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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多云	 23-31℃

泗水	 雨天	 25-33℃

棉兰	 多云	 23-32℃

登巴刹	 雨天	 23-31℃

坤甸	 多云	 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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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入学	会友	出行	移徙

	 订婚	嫁娶	纳采	医病

	 开市	交易	修造	纳畜

忌	祭祀	祈福	买田	置业

生肖相冲		猴

超大黑洞距地球5500万光年

人类史上首张黑洞照片有望在年内面世

往昔神秘莫测，一直只
能被文字定义的黑洞，终于
通过照片的形式展现在了世
人的面前。照片“主角”是
室女座超巨椭圆星系M87中
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其质量
是太阳的65亿倍，距离地球

【环球网科技综合报道】4月10日晚间9

点，历时2年多，黑洞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

纱。比利时布鲁塞尔、智利圣地亚哥、中国

上海和台北、日本东京、美国华盛顿等全球

六地于今天晚上同步召开全球新闻发布会，

发布了人类史上首张黑洞照片。

4月10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人
类史上首张黑洞照片。

大约5500万光年。照片展示
了一个中心为黑色的明亮环
状结构，看上去有点像甜甜
圈，其黑色部分是黑洞投下
的“阴影”，明亮部分是绕
黑洞高速旋转的吸积盘

作为照片的发布方，事
件视界望远镜(EHT)通过“
甚长基线干涉技术”和全球
多个射电天文台的协作，构
建一个口径等同于地球直径
的“虚拟”望远镜，用于黑

洞探测，也是这一望远镜，
将宇宙“黑洞”变成了彩色
照片。专家称，人类首张黑
洞照片的问世，将对研究黑
洞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1915年，爱因斯坦
发表广义相对论，最先预言
了黑洞的存在。理论上，黑
洞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
言存在的一种天体，它具有
的超强引力使得光也无法逃
脱它的势力范围，该势力范
围称作黑洞的半径或称作事
件视界。

而黑洞这个名词，是1968
年由美国天文学家惠勒在一
个报告里面提出的。宇宙
中，根据质量天文学家们将
宇宙中的黑洞分成三类：恒
星级质量黑洞(几十倍至上
百倍太阳质量)、超大质量
黑洞(几百万倍太阳质量以
上)和中等质量黑洞(介于
两者之间)。有关黑洞的概
念，早就有科学家通过数学
公式推导出来了。

周三（4月10日），佐科威总统由东爪哇省长科菲法（右三）、内阁秘书 帕拉摩诺·
阿侬（左一）、公共工程与住房部（PURR）部长巴苏基·哈迪穆尔约诺（左二）、
国营企业部长莉妮·苏玛尔诺（右四）和总统夫人伊莉雅娜（左三）及东爪哇地方官
员陪同，为全长31.1公里的岩望（Pasuruan）- 庞越（Probolinggo）高速公路主持
正式通车仪式。除了能缓解泗水至庞越（普洛勃灵戈）的交通流量约四成，耗资4.6万
亿盾的岩望-庞越高速公路竣工通车后将带动沿路的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佐科威总统主持仪式

东爪哇岩望-庞越高速公路正式通车

百余年前，爱因斯坦
的广义相对论率先对
黑洞作出预言，从此
成为许多科幻电影的
灵感源泉。

【Kon t a n 	 雅加达4月
10日讯】消费行业的好消
息。预测2019年上半年零
售业务将很活跃。

在今年初曾一度有所收
缩后，该迹象可从录得高
增长趋势的今年第二个月
的零售销售看出来。甚至
预计零售销售上升趋势将
继续至未来六月份的开斋
节。

印 度 尼 西 亚 银 行 ( 央
行/BI)零售销售调查结果
称，2019年2月份的实际
销售指数(IPR)录得218.2
个点，同比增长9.1%。
该增长比2019年1月份的
指数218.1个点或同比增长
7.2%更高。

零售销售的增加来自服
装、文化用品和娱乐。服
装销售同比上升33.7%，
高于同比增长27.9%的1
月份。

而文化用品的销售和娱

乐同比增长26.5%，比录
得同比增长21.5%的上个
月有所上升。

零售销售积极增长预计
亦出现在2019年3月份。
这可从预计同比上升8%的
实际销售指数反映出来。
央行通讯部执行主任Onny	
Widjanarko	 日前强调，“
年度的，预计20 1 9年首
季度的零售销售将有所增
长。”

央行调查亦表明2019年
首季度的零售销售同比增
长8.1%，远高于分别同
比增长0.7%和同比增长
4.7%	 的2018年首季度或
者是2018年第四季度。

该数据对其业绩仍受
抑制的消费部门的股票可
能是一种积极的情绪。这
可从至2019年4月9日的消
费品指数从2018年底下降
0.49至2556.8水平反映出
来。(xin)

今年2月份实际销售指数为218.2个点

普选和开斋节推动零售销售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4

月10日讯】逾4000名军警
联合部队，周三（4月10
日）参加在西爪哇省茂物
县Nirwana	 Residence举行
的2019年正副总统、国会
议员、县市地方议员和地
方理事会代表同步选举的军
警联合保安部队演练。国军
总司令哈迪·查延多（Hadi	
Tjahjanto）空军上将、国家
警察总长狄托·卡纳维安
(Tito	 Karnavian)上将和西
爪哇Siliwangi第三军区司
令特里（Tri	Soewandono）
陆军少将及西爪哇警察长阿
贡布迪马延多（Agung	Budi	
Maryanto）	 少将都出席参
加这项演习。

西爪哇第三军区司令特
里少将在致词中说，军警部
队必须要保持警惕，不可掉
以轻心。对蓄意干扰2019年
普选、破坏大统印尼共和国
（NKRI）、推翻班渣西拉建

国五原则和危害多元化统一
的殊途同归精神以及破坏民
族团结的企图，都将面对军
警联合部队严厉的反击，因
为这是不可逾越和不能踩到
的红线。

与此同时，西爪哇省警
察长阿贡少将要求国军、
国家警察和社区的所有组
织之间能协同合作，使

2019年正副总统、国会议
员、县市地方议员和地方
理事会代表选举都能安全
和顺利同步选举。

“国军、国家警察和
国家所有机构及社会组织
将做好准备让民众能到投
票站安心进行法律授予的
投票权。”阿贡少将这样
说。（v）

国军总司令和警察总长一同出席

2019年大选军警联合保安演练在茂物举行

图为周三国军总司令哈迪·查延多空军上将（中）、国家
警察总长狄托·卡纳维安上将（右）和西爪哇警察长阿贡
布迪马延多少将（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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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似乎不如最初想象的那么
快，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此等级别的机
构也必须纠正他们的预测。我国应该更加小心，
因为世界经济持续放缓的后果可能会在国内造成
冲击。

在本周的声明中，IMF再次将2019年全球经济
增长预期从今年1月公布的数据下调0.2%。IMF
估计，2019年全球经济将只能增长3.3%。它甚
至警告称，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比其预测的
结果要慢。

本月4日，由印度尼西亚CNN从路透社引述IMF
的一份声明称：“由于风险仍倾向于下行，因此
有可能进一步向下修正预期的增长。”IMF已就美
国和中国之间贸易战的紧张局势发出警告，因到
目前为止他们的会谈还没有达到一个交汇点。此
外，IMF也发布了有关脱欧（Brexit）和欧盟经济
状况的警告。

IMF说，欧洲的经济增长现在已经放缓，并在很
大程度上降低了对全球增长的估计。欧洲经济增长
的前景可能更加黯淡，因为德国目前受到出口表
现、消费支出和汽车销售问题的打击。支撑德国经
济增长的这三个因素的表现最近有所减弱。

我们还没有听到我国政府和央行（BI）对上述
IMF第二次修正所做的反应。但这显然引起了人们
的深切关注，不仅是政府，也包括商界，因为我
国将感受到其影响力。

在 1 月 发 布 的 《 世 界 经 济 展 望 更 新 》 报 告
中，IMF将其对2019年和2020年的全球经济增长
预测分别下调至3.5%和3.6%。这个数字比去年
10月发布的估计数字分别低了0.2和0.1点。

当时的财政部长丝莉（Sri Mulyani）认为这是必
须面对的挑战。她在A1讨论论坛活动间隙中说：“
我认为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全球增长势头
减弱。我们原来假设从3.9%变3.7%。现在甚至是
从3.7%变 3.5%。这是另一种挑战，即来自外部
的动力将减弱，虽仍可能出现震荡，但不像2018
年那样严重。”

全球增长的势头继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如
贸易不确定性、美国政府关闭，以及中国和一些发
达国家面临经济放缓风险。

今年1月，IMF董事总经理拉加德（Chr i s t i n e 
Lagarde）在达沃斯（Davos）小组会议上直接警
告称：“中国经济放缓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并
引发各种问题。如果经济放缓的速度太快，无论
是在国内还是在更系统的基础上，都将成为一个
真正的问题。”

中国政府本身似乎很清楚形势的恶化。3月5日，
李克强总理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会上预计，
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下降至6%或 6.5%。中国政府
还将2019年预算赤字目标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2.8%。

我们当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通过一些政策措施控
制经济下行趋势，使经济保持活力。中国是我国最
大的非油气出口目的国，其次是美国和日本。但到
目前为止，我们的贸易逆差仍在继续，去年从中国
进口的货物价值超过280亿美元。

我们需要防范对中国出口可能会减少的负面影
响。此外，还必须尽可能地控制进口政策，使与中
国的贸易逆差不扩大。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考虑的
一个观点是，我们可以趁中国困难时，提供激励让
在该国的工厂迁到我国来。亚洲发生经济危机后，
日本和韩国就是如此干的。

当然，我们必须提高与邻国的竞争力，因为这些
邻国也预见到这种可能性。最后，我们是否能够从
我们周围发生的变化，包括中国面临经济问题中获
益，取决于我们的竞争力。

对IMF的警告不可掉以轻心

“制作所有媒体报道
必须保持中立态度。” 
内扎尔周二（4月9日）
在雅京中区千禧酒店对
记者如是说道。

内扎尔表示，保持中
立是很重要的，因为如
果报道不均衡会被总统
选举和国会议员选举候
选人以及公众投诉。

内扎尔补充说，国会

议员选举和总统选举候选
人也必须提供广泛的媒体
访问权。但内扎尔一再重
申，媒体必须保持中立、
均衡报道政党候选人。

内扎尔说，媒体也不
允许在新闻报道中混合
事实和个人观点。特别
是在国会议员选举和总
统选举的背景下。

“所以你们应该执行

道德准则。要客观、批
判、平衡，不要忘记媒
体的角色是选民的教育

者。”这位雅加达邮报
数字主编的内扎尔总结
道。（adr）

新闻媒体委员会要求媒体

对大选报道严格保持中立立场

新闻委员会成员内扎尔。

【TRIBUN新闻网雅加达讯】新闻委员会

成员内扎尔（Nezar Patria）强调，印度

尼西亚的所有新闻媒体在报道大选和国会

议员选举必须保持中立态度。

【印尼CNBC雅加达讯】
2019年普选定于4月17日
举行，但居住在国外一些
城市的印尼公民提前投了
票。海外投票于4月8日开
始至4月14日结束，逾200
万海外选民分别在世界各
地130个城市投票。虽然
海外选民提前投票，不过
普委会（KPU）确保将在4
月17日才把国外的投票结
果公布于众。

普 委 会 专 员 哈 西
姆·阿西亚里（Ha s y i m 
Asy’ari）说，“如果在4
月17日之前有海外投票结
果的消息传出，我们可以
肯定该结果不是海外选举
委员会（PPLN）和海外投

票组织者小组（KPPSLN）
进行的真实统计。”海外
选举委员会是由普委会组

建的一个委员会，负责在
国外进行选举。而海外投
票组织者小组是由海外选
举委员会组成，负责在外
国投票站进行投票的一
个小组。据悉，国外有逾
200多万或2,058,191名
选民。在马来西亚的海
外选民人数最多，达到
985,216人，其次是在中
国达到465,032人。

4月17日投票日越来越
接近，不确实的消息也越
来越多，最新的传闻就
是国外选举已计票。佐
科威–马鲁夫阿敏全国竞
选团队（TKN）主席埃里
克·索赫（Erick Thohir）
周三（4月10日）在雅加

达说，“我们一直在提醒
整个社区不要容易相信这
个虚假的消息，这是由某
些团体设计的，他们的目
的是想要制造并利用这种
混乱的气氛。根据选举
法，所有的选票都将一起
计算。”基于虚假新闻或
诽谤可以分裂，甚至诋毁
负责选举的国家机构如普
委会或普监会（Bawaslu）
，埃里克要求公众继续提
高警惕并检查新闻来源。
在投票和计算过程中，始
终相信普委会和普监会。
不要害怕并感到受到威
胁，因为国家军警已准备
好确保选举顺利进行。
（pl）

逾200万海外选民分别在世界各地130个城市提前投票

TKN主席称国外选举已计票的传闻不确实

佐科威–马鲁夫阿敏全国
竞选团队（TKN）主席埃里
克·索赫（Erick Thohir）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
4月 1 0 日讯】宪法法院
（ M K ） 前 院 长 玛 弗 德
（Mahfud MD）与民族火
炬运动（GSK）成员来到
普委会（KPU）。他们的
到来旨在支持普委会执行
组织选举的任务。

“我们给予普委会精神
上的支持，以便迎接2019
年的选举投票。”玛弗德
周三（4月10日）在雅京中
区普委会大厦如是说道。

我国第四任总统瓦希
德（Gus Dur）之妻Sinta 
Nuriyah Wahid和女儿Al-
issa Wahid是民族火炬运

动秘书长，他们也拜会了
普委会。根据玛弗德说，
普委会在专业方面工作，
但仍然存在一些与选举实
施有关的障碍，因此必须
支持普委会。

“我们仍然看到一些障
碍，普委会作为一个独立
机构，所以我们需要给予
精神上的支持。”玛弗德
如是说。

有几个问题的记录必
须在选举之前澄清。至于
其中一些问题如果不加以
澄清，可能会损害选举的
可信度。玛弗德补充说。
（adr）

【C N N印度尼西亚雅
加达4月09日讯】佐科威
总统透过201 9年第10号
总统令把20 1 9年大选投
票日4月17日定为国定假
日。 2019年4月17日，
全国将首次举行正副总
统、国会议员、省县市议
员和地方理事会议员同步
选举。

总统令于周一（4月8

日）由佐科威总统签署。
在审议中，2019年大选框
架内规定国家法定假日，
以便为印度尼西亚公民行
使法律授予的投票权提供
最广泛的机会。

另一个考虑因素是根据
2017年关于大选的第7号
法律第167条第（3）款的
规定，投票将在公众假日
同时进行。（adr）

【印尼CNN雅加达讯】
著 名 伊 斯 兰 教 士 优 素
夫 · 曼 苏 尔 （ Y u s u f 
Mansur）终于表达了在
2019年总统选举对第一
序号正副总统候选人佐
科威-马鲁夫的支持。
他声称，在佐科威担任
总 统 期 间 ， 印 尼 伊 斯
兰教是很吃香的温和宗
教。

曼苏尔于周二（4月
9日）在他的Ins t ag r am
帐户@yusufmansurnew
上 传 的 视 频 声 明 中 说
道，“我，优素夫·曼
苏尔，尊重其他教士的

选择，尊重其他学者和
长老的选择。我相信，
其他人也会尊重我最好
的选择。我支持和选择
佐科威先生和马鲁夫先
生作为2019至2024年正
副总统候选人。”

谈到佐科威时，曼苏
尔说，在佐科威领导的
4年半期间，有足够的
证据证明他是一位明智
的国家领导人。佐科威
没有禁止祈祷传播、没
有关闭清真寺。相反，
伊斯兰教育反而更加昌
盛 ， 伊 斯 兰 教 更 加 温
和。（pl）

最后一场正副总统政见辩论会4月13日登场

普委会和辩论小组成员及主持人签署“诚信协议”

【雅加达Tirto新闻网】
第五场亦是最后一场总
统政见辩论会4月13日登
场。

据悉最有一场辩论会将
在再次召集两组正副总统
候选人佐科威-马鲁夫阿

敏和帕拉波沃-善蒂。辩
论主题将以经济、社会福
利、金融、投资、贸易和
工业议题。

周三（ 4月 1 0 日），
普委会主席阿里夫（Ar-
ief Budiman）在普委会办

公室与两位第五场政见辩
论会主持人Tomy Ristanto 
男士和Balques Manisang 
女士及辩论小组成员签署
诚信协议，以确保辩论小
组成员和主持人不泄露政
见辩论会的题目。（v）

【雅加达点滴新闻网】
据涉嫌贪污受贿的从业党
国会议员波沃（Bowo Sidik 
Pangarso），准备40万个现
金的信封是根据从业党胜
选团负责人努斯伦·瓦希德
（Nusron Wahid）的指示。

“从业党要求我准备40万
个信封为贿赂选民，这是根
据努斯伦的指令。”波沃于
9日在肃贪会办事处阐述。

波沃律师Saut Edward Ra-
jagukguk表示，在接受调查
中波沃已告诉肃贪会侦查员
对此事是根据努斯伦的指
示，40万个信封计划给中爪
哇民众，希望努斯伦和波沃
在2019年国会议员选举再次
当选，因为他们都同一个选
区。

据报道，努斯伦和波沃
参选中爪哇县/市议会议员

候选人，其中在谈目县、扎
巴拉县和古突斯县。

“为众多选民选努斯伦
和波沃作为中爪哇县/市议
会议员，因为他们俩在同样
的选区。”Saut Edward Ra-
jagukguk这样表示。

Saut Edward Rajagukguk被
问到有关在40万个信封有大
拇指图标装中表示，40万个
信封有大拇指图标装作为选
民已接受信封的标志，因为
他们拥有给予信封不好的经
验，选民却没有受到信封，
并他们对此事的方式达成一
致40万个印有大拇指图标装
的信封。

努斯伦驳斥对40万现金的
信封为贿赂选民，并没有指
令任何人给予选民现金的信
封，尤其让波沃涉嫌贪污受
贿案。

努斯伦被问到有关40万信
封已准备给选民中，波沃指
控我不确实，我能证明对波
沃指控我的证据。

众所周知，从业党国会
议员波沃被肃贪会鉴定为
涉嫌从Humpuss Transportasi 
Kimia公司（PT HTK）营销经
理Asty Winasti通过一位名叫
Indung的嫌犯接受贿赂金，
以帮助PT HTK与印尼国营化
肥物流公司（PT Pupuk Indo-
nesia Logistik）在租船方面建
立合作关系，使用PT HTK的
船舶分销印尼国营化肥物流
公司的产品。

在初步调查的结果中，
发现80亿盾的84个纸箱中打
开了3个纸箱，在3个纸箱
里发现40万个信封为贿赂选
民，其中准备2万盾至50盾
给予选民。（yus）

玛弗德和瓦希德夫人

拜会普委会给予精神上的支持

宪法法院（MK）前院长玛弗德等人在普委会会面。

声称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是温和的宗教

著名伊斯兰教士Yusuf Mansur宣布支持佐科威

著名伊斯兰教士优素夫·曼苏尔（Yusuf Mansur）强调他
在2019年总统选举支持佐科威-马鲁夫组合。

佐科威总统把2019年4月17日定为国定假日

国会议员Bowo Sidik 涉嫌贪污受贿案

声称是根据从业党政客努斯伦的指示

普委会主席阿里夫（右二）
、普委会专员Pramono Ubaid 
Tanthowi （右一）、Viryan 
（左一）和Evi Novida Ginting 
Manik（左二）同两位第五场
政见辩论会主持人Tomy Ris-
tanto 男士（左三）和Balques 
Manisang 女士（右三）于周
三（4月10日）在普委会办
公室签署诚信协议后向媒体
展示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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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研发机构主任
苏吉哈尔佐（Sugiharjo）
前 日 在 雅 加 达 称 ： 
“ 雅 茂 德 丹 勿 区 居 民
在乡村的消费数额可达
10.3兆盾。”

他 细 分 说 明 ， 中 爪
省地区的消费流动金最
低，总额达3.8兆盾，其
次是西爪省2.05兆盾，
以及东爪省1.3兆盾，而
剩余的分布在我国其他
地区。

此外，雅茂德丹勿返
乡者抵达目的地的交通
费可达6兆盾，大部分
去西爪省，总额9450亿
盾，其次是去东爪省达
7910亿盾。

今年开斋节返乡期间，
在乡村的消费50万盾至150
万盾的返乡客占20.9%，
而消费额150万盾至250万
盾的占20.1%。

苏吉哈尔佐续说，返
乡者的开支分为两种，
在旅途和乡村的开支。

“在旅途中需要餐饮
费等，因为返乡客不仅
利用休息区的服务或者
支付高速公路费，还有
点心店的开支。而在目
的地的开支是为了购买
日常需要，”他说。

交通部研发机构对雅
茂德丹勿区的7762户家
庭居民开展了调查。调
查结果显示，今年开斋

节返乡的家庭共有3 4 6
万5458户或总共1490万
1468人。该数目占去年
雅茂德丹勿区总人口375
万9549的44.1%。

调查结果也显示，雅
茂德丹勿区大部分居民或
561万5408人（37.68%
）的返乡目的地是中爪
省，接着是西爪省370万
9049人（24.89%），
以及东爪省166万0625人
（11.14%）。

在中爪省最热门的返
乡目的地是梭罗市（64
万2789人或4.31%），
三宝垄（56万3881人或
3.78%），以及直葛（35
万4110或2.38%）。

调 查 结 果 进 一 步 显
示，今年开斋节假期通
行爪哇高速的私家车预
计达40万辆，或确切的
数字为39万9962辆。

苏吉哈尔佐补充说，
爪 哇 高 速 公 路 已 全 线
通 车 的 便 利 ， 对 雅 茂
德丹勿返乡客使用的运
输工具带来影响。大部
分居民或445万969 0人
（约30%）搭乘巴士返
乡、私家车430万0346人
（28.9%)、列车248万
8058人（16.7%)、飞机
141万1051人（9.5%)，
以及摩托车94万2621人
（6.21%）。其余的搭乘
其他运输工具。

“ 若 与 去 年 同 期 相
比，一些运输工具的使用
率有下降趋势，比如飞机
下降0.2%、驾摩托车下
降0.3%，以及私家车下
降0.9%，”他如斯说。

进一步，乘坐商务舱
列车的返乡者增长0.2%
，以及乘坐经济舱列车的
返乡者增长0.4%。(er)

【安塔拉社苏加武眉讯】
贸易部长英卡尔迪亚斯多
（Enggartiasto Lukita）称，
政府非常关注在市场上价
格上涨的红葱。

他昨日在西爪省苏加
武眉视察一些传统市场时
称：“其他商品譬如大米
的价格还稳定，售价飙升
的只有红葱，但增幅还在
合理水平。”

据他说，国内消费者
无需对红葱价格上涨而忧
心，因为贸易部将尽力抑
制其售价，但售价不致于
大幅下降，以免损及红葱
农民。

贸易部稳定红葱价格的
其中措施是把红葱从供应
多的地方，分配到售价飙

升的地区。譬如说从中爪
省勿里碧，目前当地的红
葱供应较多，所以来自勿
里碧的红葱供应有助于抑
制其他地区的红葱价格。

商品价格涨跌是由供求
决定的，比如说临近斋戒
月的商品价格有上涨的趋
势，因为需求剧增所致。
但需要考虑的是库存，以
免当价格飙升时，库存量
不足。

“贸易部保证供应一直
充足，所以消费者没有必要
再担心了。价格的上涨和下
跌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要同
时考虑农民和贸易商的收入
因素，”部长说。

与 此 同 时 ， 国 内 贸
易局局长渣亚（T j a h j a 

Widayan t i）称，目前红
葱售价上涨仍在控制范围
内，或低于政府定下的基
价每公斤3万2000盾。

“今年3月的国内红葱
价格大约每公斤3万0214
盾。虽然售价环比提高
18.68%，但价格仍低于
基价，”她说。

渣亚续说，在中爪省和
东爪省的生产中心地，红
葱售价仍在控制范围内，
分别每公斤3万1110盾和2
万9500盾。

截至本月3日，在中爪
省淡满光（Temanggung）
和 南 苏 省 恩 雷 康
（Enrekang）县的红葱价
格每公斤1万5000盾至2万
7000盾之间。

进一步，在非生产中心
地，比如巴布亚省、北马
鲁古省和西巴布亚省的红
葱价格分别为每公斤4万
5000盾、4万3085盾以及4
万1125盾。

根据贸易部收到的资
料，目前，红葱进入淡季
引起该商品的售价上涨。

虽然如此，渣亚透露
在未来两个星期内，一
些生产中心比如勿里碧、
淡目、肯德尔、双根纳
（Sumenep）县、庞越和岸
朱的红葱收成面积增加。

“我希望收成有助于
提高红葱的供应量，来满
足消费者的需求，所以
价格仍保持稳定，”她
如斯说。(er)

今年雅茂德丹勿居民在开斋节假期

预计返乡消费高达10.3兆盾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交通部研发机构

的研究结果显示，今年西爪省、中爪省和

东爪省的返乡客消费或高达10.3兆盾。

红葱在淡季售价飙升 贸易部长表关注并确保供应充足

【安达拉社谏义里讯】
印尼甘蔗农民协会（AP-
TRI）要求政府采取更明智
的步骤，需根据国内消费
需求进口白糖。

APTRI全国领导委员会
主席沙玛迪昆（Sum i t r o 
Samadikun）解释说，进口
的白糖在市场销售，将使
甘蔗农在市场销售白糖时
困难重重。

“白糖产量只有220万
吨，而消费白糖的需求量
达到280万吨，那意味着我
们的白糖供应量缺乏60万
吨。但为弥补上述60万吨
短缺，政府反而进口360万
吨白糖。这将造成白糖储
备量过剩300万吨，”他
在东爪省谏义里如斯说。

APTRI解释说，目前在
市场流通的进口白糖已超
过国内消费的需求量。我
国白糖需求量大约280万
吨，而农民生产的白糖只
有220万吨，但政府进口
360万吨白糖。

他补充说，过剩300万

吨的进口白糖，以低价在
传统市场销售，导致国内
农民蒙受损失。

“因为进口白糖过剩，
就在传统市场销售，但其
售价太便宜，在农民白糖
的售价以下，导致国内农
民亏损，”他称。

他确认，我们确实还必
须进口白糖，因为国内白
糖产量未能满足社会消费
量，但政府必须更明智观
察既有的储备量，以致农
民收获甘蔗时还能获利。

“国内白糖需求量达到
280万吨，但甘蔗农的产
量只有220万吨，以致缺
乏60万吨。政府理应只进
口60万吨白糖，不可进口
360万吨，”他续称。

他 补 充 说 ， 其 实 ， 
APTR I不反对进口白糖，
但必须符合于国内消费白
糖的需求量。

“原则上，白糖进口
量必须符合于国内白糖
消费的需求量，”他进
一步称。(vn)

印尼甘蔗农民协会要求政府

根据国内消费需求进口白糖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能源与矿物资源部节能
和新可再生能源（EBT-
KE）总局制定今年4月的
生物燃料即生物柴油和
生物乙醇的市场指数价
格（HIP BBN），每公
升分别为 7 3 8 7盾和 1万
0178盾。

根据安塔拉社昨日在
雅加达收集的数据，今
年4月的生物柴油价格环
比今年 3月每公升 7 4 0 3
盾，每公升下降1 6盾，
而生物乙醇价格从每公
升1万0167盾，每公升上
升11盾。

能 源 与 矿 物 资 源 部
EBTKE总局长苏迪亚斯多
多（FX Sut i jastoto）昨
日在雅加达说：“上述
规定自今年4月1日开始
生效。”

他续说，生物燃料的
市场指数价格是使用在
落实强制性B20生物柴油
政策中，以及添加到柴
油（受补贴或非补贴）
的价格。

生 物 柴 油 的 市 场 指
数价格环比下降是因为
Khar isma Pemasaran 

Be rsama（KPB）在今年2
月15日至3月14日期间的
毛棕榈油平均价格，从
上一期的每公斤71 0 1盾
下降至每公斤7078盾。

生物柴油的市场指数
价格使用市场指数价格
公式计算，即（KPB的生
物 棕 榈 油 平 均 价 格 + 每
吨100美元）x 每立方米
870公斤+运输费。

在生物柴油价格计算
公式的运输费是根据第
350号K/12/DJE/2018能
源与矿物资源部长决定书
的规定。

根据公式集计算，即
（KP B在3个月期间的平
均甘蔗滴x每公升4. 1 2 5
公斤）+每公升0 . 2 5美
元，以致得出今年4月的
生物乙醇价格每公升1万
0178盾。

盾币兑换率是参考央
行在今年2月1 5日至3月
14日期间的中间汇率。

能源与矿物资源部每
个月制定生物燃料的市
场指数价格，而节能和
新可再生能源（EBTKE）
总局至少每六个月评估
一次。(er)

能源与矿物资源部制定

4月生物柴油价格每公斤7387盾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 
2018年，我国鞋类产量在
全球排行第四，达到14亿
双，占全球鞋类总产量的
4.6%。

本 报 援 引 工 业 部 中 小
型工业总署长卡蒂（Ga t i 
Wibawaningsih）在雅加达
发布的新闻稿表示：“我国
是继中国、印度，以及越南
之后在世界上第四大鞋类
生产国。此外，我国成为
世界上第四大的鞋类消费
国，总消费量达到8亿8600
万双。”

他解释说，目前我国鞋
类工业总共有1万8687家，
其中的1万8091家是小型
企业、441家中型企业以及
155个家大型企业。

“万余家鞋类工业雇佣
了79万5000名工人，”他
这么说。

他续说，为发展国内鞋
类工业，特别是中小型工
业，工业部向年轻一代提供
参与2019年印尼鞋类创意比
赛（IFCC）活动的机会。

“印尼鞋类创意比赛是
使用三合一鞋类创意比赛的
概念，即是设计、摄影，以
及录像，”他如斯说。

20 1 9年印尼鞋类创意
比赛是由东爪省诗都阿佐
的工业部中小型工业总署

下属的工作单位，即是工
业部印尼制鞋业发 展 局
（BP I P I）举行的。工业
部印尼制鞋业发展局的任
务是培训和发展我国鞋类
工业。

此前，工业部长艾尔朗
卡·哈尔丹托（Air langga 
Hartarto）声称，鞋类工业是
其中一个优质制造业对国内
经济做出巨大贡献。这能从
2018年皮革工业、皮制品
工业以及鞋类工业的增长率
达9.42%，比2017年2.22%
更大。去年的增长率超过国
内经济增长5.17%。

“20 1 8年全国鞋类的
出口达51.1亿美元，同比
2017年只有49.1亿美元上升
4.13%，”他称。他表示乐
观，今年鞋类的出口额上升
至65亿美元，及未来4年可
上升至100亿美元。

工业部长提醒，我国
政府与欧洲自由贸易协会
（EFTA），和与澳大利亚
签署了全面经济伙伴协议
（CEPA）后，我国可开拓新
出口市场。

“除了纺织和成衣业之
外，我们亦准备鞋类工业
进入工业4.0时代，以便
能提高在全球竞争力，并
继续提升出口，”他进一
步称。(vn)

去年我国鞋类产量

在全球排行第四

图为Smartfren副总裁 Djoko Tata Ibrahim（右) 

与Smartfren特别项目技术关系VP网络主任Munir 

Syahda Prabowo　(左)　于本月9日，在雅加达

朝向Lebak Bu l u s的捷运地下站测试准备服务

客户的Smartfren网络。Smartfren定下在列车线

和捷运站的连接速度，下载10-20Mbps和上传

2-10Mbps。

（商报/Hermawan摄）

Djoko在捷运站

测试Smartfren网络

我国交通部订购了32列LRT列车，用于服务雅加达-茂
物-德博-丹格朗-勿加西（Jabodetabek）交通区，并定下
与2020年全部完工。图为4月10日，在东爪哇省茉莉芬县
的Industri Kereta Api公司的员工正在完成制造轻轨列车。

制造轻轨列车

印尼央行对包括巧克力业务在内的许多小企业提供技
术和管理援助，以提高其业务生产力。图为4月10日，
在中苏拉威西帕卢举办2019Sulteng Expo，观展者正品尝
印尼央行辅导的中小企业生产的巧克力。

印尼央行辅导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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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股市疲软限制跌幅
金价受美元走强影响下滑

因对于全球经济增长和美欧之间
贸易紧张局势的担忧使股市下滑，
金价因美元走强而小幅下跌，但仍
位于上日所及两周高位附近。0749 
GMT，现货金小幅下跌0.1%至每
盎司1,302.56美元。美国期金小跌
0.1%至每盎司1,307.60美元。

受累于经济放缓疑虑
油价在供应收紧环境下小涨

油价小涨，因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减少供应以及美国对伊朗和
委内瑞拉两大石油出口国进行制裁，
但市场预期经济放缓可能很快影响
到燃料的消费，因而限制了油价涨
幅。0842 GMT，布兰特原油期货报
每桶70.89美元，较上日收盘上涨
0.4%。美国原油期货报每桶64.32美
元，上涨0.53%。

因通胀数据强于预期
挪威克朗兑欧元涨至五个多月高位

此前挪威公布的通胀数据强于预
期，令人预期央行将在未来数月再
次升息，挪威克朗兑欧元大涨至五个
多月最高位。挪威克朗兑欧元上涨
近0.5%，来到2018年11月以来高点
9.5850，兑美元也涨近0.5%。美元
指数几近持平于96.943。

美国股市收跌
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将对价值

110亿美元的欧洲商品征收关税，令
对贸易消息敏感的工业类股走低，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调全球经
济成长预估，美国股市周三下跌。

根据初步收盘数据，道琼工业
指数收跌190.44点，或0.72%，报
26,1 5 0 . 5 8点；标普500指数下滑
17.57点，或0.61%，报2,878.2
点；纳斯达克指数跌44.61点，或
0.56%，报7,909.28点。

日本股市收低
此前美国和欧洲贸易紧张关系升

级，以及全球增长前景疑虑，打击投
资人信心，日经指数跌至一周低点。
日经指数收盘跌0.5%至21,687.57
点，此为4月3日以来最低收盘水准。
东证股价指数跌0.7%至1,607.66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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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股市

黄金行情
4月10日 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3.180.000 盾卖出 3.08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6.280.000 盾卖出 6.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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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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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44

中国快汇(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April 10 , 2019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151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6.7058 卖出)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

亚股

日经指数 21687.57 跌 115.02

韩国综合 2224.39 涨 10.83

香港恒生 30119.56 跌 37.93

上海综合 3241.93 涨 2.27

欧股

英国FTSE 7428.90 涨 3.33

德国DAX 11901.25 涨 50.68

法国CAC 5456.79 涨 20.38

荷兰AEX 561.82 涨 2.17

http://tw.stock.yahoo.com      2019/04/10    18:45

美股

道琼工业 26150.58 跌 190.44

那斯达克 7909.28 跌 44.61

S&P500 2878.20 跌 17.57

htt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 Dow Jones    4:00 PM  09/0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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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14  -0.53

  1150.61  -0.38

  1293.58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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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7.37  -0.09

美元 USD  13,990   14,310  14084.00 14226.00

新币 SGD  10,391   10,511  10401.00 10507.42

港币 HKD  1,786   1,826  1797.07 1815.21

日元 JPY  125.39   128.99  126.69 128.00

欧元 EUR  15,807   16,067  15854.36 16015.63

澳元 AUD  9,963   10,203  10017.95 10120.38

英镑 GBP  18,320   18,620  18379.62 18572.04

人民币 CNY            -     -    2098.64 21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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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

 1 GGRM 79300 78150 1150 -1.45% 1459900 114301705
 2 ADMF 10700 9950 750 -7.01% 423300 4159040
 3 MAPA 7700 7325 375 -4.87% 9500 67487
 4 UNTR 26425 26050 375 -1.42% 4113100 107219227
 5 KAEF 3590 3230 360 -10.03% 6094900 20134793
 6 POOL 2820 2480 340 -12.06% 70589800 191611152
 7 INAF 4280 3990 290 -6.78% 110900 455314
 8 INKP 8575 8375 200 -2.33% 21520500 178842395
 9 ABMM 2140 2000 140 -6.54% 600 1150
 10 JSMR 6175 6050 125 -2.02% 18152300 109397212

 1 MAYA 7400 8000 600 8.11% 2500 20110
 2 SMGR 13950 14300 350 2.51% 5619400 80249607
 3 SHID 3400 3700 300 8.82% 20000 74000
 4 UNVR 49000 49300 300 0.61% 1485000 72782595
 5 BDMN 9550 9800 250 2.62% 1422300 13765915
 6 BRPT 3720 3910 190 5.11% 47753700 183720113
 7 INTP 22325 22500 175 0.78% 949100 21184632
 8 MTPS 320 480 160 50.00% 408500 196080
 9 AKRA 4720 4870 150 3.18% 7012800 33670161
 10 ACES 1745 1860 115 6.59% 24353100 43900238

本周三，Samuel 资
产管理公司经济学家
Lana Soelistianingsih
说：“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在本周二公布了
全球经济增长的最新
预测，从2019年1月预
测的3.5％降至4月预
测的3.3％。这一预测
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
水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过去六个月中已三次

下修其全球经济预测。
下修其预测的基础是贸
易战的紧张局势加剧，
以及美联储推行的紧缩
货币政策。

Lana 说：“这主要
是由于发达国家经济
增长放缓，以及一些
全球性风险，如国际
贸易进口关税上升和
供应网络严重受到干
扰。”他估计，本日
盾币将在1美元兑1万

4140盾到1万4160盾的
范围内。

4月1 0日我国西部
时间10 . 1 4，盾币汇
率从此前的1美元兑1
万4133盾下跌33点或
0.23％至1万4166盾。
而央行周三的中间汇率
显示，盾币汇率下跌至
1美元兑1万4155盾，
此前是1万4150盾。

周三，亚洲区域交
易所包括日经指数下

跌1 6 4 . 0 4点（0 . 7 5
％）至2 1 6 3 8 . 5 5，
恒生指数下跌162.15
点 （ 0 . 5 4 ％ ） 至
29995.34，海峡时报
下跌2.95点（0.09％
）至3322.65。在全球
证券交易所纷纷走软
后，雅加达的印尼证
券交易所综合股价指
数开盘下跌。

Valbury证券公司首
席分析师Alfiansyah周
三在雅加达表示：“市
场的催化剂主要来自外
部市场不能提供支撑，
而普选因素使投资者倾
向于采取观望态度，另
外美国股市下挫后，预
计本日全球股市都无一
幸免。”

他认为，这些因素

将使股价综指难以在今
天的股票交易中涨升。

美 国 官 员 表 示 他
们对结束与中国的贸
易战的协议感到不满
意。但有些人表示，
上周与中国的谈判取
得了一些进展。其实
美国特朗普总统此前
表示可以在大约四周
内达成协议。

另 一 方 面 ， 虽 然
美国已经对价值数千
亿 美 元 的 中 国 商 品
征收关税，以确保中
国能够兑现协议中的
承诺。白宫贸易官员
Clete Willems仍拒绝
与中国达成协议的最
后期限，因为双方仍
在努力解决现有的关
税问题。(xf)

IMF下修全球经济预测后盾币汇率走低

股价综指下挫 投资者采观望态度
【安打拉新闻雅加达讯】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下修全球经济预测，4月10日上午在雅加达银行

间交易的盾币汇率走低。另外印尼证券交易所（BEI）综

合指数（IHSG）周三早盘下跌7.57点或0.12％至6476.78

点。45只主要股票或LQ45指数下跌1.87点或0.18％至

1022.49点。

【 本 报 讯 】 周 三
（10/4）综合指数在
闭市时下落。早盘结
束时，综指下落25.02
点或-0.39%，报收于
6459.319。但在下午
收盘时，却下落48.284
点或-0.09%，报收于
6478.326点。LQ-45指
数下落5.985或-0.02%
，报1024.128点。

亚 洲 股 市 上 下 不
一 ； 日 本 指 数 下 落
115.02点或-0.53%
，报 2 1 6 8 7 . 5 7 ；香
港 指 数 下 落 9 2 . 0 4
点 或 - 0 . 3 1 % ， 报
30065.45；上海指数
下落2.27点或-0.30%
，报3230.07；海峡时
报指数上升2.0 5点或
0.06%，报3327.65。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
共发生39万6555次，有
129亿4402万4001份股
票易手，总值8兆10亿
4397万6914盾。涨价的
股有149种，落价的股
有237种，245股持平。

外 资 净 购 3 4 2 8 亿

8000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MAYA（Mayapada
银行股）涨价600盾，
现价8000盾；SMGR(
锦石水泥股)涨价350
盾 ， 现 价 1 万 4 3 0 0
盾；SHID（Sahid Jaya
酒店股）涨价300盾，
现价3700盾；

UNVR(联合利华公司
股）涨价300盾，现价4
万9300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GGRM(盐仓香烟公司
股)落价1150盾，现价7
万8150盾；ADMF（Adira 
D i n a m i k a 股 ） 落 价
7 5 0 盾 ， 现 价 9 9 5 0
盾；MAPA（Map Aktif 
Adiperkasa股）落价375
盾，现价7325盾；UNTR(
友联拖拉机股)落价375
盾，现价2万6050盾。

盾币贬值20点
周三，彭博美元指数

收市，1美元以14153盾
中间价结束，比先前价
以14133盾中间价，盾
币贬值20点。（asp）

综合指数下落48至6425.734点
1美元兑14153盾

【 K o n t a n 网 雅 加
达讯】印尼国家银行
（PT Bank Negara In-
donesia Tbk.，股代号
BBNI）将继续提高电子
数据采集（EDC）机器
交易的费用收入。该银
行拟定指标，今年EDC
机器费用收入有望达
4610亿盾，比2018年
增长51.77%。

今年首季度，透过
该银行电子数据采集进
行的商业交易数量仍显
著的增长。印尼国家银
行电子渠道董事副总经
理Fajar Kusuma Nugra-
ha周一（8/4）说：“
今年首三个月的交易量
达1120万次，比去年同
期增长29％”。

然而，Fa j a r没有提
到首季度电子数据采集
机器的交易总量。在

2019年1月份至2月份期
间，该银行的电子数据
采集交易额达9兆7000
亿盾，比去年同期的7
兆4000亿盾增长31％。

该银行拟定指标，
今年电子数据采集机
器的交易，同比增长
94.5%，从2018年的55
兆盾升至107兆盾。

电 子 数 据 采 集 交
易主要用于服装业务
（1 7 . 1 7％）、家居
（1 0 . 0 6％）、电信
（ 8 . 3 0 ％ ） 、 餐 馆
（5.81％）、超市/杂
货店（4. 9 5％）、食
品和饮料（4. 9 4％）
、汽车和车辆（4. 6 8
％ ） 、 杂 项 （ 4 . 1 9
％ ） 、 手 表 和 珠 宝
（3. 9 7％），以及健
康服务（3.43％）。

从电子数据采集机

器的数量，今年首季
该银行已增加1万3000
台。因此，目前电子数
据采集机器总量达18万
台，定下到年底达23万
台的指标。

Faja r接着说，2019
年电子数据采集商人收
购的前景仍很大，即
定下大约6万台指标。
据他称，二维码（QR 
code）的存在肯定，在
客户方面，将增加支付
替代，并且不减少电子
数据采集交易量，因为
每个支付工具都有自己
的市场份额。

“目前在印尼国家银
行的电子数据采集机器，
已支持二维码的支付，
因此该银行深信，二维
码的业务将增加该银行
电子数据采集的交易额和
交易量”。（asp）

印尼国家银行拟定指标

今年EDC交易额费用收入有望达4610亿盾

在此次合作中，国家储蓄银行(PT Bank Tabungan Negara 股代号BBTN)的目标是向
努山打拉保税区公司(PT Kawasan Berikat Nusantara/KBN)员工提供价值500亿盾的
新住房贷款。 国家储蓄银行与国营企业(BUMN)的协同作用继续进行，以支持实
现100万个住房纲领，今年的纲领目标是达到80万个。图示 :国家储蓄银行董事
经理Budi Satria（左）与 努山打拉保税区公司财务董事经理Daly Mulyana（右）和
努山打拉保税区公司董事总经理HM Sattar Taba于周一在雅加达为努山打拉保税
区公司员工提供银行服务签署协议后合影。Isb / max manuhutu

BTN与KBN签署员工住房贷款合作协议

5。4图示化
表现使命的最终阶段是图示化，浓

缩标语，思考什么是“1秒内就能了解
的内容”，好比前述花店的货车(C与
D)，就能让人一眼看出它是做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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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印尼石桥轮胎
公司计划，将开设3 1 2
间零售店，命名为石桥
展销店（Toko Model/
TOMO）B r i d g e s t o n e。
此前，印尼石桥轮胎公
司 已 在 全 国 1 1 个 大 城
市，设立3 0 0间石桥展
销店，最新的零售店座
落于西爪芝比通（�i�i��i�i�
t u n g）和雅加达东区的
Kalimalang。

不只设立零售店，印
尼石桥轮胎公司也开始

通过TOMOnet进行网上销
售，只是印尼石桥轮胎
公司经理部不愿阐明，
今年为扩展业务而拨出
的预算，但肯定是，每
年的投资金持续提高。

印 尼 石 桥 轮 胎 公 司
零 售 店 扩 展 议 程 与 我
国轮胎市场前景信心一
致。根据印尼机动车业
协会（ G a i k i n d o ）数
据，汽车销售仍增长，
去年全国汽车销售同比
提高 8 . 4 9 %，大约为

115万辆。
新汽车销售反映了原

始设备生产商（OEM）
轮胎市场，此外，印尼
石桥轮胎公司的销售目
标，不只在原始设备生
产商轮胎而已，但也在
替换轮胎销售乘用车或
者是商用车。

今年，印尼石桥轮胎
公司计划推出运动型汽
车的新轮胎。

印尼石桥轮胎公司总
经理Akihito Ishii称，
我们总是设法“为社会
提 供 优 质 服 务 ” 的 哲
学，提供最好的产品和
服务。”

但并不是说，今年，
印尼石桥轮胎公司的业

务能顺畅无阻，该公司
认为橡胶价格上涨趋势
和普选成为商业挑战。

印 尼 石 桥 轮 胎 公 司
营 业 经 理 阿 古 斯 蒂 妮
（ A g u s t i n i ） 称 ， 为
此 ， 印 尼 石 桥 轮 胎 公
司 计 划 ， 将 调 高 产 品
价 格 。 “ 在 普 选 时 或
对 我 们 的 销 售 造 成 影
响 ， 但 我 们 有 信 心 ，
普 选 过 后 ， 该 情 形 能
恢复稳定。”

随 着 国 内 强 势 的 销
售，目前，印尼石桥轮
胎公司2家工厂产能使
用率已触及1 0 0%。虽
然如此，印尼石桥轮胎
公司至今没计划将增加
产能。(sl)

【本报讯】临近成立
五十周年，印尼夏普电子
(Sharp Electronics In�
dones i a/SE ID)公司定下
指标，20 2 0年销售额能
达到11兆盾，或比201 5
年提高一倍。

印尼夏普电子公司国家
销售资深总经理安德里．
阿迪．乌托莫(Andry Adi 
Utomo)称，作为电子生产
商一贯生产符合我国消费
者的需求的产品，印尼夏
普公司相信可以达到更高
的销售额。

“在一年时间将不断推
出一系列计划，印尼夏普
公司乐观表示2020年3月5
日可以超过更高的销售指
标。公司深信印尼夏普公
司准备进入工业革命4.0
的计划，将在工厂应用制
造数据。”他这么说。

他称，去年，印尼夏普
公司销售额高于8兆盾，
而今年定下销售额可以达
到10兆盾。为使2020年达

到11兆盾指标，印尼夏普
公司将在一年时间不断实
施一系列计划。

“庆祝印尼夏普公司
50周年，将从今年4月10
日至2020年3月20日在我
国各地，以主题‘SHARP 
Lovers Day’庆典版的
购物纲领。其中提供五
年保修计划、在5个城市
举 办 5 个 展 览 会 ， 以 及
5 Sharp Mo�ile Display 
Truck(SMDT)计划。”他
如斯说。

他续说，印尼夏普公
司也将推出50 0 0台金色
的产品，特别是在冰箱、
洗衣机、电视机、空气净
化器和汽车空气净化器之
类，消费者可等待购买这
些产品。

印尼夏普电子公司首
席执行官Tadashi Ohya�
ma称，在我国庆祝50周
年将成为夏普业务一路来
的里程碑。为达到20 2 0
年销售额目标，印尼夏普

公司将提高生产能力。自
从均衡工作负担后，生产
线速度已提高10%，产量
也提高10%。

他说，印尼夏普公司
也将增加销售的新产品种
类，其中是智能手机、

个人电脑、信息显示屏
(IDP)，并增加和提高小
家电三倍。

“ 夏 普 也 计 划 寻 找
新工厂为提高生产。此
外，寻找新市场。”他
这么说。( lcm)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
讯】印尼松下(Panasonic 
Go�el Indonesia)公司定
下指标，今年占全国电
子市场30%份额，比去
年20%有所提高。为达
到市场份额10%松下已
准备一系列战略和提高
技术。

印尼松下公司总经理
Seigo Saifu表乐观，今年
可以达到最好的销售或
市占率达到30%。

“我们进行很多新业
务策略，并升级技术成为

最先进的。”他这么说。
据他称，去年，我国

电子市场停滞，因为消
费者购买力不振。他们
仅购买日用品，

例如食品，而电子产
品成为第二个选择。

他说，松下也面对消
费者购买力下降的影响，
非常影响销售量。据悉，
松下市场份额仅达20%
。“虽然可说相当低，
但市占率比其他公司仍更
好。”他如斯说。

他称，进入2019年，

电子市场开始提高。这
可从今年初电子销售增
长10%情况看到。“创
新将成为重要关键使我
们可以保持不败。”他
这么说。

他透露，松下推介最
新空调的纳米技术。纳
米技术是革命性的空气
净化技术，有能力为去
除异味、抑制细菌、病
毒和真菌的生长。该技
术更大十倍效率和可以
减少气味。

“其他电子公司未有

纳米技术，松下是唯一
在我国电子公司应用该
技术。”他如斯说。

他续称，另一方面，
松下推介Prime Fresh技术
为冰箱。这是能在冰箱
保持温度的技术，以致
肉保持新鲜长达七天。

他补充，我国松下业
务增长也离不开经销商
的信任。据他称，我国
电子市场的竞争相当激
烈，因为很多其他企业
营销相同的产品以不一
样的技术。(lcm)

【Ko n t a n雅加达讯】
煤炭价格起伏，使Ind i k a 
Energy公司不得不进行业
务多样化。该公司定下指
标，5年后，在非煤炭业
的多样化能为Indika En�Indika En�
ergy公司带来利润，从目
前的20%提高成为25%。

Indika Energy公司总经
理阿兹斯.阿尔曼（Az i s 
A rm a n d）对记者称，业
务多样化，其中，第一是
通过旗下�ire�on Electr ic 
P ow e r公司开拓井里汶2
号蒸汽发电站（PL T U）
。“目前，已在财务结算
阶段。”

Indika Energy公司定下
指标，2022年，发电力为
1000兆瓦（MW）的井里
汶扩建的蒸汽发电站将建
成，国电公司（PLN）将
以每千瓦/小时5.5美仙的
价格购买。

第二，兴建燃油储藏
库（fuel storage），该储
藏量1亿公升的储藏库耗
资1.08亿美元。“2018年
底，已与债权人（kredi�kredi�
dur）作财务结算，确定时

间是2018年12月31日。”
那时，Indika Energy

公司与万自立银行（Bank 
Mandiri）、日本MUFJ银行
等签署7500万美元借贷协
议，该借贷供作建造储油
库费用。

储油库座落于东加里曼
丹的Kar i a nga u，�E���Ka r i a nga u，�E���，�E���E���
onMo�il Lu�ricant Indo�
nesia公司使用运营，租赁
期为20年和能延长10年的
时间。

阿兹斯声称，依计划，
第1储油库将在2020年第2
季建成。“我们希望，往
后将成为Indika Energy公
司的例常收入，因该业务
更稳定。”

因此，不无可能，如
果有其它油气公司感到兴
趣，Indika Energy公司将
扩建储油库容纳量。

第三，Indika Energy公
司将开拓其它的矿业领
域，即黄金。根据Kontan记
载，2018年底，Indika En�2018年底，Indika En�年底，Indika En�Indika En�
ergy公司已收购澳洲矿业公
司，即Nusantara Resources
公司的19.9%股份。(sl)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
讯】印尼芳香剂、烯烃和
塑料工业协会（Inaplas）
批评现代化零售店实施的
塑料袋收费政策，该石油
化工业协会认为，该政策
不会减少塑料垃圾和妨碍
工业业绩。

日前，印尼芳香剂、烯
烃和塑料工业协会秘书长
法查尔.布迪约诺（Faja r 
Budiono）对记者称，塑料
袋收费政策的目的本来很
好的，即减少塑料垃圾。
但我国民众仍缺乏觉悟
性，这可从许多民众购买
塑料袋和随便乱丢，甚至
丢向海中。

他认为，塑料垃圾成为
吸引人讨论的话题，该工
业产品被评已造成环境污
染和必须减少使用量。因
此，许多地方政府发出有

关塑料袋使用条例。
他评估，但是，其它工

业仍需要塑料作为包装。
除此之外，随着塑料袋收
费政策，使塑料工业销售
额降低，为此，也造成
工业业绩受压制。“我认
为，该条例对减少塑料垃
圾无济于事。”

至今，他解释说，印尼
芳香剂、烯烃和塑料工业
协会还未采取进一步的态
度，该石油化工业协会将
预先观察该条例的发展，
是否有效。

他仅确定，预测难以达
致2019年的68亿美元塑料
销售指标，因地方政府禁
止使用购物塑料袋和塑料
袋须付费。

2019年3月1日，印尼零
售商协会（Aprindo）开始
实施塑料袋收费政策，每

张塑料袋收费200盾。
印 尼 零 售 商 协 会 总

主席洛伊.曼德伊（Ro y 
Mandey）称，该政策的目
的是为减少塑料垃圾和邀
民众更明智使用购物塑料
袋。“我们采取该步骤是
为减少目前正在热烈讨论
的塑料消费。”

将对希望购物塑料袋
的使用，每张塑料袋征收
200盾的费用，�消费者
可自�决定，是否要使用
付费塑料袋，或者是从家
里自行携带购物袋。

印尼零售商协会副总
主 席 尤 菲 琳 妲 . 苏 珊 蒂
（Yuvlinda Susanti）要
求，能对包括传统市场在
内的零售业贯彻该条例，
因传统市场使用塑料袋相
当多，而零售店仅使用
50%。(sl)

Bridgestone定下指标

今年销售110万套轮胎
【Ko n t a n雅加达讯】印尼石桥轮胎

(Bridgestone Tire Indonesia)公司定下指

标，今年出售110万套轮胎，印尼石桥轮

胎公司实施的策略，是扩展营销网。

临近成立50周年

夏普看好销售额达11兆盾

SEID公司首席执行官Tadashi Ohyama(右3)、国家销售资深总经
理Andry Adi Utomo和印尼夏普公司领导班子，伸出五指表示50
周年，并展示夏普的金色产品。(商报/Muhammad Maan摄)

松下定下指标

今年电子市占率30%

Inaplas批评

塑料袋收费政策无济于事

Indika Energy将多样化行业

非煤炭业务可贡献利润25%

实际销售指数增长

印尼央行（BI）表示，2019年2月份BI零售销售调查的
实际销售指数（IPR）同比 增长了9.1％，或高于2019
年1月，环比增长7.2％，这得益于服装商品销售增
加。图为4月10日在雅加达中区的丹拿旺市场，买客
正在挑选衣服。

【Kontan雅加达讯】包
装生产企业�hampion Pa��hampion Pa�
cific Indonesia(IGAR)公司
定下指标，今年，包装需
求量增长大约5%至8%。
该臆测是今年初，制药业
包装需求提高所推动，再
加上，不论是制药业或者
是非制药业的包装需求持
续增加。

�hampion Pacific In�
d o n e s i a公司总经理安东
尼.穆哈尔多约（Antonius 
Muhartoyo）对记者声称，
每年，制药业的包装需求
持续增长。�hampion Pa��hampion Pa�
cific Indonesia公司的包装
需求，每年至少增长5%
至8%。“今年，我们仍
有信心，因平时在年初总
是稍微降低，事实证明，

这次需求却提高。”
从 增 长 数 额 方

面，�hampion Pacific Indo��hampion Pacific Indo�
nesia公司经理部预测，今年
销售额能比去年增长9%。

去 年 ， 制 药 业 界 占
�hampion Pacific Indonesia
公司主要销售份额，即占
6810亿盾总收入的87%，
该数目比去年增长3.3%，
只是，安东尼声称，难以
依靠制药业包装的利润，
因还不能调高售价。

安 东 尼 续
称，�hampion Pacific In��hampion Pacific In�
donesia公司正研究非制药
业界，俾使食品包装生产
线能复苏。“我们拥有韩
国制造的新机器，可能供
非制药业包装使用，只是
目前仍在试用中。”(s l )

IGAR定下指标

今年包装需求增长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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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黛丽家长已向警方
举报3名打人者。

据悉，奥黛丽是在3月
29日遭到同学们围殴暴打
的。她的家长在4月5日才
向南坤甸区警方报警。

检查结果显示，奥黛
丽的头部没有起包，眼睛

也没有瘀伤，视力、心
脏、肺部无异常。

据奥黛丽称，她的下
体被她们压住。检查结果
显示下体无损。

西加里曼丹省警察署
医学与医疗主任苏基普托
（Suc i p t o）称，检查结

果和在网上流传称奥黛丽
的私处被弄伤不一样。他
说：“她的下体没有裂伤

或受伤。”
西加里曼丹省警长迪

迪（Didi Haryono）称该

3名女学生已被警方传唤
去问话。

西加省地方儿童保护
和监管委员会主席艾卡
（E卡 Nurhayati Ishak）
称4月5日中午13时许奥
黛丽在母亲的陪同下来
举报，称她被同学手打脚
踢，拖行，还把她的头撞
向沥青路面。

这些女学生是坤甸市
几所高中学校的学生。她
们去奥黛丽家去接她，说
有话要跟她谈。奥黛丽被
她们带到苏拉威西街，被
她们审问暴打。

西加省地方儿童保护
和监管委员会副主席马纳
鲁（Tumbur Manalu）称
其实奥黛丽的表姐才是她
们要找的人。

印 尼 儿 童 保 护 委 员
会 （ K P A I ） 敦 促 警 方
对奥黛丽案进行彻底调
查。本周三，印尼儿童
保护委员会主席苏善托
说：“我们对这件事表
示遗憾。”

有 网 友 发 起 请 愿 活
动，为奥黛丽讨回公道，
超过2 0 0多万人签名支
持。（cx）

坤甸女初中生遭三名女高中生围殴进医院

检查结果显示无瘀伤下体无损
【坤甸4月10日讯】西加里曼丹省坤甸

市一位名叫奥黛丽的14岁女初中生被3名

女同学围殴暴打住进医院，另外9名同学

在旁围观。这些小女生疑是为了男人在网

上互讽结果酿成打人案。

【泗水点滴新闻网4月
10日讯】三名女毒贩被泗
水市地方法院判处无期徒
刑。三名被告名叫Ali��i�Ali��i�
anti Amalia、Nina Ari�、Nina Ari�Nina Ari�
mawati和Amalia Munida�和Amalia Munida�Amalia Munida�
wati Nura。

Maxi Sigarlaki法官称三
名被告贩卖重达13.5公斤
冰毒的嫌疑得到证实。她
们的行为触犯了2009年第
35号禁毒法。

法官宣读判决书：“
判 处 被 告 A l i � � i a n t i 
Amalia、Nina Arismawati
和Amalia Munidawati Nura
无期徒刑。”

三名被告听到自己被判
处无期徒刑的时候不禁流
下眼泪。她们抱在一起哭
成一团。

除了该三名被告，另外
两名被告Budi Santoso和Enik 
S�tiyawati也被法官判刑。

这5个人是一伙的。Budi被
判处20年有期徒刑，而Enik
被判处18年。

三名女被告对判决有
异议，要求法官轻判。法
官建议她们提出上诉。
（cx）

近日在雅加达举办的2018～2019年印尼发展奖赏颁奖仪式结束后，Jusuf Kalla副总统
（左二）与Fadel Muhammad（左一）《Warta Ekonomi》杂志创办人、Basuki Hadimuljono（
右三）公共工程与公共住房部长、Ignasius Jonan（右二）能源与矿物资源部长、新闻
界人物Andy F Noya（右一）等人合影留念。对许多为印尼发展作出努力的人士给予
奖励。（商报/HERMAWAN）

2018～2019年印尼发展奖赏

【本报实武牙讯】� 印尼团结党
（P�rindo ）中央理事会总主席陈明立
(Hary Tano�so�dibjo)宣布了印尼514个
县/市的同步全国雾化运动的社会活动。

陈明立于周二在苏北省实武牙（Si�Si�
bolga）表示 : “今天，我直接领导的全
国同时雾化活动开始进行。”

他说，我们继续进行在全印尼的雾化活
动，考虑到登革热的流行正日益困扰着人民。

“我们知道最近登革热疫情无处不
在。我们希望这项雾化活动能帮助需要帮
助的民众，而登革热病例会减少，” 陈
明立说。

根据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
年2月1日，在全印尼的登革热发病率为
15,132例，而死亡率为145人。

根据卫生部的记录，前几年，于2018
年登革热病例为53,075个，于2017年为
68,407个，2016年204,171个。

陈明立呼吁公众始终保持环境清洁。如

果社区环境干净，肯定会给印尼很好的印
象，是作为一个干净，美丽及和平的国家。

除了国家大雾运动之外，该政党也将
于4月12日在印尼的514个县/市区举办
同步国家集市。

【班达亚齐O k � z o n �
新闻网4月10日讯】本周
三，上千名大学生再次来
到亚齐省省长官邸示威
抗议称对中亚齐和Nagan 

Raya县B�utong区金矿开采
说不。

示威群众先聚集在Sul�Sul�
tanah Sa�iatuddin公园，然
后来到省长官邸前示威。

E m a s M i n � r a l 
Murni（EMM）公司是一家
将从Nagan Raya县和中亚
齐县开采出黄金的采矿公
司。

穿着大学校服外套夹
克的示威群众走路前往亚
齐省长官邸，高喊口号“
反对、反对EMM”。许多
防暴警察在省长官邸大门
前看守，示威群众无法进
入。大学生们坐在大门前
地上。

这一次示威群众比前一
天多了不少。4月9日，大
学生也在亚齐省长官邸前
举行示威，防暴警察发射
催泪弹驱赶示威人群，导
致有示威者头部受伤、玻
璃窗、花瓶碎了。（cx）

【雅加达4月10日讯】
大都会警署（Polda M�t�Polda M�t�
ro Jaya）缉毒部门主任多
尼�亚��大（Doni Al��亚��大（Doni Al�亚��大（Doni Al�Doni Al�
� x a n d � r）称，缉毒人员
将一名涉嫌毒品的艺人抓
捕。

据多尼称，侦察员仍在
深入调查中。

与此同时，大都会警
署发言人阿尔格称，疑涉
毒被抓的艺人是电视剧演
员。

此前，一名In s t a g r am

红人因藏毒被抓捕。两
个月前，史蒂夫�伊曼
纽尔因吸食可卡因而被
抓。

雅加达西区警方已将史
蒂夫案件移交给雅加达西
区检察院。（cx）

【雅加达CNN印尼文网
4月9日讯】食品和药物监
督局（BPOM）在2018年
期间起获价值达到1360亿
盾的非法化妆品。

本 周 一 ， 食 品 和 药
物 监 督 局 的 局 长 本 尼
（P�nny K. Lukito）
说：“20 1 8年期间，起
获非法药物、传统草药、
化妆品、补充剂和食品，
总价值高达60 0 0亿盾。

化妆品占多数，价值高达
1360亿盾。”

本尼称非法化妆品得
到不少人的青睐，尤其青
少年群体，他们在社交
媒体上看到这些化妆品广
告。

据本尼称，这些非法化
妆品含有禁用有害物质比
如汞和氢醌。

他说：“食品药物监督
局定时对网络化妆品进行

监督。”
目前雅加达一些零售化

妆品市场比如S�ntral市长
成为食品和药物监督局的
检查目标。工作人员已对
雅加达S�ntral市场内的商
贩进行辅导。

他说：“我们也跟警
方、海关合作对化妆品进
行监督。我们劝这些商贩
千万不要售卖非法化妆
品。”（cx）

【雅加达CNN印尼文网
4月9日讯】本周二中午，
邦加�勿里洞（B a n g k a 
B�litung）群岛省地方议会
议员Djunaidi Thalib在雅
加达东区Matraman区N�w 
Idolatry酒店503号房间被
发现死亡。

Djuna id i据称是邦加勿

里洞省地方议会从业党立
法机构候选人。

Matraman区警长�ar�区警长�ar��ar�
s i t o 称该男子的遗体是
被 酒 店 工 作 人 员 发 现
的。Djunaidi是在本周一入
住酒店。本周二中午13时
30分许，酒店清洁工敲门
想要打扫卫生，许久没有

人回应，于是打开房门，
发现客人背靠床一动不
动，检查后发现已死亡。

警长接着称，死者身上
没有暴力痕迹。警方已对
Djunaidi的孩子进行问话，
得知他有心脏病史。

虽然如此，确切死因仍
有待调查。（cx）

【雅加达罗盘新闻网4月
9日讯】7月4日在雅加达东
区Makasar区Jagorawi高速公
路附近被发现的身份不明
女尸，尸检结果显示，该
女子额头被重击死亡。

本周二，雅加达东区警
长Ady �ibowo称，女死
者额头上有一道5厘米长6
厘米宽撕裂伤口。估计她
是在上周六晚上6～7时死

亡的。
Makasar区警长Lindang 

L am b u n补充称，尸检结
果显示遇害者生前曾被凶
手用脚踩伤。他对记者
说：“她的背部上有被踩
伤痕。”

警方目前仍在调查遇害
者是在雅加达外遇害的可
能性。

此前报道称，雅加达东

区Makasar区Jagorawi高速
公路附近惊现一具身份不
明女尸。遇害者穿着印有
气球图案的绿色T恤衫和
红色线条黑色紧身裤子，
年龄在20～25岁期间，身
高150厘米。

遇害者的右耳下有一
颗痣、右膝有烧痕和前排
牙齿断裂，牙齿有点黑。
（cx）

【雅加达4月9日讯】警
方在西爪哇省德博市抓捕
3名售卖假钞的人H�（53
岁）、GHA（3 9岁）和
M（41岁）。

大都会警署发言人Argo 
Yuwono称，接到民众报
警说在德博市Sawangan区
T�laga Gol� Bojongsari有
人售卖假钞后，警方对3

名嫌犯进行抓捕。警察联
系嫌犯说想买假钞。当嫌
犯拿出假钞后，警察当场
将其擒获。

Argo称，两名嫌犯告诉
警察说这些假钞是从另外
一名嫌犯那里得到的。警
方在德博市将其抓捕，他
被警察从家中带走。

A r g o说：“这个嫌犯

也是从别人那里得到假钞
的。我们正在追捕中。”

警察从嫌犯手中起获
100张10 0元面值的假美
元、100张50 0面值的假
欧元和紫外线灯及3部手
机。

嫌犯的行为触犯刑事法
第245条，或被判最高15
年有期徒刑。（cx）

【雅加达4月8日讯】
万丹省丹格朗市发生一起
致命火灾事故。一间位于
Halim P�rdana Kusuma街
的两层修车店起火，造成
两名老人Ng Tjoi K�m（81
岁）和Al�ian Hartono死
亡，他俩因吸入浓烟过多
死亡。

Al� ian被送至医院，经
抢救无效死亡。

这起火灾事故疑由电线
短路引起。

丹格朗市警察署发言
人Abdul Rachmi说，修车
店老板的父母住在二楼。
他说：“这起火灾事故发
生在本星期一凌晨2点左

右。事发时，修车店老板
的爸妈在二楼睡觉。”

修车店隔壁办公室内人
员听到爆炸声和看到浓烟
从修车店里冒出来，立刻
打电话报警。

消防车赶到火灾现场灭
火，火势在一个小时后得
到控制。（cx）

又有艺人因涉毒被抓

亚齐上千名大学生示威对金矿开采说不

班达亚齐大学生抗议反对金矿开采。

Jagorawi高速公路身份不明女尸

遇害者正怀着孕

邦加勿里洞议会议员死于雅京东区酒店

13.5公斤贩毒案三名女被告被判无期徒刑

陈明立正式宣布

全国同步雾化社会行动

印尼团结党（Perindo）中央理事会总主席陈明
立于周二在苏北省实武牙（Sibolga）举行全国
同步雾化社交活动的情景。Isb/max manuhutu

丹格朗修车店起火致两死

警方在德博抓获三名售卖假钞嫌犯

食品药物监督局一年内

起获价值1360亿盾非法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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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坚决反对美方与台湾地区
进行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0日在
北京应询强调，坚决反对美方与台
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
军事联系，美方应该信守承诺，纠
正错误做法，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
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
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严重损害
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当天举
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
记者问，美国在台协会（AIT）近日
宣称，AIT现址从2005年起就有美国
现役军人驻守，新馆维安将比照现
址，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马
晓光作了以上表述。

意大利返还796件套中国流失文物抵北京 
中方高度赞赏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0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表示，意大利返还的796件套
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已抵达北京，中
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有记者提问，
据报道，796件套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
9日从意大利米兰被送上返回中国的飞
机，正式开启“归乡之旅”。你能否
提供进一步情况？陆慷表示，意大利
返还的这批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已于
10日凌晨抵达北京。中方很高兴看到
这些漂泊海外多年、承载民族记忆的
中国文物终于“回家”了。据了解，
中国国家博物馆还将举办专题展览，
大家有机会能欣赏这些珍贵文物。

香港录得62宗麻疹个案 
特区政府密切关注疫情发展

香港的麻疹疫情持续，截至10日
中午，共录得62宗新增确诊个案。香
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10日出席活动时呼吁市民做好个人防
疫措施，并表示局方将密切留意疫情
发展，适时调整防疫对策。据介绍，
香港于3月13日发现首宗麻疹个案，
该名患者为男空中服务员。随后，香
港国际机场可说是香港麻疹疫情的重
灾区。据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
心纪录，截至10日中午，在今年累计
的62宗麻疹新增确诊个案当中，有29
宗个案患者涉及机场或航空公司的相
关职员。

银川海关破获一起走私枪支案
4月9日，银川海关缉私局破获一起

走私枪支进境案，缴获枪支1支、仿
真枪1支，抓获涉案嫌疑人2人。据了
解，2月21日，银川海关缉私局根据情
报线索掌握宁夏银川籍李某、刘某分
别从境外走私枪支进境，迅速组织警
力对该线索开展落地核查工作。

中国保险行业首个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记者10日从中国银保监会获悉，

中国保险业首个国家标准《保险术语
（GB/T36687-2018）》已于2019年
4月1日正式实施。作为保险业标准用
语“词典”，该国家标准的出台将有
利于促进社会公众对保险知识的理解
和普及，进一步维护消费者权益。目
前，中国已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
二大保险市场，保险产品作为兼顾风
险保障和保值增值服务的金融产品，
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
的作用。在此背景下，社会公众保险
知识普及和保险相关联行业都需要一
项国家级术语标准作为规范指导。

国台办：始终支持台资企业
在大陆上市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0日在
北京表示，我们始终支持台资企业在
大陆上市，希望台资企业通过在大陆
上市，更好地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当天，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
问，上海证交所科创板近日正式启
动，首批受理在科创板上市的9家企业
中有一家台资企业，未来不排除有更
多台湾高科技公司在科创板上市。

芬兰企业积极报名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记者4月10日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局获悉，日前在芬兰举行的“第二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推介会”上，芬
兰企业积极报名第二届进博会，更有
企业率先报名参展第三届进博会。第
二届进口博览会推介会4月9日在芬兰
首都赫尔辛基举行，吸引了100余位
芬兰企业界代表到会。芬兰国家商务
促进局东亚部主任苏啸岳说，在2018
年首届进口博览会上，参展的芬兰企
业共签署了20余个合作协议，总额数
十亿美元，芬兰愿意继续发挥在信息
通讯技术、清洁能源、生物等方面的
优势，积极参加第二届进口博览会。

习近平说，中缅“
胞波”情谊源远流长。
当前，中缅关系总体向
好发展，各领域、各层
次交流合作不断扩大，
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取得新进展。中方
高度重视中缅关系，
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
幻，愿一如既往同缅
方加强战略沟通，深

化互利合作，不断丰
富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内涵，给两国人
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
利益，共同为地区稳定
和繁荣作出贡献。

习近平说，中缅军
事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两军要深化务
实交流合作，共同打造

基于互信互利、并致力
于维护两国共同安全和
发展利益的两军关系。

习近平说，中方支
持缅国内和平进程，
关注缅北形势发展，
希望缅方同中方相向
而行，进一步强化边
境管理，共同维护边
境安全稳定。

敏昂莱衷心感谢习
近平主席拨冗会见。他
说，缅中两国有着悠久
的传统友谊，两国两
军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
展。缅方感谢中方长期

以来对缅国家和军队发
展建设给予的宝贵支

持，感谢中方支持缅国
内和平进程。

习近平会见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
【中新社10日讯】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1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

华访问的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
的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

【中新社10日讯】
针对美官员渲染中俄威
胁外空，中国外交部发
言人陆慷10日在北京表
示，国际社会绝大多数

成员防止外空武器化的
努力因美国阻挠一直受
挫。

在当天举行的例行
记者会上，有记者提
问，美国代理防长称，
美国外空部队的主要任
务是发展必要技术以应
对俄中在外空对美国的
侵略。你对此有何评
论？

陆慷回应说，外空
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
应当用于和平目的。大
家非常清楚，中方一
直主张和平利用外空，

坚决反对外空武器化。
长时间以来，在包括裁
谈会等多边场合，中国
和俄罗斯以及国际社会
绝大多数成员，一直主
张通过谈判缔结防止外
空武器化的国际法律文
书。大家可能也都注意
到，近期联合国有关专
家组也为推进这一谈判
进程作出了不懈努力。
但是，非常遗憾，这么
多年，仅仅因为一个国
家的阻挠，这项努力一
直受挫，这个国家就是
美国自己。

中方回应“美渲染中俄威胁外空”话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中新社10日讯】香
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10日宣布，冬季流感季
节完结。本季流感季节
维持约14周，共录得357
宗死亡个案。

卫生防护中心发言人
表示，香港于今年1月初
踏入冬季流感季节，流
感活跃程度在约1月中下
旬升至高峰，其后持续
下降，幷于4月初返回基
线水平。本季流感季节
维持约14周。

发言人指出，本季
度流感主要流行的病毒
为甲型（H1）流感。流

感病学经验显示，在甲
型（H1）病毒流行季
节，幼童相对会较易受
侵袭，而今季录得大量
在幼稚园及幼儿中心发
生的流感样疾病暴发个
案。

个案方面，本流感季
节期间，成人共录得601
宗与流感相关而需入住
深切治疗部或死亡的个
案，包括356人死亡。至
于18岁及以下的儿童严
重个案，同期共录得24
宗，其中1人死亡。约
73%的患者没有接种本
季季节性流感疫苗。

香港冬季流感季节完结 

共录得357宗死亡个案

【中新社10日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10日发布消息称，在中
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
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
筹协调下，经浙江省追
逃办和杭州市有关方面
扎实工作，外逃25年的
职务犯罪嫌疑人袁国方
9日回国投案，其犯罪
所得赃款已被追缴。

袁国方，男，1966

年8月出生，原系国家
外汇管理局浙江分局管
理检查处干部，涉嫌
贪污罪。1994年2月杭
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
对袁国方立案侦查，袁
国方于案发前潜逃国
外。2003年10月，国际
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
通缉令。

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
示，袁国方是金融领域

职务犯罪的典型案例，
其外逃25年后仍回国归
案，再次证明“有逃必
追、一追到底”决不是
一句空话。惩治腐败的
天罗地网已经布下，决
不会任由腐败分子销声
匿迹、逍遥法外。奉劝
外逃人员认清形势、把
握机会，彻底放弃侥幸
心理，主动回国投案自
首，争取宽大处理。

外逃25年的红通人员袁国方回国投案

【中新社10日讯】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IMF）副总裁张涛当
地时间9日晚接受媒体
联合采访时表示，中国
经济将继续成为拉动世
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之一。

在IMF当日发布的最
新一期《世界经济展
望报告》中，中国在
201 9年的经济增长预
期被上调0.1个百分点
至6.3%。

张涛说，此次中国

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经
济增长预期被上调的国
家或地区，并且6.3%
的增速是世界前五大经
济体里增速最高的，“
继续领跑全球五大经济
体”。

张 涛 表 示 ， 如 果
201 9年中国经济能顺
利实现6.3%的经济增
速，2019年中国经济从
增量而言将创造历史新
高。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201 8年中

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超过90万亿元
人民币。如果中国经济
在2019年达到6.3%的
经济增速，2019年经济
增量将接近5.7万亿元
人民币，相当于土耳其
或荷兰的GDP总量。

在此次《世界经济
展望报告》中，除中国
外的主要经济体201 9
年经济增长预期均被下
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被下调0.2个百分点至
3.3%。

IMF副总裁张涛：

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引擎之一

【中新社10日讯】
中英合资奇瑞捷豹路虎
汽车有限公司与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10
日签署5G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将在网络技术
研究、应用研究和通信
服务等方面展开合作，
通过推动5G网络与工业
互联网、智能驾驶等结
合应用，持续推进“智
能+”，推动汽车智能

制造的升级。
双方将重点围绕工业

物联网进行深度合作，
推动5G网络与制造运营
及制造工艺结合，全方
位提高信息化水平。

在高速发展的互联网
环境下，5G是新工业革
命的坚实基础，5G可灵
活支持奇瑞捷豹路虎需
要实时传输数据的设备
或项目，为其智能制造

和工业物联网平台的发
展带来坚强后盾支持。

网络技术研究合作
方面，奇瑞捷豹路虎将
基于智能驾驶产业发展
需求，与中国联通共同
开展工业物联网、车联
网与智能驾驶等方面的
合作研究以及网络的规
划、建设工作，形成5G
等技术融合的网络解决
方案。

奇瑞捷豹路虎与

中国联通签署5G战略合作协议

【中新社10日讯】华
为Atlas人工智能计算平台
上市发布仪式10日在深圳
举行，正式开启其商用和
规模销售的进程。

据介绍，华为Atlas人
工智能计算平台基于华
为昇腾系列人工智能处
理器和业界主流异构计算
部件，通过人工智能加速
模块、加速板卡、智能小
站、一体机等丰富的产品
形态，打造面向端、边、
云的全场景AI基础设施方
案，可广泛用于平安城
市、智能交通、智能医
疗、智能零售、智能金融
等领域。

其中，Atlas500智能小
站是业界领先集成人工智
能处理能力的边缘产品，

机顶盒大小即可实现16路
高清视频处理能力，适用
于交通、看护、无人零
售、智能制造等广阔的领
域。

华为智能计算业务部
总裁马海旭表示，华为一
直提倡普惠AI(人工智能)
，让AI用得起，用的好，
用的放心。华为Atlas人工
智能计算平台已经在智慧
城市、运营商、金融、互
联网以及电力等行业，通
过与合作伙伴联合创新，
进行了面向AI应用的实
践，提供高性能、覆盖全
场景的行业解决方案。

马海旭称，AI作为一
种新的通用目的技术，将
成为一种基础能力，改变
每个行业，每个组织。

华为Atlas人工智能计算平台

10日在深圳正式开启商用

【中新社10日讯】记
者10日从贵州省贵安新区
举行的中日青年企业家
（贵州）经贸交流活动项
目对接洽谈会上获悉，中
日双方共达成合作协议6
项，涉及智能装备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
药、数字经济、现代服务
业等五大类产业。

中日双方签署6项协议
为《金科贵安智慧科技城
（日本产业园项目）合作
协议》《日本产业园基金
配套项目合作协议》《软
件服务及数据服务项目合
作协议》《基于多源融合
大数据人工智能分析技术
的商业拓展项目合作协
议》《产地预冷技术服务
合作项目》《物料服务项
目合作协议》。

活动期间，中日双方
代表先后参观了贵安新区
高端装备产业园、综保区

龙山工业园、贵安综合保
税区、中日产业园规划选
址、贵州大数据应用展示
中心、高新区贵州科学城
智谷等地。

此次活动，由贵州省
人民政府、中国青年企业
家协会、日本青年会议所
主办，是“中日青少年交
流促进年”的重要活动之
一；旨在进一步展示贵州
开放开发的态度和诚意，
深化中日青年企业家务实
合作，助力贵州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实现优势互
补、互惠共赢。

与会嘉宾日本青年会
议所会头镰田长明表示，
为促进了解，两国青年企
业家进行交流具有重要历
史意义。“无论什么时
代，创建新的产业是青年
企业家的责任，我希望通
过活动，相互学习，发现
新的商机。”

中日经贸交流项目

在贵州对接达成6项合作协议

中日青年企业家（贵州）项目对接洽谈会现场

【中新社10日讯】
最新研究报告显示，
中国跨境电商市场在
全球经贸一体化的深
度融合之下，正迸发
巨大潜力。

第一财经商业数据
中心（CBNData）等10
日发布的《2019中国
跨境电商出口趋势与
机遇白皮书》称，全
球消费在线化、电商
化已成必然趋势，主

要表现出三个特征。
首 先 ， 渠 道 更 便

捷。全球消费在线化减
少全球货源的流通链
条，实现国际物流、支
付等链条的打通。

其 次 ， 产 品 更 丰
富。全球消费在线化
让消费者可选择产品
更多，中国通过跨境
电商实现供货全球。

第 三 ， 性 价 比 更
高。通过电商方式进

行 贸 易 让 整 个 流 通
链条减少，大大减低
零售成本，并通过线
上数据更精准开发产
品。

基于上述趋势，中
国跨境电商在全球电
商市场中具有不可或
缺的地位，中国跨境
电商成为国际贸易新
动能的同时，也是中
国制造链接全球消费
者的第一路径。

报告称中国跨境电商市场正迸发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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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步IPO计划出售约100亿美元股票
熟知内情人士周二表示，优步

(Uber)已决定在首次公开发行(IPO)
中出售价值约100亿美元的股票，并
将于周四公布IPO的注册情况。

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出售的多
数股份将是公司发行的新股，一小部
分属于原有股东转让旧股套现离场。

消息人士表示，优步计划本周稍
晚公开其IPO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的注册情况，4月29日当周展
开路演，然后确定IPO价格，5月初在
纽约证交所开始交易。

消息人士表示，鉴于较小竞争对
手来福车(Lyft)上个月挂牌后的股价
表现，优步寻求900-1000亿美元的
估值。投行业者之前对优步表示，其
估值可能高达1200亿美元。

若油市下半年实现均衡 
则无需延长减产协议

俄新社报导称，俄罗斯能源部长
诺瓦克(Alexander Novak)周二表示，
如果预期油市在今年下半年实现供需
均衡，那么将无需延长石油输出国组
织(OPEC)及其盟友之间的全球石油
减产协议。诺瓦克表示，是否延长减
产协议将在6月作出决定。

富国银行陷入“观望模式”
难以重振业务

过去两年半，富国银行(We l l s 
Fargo & Co.)声誉大跌，而主要业务
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富国银行在2016年曝出销售行为丑
闻，目前被诸多监管问题缠身，已导致
该行两任首席执行长卸任，该行似乎难
以摆脱这个困境。与此同时，该行的
多项业务也步履维艰。富国银行曾是
一家作风激进、迅速增长的银行，利
润水平远远高于竞争对手，如今却遭遇
收入下滑，高度依赖成本削减。

2 0 1 8年，富国银行的消费者银
行、批发银行以及财富管理这三大业
务收入均出现下降。销售丑闻让人们
变得警惕起来，导致该行的部分业务
难以吸引到新客户。富国银行将于本
周五公布业绩报告，届时投资者将关
注这一局面对富国银行第一财季利润
的影响。

欧洲年初收购活动降至十年来最低
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手中积累了大

量现金，规模达到创纪录的2万亿美
元。然而在欧洲，他们很难找到花钱
的途径。

Dealogic数据显示，今年年初，欧
洲的收购活动降至2009年以来最低，
原因是英国等关键市场的政治疑云挥
之不去，来自企业买家的竞争也相当
激烈，导致一些私募股权公司暂停了
投资活动。

Dealogic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
欧洲市场共达成交易152笔，价值近
306亿美元；去年同期达成交易172
笔，价值476亿美元。

投资者重新涌入美国科技股
一些美国科技巨头股价周一升至

纪录高位，凸显出投资者在去年第四
季度的暴跌行情之后对软件和芯片股
的信心重燃。

标普500指数信息技术类股周一创
下自去年10月初以来的首个收盘纪
录，之前的八个交易日中有七个交易
日收涨。由68只科技股组成的该类股
先于大盘创出收盘新高：标普500指
数较上个纪录高位低1.8%，纳斯达
克综合指数较前峰值低2.5%。

由于担心经济增长放缓以及美欧
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周二，标
普科技类股和两大股指都下挫。

不过，随着投资者今年早些时候
重新涌入高增长股，科技股一直是表
现最好的类股之一。2019年以来，标
普500指数科技类股上涨了22%，标
普500指数同期涨幅为15%。

意大利发布预算赤字扩大预警
意大利的民粹主义政府承认，该

国无法实现与欧盟有关部门达成的预
算赤字目标，这可能引发意大利与布
鲁塞尔方面的关系再度陷入紧张。

意大利财政部周二表示，该国今
年的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
值将为2.4%，而去年12月经过紧张
的谈判，意大利和欧盟同意将这一比
值目标设定在2%，当时的谈判曾搅
动金融市场。

意大利政府还将今年的经济增长
预期下调至0.2%，包括最新的财政
提议所带来的提振，相比之下，此前
的增长预期为1%。

一些私营部门的经济学家对今年
的预期甚至更糟。由于受到欧洲增长
放缓、全球贸易局势紧张以及意大利
金融状况紧张的共同影响，意大利经
济自2018年年底以来已陷入衰退。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
二威胁将对价值110亿
美元欧盟商品征收关
税，使得美欧长期以来
因飞机制造业补贴所引
发的争端升温，也开
启了特朗普全球贸易
战的另一条新战线。

美国和欧洲陷入长
期争执，相互指责空

中客车和波音享受不
当补贴，藉以在全球
喷气式飞机领域中获
得优势。

“波音与空中客车
之间的冲突将是荒谬
的，因为欧美航空产
业完全交织在一起，
在许多部件上都存在
相互依赖的关系，” 

勒梅尔在法国对外关
系学院的讲话中说。

“波音和空客间的
商战，只会让中国商飞
得利，”他补充称。

中国商飞正努力挤
身全球民用航空设备
供应商的行列。该公
司11月时和俄罗斯联
合航空制造公司公布
了一款研发中的宽体
远程飞机的1:1展示样
机，12月时中国商飞
C919窄体客机则是完
成了首次试飞。

勒梅尔表示，美国
不论祭出任何对欧盟
产品的制裁，欧盟都

有回敬的手段。“和
美国盟友找到妥协路

径，是我们永远的优
先选项。”

空客-波音贸易战

只会使中国飞机制造商渔翁得利

美国和欧洲陷入长期争执，相互指责空中客车和
波音享受不当补贴，藉以在全球喷气式飞机领域
中获得优势。

【路透巴黎讯】法国财政部长勒

梅尔周三表示，欧洲飞机制造商空

中客车与美国竞争对手波音之间的

补贴争端升级毫无意义，只会使新

兴的中国竞争对手受益。

【路透华盛顿讯】
政府当局周二宣布，渣
打银行同意就违反制裁
规定，与伊朗和其他国
家进行非法金融交易的
行为，向美国与英国当
局支付11亿美元。

渣打银行部分违规
行为发生于201 2年该
银行就类似指控达成和
解后未久，此次是对其
最为严厉的处罚达成的
和解。

“今日这些解决方
案所针对的情况是完全
令人无法接受的，”
对现在的渣打银行也“
不具代表性”，渣打
集团行政总裁温拓思
(Bill Winters)在声明
中表示。

本案的调查始于对
渣打为伊朗在迪拜控制

的实体提供银行服务，
最后以和解告终。调查
大约在五年前展开。

最新的处罚包括了
美国司法部、财政部外
国资产管制局 (Office 

o f  F o r e i g n  A s s e t s 
Control)、纽约郡地区
检察官办公室、纽约州
金融局，以及英国金融
行为监管局(FCA)的罚
款和没收。

渣打银行同意支付11亿美元 

就违反伊朗制裁案达成和解

渣打银行部分违规行为发生于2012年该银行就类似
指控达成和解后未久，此次是对其最为严厉的处罚
达成的和解。

【新华网】世界银
行第13任行长戴维·马
尔帕斯(David Malpass)
周二正式上任。他表
示，消除贫困和推动共
享繁荣是世行的清晰使
命和关注重点。

马尔帕斯当天上午
在世行位于华盛顿的总
部门前对媒体记者说，
他感谢世行执行董事会
选择他担任行长，在行
长遴选过程中许多来自
世行股东和利益攸关方
的支持令其深受鼓舞。

马尔帕斯指出，当
前全球面临贫困、气候
变化、实现让女性全
面参与经济活动等诸
多挑战，需要更强劲
的经济增长和更强大
的私营部门，而应对
这些挑战也是世行的
工作重点。

时任世行行长金墉1

月7日突然宣布提前卸
任。随后，世行发布新
行长遴选流程。2月6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提
名美财政部负责国际事
务的副部长马尔帕斯为
下任世行行长人选。3
月14日，世行宣布马尔
帕斯为下任行长唯一提
名人选。4月5日，世行
执行董事会一致批准马
尔帕斯担任下任世行行
长，任期5年。

世行新行长马尔帕斯上任

世界银行第13任行长
戴维·马尔帕斯。

【新华财经华盛顿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副总裁张涛周二在华盛
顿表示，2019年世界经
济面临全球性的增速下
滑，下行风险突出，同
时面临诸多长期挑战，
各国应采取措施构建三
道防线及早应对。

张涛指出，中国是
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
被上调今年经济增长预
期的。他表示，IMF将
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预
期上调0.1个百分点至
6.3%，不仅意味着中
国经济增速预期将领跑
全球五大经济体，而且
中国经济增量也将创历
史新高。中国经济将继
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
主要引擎之一。

张涛认为，全球经
济仍然面临贸易争端不
确定性、通胀预期和金
融市场情绪可能快速
转变等带来的下行风
险，以及老龄化、数字
经济、社会不平等、全
球变暖等长期挑战。为
此，各国应从国内政
策、国际合作和共同应

对全球挑战等层面构建
三道防线。

张涛指出，各国国
内政策应聚焦于提高抵
御经济不确定性的能力
和抗干扰的韧性，增强
经济包容性，让经济增
长为更广泛人群带来获
得感。同时，加强国家
间合作，尤其是在贸易
领域，要不断改善和维
护开放、公平、公正、
有规则的多边贸易和投
资体系。此外，全球应
共同努力应对社会不公
平加剧、生产率下降等
长期挑战，特别是要实
现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
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
济体共同努力。

IMF副总裁张涛称

全球经济应构建三道防线

IMF副总裁张涛。

【新华社华盛顿讯】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IMF)周二发布最新一
期《世界经济展望报
告》，将201 9年全球
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3.3%，比今年1月份的
预测低0.2个百分点。

IMF在报告中说，受
全球贸易紧张、金融
环境收紧、政策不确
定性上升等多重因素
影响，全球经济增长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减
速。但IMF预测，全球
经济有望在201 9年下
半年逐步反弹，202 0
年将回升至3.6%的增
长水平。

I M F 预计，发达经
济体今明两年经济增
速将分别为 1 . 8 %和
1 . 7 %，其中今年增
速预期较1月份时下调
0 . 2 个百分点，明年
则维持不变。IMF将美
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
下调 0 . 2 个百分点至
2.3%，但将明年增长
预期上调0.1个百分点
至1.9%。欧元区今明
两年经济增长预期则
分别被下调0.3和0.2

个百分点至 1 . 3 %和
1.5%。

I M F 将今明两年新
兴 市 场 和 发 展 中 经
济体经济增长预期分
别 下 调 0 . 1个百分点
至4.4%和4.8%。其
中，IMF将今年中国经
济增长预期上调0.1个
百分点至6.3%，同时
预计明年中国经济增
速为6.1%。

I M F 首席经济学家
吉塔·戈皮纳特(G i t a 
Gop i n a t h)表示，虽然
全球经济有望持续增
长，但仍然面临不少
下行风险，包括贸易

政策不确定性犹存、
英国无协议“脱欧”
风险加剧、市场信心
恶化可能导致全球金
融环境收紧等。她敦
促各国政策制定者应避
免政策失误，采取措施
提高经济的包容性和韧
性，并通过加强多边
合作解决贸易争端，确
保政策不确定性不会削
弱投资。

IMF通常每年在春季
会议和秋季年会期间分
别发布上下半年的《世
界经济展望报告》，并
在年中和次年年初分别
对两份报告作出更新。

IMF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

【路透圣彼得堡讯】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
表示，俄罗斯和石油
输出国组织( O P E C )
应当在今年晚些时候
讨 论 减 产 协 议 的 未
来 ， 并 称 当 前 的 油
价对俄罗斯而言是合
适的。

德 米 特 理 耶 夫
(Kirill Dmitriev)是促
成俄罗斯-石油输出
国组织(OPEC)供应协
议的关键俄方官员之

一，他周一暗示，6月
与OPEC开会时俄罗斯
希望提高石油产出，
因为市况改善且库存
不断下降。

但普京似乎软化了
上述立场，称现在判
断是否应当延长该协
议还为时过早。

“我们准备与OPEC
合作做出决定...但至
于是减产还是将产量维
持在当前水平，我还没
准备好可以谈，”普京

在圣彼得堡召开的会议
上表示。

“我们不支持价格
不可控地上涨，”他
说。普京还表示，当
前油价适合俄罗斯。
俄罗斯非常依赖出售
石油和天然气。OPEC
及其盟友将于6月底在
维也纳会晤。

“ 当 然 ， 我 们 和
合作伙伴. . .正密切
关注市场。我们一致
认为，如果需要协同

努力，我们将在下半
年举行会谈，”普京
指出。

普 京 还 称 ， 俄 罗
斯的企业有自己的计
划而且它们开发新油
田 的 意 愿 应 被 纳 入
考虑。

据俄新社报导，俄
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
(Alexander Novak)周
二稍早称，如果预计
油市下半年将达到平
衡，则无需延长产量

协议。诺瓦克稍后称
所有选项都有可能。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 暂时不会就减产协议作出决定

俄罗斯总统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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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 然 自 爱 因 斯 坦
在1915年发表广义相
对论后，科学家已推
测出黑洞的存在，但
由于黑洞范围连光线
都无法逃逸，因此过
去人类一直无法直接
观测，仅能以物体被
吸入黑洞前，因高热
而释出的紫外线和X
射线，去发现和了解
黑洞。而美国航太总
署（NA SA）或科学
界过往发表的黑洞“

图片”，仅是以观测
得到的数据绘制而成
的“想像图”，而非
实际黑洞的“照片”。

根据天文物理学家
的理解，当质量庞大
的恒星殆尽后，重力
塌缩至无限小的“奇
点”（singularity）便
会成为黑洞，爱因斯
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
认为，它的重力场极
为强大，足以令任何
物质、辐射和光线都

无法逃逸。当黑洞形
成，其周围便会形成
一个介面，这个介面
被称作“事件视界”
（event horizon），简
单来说，它便是黑洞
边界，任何物质一旦
越过边界都将被黑洞
捕获，也就是此次望
远镜的名字。

理论上，任何数据
物质只要坠进“事件
视界”内，便会彻底
湮灭，但这概念却与

量子力学冲突，因为
根据量子力学定律，
任何转化过程均可逆
转，理论上应有能量
或 资 讯 可 从 黑 洞 逃
逸。因此，近年科学
界对“事件视界”提
出了不少新观点。

美国物理学家波钦
斯基（Joseph Pol-
chinsk i）在2012年提
出 了 “ 黑 洞 火 墙 悖
论”，指出如根据量
子力学定律，“事件

视界”必须为高能量
的 “ 火 墙 ” ， 将 物
质燃烧殆尽才坠进黑
洞。但如果“火墙”
真的存在，便违反广
义 相 对 论 中 的 “ 等
效原理”。因为在“
等 效 原 理 ” 之 下 ，
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
等效，“火墙”便不
应该出现，所以“火
墙”存在与否，变相
成为了量子力学与广
义相对论的一场较量。

像甜甜圈的光环“吸积盘”

史上第一张黑洞真面目曝光
【诗华日报网】人类对宇宙黑洞的探索今天将迈出开

创历史的一大步。来自美国、智利、比利时、丹麦、日

本、上海和台北的科学家在大马时间今晚（周三）9时同

时召开一场多种语言记者会，发布一项“开创性成果”

，结果果如外界预料，记者会上公开人类有史以来第一

张黑洞照片，照片中可见到黑洞的核心是一团阴影，外

头有一圈像甜甜圈的光环“吸积盘”，这圈气体与星尘

不断“喂养”着黑洞。 这是人类史上首张黑洞照片。

巴西里约市暴雨致10人死亡
巴西里约热内卢市民防部门9日确

认，截至当晚，强降雨已造成该市
10人死亡。

这场暴雨从8日晚开始，直到9日
下午雨势才减小。降雨期间，市内
数十条道路因积水过深和路旁树木
倒伏而无法通行，有些市民下班后
被困在公交车上一整夜。还有很多
地区出现塌方。一些街区的居民甚
至划小船出行，很多房屋内积水深
及腰部。

里约热内卢州州长维策尔9日早晨
建议市民尽量不要出行，学校可停
课、政府部门可停工。

里约热内卢市市长克里韦拉承
认，虽然预计到有暴雨来袭，但市
政府没有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

联合国：“伊代”
导致3个非洲国家近300万人受灾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联合国人
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布消息称，强
热带气旋“伊代”3月初开始席卷莫
桑比克、津巴布韦和马拉威三个非
洲国家，导致近300万人受灾。

据报道，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
调厅的数据显示，这三个非洲国家
共有298.89万人受灾。其中，受灾
最为严重的是莫桑比克，该国已有
602人死亡，16.1万人被迫流离失
所。从3月27日以来，该国宣布爆发
霍乱疫情，感染疟疾的病例数量也
在增加。

据悉，热带气旋“伊代”在津巴
布韦已经导致299人死亡，马拉威59
人死亡。

3岁童乱按爸爸iPad密码 
需48年才能解锁

美国杂志《纽约客》（The New 
Yo r k e r）记者欧逸文的3岁儿子想
玩爸爸的iPad，却不断输入错误密
码，结果现在要等到2553万644 2
分钟后才能登入，相当于48年后，
也就是20 6 7年。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报道，同时在布鲁金斯研
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担任
研究员的欧逸文（Evan Osnos）在推
特发布iPad的照片，画面显示“请
过2553万6442分钟后再试一次”，
并发文说：“这虽然看起来很假，
但这却是我家3岁小孩今天试图解锁
iPad的结果。该怎么办呢？”iPad被
输入多次错误密码，锁机时间会越
长。苹果官网建议，如果在iOS装置
上多次输入错误密码，将会遭到锁
定，并且出现装置遭停用的讯息。
若要恢复使用装置，需要执行恢复
来移除原来密码，如果在忘记密码
前未曾备份，将无法保留产品内资
料。

阿尔巴尼亚客机遭打劫
数百万现钞被盗走

东欧国阿尔巴尼亚发生惊人抢劫
案，一群武装土匪闯入机场跑道，
打抢一架载有数百万现钞的客机。
警方逮捕四人，并将40余人带回警
局问话。法新社报道，这群劫匪是
在星期二（9日）早上闯入地拉那
机场的跑道，登上一架奥地利航空
公司的客机。客机上载有准备运到
维也纳一家银行数百万现钞。据报
道，由于阿尔巴尼亚央行不接受外
汇存款，因此在该国经营的外国银
行经常通过这样的方式将货币通货
送到维也纳。警方表示，三名穿着
军服的劫匪是通过消防员专用门，
进入机场跑道。其中一名枪手在与
警察的交火中丧生。根据初步报
告，被盗走的现金约250万欧元，但
当地媒体声称这歌数目可能高出五
倍。

荷兰140年首现狼群踪迹
在许多欧洲国家，狼在一个世

纪前就遭猎捕绝迹。近年来在保育
呼声下，狼群开始慢慢迁徙回到几
个欧陆国家。生态学家对英国广播
公司（BBC）称，荷兰已出现狼群
踪迹，是140年来首见。在许多欧
洲国家，狼在一个世纪前就被猎捕
绝迹。近年来在保育呼声下，狼群
开始慢慢迁徙回到几个欧陆国家。
从2015年起，荷兰就出现零星的目
击孤狼报告。不过，学者过去认为
这些孤狼是从德国越界而来，暂时
停留就会回去。荷兰狼群保育学者
近来在该国费吕沃地区追踪两只雌
狼，从足迹和排泄物等采取脱氧核
糖核酸（DNA）做为辨识，显示其
中至少一只雌狼已在当地停留至少6
个月，可被视为「住在当地」。学
者还在这头雌狼出没地点附近发现
一只雄狼，他们认为可能再过几个
月，荷兰就会出现这对狼组成的「
狼群」家族。

【联合早报网】美
国上月有超过9万2000
名非法越境者在美国边
境被捕。该数字创12年
来新高。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
护局9日公布的数字显
示，美国边境执法人员
在3月份逮捕了92607名
非法越境者，环比增加
38%。该数字创2007年
4月以来新高，当时逮
捕了共计104465名非法
越境者。

被捕者中，30555名
单身成年人，8975名无
人陪伴的儿童，53077
人与家庭成员同往。被
捕者七成以上来自危地
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
瓦多。

数 字 还 显 示 ， 过

去的六个月中，共计
361087人在美国西南边
境被捕，是2018年同期
的两倍多。

据《今日美国》报
道，3月份的被捕人数
仍低于上世纪90年代和
本世纪初。如2000年，
美国边境巡逻队两个月
内逮捕了200000人。不

同的是，当时非法越境
者主要来自墨西哥，如
今大多数来自中美洲。

过去两年里，洪都
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
瓦多组成的中美洲北部
三角洲暴力活动猖獗、
经济不稳定，导致人们
纷纷离开本国，赴美寻
求庇护。

上月9万2000非法越境者

在美国边境被捕创12年新高

一名来自中美洲国家的非法移民使用衣服制做的攀
绳，试图越过美国边境围墙。

【环球网】委内瑞
拉又停电了！继上月委
内瑞拉发生长时间大规
模的停电后，9日，委
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及
部分地区在临近午夜时
又失去了电力供应。“
今日俄罗斯”(RT)10
日报道称，委内瑞拉一
市长10日发推特称，“
有报道称，此时，在加
拉加斯及其他地区出现
电力供应中断。首先大
家要保持冷静，坚强起
来。”

据报道，此次停电
发生不久后，电力供应
就已逐渐恢复正常。据

南方电视台报道，一名
委内瑞拉联合社会党成
员当时表示，服务区人
员正在解决问题且医院
有备用电源提供电力。

早上1点20分，这位
市长又发推特分享了加
拉加斯的灯光并称，“
光明已经回到16个教
区”。

上个月，委内瑞拉
刚刚经历了一系列停电
停水，其中上月7日发
生的大规模停电足足
持续5天，让委内瑞拉
处于崩溃的边缘，互联
网、通信、水和公共交
通全部受到影响。

【美国之音网】以
色列12频道电视台星期
三报道，随着96%的选
票开出，现任总理内塔
尼亚胡领导的右翼利库
德党赢得议会37个席
位，超过其对手前参谋
总长甘茨将军所带领走
中间路线的蓝白联盟。
这使得内塔尼亚胡有望
第五度担任总理，创下
以色列总理任期最长的
记录。

由于利库德党和蓝
白联盟都没有各自在议
会120个席位中拿下执
政需要的多数因此需要
有联合政府。据分析，
利库德党与其盟友可能
拿下约65个席位，这让
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右翼
派系，筹组联合政府上

具有强力优势。
星期三在更多选举

结果揭晓时，内塔尼亚
胡对支持者说，利库德
党取得“巨大胜利”
，他可能筹组的联盟是
右翼政府，但他保证要
做“所有人的总理”。

内塔尼亚胡的这个
说法有别于他在选战最

后几天向选民提出的诉
求。当时他说，他要团
结他的保守派基本盘，
还首次明白表示如果他
胜选就会强占部分约旦
河西岸地区。内塔尼亚
胡宣称的这个举措将使
巴勒斯坦没有任何机会
在以色列旁建立独立国
家。

继上月发生长时间大规模停电后

委内瑞拉再遭停电

包含首都卡拉卡斯在内的委内瑞拉大部分地区再度发
生停电，迫使许多民众今晚又得在黑暗中度过。

内塔尼亚胡胜选 

有望创纪录5度担任以色列总理

以色列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其妻子一同向支持者
道谢。

【搜狐网】欧洲联
盟定于10日傍晚在比利
时布鲁塞尔召开紧急峰
会，有望再次允许英国
延期退出欧盟，前提是
英首相特雷莎·梅满足
法国等国提出的特定条
件。

媒体曝光一份峰会
闭幕声明草案，所含内
容为英国“脱欧”新期
限留白，等待欧盟其他
27国领导人会商决定。

路透社报道，欧盟
外交使节9日晚在布鲁
塞尔先行召开紧急峰会

的预备会，会商后认
定，允许“脱欧”“弹
性延期”至今年底或明
年3月是最有可能的方
案。其间，如果英国国
内各派势力能达成共
识，可尽早退出欧盟。

欧洲理事会主席唐
纳德·图斯克作为紧急
峰会召集人，9日早些
时候提议给予英国至多
12个月的“弹性延期”
，其间英国可提前“脱
欧”。

特雷莎·梅先前向
图斯克申请将“脱欧”
推迟至6月30日。图斯
克认为，最近数月事态
让欧盟方面“难以相
信”英国议会能在6月
30日以前通过“脱欧”
协议。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于4月9日和总统埃马纽埃尔·
马克龙会面。 

欧盟或有条件允许英国延期“脱欧”【海外网】克里姆
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Peskov）表示，俄罗
斯有兴趣扩大与他国在
军事和技术方面的合
作，并准备考虑计划与
土耳其签订新的S-400
防空系统的供应合同。
早前，土耳其外长恰武
什奥卢（Mevlut Ca-
vu s o g l u）表示，如果
美国拒绝向安卡拉方面
提供“爱国者”防空系
统，土耳其或再与俄罗
斯签署一份购买S-400
防空系统的协议书。

据 塔 斯 社
（TASS）10日消息，
在回应莫斯科是否计划
与安卡拉就S-400军购
方面达成新协议时，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
对此持开放态度，俄罗
斯拥有此方面的技术和

能力。当然，俄罗斯正
在寻找扩大合作的机
会。这绝对是正常的做
法。”佩斯科强调，军
事技术合作是俄罗斯对
外合作的重要部分。他
甚至形容“这种合作的
实施标志着俄土双边关
系发展到了特殊水平”
。周三（10日）早些时
候，土耳其外长恰武什
奥卢告诉土耳其NTV电
视台，如果美国不向土
耳其提供“爱国者”防
空系统，“明天土耳其
就去再买一套S-400”
。恰武什奥卢还回应美
方暂停向土耳其供应
F-35。他称，如果美
国拒绝向土耳其供应最
新的第五代F-35战斗
机，安卡拉有能力从世
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购买
五代机。

土耳其或再买一套S-400 

俄方已准备好扩大供货

俄方表示已准备好在S-400供货方面与土耳其扩大
合作。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9年4月11日，星期四 第10版区域财经 EKONOMI  REGIONAL

简讯

韩3月就业人口同比增25万人 
失业率4.3%

据韩国统计厅10日发布的数据，
韩国3月份就业人口2680.5万人次，
同比增加25万人，连续两个月增幅
超过20万人。就业率达60.4%，创
开始统计以来3月份的最高纪录，失
业率为4.3%。从各行业就业人口增
幅来看，卫生行业和社会福利服务
业就业人数同比增加17.2万人，专
业和科学及技术服务业增加8.3万
人，农林渔业增加7.9万人。与此相
比，制造业减少10.8万人，项目设
施管理和项目支持及租赁服务业减
少4.2万人，金融保险业减少3.7万
人。另外，3月失业人数为119.7万
人，同比减少6万人，时隔9个月首
次呈降势。失业率为4.3%，同比下
滑0.2个百分点。统计厅评价称，除
了40-49岁年龄段之外，所有年龄
段的就业状况均有改善，制造业和
零售批发业就业人数虽下滑，但减
幅收窄，预计再过一两个月后，就
业情况会有所好转。

曼谷机场捷运
3月乘客人数创230万新高

曼谷机场捷运（Airport Link）
月度乘客人数再刷新高突破230万
人。为了更好的满足宋干节期间乘
坐捷运需要，将缩短每班发车间隔
时间至8.30分钟。根据泰国曼谷机
场捷运公司发布的最新月度乘客人
数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3月份机
场捷运总乘客人数230万3093人。
这也是该捷运线最新的乘客人数新
高。目前该捷运线运营的列车共有9
列。为了更好的满足宋干节期间乘
客能在素万那普机场和曼谷市中心
之间快速转乘，机场捷运决定缩短
每班发车间隔时间，至每8.30分钟
发一班。

Go-Viet和Fastgo获准
在胡志明市试点运营

近日，越南交通部已准许Go-Vi-
et和Fastgo两个网约车应用程序试点
运营提案。据交通运输部称，该部
已同意胡志明市市人委会准许Go-
Viet和Fastgo两个网约车应用程式利
用高科技试点辅助及管理客运活动
的建议。为了开展上述两个网约车
应用程序，交通运输部建议胡志明
市人委会责成市交通运输厅牵头与
相关部门配合，指引各家企业按现
行规定落实。交通运输部也要求各
家企业认真落实国家相关政策规
定、税务义务及试行提案中所作出
的承诺。截至目前，共有1 4家公
司获准按该部第2 4号《决定》参
加网约客运试行提案。试运营时间
至有新法令取代政府第86号法令时
为止。

2019年国际纺织工业展
在胡志明市举行

2019年越南国际纺织及制衣工业
展（SAIGON TEX）和国际布料及
制衣配件展（SAIGON FABRIC）于
10日已在西贡国际会展中心(SECC) 
开幕。今年展会吸引来自比利时、
柬埔寨、中国、法国、德国、印
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
韩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新加
坡、西班牙和瑞士等设计24个国家
和地区的1000多家供应商参加。展
会是行内各家生产和经营企业会面
合作、推介品牌、寻找伙伴和扩大
市场的良好机会。SAIGON TEX和
SAIGON FABRIC将于13日结束，其
将帮助企业贴近全球原材料和机械
供应链到市场信息发展趋势，帮助
企业制定可持续发展、扩大潜在市
场的战略，同生产企业和全球供应
商加强对接，进一步推动越南纺织
服装业发展。

IMF预测今年印度经济增速
将达7.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发
布最新报告预测，今明两年印度经
济增速有望达到7.3%和7.5%。IMF
在9日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
展望报告》中分析，得益于投资持
续复苏和消费强劲拉动，印度经济
有望保持较高增速。报告认为，在
投资、消费之外，宽松的货币政策
和财政刺激措施也将有利于印度经
济持续增长。2018年印度经济增长
率为7.1%。报告说，得益于持续
推动结构性改革和改善基础设施，
印度中期经济增长将稳定在略低于
7.75%的水平。长远来看，结构性
改革的持续推进和努力减少公共债
务，对于确保印度经济增长仍然至
关重要。

开展网购及搜索网
站等业务的大型“平
台公司”提供的服务
虽然便捷，但被指存
在交易实际状况不透
明等问题，公平交易
委员会今后也将加强

监管。
据 相 关 人 士 透

露 ， 三 家 公 司 涉 嫌
从数年前开始，要求
有意进驻网站的日本
国内酒店等提供与其
他 竞 争 对 手 及 酒 店

自 家 网 站 最 低 报 价
相 同 的 价 格 ， 或 提
供最低价格。

要求以与竞争对手
相比同等以上的条件
进行交易的合同条件
被称为“最惠国待遇
（MFN）条款”。此次
的案例中，若其他公
司或酒店接受直接预
订时降价变得困难，
则价格及服务层面的
市 场 竞 争 恐 不 复 存
在。公平交易委员会
认为这也可能不利于
消费者，将展开详细
调查。

围绕“平台公司”
，公平交易委员会此
前也以违反《反垄断
法 》 的 嫌 疑 ， 对 电
商平台美国亚马逊日
本公司、美国苹果公

司、提供民宿中介服
务的美国“爱彼迎”
展开了调查。由于上
述企业均采取整改措
施 、 消 除 了 违 法 状
态，调查宣告结束。
但去年3月，委员会因
亚马逊日本公司在与
自身官网上的商品供

应商的交易中涉嫌违
反《反垄断法》（滥
用优势地位）再次实
施了入内检查，现在
仍在推进调查。

乐 天 在 接 受 采 访
时 表 示 “ 将 全 面 配
合 公 平 交 易 委 员 会
的检查”。

【联合早报网】作
为国际海事中心，新加
坡对国际海事业有巨大
的吸引力，再加上航
运、港口与物流等方面
有优异的表现，使得新
加坡连续第四次登上全
球海事之都排行榜首。

根据挪威咨询机构
Menon Economics今早在第
14届新加坡海事周上发
布的报告，新加坡继2012
年、2015年和2017年之
后，再度被评为“世界领
先的海事之都”之首。德
国汉堡和荷兰鹿特丹则分
别名列第二和第三。

这份《世界领先海
事之都》报告从航运、
财政与法律、海事科

技、港口与物流，以及
吸引力与竞争力五大领
域着手，根据24项指标
评估全球15个海事城
市，并对200名各国行
业专家进行调查。

新加坡今年分别在
航运、港口与物流，以
及吸引力与竞争力这三
个领域夺得最高分，客
观指标和专家评估得分
也都排名第一。

【综合讯】为庆祝土
着人语言国际年，新版
50分硬币已经进入流通，
这枚硬币上刻有14种不同
的土着人语言文字。

据官方估计，1788
年，澳洲共有250多种
不同的土着人语言，
而目前只有120种语言
仍被使用，但其中大
约9 0%的语言已经频
临灭绝。

此次的新版本50分
硬币用1 4种土着人语
言文字表述了同一个
词“硬币”（coin）。
铸币厂的产品开发官弗
劳利（Matthew Fraw-
l e y）对九号台说，新
硬币的设计很不容易，
因为设计者只能在三厘
米见方的硬币上发挥想
像力，设计者还特意在
硬币表面上留白，象征

着那些“已经不幸失传
的语言”。

澳 洲 土 着 人 与 托
雷斯海峡居民研究所
（A I A T S I S）所长里
奇（Craig Ritchie）
说：“土着人语言的寓
意超过语言本身，就像
货币所代表的意义也超
过其本身币值。发行这
些硬币是承认多元文化
的又一个里程碑，而这
种文化塑造了我们国家
6万多年的历史。”

新版硬币是皇家澳
洲铸币厂和澳洲土着人
与托雷斯海峡居民研究
所共同开发的。

新版50分硬币已经从4
月8日开始流通。对于想
收集该硬币的人，不流
通的磨砂版本硬币售价10
元，银质硬币80元，可以
在铸币厂的网站上购买。

【中央社记者陈妍
君马尼拉10日专电】菲
律宾统计署（PSA）数
据显示，2018上半年菲
律宾贫穷率从2015年上
半年的27.6%，下降为
21%。

菲 律 宾 人 口 约 1 亿
700万人，这项数据显
示，菲国约有2200万人
仍生活在贫穷线下。

统计署未提供2016
、2017年贫穷率数据。

菲律宾国家经济发
展 局 （ N E D A ） 副 局
长纳瓦洛（Adorac i on 
Navarro）上午出席活动
时公布2018上半年菲律
宾家庭收支调查报告，
其中包括统计署数据。

他表示，贫穷率下降
归功于持续的经济成长、
政府改革和投资创造就业

机会及社会保障机制。
菲律宾去年经济成

长率为6 . 2%，2 0 1 7
、2016年成长率分别为
6.7%和6.8%。

纳瓦洛指出，建筑
和制造业发展为菲律宾
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其次，家庭收入成长，

工作机会也从农业转移
到工业和服务业。

他表示，虽然2015
到2018年的通货膨胀率
为8.1%，高于2012到
2015年的7.8%，但这
两段期间的平均收入成
长也从15.3%大幅增加
为21.2%。

【搜狐网】据外媒
报道，日本软银、NTT 
docomo、KDDI、乐天移
动等4家大型通信公司
将在今后5年里为5G建
设投入近3万亿日元。

鉴于5G将于2020年全
面启动商用，日本各家公
司将在全国分阶段推进基
站设置等，提供基于智能
手机的高速、大容量通信
服务以及强化物联网(IoT)
等产业基础。

日 本 总 务 省 计
划 于 4 月 1 0 日 向
docomo、KDDI、软银
和乐天移动这4家公司
分配5G频率。这4家公
司向总务省提出的投资
计划主要针对此次频
率，但日本总务省还汇
总了包括今后追加分配
在内的各公司的计划。

其中投资额较多的
是docomo和KDDI，分
别将在5年里投入约1万
亿日元。软银预计投入
约500 0亿日元，而今
年10月将涉足移动通信
业务的乐天移动将投入
2000亿-3000亿日元。
投资额的大部分将用于
5G基站的整修、施工和

设置所需的费用。
日 本 各 通 信 公 司

很可能向开发现行4G
基站的通信设备企业
下 订 单 。 有 分 析 师
称，docomo将从NEC、
富士通和芬兰诺基亚进
行采购，而KDDI则比较
青睐瑞典爱立信和韩国
三星电子等。

【韩联社首尔】品牌
咨询机构Interbrand10日
发布2019韩国最佳品牌
50强榜，50大品牌资产
价值合计152万亿韩元，
较去年增长4.2%。

三星电子以66.4611
万亿韩元的品牌资产
价值稳居榜首。现代和
起亚汽车也以15.0199
万亿和7.684 8万亿位
列亚季军，门户网站
NAVER(5.5129万亿)和
三星生命保险（3.9044
万亿）紧随其后。

品 牌 资 产 价 值 增
长最快的是SK海力士
（2.822 2万亿韩元）
，同比增长36.5%，跻

身前十。SK海力士去年
增幅同样最快，增幅高
达29%。LG生活健康和
LG U+分别排行第19位
和第34位，价值涨幅分
为17.5%和15.9%。

I n t e r b r a n d方面表
示，灵活迅速应对激烈
竞争和市场变化，通过
推出差异化服务提升竞
争力，并勇于合作积极
谋求新的增长机会等是
价值快速增长的品牌的
共同特征。

另外，CJ ENM（排名
第26）、手游公司Net-
marble（第46位）、DB财
险（第48位）和大林产业
（第49位）首次上榜。

日本三家旅游网站

涉嫌违反《反垄断法》接受检查
【共同社4月10日电】鉴于旅游网

站运营公司向酒店和旅馆违规要求在

自家网站提供住宿预订最低价格的疑

云加重，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10日

以涉嫌违反《反垄断法》（带约束

条件的交易）为由，对运营“乐天旅

游”的乐天公司、“Booking.com（

缤客）”及“Expedia（亿客行）”

的日本公司共3家企业实施了入内检

查。这些公司可能阻碍了公平的价格

竞争，扭曲了市场。

日本三家旅游网站涉嫌违反《反垄断法》接受检查。

新加坡连续第四次

登上全球海事之都排行榜首

新加坡连续第四次登上全球海事之都排行榜首。

上刻14种土着人文字

澳洲发行新版50分硬币

为庆祝土着人语言国际年，新版50分硬币已经进入流
通，这枚硬币上刻有14种不同的土着人语言文字。

韩品牌价值榜出炉：

三星电子稳居榜首

资料图片：位于首尔瑞草洞的三星电子总部大楼卖场

日本四大通信商

五年内将投资3万亿日元 用于5G建设

图为docomo的5G相关展位

菲国贫穷率上半降至21% 仍有2200万人贫困

2019年4月2日，准备到英国工作的菲律宾人参加在马
尼拉举行的国际英语测试系统考试（IE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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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一处隧道施工现场倒塌 
致10人死亡1人受伤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印度纳拉
耶恩佩特市隧道施工现场倒塌，导
致10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

据报道，事故发生地点位于一
个隧道施工现场，遇难者为建筑工
人。报道称，废墟下可能有人被
埋。救援人员还在事发现场搜救。

澳大利亚出台新规 
乘客可因地铁晚点申请赔偿

据澳洲网报道，澳大利亚近日
发布一项新规定称，如果澳大利亚
墨尔本地铁和有轨电车晚点情况严
重，乘客可要求赔偿。按照规定，
澳大利亚Metro地铁和Yarra有轨电车
晚点时间过长，使用Myki卡的通勤
者将有权要求免除乘车费用。

据了解，仅有88.4%的澳大利亚
城市地铁能够准点到达，不及设定
的92%准点率目标。而Yarra有轨电
车准点率仅为78.1%，也低于82%
的目标。对此，Myki有效期在28天
及以上、且3月刷卡天数达到10天的
乘客，可申请每日单程优惠票价。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公共交通厅
代理首席执行官菲达(Alan Fedda)表
示：“除了一些外在的突发事件影
响车次准点率，墨尔本地铁的表现
远远达不到乘客的需求。我可以理
解乘客在最后一分钟被告知车次延
误或取消时的沮丧心情。”

韩国山林大火过火面积达1757公顷
韩国山林厅10日称，初步调查显

示，此前发生的东部地区山林大火的
过火面积达到1757公倾。这相当于近
2461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韩国时间
4月4日晚，江原道一带发生大规模山
火，波及多个地区。在高城郡和束草
市一带，大火持续了10多个小时，直
至4月5日早，山火才被基本扑灭。据
韩媒报道，此次山火造成1人死亡，官
方紧急疏散4000多人。10日，韩国山
林厅对外公布了山火的卫星影像分析
结果。山林厅称，此次大火蔓延至江
原道江陵市、束草市等多个城市。初
步调查显示，森林过火面积达到1757
公倾，是此前预计的530公倾过火面积
的三倍多。韩国山林厅称，已成立调
查小组进驻火灾现场，测定损毁的具
体面积；将制定生态系统恢复计划，
防止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马来西亚联邦法院：
驳回前总理纳吉布3项上诉

据马来西亚星洲网报道，当地时
间4月10日，马来西亚联邦法院驳回
前总理纳吉布就SRC案提出的3项上
诉申请。据报道，这三项上诉申请
包括：第一、要求对正在进行审判
的SRC案件的封口令，即要求法庭阻
止媒体或公众对案件发表评论；第
二、要求从控方获得额外的文件，
以便为辩护作准备；第三、案件移
交，即纳吉布被控7项罪状的案件，
应该在地方法庭审理。据悉，66岁
的纳吉布被控42项与一马公司弊案
相关的刑事失信、贪污及洗钱等罪
名，涉案金额67.25亿林吉特，但他
对这些指控都不认罪。

曼谷Central World火患
至少3人死亡8人受伤

曼谷Central World广场发生大火，
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八人受伤。位
于曼谷购物中心的Central World商
场在下午5时40分传出火警。据泰
国民族报报道，失火的是广场酒店
八楼一个文件储藏室。事发后，不
少民众急忙逃离现场。泰国警方表
示，在当地时间傍晚5时49分接到报
案，但由于交通阻塞，使消防车难
以到场进行救援。社交媒体视频显
示两个人从商场窗口跳下。

天主教主教被控性侵修女
印度警方正式起诉

印度警方10日起诉天主教主教穆拉
克，因为他被控多次性侵一名修女，
穆拉克还面临非法拘禁、性悖轨和滥
权等指控，最高可判无期徒刑，但他
坚决否认所有指控。印度南部克勒拉
省（Kerala）警方告诉法新社，55岁的
穆拉克（Franco Mulakkal）被控2014年
至2016年间在一座乡村修道院中，多
次性侵修女苏芭诗（K. Subash）。各
媒体报导，警方的起诉资料厚厚一叠
超过100页，其中包含数名修女、神父
和其他主教的证词。苏芭诗去年6年向
警方报案，表示遭穆拉克多次性侵，
但一直到9月，警方才因为舆论压力正
式展开调查。苏芭诗的遭遇激发5名修
女展开为期数日的抗议行动，抗议期
间有数十名声援者加入修女的行动，
并强烈要求当局严肃面对相关指控。

新西兰国会当日以
119票赞同、1票反对
通过了枪支管理法修
正案。法案将于12日
交新西兰总督签字，
随后正式成为新西兰
法律。

根据该修正案的规
定，拥有军用半自动
步枪、攻击性步枪以

及相关的配件都被列
为非法，拥有这些枪
械的人将面临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

对于目前人们合法
持有的这些枪械、弹
匣和配件，新西兰政
府将根据其款式、型
号和新旧状态定价回
购。但具体回购价格

和流程尚未公布。
3月15日，新西兰克

赖斯特彻奇市发生严
重枪击事件，造成50
人死亡、50人受伤。
枪支安全问题随后在
新西兰引起广泛关注。

新西兰人口不足500
万，但民间现有枪支
大约150万件。此前，
新西兰20多年没有更
新过枪支管理法律，
只要求持枪人有持枪
证，不要求他们登记
所持有的所有武器。

【综合讯】澳洲将
于5月举行全国大选，
数以万计民众今天(10
日)走上街头，要求改
善工作条件并提高薪
资，让墨尔本市的交通
动弹不得。

在 野 党 劳 工 党
（Labor Party）希望
把薪资停滞当作选战
焦点，劳工党的工会
盟友则声称“澳洲人
民生活品质下降幅度
为30年来最大”。

执 政 的 保 守 派 自
由 党 / 国 家 党 执 政 联
盟（Libe r a l-Na t i ona l 
coalit ion）主张，提高
薪资的最佳途径是透过
削减企业税。

许多示威群众穿着 
“显眼”的萤光色工作
服并 携 带 抗 议 标 语 示
威 ， 上 头写著“改变

法规”。
维 多 利 亚 省 省 长

安 德 鲁 斯 （ D a n i e l 
Andrews）说，这场集
会应能提醒坎培拉当
局，澳洲人要求的是适
当的“生活工资”。

他加入群众示威时
向记者表示：“人民
都很愤怒，他们走上
街头，大举动员，但
他们的诉求很简单：
公平。”

这是通勤者不到一
周以来第2天面临交通
大打结，动物维权人
士8日才在尖峰时段示
威，把繁忙的街道堵得
水泄不通。

若干劳工党支持者
除了主张帮许多工人
提高最低工资，也要
求限制外籍劳工入境
人数。

【新华社堪培拉】
谷歌母公司“字母表”
旗下的无人机快递公
司 “ 翼 ” 已 获 得 澳
大利亚民航安全局批
准，将在澳首都堪培
拉正式开始无人机送
货业务。

据《卫报》澳大利
亚版9日报道，澳民航
安全局发言人彼得·
吉布森表示，已经对
送货无人机的安全性、
管理系统、维护、无人
机操作人员培训以及运
营计划等方面进行了评
估。他说：“各方面安
全因素都考虑在内了，
（无人机）并未对生
命、财产和其他飞机
造成威胁。”

他表示，澳民航安
全局允许无人机送货
是有条件的，比如严
格规定了白天送货的时
段，它们还需要同地面
上的人保持一定安全
距离等。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
间里，该公司在堪培
拉南部的博奈森地区
进行了一千多次无人
机投递食品、饮料、
药品等货物的试验。
据《澳大利亚人报》
报道，送货无人机最
多可载重1.5公斤。

试验中，无人机的
噪音引起了一些当地居
民的抱怨。该公司表示
他们将改进无人机，让
它的噪音更小。

禁多数半自动枪支 于12日签字

新西兰国会通过枪支管理法修正案

2019年3月19日，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一家枪城店
展卖的枪支和配件。

【新华社惠灵顿】新西兰国会当地

时间10日晚通过枪支管理法修正案，

对该国的枪支管理法进行改革。

澳洲大选5月登场 

数万人上街要求加薪

澳洲将于5月举行全国大选，数以万计民众今天(10
日)走上街头，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并提高薪资，让墨
尔本市的交通动弹不得。

【搜狐网】4月11日， 
印度新一轮大选将正式
开启。这场有9亿选民
参与的选举将分七个阶
段进行，一直持续至5
月19日结束。选举结果
预计将在5月底公布。

据路透社9日根据四
项民调结果报道称，印
度现任总理莫迪所在的
执政联盟将以微弱的优
势赢得选举。

报道称，根据民调
结果，以莫迪为首的印
度民族主义政党人民党
（BJP）所领导的执政联
盟预计将赢得543个议会
席位中的273个，仅比执
政所需的半数席位多出一
个。在上次选举中，该联
盟赢得了330多个席位，
是30年来最多的一次。

与执政联盟民调支持
度下滑相映的，还有临
近大选前的暗流涌动。

据当地媒体“今日

印度”报道，4月7日，
印度阿萨姆邦的比斯瓦
纳特查里利，68岁的肖
凯特·阿里（Shauk a t 
A l i）因贩卖牛肉被多
名疑为印度教激进分
子“圣牛保护者”暴徒
殴打，身为穆斯林的肖
凯特还被强迫吃猪肉。

在社交媒体上流传
的一段视频中可以看

到，肖凯特跪在泥地
里，被一群愤怒的暴徒
包围。暴徒们质问肖凯
特为什么要卖牛肉，是
否有卖牛肉的执照，并
质疑他的国籍。“你是
孟加拉国人吗？你的名
字在国家公民登记中
吗？”在视频中可以听
到人群中传出了这样的
质问声。

于4月11日开锣 大选民调显示

执政联盟勉强领先，宗教冲突暗流涌动

当地时间2019年4月10日，印度诺伊达，印度大选将于4
月11日开锣，当地官员们提前向民众分发大选材料。

【中新网】据“中
央社”报道，马来西亚
前总理纳吉布妻子罗斯
玛因涉嫌12. 5亿林吉
特的学校工程贿赂弊
案，10日再度被指控贪
污，但她否认了指控。
据报道，若罪名成立，
她可能面临最高20年的
监禁、贿赂金5倍罚款
或1万林吉特刑罚。

据 报 道 ， 罗 斯 玛
(Rosmah Mansor)涉嫌在 
“砂劳越学校太阳能计
划”收受500万林吉特贿
赂，9日被马来西亚反贪
污委员会逮捕，10日在
吉隆坡法庭接受问询。

根据诉状，罗斯玛
涉嫌在2016年12月20
日，于吉隆坡住家向

Jepak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经理索贿500万林吉
特，业者无须竞标即
能取得马来西亚教育
部通过，369所砂拉越
乡区学校太阳能板工

程，总值达12. 5亿林
吉特。

报道称，罗斯玛罪名
若成立，可能面临最高
20年的监禁、贿赂金5倍
罚款或1万林吉特刑罚。

大马前总理妻子再添贪污指控 最高或面临20年监禁

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妻子罗斯玛因涉嫌12.5亿林吉特
的学校工程贿赂弊案，10日再度被指控贪污。图为马来
西亚前总理纳吉布妻子罗斯玛抵达布城反贪会总部。

【中新网】据澳洲
网10日报道，澳大利亚
联邦财政部最新数据显
示，执政联盟党政府在
2019年的广告支出有望
达到1.74亿澳元，为10
年来最高水平，在联邦
大选之前，执政联盟党
在电视、广播和印刷媒
体上同时进行15场广告
宣传活动。

报道称，澳大利亚财
政部拒绝公布联盟党政府
每天在广告上的支出，称
该数字为“内阁机密”，
但工党预计其广告支出高
达每天60万澳元，或每周
420万澳元。

澳大利亚参议院预
计，在广告支出增加
的同时，内阁中广告委
员会会议的数量也增加
了近75%。这些会议监
督了国防部队招募、学
校资助、能源成本、难
民船返航和基础设施
推广等十多项活动的
作用。

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
也证实，政府每天花费
约35万澳元来推广药物
福利计划，这项耗资380
万澳元的媒体宣传活动
将于4月13日结束。

对此，参议院和众议
院的独立议员认为这一
大笔开销是场“闹剧”
，并呼吁进行调查。

南澳独立议员斯托尔
(Tim Storer)表示，选
举年的支出激增表明，
这些广告更多的是为了

赢得选票，而不是告知
公众。他呼吁成立一个
议会廉政专员，调查滥
用公共资金的行为。

温 特 沃 斯
(We n tw o r t h )的独立
议员菲尔普斯(Ke r r y n 
Ph e l p s )也表示，联盟
党政府的这种挥霍行为
是“可耻的”，她已致
信澳大利亚国家统计
署，敦促他们调查该行
为是否在合理使用纳税
人资金范围。

在电视、广播和印刷媒体进行15场广告宣传

澳政府今年广告支出或达1.74亿澳元　引发争议 

南澳独立议员斯托尔(Tim Storer)与温特沃斯(Wentworth)
的独立议员菲尔普斯(Kerryn Phelps)呼吁广告支出达到
1.74亿澳元进行调查。

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旗下的无人机快递公司“翼”
已获得澳大利亚民航安全局批准，将在澳首都堪培
拉正式开始无人机送货业务。

一快递公司获准在澳首都

正式开始无人机送货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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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周孙毅报道】4
月10日下午，印尼华裔总
会（INTI)在该会秘书处
举行简朴而隆重的创会20
周年庆典。

该会总主席黄德新，
副总主席陈清明、许锦
祥、贝锦兴、张锦泉，
总财政陈泗云，秘书长陈
家隆和其他理监事，我
国三军总司令代表George 
Elnadus Supit少将，中国
驻印尼大使馆祝笛参赞兼
总领事，印华百家姓协会
总主席林万金，印尼福建
社团联谊总会总主席俞雨

龄，印尼穆斯林知识份子
协会（ICMI）主席Pro f.
Dr.Jimly Asshiddiqie.SH
等嘉宾，近300人出席庆
祝活动。

黄德新在致词中，代
表INTI对该会发起人和全
体理监事，以及各地区
分会领导、印尼华裔妇
女部（P INT I）、GEMA 
INTI、YEC和彩虹助学金
纲领理事们，从创会开始
至今20年来所付出的积极
努力和贡献，致以万分谢
意和崇高的敬意。他说，
展望未来，希望大家能

再接再厉，更加紧密团
结与合作，积极参与INTI
各项会务工作，为维护
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推进国家繁荣富强做出
更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黄德新也
感谢INTI中央和各地区分
会领导们，以及军警部
门，各华社团体等单位这
些年来所建立的良好合作
关系。

黄德新指出，今年4月
17日，我国将进行正副总
统暨国会议员与地方议员
选举，因此，他呼吁INTI

全体成员一定要踊跃参与
投票，不要弃权，促使本
次选举进程顺利进行。

祝笛参赞致词，代表
中国大使馆和肖千大使热
烈祝贺INTI庆祝创会20周
年纪念。他说，INTI自成
立迄今20年来，在争取自
身权益、传承优秀文化，
广泛团结友族、积极融入
社会，为促进印尼经济社
会发展贡献力量，赢得了
印尼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积
极肯定；INTI走过了融合
的20年，主动融入印尼主
流社会，积极参与印尼社

会经济建设、扶贫救灾和
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以
实际行动履行印尼公民的
义务和责任，与印尼全体
族群携手并肩，建设美好
印尼。

展望未来，相信INT I
将会走向更加辉煌的20
年，并且这条路会越走
越宽，团结更多华人，
大家携手并行；这条路
会越走越实，为华人谋
求更多幸福、做出更大
贡献；这条路会越走越
远，为建设印尼美好未
来带来更多活力，为中

印尼世代友好发挥更加
积极的作用。祝愿INTI会
务兴隆、越办越好！

印尼三军总司令代表
G.Supit少将、INTI发起人
之一Sudhamek、印尼福
建社团联谊总会总主席俞
雨龄、印华百家姓协会总
主席林万金分别致贺词，
祝愿INTI今后会务蒸蒸日
上，再创辉煌。

余 兴 节 目 ， 除 了 有
PINT I合唱团和梅州会馆
合唱团呈献大合唱外，另
有陈清明带来的诗朗诵等
节目。

印尼华裔总会简朴庆祝创会20周年纪念

黄德新致词。 G.Supit少将致词。 Sudhamek致词。 祝笛参赞致词。 俞雨龄致词。 林万金致词。 陈清明带来诗朗诵。

黄 德 新 、 许 世 经 在 祝 笛 参 赞 ( 右 起 ) 、 俞 雨
龄、Michael、Sudhamek、陈清明、Prof.Dr.Jimly Asshiddiqie.SH、
唐裕、G.Supit少将、陈泗云等陪同下主持切东朋饭。

黄德新主持切东朋饭。
前左起：Prof.Dr.Jimly Asshiddiqie.SH、林万金、刘水娇、俞
雨龄、祝笛参赞。后左起：陈家隆、张锦泉、贝锦兴伉
俪、许锦祥、吴明理、许志、黄德新、祝祖蔚合影。

李新华（中）带领各宗教主持祷告。 印尼华裔总会领导们合影。 黄德新在许世经和陈清明陪同下赠送纪念品给G.Su pit少将。

黄德新在许世经陪同下赠送纪念品给祝笛参赞。 黄德新在许世经陪同下赠送纪念品给俞雨龄。 黄德新在许世经陪同下赠送纪念品给林万金。

INTI庆祝20周年场面一景。PINTI合唱团呈献大合唱。

右起：江文仙、李秀贤、杨秉书、潘万鑫、江泽民、钟延筹出席活动。黄德新在许世经陪同下赠送纪念品给Sabam Sirait。 黄德新在许世经陪同下赠送纪念品给Jimly Asshiddiqie。

印尼梅州会馆合唱团呈献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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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最怕湿邪，

古话说：“千寒易

除，一湿难去。湿性

黏浊，如油入面。”

湿 邪 过 重 会 招 来 脂

肪 肝 、 高 血 压 、 肥

胖……湿邪不祛，吃

再多的补品、药品都

如同隔靴搔痒。如何

祛除湿邪？广东省中

医院脾胃科主任医师

黄穗平今天来为我们

详细讲讲。

撰文：严慧芳 黄月星 

绘图：李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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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养坊

稻芽猪肚汤

材料：谷芽1 5 g 、麦芽

15g、山楂5g、黑糖适量。

做法：上述材料可在药

店中买到干品，将谷芽、稻

芽、山楂放入汤料袋中，加

水煮开后煮1 5 分钟左右，

能闻到麦香气时关火，加入

少许黑糖拌匀调味。

专家点评：几种材料加

在一起可以消米面肉类的积

滞，也有开胃的作用， 可以

给爱吃零食不吃正餐的小孩

子作为开胃茶饮用（注意糖

的分量不要太多）。

稻芽茶

身体湿气重？善用清明艾
湿从哪里来？ 

黄 穗 平 教 授 介 绍 ， 湿
气分为内湿和外湿。外湿
是自然环境和生活工作环
境引起的，如雨水过多，
涉水淋雨，久处湿地，水
上工作者、矿工长期井下
作业，或长年晒不到太阳
等；内湿是体内产生的，
每日吃进去的食物，经过
脾胃的运化(消化吸收)，
变化成精微物质，输布到
全身营养各个脏器，不需
要的东西作为废物排出体
外。如果脾胃虚弱，不能
运化水谷精微反而停聚体
内就会产生水湿停聚，称
之为内湿。湿气过多聚集
不能及时运化散发，就会
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

大家平时可以自测一下是
否有湿气。如果出现以下症
状，你也许就感受湿邪了：
头重如裹、身体困重、疲乏
无力；关节酸痛、漫肿；下
肢水肿；口甜、口黏、口虽
渴而不欲饮水；皮肤起泡
疹、瘙痒、渗液；尿频、
尿急、尿痛；大便稀溏或不
爽，黏滞难冲；舌苔腻。

除湿善用“艾”

清明时节雨纷纷，多雨
阴湿的天气，容易使人招
病。专家提醒，清明时节
特别要注意为自己排除湿

气，并做好预防工作，祛
湿防病身体才健康。而这
一时节有一味中草药最为
适合加以利用，便是”清
明艾”了。

艾草是常见的一种菊科草
本植物，又有冰台、遏草、
香艾、蕲艾、艾萧等多种别
称。其作为一种效用特殊的
民俗本草，生长适应性强，
在大江南北、田间地头随处
可见。民间常有俗语”家有
三年艾，郎中不用来”，可
见艾草的药用价值早已深入
人心。

《本草》云：艾味苦，
气微温，阴中之阳，无毒，
主灸百病，专入肝脾，兼入
肾。艾有理气血、温经脉、
逐寒湿、止冷痛之功效。就
是说，艾是属于温性的，很
多成人用艾灸来温补阳气。
同时艾属于”阴中之阳”，
五脏中对应”阴中之阳” 的
脏器就是肝，而春天正是主
肝，是用艾来入肝脾的好
时机。艾叶不仅有温补的功
效，还能驱寒祛湿，清明节
湿气重， 可以用艾来温补祛
湿。

自唐朝开始，《食疗本
草》便有将艾草食用的记
载：”若患冷气，取熟艾
面裹作馄饨，可大如丸子
许，金疮，崩中，霍乱，
止 胎 漏 。 ” 农 历 三 月 三

是食艾最佳的采摘期，清
明节前后，人们会采摘新
鲜的艾叶做成食物。清明
节，江南地区有吃青团的
习俗。青团的由来据载始
于太平天国年间，将领李
秀成被清兵所困，农民将
糯米与艾叶汁做成青色的
团子，混入青草内供李秀
成食用，竟发觉味道颇为
不错。客家人食艾_，赣州
则爱做艾米果。广东的客
家人还用艾草的根煲汤，
以祛寒暖胃。而艾叶中天
然孕酮的含量显著高于其
他植物，尤其适合女性服
用。安徽的部分地区，产
妇有食用艾叶煮鸡蛋的习
俗，孕期或坐月子期间食
用以暖宫、理气血、调养
身体。

除了食疗，艾叶还能用于
泡脚， 艾灸也特别适合祛
湿补阳。不过， 黄穗平教
授提醒，艾叶虽然作用很
多，但是使用时也有一定注
意事项。首先，不宜一次性
服用太多，容易引起恶心、
呕吐以及腹部不适等。其
次，艾草中的油脂对皮肤有
一定的刺激性，如果出现皮
肤发热、潮红， 最好停止
使用。另外，艾草性温，
容易上火的人群最好不要使
用，使用艾叶之前最好先咨
询医生。

材料：炒谷芽3 0 g 、

猪肚1个、生姜数片、红枣

3-4 个。

做法：猪肚在清水中反复

两面搓洗，可以用粗盐和淀

粉分别搓洗以去杂质；然后

将炒谷芽装入汤料袋，塞进

猪肚中，猪肚的两头用棉线

扎好，放入锅中加水和姜

片，烧开后小火炖煮两小时

（用高压锅可以缩短时间）

。然后取出猪肚打开，汤料

袋取出扔掉，猪肚切片，再

放入原汤中，加入红枣继续

炖煮约5-10分钟，加盐调

味后即可食用。

专家点评：猪肚本身即能

养胃，再加炒谷芽能开胃， 

适合脾胃较差，胃口不开的

人饮用。

（ 药 食 同 源 ， 凡 膳 皆

药。本栏目由广东省中医

院副院长、治未病研究基地

学术带头人杨志敏教授担任

专家指导，专注教大家吃出

美味和健康。）

健康
小课堂

稻米就是日常吃的大米，

是中华民族最为熟悉的主食，

《神农本草经疏》中说，稻米

甘甜补脾，有“止泄利，缩小

便，收自汗”等作用。平素有

人拉肚子的时候，家里的老

人总会熬上香甜黏稠的白粥

喝，吃上几餐后腹泻一般都能

缓解。这是借助了稻米补脾止

泻的力量，所以老百姓们常说

的“白粥养胃”是有一定道理

的。反之，如果是吃米饭吃撑

了，就需要借助另一种力量来

消食了，也就是稻芽。

所谓稻芽，是将收采下来

的稻谷浸泡后使其发芽，当

根长到大约1厘米时再烘干而

成。稻芽又叫谷芽，《本草经

解》说它“味苦，性温”。名

医陈修园在评价这味本草时曾

经说过：“凡物逢春萌芽而渐

生长，今取干谷透发其芽，更

能达木气以制化脾土，故能消

导米谷积滞”。中医认为，植

物的芽代表的是一种生发的力

量，就像春天一样充满生机。

投射到人体上，这种力量能够

带动脾胃的运化，如同万物发

芽能破开土壤一样，稻芽也能

够破开脾胃中的积滞，带动脾

气的运行，因此便有开胃消食

的作用。

稻芽因为来源于大米，本身

最善于化米食类的积滞。它的

药效温和，因此小孩子的食积

治疗中常用， 肠胃较弱又伴积

滞的老人也不妨一试。此外，

稻芽常和其他几种功效互补的

消食药搭配，例如稻芽最为接

近的麦芽，它更善于化面食积

滞，而山楂和砂仁则善于治疗

肉食积滞，这两种也常作为肉

类烹调的佐料。如果是因为吃

了水果食积的， 吃青皮、肉桂

消食更为适宜，有些水果沙拉

里也会加上肉桂粉调味。

总之，消食虽然看似小事，

里头的诀窍不少，“补土派”

名医李东垣便很重视对食积的治

疗，他说“内伤饮食，付药者，

受药者，皆以为琐末细事”，其

实选对正确的消食药很重要。因

为“饮食一伤，若消导药的对其

所伤之物，则胃气愈旺气血周

流，则百病不能侵”。

现代因为饮食丰富，食积伤

脾胃的情况非常常见，因此学

会根据食积情况挑选消食药，

也可以说是一项非常实用的小

技能。

吃撑了？“发芽大米”可消食
主讲：广东省中医院岭南补土学术流派学术带头人 卢传坚教授

艾灸养生祛湿补阳
艾灸有开郁、祛湿、补阳气

的作用，特别适合祛湿。
艾灸取穴如下： 
关元穴：位于脐下 3 寸，

为养生保健强壮的要穴。长期
施灸有调理气血、补肾固精等
功效。 

命门穴：位于人体背后第二
腰椎之下， 与脐相对，是人
体生命力的中心，为元气¨住
宿〃的地方。 

中脘穴：位于腹部正中线，
脐上4寸处。可缓解胃部疾病的
各种症状。 

足三里穴：外膝眼下3寸，
胫骨外侧约一横指处。 

丰隆穴：小腿外侧的中点，
肌肉较鼓起的地方，这是一个
祛湿非常好的穴位，每日艾灸
即可有效健脾化湿。 

解溪穴：脚背、踝关节活动
的凹点。这个穴位是全身祛痰
湿的穴位，对解除下肢的水肿
效果较好。 

以上穴位可用艾条灸10_分
钟，或用艾罐灸20_分钟。 

艾叶泡脚
【材料】：艾叶30克，38?

的温水，不超过40?，不宜太
烫，以免烫伤肌肤。

【方法】：温水没过脚踝为
准。浸泡10 分钟，不要超过15
分钟。一周1_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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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7 日 ， 台 中 市 大
甲妈祖年度绕境活动启
动当天，可能在明年参
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蓝
绿白代表性政治人物竞
相前往进香并试探“民
意”。当韩国瑜到场时，
引来上千“韩粉”聚集，
期间不断高喊鼓励韩国瑜
参加2020年选举。鉴于
此情此景，也许这位“
人气王”的参选造势活
动已经悄然启动。

其实，关于韩国瑜参
选的传闻早已有之。2018
年11月24日，国民党籍候
选人韩国瑜在台湾地区“
九合一”选举中击败对手
陈其迈当选高雄市长，结
束了民进党在高雄执政20
年的历史。这一天对于民
进党是当头棒喝，但是对
韩国瑜和国民党却是“逆
袭”的开始。

由于韩国瑜在此次“
九合一”选举中大放异

彩，成为一名“现象级人
物”，并且多次高调表态
承认“九二共识”，受到
了两岸民众的高度关注。
正因其在岛内较高的人
气，而被认为是2020年台
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有力
竞争者。

针对岛内沸沸扬扬的
参选传闻，韩国瑜在 3
月11日的广播节目中表
示，2020不在他的考虑
之内。但是到了4月1日，
韩国瑜在进行上任后第一
次施政报告时，面对民进
党议员穷追猛打，再次要
求其表态是否参选2020
时，他的回答却比较模
糊。韩国瑜说，“这是
假设性问题，我不想把话
讲成这样。”

从形势来看，面对执
政的民进党当局倒向“独
派”，不断巩固基本盘，
国民党目前也是“压力
山大”，到底推谁去迎战

2020？毋庸置疑，韩国瑜
必然是重要选手之一，而
韩国瑜态度的转变，也恰
恰反映出他对参选2020表
现出了“兴趣”。

近日，关于韩国瑜参
选还有一个小插曲。国
民党主席吴敦义原本预
订4月5日下午在台北与
韩国瑜会面商谈征召其
投入2020台湾地区领导
人选举的初选机制，未
料韩国瑜以近日筹备访
美行程繁忙为由，建议
将会面时间延后至回台
的4月18日之后。

此次延期会面，有网
友认为是韩国瑜不准备
接受国民党“征召”的
表态，不过笔者认为这次
延期会面有两种可能：首

先，韩国瑜是真的忙；其
次，韩国瑜在访问大陆取
得成果后，准备访美，进
一步积累“竞选资本”，
为强势参选造势。

目 前 来 看 ， 韩 国 瑜
参加2020台湾地区领导
人选举的可能性很大。
鉴于蔡英文上台至今乏
善可陈的政绩，在面对
承认“九二共识”并取
得 丰 收 成 果 的 韩 国 瑜
时，民进党已变得色厉
内荏。从近期绿媒的“
围剿”就可看出，民进
党“恐韩”之情不言而
喻。而民进党的这种“
恐韩”的心理，或将是
国民党“反击”的最有
力武器。（王鑫 中国网
评论员。来源：中国网）

韩国瑜虽不表态参选2020 但“霸气”已露 文/王鑫

韩国瑜是否会参加2020年台湾地区领

导人选举？这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

目前虽然没有传出明确的消息，但是通

过韩国瑜近期态度和举动的细微变化，

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近日，新浪微博上线一
项新功能：仅半年内微博
可见。如微信朋友圈“三
天可见”刚上线时一样，
此举也引发了广泛热议，
不少网友感叹，朋友圈不
能“挖坟”了，微博也不
能随便“考古”了。

限时可见的功能看似简
单，实则是不小的转变。
近10年来，以微博、微信
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充分
满足了人们“晒”的表达
欲与互动欲，逐步成为网
民表达情感、分享意见、
展开互动、获得社会支持
的开放平台。然而，正当
人们习惯并享受其中时，
社交媒体却纷纷“转向”
，推出限时可见功能，削
弱广受青睐的网络社交
便利性和开放性。更让

人疑惑的是，大众对这样
的功能接受度还很高，据
统计，有超过1亿人设置
了朋友圈“三天可见”。
这种看起来自相矛盾的现
象，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简单地说，这反映了社
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蕴
含着三重内在的张力。

第 一 重 是 自 由 和 安
全之间的张力。向往远
方的自由是人性的一个
重要需求，这一点从“
生活在别处”“世界那
么大，我想去看看”备
受追捧就可见一斑。早
期的社交媒体，因其连
接和开放特征，为网民
提供了一条前所未有的
通向远方的道路，一个
比现实世界更为自由的
自我呈现舞台，因此极

大地扩展了社交范围，
促进了人们在陌生人面
前的自我展示。然而，
随着社交媒体的极速扩
张，好友和粉丝数量不
断增长，陌生感、未知
感或多或少地在侵蚀安
全度，导致社交媒体上
的自我呈现行为开始有
了各种无形的压力。而
且好友的数量越多，这
种压力也越大，一旦人
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表达
需要字斟句酌、小心谨
慎，自我呈现的乐趣也
就开始消失，甚至变得
索然无味。

第二重是即时表达和
现实约束之间的张力。社
交媒体的兴起，使远距离
即时对话成为可能。相同
的兴趣爱好能够使陌生人

聚在一起，展开即时多边
互动。在这一过程中，由
于网络本身的虚拟性，无
论是观点的表达、意见的
交流，还是形象的展示、
情感的分享，大家起初都
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只是
此时此刻所感所想的即兴
表达。它可能是平和的、
客观的、理性的、积极
的，也可能是悲情的、戏
谑的、冲动的、暴力的，
但无论是哪种形式，表达
者都会有一种解放和放松
的感受。然而，当网络与
现实之间的结合越来越紧
密，实用性越来越强，社
交媒体就越来越像是另一
个现实世界，人们开始习
惯用现实生活中的规则来
进行自我审查和自我约
束，思考什么该表达什么

不该表达。久而久之，
最初的那种愉悦感开始消
失，自我呈现的欲望也随
之降低。

第三重是私人空间和
公共空间之间的张力。社
交媒体的兴起，改变了现
实世界中私人空间与公共
空间分离的状态，把自我
从私人空间扩展到网络公
共空间。在这个交织的世
界中，人们可以在保留私
人空间的同时，与他人
在公共空间互动，自由地
探索自我的不同侧面，这
种自我呈现常常是多元、
不确定和流动的。然而，
随着大数据、搜索技术的
发展，社交媒体越来越变
成一个透明的公共空间甚
至“超级全景监狱”，不
仅使每个人全方位可见，

没了隐私可言，更滋生了
大量的隐形观众。这种情
景很容易让人产生始终处
于被观看的恐惧，从而丧
失自我表达的欲望。

想要展现自己的生活，
但又不希望自己的“碎
碎念”永远可以被别人看
到，正是三重张力的具体
后果。微信和微博先后推
出限时可见功能，主观上
是为了平衡这样的张力，
应对打开率下滑的压力，
但其实际效果如何显然有
待检验。如果说在社交媒
体发展早期，网络技术改
变了人们的社交生活，那
么在网络与现实日益交织
融合的今天，网络社交生
态正越来越被现实世界的
规则和需求所重塑。

（来源：北京日报）

有人曾对古今表达做
了一番对比：古人形容
人漂亮可以用“玉树临
风”“顾盼神飞”，我们
只会说“高富帅”“白富
美”；古人表达悲伤用“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我们只会用“蓝瘦香菇”
。最尴尬的是，如今表达
高兴，很多人只会用“哈
哈哈”了……我们的语言
到底是越来越贫乏，还是
越来越多样？（4月8日《
光明日报》）

听说读写是我们认知

交流、表达思想的重要能
力，从听说读写的状况，
可以窥见一个人、一个
民族的文化素养与精神世
界。随着信息化、新技术
等因素对社会生产、生活
方式的深刻影响，人们听
说读写依托的载体和工具
也发生了变化。

在网络时代，交流载
体多了，沟通更加方便
了。可是，很多人也不
善于表达了，不善意交流
了。遇到高兴的事情，只
会发个表情，很少使用语

言，高兴的时候，要么发
个笑脸，要么就是“哈”
、“哈哈”、“哈哈哈”
。这暴露的是沟通交流语
言匮乏问题，甚至有的人
在网络上十分活跃，在现
实生活中却变得木讷了。

高兴只会使用“哈哈
哈”，有人觉得要说是语
言匮乏有点言重了，这只
是网络交流的一种方式而
已。虽然说，一个表情可
以表达自己的心情，一
句“哈哈哈”也足以表达
自己当时的情绪。但是，

这种交流方式还是存在一
定问题的。

以 往 人 们 形 容 一 个
人帅气，会说“玉树临
风”“顾盼神飞”，而
如今使用的则是“高富
帅”“白富美”。表面上
看意思是一样的，而实际
上太网络化之后，就少了
该有的文化素养。文化始
终都是该关注的事情，少
了文化素养，不只是文化
的事情 ，还是整体素质
的问题，文化传承的问
题。倒不是说，我们只能

使用“玉树临风”这样的
语言，而是说在网络上交
流的时候不能只会使用“
高富帅”这样浅显的网络
语言。甚至表达高兴的心
情，只会使用“哈哈哈”
，而不会用其他方式表达
自己的心情，连一个完整
的“高兴的句子”都不会
使用了。

当然，网络时代有网
络时代的属性，一个时代
也应该有一个时代的语言
体系。没有必要回到“之
乎者也”的时代，那也太

奇葩了。但是，网络时代
的沟通交流也需要有点“
文化味”儿。这背后暴露
的问题其实还是网络时代
的语言贫乏、提笔忘字、
浅阅读盛行等一系列问
题。

新的时代，网络语言
不断丰富，表达方式变得
多元了。这本身来说是一
件好事情，我们应该宽容
以待。不过，当出现了“
表达高兴只会用哈哈哈”
现象的时候，也是值得反
思的。（来源：红网）

为何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网络上“隐形”？ 文/黄少华

只会用“哈哈哈” 网络交流不能缺乏文化味 文/郭元鹏

高雄市市长韩国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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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季就是换衣柜 

    先买件内衣才是正经事

每次整理衣柜COCO都要扔掉两

大箱的东西，这才发现很多鸡

肋单品。比如不带毛的皮外套、牛仔

外套：装Bility一时爽，感冒泪两行。

还有那种破洞毛衣，模特穿着挺好

看，但上了年纪的身体不允许我如此

作妖。

还有那种破洞毛衣，模特穿着挺好

看，但上了年纪的身体不允许我如此

作妖。
为什么要换内衣裤？

很多姑娘应该都知道三个月应该更

换一次内衣裤，不过这个前提条件是

天天都穿这一天内衣裤，如果我们准

备了四套内衣裤日常更换的话，一年

换一次就够了。

为什么我们要勤换内衣裤呢？内裤

就不用多说了，即使每日清洗，上面

还是会滋生细菌，再加上小件物品经

常清洗也会变形、起球，自然要定期

更换。

内衣需要定期更换的理由有很多，

比如女生的身材在不断变化，养成

定期测量胸围、更换内衣的习惯可以

让胸部保持挺拔，特别是对于正在发

育、还有一些大罩杯的姑娘来说更应

该做到这一点。

其次，很多女生应该都会有内衣穿

久了肩带不断下滑的经历，出现这个

状况就说明内衣已经不合身，应该更

换了。

还有内衣穿久了会有勒痕以及内衣

会总是往上跑都说明这件内衣已经不

合适你的胸围了，不合适的原因不止

是因为自己的胸部产生了变化，还有

就是再好的内衣穿久了也会失去一定

弹性和舒适度。

如何挑选合身的内衣？

什么样的内衣才是一件合身的内衣

呢？其实COCO也摸索了很多年，刚

开始浑身每个细胞都在拒绝穿内衣，

嫌麻烦、嫌不舒服。直到买到了一

件XXX牌内衣（这里真的很适合放广

告，但是没有）……直到COCO发现

买对一件内衣不仅不会让自己有束缚

感，胸部刚刚好能填满整个罩杯，还

能让自己穿衣服更加饱满有型，这才

爱上了内衣。

挑内衣分这几步，首先看杯型。

全罩杯和3/4罩杯基本上是不挑胸

型的，特别是对于胸部比较大的选手来

说，日常穿衣的话就这两款吧。小胸可

以越过全罩杯，直接考虑3/4罩杯，因

为全罩杯会让整个胸部太憋，上身效果

不好看。
3/4罩杯

现在还有5/8罩杯，能像3/4罩杯一样

聚拢整个胸部，但露出部分更多一点，

对于小胸来讲上身效果会多一丝丝性

感。
5/8罩杯

COCO是小胸，不是很适合1/2罩杯，

感觉撑不起来（捂住胸口，心塞）。我

姐是C罩杯，穿1/2罩杯就很有那种古典

式的性感，再加上白皙的肌肤，我一个

女孩子都（啪，COCO你清醒一点……
1/2罩杯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1/2罩杯露肤太

多，形状不聚拢，所以小胸ho不住。但

聚拢效果好不好也不全是罩杯说了算，

还有就肩带的宽度。很多大胸姑娘在挑

内衣的时候都会选择肩带和搭扣位置很

宽的设计，承重能力比较强，能更好的

聚拢胸型。

小胸同样也是，不过只需要满足胸

带比较宽一个条件就好，能把副乳包裹

得更严实。特别是侧面比较宽的内衣，

通常都有极强的功能性，如果胸部有外

扩、下垂的问题，不妨赶紧穿起来。
买什么内衣？

很多人喜欢在网上买内衣，我并不看

好这种购物方式，除非对这个品牌足够

熟悉。因为进入任何一家内衣店，你准

备去试衣之前，服务员都应该给你测量

尺码，选出最适合你的size才是入手正确

内衣的第一步。

一个误区就是，很多姑娘觉得自己

的罩杯是固定的。并非如此，胖瘦的变

化、内衣的不正确穿法都会让胸型有一

些细微的变化，选择正确的罩杯才能让

自己的胸部有更完美的形状。所以，每

次买内衣重新量一遍胸围是很有必要的

工作。

那么今年换季，我们要新入手什么样

的内衣呢？
裸色打底款

不管是T恤还是夏天比较轻薄的连衣

裙，都少不了一件隐形裸色内衣打底。

很多女孩此时此刻会说，我有胸贴啊！

胸贴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会让胸部不

透气，穿了一天摘下来的时候里面都是

汗，可想而知它对于胸部皮肤危害有多

大。所以不是非必要情况，还是推荐大

家夏天穿着裸色无痕内衣。

上次去泰国买了很多Wacoal的无痕内

衣，当时是冲着便宜买的，大概就是国

内打五折的价格吧。买回来认真穿了两

天才发现它是真的值得推荐的。

第一是我喜欢的没有钢圈的款式，束

缚性没有那么强。

第二即使无钢圈，它的托举能力是

过关的，活动一天胸部也没太大“走

动”。

第三就是薄杯依然有强有力的聚

拢效果。夏天最烦躁的事情莫过于穿

着有胸垫的内衣强颜欢笑了，但很多

薄杯会让整个胸部看起来很跨。不过

Wacoal的内衣侧面做得很宽，把副乳

收得很紧，自然聚拢效果也不错。

轻薄蕾丝款

每到夏天，就是翻出性感蕾丝款内

衣作妖的好时候了，很多衣服都是可

以微微露出蕾丝边小扮性感的。

可能会有人吐槽，蕾丝款实用性太

低，上身好看也只是一时的。COCO

开始也这么以为，直到入手了几件

Victoria ’s Secret的内衣，这才爱上

了蕾丝款。
前提是，我是小胸。

首先维密的蕾丝款内衣，我会挑

这种没垫儿的，甚至是薄到只剩一层

蕾丝。千万别担心这种内衣会显得没

胸型，这就是维密的神奇之处，明明

没有什么布料，但整个胸型还是很圆

润，这是我主要推荐它的原因。

其次是要有设计感，前面说到，选

择维密的蕾丝内衣就是为了露出一点

点，所以套头或者T型设计都能为这

件内衣添色不少。

感觉穿上以后离天使更近一步了。
运动款

COCO平时喜欢健身，众多内衣里

最多的就是运动型内衣了。而且每到

夏天真的很喜欢内衣外穿，所以最近

更要努力练一练马甲线才行！

运动内衣也穿过不少牌子，总结来

看NIKE比较适合强压性运动，比如拳

击什么的，内衣束缚感很强，剧烈运

动不会有负担。

之前还因为好看买了Ernest Leoty的

内衣，没想到舒适度超乎想象的好，特

别是练瑜伽的时候，需要那种弹性好的

速干面料，Ernest Leoty很符合条件。

你说你不喜欢运动？但也不妨碍

你可以穿运动内衣。相比较普通内

衣，运动内衣的固定性更好、功能性

更强，而且露一点点出来还很fashion

呢！

换季，从一件内衣开始吧！真的会

由内而外散发出好心情的！

（来源: 时尚COSMO）
内衣来自Oysho

内衣来自Ysé

内衣来自Lonely 内衣来自Fleur Of England 内衣来自Triumph 内衣来自Triumph

内衣来自Victoria’s Secret 内衣来自Victoria’s Secret 内衣来自NIKE 内衣来自Ernest Leo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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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山下 一场尘世缤纷的梦
每个人都是一盏灯，

有着独独属于自己
的光芒，或许微弱 或许
光亮，或许温暖 或许清
凉，可是却总能照耀身边
方寸之地。

从来没有想过，第一次
到新疆，竟是这一次略显
匆忙实际却无比闲适的模
样。

我和D先生计划过至少
三次新疆了，一次秋天，
一次夏天，一次春天，结
果却次次都因其他事情而
放弃。我们的旅行因为工
作关系大多时候都不会提
前太久预定机票，所以也

总是会因临时的事情而终
止，但是这些也都没有关
系。　对于旅行，对于许
许多多的人与事，我并无
执念，因为我是真的相信
顺其自然。顺其自然不是
放弃也不是原地等待，而
是我始终都知道，该到来
身边的自然都会来，在自
己的位置上安稳的做好自
己，在自己的道路上走的
踏踏实实，沿途的风光自
然在变幻。

只是这一次的新疆之行
未能与他同行，只能在这
天山脚下告诉他，我在这
里，在这个缤纷色彩的世

界里做一场与你梦里相拥
的梦。　我的旅途，不为
美食，为的只是在茫茫人
海中寻找和自己有眼缘，
让自己心动的人与事。可
能只是一汪水渠，可能只
是一颗大树，可能只是一
朵指甲花，可能只是一个
陌生路人的微笑。

很多时候，遇到的一个
人会让人觉得似曾相识温
暖依旧；到过的地方会莫
名落泪感觉自己很久之前
就来过；遇到的物什会那
么那么想立刻握在手中，
因为那好像本就该属于自
己。这就是缘分，不知道

结识于哪一世，不知道止
于哪一刻，总归在现今的
一生里还会找到自己，或
早或晚，了却了尘缘，再
无轮回。雨中站在天山脚
下的逸景营地门口，撑着
一把并不足以遮住雨珠的
伞，风吹的有些冷，可是
抬头看到那片彩色的小木
屋时却觉得温暖。有人说
这里像瑞士，像欧洲…我
却觉得一点不像，我切切
实实的感觉到这里就是新
疆，就是天山脚下，这里
就该有这样一片彩色的小
屋，承载着许多人绚丽的
梦。

在前厅温暖的火炉旁，
两杯温润清香的玫瑰花茶入
肚，跟着工作人员沿着木质
栈道向上走去房间。雨中的
栈道透着光，浸入雨水后的
栈道走起来少了清脆多了深
厚，混着雨水滴落的声音尤
其好听。远山迷蒙，恍如仙
境，真希望冷风吹不透我，
雨水滴不到我，让我沿着这
条路一直走下去。

我确切的知道，我是真
的一眼爱上这里，爱上这
片松林环绕的彩色小屋，
爱上这片寂静山林，爱上
雨中的朦胧，爱上雨滴打
湿额前发的清凉。

三月的金川，春意盎
然。万亩梨花树，

灼灼芳华。细柳抽条燕归
来，风卷花香十里飘。金
川河水，浩浩西来。山也
喜欢，花也相爱。爱煞金
川，却原来好光景都在这
里。

金川县原名靖化县，
位于川西北高原，阿坝藏
族羌族自治州西南部，地
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大
渡河上游，隶属四川省阿
坝州。金川县因境内河流
大金川（大渡河上游）得
名，而大金川因沿河诸山
有金矿得名。

金川属大陆性高原季风

气候，多晴朗天气，昼夜
温差较大。金川县总人口
7万人，有藏、羌、回、
汉等14个民族，是一个多
民族聚居，少数民族人口
占75%。县境内有中药材
200余种、野生食用菌70
多种，雪梨、苹果树7 0

万余株；金川白瓜子、金
花梨、金川辣椒等绿色食
品，还有无公害牛、羊、
猪生产认证。

当雪域高原还在冬的被
窝里沉睡，大金川河两岸
万亩梨花同时竞放，规模
之大气势之恢宏是阿坝高
原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早上5点多起来去神仙

包拍日出，怎奈多云没得
日出也没得平流雾。虽是
如此，可是在黎明到来前
俯瞰金川却也觉得那些梯
田好美。

绵延百余公里的大金川
两岸粉装玉砌，像一条洁
白的哈达，山川河流，每

一寸土地都淋漓尽致地展
现着大金川——雪域高原
江南的壮阔与秀美。

金川“九大胜迹”之一
的神仙包。《绥靖屯志》
上有一段关于神仙包的传
说。说上古时期，天地初
开，一天，有一巨人，
穿着马革制成的衣服，俯
卧在山梁上蒙头睡觉，突

然间，洪水泛流，他醒来
时，脚下已是一片汪洋。
侧身举目左顾东岸，山为
之倾斜。他便委蜕而去，
分山导水，不知所终。弃
下的躯壳，则成了如今的
神仙包。

踏步梨园，收获几枚漂

亮的藏族mm，这位绿裙美
女叫三兰，她可是2017年
金川梨花仙子选拔大赛的
亚军“梨花公主”哟。

每到梨花盛开的时候，
人们相约梨林，欣赏梨花
美景，青年男女在这洁白
的梨花从中谈情说爱，暗
定终身，他们坚信，自己
的爱情就像这洁白无瑕的

梨花永远纯洁忠心不二。
朋友们当中有热恋情侣的
话，赶快留个影，愿天下
有情人的爱情像金川洁白
的梨花永远纯洁，幸福美
满！　

人们把大金川梨花卓
绝的风光归纳出三绝，走

在花丛中，赏梨花冰清玉
洁，闻花香沁人心脾，能
不说是人生一大快事。花
中美女不胜数，话说，金
川真真是出美女的地界，
这里的MM不全是高原红
噢，一样有着雪凝白肌皮
肤。我问美女为什么这么
白，她笑着回答我说，因
为金川出美女呀。

四川阿坝，不负金川三月梨花好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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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出战的国羽4位
女单全数晋级。李雪芮
2-0（21-13、21-16）
战胜了日本选手高桥沙也
加，蔡炎炎2-0（21-11
、21-11）淘汰中国台北
的江颖丽，下一轮，李雪
芮将和蔡炎炎展开内战。
韩悦2-1（21-14、20-
22、21-16）力克泰国好
手金达蓬，韩悦在第二局
曾20-15拿到过连续5个
赛点，不过全部浪费掉，
下一轮，韩悦将迎战泰国

前球后因达农，后者直落
两局战胜了印尼人菲特里
安妮。另一位国羽女将陈
晓欣2-0（21-13、21-8
）淘汰了东道主选手嘉斯
林，晋级次轮将挑战头号
种子戴资颖。世界第一苦
战三局，以2-1（21-14
、10-21、21-18）艰难
淘汰美国华裔张蓓雯。

混双比赛中，头号种
子郑思维/黄雅琼兵不血
刃，仅耗时30分钟就以
2-0（21-18、21-9）战

新加坡赛李雪芮横扫获胜 

雅思组合赛季已16连胜
【新浪体育10日讯】世界羽联超级500

赛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继续展开首轮的

争夺，国羽众将战绩不错，多数都获胜

晋级。

2019年全国U17国际式摔跤锦标赛武汉开幕

胜了日本组合保木卓朗/
永原和可那。本赛季，郑
思维/黄雅琼保持全胜，
已经收获16连胜。第二
轮，雅思组合将对阵印
尼组合乔丹/奥克塔维

安蒂。另一场混双比赛
中，国羽上演内战，欧烜
屹/冯雪颖2-0（21-15
、21-16）战胜了鲁恺/
陈露，晋级次轮将战3号
种子德查波尔/沙西丽。

郑思维/黄雅琼

【中新网1 0日讯】第
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摔跤
测试赛暨2019年全国U17
国际式摔跤锦标赛10日在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开
幕。该赛事是军运会正式
比赛前的“模拟考试”，
将作为首秀拉开武汉军运
会38场测试赛的序幕。

本次测试赛是全国摔
跤青少年组锦标赛，来自
北京、内蒙古、江苏等
各地45支代表队的615名
运动员，将在为期4天比

赛中，角逐男子自由式摔
跤、男子古典式摔跤和女
子自由式摔跤三个项目各
10个级别的优胜名次。

10日在赛事现场看到，
摔跤场馆大而明亮，志愿
者服务贴心周到，给运动
员提供了良好的比赛环
境。据摔跤场馆设计师杨
明思介绍，该场馆是由武
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原有
的体育馆改造而成，总面
积约14000平方米，建有
约1300个观众席位。

图为开幕式

【新浪体育10日讯】欧
冠1/4决赛首回合先赛2场，
利物浦主场2比0击败波尔
图。菲尔米诺助攻，凯塔连
续2场破门。萨拉赫错失单
刀。菲尔米诺扩大比分。下
半时，马内进球被判越位在
先。克洛普取得执教生涯正
式比赛第400胜。

利物浦近5次打进欧冠
8强4次晋级，唯一例外是
2008-09赛季总比分5比7被
切尔西淘汰。克洛普更换3
名首发，洛夫伦取代马蒂
普，米尔纳顶替停赛的罗伯
逊打左后卫，队长亨德森轮
换轻微撞伤的维纳尔杜姆。
马内欧冠出场达到20次。波
尔图此前与利物浦欧战交锋
从未取胜（3平3负）。2004
年1比0胜拉科鲁尼亚后，
已连续12个欧冠淘汰赛客

欧冠-菲尔米诺传射萨拉赫失单刀 利物浦2-0波尔图

凯塔破门瞬间

场不胜（4平8负)。利物浦
(4-3-3)：13-阿利松/66-
亚历山大-阿诺德，6-洛
夫伦，4-范戴克，7-米
尔纳/14-亨德森（队长）
， 3 - 法 比 尼 奥 ， 8 - 凯
塔/11-萨拉赫，9-菲尔
米诺(82’15-斯图里奇)
，10-马内(73’27-奥里吉)
。波尔图（4-4-3)：1-卡

西利亚斯/2-马克西-佩
雷拉(77’37-费尔南多)
，2 8-菲利佩，3-米利
唐，13-特莱斯/17-科罗
纳，22-达尼洛-佩雷拉 
（队长），10-奥利弗-托
雷斯(73’6-布鲁诺-科斯
塔)，25-奥塔维奥/11-马
雷加，29-蒂基尼奥-苏亚
雷斯(62’8-卜拉欣米)。

欧冠-孙兴慜绝杀 阿圭罗丢点 曼城0-1客负热刺

孙兴慜射门偏出

【 新 浪 体 育 1 0 日
讯】2018/19赛季欧冠1/4
决赛一场焦点战在白鹿巷
球场展开争夺，曼城客场0
比1不敌热刺，阿圭罗射失
点球，哈里-凯恩伤退，
孙兴烜绝杀。

这是两队首次在欧战相
遇。热刺此前欧战2次主场对
阵英格兰球队均取胜，而曼
城2次欧战客场对阵英格兰球
队均落败。曼城上赛季双杀
热刺，本赛季也曾在客场胜
出。双方历史交锋156场，曼
城61胜35平60负。瓜迪奥拉
此前14次对阵波切蒂诺仅负
2场，其余12场取得8胜4平。
阿圭罗复出，马赫雷斯、
费尔南迪尼奥和德尔夫轮换
出场。孙兴烜第50次欧战出

场。热刺(4-2-3-1)：1-洛
里斯；2-特里皮尔，4-阿
尔德韦雷尔德，5-维尔通
亨，3-罗斯；8-温克斯
(81’,12-万亚马)，17-西
索科；20-阿里(87’,18-略
伦特)，23-埃里克森，7-
孙兴烜；10-哈里-凯恩
(58’,27-小卢卡斯)。曼城

(4-3-3)：31-埃德森；2-
沃克尔，30-奥塔门迪，14-
拉波尔特，18-德尔夫；8-
京多安，25-费尔南迪尼
奥，21-席尔瓦(89’,17-
德布劳内)；26-马赫雷斯
(89’,19-萨内)，10-阿圭
罗(71’,33-热苏斯)，7-斯
特林。



2016/6/6
我寄生日礼物给特特，
却也从医生那里拿到我
的礼物……相当意外的
礼物。
医生说我得到肝癌，他
耐心地跟我讨论切除肿
瘤与换肝两者之间的存
活率。
我的事业版图正要扩大，
我想活得更久，我第一个
想法是换肝。
我以为莉雰会全力支持
我，但她失声痛哭，她说
小嘉和瑷瑷年纪还小，不
应该遭这样的罪。
她哭着求我选择另一种治
疗方式。
我静静看着她，一个口口
声声说爱我，即使没有婚
姻保护，也对我不离不弃
的女人，竟在我遭逢重大
危难时，不愿保我一线生
机？
她的态度让我怀疑。
是人性的劣根性，一旦出
现想法，就无法停止想像
力扩张，突地，那些琐碎
的、再平常不过的画面，
跳上我脑间。

2016/6/8
我没有脸去要求一个被我
抛弃多年的女儿为我捐

肝，对特特而言，
我是个面目可憎的
父亲。
而想起蔓君，我看
见自己的怯懦。
当年无力对抗母
亲的愤怒，我选择
当个孝顺儿子，同
时，便选择当个不
负责任的父亲和丈
夫。
在母亲过世后，我
可以把蔓君和特特
接回来的，但莉雰

的泪水让我却步，而我自
己也不敢面对蔓君，太多
的罪恶感，无数的忏悔，
数不清的抱歉……
在别人面前光明磊落、自
信自负的我，其实是个连
自己的错误都不敢正视
的懦夫，我痛恨那样的自
己，无法面对那样的自
己。
可是我快要死了，即便
害怕、怯懦，我都必须
面对，因为再不做，我
将会永远失去机会，我
欠蔓君也欠特特一声抱
歉，这辈子我欠她们太
多，若有来世，我愿倾
尽一生补偿。
面对这场疾病，我不确定
自己有几成胜率，若我注
定要失去性命，那么在离
开之前，我必须要为她们
母女留下些什么。

2016/6/9
今天，我把育襄叫到床
前。
一个让我连想都胆怯的故
事，我在育襄面前和盘托
出。
在故事里，我是个可恶
的负心汉，故事说完，
我盯着育襄看半天，我

想知道，是不是已经在他
心目中失去英雄形象？
默安和育襄一直把我当
成英雄，在他们的心目
中，我是个值得崇拜的
人物。
他们是我一手栽培起来
的，在我手下，他们迅速
地成长茁壮，他们比我
知道的任何人都更勤奋努
力，也更杰出优秀，看着
他们，我有身为父亲的骑
傲。
比起小嘉的冷漠，我无法
不把期待的目光放在他们
身上。
我很高兴，故事听完后，
育襄的反应是，“董事长
放心，我会把李女士找
来。”
找来？我根本不敢奢望。
但育襄是对的，我必须为
自己的所作所为道歉。
育襄能够找到蔓君吗？她
们愿意来吗？会不会恨
我、怨我，但愿永世不
见？

2016/6/27
我无法形容自己的激动。
蔓君来了！
她走到我床边，没有怨
恨、只有哀怜，她抚摸我
的脸，说：“怎么可以生
病呢？我一直以为你过得
很快乐、很幸福，很好的
你，应该很好地维持健康
才对。”
岁月没在她身上留下太多
痕迹，她几乎没变，她还
是温和得像一汪春水，理
智、婉约，良善体贴。
她坐在我床边，问：“你
想知道什么吗？”
我最想知道她过得好不
好？特特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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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和我交往了那么多年，他
自然一下子就听懂了我话中的
含义：我自己准备放弃，而我

却并不反对他有开始。
他仍然望着我：“为什么我们不一

起……”
我不等他就完，就打断了他的话
头：“我想，这是一件极端自我的
事，整个历程，完全是自我中心的，
一直到达到灵魂和身体可以自由分离
的结果，旁人所能给的助力十分少，
所以不必要有人作伴……”
我讲到这里，顿了一顿，转问金
维：“我的话对不对？金维先生？”

石屋静坐记忆前生

金维略欠了欠身：“自然，那纯粹是
个人的事。”
陈长青站了起来，在黑暗之中，来回
走了几步，在金维面前，停了下来。
金维抬头望向他，缓缓地道：“我要
提醒你一点的是，你将要进入的领
域，是如此神秘，如此没有止境，简
直可以把人吸引到生命的结束，那并
不是过了几年之后觉得无趣，就可以
退出的事。”

金维的话，再明白也没有了。
他是在告诉陈长青：只要一开始，就
再也不会有了结。
我在一旁听了这样的话，不由自主感
到了一股寒意，觉得那是一桩相当可
怕的事。
可是陈长青的反应，显示了他和我的
不同。
他根本一点也不觉得金维的话有什么
可怕，微笑着：“那正是我所要的，
要是忽然觉得无趣了，想退出又不可
能，这才是烦恼事。”
金维又凝视了陈长青半晌，才笑了起
来：“你可以加入我们。”
陈长青高兴之极，向我望了过来，我
道：“恭喜你，祝你有朝一日，能到
达新人类的境界，我相信，大突变最
初必然是由极少数的人开始发生，然
后再推广开去的。”
陈长青的口唇掀动了几下，看来他还
是想劝我几句，但是他终于没有出
声。

这时候，我和陈长青两人，分别有了
自己的决定，气氛也就轻松得多了，
和金维的谈话，使我们对人生的领
悟，有了这样飞跃的进展，所以我们
的精神，都处于一种异样的亢奋状态
之中，一点也不觉得疲倦，所以谈话
继续下去。
金维道：“为了帮助转了世的五散喇
嘛，更好地回忆起前生的一切，所以
我们建造了这间石屋。外面的圆形部
分，对于声波的折射原理了解之透
彻，运用之巧妙，当然是天池老人智
慧的结晶，举世的建筑物之中，大约
只有中国北京的祈年坛中的回音壁，
可以与之比拟，但也如同小巫见之大
巫。”
我问：“那有什么作用呢？”
金维道：“在静寂之中，在那里，人
可以听到发自自己体内的各种声响，
在通过对自己身体的了解之中，可以
更容易进入冥想的境界。”

陈

“我是你的问题吗？”她可以对他客
气有礼，但不需要对他报告任何事。
经她这么一说，雷少樵走到了她的面
前，一手先是扣住了她的腰，另一手
则轻抚着她的肚子，好像她仍是他的
老婆，好像他可以对她为所欲为，想
怎样就怎样，仍当她是他的所有物似
的。

“雷少樵，你在做什么？”她没有什
么激烈的反应，只是皱眉看着他。
“摸你。”
“你现在有资格可以摸我吗？”
“你的肚子里……说不定有我的孩子
了！”
“也说不定没有。”
他自负的笑了。“我认为有。”
楼思涵知道和一个喝了酒、有点醉意
的男人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但是她的
双手接着扯下了放在她腰部和她肚子
上面的手，并且动手把他推开了一
些。
“你可以回去了。”
“你要我酒后驾车？”
“既然你能开过来，当然也能开回
家。”她说着气话。
“我很可能会出车祸。”他吃定她的
笑。
“雷少樵……”
“你可以留我下来，或者是亲自开车
送我回去！”他对她耍无赖。“女

性开车最小心、最仔细，有你送我回
去，我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
“我们离婚了，雷少樵！”她不卑不
亢地提醒他，“而且你没那么醉。”
“思涵，我后悔了！”借着酒意，他
可以畅所欲言。
“你好像常常后悔。”
“我不该签字的。”
“你签了。”
“我只是在赌气。”
“那么就接受事实。”
“你不后悔？”雷少樵走上前，像
是在调戏她似的，他的手摸着她的
颈项，那晚他吻过这里，还吻遍了
她的全身。“思涵，你该后悔的，
和我一起后悔，然后我们可以从头
再来。”
楼思涵后退两步。他一定要这么折
磨她吗？他一定要跑来她家来撩拨
她，不肯给她平静的日子过？她都
愿意放手了，他为什么还要来苦苦
纠缠？

“如果你怀孕了，一定要告诉
我。”
“雷少樵，就算我真的怀孕了也和你
无关。”
“你敢讲我的孩子与我无关？”他抓
着她的手臂。“孩子会姓雷。”
楼思涵不想和一个半醉的男人讲道
理。
“你不会突然离开台湾吧？”
“雷少樵……”她像是对一个三岁小
孩说话似的，“我帮你叫计程车，你
明天还要上班，别闹了！回去好好睡
一觉。”
“思涵，我有没有说过我爱你？”
楼思涵没来由的鼻头一酸。他到底是
想要怎么折磨她、凌迟她的心？
“我到底说过没？”
“没有！”她沙哑又哽咽的道。
“我没说过我好爱你？”
“没有，或者因为你根本没有爱过
我！”

边，江青扶看九天神龙华明
轩走了过来，为长离一枭首
先引见。

华明轩诚惶诚恐的道：“早闻岛主盛
名，如雷贯耳，今日有幸识荆，实感
毕生之荣，迎迓来迟，倘乞岛主大量
恕之。”
长离一枭望望江青期待而澄朗的双
目，实在不忍心再给眼前的老人难
堪，他深沉的一笑，还礼道：“华掌
门过谦了，卫某空具虚名，传言以
讹，实在德薄能鲜，倒是江青兄弟绝
才盖世，令卫某钦佩无已呢！”
二人又客气了几句，江青再引见了
红面韦陀战千羽、大旋风白孤、绝
斧客陆海、飞闪二雷、天星麻姑等
人。
在他介绍到夏蕙之时，微微有些面
红的道：“师父，这位云山孤雁夏
蕙姑娘，乃徒儿末婚妻，尚请师父见
过。”华明轩老怀弥慰的细细端详着
夏蕙，直瞧得夏蕙粉脸儿羞红，才高
兴的颔首道：“好，好，青儿，你有
福分，夏姑娘将来必是一个贤妻良
母，她的美丽、端庄，都是绝难一见
的，好，好……”
于是，江青忽然神情一肃，扶者九天
神龙来到邪神马前，邪神正悠闲的捻
抚着一把黑髯，慈祥的向江青微笑，
却正眼也不瞧华明轩一下。
这时，华明轩肚中已有数，他知道，
自己的徒儿已远非昔日可比，一定有
者一段不平凡的遭遇。
这遭遇是幸福的、可喜的，否则，不
会有这么多在武林中叱诧风云的霸才
们与他相交如许之深。
不错，像长离一枭此等江湖枭雄，任
他九人神龙华明轩乃一派之主，老实
说，却也未见高攀得上呢！
因此，华明轩看见邪神那大剌剌的傲
然之态，却也不会气怒，他明白，这
位黑袍老人，一定有其可以骄傲的地
方与身份，要不然也决不会如此旁若
无人的。
江青恭谨的躬身道：“爹，请见过青
儿恩师。”
九天神龙华明轩一听江青对那老人的

称谓，不由心中一怔，但是，此刻却
已不由他去询问猜测了，他赶忙长揖
道：“兄台请了，老朽华明轩……”
邪神蓦然仰首狂笑，大声道：“华明
轩，你我以后不妨兄弟相称，那只是
看在吾儿份上，至于现在么，倒要先
将辈分弄清！”
华明轩微微一楞，迷惑的道：“敢问
兄台台甫，这辈分又是如何算法7”邪
神轻抚黑髯，傲然道：“老夫只知你
师父双笔飞梭商南屏称老夫为厉老，
老夫的姓氏么？嗯，以前人家都称老
夫为邪神！”
“邪神”这两个字，比两声九天之上
猝起的霹雳更响亮，更惊人，有如

在平静中群山齐颓，在安祥里鬼哭神
号！
华明轩震惊得几乎已不敢相信自己的
耳朵，他蹬、蹬、蹬退出三步，面
色死灰，颤抖的大叫：．“邪……邪
神？邪……邪神？”
一阵惊呼哗叫乱成一片，马嘶不断，
津津凄号，更有三数人惊惧得不由自
己的从马背上摔跌下来！
江青急忙扶住华明轩，温切的道：“
是的，师父，他老人家就是徒儿义
父，邪神。”
华明轩抖索着挣扎过去，倒身便
拜……
邪神呵呵一晒，右手轻招，一股柔和
而强韧的无敌劲力，已恰巧不过的将
华胡轩身躯扶起，送出五步之外。
华明轩失声道：“前辈，请容弟子叩
见，难道弟子连替前辈叩头的机缘也
没有么？”
邪神忽然面色一整，置甫的道：“
华明轩，老夫今日也毋庸转弯抹
角，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假若没
有吾儿江青的话，老夫不会识你，
更毋须你来叩见，不过，江青既属
吾子，你我关系便得重论，你乃其
师，吾乃其父，安能异辈论交？真
是笑话，自今而后，你我须以平辈
相称，桥归于桥，路归于路，老夫
与他人之辈分另论，你我却定须如
此，才不会乱了章法，华明轩，你
知道么？”
九天神龙华明轩有些受宠若惊，又有
些碍难之状，他正在犹豫，邪神已不
悦的“嗯”了一声。
华明轩不自觉的心头“噗通”一跳，
忙道：“前辈，晚辈听令便是。”
邪神一笑道：“呵呵，这才是好孩
子，好兄弟，看在青儿面上，你以
前的那些糊涂事，老夫也不追究了，
哼哼，你可要知道，没有人能在欺
侮老夫的孩子之后尚能活到你这把
年纪的，不过你也是天下仅有的例外
了。”
华明轩诚挚的道：“晚辈知罪，前辈
教训得是。”

那

(55)

(503)(36)

要想活好这辈子，必须做到
三件事：
把不好，全留在昨天。
把希望，都留在明天。
把努力，都用在今天。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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