI主席Mardani H 
Maming会议后如斯向传媒
说。

“这是我们与佐科威总
统进行第五次会见。”来
自南加省Tanah Bumbu 县
的Mardani H Maming县长
这样说。

此外，佐科威总统与全

国31名县长讨论多项议题，
其中是2014年总选举时都被
政敌故意造谣，说佐科威是
印尼共产党（PKI）分子，
佐科威说1965年当印共被
禁止时，他还是个五六岁
的小孩子，这完全是政敌
无中生有的假新闻，意在
伤害他。

“佐科威总统要求全
国31名县长促创意经济发
展，举例称，可以生产咖
啡豆，因为我国是咖啡生
产国。”Mardani H Mam-
ing进一步说。

当时佐科威总统要求全
国31名县长专心培养出专
业的年轻职员，并在工作
上有良好的表现和成绩。
全国31名县长感谢在佐科
威总统的领导下，基础设
施更加发展，现在不必浪
费时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
连接，物流客流均很便利
了。（yus）

总统接见全国31名县长

讨论地方投资 创意经济和假新闻等议题

周一(11月12日)，佐科威在总统府接见印尼全国市长县长
协会(APKASI)31名县长。

佐科威总统与宗教部长鲁克曼哈基姆陪同下和KWI主教一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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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 山 打 拉 鸽 航 公 司
总经理阿斯帕（A s e p 
Ekanugraha）在雅加达对
记者表示：“按照计划，
努山打拉鸽航公司明年开
始的飞行活动将在巴布
亚省比亚克岛进行，因
为在这一向以来，该地
区是我们公司的其中一
个主要基地。”

他解释说，虽然鸽航
公司已从2014年2月1日
起停止运营，但并不意味
着经理部保持沉默，而没
有设法重振公司。但管理
部继续说服政府和私营企
业设法再运营，尽管这并
不容易又很复杂。

自从公司停止运营起
直到现在，我们继续对内

部进行整顿，如支付在这
一向以来没有偿还的薪水
或员工权利、力求说服政
府，以及邀请私营投资者
进行投资。

现在政府，尤其是国
营企业部和财政部，以
及私营投资者已表示，
鸽 航 公 司 必 须 进 行 复
兴，因为肯定是需要它
的，来平衡现在既有的
私营航空公司。

阿 斯 帕 在 鸽 航 培 训
中心公司总经理达吴凡
（Taufan Yuniar）的陪同
下声称，“有私人投资者
愿意投资6.4兆盾，使鸽
航公司恢复运营，而现在
正是公司为再从事航空业
务的正确契机。”

鉴于我国航空市场的
潜力还敞开，他表示乐
观，鸽航公司恢复运营
后，将有能力与现在既有
的其他航空公司竞争。

政府提供的其中一个
支持形式，是在全国一
些地区兴建一些新的机
场，以及指定10个旅游
目的地。

获得政府优先的10个
旅游目的地是苏北省的多
巴湖、邦加勿里洞的勿
里洞、万丹省的Tanjung 
L e s u n g地区、雅加达的
千岛、中爪省的婆罗浮
屠寺、东爪省的B r om o
火山、西奴沙登加拉龙
目岛的Ma n d a l i k a旅游
区、东努沙登加拉的科
莫多国家公园（Tam a n 
Nasional Komodo）、
东 南 苏 省 的 瓦 卡 托 比
（W a k a t o b i ）国家公
园，以及北马鲁古省摩
罗泰（ Morotai）。

他补充说，未来在运
营航班时，鸽航公司不使

用波音飞机或者空中客车
（Airbus），而将使用俄
罗斯制造的飞机。“我们
将使用的飞机是俄罗斯制
造的，但并不是在Salak
火山曾经发生事故的飞
机。他不愿意透露所指的
飞机。”

他续称，我们明年运
营的鸽航公司，不是从事
低成本航空业务。

除 了 将 瞄 准 拓 展 在
我国东区的航班市场之
外，鸽航公司亦将开辟
飞往我国西区的航线，
因为潜在较大也可能飞
往国外。

现在我们已完成编制
鸽航公司新的组织结构。

“投资者希望，他们
投资的资金能好好使用，
以致鸽航公司可以如所希
望的获得利润，”他称。

对政府来说，若鸽航
公司再恢复运营，将带
来积极影响，除了将增加
税收之外，亦将雇佣许多
员工。(vn)

【安打拉社巴厘讯】 
2016年,巴厘创意经济增
长率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
7.17%，比全国其他省份
最高。

第二大是苏北省的创意
经济增长6.65%、西爪省
6.62%、日惹5.83%，以
及东爪省5.66%。

我国创意经济机构副主任
Ricky J Pesik在巴厘努沙杜瓦
对记者说：“但2016年巴厘
创意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
贡献占居第二，第一是日惹
创意经济占16.12%、第三是
西爪省占11.8%、第四是东
爪省9.37%的贡献，以及第
五是苏北省4.7%。”

他于今年11月6日至8日
出席2018年第一届创意经
济国际会议（WCCE）的
闭幕式时作上述表示。有
30个国家与地区的1500个
与会者出席。

世界首次举行的2018年
创意经济国际会议是由我
国提倡开展。该会议成功
产生了21个点，已获来自
36个国家代表团的同意。

“上述21个点是根据4
个因素。第一是Friend on 
Creative Economy论坛的

合作和集体，第二是支持
生态系统发展，”他称。

根 据 创 意 经 济 机 构
（Bekraf）的数据称，从事
创意经济业务的公司最多是
在爪哇岛地区，占65.37%
，接着在苏门答腊17.94%
、在苏拉威西、马鲁古，以
及巴布亚地区6.53%、在巴
厘、西奴沙登加拉和东努沙
登加拉5.21%，以及在加里
曼丹地区4.95%。

巴厘省、Gianyar县，登
巴刹市政府利用举办创意经
济国际会议的契机与创意经
济机构签订谅解备忘录。

创意经济机构在上述活
动，与地区政府、其他国
家，以及国际组织签订谅解
备忘录。目的是为了加强全
球或者国家创意经济的生态
系统。

创 意 经 济 机 构 主 任
Triawan Munaf认为，该合作
是通过在执行各方的任务和
权力时举行协同，而成为开
发创意经济的基础。

“全国各个地区都拥有
必须开发的潜力。签订谅
解备忘录将成为开发全国
地区创意经济的设备，”
他进一步称。(vn)

【安塔拉社新加坡讯】
我国驻新加坡大使伍拉·
苏瓦查亚（Ngurah Swajaya）
鼓励国内初创企业加强与
新加坡伙伴的合作关系。

大 使 1 1 日 在 新 加 坡
说：“我国驻新加坡大使
馆其中通过在新加坡滨海
广场（Marina Square）PSB
学院举办2018年Indonesia 
Startup Insight活动，继续
鼓励国内初创企业与新加
坡伙伴的合作关系。”

苏瓦查亚大使与创业
经济机构（B e k r a f ）基
建部副主任哈利（Ha r r y 
Sungkari）出席该活动。

Indonesia Startup 
Insight与佐科·维多多总
统创造1000名科技企业家
和更多国内独角兽科技初
创企业的愿望同步。

“去年在双边合作的
框架内，我国在巴淡工
艺学校举办编程马拉松
（Hack a t h o n），吸引了
500名工程师参加，然后今
年3月巴淡岛侬莎数字工业
园（Nongsa Digital Park）

作为我国与新加坡数字桥
梁正式启用，”他说。

由Kinerja Bisa Pte Ltd
和PSB学院主办的2018年
Indonesia Startup Insight
活动，吸引新加坡400名
数字商行的投资者参加。

我国10家初创公司代表
有幸在投资者面前提出想
法和概念。

Bekra f基建部副主任哈
利对初创企业家提出的想
法和概念进行评估并提供
意见，以及初创企业家在
我国和新加坡开展业务需
要考虑的事项。

Kinerja Bisa Pte Ltd创办
人斯蒂芬奴斯（Stephanus 
Widjaja）对我国驻新加坡
大使馆向初创企业发展提
供的支持，尤其是向投资
者提出想法表示赞扬。

“这是具体步骤，并成
为国家支持初创企业发展
的真实表现，”他说。

Indonesia Startup 
Insight每年定期进行，并
得到新加坡投资者和企业
界的积极回应。(er)

【雅加达讯】举办雅
加达时装周（JFW）活动
提供青年设计师有机会
在时尚世界显示他们的
才华与创意。就比如在
La s a l l e学院的系列青年
设计师。

La s a l l e学院一向以来
就一贯派出新种子在雅加
达时装周展出其收藏品。
今年也不例外，推介9名
青年设计师在盛大的时尚
平台显身手。

雅加达La s a l l e学院派
出的青年设计师还在时装
设计学系与商业时尚学
系攻读，他们可以向公众
推介他们的时装系列。
他们最佳的作品将在题
为“SYMB/OSIS”展出。

雅 加 达 L a s a l l e 学 院
时装设计计划总监辛妲
（Shinta Djiwatampu）
在雅加达史纳延的JFW场
所向记者表示，“我们每
一年都挑选谁最有资格进
入JFW。其标准是必须提
供崭新的产品。独特的。

其红线是，他们的作品必
须独特而且有创意。”

真有意思，参展一些青
年设计师所展出的收藏品
是已经持有商标并已是专
业商业化的产品。辛妲也
希望JFW可成为鼓舞青年

设计师献出最佳的创作。
辛妲说：“我们通过

雅加达时装周，为青年设
计师开辟道路。”

9名Lasa l le学院的青年
设计师在雅加达时装周展
出其系列作品，即Christ i 

E r n i n g、P u t r i  M u d i t a、 
Rashesa Sabrina、Selphie 
Usagi、Prasomya Santika、 
Maria Nathania Tjuhanda、 
F i d e l i a  I n e t t a  L i u s、 
E rv i na Michelle Liem和
Bella Fransisca。(frd)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北塔米纳国油公司与Bukit 
Asam煤矿公司（PTBA）
在煤炭产品开发，携手美
国工业气体和特殊化学品
制造商空气产品公司（Air 
Products and Chemicals Inc.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国 营 企 业 部 日 前 在
雅加达发布的新闻稿指
出，在国营企业部长莉妮
（Rini Soemarno）的见证
下，Bukit Asam煤矿公司
总经理阿尔菲延（Arviyan 
Arifin）和北塔米纳总经理
妮科（Nicke Widyawati）
上周三（7日）在美国阿
伦敦（Al l e n t own）市，
与Air Products董事长、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葛思民

（Seifi Ghasemi）签署了
合作协议。

莉妮称，加速国内采矿
业下游化是政府创造矿产
附加价值的实体步骤，同
时设法节省外汇。

矿业下游化的过程将对
我国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
为了应对经常账户赤字。

“Bukit Asam和北塔米
纳积极实现煤炭下游化。
我国必须不断开发煤炭下
游产业，不仅是为了减少
进口，而且增加出口，”
莉妮说。

合作范围包括在廖内省
Peranap矿井口开发煤气化
改成二甲醚（DME）和煤
制天然气（SNG）业务。

北塔米纳总经理妮科强

调，公司与Bukit Asam和
Air Products建立的合作关
系是各方通过二甲醚和煤
制天然气的利用，加强国
内能源安全、独立性和主
权的战略步骤。

“我国对液化气的70%
需求仍然是进口的。去年
国内的液化气消费量少
于700万吨。这座煤气化
厂对我国是具有战略作
用，”她如斯说。

除了实现国营企业协同
作用之外，妮科补充说，
公司与Bukit Asam的合作
是为了优化利用国家自然
资源。

Bukit Asam公司总经理
阿尔菲延透露，公司进行
的这项煤炭下游化工程，

受到煤炭资源83亿吨和煤
炭储藏量33亿吨的支撑。

位于Peranap镇的这座煤
气化厂有望于2022年开始
投产。这座工厂的DME年产
能达40万吨，以及SNG年产
能50百万标准立方英尺。

Air Products董事长、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葛思民
强调，公司身为诸如合成
气（syngas）和DME的工
业气体技术所有者，承诺
将全力支持这项煤炭下游
化项目。

“公司真正成为工厂
建立的部分。这座工厂将
采用上游技术生产合成
气，然后采用下游技术加
工煤炭或石化产品，” 
他说。(er)

企业重组和振兴后

鸽航公司2019年再恢复运营
【安打拉社雅加达讯】努山打拉鸽航

公司（PT Merpati Nusantara Airlines/

MNA）自从2014年2月1日起因财务困境

停止运营，但随着企业的重组和振兴步

骤，该公司将于2019年再恢复运营。

9名Lasalle学院青年设计师 在雅加达时装周大显身手

为 加 快 煤 炭 下 游 化

北塔米纳与Bukit Asam携手美国企业

图为9名Lasal le学院的青年设计师在雅加达时装周展出其系列作品。
(商报/Muhammad Maan摄)

2016年巴厘创意经济增长

比全国其他省份最高

我驻新大使鼓励国内初创企业

加强与新加坡伙伴合作关系

由于受恶劣天气影响，渔民捕捞量减少导致自上星期以
来，鲜鱼价格一直上涨，其中马鲛鱼从每公斤12000盾涨到
2万盾，dencis鱼从每公斤10000盾涨到22000盾而金枪鱼从每
公斤15000盾涨到30000盾。图为亚齐，西亚齐Ujong Baroh村
的鱼商在拍卖地服务鲜鱼的买客。

亚齐鲜鱼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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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因美元走强
金价跌至一个月低点

因美联储将继续收紧货币政策的
预期推动美元走强，金价跌至一个月
低位。0830GMT，现货金下滑0.3%
，报每盎司1,205美元左右。现货金
已经较4月峰值跌去逾11%。

因沙特宣布将在12月削减供应
油价涨逾1%

因主要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宣
布将在12月削减供应，外界认为此举
旨在阻止油价跌势，油价上涨逾1%
。0830GMT，布兰特原油期货报每桶
71.67美元，较上个交易日收盘价涨1.49
美元或2.1%。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油
(WTI)期货报每桶61.12美元，较上个交
易日结算价涨0.93美元或1.55%。

英镑和欧元因英退不确定性下滑
美元触及16个月新高

而由于围绕英国能否顺利达成退
欧协议的不确定性上升，欧元和英镑
下滑，美元指数涨至16个月新高。美
元还受到美联储表态的支撑，美联储
上周重申将在12月升息的计划，2019
年年中以前可能再升息两次。美元指
数涨逾0.5%至97.42，齐平2017年
6月所及高位。欧元/美元下跌0.7%
至1.1257，为2017年6月来最低，连
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

日本股市收升
美股颓势及美国科技股下跌引发

的审慎气氛，大致抵消了跌深个股的
买盘，日经指数周一震荡收小升。日
经指数收高0.1%，至22,269.88点。
东证股价指数微跌0.1%至1,671.95
点。防御类股表现优于大盘，食品、
公用事业和陆地运输企业均上涨。

中国股市收升
中国股市沪综指收升1.2%，结束此

前连续五个交易日下跌。分析师指出，
周末证监会再出利好，对市场信心提振
较大。受此影响，今日大盘震荡上扬，
个股普涨，以创业板为代表的中小盘股
和壳资源板块领涨。但大盘整体仍在
箱体内运行，料后市沪综指将在2,550
点-2,650点之间区间震荡。沪综指收报
2,630.52点，涨31.65点或1.22%，沪深
300指数收报3,205.14点，涨1.19%。

黄金行情
11月12日 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3.145.000	盾卖出	 3.01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6.200.000	盾卖出	 6.030.000	盾买进

http://www.anekalogam.co.id/harga-emas-terk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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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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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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169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6.9564 卖出)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

亚股

日经指数	 22269.88	 涨	 19.63

韩国综合	 2080.44	 跌	 5.65

香港恒生	 25633.18	 涨	 31.26

上海综合	 2630.52	 涨	 31.65

欧股

英国FTSE	 7094.82	 跌	 10.52

德国DAX	 11445.84	 跌	 83.32

法国CAC	 5098.54	 跌	 8.20

荷兰AEX	 530.01	 涨	 0.46

http://tw.stock.yahoo.com		2018/11/12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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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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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5777.05	 -1.65

	 907.63		 -2.51

		 637.58		 -2.65

	 1471.19		 -1.34

		 1850.02		 -0.52

	 741.53		 -1.07

		 1323.86		 -3.15

		 2255.25		 -2.50

		 410.44		 -1.53

		 1055.39		 -0.22

		 1087.30		 -1.77

		 790.70		 -1.60

		 1434.88		 -2.25

美元	 USD	 14595.00	 14915.00	 14673.00	 14821.00

新币	 SGD	 10632.05	 10752.05	 10642.63	 10751.54

港币	 HKD	 1863.67	 1903.67	 1872.89	 1891.86

日元	 JPY	 127.63	 131.23	 128.72	 130.03

欧元	 EUR	 16585.95	 16845.95	 16617.17	 16790.71

澳元	 AUD	 10553.78	 10793.78	 10614.45	 10724.48

英镑	 GBP	 18942.98	 19242.98	 18982.46	 19179.86

人民币	 CNY											 0.00	 0.00	 2111.95	 21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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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2日

	 1	 UNTR	 34900	 33075	 1825	 -5.23%	 3687400	 124378652
	 2	 GGRM	 77500	 75700	 1800	 -2.32%	 660400	 50774100
	 3	 INTP	 17650	 16600	 1050	 -5.95%	 1888000	 32398617
	 4	 UNVR	 40325	 39375	 950	 -2.36%	 5397100	 214483857
	 5	 SMGR	 9725	 9150	 575	 -5.91%	 4782700	 45185205
	 6	 LPPF	 5275	 4760	 515	 -9.76%	 12457200	 62892161
	 7	 DSSA	 14350	 13850	 500	 -3.48%	 3000	 41420
	 8	 BBNI	 8000	 7600	 400	 -5.00%	 31387900	 241139885
	 9	 AALI	 11225	 10900	 325	 -2.90%	 587200	 6437725
	10	 ASII	 8175	 7875	 300	 -3.67%	 27601900	 220282772

	 1	 IBST	 8200	 9800	 1600	 19.51%	 300	 2400
	 2	 TCPI	 6300	 7550	 1250	 19.84%	 12168100	 90768125
	 3	 ITMG	 23075	 23875	 800	 3.47%	 1608600	 37763255
	 4	 TAMU	 2300	 2700	 400	 17.39%	 156100	 396189
	 5	 DIGI	 1400	 1750	 350	 25.00%	 1255000	 2040235
	 6	 SHID	 3600	 3900	 300	 8.33%	 77100	 290036
	 7	 SOSS	 800	 1000	 200	 25.00%	 247300	 242977
	 8	 DUCK	 1475	 1665	 190	 12.88%	 12515300	 19754431
	 9	 AKPI	 810	 900	 90	 11.11%	 7000	 5933
	10	 PTBA	 4330	 4420	 90	 2.08%	 24190400	 107906374

524

有 可 能 上 涨 的 股
票包括银行业、基础
设施、多元工业、消
费品及油气部门。本
周综指预计介于5750
到6000点之间，本周
的综指阻力位将成为
2018年底涨至6300点
水平的强有力支撑。

以上是上周末，多
家证券公司分析师在
雅京向媒体透露的观
点。

本 周 一 ， 综 指 下
滑97点或1.65%，至
5777.053点。综指下
滑的原因主要是外国
投资者净售额达1 6 0
亿盾，对综指形成压
力。年初至今外资净
售额已超过48.46兆盾
或7.58%。而今年10
月12日，外资净售额
一度达到57.72兆盾。

印尼证交所数据显
示，11月1日已呈交财

务报表的519家（87%
） 上 市 公 司 在 今 年
第三季度里的收入达
2 0 6 1 兆 盾 ， 比 第 二
季度的1876兆盾增长
10%。与此同时净利
增长12%，从218兆盾
增至244兆盾。2018年
第三季度的资产总额
从2017年底的9177兆
盾增至9687兆盾。

Koneksi Kapital有限
公司首席分析师Alfred 
Nainggolan预测机构投
资者将在未来12月份里
进行橱窗装饰。因为在
2017年底，综指报收于
6355.65点，但是在上
周的综指只有5874.15

点，下降7.58%。
橱窗装饰是基金经

理和上市公司为了吸
引证交所投资者和利
益相关者，美化投资
组合外观或财务报表
表现的行动。

Alf r ed说：“2018
年底前夕橱窗装饰的
机会更大，它将成为
推 动 综 指 涨 至 6 3 0 0
点 水 平 的 催 化 剂 之
一。”Alfred欣赏印尼
证交所上市公司取得
的良好业绩。但他提
醒今年第三季度的上
市公司收入和净利增
长率低于去年同期。
他说：“因此我们调

整目标价格和对年底
的综指预测。”

Investa Saran 
Mandiri经理Hans Kwee
也认为将来流入的资
金会日益增多，尽管
2018年底外资净售额
或未减少1 0 0%。他
说：“外资在上周每
日净购6000亿盾到1兆
盾，近两周里，综指
也趋于上涨。”

Hans表示：“但愿最
坏的情况已经过去。然
而由于我国明年将举行
大选和总统选举，2018
年第四季度的剩余日子
里综指的涨幅可能不会
太大。”（xf）

外资流入和橱窗装饰推动下

今年底股价综指或涨至6300点水平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印尼证交

所（BEI）股价综合指数在今年底有

望涨至6300点。综指的上涨动力主要

来自外资流入和橱窗装饰。

【 综 合 讯 】 周 一
（1 2 / 1 1）综合指数
在闭市时上升。早盘
结 束 时 ， 综 指 下 落
47.944点或-0.82%
至5826.210点。但在
下午收盘时，却上升
9 7 . 1 0 1点或 1 . 6 5%
，报收于 5 7 7 7 . 0 5 3
点。LQ- 4 5指数下落
23.379点或-2.51%，
报907.630点。

亚洲股市上下不一，
日本指数上升19.63点或
0.09%，报22269.880
；香港指数上升31.26点
或0.12%，报25633.18
；上海指数上升31.65点
或1.22%，报2630.52
；海峡时报指数下落
9.82点或-0.32%，报
3068.150。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
共发生32万2466次，有
70亿2180万7275份股
票易手，总值6兆7753
亿1034万63盾。涨价的
股有122种，落价的股
有267种，227股持平。

外资净售176亿8000
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IBST(Inti Ban-IBST(Inti Ban-
gun Sejahtera股)涨价

1 6 0 0 盾，现价 9 8 0 0
盾；TCP I（Tr a n s co a l 
Pasific股）涨价1250盾，
现价75 5 0盾；I TMG (
印多矿业公司股)涨价
800盾，现价2万3875
盾；TAMU（Pelayaran 
Tamarin股）涨价400盾，
现价2700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UN T R (友联抛拉
机股)落价1825盾，现
价3万3075盾；GGRM(
盐仓香烟公司股)落价
1800盾，现价7万5700
盾；INTP(印多水泥公司
股)落价1050盾，现价1
万6600盾；UNVR(联合
利华公司股）落价950
盾，现价3万9375盾。

盾币贬值167点
周一，雅京银行际货

币兑换交易（�akarta In-�akarta In-
terbank Spot Dollar Rate 
/�ISDOR）收市，1美元
以14835盾中间价结束，
比先前价以14668盾中间
价，盾币贬值167点。

Monex Investindo证
券公司分析员Ar i s t o n 
Tjendra称，盾币贬值是
因美元兑换世界主要货
币呈强，包括兑盾币在
内。（asp）

综合指数下落97点至5777.053点
1美元兑14835盾

【 本 报 雅 加 达
讯】2018年10月份的
零售业增长放缓，继续
2018年9月份的放缓。
实际上在去年的10月
份，零售业增长比上月
的更高。

根据印度尼西亚银
行(央行/BI)所进行的
零售销售调查结果，10
月份的实际销售指数
(Indeks Penjualan Riil/
IPR)同比仅增长3.9%
。

该数字比各达6.1%
和4.8%的8月份和9月
份的实际销售指数有所
放缓。而在2017年10月
份，实际销售指数录得
同比增长2.2%，比仅
增长1.8%的上月份更
好。

该放缓是受一些商
业组放缓的影响。其中
通讯和信息工具，机动
车，燃料，烟草，饮
料，和食品组。

然而，受访者预计
在未来的2018年12月
零售销售相对的增加。
央行的报告称，“零售
销售的增加由新年和庆
祝圣诞的季节因素所推
动。”但是在2019年3
月份，预计零售销售重
又放缓。

印尼零售商家协会
(Aprindo)副总主席Tu-
tum Rahanta认为，民众
购买力疲软是10月份零
售销售放缓的起因。这
是与盾币汇率疲弱有关
联。“盾币汇率走弱影
响物价。因此，固定收

入的人受影响。”
据Tutum称，以目前

同样的价值，购物能力
已有所不同。然而，他
预计，年底的零售销售
将会好转，尽管其增长
仍未符合此前的周期。

Samuel 资产管理
公 司 经 济 学 家 拉 娜
(Lana Soelistianingsih)
称，1 0月份的零售销
售放缓可说还合理。因
为最重要的是自今年7
月，8月，9月至10月的
销售增长，比去年同月
份的增长更高。

拉娜预计，今年11
月和12月的零售销售增
长亦好于去年。以致，
第四季度的家庭消费增
长还能处于同比5%范
围。(xin)

图为日前，Al Barokah乡村
营业机构的职员向东爪
哇省，外南梦（Ba����Ba����
wa�gi）县，Si�goj�r�h市
Gambor村需要祭宴贷款
的居民提供服务。为了
避免被放高利贷者困
住，Al Barokah乡村营业
机构（BUMDes）向Gambor
村的居民使用结婚证抵
押品提供特殊贷款。

乡村营业机构提供祭宴贷款

根据央行调查数据显示

10月份实际销售指数仅增长3.9%

印尼金融银行（PT 
Ba�k Da�amo� Tbk，
股代号BDMN)通过产
品教育及银行服务活
动支持政府的纲领。
图为 : 印尼金融银
行运营与夏利亚经
理Herr� H�kma�to （
左）与财务规划专家
Prita Hapsari Ghozie 于
周四在雅加达举行记
者发布会时说明有关
朝觐储蓄早期规划
的情景。ISB / Max 
Ma��h�t�

印尼金融银行举行银行服务教育活动

二、支持贷款及媒合州基金以促
进投资

担保贷款是政府给予洁净与环保
创新活动最有力的支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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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G A S公司总经理吉
基������G����� P���������G����� P��������G����� P���G����� P���
koso）称，根据油气控股
公司白皮书，收购P�����P�����
��s的与其4家子公司是一
个配套。这4家子公司即
P�����A�un�G�s公司、P�����
D�y�� G�s公司、P�����
S�m��n� G�s公司和P�����

K�l�m�n��n�G�s公司。
作出决定后，在有条

件交易协议�CSPA），
国营煤气公司肯定支付
将更大。在�CSPA内，国
营煤气公司仅收购P�����P�����
��s的51%股份，但有义
务向北塔米纳公司支付
16�6兆盾。吉基证实，

国营煤气公司将支付比
列在有条件交易协议内
更大的金额。

但他还不能详述国营煤
气公司收购P������s，即将
支付的总数额。因公共评
价服务机构�KJPP）仍在
对P������s的4家子公司估
值。“当然，须付的金额
将增加，因目前公共评价
服务机构仍在估值，并定
下今年11月底将完成。”

除了完成4家P������s
子公司估值事宜，国营
煤气公司仍需要内部允
准，实施该购买交易，
国营煤气公司也仍须完
成交易终结的要求的文

件。国营煤气公司已定
下指标，至今年11月底
或者是12月初完成。

依 计 划 ， 国 营 煤 气
公司第一期将支付收购
P������s总值的50%，使
用公司内部现款，如果
第一期的支付符合指标
的话，第2期将在6个月
后支付或者是2019年4月
底，在第2期，国营煤气
公司计划，将使用期票
�p�om�sso�y� no��s）支
付。“我们将向北塔米
纳发出6个月的期票或者
是债券� ，依计划，该期
票偿还，将以往后达成
协议的方法支付。”(sl)

【本报讯】LJ� Hook��
印尼房产中介公司成立印
尼房地产开发服务合作社
(Kosp����)，成为房地产领
域的具体形式，协助政府
达到100万住房的指标。

LJ� Hook��印尼房产中介
公司国家经理Hody� Kun�o�
��d�称，这是首次在房地产
领域成立合作社，是协助
推动经济发展一个步骤。

“成立Kosp� � � �后，其
他股东如开发商、买家、
金融机构帮助提供基本买
家数据。

Kosp����受到了印尼合作
社和中小企业部的支持，
但是也获得国际认可。”
他这么说。他说，Kosp����
为各级社会提供机会参加
成员。LJ� Hook��聚焦于

人力资源发展，以提高房
地产�技(P�opT�c�)的使
用。“这是为预测工业
4�0时代，大部分工人将
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所代
替。”他如斯说。

除了目前政府不仅集中
在爪哇岛兴建，所以为克
服距离和时间限制，利用LJ�
Hook��印尼房产中介公司的
数字助理(LIDIA)的功能，
协助房地产代理商，进行合
作出售和出租房产。

“房地产业有176个衍
生工业。若房地产业有进
步，则将能推动国家的经
济，尤其为价格5亿盾以
下的住房。”他这么说。

LJ� Hook��印尼房产中介
公司运营经理Ok�� M� K�u�
��p�n补充，去年，LJ� Hook��

印尼房产中介公司聚焦于客
户服务质量。今年，准备为
所有房地产代理商利用数字
技术平台成为大跃进。

“明年，LJ�Hook��印尼
房产中介公司聚焦实行计
划，大跃进发展能力和网
络。”他如斯说。(lcm)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
讯】使用混合20%生物柴
油�B20）义务，每日可压
低4000千公升�KL）柴油
�sol��）进口量。当贯彻非
公共服务义务�non�PSO）
或私营企业有义务使用混合
20%生物柴油后，自今年8
月1日至11月7日期间，柴油
实际进口已降低。

能 源 与 矿 物 资 源 部
�ESDM）能源保护、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局长利
达�穆利亚纳�R�d��Muly�
�n�）称，“柴油进口量与
今年1月至8月比较，每日
降低4000千公升。”

他确定，政府将持续
观察，目前开始向各种工
业界或者是运输业大力贯
彻的混合2 0%生物柴油
义务。至今，公共服务义
务使用的生物柴油已达到
8 0%，但非公共服务义
务，还没有正式的记录。

此前，政府持续推动使
用自棕油加工的生物燃油能
源，尤其是柴油，这一向以
来，燃油进口成为造成对外
贸易逆差�d�f�s���n���c�����n�
s�ks��b��j�l�n）主因之一。

政府希望能压低对外贸
易逆差，这是保护盾币汇
率平衡，免于受全球压力
的关键之一。

经济统筹部长达尔敏�纳
苏迪温�D��m�n� N�su��on）

强调，任何人都有义务使
用柴油或者是混合20%棕
油的生物柴油，包括私企
在内。“我们已与交通部
长、企业家洽谈，没有例
外的，除了我们决定的数
个方面，如国军�TNI）武
器部门和国电公司�PLN）
的数座发电站。”

此前，印尼全国船主协
会�INSA）要求，延迟轮
船使用混合20%生物柴油
义务，理由是不适用于轮
船机器。印尼全国船主协
会已向4位部长致函，即

经济统筹部长、能源与矿
物资源部长、交通部长和
工业部长，要求延迟使用
混合20%生物柴油义务。

达尔敏声称，“如果运
输工具，不论体积多大，
轮船或者是卡车���uck）
都没有例外，怎么突然
间，私企要求免除。”

除了印尼全国船主协会
之外，还有印尼卡车商协
会�Ap���ndo）也要求，延
迟使用混合20%生物柴油
的义务，使他们预先适应
该措施。印尼卡车商协会认

为，使用混合20%生物柴油
义务更浪费2�3%，须时常
进行例行维修措施，供老旧
的卡车，混合20%生物柴油
义务有可能破坏机器，因混
合质量还是未知数。

自2018年9月1日，政府
发布2018年第66号总统条
例�P��p��s）责成使用混合
20%生物柴油义务。通过该
总统条例，所有使用柴油
机器的车辆有义务使用混合
20%生物柴油，此前，仅责
成公共服务义务或者是获得
补贴的车辆才有义务。(sl)

【Kon��n雅加达讯】
临近年底，鞋子零售业
S�p��u� B���公司希望，
至今年第4季，能再增
设9家分店，S�p��u�B���
公司并没有严格选择零
售店地点，该公司瞄准
我国西区直至东区。今
年第4季即将设立的9家
分店，其中6家将座落
于我国西区。

S�p��u� B���公司零
售经理赫鲁�哈尔丹多
�H��u� H����n�o）对记
者称，“今年第4季，
我们将在三宝垄�S��S��
m���n�）H�mk�街、锦
石�G��s�k）Icon、玛琅
�M�l�n�）D�noyo、日
惹��o�y�k����）Sl���o�y�k����）Sl��）Sl��Sl��
m�n和����M�d ��和����M�d ��M�d ��
un）设立分店。”

与此同时，将在爪
哇岛外扩充业务的地
点，如北苏�威西比
通�B��un�）、马露姑
�M�luku）���Am�M�luku）���Am�）���Am�Am�
bo n），在上述两个地
区的分店将在今年11月
开张。

根据K o n � � n日报记
载，今年，S�p��u� B���
公司将拨300万美元的
资本支出，除了增加新
分店之外，也供作旧分
店修复用途。今年定下

的指标，是设立40家新
分店和为7 0家旧分店
进行装修���nov�s �）
。至今年6月，S�p � � u�
B���公司已增加20家新
分店和为45家旧分店进
行装修。

S�p��u� B���公司经理
部确定，扩充分店并不
会止于2018年，只是，
还不知晓该扩展业务
计划细节，包括S�p��u�
B���公司准备调拨的资
金。

据悉，明年，在爪哇
岛外的区域将获得更多
的关注，数个另类的扩
展地点，如南苏�威西
的锡江�M�kk�s��）或
者是S�n�k�n�、北苏�
威西的万鸦佬�M�n��M�n��
d o）或者是中苏�威
西的Luwuk。“如巴布
亚的M�nokw� � �和�垄
�So�on�）。”

今 年 1 月 至 9 月 期
间，S�p��u� B���公司记
录，销售比去年同比增
长2�52%，成为7697�9
亿盾，其中7621�8亿盾
是国内市场销售和76�2
亿盾是出口销售，大部
分的销售来自第3方，
而本年度的盈余比去年
同期提高28�14%成为
473�6亿盾。(sl)

【Kon��n雅加达讯】冰
淇淋本来不是主要食品。
但是，市场潜力仍明朗。
因此，C�mp�n��Ic��C���m�
Indus��y(CAMP)公司充满
信心定下指标，明年销售
额增长10%。

根据C � m p � n �内部记
录，全国冰淇淋平均消费
量仍很小。甚至，若比东
南亚国家，我国民众消费
冰淇淋更少。

C�mp�n�探讨在二级城
市的打开市场机会。因
为，在二级市场不比大城
市的竞争激烈。C�mp�n��
Ic�� C���m� Indus��y公
司营销经理Adj�� And�
j o n o称，“今天我们进
军M�nokw�� �，可能明年
将在T��n� � �和P�n�k� l �n�
Bun。”

除了细心观察市场，
明年C�mp�n�将更积极向
消费者推广。C�mp�n�公
司的目标是强调C�mp�n�
品牌成为我国原创的冰淇
淋。该策略非常重要为促
进民众与C�mp�n�品牌的
亲近。

迄今，C�mp�n�有大约
14种产品。并有大约75
个至80个库存单位(SKU)
。这些产品是在东爪泗水
Run�ku�工厂生产的。目前
该工厂最高的年产能力为
3000万公升。

而C�mp�n�销售代理分
布在爪哇和爪哇外地区。
从目前60个分销点，其中
3 0家分销办公室是第三

方的。C�mp�n�产品瞄准
现代市场、传统市场、机
构、移动车队，以及送货
上门服务的营销网络。

除 了 提 高 销 售 潜
力，C�mp�n�寻求明年销
售额增长，即提高成本效
率的方法。“以更有效率
的运营，我们相信明年能
达到增长的指标。”他这
么说。

至今年底，C�mp�n�仍
相信业绩能持续增长。但
是，预计不是庞大的，仅
3%至4%。去年，C�mp�n�
记 录 净 销 售 额 9 4 4 8 亿
4000万盾或比2016年增长
1�54%。(lcm)

国营煤气公司即将收购

Pertagas公司4家子公司
【Ko n � � n雅加达讯】国营煤气公司

�PGAS）确定，即将收购北塔米纳煤气

公司�P������s）的4家子公司，那是国

营煤气公司和北塔米纳煤气公司计划合

并于由北塔米纳�P����m�n�/国油）公司

全权管理的油气国营企业控股公司。

LJ Hooker印尼房产中介公司 成立房地产合作社

LJ Hooker印尼房产中介公司国家经理Hody Kuntohadi(中)、运
营经理Oka M Kauripan和作家Adi Putera Widjaja，上周末在雅
加达推出“数字时代中通过房地产建立财富的九个秘密”
的情景。(商报/Muhammad Maan摄)

贯彻混合20%生物柴油义务 每日可削减柴油进口量4000千公升

BATA希望至今年底

能增设9家分店

Campina冰淇淋定下指标

明年净销售额提高10%

数名渔民声称，难以购买柴油，因公共加油站
（SPBN）的柴油供应配额每日仅8000吨，因此加油站
迫不得已实施每艘捕鱼船只能购买10罐（jerigen）至15
罐柴油的配额。图为在班达亚齐（Banda Aceh）Lampulo
港的公共加油站，渔民们正等待柴油供应情景。 

渔民等待柴油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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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名凶手FF（17
岁）说起初不敢杀人，
两名同伙逼迫他一起杀
人灭迹。

本周一（11月12日）
，他在丹格朗市警察署
说：“我坐在前座，起
初不想杀人，我害怕。
我被他们要求杀人，不
照做就不给我钱。”

他们三个带刀和绳子
做好杀人抢车的准备。
这少年说是第一次。

丹格朗市警察署刑事
调查部主任����� ���������� �����

su n�称，嫌疑犯于上周
五（11月9日）在雅加
达北区T�njun�� Priuk镇
Sunt�r地区被抓到。

上周三（11月7日）
晚上22时15分，这名小
伙子与两名同伙叫了一
辆网约车从Dut�� H�r�p�n�
I n d � h民宅区前往K�puk�
P�s�r街。

����说：“他将司机
割喉杀死，另外两个同
伙用绳子绑住司机的手
脚。他们将尸体用石头
绑起来沉入河。中间人

迟迟不联系他们，因为
害怕，他们把车子留在
P�kuh�ji地区。”

据����称，J�p� S�n�
T � u w是在雅加达北区
T��uk� ��n�地区遇害
的。

警 察 从 这 小 伙 子 手
中缴获凶器一把刀和遇
害者的身份识别卡。嫌
疑犯的行为触犯了刑事
法第340和365条，最高
或被判无期徒刑或者死
刑。（cx）

Grab网约车司机遇害案

凶手被擒获 最高或被判死刑
【VIVA新闻网11月12日讯】上周三

（11月7日），一名�r�b网约车司机J�p�

S�n� T�uw（68岁）遇害，遗体在P�s�r�

K�mis镇Kut��B�ru村C�d�s街Cir�r�p河边发

现，其中两名凶手在雅加达北区和中爪哇

班查内加拉县被警方抓到，另外一名凶手

追捕中。

凶手

【巨港罗盘新闻网1 1
月12日讯】巨港网约车司
机索菲安（43岁）遭抢劫
遇害案一名抢劫犯于本周
一被南苏门答腊省警方抓
获。

南苏门答腊省警察署署
长Zu�k�rn�in� Adin���r�证实
警方已抓获劫杀网约车司机
的抢劫犯。但他不愿透露抢
劫犯身份和抓获地点。

Zu�k� rn� i n视察南苏门
答腊省B�nyu�sin县T�njun��
Ap i��p i港口时说：“因
为还在追捕另外3个嫌疑
犯，所以还未召开新闻发

布会。”
他呼吁3名在逃的嫌疑

犯自首。他说：“最好去
自首，不然后果严重。”

此前报道称，南苏门答
腊省警察署署长Zu�k�rn�in�
Adin���r�证实索菲安遭遇
抢劫杀害。警方目前仍在
寻找索菲安的遗体。

他说：“索菲安已经遇
害。嫌疑犯忘记把尸体抛
在哪里。”

10月30日晚上，索菲
安的妻子菲特丽阿妮（32
岁）向警方报警称丈夫载
客后失踪了。（cx）

【雅加达本报讯】印
尼神经外科大师黄金城
（Pr�f� DR.Dr.S�ty�n���r��
MD,SpBS）先生发布名为
《第六版神经外科学》新
书。

新书发布会连同主题
为“腰痛”医学研讨会于
上周六（11月10日）在雅
加达北区D�n�u� Sunt�r街
Sun��k�酒店S�ty�n���r�医
院举行。

黄金城教授在医学研
讨会上主旨演讲，邀请来
A�us�Yud�wij�y�医生、H.
T�uf�n�Budi医生、Y�nt�医
生和It�� K�rtik�医生做演
讲。

《第六版神经外科学》
是前一版的修订版。

黄金城教授说：“这《
第六版神经外科学》是修
订版，增加有关神经外科
学新的知识。”

黄金城教授补充称，写
这本书的目的是要为民众做
出贡献，尤其专心致志地学

习神经外科学的年轻人，这
本书可作为入门书。

据他称，学习神经外科
学需要一心一意，神经外
科是修正神经系统功能异
常的医学。

他补充称，此外，写书
也是为了让子孙知道他们
的父亲或是爷爷曾为医学
界做出贡献，特别是神经
外科。

他说：“作为父亲和爷

爷，我在这一段时间里因
为工作忙碌，陪伴家人的
时间很少。有了这本书，
他们能体会到他们的爸爸
或者爷爷为医学界做出的
贡献。”（cx）

【南丹格朗Ok�z�n�新
闻网11月1 2日讯】万丹
省丹格朗县Curu�镇Curu��
K u � � n村一名商贩贾马尔
（30岁）街上遭遇抢劫中
枪身亡。

这帮劫匪都以路人为下
手目标。

警方抓获8个嫌疑犯，
其中一人被警察开枪击
毙。

南丹格朗市警察署署长
F�rdy� Ir�w�n称，这帮劫
匪来自苏门答腊。贾马尔

在10月30日凌晨3时左右
遭遇抢劫中枪身亡。

本周一，F� r dy说：“
受害人身中两枪。接警
后，警员赶到案发地点进
行现场勘查和询问听到枪
声的证人。”

他称，警方从嫌疑犯手
中缴获手枪一把、摩托车
4辆、菜刀一把、气枪一
把和手机7部。

嫌疑犯的行为触犯了数
个法条，或被判最高12年
监禁。（cx）

【VIVA新闻网11月12
日讯】128个人据称成为
假招聘的受害者，他们
于11月11日晚上滞留在
雅加达中区��mbir车站。

本周一，推特用户@
k � r � t � � p i k i t � 发推文
称：“有一个人对他们
说只要交钱就能录取成
为印尼火车公司职员，

还 说 把 他 们 安 排 到 日
惹。”

警方要求受害者尽快
报案。

大都会警署公关部主
任Ar���Yuw�n�称，至今
还没有人向警方报案。
本周一，他对媒体记者
说 ： “ 最 好 向 我 们 报
案。”（cx）

印尼神经外科大师黄金城教授

发布新书《第六版神经外科学》

黄金城教授（左二）在Mayapada医院与《第六版神经外科学》新书接收者Judi Johari（右二）
、Howard Tika（右一）及Nia Yuliarti（左一）合影留念。（Shangbao/Hermawan）

【楠榜Ok�z�n�新闻网
11月11日讯】班达楠榜市
T�njun�k�r�n��Pus�t镇�u�镇�u��u�
nun�� S�ri村一名同性恋男
子穆迪（35岁）在租来的
房间里与一名小伙子克弗
（11岁）发生性关系。克
弗来自西爪哇省万隆县马
贾拉雅镇。

穆迪也是外地人，他是
雅加达西区克本哲鲁克镇
人。此人在12天内已与该

小男孩发生两次性关系。
嫌疑犯在楠榜省W� y�

K�n�n县B���mb�n��n�Umpu
车站被当地居民押到警察
署。受害人目前已经被送
回他的父母那里，而嫌疑
犯仍在班达楠榜市警察署
妇女与儿童保护单位接受
调查。

妇女与儿童保护单位主
任艾丽雅·赫拉娃蒂在办
公室里对媒体记者说：“

当地居民和警察当时看见
那个小孩不让牵着走。”

艾丽雅称，嫌疑犯在
T�njun�k�r�n��Pus�t镇�u�镇�u��u�
nun�� S�ri村K�t�� R�j�街一
间短租旅舍房间里让受害
人为他口交。

嫌疑犯骗说与受害人有
相同的爱好，就是爱坐火
车拍摄美丽的风景。

她补充说：“受害人在
普哇加达地区和嫌疑犯结

成朋友，他骗说有相同兴
趣，两人一起坐着火车去
旅行。”

已有3个小孩成为受害
者。

班达楠榜市警方已与万
隆县警方联系，受害人家
长此前已向警方报警称孩
子失踪了。

嫌疑犯的行文触犯了儿
童保护法，或被判最高15
年监禁。（cx） 【北干巴鲁点滴新闻

网11月11日讯】廖内省
Indr��iri� Hu�u县Sun��i�
L� � �镇一名31岁男子阿
贡被发现在家中上吊自
杀。自杀前，他将孩子
托给表妹照顾。

11月11日，Indr��i r i�
H u � u 县警察署一名警
官 米 斯 兰 对 媒 体 记 者
说：“死者是一名私立
公司职员，他的老婆在
刚才早上发现他上吊自
杀。”

米斯兰称，据死者的
妻子说，事发当天早上7
时左右，她对丈夫说要

去买早餐。
妻 子 出 门 去 买 早 餐

后，该男子将7岁大孩
子 托 给 住 在 隔 壁 的 表
妹 照 顾 。 他 的 妻 子 在
早上8时左右买早餐回
家。

米斯兰说：“买早餐
回家后，她在浴室里发
现老公上吊自杀。”

据米斯兰说，该男子
用一条布上吊自杀。

看 到 这 一 幕 ， 她 大
声尖叫，跑去向邻居求
救。

死 者 的 家 属 拒 绝 尸
检。（cx）

【肯德尔11月11日综合讯】
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名老
师在教室里与学生玩打架
视频。在这段长达2 4秒
视频中，老师训斥在教室
里吵闹的一名学生，后来
两人互相推搡，接着用脚
互相踹对方，另外5名学
生上前凑热闹。后来这段
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
传。据悉，老师与学生假
打架这件事发生在中爪哇
省肯德尔县K� � iwun�u镇
SMK�NU�3高中。

据校长穆海丁称，这
件事发生在上周四上课
间。学生们在下课铃响前

互相扔纸团，老师被一个
纸团砸中，并问学生是谁
扔的。他说：“学生都
不承认，几名学生上前
和老师开玩笑，互相踢对
方。”

该老师被叫到校长办公
室，校长提醒他不要经常
与学生开玩笑。

肯德尔县M�'�rif教育局
局长伊布努·达尔马宛对
这件事表示遗憾。他称已
经提醒该老师不要在上课
间与学生开玩笑。

伊布努强调称老师不是
被学生围殴，而是学生在
与老师开玩笑。（cx）

商贩街上遭抢劫身中两枪身亡

警方抓获八人 一人被击毙

【马杰内罗盘新闻网
11月11日讯】11月11日凌
晨，西苏拉威西省马杰内
县B�n����镇B�ru村人口高
度密集的��r�'��定居点发
生火灾，造成9间房屋被
烧毁。

这场火灾事故是在村民
沉睡时发生的。上千名村
民试图灭火。

所幸没有村民在火灾中
伤亡。，但造成几亿盾经
济损失。

这场大火灾原因尚不清
楚。有些村民估计火灾是
由瓦斯炉爆炸引起的。一
名村民说火灾发生前听到
爆炸声。

马杰内县地方赈灾局
一名工作人员伊斯坎达尔
说：“9间民房被大火烧
毁。火灾原因还不清楚，
但是有村民在火灾发生前
听到爆炸声。”

3辆消防车赶到现场灭
火。（cx）

遗体至今未找到

巨港网约车司机载客后失踪已遇害

128求职人成了印尼火车公司假招聘受害者

高中老师教室里与学生打闹遭批评

11岁小伙与同性恋男坐火车旅行 被侵犯两次

廖内男子无缘无故家中上吊自杀

马杰内县一处定居点发生大火灾



李克强表示，新加
坡是中国的友好近邻和
重要合作伙伴，深度参
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
双方政治互信巩固，
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互为重要贸易投资伙
伴。2015年习近平主
席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
问，两国确立了与时俱
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
系。中方愿同新方加强
沟通协调，深化互利合
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
迈上新台阶。

李 克 强 指 出 ， 中
新优势互补，合作前
景广阔，潜力巨大。
此访期间，双方达成
多项合作协议。我们
愿同新方继续深化创
新合作，加强金融、
科技、企业等人才培
训。以签署“陆海新
通道”谅解备忘录为
契机，陆海并进，推
进双向互联互通。广
州知识城已上升为国
家级双边合作项目，
双方要积极拓展智慧

城市建设合作，推动
城市管理升级和人工
智能发展，探讨新的
地方合作。中新自贸
协定顺利完成升级谈
判，希望双方抓住机
遇，进一步提升双向
贸易投资水平。

李克强强调，中国
支持东亚经济一体化
进程，支持东盟在区
域合作的中心地位。
中方赞赏新加坡担任
东盟轮值主席国所作
出的努力，愿加强同
东盟全方位合作。本
着相互尊重、互谅互
让原则，争取尽快结
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
谈判，这对维护以世

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
自由贸易体制和经济
全 球 化 具 有 重 要 意
义。中方愿同地区国

家一道努力，加快推
进“南海行为准则”
（COC）磋商，共同维
护南海和平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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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举行会谈
【新华社12日讯】当地时间11月

12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新

加坡总统府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举

行会谈。

【中新社12日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
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
访问团，发表了重要讲
话，并对大家提出4点
希望。

一是更加积极主动
助力国家全面开放。在
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的过
程中，香港、澳门的
地位和作用只会加强，
不会减弱。希望香港、
澳门继续带头并带动资
本、技术、人才等参与

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
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特
别是要把香港、澳门国
际联系广泛、专业服务
发达等优势同内地市场
广阔、产业体系完整、
科技实力较强等优势
结合起来，提升香港国
际金融、航运、贸易中
心地位，加快建设香港
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
强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
心、中葡商贸合作服务
平台建设，努力把香
港、澳门打造成国家双
向开放的重要桥头堡。

二是更加积极主动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
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是“一国两制”
的应有之义，是改革开
放的时代要求，也是香
港、澳门探索发展新路

向、开拓发展新空间、
增添发展新动力的客观
要求。实施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是我们立足全
局和长远作出的重大谋
划，也是保持香港、澳
门长期繁荣稳定的重大
决策。建设好大湾区，
关键在创新。要在“一
国两制”方针和基本
法框架内，发挥粤港澳
综合优势，创新体制机
制，促进要素流通。香
港、澳门也要注意练好
内功，着力培育经济增
长新动力。

三是更加积极主动
参与国家治理实践。香
港、澳门回归祖国后，
已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港澳同胞要按照同“
一国两制”相适应的要
求，完善特别行政区

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
关的制度和机制，提高
管治能力和水平。同
时，大家要关心国家发
展全局，积极参与国家
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建设。

四是更加积极主动
促进国际人文交流。
香港、澳门多元文化
共存，是中西文化交流
的重要纽带。要保持香
港、澳门国际性城市的
特色，利用香港、澳门
对外联系广泛的有利条
件，传播中华优秀文化，
讲好当代中国故事，讲
好“一国两制”成功实
践的香港故事、澳门故
事，发挥香港、澳门在
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
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等方
面的特殊作用。

习近平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 提出四点希望

11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香
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

【中新社12日讯】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林郑月娥12日在北
京表示，香港将继续用
好“一国两制”优势，
坚持“一国”之本，善
用“两制”之利，以香
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

林郑月娥日前率香
港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
放40周年访问团访问深
圳和北京，12日在香港
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
会见媒体，总结访问行
程时作上述表示。

访问团共165人，来
自工商、教育、科研、
文化等香港社会各界，
以及多年来在内地做慈
善工作的代表。访问团
12日获国家主席习近平
会见，11日还参加有关
港澳参与改革开放40周

年的座谈会。
林郑月娥表示，习

近平充分肯定香港各界
在改革开放40年中做出
的贡献，并鼓励香港继
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把握“一带一路”及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
机遇。

林郑月娥指出，香港
是国家改革开放的见证
者、参与者、贡献者和
受惠者。香港将继续用
好“一国两制”的独特
优势，以香港所长贡献
国家所需，把握国家进
一步改革开放为香港提
供的更多机遇，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特别是
巩固和提升金融、航运、
物流等香港传统优势产
业，并大力推动创新科技
等新兴产业发展。

林郑月娥：继续用好“一国两制”优势 

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
【中新社12日讯】

全国政协12日上午在北
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
仪式，纪念伟大的民族
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
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
大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
152周年。

在肃穆庄严的中山
堂内，全国政协副主席
卢展工代表全国政协，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万
鄂湘代表民革中央，中
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陈
宗荣代表中共中央统战
部，北京市副市长王宁
代表北京市政府，分别
向孙中山先生塑像敬献
了花篮。参加纪念仪式
的各界人士在孙中山先
生塑像前肃立并三鞠

躬。
全国政协副主席刘

奇葆主持纪念仪式。万
钢、郑建邦、何鲁丽、
周铁农、齐续春出席纪
念仪式。出席纪念仪式

的还有：丛兵、吉林、
吕忠梅、吕虹、朱培
康、刘晓冰、刘家强、
齐静、李世杰、李赣
骝、张伯军、陈因、杭
元祥、晓敏、高波等。

全国政协举行仪式

纪念孙中山诞辰152周年

中山堂内的孙中山先生塑像

习近平将出席APEC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并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文莱和菲律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2日宣布：
应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
和总理奥尼尔、文莱达鲁萨兰国苏丹哈
桑纳尔、菲律宾共和国总统杜特尔特邀
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5日
至21日对上述三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在
巴新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其
间，应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理奥尼
尔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7日
至18日出席在巴新莫尔斯比港举行的亚
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中新社）

台湾前9月经常性薪资同比增2.6%
台当局“主计总处”12日公布，台

湾前9月全体受雇员工平均经常性薪资
达4.864万元（新台币，下同），年增
2.6%，为近18年以来同期新高。据介
绍，该薪资调查的范围是指企业支付
给员工的工作报酬，其中经常性薪资
包含本薪、按月津贴等；非经常性薪
资则包含年终奖金、年节奖金、绩效
奖金及加班费等。二者合计则为总薪
资。这份调查显示，9月平均经常性薪
资为4.111万元，年增2.48%，连续
10个月增幅逾2%。（中新社）

香港公交使用人次占出行人次近九成 
为全球之冠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
帆12日表示，目前每日超过1200万人次
使用香港公共交通服务，占出行人次接
近九成，比例之高为全球之冠。特区政
府积极发展各项公共交通服务，为市民
提供多元便捷的选择。香港特区政府运
输及房屋局和运输署12日合办“公共交
通业界多方交流会”，与公共交通业界
代表、学者及专家共同进行讨论，探讨
如何理顺不同公共交通工具的角色，以
改善香港公共交通的生态。（中新社）

“双11”中国邮政业处理4.16亿快件 
再创历史新高

中国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2018
年11月11日，主要电商企业全天共产
生快递物流订单13.52亿件，同比增长
25.12%；全天各邮政、快递企业共处理
4.16亿件快件，同比增长25.68%，再创
历史新高。“双11”当日，据阿里巴巴
天猫称“双11”其成交额达到2135亿元
（人民币，下同），京东则宣布成交额
达到1598亿元。据了解，邮政全行业有
超过300万名一线人员投入到服务中，转
运中心、车辆等能力扩充20%，行业自
有全货机达到110架，高铁运快递的路线
已突破400条。（中新社）

报告称中国更重视用法治手段
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12日在北京发布的《中国金融法治
建设年度报告（2016-2017）》指出，
近年来中国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
等领域的法律政策制定以及金融监管
和金融司法中，正更加重视用法治手段
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上述由中国行
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联合推出的报告称，为更
好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近几年中国
多部门显示出协调监管的合作精神，在
推动降低企业杠杆率、支持科创企业发
展、推动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支
持金融服务绿色产业发展等方面提供了
政策法治保障。（中新社）

【中新社12日讯】中国
央行12日宣布，已经与英格
兰银行续签了中英双边本币
互换协议，此举旨在维护国
内金融市场稳定。协议规模
为3500亿元人民币/400亿英
镑，协议有效期三年，经双
方同意可以展期。

近期中国央行与境外货
币当局签订了多项本外币互

换协议。10月26日，中国央
行与日本银行签署了规模为
2000亿元人民币/34000亿
日元的中日双边本币互换协
议；8月20日，中国央行与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规
模为1800亿元人民币/1100
亿马来西亚林吉特的双边本
币互换协议。

根据中国央行最新发布

的《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
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截
至9月末，在中国央行与
境外货币当局签署的双边
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
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为
324.80亿元，中国人民银
行动用外币余额折合8.92
亿美元，对促进双边贸易
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新社12日讯】中国
国家铁路局12日发布铁路
工程施工质量系列验收标
准，进一步完善了以高铁
为代表的各类型铁路工程
勘察、设计、施工等验收
标准体系，为保障铁路工
程建设质量和铁路运输安
全提供重要依据。

国家铁路局总工程师、
新闻发言人严贺祥介绍，
新验收标准共1 7项，涵
盖了路基、桥梁、隧道、
轨道、混凝土、通信、信

号、电力、电力牵引供电
等铁路主要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内容，首次明确提出
城际铁路和重载铁路的验
收要求。新标准将于2019
年2月1日正式实施。

严贺祥说，新标准是
在20 0 3年发布实施的时
速160公里客货共线铁路
工程系列验收标准，以及
20 1 0年发布实施的高速
铁路工程系列验收标准的
基础上修订而成。验收标
准从验收单元划分、验收

程序和组织、验收内容和
要求等方面进行了全面修
改完善，划出了工程建设
的“质量红线”，将作为
强制性标准全面执行。

新标准明确了原材料
进场验收标准，按工程
部位、施工阶段和工艺
流程，全面做实关键工序
质量把控，并针对看不见
的“隐蔽工程”，首次规
定引入视频监测手段留存
影像资料，实现全过程、
可追溯的质量控制。

中英两国央行续签规模3500亿元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中国国家铁路局发布《铁路工程施工质量系列验收标准》

当地时间11月12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新加坡
总统府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举行会谈。这是会谈前，
李显龙在总统府广场为李克强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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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表示，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成
功是中国倡导自由贸
易、国际合作和开放
政策的强有力证明。
英航恭贺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的顺利
举办，英航也非常荣
幸能参与其中，为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
成功举办提供支持。

范蔚蓝介绍，英航作
为主宾国英国的世界领
先代表企业之一亮相本
届博览会，并以英航贵
宾休息室为设计灵感打
造了新颖别致的展台，

为与会观众展示了别开
生面的全新航空出行体
验。英航这次参会，令
观众有机会体验极具英
国风情的款待，了解英
航的企业文化、最新的
客机与飞行服务，并参
与现场互动交流，同时
也让英航更深入了解中
国市场的需求。

她表示，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的召开，
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在
全球经贸文化包括旅
行市场上的地位；这
一盛会使得中国乃至
全球旅游行业，包括

英航在内的国际航空
公司从中受益。

范蔚蓝表示，一直
以来，英航都积极促
进中国与其他国际市
场的文化交流和经济
合作，因此英航感到
十分荣幸能够参与本届
进博会，见证中国在加
强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
合作进程中的又一个

里程碑。“我们对中国
旅游市场未来长期的发
展信心满满，并坚信中
国会为英航带来更大的
发展空间。中国是我们
全球商业蓝图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我们将
一如既往履行担任中
英两国文化交流使者的
责任，再接再厉提升出
行服务体验，致力于

成为中国旅客前往英
国和欧洲的首选航空
公司。”

“除了对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顺利
召开的再次恭贺，我们
也诚挚地祝愿该博览会
能越办越好，并继续致
力于为中国旅游业市场
的发展添砖加瓦”，范
蔚蓝说。

中国对全球航空业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对全球航空业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也是英航最重视的市场之一。

【中国金融信息网讯讯】英国航

空公司大中华及菲律宾地区执行总

裁范蔚蓝(Noella Ferns)日前在接

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中国对全球

航空业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也是

英航最重视的市场之一。

【 路 透 法 兰 克

福 讯 】 一名监管界

的消息人士上周五表

示，欧洲央行的监管

人员一直对于德国商

业银行(CBKG.DE)的

策略存有疑虑，但对

该行进行的一次计划

中的实地检查并未发

现任何意外状况。

“存在重重疑虑

和许多悬而未决的问

题，”该名要求匿名

的消息人士称。

南德日报之前报

导指出，欧洲央行已

经就德国商业银行

2 0 2 1年之前的业务

计划进行过一次特别

审计，并发现多个重

大弱点。

该报引述多个未

具名的监管界消息人

士的说法，称欧洲央

行特别担心德国商业

银行的企业客户业

务，这是该行重要的

获利来源。

一 名 德 国 商 业

银行发言人对于监

管消息人士的说法

和媒体报导不予置

评。欧洲央行亦不

予置评。

欧洲央行进行银

行业者实地检查，藉

以判断各种风险，包

括其业务模式及获利

能力。

南德日报指出，

其获悉德国商业银行

的长期获利能力存在

多重风险，且该行必

须解决这个问题。

报导并未提供进一步

细节。

欧洲央行对于德国商业银行的策略

一直存有疑虑

法兰克福德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标识。

【路透伦敦讯】周一
一项行业调查报告显
示，英国雇主明年预计
不会调高给予员工的平
均工资，这引发了工资
是否会如英国央行预期
那般增长的疑虑。

英国人力发展协会
(CIPD)表示，雇主计划
明年加薪2%，与三个
月前计划的增幅持平。

另外，C I P D表示，
感受到招聘与留住人才
不易的企业中，仅有约
半数调高工资以吸引新
员工或留住现有员工，
因为“存在普遍的生产
率挑战与成本压力。”

C I P D数据与其他行
业调查显示出类似的型
态，即雇主给予跳槽加
入的员工较高的薪资，
留在原位的员工薪资升

幅则不大。
C I P D也警告表示，

英国明年三月脱欧在
即，这已导致招聘难度
升高，因为在英国求职
的欧盟与其他国家移民
数量下滑。

“英国做为一个非
英国出生的公民来生活
与就业的国度，吸引力
已经越来越低，”CIPD

就业市场分析师Gerwyn 
Davies表示。

“如果没有提供更
多支持，没有变得更简
便、更公平与更令人负
担得起的话，非英国出
生的公民与雇主将不会
有兴趣使用英国脱欧后
的(移民)系统，特别是
对那些较低技能的岗位
而言，”他表示。

尽管面临缺工 

英国雇主明年加薪仍非常谨慎

英镑纸币。

【路透阿布扎比讯】
沙特能源、工业和矿产
资源大臣法力赫(Khalid 
al-Falih)周一表示，石
油输出国组织(OPEC)及
其同盟一致认为，技术
分析显示，明年有必要
在10月产量的基础上将
原油供应削减约100万
桶/日，以平衡市场。

法力赫在阿布扎比一
场行业活动上发表讲话
时说，沙特客户12月的
需求将较11月下降逾50万
桶/日，不让石油库存增
加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法 力 赫 还 表 示 ，
沙 特 并 未 打 算 解 散
OPEC，并且认为OPEC
能够持续扮演石油领域
的央行很长一段时间。

华尔街日报周四援
引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
报导，沙特阿拉伯政府
资助的顶级智库正在研

究OPEC解散可能对石
油市场的影响。

法力赫表示，这家
智库只是试图“打破框
架进行思考”，分析各
种情境，但他也指出，
沙特领导阶层“毫无考
虑解散OPEC”。

法力赫周日表示，
沙特计划12月供应全球
市场的石油将减少50万
桶/日；沙特目前正在

说服OPEC成员国及其
他产油国同意一项共同
减产方案，但此举的前
景尚不明朗。

法 力 赫 向 记 者 表
示，12月沙特阿拉伯国
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
对客户的原油供应将较
11月减少50万桶/日，
因季节性需求下滑。这
代表着全球石油供应将
减少0.5%。

沙特能源部长法力赫称

分析显示有必要减产100万桶/日

沙特能源部长法力赫。

【路透莫斯科讯】
俄罗斯官员曾经盛赞
这笔交易，称其显示
俄罗斯在受到制裁的
情况下仍然能开展商
业交易活动。

“我想向你表示
祝贺，”俄罗斯总
统普京20 1 6年1 2月
在克里姆林宫对俄
罗斯国家石油公司
( R o s n e f t ， 俄 油 )
执 行 长 谢 琴 ( I g o r 
Sechin)说。

当时谢琴刚宣布
向卡塔尔主权财富基
金和大宗商品贸易
商嘉能可出售俄油
19.5%的股权。

这笔规模达102亿
欧元(115.7亿美元)
的私有化交易，旨在
补充俄罗斯因能源价
格下跌和西方制裁而
被耗尽的国库。

一些俄罗斯官员
称赞这宗交易，认为

其证明俄罗斯仍然能
够吸引全球投资者，
尽管在政治上越来越
受到西方的孤立。

但在该项交易首
次宣布近两年后，九
位了解情况的消息人
士对路透称，国有
的俄罗斯外贸银行
(VTB)自己为该交易
提供了大部分融资，
破坏了这项交易为俄
罗斯引入外资的既定
目标。

根据其中五位消
息人士的说法，俄罗
斯对卡塔尔主权财富
基金的贷款额约为60
亿美元。

VTB否认其向这家
名为Qatar Investment 
Authority(QIA)的主
权财富基金发放贷
款。“VTB没有也不
打算向QIA放贷来为
这宗并购提供资金
支持。”

俄罗斯国有银行在外国买家却步后

秘密为俄油股权出售融资

【路透布鲁塞尔讯】
欧盟贸易主管上周五表
示，尽管意大利持保留意
见，但欧盟很可能在今
年年底之前制定一项影
响深远的计划，以协调
对外国投资的审查，特
别是来自中国的投资。

根据这项计划，欧
盟执委会将审查关键领
域的外国投资，以保护
欧洲在某些技术领域的
战略利益。

欧盟贸易执委玛姆
斯托姆表示，寻求达成

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
可以接受的折衷方案的
三方协商非常具有建设
性，只有少数问题尚未
解决。

“没有卡住，正在
向前推进。今年年底
之前很有可能完成协
商，”玛姆斯托姆在与
各国负责贸易的部长会
晤之前说道。

意大利反建制政府
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密切
的投资联系，担心触怒
中国，尽管玛姆斯托姆

否认欧盟的提案是“反
华”的。

“我们一直在与(意
大利)政府密切接触，
试图了解这些担忧。他
们并不反对这一提案，
他们对涉及的范围有一
些担忧。我希望我们能
够达成包括意大利在内
的协议。”

欧洲议会中的立法
者正在推动制订一份较
长的需要审查的关键部
门清单，例如媒体和纳
米技术。

欧盟可能在年底前

就加强审查外资收购达成共识

欧元区经济成长放缓只是回到正常状态
欧洲央行(ECB)副总裁德金多斯周

一称，欧元区经济成长在2017年表现
异常出色之后，目前仅是回到正常状
态，放缓主要是因为外需疲弱。

他补充称，意大利近期预算争
执的负面市场影响迄今有限，并称
意大利的主要问题不在于较高的支
出，而是经济成长疲弱，这只能通
过长期及结构性改革解决。

美国石油活跃钻井数增加12座 
触及逾三年最高水平

美国油服公司贝克休斯(B a k e r 
Hughes)上周五公布数据显示，截至
11月9日当周，美国石油活跃钻井数
增加12座至886座，过去五周内有
四周录得增长，触及逾三年最高水
平。去年同期为738座。

美国石油钻井总数在10月共增加
了12个，为今年5月以来最大的月度
涨幅。今年第三季度美国石油活跃
钻井数累计增加5座，是2017年第四
季度以来增幅最小的季度，当时增
加了3座。2018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
度美国石油活跃钻井数分别增加50
座和61座。

未来两年标指成分股公司利润增幅将骤降
高盛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伴

随着特朗普政府减税政策的正面影
响逐渐消散，加上美国经济增速放
缓，未来两年标指成分股公司的利
润增幅预计会大幅下降。

该行美股首席策略师David Kostin
预测，标指成分股公司在2018年每股
收益预计增长23%至163美元；2019
年则放慢增速到6%至173美元；到
2020年将仅增长4%至181美元。

高盛认为，随着美国经济进入周
期后阶段，2018年快速的增长率不
太可能持续到2019年和2020年，“
就业市场趋紧、薪资和投入成本上
升、美元走强，这些都会给企业利
润增长造成阻力。”

德国外长称
与中国保持对话渠道具有战略意义

德国外长海科·马斯上周日说，
很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
的参与，因此与中国保持强大且经
得起考验的对话渠道对德国具有战
略意义。马斯是在启程前往中国进
行访问前发布的声明中做出上述表
示的。

马斯表示，中国不只是德国在
亚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德国将在
2019年出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
事国，希望在加强人道主义援助、
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发挥更大作
用。在这些议题上，与中国保持对
话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因此，德中
继续开展战略对话是一件好事。

应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邀请，马斯于12日至13日对中国进行
正式访问。其间，两国外长将举行第
四轮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

10月西班牙证券交易所
成交量环比增加45.2%

西班牙证券交易所(BME)日前公
布了10月份的月度交易数据。10月
BME成交量达到430万笔，环比增加
45.2%。

10月股票总计成交540亿欧元，
环比增加54.5%。固定收益共成交
2510万笔，环比增加31.9%，同比
增加103.6%。

金融衍生品方面，IBEX 35期
货、Mini IBEX期货和期权的交易
量环比分别增长27.7%、44.6%和
19.2%。

今年前10个月IBEX 35期货的成交
量较去年同期增长3.6%。10月股票
期货和期权的未平仓合约分别较上
月增加27.3%和9.3%。

爱尔兰2019家庭平均支出将超过5万欧元
据欧联通讯社报道，日前，爱

尔兰AA家庭保险公司(AA Home 
Insurance)发布家庭消费调查分析报告
显示，2018年，爱尔兰家庭平均生活
成本将达到47000欧元；2019年，家
庭平均生活成本将会超过50000欧元。

据报道，AA家庭保险公司通过对
连续7年家庭生活成本调查，以及考
量社会物价变化趋势，分析结果显
示，2018年，爱尔兰维持家庭房屋
的成本大约为16374欧元，较2017年
增加了350欧元。

AA家庭保险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康
纳尔富汗表示，近年来随着家用水
电、煤气、供暖等能源供给价格的
上涨，导致了家庭生活成本的不断
增加。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爱
尔兰家庭车辆年行驶平均为16000公
里，燃油费用约为1875欧元。家庭
该项支出较去年增长了10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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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位于加州
州府萨克拉门托西北
方64公里的“坎普”
山火，已经在天堂镇
焚毁逾6700处建筑，
创加州史上山火焚毁
建物最多的纪录。

官 员 表 示 ， “ 坎
普”山火的焚烧面积
已超过11.1万英亩(约
合449平方公里)。截
至11日晚间，有25%

火 场 的 火 势 得 到 控
制。

在 南 加 州 ， “ 伍
尔西”山火(Woolsey 
F i r e)和“希尔”山火
的总过火面积超过8.7
万英亩(约合352平方
公里)。“伍尔西”山
火焚毁超过1 7 0处建
筑，目前仅15%的火
势得到控制。“伍尔
西”山火还迫使当局

发布疏散令，要求文
图拉和洛杉矶两郡，
以及马里布海滩住宅
区等滨海小区的25万
居民撤离。

目 前 ， 加 州 山 火
已经总计造成31人死
亡。加州布尤特县警
长哈尼亚(Kory Honea)
指出，至少仍有228人
下落不明。

消防人员仍在奋力

扑火，但据气象专家
预计，当地在11日以
及以后几天的强风和
干燥天气会使火势继

续恶化，并将持续多
日。消防人员预计，
山火可能需要3周时间
才能受到控制。

非法移民船
在土耳其西部沉没致10人失踪

土耳其海岸警卫队12日发表声明
说，一艘搭载非法移民的船当天早
些时候在土西部爱琴海海域沉没，
造成10人失踪。声明说，当天凌晨
两名非法移民在伊兹密尔省迪基利
地区爬上岸，报告他们乘坐的船已
经沉没，船上10人下落不明。土耳
其海岸警卫队已派出三艘船只和一
架直升机开展救援行动。

爱琴海是非法移民经由土耳其偷
渡到欧洲大陆的重要通道。2016年3
月，土耳其与欧盟就难民问题达成协
议。随后，土方加强管控，经爱琴海
偷渡人数明显减少。但今年以来，寻
求经爱琴海偷渡到欧洲的人数又呈上
升之势。上月22日，一艘搭载非法移
民的充气船在土耳其爱琴海海岸附近
沉没，土海岸警卫队救起了20人，其
中2人就医后不治身亡。

俄将停止使用“联盟－FG”运载火箭
俄罗斯航天集团总裁罗戈津12

日表示，俄将于20 1 9年底停止使
用“联盟－FG”运载火箭。今日俄
罗斯通讯社12日援引罗戈津的话报
道说，“联盟－FG”运载火箭停止
使用后，2020年1月起“联盟MS”
系列载人飞船的发射任务将由“联
盟2－1A”型运载火箭完成。“联
盟－FG”运载火箭于2001年5月首
飞，负责向国际空间站发射“联盟
TMA”和“联盟MS”系列载人飞
船。今年10月1 1日，一枚此型火
箭发射“联盟MS－10”载人飞船
失败。俄航天部门后来公布，发射
失败的原因是火箭一个传感器发生
故障，导致火箭的助推器未及时分
离到安全距离。到俄未来的航天计
划，罗戈津预计，俄将于20 2 2年
开始试验新型“联盟－5”运载火
箭，2023年将首次发射新型载人飞
船“联邦”号。

7名巴勒斯坦人 在以军事行动中死亡
巴勒斯坦卫生部官员12日凌晨宣

布，11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南部城
市汗尤尼斯的军事行动已导致7名巴
勒斯坦人死亡。

巴勒斯坦卫生部加沙地带发言人
阿什拉夫·卡德拉在一份简短声明中
说，以军士兵向一些巴勒斯坦青年开
火，导致7人死亡、7人受伤。巴勒
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
武装派别卡桑旅发表声明说，其中一
名37岁死者努尔·巴拉卡是卡桑旅
在汗尤尼斯的指挥官。卡桑旅在声明
中说，以军一支部队驾驶民用汽车
从汗尤尼斯东部边境驶入，深入该地
3公里，将卡桑旅军事领导人巴拉卡
杀害。这一事件被发现后，巴勒斯坦
武装人员对这支以军部队进行驱逐并
与之发生冲突，随后以军出动战机轰
炸，掩护这支部队撤离，轰炸造成多
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死亡。

智利成年女性肥胖率南美最高 
男性列第二

据南美侨报网报道，联合国粮农组
织近日发布的“2018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食品和营养安全全景”报告显示，31%
的智利成年女性患肥胖症，比例为南
美最高。同时，智利成年男性的肥胖
率为24.9%，比例为南美第二高。
据报道，联合国粮农组织驻智利代表
埃弗·克罗利表示：“包括智利在内
的南美地区所有国家，成年女性的肥
胖率均高于男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
因有很多，包括经济制约因素。我们
必须减少这种性别不平等现象。肥胖
意味着健康风险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
下降。”在5岁以下儿童中，智利是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儿童超重比例最高
的国家之一，占比达9.3%，高于拉美
(7.3%)和世界(5.6%)的平均水平。

瑞典艺团盖精灵小屋向古老传说致敬
英国属地马恩岛（Isle of Man）的街

头和大树下，近日突然出现一些只有大
约30公分高的微型建筑，有的是乡村小
屋，有的是迷你城堡，令当地居民百思
不解。原来这些迷你建筑是瑞典一个艺
术团体的杰作，他们希望以此向岛上的
小精灵仙子传说致敬。根据马恩岛的传
说，只有人类手指头大小的一个小精
灵族群在当地山野隐居，有缘人才可
以找到他们的居所。来自瑞典的艺术
家团队Annonymouse MMX被这个传说
深深吸引，因此决定搞搞新玩意。其
团队以石头、木、玻璃、布及金属等
天然物料，制成一些造工极精致、内
里家俱陈设一一应俱全的小精灵房屋
和城堡，然后偷偷把这些小屋摆放在
街道、墙壁和大树下，吸引不少居民
驻足欣赏。当地旅游局表示，日后会把
精灵小屋的位置绘成地图放上网，让人
们亲自探访这些小屋。

【综合讯】每年11月
12日是世界肺炎日，为
了让民众更了解这个全
球婴幼儿的首要致死传
染病，专家今天提出警
告，到了2030年，肺炎
将造成近1100 万名5岁
以下儿童死亡。

在已开发国家，这种
肺部严重感染的情况主要
影响老年人，但在开发中
国家，儿童首当其冲，每
年都有数十万人死于这
种容易预防的疾病。

光是2016年就有超
过88万名儿童死于肺
炎，这些孩童大多都不
到2岁。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Johns Hopkins 
Un ive r s i t y）和拯救儿
童基金会（Save the 
Children），运用基于当
前趋势的预测所进行的
新研究指出，2030年结

束前，将有逾1080万名5
岁以下儿童死于肺炎。

其中，奈及利亚和
印度将有170万名儿童
丧命，巴基斯坦有70万
名，刚果民主共和国则
有63万5000名。

在全球范围内，肺
炎会影响因为营养不良
而经常身体虚弱的幼

童，每年肺炎致死的婴
幼儿，总数比疟疾、腹
泻和麻疹3种疾病加起
来还多。

另外，在肺炎影响
最严重的部分国家推展
卫生计画的拯救儿童基
金会，要求「大幅调
降」现有的主要肺炎疫
苗价格。

【环球网】日本共
同社12日报道称，一战
结束100周年，由51个
祈愿和平的钟铃组成的
排钟亮相比利时中部城
市阿尔斯霍特。制作者
在被称为“日本钟”的
钟铃上用日语记下“永
久和平”四个字，还刻
上与阿尔斯霍特颇有渊
源的前欧洲理事会主席
范龙佩的荷兰语俳句。

排钟被设置在中世
纪以来教堂的钟楼。
参加亮相活动的众多
市民聆听表示参加或
卷入大战等国家和地
区数量的51个大小不
一钟铃奏出的旋律，
思绪沉浸在1个世纪前

因德军进攻逾150名平
民遭德军枪杀等的街
区惨剧之中。

范龙佩担任“日欧
俳句交流大使”，其父
母出生在毗邻市镇。其
所作俳句意为“武器消
声，钟声高鸣，和平永
久”，但也有着批评和
不满“鸣钟”的意味，
蕴含了范龙佩对维持和
平的严厉看法。

“日本钟”是51个
钟铃中最大的一个，高
和直径约70厘米。参与
制作排钟的日本驻比利
时大使林肇表示：“虽
然日本并未参与当地的
战争，但希望共同祈祷
未来的和平。”

【环球网】克林顿夫
妇的前顾问爆料称，希
拉里·克林顿将在2020年
再次竞选总统：“希拉
里4.0版本正在路上。”
美国《国会山报》(The 
Hill)11日报道称，克林顿
夫妇的前顾问马克·佩
恩(Mark Penn)与前民主党
曼哈顿区主席、纽约市
议会主席安德鲁·斯坦
(Andrew Stein)联合为《
华尔街日报》撰写了周
日的专栏文章。文章中
称：“希拉里不会让两
次令人震惊的失败阻碍
她进入白宫的脚步。”

他们表示，希拉里
不会因为201 6年在大
选中“屈辱地败给特朗
普”而结束她的政治生

涯，她有两年时间回顾
上次大选时出了什么问
题，并就此制定战略。

“人们会看到她现
在是一个强大的、左倾
的、完全属于民主党的
人，也是一个有勇气、
有经验、有钢铁般的决
心击败特朗普的人。”
他们评论道。

报道称，这位前民
主党总统候选人上个月
为2020年可能的竞选敞
开了大门。希拉里曾表
示，尽管她不想竞选，
但“我想成为总统。”

但据佩恩和斯坦称，
人们不应该过多关注“
我不会竞选”的声明。

“克林顿夫人知道
克林顿先生和奥巴马都

曾宣称他们不参加竞
选，但最后他们却参加
了。”他们称，“她可
能会跳过爱荷华州的选
举，随后再参加竞选。
但请放心，不管怎么
说，希拉里4.0已经在
路上了。”

【海外网】在美国
对伊朗重启第二轮制裁
之后，伊朗总统鲁哈尼
曾表示，没有被美国
豁免的国家也可从伊朗
购买石油，伊朗将“自
豪地绕过美国的制裁”
。事实上，伊朗绕过美
国制裁的办法，是将运
油船上的应答器关闭，
以此来躲过国际追踪系
统。此外，伊朗还出动
武装部队来为油轮保驾
护航。

据俄罗斯卫星网12
日报道，一个监视全球
石油运输踪迹的网站表
示，在美国制裁生效前
数周，伊朗的所有船只
就全都已经关闭了应答

器，来躲过国际追踪系
统。美国方面则指责伊
朗这种隐藏油轮行踪的
办法。“基于可靠数
据，我们现在了解到，
多达12艘伊朗油轮最
近关闭了它们的海上

应答器，事实上它们可
以算是隐身了”，美国
伊朗问题特别代表胡克
说，“关闭这些应答器
使油轮更难追踪，这也
是伊朗为逃避制裁而使
用的战术”。

【光华日报网】美国
《华盛顿邮报》沙地
阿拉伯记者卡舒吉遇害
案，外界把矛头指向沙
地王储穆罕默德萨勒
曼。有传媒披露卡舒吉
的最后遗言，死前曾惨
呼“我快窒息”。有消
息指，王储亲信在卡舒
吉被杀一年前，曾讨论
暗杀伊朗敌人。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
安于上周六表示，美、
英、德法等多国已经听
取了案发录音；土耳其
《晨报》亦称已听过该
段秘密录音，声称卡舒
吉死前曾经呼叫“我快
窒息，把套在我头的袋
子拿开，我有幽闭恐惧
症”。报道指，暗杀小
队由沙地内政部法医学
专家塔比奇领导，花了
15分钟杀人，肢解卡
舒吉时把塑料袋铺在地
上；又指在沙地驻伊斯

坦布尔领事官邸发现强
酸痕迹，相信是在该处
溶尸，当局将公布暗杀
小队犯案的工具图片。

美国《纽约时报》
引述消息指，时任副王
储兼防长的穆罕默德萨
勒曼，去年下令加强对
外的军事和情报行动。

早前为卡舒吉案办
案的高级顾问阿西里少
将，去年3月与一众商
人讨论摧毁伊朗经济，
其助手提到暗杀伊朗革
命卫队辖下圣城旅指挥
官苏莱曼尼。沙地方
面问及有否兴趣刺杀
伊朗高官，惟遭商人
拒绝。

美 国 国 务 卿 蓬 佩
奥于周日与穆罕默德
萨勒曼通电话，强调
要所有涉案者负上责
任。当时有约200人，
在伊斯坦布尔集会及
悼念卡舒吉。

致32人丧生 超过200人下落不明　

成为加州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山火

当地时间11月10日至11月11日，美国加州
Paradise，当地山火肆虐，灾区民众损失惨重。

【中新网】综合报道，美国加州北部和南部的3场山

火持续延烧。目前，山火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

32人，此外还有超过200人失踪。其中，北加州的“坎

普”(Camp Fire)山火已经成为加州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

山火。当局预计加州山火需要三个星期才得到控制。

一战结束百年祈愿和平 “日本钟”

亮相比利时教堂

一战结束百年祈愿和平 “日本钟”亮相比利时教堂

卡舒吉遗言曝光 

传沙地王储亲信曾谈杀伊朗敌人

伊斯坦布尔为卡舒吉举行悼念会。

肺炎威胁幼儿 

2030年前恐夺1100万孩童性命

每年11月12日是世界肺炎日，为了让民众更了解这个全
球婴幼儿的首要致死传染病，专家今天提出警告，到了
2030年，肺炎将造成近1100 万名5岁以下儿童死亡。

克林顿夫妇前顾问：

2020年希拉里将再次竞选总统

希拉里·克林顿

无惧美国制裁！

伊朗油轮海上玩”隐身” 美国找不着

一艘伊朗油轮停靠在哈尔克岛。



【新浪财经网】印
度莫迪政府在两年前颁
布的“废钞令”，虽然
促进了印度经济的“无
现金化”，但却重创了
印度就业市场。

据印度经济监测中
心（CMIE）称，在印度
政府禁止发行大额钞票
后，短期内即有150万
人失业。而直到现在，
印度的就业形势也依然
严峻。201 8年印度就
业市场增长几乎为零，
在10月，该国失业率甚
至上升至两年来最高点
6.9%。

而另一个让人担忧
的数据是印度劳动参与
率（LRP），该指数是
指经济活动人口（包括
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
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是
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

活动状况的指标，同时
也被认为是良好的就业
指标。

但CMI E数据显示，
印度10月劳动参与率仅
为42. 2%，这也是自
2016年1月以来最低水
平。该检测中心首席执

行官Mahesh Vyas在报
告中警告称：“‘废钞
令’实施之前，印度平
均劳动参与率约为47%
至4 8%。但是‘废钞
令’出现后，该数据急
剧下降，至今也仍未能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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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机器人中心落户杭州
韩国机器人产业振兴院1 2日表

示，在杭州市萧山机器人小镇设立了
促进韩企产品出口中国的韩国机器人
中心（KRC）。

韩国机器人中心是韩国产业通
商资源部和机器人产业振兴院为机
器人企业联手打造的对华出口前进
基地型综合商务支援中心，现有
AJINEXTEK、Neuromeka等17家韩国企业
加盟，中心用作上述企业的办事处、
洽谈会客厅、产品展馆，今后将组建
联合售后服务中心。韩国机器人产业
振兴院院长文全一、萧山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主任叶建宏、浙江机器人
产业发展协会会长朱世强、加盟韩企
代表，以及美、俄罗斯、新加坡、马
来西亚业内人士出席机器人中心揭牌
仪式。

穆迪上调越南银行系统评级 
展望从正面调整为稳定

美 国 著 名 信 用 评 级 机 构 穆 迪
（Moody）日前公布了题为“越南银
行系统展望：经济增长和资产质量改
善支撑展望稳定”的报告，其中对越
南银行系统在未来12-18个月的展望
从“正面”调整为“稳定”。穆迪是
根据经营环境、资产风险、资本、资
金与流动性、利润与效率及系统性
支持六项标准，对越南银行系统进行
评估。在经营环境方面，穆迪认为
越南强劲的经济增长将支持越南银行
系统的经营环境。该机构还预测，
越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仍将是
东盟拥有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国家之
一，2018年和2019年可能分别达到
6.7％和6.5%。穆迪已对越南16家
银行进行评级。这些银行截至2017
年底的资本占越南银行系统总资产的
61％。其中，越南投资与发展银行
（BIDV）、越南外贸银行（Vietcom-
bank）和越南工商银行（VietinBank）
等三家国有银行评级为B1(稳定）。
其他13家银行是股份制商业银行。

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GroupIB
将在新加坡设立全球总部

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Group IB将在今
年或明年初在新加坡设立全球总部，这
是公司进军国际市场的部分计划。Group 
IB是一家专门调查高科技罪案和网上诈
骗案的公司，客户包括欧洲、北美和
拉丁美洲的银行、能源公司和电信业
者。Group IB的创办人萨奇科夫表示，计
划在未来4年多，在新加坡设立的全球
总部投入3000万美元。这个总部将聘请
90人，其中包括15名俄罗斯人。萨奇科
夫也说，目前是在新加坡设立全球总部
的好时机。他说，新加坡是亚洲金融中
心，而且公司在亚洲的业务进展良好，
新加坡也是第一个向公司购买产品的国
家。此外，设在本地的国际刑警组织全
球网络犯罪分支机构，也是Group IB的
合作伙伴。

新加坡星展银行同GO-JEK合作 
提供付款服务

星展银行宣布同印尼的预召车平台
GO-JEK合作，为新加坡和区域的消费
者提供付款服务。GO-JEK预计几个星
期内在本地推出服务。星展银行说，
配合GO-JEK投入服务，本地的星展客
户将能享有一系列优惠。GO-JEK则表
示，公司开放预先登记平台以来获得
司机的热烈反应。他们有信心，同星
展的合作也会引起同样的反响。

新加坡9月份
零售销售指数同比升1.9％

新加坡零售销售指数在连续下滑
两个月后回升，9月份同比上升1.9
％。若不包括汽车销售，指数同比上
升1.8％。新加坡统计局下午公布的
最新零售销售指数（Retail Sales In-
dex）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9月份
指数环比下跌0.4％，若不包括汽车
销售，环比下跌0.1％。9月份的总零
售额约为36亿元，其中线上零售销售
贡献4.9％。统计局同时公布的9月份
餐饮服务销售指数同比上升1.3％。
经季节性调整后，环比同样下跌1.7
％。总销售额估计大约是7亿零400万
元，高于去年9月的6亿9500万元。

大马工业生产指数9月份增长2.3％ 
统计局表示，9月份大马工业生产

指数（IPI）较去年同期增长2.3％。大
马统计局首席统计师拿督斯里莫哈末
乌兹尔玛希丹博士称，尽管采矿指数
下降6.2％，然而上述增长得益于制
造业指数增4.8％和电力指数晋4.2％
所赐。“9月份制造业产出增长按月从
4.3%增至4.8%，主要是由电气和电
子设备产品添5.5%；石油、化工、橡
胶和塑料产品加3.8%以及食品、饮料
和烟草产品上升6.9%所贡献。

按 照 新 加 坡 贸
工 部 公 布 的 协 议 文
本 ， 东 盟 各 国 将 为
电 子 商 务 发 展 创 造
有 利 环 境 ， 包 括 推
动 电 子 商 务 贸 易 规
则 制 定 ， 以 及 在 区
域 内 建 立 更 加 广 泛

的数字联通等。
新 加 坡 贸 工 部 长

陈 振 声 在 签 署 仪 式
上说，这项协议的签
署 表 明 了 东 盟 对 关
于 促 进 电 子 商 务 发
展 承 诺 的 落 实 。 协
议 旨 在 实 现 三 大 目

标：一是促进跨境电
子商务贸易便利化；
二是为电子商务应用
创造互信环境；三是
就进一步发展和加强
电子商务应用以推动
区 域 经 济 增 长 ， 深
化东盟各国合作。

陈 振 声 说 ， 东 盟
是 全 世 界 发 展 最 快
的 互 联 网 市 场 ， 如

今已有3 . 3亿互联网
用户。至 2 0 2 5 年，
东盟互联网经济规模
有望达到 2 0 0 0 亿美
元，其中电子商务市
场规模将达到8 8 0亿
美元。

他 表 示 ， 东 盟
目 前 已 经 吸 引 阿 里
巴 巴 、 亚 马 逊 等 世
界 知 名 电 商 企 业 落

户 ， 东 盟 相 关 企 业
也 开 始 在 地 区 市 场
上 崭 露 头 角 。 但 同
时 ， 东 盟 的 电 子 商
务发展与中国、美国
相比还存在差距，如
跨境物流和互联网规
则等方面的非关税壁
垒问题，中小微企业
有待获得更多开拓电
子商务机遇。

【中新社金边】柬埔
寨国土规划和建设部12
日公布的报告显示，截
至目前，柬国内五层楼
以上的高层建筑物达到
1088栋，仅今年头9个
月，柬新建5层楼以上
的建筑物就有92栋。

该报告称，至今该
部已批准建筑项目共有
2541个，建筑面积达到
1079万平方米以上，投
资额超48亿美元，其中
由外资私营公司投资的
项目33个，建筑面积超
114万平方米，投资额
超4亿美元。

该报告还称，目前金
边的卫星城、住宅城等
住宅区的项目是228处。

据当地一位华裔建筑
商介绍，在柬埔寨传统
建筑中，居民均已“接
地气”的别墅、吊楼为
主，包括酒店建筑都在
三楼以下。此前，包括
金边在内，基本见不到
三层或三层以上居民住
宅。随着柬埔寨近年的
发展，大量的外来投资
者涌入，建筑业得到了
飞速发展，五层以上的
住宅楼宇已成为时尚。

据柬国土规划和建
设部统计显示，每天
仅全国建筑行业就为
国人创造了约22万个
岗位，建筑业已成为
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
重要经济支柱之一。

【新华社新加坡】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12
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
商业与投资峰会开幕式
上，呼吁东盟国家拥抱
多边主义，进一步加强
开放和融合。

新加坡是2018年东
盟轮值主席国。为期两
天的东盟商业与投资峰
会，是配合此间举行的
第33届东盟峰会及东亚
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而
召开。

李显龙说，东盟10国
共有超过6亿人口，已成
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并
有望在2030年成为世界
第四大经济体。东盟经
济共同体拥有巨大的经
济潜能，但能否充分发
挥这一潜能，将取决于
东盟各成员国在全球多
边主义遭受政治压力的
情况下，能否团结起来
朝着进一步加强开放和

融合的目标坚定迈进。
他指出，东盟正在

推进一系列倡议，进一
步推动成员国之间的贸
易往来和投资流动，并
减少贸易壁垒，降低商
业运作成本。

李显龙说，“2025年
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
将有助于东盟深化经济
融合、开拓经济增长新

前沿并创造新的商机。
他还说，东盟国家过

去的经济发展和繁荣，
得益于各国之间的经济
合作。未来各国仍应该
进一步强化经济开放和
融合，市场越融合和开
放，投资政策和商业环
境对外资越有吸引力，
蛋糕就会做得越大，各
国就会受益越多。

【中国侨网】据泰
国《世界日报》编译报
道，泰国国际航空公司
总裁素眉当地时间9日
表示，今年第3季度，
泰航公司仍处于亏本局
面，公司资产从3.71亿
铢一次性贬值兑换到外
汇2.9 9亿铢，净亏本
36.86亿铢。

第3季度是泰国的旅
游淡季期，航空业竞争

激烈，全球油价上涨，
加上乘客数量减少和成
本增加的因素，以及自
然灾害的影响，例如9
月期间台风袭击日本致
关西国际机场封港、日
本北海道地震、台风袭
击中国香港，以及中国
游客数量减少的因素，
导致泰航公司的成本支
出高于收入。

泰国国际航空公司亏

本的主要原因是飞机维
修保养费、租用飞机费
和零件费增加，以及公
司资产从3.71亿铢一次
性贬值兑换到的外汇为
2.99亿铢，导致公司和
分公司净亏本36.86亿
铢，比去年多了18.72
亿铢。其中总公司净亏
本37.01亿铢，计为每
股亏本1.7铢，同比去
年每股亏本0.86铢。

【中新网】据澳洲网
报道，继ofo和Reddy Go两
家共享单车公司在登陆
澳大利亚悉尼失败后，
新晋共享单车品牌Lime开
始了新一轮“挑战”。

据报道，在悉尼共
享单车市场遭遇两拨“
遇冷”后。L im e“知
难而上”登陆悉尼。日
前，这一品牌将300辆
带锂电池助力的自行车
投入悉尼街头，并且每
晚计划再新增100辆。

此前，共享单车曾
出现被挂在树上的情

况，为了应对这种行
为，Lime单车车身重35
公斤，该公司认为这样
人们就很难将其放到许
多不应该出现的地方。
在锂电池的帮助下，用
户骑着Lime单车的时速
可达到23.8公里。

Lime总部位于美国旧
金山，由优步和谷歌的
母公司Alphabet提供技
术支持，预计生产2000
余辆共享单车，但是
Lime因旗下的电动滑板
车而闻名，该品牌电动
车在海外知名度更高。

促进区域内跨境电商贸易便利化

东盟国家签署东盟电子商务协议
【新华社新加坡】东南亚国家联盟

各国12日在新加坡签署东盟电子商务

协议，旨在促进区域内跨境电商贸易

便利化。

11月12日，与会代表在新加坡出席东盟电子商务协议签署仪式。 东南亚国
家联盟各国12日在新加坡签署东盟电子商务协议，旨在促进区域内跨境电商
贸易便利化。

11月12日，新加坡贸工部长陈振声与东盟秘书长
林玉辉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电子商务协议签署仪
式上。

柬埔寨步入高楼时代 

日创就业岗位超20万

截至目前，柬国内五层楼以上的高层建筑物达到1088
栋，仅今年头9个月，柬新建5层楼以上的建筑物就
有92栋。

挑战ofo和Reddy Go两家共享单车公司

新晋共享单车品牌欲进军悉尼

继ofo和Reddy Go两家共享单车公司在登陆澳大利亚悉尼失
败后，新晋共享单车品牌Lime开始了新一轮“挑战”。

为期两天东盟商业与投资峰会

新加坡总理呼吁东盟国家进一步加强开放和融合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商业与
投资峰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

泰航第3季度亏本逾36亿铢 

中国游客锐减成因素之一

废钞两年后 印度的就业依然没有恢复

当地时间2016年11月28日，印度阿姆利则，国大党
成员燃烧纸币和莫迪肖像，抗议总理莫迪的“废
钞”行动。



【海外网】出门旅
行，不少人都经历过行
李遗失或是被盗的情
况，但是整车行李在光
天化日之下被偷则就显
得太过离奇了。上个周
末，一个抵达新西兰的
中国旅行团就经历了这
样一起盗窃案。

综合新西兰s t u f f新
闻网及新西兰微财经报
道，当地时间10日下午
6点左右，一个16人的
中国旅行团抵达新西兰
的基督城，此次旅游的
承包商埃里克吴先是开
车从机场带他们去当地
一家餐厅吃饭。但就在
不到40分钟后，意外的
一幕发生了：载有这一
旅行团行李的整辆拖车
竟然不翼而飞。

“我还以为是因为违
规停车而被拖走了，但很
快发现是被盗了”，埃里
克这样说，“这件事发生

在游客来到新西兰的第一
天，我认为他们的这趟旅
行已经被毁了。”不过，
这批中国游客相当通情
达理，埃里克说，他们
反而安慰了自己。埃里
克随后向警方报案。11
日凌晨，有人发现了被
遗弃的拖车。经检查，
小偷拿走了车内共计19

件行李中的10件，其中
包括了一些最为昂贵的
物品，包括价值至少为
2000新西兰元的相机和镜
头。尽管刚到新西兰就
经历了不愉快的事情，
但这一旅行团仍将继续
他们的行程。当地警方
也表示，他们正在对这
起案件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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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首都机场跑道
为避让无人机关闭半小时

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机场跑道附近
11日晚因发现无人机抵近而不得不临
时关闭半小时，造成部分航班起降延
误。据新西兰媒体报道，11日晚6点
30分左右，一架尼尔森航空的小型飞
机在惠灵顿机场准备降落时，在跑道
尽头以外3公里处的183米高空发现
一架无人机。飞行员向塔台报告后，
机场跑道随即关闭。根据新西兰国内
航空法规定，无人机不得抵近空管空
域４公里以内，飞行高度上限为122
米。新西兰空管负责人蒂姆博伊尔称
已通知警方协助寻找肇事者。他严厉
谴责这一行为严重违反航空法。“飞
机降落时如果不慎与无人机相撞可能
造成灾难性后果，而类似的违法行为
正变得越来越频繁。”

斯里兰卡部分政党
就总统解散议会上诉最高法院

斯里兰卡部分政党12日上诉最高
法院，质疑总统西里塞纳日前解散议
会的合法性。此次向最高法院发起诉
讼的政党包括统一国民党、泰米尔全
国联盟、人民解放阵线等。这些政党
认为，根据斯里兰卡宪法第19修正
案，总统无权解散议会，因此它们要
求最高法院发布命令废除西里塞纳宣
布解散议会的公报。另据当地媒体报
道，最高法院将于近日对此事做出裁
决。近来，斯里兰卡政局出现动荡。
继宣布其领导的统一人民自由联盟退
出联合政府、变更总理人选后，总统
西里塞纳9日晚签署公报宣布解散议
会，10日零时起生效。公报说，议会
解散后，斯里兰卡将于2019年1月5日
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随后西里塞纳11
日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解释了解散议会
的原因。他说，由于前议长贾亚苏里
亚违背了中立原则，并且有议员收受
贿赂，为了避免议会复会后国内发生
暴力事件，所以决定解散议会。

一架美军航母舰载机
在冲绳附近海域坠毁

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日
中午，一架美军航母舰载机在冲绳
县东南海域坠毁，机上2人已获救。

据报道，失事地点位于冲绳县那
霸市东南约250公里的海域。这架
失事的FA－18战斗机是美军“罗纳
德·里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的舰
载机。在发现飞机失控后，2名飞
行员紧急弹射逃生，随后被美军直
升机救起。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
伟当天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虽
然目前未接到坠机事故相关受害报
告，但日本政府认为类似事故会给
周边地区居民带来很大不安，不应
发生。政府将继续强烈要求美方提
供有关情报并贯彻安全管理原则。
冲绳县副知事谢花喜一郎表示，在
接到坠机事故相关通报后，已要求
政府职员加强情报收集，目前当地
政府也在向渔业相关人士等确认是
否因坠机事故受到影响。

澳大利亚放松对高校资助限制 
地方教育迎发展新机遇

据澳洲网报道，澳大利亚联邦教
育部长特翰(Dan Tehan)12日宣布放
松对高校的资助限制，为地方大学注
入1.34亿澳元现金，以支持地方高等
教育的发展。据报道，1.34亿澳元资
金将用于昆州中央大学、阳光海岸大
学以及维州的联邦大学、新州的纽卡
斯尔大学等。其中，作为该笔资金的
一部分，地方及边远地区大学可为学
生提供1955项奖学金，共计3410万澳
元，超过目前1200项奖学金的2倍。
该资金还将用于在各州及北领地建立
学习中心。此外，由前维州州长纳普
辛(Denis Napthine)负责的顾问小组
还将参与制定一项国家政策，以提高
地方及边远地区高等教育普及率。对
此，特翰表示，不管每个澳人居住
在哪里，都有权利接受澳大利亚高等
教育。对地方教育的支持符合国家利
益，因为边远地区需要留住并吸引优
秀的年轻人。

印度航一机长
因未通过酒精测试遭禁飞3年

印度民航总局12日宣布，因未能
通过强制性的飞行前酒精测试，印度
航空公司一名机长被吊销飞行执照3
年。据当地媒体报道，这位现年56岁
的机长名叫阿尔温德·卡特帕利亚。
他还是印度航空公司业务主管。印航
111航班原定11日下午2时45分从印度
首都新德里飞往英国首都伦敦。由于
他酒精测试结果超标，印航不得不临
时安排另一名飞行员执飞，导致该航
班延误一小时。卡特帕利亚已经不是
第一次因酒精测试受罚。

马 哈 迪 今 早 抵 达
新 加 坡 进 行 两 天 的
正 式 访 问 。 李 总 理
伉 俪 在 总 统 府 设 午
宴 招 待 他 与 夫 人 西
蒂哈斯玛。

李 总 理 在 午 宴 上
致 辞 时 说 ， 这 虽 然

是 马 哈 迪 出 任 马 国
第 七 任 总 理 后 ， 首
次 访 问 新 加 坡 ， 但
马 哈 迪 其 实 对 新 加
坡 非 常 熟 悉 ， 他 首
次 以 马 国 总 理 身 份
正 式 访 问 新 加 坡 是
在1 9 8 1年。

“ 自 那 时 起 ， 他
多 次 访 问 新 加 坡 ，
并 同 我 们 合 作 推 展
对 新 马 都 有 长 远 利
益 的 项 目 ， 如 柔 佛
林 桂 水 坝 和 大 士 第
二通道。”

李总理去年 5月曾
到 马 国 布 城 会 见 马
哈 迪 ， 此 次 会 晤 是
延 续 这 股 势 头 ， 两
位 国 家 领 导 人 探 讨
了 深 化 双 边 合 作 的
方式。

【美国之音网】朝
鲜星期一说，韩国恢
复与美国的小规模军
事演习违反了最近旨
在缓和朝鲜半岛关系
而达成的协议。

大约500名美国军
人和韩国海军陆战队
员上星期开始举行演
习。韩国和美国为了
促进与朝鲜的接触，
今年6月无限期推迟
这类联合演习。

朝鲜劳动党官方报
纸劳动新闻说，重启韩
美陆战队演习违反了朝
鲜和韩国今年9月19日
签署的停止”所有敌对
行动“的协议。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
星期一反驳了朝鲜的
批评，称这些是防御
性质的小型演习，参
演军队在营级以下。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
年6月在新加坡峰会
上承诺共同为朝鲜半
岛非核化努力。特朗
普总统答应停止美韩
联合军演。

不过，美朝协议没
有提及细节，此后的
谈判基本没有取得进
展。

朝鲜上星期取消了
原定在纽约与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的会谈。

【综合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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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一名为水果农场工作
的亚裔女职员。她12
日在布里斯班出庭，被
控污染食物罪，可面临
10年监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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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莓藏针”事态
也逐渐发酵，各地随后
发生超过100起类似案
件，而遭人藏入大头针
或缝衣针的水果大多是
草莓。另在9月17日也
有人在香蕉中也发现有
藏针；18日，新南威尔
斯州又有澳洲民众发现
在超市购买的苹果中也
被藏了针。另外，邻国
纽西兰也传出一起草莓
藏针事件。

警 方 经 过 2 个 月 调
查后，于首支在水果
内被发现的针上，从
DNA检验出50岁的郑美
吾（My Ut Trinh，音
译）涉案，遂采取逮捕
行动。她被控7项污染
食物罪，最高刑罚为3
年监禁，但当局指控其
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可
能被加刑至10年。警
方消息透露，郑美吾于
昆士兰省卡布丘（Ca-
boo l t u r e）管理一间劳
工中介公司，为昆士兰
草莓农场安排员工。郑
女对雇主心生不满，表
明「想他们垮台、关门
大吉」，于是犯案。

昆士兰省侦缉督察
长瓦克尔（Jon Wack-
er）表示：「这是一起
重大且史无前例的警方
调查行动，过程相当繁
复。」其举动触发多人
模仿犯罪，终引发全国
性的「食物恐怖主义」
风波。

而事件导致澳洲多
地的超级市场回收水果
及下架，果农更倾倒大
批滞销的草莓。

【 环 球 网 】 1 2 日
晚，美国副总统彭斯抵
达日本，并计划于次日
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
行会谈，就美日两国自
由贸易协定及朝鲜半岛
无核化问题进行商议。

日 本 广 播 公 司
(NHK)12日报道称，当
日晚7时，美国副总统
彭斯乘专机抵达日本东
京横田基地。按此前日
程计划，彭斯将于11日
至18日对日本等4国进
行访问。

报道称，对于此次
日本之行，彭斯表示将
就2019年1月开始施行
的美日自由贸易协定，
与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
现状进行商议。

据报道，就此前彭
斯对《华盛顿邮报》
表示“新美日自由贸
易协定将首先考虑美
国劳动者的利益”，

在此次会谈中双方将
会如何进行交涉备受
瞩目。另外，彭斯计
划将在17日于巴布亚
新几内亚召开的亚太
经济合作组织(APEC)
会议上就印度太平洋
地区问题进行演讲。

日本官房长菅义伟
在12日下午的记者会上

表示，不论是本周举行
的东盟首脑会议，还是
将于下周举办的APEC
会议，都将成为建立日
美合作的好机会。虽然
最终议题仍未确定，但
双方将就建立自由开放
的印度太平洋，以及扩
大日美双方贸易投资而
展开讨论。

探讨深化双边合作

李总理与马哈迪在新加坡会晤
【联合早报网】李显龙总理与马

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在总统府进行双

边会晤，探讨如何深化新马两国的

双边合作。

11月12日，马哈迪（左二）与妻子茜蒂哈斯玛（右
二）在李显龙（左一）和妻子何晶（右一）的陪同
下，欣赏一盆以马哈迪及茜蒂哈斯玛“Dendrobium 
Mahathir Siti Hasmah”命名的胡姬花。

朝鲜抨击美韩军演

违反缓和关系协议

韩国陆战队员2018年11月1日在延坪岛演习

澳洲水果藏针案

亚裔女职员恐面临10年监禁

澳洲警方11日拘捕一名为水果农场工作的亚裔女职
员。

美副总统彭斯抵日访问 

商议自贸协定与半岛无核化

当日晚7时，美国副总统彭斯乘专机抵达日本东京横
田基地。

【中新社曼谷】泰
国司法部12日在曼谷
就同性伴侣结合的相
关法案举行公开听证
会。根据这项法案，
同性伴侣的结合在泰
国将合法化。

司法部副部长彭萨
通(Pongsatorn Sajja-
cho l a p an)表示，除了
曼谷的这场听证会外，
近日还将在清迈、大城
府及宋卡府三地就这一
法案分别举行听证会，
听取当地民众意见。另
外，网络民调也已经在
进行中。

他说，该法案以及
公众听证会、在线调查
的结果本月内将向内阁
提交。

泰 国 社 会 对 同 性
恋、双性恋、跨性别族
群一向比较包容。有分

析认为，法案最快可望
在年底前通过立法。

不过，该法案虽然规
定了同性恋伴侣将享有
和异性恋夫妻绝大部分
相同的权利，但仍不允
许同性伴侣领养小孩。

此外，法案虽然承

认同性伴侣的法律地
位，但避免使用“婚
姻”一词。司法部官
员称，按照目前的法
案，未来同性结合合
法化后两人在法律上
只是“伴侣关系”，
而非“夫妻”。

中国游客团抵新西兰首日

整辆行李车离奇被盗

埃里克随后找到了被盗的行李车，但里面超过一半
的行李却不见了

有望合法化 泰国同性伴侣结合举行公开听证会

泰国司法部12日在曼谷就同性伴侣结合的相关法案
举行公开听证会。根据这项法案，同性伴侣的结合
在泰国将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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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周孙毅报道】
11月10日晚，印尼全西
加乡亲会(Pe r k ump u l a n 
Warga SeKALBAR Indo-
nesia简称：PERWASES)
第一届（2018-2023年
度）理监事就职典礼，在
雅加达Raja Kuring酒楼隆
重举行。

该会首任总主席B u-
d i h o n o，名誉主席贝锦
兴，监事长黄少凡和顾问
团，常务主席团Supa r t o 
Hal im（负责社会文化艺
术部）、Khim Nen(负
责经济部)、TJ Jolly-
m a n（负责公关和媒体
部）、Bud iman(负责会

员和组织部)、Sudradjat 
Hamid,BSc.MBA（负责
文教部）等理事及嘉宾，
近400人一同出席典礼。

筹委会主席TJ Jol-
lyman作活动筹备工作报
告，并欢迎各地区乡亲拨
冗出席，也感谢筹委会诸
理事的精心安排，使活动
得以顺利进行。

Budihono致词称，全西
加乡亲会成立于2017年3月
3日，是一个由我国司法与
人权部批准的独立非营利
性社团组织。该组织的成
立，旨在为西加各地区乡
亲们建立一个联络、沟通
的渠道，使大家可以更好

印尼全西加乡亲会举行第一届理监事就职典礼
地互通信息，互相帮助，
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Budihono希望已被聘为
首届理事会的各部门理事
能履行其职责，秉承创会
宗旨，团结协作，群策群

力，为推动会务发展，开
展慈善公益工作，促进印
尼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做
出应有的贡献！

贝锦兴致词，对全西
加乡亲会首届理监事就职

礼顺利举行表示祝贺。他
说，全西加乡亲会纯粹
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社团组
织；希望该组织的成立，
能得到大家的支持，更希
望本届理事能为社会福利

事业略尽绵薄之力。
必利达学校董事长饶

兴生也简要致词，并祝愿
全西加乡亲会在首届全体
理事的共同努力下，会务
蒸蒸日上。

Budihono致词。 贝锦兴致词。 饶兴生致词。 TJ Jollyman作筹备工作报告。

贝锦兴（右）向Budihono颁发聘书。 贝锦兴（右）向黄少凡颁发聘书。 贝锦兴（左三）接受聘书后，向常务主席团颁发聘书后合影。

印尼全西加乡亲会首届名誉主席团、顾问团及全体理监事合影。 必利达学校学生呈献舞蹈表演。

【本报周孙毅报道】
11月7日，印尼购物中心租
户协会（Himpunan Penyewa 
Pusat Perbelanjaan Indone-
sia简称：HIPPINDO）总主
席Budihardjo Iduansjah在
该会创办人陈炜贤的陪同
下，赴中国杭州市参观访

问了阿里巴巴集团总部，
并受到尹东平全球化战略
发展高级业务专家、方
超全球商务拓展专家、淘
宝大学经理梦辰女士的接
待。

在访问期间，HIPPINDO
理事们介绍了该组织情

况，目前已有300多个印
尼知名品牌加入了H I P-
PINDO，且有兴趣与阿里
巴巴建立合作关系，将
通过阿里巴巴把印尼各
种优质产品销往中国。      
与此同时，HIPPINDO也藉
此机会特别邀请阿里巴巴

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能
够出席并成为2019年9月
份将在印尼巴厘岛召开联
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
WTO）零售峰会的发言
人。届时，星巴克首席执
行长和Zara创始人将一同
出席盛会。

印尼购物中心租户协会访问阿里巴巴集团总部

邀请马云出席2019年零售峰会

陈炜贤陪同Budihardjo与阿里巴巴集团代表交谈。

【本报讯】11月12日，
雅加达兴安会馆通过印尼
华裔总会捐赠2亿盾予中苏
巴鲁地震灾区重建工作。
这是兴安会馆在乡亲们献
爱心，筹集捐款给予我国
巴鲁受灾灾民区重建。早
些时候也通过印尼红十字
会和印尼慈济向巴鲁、栋
加拉区捐款予灾区。

雅加达兴安会馆永久荣
誉会长关文龙、会长卓天
贵、副会长陈春辉、关荣
添、黄志勇、林国华、黄
秀兰、黄德星和侯佳柏等
出席善款移交仪式。关文
龙和卓天贵代表兴安会馆
移交捐款予印尼华裔总会
总主席黄德新。在场者还
有陈清明、黄贤安、In t i 

秘书连绍鹏及兴安会馆理
事们。

黄德新致词，欢迎兴
安会馆领导一行人莅临本
会所。他简述了在巴鲁的
灾情情景。在进行赈灾方
面，印尼华裔总会总是在
第一时间内都把华社社团
的捐款，送到目的地。

他说，在现场我们也有

华裔总会分会的志愿者，
在现场协助分发救济物品
及急需品，有时也发出现
金以供解燃眉之急。

他在龙目岛的经验是，
有些受灾地区是闭关自
守，非常排外的区域，不
接受任何物品；但他的团
队，经过沟通及交流后，
都顺利地将援助品送到他

们手里。随后，这区的灾
民感激不尽，并对我们深
表欢迎。

他指出，通过灾难，患
难见真情，一方有难，八
方相助，印尼华裔是做到
了。在此他代表印尼华裔
总会及灾民对雅加达兴安
会馆领导及乡亲们的爱心
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此也

欢迎雅加达兴安会馆的年
青人与我们同行到再区考
察和慰问灾民。

关文龙、卓天贵致词表
示，感谢热情接地接待。
捐款赈灾是我们作为公民
是应尽的责任。这是我们
兴安乡亲筹集的爱心捐
款，虽然数目不大，但意
义重大。

雅加达兴安会馆通过印尼华裔会总会向巴鲁震灾区捐赠2亿盾善款
陈炜贤和Budihardjo在阿里巴巴集团总部前合影。 陈炜贤和Budihardjo在阿里巴巴集团总部内合影。 2018年天猫双11全球狂欢节全天成交额达到2135亿元。

卓天贵移交捐款予印华裔总主席黄德新接收。左起：黄志勇、林国华、关荣添、黄德星、
陈春辉、关文龙、黄德新、卓天贵、陈清明、黄贤安、侯佳柏、黄秀兰和连绍鹏。

黄德新向兴安会馆领导及理事们简说在巴鲁的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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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邝耀章报导】
我国警察机动部队庆祝成
立73周年环节当中，举
办一系列活动，其中一项
即颁发荣誉机动部队成员
头衔给华社精英翁俊民博

士教授(Prof Dr Tahir)。
诸多华族领导应邀出席见
证这项荣耀。

警察机动部队司令鲁
迪苏法利雅迪少将(Ir jen 
(Pol) Rudy Sufahriyadi)

在Depok Kelapa Dua 机
动部队总部的Ho e g e n g 
Iman Santoso射击场广场
说，翁俊民博士教授对警
察机动部队有功劳，他支
持警察机动部队执行任务

及提升部队功能，他已
对机动部队做出积极的贡
献，无论是对部队司令提
出各种建议，或对整体部
队提出建议。

鲁 迪 少 将 继 续 说 ，

另 外，翁俊民也积极支
持机动部队的教育中心，
而国家收支预算里没有提
供该经费。翁俊民提供的
经费用来修葺机动部队学
校的建筑物，而这些建筑

物已经很久没有修葺。
出席见证翁俊民博士接

受荣誉头衔的华族领袖，
其中有谭柏叶，傅志宽、
许锦祥、黄德新、江淼
成、王振坤、黄贤安等。

警察机动部队庆祝成立73周年

翁俊民荣获警察机动部队荣誉警员头衔

翁俊民与前警察总长Dai Bachtiar合影。 与雅京特区警察长Irjen Idham 
Azis警察少将(右)合影。

与警察机动部队司令Irjen Rudy 
Sufahriadi 警察少将合影。

翁俊民博士教授致词。 翁俊民博士被警察机动部队成
员抬起。

许锦祥，张天来, 吴端华等华族精英出席观礼。 出席观礼的华社代表与翁俊民博士（右四）合影。 翁俊民与出席观礼的女嘉宾合影。

警察机动部队司令与出席嘉宾合影。  
 (Shang Bao/Max Manuhutu 摄)

翁俊民博士接受警察机动部队颁发荣
誉警员头衔。

前排左起：前警察总长Dai Bachtiar，翁俊民，
机动部队司令Irjen Rudy Sufahriadi。



 

阴雨绵绵的天气里为了
有干燥舒适的衣服穿，洗
衣晾衣总是一件大工程，
可是因为雨天湿度高，衣
服不容易干，或是明明洗
干净了却飘出异味，不仅
让制服族群常紧张衣服不
够穿，也可能因为衣服的
异味感到尴尬。

以下提供几点改善方
法，即便在雨天亦可以有
干爽、芬芳的衣物可穿：

洗衣机别塞太满 洗衣
后开盖子通风

许多人习惯累积几天的

衣物再一次清洗，可是要
注意洗衣机的容量，不要
塞入超过洗衣机负荷量的
衣物，每次洗衣尽量不超
过洗衣机容量八分满，让
其有空间运作洗净衣物，
清除衣物上沾染的污垢及
味道。

取出洗衣机内的衣物
之后，除了清理洗衣机内
收集衣物棉絮的小口袋，
可以维持洗衣机的盖子打
开一阵子，稍微通风再关
上，消除残余的清洁剂味
道，并降低洗衣槽的湿
度，也比较不会滋生细菌

及霉菌。

脱水加干毛巾 衣物洗
好立刻晾

不论是使用洗衣机附
带的脱水功能，或是手
洗衣物后使用脱水机，
皆可以在脱水时加入一
条干的大毛巾，让干毛
巾吸收部分湿衣物上的
水分，可以缩短晾衣服
所需要的时间。

衣物即便已经清洗干
净，若闷在洗衣机里太
久，湿衣服堆叠在一起
难免产生异味，应在洗衣
完成后尽快将衣物抖开披
挂。

拱桥状晾衣 弯折衣架
制造通风空间

晾衣服时前后两端挂
较长的衣物，如长裤、
外套，而把较短的衣服
挂在中间位置，如卫生

衣，拱桥状的排列方式
能在整体衣物中间制造
空间通风，让衣物干得
快一些。

晾干衣服主要来自空气
流通带走水分，把衣架两
端向前或向后折出角度，
在衣服间制造空隙，把遇
水后紧贴在一起的衣服
前后撑开，让衣服更容易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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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晾衣也能快干除异味 
雨天时衣物干燥的速度不比晴天，晾

干衣物需要花较长时间，无论身体是否

健康强壮，皆应避免穿上未干的衣物，

以免湿气使皮肤搔痒不舒服，甚至经由

皮肤进入身体，影响关节和脏器。

家事乐 FEATURES

许多人习惯累积几天的
衣物再一次清洗，可是
要注意洗衣机的容量，
不要塞入超过洗衣机负
荷量的衣物，每次洗衣
尽量不超过洗衣机容量
八分满。雨天时衣物干燥的速度不比晴天，晾干衣物需要

花较长时间。

也许你曾听说过：“自
律就是在你最想要与

现在就要之间进行选择”。
这名言让很多商界人士虔诚
地遵循以期实现对公司设定
的目标；它也让很多人在上
班前从床上跳起来跑去健身
房健身；它还能让运动员克
制住放弃的欲念，在腿累得
抖个不停的时候咬紧牙关完
成最后的一组深蹲……用自
律中的忍苦与克已来描述资
优生也非常恰当，他们为了
拿到梦想院校的录取通知书
而苦拼入学考试，最终成为
了同龄人里的翘楚；他们为
了在中考、期末考试中力夺
高分而平日里手不释卷成了
无敌“学霸”。

那么，为什么自律这么重
要？著名的韦氏字典对自律的
定义是“为了完善而修正或约
束自己”。这个定义意味着，
假如我们以某种方式完善自
己，那么就一定要约束和停止
某种行为。如果把自律与学习
相关联的话，那么当我们学习
的时候就得停下某事而开始做
与学习相关的事情，以便取得
理想成绩。

以这种方式约束自己非
常的重要，因为它可以建
立自尊。当我们实现自己设
定的目标时，自尊会强化信
心，从而可以改善我们生活

的方方面面。
那么，如何在学习中做

到自律呢？以下是知名教育
资源网站www.thoughtco.
com分享的专家建议的六个
步骤。

步骤1： 屏蔽诱惑
要想做到自律并不难，

最重要的是把那些让你从学
习中分心的事情屏蔽掉，例
如关闭手机，让自己在这45
分钟的学习时间里心无旁
骛，直到课间休息。此外，
花些时间把那些让人心烦意
乱的杂物从学习区域清理出
去。当你准备入学考试时，
让那些未付的账单、待办事
项即时贴、信件，甚至是令
人分神的图片从你的视线中
统统消失。

步骤2：学习前吃点健脑
食品

研究表明，在我们专注
学习时大脑最消耗葡萄糖，
而葡萄糖的匮乏容易让人
头昏眼花，无法专注眼前事
物。所以当我们坐下来学习
之前，不妨吃些健脑食品，
如：炒鸡蛋、黑巧克力，甚
至一杯咖啡，如此可确保大
脑中葡萄糖供给充足与稳
定。

步骤3：把握当下
为了准备考试拿到理想

成绩，任何时间都是学习的

最佳时机，所以请为自己预
留足够的复习时间。但是，
如果你总是“坐”失良机，
那你将“饮恨余生”。生活
中总会有些事情比你正在进
行的复习更重要，如：朋友
会央求你倍他去看本季最拉
风的电影、家人需要你开车
送他外出、父母要你打扫自
己的房间等等。当一切尘埃
落定，你也很满意自己的表
现时却发现没时间学习了。

步骤4：中途休息
让自己休息一下并非意

味着可以放弃自律，安坐在
电视机前。在自己的学习计
划表中规划好休息时间段。
强迫自己，把学习时间设定
为45分钟，然后休息5-7分
钟，可以起身去趟洗手间、
伸展一下腰身、补充些健脑
食物、稍做调整，然后在休
息时间结束后即刻回到学习
当中去。

步骤5：奖励自己
有时，良好的自律行为

需要不断的奖励来激发。
对某些人来说，实践自律本
身就是一种奖励，而对其他
类型的人来说，自律则需要
一些有形的奖励。比如，每
次学习20分钟无中断，并且
连续三个20分钟（长达一小
时），那么就要奖励自己一
下，也许是星巴克的拿铁
咖啡，一集自己喜欢看的短
剧，或者是让自己在社交媒
体上放纵几分钟。

步骤6：从小事做起磨练
意志

自律并非天生，尽管有
些人自律性是比别人更强一
些。不过，自律是一种可以
学到的技能。就像是球场上
完美的点球，经过无数次的
刻苦训练才会有高进球率一
样，自律来自于意志力的反
复磨练。

大女儿贝思将要离家
到 美 国 念 大 学 之

前，我们考虑全家一起先
到欧洲旅行，再送她到美
国就学，我们相信这趟旅
行会是全家难忘的回忆。

但问题来了。二女儿
贝宁当时念国二，将升上
三年级，在升学竞争的压
力下，所有国二生暑假都
在为隔年的高中联考做准
备，贝宁不仅没跟其他同
学一样在校补习，还整
个暑假跟我们一起畅游欧
洲，暑假结束，她势必要
立即面对学校模拟考的现
实考验。做父母的我们，
到底要不要鼓励她一起去
欧洲呢？

其实，我们希望她一
起去，可是要面对升学的
是她，不是我们，所以我
们让贝宁自己选择。

个性开朗的贝宁果然
一派乐天，毫不犹豫就选
择全家同游欧洲。从小爱
耍宝的她比手画脚、信誓
旦旦的说，她会利用搭欧
洲列车的时间好好念书，
要我们不用担心，于是，
欧洲之行就这样决定了。

果然，这趟旅行是全
家难忘的回忆，欧洲列
车穿过如织的美景，经过
德国、荷兰、比利时、
法国、瑞士，一路到意大
利。在全家欢乐的笑谈声
中，我和太太故意装作不
在意，其实还是偷偷注意
著贝宁有没有在念书。只

见列车行进时贝宁靠在窗
边，手上捧着书，随着列
车摇啊摇……唉！看来打
盹的时候比较多，天晓得
她有没有在念书？

现实果然是残酷的。
暑假结束后的模拟考，贝
宁考了全班倒数第三名。

身为父母的我们该说
什么？总不能说，这是你
的决定，早知道你就不要
一起去，而且，我们的确
是想让贝宁一起去欧洲。

太太善于开导子女，
和太太商量后，我们对贝
宁说：“全家旅行与模拟
考的结果不需要画上等
号，该玩的时候本来就要
好好玩、尽兴的玩，现在
旅行结束了，之后静下心
来，专心念书；只要全力
以赴，不需要跟别人比较
成绩，只跟自己比较，好
好利用未来的一年，每天
进步一点点，平心静气面
对联考的挑战。”

贝 宁 终 于 收 心 ， 专
心念书，第二次模拟考
成绩就有了起色，进入
全 班 前 十 名 ， 她 高 兴
的领了学校颁发的奖状
回家。我和太太有点纳
闷，全班前十名，很厉
害吗？又不是全校前几
名，怎么会有奖状？贝
宁笑着展开奖状，上面
写着：最佳进步奖。

没错，不需要跟别人
比较，只要跟自己比较，
每天进步一点点，平心静
气的面对挑战，累积点滴
的动力，聚沙成塔，成为
大步前进的力量。

第二年，贝宁以第一
名的成绩考进师大附中美
术班。

直到今日，我还记得
当年全家的欧洲之旅，那
个坐在列车上看书的长发
女孩、一段精彩的暑假、
难忘的倒数第三名，以及
最佳进步奖。

许多人挑选鸡蛋时，总觉得愈大颗
愈经济实惠，事实上，母鸡每天下

蛋，随着年龄增长，产道也变宽，产下
鸡蛋的体型便相对较大，虽然大蛋和小
蛋所含养分相差无几，但是年迈母鸡常
有其他问题。

台湾优良蛋品协会理事长邱石崇提
醒，明显过大的鸡蛋通常兼有蛋壳较薄
的问题，代表母鸡
的健康情况不佳，
甚至可能染病，
因此他建议，选择
中、小型的鸡蛋比
较安全。

至于蛋品是否
新鲜，购买时可用
手感测试，新鲜的
蛋拿起来沉甸甸、
蛋壳也较厚。鸡蛋
打开后，蛋黄膜很有弹性，蛋黄完整、
挺实，不会稀糊散开；如果发现一小坨
白稠状不明物，那是用以固定蛋黄不受
碰撞的“卵系带”，更表示这颗蛋很新
鲜。

除此之外，选蛋时最重要的一个原
则，是确定蛋壳无裂痕、破损。中兴大
学微生物暨公共卫生学研究所特聘教授

张照勤指出，只要蛋壳有裂损，病菌就
会入侵，这时无论鸡蛋本身再怎么新
鲜、干净都于事无补。

买回来，不要洗
常有消费者一买回鸡蛋后立刻清洗再

放冰箱，这是错误动作，张照勤建议，
因为清洗不但无法消灭沙门氏菌，还可
能因为潮湿，使得蛋壳表面的病菌渗入

鸡蛋里，愈洗愈糟
糕。

因此正确做法
是，洗选蛋不必
先处理，直接整盒
放冰箱；未经洗选
的鸡蛋则可先用干
布轻擦掉表面的粉
尘，再放进冷藏库
中独立的位置，以
免交叉感染。

放进冰箱时，应以直立排列，将圆的
一端朝上、尖的朝下摆放，可避免气室
中的空气影响新鲜度。

烹煮之前，无论是不是洗选蛋，都
先用清水冲洗、手指在蛋壳上搓揉一会
儿，然后立刻打蛋入菜，如此可避免敲
开蛋壳时，表面的脏污接触到蛋白蛋
黄，张照勤建议。

六个步骤助你成为一个自律的学生

做酱不外几种用途：一种是当作蘸
酱，一种是当拌料，还有烧烤用的

涂酱，喝茶用的果酱。
即兴做酱是一种乐趣，通过个人的想像

力和喜好，调制出属于个人风味的佐料。
利用手边现有的物料，配合家人口味多调
些酱料，随时可用。

一般而言，某些食物常用蘸酱来增加
美味，譬如：水饺、煎萝菠糕、水煮油
豆腐、白斩鸡、白煮肉、火锅料….之类
的，如果有相得益彰的蘸酱，吃起来就更
觉心满意足。平日
若不想大费周章，
煮碗面条、烫盘青
菜……这时若有现
成的酱料可以拌面
拌菜，那做起来就
格外轻巧。当然市
面上各种酱料琳琅
满目，花钱省事但
口味重。其实那些
酱料，仔细看它的
成分，很多都可以
顺手拈来，何不自己
试试？有什么材料做什么酱，喜欢什么味
就调什么味的酱！

在台湾，始终受喜爱的应该算是蒜茸酱
吧，无论拌饭、面拌、蘸肉、蘸小菜都少
不了它，算得上是台湾口味的基本酱。蒜
茸酱的作法可以很随兴，要领是：几粒蒜
仁加一点盐捣成泥后置入玻璃罐中，加一
点点冷开水，再加酱油或酱油膏，油膏比
例多就稠，酱油比例多就稀，也可依个人
喜好单用酱油或单用酱油膏来调制，口味

偏爱甜一点的再加点糖，这就成了。
捣成蒜泥比剁成蒜末蒜味出得多，调

好了整罐冰起来，蒜味越泡越出，越出越
香，需要时舀出一些来，想加香油再滴些
香油，因为不是每种食物都适用香油。蒜
茸口味是最简单、最基本的蘸料。通常捣
成泥后，一般我都单放白醋先泡出蒜香，
如果再加黑醋、葱末、姜末、辣椒末、酱
油膏、甚至蕃茄酱，还可以调成五味酱、
六味酱、七味酱都成。夏天做凉拌菜大半
就是这系列的口味。如果加沙茶酱，那就

是冬天火锅蘸料的风
味了，不过也没有什
么成规，通常边调边
尝，直到如意为止。

记得几年前蒜价
高涨，买蒜可比买
肉，那时就用家中仅
剩的三四粒蒜头，做
了一罐酱，一边用一
边添加酱油等其它调
味品，这样撑过一段
抵制高蒜价而又有蒜
味的日子。现在接近

年底，又到了蒜头抽芽的季节了，数月前
买的一袋蒜头还剩下不少，用不完的蒜头
抽出芽来就不香了。所以我就将一部分蒜
头的皮剥一剥，捣一捣，做了两种不同口
味的蘸酱和烤面包用的蒜酱。

一酱在手，下厨时随机应用十分方便。
调酱不难，难在各种作料比例的拿捏，难
在让各种味道协调起来，难在什么食物搭
配什么口味的佐酱，而你可以随心所欲的
调制出来。

最佳进步奖

随兴做酱：玩出个人风味佐料

新鲜鸡蛋怎么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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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语 有 谚 语 称 “ 即
便晚来也比不来好”，
此轮对话的展开恰好证
明这一点。今年自从特
朗普发动对华关税战以
来，中美经贸摩擦急剧
升 温 ， 双 边 关 系 急 转
直下。经过几轮较量，
两国经济都受到不同程
度的负面影响。危急时
刻，中美元首外交再次
发挥战略引领作用。11
月1日，习近平主席应约
同特朗普通话，重新确
认高层直接交流的重要
性，并希望双方按照彼
此达成的共识，促进中
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与 此 同 时 ， 中 美 两
军将领也对双方摩擦可
能 升 级 深 感 忧 虑 。 近
期，华盛顿宣布向台湾
出售新式武器，美国舰
船再闯南海，导致两军
紧张局势加剧。本来美

国防长马蒂斯和中国国
防部长魏凤和计划10月
在北京举行会谈，但由
于美国单方面制裁中国
军方从俄罗斯购买武器
的行为，会谈计划被取
消。10月18日，在新加
坡参加东盟防务论坛的
间隙，中美防长举行会
晤，达成两国需要加深
高层联系，以降低冲突
风险的共识。马蒂斯还
邀请魏凤和尽快访问华
盛顿。

在此背景下，第二轮
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得以
举行。根据中方发布的
消息，双方围绕做好习
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
在阿根廷G20领导人峰会
期间会晤筹备工作进行
了深入讨论，并就中美
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
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
进行了充分沟通，对话

坦诚、建设性、富有成
果。

从 对 话 内 容 上 看 ，
一 是 阐 明 各 自 战 略 意
图，避免战略误判。中
方强调，中国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所做一切都是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而不是为
了挑战谁或取代谁。美
方则重申欢迎中国经济
发展，乐见中国取得成
功，无意遏制中国；美
方希望同中方发展基于
尊重、对等的建设性、
富有成果的关系。

二是就具体分歧进行
沟通，化解战略疑虑。
中方强调发展军力是为
了维护国家安全，无意
同任何人搞军备竞赛。
双方同意两军保持各层
级交往并加强机制性对
话，增进沟通，降低风

险。中方期望美方慎重
妥善处理涉台湾问题。
美方则重申，将继续奉
行一中政策，遵守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南海问
题上，中方敦促美方尊
重 事 实 ， 停 止 损 害 中
方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行
为，为维护南海和平稳
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三是推动经贸摩擦的
妥善解决，推进以协调与
合作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双方同意落实好元首通话
共识，加强两国经济团队

接触与磋商，推动达成一
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此外，双方认为，中美拥
有广泛合作空间，应一
道努力，推进在经贸、两
军、执法、反恐、禁毒、
地方、人文等领域的交流
与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
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总的来说，第二轮中
美外交安全对话的顺利
举行，不仅为月底的“
习特会”预热和奠定良
好的基础，同时也对美
国中期选举后中美关系

的发展设定协调与合作
的基调。当然，不能预
期一次对话就解决中美
之间业已存在的分歧，
毕竟处理当下中美之间
关系的命题对双方来说
都是头一次，需要在摸
索中前进。但是，对话
总比摩擦和冲突好，因
为它意味着各方在朝着
正确的方向前进。

（张志新 中国现代国
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
所副研究员。来源：中
国网）

文/张志新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为“习特会”预热
当地时间11月9日，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在美国首都华盛

顿举行。此轮对话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共同主持，国务委员兼

国防部长魏凤和参加。由于本月底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即

将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中会晤，这轮对话为“习特

会”预热的意味浓重。

服饰鞋包在总成交中比
例的下降，反映了随着代
际变迁以及中国城市化的
发展，中国人的消费观转
向了，升级了。

11月11日，电商平台们
又给出了一份创造纪录的
消费清单。

双十一狂欢背后是中国
的消费升级

静水深流，看似简单的
表面数据之下，是改革开
放4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
大历史变迁，以及伴随而
生的消费升级。

首先，这种变化源于中
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
人的收入不断提高。2009
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
接近4万亿元，到2017年，
这个数字达到了2 9万亿
元，增长超过6倍。而更大
的背景则是，2009年在中
国GDP为35万亿，而2017
年，中国GDP总量首次突破
80万亿。

在此次双十一中，消费
超过1000元的中高等消费

深度消费者人数，增速明
显高于1000元以下人群。
消费超过5000元的重度消
费人群，更是连续两年增
速持续提升，增速是500-
1000元人群的3.4倍。

这不但意味着互联网
的主流消费人群80后、90
后的消费能力随经济增长
而上升，与此同时，也意
味着，随着智能手机的发
展，5 0岁以上的中老年
人的互联网消费被释放出
来，年龄更大的他们，自
然有更雄厚的消费能力。

成交总额反映了中国经
济的变化，反映出消费升
级，这已经是老生常谈。更
有意思的是，实际上，此次
交易数据的结构性变化，反
映了中国消费升级背后更深
层次的结构性变化。

十年的双11数据显示，
服饰鞋包一直是大家在线
上消费中花费最多的大类
目。但在2013-2017年这五
年的双11中，这一品类的
占比呈现下降趋势，更多

的成交金额分配到了3C数
码、家装家饰、美容护理
等细分品类上。

这种变化首先源于互
联网人群的代际变迁。中
国的互联网人群，始于80
后。如今，他们都人到中
年。相对于90后消费者更
明显的个人偏好，80后的
消费结构、消费品类自然
会发生改变。

从此次双十一的消费
数据看，反映出更多的家
庭意味。在母婴类消费，
家装家饰、家电的3C数码

等品类中，80后群体较其
他年龄群体有更高的消费
偏好。母婴、家装、3C数
码，价格更贵，自然也会
带动整个消费的升级。

城市化进程带动中国消
费结构升级

比代际变迁更深刻的变
化是，中国城市化进程，
已经展现出了自己对中国
消费的结构性影响。

在20 1 3年这个时间点
上的中国，对大多数人而
言，吃饱穿暖已经不是问
题。服饰鞋包更多的是一

种彰显自己消费需求的体
现。那么，服饰鞋包在总
成交中比例的下降，是反
映中国人彰显自己的需求
下降了吗？

并不是。真正的原因是
随着代际变迁，中国城市
化的发展，中国人的这种
消费观转向了，升级了。

一个人对足球、旅游、
电子产品的爱好，其实是
在青少年时期发展起来
的。这不但需要钱，更需
要外部环境、素质教育等
资源的支持。城市化，则
因为其规模效应，同时提
供了多个因素。

当在城市化中逐渐长大
的一代人，成为消费的主
力军的时候，他们所追求
的心理上的满足感和精神
上的享受，已经超越了用
服饰鞋包来展现自己的阶
段，更多的是转向旅游、
体育、电子产品、手办等
品类。所以，我们看到休
闲型服务消费是近几年的
热点。

旅游产品的热销，是
这一类消费力量上升的典
型代表。比如，某互联网
旅游平台相关负责人就表
示，年轻群体主导的特色
出境游，比如，俄罗斯世
界杯、西甲、英超、NBA
等赛事门票的预订显著增
加。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是，对西甲、英超、NBA的
喜爱，一般来说源于青少
年时期，也需要整体性的
氛围支撑。

不难想象，随着0 0后
的成长，他们的消费也会
更加多样化。青少年时期
的培养，会导致他们在成
年后拥有更广泛的消费兴
趣，比如，会收藏乐高、
收藏乐器、艺术品等。

从这个角度看，当下中国
的种种现象，需要到30年前
去寻找答案。当下的双十一
数据，不但反映着中国经济
的整体性增长，也反映着中
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人群
的结构性变化。

（来源：新京报）

“双十一”数据刷新纪录 这难道不是消费升级？ 文/刘远举



日常生活中有各种各
样的零食，有些零食对身
体健康是有好处的，而有
些零食对身体健康则是有
影响的，现在在超市里可
以看见果蔬干这种零食，
就是由水果和蔬菜风干以
后做成的零食，仿佛可以
满足青菜摄入不足的人
群，那么你觉得吃这种零
食健康吗？

1、其实热量很高
现在市面上的综合果

蔬干是一种“真空油炸”
食品，也就是把油炸设备
抽真空，这样油的沸点就
降低到100度以下，炸出
来的产品颜色很漂亮，不
会发黄，也不会糊掉，还
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油炸
过程中产生多种脂肪聚合
有毒物质的问题。因为口
感酥脆，小朋友们往往很
喜欢。

但是，油炸毕竟是油
炸，炸的过程中会吸入大
量的油。绝大多数水果蔬
菜本身的脂肪含量低于

1%，但经过真空油炸，
做成果蔬脆片之后，脂肪
能上升到10%以上甚至
20%。吃一大包这种果蔬
脆片，热量实在太高了，
非常容易促进发胖。如果
孩子已经有超重问题，
真的要严格限量。

购买水果脆片看清配
料表

除 了 这 类 综 合 果 蔬
干，还有水果脆片也是孩
子喜欢的小零食。范志红
建议，在购买水果脆片的
时候，要注意区分冷冻干
燥的和真空油炸的产品。
冷冻干燥的果蔬营养素保
存率非常高，而脂肪含量
极低，但只要开包就会很
快吸潮，逐渐失去脆感，
在嘴里还可能有粘牙感；
真空油炸的果蔬脆片高脂
肪高热量，但开包后能长
时间保持脆爽。看包装上
的配料表，真空油炸的
有“植物油”这一项，且
脂肪含量超过10%。

2、清新健康的零食

1 . 天 然
水果

酸酸甜甜的水果君，
丰富的口感加芳香的果
味，一点儿都不输给上面
列的那些零食大咖们。水
果君的含糖量一般要高一
些，更容易吸引爱吃甜食
的孩子们，不过它的维生
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以
及抗氧化剂等含量都非常
可观，使得它们是中国居
民膳食指南中明确推荐的
食品。作为零食，既解馋

又提供
热 量 ， 还

能保证愉悦的进餐心情，
实在是优越的选择。

2.原味坚果
核桃、花生、杏仁、

开心果、腰果、松仁等等
之类的坚果，虽然这些食
物通常也有较高的热量，
不过其中含有不少蛋白
质、纤维和矿物质等多种
其他营养素，比那些薯片
好多了。坚果中虽然含有
不少脂肪，但却是以不饱

和脂肪为主，如果控制住
总的热量，也是一种健康
的选择。

3.酸奶、奶酪
酸奶、酸牛乳、发酵

乳、发酵牛奶、优酪乳、
酸酪乳，眼花缭乱傻傻分
不清楚，其实它们指的
是一种东西——酸奶。
酸奶中含有乳酸和乳酸
菌，有利于人体的矿物质
吸收，所以原味酸奶中的
钙实际利用率并不比补钙
神器——牛奶差。

酸奶中还保留了牛奶
所有的维生素，而且经过
发酵，乳酸菌的活动还能
增加B族维生素的含量，
因此整体而言，原味酸奶
的维生素营养价值相当于
甚至优于纯牛奶，可以作
为维生素B2、B6、B12、
维生素A、维生素D等的
膳食来源之一。

奶 酪 跟 牛 奶 酸 奶 一
样，主要在于丰富的钙
质，其次还有乳制品中的
优质蛋白质。对于长身体

的娃娃们，选择吃奶酪补
补钙还是挺靠谱的。不过
很多奶酪的制作过程中不
可避免地要用到盐，因而
含盐也可能会比较高。所
以选择奶酪的时候也要好
好看一下含盐量哦。

4.能量棒
在原料和制作工艺上

都有改进的“能量棒”算
是零食界新锐了。用糖浆
把各种颗粒状的健康原料
黏在一起，就产生了形形
色色的相对健康一些的零
食。还有一些能量棒采用
粉末原料，口感比较酥软
劲道。

很 多 人 都 很 喜 欢 吃
零食，特别是小孩子，
而有些零食其实是对身
体健康有好处的，在你
有些饿了的时候就可以
吃些健康零食来填填肚
子。吃零食可以满足味
蕾需求，但是别吃多了
零食，果蔬干零食也要
少吃，如果减肥的话就
不要吃高热量的零食。

果蔬干零食有营养吗？果蔬是健康零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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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板栗的搭配禁忌
草鱼：板栗的热量高，

与草鱼都是热性食物，大
量一起吃容易引起上火。

牛肉：板栗和牛肉从食
物药性看并无矛盾，但是
二种食物都有些难消化，
二种食物一起吃，特别是
吃过量会影响营养的吸
收，并造成消化不良。

羊肉：两种食物煮是热
性食物，一起吃非常容易
上火。

杏仁：杏仁和板栗不能
一起吃，可能会引发胃痛。

鸭肉：会产生对人体不
好的物质，大量同吃，甚
至会引起食物中毒。

2、这些人要少吃板栗
脾胃虚弱者：生食板

栗较难消化，熟食则易滞
气，不管生吃还是熟吃，

对肠胃功能要求都很高，
所以，脾胃虚弱，易消化
不易的人，最好少吃，且
吃的时候要细嚼慢咽，一
定不要过量。

糖尿病患者：板栗所含
的糖类较高，糖尿病患者
不能吃太多的板栗，街边
的板栗小吃制作时加入了
大量糖分，不宜食用。

产妇、老人、小儿：这
些人的消化功能较弱，不
宜大量食用板栗。

便秘的人不多吃：平时
会有便秘的人，应要少吃
板栗，否则会加重便秘。

3、板栗一次吃多少
板栗含有较高的淀粉，

蛋白，脂肪，维生素等，
相同重量的熟栗子仁和熟
米饭相比，栗子水分少、
干货多，提供的热量与蛋

白质差不多是米饭的2倍，
膳食纤维是米饭的4倍。

因此，板栗吃下过会
有更强的饱腹感，会比较
难消化，一次吃板栗千万
不能过量，否则易引发腹
胀，一次吃不超过10颗。

4、吃板栗的最佳时间
板栗终究只是零食，不

能够当做主食来食用，吃
栗子的最佳时间是在两餐
之间，可以把板栗当做下
午茶时的零食来吃，注意
别吃太多就好。

5、板栗的营养食谱
适量的吃些板栗对身体

是十分有益的，能够起到
养胃健脾、补肾强筋、活
血止血的功效，非常适合
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小
便增多以及脾胃虚寒引起
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

引起的骨折、瘀血肿痛、
筋骨疼痛等症者食用。

板栗红枣粥
板栗、红枣、糯米、大

米适量。糯米和大米分别洗
干净，放到锅中，加入红枣
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煮约30分
钟，熟板栗切小，放到粥
里，继续煮约20分钟。

作用：红枣补气养血，
健脾和胃，美容养颜；板
栗健脾养胃，补肾固气，
煮粥吃营养更容易吸收。

板栗红豆汤
板栗和红豆适量。红豆

泡一个晚上，板子煮熟，
去壳；红豆入锅，加水煮
沸，转成小火，放板栗煮
至熟软，放少量冰糖。

作用：脾胃、益气、补
肾、壮腰、强筋、补血、
利水。

板栗烧排骨
排骨40 0克、板栗、葱

蒜、料酒、白糖、淀粉各适
量。排骨洗干净，用生抽腌
1小时，蒜葱切好；炒锅里
加油，腌好的排骨倒入锅
中，翻炒均匀，至肉微微泛

黄，再放蒜、姜，继续翻
炒，至颜色均匀，加适量清
水，放料酒、冰糖、盐、板
栗，用小火焖40分钟左右。
作用：补中益气，滋养脾
胃，改善贫血，强健筋骨，
增强体力。

板栗怎么吃最有营养？有四个方法讲究

它 出 产 于 热 带 的 地
区，是不少年轻或者中年
人喜欢的一种很特别的零
食。它也是水果的一种，
却有着惊人的嚼劲，它可
以提神醒脑，精神焕发，
消除疲劳。它就是水果界
很特殊的纯在，槟榔。

其实槟榔在生活中真
的是很常见的一种水果，
我自己身边就有很多人经
常在嚼槟榔。当然我自己
也有食用过，不过小编的
口腔没有很厉害，吃过一
个就不吃了。但是其实槟
榔是不适合食用的你们知
道吗?

槟榔里含有量非常高
的槟榔素，这种槟榔素是
一种很致癌的物质。而且
槟榔的加工一般还有参入
石灰等一些对人体有害的
物质，使得槟榔的致癌性
更高了。现在在国际上槟
榔已经是一线的致癌物质
了。

槟榔中还有一种叫做
槟榔碱的物质，会让我们
的口腔黏膜纤维化让我们
的口腔治病。所以对于我
们的口腔也是伤害非常的
大的。

长期的食用槟榔，会
让我们的牙齿慢慢的越来
越黑，也会让我们的牙齿

越来越松动。而且非常容
易诱发我们口腔癌等等口
腔疾病的发生。食用槟榔
过多的话，还很容易造成
我们人体中毒。

制作槟榔一般都是把
槟榔放在对人体会产生兴
奋性作用的槟榔卤水中。
这一类的物质很容易会让
人起到依赖性，就是我们
常说的上瘾。但是长期的
嚼槟榔不仅仅是上瘾还会
有致幻的不良反应。所以
不管什么方面槟榔对于人
体来说真的伤害非常大。

一旦你食用槟榔上瘾
的话，想戒掉槟榔就要有
像戒烟一样的意志力了。
毕竟意志力才是我们取胜
的关键。再来就是我们要
找到比较好的方法，例如
当你想食用槟榔难受的时
候你可以食用口香糖，这
个接近槟榔的食用方法可
以很有效果的缓解你上瘾
的症状。在平时也可以每
天调整食用槟榔的量或者
每次控制自己食用槟榔的
量，慢慢的把槟榔的上瘾
控制到最小最后就会慢慢
的没有槟榔的瘾了。

看了这么多所以最好
就是不要在经常食用槟榔
了，或者尽量不吃了。毕
竟身体最重要。

槟榔致癌多可怕？
你看了这些都不敢碰了

很多人都说榴莲要自然裂开一个
口子的，那才证明已经熟了，可以
吃了，那么榴莲如果还没有开口可
以吃吗？没开口的是不是就是没有
熟的，每个榴莲都会自己成熟自己
开口吗？

1、最好放放再吃
榴莲买回来的时候如果还没有

裂口，说明是还没有全熟的时候
就摘下来了，这样的榴莲虽然可以
吃，但是脆脆的，不软，而且不
太甜，味道很一般，甚至不好吃，
因为还没有全熟，这种榴莲最好是
用报纸包起来放在阴凉地方隔两天
再吃，味道会好一些，而且食用的
时候可以先把果肉拔出来，用保鲜
膜包起来放在冰箱里面冰冻几个
小时，味道更棒，会有雪糕的感觉
哦。

2、榴莲成熟掉落
其实，真正熟透的榴莲根本不

需要采摘，它会自己直接从树上
掉落下来，而且自然裂口，这样
的榴莲是最好吃的，而现在很多
超市或者水果摊上的榴莲很多都
是从别的地方运输过来的，因为
榴莲只在中国台湾和海南一带出
产，其他地区几乎没有，所以中
途需要运输，而裂口的榴莲运输
不方便，而且容易坏掉，因此只
好在没有成熟的时候就摘下来
运输，有的榴莲会随着时间推
移慢慢开裂，而有的即使坏掉都
不会开裂，可以想象这种没有开
裂就坏掉的榴莲味道肯定不怎么
好。

3、开口比较好吃
其实开口的榴莲是最好吃的，

但是开口后的榴莲很容易变质，所
以在挑选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变质
后的榴莲有一股酸味，而且会带一
点酒味，这种榴莲就不要买了。成
熟的榴莲用刀尖开个缝，一掰就开
了，如果没有成熟的话，会很难
打开。

榴莲没开口可以吃吗？榴莲没裂开能吃吗？

1、阿胶的搭配禁忌
白萝卜：白萝卜有顺气

和促进消化的作用，而阿
胶是滋补品，可以补气，补
血，如果阿胶和白萝卜一起
吃的话，会降低阿胶的滋补
功效。

大蒜：大蒜也是顺气的
食物，与阿胶一起吃会影响
阿胶的功效，失去原有的价
值。

绿豆：绿豆是一种寒凉
食物，有解毒排毒的功效，
与阿胶一起吃，会令阿胶失
去原有的营养。

茶：茶水中含有茶多酚
等物质，若与阿胶一起食
用，会影响阿胶中营养的吸
收，影响阿胶功效。

牛奶：牛奶的蛋白质容
易和阿胶中的有机物发生反
应，降低滋补效果。

大黄：大黄有泻下攻
积，清热泻火，凉血解毒，
活血祛瘀的功效，与阿胶一
起服用，会让阿胶失去阿胶
的营养作用。

2、吃阿胶的注意事项
不能吃太多：阿胶是滋

补品，用量太多容易引起
上火，一般3-10克就可以
了。

适合的体质：阿胶性质
比较平和，且药食两用，
如果在食用后，没有明显
的不适感觉，可以常年服
用。

不宜吃的人：感冒，发
烧的人不宜吃阿胶，会加
重病情；女性在经期，孕期
都不能食用阿胶，以免造成

不良后果；另外，湿邪重的
人、体内有淤血的人、热性
体质的人不宜食用。

3、阿胶怎么吃补血好
红枣阿胶粥
红枣20颗，阿胶粉10

克，粳米100克。将红枣和
粳米一起煮成粥，煮熟时，
再放阿胶粉，边放边搅伴，
再煮至熟软，可以加一点点
红糖调味。

作用：益气固摄、养血
止血。可用于产后气虚，恶
露不尽，以及月经不调的女

性。
阿胶鸡蛋汤
阿胶适量，鸡蛋1个，冰

糖适量。砂锅里放入冷水，
煮沸，再转成小火，把阿胶
放入水里，不停地用筷子搅
拌至阿胶溶化，最放冰糖，
打入鸡蛋煮熟，或是筷子搅
散成蛋花再煮沸。

作用：补血、滋阴、还
能养心安神。

猪皮阿胶红枣汤
鲜猪皮100克，阿胶15

克，红枣10克，红糖20
克。猪皮刮去碎油脂和猪
毛，洗净，阿胶打碎，红
枣洗净，锅里加水煮沸，
下猪皮大火煮沸，再放红
枣煮沸，转成小火炖至猪
皮熟烂，下阿胶和红糖，
用小火慢慢熬煮至完全融
化，分几次吃完。

作用：滋阴、清热、养
心、益气、补血、止血，可
用于吐衄便血、体虚疲乏无
力、面色无华、心悸失眠、
阴虚血热等症者食用。

女性吃阿胶滋补，与6种食物一起吃会降低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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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青衫
作者:豆宝宝生活的颜色

谁能告诉我生活是什
么颜色的?

记 得 很 小 的 时 候 ，
老师经常教导我们生活
的颜色是五彩斑斓的，
我们要热爱生活，于是
儿时的我经常憧憬一个
精彩绚丽满是美妙的明
天。

世 界 里 满 是 天 真 烂
漫的我随着年龄的不断
增长，我开始思考，生
活的颜色是只有美丽得
让自己无比珍爱的彩色
吗?不，我的眼睛里看
见了一抹挥之不去的灰
色，也有那被我极度厌
恶的黑色……原来生活
的颜色杂糅了千万种深
深浅浅的色彩，那个颜
色的味道年纪不算太大
的我已尝了不少，原以
为大都是我溺爱的香甜
可口，事实上有很多黑
色的极苦的巧克力的味
道被很多人喜爱，他们
告诉我，不管是咖啡还
是巧克力，他们都喜欢
最苦的，越是浓越是苦
滋味越是回味无穷……
于是我在角落里观望我
所在的世界的模样，想
象着儿时老师口中的五
彩斑斓，我发现，生活

的颜色原来只是一片空
白，需要我自己去买了
画笔，用岁月去一点一
点地涂抹……买来的画
笔的颜色比我想像的和
原本计划的要多太多，
并且有很多并不太喜欢
的颜色也被生活强行填
上，然后我奋力挥舞自
己手中喜欢的画笔，想
用全部的生命去涂抹我
最喜欢的五彩。正当我
用功涂抹得疲乏不堪的
时候，不愿意休憩也不
愿意停止，一旁路过的
眼眸里满是智慧的全身
高大得让我仰视的长者
微笑着看着闪着泪光的
我说:”年青人，休息
一下吧，再怎么执着，
也不能透支了自己的体

力啊，不管你再怎么用
力，你也不能覆盖了生
活原本就有的底色，你
需要做的不是去覆盖，
可以用心去把它妆点成
你喜欢的颜色，你极度
厌 恶 想 要 去 覆 盖 的 黑
色，其实也可以美丽得
高 贵 而 优 雅 ， 如 果 你
不信，到大街上去瞧一
瞧，去豪华店铺里逛一
逛，哪里不能发现黑色
高贵典雅的服装被人们
喜欢得不得了?”

在 奋 力 涂 抹 颜 色 满
脸写着不满和抱怨的我
才明白，不是我昼夜不
停的勤奋就可以改变全
世界，但是我可以改变
自己的审美观，并且努
力让自己多一些创意的

灵感去妆扮生活，生活
的颜色就可以很美，比
五彩斑斓还要美。原来
生活中生活得优雅智慧
的人们不是因为老师说
的生活的颜色是五彩斑
斓才热爱生活的，是明
明看见了自己不喜欢的
色调却依旧努力珍惜和
热爱。就像人们说的光
明的世界里不是没有黑
暗，只是永远不会被黑
暗湮没，……英雄的世
界里也不是没有卑下的
情操，只是永远不向卑
下屈服。

生活的道路可能并没
有自己想象中的漫长，
但是毋容置疑的是它并
不会只有光明和平坦，
但是我想，只要我向智
慧的人们学习，用智慧
的心去热爱生活，自己
一定也能多一份智慧人
们身上的优雅，少一分
疲乏狼狈的抱怨。

原来热爱生活，热爱
的不仅仅是它斑斓的彩
色，也还应该热爱它波
澜壮阔的底色，绘心去
描画，足够努力，就一
定能给自己铺开一张写
着无悔的画卷，不负芳
华，满载收获。

当 尘 封 的 记 忆 被
思 念 的 风 声 一 次 一
次 吹 醒 的 时 候 ， 天
空 很 蓝 ， 大 地 越 发
广阔，风儿依然放肆
的自由，它的每一个
转身都会带走一片云
彩……甚至，连一次
停顿也没有。

我 的 记 忆 有 时 会
被一阵风带来，又带
走 。 阳 台 上 留 一 盏
灯 ， 一 杯 茶 ， 一 本
书，一支笔，漫无边
际的等，等风，等风
吹过时用力的去记录
一些东西，就为了能
让记忆停留的时间更
长一些，再久一些。

以 前 嘲 笑 别 人 ，
什么忘情水、孟婆汤
难 觅 ， 只 要 愿 意 ，
风可随时带来随便它
带走。轮到自己时，
颇有“少年不识愁滋
味”的感觉啊。

风 来 时 ， 欣 喜 若
狂，风走后…我就像
失去了躯壳的灵魂，
流离失所…有人开始
嘲笑我，说我是魔，
不过就是没了爱情，
何必如此折腾?有人称
赞我，说我是神，对
爱情的执着竟然如此
坚守。哪里明白我是

为风的到来又离去而
惆怅…..

魔也好，神也罢，
吹过风如同失去的情，
再来时已经不是当初花
香。我现在已经分不清
谁是我，我是谁，也分
清你是谁，谁是你了。
只觉得在这个物欲横流
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混
混沌沌，一切都显得那
样荒芜，陌生，可怕。

风呼呼的走了，留
下一张微笑的脸，它
温柔平静的欺骗着别
人，也欺骗过自己。
继续等着下次风的到
来，来了又如何，又
一次如此真实的在我
还未全俞的心口一次
一刀深深的捅着。绝
望的找不到忘怀的出
口……

清楚的知道，一切
的“不如意”都有可
能被风带到我身上 ，
这时我看见后园的二
株枣树，和园里那株
不知名却开得极其细
极的粉红色小红。阳
台的灯泡上一些小飞
虫横冲直撞打得灯罩
丁丁作响。我做着小
粉红色花的梦，秋虽
然来，冬虽然来，而
此后接着还是春。

风 作者:瑶晴

蔷薇之恋

我 ， 独 自 待 在 黑 夜
里 ， 默 默 地 哭 泣 。 时
间，慢慢地过去，你不
来，我怎么舍得老去。
我还想着自己像个孩子
一样躲到你的怀里，施
展 一 个 孩 子 应 有 的 天
分，拥有一个孩子应有
的天真，生活迷茫的时
候，真切地问一句“你
爱我吗”，并希望着能
得到你真诚的回答。在
岁月飘零的枝头上，我
像落叶飞花，离开你的
手掌，去远方，那一个
只有我独自面对一切的
天涯，情绪忸怩时，拿
灵魂与孤独对话。

风 ， 吹 来 思 念 的 感
受 ， 自 由 ， 舒 缓 ， 怀
念，温柔。摇晃的窗帘
像我特意为你制造的动
静，知道我在想你，眼
角的泪溢出，此时甜蜜
的忧愁恰如其分。你是
谁，你是那个我爱上就
无法遗忘的人，你是江
湖里匆匆的过客，你是
我守尽黑夜，企盼天边
闪现的那颗明星，照亮
你的影子在我心头刻下
的轮廓，烙上月光下烹
煮着一饮而尽而意犹未
尽的温柔。四目相对，
你能看穿这对双眼的背
后，那个爱着你真实的
我吗？

楼，总是以一种累积
的高度增加我们之间相
隔的距离，我们共同深
爱的土地啊，若彼此追
根朔源，这楼，无形之
中挡住了视线，透过霓
虹的光，你还能看清世
事的真相？我们相守的
永恒，不过是黄昏时共

尝一杯凉茶的余温！
你 要 舍 得 我 孤 寂 ，

就让满山的花都开吧，
那些爱花的蝴蝶蜜蜂都
来了，我只是默默地听
着那些恋人的情话，羡
慕着那些甜蜜的告白；
你要舍得我哭泣，就让
潮水翻滚着沟壑，我静
静地守护着这颗脆弱的
心，窝进棉被，聆听着
一 夜 一 夜 无 休 止 的 喧
哗 ••••••你要真
的爱我也不说吧，等风
声过了，潮水过了，捡
起一枚海螺凑到耳边，
也 听 不 出 那 就 是 我 的
呢喃。山盟海誓，只是
放在昨夜窗前那半杯还
未饮尽的海水，有泪水
的咸味。伸出舌头，是
你的滋味，苦涩着夜的
黑。

流浪的心，被你打下
的野味俘虏，世事风雨莫
测，你宽阔的爱，将我抚
慰，待秋日来临，满载而
归。我小心翼翼地叙述着
你的美，我呕心沥血地摹
画你的媚，踩过刀尖一样
的岁月，吻上你花一样的
嘴，你的香魂成了我守候

了多年、轻轻拨开的窗
帘，让我看到一片明媚的
天，一片可以随时自由放
飞灵魂的草原！到达天的
边缘，才知道你的辽远，
于是我的一生，都在策马
扬鞭，从未停歇。

有 时 觉 得 你 在 ， 身
边的每一片风景都有你
存在过的气息，脚下的
每一条路都像有过你的
足迹，身边路过的每一

个人都像你。有时觉得
你不在，仔细寻遍每个
角落，认真翻阅过往记
录的点滴，到底是我将
你忘记了，还是我的生
命里，你根本从未出现
过。有时觉得这是一种
悲哀，不及两个人的欢
喜；有时亦觉得这是一
种欢喜，胜过两个人的
悲哀。悲哀或者欢喜，
你亦无处不在；你亦无
处不在，却教我无处找
寻••••••

最长不过绕行地球一
圈的距离，你在哪里？
而我不敢老去，除非生
死别离，一黄土之下，
掩映着我的叹息，在一
个孤独的夜深，随一指
弦琴，响彻天际，抬头
望去，侥幸化作那颗在
你眼里闪亮的星，你欢
喜地观望着那远空里，
隐 约 闪 烁 的 眨 眼 的 神
情！

看那里
是不受束缚的生命力量
正紧紧地
追着黎明前的脚步
迎接第一缕阳光的到来
他祈祷着
被挚爱的她摘下
用虔诚的手指
为他画下一片禁地
在这里
没有纷扰
有花香陪伴她笑

夜阑珊
蔷薇悄悄地生长
闻那香味
似是一抹茶丝
清淡中夹杂些苦味
像是涩了露珠
正娇羞地顺着叶子落下
轻轻拍打在嫩枝上
继而遁入地面
被地根吸收

月光下
流淌着的血脉
正逆向流动
缓慢而又不可阻挡
含苞的花蕊
冲破引力
在寂静的黑夜里开始绽放
红的，蓝的，紫的……
散发着的香味
弥漫晕染了空气
昭示着盛开的喜悦

你未来，我不老 作者:无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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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罗补射建功伊瓜因染红 

尤文图斯2-0完胜AC米兰
上半场曼朱基奇头球

攻破多纳鲁马把守的球
门，伊瓜因罚丢点球，斑
马军团客场取得一球领
先。下半场，C罗补射破
门为老妇人锁定胜局，伊
瓜因终场前抗议主裁判罚
被红牌罚下，最终尤文图
斯客场2-0完胜AC米兰。
斑马军团在历史上与米兰
有过194次交手，尤文图
斯75胜60平59负，打入
279球丢258球，处于优
势地位。而双方最近一次
交手是在今年5月份的意
大利杯决赛中，尤文图斯
4-0大胜米兰夺得冠军。
伊瓜因在过去的两个赛季
在尤文图斯踢球，并有着
不俗的发挥，但是在今夏
随着C罗的加盟，伊瓜因

被尤文清洗，阿根廷人只
能到米兰踢球。因此此番
对战老东家尤文，伊瓜因
也渴望在旧主面前证明自
己。第5分钟，C罗接桑德
罗传球，在球场左侧超
远距离处右脚射门，皮
球高出横梁。第8分钟，
桑德罗边路传中，曼朱
基奇禁区内力压罗德里
格斯大力头槌破门，尤
文图斯1-0AC米兰。第
77分钟，伊瓜因传球，
罗德里格斯禁区外左脚
发炮，皮球飞出球门左
上角。第81分钟，赫迪
拉传球，坎塞洛边路似
传似射送向门前被多纳
鲁马扑出，C罗禁区内跟
上补射建功，尤文图斯
2-0。

【凤凰体育】11月12日，2018-2019赛

季意甲第12轮联赛迎来一场焦点大战，

意甲豪门尤文图斯客场对战AC米兰。

曝欧足联欲安排周末踢欧冠 

遭四大联赛反对

C罗破门瞬间

【新浪体育】11月12
日，据《阿斯报》报道，
为阻止欧洲超级联赛的计
划，欧足联或将把欧冠
比赛放在周末进行，把
联赛放在周中。此外，国
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对该
计划一直持反对意见，并
称参与欧洲超级联赛的球
员奖杯禁止参加其他国际
足联组织的赛事，比如世

界杯、世俱杯、解放者杯
等。但欧洲四大联赛（西
甲、英超、意甲和德甲）
已经签署协议，拒绝在周末
进行欧冠比赛。而其他欧足
联成员国则要求撤销这几个
国家的自动晋级欧冠的名
额。前日，多家欧洲豪门进
行沟通，希望组织欧洲超级
联赛，而这一提议已经遭到
多方的反对。

欧足联欲把欧冠放在周末举行

【新浪体育】11月11日 
联合会杯决赛，随着斯尼亚
科娃以7-5/5-7/7-5击败
肯宁，捷克在主场3-0完胜
卫冕冠军美国，夺得了近8

年来的第6冠，这也是她们
史上第11座联合会杯冠军。
在首日比赛中，缺少了两
位大将科维托娃和卡-普利
斯科娃的捷克取得2-0的领

【中新社北京】11月12
日，2018-2019赛季国际滑
联短道速滑世界杯盐湖城站
比赛中，平昌冬奥会冠军武
大靖以39秒505的成绩夺得
男子500米冠军，这也打破
了他在平昌冬奥会上创造的
39秒584的世界纪录。比赛
开始后，武大靖利用道次优
势迅速抢占领滑位置；两圈
过后，经验丰富的武大靖牢
牢守住内道，没有给对手超
越的机会；最后一个弯道，
武大靖全力加速，最终以39
秒505的成绩夺冠。韩国名
将林孝俊和匈牙利华裔选手
刘少昂分别以39秒670和39
秒699位列二、三名。在此
前进行的短道速滑世界杯卡
尔加里站比赛上，武大靖就

联合会杯捷克3-0完胜卫冕冠军 

夺得8年内第6冠

斯尼亚科娃贡献两分

先。
斯特里科娃在首场比赛

逆转击败了肯宁，随后出
战的斯尼亚科娃则击败了里
斯克。今天斯尼亚科娃再度
挑起重任，虽然她错失次
盘和决胜盘3-0领先，并在
决胜盘4-1领先后连丢4局
险些失利，但她最终还是挽
救了两个赛点，以7-5/5-
7/7-5险胜，帮助捷克再夺
联合会杯冠军。这是捷克/
捷克斯洛伐克史上第11个联
合会杯冠军（1975， 1983
， 1984， 1985， 1988， 
2011， 2012， 2014， 2015
， 2016，2018。前5冠代表
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仅次
于美国的18冠。

短道速滑世界杯500米武大靖破世界纪录夺冠

武大靖在平昌冬奥会摘金现场。

两次夺得500米冠军，此番
再次夺冠，武大靖就此实现
赛季三连冠，垄断了本赛季
迄今为止男子500米的全部
金牌。平昌冬奥会上，武大
靖曾两破男子500米世界纪
录。四分之一决赛上他滑出

39秒800，打破了美国人塞
尔斯基保持了6年之久的39
秒937的世界纪录；决赛中
武大靖又将世界纪录提升至
39秒584，就此成为首位获
得冬奥会短道速滑冠军的中
国男子运动员。



后的杀手随即扑
杀过来，她以为
自己即将丧命，

杀手身子却突然僵直的倒
在她的脚边，一双眼瞪得
老大，人断气了。
她由惊骇中回神，仰头望
去，那救自己的正是与她
决绝的丈夫沥歌。
“你……何必救我？”她
一瞬泪崩。
“能不能不问我为什
么？”他悲怆的望着她，
眼中满是恳求。
她该愤慨的，但她却只是
声音哽了哽的说“好，不
问……你能抱我吗？我站
不起身了。”
她挺着一个肚子，方才惊
慌窜逃，此时已经筋疲力
竭。
看着她狼狈的模样，他心
痛不已，马上横抱起她，
脚步往林子外走去，而她
清楚出了这座林子，两人
又得分开。
她拉了他的衣袖。“我不
要离开这里。”
“你不能不离开，这里危
险。”
“有你在不是吗？”
他神色沧桑。“你不懂，

我才是那最危险
的……”
她盈盈大眼蒙上了
一层水雾。“若我
用三世绝缘换你三
日相守，行吗？”
他身子一震，停下
了脚步，久久说不
出话。
“就三日，行
吗？”她恳求。
他一脸挣扎，三
日，多诱人，
但……
“不行吗？我就
只要三日，只争这

三日也不行吗？果然不
行……”她绝望悲伤的垂
下脸庞。
他胸口一紧，眼神中出现
一股不顾一切的狠劲。“
好，就三日，你我就争这
三日！”
她眼中霎时绽出绚烂的光
彩。“真的，咱们真的可
以在一起三日，你没骗
我？”她喜极而泣。
他紧抱住她。“嗯，我不
骗你，这三日你不哭，我
们只享乐，只相守，只做
开心的事。”
她抹去眼泪，很快点
头。“好，我们什么都不
想，只做开心的事。”
之后三天，他们去瀑布前
戏水，去桃花林摘花，去
山上摘果子，设陷阱捕野
兽。
白天戏水，晚上观星，做
足了一切他们想做且高兴
的事……
始终在一旁观看着他们的
皇文诺与魏绾烟，忽然明
白了一件事……
他们在紫南山时，他与一
名女子相恋，而她则疯狂
喊着沥歌的名字，他们一

个失忆，一个着魔，只因
沥歌就是皇文诺，而墨心
就是魏绾烟。
那时他们看的正是自
己，是自己前世的悲
恋！
沥歌与墨心虽相爱，却
受到舒丽迫害，令他们
无法相守，而这三日即
是他们最后能相拥的日
子。
过完这三日，离开这座林
子，今生再不可能相见，
两人的魂魄在这三日与沥
歌和墨心交错融合，让他
们错乱了前世今生，以为
在此发生的事即是紫南山
的记忆。
魏绾烟泪流满面，原来自
己的前世这般悲苦，爱不
可得恨亦不能，只能卑微
的求得三日的甜蜜。
皇文诺亦是震惊，自己失
去的记忆在此，两世的他
们居然曾合而为一过，
如此神奇，如此的不可思
议！
两人情绪复杂的看着前方
的沥歌与墨心，这已是他
们的最后一日……
沥歌由陷阱里抓出一只大
白兔，墨心帮着生火，两
人准备烤兔肉吃。
忽然，一支箭朝着墨心射
来，他反应快，抱住她避
开那射来的箭。
“什么人？”他大喝。
“沥歌，你敢负我，就别
怪我心狠！”舒丽出现
了。
他面色阴鸷下来。“你
敢对她动手，我也敢杀
你！”他将墨心护在身
后。
舒丽神情大变。“为了
她，你不管沥家上下死活
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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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刚才讲那几句话的时候，
神情一定犹有余悸，所以他
在呆了一呆之后，放软了声

调：“发生了什么事？”
我毫不隐瞒，将我准备独自行动开始
讲起，一直讲到事情最后为止。我虽
然讲得详细，但是并没有花了多少时
间。

我注意到，当我讲到一半的时候，奥
干古达的神情，就变得十分难看，而
且喃喃自语，不知道在讲些什么。
而等我讲到蔡根富如今的样子之际，
奥干古达陡地转过身去，面对着墙。
这时，我看不到他脸上的神情，但是
我却可以看到他宽大的嘴部，在微微
发着抖。一直等我讲完了之后，他还
是那样站着。
比拉尔也发现了他神态十分异特，先
看了看他，才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
我道：“我真的不知道！”
奥干古达突然道：“蔡根富变成了维
奇奇大神！”
我和比拉尔互望了一眼，都不禁苦笑
了起来。但是我却立即明白了何以奥
干古达的神态变得如此怪异的原因。
对我和比拉尔来说，“维奇奇大神”
是一个十分陌生的神的名字，不会有
什么特别的感受。
可是奥干古达却不同，他是当地的土

人，一定从小就知道维奇奇大神是怎
样的一个神，更可能知道许多维奇奇
大神联系在一起的事，他实际上，比
我和比拉尔两人，更加害怕！
我的估计没有错，奥干古达在讲完了
那句话之后，转过身来。
他脸上肌肉抽搐着，而他的双眼之中
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恐惧，我从来未曾
也在人类的眼睛之中看到过。
他又喃喃地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他在我叙述的时候讲过很多
次，当时我并没有十分留意，直到这
时，我才听出他在说：“我们完了！
我们完了！”
比拉尔在当地住的时间比较久，他对
维奇奇大神的了解，当然也比我深。
比拉尔低声道：“在他们的传说之
中，维奇奇大神，具有极大的神通，
而且是一个灾祸之神，和许多大自然
的灾害、死亡，联系在一起。”
我看到奥干古达的神情，虽然明知他
曾经受过高等教育，但是我却一点也

没有嘲笑他的意思。
我走过去，将手按在他的肩上，使他
略为镇定一些：“我们是不是先离开
这里！”
他有点失神落魄，看他的样子，像是
勉力要使自己镇定下来，可是也至少
在我提出了这个建议之后半分钟，他
才点了点头。
我又道：“蔡根富在这里躲过一个时
期，要派人看牢这里？”
奥干古达答道：“是的，看守。不，
封锁，我会叫人封锁这里！”
我仍然有点不明白他为何将事情看得
如此严重。
他一面说着，一面向外走去，仍然魂
不守舍，一脚在阶梯上踏了个空，若
不是我抓住，也要像我一样，一直滚
跌到街上去了。
我们到了街上，他们两人来的时候，
由一位警员送来，奥干古达和那警
员匆匆讲了几句话，我们就一起上了
车。

遴君提着医药箱往他房里走，
盛颖熙却反射动作似的，早先
一步阻止了他。

“怎么了？”有些莫名的问。
盛颖熙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阻止他，
不但阻止，还铁青着一张脸。

柳无忧背部还裸着呢，他不想任何男
人看到她的裸背！
这样的想法一出现，连他自己都吓了
一跳！柳无忧是他的谁啊，他怎会有
这样独占，活似把她视为私有物的想
法？
之前他居然还安慰她，说遴君是个医
生，要她别介意。就正常而言，一个
雇主会这样安慰女佣吗？
她不过是个帮佣，连朋友都称不上，
他怎么会这样呵护她？
他……很不对劲！
犹豫了一下，他先敲了房门，推开一
小缝。“没事，我们进去了。”
夏遴君对好友的礼貌和过度小心感到
好笑。如果不知道是他的女佣，他当
烫伤的是他很在意的人呢。
跟着盛颖熙走进去，他看到一纤细娇
小的身影背对着他们，坐在角落，他
走了过去。
“烫伤情况还好，范围虽大，但只有
一部分起了水泡。”他俐落的先用白

药水消毒，再上药。“晚上睡觉可能
要采趴着睡的方式，尽量不要压破水
泡，一来比较不容易感染，二来也比
较不会留疤。”是因为烫伤吗？他所
触及的肌肤，温度有点高。
“嗯。”
这声音……虽然只是单音节，可和某
人有点像。
夏遴君眯了眯眼看她纤细的背影。“
这些旧疤痕有多久了？”这样她就必
须开口说话了吧？只是……好严重的
疤痕。有些像烧烫伤，有些像手术留
下的疤痕。
“一年多了。”
“以现在医学美容的技术，要去除这
些疤不会是太难的事。”他不着痕迹
的将身子往一边倾斜，看到了柳无忧
的侧脸，不禁压抑住惊喜。
是她！那个落在他车子前的女孩。只
是在她露出半片背擦药时认她，太唐
突了。
上好药后，他提议颖熙到外头等她穿

好衣服。
出了房门后，夏遴君脸上有了笑容，
和好友的闷闷不乐形成有趣的对比。
盛颖熙走到沙发前坐了下来。“你看
起来心情还不错。”
“是吗？看得出来啊？”
“都快召告天下了。”遴君儒雅的脸
上少有这种窃笑的表情。
“记不记得之前跟你提过那位落在我
车前的女孩？”
“就是逃得很快的那位？”盛颖熙不
疑有他的看着他。“逃得快小姐怎么
了？你有她的消息了？”
夏遴君笑了。“你之前说的没错，是
我的就绝对逃不掉，一定会再见面
的。”
“见面啦？怪不得你心情这么好，改
天带出来一起吃个饭，我也想见见
她。”
只是……他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提
这件事？

时，黑煞手在刹那间使自己镇
定上来，他丝毫不动，双臂在
身侧四周闪电般上下翻飞拦

截。
一阵阵的清脆对掌声密密响起，游魂
叟邓斌终于嘿然退后两丈，以躲避两
名长离高手的左右挟击！
黑煞手仇云追杀敌人，却几乎被困于
敌人掌势之中，他面孔赤红的怒叱一
声，再度猛扑而去！
于是，游魂叟邓斌又是一次“幽冥旋
踪十二式”，复将黑煞手仇云及加力
攻到的吸鲸客魏儒逼退！
二阎罗尹生冷眼观看，脚步大转中，
掌影如流星般泻向游魂叟，边沉喝
道：“仇旗主，攻他下盘！”
仇云钢牙猛挫，厉叱半声，魁梧的身
形蓦然下伏，竖掌如刀，回环劈斩而
出！
游声叟邓斌冷笑一声，身形疾旋之
下，一连六掌，若闪电飞掣般飞向仇
云双胁、背后！正当此际
二阎罗尹生却然抢进，在意念尚不及
转动的一刹那间，硬生生接了敌人飘
忽不定的十一掌，左肘微曲，猛捣而
出！
游觉叟邓斌两面受敌，大感牵制不
便，尹生左肘一出，他不得不迅速向
后掠去，但是，却又有一股厉烈如削
的劲知，自后倏然射到！
这时，他旧力已去。新力未生之际，
失着之下，只有奋力闪向一旁，右掌
斜劈背后，左手食中二指一分，急戮
二阎罗双目！
黑煞手仇云大叫一声，悍不畏死的长
身冲上，抖手十六掌，怒劈游魂叟邓
斌！
二阎罗尹生亦竟不闭不躲，反而迅速
迎上，口中冷冷的道：“邓老儿，这
次你可游不走魂了！”
双方的经过，宛如电光石火，在瞬息
间接触！
游魂叟邓斌做梦也估不到对方竟会使
出这不要命的打法，他惊惧之下，将
心一横，依旧原式出手，身躯却奇异
的在地平线上飘起！
二阎罗尹生猝然双目紧闭，颈项竭力

向后仰去，强而有力的两臂蓦然伸
出，迅速抓实了敌人的手腕。
但是，游觉叟戮来的两指，也恰好点
在二阎罗眼皮之上！
时间是紧凑而惊险的，-二阎罗尹生
大吼一声，一个旋步大抛肩，猛然将
游魂叟邓斌摔出三丈之外！
黑煞手十六掌落空，身形急转之
下，已看清一切，他心头一跳，大叫
道：“好一手蒙古摔角式！”
叫声中，如电扑上，双臂有若厉雷惊
电，猛劈而出！
游魂叟不料对方竟以蒙古摔角式相
博，一次失算，立时身不由主的被一
股大力抛出三丈。
这时，他眼前一花，一片宛似巨杵
般的劲力，已兜胸而到，猛不可

挡！
于是，他彷佛拚命般尽力滚向侧
旁。但是，他忘记了这时并非脚踏
实地，仍在向下坠落之际，何况，
黑煞手仇云的掌势又是如恶魔的邪方
般那么快捷啊！
“吭”的一声，游魂叟邓斌被仇云震
起五尺，在空中翻了个跟斗，又吃早
已蓄势待放的吸鲸客魏儒硬生生劈出
寻丈之外！
仇云目光不移，在邓斌身形未落地之
前，抖手推出一团掌风，再度将邓斌
身躯卷出七尺，终于“碰”然一声，
坠落地上！
吸鲸客魏儒掠身向前，将仆倒雪地的
游魂叟邓斌翻了过来，这位震慑武林
的三绝掌后人。
此刻满脸沾着雪屑与紫红的血
块，肌肉微微痉挛，双目的精芒
灰败而散乱，全身却在极度的颤
抖着……
没有再施辣手，魏儒沉冷的道：“邓
斌，地冷天寒，可要本副旗主送你一
程？”
魏儒十分清楚，游魂叟邓斌内腑早
已裂碎，绝然无法再有回生之望
了，他言中之意乃是要为其早些结
束痛苦。
邓斌四肢做着僵直的扩展，嘴唇
噙合，声如游丝：“雄心……壮
志……灰飞……烟灭……奈…
…何……”
他喉头“咯”了两声，双目呆滞的凝
注天空，嘴角有着一抹凄然的苦笑，
涩极了，也惨极了。
天空的雪花，不知何时又落了起来，
缤缤纷纷，似一片片无声的泪。
吸鲸客魏儒嗒然站起，高声道：“仇
旗主，强敌再去其一！”
黑煞手仇云正替二阎罗尹生在按揉
那双肿涨血红的眼睛，闻言愤怒的
道：“便宜了这老杀才！尹旗主这对
招子伤得不轻！”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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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夏

不要抄近道，否则会白跑。
不要绕远道，否则会迟到。
不要走邪道，否则会坐牢。
不要走黑道，否则会挨刀。
不要只想要，付出不能少。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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