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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雨天	 24-32℃

泗水	 雨天	 25-33℃

棉兰	 多云	 24-34℃

登巴刹	 雨天	 24-33℃

坤甸	 多云	 24-32℃

今日出版20版 

印尼华商微信

印尼商报APP二维码

今
日

宜	 会友	出行	嫁娶	裁衣

	 移徙	赴任	修造	动土

	 上梁	栽种	牧养	安葬

忌	理发	田猎	开仓	出财

生肖相冲		羊

“我想再次强调任何干
扰民主大选、破坏国家稳
定、否定班渣西拉建国五原
则和1945年国家宪法，损坏

我国多元化殊途同归精神的
企图将面对国军决不妥协的
反击，国军是国家最坚固的
堡垒。”国军总司令哈迪如

是坚定地说。
临近4月17日投票日，十

足的竞选火药味简直是甚
嚣尘上，各种不确实的假
新闻满城风雨，各组候选
人隔空攻击，剑拔弩张，
一触即发。其中一组候选
人上周日（7日）在雅加达
史纳延翁加诺综合体育中
心进行大型竞选活动时，
还肆无忌惮持着伊斯兰旗
帜鼓吹唯我独尊的伊斯兰

国军是捍卫大统印

度尼西亚共和国和

班渣西拉的最坚固

堡垒。

任何蓄意干扰大选和破坏国家稳定

国军总司令称将面对国军强有力反击
【雅加达综合讯】国军总司令哈迪·查延多（Hadi Tjahjanto）空军

上将周二（4月9日），出席国军在雅京北区安卒（Ancol）举行的反恐

综合演练中表示，国军将在2019年大选中保持中立，但是任何蓄意干

扰大选、破坏大统印尼共和国（NKRI）、颠覆班渣西拉（Pancasila）建

国五原则及危害多元化统一的殊途同归精神的既得利益集团，肯定将

面对国军强有力的反击和粉粹。

财政部财政政策机构称

世界油价上涨不影响国家收支预算

【点滴网雅加达4月9日讯】
2019年4月23至26日我国
将成为亚太经合组织工商
咨询委员会(ABAC)会议的
东道主。

亚 太 经 济 合 作 组 织
(APEC)是我国通过鼓励
开发和自由贸易及投资，
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促
进积极的及包容性商业环
境，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
和繁荣的重要区域合作的
形式。

印尼亚太经合组织工商
咨询委员会主席Anindya	
N	 Bakrie解释说，该会议
将商讨区域经济，福利发
展，创业，金融	，和数字

经济。
A n i n d y a 于周二，在

Mandi r i	 Club	 的新闻发
布会上称，“确实是在普
选结束后6天展开，贸易
部长和外交部长一再向我
们保证，这次的会议必
须进行。因为我们深信普
选将良好地顺利进行，
且经济基本面必须继续下
去。”

他表示，作为拥有2亿
6000万人口或超过东南亚
人口的三分之一和全球经
济实力的一部分，我国在
区域和全球市场上扮演重
要的角色。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	(The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预计，在全球经济实力上
如今我国排名第16位，且
将在2030年全球经济排名
继续上升至第七位。

他说，亚太经合组织工
商咨询委员会亦极其支持
日益包容的金融部门，通
过平等获取和亚太经合组
织工商咨询委员会影响基
金倡议赋予经济中的女性
权力。(xin)

普选过后一周于4月23至26日

我国将成为APEC工商咨询委员会会议东道主

Anindya N Bakrie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4
月9日讯】继美国对伊拉克
和委内瑞拉实施制裁后，
由于供应减少，导致世界
石油价格持续上涨，被认
为对2019年国家收支预算
(APBN)没有显著的影响。
因为已经采取一些缓解步
骤，其中是通过20%柴油
(B20)和30%柴油(B30)政
策的实施。

财政部财政政策机构
(BKF)宏观经济政策中心
主任Adr ian to称，政府通
过B20和B30政策的实施，
继续监控及其缓解，俾使
石油进口量不高。

此外，能源和矿物资源
部(ESDM)计划要求国营
石油北塔米纳(Pertamina)
公司购买国内承包商的石
油，从而可抑制石油的进
口和减少对盾币的压力。

作为信息，	 该政策载
入2018年第42号能源和矿
物资源部长条例中称，合
作合同承包商(KKKS)的
部分原油优先卖给北塔米
纳和在国内炼油厂进行加
工。

Adrianto说，“油价的
上涨深信对国家收支预算
没有显著的影响。而该上
涨对通货膨胀也不会有重
大的影响，因为政府通过
补贴来维持。”

如 果 观 察 彭 博 社
(Bloombe rg)的数据，目
前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
量(W T I )类油价处于每
桶63.40美元，而布兰特
(Brent)类油价走强在每桶
70.66美元的水平。

他接着说，另一方面，
油价的上涨对非税收国家

收入(PN B P )却有积极的
影响。若参考2019年国家
收支预算中的宏观假设数
据，印尼原油价格(ICP)规
定为每桶70美元，和汇率
假设为1万5000盾。

而2月份APBN	 KiTa数
据，2019年2月份的非税
收国家收入为39.91兆盾，
或相当于占2019年国家收
支预算上限总值378.3兆
盾的10.55%，或仅增长
1.29%。这是因为大宗商
品价格下跌和汇率比假设
的更强。(xin)

政府通过B20和B30政策的实施，继续监控及其缓解，俾使
石油进口量不高。

国军是捍卫大统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班渣西拉的最坚固堡垒。陪同国军总司令哈迪·查
延多的将领还有陆军参谋长安迪卡(AndikaPerkasa)上将、海军参谋长希威上将（Siwi 
Sukma Adji）、空军参谋长尤尤·苏迪斯纳（Yuyu Sutisna）空军上将、海军陆战队司令
（Dankormar）亦是本次反恐综合演练的总指挥官苏哈多诺（Suhartono）海军少将。

优越主义，明显破坏了我
国多元民族和宗教社会的
团结与和谐，因此立即引
发民主党总主席亦是我国
第六任总统苏西洛（SBY）

的反感并致信给国民党高
层表达对国内政局的紧张
局势的担忧。

难怪国家情报局前局长
亨特罗柏利约诺(AM	�en-	�en-

dropriyono)近日称，2019
年大选是班渣西拉思想
与伊斯兰教义的哈里发
（khal i fa）意识形态的斗
争对决。（v）

反恐反恐特遣队(Satgultor)参加周二在雅京北区举行的反
恐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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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卡拉周二（4月9日）
在雅加达副总统办公室
说，“两位总统候选人
的竞选策略总体上是强
调伊斯兰为主的策略。
佐科威选择伊斯兰长老
为搭档，希望接近伊斯
兰选民。而帕拉波沃使
用象征着强硬的伊斯兰
策略，他汇聚了大量的
穆斯林一同作早晨祈祷
等等。”

卡拉的声明回应民主
党总主席苏西洛（SBY）
写给民主党高层的一封
公开信。苏西洛在上周

末评估帕拉波沃在GBK的
竞选概念是不包容性和
明确排外的理念。帕拉
波沃在竞选活动开始之
前，与大量支持者进行
早晨祈祷。卡拉认为，
虽然帕拉波沃的竞选策
略是精心筹划的竞选活
动，但是卡拉说那是第
二序号团队内政事务，
不便给予批评。

卡 拉 赞 赏 苏 西 洛 写
的公开信内容很好。根
据他的说法，印度尼西
亚共和国第六任总统苏
西洛是一位优秀的领导

者，苏西洛只是想要表
达 意 见 ， 希 望 民 众 在
竞 选 活 动 中 应 该 保 持

团 结 ， 即 使 两 位 候 选
人 的 竞 选 方 式 有 所 不
同。（p l）

确保外汇储备安全
印度尼西亚银行（央行）最新发布的有关3月底

外汇储备增加的消息，着实让人松了一口气，并相
信经济状况确实处于安全和可控的状态。无论是来
自出口收益还是外债的外汇储备，对于维持国民经
济的复原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央行称，本周外汇储备增加了12.7亿美元，达
1245.4亿美元。央行执行董事Onny Widjanako 4
月8日在央行官方页面的书面声明中表示：“上述
外汇储备相当于7个月的进口融资或6.8个月的进
口和政府外债支付，它已高于相当于3个月进口的
国际外汇储备充足标准。”

2019年3月外汇储备的增加，是受到石油和天
然气外汇收入以及其他外汇收入的影响。他总结
道：“展望未来，央行认为外汇储备依然充足，这
得益于对国内经济稳定和前景依然良好的信心。”

在举行大选和总统选举的盛大政治活动繁忙
中，我们认为上述外汇储备的增加特别重要。该
盛大政治活动吸引了所有官员和政治精英的全神关
注，而外汇储备的增加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弹性。

上述外汇储备数额尽管还不是最大的，但与东
盟国家相比仍相当可观。在这方面我们还输给新加
坡和泰国，但高于马来西亚和其他东盟国家。根据
新加坡中央银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的数
据，截至2019年2月底，新加坡外汇储备为2925亿
美元，而泰国截至3月底为2122亿美元。

外汇储备数额的增减受到多个因素，包括用于
支付外债本金分期付款、央行稳定市场行动和其他
需求的影响。在盾币汇率坚挺且不波动的情况下，
央行不需要过度使用盾币进行市场干预。与去年相
比，近日盾币汇率已相对平稳。

我们乐观地认为，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前景
将会改善。我们确实看到政府和央行继续推动经济
环境的改善，包括推行预计将进一步增强经济增长
势头的宽松货币政策。但我们需要提醒的是，可能
影响未来外汇储备状况的内部和外部发展。

面对这些外部不确定性，政府需要刺激内需，
可以通过帮助社会底层民众的国家支出，例如通过
劳动密集型项目、乡村基金和“希望家庭”计划来
实现。除了鼓励国内需求外，还需要通过解决税收
和法律不确定性问题来增强消费者信心。

看来今后的一些问题需要更加认真地加以解
决。政府的挑战确变得更不容易，尤其是完成一些
基础设施项目，资金需求持续增加，而税收却无法
相应提高。

我们总是提醒政府要努力改善民众的购买力，
促进和提高出口导向型产业的产能。我们还提醒要
特别注意随时可以撤走的“热钱”。我们必须保持
明智的态度，最重要的是充分发挥国内的潜力，在
全球激烈竞争中矗立不倒，不让我们可以预测到的
各种因素继续侵蚀已取得的良好业绩。

今年3月外汇储备的增加不是因为国家出口业绩
增长的原因，因此我们不为此自满。此外，主要靠
外国贷款而增加的外汇，务须谨慎管理，因为将来
还要履行偿还的义务。

卡拉称帕拉波沃使用伊斯兰旗帜

为竞选策略过于强硬
【印尼CNN雅加达讯】副总统优素夫·卡

拉表示，两位总统候选人佐科威和帕拉波

沃在2019年总统大选都使用类似的策略，

即靠拢伊斯兰的策略。

第二序号总统候选人帕拉波沃周日（4月7日）在雅加达
翁加诺综合体育中心（GBK）举行竞选活动之前，与支
持者进行早晨祈祷。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
4月09日讯】我国副总统
尤淑夫·卡拉周二（4月9
日）出席雅京史纳延翁加
诺综合体育中心（GBK）
从业党（Golka r）竞选造
势活动。

这位从业党前总主席的
卡拉在国会议长班邦苏萨
迪奥（Bambang Soesatyo 
）陪同下，出席从业党竞
选造势活动。

出席竞选活动的有从
业党中央理事会总主席艾
尔朗卡·哈尔丹托（Air-

langga Hartarto）、从业党
秘书长Lodewijk Paulus、
从业党尊严委员会副主席
Akbar  Tandjung、社会
部长阿古斯古米旺（Agus 
Gumiwang）、从业党专家
委员会主席阿贡·拉克索
诺（Agung Laksono） 前
任西努沙省长TGB、Nurul 
Arifin 、 Nurdin Halid以
及全体从业党理监事。

竞 选 活 动 以 唱 大 印
度 尼 西 亚 歌 曲 开 始 ，
然后由 T G B领经祷告阅
读。（ a d r ）

卡拉出席从业党史纳延竞选造势活动

周二（4月9日），副总统亦是从业党前总主席尤淑夫卡拉
（JK）出席在雅京史纳延翁加诺综合体育中心（GBK）从
业党竞选造势活动。

【点滴新闻网4月9日雅加达讯】根据我国普监
会（Bawaslu）发布2019年普选最有可能发生暴力
事件的选区，包括省级县市级，最更新的脆弱性指
数（IKP）数据显示，巴布亚选区被视为最有可能
发生暴力事件的选区。

“全国各省级、县市级的发生暴力事件脆弱性
指数仍高于普监会设定的全国平均水平。”普监会
成员默罕默德（Mochammad Afiffudin）周二（4月
9日）在雅京谭林街普监会办公室发布2019年普选
最新脆弱性指数时如是表示。

Afiffudin表示IKP数据是根据4个不同因素的分析
而得出的结果，即社会和政治，自由与公平、候选
人和选民参与程度。 根据调查分析，2019年普选
全国脆弱性指数为49.63。脆弱性指数范围为0 至
100（指数越高越脆弱）。

“以全国指数来看，巴布亚省是脆弱性指数最
高的省份，得分为55.08，高于其他15个省份。在
县市选区巴布亚省查亚普拉区县，得分为80.21，
远高于其他8个选区。”他这样说。

以下是16个省份的IKP指数：
1.巴布亚Papua 55.08
2.亚齐Aceh 50.27
3.西苏门答腊岛Sumatera Barat 51.72
4.廖内群岛Kep. Riau  50.12
5. 占碑Jambi 50.17
6.朋古鲁Bengkulu 50.37
7.万丹Banten  51.25
8.西爪哇Jawa Barat  52.11
9.中爪哇省Jawa Tengah 51.14
10.日惹特区Yogyakarta 52.67
11.北加里曼丹Kalimantan Utara 50.52
12.东加里曼丹Kalimantan Timur 49.69
13.东努 NTT 50.76
14. 北苏拉威西Sulawesi Utara 49.64
15.中苏拉威西Sulawesi Tengah 49.76
16.南苏拉威西岛Sulawesi Selatan 50.84。

全国8个最高县市IKP指数：
1.巴布亚省查亚普拉县Jayapura 80.21
2.东努省伦巴塔县Lembata  72.04
3.巴布亚省Mamberamo县69.66
4.西苏门答腊省索洛克市Kota Solok  68.59
5.巴布亚省Intan Jaya 县 68.52
6.西爪哇省茂物县Kab Bogor  67.64
7.巴布亚省Tolikara 县 67.44
8.巴布亚省Nduga县 66.88

普监会称2019年大选

巴布亚最有可能发生暴力冲突事件的选区

【雅加达点滴新闻网】
肃贪会与普委会会对于当
选国会议员后必须申报公
务员个人财产的规定达成
共识，国会议员当选后在
7天内若不申报公务员个
人财产，不可以举行宣誓
就职仪式。

“国会议员当选后必
须在7天内提交公务员个
人财产给肃贪会，不然不
可举行宣誓就职仪式。其
实我们已经给现任国会议
员候选人足够的时间申
报个人财产。”肃贪会
发言人费博里斯（F e b r i 
Diansyah）8日在肃贪会办
事处阐述。

普委会与肃贪会于昨日
的会谈在会议上讨论国会
议员当选后必须在七天以

内申报公务员个人财产，
尤其当选后在7天内立即
申报。

 “通过公务员个人财
产服务，选民可以早知
国会议员候选人的个人财
产，尤其参加2019年选举
的现任国会议员。” 费博

里斯这样表示。
之前，普委会主席阿

里夫（Arief Budiman）
曾与肃贪会副主席沙乌
特·希杜摩朗（Saut Si-
tumorang）和肃贪会预防
处副处长巴哈拉（Paha la 
Nainggolan）和肃贪会公

务员财产总经理Isnaini进
行会谈。阿里夫在会谈中
表示，为国会议员被当选
后没有贪污贿赂行为，普
委会已呼吁国会议员当选
后立即申报公务员财产，
但是国会议员不愿遵守普
委会的规定。

阿里夫表示，普委会提
醒国会所谓的议员当选后
申报公务员财产的规定，
但是该规定未执行，因
此，普委会和肃贪会给国
会议员当选后不申报公务
员财产的机会。

“现在国会议员当选
后必须申报的公务员财产
有2万5 2 8位，包括中央
国会议员、省县市级、地
方代表理事会。”阿里夫
说。（yus）

当选后7天内不申报公务员个人财产

肃贪会称当选议员不可举行宣誓就职仪式

肃贪会发言人Febri Diansyah

【VIVA新闻网讯】前
亚齐省长Irwandi Yusuf被
雅京肃贪法庭判处7年有
期徒刑，罚款3亿盾和易
科罚金3个月监禁。

 “被告Irwandi Yusuf
被证明犯下贪污行为。”
首席法官Sayfuddin Zuhri
周一（4月8日）在雅京肃
贪法庭如是表示。

法 官 小 组 还 撤 销 了
这 位 前 亚 齐 独 立 运 动
（G A M）人员 I r w a n d i 
Y u s u f的政治权利三年。
法官小组表示，I rw a n d i
被证实接受Bener Me-

riah Ahmadi县长的贿赂
10亿盾。这贿赂与201 8
年 亚 齐 特 别 自 治 基 金
（DOKA）的分配有关。

此外，I rwa n d i被证明
在2017至2022年担任亚
齐省长期间获得87亿盾的
贿赂，以及从PT Nindya 
Sejati的理事会获得324.5
亿盾的贿赂。

在同一审判中，法官小
组还判处一名Irwandi的亲
信 Teuku Saiful Bahri 5年
有期徒刑，罚款3亿盾和
易科罚金3个月监禁。

与 此 同 时 ， H e n d r i 

前亚齐省长 Irwandi Yusuf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4
月09日讯】法院法官乔尼
（Joni）再次拒绝囚犯拉
特娜·莎伦帕特城市拘留
的请求。拉特娜此前曾提
起国会议长法赫利（Fahri 
Hamzah）为城市囚犯的担
保人。

“法院法官未能成全被
告法律顾问的请求。” 乔
尼周二（4月9日）在雅京
南区地方法院后续庭审拉
特娜是如是说。

乔尼说，公诉检察官也

对转移囚犯身份的请求表
示反对。但是，没有进一
步详细说明法官为何拒绝
转移该城市拘留地位。

与此同时，拉特娜承
认，在法赫利被拒绝作为
拘留延期后，拉特娜不知
道谁将成为她城市拘留的
保证人。

与此同时，拉特娜的
辩护律师Insank Nasrud-
d i n表示，他尚未确定重
新提交囚犯身份转移的问
题。（ a d r ）

图为前亚齐省长Irwandi Yusuf 接受肃贪法庭的调查。

法官再次拒绝囚犯拉特娜城市拘留的请求

国民使命党 （PAN）荣誉委员会主席阿敏莱斯（Amien Rais-左）4月4日以证人
身份出席在雅京南区地方法庭对69岁激进人士拉特娜·莎伦帕特(Ratna Sarum-
paet)因制造和散播假新闻而被警方列为犯罪嫌疑人的庭审过程。

Yu z a l作为亚齐省长特别
助理也被判处4年有期徒

刑，罚款2亿盾和易科罚
金3个月监禁。（ a d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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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援 引 工 业 部 国
际 工 业 防 御 与 发 展 署
（KPAII）工业区经理瓦
希多（Ignatius Warsito）
在雅加达公布的新闻稿
称：“总额高达250兆盾
的投资金包括辅助基础
设施建设，如发电站、
水 处 理 、 污 水 处 理 厂
（IPAL）、土地，以及
道路。我们定下指标，
上述18个工业区将在今
年第三季开始运营。”

爪 哇 岛 以 外 的
1 8 个 工 业 区 位 于
司 马 威 、 L a d o n g 、
棉 兰 、 丹 绒 布 顿 、 
Landak、Maloy、Tanah 
K u n i n g地区以及比通。

还有在Kuala Tanjung、 
Kemingking、Tanjung Api-
api、Gandus、Tanjung Jab
ung、Tanggamus、Batulic
in、Jorong、Buli以及宾图
尼湾地区。

截 至 2 0 1 8 年 1 1 月
份，属于国家战略项目
（PSN）的10个工业区
已经运营。上述10个工
业区位于莫罗瓦利、班
塔恩县、K o n a w e、巴
鲁、Sei Mangkei、杜
迈、吉打邦、锦石、肯
德尔以及万丹省。

根据有关加速实施国
家战略项目的2017年第
58号总统条例，有23个
工业区被指定为国家战

略项目。
瓦 希 多 强 调 ， 工 业

部下定决心继续加快在
爪哇岛以外工业区的建
设，以便能推动在全国
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建设
均匀分布。

“ 在 爪 哇 岛 以 外 工
业区的发展集中于自然
资 源 和 矿 物 加 工 业 部
门，”他补充说。

上 述 策 略 性 步 骤 符
合 于 推 动 下 游 化 工 业
的 政 府 政 策 ， 因 为 有
能 力 提 高 国 内 原 料 的
附 加 价 值 、 雇 佣 当 地
工 人 ， 以 及 提 高 出 口
的外汇收入。

“ 因 此 ， 带 来 的 乘
数 效 应 很 大 。 此 外 ，
那也是在印尼制造4 . 0
（Making Indonesia 
4 . 0）综合路线图的策
略，”他阐述。

此 前 ， 工 业 部 长

艾 尔 朗 卡 · 哈 尔 丹 托
（Ai r l a n g g a  H a r t a r-
t o）声称，政府越认真
继 续 推 动 在 爪 哇 岛 以
外，如我国东区制造业
部门的增长。

“这符合于佐科威为
实现使我国成为中心建
设的目标，”他称。

特别是在我国东区，
在2 0 1 5年至2 0 1 7年期
间，在中苏省已运营的
工业区，其中是Morow-
a l i和巴鲁的工业区，而
在南苏省有Bantaeng工业
区，以及在东南苏省有
Konawe工业区。

“在Morowali、Bantaeng
以及Konawe的工业区，
我们聚焦于镍加工基础工
业，而在巴鲁发展基于藤
条加工品和农业的工业集
群区。该所有的工业区都
是国家战略项目，”他进
一步称。(vn)

印尼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雅加达举
行的APEC商业咨询委员会（ABAC）
年度会议成为东道主。这个由世界
商界领袖参加的会议将作为他们交
换意见的平台，以维持正在放缓的
世界经济稳定。图示左至右: 印尼
水泥公司总裁Hendi Prio Santoso，万
自立银行总裁Kartika Wirjoatmodjo，
印尼ABAC主席Anindya N. Bakrie以及
印尼工商会馆财政和公共金融货币
策略机构副总裁Shinta W Kamdani 于
周二在雅加达为第二届APEC工商咨
询委员会（ABAC）会议计划举行记
者发布会后谈话的情景。

(商报/Max Manuhutu摄)

【 安 塔 拉 社 雅 加 达
讯】交通部以贯彻良好
治理的方针和制止腐败行
为，把5座港口打造成无
贪污港口。

交通部长布迪（B u d i 
Karya Sumadi）昨日在雅
加达说：“其中一个良好
例子是丹绒不碌港，已成
为无贪污地区。交通部希
望不只是丹绒不碌港，而
其他5座港也将打造成无
贪污港口。”

布迪指出，该5座港口
是中爪省三宝垄丹绒北
腊、南苏省锡江港、苏
北省棉兰-勿佬湾、马鲁
古省安汶，以及巴布亚
省索龙。

部长解释，政府将鼓励
无贪污港提高服务质量，
以及邀请国内外私营企业
进行投资。

除了服务质量之外，交
通部长也要求集装箱吞吐
量增速强劲。

“比如说，丹绒不碌港
的集装箱吞吐量从750万
个标准箱增至900万个，
丹绒北腊从300万个标准
箱预计能增长20%，因为
我国的出口量增加，证明
港口运营商提供了最好的
服务，”他说。

布迪补充说，交通部截

至明年将把打造成无贪污
的港口作为试点项目。

“无贪污港口将使海运
服务速度大为提升。若港
口的工作表现良好和提供
最佳服务，我深信投资将
继续加大，”他如斯说。

海上捷运或成为商业航线
交通部长进一步指出，

成为定期货运船航线后，
几条海上捷运航线有潜力
改为商业航线。

海上捷运航线改为商业
航线的其中努力是把货物
寄托给私营海运企业的船
舶，来完成运输周转量。

“ 若 海 运 周 转 量 完
成，这条航线改为商业航
线，”他说。

布迪称，海上捷运在削
减西部和东部地区必需品
的价格差距，起着重要作
用，但是政府不可一直提
供补贴，所以要改成商业
航线。

部长指出，有潜力改
为商业航线的海上捷运是
马鲁古省Dobo和Saumlaki
航线。

目 前 ， 3 家 私 营 海 运
公司赢得今年7条海上捷
运航线运营商的竞标，
它们是Mentari Seja-
ti Perkasa公司（Mentari 
Lines）、Pelayaran Tem-

puran Emas公司（Temas 
Lines）和Pelangi Tunggal 
Ika公司。

Mentari Lines成为4条航
线的运营商，即H-2航线
（Tanjung Perak-Wanci-
Namlea-Namrole-Tanjung 
Perak）、H-3航线（Tan-
jung Perak-Tenau-Saum-
laki-Dobo-Tanjung Per-
ak）、T-9航线（Tanjung 
Perak-Oransbari-Waren-
T e b a-Am b o n-T a n j u n g 
Pe rak），以及T-12航线
（Sauml a k i-La r a t-Te-

ba-Moa-Kisar-Kalabahi-
Saumlaki）。

而Temas Line成为
T-11航线（Tanjung Per-
a k - F a k f a k - K a i m a n a -
T i m i k a - A g a t s - B o v e n 
Digoel-Tanjung Perak）
的运营商。

Pelangi Tunggal Ika公司成
为T-13航线（Tenau-Rote-
Sabu-Lamake r a-Tenau）
和 T - 1 4（ T e n a u - L e -
woleba-Tabi lo ta-Laran-
tuka-Marapokot-Tenau）的
运营商。(er)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
农业部表示，政府将通过
制定政府购价（HPP）和
最高零售价（HET）的政
策稳定稻谷价格。

农业部公关关系和公共
信息局局长安德里（Kun-
toro Boga Andri）说，
通过政府购价的政策，政
府可干预来监督基价，以
致农民产品的售价不会暴
跌。

“此外，最高零售价成
为最高价格，以致消费者
必须支付的价格不会大幅

上涨，”他如斯说。
他解释说，特别是在

每年2月至5月份，全国一
些地区，如东爪省、中爪
省、西爪省、西奴沙登加
拉、南加省、苏南省，以
及楠榜地区进入丰收期。

丰收期自然地将会使
农业的产量增加。虽然如
此，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中
间商的伎俩，因为他们经
常压低农民产品的价格到
最低点。

他表示，农业部长阿姆
兰·苏莱曼（Amran Su-

la iman）和其工作人员经
常到现场监督稻谷价格的
动向。根据监视结果显
示，自从今年3月中旬，
稻谷价格下降，不符合已
制定的政府购价。

因此，农业部粮食安全
机构亦与采购稻谷小组团
体，与国家粮食署（Bu-
l o g）、地方政府、国军
（Tentara Nasional Indo-
nesia/TNI）或印尼国家警
察（Polri）积极合作。

总所周知，根据20 1 5
年第5号的总统指令称，

政府从农民采购的收割干
谷粒（GKP）价格每公斤
3700盾，而在国家粮食署
仓库碾干谷粒（GKG）的
政府购价每公斤只有4650
盾，以及在粮食署仓库大
米的政府购价每公斤7300
盾。政府将为每种稻谷情
况，增加政府购价10%，
以致现在收割干谷粒的政
府购价每公斤上涨到4070
盾，而碾干谷粒的政府购
价每公斤涨到5115盾，以
及大米的政府购价每公斤
涨到8030盾。(vn)

图为周一（4月8日），中加里曼丹省佰冷加拉亚
（Palangkaraya）的Tjilik Riwut机场新航站楼乘客等候室
的冷清气氛。

私营矿业CNI与国营PP公司合作

在东南苏省兴建镍冶炼厂

【罗盘报加拉璜讯】
由于国内的大蒜库存充足
和考虑农民的利益，贸
易部长英卡尔迪亚斯多
（Enggartiasto Lukita）
肯定，政府将取消从中国
进口大蒜。

贸易部长阐明，监督企
业竞争委员会（KPPU）和
印尼行政服务考察监督机
构（Ombudsman）也反对
进口大蒜的计划。

英卡尔周日在加拉横
说：“贸易部将听从农
业部的建议，因为农民
辛辛苦苦地种植出了大
蒜。KP P U和行政服务考
察监督机构也有相同的见
解，所以贸易部顺从他们
的建议不再进口。”

贸易部长进一步指出，
到目前为止，贸易部没有
进口大蒜的计划，因为国
内的库存充足。他甚至坦
言，要求进口商销售库
存大蒜。“目前国内的大
蒜供求不是在紧急情况
下，”他说。

众所周知，政府此前委
托国粮署从中国进口10万吨
大蒜。按照计划，中国大蒜
理应于本月内抵达国内。但
是到目前为止，贸易部从未
发出进口许可证。

临近大选必需品价格受控
进一步，贸易部长英卡

尔迪亚斯多保证，市场的
必需品供应稳定，库存量
也充足，所以消费者无需
担忧。他上周四在井里汶
称：“总的来说，必需品
供应量和库存充足，不会
短缺。”

英卡尔续说，大米、
鸡蛋、食用油等的供应稳
定，甚至有的价格趋于下
降，那是因为库存充足。

大米价格甚至低于最高
零售价格（HET），比如
说中等大米的最高零售价
每公斤9450盾，而商人以
每公斤8500盾销售。

“米价趋于下降。我看
品质较高的中等大米售价低
于最高零售价格，”他说。

贸易部长进一步强调，
消费者无需担心必需品价格
跃升，尤其是临近大选，因
为政府保证一切都安全。

虽然如此，英卡尔坦承
有几类蔬菜，比如番茄和
红葱的价格跃升，但是增
幅还是合理的。

“临近大选，消费者无
需担，因为供应稳定，库
存量充足，一切都安全，
没有理由担心，”英卡尔
如斯说。(er)

爪哇岛以外18个工业区

有潜力引进250兆盾投资金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工业部定下指

标，在爪哇岛以外的18个工业区今年已能

开始运营，预期这些工业区有潜力引进投

资金250兆盾，并吸纳90万名直接员工。

交通部将贯彻良好治理方针

把5座港口打造成无贪污港口

农业部：制定政府采购价后 丰收期稻谷价格不会暴跌

印尼成为ABAC会议东道主

国内大蒜库存充足和为民作想

贸易部将取消从中国进口大蒜

【安塔拉社肯达里讯】
一投资矿业私企Ceria Nu-
graha Indotama（CNI）公
司与国营企业Pembangu-
nan Perumahan（PP）公司
合作，在东南苏省兴建镍
冶炼厂。

CNI公司总经理德利延
（Derian Sakmiwata）上
周六在肯达里称，双方达
成共识并已签署合作协
议，将尽快在近期内为主
要基础设施和辅助设施工
程开工。

他说：“冶炼厂项目
将于今年5月举行奠基仪
式。支撑镍铁冶炼厂的主
要基础设施和辅助设施工
程预期2021年底完成。”

CNI公司的冶炼厂工程
用地总面积400公顷，由
Pembangunan Perumahan公
司承建。

德利延续说，这项工程
也是公司承诺计划兴建镍
矿加工厂的一部分。

这座采用回转窑电炉
（RKEF）技术的冶炼厂，

装备4x72兆伏安回转窑，
有能力把500万吨镍矿冶
炼成23万吨镍铁，镍含量
22%至24%。

CNI公司镍冶炼厂工程
将分成3个阶段，第一期
1x72兆伏安、第二期1x72
兆伏安，以及第三期2x72
兆伏安。

冶炼厂工程的投资资本
预计达7.05亿美元，不包
括港口设施，辅助设施和
其它建设项目。

德利延透露，公司指
定中国恩菲工程（ENFI）
作为冶炼厂技术供应商。
它是中国最大的服务工程
公司之一。Pembangunan 
Perumahan公司高级副总监
兼设计采购施工部负责人
Nurlistyo感谢CNI公司给予
的信任。

“公司对CNI公司为实
现其建立冶炼厂的承诺所
采取的步骤表示赞赏。
公司尽快在CN I公司的施
工现场，开始兴建冶炼
厂，”他说。(er)

Tjilik Riwut新航站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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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美国经济数据疲弱累及美元下滑
金价上涨

因在美国公布低迷数据后，美元下
跌，金价攀升，徘徊在上日所及的逾
一周高点附近。0824GMT，现货金升
0.34%报每盎司1,301.54美元。美国
期金涨0.24%报每盎司1,305美元。

受利比亚冲突、OPEC减产和美国制裁推动
油价接近五个月高位

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牵头减产、
美国制裁伊朗与委内瑞拉、以及利比亚
暴力冲突升温之际，市场持续趋于紧
绷，油价接近五个月高位。指标布兰特
原油期货触及每桶71.34美元，为去年11
月以来高点，0700GMT时报70.99美元。
美国原油期货亦触及2018年11月以来高
点64.77美元，之后回落至64.42美元。

原油价格上扬扮推手
加元及澳元等大宗商品货币上涨

受助于原油价格升至五个月高
点，油价上扬也带动多数大宗商品货
币走高，澳元及加元上涨。澳元/美
元上涨0.2%至0.7144美元，稍早触
及三周高位。加元/美元升至1.3293
加元，为3月21日以来最强价位。欧
元兑美元涨0.1%至1.1266美元。美
元指数跌0.1%至96.878。

美国股市涨跌不一
投资者正准备迎接华尔街预计的

自2016年以来的第一个季度利润萎
缩，美国股市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
克指数周一小幅收高，但工业类股下
跌抑制了涨幅。

根据初步收盘数据，道琼工业
指数收跌91.45点，或0.35%，报
26,3 3 3 . 5 4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2.05点，或0.07%，报2,894.79
点；纳斯达克指数收高14.21点，或
0.18%，报7,952.90点。

日本股市收高
此前路透报导称，美国对冲基

金公司Third Point LLC正在建立对
该公司的持股，以推动公司作出改
变，日经指数在震荡交投中收高，
科技股和机械类股表现出色，同时
索尼股价跳涨。日经指数收高0.2%
报21,802.59点。东证股价指数跌
0.1%至1,618.76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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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股市

黄金行情
4月9日 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2.990.000 盾卖出 2.650.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5.910.000 盾卖出 5.300.000 盾买进

http://www.anekalogam.co.id/harga-emas-terkini

部门 指数 波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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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2019年4月9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外币名称
 FOREIGN             现汇      现钞 

 CURRENCY 买进 卖出 买进 卖出

新台币 TWD TWD google.com报导 中间价459.12

中国快汇(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April 9 , 2019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151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6.704 卖出)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

亚股

日经指数 21802.59 涨 40.94

韩国综合 2213.56 涨 2.96

香港恒生 30157.49 涨 80.34

上海综合 3239.66 跌 5.15

欧股

英国FTSE 7455.21 涨 3.32

德国DAX 11954.00 跌 9.40

法国CAC 5476.98 涨 5.21

荷兰AEX 563.41 涨 1.10

http://tw.stock.yahoo.com      2019/04/09    19:32

美股

道琼工业 26341.02 跌 83.97

那斯达克 7953.88 涨 15.19

S&P500 2895.77 涨 3.03

htt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 Dow Jones    4:00 PM  08/04/2019

 6484.35 0.91

  1024.36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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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7.31  0.54

  1797.48  0.15

  867.22  1.09

  1337.02  1.77

  2556.80  0.67

  482.73  1.53

  1155.05  0.97

  1291.99  0.75

  821.39  1.34

  1608.97  0.95

美元 USD 13991.50 14311.50 14079.00 14221.00

新币 SGD 10382.35 10503.15 10394.24 10502.95

港币 HKD 1783.82 1823.82 1794.37 1812.54

日元 JPY 125.21 128.81 126.46 127.75

欧元 EUR 15806.01 16066.01 15858.59 16019.96

澳元 AUD 9961.53 10201.53 10028.47 10131.04

英镑 GBP 18343.18 18643.18 18405.48 18598.22

人民币 CNY           - - 2096.90 21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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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9日

 1 FASW 8300 8100 200 -2.41% 73400 609375
 2 BSSR 2280 2130 150 -6.58% 233000 510151
 3 RODA 550 414 136 -24.73% 2175300 921527
 4 PNSE 770 645 125 -16.23% 9100 5661
 5 MREI 6400 6275 125 -1.95% 900 5582
 6 KRAH 2480 2370 110 -4.44% 28300 69235
 7 MAPA 7800 7700 100 -1.28% 2800 21795
 8 INDR 4830 4750 80 -1.66% 42000 200367
 9 ASDM 1085 1010 75 -6.91% 1000 1010
 10 SMCB 2070 1995 75 -3.62% 531100 1028999

 1 DUTI 5875 6900 1025 17.45% 700 4920
 2 UNVR 48200 49000 800 1.66% 1303800 63824832
 3 GGRM 78675 79300 625 0.79% 1093400 86630695
 4 MLBI 19325 19900 575 2.98% 22800 449515
 5 UNTR 25900 26425 525 2.03% 3836700 100946880
 6 INKP 8200 8575 375 4.57% 10216100 86525862
 7 SMGR 13575 13950 375 2.76% 9284600 130789015
 8 POOL 2500 2820 320 12.80% 61748100 155889985
 9 ICBP 9000 9275 275 3.06% 8291600 76322515
 10 TKIM 10300 10525 225 2.18% 1730800 18080835

请于【Work4】标语化你的使命，
将之浓缩至20字以内，如果觉得困
难，可以试著思考自己的公司“擅长
什么”。“00的专家”这种表现一目
了然，因此能广为运用于许多行业。

我国的5年信用违
约互换指数在2019年
3月底从20 1 8年底的
137.45点骤降至91.77
点，落了33.22%。在
四月初该水平相对还
是稳定。

我国5年信用违约
互 换 骤 降 ， 而 其 他
一些对等的发展中国
家，如印度和墨西哥

也分别下降24.23%和
19.44%。

信用违约互换指数
越低，显示外国投资
者为确保国家证券工
具的投资组合安全，
必须向作为担保人的
第三方偿付的风险酬
金更加廉宜。

去年，我国5年信用
违约互换指数水平一度

在2018年1月9日落到
76.92点，但此后我国
信用违约互换指数随着
美联储（The Fed）升
息和贸易战，全球市场
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增加
而持续升高。

印尼Mirae Asset证
券公司固定收入部分
析师Dhian Karyantono
称，今年初信用违约互
换指数下降，是2018
年第四季度全球原油价
格下滑趋势造成的。

美联储自2013年5月
的逐步缩减政策推动全
球资本市场参与者关注
美国通胀趋势。全球原

油价格的上涨是我国5
年信用违约互换指数动
向的主要指示物。

原油价格的下降趋
势或推动先进国家，
特别是美国的通货膨
胀率下降，因此也推
动美联储金融政策立
场趋向鸽派。此事必
然对包括我国在内的
发展中国家债券工具
产生积极影响。

作为石油进口国，
油价下滑有望减少我
国国际贸易负担，因
此盾币兑美元汇率也
跟着上升。（xf）

注：信用违约互换

是将参照资产的信用风
险从信用保障买方转移
给信用卖方的交易。信
用保障的买方向愿意承
担风险保护的保障卖方
在合同期限内支付一笔
固定的费用；信用保障
卖方在接受费用的同
时，则承诺在合同期
限内，当对应信用违约
时，向信用保障的买方
赔付违约的损失。对应
参照资产的信用可是某
一信用，也可是一篮子
信用。如果一篮子信用
中出现任何一笔违约，
信用保障的卖方都必须
向对方赔偿损失。

此前全球原油价格下滑趋势

我国CDS指数骤降投资风险感知好转
【印尼文版商报雅加达讯】鉴于全球

经济动荡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反映在

信用违约互换(CDS)指数上的我国投资

风险感知今年可能继续下降。

【本报讯】周二
（9/4）综合指数在闭
市时上升。早盘结束
时，综指上升49.89点
或0.77%至6475.632
点。但在下午收盘
时，却上升58.16点
或0 . 9 1%，报收于
6484.348点。LQ-45指
数上升9.06点或0.89%
，报1024.355点。

亚洲股市上下不
一，日本指数上升
40.94点或0.19%，
报218 0 2 . 5 9；香港
指数上升80.34点或
0.27%，报30157.49
；上海指数下落5.15
点或- 0 . 1 6 %，报
3239.66；海峡时报
指数上升10.18点或
0.31%，报3325.60。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
共发生43万2875次，
有155亿8056万4391
份股票易手，总值8
兆2975亿7056万5897
盾。涨价的股有243
种，落价的股有156
种，231股持平。

外资净购59 6 6亿
5000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DUTI(Duta Perti-
wi股)涨价1025盾，
现价6900盾；UNVR(
联合利华公司股）涨
价8 0 0盾，现价4万
900 0盾；GGRM(盐
仓香烟公司股)涨价
625盾，现价7万9300
盾；MLB I(星牌啤酒
股)涨价575盾，现价
1万9900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FA SW（ F a j a r 
Surya Wisesa股）落
价200盾，现价8100
盾；BSSR（Baramulti
股）落价150盾，现价
2130盾；RODA（Pikko 
L a n d 股 ） 落 价
1 3 6 盾 ， 现 价 4 1 4
盾；PNSE（Pudjiadi & 
Sons股）落价125盾，
现价645盾。

 
盾币增值34点
周二，雅京银行际

货币兑换交易（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 
/JISDOR）收市，1美
元以14133盾中间价结
束，比先前价以14167
盾中间价，盾币增值
34点。（asp）

综合指数上升58至6484.348点
1美元兑14133盾

【本报Mu h a mm a d 
Maan报道】Cipta Dana
融资公司与印尼Pollux
房地产公司和Virg i n i a
房地产集团合资公司的
Pollux Aditama Kenca-
na公司合作资助芝卡朗
（Cikarang）Chadstone
公寓贷款（KPA）。

Cipta Dana融资公司
董事总经理Z.Ivan Ap-
th i oman日前在雅加达
签署合作协议书时称，
该合作是由印尼Pollux
房地产公司作为芝卡朗
Chads tone巨型超级块
的良好名誉所推动。

 “除了首付款更低
为10%外，该公司的主
要优点是行政流程不太
难和比银行业更简单，

因融资业瞄准的领域是
银行不瞄准的非正式工
人或外包工人。我们也
提供融资限额，从2亿
5000万盾至40亿盾”。

据印尼Pollux房地产
公司首席执行官称，融
资业的公寓贷款吸引作
为融资工具，因比银行
更容易获得融资。

“该合作也成为向
申请贷款但被银行拒绝
的潜在客户的解决方
法。以致终端用户或
投资者在获得芝卡朗
（Cikarang）Chadstone
巨型超级块的公寓中，
愈加容易。”

他 接 着 说 ， C i p t a 
Dana融资公司可成为非
银行获得资金的另类。

Pollux Aditama 
Kencana公司董事总经
理Asmat Amin称，未
来也还有良好名誉和有
名的一些潜在融资公司
正与芝卡朗Chads tone
项目探讨合作。

“透过融资业的融
资，民众在拥有独家入住
越来越容易，并能够提高
生活的方便和质量。”

作为指定承包商的
印尼CNQC公司董事总
经理Zhang Dong称，今
年6月份，使用国际标
准的芝卡朗Chads tone
公寓完成建设。

“我们将致力于兴
建具有国际质量标准
的芝卡朗Chads tone公
寓。”（译asp）

Cipta Dana公司资助芝卡朗Chadstone公寓贷款

图为，从左至右：芝卡朗（Cikarang）Chadstone公寓公司总经理Prio Purwanto、Pollux 
Aditama Kencana公司企业金融经理Donisius Adi、芝卡朗Chadstone公寓公司营运经理
Yanto Zefania、Pollux Aditama Kencana公司Lie Iwan Aliwayana、Cipta Dana融资公司董事
总经理Z.Ivan Apthioman、Cipta Dana Capital公司首席执行官Andrijanto和其他董事局日
前在雅加达签署该合作协议书时合照。（本报Muhammad Maan摄）

为了向大学生提供金融和科技能力发展的建议，科技与高等教育部举行2019年印尼金融
科技论坛，参与者有1000名西爪哇省各大学的学生。图为周一（8/4），科技与高等教
育部大学生事务主任 Didin Wahidin（左）、印尼万自立资本（Mandiri Capital Indonesia）公司
首席执行官Mardianto Eddi Danusaputro（左二）、印尼中央银行（央行/BI）零售支付系统组
主任 Danarto Tri Sasongko（左三）与 Kawan Lama公司监事 Tony Sartono（右二）在西爪哇
省、万隆市， Grand Pasundan酒店该活动上作为发言人。

2019年印尼金融科技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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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 ， 克 拉 卡 陶 钢
铁公司记载，本年净损
失为7482万美元。但根
据历来的记载，最近4
年来，净损失已连贯缩
减。2015年，克拉卡陶
钢铁公司亏损3.2003亿
美元。

为能争取账面利润，
克拉卡陶钢铁公司定下
指标，今年净收入提高
约 2 5亿美元至 2 9亿美
元。如与去年的净收入

17.4亿美元比较，则以
上指标相等于同比增长
43.68%至66.67%。

今年定下的净收入指
标，因与进口钢铁产品
竞争已松懈而有潜力达
标。众所周知，政府已
颁发2019年第25号财政
部长条例，有关对来自
中国、印度、俄国、哈
萨克斯坦（Kazakhstan）
、白俄（Belarusia）、台
湾和泰国进口的钢铁，

延长反倾销进口税。
克 拉 卡 陶 钢 铁 公 司

总 经 理 希 尔 米 . 卡 林
（Silmy Karim）对记者
称，如果根据我国进口
钢铁的数据，中国支配
我国上游至下游钢铁工
业的合金钢（�a�a �a���a�a �a��
uan）和�钢（�a�a kar�）和�钢（�a�a kar��a�a kar�
� o n ） 进 口 量 。 “ 实
施 反 倾 销 进 口 税 条 例
（BMAD）后，竞争程度
变得更公平。”

但 克 拉 卡 陶 钢 铁 公
司并没有仅依赖钢铁反
倾销进口税条例而已。
因该条例已使国内市场
潜力变得很大，克拉卡
陶钢铁公司也不愿放过
向加拿大、澳洲和南亚

区，如孟加拉和斯里兰
卡的出口商机。预测今
年销售比例为国内市场
占 8 0 % 和 出 口 市 场 占
20%。

据悉，克拉卡陶钢铁
公司大部分向马来西亚
和澳洲出口。克拉卡陶
钢铁公司向马来西亚出
口热轧钢卷（HRC）和向
澳洲出口热轧钢板。

克拉卡陶钢铁公司也
将提高生产费效率，俾
能尽力提高产品储备。
一边完成2号热轧钢带厂
（HSM）。为此今年，
克拉卡陶钢铁公司计划
拨出3亿美元资本支出，
该 资 本 支 出 来 自 股 本
（ekuitas）和借贷。(sl)

【本报讯】Summarecon 
Agung公司通过旗下Sum�
marecon Ser�ong公司，正
式启用在Boulevar� Raya 
Ga�ing Ser�ong路的人行
天桥M�Town Sky�ri�ge，
成为Summarecon Agung新
地标性建筑。

该人行天桥连接Sum�
marecon Mall Ser�ong(SMS)
购物商场和Ser�ong M�
Town公寓工程。

Summarecon Agung公
司经理Soegianto Nagaria
称，希望SMS购物商场租
户可以良好利用该人行天
桥的设施。

“M�Town Sky�ri�ge
可以供SM S购物商场客
户、Ser�ong M�Town公
寓住户和公众使用。SMS
租户肯定会利用该人行天
桥。”他这么说。

Summarecon Ser�ong
公司执行董事Mag�a l e na 
Juliati称，M�Town Sky�

�ri�ge将成为M�Town名望
地区的走廊，即M�Town 
Signature和M�Town Res�
i � e n c e，已直接连接到
SMS购物商场。

M�Town Sky�ri�ge由Ur�
�ane In�onesia公司设计，其

高度约7米和长度103米，
设在Boulevar� Raya Ga�ing 
Ser�ong公路上。

她称，Ser�ong M�
Town公寓分为两个类型，
是Signature拥有4栋公寓，
共有38层楼。而M�Town 

Resi�ence有6栋公寓，各
栋公寓高35层楼。

SMS中心经理Willy Ef�
fen�y补充，M�Town Resi�
�ence天桥将为每个人活动
提供方便，以致有助于集
成的综合城市增长。(lcm)

【Kon t an雅加达讯】
国内首饰市场前景非常
明朗。今年，数家首饰
生产商准备在国内市场
扩展销售。其中一项策
略，是在各区域增设一
些零售店。

举例Harta�inata A�a�i
公司，今年已拨1000亿盾
资本支出，该公司将聚焦
于在国内市场扩展业务，
如巨港（Pa l em � a n g）
、 棉 兰 （ M e � a n ） 、
巴 淡 （ B a t a m ） 、 亚
齐 （ A c e h ） 、 锡 江
（Makassar）直至三马林
达（Samarin�a）。

Harta�inata A�a�i公司
财政经理德尼.王（Denny 
Ong）对记者阐明，此前，
该公司仍聚焦于在爪哇岛
提高销售量，因此，我们
希望能扩展至苏门答腊、
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
仍有许多活动空间和开拓
国内市场的商机。”

今年，H a r t a � i n a t a 
A�a�i公司也计划，将增
设50家零售店，如此一
来，Harta�inata A�a�i公
司经理部更有信心，至
今年底，首饰销售能提
高12%至15%，或者是
3.2兆盾至3.4兆盾。

其 它 的 首 饰 生 产
商，YT Utama Putra公司
也有信心，今年，在国
内市场和出口市场，销
售能提高40%。

YT Utama Putra公
司营业主任威尔丹.阿
卜杜玛其特（W i l � a n 
A��ulma��i�）阐明，至
今年3月，国内销售提高
30%。“平时，临近年
底，有降低趋势，但去
年底，并没有发生。”

在国内市场，YT Utama 
Pu t r a公司仍聚焦于爪哇
岛，即万隆（Ban�ung）
和泗水（Sura�aya）。“

我们能从万隆分配至西爪
和中爪的客户，而从泗水
能扩展至东爪和爪哇岛外
的买客。”

与此同时，在出口市
场，YT Utama Putra公
司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Uni Emirat Ara�）、新
加坡和泰国。威尔丹声
称，在出口市场的首饰
销售仍稳定，并没有显
著的剧升或者是降低。

今年，YT Utama Putra
公司仍聚焦于开拓的市
场，还未计划增加零售
店或者是向别的城市或
者是扩展出口业务。(sl)

【Kontan雅加达讯】Ter�Kontan雅加达讯】Ter�雅加达讯】Ter�Ter�
regra Asia Energy（TGRA）
公司持续兴建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EBT）发电
站。今年，Terregra Asia 
Energy公司定下指标，能
完成座落于澳洲，装机
容量为35兆瓦的4座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站工
程。

Terregra Asia Energy
公司秘书克莉丝汀.苏威
多（Christin Suwito）向
记者证实，Terregra Asia 
Energy公司能建成全位于
澳洲的发电站工程，因兴
建太阳能发电站并不必花
太久的时间。“我们定下
指标，如果一切顺利的
话，发电力为35兆瓦的发
电站，能在今年运营。”

今 年 2 月 ， T e r r e g r a 
Asia Energy公司已与三井
（Mitsui）和Yon�en签署
合作协议，在澳洲兴建发
电站工程。

克 莉 丝 汀 声 称 ， 在
该合作协议中，三井和
Yon�en分别持有TGRA子
公司的1 5%股权，该来
自日本的企业将供应专
员和技术转移。

除了与三井和Yon � e n

合作之外，Terregra Asia 
Energy公司仍考虑寻找1兆
盾的资本来源在2019年内
兴建发电工程。

依计划，Terregra Asia 
E n e r g y公司将把资本支
出工作正在兴建中的数
项工程预算，T e r r e g r a 
Asia Energy公司在苏门
答腊有9座微型水力发电
站（P L T M H）工程和在
亚齐（Aceh）有2座水力
发电站（PLTA）工程，
分别能发电50兆瓦和139
兆瓦。

根据Ter reg ra Asia 
E n e r g y 公 司 财 政 报
告，20 1 8年，该公司收
入达到455.9亿盾，该数
目比2 0 1 7年的3 7 9 . 2亿
盾提高20.23%。收入提
高是来自商业收入455.2
亿盾的和租赁收入64 7 0
万吨的支撑。

除 此 之 外 ， 去
年，Terregra Asia Energy
公司也记载，销售固定资
产，即销售太阳能电池
板设备（�eralatan �anel 
s u r y a）总值达到26.6亿
盾，那是巴厘（Bal i）的
太阳能发电站（PLTS）工
程购买。(sl)

临近今年斋戒月和开斋节

味精与调味品畅销

图为西爪哇省茂物县Cisarua镇Tugu Utara村的Cibulao区
的农民正在烘培阿拉比卡Cibulao种咖啡豆。该地区每
次收获Cibulao咖啡时，生产量多达一至两吨，然后把
产品销往雅加达、茂物、巴厘岛、巴淡岛和泗水多
个地区。

克拉卡陶钢铁定下指标

今年盈利达630万美元
【Kontan雅加达讯】在长久蒙受损失

之后，克拉卡陶钢铁（Krakatau Steel）

公司经理部关注今年能获利，克拉卡陶

钢铁公司希望，今年能获得500万美元至

630万美元的盈利。

Summarecon Serpong正式运营新地标建筑

Summarecon Agung公司经理Soegianto Nagaria(中)与经理Jason Lim(左3)、顾问Lilies Yamin(左5)，在
塞尔邦的M-Town Skybridge开幕典礼举行剪彩仪式。(商报/Muhammad Maan摄)

国内首饰市场前景明朗

生产商准备向新开发区扩展业务

【Ko n t a n雅加达讯】
今年，味精(MSG)业务市
场非常好。味精生产商正
在准备供应今年的市场需
求，尤其即用的调味品。

何况，今年上半年底迎
接斋戒月和开斋节。Sasa 
Inti公司首席执行官Ru�olf 
T � a n � r a称，在所有商务
的需求，味精或非味精产
品，包含食品调味料和调
味粉，都将提高。

“比前几个月至少提高
20%以上。”他这么说。

尤其味精，Sasa I n t i
公司预计增幅没有非味
精产品那么大。原因是
未来几年味精市场趋于
稳定，虽然由印尼医生
协会( ID I )和一些国内外
机构的发布宣称味精可
安全食用。

“但是，看来目前民众

更选择以肉汤形式的调味
味精。”他如斯说。

为此，味精对销售的贡
献就没有以前那么大。目
前，Sasa Inti公司销量被
非味精产品支配，例如即
用调味料、即食肉汤和调
味粉占60%，而其余40%
是味精产品。

在调味粉分类，S a s a 
Inti公司表示可以成为市场
领头羊以48%的市占率。
而即用的椰奶产品在现代
市场排行第二。

他也说，为Sasa产品，
味精产品仍成为领头羊，
以市占率40%以上。Sasa
产品平均有70%被传统市
场吸收，并其余30%现代
零售市场。

未来，Sasa Inti公司欲
更聚焦于非味精产品，即
用的厨房香料。该公司未

来几年将加强改进产品和
现有的新产品。

A�inomoto味精品牌也
等待斋戒月的契机。平
常，斋戒月的销量更好，
因为民众更喜欢在家做
饭。“以致影响到调味品
的销售。”A�inomoto In�
�onesia公司经理Tri Mulyo 
In�ianto如斯说。

Royco品牌生产商印尼
联合利华(UNVR)公司食品
经理Hernie Rahar�a称，调
味品商务每年增长，由于
做饭的人更多，从家庭妇
女或千禧年一代都使用。

调味品使用量也持续
增长，因为可以食用到
各种食品。其商业的潜
力前景仍明朗， R o y c o
调味品持续履行创新和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的
策略。 ( l c m )

Terregra定下指标

今年4座EBT发电站竣工

销售蜜柚

星期二（4月9日），一位在亚齐省东亚齐朱洛克
（Julok）县的居民在跨国区公路整顿蜜柚子。每粒蜜
柚的售价大约2万盾至3万5000盾，取决于其果子的
大小。

茂物Cibulao种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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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沈阳自贸区新建亿元以上项目34个 
总投资逾669亿元

在制度创新优势和重点产业集聚效
应下，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
沈阳片区不断提升区域经济能级，两
年来新建亿元（人民币，下同）以上
项目34个，计划总投资669.2亿元。

沈阳自贸区挂牌两周年活动9日举
行，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18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个海外商协会及
企业代表参加此次活动。

“平均每天有23户企业落户沈阳自
贸区。”沈阳市政府副秘书长陈佳标
说，2017年4月10日，沈阳自贸区正
式挂牌成立，两年来累计新注册企业
1.7万户，形成税收企业6342户，设
立外商投资企业262户，分别是成立
前27.6倍、10.4倍和17.5倍。

河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
总额达665.8亿美元

“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论坛9
日在郑州举办。记者从论坛上获悉，
近年来，中国内陆河南省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达到
665.8亿美元。

此次论坛系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
投资贸易洽谈会的重要活动之一，由
河南省政府、中国商务部等主办。论
坛吸引了法国、比利时、乌兹别克斯
坦、格鲁吉亚、赞比亚等10余个国家
的政要客商400余人参加。

东方航空开通广州直飞名古屋航线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上海航空公司9

日开通广州直飞日本名古屋航线。
据悉，该航线由东方航空集团全资

子公司上海航空执飞。从4月9日至6
月6日，除星期五外，每周执行6班，
当日往返；6月6日以后，该航线每日
均有1班往返。具体航班信息为：去
程航班FM807，8时45分从广州白云
国际机场起飞，12时50分抵达名古屋
中部国际机场；回程航班FM808，13
时50分从名古屋起飞，17时10分到达
广州，以上时间均为当地时间。

3月广州一二手
住宅成交面积环比大涨

记者9日获悉，2019年3月，广州一
手住宅和二手住宅成交面积环比均出现
大涨，广州楼市呈现“小阳春”行情。

据网易房产监控数据显示，3月
份，广州一手楼网签成交面积接近10
万平方米，环比大涨35.25%。整体
上看，3月份成交量主要集中在外围
区域（番禺区、南沙区、增城区、花
都区、从化区），同比去年，增城、
南沙、番禺等区域成交量明显上涨。
增城同比上涨超八成，位居榜首，而
番禺成交量直接翻倍；中心区（越秀
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
区、黄埔区）同比也表现不俗。

台湾3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同比增长0.58%

台湾行政当局统计部门“主计总
处”9日公布数据显示，3月份台湾消
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增长0.58%
，物价涨幅继续处于温和稳定水平。

综合“主计总处”新闻稿及中央社
等台湾媒体报道，3月CPI主因蛋类、蔬
菜、燃气及油料费价格上涨所致，而水
果、成衣、通讯费及消费性电子产品价
格下跌，抵消部分涨幅，若扣除蔬果、
能源，核心CPI同比增长0.47%。

陕西自贸区挂牌两年
新增注册市场主体40694户

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办公室9日透
露，陕西自贸区揭牌成立两年来，加
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投资贸易便利
化水平显著提升，金融服务创新步伐
加快，区域协同发展成效初显。截至
2019年3月底，陕西自贸区新增注册
市场主体40694户。

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
办公室副主任王刚介绍，陕西自贸试验
区不断深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经济合作，着力推进国际航空枢纽、国
际运输走廊建设。截至目前，国际航线
达到67条，全货运航线达19条。

今年一季度北京市消费者信心指数
创五年来新高

今年一季度，北京市消费者信心指数
快速提升，为119.3，比2018年四季度提
高6点，高于上年同期0.8点，创五年来
指数新高。其中，就业状况预期指数升
幅对消费者信心指数拉升作用明显。

北京市统计局9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一季度，构成消费者信心指
数的五类指数较上季度全部上升，尤
其是就业状况预期指数升幅大于总指
数升幅6.3个点，对消费者信心指数
拉升作用十分明显。

中国银保监会数据
显示，2018年中国保
险业实现原保险保费
收入3.8万亿元（人民
币，下同），同比增长
3.92%，增速较上年放
缓14.42个百分点。

尽管如此，瑞士再
保险中国总裁陈东辉
依然对中国保险市场
抱有信心。他在 9日
北京举行的一场媒体

交流会上表示，随着
中国向高质量发展转
型，保险业支持实体
经济、保障民众更美
好生活的作用更加凸
显，这也意味着保险
公司将迎来更大发展
机遇。

就具体业务而言，
瑞再研究院分析称，
受利率高位和严监管
影响，近期中国寿险

新单规模下降，但业
务结构明显改善。保
障型业务是监管方鼓
励发展的方向，市场
需求也偏刚性，预计
未来将成为寿险市场
发展主力军。同时，
保险公司正积极应用
保险科技，通过提供
更多定制化产品满足
日益富裕人群逐渐增
长的保险需求。

瑞士再保险：

未来10年中国寿险保费年均实际增速将达9.1%
【中新社9日讯】尽管2018年中国保险业增长有所放

缓，外资保险公司依然看好这一市场前景。据瑞士再

保险测算，未来10年中国寿险保费年均实际增速将达

到9.1%。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新社9日讯】香
港贸易发展局（香港贸
发局）主席罗康瑞9日出
席媒体茶叙时表示，香
港贸发局致力巩固香港
作为“一带一路”环球
商业枢纽的角色，将继
续依循制定路线图、建
立联盟、构建沟通合作
平台、缔造商机、促成
合作项目五大方向，支
援“一带一路”发展。

罗康瑞表示，香港贸
发局希望通过一系列推
广项目，促进香港、内
地及国际合作，推动香
港服务、金融及法律平
台支援“一带一路”发
展，为国际公司以至中
小企业开拓环球商机。

在制定路线图方面，
香港贸发局成立了“一
带一路”委员会，推动
香港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加强调研工作，
全年刊登约2500份电子
及印刷版研究文章；透
过“一带一路”资讯网

【中新社9日讯】历
经3年多的施工建设，
由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投资、中国铁
建大桥局参建的湖北石
首长江大桥9日成功合
龙。为年内大桥通车奠
定了坚实基础。

这座湖北省投资规
模最大、施工条件最复
杂的石首长江大桥全长
12.2公里，为双塔斜拉
桥，一跨820米飞跃长
江天堑，大桥综合施工
难度位居世界同类桥梁

前列。
长江之险，险在荆

江。石首长江大桥位
于“九曲回肠”的荆江
石首段，该段属于典型
的蜿蜒型河道，江面宽
阔，流速缓慢，常年
累月的泥沙淤积，形
成了200多米深的细沙
层。为让大桥主塔桩基
稳固扎进细沙层中，
确保桥梁结构安全和使
用寿命，经多方研讨和
技术、经济指标综合比
选，最终确定了119米

长摩擦桩的设计方案。
据施工方中国铁建

大桥局介绍，根据设
计要求，主塔承台下
方各需浇筑58根119米
长的桩基。针对超厚
粉细砂地层长大钻孔
灌注桩钻孔施工易产
生缩颈、塌孔、偏位
等技术难题，项目团
队从施工设备选型、
泥 浆 配 制 等 环 节 入
手，总结了成套施工
工法，成功破解了地
质和技术难题。

香港贸发局主席罗康瑞：

将沿五大方向支援“一带一路”发展

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
贸发局）主席罗康瑞

站提供相关资讯，现时
已累计超过840万人浏
览。

在建立联盟方面，香
港贸发局2017年成立“
一带一路国际联盟”，
现时共有来自30个国家
及地区的121个成员机
构，会员总数超过500
万。

在建立沟通合作平台
方面，2019年香港贸发
局将举办第四届“一带
一路高峰论坛”，论坛
将扩展至两天，形成“
一带一路周”。

湖北石首长江大桥成功合拢

【中新社9日讯】中
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铁）9日在香港
召开2018业绩发布会。
会上披露，该公司2018
年各项经济指标再创历
史新高，净利润同比增
长22.8%，海外新签订
单总额达120亿美元。

中国中铁董事长李长
进在会上表示，该公司
目前正进行的海外基建
项目有65个，由于海外
项目不可控因素较多，
因此今年海外新签订单
保守目标为150亿美元。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
悉，中国中铁20 1 8年
不断推进资源全球配
置，增进周边国家互
联互通。其中，中（
国）老（挝）铁路、
印尼雅万高铁、孟加
拉帕徳玛大桥等“一

中国中铁2018年海外签单120亿美元

两名施工人员从桥面走过

带一路”沿线重点项
目建设有序进行；以
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
承揽的埃及斋月十日
城、孟加拉帕徳玛大
桥铁路连接线等项目
融资到位，进入全面
实施阶段；中国中铁
生产的盾构等工业设
备国际市场进一步拓
展，销往新加坡、意

大利、阿联酋等多个
国家和地区。

财报数据方面，2018
年中国中铁收入7404亿
元（人民币，下同），
按年增加7.5%；净利
润174.36亿元，增长
22.8%。每股盈利71.8
分。每股派息0.128元。
期内，新签合同额16922
亿元，增长8.7%。

【中新社9日讯】《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100
指数》（简称“湾创
100”）于9日在深圳举
行的第七届中国电子信
息博览会上发布。

该指数由深圳证券
交易所全资子公司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联合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下属单位赛迪研究院发
布，中国平安、腾讯控
股、格力电器等为指数
样本股。

据 介 绍 ， “ 湾 创

100”是粤港澳大湾区
指数系列的核心旗舰指
数，研发单位根据对湾
区上市公司创新能力的
评价结果，综合考察上
市公司的市值规模、行
业代表性、行业覆盖面
等因素，精选出100家
创新能力突出的企业作
为指数样本股，包括A
股65只（深市50只，
沪市15只）、港股35
只。其中信息技术类企
业股共有38只，权重
占2 5%，凸现湾区的

产业特色。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

数业务负责人邢精平表
示，湾区资本市场高度
发达，截至2019年3月
底，在内地上市和属于
港股通标的的湾区企业
共计750余家，总市值
近27万亿元人民币，其
中51家企业市值均超过
1000亿元人民币。湾区
上市公司呈现整体实力
雄厚、新兴产业突出、
产业体系完备、集群优
势明显等特征。

【中新社9日讯】广
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9
日透露，粤港澳检测机
构合作进一步深化，允
许合作认证的产品种
类从“音视频设备类产
品”扩展到“3C目录内
所有产品”。

据介绍，该局积极
推进粤港澳三地质量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认
证认可合作机制。扩大
了香港、澳门检测机构
与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CQC）、广东质检院
等具有中国强制性产品
认证（3C）证书发证
资格的机构合作领域，

允许合作认证的产品种
类从“音视频设备类产
品”扩展到“3C目录内
所有产品”。

2018年广东省市场
监管部门在全国率先实
现资质认定审批标准化
突破；申请人办理检验
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业务
实现了“零跑动”。

截至2018年底，广东
省有认证机构（含分支
机构）172家，共10.11
万家企业（组织）获得
认证证书36.07万张，产
品认证和体系认证两类
主要证书数量分别占全
国的25.1%和14.5%，
均居全国第一。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100指数》在深圳发布

粤港澳检测认证扩展到

“3C目录内所有产品”

【中新社9日讯】记
者9日从贵州省人民政
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
能源工业运行新机制实
施效果凸显，201 8年
贵州能源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8%，火电企业
同比减亏26亿元（人民
币，下同），煤炭行业
实现利润总额55. 8亿
元。

地 处 中 国 西 南 腹
地的贵州，素有“江
南煤海”之称，且水
能资源蕴藏量居中国
第 6 位 。 依 托 丰 富 的
资源，贵州拥有大型

煤炭企业百余家，建
成投运了20余家火力
发电企业，但多年来
贵州省内“煤、火、
水”各自为政，并处
于相互竞争的状态。

2017年，贵州提出构
建煤炭、水电、火电利

益共同体的能源工业运
行新机制，2018年出台《
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步落实能源工业运行
新机制加强煤电要素保
障促进经济健康运行的
意见》，力图破解能源
发展不平衡的难题，合
力做大能源“蛋糕”。

据贵州省能源局党
组书记、局长丁雄军
介绍，贵州能源工业
运行新机制实施近2年
来，有效缓解了能源
运行大起大落影响经
济平稳发展的难题，
释放出极大的制度改
革红利。

贵州以新机制破解能源发展不平衡难题
【中新社9日讯】三亚

国际交易集团有限公司
9日在三亚海棠湾揭牌成
立。三亚市政府联合海
南农垦集团、新加坡亚
太交易所，共同打造国
际交易平台，开发多种
交易产品，促进海南、
三亚形成交易中心、价
格发现中心、资本形成
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

打 造 国 际 交 易 平
台，是海南自贸区（
港）建设的重要内容。

据了解，新加坡亚
太交易所是新加坡第三
家拥有交易和清算全牌
照的交易所，业务范
围涵盖各类大宗商品和
金融衍生品，包括农产
品、能源、化工、金
属、汇率、利率、股票

指数、债券等的期货与
期权交易。三亚建设
国际性交易场所，选择
新加坡亚太交易所作为
战略合作方之一，期望
后者为海南带来国际客
户、国际资金，更重要
的是能够带来国际化的
规则标准和市场化的治
理经验。

“建设三亚国际交
易平台绝非易事。”三
亚市金融发展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三亚将坚持
统筹规划和分步实施相
结合，在相关各方的共
同努力下，把三亚国际
交易平台建设成为运营
模式完善、服务功能齐
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交易中心、物流中心、
定价中心和信息中心。

三亚成立国际交易集团公司 

促海南形成交易中心

丁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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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克 强 积 极 评 价
当前中比关系，表示
中 方 愿 同 比 方 秉 持
开放务实、开拓创新
精神，加强各领域合
作，密切在国际地区
问题上沟通协调，落
实好双方达成的一系
列共识，推动中比全

方位友好合作伙伴关
系取得新的发展。中
方愿扩大从比利时进
口 适 合 中 国 市 场 需
求 、 高 附 加 值 的 产
品，欢迎比方参加第
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我们愿同比方
落实好第三方市场合

作谅解备忘录，推进
双方在非洲的合作。

米歇尔表示，比利
时高度重视对华关系，
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对
话沟通，深化贸易、农
业、船舶等领域务实
合作。预祝欧盟—中
国领导人会晤取得成
功，共同维护多边主
义，促进欧中贸易发
展，实现互利共赢。
比方乐见中国在国际
事务中发挥更重要作
用。王毅参加会见。

李克强会见比利时首相米歇尔
【中新社9日讯】当地时间4月9日

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布

鲁塞尔埃格蒙宫会见比利时首相米

歇尔。

当地时间4月9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布鲁塞
尔埃格蒙宫会见比利时首相米歇尔。

习近平向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致贺信 
4月9日，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大

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贺信，对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表示
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作为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作为发展中国
家最集中的大陆，双方人民友谊源
远流长，新形势下，中非深化传统友
谊，密切交流合作，促进文明互鉴，
不仅造福中非人民，而且将为世界和
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
表示，在2018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上，中非双方一致决定构建
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实施中
非合作“八大行动”。设立中国非洲
研究院是其中人文交流行动的重要举
措。

李克强向第22届莫斯塔尔
博览会开幕式致贺信

第22届莫斯塔尔博览会开幕式4
月9日在波黑莫斯塔尔市举行。中
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贺信。李克
强在贺信中表示，中国同包括波黑
在内的中东欧国家关系长期保持
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通过“16+1
合作”等平台发挥互补优势，开展
了富有成效的互利合作。我们愿同
中东欧国家进一步扩大双向开放，
促进双向贸易发展，持续提升经贸
合作水平，为双方人民带来更多福
祉。莫斯塔尔博览会是本地区的重
要展会。中国作为今年博览会的主
宾国，将集中展示基础设施建设装
备、高技术设备、农业、家用电器
等领域性价比高的优质产品，丰富
中东欧国家消费者的选择。

 

广东2018年查获亿元以上
走私案件41宗 

记者从9日在广州举行的广东省打
击走私工作会议上获悉，2018年全省
共查获各类走私案件20155宗，案值
312.35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
增加56.92%。在上述查获案件中，
查获亿元以上案件41宗，案值140.52
亿元；千万元以上亿元以下案件22
宗，案值9.65亿元。全省批捕走私犯
罪嫌疑人1137人，判决511人。广东
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春生在会
议上称，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统
筹各方力量，强化责任落实，深入推
进反走私综合治理，全力以赴打好新
时代反走私战役。

上海地铁不再提倡
乘坐自动扶梯“左行右立” 

4月9日，“左行右立”一直被视
为乘坐自动扶梯的基本原则。近日，
上海地铁发布新版《自动扶梯乘梯须
知》（以下简称《须知》），八项须
知中没有了“左行右立”的倡导，第
一条就是“禁止行走或奔跑”。上海
地铁方面表示，《须知》是按照国
家相关标准实施的，为乘客安全考
虑，不允许乘客在自动扶梯上行走或
奔跑。在上海地铁静安寺站，站台广
播中反复播报“请紧握扶手，不要看
手机，注意脚下安全”的提示。在地
铁上下班高峰时段，不少乘客仍习惯
站在自动扶梯右侧，将左侧的扶梯“
让”出来。

 

江西景德镇森林火灾过火
面积约20公顷 目前已扑灭

记者9日下午从江西省应急管理
厅获悉，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竟
成镇“4.8”森林火灾已于9日13时
35分扑灭。据介绍，4月8日16时20
分，江西景德镇市珠山区竟成镇银
坑村发生森林火灾，9日凌晨2时蔓
延至枫树山林场范围，火场植被以
人工林为主，过火面积约20公顷。
火灾发生后，当地调集驻赣森林消
防大队，枫树山、昌江、浮梁、乐
平专业森林消防队，以及当地半专
业队和应急队共计330余人扑救。江
西省防火办调动M171、AC313直升
机分别从上饶三清山机场、南昌昌
北机场起飞前往支援，已开展吊桶
洒水作业51桶。火灾于9日13时35分
扑灭，具体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

辽宁原副省长刘强拉票贿选
受贿逾千万元 获刑12年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
判辽宁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刘强受
贿、破坏选举案，对被告人刘强以
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
金120万元（人民币，下同）；以
破坏选举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20
万元。对刘强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
息予以追缴，用于破坏选举犯罪的
财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刘强表
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中新社9日讯】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
彭丽媛9日在钓鱼台国
宾馆会见来访的古巴国
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
议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夫人奎斯塔。

彭丽媛请奎斯塔转
达习近平主席对迪亚
斯-卡内尔主席的诚挚
问候。彭丽媛表示，
去年11月，你陪同迪
亚斯-卡内尔主席对中

国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
问，时隔不到半年你再
次访华，充分体现出对
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友好
情谊。中古传统友谊悠
久深厚。以迪亚斯-卡
内尔主席为代表的古巴
新一代领导人积极支持
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致力于加强中古全
方位合作。祝愿中古合
作硕果累累，中古友谊
万古长青。

奎斯塔请彭丽媛转达
迪亚斯-卡内尔主席对习
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
良好祝愿，表示古巴人
民喜爱中国文化，对中
国人民充满友好感情。
古巴钦佩70年来中国发
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感
谢中方长期给予的大力
支持和帮助，愿以明
年两国建交60周年为契
机，促进人文交流，巩
固古中传统友谊。

【香港中9日讯】香
港民建联9日完成新一
届领导层改选，李慧琼
续任主席。她表示，民
建联将致力于做好维护
宪法和基本法权威、推
动香港各界参与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等六大重点
领域工作。

民建联第15届中央
委员会当日举行首次会
议，选出新一届常务委
员会，并由常务委员会
互选正、副主席及秘书
长等职务。

李慧琼顺利续任主
席。5名副主席分别为
张国钧、陈勇、陈克

勤、周浩鼎及陈学锋。
王舜义接任民建联秘书
长一职；副秘书长则
增至5名，分别为郑泳
舜、叶傲冬、洪锦铉、
黎荣浩及颜汶羽。

【中新社9日讯】记
者9日从中国国家航天
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
心获悉，4月8日22时4
分，玉兔二号月球车完
成出月午设置，前返向
链路建立正常，平台工
况正常，按计划继续开
展第四月昼工作。截至
目前，玉兔二号月球车
已累计行走170.92米。

2018年12月8日凌晨2
时23分，中国在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
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嫦
娥四号探测器，开启人
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
探测之旅。2019年1月3
日，嫦娥四号探测器成

功着陆在月球背面东经
177.6度、南纬45.5度
附近的预选着陆区。

此前中国国家航天
局发布消息称，玉兔二
号月球车和嫦娥四号探
测器先后于3月29日和3
月30日自主唤醒，按计
划继续开展第四月昼工
作。

玉兔二号月球车曾
在第一至第三月昼工作
期间累计行走163米。
第三月昼期间，玉兔二
号巡视器对石块、车辙
进行了科学探测。探测
的石块最大直径约20厘
米，探测时月球车距离
石块约1.2米。

【中新社9日讯】“
没想到，三峡库区的高
速公路修得很好。现
在和两年前相比，这里
又有了新的变化。”9
日，在三峡库区的腹地
重庆丰都县，台湾彰化
县议员黄俊源对中新社
记者感叹。

4月8日至18日，来
自台湾彰化县9个乡镇
市的基层代表近 2 0 0
人分为6个参访团来重
庆，前往万州区、渝
中区、江北区、渝北
区、大足区、丰都县
等区县参访。参访团
成员九成以上是第一
次到重庆。

“丰都和彰化都以
农业为主，两地情况有
相似之处。我想通过这
次参访，促进两地在

农产品上的互通。”黄
俊源希望两地农产品能
够“优势互补”，“例
如我们的水果能卖到这
里，丰都的牛肉能到台
湾去。”

据了解，渝台基层
乡镇交流活动从201 3

年开始举办，今年已是
第七届。重庆市台湾事
务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
示，本届参访活动是历
届以来参访人数最多、
活动规模最大、参访内
容最丰富、参与承办区
县最多的一次。

【中新社9日讯】马
尾琅岐—马祖南竿航
线，即新“两马”航线
将于5月18日实现客运
首航。

闽江马尾对台综合
客运码头建设已进入装
修收尾及内部通关设备
调试阶段，投入使用后
游客经新“两马”航线
从琅岐搭船前往马祖，
海上航程可缩短至45分
钟。

“两马”航线2001
年1月开通以来成为两
岸人员直接往来的重要
通道，目前航线每天运
营两个航次（即一进一
出）。该航线海上行程
32海里，航行时间约90
分钟。而琅岐港到马祖
南竿的直线距离仅18海
里。

新“两马”航线票
价将比之前“两马”
航线便宜，往返船票

初步预计为230元人民
币。此外，为方便福
州市民前往闽江马尾
对台综合客运码头乘
船，届时将开通福州
北站、福州南站、三
坊七巷至闽江马尾对
台综合客运码头3条公
交线路。码头配套停
车场将设置96个小汽
车、13个大巴车、8个
公交车以及68个非机
动车泊位。

彭丽媛会见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夫人奎斯塔

4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北京钓鱼台
国宾馆会见来访的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
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夫人奎斯塔。

李慧琼续任香港民建联主席　

提出六大工作重点

李慧琼

玉兔二号开展第四月昼工作 

累计行走170.92米

中国探月工程官方微博

近200名台湾基层代表组团访渝 

冀两地多交流基层社区建设

图为参访团在位于三峡库区腹地的重庆丰都县三合
街道平东路社区参访。

马尾琅岐至马祖南竿新“两马”航线5月18日将首航

尾琅岐—马祖南竿航线（资料图）

【中新社9日讯】全
国扫黑办9日在北京首
次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布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司法部联合印
发的《关于办理恶势
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
的意见》《关于办理“
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
问题的意见》《关于办
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
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
见》《关于办理实施“
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
干问题的意见》等四个
意见。

中 央 政 法 委 秘 书
长、全国扫黑办主任陈
一新在发布会上指出，
出台这四个意见，为依
法严惩黑恶势力违法犯
罪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
治保障。

陈一新指出，随着
专项斗争全面深入推
进，大批涉黑涉恶案件

陆续进入起诉、审判环
节，对准确适用法律法
规，依法严惩黑恶势力
违法犯罪提出了更高要
求。全国扫黑办推动制
定这四个意见，对于提
高涉黑涉恶案件办理质
效，依法准确及时地打
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必
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
响。

发布会上，四个意
见牵头起草单位的负责
人最高法副院长、全国
扫黑办副主任姜伟，最
高检副检察长、全国扫
黑办副主任陈国庆，公
安部副部长、全国扫黑
办副主任杜航伟分别介
绍了四个意见的主要内
容，并与司法部副部长
刘振宇一同回答了记者
提问。

姜伟在对《关于办
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
问题的意见》作说明时
指出，该《意见》提

出了办理恶势力刑事案
件的总体要求，明确了
恶势力的具体认定标
准。姜伟表示，《关于
办理“套路贷”刑事案
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
确了“套路贷”与民间
借贷的界限，对依法严
惩“套路贷”犯罪作出
明确规定。

陈国庆说，《关于
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
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
意见》对涉黑恶财产范
围及处理方式、程序作
了明确规定，有利于最
大程度地保证依法摧毁
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

杜航伟指出，《关
于办理实施“软暴力”
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
意见》明确了“软暴
力”基本概念、表现形
式、客观认定标准，有
利于准确认定采用“软
暴力”手段实施的具体
违法犯罪。

全国扫黑办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 

两高两部联合印发四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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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 tne r研究主管兰
吉特·阿特瓦尔(Ranjit 
Atwal)表示:“个人电脑
市场连续第8年处于停
滞状态。2019年，个人
电脑出货量将达到2.58
亿台，与2018年相比下
降0 . 6%。传统个人
电脑的出货量将下降
3%，至1.89亿台。”

阿特瓦尔还表示: 
“消费者越来越多地
停止使用个人电脑，而
不是更换它们。2019
年，这一设备的出货量
将再下降250万台。对

于企业来说，Windows 
10系统的迁移工作将
继续进入下一个阶段。
虽然美国现在已经进
入了过渡到该系统的
最后阶段，但中国已
经推迟了迁移，要完成
迁移还需要几年的时
间。将Windows 10系
统的迁移工作拉长到
2020年，企业将增加
因为继续使用不受支
持的操作系统所带来
的风险。对Windows 
7的支持预计将于2020
年1月结束。”

G a r t n e r 的 分 析
师 预 测 ， 到 2 0 2 1
年，Windows 10将占
专业个人电脑市场75%
的份额。

手机市场将在2019
年 出 现 萎 缩 ， 但 在
2 0 2 0 年 将 恢 复 增 长
2019年，全球手机出
货量预计将达到18亿
部，同比下降0.5%。

Ga r t n e r的研究主管
罗伯塔·科扎(Roberta 
Cozza)表示:“用户在新
技术和应用方面已经遇
到了瓶颈，这意味着除

非新机型能够提供重大
新功能、效率或体验，
否则用户不想或不需要
升级手机设备。因此，
我们预计，201 9年，
高端手机市场将继续在
成熟市场出现下滑。”

2020年，手机市场
预计将恢复增长，手

机出货量与2019年相
比将增长1 . 2%。然
而，手机厂商需要意
识到，消费者正在延
长他们手机的使用寿
命。Gar t ne r预计，到
2023年，高端手机的
平均使用寿命将从2.6
年增加到2.8年。

伦敦证交所为英国无协议退欧作准备
伦敦证交所(LSE)表示，若英国在

本周五无协议退出欧盟，其泛欧平台
Turquoise将把以欧元计价的股票交易
移至新设立的荷兰中心。

L S E 在公告中指出，英国、瑞
士和美国的股票仍将保留在伦敦
的现有平台。LS E周一在声明稿表
示，Turquoise致力于在英国平台上提
供全系列股票。

LSE还表示，如果英国4月12日发
生硬退欧的情况，Turquoise打算在今
年于伦敦平台重新引入欧洲经济区股
票。LSE的准备工作与欧洲最大泛欧
股票交易平台Cboe周五宣布的类似。

德国2月货物进出口额环比大幅下降
德国联邦统计局周一公布的数据

显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德国2月
份货物进出口额环比均大幅下降。统
计数据显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2
月份德国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1997亿
欧元，其中出口额1088亿欧元，环比
下降1.3%，进口额909亿欧元，环比
下降1.6%。

德国哈勒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奥利
弗·霍特默勒表示，在全球经济发展
充满不确定性的大环境下，德国出口
势头可能会再次放缓，2月份数据的
情况符合这个预期。

今年4月1日白俄罗斯共和国
黄金和外汇储备为72亿美元

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银行(NBRB)
周一发布通知称，根据初步数据，截
至2019年4月1日，白俄罗斯共和国国
际储备资产总额为72.456亿美元。

2019年3月期间，黄金和外汇储
备增长1.5 0 5亿美元(增长2.1%)
，2019年2月增长7750万美元(增长
1.1%)。3月份，白俄罗斯政府和白
俄罗斯国家银行履行了约3.16亿美元
的国内外外汇债务。

购买外汇，收到的外汇资金(包括
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关税)以及白俄
罗斯共和国国家银行出售外汇计价债
券的所得收益维护了黄金和外汇储备
水平。

根据2019年货币政策指引，截至
2020年1月1日，考虑到白俄罗斯共和国
政府和国家银行偿还国内外外汇债务，
国际储备资产总额至少为71亿美元。

英国欲再推迟脱欧 
欧盟轮值主席：须提供明确计划

周二，欧盟的轮值主席国--罗
马尼亚欧洲事务部长钱巴(Ge o r g e 
Ciamba)表示，关于英国打算申请延
后脱欧，其必须在10日对欧盟领导
人解释，打算如何利用展延脱欧的时
间，这点至为重要。

钱巴称：“我们乐见其举办欧洲
议会选举的承诺，这是讨论展延脱欧
问题的要件之一。”“这还不够，重
要的是让我们了解，为什么英国打算
留在欧盟更久的时间，必须有一个打
算。”“两周之前，我们就处在同样
的状况，我们受不了每两周就讨论一
次同样的问题，而没有计划。”

机构预测“脱欧”对英海事部门影响巨大
英国咨询机构经济与商业研究中

心周一表示，如果英国退出欧盟单一
市场和关税同盟，海事部门可能遭受
巨大经济损失。

英国海事部门包括港口、航运企
业等。报告援引英国海运协会的数据
说，英国95%的贸易通过港口完成。
如果英国和欧盟间货物自由流动的现
状终结，意味着英国和欧盟之间的货
物贸易将进行海关检查、关税征收、
检验检疫等程序，这会增加英国出口
商的时间和成本。

同时，报告认为“脱欧”还会导
致海事部门劳动力成本上升。报告
说，2017年非英国籍海员中，有36%
来自波兰等东欧国家。由于“脱欧”
后东欧劳动力供给很可能减少，海事
部门劳动力成本很可能上升。

沙特阿美首次发债获得近600亿美元认购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Saud i 

Arabian Oil Co., Saudi Aramco, 简
称：沙特阿美)备受关注的首次债券
发行获得了约600亿美元认购，远超
这家沙特石油巨头设定的100亿美元
目标。投资者似乎对该公司雄心勃勃
的定价以及政府对这家国有企业影响
力的早期担忧不屑一顾。

据潜在投资者和知情人士透露，
相比较可能已经持有了沙特政府债
券的专门投资新兴市场的基金，这
次发债吸引了更多的传统债券投资
者，他们可能将其比作其他投资级
石油公司。

据潜在投资者，此次发债料于周
二结束，包括六种不同的债券类型，
到期时间从三年到30年不等。

Gartner称今年PC平板电脑及手机

全球出货量将达22.1亿台

2019年，个人电脑市场预计将继续出现下滑，
而手机市场将在2020年恢复增长。

【新华网】信息技术研究和顾问公司Gar tne r的数据

显示，2019年，个人电脑(PC)、平板电脑和手机的全

球出货量有望达到22.1亿台，与去年同期相比持平。 

2 0 1 9 年 ， 个 人 电 脑 市 场 预 计 将 继 续 出 现 下 滑 ，

而手机市场将在2020年恢复增长。

【路透华盛顿讯】
美国贸易代表周一提出
一份欧盟产品清单，包
括从大型商用飞机和零
组件到乳制品及葡萄酒
等，打算对这些项目加
征关税，以报复欧盟的
飞机补贴。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
室(USTR)表示，此行
动针对欧盟对空中客车
(Airbus)补贴带来价值
逾110亿美元的损害展
开报复。世界贸易组织
(WTO)认为欧盟对空客
的补贴给美国带来“不
利影响”。

美国及欧盟长久以
来对补贴就意见相左，
美国政府2004年向WTO

上诉欧盟对空客的补
贴。USTR称，自美国
提出质疑以来，欧盟不
但维持多数补贴支持不
变，还展开额外的支援。

“我们的最终目标
是与欧盟达成协议，终
止所有与WTO规定不
符的针对大型民用飞机
的补贴。等欧盟停止这
些带来损害的补贴，
美国加征的报复性关
税就能取消。”美国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
声明稿指出。

USTR称，等WTO仲
裁机构公布其对反制措
施价值的报告后，该办
公室将宣布最终的产品
清单。

美国提出针对欧盟产品的征税清单 

报复欧盟补贴空客

美国及欧盟长久以来对补贴就意见相左，美国政府
2004年向WTO上诉欧盟对空客的补贴。

【路透华盛顿讯】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美联储/FED)周一提
出了一项针对在美国经
营的外资银行的新监管
制度，可能会对一些银
行的监管放宽一些，同
时收紧对风险更高的外
国银行的监管。

这一提议将对瑞银
(UBS)，瑞士信贷，德
意志银行和汇丰控股等
主要银行造成影响。同
时，美联储正在制定一
项更广泛的计划，更紧
密的根据银行的风险状
况制定监管规则。

拟议中的改革将放
宽对外资银行子公司的
资本金和压力测试要
求，但对广泛依赖短期
融资等高风险活动的外

资银行实施更严格的流
动性规定。

美 联 储 估 计 ， 除
了降低压力测试相关
的合规成本外，该提
议还可能将外资银行
的总资本金要求降低
0.5%。

不 过 ， 美 联 储 表
示，拟议对外资银行子
公司的流动性规则进行
的修改，将使总流动资
产水平上升0.5%，最
高可达4%。

美联储官员表示，
多数外资银行目前持有
的流动性资产足以满足
拟议的改革，但根据银
行的具体活动，包括瑞
银和瑞士信贷在内的一
些银行的总体成本可能
会上升。

美联储提出

对在美经营的外资银行的新监管制度

这一提议将对瑞银，瑞士信贷，德意志银行和汇丰
控股等主要银行造成影响。

【参考消息网】据美
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
道网站周一报道，花旗
银行集团大宗商品研究
部全球主管爱德华·莫
尔斯7日表示看好全球石
油市场。近几个月原油
期货大涨，自2019年初
以来，布伦特原油期货
和美国西得克萨斯中间
基原油期货的反弹幅度
均超过20%。5日，国际
基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
达到每桶70美元，而西
得克萨斯中间基原油的
交易价格达到63美元左
右。莫尔斯认为，市场
将出现更多上涨空间。

莫尔斯7日在迪拜对
该网站记者丹·墨菲
说:“我认为市场上行
空间远大于下行空间。
我认为市场购入不足，
但销售已超量，石油市
场现在非常具有建设
性，石油产品相当紧
缺。我们认为，整个二
季度以及三季度初期油
价将维持在70美元左
右，具体还要看当时的
情况。当前这段时间还
有很多变数。”

报道指出，其中一
个变数是，唐纳德·特
朗普政府是否会延长8
个进口伊朗石油的买家
的制裁豁免期，他须在
5月2日前作出决定。
莫尔斯认为，美国将把

重点放在制裁委内瑞拉
上，因此很可能会对那
些进口伊朗石油的买
家“手下留情”。

此外，知名咨询集
团费氏全球能源咨询公
司的董事长费雷敦·费
沙拉基也支持花旗银行
集团的上述预测。费沙
拉基4月7日对消费者新
闻与商业频道说，今年
下半年供需基本面很可
能将油价推高至每桶75
美元甚至80美元。

他对消费者新闻与
商业频道的墨菲说:“
考虑到特朗普施政的因
素，油价或许能涨到70
美元左右，但就基本面
而言，在排除其他因素
的情况下，今年下半年
油价会达到75美元，甚
至会达到80美元。”

报道称，自入主白宫
以来，特朗普多次在推

特上斥责石油输出国组
织(欧佩克)及该组织内
的第一大产油国沙特通
过减产支撑油价的做法。

报道指出，欧佩克
去年12月与包括俄罗斯
在内的多个非欧佩克产
油国达成了一项减产协
议，旨在应对油价下跌
局面。所谓的“欧佩克
+”集团的减产措施对
于今年石油市场反弹起
到了重要作用。

据报道，特朗普最
近一次猛烈抨击欧佩克
是在上月底。特朗普当
时要求欧佩克增加石
油产量，他给出的理由
是，“世界市场很脆
弱，油价太高”。

费沙拉基对消费者
新闻与商业频道说:“
以前从来没有哪位总统
对油价施加过如此大的
影响。”

花旗看涨全球油市：特朗普政策是一大变数

4月1日，人们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一家加油
站加油。当天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路透讯】美国众
议院金融服务委员周
一稍晚发布多家大型
银行高管预先准备好
的证词，称美国经济
表现强劲，华尔街已
经改掉造成10年前金
融危机的陋习。

但在讨论种种进展
之时，也有些高管承
认金融危机留下的伤
痕仍未消去，许多消
费者仍对金融业留有
不良印象。

美国最大银行--摩
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
迪蒙(Jamie Dimon)写
道，“对美国金融服务
业和美国经济的信心仍
存在不确定性。”

文件中还包括花旗
集团、高盛、摩根士
丹利, 纽约梅隆银行、
道富银行以及Northern 
Trus t等公司执行长的
说词。

周三将是自2008年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最
大银行高管首次现身国
会，这些大型银行的首
席执行官们将面对民主

党众议员Maxine Waters
和包括奥卡西奥·科尔
特斯在内的进步派人
士。这些人曾激烈抨
击华尔街。Wate r s是
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
会主席。

随着 2 0 2 0 年大选
的升温，由参议员桑
德斯和沃伦等进步派
驱动的美国民主党认
为，金融包容对选民
来说具有吸引力。

首席执行官们在证
词中强调了一系列监管
措施，包括压力测试和
自2008年以来采用的所
谓“生前遗嘱”，这
些措施帮助提升了资
本水平、提升了美国
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
性，并在风险管理和
文化方面带来改善。

包 括 摩 根 士 丹 利
在内的一些银行也强
调，他们通过社区贷
款、承销和绿色金融
为美国经济做出的贡
献，同时也承认该行
业需要在多元化等问
题上做得更好。

“ 我 们 认 识 到 要
实现多元化目标还有
大量的工作要做，那
需要公司各个层面的
努力，才能在长期内
实现目标，”摩根士
丹 利 执 行 长 戈 尔 曼
(James Gorman)在他
的证词里写道。

花旗集团称，相比
上次危机期间，美国
最大的银行目前应对
经济下行的能力更强
了。花旗还称，自金
融危机以来，该行已
将监管资本增加了一
倍，尽管资产负债表
规模在过去十年里缩
小了5000亿美元。

“我们认识到重建
信任比重建资产负债
表要更难，”花旗集
团首席执行官高沛德
(Michael Corbat)说。

银行高管还讨论了
网络安全、多元化动
议、高层薪酬、客户
合同中有争议的仲裁
条款等问题，回应了
邀请他们出席听证会
的议员Waters的提问。

美银行业高管称华尔街已历经改革 

然金融危机伤痕仍未褪去



【中新网】综合报
道，当地时间8日，美
国民主党国会议员斯
沃韦尔(Eric Swal-
we l l )宣布，他将参与
角逐202 0年美国总统
大选。他表示，打击枪
支暴力犯罪将是他关注
的主要议题。报道称，
斯沃韦尔是代表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以南
选区的联邦众议员。8
日，他在参加一档节目
录制时宣布，将争取民
主党党内提名。据悉，
他还在同一天向美国联
邦选举委员会提交了竞
选相关材料。

“过去我做了很多
事，但我还可以贡献更
多。”斯沃韦尔表示，“
我在国会已有6年资历，
当民主体制陷入困境时，

我曾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捍卫我们的国家。”

斯沃韦尔称，专注
枪支管制是他争取提名
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表示，“我曾和
那些心有余悸、害怕自
己成为下一个枪支暴力
受害者的孩子们坐在教

室里对谈。我认为，政
府除了短暂的沉默，对
校园枪击案毫无作为；
我也认为，议员们热爱
他们枪支更胜过热爱我
们的孩子。”斯沃韦尔
说，“我准备好解决这
些问题。我要参与角逐
美国总统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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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宣布禁止16名卡舒吉遇害案
涉案沙特官员入境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日宣布，美方
将禁止与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遇
害案有关的16名沙特官员及其家人
入境。蓬佩奥当天发表声明，公布
与卡舒吉遇害案有关的16名沙特官
员名单，其中包括曾担任沙特王室
顾问的萨乌德·卡赫塔尼及其一名
下属。因被指认与卡舒吉遇害案有
关，这16人已于去年11月受到美国
财政部制裁。根据美方相关规定，
受制裁的个人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
被冻结，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行交
易。卡舒吉遇害前为《华盛顿邮
报》等多家媒体供稿，他于去年10
月2日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领事馆办理结婚相关手续后再也没
有出来。沙特检方经调查认定卡舒
吉死于“谋杀”。

阿联酋和沙特宣布
向也门提供紧急人道援助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际合作事务
国务部长丽姆·哈希米8日在首都
阿布扎比宣布，阿联酋和沙特阿拉
伯将共同向也门提供2亿美元紧急人
道主义援助，用于满足当地居民在
即将到来的斋月期间的基本生活需
求。丽姆·哈希米在当天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这项援助是去年11
月宣布的5亿美元食品援助计划的一
部分，发放对象包括也门交战双方
所控制的也门全境的居民。

丽姆·哈希米表示，阿联酋和沙
特方面正在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包
括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世界卫生组织等协调援助的
分配和发放，“目前面临的主要困
难是，援助难以抵达居住在由胡塞
武装所控制地区的居民”。

土耳其在地中海海域
发现距今3600年的沉船残骸

土耳其安塔利亚省省长办公室8日
说，考古人员在该省地中海海域发
现距今3600年历史的商船残骸，这
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沉船残骸。
据考古学家分析测定，这艘商船制
造于公元前16世纪，可能是在驶往
爱琴海或克里特岛途中遭遇风暴沉
没。沉船长约14米，装有重达1.5吨
的枕头型铜锭。据推测，这些铜锭
出自塞浦路斯的铜矿，铸造于公元
前15至16世纪。安塔利亚省省长穆
尼尔·卡拉奥卢对记者介绍说，地
中海大学水下考古研究团队在该省
西部地中海水下50米处发现沉船，
这是水下考古的一项新突破。它
不仅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沉船残
骸，船上所装载的铜锭也是人类历
史上最早的工业产品。

巴西里约热内卢 
军人开80多枪扫射 民众一死二伤

巴西军人误把民车当贼车，开了
80多枪疯狂扫射，导致司机死亡，两
人受伤。军方表示，已经扣留了十名
涉案的军人，并准备提控他们。遭军
人开枪扫射的白色轿车百孔千疮，车
身满是被子弹扫过的痕迹。案件发生
在星期天下午，事发时，车内除了坐
着被射死的司机，还有四名家人和朋
友，途中却突然遭军人开枪。前往领
尸的家属，悲痛欲绝。死者的妻子无
法相信，军人竟然向无辜的民众开了
80多枪，同时强调车上没有任何违禁
品。军方表示，巡逻的军人误把死者
的轿车当成是一名逃犯乘坐的轿车，
而追捕的军人以为逃犯有枪，所以开
枪还击。所有涉案军人已被撤职。这
次事件也再次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
同时计划走上案发地点示威抗议。

哈萨克斯坦将于6月9日
提前举行总统大选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地时
间9日中午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该国
将于6月9日提前

举行总统大选。托卡耶夫说，他
决定根据宪法于2019年6月9日举行
总统非例行选举，他已就此同首任
总统─民族领袖纳扎尔巴耶夫进行
了商议。此外，他还同议会上下两
院议长、政府总理进行了协商，得
到宪法委员会的同意，同议会主要
政党领导人进行了会面。托卡耶夫
指出，举行非例行总统选举是非常
重要和必要的，旨在消除任何不确
定因素，以保障社会和政治和谐，
坚持既定发展道路，实现社会经
济发展目标，应对“错综复杂的国
际大环境或将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挑
战”。托卡耶夫强调，哈萨克斯坦
总统由国民选举产生。哈萨克斯坦
的人民是团结一心的，稳定是国家
独立主权最重要的基础。

在当天召开的伊朗
国家核技术节的庆典
上，鲁哈尼宣布揭幕
伊朗生产的新型IR-6
铀浓缩离心机，并指
示对其进行安装。鲁
哈 尼 还 公 开 警 告 美
国：“如果继续对伊
朗施压，要先明白，
从去年开始，伊朗的
导弹研发水平就已经
超出了你们的想象。

过去你们害怕伊朗的
IR-1离心机，现在我
们宣布我们已经研制
了IR-6离心机，如果
你们想要继续削弱伊
朗的国力，我们还将
启动生产IR-8先进离
心机。”

鲁哈尼还赞扬了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
过去四十年中的反恐
成果，并指责称“美

国才支持恐怖主义，
美国是极端组织领导
人的避难所”。

鲁 哈 尼 强 调 “ 我
想对伊核协议除伊朗
外的五方和美国说，
过去伊朗一直很有耐
心，但是我们的耐心
也是有限的，请各方
履行你们的承诺，否
则伊朗将继续采取下
一步行动。我们表现
出耐心并不是因为害
怕，而是因为谨慎”。

这是伊朗第13次庆
祝核技术节，根据伊
朗当地媒体的报道，
在去年的核技术节庆

典上，伊朗曾宣布取
得83项新的核技术成
就，今年的核技术节

庆典上，伊朗宣布自
行研发的新的核工业
技术成就为114项。

【新华社北京】在
美国、伊朗相继宣布对
方武装力量为恐怖组织
后，伊朗继续表态谴责
美国这一做法，一些中
东国家也就此发声，但
立场不一。

据伊朗官方媒体伊
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日
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哈
梅内伊、伊朗总统鲁哈
尼、伊朗伊斯兰议会议
长拉里贾尼，当天分别
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单
方面将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列为“恐怖组织”。

哈梅内伊说，美国
将革命卫队拉入“黑
名单”是反伊活动，
注定会失败。鲁哈尼
表示坚定支持伊朗伊
斯兰革命卫队，表示
革命卫队一直是打击
恐怖主义活动的重要
力量。他批评美国自
身活动就涉嫌支持恐
怖 主 义 ， 美 国 政 府
的做法将遭到国际社
会孤立。拉里贾尼也
说，革命卫队在打击
恐怖主义活动、特别
是消灭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过程中，做
出突出贡献，是遏制
恐怖主义在中东地区
扩张的中坚力量。 

叙利亚外交部8日发
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
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列为恐怖组织的决定，
称此举是“对伊朗主权
的公然侵犯”。声明
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队是捍卫伊朗国家主权
的先锋，在抵抗美国霸
权主义、应对以色列对
地区侵略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美国政府这一“
不负责任的”举动是其
打击伊朗计划的一部
分，意在为以色列对地
区的占领以及西方殖民
和霸权主义服务。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
亚 胡 8 日 在 推 特 上 发
文，对美国的决定表示
欢迎。他说，以色列将
继续和美国共同采取行
动应对“伊朗威胁”。
以色列代理外交部长卡
茨称美国此举将大大增
强以色列在叙利亚及中
东其他地区对抗伊朗“
侵略”的能力。

也门外交部8日发表
声明欢迎美国的决定，
表示希望这一决定有利
于恢复地区局势稳定，
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向
伊朗施加压力，促使其
履行作为联合国会员国
的义务。

【新京报】据路透
社报道，阿尔及利亚
议会当地时间周二（4
月9日）指定上议院主
席Abdelkader Ben-
sa l a h为未来90天内的
临时总统。

根据阿尔及利亚宪
法，临时总统将代为处
理国家事务，直至举行
大选、选出新的总统。

当地时间4月2日，已经
执政近20年的阿尔及利
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宣布
辞职。此前，他宣布参
加第五个任期选举，引
发国内持续数周的大规
模抗议。其后他宣布放
弃连任、推迟大选。

据法新社， B e n —
sa l a h的任命预计也无
法得到阿尔及利亚人
民的支持，他们认为
他是布特弗利卡“忠
诚的仆人”。

在布特弗利卡宣布
辞职之后，阿尔及利亚
人民也并未停止示威
抗议，他们要求进行全
面改革、彻底结束布特
弗利卡一代人的政权。
抗议者呼吁建立过渡机
构，以实施改革并保证
自由选举。

【联合早报讯】以
色列周二（9日）举行
第21届议会选举，共有
40多个政党和政党联盟
角逐议会120个议席。

新华社报道，当天
上午7时（新加坡时间
中午12时），以色列
全国1万多个投票站开
门，选民陆续赶往投票
站投票。投票站将于当
地时间晚10时关闭。

根据中央选举委员
会数据，以色列全国有
投票资格的选民约为
634万。预计本届选举
投票率为70%。

当 天 ， 以 色 列 总
理、利库德集团领导人
内坦亚胡将在耶路撒冷
投票。蓝白党领导人甘
茨将在以色列中部城市
罗什艾因投票。

最新民调显示，在

此次大选中，蓝白党与
利库德集团支持率领
先，工党与阿拉伯政党
联盟“争取和平与平等
民主阵线-阿拉伯复兴
运动”位列其后。

以色列第21届议会
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
举行。由于不满政府
与加沙地带巴勒斯坦

武装组织达成停火，
时任国防部长阿维格
多·利伯曼于去年11
月辞职并率其领导的
极右翼政党“以色列
是我们的家园”退出
执政联盟，致使政府
在议会控制的议席数
减至61个，仅以一席
优势勉强维持多数。

【综合讯】苏丹数
以千计民众要求总统巴
席尔下台，8日连续第3
天在首都喀土木街头示
威，遭安全部队发射
催 泪 瓦 斯 驱 赶 ， 军
方 则 出 动 部 队 驻 守
军 事 总 部 周 围 ， 但
未 介 入 镇 压 行 动 。
不 过 ， 据 阿 拉 伯 语
电 视 台 9 日 的 直 播 画
面，抗议现场传出激
烈枪声。路透社报导，
苏丹自去年12月19日以
来，原本只是抗议面包
价格上涨，后来演变成
全国性抗争，反对巴席
尔（Omar al-Bashir）30
年的铁腕统治。

巴席尔和他所属的
国会党（National Con-
gress Party）拒绝下

台，并称反对人士必须
透过选票取得权力。期
间，安全部队使用催泪
瓦斯、震撼手榴弹及实
弹驱散抗议者，截至目
前已有38人丧命。

法新社报导，6日开
始，数千名抗议群众聚

集军事总部特区周围静
坐示威。特区内有巴席
尔官邸和国防部。

抗议群众要求巴席
尔下台和组成过渡政
府，再次遭安全部队动
用催泪瓦斯驱离，但仍
有数千人待在现场。

伊朗总统警告美国：

若继续施压将启动生产先进铀浓缩离心机
【国际在线】当地时间9日上午，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宣布：若美国

继续向伊朗施加压力，伊朗将启动生

产用于铀浓缩的IR-8先进离心机。

伊朗总统鲁哈尼（右二）为伊朗生产的新型IR-6
铀浓缩离心机主持揭幕。

美伊互列对方武装为恐怖组织 

中东多国发声表态

当地时间2019年4月9日，伊朗德黑兰，伊朗议会议
长拉里贾尼等人身穿伊朗革命卫队制服，抗议美国
将其列为恐怖组织。

阿尔及利亚议会指定上议院主席

为未来90天内的临时总统

上议院主席Abd e l k a d e r 
Bensalah。

以色列举行议会选举

全国1万余投票站开门

以色列大选投票展开，内塔尼亚胡寻求第5个总理
任期。

又一美民主党议员

宣布角逐2020大选 将以控枪为重点

当地时间8日，美国民主党国会议员斯沃韦尔(Eric 
Swalwell)宣布，他将参与角逐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面包价涨成全国性抗争 

苏丹抗议现场传激烈枪声

2019年4月8日，苏丹抗议者聚集在首都喀土木军事
总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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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年长单身女性住房压力大 
部分需靠子女资助

据澳洲网报道，近日，Mercy基金
会发布数据显示，澳大利亚老年单身
女性成为了经历住房压力和无家可归
者中，增长最快的群体。据悉，澳大
利亚一些子女会资助单身母亲生活。

据报道，许多女性此前在结婚后
停止了工作，还有一些女性退休后的
养老金，只有男性的一半。
对此，昆士兰大学的彼得森说：
“这与1950年代女性扮演的角色相
关。”对大多数人来说，仅靠退休金，
还不足以在退休后过上舒适的生活。

据悉，达西(化名)的父母在1980
年代买了一套房，但还有一大笔贷款
需要偿还。不幸的是，达西的父亲6
年前死于癌症。对此，达西说：“爸
妈的关系非常传统，爸爸工作，妈妈
看家。”为了解决难题，达西每月向
妈妈的银行账户转账约800澳元。此
外，她的妈妈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以
维持生活。

泰国3月份失业率0.9%
同比减少9.4万人

泰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3月
份全国失业人数报告显示，3月份失业
人数34.6万人，同比减少9.4万人，
但环比却新增4.6万。高校毕业生失业
率仍居高不下。根据泰国国家统计局
近期发布的最新全国失业统计报告指
出，截止3月底全国失业人数合计34.6
万人，失业率为0.9%。该失业人数相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近9.4万人，但相比
前一月则新增了4.6万人。高校毕业生
失业情况依旧堪忧，报告显示，高学
历失业人数合计高达10万以上。如果
按学历水平来看，今年3月份的所有学
历阶段的失业人数较去年同期都有明
显的减少。其中小学学历失业人数减
少最大，约合4.3万人，其次是高效毕
业生减少了2.7万，高中学历失业人数
减少了1800人。而初中学历失业人数
减少了3000人。

世行预测印度本财年经济增速为7.5%
世界银行日前发布报告预测，印

度本财年（201 9年4月至202 0年3
月）经济增速有望达7.5%，高于上
一财年的7.2%。世行发布的南亚经
济展望报告说，得益于投资和国内消
费的持续增长，以及出口情况改善，
本财年印度经济发展前景较为乐观。

随着经济强劲增长，报告预计印
度通货膨胀率将接近4%。同时，预
计印度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在本
财年都将有所收窄。印度央行4日宣
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6%
，这也是今年印度央行第二次降息。
通常来说，央行降低基准利率有利于
刺激经济加速增长。

3月份菲律宾通货膨胀率下降至3.3%
据菲律宾统计署最新数据显示，

菲律宾3月份通货膨胀率为3.3%，为
2017年12月以来最低点。其中食品
价格指数从去年最高点5.7%下降至
3.1%，非酒精饮料价格指数为3.4%
，烟草、燃料、家具、餐饮服务等
价格上涨幅度均放缓。第一季度，菲
律宾平均通胀率为3.8%，成功控制
在政府制定的3-4%目标范围内。菲
律宾国家经济发展署表示尽管通胀率
进一步放缓，但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对
农业的影响、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等因
素，通胀上涨压力仍然持续存在，菲
律宾政府将采取大米进口自由化、成
立厄尔尼诺现象特别工作组等一系列
措施保持通胀率稳定。

标准普尔将越南信用评级提升至BB级
近日，世界权威金融分析机构标

准普尔刚将越南的信用评级从BB-提
升到BB，即稳定状态，同时强调越南
的短期信用评级也是 B级。信用评级
的提升意味着越南政府的经济政策改
革正在发挥积极效果。越南属于中低
收入国家，但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经
济结构较为丰富。此外，宏观经济日
渐稳定正在为外资企业、服务于出口
的辅助工业的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在
越南经济正获得积极评价的背景下，
如果越南能够保持稳步的经济发展势
头，除了提升越南国家长期信用评级
之外，标准普尔或将评估并提高越南
在国家信用评级排行榜上的排名。

新加坡企业针对外国企业信贷情况搜索 
连续两年增加

新加坡企业针对外国企业信贷情况
的搜索连续两年增加。新加坡商务信
贷资料中心的数据显示，去年的增幅为
2%左右，比前一年略微放缓。而亚细
安企业连续六年是新加坡企业最常搜索
的对象，接着是东亚和欧洲的企业。其
中，欧洲企业信贷情况的搜索在连续两
年减少后，去年回弹到近13%左右。

黄溪连说，习近平
主席提出“一带一路”
倡议近6年来，在国际
和地区范围内产生广泛
深远影响，成为广受欢
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在
各方努力下，“一带一
路”建设已完成垒基筑
台、立柱架梁，转入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全
面推进阶段。

黄 溪 连 说 ， 东 盟
是“一带一路”建设重
点区域。近年来，中国
与东盟共建“一带一
路”取得积极成果。中

国与东盟签署“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并积
极推动“一带一路”建
设与《东盟互联互通
总体规划2025》深度
对接。一大批互联互
通、产能合作项目稳
步推进。中国─新加
坡国际陆海贸易新通
道取得早期成果，雅
万高铁、中老铁路、
越南河内轻轨等重大
合作项目稳步推进，
柬埔寨金边至西哈努
克港高速公路、中泰
铁路二期呵叻─廊开

段等逐步开工，中国─
文莱石化项目、中国─
越南燃煤电厂将投入运
营。中国─东盟基础设
施专项贷款向东盟国家
提出的55个项目提供
意向融资，涉及电力、
交通、通讯、及境外园
区等领域。

黄溪连表示，主题
为“共建‘一带一路’
、开创美好未来”的第
二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将于本月
下旬在北京举行。中方
期待东盟10国领导人

和东盟秘书处有关负责
人出席。中方希望同包
括东盟在内的各方共同
总结合作成果和经验，
进一步凝聚共识，明确
未来合作重点领域，推
进区域互联互通，为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作出贡献，推进“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走深走
实，为国际经济合作开
辟更大空间。

中国─东盟关系协
调国菲律宾常驻代表及
缅甸、马来西亚、越南
等国常驻代表表示，东

盟国家积极支持“一带
一路”倡议，认为其全
面惠及东盟国家，有助
于加强区域互联互通，
并将有力促进地区经贸
发展。即将举行的第
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是各
方加强互联互通和务
实合作的重要平台。
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
下，本届论坛将取得重
要成果，为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和中国
─东盟关系发展提供强
大动力。

中方期待同东盟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第20次中国─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会议雅加达举行
【中新社雅加达（记者　林永传)】

第20次中国─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会

议9日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中国驻

东盟大使黄溪连表示，中方期待同东

盟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上进一步凝聚共识，明确未来

合作重点领域，推进区域互联互通，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月9日，第20次中国─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会议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 

【综合讯】日产汽车
前董事长戈恩（Car l o s 
Gho sn）原定周四（11
日）举行记者会，但他上
周四（4日）再被东京地
方检察厅拘捕，其代表律
师周二（9日）公开一段
戈恩的短片，内容提到自
己的官司是由多名日产
汽车高层制造的阴谋。

戈恩的首席代表律师
弘中敦一郎周二在东京
的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
（FCCJ）举行记者会，
期间播放戈恩被捕前预
先 拍 摄 的 片 段 。 他 在
片中表示，部分日产汽
车高层利欲薰心，做出
连串破坏品牌形象的行
为，对于自己涉及的指
控，戈恩表示有关罪状
都毫无根据，他指这并
不是单一事件，亦非贪
婪或独裁，而是一大阴

谋。戈恩指自己一直保
住日产的独立地位不受
动摇，并指公司缺乏前
景，因此忧虑公司业绩
可能从此一蹶不振。

戈恩又提到，即使受
到最近数个月的官司影
响，自己对于日本及日产
的正面感情仍然不变，并
相信三名律师团队可以为
自己带来公平的裁决，
为他带来清白。

日产汽车前董事长戈恩发放录影片段

称遭多名高层陷害

日产汽车前董事长戈恩
（Carlos Ghosn）

【泰国中华日报】 
内阁同意拨款1.48亿铢
以应对非洲猪瘟可能对
泰国产生的负面影响。
据悉，该猪瘟已经从中
国传到了越南，并在柬
埔寨境内发现了疫情。

泰国农合社部吉萨
达部长透露称，内阁例
会同意向该部拨款1.48
亿铢预算，以应对非洲
猪瘟可能对泰国产生的
负面影响。该病毒危害
性极大，生猪一经感染
必死无疑。据悉，该猪
瘟已经从中国传到了越
南，并在柬埔寨境内发
现了疫情。

该预算将从未来3年
政府中央预算中划拨，
其中2019年年中预算拨
款5360万4900铢，2020
年年中预算拨款5241万

9000铢，2021年年中预
算拨款4251万9000铢。
整个预防项目总预算1亿
4854万2900铢。

按照目前各养猪户规
模看，如果泰国30%的
生猪感染非洲猪瘟，经
济损失211亿6800万，如
果50%受感染，经济损

失352亿8000万铢。如果
高到80%，损失额则高
达564亿4800万铢。如果
全国生猪都被感染那损
失将是700多亿铢。

不管怎样，目前所
能做的就是做好前期预
防，避免带病猪肉从边
境进入泰国境内。

泰国启动1.48亿铢

以应对非洲猪瘟防御行动计划

泰国内阁同意拨款1.48亿铢以应对非洲猪瘟可能对
泰国产生的负面影响。

【参考消息网】日媒
称，日本财务相麻生太
郎在4月9日的记者会上
宣布，将全面刷新1万日
元（1日元约合0.06元人
民币--本网注）、5000日
元、1000日元的纸币（日
本银行券）。1万日元纸币
将采用被称为日本资本主
义之父的企业家涩泽荣一
的头像，5000日元纸币采
用津田塾大学创始人、女
性教育先驱津田梅子的头
像，1000日元纸币采用为
现代医学奠定基础的北
里柴三郎的头像。新纸币
将自2024年上半年度起发
行。这将是日本继2004年
后再次更新纸币。

据共同社4月 9日报
道，新版1万日元纸币背
面图案为东京站丸之内站

舍，5000日元和1000日元
纸币分别采用藤花和葛
饰北斋的富岳三十六景
中“神奈川冲浪里”图
案。500日元硬币也将对
素材等进行更换，自2021
年上半年度起发行。这
是1万日元纸币上的人物

1984年从圣德太子换为福
泽谕吉以来再次更换，时
隔近40年。

报道称，发行新版
纸币的主要目的是反映
最新的防伪技术，是全
球首次在纸币采用3D图
像旋转全息图。

日本将发行新版货币 

1万日元纸币头像是日本资本主义之父

日本财务相麻生太郎在4月9日的记者会上宣布，将全面
刷新1万日元（1日元约合0.06元人民币--本网注)、5000
日元、1000日元的纸币（日本银行券)。

【综合讯】东南亚领
先的超级应用Grab Holdings 
Inc. (简称“Grab”) 宣布
了在该地区的快速扩张
计划，预计到今年年底
将筹集累计65亿美元的
总资本。

G r a b还将寻求大举
对外投资，承诺今年在
该地区进行至少6笔投
资或收购。支撑Grab增
长的关键是来自软银和
其他主要战略投资者的
支持，他们在Grab目前
的H轮融资中已经投资
了超过45亿美元。上个
月，Grab获得了软银愿
景基金14.6亿美元的投
资。Grab与软银的关系
深厚，两家公司自2014
年以来一直在合作。

G r a b公司联合创始
人兼C E O陈炳耀先生
说：“上周我见到了孙
正义先生，他给予了无
保留的支持以推动我们
的增长。软银等战略投

资者的支持，将使我们
今年在支付、共享出行
和外卖等垂直业务领域
实现非常强劲的增长。
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
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
在印尼和整个东南亚地
区的规模将会比最接近
的竞争对手大四倍。随
着我们成长为东南亚领
先的超级应用，我们看
到了业务扩张的巨大机
遇，以及继续为东南亚
各地的消费者、司机合
作伙伴和商户提供服务
的无限可能。”

Grab总裁Ming Ma分
享了商业前景的细节，
他说:“随着东南亚目
前正在经历的巨大变
革，互联网公司在医
疗、金融服务等领域进
一步发展的机会已经成
熟。我们今年计划进行
至少6项投资或收购，
并在年底前筹集到65亿
美元的总资本。

东南亚应用Grab宣布

新一轮65亿美金融资及扩张计划

东南亚领先的超级应用Grab 宣布了在该地区的快速扩张
计划，预计到今年年底将筹集累计65亿美元的总资本。

由于企业支出具有弹性　日本经济面临衰退风险
【路透东京】由于

企业支出具有弹性，日
本似乎躲过了经济衰
退，但工厂和出口领
域不景气以及缺乏政
策选项，导致日本经
济在预期中的全球经济
复苏未能出现时，尤其
容易受到冲击。一些
分析师指出，如果国
内经济增长明显减速，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可能
再次推迟定于10月的
上调消费税，或适度增
加财政支出。

日本央行也可能被
迫加大货币支持措施，
不过很多分析师称日本

央行提振经济增长的有
效工具已经所剩无几。

分析师表示，虽然
需要采取这种措施的可

能性很低，但不能排
除，因为日本容易受到
中国等大型出口目的地
经济波动的影响。

资料图片：2017年5月，日本东京，行人穿过新宿商
业购物区的一条街道。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 第11版

简讯

REGIONAL区域新闻

韩国载111人客机跑道上爆胎 
疑似被军机着陆装置勾住

据韩联社报道，9日上午，韩亚航
空由韩国金浦飞往光州的OZ8703航
班，在光州机场着陆后突然爆胎，造
成29趟航班停飞，所幸机上111名乘
客无人受伤。

韩亚航空方面称，事故或因轮胎
被军机着陆装置勾住所致。

据了解，光州机场共有2条跑道，
受韩国空军管理，属军民两用跑道。
事发后，相关客机无法自主滑行，被
迫停在跑道上。由于此时另一条跑道
正在维修，所有航班均无法起降。

韩国空军方面当天回应称，“经
调查，爆胎与军事设施毫无关系”。 

目前，韩亚航空与韩国国土交通
部正联合调查事故原因。

狮航空难遇难者家属
将起诉波音要求赔偿

据《联合早报》官网消息，美国
波音公司总裁丹尼斯·米伦伯格上周
道歉，并首次承认737 MAX型客机的
两起空难，与飞机自动防失速的机动
特性增强系统(MCAS)有关。狮航空
难遇难者家属决定起诉波音，要求赔
偿。去年11月，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
曾代表其中一名死者的父亲，对波音
提出诉讼，但其它受影响家庭大部分
选择不起诉，他们当时认为胜诉的机
会不高。不过，4日波音总裁米伦伯
格为狮航以及上月的埃塞航空两起空
难造成乘客罹难致歉，并表明会在未
来几周内完成相关软件更新。代表狮
航遇难者家属的律师说，波音总裁道
歉意味着波音承认错误，他们将尽快
代表遇难者家属向波音提出索偿，但
他没有透露将提出的赔偿金额。去年
10月，狮航一架737 MAX8客机在印
尼坠毁，造成机上所有189人丧命。

第8次韩-印尼军工合作委会议在韩举行
韩国防卫事业厅表示，第8次韩

国-印度尼西亚军工合作委员会会议
8-9日在中央政府果川办公楼举行，
双方就相互认可适航认证以促“鹫
百”（Surion）等韩国型机动直升机
顺利出口印尼等问题进行磋商。航空
器适航认证是指由政府相关部门对航
空器飞行安全性的膂b证制度。防卫
厅将印尼视为“鹫百”直升机的潜在
出口对象国。韩国和印尼自2012年
以来每年举行副部长级军工合作委会
议。此次会议双方还就科技工作者互
访交流项目等进行了讨论。两国16
家军工企业借此次会议之机共聚，各
自介绍旗下产品。韩方有大宇造船海
洋、LIG Nex1、大韩航空、Huneed 
Technologies等9家企业参加。

日本一架F-35战斗机
从雷达上消失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航空自
卫队9日称，日本一架F-35战斗机在
太平洋上空从雷达上消失。据报道，
该架战斗机隶属于日本青森县三泽
空军基地。当地时间下午7点25分左
右，这架战斗机在青森县海岸附近飞
行，之后，便从雷达上消失。

阿富汗政府军空袭
击毙13名塔利班武装分子

阿富汗军方9日发表声明说，阿政
府军对东部加兹尼省和帕克提卡省的
塔利班武装藏身处发动空袭，击毙至
少13名武装分子。声明说，阿政府军
对加兹尼省安达尔地区和帕克提卡省
巴尔马勒地区发动空袭，分别击毙5名
和至少8名武装分子，另有多名武装分
子在空袭中受伤。塔利班尚未对此事
作出回应。近期阿政府军与塔利班之
间冲突不断加剧。上周，塔利班在阿
西部巴德吉斯省占领了两个地区。

安倍会见韩国驻日大使 
对韩日紧张关系表达担忧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当地
时间4月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韩
国驻日大使李洙勋见面，对当前韩日
关系表示担忧，并要求韩国作出适当
应对。据报道，即将离任的韩国驻日
本大使李洙勋8日下午前往日本首相
官邸对安倍晋三进行了礼节性访问。
两人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进行了20多
分钟的会谈。

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员表示，安倍
在会谈中提到了“强征劳工案”问题
和“慰安妇”问题。安倍表示，对当
今韩日关系表示担忧，希望向韩国总
统文在寅转达(这些担忧)，并再三要
求韩国政府对此作出适当的应对。李
洙勋表示：“我会向韩国转达的”。

据悉，韩日关系因“强征劳工
案”判决和韩国解散依据《韩日慰安
妇协议》设立的“和解与治愈基金
会”而降至低谷。

李显龙总理在马来
西亚出席第九届新马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早上同马国总理马哈
迪举行双边会议。两
人过后率领两国代表
团举行会议后。

会议结束后，李显
龙总理和马哈迪举行
了联合记者会。双方
讨论的双边课题包括
水供合约、航空和领
海课题等。

李显龙总理表示，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将

在一个月内，针对两
国海事界限的课题展
开谈判。

李总理也向马哈迪
提出新加坡对水供的
两个关注点，就是河
水污染和水供是否能
长期持续的问题。

李总理说，上星期
公用事业局在哥打丁
宜的水处理厂因为氨
水平过高而关闭。而
问题的源头是油棕园
工厂将有毒肥料倒入
河流。如果柔佛河发

生类似巴西古当金金
河事件，那后果不堪
设想。

李总理说，作为关
系密切的邻居，新马两
国不时会面对各种问
题，但他相信秉持着建
设性的精神，两国能够
处理这些问题，并达致
双赢的结果。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和马国总理马哈迪在
布城举行会谈后发表
联合声明，对于新马
两国成立委员会展开
有关谈判表示欢迎。

至 于 新 柔 地 铁 项
目，两位领导人对有关
磋商所取得的进展表示
欢迎，并已经指示属下
官员，针对暂缓新柔地

铁项目六个月进一步进
行讨论，并敲定暂缓项
目的条件。

在水供问题方面，
李总理和马哈迪都表
示，两国都有意制定

适当和及时的措施，
以增加从柔佛河的抽
水量，并按照1962年
柔佛河水供协议的要
求，维护柔佛河的环
境和水质。

【吉隆坡9日讯】
前总理夫人拿汀斯里
罗斯玛将因砂拉越学
校 安 装 太 阳 能 计 划
12亿5 0 0 0万令吉工
程贿赂的弊案，明天
（1 0日）再度被控
上法庭。

罗斯玛今日下午遭
大马反贪污委员会逮
捕，并将在明早提控
上庭。反贪会是援引
2009年反贪会法令第
16（a）（A）条文（
受贿）条文提控罗斯
玛，她明早将在吉隆
坡地庭面控。

反贪委会今午发表
文告指出，罗斯玛是
今午1时40分，在律
师陪同下，抵达布城
反贪会总部，而反贪
会是于1时45分逮捕
对方，之后允许罗斯
玛保释，惟明天需要
到法庭面控。

去年11月15日，罗
斯玛因砂拉越学校安
装太阳能计划弊案被
控上庭，面对2项控

罪，惟她不认罪。根
据控状，罗斯玛是协
助日拔（Jepak）控股
有限公司，获得教育
部在砂拉越州的369
间学校进行混合式太
阳能电供工程，而这
项工程计划的合约总
值12亿5000万令吉，
而罗斯玛可获得合约
的15%酬劳，即1亿
8750万令吉。

第二项控状，指罗
斯玛于去年9月7日在
其大使路住家收取惹
拔控股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赛迪阿邦三苏丁
的150万令吉贿款，
作为惹拔控股有限公
司直接获得教育部门
的砂拉越学校太阳能
供应合约的回酬。

两项控状皆抵触
《2 0 0 9年反贪会法
令》第16（a）（A）
条文，一旦罪成，坐
牢不超过20年，以及
不少于贿款总数的5
倍或1万令吉，视何
者价值为高。

【中新网】据香港
《文汇报》报道，泰国
中部一间寺庙原本位于
泰国湾岸边，但随着气
候变化令海平面上升，
以及城市发展加剧海岸
水土流失，寺庙现已变
成在孤岛上，被称为“
漂浮寺庙”。

现在，寺庙周边村
民已经迁至内陆地区重
建家园。但是，寺内一
名僧侣表示没打算迁移
寺庙，“若我们迁走，
人们便不再知道这里曾
有一间寺庙”。

这间名为Som n u e k 
Atipanyo的寺庙原本在
一个小渔村中，距离首
都曼谷约1小时车程。

由于海平面上升淹
没周边土地，加上沿岸
大片红树林被清除，以
辟地兴建养虾场及盐

田，令海岸土壤失去保
护，加剧水土流失，渔
村面积不断缩减，如今
几乎只剩下这间位于渔
村中央的寺庙，依赖一
条小桥连接内陆。

据僧侣表示，海水从
30年前开始上升，村民的
木制房屋逐渐被淹浸，被

迫迁往数百米外的内陆，
重新搭建房屋。

泰国湾海岸曾拥有
全球最大片红树林，红
树林形成天然屏障，保
护海岸土壤，但随着急
速都市化，泰国在1961
至2000年间，已失去逾
1/3面积的红树林。

【综合讯】在全球
教会爆发性侵儿童丑
闻后，日本天主教会
今天(9日)表示，会
对神职人员性侵儿童
指控展开内部调查。

日本天主教主教
会议发言人告诉法新
社，主教会议常设委
员会上周决定，在全
日本16个教区展开调
查。在这个大多信奉
神道佛教的国家，日
本有约45万名罗马天
主教信徒。

日本天主教当局
2002年及2012年在主
教辖区展开调查时，
至少获得5起性侵案
通报。

发言人说，最新
调查首先会审查主教
如何处理这些案件，
包括「处罚涉案者及
对受害者的回应」。 

他 说 ， 「 包 括 具 体
过程及要公布多少结
果」的细节将在稍后
决定。第2阶段调查
则计划探查另外的性
侵指控。

在宣布调查前，有
群称自己遭神职人员
性侵的受害者7日在东
京会面。据报导，其
中一名62岁男性儿时
在东京西部的天主教
男子学校遭到性侵。

「每日新闻」报
导，长崎市教区大主
教高见三明参加7日
的会议，并告诉这名
男性，他为一直以来
未能进一步揭发并解
决性侵感到抱歉。

当地媒体先前报
导，东京另一所天主
教学校的性侵指控，
而全国问题规模有多
大仍是未知数。

【中新网】当地时
间8日，新西兰前驻美
国大使馆武官基廷因
涉嫌在使馆内的洗手间
内安装隐藏式摄影头、
偷拍不雅视频，出庭受
审。据悉，如果罪名成
立，基廷或面临18个月
的最高刑期。

报 道 称 ， 现 年 5 9
岁的基廷被控试图在
2017年7月26日至7月
2 8日期间，在新西兰
驻美大使馆一男女通
用的洗手间内偷录不
雅视频。

8日，新西兰奥克兰
地方法院开始审理这起

案件。若罪名成立，基
廷或面临18个月的最高
刑期。

根据法院文件，摄
像头被安装新西兰驻华

盛顿特区大使馆洗手间
的空气加热管内，该装
置掉到地上后，在2017
年7月27日被发现。法
院文件指出，摄影机上
有一层厚厚的灰层，显
示该摄像装备已被安装
在洗手间好几个月。

另外，根据法院文
件，基廷的DNA与摄影
机记忆卡上提取的DNA
是一致的。

据报道，基廷对于
此次审判拒绝认罪，他
的辩护律师曼斯菲尔德
(Ron Mansfield)表示，
此案仍在进行中，他无
可奉告。

【综合讯】为期六个
星期的印度大选，将在后
天展开，多达九亿选民将
进行投票。寻求连任的总
理莫迪宣布竞选宣言，大
打女性牌，承诺在国会拨
出三成议席给女性。目前
民调显示，他所领导的人
民党，支持率比主要对手
国大党高出十个百分点。

印度总理莫迪所领
导的人民党，在投票前
三天公布主要政见，承
诺改善经济，提升农民
的生活水平；以及加大
基础建设投资、降低税
率和关注女性权益等。
莫迪也承诺将关注国家
安全，保护国家免受外
部侵略。

人民党主要竞争对手
国大党则在上星期公布竞
选宣言，批评莫迪在国防
安全、经济、女性安全等
关键领域失败，呼吁选民

投票改朝换代。
面对国内失业率高、

农民收入下降以及宗教冲
突等日益加剧的问题，选
前民调显示，莫迪的执政
联盟虽然有望在选举中胜
出，但可能失去国会大多
数议席优势，打击莫迪连
任机会。

有调查发现，印度最
近空袭巴基斯坦控制的克
什米尔地区，以及对巴基

斯坦的强硬态度，成功为
莫迪的选情加分。

这次印度大选，将
有超过9亿选民，是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选举，
投票将分七个阶段进
行，从后天一直到下月
19日结束，预计五月底
会有选举结果。在选举
中赢得过半议席的政党
或联盟可以筹组内阁，
从而产生新一任总理。

两国将在一个月内展开划界磋商

李显龙在马国与马哈迪出席第九届新马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综合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承诺，

将继续合作促进两国的双边关系。新加

坡和马来西亚将在一个月内，针对两国

海事界限的课题展开谈判。

图为4月9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与马国总理马哈
迪举行记者招待会。

涉太阳能12亿工程贿赂案　

罗斯玛明再度被控上庭

反贪委会9日中午发表文告指出，罗斯玛是1时40
分，在律师陪同下，抵达布城反贪会总部。

全球性侵丑闻烧向日本 

当地天主教会展开调查

泰国现“漂浮寺庙”：

水土流失严重 寺庙变孤岛

位于小渔村中央的一座寺庙，如今仅依赖一条小桥
连接内陆。

印度大选：后天开始投票 

莫迪阵营支持率领先对手

寻求连任的总理莫迪（中）宣布竞选宣言，大打女
性牌，承诺在国会拨出三成议席给女性。

涉嫌在厕所偷拍 

新西兰外交官最高或面临18个月监禁

新西兰前驻美国大使馆
武官基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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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4日晚，驻
印度尼西亚大使肖千在使
馆举行招待会，热烈欢迎
前来参加第三届“中印尼
青年交流互访游学活动”
的两国青年代表团。印
尼外交政策协会（Foreign 
Policy Community of Indo-
nesia, FPCI）创始人、前副
外长迪诺大使及夫人，中
方代表团团长、福建省教
育厅副厅长吴伟平，代表
团全体成员，驻印尼使馆
青年外交官等共80余人出
席招待会。

肖千大使在致辞中对
中印尼青年代表团圆满结
束中国之行表示祝贺，预
祝代表团印尼之旅满载而
归。肖大使说， 中国和
印尼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
邦。过去几年来，在习近
平主席和佐科总统坚强有
力领导下，中印尼高层交
往频繁热络，发展战略对
接持续深入，务实合作成
果丰硕，民间交流不断扩
大，中印尼双边关系步入
快速发展的新阶段。2018
年，中印尼贸易额达754亿

美元，中国连续8年保持印
尼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
国对印尼直接投资23.5亿
美元，持续保持印尼第三
大外资来源国地位，如算
上中资企业通过香港、新
加坡等地对印尼的投资，
中国已事实上成为印尼最
大外资来源国；中国到访
印尼游客突破200万人次，
成为印尼最大外国游客来
源国之一；印尼赴华留学
生超过15000人，中国成为
最受印尼学生青睐的第二
大海外留学目的地。

肖大使说，福建与印尼
地理相近、人文相亲，在
中印尼友好交往历史中扮
演了重要角色。福建是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自古以来与印尼诸岛在语
言、文化、宗教、饮食、
建筑、艺术等方面相互借
鉴融合。印尼是“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首倡之
地和“一带一路”建设重
要节点，福建省则正致力
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核心区。可以说，
福建省和印尼是共建“

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
伴。各位青年朋友从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出发，
来到现代海上丝绸之路首
倡之地，既是传承历史，
也是开创未来。

肖大使说，青年一代既
是各自国家民族的希望，
也是中印尼友好事业的接
班人。希望大家通过此次
游学活动拓宽视野，增长
才干，早日学有所成，为
促进各自国家建设和中印
尼友好作出自己的贡献。

迪诺大使在致辞中祝贺
中印尼青年代表团中国之行
圆满成功。迪诺大使说，“
中印尼青年交流互访游学活
动”已经成功举办三年，在
印尼青年心目中已成为“
传奇”。青年们通过游学
互访，不仅了解彼此国家
的风土人情，也建立起深厚
友谊，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
富。希望两国青年珍视这次
机会和友谊，成为中印尼友
好的栋梁。

吴伟平副厅长在致辞
中表示，中国与印尼是好
邻居、好伙伴、好朋友。

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肖千为中印尼青年交流团举办欢迎招待会
从郑和的故事到万隆精神
再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中印尼两国交往不断
加强，两国人民尤其是青
年间友好感情与日俱增、
历久弥新。近年来，福建
省与印尼在经贸、友城、
人文、教育、旅游、青
年、政党等领域交往日益
密切，成果颇丰。青年是
国家的未来，青年强则国
家强。相信两国青年通过
对福建省及印尼多所城市
参访，能深切了解两国渊
源，建立深厚友谊，增进
对彼此国家社会、文化、
政治等领域的认知。希望
两国青年把握机会，为加
深中印尼友好共同努力，

关心和支持彼此国家发展
建设，携手建设两国更加
美好的未来。

两国青年代表在致辞中
尽情分享各自访学的见闻
和感受，感谢使馆、福建
省政府和FPCI的精心组织，
并高度评价此次活动的重
要意义。招待会上播放了
青年学生精心准备的中国
之行回顾视频。使馆青年
外交官与两国青年代表亲
切交流互动。现场气氛友
好融洽，大家纷纷合影留
念，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
个美好的夜晚。

“中印尼青年交流互访
游学活动”由驻印尼大使
馆、福建省人民政府和FPCI

联合举办，选拔两国优秀大
学生并邀请青年政府官员、
智库学者、媒体记者、网络
意见领袖组组建代表团，结
伴赴对方国家游学参访。活
动迄已举办三届，在两国社
会获得积极反响。此前，驻
印尼使馆与FPCI在印尼全国
高校内联合举办“知行中
国（Write to China）”大学
生征文比赛，共吸引1100余
名大学生踊跃报名参赛，提
交征文作品700余份。共有
来自印尼大学、卡查玛达大
学、巴查查兰大学、万隆理
工学院等13所印尼著名高校
的20名大学生脱颖而出，获
邀参加本届“中印尼青年交
流互访游学活动”。

肖千大使致辞 Dino Patti Djalal致辞

肖千大使和与会者一同合影。 肖千大使与Dino Patti Djalal自拍。肖千大使与参加者自拍。

中新社雅加达4月7日电 
(记者 林永传)7日，周末休
息日。印尼玛琅国立大学孔
子学院的中方老师们正紧张
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第十八
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
文比赛东爪哇赛区决赛的现
场承办工作。

同样在加班的还有阿拉
扎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方老师
们，刚刚忙完雅加达赛区决
赛的他们，又投入本月底将
在首都举行的印尼全国总决
赛的筹备。　工作日常规教
学，利用周末节假日开展各
种文化交流活动，是印尼几
所孔子学院中方教师的“常
态”。得益于他们的努力和
中印尼合作方的通力合作，
孔子学院已成为印尼学生和
民众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
化的园地，成为中印尼文化
交流的平台、友好合作的桥
梁和纽带，受到印尼官方肯
定和民众欢迎。

2010年11月，位于印尼
首都雅加达的阿拉扎大学孔
子学院率先挂牌成立；2011
年，万隆玛拉那达基督教大
学、锡江哈山努丁大学、玛

孔子学院成中印尼友好合作桥梁纽带
琅国立大学、泗水国立大
学、坤甸丹绒布拉大学5所
大学的孔子学院相继挂牌成
立。上月，印尼第7所孔子
学院--梭罗三一一大学孔
子学院挂牌成立。

据阿拉扎大学孔子学
院中方院长肖祥忠介绍，
除承担汉语教学，汉语教
师培训，开展汉语考试和
汉语教师资格认证，提供
中国教育、文化、经济及
社会等信息咨询和开展当
代中国研究等相同职能、

完成常规项目外，印尼
各所孔子学院都立足区域
特色，努力创新“自选动
作”，让中印尼教育文化
交流合作异彩纷呈富有
实效。作为首都雅加达地
区唯一一所孔子学院，阿
拉扎大学孔子学院与该地
区多所大学和社团建立了
良好合作关系。从成立至
今，开设了近400个教学
班，向1万多名大学和中
学汉语学习者，印尼国防
部、贸易部、警察总部等

政府机构官员和国际机
场员工开展多层次汉语教
学，既有汉语学习的专业
课程，亦开设了中国书
法、篆刻、剪纸、中国
结、太极拳、音乐等兴趣
班。并选派近200名印尼
本土中学汉语教师赴中国
合作高校福建师范大学培
训。

此外，该院还创新实施“
走进中学”项目；结合“
一带一路”倡议举办“汉
语+”国际研讨会；举办“

印尼中国电影周”“青春
微映丝路情印尼青年微电影
节”“魅力中国 华夏风采”
中国文化周等特色活动。

位于东爪哇山城的玛琅
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不仅
致力于对汉语专业学生的培
养，还不断加强对非汉语专
业学生的培养。该院为非汉
语专业学生开展了文化体验
课、语言学习课等；每年组
织夏秋冬令营，为印尼学生
走进中国、更多更深地了解
中国、爱上中国打开了一扇

扇大门。
该院中方院长廖桂蓉介

绍说，该院还每年举办春
节文化活动、“孔院日”、
中印尼友谊合唱比赛、“汉
语日”中文比赛、“快乐汉
语”中文比赛等创新项目，
让中华文化在印尼东爪哇地
区得到广泛传播。

在上月举行的该院成立8
周年纪念仪式上，中国驻印
尼大使肖千现场题词“弘扬
中华文化，增进中印友好”
予以肯定和鼓励。

资料图：2018年9月27日，位于首都雅加达的印尼阿拉扎大学举办“孔子学
院开放日”，精彩活动吸引了该校及印尼大学、雅加达国立大学、达国大
学新雅学院、伦敦公共关系学院、达尔玛博修达大学等高校近300名师生参
与。图为“汉语游园”活动之HSK模拟考试。(中新社发 颜思祺 摄)

2018年9月27日，位于首都雅加达的印尼阿拉扎大学举办“孔子学院开放日”，精彩活
动吸引了该校及印尼大学、雅加达国立大学、达国大学新雅学院、伦敦公共关系学院、
达尔玛博修达大学等高校近300名师生参与。(中新社发 颜思祺 摄)

吴伟平副厅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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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宣布引退的“
乐坛浪子”王杰，近日
在美国登台献唱。他
在微博感谢来自世
界各地的歌迷，并
分享道：“人最
快乐的事，莫过
于平时可以周
游列国，多看
看外面的世界
增广见闻，闲着
的时候可选择性
地做自己最爱的小
型演唱会，唱歌给
海外的游子们听。”

今 年 5 6 岁 的 王
杰，1987年以一首《一
场游戏一场梦》在台湾
出道，后到香港发展。
凭借动人的嗓音和“浪
子”形象，在20世纪八
九十年代红遍两岸三地
和东南亚地区。迄今发
行的专辑与精选辑合计
达八十张，被誉为“一
代歌王”。

红 极 一 时 的 王 杰 ，
早期在酒吧担任驻唱歌

疑遭下毒失声引退2年 

乐坛浪子王杰美国登台

手，因其辨识度极高的嗓
音被赏识，继而入行正式
当歌手，也因忧郁小生的
风格配上不羁的形象而被
封为“乐坛浪子”。

一夜成名的光环，也
给“一代歌王”带来了极
大的压力。王杰自离开香
港乐坛之后，曾将重心转
至大陆，不时参加大陆的
歌唱节目，举行个人演唱

会等，吸引不少粉丝追
棒。

不过，王杰早前受访时
曾透露，自己曾被人“下
毒”，导致失声和脱发。
与此同时，他又多次遭遇
网络暴力，令他意兴阑
珊，并于2017年宣布退出
歌坛。

备感人生多艰的他，
在宣布引退前，说自己

已经伤痕累累、遍体鳞
伤：“不可思议地见识
到媒体记者及节目名
嘴，为了利益能昧着良
心把黑的说成白的，白
的抹成黑的。经历了这
段黑暗岁月的蹉跎，长
年的抺黑虽已遍体鳞伤
最终家散亲离，但令我
内心更加坚强与成熟，
再无畏惧。”

久未露面的王杰，
如今依然热爱音乐。日
前，他在微博分享近
照，透露受邀到美国登
台演出。

他分享的照片中，
有一组清晰呈现脸上皱
纹和须根的大头照。从
困厄中走过来的他，似
乎对一切已经释然：“
做真正的自己真好！脸
上的皱纹，代表着岁月
的蹉跎；白色的胡子，
代表着历练的冲刷。人
的一生，还有什么比追
求自我更好？此刻的感
觉！老了真好……”

“乐坛浪子”王杰

韩国组合防弹少年团
（BTS）7日公开了全新专
辑《MAP OF THE SOUL 
：P E R S O NA》的首波预
告，主打歌名为《为渺小
之事所做的诗（Boy With 
Luv）》，并与美国女歌手
海尔希（Halsey）惊喜合
作。由于先前并未透露相
关讯息，也让海尔希登上
了网络搜索热门关键词第
一名。

海尔希在20 1 6年与双
人组合烟鬼（The Chain-
smokers）合作的单曲《靠
近我》（Close r）爆红，
成为全球青年人的偶像。
而早在2017年防弹少年团
首次参加美国Bil lboard告
示牌音乐奖时，就曾跟海
尔希留下合照。

海 尔 希 也 是 一
名“A.R.M.Y”（防弹少
年团粉丝名称）一事，在
歌迷之间也不是秘密。海
尔希曾在访问时说过：“
在 我 制 作 《 H o p e l e s s 
Fountain Kingdom》专辑
时， B T S 过去的概念影
片，无论是其中的意涵、

色彩，或是传递给人的温
暖，都启发了我很多，给
我了很多灵感。这也让我
开始从粉丝的角度看待自
己的作品。”

海尔希在2017年第一次
见到防弹少年团时，就曾当
面说出对他们的欣赏，防弹
少年团队长RM事后接受访
问时，也坦言双方有进一步
合作的意愿。2018年海尔希
也在韩国与防弹少年团见
面，双方还开心合照放上网
络，如今看来，虽然消息并
未走漏，但也能看出合作的
蛛丝马迹。

事实上，海尔希也曾在
访问中害羞承认，自己在
防弹少年团成员中最喜欢
队长RM。如今两组东西方
当红歌手真的合作了，也
被网友笑称是：”最成功
的粉丝。“而在海尔希之
前，防弹少年团也曾和包
括妮琪米娜（Nicki Mi-
n a j）、烟鬼双人组、日
裔DJ史帝夫青木（Steve 
Aoki）、CP查理（Charlie 
Puth）等知名欧美音乐人
合作。

海尔希与防弹少年团惊喜合作 

自曝最喜欢这位成员

海尔希在韩国与防弹少年团见面

赵又廷与中国女星高圆
圆2014年结婚至今四年多，
两人何时生子也一直受到外
界的关心。今年三月便传出
高圆圆怀孕的消息，8日，
赵又廷对此作了回应，并同
时在脸书与微博上证实这项
喜讯。

赵又廷写到：“每每遇
到大家的关心，我们总是回
答，‘顺其自然。’现在，
我们可以说，‘是的，谢谢
大家一直以来的祝福。’”
消息一出，粉丝与网友都纷
纷给予祝贺，并都期待宝宝
的诞生。

赵又廷（马克）和高圆

圆于2014年6月结婚，两人
婚后动态始终受到大众关
注，有次高圆圆被拍到前往
妇产科检查，肚皮的动静再
度成了媒体关心的焦点，不
过始终是乌龙消息，而对于
这样的传闻，赵又提始终皆
以“顺其自然”作为回应。

今年3月初，网路上传出
高圆圆久未露面，拍广告时
也只有露出上半身，脸形看
起来显得圆润不少，让人联
想是否有孕在身，当时就有
人说高圆圆确实怀孕了，而
当事人并没承认也没否认。
而今，赵又廷已向大家证实
了这项喜讯。

5 2岁的周海媚最近参
加一个美食节目录影时被
赞一点都没老，芋紫色毛
衣配灰色阔身运动裤，长
长的秀发扎起，前面掉下

的刘海，恰好修饰面形，
笑起来弯弯如月牙般的眼
睛，和当年的“周芷若”
一模一样！网民大赞冻龄
成功：“她看来25岁差不
多啊…”

海媚被曝自从19 9 8年
患上红斑狼疮症后被迫停
工，几乎绝迹香港娱乐
圈，以接拍内地广告为
生，但其后她表示自己是
患有血小板减少症，更
指医生曾跟她说若生育的
话会有生命危险，会大出
血，令她不想结婚和生孩
子，错失了两段美好姻
缘。及至49岁当年，她接
演了《武则天》，虽然饰
演配角杨淑妃，但依然令
她再次爆红。对于以前患
病的痛苦经历，她不想多
说，只透露当时工作量减
少，只有勤俭治病。为了
保持颜值和身材，她十分
注重饮食和锻炼，这样时
光可以走得慢一些！

4月7日是成龙65岁的
生日，下午，他在微博晒
出在剪辑房庆生的照片，
笑称，“我每年最’怕’
就是两个日子，一个是生
日，一个是过年，每当这
时候大家的祝福就会像潮
水一般涌过来，让我压力
很大。”照片中成龙一身
白色休闲装，手捧蛋挞对
镜微笑，他还调侃道“(
这就是)我的生日蛋糕哈
哈！”文末他也对大家的
祝福表示了感谢：“虽然
不爱过生日，但还是要感
谢大家！”

4月9日下午，周杰伦在
社交网站上晒出一张自己被
一群小学生团团围住并给他
们签名的图，配文：”你们
开心，我就开心#看起来像
学校签名会 #刚出道的感
觉“。照片里周杰伦头戴黑
色针织帽，身穿黑色短袖，
被数十个拿着笔和纸的小学
生围住，然后一一签名，场

面搞笑又温馨。
状态一经发出，网友们

纷纷留言：“我昨晚还梦
见拿到你的签名了，给我
这个激动的啊，可惜只是
个梦”，“好羡慕跟你合
照的小朋友啊”，“可以
来高中吗”，“下次出新
专辑了我也要拿着让你帮
我签名”。

韩国人气女星裴秀智
(Su z y )与JYP娱乐的合
约于3月31日到期，8日
经纪公司“Management 
SOOP”正式发表声明，
表示将全力支持秀智在
戏剧领域及Solo歌手方面
的演艺活动，而在IG上
亲自宣布了此消息的秀
智，也不忘对JYP娱乐表
达感谢。

JYP娱乐于上月26日
表示，过去几个月与秀
智商讨了许久，但最后
在双方同意下，决定不
再续约。JY P娱乐也感
谢2010年以miss A成员
身份出道的秀智，九年
来与公司一起成长，同
时也对秀智的未来给予

祝福。
旗 下 有 孔 刘 、 孔 晓

振、金材昱等知名演员
的“Management SOOP”
， 8日发表声明，表示
秀智透过各种面向的活
动稳定了全球的人气，
今后Management SOOP
将积极支持秀智的演艺
活动，并会优先考量能
够发挥秀智在戏剧领域
上最大专长的国内外作
品，同时也将会支持秀
智以个人歌手身份的演
艺活动。

而今日下午，秀智也
在IG上向粉丝报告了这个
消息。秀智表示，自己
从练习生时代开始到正
式出道走到今天，与JYP

娱乐共同走过了9年，迎
接了许多耀眼的光荣时
刻，因此虽然如今在新
东家迎来新的开始，也
由衷的感谢JYP娱乐的所
有工作人员，同时也感
谢一直以来支持着她的
粉丝，为此她会努力为

大家展现更好的面貌。
另外，由于南韩江原

道4日晚间发生严重森林
大火，韩国政府宣布为
国家级灾难，多家韩国
媒体也于8日报导，秀智
捐款了1亿万韩圜(约9.6
万美金)帮助灾区。

成龙笑称最“怕”过生日 

剪辑房捧蛋挞当生日蛋糕

成龙手捧蛋挞

52岁周海媚冻龄有术被赞像25岁 

曾因病错失姻缘

周海媚

周杰伦被小学生围住要签名 

自侃“刚出道的感觉”

周杰伦被学生围住一一签名

赵又廷报喜“是的” 

证实高圆圆怀孕

赵又廷(右)与高圆圆

秀智签约新东家不忘感谢JYP 

捐1亿韩圜助灾区

韩国人气女星裴秀智



   

出版社:PT. Aksara Warta Mandarin  地址:Jl. Raden Saleh Raya No.1B-1D, Jakarta 10430. 电话:(62-21)3912909(Hunting). 传真:(62-21)3912906. 每月报费:100.000盾(外埠加寄费). 

广告费:彩色广告每栏/每毫米22.000盾. 黑白广告每栏/每毫米15.000盾. 每行价目9.000盾, 最少五行. 户口号码:PT. Aksara Warta Mandarin. Bank Central Asia (BCA) Cabang Slipi. AC: 084.201.5616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 第15版OPINI言论

和第八轮磋商一样，
这次磋商继续简化形式，
更加直奔主题，礼仪性的
流程尽可能缩减，没有晚
宴，没有开幕式，没有记
者见面会，一分钟的合影
后，双方便走到谈判桌前
开始谈。本次磋商尚未结
束时特朗普便会见了双
方团队，这一细节释放的
信号显然是积极的。节奏
加快，效率提增，态度积
极，中美经贸磋商进入关
键期。

汉字“九”在词典中
的释义有指代“多次、多
数”的意思。磋商进行了
九轮，你来我往，密集沟
通，中美双方终于在协议
文本上达成新共识。尽可
能较早达成最终协议，是
中美两国的共同诉求，但
这种诉求并不仅限于当事
双方，而是全球其他经济
体的共同期待。

博弈论中有“零和”

和“正和”两种博弈局
面，零和博弈意味着一
方的全部收益就是另一
方的所有损失。正和博
弈是指，在任何一方都
没有力量完全支配和消
灭对方的博弈格局中，
各方实现自身利益都需
做出让步，以获得共同
利益，双方都有所得。
中美两国是全球排名前
两位的经济体，中美经
贸早已是“你中有我，
我 中 有 你 ” 的 交 融 格
局，任何一方都不可能
完全以自我意志行事，
磋商的出发点是为了照
顾彼此关切、实现共同
利益，达成共赢。

当 然 ， 中 美 经 贸 磋
商结果不仅是“双方共
赢”的问题，还涉及更
广泛经济体的利益。当
今世界已处于经济全球
化时代，中美贸易摩擦
不仅给两国在国家、企

业、甚至国民个体层面
带来变数，也深刻影响
着全球经贸格局的未来
预期。当下，世界正面
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旧的规则遭到冲击，新
的规则尚未确立。许多
国家都在期待世贸组织
进行深层次改革，中美
两国在世贸组织改革中
既有自身诉求，也承载
着对其他成员国乃至全
球的发展责任。

不久前，马来西亚贸
易部长表示，中美之间的
谈判将“影响到所有人”
。去年3月，中美贸易摩
擦消息一出，全球股市应
声下跌。受贸易谈判不确
定性的影响，世界经济明
显放缓，各国央行重启宽
松政策，各国政府也一再
下调经济增长预期。足见
中美经贸关系具有强大的
外溢效应，中美贸易关系
向好无疑会改变相关国家
的心理预期，提振全球经
济发展信心。

本轮磋商期间，白宫
椭圆形办公室内，特朗
普在回答中国媒体有关“

全球责任”的提问时表
示，“美中两国的确对世
界负有责任，这也是两国
经贸团队今天齐聚白宫的
原因，美中经贸磋商如能
达成协议，不仅对两国有
利，也将对世界有利”。
在持续了较长时日的贸易
谈判后，原先把焦点专注
于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的特

朗普政府，显然已经明白
中美贸易摩擦并非简单的
两国间经济议题，对于中
美两国的全球责任想必也
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已将“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
法。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
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
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

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这体现了中国作为新兴经
济大国对于全球经济稳定
的责任自觉。丘吉尔曾说
过，“在用尽其他选项之
后，美国总会做出正确的
决定”，这一结论正再次
接受验证。

（文千字 中国网评论
员。来源：中国网）

中美共担“全球责任” 还需美国做出正确决定 文/文千字

磋商的节奏正在加快。3月6日，第

九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结束，这已是

2019年短短3个月内的第5次磋商。

经中欧双方商定，并应
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
邀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将于4月8日至12日赴
布鲁塞尔举行第二十一次
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赴克罗地亚出席第八次中
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
晤并正式访问克罗地亚。

这次访问具有多边外
交与双边外交相结合，覆
盖几乎所有欧洲全部国家
的特点，有助于推动中国
与欧洲双多边合作不断发
展。

中欧关系长期是中国
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多
年来，中欧双方不仅在政
治、经济、人文等方面合
作不断增加，双方也形成
了中欧领导人会晤机制、
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等重
要合作机制。

李克强总理此次访欧出
席第二十一次中欧领导人
会晤，双方领导人将就中
欧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
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
换意见，并见证签署能源
等领域的合作文件。2014

年，中欧提出打造和平、
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
伴关系。20 1 8年，中国
政府发表第三份对欧盟政
策文件。双方迄已建立近
7 0个磋商和对话机制，
涵盖政治、经贸、人文、
科技、能源、环境等各领
域。这些足以表明中欧关
系的发展有着高度的战略
共识和广泛的利益基础。

中欧务实合作是双边
关系的重要基础。中欧双
方经贸合作密切。欧盟是
我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
进口来源地、第二大出口
市场。我国是欧盟第二大
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
源地、第二大出口市场。
欧盟已连续14年保持中国
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
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
发展好同欧盟的关系一直
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之
一。

据中方统计，2017年中
欧贸易额6169.2亿美元，
同比上升12.7%。2018年
中欧贸易额达到6822亿美
元，同比增长10.6%。欧
盟是我国累计最大技术引

进来源地。目前，中欧双
方各在能源、科技、气候
变化、城镇化和青年、教
育领域开展了大量合作。
中欧双方合作领域广泛，
合作不断深入，加上两国
并无战略冲突与地缘政治
矛盾，这些都促使务实合
作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基
础。

中欧双方应携手合作
应对全球变局。当今世界
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
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
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
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
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
深。同时，国际形势中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
全球化思潮抬头。与此同
时，欧洲内部也面临着诸
多难题，英国脱欧久拖不
决，德国领导地位因难民
问题冲击受损，法国国内
矛盾加深，意西等国财政
压力增加，这些都使得欧
洲一体化面临挑战。

中国和欧盟都是世界多
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
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在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
全球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等方面
拥有广泛共同利益，也是
各自改革与发展不可或缺
的合作伙伴。在当前全球
不确定不断增加的关键时
刻，双方之间唯有携手合
作才能砥砺前行。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
的合作是新型发展合作的
典范。自2012年以来，每
年都会举行中国—中东欧
国家（16＋1）领导人会
晤，而且中国领导人也大
多会利用此契机对会议东
道国进行访问，实现多边
与双边外交相结合，推动
中国—中东欧合作不断取
得新发展。本次会晤以“
搭建开放、创新、伙伴之
桥”为主题，将回顾总结
自去年索非亚领导人会晤
以来“16＋1合作”的最
新进展，同时结合新形势
深入探讨下一阶段“1 6
＋1合作”的重点工作方
向，并就促进各领域务实
合作出台一系列新举措。

“16+1合作”是中国
与中东欧国家在共同应对

金融危机、推动经济转型
升级的背景下开启的，
双方建立了这一聚焦务
实合作、共同发展的跨区
域合作平台。多年来，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始终
秉持开放性、实效性、包
容性原则，机制建设日趋
成熟，各领域成果丰硕，
开创了多边开放合作新模
式。“16+1合作”不是封
闭排他的小圈子，而是公
开透明的大平台。“16+1
合作”涵盖欧盟成员国和
非欧盟成员国，既有利于
促进中国同欧盟合作，也
有利于促进欧洲内部均衡
发展。

中克两国关系的发展
是中欧互利共赢的真实写
照。自1992年中国与克罗
地亚建交以来，双边关系
发展稳定。如今克罗地亚
作为欧盟成员国和中东欧
地区重要国家，在地区与
双边多层次同时与中国发
展关系。

此访是中克两国建交
以来，中国总理首次到访
克罗地亚，对巩固中克传
统友谊，推动两国全面合

作伙伴关系发展，助力中
欧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目前，中国与克罗尼
亚贸易逐渐增加。20 1 7
年中克双边贸易额13.42
亿美元，同比增长13.9%
。2 0 1 8年，双边贸易额
超过15亿美元，继续保持
增加态势。以此同时，中
国对克罗地亚的投资也不
断增加。中国企业承建了
克罗地亚重要项目佩列沙
茨大桥。此次访问，双方
还将签署多个合作协议，
推动两国关系更加务实发
展，成为中欧双方互利共
赢的体现。

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
年的中欧关系已经走在前
列，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
总理今年首次出访均选择
了欧洲，体现了中国外交
对欧洲方向的高度重视。
只要双方坚持互利共赢、
相互尊重和务实合作，就
有望推进双方关系在国际
形势的风云变幻中不断前
行。（陈观海 北京市对外
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
研究员。来源：中国网）

推进中欧关系乘风破浪不断前行 文/陈观海

第九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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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能活多久？江湖术士靠看手相，现代科学则有了判断依据

四个指标关乎寿命
受访专家：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教授 钮文异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教授 沈雁英

西安体育学院运动医学教研室教授 苟 波

本报记者 田 飞

一 个 人 能 活 多 久 ，

是否健康长寿？若想回

答这个问题，江湖术士

的做法可能是看手相，

目测一下所谓的“生命

线”有多长。而现代科

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更

可靠的判断依据。专家

表示，预测一个人的健

康程度和寿命长短，可

以观察四个指标。

步速快慢

走路速度是寿命长短

的“预警器 ”。一项针

对近500名老人、随访10

年的研究发现，观察期

限内，走路慢的老人中

有7 7%死亡，中速的人

中有5 0%死亡，而步行

速度快的人中只有2 7%

死亡。

英 国 伦 敦 大 学 针 对

4 5 8 1 名 老 人 的 研 究 发

现，相对步速处于平均

水平的老人来说，走路

缓慢的老人更易患上抑

郁症。

西 安 体 育 学 院 运 动

医学教研室教授苟波告

诉《生命时报》记者，

走路快慢和肌肉力量、

心 脏 功 能 、 骨 关 节 健

康、消化系统状况及精

神情绪密切相关。更重

要的是，步速反映了一

个人的“有氧耐力”，

即长时间进行有氧运动

的能力。美国心脏协会

研究发现，有氧耐力比

血压、血脂、血糖等，

更能准确地预测死亡几

率。如果老人每分钟走

不了5 3米，且走不稳、

易摔倒，表明身体机能

很差。

苟波表示，想要提高

走路速度，需要从多方面

入手。首先，如因身体不

适影响步行速度，应先就

医排查疾病，积极治疗。

其次，勤于锻炼利于改善

有氧耐力。

走路属于有氧运动，

建议每周刻意进行3～5

次走路训练，每次保证半

小时以上，以微微出汗为

宜。走路时应保持姿势端

正，避免驼背、斜肩。训

练后可增加一些柔韧性、

平衡性练习，比如伸腰、

拉腿、单脚站立。

手劲大小

握力，说白了就是“

手劲儿”，是评估健康

的重要指标，却常被人

们忽视。20 1 6年，一项

多国联合开展的研究发

现，握力比收缩压能更

好地预测死亡风险。握

力每减少5公斤，人们因

慢性病死亡的风险就会

增加1 6%，心脏病和脑

卒中发生风险分别上升

7%和9%。20 1 8年，英

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针

对50 0 0名成年人的一项

研究发现，握力是预测

患心脏病风险的重要指

标，握力大的人，心脏

更健康。

苟 波 表 示 ， 测 试 握

力时，应身体直立，两

臂 下 垂 ， 两 脚 自 然 分

开，一手拿着握力计，

使出全力握紧，记录握

力 数 值 。 一 般 测 试 两

次，取最好成绩。为了

更好地评估身体素质，

最好计算一下“握力体

重指数”。这一指标主

要反映人的前臂和手部

肌肉力量，同时也与其

他肌群力量有关，是反

映 肌 肉 总 体 力 量 的 重

要 指 标 ， 算 法 是 ： 握

力 （ 公 斤 ） / 体 重 （ 公

斤 ）× 1 0 0 %。 如 果数

值高于5 0%，说明体质

不错，但若低于5 0%，

则要加强锻炼。研究发

现，人的握力体重指数

越大，体质水平越高，

慢性病发生率越低。

苟波建议，若想延长

寿命，提高握力体重指

数，最根本的方法还是科

学运动，需在有氧运动的

基础上，增加力量训练。

特别是老年朋友，随着

年龄增长，肌肉难免流

失，通过适量运动维持

肌肉水平，对健康格外

重要。深蹲、卷腹、俯

卧撑、引体向上等均是

力量练习，人们应循序

渐进、量力而行。老年

朋友可以先从拧毛巾、

举矿泉水瓶练起。

身材胖瘦

有些人虽胖，却觉得

自己很健康，而研究发

现，超重或肥胖的人即

使当下健康，但日后难

免出现问题。一项分析

了350万人数据的研究发

现，起初，体重超标者

的确健康。但随访时间

越长，他们暴露出来的

问题越多，具体来说，
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上升了7%，中 风和心

衰风险翻倍。近年来的

研究还发现，肥胖显著

增加患肠癌、肾癌 、乳

腺癌、宫颈癌等1 3种癌

症的风险。因此，有充

足的理由支持，一个体

重超标的人面临更多、

更大的健康风险。

刊登在《柳叶刀》上

的一项全球调查发现，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肥胖

人口最多的国家。北京

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

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

系教授钮文异表示，提

倡人们保持健康体重，

即体重指数（体重（千

克 ） 除 以 身 高 （ 米 ）

的 平 方 ） 控 制 在 1 8 . 5

～23 . 9。如超过24，就

要注意吃动平衡，“管

住嘴，迈开腿”了。需

要注意的是，老年朋友

不要过度控制体重，不

能太瘦，体重指数不超

过2 7即可，因为临床研

究表明，与瘦弱的老人

相比，微胖的老人不易

发生流感、肺炎等急性

感染，外科手术的预后

效果更好。

是否吸烟

吸 烟 的 害 处 可 谓 众

人皆知，如果一个人吸

烟，难免减寿。加拿大

研究发现，男性吸烟的

话，至少减寿3.1年。每

天抽一支烟会使男性患

冠心病风险增加7 4%，

女性增加119%。英国研

究发现，烟草已成为首

要致癌因素。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烟

草消费国。调查显示，

中国现有吸烟人数超过3

亿。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教

授沈雁英呼吁，为了自己

和家人的健康，人们应尽

早戒烟。戒烟不是易事，

必要时，建议寻求戒烟门

诊医生的帮助。▲

家庭医生

一次髋部骨折 带来多重伤害
老人免疫力脆弱，长期卧床会引起褥
疮、肺部感染、下肢静脉血栓等并发症

吃出健康

豆类蘑菇调节血脂 咖啡茶叶改善血管

六种食物最护心脏
徐 澄 编译

近日，美国心脏

病营养学和生活

方 式 工 作 组 总

结指出，强有

力 的 证 据 证

明， 6种食物

有 益 心 脏 健

康。

豆 类 。 黑

豆 、 黄 豆 、 豌

豆 、 蚕 豆 、 扁

豆、鹰嘴豆等豆

类营养丰富，低脂

肪高蛋白，富含复

杂的碳水化合物、膳

食纤维以及多酚和皂苷

等活性物质，有助降低

胆固醇。一项涉及 2 5

项相关研究的综合分析

发现，每天吃13 0克豆

类食物可以使“坏胆固

醇”（低密度脂蛋白）

降低0.17毫摩尔/升，

收缩压降低2 . 2 5毫米

汞柱。研究还发现，每

天吃一杯豆（约合20 0

克 ） 可 以 使 体 重 降 低

0.34公斤，体脂总量降

低0.34%。

咖啡。咖啡富含生物

活性多酚（主要是绿原

酸）、咖啡因（具有刺

激作用的生物碱）以及

大量的矿物质钾。一项

针对1 8 . 6万名参试者

长达16年的跟踪调查发

现，与不喝咖啡的人群

相比，每天至少喝4杯

咖啡的参试者早亡风险

（包括心血管疾病死亡

风险）降低18%。每天

喝1杯咖啡也可使早亡

风险降低12%。咖啡中

多 酚

物 质 的 主 要

作用包括：降低血糖浓

度、抑制脂肪吸收、促

进脂肪组织中三酸甘油

脂的分解。

茶。茶叶富含黄酮类

化合物和多酚类抗氧化

剂。一项涉及6 6名冠心

病患者的研究发现，经

常喝红茶可以显著改善

血管内皮健康，逆转冠

心病患者血管舒缩功能

障碍。中国一项涉及2 0

万名男性和3 0万名女性

的大规模研究发现，每

天喝茶（任何一种茶）

可以使缺血性心脏病风

险 降 低 8 % ， 心 脏 病 相

关风险降低1 0%。专家

表示，喝茶最好不要加

糖、甜味剂或奶油。

蘑菇。大量临床研究

发现，经常吃蘑菇保护

心脏。蘑菇具有抗炎抗

氧化作用，而且有助增

加体内维生素D水平。蘑

菇中的多种氨基酸和β

葡聚糖（多糖）等物质

可防止动脉粥样硬化、

降压降脂和调节免疫系

统。经常吃蘑菇还可减

少心脏病并发症，如代

谢综合征、2型糖尿病

和肥胖症等。

富 含 欧 米 伽 3

脂肪酸的食物。

具有护心功效的

欧米伽3脂肪酸

可分为海洋来源

的欧米伽3多不饱

和脂肪酸和植物来

源的α亚麻酸。前者主

要 包 括 三 文 鱼 、 金 枪

鱼、鲭鱼等深海肥鱼。

一项涉及22万名参试者

的大型分析研究发现，

适量吃鱼，冠心病死亡

风险可降低7%。植物

来源的欧米伽3脂肪酸

主要包括绿叶蔬菜、核

桃、菜籽油和大豆油、

亚麻籽油等。

富含维生素B12的食

物。维生素B12缺乏容

易导致严重的血液疾病

和神经疾病。多项大型

前瞻性研究发现，补充

维生素B12可降低心血

管疾病的发生或复发风

险。富含这种营养素的

食物有瘦肉、发酵豆制

品等。

研 究 人 员 同 时 强

调，添加糖和能量饮料

最不利于心脏健康。前

者增加动脉粥样硬化和

心血管疾病风险，后者

升高血压、增加血小板

聚 集 以 及 心 律 失 常 风

险。▲

俗话说“老怕摔”,人

上了岁数以后，身体各个

器官功能逐渐下降，如果

跌倒，极易发生骨折。其

中最为严重的就要数髋部

骨折了。英国《内科学杂

志》上刊载的一项研究

称，因髋部骨折而受伤的

老人一年内的死亡风险是

常人的2.78 倍，即使到

伤后第8年，死亡风险也

仍然是常人的2倍多。因

此，临床中常将该类骨折

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

折”。南方医科大学珠江

医院关节骨病外科副主任

林荔军告诉《生命时报》

记者，髋关节与股骨配

合，是支持人体直立行走

的重要力量。髋部骨折一

般是股骨颈以及股骨转子

间骨折（如图），患者年

龄大多在7 0岁以上，尤

其以绝经的妇女居多。随

着我国老龄化程度持续加

深，髋部骨折的发生情况

呈上升趋势。骨质疏松以

及髋部肌肉反应性减退，

都是造成骨折的原因，摔

倒甚至只是用力一扭都可

能会给髋部带来伤害，进

而发生骨折。

“髋部骨折后的危险

因素很多，一定不能‘瘫

在床上’，而要尽快坐起

来、走起来。”林荔军强

调，老年人大多会患有糖

尿病、高血压等基础性疾

病，本身机体调节能力

差、免疫力系统脆弱，如

果再长期卧床，就会引

起多种并发症，如褥疮、

肺部感染、下肢静脉血栓

等，心脑血管意外事件的

发生率也会明显升高。他

曾遇到过一位9 2岁的女

性髋部骨折患者，合并高

血压、糖尿病，但患者家

属却毫不犹豫地选择手术

治疗。后来得知，患者的

老伴在1 0年前就因髋部

骨折后在床上静养而带来

了无穷灾难：由于长期卧

床，换气量减少，患者的

肺部淤积了大量痰液和细

菌，出现肺部感染；并发

褥疮，出现皮肤溃烂；骨

折1 0个月后，病人就因

心衰离世了。

林荔军说，发生髋部

骨折后，除非患者身体无

法耐受，否则最好在4 8

小时之内进行手术，不然

会耽误最佳治疗期。他的
一位患者就曾因犹豫是否

手术而迟迟不上医院，等

想做手术时已并发下肢静

脉血栓，导致手术一拖再

拖，造成严重后果。

一次髋部骨折后，二

次骨折的风险也会随之增

加。髋骨骨折后，患肢

会出现短缩、肿胀并有明

显触碰疼痛感，因此林荔

军建议患者不要随意抬

动患肢，及时冰敷以减

少出血、疼痛，并尽快就

诊。老年人，尤其是患有

骨质疏松或长期服用激素

的老年人一定要做好预

防：1. 保持环境安全，

在家安置防滑板，保证照

明充足；2. 注重补钙，

适当增加牛奶、豆制品、

新鲜蔬菜、藻类等食物

的摄入，必要时服用钙

剂；3. 进行强度适中、

有规律地户外锻炼；4 . 

定期体检，及时发现骨质

疏松、骨关节炎等问题，

尽早治疗；5. 对于激

素、镇静药物等要谨慎应

用，以免影响骨质，增加

骨折风险。▲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 赵力超 □庞欣琦

股骨转子

骨折

股骨颈

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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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高于农村 室内高于室外 富人高于穷人

过敏性鼻炎来势汹汹
受访专家：北京同仁医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所长 张 罗

本报记者 单祺雯

特别报道

心理门诊

眼 下 已 立 秋 ， 打 喷
嚏、流涕、咳嗽等过敏症
状又找上门，过敏性鼻炎
已成为影响现代人生活的
主要慢性病之一。近期，
由北京同仁医院常务副院
长、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
究所所长张罗教授带领的
科研团队在国际权威过敏
科学期刊发表的研究成果
显示，近六年来，我国过
敏性鼻炎患者的患病率从
11.1%升至17.6%，推
测患病人数增加1亿。保
守估计，全球过敏性鼻炎
患者已超10亿。

患病率逐年攀升
过敏性疾病，顾名思

义，是全身免疫系统异
常引起的身体某个靶器
官的过度反应，反应在
呼吸道系统是过敏性鼻
炎、哮喘，反应在皮肤
是特异性皮炎，反应在
消化道就是食物过敏、
腹泻等。

“近年来呼吸道有问
题的患者越来越多，过

敏性鼻炎发病率显著上
升，部分地区患病率高达
3 0%以上，已成为世界
医学领域的慢性常见疑难
疾病。尤其在我国，现状
更令人担忧，最新的趋势
是婴幼儿、青少年患者
增加明显。”张罗介绍。
常见过敏原有尘螨、花
粉、宠物皮毛等，平时饮
食中常吃的牛奶、鸡蛋、
谷物、牛羊肉、海鲜、水
果、坚果、蔬菜等也可导
致过敏。而且，过敏性疾
病并非只占“一席之地”
，长期迁延不愈，还将是
哮喘、慢阻肺、心脑血管
疾病等慢性病的源头性疾
病。试想一下，鼻子常年
不通气，必然损伤呼吸系
统，影响其他身体机能。

生理受累不说，过敏
性鼻炎患者的自我形象和
社交负担也很重。国外有
研究显示，每到花粉传播
季节，自杀人数就会明显
增高。因为花粉传播季
节鼻子有症状，病人难
受又很难根治，长期影响

睡眠，导致精神压抑、
焦虑、抑郁，最后出现自
杀的极端情况。全球过敏
调查发现，过敏让人感觉
缺乏吸引力（7 2%）、
易怒（5 8%）、不健康
（46%）和悲伤（30%
）。我国超40%的患者承
认过敏影响了他们的自信
心、社会互动和恋爱。

太爱干净，更易过敏
过 敏 性 鼻 炎 发 病 率

如此高，与过敏发生机
制、社会经济、医学发
展多种因素密切相关。
为何生活条件的改善，
反倒过敏者越来越多？

第 一 ， 人 们 活 得 过
于干净。医学上有个“
卫生假说”理论，说的
是儿童早期受到的感染
越少，日后患敏性疾病
的机会越大，反之，一
个人小时候接触的环境
越脏，出现过敏的几率
越小。这是因为，呼吸
道、消化道在生命早期
接触各种细菌的刺激，

常备药箱

红霉素能治胃轻瘫
首选液体剂型 使用勿超四周

北京潞河医院临床药师 刘宪军
医学新发现

哈佛大学针对48.7 万国人的研究表明

多吃辣椒能预防糖尿病

红霉素具有抗菌作用，
常用于治疗轻中度呼吸道
感染及皮肤软组织感染。
但鲜为人知的是，红霉素
还是一种胃动素受体激动
剂，能够促进胃排空，可
用于治疗胃轻瘫。

人们在应用红霉素进
行抗感染治疗的过程中，
发现患者经常会出现一系
列的胃肠道反应。研究人
员推测可能与药物的其他
作用有关。后来的研究表
明，红霉素对胃肠有胃动
素作用，能够促进胃肠运
动。1993 年，国外一位
医生首次发现静脉注射或
口服红霉素能够治疗特发
性胃轻瘫，具体方法是：
静脉注射红霉素6毫克/千
克体重（20 分钟内注射

完），口服红霉素250 或 
400 毫克，每日4次,于餐
前20分钟及睡前服用，4
周后评估症状并进行胃排
空试验，发现患者的胃轻
瘫情况得到改善。

临床治疗时，宜首选
红霉素的液体剂型。液体
剂型和片剂相比，药物剂
量更容易调整。此外，液
体剂型更易均匀吸收、快
速起效，而片剂则需要更
强的胃动力从胃中排空。
由于胃轻瘫患者胃蠕动减
弱，可能致使多片药物积
聚一起被排空，吸收后引
起血药浓度过高，从而出
现不良反应。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治
疗时间过长，红霉素会引
起机体快速耐受，导致疗

效降低。另外，红霉素可
作用于肠道细菌，长期使
用可能会诱发细菌耐药及
二重感染。因此，使用红
霉素治疗不应超过4周。

在临床上，甲氧氯普
胺（胃复安）是治疗胃轻
瘫的一线促动力药，红霉
素仅用于难治性患者，或
不耐受甲氧氯普胺和多潘
立酮及两药治疗无效的患
者。有些住院患者可考
虑静脉给予红霉素以治
疗胃轻瘫，静脉给药疗
效要优于口服。需要注
意的是，红霉素的适应
证中并未包含治疗胃轻
瘫，因此这种用法属于
超说明书用药，患者需
明确这一点，用药前要
签署知情同意书。▲

人生总有沮丧、纳闷
的时候，跨过这些坎需要
一定的智慧。加拿大多伦
多大学心理学家乔丹·彼
得森总结了自己的人生经
验，写出《1 2条人生法
则》一书，为孤僻、被痛
苦折磨以及自卑的人提供
了一些可减少纠结和自怨
自艾的建议，让心智得到
成长。

1.把胸挺起来。自然界
中有种现象，若龙虾体内
的血清素降低，它的“战
斗力”就会下降，身体开
始蜷缩，越来越“自卑”
，这种蜷缩的姿态又会进
一步减少血清素的分泌。
这在人类身上也一样，体
态会影响一个人的精气
神。研究发现，仅仅是抬
头挺胸、腰背有力，就会

让人更有信心和勇气。所
以，别做“低头族”了，
平时要昂首阔步走，把血
清素提上去。

2.对自己负责任。我们
常常对上司毕恭毕敬，对亲
朋好友许嘘寒问暖，甚至对
别人的要求赴汤蹈火，却忽
略了自己的存在和需求。
好好对自己，尊重自己的生
命，关注自己的健康，对很
多人来说是一件难事。“别
太把自己当自己人。”皮特
森认为，我们要把自己当成
需要被帮助的人来对待，爱
惜自己，对自己的一切负
责。

3.远离负能量的人。所
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你无法选择自己的出
身，却可以选择自己的朋
友。想要人生积极向上，

不再沉沦，就要接近对你
有正面影响的人，远离不
思进取的人。

4.比昨天的自己进步一
些。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比你厉害的人那么多，都
拿来作比较，你只会灰心
丧气。所以，不要拿他人
来定位自己。和昨天的自
己比，是唯一可以控制、
可测量的道路。每天都往
前挪一点，努力和时间不
会辜负你的。

5.别惯着孩子。皮特
森认为教育孩子一定要恩
威并施，为了不让孩子讨
厌你而一味纵容他们的任
性，最后会害了孩子也
害了家庭。所以，带孩子
不能无限包容，要管教，
要用规则帮孩子建立是非
观。

6.把自己的房间整理
好了再来指点江山。很多
年轻人空谈多于行动，理
论大于实际，如果你连自
己的生活都打理不好，又
有什么资格对他人、对世
界指手画脚？所以，先培
养好自己的自律性，坚持
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抵制
无益的诱惑。7 .追求意
义。“随便打扫一下，反
正别人不在乎”，还是“
我要把我负责的区域擦得
一尘不染”？ 再小的事，
都存在“意义”和“权宜
之计”的选择，对每个决
定都“随便、无所谓”的
人，对待人生也大多敷
衍。而追求意义、精益求
精，会让你自己更看得起
自己一些。

8.诚实，至少不要说

谎。人类对不诚实有本能
的厌恶，而且大多数人对
谎言都十分敏感。因此，
宁肯闭口不谈，也别说违
背真实意愿的话，说谎看
似迷惑他人，其实困住的
是自己。

9.多听少显摆。有时
候，我们和他人对话时会
有一种“说赢对方”的心
态，尤其是争论时，总想
让对方听自己的。让人无
话可说，除了显摆自己，
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你
无法从一次对话中获得更
多的信息或知识，不能从
对方身上学习，那么这次
交谈就是无效的。多问自
己，“我从他身上得知了
什么。”

10.明确想法，准确表
达。用语言或文字把想法

表达出来是整理混乱思绪
的一个好方法。有时我们
会莫名其妙地情绪低落，
你可以在形成文字的过程
中理清一些具体问题，从
而有针对性地去解决，而
不是继续拉拉扯扯。

11.培养孩子的勇气。
皮特森建议，当你的孩子
在玩滑板的时候，不要打
扰他。也许他会失败、会
受伤，但这是培养他勇气
的好时机。作为父母，要
孩子活得安全，还是活得
精彩，你需要好好选择。

12.感恩生命，看到希
望。这是一种对人生的态
度：活着，本身就很好。
被生活打压得喘不过气的
时候，提醒自己去看到微
小的美好和神秘，感受世
界的生命力和奇迹。▲

糖尿病是常见的内分

泌疾病，胰岛素相对和绝

对减少为其主要原因。

目前，我国有1亿多糖尿

病患者，还有大量“后备

军”，因此预防工作格外

重要。美国哈佛大学的一

项新研究表明，吃辛辣菜

肴可以减少癌症、缺血性

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造

成的早亡风险，若吃一些

生辣椒，患2型糖尿病几

率也会下降。

在我国湖南、四川、

贵州等不少地方，人们都

有吃辣椒的习惯，此次，

研究小组以既往无癌症、

心脏病、脑卒中病史的30

～79岁中国男女约48. 7 

万人为对象进行了前瞻性

队列研究。平均历时7.2

年的跟踪调查结果表明，

即使是少量的辣椒调味，

辛辣菜肴的摄入次数和上

述疾病风险也呈逆相关，

即吃辣次数越多，疾病早

亡风险越低。这一点在不

饮酒的人身上体现得更明

显。此外研究人员还首次

发现，与吃干辣椒相比，

生辣椒的摄入量多，2型

糖尿病患病概率有所下

降。

研究人员表示，生辣椒

比干辣椒营养更丰富，爱

吃辣的人们不妨多吃些生辣

椒，不仅可以预防糖尿病，

还能减少患多种生活方式病

的可能。▲（夏 普）

挺起胸打扫房远离负能量 少显摆不溺爱用文字表达

减少纠结的12个建议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郭 瑞

可更快激发身体产生免
疫力。活得过于干净、
精细，反而不利于预防
过敏。

过 敏 性 鼻 炎 发 病 还
呈现一些新特点：城市
发病率比农村高，长期
在室内的人群比爱在室
外活动的人群高，收入
高的人群比低收入人群
高，独生子女家庭要高
于多子女家庭孩子。

“原因很简单，经济
条件好的家庭，生活环境
追求洁净，大人和孩子
对外界抵抗力下降，容易
形成过敏体质。”张罗表
示，这是一个全球趋势，
发达国家发病率要明显
高于发展中国家。有报道
称，全日本约有25 0 0万
花粉症患者。

第二，抗生素广泛使
用。张罗表示，19～2 1
世纪，抗生素使用量越
来越大，可能影响免疫系
统。生活环境及饮用水条
件改善，使得环境中接触
的致病菌越来越少，这些
都直接导致过敏性疾病发
病率显著增加。

第 三 ， 遗 传 性 强 。
过敏性鼻炎还是“遗传
病”，如果父母有过敏
性鼻炎，孩子患病的概
率就比较大。同时，不
少患者对自身疾病缺乏

辨 别 力 ， 认 识 不 足 ，
导致误诊漏诊，使疾病
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和控
制。

第四，缺乏一招制胜
的治疗方法。除社会发
展、生活方式变化，医学
局限性也是导致过敏性疾
病难以控制的关键原因。
张罗坦言：“尽管过敏领
域研发出了抗组胺药物、
抗白三烯药物、激素等
药物，还因此获得了诺
贝尔奖，但目前还是没
有理解这个病的核心，
现有的治疗手段都是基
于对过敏的一小部分理
解所做的干预，缺乏一
招 制 敌 的 方 法 ， 就 好
比‘盲人摸象’。”

预防治疗双管齐下
过 敏 性 鼻 炎 作 为 免

疫系统疾病，和身体免
疫状态有关，并非一成
不变。身体机能条件差
时，容易发病，身体状
态好时，就不容易出现
症 状 。 用 哲 学 上 的 话
说，就是“外因通过内
因起作用”。因此，预
防显得格外重要。

张罗提醒，在室内，要
尽量减少接触过敏原，螨
虫过敏的患者，应定期清
理床单、被罩、沙发等布
艺品；经常擦洗家具表面

及电视机、冰箱背后的灰
尘；家中有过敏性鼻炎患
者，最好不用地毯，或使
用空气净化器；对动物皮
屑、羽毛过敏者应避免接
触动物、禽鸟等，家里不
要养宠物；在花粉传播季
节，花粉过敏的患者家里
不建议开窗。外出时，可
佩戴口罩，避免花粉接触
鼻黏膜；开车时别开内外
循环，以免含大量过敏原
的空气进入车内。平时，
养成看预报的习惯，北京
同仁医院和北京市气象局
开通了“花粉实况预报”
，每天都有花粉浓度信
息，大家可以参考做好防
护。

治疗上，目前比较好
的方法是脱敏治疗，有过
敏症状时，可先做过敏原
皮肤试验和血清特异性检
测，揪出过敏原后再对症
治疗，使机体对该物质产
生耐受力。但其应用范围
有局限性，现阶段只有螨
虫过敏原可以进行脱敏治
疗。对于没有使用脱敏
治疗药物的患者，可在医
生指导下，使用鼻喷激素
类药物、口服抗组胺类药
物、鼻腔冲洗辅助治疗方
法等控制症状。只要诊断
明确，坚持治疗，总体来
看，药物治疗还是能够很
好地控制症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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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悉，在印尼潜水
女性协会记者招待会
中 ， 此 活 动 将 打 破 3
千位潜水员游泳，适
逢庆祝我国独立第7 4
周年庆典，潜水员特
别展示我国大型的国
旗。此活动以推介我
国海洋为目的进行，
举例称，我国旅游胜
地、环境、潜水运动

我国女潜水员冀能打破三项潜水世界记录
【 本 报 讯 】 印

尼 潜 水 运 动 协 会

（ P O S S I ） 在 印

尼 潜 水 女 性 协 会

（WASI）的属下，

对于8月3日在苏北进

行具有突破性的潜水

定下指标，我国女潜

水员能打破三项潜水

世界记录。

和自然保护。
“我国拥有世界最大

的海洋，因此，我们永
远保护我国海洋的资源
和海洋财富。”印尼潜

水女性协会主席Tri Ti to 
Karnav ian如是说。

想 参 加 此 活 动 的 我
国男女潜水员可以通过
www.wani tase lamind-

on e s i a . c om报名，或到
雅加达会议中心( J C C )
正在举行的2019年Deep 
and Ext reme Indones ia 
2019活动报名（yus）

印尼潜水女性协会主席Tri Tito Karnavian（中）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言（Shangbao/Hermawan摄）

【 新 浪 体 育 9 日 讯 】
NCAA决赛在明尼苏达阿波
利斯开打，弗吉尼亚大学以
85-77击败了得州理工，史
上首次夺冠。

亨特命中打进加时的三
分，全场贡献27分6个篮
板，凯尔-盖伊24分，杰若
梅16分、8个篮板和9次助
攻。

得州理工功亏一篑。卡

尔弗15分、9个篮板和6次助
攻，“意大利炮”莫雷蒂15
分。替补出场的弗朗西斯17
分，爱德华斯12分。

弗吉尼亚进决赛非常幸
运。在总决赛中，盖伊在最
后7秒得了6分，终场前0.5
秒，一次有争议的判罚将他
送上罚球线，他三罚三中，
弗大才以1分险胜奥本大
学，首次晋级决赛。

NCAA决赛弗吉尼亚队史首冠 

得州理工加时惜败

NCAA决赛，弗吉尼亚大学经过加时苦战以85-77战胜得克萨斯理工。

【新浪体育9日讯】在
北京女排夺得2018-2019
赛季联赛冠军一个月后，
北京汽车排球俱乐部表彰
大会正式举行，会上北汽

集团董事长徐和谊向北汽
排球俱乐部赠送300万元
奖金支票以及北汽旗下4
辆越野车的一年使用权。
由张宇和江川组成的北汽

北京排球俱乐部获巨奖 

300万元奖金和4辆越野车
球员代表还向徐和谊赠送
了2018-2019赛季签名冠
军T恤。

在刚刚结束的2 0 1 8 -
2 0 1 9中国排球超级联赛
中，北京汽车排球俱乐部
收获颇丰。北汽男排在决
赛中负于老对手上海队，
获得联赛亚军。

北汽女排则一路过关
斩将夺得联赛总冠军，这
是北京女排时隔45年后重
夺全国顶级联赛冠军，也
是23年来首次夺取职业联
赛总冠军。至此，北京也
成为了中国体坛唯一一个
实现三大球“大满贯”的
城市。北汽集团董事长向男女排球员代表颁奖。

英超-阿扎尔梅开二度 

切尔西2-0夺3连胜暂回前三
【 新 浪 体 育 9 日

讯】2018/19赛季英超第33
轮一场焦点战在斯坦福桥球
场展开争夺，切尔西主场2
比0轻取西汉姆，阿扎尔梅
开二度。切尔西3连胜后暂
返前三。

切尔西近12个主场对阵西汉
姆取得8胜4平，西汉姆上次客
胜切尔西还是2002年。双方英
超历史交锋45场，切尔西24胜
9平12负占据上风，其中主场
13胜5平4负。双方历史交锋109
场，切尔西47胜22平40负稍占
上风。伊瓜因和吕迪格轮换出
场。切尔西（4-3-3）：1-凯
帕；28-阿斯皮利奎塔，2-
吕迪格，30-路易斯，33-埃

莫森；7-坎特，5-若日尼
奥，12-奇克（70‘，8-巴克
利）；20-奥多伊（85’，11-
佩德罗），9-伊瓜因（76‘
，18-吉鲁），10-阿扎尔。
西汉姆（4-2-2-2）：1-法
比安斯基；24-弗雷德里克

斯，4-巴尔布埃纳，21-奥邦
纳，3-克雷斯维尔；16-诺布
尔（70‘，14-奥比昂），41-
莱斯；8-安德森，10-兰奇
尼；7-阿瑙托维奇，17-埃尔
南德斯（46’，11-斯诺德格
拉斯）。

阿扎尔打入世界波



说头越低，她偷
眼瞧阿疆，他天
生有股气势让人

不敢直视，而且从小时候
起，她不乖，姐姐就老恐
吓说……“你再不听话，
我就让阿疆拿刀子来砍阿
丹。”
怎么可以，阿丹是她兄
弟。
阿疆侧过身，说：“我左
边的口袋里有钱包，拿出
来。”
她不敢不听话，乖乖拿出
钱包，是BV编织包，帅
呆了！
“打开，拿五千块出
来。”
宁宁又乖乖照做。
“去好好吃一顿饭，带你
姊回来的时候，我要看见
发票。”说完还嫌不够似
地又补上一句，“要是没
好好吃饭，我就拿刀子去
砍阿丹。”
阿丹……好可怜啊……
她连忙点头，乖巧温柔
回答，“好，我马上去
吃。”
叛逆恶女在他面前迅速变
身乖乖公主，阿疆认为自
己可以发展副业……开少
年感化院。“好好读书，
不要让你姊烦恼。”他趁

机多训几句。
“好。”
“等出社会，你就
会晓得，能力有多
重要，你姊希望你
用最简单轻松的
方式培养自己的能
力，她舍不得你吃
苦。”
“我知道。”她一
路配合到底。
“不管怎样都先考
完指考，至于要不
要念，到时候再讨

论。”
“好。”宁宁合作懂事的
模样和平时判若两人。
爱的教育？屁啦，铁的纪
律才有用，现在小屁孩大
量增生，肯定是“爱的
教育”的后遗症，阿疆深
信，虎爸虎妈才是王道！
门铃响起，特助到了，阿
疆再叮嘱一句。“有事打
我手机，没事不要乱出
门。”
“好。”宁宁乖得令人不
敢置信。
阿疆抱特特走出家门时，
特特张开眼睛，虚弱地盯
着阿疆说：“我真想知
道，你是怎么办到的？”
见她醒来，阿疆松口气，
回答道：“你学不来的黑
道大哥的气势。”
公寓很老，没有电梯，早
该都更的，可是多数住户
不同意，幸好阿疆体力够
好，抱着特特下楼，脸不
红、气不喘，还能跟她哈
拉。
“我不想去医院。”特特
软声道。
“这种时候，你以为还能
作主？”他轻哼一声。
“我有比较好了。”
“你以为我的标准这么

低，只要求‘比较好’
？”说完，他又哼一声，
撂狠话，“如果医生没
在二十四小时内解决你
的病，我就让他变成小
弟！”
“医疗暴力哦？你想上新
闻。”
“也好啊，难得红一次。
闭上眼睛，不要说话。”
阿疆口气无比露道，气得
特特撇嘴不理人。
曾经，“他”对她也很霸
道，不同的是，“他”越
霸道、她的心越甜，没有
不耐烦，只有糖发酵的微
醺微醉……

二0一七年六月十二日

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时间，
蒋默安终于打开董事长的
电脑。
这次他错了，章育襄是正
确的，里面有太多让人震
惊的消息。
严格来说，那是一整年的
日记，记录着董事长卧病
这段日子的心情。
他走到冰箱前，拿出两瓶
冰凉的矿泉水，再走到沙
发边，用脚推推熟睡的章
育襄，这段日子，他累坏
了。
章育襄揉揉眼睛，转头
间：“解开了？”
“嗯。”
“里面有什么重要讯
息？”
“是董事长的日记，我没
猜错的话，里面会有我们
想要知道的消息。”
章育襄一个跃身跳起来，
接过矿泉水，仰头喝一大
口，说：“我们一起看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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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突然发出了一下十分懊
丧的低呼声来，接着就叹了一
声：“唉，我……我也全然

不知道自己的前生，我是转世情形之
中，最坏的一种，我看我是没有希望

的了。”
金维笑了起来：“至今为止，我仍然
没有前生的记忆，但是我……”
陈长青急得身子俯向前：“那你现
在，已经到达了灵魂可以自由离体的
境界了？”
金维道：“还没有，但是，早已达到
了有天眼通的阶段，离可以神游也不
远了。”
陈长青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坐直了
身子。

喇嘛转世悟性最高

金维道：“在那次沉思之后的一大段
日子之中，天池老人仍然随时沉思，
当他沉思之际，自然是灵魂离体而去
的，每次，他都会在这种境界之中，
找到有前生记忆的人，然后，根据一
定的程序，传授他们，教导他们达到
有这种能力的境界，自然每个人的
进度不同，五散喇嘛的转世，悟性最

高。”
我吸了一口气：“有这种能力的人，
现在总共有多少位了？”
金维道：“天池老人、五散喇嘛。”
我心中说了一声：两个。
金维续道：“很快，会有将近十位，
包括我在内。”
陈长青道：“如果我现在参加，要多
久？”
金维摇头：“没有人能知道，可能很
快，可能永远不能，我已经说过，没
有起步，永不能达到目的。”
陈长青向我望过来，显然他要听听我
的意见。我一直没有出声，因为我并
不打算去修练这种异常的能力。
我当然知道没有开始，就永远不会有
结果的道理，我之不打算有开始，是
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就算
开始了，也永远不会有结果。
或许我对自己的估计错误，也或许
在某些时日之后，会改变主意，但现
在，我的确是这样想的。

我也十分确切地知道，在自己对自己
没有信心的情形之下，单是静下来沉
思，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别说会有什
么进一步的进展了。
陈长青的情形，本来也和我相类似，
他的性格，和我一样是那样好奇而不
安分，他的杂念和各种各样的想法，
也绝不会比我少。
但是在这件事上，他有一处胜过我
的，就是他想那样做，而且他觉得
自己可以做得到，对自己有强烈的信
心。
当他向我望来的时候，我心中正在最
后一次问自己：应该怎么办？
而几乎是一瞬间，我也有了决定，所
以我的心情相当平静，也可以帮助他
解决一下心中的疑难。
我以十分平静的语气道：“世界上许
多许多事，在开始做的时候，都是无
法预知确切结果的，问题是决定这样
做的人，必须对自己能做到这件事有
信心。”

陈

“婚姻为是那样啊！”何品豪耸耸
肩。
“生个孩子吧！”他建议。“如果有
了小孩，女人会比较愿意认命、愿意
定下来。”
“少樵，这是旧时代的想法。”
“品豪，这个想法……”雷少樵露出
一个很有心机的笑容。“在哪个年代

都适用！”
“少樵，你的表情……”
“我什么表情？”
“别有企图的样子。”
的确，他是别有企图的，他希望思
涵能怀了他的孩子，希望和她之间
还有救，只要有了小孩，她就不可
能再坚持下去，他就还有翻盘的机
会，他在等这个契机，期待可以扭
转一切。
“品豪，我是不得不和思涵离婚的，
因为我必须信守承诺，但我不是没
有扳回一城的机会。”雷少樵又喝了
一杯。“倒是你，你要好好把握昱
婷。”
“我很爱她啊！”他敢脸不红气不
喘的昭告全天下。“我一直都很爱
她！”
“那何妈妈和昱婷之间的婆媳问题
呢？”
“少接触就少摩擦。”
“也是办法之一。”雷少樵笑了

笑。“我妈那个人也怪了，明明就是
她个人对思涵的偏爱，她不怪她一去
澳洲就九个月、不怪思涵要求离婚，
还说不当她媳妇也没关系，她会把思
涵当女儿！”
“雷妈妈真的是把思涵疼到骨子里
去了。”何品豪非常羡慕她们良好
的婆媳关系。“我妈就无法对昱婷这
样。”
“双方都要付出、包容的。”
“少樵，如果雷妈妈那么喜爱思涵，
那么你的下一任老婆，压力可就大
了。”何品豪无奈的一笑。“以后你
家也会有婆媳问题。”
“没有下一任老婆！”雷少樵又喝干
了满满的一整杯酒。
“你不会再娶？”
“我这辈子就只有一个老婆！”
带着酒意，雷少樵上了楼家找楼思
涵。
楼敬霆夫妇仍是把当他半子招待的，
即使他是带着浑身的酒味而来，两老

还是对他敞开了欢迎之门，好像一切
都是女儿的问题，他们做长辈的根本
插不上手，只希望这对璧人有破镜重
圆的机会。
楼思涵一点也不怕他会发酒疯，因为
是在她家，她相信他不敢造次，而且
看他的眼睛，他明明非常的清醒。
“喝茶吗？”她问。
“你没忘？”
“茶可以解酒，这是常识。”
“我以为……”雷少樵以为她还记得
之前的事。上回他了点酒，刁难她
要她为他泡茶，而那时她还是他的妻
子，现在他们却什么都不是了。
“你想做什么？”楼思涵捺着性子问
他。哪怕再见他，心里会有一股撕裂
的疼痛，但是能多看他一次是一次，
未来的事没有人敢保证。
“翁睿群呢？”
“先回澳洲了。”
“那你呢？”

是，这位老人的嘴唇噙合
着，却说不出一个字，双眸
呆瞪着，却看不清任何物

体，脑子转动者，却想不起任何回
忆，一切都彷佛在须臾间变成空白，
在瞬息里化为乌有，他只觉得空虚、
空虚、空虚……
江青没有移动，没有表示，只是静静
的站看，静静的流泪，静静的与九天
神龙互相凝视，即使这凝视是如此伤
神。
过了很久……
江青这边的各人没有一个讲话，目光
冷寒地瞧者二人，怒江派的弟子却个
个垂下头去，感触良深，是的，他们
应该觉得羞惭，因为，他们都曾嘲
弄过眼前的人，轻视过眼前的人，
或者，甚至有些已将他遗忘良久复良
久。
华明轩逐渐恢复了神智，他呐呐的握
者江青的手：“青儿……青儿……
是你么？真是你么？你的面孔？…
…唉，是为师对不住你，是为师忽视
了你……
江青悲凉的淡然一笑，尽避这笑容里
包含着泪，却总也是一种喜悦的表
示，他低沉的道：“师父，弟子也有
不是之处，怎敢责怪恩师老人家？师
父，弟子等来得鲁莽，尚请你老人家
大量包涵才是。”他说到这里，又向
早已惊惶无伦的师弟侯英及师妹华小
燕颔首为礼，强颜笑道：“师弟。师
妹，你们好，五年以前，二位棺结同
心之日，愚兄未及道贺，现在，请容
愚兄补行恭喜吧！”
侯英面孔一热，匆匆下马长揖，拘谨
的道：“师兄客套了，五年前师兄不
辞而别，倒教我们好生焦急，如今天
可怜见，师兄总算在我派生死关头赶
了回来……”
华小燕并未下马，她睁者那双水汪汪
的大眼睛，如怨似恨的瞧者江青，目
光里有者一股奇异的意味：“师兄，
你……你真是江青大师兄？”
江青淡淡一笑，道：“师妹，这并没
有假冒的必要，是么？”
华小燕衷心的点点头，却道：“但

是，师兄，你的模样……在五年以
前，我记得你不是这个样子，可是，
我知道你是江青师兄，自你刚才尚
未道出姓名的时候，我已有这种预
感，师兄，你怎么会变成现在的模样
呢？”
江青心中叹息了一声，道：“师妹，
我即是我，没有任何变异，入世是
我，出世乃我，水会改流，但源头不
变，山能换形，但根底无迁，这些，
与一个人面目的异动又有什么分别
呢？”
华小燕似懂非懂，但是，她心中却在
呼喊：“天呀，眼前的大师兄，是一
位多么令人心仪与仰慕的美男子啊…

九天神龙华明轩却明白了江青言中之
意，他愧疚的长叹者：“青儿，在
这五年以来，为师扪心自省，仔细思
量，实在待你有许多不公之处，为师
心伤意痛，却已不得追偿，唉，这良
知的折磨与煎熬，实较任何痛楚更为
难以忍受。青儿青儿，你知师爱师，
敬师怜师，当能谅恕你这昏庸自私，
年近垂暮的师父吧？……”
江青又忍不住泪流如注，他跪在华明
轩面前，泣道；“师父，你老人家千
万别如此自责，害得恩师如此，全是
不肖弟子之罪，弟子不知孝敬恩师不
明服侍恩师，却为一己之私愤而擅离
不辞，所有过错，皆由弟子而起，该
求恕者，非恩师，乃不肖弟子江青
啊……”
华明轩老泪纵横，咽不成声，抱看江
青难出一语……
华小燕更觉得鼻子酸酸的，她拭拭眼
角，目光一斜，却敏感的发现了夏
蕙……那艳丽照人，妩媚倾城的云山
雁儿。
夏蕙亦泫然欲泣的咬看下唇，她泪
莹莹的瞧着江青，那眸中的神色，
就算你是一个局外之人，也可觉出
是多么深切，多么关注，多么柔情
如丝啊！
于是，连华小燕自己都十分惊恐，她
竟然生出了一股难以抑止的妒意，纵
使这妒意虽然埋在心扉深处，也令她
感到了极为强烈的羞惭与不安。
孔雀与孔雀相逢，会展尾以斗妍；黄
莺交会，要啭喉以争婉，自然，为她
的人儿出了一口气，抹平了一些无形
的创痕。
旁边，天星麻姑嘿嘿冷笑，低声
道：“秋萤怎能比皓月，路草安可较
芝兰？”这位直率而精细的姑娘，敢
情早已注意到二人的暗斗了，她撇撇
嘴，不屑的又哼了一声。
夏蕙粉面微酡，羞涩的道：“钱姑
娘……”
天星麻姑愉快的笑了起来，笑声里，
会心的向夏蕙眨眨眼，做了一个真挚
而赞佩的表示。

于

(54)

(502)(35)

身边的人要相互珍惜，
因每个人的时间越来越少。
不要争执，不要斗气。
好好说话，相互理解。
善待亲人，理解朋友。

(68)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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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这是来自
台湾万国制药厂董事总经
理蔡总镇先生写给李冠瑶
博士的一则简讯，笔录
如下：师父大哥，此次返
台度假招待不周之处，敬
请见谅！此次在您与全家
族休闲度假之余却还特别
劳驾您治疗友人黄久仁董
事长的宿疾，令他症状顿
时减轻了许多，且也谢谢
您还将针灸秘笈精髓传授
给徒弟，令她瞬间大开眼
界、受益匪浅，她特别要
我向您致谢一番！非常感
恩！听师父大嫂说在六月

份要带小孩子及孙子们到
美国，届时非常欢迎他们
到旧金山一游。

这是怎么回事？经向
李冠瑶博士请教后，原来
是在3月28日台湾万国制
药厂董事总经理蔡总镇先
生贤伉俪(他的太太方春
金女士是在美国旧金山执
业中医师，而且也是李冠
瑶博士多年的徒弟)，在
台北君悦酒店宴请李冠瑶
博士及家人，席中带著一
位76岁的黄久仁先生贤
伉俪，也前来聚餐。餐叙
中得知，黄董在2015年

间因腰椎间盘突出．退化
性椎管狭窄，又有骨质增
生(骨刺)而开刀手术，
用腰椎椎管内固定减压术
后(腰椎第4、5节装上钢
板)，在今年2019年又再
复发，导致腰常疼痛，大
腿也常疼痛，走起路来需
用拐杖协助，但仍摇摇摆
摆、一拐一拐地、慢慢地
晃晃地走，好像随时会跌
倒似地辛苦走着，加上
2017年时颈椎管狭窄、
骨质增生(骨刺)也在第4
、5节与颈椎椎管减压内
固定术(用钢板)后，今

已隔2年又再复发，颈椎
右转很辛苦，来时仅能转
15度且很僵硬，经李冠
瑶博士扎针后，即马上轻
松可转动了。

方春金医师马上拍下
奇穴位置，李博士也给
予方医师以美国杨维杰
教授之处方加减(葛根、
芍药、甘草汤、木瓜、丝
瓜络、秦艽、羌活、威灵
仙、柴胡、鹿含草、独
活、桑寄生、杜仲、丹参
等科学中药)来作辅助治
疗，方医师拔针后，黄董
的颈部也很轻松软化可转

至80度左右，丢下拐杖
后也能自由自在走路了，
不再是晃晃而是可挺胸地
走着。

病人在黄董太太、徒
弟(方医师)、蔡总镇先
生的见证下，大家都很开
心。病人在回去前说右眼
有视力模糊感，李博士也
马上在他耳后的风池穴以
过眼热针法扎一针后，并
也向方医师讲解一针疗法
的奥妙及针向、针感、深
浅，一分钟起针后病人马
上感到眼睛明亮、视野也
清晰多了。隔天3月29日

方医师为了让黄董的病情
更巩固稳定的治疗，要求
本有约的师父李博士再帮
他扎几针，为了不让徒弟
失望李博士欣然答应，他
们也于当天10:30来到李
博士下榻的君悦酒店，由
李博士再用其他奇穴来治
疗扎针，并在李博士指导
下由方医师扎针与拔针
后，黄董的身体活动、颈
部、腰部、腿部也比28日
的治疗更为进步，更加轻
松、稳当地行走了。大家
高兴之余一同拍照留念。

文/谢汉光  图/蔡总镇

提高視力過眼熱一針療法免費授針灸同道分享

李冠瑶博士度假中 以针会友 助人为乐

【本报讯】Moestopo
大学讲师和大学生之间
为庆祝该大学第58届毕
业典礼，于4月3日在雅
加达南区F X购物中心
举行赖国伟教授（Rudy 
Harjanto）个人画展。

本次画展由Moestopo
大学基金会辅导Thomas 
Suyatno 教授主持开
幕，并邀请合唱团和歌
手为这次的画展助兴。

Thomas Suyatno,教授表
示，“M o e s t o p o  大
学副校长 Sumarhadi,教
授的参与使这次的画展

更加热闹。此外，在为
期3天的画展中，由该大
学的大学生合唱团呈现
几首民族主义歌曲，通
过这样的活动，预计将
发展年轻一代对艺术的
兴趣，这将对他们的社
会生活有所帮助。”

以“和谐脉搏”为主
题的画展，展出25副抽
像画，展示了人类的人
格化，自画像，以及作
为完美，力量和美丽的
像征的鲜花，使生活和
谐相处。 就像老子的名
言一样，一位发起道教

的哲学家，“深受某人
的喜爱会给你力量，同
时深深地爱一个人会给
你勇气”。

他进一步强调，“到
4月7日展出的其中9幅
画，其制作耗时一年时
间。此外，与大学有关
的日常活动包括教学，
并通过在Moestopo大学
的日常观察，完成了赖
国伟的这些作品， 

Mo e s t o p o大学公共
关系负责人. Maryono 
教 授 指 出 ， “ 这 是
Mo e s t o p o大学向社区

进行艺术展示的合作活
动第三次说明了日常生
活中各种元素之间的和
谐。在庆祝Moestopo大
学第58届毕业典礼的系
列活动中，除了举办赖
国伟个人画展，还举行
该大学所有员工环绕校
园的健康步行活动，与
其他教育机构合作向加
里曼丹小学生提供健康
和牙科检查，以及学术
研讨会等，并于4月11
日约有1千名大学生参
加在雅加达举行第58届
毕业典礼。

Moestopo大学庆祝第58届毕业典礼

赖国伟举行个人画展 展出25幅作品

社会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各
种问题的出现，这些社会问
题是由于人们生活环境日益
复杂化而产生的，特别是人
与人、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
系方面。比如；在职场之竞
争越来越激烈，今天的社会
要求人们在工作的世界里花
更多的时间，这对家庭关系
产生不良的影响，由于时间
的推移和关系的质量下降，
家庭关系变得更加脆弱。其
结果，在近年来，我们发现
越来越多的离婚案件蔓延到
儿童教育的问题。家庭的问
题最终会影响到少年和青年
犯罪的问题，从毒品以至到
滥交。

除了因为生活的复杂性
导致各种社会问题， 我们
也面临着哲学的挑战或这个
时代的精神，它影响著我们
对生活中一切事物的看法。
就有关女同性恋、同性恋、
双性恋，及变性人在几个国
家合法化的问题乃成为最近
几年热门的议题，如果在过

去的几个世纪前，这将被视
为罪，必须予以处理。但
是在这个时代，这种女同性
恋、同性恋、双性恋，及变
性人被认为是人类追求各自
幸福的偏好。在这个时代，
关于婚姻和恋爱的观点是如
此的不同，其中之一是将婚
姻和总爱视为实现个人幸福
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不能再保持沉默，任由世
界潮流影响我们的子孙。作
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责任
摧毁每一个与圣经不相容的
思想，并将人的思想归回到
上帝的真理。因为有这种的
紧急状况，本次以『基督徒
恋爱和婚姻秘诀』为主题的
基督教信仰培训讲座便应急
而举行。

感谢赞美主！2019年3
月9日有8.230余人参加了
在玛腰兰RMCI举行的讲座
会，并有4.310人分别参加
了在国外和本国各地26间
归正福音教会分会所举行
的有关专题讲座，总共有

12.540人参加聚会。有七
位讲员(唐崇荣牧师、Agus 
Marjanto牧师、David Tong牧
师、Edward Oei牧师、Ivan 
K r i s t i o n o牧师、J i mm y 
Pardede牧师，以及Vik. Heru 
Lim)分享有关主题信息，获
得与会者的热烈反响。通过
现有的讲座，诸讲员特别强
调，婚姻是上帝决心揭示他
荣耀的机构，恋爱版视为训
练自己的准备阶段，以便在
以后进入婚姻时可以用作表
达上帝荣耀的工具。

这 次 举 行 的 讲 座 会 不
仅提供理论或概念，但也
有很多确实可行的实用建
议，对基督徒建立恋爱关
系和婚姻生活乃为荣耀上
帝有着很重要的启发。这
个讲座会得着了 神祝福，
也祝福了许多基督徒在建
立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
是在恋爱中和预备婚姻的
情侣，反映出上帝的荣耀
和他的真理。阿们！

 (林峰 供稿)

印尼归正福音教会举办基督教信仰培训讲座

赖国伟在个人画展时留念。

展出的水彩画。 Thomas Suyatno 教授为赖国伟个人画展剪彩。 赖国伟致感谢词。

方春金医师为黄久仁先生在手臂上的
尺泽扎针。

左起：方春金医师、李冠瑶博士、黄久仁夫妇一同合影。 左起：李冠瑶博士、黄久仁先生、方春金医师一同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