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全民团结 促进经济繁荣

2019年1月8日(星期二) 戊戌年十二月初三

2000年创刊 第18年5468号 零售价:4,500盾 每月订费:100,000盾

总统主持2019年首次全体内阁会议

强调缓解灾难和维护大选安全重要性
【本报邝耀章报导】佐科威总统昨日在国家
宫主持2019年首次内阁全体会议，强调缓解灾
难和维护大选安全的重要性。
佐科威总统说；2018年
政府与国会已分配更多经
费用在教育与缓解灾难，
因为我国是处在容易发生
地震的火山区与地壳连接
地带，地震、火山爆发、
山崩、水灾等随时会爆
发，所以政府必须随时准

备好面对、回应、与处理
灾难的来临。
佐科威总统说，政府与
国会一致同意多分配经费
用在教育与缓解灾难。因
为我国处在火圈地带，随
时会发生天灾。
他接著说，他希望可以

佐科威总统昨日在国家宫主持2019年首次内阁全体会议

2018年政府与国会已
分配更多经费用在教
育与缓解灾难，所以
政府必须随时准备好
面对、回应、与处理
灾难的来临。
把处理天灾的方法列入教
科书里，教育人民如何准
备好面对灾难的来临，及
如何处理善后的工作。
除了提醒内阁部长们教
育与处理灾难问题，总统
也强调2019年为大选年，
维护大选的安全，使大选
能顺利的进行致关重要。
他说，2018年我们已经
被证明能够顺利的举行171
个地方首长的同步选举，
以多次举行选举的经验，
相信2019年4月17日的总
统选举、国会、地方议会
与地方代表理事会的选举
能够顺利、和平、民主、
安全的进行。

为促进出口外汇

佐科威总统主持16名印尼驻友邦国家特命全权大使

佐科威总统昨日(2019年1月7日)在雅加达国家宫主持16名印尼驻友邦国家特命全权大
使，其中有马亨特拉.希勒卡尔(Mahendra Siregar)为印尼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 Abdul
Kadir Jaelani印尼驻加拿大特命全权大使, Arrmanatha Nasir为印尼驻法国特命全权大
使,兼摩纳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命全权大使, Hajriyanto Thohari为驻黎巴嫩特命全
权大使。(详细报导在第二版)

印度同意削减进口关税

我国央行与财政部加强综合监管 棕榈油生产商上市公司前景更加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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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达拉社雅加达1月7
日讯】印度尼西亚银行(央
行/BI)和财政部通过综合外
汇监测信息系统(Simodis)，
就进出口活动的外汇数据利
用和综合检测方面的合作达
成一致。
该协议于周一，在雅
加达，载入由财政部长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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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 ��
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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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 Indrawati)和央行行长贝
利.瓦齐约(Perry Warjiyo)签
署的谅解备忘录中。
根据央行的官方声
明，“该综合外汇监测信息
系统将提供一些好处，即增
加进出口活动的外汇信息的
获取和质量，同时也增加出
口收汇(DHE)的获取。”

如此一来，综合外汇监
测信息系统得以优化在海关
和税收领域的国家收入。
然后，央行和财政部亦
能获得有关出口商和进口商
在外汇和海关领域合规情况
的信息，以及加强有关外汇
联合分析的实施。
央行记载，自2012年有
关出口收汇条规发布以来，
出口商满足出口收汇收入条
件的合规性得到改善，且在
2018年11月份达到98%。
央行写道，“综合外汇
监测信息系统是把进口和出
口结合的出口收汇加强政策
的其中之一的措施，且立即
协同就有关进口和出口的央
行与政府政策。”(xin)

【Kontan 日报雅加达
1月7日讯】由于积极情绪
的推动，棕榈油(CPO)生
产商上市公司今年开始时
表现出色。今年初，印度
已同意对东南亚国家降低
精炼原棕油和棕榈油的进
口关税。
最初，印度与马来西亚
达成协议，将对马来西亚
的棕榈油进口关税由44%
降至40%。不仅是对棕榈
油，印度也削减精炼原棕
油的进口关税，由此前的
54%降至45%。
根据上述两国的协议，
印度扩大与东南亚国家的
上述政策。印度政府作出
决定削减除马来西亚以

由于积极情绪的推动，棕榈油(CPO)生产商上市公司今年
开始时表现出色。
外的东盟国家的棕榈油
进口关税，由44%降至
40%。
而来自东盟的加工棕榈
油进口关税，由54% 削减
至50%。该政策于2019年1

月1日生效。
该政策自然而然地对棕
榈油价格有积极的影响。
若与年底相比的话，则棕
榈油价格的上涨证明了这
一点。(xin)

2018年ESDM部门非税收国家收入超指标达217.5兆盾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
能源与矿物资源部长
(ESDM)���������������
佐南�������������
(Ignasius Jonan)表示，2018年能源与
矿物资源部门的非税收国
家收入(P N BP ) 为2 1 7 . 5 兆
盾，超过2018年国家收
支预算(APBN)所设定的
120.5兆盾指标。

地址:Jl.Raden Saleh Raya 1B, Cikini, Jakarta

电话:021-3912909 (Hunting)

上周末，佐南在雅加
达称，“非税收国家收入
落实有所增加，占2018
年国家收支预算指标的
181%。”
他进一步解释说，2018
年能源与矿物资源部所获
的非税收国家收入，占
2018年全国非税收国家收

传真:021-3912906 / 31922403

入407.1兆盾总额的53.4%
左右。
如此一来，能源与矿物
资源部的贡献超过能源与
矿物资源部总额的一半。
上述来自能源与矿物资源
部门的非税收国家收入总
额，包括油气部门的收入
为163.4兆盾，然后煤炭

网址:www.shangbaoindonesia.com

与矿物部门的收入达50兆
盾，接着是来自新能源，
可再生能源，和节约能源
(EBTKE)部门的收入2.3兆
盾，和其他各部门收入1.8
兆盾。
非税收国家收入来自油
气部门，包括油气自然资
源的非税收国家收入，国

广告部:shangbaoadv@gmail.com

内市场义务(DMO)，以及
其它油气收入，例如签名
奖金，投标文件。
而其它能源与矿物资源
的非税收国家收入，包括
油气下游企业会费，数据
销售，租赁服务，教育和
培训，公众服务机构的收
入及其它。(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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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就地取材”的份量
步入2019年，政府已筹备应对2018年贸易逆差足
大的决策；贸易逆差难题迄今仍成为症结难题。政
府将立即落实上决策，那就是推动促进工业生产“
就地取材的分量”根据政府统计，以上将能节省大
约20亿美元的进口费用。
通过上决策，希望更多就地取材，使用本地原
料，副原料生产的印尼产品问世，减少进口依赖，
节省外汇支出。这样，政府将能改善年度赤字的现
象，年度赤字能受到控制并不扩大层面。政府改善
贸易逆差赤字能有奏效。因为贸易逆差之大的现象
已到了务必留意和重视的地步,尤其贸易逆差使外
汇储存不敷应付进口之需并将影响整体的经济发展
的事态。
年度贸易逆差现象对盾币汇市汇价产生不利的影
响，2018年一至今十二月份盾币走贬，贬幅5.7%，
如今是1美元兑14.350盾。
统计局（BPS）志录，累积2018年一至十月份，
贸易逆差额75.2亿美元。其实，其年同期，有
120.8亿美元的贸易顺差额。并令人惋惜和遗憾。
为此，须下重典治理，使我国经济车轮能更加均
衡进展转动，多多提高工业生产“就地取材”份量
值得推崇、推广，落实实施。
虽然以上决策可说是老生常谈而非新鲜事。几
十年前就已高喊就地取材的重要性。通过部长甚至
总统法令奉命行事，提高使用本国产品的小组也已
组成。
甚至政府采购服务方面，也已经明文规定优先使
用本国原料副原料，“就地取材”为先，或至少有
本地含量40%的规定。目的是为加强国内工业生产
自立自主性，以免一直依赖进口供应。
但是以上还只停留在口头形式上，工业生产对
进口原料、副原料的依赖性仍然高，理由是，国内
还无法生产供应。
为此倘政府想改善贸易逆差现象并能节省外汇
别无选择，提高和多多“就地取材”，使用本国原
料副原料为唯一可行之路。我国地大物博，天然资
源丰富，善于发挥使用，应能自给自足。摆脱对进
口的依赖性。减少进口节省外汇支出；贸易均衡，
改善贸易逆差现象才能逐步实现。政府和工业携手
并进，促进推动就地取材，使用本国货，爱用本国
货，必须进一步宣传和推广。

警方再次逮捕

7个集装箱选票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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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科威总统主持与见证

16名大使和受害者保护局7名成员宣誓就职
【雅加达点滴新闻网】佐科威总统
（Joko Widodo）于7日在国家宫主持16
名大使和见证受害者保护局（LPSK）的7
名成员宣誓就职仪式。根据2019年第1/P
号的总统决定书有关委任我国特命全权
大使（LBBP）宣誓就任，当时佐科威总统
主持16名大使的宣誓就职仪式。
以下是16名我国驻外
新任全权大使名单：
1.我国驻加拿大全权
大使Abdul Kadir Jaelani
2.我国驻匈牙利共和
国全权大使Abdurachman
Hudiono Dimas Wahab
3.我国驻埃塞俄比亚全
权大使Al Busyra Basnur
4.我国驻法国全权大使
Arrmanatha Christiawan Nasir
5.我国驻墨西哥全权
大使Cheppy T Wartono
6.我国驻津巴布韦共
和国全权大使Dewa Made
Juniarta Satrawan
7.我国驻巴西全权大
使Edy Yusup
8.我国驻黎巴嫩全权
大使Hajriyanto Thohari

9.我国驻苏里南共
和国全权大使Julang
Pujianto
10.我国驻土耳其
共和国全权大使Lalu
Muhammad Iqbal
11.我国驻美国全权大
使Mahendra Siregar
12.我国驻智利全权大
使Muhammad Anshor
13.我国驻波兰共和
国全权大使Siti Nugraha
Mauludiah
14.我国驻乌兹别
克斯坦及吉尔吉斯共
和国全权大使Sunaryo
Kartadinata
15.我国驻科威特全权
大使Tri Tharyat
16.我国驻叙利亚阿拉

佐科威总统于7日在雅京国家宫主持7名受害者保护局
成员宣誓就职。
伯全权大使Wajid Fauzi
此外，16名我国新
任全权大使在宣誓就
职后，佐科威总统也
主持受害者保护局的7
名成员宣誓就职，根据
2018年12月26日第232/
P/2018号总统决定书
（Keppres），7名受害者
保护局成员宣誓就任。
以下是7名受害者保护
局成员宣誓就职名单：
1.Hasto Atmojo Suroyo
2.警察Achmadi准将
3. Antonius Prijadi Soesilo

Wibowo
4. Edwin Partogi Pasaribu
5. Livia Istania DF Iskandar
6. Maneger Nasution
7. Susilaningtias
出席16名大使和见证
受害者保护局的7名成员
宣誓就职的有外交部长蕾
特诺马尔苏迪(Retno
LP
Marsudi)、文化教育部长
Muhadjir Effendy、国军总
司令哈迪查延多空军上将
（Hadi Tjahjanto）和警察
总长狄托卡纳维安上将
(Tito Karnavian)。(yus)

虽然被肃贪会定为囚犯

占碑地方议会议长仍然领导全体会议
【占碑1月07日讯】占
碑省至少有12名地方议会
（DPRD）成员包括地方议
会议长科内利斯（Cornelis
Buston）被肃贪会定为犯
罪嫌疑人。但是，占碑地
方议会的活动仍然如常。
正如周一（1月7日）
所见，科内利斯在占碑省
成立62周年的框架内召开
全体会议。此外，占碑地
方议会副议长 Syahbandar
和Chumaidi
Zaidi似乎也
在场。两人都被肃贪会定
为嫌疑人。占碑暂摄省长
Fahrori Umar也出现在场。

“非常感谢那次出席全
体会议的受邀者。”科内利
斯在演讲开场白如斯说。
科内利斯、Syahbandar
和Chumaidi是肃贪会有关
Zumi Zola与批准占碑地方
收支预算案（RAPBD）贿
赂案件中逮捕的13名新嫌
疑人中的三人。据肃贪会
称，13名嫌犯中有12名来
自占碑地方议会，另一名
来自私营部门的人。
肃贪会怀疑嫌疑人获得
了与批准2018年地方收支
预算（APBD）有关的资
金。批准2017年和2018年

图为占碑地方议会全体会议
地方收支预算案的贿赂指
控总数为163.4亿盾，2018

年度批准地方收支预算案
的分配额为34亿盾。(adr)

大印尼行动党全国会议讲台上显示双指姿势
图为假新闻的标志
【雅加达1月07日讯】
警方再次逮捕7个集装箱
选 票假新 闻的嫌疑人。这
名缩写J的嫌疑人在中爪
哇省波利伯史被捕。
“这名缩写J的嫌疑人在
中爪哇省波利伯史被捕。现
在中爪哇和波利伯史警方联
合小组正在办理此案件。”
公共信息局警察公共关系主
任德迪（Dedi Prasetyo）周
一（1月7日）在雅京南区警
察总部如是说道。
警方此前曾将2人视为7
个 集装箱 选票假新闻的嫌
疑人，即HY和LS。德迪

称J的角色与两名嫌疑人
相同。
“J和两名犯罪嫌疑人
已经被拘留，HY是在茂物
和LS在巴里巴板被捕。他
们通过脸书（Facebook）
帐户没有澄清和 确认 接收
内容直接传播。 ”德 迪如
是说。
警方仍在寻找制造打
孔的7个集装箱假新闻的
内容。警方也在寻找那
些首先传播和最终在社
交媒体上传播七个集装
箱选票假新闻的人。德
迪 解 释 道 。 (adr)

雅京特区省长阿尼斯被茂物普监会传召

雅京特区省长阿尼斯于7日到雅
京普监会办事处接受调查阶段

【雅加达点滴新闻网】
为方便和加快接受普监会
的调查，雅京特区省长阿
尼斯·巴斯威丹（Anies
Baswedan）于7日到雅京
普监会办事处接受调查阶
段，不过阿尼斯由茂物普
监会传召，并直接上到雅
京普监会办事处2楼。
“其实阿尼斯被茂物
普 监 会 传 召，但是我考虑
到雅加达离茂物那么遥远，
因此，普监会安排我到雅京

普监会接受调查。”阿尼斯
如痴阐述。
之前，阿尼斯于12月
17日在西爪哇茂物Sentul
出席大印尼行动党全国会
议中，在台上演讲显示双
指姿势，当时阿尼斯提到
帕 拉波沃给予我的贡献，
尤其阿尼斯与善迪雅戈·
乌诺（Sandiaga Uno）被
推举为雅京特区省长候
选人。据报道，
Garda
Nasional向茂物普监会举

报阿尼斯在讲台上显示双
指姿势，因为双指姿势是
序列第二号的总统和副总
统候选人的标志。
“之前，在庆祝雅加达
足球队夺冠时，阿尼斯曾显
示双指姿势， 而 我 们 没 有
举报。但是12月17日是大
印 尼行动党全国会议，而
讲台上显示双指姿势，并这
是包括竞选活动。”Garda
Nasional发言人Agung
Wibowo阐述。(yus)

印民航4年间171名飞行员起飞前饮酒
航空安全引担忧
印尼山体滑坡事故搜救结束：
32人遇难 1人仍失踪
【中新网7日讯】根据
印度民航部民用航空总局
(DGCA)统计，过去4年
间，共有171名民航飞行
员在印度机场或国外机场
起飞前，被检测出饮酒，
引发航空安全担忧。
据报道，在印度德里机
场，被检测出饮酒的飞行员

最多，共有57名。其次是孟
买机场，有43名飞行员没有
通过酒精浓度测试。
按照国际民航规定，每
名机组成员在起飞前，都
必须接受且通过呼气酒精浓
度仪的检测。印度“航空规
定”(Aircraft Rules)第24条
也指出，机组成员在飞行前

12个小时禁止饮酒。
但根据DGCA统计，印度
每年平均有逾40名飞行员
未通过酒精测试。在2015
年至2017期间，印度在飞
行前未通过酒精测试的飞
行员依次有43人、46人和
46人，2018年未通过酒精
测试的飞行员为36人。

DGCA表示，当局已对
未通过酒精测试的飞行员
采取必要行动。按照相关
规定，第一次未通过酒精
测试，飞行员的飞行执照
将被暂停3个月。第二次未
通过，飞行执照将被暂停3
年。如果第三次未通过，
飞行执照将被永久吊销。

310名国会成员未在年初参加全体会议
印尼受灾地区
【中新网7日讯】新年
前 日， 印尼西爪哇岛因暴
雨 导致 山体滑坡。当地时
间7日，印尼当局表示，
进 行了 一周的搜救工作已
经结束，至少32人遇难，
仍有1人下落不明。
当地警方表示，搜寻工
作 已经 结束，只剩一名受
害 者还 没有找到，但其家
属 已经 接受了这个事实。

此外，此次事故还导 致多
人受伤。
据悉，山体滑坡等自然
灾害在印尼这类群岛 地区
十分常见。
2018年10月，印尼西
部发生的另一次山洪和
塌方中，有超过20人丧
生。2016年6月，印尼中
爪哇省的山洪中，也 有近
50人遇难。

【TRIBUN新闻网雅加达
1月07日讯】国会（DPR）
于周一（1月7日）举行
2018 至 2019第三年度全
体会议开幕仪式。
根据出席名单，560名国会
成员中有250名成员出席，
48名成员提交了请假书。
全体会议由国会副议长
法德利佐恩（Fadli Zon）
主持。
“我们作为理事会主
席，将举行2018 至 2019
第三年度的第11届国会全
体会议。全体会议于周一
（1月7日）已向公众开

图为雅仅国会大楼举行的国会全体会议。
放。”法德利在举行开幕
时如是表示。
出席全体会议的有

国会议长班邦苏萨迪奥
（Bambang Soesatyo）、
国会副议长法赫利（Fahri

Hamzah）、乌杜特（Utut
Adianto）和阿古斯（Agus
Hermanto）。(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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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饮食企业家协会：

去年饮食工业符合预期增长9%
【安达拉社明古鲁讯】印尼饮食企业
家协会（GAPMMI）预测，2018年饮食工
业将符合预期增长8%至9%。

舞狮头和舞龙头的生产活动在临近春节更加活跃，从雅茂德
丹勿地区，亚齐和巴布亚等许多地区通常的订单10个增加到
100个订单。图为1月7日，在西爪哇茂物市的Babakan Pasar村
的Gang Angbun家庭工业的员工正在忙着制作舞龙头。

工业部预计

今年农业产业增长7.10%
【安达拉社明古鲁讯】
工业部定下指标，2019年
农业产业领域增长7.10%
，比去年的6.93%更高。
由于在大选契机，国内
对 饮食产 品的需求量将大
幅 提高， 农业产业领域的
业绩预料将跟着提高。
本报援引工业部农业总局
常务执行官西吉特（Achmad
Sigit
Dwiwahjono）在明古
鲁发行的新闻稿称，“在今
年的政治年度，有一些领域
将获得巨大商家，其中是饮
食工业。”在 2 0 1 8 年 第 三
季 ，农业 产业的年度增长
率达到7.23%。
“我们表示乐观，今
年 农业产 业领域的增长将
比定下的7.10%指标更
大，”他这么说。
这一向以来，农业产业
成 为优势 领域而推动非油
气 加工业 的业绩提高，同

时支撑国内经济增长。
“该农业产业领域增长
是由每个分领域 的增 长 所
支持，如饮食工 业、 烟 草
业、木竹藤加工 业、 造 纸
和纸品工业，以 及家 具 工
业，”他如斯说。
在2018年上半年，农业
产业对非油气领 域的 国 内
生产总值贡献49.11%。
在同期间，农业产业的
出口额达到232.6亿美元，
或者占国内总出口量的
26.43%。“那意味着，我
们农业产品已有 能力 在 全
球市场竞争，”他阐述。
甚至，在农业的投资
额，亦推动我国 制造 业 的
增长提高。
在2018年上半年，国内
在农业产业领域 的投 资 额
达到24.32兆盾，而外国
在该工业的投资额突破11
亿美元。(vn)

亚齐沿海传统渔民

周一（1月7日）亚齐省大亚齐的沿海地区Kutaraja村的渔民使
用传统的拖网渔具捕鱼。陆地拖网属于环保型印尼传统渔具
类别，仍然是沿海渔民捕获鱼类的主要工具。

可连接西巴布亚省内各地区

铁路建设今年内开工
【安塔拉社马诺夸里
讯 】西巴 布亚省铁路建设
工程将在今年内开工。
西巴布亚省交通部负责
人阿古斯迪努斯（Agustinus Kadakolo）昨日在马诺
夸 里称， 铁路的第一阶段
建设将从离索龙（Sorong）
市约100公里的地点开
始 。“我 们对该工程进行
了 环境影 响分析，现在只
要等宾图尼湾（Teluk Bintuni）县和梅布拉特（Maybrat）县政府的推荐书，”
他 说。阿 古斯迪努斯称，
这 条铁路 将连接西巴布亚
省 的所有 地区，除了岛屿
地区的拉贾安帕特/4王岛
（Raja Ampat）县，而县市
政 府的推 荐书是这项铁路
建设工程的条件之一。
该推荐书通常包含县
市 政府对 实施该项目的支
持 ，同时 准备执行各自的
任 务。“ 西巴布亚省交通
部 正在等 待这两份县政府
的 推荐书 。然后我们把推
荐 书提交 给省长，省长就

把推荐书提交给 交通 部 。
若所有地方政府 提交 了 推
荐书，建设工程 能在 今 年
内开工，”他说。
阿古斯迪努斯阐明，
这条铁路的初步建设将
使用省政府预算，进一
步将由交通部火车事务
总署接管。
“我希望这项工程能顺
利进行，以致西 巴布 亚 省
拥有新的交通方 式来 加 速
建设，”他说。
阿古斯迪努斯指出，苏
拉威西铁路工程自2017年
开始建设。西巴 布亚 省 的
铁路与苏拉威西 铁路 建 设
工程相同，将连 接各 战 略
地点。“ 这 条 铁 路 将 与 港
口连接，所以方 便商 品 流
通和乘客的流动 性， ” 阿
古斯说。
他补充，索龙市铁路
建设工程将支持 索龙 经 济
特区。按照计划 ，佐 科 ·
维多多总统于今 年内 将 主
持索龙经济特区 正式 启 用
仪式。(er)

印尼饮食企业家协
会总主席阿迪·卢克曼
（Adhi S Lukman）在
明古鲁对记者表示：“
若我们观察2018年，
饮食工业将增长8%至
9%，而这还是在年初
的预测。”
他认为，在2018年该
优势产业曾面对一些挑
战，其中是盾币汇率疲
软，导致生产成本上升。
他续说，在上述情况
下，工业通常调高价格，
但为了适应社会购买力，
他们不调高价格。
“我们理应调高价
格，但我们没有，因所

实施策略保持利润率稳
定，以致社会购买力不
下降，”他这么说。
他认为，在2018年下
层社会的购买力没有显
著提高。但上阶层社会
的购买力反而不受各种
经济问题带来的影响。
国内饮食产品也比
进口货更受到社会青
睐，这能从国内加工粮
食产品的发行总额达到
1700兆盾，而进口加
工粮食品大约6%或只
有120兆盾。
“虽然没有任何因素
能推动饮食工业的增长，
但我观察，未来的增长仍

Api经济特区的位置挪动
到离海滩不远。
因为其位置改变，我们
必须进行环境和空间布局
的分析。因此，上述小组
的任务是尽快地完成有关
空间和地区布局的分析。
他认为，我们将尽快地
完成该环境和空间布局的分
析，因为处理该问题的权力
是省政府。希望Tanjung Api
Api经济特区建设工程可以

但有工业从生产部，物
流部，或者销售部开始
实施该4.0计划，”他
阐述。
他补充说，准备实施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饮食
工业是具有规模资本的
大型公司。
其实，他亦已推动中
小型工业跟着实施该计
划，这使他们亦能享受
相同的好处。
他深信，今年有愈多
饮食工业在他们业务实
施第四次工业革命。尤
其是，若我们提出可获
得“超级减税”财政奖
励马上获得政府批准。
“若政府已发布财政
奖励，实施该第四次工
业革命的饮食工业数量
肯定越来越多，”他进
一步称。(vn)

BPJS与医院延长合作
卫生部和BPJS Kesehatan同意在2019年6
月之前延长与尚未获得认证的医院进行
合作，以便他们能够继续为国民健康保
险和印尼健康卡(JKN-KIS)持有者提供服
务。图示1月7日，卫生部长Nila Moeloek（
右二）与BPJS Kesehatan（健康社保执行
机构）主任Fachmi Idris（右）在雅加达卫
生部办公室发表新闻声明。

工商业绩下滑

勿佬湾港卸货量同比锐降40.88%
【 安 塔 拉 社 棉 兰
讯】2018年1月至11月期
间，国内货船在苏北省勿
佬湾港的累计卸货量只有
281.2万吨，比去年同期
475.7万吨锐降40.88%。
苏北省中央统计局
（BPS）主任苏海米
（Syech Suhaimi）昨日在
棉兰说：“勿佬湾港的卸
货量减少，与去年工商领
域的流动性较差有关。”

他阐明，工业和商业业
绩下滑，导致原材料和成
品的供应也减少了。
虽然如此，在2018年1
月至11月期间，在勿佬湾
港的累计装货量同比增长
18.48%，与卸货量的情
况相反。
去年1月至11月期间，
勿佬湾港的累计装货量达
20万3431吨，比2017年17
万1705吨有所增加。

苏海米指出，装货量的
增长由一些因素所推动，
其中是勿佬湾港位置战略
地点，通常成为苏岛地区
的连接港口。
他续说，苏北省也是各
种必需品产地之一。当地的
各种产品运到苏岛各地区。
苏北省央行代表处处长
Hilman
Tisnawan指出，
原产于苏北省的各种必需
品，经常运到其他地区包

括爪哇岛，来满足当地的
需求。
虽然起初苏北省产量过
高或者供过于求，但苏北
省的一些必需品，比如大
米和红辣椒供应经常处于
短缺状态。
“目前，这种情况
受到地方通胀控制小组
（TPID）的注意，这使
苏北省的通胀率保持稳
定，”他说。(er)

为带动中爪省等地区经济增长

AP II继续扩建万宁牙市BJBS机场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国营机场运营商Angkasa
Pura第II公司（AP
II）将
继续扩建苏迪曼大将军机
场（BJBS）工程。这座机
场的地点位于中爪省，离
万宁牙（Purbalingga）市
中心大约11公里。
AP II公司总经理阿瓦鲁
丁（Muhammad Awaluddin）于5日在雅加达发布
的书面声明中说，扩建工
程将分成几个阶段，第一
阶段将于本月初进行。
“与佐科·维多多总
统于去年3月访问时所说
的，初步建设工程能在今
年初开始动工。空中和
陆地建设工程将同时进
行，工期为18个月至20个
月，”他说。
机场扩建项目包括全长
1600米，宽30米的跑道、
新的航站楼和停车场，以
及货运站等项目。
最初阶段建立的辅助
设施其中是可容纳70辆汽
车和172辆摩托车的停车
场、综合性医院、礼拜场

所、机场维修楼、垃圾处
理所、污水处理和保安办
公室。
增加空中和陆地设施和
机场基础设施扩建工程，
可起降C-212型飞机。
“目前的计划，可供
C-212型飞机起降。在
未来能降落空中巴士320
Neo型和波音737 Max8型
飞机，”阿瓦鲁丁说。
他也希望在BJBS机场的
商用飞机班次越来越多。
苏迪曼大将军机场将
满足中爪省地区乘客的
需求，以致能促进中爪
省西部和南部地区的经
济增长，比如巴由马史
（Banyumas）县、万宁牙
（Purbalingga）县、马浙
（Banjarnegara）县、文罗
梭波（Wonosobo）县和格
布门（Kebumen）县。
阿瓦鲁丁希望，这座占
地115公顷的机场扩建工
程将于2020年完成。
他在万宁牙主持发起苏
迪曼大将军机场扩建工程
仪式致辞时说：“我希望

苏南省政府将成立小组 加快兴建Tanjung Api Api经济特区
【安达拉社巨港讯】
苏南省政府将立即成立小
组来加快在Banyuasin县
兴建Tanjung Api Api经
济特区。
苏南省省长赫尔曼
（Herman Deru）在巨港对
记者表示，“该小组将完
成有关环境和空间布局所
带来影响的分析。”
他解释说，那是因为位
于苏南省的Tanjung
Api

良好，”他如斯说。
与此同时，印尼饮
食企业家协会总主席阿
迪·卢克曼亦声称，印
尼饮食企业家协会评，
政府通过“印尼制造
4.0”（Making Indonesia
4.0）综合路线图提倡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国内
工业带来许多好处。
“上述第四次工业
革命非常有助于提高竞
争力。那意味着，从生
产方面可以减少浪费，
生产将受到更多监控，
并物流将更加整洁，”
他称。
他认为，我国一些
饮食工业的生产线开始
实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计划。
“确实还未有饮食工
业应用100%4.0计划，

在今年中旬开工。
他认为，若继续在总
面积为2030公顷上的旧
位置兴建经济特区，就很
难实现，因为土地赔偿金
很昂贵。
甚至，在上述2030公
顷的土地总面积当中，我
们能征购的土地面积只有
67公顷。上述土地问题使
该经济特区的建设难以实
现，因为用于征购土地的

资金很有限，而且其位置
离海岸太远了。
“若我们要求延期办理
该问题，也白费心机，我
们最多只有3个月期间，
那不可能完成，”他称。
有关该问题，我们要求
改换位置，而他们也同
意我们的要求。除此之
外，Ryamizard Ryacudu亦
愿意提供他的土地，以致
现在已没有问题了。(vn)

第一阶段扩建工程，包括
陆地和空中设施能在2020
年完成。”
当第一阶段建设工程完
成时，AP II预计BJBS机场
的乘客流量可达9万8000

人次，每年的增幅高于50
万人次，以及飞机起降量
高于4500架次。
除此之外，货运流
量每年预计达2000吨
以上。(er)

印尼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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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I银行和任抹县政府合作

一月效应和国内积极情绪影响下

股价综合指数在本月将实现正回报
【印尼文版商报雅加达讯】对一月
效应的期待和国内一些积极情绪的影
响下，预测将继续推动股价综合指数
在本月实现正回报。
上周末股指收报于
6274.54点，比2018
年底收盘的股指涨
1.29%。今年初头
3天的交易涨势受到
外资净购7890亿盾
的支持，在亚太表现
第二佳，仅次于录得
3.95%涨幅的菲律宾
PSEI综合指数。
MNC证券公司首席

分析师Thendra
Cri�
snanda称，根据近十年
的数据，综指在一月
获得正回报的机会高
达70%。在全球多数
股市处于不利的情况
下，我国股市却受到
资本流入的提振，因
此提供高额回报可能
性的我国市场颇受外
国投资者的青睐。

债券市场10年期
国债券收益是8%到
8.5%，而今年的通
货膨胀率预计可以控
制在3.5%到4.2%
水平。然而Thendra
表示，在目前全球
金融市场表现差劲之
际，印尼证券交易所
（BEI）综合指数的异
常涨势值得关注。
他认为全球，特别
是美国和中国经济增
长放缓预期，将会对
我国股市综指产生负
面影响。他说：“印
尼证交所股指在本月

BTN和BRI银行拟定指标

今年消费者贷款有望增长两位数
【投资者日报网雅
加达讯】国家储蓄银
行（��������������
PT Bank Tabun�
gan Negara（Persero）
T bk . ， 股 代 号 B B T N ）
和 印 尼 庶 民 银 行
(PT
Bank
Rakyat
Indonesia（Persero）
T bk ， 股 代 号 ： B B R I ）
拟定指标，今年消费者
贷款有望增长两位数。
因为，消费者贷款部门
仍被认为是民众的基本
需要。
国家储蓄银行经理Budi
Satria称，消费者贷款仍
将与去年一样增长。2018
年，消费者贷款，同比
增长19％。主因是房地产
贷款的巨大需求，特别
是首次购房者。
“今年仍良好，但不
像去年那么高，我们预

计今年最高可达15％”。
他接着说，首次住
房的需求无法被抑制，
该银行房贷的85％是首
个购房者，而不是投资
者。更重要的是，每年
有50万个住房单位。
Budi透露，预计贷款
价值（LTV）比率条例
的放松开始影响该银行
房贷需求。他说，今年
上半年理应开始看出，
希望没有问题。
总体而言，2018年
该银行发放的贷款，同
比增长超过19％。而第
三方存款者资金，同比
增长16％。今年的增长
与宏观条件相协调，因
此，预计贷款总额将增
长15％，以及第三方存
款者资金而已。
此外，Budi表示，

为了支持今年消费贷款
的增长，该银行将推出
一些新产品。“为了补
充现有产品，尤其是为
了获得地方客户，我们
将推出一些产品，形
式是交易银行和手机银
行。今年，二维码也已
推出”。
印尼庶民银行消费
者经理Handayani表
示，该银行拟定指标，
今年消费贷款有望增长
两位数，是由工资贷款
和房贷所支持，预测该
两种贷款料将增高。
“随着贷款价值比
率条例的宽松政策和住
房需求的差距，我们的
消费者更多的是住房贷
款，我们深信，今年房
贷的发放有望增长大约
21%至22％”。(asp)

万自立银行召开全体股东大会

内还会上涨，但涨幅
有限，因已处于超买
的状况，极易受获利
回吐行动的冲击。”
他 认 为 股 价 还
有望涨升的股票是
ADRO、
PTBA、
INCO、ANTM、GGRM
和HOKI。
Paramitra Alfa证券
公司首席分析师Kevin
Juido称，投资经理一
般在年初进行投资组
合调整，因此一月份
的市场业绩提高。他
认为一月效应还会出
现，而且相当大。

其主要的推动因
素是稳定的货币兑换
率。另一方面，是一
些股票具有较低的市
盈率。Kevin认为，
建筑业部门，尤其是
国营建筑公司股，在
今年初还会成为投资
者首选。加上去年底
的橱窗装饰效应尚不
明显，因此投资者或
将在今年初继续其修
饰投资组合行动。要
是有上市公司公布
其分发股息的计划，
必然将鼓励市场走
势。(xf)

综合指数上升12点至6287.224点

1美元兑14082盾
【本报讯】周一
（7/1）综合指数在
闭市时上升。早盘
结束时，综指上升
49.364点或0.79%
至6328.887点。但在
下午收盘时，却上升
12.684点或0.20%
，报收于6287.224
点。LQ-45指数上升
1.140点或0.11%，报
1002.779点。
亚洲股市多数上
升，日本指数上升
477.01点或2.44%
，报20038.97；香港
指数上升209.67点或
0.82%，报25835.70
；上海指数上升18.22
点 或 0 . 7 2 % ， 报
2533.09；海峡时报
指数上升43.57点或
1.42%，报3102.80。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
共发生46万5669次，有
121亿8969万1674份股
票易手，总值8兆6726
亿560万78盾。涨价的
股有240种，落价的股
有166种，217股持平。
外资净购3986亿
4000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UNVR(联合利

华公司股）涨价800
盾，现价4万8600
盾；MAPA（MAP
A k t i f 股 ） 涨 价
320盾，现价4000
盾；AKRA（AKR
Corporindo股）涨价
300盾，现价4650
盾；BDMN(印度尼西
亚金融银行股)涨价
275盾，现价8125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BYAN(Bayan能
源公司股)落价1075
盾，现价1万8800
盾；UNTR(友联抛拉
机股)落价1025盾，
现价2万9975盾；
MKPI（Metropolitan
Kentjana股）落价1000
盾，现价1万9450
盾；GGRM(盐仓香烟公
司股)落价750盾，现价
8万2750盾。

盾币增值188点
周一，雅京银行际
货币兑换交易（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
lar Rate /JISDOR）收
市，1美元以14082盾中
间价结束，比先前价以
14270盾中间价，盾币
增值188点。(asp)

万自立银行(PT Bank Mandiri (Persero) Tbk.，股代号BMRI)的全体股东大会批准
Riduan为商业银行服务经理。图为周一（7/1），万自立银行监事长 Hartadi
A Sarwono（左二）与董事总经理 Kartika Wirjoatmodjo(中)在雅加达召开全体
股东大会前合照。

涨 477.01
涨 26.85
涨 209.67
涨 18.22

欧股

绿领经济

第七章

我要说：‘来吧，让我们群策
群力，并肩前进！’”他的挑战
与决心扭转了世界的潮流。而也
是因为如此，在不计成败具克服
种种可怕的磨难之后，民主终致
获得全面胜利。
他们那一代，所谓最伟大

范.玷斯著

的一代，前瞻的眼光看见了两
个不同的未来：一个是嗜血的
希特勒统治这个世界；而另一
个是永远消灭法西斯主义的威
胁。他们决定挺身而出，不计
任何代价为子孙赢得更美好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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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股市行情

1月7日

印尼国家银行（PT Bank Negara Indonesia
Tbk.，股代号BBNI）和东爪哇省任抹
（Jember）县政府合作向咖啡店、网络
店和供应商发放庶民业务贷款（KUR）
。2018年12月份，该银行已向14万7691
名债务人发放16兆盾庶民业务贷款。图
为周一（7/1），任抹县长 Faida（左）
与印尼国家银行小型商业和网络经理
Catur Budi Harto(右)在雅加达签署该合作
协议书后合照。

简讯
股市走高抑制涨势
美元走软推动金价上扬
因为市场预期美联储的货币紧缩
周期可能在2019年踩下刹车，这导
致美元走软；但风险偏好改善限制了
避险黄金的涨势，金价上扬。0752
GMT，现货金上涨约0.4%至每盎司
1,290.42美元。美国期金涨0.5%至
1,291.90美元。

因寄望美中贸易谈判能很快取得成效
原油价格涨逾1%
因市场乐观认为中美谈判将很快
解决贸易战问题，与此同时主要产
油国削减供应也对油市构成支撑，油
价跳涨超过1%。0751
GMT，布兰
特原油期货报每桶58.04美元，较上
日收盘价涨0.98美元或1.7%。美国
西德克萨斯中质油(WTI)期货报每桶
48.85美元，升0.89美元或1.9%。

市场押注美联储将暂停升息
美元连跌第三天
因市场益发预期美联储未来数
月将暂停其升息周期，美元兑主
要货币连跌第三天。美元指数下跌
0.25%至95.92，接近上周触及的两
个半月低点。澳元兑美涨0.25%，
至0.714美元。

2019年1月7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亚股
20038.97
2037.10
25835.70
2533.09

发放庶民业务贷款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全球股市
日经指数
韩国综合
香港恒生
上海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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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FTSE
6808.94
跌 28.48
德国DAX
10726.24
跌 41.45
法国CAC
4717.94
跌 19.17
荷兰AEX
491.19
跌
0.82
http://tw.stock.yahoo.com   2019/01/07 19:00

美股
道琼工业
23433.16
涨 746.94
那斯达克
6738.86
涨 275.35
S&P500
2531.94
涨 84.05
htt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 Dow Jones    4:00 PM   05/0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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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7.22
1002.78
704.11
1591.04
1804.25
859.90
1383.49
2641.26
464.18
1083.38
1186.28
793.58
1644.63

波幅(%)
0.22
0.11
0.33
1.94
0.02
0.13
-1.87
-0.17
1.09
1.19
0.42
-0.09
-0.36

黄金行情
1月7日 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http://www.anekalogam.co.id/harga-emas-terkini

5克金片： 3.170.000 盾卖出 3.07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6.270.000 盾卖出 6.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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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A
AKRA
BDMN
AALI
BBCA
HRUM
SRTG
INDR
BBNI

开盘
47800
3680
4350
7850
12150
26025
1565
3750
5900
8725

最后
48600
4000
4650
8125
12425
26225
1720
3900
6050
8875

变化

变化(%)

交易量

交易额(千)

800
320
300
275
275
200
155
150
150
150

1.67%
8.70%
6.90%
3.50%
2.26%
0.77%
9.90%
4.00%
2.54%
1.72%

2039100
57800
7658500
5477500
1241700
14687600
22370700
37400
95500
24054100

99649685
233846
34960943
43861482
15344197
387553940
37337751
144012
581140
21361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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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AN
UNTR
MKPI
GGRM
ITMG
MREI
ICBP
INTP
ASII
INPP

开盘
19875
29000
20450
83500
21575
6050
10600
18275
8350
685

最后
18800
27975
19450
82750
20850
5800
10350
18025
8150
550

变化
1075
1025
1000
750
725
250
250
250
200
135

变化(%)
-5.41%
-3.53%
-4.89%
-0.90%
-3.36%
-4.13%
-2.36%
-1.37%
-2.40%
-19.71%

交易量
31200
8798500
700
640100
3383600
1100
5581500
1396300
32649700
5100

交易额 (千)
588342
250642862
13740
53254702
72349510
6360
58262547
25543627
269717062
2868

中国快汇(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January 7 , 2019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099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6.8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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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30.00

14250.00

14034.00

14176.00

新币

SGD

10301.07

10421.07

10338.12

10443.49

港币

HKD

-

-

1791.10

1809.25

日元

JPY

128.00

131.60

129.51

130.86

欧元

EUR

15949.52

16209.52

16024.02

16191.83

澳元

AUD

9916.31

10156.31

10004.84

10107.49

英镑

GBP

17800.67

18100.67

17883.53

18065.89

人民币

CNY          

0.00

0.00

2048.25

2068.98

TWD

TWD google.com报导

新台币

中间价457.19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9年1月8日，星期二

盾币汇率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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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DM:柴油发电站燃料

从燃油转换使用棕榈油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能源与矿物
资源部（ESDM）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局
(EBTKE）即将转换柴油发电站(PLTD)
燃 料，从燃油成为棕榈油（CPO)，希 望
该转换措施能在今年落实。
周一（1月7日）雅加达万自立银行出纳员正在计算盾币和
美钞。当天盾币汇率呈强1.26％至每一美元兑换1万4085盾。

Selamat Sempurna计划

拨1500亿盾购买生产机器
【Kontan雅加达讯】
今 年，生产机动车零部件
的Selamat Sempurna公司准
备拨出1500亿盾资本支出
（capex)，供作购买生产机
器用途。
根据Selamat
Sempurna
公司2018年9月财务报告，
该 公司 的现金和相等于现
金，只剩下702.3亿盾，
或低于2019年资本支出需
求，去年9个月的流动现金
同比2017年提高11.59%。
据了解，Selamat Sempurna
公 司通 过购买生产机器，
希望能推动过滤器（filter）
和散热器（radiator）产
量，Selamat Sempurna公司也
希望扩大出口销售量。
Selamat
Sempurna公
司秘书莉蒂雅娜.威佐约
（Lidiana Widjojo）对记
者称，“市场份额还很
多 ，但 我们在全球的市占
率仍小。”
出口仍成为Selamat
Sempurna公司重点，根据
去年1月至9月期间的财务
报告，Selamat Sempurna
公司出口销售达到1.88兆
盾，占净销售2.83兆盾的
65.96%，而其余9701.2
亿盾是国内销售额。

Selamat Sempurna公司
最大的出口目的 地是 亚洲
区，即达到8005.9亿盾，
剩下是向美国、 欧洲 、澳
洲和非洲出口。
在Selamat
Sempurna
公司总销售，其 中过 滤器
销售额达到2.05兆盾，
余下2442.1亿盾是散热
器，2630.9亿盾是组装车
身，6566.8亿盾运输和
3083.4是其它业务。
为能推动出口，去年中
旬，Selamat Sempurna公司
已收购泰国Sure Filter（SF
Thailand）公司的44%股
份，SF
Thailand公司是泰
国过滤器和散热 器独 家经
销商。
根据Kontan日报报
导，Selamat Sempurna公
司曾声称，将再度收购
东南亚区其它企 业。 但至
今，Selamat Sempurna公
司经理部确定， 还未 有其
它的收购计划。
今 年 ， S e l a m a t
Sempurna公司希望能获得
比2018年实际业绩更高
的收入，只是， 他们 还未
阐明有关去年达到的业
绩。“我们每年 的总 收入
指标为10%。”(sl)

Asia Pacific Fiber公司

计划加强出口市场
【Kontan雅加达讯】
国内市场销售仍支撑Asia
Pacific Fiber公司业绩，
但该纺织企业希望，能
逐渐加强出口市场的销
售份额。
Asia Pacific Fiber公
司公共关系总经理巴拉
玛.尤达.安丹（Prama
Yudha
Amdan）对记者
称 ，加 强出口市场份额是
Asia Pacific Fiber公司达
致2019年业绩指标的策略
之 一。 “趋向扩展市场和
扩 展出 口范围，如美国、
欧洲和中东。”
根据2018年9月30日的
Asia Pacific Fiber公司财务
报告，出口销售额达不到国
内总销售额 的 五 分 之 一 ，
而 出口 销额最大是亚洲地
区，达到2487万美元。
Asia Pacific Fiber公
司 经理 部希望，加强出口
市场能支撑今年定下达

到5.06亿美元的收入指
标。从该收入指标，Asi a
Pacific
Fiber公司关注利
息，税项，折旧及摊 销前
盈利（EBITDA）之前的收
入，即2800万美元。
为加强2019年的业
务，Asia Pacific Fiber公
司计划，将拨出1500万美
元资本支出（capex）。
去年11月，Asia Pacific
Fiber公司经理部阐明该
资本支出事宜，今年 的资
本支出将供作增加产 量的
附加价值的经费（value
added）。“资本支出将供
作机器革新和供特殊 产品
更换机器的预算。”
与此同时，去年，Asia
Pacific Fiber公司确定能获
得4.8亿美元收入，该业
绩表现已超越Asia Pacific
Fiber公司初步定下的指
标，即大约为4.3亿美元
至4.4亿美元。(sl)

节能和可再生能源
局局长利达.穆里亚纳
（Rida Mulyana）称，“
除了监督20%生物柴油
混合义务（B20）只剩监
测和评估阶段之外，能源
与矿物资源部长也要求我
们，即刻把柴油转换成为
棕榈油，正如能源与矿物
资源部长所说的，2019
年必须进行。”
此前，伊格纳苏斯.佐

南（Ignasius Jonan）阐
明，柴油发电站仍在为最
偏僻的小岛照明，他要求
在2年时间内，把总发电
量达到2000兆瓦（MW）
的柴油发电站都使用棕榈
油作为燃料。“该发电站
能100%转换成为棕榈油
发电站。”
国电公司（PLN）也正
研究有关使用棕榈油作为
柴油发电站的燃料。

利达.穆里亚纳也声
称，计划将加强处理“绿
色燃料（green fuel)”。
“我们也将专心地处理绿
色燃料问题。”
去年底，能源与矿物
资源部生物能源机构主任
安特利延.菲比.米斯纳
（Antrian Feby Misnah）
阐明，政府正大力推动生
产绿色燃料。“除了生物
柴油之外，将来，我们也
将设法生产绿色燃料。”
此 前 ， 国 电 公 司
梭菲.卢克曼（Syofie
Rukman）称，正在研究
棕榈油品质对发电机所造
成的影响和棕榈油售价是
否更有效率。他希望棕榈
油价格能与燃气价格相同

或者是更低廉。“我们正
在研究中，我们也须了解
什么样的棕榈油含量适合
使用于机器。”
他声称，正与能源
和矿物资源部在勿里洞
（Belitung）兴建100%使
用棕榈油的柴油发电站，
这将成为首座使用生物燃
料的发电站工程，并定下
今年底完成。
该工程将成为其它100%
使用棕榈油的柴油发电站
研究参考，他也还不能确
定是否将投资购买能吸收
100%棕榈油的机器。
“如果我们要改变如今使
用的机器，我需要新的投
资，如需要新机器，只需
购买就行了。”(sl)

今年BOSS收入可增加50％
Borneo Olah Sarana Sukses (BOSS)公司通过旗下的
Pratama Bersama（PB）公司与PT Putra Perkasa
Abadi（PPA）签署一项采矿服务合作协议。该合
作合同总值达1.47亿美元。BOSS希望2019年可增
加最少50％的收入。图为左起: BOSS公司总经理
Freddy Tedjasasmita、Pratama Bersama公司总经理William
Siawira、BOSS财务经理Widodo Nurly Sumady、Putra
Perkasa Abadi 公司总监Joko Triraharjo、Putra Perkasa
Abadi公司总经理 Christianto、副总经理 Ardi T Tjoa
于周一在雅加达签署合作协议后合影。
(商报/Max manuhutu摄)

MKG首家购物商场 设立狗专用游乐场
【本报讯】Summarecon
椰风新城购物商场(MKG)
成为我国首家购物商场，
设立宠物狗专用的游
乐场。
Summarecon椰风新城
购物商场中心主任Tommy
L.称，特别为狗爱好者的
活动区，命名为Paws，
已从今年1月5日向公众开
放。“成 为 首 家 购 物 商 场
提供宠物狗的专用游乐
场，Paws提供多样户外
游 乐 和 灵 巧 设 施 。 ”他这
么说。
Paws设有两间合成草的
游乐场。第一间是专供小
狗和第二间专供大狗，而
直接连接到面积9x3米的
游泳池。
据他称，MKG购物商场

总是创新和向客户提供新
设施。
“此前推介多样家庭
活动设施，即是House
of Trap和Snow Park
Adventure后，这是我国的
首家购物商场推介Paws，
因为看好狗爱好者对提供
舒适和喜悦的地方的热爱
和需求很大，使他们可以
和他们的宠物狗共度美好
时光。”他如斯说。
他续称，此外，Paws
也提供Grooming(美容)
、Dog Day Care(日间护
理)和Dog Hotel(酒店)的
服务。
Dog Day Care是托狗
服务，支付每小时费用
照顾狗，而Dog Hotel是
狗住宿服务。“Dog Day

数位顾客正在Summarecon椰风新城购物商场的Paws，与他
们的宠物狗一起玩。(商报/Muhammad Maan摄)
Care已成为重要的设施，
因为虽然狗不会进 入 购 物
商场，目前主人能把狗

寄托在Paws中心，以致
客户可以安心逛街而不必
担心。(lcm)

政府推动国内需求 钢铁产能利用率或提高10%
【投资者日报雅加
达讯】印尼钢铁业协会
（IISIA）预测，今年，钢
铁工业增长6%，那是因
政府推动国内市场使用国
产钢铁措施所支撑。
随此一来，我国钢
铁工业产能利用率有可
能提高10%，从去年的
50%至60%成为70%至
75%。随着克拉卡陶钢铁
（Krakatau
Steel）公司
2号热轧钢卷（HSM）厂
运营，今年钢铁产能增加
150万吨，或从去年780万
吨提高成为930万吨。
近日，印尼钢铁业协会
执行经理耶利（Yerry）
对记者称，“除此之外，
平常钢铁业增长率在经济
增长率之上1%，因此，
如果预测今年经济增长率
5.3%，希望钢铁工业增
长大约6%。”
耶利有信心，国产钢铁
消费将提高，因贸易部长
英卡尔迪亚斯多.鲁基托
(Enggartiasto
Lukito)呼
吁进口商，别在提出能在
国内生产的进口要求。“
因此，如果要进口钢铁，
政府将审计其性质，是否
供作生产或者是直接向市
场销售。这是强迫性的呼
吁，俾能使用国产钢铁，
但却不会违反世贸组织
（WTO）条例。”
耶利解释说，为推动国
内钢铁产品，政府须敦促
投资仍须进口的产品，而
钢筋（besi beton）分领域

产能已过剩，以致，不需
要新的投资。那是很重要
的，俾使钢筋工业结构不
呈现脆弱。“必须关注供
应与需求之间的平衡，我
认为，克拉卡陶钢铁公司
2号热轧钢卷厂运营后，
热轧钢卷（HRC）供应和
需求已平衡，可能冷轧钢
卷（CRC）或者是半成品

（semifinish product），
如板坯和钢坯（slab dan
billet）还未平衡，仍需要
新投资。”
此前，克拉卡陶钢铁
公司总经理希尔米.卡林
（Silmy Karim）称，为推
动国内销售，克拉卡陶钢
铁公司已邀西班牙和法国
企业合作，俾能获得供基

础设施和建筑业的钢铁使
用技术，因在该2个经济
领域的钢铁消费很高。
他声称，这也发生于
国外，举例，在欧洲和美
国，公路和桥梁需用大量
的钢铁。“因此，我推动
基础设施使用钢铁，如桥
梁、高架桥公路和其它应
用，如高建筑物。”(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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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女演员和模特网上高价卖淫被抓

警方：45位女演员和100位模特疑涉网络卖淫
【雅加达1月7日综合讯】东爪省警方破获网络卖淫案，涉及
一位27岁电视剧女演员凡妮莎·安琪儿（Vanessa Angela）和一
位������������������������������
24����������������������������
岁成人杂志模特阿弗丽尔莉亚���������������
·��������������
莎奇拉（����������
Avriellya Shaq�
�����
ila）。除了这两位女子，一位花8000万盾嫖娼的泗水商人也
被抓。嫖娼不构成刑事犯罪，这位名叫赖安的45岁男子被放出
来，据悉他是东爪哇省南海漳（Lumajang）县矿业商人。
上周六（1月5日）中
午12时30分许，泗水警方
对某家五星级酒店进行突
击搜查。凡妮莎和嫖客被
抓时一丝不挂。
1月6日，东爪省警察
署网络犯罪部门主任哈
利斯桑迪（Harissandi）
称。两位网上介绍小姐的
妈咪和经纪人也被抓。

哈利斯桑迪说：“这
位商人昨晚和友人到警局
接受调查。”
据哈利斯桑迪称，凡
妮莎的客人是商人、官
员。他对媒体记者说：“
大多数是商人。”
而莎奇拉是在前往酒
店途中被抓的。
凡妮莎卖淫一次收

8000万盾，而莎奇拉一次
收2500万盾。
凡妮莎和沙奇拉被带
到警察局接受调查24小时
以后已被允许回家，但她
俩有可能会被认定为犯罪
嫌疑人。
警方称有45位演员和
100位模特疑似涉及网络
卖淫。

本周一（1月7日），
东爪省警长鲁基·赫尔马
宛（Luki Hermawan）称
有45位演员疑似加入网
上卖淫团伙，卖淫一次收
2500万、8000万、1亿和
3亿多盾。警方已将两位
妈咪英兰（37岁）和丹特
丽（28岁）认定为犯罪嫌
疑人，已被拘留。丹特丽
介绍女演员卖淫，而英兰
介绍Instagram红人卖淫。
据他称，警方将一个
一个传唤这些疑似涉及网
络卖淫的女演员和模特。
本周一，东爪省警
察署公关部主任弗兰斯
（������
Frans Barung
������� Man�
����
gera）说：“如果侦查员

凡妮莎·安琪儿（左二）在东爪省警察署网络犯罪部门
接受调查。每周莎奇拉和凡妮莎必须向东爪省警察署报
到。（图片来源：ANTARA国家通讯社）
发现凡妮莎和莎奇拉从
事卖淫赚钱的证据，那
有可能被认定为犯罪嫌
疑人。”

警方起获了涉案物品衣
服一件、凡妮莎的紫色内裤
一件、避孕套一盒、眼睛一
副和手机两部。（cx）

联合搜救队停止苏加武眉

警方称墓碑破坏者系“疯子”

山体滑坡失踪者搜救工作

教堂合作机构发现不对劲地方

【VIVA新闻网1月7日
讯】西爪哇省警方宣布，
停止对苏加武眉县芝索罗
科（Cisolok）地区西纳勒
斯米（Sinaresmi）村山体
滑坡失踪者的搜救工作。

本周一，西爪省警长阿
贡（������
Agung Budi
����� ������
Maryo�
to）说：“停止失踪者搜
救工作，警方现在着重于
重建工作。”
部分搜救队员已离开灾

区。阿贡警长补充称，经家
属同意后停止搜救工作。
西爪省警察署警员仍留
在灾区清理灾区。
他说：“还有一个人被
埋，经家属同意，我们停
止搜救工作。”
截至正月6日，联合
搜救队救出64人、31人
遇难、两人失踪和3人受
伤，其中1人严重受伤被
送至Pelabuhan Ratuy医院
救治。
正月6日，国家赈灾
局 （ BN P B ） 发 言 人 苏 托
波（�������������
Sutopo Purwo ���
Nu�
g r oho ） 发 表 书 面 声 明
称：“31个遇难者的遗体
都已被辨识。”（cx）

“佐科威进口数吨冰毒”

假消息散播者被判一年监禁
【巴淡点滴新闻网1月6
日讯】廖群岛省巴淡市萨
古隆（Sagulung）地区一
位男子登迪·贾努阿尔迪
（Dendi Januardi）散播佐
科威总统从中国进口数吨
冰毒到印尼假消息的嫌疑
得到证实，被判1年有期
徒刑和罚款10亿盾。
这位1989年出生的男子
在网上留下试图使政府的
名声扫地的话，比如佐科
威总统不守承诺，增加进
口等等。他留言道：250
吨冰毒是佐科威预订的，
被布迪·瓦塞索（Budi
Waseso）捣破，布迪因此
被佐科威免职。
除此之外，登迪也上传
伊斯兰宗教学者照片，写
道：他们被定为目标，我

图片仅供参考
们会袖手旁观吗？
廖群岛省警方网络警察
发现登迪在网上的行为。
登迪在不久之后被警方逮
捕，须对自己的行为负
责。登迪被送上了法庭。
正月6日，巴淡市地方
法院称：“被告人登迪·

贾努阿尔迪“故意散播
以引起社会仇恨和煽动
SARA（族裔、宗教、种
族、阶层）为目的的消息
的嫌疑得到证实。判其1
年监禁和罚款10亿盾。若
交不起罚款，加刑期3个
月。”（cx）

NA（33岁）。本周一，万
隆市警长伊尔曼·苏格马
说：“已经有两年在网上
介绍小姐卖淫。”
正月6日，万隆警方对

某家酒店进行突击搜查。
除了该两位妈咪，也有两
位卖淫女被警察带走调
查。他说：“此案还在深
入调查中。”（cx）

疑似巴布亚县长酒店闹事
【望加锡Okezone新
闻网1月7日讯】一位疑
似来自巴布亚的县长在
南苏拉威西省望加锡市
某家酒店酒吧闹事，警
方仍在调查中。
此前，网上流传着
一段视频，视频中，一
位疑似县长的男子在望
加锡市酒店酒吧大吵大
闹。
据一位Instagram用户
称，该男子港市正在天
空酒吧唱歌，他向服务
员要无线麦克风，那人
告诉他酒店没有提供无
线麦克风。
本周一，南苏拉威
西省警察署公关部主任
迪基·逊达尼（Dicky
So n d a n i ） 证 实 确 有 其

疑人吗？”
由于遭到破坏的墓碑大
部分是基督教徒墓碑，他
呼吁基督教徒保持冷静，
勿被挑拨。
克里斯丹托称，犯罪嫌
疑人是马格朗市卡朗吉杜
尔（Karangkidul）村村民。
克里斯丹托说：“此人
患有精神病，2017年4月
曾被送到苏罗约医院接受
治疗。”
1月4日晚上22时许，
犯罪嫌疑人在中马格朗地
区北勒佐维南翁（������
Rejow�
inangun
Utara������
）村����
Nam�
bangan公墓作案时被抓。
据克里斯丹托称，当地
村民在墓地看到一位举止
可疑的男子。当天晚上21
时左右，此男子在破坏两
个十字墓碑的时候被村民

河里常有鳄鱼出没引发恐慌

万隆警方破获网络卖淫案四人被抓
【万隆Okezone新闻网
1月7日讯】万隆市警察
署刑事调查局于1月6日
破获一起网络卖淫案，抓
捕两位妈咪IA（51岁）和

【BBC印尼文网1月6日
讯】中爪哇省马格朗市部
分公墓墓碑的破坏者据称
是精神病患者。马格朗市
基督教堂合作机构发现有
些不对劲。
经过几天追捕，马格朗
市警方终于抓到一位墓碑
破坏者。
上周末，马格朗市警长
克里斯丹托·达尔马宛对
媒体记者称，警方仍在对
犯罪嫌疑人的动机进行深
入调查。他呼吁民众勿被
挑拨。
虽然已被警方认定为
犯罪嫌疑人和是独自一人
作案，但马格朗市基督教
堂合作机构顾问帕尔拉恩
牧师坦言仍会与各方继续
追查真相。他充满疑惑地
说：“可能是唯一犯罪嫌

发现，村民当场将其抓捕
并向警方报警。他手持一
把铁锤。
接警后，警察赶到案发
地点进行现场调查。该男
子承认自己所作所为。
克里斯丹托说：“他
承认自己就是墓碑破坏
者。”
警 方 将 该 男 子
认 定 为 G i r i l oyo 、
Kiringan��������������
、�������������
Nambangan����
和���
Ma�
langan公墓数十个墓碑遭到
破坏案唯一犯罪嫌疑人。
据 守 墓 员 称 ， G i r i l oyo
公墓至少有12格墓碑遭到
破坏。12月26日，他在巡
逻的时候吃惊地发现好几
个墓碑遭到破坏。这位76
岁老翁说：“大约有12个
墓碑被破坏。”
帕尔拉恩牧师因此认为
破坏者不只一人。他打算
成立个真相调查小组。
虽然疑似精神病患者，
犯罪嫌疑人被指控触犯刑
事法第406或者179条，或
被判8年8个月或者1年4个
月有期徒刑。
2018年12月中旬，日惹
特区格塔格特（Kotagede）
公墓一个用木材做的十字
墓碑被人砍断。（cx）

村民将其捕捉并杀死
【安汶罗盘新闻网1
月7日讯】马鲁古省东斯
兰县Tutuk Tolu镇Gah村
村民捕捉一条4.7米长鳄
鱼。
这条凶猛的爬行动物
经常出没在河里，令村
民十分恐慌，因此将它
捕捉并杀死。
马鲁古省自然资源
保护局（BKSDA）局长
Mukhtar Amin Ahmadi
称，被捕捉之前，这条
鳄鱼最近两周经常出没
令村民担心不已。
本周一，他对媒体
记者说：“最近两个星
期，Gah河里有鳄鱼出
没，这令当地村民感到
十分的恐慌，村民因此

河口鳄鱼
他坦言被村民捕捉并
将它杀死。”
他 称 ， 村 中 长 老 告 诉 杀死的鳄鱼是河口鳄。
Mukhtar补充称，为了
东斯兰县自然资源保护
局工作人员，Gah河里 村民和鳄鱼的安全，若
还有不少鳄鱼。Gah河 有鳄鱼再出没，马鲁古
是村民洗澡和洗衣服的 省自然资源保护局工作
地方，并不是鳄鱼栖息 人员将它捕捉并移至栖
地。
息地。（cx）

女子死于公寓中 身上被捅十刀

一位疑似巴布亚县长在望加锡市某家酒店大吵大闹。
（图片来源：Instagram）
事。他说：“Swiss Bell
酒吧发生闹事的案件还
在调查中。”
正月1日凌晨，望加
锡市Ujung Pandang街一

家酒店酒吧发生一起闹
事事件。
视频拍摄者说闹事者
是一位来自巴布亚省的
县长。（cx）

【雅加达1月6日综合
讯】正月5日，雅加达中
区Cempaka Putih地区一位
女子被发现死在公寓中。
女死者名叫努尔哈娅蒂，
出生于雅加达。
正月6日，一位不愿透
露姓名的停车收费员对媒
体记者说：“我叫她姐
姐，人长得挺漂亮，高个
子和身材苗条。她对人
很好，但有时喜欢无端发
脾气。她常常让我帮她停
车，每次都会给我吃的喝
的，有时会给我钱。我在
刚才中午从她的朋友口中

得知她的死讯。”
正月5日下午17时30分
左 右 ， 雅 加 达 中 区 ���
Cem�
paka Putih地区一位36岁女
子被发现死在����������
Green Pra�
muka City公寓第16层。
雅加达中区警长罗马·
胡塔祖鲁称，努尔哈娅
蒂身上被捅好几刀。罗马
说：“警员发现死者躺在
第16层走廊中，身上被捅
10刀。她还未婚，是个公
司职员。”
罗马告诉媒体记者：“
凶手已经被抓到，名叫哈
里斯，他曾在这栋公寓做

保安。”
警方称，遇害者与凶手
在16层走廊中发生争吵。
雅加达中区警察署刑事
调查部主任马尔巴翁对媒
体记者说：“他在电梯里
等待她进来，到16楼的时
候，两人在走廊中发生争
吵，她被捅好几刀。”
杀人后，哈里斯坐电梯
到27层亲戚家，他打电话
让妈妈到Duren Sawit地区
去接他。
哈里斯被警察从父母家
中带走。他的行为触犯了刑
事法第351和338条。（cx）

中国新闻/财经 CHINANEWS/FINANCE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9年1月8日，星期二
香港恒生：25.835.70

上海综合：2.533.09

道琼工业：23.433.16

印尼综合：6.287.22

美元：14,090.00

欧元：16,080.00

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中新社7日讯】对于美军舰未经中方允许擅自进入中
国西沙群岛领海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7日在北京
表示，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机依法对美舰实施查
证识别，予以警告驱
离并就此向美方提出
严正交涉。
陆慷指出，美舰有
关行为违反中国法律
和相关国际法，侵犯
中国主权，破坏有关

海域的和平、安全和
良好秩序。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
有关行径，敦促美方
立即停止此类挑衅行
动。中方将继续采取
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
权和安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魏凤和会见泰国陆军司令 赵克志：坚决铲除各类涉枪涉爆安全隐患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八一大楼会见了来访
的泰国陆军司令阿披叻
【 中 新 社 7 日 讯 】 中 通、多边协作，深挖潜
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力，拓展联演联训、装
魏 凤 和 7 日 下 午 在 北 京 备技术、人员培训等领
会见了泰国陆军司令阿 域务实合作，推动中泰
披叻。
军事合作提质升级，共
魏 凤 和 说 ， 中 泰 “ 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一家亲”传统情谊源远
阿披叻说，泰中是
流长。近年来，在习近 友好近邻。近年来，泰
平主席和巴育总理指 中两国两军关系不断
引下，中泰全面战略合 发展，取得一系列重要
作伙伴关系发展顺利， 成果。泰国经济社会发
中泰关系成为中国同周 展，得益于中国的大力
边国家关系的典范。中 支持。泰方高度重视发
国军队视泰国军队为重 展泰中两军关系，愿进
要合作伙伴，支持泰国 一 步 深 化 两 军 联 演 联
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 训、人员培训等领域合
重要作用，愿同泰方一 作。
道，继续落实两国领导
陆军司令员韩卫国
人 共 识 ， 加 强 战 略 沟 参加会见。

逾八成台湾企业发年终奖

平均为1.27个月薪资
【中新社7日讯】台
湾人力资源机构最新调
查显示，约83%台湾企
业称会给员工发2018
年度年终奖金，平均为
1.27个月薪资，较上
一年度微幅下滑0.07
个月。
1111人力银行7日
公布的调查显示，
和 2 0 1 7 年 相 比 ，
逾半受访企业认为
2018年获利表现持
平，26.9%认为获利
变差，21.72%认为获
利变好。但无论获利好
坏，愿意发放年终奖金
的企业约83%。
已经或计划发年终
奖的企业中，以产业类

别交叉分析，信息科技
业年终奖的基期最高，
达1.99个月薪资。其
次是以金融业为主的工
商业服务业，为1.35
个月薪资。而营建不
动产业平均年终奖为
0.98个月薪资，在产
业类别中垫底。
至于年终奖计算方
式，调查发现，以全薪
计算的有47.52%，以底
薪计算的有44.21%。
调查还显示，26%
受访企业愿置办礼品，
表达企业对员工的重
视；另有7.59%企业
在没有发放年终奖的情
况下，发礼盒让员工感
受过节气氛。

【中新社7日讯】中
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
长赵克志7日在打击整
治枪支爆炸物品违法犯
罪部际联席会议第二次
全体会议暨全国专项行
动视频推进会上强调，
要坚持打击、整治、防
范、管控同步推进、多
管齐下，不断推动打击
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
行动向纵深发展，坚决
铲除各类涉枪涉爆安全
隐患，努力为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创造安全

长江、黄河、珠江、松
花江、淮河、海河、
辽河、西北诸河、西南
诸河和浙闽片等十大流
域水质优良断面比例为
74. 3%，同比提高 2 . 5
个百分点；劣Ⅴ类断
面比例为6.9%，同比
降低1.5个百分点。主
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
量、氨氮和总磷。
其中，西北诸河、
西南诸河水质为优，长
江、珠江流域和浙闽片
河流水质良好，黄河、
淮河和松花江流域为轻
度污染，辽河、海河流
域为中度污染。与上年
同比，黄河、淮河和海
河流域水质有所好转，
辽河、松花江流域水质
有所下降，其他流域水
质均无明显变化。

赵克志
任、监管责任，建立健全
责任倒查追究制度，确
保各项打击整治措施不
折不扣落到实处。

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就美舰擅闯中国西沙领海发表谈话
【中新社7日讯】中国
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新
闻发言人李华敏大校表
示，1月7日，美海军“
麦克坎贝尔”号驱逐舰
未经中方允许，擅自进
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

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监
控美舰情况，并进行识
别查证、警告驱离。
李华敏表示，中国
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
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
权。美方所作所为，严
重违反中国法律和相关

国际法，严重侵犯中国
主权，严重危害地区和
平稳定。我们要求美方
立即停止类似行为，战
区部队将保持高度戒
备，严密监视有关海空
情况，坚决捍卫国家主
权和安全。

中国检察机关对杜隽世、李建伟提起公诉

对楼杏元、陈淑惠决定逮捕
【中新社7日讯】中
国最高人民检察院7日
发布消息称，检察机关
依法分别对杜隽世、李
建伟提起公诉，对楼杏
元、陈淑惠决定逮捕。
内蒙古自治区工商
行政管理局原党组成
员、副局长杜隽世（副
厅级）涉嫌贪污罪、受
贿罪、挪用公款罪、伪
造身份证件罪一案，经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

院指定管辖，由呼伦贝
尔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
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公诉。
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
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杜
隽世利用担任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后旗旗委书记、巴
彦淖尔市委常委、临河区
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
伙同他人非法占有公共财
物，数额特别巨大；身为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单独或者伙
同他人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数额特别巨大；身为国
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将巨额公款
出借给个人公司进行营
利活动，情节严重；伪
造居民身份证件，情节
严重。依法应当以贪污
罪、受贿罪、挪用公款
罪、伪造身份证件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周小川：中国的货币

政策仍有量化调整的空间

2018年中国水质优良比例为71%
【中新社7日讯】中
国生态环境部7日通报
显示，2018年，全国
总体水质状况稳中向
好，全国1940个国家
地表水水质优良断面比
例为71%，同比提高
3.1个百分点。
生态环境部7日通
报全国地表水环境质
量状况。总体水质状
况显示， 2018年1至12
月，1940个国家地表水
评价考核断面中，水质
优良（Ⅰ-Ⅲ类）断面
比例为71%，同比提高
3.1个百分点；劣Ⅴ类
断面比例为6.7%，同
比降低1.6个百分点。
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
氧量、总磷和氨氮。
各流域水质状况显
示，2018年1至12月，

稳定的社会环境。
赵克志说，要贯彻严
打方针，聚焦精准打击，
对涉枪涉爆违法犯罪始
终保持高压态势、持续
发起凌厉攻势。要重点
整治边境走私和网络空
间、流通渠道、重点矿
区的涉枪涉爆问题，坚
决遏制枪爆问题滋生蔓
延。要强化源头管控，
深入开展枪爆物品大排
查，不断提升枪爆物品安
全监管和治理能力。要严
格落实属地责任、主体责

周小川
【中新社7日讯】中
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

川7日在上海表示，中
国的货币政策仍有量化
调整的空间。
“第19届瑞银大中
华研讨会”当天在此间
开幕，在开场圆桌会议
上，周小川表示，在目
前的情形之下，中国会
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和
货币政策。
“我们的货币政策
仍有量化调整的空间，
将在维持物价稳定的基
础上，继续支持经济增
长、就业市场和投资。

我们希望看到财政政策
和货币政策更好地协
调配合。中国也正朝着
完善汇率政策的方向发
展”，周小川说。
前 美 联 储 主 席
（2014年—2018年）
珍妮特·耶伦则在圆桌
会议上预测：美联储将
暂停加息，她称美国“
暂缓加息步伐并重新评
估政策是合理的”。瑞
银集团主席魏柏昂则认
为，目前欧洲央行“无
疑正持观望态度”。

中国外汇储备2018年减少2.1%

黄金资产两年多来首增
【中新社7日讯】中
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下
称“外汇局”）7日公
布数据显示，截至2018
年12月末，中国外汇
储备为30727.12亿美
元，相比2017年末减少
672.37亿美元，2018年
全年降幅约2.1%，而
相比2018年11月末则增
加110.15亿美元，月度
环比升幅约为0.4%。
此外，截至2018年

12月末，中国黄金储备
5956万盎司，较11月末
增加32万盎司，这是自
2016年10月以来的首次
上升；按SDR（特别提款
权）计，中国外汇储备
为22093.26亿SDR，较11
月末减少41.22亿SDR。
外汇局新闻发言人、
总经济师王春英对记者表
示，2018年12月，中国国
际收支继续保持平稳运行
态势，外汇市场供求基本

新加坡币：10,361.00

人民币：2,120.00

简讯

中方回应美军舰擅入中国领海：

当天举行的例行
记者会上，陆慷回应
相关提问时说，1月7
日，美国海军“麦克
坎贝尔”号军舰未经
中方允许，擅自进入
中国西沙群岛领海。
中方随即派出军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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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年末非美元货币相
对美元汇率小幅上升，主
要国家债券价格有所上
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
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外
汇储备规模相比2018年11
月小幅回升。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
究员温彬指出，从最新
的外汇储备数据来看，
中国国际收支状况总体
平衡，结售汇差额或比
2018年11月有所改善。

2018年内蒙古铲除
涉黑涉恶组织850个
7日讯，内蒙古自治区公安机关2018
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情况通报会7日上
午在此间召开。记者获悉，截至2018年
底，内蒙古公安机关共打掉黑社会性质
犯罪组织21个，铲除涉恶团伙829个，抓
获犯罪嫌疑人5347名，破获各类刑事案
件3245起，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产31.9
亿元人民币。内蒙古公安厅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张效敏介
绍，内蒙古公安厅党委在中国首创开展
为期两个月的扫黑除恶专项巡察，共受
理民众举报有效线索1712条，下发立行
立改通知书50份，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中新社）

中国最高检依法
对中船重工原总经理孙波决定逮捕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7日发布消息
称，依法对孙波决定逮捕。中国船舶重
工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
孙波涉嫌受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
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
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国有公司人
员滥用职权罪对孙波作出逮捕决定。该
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中新社）

一运输船在浙江石浦港内被撞沉没
1人获救4人失联
记者7日从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新
闻办获悉，1月6日晚，一运输船在石
浦港内被撞沉没。截至目前，1人获救
4人失联。1月6日22时许，当地接民众
报警称，当晚21时35分许，一艘运输
船在石浦港内铜瓦门大桥附近出港途
中，与一回港渔船发生碰撞沉没，运
输船上5名船员全部落水，其中1人被
救起，其余4人失联。（中新社）

广西凭祥杀害幼童案罪犯覃鹏安
被执行死刑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1月7日发布消息
称，经最高法核准，广西凭祥杀害幼童
案罪犯覃鹏安于2019年1月4日被执行死
刑。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被告人
覃鹏安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凭祥镇
南山村农民，因生活不如意和相邻琐事
产生报复杀害幼儿园幼童之念。2017年
1月4日15时许，覃鹏安携带菜刀来到凭
祥市小聪仔幼儿园，持刀先后砍击覃
某霖、覃某芹等十二名幼童，致四人重
伤，八人轻伤。（中新社）

2019年中国民航
固定资产投资力争达850亿元
记者7日从2019年全国民航工作会议上
获悉，2019年中国民航将增强基础设施
供给，固定资产投资力争达到850亿元（
人民币，下同）。落实鼓励民间投资项
目清单，适时推出第二批投资项目。统
计数字显示，2018年中国民航共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810亿元，其中民航发展基金
安排投资补助281亿元。（中新社）

中国民航局：2019年国内客运航班
正常率力争保持80%
中国民航局7日在北京召开的2019年
全国民航工作会议上披露，2019年，
国内客运航空公司航班正常率力争保
持80%，全国主要机场放行正常率和始
发航班正常率力争达到85%。民航局
称，2018年，中国民航运输航空实现持
续安全飞行100个月、6836万小时的安
全新纪录，实现16年零8个月的空防安
全零责任事故纪录。（中新社）

河南累计发放创业
担保贷款突破千亿元
7日讯，中国人口大省河南官方7日
通报称，河南在创业带动就业方面的
倍增效应日益明显，截至2018年底累计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超1000亿元人民币，
成为全国首个发放总量突破千亿的省
份。2018年，有着逾一亿人口的河南省
把“新增城镇就业100万人以上”纳入重
点民生实事。（中新社）

重庆引入总投资10亿元物联网芯片项目
7日讯，与展微电子物联网芯片项
目7日签约落户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
区。与展微电子有限公司从事物联网
芯片研发设计，为智能家居、智能穿
戴、智能车载等领域提供整体解决方
案。该项目拟由与展微电子在重庆西
永微电子产业园区注册成立子公司，
总投资10亿元人民币，开发定制化物
联网芯片和模组、AI芯片、4G/5G芯
片，预计2021年正式量产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研发芯片并投入市场。项目
上量后还将引进合作封测厂落户重庆
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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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去年新车销量创金融危机以来最大跌幅

柴油车表现最差
【路透伦敦讯】根据英国汽车生产
商与经销商协会(SMMT)，2018年英
国新车销量创下自10年前全球金融危
机以来的最大降速，受到柴油车需求
下滑、排放规定更严格以及英国退欧
打击消费者信心拖累。
SMMT的初步数据
显示，2018年新车需
求下降近7%至237万
辆，为新车登记2008
年大跌11.3%以来的
最大降幅。
其中柴油车需求下
降近30%是最大影响因

素。2015年的大众汽车
(Volkswagen)排放欺诈
丑闻引发对柴油车的排
斥及更高的税率，柴油
车领域遭受重创。
该机构同时警告
称，英国将于3月底退
出欧盟，汽车行业的

未来因此面临多重风
险。该行业雇员超过
85万人，自1980年代
以来一直是英国为数
不多的制造业成功领
域之一。
“仍很难看到英退
的任何好处，”SMMT
执行长Mike Hawes称。
“每个人都认识到
英退对英国汽车行构
成生产威胁，我们希
望能有实际的解决方
案占据上风，”他表
示，呼吁议员支持首
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的协议，以确保
有退欧过渡期。

2018年新车需求下降近7%至237万辆，为新车登
记2008年大跌11.3%以来的最大降幅。

伊朗表示尽管受到美国制裁 该国已找到石油潜在新买家
【路透伦敦讯】
一 名伊朗高级能源官员
表示，所有获得美国豁
免、可继续从伊朗进口
一定数量原油的国家都
遵守了美国制裁规定；
该名官员指伊朗可望找

到新的石油买家。
美国去年退出伊朗
核协议，断然对伊朗
实施制裁，意图箝制
伊朗石油与银行业，
同时也暂时允许八个
买家继续从伊朗进口

原油。
“中国、印度、日
本、韩国与其他获得美
国豁免可从伊朗进口
石油的买家，连一桶也
不愿多买，”伊朗石油
部通讯社Shana引述该

国负责贸易与国际事务
的石油部副部长Amir
Hossein Zamaninia的谈
话表示。
不过Zamaninia也
说：“仅管美国对伊
朗油市施压，伊朗石

油的潜在买家数量仍
明显增加，原因在于
市场竞争、贪婪与追
求更多获利。”
意大利、希腊、台
湾与土耳其也获得了
180天豁免期。

特斯拉要求特朗普政府 给予中国制车用电脑关税豁免

美国纽约特斯拉展厅外的标识。
【路透华盛顿讯】
特斯拉(Tesla)已经要
求特朗普政府给予中
国制的Model
3汽车
电脑关税豁免，称关

税对该公司的获利构
成威胁；Model
3所
使用的电脑系统被纳
入8月开征25%关税
的范围。

特斯拉表示，“特
别针对这项零部件提
高关税，导致成本增
加并冲击获利，对特斯
拉构成经济损害。”
这个要政府给予关 税
豁免的要求从未被
报导过。
特斯拉创始人兼
CEO马斯克(Elon
Musk)和美国最大汽车
制造商通用汽车在内
的许多公司，对中美
关税战造成的成本增
加提出警告。
特斯拉汽车内使用
的中国制电脑，在2018
年被美国贸易代表办
公室(USTR)列入开征

25%关税的160亿美元
进口品清单当中。
在美国贸易代表
办公室(USTR)12月
17日在政府网站发布
的内容有删减的要求
中，特斯拉没有指明
这款车载电脑的供应
商是谁。但它表示，
无法找到其他“能达
到特斯拉持续增长所
需的技术规格、以及
产量时间要求”的制
造商。
特斯拉还称，选择
其他供应商将会导致
(Model 3)计划推迟18
个月。
采用新的供应商

“ 会大幅提高存在劣
质零部件的风险，这可
能导致汽车出现整体
质量问题，将影响我
们汽车的安全，以及
客户对最终产品的接受
度，”特斯拉在其免税
要求中还称。
特斯拉周五对关
税问题不予置评。但
它一直在大幅削减成
本，努力实现Model 3
的产量目标。Model 3
在美国市场已成为与
Model S并驾齐驱的最
畅销豪华车。
其他汽车商也在寻
求类似的关税豁免，但
都未得到答覆。

成为经济放缓最新征兆 提供向高管支付薪酬的更多细节

德国联邦统计局表示，11月工业订单下滑1%，降幅远大
于分析师原先预估的0.4%，10月修正后为增加0.2%。
【路透柏林讯】德国
这个欧洲经济火车头的
景气扩张已持续九年之
久，然而贸易摩擦、英
国今年可能无协议退欧
的相关风险、以及新兴
市场成长转弱等问题，
恐将让德国经济踩刹车。
近期一连串经济指
标显示，德国出口商正
为中美贸易争端所苦，
德国11月工业订单降幅
大于预期的数据更是最
新佐证。
德国联邦统计局周一
表示，11月工业订单下
滑1%，降幅远大于分析
师原先预估的0.4%，10
月修正后为增加0.2%。
国内订单增加2.4%
不足以抵消掉海外订单
减少3.2%的影响，欧
元区需求骤降11.6%。
此前公布了12月企
业景气指数下滑，最新
的数据增添了德国经济
景气趋于黯淡的佐证。
上周五公布的一项
调查结果显示，新订单
与企业信心双双下滑，
拖累德国12月服务业增

速降至27个月低点。
同整体谨慎氛围相
背的是，德国西门子
(Si emens)11月时预 期
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相
关风险有限，2019年财
年将会录得温和的营收
增长。
美国副贸易代表格
里什本周率美方工作组
访华，这是自美国总统
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12月1日同意贸
易休战以来，两国官员
的首次面对面谈判。
德国政府周一另公布
数据显示，11月零售销
售较上月增长1.4%。
德国政府希望针对
中高收入者的减税措施
及提高子女补贴的政策
将促进消费。消费已取
代出口成为增长的主要
推动力。
周五公布的数据显
示，12月德国失业总人
数降幅超过预期，令失
业率维持在历史低位。
数据突显，消费拉动型
增长周期背后有强劲的
就业市场作为支撑。

法国财长勒梅尔。
勒梅尔在CNews电视
台表示，政府已致信雷
诺管理层，“要求提供
确保这些报酬透明度的
所有细节”。
“我想知道这些报
酬是给谁的，如果有声
明的话...雷诺董事会
是否知情。”
雷诺发言人未立即

回复置评请求。戈恩
周二将在东京出庭，
之前他要求举行公开
的听证会对延长拘押
做出解释。
戈恩之子Anthony对
星期日报 (Journal du
Dimanche)称，日本检
方想要其父签署一份自
白书。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

经济低迷使中国有动力达成贸易协定
【路透华盛顿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
日表示，与中国的贸
易谈判进展良好，经
济低迷让中国政府有
理由朝着达成协议的
方向努力。
美国官员上周与中国
官员举行磋商，这是12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
贸易休战90天以来，双
方官员举行的首次面对
面谈判。特朗普称美国
的关税措施已经令中国

受伤。
“我认为中国想要
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
经济表现不好，”特朗
普在登上海军陆战队一
号总统专用直升机前在
白宫对记者表示。“我
认为这让他们有很大动
力进行谈判。”
当被问到他对本周
在北京举行的贸易谈判
有何期待时，特朗普发
表了积极看法。
“与中国的谈判进
展良好，”他说。“

简讯
亚特兰大联储行长
为美联储缩表行动进行辩护
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Raphael
Bostic表示，美联储缩减资产负债表的呆
板方式旨在降低不确定性，但该路径也
可能因应意外情况而作出改变。
Bostic为美联储政策进行辩护之际，该
央行正面临来自特朗普政府的批评。由
于之前的经济危机，美联储透过购买国
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大幅扩大了资产
负债表规模。2017年，美联储展开逐步
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的计划。
Bostic称，美联储采取的举措旨在降低
解读政策的复杂性，同时不对金融市场
造成干扰。Bostic在亚特兰大一场经济研
讨会上发表简短演讲称，此举应使外界
将焦点放在作为主要政策调节工具的联
邦基金利率，让资产负债表退居次席。

万豪国际确认黑客
获取了数以百万计的护照号码
万豪国际集团(Marriott
International
Inc.)称，在一次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中
受影响的客户数量并不像最初所担心的
那么多，但同时确认黑客获取了数以百
万计的护照号码。安全分析师认为，这
些护照号可以说是一个外国情报金矿。
万豪国际是全球最大的酒店公司，
该公司去年11月披露称，旗下喜达屋
(Starwood)酒店的预订数据库遭遇黑
客攻击，有可能令多达5亿名宾客的个
人信息泄露。该事件是有史以来规模
最大的数据泄露事件之一，只有2013
年和2014年雅虎(Yahoo Inc.)的数据
外泄事件能与之相比。

报告称今年美国消费技术产业营收有望创纪录
美国消费技术协会上周日发布报告
说，今年美国消费技术产业营收有望创
下3980亿美元的新纪录，增幅达3.9%。
智能手机将是该产业收入最大的贡
献者。该协会表示，随着主要制造商推
出高端机型及平均售价上涨，美国智能
手机营收预计达800亿美元，比上一年
增长2%。
今年市场将迎来第一批5G智能手
机。该协会预计，全年5G智能手机在
美国市场的销量将达210万部，营收将
超过10亿美元。到2022年，美国市场
近八成的智能手机都可支持5G网络。
美国消费技术协会还预测，笔记本电
脑和电视也将是消费技术产业收入的另
外两大主要来源。此外，智能音箱、无
线耳机、智慧手表、无人机等新产品也
将对消费技术产业增长作出重大贡献。

墨西哥出台减税增收新政
望推动美墨边境经济发展

德国11月工业订单降幅大于预期 法国政府要求雷诺
【路透巴黎讯】
法 国财长勒梅尔(Bruno
Le
Maire)上周日表
示，法国政府已经要求
雷诺汽车(Renault)，
提供经由与日产汽车共
同持有的一家荷兰控股
公司、向高管发放薪酬
的更多细节。
法国CGT工会表
达对雷诺经由在荷兰
的雷诺日产有限公司
(Renault-Nissan BV)向
一些高管支付薪酬表达
关切，并呼吁雷诺提高
透明度。此后勒梅尔做
出了上述要求。
日本当局在11月中
旬逮捕雷诺董事长戈
恩，因他涉嫌低报在日
产的收入。此后雷诺日产联盟内部的公司治
理问题受到严密审查。
法国政府是雷诺的最大
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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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上周六，墨
西哥新任总统洛佩斯宣布推出减税和
涨工资等多项新政，想要以此刺激美
国和墨西哥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
洛佩斯公开表示，将在美墨边境处墨
西哥一侧的6个州、43个市实施新政。具
体说来，以上地区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
所得税从30%降低至20%，增值税减半
至8%。与此同时，上述地区的商界领袖
和工会代表已经赞成让最低工资翻番，
达到每天176.2比索。
洛佩斯称，墨西哥推行新政，意在
刺激美墨边境经济发展，提高民众工
资，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英国退欧关键投票倒计时
200多名议员联名呼吁避免无协议
英国天空新闻周一报道称，超过
200名英国议员联名签署了一封呼吁
英国政府避免无协议退欧的倡议信。
该信件表达了无协议退欧对英国制
造业产业影响的担忧。信中写道：
“ 受到出口需求鼓舞的制造业的复兴
及其在国内的供应链已经显著提高了
我们选区居民的生活。而这些出口的
主要市场都在欧盟。”
“无协议退欧将导致不必要的经济
损失。按照WTO条款进行贸易将直接
导致我们的制造商竞争力降低，并对其
生产造成困难。无协议退欧将使得在其
他欧盟国家也具有工厂的全球公司在英
国制造业的持续投资面临挑战。英国制
造业若失去持续的投资和信心，成千上
万的就业岗位将岌岌可危。”

12月欧洲期货交易所成交量同比增加23%

美国总统特朗普。
我确实相信他们想要
达成协议。”

德意志交易所日前公布了2018年
12月欧洲期货交易所(Eurex)的交易
量。该月Eurex共成交1.746亿份合
约，同比增加23%。其中欧洲股指
衍生品合约共交易9600万份，同比
增加38%。欧洲股票衍生品合约交易
量增幅最大，同比增加52%至3120万
份。欧洲能源交易所(EEX)的能源衍
生品交易量也同比增加17%至273.7
TWh。德国能源期货(Phelix-DE)交
易量为159.1 TWh，同比增加一倍以
上。此外，欧洲回购交易市场的平均
交易量同比增加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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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黄背心”打响2019年“第一枪”

或影响欧洲议会选举
【第一财经网】在2019年的第一
个周末，此前已把法国社会搅得一片
混乱的“黄背心”运动再度强势反
弹。此次，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纳
（Christophe Castaner）表示，在全
法境内，有5万人重新走上街头，比
去年底时多了整整1.8万人。这也是
自去年11月中旬“黄背心”运动爆
发以来，进入的第八个周末。
本次抗议中，巴
黎、马赛、里昂、波尔
多、图卢兹等多地爆发
了抗议游行。抗议者
烧毁街边汽车和泊港
船只，封锁A7高速公
路，甚至在巴黎首次
出现了冲击政府大楼
的情况。“黄背心”
运动的示威者还将法

国新闻媒体作为“靶
子”，认为法国媒体没
能准确、及时地报道他
们的诉求。
不过，有欧洲观察
人士担心，不排除“
黄背心”在未来被政
治势力利用，从而影
响今年5月欧洲议会选
举结果。

或影响欧洲议会选举
目前，马克龙政
府需要面对的是，“
一盘散沙状”的“黄
背心”运动后续会如
何发展？法国媒体担
心，群龙无首的“黄
背心”运动抗议者对
政府的怨气可能会反
过来被法国社会当前
涌动的极右或极左翼
势力利用，从而令法
国执政党在5月的欧洲
议会选举中受挫。
民调机构益普索
（IPSOS）去年12月的
数据显示，在2019年
5月26日的欧洲议会选
举中，法国极右翼政
党国民阵线或因“黄
背心”运动得利，有
望获得24%的选票，
而执政党共和前进党

当地时间1月5日，法国2019年首轮示威，数以千
计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巴黎市中心陷入混乱，有
多辆摩托车在示威期间被烧毁。
得 票 则 可 能 只 有 1 8 % 家莫伊西（Dominique
。 在 “ 黄 背 心 ” 危 机 Moisi）认为，当前法
持 续 将 近 两 个 月 之 国总统面临的危机不
际，这一民调结果表 只是法国的危机，同
明，选民很可能将用 时也是关于欧洲的危
选票来“惩罚”马克 机，如果法国无法解
龙政府。
决自身的危机，将对
对 此 ， 法 国 政 治 学 欧盟产生重大影响。

教宗吁欧盟展现团结 敌不过时代洪流

处理受困地中海移民 完成历史任务 逾70年日文报章结业

当地时间2019年1月5日，地中海海域，一艘挂着荷
兰救援船正在海上航行。
【综合讯】教宗方
济各敦促欧洲联盟领
导人，对受困马尔他
外海非政府组织船上
遭拒登陆的49名移民
展现「具体团结」。
然而，拒让救援船进
港的义大利及马尔他
仍重申相同立场。
德国非政府组织
救援船「海洋之眼」
（Sea-Eye）载著17名
难民，「海上观察」
（Sea-Watch）救援船
则载有32人，两艘船上
共有一名1岁婴儿及两
名6岁及7岁大的孩童，
而船上情况每况愈下。
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告诉聚集在罗
马圣伯多禄广场（St.

Peter’s Square）的数
以千计群众：「在地中
海上获得两艘非政府组
织船只援救的49名移民
现已登船数天，等著能
够下船的那一刻。」
「我向欧盟领导人
做出紧急呼吁，希望他
们对这些人展现一些具
体团结和尊重。」
欧盟执行委员会本
周稍早也敦促欧盟成员
国允许这些移民入境，
部分移民受困海上已超
过2周，他们遭遇的困
境也日益令人担忧。
这不是这位阿根廷
籍、义大利移民后裔的
教宗首次呼吁欧盟领导
人打开边界，但罗马并
无改变政策的迹象。

停摆进入第三周 为解决停摆僵局

特朗普愿改以“钢栅栏”建边境墙

【新闻及时事节
目】在巴西，当地一份
拥有70年历史的日文报
纸《圣保罗日报》，敌
不过时代洪流，在新一
年的到来，宣布结业。
巴西是全球最多日裔的
海外国家，日文报纸走
入历史，民众感到阵阵
伤感。
印刷机打印报纸的
声音，最后一次响起，
标志着它完成了历史任
务。在互联网和有线电
视时代来临之前，《圣
保罗日报》维系着日本
移民的感情，他们透过
报纸得知祖国以及巴西
当地的新闻。
报馆老板水本说，
这里过去一直为日本读
者服务，经常有日本移
民会打电话来，询问

曾经在报摊上销售的日文《圣保罗日报》。
有关当地社群的消息。 拼 ， 可 以 追 溯 到 上 个
她说：“随着人口老 世纪初，当时日本失
化，会阅读日文的居民 业 率 高 企 ， 一 批 批 日
不多，再加上网络资讯 本人开始到邦交国巴西
发达，购买报纸的人也 打工，其中不少在当地
少之又少。” 还有人 的 咖 啡 园 谋 生 。 目 前
说，他现在都看葡萄牙 还 有 大 约 2 0 0 万 日 本 人
文的报纸，因为他不太 的 后 代 ， 定 居 巴 西 ，
懂日文。
这里有日本以外，最
日 本 人 到 巴 西 打 大的日本社群。

救护队赶低现场；事发的2层建筑外竖有“逃生密
室”的牌子。
呼吁安全的重要。
体形容密室逃脱是“玩
据 悉 ， 司 培 拉 夫 妇 家关在上锁的房间内，
是 密 室 逃 脱 重 度 爱 好 必须解开一系列的谜题
者，他们二人创办了上 才能够脱身”。他认为
述网站，他们不只把游 这使读者产生误会，加
戏当成一门艺术，连求 深对这个游戏的恐惧。
婚、订婚都是用密室逃
他指出，绝大多数
脱完成。事故发生后， 的密室逃脱游戏并没有
司培拉表示，大部分媒 真正把玩家锁起来。

受美国政府“关门”影响，美国各地多座国家公园
垃圾成灾。

200名议员联名上书施压首相

【中新网】据新加坡
《联合早报》7日报道，
美国联邦政府部分部门
停摆进入第三周，为打
破僵局，总统特朗普有
意让步，不再坚持在美
墨边境建混凝土墙，而
是以“钢栅栏”取代。
报道称，美国白宫
代理幕僚长马尔瓦尼6
日表示，特朗普已告诉
民主党，他愿意以钢栅
栏取代混凝土墙。
马尔瓦尼称，“他(
特朗普)在和国会两党主
要领袖的私人会面中提
及此事，之后在白宫玫
瑰花园召开的记者会上
也再次重提，这证明了
我们愿意解决问题。”
马尔瓦尼指出，如
果这么做能让民主党觉

【每日经济新闻
网】据BBC报道，就
在英国议会就脱欧协
议进行投票前夕，来
自不同政党的200多
名议员联名上书特雷
莎梅，要求她排除无
协议脱欧的可能性。
保守党前内阁大臣卡
罗琳斯佩尔曼(Dame
Caroline Spelman)与
工党议员杰克德罗米
(Jack
Dromey)共同
撰写了这封信，信中
称无协议脱欧将造成
失业，并可能影响西
米德兰兹郡的制造业
复兴。
预计1月15日英国
议会将就脱欧协议进

得特朗普已经妥协，将
能让大家朝着正确的方
向前进。据报道，白宫
和国会过去几天已多次
就建造边境墙的预算问
题进行谈判，但一直无
法达成协议。
特朗普此前对于修
建边境墙态度坚决，威
胁称或宣布国家进入紧
急状态，以绕过国会程
序落实该计划。他还说
如果民主党不同意边境
墙预算计划，他已做好
准备，让政府继续停摆
数个月、甚至更久。
民主党人同样坚持
立场，不同意为建边境
墙拨款。民主党籍的众
议院议长佩洛西称在国
与国之间建围墙“不道
德”，也是一种旧思维。

简讯
加蓬政府称
已逮捕4名发动政变的叛乱者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7日报道，加蓬
政府方面说，当天早些时候占领加蓬
国家电台的4名叛乱者已被逮捕。法国
国际广播电台援引加蓬新闻部长兼政
府发言人居伊·贝特朗·马潘古的话
报道说，目前已有4名叛乱者被逮捕，
另有1人在逃，局势已得到控制。马
潘古还说，加蓬军方高层不掌握这些
叛乱者的身份。此前有媒体报道说，
一些加蓬军人当天宣称发动政变。他
们占领了国家电台，其中一名领导者
发表讲话，称总统邦戈的新年讲话令
人失望。在社交媒体流传的现场视频
中，这名领导者表示，邦戈的健康情
况已不允许他继续履行总统职责。

内塔尼亚胡称
以色列“永远不会”离开戈兰高地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日对到
访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
翰·博尔顿表示，以色列“永远不
会”离开戈兰高地。内塔尼亚胡当
天与博尔顿在耶路撒冷举行会谈。
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内塔
尼亚胡说，戈兰高地对以色列安全
极为重要，以色列“永远不会”离
开戈兰高地。他呼吁美国政府承认
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戈兰高
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
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
占领这一战略要地，实施控制和管
辖，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
承认那是以色列领土。

以色列轰炸加沙地带哈马斯军事目标

密室逃脱游戏遭火灾5少女丧生 波兰事故警示全球
【中新网】 据外媒
报道，日前，波兰北部
柯斯沙林市一处密室逃
脱游戏房间不幸发生火
灾，5名少女丧命，1
名男子受重伤，事故引
发全球关注。目前，火
灾细节还不得而知。波
兰内政部长布鲁辛斯
基表示：“这场悲剧的
受害者是15岁的孩子
们，这群女孩正在庆祝
生日。”
消防当局发言人库
比亚克称，除了5名遇
害的少女外，1名严重
烧伤的男子也被送到加
护病房，这名男子据信
约25岁。
此次事故一出，美
国密室逃脱评论家斯培
拉在“密室逃脱艺术
家”网站对此事表示“
心碎又愤怒”，他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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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协议投票暂敲定1月15日进行

以色列国防军7日上午发表声明
说，6日午夜和7日凌晨，以军轰炸了位
于加沙地带北部的数个巴勒斯坦伊斯
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目标。声明
说，6日深夜，哈马斯从加沙地带向以
色列境内发射了一枚火箭弹，该火箭
弹被以军方的“铁穹”防御系统拦截。
作为回应，以军出动数架战机轰炸了
位于加沙地带北部的数个哈马斯军事
目标。声明称，哈马斯必须对加沙地
带的一切事件和后果负责，以色列将
继续保护以平民安全，坚决回击来自
加沙地带的任何攻击。另据以军方6日
下午发表的声明，6日哈马斯向以色列
境内放飞了一架无人机，该无人机携
带数个带有爆炸装置的气球。作为回
应，以军出动武装直升机，轰炸了加
沙地带的两个哈马斯军事哨所。

又有两名美国公民加入极端组织IS
已经在叙利亚被捕
6日，“叙利亚民主力量”(Syrian
Democratic Force)部队宣布，两名美
国人以及包括爱尔兰和巴基斯坦等
国籍在内的外国人在战斗中被俘，
其中34岁的休斯敦居民沃伦·克里
斯托弗·克拉克(Warren Christopher
Clark)曾寄出自传等资料向极端组织
IS求职，另一人哈米德(Zaid
Abed
al-Hamid)，也是美国公民。《世界
日报》1月7日报道，乔治华盛顿大
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极端主义研究计划数据库显示，目
前已知的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场上
被俘的美国人只有四人，很少有美
国人在加入这个恐怖组织后返回美
国。如果克拉克和哈米德被引渡回
美国，他们将是第15和16名从伊拉
克和叙利亚加入ISIS的美国成年人。

“超级月亮”今年将出现三次
天文专家表示，“超级月亮”2019
年会上演罕见“三连发”，时间分别
是1月21日、2月19日和3月21日。在
这三次当中，第2次观赏效果最佳。
新华社报道，1月21日即将迎来第一
次“超级月亮”。巧合的是，21日将
发生一次精彩月全食，也就是大家所
熟知的“红月亮”。因此，这次“超
级月亮”也被称为“超级红月亮”。
不过，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
文学会理事史志成说：“遗憾的是，
这次月全食发生时，北京（新加坡也
一样）正值白天，当晚只能欣赏到一
轮‘大圆月亮’。”

一艘货轮在土耳其黑海海域沉没
造成6人丧生

2018年12月9日，英国伦敦，支持退欧的人士在城市
中心区示威
行投票，这份长达585
但是早前就有许多
页的脱欧协议框定了 议员表达了反对的立
未 来 英 国 与 欧 盟 的 关 场，也正因为如此，原
系 ， 并 且 已 经 获 得 了 定于12月11日的投票才
欧 盟 其 他 2 7 个 成 员 国 被推迟到了1月，投票
的同意。
结果仍是一个未知数。

据土耳其萨姆松省政府消息，一
艘巴拿马籍货轮7日在土耳其北部黑
海海域沉没，造成6名船员丧生。土
耳其内政部发表声明说，遇险货轮上
共载有13名船员，沉船地点距萨姆松
省海岸约77海里。土耳其海岸警卫队
接到求救电话后，派出舰艇、直升机
进行海上搜索，成功救起7名船员。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这艘货轮计划从
俄罗斯亚速海港口开往土耳其萨姆
松。据俄新社报道，船上共有11名乌
克兰籍船员及2名阿塞拜疆籍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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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盼以此解决人手不足

东日本铁路列车测试自动驾驶
【中新网】据外媒报道，日本东京
都交通的环状线山手线，7日首度公
开测试自动驾驶。负责营运的JR东日
本公司表示，希望通过测试找出技术
问题，早日实现自动驾驶目标，解决
人手不足的状况。
据报道，JR东日本
公司从2018年底就开
始测试，7日是第一
次在媒体前公开测试
实况。负责自动驾驶
项目的JR东日本运输
车辆部部长得永谕一
郎说，尚待解决的问
题还很多，目前第一
步是先实现高度自动

驾驶。
报道称，日本神户
的港湾人工岛线和东
京的临海新交通临海
线(百合海鸥号)都是
自动驾驶，但像山手
线这种每天载客量高
达530万人次的重量级
路线，导入自动驾驶
相当罕见。

日本经济界警惕美中贸易摩擦

车后就全部交由自动
驾驶控制列车进出站
等。相关人员通过测
试观察自动驾驶是否
能适当地加减速、提
供乘客舒适搭乘感受
等情况。
JR东日本公司计
划到2027年完全导入
自动驾驶，只在列车
上留下应对紧急情况
所需的工作人员。不
过，铁道公司目前都
日本东京都交通的环状线山手线，7日首度公开测
依靠人来判断列车不
试自动驾驶。
寻常的声音和气味，
据 报 道 ， 这 次 测 试 发，共绕行2圈，每圈 如 果 要 导 入 完 全 自 动
驾驶，如何让计算机
在 凌 晨 最 后 一 班 电 车 长度约34.5公里。
结束服务后进行。山
测试时虽然仍有电 系统对此判断，仍是
手 线 电 车 从 大 崎 站 出 车 司 机 在 场 ， 但 在 发 待解决的问题。

印度电信部长：

安倍呼吁企业加薪 印度政府无意禁止采购华为网络设备

出席贺年会的首相安倍晋三强调将为增税采取万全措
施，呼吁在2019年春季劳资谈判（春斗）中积极加薪。
【共同社1月7日电】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
经团联）会长中西宏明
7日在东京都内召开的3
家经济团体贺年会后的
记者会上称，存在美中
贸易摩擦对企业经营“
多少造成了影响的实际
感受”，表达了这已成
为全球经济重担的警惕
感。美国特朗普政府的
混乱等海外风险因素堆
积如山，日本10月也将
迎来消费税增税。出席
贺年会的首相安倍晋三
强调将为增税采取万全
措施，呼吁在2019年春
季劳资谈判（春斗）中
积极加薪。
进入2019年，以美
国IT巨头苹果公司在中
国销售低迷为契机，金
融市场开局不稳，经济
同友会代表干事小林喜
光与日本商工会议所主
席三村明夫等人也纷纷

指出海外的风险因素。
三村在记者会上除
美中摩擦外还举出了英
国脱离欧盟（EU）等问
题，表示“没有减少对
景气影响的办法”，认
为为提高潜在增长率，
有必要脚踏实地努力。
另一方面，中西也
认为目前实际经济活动
健全，景气前景并不悲
观。他指出，人工智能
（AI）等数字化革新正
在高速发展，能否妥善
把握这种变化带动企业
发展是企业经营者的责
任。小林也表示：“只
要美中之间的裂痕不扩
大，景气应该不会出现
突然恶化。”
围绕从4月起扩大接
纳外籍劳动者一事，
三村表示“非常欣
喜”，期待能帮助解
决中小企业人手短缺
的问题。

日产前董事长戈恩

8日将出庭 或主张无罪

日产前董事长戈恩
【中新网】据日本共
同社报道，关于因涉嫌
将私人投资损失转嫁给
日产汽车公司、被以特
别渎职嫌疑再逮捕的该
公司前董事长戈恩，东
京地方法院8日上午将实
施拘留理由公示手续。
预计戈恩将在公开的法
庭上表示“未给日产造
成损害”，主张无罪。
据报道，预计法院
说明同意拘留的理由
后，戈恩及其辩护人将
接连阐述意见。据辩护
人透露，戈恩表示“希
望用自己的语言来说明
并非特别渎职罪的理
由”。辩护方将在手续
结束后，向法院申请取
消拘留。
戈恩去年11月19日
因涉嫌在有价证券报告
中少写自身董事报酬、
违反《金融商品交易
法》被东京地检特搜部
逮捕，12月10日因相同

嫌疑再度被捕，12月21
日又因特别渎职嫌疑第
三度被捕。
首次被捕至今，戈
恩在东京拘留所的拘留
时间达到约50天。8日
的拘留理由公示仅以特
别渎职案为对象。
东京地检特搜部等
部门称，受2008年雷
曼危机的影响，戈恩的
资产管理公司与日本新
生银行签约的“掉期交
易”发生损失。戈恩涉
嫌把签约方改为日产汽
车，转嫁了约18.5亿日
元的估值损失。
此外，戈恩还涉嫌
通过日产子公司“中东
日产”，向在把签约方
改回资产管理公司时为
其信用担保提供协助的
沙特阿拉伯友人的公司
汇款总计1470万美元。
据辩护人透露，戈恩在
特搜部调查中否认了嫌
疑。

【新浪科技讯】1月
7日下午消息，据印度
《经济时报》报道，
印度电信部长马诺杰·
辛哈（Manoj
Sinha）
称，目前没有任何提案
要求禁止采购华为生产
的电信设备。此前，美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等地都在“封杀”华为
的网络设备。
“在政府考虑是否
要禁止采购华为生产的
电信设备之前，目前没
有提出任何提案。”辛
哈回复道。他还表示，
只要移动公司遵守安全
要求，它们可以自行基
于科技商业利益，从任
何一家设备制造商那里
采购设备。
去年12月21日有报
道称，印度不太可能会
封禁华为设备。知情人
士表示，华为不会因为
安全问题被单独剔除，
尤其是考虑到印度的竞

印度政府无意禁止采购华为网络设备。
争对手也是从中国采购
关键组件的。瑞士爱立
信以及芬兰诺基亚等电
信设备制造商都会从中
国采购零件，但是两家
公司均称自己会事先采
用严格的控制和安全协
议。
辛哈表示，不管采
购来源是哪里，现代电
信设备都很容易受到间
谍软件或恶意软件等
的影响。“这些间谍软
件/恶意软件是潜在的
威胁。如果它们被嵌入
在任何供应商或第三方

来源的电信网络中，这
有可能会破坏相关网络
元素，引起服务中断，
干扰其它网络元素或是
信息泄露。”这位部长
说道。
但是他补充表示，
印度为解决安全问
题，已经在电信授权
方面设置了严格的安
全条件。按照授权条
件，移动手机公司需
要设立可监控技术设
备被入侵或攻击的设
施，并将相关报告提
供给授权机构。

27年来首次新设国税

当地时间1月7日，“北京-金边”
往返直航通航，这是中国与柬埔寨
首都之间首条直达航班。中国国际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官网显示，该直
航初期每周执行三个班次，具体时
间为CA746金边0:45--北京6:25
；CA745北京19:10--金边23:40，
并以当地时间为准。
此外，新开航期间的1月8日至1月
31日，金边前往北京单程机票促销价
格为100美元起，但不含燃油费及税
费。
同时，乘坐直达航班的旅客，持
7天内有效登机牌在金边市区中免集
团免税店(CDF)购物可享受9.5折优
惠。

猪年泰国健康饮品市场竞争依旧激烈
泰国价值2300亿铢的饮品市场在
2019猪年里料有2-3%的增长，业内
人士看好，认为整体表现会比去年
好。就目前的趋势来看，进入2019年
后泰国饮品市场将会迎来一个小幅增
长的阶段，预计价值2300亿铢的饮品
市场将有2-3%的增幅。但大众消费
市场仍面临较多挑战。至于饮品行业
进入猪年后的趋势变动，健康饮品仍
旧是成长最快也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块
细分市场。预计价值18亿铢的健康饮
品市场今年将有7-8%的增幅，除了
已有的品牌竞争外，还将会吸引新品
牌的竞争。对于消费者来说，除了可
选择性增加外，竞争也将会带给消费
者实惠。

据越南皮革鞋类及箱包协会（Lefaso）的消息，2018年越南向美国出
口鞋类、手提包、手提箱等的出口额
达近65亿美元，同比增长10.5%，
占越南皮革鞋类及箱包出口总额的
36.5%。具体的是，越南向美国出
口鞋类产品达52.25亿美元，同比增
长13.4%，占越南鞋类出口总额的
35.8%；越南向美国出口手提包达
12亿美元，同比下降2.8%，占越南
手提包出口额的39%。凭借2018年
出口额达近65亿美元的成绩，美国仍
保持着越南皮革鞋类及箱包最大的出
口市场份额。

孟加拉国2021年
营商环境排名有望大幅提升
《金融快报》1月6日报道，孟
投资促进局（BIDA）执行主席Kazi
Aminul Islam表示，孟政府采取了一
系列改革措施改善商业环境，倘若各
项措施能够有效实施，孟有望到2021
年全球营商环境排名提升至100名之
内。孟政府正努力建设数字孟加拉，
由以劳动力为基础经济向以知识和技
术为基础经济转变，BIDA计划本月推
出一站式服务中心，为投资者提供更
加快捷服务，从而吸引更多外资。

阿联酋与巴基斯坦达成62亿美元的援助协议
为实现到2020年访日外国人增至4000万人的目标，
政府将把预计2019年度达到500亿日元的税收用于
振兴旅游。
关法制，但为避免在年
初休假期间引进新税导
致混乱扩大，决定从1
月7日开始征收。
7日以后机票等出票
的出境者是征税对象，
因此即便是征税第一天
7日出境的旅客，若使
用当天之前发出的票则

不属于征税对象。由于
旅行社的旅游产品预订
日和出票日不同的情况
较多，各公司正在进行
说明。
新税的用途为完善
舒适的旅行环境、宣传
日本的魅力、提升游客
的满意度这3个领域。

因经济放缓损及中国市场需求

三星电子第四季获利料下滑
【路透首尔】韩国
三星电子季度营业利润
料两年来首次下降，因
关键市场--中国的经
济放缓，损及对该公司
产品的需求。
若全球最大的半导
体及智能手机厂商-三星电子公布的业绩

北京至金边国际直飞航班通航

美国继续成为越南皮革鞋类
及箱包的最大出口市场

日本开始征收出境税
【共同社1月7日电】
日本7日开始向出境者
每人征收1000日元的
国际观光旅客税（出
境税）。日本人也属于
征税对象，对于年满2
岁者将在机票或船票中
加上税金。为实现到
2020年访日外国人增
至4000万人的目标，
政府将把预计2019年
度达到500亿日元的税
收用于振兴旅游，将多
用于把集中在城市的访
日游客吸引到地方的政
策。日本上一次新设的
永久性国税是1992年
的地价税。
为在2020年东京奥
运会及残奥会之前确保
较多观光振兴财源，政
府迄今一直加紧完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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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淡，将令投资者更加
惴惴不安。此前，苹果
已调降季度营收预估，
将之归咎于中国市场的
iPhone销售放缓。
三星定于1月8月发
布第四季业绩初估，路
孚特(Refinitiv)I/B/E/
S数据显示，当季营业

资料图片：2018年8月，德国柏林，三星电子在IFA消
费电子和家电展会现场的企业展台。

利润料较上年同期下降
12%至13.3万亿韩元
(118.5亿美元)。
“中国市场需求低
迷，将进一步驱动三星
电子在当地的芯片销售
下降。而且，中国整体
智能手机市场停滞并正
在下滑，不仅苹果受影
响，三星也是，”HI Investment & Securities分析
师Song Myung-sup说。
第四季营收预计下
滑5%，受到记忆体芯
片出货下降拖累。三星
电子在去年10月削减了
2018年资本支出，结束
两年来对芯片的大手笔
投资，因全球智能手机
市场放缓。
这股逆风持续在第
四季打击整个行业。

据巴基斯坦《黎明报》1月7日报
道，本周日，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
汗在总理府接见了阿布扎比王子兼阿
联酋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谢赫·穆罕默
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在王
子访巴期间，双方达成协议，阿联酋
将为巴基斯坦提供总额30亿美元，利
率为2.8%的贷款；同时提供可延期
付款的总额达32亿美元的石油与天然
气。
这一援助计划是在去年伊姆兰·
汗访问阿联酋期间宣布的，借本次王
子访巴之机，双方最终敲定了具体条
款。该计划旨在帮助巴基斯坦克服收
支平衡危机。
据悉，此次援助计划的规模和条
件与此前沙特阿拉伯向巴基斯坦提供
的援助计划类似。这两项援助计划将
为巴基斯坦节省79亿美元的石油和天
然气进口费用。

韩2018年
环保车销量增近三成创新高
根据各大车企和韩国进口车协
会（KAIDA）统计，去年韩国共售
出12.3387万辆环保车，同比增长
26.6%，刷新历史纪录。统计显示，
韩国环保车销量2015年首次突破4万
辆，2016年和2017年分别突破6万辆
和9万辆，逐年递增。
具体来看，去年混合动力车共
售出9.3011万辆，占整体环保车的
75.4%。电动车（包括氢动力车）销
量首次突破3万辆，达3.0376万辆，
占比24.6%。值得关注的是，虽然
混合动力车仍是国内环保车销量“一
哥”，但市场份额逐年下降。反之，
电动汽车销量迅速增加，2017年市场
份额首次达到两位数（14.0%），去
年扩大至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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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迎接黄历新 年

澳洲邮政发行猪年生肖邮票
【综合讯】澳洲邮政为迎接黄历新年的到来，
于 1 月 8 日推出猪年生肖邮票。
新发行的邮票全
套价值4元。1元面
值的邮票图案为简笔
画卡通猪形象，与旁
边的文字部分组成了
一个猪字。另一张3
元面值的邮票图案为
中国书法的猪字，猪
卷卷的尾巴巧妙融入

汉字中。
此次猪年邮票代表
的是澳洲邮政发行的
第二轮生肖邮票中的
最后一个生肖，第二
轮生肖邮票由华裔设
计师Dani Poon（潘德
妮）设计。
澳洲邮政表示，黄

历新年是最受欢迎、
庆祝范围最广的传统
节日，受到世界各地
许多地区的欢迎。
2019年是猪年，是
中国生肖中的第12个
也是最后一个生肖。
猪具有耐心、善良和
善解人意的特质。

为迎接黄历新年的到来，澳洲邮政将于1月8日推出
猪年生肖邮票。图为猪年生肖邮票。

澳昆士兰州海滩被水母“霸占” 哈西娜在孟加拉国总统府

致多个海滩被迫关闭 宣誓就职孟新一任总理

澳洲东岸一年约发生一万起被蓝瓶僧帽水母蛰伤
的案件。
【中新网】据外媒报
道，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的海滩遭蓝瓶僧帽水母
“ 入 侵”，数千人被蛰
伤，多个海滩被迫关闭。
据昆士兰州冲浪救
生中心称，上周末，逾
2600人被蜇伤并接受治
疗。不过，被蓝瓶僧帽
水母蜇伤虽然会感到很
疼痛，但通常不会危及
生命。在过去一周里，
约有1.3万人被蛰伤，
是去年同期的三倍。据
悉，水母是被强风吹上
海岸。大多数蜇伤事故
发生在昆士兰人口稠密
的黄金海岸和阳光海岸
地区。澳大利亚东北部
海浪将上千只蓝瓶僧帽
水母冲到岸边，遍布海
岸线。救生员被迫封闭
了几个海滩。
蓝瓶僧帽水母长15

厘米，人们可能在水里
或沙滩上被其蜇伤。昆
士兰州冲浪救生中心表
示，这种蜇伤通常比较
轻微，可以用冰水或热
水治疗。
澳大利亚海洋毒刺
咨询服务总监丽莎安·
格什温认为，这种数量
的水母聚集在一起实属
罕见。她说，一阵“奇
怪的”强风和热浪把水
母和其他物种带到了海
岸附近。但她补充说，
考虑到不寻常的天气条
件，水母的数量应该被
认为是“正常”。
格什温表示，蓝瓶
僧帽水母的头部像帆一
样，可以被强风推动。
她说：“如果风一直朝
海岸吹他们会一直在海
滩上，就像我们现在看
到的这样”。

朝美在为第二次金特会选址

亚洲国家最有可能

第二次金特会很可能在距离朝鲜相对较近的亚洲国
家举行。
【韩联社首尔】美
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
6日表示，美朝正在就
第二次首脑会谈的地
点进行协商，有望在不
久后对外公布。分析认
为，考虑到朝方的移动
能力，第二次金特会很
可能在距离朝鲜相对较
近的亚洲国家举行。
选定会谈地点是筹
备首脑会谈的最大难
题。不敲定地点，时间
也很难决定。分析认
为，美朝正就第二次首
脑会谈地点进行博弈，
争取候选地点在其政治
意义、象征性、实用
性、移动距离、宣传
效果等方面更有利于本
国。
目前，第二次朝美
首脑会谈候选地点还是
未知数。但值得一提的
是，特朗普上月说三处
候选地点均在飞行距离
内。分析认为，这可视

为考虑到金正恩专机“苍
鹰1号”的续航能力，
因此很可能选择距离朝
鲜相对较近的亚洲国
家。和第一次朝美首脑
会谈一样，此次候选地
点也将选择政治、外交
上对美朝两国都相对
较“中立”的国家。
外交官和朝鲜专
家们认为，越南、印
尼、蒙古国、美国夏威
夷、半岛非武装地带
（DMZ）等是举行会谈
的有力备选地点。其
中，越南被认为可能性
最大。首先，从朝鲜的
立场上来看，朝鲜在
越南设有大使馆，飞行
距离相对较近。同时，
朝鲜对越南式“革新开
放”模式十分关注。从
美国角度来看，美越两
国过去一度敌对，近来
则加强双边关系，美国
也希望朝鲜像越南一样
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

【中新社加德满都】
当地时间7日下午，哈
西娜在孟加拉国总统府
宣誓就职孟新一任总
理。这也是她的连续第
三个总理任期。
《达卡论坛报》报
道称，同时宣誓就职
的还有新一届内阁。
该内阁共有47名成员(包
括24名部长和19名国务
部长) ， 其 中 逾 半 数 成
员系新入阁。同时，
新内阁所有成员都来
自哈西娜领导的人民
联盟。
孟《每日星报》报
道说，哈西娜没有选择
竞选联盟其它党派的成
员入阁，这也是孟20余
年来再一次出现所有内
阁成员来自于同一个政

当地时间7日下午，哈西娜(右)在孟加拉国总统府
宣誓就职孟新一任总理。这也是她的连续第三个
总理任期。
党的局面。
人民联盟在2018年
12月30日的国民议会
选举中获得大胜，赢得
超半数议员席位，成为
新议会的多数党。这也
是人民联盟连续第三次

成为执政党。2019年1
月3日，孟第11届国民
议会新当选议员在首都
达卡宣誓就职。
哈西娜的父亲是孟
加拉国国父、首任总统
穆吉布·拉赫曼。

马来西亚统治者会议

将于1月24日选出新任最高元首
【中新网】据外媒
报道，马来西亚国家皇
宫7日宣布，马来西亚
统治者会议将在1月24
日开会择定正副最高元
首人选，新的正副最高
元首将在1月31日宣誓
就任。
据报道，马来西亚国
家皇宫7日发布文告称，
马来西亚6个州的统治者
当天上午开会，讨论最
高元首穆罕默德五世辞
职一事。与会的6州统治
者尊重穆罕默德五世的
决定，并肯定其在最高
元首任内的贡献。
文告称，与会者择
定1月24日召开统治者
会议特别会议，以选出
马来西亚第16任正副
最高元首。他们还择定
在1月31日召开特别典
礼，让新任正副最高元
首宣誓就任。
马来西亚实行君主
立宪联邦制。最高元首
为国家元首、伊斯兰教
领袖兼武装部队统帅，

韩政府或本周
向朝鲜提供抗流感药物援助
据韩联社报道，7日，韩国政府方
面表示，计划最早在本周内向朝鲜提
供抗流感药物“达菲”(Tamiflu)和流
感快速检测试剂。报道称，韩国统一
部发言人白泰铉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统一部旗下的韩朝交流合作推
进协议会正在以书面形式，审议有关
向朝鲜提供抗流感药物“达菲”和流
感快速检测试剂的方案，韩朝也正就
具体实施方案进行磋商。
据悉，韩国政府计划在初听取协
议会方面的建议后，在本周内正式向
朝方提供达菲和流感快速检测试剂。
费用将从设在统一部的韩朝合作基金
中划拨，援助规模约数十亿韩元。这
批援助物资很可能通过陆路运输。

实时观测火山
日本拟在海底设置地震仪等设备
据日本共同社7日报道，日本原子能
规制委员会最快将于2021年度在位于鹿
儿岛湾内的“姶良破火山口”海底设置
地震仪等设备，开始实时观测。据悉，
此举旨在调查“超级普林尼式喷发”的
过程等，运用于核电站是否符合新安全
标准的审查。报道称，“超级普林尼式
喷发”发生频率极低，但火山碎屑流将
导致大范围受灾。然而由于缺乏科学的
观测数据，详细情况尚不清楚。“姶良
破火山口”被认为曾在3万年至2.5万年
前发生过“超级普林尼式喷发”。日
本原子能规制委介绍，观测预备调查
费已计入2019年度预算案。力争通过约
两年的调查，自2021年度起在海底设置
地震仪、水压计等设备并开始观测。

拟与难民署磋商
泰国撤销遣返18岁沙特女子
泰国移民局因担心18岁沙特阿拉
伯女子奎农（Rahaf Mohammed alQunun）的安危，宣布撤销将她遣送回
国的决定。为家庭问题出逃的奎农因
没有入境签证，自上周六（5日）起受
困曼谷机场。泰国当局原定周一早上
将奎农遣返沙特，她一度把自己反锁
在机场酒店的客房里。奎农声称，如
果把她送回去，她会被杀死。泰国移
民局局长素拉切（Surachate Hakparn）
表示，他将与联合国难民署代表讨论
有关奎农申请庇护的问题。

澳洲进口量少 “葡萄藏针”
对新加坡影响不大

图为2018年7月17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穆罕默
德五世（中）出席国会会议。
由统治者会议从马来西
亚9个州的世袭苏丹或
州统治者中选举产生，
任期5年。该国15任最
高元首穆罕默德五世于
1月6日傍晚辞职，决定
即时生效。穆罕默德五
世现年49岁，2016年12
月13日就任最高元首。
宪法专家认为，马
来西亚原任最高元首莫
哈末五世宣布退位后，
可能由柔佛州苏丹依布
拉欣接任。

马来亚大学法律系
讲师阿兹米沙隆博士认
为，如果根据传统轮任
模式，莫哈末五世退位
后，顺序应该由彭亨州苏
丹阿末沙接任，再轮到柔
佛州和霹雳州苏丹。
不过，彭亨州苏丹
年事已高，目前由王储
代理职务，因此，很可
能由柔佛州苏丹接任国
家元首，关键在于柔佛
州苏丹依布拉欣是否有
意被提名。

减少不安定因素保护澳人安全

澳洲去年取消近千犯罪外国人签证
【综合讯】去年，
有近千名外国人因为在
澳洲犯罪而被取消签
证，并面临被驱逐出境
的命运。这些人所犯罪
行包括性侵儿童、杀人
和家庭暴力等。
据澳新社消息，刚
刚过去的一年里，有
800多外国人签证被取
消。其中500多人是因
为暴力犯罪被判刑而
失去签证，100多人因
性侵儿童或剥削儿童
被判刑，125人被判袭
击他人罪，56人因持
械抢劫，53人卷入家
庭暴力犯罪，34人涉
及性侵，还有13人是
杀人犯。
过去5年中，联盟党
政府利用移民法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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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市面上的葡萄来自多个国
家，从澳大利亚进口的数量并不多，“
葡萄藏针”事件对本地影响不大，但商
家表示会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澳洲九号
电视台日前报道，一对澳洲夫妇哈撒和
阿尔苏贝依在郊区一家超市买的无籽绿
葡萄中发现细针，怀有身孕的阿尔苏贝
依还差点被针扎到。哈撒也向九号电视
网透露，他们将所有的葡萄切开，发
现共有两颗葡萄里面藏了细针。根据各
超市在网上的资料，新加坡多家超市目
前售卖的葡萄，大多来自南非、美国、
埃及以及西班牙等地，另外一些超市也
售卖来自台湾和日本的葡萄。不过，从
澳洲进口的葡萄并不多，因此“葡萄藏
针”事件相信对本地影响不大。

日本10岁女童缔造纪录
将成为最年轻职业围棋手
日本围棋界的天才女童仲邑堇将成
为史上最年轻的职业围棋手。日本非牟
利组织“日本棋院”上周六（5日）宣
布，就读小学4年级的仲邑堇将于4月1
日满10岁时正式成为初段棋手，刷新
藤泽里菜九年前以11岁六个月入段的
纪录。东网报道，为了培育围棋新秀，
日本棋院新设英才特别采用推荐棋手制
度，仲邑堇是首名通过此制度的棋手。
在东京千代田区的记者会上，仲邑堇表
示希望以井山裕太为目标。仲邑堇在东
京出生，目前在大阪市内的小学上学。
在职业九段棋手父亲仲邑信的薰陶下，
仲邑堇3岁开始下棋，小学2年级参加全
国大赛，近期在韩国学习棋艺。

越男饮溪水 水蛭寄生鼻腔3个月

去年，有近千名外国人因为在澳洲犯罪而被取消签
证，并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命运。
4150份签证，比之前工
党执政的5年多7倍。
周一，内部部长达
顿（Peter
Dutton）表
示，扩大取消签证的范
围让澳洲更加安全。
“在我们的国家
里，不会给那些来到

这里伤害澳洲人的（外
国）人以容身之地。”
达顿在声明中说。“我
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
人，但是那些认为他们
可以在澳洲从事犯罪活
动的人需要知道，他们
在这里待不长久。”

越南中部一名男子3个月前喝溪水
后鼻子一直不舒服，但7日才到医院就
诊，医生从他的鼻腔内夹出一条水蛭。
越南「青年报」网站报导，中部刈安省
（Nghe An）襄阳县（Tuong Duong）医
疗中心医师今天从当地男子韦文泰（Vi
Van Thai）的鼻腔内夹出一条5公分长
的活水蛭。韦文泰表示，他2018年10
月走入森林，因口渴而饮用溪水，回家
10天后觉得鼻子一直不舒服，多次流鼻
血。报导说，韦文泰今天才到当地医疗
中心就诊，医师发现鼻腔藏有水蛭。这
条水蛭在韦文泰鼻腔内寄生约3个月。
刈安省襄阳县位在首都河内市西南方，
毗邻寮国边境，到河内的车程约40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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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香港)雅加达分行向印尼

万丹-楠榜海啸灾区捐款2亿印尼盾
雅加达
2019年1月7
日 ━ 中国银行（香港）
雅加达分行今日（1月7
日）在印尼雅加达Wisma
Tamara Center 举行了向
印尼海啸灾区捐款仪式，
印度尼西亚红十字会财务
副主管Ir. Dwi Hartanto
先生一行代表印尼红十字
会接受了这一捐款。
根据印尼国家灾害管理
委员会（BNPB）消息，2018
年12月22日印尼西部时间
晚上9:30印尼万丹省Pandeglang、楠榜省南苏门答腊
岛发生了严重海啸灾难。
据印尼气象学、气候学和
地球物理局（BMKG）专家
称，这次海啸灾难是由于
克拉卡托火山爆发引起水
下滑坡所致。据国家灾害
管理局（BNPB）统计，至
2018年12月31日共有437人
死亡，14，059人受伤，16
人失踪，33，719人逃难。
截止1月7日已确定遇难人数
超过1，763人。这次灾难还
导致像巨龟一样巨型海洋动
物搁浅。
万丹省长Wahidin Halim
呼吁，巽他海峡海啸灾难
应急响应期自2018年12月

27日到2019年1月9日，受
灾者由于失去生计、失去
亲戚朋友受到极大创伤，
需要广泛的援助。
“我们深切感受到海
啸给受灾的人们造成的悲
痛，我们希望通过这笔捐
款，以帮助缓解灾区的兄
弟姐妹所经历的苦难。”
中国银行（香港）雅加达
分行行长张朝阳先生在捐
赠仪式上说。
代表印尼红十字会接受
捐款的财务副主管Ir. Dwi
Hartanto先生表示，“我们
对中国银行（香港）雅加
达分行再次捐赠行为表示
高度赞赏，我们将充分利
用捐款来帮助受灾者。”
印尼红十字将把这笔捐款
发到受海啸影响的灾区。
中国银行（香港）雅加达
分行钟金和副行长，企业
支持部负责人Mie Mie女士
和印尼红十字会负责捐赠
的工作人员一起见证了捐
款交接仪式。
这是中国银行（香港）
雅加达分行继向印尼龙目
岛、中苏拉威西省发生过
地震以及地震海啸灾区捐
款以来的再次捐款。中国

张朝阳行长和印尼红十字会财务副主管Dwi Hartanto相互
握手致意。

中国银行（香港）雅加达分行向印尼万丹-楠榜海啸灾
区捐款2亿印尼盾。

中国银行（香港）雅加达分行行长张朝阳、副行长钟金和、企业支持部负责人Mie Mie和印尼红十字会财务副主管
Dwi Hartanto及工作人员在捐款交接仪式后一同合影。
银行自1938年在印尼设行以 务于斯”的宗旨，热心于 会正能量，促进人们和谐相 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也赢
来，秉承“植根于斯，服 社会公益活动，为弘扬社 处，建立中印尼人们牢固友 得当地社会好评。

Pluit Village晨运队2019新年庆祝活动

为永久荣誉主席郑素英举行生日庆祝会
【本报周孙毅报道】1
月6日早上7时，雅加达
Pluit Village晨运队在Pluit
Village Mall操场举办2019
新年庆祝活动，并为永久
荣誉主席郑素英（Sufida）举行生日庆祝会。逾
百名该晨运队队友和附近
各晨运队领导及队员参与
庆祝活动。
Pluit Village晨运队主
席张紫娟致词，欢迎大家
聚集一堂共庆2019年新年
的到来，并代表全体理事

及队友们祝福永久荣誉主
席郑素英生日快乐，祝她
身体健康、福如东海、寿
比南山。
郑素英在致词中，感谢
来自各 地 的 晨 运 队 贵 宾 们
及Pluit
Village晨运队全
体队友抽空为她庆生。她
说：“狗年已成为过去，
让我们充满希望地迎接新
的猪年，2019年是土猪
年，猪是财富和福气的象
征，在传统文化中它有安
居乐业，丰衣足食之吉祥

寓意，祝福大家在新的一
年里身体健康、家庭美满、
财气冲天、好运无穷”，也
祝愿各晨运队能不断进步、
再接再厉、发扬光大。
我国第一激励讲师黄庆
吉(Andrie Wongso)也亲
自为大家示范他所创作的
AWS3健身体操，祝愿郑
素英生日快乐，幸福安康
长寿!
当天，在操场上,Pluit
Village晨运队为大家安排
了丰富的早餐和庆生之

用品，如有：生日蛋糕、
橘子、红鸡蛋、花束等准

备为郑素英庆生。庆生之
前约有百多位各晨运队队

友在一起操练气功、太极
拳、太极扇等健身运动。

郑素英致词。

张紫娟致词。

黄庆吉致词。

黄庆吉、郑素英和张紫娟共同切东朋饭。

郑素英和Pluit Village晨运队队友与黄庆吉同唱生日歌。

张紫娟代表Pluit Village晨运队赠送礼品给郑素英女士。

Muara Karang Blok IV晨运队队长凌香爱（左五）和队友们与郑素英合影。

Pluit Village晨运队队友和各晨运队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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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届金球奖揭晓

吴珊卓荣膺剧情类视后
当地时间1月6日晚，
由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
（HFPA）主办的第76届
金球奖颁奖礼，在加州洛
杉矶比弗利山庄的希尔顿
酒店举行。影视明星齐聚
一堂，各奖项一一揭晓，
吴珊卓（Sandra Oh）成
为第一个获金球奖剧情类
视后的亚裔演员。
持续了三个小时的
颁奖礼，由加拿大籍韩
裔女星吴珊卓（Sandra
Oh）与安迪·萨姆伯格
（Andy
Samberg）联袂
主持。
担任主持的吴珊卓
还凭借《嗜血娇娃》
（Killing Eve）获得金球

奖剧情类最佳女主角。
在电影方面，获得提
名最多的是亚当·麦凯
执导的美国前副总统切
尼传记片《副总统》，此
前在“喜剧/音乐类”奖
项获得六项提名，最终，
仅有克里斯蒂安·贝尔
（Christian
Bale）获得
喜剧电影最佳男主角。
格伦·克洛斯（Glenn
Close）以《贤妻》（The
Wife）拿下剧情类最佳女
主角。
派翠西娅·克拉克森
（Patricia Clarkson）以
《利器》（Sharp
Objects）获电视电影类最佳
女配角。奥利维亚·科尔

曼（Olivia Colman）凭《
宠儿》（The Favourite）
获音乐/喜剧类最佳女主
角。
与杰夫·布里吉斯
（Jeff
Bridges）获得电
影类终身成就奖相对应
的是，金球奖史上的第
一个电视类终身成就奖
颁被称为“Carol Burnett
Award”的奖项，以嘉奖
卡洛尔·伯纳特70年来对
电视的贡献。
金球奖（Golden Globe
Awards）是美国的一个
电影与电视奖项，以正式
晚宴的方式举行，举办方
是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
该奖创办于1944年，每年

举办一次，所有奖项是由
96位记者投票产生。

吴珊卓（Sandra Oh）不仅搭档安迪·萨姆伯格（Andy
Samberg）一起主持第76届金球奖颁奖礼，并夺得金球
奖剧情类视后。

拉米·马雷克 （Rami Malek）
凭借《波西米亚狂想曲》
（Bohemian Rhapsody）夺得剧
情类最佳男主角。

完整获奖名单：
电影类：

剧情类最佳影片：《波西米亚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
音乐/喜剧类最佳影片：《绿皮书》（Green Book）
剧情类最佳男主角：拉米·马雷克 （Rami Said Malek）《波西米亚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
剧情类最佳女主角：格伦·克洛斯（Glenn Close）/《贤妻》（The Wife）
音乐/喜剧电影最佳男主角：克里斯蒂安·贝尔（Christian Bale）/《副总统》（Vice）
音乐/喜剧类最佳女主角：奥利维亚·科尔曼（Olivia Colman）/《宠儿》（The Favourite）
最佳导演：阿方索·卡隆（Alfonso Cuaron）/《罗马》（Roma）
最佳男配角：马赫沙拉·阿里（Mahershala Ali）/《绿皮书》
最佳女配角：雷吉娜·金（Regina King）/《假若比尔街能够讲话》（If Beale Street Could Talk）
最佳动画长片：蜘蛛人/《蜘蛛侠：平行宇宙》（Spider-Man: Into the Spider-Verse）
最佳外语片：《罗马》（Roma）/（墨西哥）
最佳剧本：《绿皮书》（Green Book）
最佳配乐：贾斯汀·赫尔维茨（Justin Hurwitz）/《登月第一人》（First Man）
最佳原创歌曲：“Shallow”/《一个明星的诞生》（A Star Is Born）
电影类终身成就奖：杰夫·布里吉斯（Jeff Bridges）

克里斯蒂安·贝尔（Christian
Bale）以《副总统》（Vice）
夺得音乐/喜剧电影最佳男
主角。

格伦·克洛斯（Glenn
Close）以《贤妻》（The
Wife）拿下剧情类最佳女
主角。

派翠西娅·克拉克森（Patricia Clarkson）以《利器》
（Sharp Objects）电视电影类
最佳女配角。

奥利维亚·科尔曼（Olivia
Colman）凭《宠儿》（The
Favourite）获音乐/喜剧类
最佳女主角。

电视剧类：
音乐/喜剧类最佳剧集：柯明斯基理论（The Kominsky Method）
最佳剧情类剧集：《美国谍梦》（The Americans）
音乐/喜剧类最佳男主角：迈克尔·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柯明斯基理论》
音乐/喜剧类最佳女主角：蕾切尔·布罗斯纳罕（Rachel Brosnahan）《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The Marvelous Mrs. Maisel）
剧情类最佳男主角：理查德·麦登（Richard Madden）/《贴身保镖》（Bodyguard）
剧情类最佳女主角：吴珊卓（Sandra Oh）/《嗜血娇娃》（Killing Eve）
剧情/喜剧/电视电影类最佳男配角：本·韦肖《英式丑闻》（A Very English Scandal）
剧情/喜剧/电视电影类最佳女配角：派翠西娅·克拉克森（Patricia Clarkson）/《利器》（Sharp Objects）
最佳迷你剧/电视电影：《美国犯罪故事：刺杀范思哲》（American Crime Story: Versace）
迷你剧/电视电影最佳男主角：达伦·克里斯（Darren Criss）/《美国犯罪故事：刺杀范思哲》
迷你剧/电视电影最佳女主角：帕特丽夏·阿奎特《丹尼莫拉越狱事件》（Escape at Dannemora）
电视类终身成就奖：卡洛尔·伯纳特（Carol Burnett）

杰夫·布里吉斯 获第76届金球奖终身成就奖

杰夫·布里吉斯

曾多次入围金球奖
(Golden Globe Awards)
最佳男演员与最佳男配
角、并最终捧得金球奖
奖杯的杰夫·布里吉斯
(Jeff
Bridges)，将于1
月6日晚获颁2019年金球
奖“终身成就奖”。
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
(HFPA)主席Meher Tatna
在年前的颁奖决定中表
示：“杰夫·布里吉斯在
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创
作颇丰，其作品吸引了全
世界关注的目光。我们

很期待在颁奖典礼上，表
彰他的艺术成就和慈善之
举。”
刚满69岁的杰夫·
布里吉斯，最新的作品
是2018年在福斯上线
的《皇家酒店谋杀案》
（Bad Times at the El
Royale）。他在1984年
以《外星恋》（Starman）获得金球奖剧情
类影帝提名；1991年，
因《渔王》（The Fisher
King）入围喜剧/音乐类
影帝；2000年，他凭《

第76届金球奖颁奖礼 红毯星光熠熠
斯（Jim Parsons）等影
视明星，为金球奖的获得
者颁发奖杯。
金球奖（Golden Globe
Awards）是美国的一个电
影与电视奖项，以正式晚
宴的方式举行，举办方是
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该
奖创办于1944年，每年举
办一次，所有奖项是由96
位记者投票产生。

当地时间1月6日晚，
由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
（HFPA）主办的第76届
金球奖颁奖礼，在加州洛
杉矶比弗利山庄的希尔顿
酒店举行，颁奖礼将由
加拿大籍韩裔女星吴珊卓
（Sandra Oh）与安迪·萨
姆伯格（Andy Samberg）
联袂主持，众星从下午5
点开始，陆续走上红毯。

本次颁奖礼，哈里
森·福特（Harrison
Ford）、加里·奥德曼
（Gary
Oldman）、哈
莉·贝瑞（Halle Berry）
、“黑豹”查德维克·博
斯曼（Chadwick Boseman）、西尔莎·罗南
（Saoirse
Ronan）、杰
西卡·查斯坦（Jessica
Chastain）、吉姆·帕森

入围奖项的妮可·基德曼
（Nicole Kidman）走上红毯。

入围音乐/喜剧类最佳女主 伊琳娜·谢赫Irina Shayk（左）
角的艾米丽·布朗特（Emily 与布莱德利·库珀（Bradley
Blunt）走红毯。
Cooper）走上红毯。

暗朝汹涌》（The Contender）获最佳男配角提
名；2009年，他以《疯
狂的心》（Crazy Heart）
获得剧情片影帝，并获
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男主
角；2016年，因出演
《赴汤蹈火》（Hell
or
High Water），入围金球
奖“最佳男配角”。
此外，他还在1971年
和1974年分别以《最后
一场电影》（The
Last
Picture
Show）、《霹
雳炮与飞毛腿》（Thun-

derbolt and Lightfoot）
两度入围奥斯卡最佳男配
角奖。2010年，又凭《
大地惊雷》（True Grit）
入围奥斯卡影帝。他自己
的制片公司Asls Productions旗下的《温情满人
间》（Hidden in America ）曾在1996年获得“
最佳迷你剧集/电视电
影”的金球奖提名。
一年一度的金球奖，
所有奖项都由96位记者
投票产生。此前的“终
身成就奖”曾颁给乔治·

克鲁尼（George Clooney）、罗伯特·德尼罗
（Robert De Niro）、
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朱迪·福斯
特（Jodie
Foster）、
索菲娅·罗兰（Sophia
Loren）、西德尼·波蒂
埃（Sidney
Poitier）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Steven Spielberg）等
大牌明星，上一届的获奖
者是美国电视脱口秀知
名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
（Oprah Winf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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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三大装饰花卉趋势预测
了解如何用鲜花装饰你的住宅可以让
你的空间看起来更清新，更美丽，给室
内带来一丝自然气息。
花卉订阅服务Bloombox
Co的联合创始人
Philomena
Kwok带领我
们了解2019年的最大花
卉装饰趋势：乾花、简约
式鲜花、持续时间长的鲜
花。
乾花
“乾花是2019年的趋
势。” Kwok解释说，“
不再只是俗套或异想天
开的类型，这些花朵将
开始在现代室内装饰中出
现。”
乾花维护成本低，如
果使用得当，可以看起来
很前卫而且非常酷。她解
释说，这要归功于优美的
结构形状和柔和的色彩。
你唯一需要注意的

是，一旦制成乾花，花朵
就会变脆，所以一定要将
它们妥善放置，以避免珍
贵的叶子和花瓣受到任何
颠簸。
开始时，你需要一些
非常适合制成乾花的鲜
花和一个通风良好的地
点。
这些低维护的美丽花
朵将能持续多年时间，并
将继续为你家中的所有空
间带来享乐。
重要技巧：为了避免
俗套的外观，请使用简单
的花束。
简约风格的鲜花
“简约风格花束的外
观都是自然的花朵，有很
大的呼吸空间。它可以

如同花瓶里的花束那样
简单，也可以像轻快的
插花一般容易。” Kwok
说，“回到室内更清洁自
然的氛围意味着这种趋势
非常有效。少即是多。”
关键是注意保持简单
的风格，让每朵花和茎都
绽放光彩。
即使花瓶中华丽的花
支也可以成为一种简单而
美丽的方式来装饰空间。
重要技巧：使用玻璃
花瓶，混合有趣的花朵，
每隔两天更换一次水，让
它们保持新鲜。
可持续的鲜花
我们生活中很少有地
区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鲜花也不例外。
Kwok说：“我们都更
关心更可持续的生活，鲜
花也是如此。这种趋势在
于选择季节性和本地种植
的花卉，而不是从世界另

圣诞节过后的节庆用品 7种清理保存技巧

每年圣诞节前，相信
不少朋友都在忙着购买
圣诞用品来装饰房子。
不过这些物品在圣诞节
过后常常会被遗忘，塞
在家里的某个角落，占
用了宝贵的储存空间。
为此，专业人士总结了
七类需及时检查和清理
的圣诞用品。
1、过时装饰
如果有一些装饰品你
不再喜欢，而且在过去
两年里都未曾使用过，
那么是时候考虑将它们
扔掉了。这可以为你喜
爱的装饰品和小玩意腾
出储存空间。
2、圣诞餐具
带有圣诞图案的餐
具在一年中通常只有几
天才会用上，但在其余
时候，它们会占用很多
宝贵的储存空间。因此
你需要考虑是否有日常

餐具适合在圣诞聚会上
使用，并减少那些只适
合在圣诞期间使用的餐
具。
3、圣诞主题桌布
特别的圣诞桌布或餐
巾除了在一年中的圣诞
晚餐上才会用到，剩余
时间都是默默地躺在橱
柜里。因此若要清理橱
柜，不妨考虑将圣诞专
用桌布扔掉。在下一次
举办圣诞聚会时，你可
以在日常的白色桌布上
放置一些装饰物以作点
缀。
4、圣诞服装
圣诞服饰通常会占用
衣柜很多空间，如果已经
过时或不再喜爱，最好及
时清理。对于打算反复利
用的圣诞衣饰，建议不要
将放在衣柜里，而是和圣
诞装饰品放在一起，这样
每年在圣诞时就不会忘记

穿上。
5、圣诞灯饰
检查圣诞灯饰是否有
电线裸露，是否有灯泡
不再工作。若灯饰出现
任何故障，就应该把它
们丢掉了。现在有很多
灯饰都采用太阳能，保
证了使用的安全，避免
了花园中铺满电线的情
况，
6、户外装饰
露天装饰看起来十
分有趣，具有很强节日
气氛，时常给孩子和路
过的行人带来欢乐。不
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特
别是在澳洲这种炎热的
天气下，户外装饰容易
变脆、掉色。因此你需
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
扔掉已损坏的户外装
饰。
7、圣诞书籍
许多家庭都有每年购
买圣诞书籍的传统，因
此家中的藏书可能会越
来越多。如果你的孩子
已经长大，不再阅读一
些过时的书籍，可以考
虑将它们捐赠给慈善机
构。建议将所有圣诞主
题的书籍整理出来，和
圣诞装饰放在一起，这
样就不会在圣诞节以外
的时间弄乱书架。

雨刮器刮不干净了怎么办？教你一招轻松解决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刚买了没多久的车，雨刮
器就不好使了，不是刮不
干净就是使用有异响，怎
么回事？
雨刮器刮不干净玻
璃，一般有两个原因
1、玻璃不干净
平时洗车没有好好清洗
玻璃，玻璃的表面粘着细
小的柏油微粒等等，会使
玻璃表面光洁度下降，毛
糙的玻璃表面，不但刮不
干净，而且会伤及雨刮胶
条。
2、雨刮器胶条毛糙
原厂的雨刮器胶条如果
养护得当，其寿命可以达
到5年。需要注意的是：要
及时清除雨刮器胶条上的

细微沙粒。带着这些细微
沙粒刮水，等于用砂轮打
磨雨刮器胶条。用不了多
久，光洁度就会下降，毛
躁的胶条肯定是刮不干净
雨水的。
如果发现雨刮器有刮
不干净的现象，绝大多数
是因为养护不当，雨刮器
橡胶条毛糙引起的原因，
其实橡胶条并没有老化发
硬，只要想办法让毛糙的
橡胶条打磨光洁就可以
了。如何让雨刮器恢复如
新呢？
1、首先把两只雨刮器
拆下来
一般来说普通类型的雨
刮器，通过在复位之后熄
火，在汽车停止运行的状

态之下，手动将雨刮器拿
起来，然后按照反方向的
位置进行取出，
这种一退一进的方式既
是安装雨刮器的方式同时
也是拆卸雨刮器的技巧。
2、准备一张水砂纸
买一张水砂纸，把水砂
纸撕成小块，每一次用一
小块就够了。
3、把雨刮器和水砂纸
用清水浸透
用合适的容器盛水，将
雨刮器和水砂纸放入水中
浸透。
4、用水砂纸打磨雨刮
器的胶条
注意，胶条就好比一把
菜刀，你不但要打磨两个
侧面，还要适当的磨磨胶
条的正面。时间不需要
很长，大约5分钟就可以
了。
日常保养雨刮器需要
注意
1、玻璃水不要用自来
水替代；
2、务必保证在玻璃表
面有水的情况下使用雨刮
器，避免干刮损伤胶条；
3、车辆长期停放不用
或在冰雪天气停车时，请
将雨刮器臂抬起。

一端运来的花。”
这一趋势好在不会有
内疚感，因为支持了本地
种植业，而且没有碳排放
方面的困扰。
跟随这种趋势的最简
单方法是根据季节的情
况，探听鲜花的来处。
她说：“你必须付出
更多的努力才能找到本地
种植的花卉，从农贸市场
购买时，你可以问一下，
或者从信誉良好的花店购
买，这都有所帮助。”
本地鲜花的额外好处
是，它们可以持续很长时
间，甚至可长达三到四周
的时间，并且很容易变成
乾花。
本地采购的鲜花比经
过冷藏从其它国家运输来
的鲜花更新鲜，持续时间
更长。
重要技巧：与任何花
朵一样，尽可能经常更换
水，并定期修剪茎杆。

用鲜花装饰
你的住宅，
可以让你的
空间看起来
更清新，更
美丽，给室
内带来一丝
自然气息。

乾花维护成
本低，如果
使用得当，
可以看起来
很前卫而且
非常酷。

花瓶里的花
束可使室内
拥有清洁自
然的氛围。

如何选择完美的室内植物
我们知道精心设计的花
园可以对家居外观产生美
妙的效果，那么室内花园
呢？
室内绿色植物提供的不
仅仅是装饰元素。大量研
究发现，家中的植物可以
为人们减压，改善情绪，
甚至提高空气质量。
种植室内植物成功与否
主要在于为合适的条件选
择合适的植物。以下提供
了为正确的房间或环境选
择合适植物的指南。
光线较暗的区域
对于光线较暗的位置，
请考虑虎皮兰、花叶万年
青、绿萝、琴叶榕、蔓绿

绒和一些蕨类植物。
如果想要改善空气质
量，能起到空气净化作用
的室内植物值得考虑：橡
胶树、吊兰、和平百合、
巴西木和垂榕。
室内棕榈，如非常耐寒
的袖珍椰子，可以带来一
点热带的感觉。它们可以
耐受低光照、低湿度和干
燥的土壤，即使是光线最
暗的地方，这些植物也能
在家中繁荣生长。
浴室
浴室环境混合了高湿
度和温度，因此可尝试
芦荟、秋海棠、竹和凤梨
花。如果你喜欢冒险，兰

室内绿色植物提供的不仅仅是装饰元素。大量研究发现，家
中的植物可以为人们减压，改善情绪，甚至提高空气质量。

花也可以在浴室环境中茁
壮成长。但请注意，它们
很有个性。
卧室或客厅
拖尾的室内植物，如坚
实的绿萝，非常适合放在书
架或搁架上，我们可以充分
欣赏其生动斑斓的树叶。选
择适合你的配色方案和设计
元素的花盆将有助于你的植
物融入家居风格。
小空间
如果没有足够的空间或
耐心在室内种植植物，那
就采用大叶子热带植物和
插花吧，如龟背竹和蔓绿
绒之类的植物插入花瓶可
创造非凡的设计效果。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
擅长照料室内植物使其茁
壮成长，如果你属于这一
类，可选择一系列超现实
的人造植物，它们具有逼
真的纹理、颜色甚至反光
特征。
融合真实和虚假的绿
化，让你以最低的成本
和最少的照料来创造热
带雨林的效果。记得要
清洁假植物的叶子，它
们容易聚集灰尘，要用
湿布定期擦拭。

哪些调味品要放冰箱 哪些不需要
如果家中冰箱内塞满调
味品，你可能想知道是否
所有调味品都需要冷藏。
一般来说，含乳制品、蔬
菜和水果的调味品必需冷
藏，含有醋、糖、盐和酒
的调味品可能不需要放入
冰箱。
人们可以根据常识进行
判断调味品是否需要放入
冰箱。烹饪与营养专家范
戈德（Lauren Feingold）
表示，可参考餐馆的做
法，如蕃茄酱、芥末酱和
辣酱，这些调味品留在餐
桌上即可。
以下是关于调味品是否
放入冰箱的更细分类。
需要冷藏的调味品
一些含有某种成分的调
味品必须放入冰箱，才可
保持不变质，如乳制品。
因此以鲜奶油或酸奶制作
的调味酱必须放进冰箱。
美奶滋（Mayonnaise）
因是由鸡蛋制成，也需要
放入冰箱。范戈德表示，
任何含有蔬菜或柑橘类（
如含青葱、橙子、柑橘汁
的油醋汁）成分的调味汁
也必须冷藏。
此外，坚果油 （杏仁
油或麻油）也最好放进冰
箱，较不易有油耗味。
虽然一般认为高糖调
味品不需冷藏，但是食物
安全专家建议还是谨慎一
点，把果酱和果冻存放冰
箱，比较不容易变质。

可放可不放冰箱的调味品
有很多调味品是否需要
放入冰箱是可选的。重点
需要考虑的是这些调味品
会在多长时间内消耗光。
范戈德表示，你必须
问自己的问题是“使用番
茄酱的频率是什么？”她
说，如果你日常喜欢把番
茄酱浇在鸡蛋内，或经常
吃汉堡和薯条，那么你可
以把它留在餐桌上，就像
餐馆一样。但对那些比较
少用番茄酱的家庭，选择
冷藏更合适，这样可以确
保番茄酱更长的保质期。
一般来说，番茄酱可在
室温内保留一个月，芥末
可保留两个月。辣椒油也
不一定需要放入冰箱。
专家们认为，腌菜和
泡菜等腌制食品因其高钠
含量，无需冷藏也可保存

较长时间，但如果把它们
放入冰箱，则可保持松脆
感。这方面可根据每个人
的个人喜好。
不需要冷藏的调味品
不需要冷藏的常见调
味品包括酱油、蚝油、
鱼露、蜂蜜和辣椒酱。
范戈德说，醋和橄榄油最
好储存在阴凉、避光的地
方；椰子油最好不要放在
冰箱，可在低于室温的环
境保存，椰子油容易变干
硬。
花生酱也不需要冷藏，
但食品安全专家警告，要
确保孩子们在涂抹自己的
三明治时，没有把涂满果
冻的涂刀放入花生酱罐
子，如果孩子们这样做
了，就会导致细菌生长，
需要把花生酱罐子放入冰
箱。

一般来说，含乳制品、蔬菜和水果的调味品必需冷藏，含
有醋、糖、盐和酒的调味品可能不需要放入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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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消费与兴建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
当进入2019年全球经济开始退烧时，我
国政府必须带动各种经济活动，并从创造
经济增长。
全球经济退烧的第一
个信号首先由 Iphone手机
发出，这是16年来Iphone
与苹果首次下调在中国销
售的预期，因为这两个牌
子的手机，在中国的销售
量下滑得很厉害。
Iphone 的报告再次证
实2018年10月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对中国的

预测，IMF预测中国的经
济将从6.4％下滑到6.2
％。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与
美国的贸易战，使中国的
经济放缓，也影响全球的
经济跟着放缓。
美国是印尼出口除了
中国之外的第二大国，预
测到今年底美国经济将面
临停滞。美国民主党控制

国会后，将使美国分裂成
两大阵营，将影响美国总
统特朗普的政策的推行，
包括美国经济在内。中国
与美国经济的放缓，也将
影响印尼的出口，进而影
响印尼的经济。
在印尼国内，中央银
行总裁贝利·瓦里尔约
(Perry Waryoyo)已经提
出警告，当美联储2018
年底当年第4次调高利率
时，印尼中央银行大胆的
决定，不跟进调高央行7
天回购利率。主要的考虑

就是不希望因为调高国内
利率，可能影响国内经
济，使国内经济增长跟着
放缓。
美联储2018年调高利
率至1.75％，其影响将在
今年逐渐的呈现出来。印
尼在采取预期的步骤时相
当困难，因为经常帐赤字
影响盾币的汇率及偿还债
务的能力。
政府希望国内的家庭
消费能带动5.1%的经济
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
润滑剂，因为近年我国

的投资还未达指标。政府
透过增加发放30％社会
福利资金，以刺激经济成
长，387.3兆盾的社会福
利资金用在健保津贴、粮
食津贴，家庭计划津贴、
微小企业贷款津贴与购屋
津贴。
另外，政府也希望今
年的大选能带动民间的消
费，但似乎没有希望，从
2018年6月27日的同步地方
首长选举的经验中看不到
有带动国内消费的增长。
倘有可能的经济增

嫦娥四号登月 要庆贺更要拼搏
昨天上午10时26分，
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在
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
地内冯·卡门撞击坑着
陆，并通过“鹊桥号”
中继星传回了世界第一
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
像图。（1月4日《新京
报》）。
嫦娥四号成功在月球
背面登陆，并传回世界
第一张近距离拍摄月球
背影像图，应该说这是
世界太空科技又一大科
技成果，意义重大，影
响深远。难怪世界为之
瞩目，国人为之欢庆。
近年来，我国科技
界也和其他行业一样，
捷报频传，成就辉煌，
在一些领域已经迈入世
界先进行列甚至处于领
跑地位，不但让国人为
之欢欣鼓舞，也为世界
科技发展做出了重大贡
献。可喜可贺。笔者要
说的是，面对这一项项

重大的科技成果，我们
在庆贺之际，更应该从
中受到鼓舞和汲取力
量，甩开膀子加油干，
奋力拼搏，齐心合力共
建大中国，朝着理想的
目标阔步前行。
奋力拼搏需要爱岗
敬业。也许有人会说，
大国重器频出，科研成
果骄人，是国家和科学
家的事儿，咱小老百姓
即使有那个心也有心无
力，无法作为。笔者
不同意这一说法，俗话
说，三百六十行，行
行出状元。无论我们从
事何种职业，只要树立
匠人精神，做到尽心尽
力，把工作做到最好，
一样能出精品佳绩，都
是在为祖国建设添砖加
瓦做贡献。同样值得肯
定和点赞。别的不说，
就说国家树立和表彰的
时代楷模，大多数都是
从事平凡岗位的一线工

人农民。，值得我们学
习和赶超。他们能做到
的事，我们同样可以做
到，还可能做得更好。
奋力拼搏需要砥砺
前行。我们都当清醒地
认识到，虽然说中国经
济在世界上一枝独秀，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
成就。但是，面临的挑
战和困难依然很多，
仍需要全国人民仅以坚
定发展信念，团结一
心，艰苦奋斗，奋力拼
搏，砥砺前行。做到敢
于和善于抢抓机遇，迎
接挑战，攻坚克难，义
无反顾的一路前行。正
如习近平主席在2019
年新年贺词所说的那
样，“2018年，我们
过得很充实、走得很坚
定。”“2019年，有机
遇也有挑战，大家还要
一起拼搏、一起奋斗。
凝聚起亿万人民同心逐
梦、共创未来的磅礴力

量。”
奋力拼搏需要齐心
合力。一个人、一个单
位或行业力量是有限
的，但千万人的力量汇
聚到一起，就能形成无
坚不摧的强大活力。正
像歌曲“众人划浆开大
船”歌词所唱的那样，
一支竹篙呀，难渡汪洋
海众人划桨哟，开动大
帆船一棵小树呀，弱不
禁风雨百里森林哟，并
肩耐岁寒，耐岁寒一加
十，十加百，百加千千
万……因而，我们都要
向科技界人才学习，学
习他们百折不挠的进取
精神，学习他们爱岗敬
业，乐于奉献的精神，
立足本职，争做贡献。
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甩开膀子
加油干，大干快上奔小
康。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
青云。2019年，我们

台 湾 同 胞 就 是
国人。“河山只在
梦萦，祖国已多年
亲近，可是不管怎
也改变不了我的中
心。”海峡两岸分
已 届 7 0 年 ， 这 段
岸关系发展历程充
证明：台湾是中国
部分、两岸同属一
中国的历史和法理
实，是任何人任何
力都无法改变的；
岸同胞都是中国人

中
我
未
样
国
隔
两
分
一
个
事
势
两
，

血浓于水、守望相
的天然情感和民族
同，是任何人任何
力都无法改变的。
在 中 华 民 族 走
伟大复兴的进程中
台湾同胞定然不会
席。中国梦是两岸
胞共同的梦，民族
兴、国家强盛，两
中国人才能过上富
美好的生活。每一
中国人，不论是生
在台湾的还是生活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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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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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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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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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上的，都对中华民
族的生存、发展和繁荣
负有不容推诿的责任。
统一祖国这样一个关
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
务，现在摆在我们大家
的面前，谁也不能回
避，谁也不应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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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

长，是来自政府的大量兴
建基础设施， 而且使用
大量的人力资源与使用大
量国内材料。在缺乏道
路、电力、灌溉、村路的
地方兴建基础设施，如通
往民间棕榈园、咖啡园、
可可园的道路、贯通民间
的农业、畜牧业、渔业的
道路等。这样的兴建基础
设施将促进经济增长，也
平衡乡村与城市的建设，
减少贫富差距，提升乡村
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而促
进经济增长。

文/陆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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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
仍需挥洒汗水拼出更好 用拼搏和奋斗书写属于
的未来。让我们紧密团 我们的时代篇章，将美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丽大中国建设得更加繁
心 的 党 中 央 周 围 ， 加 满 荣富强。
油，把稳舵，鼓足劲，
（来源：东方网）

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广大台湾同胞都是
中华民族一分子，要做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认
真思考台湾在民族复兴
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促
进国家完全统一、共谋
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无上
光荣的事业。”在《告
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
年纪念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的讲话饱含着对台
湾同胞的关心关爱，也
为新时代两岸关系发展
指明了方向。

文/邝耀章

长期以来是台湾最大出
口市场、最大贸易顺差
来源地和最大岛内投资
目的地，在大陆惠台政
策推动下，两岸各领域
交流合作蓬勃发展，同
胞亲情福祉不断增进。
展望未来，两岸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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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将结为更为紧密的命运
共同体。
青山遮不住，毕竟

文/李介
东流去。统一才是历
史大势，是正道。台
湾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同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
休戚相关。台湾问题因
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
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两岸中国人、海内外中
华儿女理应共担民族大
义、顺应历史大势，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推进祖国和
平统一进程。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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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钟解决一餐饭的人 有这些害处
人以食为天，吃饭是
人每天都要进行的，但
是有些人越吃越健康，
而有些人却越吃身体越
差。有些人喜欢狼吞
虎咽，有些人则细嚼慢
咽，而前者会对身体造
成危害。具体是什么危
害呢？
吃太快有什么危害？
胃接受食物的信号
再传达到大脑的相应神
经，其实是有一定的
时间的。如果你吃的太
快，胃都来不及告诉大
脑“我已经吃饱了”，
这样就会导致等大脑接
受到胃发出的“饱”的
信号时，其实胃已经接

受了过多的食物了，你
就会吃得过多。
同时，胃的排空其
实是需要时间的。虽然
食物可以刺激胃部的蠕
动，细嚼慢咽可以有利
于刺激胃部的排空，但
是狼吞虎咽会在短时间
内让胃积累大量的食
物，从而加重了胃部的
负担，甚至会因此而损
害胃黏膜，有加重或者
诱发胃溃疡的危险。
除了不能吃的太快，
吃饭还需要注意这些
注意一，不要冷热混
吃
冷饮可以喝，火锅也
可以吃，但是两者不可

同时进行，因为我们的
胃是比较“娇嫩”的，
受不了这种忽冷忽热的
刺激。这样的吃法让胃
的血流量减少，因此拉
肚子的情况。
注意二，注意力要集
中
吃饭的时候就应该专
心致志于吃饭上，不要
一边看电视玩手机，一
边吃饭。因为这样胃给
大脑传达“吃饱了”的
信息时，大脑会置之不
理，从而你还是会吃多
了。
注意三，吃饭的心情
很重要
吃饭的时候心情也

吃水果也有讲究？这五类人要“挑着吃”
水果味道好且营养价值极为丰富，
适当的吃水果可以有效的补充人体所
必须的营养成分，同时还可以提高机
体的抵抗免疫能力，不过吃水果是有
讲究的，特别某些水果并不是人人
都适合吃，只有正确的吃才对健康有
利。
水果好处多多，但这五类人不宜多
吃！
第一类：脾胃虚弱的人不适合吃凉
性水果
脾胃虚寒通常指的是脾和胃的阳
气较弱，一般会有食欲不振、大便糖
稀、腹胀腹痛等不适症状。脾胃虚寒
的人群除了不宜进食生冷油腻或辛辣
刺激的食物外，像西瓜、猕猴桃等寒
凉性的水果应少吃，避免伤及脾胃或
加重脾胃虚弱的不适。
第二类：月经期间的女性不适合吃
凉性水果
女性在月经期间应该注意保暖，
而水果属于生冷的食物。月经期间最
好少吃水果，特别是雪梨、西瓜、火
龙果等水果会使寒气入侵并使经血滞
留，最终导致经血不畅并引发痛经、
血块等问题。
第三类：体内湿气过重的人
不适合吃热性水果
体内湿气过重会使人产
生肢体酸痛、四肢无
力、昏昏欲睡等不适
症状，甚至胃口会大
幅下降，所以不少人
都会选择吃水果改善
胃口。但是湿气过重
的人不适合吃热性的
水果，比如芒果性质
温热，过量食用不
仅无法除
祛 除 湿
气 ， 反

而会加重湿气聚集的症状，对健康无
益。
第四类：容易腹泻的人不适合吃凉
性水果
容易腹泻的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
应该忌食火龙果、猕猴桃以及西瓜等
寒凉的水果。因为它们会刺激患者的
胃肠道粘膜，甚至会加快肠道的蠕动
速度，加重患者的腹泻症状。
第五类：糖尿病患者不适合吃多吃
水果
糖尿病患者其实可以适当的食用水
果，但是切记不可过量，而且不要在
饭后食用水果。因为这样会使血糖骤
升并扰乱血糖的稳定，另外还要避免
食用糖分过高的水果。
吃水果也讲究方法，正确的吃才能
充分获得水果的营养
1、水果本身优于水果制品
最适合的吃水果方式是吃原果。
现代人不喜欢水果的口感，所以都
会将水果打成汁。这里提醒大家注
意的是，水果打成汁会升高GI
的
数值，饮用后会使血糖快速升高，
另外水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膳
食纤维，但水果打成汁就会减少纤
维含量，这就会和最终目的背道而
驰。
3、爱吃水果，
也该有个“度”
最后，水果
不是吃得越多越
好。水果的营养
大家都知晓，但
并非吃得越多就
越好，吃水果也讲
究度，过量
食 用 水 果
会引发腹痛
腹泻的不
适。

气血不足可以吃阿胶吗？

气血不足是可以吃阿胶的
阿胶对于女生来说是
一种非常好的保健食品，
针对气血不足的效果尤其
明显，所以气血不足的女
生可以适当的食用一点阿
胶。阿胶是属于补血的食
物，多吃阿胶的话能够让
人体产生更多的血细胞，
能够很好的调理女人气
血不足。所以女性朋友如
果气血不足的话，多吃阿
胶是很有好处的。女人贫
血会引起体寒、怕冷、血
虚、虚劳咳嗽、吐血、
便血、妇女月经不调等。
坚持服用阿胶膏以及其他
的阿胶制品可以达到和血
滋阴，除风润燥，化痰清
肺，利小便，调大肠的作
用。长期服用阿胶膏，女
性冬天手脚冰凉的状况也
将得到有效改善。
不过气血不足也不能
随便吃阿胶，而且阿胶

也并不是适合所有人，
中医诠释到，因为阿胶
对比滋腻，对脾胃的采
取才调恳求对比高。补
气血前要先找到招致气
血贫乏的启事，脾胃不
好的女性不适合用阿胶
来补气血。而罕有的惹
起脾胃不好的启事有：
脾虚、湿困，和压力大
惹起的肝气郁结等。阿
胶的功效以补血为主，
此外还具有滋阴、润
燥、止血、安胎、调经
等功能。生活中，它既
能治病，又能强身，并
能美容、养颜，至今仍
是中医治疗血虚的首选
药物。
气血不足吃什么好
1、枸杞
枸杞是公认的补血以
及补气的食物，其实在发
生血气不足的时候枸杞是

可以有效的帮助女性改善
血气不足的，并且中医认
为，枸杞有“补精气诸不
足，易颜色、变白，令人
长寿”之功效。唐朝大诗
人刘禹锡赞它为“上品功
能甘露味。
2、红米
可能很多人对于红米
并不了解，其实红米中含
有比较丰富的淀粉与植物
蛋白质，可补充消耗的体
力及维持身体正常体温。
它富含众多的营养素，其
中以铁质最为丰富，故有
补气养血及预防贫血的功
效。
3、番茄
番茄也是十分适合女性
的食物，番茄作为美容养
颜的食物，日常中常吃可
有效补血。有研究显示，
每天吃100g左右的新鲜番
茄可满足人体对几种维生
素以及矿物质的需要。
4、葡萄
葡萄被中医认为是补
血佳品，葡萄含有丰富
的钙，磷和铁，以及多
种维生素和氨基酸，是
老年，妇女，体弱贫血
者和过度疲劳者的滋补
佳品；怀孕的妇女也建
议可以多多食用，不但
对胎儿营养有益，也能
使孕妇面色红润，血脉
畅通。如果有时买不到
葡萄，吃葡萄干也行。

很重要，因为心情不好
的时候，特别喜欢吃一
些富含糖分的食物，因
为这些食物通常能够给
人带来安全感。首先大
脑在感受到到人的情绪
变化之后，会反馈抑制
胃酸的分泌，从而影响
了消化能力，另外，还
是会造成吃的过多的问
题。
注意四，不要趁热吃
不要吃得过烫！不要
吃得过烫！不要吃得过
烫！重要的事说三遍，
无论是热汤还是饭菜，
吃的过烫都是容易造成
食管粘膜损伤。而长期
的进食过烫的食物，会

导致食管癌的发生，而
超过60℃的饮食也被证
实了是一类的致癌物。
以上的吃饭姿势，我
们需要十分注意，避免
自己有出现这些错误的
吃饭姿势。其实我们身
边也有很多错误的吃饭
观念在影响着我们，需
要我们及时改过来。
一天三餐，除
了吃饭姿势，
还需要注意
吃饭的内
容 ，

注意营养方能让人更加
健康。另外，当身体出
现了问题，例如咽痛以
及胸痛等症状的时候，
就应该及时到医院去看
诊，寻找病因。

饱腹感强热量低的食物
控制饮食能减肥吗
饱腹感强热量低的食物
鸡蛋
减肥的时候吃一点鸡
蛋是很不错的，而且鸡蛋
的饱腹感是很强的，但是
注意的是减肥期间是不能
多吃的。研究显示，早餐
时吃一两个鸡蛋能让人在
24小时内都有饱腹感，其
效果优于同样数量的面包
圈。
燕麦
燕麦就是粗粮，比起一
般的食物，燕麦有很好的
饱腹感，很多的时候吃进
去的燕麦会很快的膨胀起
来。燕麦的超饱腹能力来
自于它的高纤维含量和像
海绵似的吸水能力。当燕
麦和水或脱脂牛奶混合在
一起的时候，燕麦的体积
会迅速膨胀。
玉米
玉米减肥这不用说，都
是很好的产品，而且是帮
助排便的，很多人都有减
肥的时候上厕所困难的问
题，其实坚持吃玉米还是
很好的。粗粮的代表，当

晚饭吃绝对是减肥人士的
挚爱。其实不是说它真有
减肥的功效，而是当中不
含过多的能量和脂肪，却
又很有饱腹感。
深海鱼
鱼类的脂肪是很低的，
而且是含有很多的蛋白
质，这些蛋白质都是优质
的，可以选择减肥的时候
吃很多的鱼类。都是脂肪
含量比较高的，但也恰恰
因为这个，它的脂肪酸能
加速人体内的脂肪代谢，
还能避免体内的碳水化合
物转化为脂肪。
胡萝卜
胡萝卜是对眼睛很好
的食物，而且维生素的含
量是很多的，吃很多的能
对皮肤好，而且含有大量
的帮助消化的膳食纤维。
含有胡萝卜素、叶酸、钙
质、纤维以及各种维生
素，使人体吸收营养更全
面。含有的膳食纤维能提
高人体新陈代谢，达到自
然减重的目的。还能抑制
人体进食甜食和油腻食物

欲望。
控制饮食能减肥吗
可以减肥，前提是按
照要求来进行，而且要坚
持每一顿饭都要吃，吃的
分量少一点就是最好的，
不过不能吃很多的，坚持
吃健康的食物。控制饮食
是指要少吃多餐，要多摄
入蛋白质，瘦肉类，粗粮
类食物，通过合理的营养
搭配来达到减脂的效果。
想要快速减脂，一定是控
制饮食的同时结合良好的
健身习惯，长期坚持，减
脂增肌的健身效果都可达
成。
每一段饭都要吃，不
能说是不吃，而且吃的健
康，不油腻，很多人爱吃
味道很大的食物，其实就
是很不好的习惯。早上和
午餐要吃好，早上避免吃
油炸食物，晚上想吃饭的
朋友可以先喝汤，增加饱
腹感，然后再吃点素食，
少吃主食，或者可以直接
选择燕麦这种粗粮代替晚
饭。

头发容易油？用上这些方法，改善很明显
头发喜欢出油对很多人
来说是一个很困扰的事情，
头发洗干净后一段时间内出
油是正常现象，如果隔太久
还会出油就是要考虑是否其
他原因导致的。
什么原因会导致头发出
油？
1.不良的饮食习惯
一个人长期食用油腻、
辛辣等食物，会让头皮皮脂
腺分泌旺盛，导致产生过多
的油脂。还有如果爱吃甜食
或油腻食物容易导致体内痰
湿，致身体脂肪代谢出现异
常，这些油脂消化不了也无
法排泄出去，就会变成废物
堵塞在身体，导致湿热发散
不出去，有些会在头皮层不
断积累，长期如此就会导致
头发油腻。
2.不良的生活方式
如果一个人常常熬夜，
长时间玩电子类产品或者
高强度地工作，会影响内分
泌系统，增加头皮出油的症

状。
3.频繁洗头
现在正值炎热的盛夏，
不少爱干净的女性，只要在
户外待一会，就容易出汗，
回到家之后，就会立刻洗
澡。频繁洗头会将头皮上的
油脂清洗干净，皮脂接收到
缺油的信号就会加速分泌
油脂，导致油脂分泌受到影
响，油脂分泌就会越来越
多，头发就会感觉很油腻。
4.用很热的水洗头
不少女性洗澡都喜欢用
很热的水洗澡，感觉洗完之
后会很舒服。但是用温度偏
高的热水洗头不利于头发健
康，热水容易伤害头皮表层
的皮脂膜，会影响正常的分
泌。
头发容易出油怎么办？
1.养成规律的生活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养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及规律的
生活，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
时间，坚持体育锻炼，这些

习惯对于大脑休息、头皮健
康有一定的帮助。
2.保持饮食均衡
不管是为身体健康还是
为了头皮不出油，我们都要
限量摄入脂肪类食物，不要
吃过多辣椒、煎炸食物、葱
姜蒜、酒等刺激性食物，要
多摄入新鲜的蔬菜与水果。
3.洗头水温度不要过高
我们要养成良好的洗头
发习惯，不用每天都洗头几
次，建议两天洗一次头发，
频繁洗发确实会伤害头发。
洗头发水温不要过高，用温
水即可。不要太用力抓头
发，可能会加速皮脂腺分
泌，加重头发出油等情况。
4.用适合的洗发露
如果发现自己头发经常
出油的话，可以换一下现在
正在使用的洗发水，可以选
择专门控油的洗发水，比如
含有含吡啶硫酮锌、水杨酸
成分的洗发露，改善出油情
况。

蜂蜜柠檬水是怎么减肥的
每个人都想拥有完美
的身材曲线，那么多减肥
方法，很多人都不知道该
选择什么方法才能保证最
好的效果，下面小编就为
大家推荐一款比较好的减
肥方法吧，那就是“蜂蜜
柠檬水，一起来跟我看看
蜂蜜柠檬是怎么减肥的
吧。
人经过一夜睡眠后，
体内大部分水分被排泄
和吸收，这个时候空腹喝
一杯蜂蜜水，既能补充水
分，又能增加营养。
如果你留心一些报章
的美容或者是减肥知识的
话，你会发现，宿便是导
致一个人失去曼妙身材的
罪魁祸首。是的，宿便一

旦形成，所积存废物逐渐
变质为毒素，反映到皮肤
表面。因此，每天早上起
来，不妨空腹喝一杯加新
鲜柠檬片的热开水。柠檬
水不仅是身体最好的酸碱
中和剂，还能有效的清除
宿便、排除毒素。但是蜂
蜜柠檬水能减肥吗？
有人质疑蜂蜜柠檬水
的减肥效果？蜂蜜柠檬水
不但可以解渴，而且能冲
淡吃东西的欲望，因此可
有效抑制不当饮食，加上
一天总共15分钟的运动，
效果会十分显著。我们不
妨尝试一下，一公升水加
两勺蜂蜜，再加两片新鲜
柠檬，放置于冰箱。每日
至少喝下三公升蜂蜜柠檬

水，无需特别节食或禁绝
零食，另外搭配每日15分
钟运动，不必持续，分散
时间亦可，有助于排汗。
我们都知道，吃糖太
多容易发胖，因此一些
人觉得食用蜂蜜也会使人
发胖。实际上，蜂蜜所含
脂肪酸能有效促进肠状蠕
动，对防治便秘起到了很
好的效果。而且蜂蜜所含
热量很低，完全不用担心
晚上喝蜂蜜会导致脂肪堆
积。而且喝蜂蜜柠檬水有
助于提高睡眠质量。同时
蜂蜜、柠檬汁都具有美容
功能，在保持高质量睡眠
的时候，也在不知不觉中
瘦身又美容，可谓一举多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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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火炽热

作者:郑弘义

初冬再过几个，
我依然记得，
记得你当初的热血。
初冬再过几个，
我依然记得，
记得你曾经的光荣。
心中还放不下你，
只因你我是战友!
永远的兄弟，永远的战友!
你用你那生命，
换来和平!
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人民永远记住你!
记住你用自己的生命，
换来了和平!
你的心火还在炽热!
永远炽热!
亲爱的战友!安息吧!

又一季，人间飘雪

作者:尘渊

精选文艺

风中，你在等谁
平淡的日子像悠悠
的风，不紧不慢，吹过
来吹过去，就过去了一
年又一年。身边的人事
风景，在匆匆光阴里，
渐渐成为过往。风中遥
望，旧岁的余晖还挂在
空中，新年的朝阳已在
远方缓缓升起。
经不起细数，总是这
般，留不住过往，又蒙
胧了记忆，有些发散了
飘去，有的从嫁接嵌入
生活，再也无法从灵魂
里抹去。被风吹着，只
好一路往前，不管有没
有看清远方，不管有谁
跟在身后，你都再不能
回头。
寻寻觅觅后的茫然，
热热闹闹中的孤单。
遇见，或许只是偶
然，君不见，“前不见古
人，后不见来者”，天地
悠悠，人生漫漫，转瞬，
物是人非，全都改变了模
样，何处是今朝，哪里是
明天?一切都在缓缓的风
里散去。各自前行，何曾
等待?牵谁的手?又与谁在
徐徐的风中并肩?
从年少吟诵到迟暮，
我在风中抽着自己的情
思，刻骨铭心的，是飘
在风中的笑容与眼泪。
忘不掉，历史的烟尘
中，我看见他们嘻笑怒
骂，挥斥方遒，从时间
的大幕走过。也曾目
睹，千军万马，大漠
长河。还有故园神游，

徜徉花前月下，甚至对
着小草的缱绻和凝思。
远去的，渐渐远去，
走来的正在走来，站在
时光烟雨中，触摸荒凉
后的温度。我看见你，
你又在无尽的风中等谁?
不是你走得很远，也
不是走得太急，熙熙攘
攘的现世，缤纷飞扬的
人情。每个人都走得崎
岖，用尽生命的气力，
踯躅的，徘徊的，尝尽
了风中的际遇，爱恨聚
离，冷暖自知，关闭的
敞开的，分散聚合，是
一路上彼此眼中的风景。
感觉总这般奇怪，说
好了走自己的路无畏人
言，却又时时睥睨左右;
有些人，看似无碍，却
又时时牵引你的脚步;有
些事，与己无关，却总
莹绕心头。有些路，走
走又回头，没有要约，
却在无休无止地等待。
许多时候都是这样，
得到了些许，错过了更

无脚的天鹅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天上有一种无脚的鸟，它
只能拍动翅膀，不停地飞
翔，只有它死的那一刻，
它的双脚才会落地。
虽然只是传说，却有着
一种无言的凄美。现实生
活中，有这样的人吗?一
生漂泊，直到死去，身躯
才停下来，埋入深深的泥
土中。
每个人都对人生有不
同的规划，有些人向往安
逸，有些人向往自由，有
些人是林中的麻雀，有些
人是迁徙的大雁，有些人
是无脚的天鹅。
我的朋友圈里就有这样
一个男孩，几乎整整一年
都在外漂泊，全国各地各
种跑，哪里有马拉松，哪
里就有他的身影。他一直
辗转于各大城市，成了一

太阳隐没于清冷的黄昏
垂下一缕烟火
这一站又到了终点
窗前苍劲的老树
在两个雪花中流连忘返
到底是否明眸
只有那土壤
心底里诉说着奇幻的梦境
雪，断断续续不休
这黄昏
终不是那北国暮雪里的欢沁
细微的雪刺痛发肤
回忆也断了弦
故去一段匆匆忙忙的流浪
沉淀稚嫩走向成熟
昔日的明月
在平静中许下平凡
潮湿的街头
明天终会是未知的故事

孩子是天生的观察员

不 要 以
为孩子小什

么都不懂，
其实孩子为

了父母，牺
牲了童年的

无忧无虑，
少 年 的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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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飞扬，只是为人父母
的我们没有感觉出来而
已。
在一个健康的家庭
里，每一个人都是付出
者，也是收获者;在一个
不健康的家庭里，每一
个人都是牺牲者也是受
害者。我们为孩子做出
的牺牲却换不来孩子的
快乐，却换来的是孩子
的负罪感。

只无脚的天鹅，不停地飞
翔，仿佛没有家，没有工
作一般，不停地流浪。
我真的很好奇，他的经
济来源在哪里，可以活得
如此自由。我们总以为旅行
需要很多钱，其实“穷游”
真的很便宜。只要你想走，
哪里都是路。只要你画地为
牢，天堂也是地狱。
年轻的我们，总不甘于
平庸，总想让自己与众不

作者:马可波罗
所以在家庭生活的经
营上，我们应该向孩子
学习，用孩子般的豁达
去理解包容另一半，用
孩子般的明锐去感知另
一半的情绪，用孩子般
的纯粹去经营和保护家
庭的快乐与和谐。
孩子们为父母操心，
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应
该乖一点，别再让孩子
们操心了!

多，不知是看透后的无
奈，还是茫然中不知所
措。随风起舞，飞越了
冬夏，又走过了春秋。
偶尔停下的时候，就听
有人说，走吧，经过
的，都是过眼烟云。
生活本就这般，匆匆
流过，不留痕迹，该走
的都在往前走，不会因
为一个人凝望而停下，
也不会因为你的留连而
回流，眼中一拨又一拨
身影飘过，身边一群又
一群擦肩后的分离，谁
都不会刻意在等谁。君
不见，呼唤的渐成稀
音，苦苦的等待总无结
局。那些在风中相互温
暖的，是相遇中短暂的
问候。走过了时点，交
叉之后，他们又向着各
自的方向离去。就像这
风，四面吹来，漫天飞
舞，如转瞬的流云，聚
合了，又迅速飘散开去。
一个人，走在苍茫
里，回望四野，只感觉

作者:清风旷野同行
风如潮水，呼啸奔涌。
不是时光无情，是身
后的风一直在吹，昨天
大家还童稚无欺，转眼
鬓发斑白，青春就成了
记忆。曾经渴望的人和
事，痛苦幸福的泪还未
迹淡，一转身，都化作
了记忆中的烟尘。相遇
的，相迎的，相伴的，
只剩下心中的温情，抱
着眷念和不舍，化作岁
月不离不弃的甜蜜。
或许就是人海里的寂
寞，或许就是你走了许
久，终觉孤看天地，无所
寄托的因由。风无由地吹
着，夹带着令人惆怅的声
啸。缤纷的世界，想看的
总看不清，看见的又不是
内心，看似相伴着同行，
又处处形影孤单，如果期
待一场真正的遇见，也许
会用尽一生。
你不紧不慢地走，风
不紧不慢地吹，这就是
人生，时光在指间一点
点散落。你在风中弹着
流年，像远古的琴音，
把一生的思念，都赋予
每个离人，哪怕你已错
过，哪怕一切沧海桑田。
你的决择或许是风
中的美景，带着自己的
琴，衣袂飘飘，迎风伫
立，用平淡的音阶，和
着徐徐的风，一路走，
一路扩散在人寰。
你静静伫立风中，或
许，只是等待一场真正
的花开。

作者:二十四番花信

同，但随着年纪的增长，
才发现自己成了公司某位
老员工的翻版。看到这
里，实在有些失望，原来
自己期待的未来竟然是这
种模样，懊悔当初，不能
对自己狠一把，才导致如
今的结局。

人这一生何其短暂，
一眨眼就老了。有多少人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有多
少人还记得曾经对未来许
下的诺言，或许这些美好
的期许，早已化作油盐酱
醋茶，消失在时光的磨砺
中。
现实里的无脚天鹅，依
然在用力地飞翔着，现实
里的小麻雀，已经成了叽
叽喳喳的老麻雀，人生好
似一场梦，每一条路都是
自己选择的结果。
在竹林里扑腾的麻雀，
也向往着无脚天鹅的生
活，但它终究不敢舍弃双
脚，把自己的未来逼上晴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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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将举办首届ATP杯决赛

印尼一双费尔纳迪颈伤未愈 2020年澳网将推迟开幕

小黄人或退出大马赛
【新浪体育】1月7日，世界第一男双苏卡穆约（Kevin Sanjaya Sukamuljo）/吉迪恩
（Markus Fernaldi Gideon）或退出2019年大马大师赛。据印尼男双教练表示，吉迪恩在
2018广州总决赛中颈部受伤，目前还未完全康复，因此两人可能会退出大马大师赛。

本届赛事在北京延庆
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举
行，选手除了围绕湖边的
跑道赛跑，还需要穿越已
经结冰的湖面，是名副其
实的“冰雪马拉松”。
极具挑战的赛道和
隆冬严寒并没有阻挡马
拉松爱好者们的跑步

热情，来自中国、新西
兰、法国、日本、英
国、俄罗斯、加拿大等
国的2022名中外选手报
名参赛，用一场极具特
色的赛事开启自己2019
年的奔跑之旅。
本届赛事由北京野鸭
湖国家湿地公园、马孔

苏卡穆约（右）/费尔纳迪（左）

UPER500级别的2019
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
赛将于2019年1月15日
至20日进行，男双方面
苏卡穆约/吉迪恩是头
号种子，国羽仅有欧烜
屹/任翔宇、黄凯翔/
王泽康两对男双组合参
赛。
若小黄人组合退赛，
那么二号种子园田启
悟/嘉村健士、吴蔚昇/
陈蔚强、李龙大/金基
正、高成炫/申白喆等
组合均将是冠军的有力
争夺者。

西甲-梅西苏神双双破门 巴萨2-1夺5连胜5分领跑
北京时间1月7日03:45(
西班牙当地时间6日20:45)
，2018/19赛季西甲第18轮一场
焦点战在阿方索-佩雷斯球场展
开争夺，巴塞罗那客场2比1力

克赫塔菲，梅西和苏亚雷斯先
后进球，马塔扳回一城。
巴萨5连胜后以5分优势领
跑。巴萨近11次联赛对阵赫塔
菲取得8胜3平，赫塔菲上次击

梅西进球，巴萨5连胜领跑

败巴萨还是2011年。双方联赛
历史交锋26场，巴萨18胜6平2
负，其中客场9胜2平2负。
阿图尔和罗伯托轮换出场。
赫塔菲(4-4-2)：13-索里
亚；22-达米安-苏亚雷斯，2迪杰内，6-卡布雷拉，3-安图
内斯；24-富尔基耶(57’,19莫里纳)，20-马克西莫维
奇，18-阿兰巴里，8-波尔蒂
略(84’,17-伊巴涅斯)；9-安
赫尔(74’,11-塞斯)，7-马
塔。
巴萨(4-3-3)：1-特尔施特
根；20-罗伯托，3-皮克，15朗格莱，18-阿尔巴；4-拉基
蒂奇，8-阿图尔(88’,21-阿
莱尼亚)，22-比达尔(70’,5布 斯 克 茨 ) ； 1 1 - 登 贝 莱
(84’,7-库蒂尼奥)，10-梅
西，9-苏亚雷斯 。

【新浪体育】1月7日，
澳大利亚网球协会首席
执行官克雷格·泰利7日
下午宣布，悉尼将举办首
届ATP杯决赛。小组赛则
将在悉尼、布里斯班和澳
大利亚另一座首府城市进
行。
ATP杯是男子职业网球
协会（ATP）和澳大利亚
网球协会于去年11月推
出的全新团体赛事。该
赛事将于2020年1月3日
至12日举行，共有24支
参赛队伍，冠军将获得
1500万美元奖金以及750
个ATP积分。据澳大利亚
媒体报道，第三座主办城
市将在晚些时候公布，但
很可能是西澳大利亚州首
府珀斯或南澳大利亚州首
府阿德莱德。今年9月的
美网公开赛后，各队将根
据其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
获得2020年ATP杯的参赛
资格。世界排名第一的焦

澳网2019
科维奇此前表示，ATP杯
是“运动员开启一个赛季
的最佳方式”。20次大满
贯冠军、世界排名第二的
费德勒也表示：“这是澳
大利亚网球之夏的精彩开
局”。尽管得到不少网球
明星的大力支持，但ATP
杯还是增加了澳大利亚
2020年其他网球比赛日程
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霍普
曼杯网球团体赛。ATP杯
的开办将令珀斯主办的这
一赛事更难持续吸引世界
级高手前来参赛，2020年
的澳网将推迟至1月20日
开幕。

皇马官方宣布签下曼城妖人

1700万欧元签约6年半
【新浪体育】1月7日，皇
马官方宣布，签下曼城小将
布拉希姆-迪亚斯，双方签
订了一份为期6年半的合同，
签约至2025年。《马卡报》
透露，他的转会费为1700万
欧元。迪亚斯的加盟仪式将
在当地时间明天下午1：30举
行，《马卡报》称，皇马和
迪亚斯在去年的11月20日就
已经开始了谈判，而迪亚斯
也早就表态，自己只想在伯
纳乌踢球。
他同曼城的合同将在6个月
后到期，这也让曼城降低了自
己的要价。皇马支付了1700
万的固定转会费，外加700万

的未来浮动条款，迪亚斯的年
薪为350万欧元。另外，如果
迪亚斯从皇马转会其他球队的
话，曼城还将获得其转会费的
15%。
迪亚斯今年只有19岁，
司职前锋，是目前足坛20
岁以下球员中的佼佼者，
他在14岁时就去了曼城踢
球，在2016-17赛季，迪
亚斯在联赛杯对阵斯旺西
的比赛中，上演了自己一
线队的首秀，当时他只有
17岁零49天。在2017年的
U17欧青赛中，迪亚斯打进
3球，帮助西班牙队拿到了
第2名。

小说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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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而入，原以为盛颖熙还昏迷
着，他却是清醒的，脸色有点
苍白的坐着。
看到父母，他抚着仍晕眩的头。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我……怎
么了吗？”刺鼻的消毒药水味和摆

设，一看就知道这里是医院。
邱雪蔷柔声的说：“你摔下楼
了。”
“摔下楼……”怪不得他全身酸
疼。
见他不语，以为他又在想什么，
邱雪蔷忙搬出“楚馨恬”安抚
他。
“你忘了吗？你要去接楚馨恬，
下楼时不小心踩了个空摔下
楼。”
“楚馨恬？那是谁？”
盛家两老互看一眼，齐望向邱雪
蔷，她也一脸莫名。
“你……你忘了？”
“忘了什么？”
“……她？”
“她是谁？方才你说那个叫……什么
馨恬的，那是谁？”馨恬？谁？他想
着想着，忽然头剧烈的痛了起来，痛
到冷汗直冒！有个女人的影像在他脑
海中扭曲变形得厉害。“我……我的

CERITA BERSAMBUNG

头……好痛！”
“怎么会这样？快叫医生！快！”
“是选择性失忆。盛先生的情况特
殊，对他而言，他妻子的死对他打击
太大，又加上愧疚导致内心的冲击，
没有办法接受妻子的离去，因此有了
之前的病。”
“而现在，他发生了外力的撞击，
有轻微的脑震荡……照理来说，他
之前的病不会因为外力撞击而有所
改变，毕竟那是心因性，和外力无
关。
可盛先生明显的已无之前的症
状，如今和常人无异，比较特殊的
是……他似乎把关于他妻子的一切
全忘了。”
“是啊，他甚至不记得他经由相亲而
认识他的妻子，也不记得自己结了
婚，关于馨恬的一切……全都下记得
了。”
“也许是大脑启动了机制在保护他
吧。关于他妻子的一切，是他痛到无

不要只注意愁云与苦
雨。
须知风雨的那边有蓝天
无际。
逆境的尽头是顺境的开
始。
人生的一个秘诀是化绊
脚石为踏脚石。

到后头，莫寻一
手撑住头，另一
手乱写乱画，想
到好笑时就笑一笑，想到
无奈处就皱眉叹气。
裙摆被她撩到大腿上，露
出她雪白的双脚，没穿鞋
袜的脚丫子在桌子底下晃
啊晃地，袖子也被她卷得
老高，露出她白皙好看的
手臂。
不只如此，她的头发上什
么缀饰也无，长发随便往
头上绕啊绕用簪子固定
住，露出她性感迷人的颈
部线条……随兴至极，
却半点当家夫人的仪态也
无，甚者，让人无法相信
她竟曾经是千邺国最美最
风情万种的名妓。
一身白衣的赫连麒站在窗
外许久，见到的就是她这
番不羁的风景。
难怪方才晴儿在外头一见
他要走进这处院落时，紧
张得想要跑进来，他不
让她进，她还急得跪了下
来。
啧啧啧，一个丫头把主

写

倒真佩服比拉尔的耐性，我和他
不同，多听一遍，我就有新的发
现，每一个字的重新肯定，就可
以使整篇讲话的意义明显一层，
而比拉尔则是在将近六个小时之内，完
全听着他丝毫不懂的音节。
一直等到山洞顶上的那个大洞，又有阳
光透了进来，我才发觉自己的脊椎骨，
简直已经僵硬了，我直了直身子，可以
听到骨节上发出的“格格”声。
我不知道比拉尔有没有睡过，只是当

我

知往哪儿摆才好。
“这是我的房。”他摇着
扇，在桌几前坐下来，本
想看看她就走，孰料，刚
刚在外头被那幅风景给吸
引住而踏进房，如今听
她这一句像是不想再看见
他似的问话，他倒不想走
了。
他没忘，自己娶她进门是
为哪桩，之所以十来天没
进房，其一，是怕上次不
知她是处子而可能弄伤她
的疼还未散去，其二，也
是因为自己错估她不是处
子之身的事实让他一直耿
耿于怀，再加上成亲那一
日她种种异常的表现，让
他每回想到她时都有点抑
郁难当。
他不爱失控的感觉，偏偏
她却给了他这种感觉，捉
摸不定，让他难得的感到
烦躁不安。
这些种种，他没一样愿意
承认。
莫寻见他好整以暇的坐下
来，一副不打算离开的模
样，绣花鞋不禁挪啊挪
地，直想把自个儿给挪到
外头去。
想到他今儿个来的目的可
能是要抱她，她就心跳加
快，呼吸失速……
那一夜，她忘也忘不了，
激情销魂到让她连自己都
快要不认识自己，从来没
想过做爱会是那样的，彻
头彻尾的将自己奉送给对
方，灵啊身地，全部都很
难保留，是一种很可怕又
很奇异的感觉。
重点是，他对她而言根本
还是个陌生人，他却对她
做了那么多那么多亲密又
露骨的事，羞得她根本不
敢看他。
(16)

“谕”字出口，他霍然一个大转身，
转身中，银练短斧有如魔鬼的巨斧，
狠毒的猝然飞出，凌空划了一个圆
弧，而在这道闪耀生辉的圆弧中，“
括”“括”之声不绝，鲜血肢体纷
纷溅射，一片鬼哭狼响之声已蓦而响
起！
绝斧客狂声大笑，身形一矮，手中银
练短斧收缩如风，往返扫掠，就在人
们眨眼的瞬息之间，已有三十多个肢
体不全的大汉尸横就地！
这时，仅存的各人，那里还有胆量再
继续围攻下去？一阵怪叫惨呼，刀棒
弃置一地，撒腿往后便跑！
绝斧客陆海大笑连连，身形一斜一
偏，右手练斧似银蛇般闪幌吐缩，九
颗人头，带着九股血箭蓦而升空，他
左掌猛探，罡烈的劲气横扫，又有三
人吃他凌空兜起，满口鲜血的摔出七
尺之外！
那毒口子蔡望民这时早已心胆俱裂，
手中的锯齿刀虚拐两招，便待悄然开
溜，绝斧客嘿然冷笑一声，练斧飞取
叶家老大叶金湖，脚尖一挑，一柄遗
置地下的雪亮单刀，已滴溜溜的飞射
向毒口子蔡望民！
叶金湖倏见一柄锋利闪耀的短斧，
带着雷霆万钧之力劈到，他直觉的
感到已不及逃脱，惊惧之下，不遑多
想，举起手中的竹节鞭倾力挡去，于
是……
“当”的一声脆响，跟着又是“卡
嗤”一笙，竹节鞭断为两截飞落，连
着的，尚有叶金湖被活生生劈成两半
的血肉模糊的尸体！
那边……
毒口子蔡望民猝觉锐风袭体，一片寒
芒耀眼生花，他亡命般向侧傍滚出，
手中锯齿刀钢力向后反劈，“当”的
一声巨震，他右手虎口已皮开肉绽，
鲜血横流，那柄沉重的锯齿刀也被震
出三丈之外！
这时，大街上早已一片混乱，哭喊
惨叫之声此起彼落，路上行人拚命
往四周奔逃，真是一幅活生生的难
乱图。
太虚剑士胡坤这时又急又惊，他慌忙

我一直身子的时候，他立时道：“你
有头绪了？你已经记下了不少字，是
不是明白它在讲些甚么？”
我记下的字，大约有三百个左右，可
以连起来的地方相当少，但是在我记
下来的字之中，我的确已经明自了它
在讲些甚么了！
我点了点头，比拉尔极其兴奋：“你
将那些字读给我听听。”
我又挺了挺身子，道：“读给你听，你
也不懂，事实上，我至多是了解了其中
三四成的意思，但是根据这些日子来的
经历，我可以了解更多的意思！”
比拉尔道：“它……究竟在讲些甚么！”
我吸了一口气，又在脑中将我已了解
到的组织了一下：“那些怪眼，在这
篇讲话中，被称为一种邪恶。这种邪
恶，在某一个地方……”
我讲到这里，不由自主，抬头向山洞
顶上，阳光透进来的那个大洞，望了
一眼。
比拉尔道：“这个地方，是在遥远无

际的星空之中？”
我道：“一定是！”
我略停了一停，又道：“在那个地
方，有着邪恶与非邪恶之间的剧斗。
他们很幸运，将邪恶打败了，赶得邪
恶离开了他们的地方。可是他们知
道，邪恶到哪里都是邪恶，所以他们
要追杀邪恶，使之完全消灭，结果，
追到了地球。”
比拉尔眨着眼。我也眨着眼，向比拉尔
望去：“这里有一段我不是很明白的地
方。好像邪恶比追来的人，到得更早，
究竟早了多少时间，也不很清楚。它是
说明，邪恶可以附在任何生物身上，侵
蚀被附占生物的思想，使被侵占的生
物，成为邪恶的化身！”
比拉尔神情吃惊：“要是这样的话，那
么地球人岂不是早已被邪恶侵占了？”
我道：“这里，也说得很模糊不清，
或者根本讲得很清楚，只不过我没有
听懂。它只是说，邪恶的本身，它们
的形状，正如我们所见过的怪眼一

子侍候成这副模
样，还真讨打，
不过，更讨打的
人应该是眼前这
一位。
坐没坐相、穿没
穿相，简直就
是……无法形容
的随便至极。
可是，为什么他
久久移不开目
光？
她那随兴的穿着
打扮、随意又不
庄重的坐姿、千
变万化又生动的
表情，活生生就
是一幅鲜活又美
丽的画，不优雅
却迷人，那般的怡然自
得。
一直到她第二次把沾到墨
笔的手不经意的往脸上抹
了又抹，赫连麒这才迈开
脚步跨进房……
“啊！”一见到他，莫寻
惊得连笔都掉到地上。
赫连麒弯身将她掉在地上
的笔捡起搁在桌上，似笑
非笑的眸直勾勾地瞅着
她，再次将她随便的穿着
打扮给审视一番。
“很热？”
“是啊，这里没电扇没冷
气怎能不热？”她小声的
嘀咕着。
电扇？冷气？她嘴里碎碎
念着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当真是古怪！赫连麒疑惑
的眯了眼。
意识到他眼底那爱笑不笑
的神采，她忙把没穿袜的
脚丫子放进绣花鞋里，伸
手理了理裙摆再站起身。
“你怎么来了？”又要找
她生娃儿了吗？想着，她
突然脸红红，手跟脚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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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去承受的，经由遗忘使得一切恢复
正常运转。”浸淫大脑神经领域数十
载的美籍脑科权威也无法明确断定。
人类大脑太奥秘，目前真正能解释的
部分未达皮毛。
“那么他……他未来是否会再想起他
的妻子？”
“不无可能。”
“为什么是下无可能？没有确切、肯
定的答案吗？这种‘可能’、‘也
许’、‘大概’……的答案，身为家
属的我们真的很不能接受！”关心则
乱，盛母激动的提高音量。
“我真的很抱歉！”看多了家属们激
烈的反应，医生很能够了解他们的焦
虑和不安。“人类的大脑太奥秘，我
所学有限，实在抱歉。”
医生都如此说了，盛家两老也只能无
劝的叹息。“若想起她……不会又生
病了吧？”再疯一次？老天，他们年
纪大了，真的禁不住再一次这样的打
击。
(78)
回头向来路张望，一面急促的道：“
糟透了，师父老人家还未到来，这边
已动上了手，这却如何是好？”
九节银鞭魏一峰此时也有些心寒的退
了一步，张口结舌的道：“胡二哥，
点子太扎手，叶老大与他手下已经栽
了……”
就在这刹那之间，又有十多人被劈翻
在地，其中更包括了被斩去一条手臂
的叶老三叶金河在内！
于是，那一干乌合之众的市井无赖再
也抵挡不住，一阵怪叫，纷纷夺路
而逃，急急如丧家之犬，景象好不凄
惨。
绝斧客陆海全身上下，甚至连一滴血
污也没有，他以左脚脚尖为轴，连连
呼噜噜转回九尺，一个大仰身，寒光
如雪的银练短斧，有如长空的流星
般，曳着一溜尾芒，自胸前斜斜飞
出，直取尚站在一迸发怔的太虚剑士
胡坤！
胡坤猛觉敌人短斧飞向自己而来，不
由心头一阵狂跳，身形却在瞬息之间
往外滑去，双臂往外如乌翅般一张，
又迅速圈回。
就在他手臂圈回之际，一道虹光已欺
然射出，在空中抖起三朵剑花，巧妙
的点向飞来短斧侧面！
绝斧客彷佛怔了一下，他料不到对面
这空有其表的太虚剑士，却真有两
套，出手之间，不但招式精妙诡异，
而且一看即知为一方大剑家的起手
式！
他口中微“噫”了一声，手腕微挫，
借着十指之力往银练上一抖一按，短
斧已霍然向下偏斜，急如天瀑长泻，
直劈敌人小肮！
太虚剑士胡坤大吼一声，身形环转
间，连连自六个方位剌出六剑，剑剑
连衡一气，宛如一条精莹的玉带从六
个不同的方向往内圈回，确是奇妙无
比。
绝斧客猛然大转身，豁而笑道：“好
小子，看不出你还有两下子！”
笑语声中，他那魁梧的身躯有如海浪
中的巨鲨，捷如电闪般往返游腾，两
臂交相挥舞，须臾之间，已狂风暴雨
似的飞劈出三十六斧！
于是……
太虚剑士已在刹那间手忙脚乱了，他
倾出全身之力挡了七斧，却再也支撑
不住，狂喊一声，滚地葫芦般往外翻
出，手中剑却在翻身之际抛向敌人而
去！
绝斧客长笑如啸，银练短斧在空中一
抖，已铿锵一声，将飞来长剑磕落在
地，短斧在作了一道美妙的半弧后，
像煞恶魔的追魂索，笔直地卷向太虚
剑士犹在拚命向外翻滚的身躯。
此刻……
九节银鞭魏一峰已不能再呆在一傍袖
手旁观了。
(430)
样，可以化生，极难完全消灭，只有
他们多年研究结果的一种光线，才可
以使之彻底绝灭。还有一种令之消灭
的办法，是他们的自相残杀。邪恶的
形体，有的很大，有的很小，当他们
有了移居体之后，就不会再离开，邪
恶最善于为装，最善于欺骗……”
我讲到这里，和比拉尔一起，向山洞
之中，如今已变成极可怕的一具尸体
的奥干古达，望了一眼。
我又道：“对于这一点，我想我们都
不应该有疑问，当我用小刀刺进奥干
古达胸前那怪眼的时候，我们不都是
以为奥干古达已经清醒过来，怪眼已
死了么？其实，那时怪眼根本没有
死，只不过装死来骗我们！”
比拉尔没有说甚么，身子在微微发着
抖。我又道：“它又说，邪恶与邪恶
之间，极喜自相残杀，这是邪恶的天
性，他们来到地球上，曾经杀了不
少邪恶，连同邪恶的移居体一起杀
害。”
(91)

林依晨最新大片曝光

完成122场巡演

未完待续的甜蜜
近日，演员林依晨曝光了一组《ELLE
Taiwan》封面时尚大片，照片中的她时
而蕾丝长裙搭配高领毛衫时而侧镂空蕾
丝洋装。
整组造型性感、温柔、帅气，多重
风格在林依晨的演绎下不断延续着，不
少网友评价：是表现力超强的甜酷小姐
姐。
由林依晨主演的古装轻喜剧《小女花
不弃》将于1月8日登陆浙江卫视，据悉
这是林依晨自《兰陵王》后，时隔五年
再度出演古装电视剧，期待她的精彩表
现。

五月天续推3D演唱会电影

林依晨

杨永聪新辑发布会

远在英国的母亲惊喜现身

图为杨永聪与母亲。
James杨永聪暌违五年回归创作歌手
重返乐坛，有着英国血统，散发独特音
乐诗人气质，3日以一身酷帅出席新专
辑“Lost&Found”记者会，现场演唱两
首新歌《没有伞的人》与《Crumbling
Bones》，而特别来宾四分卫主唱阿山
与远在英国的母亲现身记者会，则让杨
永聪惊喜中泪水不停，杨永聪笑说：“

人生总有着许多的惊喜，感谢大家的祝
福，这些温暖的鼓励，正是支持着我在
音乐创作上的力量。”
2012年在选秀节目中踢馆成名的杨
永聪，此次出席加盟新东家CROSMUSIC
阔思音乐的新专辑“Lost&Found”记者
会，宣布重返乐坛，三金制作人陈建骐
与广播主持人吴建恒录制VCR恭贺，陈
建骐说新专辑中英文新曲各有10首，其
中光是把十首英文重新转为中文创作，
就是项大工程，期望大家会喜欢。
当四分卫主唱阿山推著一台娃娃车
出场，恭喜杨永聪三喜临门，先送上一
支复古的羽毛钢笔，让永聪能创作出更
多的好歌，还有一张披头四乐团的原版
黑胶，让来自英国的杨永聪能在音乐路
上发光发热，而全新的娃娃车，则庆贺
永聪近日正式升格当奶爸，希望这甜蜜
的负担更能督促杨永聪在乐坛上努力打
拼。
而远从英国来台的母亲则端著干贝
香菇鸡汤现身，则让杨永聪湿了眼眶，
杨永聪直说“蛰伏五年，老妈为了不给
我压力，来电只问我过得好吗？钱够用
吗？每次听到母亲的声音，再多的苦闷
总会消失，也是这些年来支持我的最大
力量”。

霍建华林心如控告宋祖德

名誉权案获判胜诉

林心如与霍建华。
台湾艺人林心如三年前与霍建华
在巴厘岛举行婚礼，第二年升格当
妈。2017年，俗称“宋大嘴”的大陆
娱评人宋祖德，因在微博发布“霍建
华林心如没有领结婚证”、两人属“
非法同居”等内容被对方告上法庭。
近日传来消息，林心如霍建华告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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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名誉权纠纷案于上月获判胜诉。
2017年，网路大V宋祖德在微博
以“霍建华与林心如竟然没有领结婚
证”为题发文：“没有正式领证的婚
姻，只能算非法同居，婚礼再隆重也
代替不了合法的登记。”当时，他
还“胸有成竹”地说：“若说错，欢
迎立即起诉。”
随后，霍建华在微博发文澄清，
他与林心如早在2016年就完成合法的
结婚手续。但是，对这一八卦消息，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网友纷纷转
发，众多媒体也频频转载，让霍建华
与林心如忍无可忍。
于是，两人联合委托律师事务所将
宋祖德告上法庭。案件经过一年多，
现在传来消息，霍建华与林心如告宋
祖德名誉权纠纷案已于去年底获判胜
诉。
1月4日，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在
官方微博贴出“案件播报”，其中公
布了海淀法院的判决书内容，上面显
示，宋祖德除了必须在微博置顶处公
开道歉两天，还须赔偿霍建华和林心
如每人10万即两案合计20万人民币的
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维权合理费用。

五月天LIFE“人生无限
公司”演唱会，历经644
天，飞越13万7000公里，
绕行地球3.5圈，巡演世
界四大洲，55个大城市，
与415万“社员”共同创
下多项纪录，就在6日第
122场最终章划下精彩句
点，也写下五月天122
夜“自传”篇章。
五月天谢谢歌迷们一路
的无私陪伴，这次他们巡
回一共演唱了3904首歌，
但曲终心不散，“人生无
限公司”将无限延伸。五
月天的第三部3D演唱会
电影《五月天人生无限
公司》与自传持续在撰写
着，继续在心中、在脑海
中持续唱着。
在唱到《知足》时，
全场社员（歌迷）点起冉
冉“星空”（手机灯），
阿信说：“今天是最后一
夜，不知要多久才能看到
满片星空，如此动人神奇
场面永远放在心中，写在
神奇自传中，谢谢你们，
五月天在这趟旅行过得很

五月天
满足。”
“人生无限公司”演唱
会虽然结束，五月天接着将
以电影的方式去延续这份感
动，用影像保留与歌迷的点
点滴滴，415万社员，每一
位看过演唱会的人、每一
位五月天的歌迷，都是电
影的主演，使《人生无限
公司》能够持续营业，让
歌迷和影迷通过熟悉的方式
到影院“打卡上班”，身临
其境地感受五月天演唱会的

现场吸引力。
五月天前作《追梦》
及《诺亚方舟》电影收获
众多好评。两部电影都采
用了3D拍摄技术，使用前
沿科技摄像，为观众营造
身临其境的现场感。此次
第三部电影五月天再次提
高标准，全员亲力亲为一
起构想，一边配合忙碌的
行程，一边要讨论电影内
容，力求呈现最好的五月
天和最动人的感受。

林俊杰新歌创作绕口令 引演艺圈一众明星挑战

林俊杰
“金曲歌王”林俊杰
(JJ)的《进阶》绕口令近
日火爆娱乐圈，引来各路
明星纷纷挑战。阶段性的
结果显示，NBA球星林书
豪、中国歌手胡彦斌、女
歌手张靓颖都未打破综艺
节目主持人华少5秒的纪
录。
林俊杰的新歌《进阶》

年前上线。由于他在这首歌
曲中加了一段绕口令，去年
底，他在微博发起“10秒
挑战”。这段绕口令一共
有55个字，“零距离聚集
林俊杰进击的林距离来看
淋漓尽致进阶的林俊杰不
知 是 进 击 的 林 距 离 进 阶了
林俊杰还是林俊杰进阶了进
击的林距离”。
JJ自己率先尝试。从他
晒出的视频中可见，随着
计时器的声响，他紧紧地
盯着手机屏幕，飞快地念
过每一个字，最终仅用6
秒07，便轻松完成挑战，
阵后的他，露出得意的神
情。
随后，中国浙江卫视节
目主持人华少接受挑战，
仅用时5秒就完成这段绕
口令，令JJ不禁调侃：“
不愧是中国的好舌头。”
1月2日晚，JJ在微博
上传中国歌手胡彦斌挑战

绕口令的视频，并称赞
道：“进阶的胡彦斌真厉
害！”视频中，胡彦斌手
拿稿纸，一口气超快速地
连续读出几十个字。在第
一遍的预热环节，其成绩
是7秒35，但他似乎并不
满意，于是再次挑战，最
后达到了6秒35，全场一
片沸腾。
勇敢的挑战者越来越踊
跃。1月3日晚，林俊杰在
微博写道：“每个人‘进
阶’的路都不太一样，来
看看张靓颖 ！”他上传张
靓颖挑战的视频。上面显
示，张靓颖最后以6秒09
的成绩完美读完绕口令，
现场一片惊呼。
作为JJ的好友，NBA球星
林书豪之前也尝试念这段绕
口令。他在以11秒的成绩挑
战失败后表示，希望自己说
完JJ的绕口令，中文水平能
有更大的进步。

洪金宝生日愿望看孙子成家

要身体健康等着十几年
洪金宝和刘家荣出席周
家蔚搭档刘永健的节目《
友枱VIP》，洪金宝获儿
媳妇送上蛋糕预祝生日。
洪金宝表示生日愿望是
身体健康看孙子成家，期
待两孙子送惊喜：“当然
希望，不过小孩子还小，
惊喜我也要身体健康等着
十几年，希望我孙子再生
个孙子，我就最开心！”
他笑言大孙子现在有点
怕他，性格更有点像洪天

明：“小的不怕，大的就
有点！他会捂着我的嘴亲
我的脸！”他坦言希望教
两孙子功夫：“我希望他
们学一点，对他们身体也
好！”。
周家蔚坦言每次煮东
西给洪金宝吃都很在意老
爷的评语，加上这次邀老
爷上节目就更紧张，这时
洪金宝就笑指：“不用紧
张！我一定说好的！不好
也说好！”问到可会传授

洪金宝
厨艺给媳妇，他就回应
指：“有机会我一定会教
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