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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雨天	 23-31℃

泗水	 雨天	 24-33℃

棉兰	 多云	 24-32℃

登巴刹	 多云	 24-32℃

坤甸	 雨天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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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宜	 祭祀	祈福	会友	出行

	 嫁娶	裁衣	移徙	开市

	 交易	动土	成服	安葬

忌	开渠	放水	苫盖	搭厕

生肖相冲		鼠

除了科菲法和艾米尔
之外，佐科威总统也同时
在雅加达独立宫为占碑副
省长法克罗利（Fach r o r i	

Umar）接任占碑省长，主
持就职仪式。

佐科威总统要求科菲法
和艾米尔以及法克罗利都根

据自己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
宣读政务官员宣誓。在宣读
职务誓言完毕后，科菲法和
艾米尔以及法克罗利签署了
政务院任命书。

昨日出席此次就职典
礼的有工作内阁部长，包
括海洋事务统筹部长鲁胡
特	班查伊丹、经济统筹部
长达尔敏纳苏迪安、宗教
部长鲁克曼哈基姆、国营
企业部长莉妮苏玛尔诺、
海事与渔业部长苏西普吉
亚司杜蒂、交通部长布迪
卡尔亚苏玛迪、青体部长
伊马姆纳赫拉维。此外，
人协议长祖尔基弗利	 哈
桑、最高法院院长哈达阿
里、最高检察长普拉史蒂
奥、副警察总长阿里多诺
（Ari	 Dono）中将和地方

佐科威总统于雅京主持就职仪式

科菲法正式接任东爪哇省长职务

周三（2月13日），主持就职仪式后，佐科威总统和夫人伊莉雅娜向东爪哇省长科菲法·
因达尔·帕拉万萨（左二）和副省长艾米尔祝贺。

【印尼CNN新闻网雅加达2月13日讯】周三

（2月13日），佐科威总统根据2019年第2 / P

号总统令和2019年第16 / P号总统令，在雅京

总统府为科菲法·因达尔·帕拉万萨（Khofifah 

Indar Parawansa）和艾米尔（Emil Elestianto 

Dardak）正式接任2019 至 2024年东爪哇正副

省长职务，主持就职典礼。

科菲法·因达尔·帕拉万萨（左一）和艾米尔（左二）走
马上任，正式接任2019 至 2024年东爪哇正副省长职务。

代表理事会主席乌斯曼莎
普达等特邀嘉宾亦出席就
职仪式。

据现场观察，国家财
政稽查署署长Mo e r m a -

hadi	 Djanegara	 Soerja、
金融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
（PPATK）主任Kiagus	Ah-
mad	Badaruddin和金融服务
管理局(OJK)委员会主席魏

姆博．善托梭，建设团结
党总主席罗马胡穆兹、国
民民主党总主席苏利亚巴
罗和前东爪哇省长苏卡沃
亦受邀出席。（adr）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2月
13日讯】财政部明确表示，
将鼓励外国直接投资(FDI)
的增加，和继续意识到进入
我国的投资组合流量。

财政部长丝莉.慕利亚
妮(Sri	 Mulyani	 Indrawati)强
调，	 政府将继续利用各种
的工具和政策，以便能推动
外国资本的流入。该两种外
资的流入，无论是投资组合
或者是外国直接投资，在我
国的国际收支中都发挥着重
要作用。

日前，她在雅加达的财
政部大厦称，“确实总是存
在短期性质和相对流动性的
工具。”

丝莉再次强调，政府将专
注于鼓励我国直接投资而继
续增加，基于投资环境和经
济形势。2018年第四季度，
金融和资本交易顺差录得为
157亿美元，相比我国直接
投资，来自投资组合的贡献
最大。

为推动外资的流入，她
深信政府将继续支持其他结
构的任务和中央政府，地方

政府，及其他工具之间的密
切协调。

她说，“我们希望投资
越来越好。财政部将支持其
他工具的任务，例如投资统
筹机构(BKPM)，贸易部，
工业部，俾使在他们各领域
的投资能够提供更好的吸引
力。”

财政部财政政策机构宏观
经济政策中心主任Adrianto
称，流入的我国资本组成，
更多是以投资组合的形式，
因此这是值得加以警惕的。

他表示，外资的流入显
示对市场或外国投资者对我
国经济的信任。目前的确是

需要鼓励外资的流入特别是
直接投资。

然而，他说，为鼓励直接
投资进入，仍受到今年欧洲
和美国经济放缓的阻碍。虽
然如此，他深信国内状况仍
足以吸引外国投资者，尤其
是10年期限的收益率为7.8%
。“来自新兴国家的需求，
包括印度依然良好。最重要
的是，我们如何展示经济管
理得良好，我深信外国直接
投资将进入更多。”

而我国央行副行长Dody	
Budi	Waluyo称，为要吸引外
国直接投资，需要对国内的
投资环境进行改善。(xin)

【Kontan	 日报雅加达2
月13日讯】网上交易业务
或电子商务(e-commerce)
的快速发展对经济产生正
面和负面的影响。

其中一项积极影响导
致电子商务活动的税收增
加。然而，电子商务的进
口也有所增加，以致有可
能使政府在贸易平衡方面
的努力变得复杂化。

财政部关税总局(DJBC)
记载，最近数年来，电子
商务的进口处于上升的趋
势。去年的入口税或者是
电子商务商品进口税的收
入触及1.19兆盾。

如 果 平 均 计 算 的
话，2018年电子商务进口
税的收入每月约992亿盾。
而今年初，财政部关税总
局已从电子商务进口税的
收入获得约1270亿盾。财
政部关税总局副局长Deni	
Surjantoro称，“该从电子
商务进口的收入趋势的确
是继续增加，可从今年初
看出来。”

Deni看到在年初电子商

务进口税的收入增加，也
有迹象显示今年全年的电
子商务进口税的收入将上
升。“不错还是年初，因
此还不能总结。但是此电
子商务商品的进口并不是
其价值大，而是其频率是
经常的。”

上述最经常进口的大
部分商品类型，包括消费
品，时装，鞋类，以及化
妆品。财政部关税总局对
电子商务进口税的收入没
有定下特别的指标，而是
仅制订至2019年底总的收
入指标为38.89兆盾。

参考自2018年10月份生
效的有关进口货物的规定
的编号112/PMK.04/2018
财政部长条例，总值在75
美元以上的电子商务商品
进口被课以关税为货物价
格的7.5%。此条规同样适
用于所有类型的商品。

进口税被课以固定的增
值税(PPN)10%。然后，
对纳税人编号 ( N P W P )
所 有 者 的 进 口 所 得 税
(PPh)10%。(xin)

网上交易业务快速发展

2018年电子商务商品进口税收入达1.19兆盾
继续改善外商投资环境

丝莉财长称政府鼓励增加外国直接投资

财政部长丝莉.慕利亚妮。

科菲法和艾米尔获得

民主党、从业党、建

设团结党、国民使命

党、国民民主党和人

民良心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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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关于高昂机票价格不利影响的令人不快消息，
开始从几个地区传来。如果不能立即找到其解决办
法，将造成更多的旅游企业家破产和数百万工人失
业。

据报道，巴淡有12个旅游协会对票价上涨和实行
付费行李制表示关切。约有200人前往巴淡市地方议
会大楼递交请愿书。该行动协调员Irwandi说：“我
们要提醒，如果旅游业陷入瘫痪，经济也会跟着瘫
痪，”。

据报道，棉兰瓜拉纳穆（Kualanamu）国际机场客
运量下降18.9762万人次，降幅约为19.9%。该机
场分公司沟通和法律部经理Wisnu Budi Setianto告
诉媒体，数据显示 1月份的旅客数量减少了19.9%
。他说，机票价格的上涨导致同比减少了1734次航
班或23.6%。

在机票涨价之前，每天的航班数量达到230个，
而在机票涨价之后，平均每天只有172个航班，惟
国际航班仍然照常。

其他各地区也传来关于票价和行李付费上涨不
利影响的申诉。西苏门答腊印尼旅游和旅行社协会
(Asita)主席Ian Hanafiah在本周表示：“有些会员
已因此破产，还有一些人停止租用办公处而改在住
家营业。”

几乎所有支持该行业的业务都受到了负面影响。
如果不立即加以解决，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倒闭。
按计划，印尼旅游和旅行社协会全国区域代表理事
会的管理人员将于本月底到国家宫举行示威。

鉴于其广泛的影响，我们希望政府立即对这个问
题作出反应。旅游业的崩溃对佐科威-卡拉政府推
动旅游业发展、将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努力可能
是灾难性的。国家旅游业确实能够刺激吸收数百万
工人的成千上万新旅游企业的增长。

据报道，佐科威总统召集了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北
塔米纳（Pertamina）的董事们讨论被认为是机票价
格上涨主要原因的飞机燃油（Avtur）高价位。佐
科威甚至质疑北塔米纳垄断供应是飞机燃油高涨的
罪魁祸首。

佐科威说，如果北塔米纳不能把飞机燃油价格
降至与国际市场同样低廉的价格，政府将开放航空
业的新参与者。佐科威认为，如果没有被垄断，肯
定会有很多人在印尼机场排队出售飞机燃油。他说
如果参与者不止一家的话，市场竞争将自动降低飞
机燃油的售价。

让我们等待政府稍后的决定。这不是一件容易
处理的事，我们看到壳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等一些外国公司已经进入我国汽油和柴
油市场，但是他们的零售价并不比北塔米纳的产品
廉宜。此外，撤销对飞机燃油销售垄断权的决定，
也可能使该国营企业面临新的问题。

我们还想提醒，政府对航空公司提高机票价格和
设置付费行李决定的放任态度，也显示出对这一问
题的无法控制。政府似乎遵循航空公司的意愿而无
法实施公平的监管。

现在旅游业和消费者都受到损失，政府还无法找
到最佳的解决方案。如果放任它持续下去，我们就
要做好情况恶化的准备。

机票高涨打击旅游业

为此，佐科威总统已
经指示一些内阁部长重
新计算航空汽油价格。
总统也希望下周开始，
国内的机票价格必须下
调。

佐科威周三（13/2）
在雅加达总统府说，“
我们刚刚召开会议，我
已指示对航空汽油进行
计算。哪个效率不高，
哪个可以简化，然后很
快就会做出决定。” 

总统是与相关部长，

即国营企业部长、交通
部长、财政部长、公共
工程部长、经济统筹部
长开会，讨论高昂的机
票价格和北塔米纳出售
的航空汽油价格。总统
表示，在部长们重新计
算出avtu r的价格后，他
会作出降低价格的决定。

交通部长布迪（Bud i 
Karya Sumadi）周三
（13/2）在总统府传达了
总统的要求。他说，佐科
威总统呼吁航空公司本周

内降低机票价格，因为有
许多投诉不仅来自乘客，
还来自酒店和餐馆业。布
迪表示，由于政府多次与
多家国内航空公司进行沟
通，政府乐观地认为机
票价格会下降。 虽然如
此，政府无法确保机票价
格实际上会回落到2018
年底的原价。因为，政府

仍在为航空公司提供空间
以提高机票价格，票价可
根据市场竞争上涨到10
％-20％的范围内。

布迪强调，作为监管
机构的交通运输部只限于
为行业提供法规。政府考
虑航空公司，也考虑社会
大众利益，包括衡量人民
购买力。（pl）

总统已指示相关部长重新计算航空汽油价格

呼吁航空公司本周内降低机票价格
【雅加达讯】近日，印度尼西亚酒店和

餐馆协会（PHRI）成员抱怨，由于北塔米

纳销售的航空汽油价格过高，直接影响机

票价格，国内旅客每况愈下，导致酒店入

住率明显下降。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2
月13日讯】周三（2月13
日），根据2019年2月12
日规定的第17 / P号2019
年总统令，佐科威总统在
雅京国家独立宫为5名我
国驻友邦国家全权大使举
行就职典礼。

总统宣读总统令后，领
导新任大使，很久个人宗
教信仰阅宣读就职誓言。
宣誓仪式采用伊斯兰教和
天主教或基督教方式。 宣
读了宣誓就职后，新任大
使签署了政务院任命书。
就职仪式礼毕后，佐科威
和夫人伊莉雅娜佐科威一
一向新任大使握手祝贺。

以下是新任友邦国家全
权大使名单：

1.Andriana Supandi 为

印尼驻巴布亚新几内亚
大使兼任罗门群岛，大使
馆位于莫尔兹比港（Por t 

Moresby）。
2.Mochammad Chandra 

Widya Yudha为印尼驻塞
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全权
大使，大使馆住所在贝尔
格莱德（Beograd）。

3.Hasrul Azwar MM 为
印尼驻摩洛哥王国和毛里
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全权
大使，大使馆位于拉巴特
（Rabat.）。

4.Berlian Napitupulu为
印尼驻朝鲜人民民主共和
国全权大使。

5.Kenssy Dwi Ekan-
ingsih 为印尼驻捷克共和
国全权大使，大使馆设在
布拉格（Praha）。（v）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
2月13日讯】中央政府提
供9.4 兆盾资金用以兴建
雅京大众捷运系统（Mass 
Rapid Transport，简称
MRT）第二期建设工程。

“这是大众捷运系统
第二期完工的建设工程。
原则上我们中央政府支
持的国家战略项目。”财
政部总司Astera Primanto 
Bhakti  周三（2月13日）
在雅京中区市政厅如是说
道。

与此同时，雅京特区省
长阿尼斯巴斯威丹（Anies 
Baswedan）表示，这笔资
金将用于三个部分。即土
建工程，咨询服务和意外
资金。

“这笔赠款的金额为
9.4 兆盾。土建工程的成
本为591.08亿日元，咨询
服务的成本为63.11亿日
元。然后是46亿日元的意
外资金。” 阿尼斯如是

说道。
阿尼斯表示，第二期将

在大印尼旅馆环形路线连
接到老城区。阿尼斯感到
很乐观，因为大众捷运系
统第二期将按计划运行。

“因此，第二期将到达
老城区，从老城区开始继
续向东方到BMW公园和安
卒。”阿尼斯如是说道。

对于大众捷运系统收费
价格，阿尼斯承诺将很快
宣布，因为收费价格的讨
论仍未完成。

众所周知，中央政府
收到的日本国际协力事业
团（JICA）贷款资金将发
送给雅京特区省政府。与
贷款有关的国家收支预算
（APBN）文件在财政部，
融资和区域能力总局，区
域赠款分局，该计划和活
动的名称是国家拨款管
理计划，其中包括外国贷
款活动作为拨款致地方政
府。（adr）

【雅加达点滴新闻网】
第 六 任 总 统 苏 西 洛
（Susilo Bambang Yud-
hoyono）终于松口谈起夫
人阿妮（Ani Yudhoyono）
的日前身体状况，阿妮被
确诊患上血癌。目前已在
新加坡中央医院（National 
University Hospital）进行
治疗。

苏西洛，于13日在视频
上传中如是写道。

“我向社会民众慎重
表示我最爱的夫人阿妮·
尤多约诺被确诊患上血
癌，日前在家属的陪同下
在新加坡中央医院进行治
疗。” 

自本月2日起，根据总
统医疗队提议阿妮最好
在新加坡中央医院进行治
疗，其家人也表示支持阿
妮在新加坡进行治疗。

苏西洛向社会民众表示
感谢，特别对夫人身体状
况的支持和祝福，日前苏

西洛无法出席已安排好的
活动，因为他必须照顾最
疼爱的夫人。

据悉，社会民众、内
阁部长和佐科威总统通过
社交媒体祝福阿妮早点康
复，并给予阿妮大力的支
持。

苏西洛在视频中表示，
我向所有人对阿妮的祝福
表示感谢，尤其通过在社
交媒体上的祝福。

得悉阿妮的病情，佐
科威总统已派遣总统医疗
队前往新加坡协助苏西洛
夫人阿妮治疗。总统希望
派遣到新加坡的总统医疗
队可以与新加坡医疗队合
作，为阿妮提供最好的治
疗。

总统府幕僚长穆尔多
科（Moeldoko）于13日表
示，佐科威总统于昨日已
经派遣总统医疗队到新加
坡协助，总统也祝愿阿妮
夫人早日康复。（yus）

佐科威任命印尼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朝鲜全权大使

周三（2月13日），佐科威总统主持我国驻友邦国家全权大
使，委任仪式后，与夫人伊莉雅娜一一向新任大使祝贺。

佐科威总统

【雅加达罗盘报新
闻 网 2 月 1 3 日 讯 】 前
雅京特区省长钟万学
（ B T P ） 出 狱 后 的 动
向，不仅成为国内外主
流媒体的焦点，亦成为
国内政客的瞩目的政治
人物。钟万学前阵子拜
访巴厘岛斗争民主党
（PD I P）并宣布1月26
日已正式加入由美佳娃
蒂·苏加诺普特里领导
的牛头党之后，就马上
引发很多之前反对他的
政客坐立不安，开始提
高警惕，质疑钟万学可
能会利用PDIP为政治工
具发挥他个人的潜在势
力，反击政治对手。近
日，钟万学是否会加入
佐科威-马鲁夫阿敏组
合全国竞选团队(TKN)
，助佐科威一臂之力赢
得2019年总统大选，又
成为了热点新闻。

然而，钟万学或加

入TKN的新闻传出后，
就马上遭到多方的反
弹，其中就是担任合全
国竞选团队督导主席
的尤淑夫卡拉（ J K）
。2 0 1 9年副总统候选
人 马 鲁 夫 （ M a ’ r u f 
Am i n）也与卡拉异口
同声反对钟万学加入佐
马组合全国竞选团队。

周三（2月13日），
马鲁夫在雅加达印度尼
西亚证券交易所大楼表
示，“我认为卡拉先生
反对钟万学加入TKN的
建议很好。”但是，他
并没有提到具体原因认
同卡拉的意见。

民 众 记 忆 犹
新，2017年钟万学被指
控涉嫌亵渎宗教案庭审
过程中，时任印尼伊斯
兰教士（MU I）总主席
的马鲁夫阿敏，曾以专
家证人身份出庭作证。
（v）

佐科威派遣总统医疗队协助治疗

苏西洛证实阿妮被确诊患上血癌

苏西洛在家属的陪同下前往新加坡探望被确诊患上血癌并
在新加坡中央医院进行治疗的夫人阿妮·尤多约诺。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2
月13日讯】周三（13日）
，佐科威总统在雅京独立
宫接受由11个友邦国家递
交的国书。

以下是11个友邦国家新
大使名单：

Mr Gustavo Ayares 
O s s a n d o n （ 智 利 共 和
国）2. Mr Riadh Dridi（
突尼斯）3.Mr Jaroslav 
Chlebo（斯洛伐克）4.Mr 
Abas Benz Kono（苏里

南）5.Mr Carlos Antonio 
Moreno（几内亚比绍）6.
Mr Juan Camilo Valencia 
Gonzales（哥伦比亚）7. 
Mr Esam A. Abid Al-
thagafi （沙特阿拉伯）8.
Mr Radames Jesus Gomez 
A z u a j e（委内瑞拉）9.
Mr Jurij Rifeij（斯洛文尼
亚）10.  Mr Felix Ngo-
ma （刚果共和国）11.Mr 
Gediminas Varvuolis.（立
陶宛）（v）

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

十一名友好国家大使向佐科威总统递交国书

周三（13日），佐科威总统在雅京独立宫接受由11个友邦
国家递交的国书。

中央政府提供9.4兆盾资金

兴建雅京大众捷运系统第二期建设工程

雅京MRT大众捷运系统火车车厢已陆续抵达雅京南区勒巴
布鲁斯（Lebak Bulus） MRT终点站。

马鲁夫与卡拉异口同声

反对钟万学加入佐马竞选团队

钟万学前阵子拜访巴厘岛斗争民主党（PDIP）已正式加
入由美佳娃蒂·苏加诺普特里领导的牛头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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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朗卡12日在雅京
北区正式宣布简化整车
出口通关手续后称，有
两家全球汽车公司拟建
立汽车厂，并将把50%
产量供应出口市场，另
50%为国内市场。

工业部长不愿透露这
两家汽车公司的名称，
他仅说：“一家企业来
自欧洲，另一家来自亚
洲。”

艾尔朗卡声称，两家
全球企业在我国拓展业
务的计划，证明了全球
投资者对我国工业尤其
是汽车工业很有信心。

“ 他 们 已 承 诺 在 我
国兴建电动车厂，计划
在 2 0 2 2 年投产。这项
投资计划支持政府定于
2025年国内电动车产量
占汽车总产量20%的目
标，”他说。

艾尔朗卡续说，有关
简化整车出口通关手续
的PER-01/BC/2019关税
总局局长条例，也将给
投资者带来许多便利。

“ 国 际 市 场 的 信 任
越来越大。从根本上，
国内就业机会增大，也
将 增 加 我 国 出 口 的 力
量，”他说。

部长续说，工业部正
等待我国与澳大利亚政
府加快全面经济合作协
定谈判的结果。

“若我国与澳大利亚
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打开后，汽车潜在
市场规模将达100万辆。
政府与品牌持有者洽谈
过 ， 他 们 将 从 我 国 出
口，”他说。

艾尔朗卡深信，上述
努力将推动我国的汽车
年产量增至200万辆。

“所以我国能在两三
年内加快出口。政府也
将继续推动这种工业继
续扩展，”他说。

艾尔朗卡对今年的汽
车总出口量达40万辆，
其中95%是整车，而剩
余的5%是组装车表示有
信心。

去年，我国的汽车整
车总出口量达26万4000
辆，若加上组装车的出
口量，总值达到40亿美
元。

由于在国内建立工厂
的汽车企业越来越多，
艾尔朗卡对我国在未来
几年内将成为世界汽车
工业的枢纽表示深信。

“在未来期间，我国
和印度将成为汽车工业
的枢纽，”他说。

根据新的法规，出口
商可等到出口货物进入
海关区时才提交出口申
报单（PEB）。进入海关
区的货物，出口商无需
提交货物出口服务说明
（NPE），以及出口商可
最迟在运输设施出发日

期的第三天纠正商品的
数量和类型。

简化法规将带来许多
好处，其中数据准确性
得到保证，因为企业与
暂时堆场（TPS）和关税
总局的之间的数据整合
在一起，所以业务流程
自动进行。

进 一 步 ， 平 均 库 存
水平可降至36%，提高
了出口商仓库的存货效
率。其他好处是压低货
运费，因为出口商对运
货卡车的需求每年下降
19%，以致物流伙伴无
需使用大量卡车。

接着是每辆车的存储
和处理的物流费减至每
辆60万盾，以及货运费
降至每辆15万盾。

“工业部对简化整车
出口通关手续的新法规
表示欢迎，因为给汽车
出口带来便利。这对正
与其他国家竞争的我国
行业非常有意义。除此
之外，这也证明我国不
仅出口农业商品，”工
业部长如斯说。(er)

简化整车出口通关手续

两汽车公司拟在我国投资12.6兆盾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工业部长艾尔朗

卡（Airlangga Hartarto）称，两家全球汽

车公司拟对我国直接投资9亿美元或折合

12.6兆盾（1美元兑1万4000盾）。

印尼的网约机车(GOJEK)与Indosat
合作提供Gaspol互联网配套，为
全印尼的GOJEK摩托骑士提供
方便的通讯服务。图示: Indosat 
ooredoo 公司的主要渠道管理小
组经理Swandi Tjia(右二)与GOJEK
公司事务副总裁 Michael Say(右)
于周二（12/2）在雅加达朋加
诺体育馆（Gelora Bung Karno）举
行的Go-Food Festival时与GOJEK
摩托骑士交谈的情景。

(商报/Max Manuhutu摄)

GOJEK与Indosat合作

【安达拉社巴东讯】日
本投资者—溪石集团（Ki-
shi Group）探讨在苏西省4
个工业领域，即是可能畜
牧业、劳动力工业、环境
工业，以及鱼类加工业等
领域进行投资。苏西省省
长伊尔宛（Irwan Prayitno）
在巴东对记者表示：“我
们已协助日本投资者会见
有关区域设备组织（OPD）
。日本投资者亦邀请我们
访问他们在日本的工厂，
以致能为上述投资的计划
进行下个步骤。”

他续说，其实，目前

Kishi Group已与当地企业家
合作，在苏西省畜牧业领
域进行投资。未来该公司
仅将提高他们的投资额。
投资者的参与可加速建设
过程，以及社会经济，因
为地方收支预算（APBD）
和国家收支预算的转移资
金不足够实现建设计划。

为能吸引投资者，苏
西省政府已采取各种步
骤，其中是简化办妥许
可证，以及在外国进行宣
传活动。与此同时，苏西
省投资和一站式综合服务
局（DPMPTSP）局长德迪

（Maswar Dedi）声称，
潜在投资的日本投资者已
在最近一年内与养鸡业的
当地企业家进行合作，在
苏西省进行投资。

“他们已在Padangpar-
iaman地区的畜牧业领域进
行投资。他们已饲养5万只
肉鸡，”他称。上述日本
投资者正设定标准，以便
他们产品能出口到日本，
因为他们必须通过许多过
程。若能实现该计划，他
们将扩大养鸡场，以及把
养鸡数量增至5 0万只。
除了畜牧业之外，K i s h i 

Group亦将在医疗废物管理
领域进行投资。因为目前
在苏西省没有医疗废物管
理。他们正寻找地方，哪
个地方适合发展该工业。

他们亦有意把废物加工
为能源领域。他们已视察
位于Payakumbuh市的垃圾
终点处（TPA）。此外，
他们亦有兴趣在金枪鱼加
工业进行投资，以便能出
口到日本。他希望，日本
投资者进行可行性研究符
合于他们的希望，以致他
们可以尽快在苏西省落实
投资。(vn)

日本投资者看好 在苏西省4个工业领域投资

【安塔拉社邦加槟港
讯】邦加勿里洞群岛省邦
加槟港二级农业检疫中心
记录，去年当地的白胡椒
已向1 5个国家和地区出
口，总出口量达2600吨。

邦 加 槟 港 二 级 农 业
检疫中心主任沙伊夫丁
（Saifuddin Zuhri）前日
称，新加坡和越南成为邦
勿省特色商品的主要出口
目的国。

“我很惊讶，越南是世
界最大的白胡椒生产国，

仍然是邦勿省的主要出口
目的国之一，”他说。

沙伊夫丁称，去年邦勿
群岛省的白胡椒总出口量
达260万0942吨，向15个
国家和地区出口。其中向
新加坡出口27万8504.942
公斤、越南89万05 1 1公
斤、德国67万6501公斤，
以及荷兰12万7350公斤。

接着是向台湾出口25万
9027公斤、日本10万0539
公斤、马来西亚9万0500
公斤、法国 7万 5 0 0 0公

斤、阿尔及利亚1公斤、
沙特阿拉伯1公斤、印度
5万80 0 2公斤、阿曼2公
斤、韩国4万5000公斤，
以及巴基斯坦1.5公斤。

“向越南的白胡椒出口
量较高，这证明邦勿白胡
椒的品质和口味比其他地
区或国家更好，”他说。

沙伊夫丁续说，白胡椒
是邦勿省政府和居民的优
势商品，因为其独特的味
道和香气非常受到世界市
场的青睐。

“大部分白胡椒通过
Pangkal Balam港直接出口
到目的国，剩余的通过其
他地区的国际港出口，”
他称。沙伊夫丁希望，在
未来，当地的白胡椒受到
全球市场的欢迎，让当地
农民的白胡椒价格提升，
产量增多。

“我希望今年的出口量
有所增长。我也希望农民
更加热衷于发展白胡椒种
植业，来满足市场的高需
求，”他如斯说。(er)

【安塔拉社巴唐讯】工
业部准备把可可种植打造
成优势产业，因为我国的
可可和咖啡产品非常受到
全球消费者青睐。

工 业 部 长 艾 尔 朗 卡
（Airlangga Hartarto）周
一在巴唐称，可可和咖啡
产品成为助推非油气出口
的动力，因为可可和咖啡
仍是食品和饮料行业的一
部分，至今还受到全球消
费者的喜爱。

“有鉴于此，我国不只

想成为原料供应国，而且
打造其行业可成为一个优
势产业。更何况，目前我
国是世界第三大可可供应
生产国，”他说。

艾尔朗卡是在巴唐县主
持加查马达大学（UGM）的
综合可可加工业能力发展中
心（PPKIPKT）主持启用仪
式致词时，作出上述表示。
出席者包括研究及科技部长
纳西尔（M Nasir）、国会
议员Marlinda、日惹UGM校
长Panut Mulyono，以及巴唐

县县长Wihaji。
关于农民在供应可可豆

的能力还不足的问题，艾
尔朗卡称企业能使用国内
和进口的巧克力原料。

“因为巧克力是由可可
等一些特定成分混合制成
的，”他说。

艾尔朗卡续说，在巴唐
县建立的综合可可加工业
能力发展中心，使巴唐县
可打造成中爪省的主要工
业集群。

“政府推动外向型园艺

工业区的发展，因而工业
部将提供各种便利，”部
长如斯说。

UGM大学PPKIPKT总经
理努尔（Nur Muhib Ra-
zak）称，当地的巧克力产
品将向西欧、东欧洲和亚
洲一些国家出口。

“今年我们预计可可
豆的产量每个月达300吨
至350吨。但是目前当地
的可可豆产量，只能满足
每个月需求的1%至20%
，”他如斯说。(er)

可可受到全球消费者青睐 政府鼓励把可可打造成优势产业

去年总出口量达2600吨

邦勿省白胡椒突破15个国家

情人节与玫瑰花

【安达拉社廖省讯】在
廖省Indragiri Hulu县Per-
anap矿兴建下游工业把煤
炭提炼为二甲醚（dime-
thyl ether/DME）的工
厂，将能减少液化石油气
（LPG）的进口量。预计
该工厂将于2020年竣工。

Bukit Asam公司总经理
阿利芬（Arviyan Arifin）
在廖省Pe r a n a p矿主持下
游化煤炭提炼为二甲醚的
工厂奠基仪式后对记者表
示：“众所周知，在这一
向以来，我们还必须进口
液化石油气来满足需求，
但建设DME工厂后，对液
化石油气的需求量能从国
内满足。”

Bukit Asam公司总经
理阿利芬与北塔米纳（国
油）公司风险管理经理赫
鲁（Heru Setiawan）、Air 
Products Indonesia公司总
经理布拉莫诺（Triwid io 
P r amono）、印尼亚沙汉
铝业（Indonesia Asahan 
Alumunium简称Inalum）公
司总经理布迪（Budi Gu-
nadi Sadikin）、廖省地
区秘书阿赫莫德（Ahmad 
H i j a z i），以及Ind r a g i r i 
H u l u 县副县长凯里查尔
（Khai r i za l）一同按钮象
征性进行奠基仪式。

上述DME下游化工厂的
建设非常重要，除了能提
高Indragiri Hulu地区社会
的福利之外，也为了实现
国内能源安全，及减少液
化石油气的进口量。

他认为，我国必须继续
开发煤炭下游化工业，不
仅是为了减少液化石油气
的进口量，而且开发出口
产品。

“煤炭下游化的步骤很
重要是为了减少煤炭带来

的污染，而生产合成气的
清洁能源，也成为上游产
品如二甲醚、柴油，以及
航空燃料，”他阐述。

Bukit Asam公司在Per-
anap地区的矿区将成为煤
炭气化地点，因为拥有
大量低卡路里的煤炭储备
量。在Peranap矿井口拓展
煤炭气化工程，肯定能恢
复和优化Peranap地区拥有
的煤炭资源，来实现国内
能源安全，及提高社会大
众福利。

未来，Bukit Asam公司
在廖省Peranap矿区的低卡
路里煤炭，将提炼为合成
气，然后再提炼成为二甲
醚。北塔米纳公司将使用
上述二甲醚作为液化石油
气的替代品。

把二甲醚用作液化石油
气替代品的步骤是国营企
业和北塔米纳公司为减少
液化石油气进口量的其中
一个合作步骤。这一步骤
可称为全国的战略步骤。

举行奠基仪式后，在
进一步阶段将开始建设工
厂。按照计划，在Peranap
煤矿井口建设的煤炭下游
化工厂的年产能力达到140
万吨二甲醚，而每年的煤
炭需求量达到920万吨。

同一场合，廖省地区秘
书阿赫莫德对在Peranap地
区兴建煤炭下游化工厂表
示欢迎。

“在这一向以来，廖
省确实以生产油气来满足
国内需求的地区著称，以
致未来上述工厂将非常有
利，”他称。

他非常希望更快能实现
建设该工程，这样不仅能
满足廖省对液化石油气的
需求量，而且全国的需求
量。(vn)

煤炭提炼为二甲醚下游业

减少液化石油气进口量

临近情人节，玫瑰花价格每朵以5000盾至1万盾出售。
图为2月13日在东爪哇泗水的Bunga Kayoon市场的一个摊
位，居民正在忙着选择玫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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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最高盈利(Top Gainer)

最高受损(Top Loser)

序号 股代号 开盘 最后 变化 变化(%) 交易量   交易额(千)

序号 股代号 开盘 最后 变化 变化(%)  交易量  交易额 (千)

印尼股市行情 2月13日

黄金行情
2月13日 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3.185.000	盾卖出	 3.090.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6.290.000	盾卖出	 6.180.000	盾买进

http://www.anekalogam.co.id/harga-emas-terk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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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憧憬贸易谈判结果
疲弱美元助推黄金上涨

因寄望中美达成贸易协议，美元
走软带来支撑，但风险人气改善限制
金价涨势，金价小涨。0832 GMT，
现货金涨0.1%至每盎司1,312.36
美元，美国期金涨0.1%至每盎司
1,315.3美元。

因OPEC加大减产及美国制裁委内瑞拉
油价走高

因石油输出国组织(OP EC )表示
1 月 已 大 幅 减 产 ， 且 美 国 制 裁 冲
击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油价上
扬。0752GMT，美国西德克萨斯中
质油(WTI)报每桶53.52美元，上涨
0.42美元或0.8%。布兰特原油期货
涨0.8%或0.52美元，报每桶62.94
美元。

美元涨势暂歇
因对于美国和中国有望达成贸易

协议的希望激发了对高风险货币的需
求，美元近期涨势暂歇。美元指数八
日连涨局面隔夜划上句点，脱离两个
月高位。新西兰元表现最为突出，劲
升逾1.5%，因新西兰央行的政策声
明鸽派程度不如预期。

美国股市收高
因美国国会达成一项避免政府再

次关门的临时拨款协议，令投资者受
到鼓舞，且投资人对中美贸易谈判前
景感到乐观，美国股市周二上涨。

道琼工业指数收高372.65点，或
1.49%，报25,425.76点；标普500指数
收高34.93点，或1.29%，报2,744.73
点；纳斯达克指数收高106.71点，或
1.46%，报7,414.62点。 

日本股市收涨
因市场乐观预期中美将达成贸易

协议，日本股市日经指数周三升至近
两个月高位。日经指数收涨1.3%，
至21,144.48点，为12月17日以来最
高收位。东证股价指数涨1.1%，至
1,589.33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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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经指数	 21144.48	 涨	280.27

韩国综合	 2201.48	 涨	 11.01

香港恒生	 28497.59	 涨	326.29

上海综合	 2721.07	 涨	 49.17

欧股

英国FTSE	 7156.95	 涨	 23.81

德国DAX	 11140.58	 涨	 14.50

法国CAC	 5066.97	 涨	 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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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

道琼工业	 25425.76	 涨	372.65

那斯达克	 7414.62	 涨	106.71

S&P500	 2744.73	 涨	 3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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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管 瑞 士 信 贷
(Credit Suisse) 全球
证券公司本周将其对
印尼股市的推荐权重
从此前的增持20%下
调至减持10%，但投
资者还是表达了乐观
的看法。

瑞信(Credit Su-
isse)分析师Alexander 
R e dman在2月11日的

研究报告中写道:“我
们现在看到了在市场
进入表现不佳阶段之
前，减少对印尼资产
敞口的机会。”

瑞信研究团队的一
些考虑因素，包括股
市和印尼盾的超买、
流动性压力、以及取
决于降下指标修正后
的经济增长。

股 价 综 合 指 数
(IHSG)在2019年2月
12日已连续第四天下
跌，这是自去年10月
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
跌势。

三 星 资 产 管 理
(Samsung Asset Man-
agemen t)东盟基金经
理Alan Richardson认
为，瑞士信贷下调对
综合指数的推荐权重
多少影响日前的综合
指数走向。

然 而 ， P i n n a c l e 
Persada Investama有限
公司的战略专家John 
Rachmat表示，瑞信的
上述观点现在发布还

为时过早。相反，他
指出维持对印尼资产
需求的一些因素。

其中一些因素是下
跌的油价，这将减轻
经常账的压力，通胀
有所缓解，以及美联
储(fed)对加息保持耐
心的态度。

本月13日，彭博社
引述John的话说:“此
外，经济增长在2018
年再次恢复强劲，届
时将保持对印尼资产
的需求。牛市趋势至
少将持续到5月份。”

与John一样，印尼
Ashmore、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研究主管Herman 

Koeswanto也分析了对
印尼股市保持更乐观前
景的几个原因，不过依
然要保持谨慎。

He rm a n说:“我们
继 续 看 好 印 尼 的 股
票，因为这个国家正
走上工业化的正确道
路，这将有助于解决
长期经常账赤字的问
题。”

但他也警告称，3月
份将发生几起可能导致
市场不确定性的事件。

John和Herman都认
为，英国退欧谈判和美
中贸易谈判的结果，是
可能影响下个月市场的
重要事件。(xf)

【本报Hermawan报
道】在社会化需求高的
现代时代，享乐主义的
生活方式，例如喜欢在
咖啡馆或聚会场所喝咖
啡、购物，已经成为一
个人生活方式的一部
分，包括千禧阶层。千
禧阶层感觉到不相同的
生活经验的趋势，使他
们优先旅行和社会化作
为生活目的。

Setiawan Dwi Tung-
g a l房地产公司董事总
经理Peony Tang称，
该生活方式是不错的，
因旨在社会化和寻找灵
感，只要千禧界可明智
地管理财务，没有陷入
浪费的生活方式。“基
本上，千禧阶层趋于优
先生活经验，并不想到
进行长期投资。” 

Peony接着说，除了
该生活方式外，他们拥
有房地产的其他阻碍是
持续上升的房地产价
格。“房地产的确是永
远不会下降的资产，反

而，若便利和地点良
好，价格将继续上升并
愈加达不到。”

为 了 克 服 该 问
题，Peony称，该公司
拥有可减轻千禧阶层
获得公寓的计划。其
中之一是为The Parc 
Apartement“Nabung DP”
（首付储蓄）计划。

据Sou thC i ty副经理
Stevie Faverius Jaya
称，透过该计划，千

禧阶层仅需要分期首
付20%或约330万盾为
2 4次。此后，继续公
寓贷款分期，每个月
300万盾，或每天9万
9000盾。

The Pa r c是在5.5
公顷 S o u t h C i t y 区域
的 1 . 5 公顷第一次公
寓。Set i awan Dwi 
Tungga l房地产公司为
兴建该公寓投资900 0
亿盾。（译asp）

【本报雅加达讯】综
合指数周三（13/2）在
闭市时下落。早盘结束
时，综指上升11.99点或
0.19%至6438.31点。
但在下午收盘时，却下
落7.209点或-0.11%
，报收于 6 4 1 9 . 1 1 6
点。LQ- 4 5指数下落
4.642点或-0.46%，报
1004.176点。

昨 天 亚 洲 股 市 多
数上升，日本指数上
升280.27点或1.34%
，报21144.48；香港
指数上升326.26点或
1.16%，报28497.59
；上海指数上升49.17
点 或 1 . 8 4 % ， 报
2 7 2 1 . 0 7；海峡时报
指数上升4 3 . 6 2点或
1.36%，报3244.77。

昨天我国整天的交
易总共发生48万4557
次，有1 5 4亿 6 6 2 7万
21 7 3份股票易手，总
值9兆5 6 5 7亿7 9 5 8万
50 6 4盾。涨价的股有
218种，落价的股有208
种，202股持平。

外资净售1兆3816亿
7000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GGRM(盐仓香烟公
司股)涨价1800盾，现价
8万2575盾；BYAN(Bayan
能 源 公 司 股 ) 涨 价
900盾，现价1万8900
盾；IBST（Inti Bangun
股）涨价600盾，现价
8900盾；ABMM（ABM 
Investama股）涨价425
盾，现价2140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LPG I（L ippo一般
保险公司股）落价340
盾，现价3960盾；BBNI(
印 尼 国 家 银 行 股 ) 落
价2 5 0盾，现价8 6 5 0
盾；ITMG(印多矿业公
司股)落价250盾，现价
2万1150盾；BBCA(中亚
银行股)落价200盾，现
价2万7100盾。

盾币增值61点
周三，雅京银行际

货币兑换交易（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
lar Rate /JISDOR）收
市，1美元以14027盾中
间价结束，比先前价以
14088盾中间价，盾币
增值61点。(asp)

“经营”这个词汇也一样，如
果“经营的定义”不明确，行动就会
不明确。说出：“好好经营吧！”的
同时，意义同样会因人而异，目标方
向也不尽相同，进而获得截然不同的
结果。首先要明确定义出“什么是经
营”，不过如果因为重视完整性而让
定义变得冗长，实践者其实也很难执
行，因此，就简洁地定下基准吧！

Mandiri投资公司预计，2019年经济和投资的增长维持，反映在消费者购买力的
维持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稳定性以及美联储（The Fed）政策有望为发展中国
家的资产类别提供积极的情绪。根据印尼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数据，国内经济
的增长率，从2017年的5.07％增至2018年的5.17％。图为周三（13/2），投资
统筹机构主任托马斯·伦邦 （汤连汪/Thomas Trikasih Lembong，左二）、万自
立投资管理公司经理 Ferry I Zen（左）、经济学家 Faisal Basri（左三）、 CSIS
研究所执行主任 Philips J Vermonte（右三）、万自立银行（PT Bank Mandiri Persero 
(Tbk)，股代号BMRI）财库和国际银行业务经理 Darmawan Junaidi（右二）与万自
立投资管理公司经理 Endang Astharanti（右）在雅加达该活动时交谈。

人们乐观相信

印尼股市的牛市趋势将持续下去
【印尼文版商报网站雅加达讯】

一些分析人士对印尼股市表示乐

观。尽管全球仍存在不确定性，但

人们相信，我国股市的牛市趋势将

持续下去。

综合指数下落7点至6419.116点

1美元兑14027盾

Setiawan Dwi Tunggal公司

向千禧阶层提供房地产投资

图为，Setiawan Dwi Tunggal房地产公司营销和销售副
经理 Stevie Faverius Jaya（左）与董事总经理Peony 
Tang（右） 在雅加达的新闻发布会对记者提供说明。

（本报Hermawan摄/译asp）

2019年万自立投资公司市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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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净利润（ b o t t o m 
line）来计算，国营煤气
公司经理部深信，今年的
收入获得50亿美元。

国营煤气公司总经理
吉基.帕拉科梭（G i g i h 
P rakoso）称，预测今年
收入将比去年更高，但他
还不能阐明去年的财务落
实的业绩。“去年利润大
约1.5亿美元，今年定下
2亿美元的指标。”

吉基声称，国营煤气

公司收入和盈余能比去
年更大，因天然气销售
和需求提高的缘故。总的
来说，去年，天然气销售
从平均800亿英国热量单
位/日（BBTUD），成为
900BBTUD。“我们可以
更好的增长，因去年底天
然气需求提高的缘故。”

根据国营煤气公司记
载，截至去年第3季，天
然气销量达849 BBTUD，
该 数 目 比 2 0 1 7 年 的

767BBTUD 更大。
截至20 1 8年9月底，

国 营 煤 气 公 司 摘 录 ，
每日输送7 1 8亿标准立
方英尺（MMSC F D），
而 每 日 的 天 然 气 抽 取
（lif t ing）40062亿桶油
当量（BBOE）。

与 此 同 时 ， 今 年 ，
国 营 煤 气 公 司 经 理 部
将拨 4亿美元资本支出
（capex），理由是大部
分输送管基础设施建设，
已在去年完成。

吉基没有详述该资本支
出，但大部分的资本支出
将供作建造运输管网。“
因此，如今只是增加而
已，资金能取自公司内
部，也能来自外来资金。”

家庭用户煤气输送管
还未被列入4亿美元资本
支出中，今年，国营煤气
公司计划，将建造80万
户至100万户家庭用户煤
气输送管。

政府也责成国营煤气
公司，至2025年兴建470
万户家庭用户煤气输送
管，国营煤气公司经理部
预计，为落实该煤气输送
管工程，需要12.5兆盾
资金。

吉基声称，该资金并
不是由国营煤气公司承
担，但可以来自国家收支
预算（APBN）和非国家
收支预算（Non-APBN）
即PGN现款或者第3方伙
伴融资。（sl）

国营煤气预期今年净利

同比增长33.33%达2亿美元
【K o n t a n雅加达讯】国营煤气公司

（PGAS）定下指标，今年净利达到2亿美
元，或比去年的净利指标1.5亿美元增长
33.33%。国营煤气公司预估，今年净利
增长将受天然气需求的支撑。

日本闻名的汉堡爱好者,目前可以在雅加达Ishigamaya餐厅
的第一家国际商店享用美味的嫩牛肉。Ishigamaya在印尼
开设了他的第一家餐厅，提供日本汉堡0特色菜单。图
为(从左到右)：Yukihito Sakase Ishigamaya行政总厨与Kichiri 
Rizki Abadi公司总裁Shota Kidokoro和副总裁Dimas Bima Aditya 
于周二在雅加达Plaza Indonesia购物中心的Ishigamaya餐厅开
业典礼合影。(商报/Max Manuhutu摄)

Ishigamaya餐厅开业典礼

【 本 报 讯 】 G r a b 网
约车携手视频点播应用
HOOQ，为Grab用户提供
娱乐视频内容。我国成
为推出地合作的首个国
家。Grab Indonesia公司总
经理Ridzki Kramadibrata
称，最初阶段视频服务为
我国Grab铂金类用户,免费
使用首3个月。

“Grab和HOOQ的合作
是实现Grab进一步成为亚
洲最佳的每日应用的愿
景。HOOQ将与Grab应用
集成为提供无障碍看视频
流的服务和体验。”他这
么说。他不愿谈及什么时
候开始服务。但是，在我
国推出后，该服务也将在
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推

出。
“通过Grab与HOOQ的

合作，HOOQ能扩展他们
在东南亚的运作范围使用
Grab网络。我们也可以为
百万Grab用户开发我们提
供的服务选择。”他如斯
说。Grab方便用户直接从
Grab应用观看电视剧或本
地电影。

HOOQ首席执行官Peter 
Bithos称，印尼在东南亚拥
有最大互联网用户，为此
Grab与HOOQ选择印尼成为
第一个国家推出该服务。

印尼 H O O Q国家经理
Guntur Siboro称，我国是
为HOOQ重要市场，与Grab
的合作将扩大HOOQ客户
群。(lcm)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
讯】去年，包装工业营收
67.6亿美元或相等于98兆
盾，比2017年提高4.8%
至5.2%，该销售比定下
的8%销售指标更低。

印 尼 包 装 业 联 盟
（FP I）业务发展经理阿
丽亚娜 .苏珊蒂（A r i -
ana Susanti）上周末对记
者称，“在20 1 8年，我
们定下6%至8%的销售增
长指标，但仅增长4.8%
至5.2%。有关对包装课
以塑料税传闻，还有盾币
汇率疲软，使我们难以发
展。”

她补充说，包装工业
销售疲软，也离不开主要
工业，即食品和饮料加工
业（mamin）增长缓慢的
影响。根据中央统计机构
（BPS）数据，2018年，
食品和饮料加工业只增
长7.91%，比2017年的
9.23%更低。

她续称，盾币兑美元汇
率疲软，也对包装工业造
成相当大的打击，因包装
工业仍依赖进口原料。“
特别是在去年第4季，影
响非常大。”

她阐明，计划对塑料课
税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也对包装工业造成非常大
的影响，该传闻使企业商
们不敢扩展业务。

20 1 9年，阿丽亚娜深
信，虽然达不到2位数，
但包装销售将增长。“只
要盾币汇率稳定和原料储
备足够，今年首季的情况

相当乐观。”
她强调盾币汇率稳定，

对包装工业非常重要，因
包装工业对进口原料的依
赖太高，能达到50%。“
与此同时，如果进口原料
价格上涨，我们也不能即
刻调高产品售价，因为已
与买户签署的销售合同是
长期性的。”

至今，柔性包装（flex-
ible packaging）仍支配包
装工业销售，占总销量
42%。接下来是纸板包装
（paperboard packaging）
占2 8%，硬质塑料包装
（rigit plastic packaging）
占14%，编织聚烯烃袋包
装（woven polyolefin sack 
packaging）6%，金属罐装
（metal can packaging）5%
，玻璃容器包装（g l a s s 
container packaging）3%和
其它2%。

20 1 8年，柔性包装比
其它类包装增长更高，除
了经济价值更高之外，
该增长也受到中小工业
（ I K M）需求提高所推
动。

“硬质塑料包装也增
长，因饮料种类越来越
多，从草药（jamu）直至
软饮料，还有水果和蔬菜
包装，虽然价值方面还不
太大，但持续增长。”

她续称，工业仍须面对
塑料课税政策挑战，塑料
税将使国内包装工业更难
增长。其实，对塑料课税
来遏止目前的环境污染效
率不大。（sl）

图示(左�右)：Messe Dussel�(左�右)：Messe Dussel�左�右)：Messe Dussel�)：Messe Dussel�：Messe Dussel�Messe Dussel�
dorf金属和流动技术全球总
监Freidrich Georg Kehrer、印
尼钢与铁工业协会（IISIA）
原材料和钢铁加工技术主
任Kesnohadi、Wahana Kemala 
Niaga总监Rini与印尼铸造专
家协会(HAPLI)总主席R Widodo
于2月13日在雅加达就有关
将在德国Dusseldorf今年6月
25�29日举办金属和钢铁工
业展举行记者会后交谈的情
景。(商报/Hermawan摄)

临近金属和钢铁工业展

Grab携手HOOQ 提供视频服务

Grab Indonesia总经理Ridzki Kramadibrata(左)、HOOQ首席执
行官Peter Bithos(左2)、印尼HOOQ国家经理Guntur Siboro(右
2)和Grab Indonesia执行董事Ongki Kurniawan，在雅加达推出
应用服务后合照。(商报/Muhammad Maan摄)

去年包装业销售不达标

同比仅增长4.8-5.2%约98兆盾

【Kontan雅加达讯】
过 去 几 个 月 煤 炭 价 格
下跌，并不影响卡车需
求。虽然今年销售前景
不比去年高，一些品牌
代 理 商 仍 定 下 增 长 目
标。

日野汽车(Hino Motor 
Sales Indonesia/HMSI)公
司，不打算如去年定下
很高的目标。根据印尼
机动车业协会(Gaikindo)
数据，去年1月至12月记
录，Hino能够销售4万零
72辆卡车到市场。

日 野 汽 车 公 司 推 广
营销经理Santiko War-
doyo预计，今年煤炭商
品价格将起伏不定。因
此，Hino不可能确定今
年销量会提高。“目标
确实下降，因为矿产情
况仍放缓。但是我们看
好其他领域如建筑和物
流良好增长。”他这么
说。

H i n o 定下销售增长
1 2 % 指 标 ， 或 达 4 万
5000辆。从上述预计，
轻型卡车将占2万辆，和
中型卡车2万5000辆。

而在重型卡车部门，
销量贡献很低。“去年
仅售出225辆或与2017
年一样。我们认为今年

将 一 样 ， 因 为 市 场 很
小。”他如斯说。

今年，H i n o 产品，
尤其是物流运输的Hino 
New Generation Ranger
和Hino Dutro，将有增加
新功能即后置摄像头，
后退时或泊车时提高驾
驶员的视野。

去年，我国 F u s o 经
销商Krama Yudha Tiga 
Berlian Motors(KTB)公
司成功获得43.9%市占
率，售出5万1132辆。
该 数 字 比 2 0 1 7 年 4 万
2319辆提高20.83%。

KTB公司经理Duljat-
m o n o称，今年商用车
销售将仍提高，虽然增
长率没有去年那么大。
上述情况因为有经济因
素，预测如去年一样。
政治年也影响企业家扩
展计划因为他们持观望
态度。

印尼五十铃阿斯特拉
汽车(Isuzu Astra Motor 
I n don e s i a )公司定下今
年销售增长大约21.6%
指标。去年，五十铃阿
斯 特 拉 获 得 积 极 的 增
长。从全部车型的总销
量达2万5286辆，或比
2017年2万零502辆增长
23.33%。(lcm)

【 投 资 者 日 报 雅 加
达讯】印尼轮胎业协会
（APBI）强调说，许多商
用车辆轮胎猖狂操纵统一
系统编号（HS），使全国
轮胎工业亏损。伪造统一
系统编号，使轮胎进口税
（BM）降低，以致，国产
轮胎失去与进口轮胎在售
价方面的竞争力。

印尼轮胎业协会总主
席 阿 兹 斯 . 巴 内 （ A z i z 
Pane）透露，操纵统一系
统编号的行为，是使用矿
业用车辆的轮胎统一系统
编号输入我国。“该行为
是为避免被课税，以致，
使该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售
价能更低，也导致国产轮
胎不能与该进口产品竞争
的缘故。”

为此，他希望，财政部
海关与消费税局加强对进口
轮胎的检查。“如今的港口
外验货（post border）政策
不如我们的期望，因缺少了
解进口产品技术的人员，因
此，我们要求工业领域能对
他们进行培训，使他们更了
解，如果需要，我们已作好
准备。”

阿兹斯认为，以目前的
监督，不无可能更多数量
的进口轮胎进入我国。“
每年，中国生产2亿套轮
胎，其中1亿套供出口，
如今，中国与美国发生纠
纷，要向哪里转移他们的
产品呢，当然我们是令人

不受煤炭价格影响

今年卡车销售仍良好

操纵HS统一编号 使我国轮胎工业亏损
垂涎的市场。”

与此同时，阿兹斯声
称，国内轮胎工业面对
与中国竞争比较困难，
其中对进口原料依赖性非
常高.目前，62%的轮胎
原料仍须进口，与此同
时，在中国，所有的轮胎
上游工业已能由其国内供

应。“因此，在还没有推
动出口之前，政府须先教
育上游工业。”

他声称，事实证明，
目前，上游工业仍非常少
和工人薪资持续调高。“
并不是我们不能与他们竞
争，实际上，从产品品质
方面，我们已很强。”

此前，贸易部长英卡尔
迪亚斯多.�基�(Enggar-.�基�(Enggar-�基�(Enggar-(Enggar-
tiasto  Lukito)发出有关
钢铁、合金钢（baja pad-baja pad-
uan）和衍生产品的2018年
第110号贸易部长条例，替
代2018年第22号贸易部长
条例，预测该条例能减少
钢铁进口至30%。（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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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警
员把活蛇缠在一名坐在地
板上双手被绑在背后的嫌
犯的脖子上，把蛇头贴近
他的嘴巴，他极度恐惧，
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不
停地求饶。视频中传出了
警员哈哈大笑的声音。

这位疑犯要是患有心
脏病，有可能会闹出人命
的。

本 周 一 ， 巴 布 亚 省
警察署发言人苏里亚迪
（Suryadi Diaz）说：“

有各种各样的处罚，给予
口头警告、书面警告、
关押一周、两周或者三
周。”

他接着称，此案目前
由巴布亚省警察署专业和
保安单位调查处理。

他补充说：“这是不
专业和违反纪律行为。”

查亚维查亚县警长托
尼（����y ��a�da S�a�����y ��a�da S�a�
daya）称是该警员自己将
蛇套在疑犯脖子上逼供
的。

苏里亚迪说：“可能
因为疑犯不供出犯罪事
实，惹怒了警员。”

据他称，其实警员并
没有要伤害疑犯的意思，

蛇无毒，它是警员的宠
物。

据悉，警员曾用那条
蛇“唤醒”在公共场所喝
酒的醉汉。

他说：“每到周末，
有很多醉汉被抓到，拿蛇
吓唬他们。我们也用水把
他们泼醒。”

警员用一条蛇审问一
名巴布亚原住民的行为受
到一名人权律师韦罗妮
卡���（��r��i�a ������（��r��i�a �����（��r��i�a �����r��i�a ���
ma�）狠狠地批评。她在
推特上转载警员用蛇审问
疑犯的视频。她称警方也
曾用蛇审问过一名巴布亚
分离主义组织成员。

据法新社报道，��
说：“他们从很久以前
就已经知道警方和军方
用蛇审问，因此不觉得惊
讶。”（cx）

警员用蛇强迫巴布亚疑犯招供 

警方致歉并承诺给予处罚
【雅加达2月13日综合讯】巴布亚省查

亚维查亚（Jaya�ijaya）县警察署警员用

蛇强迫一名涉嫌盗窃案嫌犯招供的视频在

网上广泛流传，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随后巴布亚省警方表示道歉并承诺给予视

频中的警员处罚。

警员用一条蛇逼供疑犯视
频成为国内外关注焦点。

【� I ��新闻网2月1 3
日讯】印尼共和国第六
任总统苏西洛�班邦�尤
多约诺（Susil� Bamba�g 
Yudh�y���）夫人阿妮�
尤多约诺（��i Yud���i Yud�
h�y���）在新加坡国大医
院接受治疗。阿妮据称患
有血癌。

苏西洛发布视频称其妻
子从今年2月2日至今在新
加坡接受治疗。苏西洛一
直陪伴在妻子身边。

本周三，苏西洛在视频

中说：“我现在人在新加
坡医院陪伴她。在总统府
医生团队建议下，她从2
月2号开始在新加坡接受
医治。”

苏西洛称其妻子患有血
癌，必须在新加坡接受医
治。

苏西洛说：“我以难
过的滋味告诉国内友人说
我太太患有白血病。因而
必须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医
院接受治疗和重病特别护
理。”（cx）

【雅加达2月13日综合讯】
南丹格朗市警方把一名因
不满被开罚单疯狂砸坏摩
托车的小伙子阿迪�萨普
特拉（�di Saputra）送
至大都会警署人力资源局
心理学部接受精神病检
查。

阿迪被警方认定为犯罪
嫌疑人，他被警方指控交
通违章和证件造假及刑事
法。

阿迪花了3000万盾在网
上购买了一辆偷盗来的小
龟摩托车S���py。

本周三，南丹格朗市
警察署刑事调查单位主任
亚历山大�尤里�（�l��尤里�（�l�尤里�（�l��l�

�xa�d�r Yurikh�）称，阿
迪在本周二接受精神病检

查。警方未能确定检查结
果何时出炉。

2月7日清晨6时30分左
右，阿迪在南丹格朗市苏
托波陆军中尉街被交警开
罚单，一怒之下，疯狂砸
坏摩托车。阿迪当时骑摩
托车载着女朋友，两人都
不戴安全帽。发现前方有
交警，阿迪逆行逃跑，但
被交警抓到。交警让阿迪
出示驾照和机动车牌照登
记证。阿迪因无证驾驶被
交警开罚单，一怒之下，
在交警面前疯狂砸坏摩托
车。

后来南丹格朗市警方将
阿迪逮捕并认定为犯罪嫌
疑人，或被判最�6年有
期徒刑。（cx）

【雅加达2月12日综合
讯】本周一，雅加达南区
Mampa�g Prapata�区��gal 
Para�g�一名3���子�ul��一名3���子�ul�3���子�ul���子�ul��ul�
fa�di被发现在其朋友租来的
房间里上吊自杀。�ulfa�di
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Mampa�g Prapata�区
警察署刑事调查单位主任
��t�� Prihart��称，经现
场调查后，发现�ulfa�di是
自杀。

��t��称，居住在茂物
的家人前来领尸。此外，
家人也拒绝尸检。

本周二，��t��对媒体
记者说：“死者家人拒绝
进行尸检。现场调查结果
显示，他是自杀，身上没
有发现暴力痕迹。”

警察在房间里发现一封
�ul f a �d i的手写信。信中
写道：“已经给身边的人
带来麻烦，对不起。”他

认为在线借款设下恶意陷
阱，他要求金融服务管理
局（OJ�）对在线借款进
行打击。

� u l f a � d i 在 信 中 写
道：“在线放�利贷者
们，我们在冥界见面吧。
大家不要为我还债，因为
这些债跟你们无关。”

��t��称，警方至今仍
未发现�ulfa�di是不是真的
被在线借款债务捆住手脚
的证据。死者的家人称对
债务不知情。

他说：“我们发现那一
封信，是不是真的，只有
死者知道。”

据 死 者 的 朋 友 N a r d i
称，�ulfa�di在2月10日晚
上去找他。Nardi在本周一
早上9时下班回家，敲房
门，一直没回应，只好强
制打开房门，发现他在浴
室上吊自杀。（cx）

【� I ��新闻网2月1 2
日讯】占碑省M�ra�gi�县
L�mbah Masurai区Su�gai 
��bal�一名20�卖淫女小
妮（化名）被嫖客杀死。
小妮要求先付钱后提供性
服务，激怒了这名嫖客，
遭其杀害。

小妮在J��gg� t咖啡馆

工作。一位名叫阿纳尔基
的2���子区找她嫖娼。
阿纳尔基是一名农夫，他
是Su�gai ��bal�民。小
妮要求阿纳尔基先付钱，
但被其拒绝。被惹怒之
后，他用一把刀捅向她的
腹部和胸部，然后逃离现
场。

现场目击者将小妮送到
医院。她在送往医院途中
死亡。

M�ra�gi�县警察署刑事
调查单位主任凯伦纳斯证
实确有其事。本周二，他
对媒体记者说：“昨天晚
上9点30分左右发生一起
杀人案。我和警员赶到案

发地点，遇害者被捅1 0
刀。”

凯伦纳斯称，警员在
森林中将嫌犯抓获。他
说：“嫌犯是一个农夫。
本星期二清晨6点左右，
他在L�mbah Masurai区咖
啡种植园茅棚被抓到。”
（cx）

【�I��新闻网2月12日
讯】东爪省马都拉岛巴米
加三（Pam�kasa�）县麻风
病患者人数一年一年地上
升。巴米加三县卫生局的
数据显示，2018年12月麻
风病患者人数达到368人，
�于2017年的237人。

巴米加三县地方议会议
员桑苏利称卫生局败在麻
风病预防控制。

本周二，他说：“巴米

加三县卫生局不作为。麻
风病人数不但不降低，反
而一年一年地上升。”

这位巴米加三县地方议
会议员认为卫生局在麻风
病预防控制上不够认真。
实际上，麻风病清除计划
在两年前就已经实施。他
说：“巴米加三县卫生局
理应能够将麻风病彻底消
灭掉。”

他因而敦促卫生局加强

麻风病宣传和预防控制工
作，以致麻风病在巴米加
三县绝迹。

与此同时，巴米加三县
卫生局秘书阿里�马�森
反驳桑苏利的指控。他称
卫生局已尽一切努力预防
控制麻风病。

他说：“麻风病人数之
所以增加，是因为还没完
成治疗。”

他接着称，麻风病清除

计划并不是消灭麻风病，
而是减少麻风病人数。

他说：“麻风病是稀有疾
病，彻底治愈需要比较漫长
的时间。希望民众一旦发现
麻风病人就向我们报告。”

他接着称，卫生局经
常通过民间诊疗所进行宣
传。他说：“如果发现麻
风病人就向我们报告，
不要却歧视麻风病人。”
（cx）

【雅加达2月13日综合讯】
�演员朱庇特（J u p i t � r 
F�rtissim�）涉嫌吸食毒品
案被雅京警方拘捕。

大都会警署公关主任阿
尔格（�rg� Yu����）证
实确有其事。本周三，他
说：“我们从朱庇特身上
搜到0.�2�冰毒。我们在
房间里发现吸毒工具。”

本周一早上7时左右，
警方在雅京西区G r � g � l 
P�tambura�区��ma�g�一

栋短租旅舍将朱庇特和其
一名好友抓捕。

但阿尔格不愿透露朱
庇特被捕细节。他称警方
目前仍在对朱庇特进行调
查。

朱庇特在2016年�月10
日也曾因涉嫌毒品案被
抓捕，警察从其身上搜
出0.� 4�冰毒。这位36
��子被判坐牢两年半，
于2018年7月27日出狱。
（cx）

前总统苏西洛：

我夫人患有血癌

阿妮·尤多约诺在新加坡国大医院医治。（图片来源：安
迪·阿里夫推特）

【 巴 淡 点 滴 新 闻 网
2月13日讯】本周三中
午，巴淡市Batu �mpar
区警察署一名警察�ris��ris�
tia� P�ltak B�sta Sit�rus
被发现死于办公室里，
其头部中枪。

廖群岛省和巴淡Bar��Bar��
la�g警察署警察严密看守
Batu �mpar区警察署。

Batu �mpar区警察署

前停放着好几辆救护车
和警车。警方暂未就该
警察之死发表声明。

�ristia�正在巴淡大学
读书。巴淡大学法学院
院长Fadhla� Makd��证
实确有其事。

Fa d h l a �说：“我听
闻后很吃惊。我本来不
相 信 死 者 是 法 律 系 学
生。”（cx）

巴淡一警察办公室里头部中枪死亡

小伙不满被开罚单疯狂砸坏摩托车

警方将其送去接受精神病检查

阿迪哭着和警察握手。（图片来源：Instagram）

妓女要求先付钱后服务惹怒嫖客遭杀害

东爪巴米加三县麻风病人数逐年上升 现达368人

在线借款陷入债务陷阱 

男子想不开上吊自杀

男艺人吸毒不知悔改又被捕

【雅加达Ok�z�� �新
闻网2月13日讯】雅加
达北区��ja区Mah��i街
一个卖汽油的小店铺起
火，造成一人死亡。

据 雅 京 特 区 消 防 局
称，火灾发生在晚上20
时39分，消防局出动两
辆消防车灭火。

据警方称，遇难者名

叫M�hammad �asa�a�M�hammad �asa�a�
ta�，他故意往自己身上
泼汽油点火。

��ja区警长��dri Su�区警长��dri Su���dri Su�
hart�说：“目击者说最
近�asa�ata�举止怪异，
像是有心事似的。”

��dr i称，�asa�a ta�
在浴室里浇汽油自焚。
（cx）

【雅加达Ok�z���新闻
网2月1 3日讯】3名抢劫
摩托车的歹徒在丹格朗
县Ci k u p a、� i g a r a k s a和
Balaraja区作案时被丹格朗
市警察署执法人员抓捕。

本周三，丹格朗市京砸
坏那个Sabilul �lif称，这
个劫匪团伙已作案�次。
有一名受害人被他们开枪
击中胸部身亡。

3名被抓捕的歹徒是哈
山（39�）、伊尔（20
�）金额哈尤（24�）。�
因拒捕被警察开枪打伤。

他说：“此人是劫匪老
大。他拒捕，警员开枪打
中他的膝盖。”

Sab i l u l称，他们3个都
是楠榜人。他们以女子或
者工厂工人为下手目标。
接到一名摩托车被偷走的
�子报警后，警方展开追
捕行动。

警方从他们手中起获枪
支、子弹、�型锁和7辆摩
托车。

这些嫌犯的行为触犯刑
事法，或被判9年监禁。
（cx） 雅京北区男子浇汽油自焚

三名摩托车抢劫犯多次作案被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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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气象工程
今年将全部完成

河 北 省 气 象 局 局 长 张 晶 1 3 日
称，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气
象工程将于今年全部完成。

2022年北京冬奥会是世界上第一
次在大陆性气候城市举办的冬奥会，
冰上项目约占30%，雪上项目约占
70%。不同赛事对气象条件各有要
求，滑雪比赛要求人工造雪雪温低于
零摄氏度，高山滑雪等则要求能见度
大于2公里。河北张家口作为北京冬
奥会雪上项目的主要承办地，气象保
障工作面临更大挑战。

在中国气象局支持下，河北组建了
由冀、黑、吉、蒙四省区气象部门和
国家气象中心共36名技术骨干组成的
张家口赛区冬奥气象服务团队，开展
雪季驻训培训工作。目前张家口赛区
已基本建成全球站点布设最多、气象
观测要素最全的雪上项目赛场综合气
象观测系统，赛事精细化预报与服务
系统测试版本已开发完成并用于雪季
驻训，全部工程将于今年完成。

马祖县长刘增应率团抵闽参访 
支持两岸“应通尽通” 

马祖县长刘增应13日率领马祖经
贸文化交流联谊会一行30余人，通过
马祖至连江黄岐的“小三通”航线抵
达福州港黄岐客运站码头，前来参加
第十七届“两马同春闹元宵”活动，
开启为期4天的参访行程。

福州与马祖有马尾—马祖、连江黄
岐—马祖白沙两条“小三通”航线。
此外，正在加速建设中的福州马尾琅
岐综合对台码头将在今年内投用，与
马祖间的海上航程约45分钟，并可经
马祖前往台湾岛内多个城市。

沈阳警方侦破特大贩毒案
缴获可待因口服溶液1000余公斤 

沈阳市公安局13日发布消息称，
成功破获特大运输贩卖含可待因复方
口服液体制剂案，截至目前，涉案的
41名违法犯罪嫌疑人已被全部抓捕归
案，缴获各类含复方可待因口服溶液
1000余公斤，涉案总金额达500余万
元（人民币）。

2018年8月，沈阳市公安局刑侦禁
毒局缉毒三大队在工作中获得一条重
要线索，一化名为“大华”的女子伙
同他人在沈阳市内大肆贩卖含可待因
复方口服液体制剂。2018年12月12
日，沈阳警方河北工作组在唐山市路
南区将犯罪嫌疑人雷某、刘某抓获，
当场在其住房内缴获各类可待因制剂
150余公斤。与此同时，专案组沈阳
工作组相继在铁西区将犯罪嫌疑人于
某等人抓获，共缴获各类含可待因复
方口服溶液300余公斤。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匈牙利警告匈方如部
署华为设备将导致两国
合作困难后，他在访问
斯洛伐克期间表示，有
必要防范中国通过经
济和其他方式造成斯
方对华依赖并操纵斯
政治体制，美希确保
美朋友伙伴知悉采购
中国商品存在安全风
险。此外，蓬佩奥在
访问波兰时又表示，

如果波兰放弃与中国
合作将有利于美在波部
署军事基地。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华春莹回应说，和
大家一样，我们也关注
蓬佩奥国务卿中东欧之
行，对他的相关言论表
示关切。中国与美国有
着根本的不同：干涉别
国内政从来不是中国的
政策，操纵别国政治也
绝非中国的兴趣和特

长。这个世界上，到底
是谁长期以来，包括直
到现在都热衷于干涉别
国内政、不择手段操纵
别国政治甚至推动寻求
别国政权更迭，国际
社会对此都看得清清楚
楚，也都有自己明确的
判断。

美方在拿不出任何
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编造种种“莫须有”
的罪名，炮制各种各

样的“威胁论”，实
质只有一个，就是动
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
业的正当发展权利和利
益，以政治手段干预经
济行为。我认为这是极

其虚伪、极不公正，也
是极不道德的。希望美
方能真正遵守自由公平
竞争的市场原则，真正
维护公平、公正、非歧
视的市场环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中方：美方动用国家力量

打压中国企业正当发展权利和利益极不道德 
【中新社13日讯】针对美国施压中东欧国家勿用中

国企业设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3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表示，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的正当发

展权利和利益，以政治手段干预经济行为，是极其虚

伪、极不公正，也是极不道德的。

【新华社13日讯】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座谈会13日在广西河池
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组长胡春华出
席座谈会并讲话。他强
调，深度贫困地区是决
定脱贫攻坚进展和成效
的关键区域，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
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落
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以
更有力的举措、更扎实
的行动，全方位深入推
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
坚，确保同全国一道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胡春华指出，必须瞄
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

坚突出问题和重点任务
精准施策、聚力攻坚。
要下大力气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完成好控辍保学、健康扶
贫、危房改造和饮水安全
等工作。要因地制宜发展
特色优质高效产业，加快

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短板，统筹谋划好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
促进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和贫困地区持续发展。
要抓好巡视发现问题整
改，强化责任落实，加大
支持保障力度，发挥好东
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
援、中央单位定点扶贫
作用，激发贫困群众内
生动力，全面提高脱贫
攻坚工作质量和成效。

胡春华到河池市大化
瑶族自治县雅龙乡、都安
瑶族自治县东庙乡等地，
看望慰问贫困群众，实地
了解深度贫困地区“两
不愁三保障”、产业扶
贫、易地扶贫搬迁等工
作进展情况。

【中新社13日讯】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近日印发《新
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
提 升 计 划 （ 2 0 1 9 —
2 0 2 2年）》，以期促
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创
业。人社部相关负责人
13日说，该计划将对拟
创业和创业初期人员，
提出重点开展电子商
务培训。

中国农民工总量近
年一直保持稳中有增，
目 前 已 接 近 3 亿 人 。
《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
查报告》显示，1980年
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
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
的50.5%，逐渐成为农
民工主体。 全国农民
工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
培训的仅占30.6%。“
说明农民工特别是新生
代农民工培训工作仍存
在一些短板。”人社部
相关负责人说。

在具体措施中，《计
划》明确将从事非农产
业的技能劳动者都纳入
培训计划，在不同就业
形态对应的培训中，分
别提出创新举措。人社
部相关负责人作出四方
面介绍。

一是对准备就业人
员，提出对登记培训
愿望的农民工，在1个
月内提供相应的培训
信息或统筹组织参加培
训。“这个时限要求，
能尽量适应农民工最迫
切的就业需要，提供技
能培训。”

二 是 对 已 就 业 人
员，提出鼓励企业重点

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企
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对
具备条件的技能人才，
开展岗位创新创效培
训。强调加强劳模精
神和工匠精神培育，
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爱
岗敬业，追求精益求
精。“这项措施，重在
鼓励用工单位将农民工
培养成为高技能、高素
质、稳定就业的劳动
者，实现农民工与企业
的双赢。”

三 是 对 建 档 立 卡
贫困劳动力，提出精
准掌握就业困难人员
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基
本情况，优先提供技
能培训服务或技工教
育。“当前脱贫攻坚
已进入决战阶段，乡村
振兴正在蓬勃开展。技
能培训是促进就业脱贫
最根本、最有效的途
径，这一举措，将积极
促进贫困劳动力脱贫，
并防止返贫。”

四是对拟创业和创
业初期人员，提出重点
开展电子商务培训。
对具备一定条件的人员
开展以创办个体工商户
和创办小微企业为中心
的创业技能培训。对已
创业人员，持续开展改
善或扩大企业经营的创
业能力提升培训和企业
经营指导。“这一举措
体现了新产业、新业
态、新商业模式对创业
技能的要求，并充分考
虑了新生代农民工实际
情况，将帮助更多农民
工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创
业，助力乡村振兴。”

胡春华：全面深入推进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春华

【中新社13日讯】 
2019年春节前夕，彭博
确认将中国债券纳入
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
数。德意志银行13日发
布报告称，此举为全球
投资者参与中国固定收
益市场提供了良机，预
计未来5年中国债市海
外投资流入规模最多可
达8500亿美元。

德银中国固定收益策
略分析师刘立男在报告
中指出，人民币债券入
指将带动稳定海外投资
流入，加剧人民币债券
收益率波动。预计未来
5年，投资中国债券市
场的海外资金流入规模
将达7500亿至8500亿美
元，海外投资者在中国
债券市场上的持有量占
比将攀升至5.5-6%。

2018年，全球投资
者净增人民币债券投资
规模为512 0亿元（约
750亿美元）。考虑到
人民币债券入指及全球
储备投资的资产配置，

刘立男表示，2019年中
国债券市场总资金流入
有望达到6000亿至7000
亿元人民币（约879亿
至1025亿美元）。

包 括 债 券 市 场 在
内，中国近年来不断加
大金融业各领域对外开
放力度。市场普遍预
计，2019年中国将继续
加快金融开放步伐。

德银认为，未来几
年中国金融改革将重点
放在加强双支柱宏观调
控框架，将货币政策
和宏观审慎政策纳入其
中，以维持宏观经济平

衡及金融稳定；改善金
融部门监管监督，管理
金融系统性风险；发展
多层次金融市场、加快
金融业对外开放；升级
金融基础设施等方面。

其中，金融业开放
又是重中之重。报告
称，通过引入全球竞
争，中国将有效推动金
融市场发展，提升金融
机构全球竞争力，巩固
国内金融体系，并最终
有助于提升中国金融体
系效能，支持经济可持
续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
进程。

德银：未来5年或有8500亿美元

海外投资流入中国债市 

德意志银行

【中新社13日讯】
星展银行1 3日在上
海发布报告预测，至
2022年中国在线购物
者将达9.32亿人。

20 1 8年中国零售
消费达到38.1万亿元
（人民币，下同），
这相当于中国GDP总
量的45％。根据“中
国互联网观察”的数
据，当年在线零售消
费同比增长24％，达
到9万亿元。

20 1 9年中国零售
额将增长7.5％，电
子商务零售交易预计
将以3 0％的速度超
过整体市场平均值，
占全国零售销售额
的25％以上。20 1 9

年，在电子商务的推
动下，中国零售消
费总量将进一步增
长，这背后的主要
力量是4亿具有电子
商务所需的高科技和
消费能力的千禧一代
（1982年至2000年
出生者）。到20 2 2
年，中国在线购物者
预计将增加到9. 3 2
亿人，几乎是目前美
国人口的三倍。

收入的增加以及支
付系统的便利性和可
靠性将继续刺激在线
零售的增长，到2022
年，中国在线零售
额可能达到1.8万亿
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19％。

【中新社1 3日讯】
近日，摩根士丹利发布
研究报告称，2 0 1 9年
将成为A股外资流入规
模的“纪录之年”，预
计外资被动、主动流入
A股的规模合计将达到
700亿至1250亿美元，
远高于此前三年350亿
美元的平均水平。

报告指出，在外资被
动流入方面，有两件大事
将推动外资流入A股。摩

根士丹利中国市场策略
师、副总裁王滢指出，今
年6月起富时罗素指数将
开始把A股纳入其全球指
数，第一阶段的纳入分
三次（2019年6月、2019
年9月、2020年3月)，依
次按20%、40%、40%的
比例纳入，合计将带来
100亿美元资金的流入。

同时，MSCI（明晟指
数）提议将A股的纳入
因子由5%提高至20%，

王滢预计这项提议通过
的可能性较大，一旦通
过，纳入因子将在今年5
月和8月上调，由此或可
带来多达150亿美元的资
金流入。

报告认为，在外资主
动流入方面，若全球资
产管理人对照A股在明
晟指数的纳入因子变化
而重新配置A股资产，
或将给A股带来250亿美
元的流入。

人社部发文助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创业 

电商培训成重点

星展银行预测2022年

中国在线购物者将达9.32亿人

摩根士丹利预计2019年

至少700亿美元外资将流入A股

京津冀等地出现重污染天气过程
13日讯，2月10日开始，由于扩散条

件逐步转差，中国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汾渭平原部分城市出现污染。截至2月
12日，邢台、邯郸、郑州、临汾、洛
阳、西安等共有29个城市发布了重污染
天气预警，启动相应应急管控措施。

春节长假结束后，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汾渭平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大
气重污染过程。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
关联合中心组织专家，对本次污染过
程的来源成因进行分析与解读。

天津港保税区
2018年跨境电商交易额达15亿元

记者13日从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获
悉，2018年，天津港保税区交易单量突
破1100万单，占天津市跨境电商整体单
量的60%，交易额达15亿元人民币。

目前，天津港保税区跨境电商仍以
保税电商模式下“网购保税进口”为主
要模式，业务区域集中在空、海港两个
区域，空港区域以菜鸟、唯品会为主，
海港区域以京东为主。货类集中在母婴
类、日化美妆类、食用保健品等品类，
进口来源国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澳
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

A股持续上涨 沪指五连涨突破2700点
中国A股四大股指13日悉数飘红。

其中，上证综指实现“五连涨”，
突破2700点关口。

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2721点，
涨幅1.84%，成交2071亿元（人民
币，下同）；深证成指报8171点，涨
幅2.01%，成交2670亿元；中小板
指报5334点，涨2.1%；创业板指报
1357点，涨幅1.91%。

国都证券分析师肖世俊对中新社
记者表示，近期A股持续上涨，且沪
深两市成交量逐步放大，显示场外资
金入场做多热情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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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1月小企业信心指数创两年新低
美国独立企业联盟(NFIB)周二公布

的数据显示，2019年1月美国小型企业
信心指数环比下降3.2至101.2，创特
朗普当选总统以来最低水平，不过仍
高于历史平均值98。

调查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史上最
长“停摆”所引发的企业主对经济前
景的担忧是该指数下滑的重要原因。

1月，36%的小企业主表示已经提高
了劳动者报酬。56%的受访者称正在
或者打算招聘新的员工。不过，88%
的小企业主表示很难或者没有招到符
合要求的雇员。

比利时境内所有机场
因罢工将关闭24小时

据新华社13日消息，负责比利时空
中交通管制服务的Skeyes公司12日发布
公告，由于“不能确定13日的全国大罢
工是否会导致一些关键岗位缺员”，公
司决定在当地时间12日22时至13日22时
期间停止为民航航班提供服务。这意味
着比利时境内所有机场将关闭24小时。

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2019至2020年工
资增幅达成一致，比利时国内三大工会
共同决定在13日举行全国罢工，这一决
定获得比国内各方响应。除民航航班受
影响外，13日当天比利时铁路、港口以
及市内公共交通等预计将受严重影响。

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
提高皮卡售价抵消海外市场疲软

据新华社13日报道，美国三大汽车
制造商福特、通用和菲亚特克莱斯勒
近日来不断提高皮卡售价，以寻求新的
收入增长点，抵消海外市场疲软带来的
不利影响。据当地媒体报道，三大汽车
公司通过推出带有豪华内饰、按摩座
椅以及触屏小型电视的升级车型来提高
整车价格，将皮卡推入豪车领域。据了
解，2018年全尺寸皮卡平均售价超过4.4
万美元，部分皮卡售价超过7.5万美元，
比某些豪车更为昂贵。

分析师表示，三大汽车制造商越来越
依赖北美地区皮卡利润增长来推动今年
业绩的增长，并为电动车和自动驾驶汽
车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乘用车需求下
降也促使汽车制造商放弃利润较低的轿
车车型，转而生产利润率更高的皮卡。

美国1月从中国进口的家电数量大幅下滑
全球供应链情报机构Panjiva的数据

显示，贸易战对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造
成了影响，1月进入美国市场的家电数
量大幅下降。

1月冰箱进口量同比下滑23.9%，吸
尘器进口量下滑14.9%。这两种家电从
去年9月起均被加征10%关税。在去年
12月进口量大幅上升后，许多类别的产
品的进口量都出现了大幅下滑。总体而
言，12月美国进口量上升22.6%，2018
年第四季度平均进口量上升14%。今年1
月来自中国的进口量下滑1.5%。

德勤报告全球零售业去年强劲增长
德勤公司发布的最新年度报告显

示，2018年全球零售业表现强劲，全
球最大的250家零售商销售收入高达
4.5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7%。其
中，沃尔玛公司销售收入超过5000亿
美元，蝉联榜首。报告指出，电子商
务快速崛起，已对传统零售业构成重
大挑战。亚马逊公司全球排名从2017
年的第六位上升到去年的第四位。

德央行报告说德国消费者仍青睐现金支付
德国联邦银行(央行)周二发布的一

份研究报告说，德国消费者仍青睐现
金支付，在每年约200亿笔的零售交易
中，约四分之三为现金支付。

报告指出，在德国的零售交易中，
现金目前仍是最便捷的支付手段。现
金支付平均用时约22秒，较使用密码
的银行卡支付快约7秒，较使用签名认
证的银行卡支付快约16秒。

从交易成本来看，德国零售业一笔现
金支付的交易成本约0.24欧元，借记卡
约0.33欧元，信用卡则达1欧元左右。

德国信息技术、电信和新媒体协会
近日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德
国消费者表示无法想象放弃现金。但
与此同时，尝试无现金支付的德国人
越来越多，大约三分之一的德国消费
者至少使用过一次数字支付。

截至1月28日
美国玉米未耕种面积为92.9万英亩

美国农业部农场服务局(FSA)称，截
至2019年1月28日，参加美国农作物补
贴项目的农户向政府申报玉米未种面积
为92.9万英亩，与上月持平。大豆未种
面积为27.6万英亩，与上月持平。小麦
未种面积为37.5万英亩，与上月持平。
农户申报的玉米播种面积为8639.8万英
亩，大豆播种面积8796.5万英亩，小麦
播种面积4495.4万英亩。

自从阿联酋航空的
一笔重要订单因引擎
谈判未果而无疾而终
后，A380的前途令人
质疑。这迫使空中客
车及阿联酋航空思索
替代计划，而这可能
造成A380较预期更早
暂停生产。

根 据 路 透 率 先 报
导的重组计划，空中
客 车 希 望 牵 线 达 成
协议，让阿联酋航空
将部分的订单转换成
较 小 型 的 客 机 ， 像

是A35 0或A3 3 0；同
时勉力维持英国航空
(British Airways)最后
一些A380订单。

任 何 最 终 结 果 宣
布的时间点，或许视
这 些 谈 判 的 结 果 而
定。然在外界益发揣
测A 3 8 0的前途后，
空中客车周四公布财
报时将承受压力，必
须及时提供一些计划
细节。

“A 3 8 0是飞机库
里 的 巨 象 ， 没 有 办

法 不 对 这 个 机 型 做
些表态，”A g e n c y 
P a r t n e r s分析师Sa s h 
T u s a表示，他上周预
言空中客车可能不久
后就会关闭这个赔钱
的项目。

A380销售不振，早
已陷入苟延残喘。分
析师指出，除非阿联
酋航空与罗尔斯-罗伊
斯(Rolls-Royce Plc)
就A380发动机的谈判
有出人意外的突破，
否则A380在法国和德

国的生产线可能拖不
过2020年。

若 要 停 产 这 个 1 2
年前才刚诞生的双层
飞机，必须经过空中

客车董事会批准，董
事 会 将 于 周 三 召 开
会议。周四财报发布
之前，空中客车不愿
置评。

空中客车将就A380停产计划

给出最新进展

阿联酋航空的一架空客A380-800型飞机准备在迪
拜机场着陆。

【路透巴黎讯】产业消息人士和分析师表示，

空中客车(Airbus)正接近决定停产A380巨无霸客机，

或许会在2月14日公布全年获利时给出最新进展。

【新华网】据诺贝
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保
罗克鲁格曼称，2019年
世界经济有很大可能走
向衰退。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
与商业频道网站周一报
道，大多数经济学家以
及一些商界精英认为，
经济增速正在放缓。
但决策者们对实现软着
陆而不是遭遇完全的衰
退，还存有一线希望。
上周日在迪拜，克鲁格
曼对出现这种情况表示
了质疑。

当被问及投资者在
未来几个月里会不会
看到衰退时，克鲁格
曼回答说:“我认为今
年底或明年很有可能出
现衰退。”

克鲁格曼是普林斯
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
共和国际事务学院的荣
誉教授。他因为在经
济地理学和确定国际贸
易模式方面的成就而在
2008年获得诺贝尔奖。

克 鲁 格 曼 说 ， 仅
仅“一件大事”不太
可能引发经济衰退。相
反，一连串经济逆风
将增加经济放缓的可
能性。

他特别指出，特朗
普的减税刺激计划是
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他说这个计划“不是很
有效”。

在提到经济决策者
普遍缺乏准备时，克鲁
格曼说:“最让人担心
的始终是一旦经济放

缓，我们没有有效的应
对措施。”

他还说:“目前看起
来非常接近衰退的地
方就是欧元区。”上周
末，欧盟委员会大幅下
调了对2019年和2020
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的预
测值。

欧盟委员会说，欧
元区今年的增长率将
从2018年的1.9%降至
1.3%，预计到2020年
将回升至1.6%。

这些预测值明显不
如去年11月发布的预测
值乐观。当时欧盟预计
欧元区今年的增长率为
1.9%，2020年为1.7%。
这一消息加剧了人们对
全球经济衰退正在向欧
洲蔓延的担忧。

【路透密西西比州讯】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美联储/FED)主席鲍威
尔(Jerome Powell)周
二表示，数十年来的银
行业整并已经压抑乡村
经济发展，地方分行及
社区银行逐渐消失，地
方能够取得的金融服务
减少，他的谈话内容是
引述去年在银行关闭地
区举办的多场美联储职
员会议。

鲍威尔在密西西比
河谷州立大学一场会议
上表示，这样的趋势可
能冲击企业及消费者贷
款，特别是那些穷乡僻
壤；这场会议讨论的是
设法改善乡村地区金融
服务及减少贫穷。

“分行关闭的意义
不仅仅只于无法取得
金融服务，这也意味着
将无法取得金融建议、
丧失地方市政领导，

以及少了能够为附近
企业带来客户的一个
机构，”鲍威尔称。他
指出，受到冲击最大的
是“小型企业、年长人
士、以及那些出入不方
便的人。”

他称，这个情况发
生的时点，正好是整体
经济发展良好，但其好
处并没有雨露均沾。

“全国数据显示经
济表现强劲。失业数据
接近半个世纪低点，经
济产出稳步成长，”鲍
威尔称。“但我们知道
一些地方并未感受到这
样的荣景，这包括许多
乡村地区，”例如密西
西比三角洲地区。

鲍威尔称美联储曾有
些工具试图解决这个问
题，但这些工具都有其
局限性，举例来说，美
联储曾强制实施社区再
投资法案(Commun i t y 

Reinvestment Act)的条
款。银行业以外的贷款
则不在美联储的监管
范围，但与会人士警
告称这是一个挥之不
去的问题。

在稍早与学生的问
答环节，鲍威尔称他认
为目前经济陷入衰退的
风险不大。

鲍威尔称，“我们
认为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一点也不高。”

【中国经济网】
据中国驻阿塞拜疆
使馆经济商务参赞
处消息，阿塞拜疆
REPORT.AZ网报道，
欧盟将斥资20亿欧元
扩建阿塞拜疆、白俄
罗斯、格鲁吉亚、摩
尔多瓦和乌克兰的铁
路网络。这是跨欧洲
运输网络(TEN-T)项
目扩展计划在东部的
组成部分。 欧洲委
员会和世界银行已根
据上述国家的优先事
项提交了指示性投资
行动计划。

位于里海和黑海

之间的阿塞拜疆、格
鲁吉亚作为中间走廊
的过境区域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从欧盟
沿着这条多式联运路
线抵达的货物，经过
黑海或土耳其再沿
里海到达哈萨克斯
坦，然后通过铁路
运往中国。

连接上述5个国家
的铁路和公路项目的
总投资估计为21.2亿
欧元。从格鲁吉亚边
境到阿塞拜疆巴库港
口的信号、电信和电
气化系统，至少需要
3.28亿欧元。

【 中 国 经 济 网 】
据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
馆经济商务室消息，洛
杉矶旅游会展局1月16
日发布消息称，2018年
洛杉矶游客数量达创纪
录的5000万人，提前两
年完成预定目标。

据统计，2018年洛
杉矶游客人数比201 7
年增加 1 5 0 万人，增
长3.1%，连续八年实
现增长。500 0万游客
中，约有425 0万国内
游客(增长3%)，750
万 国 际 游 客 ( 增 长
3.6%)。

从游客国别看，中
国游客创历史新高，达
120万人，增长6.9%
，是所有客源国家(地
区)中增幅最大的。洛
杉矶已成为接待中国游
客数量最多的美国城

市。墨西哥游客在2017
年略有减少之后，2018
年到访量创历史最高纪
录，达180万，增长4%
。游客数量创新高的其
他客源地分别是加拿大
78万人，增长4.5%；
英国38 . 2万人，增长
3%;日本34.9万人，
增长2. 5%;斯堪的纳
维亚地区19万人，增长
3.9%;印度13万人，增
长5.1%。

2018年洛杉矶郡酒
店房间销售也创下记
录，达301 0万房间晚
(Room Nights)，增长
2.4%。游客为洛杉矶
市贡献了至少2.88亿美
元的住宿税(t r a n s i e n t 
occupancy tax)，创历
史新高。这些资金被用
于本地消防、警察及文
化和娱乐服务。

【新华网】据美国
财政部周二发布的数
据，截至11日，美国公
共债务总额达到创纪录
的22.01万亿美元。

关注美国财政问题
的彼得·彼得森基金会
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
得森当天在一份声明中
指出，过去11个月美
国政府增加了1万亿美
元债务，公共债务迅
速突破22万亿美元大
关，表明美国财政状况
不仅不可持续，而且在
加速恶化。

彼得森表示，万亿
美元量级的债务增长会
导致高昂的利息成本，
这将给经济带来压力，

使政府难以为未来的重
要投资项目提供资金。
目前美国政府平均每天
要支付10亿美元债务利
息，未来10年需支付的
债务利息将达到约7万
亿美元。

分析人士认为，特
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和
增加政府支出举措导致
美国财政赤字和公共
债务迅速增加。数据显
示，在去年9月30日结
束的2018财年，美国联
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约
7790亿美元，创2012年
以来新高。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上月发布报告估计，从
2022年起，联邦政府财

政赤字每年都将超过1万
亿美元。持续的巨额财
政赤字将推动公共债务
稳步增长，预计到2029
年，美国公共债务将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93%，
到204 9年该比例将进
一步升至约150%。

不少经济学家注意
到美国政府债台高筑这
一严重隐患。美联储前
主席格林斯潘去年11月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美国政府在解决赤字和
债务问题方面“说了
很多，但缺乏实际行
动”。他警告，不断
增长的公共债务可能
会引发下一轮美国经
济衰退。

欧盟将投入20亿欧元

扩建5个国家铁路网

连接上述5个国家的铁路和公路项目的总投资
估计为21.2亿欧元。

洛杉矶成为接待中国

游客数量最多的美国城市

图为中国游客在洛杉矶环球影城摄影留念。

美国公共债务首次突破22万亿美元

保罗克鲁格曼称

今年世界经济将出现衰退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称衰退风险不高 

银行整并不利乡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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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一见的彗星
本周将划过北美夜空

美国航天局“地平线”数据库显
示，一颗蓝绿色的彗星本周正在掠近
地球，尽管肉眼看不到，但在北美地
区借助双筒或小型天文望远镜就可在
夜空中观测到它。

这颗被称作“岩本”的彗星将
在狮子座附近划过夜空，它是一
颗含冰天体，以高度椭圆轨道环绕
太阳运行，它环绕一圈需要1 3 7 1
年 ， 因 此 下 一 次 观 测 时 间 将 是
3 3 9 0年。观测到这颗彗星的最佳
时间是美国当地时间 1 2日夜间和
13日夜间。

美航天局说，彗星“岩本”会在
美国东部时间12日下午3点10分到达
离地球最近的点，但依然相隔4500万
千米，不会对地球构成威胁。目前该
天体相对于地球的运行速度是每小时
23.8万千米，是地球公转速度的2倍
还多。

也门一年来
139人死于甲型H1N1流感

也门公共卫生和人口部12日宣布，
从2018年初至今也门已有139人死于
甲型H1N1流感。

也门公共卫生和人口部发言人
优素福·哈德里12日对新华社记者
说，该国从2018年初至今已有139人
死于甲型H1N1流感，死亡人数最多
的三个省份依次是首都所在的萨那
省、北部的阿姆兰省和中部的伊卜
省。

他说，目前流感疫情还在继续蔓
延，由于很多医疗基础设施因常年战
乱而损毁，防控流感的工作变得非常
棘手。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提供了
大量防治流感的药品，但仍无法满足
需要。在首都萨那，医疗机构通报的
统计数据表明，今年1月份至少有107
人感染甲型H1N1流感病毒，其中22人
死亡。

法意总统通电话 
重申两国关系重要性

法国总统府12日晚发布消息说，法
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与意大利总统马塔
雷拉通电话，重申法意两国关系的重
要性。

两国领导人表示，法意关系建立在
特殊的历史、经济、文化和人文关系
之上。作为欧盟创始成员国，法国和
意大利肩负特殊责任，应共同致力于
欧盟的防务和复兴。

法国7日决定召回法国驻意大利大
使克里斯蒂安·马塞，以抗议意大利
副总理迪马约与法国“黄马甲”运动
代表会面，以及意政府高官近期批评
法国政府和总统。

法国外交部11日表示，被召回的法
国驻意大使将于“适当时候”返回罗
马。法意关系出现缓和迹象。

纽约市发生持枪抢劫 
警察一死一伤

纽约市皇后区1 2日晚发生一起
持枪抢劫案，警方同嫌犯交火过程
中两名警察中弹，其中一人伤重死
亡。《纽约邮报》报道，当晚6点15
分左右，皇后区大西洋大道和121街
交汇处的一家手机店遭持枪抢劫，
警方赶到时嫌犯正准备逃离现场。
有目击者称嫌犯率先向警察开火，
两名警察在交火中被嫌犯击中。中
弹警察旋即被送往附近医院，但
其中一人胸部中枪伤势严重，最终
不治身亡；另一名警察腿部受伤但
没有生命危险。嫌犯也在中弹后被
捕，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华尔
街日报》报道称，牺牲警察名叫布
莱恩·西蒙森。西蒙森是一名从警
19年的资深警探，近期正在筹划退
休事宜。

美代理防长沙纳汉访问伊拉克
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12日

访问伊拉克，在巴格达与伊拉克总
理阿卜杜勒-迈赫迪举行会谈。双
方讨论了反恐和美伊安全合作等问
题。

伊拉克是沙纳汉此次中东之行的第
二站。他11日到访阿富汗，与阿总统
加尼等领导人广泛讨论防务问题，并
会见部分驻阿美军官兵。美国国防部
12日发表声明说，沙纳汉在与阿卜杜
勒-迈赫迪的会谈中确认了美国和伊
拉克的安全合作关系，并表示这一合
作的重点是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国际联盟的支持下击溃“伊斯兰
国”。

声明称，双方还探讨了进一步
提升伊拉克安全部队作战能力等问
题。沙纳汉重申，美方致力于使伊
拉克具备捍卫主权和独立的自我防
御能力。

据比利时交通部门
消息，布鲁塞尔机场
取消了13日的全部569
架航班。据机场领导
层评估，罢工影响到
约6万旅客出行，造
成的损失约为1000至
1300万欧元。比利时
沙勒罗瓦机场取消了
13日的全部12 0架航
班，1.8万旅客受到影
响。

此外，罢工还导致

半数列车停运。但连
接比利时与法国、英
国、德国与荷兰的铁
路快车照常运行。

这场全国罢工由基
督教工会联盟(CSC)
、比利时工会(FGTB)
、 自 由 工 会 总 联 盟
(CGSLB)这三个比利
时 主 要 工 会 组 织 。
不仅比利时全国公共
交通系统的运行受到
罢工影响，企业、学

校、邮局、商店和商
场也都因此关门。

据 报 道 ， 布 鲁 塞

尔 城 市 交 通 基 本 瘫
痪。13日，在共4条地
铁线中，只有一条线

运行，还有6条有轨电
车和3条公交巴士线路
仍运行。

比利时举行全国性罢工：

地面交通瘫痪 700架航班取消
【中新网】据俄罗斯卫星网报

道，13日，比利时举行为期一天的

全国性罢工，地面交通瘫痪、半数列

车停运，约700架航班被取消。

13日，比利时举行为期一天的全国性罢工，地面交通瘫痪、半数列车停运，
约700架航班被取消。

【联合早报网】德
国研究机构12日发布
的一份报告指出，截
至2060年，德国每年
需要引进至少26万名
外国移民，以满足就
业市场对具有专业技
能的人才的需求。

中新社报道，该报
告是德国贝塔斯曼基
金会委托德国联邦劳
动局下设就业市场与
职业研究所(IAB)和
科堡应用科学大学的
学者共同完成的。

报告研究发现，
只有通过引入上述规
模的外国人才进入德
国就业市场，才能将
由于人口结构原因造

成的就业人口萎缩对
经济发展的影响控制
在可接受的范围。具
体而言，报告测算得
出，从目前到20 6 0
年，德国每年平均需
要11 . 4万来自欧盟
内部其他国家的移
民，14.6万来自欧盟
以外国家的移民。

报告指出，虽然未
来德国出生率预计将
趋于上升，女性和老
龄人口就业率也将上
升，但即便该国实现
男女就业率持平，且
将退休年龄延后至70
岁，德国人口仍无法
满足就业市场的全部
需求。

德国每年需引进26万移民

填补人才缺口

图为2008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年轻移民在一起。

【搜狐网】路透社消
息，在当地时间周二俄
罗斯政府宣布，将协助
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
的对话，并警告美国不
要干涉委内瑞拉内政。

俄罗斯在委内瑞拉总
统马杜罗（Nicolas Ma-
duro）和反对派领袖瓜伊
多（Juan Guaido）之间倾
向于支持马杜罗。目前
马杜罗依然拥有对政府
的控制权，包括对军队
的控制。但以美国为代
表的众多西方国家较早
前已正式承认瓜伊多为
委内瑞拉临时总统。

据塔斯社援引俄罗斯
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
（Sergei Ryabkov）的话
说：“我们一直以来都和

俄警告美国别干涉委内瑞拉内政

委反对派称已收到援助物资

当地时间11日，瓜伊多声称，他的团队已经收到首
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委内瑞拉政府保持着非
常重要的联系。我们也
准备好为委内瑞拉提供
友好协助，以便推动解
决目前困局的进程。”

他还表示，俄罗斯方
面已经向委内瑞拉提供
了一些解决目前危机的

建议和方案，但并未给
出详细细节。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
罗夫（Sergei Lavrov）在
周二晚间曾打电话给美
国国务蓬佩奥，警告美
国不要干涉委内瑞拉局
势，尤其是军事干涉。

【综合讯】华沙中东
会议今天(13日)展开，
全球60国外交部长与高
阶官员齐聚一堂，尽管
主要欧洲国家对升高与
伊朗的紧张关系表达忧
虑，美国仍希望在会中
对伊朗进一步施压。

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决
定退出2015年与伊朗签署
的核子协议并重新祭出制
裁。德国与法国等主要
欧洲强权外长缺席这场大
会，凸显他们因伊朗议题
与欧洲联盟渐趋紧张。

一名欧盟官员说，
主导伊朗核子协议的欧
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
级代表茉格里尼(Fed-
erica Mogherini)因为
行程问题也不会参与
两天会议，不过，美
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15日赴布鲁塞

60国参与华沙中东会议 

美寻求再对伊朗施压

【综合讯】加拿大
司法部长闪电请辞，意
外扯出政府干预司法的
暧昧指控，总理杜鲁道
（Justin Trudeau）所属
自由党（Libe r a l s）政
治危机日益加深。

法新社报导，司法
部长威尔森芮博（Jody 
Wilson-Raybould）辞
职之后，各界纷纷要
求政府说明杜鲁道办
公室是否曾说服威尔
森芮博介入拉瓦棱公
司（SNC-Laval in）一
案。

总公司设在蒙特娄
的拉瓦棱公司涉嫌于
2001至2011年贿赂利
比亚官员，确保能在前
强人格达费（Moame r 
Kadhafi）执政期间取得
政府合约，2015年遭到
起诉。

威尔森芮博是加拿
大首位原住民检察总长
和司法部长，但她上月
突然转调他职，在推特
「以沉重的心情」宣布
将离开内阁。

杜鲁道表示「震惊
和失望」。

他说：「我们的政府
恰如其分地任事，遵循
所有规范。」他斥责威
尔森芮博，如果认知相
左，为何不直接向他反
映。

拉 瓦 棱 公 司 游 说 政
府，包括杜鲁道办公室
的高级官员，希望能在
法庭外和解，只要缴纳
罚款，同意制定法规等
等。

拉瓦棱公司主张，
如果被判有罪，会导致
公司岌岌可危，数千人
失业。

【综合讯】美国纽
约陪审团周二正式作
出裁决，来自墨西哥
的大毒枭华金·古兹
曼(Joaquin Guzman)贩
毒、洗钱和非法持有武
器等罪名成立。这名现
年61岁的大毒枭很可
能将面临终生监禁。纽
约陪审团经过6天的审
议，最终于2月12日作
出裁决，判定古兹曼被
指控的全部10项罪名成
立。随后可能会被送往
美国戒备最为森严的监
狱，以防其再次越狱。

此前，古兹曼曾两
次越狱，最终于201 4
年2月在墨西哥落网， 
2017年被引渡回美国受
审。现在他被指控的一
系列罪名已裁定成立，
意味着古兹曼今后很可
能要在监狱中度过余

生。《美国之音》的相
关报导称，纽约陪审团
本周二作出的这个裁决
标志着这场为期三个月
的审判结束，同时也标
志着古兹曼对锡那罗亚
贩毒集团(Sinaloa Car-
tel)统治的结束。

据检方公布的起诉
书，古兹曼被控自1989
年到2014年期间，领导

了哥伦比亚的西纳罗亚
（Sinaloa）贩毒集团，
并在25年间走私数以万
计的古柯碱、海洛因、
冰毒和大麻至美国，给
贩毒集团带来了巨额收
益。

据称，这个贩毒集
团的成员多达数千人，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也
是最多产的贩毒组织。

图为波兰外长恰普托维奇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尔时将拜会茉格里尼。
蓬佩奥今天在斯洛

伐克首都布拉第斯拉瓦
(Bratislava)的活动上，淡
化主要欧洲部长级人物
缺席华沙大会的意义。
他在记者会上说：「有
些国家派出外交部长与
会，有些国家没有，这
是他们的选择。」

他又说：「我觉得

我们会取得真正的进
展。我们认为数十个国
家将认真投入，设法让
中东变得更好、更稳
定，我希望14日离开时
能达到这个目标。」

蓬佩奥在布拉第斯
拉瓦稍作停留后就将转
往华沙，届时美国副总
统彭斯(Mike Pence)也
会加入他的行列。

加拿大司法部长闪辞 

冲击杜鲁道政府

雷布尔德（右）今年1月转任退伍军人事务部长时，
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合照。

或将终生监禁

全球最大毒枭古兹曼被判有罪

图为，2014年2月22日，墨西哥毒品贩子古兹曼(中)
被海军陆战队员押解上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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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对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银行
给予积极评价

穆迪公司最近公布对越南农业与
农村发展银行（Agribank）的信用评
级结果，确认该银行长期本币信贷评
级为Ba3，本外币发行评级为Ba3,前
景展望稳定。所以，首次对Agribank
做出信用评级的全球最权威的评级机
构--穆迪已对该银行给予积极评价。

穆迪强调，Agribank已积极处理五
年来的不良资产，并在2018年下半
年取得许多重要进步。该银行具备良
好的资本筹集和流动性，客户主要
是个人，不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截
至2018年12月31日，Agribank总资产
达近1300万亿越盾，较2017年增长
11.3%，未偿还贷款1万多亿越盾，
不良坏账1.51%，低于整个银行部门
的平均水平。

2018-19财年前7个月
巴贸易赤字同比下降9.66%

巴基斯坦《黎明报》2月12日报
道，根据巴基斯坦国家统计局(PBS)
周一公布数据显示，2018-19财年
前7个月，巴基斯坦贸易赤字同比下
降9.66%，至192.6亿美元，去年同
期为213.2亿美元。其中，出口同比
增长2.24%，至132.3亿美元，去年
同期为129.4亿美元。进口同比下降
5.17%，至324.9亿美元，去年同期
为342.7亿美元。巴商务部表示，为
有效控制迅速扩大的贸易赤字而采取
的干预措施已经开始产生积极效果。

2019年1月赴尼泊尔国际游客数量
同比增长25%

据尼泊尔旅游局新近公布的数
据，2019年1月份到尼泊尔的国际游客
数量达91793人次，同比增长约25%。

从国别看，到尼泊尔的印度、中
国、泰国、美国和韩国游客数量位
居前五。其中，中国游客达13688人
次，同比增长近14%；相较2018年
1月份，泰国游客数量以69.8％的增
幅位居第一。尼泊尔旅游局首席执
行官乔西在声明中说，2019年第一
个月份取得如此成绩，为尼全年旅
游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我们将继
续协调好各部门、机构，服务好到
尼泊尔的国际游客们。

因10年前垄断行为 
高通被韩判罚2.42亿美元

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对高通公司
处以2730亿韩元（合2.42亿美元）
的罚款，原因是该公司在2000年至
2009年期间存在垄断行为，但高通拒
绝向该监管机构支付罚款。

近日，在2730亿韩元的罚款中，韩
国最高法院裁定高通至少必须支付2000
亿韩元（合1.8亿美元），其余的部分
可以交给下级法院重新酌情处理。

韩国汽车产量连续3年下滑 
降至世界第七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韩国
汽车产业产量已经连续3年下滑，降
至世界第7位，原因在于国内和全球
需求疲软。

据韩国汽车工业协会(KAMA)的数
据显示，2018年该国汽车产量约为
403万辆，同比上年下降了2.1%。在
过去三年，韩国汽车产量从2015年
的456万辆，减少至2016年的423万
辆，2017年进一步降至412万辆。该
协会数据还显示，2018年韩国的汽
车产量使其成为全球第7大汽车制造
国，同比2017年下滑了1名。

据了解，2005年，韩国成为全球
第5大汽车制造商，这一排名一直保
持到2015年。然而在2016年和2017
年，印度超越了韩国，排在世界第6
位。2018年，韩国又被墨西哥超越。

日产下调业绩预期 
财报计入92亿日元戈恩报酬

日产汽车公司12日公布2018财年
(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合并报表
业绩预期，净利润从此前的5000亿日
元(约合人民币306亿元)下调至4100
亿日元。较上一财年实际业绩减少
45.1%，降至约一半。在主力市场美
国的销售低迷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产
生影响。作为以违反《公司法》(特
别渎职)等罪名遭起诉的前董事长卡
洛斯･戈恩的确定报酬，同时公布的
2018财年前三财季(4月至12月)报表
中还计入了92.32亿日元追加费用。

这是日产自戈恩2018年11月被捕
以来首次公布财报。丰田汽车等也下
调了整个财年的业绩预期，中美摩擦
等对国内支柱产业汽车巨头的影响开
始全面显现。日产与法国汽车巨头雷
诺等组成的企业联盟在全球汽车销量
榜上的亚军地位或将受到动摇。 

韩国统计厅周三公
布，1月经季节调整
的失业率升至4 . 4%
， 为 2 0 1 0 年 1 月 触
及4 . 7%以来的最高
位，流失的工作岗位
大多集中于制造业及
建筑业。

除了工作岗位流失
冲击，韩国两个最大
贸易伙伴--美国与中
国的贸易摩擦也对韩
国出口构成威胁。

韩国1月出口下滑，
对中国出口连续第三

个月萎缩，令韩国制
造业及服务业岗位面
临压力。“贸易争端尚
未冲击到韩国制造业，
最近的就业减少在更
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
重组问题，以及最低
薪资上调打击个体业
者，”Eugene Investment 
& Securit ies的分析师
Lee Sang-jae说。

“话虽如此，如果
出口继续下滑趋势，
制造业者聘请的人手
可能进一步减少。”

韩国国内最低薪资
水平在短短两年内上
调29%，导致零售与
建筑业的低薪岗位减

少，令本就在疲于应
对出口放缓的经济再
受打击。

从1月开始，韩国

最低时薪较去年增长
10.9%至8,350韩元
(7.46美元)，而在2018
年已经上调了16%。 

韩国1月失业率跳升至九年高位

最低工资调涨冲击就业市场

制造业工人在1月受到的冲击更大，该行业岗位数量较上年同期减少17万
个。建筑业和零售业分别损失1.9万个和6.7万个岗位。

【路透世宗】韩国1月失业率升

至九年高点，因最低薪资提高后，

更多人排斥低工资岗位，这令韩国

经济面临更大压力，加剧了总统文

在寅经济政策的挫折。

【新浪网】日本政
府周二在内阁会议上通
过了实现幼儿教育及保
育免费化的《儿童及育
儿支援法》修正案。针
对有3至5岁儿童的所
有家庭，以及有0至2
岁幼儿的低收入家庭，
预计合计将有约300万
人受惠。

日本政府考虑将提
高消费税率后增加的税
收作为财源，扩充对育
儿家庭的支援。但与此
同时，也有声音担心，
幼儿教育及保育免费化
政策将导致希望入园者
增加，加剧等待入园儿
童问题。

从2019年10月起，
对于3至5岁儿童，幼儿
园、认证托儿所和认证
儿童园等设施的费用将
被全额免除。对于0至2
岁幼儿，免征居民税的
低收入家庭可享受免费
化政策。

利用非认证保育设施
的情况下，3~5岁儿童每
月的补贴上限为3.7万
日元，0~2岁幼儿的补贴
上限为4.2万日元。保姆

（babysitter）的费用等
不在补贴对象之中。

预计2019年度幼儿
教育及保育免费化政
策所需费用为776 4亿
日元。20 1 9年度的费
用全部由日本政府负
担，2020年度之后由日
本政府、各都道府县和
市町村共同负担。力争
通过该政策来减轻育儿
家庭的负担，应对少子
化问题。

但是，当前由于日
本保育员人手短缺，无
法正常开业的设施接二
连三地出现，不利于消
除等待入园儿童问题。
如果免费化政策导致
希望入园者增加，等
待入园儿童可能进一
步增加。

截至2018年4月，日
本等待入园儿童人数比
2017年减少6186人，减
至1万9895人。自2008
年以来时隔10年首次跌
破2万人。加紧推进改
善保育员待遇和开设托
儿所等举措对于营造可
兼顾工作和育儿的环境
不可或缺。

日本10月启动幼儿教育免费化：

5岁前上幼儿园不花钱

5岁前上幼儿园不花钱

【环球网综合报道】
据 共 同 社 2月 1 3日报
道，日本旅行社巨头
HIS于12日发布消息称，
已决定中止探讨子公
司、大型度假设施“豪
斯登堡”接受中国企
业注资的事宜。HIS说
明称“因为条件没有
谈妥”。

同时担任豪斯登堡
社长的HIS董事长兼社
长泽田秀雄2018年12月

曾表示，为增加吸引中
国游客，计划接受中国
投资公司“复星集团”
约25%的注资。原本预
计注资后，复星集团将
仅次于HIS，成为第2大
股东。

《日本经济新闻》
称，入场人数增长放缓
的豪斯登堡20 1 8年曾
探讨接受复星超过20%
的出资，通过增加中国
游客来提振业务。原本

计划复星集团的出资
比例为24.9%、HIS为
50. 1%，九州电力和
J R 九州等 5家公司保
有剩余的25%。复星
还提出了派驻董事的
方针。

中国政府2017年曾
向金融机构下达通知，
要求限制向复星等积极
推进海外并购的大企业
放贷。此次放弃出资也
可能受到相关影响。

复星集团与豪斯登堡中止出资谈判 原因不明

泽田秀雄

【综合讯】2月11日
据日媒报道，受能源业
务开支增加、芯片业
务疲软等因素影响，
日本科技巨头东芝公
司（Tosh i b a）拟将其
2018财年盈利预测下调
至少一半。

该公司预计，截至
2 0 1 9年 3月3 1日止的
201 8财年年度营业利
润可能在200亿至300
亿日元（约合 1 . 8 亿
美元至2.7亿美元）之
间，而该公司在2018年
11月发布的业绩指引中
预计2018财年的营业利
润能达到 6 0 0 亿日元
（约合5.47美元)。从数
据上来说，东芝201 8
财年的盈利无疑是至
少近50%以上。

东芝解释盈利大幅
降低的原因称，在能
源领域，公司将预订
额外的能源储备以帮

助应对能源行业的形
势变化，由此导致的
能源业务成本上升拖累
了核心业务的收益。此
外，该公司2018年11
月宣布关闭其在英国的
NuGen核电公司，同时
撤出其在美国的液化气
业务，由此产生的支
出也高于预期。

不得不提的是，东
芝认为芯片业务也成盈

利减半的主要因素。由
于2018年下半年半导体
行业的不景气，东芝公
司芯片业务的营业利润
也受到拖累。

不 过 ， 东 芝 公 司
预计其销售点系统、
铁路系统，以及空调
业务将表现亮眼。同
时，该公司计划加快发
展物联网业务以推动业
绩增长。

【环球网报道 记者 
王欢】日本人才中介公
司Mynavi的调查显示，
希望积极招聘外国临
时工的企业仅占整体
的1成。据悉，整体的
7成企业实际感到临时
工不足，但对于招聘外
国人，仍十分担忧语言
等方面的问题。

2月12日，Mynavi发
布了“有关临时工招
聘活动的企业调查”结
果。以日本全国大型企
业和中小企业总计1323
家的招聘负责人为对

象，于2018年11~12月
实施了调查。 　　

回 答 称 打 工 人 员
“不足”或“严重不足”
的 企 业 占 到 整 体 的
68.7%。人手不足情况
最 为 明 显 的 行 业 是 
“保安、交通疏导”，
达到84. 8%。其次的
“清扫”为83%，“配送、
搬家、司机”为78%。

关于企业为确保人
才而采取的对策(可多
选)，“增加工资”为
30. 6%，比例最高。
关于今后计划实施的

对策，“增加工资”
也达到29%，比例最
高，但回答希望积极
招聘外国人的企业仅为
13.2%。

针对外国打工者， 
M y n a v i指出，“除了
大型便利店等部分企
业之外，感觉仍有很多
企业的接纳环境不完
善”。超市等服务业
以日语能力为由、清
扫业等行业则以文化
和价值观差异为由，很
多企业对于招聘外国人
持消极态度。

【 新 华 社 】 新 加
坡 旅 游 局 1 3 日 发 布
的报告显示，经初步
估算，2018年新加坡
接待中国内地旅客约
34 1 . 7万人次，比上
年增长6%。中国内

地 连 续 第 二 年 成 为
新 加 坡 最 大 旅 游 客
源地。

报告显示，2018年
新加坡接待国际旅客
约1850万人次，比上
年增长6 . 2%。以去

年前三季度数据为基
准估算，新加坡2018
年全年旅游总收入比
上年增长约 1%，达
271亿新元(1新元约合
0.74美元)。

报告还显示，2018

年新加坡第二大旅游
客 源 地 为 印 度 尼 西
亚，该国赴新旅客数
量为302.1万人次，比
上年增长2%。

新 加 坡 旅 游 局 局
长陈建隆表示，2018

年新加坡旅游业表现
良好主要受益于亚太
地区旅游需求继续增
长、连接新加坡的航
班数量增加，以及该
国举办了多项引人注
目的活动。

中国内地连续第二年成为新加坡最大旅游客源地

超8成日企人还不愿招外国人?

受能源业务开支增加、芯片业务疲软等因素影响

东芝2018财年盈利至少减半

2月11日据日媒报道，受能源业务开支增加、芯片业
务疲软等因素影响，日本科技巨头东芝公司（Toshiba)
拟将其2018财年盈利预测下调至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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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奥运大臣就不当言论道歉
日本泳坛名将池江璃花子近日公

布自己罹患白血病。日本奥运大臣
樱田义孝对此称“很失望”，引起
舆论哗然。在13日的众议院预算委
员会上，樱田对该言论道歉并表示
撤回发言。

樱田解释称，自己也是在突然
得知池江患病的消息后受到打击，
便直率地在发言中表示遗憾之感。
其中，“很失望”等部分确实欠考
虑，想对该言论道歉并撤回。

而对于在野党等提出的辞职要
求，樱田表示不会辞职，希望今后
通过全力工作以挽回影响。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对此表示，希望樱田
接受外界批评，在作出反省的同时
履行好职责。同时，安倍还对池江
的病情表达了关切，希望她专心治
疗，早日恢复健康。

日本大阪2名工人落入
化学药品存储罐死亡

综合日本媒体消息，13日上午，
位于大阪府和泉市的一工厂发生2名
工人掉进化学药品存储罐事故，被救
出后紧急送医，均因抢救无效死亡。

据当地消防部门称，上午9时左
右接到该工厂的相关报警，遂紧急
赶往现场。该存储罐高约8米，消防
部门花费约4小时才把罐内化学药品
清除，救出已进入昏迷状态的2人并
紧急送医。后经负责救治的医院确
认，2人均因抢救无效死亡。

韩国会议长要日本天皇向慰安妇道歉 
安倍晋三“强烈抗议”并要韩国道歉

7日，韩国国会议长文喜相称日
本天皇是战犯之子、应当就慰安妇
问题道歉，再给韩日关系火上浇
油。12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国
会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韩国
政府道歉。

日本NHK新闻报道称，韩国国会
议长文喜相此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
访时表示，若想解决“慰安妇”问
题，“从代表日本的首相处得到一
句(道歉的)话就够了。但是因为日
本天皇即将退位，希望道歉一事由
天皇来做。”他还说，“明仁天皇
是主要战犯的儿子。”只要让天皇
握着老人(韩国被强征慰安妇)的手
说一句“真的非常抱歉”，那所有
问题都可以彻底解决。

泰国选举委员会提请解散泰护国党
泰国选举委员会13日发表声明

说，泰护国党提名国王姐姐乌汶叻
参选总理行为有违君主立宪制度，
将提请宪法法院解散该党。

声明说，选举委员会12日通过决
议，次日授权负责政党登记注册的
官员为代表，正式向宪法法院提请
解散泰护国党。

泰国《政党法》第92条规定，当
选举委员会有充足证据认定某个政党
的行为有违君主立宪制度，应提请宪
法法院解散该党。泰护国党13日表
示，选举委员会不应只听一方观点，
而应给予泰护国党解释的机会。

戈恩被抓案再起波澜 
首席辩护律师突然辞职

日产汽车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
的首席辩护律师大冢茂（Motona r i 
O h t s u r u）表示，他已辞职。这将
是戈恩因涉嫌财务不当行为在东京
被捕后的又一个转折点。在三个月
内，“戈恩案件”已经发生了诸多
惊人的转折。

日本《产经新闻》称，戈恩已经
聘请了另外一名知名律师小泉纯一
郎（Junichiro Hironaka）代替大冢
茂。

去年11月，大冢茂被聘为戈恩的
辩护律师。此人在2005年~2011年期
间曾担任东京地检特搜部部长，领
导过一些大案要案的调查，其中包
括如日中天的互联网明星企业�i����i���
door（活力门）公司伪造财务报表事
件。因此大冢茂也被寄予厚望还“
戈恩清白”。

柬埔寨外国移民超过18万
柬埔寨内政部最新普查报告显

示，目前柬埔寨有外国移民182673
名，其中81864人持有各类非法入籍
证明文件。

柬埔寨内政部13日在201 8年度
总结大会上表示，移民总局之前估
计，持有各类非法入籍证明的外国
人大约为7万名。

当日，柬埔寨副首相兼内政部大
臣韶肯表示，废除外国人持有的各
类非法入籍证明的工作原定为2018
年年底，现在推迟至今年上半年。
韶肯要求移民总局和各级政府、警
察局加强执法力度。

中通社引述韩国《
中央日报》报道，一
名“核心消息人士”13
日称，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正在拟定日程，
会在第二次“金特会”
前，在本月25日对东道
国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据我所知，金正
恩委员长的国事访问已
确定，正在协调日程问

题。预计抵达河内后，
将于当日或翌日在越南
主席宫会见越南国家主
席阮富仲”。

据悉，朝美两国第
二轮首脑会谈将于2月
27日至28日在越南首
都河内进行。

消息人士称，由于
国事访问的特性，金
正恩预计会与阮富仲

共进晚餐。金正恩去
年6月12日在新加坡举
行的首轮朝美首脑会
谈时也在会谈两天前
的6月10日抵达当地。

朝鲜与越南上一次
举行首脑会谈还要追溯
到1964年。《中央日
报》指出，朝鲜已故最
高领导人金日成曾分别
于1958年和1964年与
越南国父胡志明进行首
脑会谈。金正恩此次访
问，将是时隔55年朝
鲜最高领导人再次访问
越南。

消息人士还称，金
正恩不仅会访问河内，

还会访问越南北部的经
济中心海防和下龙湾。

金正恩预计25日抵达河内 

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消息人士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在第二
次“金特会”前，在本月25日对东道国越南进行
国事访问。

【联合早报网】 韩国媒体报道，

金正恩预计25日抵河内，在“金特

会”前先对越南进行访问。

【中新网】据日媒
报道，日本冲绳县将于
当地时间14日发布县民
投票公告。这场公投旨
在针对驻日美军普天间
基地搬迁争议，向日本
政府展示冲绳民众的明
确立场。

由 于 投 票 是 在 全
县范围内实施，因此
有“赞成”、“反对”
、“2者皆非”3个选
项。

将 投 票 选 项 变 为 3
个，是政治上进行妥协
后的产物。最初的选票
上只有“赞成”和“反
对”两个选项。但冲绳
市等5个市的市长以“
不能显示出多样的民
意”等为由，表明不参
加投票。

当地不少人担心，
如果这些市不参加公
投，导致投票率太低，
投票结果将没有办法代
表全县民众的心声。

冲绳县1月29日决定
修改方案，公投选票上
除了“赞成”“反对”
两个选项，增设“2者
皆非”选项。这一改动
获得普遍肯定，5个市
随即改变对公投的态
度，公投有望如期举
行。

驻日美军基地超过
七成集中在冲绳县。日
美政府于1996年商定，
美军普天间基地将从冲
绳县内的宜野湾市搬迁
到名护市边野古。然
而，冲绳县民众常年承
受驻日美军犯罪、坠机
及高空坠物、噪音骚扰
等烦恼，对普天间基地
新址仍在冲绳县内颇为
愤怒。

冲绳县政府与日本
中央政府多年争吵不
休，前者多次要求叫停
普天间基地县内搬迁。
双方举行多轮谈判，迄
今未能消弭分歧。

冲绳将就驻日美军基地搬迁举行公投 

14日发布公告

图为驻日美军基地

【澎湃新闻网】沙
特英文媒体《沙特公
报》(Saudi Gaz�tt�)12
日报道了上述消息，并
称此次访问意在加强与
亚洲国家的关系。　萨
勒曼王储预计下周(2
月19日�20日)到访印
度，新德里电视台援引
印度外交部12日的消
息，随他一起到访印度
的还有一些沙特商界人
士。

印度新德里电视台
(NDTV)援引巴基斯坦
官员的话说，沙特王储
本周末将首先访问巴基
斯坦，预计将与巴基斯
坦签署协议，涉及炼油
和电力领域。

《沙特公报》援引
印度大使馆的一份声明
说，沙特内阁授权王储
与印度签署一项协议，
建立沙特�印度最高协
调委员会。

据新德里电视台消
息，印度外交部12日
说，尽管沙特依然是印
度最大的能源供应国，
但是两国的关系已经扩
大到能源领域之外，两
国政府已经同意建立一
个战略伙伴关系。

沙特能源大臣还被
授权与印度讨论和签署
有关对印度国家投资和

基础设施基金进行投资
的备忘录，也将签署另
一项促进和保护相互投
资的协议。

新德里电视台援引
一位印度官员的话说，
印度期待沙特王储在访
问中宣布这项投资，该
基金是一个旨在加速港
口、高速公路等建设的
国家主权基金。

沙特王储将访问亚洲多国

拟与印度建立最高协调委员会

图沙特王储兼副首相、国防大臣穆罕默德_本_萨勒
曼(Mohammad bin Salman)不久将对巴基斯坦、印度等亚
洲多国进行访问。

【中新网】据日媒
报道，日本主要民营调
查公司预测，日本去年
最后一个季度的国内生
产总值(GDP)增长率时
隔两个季度后将由负转
正。报道称，日本将于
本月14日公布去年10

至12月的GDP数据。包
括主要民营调查公司在
内的10家机构预测，
除去物价变动因素，日
本去年10至12月的GDP
实际增长率与前三个月
相比，将出现0.1%至
0.9%的正增长。

如 果 将 这 一 数 字
换算成年增长率，则
为0.3%至3.5%的正
增长。10家机构均预
测，日本GDP增长率在
经历连续两个季度的负
增长后，终于回暖。

关于G D P回暖的原
因，各机构均分析认
为，去年夏季相继发生
暴雨、台风及北海道地
震等自然灾害，导致个
人消费及企业设备投资
趋于疲软，而这一情况
正逐渐出现好转。

对于同样受自然灾
害影响而出现减少的对
外出口，仍有不少意见
认为回暖态势较弱。还
有意见指出，日本经济
目前正处于近乎停滞不
前的状态。

自然灾害影响减弱 

日本GDP时隔两季度或转正增长

自然灾害影响减弱，日本GDP时隔两季度或转正增长。

【 环 球 网 综 合 报
道】关于修宪问题，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13日
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会议
上再次强调，为了改变
自治体政府对自卫队采
取不合作的消极态度，
应该在宪法中明确记载
自卫队存在的相关内
容。

安倍在之前的众院
全体会议党首提问环节
中，围绕修宪指出“至
今仍存在对自卫队批判
和反对运动、地方自治
团体采取消极响应的态
度、以及部分自治体拒
绝实施自卫官的募集事
务等情况”。

安倍强调，为了结
束这种情况，应该在宪

法中明确记载自卫队的
存在。

安倍13日在众院预
算委员会上被质问：“
没有得到自治体的协
助，这是事实吗？”安
倍解释称“法律上规定
自卫官的招募是自治体
政府的事务，都道府县

知事和各市町村长需要
配合与自卫官招募有关
的事务。防相要求所有
的都道府县知事以及各
市町村长提交招募所需
的姓名等资料，但超过
6成以上的自治体不按
照要求提交。不得不说
实属遗憾。”

据韩联社2月13日
报道，韩美联军司令
部司令、驻韩美军司
令罗伯特·艾伯拉姆
斯12日表示，美军需
在各方签订和平协定
前继续驻扎韩国，这
也有助于防止朝鲜妄
动维护东北亚稳定。

艾伯拉姆斯当天出
席美国参议院军委会听
证会被问及“若朝核威
胁消除或削弱后常规军
事威胁仍不减，美军是
否有必要继续驻扎韩
国”时，作出上述答
复。有议员问及驻韩
美军重要性时，艾伯
拉姆斯回答，除对朝
鲜形成充分威慑外，
美军还为韩日及该地
区其他伙伴发挥阻挡
中国影响力扩张的防护
墙作用。

被问及韩日是否担
心驻韩美军撤离时，

他谨慎地作出肯定答
复，并说在朝鲜是否
希望美国撤军的问题
上意见不一（mix�d 
� i �ws），但未予具
体说明。据悉，朝鲜
并未要求美军卷铺盖
换取无核化，韩国总
统文在寅也在上月新
年记者会上表示，朝
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金正恩承认无核化、
终战宣言与驻韩美军
地位无关。

他表示，韩美取消
了部分联合军演，小
规模联演在他11月接
任韩美联军司令后仍
继续开展，韩美一直
在春夏两季各举行一
场大型联演，今年也
有春演计划。他评价
韩半岛紧张缓解趋势
明显，朝美公布金特
再会计划是持续对话
的积极信号。

安倍再强调修宪：

应该明确自卫队在宪法中的地位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驻韩美军司令强调继续驻韩必要性 

称有助维护稳定

罗伯特·艾伯拉姆斯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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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周孙毅报道】
2月12日晚，锡江旅椰乡
亲联谊会（Perkumpu lan 
Anging Mammiri Jakarta 
Indonesia简称：PAMJI）
在雅加达金莎酒楼举行己
亥年春节团拜联欢晚会。
近千名乡亲及银会会友欢
聚一堂，同庆佳节。筹委
会主席石玉琪作筹备工作
报告。她说，这是PAMJI
一年一度举办的迎春团拜
聚会，旨在敦睦乡谊，联
络感情，共庆佳节。感谢
热心乡亲们及筹委会全体

理事的大力支持暨PAMJI
合唱团积极参与，使活动
顺利进行。PAMJI主席杜
华水致词，向大家拜个晚
年，并汇报了该会过去
一年所做的会务工作。
他说，目前，PAMJI除了
积极开展济贫助学活动
外，也不忘参与社会慈
善公益事业，譬如：去年
我国巴鲁发生地震和海
啸，以及在锡江郊外地区
Gowa、Mamuju、Bungaya
等 地 发 生 水 灾 及 塌
方。PAMJI诸位理事纷纷

慷慨解囊，分别向灾民们
捐赠了救灾物资及善款。

杜华水补充说，PAMJI银
会在邱玫陵会长的领导下，
会务蒸蒸日上。第四届银会
本月即将结束了，而第五届
银会四月份开始，希望大家
能一如既往踊跃参加。感谢
银会会长及各组长们的支持
和参与。

最后，杜华水也希望
在新的一年里，大家更加
同心协力，继续发扬团结
友爱精神。祝大家新春
快乐，猪年吉祥，幸福安

康，万事如意！
PAMJI银会会长邱玫陵

致词称，第四届银会本
月将宣告结期，会友们所
缴付的款项将于三月份全
部退回。希望大家能将自
己的银行户口交给银会各
组长。另所收集的银行利
息，已充作社会福利服務
的资金。

邱 玫 陵 表 示 ， 如 今
PAMJI帮助的贫困学子：
雅加达有39位，锡江有
41位，总共有80位。感
谢银会全体会友的支持和

参与，使第四届银会活动
得以顺利结期，另第五届
银会将于今年四月份开
始。欢迎尚未加入的乡亲
踊跃报名。

我国国会议员何震康
也发表重要讲话，并呼吁
大家要积极参与今年4月
17日将举行的我国正副总
统暨国会议员选举。希望
大家届时能够踊跃参与投
票，一定要投下自己心中
神圣珍贵的一票。

晚 会 ， 余 兴 节 目 有
PAM J I合唱团大合唱、

独唱、舞蹈等节目。另
PAMJI也向PELITA I学
校的助学金受惠学生分
发红包并捐赠一笔助学
金，同时向80岁以上的
乡亲们分发敬老尊贤红
包，祝他们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最后举行了
幸运抽奖，直到晚上10
时 3 0 分 许 圆 满 结 束 。 
PAMJI辅导主席戴立明，
副主席黄美丽、邱玫陵（
兼银会会长）、彭良生、
杨国和、赖荣星、黄健祥
等理事出席参与。

锡江旅椰乡亲联谊会己亥年春节团拜联欢

【本报周孙毅报道】拜
天公是全球闽南人最盛行的
民俗之一，每逢农历正月初
九，各地家家户户都会供奉
祭品准备祭拜天公，祈福保

佑家人平安、福星高照、事
业有成和风调雨顺。

2月12日晚，PIK 正宗马
来西亚美食Penang Hawker
餐厅业主杜成兴与其多位好

友：林加顺、林祖成、洪金
山、王业胜、林侨华、刘锦
印等，在该餐厅前面的庭院
PIK Ruko Emerald No.1 Bukit 
Golf Mediterania举行一年一

度的集体拜天公仪式。
这是Penang Hawker餐厅

第二次举行的集体拜天公仪
式。当晚，在祭拜现场也搭
建起祭坛，并摆放出各式各

样的祭品，如水果、30只烧
猪等必备之品，十分隆重。

该祭拜仪式，是从大年
初八晚上开始，一直延续到
初九凌晨。活动中，主办方

也特别安排有精彩的舞狮表
演，以及大放烟花等节目，
给来宾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愿大家：合家平安、万事如
意、身体健康、财源广进！

【本報周孙毅报道】2
月13日晚，印尼龙冈亲义
总会在金莎酒楼宴会厅举
行2019年春节团拜联欢。

印尼龙冈亲义总会总会

长张天来，副总会长刘善
强、关添辉、张和然、赵金
川、刘瑞勤，辅导主席张锦
雄，理事长关文友，副理事
长刘佳平，监事长刘家衔，

名誉会长关民权、张梓清、
张仲年、张国源、张梓来，
秘书长张在进等，约60人相
聚一堂，同庆佳节。

张天来致春节贺词，祝

愿大家猪年吉祥、阖家平
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张天来表示，为弘扬互助
友爱精神，参与社会福利
工作，印尼龙冈亲义总会

将于今年3月2日上午，联合
Agung Podomoro Land基金
会、Mangga Dua Square商场
和我国红十字会，在Mangga 
Dua Square商场举办一场捐

血活动。欢迎宗亲们届时踊
跃参与。

该春节团拜联欢活动，
最后在一片温馨愉快的气
氛中圆满结束。

筹委会主席石玉琪致词 邱玫陵致词。 何震康致词。 杜华水用中文致词，郭礼义翻译。
左起：戴立明、许宗鸽伉俪、黄志辉伉俪、张锦
泉伉俪等合影。

PAMJI全体理监事及嘉宾向大家敬酒。 PAMJI合唱团团友们与辅导主席戴立明和国会议员何震康合影。

邱玫陵和郭礼义向Pelita I学校的学生分发红包并捐赠一笔助学金后合影。
左起：戴立明、彭良生、许宗鸽、邱玫陵、何筱崙及夫人陈国瑛、杜华水、赖启星、
戴中立、赖荣星合影。

PIK Penang Hawker举行集体拜天公仪式 祈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左起：林侨华、王业胜、洪金山、林加顺、杜成兴、刘锦印、
林祖成合影。

杜成兴（后左五）与好友们参加集体拜天公仪式合影。 Penang Hawker餐厅业主杜成兴（左二）与好友们合影。

印尼龙冈亲义总会2019年春节团拜联欢

印尼龙冈亲义总会领导层及会员们合影。
印尼龙冈亲义总会领导层合影。左起为：关文友、刘家衔、张伟能、赵金川、关添辉、
张和然、张天来、张锦雄、刘善强、刘瑞勤、关民权、赵镇标、张梓清、张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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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

节日，而吃又是春节的“

主旋律”。刚刚过去的春节假

期，亲朋好友聚会不断，特色

小吃应接不暇，再加上美酒佳

肴，不少人都觉得腹部胀满、

嗳腐吐酸、食欲下降，甚至腹

痛呕吐，引起急性胃炎、胃扩

张、急性胰腺炎、肠梗阻等。

过年吃多了怎么办？广东省中

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李秀铭

教大家两个小妙招。

本版撰文：严慧芳 黄月星 绘图：李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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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小课堂 这些药物不可与酒同服

主讲：广东省中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 许银姬

小 张 最 近 鼻 窦 炎 发 作
了 ， 吃 了 几 天 头 孢 菌 素
后症状明显好转。春节假
期 与 亲 朋 好 友 相 聚 ， 自
然开怀畅饮。可是几杯酒
下肚，小张突然觉得心慌
地厉害，呼吸也有点不顺
畅，整个人晕晕沉沉的，
被朋友们慌忙送到医院急
诊 。 医 生 得 知 小 张 前 一
天才吃过头孢菌素，告诉
他这是¨双琉仑样反应〃
，严重的话会有生命危险
的，好在及时送到医院！
什么是双硫仑样反应呢？ 

双 硫 仑 其 实 是 一 种 戒
酒药物，在服用双硫仑之
后再喝酒，会出现恶心、
呕吐不适等症状，从而对
喝酒产生恐惧和厌恶，达
到戒酒目的。双硫仑的说
明书也只推荐给有强烈戒

酒欲望的人使用，因为产
生双硫仑反应的时候，轻
则 头 晕 、 恶 心 、 呕 吐 ，
重则出现呼吸困难、血压
急剧升高或下降、心梗甚
至死亡等后果。在服用可
以产生双硫仑反应的药物
时，肝脏分解酒精的能力
会下降，当在短时间内饮
酒或者含酒精的食物或药
品时，酒精只能被分解一
半，变成对人体危害极大
的乙醛，所以服用药和酒
精的量越大，对人体所造
成的危害就越大。

哪些药物会引起双硫仑
样反应呢？ 

治疗各种感染最常用的
头孢类抗菌药物，大部分
都会引起双硫仑反应。此
外，拔牙时经常用到的甲
硝唑、奥硝唑等也是罪魁

祸首之一；还有一些抗菌
药物，如左氧氟沙星、_喃
唑 酮 （ 痢 特 灵 ） 、 磺 胺
类、氯霉素、酮康唑等也
会发生。其实除了抗菌药
物，还有我们比较常用治
疗 糖 尿 病 药 物 ， 如 氯 磺
丙尿、格列本尿、格列齐
特、格列比_；房颤或者静
脉血栓患者经常用到的华
法林都是会引起这种致命
双硫仑样反应的。

除了酒之外，还有什么
食物/ 药物含有酒精呢？ 

醉虾、醉蟹、啤酒鸭、
酒心巧克力、酒酿丸子这
些食物从名字来看就比较
明显，而像榴莲、荔枝、
豆 腐 乳 、 蛋 黄 酥 这 些 食
物，也都或多或少含有一
定量的酒精成分；此外，
霍香正气水、某些止咳糖

浆也会含有酒精成分，各
位 可 要 好 好 看 看 说 明 书
哦！

预防双琉仑样反应最有
效的方式当然就是“喝酒
不服药，服药不喝酒”。
当然，专家建议，生病服
药前后避免饮酒或进食大
量含酒精食物、药物。因
为在服用药物的一周内，
再碰到酒精都有出现双硫
仑的风险。

如 果 不 慎 出 现 了 双 琉
仑样反应，请立即停止饮
酒，催吐，头偏向一侧，
防止呕吐物堵塞呼吸道引
起窒息，卧床休息。如果
休 息 后 仍 不 能 缓 解 ， 或
出现胸痛、心慌、呼吸困
难、意识不清症状，请尽
快送到医院，寻求专业医
生帮助哦。

今日广东官方微信

监制：王更辉 刘江涛
统筹：王会赟

食养坊

首乌熟地
炖排骨

材料：绍菜（黄芽白） 2

片，金针（黄花菜）20克， 银

芽（绿豆芽）10 0克，胡萝卜

100克，木耳20克，粉丝2扎，

南乳（视其味道而定）3块，白

砂糖适量，生姜少许，花生、

果仁等坚果适量。

做法：（1）所有食材洗

净，胡萝卜去皮切丝，生姜去

皮切片，木耳、金针、粉丝提

前浸泡后捞起沥水待用，绍

菜、木耳切丝。

（2）南乳加入少许白砂糖

压烂，匀制成南乳酱。

（3）热油起锅，下生姜片

爆香，依次加入胡萝卜、绍

菜、木耳、金针、银芽等混炒

至五成熟，再加粉丝、南乳酱

混炒均匀，然后放少许清水加

盖略□，最后用少许食盐调

味，以果仁点缀即可。

专家点评：中医认为， 五色

入五脏，这道“ 平安静顺”，

择以绿豆芽、木耳、胡萝卜、

绍菜、金针等能调节胃肠功能

的时令果蔬，鲜爽的口感，常

能点亮味蕾，唤醒脾胃， 调理

肠道，不但能解胃肠之油腻，

还寓清养五脏之意。

材料：猪排骨3 0 0克， 何首

乌（制）20克，熟地20 克，红枣

3个，陈皮1瓣，食盐适量。

做法：（1）猪排骨斩件焯

水，其余材料洗净。

（2）把所有材料放入炖盅

内，加入适量温开水， 隔水清炖

1.5小时，调味即可食用。

专家点评：何首乌味甘涩，

性微温，归肝肾两经，具有补益

精血、固肾乌须的功效。

熟地味甘，性微温，具有补

血、滋阴、养肾的作用。红枣益

气养血，相辅首乌熟地，强其效

而美其味。陈皮增强脾胃运化功

能，帮助消化吸收，调和熟地的

滋腻之性。

中医认为， “ 发为血之余”

，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养血补

肾可作为调养的方向之一。

平安静顺

节后食滞 三类人不宜用山楂
“食滞”的影响因人而异
感 觉 很 饱 ， 就 是 “ 食

滞”了吗？从西医的角度
来说，“食滞”就是消化不
良，它主要分为器质性和功
能性两种：器质性等消化不
良， 由明确的消化道病变
引起的消化功能减退，譬如
消化道溃疡、糜烂性胃炎、
食管炎、胃肠恶性肿瘤等。
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多与饮
食以及心理等因素相关。我
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暴饮暴
食或其他急性胃肠功能损伤
导致的消化能力下降，从而
引起的一系列疾病。

一般来说，“食滞”会
感觉到有腹部饱胀感或是疼
痛感，还有就是食欲不振；
另外还有一些人，经常会有
嗳气，也就是俗称的“打饱
嗝”。

更严重的，嗳气中会有
酸腐臭的气味，伴随恶心呕
吐、烧心反酸、腹痛、大便
恶臭等表现。

中医认为，“食滞”是
痞满的一种表现，它是常见
的临床疾病，最常见于小孩
子和老人家。

小孩子的脏腑功能比较
娇嫩，胃肠功能不够完善，
再加上自制力又弱，所以容
易饥饱失调引起脾胃损伤。

老年人则是由于脏腑功
能、脾胃功能的逐渐衰退，
相较于年轻人来说更容易消
化不良，同时还会伴随呕
吐、泄泻症状。需要注意的
是，这很可能会诱发或加重
心血管疾病。

正所谓 “胃不和则卧不
安”，当脾胃功能出现问
题时，难免会影响夜间的
睡眠质量。所以对年轻人来
说，“食滞”主要影响精神
状态，导致学习工作质量下
降。

高淀粉高脂高蛋白要少吃
健康的饮食强调均衡饮

食，任何一种食物吃多了都
容易引起“食滞”，比如中
医会将肉食吃多了引起的称
为“肉滞”，山楂是治疗“
肉滞”的代表中药；而淀粉
类食物吃多了的则称为“水
鼓滞”，用麦芽、谷芽泡水
有利于缓解“水鼓滞”。

要不想“食滞”，就需
特别注意下面的两类食物：
一是高淀粉类。有一些食
物容易产生“气”，比如土
豆、芋头、地瓜等，还有
各种甜食，它们都含有较高
的淀粉，易于胃肠道产生气
体，使我们感到腹胀、腹
痛。另外，糯米所含糯淀粉

粘性比较高，它容易粘附在
胃肠道黏膜上，使食物难以
消化，所以吃糯米_、粽子
等食物时一定要注意不能过
量。

第二是高脂高蛋白类。
煎炸油腻的食物，比如肥猪
肉、炸鸡翅， 还有我们过
年喜欢吃的煎堆、油角等。
因为这类食物在胃肠道的
消化时间比较长，加重其负
担。

误区：山楂不是万能消食
神器

山楂性温，味酸甘，可
以入脾胃和肝经，有消食健
胃，活血化瘀，还有收敛止
痢的功效，是善消肉食的基
质，所以如果肉类吃多了的
话，可以用山楂来消食，但
不能盲目食用，尤其是三类
人群需特别注意：一是有消
化道疾病者。因为山楂会促
进胃酸的分泌，如果有消化
性溃疡，或者胃食管反流的
患者并不适宜食用。而且不
应该空腹吃山楂，它所含的
大量有机酸、果酸、橘橼酸
等，会对胃肠道的粘膜造成
刺激，使胃发胀和反酸。二
是换牙时期的儿童。因为山
楂含有的果酸刺激性较强，
不利于牙齿生长，所以处于

换牙时期的小朋友要尽量
少吃，吃了以后也要及时漱
口。三是孕妇。山楂有破血
散瘀的作用，它会刺激子宫
的收缩，可能会诱发流产，
所以要特别注意孕妇不宜食
用山楂。

过年难免大鱼大肉，如
果真的“食滞”了，不妨尝
试以下一些简便的方法。

第一招：穴位揉按。
可 以 选 择 “ 内 关 穴 ”

和“足三里”两处，每天按
摩3 6下，两手交替进行。
当胃痛胃胀的症状明显， 
我们可以增加到每天10 0
下，分多次进行，而且力度
可以稍微加重些。

第二招：饮食调理。
要注意饮食清淡，建议

连续进食两到三天的粥水，
有助于脾胃功能的修复。还
可以在里面加入两种中药成
分，起到调理的作用。推荐
两款简单食疗。莱菔子粥：
莱菔子就是萝卜的种子，有
消食化积、去痰下气的功
效。当我们食滞以后，出现
腹痛腹胀、大便不通时，可
以考虑莱菔子粥。陈皮莲子
粥：陈皮理气开胃，莲子健
脾，实症和虚症都适用，所
以这种粥非常适合积食的脾
胃虚弱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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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一带一路”建设的最美和声 文/林伟

自2013年“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始终
以共商、共建、共享为“
一带一路”建设的原则，
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
绸之路精神为指引，以打
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
体为合作目标，得到了沿
线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广泛
关注和积极响应。（2月12
日《人民日报》）

“青山缭绕疑无路，
忽见千帆隐映来。”世界
版图上，两条丝绸之路，
从陆地到海洋，从游牧到
佛教，从经济到文化，将
世界连在了一起。驼铃声
声，帆影幢幢，丝绸之路
开启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

历史先河，书写了一段利
益互惠、人文交融、民族
团结、友好往来的佳话，
成为经济交流、文明互鉴
的象征。美好的丝路故
事，世代传颂；积淀的丝
路精神，源远流长。

现如今，世界正面临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
势复杂多变，在此情势下，
一端连着历史，一端指向未
来；一端系着中国，一端通
往世界，“一带一路”这一
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伟大
倡议，正在从理念转化为行
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贯
穿于欧亚大陆的“一带一
路”建设，推动形成了中国
与世界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连接起“中国梦”与“世界

梦”，让薪火相传的丝路精
神，超越袅袅炊烟、声声驼
铃，将爱好和平、期盼繁荣
的沿线国家和人民紧紧相
连，成为中国提供的最受欢
迎的全球公共产品。

有哲人说：“如果千
年前的驼铃能摇响几个世
纪的繁荣，那么今天来自
强盛中国的召唤必将唤醒
另一个传奇。”事实也确
实如此，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民心相通，事实足以
证明，“一带一路”建
设，开启了一扇沿线国家
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机
遇之窗，打开了一条开放
合作之路、一条和谐包
容之路、一条市场导向之

路、一条互利共赢之路。
也正因如此，近期，众多
国际智库纷纷发表研究报
告，积极评价“一带一
路”建设的成果及前景，
高度称赞“一带一路”倡
议对地区发展及全球治理
的意义与影响。

山高愈前行，梦好起宏
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实践平台，“一带一
路”是走向和平的坦途，是
走向发展的通途，是走向共
赢的旅途。许多国际智库的
研究报告都认为，“一带一
路”不是中国的“独角戏”
，而是倡导沿线各国互利共
赢的“大合唱”，为地区
稳定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
机遇。作为全球发展合作的

新平台，“一带一路”既推
动中国走向世界，又将中国
发展机遇同沿线和世界各国
分享，让各方搭乘中国发展
的“快车”和“便车”，为
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
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可能，彰
显出推动构建人类美好未来
的“中国智慧”。

百川朝海，流行不止；
道虽辽远，无不到者。在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
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
入发展的当下，“一带一
路”建设经过夯基垒台、立
柱架梁，正在向落地生根、
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奏响
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最美
和声，不仅给中国和世界开
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而且

从无到有、由点及面，正在
唤醒另一个传奇，为解决当
前全球治理的失灵、失衡和
失序问题进行了实践探索、
积累了实践经验，让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之路越走越宽
广。

新时代，新征程。只要
世界各国在相遇相知、共
同发展之路上同频共振、携
手奋斗，就一定能够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快车
道”，开辟和平合作、开放
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的“深海域”，收获更多、
更新的创新成果，用“一带
一路”建设的最美和声，谱
写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最新乐章。

（来源：南方网）

为何应拒绝新国营企业法草案
关于国营企业（BUMN）法

草案紧迫性的辩论仍在继续進
行。计划国营企业法草案将于
2019年进入立法程序，2018年
之后已列入等待审批法案中。
问题是，这个国营企业法草案
是否真的很紧急，以至于必须
立即审批？在这次立法选举之
前是否存在隐藏的议程，例如
国会议员要求国营企业的董事
和经理职位的“配额”？

自2018年10月3日国营企业
法草案进入总统府至今已經三
个多月，许多人對国营企业
法草案的某些条款，有不同意
見，我本人認為，該草案违背
了企業独立性、专业性与良好
的公司管理原则，以及违背了
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和负责任
的商业原則。

国营企业法草案的实质或关
于国营企业的第19/2003号法律
的修订可以从其內容中看出，
国会希望在国营企业和国营企
业的子公司中扮演更多的角色
或拥有更大的“权力”。国营
企业的確需要被监控，但如果
国会连国营企業的子子孙孙的
厨房事务都要管，那肯定沒有
必要。這未免太過份和無理，
因为国营企业是一个公司，特
别是如果內国营企业已內上市。

虽然国会本身称修改这个
国营企业法草案是為了优先考
虑“国家利益”，并今後拥有
更強的法律地位，因為至今只
有政府法规或部长條例。但強
調国家利益只是外壳或外表的
包装，因为國会若通過了該国
营企业法草案的条款，国会对

国营企业和其子子孙孙企业
都有超强的“权力”。简而言
之，如果国营企业采用现代的
管理方式，国会不愿意。

以下是国营企业法草案的
重要条款，该法案需要完全修
改，并且由公众监督。如果这
项法案没有经过重大修改，那
么出于政治讨价还价的原故，
印度尼西亚将不会拥有如新加
坡的国营企業淡马锡，或如马
来西亚国营企业Khazanah的級
別的大企业。事实上，目前，
成立控股公司的概念已经是走
上了正轨，如果有所改变，可
以透过良好的沟通来解决。

首先，请看第1条第1款，
其中提到了扩展后的国营企
业的定义，国营企业不再是主
企业，而是包括子公司，孙
公司，曾孙公司及母公司共同
被称为国营企业(BUMN)。那
么，如果这项草案通过成为法
律，那么我们不仅有143家国
营企业，而且印度尼西亚将有
大约800家国营企業(BUMN)，
考虑到其子子孙孙的国营企业
也被列为国营企业(BUMN)。

到目前为止，国营企業的子
和孙公司仍由母公司共同监管，
有时还以国营企業部長的指示为
政府代表。现在随着国营企業法
草案若被通过成为法案，国营企
內将掌握在国会手中。国会如何
有效地监控它，不仅仅是通过控
股公司来控制其金额？

第二，引起复杂并发症的
条款是国会干扰业务或机构事
务。该条款的重点是董事和经
理的标准和規定，并截断国营

企業股东作为所有者的权力，
與迄今为止仍由国营企业部長
为代表的权力。有关国会擁有
国营企业董事和经理人事的決
定权一事。笔者认为，如何可
以从政治的角度，來选择国营
企业董事與经理。就通过国会
拥有对董事和经理人选的适当
性测试而言，它当然不符合有
限责任公司法的要素。

在这种情况下，董事和经理
的事务由国营企业部所代表的政
府负责。最近，私营专业人士已
进入国营企业，而且由于企业采
用有效且极具竞争力的企业內营
法，这些数字正在增加。

如果国营企业和其属下的子
公司的数量多达800家公司，
倘若每家公司有8位高管，届
时将有64,000名候选高管，
每期更換3名高管的話，将有
192,000名高管需要国会进行
測試。这简单的统计数据显然
国会不可能正确地进行适当的
测试。在五年期间，国会议员
只做适合和适当的测试就做不
完。事实上，国会的工作不仅
仅是做适合和适当的测试。 制
定法律的任务同样的重要。

第三，需要关注的另一件事
是国营企业资产的释放问题，
包括国营企业子司的资产。可
能被出售或私有化的公司是具
有竞争力的国营企业或虧錢的
国营企业，或成为国家预算财
务负担的国营企业。另外，它
不是一个控制众多人生活的企
业。乍一看似乎是为了“国家
利益”，但说实话，这与国营
企业和这个时代的情况相反。

如果国营企业想要上市，希望
扩张需要私人资本怎么办？考
虑到目前的银行业竞争非常激
烈，國营银行能否100％出售？

不仅如此。新法律（如果被
批准）不允许子公司成立新的
孙公司，只有国营企业的母公
司可以，当然也必须得到国会
的批准。如果这條款被通过，
国营企业的扩张将会受阻，
并且只会花费时间在国会辩
论上，许多事項都以“国家利
益”为理由。就如这內款减缓
国营企业的运作一样。

第四，通过社区发展计划与
伙伴关系计划和社区融资合作
的计划。因此，为了使其具有
更稳固的法律基础，需要通过
法律进行监管，这是为了提供
法律依据，而不仅仅是为了国
营企业部长的监管。

如果你注意国营企业法案
条款的实质内容，其中有两件
事。一是提供了法律依据，让
国会作为政府股东的代表，国
会要发挥作用的愿望似乎很强
烈。另一方面，这个新国营企
业法案实际上削弱了国营企业
的“动力”。企業法規不起作
用，而有更多的政治干預。

说实话，必须承认，国营企
业与国营企业协同效应为国有企
业的发展创造了的商业动态和商
业协同效应。国营企业一年的收
入接近国家预算的数字。或者，
约占GDP的15％。因此，国营企
业的收入可以推动经济增长。这
个事实在宏观基础上是看不到
的，有时候人们看到的只是董事
和经理人的更換。

看国营企业的背景即看国
营企业是否已满足基本需求，
建立连通性和提高生产力。过
去4年，国营企业协同和持有
的方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
此，国营企业法案的讨论必须
由大众所监督。如果可能的
话，应该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拒
绝和修订，并回到关于国有企
业的第19/2003号法律，几乎
没有强化，例如在国营企业协
同作用或伙伴关系计划的法律
基础上。

成立控股公司是使国营企
业具有高竞争力的一个战略步
骤，它将停止或被新国营企业
法案所放慢，这实际上使国营
企业相形见绌。不要让新国营
企业法案作为与国会妥协的工
具，以便国会议员有机会将其
朋友納入国营企业，这肯定是
政治干預。希望国营企业法案
将被完全修改，或被退回重新
讨论，因为新国营企业法案充
满了国会想控制国营企业的“
强烈欲望”，或者更确切地说
应加以拒绝。

事实上，国营企业在过去四
年中的表现与国有控股公司的
概念相比，从其性能数据来看
要好得多。目前，成立控股公
司的概念更适合于在全球范围
内培养更具竞争力的国营企业。

Eko B. Supriyanto（InfoBank 研究院主席）
邝耀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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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明星选新衣 “中国风”里过中国年

春节即将到来，还没
将年货置备齐全的

小伙伴们看来是要加快进
度了。农历年里，中国传
统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
中国传统风格出品的好
物，还是国外大品牌的新
年特款，处处都透露着浓
浓的中国风。

除夕自
古 以 来
就 有 “
除 旧 布
新 ” 的
涵 义 。
除夕“穿
新 衣 ” ，
也是一种传
统 习

都知道脸部越对称、
比例越趋近三庭五

眼，那么这个人就越漂
亮。可是即使是明星都很
难比例完美，更何况普通
人呢？于是这个时候，
大家一般都会通过化妆和
发型来调整这个问题。是
的无论是鞋拔子还是猪腰
子，都有对应的方式让你
争气吹满地~

鹅蛋脸
代表明星：刘亦菲
天才型选手刘亦菲就

不用多说了——骨点清
晰、轮廓流畅、布局优
美，属于线条比较流畅的
圆鹅蛋脸。鹅蛋脸的面像
非常饱满，即使五官淡淡
也会给人非常有气质的感
觉。在妆容方面，通常以
眉和唇为主。

这种脸型非常标准，
又不会有攻击性，会是男
女老少通吃的那一种讨喜
脸。因此在整体轮廓的打
造上，鹅蛋脸会通过颧骨
下方的修容让下巴看起来
更尖一些，并且会在额头
侧面打上修容，让脸部显
得更加立体。我们不难发
现她的颧骨和下颌角比刚
出道时明显了一些。那些
削骨的可要看看了，让轮
廓更清晰明显比锥子脸好
看多了。

刘亦菲的脸虽然很小，
却有一些肉感。因此除了
化妆之外，在发型方面她
也比较注意。如果她的发
型没有蓬松度或者说蓬松
度不够的话，她的脸上镜
就很显大了。如果你不知
道她是刘亦菲，就当做一
个普通人，下图如果是你
的照片你肯定会推脸，真
的一点不觉得脸小：

但是她是刘亦菲，并且

俗。
伴随着“大年夜”的临

近，最近的潮人、明星穿搭
越来越应景，特别是一些富
有“中国风”元素的热门单
品，备受粉丝、网友们的关
注好评。若大家到现在还没
想好春节如何亮相，不妨好
好借鉴学习一番。

红耀除夕
“春迎新绿花渐浓，节

是年非处处红。”红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富
贵、吉祥的寓意，象征着
热量、活力、好运气。红
装和红色包袋、鞋履是春

节形象焕新、颜值加分的必
备之选。

红 裙 里 的 百
搭、好感度款
式当属这两年
大 热 的 衬 衫
裙。譬如“不
老女神”赵
雅芝近日选
择的这款，
中 长 款 衬
衫裙简约
大方，领
口 、 腰
部 细 节
精致，她
搭配的白
色低跟鞋和
Gucci Sylvie
是亮点，红
白搭配，清新

又减龄。
创意生肖
寓意满满、生

动可爱的生肖单品，也是岁
末年初的“高点击”选择之
一。尤其今年是己亥猪年，
以“猪”为主题的服饰、配
饰单品，大多憨态可掬、甜
美减龄，让人忍不住就会选
一件来卖个萌、应个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
猪”这个生肖的全球审美是
共通的，今年奢侈品大牌们
的“猪年限定”系列，相较
于前两年，着实是正常、可
爱了不少，因此，被爱美女
明星们Pick的频次也就相应
的增多了。像是实力派
小花宋轶，前两天就
选择了一件Gucci家
印着可爱蝴蝶结印
花小粉猪的毛衣，
可爱度满分。

加 点
刺绣

“花随玉指添春色，鸟
逐金针长羽毛”，刺绣自
古以来就是中国人引以为傲
的传统手工技艺。最近这几
年，大牌十分青睐“中国元

素”，对刺绣元素在
设计中的运用也越
来越多，当这一
极具“中国风”
的元素，与都市
感、未来感的服饰

设计相遇时，
如“时空穿

越 ” 般
的反差
感，常
常能带

来相当惊艳的视觉效
果。

“三石弟弟”吴
磊前些天亮相某活动时，选
择的短款小西装很有贵族范
儿，黑底上绣以金丝线，华
贵却又不会太抢眼，充分
地显示了刺绣等传统东方元
素和现代服饰中的运用哲
学——不喧宾夺主，却不可
或缺。

浅尝国潮
国潮这个概念，是这两

年才有的“新物种”。现
在国潮的主理人大多生于80
后、90后，对现代服饰文化
的理解，与之前几代人略有
不同，喜欢利用二次元、摇
滚、校园风等更吸引年轻人
的细节元素，也受到了一些
街头文化的熏陶。虽然现在
看来，所谓“国潮类单品”
的轮廓尚不完全清晰，但在
春节这一特殊时期，选择一
场“集体回忆”还是挺值得
尝试的一件事情。

任嘉伦机场街拍。图片
来源/视觉中国

这两年李宁、太平鸟等

国 内 服 饰 品
牌 ， 在国潮范
儿 道 路上的探
索，可以说收获颇丰，不
少明星、潮人们私下开始
乐于选择一些具有中国特
色的单品丰富穿搭，像是
任嘉伦选择的这件绣有“
中国李宁”Logo的拼接连
帽卫衣，就是非常有特点
的“爆款”，撞衫了好几
位男女明星。来源：新京
报(北京)

关于脸型，我有话说（学会让你争气吹满地）

2017春夏纽约时装

周潮人街拍。图片

来源/视觉中国
Gucci2019春夏系列服饰

上的刺绣小飞猪。图片

来源/视觉中国

赵雅芝、黄锦燊夫妇

现身机场。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宋轶机场街拍。图片来

源/视觉中国

吴磊“2018微博之夜”造

型。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任嘉伦机场街拍。图片

来源/视觉中国

明星的头就比普通人小，脸
又会大道哪儿去？这里就知
道发型的重要性了，相信我
位置偏高的丸子头可以露出
圆润的发际线，两侧的碎发
也能起到修饰颧骨的效果。

不信你看：
V字领的衣服从视觉上拉

长脖子的比例，最大程度中
和了脸型带来的圆润感。

圆脸
代表明星：蒋欣
蒋欣属于颧骨不明显的短

圆脸，发际线圆润齐整，下
巴轮廓偏钝，整体脸型就显
得比较饱满。

幼龄骨骼+婴儿肥的搭
配组合容易显得脸“平”，
立体感较弱，所以当特写脸
部你会觉得蒋欣脸大，而近
景或中景的时候，因为有了
肩膀等部位的参照，你会发
现蒋欣的脸在明星里也算小
的。

这时候，打光就需要注意
侧逆光要弱于主要光源。

脸颊到下巴两侧的阴影修
容功不可没，加上拍照时微
微抬起下颌，整体辨识度反
而会高很多。

额前一缕看似凌乱的发丝

实际上也能起到修饰额头的
作用。

中庭长
代表明星：张碧晨
张碧晨的中庭可以说是很

有代表性的感觉了，因为她
的脸也比较瘦，中庭长会更
加明显。

张碧晨和郑丽媛的区别
在于：张碧晨颧骨更明显一
些，给人的力量感强，相比
之下中庭更长。

对于这种脸型，可以配合
眼下腮红或者横向腮红，从
视觉上缩短中庭距离，中和
轮廓线条的硬朗之处，增添
女性气质。

你会发现张碧晨的眉毛会
画得比较长，眼妆部分也以
拉长效果为主。这是为了在
视觉上拓宽面部五官，这样
看上去脸就变短了。

这张效果看上去会比较明
显，当眉眼横向变大之后，
就不觉得脸看起来长了。

这也是为什么眉毛的长度
要根据眼角到鼻头的直线来
确定，让人觉得美或者舒适
的五官是有比例的。

同时，修容的角度也尽量
平一些，不要从颧骨斜线下

来，而是从颧骨下方尽量横
着打。这种修容方式也会从
视觉上缩短面部距离。

这样从侧面来看，是不是
不会将视线集中在中庭了？

方脸
代表明星：容祖儿
在娱乐圈里，自然型方脸

是一股清流。容祖儿算是其
中一个典型的代表了，下颌
拐点低，给人一种力量感，
是很有个性的类型。

这种脸型上镜会显得很有
气势，是属于非常大气的长
相。为了增强面部轮廓，容
祖儿通常会选择w型修容搭
配烟熏妆。

港星都比较钟爱W型修
容，即在脸侧从太阳穴位置
到颧骨下方再到下颌部位，
连成一个“W”型或者说是
3型。这种技法的好处是突
出颧骨和面中的层次和轮
廓，通过增强骨骼结构来达
到小脸的效果。

这样画出来轮廓感比较
强，看上去更立体，总之非
常有特点，有一种很国际化
的范儿。

即使远看也不会觉得平，
反而眉眼轮廓依旧清晰。你

会发现方脸的容祖儿从来不
会用发型或者是脸侧头发刻
意遮挡自己的下颌，反而是
让它大方露出来。

其实，分明的下颌线根本
不会显得脸大，你不需要美
颜和推脸，只需要用修容强
调面侧的骨骼结构，就能够
达到小脸的目的。

如果把这张图修成圆脸，
整个面部就俗了。

ps：容祖儿的眉形也很有
特点。没错，方脸不适合平
眉，一个合乎眼睛长度的挑
眉能够让脸显得纤细一点。
同时挑眉暴露出眉骨，也会
让眉眼部分更显深邃。

外轮廓大
代表明星：杨幂
都 知 道 大 幂 幂 脸

小，但是你会发现
她的问题在于面
部 外 轮 廓 比 较
大。这是什么意
思？额头、脸侧
的部分比较大， 你 感
觉到了吗？这种 面 部
结构也挺吃亏的， 在 不
修图或者是没有其他参照物
的情况下，会觉得脸大：

比如这种照片，如果不是

杨幂你不会觉得她脸小：
五官离外轮廓的距离稍

远，容易给人一种四周留
白的感觉。把ab和杨幂放在
一起看你觉得大家脸都很
小。但是如果单独看ab，再
单独看杨幂，会觉得ab脸更
小。这就是因为脸部留白
的缘故。如果你是普通人
不是明星的话，根本不会
有人知道你头小脸也小是
照片的问题，只会觉得你
这张照片应该p一下。

好在杨幂额骨长得饱满
圆润，眉骨高、平、直，完
全可以利用长眉拉近外轮廓
和五官的距离，平衡轮廓与
细节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
跟她一样，把眉毛画得长一
点，中和一下五官到发际线
之间的长度：

在加上稍微有点修容手
法的腮红，会从视觉上缩
短距离。

从正面也能够清晰看出
这条略长的眉毛起到了什
么 作 用？

来源: 环
球时报-环
球 网 ( 北
京)

刘亦菲 张碧晨 容祖儿 杨幂

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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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紫禁城里过大年 
还能一睹消失200年的天灯和万寿灯

要点：天安门广场、

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

博物院、雍和宫、王府

井全聚德

1、天安门广场看升

旗

天安门的升旗仪式，

让每一个中国人热血沸

腾。看着庄严的五星红

旗冉冉升起，自豪感油

然而生，春节期间看升

旗更是意义非凡。天安

门升旗仪式每天的时间

不同，可以根据当地报

纸和网上搜索，早上一

般比升旗时间提前40分

钟开放，游客可在升旗

前一小时到广场附近等

候。因为有多重安检，

所以你一定要带上身份

证，同时不必要的东西

尽量少带，以便快速通

过安检区域。

2、博物馆感受“伟

大的变革”

自 2 0 1 8 年 1 1 月 1 3

日“伟大的变革——庆

祝 改 革 开 放 4 0 周 年 大

型展览”在国家博物馆

开 幕 以 来 ， 截 止 2 0 1 9

很多朋友为春节去哪

儿玩发愁，其实，春

节游北京是个很不错

的选择。相对于平时

京城的喧闹和拥挤，

春节期间更多的是浓

浓的年味儿。特别是

今年有两个地方很是

值得期待：一是故宫

举办“紫禁城里过大

年”活动，这座历经

六百年的宫殿，终于

恢复了昔日皇宫过年

的装扮；另一件事就

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举

办“伟大的变革”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展

览。

年1月2 9日，现场参观

人数已突破3 0 0万，展

览将持续展出到3月2 0

日，以满足人们春节期

间、尤其是青少年学生

寒假期间的参观学习需

求。本次展览展示了改

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

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

丰富的历史图片、文字

视频、实物场景和沙盘

模型等，带领人们全方

位、多角度、深层次感

受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

变迁。

自2019年1月1日起，

国 家 博 物 馆 开 放 时 间

恢复为9：0 0- 1 7： 0 0

（16：00停止入场，周

一例行闭馆设备维修保

障）。观众可持有效身

份证件，通过国家博物

馆北门西侧通道、西北

口通道、南门新大陆路

口进入西门小广场，从

西门入场参观。参观完

毕从西门南北两侧通道

至西门小广场中间通道

离馆。

3、紫禁城里过大年

故 宫 近 年 来 热 点 不

断，从综艺《上新了·

故宫》、纪录片《我在

故宫修文物》、文创周

边，再到围绕《千里江

山图》开发的手游《绘

真·妙笔千山》，故宫

从厚重的历史文化摇身

一变，变得鲜活、触手

可及。

故 宫 博 物 院 推 出 己

亥 春 节 大 展 “ 贺 岁 迎

祥 — — 紫 禁 城 里 过 大

年”。为了还原、营造

宫廷年节场景，同期展

出了破纪录的 885 件

（套）文物，还复原了

高数米的“天灯”“万

寿灯”，重要宫门也贴

上了“门神”。

在展览形式方面，引

入了互动沉浸内容，以

故宫藏品为原型，结合

数字投影、虚拟影像、

互动捕捉等方式有了更

趣味的观展方式。 购买

故宫门票后故宫博物院

门票预售系统预约，无

需另行付费。

4、雍和宫里上柱香

雍 和 宫 ， 这 座 建 于

康熙年间的府邸，因雍

正而称雍和宫。这里曾

因出了雍正和乾隆，成

了“龙潜福地”，所以

殿宇为黄瓦红墙，与紫

禁城一个规格。乾隆年

间改成了喇嘛庙，是清

朝中后期全国规格最高

的一座佛寺。每年农历

大年初一，到雍和宫抢

头柱香的人数以万计，

为了抢到头柱香，不少

人都是彻夜排队。

春 节 可 以 来 雍 和 宫

上柱香，为家人祈福许

愿，据说很灵的！

5、王府井购物，全

聚德吃烤鸭

王府井步行街算是北

京的老购物街了，这里的

百货大楼、apm、王府中

環、东方广场。。。。。

。现在已经装点成了节日

的样子，处处张灯结彩，

喜气洋洋，年味十足。在

这里不妨逛逛商场，买点

稻香村的伴手礼，然后去

全聚德吃一只正宗的北京

烤鸭。

2

3

5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9年2月14日，星期四 第18版体育 OLAHRAGA

【新浪体育13日讯】C罗在球场上有着出色表现，在场外也

很有商业头脑，他的个人专属品牌连锁酒店正在不断增加。

C罗此前已经确定在摩
洛哥马拉喀什新建一座

佩斯塔纳-CR7酒店，目
前酒店建设进展顺利，预

C罗个人品牌新酒店明年开业！

住一晚1531人民币

【 新 浪 体 育 1 3 日
讯】2018/19赛季欧冠1/8
决赛首回合一场焦点战
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展开争
夺，曼联主场0比2不敌巴
黎圣日耳曼，金彭贝和姆
巴佩先后进球，迪马利亚
2次助攻，博格巴终场前
被罚下。索尔斯克亚入主
曼联后遭遇首败。

这是两队首次在欧战碰
面。曼联欧战历史上26次
对阵法国球队仅负2场，
其余取得14胜10平，其中
主场10胜3平保持不败。
巴黎圣日耳曼欧战历史
上10次客战英格兰球队仅
胜切尔西1场，其余9战4
平5负。索尔斯克亚轮换5
人，拉什福德、林加德、
林德洛夫、拜利和阿什
利-扬轮换出场。巴黎主

欧冠-姆巴佩进球天使2助 

博格巴红牌 曼联0-2巴黎
力球员内马尔和卡瓦尼缺
阵，姆巴佩领衔首发。

曼联(4-3-3)：1-德赫
亚；18-阿什利-扬，3-拜
利，2-林德洛夫，23-卢
克-肖；6-博格巴，31-马
蒂奇，21-埃雷拉；14-林
加德(45+4’,7-桑切斯)
，10-拉什福德(84’,9-
卢卡库 )， 1 1 -马夏尔

(46’,8-马塔)。
巴黎(4-2-3-1)：1-

布冯；4-科雷尔，2-蒂
亚戈-席尔瓦，3-金彭
贝，14-贝尔纳特；6-维拉
蒂(75’,8-帕雷德斯)，5-
马尔基尼奥斯；13-阿尔维
斯，23-德拉克斯勒，11-
迪马利亚(81’,31-达格
巴)；7-姆巴佩

C罗的个人专属品牌连锁酒店

计将在2020年初正式开
业。酒店位置在马拉喀
什市中心，距离机场很
近。酒店拥有超过174间
客房、两间餐厅、一个
商务中心、一个水疗中
心。在酒店住宿一晚的
费用约为200欧元。

CR7酒店是C罗和佩斯
塔纳集团合作创立的品
牌，目前双方已经开设
了7家酒店，其中在葡萄
牙里斯本和C罗家乡马德
拉岛的2座酒店已经投入
运营，此外在马德里、
纽 约 、 巴 黎 、 马 拉 喀
什、卡拉布里亚的酒店
目前尚未开业。

2019年世界羽联本周世
界排名，男单日本的桃田
贤斗排名第一，石宇奇第
二谌龙第四，林丹排在第
12。女单中国台北名将戴
资颖榜首，陈雨菲第四何
冰娇位列第七，李雪芮第
22。男双印尼的吉迪昂/
苏卡穆尔乔首位，李俊
慧/刘雨辰次席。女双陈
清晨/贾一凡第五，日本
包揽前三福岛由纪/广田
彩花第一。郑思维/黄雅
琼和王懿律/黄东萍，占
据混双前两位。

男单桃田贤斗位列榜
首，石宇奇第二中国台
北的周天成第三，谌龙

稳居第四，韩国的孙完虎
第五。丹麦的安赛龙第
六，印尼的金廷第七，印
度一哥斯里坎斯第八，另
外两位印尼名将乔纳坦和
小苏吉亚托，分列第九和
第十。林丹排名与上周持
平，依然排在第12。

男双印尼组合吉迪昂/
苏卡穆尔乔排名第一，李
俊慧/刘雨辰位列次席，
韩 呈 恺 / 周 昊 东 位 列 第
八。女双陈清晨/贾一凡
排在第五，日本组合福岛
由纪/广田彩花第一。混
双郑思维/黄雅琼和王懿
律/黄东萍占据前两位，
张楠/李茵晖位列第八。

【新浪体育1 3日讯】
欧冠1/8决赛首回合先赛1
场，罗马主场2比1击败波
尔图。哲科上半时中柱，
下半时助攻扎尼奥洛打破
僵局，随后远射中柱，扎
尼奥洛补射梅开二度，成
为最年轻的冠军联赛梅开
二度的意大利球员（19岁
225天）。波尔图替补阿
德里安扳回一分。

罗马此前欧战对波尔图
不胜（2平2负），1981-
82赛季优胜者杯第2轮和
2016-17赛季欧冠资格赛均
被对方淘汰。云代尔与希克
因伤缺阵，德罗西膝伤及时
恢复出战，中卫马诺拉斯的
肌肉伤势也已无碍，但主力
门将奥尔森小腿伤还没全
好，只能坐在替补席上，米
兰特顶替出场。罗马也成为

欧冠-哲科两中柱+造19岁新星两球 

罗马2-1波尔图

罗马庆祝进球

2013年9月尤文图斯（对哥
本哈根）之后，欧冠单场
首发意大利球员最多的球队
（7人）。

波尔图近5个欧冠客场
不败（2胜3平），但近5
场欧冠淘汰赛不胜（1平
4负），近4场欧冠淘汰
赛不进球，近7次欧冠做
客意大利6负，唯一例外

是1996年9月3比2胜AC米
兰。拉齐奥旧将孔塞桑率
队重返奥林匹克球场。头
号得分手马雷加因大腿拉
伤缺阵，阿布巴卡尔与科
罗纳也无法出场。37岁门
将卡西利亚斯欧冠出场达
到174次，而对方35岁门
将米兰特只是第2次欧冠
出场。

曼联0-2负巴黎

羽联排名：林丹第12李雪芮第22

国羽混双前两位

中国羽球选手林丹



“对。”莫寻想也不想的
便回道。
“我又为何要答应你？”
莫寻冷冷地看着他。“这
不就是你来找我的目的
吗？提出个好条件然后跟
我交易……否则，你为何
来此？”
陡地，金宿长手一伸搂住
她的咽喉，把她一张美丽
的脸给拉近……
“朗明月，太聪明不是件
好事呵。”
“我的聪明不会威胁到
你，以公子您的人格，相
信不至于因此置小女子于
死地才是吧？”
金宿再次大笑，朗朗笑声
一直传到房门外，连刚到
门边不远处的无梦都听
见了，一道浓眉不由得轻
蹙。
这嗓音……真是该死的熟
悉呵。
无梦瞄了一眼守在门边的
一个侍卫，一个是皇帝身
边的公公乔装的，另外两
个是皇上的贴身侍卫，所
以，错不了，在屋里的人

正是金宿。
一男一女共处一
室，不让任何人
进入，金宿那小
子还笑得这么开
心，两人相处还
超过半个时辰·
朗明月究竟想干
什么？难不成当
个赫连夫人还不
能满足她，她还
想入宫当娘娘
吗？.
无梦紧紧握住
拳，青筋在他的
额际若隐若现。
他没冲动的冲进
去，反而转身离

开，看见一旁的何
晋，他连招呼都懒得打，
反倒是何晋把他给拦下
了……
“别惹我。”无梦咬着牙
紧绷的道出三个字。
“你知道屋里的人是
谁？”否则，无梦为何怒
气冲冲而来，却又连进个
门都不进便要走了？
“不知道。”
“无梦……”
“别叫我！”无梦反手一
挥，把何晋给震开，转瞬
间已消失在酒楼。
就在这天深夜，朗明月在
足足阵痛了两个时辰之
后，在黎明到来之前替赫
连麒产下一女……

第九章

娃儿，一直在哭，似乎在
抗议着她的娘一生下她就
把她丢给别人带，却连回
来看她一眼也无。
赫连麒抱着怀中娇小却又
哭得很活力旺盛的娃儿，

心底是喜悦的，同时却又
带着一抹很深的惆怅，他
知道这一切都出自于朗明
月，不，该说是那个不是
朗明月的朗明月。
他想不透，她竟可以如此
心狠，娃儿才一落地，她
就派人送了给他，还硬是
要何晋亲自点收一万两黄
金才肯走人，顺便附上一
纸休书，说是她休了他，
从今而后，两人概无瓜
葛。
他想过的，把她留在身
边，把合约给撕烂，三个
人快快乐乐在一起，可
她连让他开口的机会都不
给，把孩儿送来，轻易就
让两人的关系划下句点，
他该说什么？
是他自找的！
怀中的娃儿一点都不重，
可他却觉得整个人很沉很
沉，这辈子，再多的风浪
都没能动摇他一分一毫，
但这个女人却轻易的办到
了……他该放下自尊把人
给追回来，还是潇洒一点
放她走？
又如果，她那么急于撇开
他的原因是因为金宿，那
他该如何？
想到此，他才发现，就算
他化身无梦待在她身边好
一个月了，他还是没能弄
懂她的心思，简直可笑至
极。
“刀叔。”他抱着娃儿站
起身。
“是，庄主。”
“娃儿暂交给你吧，我得
先去确认一件事。”
闻言，刀叔恭敬且小心不
已的上前接过小娃儿。“
庄主是否要先帮小娃儿取
个名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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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表演的，其实是什么也不
做，他们维持着一个固定的姿
势，一动也不动，当我看到他们

的时候，老先生头仰向天上，上身微
微向后倾斜，坐在地上，双手抱膝。

一个年轻人背靠着他，也坐着，双手
却扳住了右脚。另外两个年轻人盘腿
而坐，还有一个身子巧妙地弯着，看
起来十分奇特。
当我发现他们的时候，已经是下午时
分了，旁边的人说，早上市集一开
始，他们就来了，一到广场，就摆下
了这个姿势，一直到现在，一动都没
有动过，甚至他们的眼睛，也没有眨
动过。
有一个人定睛看着他们，要看到他们
有轻微的动作，可是眼睛都瞪得痛
了，还是没有结果。
这真是太奇特了，人怎么可以在静止
状态之中那么久呢？他们几个人，看
起来，实实在在不像是人，而像是极
其精美的雕像。
他们明明是活人，可是看起来又不像
活人，我凑近去，用手指放在他们的
鼻孔之前，由于他们的呼吸是如此缓
慢，所以几乎感不到。
在他们的面前，放着一块牌子，牌子

上写的是藏文，我看不懂，有一个人
告诉我，文字是叫人不要碰他们，因
为他们这时的情形，是介乎生死之
间，如果有人碰他们，会有意想不到
的事发生……那几个人，我猜是西藏
人。”
我看到这里，心中已自然而然将那种
情景，和我在米端蜡像院中看到过的
情景，联想了起来。这时，多少也有
点知道陈长青何以震惊的原因了，但
当然不是知道了事情的经过，而是另
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陈长青是在追寻蜡像院的秘密之
际，“误入歧途”的，是什么导致他
误入歧途，以及他走错了路之后，发
生了一些什么事，他都神秘兮兮地不
肯说，但是想像之中，一定和静止的
人像有关。
而当他一开始知道“要命的瘦子”的
故事之际，他就说他的第六感告诉
他，事情和他有关连，而“瘦子”的
那封怪信，又提及了这种奇特的情

形，是不是陈长青的“奇遇”，与之
有关连？
我一面思索着，一面向陈长青望了一
眼，陈长青分明是故意地避开了我的
目光。
我知道，他不肯把他的遭遇讲出来，
并不是想吊我胃口或是什么的，一定
另外有真正不能讲的原因，不然，他
一定早已源源本本告诉我，并且和我
讨论事情的怪异程度了。
我没有说什么，继续去看“瘦子”写
的东西。
“当时，我一直守在他们的旁边，直
到天黑下来，太阳早已隐没了。

思想静止生死之间

由他们之中年纪最轻的开始，缓慢而
悠长地吁出一口气，他们的身子，才
开始有了动作，动作在开始的时候，
十分缓慢，完全像是电影之中的慢镜
头一样，然后，才渐渐恢复了正常。

“我年近三十，事业有成，父母希望
我成家，所以我是该结婚了。”既
然她以后一定会知道所有的情况，不
如他自己先说：“反正不能和昱婷
结婚，那么娶谁并不重了，要既然
我们合得来，结婚应该没有问题，所
以……”
娶谁并不重要。

楼思涵的脑中只有这一句话，她
只听进了这一句话。
“谁都可以？！”她心寒的问
道。
“也不是只要是女人就可以，至
少要我可以接受的。”雷少樵还
不知道事情严重性，仍在那里唯
我独尊的表示。
多年来对他的暗恋倾慕，就算只
是单行道，她一路独自走来也是
甜的。如今梦想成真，婚姻路上
有了他可以陪伴一起走，她的心
却是酸涩难抑。
即使听了她是他可以接受的女
人，她的心也并没有因此感到快

活。
“而你……可以接受我？！”泪水悄
悄爬上她的双眼，迷蒙了她的视线。
“我觉得你不错。”
“不错？！”
“我们很适合吧！”雷少樵没注意到
她的反应，耸耸肩道：“今天不是

每个人都说我们是金童玉女、俊男美
女、珠联璧合的？”
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伤得这么重，她
一心爱他、一心想要成为他的妻子，
而他只是因为娶不到自己真正喜欢的
女人，那么只要是不错的代替品，他
就可以接受？
楼思涵为自己感到不值。
他不爱她。
甚至连喜欢的可能都谈不上，他只是
觉得她不错，觉得他们结婚或许还可
以……
“我可以出去一下吗？”她突然说。
“现在？我们的新婚之夜？”雷少樵
乍看她那一副伤心欲绝的模样。怎
么？她不能听实话，她是活在童世界
的玻璃屋里吗？
“我一定要出去，”她坚定的说
道：“我会回来的，我会的……”
“你要去哪里？”既然已经是她法律
上的丈夫，他总要问一问，自己有这
个责任在。

“静一静。”她简单的说。
楼思涵一身家居服，没有带任何钱包
或是手机，只踩着一双白色的平底
鞋，就离开了她和雷少樵的新居。
雷少樵是在过了午夜十二点之后才
开始担心楼思涵。他知道她什么都
没带就出门了，失道她跑不远，但
是好歹她也该回家了，今天是他们
俩的大喜之日，如果出了什么差
错，那……
开始有点怀疑自己把话讲那么白，他
其实可以说得有技巧、委婉点，甚至
撒一点小谎，反正她又不会知道，他
可以把事情带过去，不起一点涟漪，
但是他却讲得那么直接犀利。
反正不能和昱婷结婚，那么娶谁并
不重要了，这话……该说吗？
他为什么要说？！
虽然她说了会回来，但她会吗？
之前她一直表现得很沉得住气、很
得体，但是她的心……应该受伤了
吧？

离一枭沉缓的道：“关于与
双飞之战，兄弟现在想来，
也多少有些惋惜，双飞三绝

掌后人，已经全部在此战中崩溃瓦
解，烟消云散，自然我们自己也受损
不轻，但是，这样也好，一劳永逸，
永绝后患。”
江青低低的道：“只是，我们的手段
稍嫌狠了些……”
长离一枭不以为忤的笑笑，沉和的
道：“小兄弟，你就不想，他们对你
的手段够不够狠呢？”
红面韦陀战千羽忙道：“四弟，在
江湖上闯，最忌惮的就是滥杀无
辜，但是却也不能过于面慈心软，
该杀者杀之，可饶者饶之，至于何
等人该杀，何等人该饶，这就要看
当时的情况环境而论，全在一心存
念之间。双飞后人么，为兄之意与
卫岛主同，他何一心一意要置你死
地而后已，吾等委却求全，一再容
忍已经够了，到了那步田地，已
没有什么再留余步的必要，适才你
已说过，他们高手云集，将你围
堵于小山之下而且出手全是群战方
式。更招招逼向要害，既然彼等如
此心狠手辣，你展开反击更无非是
之处，难道说你就不想想你自己的
安危么？不想想多少人对你的期望
么？四弟，你在武林中已闯得威名
四震，有鼎立天下之势，却怎的仍
然这般放不开手？”
江青默默地望着眼前澄黄的醇酒，手
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半晌，始低声
道：“大哥教训得是，不过，还有几
件事情，愚弟要告诉大哥一下……”
战千羽慈爱的道：“四弟，大哥爱你
深，才责你切，你有时太不爱惜自
己，太不为自己着想，现在，你便讲
讲那几件事吧！”
江青又啜了口酒，道：“昆仑派的五
伏罗漠、青黄双绝，率领白马冰心，
曾于愚弟途中加以围袭，那次争斗，
亦是十分惊险！”
大旋风白孤怪叫道：“老四，他们又
是一起上么？”
江青微微颔首，却傲然笑道：“但

是，他们败了。”
全席一阵默然，红面韦陀战千羽十
分感叹的道：“四弟，你这一身神
鬼之技，确已登峰造极了。那昆仑
派的五伏罗汉、青黄双绝，俱肤武
林奇才异土，武功之高，非同小
可；青黄双绝中的青衫客展平，与
为兄略有交往，他的技艺，为兄是
十分明燎的，你却能以单身之力，
一举而溃之，实在匪夷所思，令人
惊震……”
江青又将数日前与昆仑派的校斗娓娓
述说了一遍，在他低沉而有力的语声
中，满席之人无不倾神凝注，神色连

变，甚至毫无武家根底的老人黄为
善，此刻亦听得心惊肉跳，两眼睁得
老大。
江青述说完了，大旋风忽然接着
道：“老四，你看二哥我这几手把
式，能接得住昆仑派的那一个？我是
说，以一对一的话。”
江肓抿抿嘴唇，微微沉吟，长离一枭
却在心中笑道：“大旋风白孤在黔滇
一带盛名久着，许为第一怪杰，做起
事来也十分精真细巧，但是，有时候
却楞得可爱，真得有趣……”
这时，江青始谨慎的道：“二哥，以
二哥的一身超绝之技，与青黄双绝中
的青衫客展平可以较成平手，若与五
伏罗汉印证一番庋，伏鹰罗汉大约也
可以试一试。”
白孤又喜气洋洋的道：“假如以二哥
一人之力抵他一双，如何？”
江背面孔上漾超一丝有趣的笑意，
战千羽却一拍白孤肩头，呵呵大笑
道：“老二，你小子真是癞蛤蟆打
哈欠……好大的口气，人家昆仑派
是摆空架子的么？五伏罗汉、青黄
双绝之名，更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万
儿，那一个也是难惹难缠，老二
啊，你能抵上一个已是颇为不易了
呢！江青强忍笑意，又道：“还有
一件事，便是解决了三哥的婚事问
题，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中，愚弟觉
解了君山独叟与龙虎追魂束九山之
生死博战，化开了愚弟与他二人之
仇怨，更给他们造成一但微妙的结
局……”
接着，江青就将如何为二人排解争
斗，如何故意造成君山独叟的败场，
使君山独叟佯装死去，亦借此而完满
达成祝颐与裴敏的心愿，使一场暴戾
的杀伐变成了祥和的氤氲。
江青又缓缓的跟著述说醉疯仙牛大
可中毒之事，如何被他救援，又用
计逼使双罗巾口出解药，更与牛大
可化敌为友，未了，他道：“其
实，醉疯仙牛大可心性豁达，豪迈
坦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武林硬
汉，只待诸争办妥，愚弟倒真愿寻
他盘桓两天。”

长

(09)

(457)(43)

一个人真正的资本，不
是美貌，也不是金钱，
而是人品。
人品是生活的通行證。
人品是彼此心灵最后的
依赖。
好人平时一个人最宝贵
的财富。
它便是一个人的黄金招
牌。

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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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周孙毅报道】
印尼福建社团联谊总会荣
誉主席、雅加达陈氏宗亲
会荣誉顾问、印尼闽南同

乡联谊会名誉主席、印
尼永春同乡联谊会名誉会
长陈茂源先生，不幸于2
月10日凌晨1时12分，在

新加坡Mount Elizabeth医
院与世长辞，随将遗体奉
移雅加达养生院殡仪馆治
丧。在世享寿84岁。

治丧期间，来自国内外
亲朋戚友，印尼各界人士，
工商界和各社团代表，梓叔
同乡等，纷纷前往治丧处养

生院殡仪馆吊唁，并向陈府
家属致以深切慰问。

2月14日（星期四）上午
8时举行告别礼之后，随即

扶柩发引还山安葬于茂物
Gunung Gadung坟场。谨此
愿陈茂源先生一路走好，
在天之灵，获得安息！

华社贤达陈茂源先生与世长辞

陈府家属在陈茂源先生灵前留念。
印尼福建社团联谊总会总主席俞雨龄率福建乡亲们向陈茂源先生行献花礼
后与家属合影。

【本报讯】居多穿着红
色象征春节喜庆的800佛
教信徒热烈参与本月4日
晚上的己亥春节除夕，由
广化一乘禅寺住持释定盛
大和尚带领众法师群，在
充满春节气氛，灯笼、大

蜡烛点缀各处的迎春灿烂
晚会。

NyanaGupta法师为当晚
代表广化一乘禅寺即主讲
表示，今年春节活动起自
当晚11时的蜡烛象征性点
燃，一直到农历元月15日

为止，以此烛光象征光明
充分点亮在我们今年常年
的生活中。

迎春法会结束后，每佛
教信徒得到巧克力金币、
红包、糖果及橘子，意味
幸福、吉祥及财源广进。

【本报讯】雅加达广化
一乘禅寺春节供佛斋天法
会由住持释定盛大和尚一
并众僧伽率领众佛教信徒
于日前9日顺利进行。估
计有逾500佛教信徒热烈
与会。

供佛斋天法会主要目
的在于表达感谢天地的所

给与，使我们安然顺利地
度过又一年，而今又开始
走进新的一年，祈望这新
的一年即列猪岁己亥年能
改变的更好。是为Nyan-
agupta法师在空档之余应
询所表达的。

从而他再更深入的要众
佛教信徒更进一步反省年

来有什不适之处，或做出
损害别人的事，并坚决日
后务须悔改。

经此法会，众佛教善
信希望得到佛陀、佛法及
僧伽（三宝）的保护；通
过佛法教义，佛教信徒才
真正有意义地度过春节新
年了。

雅加达陈氏宗亲会主席陈本洋率宗亲们向陈茂源先生
行鞠躬礼。

Santosa基金会诸理事向陈茂源先生行上香礼。
左起：李文光、李振亮、庄惠月、陈茂源夫人陈柏娘、郑兰英、颜俊
民、陈德美、许世经、郑返英、蔡金娘、吴重洋夫人、Jeffri合影。

广化一乘禅寺春节除夕迎春法会

释定盛大和尚于己亥春节除夕晚
(Shang bao/Max manuhutu摄)

广化一乘禅寺释定盛大和尚住持带领己亥
春节除夕晚盛况

佛教善信春节除夕晚虔诚祭拜景观 灯笼、大蜡烛点缀各处的迎春晚会

雅加达广化一乘禅寺春节供佛斋天法会

释定盛大和尚：佛教信徒更加和谐团结

众信们参加诵经法会 诸位法师主持法会

广化一乘禅寺住持释定盛大和尚、副住持释
定净大和尚

众信们参加由各法师主持的春节祈福法会 
(Shang bao/Max manuhutu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