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4日(星期五) 戊戌年十一月廿九

加强全民团结 促进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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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杂志称丝丽慕莉雅妮

成为世界最佳财政部长
【本报讯】财经杂志The Banker颁发2019
年最佳财政部长奖给我国财政部长丝丽慕莉
雅妮(Sri Mulyani)，以表扬她对促进经增长
与稳定经济的成果。

财经杂志称丝丽慕莉雅妮，成为世界上最佳财政部长。以
表扬她对促进经增长与稳定经济的成果。
我国应该感到自豪，财
长丝丽慕莉雅妮为亚太地
区甚至全球的最佳财政部
长，她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与稳定我国经济有出色的
成就。

虽然2018年我国面对诸
多天然灾害，但我国的经
济在财长的指导下仍能稳
定的成长。2018年8月我国
西努省与龙目省遭遇大地
震，563人死亡与1300多人

我国应该感到自
豪，财长丝丽慕莉
雅妮为亚太地区甚
至全球的最佳财政
部长，
受伤，35万人失去居所，
地震也损坏了基础设施，
政府损失达5兆盾。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丝
丽采取一些步骤，为政府
的大厦投保，若遭遇灾害
让保险公司负责赔偿，减
少国家的损失。另方面政
府也加速重建灾区， 使灾
区早日恢复正常。
财经杂志称，印尼每年
列3.1兆盾供救灾经费，
而财长丝丽改变为国家建
筑物投保，有灾难时由保
险公司负责赔偿，为国家
节省了大笔经费。
2018年10月狮航在雅加
达外海的空难中，数十位
财政部的职员遭遇空难，
给财政部造成莫大的打
击。 (snd)

丝莉慕利亚妮财长声称

佐科威总统颁发2500份土地证

佐科威总统由土地与空间规划部长苏菲安．查里尔及东爪哇省长苏卡沃的陪同下，在东爪
哇Blitar Pendopo Sasana Adhi Praja颁发2500份土地证给当地居民，政府计划于 2019
年颁发900万份土地证给未有土地证的我国公民。

2018年底制造业相当活跃

2018年我国经济增长5.15% 12月份我国采购经理人指数升至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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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日报雅加达1月
3日讯】财政部长丝莉.慕
利亚妮�����
(Sri Mulyani Indra�������� ������
wati)声称，2018年我国经
济增长落实达5.15%。这
个数字错过了2018年国家
收支预算(APBN)中设定的
目标，即5.4%，然而却高
于5.07%的2017年经济增
长。她说，2018年经济形
势动荡不安，面临着许多的
压力和挑战，导致若干经济
指标和变数未能达到最佳表
现。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被评仍然能够保持强劲
的增长势头。
日前，她在雅加达，财
政部大厦的2018年国家收支
预算新闻发布会上称，“从
供应方面，那是因为美联储
(The Fed)加息，我国央行以
七次提高利率而作出反应。
然后还有资本流动波动，导
致资本外流。这些都影响到
通货膨胀。”此外，在盾币
汇率货币部门，经历了对供
应方和成本结构产生影响的
重大变化，和影响需求方面
的可能性。她强调，“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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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要警惕的，并已经在
2018年看到了。”
丝莉.慕利亚妮称，该仍
在5%左右的经济增长，由
政府消费和投资业绩所支
持。然而，全球不确定性的
增加会对全球需求产生影
响，以致下修2018-2019年
的经济增长预期。结果，
大宗商品价格有所波动，
且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趋于疲软。她明确表示，
该2018年我国经济增长由
有利的宏观经济形势所支
撑。这可从2018年度通胀
率仅3.13%反映出来。这
也使民众的消费和购买力
保持良好。 丝莉.慕利亚
妮同时表示，2018年的
经济增长直接影响到创造
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和
贫困率。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18年8月，印尼的
失业率为5.34%，而截至
2018年3月，该国贫困率
为9.82%。“随着经济的
健康发展，社会公共福利
总体上会继续改善。”慕
利亚妮说。 (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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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日报雅加达1
月3日讯】2018年底的全国
制造业相当活跃。这可从
2018年12月份我国采购经
理人指数(PMI)或制造业指
数由11月的50.4升至51.2
看出来，是由国内需求剧
增所推动。该制造业指数
是日经指数(Nikkei)和麦盖
提咨询公司(IHS Markit)对
我国制造商的一些采购经
理进行调查后发布的。制
造业指数在50以上表示制
造业正在扩张，而低于50
则显示制造业处于衰退。
日前，麦盖提咨询公司
首席经济学家Bernard  Aw
在其官方声明中称，“印
尼制造业活动的增长在12
月份加速，表明今年的表
现良好。”Bernard说，最
新的日经指数调查显示需
求状况加强的迹象。新订
单在12月的四个季度中首
次出现上升。深信该订单
的增加是由于国内市场的
推动。
他解释说，12月份的数
据显示需求改善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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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底制造业相当活跃，12月份我国采购经理人指数升至51.2。
在两个月前的降低后，由
于国内需求增强，年末的
新业务总量增加。这是与
由于全球市场竞争激烈结
果而持续下降的出口销售
有 所 区 别 。 B e rnard 称 ，
连续五个月期间的产量上
升，且12月是自5月份以来
最快的。曾一度受恶劣气
候干扰的生产活动的复苏
也影响了产量的增加。
这种高生产率使公司不
断增加员工人数，这也使
12月份的就业增长率达到
四个月来最强劲。此前，
工业部长艾尔朗卡.哈尔
达多(Airlangga  Harta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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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目前。行业对某一
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贡献有一个新的规范。
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业对
该国经济的贡献再也没有
达到30%的。
虽然如此，他说，我国
行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
献仍高于世界水平。根据世
界银行的数据，在个别工业
国的制造业对国内生产总值
的贡献平均达17%。然而，
其中有五个国家的制造业能
贡献在平均水平以上，即中
国28.8%，韩国27%，日本
21%，德国20.6%，和我国
20.5%。(xin)

编辑部:redaksishangbao@gmail.com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9年1月4日，星期五

社论

乐观地迎接2019年
每当进入新旧年之交，大多数人都怀抱着希
望和寄托着梦想，即对于他个人、家庭、亲戚朋
友，当然也包括他的国家，新的一年一切都会更
好。每个人都必须拥有希望和梦想，因为它们是
催人奋进的动力和勇往直前的源泉。
当我们谈到这个国家在2019年的希望时，如果
一切都比去年更有希望，那也不过分。我们借鉴
去年获得的成绩，就可以知道那些希望是否真的
会成为现实。
因为笼罩在高度不确定性和异常现象中，2018
年对每个国家来说都不容易。其焦虑点来源于通
过联邦基准利率（FFR）的提高使美国货币政策
正常化的措施。第二个不确定性来自两个世界经
济大国，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
这两个主要问题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受到动荡
的冲击，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但幸运的是，在
2018年结束前，印尼证交所的表现在东南亚首屈
一指，在亚太地区也排名第二，尽管2018全年的
股价综合指数（IHSG）下挫了2.54%，但还是远
比其他国家更好。
而盾币汇率在2018年贬值约7%。印尼央行预
计2018年通胀率仅略高于3%，远低于2018年国
家预算3.5%的目标。截至12月底的财政状况也
很稳定，出现的赤字低于目标，甚至是 2012年以
来的最低水平。
这是因为受益于相当高的非税收国家收入
（PNBP），使实现的收入超过了目标。另外，大
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必将成为经济发展和出现新
增长中心的动力。
全球影响力不会再像去年那么大。据称，美国
央行的基准利率今年将只提高两次，而美中贸易
紧张局势预计将得到缓解。如果我们的经济仍受
到伤害的话，那是由于国际贸易缺乏平衡造成的
经常账赤字（CAD）。
根据2018年11个月的月度数据，我们只有3月
和9月的贸易获得盈余。2018年1到11月贸易逆
差 总额75.1亿美元，与2017年同期获得1 2 0 . 8亿
美元的贸易盈余成强烈对比。
然而经常账赤字有好转趋势，符合政府实施的
各种政策，如进口紧缩、提高1147种消费品的税
率、强制将棕榈油混入燃油、把出口创汇（DHE）
存入国家银行义务、并通过放宽负面投资清单，
为外国资金的流入敞开大门。
在取得各项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乐观地迈向
2019年。国内外没有任何机构或经济学家质疑
2019年的经济增长会比2018年好。民众消费仍
然成为主要驱动力，其贡献率至少占国民生产总
值（GDP）的55%。
同步选举的民主盛宴，即4月份的总统选举和立
法选举，将刺激消费。另一个促进消费的因素是
省级最低工资至少增长8%，以及预计将维持在较
低水平的通货膨胀率，可以保持民众的购买力。
政府必须更加关注经常帐赤字的改善，特别
是调整贸易平衡，创造性地寻找非传统的出口市
场，与几个重要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整顿从
上游到下游的工业部门，出口高附加值商品，减
少石油和天然气进口，以及其他各种不能推迟的
战略政策，以治愈国民经济的上述两种慢性病。
安全、顺利、和平的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
将为国内外大规模投资打开大门。一个和平安全
的民主盛宴将淡化通常采取观望态度的企业家们
的焦虑。选举的成功也是增加外国信任度的晴雨
表。历史记录显示，我国举行的选举一贯获得成
功。

普委会和普监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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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正式成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1月03日讯】印度
尼西亚正式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
国。红白（Merah Putih）旗安装在美国纽
约的联合国总部。
正如印度尼西亚共和
国常驻代表团（PTRI）
周四（1月3日）的新闻
声明所述，联合国总部
的红白旗于2019年1月2
日启动。通过象征性仪
式，印度尼西亚正式成
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直到2020年12月31
日。
安装红白旗帜的人
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驻纽约联合国常驻代
表（Watap），即贾尼
（Dian Triansyah Djani）大使。他表示，印度
尼西亚作为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的成功与
2018年6月联合国193个
成员国的144票的支持离
不开。
“这种支持的重要性

是国际社会对印度尼西
亚外交政策记录的一种
形式，可以自由活跃并
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贾尼说。
印度尼西亚以及其
他14个国家有
美国、
英国、法国、俄罗斯、
中国、科威特、南非、
象牙海岸、赤道几内
亚、德国、比利时、波
兰、秘鲁和多米尼加共
和国，将成为制定维护
和平政策的一部分。国
际安全符合“联合国宪
章”的授权。
在所有这些国家中，
印度尼西亚是联合国安
全特派团的最大捐助
国。印度尼西亚将注意
提高联合国维和行动任
务的效率和效力。

廖内省省长告诫

印度尼西亚正式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贾尼担任联合国印
度尼西亚共和国常驻代
表，成为联合国安理会
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的第1540号决议，与恐
怖主义有关的制裁委员
会，如UNSC
1267决议
制裁委员会的主席，并
将担任1988年联合国安
理会决议制裁委员会主
席。南苏丹和制裁委员
会有关伊拉克的问题。
在同一时期也开始
在联合国安理会成员期

间的其他联合国成员国
是南非、比利时、多米
尼加共和国和德国。这
些国家将取代自2018年
12月31日任期结束的联
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
国，即哈萨克斯坦、玻
利维亚、埃塞俄比亚、
荷兰和瑞典。
印度尼西亚加入联合
国安理会是在1973
至
1974年、1995 至1996和
2007 至2008年之后的第
四次。（adr）

佐科威在勿里达视察灌溉项目后

发表总统选举宣言的10名地方首长 前往我国第一任总统翁加诺墓地谒陵
【北干巴鲁1月03日讯】
廖内省长万谭林（Wan
Thamrin Hasyim）告诫发
表 支持 佐 科威 总 统侯 选 人
宣言的10名地方首长。万
谭 林要 求 地方 首 长必 须 保
持中立态度。
“廖内省长作为中央政
府的延伸已经向10名地方
首 长发 出 了警 告 信。 ” 廖
内省政府秘书Ahmad Hijazi周三（1月3日）告诉
记者。
Hijazih解释了廖内省长
已经向10位地方首长发出
的 警告 信 ，其 中 包括 内 政
部长的命令。
在廖内普监会的建议

中 ，向 佐 科威 提 供政 治支
持的10名地方首长写下了
他 们的 名 字和 职 位。 这是
受 到质 疑 也被 认 为违 反了
地方政府法规。
1 0 个 地 方 首 长
是Pelalawan县长M
H a r r i s、 I n d r a g i r i 县 长 H i lir M Wardan、Meranti 县
长Irwan
Nasir、Rokan县
长Hilir Suyatno、Siak 县
长Syamsuar、Kuansing县
长Mursini、北干巴鲁市长
Firdaus、和Dumai
市长
Zulkifli AS。唯一没有收
到警告信的是Kampar县长
Azis
Zaenal因病去世。
（adr）

图为廖内省支持佐科威总统侯选人宣言的10名地方首长。

图为佐科威前往印度尼西亚第一任总统翁加诺（Ir Sukarno）
墓地谒陵。
【点滴新闻网勿里达1
月03日讯】佐科威总统在
东爪哇省勿里达（Blitar）
视 察两 个 村庄 的 灌溉 和 防
洪工程后，于周四（1月
3日）前往印度尼西亚第
一任总统翁加诺（Ir Sukarno）墓地谒陵。佐科威
在 翁加 诺 的坟 墓 前进 行 祈
祷。
当佐科威到达被称为
Astana Mulyo 的坟墓前面
时 ，佐 科 威坐 在 长凳 上 ，
脱 掉鞋 子 和袜 子 。然 后 坐
在 翁加 诺 坟墓 前 祈祷 。 佐
科 威拿 了 一篮 鲜 花， 然 后
将 鲜花 撒 在翁 加 诺的 坟 墓

上。
之后，陪同佐科威的
公共工程与住房部长巴
苏基哈迪慕约诺（Basuki
Hadimuljono）、内阁秘书
帕拉摩诺阿侬（Pramono
Anung）、东爪哇省长苏
卡沃（Sukarwo）和勿里
达 县长 也 跟随 佐 科威 在 翁
加诺的坟墓前祈祷。
谒陵之后，佐科威还
前 往附 近 的清 真 寺进 行 中
午 祈祷 。 值得 注 意的 是 ，
在前往翁加诺的坟墓之
前 ，佐 科 威徒 步 雨中 视 察
了Bogel河的防洪工程。
（adr）

发现7个集装箱选票为假新闻 第二序号正副总统候选人帕拉波沃-善蒂
讽刺尚未提供竞选活动资金的联盟政党

昨日在国家警察刑事与侦探局办事处，普委会主席阿里夫
（右）、国家警察刑事与侦探局局长Arief Sulistyanto中将（
中）及普委会主席Fritz Edward Siregar（左）举行新闻发布
会后互相握手。
【雅加达Merdeka新闻网】
普委会主席阿里夫（Arief
Budiman）明确表示，普
委会（KPU）已和普监会
（Bawaslu）完成调查有关
7个集装箱选票为支持佐
科 威和 马鲁夫，不过此事
已证实是假新闻。
“我们已确定，没有发
现在丹戎不碌海关有7个
集装箱的选票，并在7个
集 装箱 里面存有一千万张
选 票为 支持序列第一号的
佐 科威 和马鲁夫。”阿里
夫于3日如此阐述。
阿里夫还表示，普委会
与 普监 会对此事将作进一
步 的调 查，对于恶意散播
者 将采 取法律措施，并已
要 求警 方着手处理这个案
件。
“我已要求警方赶紧寻
找 对此 事的散播者，嫌犯

将被逮捕，并通过法 律途
径采取严厉行动。” 阿里
夫这样表示。
之前，阿里夫和其他普
委会成员于2日晚上到丹
戎不碌海关，主要为 调查
所谓7个中国集装箱的选
票为支持佐科威和马 鲁夫
的不实谣言。
“我们到丹戎不碌海关
检查所谓7个中国集装箱
的选票，通过我们对 此案
深入的调查过程，确 定发
现的7个集装箱选票是假
新闻。”阿里夫说道。
阿里夫认为，我们已对
此案正寻找正确的证 据，
虽然如此，我们尚未 看到
有7个中国集装箱的选票
为支持佐科威和马鲁 夫，
因此，我们赶紧到丹 戎不
碌海关调查这个案件。
（yus）

【雅加达罗盘网】
序列第二号的总统候选
人帕拉波沃（Prabowo
Subianto）和副总统候选
人善蒂（Sandiaga Uno）
经常讽刺尚未提交竞选
资金的联盟政党，举
例称，大印尼行动党
（Gerindra）总主席帕
拉波沃于12月17日曾讽
刺未提交竞选资金给我
们。帕拉波沃认为，联
盟政党不向网约车司机
（ojek online）提交竞选
资金给我们。
“联盟政党到迄今尚
未提交竞选活动资金，

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帕拉波沃曾讽刺未提交竞选资金
的联盟政党。
是不是不值得，乃至网
约车司机主动收集竞选
资金给我们。”帕拉波
沃说道。

帕拉波沃和善蒂的竞
选资金大部分是来自个
人、政党和组织，但是提
交竞选资金的政党是大印

尼行动党之一，而其他联
盟政党尚未提交竞选资
金，当时帕拉波沃和善蒂
的竞选资金为138亿盾。
据报道，到12月28
日，帕拉波沃和善蒂提
交的竞选资金收据报告
是540亿盾，但是公正福
利党（PKS）、国民使
命党（PAN）和民主党
（Demokrat）到迄今尚未
提交竞选资金。可能三个
联盟政党正专心应对议员
选举的筹备工作。虽然如
此，以上三个联盟政党已
在每个地区准备竞选活动
的工具。（yus）

印尼狮航停止搜索失事客机第二个黑匣子

2018年11月28日，印度尼西亚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公布狮
航空难的调查报告

【中新网3日讯】当地
时间3日，印度尼西亚狮
航 表示 ， 它已 经 停止 搜 索
失事的737 MAX客机的第
二 个黑 匣 子， 即 驾驶 舱 语
音记录器。
据狮航集团发言人表
示 ，对 黑 匣子 的 搜索 行 动
已经在当地时间12月29日
近午夜时分结束。
狮航JT610航班的737
MAX 8型客机去年10月
29日6时20分从雅加达
起飞，前往邦加勿里洞
省首府槟港。客机起飞

13分钟后与地面失去联
系，后确认坠入距雅加
达东北海岸约15公里的
爪哇海海域，机上189人
全部罹难。
去年11月1日上午，印
尼 国家 联 合搜 救 队打 捞 出
失 事飞 机 黑匣 子 中的 飞 行
数据记录仪(FDR)。
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员
会去年11月底公布了这起
空 难的 第 一份 报 告。 空 难
调 查人 员 当时 表 示， 客 机
失 事前 曾 反复 出 现技 术 问
题，并不适于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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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经济增长5.15％

第3版

“印尼制造4.0”综合路线图

是为提高工业竞争力关键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工业部长艾尔
朗卡·哈尔达多（Airlangga Hartarto）表
示，“印尼制造4.0”（Making Indonesia 4.0）综合路线图是为在数字时代提
高工业竞争力的关键。

财政部长Sri Mulyani Indrawati估计，2018年的经济增长可
达大约5.15％，其驱动力主要来自国内需求、家庭消
费、投资和政府消费。图示周四，中爪哇三宝垄的一
家购物中心的顾客正在购物的情景。

印尼Barata公司在今年初

首次向巴西出口发电站组件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
印尼Barata公司在2019年
初 开始 向南美洲巴西出口
万丹省芝勒贡工厂生产
的“冷凝器和LP外壳”之
类发电站组件。
印尼Barata公司总经理
阿里芬（Oksarlidady Arifin）在雅加达对记者表
示，国产发电站发电量
1300兆瓦，将交由Novo
Tempo Project天然气发电
站使用。
他解释说，在2019年初
首 次出口 的发电站组件是
公司的积极步骤。
更何况，今年印尼Barata公司将提高公司的出口
额，尤其是发电站组件。
“我们表示非常感谢，
因为今年能向巴西出口
国 产发电 站组件。我们希
望 ，可以 在今年一整年继
续出口产品，”他阐述。
“今年印尼Barata公司
希 望能提 高出口额，包括
发 电站组 件的出口额，预
计的出口额达将到1700万
美元，”他这么说。
除了将增加国家外汇

收入之外，出口额提 高 ，
亦能推动公司今年的 总 出
口额。
除了发电站组件产品
之外，印尼Barata公司亦
将向各国出口火车的 组 成
部分。
印尼Barata公司定下指
标，在2019年铸造产品的
出口额达到2300万美元。
自从收购印尼西门子
（Siemens
Indonesia）
位于芝勒贡的西门电 力 和
燃气轮机部件工厂（Siemens Power dan Gas
Turbine Components）以
来，印尼Barata公司的目
标是加强公司在发电 站 领
域的地位。
作为发电站当地含率计
划的协调员，印尼Barata
公司希望是所拥有发 电 站
领域的新资产，能提 高 在
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销售。
出口到巴西前，印尼
Barata公司在2018年10月份
亦向台湾高雄市 出口 了 叶
片环和燃烧室（blade ring
dan combustion chamber）
的发电站组件。(vn)

海关没收非法红葱

亚齐海关官员在星期四（01/03）在把被没收的红葱授
予亚齐班达亚齐县/市政府之前，正在检查并重新记
录。在2018年期间，亚齐地区海关办公室向地区县/
市政府赠送了97吨非法红葱，以分发给穷人食用。

以上的策略性步骤需
要利益相关者互相进行
合作与协调来实现包容
性社会福利而成为国家
重要议程。
本报援引工业部长
在雅加达发行的新闻稿
称：“工业发展的观点
确实是长期性的。在上
述“印尼制造4.0”综
合路线图内，我们最大
愿望是在2030年被列入
世界经济最强的10个国
家。”
他解释说，上述路线
图有能力振兴国内制造
业，而能在数字时代更
具有竞争力。有5项工业
领域被选为实施上述印
尼4.0工业革命的先锋，

并成为优先发展的工
业。该5个工业领域是饮
食工业、纺织服装业、
汽车工业、化学工业，
以及电子工业。
“政府是根据研究结
果后选择该5个工业领
域。因为它们能对国内
生产总值做出60%的贡
献，并有60%工人是在
该5个工业领域工作。甚
至，在谈到世界上销售
的60%全球产品，也都
是该5个工业领域的产
品，”他如斯说。
虽然如此，那并不意
味着其他工业领域没有
扮演重要角色。4.0工业
的实施离不开现在还再
使用在1.0至3.0工业时

机场的乘客增长率比较高
是因为该机场建立的新
航站比定下时间表更快运
营。Angkasa Pura第一公
司加速建立和扩建运营的
机场，旨在支持优化公司
业绩、提高服务质量，以
及解决今年还成为我们机
场总旅客吞吐量缺乏的主
要问题。”
在2018年成功运营
Jenderal Ahmad Yani机
场之后，我们预计，位
于Kulon
Progo的日惹国
际机场，以及位于马辰
的Syamsudin Noor机场在
2019年能开始向乘客提供
服务。
“日惹国际机场定下
2019年4月份开始运营，
而Syamsudin Noor机场将
于2019年10月份开始运

化学工业的Chandra Asri
Petrochemical公司、从事
饮食工业的Mayora Indah
公司、从事纺织与成衣
业的Sritex公司，以及从
事汽车工业的印尼丰田
汽车制造（Toyota Motor
Manufacturing
Indonesia，简称TMMI）公司。
与此同时，根据“印
尼制造4.0综合路线图的
目标，我国将在2030年
成为全球上五大饮食工
业的出口商。
在同期间，我国亦将
成为世界上五大纺织与
成衣业的生产商。我国
汽车工业也定下指标能
生产电动汽车和向发展
中国家出口该产品。
接着，我国有能力为提
高国内电子工业的能力，
来生产先进的元件产品。
而且，在化学工业中，我
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成为
世界上五大生物燃料和生
物塑料的生产商。(vn)

巴厘合作社敦促中小企业增大在线销售
【本报登巴萨讯】巴厘
省的合作社和中小企业办公
室鼓励该地区的中小企业
企业家通过网络系统或“
在线”增加营销，以便扩
大生产规模和市场份额。
周三，巴厘省合作社和
中小企业办公室主任Gede
Indra Dewa Putra在登巴萨
表示，“通过在线营销，
所生产的产品不仅可以满
足巴厘岛的本地市场需
求，还可以打入国内乃至
国际市场。此外，该营销
系统现在正受到千禧一代
的喜爱。”
因此，如果有愈多的国
家公司愿意与巴厘岛的中
小企业合作进行在线系统

营销，他将感到很高兴，
正如以前由Telkomsel、
Bukalapak、Sampoerna等
公司所做的那样。
“从已建立的合作关
系结果，可以看出越来越
多的中小企业，以前仅在
登巴萨艺术中心展出，现
在他们已经能够向万隆，
雅加达市场销售，甚至出
口，并且生产规模正在扩
大，”他如斯说。
在这众神岛上的中小
企业数量已达到31万2000
家。他说，对于融资方
面，巴厘岛的中小企业普
遍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因
为已经有低利率的小企业
信贷（KUR）。

他阐明，“实际上的
难题是营销，因为如果不
能被市场吸收，许多商品
生产出来就白费心机。此
外，在保持生产质量，安
全、卫生和良好的生产标
准方面经常存在问题。”
合作社办公室本身
通过综合商业服务中心
（PLUT），其中的一些顾
问，即管理顾问，生产顾
问，营销顾问，会计等，
也经常被派往实地，为中
小企业提供指导和援助。
Gede
Indra提醒说，
如果中小企业使用在线
营销的支持下已经拥有
广阔的市场，那么它必
须能够保证在质量和生

巴厘省合作社和中小企业办
公室负责人I Gede Indra Dewa
Putra。
产质量方面的一致性或
可持续性。“不要当市
场感兴趣时，而消费者
想要的商品却没有货供
应。”他如是说。(frd)

2019年正月一日 液化石油气分配量上升1%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
据能源与矿物资源部圣
诞节和新年指挥站的数据
称，在2019年第一天，
向家庭（公共服务义务
（PSO）和非PSO）分配的
液化石油气（LPG）达到2
万1625公吨，比正常分配
量上升1%。
能源与矿物资源部公众
信息服务和资讯局局长阿
贡（Agung Pribadi）在雅
加达解释说，以上数据显
示，目前液化石油气的储
备量仍有45万0841公吨，
可以使用大约21天。
根据截至2019年1月1日
的报告称，能源与矿物资
源部圣诞节和新年指挥站
肯定，液化石油气、天然
气燃料（BBG），以及煤
气输送系统（jargas）的
分配量处于充足情况。
返乡回流已推动燃油
分配量上升，尤其是标

准汽油（Premium）上升
12%、辛烷值92高级汽油
（Pertamax/Akra 92）上
升12%，以及Pertalite燃
油分配量也上升4%。此
外，Pertamax Turbo燃油
的消费量降46%、柴油消
费量降低40%、Pertamina
Dex燃油消费量降43%，
以及Dexlite消费量降67%
。而航空燃料（Avtur）
消费量降低15%，以及煤
油消费量降39%。总的来
说，燃油储备量处于正常
状况。标准汽油可覆盖20
天、柴油23天、Pertalite
燃油22天、煤油70天、
辛烷值92高级汽油26
天、Pertamax Turbo燃油
61天、Pertamina Dex燃油
41天、Dexlite燃油23天，
以及航空燃料31天。
据报告，在2019年新
一年的电力供应亦处于正
常状况，全国供电量为3

Angkasa Pura第一公司 2018年服务乘客达9650万人次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
根据Angkasa
Pura第一
公司发布的新闻稿称，
在2018年期间，Angkasa
Pura第一公司运营的13个
机场的乘客达到9650万人
次，比2017年的8970万人
次上升7.6%。
乘客人数最多的机场是
巴厘岛的I Gusti Ngurah
Rai机场，达到2370万人
次，比2017年上升12.6%
，而位于三宝垄的Jenderal Ahmad Yani机场的乘
客增长率比Angkasa Pura
第一公司其他机场最高，
从2017年的乘客只有442
万人次，于2018年上升
16.4%成为512万人次。
AP第一公司总经理法伊
克（Faik Fahmi）说：“
在Jenderal Ahmad Yani

代技术的工业领域。“
举例，不是使用机器织
机的织造业。政府承诺
将对该工业领域采取保
护措施，以致外国投
资者不可以在该工业投
资，或者该工业被列入
负面投资列表（DNI）。
他深信，“实施4.0
工业革命后，可以更容
易最大限度提高生产能
力和质量，但在我们推
动实施上述4.0工业技术
时，我们必须同时在国
内建立设备、网络，以
及应用程序（DNA）。”
为此，工业部将协
助建设数字能力中心
（DCC）。工业部已为“
印尼制造4.0”综合路
线图所指定的5个优先领
域，规定了试点项目。
已成为试点模型而落
实4.0工业的几家公司，
其中是从事电子工业领
域的Schneider
Electric
Manufacturing公司、从事

营。使用更齐全和现代的
设备，使该两座新机场的
乘客吞吐量更高，以致将
提高服务质量，同时为机
场用户创造让乘客难忘的
体验，”他称。
为此，从2019年开
始，Angkasa
Pura第一
公司制定一个新的企业
愿景，更加“走向全球
化和网络化”，并提升
印尼文化作为Angkasa
Pura 第一公司机场运营
服务的优势。
这是为了保持以及提
升Angkasa
Pura第一公
司在2018年已获得有关
客户体验的有威望国际成
就，其中是5项国际机场
协会（ACI）为Angkasa
Pura第一公司三个机场颁
发的2017年机场服务质

量奖，即是巴厘的I Gusti
Ngurah Rai机场荣获世界
上最佳机场的奖项，（属
于每年乘客达1500万人
次至2500万人次之类）
、荣获亚太地区第二最
佳机场的奖项，（属于每
年乘客超过200万人次之
类），以及荣获亚太地
区最佳机场的奖项，（属
于每年乘客为1500万至
2500万人次之类）。接
着， 位于 泗水 的J u and a机
场荣获世界上第三最佳机
场的奖项，（属于每年乘
客达1500万至2500万人
次之类），以及位于巴厘
巴板 SAMS Sepinggan机
场荣获世界上第二最佳机
场的奖项，（属于每年乘
客达500万至1500万人次
之类）。(vn)

万2797.53兆瓦，电力负
荷高峰值为2万1972.82兆
瓦，以及国内电力储备为
1万0824.71兆瓦。
除此之外，根据能源
与矿物资源部指挥站的
报告称，在万丹省和楠
榜省遭海啸袭击后的情
况，所有的公众加油站
（SPBU）都已恢复正常
运营，而其燃油的平均储
备量能满足2天至7天的
需求量。而位于Pande-

glang地区Sumur的许多
AKR渔民加油站还受万丹
省海啸影响，目前它们还
在进行清洁过程，以致未
能肯定何时恢复运营。
2019年1月1日，克拉
卡陶之子火山处于3级戒
备状态，以致社会民众不
允许在距离火山口5公里
范围内靠近克拉卡陶爬
山。政府也呼吁社会大众
准备口罩，以预防灰烬时
时发生。(vn)

印尼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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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TER INDONESIA
简讯

2018年通胀率为3.13%

增长疑虑和股市波动激励避险
黄金价格触及逾六个月高位

政府确保今年3%水平通胀率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政府确保
通货膨胀不再是国民经济的祸害，因
此今年的通货膨胀率将保持在3%的
水平，低于去年的3.13%。随着通货
膨胀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国民经济增
长速度更快，质量也会更高，贫困率
或将大幅下降。
政府控制通货膨胀
所做的努力其中是通
过保持食品价格的稳
定。除此之外，政府
管制的货价，特别是
补贴燃油（BBM）、

补贴液化石油气和基
本电价（TDL）的价
格都没有提高。食品
价格对通货膨胀率的
贡献率约为50%，对
贫困线的贡献率约为

71.04%。
财政部长丝莉（Sri
Mulyani Indrawati）透
露，低通胀成为去年
达到5.15%国民经济
增长的重要支柱，尽
管这一数字低于2018
年5.4%的国家预算目
标。去年3.13%的通
货膨胀率则低于2018
年3.5%国家预算目
标。
2019年的通货膨
胀率也将保持在3%
的水平，以便国内经
济能够更好地增长。

金融服务管理局将颁布股权众筹条例
【点滴网雅加达
讯】金融服务管理局
（OJK）正在完成中小
型企业规模发行商的筹
资活动实施者条例或股
权众筹（�������������
equity crowdfunding）条例。该新的
资金筹集条例适用于中
小型企业。
金融服务管理局第
二资本市场监督委员会
助理Fakhri
Hilmi说，
股权众筹机制将有提供
者平台，为中小型企业
基于股权筹集资金的场
所。它类似于在资本市
场上登记股票，但规模
要小得多，并没有登记
股票。

“也许有特定方给
某活动的资金筹集，其
机制可能不如首次公开
募股(IPO)那么严格或
准确，”Fakhri
周三
（2/1/2019）在雅加
达印尼证交所（IDX）
大楼如斯说。
Fakhri说，金融服务
管理局已完成该条例的
草案。目前，该进程仍
处于协调阶段，等待法
律和人权部的批准。
“这是为了筹资活
动，像首次公开招股
也是筹资活动，但这更
多针对较小的规模。例
如，资金的需要低于
100亿盾”。

万自立银行与地方检察院合作

提供在线支付罚款服务

透过范围小得多
的资金筹集，该股
权众筹将由中小型
企业所利用，从小
型项目到音乐会的
活动组织者。
“这将抓住投资者
或社会众筹等活动的机
会。例如，制作一个项
目，或者想制作专辑或
制作音乐会，或者做一
个小型企业。这是一种
不同的模式，我们想要
做到”。
金融服务管理局希
望，股权众筹条例可在
本月完成。因此，该条
例可在同一个月开始应
用。(asp)

万自立银行（PT Bank Mandiri
Tbk.，股代号BMRI)与雅加达中
区地方检察院（Kejari）合作，
提供接受非现金或在线机票付
款的服务，以致方便民众通过
电子支付渠道，包括自动提
款机（ATM）和Mandiri Online，
支付法院决定的机票罚款金
额。图为周四（3/1），雅加
达高等检察院（Kejati）主任
Tony T Spontana（左）、万自
立银行批发营销银行交易服
务资深副总经理 Tri Nugroho（
左二）、雅加达中区地方检
察院主任 Kuntadi（右二）与
万自立银行机构关系部资深
副总经理 Dadang Ramadhan（
右）在雅加达签署该合作协
议书后合照。

丝莉日前在雅加达表
示：“去年的低通胀
有助于支持购买力和
家庭消费。”
财政部长是在主
持印尼证券交易所
（BEI）2019年股票
交易开市仪式后，如
此表示。出席该开市
仪式的还有印尼银
行（BI）高级副行长
Mirza Adityaswara、金
融服务管理局（OJK）
董事会主席Wimboh
Santoso等。
据财政部长称，

常有自己的市场。但
事实上，该银行有机
地增长，银行业者仍
承诺增加资本，虽然
缓慢。
金融服务管理局第
三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助
理Slamet Edi Purnomo
表示，小型银行的产品
并不像大型银行那样完
整。“但许多小型银
行也有自己的市场，
并能够获得良好的银
行利润”。因此，据
他所知，竞争更多的
是产品和服务领域。
此外，大型银行拥有更
完整的产品。
根据金融服务管理

局的数据，截至2018
年10月份，小型银
行的利润仍同比增长
18.2％达7590亿盾。
该净利的上升是由同比
增长10.4％的净利息
收入，而营业支出同比
仅增长4.03％。截至
2018年10月份贷款的
发放，同比增长13％
达46兆9000亿盾。
截至2018年10月
份，小型银行的第三
方存款者资金（DPK）
，同比下降1％达56兆
盾。2018年10月份，小
型银行的不良贷款，比
增长3.08％的2017年同
期增长3.22％。(asp)

印尼股市行情

1月3日

总体而言，政府去年
设法维持了商品，特
别是基本必需品的价
格。这一点在通货膨
胀的所有组成部分，
即核心通货膨胀、政
府管制的商品价格通
胀和波动不定的食品
价格都得到了证实。
她说：“政府维
持食品价格和管制价
格的稳定，给我们在
2018年面对全球动荡
的经济提供能力或耐
力。增长势头一直持
续到年底。”(xf)

综合指数上升39点至6221.010点

1美元兑14415盾
【本报讯】周四
（3/1）综合指数在
闭市时上升。早盘
结束时，综指上升
16.47点或0.26%至
6197.646点。但在
下午收盘时，却上升
39.835点或0.64%
，报收于6221.010
点。LQ-45指数上升
6 . 5 3 2 点 或 0 . 6 6% ，
报990.878点。
亚洲股市多数下
落，日本指数休市；
香港指数下落65.99
点或-0.26%，报
25064.36；上海指数
下落0.93点或-0.04%
，报2464.36；海峡
时报指数下落26.01
点或-0.86%，报
3012.88。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
共发生38万8913次，有
108亿4142万8764份股
票易手，总值7兆5670
亿8756万5889盾。涨价
的股有233种，落价的
股有170种，220股持
平。外资净购1883亿
6000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UNVR(联合利华
公司股）涨价1100
盾，现价4万7500

金融服务管理局鼓励小型银行增加资本
【Kontan网雅加达
讯】随着银行与金融科
技公司之间愈加激烈的
竞争，金融服务管理局
（OJK）鼓励小型银行
增加资本。
金融服务管理局银
行业监督执行主任Heru
Kristiyana日前称，在目
前数字时代中，银行需
要更多资金来提供更好
的服务。“并为国家经
济增长做出贡献”。
根据金融服务管理
局的数据，列入第一
级业务范畴商业银行
组（BUKU I）的小型
银行或拥有核心资本
低于1兆盾的银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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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GMTD（Gowa
M a k a s s a r 股 ）
涨 价 1 0 0 0 盾 ，
现 价 1 万 6 0 0 0
盾；MREI（Maskapai
再 保 险 股 ） 涨 价
650盾，现价6050
盾；AALI(阿斯特拉
农产股)涨价550盾，
现价1万2225盾。
落价的股票当中：
MKPI（Metropolitan
Kentjana股）落价
1000盾，现价2万
1500盾；
GGRM(盐仓香
烟公司股)落价750
盾，现价8万3075
盾；PEHA（Phapros
股）落价540盾，
现 价 2 9 7 0 盾 ；
APEX（Apexindo
Pratama Duta股）落价
335盾，现价1260盾。

盾币增值35点
周 四 ， 雅 京 银
行际货币兑换交易
Interbank
（Jakarta
Spot Dollar Rate /
JISDOR）收市，1美
元以14415盾中间价
结束，比先前价以
14450盾中间价，盾
币增值35点。(asp)

受供应过剩和市场波动打压
油价下挫
因汇市及股市剧烈震荡，且担心
2019年经济放缓将削弱燃料需求的
同时，原油供应飙升，国际油价下
跌1-2%。0739GMT，美国原油期
货下跌1.8%，或0.82美元，报每桶
45.72美元。布兰特原油期货跌1%，
或0.53美元，报54.38美元。

因中国及全球经济担忧刺激避险买需
日圆大涨
因围绕全球经济状况的担忧，尤
其是对于中国的担忧，促使投资人
买入日圆避险，日圆飙升，料将录得
20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日圆全线上
扬，兑澳元和土耳其里拉等受国内散
户青睐的传统高收益货币涨幅最大。
美元兑日圆一度跌至104.10日圆，较
开盘点位108.87大跌4.4%，创2018
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准。美元/日圆最
新报约107.54，日内跌1.2%，可能
录得2016年11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以日低计算，美元/日圆过去五个交
易日累计跌逾6.5%。

美国股市收高
因低吸买盘带动市场收复失地，但
对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限制涨幅，美
国股市周三在新年第一个交易日小幅
收高，开盘大跌后反弹。道琼工业指
数.DJI微升18.78点，或0.08%，报
23,346.24点；标普500指数.SPX小涨
3.18点，或0.13%，报2,510.03点；
纳斯达克指数.IXIC收高30.66点，或
0.46%，报6,665.94点。

绿领经济

第七章

范.玷斯著

但这种犬儒心能才是问题所在，
而不是解决方案。只要全国上下一心
致力推动绿领工作，就能让这个国家
面目一新。我们可以承继美国未竟的
事业，包容与机会平等的问题，和建
立绿色经济的新事业结合，疗愈两方
面的创伤，并拯救国家的灵魂。这种
奇迹转向成功的机会可能令人望而却
步，但我们的祖先面对过更艰困的挑
战，也都加以克服。我们一样办得到。
563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全球股市

2019年1月3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亚股
日经指数
韩国综合
香港恒生
上海综合

因全球经济放缓担忧和股市波
动激励避险买盘，而美元走软也提
供支撑,黄金价格触及逾六个月高
位。现货金触及6月15日以来高位
1,292.32美元，0819GMT时涨0.4%
至1,289.10美元。美国期金涨0.6%
至每盎司1,291.20美元。

20014.77
1993.70
25064.36
2464.36

跌
跌
跌
跌

62.85
16.30
65.99
0.93

欧股
英国FTSE
6699.24
跌 34.99
德国DAX
10424.58
跌 155.61
法国CAC
4623.67
跌 65.72
荷兰AEX
478.86
跌
7.71
http://tw.stock .yahoo.com        2019/01/03 19:36

美股
道琼工业
23346.24
那斯达克
6665.94
S&P500
2510.03
http://www.wsj.com
*at  close  Soirce : Dow Jones   4:00

涨
涨
涨

部门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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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1.01
990.88
695.30
1568.37
1741.04
853.77
1410.29
2621.03
460.68
1068.76
1168.81
787.23
1639.34

18.78
30.66
3.18

PM  2-1-2019

波幅(%)
0.64
0.66
1.51
1.06
-0.39
0.93
1.52
1.60
2.68
0.65
-0.45
0.64
1.41

黄金行情
1月3日 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https://emas24karat.com/

5克金片： 2.990.000 盾卖出 2.650.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5.910.000 盾卖出 5.300.000 盾买进

最高盈利(Top Gainer)
序号 股代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UNVR
GMTD
MREI
IBST
AALI
INTP
PLIN
JSMR
CPIN
UNTR

开盘
46400
15000
5400
8100
11675
18100
2880
4290
6950
27325

最后
47500
16000
6050
8650
12225
18550
3280
4570
7225
27575

变化

变化(%)

交易量

交易额(千)

1100
1000
650
550
550
450
400
280
275
250

2.37%
6.67%
12.04%
6.79%
4.71%
2.49%
13.89%
6.53%
3.96%
0.91%

2201600
2600
500
50000
957800
1485500
100
12664300
12804200
3808500

103749165
41222
3025
432500
11451645
27502992
328
56952038
92826135
104562435

最高受损(Top Loser)
序号 股代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MKPI
GGRM
PEHA
PTSN
APEX
FASW
BBCA
INAF
INKP
ITMG

开盘
22500
83825
3510
1950
1595
7500
26200
5500
11500
20075

最后
21500
83075
2970
1465
1260
7200
25900
5250
11300
19900

变化
1000
750
540
485
335
300
300
250
200
175

变化(%)
-4.44%
-0.89%
-15.38%
-24.87%
-21.00%
-4.00%
-1.15%
-4.55%
-1.74%
-0.87%

交易量
100
1127300
472200
14216000
700
89300
14471600
31300
3957900
2248100

交易额 (千)
2150
93353645
1476866
22016482
877
652902
374170280
168535
44786347
44777265

中国快汇(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January 3 , 2019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148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6.849 卖出)
外币名称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

现汇 				

FOREIGN
CURRENCY

买进

卖出

现钞
买进

卖出

美元

USD

14301.50

14621.50

14402.00

14546.00

新币

SGD

10508.20

10628.20

10533.94

10643.16

港币

HKD

-

-

1838.28

1856.73

日元

JPY

132.45

136.05

134.08

135.44

欧元

EUR

16275.13

16535.13

16353.47

16518.44

澳元

AUD

9890.26

10130.26

9986.35

10087.65

英镑

GBP

17987.62

18287.62

18080.27

18266.87

人民币

CNY          

0.00

0.00

2098.47

2119.45

TWD

TWD google.com报导

新台币

中间价46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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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轨铁路项目进度已达50% Intraco将推出新产品加强市占率

看好今年收入增长达30%
【Kontan雅加达讯】重型机械营销商 Intraco
Penta公司深信，2019年销售将积极增长。
该 公司设法加强市场份额和推出新产品。

周四（1月3日），这是在东雅加达建设的轻轨铁路（LRT）
项目的航拍照片。 Adhi Karya公司继续加快Jabodebek LRT
项目的建设。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花费30兆盾的项目
进度已经达到50%。
（商报/Max manuhutu摄）

Aspadin称政治年

瓶装水业可增长两位数
【Kontan雅加达讯】
瓶装饮用水(AMDK)企业
家 预期 ，今年业务将会提
高 。何 况，政治活动将推
动瓶装饮用水的业绩。
瓶 装 水 企 业 协 会
(Aspadin)总主席拉赫
玛德．西达悦(Rachmat
Hidayat)称，相信今年瓶装
水 业将 增长两位数。“我
们 看好 瓶装水业更乐观，
因 为去 年我们显示正面发
展的趋势。”他这么说。
他说，去年瓶装水业定
下指标而能增长9%，而
今 年他 相信将会更好，因
为总统大选活动的时机。
迎接政治活动，他希望
该 积极 契机将提高民众消
费 量。 他称，为满足市场
的 需求 ，瓶装水业者必须
注 意产 品的供应顺利，预
期需求量飙升。
“保证产品供应量当然
重 要， 我们必须注意和确
保 分销 顺利进行并良好分
配。”他如斯说。
他说，因此，瓶装水企
业家已准备好仓库和物流渠
道为满足产品的供应量。
不仅确保产品分销顺利
进 行， 他说瓶装水企业家

也必须注意竞争力和 提高
效率。
“重要的是，我们尽可
能有效地降低成本。 ”他
这么说。
除了由总统大选竞选影
响，他希望有利的法 规和
政策、经济稳定的情 况，
以致未来瓶装水业持 续增
长。“我们希望我们 的经
济更加稳定和增长。 ”他
如斯说。
Singa Mas Indonesia公
司新业务开发经理Santo
Kadarusman称，临近总统
大选将提高销量。
“据瓶装水销售经验，
平常在雨季销量微降，
而在旱季提高，临近 斋戒
月、开斋节、圣诞节 和新
年再提高，看来临近 总统
大选竞选销量提高有 所改
变。”他这么说。
为 迎 接 该 政 治 活
动，Singa Mas Indonesia
公司瞄准销量比平常 月提
高10%至15%。
他说，为临近总统大
选竞选提高销量的一 个策
略，他们事先已与一 些总
统大选组织者进行合 作来
提供瓶装水。(lcm)

Intraco Penta公司投资
者关系战略经理费迪南
（Ferdinand D）对记者
称，他预测，今年收入
将增长20%至30%，成
为3.23兆盾至3.5兆盾。
去年Intraco Penta公司定
下指标，销售同比增长
30%成为2.69兆盾。
为 能 达 致 销 售 指
标，Intraco Penta公司将
持续加强特定品牌的市
场份额。“我们将为旧
买主和新买主提供如富豪
CE（Volvo CE)、SDLG、
山猫（Bobcat）和Dressta
等品牌加强市场份额。”
根据Kontan记载，2019
年Intraco Penta公司下定决
心，将符合市场需求，通
过Intraco Penta Prima Service
公司大力推动销售新品牌
产品。该新产品其中如富
豪品牌的刚性自卸车（rigid
dump truck）和Dressta品
牌推土机（buldoozer)。

Intraco Penta Prima Service
公司开拓加里曼丹、苏门
答腊和马露姑（Maluku）
地区的市场，该公司销
售矿业的重型机械。目
前，Intraco Penta Prima
Service公司也正在探讨爪
哇岛和苏门答腊岛5个大城
市，扩展和多样化市场。
Intraco Penta公司尽力
提高新产品销售量，因认
为能补充矿业重型机械投
资组合（Portofolio)，如
此一来，Intraco Penta公司
能销售更齐全的产品。
这一向以来，重型机
械支配Intraco Penta公司
的产品总销售量。今年，
费迪南预测，矿业仍支配
重型机械需求。“我们看
到矿业仍将推动2019年的
业绩。”
自去年11月，Intraco
Penta公司销售达到1.7兆
盾，该数目比2017年同
期的1.2兆盾提高41%。

图为数十辆重型机械停放在雅加达东区Cakung地区的
Intraco Penta办公楼前院停车处的情景。
(商报/Max manuhutu摄)
但费迪南还不能阐明至
2018年11月，售出的重
型机械数量。
与此同时，至2018年10
月，Intraco Penta公司已售
出770台重型机械，比2017
年同期的503台提高53%，
销售的45%重型机械来自
煤矿业，接下来20%来自
其他矿业，12%是一般工
业（general industry）和基
础设施领域8%。“还有
是其它，如油气业、运输
业、农业。”

费迪南认为，最近煤炭
价格降低趋势能对矿业的
重型机械需求造成影响，
他也还不能详述Intraco
Penta公司在今年将调拨的
资本支出（capex）数目。
根据Kontan记载，去
年，Intraco Penta公司拨
出1000亿盾资本支出，大
部分来自Intraco Penta公
司内部现款，而大部分的
资本支出工作为兴建新的
生产设施、发展业务和改
善支撑基础设施。(sl)

Cakra Mineral今年将在苏拉威西兴建镍铁冶炼厂
【Kontan雅加达讯】今
年，Cakra
Mineral公司仍
聚焦于在东南苏拉威西
兴建镍铁冶炼厂（smelter
feronikel），该工程曾因准
证问题一度停止建造。
Cakra
Mineral公司经
理兼秘书德斯特.夏尔利
夫.普特拉（Dexter Sjarief
Putra）称，2017年，冶炼
厂工程曾一度延迟建造，
如今，Cakra Mineral公司正
在讨论兴建该镍铁冶炼厂
工程计划。
Cakra
Mineral公司经
理部仍在等待建造冶炼厂
的许可证。“我们受阻于
行政手续方面，机器已从

2016年作好准备。”
Cakra Mineral公司定下
指标，2020年第4季，镍铁
冶炼厂可竣工，为兴建该
年产能力4万8000吨镍铁的
冶炼厂，Cakra Mineral公司
筹备6800万美元预算。
根据Kontan记载，2014
年中旬，Cakra Mineral公司
已与浙江保利矿业有限公
司（ZheJiang Baoli Mining
Co Ltd）签署兴建镍铁冶炼
厂的谅解备忘录（MoU）
，在此，Cakra Mineral公司
拥有50.1%股份。
另一方面，Cakra Mineral
公司也已取消在亚齐
（Aceh）兴建钢铁厂的计

划，那是因蕴藏量不足，
以致，没有商业价值。
除此之外，使用的技
术须应用焦煤（coking
coal），而焦煤价格持续上
涨并必须从中加里曼丹供
应，因此，Cakra Mineral公
司中止该亚齐钢铁厂建造
计划。依照原来的计划，
该钢铁厂是与中国山西
索尔科技（Shanxi Suo Er
Technology）合作建造。
今年，Cakra
Mineral公
司有意增加矿业外的生产
线，虽然收购价值不大，但
Cakra Mineral公司希望，该
生产线能为公司收入提供
贡献，以致，能改善Cakra

Mineral公司的财政业绩。
德斯特声称，因销售
不佳和成本负担膨胀，
造成Cakra
Mineral公司仍
亏损。“财政业绩剧降，
因公司正在出售锆英砂
（pasir zirkon）资产，因
此，2018年并无销售。”
根据截至2018年第3季
的财务报告，Cakra Mineral
公司亏损43亿盾，比2017
年的287亿盾有所缩减。
如今，Cakra
Mineral公司
剩下3个仍在运营的生产
线，即焦煤、镍铁和铁砂
（biji
besi）。这一向以
来，Cakra Mineral公司已多
样化数项业务。(sl)

今年汽车销售仍将提高 现代推出 3 款新车

【Kontan雅加达讯】
虽 然面对政治年，机动车
生产商仍有信心，今年汽
车销售仍将提高，因此，
机动车生产商已准备策略
在政治年推动销售量。
举例韩国汽车生产商，
印尼现代（Hyundai Indonesia
Motor）公司计划，将在我

国内市场提高销量，这与
总公司设在韩国的现代集
团（Hyundai Group）的议程
（agenda）一致。
最近，现代汽车公司
和起亚汽车（Kia Motors
Corp）公司公布，2019年
定下售出760万辆汽车指
标，该指标比2018年的

730万至740万辆更高。
印尼现代汽车公司总
经理穆吉雅特.苏迪科诺
（Mukiat
Sutikno）对记
者称，虽然面对政治年，
现代汽车公司销量仍将
提高。“今年公司定下
指标，国内市场销售大约
1800辆，计划出口3000辆

至3300辆。”
事实上，今年销售将由
3种主要型款汽车的支撑，
即Santa Fe、H1和Tucson，
去年，现代汽车公司向批
发商（wholesales）售出
1450辆，或比2017年的
1271辆稍微提高。
去年，现代汽车公司

出口量为2700辆或比2017
年的2831辆稍微降低，这
是因H1型款稍微革新，造
成工厂停顿2个月，改变
工厂机器。“我们是向泰
国不丹（Bhutan）和汶莱
（Brunei）出口。”
穆吉雅特对现代新工
厂投资没有透露太多的消

息，有关2019年的代理商
发展，还没有任何计划。
此前，工业部（Kemenperin)
电器、运输工具、机器和
金属工业局（Ilmate）局
长哈利延多（Harjanto）曾
解释说，今年，现代汽车
公司将在我国投资兴建新
工厂。(sl)

2019年初 农业部出口蔬菜到新加坡
【Kontan雅加达讯】
农 业部再次出口农产品，
从西爪万隆西区Lembang
到新加坡、香港和文莱。
虽然没阐述该蔬菜出
口量和出口额，但是农业
部承诺蔬菜出口量每年达
到1500吨。农业部认为
这是一大进步，因为此前
我国从澳大利亚和美国进
口蔬菜。
农业部长阿姆兰．苏莱
曼(Andi Amran Sulaiman)
称，出口的蔬菜其中是肯尼
亚丝豆、超级丝豆、毛豆、
西葫芦、kyuri、红橡树，以
及菊苣(radicchio)。“这种
蔬菜可以在万隆周围良好生
长。”他这么说。
据他称，农产品出口业
绩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根据中央统计局(BPS)数
据，从2016年至2018年
食品累计出口业绩提高
29%，2014年食品通胀
10.57%，在2017年下降
至1.26%。
农业部园艺局局长苏宛
迪(Suwandi)补充，去年
1月至12月园艺出口量比
2017年同期提高11.92%。
在该期间蔬菜出口量提高
4.8%和水果出口量显著提
高26.27%。
“其中水果即是凤梨、

香蕉和山竹。在该期间
我们的榴莲的贸易首次记
录顺差，几年前总是赤
字。”他如斯说。
有关新鲜蔬菜出口，他

表示，他们将持续推动改善
更环保的栽培技术。这是为
了生产值得消费的产品，并
支持改善民众营养。
“我们生产的蔬菜扩展

出口市场的潜力仍很大。
我们必须提高生产质量和
收割后处理，注意消费者
需求要更新鲜健康的蔬
菜。”他这么说。(l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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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

把长三角打造为中国一体化水平最高的示范区
【中新社3日讯】上海市、江苏
省、浙江省和安徽省3日在上海签
署“长三角地区市场体系一体化建设
合作备忘录”。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
炳南在签约仪式上表示，要努力把长
三角打造为中国一体化水平最高的示
范区。
长江三角洲区域
一体化发展是中国的
国家战略，王炳南
称，长三角三省一市
人口密集、经济总量
大，是中国经济最具
活力、开放程度最
高、创新能力最强的

区域之一，是“一带
一路”倡议和“长江
经济带”的重要交汇
点，推进市场体系一
体化的意义重大。
王炳南说，区域市
场一体化是建设全中国
统一大市场的基础，长

苹果下调营收预期

台积电市值缩水逾千亿元新台币

苹果公司
【中新社3日讯】苹
果公司3日下修了2019
年第一季度营收预期，
台湾股市当天跌破9500
点关卡。半导体大厂台
积电跌幅为1.82%，市
值减少1037亿元（新台
币，下同）。
台湾《经济日报》
即时 报道指出，作为
重要元件供应商，
苹果公司下调业绩预
期，直接影响了台积电
市场表现。该企业股
价下挫至215.5元，创

一个多月新低，总市
值降为5.58万亿元。
该报道称，大立光
电、鸿海等台湾大型
上市公司也受到不同
程度影响。大立光电
跌幅为0.98%，市值
缩水40亿元；鸿海跌
幅近2%，市值减少
逾166亿元。
报道援引分析人
士观点指，一段时期
内，台股不确定性利
空因素较多，整体走
势或趋疲软。

北大光华：2019年中国

人均GDP将越过一万美元门槛
【中新社3日讯】北京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3日发
布报告称，虽然2018年
中国经济稳中有变，面
临下行压力，但在近期
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等一系列会议释放出非
常积极政策信号的情况
下，中国宏观经济与金
融市场有望从2019年第二
季度开始逐步回温，全
年实现平稳增长。
报告预测说，2019
年，中国名义GDP将接
近100万亿人民币。美
元计值的名义GDP将接
近15万亿美元。届时，
中国人均GDP将跨越一
万美元门槛，达到1.06
万美元。这将为2020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
关键基础。

报告认为，2019
年，中国改革的市场化
方向有望加强。此前闭
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强调了改革的市场化方
向，提出“要切实转变
政府职能，大幅减少政
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凡
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
让市场调节，凡是企业
能干的就让企业干”。
报告指出，上述表
态直接有力，结合近期
出台的支持民营企业具
体政策和土地方面的改
革措施，预计2019年的
中国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将更加合理而明确，共
识将更加凝聚，有助于
打消市场疑虑，稳定企
业家信心和市场预期。

超长版时速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

将首次亮相京沪高铁
【中新社3日讯】
中国铁路总公司3日披
露，2019年1月5日0时
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
的列车运行图，17辆超
长版时速350公里复兴
号动车组将首次亮相京
沪高铁。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
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此
次首次投入运营的17辆
超长版复兴号动车组全
长439.9米，载客定员
1283人，载客能力较16
辆编组提升了7.5%。
新的运行图实施时，17

辆超长版时速350公里
复兴号动车组将在京
沪高铁投入运行，担当
北京南至上海虹桥G9/
G16次列车运行任务。
该负责人表示，研
制不同速度等级、不同
牵引动力方式的复兴号
动车组，是铁路部门推
动铁路技术装备和创新
能力领先世界、深化复
兴号品牌战略的重要举
措，对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增强国人旅行安全
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具有重要意义。

三角通过区域市场一体
化先行先试，能为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
全国现代化市场体系积
累宝贵的经验。
“长三角市场体系
一体化建设要扶植、推
广自贸区经验，要以更
大力度清理‘妨碍市场
准入’的规定，在更
大范围内推动资源的
整合，建立企业自主
经营、公平竞争，消
费者自由选择、自主
消费，商品和要素自
由流动、平等交换的
现代市场体系”，王
炳南说：“同时，在

王炳南
实现长三角地区商品 数据等最新的技术手
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基础 段，提高市场一体化的
上，向规则、标准、政 质量，努力把长三角打
策 等 制 度 性 的 开 放 努 造为国内一体化水平最
力，运用好互联网、大 高的示范区。”

2018年中国中央财政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
【中新社3日讯】
中 国 财 政 部 3 日 介
绍，2018年中央财政
不断加大对地方转移支
付力度，提高转移支付
资金效率，推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
在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
增速均有所放缓的情况
下，保障地方财政尤其
是中西部财政困难地区
平稳运行。
财政部介绍，2018
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预算6.22万亿元（人
民币，下同），比上年
增长9%，增幅为2013
年以来最高。对地方一
般性转移支付预算3.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0.9%，其中：西部地
区1.71万亿元，占比
44.4%，中部地区1.65

中国财政部办事处
万亿元，占比42.8%， 7 . 9 个 百 分 点 ， 支 持 革
有力增强了中西部地区 命老区、民族地区、边
财力，提高了基本公共 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
服务均等化水平。
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
2 0 1 8 年 中 央 财 政 安 务、生态环境、产业发
排 老 少 边 穷 转 移 支 付 展等短板，打赢精准脱
2 1 4 2 . 8 亿 元 ， 比 上 年 贫攻坚战，确保与全国
增 长 1 6 . 9 % ， 比 全 国 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转 移 支 付 平 均 增 幅 高 社会。

拉动境外旅客消费

人民币：2,120.00

简讯
北京2018年老楼加装电梯开工990部
超额完成民生实事任务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3日
发布消息称，2018年，北京市老楼
加装电梯工作被市政府列为重要民生
实事项目，计划开工400部以上，完
成200部以上。截至12月底，全年开
工总计990部，其中已完成加装378
部，超额完成民生实事任务。2016年
8月，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2016年
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试点工作实施
方案》，基本原则是尊重居民意愿，
政府支持引导，鼓励社会参与。2018
年3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审议通
过了《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方案
（2018-2020年）》。（中新社）

贵州面向全球发布
2019年首批300个招商项目
记者3日从贵州省投资促进局获悉，
贵州面向全球正式对外发布2019年首批
300个重点产业招商引资项目，总招商
规模近3000亿元（人民币，下同）。此
次发布的招商引资项目涵盖了制造业、
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大健康医养产
业、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山地旅游
业等贵州省特色产业，以诚邀全球优秀
企业投资贵州，兴业贵州，共同助力经
济高质量发展。（中新社）

3日讯，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航站楼外立面工程完工，内部精装修
和设备安装已完成80%；今年1月开
始飞行区的校验飞行。这是北京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在3日举
行的发布会上透露的。
负责人表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项
目总占地约4.05万亩，其中北京2.35
万亩、河北1.7万亩，工程总投资800
亿元人民币。本期建设4条跑道，满
足2025年旅客吞吐量7200万人次、货
邮吞吐量200万吨、飞机起降量62万
架次的设计目标。（中新社）

中欧班列（郑州）去年开行752班
货值超32.3亿美元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3日
消息称，2018年，中欧班列（郑州）
全年开行752班，累计货值超过32.3
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从中国内陆中部城市郑州始发至欧
洲多城的中欧班列（郑州），在近年
来越跑越快，线路也越来越密。
中国铁路郑州局数据显示，最初于
2013年7月18日运行的中欧班列（郑
州）当年仅开行13班，2018年全年开
行已达752班。（中新社）

报告称
2019年中国8城市写字楼市场需求强劲

兵团网乌鲁木齐1月3日讯（记者 陈琼 通讯员 冯
钰）2019年1月3日上午11时30分，乌鲁木齐国际机
场T3航站楼国际出发大厅正式开始办理境外旅客离
境退税业务
发票，并向海关验核确 特 色 商 品 出 口 。 2 0 1 9
认，由代理机构退税。 年，乌鲁木齐国际机场
据 介 绍 ， 乌 鲁 木 齐 作为新疆第一家办理退
国际机场新增退税服务 税业务的口岸机场，将
网点，将极大方便国外 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业
旅客办理退税业务，拉 务，为旅客提供更具特
动境外旅客消费，推动 色的服务。

北京2018年保障房新开工5.45万套

完成棚户区改造3.43万户
【中新社3日讯】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委员会3日发布消息
称，2018年，北京市保
障房新开工5.45万套，
分配公租房3.23万套（
户），完成棚户区改造
(含征收、拆迁、签订
腾退协议)3.43万户。
按照总体规划要求，
北京市进一步加大租赁
住房供应，5年计划建设
租赁住房50万套，并主
要通过集体建设用地安
排，持续推进住房市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
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
制度体系。2017年，北
京市共确定了39个集体
土地租赁住房项目，建
设用地面积203.9公顷。
为加快推进集体土
地租赁房建设，北京市

新加坡币：10,568.00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本月开始飞行区校验飞行

乌鲁木齐国际机场今起可办理新疆离境退税
【中新社3日讯】3
日上午，乌鲁木齐国
际机场T3航站楼国
际出发大厅正式开始
办理新疆境外旅客离
境退税业务，该航站
楼退税点也成为新疆
境内继霍尔果斯公路
口岸联检厅退税点之
后，第2个可以为离境
旅客退税的服务点。
据悉，该航站楼离
境退税点退税采取现金
退税和银行转账退税
两种方式。退税未超过
10000元（人民币，下
同），可自行选择退
税方式。退税额超过
10000元，以银行转账
方式退税。需要申请退
税的境外旅客需向退税
商店索取境外旅客购物
离境退税申请单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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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讯，房地产服务商戴德梁行8日
在香港发布《2018大中华区写字楼需
求核心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涵盖了
中 国 8 个 城 市 写 字 楼 市 场 过 去1 2 个 月
的强劲需求，幷称2019年写字楼空间
吸纳能力将保持强劲。上述8个城市
分别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
都、武汉、香港和台北。报告考量了
上述城市的市场供需动态（以及新增
供应的区位和品质），未来市场将存
在各种多样化情况。（中新社）

至2018年11月
台湾制造业景气连续6个月低迷
台湾经济研究院3日公布2018年11月
份制造业景气信号灯，连续6个月亮出
代表低迷的黄蓝灯。分析指出，半导体
产业进入库存调整阶段、智能手机销售
不如预期等因素，是导致制造业景气低
迷的主要原因。中央社报道指出，台经
院方面表示，11月制造业景气信号值为
10.79分，较10月减少1.23分，不仅比
2017年同期差，也创下去年4月以来新
低，逼近衰退指标10.5分。（中新社）

“丝路海运”启航一周集装箱
吞吐量超一万标箱
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的高春芳、田伏洲、
冯世良、金大鹏四位委员，来到北京最大在建保障
房——双合家园的工地调研，与农民工交流
住建委等相关部门从加 实现开工，可提供房源
快 项 目 手 续 办 理 、 提 约7600套。
升规划设计水平、严格
为促进职住平衡，
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规 北京市继续强化以区为
范运营管理等方面完善 主的配租方式，并结合
相关政策和措施。截至 城市战略功能定位，加
目前，已有成寿寺、古 强公租房精准分配，面
城、八宝山、五里坨、 向城市运行和服务保障
东 升 乡 、 大 稿 村 等 9 个 人员、高校青年教师等
集体土地租赁住房项目 进行了专项配租。

3日讯，作为中国首个以航运为主题
的“一带一路”国际综合物流服务平
台，“丝路海运”2018年12月24日在
厦门港启航。福建省港航管理局3日披
露，仅一周时间，“丝路海运”就已
完成16个航次，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06
万标箱。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元旦，“
丝路海运”迎来启航后的首个货运高
峰。1月1日，一艘来自东南亚航线的达
飞蓝鲸轮满载着木材、水果等货物，
靠泊厦门港海天码头；随后，又装载服
装、鞋帽、机电等1200多标箱产品，运
往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港口。（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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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习近平致信祝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
【中新社3日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3日
在京成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国
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
指出，历史是一面镜
子，鉴古知今，学史
明智。重视历史、研
究历史、借鉴历史是
中华民族5000多年
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
统。当代中国是历史
中国的延续和发展。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更

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
历史和文化，更加需
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
历史规律，在对历史
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
慧、走向未来。
习近平强调，历史
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
的基础。长期以来，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
史学界人才辈出、成

嫦娥四号与四国

果丰硕，为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希望中国广大
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
优良传统，整合中国
历史、世界历史、考
古等方面研究力量，
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
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
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
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律，把握历史趋势，加
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

美国务卿称他国出于政治目的对巴西投资

开展科学载荷国际合作 中方：巴西清楚自己利益所在
【中新社3日讯】嫦
娥四号3日成功实现人
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
陆。为增进国际交流与
合作，扩大开放共享，
嫦娥四号与沙特、荷
兰、德国、瑞典开展了
4项科学载荷方面的国
际合作。
据介绍，嫦娥四号
任务共有4台用于科学
探测的国际合作载荷，
包括此前于2018年5月
21日随嫦娥四号中继星
任务“龙江二号”微卫
星搭载升空的沙特月球
小型光学成像探测仪，
以及随嫦娥四号升空
的中-荷国际合作有效
载荷低频射电探测仪、
中-德国际合作载荷月
表中子与辐射剂量探测
仪和中国-瑞典国际合
作有效载荷中性原子探
测仪。

2018年5月28日，沙
特月球小型光学成像探
测仪首次开机并成功
获取月球表面可见光图
像。6月14日，中沙双
方联合发布了沙特载荷
拍摄的首批影像图，这
标志着中沙双方合作的
圆满成功。
对于此次随嫦娥四
号升空的低频射电探测
仪，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研究员、国际载
荷（中-荷）低频射电
探测仪中方首席专家平
劲松表示，嫦娥四号搭
载的低频射电探测仪上
中荷两国的载荷有所不
同，从工作模式上看，
中方载荷是需要太阳能
供电的，嫦娥四号落在
月球背面后，着陆区是
白天时中方载荷主要开
展工作，着陆区是夜晚
时荷兰载荷开展工作。

韩国瑜竞选总部发言人陈宜民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中新社3日讯】
针 对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声称“其他国家出
于政治目的对巴西投
资”，中国外交部发
言人陆慷1月3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

巴西完全清楚自己的利
益所在，应该不需要
其他人的指教。
有记者提问，据报
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同巴西新任外长阿劳若
会谈时称，美国正寻求
为巴西提供公平、互惠
和透明的真正机会，这
与其他国家出于政治而
不是商业目的对巴西投
资的模式完全不同。报
道称，蓬佩奥虽未点中
国的名，但所称“其他
国家”明显指向中国。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回答说，中方
注意到有关报道，也注
意到，巴西新任总统博
索纳罗在会见习近平主

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吉炳轩时表
示，中国和巴西都是伟
大的国家，巴西新政府
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
全力推动巴中关系，两
国合作的前景一定会越
来越美好。
陆慷重申，中国同包
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
之间在相互尊重、平等
互利基础上开展的合作
符合我们各自的利益，
也有利于促进中国同拉
美国家的共同利益。
他说，巴西作为一
个重要的新兴市场大
国，完全清楚自己的利
益所在，应该不需要其
他人的指教。

嫦娥四号成功着陆月球背面

传回世界首张近距离月背影像图
【中新社3日讯】中国
国家航天局1月3日对外
宣布，北京时间当天10
时26分，嫦娥四号探
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
面东经177.6度、南纬
45.5度附近的预选着
陆区，并通过“鹊桥”
中继星传回世界第一张
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
图，揭开了古老月背的
神秘面纱。
至此，嫦娥四号任
务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
次月背软着陆、首次月
背与地球的中继通信，
开启了人类月球探测新
篇章。
当天10时15分，科技
人员在北京航天飞行控
制中心发出指令，嫦娥
四号探测器从距离月面
15公里处开始实施动力
下降，7500N变推力发
动机开机，逐步将探测
器的速度从相对月球1.7

或竞选凤山区“立委”

国民党“不分区立委”陈
宜民有意转战凤山区
“立委”
【中国台湾网3日讯】
高雄市长韩国瑜打赢高
雄选战后，蓝军在高雄
气势高涨，外界传言国
民党“不分区立委”陈
宜民将参选高雄市“立
委”，锁定“三山”中
的“第一山”凤山区参
选。据蓝营地方人士内
部民调显示，陈宜民对

上现任民进党“立委”
许智杰仅差距10%，韩国
瑜这次在凤山大赢民进
党候选人陈其迈3万票，
陈宜民逆转机会很大。
陈宜民是台湾高雄
医学大学副校长，长期
在高雄服务，去年岛
内“九合一”选举曾与
韩国瑜竞争过高雄市长
初选提名，选举期间曾
担任韩国瑜竞选总部发
言人。陈宜民虽是“不
分区立委”，但在高雄
市有设服务处，当选“
立委”后第一个服务处
就设在凤山。
据报道，“韩流”
掀起后，韩国瑜行程满
档，陈宜民作为其竞选
总部发言人，特别协调
韩国瑜到凤山辅选，冲
刺议员选情，最后拿下
凤山区4席议员席位。

周志怀：习近平讲话体现

国家统一观和历史使命感
【中新社3日讯】华中
师范大学台湾与东亚研
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周志怀3日接受中新社记
者采访指出，习近平最
新涉台讲话深刻阐述了
民族复兴和两岸关系发
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
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
核心内容的国家统一观
和对解决两岸政治分歧
的高度历史使命感。
周志怀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
书》发表40周年纪念大会
上发表的对台工作重要讲
话，提出了新时代推进国
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基本
方略，精辟回答了如何推

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进
程的重大时代命题，是对
国家统一理论与实践的重
大创新，必将有力推进祖
国和平统一与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程。
周志怀认为，讲话体
现了习近平的国家统一
观，其核心是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内涵包括民族
感情和民族意志；维护
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确保国家主权与领土完
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等多个方
面。这是基于历史和两
岸关系发展规律而提出
的重要论述，极大地丰富
了国家统一的内涵。

嫦娥四号着陆器监视相机C拍摄的着陆点南侧月球
背面图像，巡视器将朝此方向驶向月球表面
公里每秒降到零。在6至
8公里处，探测器进行快
速姿态调整，不断接近
月球；在距月面100米处
开始悬停，对障碍物和
坡度进行识别，并自主
避障；选定相对平坦的
区域后，开始缓速垂直
下降。约690秒后，嫦娥
四号探测器自主着陆在
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

盆地内的冯•卡门撞击
坑内。落月过程中，降
落相机拍摄了多张着陆
区域影像图。
落月后，在地面控
制下，通过“鹊桥”中
继星的中继通信链路，
嫦娥四号探测器进行太
阳翼和定向天线展开等
多项工作，建立定向天
线高码速率链路。

浙江台州外海一杂货船沉没

1人死亡10人下落不明
【中新社3日讯】1月3日，浙
江海事官方微信发布称，1月2
日，在浙江台州外海沉没的遇险
船系帕劳籍杂货船“LONDON”
轮，船上包括1名中国台湾人、14
名缅甸人在内共有15人。目前，
船上有1人在获救后被发现已死
亡，4人获救后生还，仍有10人下
落不明。
据了解，该遇险船本航次系载
运白糖从中国台湾台中开航，目
的港为韩国釜山，船员于1月2日4
时许弃船逃生。
当日7时左右，台州市海
上搜救中心接浙江省海上搜
救中心通报，一帕劳籍杂货
船“LONDON”轮在距浙江玉环
以东92海里外海水域（北纬28度
02分、东经123度01分）沉没，
船上有2人被过往韩国船舶救
起，当时有13人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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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将任2019年非盟轮值主席国
中方：愿与埃方加强沟通协调
埃及将担任2019年非洲联盟轮值
主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月
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中方
愿与埃方加强双多边沟通协调。
有记者问，据报道，埃及驻华大
使马格杜布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埃及将担任2019年非盟轮值主
席国，中埃两国可以在埃及担任非
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加强合作，并就
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协作。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
陆慷回答说，非盟是非洲联合自
强的旗帜，中方一贯高度重视同非盟
关系，支持非盟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积极发挥作用。今年，埃及担任非盟
轮值主席国。中方愿与埃方加强双多
边沟通协调，共同为非洲和平发展事
业作出积极努力。（中新社）

2018年中国检察机关
受理不服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申诉案近1.3万件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1
月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2018年，全国各级
检察机关受理不服法院生效刑事裁
判的申诉案件12930件。
其中，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
抗诉155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550
件。最高检直接办理的福建邹俊敏
贩卖毒品案和江西李锦莲故意杀人
案，经过最高法指令再审以后都得
到了改判。（中新社）

航天专家称
嫦娥四号肩负三类科学任务
嫦娥四号探测器3日成功着陆在月
球背面预选着陆区，实现了人类探
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中国科学院
月球与深空探测总体部主任、中国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副主任邹永廖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嫦娥四号肩
负着开展月基低频射电天文观测与
研究，开展月球背面巡视区形貌和
矿物组份及浅层结构探测与研究，
试验性开展月球背面中子辐射剂
量、中性原子等月球环境探测研究
三大类科学任务。
邹永廖介绍称，嫦娥四号的第一
类科学任务是开展月球背面低频射
电天文观测与研究。（中新社）

中国最高检：设立未成年人检察厅
以推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童
建明1月3日在北京表示，最高检将
以设立未成年人检察厅为新起点，
推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迈上新
台阶。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当日举
行新闻发布会，童建明在回答中
新社记者提问时说，中国现有未
成年人近3亿人，未成年人司法保
护分为加害与被害两方面。一方
面，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低龄化、
成年人化、暴力化趋势，经常出现
极端恶性案件；另一方面，被害儿
童、遗弃儿童、性侵儿童等案件
时有发生。（中新社）

成都市新津县
非洲猪瘟疫区解除封锁
中国农业农村部3日接到四川省
农业农村厅报告，经评估验收合
格，成都市新津县非洲猪瘟疫区解
除封锁。
成都市新津县非洲猪瘟疫情发生
后，当地按照非洲猪瘟疫情应急预
案和非洲猪瘟防治技术规范要求，
采取了封锁、扑杀、消毒、无害化
处理等疫情处置措施。
疫区内应扑杀生猪扑杀完成
后，经6周连续监测排查，疫区内
未发现新的病例和监测阳性。1月
2日，成都市统筹城乡和农业委员
会组织专家对疫区进行现场评估验
收，验收结果符合关于疫区解除封
锁的有关规定，上述非洲猪瘟疫情
已被扑灭。（中新社）

新疆油田在准噶尔盆地
新增三级石油地质储量4.15亿吨

搜救人员发现救生筏

记者3日从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
获悉，该公司2018年油气勘探在准
噶尔盆地玛湖、沙湾等多个领域取
得四项重要成果，新获工业油气流
井108口，其中高产井33口、百吨井
4口，新增三级石油地质储量4.15亿
吨，创历史新高。
2018年，新疆油田公司加快准噶
尔盆地增储上产步伐，通过持续深
化富油区集中勘探、新领域风险勘
探和老油区精细勘探，不断加强综
合地质研究与工程技术攻关，收获
多项重大发现。（中新社）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9年1月4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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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称今年英国经济“不可预测”
【中国金融信息网讯】英国一项对
81位主要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2019
年英国经济“不可预测”，“脱欧”
不确定性将继续阻碍商业投资并抑制
消费支出，即使避免无协议“脱欧”，
长期增长也将受到影响。
在英国《金融时报》
于2018年12月17日-21日
开展的年度调查中，大
部分经济学家没有对2019
年英国经济增长做出明
确预测。很多经济学家
都表示，2019年经济“
不可能”预测。因为复
杂、慢性的不确定性已
经成为英国的“生活方
式”，尤其是英国“脱
欧”的结果很可能是分裂
的--无协议“脱欧”或
是“不脱欧”。
在冒险进行数字预
测的经济学家中，大多
数认为，即使在最终
达成“脱欧”协议的情

况下，英国经济可能获
得温和反弹，全年最好
的增长率仍为1.5%左
右，与2018年相当，
低于2017年1.8%的增
速。一部分经济学家甚
至预测，2019年第一季
度，英国经济可能出现
停滞或负增长，导致企
业冻结投资，消费者推
迟支出。
大多数受访者还表
示，尽管工资持续增
长、通胀率下降、紧
缩政策适度放松，但在
2019年底之前，消费市
场仍不会好转。因为英
国“脱欧”对就业、房

意大利2019财年预算案付诸实施

低保补贴4月开始

图为意大利民众。
【中国新闻网】据欧
联网援引欧联通讯社
报道，备受关注和争
议的意大利20 1 9 财 年
预算案与欧盟达成协
议后，在跨入2019年
的最后时刻，获得了
参众两院的批准。意
大利2019财年预算案
的付诸实施，其低保
补贴政策将于4月其
实施。
据报道，意大利
2019财年预算计划的惠
民问题，一直是欧盟最
为关注的焦点。欧盟法
院认为，社会福利的发
放范围应包括拥有长期
居留的外国公民，依据
意大利和欧洲的相关法
律和公约，外国公民不
能被排除在社会福利之
外。意大利宪法法院同
时强调，社会福利须人
人平等，无论是意大利
公民，还是生活在意大
利的外国移民。
官方统计显示，意
大利大约有180万个家
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根据2019财年预算法
案，预计有130万个家
庭有机会获得“全民基
本收入”保障社会福利
补贴，其中包括20万外
国移民家庭。
法案规定，意大利
居住超过5年以上，
持有长期居留许可的
外国移民可享受补
贴，每月最高补贴为
780欧元。
意大利副总理兼经
济发展、劳动与社会政
策部部长迪马约较早前

曾宣布，在意大利生活
10年以上的外国移民，
可享受“全民基本收
入”保障补贴。
而根据最新通过的
法案，外国移民只需
在意大利居住5年以
上，且满足相关条件
者同样可以享受政府
补贴。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
数据资料显示，意大
利大约有500万人处于
绝对贫困状态，其中
外国移民为150万人，
占绝对贫困人口总数
的31.8%。
根据社会低保补助
政策相关规定，符合
如下4种条件的人可
以享受“全民基本收
入”保障补贴。
首先是绝对贫困家
庭；其次是家庭综合年
收入低于9360欧元和年
收入低于12600欧元的
家庭；第三是不动产价
值不超过3万欧元、存
款不超过6000欧的家
庭；第四是社会福利补
贴申请家庭，必须遵守
协议使用政府补贴并履
行相关义务。
报道称，“全民基
本收入”保障政策将
从4月开始实施，补贴
最长发放时间不得连
续超过18个月，逾期
可继续申请。
意大利政府将于1
月设立“全民基本收
入”保障官方网站，
届时，申请者可通过
网站进行咨询或下载
相关申请表格。

价和股票市场的潜在影
响令人担忧。
剑桥大学公共政策教
授黛安·科伊尔表示，鉴
于英国当前政治混乱局
面，经济前景在“黯淡”
和“灾难”之间，“一切
皆有可能”。
经济与商业研究中
心宏观经济学负责人尼
娜·斯凯罗认为，无
论“脱欧”的长期影响
如何，2019年将对英国
经济造成“不利”或
“可怕”的影响。
即使少数认为英国“
脱欧”最终将使经济受
益的经济学家也对短期
前景持谨慎态度。曾提
倡“无协议管控”的杰
拉德·莱昂斯表示，英
国经济“在2019年前几
个月很容易陷入停滞状
态”，并且应制订二季
度实施货币和财政刺激
措施的计划。
针对刺激措施，经

很多经济学家都表示，2019年经济“不可能”预测。
济学家们认为，如果英
国“脱欧”出现问题，
英国央行将降低利率以
支持经济。否则将维
持当前利率直至达成协
议，然后加息0.25个百
分点。
很多受访者表示，
官方数据显示，随着英
国“脱欧”日期的临
近，2019年一季度商业
投资下滑可能加剧。
英国工业联合会
(CBI)首席经济学家Rain

Newton-Smith表示，企
业正在制定应急计划，
更多应急计划将变为现
实，英国的就业和投资
将会流失。
“我们不知道雾里
看花的英国‘脱欧’会
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
授查尔斯·古德哈特
说，“鉴于不确定性，
几乎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
企业将为最坏情况做
好准备。”

去年巴西大豆出口量近8400万吨 创历史新高
【中国金融信息网讯】
据巴西外贸秘书处周三
数据显示，巴西2018年
大豆出口量将近8400万
吨，创历史最高纪录。
此外咖啡出口大幅攀
升，糖与玉米出口量则
有所下降。
数据显示，2018年
大豆出口总量为8380
万吨，同比增长23.1%
。其中5月出口1235万
吨，占全年总出口量的
15%，创月度出口记
录。分析认为，中国市
场需求增长推动了巴西
大豆出口量大幅攀升。
同时2018年巴西大豆
产量也创历史新高，达
1.2亿吨。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咖
啡出口国，2018年巴西
咖啡出口量也同比大幅
增长10.7%，高达3040
万袋。其中12月出口量

数据显示，2018年大豆出口总量为8380万吨，
同比增长23.1%。
为400万袋，创全年月
度出口纪录。由于巴西
主要咖啡品种阿卡拉比
丰收，咖啡总产量达到
创纪录的6000万袋。
与大豆和咖啡相反，
巴西玉米出口量在2018年
同比下降18.3%，至2390
万吨。玉米出口量下降受
收成减少的影响，此外还
受到巴西前总统特梅尔批

准的最低公路货运运费政
策的打击。
2018年巴西糖的出
口总量也有所下降，同
比减少21.5%至1830
万吨。由于生物燃料利
润较高，生产商倾向于
优先乙醇生产。据巴西
外贸秘书处数据，2018
年巴西乙醇出口量增幅
20%，高达17亿升。

今年首个交易日巴西股市冲破历史高点

新年首日市场情绪高涨，盘中一度触及最高点91478点，
单日交易量为173亿雷亚尔。
至2.55%。巴西投资银
行BTG Pactual分析报告
认为，期待新政府实施
改革措施进一步推动经
济增长，市场情绪较为
乐观。
1月1日就职典礼中，
巴西新总统博索纳罗表
示，将保障国家利益，
提倡自由市场，推行
相关改革以改善公共财
政。新政府将建立良性
经济循环，增加信心，
全面开放巴西市场，鼓
励竞争，提高生产力。
此外新政府还将推行改
革，清除官僚主义，简

化各类程序，让人民重
拾对政府的信心。
巴西新任经济部长
保罗·格德斯发表致辞
表示，社会保障、国企
私有化和简化税收是
新政府经济管理的“支
柱”，政府将向国会提
交改革计划书。
分析人士表示，外
围市场好转也是巴西股
市上涨的因素之一。由
于美联储加息预期降
温，全球投资者避险情
绪有所缓解，开始将目
光转向新兴市场等风险
资产。

特斯拉宣布在美降价 第四季度汽车产量和交付量创纪录

特斯拉第四季度产量增至86555辆，比第三季度创下的历史最

【新华网】特斯拉
周三宣布在美国降价
2000美元/辆。第四季
度公司每天生产和交付
近1000辆汽车，创下生
产和交付的新纪录。
特斯拉第四季度产
量增至86555辆，比第
三季度创下的历史最高
产量高出8%。具体而
言，Model 3第四季度产
量环比增长15%至61394
辆，Model S 和Model X

简讯
英国企业高管对“脱欧”后
经济状况悲观
知名市场调查公司益普索-莫里周
三发布的报告显示，随着“脱欧”日
期日益临近，英国大企业高管对经济
前景愈加悲观，74%的受访者预计
2019年英国经济状况会恶化。
益普索-莫里过去4个月对100名
英国大企业董事会成员进行的调查显
示，95%的受访者认为消除英国“脱
欧”的不确定性是当务之急，68%的
受访者不相信英国政府有能力和欧盟
达成有利于英国商界的协议，仅19%
对英国政府的能力有信心。
调查显示，企业高管们认为现在
的“脱欧”形势比一年前更糟。去
年，只有56%的受访者预测他们公司一
年内会面临更糟糕境地，而现在，67%
的受访者认为公司目前业务状况变差。

欧洲央行派员
接掌意大利排名第十大银行Carige
欧洲央行任命三名临时管理人员
接管意大利Carige银行，这是为挽救
财困银行而作出的前所未见做法。
Carige是意大利排名第10的银行，
管理人员将设法与意国的存款保障基
金展开新的协商，该基金去年以可转
债方式借款3.2亿欧元予Carige，以协
助该行在年底期限前达到增资要求。
Carige表示，管理人员将持续研究
措施以强化资本、降低未偿还贷款以
及寻找潜在的合并夥伴。

埃及交易所宣布与外交部合作

受新总统上任提振
【中国金融信息网讯】
受经济前景向好及新总
统上任等积极因素影
响，圣保罗博维斯帕指
数新年首个交易日收盘
创历史新高，收于91012
点，涨幅3.56%。与此同
时受积极因素影响，巴
西雷亚尔兑美元也掉头
上扬。
新年首日市场情绪高
涨，盘中一度触及最高点
91478点，单日交易量为
173亿雷亚尔。从个股来
看，由于新任矿业和能源
部长本图·阿尔布开克2
日表示，将继续巴西国家
电力公司的私有化进程。
当日该公司普通股大涨
20.72%。此外交易量较
大的上市公司股票如巴
西国家石油公司、伊塔
乌银行、布拉德 斯 科 银
行以及巴西银行涨幅均在
4%-6%之间，有助于拉
升博维斯帕指数。
巴西央行发布的最
新焦点调查显示，多家
市场分析师对2019年巴
西经济增长预期值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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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为25161辆。
第四季度汽车总交
付量增至90700辆，
比第三季度创下的最
高纪录高出8%。其
中，Model
3交付了
63150辆，环比增长
13%；Model S和Model
X 的 交 付 量 分 别 为
13500辆和14050辆。
2018年全年，特斯
拉共交付了245240辆汽
车，几乎与公司此前历

年交付的汽车数量总和
相当。具体包括145846
辆Model 3以及99394辆
Model S和Model X。
此外，特斯拉宣
布，由于自1月1日起美
国消费者购买电动车的
联邦税收抵免自7500
美元下调至3750美元，
公司将自2日起将Model
S、Model X和Model 3
的在美单价下调2000美
元。高产量高出8%。

埃及交易所(EGX)周一宣布，关于
资本市场在吸引本地和外国投资以促
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业务，与外交部达
成合作。EGX主席Mohamed Farid于
2018年12月27日星期四发起了第一
次讲座，回顾了经济改革计划及其对
金融和立法层面的影响。EGX主席还
讨论了EGP的贬值，能源补贴，能源
市场监管以及允许产品定价。
他强调，改革有助于形成正确的
经济道路，恢复宏观经济指标的稳定
性，并表示任何危机或经济动荡的核
心都是预算赤字，它会对持续的赤字
施加压力，并导致债务积累比现实还
要多。经济增长是必须解决的挑战，
以建立提高埃及生活质量的基本服
务所需的财政利润，教育，健康，住
房，水和能源。Farid补充表示，资本市
场不仅是贸易和投资的平台，也是为
经济增长提供融资的重要资金来源。

伊朗政府禁止使用Telegram的加密货币
近日，伊朗政府为了进一步遏制
加密行业，开始禁止任何人推广和
使用聊天软件Telegram的加密货币
Gram，并将该行为归为危害国家安
全和破坏国民经济的犯罪。
伊朗政府一直以来都对加密货币
乃至社交媒体持敌对态度。2017年12
月，该国政府在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后
临时封锁了Telegram和照片共享应用
程序Instagram.2018年4月，伊朗最高
领导人Ayatollah Ali Khamenei禁止所
有政府官员使用Telegram，随后该国
的司法机构也发布了类似命令。
Telegram于2018年初宣布开发一个名
为Telegram Open Network的区块链平
台。此后，Telegram在两次私人代币预
售中筹集了大约17亿美元的资金。

去年巴西贸易总额创5年来新高
巴西经济部2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8年巴西贸易总额达4207亿美
元，比2017年增长13.7%，为近5年来
最高值。数据显示，去年巴西出口额为
2395亿美元，较前年增长9.6%；进口
额为1812亿美元，较前年增长19.7%。
根据报告，中国继续保持巴西最大
贸易伙伴地位，去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超
过1000亿美元。其中，巴西对中国出口
额较上一年增长逾32%。中方尚未公布
相关统计数据。欧盟和美国分别为巴西
第二大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其中，巴西
对欧盟出口额为421亿美元，进口额为
348亿美元；巴西对美国出口额为288亿
美元，进口额为289亿美元。

越来越多德国人担心退休后生活水平下降
据媒体2日报道，咨询公司安永(EY)
所作的一项关于消费者信任感的民
意调查结果显示，一半以上德国公民
担忧自己进入退休年龄后生活水平下
降、社保不足。与去年相比，有上述
忧虑的受访者比例上升18个百分点，
达到56%。报道称，对生活及能源成本
增加的忧虑也明显上升，约70%的受访
者担心自己因此生活水平会降低。
研究报告指出，对个人财政状况
的满意度仍处于高位，但有11%的德
国公民对自己的支出“完全不满意”
，为2011年以来最高值。有43%的
人受访者看好自己的经济状况，去
年，其比例尚为49%，在此之前的两
年，比例更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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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舒吉案被告出席首次听证会

检察官要求判处5人死刑
【新华社利雅得】沙特阿拉伯检
察机关3日发表声明说，针对沙特记
者卡舒吉遇害案11名犯罪嫌疑人的
首次听证会3日在利雅得刑事法庭举
行，沙特检察官要求对其中5人判处
死刑。
声明说，11名被
告及其律师均出席了
当天的听证会。听证
会上，被告要求提供
起诉书副本，并提出
需要额外的时间来回
应，法庭允许了被告

的要求。
声明并未透露听证
会其他细节，犯罪嫌疑
人姓名也未被透露。沙
特检察机关表示将继续
调查其他涉案人员。
声明还说，沙特检

美国代理防长主持首次会议

2018年11月11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遇害沙特
记者卡舒吉的悼念仪式。
方已要求土耳其方面
帮助提供与卡舒吉案
有关的所有证据。截

至目前，沙方还未收
到回复。
卡舒吉遇害前为《

华盛顿邮报》等多家
媒体供稿，他于去年
10月2日进入沙特驻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
事馆后失踪。同月20
日，沙特检察机关宣
布卡舒吉已死亡；18
名沙特籍涉案人员被
捕。25日，沙特总检
察长萨乌德说，从土
耳其方面提供的信息
可以得出结论，卡舒
吉死于谋杀。11月15
日，沙特检察机关发
表声明，宣布起诉11
名犯罪嫌疑人。

共有556人死于空难事故

称将中国视为”优先事项” 2018年全球空难死亡人数急剧上升

当地时间2019年1月1日，美国华盛顿，美国代理国防
部长帕特里克·沙纳罕抵达五角大楼，他将从1日起
担任代理国防部长。
【新浪军事网】被
视为“屋里最后一位
成人” 的美国前防长
马蒂斯（Jim Mattis）
已于2018年12月31日
辞职，代理防长沙纳汉
（Patrick
Shanahan）
在2019年1月1日正式上
任。一位五角大楼官员
向路透社透露，沙纳汉
1月2日在国防部首次主
持主管会议时，强调了
中国的重要性，将中国
视为一个重要的“优先
事项”。
报道称，提供消息
的美国官员要求匿名，
也未具体说明沙纳汉
对于中国的看法，抑或
是他在会上是否给出其
它指示。“代理国防部
长沙纳汉只是告诉代表
团，要把重点放在国

防战略上，并继续努
力。” 他说道。
这是沙纳汉接任马
蒂斯以来第一次与美国
军事部门的部长们会
面。沙纳汉此前在一份
声明中说，“现在我期
待着跟特朗普总统合
作，跟包括各位现职
部长、参联会主席、
作战指挥官和国防部
长办公室资深人员在
内的这些强有力的领
导人一道实现他的愿
景。”沙纳汉说，国
防部“依然致力于保
护我们的国家”。
沙纳汉此前曾在波
音公司工作30年，此后
于2017年7月担任国防
部副部长，在就职国防
部之前，没有任何军事
经验。

2019最适合经商国家和地区排名

智利列拉美首位

图为智利的旅游风景
【中新网】据南美
侨报网报道近日，福
布斯(Forbes)杂志发布
《2019年最适合经商的
国家和地区》排名，共
对161个国家和地区进
行了分析。智利排在世
界第33位，居拉丁美洲
首位。
据报道，智利是拉
美最适合经商的国家，
其次是哥斯达黎加，排
在第48位，和墨西哥第
54位。乌拉圭排在第58
位，拉美第四、南美第
二。
其他拉美国家的表
现为：秘鲁第64位、哥
伦比亚第67位、巴西
第73位、阿根廷第76
位、多米尼加第91位、
危地马拉第97位、厄瓜
多尔第99位、巴拉圭第
114位、洪都拉斯第120

位、玻利维亚第128位
和尼加拉瓜第135位。
据福布斯指出，智
利拥有高水平的对外贸
易体系和良好的金融体
系，还有南美洲最稳固
的主权债券评级。
据福布斯的数据，
智利出口的商品和服务
额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三分之一，基
本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
额的60%，其中铜是主
要出口产品。
智利2018年的国内
生产总值为2770亿美
元，同比增长1.5%。
总人口为1790万人，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53万美元。此外，公
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
之比为24%、失业率为
6.7%至6.8%、通胀率
为2.2%。

【BBC中文网】
荷兰机构航空安全
网络（ASN）数据显
示，2018年由飞机失事
导致的死亡人数较前一
年迅速增长，但在历史
记录中，2018年仍是史
上第九安全年。
航空安全网络报告
称，2018年共有556人
死于空难事故，2017年
这一数据为44人。
去年最惨重的空难
是10月印度尼西亚狮子
航空（Lion Air）航班
坠毁事故，共造成189
人死亡。
2017年是民航史上
最安全的一年，没有一
起民航客机坠机事故记
录。
“巨大进步”
航 空 安 全 网 络
称，2018年共有15起致
命航空事故，下面是其
中最惨重的几起：
10月，印度尼西亚
狮航事故中，一架波音
737 Max型飞机从雅加
达起飞后不久坠入爪哇
海。这架飞机此前曾被
判定不适航。

航空安全网络称，2018年共有15起致命航空事故。
5月，一架飞机由于
人为错误在古巴坠毁，
最终死亡人数为112
人。
2月，伊朗扎格罗斯
山脉坠机事故导致66人
死亡。
3月，尼泊尔加德满
都机场发生坠机事故，
导致51人死亡。
不过在过去20年
间，全球航空安全整体
已有所改善。
航空安全网络首席
执行官（CEO）哈罗·
兰特（Harro
Ranter）
表示，“如果事故发生
概率跟10年前一样，去
年应该有39起造成生命
损失的事故。”

“而根据2000年的
事故率，这个数字甚
至达到64起。这显示
出过去20年间安全情
况的巨大进步。”但
航空安全网络方面表
示，失控型（loss-ofcontrol，LOC）事故是
航空业的一大主要安全
隐忧，过去5年间最惨
重的25起事故中，这类
事故占10起以上。
失控型事故指的是与
计划飞行路径出现不可
恢复的偏差，具体原因
可能由机械故障、人为
操作或环境干扰引起。
航空安全网络表示，在
这类事故中，机上人员
大多很难幸免遇难。

上任不到两小时

墨西哥一市长在街头遭枪杀
【新华网】墨西哥
南部瓦哈卡州特拉西亚
科市(Tlaxiaco)的市长2
日就职不到两小时，在
街头遭枪杀。
亚历杭德罗阿帕里
西奥(Alejandro Aparicio)当天上午宣誓就
职，中午步行前往市政
厅开会，两名市议员和
另外三人陪同。途中，
至少两名身份不明的枪
手朝阿帕里西奥等人开
火。阿帕里西奥胸部中
弹，稍后在医院去世。
其余5人受伤，其中一
人状况严重。
总部设在委内瑞拉
首都加拉加斯的南方电
视台报道，遭遇枪击

亚历杭德罗阿帕里西奥
(Alejandro Aparicio)
时，阿帕里西奥的两年
任期只开始了一个半小
时。
瓦哈卡州州长亚历
杭德罗穆拉特在社交
媒体强烈谴责这起袭

击，要求州检察长彻
底调查。他说，检方
报告，已经逮捕一名
嫌疑人。一些墨西哥
新闻网站报道，路人
抓住其中一名枪手，
准备动用私刑处决，
警察赶到并阻止。
阿帕里西奥先前在
这座小城任议员，是国
家复兴运动党成员。前
两天、即去年12月30
日，这个墨西哥执政党
的另一名成员、莫洛雷
斯州马萨特佩克市当选
议员玛丽亚阿森茜翁克
鲁斯洛雷斯在家门外
遭一名枪手杀害。事发
时，她正要参加就职仪
式。

新人无法成婚

美政府部分停摆波及至法院
【中新网】据“中
央社”报道，当地时间
2日，美国政府部分部
门持续停摆，除联邦公
务员、国家公园外，法
院亦局部停摆。受此影
响，计划结婚的新人们
也“遭了秧”。
据报道，虽然华盛
顿特区高等法院的庭讯
与陪审团仍照常审案，
但因结婚登记被视为较
不重要的职能，法院受
理结婚的部门便因政府
停摆而关门。
33岁女子欧洛克就
尝到苦头，打算12日结
婚的她，2日上华盛顿
特区高等法院网站想打
印结婚登记申请表时，
画面竟跳出一串红字“
受理婚姻部门于政府停

摆期间关闭”。
欧洛克说：“我从
没碰过这种事，(法院)
竟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关
门。”她原计划要在饭
店举行婚礼，邀请140
人参加。
据报道，华盛顿特
区市长鲍赛打算紧急立
法，以便允许该市在政
府关闭期间能继续发结

婚证书。
美国联邦政府部分
关闭2日起进入第12
天，许多政府机关停
止运作，且看不出何
时有望恢复正常。国
家公园担心厕所会因
粪便溢满而关闭露营
区，数百名联邦员工
也做白工，移民法院
更是停摆。

当地时间2日，美国政府部分部门持续停摆，除联邦
公务员、国家公园外，法院亦局部停摆。

第9版

简讯
英国将开发小型机器人
用于地下管道检修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2日宣布，该校
学者领衔的一个团队将开发一系列
小型机器人用于地下管网的检修，
有望大幅提高这类检修过程的效
率、节省大量人力物力。
除了谢菲尔德大学，这个团队
还包括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
伯明翰大学以及利兹大学的科研人
员，他们将在政府和院校资金支持
下开展相关科研项目。
对每个城市来说，维修地下管
网都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为了
检修，工作人员往往需要把路面凿
开。仅在英国，每年就有150万条道
路因此被凿开。
这个项目的一个目标是开发出
能够在地下管网中自主穿行的小型
智能机器人，它们将配备多种传
感器，能够相互之间通信并共享数
据，从而跟踪监测管网的整体状
况，及时找到其中损坏的地方，有
针对性地开展维修。

罕见冬季风暴袭击芬兰
连日来，罕见的冬季风暴袭击了
芬兰大部分地区，造成交通瘫痪、
电力和网络中断，严重影响居民生
活。据芬兰广播公司2日报道，在
位于芬兰西南海域的自治省奥兰岛
附近海域，当天平均风速达每秒
32.5米，瞬间最强风速达每秒41.6
米，是芬兰有史以来监测到的最强
风。
在芬兰中部、东部和西部地区，
强风和大雪导致电力中断。截至2
日上午，仍有近10万户人家断电。
恶劣天气导致芬兰三大电信运营商
网络信号不稳定，中部和南部一些
地区时常出现网络中断现象。在
奥兰岛，由于暴风雪造成的技术故
障，奥兰岛广播电视公司无法正常
播出广播和电视节目。强劲的暴风
雪还导致公路、铁路及海上交通瘫
痪。树木、电线杆及交通标志牌被
刮倒，多处客运班车晚点、列车停
驶、游轮航班被取消。

德国等5国
开始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德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南非、
比利时和印尼5国2日正式开始担任
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这5个国家的任期为2019年1月1日
至2020年12月31日。安理会另外5个
非常任理事国波兰、科特迪瓦、科
威特、秘鲁、赤道几内亚的任期到
2019年年底结束。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其
中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
国为常任理事国，其余10个成员为
非常任理事国。非常任理事国任期2
年，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不能连选
连任。10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按地
区分配：非洲地区3个；亚太地区、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西欧和其他地
区各2个；东欧地区1个。
安理会担负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责任，是联合国主要机构之一。

丹麦列车事故致8人死16人伤
确切事发过程仍不明朗
据“中央社”报道，1月3日，丹
麦警方证实，大贝尔特桥2日发生
列车意外事故，其遇难人数已由6
人增加至8人，另有16人受伤。新
增的2名死者是警方在检视列车时发
现的。据报道，在8名死者中，包
括5名女性、3名男性。目前，确切
的事发过程仍不明朗。据报道，连
接丹麦西兰岛和菲英岛的铁路、公
路两用大贝尔特桥(The Great Belt
Bridge)，2日在高峰时段发生这起意
外事故。调查人员指出，肇事原因
似乎是一列货运列车所载空联结车
遭强风吹落，并撞上对向驶来的一
列客运列车，但确切事发过程仍不
明朗。

俄居民楼爆炸事故致38死4失踪
获救婴儿病情好转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1月3日，
俄卫生部新闻处表示，马格尼托戈
尔斯克居民楼燃气爆炸事件中获救
并被送往莫斯科治疗的婴儿，病情
有所好转，各项指标趋于正常。据
报道，俄卫生部消息称：“10个月
大的万尼亚福金住在儿童急诊创伤
外科研究所监护室，医生评估其病
情为稳定，有一定的好转。各项指
标趋于正常。孩子晚上很安静。”
据悉，在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居民
楼燃气爆炸及单元倒塌后，救援人
员在废墟中找到这名十个月大的男
婴，并于当地时间1月1日晚用飞机
将其送至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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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月7日起征收离境税

不限国籍每人1000日元
【新京报讯】据日本经济新闻中文
网报道，自2019年1月7日起，对所有
离开日本的个人征收国际观光游客税
（即离境税），每人每次1000日元。
日本离境税征税对象不分国籍，无论
是访日外国游客，还是为旅游或工作
而前往海外的日本本国人，都将被征
收离境税。
1月7日以后
购票离境日本都需缴税
2018年4月，日本
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
《国际观光旅客税》
法案，自2019年1月
7日起，凡是年满2
岁，在日本停留时间
超过24小时的个人，
乘坐飞机或船舶等离

境日本时都需缴纳“
离境税”。
据日经中文网报
道，被派遣到日本
的外交官和乘坐政
府专机的出国者不
会被征税；2岁以下
儿童、在日本逗留
时间不满24小时以
及搭乘飞机转机的

乘客原则上也不在征
税范围内。此外，出
国后因天气异常等原
因返回后再次出国时
也不会再征税。
日本离境税仅限于1
月7日以后购票离开日
本的情况。日经中文
网报道称，日本国税
厅表示，乘客1月7日
以前购买的机票，原
则上不征收离境税。
如日本航空和全日空
公司就规定，对于1月
7日以前购买的机票
不征收离境税。但也
有一些航空公司和船
舶公司在出售1月7日
之前的票时，就注明
在售票价格基础上要
征收离境税。因此，

日本羽田机场为简化本国居民出入境，启用了人
脸识别自动门。
由于航空和船舶的运 票时不确定出国日期
营公司各有不同，纳 的“不定期客票”，
入征收对象的机票和 如乘客1月7日以后确
船票标准可能存在差 定出行日程或把机票
异 ， 乘 客 在 购 买 时 需 的出发日期改为了1月
要进一步确认。
7日之后的话，将被征
此 外 ， 对 于 一 些 购 收离境税。

去年第四季经济增长同比升2.2% 最高时速160公里

新加坡预料今年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慢 印度国产最快速列车将投入运营

新加坡去年第四季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2.2％，
表现低于市场预期。
【联合早报网】经
济师指出，随着全球电
子业需求减弱，中美贸
易关系仍充满变数，加
上利率上扬导致借贷成
本提高，新加坡整体经
济放缓态势难有明显改
善，预料今年经济增长
将进一步放慢。
外部逆风转强，新
加坡经济稍微走低收
尾，去年第四季国内生
产总值（GDP）同比增
长2.2％，表现低于市
场预期。全年经济增长
为3.3％，也较前年的
3.6％有所放缓。
经济师指出，随着
全球电子业需求减弱，
中美贸易关系仍充满变
数，加上利率上扬导致
借贷成本提高，新加坡
整体经济放缓态势难有
明显改善，预料今年经
济增长将进一步放慢。

他们也指出，政府
有可能在今年举行大
选，并在下月财政预算
案中采取更宽松的预算
方针，加大经济支持力
度，缓解经济下行风
险。
贸工部昨天（1月2
日）发布的预估数据显
示，去年第四季的经济
增长，略低于前一季的
2.3％，也比彭博社向
经济师收集到的2.5％
增长预测逊色。
经季节性调整，第
四季经济环比增长为
1.6％，同之前一季的
3.5％相比，增幅明显
缩小。
至于全年经济，如
李显龙总理的新年献
词，新加坡去年经济增
长为3.3％，不仅接近
前年的3.6％，也超出
预期。

更多竞争 乘客和司机更多选择

GoJek服务范围扩大到全新加坡

私召车业者GOJEK服务将开放至全新加坡。
【 新 闻 及 时 事 节
目】最新加入新加坡
私召车服务战的业者
GoJek，即日起将服
务范围扩大到全新加
坡。GoJek去年11月推
出应用测试版时，服务
范围只覆盖中央商业
区，樟宜、宏茂桥和圣
淘沙等地。
私召车业者GoJek扩大
服务范围后，司机可以在
全岛任何一处接载乘客。
一名GoJek司机
说：“我现在不用再每
天从蔡厝港一路开车到
裕廊东,也能接订单。”
Go Jek也推出动态定
价，并表示这是为了促
进供需平衡，缩短司机

和乘客双方的等候时间。
另一名GoJek司机
说：“GoJek的动态定价
只多两三元，只比普通
价格高一点,别担心。”
G oJek受询时没 有 解
释动态定价如何运作。
无论如何，这将加剧私
召车业者之间抢夺客户
和司机的竞争。
MVL公司业务主管孙
诗涵说：“我们相信有
更多竞争，乘客和司机
都会有更多选择，让私
召车服务朝向正确方向
发展。”
推出TADA私召车服
务的MVL公司也透露，
将会推出更多具竞争力
的配套来争夺市场。

【环球网】据《印
度斯坦时报》1月3日报
道，印度铁路部长戈亚
尔（Piyush
Goyal）周三
表示，印度有史以来最快
的国产列车──18号列车
（Train 18）将于下周正
式投入商业运行，该型
号列车将首先在印度首
都新德里和北方邦历史
古城瓦拉纳西之间的铁
路线上运行，整个行程
耗时8个小时左右，速度
比现有这条线路上的最快
列车快一倍半之多。
戈亚尔表示，“最
后的准备手续正在进行
之中，我们希望莫迪总
理会亲自乘坐18号列车
的首班列车，这也是印
度铁路行业一项了不起
的成就。”
目前印度国内运行中
的列车速度最高者为“
世纪特快”（Shatabdi
Express），该款列车
1988年投入使用，最高
时速130公里。戈亚尔

印度最新的国产快速列车很快将投入正式运行。 (资料图)
表示，18号列车的最快 制造的座椅、刹车和德
速度目前设定为每小时 国制造的耦合器等。
160公里，而实际上这
据《印度斯坦时
型号列车还可以更快。 报 》 3 日 报 道 ， 1 8 号 列
据 印 度 新 德 里 电 视 车的命名源自于建造它
台 （ N D T V ） 此 前 报 的年份，现在还有最后
道 ， 1 8 号 列 车 由 印 度 的一些安全许可尚待有
ICF列车工厂（Integral 关部门审批，预计正式
Coach Factory）承担建 投入运行之后其票价要
设 ， 研 发 投 入 超 过 1 0 0 略高于现有印度快速列
亿卢比。该车为印度首 车的票价。该款火车除
个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快 了配备旋转座椅外，还
速列车，拥有时尚的外 配有带生物信息识别和
观，约80%部件为印度 真空处理的高科技马桶
自主生产，少数部件依 以及车载无线网等一系
赖进口，其中包括法国 列高科技产品。

跻身印度最受欢迎的互联网应用之列

越南航空港总公司（ACV）代表透
露，2019年，通过由该公司管理的航空
港的旅客吞吐量预计将超过1.12万人
次，比2018年增长8%。这是ACV基于
国内经济社会环境较为乐观、国内生产
总值达6.6%-6.8%和越南航空运输市
场增长率出现积极信号的基础上提出的
目标。此外，ACV代表还透露，国际机
场理事会（ACI）预测，越南是世界上
旅客量增长最快的市场。国际航空运输
协会(IATA)预测越南是世界上增速排
第五的航空客运和货运市场，至2035年
越南客运量有望达到1.5亿人次。2019
年，ACV将继续加大对航空港基础设施
的投资和升级改造力度。同时，将现代
设备和最新的信息技术应用于航空港管
理与开发工作，使其符合国际标准。

2018年韩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创新高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3日发布的一份
数据显示，2018年韩国吸引外商直接投
资（FDI）269亿美元，连续4年突破200
亿美元大关，并创下历史新高。外商
直接投资2015年首次突破200亿美元大
关后持续上升，已连续4年超过200亿美
元。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韩投资同比
猛增238.9%，创下历史最大增幅。欧
盟和美国的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6.9%和
24.8%，日本则同比减少29.4%。从投
资规模来看，欧盟对韩投资规模最大，
达89.2亿美元，其后依次为美国（58.8
亿美元）、中国（27.4亿美元）和日本
（13亿美元）。

共同社2日汇总了以115家日本主要
企业为对象的问卷调查结果。预测2019
年景气继续扩张的企业为63%，较2018
年调查时的82%有所下滑。33%的企业
认为将“持平”，显示出因对2019年10
月消费税增税的担忧而对前景持慎重态
度。尽管有过半数回答称支持安倍政
府，但据称并列战后最长的此次景气扩
张期能否持续下去，这或将是政策受到
考验的一年。认为将“温和扩张”的企
业为63%，认为将“扩张”的为零。回
答“持平”的为33%，“缓慢倒退”为
3%，“倒退”为零。

孟加拉国吸引外资
需加快改善营商环境
《每日星报》1月3日报道，孟加拉
国投资发展局执行主席阿米努表示，
孟目前在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环境排
名为第176位，已制定计划推动到2021
年进入前100位。投资发展局成立两年
来已采取22项举措改善投资环境，但
仍需加快改革。世界银行数据显示，
在孟设立企业平均用时19.5天，接入
电力平均用时150.2天。投资发展局将
在一月份推出一站式服务中心，联合
17个部委为投资者提供便捷服务。

缅甸将允许外国保险公司
在缅经营保险业

TikTok于2017年夏季在全球范围内上线，并迅速受到
全球用户的喜爱。
节是印度最大和最重要 Punjab Kerasi，马拉雅拉
的全国性传统节日，相 姆语网站Manorama On当于中国春节，当地人 line以及知名商业新闻网
在节日期间举办各种祈 站moneycontrol。
福活动，政商各界走亲
据《每日新闻分
访友，希冀来年风调雨 析》报道，TikTok是印
顺、吉祥如意。另外， 度Google
Play和App
多家印度媒体和刊物都 Store下载次数最多的十
将TikTok列入2018年度当 大应用程序之一，在印
地最受欢迎的应用，包 度拥有1500多万用户，
括CNN-News18、著名印 平台每天产生的视频数
地语出版物Amar Ujala和 量超过25万个。

印度排名前100安卓应用中 近半数来自中国
【环球网科技 】日
前，据市场研究公司
Sensor Tower的统计数据
显示，2018年，在印度
前十大Android应用中，
有5款来自中国;前100大
Android应用中，44款由
中国公司开发。
外媒分析称，与中
国智能手机厂商在印度
市场的强大影响力一
样，现在，来自中国的
移动应用平台也在印度
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在
印度5亿网民中，绝大
多数在使用Android系

2019年越南航空港总公司
有望接待旅客逾1.12万人次

调查：63%的日企预测
2019年景气继续扩张

全球短视频应用TikTok
【财经网】全球短
视频应用TikTok跻身印
度最受欢迎的互联网应
用之列。近日，印度全
国性日报《印度快报》
(The Indian Express）
将TikTok列为2018年度
印度人最喜爱的应用之
一，同时入选的还有
Youtube和Podcasts。
报道称，今年以
来，TikTok的受欢迎程
度一直在上升。除了普
通用户，来自世界各地
的名人都在TikTok发布
视频，并以此推广他们
的社交媒体。
今年印度排灯节期
间，TikTok的用户通过
参与“欢度排灯节”的
挑战，共上传了超过
530万个视频，一周内
的观看量超过14亿次，
创造了新的记录。排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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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而中国公司则专注
于Android平台。
据Sensor
Tower数
据显示，2018年，在
印度前十大Android应
用中，有5款来自中国;
而在2017年年底，仅
2款排在印度十大Android应用榜单上。另
外，2018年，在印度前
100大Android应用中，
有44款由中国公司开
发，远高于一年前的仅
18款。据了解，在印度
排名靠前的Android应
用中，包括今日头条母

公司字节跳动的抖音海
外版TikTok、印度本土
语言应用Helo、阿里巴
巴集团的UC浏览器。
业内人士对此表示，
中国应用商店在印度市场
的这种“好成绩”并不令
人惊讶，但是其发展速度
确实令人意想不到。值
得一提的是，近几年，
中国两大科技巨头阿里
和腾讯已经向前景广阔
的印度创业公司投入了
大量资金，为其他公司
跟进，打入印度市场寻
求增长打下了基础。

缅甸《七日新闻》1月3日报道，缅
甸计划与财政部1月2日发布公告称，缅
甸政府将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在缅经营保
险业务。未来将批准至少3家全资外国
人寿保险公司并核发营业执照。同时，
允许在缅甸已设代表处的外国人寿保险
公司、兼营人寿保险综合业务的保险公
司与本地人寿保险公司合作开展保险业
务。对上述业务有意者均可提出相关申
请。对此，缅甸工商联合会副主席吴耶
敏昂表示，这是新年的一个好消息。如
果允许外国保险公司与缅甸国内公司合
作，将会降低保险费用，也会促进国内
保险业的发展。报道称，缅甸从2013年
开始允许私人经营保险业务，目前已批
准11家私人保险公司。为促进非银行金
融业的发展，缅甸联邦政府还制定了保
险业发展规划。

2019年越南查鱼出口
有望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
据专家预测，2019年越南查鱼出口
仍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出口额有望
达24亿美元。2018年越南查鱼出口额达
22.6亿美元，同比增长26.4%，创历史
新高。越南水产总局代局长阮玉威透
露，2018年越南茶鱼养殖面积达5400公
顷，同比增长3.3%，查鱼产量达142万
吨，较2017年增长了8.4%。2018年，
美国、中国、欧盟和东盟等传统市场
对越南查鱼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带动了
越南查鱼出口迅猛增长。其中，美国市
场增长最快，再次成为越南查鱼的最大
出口市场。具体为，越南对美国的查
鱼出口同比增长54.5%，占市场份额的
24.2%。中国市场的增幅达29.3%，占
市场份额的23.7%，位居第二。分行业
来看，对制造业投资为100.5亿美元，
同比增幅达38.9%；对服务业投资同比
增长1.4%，达155.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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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

再曝飞行员饮酒误飞事件
【中新社东京】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简称ANA)子公
司“ANA Wings”(全日空之翼)一名男性飞行员3日在执
行飞行任务前，酒精检测结果呈阳性。为此，公司紧急
调换飞行员。受该事件影响，共计5个航班出现延误，其
中最长延误时间为一个半小时。
当天，全日空航空
公司在官网上刊载致
歉信，对相关情况进
行了说明，并表示为
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
生，今后将全面强化
管理，以求恢复信任。
去年10月25日，也
是全日空之翼的一名
男性机长因前夜过度
饮酒导致身体不适，

执飞前临时调换飞行
员，致使该航班延误
一小时，原定由该机
长执飞的后续4个航班
也受到影响。
全日空航空公司
早有内部规定，飞行
员在执飞前12小时内
禁止饮酒。而违规现
象一发再发。因为去
年的机长饮酒事件，

全日空航空公司受到
了日本国土交通省的
严重警告。为治理这
一乱象，国土交通省
上个月刚出台了“飞
行员体内只要被检测
出含有酒精就禁止执
飞”的严格规定。
日本航空公司还专
门让所有职员进行了
关于酒精知识的再学

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简称ANA)子公司“ANA Wings”
一名男性飞行员3日在执行飞行任务前，酒精检测
结果呈阳性。
习。而全日空航空公 酒精相关感知器，以
司则要求公司所有飞 随时了解酒精的分解
行 员 工 作 时 随 身 携 带 程度。

这次藏在葡萄里 泰国帕岸岛龟岛游客撤离

澳大利亚再现水果藏针事件，这次藏在葡萄里
【海外网】继草莓
藏针事件后，澳大利亚
近日再度发生水果藏针
事件，一对夫妇在从当
地超市购买的葡萄内发
现两根刺针，所幸发现
及时并未食入，目前警
方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综合美国“商业内
幕”（Business
Insider）网、英国《每日
邮报》报道，当地时间
周二（1日），澳大利
亚墨尔本一对年轻夫妻
在当地的Woolworths超
市购买了一包无仔白葡
萄，夫妻俩回到家中，
将葡萄洗净准备食用
时，竟在其中两颗葡萄
内发现了针头。
幸运的是，夫妻俩并

没有食用藏针的葡萄，
但他们对于这起事件感
到非常震惊。丈夫哈萨
（Skender Hasa）表示，他
原以为水果藏针的恶性
事件已经告一段落，没
想到这次却卷土重来，
还发生在了自己身上。
妻子奥舒比亚（Shams
Alsubaiy）还怀有身孕，
一旦食用了藏针的葡萄，
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希望凶手不要
再这样做了。”哈萨
说。
涉事超市也发布声
明表示，愿与当局密切
合作，调查真相。这已
经不是澳大利亚第一次
出现水果藏针的恶性事
件了。

朝鲜驻意大利代理大使失踪

据传寻求西方庇护

担任朝鲜驻意大利代理
大使的外交官Jo Song Gil
【路透首尔】韩国
议员Kim Min-ki周四
称，担任朝鲜驻意大
利代理大使的外交官
Jo Song Gil失踪。
此前韩国一家报纸报
导，这位外交官在西
方寻求庇护。
Kim
Min-ki收
到韩国国家情报院
(NIS)简报后称，11
月初，Jo Song Gil与

其妻在没有预先通知
的情况下离开大使馆
后失踪。
周四稍早，韩国中
央日报援引未具名外
交消息人士报导，今
年48岁的Jo Song Gil
已向某未知西方国家
申请了庇护，在意大
利政府保护下，他和
他家人待在一个“安
全的地方”。
Kim对记者表示，
他掌握一些有关该案
的信息，但不能讨论
这些信息。
“ 他 们 离 开 了
使馆，然后不知所
踪，”Kim提到Jo及
其家人时说。
如果这件事情得到
证实，Jo将成为正慢
慢增加的、试图逃离
朝鲜的高级外交官名
单上的最新一员。

现任总理哈西娜率
领的执政党人民联盟在
2018年12月30日大选中
获得大胜，赢得超半数
议员席位，成为新议会
的多数党。该党连续第
三次成为执政党。
议会选举投票结束
后，民族主义党主导的
反对党联盟联合民族阵
线宣布抵制选举结果，
并呼吁重新选举。对
此，选举委员会主席胡

苏梅岛查汶海滩的工作人员竖起了一面红色旗帜，
表示将出现恶劣天气。
据 悉 ， 这 是 约 3 0 年 龟岛和苏梅岛，接着切
来这个地区在雨季外出 入本岛。目前，官方尚
现的首个热带风暴，预 未发布撤离通知，但观
计 4 日 将 强 袭 帕 岸 岛 、 光客已纷纷离开。

部分地区污染水平达到500

新德里空气污染加飙升至“紧急”水平
据报道，德里部分地
区的污染水平达到500
，一些地区的能见度极
低。去年，12月份的高
污染水平是450。环境组
织绿色和平组织代表达
希亚说：“气候条件导
致了危机。我们必须承
认，2018年所宣布的大多
数有关措施都失败了。”
德里部分地区的PM 2.5有毒颗粒物浓度为500，能见度极低。
由于新德里的温度
【 联 合 早 报 网 】 印 空气中的PM
2.5有毒 和风速急剧下降，加上
度首都新德里污染问题 颗 粒 物 浓 度 为 4 4 0 ， 高 车辆和工业排放，建筑
加剧，污染飙升至“严 于 周 三 的 4 3 0 。 这 个 数 工 地 和 垃 圾 焚 烧 产 生
重”和“紧急”水平。 字是美国政府建议水平 的灰尘和烟雾增加了印
路透社报道，印度中央 的12倍。印度当局几乎 度北部大部分地区的污
污染控制委员会的空气 没有找到解决危机新办 染，受影响的包括新德
质量指数显示，新德里 法的迹象。
里是2000多万人。

降雨给农业带来约4.3亿比索的损失

菲律宾强降雨遇难人数升至122人

菲律宾中部比科尔地区（Bicol）遭热带低压暴雨袭击。
【 新 华 社 马 尼 拉 】 现，仅2日上午至3日上
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 午的一天内就新增了37
员会3日说，菲律宾近 名遇难者。目前122名
期连续强降雨引发的各 遇 难 者 中 有 1 0 5 人 来 自
类 灾 害 已 造 成 1 2 2 人 遇 比科尔地区，遇难者大
难 ， 另 有 2 8 人 失 踪 。 多数死于强降雨引发的
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 山体滑坡。
员会当天表示，随着搜
据菲气象部门监测，
救工作的持续进行，近 受2018年12月29日凌晨
两天不断有遇难者被发 在菲中部登陆的热带低

达表示，80%的选民参
加了本次大选，他对这
一结果表示满意，同时
排除了重新选举的可能
性。
孟加拉国国会议员
以直接选举形式在所属
选区选出。国会议员可
以是独立人士或属于
一个政党，任期5年，
可无限次连任。在选举
中，如果一个党派获得
的议员席位超过议会

一艘渔船2日傍晚在印度东部奥迪
沙邦的根德拉巴拉地区倾覆，造成1名
妇女死亡，另有9人失踪。据印度媒
体报道，这艘渔船在默哈纳迪河倾覆
时，船上载有30多名野餐后返回的当
地居民。官员怀疑超载可能是这起事
故的主要原因。奥迪沙邦首席部长纳
温帕特奈克已指示应急管理部门加紧
展开救援行动。

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3日，澳大利
亚悉尼北部的一处教会中心发生刀刺事
件，一名男子被刺身亡，另一男子被刺
伤，目前情况稳定。报道称，死者年仅
24岁，他在颈部被刺后即送往医院，但
于当天下午死亡。据悉，他与伤者都
是该中心的雇员。凶手是一名16岁的男
孩，他在案发现场被捕，并随即被带到
查茨伍德(Chatswood)警局接受询问。
据首席探长西蒙琼斯(Simon Jones)表
示，事发时，包括死者在内这两名男子
正带离该男孩离开这处教会中心，“(
男孩)在出去的路上，因为某种原因，
取出了刀并造成这一悲剧的发生。”据
琼斯表示，警方相信这位16岁的孩子有
一位家庭成员加入了教会，而那个家庭
成员当天就在那里。

菲男子饮贡茶
饮料中竟有三只蟑螂

压影响，包括首都马尼
拉在内的菲律宾中部和
北部多地出现强降雨。
降雨持续约一周，目前
已经结束。据菲律宾国
家减灾管理委员会统
计，此次降雨导致的洪
涝灾害波及全国457个城
市及乡村，超过30万居
民受灾，最高峰时有超
过3万人被安置在当地政
府设立的疏散中心内。
菲律宾农业部说，降
雨给当地农业带来约4.3
亿比索的损失。菲律宾
位于西太平洋台风带，
平均每年遭受约20次台
风或热带风暴袭击，它
们形成强降雨并引发洪
水、山体滑坡等灾害。

在首都达卡宣誓就职 孟加拉国成立新一届国民议会
【新华社达卡】孟
加拉国第11届国民议会
新当选议员3日在首都
达卡宣誓就职，标志该
国新一届议会成立。
孟加拉国国民议会
议长乔杜里首先宣誓，
孟执政党人民联盟和其
他党派议员随后在乔
杜里的主持下宣誓。孟
反对党民族主义党的新
当选议员未参加宣誓仪
式。

印度一船只倾覆
致1人死亡9人失踪

悉尼一教会中心发生刀刺事件
致一死一伤

澳大利亚再现水果藏针事件 热带风暴“帕布”逼近
【中新网】据“中央
社”报道，当地时间3
日，泰国官员表示，数
万名游客在热带风暴“
帕布”来袭前，已离开
泰国渡假岛屿帕岸岛及
龟岛，“帕布”预计将
带来大雨、强风和7米
高大浪。目前，官方尚
未发布撤离通知，但观
光客已纷纷离开。据报
道，两座岛屿大受游客
欢迎，尤其圣诞节和新年
期间。但自2日以来，游
客纷纷挤上渡轮，回到本
岛，船只也即将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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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月3日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拍摄的宣誓仪式现场。
3 0 0 个 席 位 中 的 半 数 ， 盟），就可以组建政府
成为多数党（或执政联 并任命总理。

一名菲律宾男子喝贡茶（Gong
Cha）饮料，惊见杯子里有三只小蟑
螂。网友Nico Yabut在面簿申诉，他昨
天（2日）在喝配可可果冻的百香果茶
时，发现里面竟然有三只小蟑螂。他
说，他昨天下午在马尼拉Theatre Mall
的一间贡茶分店，购买了配可可果冻
的百香果茶，虽然很多人排队，但职
员最后递给他了这杯已密封的饮料及
吸管。起初，他并未察觉异样，但在
快要喝完时，惊见三只小蟑螂漂浮在
饮料中。他写道：“这真的是太恶心
了。”来自台湾的泡泡茶企业贡茶在
世界多国都有分店，但新加坡的贡茶
分店与菲律宾的贡茶分店没有关系。

澳洲极端天气
悉尼上空出现“乳状云”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再遭极端天
气侵袭，天空出现罕见“乳状云”。
澳洲网1月3日报道，悉尼上空2日出现
罕见乳状云层，而这种云层通常和雷
暴天气有关，气象局也同时发布数条
警报。罕见的天气现象在社交媒体引起
热议。一位网友表示：“我在悉尼的房
子上空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乳状云层，
我从未见过这种情况。这是否预示着
暴风雨要来？”澳洲气象局在警报声明
中表示：“在未来数小时内，警报范围
内的地区或将遭受雷暴天气，并将伴随
破坏性大风。受到影响的地区包括亚斯
（Yass）、帕克斯（Parkes）、康多博
林（Condobolin）、杨市（Young）、西
怀厄朗（West Wyalong）和库塔曼德拉
（Cootamundra）地区。”

文在寅支持率略升
韩国总统文在寅终于扭转不断下滑
的支持率，开始呈现升势。韩国民调
机构Realmeter今天公布的最新民调显
示，文在寅施政支持率结束连续四周
的下跌趋势，小幅反弹至近48％。韩
联社报道，Realmeter受TBS广播电台的
委托，在12月31日至1月2日针对全国
1003名成年人进行了本次问卷调查。
民调显示，47.9％受访者对文在寅的
施政给予积极评价，较上周上升两个
百分点，给予消极评价的受访者下滑
2.9个百分点，为46.8％。Realmeter分
析称，韩朝首脑发表的新年贺词、美
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文回应金正恩的新
年词等为半岛局势释放积极信号，可
能是民众对文在寅施政的支持率回升
的主因。

日本熊本县发生5级地震
暂未有人员伤亡报告
据日本共同社援引日本气象厅消
息，当地时间3日下午6时10分，熊本
县发生了震度6弱(日本标准)的地震，
推测震级为里氏5.0级。熊本县和水
町观测到震度6弱级的强烈摇晃。据报
道，这场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危险。
据日本熊本县玉名警署称，截至当地
时间3日傍晚6点半，未接到在观测到
震度6弱(日本标准)摇晃的该县和水
町，有人员受伤的消息。但据“中央
社”报道称，熊本县和水町观测到震
度6弱级强烈摇晃，熊本县北区、熊本
县玉东町观测到震度5弱级。福冈县大
牟田市、福冈县柳川市等多处观测到
震度4级。受地震影响，九州岛新干线
部分区间因停电停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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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晋江同乡会与青年团赴Pandeglang县

开展献爱心捐款赈灾活动
【本报周孙毅报道】
去年12月22日晚，印尼
巽他海峡发生海啸，造
成万登省和楠榜省重大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
鉴于这场灾难带给人
们的巨大创伤和悲痛，因
此，印尼晋江同乡会与青
年团于1月2日赴万登省
Pandeglang县Labuan镇灾
民收容中心开展献爱心捐
款赈灾活动。向当地灾

民们提供一批急需救灾物
资，如：大米、速食面、
鸡蛋、白树油、被单、毛
巾、咖啡、白糖、奶粉、
尿布、小孩衣服等物品。
印尼晋江同乡会常务
副会长翁联泰，财政张
中耀，印尼晋江青年联
谊会会长施子洋，副会
长许宏义，理事许基利
等随团参与。
翁联泰和张中耀在受
访时表示，这次巽他海

峡的克拉卡陶火山之子
火山爆发而引发海啸，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印尼晋江同乡
会乡亲们对该重大灾难
和所有受其影响的灾民
们深表同情。
希望通过这次将援助
金和物资亲自送达灾民手
中，可以诚切表达我们对
灾区人民的关怀，也祝愿
灾民们能早日振作起来，
回归正常的生活。

翁联泰（左三）在许宏义、施子洋、张中耀、许基利陪
同下将物品移交镇长代表Edy Juanedi。

左起：Edy Junaedi、张中耀、翁联泰、Labuan镇长Atep Purnama、许宏义、许基利、施子洋在收容中心合影。

与灾民们在收容中心合影。

张中耀、施子洋、许宏义、翁联泰、许基利与军人们合影。

印尼全国龙狮总会庆祝世界龙狮日
【本报讯】1月1日，印尼全
国龙狮总会在印尼美丽缩影公园
（TMII）举行第三届的『世界龙
狮日』。印尼龙狮队带来各具特
色的中华传统舞狮表演，新年新
气象，元旦正好藉着这些传统活
动庆祝一番，不少热爱舞狮的印

尼市民表示，舞狮让他们体验了
中国功夫，也了解中华文化。今
年的盛会以「世界龙狮日 ─共创
繁荣」为主题，除了龙狮巡游及
表演外，活动还发动世界各地不
同地区响应活动，成为分会场，
将节日气氛散播至全球。

世界龙狮日： 印尼全国龙狮总会。

据印尼全国龙狮总会会长吴能
彬博士称，今年我们将和中国，香
港，澳门，美国、英国、澳洲、新
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和来自世界
各地的龙狮队伍一同启动龙狮节。
与世界各地人士一同欢度新年，今
年的盛会以「世界龙狮日─共创繁

荣」为主题，除了大型龙狮巡游及
表演外，活动还发动世界各地不
同地区响应活动，成为分会场，将
节日气氛散播至全球。我们会续上
届“世界龙狮日”，邀请世界各地
的龙狮会场一同参与，将龙狮文化
散布全球。

印尼全国龙狮总会庆祝世界龙狮节。

据悉，今年就有多达7个国家
和17个城市响应举办，包括美国
三藩市和新加坡等。农历新年临
近，希望举办活动与市民共乐，
让有华人居住的国家看到舞龙舞
狮这个中国文化，可以把文化承
传下去。（雨林雅加达报道）

世界龙狮日： 美国纽约广场。

圣城开山纪念日举行露天观音地藏文殊普贤大佛安坐仪式及

本山部分殿堂修建完成洒净仪式
(本山讯/苏北棉兰)12月
25日，农历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二，圣城刚树立完成
六米高观音地藏以及在东
西两厢房门内四米高的文
殊普贤，礼请世佛僧会副
会长绍根长老率领42位海
内外南北藏传僧伽主持洒
净仪式。钟鼓起鸣迎请诸
山大德进入大殿，讽诵大
悲十小咒环绕四堂口并在
圣像作为环绕洒净安坐仪
式。长老举法语，广品大
和 尚 ， 般 若 大和尚，大熙
大和尚，慧平大和尚为四
大菩萨说四句法语，庄严

隆重。南 传 僧 伽 赞 颂 巴 利
文。绍公对信徒祝贺开光
功德，四众福慧圆满，增
菩提道，法体安康，得大
吉祥。澳洲般若大和尚对
信众说道菩萨安坐洒净，
拜忏开坛，如法如律，洒
净净坛，希望修持华严宝
忏能得到清净心来完成菩
提善根，共成佛道。
参加拜忏开坛菩萨圣
像安坐，四众弟子法喜充
满。在部分僧伽领导之
下，全体长老法师回寮休
息。辉振法师主法顶礼华
严宝忏。华严乃是经中之

王，忏中之上。忏本分作
七卷。每一卷唱诵六个字
母，华严宝忏在赞颂华严
经四十二个字母，每一个
字母含无量义，包容体悟
世界宇宙一切真理也就是
成佛之道。华严经 (法界
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向
善知识诸大菩萨参学如何
发菩提心，证菩萨道。前
后参到普贤菩萨座前，普
贤大菩萨讲十二大愿，行
菩萨达到正等正觉。华严
宝忏赞颂十二大愿王，讽
诵普贤行愿，四生九有，
进入华藏玄门。中午再礼

(左起) 心圆大和尚，般若大和尚，辉振大和尚 及明慧大和尚尼

礼请南北藏传僧伽主持佛前大供

海内外诸山大德及护法善信参加佛前大供

请南北藏传僧伽，佛前大
供。晚间，礼请金刚上
师设放瑜伽焰口，普施法
界，六道一切群灵， 在生
者求福慧延寿，往生者离
苦得乐，超生净土。
第二天上午继续由本
山住持主法领众，顶礼宝
忏。中午，再礼请世界各

国高僧午供拈香。世佛
僧会副会长Ven. Dr. A.
Nanda发表最近联合国发出
公案，全世界受到糖尿病
的威胁，近期，会超过百
万人死亡。这份通告在斯
里兰卡，外交部呼吁全体
佛教徒要如何预防。法师
也通过佛法修行的立场如

何修行约束使我们大家长
寿安乐，自在欢喜。般若
大和尚佛法开示，当我们
拈香，佛前上供，佛陀弟
子观想食存五观，达到最
圆满的喜悦。当日下午傍
晚，由仪丈队 领十大主法
举行送圣仪式。华严如法
如律圆满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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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依然是全球移民首选？
中美洲移民大潮压 境 墨 西 哥
近100年来，最吸引全
世界移民的是美国，相信
以后很长的时间内，美国
依然魅力不减。国际知名
调研机构盖洛普(Gallup)
在最新的一份调查数据显
示，世界上有15%(7.58
亿)的人想要移民，工作
和生活是他们的主要目
的。这些人当中，约有
1.58亿人想移到美国，
相当于现在美国人口的一
半，吸引力为全球首位。
调查中，移民吸引力
排名前5的国家为：美国
1.58亿人，加拿大4700
万人，德国
4200万人，法国或澳
大利亚3600万人，英国
3400万人。数据中的美
国远远超出其他国家，几
乎等同于第2~4的总和的
1.59亿，人们之所以首选
美国，这离不开那里的优
质教育资源丰富、就业和
创业机会多以及健全的社
会福利保障制度等优势。
对于美国移民来说，今
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17年
入主白宫以来，相继出台
了多项收紧移民政策的决
定。包括对入境美国的外
籍人士进行严查，限制美
国公司雇佣外国留学生，
监督移民非法占用社会福
利，追查过往移民申请案
的造假信息等。

移民美国几种途径：
【美国投资移民】这
种方式和申请人的财富值

关系比较大，别单纯理解
为美国欢迎有钱人，其实
美国人更欢迎有钱、又能
帮助当地政府提升财政收
入，还能解决美国公民就
业的富人。所以，2017
年以前，美国EB5移民项
目，要求投资50万美元到
美国所属贫困地区或失业
率高的地区，并至少创造
10个就业岗位。但是美
国移民局在最新的行政建
议中提议将目标就业区域
投资额从50万涨到135万
美元，非目标就业区域从
100万涨到180万美元。
最让人担忧的是，有许多
移民中介并不可靠，投出
去的钱打水漂或资金收不
回来成了大概率事件；另
外值得一说的是，目前投
资移民，至少要等5年排
期才有机会拿到绿卡。
【婚姻移民美国】“
嫁、娶一个美国公民”然
后让自己的另一半（美国
公民）代为申请绿卡，这
是比较易行的移民方式，
也因为有此项政策而衍生
出许多假结婚真移民的案
例；有鉴于此，美国移民
局对于婚姻绿卡的审核态
度变得特别严苛，常常会
展开各种调查，问非常细
节的问题，以确定夫妻关
系的真实性。
【留学移民】先去美
国留学，然后学而优留在
美国工作，最后申请美国
绿卡；这种方式也算是一
步一个脚印的移民操作，
但是，从过往大学通知书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一直以来便是世界移民
的首选。
到学生签，再到工作签，
最后排期拿绿卡，这个过
程漫长且变数多，任何
一个环节卡住，基本就移
民无望，所以这条移民通
道，不太易行。
【作为杰出人才和国
家利益豁免】相对于“
资质”平平的人而言，
这种绿卡难度就很大了，
但仍然有很多中国人成功
获取。国内一些娱乐圈的
名人多靠这种方式获得美
国绿卡，目前体育界出名
运动员和科学人才也加入
了申请杰出人才绿卡的行
列。
【受聘跨国公司做经
理】这就是常说的L1签
证，适合于真正有实力的
人受聘到业绩很好的跨国
公司，如果申请人作为经
理经营的这家公司业绩良
好，达到要求，就可以以
杰出经理人申请移民，这
种移民同样是普通人难以

触摸的存在。
【亲属移民】获得美
国绿卡的人，可以为自己
未成年子女、父母申请美
国绿卡，获得美国公民（
如美籍宝宝），则条件更
加优渥，父母、未成年儿
女不用排期直接拿绿卡不
说，还能为成年子女、兄
弟姐妹申请美国绿卡。
【庇护移民】这种方
式在过去使一些人轻易地
拿到美国绿卡。庇护申请
包含政治、宗教、难民等
不同类型。不过自特朗普
上台以来，庇护绿卡审核
越来越严格，美墨边境至
今滞留数以千计的难民被
阻拦在美国国境之外。
【 赴 美 产 子 】 这种方
式起源于毗邻美国的美洲
邻居们，进入21世纪后随
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及
人民生活的逐步富有，继
而受到国内中产家庭的热
捧，当然，世界上还有其

特朗普扬言：美国只欢迎最聪明最优秀的人移民！
他国家的准爸妈们也喜欢去
美国生宝宝，例如：日韩、
港台、印度俄罗斯等国。华
人是世界上最舍得为子女教
育投入的族群，选择赴美生
子的中国父母，自身未必有
移民的迫切需要，但他们更
看重赴美生子，落地公民权
给孩子带来的教育前景和人
生机遇。

C aravan移民大军
中美洲的贫困、黑帮
暴力和就业机会的匮乏导
致中美洲国家成千上万人
组成移民大
军前往墨西哥，希望
能进入美国。这些中美
洲移民中大多是宏都拉斯
人。2018年10月，数千
名中美洲国家的移民向着
美墨边境前进，试图入境
美国，拥有新的人生。然
而，长途跋涉抵达边境的
他们发现，事实远比想象
的要复杂得多。

美国媒体将这支移民
大军称为caravan（大篷
车）。《华盛顿邮报》11
月25日报道称，已有数千
名中美洲移民滞留于邻近
美墨边境的墨西哥城市蒂
华纳，还在苦苦等待着。
当天，久久等不到入境申
请的500名大篷车移民“
暴力”冲击了美墨边境最
大口岸——圣伊西德罗口
岸。随后，美方用催泪弹
驱散，移民尖叫着四处逃
散，孩子们嚎啕哭泣……
特朗普总统表示将不
允许这些人进入美国，并
敦促国会提供50亿美元用
于在美墨边
境建造围墙。特朗普
总统要求的建墙资金略
微少于美国向3个中美洲
国家提供的援助和投资资
金。而墨西哥答应向这些
中美洲移民提供就业以及
申请庇护的机会。
（综合报道）

大量涌入的移民已成为美国政府资金流失的负担，因为移
民每年从政府获得多达2960亿元福利，远超过所缴的税。
该研究发现，创纪录的新移民正让国家财政紧缩。

根据特朗普总统行政令及国土安全部（DHS）部长所颁的
新执法指南，以假结婚获绿卡等移民欺诈行为，将列入
执法优先对象。

哈佛商学院公布了一项关于移民创业者的研究。结果显
示，移民创业者者更有上进心，而他们创立公司的人员
增长率也比本土企业更高。

华府智库移民政策中心（MPI）的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2016年华人移民达到230万，占所有移民的5%，成
为美国第三大移民群体。

高举国旗的中美洲“大篷车”移民由南到北穿越墨
西哥。

2018年4月29日，加州圣伊斯卓港，大篷车移民的支持者
爬上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边境围栏。

试图进入美国的大篷车移民。

“大篷车”移民们局促的生活环境。

在蒂华纳的美墨边境围栏附近，移民在催泪弹中逃散。

中美洲移民潮压境墨西哥，但却被拒门外，危地马拉总统声称有2千民
众放弃返国同时，估计也有约2千移民，自行游泳或乘坐浮具，成功闯
入墨西哥，而墨西哥当局也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无视特朗普威胁，洪都拉斯移民大军一步一步走向
美国.

11月25日，在美墨边境线外盼望着入境美国的中美
洲移民。

EXO连续三周

刘德华确诊流感后首开腔

主办方宣布有望补场
刘德华(华仔)原定在
香港红馆举行一连20场
跨年演唱会，不料去年
12月28日晚第14场时，
因喉咙发炎无法再唱，
不得不中途取消。主办
方随后公布华仔因确诊
流感，无奈从2018年12
月28日至2019年1月3
日共七场演唱会全部取
消。2日，华仔在官网
发文表示，身体状况已
稳定，并于当天下午出
院。主办方也宣布，正
向红馆申请今年12月的
档期，华仔演唱会有望
补场。
28日晚含泪离开红馆
演唱会的华仔，在宣布
取消七场演出后一直未
公开露面。除了要好好
休养，也要同各单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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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华
讨后续安排。
直至2日傍晚5点，
华仔在官网发文，向歌
迷道歉并拜年：“真
的……很不好意思，再
深深的向所有受影响的
大众们致歉！我的身体
状况已经稳定下来，今

天下午出院了！很快会
恢复健康的！感谢你们
对我的一切！在心中！
新年快乐！”
与此同时，刘德华演
唱会主办方“映艺文化
娱乐有限公司”2日发
布通告，对取消2018年

12月28日至2019年1月3
日共七场刘德华的香港
演唱会，造成八万多名
观众无法观赏华仔的演
出，再一次表达深切歉
意。
主办方还宣布，正
在向红馆申请今年12月
的档期，如成功即补场
演出，若失败则安排退
票。而申请能否成功，1
月31日前可获确认。主
办方叮嘱持有2018年
12月28日至2019年1月
3日演唱会有效门票的
人士，务必保留门票。
最终处理方案，最迟于
2019年1月31日公布。
而对于许多从四面八
方飞到香港看华仔演唱
会的歌迷，当然想有补
场好过退票款。

摘得美国告示牌全球数位榜冠军

韩国人气男团EXO
韩国人气男团EXO去年 在 台湾 、 香港 、 美国 、 加
1 2 月 1 3 日 发 行 的 正 规 5 辑 拿 大、 法 国、 意 大利 、 芬
改版专辑《LOVE SHOT》 兰、荷兰等全球62个国家
， 于 告 示 牌 在 美 国 当 地 语地区的iTunes的综合专
时间1日发表的“Billboad 辑 榜摘 得 冠军 。 该专 辑 也
World Digital Song Sales( 在Billboard的K-POP 100
全 球 数 位 歌 曲 热 销 榜 ) ” 榜中拿下第一名。
排行榜中摘得冠军。
此外，《LOVE SHOT》
这 已 是 E X O 连 续 三 还在台湾的KKBOX韩国单
周 于 该 榜 居 冠 。 不 仅 如 曲 榜、 中 国的 虾 米音 乐 综
此，EXO的《LOVE SHOT》 合榜摘得冠军。

小贝乡下度假屋两次遭小偷 加强安保增设铁丝网 黄致列时隔12年推出正规专辑

贝克汉姆与维多利亚。
据外国媒体报道贝克汉姆和维多
利亚科茨沃尔德的豪宅2018年遭小
偷两次试图闯入，因此加强了安全
措施。这对夫妇最近在房子周围安
装了带刺铁丝网，据说还安装了改

进的设备和光线探测器。
另外还有一个额外的预防措施，
现在家里还有了一只新的德国牧羊
犬，名叫洛根，它一直和管理员巡
逻。据悉，11月14日凌晨，一名男
子被7名保安和两只警犬赶走，两人
当时并不在家。
据《太阳报》报道，43岁的贝
克汉姆和44岁的维多利亚在一个月
内第二次威胁到他们在乡村的度假
屋，都被吓坏了。上一次尝试闯入
发生在10月19日，当时这对夫妇正
前往澳大利亚。
据了解这两起犯罪都是一伙人干
的，当他们离开时，他们的目标似
乎是他们的豪宅。
一位消息人士对该报说：“幸运
的是，在上次事故发生后，他们提
供了额外的安全措施，包括几名工
作人员和几只狗，他们能够保护这
片土地。否则，结果可能会完全不

同。他们正在重新评估自己的安全
性，如果需要的话，还会带来更多
的安全性。”
泰晤士河谷警方的一名发言人证
实，他们接到报告称，早上6点15
分，一名男子在该房产附近行为可
疑，并正在调查。没有被捕。
四周前，警方在24小时的安全监
控小组在酒店的闭路电视上发现了
一伙身穿巴拉克拉瓦服装的男子，
随后他们最后一次赶到贝克汉姆的
家中。邻居们发现了他们，在警方
到达之前，邻居追着嫌犯。
据了解，嫌犯试图闯入屋子时，
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与16岁的儿子
罗密欧、13岁的克鲁兹和7岁的哈珀
一起前往澳大利亚。几个小时后，
维多利亚被描绘成一副苦恼的样
子，猜测也随之增多。现在有消息
显示，四个孩子的母亲对这伙人接
近进入她家感到恐惧。

使力不当腰伤复发 惠英红拒打戏保护自己
惠英红正在香港忙于舞
台剧演出，近日抽空接受
台湾媒体视讯访问，谈到
这几天演出舞台剧，因用
力过猛以致她的腰椎旧疾
复发，还得靠中医师针灸
舒缓疼痛。过去她经常演
出打仔角色，但经年累月
下来，身上断骨断筋地方
不少，留下不少后遗症。
而由她主演的电视剧集《
心冤》也将在台湾播出。
谈到再次回归电视萤幕，
惠英红笑说有赖导演以鲍
鱼美食诱惑说服她。得
知这次是个全新题材，且
以电影规格、美式节奏拍

摄，加上福斯传媒投资监
制，有一定品质，因此很
快地答应导演邀约。
只是题材来自香港近5年
的奇案，剧情难免少不了
追缉、打斗等动作情节。
由于惠英红过去拍武打戏
留下不少后遗症，加上现
在年纪也不适合再打打踢
踢，要保护自己身体，因
此她多前年已经宣布不再
接打斗戏。这次听到导演
将会安排动作戏，原本惠
英红还考虑许久想拒绝，
但一到现场看到他们过招
时 ， 直 呼：“这那里是打
斗，根本是运动嘛 ! ”当

场三两下就拍摄完这场戏。
这次剧集也邀集另外二
位影帝级卡司：黄秋生及
谢钧豪加入，黄秋生与惠
英红已经老搭档，所以一
到现场也没多彩排，沟通
一下就立刻拍摄；反而是
首次合作的谢君豪，初见
面时还坐得远远地也没说
话，后来还是惠英红主动
走过去打招呼。当时，谢
君豪很不好意思地说“我
正在想什么时候过去跟你
打招呼才好”，不过两人
虽是初次合作，但愈演愈
顺手，两人甚至还会相互
比试较劲演技。

伍佰(中)于2019年开工第一天助阵五月天“人生无限公
司”最终版演唱会。
像伍佰担任嘉宾，怪兽 先预告将演唱的歌曲，
说：“2019年希望跟大 笑说：“保证等下你们
家 过 得 很 开 心 ， 我 现 在 下巴掉下来。”
真的蛮兴奋，因今天有
五月天主唱阿信曾多
很 棒 的 歌 ， 我 现 在 冷 静 次地表示伍佰&
China
但心情很激动！”并抢 Blue是他最崇拜的人之

韩国人气歌手黄致列
韩国经纪公司HOW Entertainment周三宣布，旗
下歌手黄致列将于21日发
行 正规 专 辑。 这 是黄 致 列
继2007年发行的首张正规
专 辑《 五 感》 之 后， 时 隔
12年推出正规专辑。
去年4月发行第二张迷
你专辑《Be Myself》的黄

致列，本次是时隔9个月
推 出新 作 。参 与 过《 我 是
歌 手第 四 季》 及 《爸 爸 去
哪 儿》 等 节目 的 黄致 列 ，
不 仅是 在 韩国 ， 在华 语 圈
也有高人气。
2018年12月29日及30日
才刚于首尔奥林匹克公园举
办“JANUS”年终演唱会的
黄致列，除了在IG分享了演
唱会的照片，他也不忘于迎
接2019年之际，上传照片祝
福粉丝们新年快乐。
黄致列于2017年发行
首张迷你专辑《Be ordinary》时，总销量卖破22
万张，让他成为2017年销
售量最多的solo歌手，也
创下4年来solo歌手的最高
销售记录。本次加入1月
回归潮的他，时隔12年推
出 第二 张 正规 专 辑， 也 引
发关注。

被小苹果逗趣背着跑

章子怡晒视频送祝福

惠英红

五月天2019年开工 邀请偶像伍佰助阵
五月天“人生无限公
司”最终版演唱会从2018
年底就在台中洲际棒球场
展开，一直办到2019年，
而元旦第一天的开工日，
五月天邀请到他们的偶
像“伍佰”担任嘉宾，演
唱《挪威的森林》、《爱
情万岁》两首夯歌，点燃
全场气氛。
五月天“人生无限公
司”最终版演唱会于跨
年当晚和现场2.5万名
社员，线上391412名社
员，以及抢不到票的歌
迷，近3千人齐聚在场
外，隔着棒球场墙壁倒
数，加入这场“最盛大
尾牙”，转眼迎接2019
，许下新年新希望。
元旦的第一场演出，
五月天邀请到他们的偶

21日回归乐坛

一，伍佰一现身，阿信
心情激动地说：“我们从
十年前就开始邀请伍佰老
师当演唱会嘉宾，有一天
就是今天，今天就是有一
天，欢迎伍佰老师来到《
人生无限公司》。”
伍佰一出场即演绎
两大摇滚情歌《挪威的
森林》、《爱情万岁》
，全场气氛热烈，甚至
当伍佰一下台，台下歌
迷还依依不舍大喊“伍
佰！伍佰！”，五月天
的团员怪兽打趣说：“
你们怎么还叫得出来，
不是下巴要掉光了！”
然而，阿信这回不吃
醋，反而开心地说：“平
常嘉宾走，你们喊嘉宾名
字，五月天会有点吃醋，
但你们今天可以。”

中国女星章子怡12月
31日在微博晒出一组欢乐
视 频， 其 中一 段 视频 中 ，
章 子怡 被 继女 “ 小苹 果 ”
背 在背 上 快跑 玩 闹， 双 双
摔倒在地，十分逗趣。
章 子怡 为 网友 送 上新 年 祝
福：“奔跑着迎接2019
年的一切美好，2018的
挫折、病痛、焦虑、愤
怒 、不 安 …… 统 统消 失 ！
祝 大家 新 年快 乐 ，拥 抱 快
乐！”
12月31日是2018年的
最 后一 天 ，这 一 天很 多 人
选 择和 家 人一 起 度过 。 章
子 怡当 天 在微 博 分享 与 家
人 相处 的 欢乐 时 光， 视 频
中 ，章 子 怡偕 丈 夫汪 峰 、
女 儿“ 醒 醒” 、 继女 “ 小
苹果”在草地上玩耍。
虽 然都 穿 着厚 实 ，但 都 在
阳 光下 快 乐奔 跑 ，一 家 人
的 脸上 都 露出 灿 烂笑 容 ，
画 面如 冬 日的 阳 光一 般 温
暖。
特别逗趣的是，一支视
频 中， 个 头似 乎 高过 章 子
怡 的“ 小 苹果 ” ，背 着 章
子 怡在 草 地上 奔 跑。 而 跑
着 跑着 ， 两人 就 “啪 ” 地
一 下摔 倒 在地 ， 母女 俩 在
地上打滚并大笑不止。
而汪峰也是背着“醒
醒”，一家四口一起奔
跑 ，全 家 人都 笑 得非 常 开

章子怡
心 。章 子 怡配 文 道： “ 奔
跑着迎接2019年的一切美
好，2018点挫折、病痛、
焦 虑、 愤 怒、 不 安统 统 消
失 。祝 大 家新 年 快乐 ， 拥
抱快乐！”
网友纷纷评论：“子怡
和 继女 相 处得 好 好， 太 有
爱 了。 ” “感 觉 像爸 爸 带
着三个女儿。”
章子怡自2015年底升
格 当妈 以 来， 母 爱爆 棚 ，
对 汪峰 与 前妻 所 生的 “ 小
苹 果” 也 视如 己 出。 一 直
以 来， 不 仅章 子 怡与 “ 小
苹 果” 相 处融 洽 ，而 且 “
小 苹果 ” 与小 “ 醒醒 ” 也
感 情深 厚 ，一 家 人其 乐 融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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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家收入首次突破指标
2018年政府的财政收入首次突破指
标，政府的收入达1,942.3兆盾，或达到
2018年国家支预算收入部分的102.5％
，而支出方面接近指标的100％，即达到
2,2002.3盾，或国家收支预算支出部分的
99.2％，这是2018年财政部努力的结果。
众所周知，一向以
来，我国没有达到过国家
收支预算里的指标。现在
因为政府的收入增加了，
使经常帐的赤字减少，
只有1.76％，而国家收
支预算里经常帐赤字的指
标是2,19%，原赤字指标
87.3兆盾，结果只有1.8

兆盾的赤字。
因为收入增加，使政
府取消原要融资25.5兆盾
的计划， 结果使政府节
省了一笔不小的利息。这
是好现象，国家收入比起
2017年增加了16.6%，
2018年国家收入可分为两
个部分， 税收达1,521.4

兆盾，或指标1,618.1兆
盾的94%。虽然未达到
100%，但已比2017年好
很多。
另外，政府也成功收
到非税收入407.1兆盾，
或超过指标275.4兆盾的
147.8%。支出方面也是
首次接近指标的100%即
99.2%， 至2018年12月
31日政府支出达2,202.2
兆盾或指标的99.2%。
佐科威总统自2014年
上任以来，不断设法提高
国家税收、海关的税收、
非税收入等， 以便国家
财政能够自立，不再依赖
贷款。现在国家收入首次

超过指标，是佐科威政府
努力的成果。
重置经济改革中心
(CORE)主任赞扬政府在
全球经济动荡的2018年
里，税收仍能超标的不
凡成果，他希望在今年
(2019年)里政府继续努
力并保持该成果。
国会第十一委员会也
赞扬财政部长丝丽慕莉雅
妮努力的成果，这是印尼
首次税收超过指标，在全
球经济不稳定的时候，这
是不容易达到的成果。
财政部长丝丽慕莉雅
妮说，税收就像是国家
财政的血液， 一直是国

家建设需要的财源。缺
少税收国家的建设就会
受阻。2017年政府实行
税务特赦的措施，政府
收到纳税人补交的税款
共4,855兆盾。从国内
收到补交的税款3,676兆
盾，而从国外收补交的
税款1,031兆盾。从外国
转回国内的存款达147兆
盾。
税收对国家的贡献
逐年增加，
2014年税
收对国家的贡献达74%
， 2018年增加至82.5%
。国际社会也赞扬我国
的税务特赦政策非常成
功。政府也与国会修改

文/邝耀章

了国家非税收条例，使
政府非税收入也大大的
增加。
政府的成功也可以
从低通货膨胀感受到，
2018年的通货膨胀只
有3.13，而比2017年
的3.61%又下降了许
多。2018年的通货膨胀率
比政府定下的指标3.5%
低。而其他大国的通货膨
胀率都比我国高。
未来政府面对的挑战
是，如何提升出口，平衡
进出口，使经常帐不要出
现赤字，盾币汇率稳定不
要波动及如何促进经济成
长使超过5%。

习近平重要讲话全方位阐述未来和平统一目标前景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
《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
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争取祖
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及一
系列政策主张。这是对台工
作和两岸关系进程中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大事，标志着解
决台湾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进
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也揭开
了两岸关系发展新的历史篇
章。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以来，根据对台工作实践，
针对台湾局势和两岸关系形
势变化，我们党和政府相继
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
制”方针，发展两岸关系、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
项主张，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重要思想。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提出了巩固和深化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系列
政策主张，对台工作取得新
的重大进展，两岸关系开创
了和平发展的新局面，进入

了巩固深化的新阶段，总体
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在《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40周年的今天，两岸
同胞的相互往来、经贸合
作、文化交流的规模都再
创历史新高，然而岛内仍
有一小撮“台独”势力兴
风作浪，意图破坏两岸和
平发展的大势。在新的历
史节点上，习近平总书记
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这
篇讲话，既是下一阶段对
台工作的重大政策宣示和
行动指南，又是在新时代
下对未来和平统一目标和
前景的全方位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首先回顾
了70年两岸关系发展的风雨
历程，然后用八个“任何”
阐述“祖国必须统一，也必
然统一”的历史定论，向海
内外发出了“两岸未来必定
和平统一”的权威信号。接
下来，习近平总书记详细阐
述了实现和平统一的路径和

方法。
第一，携手推动民族复
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讲话开篇所强调的，台湾
问题产生于民族弱乱，西
方列强的入侵让中国陷入
内忧外患、山河破碎的悲
惨境地。而如今，我们正
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道路上，中国人民已经逐
步过上富足美好的生活。
我们应从民族复兴的角度
看待台湾问题，将台湾同
胞纳入到民族复兴的进程
中来。两岸同胞既要共担
民族复兴的责任，也能共
享民族复兴的荣耀。中国
梦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梦，
只有国家强盛、民族复
兴，两岸中国人才能携手
过上幸福生活。
第二，探索“两制”台
湾方案。这是讲话的最大
亮点，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
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
式，并发出郑重倡议，希

望“在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
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别
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
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
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
安排”。我们可以看到，习
近平总书记展现了“政治分
歧问题不能一代代传下去，
一定要尽快解决”的决心，
而为了早日推进两岸政治谈
判，习近平总书记又对台湾
同胞展现了最大的诚意、空
间和耐心，表示会充分“照
顾台湾现实情况，维护台湾
同胞利益福祉”，希望台湾
同胞把握机遇。
第三，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针对“台独”分
裂势力，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绝不为各种形式的“
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
空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
步解释，“我们不承诺放
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

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
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
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
同胞”，并号召“两岸
同胞要共谋和平、共护和
平、共享和平”。
第四，深化两岸融合发
展。两岸已经实现“大三
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
此基础上要“应通尽通”，
包括“提升经贸合作畅通、
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
通、行业标准共通，可以率
先实现金门、马祖同福建沿
海地区通水、通电、通气、
通桥”，还“支持两岸邻
近或条件相当地区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
捷化”。习近平总书记的“
八通”是进一步深化两岸融
合发展，让两岸人民在地理
上、生活上都切切实实成为
一家人。
第五，实现同胞心灵契
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
主要强调了中华文化对两岸
同胞的凝聚力，中华文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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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
属，从文化认同角度促进两
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是最佳路
径。习近平总书记还专门提
到两岸青年，欢迎台湾青
年来祖国大陆追梦、筑梦、
圆梦。“31条惠台措施”推
出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台湾
青年到大陆求学、就业、创
业，他们也是中国梦的参与
者与书写者，更是两岸的未
来和希望。
“和平统一之后，台湾
将永保太平，民众将安居乐
业。有强大祖国做依靠，台
湾同胞的民生福祉会更好，
发展空间会更大，在国际上
腰杆会更硬、底气会更足，
更加安全、更有尊严。”相
信除了少数“台独”顽固势
力外，绝大多数台湾同胞都
会理解并且认同这段话。“
历史不能选择，现在可以把
握，未来可以开创”，两岸
同胞只要同心协力，就一定
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美好未来。来源：中国网

台学者评习五点：“促统”与“香港化” 料美将支持蔡
“习五点”提出后，引
发台湾各界关注。多位台
湾学者出席当地时间1月3
日“民众对1992年两岸两
会会谈看法”民调座谈会
时，指出“习五点”的“
促统”与“香港化台湾”
意图，并将其视为“急统
倡议书”。然而与会的台
湾学者也认为，美国将为
民进党政府提供更多支
持。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所
教授范世平表示，习近平

的谈话不但否定了“一
中各表”的空间，更窄化
了九二共识的意涵。首
先，“海峡两岸同属一个
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
统一”的说法，是将九二
共识置于“促统”的目标
下；其次，将一国两制的
框架至于台湾之上，说明
了将台湾“香港化”、“
地方政府化”的目标。范
世平认为，习近平所提
的九二共识，已经否定中
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

家。
范世平也批评习近平“
不用功”，面对台湾问
题，不但没提出新的思
路，反而重提40年前邓小
平的一国两制。范世平提
到，一国两制在香港对于
言论自由的侵害，以及特
首直选的失信，已使它在
台湾成为负面名词。
台湾智库谘询委员董
立文则将习近平的讲话，
定位为“急统倡议书”，
不但将“统一”和“一国

两制”定为目标，也瓦解
了胡锦涛时代的对台政策
遗产。董立文指出，胡锦
涛时代借由“两岸关系合
情合理安排”、“商讨建
立军事互信机制”、“协
商达成和平协议”，逐步
建构出两岸政治谈判的三
部曲。然而在“习五点”
的提出后，这套曾写入中
共十八大政治报告的三部
曲，也遭到废弃。
对于国际的反应，范
世平则认为两岸的统一，

势必影响美、日的国家利
益，尤其在美国的印太战
略提出后，台湾的重要性
日增。范世平乐观预测，
美国为了不使台湾成为下
一个香港，可能将为民进
党和蔡英文在明（2020）
年的选举，提供更多的支
持。
台湾学者范世平认为“
习五点”突显了北京“促
统”、“香港化台湾”的
意图。
（多维记者：沈朋达／摄）

范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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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作者:墨幼羽

我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
守着没有你的城市，
我望着远处起伏不定的孤云，
凝视交织错落的影子。
我以为你不喜欢烟气，
所以我选择了戒烟；
我以为你不喜欢平庸，
所以我选择了努力；
我以为你喜欢小说，
所以我为你写小说；
我以为你喜欢读诗，
所以我为你写诗；
后来才知道，
你喜欢我远离，
所以我人和心都隔你千千米；
那么，
我喜欢的你，
现在幸福吗？

心就像是一个的湖泊
作者:逗乐你

心就像是一个的湖泊，
有 时一 颗小小的石子也能
荡起一湖的皱波；
心就像是一块的顽石，
有 时纵 是粉身碎骨也依然
坚硬如初；
心就像是一只的鸟儿，

天空

有时纵是困倦疲 乏了 也 只
能不停息的往前飞驰…
心就像一颗埙落的流
星，有时纵是到 了生 命 的
尽头也要擦出一 道不 死 不
灭的痕迹
亮闪这人间！…

作者:沁园寒香

我不知道瓦蓝到底有多蓝
我却知道你现在就是这么蓝
没有丝毫白云的点缀
望天全透着耀眼的蓝
心情也随着瓦蓝而明亮
纯洁的眼睛容不下污渍
晴空万里纳不了瑕疵
阴沉的寒风吹响号角
乌云弥漫而来
压抑带着黑暗侵犯你
我们也感受着寒霜的冷
为什么黑暗还是存在
那怕滞留的短暂
乌云终将散去
晴空展现天际
明亮悬挂在你心头
我们望天
我们期盼晴朗
我们凝望瓦蓝瓦蓝
我们陶醉在清纯的蓝

也许花开，也许花败
时光淡雅，如一杯刚刚沏好
的茶，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但只
有真正品尝过后，才发现其中的
苦涩。记忆清浅，仿佛落日的余
晖，即使日落西山，彩云仍然照
映着薄薯，经久不散。而当它又
真正褪去之时，迎来的确是无尽
的黑暗，蓦然回想，原来落日的
余晖也可以那样的美丽。
花开之后是花败，繁华过后
是无尽的落寞，正如最后一缕阳
光滑落西山之后，迎来的终究是
无边的冰冷黑暗。也许花开，也
许花败。正因为知道了花败的凄
凉，所以每当下次鲜花盛开，芳
香四溢之时我们才会感叹花开，
开的繁华，花败，败的凄凉。也
许花败之后还会有花开，但并不
是所有的花败之后都会有新的花
季，新的花开，有些花，一但枯
萎，便不曾再次绽放。正如过去
的时光，不复存在。
也许花开，也许花败，世间万
物又莫不是在蜿蜒中前进，在坎
坷中成长。每一处繁华的背后，
又有谁知道它有没有经历过落
寞，经历过不为人知的伤痛呢?痛
过之后，才真正学会了坚强。一
些人，一些事，我们得到过、经
历过、深爱过，在我们失去的时
候才会明白有一种比肉体更加疼
痛的是精神、是心里面的疼痛，
最终发现，这种痛，往往更加的
刻骨铭心，无处安放的，不是肉
体，终究是一颗孤独的灵魂。
人往往就是如此，有些人，
有些感情。在我们拥有的时候不

我精神抖擞，感觉自己
睡好了，但却有点茫然朦
胧，还有种一觉醒来错过
了很多事的慌张。一直以
来我是睡不太好的人，突
然间睡的好睡的饱，竟是
在这冬季里，我仔细想了
想，有没有遗漏什么，有
没有错过什么。我很害怕
在我睡得太好的时间里错
过某些瞬间，好在，并没
有什么发生。我只是睡好
了养足了精神，可以应对
下一波命运的冲击。
人真的很奇怪，在命
运的转盘里，看起来脆弱
的不堪一击，随时都能
大哭一场，但在特定环境
下，很长的时间里，却能
够抵挡一切风雨。人生就
是一个不断忘记、不停怀
念、时刻塑造的过程，总
以为现在的自己与之前的
自己有所不同，但若真的
比较起来，也说不出个所
以然。这有点像以一个

去珍惜，却总是在失去它的那一
秒才学会了如何去惋惜，直到这
时，我们才发现曾经记忆中仅存
的那一秒的温柔，都显得弥足珍
贵。时光如白驹过隙，匆匆流
逝，直到最后，时间才会告诉我
们:有些东西，一旦错过，便是永
远，一旦转身，便不复相见,过去
的终究是追不回来的，过去的不
再回来，回来的不再完美。
有人说:“如果一些东西是你
的，你便放开它，如果经历风吹
雨打之后它任然能够回的来，那
么它就是你的，如果回不来，
那便不是你的，不必强求。”
其实，我并不赞同这种说法，
因为，有些人，有些事，一旦错
过,就是一辈子。分手是永远，回
首不相见。留不住的终究是哪似
水的流年，留下的，只不过是记
忆深处那一抹浅浅的回忆。记忆

风雪醉，一场美
你是我的白衣仙子，
带来人间的不平凡，我
为你伤悲，为你流泪，
为你写下属于我们的传
奇。那时，我是雪里的
一朵小花，神奇的，我
就迎着西风的寒冷坚强
地开了，在风雪的纷
飞里展现我的妩媚，在
雪片的坠落声中展示我
温柔的情节，只是一张
薄薄的纸页的重量，在
关于你的记录里，温习
着往日的美好。轻轻地
坠下，轻轻地安放我的
灵魂在深冬的角落，
呻吟，叹息，哭泣！我
应该可以笑着面对每天
东边冉冉升起的夕阳，
我应该可以在企盼的渴
望里找到人生的出路，
以脚下的每一个掌印，
连接未来充满期许的天
明。那时我要大步流星
地走到你的面前，向你
展示我的魅力，矫健着
我的身轻！
你轻轻飘飘的，下满
一个冬天的深情。夏蝉
在你的深情里熟睡去，
蝴蝶在你的深情中不再
挥动健康的翅膀，连我
也要在你的深情里温柔
地幻想，那个属于我们
温暖的季节。
翻开旧时的相片，你

生活可以变好的
寒冷的脚步暂时去了
其他的地方。前几日这里
艳阳高照，冬花绽放，枫
叶飘红，我脱下厚重的外
套，穿上轻薄的卫衣，感
觉很轻松。如果说寒冷冻
结万物，锁紧心事，那么
这艳阳便化开一切，你可
以看到，原本懒散的人们
忽然活跃起来，会发现，
山好像挺拔了些，树好
似绿了直了些。休息的时
间里，三五几个友人相
邀，赏这不似寒冬时节的
红叶，踏这寒冬不冷的山
水，倒有几分欣喜之意。
冬季的阳光暖身，亦
愉悦心情，之前的沉重
感，虚无起来。早上起床
的时候，我没有再埋怨阴
沉的天空，洗漱，更衣，
妆扮，泡咖啡，再听上一
首音乐，活力满满。我把
窗全部打开来，没有风。
好像所有的一切都轻快起
来。我的心情很好。

第16版

FEATURES

的脸因岁月多年的流逝而
斑驳模糊，这岁月荏苒的
手段是否过于残忍，这一
杯酒仍有醉意，握住你的
那双手却开始颤抖。你的
背后如果有足够细心的
人，一定能够发现我曾经
追逐你时留下的足迹，
我也不再年轻，被你远远
甩在了身后，回望时，
我消失在那一眼的苍茫
中••••••那时特意
为你在一片青青的莲叶上
写下的心事，如今也已经
风干了吧，挂在历史的藩
篱，被一场无情的烈火
燃烧。你应该能够感觉到
我的温暖顺着你的脚掌浸
透你的全身，但你似乎已
经不会在意，那是谁特意
为你有过的用心吧！飞过

作者:流年无殇

的潮水时涨时落，记忆深处的回
忆时隐时现，当我们再次追忆曾
经，怀念过往的时候，即使有很
多的“暖暖”，但也少不了“凉
凉”。若水三千，我只取一瓢。
这其中又有几许平淡几多愁。
也许花开，也许花败。也许是
看过了太多的故事都有一个完美
的结局，便笃定这世上所有的故
事都是美好的结局。直到最后花
败之时看到眼前凄凉的景象，有
生出了几多愁思。不知何时，发
现自己竟也变得如此感性，看花
生情，看水动情。然而，世间万
物万种风情，我却又喜欢上了那
最忧郁的一朵，即使不算完美，
但也足以让我品味半个秋冬。
“有多少繁花满枝，就有多少
秋叶零落。”时光太长，记忆太
浅。早已无处寻知从哪里看到的这
句话。花开之后有花败，也亦有秋
叶的零落。花开，开的纯粹，开的
唯美。花败，败的凄凉，败的惋
惜。花开花败正如人间人聚人散，
这一秒是花开，是你牵着别人的手
诉说执手天涯，下一秒, 就可能会
是花败的开始，是离别的前奏。百
花无情人亦有情，花开花败，人聚
人散，本是规律。但若不想在失去
的那一刻伤心落泪，唯有在拥有的
时候去珍惜。繁花落尽，荒凉的是
风景，凄凉的是人心。
当秋叶泛黄，枯叶如蝶从枝头
飘落，才明白，繁华落尽，是无
尽的凄凉。花开之时珍惜，不至
于在花败之时落寞。也许花开，
也许花败。

作者:无非

高山，飞过平原，越过大
海，而我，不能再飞了，
在抵达生命的尽头里，纵
然有再多的不舍，我也得
割舍而去。
听，窗外雪落下的
声音，淹没了深夜前来
寻你无果而失魂落魄的
足迹，如此寒风凛冽的
夜，会不会有人为他送
一件取暖的外衣，或者
说一句暖心的话语，让
他在这寒风凛冽的夜，
能够甜蜜地睡去？或者
他就像一个幽灵，在没
有你的夜，独自化成片
片飞雪，感受那树上的
枯叶还能够承受的重
量。或者他也只是一滴
露水，在你沉睡时诞
生，当你睡醒后，他就

轻轻地滴答一声坠落，
大地龟裂的尘土，封藏
他的灵魂。而你终究是
一无所知，凭着这大地
的辽阔，走向属于你广
阔无疆的人生！但他从
不会悲哀流泪，因为奉
献是他生命的美，奉献
他的美，成全你生命的
皎洁。
以风的船儿载着雪花
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春
天来了吧，欺骗着那个
翩翩起舞的白衣少女，
像是初次邂逅爱情那般
甜蜜，脸角冻得通红，
嘴里依然是春天里她最
爱的那首歌。他是不是
也已经听见，假装捂住
耳朵，心里开着花，眼
里犯着傻，嘴里说着让
人听不见的情话？这一
场雪，有过你我此生最
美好的情节。
给我力量，让我的喉
咙不再喑哑，让我有勇
气大声地告诉远方的那
个她：我爱你呀！雪还
在下，你却在我冰凉的
心的雪地里遍野开花！
不要嫌恶我随意摘起一
朵就要给你戴在头上，
不要笑话我揣在胸口，
第二天早上醒来哭着喊
着向你索要那一朵早已
经融化的雪花。

作者:焱

陌生人的姿态注视别人的
人生，起起落落，跌宕起
伏。
回望2018年之前的所
有，很特殊。不停的奔
走，不停的病，多数的
时间里睡不好，晕晕乎
乎，心情起伏不定，日
子动荡不安。慌慌张张
中用不停的给你写信这
种方式，慰藉内心的孤
独与害怕。想来挺好。
至少在自己经济能力不
够的时候，戒掉买买买
的习惯。我不再需要籍
由物质的占有来构建自
己内心的安全感。这应
该也是一种成长，让我
变得不再心急如焚，不
再急于拥有，而是能够
静下心来，诉说内心。
但这种变化，让人想要
哭泣。因为成长，学会自
我认可，自我欣赏，自我
安慰，逼迫自己接受以前
不能接受的样子。有时，

换个位置想，如果我是个
男子，会喜欢这样的女子
吗？不，肯定不会喜欢。
这么焦虑、忧郁、敏感，
没有安全感的女子，实在
太过麻烦。因此，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我很不喜
欢自己。当然现在也不怎
么喜欢，只是说不再那么
讨厌。我很期望自己是另
外一个人，是个聪明、漂
亮、成熟、稳重的人，也
期望我的人生可以因此而
轻松快乐很多。
可，都是自欺而已。
这就是一种逃避。我很
清晰的知道，自己成不
了任何人，自己的人生
就是特定的人生。我要
做的是，学习如何与自
己相处，如何理解和接
受自己。我原谅自己犯
过的所有错，接受莫名
其妙的刁难，处理风雨
般的情绪。就像现在这
样，平和、安静，或者

说有些许的冷漠。我喘
了口气，亲爱的，就让
所有的不如意都在这新
年的钟声中一并荡去。
人生太长了，总是在
年年岁岁中发现这样那样
的不堪与成长，也总是在
新的一年里期待来年变
得更好。我们一步步走，
抛弃那些沉重，甩开那些
包袱，轻装上阵，成为
如今的自己，几番颠簸，
几经风雨。再一步步继续
勇敢，继续坚强，不停向

前、向前、向前。
气温骤降了，今天2018
的最后一天，冻得人瑟瑟
发抖。我给自己前胸后背
都贴上发热贴，裹得严严
实实。哆哆嗦嗦的洗漱好
之后，顶着一头乱发出了
趟门，采买新年食材，日
化用品，还顺便淘得一对
毛绒绒的护膝。我跟自己
说：你应该加倍爱自己。
你应该知道生活是可以变
得更好的。
是的，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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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宣 布 “ 嫦 娥 四 号 ” 着 陆 成 功

实现人类首访月球背面
据中国官方媒体消息，中国“嫦娥
四号”探测器周四（1月3日）成功
在月球冯·卡门（Von Kármán）
环形山着陆，这是人类探测器首次
造访月球背面。
新华社报道称，周
四10时26分，“嫦娥
四号”自主着陆在月球
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
（South
Pole-Aitken
basin）的冯·卡门环形
山。
在着陆后，静态着
陆器和月球车将被分别
部署到月球表面，两者
都携带了一系列探测仪
器，以探测该地区的地
质特征，并进行一项生
物实验。
“嫦娥四号”在上周
末已进入环月轨道，在
降轨后，其近月点高度
仅为15公里。
由于同步自转的原
因，月球面对地球永远
是一个面，直到1959
年，苏联发射“月球3
号”探测器，才让人们
远远一窥月球背面的场
景。
位于萨里（Surrey）
的伦敦大学穆勒太空
科学实验室（Mullard
Space Science Laboratory）物理学教授安
德鲁·科茨（Andrew
Coates）对BBC说：“在
阿波罗号历史性着陆的
近50年后，这项大胆的
探索计划即将实施。中
国还将在2019年底，再
度进行一个样本返回工
程。”
安德鲁·科茨所指
的样本返回工程，是
中国计划于今年晚些
时候发射的“嫦娥五
号”月球探测器，该
探测器预计将能实现
采集月球样品并返回
地球。
中国媒体此前报道
称，“嫦娥四号”将着
陆在月球背面南极地区
的冯·卡门环形山，落
月过程地球方向不直接
可见，所有与地面通信
联络都需要靠半年前发
射的“鹊桥”中继卫星

中国官方宣布”嫦娥四号”着陆成功。

“嫦娥四号”探测器有望进行人类历史上首次月球背
面软着陆

由于月球自转一周所花时间和绕地球公转一圈所花时间
相同，人们从地球上永远只能看到月球的一面。

2013年，嫦娥三号带着月球车“玉兔”软着陆在月球
雨海西北部的虹湾地区。

一名工作人员正在检查“
嫦娥四号”的1:8模型。
完成。
BBC科学事务编辑保
罗·林肯（Paul
Rincon）解释道，冯·卡门
陨石坑是科学家们很感
兴趣的地方，因为它位
于月球最大最古老的撞
击地貌——南极-艾特肯
盆地，这可能是数十亿
年前一颗巨大的小行星
撞击形成的。
“这个巨大的盆地直
径超过2500公里，深度
达13公里，是太阳系最大
的陨石坑之一，也是月球
最大、最深和最古老的盆
地，”科茨教授说。
科学家认为，当年创
造这一盆地的能量将非
常巨大，它可能已经穿
过月球地壳，直抵地幔
层，嫦娥四号可以在被
这一冲击暴露的地幔岩
石上进行研究。
研究人员还希望对后来
填满盆地的部分融化岩石
进行研究，从而识别其成
分变化。
第三个目标是研究月球
背面的风化层、破碎岩石
和构成地表的尘埃。
安德鲁·科茨说：“这
些表面的成分信息，对于
理解月球的形成将非常有
价值。”
由于月球自转一周
所花时间和绕地球公转
一圈所花时间相同，人
们从地球上永远只能看
到月球的一面，这被称

为“潮汐锁定”。
着陆挑战
中国一直在追随美国
和苏联的脚步，逐渐增强
自己的太空探索能力，但
这次任务对于任何机构来
说，都尚属首次。
月球背面崎岖不平的地
形，为探测器的安全着陆
提出了特殊挑战。如果探
测器降落在一个凸出的岩
石上，将意味着任务立即
失败。
着陆过程分为六个阶
段。其中的前三项——初
步制动、轨道修正、降
轨，都是由地球进行控
制。而最后三步：悬停、
障碍规避以及缓慢降落，
将由着陆器自动控制。
在登陆时，“嫦娥四
号”的两个组成部分——
着陆器与巡视器还将进行
分离。

实验内容
中国媒体报道称，着陆
器携带了两个相机、研究
太阳风暴的低频射电频谱
仪和德国基尔大学研制的
月球中子及辐射剂量探测
仪。
俗称月球车的巡视器则
带有全景相机、用于进行
月表矿物化学成分探测的
红外成像光谱仪、用于进
行月壤厚度和结构探测的
测月雷达，以及瑞典空间
物理所研制的中性原子探
测仪。
保罗·林肯说，“嫦娥
四号”预计将为中国向地球
运送月球岩石和土壤样本铺
平道路，它还将对月球背面
无线电环境进行勘测，这将
为未来月背射电天文望远镜
的建立打下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嫦
娥四号”的着陆器还携带

了一个3公斤重的小型实
验室“微型生态圈”，内
含蚕卵、土豆和拟南芥种
子，该实验由28所中国大
学设计。
“我们想研究月球上
种子的呼吸作用和光合作
用，”该实验指挥、重庆
大学副校长刘汉龙对新华
社说。
“微型生态圈”首席
设计师谢更新则表示，该
实验的温度要控制在1到
30度之间，并适当控制
湿度和营养。“我们将用
一根管道将月球表面自然
光导入罐内，以让植物生
长。”
勘月野心
载有“嫦娥四号”的“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12
月8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升空。由于月球背面没
有来自地球的无线电波干

扰，被视为天文观测的极
佳场所。
“嫦娥四号”发射是中
国“嫦娥”系列探月工程
的二期工程之一。
嫦娥工程于2003年启
动，前两次嫦娥任务（即
嫦娥一号、二号）的目标
是从绕月轨道进行远程探
测并收集数据，而第三次
和第四次则要“登陆作
战”。
嫦娥四号探测器的设计
基于前身嫦娥三号。2013
年，嫦娥三号带着月球
车“玉兔”软着陆在月球
雨海西北部的虹湾地区，
成为继1976年苏联探测
器“月球24号”后，首个
在月球表面软着陆的探测
器。
根据计划，嫦娥五号和
嫦娥六号将携带采样返回
装置，采集月球岩石和土
壤并送回地球。

劳斯莱斯希望用世界上最快的电动飞机打破速度记录
据外媒New
Atlas报
道，劳斯莱斯正与其他公
司合作建造一架全电动
飞机，可能会以超过300
英里/小时（480公里/小
时）的最高时速打破电动
飞机速度记录 - 超过西
门子电动飞机在2017年创
造的210英里/小时（338
公里/小时）的速度记
录。
劳斯莱斯计划在2020
年对这架飞机进行试飞，
将作为加速飞行电气化
（ACCEL）的一部分，并
被宣传为航空业“第三

波”的领导者。
来自劳斯莱斯、电机和
控制器制造商YASA以及
航空初创公司Electroflight
的工程师，设计师和数据
专家计划在英国格洛斯特
郡机场建造这架全新的单
座电动飞机。
ACCEL部分由英国政
府资助，利用Formula E
的专业知识，努力建造
一架能以超过300英里/
小时的速度飞行的电动飞
机，以创造新的电动飞
机速度记录，甚至可能
有一天甚至超过1931年

施耐德奖的纪录。1931
年，使用劳斯莱斯“R”
发 动 机 9 3 1 年 时 , 搭 载 Su permarine S.6B超级战斗
机能够以343英里/小时
（552公里/小时）的速

度续航。
为实现这一目标，劳
斯莱斯团队正在开发一种
6000块电池组成的电池
组。据该公司称，这是能
够安装在飞机上最高能量

密度的电池组。飞机最大
功率为750 kW - 足以为
250个家庭供电。这将由
主动热管理系统冷却散热
器冷却，并带足够的电量
从伦敦直飞巴黎。
根据劳斯莱斯的说法，
设计的关键不仅在于制造
足够大的电池，而且还有
一个不会过热的电池，足
够轻便可以飞行，并且可
以安装在稳定的机身上。
电池供给来自由YASA制
造的三台750R轻型电动
机。单螺旋桨的三个电动
叶片以2,400 RPM运行，

印度研发金属空气动力电池 可使续航超1000km
据外媒报道，位于印
度班加罗尔由印度理工
学院（IIT）的几名毕业
生创办的Log 9 Materials初创公司，致力于
解决电动汽车的“续航
里程焦虑”问题，推出
了金属空气电池。此种
电池技术可将电池能量
密度提高十倍，使得电
动汽车续航里程可超过
1000km。
Log 9 Materials公司
创始人Akshay Singhal
表示，公司主要研发石墨
烯纳米技术，旨在为终端
用户创新和研发“石墨

烯”材料，实现商业化应
用。Log 9公司利用该技
术推出了金属空气电池，
该金属空气电池由水、空
气和金属供能，是一种与
燃料电池非常相似的一次
能源生产技术，使用石墨
烯材料可让该电池更具商
业可行性和经济性。
传 统 的 锂 离 子 电 池
储存能量，而不产生能
量 ， 如 果 以 电 动 汽 车
（EV）为例，一辆电动
汽车续航里程达100至
150公里，充电就需要5
至6个小时。但是金属空
气电池技术可将电池能

量密度提高十倍，几分
钟内将该电池金属更换
好后，电动汽车续航里
程可超过1000km。
Singhal解释道：“该
电池技术产生的能量是完
全清洁、零排放，配备了
可持续原材料，是真正环
保的技术。而且用于电池
生产能量的金属还可被回
收。此外，用户每隔200
公里可以给电池补水，而
不用给电池充电。水和铝
金属可以让汽车锂离子电
池再坚持200公里。但是
在电动汽车续航里程达到
1000公里时，用户必须

更换该金属（铝）。”
该公司目前正在马恒达
e20车型上设计电池原型
以及进行测试，因为马恒
达e20车型是目前印度市
场唯一一款“经过验证的
电动汽车车型”。
但 是 ， 该 电 池 金 属
外壳非常笨重，占据了
汽车的整个后座，该公
司目前正在努力减小其
尺寸，计划在未来一年
内将其尺寸减小三分之
一。一旦公司成功将电
池金属隔间尺寸缩小，
该产品将可用在很多其
他电动汽车车型上。

运行更稳定，效率高达90
％。同时，传感器将监测
动力总成中的20,000个
点，为工程师提供大量的
性能数据。p
“这架飞机将采用最
先进的电气系统和有史
以来为飞机制造的最强
大的电池供电，”劳斯莱
斯ACCEL项目经理Matheu
Parr表示。“在未来
一年，我们将展示其在苛
刻的测试环境中的能力，
然后在2020年前往威尔
士海岸线的着陆带创造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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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万欧元！尤文买新晋欧洲金童

第18版

英超-卢卡库进球

桑切斯助攻拉什福德 曼联2-0胜

不惜送1天才来换
【新浪体育】1月3日，尤文图斯希望
引进2018年金童奖得主德里赫特，受到
阿贾克斯青睐的摩西-基恩可能会成为交
易筹码。这两名球员的经纪人都是拉伊
奥拉。

尤文想要德里赫特

在元旦之际，小基
恩来到荷兰，他游览
了鹿特丹和阿姆斯特
丹，这位尤文前锋是
阿贾克斯的目标，不
过尤文想跟他续约。
都体头版指出，基
恩可能会成为斑马军
团引进德里赫特的关
键。作为新科金童奖
得主，德里赫特代表
着未来。
这位阿贾克斯的绝
对主力受到了尤文图
斯两位转会负责人的

高度关注：内德维德
和帕拉蒂奇。考虑到
尤文与拉伊奥拉良好
的关系，这位99年荷
兰中卫转会都灵可能
并不成问题：无论是
经济层面（阿贾克斯
要价6000万欧元）
还是球员的意愿。
他 曾 表 示 ： “ 很
高兴、骄傲赢得金童
奖。”“如果到了该
往前走一步的时候，
你们就去问我的经纪
人吧。”

曼联4连胜
【新浪体育】1月3
日，2018/19赛季英超第21轮
一场焦点战在圣詹姆斯公园
球场展开争夺，曼联客场2比
0取胜纽卡斯尔，卢卡库替补
力破僵局，桑切斯助攻拉什
福德扩大比分。曼联4连胜后
距前四6分。曼联上赛季客负
纽卡斯尔，这是红魔在双方
近8次交锋中的唯一败绩，也
是近5次做客圣詹姆斯公园
的唯一败绩。双方在英超交
锋47场，曼联27胜13平7负优
势明显，其中客场12胜6平5
负。双方历史交锋166场，曼
联85胜39平42负占据上风。
拜利停赛缺阵，马塔、瓦伦
西亚和琼斯轮换出场。卢卡

库和桑切斯进入替补席。纽
卡斯尔（5-4-1）：12-杜
布拉夫卡；22-耶德林，5沙尔（81’13-武藤嘉纪）
，6-拉塞尔斯，3-杜梅
特，11-马特-里奇；17-阿
约泽-佩雷斯（69’15-肯尼
迪），14-海登，10-迪亚梅
（53’8-谢尔维），30-阿
特苏；9-容东。曼联（4-23-1）：1-德赫亚；25-瓦
伦西亚，4-琼斯，2-林德
洛夫，23-卢克-肖；21-埃
雷拉，31-马蒂奇；8-马塔
（63’7-桑切斯），6-博
格巴，11-马夏尔（63’9卢卡库）；10-拉什福德
（87’14-林加德）。

马凯金靴写真又穿疯狂拉科球衣

赛季欧洲金靴奖得主罗伊-马凯拍摄写真。

小说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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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出去……不但接不到她，
还会错过，她回来看不到你会很担
心的。我们……我们在家等她，好不
好？”
盛颖熙想了想，终于不再坚持要亲自
去接楚馨恬。“说的也是……这一次

她回来，我一定要好好说一说
她。她啊，开车技术有够差的，
要她别老是自己开车，她不肯，
叫司机载她，她也不要，如果这
些她都不喜欢，以后我接她上下
班好了。”
“嗯……我们进屋子里等
她。”
“馨恬，不要自己开车……你从
来不知道每一次看你自己开车出
去，我有多担心。对了，你那么
喜欢工作，我也不阻止你了，只
是……记得留一点时间陪我……
什么？你忙？好吧！真的没时间
陪我，那就我陪你吧！你忙你
的，我排出时间，我们也不一定
要在外头约会……我就买些吃的
去你们公司陪你。”
“你没时间吃？那我喂你喽！丢脸
啊？我也觉得，没关系啦，一回生，
二回熟……”
邱雪蔷红着眼眶没搭腔，知道他又在

CERITA BERSAMBUNG

和“楚馨恬”说话了，一时半刻是停
下下来的，直到“楚馨恬”有事暂时
离开。
颖熙原是个不多话的人，可生病之
后，只要幻想中的楚馨恬来找他，他
可说上好久好久的话。
医生说，那是补偿反应。
妻子的死对他的打击太大，他有好多
事、好多话要对她说。
现实中的人都知道他病了，可这个
时候的他却是最诚实面对自己的妻
子。
以前隐藏的心事都会告诉幻想中的
人，不断的和她对话，闺述心情，想
要她完全了解他。
他可以说是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
里……
不！该说，他为了心爱的女人建构了
一个不受打扰的世界。外头的人事物
与他不相干，若要牵动他，得藉由活
在他世界里的另一个人物。
等他说话告一段落，邱雪蔷柔声的

幸福不在于拥有；
乃在如何看待拥有。
幸福不在于遭遇；
只在于如何面对遭遇。
幸福也不在于成功；
而在于如何看待失败。

料两年多前，当
今皇上金宿却突
然赐婚，让赫连
庄主的堂妹赫连千彤嫁给
阎家堡堡主阎浩天，还生
下一个听说非常可爱又聪
明的小儿，取名阎爵。
更听说，皇帝这一赐婚非
但没让两家子更友好，反
而仇上加仇，赫连家妹子
连赫连山庄大门都不得再
入一步。时至近日，赫连
麒还故意迎娶曾经和阎家
堡堡主阎浩天私交甚笃的
牡丹楼头牌花娘朗明月为
妻，此举更是大大添加平
民百姓们闲嗑牙的话题。
不过这种种传闻，似乎都
跟这三位当事人无关。
阎家堡荷花池边的凉亭
里，专心画画的赫连千
彤、抱着娃儿很得意当着
爹的阎浩天，和没事就以
绝佳轻功偷偷跑来串门子
兼逗弄别人家娃儿的赫连
庄主赫连麒，依然非常悠
闲的过他们的日子。
“妹子，怎么才几日不
见，这小娃就变得更肉

孰

了一些？你偷偷
从都城给他偷渡
好吃的来吗？怎
么没给哥带一
些？”赫连麒
今儿个纯粹闲嗑
牙，倒没出手去
跟人家正牌爹抢
娃儿抱。
千彤的画笔一
顿，抬眸对赫
连麒一笑。“
怎么？昨日哥大
婚，没吃饱吗？
妹子听说皇帝送
了很多外域来的
美食和珍珠玛
瑙，哥却不太赏
脸，急着回房去陪
新娘子了。”
因为种种传言，昨儿，千
彤和阎浩天并没有去参加
赫连麒的成亲宴，只派人
在日前送上大礼，贺这二
十有八的美公子终于娶得
美人归。
关于赫连麒决定要娶朗明
月一事，千彤并没有过问
一二，就算知道自己夫
君曾有一段时间夜夜上花
楼，陪侍在一旁的就是那
个朗明月，她也未曾对此
事多置一词，因为夫君对
她说过，他和朗明月什么
事都没发生过，而那位朗
姑娘也是一个难得的好姑
娘，她信他，就一切都信
了，总不能因为自己那一
丁点的嫉妒心，就坏了他
人的好姻缘。
“陪新娘子总比陪那些老
奸商老奸臣好。”赫连麒
的扇子在胸前有一搭没一
搭地摇啊摇。
“既然如此，怎么一整个
早上都赖在这里？”阎浩
天凉凉的说了一句，边抱

拉尔叫了起来：“中美洲，
看，这里，应该是巴拿马运
河，为甚么这里没有？”
我道：“如果在绘制这些地图的时
候，根本没有巴拿马运河，地图上当
然也没有！”
我一面说，一面伸手在金属片上的巴
拿马，摸了一摸，我的手指才一摸上

比

着儿子放在肩上转着玩，
娃儿格格笑，两只小胖手
直抓着他的发，就怕不小
心掉下来。
“因为想娃儿，所以就过
来了。”赫连麒始终笑睨
着小娃儿，难得没上前逼
那娃儿喊他爹。
为了这个娃儿，他难得兴
起了想成家的念头，想生
一个自己的娃儿来玩，最
好是个女娃，长大后嫁给
阎爵，让阎爵喊他一声
爹，为了这个愿望，他甚
至还娶了妻。
可如今看着这个娃儿，他
脑袋里想的却是昨儿个在
他床榻上哭得很无事又很
美丽的朗明月……
阎浩天和千彤对视了一
眼，都觉得今日的赫连麒
十分古怪，怎么看都不像
是新婚大喜的人。
想着，阎浩天把娃儿从肩
上抱下交给了早已搁下画
笔的千彤。“你先抱爵儿
赏花去，我一会儿再过去
找你们。”
千彤微笑的点点头，抱着
娃儿走开，留下两个大男
人谈心去。
阎浩天亲自替赫连麒倒了
一杯早先下人们泡好的茶
送到他手里，撩袍在他身
旁坐下。
“怎么？后悔了？”阎浩
天可以说是唯一知道他之
所以娶朗明月为妻真正原
因的人。
老实说，他并不赞同他这
种荒谬的决定，但站在朗
明月的立场上去想，因为
她爱赫连，这或许也是她
唯一可以让赫连爱上她的
机会，因此，他虽不赞同
这门亲事，却也没多说什
么。
(13)

去，金属体之中，突然发出了一下声
音来。我吓了一跳，声音立时停止。
比拉尔和我互望了一眼，他也伸手去
摸了一下，也是手指一接触到，就立
即有声音发出来，而且很清楚听出，
是三个音节，可是我和比拉尔，却全
都不明白这三个音节，是甚么意思。
比拉尔道：“好像是想说甚么！”
我摊了摊手：“谁想说甚么？”
比拉尔指着那些薄片：“当然是它
们！”
我不由自主，吞了一口口水：“别
开玩笑了，才去了三个会侵占人体
的眼睛，又来了那么多想说话的金属
片？”
比拉尔也苦笑了一下：“可是我实在
觉得它想说甚么！”
他一面讲，一面又将手指放了上去，
果然，声音又传了出来，这一次，他
放得时间长了一点，所发出的声音，
是许多音节，听来真像是一种语言，
我和比拉尔都用心听着，可是一点也

青做梦也没想到老人竟会对
他感怀如此之深，闻言之
下，不由目瞪口呆，老人又
嗫懦的道：“老朽明知小女与恩人实
难匹配，是而老朽自思，小女于阳世
之上不得以身相报，而恩人那时滚落
崖下，老朽以为恩人必已仙去，故令
小女自立名分，异日会于地下，也好
侍候恩人…………”
江青慌忙双手乱摇，急道：“老丈，
你这一着可差错了，休说那时在下生
死不明，难谈婚嫁，便是令媛终生幸
福，也会因此而断送，为了一个不认
识的陌生人，却做出如此傻事来，实
为不智，好在在下如今幸而不死，尚
乞老丈尽速收回成命，不要为了这虚
无瓢渺的恩义而耽误了令媛的青春，
唉！幸亏在下碰着了二位，否则真是
罪过深重了。”
老人十分不安的看着自己的女儿，苦
笑道：“恩人，一马不配双鞍，一
女不嫁二夫，小女已在恩公神位之前
盟誓许身，又怎能骤然更改？恩人
不用娶聘，只收小女子为妾婢，能
以侍候恩公左右，小女已是感激不尽
了………”
江青真有些手足无措了，他忙中有错
的道：“不，不，老丈万不可如此，
这乃是老丈片面之词，令嫒心中岂会
赞同？须知这关系着一个女孩子的终
生幸福………”
黄倩倩抬起那张带有泪痕的清水脸
儿，肯定而低柔的道：“恩人，这
是我自愿如此，我早知道自己命相卑
微，不配恩人，只求他日死后，能奉
侍恩人于地下，天可怜见，恩人仍然
健在人间，我生不能随侍恩人，只求
留得一个名分已足。”
江青长长吁了口气，有些傻了，他急
得回头望向长离一枭，目光中充满了
急切的祈求。
长离一枭古怪的一笑，轻咳一声，
道：“以兄台如此这般做法，足可见
出兄台乃是一位重仁重义，受恩不忘
之人，但是，受人之恩，却无须定要
在形式上同报，心中铭忆，却较表面
上的感激更来得深刻，况且，兄台为

江

不懂。
比拉尔拿起了手指，我和他互望着，
各自苦笑。
比拉尔将那片金属片送了回去，
又随便拉出一片来，那是印度的地
图，我用手指着地图，道：“看，恒
河……”我才说了三个字，手指碰到
了金属板，突然又有声音发了出来。
这一次所发出的声音，听来仍然是语
言，但是和上一次，全然不同。
我才听了一会，便叫了起来：“我听
懂了一个字，那真是一种语言！”
比拉尔望着我，我示意他先别出声，
声音仍不断自金属片传出来，过了一
会，我又叫了起来，道：“还是那个
字!它已重覆了两次：兹以塔！那是印
度哈萨瓦蒲耳省的土语：天空！”
比拉尔望着我，我仍在倾听着那不断
发出来的声音，可是除了“天空”这
一个字之外，其余所“讲”的，我一
点也听不懂！
“讲话”大约持续了十分钟，就静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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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颖熙，楚馨恬说你最近脸色很
难看，一定是睡得不够，她要你睡眠
一定要充足，现在没什么事，去休息
一下吧。”
“我在等馨恬。”
“她回来会去叫醒你。”
“……那好吧！”
目送他上楼，邱雪蔷再也忍不住痛哭
失声。
每天要出门去接楚馨恬、每天要等
楚馨恬到才吃饭、每天要喝到柳橙
末咖啡、每天要穿楚馨恬为他搭的衣
服……
盛颖熙的世界里就只有一个楚馨恬。
谁来看他、和他说话，他是没有反
应的，只有当问他的话题提到楚馨恬
时，他才会像上了发条的娃娃般有了
回应。
他的性子变得极端恐怖，反应直接而
冲动，他不再是原本那个举止有礼的
贵公子。

(75)
了报答江老弟，竟将自己独生掌珠
许配给一个既不能言，又不能动的灵
牌，这在实际上又于事何补？假如江
青老弟那时真正不幸而亡，便是他的
魂魄也会因此不安，兄台，你难道就
不为令嫂的终生设想么？”
他说到这里，清逸的面庞转成严肃，
严肃得有一股萧煞之气，续道：“这
样做，不是减轻自己的情感负荷，而
且相反的加重，而且，老实说，江老
弟姻缘早定，又怎能接受这桩完全是
感恩而凑合的亲事？夫妇之间，主在
有情有意，否则只是增加双方的痛
苦，兄台，老夫再说一遍，施恩受德
之间，唯在心中铭念，定要在表面上
做出什么，那就未免落于俗套，有失
原意了。”
老人黄为善垂下头去，默默无言，神
色陷入沉思之境，满脸孔的迷惘与迟
疑，他首次在为自己这个举止感到它
的确实性…………
黄倩倩亦垂着头，脸烦儿泪痕斑斑，
自侧面望去，别有一番楚楚动人的韵
致。
江青忽然站起，同二人当头一揖，诚
挚的道：“适才卫老前辈讲的全是实
言，老丈，真正的情感并非建筑在恩
仇之上，老实说，在下亦甚为喜爱令
媛，假如老丈不嫌冒昧，在下斗胆请
与令媛结为兄妹……”
老人抬起头来，脸上露出一丝喜色，
却有些见腆的道：“恩人，这却怎生
使得？小女怎敢高攀？”
其实，在刚才的一席话中，黄为善也
想通了，任何一件事体，都不能有丝
毫勉强，尤其是男女之间？
包不可贸然从事，老人昔日所以如
此，完全是为了江青对他的恩德无法
报还，才使自己独生之女于恩人灵位
前发誓相许，现在，恩人并未死去，
又亲口解说此事。婚姻不比平常，要
两厢情愿才行，既然施恩之人已经心
领，假如再坚持下去，不仅是有些强
人所难，更是有意造成罪疚了。
江青转头笑道：“姑娘，只怕你不愿
要我这个丑哥哥吧？”
黄倩倩慌忙抬头，急促的道：“不，
不，我只是觉得曾经立过誓……”
江青大笑道：“傻丫头，那是你单方
面的誓言啊，假如我死了你自然不能
反悔，如今我活生生的站在这里，你
如再坚持那对着木牌发过的誓言，不
是就等于在咒我一样吗？况且我已
经等于亲口解脱了你自立的誓愿，现
在，你还等什么呢？”
长离一枭微微一笑道：“黄姑娘，拜
了这个义兄，你就知道你是如何宠幸
了。”
黄倩倩一咬牙，轻轻站起，又盈盈向
江青跪下，绝斧客顺手举起椅上锦垫
摆在黄倩倩膝前，二人已相对跪拜为
礼。
(427)
下来，我苦笑了一下：“或许那只是
巧合，因为我面对着印度的地图，所
以想起了印度的土语来！”
比拉尔陡地震动了一下：“会不
会……”
他只讲了三个字，便停了下来，显然
他对于自己想到的主意，并没有甚么
信心！
我挥了一挥手：“不论你想到甚么，
只管说吧，在见过能侵占人体的怪眼
之后，似乎没有甚么不可能发生！”
比拉尔有点自嘲地笑了一下：“我的
想法很怪，这些金属片上，全是地
图，又会发出一种语言来，会不会是
每一片地图，就发出当地的语言！”

第十三部 邪恶占据了地球人的心灵
我呆了一呆，比拉尔的说法，颇有点
匪夷所思，但却也不是不可能的。我
忙道：“我们可以找一个地方，来试
上一试！”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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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我最喜爱男歌手”

古天乐：我好喜欢唱歌
“2018年度叱咤乐
坛流行榜颁奖典礼”周
二晚在香港湾仔会展中
心举行，48岁的古天乐
夺得“我最喜爱的男歌
手”奖。奖项揭晓时，
全场歌迷欢呼尖叫。古
天乐领奖时除了感谢投
票给他的歌迷，还搞笑
说，“我真的好喜欢唱
歌。不过我不会唱。”
据 早 前 香 港 0 1 报
导，2018年11月26日，
香港商台公布了“2018
年度叱咤乐坛流行榜”
中“我最喜爱歌手”入
围名单。在由乐迷票选
出的提名者中，古天乐
与陈奕迅、张敬轩、陈
柏宇等角逐“我最喜爱
男歌手”大奖。
按照评奖规则，“
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
礼”的“我最喜爱歌
手”大奖，先由乐迷投

古天乐
票产生入围名单，然后
在颁奖礼当天再加入现
场观众的投票数，最后
票数累加决定最终的获
奖人，因此，竞争相当
激烈。
此次入围的多位男
歌手都有亮眼成绩，古
天乐凭借与谢安琪合唱
的《(一个男人)一个女
人和一个浴室》入围“
最喜爱歌曲”的五强，

乐迷对他的演唱赞誉有
加。当时入围名单公布
后，就有媒体预测，古
天乐很有机会成为黑
马，赢得男歌手奖。加
上古天乐的旧歌《今期
流行》近期引发关注，
不少市民希望他有机会
来到现场亲自演唱歌
曲，甚至有乐迷期待他
复出乐坛。
对于歌迷的热情，

古天乐曾表示，即使获
奖，也未必能出席叱咤
颁奖典。原因是他不
仅拍戏行程满档，而且
因颈椎骨移位刚做完手
术，需要休养和康复。
令 歌 迷 惊 喜 的
是，2018叱咤颁奖礼1日
晚隆重举行，古天乐夺
下“我最喜爱男歌手”
。在奖项揭晓的那一
刻，古天乐现身舞台，
他首先感谢投给他票的
观众，还笑说：“我真
的好喜欢唱歌，不过我
不会唱。这个世界好奇
妙，我都可以走上‘叱
咤’领奖台，我今天
就像领到了终身成就
奖。”
现场许多人都想听古
天乐唱歌，他也终于一
圆歌迷心愿，邀请容祖
儿和谢安琪一齐上台献
唱，嗨翻全场。

EXO Kai与BLACKPINK Jennie被曝热恋
韩媒“Dispatch”周二
独家报导，高人气韩团
EXO的成员Kai(金钟仁)与
BLACKPINK成员Jennie热恋
中。该媒体提出了许多证
据，而目前此消息尚未被

证实。Jennie所属经纪公司
YG娱乐表示，对此事毫不
知情，因此尚需确认。
该报导表示两人多次
秘密约会，“Dispatch”
谈及，去年10月3日，同

EXO成员Kai(金钟仁)与BLACKPINK成员Jennie。

样参与巴黎时装秀的两人
都去了艾菲尔铁塔。然而
有部分粉丝认为，两人只
是刚好都在艾菲尔铁塔照
相，并非交往的证据。
但该报导还公开两人于
去年11月夜间同游首尔天
空公园的照片，Kai曾在11
月25日Jennie以《SOLO》
在《人气歌谣》拿下首个
音乐节目冠军的当天，开
车接Jennie去公园。而Kai
也曾在IG上传于该公园拍
摄的照片。
报导还谈及，去年11月
的台湾行程及12月的夏威
夷行程结束后，KAI都曾
前往Jennie的宿舍，两人
的穿着风格也有诸多相似
之处。此外，Jennie所饲
养的小狗的名字也正好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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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HIBURAN
下周闪婚！

做Kai，诸多“巧合”引发
热议。
“Dispatch”每年都会
在元旦“爆料”。2013
年，该媒体就曾经曝Rain
与金泰希的热恋消息、次
年曝李升基与少女时代成
员润娥(允儿)的恋情，
去年也表示BIGBANG成员
GD(G-Dragon权志龙)与前
After
School成员珠妍热
恋，年年都引发热议。
而Kai及Jennie这两位身
处SM娱乐及YG娱乐两大
经纪公司的一线明星，本
日被曝恋情，同样引发网
友热烈讨论。
周二，Kai所属经纪公
司SM娱乐证实，“Kai与
Jennie互有好感”，承认
了两人的恋情。

33岁韩国性感女星克拉拉宣布嫁豪门
据香港媒体报道，现年
33岁、曾被选全球百大美
女 第二 位 的韩 国 性感 女 星
李成敏(克拉拉)，3日突
然宣布将于本周日(6日)
在美国举行婚礼，新郎
是比她大2岁的企业家，
据指婚礼将招待家人及
亲 戚， 会 以非 公 开形 式 进
行 ，婚 后 二人 将 会在 首 尔
松坡区生活。
克拉拉与韩媒通话时
表示，与新郎是通过友
人介绍认识，一年来维
持 着美 丽 和稳 定 的爱 情 ，
她 又大 赞 未婚 夫 可靠 和 会
照 顾人 ， 令她 有 了结 婚 的
决 心， 希 望得 到 大家 的 支
持 和祝 福 ，又 承 诺会 成 为
健 康的 模 范夫 妇 ，婚 后 她
亦 会继 续 努力 进 行演 艺 活
动 ，对 于 婚讯 突 然而 被 怀
疑 是奉 子 成婚 ， 克拉 拉 否
认是婚前怀孕。
而克拉拉为婚纱杂志的
1月号拍摄写真也曝光，
她 穿着 多 套不 同 款式 的 婚
纱，化身性感唯美新娘
子。

克拉拉

赛琳娜为恢复健康上健身课

每小时费用达300美金

木村光希身高受瞩目

木村拓哉曝女儿在家练增高术
日本“最强星二代”
木村光希以“Koki”近军
时 尚圈， 开设个人社交网
站狂吸150万粉丝关注，
除 了继承 爸妈木村拓哉、
工藤静香神基因，170公
分的傲人身高也受到瞩
目 。原来 她在家默默练习
增高术，老爸1日在新年
更 透露增 高仪式，成为热
门话题。
木村拓哉描述女儿光希
在 家的模 样，“到了晚上
就 像仪式 一样，不是常说
打 排球、 打篮球身高都会
长高吗，她不只在家(跳)
， 而是踩 地上咚！让骨头
的 冲击刺 激荷尔蒙生长，
就 会让自 己长高，她自己
为 了长高 ，一到晚上就在

家踩地板。”外传木村
拓哉反对女儿出 道， 在 老
婆工藤静香说服 下答 应 ，
这次在新年节目 中合 体 明
石家秋刀鱼，也 被对 方 直
言“太早(出道)了吧？才
15岁耶，突然间好厉害，
长这么高，又漂 亮。 ” 两
人爱女都先后踏入演艺
圈。这也是他第 二次 在 电
视节目中谈论女 儿， 第 一
次是在主持人宫 根诚 司 的
专访，当时曾说 ：“ 无 论
是亲子、还是前 后辈 的 关
系，本人想独立 的话 ， 我
们也只好支持了 。” 他 说
话多次停顿，一 字一 句 非
常谨慎，没有流 露出 过 度
宠儿的态度，脸 上则 是 难
掩对孩子的关心。

木村拓哉和女儿光希。

赛琳娜
据外媒，赛琳娜戈麦斯
(Selena Gomez)的健身课
被曝一小时要花费掉300
美 元！ 去 年， 这 位明 星 经
历 了健 康 状态 的 过山 车 ，
她 积极 的 解决 着 与红 斑 狼
疮 有关 的 肾移 植 治疗 和 之
后 所面 临 的的 焦 虑与 抑 郁
治 疗。 她 也被 曝 于上 个 月
回 到家 ， 专注 于 接下 来 的
身心健康恢复。
消息人士表示：“赛
琳 娜目 前 已经 回 到了 家 ，
她 感觉 也 很好 。 她一 直 都
和 朋友 和 家人 呆 在一 起 ，
她 也顺 利 的回 到 了她 本 该
有 的正 常 的生 活 方式 ， 她
很 健康 ， 并且 也 感觉 到 很
快 乐。 这 段离 开 的时 间 对
于 她来 说 是很 好 的， 她 可
以 重新 安 排时 间 ，想 出 一

些 新的 方 法来 解 决那 些 让
她 心情 沮 丧的 问 题。 ” 知
情 人士 除 此之 外 还提 到 了
赛 琳娜 目 前接 受 的普 拉 提
课 ：“ 她 很喜 欢 那些 能 够
真 正净 化 她身 体 的运 动 ，
并且自从频繁外出锻炼
后 ，她 也 感觉 到 自己 好 多
了。”
另外也有消息指出，
目 前赛 琳 娜接 受 到的 锻 炼
是 在一 个 音乐 工 作室 进 行
的 ，她 在 那里 使 用轻 量 级
和 阻力 带 等锻 炼 工具 在 塑
造 肌肉 和 身型 ， 锻炼 的 所
散 发的 热 量能 够 排出 毒 素
和释放压力，使肌肉热
身 ，进 而 有助 于 保持 身 体
的 灵活 性 。据 消 息人 士 透
露 ，这 样 的课 程 每小 时 会
烧掉将近300美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