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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雨天	 24-32℃

泗水	 雨天	 26-33℃

棉兰	 雨天	 25-31℃

登巴刹	 多云	 26-33℃

坤甸	 雨天	 2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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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宜 会友	出行	嫁娶	开市

	 交易	动土	上梁	安床

	 作仓	补塞	栽种	成服

忌 买田	置业	祭祀	祈福

生肖相冲	猴

【Merdeka网雅加达讯】
佐科威总统，周二（12月
11日）出席在雅加达国家
宫举行的第13届印度尼西
亚会计师协会（IA I）大
会。总统主持大会开幕仪
式并在会议上致词。

总统在演讲中说：“
我非常支持印尼会计师协
会拟实行注册会计师认证
的计划，使我国会计师能
与国际会计师衔接，让我

国会计师更具有创意力和
技能的创新竞争力”。	
佐科威说，注册会计师
认 证 将 建 立 更 有 负 责
任、制度性和高效及快
速与国际金融会计系统
衔接。专业性和可信度
高的会计师，有利于支
持我国可持续经济发展
计划，因为健康和有效
的国家经济发展必须符合
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原则。	

“会计师必须扮演非常
重要的角色，使该国经
济能健康发展亦能获得
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佐科威说，问责制是财务
管理非常关键，无论是在
国家财政管理还是在公司
的管理，可信度和问责制
的财务报告的决定一个企
业或国际机构的成败。佐
科威称，问责制的财务
报告有利于企业避免财

务的舞弊或违规行为。	
佐科威希望我国会计制
度，除了建立根据会计制
度执行，还要建立一个具
有社会道德的会计制度。	
“基于社会道德的会计制
度，包括在官僚制和公司
中的道德，尊重以简为上
的原则、优先公共道德、
强调社会公正并获得社会
大众适当监督的良好会计
制度”。（asp）

总统支持实行注册会计师认证计划

第13届印度尼西亚会计师协会大会在雅京举行

周二（12月11日），佐科威总统（中）出席在雅加达举行的第13届印度尼西亚会计师协会大会并同与会者合照留念。

随着才达到零售贸易总
额的2.4%份额，互联网渗
透率达到40%，我国电子
商务增长仍然敞开着。

自2012年开始的全国网
上购物日(Harbolnas)是电
子商务热潮的触发因素之
一。今年，全国网上购物
日于2018年12月11-12日
展开，约有300家企业参
与，并定下交易额指标为
7兆盾。

根据PPRO	Financial	有
限公司就有关世界电子商
务的研究报告称，墨西哥
的电子商务增长排名第二
位，增长5 9%，价值达
162.2亿美元，接着是菲
律宾增长51%达1 6亿美
元，然后是哥伦比亚45%
达5 2亿美元，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33%达5 1亿美
元，越南和沙特阿拉伯排
名第六位，各增长33%和
32%。

以色列排名第七位，增
长31%价值达36亿美元，
而印度和中国居第八位各

为27%达309亿美元和8650
亿美元，新加坡和马来西
亚排名第九位，增长26%
达39亿美元和17亿美元。
阿根廷排名第十位，增速
为25%达69亿美元。

印 尼 电 子 商 务 协 会
(idEA)总主席Ignatius	Un-
tung	 称，我国电子商务从
2012年开始发展。每年，
电子商务市场持续增长，
预测至2018年底我国电子
商务业绩将达到100多兆
盾。	

他说，我国仍然是电
子商务行业最有前途的市
场，因为人口达2亿6000
万，其中65%是消费类，
喜欢新产品。

此外，电子商务增长快
速是因为互联网和智能手
机的发展相当庞大。几乎
大部分我国民众都熟悉使
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

Ignatius	Untung说，“自
2012年出现以来，电子商
务仍然是一个伙伴，有助
于我国经济。”(xin)

今年营业额将突破100兆盾

我国是世上电子商务增长最快的国家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12月11日讯】2017年

我国企业对消费者的电子贸易市场(电子商

务/e-Commerce)每年增长78%，价值达76亿

美元。该增长是世界上最高的，超过了印度和

中国。今年和明年，据信电子商务市场将以两

位数的速度增长。

预测至2018年底我

国电子商务业绩将

达到100多兆盾。

印尼华商微信

【雅加达12月11日讯】
12月10日为世界人权日，
以纪念1948年12月10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
人权宣言》而设立的纪
念日。

我国副总统尤淑夫卡
拉（J K）代表佐科威总
统（Jo k ow i）出席周二
（12月1 1日）在雅京中
区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
（Komnas	HAM）总部举
行的2018年世界人权日纪
念活动。

“由于公务繁忙，佐
科威总统无法参加今天的
世界人权日纪念活动，
总统希望我能转达他的歉

意。”卡拉周二（12月11
日）在该活动中如斯说。

卡拉副总统还说，世
界人权日纪念活动理应
由司法人权部部长出席，
但是为了表示对人权的重
视，佐科威总统特别要求
由副总统代表总统出席该
活动。

副总统卡拉出席世界人
权日纪念活动，意味着佐
科威-卡拉政府支持彻查
和妥善过去曾经发生的
严重侵犯人权案件调查。	
此外，印尼国家人权委员
会也已向政府移交有关我
国悬而未解的侵犯人权案
件的建议书。

“印尼国家人权委员
会针对我国人权问题，
已 向 政 府 提 出 八 点 建
议。”Komnas	HAM专员
贝卡(�eka	 Ulung	 Ha�-(�eka	 Ulung	 Ha�-
s a r a )周二（11日）在雅
京如斯表示。

这些建议其中包括印度
尼西亚社会逐渐缺乏容忍
度，土地冲突亟需获得解
决，对过去发生的严重侵
犯人权事件必须给予解决
等处理人权建议。根据贝
卡说，印尼国家人权委员
会经常向政府提供有关处
理人权问题的建议，但却
未获得政府积极的响应。
（v）

卡拉副总统代表佐科威总统出席纪念世界人权日活动

副总统卡拉（右）于星期二（12月11日）在雅加达印尼国
家人权委员会总部举行的2018年世界人权日纪念活动中，
接受由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席Ahmad Taufan Damanik（左）
提交建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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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没有认真处理违反人权（HAM）案，以
至到目前仍然变成受关注的问题，并仍成为来
日梦魇，并对民族未来成为诽谤的根源。人权
委员会在最新的报告中称向最高检察院呈交对
十起严重违反人权案调查结果；但迄今仍未有
后续步骤，以上十起案件是：特里沙帝大学生枪
击案（Penembakan Mahas i swa T r i s a k t i ,1998
年5月）史芒宜一、二事件（Kas u s  S eman g g i 
I、 I I），还有Pe r i s t iw a  T e l a g a  S a r i , K a s u s 
Wamena，Pe r i s t iwa Was io r,Pe r i s t iwa Jambu 
K e u p o k ,  P e r i s t iw a  S imp a n g  KKA和Rumoh 
Geudong。

失踪人士和暴力牺牲者委员会（KONTRAS）
也评佐科威政府在处理严重违犯人权案上，目
前仍在原地踏步Kon t r a s评佐科威总统没有认真
处理往日严重违犯人权案子，Kon t r a s于2018年
人权日如此记录。

Ko n t r a s视佐科威总统似乎对人权纲领秉持
诺言反应停留在形式上承诺。印尼圆桌法律论
坛（ILR）进行研讨分析结果，给予分级评价前
总统苏西洛（SBY）2012评分为5.74，2013年
5.4，而佐科威总统得分更低，为4.15（2014
）接着3 . 8 2（2 0 1 5） 4 . 2 5（ 2 0 1 6）及4 . 5 1
（2017）调查员艾温（Erwi n Na t o sma l  Oe-
m a r）说：苏西洛政府人权保护比佐科威时期
好。多方预测以上牵违数当权高管恐涉及政治
拉锯战而停滞不前。

国民担心以上将一直成为我国民族未来的历
史包袱。为民族未来前途种下隐患。国人也为
不久前国家机密文件失踪其中有人权斗士穆尼尔
于2005年谋杀案资料。穆尼尔当时从雅加达-新
加坡-阿姆斯特丹飞行途中中毒身亡。后来一名
鹰航机师被判14年徒刑。但没有找出元凶。而国
会（DPR）缄默，没有进行相应的监督，有关违
反人权事持续滋长蔓延。而违反人权案仍然成
为悬案，也将增加民族未来的负担。并不能成
为历史的借鉴。

十起严重违反人权案迄今仍为悬案

第一序号总统候选人
佐科威和马鲁夫阿敏的民
调遥遥领先对手20％。

佐 科 威 说 ， 目 前 全
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政治格局变化莫测。佐
科 威 意 识 到 英 国 首 相
戴维·卡梅伦 (Dav-
id Cameron) 在英国退欧
公投期间，踌躇满志可
以赢得公投，结果失败
了。

“我当时问过卡梅伦
首相，什么样的英国退
欧公投？他信心十足回
答说一定会取得胜利，

最后结果他输了。”佐
科威周一（12月10日）
在雅京北区安卒 P u t r i 
Duyung酒店为Bravo -5 
志愿者辅导时如是说道。

希 拉 里 克 林 顿 也 是
在全国民调领先特朗普
之下，输掉了美国总统
大选，让特朗普赢得美
国总统宝座。跌破政治
观察家眼镜。政治就是
一门可能性的艺术。因
此，请不要对目前的调
查结果感到满意，千万
不要得意忘形!佐科威如
是说。

此外，佐科威表示，
根 据 多 家 民 调 机 构 显
示，近2个月半的调查结
果，佐科威-马鲁夫的支
持度都是独占鳌头，领
先对手约20％。

佐 科 威 还 请 求 志 愿
者警惕社交媒体上经常
流传的假新闻。 特别

是 现 在 ， 社 交 媒 体 以
其开放性很容易影响社
区。因此，佐科威请求
志愿者必须挨家挨户进
行竞选，拜访选民。佐
科威回忆说，这也是他
赢得梭罗市和雅京特区
省长选举的有效策略。
（adr）

虽然暂时民调领先

佐科威呼吁支持不要自鸣得意

图为第一序号总统候选人佐科威和马鲁夫阿敏。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12月10日讯】第一

序号2019年总统候选人佐科威呼吁支持

者，不要对目前暂时领先的民调结果自鸣

得意，不要掉以轻心，何况距离明年4月

份投票日时间还有一段漫长的时间，任何

可能的变数都穿在。

【雅加达Tribunnews新
闻网】2019年序列第二号
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帕
拉波沃（Prabowo Subian-
t o ）和善蒂雅戈·乌诺
（Sandiaga Uno）计划在
中爪哇搬迁竞选总部。 
根据Paramadina大学政治
沟通专家Hendri Satrio表
示，对于帕拉波沃和善蒂
雅戈的计划是反对派拥有
良好的计划，因为在中爪
哇大部分都是现任总统佐
科威的支持，其实帕拉波
沃和善蒂雅戈在中爪哇可
以寻找更多当地民众的支
持，不过这个计划可以有
助于帕拉波沃和善蒂雅戈
提升支持率。

“ 原 则 上 ， 对 帕 拉
波沃和善蒂雅戈获得中
爪哇民众的支持相当重
要，尤其获得佐科威和
马鲁夫的支持，不过这

件事将影响到其他中爪
哇 地 区 支 持 帕 拉 波 沃
和善蒂雅戈。”H e n d r i 
Sa t r i o在媒体记者的电话
中如此说。

据报道，此计划是副总
统候选人善蒂雅戈提议有
关中爪哇被列为兵家必争
之地，并成为善蒂雅戈拥
有辉煌的计划。

“因此，对此计划是正
确的策略和拥有辉煌的计

划，帕拉波沃和善蒂雅戈
可以领先佐科威和马鲁夫
的支持。”Hendri Satrio
这样说。

帕拉波沃-善蒂雅戈
全国获胜团（BPN）主席
Sudirman Said表示，这样
安排让善蒂雅戈更容易在
剩余的竞选活动进行，尤
其提升支持度，另方面，
中爪哇是斗争民主党的竞
选总部。还有剩余四个月

的总统和副总统投票，帕
拉波沃和善蒂雅戈特别专
注于中爪哇。

佐科威和马鲁夫全国胜
选团队秘书长Hasto Kris-
tiyanto认为，对于帕拉波
沃-善蒂雅戈阵营的计划
不是正确，却让中爪哇民
众决心大力支持佐科威和
马鲁夫，乃至定下2019年
总统选举的支持度升至达
80%。原则上，我们升至
支持度，不可能通过很短
时间的方式进行，但是我
们必须看领导拥有工作的
表现。

此前报道，于9月23日
起，善蒂雅戈已在818个
地方进行竞选活动，但是
善蒂雅戈认为，在中爪哇
还想了解善蒂雅戈和帕拉
波沃的远景和使命，并
对我们的气氛特别好。
（yus）

【TR I B UN茂物新闻网
12月11日讯】周二（12
月 1 1日）国电有限公司
（PT PLN）总经理索菲安
（Sofyan Basir）就有关廖
内第一蒸汽发电站（Riau 
1 PLTU）舞弊案庭审再次
以证人身份出庭。

索菲安将为原国会第七
委员会副议长艾尼（En i 
Maulani Saragih）的被告
作证。

肃贪会（KPK）检察官
Ronald Worotikan说，索菲
安与艾尼举行多次会议。

然后，索菲安被问及
关于项目合作的讨论和
对艾尼的贿赂案件。除
索菲安外，检察官还询问
国电战略采购经理伊万
（Supangkat Iwan San-
toso）担任。

伊万和索菲安此前曾向
被告约翰尼斯（Johannes 

Budisutrisno Kotjo）作
证。艾尼被指控接受 47
亿盾的贿赂。

据称，此贿赂是由约翰
尼斯担任黑金自然资源公
司（Blackgold Natural Re-
sources Ltd.）的股东。

根据检察官说，这笔款

项是为了让艾尼帮助约翰
尼斯获得廖内第一蒸汽发电
站的独立发电公司项目。该
项目计划由PT Pembangkitan 
Jawa  Bali  Investasi（PT 
PJBI）、黑金自然资源公司
和中国华电工程有限公司进
行合作。（adr）

【Kontan 日报雅加
达12月11日讯】 进入
2018年第四季度，零售
销售显示比上个月的增
长有所放缓。

印度尼西亚银行(央
行/BI)所进行的零售销
售调查结果，2 0 1 8年
10月份的实际销售指数
(IPR)增长，但不如上个
月的增长那么高。

根 据 央 行 的 报 告
称，1 0月份的实际销
售指数同比增长2.9%
，而在9月份曾一度录
得相当高的增长同比为
4.8%。

该放缓是因为信息
和通信设备组收缩同比
1 5 . 7%，较上个月的
收缩同比13.7%更加深
入。

不仅如此，烟草，
饮料和食品组亦录得增
长放缓，由9月份的同
比6.1%于10月份仅达
3.3%。

然而，央行通讯部执
行主任阿古斯曼(Agus-
man)称，“10月份的零
售销售业绩却由机动车
燃料商品组和服装商品
组的销售所支持。”

调查成果亦显示，预
计11月的零售销售将增
长得更好为同比3.4%
。该增长更高是由文化
娱乐用品，机动车燃料
服装商品组的销售所支
持。

虽然如此，生产商却
看到未来的2019年1月
份价格上涨潜力。因未
来三个月的一般价格预

期指数( I E H )将上升至
163.9水平，符合在年
初的价格调整。所以，
预计未来的1月份零售销
售将再放缓。

金融银行(Bank Dan-
amo)经济学家Dian Ayu 
Yustina称，10月份零售
销售增长的放缓是与上
述期间的消费者乐观情
绪的下降并行的。主要
是因为曾一度超过每美
元兑1万5000盾的盾币
汇率疲软。

他推测，10月份零售
销售出现放缓仅属暂时
性的。“可能临近圣诞
和新年，零售销售会更
加积极，何况是盾币汇
率趋于走强，和通货膨
胀仍然维持在低位。”
预计12月份的零售销售
可能与9月份的增长一
样。

此前，印尼零售商
协会主席Roy N icho-
l a s Mandey 解释说，
季节性因素是年底零
售销售好转的支持因
素。因为消费者将钱
花在度假准备上。“
这种情况在各大城市
都感受到，且购物时
间是11月份。”

另一方面，1 1月份
盾币呈强促使价格上涨
并不显著。何况是，进
口产品的国内供应也越
来越有限。因此，Roy
乐观的表示，今年的
零售销售增长可能达
到9%-1 0%，比只有
6%- 6 . 5 %的去年更
好。(xin)

【雅加达CNBC12月11
日讯】我国公共建设项目
国营企业，周二（12月11
日）在与国会第5委员会
举行工作会议时表示，雅
万高铁项目目前工作人员
总共有1.946其中 558名
为外籍职员。

国营企业PT Wijaya 
Karya 上市公司总经理Tu-
miyana在会议上解释说，
雅加达 - 万隆高铁项目
在施工上，多种施工技术
因为我国尚不具备或当地

工作人员尚没有掌握的技
术，必须由印中高铁公司

(PT. KCIC)财团股东之一
的中国公司提供。

其中包括需要特别专业知
识的工程师有373名，经理级
或现场技术人员有167名。

其余14人担任总经理职
位，3名项目主任/副主任
和1名翻译员。 事实上，
没有外籍国工作人员在作
劳动阶级的工作。

印中高铁公司总经理詹
德拉（Chandra Dwiputra）
强调，雅万高铁项目均遵
循印尼国家劳动部对外籍
劳工的所有规则，没有所
谓的非法外国劳工。（v）

中爪哇被列为兵家必争之地

帕拉波沃-善蒂计划搬迁竞选总部

第2参选序号帕拉波沃-善蒂雅戈乌（Prabowo-Sandiaga）。

我国央行调查显示

今年10月零售销售增长放缓

廖岛第一蒸汽发电站舞弊案庭审

国电总经理Sofyan Basir再次以证人身份出庭

国电有限公司（PT PLN）总经理索菲安（Sofyan Basir  左）
在雅京肃贪法庭。

雅万高铁项目工作人员

总共有1.946 其中 558名为外籍职员

雅万高铁项目现场施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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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讯】2018年8
月，宝马印尼公司与北塔
米纳(Pertamina)在Gaikindo
印尼国际车展（GIIAS）开
发生态电动车系统合作。
今年12月10日（星期一）
北塔米纳在Kuningan 北塔
米纳加油站启用了绿色能
源站（GES）的试点项目，
该项目设有电动汽车能源
充电站。这是与印尼宝马
集团（��� Grou� Indo���� Grou� Indo�
nesia）合作形式而提供的
一个��� i �allbox Plus
充电设备，安装22k�三
相配置，可以使用RFID技
术激活。该计划由北塔米
纳发起，因为在全球汽车
世界，已开始从内燃机转
型到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
汽车（PHEV）和电动汽车
（EV）。而印尼宝马集团
本身是印尼首家在2016年
通过在GIIAS推出��� i8
而销售PHEV车辆的公司。

印 尼 宝 马 集 团 总 裁
Ramesh Divyanathan表
示，“印尼宝马集团是一
个先锋品牌，在全球各国
推出电动汽车，并率先在
印尼销售插电式混合动力
电动汽车（PHEV）。为了

鼓励电动汽车做好准备，
印尼宝马集团支持北塔米
纳而提供有关电动汽车技
术的详细信息。宝马集团
也分享在其他国家实施电
网充电的经验、测试电动
汽车的优势和运营成本、
并供应北塔米纳绿色能源
站��� i �allbox Plus
设备。”

“宝马在全球3 0多个
国家和12万个点开发了电
动汽车能量充电网。仅在
印尼，除了推出插电式混
合动力电动汽车（PHEV）
标志性运动车辆，如��� 
i8 Cou�e和��� i8 Road�和��� i8 Road���� i8 Road�
s t e r，到目前为止，宝马
有两家经销商为电动汽车
提供售后服务和维修。”

BMW i Wallbox Plus
和特别经销商

��� i �allbox Plus
是为未来��� i和iPer���� i和iPer�和iPer�iPer�
formance车主提供的标准
充电工具。所有购买��� 
i8 Cou�e和��� i8 Road�和��� i8 Road���� i8 Road�
ster的客户都将获得��� i 
�allbox Plus以及在家中安
装充电程序，而监督和费
用由印尼宝马集团承担。

未来电动汽车��� i

北塔米纳绿色能源站（GES）22kW正式启用

BMW Indonesia供应BMW i Wallbox Plus快速充电设备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能源与矿物资源部长佐南
（Ignasius Jonan）为国
内首座具有绿色能源站
概念的公共电动充电站
（SPLU）试点项目主持启
用仪式。

这座SPLU位于雅京南市
库宁岸（Kuningan）镇的
北塔米纳31.129.02公共
加油站，以太阳能为主要
能源来源。

“我对迈向现代化发展
的北塔米纳表示祝贺，”
佐南说。

这座SPLU成为支持国内
电动汽车连续性的最主要
因素。

这项工程有望减少环境
问题，因为由另一种能源
替代使石油燃料消费量减
少。

同一场合，北塔米纳总
裁妮科（Nicke �idya�
wati）称，公司将与国企
银行业协会（Himbara）进

行合作，简化公共加油站
和SPLU的支付交易。

“北塔米纳将与Him�
ba ra合作，让消费者在加
油站付款更方便，”她
说。

上述措施将支持北塔米
纳在每座加油站开发绿色
能源站概念的努力。

妮科阐明，北塔米纳准
备面对从传统的燃油车辆
转换成电动车辆而使商业
终止。

她解释，绿色能源站具
有三个主要概念，第一是
加油站备有太阳能发电机
组的绿色概念。

第二，增设电动车充
电站的未来概念；以及第
三，通过myPertamina应用
在加油站实施无现金交易
以及自助服务设置。

“在未来期间，绿色能
源站将打造成电动车充电
站以及小型电动摩托车换
电池站，”妮科说。(er)

佐南为首座公共电动充电站

主持启用仪式

12月10日，能源与矿物资源部长Ignasius Jonan（左）在北塔
米纳总裁Nicke Widyawati（中）和印尼宝马集团企业传播副
总裁Jodie O’tania（右）陪同在雅加达北塔米纳绿色能源站
（GES）主持启用时为BMW i8 Roadster电动车充电的情景。

印尼宝马集团企业传播副总裁Jodie O’tania为BMW i8 Roadster
电动车充电。

【安达拉社锡江讯】国
营港口运营商Pelindo第四
公司（Pelindo IV）总经
理法里德（Farid Padang）
表示乐观，通过“直航港
口”（direct call）系统，
从我国东部地区向外国市
场出口产品的活动将提高
30%。

他在锡江出席印尼企业
家协会南苏省分会与南苏
省省长举行首席执行官聚
会（CEO Gathering）间隙
说：“我们很乐观，从我
国东部地区出口产品的活
动非常有潜力发展，预期
通过直航港口系统能提高
30%。”

Pe l i n d o第四公司实施
的“直航港口”系统，能
协助南苏省企业家直接出
口产品，以致会减少出口
时间和运输费。

“根据既有的数据，若
使用该系统把所有的集装
箱都出口到外国，该地区
的出口能提高30%，

他希望，南苏省政府
和企业家支持锡江新港
（�akassar New Port）当
成为枢纽后，将推动该地
区，尤其是印尼东部地区
的出口更快增长。

与此同时，南苏省省长
努尔汀（Nurdin Abdul�
lah）非常感谢Pelindo第四
公司的支持，特别是在法
里德的领导下。

他希望，举行上述首席
执行官聚会，可加速南苏
省经济的增长。

南苏省省长声称，还有
许多事情必须共同改善，
为此，南苏省政府亦发布
使企业界更快发展的条
例。(vn)

通过“直航港口”系统

东部地区出口将提升30%

【安达拉社玛琅讯】印
尼化肥公司至2018年11月
底已分配834万吨补贴化
肥，或者政府规定今年分
配量955万吨的88%。

印尼化肥公司营销经
理阿赫玛德·多欣·苏达
维卡拉（Achmad Tossin 
Sutawika ra）视察东爪省
玛琅县Pakisaji地区的第三
线仓库时表示乐观，至今
年底，印尼化肥公司能够
分配100%的补贴化肥。

“我表示乐观能达到

100%，因为工厂都顺利
运转。目前我国化肥的
储存量已达到180%，因
此，若有需要的话，我们
肯定能供应，”他说道。

印尼化肥公司保证，在
2018年10月份至2019年3
月份的播种季节，国内化
肥储存量将保持充足，分
配过程将顺利进行。

截至2018年11月份，
我国补贴化肥在第三线仓
库（位于县区的仓库）和
第四线仓库（正式摊位）

的储存量总共达到129万
吨，比政府制定的化肥储
存量高一倍。充足的化肥
储存量还未包括在工厂仓
库和省份拥有的化肥储存
量在内。

在第三线和第四线仓
库的化肥存量有50万1356
吨尿素化肥、33万35 8 3
吨NPK化肥、12万1603吨
有机化肥、17万94 3 7吨
S P� 3 6化肥，以及1 6万
3401吨ZA化肥。

印尼化肥公司亦呼吁农

民参加农民团体，以便更
容易获得补贴化肥。

因为根据农业部的条
例，能获得补贴化肥的
是农民团体成员，并拥
有农业部的通用需求计划
（RDKK）的农民。

上述RDKK的功能是根
据提出化肥需求来确定补
贴化肥的分配量。

“加入农民团体之后，
农民对化肥的需求量能在
上述RDKK满足，以致再没
有农民无法获得补贴化肥

的故事了，”他补充说。
印尼化肥公司继续采

取各种步骤，让补贴化肥
能够最佳分配，其中是责
成印尼化肥集团旗下的化
肥生产商公司必须供应补
贴化肥的存量至第四线仓
库。

此外，上述化肥生产商
公司必须最大限度分配每
个县市预备的补贴化肥、
敦促分配商在2018年12月
份前尽快赎回，以及推动
分配商和售货亭至2018年

12月的第二周尽力分配补
贴化肥。

为应付在播种期的化肥
供应受阻的可能性，印尼
化肥公司亦已提高化肥分
配的监控制度、在全国地
区增加营销人员数量，以
及加强陆地车队和海上的
运输舰队。

我们亦提高每个化肥亭
的非补贴化肥储存量，从
此前仅拥有200公斤的尿
素化肥和NPK化肥，现在
增至500公斤。(vn)

至今年11月底 印尼化肥分配834万吨补贴化肥

��� i是���分品牌，
聚焦于可持续原则全面价
值链的电动汽车、新理
解，以及从可持续发展角
度精确定义的高级术语、
而具。全球宝马向其客户
兜揽��� i3和��� i8
。宝马于20 1 6年在印尼
推出第一款车型是��� 
i8——最先进的跑车。紧
随其后在2018年GI IAS开

幕式再推出首款��� i8 
Roadster。

��� i系列汽车的生产
是使用创新材料、资源保
护与电动汽车产业化而设
定了标准。然而，其生产
概念也是革命性的。��� 
i车辆的结构是使用LifeD�
rive模块而汽车内饰以Life
模块碳纤维。

此外，��� iPerfor���� iPerfor�

m a n c e 是一款涵盖所有
���混合动力插电式汽车
的品牌。到目前为止，全
球宝马已经向消费者提供
了5种��� iPerformance
车型，即��� 740Le 
iPerformance、��� 530e 
iPerformance、��� 330e 
iPerformance、��� 225xe 
iPerformance和��� X5 
xDrive40e iPerformance。

宝马集团承诺到2025年推
出至少25款电动汽车。

全球销售数据表明，
宝马集团正在引领带电驱
动系统的四轮车市场。截
至20 1 7年底，已向全球
客户交付了10万多辆电动
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今年，该公司定下指标，
在全球售出14万辆以上汽
车。(f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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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美元走软 金价小涨
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

储/FED)可能比预期更早暂停其升息
周期的预期提供支撑，并且美元在上
日走高后下滑，金价小幅上扬。0852 
GMT，现货金上涨0.3%至每盎司
1,248.38美元。金价上日曾触及近五
个月来高点1,250.55美元。美国期金
上涨0.35%至每盎司1,253.8美元。

利比亚供应中断带来支撑
全球市场不安令油价承压

受对全球股市的担忧，以及对石油
输出国组织(OPEC)引领的减产计划能
否足以抑制供应过剩的怀疑影响，原油
价格承压。但交易商称原油价格获得一
些支撑，此前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宣布
从El Sharara油田的原油出口遭遇不可抗
力，该油田上个周末被一民兵武装组织
控制。0850GMT时，布兰特原油期货较
上日收盘位跌0.23美元或0.38%，至每
桶59.74美元。美国WTI原油期货报每
桶50.81美元，下跌0.19美元。

美元回落
英镑自20个月低位微升

投资者试图确定，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推迟议会英退协议表决，是否
会导致英国陷入无序退欧，英镑周二
自20个月低位微幅上升。英镑兑美
元走势有所回升，涨0.4%至1.2621
，周一下挫1.6%至1.2507低位。欧
元/美元上涨0.2%至1.1377美元。

美国股市收高
受科技股上涨扶助，但银行股重挫，

且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令投资者仍对全
球经济成长感到不安，美国股市周一
小幅收高，盘中走势震荡。道琼工业指
数升34.31点，或0.14%，报24,423.26
点；标普500指数收高4.64点，或0.18%
，报2,637.72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扬
51.27点，或0.74%，报7,020.52点。 

日本股市收跌
全球经济成长疑虑打压金融及景气循

环股，美日贸易协议的不确定性则打击
汽车股，日本股市日经指数周二收于近
九个月低位。日经指数收低0.3%，至
21,148.02点，为3月底以来最低收位。
东证股价指数下跌0.9%，至1,575.31
点，为2017年5月以来最低收位。

548

这不是什么自由或保守的运动，
这是神圣的使命。”我们需要拥有综
观全面、正向思考的领导人，追求以
最有效的方式进行教育改革、医疗照
护、暴力防范、创造就业与发展对环
境友善的经济。

黄金行情
12月11日 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3.175.000	盾卖出	 3.050.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6.270.000	盾卖出	 6.100.000	盾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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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股

英国FTSE	 6784.38	 涨	 62.84

德国DAX	 10762.75	 涨	140.68

法国CAC	 4800.76	 涨	 58.38

荷兰AEX	 499.91	 涨	 4.60

http://tw.stock.yahoo.com								2018/12/11	18:07

美股

道琼工业	 24423.26	 涨	 34.31

那斯达克	 7020.52	 涨	 51.27

S&P500	 2637.72	 涨	 4.64

http://www.ws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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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6.59	 -0.56

	 969.3	 -0.58

	 666.31	 -1.2

	 1506.54	 0.56

	 1747.76	 0.56

	 820.68	 -2.75

	 1382.06	 0.3

	 2483.39	 -0.8

	 444.82	 -0.91

	 1031.92	 -1.13

	 1162.01	 -0.08

	 790.38	 -0.02

	 1567.79	 -1.14

美元	 USD	 14355.00	 14675.00	 14540.00	 14686.00

新币	 SGD	 10528.72	 10648.72	 10589.18	 10697.84

港币	 HKD	 1837.06	 1877.06	 1860.60	 1879.45

日元	 JPY	 127.28	 130.88	 128.62	 129.94

欧元	 EUR	 16440.33	 16700.33	 16524.71	 16693.58

澳元	 AUD	 10340.97	 10580.97	 10462.98	 10570.98

英镑	 GBP	 18331.96	 18631.96	 18281.14	 18472.05

人民币	 CNY											 0.00	 0.00	 2107.37	 21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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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1日

	 1	 MERK	 6475	 7725	 1250	 19.31%	 6526900	 50100407
	 2	 LPPF	 5175	 5500	 325	 6.28%	 13874600	 74391640
	 3	 ITMG	 19800	 20100	 300	 1.52%	 1530400	 30837505
	 4	 AKRA	 3970	 4260	 290	 7.30%	 14394500	 59305900
	 5	 PTBA	 4020	 4280	 260	 6.47%	 66827000	 277909747
	 6	 AALI	 11650	 11900	 250	 2.15%	 1103100	 13062800
	 7	 PDES	 1500	 1700	 200	 13.33%	 100	 170
	 8	 INDR	 6500	 6675	 175	 2.69%	 181900	 1189302
	 9	 BOSS	 2140	 2300	 160	 7.48%	 2634700	 5775480
	10	 TFCO	 650	 780	 130	 20.00%	 4000	 2843

	 1	 GGRM	 82800	 81050	 1750	 -2.11%	 751000	 60860282
	 2	 INTP	 20750	 19675	 1075	 -5.18%	 1018600	 20222705
	 3	 CPIN	 7000	 6300	 700	 -10.00%	 6367200	 41903640
	 4	 UNTR	 29750	 29075	 675	 -2.27%	 5433300	 159753545
	 5	 INKP	 11475	 11000	 475	 -4.14%	 6932600	 77133377
	 6	 SILO	 3850	 3500	 350	 -9.09%	 659300	 2388757
	 7	 SMGR	 11950	 11600	 350	 -2.93%	 5225800	 61297507
	 8	 FISH	 4490	 4160	 330	 -7.35%	 100	 416
	 9	 UNVR	 43950	 43675	 275	 -0.63%	 1007400	 44181702
	10	 DUTI	 4010	 3810	 200	 -4.99%	 2500	 9525

印尼证交所公司估
值总监I Gede Nyoman 
Yetna Setya在日前
称，上述在股票代号
上放上标记措施或称
为I-Sui te，将于今年
底实行。

N y o m a n阐明，将

被显示的七个信息准
则是迟交财务报表、
负资产、零盾收益、
被评不正常的财务报
表、被拒绝发表意见
的财务报表、推迟偿
还债务（PKPU）和破
产。

他说印尼证交所最
终决定仅列出上述七
个信息准则，因它们
是最迫切的，需要投
资者加以警惕的。

起初，印尼证交所
打算提供反映积极信
息的其他标记，如定
期分发股息、几个时
期业绩高增长、或公
司股票良好，但缺乏
投资者的关注等。

他 说 ： “ 在 制 定
时，我们与其他证交
所 进 行 比 较 。 如 今
我们向投资者提供最

重要的信息以作出决
定。因此我们把正面
信息置于一边，优先
提供重要的。”

简单地说，I-Suite
是加上参照上述七个
信息准则的符号或标
记。上述标记与涉及
七个问题的上市公司
股票代号一块列出。

印 尼 大 学 （ U I ）
资本市场观察家Bud i 
Frensidy称，该突破性
措施是有利于资本市
场的。但他认为除迟
交财务报表以外，其

他6个准则很少被违
反。

有诸如推迟偿还债
务和破产等严重问题
的上市公司理应受到
严厉的制裁，不能止
于在其股票代号上做
记号而已。

CSA研究机构资深
分析师Reza Priyambada
称，实行上述突破性
措施的主要挑战是向
投资者广为宣传。须
知出现过多的标记往
往使投资者感到疑惑
和不知所措。（xf）

印尼证交所为让投资者警惕

在今年底实行I-Suite
【印尼文版商报雅加达讯】印尼证

券交易所（BEI）制定七个准则或负

面信息，标记于发行人股票代号，以

警告投资者对有上述标记的上市公司

保持警惕。

【本报讯】周二
（11/12）综合指数
在闭市时上升。早盘
结束时，综指下落
31.870点或-0.52%
至 6 0 7 9 . 4 9 0 点 。
但在下午收盘时，
却 下 落 3 4 . 7 7 3 点
或-0.57%，报收于
6076.587点。LQ-
45指数也下落5.689
点或- 0 . 5 8%，报
969.300点。

亚洲股市上下不
一，日本指数下落
71.480点或-0.34%
，报21148.02；香
港指数上升 1 9 . 2 9
点 或 0 . 0 8 % ， 报
25771.67；上海指数
上升9.51点或0.37%
，报2594.09；海峡
时报指数下落13.16
点或- 0 . 4 3%，报
3059.28。

我国整天的交易
总共发生42万799 4
次，有106亿5454万
9291份股票易手，总
值8兆5898亿9634万
8062盾。涨价的股有
172种，落价的股有
235种，214股持平。

外资净售1兆83亿
6000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M E R K ( M e r c k
股 ) 涨 价 1 2 5 0
盾 ， 现 价 7 7 2 5
盾；LPPF（Matahar i
太阳百货公司股）
涨 价 3 2 5 盾 ， 现 价
55 0 0盾； I TMG (印
多 矿 业 公 司 股 ) 涨
价30 0盾，现价2万
100盾；AKRA（AKR 
Corpor indo股）涨价
2 9 0盾，现价4 2 6 0
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GG RM (盐仓香
烟公司股)落价1750
盾，现价 8万 1 0 5 0
盾 ； I N T P ( 印 多 水
泥公司股)落价47 5
盾，现价 1万 1 0 0 0
盾；CPIN（Cha roen 
P o k p h a n d股）落价
7 0 0盾，现价6 3 0 0
盾；UNTR(友联抛拉
机股)落价675盾，现
价2万9750盾。

盾币贬值75点
周二，雅京银行际

货币兑换交易（�a-�a-
karta I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 /�IS-
DOR）收市，1美元
以 1 4 6 2 4 盾中间价
结束，比先前价以
14549盾中间价，盾
币贬值75点。（asp）

综合指数下落34点至6076.587点
1美元兑14624盾

雅加达地方建设银行（雅京银行/Bank DKI）在2018年雅加达公共机构信息公开
的评估和评级中荣获地方营运企业（BUMD）范畴的奖项。该奖项是雅京银行实施
公共信息公开承诺形式。图为，雅京银行董事总经理 Wahyu Widodo（右二）与其
他获胜者在雅加达该颁奖仪式上合照。（本报Hermawan摄/译asp）

雅京银行荣获BUMD奖项

【Ko n t a n网雅加达
讯】临近2018年底，银
行业的不良贷款比率
（NPL）趋于下降。根据
金融服务管理局（O�K）
的数据，截至2018年10
月份，银行业的不良贷
款比率为2.66％或低于
去年同期的2.96％。

联昌国际商业银行
（Bank CIMB Niaga）
经济学家Adrian Pang-
gabean 在2018年11月
份的报告中表示，银行
业的贷款风险仍高。该
贷款的风险是不良贷款
的销售比率加上特别关
注的贷款与重组贷款的
比率。

为了克服贷款风险和
不良贷款的高比率，银
行可采取的选项之一是
出售不良贷款。一些银
行采取该方法，如印尼
马来亚银行（PT Bank 
Maybank Indonesia Tbk，
股代号BNII）和印尼卡
塔尔国家银行（PT Bank 
QNB Indonesia Tbk，股
代号BKSW）。

印尼马来亚银行向
其客户公布，自2018年
11月29日起，已转让信
用卡和个人贷款的应收
账款。该不良贷款的销

售是向Collectius AG公
司出售的。

印尼马来亚银行董
事总经理Taswin Za-
karia称，该出售的信用
卡不良贷款达3兆盾。 
“这是最近10年以来不
应收的旧信用卡不良贷
款”。

该银行也已宣布一
些信用卡的应收账款已
转移给他方。

2018年12月1日，印
尼QNB银行也与BD F K 
Limited 签署协议，向
BDFK Limited出售并转
移16个该银行债务人的
应收账款，达1兆2300
亿盾。

“ 该 不 良 贷 款 的
销 售 是 向 位 于 开 曼
（Cayman）群岛附属
公司的BDFK Limited进
行的”，该银行董事局
周一（3月12日）向印
尼证券交易所（IDX）
披露的信息中如斯说。

该银行的行动将改
善不良贷款比率。若计
算，不良贷款毛比率将
从4.16％降至2.61％
，不良贷款净比率将从
2.61％降至1.96％。

在协议中，BDFK将
支付该不良贷款，现金

支付达1692万美元或约
2453亿1000万盾。其余
的用盾币和美元的债券
支付。

宝 石 银 行 （ B a n k 
Pe rma t a）批发银行业
务经理Darwin Wibowo
称，为了克服不良贷
款，该银行将采取所有
可用的选项。“包括出
售不良贷款，但通常这
是最后的选项”。

2017年3月份，该银
行向卢森堡的CVI CVF 
III LUX Master SARL公
司出售不良贷款，达1
兆1200亿盾。

联昌国际商业银行
（Bank CIMB Niaga）
银 行 业 务 经 理 F r a n s 
Alimhamzah表示，不良
贷款的销售是银行家可
迅速解决不良贷款的选
项。“不良贷款的销售
可迅速减少不良贷款比
率”。

与非常容易出售不
良贷款的私人银行相
比，国企银行更加困
难，因为该银行受到规
章制度的限制。万自立
银行（Bank Mandiri）
财务经理Panji Irawan
说：“我们不会出售不
良贷款”。	(asp)

截至今年10月份

银行业不良贷款比率为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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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短期性影响，将
使饲料工业业绩停滞，因
还有玉米储备。但玉米价
格上涨能持续直至2019年
2月初或到玉米收成前。

家 畜 饲 料 商 协 会
（GPMY）顾问委员会苏
迪尔曼（Sudirman）对记
者称，饲料工业已从禁
止进口玉米学到很多经
验。“如果玉米价格长期
提高，当然对饲料工业业
绩造成不良影响。”

他 补 充 说 ， 饲 料 工
业也制定计划，包括提
高使用玉米替代品，即
面 粉 工 业 不 用 的 小 麦
产品。“因此，饲料工
业被禁止进口，包括供
作饲料原料的小麦，因
此，只能使用面粉工业
剩余不用，但仍能符合
标准的小麦。”

苏 迪 尔 曼 预 测 ， 今
年小麦进口量还很多，
大约达到1150万吨或与

2 0 1 7 年相同。该很高
的小麦进口量，也显示
国内玉米储备仍低的迹
象，以致，饲料工业更
依赖玉米替代品。“如
果进口被禁止，则不无
可能饲料工业将使用大
米作为替代品。”

为此，苏迪尔曼要求
农业部（Kemen t an）能
透明化国内玉米生产量
数据，而不要为难工业
界，他建议，仍进行玉
米进口，一旦收成季节
来临，政府只须调高进
口税，从此前的5%提高
至40%。“颇高的进口
税，能推动工业界采用
国产玉米，但不要如目
前的禁止进口。”

印 尼 企 业 商 协 会
（Apindo）鱼产和畜牧
部门主任安顿.苏比特
（Anton J Supit）补充
说，玉米价格提高，对中
小和微型（UMKM）企业
的饲养农造成更大的影
响，虽然今年12月底仍进
口10万吨。安顿认为，无
论如何将使独立饲养农面
对困难。“家禽饲料所需
的玉米，每个月达到80万
吨，因此进口10万吨未感
到其效果。”

他 阐 明 ， 因 玉 米 价
格上涨，比起拥有雄厚
资本的饲料工业，对中
小和微型饲养农更受打
击，目前小规模饲养农
销售和收入降低。(sl)

【丹格朗本报讯】三菱
Xpande r型汽车受信任作
为印尼鹰航公司(Ga r u d a 
I ndones i a)车队。这次，
印尼航空公司选择三菱
Xpander型汽车成为他们的
运营车队。特别是为印尼
鹰航的机组人员和操作人
员运输工具。

印尼鹰航公司使用的
三菱的车队总数共计401
辆。希望，这项措施会帮
助机组人员更加舒适，尤
其印尼鹰航公司此时对其
机组人员的主要优先考虑
是舒适性。

印尼三菱汽车公司总
经理Naoya Nakamura表
示：“我们非常自豪能够
满足印尼领先的国营公司

之一的印尼鹰航公司的运
输需求。这是XPAND E R
在零售市场取得成功后再
迈出一大步，市场占有率
30％，现在与印尼鹰航公
司的合作是我们目前小型
MPV最大的商业车队“。

尼鹰航公司选择了三菱
XPANDER的理由是除了安全
性之外也是为了机组人员的
舒适。特别是从家里到机场
旅途中的舒适感。舒适性是
印尼鹰航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便服务更加出色。

印尼鹰航公司总经理
Ari Askhara 说：“接送
机组人员的运营车辆设施
是印尼鹰航公司的重要部
分，不可与承诺卓越的运
营分开。” (max)

【本报讯】在房地产
领域投资，明年仍可以
实行，虽然明年将举行普
选，但明年普选预计将有
许多开发商推出一些计划
为吸引消费者兴趣，此外
投资者也持观望态度。何
况，过去两年，房地产领
域仍在提振，因曾一度在
2014年至2016年放缓。

Setiawan Dwi Tunggal
公司开发位于Pondok Cabe
超级块，Sou t hC i t y经理
Peony Tang称，他们表乐
观明年政治年对房地产销
售的影响不太显著。“观
望态度还是有的，但是不
太显著。”她这么说。

据她称，房地产投资
的优点比其他领域好，因
为资产价值持续增加。以
致，投资者寻找肯定的收
入，不受通货膨胀或经济
政治情况侵蚀，而房地产
投资是正确的选择。

“在房地产领域投资
仍有吸引力，记得每年
房地产价值提高。”她
如斯说。

与此同时，In d o n e s i a 
Prope r ty Watch执行董
事Ali Tranghanda称，大
部分开发商仍计划明年
开发中上层公寓和住宅
区。由于开发商乐观支
看好至今年底我国经济

情况仍积极增长。
“在中高端市场房地产

以售价在10亿盾以上才受
到重大影响。房地产周期
正在上升，政治年将略微
阻碍房地产投资，尤其价
值在10亿盾以上。”他这
么说。

虽然如此，他相信在
雅加达郊区外的房地产，
明年，将更积极。他续
称，今年首3个月，雅加
达郊区的住宅销售从去年
第四季提高5 8%。去年
锐降后，该上升幅度相当
高。“所以，预期明年情
况将与今年或多或少是一
样的。”他如斯说。

何 况 ， 具 有 支 持 消
费者移动性的交通和基
础 设 施 的 区 域 。 “ 电
子火车能通过的地区，
或有高速公路路段的当
然可以推动房地产的销
售。”他这么说。

他透露，在雅加达周围
的大规模兴建交通基础设
施，相信将推动雅加达、
茂物、

德博、丹格朗和勿加
西的建设。在该地区的房
地产需求每年增长15%，
以获利润潜力在三年内达
40%。目前，雅加达与周
围城市获得基础设施项目
总值377.07兆盾。(lcm)

星期一（12/10），在中爪哇省梭罗的Maria Regina 
Purbowardayan教堂的教徒用废塑料瓶制作了一棵圣诞
树。这个6米高的圣诞树由9000废塑料瓶组成，用来
欢迎2018年圣诞节。

【Kontan雅加达讯】
海洋与渔业部（KKP）
正设法提高向各国出口
鱼产，至今年1 0月，
海洋与渔业部记载，鱼
产出口比去年同期提高
12%。

鱼产出口提高，也
增加海洋与渔业部的信
心，至今年底，鱼产出
口将达到50亿美元，比
去年的45.2亿美元提高
10%。

海洋与渔业部加强
鱼产和海产竞争力单位
（PDS P K P）经理利菲
吉.艾芬迪.哈迪延多
（Ri�ky E��endi �ardi�Ri�ky E��endi �ardi�
janto）称，虾产出口仍
最大，预计今年达到18
亿美元和出口量为18万
吨。“我们将持续提高
虾产出口，俾使2年至3
年后，出口额能达到28
亿美元。”

他解释说，俾使虾产
出口额达到28亿美元，
需要增加10万吨的出口
量。为此，加强鱼产和
海产竞争力单位正与鱼
产养殖局合作，提高国
内养殖虾产产量。

这一向以来，养殖虾
产对全国虾产出口贡献
最大。“占80%份额，

剩下是捕捉鱼产。”
利菲吉声称，除了

积极提高虾产量之外，
海洋与渔业部也尽力
提高其它鱼类产量，
比如占出口第2大的金
枪鱼（tuna），接下来
是caka l a n g鱼和tong�ca k a l a n g鱼和tong�鱼和tong�to ng�
kol鱼，占第5位。在出
口额方面，海藻占第6
位，但在出口量方面占
第2位。

美国人成为我国虾产
最大出口市场，而在美
国，我国虾产排在印度
之后，占第2位，为使
出口额能提高，海洋与
渔业部正在探讨欧盟国
家虾产出口市场。

目前，我国在欧洲的
虾产出口占第16位，去
年，欧盟的虾产出口市
场总值为60亿美元，我
国虾产只能占8400万美
元。

他深信，明年，我国
鱼产出口持续提高，预
测明年鱼产出口能比今
年的55亿美元出口指标
提高10%，其中是开始
向沙地阿拉伯出口patin
鱼所推动，今年已与沙
地阿拉伯签署patin鱼出
口合同，总额达到1300
万美元。(sl)

Medco商业前景仍明朗 将在打拉根勘探油气块

玉米价格上涨 饲料工业业绩受压
【Kontan雅加达讯】玉米价格上涨至

每公斤600 0盾以上，将压低饲料工业

（Poultry）业绩。尤其是，如果不能进口

玉米，使玉米价格长期提高，则饲料工

业业绩将更受压制。

2019政治年 房地产投资仍有吸引力

印尼三菱汽车公司供应鹰航公司

401辆Xpander汽车作为运营车辆

图为:周二，在万丹省丹格朗苏哈国际机场（Soekarno-
Hatta）印尼三菱汽车公司总经理Naoya Nakamura(中),销售营
销经理Irwan Kuncoro(左)把三菱Xpander型汽车象征性地交给印
尼鹰航公司总经理Ari Askhara(右)的情景。

(商报/Max manuhutu摄)

【Ko n t a n雅加达讯】
Medco Energi Internasional
公司商业前景仍明朗，该
油气生产企业再次获得在
2022年合同期将到期的打
拉根油气块（�lok Tara��lok Tara�
kan）经营权。

Medco Energi公司获
得10 0%的参与权（h a k 
pa r t i s ipas i），20年的总
分割合同（kontrak gross 
split），Medco Energi公
司的合同将在2022年1月
14日开始生效。

日前，Medco Energi
公司运作经理罗纳.古纳
宛（Ronald Gunawan）
称 ， 明 确 工 作 承 诺 金
（dana komitmen kerja 
p a s t i / D K K P）将供作勘
探经费，不同于此前的勘
探工作该明确工作承诺金
能供作在打拉根工作区外
或者是开放区域（o p e n 
a rea）勘探。“政府打开
明确工作承诺金使用机
会，是否在自己的工作区
或者是在自己工作区外的
区域。”

日前，Medco Energi公
司经理部决定，将使用明
确工作承诺金的一半，供
作在开放区域勘探，意思
是说1775万美元的资金将
被使用于在打拉根油气块
之外的区域勘探。“我们

将使用一半资金于打拉根
油气块的勘探，另一半在
别的区域勘探，在开放区
域勘探。”

但Medco Energ i公
司经理部并没有细述即
将 勘 探 的 开 放 区 域 的
具 体 详 情 ， 罗 纳 仅 声
称，Medco Energ i公司

将在打拉根油气块之外
的区域，使用明确工作
承诺金进行研究。

为 能 在 开 放 区 域 研
究，Medco Energi公司需
要油气上游业特别机构
（SKK Migas）发出的许
可证，如今，Medco En�Medco En�
e rg i公司正向油气上游业

特别机构申请，俾能获得
在开放区域研究活动的许
可证要求。

一 旦 获 得 油 气 上 游
业特别机构发出的许可
证，Medco Energi公司将

先进性研究。“我们确定
将先获得油气上游业特别
机构批准，不能直接采取
勘探决定。”

为提高勘探活动和发现
新的油气储备，政府已允

准，可使用明确工作承诺金
在工作区外的勘探活动，油
气上游业特别机构随着政府
措该施，公开我国所有区域
的地震勘测数据（data sur�data sur�
vei seismik）。(sl)

海洋与渔业部定下指标

明年鱼产出口提高10%

从废塑料瓶制作圣诞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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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富达国际：亚洲高收益债券
或在2019年带来资本增值机会

11日讯，富达国际亚洲固定收益主
管柯林斯（Bryan Collins）11日对记
者表示，根据当前估值，亚洲及中国
高收益债券或将在2019年带来资本增
值机会。柯林斯指出，与2017年的紧
缩情况相比，高收益债券利差已大幅
扩大。因此，亚洲及中国高收益债券
市场的估值仍具吸引力。自2018年5
月以来，新兴市场疲软、中国经济增
长放缓以及国际经贸摩擦为市场情绪
蒙上一层乌云，预计2019年波动仍将
持续。（中新社）

粤港澳大湾区整合港口资源 
广州港股份5亿元控股中山港航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开展资源整
合。11日，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中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中山
港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合作框
架协议，广州港股份出资5亿元（人
民币，下同）收购中山港航集团的
52.51%股份。近年来，珠江口港口
同质化发展，过度竞争已逐渐成为影
响港口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因
素。通过收购、并购等资本手段整合
港口资源，是目前促进港口合理优化
布局的举措。（中新社）

少数民族大省云南
40年GDP增长约236倍

云南省统计局1 1日发布改革开
放40年云南经济发展成就。数据显
示，1978-2017年，云南省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236.2倍，年均增长10.0%
；全省进出口总额增长223.9倍，年
均增长14.9%。云南是中国民族种类
最多的省份，世居少数民族达25个。
云南省统计局副局长杨光军称，经过
40年的发展，云南省在经济社会文化
等各个领域都取得巨大成就，综合实
力大幅跃升，城乡面貌发生巨变，社
会民生显著改善。（中新社）

1到11月中国汽车产销同比下降 
新能源汽车高速增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1日透露，2018年
11月，中国汽车产销量环比均呈小幅增
长，同比降幅依然明显。1月到11月，
中国汽车产销同比继续呈下降趋势，
降幅比1月到10月有所扩大。与此同
时，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高速增长。11
月，中国汽车生产249.84万辆，环比
增长7.02%，同比下降18.89%；销售
254.78万辆，环比增长7.05%，同比下
降13.86%。1月到11月，中国汽车产销
2532.52万辆和2541.97万辆，同比下降
2.59%和1.65%。（中新社）

2019年海峡工业设计大奖赛启动
被业界誉为两岸工业设计“奥

斯卡”的2019年海峡工业设计大奖
赛，11日在厦门启动。当天，该大奖
赛组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这一
消息。本届大奖赛有台湾优良设计协
会参与主办，继续以“设计·让生活
更美好”为主题。相比以往三届，本
届大奖赛推陈出新，呈现诸多亮点。
厦门市工业设计协会会长陈全志在接
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称，本届大奖赛
扩大参赛范围，首次增设“新兴技术
（人工智能、人机交互等）”类型，
这是根据经济发展形势和厦门市产业
发展需求设定的。（中新社）

刘永好欲5年培训10万新农民 
新希望“绿领空间”揭牌

中国知名民营企业新希望集团设立
的“绿领空间”11日在北京揭牌，该
空间将在新型农民培训、农业创新创
业项目孵化、农业项目投资对接等方
面发挥综合性作用。2017年底，全国
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发起“十万新农民培训计划”，预计
用5年时间，培训10万“绿领”新型
农民。一年来，该计划先后在山东、
江苏、四川、北京落地，累计培训两
万余人。（中新社）

中国西北地区
首条直飞马德里航线开通

1 1日下午1 5时0 5分，东方航空
MU263航班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飞往
西班牙马德里，西安直飞马德里航
线开通，这是中国西北地区首条直
飞马德里的航线。该航线航班号为
MU263/264，由大型宽体客机A330机
型执飞，每周2班。去程航班每周二、
六执行，于北京时间15:05从西安起
飞；回程航班每周三、七执行，于当
地时间21:55起飞。至此，西安咸阳国
际机场的欧洲通航点已达8个，国际通
航点总计达到50个，国际航线达到61
条，“向西开放的大型国际枢纽”地
位进一步突显。（中新社）

高通10日晚间称，
中国福州中级人民法
院授予了高通针对苹
果公司四家中国子公
司提出的两个诉中临
时禁令，要求苹果立
即停止针对高通两项专
利的、包括在中国进
口、销售和许诺销售

未经授权的产品的侵
权行为。相关产品包
括iPhone6S、iPhone6S 
P l u s、i P h o n e 7、iP-、iP h o n e 7、iP-i P h o n e 7、iP-、iP-i P-
hone7 Plus、iPhone8
、iPhone8 Plus和iP-iPhone8 Plus和iP-和iP-iP-
honeX。所涉的两项专
利之前已经在专利无效
程序中被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
为有效。

高通称，该案所涉
专利使消费者能够调
整和重设照片的大小
和外观，以及在手机
上浏览、寻找和退出
应用时通过触摸屏对
应用进行管理。

针对禁售，苹果公
司回应称，“中国消
费者仍可购买所有型
号的iPhone产品。高通
公司正在就他们以前
从未提出过的三项专
利提出主张，包括一
项已经失效的专利，
我们会通过法院寻求

所有的法律途径”。
目前，苹果所有型

号的产品在各渠道仍
正常销售。据记者了
解，该案涉及的专利

内容与高通卖给苹果
的设备并无关联。诉
讼仅包括苹果自有销
售渠道，并不包括其
他渠道。

高通在华获针对苹果的诉中临时禁令 

苹果回应：已申请复议

苹果公司

【中新社11日讯】针对高通在中国

获得的针对苹果的诉中临时禁令，苹

果公司表示，已于周一向法院申请复

议，这是对初步禁令提出上诉的第一

步；消费者仍可购买所有型号iPhone

产品。

【中新社11日讯】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
代表解振华在第二十四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期间表示，中国碳市场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良
好效果初步显现。

由中国生态环境部
应对气候变化司、国家
气候战略中心、世界银
行、国际能源署、亚洲
开发银行、美国能源基
金会联合主办的碳市场
边会日前在“中国角”
举行。

解振华在致辞中表
示，碳排放交易作为一
种市场机制，能够有效
地减少整体减排成本并

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的目标，切实促进技术
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
在全球范围内，碳市场
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成为推动全球
气候治理的重要手段。

解振华表示，中国
高度重视利用市场机制
应对气候变化。近年
来，中国将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建设作为积
极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
要举措。

2011年起，中国在7
个省市启动了地方碳交
易试点工作，并逐步取
得积极进展。解振华表

示，截至今年10月，试
点地区的碳排放配额成
交量达2.64亿吨二氧化
碳当量，交易额约60亿
元人民币。试点地区重
点排放单位整体履约率
保持了较高水平，低碳
意识不断提高。

解振华：中国碳市场控制温室

气体排放良好效果初步显现

解振华

【中新社11日讯】
毕马威11日发布的报告
预计，香港IPO市场将
于20 1 8年重登全球榜
首位置，募资约300 0
亿港元。同时，不少企
业等候上市，加上新经
济公司的上市兴趣持续
不减，毕马威相信香港
能够在2019年吸引200
家公司上市，募资超过
2000亿港元。

2017年，香港市场
IPO集资额排名全球第
三。毕马威香港资本市
场发展主管合伙人李令
德表示，201 8年香港
IPO市场非常活跃，约
3000亿港元的全年集资
额不仅重回全球第一，
在过去10年也至少排名
第三。按集资额计算，
过去10年香港有6年在
全球排名榜首，香港仍
是具吸引力的国际金融
中心。

报告指出，2018年

香港IPO市场主要是由
3宗来自信息技术、媒
体和电信业的大型交易
所带动。新经济公司
的涌现将推动IPO的数
目至約210宗的历史高
点。2018年有36宗IPO
属于新经济类型，在主
板133宗IPO的占比超过
四分之一。

报告同时指出，专
门为新兴及创新行业公
司设立的新上市制度，
已成功引起全球相关企
业的浓厚兴趣，并有助
香港转型为“新经济”
枢纽。

自今年4月30日推行
以来，新上市制度已吸
引4家“尚未有收入”
的生物科技公司以及2
家具有“同股不同股
权”架构的资讯科技、
媒体和电信业公司完成
上市，其中3家更跻身
2018年香港十大IPO之
列。

毕马威预测香港IPO市场重登全球榜首 

新经济公司上市兴趣不减

毕马威公司

【中新社11日讯】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计量司司长谢军11
日在北京表示，明年5
月20日，中国将开始使
用新修订后的国际单位
制，将强化计量量子化
战略研究，并制定量子
化时代的中国计量发展
新规划（2020年-2035
年）。

此前，在第26届国
际计量大会（CGPM）
上，经包括中国在内的
53个成员国集体表决，
全票通过了关于“修订
国际单位制（SI）”的
1号决议。

根据决议，质量单

位“千克”、电流单
位“安培”、温度单
位“开尔文”、物质的
量单位“摩尔”等4个
SI基本单位的定义将由
常数定义。加之此前对
时间单位“秒”、长度

单位“米”和发光强度
单位“坎德拉”的重新
定义。至此，国际计量
单位制的7个基本单位
全部实现由常数定义。

“这是改变国际单
位制采用实物计量的历
史性变革，是人类科学
发展进步中的一座里程
碑”，谢军说。

谢军表示，这次SI重
新定义生效后，对于多
数科研人员、产业发展
以及日常生产生活，不
会直接造成大的改变。
但从专业角度观察，SI
的重新定义将改变国际
计量体系和现有计量格
局。

国际单位制重大变革：

助推中国计量迈入量子化时代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计量司司长谢军

【中新社11日讯】
中国证监会11日晚间发
布公告称，近日，在法
国巴黎举行的第六次中
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
期间，中国证监会与法
国金融市场管理局签署
了双边监管合作函，以
加强双方证券期货监管
机构及两国资本市场之

间的务实合作，为构建
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经
济战略伙伴关系作出积
极贡献。

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上述合作函明
确，中国证监会和法国金
融市场管理局将根据当
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
加强双方在市场风险防

范、实体经济融资、资
产管理、绿色和可持续
金融、金融创新等领域
的务实合作，并明确了
双方未来两年的合作计
划。据悉，此次合作函是
对中法两国监管机构于
1998年签署的《证券期货
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
完善和补充。

中国证监会与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签署双边监管合作函

【中新社11日讯】
枢纽机场建设与未来机
场发展大会11日在广州
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
到，目前，以第四、第
五跑道和3号航站楼为
主体工程的广州白云机
场三期扩建工程前期工
作已经启动。三期扩建
项目建成投产后，随着
空域改革加快推进，广
州白云国际机场将成为
全球重要的航空综合枢
纽之一，预期2030年旅
客吞吐量将达1.2亿人
次。

本次大会由广东机
场集团主办，来自民航
局、民航各地区管理
局、广东省和相关地市
政府部门、联检单位、
民航专业机构、航空公

司、机场公司和相关建
设单位代表参加了会
议。其中，白云机场二
期扩建工程成为与会专
家和业界代表关注的焦
点。

据悉，白云机场二
期扩建工程包括2号航
站楼、第三跑道、综合
交通中心、AOC综合信
息大楼等7大项目。今

年4月26日，随着2号航
站楼和综合交通中心投
入使用，白云机场二期
扩建工程完成，白云机
场的综合交通枢纽功能
已初步形成，机场设施
不足情况很大程度得到
缓解。在此基础上，广
东机场集团表示，将高
起点、高标准推进白云
机场三期扩建工程。

广州白云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前期工作启动

枢纽机场建设与未来机场发展大会11日在广州召开

【中新社11日讯】
中国官方11日公布打好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的
时间表和路线图。提出
到20 2 0年，渤海近岸
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73%左右。

生态环境部、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自
然资源部近日联合印发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
行动计划》，明确了渤
海综合治理工作的总体
要求、范围与目标、重
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以
改善渤海生态环境质量
为核心，以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为主攻方向，确
保渤海生态环境不再恶
化、三年综合治理见到
实效。

该行动计划提出，
通过三年综合治理，大

幅度降低陆源污染物入
海量，明显减少入海河
流劣V类水体；实现工
业直排海污染源稳定达
标排放；完成非法和设
置不合理入海排污口清
理工作；构建和完善港
口、船舶、养殖活动及
垃圾污染防治体系。

同时，实施最严格
的围填海管控，持续改
善海岸带生态功能，逐
步恢复渔业资源，加强
和提升环境风险监测预
警和应急处置能力。到
20 2 0年，渤海近岸海
域水质优良（一、二类
水质）比例达到73%左
右，自然岸线保有率保
持在35%左右，滨海湿
地整治修复规模不低于
6900公顷，整治修复岸
线新增70公里左右。

三部委：到2020年中国渤海

近岸海域优良水质达73%

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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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50万元黄金被劫 
沈阳警方28小时迅速破案

11日讯，商城金店深夜被砸，价
值50余万元（人民币，下同）的金饰
品被洗劫一空。经过警方28小时连续
奋战，犯罪嫌疑人任某（男，32岁）
被捕归案。11日，沈阳市公安局铁西
分局对外发布了案件过程。2018年12
月1日凌晨3时许，铁西区某商场保安
人员孙某某、刘某某巡逻至商场一楼
东门内侧时，发现一名男子携带一个
布兜行迹非常可疑，保安孙某某上前
盘问时，该男子突然抽出一把刀将孙
某某逼住，威胁其放自己离开，保安
刘某某见状立即打电话报警。随后，
可疑男子用随身携带的锤子砸碎东门
两侧的玻璃,逃离现场。（中新社）

“携手-2018”
中印陆军反恐联合训练开训

“携手-2018”中印陆军反恐联合
训练11日在四川成都正式开训。

中印山水相连，两军交往频繁。
据介绍，这次联训是2007年以来中印
两军第7次反恐联合训练，旨在增进
了解互信、巩固以往成果、交流训练
经验、探索方法路子，共同提高联合
反恐能力，不针对第三方。中国人民
解放军联训高级代表邝德旺少将在致
辞时说，当前，全球恐怖威胁依然严
峻，开展国际反恐合作，符合中印两
国共同利益，有益于联合打击恐怖主
义，有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利
于造福两国人民。（中新社）

福建35条新举措加强自贸区建设 
凸显对台先行先试

福建官方11日公布进一步推进自由
贸易试验区改革创新的35条措施，涵盖
推进投资及项目落地更加便利、推进国
际贸易监管制度创新、培育壮大新平台
新业态、推动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
进一步凸显对台先行先试、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和法律仲裁服务等多领域。福
建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举措
将紧紧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以更大力
度、更实举措推进自贸试验区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为新福建建设和福建改革开
放大局作出新贡献。（中新社）

3名台湾旅客
在澳大利亚西部车祸中伤亡

一辆小型巴士当地时间9日下午在澳
大利亚西部城市珀斯近郊发生车祸，
造成10余人伤亡，其中台湾旅客1人死
亡、2人受伤。据中央社、联合新闻网
报道，这辆巴士在珀斯北部印度洋公路
行驶途中，与一辆汽车迎面相撞，导致
多名旅客伤亡。台湾当局观光事务部门
11日确认事故并表示，伤亡台湾旅客系
自行参加当地旅游团时发生意外。目
前，善后事宜正在进行。（中新社）

首届澳门中国国际人力资本论坛开幕
11日讯，“2018澳门中国国际人力资

本论坛”11日在澳门金沙城中心开幕，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
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姚坚
等出席了开幕式。本次论坛以“创新驱
动，引领未来”为主题，通过主题演
讲、圆桌讨论、报告发布及到企业参访
等形式，聚焦澳门及粤港澳大湾区人力
资源管理实际，立足全球人力资源变革
趋势，就人才管理、组织变革等热门话
题展开分享与讨论，为参会嘉宾提供全
新的人才管理思路与方法。（中新社）

张尚高速初步设计获批 
通车后河北将实现“县县通高速”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11日透露，该部
门日前对张尚（张北至尚义）高速公路
初步设计文件进行了批复，为该项目
2019年开工建设奠定了基础。据悉，该
高速通车后将结束尚义县不通高速的
历史。届时，河北省有望2020年底实现
168个县（市、区）“县县通高速”。
据介绍，张尚高速公路全长约73公里，
位于张家口北部地区，东起张家口张北
县，与张石（张家口至石家庄）高速公
路连接，西至冀蒙界，与内蒙古自治区
准兴高速公路相接。（中新社）

汪洋率中央代表团一分团
在南宁看望慰问各族各界干部群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汪洋，11日率
中央代表团一分团在南宁看望慰问各
族各界干部群众，带着党中央和习近
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带着全国人民
的深情厚谊，与大家共同庆祝自治区
成立60周年。广西国际壮医医院是集
医疗、教学科研和国际交流等为一体
的综合性民族医院。11日上午，汪洋
等来到这里了解医院建设、少数民族
医药发展情况，考察特色诊疗，与患
者、医务人员亲切交流。（中新社）

他在演讲中表示，
我们时刻关心每一位
在海外中国同胞的安
危冷暖，对于任何肆
意侵害中国公民正当
权益的霸凌行径，中
方绝不会坐视不管，
将全力维护中国公民
的合法权利，还世间
一份公道和正义。

当天，在谈及中美
关系时，王毅表示，
中美关系牵动世界目
光，关乎各国利益。
面对美方挑起贸易摩
擦等消极动向，中方
坚定捍卫国家利益、
民 族 尊 严 和 发 展 权
利，坚定维护以规则
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

系，坚定奉行相互尊
重、平等诚信的对话
解决方式。不久前，
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
总统在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峰会期间举行会
晤，双方进行了深入战
略沟通，同意共同推进
以协调、合作、稳定
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为解决中美间存在的
问题、推动中美关系
健康发展作出了规划。
双方就经贸问题的讨论
富有建设性，有效阻
止了经贸摩擦进一步

扩大升级，推动重回
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
轨道，确立了谋求合

作共赢的共同目标，
对外释放了积极和正
面预期。

【中新社11日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11日在北京的例行记
者会上说，我们一向主
张，世界各国应当在相
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
上促进相互之间的贸易
和投资合作。以各种莫
须有的理由、甚至是出
于政治目的为相互间投
资合作设置障碍，坦率
讲，到头来只会害人害
己，肯定对自身不利。

有 记 者 问 ： 据 报
道，日本三大手机运营
商基本决定，将中国产
品从通讯设备中排除。
日本总务大臣今天也表

示，希望日本运营商
加强确保网络安全的
措施。中方对此有何评
论？

陆慷回应称，我们
注意到，日方颁布有关

文件后，日本内阁官房
长官菅义伟先生对外作
过一个明确表态。我想
在此强调，我们一向主
张，世界各国应当在相
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
上促进相互之间的贸易
和投资合作。以各种莫
须有的理由、甚至是出
于政治目的为相互间投
资合作设置障碍，坦率
讲，到头来只会害人害
己，肯定对自身不利。
我们希望有关国家都能
在这个问题上着眼长远
利益，采取一种既对国
际社会负责任、也对自
己负责任的态度。

【 中 新 社 1 1 日
讯】对台湾海峡交
流基金会前董事长
江 丙 坤 的 逝 世 ，
福建省委书记于伟
国、省长唐登杰1 1
日向江丙坤夫人江
陈美惠发出唁电，
表示深切哀悼。

江丙坤祖籍福建
省漳州市平和县大溪
镇江寨村，长期致力
两岸“三通”和经贸
合作。今年10月，江
丙坤先生第三次返乡
祭祖，受到当地宗亲
欢迎。

唁电称，江先生
长期致力推进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担

任海峡交流基金会
董事长、两岸企业
家峰会台湾方面副
理事长期间，积极
促进两岸“三通”
和经贸合作，泽被
两岸，功不可没。

唁电指出，江先
生祖籍福建，生前十
七度回闽，始终关心
乡祉，倾心尽力，惠
及多方，深受家乡人
民的敬重。“先生虽
去，风范长存。”

江丙坤最近一次回
福建是12月4日到5日
在厦门出席2018两岸
企业家峰会年会。10
日晚，江丙坤在台北
辞世，享年86岁。

【中新社11日讯】
今年前10月，台湾劳工
平均经常性工资40906
元新台币，同比增长
2. 6 1%。但加入物价
因素，实质经常性工
资为38148元，仍不及
2001年同期的38311元
水平。

据联合新闻网报道，
台湾行政当局“主计总

处”10日公布数据称，
台湾劳工10月份平均经
常性工资为41228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2.56%
，连续11个月保持2%
以上增幅。前10月，劳
工平均经常性工资和总
薪资均有明显涨幅。

但该报道指出，加
入物价因素后，1至10
月，台湾劳工实质经

常性工资不及17年前
水平，显示出薪资增
长幅度赶不上物价攀
升速度。

经常性工资包含本
薪、按月津贴等，即一
般所谓的月薪；非经常
性工资包括年终奖、年
节奖金、绩效奖金和加
班费等，两者相加即为
劳工总薪资。

【 中 新 社 1 1 日
讯】由香港保险业监
管局主办的首届亚洲
保险论坛11日在香港
举行。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致辞时
指出，预计2030年“
一带一路”亚洲国家
的基础建设投资需求
达到每年1.7万亿美
元，将促进香港保险
业发展并带来商机。

林 郑 月 娥 表
示，2018年是成果丰
硕的一年。虽然市场
波动带来诸多不确定
因素，但并未冲击香
港金融法治体系，香
港经济仍保持平稳增
长。在粤港澳大湾区
和“一带一路”建设
的过程中，香港仍将
承担金融枢纽的重要
角色。

林 郑 月 娥 指
出，“一带一路”
战略促进地区金融

发 展 ， 预 料 2 0 3 0
年“一带一路”亚
洲国家的基础建设
投资需求将达到每
年1.7万亿美元，为
香港保险业带来商
机幷促进保险业发
展。特区政府将通
过修改法例及减免
税务等方式，推进
香港保险业发展，
加强香港作为全球
风险管理及保险业
中心的地位。

香 港 保 险 业 监
管局主席郑慕智表
示， 2 0 1 7 年 6月保
监局正式规管保险
公司，规管可以提
升公众对保险业的
信心，同时也将助
力香港保险业的发
展。保监局将持续
推动保险业稳定及
可持续发展，提升
香港保险业的全球
竞争力。

对侵害中国公民正当权益的霸凌行径

王毅：绝不会坐视不管
【中新社11日讯】中国国务委员兼

外交部长王毅11日在北京出席2018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

并发表演讲。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外交部：出于政治目的为相互人害间

投资合作设置障碍只会害己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江丙坤十七度回闽

福建发唁电感念其“关心乡祉”

2016年11月7日午，江丙坤在厦门出席2016两岸
企业家峰会年会闭幕式并致辞

前10月台湾平均月薪增2.61% 

加物价因素实质不及17年前水平

林郑月娥：“一带一路”

基础建设为香港保险业带来商机

林郑月娥

孙春兰率中央代表团二分团

赴广西防城港看望慰问各族各界干部群众

【中新社11日讯】
记者11日从西安市公
安局获悉，该市去年推
出户籍新政以来，截至
目前新落户人数已超过
100万人，其中2018年
度新落户人数已达75
万人。

去年以来，西安市
户籍和人才政策不断发
力，相继出台了宽松优
厚的“人才新政”“户
籍新政”“人才安居办
法”等，以招才引智，

助力西安建设和发展。
2017年3月1日，被

称为西安市“史上最宽
松”的户籍准入新政策
正式落地实施，到2018
年4月26日，西安6次
升级调整户籍政策，降
低落户门槛，大幅简化
落户流程，提升服务质
量和服务效率，增强西
安“西引力”。

当 日 ， 2 0 1 8 年 第
7 5万暨户籍新政实施
破百万“新西安人”

落户欢迎仪式举行，
现场为四位“新西安
人”发放了户口本和
落户大礼包。

身为高级工程师的
连运杰说，身处建筑行
业，他亲身参与了西安
的建设，见证了西安的
蓬勃发展，感谢这座充
满机遇的千年古城。西
安不仅成就了他个人，
西安的快速发展也引领
着他们企业转型升级，
不断壮大。

【中新社11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代
表团副团长孙春兰11日
率中央代表团二分团，
带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和全国人民的美好祝
福，赴防城港看望慰问
各族各界干部群众，共
同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

成立60周年。
上午，孙春兰一行

视察了东兴京族文化保
护和传承中心，并看望
了京族群众代表、非遗
文化传承人苏春发。孙
春兰详细询问他的生活
情况和在艺术传承中遇
到的困难，希望他加强
青年人才的培养，创作
更多的精品新品。她要

求有关部门加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推
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在东兴市足球
训练基地，孙春兰详细
了解足球人才培养、足
球进校园的情况，强调
要创新青少年足球人才
的培养模式，促进中国
与东盟各国的文化体育
交流。

西安实施户籍新政以来新落户人数超过100万

【 中 新 社 1 1 日
讯】1 1日，鹤岗市政
府发布消息，随着黑龙
江萝北江段进入冬季封
冻期，中俄界江黑龙江
上跨度最长、施工难度
最大的萝北至俄罗斯阿
穆尔捷特口岸浮桥开始
架设。

萝北口岸地处黑龙
江中游，是黑龙江“黄

金水道”的起始点，距
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
最近，道路交通条件最
好，并且有鹤岗、佳木
斯等中等城市为依托，
具有很强的辐射性。

萝北口岸至俄罗斯
阿穆尔捷特口岸浮桥共
由34节浮箱组成，总长
度960米。由于黑龙江
萝北江段顺直，极易受

到上游来水的影响，产
生二次流冰，这也是黑
龙江省中俄界江上跨度
最大、施工难度最大的
浮桥。

浮桥设计最大载重
量80吨，实行双向通
车，预计在12月中旬
全部完成施工，经中俄
双方验收后将实现通车
运营。

中俄界江跨度最大口岸浮桥开始架设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8年12月12日，星期三

简讯

国际财经 INTERNATIONAL FINANCE  第8版

OECD领先指标显示
美国经济放缓初步迹象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周
一公布的领先指标，有初步迹象显示
美国经济也将与欧洲一样，在2019年
出现下行。

OECD是总部位于巴黎的组织，其
35个成员国的经济增速在截至9月的
三个月里有所放缓，但美国的表现强
于其他较大成员国。然而，OECD基
于10月数据点得出的未来活动指标显
示，在经历2018年的强劲增长后，美
国经济或许也会失去动能。

OECD称，英国、加拿大以及包括
德国、法国、意大利在内的整个欧元
区增长势头料将继续放缓，现在类似
的迹象也开始在美国显现。

欧盟法院驳回
对欧洲央行刺激计划违法的指控

欧盟最高法院周二表示，欧洲央
行的2.6万亿(兆)欧元债券购买计划
并未违反欧盟法律，驳回了一个德国
疑欧派群体的指控。

“欧洲央行在二级市场购买公
债，即公共部门债券购买计划(PSPP)
并未违反欧盟法律，”法院在一份新
闻稿中表示。

俄罗斯计划1月至少减产5-6万桶/日
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周二称，按

照上周达成的全球减产协议，俄罗斯
计划1月将石油产量至少削减5-6万
桶/日。诺瓦克补充称，俄罗斯计划
逐步减产。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和
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非OPEC产油国
上周称，将减产120万桶/日。

美国10月职位空缺反弹 
显示劳动力益发短缺

美国10月职位空缺反弹，但聘雇
持续落后，暗示近期就业增长放缓主
因可能是雇主无法找到合适的劳工。

美国劳工部周一公布的月度职位
空缺及劳动力流动调查(JOLTS)突显
出劳动力市场趋于收紧，分析师称这
种情况将鼓励美联储下周上调利率，
尽管金融市场震荡。

“这份报告继续显现出劳动力
市场益发紧俏的景象，”纽约RDQ 
Economics首席分析师John Ryding
说。“该报告持续表明美联储已经充
分实现其就业目标。”

衡量劳动力需求的职位空缺10月经
季调后增加11.9万个，至710万个。
提振职位空缺率从9月的4.4%升至
4.5%。10月份失业人数为610万人。

OPEC和非OPEC产油国合作协议
将在三个月后签署

阿联酋能源部长马兹鲁伊(Suhai l 
bin Mohammed al-Mazroui)周一表
示，石油输出国组织(O P E C )和非
OPEC产油国的总体合作协议将在三
个月后在沙特阿拉伯签署。

“将在3月底前做好文件签署准
备，”马兹鲁伊在阿布扎比一场活动
上谈及合作协议时称。OPEC与俄罗斯
等部分非OPEC产油国周五达成另一份
协议，称他们将把石油供应削减120万
桶/日。OPEC现任主席马兹鲁伊称，他
们将在六个月后决定该协议是否延长期
限。他说，卡塔尔退出OPEC“不会影响
我们或未来的生产”。“OPEC正在吸引
南非等非OPEC成员加入，”他补充称。

威瑞森通讯计划到明年中期裁员10400人
威 瑞 森 通 讯 ( V e r i z o n 

Communications) 周一称，作为公司
自动离职计划的一部分，到明年中期
将有10400名雇员离开公司。

在加大5G网络投资之际，威瑞森
通讯一直致力于降低成本。公司曾表
示，到2021年将节省下100亿美元。

威瑞森通讯表示，根据自动离职
计划，员工将依据服务年限获得至多
60周工资、奖金和福利。

公司表示，在截至9月30日的第三
季末公司员工总数为152,300人。

欧股重挫至两年新低 
英国推迟议会退欧协议投票加剧政治风险

欧洲股市周一大跌，因英国推迟
原定于周二的议会退欧协议投票，周
末法国出现骚乱，再加上对全球经济
增长和中美贸易紧张局势的担忧，促
使投资者纷纷撤离欧洲股市。美股下
挫，标普500指数跌至4月以来最低，
拖累欧股尾盘跌势加速。泛欧STOXX 
600指数收跌1.8%，至两年新低。

英国富时100指数.FTSE收跌0.8%，
英镑兑美元大跌1.5%，给有外汇收入
的蓝筹股提供了一些会计方面的提振。

所有欧洲股市都受到重创，德国
DAX指数.GDAXI和法国CAC 40指
数.FCHI均下跌1.5%。

考虑到红火的就业
市场以及经济成长远高
于潜力水平，与此同时
通胀依然符合目标，
预计下周美联储仍会
升息一码。然而两个
月来金融市场大幅波
动，海外经济出现放
缓苗头，让人更加质
疑联储能否像其官员预
期的那样在2019年升息
三次。

金融环境的大幅收
紧令高盛首席经济学
家Jan Hatz ius相信，

目前来看美联储更有
可能在明年3月暂停升
息，随后在2019年晚
些时候再继续升息三
次。高盛原本预期明
年会升息四次，远多
于金融市场走势所反
映出的预期。

“我们认为3月采
取行动的可能性现已
降至略低于50%，”
高盛的Hatz i us在周一
的研究报告中写道。
但“我们认为会在6月
重新开始一个季度升

息一次的模式，直至
2019年底。”

短期美国利率期货
交易员则押注，美联
储明年可能完全暂停
升息，甚至还可能会
下调借贷成本。

与美联储目标利率
挂钩的利率期货合约周
一上涨，反映出在全球
增长放缓以及对英国能
否顺利退欧存疑之际，
投资者对美国增长前景
的担忧在加剧。英国首
相特雷莎·梅之前突然
推迟了议会就其退欧协
议进行表决的时间。

有关通胀预期下滑
和美中贸易冲突升级
的迹象也加剧了这种
担忧。这些都拖累美
国股市，标普5 0 0指
数.SPX周一早盘触及
八个月低位。

俄勒冈大学经济学
教授Tim Duy写道，华
尔街的形势“不容乐
观，这反过来给2019年
的货币政策前景带来相
当大的不确定性。”

从联邦基金利率期
货价格来看，交易员
目前预计下周升息的
机率为73%，明年底前
进一步升息的机率仅为

49%。2020年6月到期
的合约价格现高于早一
年到期的合约，这意味
着交易员开始对降息
做一些押注。

上述变化令美联储
自身的利率预期备受
关注。美联储下周三
料将进行今年的第四
次升息，并将更新其
利率预估。

华 尔 街 预 测 美 联 储

明年料放缓升息甚至暂停

美国纽交所外的华尔街指示牌。

【路透讯】周一华尔街进一步对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FED)

明年继续升息的计划表示怀疑，利

率期货交易员押注升息会暂停，高

盛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联储偏

鹰派立场的预期。

【路透法兰克福讯】
德国豪华汽车制造商戴
姆勒周二表示，203 0
年止将采购超过200亿
欧元(227.5亿美元)的
电池芯，该公司已经准
备好量产混合动力车及
电动车。戴姆勒是知名
品牌奔驰(Me r c ed e s-
Benz)的母公司。

戴姆勒董事会主席
蔡澈(Dieter Zetsche)， 
“随着采购超过200亿
欧元的电池芯，公司正
按部就班地推动转型，
迈向电动化的未来。”

奔驰汽车计划2022
年之前推出130款电动

及混合动力车，另外还
将生产电动货车、巴士
及卡车。戴姆勒并未明
确说明采购对象。

戴姆勒自行生产电池

组，由位于德国Kamenz等
地的Deutsche Accumotive
生产，但从韩国LG化学
及SK Innovation等供应商
处采购电池芯。

戴姆勒是知名品牌奔驰的母公司。

戴姆勒称2030年止

将采购逾200亿欧元电动车电池芯

【路透纽约讯】英镑
兑美元周一跌至20个月
来最低水平，因英国首
相特雷莎·梅推迟了议
会对其退欧协议进行投
票的时间，这再次引发
了人们对英国明年3月脱
欧的疑虑。

避险买盘推动美元反
弹，上周美元兑一篮子
货币录得三个月来最大
单周跌幅。美元的反弹
有限。

“过去两年英镑缓慢
下跌，期间受到英退问题
将得到解决的错误希望影
响出现了一些起伏，但现
在看来，脱离欧盟单一市
场及其带来的好处，无论
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不是
一条让经济走向繁荣的道
路，”Tempus Inc高级外
汇交易员Juan Perez称。

英国议会原定周二对
首相特雷莎·梅的脱欧
提案进行投票。目前投
票被推迟，为无协议无
序脱欧、最后一刻达成
协议或再次就欧盟成员
国地位举行公投打开了
大门。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
克称欧盟与特雷莎·梅达
成的脱欧协议不能重商。

英镑下跌1.41%，报

1.2546美元，盘中触及
2017年4月以来最低的
1.2507美元。

欧元兑英镑触及三个
月高位，报0.90875英
镑，最新升1.06%，报
0.90475英镑。

欧元涨幅受限，因法
国爆发暴力示威，反对
总统马克龙的经济改革
方案。

欧元下跌0.23%，报
1.13535美元，亚洲交易
时段触及近两周半高位
1.14425美元。

美元兑包括欧元在内
的一篮子货币走强，因
交易员削减了之前对美
联储政策将不再那么激
进的押注。

在信心十足的美联
储推动下，美国与世界
其他地区的利差不断扩

大，推动美元今年意外
上扬。然而，近几周疲
弱的数据给美元明年的
前景蒙上了阴影。

“市场获得一些喘
息，因对美联储未来12
个月政策的看法非常鸽
派，”Manulife Asset 
Management投资组合经
理助理Chuck Tomes。

根据CME Group的
FedWatch工具，期货市场
走势暗示，交易商预计
美联储将在12月18-19日
会议上升息25个基点，至
2.25-2.50%，这是美联
储在2018年第四次加息。
他们现在预计2019年加息
不超过一次，低于一个月
前的加息两次。

美元指数涨0. 7 4%
，报97.232，上周下跌
0.78%。

英镑急挫至20个月最低 

因退欧协议投票被推迟和美元反弹

英镑兑美元周一跌至20个月来最低水平。

【路透巴黎讯】法国
总统马克龙周一宣布，
将上调最低薪资，并降
低养老金领取者的税
收，进一步作出让步，
以化解数周来已威胁到
其威信的暴力抗议。

在法国数年来最严
重抗议活动之后发表
的首次全国演说中，
马克龙态度谦和，寻
求恢复平静气氛。此
前有人指责称他的治
理风格和经济政策给
国家造成破坏。

但他拒绝恢复富人
税和放弃改革计划，
他说201 9年将推进改
革，包括养老金、失业
津贴和公共支出方面的
改革。

“我们将采取强有
力措施，应对经济和社
会急迫事项，包括加快
减税步伐、控制支出，
但不会逆转政策，”马
克龙在爱丽舍宫发表了
13分钟的电视演说称。

马克龙做出此项回
应的48个小时前，在
第四个周末的“黄马
甲”抗议活动中，抗议

者与防暴警察在街头爆
发冲突，焚烧汽车、抢
劫商店。

在提及这些可能使
政府花费数十亿欧元的
措施中，马克龙表示，
将在2019年把劳工每月
最低薪资提高100欧元
(113.76美元)，但雇主
无需承担额外费用。

法国劳工部长称，
这可以通过政府补贴
实现。

马克龙表示，对于
退休金低于每月2000欧
元的人，政府将取消其
今年上调的社会保障税
措施，收回这一尤其伤
害他在老年选民中人气
的举措。

“我们要求做出的
努力过大了，而且不
公平。”

被问及法国预算赤
字是否能够维持在不超
过欧盟规定的3%上限
时，爱丽舍宫的一位官
员称，如果不考虑将使
201 9年预算赤字增加
200亿欧元的一次性退
税举措，法国在支出方
面还有一些回旋余地。

【中国金融信息网讯】
英国下议院商业、能源和
产业战略委员会周一发
表报告称，航空航天、
汽车、加工食品和饮
料及制药四个对英国经
济至关重要的行业均表
示，当前“脱欧”协议
至少在过渡期内能够提
供确定性，而“无协议
脱欧”将带来巨大不确
定性，损害经济发展。

报告指出，尽管这
四个行业的结构各不相
同，但对英国经济未来
发展至关重要。由于这
些行业依赖复杂及时的
国际供应链，他们的担
忧也反映出对欧盟有大
量出口业务的其他行业
的观点。

今年早些时候，该
委员会发表了一系列报

告 ， 就 英 国 “ 脱 欧 ”
协议及“英欧未来关系
宣言”对航空航天、汽
车、加工食品和饮料、
制药以及核工业五大经济
支柱产业的影响进行了评
估。过去两周内，该委员
会又与除核工业以外其他
四个行业的代表举行了
一系列听证会，听取了
这些行业的大量观点，
包括他们各自应急预案
的进展以及对“脱欧”
影响的预期等。

商业、能源和产业
战略委员会主席雷切
尔·里夫斯表示，企业
认为“脱欧”协议将使
他们竞争力下降，但企
业需要确定性，且强烈
希望避免“硬脱欧”，
因此他们只能支持当前
的“脱欧”协议。

【金融界网站】摩
根大通、高盛、瑞银和
美国银行的经济学家虽
不认为美国经济衰退是
明年的基线场景，但都
上调了衰退发生的可能
性。美国资产值最大的
银行摩根大通预计，一
年内的衰退风险涨至35%
，较年初的16%翻倍，两
年内发生风险增至70%。

美国资产值第一大的

银行摩根大通经济学家
Jesse Edgerton最新表示，
未来一年内美国发生经
济衰退的可能性涨至35%
，接近现有周期的最高
水平。而不到两个月前
(10月18日美股深跌前
后)，该行还认为一年内
发生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不足28%，今年3月时的
预测更低为16%。

据彭博社介绍，摩

根大通团队用来预测衰
退的主要指标是商业
情绪，由于其近期开始
走软，令该行的衰退
预测指数增加，正在接
近扩张周期以来最高水
平。2016年这一衰退预
测指数触及周期峰值，
令当时的经济增长与
市场表现发生波动。不
过，摩根大通不认为
2019年一定会发生衰退。

摩根大通称 美国两年内发生衰退的概率增至70%

法国总统马克龙。

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将加快减税步伐 

但不会逆转政策

英工商界认为“无协议脱欧”

将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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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逮捕两名恐袭嫌疑人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官员10日

说，两名策划恐怖袭击的嫌疑人在中西
部俄亥俄州先后落网，并分别受到起
诉。俄亥俄州北区联邦检察官贾斯廷·
赫德曼和联邦调查局官员杰夫·福尔图
纳托当天就此举行记者会说，被捕嫌疑人
为一男一女。男子名叫戴蒙·约瑟夫，21
岁，持有两支AR-15型步枪，于7日被
捕，被控费时数月策划以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名义发动袭击，最终袭击目标是俄
亥俄州托莱多地区的一所犹太教堂。他还
被控试图为“伊斯兰国”提供物资支持。
女性嫌疑人名叫伊丽莎白·勒克龙，23
岁，10日在托莱多被捕，被控以伤害他
人生命财产为目的购买炸药制造材料、
运输爆炸物、阴谋策划恐怖袭击，目标
包括酒吧、牧场和输油管道。

美国出台新策 阻止恐怖分子
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美国白宫10日宣布，总统特朗普已批
准一项新的国家战略，意在阻止“伊斯
兰国”等极端组织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发动袭击。白宫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
说，特朗普批准了“打击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恐怖主义国家战略”。该战略包含
三个核心内容：断绝恐怖分子获取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及相关材料的途径；通过
打击恐怖分子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专
家及协助者等方式，向试图获取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的恐怖组织施压；强化美国
对境内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的防御
能力。白宫称，这是首个全面、公开描
述美国政府如何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恐怖主义的战略。该战略的出台显示出
不让化学、生物、放射性及核武器落入
恐怖分子之手的紧迫性。

10月初，白宫公布了最新国家反恐
战略。新战略强调“美国优先”，更
注重保护美国本土、预防袭击以及一
旦遇袭减轻所受损失。

英警在国会大厦
用电击枪制服一男子

英国武装警察周二（11日）在国会
大厦园地内，用电击枪制服了一名男
子。据目击整个过程的路透社记者，警
方在国会大厦前院对该名男子使用了电
击枪。一名警员接着把枪对准男子的头
部，在这期间警员为男子戴上手铐。英
国广播公司（BBC）引述警方说，这起
逮捕事件跟恐怖袭击无关。

为抗议首相特雷莎·梅 
英国工党议员拿走女王权杖

当地时间12月10日，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在下议院宣布推迟议会脱欧协议
投票的决定后，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英国工党议员莫伊尔拿走了代表女王在
英国议会权威的“女王权杖”表示抗
议!《卫报》10日称，当特雷莎·梅正
式宣布推迟议会脱欧协议表决后，工党
议员洛依德·莫伊尔突然冲上前去一把
抓起议事桌上的“女王权杖”，举着它
走到议事厅中央。他的行为立即引起了
保守党议员的愤怒，议员们冲他喊道“
耻辱”、“把他赶出去”。《卫报》称， 
“女王权杖”代表了女王在英国议会的权
威，没有它，议会不能通过任何法律。更
加戏剧性的是：莫伊尔似乎不知道下一步
该怎么做，在议长伯科要求他放回原位的
同时，他将权杖还给了下议院官员。最
后，他在议长的要求下离开了议事厅。

波黑逮捕一名涉嫌腐败高级军官
波黑总检察院11日发表公告说，波黑

武装部队上校拉米兹·米奇沃达当天因
涉嫌腐败被捕。公告说，根据波黑总检
察院负责有组织犯罪、经济犯罪及腐败
罪的特别部门的命令，波黑国家调查保
卫局逮捕了现年49岁的拉米兹·米奇沃
达。公告解释说，拉米兹·米奇沃达被
控滥用职权，在收受金钱后，让商人使
用军事用地。他将被移交至波黑总检察
院，等待进一步处置。除军衔以外，公
告未透露拉米兹·米奇沃达在武装部队
中的具体职务。根据波黑武装部队的建
制，在作战总指挥部下设有三个步兵旅
与一个战略支持旅。上校军衔军官可以
担任副旅长等职务。

俄罗斯一名警察
因向美国中情局提供情报获刑

俄罗斯莫斯科市一家法院11日判处
前警察阿里克谢·日特纽克13年有期徒
刑，原因是他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
情报。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日特纽克于
2017年12月被捕。他被控在莫斯科任警
察期间将涉及俄海军的秘密文件交给外
国公民。后经证实，这些涉密文件最终
接收方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鉴于案件敏
感，法院对日特纽克进行了闭门审判。
莫斯科警方同时拘押了涉密文件接收人
挪威公民弗罗德·贝格。贝格是在与日
特纽克进行文件交接时被俄联邦安全局
抓获的。

时 代 杂 志 表 示 ，
所 以 选 出 「 真 相 守
护 者 和 事 实 之 战 」
（Guardians and the 
War on Truth）为风云
人物，是因为哈绍吉
等新闻人员不惜冒著入
狱甚至付出生命的风
险，完成他们的工作，
而他们代表全世界更多
新闻人员的奋斗。时代
杂志并公布呈现相关人
员的4份封面。

除了哈绍吉，另3位
新闻人员是在缅甸采
访洛兴雅穆斯林危机遭
逮捕的路透社记者瓦隆

（Wa Lone）及乔索欧
（Kyaw Soe Oo）、遭
菲律宾当局打压的媒体
人瑞萨（Maria Ressa）
，以及遭枪手闯入办公
室开枪造成惨重死伤的
美国马里兰州首府安
纳波利斯「首都报」
（Capital Gazette）。

根据时代杂志先前
公布的名单，今年进入
决选的包括在沙乌地阿
拉伯驻土耳其伊斯坦堡
领事馆遭杀害而在国际
引起轩然大波的沙国异
议记者哈绍吉（Jamal 
Khashoggi)，以及美国

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
统蒲亭、南韩总统文
在寅和负责调查俄国
介入美国2016年总统
大选的「通俄门」案特
别检察官穆勒（Robert 
Mueller）。

此外还有5月与英国
王子哈利结婚的前好
莱坞女星梅根马克尔
（Meghan Markle）、热
卖超级英雄片「黑豹」
（Black Panther）的导

演莱恩库格勒（Ryan 
Coogler）和加州心理学
女教授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她出面
指控特朗普提名的大法
官人选卡瓦诺 （Brett 
Kavanaugh）几十年前
性侵她，成为性侵受害
人的象征。

特朗普政府为遏阻
非法移民入境执行强硬
政策，拆散超过2000
个家庭，造成骨肉分

离，这些离散家庭也
进入决选。另外还有
发起「为我们的生命
游行」的学生，今年
情人节佛罗里达州派
克兰（Pa r k l a n d）道
格拉斯中学（Marjory 
Stoneman Douglas High 
Schoo l）发生枪击事
件，造成17人丧生，
这些学生发起游行，
主张改革枪枝管制法
规避免惨剧重演。

  特朗普又上榜了

《时代》周刊年度人物候选人出炉 

「时代」杂志（Time）宣布，选出「真相守护者（Guardians）」为2018年风
云人物，并公布呈现相关人员的4份封面。

【综合讯】「时代」杂志（Time） 

今 天 宣 布 ， 选 出 「 真 相 守 护 者

（Gua r d i a n s）」为2018年风云人

物，代表是遇害的沙乌地阿拉伯记

者哈绍吉等冒险探寻真相的4位新闻

人员和一家媒体。

【综合讯】10日在
一场支持中美洲移民的
示威活动中，有400多
名属于各种宗教的抗议
人士出席支持。

美国边防警卫队在一
场于圣地牙哥边界发起，
支持中美洲移民的抗议
活动中，逮捕了32名各
种宗教的领袖与社运人
士。在参与抗议的400
名示威者中，有许多是
教堂、清真寺、犹太会
堂或是原住民社群的领
袖，他们要求中止拘留
与遣返行为，并希望美国

能欢迎这些在11月时到达
墨西哥提华纳的移民。

这些宗教领袖们在现
场带领民众进行祷告与
唱诗，有些穿着印有 
「爱无边界」的T恤。
有抗议者表示，要求
美国尊重移民团体的人
权。但是当他们走到了
围篱前的限制区域时，
便遭到了执法人员上铐
带走。边防警卫队发言
人表示，有31人因涉嫌
越界而遭到联邦干员逮
捕，另外有1人是因为攻
击执法人员而被逮捕。

美墨边境示威支持移民

多名宗教领袖遭逮捕
【德国之声中文网】 

迄今为止，默克尔一直
致力于让英国在脱欧后
仍然与欧盟保持紧密联
系。然而对于这位德国
总理而言，欧盟内部的
统一同样重要。在中午
与梅会面后，默克尔在
联盟党议会党团表示，
反对就脱欧协议与英国
重新谈判。

同样失去耐心的还
有布鲁塞尔。欧盟在本
周二拒绝就脱欧协议再
做修改。欧委会主席
容克说，最多是考虑加
一些“澄清内容”。鉴
于脱欧表决可能遭到议
会否决，特蕾莎·梅将
原定于周二晚的表决推
迟。她周二与包括德
国总理默克尔、荷兰总
理吕特在内的多名欧盟
政要举行了会谈。在会
面前，这位英国首相宣
布，要从欧盟方面得到
进一步“保证”，打消
下议院的担忧，并表
示表决应在1月21日前
进行。

政治危机愈演愈烈
目前协议已经赢得

了欧盟其他27位政治领
导人的支持。但英国国
内有许多强硬派退欧议
员反对。他们担心协议
会迫使英国无限期遵守
欧盟规定，保持英国北
爱尔兰省与欧盟成员国
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开
放边界。

英国最大的反对党工
党领袖科尔宾（Jeremy 
Corbyn）表示，英国失

去了”一个正常运转的
政府”。他说：“政府
无法掌控此事，已经完
全陷入混乱。

亲欧盟的苏格兰民
族主义党（SNP）和自
由民主党议员也说会
对梅首相政府投下不
信任票。

自由民主党党魁凯
布尔 (Vince Cable)
说:“政府今天就是搞
砸了，也失去了整件事
的权威。如果要求进行
不信任投票，我和我的
同事将全力支持反对党
的领导人。”

连原先支持梅首相
的北爱尔兰政党，即
反欧盟的民主统一党
（DUP）也认为现在情
况混乱。

开始为无协议脱欧准备
欧盟领导人此前就

一再表示，他们不会重
新就该协议草案进行谈
判。在周一晚上伦敦辩
论结束后，欧洲理事会
主席图斯克（Do n a l d 
Tu s k）在Twi t t e r上表
示他将于周四召开英

国脱欧理事会会议。
他 写 道 : “ 我 们 不 会
重 新 谈 判 ， 包 含 北
爱尔兰的边境保障措
施......但我们已准
备好讨论如何协助英
国批准。”

图斯克强调，即便
国会表决通过，2019年
初的法案表决和3月份
预定退出的时间距离很
近。他说:“随着时间
的流失，我们还要准备
讨论英国无协议脱欧的
可能。”

爱尔兰总理瓦拉德
卡尔(Leo Varadkar)表
示，他和图斯克已经同
意，现有的草案是可行
的最佳协议而且无法重
新谈判。他补充说：“
应该加紧准备‘无协
议’的结果。”

德国外交部长马斯
（Heiko Maas）表示，
英国和欧盟在草案上已
努力讨论出协议草案，
在接续的谈判中，他不
希望看到需要改变的部
分。他说:“我们想要
一个有序的脱欧。”

默克尔表示，反对就脱欧协议与英国重新谈判

【中新网】上个月，
土耳其方面表示，已将沙
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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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获得了录
音的部分翻译文本，根
据录音，能大致还原卡
舒吉的最后时刻。10月
2日，卡舒吉进入沙特驻
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录
音显示，他进入领事馆
之后，就立即遇到了“
熟人”。卡舒吉问道：你
们怎么会在这里？对方回
答说：你回来了。

土耳其情报部门的
消息说，卡舒吉遇到的
人是马赫阿卜杜勒阿齐
兹穆特里卜，他曾是沙
特的外交和情报人员，
也曾为沙特王储穆罕默
德本萨勒曼工作。

卡舒吉显然受到了惊

吓，说：你不能这么干，
外面有人等着我。到此，
对话就结束了，传来了一
阵噪声，似乎在制伏卡舒
吉。很快，卡舒吉不停地
说：我不能呼吸了！我不
能呼吸了！

录音中，随后不断有
噪声，夹杂着卡舒吉的喊
叫、以及用锯子切割的声
音。随后，有男子说，如
果你不喜欢噪声，戴上耳
机听音乐，像我这样。土
耳其情报部门认定，这名
男子是沙特内政部的法医
萨利赫图拜齐。

最终，录音显示，穆
特里卜至少打了3个电
话，土耳其方面说，电
话打给了沙特皇家法院
人员。不过，沙特检察
部门表示，穆特里卜和
图拜齐都否认当时打过
电话。

【新华社加拉加斯】
由俄罗斯国防部派遣
的2架图-1 6 0战略轰
炸机10日飞抵委内瑞
拉首都加拉加斯。

委内瑞拉国防部长
洛佩斯在机场举行仪
式，欢迎俄军机及约
100名俄罗斯军事技术
人员抵委。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
公告说，当日抵达委
内 瑞 拉 的 还 包 括 1 架
安-124大型军用运输
机和1架俄空天军使用
的伊尔-62远程客机。

洛佩斯说，委内瑞拉
将与俄罗斯进一步加强
两国防空系统的联合运
行合作以及军事技术交
流与合作。

洛佩斯透露，这两架

战略轰炸机将在未来几
天与委空军进行联合飞
行演习，以加强两国空
军的整体协作能力。

图-160轰炸机是苏
联图波列夫设计局研制
的可变后掠翼超音速远
程战略轰炸机。俄目前

正在对图-160轰炸机进
行现代化改造升级。升
级后的图-160M战略轰
炸机一次加油续航里程
可达12000千米，可发
射搭载核弹头的远程巡
航导弹，并可搭载多达
40?各型弹药。

脱欧表决延后 

柏林与布鲁塞尔失去耐心

将进行联合飞行演习

两架俄罗斯战略轰炸机飞抵委内瑞拉

由俄罗斯国防部派遣的2架图-160战略轰炸机10日
飞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当地时间12月10日，墨西哥蒂华纳，民众在美墨边境
集会支持“大篷车”移民，部分民众遭警方逮捕。

沙特记者遇害录音曝光：

一进沙特驻土领馆就遇见熟人

沙特记者遇害录音曝光：一进沙特驻土领馆就遇见熟人。



【综合讯】周二一
早，优步（Uber）公司
的热门拼车和送餐手机
应用程序（App）皆陷
入崩溃状态。司机和顾
客均不能正常地使用优
步的应用程序。

此次影响的不止是
澳洲用户，美国、加拿
大、欧洲、新西兰和印
度的用户都在社交媒体
上抱怨。

据 先 驱 太 阳 报 报
导，优步公司在当日
接近中午时分已证实，
持续了约三小时崩溃情
形的App已经被修复，
可以正常运行，但造成
此次崩溃的原因尚不清
楚。

这次系统崩溃主要
影响的是安卓手机用

户，一些苹果手机的用
户也抱怨遇到问题。优
步技术支持团队在推特
上向用户致歉：“感谢
你们的耐心等待。”

在澳洲，悉尼、墨尔
本、布里斯班、阿德雷
德和珀斯也都出现了因
App崩溃带来的问题，

司机受到的影响最大。
优步App的崩溃造成

了各种后果：乘客无法
预约车辆；司机无法收
钱，也没有办法看到他
们接送客人的地点；送
餐员无法送达外卖；一
些没有使用优步的人却
被收费。

【吉隆坡10日讯】
世界银行认为，东亚新
兴市场在过去数十年进
步神速，但接下来若要
往高收入国前进，就需
要在5大重点，包括增
强经济竞争力等，这可
以通过开放贸易和服务
领域等方式做到。

世界银行东亚及太
平洋区域首席经济学家
苏迪尔薛提在今日的「
东亚复兴」报告发布会
上表示，在晋升为高收
入国前，各个东亚新兴
国在施政方面有5项重
点，分别是提升各国经
济竞争力、建立人力资
源的技术、鼓励包容经
济、增强国家机构与为
转型程序筹集资本。

他指出，在增强经
济竞争力方面，各国可
考虑改革服务领域，因
相关领域蕴藏高价值和

新商机，如服务领域的
贸易可提供包括最新科
技发展在内的机会。

开放贸易服务业
「例如苹果iPhone手

机，这不只是一部机械，
更多的价值其实存在于
其软件、手机应用程序
内。」苏迪尔认为，包
括大马在内的东亚新兴
国在服务领域设下诸多

限制，可以考虑减少限
制、更加开放。他同时
认为，东亚各国尽管签
署不少贸易协议，但内容
无法促进真正的贸易合
作，此方面也可以加强。

上述东亚新兴国包括
10个国家，计有大马、
中国、柬埔寨、印尼、
寮国、蒙古、缅甸、菲
律宾、泰国与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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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取消
对巴2.5亿美元灾害救济贷款

据巴基斯坦《论坛快报》12月11
日报道，因为巴基斯坦外部账户恶
化，双方无法就巴宏观经济看法达成
一致，世界银行决定取消对巴基斯坦
2.5亿美元的灾害救济贷款。

该贷款旨在加强管理和优化机制，
以应对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提高巴
基斯坦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报道
称，世界银行取消该笔贷款可能是因
为此前巴基斯坦没有能够与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达成贷款协议。在
11月，由于IMF提出的贷款条件过于
严苛，并且双方对贷款额度的分歧较
大，巴基斯坦没有能够与IMF达成初
级（staff-level）贷款协议。目前巴
宏观经济面临风险，经常账户赤字持
续扩大，国际储备快速下降。其官方
外汇储备总额为75亿美元，仅能维持
六周的进口，而世界银行的贷款条件
之一是外汇储备至少能够保障10周的
进口。

孟加拉财政支出达到3643.8亿塔卡
据孟加拉《独立报》1 2月 1 0日

报道，2018-2019财年的7-11月期
间，孟年度发展计划(ADP)支出实
现了创纪录的3643.8亿塔卡，执行
率为20.15%，孟规划部长表示，如
果目前势头继续下去，预计GDP增长
率将达到8.25%到8.30%。到2021
年，GDP有望实现两位数或10%的增
长。

越南与印度进一步促进纺织品贸易
印度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同越南

棉纺协会（VCOSA）日前配合举行
越印纺织企业对接会。印度驻胡志明
市总领事K Srikar Reddy表示，2017
年，越南-印度双边贸易额达76.2亿
美元，越南对印度出口额为37.5亿美
元，从印度进口额达38.7亿美元。
今年前9月，双边贸易额为82.7亿美
元，同比增长47%。两国力争2020年
贸易额达150亿美元。

纺织领域中，印度政府的统计数字
显示，2017-2018年阶段印度纺织品
对越南出口额同比增长42%，达5.55
亿美元。然而两国在此领域中的合作
关系仍有很大潜力待挖掘。

曼谷市民新年消费支出同比增4.1%
曼谷市民年末购物消费尤其是在礼

品支出方面正在发生改变。预计2019
年新年期间曼谷市民节日购物消费支
出同比增4.1%，达到308亿铢。开
泰银行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年新年
期间曼谷市民购物消费流动性调研报
告”数据显示，今年曼谷市民年末购
物支出料同比增4.1%，至308亿铢。
尽管今年政府出台的“为国消费”措
施不像往年涉及的抵税商品那么广泛
（仅限于图书和OTOP产品），但相信
零售商仍不会错过这样的政策利好良
机，将会安排各种折扣行销活动来提
升年末销售额。预计今年年末人头消
费支出额在5600铢，比去年人均5400
铢新增了200铢。

韩12月前10天出口同比减3.9%
据韩国关税厅（海关）11日发布

的统计数据，12月1-10日，韩国出
口额为121亿美元，同比减少3.9%。
日均出口额为17.2亿美元，同比减少
3.9%。分析认为，去年同期船舶出
口大单扎堆产生的基数效应使今年12
月前10天的出口额呈下滑趋势。韩国
政府预测，12月韩国出口将继续保持
环比增势，今年全年出口额有望突破
6000亿美元。

从 出 口 项 目 来 看 ， 石 油 制 品
（18.3%）、乘用车（39.6%）、
无线通信设备（10%）等出口额增
加，半导体（-3.7%）、汽车零部件
（-7.6%）、船舶（-94.9%）等出
口额减少。

三星Galaxy A8s在华正式亮相
据业界和外媒11日消息，三星电子

10日在北京正式发布旗下新款中端智
能手机Galaxy A8s，新机将于21日面
市。

Galaxy A8s是三星首款采用黑瞳全
视屏的手机，配备6.4英寸的液晶显
示屏。三星在其屏幕角上为自拍相机
挖孔，这较苹果推出的iPhone X刘海
屏手机更接近“全面屏”。

在规格方面，A8s搭载骁龙710处
理器和128GB存储空间。前置摄像头
像素为2400万，三星首次在中端智
能手机上后置三摄，像素高达2400
万、1000万和500万，进一步满足社
交时代年轻消费者对拍照的需求。此
外，电池容量为3300mAh，首次砍掉
耳机孔。

新机将于21日开启预售，价格可
能在50到60万韩元之间，约合人民币
3000到3600元。

两年内第三位
“印度央行行长”
据 印 度 经 济 时

报（The Economic 
Times）报道，在Ur-
jit Patel辞去印度储备
银行行长一职的第二
天，印度政府今天任
命政府资深官员Shak-
tikanta Das为新的储备
银行行长，任期为三
年，他也将是印度央
行第25任行长。

Shaktikanta Das也是
两年之内，第三位就任
印度央行行长的人。

他 的 两 位 前 任
──Rajan和Patel都是
印度著名经济学家，
但都因为印度政府影
响央行的独立性而离
任。

曾大力鼓吹
莫迪政府的“废钞政策”
D a s曾在201 5年至

2017年间担任印度政
府的经济事务秘书，与
印度央行密切合作。他
目前是印度财政委员会
(Finance Commission 
of India)的成员，也是
印度政府在20国集团

峰会（G20峰会）上的
代表。

莫迪最初曾将Das调
入财政部，让其负责财
政部的税务部门；后
来，又将他调到经济事
务部门，在此期间他帮
助莫迪主导了2016年
莫迪政府备受争议的“
废钞运动”。

D a s曾因“支持废
钞”的立场而受到批
评。在2016年莫迪政
府从市场回收高面值钞
票时，Shaktikanta Das
也是最引人注目、最直
言不讳的官僚之一。

他一直遵循政府的
废钞政策，认为去货
币化将有助于减少假
币问题，推动数字支

付。他还反驳了人们
对废钞将影响经济成
长的担忧，称任何短
期增长下滑都已被考
虑在内。

去年，Das批评了全

球评级机构的评级方
法，并寻求印度主权
评级的上调。Das曾在
莫迪政府和国大党领
导的前联合政府的预
算部门工作。

曾大力支持莫迪的“废钞运动”

Shaktikanta Das被任命为印度央行行长

图为印度央行前行长Urjit Patel（右）与新当选的行
长Shaktikanta Das。

【华尔街】印度央行前行长Ur j i t 

Patel昨日刚辞职，该国央行今天(11

日)就立马任命了他的继任者。

【诗华日报网】亚
洲航空宣布，接获大马
机场（雪邦）私人有限
公司（MASS B）向亚
航索偿约940万令吉的
乘客服务费（PSC），
但亚航认为此索偿并不
合理，并将针对机场基
础设施状况向后者提出
交叉索偿。与此同时， 
大马机场（雪邦）私人
有限公司也状告亚航
X（AAX，5238，主板
消费股）拖欠267 1万
81 4 2令吉的乘客服务
费。亚航X在文告中表
示，大马机场的索赔不
合理的，因此将大力捍
卫自己的权益。

大马机场针对两家
公司的索赔分为2个部
分，即23令吉的额外乘
客服务费，以及涉及机
场基础设施和机场运营
问题相关的赔偿。

亚 航 及 亚 航 X 分 别
在文告指出，早在之
前，亚航及亚航X根据
MASS B要求向非东盟

国际乘客收取每人50
令吉费用支付后者。但
MASSB坚持吉隆坡第二
国际机场（KLIA2）收
费应与吉隆坡国际机场
（KLIA）相同，因此要
求两家公司从今年7月起
再收取每人23令吉。惟
两家公司认为，KLIA2是
一个低成本机场，所征
收的费用应反映所提供
的服务水平，因此不应
收取相同的费用，而不
愿收取额外费用。

两家廉航拒绝向乘
客收取这些费用，并认
为MASS B的这项索偿
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
下提出，将大力捍卫诉
讼程序。与此同时，亚
航及亚航X将针对机场
基础设施的状况及其营
运，包括主要停机坪缺
陷、跑道随机关闭、飞
机损坏和燃油管道破
裂，对MASS B提出交
叉索偿。两家廉航相
信，这些索偿远远超过
MASSB所寻求的索偿。

大马机场讨服务费　

亚航两公司交叉索偿

亚洲航空宣布，接获大马机场（雪邦）私人有限公司
（MASSB）向亚航索偿约940万令吉的乘客服务费（PSC）

世行建议加强5大重点　

新兴东亚晋升高收入国

查里克德（左起）、大马证监会首席经济学家黄康
宁、亚洲商业学校主席查尔斯法恩、联昌 国际首
席经济学家唐纳汉纳与苏迪尔薛提，针对《东亚复
兴》报告进行讨论。

【 中 新 网 】 澳 洲
网报道，根据澳大利
亚 政 府 手 机 回 收 计
划“MobileMuster”的
最新调查显示，虽然有
将近一半的澳大利亚人
愿意将他们的旧手机交
出进行回收再利用，但
实际上真正做出行动的
人只有10%。

超半数澳大利亚人
将旧手机“雪藏家中”
数据显示，近一半

(45%)的澳大利亚人有
打算将他们的旧手机进
行回收，但是真正执行
这一行为的人却很少，
只有10%的人会真的将
自己不用的手机卖掉或
者捐赠。

“MobileMuster”估

计，澳大利亚有230 0
万部未使用的手机被人
们放在抽屉和橱柜里，
其中大约有500万部手
机可能已经无法使用，
这些设备最终无法进入
垃圾填埋场，如果这些
手机都没有被回收再利
用，那么这将会产生巨
大的成本浪费。据悉，

在澳大利亚的南澳和维
州，电子垃圾实际上被
禁止埋入垃圾填埋场。

“这些手机最后不
会出现在垃圾中，它们
会一直被放在家中，但
是如果我们能够回收再
利用这些资源，我们制
作新手机的需求就会减
少。”

太恋旧？

澳大利亚仅一成民众回收上交旧手机

资料图：旧手机。

【路透墨尔本】澳
洲政府周二的一份报告
称，政府将寻求投资发
展电池产业，以从丰富
的矿产资源中获得更多
价值。

澳洲拥有丰厚的原
材料矿藏，比如手机和
电动汽车所用充电电池
的原材料锂，政府的策
略报告称，该国主要将
这些商品出口，而不是
发展国内的电池工业。

为了从矿藏中获得更
多价值，澳洲计划吸引

投资，建设一个电池供
应链，包括化工技术和
电池制造业。报告称，
政府准备提供资金激励
措施。根据该策略，政
府计划对投资人提供每
年最高达20万澳元(14.4
万美元)的抵税措施，对
一年以上的投资免除10
年的资本利得税。

澳洲锂矿产资源位
居全球第三，在生产多
数锂电池阳极和阴极所
需的10种原料中，澳洲
具备了九种。

澳洲政府报告称计划吸引投资 

开发电池产业中心

澳洲政府将寻求投资发展电池产业，以从丰富的矿
产资源中获得更多价值。

优步App崩溃 全球运作陷瘫痪

澳洲乘客不能叫车 司机无法收钱

周二，优步（Uber）公司的拼车和送餐手机应用程序
（App）在皆陷入崩溃状态。司机和顾客均不能正常
地使用优步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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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最大邮轮港明年4月启用
仁川港湾公社11日表示，国内最

大规模的仁川邮轮港将于明年4月下
旬正式启用。

仁川港明年将迎来22艘邮轮，2月
1艘、3月6艘、4月7艘、5月2艘、8
月1艘、10月4艘、11月1艘邮轮将停
靠仁川港，接待旅客5.05万人次。
在邮轮港正式启用前将使用仁川港
临时邮轮码头。

仁川邮轮港有着430米岸线，两层
客运楼的建筑面积达7364平方米，
可供22.5万?级的全世界最大的邮轮
停靠。这是首都圈首次建成可供载
客5000-6000人的大型邮轮停靠的专
用码头，预计会给国内海洋旅游市
场带来较大变化。目前，韩国已拥
有釜山北港（22万?级）、西归浦江
汀港（15万?级）、济州港（15万吨
级）、束草港（10万吨级）等邮轮
停靠港。

疑储存爆竹烟花 
怡保店屋发生爆炸 六人死亡

马来西亚霹雳州怡保一间疑似储存
爆竹和烟花的店屋发生爆炸并起火，
造成六个人死亡。马国《东方日报》报
道，事故发生在今天（11日）下午1点
多，起火的是一家节目统筹公司的双
层店屋。据了解，灾场先是传出爆炸巨
响，随即陷入一片火海，更有类似烟花
的火花冒出。消防人员接获通报赶到现
场灌救后，在店屋二楼发现六具尸体。
死者相信都是公司的员工。

印度地方选举 
执政人民党料失至少一传统堡垒邦控制权

印度五个邦的地方选举成绩即将
公布，中央执政的人民党可能丧失至
少一个传统堡垒邦的控制权。《法新
社》报道，人民党传统强区的中部恰
蒂斯加尔邦可能在这次选举中，拱手
让给国大党。初步计票显示，国大党
赢得59个议席，人民党只获得11席。
另外，西部拉贾斯坦邦的初步计票成
绩也显示，国大党赢得97席，人民党
74席。也是人民党传统地盘的中央邦
则呈现胶着，人民党和国大党还无法
分出胜负。至于南部的喀拉拉邦和东
北偏远地区的米佐拉姆邦，地方政党
目前领先。

一马公司前总裁被捕 
今日和纳吉齐被控

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逮捕一马发
展公司前总裁阿鲁甘达。他将在明天
（12日）和前总理纳吉，双双被控篡
改一马公司审计报告。阿鲁甘达今早前
往布城反贪会总部录供，并在一个小时
后遭拘留。阿鲁甘达代表律师预料，阿
鲁甘达将在反贪会法令下，面对一项控
状。反贪会则发表文告表示，将在明天
早上8点提控阿鲁甘达和纳吉。纳吉是
在昨天早上到反贪会助查报告遭篡改案
时被扣留，但他在缴付保释金后获释。
马国总稽查司马蒂娜早前表示，纳吉时
任机要秘书苏克里以内容敏感为由，下
令删除一马公司审计报告中涉及富商刘
特佐的内容。反贪会也针对篡改报告一
事，分别传召前总稽查司安比林和反贪
会前主席朱基菲里。马国政府前首席秘
书韩沙，今早也被传召到反贪会问话。
不过相信和一马公司案无关。纳吉昨天
已经被反贪会逮捕，但获得保释返家。

印度最高法院
要求保护性侵受害者隐私

印度最高法院11日禁止媒体、警方
和司法机构披露遭受性侵者的身份，以
保护受害者隐私。印度最高法院规定，
即使当事人父母同意，警察和司法当局
也不能对外界披露受害者姓名。有关性
侵案件的调查报告也不许公布。法医机
构应以密封的形式向法庭提交受害者报
告。对于涉及此类案件的报道原则，印
度最高法院规定，除非受害者主动与新
闻机构接触，否则媒体不得主动联系采
访。最高法院表示，此举是防止某些新
闻机构为了提升影响或收视率，而对案
件进行炒作。

柬埔寨国家警察总署
开办“打击网络犯罪培训班”

柬埔寨“打击网络犯罪培训班”11
日在金边举行开班仪式。该班由柬国
家警察总署主办，柬国家警察总署副
总监蔡西那烈主讲，来自金边、暹粒
省、西哈努克省和柴桢省的27名警员
将接受相关网络知识的系统培训。

当日，蔡西那烈在开班仪式上表
示，培训班以“网络犯罪调查基础”
为重点，帮助学员提升办案能力，协
助国家警察总署打击网络犯罪。

　　蔡西那烈表示，科技发展促
进了通讯发展，但网络“假新闻”
尤其是网络诈骗给社会带来危害，
政府和警方有决心给予坚决打击。

泰 国 总 理 帕 拉 育
（Prayut Chan-O-
Cha）今天宣布，解除
政党活动禁令。开放
各党竞选宣传的时间
将于适当时机公告。

泰国政府公报公告
国会议员选举法于11
日生效，依泰国2017
年生效的宪法规定，

全国大选必须在选举
法生效后1 5 0天内举
行，由18岁以上的公
民在全国350个选区选
出350名众议员（可以
海外及提前投票），
另150名众议员则依政
党得票比例分配。

目前执政的军政府
是2014年5月22日由当

时陆军总司令帕拉育
发动政变后上台担任
总理，并由军警组成
国家和平秩序委员会
（NCPO)，由帕拉育
兼任委员会主席，以
恢复并维持社会秩序
与实施政治改革。

军政府于2015年实
施临时宪法，其中第
44条赋予军政府许多
特权，包括禁止5人
以上的政治集会，限
制各政党活动，即便
2017年新宪法实施，
临时宪法第44条依然
有效，为许多政党人
士所诟病。

帕拉育今天以国家

和平秩序委员会主席
的身分宣布政党活动
禁令解除，由于即将
举行大选，公民有权

了解各政党的政策。
开放各政党竞选宣传
活动的时间将在适当
时间公告。

泰国国会选举法生效

预计2月下旬举行大选

泰国军政府11日公告国会选举法生效，并预计
在2019年2月底举行大选，总理帕拉育宣布解除
政党活动禁令。

【综合讯】泰国军政府今天(11日)

公告国会选举法生效，依法必须在

150天内完成大选，还政于民，依军

政府的规画，大选预计于2019年2月

24日举行，确切选举日将在明年元月

的政府公报中公告。

【新浪军事】12月
11日，西方媒体报道，
印度再度确定：放弃购
买以色列精锐的长钉反
坦克导弹！

这一决定，外加印
度国产MPATGM反坦克
导弹进度极其缓慢的现
状，将令印度无力对付
99A、15式等世界级的
主战坦克与轻型坦克。
报道称，印度国防部信
息来源再度确认，将取
消从以色列拉斐尔公司
购入长钉反坦克导弹的
5亿美元合同。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
印度政府官员向探求这一
项目最新动态的记者说，
新德里的印度政府部门
已经决定在该国MPATGM
导弹研制过程中，不从

以色列拉斐尔公司购买长
钉反坦克导弹，以保证
国产导弹的发展空间。
印度官员给出的一个理
由，让人感到惊诧：该
官员称军方认为，以色
列拉斐尔公司的这一世
界级导弹，其火控瞄准
系统，在印度次大陆的
高温天气中无法有效工
作。印度DRDO国防研究

与发展组织也多次施加
压力，宣布该机构厂家
能够于3年内完成数千枚
印度国产全新反坦克导
弹的制造，解决印度军
方的急需。印度在这问
题上已经多次反复，在
成功试射了MPATGM国产
反坦克导弹后，印度军
方依然声称签约采购以
色列的最新导弹。

将无力对付中国99A

印度军方再次取消进口反坦克导弹

图为MPATGM反坦克导弹

【新浪美股讯】据印
度《经济时报》报道，
印度正为可能成为世界
上最昂贵婚礼之一的婚
礼做准备，其奢华程度
甚至可能让近期热门电
影《疯狂亚洲富人》中
虚构的婚礼场景蒙羞。

12月12日，亚洲最
富有的人之一，印度
石油和 电 信 大亨穆克
什·安巴尼（Muk e s h 
Amb a n i）要将他的女
儿伊莎（Isha）嫁给亿
万富翁阿贾伊·皮拉马
尔（Ajay Piramal）的
儿子阿南德（Anand)。

这场为期一周的盛会
估计将耗资约1亿美元，
堪比37年前英国查尔斯
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婚
礼，那场“世纪婚礼”
的花费以今天的美元计
算相当于1.1亿美元。

据知情人士透露，
被邀请在印度中部城市
乌代普尔参加婚前庆

典的，包括从碧昂斯等
国际名人到希拉里·克
林顿等政界人士，以及
包括亨利·克拉维斯
（Henry Kravis）在内
的商界大亨。客人名单
如此之长，以至于安巴
尼和皮拉马尔家族已接
管了附近至少五家五星
级酒店，并在孟买设立
了一间作战室来管理物
流。据当地媒体报道，
超过100次包机载着客
人往返于乌达普尔的

Maharana Pratap机场。
包 括 美 国 歌 星 碧

昂斯(Bey o n cé)、国
际知名媒体人赫芬顿
(Arianna Huffington)、
印度板球明星坦杜尔卡
(Sachin Tendulkar)和知
名政治家希拉里·克林
顿(Hillary Clinton)等在
内的一众国际名人，正
在陆续抵达印度拉贾斯
坦邦，参加印度首富的
女儿伊莎-安巴尼(Isha 
Ambani)的婚礼。

真正的疯狂亚洲富人：

印度首富嫁女将花费1亿美元

希拉里（中）)与伊莎-安巴尼(左)和她的母亲妮塔-
安巴尼在印度出席婚礼庆祝活动

【新华社马尼拉】
美国军方11日正式向菲
律宾归还1901年美军侵
占菲律宾时作为“战利
品”从巴朗伊加镇掠夺
的三口大钟。

当天在马尼拉维拉摩
尔空军基地举行的交接
仪式上，三口大钟缓缓
从一架美军飞机上被卸
下。菲国防部长洛伦扎
纳等官员对大钟一一进
行了检查，并在确认无
误后签署转交证明书。

洛伦扎纳在致辞中
说，巴朗伊加古钟的回
归是菲律宾“117年前
一段伤痛历史的终结”
。“今天是我们国家历
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
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
感谢所有能让这三口大

钟回到菲律宾的各界人
士。这三口大钟对于菲
美双方都是十分珍贵且
重要的历史见证。”

洛伦扎纳表示，希
望这三口大钟不仅仅是
提醒人们那段惨痛的历
史，还要作为菲律宾爱
国者们为国抛洒热血的
纪念与象征。

这三口大钟起初悬挂
在巴朗伊加镇的中心教
堂。1901年9月28日清
晨，菲律宾抗美游击队敲
响大钟，向驻巴朗伊加镇
的美军发动突然袭击，打
死48名美军士兵。美军立
即调集兵力重新占领该
镇，实施了史称“巴朗
伊加大屠杀”的残酷报
复行径，并抢走三口大钟
作为“战利品”。

当地时间12月11日，菲律宾帕塞市Villamor空军基地，历经
一个多世纪，美国政府当天正式将三口巴兰吉加大钟
归还给菲律宾政府，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宋金、菲律宾
国防部长罗伦扎纳(Delfin Lorenzana)出席归还仪式。

【综合讯】根据澳
洲今天(11日)公布的
一份调查报告，每3名
澳洲女性中，就有2人
曾在职场遭受过性骚
扰，其中有绝大部分的
案例未正式对施暴者发
出申诉。

这份报告同时也凸
显性别平等活跃人士的
说法，指女性在职场上
遭受性骚扰，目的是要
阻止女性在职场上取得
升迁。

澳洲贸易工会委员会 
(Australia Council of 
T r a d e  U n i o n s )在访
问 9,600人后，公布的
这份报告指出，大约有
64%的澳洲女性与35%
的男性表示，他们在现
在或先前的工作场所，
曾经遭受过性骚扰。

根 据 这 份 调 查 报
告，绝大部分的受访

者表示曾遭受冒犯行
为，或是不受欢迎的性
注意(unwanted sexual 
a t t en t i on)。然而其中
仅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
对这些不礼貌的行为提
出正式申诉，其余的人
都因为担心遭到报复而
忍气吞声。

澳洲贸易工会委员
会主席奥尼尔(Michele 
O’Neil)在声明中表示：
「每个人都应该在免于
骚扰与不受欢迎的性注
意，在职场上工作。」

但她接著指出：「对
许多人，主要是女性，
在今日的澳洲职场上并
不是这样的情况。我们
的职场法律无法保护这
些遭受骚扰的女性。」

人权提倡者指性骚
扰创造出一种歧视女性
的工作环境，进而阻碍
这些女性的升迁。

每3名澳洲女性中，就有2人曾在职场遭受过性骚扰

逾六成澳洲女性 

职场上曾被性骚扰

美国正式归还百年前

从菲律宾抢走的巴兰吉加大钟 【中新网】据澳洲
网报道，近日，澳大利
亚一位102岁的老奶奶
成为了世界上年龄最大
的跳伞者。据悉，这位
勇敢的老奶奶从100岁
的时候开始每年都跳一
次伞，而她的跳伞活动
不是为了打破纪录，而
是为了给运动神经元疾
病相关研究筹集资金。

据报道，9日下午，
来自阿德莱德的 1 0 2
岁老奶奶奥谢( I r e n e 
O ’ S h e a ) 以 每 小 时
220千米的速度从南澳
Langhorne Creek进行高
空跳伞，打破了年龄最
大跳伞者世界纪录。

此前年龄最大的跳
伞者是来自美国新泽

西州的迈耶(K e n n e t h 
Meyer)。迈耶跳伞时的
年龄比奥谢小21天，在
去年完成了跳伞。

据悉，这次跳伞是奥
谢第三次参加跳伞。她
在2016年100岁生日的时
候进行了第一次跳伞，

高度为1.4万英尺。转年
又进行了第二次跳伞。

出生于1916年5月30
日、拥有2个孩子的奥
谢表示她并不害怕这第
三次尝试。她说：“我
感觉很正常，就像以前
跳的时候一样。”

为爱而跳！澳大利亚102岁老人跳伞成功破纪录

澳大利亚一位102岁的老奶奶成为了世界上年龄最
大的跳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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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这项建议
引出一个话题
10年前，笔者作为勿

加西“棕榈油理工学院”
的顾问，曾受邀参加了该
学院大厦落成的开幕典
礼。可是前不久我却怀着
几分困惑，打电话给一位
在棕榈油协会管理机构基
金会做财政的朋友梁绍
宏先生，小心翼翼地询
问：“这所棕榈油大学还
在开办吗？”

梁 绍 宏 感 到 纳 闷 ： 
“为什么这样问？我们
的棕榈油学院10年来一直
都在培养人才。”

事情缘起于11月19日， 
佐科威总统在东爪哇一家
健康科学研究所视察时
发表讲话，建议在印尼大
学开设棕榈、咖啡及数字
经济的专门院系，开展正
规教育培养这些领域的人
才。他说，“印尼是棕榈
油等商品的生产大国，但
我们的大学却没有棕榈院
系”。佐科威问道，印尼
为何不利用自己棕榈油、
咖啡的品牌优势，开设
专门院系研究包括棕榈
油和咖啡种子、种植、
施肥、加工等一系列专业
知识呢？

总统的建议一经各大
传媒报道，顿时引发关

注，家喻户晓。问题是很
多人并不知道，早在2006
年，我国企业界及学术界
等一批有识之士，已经出
资开始在勿加西(Bekasi)
兴建一所“棕榈油理工
专科学院”(POL I T EKN I K 
KELAPA SAWIT C I T RA 
W I D Y A  EDUKAS I)，
并于2008年落成开幕。 
10余年来，这所学院以其
优良的办学条件和雄厚的
师资力量，先后为棕榈油
农民协会培养了近千名毕
业生，另外还有数百名政
府所属“棕油种植基金管
理委员会”（BPDP-KS）
的公派学员，他们都成为
棕榈油行业十分抢手的
骨干人才。而且佐科威
总统本人也曾于2017年
9月26日在巴厘岛的一场
活动中，当面听取过院长
努格赫·克里斯多诺工学
硕士的汇报，还赠送给该
学院一辆山地脚踏车作为
礼物。或许因为总统日理
万机，出席的活动实在太
多，以至忘记该学院的存
在，才会在讲话中发表了
述建议。

总统、政府与民众，
力挺我国棕榈油产业
这段时间，棕榈油产

业成为印尼举国上下的热
议话题，之所以如此，皆

因今年三月至今我国棕
榈油生产及出口，遭到欧
盟以破坏生态为由进行抵
制，从而导致价格下跌，
生产商家遭受重大损失。
在此期间，佐科威总统亲
自出马，据理力争，为该
产业撑腰打气。我国经济
统筹部长表示，已于近日
同棕油种植基金管理委
员会(BPDP-KS)达成一致
决议，针对目前棕榈油下
跌到谷底，政府将实施征
收零税捐，以支持生产商
共度时艰。财政部长丝莉
(Sri Mulyani)也 于12月5日
签署新条规，决定暂停征
收棕榈油出口税捐，待人
权及司法部核准之后即可
正式生效。

有关协会组织亦于近
日发起了“保卫印尼棕榈
油”倡议活动，大批民众
纷纷签名支持。对印尼棕
榈油产业来说，以上都是
提振士气的利好消息。

协助召开发布会，让
社会更加了解棕榈油学院

有 鉴 于 此 ， 蒙 棕 榈
油协会管理机构基金会
（SUSUNAN PENGURUS  
YAYASAN CITRA WIDYA 
EDU KAS I）杨昌升先生
委托，笔者于日前做东
引见，会同该基金会辅导
主席阿迪·布宛多、监事

长蔡国梁、财政梁绍宏，
以及所属勿加西棕榈油理
工学院院长努格赫·克里
斯多诺（Ir. St. Nugroho 
Kristono, M.T.）等人，在
雅加达“丽雅轩”酒楼召
开新闻发布会，向与会记
者介绍了印尼棕榈油产业
发展的宏观形势，以及勿
加西棕榈油专科学院的办
学情况。

保持全球棕榈油
老大地位不变
棕榈油产业是印尼的

重要支柱产业，对经济的
贡献率高达5%，税收占
政府财政收入的10%，棕
榈油产业的盛衰关乎印尼
1700万农业人口的根本
利益，对印尼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作为全球最大的
棕榈油生产国，我国计划
到2020年把棕榈油产量
提高到4200万吨，以保
持全球领先地位。专家指
出，印尼棕榈油产量还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在
改善棕榈树产能方面。

2017年印尼棕榈油产
量为3817万吨，占到全
球产量的55%以上。过去
20年间环境人士一直批评
印尼的棕榈树扩张，因为
油棕榈树扩张造成森林砍
伐及泥炭地破坏。作为对

批评人士的回应，政府已
经暂停发放新的种植园批
准许可证。

权威人士称，我们支
持暂停油棕榈种植面积
扩张，来保护原始森林
以及泥炭地。但是作为
一个行业，我们必须保
持发展。未来作为行业
引领者，印尼将着重提
高现有种植园生产力以
扩大产量，而不是扩大
种植面积。

大客户中国
加码进口印尼棕榈油
中国是继印度和欧盟

之后，全球第三大棕榈油
进口国。2017年，中国
棕榈油进口507.9万吨，
同比增加13.41万吨，其
中自印尼进口373万吨，
同比增长21.6%。印尼
连续四年成为输华棕榈油
的第一国。中国总理李克
强今年5月在印尼访问期
间，提出欢迎印尼棕榈
油、热带水果、咖啡等有
竞争力的农产品进入中国
市场，强调将增加50万吨
印尼棕榈油进口量，充分
体现了两国政府和人民的
友好情谊。   

棕榈油人才紧俏，
各界应支持现有学院发挥更大潜力
克里斯多诺院长向记

者讲述了勿加西棕榈油

专科学院的办学状况。
他说，该学院是一所教育
部核准的私立大学，2006
创办，是印尼第一所棕榈
油专科学院，设有棕榈树
种植、棕榈油工艺及生产
管理三个专业。校区占地
一万平米，另有15公顷的
油棕林实验基地，设施齐
全，教学大楼可容纳2000
名学生。但由于宣传推
广做的不够，故学生人数
目前只有475人。未入学
的孩子和家长还有一个误
区，认为棕榈油大学毕业
只能去种植园做工，事实
上我们的毕业生大多被棕
榈产业的各个公司雇佣，
在大城市的办公室从事科
研及管理工作，非常受人
尊敬。

该学院基金会财政梁
绍宏坦承，由于学生比较
少，目前学院的财政支出
还有不小的压力。他希望
相关行业的大集团能够出
资支持贫困的孩子进入学
院就读，实行定向培养。
毕业后直接去赞助者的公
司服务。一来可解决棕榈
油学院生员问题，使之踏
上良性发展轨道；二来可
缓解印尼棕榈油专业人才
短缺，为国家棕榈油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加油助力。

(伍耀辉)

我国棕榈油专科学院已开办多年吁请关注

工商热心人士为此举办新闻发布会冀各界支持

参加棕榈油专科学院新闻发布会的主要成员。右起：梁绍宏、阿迪·布宛多、
笔者伍耀辉、克里斯多诺、蔡国梁。

勿加西棕榈油理工专科学院校园。

2017年9月26日，佐科威总统在巴厘岛，当面听取勿加西棕榈油专科学院院长努格赫·
克里斯多诺的汇报。

图为佐科威总统赠送的山地自行车被陈列于勿加
西棕榈油专科学院校园内。

棕榈油学院的学生在实验室上课时的情景。

【本报讯】慈育大学
不断突破自我，今番又有
新举措。为响应我国政府 
“打造印尼4.0”项目，
慈育大学(UBM)于20 1 8

年1 1月2 7日隆重推出新
专业──数字商务专业。
慈育教育基金会创始人郭
桂和先生、慈育大学校长
Doddy S. Bajuadji先生，

以及全体校方领导出席了
发布会。

慈育大学成为印尼首
家颁发数字商务学士学位
（S.BD)的高校。此专业

旨在培养能够应对新时
代挑战变化，在数字化
领域创业的优质人才。这
也符合佐科威总统提出的
倡议，即印尼的教育课

程设置要与时俱进，对
提升人力资源素质起指
导作用。

为 办 好 数 字 商 务 专
业，慈育大学与印尼多

家数字领域企业合作，
形 式 包 括 ： 实 习 、 招
聘、联合研究、客座讲
座、企业社会责任项目
(CSR）等等。

慈育大学隆重推出数字商务专业

慈育教育基金会创始人郭桂和（中）主持开幕礼。 郭桂和（左六）与校方领导合影。 位于丹格朗Alam Sutera的慈育
大学一景。

莲生活佛卢胜彦主持Madha Tantri佛堂开光典礼
【本报讯】12月7日，

圣尊莲生活佛卢胜彦法王
在雅加达西区Tegal Alu r 
G a r d e n  C i t y  C i t r a d a  6 
Blok 1.2为 Madha Tantri

佛堂主持开光典礼。
莲生活佛卢胜彦表示，

该佛堂虽然较小，但光线
非常明亮，相信这座佛堂
具有正能量，因此，欢迎

广大信徒前来修佛念经，
共同弘扬佛法精神，发展
菩提心。

我国宗教部教育和宗教
事务主任Supriyadi、印尼

真佛宗密教总会总主席陈
勇华（Rahmat Hartanto）
均出席并致词，对Madha 
Tan t r i佛堂的正式启用表
示祝贺。

雅 加 达 佛 教 司 辅 导 
Suwan to，雅加达西区宗
教局局长 Safei，雅加达西
区宗教局代表Suratman，
以及嘉宾有师母释莲香

上师、黄细妹、释莲照法
师、释莲满法师、释莲传
法师、梁锐中、张如蓉、
陈威等超过2千名信徒出
席佛堂开光式。  

莲生活佛卢胜彦、陈勇华、Safei和Suwanto等为佛堂启用剪彩。 莲生活佛卢胜彦为Madha Tantri佛堂主持开光典礼。 与会各位代表和莲生活佛卢胜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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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一号总统
候选人佐科威出席雅加达
北区安卒Putri Duyung 大
厅举办的Bravo-5志愿者
全国工作会议，佐科威在

会议中致词并勉励数百名
出席的Bravo-５志愿者，
指示如何争取民心。

佐 科 威 说 ， 民 众 对
旧 式 的 竞 选 方 式 感 到

厌 烦 ， 如 集 合 群 众 乘
车逛街等。他讲述在竞
选梭罗市长时的经验，
当他面对的竞选连任的
梭罗市长，他是大企业

家 ， 是 印 尼 工 商 会 馆
梭罗市主席。

佐科威说，“当时没人
认识我，我只好一户一户的
拜访从早上至到晚上。”结

果是卖家俱的佐科威胜选。
虽然只是小胜，但就可以当
上梭罗市长。

第 二 次 选 梭 罗 市 长
时，他仍然采取同样的

方 式 ， 一 户 一 户 的 拜
访，向市民讲解他颁发
的学生卡，保健卡等工
作业积。最后他夺得91
％的选票。(Snd译)

出席Bravo-5志愿者全国工作会议

佐科威指示如何争取民心

左起: Moedoko, Erick Tohir, Marsetio ,一总统候选人佐科威, Fahrul Rozi。(Hermawan 摄)

左起: Pramono Anung, Fahrul Rozi, 佐科威总统,Erick Tohir, 
Moerdoko。

佐科威分发围巾给出席的全国工作会议的Br a v o-5志
愿者。

会场热闹的情况。

【本报周孙毅报道】12
月 2日，由马来西亚 C L 
S k i n私人有限公司举办
的20 1 8年世界都市小姐
（Miss Cosmo World 
2018)选美大赛，在吉隆
坡万豪酒店完美落幕。

来自世界2 2个国家和
地区，如：中国、马来西
亚、印尼、泰国、韩国、
印度、缅甸、埃及、纽
西兰、柬埔寨、俄罗斯、
乌克兰、墨西哥、委内瑞
拉、哈萨克、匈牙利、
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捷
克、蒙特内格罗、塞尔维
亚、台湾等，共26位佳丽
参与本届大赛。    

我 国 佳 丽 德 薇 雅
（Delv ia Wira jaya）在
本届大赛脱颖而出夺下
后冠，同时拿下最佳笑
容小姐奖。亚军及季军
分别由菲律宾的佳丽洁
妮花，以及塞尔维雅的
米丽卡获得。

据悉，这是第二届举办
的2018年世界都市小姐选
美大赛。本届大赛设有11
项附属奖，即优雅小姐、
魅力小姐、完美体态小
姐、最上镜小姐、最佳甜
美笑容小姐、迷人小姐、
完美肌肉小姐、最佳才艺
小姐、最具个性小姐、大
自然亲善小姐，以及最佳

民族服务奖。 
1 2月 1 0日晚，LAM U 

INDONES IA代表And r ew 
H u t a p e a与一向支持我国
佳丽出征国际选美大赛
的张锦泉先生，在雅加
达H a r i s t o n 酒店，就德
薇雅获得本届大赛双料
后冠之喜讯召开了新闻
发布会。

会 上 ， 德 薇 雅 除 了
感谢其亲朋好友的鼓励
外，另也感谢张锦泉和
我国文化与旅游部对她
的大力支持和赞助，让
她有机会夺得后冠，赢
得「20 1 8年世界都市小
姐」选美冠军。

2018年世界都市小姐选美大赛

我国Delvia Wirajaya脱颖而出夺得后冠

【本报周孙毅报道】
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福
利部副主席、印尼海南总
会青年部主任、雅加达海

南联谊会副主席陈贤善先
生，不幸于12月7日上午
9时多与世长辞，享年59
岁。

治 丧 期 间 ， 印 尼 广
东社团联合总会总主席
曾季瑾和其他理事，印
尼海南总会总主席刘家

衔，雅加达海南联谊会
主席萧世平，辅导主席
余有信伉俪等理事及乡
亲，纷纷前往H u s a d a殡

仪馆吊唁，并向陈府家
属致以深切慰问。

12月10日（星期一）上
午举行告别礼之后，随即

扶柩发引于丹格朗Oasis火
葬场火化。愿陈贤善先生
一路走好，在天之灵，获
得安息！

张锦泉（右三）与各国和地区的评委合影。

左起：Andrew Hutapea、德薇雅、张锦泉合影。
德薇雅成功夺得2018年世界都市小姐选美大
赛后冠。

张锦泉（左二）与好友们合影。

雅加达海南联谊会副主席陈贤善千古

印尼广联总主席曾季瑾（左六）率理事们在陈贤善先生灵前行上香礼。左起：林莉芬、
黄秉西伉俪、刘家衔、张和然、杨健昌、余有信、李荣霖、刘统活等。

雅京海南联谊会主席萧世平（右四）率理事们在陈贤善先生灵前行上香礼。左起：杨冠
莲、唐韵、林莉芬、周玉华、刘家衔、吴日东、黄俍朋、刘统活等。

佐科威一号总统候选人致词。 Fahrul Rozi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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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橘怀橘 名将名相用人生说故事
经霜之后，一树树烁铄耀眼的橘子香气

溢满林野，“朱橘香苞数瓣分”、“白

云关我不关他，此物留君情最多”！采

来鲜橘放玉盘，清香气息让人尽日都感

到心清气爽。黄澄澄的橘子，在凉凉冷

冷的雨天里闪耀着朱彩！

橘是好疗方 陈皮好食方

吃橘子的文化在华夏

大地有着久远的历史。

《周礼》中就有橘子的

记载，南方楚地的屈原

爱香草植物、也爱橘，

留下了《橘颂》名篇。

《 本 草 纲 目 》 说 橘

[1 ]，橘果酸、甘，橘皮

辛、苦，效用也不同，

真是奇妙；其中记载的

橘在疗病上的应用就有

百 种 之 多 ， 橘 皮 、 橘

叶、橘核、橘果和橘络

入药都有，其中又以橘

皮疗效最多。“陈皮”

是剥下的橘皮经过三年

的自然干燥而成，它和

橘果的性质不同。

中 医 学 上 说 陈 皮 性

温，具有温胃散寒、理

气健脾的功效，可以促

进 消 化 、 提 振 食 欲 、

去痰。但是陈皮偏于温

燥 ， 所 以 阴 虚 体 质 的

人，有干咳无痰、口干

舌燥等症状的人不适宜

多食。

橘子的陈皮也是饮食

中的特色一味。在广东

料理中，将陈皮的食疗

功能发挥得很极致。例

如温胃助消化的陈皮煲

汤、陈皮茶、陈皮梅等

等都很常见。陈皮青萝

卜老鸭煲、陈皮萝卜炒

肉丝、陈皮煲鸡翅、陈

皮油爆虾等等都是常民

饭桌上的家常菜。还有

在满汉名菜中，也有运

用了陈皮做成的料理。

橘肉性质比较冷，烧

过的橘子性质会转变，

冬天里吃烧橘子，正是

合时、对味。把橘子直

接放火炉上烧一烧，或

是放烤箱中烤一烤，待

皮烧出香味、橘子果肉

烤热了，风味、质地也

就不一样了。

陆绩怀橘遗亲 流露至

孝天性

古时候曾经有过“三

颗橘子”在史籍上闪闪

发光，慰贴慈母的心。

怀橘的人至孝感人，激

荡世人的胸臆，暖呼呼

的孝心至今还保留在橘

子上。

“ 怀 橘 ” 送 给 母 亲

的是汉末三国时代六岁

的陆绩（公元187～219

年，字公纪，吴郡吴中

人）。陆绩是个奇伟之

才 ， 容 貌 雄 壮 ， 但 是

双 脚 有 疾 行 动 不 甚 便

捷。他博学多识，自幼

就精学诗、书，长大兼

学礼、易，年轻轻就精

通星历、算数。出任将

军时还戮力研究，留下

《浑天图》、《注易释

玄》等著作。陆绩的敦

品 博 识 和 风 义 行 谊 在

当代非常出名。《三国

志 ． 吴 书 十 二 ． 陆 绩

传》传述了他的故事。

陆绩的父亲陆康是汉

末庐江太守，和袁术友

善。陆绩六岁的时候，

陆康带着他拜访袁术。

袁术让人端出橘子招待

他们父子。陆绩吃着橘

子，孝思也被橘子的美

味触动了。于是，他拿

了三枚橘子揣入怀中。

就 在 拜 辞 袁 术 时 ， 怀

中的橘子却溜了出来、

咚咚堕了地。袁术对他

说：“陆郎，你怀着橘

子来作客吗？”陆绩跪

地答道：“我想带橘子

回家送给母亲尝。”袁

术对一个六岁孩儿的至

孝啧啧称奇。

《 二 十 四 孝 》 诗

吟 ： “ 孝 顺 皆 天 性 ，

人间六岁儿。袖中怀绿

桔 （ 橘 ） ， 遗 母 事 堪

奇。”就是传颂陆绩的

这个故事。

陆绩小时候的奇伟表

现还不止这一桩。在他

年少时，正值汉朝末年

天下分立、海内不靖之

时。有一次，孙策宴请

张昭、张纮、秦松等上

宾，共论政事，大家都

纷纷论说着如何用武力

治天下。

那时陆绩敬陪末座，

听 到 了 大 人 们 的 这 番

话 ， 不 禁 放 大 声 音 喊

道：“古时候，管夷吾

辅 佐 齐 桓 公 ， 九 合 诸

侯，一匡天下，不用兵

车 。 孔 子 说 ： ‘ 远 人
不 服 ， 则 纮 文 德 以 来

之。’现在，大家不讲

道德怀柔取天下之道，

反而执力尚武，绩我虽

然年纪小不懂事，心里

感到很不安。”小小陆

绩的一番话，让在座的

主宾都非常诧异。

“ 怀 橘 ” 的 陆 绩 ，

展露了至孝的天性，果

然一个纯孝之子，长大

后就是一个铿铿然清廉

无私的贞节汉子。[2 ]。

陆绩的贞节让我联想起

屈原的《橘颂》[3 ]，屈

原说橘子是天地间的嘉

树，“嗟尔幼志”非常

出众，美纮中怀有“秉

德无私”的志节。

橘颂：秉德无私

从屈原之后的诗人词

家、忠贞的知识分子，

就把“橘颂”写入了诗

词天地，照亮人间的气

节，和凛凛松柏相并比

立。民胞物与、忧国忧

民的诗圣杜甫，一生志

节在他的诗句“向来吟

橘颂，谁与讨莼羹”中

表露无遗。明代区大均

追随前人说：“君追孔

氏著麟书，我学三闾持

橘颂。”

宋 代 徐 瑞 《 与 陈 善

从》叮咛道“万一逾淮

去，毋忘橘颂词”，他

把“橘颂”和“橘越淮

吃橘、怀橘、咏橘、论橘的文化在华夏大地有着
久远的历史，留下的故事也很精彩。

吃橘、说橘的文化在华夏大地有着久远的历史。

橘肉性质比较凉冷，烧过的橘子性质会转变。

图为明 仇英《二十四孝册．陆绩怀橘贻亲》

枳。橘逾淮而北为枳。

在料理中加入陈皮可以发挥暖胃、助消化的食
疗功能。

图为清 罗聘《晏子使楚》。砂糖橘的花。橘中的砂糖橘。

为枳”两个著名的橘子

典故连在一起了。古来有

经验，“橘越淮为枳”，

就说天时、地气造成各地

的风土不同，感应、孕

育了地方的物性，化育出

不同的风土味，橘树常被

拿来作为此特色的代表。

周代的《周礼．冬官考工

记》就写了“天有时，地

有气，材有美，工有巧。

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

良。……橘逾淮而北为

枳”。

橘逾淮为枳

古代齐国的名相晏子就

深深懂得“橘越淮为枳”

这个事理，在外交上善用

了华夏文化的智慧，成就

了漂亮的外交一役。

《晏子春秋》记载，

说晏子将到楚国之前，楚

王就听说了，他对左右

说：“晏婴这个齐国的辞

令家就要来了，怎样才能

羞辱他呢？”左右臣下就

给楚王想了个点子、出了

个剧本。

不久晏子来到，好戏

正式登场。楚王赐酒给

晏子，正当喝得酒酣耳

热时，二个官吏缚绑着一

人晋见楚王。楚王和臣下

照着剧本搬演着，说这个

人是齐国来的，是窃盗罪

犯。然后，楚王看着晏子

问道：“齐人本就擅长窃

盗吗？”

这时，晏子谨谨慎慎

离开座席，恭恭敬敬行礼

对答说：“婴听说，橘子

生长在淮南则为橘，生于

淮北则为枳，橘、枳徒有

叶子相似，果实味道却不

同。

那么，为何会这样呢？

水土有异的缘故。现在，

生长在齐地的人民不盗，

入了楚国则为盗，若没有

楚地的水土能使人转为擅

盗吗？”

晏子用了“橘越淮为

枳”这个橘子的物性，着

着实实地教育了故意羞辱

他的楚国君臣。楚王当场

就笑说：“不能戏弄圣人

呀！寡人反而自取其害

了。”就这样，“橘越淮

为枳”成了中华文化中一

个天地感应化物的经典。

风土说的科学性不也就不

言自明了！

淑丽之橘 内外兼美

《本草纲目》说，橘

木高一丈余，夏初开出白

花，（黄历）六、七月结

果，到了冬天黄熟。橘的

果实剖开时，有一股清香

纷郁的雾气。

橘树枝上长著刺，仿

佛“坚定”代言它的抉

择－－坚守淮南作本乡。

冬季里，黄澄澄的橘子挂

满枝叶间，真的很耀眼！

剥开橘子散出的芬郁香

气，舒散身心又解渴。屈

原以“淑丽”颂赞橘子内

外兼美，“淑离（*丽）

不淫，梗其有理兮”；屈

原又说橘无私可参天下，

他本人也留下了道德良

范。

天时、地气生长了嘉

美的橘树，让它来丰厚中

华文化的文采和内涵。屈

原、陆绩两位先哲，建

立了颂橘、怀橘的道德典

型，晏子完美演绎了中华

文化的精粹橘说，成了华

夏后代的人生导师、精神

益友。

－参注－ (italic)

[1]：李时珍说纮橘皮，

下气消痰，其肉生痰聚

饮，表里之异如此，凡物

皆然。今人以蜜煎橘充果

食甚佳，亦可酱菹也。

[2 ]：吴国孙权统领吴

国的时候，赞赏陆绩的风

义行谊，征召他为奏曹

掾。陆绩当官正直，直言

弹劾，他人都很惧怕。后

来出任郁林太守，加偏将

军。

罢官归家时，一身轻

简，就如“两袖清风”

一般。就因为他的行装

太轻，船遭风轻飘飘地无

法越海，结果船家取来石

头镇船，才得顺利航行。

那颗镇船石后来被称为“

郁林石”，表征陆绩的清

廉。

[3]：屈原《九章 其八 

橘颂》：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

固难徙，更壹志兮。

绿叶素荣，纷其可喜

兮。曾枝剡棘，圆果抟

兮。青黄杂糅，文章烂

兮。

精色内白，类可任兮。

纷纮宜纮，纮而不丑兮。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

独立不迁，岂不可喜

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

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

兮。

闭心自慎，不终失过

兮。秉德无私，参天地

兮。愿岁并谢，与长友

兮。

淑离不淫，梗其有理

兮。年岁虽少，可师长

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

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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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媒体对212群众聚会的反应

两年前，2016年12月2
日因当时的雅京省长钟万
学被指亵渎了伊斯兰教，
所引起众多穆斯林不满的
约700万人大游行。2018
年12月2日的穆斯林大集
会是为了纪念2 年前成
功举办斯林群众大集会活
动。

主办单位原计划邀请
两组总统候选人出席该大
集会，但临时改变主意，
不邀请佐科威总统出席该
大会，总统的幕僚因考虑
到总统的安全问题，也建
议佐科威不必出席该集
会。

原本是穆斯林的和平
大集会，因为总统候选
人帕拉波沃的加入，并
在大会中做竞选总统的
政治演讲，使该活动演
变成政治活动。还好没
有引起冲突，但当天一
名来自雅加达东区的参
与者因为太过劳累而在
会场去世。

但第二天数家首都大
报纸，都没有把212穆斯
林大集会放在第一版的
头条。因此，引起帕拉
波沃阵营对国内媒体不
满，因为媒体并未如他
们预期一样大事报导。
他们认为如此大数量的
群众集会，且和平进行

并未如各界担心会发生
骚乱事件。应该成为第
二天各报的头条新闻。
但雅加达数家重要平面
媒体并没有在第一版报
导该新闻，使他们感到
失望与愤怒。

印 尼 最 大 的 一
份 平 面 媒 体 “ 罗 盘
报”(Kompas)的一版并
没有报导212事件，把2
日当天数百万人集中在
民族纪念碑广场的重大事
件不是重大新闻，不值得
放在第一版，而且在第一
版连一张相关的照片都没
有。

原来罗盘报把该新闻
刊在第15版，众所周知，
第15版是不重要的版面，
通常第一版放不下的新闻
才刊在第15版，题目为“
和平进行集会”只占版面
的5栏4分之一版，约只有
2500字。没有在民族纪
念碑人海的照片。还好在
最后有注明：“相关新闻
与照片请阅KOMPAS. ID
网站”。

当天罗盘报的第一版
刊出的是“塑料已造成严
重污染”。有两编有关塑
胶污染的文章。不满该
媒体的人在问，难道212
事件比不上塑胶污染重要
吗？

另一份首都重要的报
纸，民族民主党(NAS-
DEM)党总主席苏利亚巴
罗的报纸“Media Indo-
nes i a”的第一版封面也
没有刊出212事件的新闻
与照片，该报头条新闻
是“解决非正规员工问题
的49/2018政令”。

印尼统一党( P e r i n -
do)总主席陈明立(Ha r y 
Tanoe)的Harian Sindo的
第一版头条新闻是“G-
30舞台上第一夫人的魅
力”，并刊出夫人们的照
片。

时报(Tempo)的头条新
闻是整版的“朝向数字生
态系统”（Menuju Eko-
sistem Digital）。

在 首 都 报 纸 只
有“Rakyat Merdeka”
与“Repub l i k a”两份平
面媒体在首版刊出212事
件的新闻与照片。Rakyat 
M e r d e k a的标题是：“
为什么2 1 2集会越来越
大？”，而Republik的标
题是：“212集会安全进
行”。

另一份报纸“Wa r t a 
Kota”刊出一张在民族纪
念碑广场的人海照片，新
闻标题是：“参加集会一
名邻长死亡”。

不满首都媒体没有大
事报导212集会的人士，
认为这是因为媒体受当权
者的压迫，不敢刊出反对
当权者的声音。其实这只
是反对者的猜测，相信当
权者并没有限制媒体报导
212集会。

12月3日雅加达4家华

文报都没有把该新闻放在
第一版，《印尼商报》 
将该新闻放于第二版，
题目为：“帕拉波沃出席
212社群聚会运动发表演
讲”， “保守派印尼穆
斯林雅加达集会为明年大
选造势”。配上一张群众
聚集在民族纪念碑广场的
照片。

在 第 一 版 的 头 条 新
是“中美停止加征新的关
税！”，“习近平特朗普
会晤达成重要共识”。

众所周知，习近平与
特朗普在该会晤中达成贸
易战停火90天协议。以商
报的立场，美中贸易战停
火是大新闻，因此放在第
一版头条新闻。

《 印 尼 星 洲 日 报 》 
以“1997年招标2016年
落实建工，费时21年波芝
米(Bogor Ciawi Sukabu-
mi)高速公路终通车。”
，一项工程拖延了21年

最后终于完成，也算是大
新闻，当然可以放在第一
版。头版的主照片用佐科
威总统主持通车仪式的照
片。

而“中美休战90天”
放在第一版下方。报导
212群众集会新闻放在第
二版，题目为:“212集
会人数达逾万人，民众吁
帕拉勃沃当总统”。

《印华日报》12月3日
第一版头条新闻“印尼
关于数字经济提案被列入
G20峰会结论”，G20峰
会是国际性的大会议，当
然可以放在第一版头条。
头条主照片用副总统尤淑
夫．卡拉在G20峰会演讲
的照片。

而212群众聚会新闻刊
在第一版中间与下方，中
间的标题“印尼10万民
众今天上街游行”，刊出
日期已经是3日，不应该
写“今天”，会误导读者

以为3日当天有10万民众
上街游行，而应该用“昨
日”，没有配上群众在民
族纪念广场的照片。

第 一 版 下 方 刊 出 一
则与群众集会有关的报
导，“印尼儿童保护机构
称，小孩不适合涉及212
社团大聚会行动。”目的
是呼吁儿童不要参加212
群众集会，但刊出时已是
12月3日，已经过时起不
了作用。

泗水出版的《千岛日
报》，把1 2月 2日的新
闻刊于12月3日第一版头
条，并配于群众在民族纪
念广场聚会的照片。

也许首都的华文媒体
不希望2016年的212事件
重演，所以不扩大报导该
事件。只把该新闻当着一
般新闻处理。而外国媒体
大事的报导，也许因为事
不关己，而愿意大事报
导。

2018年12月2日雅加达及周边地区的穆

斯林聚集在雅加达民族纪念广场的百万

人大规模群众集会已经和平结束。根据

WartaKotaLive的TribunWon.com的报导，

当天参与集会的群众达800至1000万人。

201 8年，随着国际形
势风云变幻，围绕中国经
济增长前景的讨论也愈发
频繁。中国银行国际金融
研究所日前发布的《2019
年经济金融展望报告》认
为，受国内外环境出现重
大变化的影响，预计2018
年中国GDP增长6.6%左
右，而到2019年预计全年
GDP增长为6.5%左右。

早在7月31日召开的中
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明确指
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
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
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
化。而在2018年即将收官
之际，我们需要重新回头
审视，中国经济的“稳”

在哪里？“变”在何处？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

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
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转型和结
构调整深化的态势不断增
强，中高端产业和新兴产
业代替中低端和传统产业
成为主要动力。但是我们
也需看到，当前经济板块
中原本作为“火车头”的
行业显现出了疲态，传统
行业面临劳动力成本、环
保压力等问题，放缓了转
型速度乃至陷入停滞，导
致经营困难、竞争力下降
甚至向海外转移。

我们当下谈“下行”压
力，更多只强调了旧动能

减退这一侧面，并没有描述
新动能的培育与成型。根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
全国“三新”经济，即新
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
式经济的增加值为129,578
亿元，相当于GDP的比重为
15.7%，比上年提高0.4个
百分点。按现价计算的增速
为14.1%，比同期GDP现价
增速高2.9个百分点，可以
说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阶
段，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涅
槃期”。

毋庸讳言，外部环境变
化对中国发展预期产生一
定负面效应。2018年世界
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
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

流，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变
数增加。此外，国际金融
市场跌宕起伏，美股现处
在高位但存在下调风险，
而全球新兴市场年初以来
多数下跌幅度较大，包括
土耳其、阿根廷在内的多
个国家均出现金融市场的
动荡。

中国股市不断下挫，汇
市动荡，给中国经济的稳定
运行增加了不确定性，对中
国经济未来发展预期产生负
面效应，在国内正处在新旧
动能转换的阶段，来自外部
世界的冲击，对中国“稳增
长”带来巨大压力，引发了
人们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
担忧。

求稳应变，培育创新
动能。在经济增长换挡转
型调整的关键时期，我们
需要综合分析国内外各种
因素，全面准确判断当前
中国经济形势。我们需要
认识到中国现阶段的经济
形势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更要把握好国内经济发展
的“稳”与外部环境的“
变”之间的关系，将国
内、国外双重挑战的压力
化为转型升级的动力，推
动中国经济转型涅槃。

2015至2017年中国经
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分别为
123.5、156.7、210.1，
分别比上年增长23 . 5%
、26.9%和34.1%，经

济发展新动能指数逐年攀
升，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新
动能加速发展壮大，经济
活力进一步释放，成为缓
解经济下行压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
有着较强的韧性，目前
健康稳定的基本面没有改
变，具有保持经济长期健
康稳定发展的诸多有利条
件。“创新是第一动力”,
中国只有坚持创新驱动，
推动科技创新、培育中国
市场主体经济增长的新动
能，才能突破经济发展瓶
颈。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
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人
员。来源：环球时报)

盘点中国经济“稳”与“变” 文/刘典

文/邝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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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尿毒症患者中，20%源自糖尿病，17% 源自高血压

两种病是肾脏杀手

家庭医生

健康大讲堂 民间妙方

受访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肾内科主任 侯凡凡

本报记者 张 杰

尿路感染却以为是“上
火”？看来，你真的不了
解自己的肾。在我国，慢
性肾病的知晓率只有25%
，很多人对如何预防肾脏
疾病不甚了解。中国有1
亿多慢性肾脏病患者，其
中10%会发展为尿毒症。
这些患者中，因为肾炎导
致尿毒症的占45%，糖尿
病导致的占20%，高血压
导致的占17%。这提示我
们，原发性肾病以外的疾
病所导致的肾脏损害不容
忽视。

糖尿病。随着糖尿病病
程延长，约半数以上患者
出现不同程度的蛋白尿，

肾脏损害加重后会出现大
量蛋白尿。糖尿病肾病的
早期发生很隐匿，不容易
被察觉。如果长期血糖控
制不佳，已经出现明显的
小便泡沫经久不消，或者
伴随脸肿、眼肿、脚肿的
现象，千万要重视起来，
这预示着糖尿病肾病的发
生。如不及时治疗，很有
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

高血压。肾脏本身用于
过滤体内毒素，通过尿液
排出多余的水和钠盐，同
时防止蛋白、血细

胞等流失。高血压使得
血管内血液压力增高，破
坏肾脏的滤网系统，导致

蛋白漏到尿液里。若高血
压长期控制不佳，就会造
成难以逆转的结构破坏，
出现肾功能损害，甚至慢
性肾衰竭、尿毒症。

早期发现肾病征兆，
除了定期查尿常规（糖尿
病患者要查微量白蛋白）
外，自己观察尿液最直
接简单：1. 尿中泡沫增
多，尿液静置一段时间后
表面有细小的泡沫且不消
散；2. 尿色改变，尿液
浑浊呈淘米水样、尿色呈
红色、浓茶色甚至酱油
色；3. 尿量改变，正常
人每天尿量约1000～2000
毫升，尿量过少或过多都

提示肾脏问题。
预防慢性肾脏病要调整

生活方式，坚持锻炼、规
律作息、放松心情、低盐
饮食、均衡营养。此外，
女性在妊娠过程中，肾脏
会承受更大压力，加速疾
病进展。有些孕妇因担心
胎儿安全，尿路感染后不
敢用药。

但其实孕妇尿路感染
后容易发展为急性肾盂肾
炎，如不治疗可导致感染
性休克，甚至危害母子安
全。孕妇一旦出现尿路感
染的症状，或尿检证实有
细菌培养阳性后，需尽快
接受正规治疗。▲

侯凡凡，主

任医师、教

授、博士生

导师，中国

科 学 院 院

士，中华医

学会肾脏病

学分会副主

任委员

专家小传

过去颈椎病是中老年病，但
近年来随着工作节奏加快，颈
椎病发病呈年轻化趋势，提早
采用适当措施来预防颈椎病非
常重要。

颈椎病又称颈椎综合征，
主要由于颈椎长期劳损、骨质
增生，或椎间盘脱出、韧带增
厚，致使颈椎脊髓、神经根或
椎动脉受压，出现一系列功能
障碍的临床综合征。颈椎病的
临床症状较为复杂，主要有颈
背疼痛、上肢无力、手指发
麻、下肢乏力、行走困难、头
晕、恶心、呕吐等。颈椎病
的临床症状与病变部位、组织
受累程度及个体差异有一定关
系。

我们的颈椎共由七块颈椎
骨组成，与肩膀构成一个“十
字架”，支撑着分量不轻的脑
袋。临床工作中发现，久坐、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是颈椎病年
轻化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
近年来颈椎病高发年龄从平均
55岁跌至39岁，30岁以下的患
病者占总患病人数的37%。欧
洲脊柱协会曾发布研究称，正
常成人头部重约10斤，当前倾
看手机等电子设备时，通常呈
60°角，由于物理杠杆作用及
重力作用，颈部肌肉要承受50
斤以上的重量。与此同时，后
颈部肌肉为对抗压力会一直处
于紧绷状态，极易出现劳损、
疼痛、僵硬等不适，长此以
往，还可能使颈椎因受力不平
衡而导致颈椎椎间关节失稳、
错位等。

从长远看，颈椎长时间受压
迫还会影响到周边神经，继发
其他一系列不适。第一，胸椎
痛。颈部大部分肌肉连接在肩
胛骨上，肩胛骨又被肌肉连接
在胸椎上，一旦颈椎受伤，自
然会波及到胸椎。第二，肩臂
僵硬。低头时会牵连背阔肌，
使其压力增加，出现肩背、肩
臂僵硬酸痛等问题。第三，腱
鞘炎。玩手机时，拇指需要
长时间保持外展，整个手掌也
会超出功能位的位置，时间长
了会引起手腕劳损，诱发腱鞘
炎，出现手指、手腕酸痛和痉
挛等。第四，头晕、头痛。颈
椎长期受压，会出现颈椎失
稳，极易压迫周围椎动脉或交
感神经，这也是颈椎病患者为
何会经常头痛、头晕的原因。
第五，颈椎病可引起吞咽不
畅。这是因为食管上端和第六
颈椎相邻，后者增生就会压迫
食管。

如果颈椎病非常严重，必要
时可采取手术治疗。但高龄颈
椎病患者，手术治疗风险大，
术前应在医生指导下，检查全
身各器官系统功能能否承受麻
醉关。

目前，颈椎病的理疗方法
有热疗法、磁疗法、超声疗法
等。热疗法通过温热作用使颈
椎周围局部组织及皮肤血管扩
张，血流加速，达到消炎、消
肿、镇痛的目的；磁疗法通过
对颈局部施加一定强度的磁
场，改善局部微环境，起到镇
静、消炎作用；超声疗法通过
机械震荡作用致热，使肌纤
维松弛，从而起到解痉镇痛作
用。需要注意的是，脊髓型颈
椎病因颈椎间盘突出、骨质增
生等导致颈脊髓直接受压迫，
理疗并不能解除脊髓压迫，因
而很难达到理想效果。

日常生活中如何给颈椎减
压，这里给大家一些建议：1.
睡眠时头颈须放在合适位置
上。一般情况下，头颈保持自
然仰伸位最理想，切忌高枕，
也不宜无枕。由于人们睡眠时
大部分时间是侧卧，枕头高度
应参考头侧到肩的高度，还要
考虑枕头及床的软硬。头侧到
肩的宽度大，枕头相对就应高
一些。如果枕头材质较硬，其
高度可以低一些；如果枕头材
质比较软，高度则要高一些。
平时睡觉习惯仰卧的，则以低
枕为主。2 .减少手机使用时
间，若非用不可，最好每隔四
五十分钟站起来做一些伸展
运动，如耸肩、扭脖子、甩手
等，消减颈椎压力。也可每隔
半小时按一按脖颈，放松一下
肌肉。3.避免长时间低头。发
短信、看手机时不一定非要弯
着脖子，应挺胸收腹，可将手
机抬高一些，与视线平行，减
少脖子下倾的机会。4.不要躺
着、趴着玩手机。这两个姿势
会增加腰椎和肩膀负担，导致
其原有弧度发生改变，诱发肩
膀痛、椎间盘突出等。5 .勤
练两个动作。“燕子飞”和“
望月”是缓解颈椎不适的王牌
动作，能充分调动颈椎周围肌
肉。具体方法分别是：身体直
立，双手侧平举，手心向外，
手指朝上；慢慢抬高双臂，
做小燕飞状；同时，双手从
腕关节开始向下伸直。每次做
50~100下。站立或坐着时，双
手背在身后，抬头后仰，每次
约3分钟。▲（本讲座由本报特
约记者杨立军整理）

脂肪肝是西医病理学的概念，其本质是

肝细胞内堆积的脂肪过多。传统的中医理

论中，没有对脂肪肝的讨论，现代专家

们 认 为 其 基 本 病 机 是 湿 浊 沉 积 于 肝

脏。

湿浊的产生较复杂，主要牵扯

到两个脏器的功能失调，即肝的

疏泄功能和脾的运化功能。简单

地说，脾的作用就是把吃入的食

物转变为比较精微的物质，使之可

以被人体直接利用，比如提供生命

需要的能量或成长需要的物质等。健

康人的脾可以把食物中的精微物质提取

得特别纯净，不包含杂质。但如果由于种

种原因使得脾的运化功能减弱就不同了，

脾不能很好地分离清浊，就会导致浊腻的

物质掺杂在气血中运行，沉积在人体很多

部位，如沉积于皮下或腹部就有肥胖的表

现，沉积在血管壁中造成血管的狭窄，沉

积在肝脏就形成脂肪肝。因此，针对湿浊

过盛的情况，必须要健脾。另外，肝能促

进脾的运化，如果缺乏肝的疏泄，脾的运

化能力会大打折扣，因此，在健脾的同时

也要辅以疏肝。推荐三个验方，可疏肝解

郁、健脾益气，缓解脂肪肝。▲

青皮红花饮

青皮、红花各10 克，去杂质、洗净，

青皮晾干后切成丝，与红花同入沙锅，加

水浸泡30 分钟，煎煮30 分钟，用洁净

纱布过滤，去渣取汁即成。也可代茶饮，

连续冲泡3~5 次，当日饮完。此方可疏肝

解郁、行气活血，适用于肝郁气滞型脂肪

肝。

青皮辛苦而温，专门入肝、胆经，常用

于治疗肝气郁结导致的胸闷胁痛、乳痛、疝

气、食积、腹胀等，能够破气散结、舒气止

痛，即对郁结的地方进行疏通，使气血运行

更加流畅，自然可以把沉积的湿浊带走，

类似于河流中水流加速会冲走泥沙。上文提

到，疏肝有利于脾的运化，青皮的苦温行气

为脾运提供动力。红花能活血通经、散瘀止

痛，治经闭、痛经、胸痹心

痛 、 跌 打 损 伤 、 疮 疡 肿 痛 等 症 。 为 什

么要用活血的药呢？中医认为，疾病有气

分和血分的区别，气分的病较表浅，如果

长时间得不到有效治疗，疾病就会转入血

分，使机体内存在一些血瘀的因素。脂肪

肝是慢慢形成的，湿浊长期存在会影响血

液的运行。青皮作为理气药，只能对气分

起到调理作用，和红花共用，能配合发挥

理气活血的功效。▲

葛花茶

取葛花15 克、丹参10克、苦丁茶4~5 

片 ， 加 水 适 量 ， 煮 沸 后 小 火 煮 3 0 分 钟 ，

取汁当茶饮。适用于长期酗酒，湿瘀互结

者。

脂肪肝可以分为两大种，即酒精性脂肪

肝 和 非

酒 精 性 脂 肪

肝，前者是饮酒过度造成的。自古以来，

中医就认为酒客多湿热，经常饮酒的人，

很多都有舌苔厚腻、面部污垢不洁、性情

急躁易怒、二便不畅等湿热表现。饮酒者

的湿热从何而来？酒是粮食酿造的，去掉

了粮食的残渣，只保留了清净的酒精，所

以偶尔小饮可宣通气血。但如果酗酒，就

使得摄入的酒精超过人体的代谢能力，堆

积起来生成湿浊；同时，饮酒后肝气得不

到疏泄，湿浊更容易在肝脏沉积，形成脂

肪肝，甚至发展为肝硬化。

葛根自古以来就是解酒的良药，它善于

升清阳、止消渴，它开的花就是葛花。中医

认为诸花皆升，所以葛花的升清作用更强。

古代有一个方子叫葛花解酲（音 chéng）

汤，就是专门解酒的。《本草纲目》记载，

丹参能“活血，通心包络，治疝痛”，且丹

参性凉，针对长期饮酒形成的湿热更有针对

性。苦丁茶性味苦寒，具有散风热、清头

目、除烦渴的作用，和丹参一样清心除烦。

现代药理研究证实，它可以降低血脂，对脂

代谢有良好的调节作用，对脂肪肝的防治无

疑也是有利的。▲

党参小米粥

党参10 克、茯苓10 克、扁豆20 克、荷

叶10 克，加水适量，先煮30 分钟，加入

小米 100克，小火煮成粥。精神萎靡、面

色淡白、食欲不振属脾气虚弱者可常服。

如果人的脾气比较虚弱，体倦乏力，大

便稀溏，往往接受不了破气活血清热的药

物，要以健脾为主，配合升清降浊。本方用

党参健脾益气；扁豆除了健脾，还有祛湿作

用；茯苓能够淡渗利湿，有降浊的趋势；荷

叶善于升清，药理研究也表明荷叶有确切的

降脂作用，很多减肥方里面都用到它，所以

也可给肝脏减肥瘦身。四味配合起来，能够

清升浊降，把沉积在肝脏的湿浊运化开。

需注意，食疗方作用缓和且薄弱，如果

脂肪肝比较重，不能过于依赖它们，以免

耽误病情，应找医生辨证论治，服用正规

的中药方。▲

解除脖子的紧箍咒
主讲人：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关节科主任

医师 张洪美

两茶一粥对付脂肪肝
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 江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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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弹乐器爱看书 无名指长个子高

聪明人的11个特征

心理门诊

保护心脑

受访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教授 唐 闽

本报特约记者 董潇男

斑块，20岁就悄悄生长了
少吃多动控制三高，血管被堵容易猝死

常备药箱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 王海莲

级别反映副作用 定期监测肝和肾

老人用药，认清A和B

我们都希望自己是个
聪明的人，但要怎么判断
呢？长久以来，科学家们
对智力做过诸多研究，发
现聪明的人有一些共性。
近日，美国“明面”网总
结了高智商者的1 1个特
征。

1 .家中老大。挪威科
学家针对2.5万名服兵役
的年轻人进行了全方位研
究发现，在家中排行老大
的孩子平均智商比老二高
出3个百分点，比老三高
出4个百分点。科学家认
为，这可能是父母对“第
一胎” 更关注，彼此更
多交流导致的。

2 . 高 个 子 。 美 国 普
林斯顿大学一项研究发
现，在智商测试中，与
身高低于或等于平均水
平的孩子相比，个子高
的孩子所得分数更高，
他们长大之后在智力上
比较优秀。

3 .学过音乐。学过两
种乐器并且坚持了9个月
以上的孩子，比起只学戏
剧表演或者不参加任何学
习班的孩子，智商测试中
表现更佳。

4.不肥胖。2006年的
一项研究显示，体重和认
知能力之间存在着密切
联系。体重指数超标的孩

子，在智商测试中得分低
于体重正常的孩子。

5 .多静少动。尽管运
动有很多好处，但一个事
实是，大多数脑力劳动者
不爱运动。高智商的人更
愿意选择需要坚持不懈并
且大量用脑的活动，比如
下棋。

6 .从小就开始读书看
报。我们常常觉得一个
孩子是因为聪明才年纪
轻轻就开始阅读。但是
英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
发现，阅读本身会让孩
子更聪明，读书越多，
见识越广。

7 .无名指长。研究发

现，一个人无名指越长，
解答数学题的能力越强，
不过口才稍差。另一项研
究发现，无名指长的人收
入也较高。

8 .不早恋。美国一项
针对1.2万名中学生的研
究发现，保持处子之身，
甚至没有和异性接吻或拉
手的学生，比有过这些经
历的学生智商水平更高。
科学家说，这也许是因为

聪明人性欲不是很强，且
懂得规避风险。

9 .情绪化。智商高的
人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
更容易情绪沮丧，这可能
是因为他们对未来负面的
事思考过多所致。

10.对噪音敏感。脚踩
地板声、咀嚼声，甚至是
呼吸声，很多人对这些声
音听而不闻，但智商高的
人稍微听见这些轻微声音

就会分心。芬兰赫尔辛基
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对
轻微噪音敏感的人，奇思
妙想更多，解决问题的能
力更强。

11.吐槽多。这一点听
起来有些怪，但研究发
现，智商高的人口中难听
话也多。这也许是因为他
们运用词汇的能力强，能
够以丰富的词汇表达内心
感受。▲

孙开元 编译

近年来，有关猝死的新
闻很多。一个好好的人，
突然一下就毫无征兆地离
开了人世，让人胆战心
惊。猝死原因有很多，直
接诱因不外乎心梗与脑中
风，但从根上来讲，真正
的罪魁祸首是动脉粥样硬
化及动脉斑块的形成。

研究显示，从10岁起，
我们的动脉就开始硬化。
颈动脉斑块也在我们20岁
就开始发育了，直到40岁
的时候开始变得明显。60
岁后，颈动脉斑块快速发
展，这时如果不采取有效
的干预措施，患上心血管
病的风险很高。

伸出手摸摸脖子两侧，
有脉搏跳动的地方，就是
颈动脉的位置，颈动脉粥
样硬化斑块就潜藏在里

面。颈动脉是全身动脉的
重要组成部分，给大脑输
送养分和氧气。颈动脉一
旦被堵塞，导致氧气和养
分不能输送到大脑，会直
接导致脑损伤。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是
脂类积攒在血管壁上形成
的，它就像蜡一样，会导
致动脉的弹性下降，血管
腔变窄。对血管而言，颈
动脉斑块就是垃圾，不仅
没有用处，而且危害极
大。如果动脉斑块出现破
裂，导致血小板聚积一
处，就会出现血栓，严重
地会导致整根血管被堵。
若颈动脉存在狭窄，一旦
出现血栓，也会直接影响
大脑的血液和氧气供给，
对人的语言功能以及协
调功能等造成不可逆的损

伤，严重地会威胁生命，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猝
死。

统计显示，三个成年人
中就有一个人有颈动脉粥
样硬化斑块。但这个“炸
弹”不是说一定会引爆。
只要你做好预防措施 ，一
般不会发病。预防方法包
括：定期检查颈动脉，例
如颈动脉超声，了解斑块
发展情况；科学饮食，多
吃能够帮助养护血管、预
防血管斑块的食物，例如
玉米、生姜、燕麦等；经
常对照以下各项指标，管
控好血糖和血脂，空腹血
糖小于6.1毫摩尔/升，餐
后2小时血糖小于7.8毫摩
尔/升，血压小于130/80
毫米汞柱，总胆固醇小于
5.18毫摩尔/升等。▲

控糖有道

受访专家：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张苏和

本报特约记者 彭永强

糖友吃水果，别选太熟的
既不影响营养吸收，又能避免血糖上升

生态环境

三手烟，飘在无烟场所

临床上，经常发现很多
糖友担心水果太甜而不敢
吃。事实上，水果中并非全
是果糖或葡萄糖，还含有可
溶性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
物质，糖尿病患者适当吃些
水果，不但不会加重病情，
反而对身体有益。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张苏和
介绍，糖友选择水果，有

一定讲究，一般来说，最
好选择没有熟透的。这是
因为，过熟的水果糖分含
量相对较高，升糖更快。
比如，香蕉吃青一点的，
猕猴桃吃稍硬点的。这样
一来，既能有效吸收水果
的营养成分，还能一定程
度上避免血糖升高。

糖友在食用水果的时间
上也要有所把控，一般来

说，最好选在两餐之间、
饥饿时或体力活动后，作
为能量和营养素补充。另
外，不提倡糖友餐前或饭
后立即吃水果，还要避免
一次性摄入过多碳水化合
物，以免加重胰腺负担。
最好的方法是在吃水果前
及吃水果后2小时及时监
测一下血糖情况，做到心
中有数。▲

老年人用药不同于其他
人，会有更多的风险和禁
忌。因此，在我国去年年
底公布的《中国老年人潜
在不适当用药目录》（ 简
称《目录》）中，特别将
临床中常用的药物风险等
级分为A级和B级，老人用
药时应当特别予以注意。

《目录》中包括7 2类
药品。按照严重不良反应
发生程度，其中2 8类被
定为高风险药物，老年人
应避免使用；44类定为低
风险药物，老年人应谨慎
使用。按照用药频次的高
低，其中24类被定为A级
警示药物，推荐优先进行
药物调整和干预；48类定
为B级警示药物，用药时
注意观察。下面将这些药
物一一列举，希望老人们
能留意。

A 级 警 示 的 高 风 险 药
品：6种

劳拉西泮、阿普唑仑、
苯海索、萘丁美酮、利血
平（如降压0号和复方利
血平，  ＞0.1 毫克/  日
时）、多沙唑嗪。

A 级 警 示 的 低 风 险 药
品：18种

二氢麦角碱、尼麦角
林、唑吡坦、艾司唑仑 
、氟西汀 、利培酮 、奥
氮平 、喹硫平、双氯芬
酸、布洛芬、地高辛（大
于0.125 毫克/日时）、
胺碘酮、华法林、氯吡格
雷、胰岛素、氯苯那敏、
螺内酯（大于25毫克/日
时）、茶碱。

B 级 警 示 的 高 风 险 药
品：24种

氯氮卓、硝西泮、巴
比妥类、苯巴比妥、地西
泮、氯硝西泮、苯妥英、
阿米替林、氯丙嗪、多塞
平、马普替林、氯氮平、
吲哚美辛、非甾体抗炎
药（≥2 种时）、保泰
松、吡罗昔康、萘普生、
可乐定、普鲁卡因胺、生
长激素、噻氯匹定、莨菪
碱类、颠茄生物碱、哌替
啶。

B 级 警 示 的 低 风 险 药
品：24种

己酮可可碱、奋乃静、
氟奋乃静、氟哌啶醇、阿
立哌唑、氟伏沙明、舒必
利 、酮洛芬 、依托考
昔、硝苯地平（常释型）
、加替沙星、氨基糖苷类

抗生素、万古霉素、克林
霉素、异丙嗪、苯海拉
明、格列本脲、甲地孕
酮、西咪替丁、吗啡、曲
马多、巴氯芬、氯唑沙
宗、托特罗定。

老年人使用以上警示药
品时，用药风险点主要体
现在跌倒、消化道溃疡和
出血、严重心律失常、便
秘、低血糖等。加上老年
人多病共存和多重用药现
象十分普遍，因此，药师
们常会特别提醒广大老年
患者：

1. 经常服药的老人应
定期监测肝肾功能等指
标。

2. 就诊时告知医生正
在服用的所有药物，当服
药种类较多时，最好不要
再同时服用保健品，以免
增大相互作用的风险。

3. 当服药种类多时容
易漏服，可通过设闹钟、
分装小药盒的方法来避
免。

4. 长期吃药，应定期
复查，及时调整。

5. 应尽量避免服用A级
警示药品，尤其是对老人
有高风险的药品。▲

为 了 避 免 吸 入 二 手
烟，很多公共场所和家
庭都禁烟，要求烟民在
室外抽。但对于个人来
讲，要摆脱烟雾谈何容
易。最新研究表明，附
在布料等其他物体表面
上的三手烟颗粒也会对
人体造成伤害。

美国德雷塞尔大学的
研究团队分析了一间无人
的、禁止吸烟的大学教室
的空气。结果显示，教室
并不像人们设想的那样纯
净无污染，空气中也含有

香烟烟雾特征的化合物。
这些带有致癌物的化合物
来源有二。一是距教室20
米外的一处允许吸烟的露
天阳台，烟民们会去那里
快速吸烟，将附着在身上
的三手烟带回教室。二是
与其他可吸烟办公场所联
通的供暖和空调管道。

德雷塞尔大学的大气化
学家彼得·迪卡洛说：“
实际上，我们发现的是一
种新的三手烟雾气溶胶颗
粒，它在室内环境中无处
不在，这意味着与三手烟

有关的潜在有毒化学物质
可以在任何我们意想不到
的地点出现。”

这项发表在美国《科
学进展杂志》上的研究表
明，虽然许多公共场所禁
止吸烟，但这些措施

通常只能保护非吸烟
人群免于接触二手烟。
而三手烟颗粒很容易再
次回到空气中，流动到原
本无烟的公共场所，再进
入人体，我们需要知道如
何有效地管理这一潜在风
险。▲（蔡利超）

长 久 以 来 ， 女 人 们
津津乐道着心目中的白
马王子是什么样子，同
样，男人也在品评着什
么样的女人最理想。最
近，美国《大都会》杂
志专栏作家、婚恋专家
马修·赫西讲了男人喜
欢女人的一些特质。

1.活泼快乐。在男人
看来，活泼快乐是女人最
有吸引力的性格之一。男
人为了挣钱劳碌奔波已经
压力重重，不愿再和一
个整天板着脸的女人在一
起。相反，如果女性快快
乐乐，有时调皮地开个玩
笑，能感染男人，让他压
力减少很多，也会让他更
喜欢。

2.性感。所谓性感，
就是气质、穿着或动作
能唤醒对方在性方面的
反应和感觉。性感并不
复杂，女性的一些动作
如微笑、拨头发、轻抚
锁骨等就可以体现出魅
力。另外，让男性知道

你需要他，也能体现出
你的性感。

3.懂得关爱。让男人
感到爱和关怀，是女性
最大的魅力。男人在电
话里打了个哈欠，爱他的

女 人 会 关 心 地 问 一
句：“是不是工作太长
时间，太累了？”一
个人有颗温暖、善
良的心，才会有关
心他人的热情。
男人十分清楚，
懂得体贴、关心
自己的女人才是
真爱。

4.独立。很多
男人可能喜欢“
小 鸟 依 人 ” 的 女
人，不愿意看到他
们的女人太独立。太
过自强自立的女性会让
男人觉得你不需要他，
担心你会疏远他。但实
际上，一个独立、有自
己生活空间、习惯和爱
好的女人，会让男人“
迷恋”  更长时间。 而

且，女人够独立，才能
成为男人的贤内助。

女人不必苛求同时拥
有所有特质，只要在恰
当的时机体现出你的某
一种魅力，就会让男人
怦然心动。▲

调皮又性感 体贴又独立

男人心动的女人长这样
高宝宝 编译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8年12月12日，星期三 第18版体育 OLAHRAGA

IW赛荣膺年度最佳WTA皇冠赛 

香港赛获最佳国际赛
【新浪体育】12月1 1

日，美国，佛罗里达州，
圣彼得斯堡 – 国际女子
网球协会（WTA）今日宣
布年度最佳赛事和球员大
奖名单，均由球员投票选
出。另外，所有WTA教练
项目的成员投票选出了首
位WTA年度最佳教练。

WTA年度最佳赛事由
WTA球员投票选出，当
选的赛事拥有杰出的工作
人员和赛事组织、热情的
粉丝以及对网球运动和
网球运动员的专注和热
忱。年度最佳赛事大奖
设有四个类别，获奖名
单如下：WTA强制顶级
赛： 巴黎银行公开赛（
印第安维尔斯）。WTAP5
顶级赛： 意大利BNL国际

香港赛

NBA：比尔、库里分获东西部周最佳球员
【中新网】12月11日，NBA官方今

天公布了第八周东西部最佳球员，奇
才队的后卫布拉德利–比尔和勇士队
的史蒂芬–库里分别当选。比尔上周
场均得到30分6个篮板7次助攻，率领
奇才取得了2胜1负的战绩。库里上周
场均的到30.7分5.3个篮板和5.7次助
攻，三分命中率达到了57.6%，勇士
队也在上周三站全胜。 库里与比尔

5000万欧元！利物浦想买回米兰天王 

身价暴涨100倍

利物浦有意苏索
【新浪体育】12月报

11日，利物浦正在考虑让
苏索回到安菲尔德，这位
25岁的球员现在在AC米

【本报讯】2 0 1 8年
B N I（印尼国家银行）
Indonesian Masters高尔
夫锦标赛将于13日至16
日在雅加达进行，优胜

者将获得75万美元的奖
金。

有 众 多 著 名 高 尔 夫
选手将参加这场比赛，
其中来自英国选手贾斯

汀·罗斯（Justin Rose）
。据报道，结束此高尔
夫锦标赛后，优胜者将
被宣布。（译/alx，文/
Hermawan）

2018年BNI Indonesian Masters

高尔夫球锦标赛将于13日开赛

从左至右，选手来自我国选手搭呢·马斯琳（Danny Masrin）, 瑞典选手亨利克·斯
滕森（Henrik Stenson）,英国选手贾斯汀·罗斯（Justin Rose）和印度选手苏班卡-沙
玛（Shubhankar）于11日进行记者招待会。

赛（罗马）。WTA顶级
赛： 圣彼得斯堡女子锦标
赛。WTA国际赛： 保诚
香港网球公开赛。自2014
年引入全新的年度赛事评
选机制以来，今年是印第
安维尔斯站连续5年（总
计第10次）当选强制顶级

赛类别最佳赛事；罗马站
则是连续第3次当选P5顶
级赛类别的最佳赛事。圣
彼得斯堡则在其短暂的赛
事历史上首次赢得顶级赛
类别年度最佳赛事，而香
港也是首次成为国际赛类
别的年度最佳赛事。

兰踢得风生水起，AC米
兰俱乐部也认为苏索目
前不适合被出售。苏索
曾经为利物浦效力过，
但他在利物浦时球运并
不好。但是，苏索在热
那亚和AC米兰的表现重
新激起了利物浦对他的
兴趣，据西班牙媒体报
道，利物浦准备为苏索
出价5000万欧元，试图
将苏索招入麾下。2015
年，米兰花费50万欧元
左右将苏索签下。

【中新网】2月11日电(邢蕊) 11日，
短池游泳世锦赛首日比赛在杭州结束争
夺。在男子200米混的决赛中，中国选手
汪顺以1分51秒01的成绩成功卫冕，为中
国军团赢得了本次大赛的首金。李朱濠
在男子200米蝶泳的比赛中摘得铜牌。女
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赛中，中国小花
们顶住压力荣获第三名。而徐嘉余和王
立卓则分别晋级到男子100米仰泳和男子
100米蛙泳的决赛中。

短池游泳世锦赛首日战罢 

中国军团收获1金2铜

李朱濠在比赛中



“皇婶放心，您要肯再
来，别说与人打仗，就是
打架也不行，您见到的绝
对是一片和乐融融，四海
升平。”他保证道。
“你这样说也不对，军堡
可是战地，训练士兵就
是打仗用的，若真有人侵
犯，还是得应战，否则有
损齐家军英勇之名。”
“是是是，皇婶说的是，
该战就战，咱们齐家军从
不怕事的，瞧这都大半夜
了，小诺也给两位送回来
了，小侄一早得出发离
京，这就先回去了。”说
完他打算走了，但才转身
忽然想起一件事，由怀里
掏出一块玉佩，正是皇文
诺送给小诺的那块自己仿
刻的雨字龙形玉佩。
“对了，这是小诺来找我
时，掉落在马车里的，方
才我发现捡起来，这就还
给他了。”
他走至小诺面前，递出玉
佩，小诺伸手要去拿，一
个没接好玉佩落地了，刹
那间碎成两半，就在这时
候小诺平空消失，皇粤亲
眼看孩子突然不见，不由
瞪大了眼珠子。
魏绾烟怀里瞬间空了，不
禁愕住，就是皇文诺也惊

了，更别说五戒和朱宝，
这两人吓得险些昏过去。
“这……这……小诺哪
去了？”皇粤惊懦失措
地问。
“奴才眼睛怎么了吗？”
五戒拼命揉着眼睛。
“奴婢莫不是见鬼了？”
朱宝受惊不小，摇摇欲坠
地快站不稳。
“小诺回去了。”皇文诺
最先回神，冷静的告诉大
家，同时想明白原来那玉
佩当初送给小诺时，就成
了他穿越的“钥匙”，
如今钥匙被毁，他自是得

回去了，而皇粤就是毁去
这把钥匙的人，难怪和尚
会说，小诺要回去就去找
皇粤。
“回……回去？回哪儿
去？”皇粤大惑不解，呆
呆地问。
“回他该回去的地方，你
们就别问，也别将这事传
出去。”魏绾烟掉着泪，
不舍的说。
“这……”皇粤还是呆傻
着。可五戒和朱宝再想一
下他们的话后，便不再多
问了，两位主子在紫南山
的相遇，再到小主子的出
现，种种诸事本就都透着
神秘，定是有些秘密是不
能为外人道的，就像小主
子在他们面前突然消失，
若非亲眼所见，谁能相
信？
“既然两位主子要咱们别
问，咱们不问就是，今日
之事也当没见到，小主子
自下午失踪后便再没出现
过。”五戒说。
“没错，小主子离开后，
咱们再没见过了。”朱宝
也道，这话说着眼眶也湿
了，因为晓得小主子再不
会回来了，她可是照顾
了他好些日子，都有感情

了，怎么说走就走，连声
道别都采不及。
皇粤听完两人的话，也想
通了，小诺的身世本就
是个谜，自己虽曾觉得古
怪，可也没因此再问过皇
叔有关小诺的来历。既然
之前没问，之后也不用知
道了，不由一笑，点点头
道：“我也没见过小诺，
深夜来王府不过是慰问不
见孩子伤心的皇婶，皇粤
还请皇婶不用太伤心，日
后再生一个比这小子更可
爱的得了。”
原本沉凝的气氛瞬间轻松
了，皇文诺深情地看着魏
绾烟。“说的没错，小诺
留着是逆行天道，早晚得
回去属于他的地方，如今
回去了只是顺应天理，这
世咱们还会有孩子的。”
魏绾烟脸庞染红了。“
我们生的绝对不及小诺
好。”
“话别说绝，等生了再
说。”
“王爷！”她脸更红了。
“两位别当着小侄的面打
情骂俏了，还是让小侄
先告辞，明早好赶赴边疆
了。”
皇粤取笑完，五戒与朱宝
跟着大笑，让魏绾烟更加
羞窘，然而，也因此冲淡
了小诺不在了的感伤。
两年后。
轿子绕京城一同后，在礼
乐声中进到墨王府，魏绾
烟听到一连串的鞭炮声，
轿子晃了晃后停下，有人
掀开轿帘扶她下轿。
她的心剧烈的跳了起来，
清楚扶她的人正是自己今
日嫁的男人……墨王。
皇文诺眉眼含笑的看着
她，眼底有着让人看不尽
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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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这呻吟声一定不是奥干古
达发出，而是那怪眼所发出来
的！奥干古达既然已成了怪眼

的移居体，怪眼自然也占据了他的发
声系统。
这时，我已顾不得比拉尔的反应怎样
了，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去多作考
虑，因为奥干古达正在剧烈挣扎着，

我迅速地摸出一柄小刀来，向后疾退
出了一步。
我才一退后，奥干古达就一跃而起，
他跳得极高，足足有三尺以上，这一
点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是也就在
此际，我手中的小刀，已经飞射而
出！
我和奥干古达相距，不过三公尺，而
目标又相当大，我自然没有射不中的
道理，一刀飞出，刀刃便插进了奥干
古达胸前那只怪眼的“眼珠”之中。
奥干古达陡地停了下来，先低头向自
己的胸口看了一眼，又向我望来，然
后，再向比拉尔望去，脸上现出十分
疑惑的神情来，突然问道：“这是怎
么一回事？为什么你们不怕我？不服
从我的命令……这……有点不对头，
有点……”
他并没有说完，人就倒了下来，仍然
睁着眼，可是已经一动不动了！
比拉尔直到这时，才发出了一下尖叫
声。

我知道我这一刀，已经起了作用，但
是发展下去的情形会如何，我全然无
法预料。
我先对比拉尔大喝一声：“闭上你的
嘴！别骚扰我！”
比拉尔给我一声斥喝，停止了尖叫，
我尽量使自己不那么紧张，向前慢慢
走了过去。
我来到了奥干古达的身边，看着他胸
前的那只“怪眼”，小刀齐齐正正插
在“眼珠”之上。
那“眼珠”本来闪耀着妖异的光彩，
可是这时，看起来却只像是一块普通
的煤块，也未见有什么液汁流出来。
我伸手出去，轻轻摸了奥干古达的脸
部一下，也没有什么特异的感觉。
比拉尔在这时，也定过了神来，他来
到我的身边，颤声问：“死了么？”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他的问题才好，他
是在问那怪眼死了，还是问奥干古达
死了？
我又将手指放在奥干古达的鼻孔前，

发现他还有呼吸，他没有死！
要是他没有死，那么死的只是那“怪
眼”，可是怪眼深深嵌在他的胸口，
是不是可以将它弄出来？弄出来之
后，奥干古达的胸口，又会有什么的
情形，他会不会死？
我并不是一个没有决断力的人，可是
在如今这样情形下，我实在不知道该
如何做才好。
比拉尔显然比我更手足无措，我们两
人，一起在奥干古达的身边，呆呆站
立着。
大约过了三五分钟，我们一起看到，
奥干古达开始眨眼，而且，手在地上
撑着，慢慢坐了起来。
我和比拉尔一起向后退出了一步。
奥干古达坐起身子之后，以一种十分
奇异的目光，向我们两人望了一眼，
然后低头向胸口看去，发出了一下呻
吟声，又抬头向我们望来：“你们终
于发现了？”

“其实……我好些日子下带那本子
了，好像……打从上回那场感冒后，
记忆力就变好了，奇怪的是，反而那
几天的事记不得……听说那种感冒药
吃了，不少人有短暂失忆的副作用。
之前报纸上还刊登，有个高中男生在

课堂上疯狂唱歌，还打伤了制止他的
老师。可待学生清醒后，却完全不记
得自己做了什么。”
她高度怀疑她在那几天是不是对盛颖
熙做了什么，例如打伤他，要不当他
知道她对生病时发生的事完全没记忆
时，那张脸黑得吓人！
“你恢复记忆了？”
“算是吧。但不是全面的，正慢慢的
往前推。例如，我记得之前在哪些地
方帮佣过，人家骂我的话……”说着
说着她笑了。“幸好是现在才想起
来，要不，在那位生了病的老将军家
一定撑没几天。”
“你的记忆到哪里？”
“柳婆婆收留了我，那时的我还全身
是伤，包含……我的脸。”她直视着
他。
“有件事我不知道盛先生有没有告诉
你，不过你是整形医生，也许你早看
出来了，我的脸是整形过的。不过，
不是时下小姐们不满意自己的脸去整

形，而是……真的是毁容了。”
“嗯，可以想像。”他在帮她处理烫
伤时，曾发现她耳后和头皮上的疤
痕，那时他就知道她整形过，而且看
她身上那些手术所留下的疤痕，也隐
约猜到整形和那场车祸的关联性。
“虽然对于我为什么会发生车祸，又
为什么会到柳婆婆家……甚至连我是
谁都不知道，可是，我遇到的都是好
人。柳婆婆为了我，甚至花了毕生的
积蓄找人帮我整形。听说那个医生在
以往是个有名的整形医生，因事被吊
销职照，之后成了密医，只知道婆
婆都叫他‘张医生’，他收费不下手
软，果然有钱好办事。”
看得出是整形高手动的刀，伤口小，
感觉自然，如果不说曾整过形，没人
看得出来。这样的高手……即使成了
无照密医，在业界也应该还有一些名
气。花一点钱、搭一些线应该可以找
出他。“你是以你之前的长相为整形
基础的吗？”

“应该是吧？婆婆拿下相片给医
生，其实……我对相片中的人也很陌
生。”
“我觉得……收留你的那位婆婆一定
知道你所有的事。”
她叹口气。“她死了，也不知道从何
问起了。”
“她什么都没留下？”
“只有我目前住的那房子，和乡下的
房子。”阿婆乡下的房子真的很老
旧，之前地震裂了一个大缝，下雨会
渗水。“阿婆走了之后，乡下的房子
就没人住了，至于这里的房子……”
柳无忧突然想到什么似的，“啊，我
想起来了！我想起来在哪里见过那邱
小姐了！阿婆在我现在的住处留有一
些以往的东西，其中有一本老旧相
本，里头有个女孩，她真的和邱小
姐好像！神似度百分之九十，如果说
她是邱小姐国高中的样子，我会相
信。”

青蓦然厉的笑了一声，深沉的
道：“玲玲，你要相信我的
话，你没有一点错误，假如

有，也完全让我来承担吧，若是有人
指责你，那么，这人必须要以生命做
代价，若是天下人都不能原谅你，玲
玲，我便会向天下人挑战！”
全玲玲睁着两眼凝注江青，眼眶中泪
水莹莹，但是，那双美丽的眸子，却
蕴孕着多少如山、如海、如火似的深
刻情意啊！
半响，她竭力撑起身躯，倒在江青怀
中，双肩抽搐，哽咽的道：“哥，
我爱你……我不愿你我再受到任何
伤害，那怕是一丝一点，哥，有了
你，我不再奢求别的，我什么都可
以不要、不想，我只祈求上天保佑
你……”
江青轻吻着怀中人儿的鬓发，呢喃
道：“上天更会保佑你，玲玲，因为
你是一个好心肠的女孩子，也是一个
慧的妻子，上天有眼，他会看清一
切，看透一切。”
全玲玲的泪水，已把江青的火云衣湿
透了一大片，她仰起脸儿来，摩挲着
江青胁下及手掌上的伤痕。
虽然伤口上已包扎着一层厚厚的绷
布，但在全玲玲的感觉上，那些皮肉
翻卷的创伤，却好似血淋淋，赤裸裸
的展现在她眼前一样。
江青有心想将室中带着浪厚忧戚的空
气转换一下，他故意把全玲玲又搂紧
了一点，悄然道：“玲玲，伤在我身
上，痛在你心里，对不？”
全玲玲睁着泪痕未干的眼睛，幽幽地
注视着江青，看得如此深远，如此刻
切，良久，她坚定得令人在直觉上都
可以感受到出自她内心的诚挚。
江青沉吟了一会，通：“近来。我总
在考虑一件事情，总在懂憬着那个时
间，虽然，我正在想那个时间会在何
时到来，却不知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之
下到来……”
全玲玲有些迷惑的道：“哥，你是在
说那件事情，那个时间？”
江青笑笑，道：“我是说我们成为夫
妻的那件事情，我们正式结心连体的

那个时间。”
虽然在心中期待着这日子的到来，全
玲玲较之江青更为殷切，但是，她却
始终是个女孩子，女孩子自古以来，
就有她的矜持与含蓄，再加以日来心
灵上的刺激，全玲玲此刻说不上是甜
是苦，忧伤中渗合着甜蜜，欣喜中泛
着泪水，她闭上眼睛，喘息急促，脸
蛋儿在苍白中泛起一抹嫣红。
江青吻着她，低声道：“玲玲，你心
中在想什么？我在令尊等人来此之
初，己向他们言明了。”
全玲玲尽量使心神平静，小巧的鼻翘
儿微微翕动，她轻柔的道：“哥，在
你第一次对着师奶与爹爹话出这句话
的时候，我险些叫起来，我那时想，
即便是死去也值得了，我实在高兴得

发狂……当时，我虽然欣喜，却奇怪
的想到一些问题，在那种凶厉的情
形下，我却还能想那些问题，真是怪
异。”
江青托起全玲玲的下颔，亲亲她，
道：“小妮子，告诉我，你那时在想
些什么？”
全玲玲的双眸中，现映出一片梦样的
柔光，朦胧似水，衬着她娇红得有些
病态的双颊，有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气
息，幽美极了，也柔和极了。
悄悄的，她低诉着：“哥，那时，我
想……我想你娶我的那天，爹已经原
谅了我，亲自来为她女儿主持婚事，
那天好热闹啊！爹穿着他最喜欢的那
件白狐皮裘，镂绣着福字花团的缎
子鞋，娘依在爹身傍，左手挽着楚妹
妹，却穿着一色妃红的织锦缎，笑
得好开心，你呢？也别老是一身惹眼
的火云衣，暂时换下来，改穿我亲手
为你缝的宝蓝丝袍，你左边是我，右
边……”
江青听得心头难过极了，因为，像玲
玲那样美丽的想法，是永远难以实现
了，至少，她的父亲已无法来为她主
持婚事，永远无法来了……
他没有忘记心上人儿的低诉，决不能在此
时向她编织的梦境中给予打击，于是，江
青强笑着问道：“右边是谁啊？”
全玲玲噗哧一笑道：“傻子，右边的
人，就是你那只云山里的孤雁啊！”
江青但觉头上轰然一震，如遭雷极，
全身冷得像冰，双目笔直的瞪视着全
玲玲，心里乱得有如一团千头万绪的
丝。
全玲玲仍旧偎在江青怀中，如梦如幻
的低柔的道：“哥，到了那天，你一
定很高兴，邪神厉老前辈也会来吧？
他只有你一个儿子，一定会来的，我
也早想瞻仰他老人家的慈颜，对了，
还有长离一枭卫老前辈、杭州的战大
哥，他们凑在一起会有多热闹啊！
扮，你那位小侄孙女也要带她来，我
好想见她，嗯，哥，我们以后在那里
居住比较好呢？”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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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自己的价值，让人生更
充实；
让自己的人生，充满乐观和
微笑。
人生若不能选择要什么；
那么至少要在不能选择的环
境里，选择一个好心情。

我

(74)



“真是太冷了。”一
早出门，小张被北京突如
其来的降温冻得直哆嗦。
其实，不只是北京，12
月4日，中央气象台发布
下半年来首个寒潮预警，
多地开启“速冻模式”。
那么今冬第一场寒潮是来
得早了吗？气温到底会降
多少？哪些地方将出现初
雪？

今冬首个寒潮预警发
布，为近10年最晚.一位

专家介绍，其统计了近10
年中央气象台发布秋冬季
第一场寒潮预警的时间，
结果显示，首次寒潮预警
发布时间有6年分布在11
月，3年在10月下旬，今
冬第一场寒潮是2010年
以后来得最晚的一年。

针对近期网上流传的

美国东南部遭遇严重暴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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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南部在刚刚过
去的周末遭遇严重暴风雪
天气，冬季风暴“迭戈”
袭击美国东南部，给多地
带来降雪、冰雹和冬雨等
恶劣天气。截至12月9日
中午12点，美东南部地区
有超过54.6万户居民断
电，数千架次航班延误，
上千架航班被取消。

目前，美国北卡罗来
纳、维吉尼亚和俄克拉荷
马等多个州已经宣布进入
冬季风暴紧急状态。在东
南各地，不少地区的学校
也宣布因大雪在10日停
课。超过2千万人收到严
寒天气警告，800多万人
面临山洪暴发威胁，900

多万人收到风力警报。在
灾情较为严重的北卡，该
州州长库珀此前已经发布
警告，呼吁该州居民做
好准备迎接冬季风暴“迭
戈”的到来。

9日，全美已经有超过
1400架航班因冬季风暴“
迭戈”而取消，其中大多
数是在北卡夏洛特道格拉
斯国际机场。另外还有
2800多架次航班延误。多
家主要航空公司表示，冬
季风暴“迭戈”给航空运
输带来的影响将会持续数
日。

从8日开始，“迭戈”
已经在美国南部多地带来
了超过10英寸的降雪。北

卡罗来纳州交通部称，26
号州际公路的多个路段已
经关闭，并计划在9日到
10日开放。目前，北卡罗
来纳州的大部分地区的道
路都被冰雪覆盖。

库珀说，北卡已经开
放了11个避难所，其中大
多数都在该州的西部。该
州公路巡逻队官员表示，
自8日午夜以来，警察已
经对5 0 9次撞车事件和
1100次服务电话做出了反
应。当地交通部门也将努
力保持道路畅通，清理倾
倒的树木。

Accu Weather的气象
学家们预计，肯塔基州东
南部、西弗吉尼亚州最东

南部以及弗吉尼亚州南部
和中部可能会降雪。这些
地区的降雪厚度有望达到
6-12英寸。

华尔街见闻不久前提
及，美国人民刚刚度过的
感恩节可能是150年来最
冷的。感恩节一早，新英
格兰北部地区华氏温度接
近零度（约合零下18摄氏
度），弗吉尼亚州东南部
气温接近30华氏度（约零
下1摄氏度）。

根据历史经验，寒冷
天气可能影响一些大宗商
品的价格，包括能源及软
性商品。今年年初，极端
天气推涨了用电与取暖需
求，一度使得纽约和新英

中国全国寒潮来袭！

北卡州多地积雪严重，当局出动铲雪车除雪。一名司机
正在路面铲雪。

在华盛顿南部地区，城际铁路服务被迫中断。
12月9日，美国东南部遭遇暴风雪袭击，北卡州和南卡州
多地积雪严重。近25万用户因暴风雪而断电。

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道格拉斯国际机场是遭受暴
风雪影响最大的一个交通枢纽，这是全美繁忙程度排名
第六的机场，周日有接近600架航班取消。

2018年秋裤地图，专家表
示，那是根据2018年11月
30日前淘宝秋裤成交订单
制作的，与2017年同一时
间做对比，2018年秋裤分
界线向北迁移了近10个纬
度，以此推断2018年有可
能是一个温暖的冬天。其
实这并没有科学依据，主

12月10日早，天色晴好。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畔出现大
面积雾凇奇观。两岸玉树团簇，晶莹而繁茂。雪白的冰
晶裹挟着枝条，宛若童话之境。每逢雾凇降临，松花江
畔都会有大量游人驻留，拍照留念。

京将有连续4天最低气温
在-8℃以下，连续时间
将刷新最近10年纪录。此
外，预报贵阳最低气温将
低至-2℃、武汉-4℃、
郑州-7℃等，这么低的
低温在2000年后的同期
也并不多见，这次寒潮的
威力可见一斑。

相对而言，这次寒潮
对南方影响要比北方大一
些，北方大多处于干冷状
态，而南方不只气温下
降，还伴有连阴雨，湿度
大加上气温骤降，体感会
更冷。

6省会级城市已迎初
雪，大风降温是此次寒潮
的重头戏，但这次寒潮还
给人们带来了意外的惊
喜：初雪。12月5日，受
这次寒潮影响，郑州、太
原、西安、石家庄、济
南、天津6个省会级城市
已经出现了今冬初雪，均

比常年初雪时间偏晚。
根据预报，长江中下游

地区也将在大雪节气迎来
今冬的第一场雪，届时，
武汉、合肥、杭州、长沙
等市都可能见到雪花飞
舞。如果出现初雪，这些
城市的今年初雪时间都比
常年初雪时间有所提前。
而北京依然只能在寒冷干
燥的北风中冷眼旁观。

与此同时，专家解释，
不是所有的冷空气都可称
为寒潮，所谓寒潮，即为
冷空气的“升级版”。当
大规模的强冷空气集结南
下，并对较大范围的地区
造成影响，导致剧烈的降
温天气时才称之为寒潮，
它是有严格标准的。《冷
空气等级》国家标准中规
定：某一地区冷空气过境
后，日最低气温24小时内
下降8℃及以上，或48小
时内下降10℃及以上，或
72小时内下降12℃及以
上，并且日最低气温下降
到4℃或以下时，可认为
寒潮发生。（综合报道）

12月10日，受“超凶寒潮”影响，全国多地经历了大风
降温或雨雪天气。

12月9日，南京空中雪花漫天飞舞，市民漫天大雪中艰
难前行。

12月5日，长沙黄花机场开展了2018冬季首次飞机除冰工作，
正式打响了湖南机场2018冬季除防冰“第一仗”。

格兰地区的现货电力与天
然气价格暴涨至近四年最
高。如果寒冷天气长期持

续，那么2月交割的天然
气期货价格有望涨至5美
元区域。

12月4日，受强冷空气影
响，“中国北极城”黑龙
江省漠河市迎来入冬以来
最低温-41.1℃。

要跟今年第一次寒潮来得
晚有关，2017年第一次寒
潮出现在“双十一”之前
（11月8日），而今年则
等到12月4日。

寒潮有多猛？大部地
区将创下半年气温新低。
这次寒潮影响范围波及中
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多
地气温将出现今冬以来的
最低值。届时，最低气温
0℃线将南压至长江中下
游地区，而北京最低气温
将降至-10℃，广州降至
7℃左右。未来几天，将
有30个城市最高气温创今
年下半年新低。

以北京为例，根据预
报，今年12月上旬，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