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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科威总统主持就职仪式

多尼中将正式接任印尼国家抗灾机构主任
【TRIBUN新闻网雅加达1月09日讯】周三
（1月9日）佐科威总统在雅京总统府为多尼
（Doni Monardo）中将正式接任印尼国家抗
灾机构主任（BNPB）主持就职仪式。

周三（1月9日），新任BNPB主任多尼与原印尼国家抗灾机
构主任 Willem Rampangilei在雅京东区的印尼国家抗灾机
构办公室举行职权交接仪式。
就职仪式完毕后，多尼
在副总统办公室出席苏拉

威西和西努省（NTB）地
震海啸天然灾害重建工作

多尼声称将积极
征求自然灾害专
家的协助研究自
然灾害的性质和
防范措施。
举行会议。会议由副总统
卡拉直接主持。
出席会议的者政法安统
筹部长维兰多（Wiranto）
、人类发展统筹部长布安
马哈拉尼（������������
Puan Maharani）、国民建设规划部长班
邦布罗佐内戈罗（Bambang
Brodjonegoro）、社会部
长阿古斯古米旺（Agus
Gumiwang）以及财务部副
部长Mardiasmo。卡拉还赞
赏多尼中将出席了这项约2
小时的会议。
卡拉解释说，局部会
议上的讨论与西努省、巴
鲁、万丹和楠榜的自然灾
害的评估分不开。
“因此，我们要把已经

佐科威总统与新上任的印尼国家抗灾机构主任多尼（Doni Monardo）中将亲切握手祝贺。
筹备的资金加速捐助受到
天然灾害的地区。”卡拉
说。

新任BNPB主任多尼与
原印尼国家抗灾机构主任
Willem Rampangilei昨天

下午在雅京东区的印尼国
家抗灾机构办公室举行职
权交接仪式。（adr）

2018年1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再升至127 国会议长要求国家警察彻查
肃贪会领导人私邸遭投掷爆炸物袭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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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tan 日报雅加达
讯】 消费者乐观情绪显示
出增长。这可从印度尼西
亚银行(央行/BI)所发布的
调查结果反映出来。
央行记载，2018年12月
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IKK)
为127.0，高于11月份的
122.7。
而季度的，2018年第四
季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123.0，比处于122.9水平
的上季度高一点。如此一
来，总体上，去年的平均
消费者信心指数在123.6
范围。
2018年12月份消费者信
心指数的上升，获得两个
组成部分的支持。即目前
的经济形势指数(IKE)和消
费者预期指数(IEK)。
此外，央行消费者调查
结果声称，消费者的看法
也有所改善。这可从消费
者对购物欲望有所增加反
映出来。
据央行称，月度上升
5.7个点的耐用品购买指
数，是对2018年12月消费
者信心指数最受影响的因
素。这意味着消费者有好
的额外收入。因为通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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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经济改革中心(CORE)经
济观察家Muhammad Faisal。
家庭消费需求已获得满足
的话，则耐用品的需求可
以得到满足。
印尼经济改革中心
(CORE)经济观察家Muhammad Faisal 称，消费者
的乐观情绪，如果观看采
购经理人指数(PMI)或制造
业指数，是由相当显著改
善的国内需求所推动。
此外，对往后我国经济
形势的乐观情绪，主要是受
到商业活动期望的支持。
Faisal 称，央行消费
者调查结果亦显示，预计
未来3个月(2019年 3月
份)的价格上涨压力将增
加。(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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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1月9日综合报
道】真是一波未了,一波
又起。
民众记忆犹新，肃贪
会（KPK）资深调查员
诺菲尔巴斯瓦丹（Novel
Ba swe da n ） 于 2 0 1 7 年 4 月
11日在雅京北区椰风新城
住家附近遭不明身份歹徒
用硫酸水袭击的恐怖案件
迄今还是处于扑朔迷离和
悬而不解的谜题，最近又
传出多名肃贪会领导人的
私邸遭不明歹徒投掷爆炸
物袭击事件，使我国的社
会治安问题再亮红灯。
周三（1月9日）清
晨，肃贪委员会副主席
劳德（Laode Muhammad
Syarif）位于雅加达南区
Kalibata的私邸遭不明歹徒
投掷爆炸物袭击，虽无人
员伤亡，而警方也正在现
场对恐吓袭击的案件展开
调查，但是该事件让民众
对国家保护执法人员的自
身安全蒙上阴影。
据报道，当天早上约6时
30分，肃贪委员会主席阿
古斯（Agus Rahardjo）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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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雅京南区Kalibata肃贪会副主席劳德的私邸遭到不
明身份歹徒的掷爆炸物袭击，与此同时，位于西爪哇省
勿加西市的肃贪委员会主席阿古斯私邸据报道亦遭到爆
炸物的袭击事件。虽无人员伤亡，而警方也正在现场对
恐吓袭击的案件展开调查，但是该事件让民众对国家保
护执法人员的自身安全蒙上阴影。
于西爪哇省勿加西市的私
邸亦遭到类似投掷爆炸物
袭击事件。警方对此案已
成立调查小组。
雅京首都警察公共关系
主任阿尔戈裕沃诺（Argo
Yuwono）警察上校表示对
此案仍在进行调查。
国会议长班邦苏萨迪奥
(Bambang Soesatyo)也强
烈谴责对肃贪会领导人私

广告部:shangbaoadv@gmail.com

邸不负责任的暴力行为并
敦促国家警察对肃贪会领
导人私邸的恐吓袭击，进
行认真调查，必须找到肇
事者和幕后策划者。
这名从业党（Golkar）政
客周三（9日）在雅京国会
大厦如斯对记者说。班邦强
调，国家不能让一小撮不法
分子的不负责任行为营造公
众的恐惧感。（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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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总统选举前政治议程的影响

社论

对经济的谨慎乐观
踏入2019年初，政府可谓喜上眉梢，因国家的实
际收入超过目标，开支也几近100%，而通货膨胀率
或商品和服务价格依旧保持在低水平。
高涨的乐观情绪，源于盾币兑美元汇率趋于走强
的势头，盾币甚至一度涨破1万3000盾水平。须知在
2018年结束之际，还是1 美元兑1万4390盾。
尽管本周三下午盾币仍处于1万4130盾兑1美元，
各方人士，无论是市场参与者还是经济学家都预计
盾币汇率还会继续呈强。他们相信盾币将回到1美
元对1万3000盾水平时代。
外来因素对盾币走势扮演重要的角色。去年的美
国央行升息预期导致盾币受到重创，美国与中国之
间的贸易战的紧张局势，加剧对盾币的冲击力度。
然而，近日盾币的升值同样也是外部情况的发
展促成的。盾币从1万5000盾以上的历史最低水平
逐渐走强。美国基准利率出乎预料更为缓和的上调
趋势、低于预期的美国增长前景，以及美国与中国
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都让盾币汇率峰回路转，
见底反弹。
但盾币汇率走强不全是外来因素造成的。不可
否认国内一片向好的经济形势也是造就盾币日益强
劲的重要因素。
当春风吹遍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时，市场
参与者总是关注国家经济基本面，相关国家的各种
经济指标越好，其货币的升值幅度就越大。
我国的情形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盾币汇率
跃升的背后，就是经济基本面的日益巩固。尽管全
球经济不景气，我国仍能保持一个中等水平的经济
增长。另外在圣诞节和新年的长假期间，通货膨胀
率依旧保持低水平。国家收支预算也称得上良好管
理。
相反，当货币的压力冲击波袭来时，市场参与者
只需要关注最弱的指标。我国的经济基本面虽然不
错，却有一个巨大的漏洞，那就是经常帐赤字，盾
币价值也是因此被严重低估。
堵塞漏洞是盾币兑换率抗压耐力改善的绝对前
提，增加直接投资吸引力的意愿和能力成为一种挑
战。
政府的确为改善营商环境使出了浑身解数，包括
改革官僚主义和监管，以及出台财政激励政策。世
界银行通过2018年营商环境排名，承认我国进行的
一些改革措施成效。我国的得分虽上升，但排名却
从第72位降到第73位，显示我国营商环境的改善步
伐比其他国家更缓慢。
政府的职责不仅是制定政策，还必须不懈地评
估每项政策的有效性，并尽快改进那些不足和乏善
之处。唯如此，才会出现对我国经济的积极乐观情
绪，而不是没有坚实基础的盲目乐观。

再有三名被列为犯罪嫌疑人

七个集装箱选票假新闻散播者将面临十年监禁

政府即将推出五项短期经济政策计划
【Tempo日报雅加达1月8日讯】政府确
保今年年初制定的一些经济政策计划，不
至于受到即将到来的4月总统选举前的政
治议程的影响。
工 业 部 长 艾 尔 朗
卡.哈尔达多(Airlangga
Hartarto)称，政府即将推
出各种的短期计划。“
我们将继续使行业和投
资有利。”
他说，政府正在制定
改善财政工具的计划，
以便提高制造业的竞争
力。他举个例，在近期
内，将实施符合国内部
件比率义务的行业的税
率调整。此外，将降低
轿车类型的汽车销售
税，来刺激出口导向型
汽车生产的投资。
随着全球经济疲弱的
继续，此前一些经济学家
担忧2019年经济难以快速

发展。2019年总统选举议
程被认为将是内部因素，
伴随着投资者趋于选择持
观望态度，直到政府有确
定性，特别是未来五年的
经济内阁。
艾尔朗卡同意这种
倾向。他仍然乐观地认
为，随着去年非油气行
业的表现上升4.8%，
投资将继续增长。何况
是，今年将跟进一些投
资承诺，例如总值各为
54亿美元和35亿美元
的Chandra Asri Petrochemical 公司和乐天化
工(Lotte Chemical)工厂
的建设。他说，“周五
我将前往Morowali 为也

从业党（Golkar）总主席兼工业部长艾尔朗卡.哈尔达多
(Airlangga Hartarto)。
要制造锂电池的镍厂举
行奠基礼。”
经济统筹部长达尔
敏.纳苏迪安(Darmin
Nasution)称，今年短期
计划的描述包括五项主
要政策。除了税务激励
外，还有通过单一在线
许可系统(OSS)准证便利
计划，职业计划，和整
顿两个出口政策。
据达尔敏称，上述五

项计划迫不及待的加以
实施，因全球经济愈加
不利。“我们的经济一
直保持着投资和消费，
只需出口而已。”
我国工商会馆(Kadin)
总主席Rosan
Roeslani
认为，政府制定的短期
计划足以提高业务确定
性。“但是在这样的情
况下我们不能强行要求
他们投资。”(xin)

对普委会丧失合法性的企图

佐科威要求国家警察总长采取果断行动
【点滴新闻网雅加
达1月09日讯】普委会
（KPU）主席阿里夫布迪
曼（Arief Budiman）认为
有些政党对普委会丧失合
法性的企图。佐科威总统
强调，治安部队决不能对
此保持沉默，袖手旁观。
佐科威说，普委会是一
个必须得到各方支持的选
举组织者。 因此，如果试
图丧失普委会的合法性，
当局不应该允许。
“官员们不得允许对普
委会丧失合法性的企图，
因为无论普委会是选举组
织者，总统选举组织者，
国会选举组织者都必须
得到支持。”佐科威周三
（1月9日）在雅京独立宫

图为佐科威总统（中）副总统卡拉（右）和鲁胡特班查伊
丹（Luhut Binsar Panjaitan）。
对记者如是说道。
佐科威强调，如果发
现企图丧失普委会的合法
性，国家警察可以采取果
断行动。国家警察总长狄

国会与普委会以及普监会举行会议

托卡纳维安（Tito Karnavian）必须坚定地采取严
厉的行动。
此前，普委会主席阿
里夫布迪曼表示，有些政

党试图将普委会丧失合法
化。这与最近在社交媒体
上蔑视普委会的几个问题
有关。
“没有根据的问题，
我们猜测是将丧失普委会
合法化。除了有根据的问
题，有事实，有数据，这
才是事实。”阿里夫周二
（1月8日）在雅京中区普
委会办公室如是说。
阿里夫表示，应根据
事实和数据对普委会提出
批评。他说有些政党试图
破坏选举的实施。“如果
是没有根据和事实肯定要
破坏未来的选举，丧失合
法性的选举，所以应该受
到抵制。”阿里夫如是说
道。（adr）

涉嫌土地转让贪污案

讨论2019年选举筹备工作 前泗水市地方议长Wisnu Wardhana遭强制逮捕

假新闻散播者嫌疑人BBP（中）周三（1月9日）在雅京地方
警察局接受警方的调查。
【雅加达Liputan 6新闻
网 】为 继续调查所谓发现
有7个集装箱选票的假新
闻，警方于8日又逮捕一名
假新闻散播者嫌疑人Bagus
Bawana Putra （简称BBP)
， 若罪 名成立这名假新闻
散 播者 或将面临十年监禁
的命运。迄今共有3名被列
为 假新 闻嫌疑人。国家警
总部社会公关处主任Dedi
Prasetyo准将表示，3名犯
罪嫌疑人触犯我国1946年
第14条第1节和第15条第1
号 的条 例有关刑事犯罪行
为的刑事法。
“3名假新闻传播者将
面临十年监禁。”Dedi
Prasetyo准将于9日在警察
总部如是说。
以下是假新闻传播者
犯 罪嫌 疑人的条例，根据
1946年第14条第1节的条
例 提到 每个人故意传播假
新 闻， 而造成民众不安的
刑 事罪 将被判十年监禁。

根据第14条第2节的条例
提到每个人故意传播 假 新
闻，而引发民众大骚 乱 ，
犯罪嫌疑人承认传播 的 讯
息是假新闻，假新闻 散 播
者将面临十年监禁。
之前，警方已逮捕2名
家新闻传播者犯罪嫌疑
人，他们名叫HY和LS，HY
在西爪哇省的茂物被逮
捕，而LS在东加里曼丹
省的巴厘巴板被逮捕 。 据
报道，被逮捕的BBP刁难
警方着手处理这个案 件 ，
并不配合警方的调查 ， 乃
至故意失去传播假新 闻 的
证据。当时警方决定 逮 捕
BBP。
此前报道，于本月2日
在雅京北区丹戎不碌 海 关
发现有7个集装箱支持佐
科威和马鲁夫的选票 ， 普
委会于2日晚上到丹戎不
碌海关调查所谓7个中国
集装箱的选票但是并 没 有
发现任何证据。（yus）

【雅加达点滴新闻
网】国会第二委员会与
普委会及普监会于9日
进行会晤，当时此会晤
为讨论2019年总统和副
总统选举筹备工作。于9
日在国会办事处进行的
会议中，由民族复兴党
国会第二委员会副主席
Nihayatul Wafiroh主持
2019年总统和副总统选
举会议。该会议也讨论
2019年国会和总统及副
总统选举的物流筹备，
并讨论固定选民名单的
议题。
此外，国会会第二委
员会与普委会及普监会

讨论在近期最关注的一
些新闻，其中是发现7个
集装箱选票为支持佐科
威和马鲁夫的谣言，不
过发现的7个集装箱选票
是假新闻，并警方已逮
捕假新闻嫌犯。
“我们讨论国会和
总统及副总统选举的物
流筹备，还有讨论固定
选民名单。”Ni hayatul
Wafiroh如此说道。出
席此会议的有普委会主
席阿里夫（Arief Budiman）、普委会专员 Ilham Saputra、普监会主
席 Abhan和普监会专员
Fritz Edward。（yus）

国会第二委员会与普委会及普监会于9日在国会办事处
进行会议，讨论2019年选举筹备工作

图为前泗水市地方议长 Wisnu Wardhana。
【点滴新闻网泗水1
月09日讯】涉嫌土地转
让贪污案，前泗水市的
2009至2014年的地方议长
（DPRD） Wisnu Wardhana 遭强制逮捕。
Wisnu陷入贪污案，因
为他在2013年转让东爪
哇土地和建筑物 的 PT
Panca Wira Usaha地方企
业（BUMD）。
在转让这两项资产过程
中，Wisnu担任PT PWU资
产 销售 团 队主 席 和资 产 局
局长。PT
PWU资产出售
的案例已于2017年4月在
泗 水肃 贪 法庭 层 面出 现 。
当时，Wisnu被判处三年
有期徒刑，并罚款2亿盾
和价值15亿盾的替代资
金。
由于他对肃贪法院
的裁决不满，Wisnu
向
东爪哇高等法院提出上

诉。Wisnu 只被判处一年
有 期徒 刑 。但 东 爪哇 检 察
官 立即 向 最高 法 院提 出 上
诉，因此Wisnu被判处6年
徒刑。但Wisnu没有接受
判 决， 因 此他 的 身份 成 了
逃犯。
然而，在他作为逃犯的
身份中，Wisnu。 通过人
民良心党（Hanura）党已
成为立法候选人，Wisnu
被 注册 为 东爪 哇 地方 议 会
候选人。Wisnu在东爪哇
第三选区的Probolinggo 市
和Pasuruan 县排名第一。
然而，Wisnu的命运并
不总是幸运的。
他也被
人民良心党无情地解雇
了 。人 民 良心 党 还向 普 委
会 提交 了 一封 信 ，要 求 从
人民良心党候选人名单
中注销Wisnu的名称。现
在，Wisnu被捕后必须过
着囚犯的生活。（adr）

再赢得最高法院的判决

国会副议长法赫利要求公正福利党在一周内支付300亿盾罚金
【雅加达点滴新闻
网】法赫利辩护律师接
受雅京南区最高法院的
判决书，通过辩护律师
要求公正福利党（PKS）
在一个星期内务必支付
300亿盾罚金。
“我们预先把判决

书提交给公正福利党，
以便等待在一周内进
一步的回应，不过若在
一周内没有任何回应，
我们将作进一步采取行
动。”法赫利辩护律师
Mujahid
A
Latief于9
日在雅京南区法庭如是

说。
Mujahid A Latief表
示，
通过南区法庭于1
月3日接受赢得最高法院
的判决后，我希望公正
福利党能遵守最高法院
的决定。
“若公正福利党没

有遵守所谓最高法院的
决定，我们将通过法律
途径采取严厉行动，不
过我们依法将作进一步
采取行动，并让公正福
利党接受最高法院的判
决。”Mujahid A Latief
这样表示。（yus）

法赫利辩护律师Mujahid A Lat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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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于印尼开设第二个数据中心

第3版

服务能力翻倍

全新互联网加速计划助印尼推进“2020 Go Digital Vision”
印尼雅加达，1月9日
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
云计算平台阿里云，今天
宣布于印尼开设第二个数
据中心，将当地的服务
能力扩大一倍。同时，阿
里云也于今天的“Hello
Indonesia
2019”活动上
宣布开展“互联网冠军全
球加速计划”，赋能当地
企业和人才，助力推动印
尼实现“2020 Go Digital
Vision”计划（2020迈向
数码化愿景计划）。
为进一步满足客户的庞
大需求，这是阿里云继十个
月前在印尼开设首个数据中
心后的另一重大举措。阿里
云是唯一在印尼 拥 有 数 据
中心的全球化公共云服务供
应商。两个数据中心将提供
更高可 用度和更强的灾备
能力，让客户在不同的可
用区内部署关键任务，并
在 数 秒 内 完 成 切 换 。阿里
云目前在全球19个地区拥有
55个可用区。
双数据中心将提供全
面的云计算产品和服务，
包括弹性计算、数据库、
网络、储存、安全、中间
件以及垂直解决方案，满
足不同行业的需求。针对
印尼企业在大数据和数据
分析方面的庞大需求，阿
里云早前已推出了人工智
能机器学习的相关产品，
本月稍后也会推出弹性搜

索产品，为客户提供实时
搜索、数据分析和可视
化服务。阿里云也已推出
了一站式快速上云解决方
案（SD-WAN）的智能
接入网关（Smart Access
Gateway）服务，企业可
在公共云和混合云的环境
实现加密接入。
印 尼 通 信 与 信 息
部 部 长 鲁 迪 安 塔 拉
（H.E.Rudiantara）在今天
的活动仪式上表示：“数
字经济愿景是我们未来发
展的方向。我们的目标是
促进至少1,000家初创企
业的成长，以及帮助800
万传统农牧渔业劳动者迈

向数字化。”
阿里云新加坡和印
尼区域总经理陈德良表
示：“随着更完善的网
络 建 设 及快速发展的数字
化社区，印尼市场为本地
和全球企业提供了无限的
机遇。通过印尼数据中心
加倍扩容，以及推出‘互
联网冠军全球加速 计 划 ’
，阿里云致力于印尼扩
展云生态系统及培育科
技人才。”
阿里云“互联网冠军
全球加速计划”积极响
应印尼政府的“2020 Go
Digital
Vision”计划，
为企业和专业人才提供培

训、辅导及融资机会。
该项目在印尼首推后，
将逐步扩展到全球其他
市场。在今天的首个活动
中，阿里云以阿里巴巴集
团的双11全球狂欢节作
为案例，为300名来自初
创企业和其他企业代表介
绍在电子商贸领域的最新
科技。该项目于本月12
日将移师印尼峇里岛，为
200名专业人员和学生进
行培训。
阿里云也将继续强
化本地渠道网络，携手
PT IndoInternet、PT Blue
Power T e c h n o l o g y 、 P T
S i s t e c h Kharism等当地合

图为通信与信息部长Rudiantara（右2）与阿里云新加坡和印
尼区域总经理陈德良（左2）在印尼开设第二个数据中心时
交谈的情景。

作伙伴加强联系。同时，
阿里云于今天宣布与PT
IndoInternet达成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PT IndoInternet
将成为阿里云的分销商，
销售一整套阿里云的产品
和服务。
PT IndoInternet 总监David
Tandianus表示：“我们很
高兴能与阿里云合作。印
尼市场持续扩展，对可靠
兼具成本效益的产品和服
务的需求持续提升。成为
阿里云的分销商，不仅帮
助我们满足日益增长的市
场需求，也有助本地的分
销商提升对产品的认识和
自身的服务质量。”

关于阿里云
阿 里 云 （ w w w .
alibabacloud.com）创
立于2009年，为阿里巴
巴集团旗下的云计算业
务。Gartner及 I D C 的 资 料
分别显示，阿里云是全
球三大基础设施即服务
（IaaS）供应商之一以及
中国最大的公共云服务供
应商。阿里云向阿里巴巴
集团电商平台上的商家
以及初创公司、企业与
政府机构等全球用户，
提供一整套云计算服务。
阿里云为奥运会官方云服
务供应商。

通信与信息部长Rudiantara（右4)、阿里云新加坡和印尼区域总经理陈德良（左4）
与当地合作伙伴企业领导人在雅加达推出‘互联网冠军全球加速计划’后合影留念。
（商报/Muhammad Maan摄）

工业部长表示 今年三个工业领域产能提高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工业部长艾尔
朗卡 · 哈 尔 丹托 （ Ai r l an g ga H artarto）
表示，2019年，三个工业领域，即汽
车、 鞋 类 及 服装 业 的 生 产 能 力 将提高。
他在雅加达对记者
说：“现在我国仍是投资
的主要目标。有一些投资
者已表示有意愿在我国进
行投资，比如欧洲和亚洲
的投资者。”
为此，政府已为投资
者准备“免税期（tax
holiday）”的财政奖励

计划。
“不只是大规模投资
的企业，投资5000亿盾以
下的业者也能享受小额的
免税期，”他如斯说。
甚至，政府亦将向劳
动密集型工业实施该小额
免税期的财政奖励计划。
此外，为了推动制造

农业部：额外进口3万吨玉米

为应对玉米价格居高不下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农 业部 指出，政府额外进
口3万吨玉米的决定是因
为 家禽 养殖户的玉米饲料
价格居高不下。
农业部畜牧业和动物
卫生总署饲料主任丝丽
（ S r i Widayati）昨日在
雅 加达 说：“这是应对玉
米 饲料 价格居高不下的情
况。政府是按照供与需
的缺口大小决定是否进
口 玉米 。国内肯定需要玉
米，但需要考虑的是其
价格。”
丝丽称，据报道，家禽
养 殖户 的玉米饲料价格每
公斤大约5800盾。
她不能确定什么时候玉
米 价格 下跌，但东爪省于
本 月第 三个星期已进入玉
米收成季节。
丝丽预计，额外进口的
3万吨玉米将在今年2月或
3月抵达我国。
贸易部对外贸易总署
长欧克（Oke Nurwan）
称，3万吨玉米的进口
许可证（PI）仍等待国
营企业部长莉妮（Rini
Soemarno）的命令，然
后 将根 据局部协调会议的
结果处理。
“进口许可证仍在办理
当 中， 还等待国营企业部
长的命令，”他说。
欧克续说，政府将指派
国 粮署 进口额外玉米，包
括确定其原产国。
“政府将根据有效的机
制 ，把 确定玉米原产国的
权 利完 全留给国粮署，”

他说。
此前，经济统筹部长达
尔敏（Darmin Nasution）
肯定，政府于今年2月中
旬进口3万吨玉米，来解
决国内的玉米供应短缺
问题。
2 月 的 额 外 进 口 是
临近今年4月玉米收获
期，压低玉米价格的
努力。
2018年12月，政府指派
国粮署进口10万吨玉米。
但在今年1月2日在经
济统筹部举行的局部 协调
会议上，政府再次发出
3万吨玉米饲料进口许可
证。增加玉米进口的 决定
使我国的玉米总进口 量达
13万吨。
到目前为止，已抵达
我国的玉米进口量达7万
3000吨，剩余的3万吨于
本月10日抵达。
在抵达我国的7万3000
吨玉米，其中6万吨分配
到东爪省Teluk Lamong的
家禽养殖户，剩余的 分配
到万丹省Cigading的家禽
养殖户。
“进口的玉米是为了满
足蛋鸡生产中心的需 求，
大部分是位于东爪省 ，”
丝丽说。
玉米供应将使国内的
蛋鸡饲料库存增加， 让养
殖户能以更低的价格 购买
饲料。
若家禽饲料供应充足，
政府希望其它粮食商 品比
如鸡蛋和蛋鸡的价格 恢复
稳定。(er)

业的出口额提高，跨领域
之间必须统一实施法规。
譬如，我国必须与潜
在国家签署自由贸易的协
议，或者建立全面的经济
合作。
“如鞋类工业。我们
正等待签署经贸关系协
定”（CEPA），因为美
国和欧洲对我国产品征收
10%至20%的进口税。若
上述国家能如越南一样向
我国征收0%的进口是，
我们的出口量和生产量可
以提高，”他这么说。

美国与中国发生贸易
战，致使我国成为受益的
其中一个国家。
“ 我 已 会 见 耐 克
（Nike）和其他公司，而
他们将把一部分的订单转
移到我国，”他这么说。
同一场合，工业部长
亦声称，由于汽车业的生
产能力很大，政府将推动
汽车业的出口量提高。
“目前我国汽车业的
年产能力为200万辆，而
国内的需求量只有110万
辆，及出口市场量只有30

万辆，以致剩余的产量
能用于提高出口量，”
他阐述。
有关该问题，工业部
已与财政部讨论关于改善
奢侈品销售税（PPnBM）
的结构。
“若我国与澳大利亚
已签署合作协议，我们
能推动向澳大利亚市场
出口的汽车总量达120万
辆，”他称。
众所周知，汽车业是
对国内经济做出比较大贡
献的优势领域。

这能从2017年汽车业
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
10.16%，以及有能力吸
纳35万名直接工人和120
万名间接工人显示出来。
他续称，汽车业快速
增长也是因为在2017年
整车（CBU）出口量，从
2016年只有19万4000辆
增加至23万1000辆。
此外，汽车零部件出
口，从2016年只有620
万个零部件，于2017年
上升13倍成为8100万个
零部件。(vn)

为达到非油气出口增长指标 贸易部长冀符合实际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贸 易部 长 英卡 尔 迪亚 斯 多
（Enggartiasto Lukita）
称 ，贸 易 部希 望 为达 到 非
油 气出 口 增长 指 标要 切 合
实 际， 并 深信 开 放市 场 准
入有助于提高出口。
英卡尔昨日在雅加达
说：“为实现2018年非油
气出口增长指标中，我想
要更加现实。”
他阐明，切合实际是基
于估计2018年非油气出口
增长同比增长7.5%，或者
达不到贸易部定下的增长
指标11%。
英卡尔进一步提醒，截
至2018年11月的非油气出
口增长7.47%。
虽然如此，7.5%的非油
气出口增长率是相当好，
因为超过了政府在工作计

划（RKP）的预期。
贸易部长认为，非油气
出口增长率低于贸易部的
初步估计，其中是因为美
中贸易战现象对全球经济
带来影响。
英卡尔称，贸易部今后将
继续扩大贸易准入，并与世
界各地伙伴建立合作关系。
他也邀请各方参加政府
举办的商业论坛，以增加
国家贸易交易。
贸易部也要求出口导向型
制造业的投资得到特别的关
注，以促进出口增长。
此前，纺织与纺织品工
业（TPT）业内人士在近期
内将申请财政奖励，并准
备促进今年的出口增长。
印尼纺织业协会（API）
总主席阿德（Ade Sudrajat）
前天在雅加达称：“纺织与

纺织品工业业内人士希望，
出口创汇型和劳动密集型新
投资须获得奖励。”
他阐明，给予出口导向
型工业的奖励，有助于促
进出口增长，并改善我国
对外贸易。

进一步，印尼工商会
馆（Kadin）副主席尤基
（Yugi Prayanto）称，国
民经济基本面仍然强劲，
但政府要进一步增加出
口，以克服贸易赤字等一
系列问题。(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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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金融

MONETER INDONESIA
简讯

政府确保宏观假设和预算良好管理

钯金触及纪录高点
冒险意愿回暖打击黄金下跌

吸引外资流入增加外汇储备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政府设法
保持对国内的积极看法，以便使外资
源源流入我国。政府作出的努力包括
确保宏观假设和国家收支预算的良好
管理，并保持低通胀率。
与此同时，我国在
2018年12月底的外汇
储备达1207亿美元，
比11月底的1172亿美
元更高。随着外资大
量流入我国，预计外
汇储备将继续增长。
财政部长丝莉（Sri
Mulyani）相信，2018

年良好进行的宏观假
设的管理以及努力保
持低通胀率等成就，
能使经济业绩更加巩
固。
因此，上述谨慎
举措给我国赢得良好
声誉，吸引有利于推
动经济增长的投资。

日前她在雅京丽思卡
尔顿（Ritz Carlton）
酒店题为《2019年经
济展望》的节目中表
示：“我们将通过中
央和地方、私企和利
益相关者的协调，继
续保持这种势头。”
她说，政府设法
良好管理国家收支预
算，使它不成为新的
不确定性来源，但成
为提高建设业绩的动
力和激励，以应对全
球状况。
要保持国家收支预

我国央行发布

2019年金融市场深化政策组合策略
【印尼文版商报
雅加达讯】印尼中央
银行（央行/BI）强
调，2019年将继续加强
组合政策的方向，其中
之一是加速金融市场的
深化。
周一（1/7），央行
行长Perry
Warjiyo表
示，加速金融市场深化
旨在支持央行政策和广
泛的经济融资。
“在外汇市场，交

易量和现货、掉期和国
内无本金交割远期工具
（DNDF）的使用继续
推动”。
通过该努力，央行
深信，盾币汇率的波动
将根据市场机制运行。
在货币市场，央行
将继续推动交易量和回
购工具的使用以及利率
互换（IRS），提高银
行间货币市场、效率和
市场行为的流动性，从

而形成各种期限的收益
率曲线。
2019年，央行已准
备颁布市场运营商的条
例，以及发展电子交
易平台（ETP）、交易
存储库的基础设施，
并建立中央交易对手
（CCP）为衍生交易。
“央行也将继续积
极地参与各种融资工具
的创新，发展未来基础
设施”。(asp)

我国央行表示

今年首季度将颁布二维码支付标准化条例
【安达拉社雅加达
讯】印尼中央银行（央
行/BI）承诺，在2018
年推迟后，2019年首
季度央行将颁布二维码
（QR）支付系统标准化
的条例。
周三（9/1）央行支
付系统政策部主任Onny
Widjanarko在雅加达经
济统筹部办公室协调会
议前说：“是的。必须
改进试点项目，仍有缺
少的”。
需要QR码标准化的
背景是互操作性和互连

的支付系统的实现。未
来，在二维码服务越来
越普遍后，来自各个发
行商的每个电子货币都
可使用一个QR扫描系
统，以致支持支付系统
的效率。
一些银行，尤其是
拥有电子货币服务的
大型银行，现在都竞
相发行使用QR码扫
描的支付工具。QR码
的扫描的确被预测为
未来的支付设施，并
将补充电子数据采集
（EDC）机器或电子

数据记录机。
已拥有QR码支付设
施的银行，其中有印
尼国家银行（PT Bank
Negara Indonesia Persero
Tbk.，股代号
BBNI）。除BNI外，其
他三家国企银行也计划
建立基于二维码扫描的
一家金融科技公司。该
金融科技公司将于2019
年首季度成立。
而已使用QR码支
付服务的非银行财
务机构是Go-Pay和
OVO。(asp)

算良好管理，就要监
控极易受到外来因素
冲击和对国家收入造
成影响的宏观经济假
设，其中便是盾币兑
美元汇率，2019年国
家收支预算中假设为1
万5000盾，如今盾币
却不断走强。
这是由于全球市场
参与者对美联储（The
Fed）领导人就货币
政策正常化计划的声
明做出积极反应。丝
莉称：“美联储的加
息没有想象中那样激

1美元兑14125盾

雅京银行向PJAA公司提供银行担保便利
为了实现地方营运公
司的协同效应，在近
期内，雅加达地方建
设银行（雅京银行/
Bank DKI���
）、� �������
Pemban�
gunan Jaya Ancol公司（
股代号PJAA）与Taman
Impian Jaya Ancol公司
合作利用Ancol移动应
用程序，作为解决方
案，即提供有关Ancol
地区所有娱乐设施的
信息服务方便以及与
雅京银行Jakone Pay
集成的交易功能。图
为，雅京银行财务经
理 �����������������������������������������������������������
Sigit Prastowo���������������������������������������������
（左）与 ����������������������������������������
Pembangunan Jaya Ancol������������������
公司董事总经理�����������
C. Paul Te�
husijarana(右)在雅加达签署银行担保便利和贷款的发放合作协议书后合照。
（本报Hermawan摄/译asp）

印尼股市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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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因此产生变化，
盾币价值上涨。”
此外，她说：“我
国原油价格的宏观假
设是每桶70 美元，预
测今年的平均价格没
有那样高。眼下美国
油气产量过剩，导致
对石油的需求下降，
油价或会低于2018年
初。”
丝莉续称，今年全
球不确定性状况成为
国内经济的挑战，政
府将密切关注和制定
应对的政策。(xf)

综合指数上升9点至6272.238点
【本报讯】周三
（9/1）综合指数在
闭市时上升。早盘
结束时，综指上升
27.34点或0.44%至
6290.192点。但在
下午收盘时，却上
升 9 . 3 9 1 点 或 0 .1 5 %
，报收于6272.238
点。LQ-45指数下落
0.653点或-0.07%
，报996.771点。
亚洲股市多数上
升，日本指数上升
223.02点或1.10%，
报20427.06；香港
指数上升586.87点或
2.27%，报25462.32
；上海指数上升17.88
点或0.71%，报
2544.34；海峡时报
指数上升35.13点或
1.12%，报3158.07。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
共发生49万2223次，有
153亿9112万7325份股
票易手，总值9兆7367
亿3462万8981盾。涨价
的股有237种，落价的
股有173种，214股持
平。外资净购8368亿
2000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UNTR(友联抛

拉机股)涨价600
盾，现价2万8100
盾；ANDI（Andira Agro
股）涨价455盾，现价
2400盾；TKIM（Tjiwi
Kimia造纸厂股）涨价
450盾，现价1万1700
盾；ISAT
(Indosat
股)涨价445盾，现价
2250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GGRM(盐仓香
烟公司股)落价1450
盾，现价8万900
盾；ABDA（Bina
Abda保险公司股）落
价1375盾，现价5600
盾；UNVR(联合利华
公司股）落价1350
盾，现价4万6000
盾；JECC（Jembo电
缆公司股）落价1325
盾，现价5325盾。

盾币增值20点
周 三 ， 雅 京 银
行际货币兑换交易
（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 /
JISDOR）收市，1美
元以14125盾中间价
结束，比先前价以
14445盾中间价，盾
币增值20点。(asp)

受对中美贸易谈判的乐观期望提振
油价攀升逾1%
因有迹象显示中美可能很快解决
令全球经济蒙阴的贸易争端,油价上
涨逾1%，扩大昨日的涨势。0752
GMT，美国原油期货涨0.64美元，或
1.3%，报每桶50.42美元，为今年
来首次超过50美元关口。布兰特原油
期货涨0.69美元，或1.2%，报每桶
59.41美元。两个指标油价上日均上
涨超过2%。

受美中贸易谈判激励
欧元及大宗商品货币上涨
因中美或将敲定贸易协议的乐观
气氛鼓舞投资人信心。中国料进一
步宽松政策的预期，亦支撑市场，澳
元和加元等商品相关货币上涨。中美
两国同意将原定两天的贸易谈判延
长至第三天的消息，激励油价上涨。
这又提振了对风险资产和商品货币
的需求。欧元/美元上涨0.2%，至
1.1464美元。美元指数下跌0.2%，
至95.753。

美国股市收高
因投资者押注美国和中国将达成
协议结束贸易战，美国股市标普500
指数周二攀升至三周高位，苹果、亚
马逊、Facebook及工业股攀升。
道琼工业指数升256.10点，或
1.09%，报23,787.45点；标普500指
数涨24.72点，或0.97%，报2,574.41
点；纳斯达克指数收高73.53点，或
1.08%，报6,897.00点。

绿领经济

第七章

范.玷斯著

由于前人的英勇事迹，我们活在
可以选择作为或是不作为的自由社
会。而现在就站在属于我们自己的十
字路口，眺望着两种不同的未来：一
个温度上升、海平面上升、暴力上升
的酷热且千疮百孔的行星；另一个则
是扩展有机农业、太阳能发电厂及深
耕全球夥伴关系的绿色繁荣地球。面
对这样的选择，我们内心深处知道父
母那一代，还有祖父母那一代，会做
出什么样的选择。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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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股
20427.06
2064.71
26462.32
2544.34

因中美可能结束贸易战的希望提
振冒险人气，盖过有关美联储可能
暂停升息预期的影响,金价微跌。
钯金盘中触及纪录高点1,340.50美
元。0804 GMT，现货金下滑0.2%至
1,282.75美元；美国期金下跌0.2%
至1,283.8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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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版

涨 223.02
涨 39.44
涨 586.87
涨 17.88

欧股
英国FTSE
6931.33
涨 69.73
德国DAX
10918.32
涨 114.34
法国CAC
4828.31
涨 55.04
荷兰AEX
497.89
涨
4.21
http://tw.stock.yahoo.com     2019/01/09 20:07

美股
道琼工业
23787.45
涨 256.10
那斯达克
6897.00
涨 73.53
S&P500
2574.41
涨 24.72
htt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 Dow Jones   4:00 PM  08/0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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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2.24
996.77
694.40
1612.51
1802.81
853.59
1388.75
2567.56
466.52
1093.32
1195.60
794.61
1615.85

波幅(%)
0.14
-0.06
-0.60
1.80
0.15
0.14
0.08
-1.06
0.76
0.17
0.73
0.66
-0.56

黄金行情
1月9日 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http://www.anekalogam.co.id/harga-emas-terkini

5克金片： 3.165.000 盾卖出 3.060.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6.250.000 盾卖出 6.120.000 盾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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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R
ANDI
TKIM
ISAT
TBIG
ITMG
INKP
LINK
POLL
BMRI

开盘
27500
1945
11250
1805
3850
22075
11300
4350
1625
7350

最后
28100
2400
11700
2250
4290
22450
11575
4590
1850
7575

变化

变化(%)

交易量

交易额(千)

600
455
450
445
440
375
275
240
225
225

2.18%
23.39%
4.00%
24.65%
11.43%
1.70%
2.43%
5.52%
13.85%
3.06%

6158200
5322700
5216600
78808600
4888900
2187000
4511000
797200
308300
52451700

172439027
12022437
60412475
161595043
19846561
48816402
52061567
3502195
520802
395057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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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GRM
ABDA
UNVR
JECC
POOL
SRTG
INTP
FASW
BDMN
BYAN

开盘
82350
6975
47350
6650
4870
3900
17400
7650
8275
17800

最后
80900
5600
46000
5325
4520
3640
17175
7500
8150
17675

变化
1450
1375
1350
1325
350
260
225
150
125
125

变化(%)
-1.76%
-19.71%
-2.85%
-19.92%
-7.19%
-6.67%
-1.29%
-1.96%
-1.51%
-0.70%

交易量
1150000
700
2012100
300
45519000
3600
2537300
131100
3814000
17400

交易额 (千)
93247437
3920
93754362
1597
220814428
13104
43917732
998165
31163792
303732

中国快汇(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January 9 , 2019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104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6.8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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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40.00

14260.00

14049.00

14191.00

新币

SGD

10321.40

10441.40

10349.17

10457.63

港币

HKD

-

-

1791.92

1810.10

日元

JPY

127.81

131.41

129.10

130.31

欧元

EUR

16025.79

16285.79

16086.11

16254.37

澳元

AUD

9971.38

10211.38

10056.27

10159.34

英镑

GBP

17819.05

18119.05

17890.00

18073.66

人民币

CNY          

0.00

0.00

2050.17

2070.89

TWD

TWD google.com报导

新台币

中间价458.38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9年1月10日，星期四

关于MRT费用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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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DM：定下今年指标

可再生能源投资达17.9亿美元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能源与矿物资
源部（ESDM）定下指标，今年，可再生
能源投资可达到17.9亿美元，其中之一
来自今年计划运营的391兆瓦（MW）的
可再生能源发电站工程。
雅加达大众捷运公司（PT MRT Jakarta）准备了两个平
均10公里的车费选择。首个10公里的费用是8500盾和
之后每10公里的费用是1万盾。但是上述提出的车费
仍在等待雅加达省政府作决定。图为周三（1月9日）
，一名执勤人员越过雅加达Senayan地区的大众捷运(Mass
Rapid Transit简称MRT)站。(商报/Max manuhutu摄)

汽车品牌代理商

准备推出新款汽车
【Kontan雅加达讯】今
年 初， 一些汽车品牌代理
商准备推出新款汽车。
为使投资组合齐全，丰
田 阿 斯 特 拉 汽 车 ( T o y o t a 
Astra Motor/TAM)公司已
推出All New Camry高端
轿车。
丰田阿斯特拉汽车公司
总经理Yoshihiro Nakata说
明，All New Camry为客
户 提供 更舒适、豪华和运
动 型的 驾驶体验。“这是
为 推动 轿车市场更有吸引
力。”他这么说。
据他称，今年我国汽车
市 场更 稳定，与去年业绩
一 样。 虽然有所提高，预
计 增长 率不太显著。“当
然 ，今 年也很多竞争者，
但 是我 们不想落后，并准
备 在每 个部门提供新款汽
车的选择。”他如斯说。
去年，丰田推出6款新
车，在掀背车(hatchback)
领域有Yaris、轿车方面有
Vios、运动型多用途汽车
（SUV）有CH-R和Rush，
以及High SUV有Alphard型
车 。到 目前，丰田已拥有
23条生产线。
去年，丰田批发销量达
到35万3471辆。该数字比
去年同期下滑5%。下降
是 因为 有许多新竞争者。
此 外， 轿车和多功能汽车
（MPV）如Avanza和Sien�

ta也有改变。
与此同时，印尼现代汽
车（Hyundai Mobil Indo�
nesia）公司总经理Mukiat
Sutikno称，今年该公司将
推出一款新汽车 。甚 至 ，
将推出一、两款限量版
车。“可能在今 年上 半 年
推出。”他这么说。
有关在政治年的业业
展望，他说，现 代销 量 仍
将提高。“今年 国内 销 量
大约1800辆，而计划出口
大约3000辆至3300辆。”
他如斯说。现代 销量 将 由
三种主要款式汽 车支 撑 ，
即是Santa  Fe、H1和Tuc�
son。去年，现代批发销量
大约1450辆或比2017年实
际销量1271辆更多。
印尼日产（Nissan Mo�
tor Indonesia/NMI）公司
传播经理Hana Maharani
称，日产也有较 强劲 的 中
期计划供应我国 市场 ， 包
括开发产品和扩展经销
网。
有关产品，日产已推出
新款SUV型车Terra。计划
将再推出新款MPV型车。
日本马自达也计划推出
新款汽车。以致，今 年 销
量能提高。Eurokars Motor
I n d o n e s ia ( E M I ) 公 司 公 关
市场营销经理Ricky Thio说
明，计划今年下 半年 推 出
新款马自达汽车。(lcm)

今年投资指标比去年
实际投资16亿美元稍微
提高11.8%，但却比去
年定下的投资指标20.1
亿美元，降低10.95%。
能源与矿物资源部能
源环境保护和可再生能
源局（EBTKE）局长利
达�����������
.����������
穆里亚纳（�����
Rida Mu�
���
lyana）坦言，去年他经
营管理下的分领域的投
资指标为20.1亿美元是
非常有雄心。因此，他

决定今年参考电力供应
业计划（RUPTL）定下更
实际的指标。
“2019年设置的，
比电力供应业计划更
多。每个阶段都有与成
本相关的活动，有的能
在2019年商业运作期
（COD）而成为18亿美
元。”
他坦言，去年，可再
生能源实际投资仍在指
标之下，即只有16亿美

元或仅占指标的79.6%
。那是因可再生能源发
电站投资还达不到最低
限度。尤其是，数项可
再生能源发电工程的投
资持续至7年。“但不是
短期就能停止的，意思
是说，还有投资进入，
而大部分来自国外。”
今年定下的投资指
标，大部分来自地热
bumi）发电工
（panas
程，即达到12.3亿美元。
接下来，来自生物能源
（bioenergi）为5100万美
元，节约能源为700万美
元和各种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为5.11亿美元。
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
综合经理哈里斯（�
Ha� �r �

ris）称，他经营管理
下的分领域投资额，来
自已计划的工程，而在
2019年开始运营，该
发电工程概括水力发
电、太阳能发电和风力
发电。“太阳能发电以
外，总共有151兆瓦。”
他详述，2019年的线
上（onstream）工程，
包括1座发电量21兆瓦
的水力发电站，14座发
电量80兆瓦的微型发电
站，6座发电量45兆瓦的
太阳能发电站和3座发电
量5兆瓦的生物能源发电
站。
除此之外，还有1座发
电 量 为 6�����
0兆
���
瓦 的 J� e����
nep�
onto地热发电站。（sl）

2019年印尼经济展望讨论会
图示:经济统筹部长Darmin
Nasution,(右)，财务部长Sri
Mulyani Indrawati (左二)，
东爪哇省长Soekarwo与印
尼工商会馆(KADIN)总主席
Rosan Perkasa Roeslani(左)于
周二在雅加达成为2019年
印尼经济展望讨论会发言
人。讨论以提高印尼产品
竞争力作为主题。(商报/
Max manuhutu摄)

Intraco Penda定下指标

今年收入2.4兆盾同比提高20%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
Intraco Penta公司定下指
标，2019年收入2.4兆盾,
比去年的2兆盾提高20%
，重型机械仍成为Intraco
Penta公司收入增长的主要
推动力。
Intraco Penta公司投资
者战略关系经理费迪南
（Ferdinand  D）对记者
称，仍希望销售能增长
20%左右，不似2018年
定下53%的高指标。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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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有所提高。
“我们仍受到商品价

格的影响，以致，增长不
似2018年的重型机械那样
高，但我们希望融资仍良
好。”
除 了 重 型 机 械 之
外，Intraco Penta公司也
开始聚焦于旗下Intan Baru 
Prana  Finance公司的融资
企业，2019年，Intraco
Penta公司也将为该多元融
资（multi  finance）公司
寻找新的融资。
此前，Intan
Baru 
Prana公司总经理卡
罗琳娜.婷娜.鲁斯黛
延娜（Carolina 
Dina 
Ru s dia n a ） 称 ， 大 部 分 融
资供2019年支出计划，

是来自不久前公司供股
（rights issue）所获得
的资金。除此之外，来自
现有的客户支付的分期付
款（angsuran）。
至去年8月份，Intraco
Penta公司记载，重型机
械销售达到1.48兆盾，比
2017年8月的6959亿盾提
高113%。
Intraco Penta公司经营
重型机械行业和建筑、发
电站、基础设施制造和融
资，在最近1年来，受益
于商品价格提高。
Intraco
Penta公司的
重型机械和建筑设备销
售很高，其中是受到旗

下Intraco
Penta  Prima 
Service公司推动，该子公
司是加里曼丹、苏拉威西
和马露姑（Maluku）区的
富豪（Volvo）CE和SDLG
的品牌代理商，以及，在
全印尼的Dressta品牌代理
商。
至2018年6月，富豪CE
和SDLG品牌销量比其它
品牌的重型机械更高，以
致，增长率分别达到69%
和45%。
Intraco Penta公司也确
保，对代理的产品提供最
佳的售后服务，以致，用
户所用机械能获得最好的
表现。（sl）

Borneo Sarana计划 至少增加30万吨煤炭产量
生产垃圾桶
周二（1月8日）在西爪哇省茂物县的加多格（Gadog）
地区的家庭工业的工人们在安置做成的垃圾桶。这些
使用玻璃纤维制成的垃圾桶每个配套售价30盾至70万
盾，并销到雅茂德丹勿（Jabodetabek）等地区。

Radiant Utama瞄准今年收入1.63兆盾
【Kontan雅加达讯】
Radiant Utama Interinsco(RUIS)
公司预期今年业务前景比去
年将更明朗。今年，Radiant
Utama公司瞄准收入1.63兆
盾。
Radiant Utama Interinsco
公司总经理Sofwan Farisyi
称 ，“ 预计今年收入和净
利分别增长大约25%和
15%，比去年更好。”
去年，Radiant
Utama
公司收入达1.3兆盾，比
2017年增长13%。
为实现今年业务计
划，Radiant Utama公司拨
出1500万美元资本开支。
他 说， 开发海上移动式生
产装置(mobile
offshore
production unit简称MOPU)
工程，从总资本开支估
计 ，将 吸收最大份额。“
而资本开支的来源，大
部分来自于银行贷款，
预 期今 年首季获得融资便
利。”他这么说。

据他称，目前，Radiant
Utama公司将努力保持产
量，虽然在全球 范围 内 ，
仍然被油价波动 所影 响 。
也有估计今年国 内钻 油 减
少。“油气业务 情况 仍 波
动，当然对合同 价值 带 来
影响。”他如斯说。
因此，Radiant Utama
公司也将为工程实施成
本，提高效率和可持续
性，以看好现有 合同 的 机
会。
今年，Radiant Utama公
司瞄准价值9000万美元的
MOPU发展合同。
除 了 扩 展 油 气 业
务，Radiant
Utama公司
经营管理地热能发电站
（PLTP）。他预计，可再
生能源（EBT）行业今年
将会更好。
从 该 行 业 ， Radia n t
Utama公司定下指标，今
年增长率比去年 提高 大 约
20%至25%。(lcm)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
Borneo
Olah
Sarana 
Sukses（BOSS）公司通过
旗下Pratama  Bersama公司
成立矿业合作业务，开采
煤炭总额1.47亿美元。
在 该 合 作 中 ， P r a t a m a 
Bersama公司定下指
标，2019年，至少增
加30万吨的煤炭生产
量。Pratama  Bersama公
司财务经理威多多.努尔
里.苏玛迪（Widodo Nurly
S u m ad y ） 称 ， 该 合 作 定
下指标，总收入至少能比
2018年增加50%。
Pratama Bersama公司的
矿业资产坐落于东加里曼
丹的西古泰（Kutai Barat）
Muara  Pahu，总面积达到
4210公顷（ha）。Pratama 
Bersama公司煤矿区开采
的 煤 炭 ， 是 G A R- 6 4 0 0
类的高热量（kcal/kg）
煤炭，硫磺（sulfur）和
灰（abu）含量低。以
致，Pratama  Bersama公司
开采的煤炭受国外市场喜
爱，如日本。身为BOSS优
质煤炭和在国内作为低热
量煤炭混合物。
此前，Borneo
Olah
Sarana公司经理部对定下
2018年的财政业绩增长有
信心。增长是受到全球市
场煤炭需求提高和售价逞
强所支撑。
此前，Borneo
Olah
Sarana公司经理部定下
指标，2018年收入提高

200%，从2000万美元成
为6000万美元。该指标
是受2018年首次发行股
票（IPO）所获得资金支
撑，该资金使用于Borneo
Olah Sarana公司矿区发展
用途。
2018年第1季，Borneo
Olah Sarana公司净销售提
高257%，从171亿盾成为

611.4亿盾。销售提高受
煤炭产量和公司发展矿区
的支撑。
收 入 提 高 已 推 动
Borneo Olah Sarana公司
获得13.2亿盾净利，比
2017年首季亏损达45.5
亿盾净。Borneo
Olah
Sarana公司的毛利也飙
升，从4.0994亿盾成为

227.1亿盾。
威多多.努尔里.苏玛
迪声称，“我们非常有信
心，希望公司业绩受优质
产品的支持，再加上国际
市场很高的需求，将使业
绩持续提高。当然，我们
也希望煤炭价格稳定，最
终也将对公司提供良好的
贡献。”（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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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动物保护人士关注

雅京省政府展开清理流浪狗猫行动
【BBC印尼文网1月9日讯】雅加达省政
府据称近日展开清理流浪狗猫大行动，以
实现首都零狂犬病，引起了动物保护人士
的关注。
雅京省政府工作人员
使用网子捕捉流浪猫并关
进笼子照片在社交媒体上
广泛流传，点燃了动物保
护人士的怒火，他们认为
这种捕捉方式能对它们造
成伤害。
一些动物保护团体比
如雅加达动物援助团体
（JAAN）和印尼反虐待
动物运动（GAKHDI）立
刻提醒众人不要让宠物跑
到屋外。
雅加达省长阿尼斯·
巴斯维兰（������
Anies Bas�
����
wedan）对此作出回应，
下令海事、渔业和粮食安
全（KPKP）局推迟展开捕
捉行动。
阿尼斯也要求该局携手
动物保护团体或者组织一
起控制流浪猫和流浪狗。
海事、渔业和粮食安
全局停止捕捉行动，换成
于本周二在首都5个地区
同时进行应对狂犬病病犬
宣传。

收到市民举报
雅京海事、渔业和粮
食安全局称，在2018年期
间，该局收到市民100个
左右有关流浪狗和流浪猫
的举报。
虽然关爱流浪狗猫的
团体不少，但不喜欢流
浪狗猫的市民也很多。海
事、渔业和粮食安全局因
此展开捕捉行动。
雅京海事、渔业和粮
食安全局畜牧业和动物健
康部门主任丝丽·哈尔塔
蒂（Sri  Hartati）说：“
是市民举报的。市民举报
说居住小区里有很多流浪
狗和流浪猫，它们在院子
乱拉屎拉尿，怕狗的人害
怕被咬等等。”
虽然没有流浪狗猫数
量准确的数字，丝丽称
首都街上有很多没主人的
狗猫。她说：“一定要将
它们捕捉起来打疫苗、消
毒，戴上耳标。人们都希
望我们将它们放出来。如

本周二（1月8日），海事、渔业和粮食安全（KPKP）局工
作人员在雅加达中区Mangga Dua Selatan村给宠物狗注射狂
犬疫苗。（Antara国家通讯社）
果现在将它们放回去，市 注射疫苗、消毒和照料。
民又向我们举报，不是所 畜牧业与动物健康服务中
有市民都喜欢嘛，这解决 心的流浪动物被一些由民
众成立的收容所收留。
不了问题。”
她称，海事、渔业和
丝丽说：“我认为没
有 谁 对 谁 错 。 这 是 当 务 粮食安全局目前与6个流
之 急 及 。 我 们 因 此 寻 找 浪动物收容所合作。
丝丽补充称，单个人也
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解
可以收养被送进畜牧业与
决方法。”
丝 丽 称 ， 将 与 动 物 保 动物健康服务中心的流浪
护团体讨论不会对动物造 动物，只需付每只2万盾。
疫苗和消毒
成伤害的捕捉方式。
流浪狗猫被带走后命运
与此同时，雅加达动
丝丽称，在这里一段时 物援助团体主席本菲卡对
间里，被海事、渔业和粮 被省政府捕捉后命运表示
食安全局捕捉的动物被送 疑问。本菲卡说：“我们
进雅加达南区Ragunan村畜 都不知道狗狗被带走后以
牧业与动物健康服务中心 后的命运怎么样？我们曾

女印劳在新加坡遇害案

凶手孟加拉男子接受法庭审判
【万隆1月8日综合
讯】2018年12月30日，一
位印尼女外劳努尔西拉雅
蒂（Nurhidayati  Wartono
Surata）被发现死在新加
坡芽笼红灯区金龙饭店
307号房，女死者身上有
暴力痕迹，据悉努尔西拉
雅蒂是被掐死的。警方称
她疑似被其来自孟加拉国
的男朋友杀死的。
上周四，努尔西拉雅
蒂的母亲娃尔森对媒体记
者说：“驻新加坡大 使 馆
在星期一通知我们说她
已经死了。我女儿是被
男朋友艾哈迈德·萨林
杀死的。她曾经跟我诉
说因拒绝男朋友做他情
人的要求，遭受暴力威
胁。萨林的家长已经为
他介绍对象，他和孟加
拉 女 孩 将 要 结婚，但他一
直纠缠着我女儿不放。”
娃尔森告诉媒体记
者，12月30日，女儿告诉
她要去见男朋友还钱和提
出分手。
娃尔森说：“我女儿
欠萨林1000万盾，还了
一半。女儿和萨林相约
在酒店见面还还剩一半
的钱。”
新加坡《联合晚报》
报道称，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酒店服务员称这
对男女开房3小时，再延
长5小时。10个小时之
后，因客人还未下楼办
理退房手续，酒店服务
员上楼检查，发现女客
人死在房间中。
西爪省南安由县移工工
会主席祖瓦利（Juwarih）
敦促政府对庭审进行监

努尔西拉雅蒂生前在新加坡的照片。（图片来源：facebook）
督。他希望凶手得到应得 庭。第二次庭审将于上周
的惩罚。
三继续，若艾哈迈德杀人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嫌疑得到证实，或被判死
时说：“我催促政府对庭 刑。
审情况进行监督，别让这
收到新加坡当局通知女
个人被判无罪。可以的话 外劳遇害后，政府强调会
就判他重刑。”
对庭审进行监督。我国驻
祖 瓦 利 已 与 遇 害 者 家 新加坡大使馆与该国警方
属 见 面 ， 努 尔 西 拉 雅 蒂 协调，以保证已故女外劳
据 称 从 2 0 1 3 年 开 始 到 新 得到她的权利。
加坡当女佣，3年后她
伊克巴尔发表书面声明
回 国 。 2 0 1 6 年 ， 她 再 到 称：“外交部已经向努尔
新 加 坡 当 女 佣 ， 但 没 有 西拉雅蒂家属通知死讯。
被 记 录 在 安 保 印 劳 机 构 大使馆会继续对庭审进行
（BNP2TKI）。
监督。”
这位34岁女子有一个好
印尼外劳遭受暴力事
主人，但自从她与孟加拉 件不断发生，2016年发生
男子艾哈迈德·萨林（30 4860起，2017年4475起。
岁 ） 交 往 后 就 出 现 问 题 虽然稍微降低了些，但死
了。艾哈迈德要她做他的 亡人数却有所上升。
情人，被果断拒绝，他还
2016年在沙特阿拉
暴力威胁。努尔西拉雅蒂 伯 、 马 来 西 亚 和 台 湾
的母亲建议女儿报警，她 有 1 9 0 位 印 尼 外 劳 死
拒绝报警。
亡，2017年升至217人，
祖瓦利希望政府能保证 发生在马来西亚的两起印
努尔西拉雅蒂的孩子接受 尼外劳死亡案引起关注。
教育。他说：“劳工社保 第一起是一位来自东努省
机构不是为去世的印尼外 的印劳被主人虐待致死，
劳儿女提供奖学金吗。”
主任不给其饭吃，还让其
艾 哈 迈 德 在 事 发 1 4 小 与狗狗睡在一起。第二起
时后被新加坡警方逮捕。 是 一 位 印 劳 的 主 人 7 年 不
正 月 2 日 ， 他 被 送 上 了 法 支付工资报酬。(cx)

恋情遭女方父母反对

情侣酒店房间殉情自杀
【亚沙汉1月8日综合
讯】本周一，苏北省亚沙
汉县基萨兰市一对情侣哈
森和戴薇惨死在酒店房间
中。两人被发现时一丝不
挂，头部中枪。
酒店服务员敲了半天没
人开门，于是破门而入，
发现两位客人死于床上血
泊中。
从监控录像可以看
到，哈森与其女友骑摩
托车到酒店开房。哈森
走向前台接待员，而戴
薇在停车场等待，然后

两人走进房间。
警察在案发现场发现自
制枪一把。两具遗体被运
至Djasamen  Saragih公共
医院进行尸检。
亚沙汉县警长法伊萨·
纳比杜布鲁（�������
Faisal Na�
���
pitupulu）证实确有一对情
侣死在酒店房间中。
据他称，女死者名叫戴
薇，年龄未知。男死者名
叫哈森，现年33岁，西布
努特村民。
他说：“两人在1月号
早上10点26分左右入住酒

店，第二天中午12点左右
被发现死亡。”
据悉，哈森和戴薇已
经交往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恋情遭到女方父母反
对。后来戴薇决定于别的
男人订婚。戴薇还深爱着
哈森。
哈 森 在 脸 书 发 文
称：“当知道真相后，
你们可能会认为我是最
笨最蠢的人。我知道不
应该屈服于挫折。我
所作的，证明自己深
爱对方。”(cx)

社交媒体上流传着工作人员使用网子捕捉流浪猫并关进
笼子里照片，激怒了动物保护人士。（点滴新闻网）
经对此事进行观察，但到 政府定时地给它们打疫苗
现在还没有结果。”
和消毒，每周就最好不过
本 菲 卡 称 ， 由 省 政 府 了。猫繁殖很快，因此须
提供的流浪动物收容所未 要采取这个措施。
能照料好它们。
海事、渔业和粮食安全
她 称 ， 因 为 一 些 原 因 局在2018年打算给25500
导致流浪狗猫的数量越来 只 流 浪 和 宠 物 狗 猫 注 射
越多，其中一个是主人不 疫苗。去年年底，被打疫
愿给自己家宠物绝育。
苗的狗猫数量达到33000
她 说 ： “ 它 们 跑 到 屋 只。去年，该局给1060只
外去繁殖交配，没有护理 公猫和372只母猫消毒。
幼崽，这是导致在街上的
本菲卡补充称，民众
动物越来越多。”
最好给自己家的宠物戴上
她 补 充 称 ， 买 卖 狗 肉 身份证。除此之外，为防
也是导致流浪狗数量越来 止 狂 犬 病 扩 散 蔓 延 ， 本
越多的原因之一。
菲卡称，市民可以向RT/
为 解 决 流 浪 狗 和 流 浪 RW报告居住小区里出现
猫数量问题和防止狂犬病 流浪狗猫，以给它们注射
扩散蔓延，本菲卡建议省 疫苗或者消毒。(cx)

中加省350公斤超级胖妞：

我喜欢吃油煎食物
【帕朗卡拉亚点滴新
闻网1月8日讯】中加里
曼丹省帕朗卡拉亚市生
活着一位超级胖女，名
叫蒂蒂·娃尼塔，现年
37岁，她的体重竟达到
350公斤。她坦言已服用
减肥传统草药，体重下
降了一点。
本周一，据安塔兰
国家通讯社报道，蒂蒂
说：“我每天都吃油煎
的食物。我喜欢吃零
食，喝饮料。”
减肥传统草药价格
越来越贵，蒂蒂再也
买不起了，结果体重
就涨了。
她说：“我买不起减
肥草药，饮食失控，导
致体重涨到167公斤，现
在飙涨到350多公斤。”
本周二，多里斯·
希尔瓦努斯医院副经

超级胖妞，体重竟达到了350公斤。
理 西 奥 多 勒 斯 （ ��
T h �e � 前 已 与 市 政 府 协 调 ， 做
o d o r u s  S a p t a  A t m � 好 将 蒂 蒂 送 至 医 院 接 受
a d j a ） 去 蒂 蒂 家 看 望 时 治疗准备。
说：“用救护车运她是
他说：“不然一定会
不 可 能 。 所 以 打 算 用 卡 越来越严重。”
车把她运到医院，希望
西奥多勒斯坦言第一
大家能谅解。”
次见到体重超过300公斤
中 加 里 曼 丹 省 政 府 目 的女人。(cx)

栋加拉县又遭4级地震
【雅加达CNN印尼文网1
月9日讯】本周三下午15时
28分，中苏拉威西省栋加拉
县发生4级地震。帕鲁、西
吉和北马穆朱都有震感。
据气象局（BMKG）
称，震中位于南纬0.94
度、东经119.62度。此次

地震震中位于陆地，距离
栋加拉县瓦塔杜村以东南
8公里处。
气象局发推文称：“震
源深度为0公里，帕鲁、
西吉、栋加拉、北马穆朱
有震感。”
自从发生7.4大地震引

发海啸后，栋加拉县不时
会发生地震。
2018年12月26日凌晨4
时36分许，栋加拉县也发
生4.5级地震。
气象局称不少人感受到
明显震感，玻璃窗户有震
动响声。(cx)

18岁女学生在茂物市巷子里被捅死
【茂物1月9日综合讯】本周二中
午 1 6 时 许 ， 一 位 女 高 中 生 A n d r iana 
Yubelia  Noven（18岁）在西爪哇茂物
市Baranangsiang村Riau街一条小巷中被
一位小伙子捅死。
本周二，一位小商贩对媒体记者
说：“我的老公说有一个女孩子晕
倒在路上。走近看后才发现她不是晕
倒，而是死了。她衣服上沾满了鲜
血，听说身上有刀伤。”
一位当地居民说：“她在���������
Baranang�
siang地区上学，她在这里租房间。”
本 周 三 ， Y u b e l ia 葬 礼 在 西 爪 哇 省
展 玉 县 S t . P e t r u s 教 堂 举 行 。 Y u b e l ia
遗 体 将 于 本 周 四 安 葬 在 万 隆 市 Ci
���
muncang公墓。
从监控录像可以看到，Yubelia在一
条小巷中被一个人捅了一刀，她倒地
不起，凶手迅速逃离现场。凶手的右
手上有纹身，穿着蓝色T恤衫和黑色长
裤，年龄18～19岁。
本周一，遇害者一位闺蜜Ratih（18
岁）在万隆市Borromeus殡仪馆接受媒
体采访时说：“让我非常震惊。她在
昨天早上还和我聊天。她发烧了，我

遇害者生前的照片。
祝她早日康复。”
另 外 一 位 闺 蜜 M a r ia （ 1 7 岁 ） 对
媒体记者说：“我感到非常难过。
她是个好人。据我所知，她没有敌
人。”本周二，茂物市警长H
� en
���
d r i  F i u se r 告 诉 媒 体 记 者 ， 警 方 已
经掌握凶手的体貌特征。目前正
在追捕中。(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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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恒生：26.462.32

上海综合：2.544.34

道琼工业：23.787.45

印尼综合：6.272.24

美元：14,100.00

欧元：16,156.00

新加坡币：10,381.0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美国客人
【中新社9日讯】中国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9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
美国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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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推动者。
李克强就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中外科
技与人文协同创新合
作等议题同马斯克深
入交流。他指出，中
国仍然并将长期是外
商投资的热土，欢迎
各国企业扩大对华投
资合作。

香港与日本签署合作备忘录

加强国际仲裁和调解合作
【中新社9日讯】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律政司与日本法务省
9日在香港签署合作
备忘录，加强两地有
关国际仲裁和调解事
宜的合作。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
司司长郑若骅在仪式
上表示，日本是香港
的重要及长期合作伙
伴，签署合作备忘录
能够加强双方在国际
仲裁与调解方面的合
作和交流，有利双方
的法律合作关系更进
一步。她同时希望藉
此提升香港在国际间
的仲裁地位。
日本法务大臣山
下贵司在签署仪式
上表示，香港的国
际仲裁中心在国际
上拥有良好声誉，

相信签署备忘录是
促进两地司法机关
合作的重要一步，
对签署备忘录带来
的效益非常有信心。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
司普惠避免及解决争
议办公室和日本法务
省大臣官房国际课，
分别是香港和日本负
责执行合作备忘录的
重点部门。
郑若骅指出，律
政司其中一个政策目
标，就是将香港发
展为亚太区促成交
易和争议解决的理想
枢纽，把握“一带一
路”及粤港澳大湾区
的发展机遇，本月成
立的“普惠避免及解
决争议办公室”，能
加强调解及仲裁的整
体协调工作。

马斯克表示，中
国的发展速度和办
事效率令人印象深
刻，很难想象能在如
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开
设一个汽车工厂的全
部程序。特斯拉将努
力把上海工厂建造成
世界最先进的工厂之
一，同时根据中国市
场需求将产品本土
化，更好实现互利
共 赢 。 何立峰等参加
会见。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9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
见美国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揭秘玉兔2号月球车“发动机”：无一颗螺钉
【中新社9日讯】1
月3日10点26分，嫦娥
四号探测器搭载玉兔2
号月球车，成功着陆月
球背面，成为了人类历
史上第一个在月球背面
成功实施软着陆的人类
探测器。此次玉兔2号
月球车上使用的驱动轮
电机，由贵州航天林泉
机电有限公司生产。
记者1月9日来到贵
州省贵阳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探访

贵州航天林泉电机有
限公司。
无一颗螺钉、加工
精度达0.004毫米、可
靠性达到十万级水平，
这个重量仅一百多克、
内部集成了近百个零件
的“小部件”就是玉
兔2号月球车的动力关
键——驱动轮电机。
林泉电机有限公司
电机专业总工程师葛
发华作了个比喻，玉
兔2号月球车作为一辆

新能源电动车，驱动
轮电机就相当于汽车
的“发动机”。
“月球车用驱动电
机自2008年在林泉电机
诞生以来，历经5年的
迭代成长，于2013年在
嫦娥三号探测器上实现
太空首秀，而此次嫦娥
四号探测器搭载的玉兔
2号月球车所采用的驱
动轮电机，设计之初就
考虑了轻量化和集成化
的思路。”葛发华说。

澳门举行2018年度授勋仪式

陈明金获金莲花荣誉勋章

报告称美中英成2018年

全球并购交易最活跃市场
【中新社9日讯】国
际律师事务所富而德9
日发布报告称，2018
年全球并购交易价值近
3.6万亿美元，并购交
易数量近4.3万项。
其中，最活跃的
并购市场前三位分别
是美国（10870项交
易，15300亿美元）
、中国（5221项交
易，4330亿美元）、英
国（2756项交易，2250
亿美元）。
报告特别提到，在
当前大气候下，对谋求
在美国并购的外国公司
而言，坚韧不拔是一项

前提条件。华盛顿近期
对外国投资法的改革意
味着，如今任何非美国
企业要想购买纳入最新
清单的“关键技术”资
产，必须向美国外国投
资委员会（CFIUS）提
交强制性申报。
对于2019年并购领
域的决定性要素，富
而德认为，适者生存
将成为并购交易的定
律。在监管机构姿态
日渐强硬的背景下，
即便定价错位效应可
能难以预测，但竞购
最优资产的激烈程度
将前所未有。

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6月启动

李成钢
【中新社9日讯】
中国将于今年6月18
日至20日在湖南举办
首届中国—非洲经贸
博览会，以加强双方
在制造业、农业等领
域合作。
中非经贸博览会
是未来三年及今后一
段时间中国对非合
作“八大行动”第一
项“产业促进行动”
的第一条举措，也
是中非合作论坛机制
下唯一的经贸活动平
台，计划每两年举办
一届。
中国商务部部长助
理李成钢在9日北京

举行的发布会上称，
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
框架下设立中国—非
洲经贸博览会，旨在
打造对非经贸合作新
机制，进一步加强新
时代中非经贸合作，
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向
更高水平、更高质量
发展。
据介绍，该博览会
地点定在湖南长沙，
因为当地和非洲国家
产业结构契合度高，
且民间感情深厚。首
届博览会将展示中国
对非合作重点企业的
产品，涉及农产品加
工、电子信息和智能
制造、能源电力、轻
纺建材、工程机械等
多个领域。
此外，博览会期
间还将举办农业、贸
易、园区、基础设施
及融资合作等专题研
讨会，以及非洲国家
投资推介、中国省区
市推介、中非经贸合
作磋商会等经贸洽谈
活动。

崔世安为陈明金颁授金莲花勋章
【中新社9日讯】澳
门特区政府9日在文化
中心举行2018年度授
勋仪式，向46名个人
或机构颁授勋章、奖章
和奖状，以表扬他们在
个人成就、社会贡献或
服务澳门特区方面有杰
出表现。
授勋仪式由行政长
官崔世安主持，他依次
为获得金、银莲花荣誉

勋章、功绩勋章、杰出
服务奖章、荣誉和功绩
奖状的人士与机构代表
授勋、颁奖。
全国政协委员、澳
门特区行政会委员陈明
金获金莲花荣誉勋章；
澳门建筑置业商会永远
荣誉会长、前立法会议
员冯志强，澳门大丰银
行董事长何厚镗，担任
立法议员21年的前立法

会议员关翠杏，以及在
去年印尼亚运会夺得南
拳冠军的武术运动员黄
俊华等4人获得银莲花
荣誉勋章。
陈明金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2008年至今
他已获得3个勋章，感
谢特区政府对他的认同
和鼓励，未来将团结澳
门各界积极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

卓荣泰就任民进党主席：

绝不能忘记11·24差点被翻天覆地的日子
【环球网9日讯】民
进党去年在11月24日
的“九合一”选举中溃
败，随后台当局领导人
蔡英文辞去党主席职
务。今年1月6日，台“
行政院”前秘书长卓荣
泰当选新任民进党主
席。9日，卓荣泰在就
任仪式上称，2018年
11月24日是民进党“

差一点就被翻天覆地的
日子”。据台湾“风传
媒”1月9日报道，民进
党当天举行中执会，随
后也举行简单仪式，卓
荣泰正式就任民进党主
席职务。
卓荣泰还对民进党
全党喊话：“就算你记
不得9·28这个我们创
党的日子，但绝对不能

忘记11·24这个几乎
让我们站不起来，差一
点就被翻天覆地的日
子。”“记住11·24，
想好、做好每一件事，
不要让历史看不起我们
这一代的民进党人!”
卓荣泰还称，虽然
民进党形体尚在，“但
在我们的心里上要有被
打掉重练的认知。”

中国央行行长易纲：

避免“大水漫灌”影响结构性去杠杆
【中新社9日讯】
针对中国未来货币政
策走向，中国人民银
行行长易纲近日接受
央媒采访时表示，要
精准把握流动性的总
量和投向。他指出，
要避免“大水漫灌”
影响结构性去杠杆。
易纲表示，2018
年，面对稳中有变、
变中有忧的内外部形
势，人民银行增强
了货币政策的前瞻
性、灵活性、针对
性，采取了一系列逆
周期措施，通过四次
降准、增量开展中
期借贷便利（MLF）

中国央行行长易纲
等提供了充裕的中长
期流动性，基本有
效传导到了实体经
济。“2018年无论
是各项贷款还是普惠
口径小微贷款都同比
大幅多增，货币金融

环境总体稳定。”
易纲介绍说，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召
开后，根据会议精
神，人民银行进一
步强化逆周期调节，
着力缓解信贷供给的
制约因素。比如，会
同有关部门加快推进
银行发行永续债补充
资本，完善普惠金融
定向降准考核口径，
新年伊始宣布降准
释放流动性1.5万
亿元（人民币，下
同），1月下旬将实
施首次定向中期借
贷便利（TMLF）操
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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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中方：愿同马达加斯加新一届政府
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9日在北京
表示，中方愿同马达加斯加新一届政
府携手努力，深化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当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
记者问：1月8日，马达加斯加高等
宪法法院公布总统大选正式结果，拉
乔利纳以55.66%的得票率当选马达
加斯加新一届总统。中方对此有何评
论？对此，陆慷表示，我们祝贺拉
乔利纳先生当选马达加斯加新一届总
统。作为马达加斯加的友好国家，中
方一贯重视中马关系发展，愿同马达
加斯加新一届政府携手努力，深化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落实好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推动中马全面
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天网2018”行动
全国共追回外逃人员1335名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9日发布
的消息，“天网2018”行动全国共追
回外逃人员1335名。中央追逃办近日
通报，追回的1335名外逃人员之中，
包括引渡17人，遣返66人，异地追诉
1人，缉捕275人，劝返500人，边境
触网202人，境内抓获198人，主动自
首等76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
307人，包括“百名红通人员”5名，
追赃金额35.41亿元人民币。

2018年云南边检共查验出
入境旅客4584万人次
记者9日从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
站获悉，2018年全省边境机关检查出
入境人员达4584万人次，同比增长
14.46%。同时，查获在控对象1880
人、非偷渡类违法违规人员2622人、
偷渡类违法违规人员1111人，通过
跨境协作机制堵塞了“三非”（指“
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
外国人经口岸内潜通道。云南地处中
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越南接
壤。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
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出入境人员、
车辆不断增长。（中新社）

福建漳州2018年
审结涉台案件453件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罗雄9日披露，2018年漳州审结涉
台案件453件，两岸司法互助案件65
件。漳州市第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
8日开幕，罗雄向大会作法院工作报
告。据介绍，过去一年漳州全市法院
受理案件80380件，办结76792件。
全市法院结案率95.5%，民商事案件
调撤率55.9%，连续两年位列全省法
院第一。

社科院报告称
仍有相当数量重点景区门票未降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9
日发布的《旅游绿皮书：2018~2019
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以
下简称“绿皮书”）指出，自2018
年中国官方发布景区“降价令”以
来，仍有相当数量的重点景区门票
没有降价。
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
出“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
；当年6月底，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出台指导意见，对重点国有
景区门票降价提出了具体要求。

吉林延吉筹备恢复朝鲜平壤航线
记者9日从吉林延吉机场获悉，今
年，该机场计划增开多个国内外新
航点，以促进当地旅游发展。这其
中，包括恢复中国延吉至朝鲜平壤
直飞航线。
延吉是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的吉
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是著
名的“旅游城市”。2018年，延吉
机场旅客吞吐量达151.3万人次，同
比增长7.18%。这一数据也领跑中
国东北地区所有支线机场。

中国央行称
2019年内全部完成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工作
中国央行副行长范一飞9日在北京
透露，将于2019年内全部完成取消
企业银行账户许可工作。此举有助
于进一步提高企业开户效率、优化
营商环境。
银行账户是企业开展经营活动、
获取各项金融服务的重要前提，银行
账户安全和便捷使用对企业意义重
大。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9月
底，中国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共开立单
位银行结算账户5488万户，占全部单
位银行结算账户总量的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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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经

世界银行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减缓

受贸易问题影响
【路透讯】世界银行周二表
示，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从
2018年的3%减缓至2.9%，指因贸
易紧张情势加剧以及国际贸易放缓。
“2018年初，全球
经济开足马力，但随着
时间推移，经济逐渐减
速，而且未来一年道路
恐怕更加坎坷，”世
界银行首席执行官格
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在每半年发
布一次的全球经济展望
报告中称。
世界银行发布这份
展望报告时正值美国

和中国陷入贸易争端
之际，而且这场争端
震动金融市场已有数
月之久。一位美国代
表团成员周二表示，
美中两国在北京举行
的贸易谈判周三将继
续，原定两天结束的
磋商将进入第三天。
目前全球最大的两个
经济体正寻求解决其
激烈的贸易争端。

特朗普再次给美联储“上眼药”

表达对低利率政策的向往

美国总统特朗普。
【路透华盛顿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
表达了对美国联邦储
备委员会(FED/美联
储)在2007-2009年经
济衰退期间实施的低
利率政策的向往。他
表 示， 如 果 美 联 储 将
利率降至零，他就能
够提振美国经济。
“经济数据看起
来真的很好。你可以
想象，如果我能像上
届政府那样长时间享
有零利率政策，而不
是像现在这样迅速升
息使利率正常化，那
就太容易了！尽管如
此，自2016年大选
以来，股市仍大幅上
涨！”特朗普清晨发
推特写道。
美联储主席鲍威

尔上周五表示，即使
特朗普总统要求，他
也不会辞职。面对特
朗普对美联储升息的
尖锐批评，这一表态
清楚地表明了美联储
的独立性。
法律专家表示，目
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是
否能够解雇鲍威尔。
在美联储于去年12
月中旬决定进行2018
年第四次加息后，有
报导称，特朗普曾与
他的顾问讨论过解雇
鲍威尔的可行性。
特朗普在2018年
最后几个月里反复
抨击美联储，将市
场波动归咎于美联
储稳步渐进加息，
并称这是美国经济
的“唯一问题”。

苹果第一季新款iPhone产量

计划大砍10%

世界银行预计，美
国2019年经济增速可
能从上年的2.9%减缓
至2.5%，中国的经济
增速预计也将从6.5%
降至6.2%。
世界银行在报告中
称，新兴市场经济体今
年料成长4.2%，发达
经济体预计增长2%。
世界银行下调
今年巴西经济增长预期
另讯，世界银行周
二发布《全球经济展
望》报告，将2019年
巴西经济增长预期由
2.5%下调至2.2%。报
告显示，2018年巴西

经济增速预计为1.2%
，2020年和2021年均将
增至2.4%。
报告认为，今年巴
西经济有望实现稳步
增长。而巴西新政府
能否较快推进财政改
革、有效刺激消费和
提振投资是确保巴西
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报告指出，目前巴
西新政府亟需制定计
划，以缓解因不可持
续的养老金系统而带
来的财政脆弱性。
得益于哥伦比亚、
阿根廷等相关国家经
济状况的持续改善，

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格
奥尔基耶娃。
世行预计今明两年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经济增速将分别达到
1.7%和2.4%，明显
高于2018年0.6%的经
济增速。

波音和空客均未完成去年飞机交付目标
【华尔街日报】波音
公司(Boeing
Co.)和
空中客车集团(Airbus
Group)未能交付它们曾
计划在2018年生产的所
有飞机，这显示出在飞
机需求飙升之际，生产
问题阻碍了这两大飞机
制造商的前进步伐。
波音周二表示，该
公司2018年交付喷气
飞机806架，创出历史
新高，但低于该公司此
前设定的810-815架交
付目标。自去年夏季以
来，机身、引擎和其他
部件的短缺问题延缓了
波音的生产。这家飞机
制造商上一次未达到交
付目标是在2011年。

波音周二表示，该公司2018年交付喷气飞机806架，
创出历史新高。
空客周二表示，该
公司2018年交付了800
架飞机，也创下该公司
的最高历史纪录，并完
成了该公司修正后的交
付目标。空客在去年10

月份因供应商问题和内
部生产遇挫将当年产量
计划下调了约20架。不
过，该公司只是勉强达
到了下调后的800架交
付目标。

就美国柴油车排放作弊案达成和解

苹果上个月底要求供应商比原计划减少XS、XS Max
及XR等三款iPhone新机产量。
【路透讯】日经亚洲
评论(Nikkei Asian
Review)周三报导称，苹
果(Apple)已将三款新
iPhone机型第一季产量
计划削减约10%。苹
果上周调降季度营收
预测。
苹果罕见地调降预
测，暴露出中国市场
iPhone需求趋软现象。
中国为全球最大智能手
机市场，除了经济放
缓，美中贸易战亦带来
冲击。许多分析师及消
费者均指出新款iPhone
价格过高。
报导引述数名知情
人士称，苹果上个月底
要求供应商比原计划减
少XS、XS Max及XR等
三款iPhone新机产量。
日经引述一位知情

消息人士称，老款和新
款iPhone手机1-3月的
整体计划产量有可能下
调至4000-4300万部，
此前预估是4700-4800
万部。苹果尚未立即回
复路透的置评请求。
苹果主要供应商的
股价对该报导的反应
有限，分析师称这是
因为在苹果调降财测
之后市场已经消化了
减产因素。
随着中国需求减
弱，苹果已经更加看重
印度，后者最近超过美
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智能
手机市场。
苹果执行长库克
(Tim Cook)周二在接受
CNBC采访时重申，印
度是苹果的一个主要着
眼点。

高通称苹果执行长
有关双方最近未曾讨论和解的说法“误导”
高通周二表示，苹果执行长库克
(Tim Cook)关于近期双方没有讨论
过和解的说法有“误导之嫌”。
高通一名发言人表示，“过去18
个月来我们一直明确表示，我们曾在
不同时间与苹果讨论授权争议的解决
方案。”
库克周二稍早接受CNBC专访时表
示，自“去年第三季以来”，两家公
司未曾讨论授权争议解决方案。

美国原油库存锐减逾600万桶
成品油库存继续大增
美国石油学会(API)周二公布报告
称，API原油库存降幅大于预期，但
成品油库存继续大增。
API公布，截至1月4日当周，美
国原油库存减少612.7万桶，分析师
预计为减少330万桶。库欣库存增加
33.1万桶，分析师预计为增加48.3
万桶。
此外，上周汽油库存增加550万
桶，分析师预计为增加345万桶。同
时上周精炼油库存增加1020万桶，
分析师预估为增加270万桶。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周二援
引德国巴尔科咨询公司最新报告
说，2018年德国金融科技成为风险
投资的“宠儿”，全年吸引投资达11
亿欧元，创历史最高纪录。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总经理
罗伯特·赫尔曼表示，这显示了
投资者对德国金融科技的巨大兴
趣，也显示了德国金融科技的活
力，以及德国作为高科技投资地
的吸引力。
报告显示，这是德国金融科技初
创企业吸引投资额首次突破10亿欧
元，比2017年大幅增长55%。2018
年第四季度增长尤为明显，投资额达
3.53亿欧元，同比增长一倍。

瑞士央行去年亏损150亿瑞士法郎
瑞士央行周三表示，由于瑞士法
郎走强致其持有的大量外国股票和债
券价值下降，该行去年录得了150亿
瑞士法郎（合153亿美元）的亏损。
这一结果与2017的状况形成了鲜明
的反差，该行当年录得逾500亿瑞士
法郎的盈利。
瑞士央行称，鉴于其拥有可用于
消化亏损的庞大储备，其仍将根据一
项利润分配协议，向联邦政府和地方
各州分配20亿瑞士法郎。

波黑将承办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今年年会

菲亚特克莱斯勒2018年10月为本案相关的潜在成本
拨备了7.13亿欧元。
发软件以在排放测试中
作弊。菲亚特克莱斯勒
2018年10月为本案相关
的潜在成本拨备了7.13
亿欧元(8.15亿美元)。
路透稍早报导司法
部寻求对菲亚特处以“

高额”民事罚款。美国
司法部在2017年5月指
控菲亚特非法使用软
件，导致自2014年起销
售的10.4万辆柴油汽车
排放超标。司法部周二
未予置评。

5G手机今年销量将达到100万台
【经济观察网】被称
为5G元年的2018年已
经过去，随着2019年的
到来，5G商用也已经被
提上日程。周二，德勤
(Deloitte)全球发布了
《2019科技、传媒和电
信行业预测》报告。
据德勤预测，2019年
将有25家无线运营商推出
5G服务，至2020年这一数
字将会翻番。此外，2019
年全年5G手机销量预计
将超过100万台，到2020
年将增长至1500万-2000
万台，5G“puck”设备/
调制解调器的销量亦将达
到100万台。
此前的12月初，工信
部就对外确认，国内的三
大运营商已经获得5G试
验频率使用许可批复。
此举意味着全国范围的
大规模5G试验将展开。
按照计划，预计中国
将在2019年进行5G试商
用，2020年正式商用。
尽管如此，一位芯
片领域资深业内人士表
示，25家运营商推出5G
服务对于整个产业而言
相对较少，这一预测也
表明，5G通信的应用目

简讯

德国去年金融科技风险投资创新高

菲亚特接近
【路透华盛顿讯】
一名听取相关简报的人
士周二表示，菲亚特克
莱斯勒汽车已接近达成
和解，了结美国司法部
指控其使用非法软件(
软体)、允许10.4万辆
美国柴油汽车排放超标
一案。
和解内容最快将于
本周宣布，预计将包括
高额民事罚款及公司对
排放超标的补偿款项，
并且将涵盖来自司法
部、美国多州以及车主
的索赔。
菲亚特克莱斯勒周二
未予置评。该公司之前
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
以前曾表示从未尝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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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查克拉
巴蒂周二在此间确认，欧洲复兴
开发银行第28届年会和商业论坛
将于今年5月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
举行。
当日，波黑部长会议主席兹维兹
迪奇在会见查克拉巴蒂为首的欧洲复
兴开发银行代表团后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正式发布了这一消息。
本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预
计接待约2000人，包括来自67个
该行成员国的代表以及来自世界
各地的商人和投资者。年会为期两
天，其间将召开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理事会会议，并举办商业论坛等多
种活动。
兹维 兹 迪 奇 指 出 ， 2 0 1 8 年 ， 欧 洲
复兴开发银行在波黑投资超过3.8亿
欧元用于基础设施项目，为波黑基础
设施建设提供了巨大帮助。

渣打下调美息年底预测至3厘
料美国经济易受外围冲击
据德勤预测，2019年将有25家无线运营商推出5G
服务，至2020年这一数字将会翻番。
前仍在起步阶段。“5G
能不能迅速普及主要看
运营商基站、设备能否
快速大面积铺开。”
对于5G服务今后的前
景，德勤全球电信行业主
管合伙人Craig Wigginton
认为，“2019年将成为无
线网络行业全面变革的起
点。5G网络的容量相较
于4G将有百倍的提升，
具有彻底改变全球未来
联网方式的潜力。”
而从全球的5G落地进
程来看，上述业内人士
认为，韩国、美国及中
国市场都将在2019年逐
步实现5G商用，对应的
终端主要为智能手机。
与此同时，上述业

内人士也强调，实际上
全面普及5G通信难度较
大。“最新的3GPP小组
就第二波5G规范的3GPP
语言已经做出推迟的决
定，这会影响到5G相关
参与方的布局时程。”
对智慧工厂、无人驾驶
等垂直领域的应用都有
一定的影响，最主要的
原因是目前相关方面的
标准仍然未能达成一致。
他还表示，就手机部
分来说，整体的情况应该
与德勤的预测大致相同。
此外，他认为5G通信的
进程关键要看2020年的推
进力度。从当前的情况来
看，5G有望在三年之后全
面实现商用。

渣打银行发表研究报告将今年底
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预测由之前
的3.5厘调低至3厘，估计美国经济
应对外围风险的能力将比2015-16
年时低，而全球经济疲弱、能源及
股价低迷将对今年美国商业投资环
境造成影响。
渣打本来预测联储局继去年四度
加息后，今年将再加息四次，令联
邦基金目标利率于今年底提高至3.5
厘，但随著全球经济增长意外地放
缓、美国金融环境急速收紧以及联储
局转趋鸽派，渣打现时估计美国今年
只会加息两次，第三季联邦基金目标
利率会加至2.75厘，而第四季会升
至3厘。

美国小型企业信心指数连续第四个月下滑
美国独立企业联盟(NFIB)周二
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12月美国
小型企业信心指数环比下降0.4至
104.4，连续第四个月呈下降态势。
调查显示，职位空缺和招工难仍是信
心下降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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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简讯

强调边境安全“危机”
【中新社华盛顿】“我们南部边境
的人道主义和安全危机正日益严峻”，
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晚在白宫发表全
国电视讲话，呼吁民众支持他的边
境墙计划，并继续向民主党施压。
特朗普并未在讲
话中宣布全国进入紧
急状态，而是将边境
安全问题描述成一场
人道主义和国家安全
危机。由于其本人以
及白宫官员此前的表
态，美国舆论曾猜测
总统有可能在当晚宣
布这一决定，以达到
绕过国会推动建设边
境墙的目的。
在当晚约10分钟的

讲话中，特朗普历数
美国边境的严重安全问
题，谴责民主党不支持
边境安全致使政府“
关门”，并讲述边境
执法人员面临的危险
境地。他说，无法控
制的非法移民正在伤
害所有的美国人，这
是一场“心灵的危
机、灵魂的危机”。
特朗普说，政府仍
然“关门”的原因只

有一个，就是民主党
不肯提供保障边境安
全的资金。他已经邀
请国会领袖9日再赴白
宫磋商，“这种情况
本该在45分钟的会议
里解决”。
因为总统与民主党
在边境墙建设预算问
题上僵持不下，美国
联邦政府部分停摆已
进入第18天。
在总统讲话结束
后，民主党国会领袖
随即在国会山发表讲
话予以回应，批评特
朗普的讲话是“利
用恐惧，而非基于
事实”。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说，边境的妇女和孩

美国总统特朗普(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右)
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中）
子并不是安全威胁，
而是对人道主义的挑
战。总统不该拿美国
人民作要挟，必须停
止制造危机，并重开
政府。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舒默表示，解决政府

停摆问题的方案是显
而易见的，那就是把它
与边境安全议题分开，
先让政府“开门”，
边境议题可以继续争
论。没有任何理由因
政策的歧见而伤害数
百万美国人民。

夫人米歇尔参选2020呼声高 曾被指与特朗普不和

奥巴马表态不支持 美司法部副部长将离职

图为奥巴马和米歇尔
【海外网】距离美国
2020总统大选开锣还有一
段时间，但这丝毫不影
响人们挑选理想候选人
的热情。目前，希望前
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
马参选2020的呼声越来越
高，但对此奥巴马本人
则直言更期待“新鲜血
液”，并呼吁美国能够
出现新的政治方向。
据英国《每日快
报》报道，上周末(6
日)，奥巴马在夏威夷
一场为奥巴马基金会举
办的活动上发表了这番
言论。报道称，奥巴马
对米歇尔参与2020年总
统大选一事表示了并不
支持的态度，说：“我
们缺乏领导力，我们需
要新鲜血液。”
与此同时，奥巴马

还谴责了那些“紧握权
力不放”的人。他认
为，他们总是紧紧抓住
权力不放，而看不到别
人身上的力量。
报道指出，奥巴马
在卸任之后一直称希望
能激励新的领导人。他
表示：“这样他们才有
平台，有机会展示惊人
的能量、激情和想象
力，从而给世界带来
全新的视角、想法和
可能性。”
虽然奥巴马表明了自
己不支持的立场，但仍
有许多人希望米歇尔能
够参加 2 0 2 0 年 的 总 统
竞 选 。 《 每日快报》
称，最近的一项民调显
示，如果米歇尔参与
2020大选，她可能会击
败特朗普。

被迫卖淫少女杀嫖客

服刑12年获特赦

【海外网】在美国
前司法部长塞申斯被解
职之后的数月间，美国
政坛高层人物的“离
职潮”有增无减，有关
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
坦也将离职的猜测甚嚣
尘上，更有美媒传出
罗森斯坦与特朗普(专
题)不和的消息。《纽
约(专题)时报》还曾
爆料称，罗森斯坦曾
建议对特朗普秘密录

音以“揭示白宫的混
乱”，然而这被罗森
斯坦本人强烈否认。
据美国abc电视台9日援
引多名熟悉内情人士的
话称，美国司法部副部
长罗森斯坦将在未来几
周内离职。罗森斯坦已
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白
宫官员表示，他计划在
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
威廉 · 巴 尔 ( W i l l i a m
Barr)就职前后离开政

罗森斯坦
府。没有迹象表明他
是被特朗普逼迫的。

2019年美国消费电子展在拉斯维加斯登场

2019年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电子展（CES）1月8日
开幕，这是全球消费电子业最受瞩目的年度盛会。
图为华为公司展台人头攒动。
技术挑战。今年约有
4500家公司参展，其中
包括1200多家初创公
司，超过2万个产品将
在CES亮相。
美国消费技术协会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盖瑞·
夏皮洛(Gary
Shapiro)
表示，CES体现了消费
技术行业的创新精神。
今后几天，随着整个消

费技术生态系统在CES
聚首，人们将看到最新
的5G、AI(人工智能)、
增强和虚拟现实、智慧
城市、体育科技、8K超
高画质技术以及机器人
等。CES是真正的全球
创新中心，在这里发布
的诸多产品和服务将惠
及全世界的人们，让生
活变得更美好。

英国会通过财政修正案约束政府
布朗（左）枪杀嫖客艾伦（右)。
【华盛顿8日综合电】
美国田纳西州一名被迫
卖淫的16岁少女，因枪
杀一名嫖客而被判囚终
身，至今已服刑12年。
法院早前裁定，她要至
少监禁51年才可申请
假释，引起民愤。她周
一（7日）终获州长特
赦，将于今年8月提早
出狱。
现年30岁的女子布
朗小时遭母亲抛弃，后
来遇人不淑，遭男友逼
做妓女。布朗于2004年
8月6日晚上，应召到43
岁嫖客艾伦家中时，开
枪将对方杀死。案件于
2年后开审，她供称以
为对方想掏枪杀她，但
检方指她是为了谋财，
她最终被裁定一级谋杀

及盗窃罪成。
布朗的个案引起外
界关注和同情，不少
民众甚至名人巨星一
直声援她，希望法庭
重新考量判刑。但田
纳西州最高法院上月
裁定，布朗要服刑51
年才可申请假释，激
起民众示威抗议。
即将卸任的田纳西
州州长哈斯拉姆周一宣
布特赦布朗，称“小
心考量过此案的悲剧性
和复杂性后作出这个决
定”。布朗接受社会复
归训练后将于8月7日出
狱，但仍要守行为10
年。她发声明感谢哈斯
拉姆给她第二次机会，
将致力回报对方对她的
信任。

为纪念已故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
斯特罗率领起义军抵达首都哈瓦那60
周年，由几十名古巴青年组成的车队
重走胜利路线，于8日下午抵达哈瓦
那，受到数千名首都民众迎接。古巴
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迪亚
斯-卡内尔出席了当天在巴蒂斯塔独
裁统治时期第一大军事要塞哥伦比亚
军营原址上举行的纪念活动。哈瓦那
省省委第一书记托雷斯伊利巴尔在活
动中回忆古巴革命历史，呼吁古巴人
民继承革命起义军精神遗产，延续革
命进程，坚持进行持续、进步的社会
经济模式更新，走古巴自己的社会主
义道路。

比利时逮捕一名
涉嫌向巴黎恐袭案提供军火嫌疑人
据外媒报道，比利时检方9日发布
消息，2018年12月底，比利时当局逮
捕了一名被怀疑为2015年法国巴黎恐
怖袭击提供武器的嫌疑人。
据报道，比利时检方发言人称，当
局在2018年圣诞节前夕，逮捕了这名
嫌疑人。据信此人为巴黎恐怖袭击提
供了自动步枪。
2015年11月13日，巴黎发生连环
恐袭，包括巴塔克兰剧院和法兰西体
育场等在内的多个地点遇袭，导致至
少130人遇难。其中，3名身穿炸弹背
心的男子闯入正在举行摇滚演唱会的
巴塔克兰剧院，造成90人死亡。

美国有报告显示，美国癌症死亡率
在过去25年间大幅下滑，这主要因为抽
烟人数减少，而及早发现患病和治疗技
术的进步，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美国癌症协会公布的2019年癌症
数据报告显示，美国癌症死亡率的上
升趋势延续到九十年代初期，之后从
1991年到2016年的25年里，癌症死亡
率大减27%。
美国癌症协会医疗人员利希滕费尔
德表示：“死亡率下跌出现在一些主
要的癌症，如肺癌和结直肠癌，以及
女性的乳癌，同一时期的死亡率也显
著下降。”
美国癌症协会表示，导致癌症死亡
率下跌的原因，包括民众的生活方式
越来越健康，常运动和减少喝酒，还
有及早发现癌症和治疗。而更重要的
原因，是抽烟的人减少了。

沙特政府计划放宽签证
望打造旅游胜地

反对无协议脱欧
【中新网】据台湾
《联合报》报道，英
国下议院8日以303票
对296票，支持一项财
政法案修正案，禁止政
府未经国会授权修改税
法为无协议脱欧提供开
支。报道称，当天投票
中，有20位保守党议员
倒戈，特蕾莎·梅成为
英国41年来首位财政法
案被国会拒绝的首相。
据报道，英国下议
院预定15日就特蕾莎·
梅的脱欧协议进行表
决，但特蕾莎·梅在
新年后的内阁会议上承
认，下周的历史性脱欧
协议表决很可能不会通
过，而且特蕾莎·梅
也反对将3月29日的欧
脱大限延期，因此英国
届时可能面临无协议脱
欧，必须提早做准备。
特蕾莎·梅告诉她
的内阁，下议院15日若
未通过她的脱欧协议，

古巴纪念菲德尔卡斯特罗率起义军
抵达首都60周年

美国癌症死亡率 25年间大跌27%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约4500家公司齐聚
【中新社拉斯维加斯】
2019年美国消费电子展
(CES)当地时间8日在
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市
正式开幕，来自150多
个国家和地区约4500家
公司齐聚这一全球消费
电子领域最受瞩目的年
度盛会。
CES由美国消费技术
协会(Consumer Technology Association)拥
有并主办。自1967年
夏天第一届展会登陆纽
约，经过半个多世纪发
展，CES已成为全球规
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消
费电子产品展会和观察
消费电子业态最新趋势
的重要风向标。
记者从主办方了解
到，2019年CES将揭开
最新变革性技术的面
纱，这些变革性技术将
重新定义行业、改善生
活、解决当前最紧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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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政府计划，今年发出签
证给包括非回教徒的外国游客，希望
把沙特打造成一个旅游胜地。沙特媒
体大臣阿瓦德沙勒说，政府考虑放宽
签证是为了改变沙特因特殊社会文化
而给予人们的不友善形象。目前，前
往沙特的外国人主要限于客工与他们
的家属和商务旅客。到访当地的回教
朝圣者也必须获得特殊签证，才可前
往圣地。

欧盟正向美国
了解驻美使团被降级事件
欧洲联盟表示，正在向美国了解欧
盟驻美使团被降级的事件。
较早前的报道说，美国前总统老布
什去年底逝世后，欧盟驻华盛顿大使
没有收到邀请，出席葬礼，是因为美
国政府把欧盟使团的级别，从“成员
国”调降到“国际组织”。
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发言人科斯亚
奇克答复法新社询问时表示，欧盟没
有接到使团被降级的通知，并希望美
国继续遵守多年来的外交惯例。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和
欧盟的关系逐渐恶化，美国去年还宣
布，向欧盟进口钢铝征收关税。

美探测器在1亿公里外为地球拍照

英国国会通过《财政法案》修正案，阻止英国硬脱欧。
她会快速响应，向下议
院发表声明，但内阁消
息人士不清楚她准备采
取什么行动。
据了解，几位主张
留欧的内阁成员在会议
中强调避免无协议脱欧
的重要性，但反对“硬
脱欧”的内阁成员淡化
无协议脱欧的风险，并
支持特蕾莎·梅，强烈
反对延后脱欧。
消息指出，从这次
表决的结果来看，英国

国会基本反对无协议脱
欧。据了解，英国保守
党议员奥利弗爵士(Sir
Oliver Letwin)在国会
发言时情绪激动，表示
这是他头一回反对保守
党决议，认为这次表决
是国会在脱欧前协同约
束政府的第一步。
他表示：“今晚，
下议院的多数议员表达
国会将自立起来，我们
不会允许3月底发生无
协议脱欧。”

美国航天局最新发布消息说，小
行星探测器“奥西里斯-REx”日前在
距地球1.13亿公里的地方拍下一张照
片，使得地球、月球和小行星贝努“
同框”。小行星贝努直径仅约500米，
是人类航天器迄今在轨绕行的最小天
体。美航天局说，该探测器在2018年
12月19日飞近贝努的过程中，其携带
的照相设备拍下了一张宝贵的长时曝
光照片。当时探测器距离贝努仅约43
公里，但距离地球1.13亿公里。因此
在照片上，位于右上方的贝努呈现为
一个大的白色亮圆，左下方的地球及
月球由于太过遥远，只是一个小白点
和小小白点，但二者均清晰可见。“
奥西里斯-REx”于2016年发射，已于
2018年12月31日进入绕贝努飞行的轨
道，距这颗小行星的中心仅约1.75公
里。这创下了纪录，此前尚无航天器
如此近距离绕行这种小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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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设立5亿美元基金

投资基础设施相关公司债
【路透上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AIIB，简称亚投行)周三称，已经
设立了一只5亿美元的基金，将用于
为基建相关投资提供融资的公司债，
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该行业。
亚投行称，希望该
基金能够推动基建相
关资产发展成为一项
资产类别、发展基建
相关债券资本市场、
并促进亚洲环境、社
会和治理(ESG)相关
债券的投资。“如果
目前机构投资者管理

的数万亿美元中只有
一小部分配置到基建
项目，也能够增强亚
洲新兴市场的增长潜
力，”亚投行投资业
务主任Dong-Ik Lee在
一份声明中称。
据亚洲开发银行
(ADB)估计，亚洲估计

存在4,600亿美元的基
础设施投资缺口。分
析师称，一些政府正
努力筹备“可融资”
和能够吸引民间投资
的基建相关交易。
亚投行称，其“亚
洲ESG增强信用管理
投资组合”(Asia ESG
Enhanced Credit Managed Portfolio)将包括
由基建相关发行人发行
的公司债，包括类主权
债券和绿色债券，所募
集资金将用于投资可持
续基建项目。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设立了一只5亿美元的
基金，将用于为基建相关投资提供融资的公司债，
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该行业。

全球航空公司准点率排名 拒移除反政府内容

澳 航 名 列 第 六 脸书涉违反越南网络保安法

在全球航空公司与机场准点率排名报告中，澳航的准
点率（OTP）为85.65%，世界排名第六。
【综合讯】据最新
行业报告显示，澳航
（Qantas）在全球最准
时航空公司排名中名列
第六，是世界上最可靠
的航空公司之一。
据旅行者网站消
息，近日，全球数字航
空信息分析商OAG公司
发布了最新报告，在
全球航空公司与机场准
点率排名报告中，澳
航的准点率（OTP）为
85.65%，世界排名第
六。
世界上最准时航
空公司排名前五位的
顺序是：巴拿马的巴
拿马航空公司（Copa
Airlines），准点率
89.79%，在预定时间
15分钟之内到达，排名
第一；拉脱维亚的波罗
地海航空公司（airBal-

tic），准点率89.17%
，位居第二；第三名是
香港航空公司（Hong
Kong
Airlines），准
点率88.11%；准点率
为87.52%美国的夏威
夷航空公司（Hawaiian
Airlines）和准点率为
87.16%泰国的曼谷航
空公司（Bangkok Airways）依次排名第四、
第五。
在澳大拉西亚地
区，维珍澳洲（Virgin
Australia）的准
点率（OTP）78.32%
，新西兰航空（Air
New Zealand）准点率
76.7%。
上周，在航空公司
评选机构AirlineRatings.com发布的世界上
最安全航空公司评比结
果中，澳航再次摘冠。

日本年轻一代女性理财新趋势：

追求投资多元化

资料图片：2018年7月23日，日本东京，街头步履匆
匆的女子。
【路透东京】多年
来，日本的散户外汇投
资者被冠以“渡边太
太”的名号，是指那些
将家庭积蓄主要投资在
外汇市场的家庭主妇。
而如今，年轻一代女性
正考虑将投资向更加广
泛的资产领域拓展。
这些日本女性投资
者大部分处在20和30岁
的年龄段，和更为年长
的女性一样，由于银行
存款的回报微乎其微，
她们面临的投资形势也
颇具挑战。
但与年长女性不同
的是，这些人更精打细
算，更加不愿意将投资
过分集中在任何单一资
产类别上。由于这个原
因，她们当中很多人着
眼于更加广阔的资产领
域，为了降低成本而使
用手机进行投资。

虽然和渡边太太们
相比，年轻投资女性在
日本投资基数中的占比
要小得多，但她们追逐
收益的兴趣日益浓厚，
表明个人资本大量流入
全球金融市场。
“我的积蓄全部
是现金形式，但我
觉得那样真的很可
怕，”32岁的Haruka
Hirokawa在一家国内
寿险公司的电话客服
中心工作。“我觉得
有必要从现在开始，
将我的投资在全球范
围内进行分散化。”
Hirokawa迄今的总
投资额为13万日圆，她
将钱投资在八个信托产
品上，包括全球股票和
跨资产基金，具体做法
是每天向每支信托投资
100日圆，每月总计投
资1.6万日圆。

【综合讯】越南讯
息传媒部广播电视与资
讯管理局指出，脸书在
越南上线，但缺乏内容
管理、刊登非法广告及
未履行纳税义务，严重
违反法律，脸书若不积
极回应，越方将考虑采
取必要技术措施反制。
越南新闻网站news.
zing.vn引述广播电视
与资讯管理局的说法，
越南网路使用者占人
口的70%，其中脸书
（Facebook）用户达
5800万人，世界排名
第7。
越南广播电视与资
讯管理局指出，脸书严
重违反线上资讯内容管
理相关法律，包括已生
效的越南网路安全法。
公安部列出并要求脸书
移除反对越南政党、政
府及诽谤领导的脸书帐
号，但对方未答应，只

越南政府指控脸书拒绝移除反政府内容。
移除少数帐号。
广播电视与资讯管
理局指出，脸书允许使
用者在平台上推销产品
和服务，但未执行内容
管理，易见武器、爆裂
原物料、人口贩运、仿
冒品、性交易、赌博与
野生动物交易等资讯，
甚至「政治广告」也大
量增加。
越方认为，脸书的
广告活动不仅违反相关
规定，影响业者合法营

业，还冲击国家安全。
此外，脸书在越南
上线，提供广告服务，
靠使用者浏览营利，但
未履行纳税义务。统计
显示，去年越南的脸书
使用者支付约2.35亿美
元广告费，但脸书在越
南没有缴税。
报导指出，越南广
播电视与资讯管理局已
多次致函要求脸书合
作，但对方想办法拒
绝。

美元再遭打击！

印度将以卢比支付伊朗原油

印度将以卢比支付伊朗原油。
【中金网汇信】印
度是伊朗原油出口的第
二大目的地国，仅次于
中国。就在三个月前的
去年10月中旬，印度财
政部经济事务秘书Subhash Chandra Garg曾
表示，印度还没有解决
从伊朗进口原油的支付
系统问题，但这种情况
近期发生了改变。当时
有报道称，印度在考虑
和俄罗斯、委内瑞拉以
及伊朗进行原油交易时
不使用美元进行支付，

而是用卢比来进行清算
或者协商出一个易货协
议。
可以肯定的是，在
伊朗给出大幅度折扣，
而卢比大幅贬值，印度
政府因为全球油价回
升承受极大压力的情况
下，该国希望继续从伊
朗进口原油。
汇信指出，近期有
消息称，印度已经解决
了如何为伊朗原油支付
的问题。事实上，本周
就有高级银行官员称，

印度已经开始用卢比来
支付这些进口的原油。
这是去年11月美国对
伊朗新的制裁后的第一
次。
有消息人士透露，
印度最大的几家石油加
工企业和Mangalore炼
化公司支付了进口的伊
朗原油。
印度是全球第三大
原油进口国，由于伊朗
能够为原油提供免费运
输并且延长信用周期，
该国一直都希望能够
持续从伊朗进口原油。
而伊朗在收到卢比付款
后，大部分都用来支付
其从印度进口的商品。
事实上，印度政府
也暗示将延长和伊朗的
原油交易，并且宣布对
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
(NIOC)进口原油的企业
免除其高昂的预扣税，
差不多能够一下减少这
些企业15亿美元的负担。

与上一年相比增加9.7万人

韩国2018年就业人口增幅创9年来最低
【新华社首尔】韩
国统计厅9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韩国2018年全
年就业人口为2682.2
万，与上一年相比增加
9.7万，增幅创2009年
以来最低。
数据显示，韩国
2018年就业率为60.7%
，失业率为3.8%
。2018年韩国失业人
口总数为107.3万，为
2000年以来最高值，也
是韩国失业人口总数连
续三年超过100万。
从行业看，批发零售
业、制造业和住宿餐饮业
等领域就业人数呈下降趋
势，而卫生及社会福利服
务业和信息通信业等领域

就业人口有所增加。
统计厅官员表示，
就业人口增幅减少的主
要原因为劳动力人口持
续萎缩、汽车等制造业
表现不佳、服务业结构
调整等。
就业形势不佳是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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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
之一。据韩国媒体报
道，韩国总统文在寅日
前表示，政府把解决就
业难问题作为当前一项
首要任务，中小企业占
就业来源的近80%，需
要发挥积极作用。

韩国2018年全年就业人口为2682.2万，与上一年相
比增加9.7万，增幅创2009年以来最低。

泰国2018年大米出口超过1100万吨
泰国商务部8日表示，刚刚过去的
2018年，泰国出口大米1113万吨，
价值56.2亿美元，达到预期目标。
泰商务部官员说，去年泰国大米
价格上扬，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收入。
对于2019年的大米出口，该官员
表示，全球经济放缓可能会影响购买
力，且其他出口国的大米比泰国大米
便宜，预计今年泰国大米出口量将略
有下降。
他表示，政府将努力提高大米出
口价值，鼓励农民种植优质大米和国
际市场需求高的大米。此外，政府相
关部门今年将在亚洲的主要采购国特
别是中国、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
西亚加强营销活动。
大米是泰国位列第一的农产品，
也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2017
年，泰国大米出口量曾达到1148万
吨，创下历史最高出口纪录。

菲律宾外汇储备总额
升至784.6亿美元
菲律宾国家银行（BSP）副行长迪
瓦吉尼古多8日发表声明称，初步数
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底，菲律
宾外汇储备总额（GIR）升至784.6
亿美元。吉尼古多表示，这一数字高
于2018年11月记录的756.8亿美元外
汇储备总额，主要原因是BSP的外汇
业务流入、国家政府的外币存款净额
增加，以及BSP持有的黄金因国际市
场黄金价格上涨重新估值后的收益。
他同时指出，外汇储备金总额与菲
国家外汇管理局支付外汇债务款项
对冲后，增幅有所减少。吉尼古多分
析，2018年12月底的菲律宾外汇储
备总额为经济的外部流动提供了充足
的缓冲，相当于该国6.9个月的货物
进口、服务贸易和基本外汇收益；也
相当于该国按原始期限计算的短期外
债的5.8倍，或按剩余期限计算外债
的4倍。声明显示，截至2018年12月
底，菲律宾的国际储备净额（NIR）
从2018年11月底的756.6亿美元增加
到784.4亿美元。

中国蝉联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最大国际游客来源国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9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在截至2018年9月的一年
内，约50.2万人次中国游客到访以大
堡礁著称的昆士兰州，中国连续3年
成为该州最大国际游客来源国。
数据显示，这一年中国游客在昆
士兰州的消费额达到创纪录的14亿澳
元，同比增长逾33%。
另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截
至2018年2月的一年内，共有139万
人次中国游客到访澳大利亚，同比增
长13.2%。中国超过新西兰成为澳大
利亚最大的国际游客来源国。

2018年中国赴尼泊尔游客人数创新高
尼泊尔国家旅游局8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2018年中国赴尼游客人数超过
15万人次，比2017年增加46.8%，
是有史以来中国赴尼游客人数最多的
一年。
数据显示，2018年尼泊尔接待的
外国游客人数首次突破100万人次，
达到创纪录的117万人次。游客人
数最多的5个客源国分别是印度、中
国、美国、斯里兰卡和英国。
尼文化、旅游和民航部部长阿迪
卡里说，赴尼旅游人数创新高令人鼓
舞，这为实现2020年尼泊尔接待的外
国游客人数达到200万人次的目标打
下了坚实基础。
尼泊尔国家旅游局首席执行官乔
西表示，过去3年来，赴尼外国游客
人数持续增加，这主要得益于与私营
部门紧密合作，以及借助媒体广泛宣
传。

中国游客赴泰免落地签证费措施
将延长至4月底
根据泰国总理府网站公布的泰国
内阁会议纪要，内阁8日批准了继续
实行对中国等21个国家和地区游客免
除落地签证费至4月30日的方案，以
吸引外国游客。
泰国政府此前公布，自2018年11
月15日至2019年1月13日对包括中国
在内的21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实施
免收落地签证费措施。该措施只针对
在泰国机场办理落地签证的上述国家
和地区游客。泰国落地签证费为每人
2000泰铢。
泰国旅游和体育部长威拉萨8日对
媒体说，免除落地签证费用措施自
2018年11月实行以来收效明显，泰
国移民局因此提议继续这一措施，
以在即将到来的中国春节、4月份的
泰国泼水节等重大节庆期间吸引游
客来泰旅游，促进泰国旅游的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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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警方正在进行调查

新加坡登革热病例持续增加

澳洲逾10国使领馆现可疑包裹
【综合讯】据来自澳大利亚官方的消息，周三（1月9日），有超过10个国家的大使馆、领
事馆发现可疑包裹，目前警方正在就此事进行调查。据福克斯新闻（FOX NEWS）报导，目
前尚未传出有人受伤的消息。
“来现场的应急
部门正在对这些包裹
进行检查，此事的背
景也正在调查中。”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
（the Australian Federal
Police）在一份
声明中说。目前还不
清楚包裹里装的是什
么。
美国和英国领事馆
的官员均向路透社证
实，他们都在各自的
领事馆里发现了可疑
包裹。
“我们按照标准
程序处理了包裹，并
与地方当局密切合
作……他们正在调查
此事件。”美国领
事馆发言人对路透社
说。
受此事影响的国

消防员在印度和法国驻墨尔本的使领馆外拉起封
锁线。
家 的 使 领 馆 还 包 括 印 交办事处，包括印度、
度 、 瑞 士 、 德 国 、 德国、意大利、西班牙
韩 国 、 希 腊 、 意 大 和韩国外交办事处，都
利 、 新 西 兰 、 法 国 、 有警察、消防队和救护
日 本 、 西 班 牙 、 塞 舌 车在调查此事件，并疏
尔 、 克 罗 地 亚 、 巴 基 散职员。
斯坦和埃及。
新西兰领事馆的员
在 墨 尔 本 的 一 些 外 工透露，可疑包裹外的

周三（1月9日），在不同地区的多个国家领事馆
里均发现可疑包裹。
信封上写着“石棉”， 处理中，情况受控。
里面装着纤维物料的多
有两辆消防车、一
个三文治袋。
辆危险品车和一辆警
维州应急服务组织 车停泊在印度驻墨尔
（Vic Emergency）在 本 领 事 馆 外 ， 领 馆 里
其官网上报告，墨尔本 的 工 作 人 员 已 经 被 疏
至少有10起“有害物 散，一些人还戴着防
质”事件发生，现正在 护口罩。

日本拟花上亿美元买无人岛 滞留泰国沙特少女获批难民资格

供美军军机训练 澳洲考虑提供庇护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海军陆战队训练基地内，一队日本
陆上自卫队员正在进行渗透登岛作战演练。(资料图)
【综合讯】日本政
由于舰载机的起降
府 计 划 以 大 约 1 6 0 亿 日 会产生很大的噪音，日
圆（1亿4,700万美元） 本居民和地方政府经常
的 金 额 购 买 一 处 无 人 对此类训练进行抗议。
岛，以供美军航空母舰 结果，此类训练由神奈
的舰载机进行陆上模拟 川县的厚木基地移转至
起降训练。
距离东京超过1200公里
据 《 读 卖 新 闻 》 报 的硫磺岛上实施。
导，日本防卫省已决定
在2011年，美国和
购买鹿儿岛县西之表市 日本军方选定马毛岛作
马毛岛供美军舰载机进 为候选地，并同意合作
行训练之用。目前拥有 将舰载机的训练基地迁
该岛的一家东京开发公 移到马毛岛。
司预计会在3月底之前
共同社报导说，有
将土地所有权移交给军 关训练移转至马毛岛，
方，而初步的合约会在 防卫省已在2019年度预
未来几天内签订。
算中编列约6亿日圆作
马毛岛距离位于山口 为环境调查费。
县岩国市的美军基地岩
官房长官菅义伟在9
国 飞 行 场 仅 2 0 0 公 里 。 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为
岩国飞行场位于日本最 充实该国西南地区的防
大的岛屿本州上，美军 卫体制，防卫省正在完
此前已经在该岛上部署 善自卫队设施，以作为
了大约60架舰载机。
舰载机训练基地。

【综合讯】18岁沙特
阿拉伯少女奎农（Rahaf
Mohammed al-Qunun）
因为担心遭家人虐待，
将自己反锁在泰国曼谷
机场酒店房间以避免
遣返。英国广播公司
（BBC）周三（9日）引
述澳洲政府报道指，奎
农已经获联合国确认难
民资格，澳洲正考虑让
她入境庇护。
奎农表示自己放弃
穆斯林信仰，担心家人
会因此杀害她。联合国
难民署（UNHCR）已经
将她的个案转介澳洲跟
进。澳洲内政事务部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发声明表示，
将会依照正常程序处理
这宗转介。
奎农的父亲及哥哥已

奎农(中)一度把自己反锁在机场酒店房间，其后获准
在联合国难民署人员陪同下离开机场。
经抵达泰国，但奎农拒 店房内以避免遣返。
绝见他们。
联合国介入之后，
奎农趁举家到科威 她 周 一 （ 7 日 ） 于
特探亲时想乘机逃往澳 T w i t t e r 留 言 ， 表 示 自
洲，但她上周六（5日） 己已经取回护照，但得
在泰国曼谷机场转机时 知父亲已经飞抵曼谷，
被沙特官员没收护照及 因此令她感到忧虑和惊
机票。泰方一度想将奎 恐。不过她指现时在联
农遣送回科威特，她其 合国人员的保护下，自
后将自己反锁在机场酒 己感到安心。

日本流感大规模爆发

流感患者已经超过百万人

韩慰安妇问题集会

迎来27周年纪念日

日本小学生接种流感疫苗
【海外网】据日本
朝日新闻报道，日本近
期爆发了大规模流感疫
情。据统计，现阶段日
本的流感患者已经超过

了100万人，一周时间内
就增加了44万多人。日
本厚生劳动省提醒民众
勤洗手，戴口罩出门。
日本厚生劳动省9日

表示，日本这次的流感
疫情来势汹汹。根据全
国5千多所定点医疗机
构上报的数据，2018
年12月24日至30日一
周时间内，平均每家医
疗机构的流感患者数达
11.17人。这一周内约
有44万6千人被确诊得
了流感，比上一周的31
万3千人又增加了10万
多人。日媒称，这一季
预估的流感患者人数达
106万4千人以上。
据悉，流感患者最
多的地区是北海道，
平均每家医疗机构有
32.07名患者。其次是
爱知县和岐阜县。

2019年全球最强护照排名 日本蝉联第一
1月9日下午，在日本驻韩使馆前，参加周三集会的
市民要求日本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
【 韩 联 社 首 尔 】 为 处罚罪犯、在历史教科
敦促日本政府解决慰安 书记载罪行、树立遇难
妇问题于每周三在首尔 者纪念碑和建立史料馆。
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
正义记忆连带表
的 “ 周 三 集 会 ” 9 日 迎 示，截至目前，日本政
来27周年纪念日。
府不仅不承认强征慰安
“周三集会”于1992 妇，也没有正式道歉。
年1月8日时任日本首相 日本作为国际社会负责
宫泽喜一访问韩国时首 任的一员，应承认罪行
次举行，至今共举行1369 并正式道歉，同时应当
次。韩国民间团体“正 承担起赔偿责任。
义记忆连带”9日发表声
当天，慰安妇受害者
明称，长期以来，周三 因健康问题缺席集会。
集会要求日本政府解决7 去年12月，一名慰安妇
大问题，具体包括承认 老人离世后，在韩国政
战争罪行、查明真相、 府登记备案的慰安妇中
正式道歉、依法赔偿、 在世者减少至25人。

【综合讯】根据最
新的2019年亨利护照指
数，日本以190个免签
国继续居于全球之冠，
成为拥有全球最强大护
照的国家。
英国知名顾问机构
Henley＆Partners发布
了“2019年亨利护照指
数排名”（The
Henley
Passport Index 2019）。
亨利护照指数的排名，
主要是根据免签国家的
数量来计算，即护照的
持有人不必事先申请签
证，或是用落地签的方式
就可以入境，免签国家越
多，护照使用越便利。
自2015年以来，英
国和美国的排名持续下
降，当年位居榜首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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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家环境局9日发布公告
说，近来新加坡登革热病例持续增
加，这可能与传播登革热病毒的埃
及伊蚊增多有关，人们应注意采取
措施遏制登革热传播。
公告说，2018年12月30日至2019
年1月5日的一周内，新加坡国家环
境局接报登革热病例207例，而此前
两周该机构接报的登革热病例数分
别为128例和160例，病例数量明显
上升。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认为病例数量
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社区内埃及伊蚊
增多。该机构监测系统在2018年12
月监测到的埃及伊蚊数量比2017年
12月增加了约40%。
该机构表示，如果不加以控制，
埃及伊蚊的大量孳生可能会导致登
革热病例数量继续上升。因此，新
加坡公众和相关部门应保持警惕，
共同努力遏制登革热传播。公告还
说，2018年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共接
报登革热病例3285例，相比2017年
增加了约20%。

缅甸纪念周恩来总理访问蒲甘58周年
中缅两国人士8日在位于曼德勒省
良乌地区的文化古迹胜地蒲甘共同
纪念周恩来总理访问蒲甘58周年。
周恩来总理生前9次访缅，其中1961
年1月8日访问蒲甘并为当地古迹捐
款。
缅甸民众用这笔捐款在著名的瑞
喜宫佛塔旁修建了以周总理名字命
名的凉亭，供民众休息乘凉。8日，
细雨绵绵。中国驻缅甸大使洪亮及
夫人、缅甸宗教和文化部部长昂
哥、缅中友协主席盛温昂及曼德勒
省政府、良乌地区民众、良乌缅华
等各界代表等聚集在周恩来凉亭，
追忆周总理为两国友好事业做出的
贡献。
同时，中国大使馆向当地民众捐
赠食物、药品等物资。洪亮在致辞
中说，周恩来凉亭是中缅友好的载
体，也是中缅友好的象征，更是两
国一代又一代后人发展中缅友好合
作的力量源泉，希望中缅胞波友谊
世代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

一年内有225艘不明船只漂到日本沿岸
12具尸体成谜
电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统计，2018
年1年时间内，从其他国家漂到日本
沿岸的不明船只有225艘，达到了历
史最高。
据北海道新闻报道，日本海
上保安厅近日公布了一组统计数
据，2018年漂到日本的不明船只共
有225艘，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些船
几乎都是木制小船。
这个数据比2013的80艘增加了近3
倍，比起2017年的104艘，也是翻倍
增加。特别是2018年11月，漂到日
本沿岸的木制船竟有107艘，12月也
有56艘，年末这2个月的不明船只占
了2018年全年的7成。
海上保安厅表示，需要警惕的
是，在225艘漂来的船中，在其中
的5艘船上，总共发现了12具不明来
源的尸体。海上保安厅称将加强警
戒，以后会出动巡视船进行监察工
作。

朝鲜3月将举行
5年一次的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选举
据朝中社1月9日报道，根据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宪法
第90条，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代议
员选举将于3月10日举行。
朝中社说，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
员会8日发布了相关决定。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是朝鲜最高权
力机构，其代议员每5年选举一次。
目前在任的第13届代议员于2014年3
月选出。
根据韩联社1月9日的报道，代议
员选举结束后，朝鲜最高人民会议
预计在4月初举行第一次会议，届
时将进行国务委员会和内阁换届工
作，并将审议今年预算。

菲律宾军方定目标
今年剿灭菲共游击队

英国知名顾问机构Henley＆Partners发布了2019年亨利
护照指数排行榜，日本以190国的免签数量位居榜
单首位。
两个国家，如今都排在
阿联酋在过去十年
第六位，可免签证进入 中 的 排 名 上 升 幅 度 最
1 8 5 个 国 家 。 澳 洲 护 照 大，从2009年的第61位
实 力 稍 减 ， 从 此 前 的 上升到今年的第22位，
183国免签下降为181个 现 在 可 免 签 进 入 1 6 4 个
国家，排名第十。
国家。

新的一年开始，菲律宾军方设
下今年内剿灭菲律宾共产党游击队
的目标。菲律宾军方估计，经过多
年清剿，菲共游击队“新人民军”
（NPA）目前大约只剩3,500名成
员，远低于1980年代全盛时期的2万
人。
据中央社报导，菲律宾参谋总长
马德瑞加（Benjamin Madrigal Jr.）
今年在三军总部向官兵发表谈话时
说：“我要提醒大家，2019年的目
标是达成杜特蒂（Rodrigo Duterte）
总统的期望，赢得终极的和平，结
束菲共武装叛乱。”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9年1月10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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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槟城安溪会馆百年华诞

印尼安溪同乡会组庆贺团赴宴共囊盛举
【本报讯】槟榔屿这
座马来西亚半岛西岸的岛
屿，和印尼苏门答腊棉兰
隔海相望，自槟城开埠
233年以来二百多年就成
为中国人下南洋和东南亚
各地华人聚居目测的地，
特别是福建人为多， 也
就这样，闽南人文化和方
言造就了槟榔屿的文化
和独特的槟城方言。浓浓
的槟城闽南语让同样语系
的印尼棉兰人来到槟城尤
其感到特别温馨亲热! 安
溪人在槟城历史悠久，就
从槟城安溪会馆有幸迎来
创馆一百周年可以得到证
明。华人之众，占了槟榔
屿人口百分之九十，也占
了整个槟榔州多数， 因
此槟州的首席部长/州长
就非华人莫属了， 槟州
成为马来西亚13 州唯一
华人执政的一州。
天下安溪一家亲，一

家喜事百家庆。此次盛
典，马来西亚各州的安溪
会馆纷纷率众与会，国外
安溪同乡会也组团不远千
里而来。印尼泗水， 雅
加达，苏南巨港，占碑，
新加坡，缅甸， 香港，
澳门， 台湾，中国国内
各地商会， 而安溪县政
府也应邀派出县委副书记
庄稼祥，统战副部长林
鹏武， 侨办副主任杨振
阳， 侨联主席李宏鸣等
莅临祝贺。大家几乎同时
到达槟城，兴高采烈涌向
一个目的地。
印尼安溪同乡会应邀
组庆贺团，由副总主席
李一品 及副总施锦场率
领， 领队李家生， 秘书
长李志雄，监察林景济，
总务白义真，福利翁朝福
夫妇，顾问苏鸿港夫妇，
银会主席郭丽云， 银会
秘书陈贤德，与及团员程

兰竹，魏日莲，黄丽妮，
白月琴，白月珠，黄英
梅， 胡月芳，徐金叶，
郑丽珠，林权俊夫妇，李
德水， 李登基等。
百年诞辰庆典分作两
晚进行，
1月4日在贵
宾楼举办迎宾宴，宾主
相见欢，交流问候。宣
布大会开始后， 一连串
的致词和致贺，紧接着
是宾主上台歌舞， 卡拉
OKE时段。期间，尤以印
尼巨港美姐们上台献唱
欢乐今宵，边唱边跳，
洋溢着青春热情， 让秘
书长黄永固也按耐不住
不甘人后，跳上舞台大
摇特摇，既掀起宴会热
闹气氛，也让人担忧年
届八秩高龄的黄老会不
会摇闪了腰。
1月5日是百年庆典高
潮，除了上午的槟城半
日游，当晚7时在槟城海

庆典大礼堂上:左起苏鸿港， 李登基， 李家生， 翁朝福夫妇， 林景济， 李志雄，安溪统战副部
长林鹏武， 安溪侨联主席李宏鸣，李一品、施锦场、陈贤德夫妇、李德水、白义真、林英梅。

峡岸广场会展中心6楼举
行安溪会馆100周年暨青
年团28周年庆典联欢晚
宴。晚会以击咚鼓表演
开场，并特邀安溪本土
高甲戏剧演出助兴， 乡
音乡语乡情，让来宾们
有梦回故乡，宾至如归
之感。

槟城首席部长， 中国
领事馆总领事，安溪县委
副书记，槟城安溪会馆主
席等等都先后致词发言。
一道道酒席菜肴丰盛，
来宾吃的肚皮鼓鼓，皆大
欢喜。庆典晚上十时才圆
满闭幕。宾主依依惜别，
互道珍重，曲终人散只是

为了来日的相聚。是的，
今年十月雪隆安溪会馆
95周年纪念大家又能相
聚一堂! 祝愿全体安溪乡
亲身康体健， 让我们十
月再见，届时又是一片喜
气洋洋，乡情浓于水的大
联欢。
（李志雄 文/图）

印尼安溪同乡会代表团下榻的白宫酒店。

印尼安溪同乡会妇女部成员们合影。

印华百家姓妇女部关心伊兰末火灾情 向灾民们分发救济品
【本报周孙毅报道】1
月5日，雅加达西区伊兰
末区Jl.Jelambar Utama
IV Gg.Abadi RT.07/08
Rw.08发生了一场大
火，造成40多座房屋被
烧毁，共有92户近368人
无家可归。
印华百家姓协会(PSMTI)妇女部为了关心和慰问
当地灾民，特于昨日（9
日 ）由该 会副总主席负责
妇女部陈清慧（Surijaty

Aminan）的率领下，赴
当地开展“送温 暖、 献 爱
心”活动，向灾 民们 派 发
了一批救济物品。
陈清慧女士在受访
时，对于在此次大火
中受影响的灾民深表同
情，希望通过这次派发
物资给受灾的灾民，至
少可以让他们解燃眉之
急。也祝愿灾民们能够
早日走出困境、重建美
好家园。

陈清慧一行人与雅加达西区市长夫人Inad Luciawaty等合影。

陈清慧(左四)一行人与RW.08代表和Gropet镇秘书在灾区现场留影。

陈清慧一行人与雅加达西区市长夫人Inad Luciawaty合影。

印华百家姓协会妇女部成员在灾区现场合影。

陈清慧一行人视察灾区情况。

文化凝成我们探索知识前进奋斗的力量

参加苏北亚州国际友好学院第7届中英文文学系毕业典礼
四年的大学，在青葱的
岁月里，在学习中、考试
中、实践中，不知不觉中
就这样结束了。
心里隐隐的感觉有一
种失落感，这样的情感
每一个毕业生都有衷的
体会过，和对母校的崇
高敬意。
从中学毕业进入高中，
感觉自己念了许多书，在
高中三年里感觉自己长大
了，从初中走到高中，又
从高中回到大学，细细的
去体会这个成长的深意和
内涵，求学我们何尝不是
度过了，人生最美最值得
珍藏的学生岁月吗？
2018年12月8日，参加
苏北亚洲国际友好学院的
第7届中文系及英文系毕
业典礼。大学生们都穿上
了毕业袍齐集在大礼堂。
大学毕业仪式开始了，
毕业生Ivanayus杨雅雯 致

词，“感谢母校的栽培教
育，感谢同学们的挚诚与
互助，老师的谆谆教导，
循循善诱的指导带领下，
让我们领悟了一次次的文
学探讨和分析考验，感谢
四年的不离不弃一路相
伴。老师及同学们的鼓舞
和勉励，这些在学习中的
岁月里，给我们留下了永
恒的记忆。”
亚院大学院长薛伯兰
尼教授（Prof.Dr.Berlin
Sibarani,MPd）对第7届
的大学毕业生阐说心中的
感言，亚院对你们寄予无
限的期望，希望毕业后的
学子继续深研考上硕士、
博士，将来为母校培养更
多的人才，为国家为社会
贡献出力量。院长慈霭的
说道，亚院母校永远是你
们奋斗的基地，是你们的
成就让亚洲国际友好学院
成为一所闻名于世的大学

院，是你们的光荣更是亚
院的光荣！
苏北华联主席 苏用发
先生
发表了三种语言（
中、英、印尼）的讲话，
感慨当年动荡的不如意的
求学时期，如何争分夺秒
的努力奋进，探索知识，
才能得到了今天的成就。
身教 每一位在座的亚
院毕业生，鼓励学子们与
时俱进探求新知识、科技
创新、把美好的青春应用
在祖国的建设中。
以朝
气蓬勃的意志，发挥在学
无止尽的努力精神上，让
文学文化源远流长，凝成
我们探索知识前进奋斗的
力量，让我们从一棵小树
渐渐成为参天大树，茁壮
成长而成了一片森林。
把四年大学的学习锻
炼学于致用，语言是文化
的根基，是沟通的桥梁，
毕业了不是停止而是另一

个奋斗的开始，向母校交
出自己的理想答卷和在勤
奋学习中描绘下的蓝图来
实现。
苏先生语重心长的启迪
和鼓励，他老人家希望学
生们牢记“每一次的出发
都是领悟，每一次的成功
就是实践”，衷心希望学
子们永远怀着谦虚努力学
习的奋斗精神，勇往直前
迈向未来。
探索新科技资讯，
钻研全人类历史，都离
不开资讯的科学进展，
看着青葱的中学生们，
在亚院的老师们勤奋的
循循善诱教学带领下，
一批一批的大学生毕业
了，热心于教育事业的棉
兰总领事馆王军副总领事
出席参加了毕业庆典，王
军副总领事她特别关心学
生们的终生发展美好前
程，她代表中国 驻 棉 兰领

事馆赠送了十台桌面电脑
及十台笔记本给予苏北亚
州国际友好学院。
祝愿亚院的大学生们
更加努力的探索新科技，
拥有“不进则退”的律己
严格要求，勇往直前的勇
气，勤奋好学的精神，为
亚院母校争光！为亚院母
校再创辉煌！
感慨万分的心情，回
想我们中学时代的学生，
除了学校里的功课以外，
对社会什么都不懂，不知
道各个行业是什么意思，
社会上各种职业到底意味
着怎样的工作状态，到底
将来要擅长什么，对什么
感兴趣，终生的追求是什
么？
经过探讨求知，在学
习的岁月中，都明白人
文基础最为重要。文学
是一科很强的专业，文
学不仅仅学好专业那么

简单，文学的领域是构
成一个人知识的基层，
文 学 是一个人的视野决定
了他的高度，是否有冷静
客观的社会视角，社会责
任意识素养，决定了一个
有担当的人才。
大学四年的光景，学会
了探索、分析和理想的岁
月历练，计划好准备落实
，去打工、去留学都是探
险及探讨，都是人生追求
必经之路，也是对自己人
生的落实的一个交代。
“要在空中龙飞凤舞，
句句承诺都要算数。”牢
记苏北华联 苏主席的关爱
启迪：“每一次的出发都
是领悟，每一次的成功都
是实践”，的谦虚好学精
神，奋斗开创未来。让文
学文化优良传统，品行良
好美德，一代一代薪火传
承，直至万古流芳。
(芸儿供稿)

蔡健雅赴巴黎庆生

遇扒手勇猛夺回手机
金曲歌后蔡健雅1月28
日迎接44岁生日，她8日
到电台宣传新专辑《我
要 给世界 最悠长的湿吻》
时，透露会去巴黎过生
日 ，之前 曾在地铁遇过扒
手 ，当下 她竟把地铁门拉
开 ，并叫 扒手归还手机，
让 目击的 乘客都感到不可
思议。
蔡健雅表示，有一次
自 己搭地 铁坐在车厢里滑
手 机时， 发现有一只手从
她 背后伸 到眼前把手机抽
走 ，然后 就看到一个外国
男 子逃跑 出车厢外。当下
她 不知道 哪里来的勇气也
跟 着追出 去，但要出车厢
时车门即将关上，她徒
手 把门拉 开跑出去，大喊
一 声让扒 手当场楞住了，
因 没料到 蔡健雅竟会追出
来。
蔡健雅伸出手跟扒手
说“give me back my
phone”，扒手也乖乖交出
手 机，好 笑的是她还用法
文跟扒手说“Merci”（意
即 谢谢） ，然后再回到车

蔡健雅
厢。车厢的其他 乘客 看 到
她把手机顺利要 回来 ， 都
感到不可思议， 媒体 听 了
还形容她掰开车 门的 举 动
简直是女超人。
今年迈入金曲30，蔡健
雅是最佳国语女歌手的奖座
纪录保持人，电台准备了一
支金色唇膏，祝福蔡健雅的
新专辑能“镀金”，再拿下
一座金曲歌后奖座。对于金
曲奖，蔡健雅表 示， 大 家
不用给她太大的 压力 ， 因
她自己给自己的 压力 就 够
了，但这张专辑 她很 开 心
地说，是为自己 而做 ， 跟
自己对话的专辑。

胡杏儿接受母子档拍广告

称担心儿子不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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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8个月复出？

范冰冰代言照流出
范冰冰去年5月爆出以
阴阳合约逃漏税，遭税
务机关判罚逾8.83亿元
人民币，8个月来范冰冰
演艺事业近乎停摆，近
日传出她已补税6亿元人
民币，其余罚款将变卖
手上资产补上，并且将
在今年3月复出，近日更
释出最新代言照。

网友：人衰 广告都嫌low
先前一直有传闻范冰
冰即将复出，但她都未
有回应，近日她代言多
年的太阳眼镜品牌公开
一系列范冰冰为该品牌
拍摄的宣传照，立刻引
起网友讨论。
有人力挺她复出：“
税不是补上了吗？怎么
还不让人上班了”，不
过也有人反对她复出，
扬言抵制该品牌：“
这个牌子想倒闭了吗？
人衰了，广告照都觉得
low（廉价）了！”

没被章子怡挤掉？
范冰冰去年坎城才
风光宣布要和金球奖影
后洁西卡雀丝坦（Jes-

左起 : 潘妮洛普克鲁兹、范冰冰、玛莉咏柯蒂亚、洁西卡雀丝坦、露琵塔尼咏欧仍
有机会合作《355》。
sica Chastain）及3位奥
斯卡得主玛莉咏柯蒂亚
（Marion Cotillard）、潘
妮洛普克鲁兹（Penelope
Cruz）、露琵塔尼咏欧
（Lupita Nyong’o）一
起合作女性间谍动作片
《355》，这是她继《X
战警》系列后再度大动
作进军欧美影坛，当时
曾颇受各方注意。
没想到不久后就爆
发“阴阳合约”风波，
她消失超过130天，一

度被怀疑可能无法再回
到演艺圈，恐怕无法再
照原定计划参与电影演
出。
当时外界盛传，具有
国际知名度还曾被传和
范冰冰不和的章子怡有
机会接手。如今范冰冰
逐步复出，《355》竟然
尚未开拍，因此又有办
法等到她归队。
日前潘妮洛普克鲁兹
接受时尚杂志访问，透
露接下来将拍摄《355》

，但该片还未敲定开拍
日期。
至于《355》一再延宕
的原因为何，她未正面
答覆，只笑着表示她们
之中有好几位妈妈，要
等到大家都有空档，需
要努力协调。
如此说来，幸好潘妮
洛普克鲁兹、洁西卡雀
丝坦、玛莉咏柯蒂亚都
是妈妈、需要花时间相
夫教子，范冰冰才能又
有机会参与。

华剧演员“扫街”送红包 女星害羞自嘲
三立华剧《必胜大丈
夫》剧中主要演员周晓
涵、周孝安、林昀希、邱
昊奇、陈天仁、梁正群8
日特别抽空前往四平商圈
扫街。由于演员们大都没
有扫街宣传经验，但是仍

与现场粉丝互动热络，还
送出小红包。
在剧中饰演女警的周
晓涵，平时个性挺MAN
的，没想到一到扫街现场
就缩了回去，只好糗自
己说：“我超废，太害羞

了！”还安慰自己说平日
是走气质路线，所以不习
惯与民众互动。
周孝安在扫街一圈后，
也渐渐开始适应，由于有
许多粉丝也到现场打气，
让他笑说：“经过这次经

胡杏儿跟一起拍广告的男孩出席活动，母爱大发搂小孩合照。
胡杏儿1月8日出席喷鼻
式 流感 疫苗活动，她表示
跟小男孩拍广告长达10小
时 ，对 方很乖，拍得很顺
利 。她 表示小时候很害怕
打 针， 有次失控将诊所反
转 ，护 士都怕了她，即使
现在长大也怕打针。
胡杏儿的儿子现在15个
月 大， 问会不会跟儿子一

起拍广告？她透露有 品 牌
邀请可以考虑，是一 个 纪
念，但要看广告的类 型 ，
也担心儿子不听话， 做 不
到广告商要求，就会失
礼。她指儿子对镜头 算 敏
感，知道别人拍他会 刻 意
不看镜头。她努力想 追 生
多一个小朋友，希望 尽 快
有好消息公布。

华剧《必胜大丈夫》剧中主要演员周晓涵、周孝安、林昀希、邱昊奇、陈天仁、梁正群
特别抽空前往四平商圈扫街。

验，终于不在有人群恐惧
症，可以走入人群了。”
只有陈天仁跳出说自
己曾在小学时参加过“扫
街”活动，原来他所谓扫
街是真正的用扫帚清理街
道，她笑说自己从小到大
都在服务业工作，所以完
全没有害羞障碍。而邱昊
奇难得活力十足，一阳光
现身，与梁正群抓住许
多女粉丝眼光，纷纷窃窃
私语说：“是他！是他
耶！”
而这次扫街还特别以
男女两组拼人气，看哪
组在商圈找到合影的人
比较多就胜利，结果还
是美女组胜出，周晓涵
就说：“还好有两位姊
妹在！”

老公许志安全男班日本滑雪 韩星李多喜有望出演《WWW》

郑秀文每晚有约 林秀晶等也收到邀请

郑秀文

郑秀文（Sammi）、梁
洛施、何超莲、 倪晨 曦 及
周汶琦1月8日出席品牌活
动，郑秀文与梁洛施均以黑
色型格打扮亮相 。 农 历 新
年将至，她们都 各有 不 同
计划，郑秀文选 择留 在 香
港陪伴父母度岁 ，梁 洛 施
则期待带三个儿 子出 外 旅
游，她透露儿子 们都 没 有
遗传她的演戏细 胞。 郑 秀
文老公许志安正 与全 男 班
在日本滑雪，她 说夫 妻 讲
个信字，笑指自 己节 目 丰
富，可能老公不放心她。
郑秀文8日全黑打扮亮
相，剪了一头短 发， 非 常

有 型。 她 表示 最 近老 公 许
志 安去 日 本滑 雪 ，自 己 留
在香港节目多多，不愁
寂 寞。 她 说： “ 我实 在 太
怕 冷， 而 且他 们 全男 班 ，
由 他们 玩 ！（ 全 男班 很 放
心 ？） 滑 雪男 男 女女 都 没
所 谓， 要 出事 ， 全男 班 都
可 以出 事 ，夫 妻 之间 讲 个
信字。我在香港就当然
节 目丰 富 ，我 是 坐不 定 的
人 ，每 晚 约朋 友 吃饭 ， 我
担 心安 仔 （许 志 安） 不 放
心 我多 些 。” 她 预计 农 历
年 将会 留 在香 港 度岁 ， 毕
竟 父母 年 纪大 ， 节日 也 想
多陪伴他们。

潘玮柏被台媒曝赴美国登记结婚

空姐女友已怀孕
潘玮柏出道18年，日
前无预警宣布封麦，让
粉丝震惊不已，此外父
亲在课堂上无意间曝露
婚讯，表明潘玮柏即将
结婚，消息曝光后引起
网友议论，至于结婚对
象究竟是谁？外界推测
应是密恋多年，且同居
的东方航空空姐“Luna”
。新浪娱乐就此求证潘
玮柏方，对方暂未回
应。
潘玮柏前年10月流感
引发肺炎，一度病危，
让他体会到健康重要
性，一度扬言退出演艺
圈，接着又被教授爸爸
在课堂爆出惊人婚讯，
让外界推测是要和东方

航空空姐Luna步入家庭
生活，对此消息潘玮柏
则透过工作室澄清：“
谢谢大家这么关心他的
大事，但目前未婚，也
还没有人愿意嫁给他，
哈哈，但已收到大家关
注，会继续努力”，对
于传言可说是否认到
底。
但根据台媒新报道，
他们曾跟Luna友人询问，
却得到“他们已经在美
国登记了”的回应，而
且语气完全没有要遮掩
的意思，此外更劲爆的
是Luna已怀了潘玮柏的
小孩，至于真相究竟如
何？还得等潘玮柏亲自
出面证实。

潘玮柏

1月8日下午，韩国女
艺 人李 多喜的 经 纪公 司 今
天 下午 透露， 李 多喜 最 近
收到《WWW》的出演邀
请 ，正 在考虑 是 否受 邀 出
演该剧。《WWW》将讲
述 当代 女性们 在 职场 上 靠
着 自己 的努力 取 得成 功 的

故 事， 林 秀晶 等 艺人 也 收
到 该剧 邀 请， 也 正在 考 虑
是否出演。
李多喜去年出演JTBC电
视剧《内在美》，可爱的魅
力受到了观众的好评，这次
她是否会带着新剧重返荧屏
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李多喜

BERITA KESEHATAN

养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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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养坊

俗话说¨百病易治，咳
嗽难医〃。中医讲究对症

藜麦瘦身靓饭

施治，咳嗽的原因复杂，对
不同原因的咳嗽，也有不同
的药方。日常我们耳熟能详
的中药，比如川贝母、苦杏
仁等等，在中医止咳方中不
时能见到它们的身影。今天
我们请广东省中医院卢传坚
教授，来说说另一种专治久
咳不愈还能补脾，口感又很
软糯的中药--白果。

撰文：严慧芳 宋莉萍
绘图：李冉

久咳不治？不妨试试用白果
可助“肺金之气”下降
关于白果的由来，还
有一个动人的故事。相传
明朝时，有位张御史为官
清正，刚正不阿，深受百
姓爱戴。有年秋天，张御
史的老母亲感受风寒，
咳喘不止，御史为此访遍
京城名医，但却依旧医治
乏效。张御史只得将母亲
送回山东老家，交给家人
悉心照顾。但老夫人回家
后因连日咳嗽，胃口也不
好，不思茶饭，小辈们都
十分担忧。张家有个贴身
婢女叫白果，平素服侍张
老夫人十分尽心，这天姑
娘的家人从老家捎来一些
果子，外壳很硬，但砸开
来后是又黄又软的果肉。
白果姑娘试吃后觉得香甜
可口，于是试着煮给老夫
人吃，没想到连吃数天后
老人家的咳喘就好了很
多，最终逐渐痊愈了。后
来张御史辞官回家，在母
亲的主持下与这位姑娘成
婚，并将这种果树在乡中
广泛栽种，这一地区便成
为了“银杏之乡”。
白果又名银杏，苦、涩、
平，有小毒，有化痰、止咳
平喘、止带、缩尿的作用。
《本草述钩元》中说这种果

健康
小课堂

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车辆，
要使它刹车掉头的话，没有
一定的力量可不行。而久咳
又体弱的人肺气已虚，要“
调转”气机的话不太容易。
而白果的作用在于“收降”
，在降气的同时能把外散的
气收拢回来，给肺气补充“
力量”。因此白果多用于久
咳而外邪已去的情况下，如
果还有发热怕冷的外感症状
则不宜用，身强体健的人吃
了白果作用也不大，它比较
适合体质虚弱，长年咳嗽的
老人。
明代著作《本草发明》
记载白果：“生则辛涩，
戟人喉。炒食味甘苦，宜少
用，堪点茶，压酒。仅治白
浊。多食动风作痰。小儿
食之易发惊。如食一千，令
人少亡，阴果之毒，可不慎
欤？”可见白果是有小毒
的，不宜一次性大量服用，
这种毒在加热后会大幅度减
小，因此白果不能生食，必
须保证煮得熟透。预防白果
中毒，可作如下处理__将
有小毒不可大量服用
白果碾去皮，除去肉中绿色
白果适合于痰多喘咳合
的胚，经长时间的浸泡，并
并气虚者，一般在新发或
烧熟，煮透再吃。
突发的咳嗽中很少用到白果
的，但久咳不治者倒不妨一
推荐食疗
试。这是因为久咳者，肺气
香菇炒白果
的上逆已经成了“惯性”，
子“经霜乃熟”，大多数
秋季成熟的果子都是在“ 霜
降”之前收获的，否则寒
冷的秋霜会把新鲜娇嫩的果
子冻坏。然而白果偏偏要经
过“ 霜打” 后才成熟，中医
认为，秋季在五行中属金，
与脏腑中的“肺”相合，
而且秋季以后天气转凉，阳
气有潜降之势，根据天人相
应的原则，“ 经霜乃熟” 的
白果可以助“肺金之气”
下降，而咳喘多以肺气上逆
为主，肺气下行，则咳喘自
止。
白果的果肉色黄而软，
色黄在五行中属土，与脏腑
中的“脾”相合，所以对脾
有一定的补养作用。根据五
行的顺序，土为金之母，
中医认为，“虚则补其母”
，这种通过补脾而养肺的方
法中医称之为“补土生金”
，白果既可以降肺气，又可
以补肺虚，所以对于肺气亏
虚所致的咳喘有很好的调理
作用。

材料： 白果3 0 克， 香
菇1 5 0 克，西兰花200
克，麻油、食盐、砂糖适
量。
做法：食材洗净，香菇
切片， 西兰花切成小段。
将香菇、西兰花焯水后过冷
备用，白果去胚后切半，煮
得熟透。热油炝锅，放入香
菇、白果爆炒，加入麻油、
食盐、砂糖，香菇吸汁后捞
出。大火翻炒西兰花，兑入
香菇、白果即可。
本品适用于肺气不足、
多汗、咳嗽的人群体质调
理。

材料：三色藜麦、大米适
量，1:5的比例。
做法：把材料放入锅中，
加适量清水煮饭即可。
专家点评：藜麦的血糖
生成指数比较低，有助于稳
定血糖和控制体重，同时藜
麦的饱腹感比普通的米饭要
高，在食用加入藜麦的米饭
时，会让人适当减少饭量，
更加好控制热量的摄入。坚
持长期改变饮食结构，体重
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减轻。

杜仲牛肉汤

南瓜白果盅
材料：南瓜1个，白果
15克，腰果50克，松子50
克，橄榄油、食盐适量。
做法：南瓜开盖，去除
内瓤，盖上盖子隔水蒸30
分钟。锅内加入适量的橄
榄油烧开，放入白果、腰
果、松子，过油后捞出。
在锅内加入白果、腰果、
松子，加盐，爆炒。把处
理好的食材倒入南瓜中，
炸熟的白果、腰果、松子
撒在上面即可。
本品适用于咳喘兼大便
欠通畅的人群，对于久泻而
脾胃虚弱的人群应慎服。

流感莫与感冒“傻傻分不清”

材料：杜仲30克，花生50
克，陈皮10克，蜜枣2 个，
牛腱子肉300克，食盐适
量。
做法：所有材料放入锅
内，加入适量清水，武火煮
沸后调文火煮1.5小时， 最
后加盐调味即可。（牛腱子
肉可以捞出切块蘸酱食用）
专家点评：杜仲具有补肝
肾、强筋骨、安胎的作用，
药性缓和不猛烈，适宜缓慢
进补。花生健脑强体质，益
气补血。牛肉味甘，性温，
有补脾胃，益气血，强筋骨
的功效。牛腱子肉就是牛的
大腿肉， 油脂含量低，适合
煲汤， 搭配陈皮蜜枣，调和
汤的味道。此汤膳非常适合
在冬季进补食用。

主讲：广东省中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 许银姬
近日，香港艺人刘德华
因确诊流感，临时取消7场
演唱会的新闻一度冲上热
搜。流感真的这么严重么？
如何区分流感和普通感冒？
许多人认为，流感也是
感冒，只是轻重程度不同，
事实并非如此：普通感冒，
入侵的是鼻病毒，四季都出
现，一般只有打喷嚏、流鼻
涕等较轻的症状。但流感由
甲、乙、丙、丁四种类型的
流感病毒引发，除了鼻塞
流涕，通常会伴有非常明显
的全身症状，如头痛、发热
（38?以上）、肌肉酸痛、
头痛、咽痛等，如果抵抗力
不足，病毒还会长驱直入，
导致出现肺炎，引起剧烈咳
嗽、胸痛、呼吸困难等，甚

至波及心脏、脑等，危及性
命。
不少人在流感入侵时浑
然不知，还继续使用对付
感冒的策略：不看医生不吃
药，硬扛几天，其实这种做
法并不可取。专家指出，体
质较好的成年人感染流感病
毒后，经过3-4天病程，体
温会逐渐下降，全身症状好
转，大概1-2周后痊愈。但
如果是老人或小孩，对付普
通的鼻病毒已经非常费力，
更别说流感病毒，建议流感
患者及早就医治疗，不要延
误病情。
流感用药也有讲究，在
发病的48小时内，使用奥
司他韦等抗病毒药物可以大
大减轻战况，缩短病程，因

联系电话：0086-20-83004168

此时间非常关键。通常在发
病后的第24_小时，流感病
毒会大量复制、排放，容易
波及周围人群，为了防止传
染，也应及早开始吃药抗病
毒治疗，争取把病源控制
到最小。专家提醒，最近是
流感高发时期，如果出现发
热、伴有明显头痛或肌肉酸
痛、明显乏力、剧烈咳嗽等
症状，都应尽快就医，避免
延误病情。
此外，每到流感季，网
上就冒出不少预防流感的妙
招，如喝板蓝根冲剂、醋熏
房间等。不过，这些方法对
付流感并没有什么作用。板
蓝根属于清热解毒类中药，
有抗菌、抗病毒等作用，常
用于治疗急性扁桃体炎、急

传真：0086-20-87370162

电子邮箱：gdtoday_nf@126.com

性咽喉炎等，但板蓝根并不
能预防流感，过量服用还会
伤及脾胃。醋熏房间，是最
容易被人们用作“防病”的
方法，事实上，一定浓度的
醋酸的确能消毒，但效果也
不是很好，因为食醋的醋酸
浓度很低，起不到消毒的效
果，而且如果长时间生活在
熏醋的封闭空间，可能会引
起呼吸困难、恶心等症状。
专家提醒，预防流感最
有效的措施就是接种流感疫
苗，而且需要每年接种，其
次，要从最基本的个人卫生
做起，如勤开窗通气、勤洗
手，同时应树立一种“隔离
意识”，得流感后不提倡带
病工作，无需住院患者建议
居家隔离以预防流感传播。

南方网：www.southcn.com

英文网：www.newsg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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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关系为何能焕发生机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邀请，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
委员长金正恩1月7日至10日对中国进行访
问。2019年是中朝建交70周年，新年伊始，
金正恩就到访中国，显示中朝友好关系再
度“焕发生机”。
2018年，中朝关系回
暖，朝鲜半岛形势或许
是1953年7月《停战协
定》签署之后最为稳定、
协商和友好的一年。首
先，金正恩在2018年3
月至6月间的3次访华;
其次，2018年4月至9月
间的3次“文金会”;第
三，2018年6月“金特
会”和4月至10月间美
国国务卿蓬佩奥的4次访
朝。这一系列的政治联动
不仅表明半岛局势出现了
历史上难得的缓和，更是
中朝关系从“停滞不前”
到“焕发生机”的转折之
年。
过去几年，中朝关系
曾因朝鲜“核导试验”
一度陷入了暂时性的停
滞不前。2016年至2017
年间，中国以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以及负责任的大
国身份严格恪守了联合国
执行的对朝制裁决议，但
是，国际社会严厉的经济
施压并没有将半岛局势推
向缓和面，反而不断刺激
着朝鲜的风险决策;另一
方面，美国“萨德”入韩
给半岛的和平进程和东北
亚周边安全带来了严重消

极影响，尤其是打破了东
北亚地区长久以来相对的
战略平衡。有人据此认为
是朝鲜招惹所致，而不是
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甚
至将中朝关系评估为负资
产，国内一度出现了“弃
朝”与“保朝”两种不同
的声音。中朝长期以来的
友谊和特殊的战略关系也
被置于尴尬境地。2018年
成为中国对朝政策的转折
之年，在处理中朝关系上
也逐步调整为“基于半岛
长久稳定”和“符合周边
安全”等现实利益的对朝
政策上来。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
朝鲜半岛形势的转暖与中
朝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之间
似乎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逻
辑关系。我们不妨考察一
下金正恩3次访华在日程安
排上与其他事件的关联，
具体如下：第一次访华：
非正式访问，2018年3月
25日至28日，习近平在北
京会见了金正恩委员长，
这时段正是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3月31日至4月1日第一
次访朝的前3天。第二次访
华：非正式访问，2018年
5月7日至8日，习近平在大

连与金正恩会面，这一时
间发生在5月9日蓬佩奥第
二次访朝前一两天。第三
次访华：正式访问，2018
年6月19日至20日，习近
平在北京与金正恩进行会
晤，时间在6月12日新加坡
第一次“金特会”结束后
的一周。
综合金正恩访华的时
间安排可以看出，朝鲜方
面在会见美国领导人或高
官间隔前后与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保持了及时的战
略沟通，中朝最高层密切
交流也使国内外对中朝关
系的一些错误认知不攻自
破。朝鲜对中国在半岛安
全机制推动中发挥建设性
作用的肯定也提升了中国
在地区事务上的话语权。
维护并充实中朝友谊的
内涵不仅在维护半岛和平
稳定上发挥着压舱石的作
用，而且也有利于促使半
岛各利益攸关方形成东北
亚地区安全合作的共识，
为半岛和平机制的建设打
下良好的政治基础。
习近平在去年金正恩
访华期间表示，“中国党
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友好
合作关系，维护好、巩固
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
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
的方针”，“无论国际和
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
党和政府致力于巩固发
展中朝关系的坚定立场不
会变，中国人民对朝鲜人
民的友好情谊不会变，中
国对社会主义朝鲜的支持
不会变”。2018年9月9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夫人1月7日启程访问中国前检阅仪仗队 （朝中社照片）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
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栗战书率中国党政代
表团出席了朝鲜建国70周
年的系列活动，其间，金
正恩多次同栗战书会面，
等等。中朝高层之间的亲
密互动足以说明两国关系
不会因外部一时或一事的
干扰而发生任何改变。不
仅是因为有鲜血凝成的友
谊，而且或许更因为有地
缘战略利益因素，才会“
牢不可破”，才会经得起
考验。
中朝关系为什么能够
经得起风浪的考验？古代
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随着
时代的变迁蓝本依旧，尼
古拉斯·斯皮克曼笔下的
边缘地带是对海陆强国战
略竞争要地的描述。朝鲜
半岛这一复杂交错的地缘

政治环境正符合这一特
点，长期以来它一直作为
海陆国家伸缩曲张的跳板
而存在，同时既是海洋邻
国入侵古代大陆帝国的第
一踏板，也是内陆国防守
下的最后一张骨牌。毫不
夸张地说，在地缘上朝鲜
(半岛)是决定中国或向海
洋文明延伸或被压缩为内
陆文明的发展空间的“生
死阀门”。从地缘政治角
度来说，中朝关系实乃命
运相依。
今年即将迎来中朝建
交70周年，在中朝关系
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特殊
意义，中朝双方应该会有
更加积极的值得期待的互
动。在新的一年里，朝美
关系和朝核问题都将进入
深水区，好在开局良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金正
恩新年贺词予以正面和积

80后白发书记 就该让这样的官员晋升
云南楚雄州大姚县
的“80后白发书记”李忠
凯有了新消息。1月7日晚
间，澎湃新闻了解到，1
月7日下午，政协大姚县
第九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宣布了选举结果，李忠凯
当选为政协大姚县第九届
委员会副主席。
去年11月，正在任前公
示的李忠凯，因为与“80
后”身份极不吻合的一头
白发，意外走红网络。在
年龄造假的可能被排除
后，这位云南楚雄大姚县
的基层干部，收获了勤劳
肯干的普遍赞誉，此次
顺利通过公示期并得到晋
升，辛苦付出也算是有了
回报。

放眼当下的舆论场，
类似这样基层官员升迁、
网友集体点赞慰问的场
景，和李忠凯的满头白发
一样，老实说并不多见。
有关基层公务员的画像，
正如那句“一杯茶，一包
烟，一张报纸看一天”的
俗语显示的，以消极、慵
懒和暮气沉沉的刻板印象
居多。
事实上，李忠凯的故
事，如果只是局限在满
头违和的白发和老成的
面相，它顶多是一个可供
调侃的网络段子。网络上
对其升迁的祝福，很大程
度上，指向他在大姚县的
基层扶贫中，所做出的贡
献——在他任职大姚县湾

碧乡党委书记的2014年至
2017年，湾碧乡共有989
户3958名贫困人口实现稳
定脱贫，目前只有55户没
有脱贫。
满头白发当然离不开身
体体质的原因，但李忠凯
走红过程中的“意外”，
与其说是外形，不如说是
它让外界看到扶贫中的艰
难和曲折，如何摧毁基层
公务员的形体、外貌和健
康。
对于基层公务员的生
存，对于基层的治理状
况，由于物理上的区隔，
生活在五环内的民众其实
很难有清楚的认知。加上
媒介话语更多是聚焦于有
故事性的城市、中产，尤

文/李敦球

其是医疗、教育等话题，
它导致外界存在着认知屏
障，容易将基层误会成公
务员的养老圣地。而“80
后白发书记”的出现，正
好打破了这种信息茧房。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李
忠凯曾提到，“基层干部
不怕累，就怕不被理解”
。如果刻板印象无法去
除，对于那些进入舆论场
的基层公务员来说，的确
可能造成误解、误伤。
此前一块屏幕引发全民
关注，它已经说明贫困地区
的发展，靠内生造血有着天
然的瓶颈，更多还是得依赖
于外部资源的注入。所以这
种误解误伤最致命的后果，
还不是基层公务员形象的损

毁，而是在基层不思进取的
想象中，导致脱贫机会的丧
失。
值得一提的是，大姚县
属于国家级贫困县，而截
止2018年9月，中国的贫
困县数量还有585个。另
一方面，按2015年定下的
脱贫任务，到2020年中国
要消除贫困人口，窗口期
只剩下不到两年，任务可
说相当严峻。
如果只是从贫困人口
数字的不断减少来看，脱
贫过程无异于一场冷冰冰
的数字游戏。李忠凯的故
事，恰恰在提醒，基层扶
贫的确是一场惊心动魄的
行动，它既不顺理成章，
也不轻而易举，需要付出

极的回应。但挑战仍然存
在，朝美之间的分歧还有
待磋商解决，中国在半岛
事务上应该时刻做好建设
性介入的准备。目前，朝
美正在推进第二次首脑会
谈，在此关键时刻金正恩
访华，意义重大。
金正恩在今年新年贺词
中再次强调：“(发展经济)
大大改善人民生活是我们党
和国家第一重要大事。”经
济建设已经成为朝鲜的战略
重心，这或许是未来东北亚
的机遇期。如果将朝鲜的经
济大开发机遇期与中国“一
带一路”倡议和振兴东北相
联系，那么，中朝关系就会
持续不断地“焕发生机”。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
家、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
学院教授、本栏目特约评
论员。来源：中国青年
报)

文/熊志
太多的血汗和代价。
对大姚县来说，拥有一
个苦干到白头的“80后白发
书记”，的确算得上幸事。
此次晋升让他能够在更大的
舞台上施展拳脚，可谓锦上
添花。官员晋升体系，就该
让实干的人上去。
跳出大姚县来看，李忠
凯将外界的注意力引向广
大的基层，引向需要注入
大量心血的扶贫领域，本
身也是对“五环内视障”
的积极矫正。事实上，在
注意力本身就是资源的今
天，当外界越来越多聚焦
于基层，并且进行适当的
资源倾斜，基层脱贫的希
望无疑会大大增加。
（来源：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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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会 唐嫣的亮片裙和景甜的小黑裙我都想穿！

宋茜一身闪烁红色光泽的oversize亮片连帽衫搭配过
膝长靴，性感迷人，光彩夺目自带kirakira效果～

大幂幂这件金属亮片和网格面料拼接连身短裙宛如华
丽的美人鱼。

周冬雨一身抢眼的玫红色亮片装则更加俏皮可爱，
搭配她标志性的报童帽又增添一丝帅气。

最安全的颜色肯定要属黑色了~显瘦
又不会出错。baby这件原本经典的小
黑裙，点缀亮片元素，有一种复古摩
登的感觉。再搭配清爽高马尾，展现
满满少女气。

又

到了一年一度
的年会月，每
年这个时候都是女同
事们之间最精彩的比
美大会，如果你们今
年还没想好穿什么，
不如就从女明星着装
中来获取灵感吧～
闪闪亮片装
不管是年会还是年
底各种趴体派对，怎
么能少得了bling bling
的亮片来抢镜，这个
闪闪发光的元素，绝
对让你成为全场最闪
亮的崽！张嘉倪一袭
裸色亮片裙温柔甜美
的像奶茶一样。
满身亮片虽然看起
很浮夸难驾驭，但其
实想穿好也很简单，
只要注意两点就可以~
一是尽量选择纯色的
亮片单品，像这种五
颜六色拼色设计的，
除非有盛世美颜，不
然别碰就对了。
第二个要注意的就
是尽量不要选择这种
太过性感的款式（尤
其不是平胸的妹子更
要注意），比如细吊
带、贴身设计等，穿
不好就会显得廉价，
当然如果你长了一张
倪妮一样的高级脸肯

定穿什么都好看的。
一字肩让你看起
来性感又不失时髦
气息。或者靠细节取
胜，这种前面看起来
很正常，后面暗藏玄
机的款式，让你想不
吸引目光都难。
要注意的是全身造
型有主有次，有一个
亮点就可以，亮片本
身就很吸睛了，搭配
的其他单品就尽量以
简单大方为主。
经典小黑裙
每次年会出现频率
最高的应高就是小黑
裙了，而怎么才能在
千篇一律的小黑裙中
脱颖而出才是考验搭
配功力的地方～
首先款式和设计上
就要有点小心机，黑
色难免会看起来死气
沉沉，而适当的露出
点皮肤则可以完美中
和这种感觉。
金色、银色都很搭
~如果你的小黑裙也是
普通的基本款，不如
就从配饰下手吧！
两种不同风格你们
更pick哪一种呢？今
年年会快点提前准备
起来吧！
（来源：网易时尚）

张天爱一袭亮片吊带紧身裙超级性感，女王气场
十足。

唐嫣这种甜美的淡粉色亮片也对
亚洲人的皮肤也很友好。

款式的话像娜扎这种泡泡袖设计
的亮片裙就很可爱。

如果觉得整身亮片太浮夸，选择一件
亮片单品也可以~景甜黄色亮片上衣
搭配黑色皮革半身裙，优雅温婉。

戚砚笛用简单的黑色针织衫搭配
黑色亮片开叉短裙，大气中透着
小性感。

志玲姐姐这种斜肩设计的礼服裙非常适
合脖子比较短的女生，可以在视觉上拉
长颈部线条，气质也会变得更好。

如果你的手臂有拜拜肉，可以选
择张靓颖这种有部分遮挡的单侧
露肩礼服。

不喜欢穿裙子的可以像汤唯一样选择
一套亮片西装，又美又酷气场十足。

baby一袭黑色透视薄纱裙，有着若隐若现的小性感～

刘亦菲素衣撑伞被赞“仙女本仙”
近日，一组刘亦菲绝美旧照曝光，照片中的刘亦菲素
衣撑伞，淡然独立，清纯可人。众多网友纷纷转发，称她

仍似“神仙姐姐”一般美的动人心魄，大赞她是“仙女本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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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式教堂的鼻祖在巴黎，
每年上千万人去朝拜，此生必去的地方

在欧洲，教堂可以说
遍地都是，它们大都历史
久远，或高贵典雅，或雍
容华贵；或处于闹市，或
隐于郊野，成为城、镇的
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有
相当多的经典建筑，早已
流传千年，并且使用至今
依旧辉煌不减。
今天要说的，是位于
法国首都的巴黎圣母院，
这座教堂是整个欧洲建筑
史上少有的华彩乐章，更

是哥特式教堂的鼻祖，虽
然可能很多中国人对这个
名称的熟悉，是来自于雨
果的同名文学巨作，但其
实教堂在850多年前就已
经屹立在西岱岛上了。
如今世界各地的游客
们到巴黎，即使非基督
教信徒，也会来这里参
观、朝拜，我三次巴黎
行，每一次都必然会去
这里，有时甚至会在不
同时段去多次，因为无

论是在白天还是夜晚，
矗立在塞纳河畔的巴黎
圣母院总是会令人感到
庄严和惊艳。巴黎圣母
院是在旧有的的两座教
堂旧址上重新修筑的，
建造中还使用了旧教
堂的基石和部分建筑装
饰。
重建的时间是1163
年，耗时180多年，至
1345年才全部建成，建
成之日，即成为历史上

最为辉煌的建筑之一。
这座教堂的基座是一个
十字架形，十字交叉的
下方是圣坛所在，而交
叉的上方，就是哥特式
建筑特有的又尖又细的
尖塔。建筑主体，被弯
弯的飞扶壁环绕，用来承
重，正是由于飞扶壁的发
明，建筑主体可以造得很
高，内部也非常有空间
感，后世的许多基督教堂
都模仿了它的样子。

巴黎圣母院是全部使
用石材建造的，在教堂
的正面，是两座高耸的
钟楼，钟楼下方有三个巨
大的门。整个立面和门楣
上，布满了精美的雕像，
一层接着一层。
你大概不知道，如此
精美且辉煌的建筑，在法
国大革命时期差一点就消
失了，那时的巴黎圣母院
被沦为仓库，破坏者们把
教堂内外的宗教人物雕像

大肆损毁，整个建筑破败
不堪。一直到拿破仑掌权
后，选择在巴黎圣母院
举行加冕仪式，才令这个
饱经沧桑的教堂重新恢复
宗教职能，并开始加以修
复。再后来，雨果同名小
说的出版，引起更多的关
注和社会募捐，巴黎圣母
院在1844到1864年间进
行了一次彻底的整修，也
就是今天世人看到的模
样。

印尼民丹岛：

东南亚海岛游中鲜为人知的小众目的地
海岛游，是近些年相
当受欢迎的出行选择，东
南亚地区的海岛又因为数
量众多，且距离我国近，
交通方便，消费大多不太
高而成为国人出境游的
首选，不过一些热门的
海岛，也时常因为游客过

多影响游玩体验而令人失
望。这次给大家推荐一个
鲜为人知的小众海岛游目
的地，她被称为新加坡的
后花园，然而却是属于印
度尼西亚廖内群岛中最大
的一座岛屿：民丹岛，和
新加坡隔着一条新加坡海

峡，两地间只需要50分钟
的船程。
因为有别于新加坡的
现代都市气息，且距离近
风景美交通便利，民丹岛
成为了新加坡人休闲度假
的好去处，同时也吸引了
不少去新加坡游玩的游客

前去度假。当然了，民丹
岛上是有机场的，如果从
印尼首都雅加达过去，
也是挺方便的。和大众海
岛比起来，民丹岛上游客
稀少，然而蓝天白沙、椰
风海韵却一点也不会输给
其他海岛。这儿大致可以

分为北民丹和南民丹两部
分，北部的旅游区，是新
加坡向印尼租用开发的，
汇聚了数十家国际度假
村，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私
人海滩，可以尽情享受假
期。也有“宝藏湾”这样
的大型综合水上游乐园、

夜间还可以乘船去红树林
观看萤火虫。而南部是民
丹岛的首府所在地，有当
地最大的华人寺庙罗汉
寺，也有风光绝美的离岛
白沙岛，可以说无论人文
还是自然风光，都可以满
足你想要的。

体育 OLAHR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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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组建职业化曲棍球俱乐部

将参加马来西亚联赛
【新浪体育】1月9日，由辽宁省军事体育航海运动学校、北
京无量空间集团和马来西亚DBH公司三方携手共建的辽宁无量空
间曲棍球俱乐部正式成立。这支以辽宁曲棍球队员为主体的球
队将参加马来西亚曲棍球职业联赛。
辽宁无量空间曲棍球
俱乐部通过队伍长期集

中、队员优胜劣汰，可
密集参加世界高水平比

赛，最终实现以赛代练
的目标。

辽宁无量空间曲棍球俱乐部正式成立

合 作 建 立 后 ， 辽
宁省体育局将为俱乐
部培养和输送后备人
才。俱乐部将依靠其
国际专业团队和国际
资源，制定系统、全
面、先进、有效的运
营模式，提供竞赛、
体能、测评、营养、
医疗、康复等完备的
训练和保障体系。
辽宁省体育局局长
宋凯表示，辽宁无量空
间曲棍球俱乐部的成
立，完全符合“运动辽
宁”新发展理念，是“
专业运动队俱乐部化”
又一个成功案例，呼
唤并吸引更多的社会精
英、社会资本加入辽
宁体育发展中来，借
此突破过去禁锢辽宁
体育职业化、国际化
发展的藩篱，使得辽
宁体育能够赢得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

亚足联官方：叙利亚边锋因伤退出亚洲杯
【中新网】1月9日，根据亚
足联官方网站消息，27岁的叙
利亚边锋奥萨马-奥马里因膝
盖伤势将退出本届亚洲杯，为
此，他将休战六个月。优素福卡尔法很可能取代奥马里的位
置。6日，在对阵巴勒斯坦的
比赛中，奥马里前十字韧带撕
裂。赛后，他在自己的社交媒
体上透露了伤势：“受伤的是
前十字韧带，所以我将错过亚
洲杯剩下的比赛，但我的队友
有能力克服这一点，并在接下
来的比赛中为数百万叙利亚人
带来欢乐。”他这样写道。
奥马里目前效力于卡塔尔体育

俱乐部，他的离开对叙利亚队是一
个打击，在0:0逼平巴勒斯坦队之

后，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状态正佳的
约旦队和卫冕冠军澳大利亚队。

亚足联官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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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利物浦pk埃弗顿争夺葡超名将

恐砸4000万转会费

利物浦和埃弗顿都有意引进费尔南德斯
【新浪体育】1月9日， 季，24岁的费尔南德斯延
据葡萄牙媒体《A Bola》 续 着良 好 的状 态 ，迄 今 为
报 道 ， 默 西 塞 德 双 雄 利 止，他已经取得了14粒进
物 浦 和 埃 弗 顿 均 有 意 冬 球并且有9次助攻。费尔
窗 引进 葡 萄牙 体 育中 场布 南 德 斯 合 同 中 有 着 1 亿 欧
鲁诺-费尔南德斯（Bruno 元 的解 约 金条 款 ，不 过 ，
Fernandes）。上赛季，费 外界认为只需接近4000万
尔 南德 斯 为葡 萄 牙体 育奉 欧 元的 转 会费 就 可将 他 带
献了16球20助攻的数据， 离葡萄牙体育。2017年，
他 曾被 认 为会 在 去年 夏天 费 尔南 德 斯从 桑 普加 盟 葡
离 开葡 萄 牙体 育 ，不 过， 萄 牙体 育 ，此 前 他的 职 业
他 最终 选 择了 留 下。 本赛 生涯均在意大利度过。

埃及击败南非获得2019年

非洲国家杯足球赛举办权
【中新社】1月9日，
达喀尔消息：2019年非
洲国家杯足球赛举办权
究竟花落谁家8日终于出
炉。当日在达喀尔举行
的非洲足联(CAF)执委会
上，埃及以16票对1票的
绝 对优 势 击败 南 非， 拿下
2019年非洲国家杯足球
赛举办权。
随后，非洲足联主席
艾哈迈德宣布了这一消
息。2019年非洲国家杯
将于6月15日至7月13日
举行，随着此次拿下赛
事举办权，埃及将第五
次举办这一赛事。埃及
还曾先后7次赢得非洲国

家杯冠军，此次作为东
道主参赛，该队的夺冠
前景被外界广泛看好。
作为埃及举办赛事的优
势，该国拥有众多国际
标准球场。其中，开罗
国际体育场可容纳72000
名观众，博格阿拉伯体
育场则可以容纳87000名
观众。
2019年非洲国家杯的举
办 权最 初 花落 喀 麦隆 ， 该
国 曾击 败 竞争 对 手阿 尔 及
利 亚和 科 特迪 瓦 。然 而 ，
非 洲足 联 认为 喀 麦隆 的 办
赛 能力 与 比赛 需 要差 距 较
大，于2018年11月剥夺了
喀麦隆的举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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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讶得快不能呼吸，瞪大了
眼，仍力求镇定。“你……
你丧失了记忆了，不是？当
然……当然记不得。”
“因为我记不得，你们就联手骗
我？”

她

小说天地

“不是这样的，我……我的确
是……”邱雪蔷急着想解释。
不想听她再鬼扯，他直言，“那
个让我痛得只能藉由遗忘她才
能继续往前走的女人，是我的妻
子，叫楚馨恬。”
“颖熙……”盛家两老的心脏快停
了。“你……你……想起来了？”
想起楚馨恬死了的事？
盛颖熙红了眼眶。“别担心……
我很好，你们担心的事不会再发
生。”他身心疲惫的闭上眼。“
你们先回去吧，我有些累，想休
息。”
“你……真的没问题吗？”盛母
仍是不放心。
“嗯。”
“我叫医生过来好不好？”
盛颖熙点了点头。
邱雪蔷殷勤的说：“我……我留下来
陪他。”
“不用了，我说过，我想静一静！”

CERITA BERSAMBUNG

他决然的拒绝，摆明拒她于千里之
外。
她红了眼眶转身就走，而盛家两老看
在眼里也只能叹息了。
儿子的性子他们很清楚，以欺骗的手
段骗他订婚本来就不对，原本觉得在
订婚日受伤送院还真是不吉利，现在
想起来……也或许不是坏事。
婚没订成，对邱家是感到失礼抱歉。
但真订了婚，甚至结了婚后儿子才恢
复记忆，以颖熙的硬脾气，绝对不惜
走上离婚一途，即使没离婚，雪蔷也
不见得好过！
雪蔷对儿子的痴心，他们是看在
眼里的，忍不住开口为她说话。“
你啊……就不能稍微考虑一下雪蔷
吗？”
盛颖熙却答非所问，“什么时候也告
诉我……馨恬的长眠处，也请你们把
从我公寓拿走的还给我。”
左一句馨恬，右一句馨恬，对于亡妻
的感情没放下前，颖熙是不可能接受

生命无常，年龄越来越
大。
日子越来越少。
看着周围一些熟悉的人离
开。
让我更加懂得珍惜当下。
用心过好每一天。

相信朗明月和阁
浩天的关系匪
浅……既然如
此，她应该可以借用一下
阎家堡三十八家钱庄的财
力，来帮她达到开店做生
意的梦想才是。
“你在威胁我吗？”听她
这样说，赫连麒的骨子里
翻滚着腾腾热气。
“不是，我是在请求你，
如果你答应了，我不是会
更积极帮你生娃儿吗？你
也不吃亏吧？”这一点，
是她唯一可以说服他的理
由，虽然她个人很不爱，
但还是得常常拿来用才
行。
“朗明月。”他突然很轻
很柔地唤着她的名，目光
灼灼地看着她的眼。
“什么……”那眸，太
热，热到她觉得自己的身
体都快要因此而融化。
“我要的是我的娃儿，不
是别人的娃儿，这一点，
你务必要深深切切的记在
心底……否则，我会杀了
你。”

她

又轻又柔的一句
话，却让听着的
人一阵哆嗦。
他的意思很清楚
明白，就是警告
她不准让他戴绿
帽就对了。
莫寻的脸一阵青
又一阵白，咬紧
牙根才没出手给
他一个耳光，他
根本就在看轻她
的人格，因为她
出身酒楼，就算
他明知她嫁给
他时还是处子之
身，这么多年在
花楼里从未失过
身，可他还是看轻
她！
可恶……讨厌……又很欠
扁……
她的心变冷了，脸更
冷。“放心，我保证如果
我怀了孕，孩子一定是你
的，可以了吧？另外，除
去我要帮你生下娃儿这一
点，你和我之间没有其他
的约束了吧？不管我在外
头做什么你都不会过问也
不干涉，对吗？只要不影
响生孩子，任何事我都有
自主权，对吧？”
赫连麒看着突然变得尖锐
又冷漠的朗明月，淡淡点
了头。
感觉，她像是亟欲跟他划
清界线一般，就像那日他
对她的要求……不准爱上
他，她似乎已经有了更为
深刻的认知。
这样很好啊。如他所愿不
是吗？
却为何，他会觉得胸口像
是鯾了一根刺似的，怎么
也不顺畅？

道：“不错，简单来说，事情
是这样，可是你别忘记，邪恶
侵入地球之后，追杀者才来
到！追杀者在这里，歼灭了一部分邪
恶，又将一部分邪恶埋入地底，天知
道还有多少邪恶以巧妙的方法，占据

我

第四章
炎炎夏日，莫寻热得快要
中暑，每天都要丫头弄来
冰镇的酸梅汤喝上好几碗
才行，大半时间都慵懒的
睡卧在铺着草席的地上，
因为这样才凉快。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才十
天的工夫，办事效率奇佳
的刀叔已帮她找好了一栋
位在都城西南一隅，占地
约莫有三分之一个赫连
山庄大的园林楼阁，高高
的围墙内外植满了绿树，
两层楼高的楼宇位在靠山
的尽处，私密性极佳，很
适合她要开的特种营业场
所。
前两天，她找上了对门的
阎家堡，见过了阎家堡主
阎浩天，他见到她很是意
外。
但当她开口跟他借一大笔
钱，他竟连想都没想一下
便点头同意，银票马上就
开给了她，连问一句何时
还？拿这么大笔钱去做
什么？等等等的都没问，
还亲自护送她回到赫连山
庄。
最重要的是，她好像怀孕
了，一次中奖，因为月经
已晚了七、八天，这是从
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不只
如此，她每天都很懒，动
都不想动，吃不下、很想
睡，又超爱喝酸梅汤，八
九不离十。
总之，一切的进展都十分
顺利，楼有了，钱有了，
连孩子都有了，现在只剩
装潢事宜和召募员工这两
件几乎可以同时进行的
事，而这些事都必须等她
人在都城时才能进行。

(18)
了人体，而生存下来！”
比拉尔的声音有点发颤：“你不是以
为他们至今仍在繁殖着吧？”
我叹了一口气：“我不知道，繁殖，
有两种意义的解释，一种是肉体的繁
衍，另一种是精神的延续。我不能肯
定前者，但是我可以肯定，邪恶的延
续，一直未曾间断过。”
比拉尔双手捧住了头，过了半晌，才
抬起头来：“不见得当年……那种
怪眼占据了地球上所有的人，地球上
一定还有人保有本来面目，本来心
灵！”
我呆了片刻，才道：“也许，但是请
你指出一个地球人，他的一生之中，
是连邪恶的念头未曾起过的？比拉
尔，你对自己的行为有信心，但是你
的一生之中，敢说从来也未曾起过邪
恶的念头么？”
比拉尔望着我，过了半晌，才道：“
或许……或许不关怪眼的事，人本来
就是这样的！”

黑

脸捕头回首怒吼道：“妈
的，犯人就在眼前，怎的还
不过去给我拿下？平日吃喝
嫖赌你们倒比谁都跑得快！”
绝斧客望望地上的尸体，笑呵呵的
道：“捕头大人，你真的要逮捕老夫
么？”
他虽然是笑着讲话，可是这笑意却似
一柄尖锥般刺得黑脸大汉退了两步，
有些嗫儒的道：“老英雄，小的吃上
这碗公家饭，实在情非得已。还是请
老英雄多予包涵，给小的定下这件
案，只要老英雄见了县太爷，小的就
脱了干系啦。”
绝斧客忽然一沉脸，道：“还要到县
里去么？你们县太爷的架子倒也不
小，够了，够了，捕头大人，如果你
还想要多活几年，就赶快带着你手下
的这群酒囊饭袋回去，老夫定会亲自
见你的县太爷，否则的话，嘿嘿，只
恐稍停想走也走不成了！”
黑脸大汉面孔愈涨愈红，他又看了看
地上的尸体，忽地把心一横，大叫
道：“好个杀人囚犯，江洋大盗，光
天化日之下，竟敢拒捕官军，这还得
了，兄弟们，锁上他！”
叫喊声中，他自己也拚出老命的冲向
前去，一柄锋利的手叉子霍然刺向绝
斧客臂下，两腿交接横扫“鸳鸯腿”
猛截对方腿弯，来势倒也紧凑有力。
随着他的行动，周遭持立的数十名差
役也呐喊着围攻而上，兵器碰响不
停，大有一举擒敌之势！
绝斧客大笑一声，银练短斧缠在右
腕，左臂倏挥，披在身上的灰色皮擎
已活然展开，像煞一块沉厚的门板，
向四面八方横扫而出！
首当其冲的便那黑脸汉子，他只觉眼
前一片灰沉沉的物体迎面兜来，甚至
还没有看清楚是什么东西，已被卷扫
出寻丈之外，手叉子飞起老高，连带
着十五六名大汉也如同被火药炸开似
的向四周翻滚而出，惊呼号叫乱成一
片，其余的差人则早已吓得四处跃
窜，唯恐逃之不及。
绝斧客豁然长笑道：“小子们，滋味
大约不会好受吧？”
我道：“或许！”
在这之后，我们之间，是长时间的沉
默。最后，还是比拉尔先开口，他的
声音听来有点虚弱：“它……还说了
些甚么？”
我道：“我所能理解的，就是这些，
它还说，他们留下了这只箱子，集中
了当时地球上所有的语言，希望会有
人发现，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比
拉尔，维奇奇大神，就是被怪眼占据
了之后的人，他们当时一定曾有过不
少凶残的行为，所以土人的印象才会
如此深刻，才会对这种神产生这样大
的恐惧感！”
比拉尔的神情，已经镇定了许多：“
这样说来，蔡根富……不，占据了蔡
根富身子的那只怪眼，也是早有预谋
的了？”
我道：“猜想起来是这样，我的猜测
是，蔡根富在开矿过程中，先发现了
一只怪眼。那只怪眼是曾经被那种光
线射中过，但是蔡根富可能在这只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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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女人的。
盛母叹息，男女之间的情事只要一方
无心，他们也是爱莫能助。“知道
了。”
回到了和楚馨恬生活过好长一段时日
的公寓。玄关处堆了几个大箱子，那
是母亲请人送过来，打包成箱关于楚
馨恬的东西。她说还有不少，会陆续
叫人送来。
拆开第一个箱子，盛颖熙开始依照着
印象把它们归位。客厅的柜子上放了
几张用可爱熊相框框住的两人甜蜜合
照，主卧房里挂着一帧两人的巨幅
婚纱照。还记得那时她要求他挂上
去时，还被他笑老土,当时楚馨恬义
正辞严的告诉他，“从年轻挂到老还
没换人，你不觉得那是一件很浪漫的
事吗？当然，如果等到我老到牙掉
光光，嘴巴成为沙蛤蛎，在你眼里
我还像相片中的人一样年轻貌美的
话……那可能是我听过最美的甜言蜜
语了。”
(80)
他一抚胡辫，缠在腕上的银练短斧已
活然似条怪蛇般飞起，在空中纵横闪
掠，银芒耀亮如西天的雷火，迅速得
彷佛流虹片片。
四周的捕快早已连滚带爬的逃走了一
大半，场合十分混乱，而就在这叫喊
杂乱的当儿，一阵急骤的马蹄声已如
密鼓般传入各人耳中。
一直站在醉仙楼廊檐下悠闲观战的长
离一枭与江青二人，此刻亦不由神色
一肃，江青低沉的道：“前辈，大约
人连剑来了。”
长离一枭目光凝聚来处不动，淡漠的
道：“来了正好，老夫早就想试试
邵老儿的人连剑法有什么出类拔萃之
处。”
江青下意识的扯抚了一下早已罩在
身上的青色长衫，轻轻的道：“看
这情形，人连剑邵竹溪不会善罢干休
的。”
长离一枭夷然不惧的道：“只是，他
也会多盘算盘算呢？”
二人说话间，街道尽头已转过来五乘
高大骏马，当先一骑，正是那紫脸膛
的擎天剑鲍能！
绝斧客已收回银练短斧，双臂抱在胸
前，束发的金环闪耀看生冷的光芒，
凝望着溅起漫天泥雪，迅速来到眼前
的五匹骏马。
于是……骑在马上的骑士也早已着清
了现场的一切。
于是……
五张面孔，已有三张变了颜色。
擎天剑鲍能尚不待坐骑停住，已偏腿
飘身而下，满脸惶急的奔到仍然赖在
地上未曾起来的太虚剑土胡坤身傍，
慌乱的叫道：“师弟，师弟，你怎么
了？伤势可重？”
太虚剑士胡坤此刻翻过身来，故意将
头项上的伤口朝着鲍能，语声低弱的
道：“师兄，唉……愚弟栽了……叶
家兄弟与魏贤第也完了……”
擎天剑鲍能面孔肌肉抽擂，两眼中充
汗了凶后厉色，他激动的道：“师
弟，你放心休憩，不但三师叔他老人
家已亲自来到，连师父与大师伯也来
了，这一遭任那卫老鬼再横也横不了
多久，师弟，你看我们连本带利的取
回！”
他跳起身来，匆匆奔到尚未下马的几
个骑士之前，仰首低声说了几句话，
那听他说话的骑士，是一个年约五甸
的精瘦老人，一张黄干干的面孔，唇
上留了两撇八字胡，但是，双目开阖
之间，却寒光隐射，顾盼中，更有着
一股无形的威严气概。
在他右边的一骑，马上人却是个快近
六旬的胖大老者，一张弥陀佛似的胖
脸上永远挂着笑容，穿着一件上绣福
字团的丝棉长袍，食指上尚戴着一枚
宽厚的纯金指环，越发显得相貌团
团，和气生财。
(432)
眼上发现了一些甚么，他企图告诉道
格工程师，而道格工程师不信，他将
那怪眼带回了家中。第二天，大量
的，至少有一百多个怪眼，被掘了出
来。那些怪眼，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压
在地下之后，并没有死，一被掘出
来，立时向人体进攻！”
比拉尔吞了一口口水，我示意他勿打
断我的话头：“我相信蔡根富最早被
怪眼侵占，而且，邪恶立时占据了他
的思想，邪恶的残杀同类，唯我独尊
的特性发作，他杀死了一批同类，另
一批同类可能逃匿起来，一直躲在矿
坑中，事后，这些怪眼又开辟了一条
通道，中土就死在那条通道之中，奥
干古达也是在那条通道中被怪眼占据
了他的身体的。”
比拉尔道：“我……算是幸运的
了！”
我望着比拉尔，心中忽然闪过一个念
头。可能是我有了一种古怪的神情。

(93)

BLACKPINK新出辑

预计3月赴台开唱

韩国新生代女团BLACKPINK
举凡迷你专辑或是单曲 动外，去年年底也在 大 阪
皆 有亮 眼成绩的韩国新生 京瓷巨蛋开唱。首张 日 文
代女团BLACKPINK，除了 正规专辑《BLACKPINK IN
曾 登上 日本大型时尚周活 YOUR AREA》将于1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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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正式台压发行，期望能
让更多人认识这个四人女
子团体。
BLACKPINK由JENNIE、
LISA、JISOO、ROSE四名
成员组成，团名BLACKPINK传达“不要只看漂亮
的部分”、“看到的并不
是全部”的意思。2016
年以单曲专辑《SQUARE
ONE》于韩国出道，之后
又推出人气歌曲《AS
IF
IT’S YOUR LAST》，也
让她们成为获得YouTube
统计最快速获得4亿次观
看影片次数的女子团体。
成功出道后BLACKPINK
推出3张单曲和1张迷你专
辑，近年来积极拓展海外
市场。除此之外，她们也
预计于今年3月3日到台湾
开唱。

Rain《自行车王严福童》2月上映

耗资6000万制作

杨紫琼与李安谈亚裔电影

期待双方再合作
为推广亚洲文化，7日在皇
导演没有说再重拍一次，就是
后区的纽约“移动影像博
达到李安的要求。她回忆起
物馆”（Museum of the
合作拍“卧虎藏龙”时
Moving Image）特别邀
说：“只要李安都不
请主演“疯狂亚洲
说话，那就表示你做
富豪”（Crazy Rich
得很好”“因为在
Asians）的知名女
好莱坞常听到导演
星杨紫琼与导演李
说，（你演的）超
安现身纽约，和影
棒的，我们可以在
迷近距离互动。座
拍一个镜头吗？而
谈会后还放映人气
李安，直接切入重
电影“疯狂亚洲
点。”
富豪”。他们从拍
杨紫琼和影迷
摄“卧虎藏龙”的
分享，其实一开
甘苦，聊到近来亚裔
始并不愿意接演“
电影在好莱坞逐渐有
疯狂亚洲富豪”，
影响力，并期待双方能
因为担心剧本中“恶
在一起合作拍电影。
婆婆”的角色，将对对
李安与杨紫琼。
最近电影“疯狂亚洲富
亚裔母亲做出不公平的呈
豪”风光满面，不但电影票
现。与导演不断沟通后，才
房大卖还入围金球奖，亚裔在西方
完美诠释片中的“虎妈”角色。
电影获得关注。该电影是25年来第一部
她透露很少好莱坞电影是专为亚洲
聚集了来自各地的华裔演员，以当代故 人拍摄的。她说：“很多时候，（好莱
事为特色的好莱坞电影。而片中饰演虎 坞）片商会说，（这部片）没有观众，
妈兼恶婆婆的杨紫琼，她的精湛演技也 没有那么多亚裔观众。很难得（在好莱
深植人心，连大导演李安与她同台出席 坞）会找到一个男主角，跟一个中国女
活动都赞不绝口。谈起多年前合作，勇 主角在一部电影。”
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卧虎藏龙”，
杨紫琼跟媒体分享，已经两年多没跟
双方的话题更是停不下来。
李安导演叙旧，如果未来仍有机会，仍
杨紫琼表示很喜欢跟李安合作，只要 希望与李安合作拍片。

《变形金刚》资深演员谢泼德去世 演员儿子缅怀

韩国艺人Rain主演的电影
《自行车王严福童》近日
确定了在下个月上映。《
自行车王严福童》根据真
实故事改编，将讲述上世纪

《自行车王严福童》海报。
初，Rain饰演的自行车店店
员在全国自行车大赛上连续
击败日本选手，抚慰殖民地
人民心灵的故事。《自行车
王严福童》是韩国2019年上

映的首部耗资超过100亿韩
元(约人民币6000万元)的大
制作影片，除了Rain以外，
姜素拉、高昌锡、闵孝琳等
艺人也出演了该片。

陪孙俪逛街后发长文

邓超八句大实话笑翻网友
中国明星邓超与孙俪结婚八
所有的东西，“低头看一下你
年，育有一对儿女，一家
即将被勒断的手指”；最后
四口幸福满溢。常常分
他自嘲地预告：“我可
享家庭趣事的邓超，7
能发不了下一个微博
日在微博发表以“
了。”
能陪女人逛街是真
由于内容相当真
爱”为题的长文，
实，引发许多男性
列出了八句真实感
网友直呼：“总结
言，笑翻大票网
得很到位！”“相
友。
当中肯！”“看来
邓超7日在微博
天下女性逛街都一
发文，首先得意地写
个样。”“超哥你
出标题：“能陪女人
可真了解女人。”也
逛街是真爱。”他列数
有许多有网友调侃：“
自己陪孙俪逛街时，第一
这么罗嗦，不要命了
邓超孙俪夫妇。
是“要走很久的路”；接着
吗？”“娘娘还有5秒到达现
面临没有正常吃饭的时间，“或者
场。”邓超则搞笑报平安：“此
没得吃”；第三是“要不假思索地赞同对 生没怕过什么。”
方想买的一切”；然后是“她看到你选到
还有网友翻出邓超一家某次出游的视
的东西时翻的白眼可以记一辈子”。
频。从中可见，邓超一手牵着儿子，一
不断搞笑的邓超继续罗列第五点是， 手拎着购物后的大包小包。孙俪则在后
自己买单时，孙俪已经去逛下一家；第 面牵着女儿，轻松地边跳边走。粉丝又
六是“只要我被某样东西吸引，就会被 纷纷调侃：“隔着屏幕能感觉到超哥的
说‘这有什么意思’”；第七是要帮拿 窒息。”“傻甜傻甜。”

《星际迷航》(Star
Trek)《变形金刚》的资
深科幻影视演员威廉·
摩根·谢泼德(William
Morgan Sheppard)去世，
享年86岁。同为演员的其
儿 子马 克·谢 泼 德（ 《 邪
恶 力量 》的克 劳 利） 透 露
父 亲长 期遭受 病 痛， 去 了
也 是解 脱，他 分 享父 亲 在
病床上的照片，回忆称：
“我们今天去看了爸
爸 ，他 无法说 话 ，我 们 握
手 ，他 笑了， 很 开心 见 到
我 们。 我们之 后 离开 回 了
家 ，是 很好的 一 天。 下 午
6点半，他被紧急送到医

院 ，在 那 时去 世 ，妈 妈 陪
伴 着他 。 我很 感 激他 不 用
再 受苦 了 ，谢 谢 你们 的 善
意、爱和祈祷。”
伦敦出生的威廉·摩
根·谢泼德演过很多戏
剧，在皇家莎士比亚剧团12
年，1966年开始也去到百老
汇。他为全球观众所知则是
因为出演众多科幻题材影视
剧，比如《星际迷航》，他
首 先在 《 星际 迷 航： 下 一
代》里演了Ira Graves，然后
又出演《星际迷航6：未来
之城》《星际迷航：航海家
号》，以及重启版电影《星
际迷航1》。

《星际迷航》的资深科幻影视
演员威廉·摩根·谢泼德。
此外谢泼德出演过《神
秘博士》《图书管理员》
《嗜血法医》等剧集。

手指被车门夹伤 谢娜竭力忍痛：做个坚强妈妈
中国主持人谢娜7日在微博晒出手指受伤 似乎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以前没事就出去
的照片。她还透露，在带双胞胎女儿上车 跟朋友玩，现在在家里特别待得住；以前
时，自己的手指被车门狠狠地夹了一下， 心里容易着急，现在特别能克制住情绪。
但为了不吓到两个宝宝，她强忍着钻心的
在参加湖南卫视节目《妻子的浪漫旅
疼痛，竭力微笑。她说，自己要做个坚强 行》录制时，谢娜曾曝光双胞胎女儿刚出
的妈妈。谢娜1月7日在微博讲述：“带宝 生时的体重，一个5斤6两，一个5斤7两。
宝们上车的时候，手指被车门狠狠地夹了
因为负荷重，她在怀孕期间，一度脚
一下。痛得我想大喊一声大哭一下，但突
肿得只能穿40码的大鞋，晚上只
然忍住了，一瞬间想不能吓着她们。”
有下地库才能短暂睡着觉。她
她在晒出手指受伤的照片时直
还心有余悸地回忆，月子期间
呼：“真的真的好痛啊！”总爱搞
她曾因为劳累，抱着宝宝一
笑的她又表示，“我要做个她们眼中
时没站稳，差点失手摔掉孩
坚强、阳光、可爱
的妈妈。
子。但是，母性的本能让她
所以竭力克制，
微笑着
迅速往后仰躺倒，用自己
留下两行疼痛的
后背的承重，换来孩子
眼泪。”网友纷纷表
毫发无伤。
示：“为母则强。”“好妈
这一险情，让谢娜
妈！”“孩子有你很幸福！
至今惊魂未定，她自责
你有孩子很快乐！”
道：“如果哪天是因为
谢娜去年2月1日生下双胞
我自己没力气，无法保护好
胎女儿“跳跳”和“俏俏”
宝宝，我一定恨死自己。”
，经过短暂产假后复出。
她还透露，为了能拥有好的
受访时被问及当妈后心态
体力照顾孩子，她已开始学
谢娜
的变化，她表示，自己现在
练拳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