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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雨天	 23-33℃

泗水	 雨天	 25-33℃

棉兰	 雨天	 24-32℃

登巴刹	 晴天	 25-33℃

坤甸	 雨天	 23-33℃

今日出版16版 

印尼华商微信

印尼商报APP二维码

今
日

宜	 祭祀	会友

忌	结网	动土

生肖相冲		狗

大马雪州警察协助印尼警方调查

印尼普委会证实雪州2地区发现2万张假选票

最近又传出在马来西亚
雪兰莪州（Selangor）已被
投某组正副总统候选人的
选票，而引起民众热议，
震撼国内政坛,对2019年大
选可能成“定时炸弹”而
引发巨爆，尤其是第二组

位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Kajang地区一座质疑是制造2019
年印尼大选选票的地点，周五（4月12日）已被马来西亚
皇家警察(PDRM)封锁。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4月12日】临近大选，

各种虚假的传闻闹得满城风雨，任何有关选

举的传闻都往往被媒体有意无意炒作。

政府候选人助选团指责这
是执政政府在背后刻意安
排的一齣戏，为赢得第1组
候选人	 佐科威-马鲁夫。
普委会（KPU）和普监会
（Bawaslu）也在国家警察
的协助下已立即成立专案
调查小组，前往马国进行
调查该案件。马来西亚雪
州皇家警察也乐意协助印
尼警察对该案件展开全面
性的调查。居住在大马的
印尼选民将于本周日率先

投票，并称邮寄选票早在
一周前已运抵大马各州。

据悉普委会和普监会调
查人员已在现场发现正副
总统选举158张选票以及
国会议员选举的选票，其
中一些已经被投的选票。	
此外，吉隆坡普委会和普
监会调查人员还在Lek a s	
Bangi河发现了97张选票。
目前该事件还是扑朔迷
离，但普委会和普监确定
将彻底调查此案,相信调
查结果一定会水落石出。
一般舆论也不排除可能有
心人士从中作梗，意在破
坏2019年选举。

普委会和普监会将直
接向马来西亚吉隆坡外国
选举委员会（PPLN）澄清
该事件。据悉，该案件是
由帕拉波沃-善蒂雅戈乌
诺志愿者PADI向普监会报
告，立即在国内社交媒体
盛传。视频显示，这些选
票被打上了有利于第1序号
正副总统候选人佐科威-马
鲁夫的标记。（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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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金综合报道】周
五（4月12日），肃贪会
（KPK）在雅京公布两组2019
年正副总统候选人资产。

根据肃贪会公布的国
家官员财富报告(LHKPN)
中，第二序号副总统候选
人善蒂雅戈乌诺（Sandiaga	

Uno）个人财产名列前茅为
5兆逾盾，第二序号总统候
选人帕拉波沃（Prabowo	
Subianto）为1.9兆盾，接
着是第一序号副总统候选
人马鲁夫阿敏（Ma’r u f	
Amin）为116亿盾。个人财
产排行最后的是第一序号

总统候选人佐科威（Joko	
Widodo）仅有502亿盾。

普 委 会 主 席 阿 里 夫
（Arief	 Budiman）说，普
委会根据各组候选人2019
年4月12日委托普委会的
授权书，宣读各组正副总
统的财产。（yus）

普委会公布各组正副总统候选人最新财富

图为：肃贪会主席 阿古斯·拉哈尔佐（左三）、普委会主席阿里夫（右二）、肃贪会
专员Evi Novida Ginting Manik（左二）、普监会成员Fritz Edward Siregar (右一)、
普委会秘书长Arief Rahman Hakim（左一）、佐科威-马鲁夫助选团（TKN）成员Aria 
Bima (中)和帕拉波沃-善蒂雅戈乌诺助选团（BPN）成员Simon Mantiri（右三），周五
（12日）在雅京肃贪会总部举行记者发布会公布2019年各组正副总统候选人财产。

【点滴网雅加达4月12日
讯】普选仅剩下数天而已。
据说这项活动会影响对国民
经济状况和盾币兑美元汇率
的情绪。印度尼西亚银行(
央行/BI)称，虽然有普选，
然而，今年迄今为止外资
仍继续流入我国。周五，央
行资深副行长米尔萨(Mirza	
Adityaswara)在雅加达，央
行大厦称，“我们看到外资
仍继续流入我国，无论是流
入国家有价证券(SBN)市场
或者是股票市场。”他说，
外资的流动通常是观察前景
或利润预测和国内生产总值
(GDP)前景。在股票市场也是
如此。但是对固定收益国家
有价证券市场，通常是观察
通货膨胀前景和外汇储备前
景，以及经常帐赤字(CAD)
前景。米尔萨说，“如果是

国家有价证券市场，其资金
流入甚至比去年更大，超过
两倍。意味着他们认为我国
是不错的，从通货膨胀，经
常帐赤字和汇率都比去年更
好。”截至2019年4月份第二
周，国家有价证券拍卖继续
出现超额认购。月度的流入
股票市场约3.8兆盾，而国家
有价证券市场1.2兆盾。所以
今年迄今为止流至股票市场
15.9兆盾，和流至国家有价
证券市场75兆盾。米尔萨解
释说，若与去年相比，该股
票市场已经好多了，去年负
数或流出24.9兆盾。“2019
年投资者对我国的看法依然
是积极的，当然是由通货膨
胀受控制及其宏观数字所驱
动，如果在政府预算的预算
方面显示国家收支预算得以
受控制。”(xin)

【安塔拉社雅加达4月
1 2日讯】工业部长艾尔
朗卡.哈尔达托(Airlang-
ga	 Hartar to)称，从2015
至2018年期间在制造业部
门的投资继续显著增长达
17.4%，以及随着投资的
落实将增加在2019年劳动
力的吸收。

周五，艾尔朗卡在雅加
达通过其书面声明称，“
在20 1 4年的资本投资为
195.74兆盾，然后于2018
年升至222.3兆盾，2018
年吸收的劳动力达1825万
人，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
14.72%。”

工 业 部 长 定 下 指
标，2019年的制造业增长
5.4%。预计其分部门增长
高，其中是饮料和食品工
业，机械工业，成衣和纺

织工业，皮革工业，皮制
品，和鞋类，以及金属品
工业，电脑和电子产品。

他说，“随着4.0印尼
制蓝图的实施，我们也继
续努力推动全国制造业的
发展，俾使更具有全球竞
争力。此外优化生产力，
特别是以出口为导向的行
业，以及吸引进口替代行
业的投资。”

我们醒悟到，世界进入
工业4.0	(industri	4.0)或
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政
府也已准备好各项计划，
好让我国一代准备与其他
国家相竞争。此事载入今
年4.0印尼制蓝图内，政府
专注于人力资源的开发。

为此，职业教育加以
发展，以便与各种工业部
门建立联系和匹配。他

说，“该计划已经成功地
与2700间职业高中和899
个行业携手合作。在提高
人力资源竞争力的环节
内，往后政府继续实施该
计划，以便满足工业的需
求，特别是面对第四次工
业革命时代。”(xin)

工业部长艾尔朗卡称从2015至2018年

制造业部门投资继续显著增长达17.4%
临近总统选举

外国投资者收购我国债券达75兆盾

Airlangga Harta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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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处于民主盛宴的喧嚣纷繁中，制造业仍列入波
澜不惊的部门。意即无论政局如何动荡，制造业依然
在扩张，虽然也有一些业主采取观望态度，以等待更
加有利的时机。

此乐观情绪体现在本月11日央行（BI）公布的快速
制造业指数（PMI）的价值和商业活动调查（SKDU )
的结果。

央行宣称，2019年第一季度制造业部门绩效处于扩
张水平，因为快速制造业指数为52.65%。与此同时，
制造业商业活动调查结果表明它在增长，加权净余额
（SBT）达1.00%。

上述制造业业绩的增长受到订单量增加的推动，符
合国内需求的涨升，因2019年斋戒月和开斋节已近在
眼前。

该情况更加证实几天前公布的2019年第一季度的日
经指数（Nikkei）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上述指数
处于50.40水平。50以上的水平显示扩张。

到目前为止，制造业仍然在轨道上，说明这期间政
治斗争的狂热喧扰没能阻止上述部门商务人士保持向
前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业务还能扩张，值得庆幸。
问题在于是否可以持续扩张？

2019年第一季度录得相当出色的业绩，此后的功课
是在未来的季度里保持制造业业主的乐观情绪。在政
局升温的第一季度里制造业既然还能扩张，我们相信
在其他的季度里理应也会如此。

因为再过一些时候紧张气氛就会开始缓和，政治的
不确定性也开始减少。大选过后，商业的车轮将继续
向前转动，而且转动得更快。尤其在未来三个季度里，
还有一些积极因素可以激活制造业部门。

在2019年第二季度里有开斋节。斋戒月和开斋节氛
围将提升民众对饮食品等一些加工产品的需求。节日
过后，2019年第三季度我们将进入新学年，对一些零
售商品的需求也必然会涨升。

新学年过后，在第四季度里还有圣诞节和新年。
这些重要节日都可以增加订单量，改善制造业的整体
表现。

大选过后，业主理应不再采取观望态度，即使他们
未开始行动，预计也是暂时的，最迟也在民主盛宴喧
嚣平息后的第二季度末。不可否认，在大选后保持制
造业的乐观情绪将会更加困难，因为那时的政局或已
大不同。

大选前，两个阵营的竞争焦点在于谁是最佳；大选
后，政局也可能更加白热化。接下去是谁胜谁负的问
题，满意的一方对不满意的一方。

如果没有做好防范措施，后果堪忧，甚或抑制制造
业部门的扩张，到头来受到严重影响的是国民经济。
保持国内制造业的扩张和活跃，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制造业车轮只有继续转动才能挽救我国经济。

再过数日我们将面对决定我国未来的重要一天---
选举我国的领导人。从现在起，我们应学会尊重成果。
尊重将来的选举结果就是保持有利的营业氛围。

尊重大选结果
即保持有利营业氛围

各组正副总统候选人
除了做最后的竞选造势
活动，各组竞选团队也
不断释放出互相抹黑攻
击的言论，尔虞我诈，
国内政治形势也处于山
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

临近投票日，假新闻
也不胫而走，信息与通
讯部长鲁迪安塔拉（Rudi 
Anta ra）表示，自去年8
月至本月的假新闻在社
交媒体的传播加14倍，
去年8月的仅有25个假新
闻被发现，2019年大选

假新闻甚嚣尘上，难以
应付。

鲁迪安塔拉还表示，
假新闻的猖獗与2019年
大选选举有关，尤其五年
一度的正副总统选举。各
组正副总统助选团队你来
我往的攻防，并透过各种
渠道释放不确实的虚假信
息，互相抹黑攻击，但是
鲁迪安塔拉不愿透露哪一
组统候选人散播最多的假
新闻。

因此，鲁迪安塔拉要
求民众不要轻易相信这

些无法确实的假新闻，
特别要求各组候选人助
选团队自我克制播散假
新闻，因为假新闻会破
坏民众团结和扰乱社会
秩序，而塑造社会紧张
气氛。

鲁 迪 安 塔 拉 于 1 1 日

在巴东大学讲座会中表
示，我呼吁年轻一代尤
其是学生们共同遏制假
新闻的传播，尤其是我
国社交媒体属于非常开
放，任何信息都会在这
无国界的社会刹那间传
遍天下。（yus）

临近大选假新闻日益猖獗

信息与通讯部坦承难以应付

信息与通讯部长鲁迪安塔拉于11日在巴东大学出席讲座会

【Republika新闻网】2019年大选投票日

期已以日计时，国内外媒体格外关注我国

正副总统选举，因为2019年是首次正副总

统和全国各级议会同步举行。

【雅加达路透4月12日电】
印度尼西亚大选在即，为
防止假新闻假信息挑起种
族和宗教矛盾，扭曲选举
结果，当地一个非政府事
实查证组织与24家新闻媒
体机构联手成立了一支揭
发假信息的行动大队。

印尼总统佐科威两周前
与竞选对手帕拉波沃展开
近三小时的电视直播辩论
时，Cekfak ta（印尼语，
意为“核查事实”）行动
组36名记者和查证员紧盯
着大屏幕仔细聆听。他们
分成六组，每组负责核查
一个时段中两位候选人提
出的各种论点，包括贪污
指控、数据、夸耀之词甚
至是个人轶事是否属实。

C e k f a k t a获得谷歌新
闻室资助，其联合创办
人、Tempo.co新闻网站总
编辑瓦育（Wahyu Dhy-
atmika）说：“现在有了
一个监督机构，候选人可
不能信口开河……我们会
查核你所说的是否符合事
实。”

在 2 0 1 4 年 上 届 总 统
选举，印尼社交媒体涌
现大量假信息，使记者
们 无 力 招 架 ， 难 辨 真
伪。Cekfak ta的设立就是
为了防止假信息扰乱视听
的情况再度上演。

一名非法收钱写假新
闻的“写手”受访时坦
承写过印尼官员被中国
收买的假新闻。他说：“
我们正处于信息内容大战

之中……人们可以为所欲
为。”

印尼人口相对年轻，2
亿6 9 0 0万人口的年龄中
位数仅稍微过30岁。该国
是面簿的第三大市场，也
是WhatsApp、Ins tag ram
及推特的全球五大市场之
一。

假新闻上传印尼社交媒
体后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就
吸引数千人点击。带头创
立Cekfak ta的事实查证组
织Mafindo发现，自去年12
月以来，针对两位总统候
选人、涉及种族和宗教的
假新闻明显激增，最令人
担忧的是有数十条假新闻
污蔑选举机构存在贪腐。

路透社上个月调查发
现，佐科威和帕拉波沃的
竞选团队都花钱雇人在社
交媒体，利用虚假账号散
布不实信息；对此，双方
都予以否认。

不过，路透社访问的一

名新闻工作者自称被普拉
博沃竞选顾问所雇，负责
写有利普拉博沃而不利佐
科的新闻，发表在面簿和
WhatsApp上。此人声称只
写“真实”的负面新闻，
并举例说他发了一则贴文
指苏拉威西岛上的2000名
中国客工其实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他说：“我们有
取自政府合同的证据，而
且我们从他们外表看得出
他们是军人。”

帕拉波沃竞选发言人
安德雷否认雇用新闻工作
者写新闻。中国驻印尼使
馆发言人也驳斥上述贴文
为“假新闻”。

路透社发现这名新闻
工作者也曾在2016年发布
信息，诬指当时寻求连任
雅加达特区首长的钟万学
（BTP）是“中国共产党
的走狗”。

当年，还有人剪接钟万
学的演讲视频并配上误导

性字幕放上网，让人以为
钟万学指可兰经误导穆斯
林，最终导致他被控亵渎
伊斯兰，判处两年监禁，
今年初才刑满出狱。制作
该视频者已被定罪，他也
是一名前新闻工作者，入
狱前为普拉博沃的媒体团
队服务。

印尼人一般上对当地
华人财富以及北京影响力
充满猜忌，社交媒体上充
斥着以中国捕风捉影的指
控。例如今年1月，网上
出现一段视频显示雅加达
港口出现七个据称来自中
国的集装箱，里面装了数
百万张投选佐科的选票。
那个视频已被证实是假造
的。

佐科常被假信息指为
共产党员或反伊斯兰。
帕拉波沃则面对两极化的
评价，有的说他无信仰，
有的称他有意建立哈里发
国，他的竞选搭档则被传
是同性恋者。

假信息有一定的影响
力，去年1 2月的民调显
示，多达42%帕拉波沃支
持者相信佐科威是共产党
员或是基督徒，65%佐科
威支持者相信帕拉波沃在
军中担任要职期间曾绑架
民运分子。

专家表示，假信息造成
的分化对印尼构成威胁，
可能使少数群体受迁怒而
遭殃。瓦育指出，假新闻
是引发社会偏见的种子，
但至今仍未受正视。

严防选举受影响 

印尼非政府组织成立行动大队打假信息

在雅加达，官员们正在忙着准备投票箱和相关文件。下周
三，印尼全国1亿9200万选民将投票选出总统和各级议会
的议员。（法新社）

【TRIBUN新闻网万隆4
月12日讯】印度尼西亚国
防部于周五（4月12日）
在西爪哇万隆GRHA签署
一项价值3.5兆盾的国防
武器装备（aluts i s ta）合
同。

签订的合同总数为2 5
份合同，包括18份总价值
约为2.1兆盾和14亿美元
的国防武器装备采购。7
份建筑服务合同价值约为
1602亿盾。

在签署合同时，PT PAL
与韩国大宇造船船舶与工
程（DSME）之间的潜艇联
盟进行合作，这是对以前
潜艇采购的后续行动。

签署采购国防设备的
公司包括 PT Pindad、PT 
P A L 、 P T . D i r g a n t a r a 
I ndones i a、PT.LEN、PT 
Dahana、PT Merpati Waha-
na Raya、PT.Mega Perka-
sa Engineering、PT Bandar 
Abadi和PT Prasandha Du-
mayasa。

签订合同的建筑服务公
司包括PT Surya Manung-
gal Wisesa、PT Andika 
Cakra Pratama、PT Sasana 
Anugerah Sejati、PT Nina 
Artha Proganda Putri、PT 
Sinar Fajar Baru、PT 
Madyathika和PT Dinasti 
Raja Sejagat。

对于采购国防武器装
备合同由国防设施局局
长（Kab a r a n a h a n）班邦
（Bambang Kusharto）准
将和国防武器装备提供商
签署。

与此同时，建筑合同
由国防部施工中心主任
（Karankon）GH Basworo
准将和建筑服务提供商签
署。

我国国防部长里亚米扎
尔德·里亚库杜（Ryami-
zard Ryacudu）见证合同
签署后致辞命令国防部秘
书长以及国防设施局局长
加速对国防武器装备预算
的使用。（adr）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
讯】由于在马来西亚的海
外投票发生假选票事件，
普监会（Bawaslu）建议推
迟在马来西亚的投票。但
是，普委会（KPU）表示不
打算推迟海外投票日期。
众所周知，在马来西亚的
海外投票于本月1 4日实
行。

普委会专员Viryan Aziz
周五（4月12日）在位于雅
加达中区Imam Bonjol街的

普委会办公室说，普委会
不会推迟海外投票日期。
不过，普委会将首先与普
监会协调澄清在马来西亚
发生假选票事件的真相。
在获得详细的信息和检查
结果后，才作出决定。

此前，普监会成员弗里
茨（Fritz Edward Siregar）
曾建议推迟在马来西亚的
海外投票。弗里茨表示，
该建议与雪兰莪州的假选
票事件有关。所以，我们
要求普委会暂停在马来西
亚的海外投票。

弗里茨怀疑海外选举
委员会（PPLN）没有按照
规定履行职责，以至于已
被投的选票出现在雪兰莪
州。然而，普监会仍在等
待普委会的决定。（pl）

我国国防部与南韩签署

价值2.1兆盾和14亿美元国防武器装备合同

我国国防部与南韩签署价值3.5兆盾国防武器装备合同

【新浪网】中国地震台
网自动测定：4月12日19
时40分在印尼苏拉威西岛
(Sulawesi)附近（南纬1.77
度，东经122.62度）发生
6.9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
以正式速报为准。

据国家海洋预报台消

息，2019年4月12日19时40
分（北京时间），印尼苏
拉威西岛(西里伯斯岛)海域
（1.86°S,122.61°E）发
生7.0级地震，震源深度为
15.0千米。自然资源部海啸
预警中心根据初步地震参数
判断，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

围引发局地海啸，但不会对
我国沿岸造成影响自然资源
部海啸预警中心表示，将继
续跟踪分析地震和海啸监测
数据，并及时发布信息。

另据全球灾害和警报
协调系统（Global Disaster 
and Alert Coordination Sys-

tem）的数据，大约有31万
人在距离震中62英里的范
围内。印尼气象、气候学
和地球物理机构警告称，
当地时间下午6点40分发生
的地震可能引发海啸，但
在晚上8点左右表示，这种
威胁已经结束。

印尼海域发生6.9级强震或引发局地海啸

发生假选票事件

普委会不打算推迟马来西亚投票日期

普委会专员Viryan Az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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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讯】Sailendra
餐厅最近以全新的现代氛
围展示了它的新面貌，并
准备以新的品牌自助餐种
种选择和热情友好的署名
服务欢迎客人。

“雅加达JW万豪酒店
自20 0 1年开业以来，一
直是酒店的主要餐饮区，
酒店管理层最终达成协
议，Sailendra餐厅需要重
新焕发活力。”营销总监

Adeza Hamzah如是说。
他补充，“Sailendra需

一个月来翻新是有许多原
因的，其中之一就是需要
与该地区许多蓬勃发展的
新品牌酒店并驾齐驱。”

全新的Sailendra餐厅位于
酒店大堂，采用现代开放式
厨房概念，设有多个分开式
座位的用餐区。这家宽敞典
雅的餐厅提供各种自助餐，
包括当地和国际美食。

从万豪汉堡、新加坡叻
沙（Laksa）、印度料理到
各种当地美食，如Sailendra
炒饭、牛尾汤和Rembiga沙
爹等，一直是许多忠实的
顾客都最喜爱的招牌菜。

由高级主厨Heri Pur�
nama带领的一支热情友好
又非常专业的餐厅工作人
员准备的每道菜，无论是
自助餐还是点菜，都是采
用优质食材烹制而成。

Sa i l e n d r a以印尼和南
洋的王朝命名，当时它在
七世纪的爪哇中部很盛
名。餐厅可容纳263位客
人，其中两个全新的私人
餐厅，内置引人入胜的酒
窖，客人可以透过这里看
到优雅的新世界和各种广
泛经典葡萄酒。

除了世界上最好的葡萄
酒外，Sailendra还提供各
种各样的饮料，从受喜爱

的现代无酒精鸡尾酒到经
典鸡尾酒。餐厅还设有甜
点区，包括各种美味的新
鲜自制面包，面包卷，蛋
糕和冰淇淋柜台。

用餐者可以通过购买
Sailendra辣椒酱，将他们
带回家而深深体验Sailen�
dra品味，其首款推出的产
品“Koja辣椒酱”，是一
种带有咖喱叶作为星级配
料的异国辣椒酱。

为迎接今年斋戒月，
这 是 雅 加 达 五 星 级 酒
店，Sailendra餐厅历史上
第一次与高端巴东餐厅
Pagi sore合作，举办一个名
为“Ramadan Ki��hen �ake�Ramadan Ki��hen �ake�
over by Pagi Sore”的促销
活动，并与Sailendra餐厅的
招牌菜欢迎大家一起捧场。

详细咨询和预订，请致
电Sailendra餐厅（021）
5798 8888。(frd)

JW Marriott Hotel Jakarta

重新启动其新装修的Sailendra全天餐厅

Kampiun粥。 Ebatan菜肴。 金巴兰烤鱼。 Rembiga沙爹。 挪威三文鱼片。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
今年4月17日举行总统和
国会议员选举的前七天，
北塔米纳（国油）公司保
证向全国各地区分配的燃
油和液化石油气（LPG）
供应量充足。

北塔米纳亦已举行集会
待令，预期对北塔米纳的
设备和便利受阻，从上游
业活动、炼油厂的生产过
程，以及向社会分配燃油

和液化石油气的过程，以
致能确保在全国各地区分
配的燃油和液化石油气供
应充足。

北塔米纳企业公关副
总经理吴思曼（Fa j r i y a h 
Usman）在雅加达发布的
新闻稿称，为确保燃油和
液化石油气的储备和供应
充足，北塔米纳已从2019
年2月18日以来，成立了
24个小时工作的普选特别

工作小组，以致支持普选
的安全和顺利进行。

“普选特别工作小组是
首次成立，因为在全国同
时举行的综合大选活动，
在我国历史上还属于首
次，”。

他补充说，除了确保
燃油和液化石油气的供应
量和分配量充足，北塔米
纳亦已与印尼国家警察
（Pol r i）和国军（�NI）

进行协调，以确保北塔米
纳运营的所有实施与设备
或成为国家重要建筑物安
全。

“能源供应安全是我们
必须保持的策略性问题。
为此，北塔米纳将获得印
尼国家警察和国军的大力

支持，”他称。
他续称，普选特别工

作小组将由北塔米纳的总
部，以及在全国地区的业
务和运营单位，以及子公
司组成。上述工作小组将
实行任务至2019年4月底，
为确保在举行普选活动直

到重新计票，对能源的需
求量充足而能顺利进行。

“我们大家必须了解，
北塔米纳是国家骨干的
一家国营企业，包括全
国能源安全，或者国家收
入、税收，等方面需要安
全，”他进一步称。(vn)

她在锡江声称，“为
保证必需品供应充足和价
格稳定在可购买水平。为
使必需品供应顺利的初步
措施，分配过程将在斋戒
月的一个月前，符合地区
的需求量，分阶段运送到
全国各地区。”

她出席临近2019年斋
戒月和开斋节鉴定主要必
需品的协调会时说，上述

步骤是预期气候可能发生
意想不到的防范措施。

贸 易 部 为 了 达 到 目
标，将采取的策略性步骤
是加强法规制度，即是注
册必需品企业家；制定大
米、鸡肉、鸡蛋、食用油
以及沙糖的基价和最高零
售价；仓库管理以及岛屿
间贸易。

第 二 步 骤 是 进 行 整

顿，即与地方政府、有关
机构，以及企业家举行协
调会；协助国营企业与企
业家进行合作，以及责成
国家粮食署（Bulog）特
别任务。

贸 易 部 和 其 工 作 人
员，与全国各地区的粮食
工作小组合作进行监督活
动，来保证必需品供应充
足、稳定价格，包括确保
必需品分配顺利进行。

其他重要策略是渗入
到民营市场和便利店特别
举措。

为了提防投机商囤积
必需品，贸易部亦已采取

一些策略性步骤，其中是
增加必需品的注册分配
企业家（�DPUD）在地区
注册分配商人数、和有关
必需品分配企业家注册的
2017年第20号/M�DAG/
PER/3/2017贸易部长条
例，推动分配商呈报必需
品的储备量。

她亦呼吁省政府和县
市政府，临近2019年斋戒
月和开斋节，能积极扮演
角色，保证他们地区的必
需品供应充足，以及价格
稳定。若在民营市场的中
等大米供应量短缺，政府
必须准备填补其不足。

“企业家必须根据政
府规定的最高零售价销售
中等大米。若有的商人销
售中等大米高于最高零售
价，受到书面警告后，发
证官员将撤销他们的营业
执照，”她称。

根据锡江市贸易局必
需品价格发展的结果显
示，必需品价格仍稳定。
在市场的上等大米价格每
公斤1万盾至1万0800盾之
间、中等米价每公斤9560
盾，而苏拉威西规定的中
等大米最高零售价每公斤
为9450盾。

此外，食用油价格每公

斤1万0583盾、沙糖价格每
公斤1万2000盾、面粉价格
每公斤7000盾、红葱价格
每公斤3万1708盾、大蒜价
格每公斤2万7000盾，以及
牛肉价格每公斤10万5000
盾至11万盾之间。

鸡肉价格每公斤 2万
6667盾，以及鸡蛋价格每
公斤2万1083盾。卷曲红辣
椒价格每公斤1万5583盾、
小辣椒每公斤2万5917盾。
截至2019年4月底，南苏省
国家粮食署拥有的储备量
或达到14万吨，以致能满
足南苏省在40个月期间的
大米需求量。(vn)

临近今年斋戒月和开斋节 贸易部准备策略性步骤
【安达拉社锡江讯】贸易部监察长伊达

（Ida Rus�ini）表示，贸易部为迎接2019

年宗教和国庆节日，如斋戒月和开斋节，

已准备好策略性步骤。

【安塔拉社巴东讯】国
内电商�okopedia公共政策
与政府关系部副总经理阿
斯特丽（As�ri Wahyuni）
称，电子商务使供应链成
本降低了11%至1 2%，
使全国各地的物价相差不
大。

她前日在苏西省巴东
市出席信息与通讯部举办
的“2020年全国各地完成
电信信号覆盖”节目上致
辞称：“此前，雅加达与
巴东的物价相差明显，但
电子商务使价格减少12%
，这对消费者来说是有益
的。”

她认为，4.0工业革命
已经把商业模式从传统式
转向数字化。

国内手机用户数的增长
也使这种新商业模式蓬勃
发展，这可从国内电子商
务的70%用户是手机用户
显示出来。

电子商务提供的各种
便利，久而久之取代了
实体店的地位。“现在
几乎所有的我国居民买
东西能获得与在雅加达
相差不多的价格，”她
如斯说。

需60万熟练技术人员
同一场合，信息与通

讯部长鲁迪安塔拉（Ru�
d i a n � a r a）称，我国至少
需要6 0万名熟练的技术
人员，来满足工业界迈向
4.0工业革命时代后发生
变化的需求。

“为满足该需求，我国
不得已招募外籍劳工，因
为国内没有熟练的技术人
员，”他说。

为满足该需求，部长说
政府推出数字人才奖学金
计划，来创造在技术领域
的专业人员。

虽然如此，在短期创
造的熟练技术人员约有2
万，远低于需求。

部长要求所有居民参加
该计划。通过测试的参与
者将享受人工智能、大数
据分析、网络安全、数字
政策与云计算、物联网、
编程与编码、绘画设计与
动画培训。

国内40家大学包括苏西
省大学参与该计划。(er)

电子商务削减供应链成本12%

使全国各地物价相差不大

临近总统和国会议员选举 北塔米纳保证燃油和煤气供应充足

Sailendra其中一座用餐区。这是餐厅现代开放式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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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料三周来首次周线上涨
美元走软提振金价微涨

因美元下跌，帮助黄金收复上

日的部分跌幅，金价微涨。上日金

价录得两周来最大单日百分比跌

幅。0804GMT，现货金上涨0.1%至

每盎司1,293.30美元。美国期金上

涨0.2%至1,295.40美元。

受OPEC减产及美国制裁措施提振
油价上涨

受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持续削

减供应以及美国制裁伊朗和委内瑞拉

的提振，油价上涨。0841GMT，布兰

特原油期货上涨0.57美元或0.80%，

报每桶71.40美元。美国原油期货上

涨0.6美元或0.94%，报每桶64.18

美元。

欧元意外上扬
受日本企业并购相关资金流动推

升欧元上扬，交易员称，一家日本银

行业者计划收购德国一项数十亿美元

航空融资业务，市场对于相关换汇需

求的预期，可能推动了欧元升势，欧

元意外周五上扬。欧元上涨0.35%报

1.1289美元，之前触及3月26日以来

高点1.1294美元。

欧元/日圆亦涨0.4%至126.23日

圆，为3月21日以来高点。受欧元走

强打压，美元指数跌0.2%至96.991

，回吐上日多数涨幅。随着美元普

遍下跌，英镑兑美元上涨0.2%至

1.3078，扳回上日大部分跌幅。

美国股市涨跌不一
投资者等待财报季高峰期的到

来，但医疗保健股下跌，美国股市标

普500指数周四收平盘，道琼工业指

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小幅下跌。

根据初步收盘数据，道琼工业

指数收低1 4 . 1 1点，或0 . 0 5%，

报26,1 4 3 . 0 5点；标普500指数升

0.11点，报2,888.32点；纳斯达克

指数下跌16.89点，或0.21%，报

7,947.36点。

  全球股市

黄金行情
4月12日 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3.180.000 盾卖出 3.07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6.280.000 盾卖出 6.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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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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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12

中国快汇(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April 12 , 2019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147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6.701 卖出)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

亚股

日经指数 21870.56 涨 159.18

韩国综合 2233.45 涨 9.01

香港恒生 29909.76 涨 70.31

上海综合 3188.63 跌 1.34

欧股

英国FTSE 7443.12 涨 25.17

德国DAX 11984.28 涨 49.08

法国CAC 5498.82 涨 13.11

荷兰AEX 561.44 跌 0.39

http://tw.stock.yahoo.com      2019/04/12    17:32

美股

道琼工业 26143.05 跌 14.11

那斯达克 7947.36 跌 16.88

S&P500 2888.32 涨 0.11

htt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 Dow Jones    4:00 PM  11/0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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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2.11  1.07

  476.86  -0.11

  1139.82  0.02

  1280.46  -0.19

 812.05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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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USD 13982.50 14302.50 14082.00 14224.00

新币 SGD 10361.90 10481.90 10384.96 10491.22

港币 HKD 1782.49 1822.49 1794.64 1812.76

日元 JPY 124.69 128.29 126.06 127.35

欧元 EUR 15825.57 16085.57 15895.76 16058.90

澳元 AUD 9969.27 10209.27 10036.24 10138.87

英镑 GBP 18322.94 18622.94 18405.17 18592.19

人民币 CNY           - - 2094.91 21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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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1 SCCO 9900 9000 900 -9.09% 79000 714177
 2 RDTX 7250 6550 700 -9.66% 16900 107412
 3 INTP 21800 21100 700 -3.21% 1302200 27702052
 4 SMGR 13650 13000 650 -4.76% 7836900 102873832
 5 MKPI 15400 15000 400 -2.60% 100 1500
 6 KIOS 1475 1110 365 -24.75% 41500 49154
 7 CPIN 6200 5850 350 -5.65% 10057500 60273700
 8 MLBI 20450 20100 350 -1.71% 15300 306122
 9 SHID 3590 3360 230 -6.41% 100 336
 10 ADMF 9950 9725 225 -2.26% 277400 2709847

 1 UNVR 48500 49450 950 1.96% 1194200 58671207
 2 ITMG 20000 20425 425 2.13% 2264500 46276855
 3 TKIM 10325 10550 225 2.18% 623700 6526072
 4 CITA 1365 1550 185 13.55% 20100 27460
 5 ISAT 2550 2730 180 7.06% 11929500 32471016
 6 MEGA 5725 5900 175 3.06% 3800 19252
 7 UNTR 25450 25625 175 0.69% 2654400 67748187
 8 TCPI 4380 4550 170 3.88% 3286000 15757553
 9 MTPS 600 750 150 25.00% 1227600 920700
 10 EXCL 2670 2820 150 5.62% 31323800 88458615

金融与经济发展研
究机构经济学家Bhima 
Y u d h i s t i r a称，鉴于
目前的情况发展，尤
其有些变数与预期不
符，建议政府修正国
家预算。

Bhima在日前说：“
我认为有必要修正补

贴预算，不是因为油
价的变数，而是油价
已 攀 升 到 每 桶 7 0 美
元以上。作为最大变
数的盾币汇率涨幅却
超过国家预算宏观假
设。”

他说，盾币汇率眼
下是1美元兑1万4150

盾到1万4200盾左右，
而国家预算中的假设
是1万5 0 0 0盾。但另
一方面近两个月来的
油 价 却 在 上 涨 。 他
说：“我认为依旧需
要国家预算机制的改
变。因为有的宏观假
设偏差太远。”

目前政府继续监控
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
波动，确保2019年预
算的管理过程符合预
期。尤其不久前能源
与矿物资源部已经改
变3公斤装补贴液化石

油气的制定。
财 政 部 国 家 预 算

编 制 处 主 任 K u n t a 
Wibawa Dasa Nugraha
称，除了进行监控，
政府已准备情况的模
拟，以防范油价波动
的后果，包括其对能
源补贴数额的影响。

能 源 与 矿 物 资 源
部改变补贴液化石油
气 的 制 定 后 ， 预 计
补贴额将减少4 . 3兆
盾。Kunta本人没有具
体说明其数额。

来自能源与矿物资

源部的信息称，3公斤
装液化石油气的基准价
格的规定，是基于适用
于相关月份的市场指数
价格（HIP），再加上
分销成本和利润。

在 2 0 1 9 年国家预
算中，3公斤装液化
石油气补贴分配设定
为700万吨。201 9年
液化石油气补贴分配
达69 . 6兆盾。K u n t a
说：“其分配仍根据
国家预算上限。但落
实的可能会更高或更
低。”（xf）

盾币汇率和油价与宏观假设不符

Indef:政府需要修正2019年国家预算
【印尼文版商报雅加达讯】由于盾

币汇率和油价与宏观假设不符，

金融与经济发展研究机构（In-

def）建议政府修正2019年国家预算

（APBN）。

【本报讯】周五
（12/ 4）综合指数
在闭市时下落。早盘
结束时，综指上升
4.91点或0.07%，报
收于6415.08。但在
下午收盘时，却下落
4.300点或-0.07%
，报收于6405 . 8 6 6
点。LQ-45指数上升
0.501或0.05%，报
1008.466点。

亚洲股市上下不
一；日本指数上升
159.56点或0.73%，
报218 7 0 . 5 6；香港
指数上升70.31点或
0.24%，报29909.76
；上海指数下落1.34
点或- 0 . 0 4 %，报
3188.63；海峡时报
指数上升1 . 1 6点或
0.03%，报3331.98。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
共发生40万7413次，
有170亿2349万3642
份股票易手，总值12
兆3502亿747万7311
盾。涨价的股有158
种，落价的股有232
种，243股持平。

 外资净售1兆
475亿7000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当中：U N V R (联
合利华公司股）涨
价9 5 0盾，现价4万
9 4 5 0盾； I TM G (印
多矿业公司股)涨价
425盾，现价2万425
盾； T K I M（ T j i w i 
K im i a造纸厂股）涨
价2 2 5盾，现价1万
550盾；CITA（Citra 
Minera l股）涨价185
盾，现价1550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SCCO（Supreme 
Cable 股）落价
9 0 0盾，现价 9 0 0 0
盾 ； R D T X （ R o d a 
V i v a t e x 股 ） 落 价
7 0 0盾，现价 6 5 5 0
盾 ； I N T P ( 印 多 水
泥公司股)落价7 0 0
盾，现价 2万 1 1 0 0
盾；SMGR(锦石水泥
股)落价650盾，现价
1万3000盾。

盾币增值19点
周 五 ， 彭 博 美

元 指 数 收 市 ， 1 美
元 以 1 4 1 2 0 盾 中
间 价 结 束 ， 比 先
前 价 以 1 4 1 3 9 盾
中 间 价 ， 盾 币 增
值 1 9 点。（ a s p ）

综合指数下落4至6405.866点
1美元兑14120盾

中亚银行推出BCA Mobile开户功能

中亚银行（BCA）推出通过 BCA mobile开设账户纲领。数字化转型鼓励BCA继续进
行创新，此外，通过使用BCA mobile设备，客户无需到BCA分行开设账户。图为：
中亚银行董事总经理 赵时建 Jahja Setiatmadja (中)，董事副总经理Armand Wahyudi 
Hartono (左) 与董事经理Santoso于周四在雅加达推出”通过BCA mobile开设账户时
合影。isb／max manuhutu

【本报Mu h a mm a d 
Maan报道】利用目前成
为趋势的数字转型，中
亚银行（PT Bank Cen-
tral Asia Tbk.，股代号
BBCA）推出BCA Mo-
bi le应用的开户功能。
希望该功能对没有时间
去分行的客户成为选项
替代之一。

周四（11/4），中
亚银行董事总经理Jahja 
Set iaatmadja在雅加达
推出该应用的新功能间
隙时对记者称，数字转
型推动银行业向民众特
别是客户提供更好的效

率和方便。
“此前要开户的民

众与客户必须去中亚
银行分行并携带一些
文件。现在，透过BCA 
Mobile应用，开户越来
越方便，因客户仅需要
下载该应用，并在主页
选择开启新帐户的功
能。”

Jah j a接着说，无需
到该银行的分行，客户
只能在手上完成交易。
他称，目前现在时间变
得非常宝贵，并银行业
必须能优化使用数字为
支持民众和客户更具生

产性和高效。
他 称 ， 为 了 在 该

应用开户，在主页选
择开启新帐户的功能
后，客户和潜在客户
将被引导选择该银行
帐户产品。共有可打
开的三个储蓄产品，
包括Tahapan、Tahapan 
Gold与Tahapan Xpre-
si。

“透过BCA Mobile应
用开户，也优先无卡，
客户不需拥有实体卡进
行交易。希望该应用的
容易可满足客户的交易
需要。”（译asp）

为迎接58周年纪念，雅加达地方建设银行（雅京银行/Bank DKI）向来自各基金会和
孤儿院的580名孤儿透过zakat管理单位发援助金，总额达2亿9000万盾。图为雅加达
地方经营公司董事执行主任 Riyadi（右二）、雅京中区市长 Bayu Meghantara(左二)、
雅京银行董事总经理 Wahyu Widodo（右一），以及其他雅京银行监事局和董事局在
雅加达庆祝该银行58周年纪念活动系列时合照。（本报Hermawan摄/译asp）

雅京银行58周年纪念

第二部 成功创业 滨口隆则著

51

第2要项 商品力的29 Cuts
“商品力的29 Cuts”意即让商品

发光的29个切口。
钻石为何如此耀眼？全是因为切工

使然，钻石有所谓的明亮式切割(Bril-
liant Cut)，透过精密计算后的切工处
理，钻石会化身为光灿夺目的58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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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资本支出将
用于提高正在运营的工
厂的生产能力。阿斯特拉
零部件公司经理宛尼.威
查亚（Wanny Wijaya）
称，“我们优先使用于增
加新产品。”

阿斯特拉零部件公司
正计划，将偿还2019年
8月11日到期的2016年B
系列3500亿盾中期票据
（medium term notes）

，每年9%的票息率。
作 为 偿 还 中 期 票 据

的资金来自运营现款。
阿斯特拉零部件公司没
计划再寻求新借贷。今
年，阿斯特拉零部件公
司因乐观态度而拨出资
本支出。虽没谈及确定
的指标，阿斯特拉零部
件公司经理部有信心，
今年业绩增长率能高于
平均工业。

阿 斯 特 拉 零 部 件 公
司的策略之一，是加强
售后服务的市场或非厂
方零售。阿斯特拉零部
件公司预测，国内的摩
托车市场在7000万辆以
上，而汽车市场在1000
万辆以上。

阿斯特拉零部件公司
总经理翰达尼.苏尔卡
纳恩.沙林（Hamndhan i 
Dzulkarnaen Salim）称， 
“这将成为我们在国内市
场的焦点。”

因此，阿斯特拉零部
件公司对印尼机动车业协
会（Gaikindo）或者印尼
摩托车业协会（AISI）增

长停滞预期不感到忧心。
预测Gaikindo 今年销

售大约110万辆和AISI预
测今年摩托车销售达到
630万辆。

阿斯特拉零部件公司
也计划，增加供应工厂
的零部件种类或者是原
始设备生产商（OEM）。
阿斯特拉零部件公司将
供应丰田（Toyota）、本
田（Honda）和其它品牌
的零部件。

不但如此，阿斯特拉
零部件公司也准备提高
东南亚区的出口市场，
预计2019年的出口销售
占总收入的7%。(sl)

【本报讯】今年1月和 
3月为A1栋和A2栋举行封
顶仪式之后，Pollux Barelang 
Megasuperblok开发商(Pollux 
Habibie International)于周
三(4月10日)在巴淡Swiss-
Belhotel Harbour Bay再举行
Meisterstadt Batam巨型超级
块A3栋的封顶仪式。

Pollux Barelang Megasuperblok 
开发商是 Pol lux Proper t i 
Indonesia公司与我国第三任总
统哈比比 (BJ Habibie) 大家
庭合作公司。

Pollux Properti Indonesia
公司董事长Po Sun Kok称，
象征性为Meisterstadt Batam
公寓A3栋主持封顶仪式，
同时举行VVIP投资者聚集。

“与A2栋一样，A3栋
也继A2一个月后举行封顶
仪式，这是我们承诺，将
按照预定的时间表，兴建
Meisterstadt Batam巨型超
级块”他这么说。

与此同时，Pollux Properti 
Indonesia公司市场营销经理
Maikel Tanuwidjaya称，除
了举行封顶仪式，当时也

讲解产品知识，为最新公
寓A5栋是第4栋顶层公寓的
概念。

“该栋是Meis t e r s t ad t 
B a t a m 第 一 阶 段 的 部
分，并成为Mei s t e r s t a d t 
Batam杰作，A5栋公寓共
有385个单位住房。”他
如斯说。

Me i s t e r s t a d t  B a t am
公寓占地9公顷。该工程
共有11座摩天大楼，其中
8栋公寓共有6500个单位
房、1家酒店、1家国际医
院、购物中心、商店，以
及1家办公楼计划建筑物
高100层楼。公司已准备
投资金11兆盾，来开发该

工程。
Pollux Habibie International

名誉董事长Ilham Akbar 
Habibie称，开发Meisterstadt 
Batam是根据德国标准城
市进步的概念，可以从建
筑的构成与一些房地产项
目相结合，尤其办公室和
医院。( lcm)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
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量
提升，今年化妆品工业
定下增长9%指标。以上
增长空间，离不开民众开
始注意身体护理产品成为
日用品。

工业部医药化学工业
和纺织业总署长阿赫玛
德．西吉特(Achmad Sigit 
Dwiwahjono)称，“我们
定下今年化妆品工业可以
增长9%。何况，我国是
潜在的化妆品市场之一，
以致对计划扩展该业务的
生产商很有前途。”

他表示，工业部将持
续推动国内化妆品工业发
展，以能在全球市场竞
争。2017年，国家化妆品

的出口额达到5亿1699万
美元，比2016年4亿7030
万美元提高16%。

他透露，我国化妆品工
业有逾760家公司，95%
是中小型工业(IKM)。“
从中型和大型工业，有一
些产品已出口到东盟、非
洲、中东和其他国家。”
他这么说。

他 说 ， 工 业 部 正 在
聚焦于履行各种措施为
提高化妆品工业的竞争
力，通过各种纲领和战
略政策加强该部门的结
构。例如，随着进入工业
4.0年代，转型使用数字

技术来创造国内更高的
附加价值。

“应用数字技术和情
报，从消费者层面的生产
和分销过程，变化消费者
品味和生活方式，当然将
提供新机会为能提高工业
竞争力。”他这么说。

此前，工业部长艾尔
朗卡(Airlangga Hartarto)
称，我国是相当大的化妆
品市场之一，该业务的前
景非常明朗。国内市场的
潜力，其中千禧年一代人
口持续增加。

“目前，该妇女主要必
需品已成为化妆品工业的

重要目标。此外，随着时
代的变迁，化妆品也开始
瞄准男士和儿童市场。”
他如斯说。

他说，其他的潜力，是
民众趋于使用天然产品，
以致开放机会出现天然原
料的化妆品，例如巴厘生
产的水疗产品。“该水疗
产品吸引了外游，较好的
品牌，希望国家化妆品会
达到成功之路，如南韩的
化妆品。”他这么说。

部长肯定，从原料方
面，我国具有更多优点，
通过多种来自陆地和海洋
的各种生物。(lcm)

【Ko n t a n雅加达讯】
Jembo Cable Company公司
定下指标，今年净销售增
长10%。尤其是在电线销
售，Jembo Cable Company
公司定下2.8兆盾的指标。

但Jembo Cable Company
公司只敢定下今年净利停
滞的指标。该公司预测，
政治年势头将影响账面利
润业绩低下。

俾能达致今年的业绩指
标，Jembo Cable Company
公司计划，将扩展市场和
压低支出。Jembo Cable 
Company公司经理安东尼.贝
纳迪（Antonius Benady）
称，“尤其是生产程序和使
用的原料。”

根据Jembo Cable Company
公司内部载录，电线原料
70%至80%是国产品，其
余从国外供应商采购。

Jembo Cable Company
公司为达到销售同步增长策
略，准备拨出300亿盾资本
支出，该预算供维修机器，
因数台生产机器已呈老龄。

今年，Jembo Cab l e 
Company公司的工厂产量
仍与去年相同，该公司工
厂座落于万丹（Banten）
丹格朗，年产1万吨铜芯电
线、1万5000吨铝芯电线和
200万公里光纤电线。

2 0 1 9 年 净 利 停 滞 ，
并 不 会 令 人 惊 异 ， 去
年，Jembo Cable Company
公司净利不如净销售高。
如果计算起来，净销售同
比提高47.25%成为3.21
兆盾，但净利仅同比提高

6.09%成为884.3亿盾。
 Jembo Cable Company公

司经理部解释说，去年销
售是由原料和电线组成，
如果只计算电线销售的
话，去年的总收入增长大
约为36%。“只剩下销售
原料，事实上，也不能被
称作销售，但按照条例，
必须记载成为销售。”

因此，Jembo Cable 
Company公司去年的净销
售仍显著提高。而Jembo 
Cable Company公司净利
仅提高1位数。(sl)

阿斯特拉零部件计划

拨8000亿盾资金提高产能
【Kontan雅加达讯】今年，阿斯特拉零

部件(Astra Autopart)公司仍将扩展业务，

该制造机动车零部件企业计划，将拨

出8000亿盾的资本支出（capex)。

Pollux Barelang开发商 

为巴淡Meisterstadt巨型超级块举行封顶仪式

国内外市场需求量提升 化妆品工业预期今年增长9%

Pollux Properties Group董事长Po Sun Kok(右5)、Pollux Properti Indonesia公司首席执行官Nico Po 
(右3) 和管理人员，在巴淡象征性主持Meisterstadt Batam公寓A3栋的封顶仪式。

(商报/Muhammad Maan摄)

【Ko n t a n雅加达讯】 
今年，Kino Indonesia公司准
备调拨2500亿盾至3000亿盾
的资本支出，以提高有高增
长潜力的产品，其中之一是
Ellips护发维他命。

根据Kino Indonesia公司
记载，Ellips被归列入身体
护理产品类，在国内或者
是国外相当畅销。

Kino Indonesia公司经理布
迪.穆里约诺（Budi Muljono）
对记者解释说，“我们获得
东南亚、东亚至其它洲区营
销需求，”

当然，Kino Indonesia公
司并不单只聚焦于Ellips而
已，Kino Indonesia公司将
推动所有的生产线，该公
司定下指标，今年，将提
高30%的销售同比和60%

的净利同比。
作为比较，去年，Kino 

Indonesia公司销售比2017年
增长14.24%，成为3.61兆
盾，身体护理产品占最大份
额，至1.81兆盾，与此同
时，去年净利比2017年提高
35.98%成为1501.5亿盾。

布 迪 声 称 ， 如 普 遍 的
消费品工业商一样，Kino 
Indonesia公司也希望能在斋
戒月（Ramadan）契机，获
得更高的销售额。“这时，
对消费产品来说，是旺季
（high season）。”

为能防范斋戒月产品需
求剧升情形，Kino Indonesia
公司已提高产量，成为产
量提高目标的产品，是轻
型食品和饮料，全部是已有
的产品。(sl)

陈明立为廉价大米义卖

主持开幕式

图示 : 印尼团结党中央理事会总主席陈明立(右) 与 Kartini 
印尼团结党主席 Liliana Tanaja Tanoesoedibjo(右二)于周五在雅
加达南区Manggarai区与民众在廉价义卖活动中的情景。

(商报/Max Manuhutu摄)

【本报讯】印尼团结党
（Perindo ）于4月12日在
全国的514个县/市区同步
举行义卖会。印尼团结党
中央理事会总主席陈明立
(Hary Tanoesoedibjo)表示
廉价义卖同步举行旨在通
过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基本
商品来帮助民众。

陈明立于周五（12日）
说：“ 今天，在印尼所有
县/市区同步举行廉价义
卖会，在每个地方的数量
较大，或大约40万公斤或
总共400吨。”

陈明立进一步说，这项
廉价义卖活动已经自两年

前在全印尼举行。他在雅
加达南区Manggarai区与民
众举行的Perindo全国同步
廉价义卖活动中称：“此
项行动是Perindo对民众的
关心形式。我们都知道，
主食需求是绝对的，所以
以展开廉价义卖活动，民
众会获得援助。

Kartini印尼团结党主席 
Liliana Tanaja Tanoesoedibjo
说，Perindo全国同步举行
廉价义卖活动是政党纲领
之一，主要为协助人民，
特别是贫民。她进一步
说：“减轻人民负担总是
我们的目的。” (Max)

Jembo Cable定下指标

今年净销售增长10%

KINO计划调拨

3000亿盾资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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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中国驻印
尼大使馆的大力支持和帮
助下，在雅加达华文教育
协调机构的积极努力下，
印尼汉语教学工作得到进
一步发展。奖学金申请人
数越来越多，汉语考试人
数也逐年增长，2018年
印尼全国近一万八千名考
生参加HSK汉语考试。为
进一步深入了解印尼当地
的华文教育工作，促进印
中两国的交流和发展，中
国驻印尼大使馆邀请雅协
一同走访巴布亚省、山口
洋和坤甸。巴布亚省教育
厅、丹戎布拉大学孔子学
院、山口洋市教育局高度
重视本次来访工作，热情

接待并与工作组开展务实
交流。走访期间，工作组
与华文教师座谈，实地考
察华文学校，并慰问志愿
者教师。

4月7日至11日，中国
驻印尼大使馆文化教育处
周斌参赞，李琛秘书，雅
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执
行主席蔡昌杰等一行五人
深入教学一线对山口洋、
坤甸和巴布亚省进行走
访，实地考察并了解当地
的华文教育工作情况。

4月8日下午，山口洋
市政府领导及各学校领
导热情接待了中国驻印
尼使馆官员和雅协领导
及老师，并一同出席近

50人华文教育工作座谈
会。山口洋市教育局局长
秘书HELMI FAUZI代表局
长致辞、秘书处SLAMET 
AZIZ出席会议。

座谈会结束后，周斌参
赞来到教师联谊会慰问多
年华文教育工作的黄锦陵
先生。接着，周斌参赞一
行在陈威昭校长、刘小红
校长、吴德顺校长、Dedi
校长和李振福校长的陪同
下，走访了九所学校。

4月9日，周斌参赞一
行特意来到丹绒不拉孔子
学院，一起看望远到印尼
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的院长
和中国汉语教师志愿者
们，亲切问候老师们的工

作和生活情况，希望大家
在印尼努力工作，为印尼
汉语教学的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丹戎布拉大学文
学院院长玛多诺和印尼方
院长陈佩英对周斌参赞一
行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4月9日当晚，周斌参
赞一行不辞辛劳继续飞往
巴布亚，邓顺利先生和巴
布亚省教育厅对周斌参赞
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厅长ELLY WONDA
召集该省教育部门、文化
部门、艺术部门、教材部
门等多个部门领导一起座
谈。厅长ELLY WONDA
对巴布亚省的文化教育、
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等方

面进行介绍，希望使馆和
雅协能在教师培训、交换
生和奖学金方面给予支
持。之后，走访圣道学校
和国立中专二校。

周斌参赞代表中华人
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馆对
山口洋市政府官员、巴布
亚省政府官员以及坤甸丹
戎布拉孔子学院的热情接
待表示感谢，并对学校开
展的华文教育工作、汉语
教学和所取得的成绩给予
肯定和赞赏。周斌参赞
表示，可以提供一定名额
的奖学金。同时，希望能
通过华文教育工作促进印
中两国政治互信，经济互
利，人文互通，共同促进

印中两国之间的交流与
发展。也希望此次来访能
为华文教育、汉语教学的
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和支持，希望各学校在中
国驻印尼大使馆和雅协的
帮助下继续推动好华文教
育、汉语教学工作，为促
进两国的友好交流发展贡
献自己的力量。

雅 协 主 席 蔡 昌 杰 表
示，希望以后能通过各地
区HSK汉语考试工作，“
汉语桥”比赛等工作，并
在教师培训、冬夏令营等
方面尽可能地为大家提供
机会，希望一起努力共同
助力印尼各地区华文教育
的发展。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邀请雅协一同出访

了解并开展华文教育工作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领导、雅协领导与巴布亚省教育厅领导合影 周斌参赞一行与巴布亚省教育厅各部门领导座谈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领导率雅协团队走访巴布亚学校

周斌参赞邀请雅协走访山口洋学校 周斌参赞与巴布亚省教育厅厅长互赠纪念品 走访山口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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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将访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2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宣布，应中国国务委员
兼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日本外相河
野太郎将于4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
行正式访问。

陆慷说，其间，王毅国务委员
兼外长将同河野外相共同主持第
五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两国经
济等部门负责人参加。双方还将
共同出席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
开幕式。

中方：希望看到朝鲜半岛对话势头保持
并深入推进下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2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希望看到朝
鲜半岛对话势头能够保持并深入推
进下去。

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
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时表示，愿
意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
第三次会晤，对阶段性无核化方
案持开放态度，并称不会增加制
裁，但制裁会继续。中方对此有
何评论？

陆 慷 表 示 ， 中 方 注 意 到 文 在
寅 总 统 访 美 期 间 ， 与 特 朗 普 总
统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意见。
延续朝鲜半岛对话缓和势头，推
动和谈进程不断取得进展，符合
有关各方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
遍期待。

香港入境处料复活节假期
610万人次出入香港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入
境处）1 2日预计，今年复活节假
期，即4月18日至22日，约有610
万人次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
香港。

入境处预期的人次包括香港居
民及访客，当中约79%，即约480
万人次为旅客，会经各陆路边境管
制站进出香港。入境处预计陆路出
境高峰期为4月19日，出境人次达
65.7万，入境高峰期为4月21日，
入境人次达55.2万。罗湖将会是最
繁忙的管制站，估计期间约有154
万人次进出香港，即每日平均约
30.9万人次。落马洲支线及深圳湾
管制站的客流也会非常繁忙，预计
期间每日平均分别约有19.2万及15
万人次出入境。

习 近 平 表 示 ， 你
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
第十四届一次会议上
再次被推举为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
务委员会委员长，这
体现了朝鲜党和人民
对你的信任和拥护。
我谨向你致以热烈的

祝贺和诚挚的祝愿。
我们高兴地看到，近
年来，在委员长同志
领导下，朝鲜经济社
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
果，社会主义事业进
入新的历史阶段。我
相信，在委员长同志
确定的新战略路线指

引下，朝鲜人民一定
会在国家建设与发展
的各项事业中取得新
的更大成就。

习 近 平 指 出 ， 中
朝两国是山水相连的
友好邻邦。我高度重
视中朝传统友好合作
关系。去年以来，我
同委员长同志四次会
晤，达成一系列重要
共识，共同掀开了中
朝 关 系 新 的 篇 章 。
我愿同委员长同志一
道 ， 以 两 国 建 交 7 0

周年为契机，推动中
朝关系进一步向前发

展，更好造福两国和
两国人民。

【中新社12日讯】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当地时间11日下午
在杜布罗夫尼克会见
出席中国—中东欧国
家（“16+1”）领导
人会晤的捷克总理巴
比什。

李 克 强 表 示 ， 今
年适逢中捷建交70周
年。中方愿同捷方增
进政治互信，扩大务
实合作，加强人文交
流。两国务实合作有
着70年的传统。中方
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
业按照欧盟规则、标
准，参与捷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愿同捷方探索
新的合作方式，共同
为促进贸易平衡作出努
力。继续推进两国工
业、核能等领域的务

实合作。希望双方为两
国企业赴对方国家投资
兴业创造公平公正的营
商环境。期待捷方在促
进中欧合作方面发挥建
设性作用。

巴比什表示，捷中
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欢
迎中方扩大对捷投资，

继续推进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能源等各领域务
实合作。扩大文化旅游
合作和人文交流。期待
捷中在“16+1”框架
下加强合作，为推动欧
中关系向前发展作出贡
献。王毅、何立峰参加
会见。

【中新社12日讯】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八次委员长会议12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栗战书委员长
主持。会议决定，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次会议4月20日至23日
在北京举行。

委员长会议建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法
官法修订草案、检察
官法修订草案、证券
法修订草案、民法典
物权编草案、民法典
人格权编草案、药品
管理法修订草案、疫
苗管理法草案；审议
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
建筑法等9部法律的修
正案草案的议案。

委 员 长 会 议 建 议
的议程还有：审议国
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
准《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巴巴多斯关于刑事
司法协助的条约》的

议案、《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阿塞拜疆共和
国关于移管被判刑人
的条约》的议案；审
议国务院关于201 8年
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
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
告、关于医师队伍管
理情况和执业医师法
实施情况的报告、关
于乡村产业发展情况
的报告；审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研究处理
对解决执行难工作情
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报

告；审议全国人大常
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审
议有关任免案等。

委员长会议审议通
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9年度工作要点和立
法、监督工作计划，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
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制度的意见》五
年规划。

【 中 新 社 1 2 日
讯】重庆市与台湾彰
化县的2 8对乡镇村
里、社区、农会、妇
女组织12日在重庆缔
结友好关系。结对双
方将推动两地开展多
内容、多形式交流活
动，促进渝台经贸、
文化等领域进行深入
持久合作。

4月8日至18日，第
七届渝台基层乡镇交
流活动在重庆举办，
来自台湾彰化县9个
乡镇市的基层代表近
20 0人分6个参访团
赴重庆参访。参访团
成员九成以上首次到
重庆。在渝期间，6
个参访团分别前往重
庆渝中区、万州区、
涪陵区等14个区县参
访，了解重庆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感受重
庆历史文化，考察重
庆基层乡镇为民服务
和美丽乡村建设。

参访团1 2日与重
庆部分区县代表举行
渝台基层乡镇交流座

谈会。赴渝参访的台
湾参访团总团长周明
亚说，他1995年第一
次来重庆，如今已是
第20次到重庆。重庆
从曾经到处都是“棒
棒军”，到现在放眼
望去全是高楼大厦，
直辖让重庆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虽然彰
化县是台湾面积最小
的县，但中小企业数
量却在台湾所有县市
中排第三。重庆与台
湾有很多可以相互学
习借鉴的地方。希望
透过走访，加深彼此
认识，推动两地交流
合作。

截至目前，重庆与
台湾彰化县已有324
对乡镇社区及协会缔
结友好。重庆市委台
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两地基层乡镇通过结
对交流互动，加深了
了解、增进了友谊、
促进了融合，希望结
对双方共同推动渝台
基层交流与合作深入
开展。

习近平电贺金正恩

再次就任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中新社12日讯】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12日致电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祝贺他再次被推举为朝鲜国务委

员会委员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资料图）

李克强会见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杜布罗夫尼克会见出席
中国—中东欧国家（“16+1”）领导人会晤的捷克
总理巴比什。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将于4月20日至23日举行

4月1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委员长
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

第七届渝台基层乡镇

交流活动在重庆举办

第七届渝台基层乡镇交流座谈会。

东风本田第三工厂
在武汉建成投产

随着一辆CR-V从生产线上缓缓驶
出，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风本田）第三工厂12日正式
宣布建成投产。

东风本田第三工厂位于武汉经济
技术开发区硃山湖畔，占地面积约
98.3万平方米（一期建成），年产
能达到12万台，并达到新能源汽车
生产条件。

据 东 风 汽 车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董
事长、党委书记竺延风介绍，东
风本田第三工厂是一座制造工艺
全球领先的绿色化、智能化、柔
性化工厂，有效提升了东风本田
的产能规模，满足了东风本田发
展新能源汽车及未来转型升级需
要，是开启东风本田成为百万辆
级车企的支柱。

3月份北京CPI同比上涨1.9% 
菜价同比涨近两成

今年3月份，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同比上涨1.9%。其中，食品
价格同比上涨5.0%，影响CPI上涨
0.78个百分点，尤其是鲜菜价格同
比上涨19.0%，影响CPI上涨约0.39
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12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3月，北京
CPI同比上涨1.8%。3月份，北京CPI
同比上涨1.9%，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个百分点，八大类价格同比六升
两降。

赣州港至广州港
首列“三同”出口班列开行

12日,装载南康木家具的赣州港
至广州港首列“三同”（同港、同
价、同效）出口班列从赣州港发
车，这是赣州港从2018年全国首创
开行“三同”班列以来，首次开行
至广州港的“三同”出口班列。

　　铁路部门开行中欧亚班列，
推动赣州、南康加快融入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实现南康家具“木
材买全球、家具卖全球”的千亿产
业集群，扩大“双向开放”效应。

【 中 新 社 1 2 日
讯】中国海关总署12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今年一季度中美
双边贸易额为8158.6
亿元（人民币，下
同），同比下降11%
。其中，中国对美国
出口额下降3.7%，
进口额下降28.3%。

另据海关总署统
计，3月当月中美双边
贸易额2913.5亿元，
同比增长0.1%，其中
出口额增长10.6%，
进口额下降21%。

在中美贸易额缩
水的同时，中国与欧
盟、东盟、日本等主
要贸易伙伴贸易额均

保持增长。一季度，
中国与欧盟进出口总
额1.11万亿元，增长
11.5%；与东盟贸易
总值9345.5亿元，增
长8.1%；中日贸易
总值5055.5亿元，增
长3.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
人李魁文在当天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称，
过去一段时间，中
国密切关注中美经贸
摩擦走势，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降低企业成
本，稳定企业信心。
总体来看，中美经贸
摩擦给企业经营带来
了一定影响，但“总
体可控”。

【中新社12日讯】
中国央行12日发布最
新金融统计数据，多
项关键数据表现均超
市场预期。

今年一季度，中国
新增人民币贷款5.81万
亿元，同比多增9526亿
元人民币；其中3月份
新增人民币贷款1.69万
亿元。

同期，社会融资规
模增量累计为8.18万亿
元，比上年同期多2.34
万亿元；其中，对实体
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
增加6.29万亿元。3月
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208.41万亿元，同比
大幅增长10. 7%，为
2018年9月以来的最快
增速。

在社会融资规模企
稳回升的同时，广义货
币（M2）增速也从此
前8%的历史最低水平
逐渐回升，3月末M2余
额188.94万亿元，同比
增长8.6%，增速分别
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

0.6个和0.4个百分点。
连续保持低速增长

的狭义货币（M1）余
额在3月末也达到54.76
万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4.6%，增速比上月末
高2.6个百分点，远超
市场预期。

银行工作人员正计算人民币

一季度中美贸易额同比降11%

中方：影响总体可控

李魁文

中国一季度金融数据超市场预期

新增人民币贷款5.81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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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原因仍在调查

棉兰三层店屋发生爆炸致两死十伤

发生爆炸的烤扇贝店
隔壁家的两名10岁和2岁
小孩不幸死亡。烤扇贝
店老板和老板娘严重烧
伤。

棉兰市警长 D a d a n g 
Hartanto在事发现场接受
记者采访时称，造成爆炸
的确切原因仍有待调查。

国营石油公司工作人员称
事发现场空气中还弥漫着
煤气的味道。

苏北省警长Agus An-
drianto在视察爆炸现场时
说：“初步勘察结果显
示，有可能由煤气罐和国
营石油公司煤气泄漏所
致。”（cx）

【棉兰4月12日综合讯】本周四晚上18

时许，北苏门答腊省棉兰市Medan Petisah

区Sekip村Kruing街一间三层店屋发生巨大

爆炸，疑似由煤气泄漏导致，造成4间店

屋受损和12个人死伤。

致一死三伤

雅京外环高速公路发生连环车祸

【雅加达4月12日综合
讯】雅加达外环高速公路
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
涉及的车辆4辆车，造成一
人死亡和三人受伤。

本周五，南丹格朗市
警察署交通单位主任Lalu 
Hedwin对记者说：“一个
名叫Lia Sagita的女子在车

祸中死亡和3个人受伤。”
这起车祸发生在中午12

时10分左右。Lalu称车祸原
因仍在调查中。

遇难者是车牌号码B-2029-
-BKW铃木Ertiga司机。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4辆
汽车被撞得稀巴烂，零件
散落一地。（cx）

【雅加达4月12日讯】
东爪哇省谏义里市临时老
师Budi Hartanto（28岁）
被分尸案两名凶手已被警
方抓获。本周五（4月12
日），东爪省警察署发言
人Frans Barung Mangera
说：“昨晚，两个嫌犯AJ
和AP在雅加达和谏义里被

逮住。”
Barung称，两名嫌犯是

遇害者的好友。他们之间
有不可告人的关系。

警方也已找到尸首。
警方是在东爪哇省谏义
里某处地下找到遇害者
的脑袋的。3月4日，遇
害者的遗体在勿里达县

Karanggondang村河边桥
下被发现，被装进一个
行李箱里。一名当地村
民在河边拔野草的时候
看见一个行李箱，走近
后，看见行李箱里露出
一条人腿。

但警方至今还未找到凶
器。（cx）

印尼水泥公司举行#MembangunKebaikan研讨会，这项活动作为社交媒体积极分子和大
学生的一个分享经验和想法的地方。通过这项活动，印尼水泥公司希望大学生和网
民能够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这项活动由来自东爪省锦石，泗水，南望安，厨闽，
新埠头和茉莉芬的150名参与者参加。图示 : 印尼水泥公司公关局局长Sigit Wahono(
右)，旅行作家 Trinity (左二)  Info Gresik创始人Muhammad Irwan 于周四在印尼水泥国际
大学举行研讨会时与 一位讨论参与者谈话的情景。（isb/ max manuhutu）

谏义里分尸案 两名凶手被抓获印尼水泥公司举办#MembangunKebaikan研讨会

【 雅 加 达 4 月 1 1 日
讯】本周四早上 9时 3 0
分 左 右 ， 两 个 骑 摩 托
车 的 男 子 在 雅 加 达 南
区P a s a r  M i n g g u街铁
路口被火车撞死。两个
死者S y a h r u n  N i a m和
A g u s  Y u l i a n t o是国军
成员。

该男子骑摩托车闯铁
路口栏杆。 S y a h r u n 骑
摩 托 车 载 着 A g u s 强 闯
铁路口栏杆，连车带人
被火车拖行2 5米远，两
人当场惨死。

本 周 四 ， 雅 加 达 南
区 交 通 单 位 主 任 D e n i 
S e t i a w a n 在 事 发 现 场

对记者说：“其中一个
人被撞成好几段，另外
一人尸体还完整。”

通 勤 列 车 公 司 （ P T 
K C I ） 企 业 传 讯 副 经 理
An n e  P u r b a呼吁道路使
用者一定要注意交通安
全、遵守交通规则、勿
闯铁路口栏杆。（cx）

强闯铁路口栏杆 两名军人被火车撞死

【勿加西4月11日综合
讯】一位名叫安妮沙的3
岁女童在勿加西市西勿加
西区Bintara Jaya III街清
真寺前被陌生人拐走了，
家属分发寻人启事。

本周四，安妮沙的母亲
说：“我们是想要在全国
分发寻人启事，希望我的
女儿能够平安回来，即使
拐人者没被抓到，寻人启
事上有电话号码。”

家属在居住小区保安
和居民帮助下分发寻人启
事。

寻人启事上写着安妮沙
的特征，就是短卷发，下
巴上有伤疤。寻人启事上
也留有手机号码。

她说：“我们分发大约
1000张寻人启事。”

除了在公共场所，失踪
女童的家属也在社交媒体

上分发寻人启事。
她 说 ： “ 我 也 在

Wha t sAp p、FBR、NU、
网约车群组上分发寻人
启事。我也在脸书上发
文。”

Bintara 3居住小区保安
人员说，安妮沙失踪案发
生后，展开24小时的保安

巡逻。
安妮沙在本周二早上10

时左右被一名身份不明老
太婆拐走。当时，安妮沙
和外婆在家里，因一个人
在家玩耍太闷，便跑出屋
外。

安 妮 沙 的 外 婆 丝 丽
说：“她跑去清真寺，隔
壁是幼儿园，她喜欢到那
里去玩耍，跑来跑去。我
到清真寺去叫她回家的时
候，我只看到一双拖鞋，
人不见了。”

丝丽到处寻找孙女却无
果。

监控拍下一名穿着蓝色
衣服和戴着红色头巾的老
太婆抱走。

家 属 已 向 勿 加 西 市
警方报案。警方至今仍
在追捕拐走女童的老太
婆。（cx）

勿加西三岁女童被拐走 家属分发寻人启事

本周二，三岁小女孩安妮沙
被陌生人拐走。

【巴淡 4月 1 1 日综合
讯】本周三晚上1 0时左
右，一名马来西亚男子
Kelvin Hong在廖群岛省
巴淡市被一名货币兑换
商Amat Tantoso用刀捅
伤。

据悉，这起捅人案发生
在Harbourbay区Wey-wey

餐厅。他事发前，俩在餐
厅吃饭，两人发生争吵，
该马来西亚男子的左腰被
捅伤。伤势严重，他至今
还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接受
治疗。

Bare lang区警长Hengki
证实确有其事。

捅人者据称是印尼外汇

交易商协会（APVA In-
d o n e s i a ） 会 长 。 警 长
称，Amat捅伤Kelvin后向
警方自首。Kelv in疑因债
务纠纷被Amat捅伤。

从 流 传 出 的 照
片 ， K e l v i n 被 运 至 医
院 ， 刀 子 还 插 在 左 腰
上。（cx）

近日，在中苏拉威西省Sigi县Dolo区Langaleso村庇护所启用仪式间隙，达能专业营养品部门总
裁Connie Ang（右一）与震区孩子们一起玩。印尼达能与非营利组织Aksi Cepat Tanggap（ACT）
合作为96户家庭或超过300名灾民搭建临时庇护所。此临时庇护所也设有诊所、幼儿教育
班、自来水和卫生间、室内儿童玩耍区和公共厨房及清真寺。（商报/HERMAWAN）

【明古鲁罗盘新闻网4
月11日讯】本周二，三名
日本人在明古鲁省Rejang 
Lebong县Bermani Ulu Raya
区Baru Manis村捕捉蝴蝶
和甲虫的时候被移民局执
法人员抓捕。

这 三 位 日 本
人 名 叫 M a s a h i k o 
Yo s h i k awa、Ko b a y a s h i 
Mao和Mamoru Owada。他
们三个被明古鲁省移民局
拘留。

明古鲁省司法人权局局
长Ilham Djaya称，三名日
本人来到Rejang Lebong县
的目的是捕捉昆虫进行研

究。
本 周 四 ， I l h a m 局 长

说：“他们免签证进入印
尼。”

这三名日本人说他们是
日本蝴蝶和甲虫爱好者或
收藏家。其中两人已环游
东南亚来收集蝴蝶和甲虫
标本。

他们三个从万丹省丹
格朗苏哈机场出发前往南
苏门答腊Lubuk Linggau机
场，再搭乘巴士前往明古
鲁省Rejang Lebong县，
然后直接前往Bermani Ulu 
Raya区Baru Manis村。

4月8日，他们三个在

村子捕捉蝴蝶和甲虫进行
研究，第二天被当地执法
人员抓捕，从他们手中起
获塑料瓶、夹紧工具、剪
刀、毛线、用于浸制昆虫
标本的氨水。他们已将捕
捉到的蝴蝶和甲虫烧毁。

Ilham称，Masahiko已来
过明古鲁省Rejang Lebong
县好几次，而Kobayashi和
Mamoru是第一次来到明古
鲁。

这三名日本人被指控违
反2011年第6号移民法第
122条和第75条。

他说：“他们可能会被
遣返回家。”（cx）

【巨港罗盘新闻网4月
11日讯】本周三晚上，南
苏门答腊省Ogan Komer-
ing Ulu（OKU）县Baturaja 
Barat区Sukamaju村一名68
岁老太婆Salbiah在家中被
发现死亡。

警方已将凶手抓获，凶
手是遇害者的亲生儿子，
名叫Akmalud in，现年37
岁。

本周四，O K U县警察
署警官Alex Andr ian
称，事发当天，Sa l b i a h
刚 从 种 植 园 干 活 儿 回
来，看见无子在厨房里
闲坐着，她生气地骂他
懒惰不工作，并拿起一
个盘子往地上摔。

这位不孝子不满被骂怀
恨在心，举起巴冷刀向母
亲脖子砍去。

Salbiah拼着老命种田养
活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
子患有精神病，被拴在家
里。

Akmalud in将母亲杀死
后逃到亲戚家。他在凌晨
2时左右被警察从家中带
走。

嫌犯的行为触犯了刑
事法第338条，或被判死
刑。（cx）

【登巴刹点滴新闻网4
月11日讯】巴厘省Bule-
leng县Singaraja市一所大
学一名女大学生Ni Made 
Serli在租来的房间里被发
现死亡。此前失踪4天。

Serli的闺蜜Meli Tri-
astuti在本周一给她发短
信，一直不回，于是到位
于Banyuasri村Wijayakusu-
ma街的短租旅舍找她。

本周四，Buleleng县警
长Suratno说：“Meli去找
她，发现房门被锁住，
她的摩托车还在。”

Meli在本周四中午1时

进入明古鲁非法捉昆虫

三名日本人被抓或被遣送回国

巨港发生弑母案 逆子将亲母砍死 巴淡货币兑换商疑因债务纠纷捅伤人后自首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巴厘美丽女大学生失踪四天

房间里被发现已死亡

左右带着朋友再去找Ser-
l i，她们闻到从房间里传

出来一股恶口味。
警长说：“她们用一

把放在窗外的钥匙打开房
门，发现她躺在地板上，
尸体已经开始腐烂。”

接警后，当地警方展
开调查，凶手竟然指向
遇害者的好友。

警长解释说：“我们
在短短3个小时内将嫌犯
抓获。嫌犯是遇害者的
好友。”

凶手杀人动机仍待调
查。遇害者的遗体已被
运至Singaraja市医院进
行尸检。（cx）

遇害者生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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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搁置”不等
于终止，美国并未因中
美经贸磋商而停止对台
军售。《时代周刊》的报
道出现后，台湾当局相关
部门立马做出响应。如台
湾“国防部”表示，空军
新式战机采购案，已经向
美方提出“发价书需求信
函”，目前正按计划进行
中，进度正常，媒体报道
并非事实。台湾“外交
部”则表示，台湾向美方
提出采购F-16V战机的“
发价书需求信函”后，
持续与美方保持密切协

调联系，美方正在审查，
并无搁置情形。《时代周
刊》在报道中也引述美国
官员的话称，台湾对于美
方暂缓军售的决定并不担
心，仍然相信中美达成经
贸协议后，美台就能完成
军售。从上述表态看，即
便《时代周刊》的报道属
实，即特朗普政府为了顾
及中国的感受和反应，为
了促成中美经贸协议而暂
时搁置对台军售案，但“
暂时搁置”不是终止，美
国没有任何停止对台军售
的迹象。虽然说中美达成

经贸协议符合两国共同利
益，能够大幅缓解中美近
年来的紧张氛围，但并不
足以促使美国放弃对台军
售。虽然说美国的对台军
售并不足以改变两岸整体
军力对比，美国也明白这
一点，但为了给中国的国
家统一进程制造麻烦和障
碍，美国绝不会轻易停止
对台军售。

其次，此次对台军售
或许恰为美国就经贸问题
向中国施压的“筹码”。
特朗普当选总统前虽无执
政经验，但作为一个老道

的商人，却精于商业谈判
和交易之道。入主白宫之
后，特朗普在对外政策中
常运用交易技巧，将不
相干的议题扯到一起，以
迫使对手在特定议题上做
出让步。此次对台军售案
的推出，也有就经贸磋商
向中国施压之嫌。长期以
来，美国不顾中国的强
烈反对，一直坚持对台军
售。但在1992年美国向
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机
后，迄今为止再未向台湾
出售过先进战机。如今，
在中美经贸磋商进入关键
之际，美国拿对台军售
说事，要向台湾提供66
架先进的F-16V战机，其
时机选择确实耐人寻味。
今年3月初，台湾媒体便
透露了此次军售案情况。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
今年2月底向美国提出“
意向书”，拟花费130亿
美元，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战机，以及相当数
量的坦克。此后不久，美
国“彭博新闻”透露，台
湾之所以向美国提出采购
F-16V战机的“意向书”

，源于特朗普幕僚们的“
鼓动”。美国媒体评论
称，美国此次对台军售与
中美经贸磋商时间重叠，
这可能是美国向中国施压
的“筹码”。

第三，美国已将中国视
为首要竞争对手，未来不仅
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
步，反而可能加大打“台湾
牌”的力度。无论是就特朗
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国防战略》报告而
言，还是从特朗普政府军政
高官的系列言论来看，美
国已经将国家安全战略的重
点从反恐转向应对大国竞
争，且其战略规划中的首要
竞争对手便是中国。在此背
景下，可以预见，美国未来
不仅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做出
让步，如减少或停止对台军
售，降低美台官方人员往来
的规格和频次，反而可能加
大打“台湾牌”的力度。特
朗普政府近年来在台湾问题
上的系列表现，如推出《台
湾旅行法》，推出包含强化
美台防务合作内容的《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推出包
含“美国应定期对台军售”

等内容的《亚洲再保证倡
议法》，均已证明了这一
点。近来，美国参众两院
部分亲台议员先后推出《
台湾保证法》草案，要在
《台湾关系法》、“对台
六项保证”、《台湾旅行
法》、《亚洲再保证倡议
法》等的基础上进一步强
化美台关系，帮助台湾强
化防务能力，提升国际影
响力。凡此表明，在美国
将中国视为首要竞争对手
背景下，美国对中国打“
台湾牌”的意愿和力度呈
现明显加强态势，目的就
是用台湾问题来制衡甚至
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步
伐。

由此可知，虽然近来
中美经贸磋商不断传出好
消息，两国也有望在不远
的将来达成经贸协议，但
这并不会导致美国改变或
弱化其干涉台湾问题的立
场。恰恰相反，系列迹象
表明，美国在加大对中国
打“台湾牌”的力度。
（贾春阳 中国现代国际
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
员。来源：中国网）

美国“搁置”对台军售 一个“筹码”而已？ 文/贾春阳

4月5日，美国《时代周刊》（TIME）杂志网站引述美国匿

名官员的话称，特朗普政府决定暂时搁置向台湾出售F-16V战

机，直到中美两国达成经贸协议。该杂志网站评论称，特朗普

政府的这一决定凸显了美国在与日益强大的中国交往，以及承

诺协助台湾“自卫”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的难度和复杂性。众

所周知，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议题，对台军售

则是美国介入台湾问题、阻挠中国统一、破坏两岸关系的重要

抓手。因此，该报道一出，立马引发各方关注，美国个别官员

甚至猜测,特朗普为了与中国达成经贸协议而改变对台政策。然

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近日，有媒体报道江苏
渭塘镇印发的新版扫黑除
恶宣传资料中将医生列为
中国10大黑心企业之首。4
月10日，中共苏州市相城
区委员会在其官方微信发
布通报，通报表示，渭塘
镇在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宣传发动中，因相
关负责人对宣传资料未严
格把关，造成不良社会影
响。对此，相城区委、区
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
要求渭塘镇党委政府核实
情况，区纪委监委介入调
查，目前，镇委副书记被
免。（4月10日《新京报》
）

在这本宣传册上，医生
被列为黑心企业，而且是黑
心企业之首。不难看出，其
宣传册的内容低劣到了何种
程度。首先来说，医生并非
是企业，从语言规范上来说
是说不通的。其次来说，医
生这个行业和黑社会沾不上
一点关系。这样的宣传册显
然不仅是审查不严的问题，
而是在有些人的心里，确实

把医生、医院黑化了。
医生是一个群体，这个

群体里确实有害群之马。医
院是一个单位，这个单位里
也确实有害群之马。然而，
哪一个群体能是一点问题都
没有的？我们不能因为个别
医生、个别医院出了问题，
而否定一个群体。就像以往
出现的“老人变坏了，坏人
变老了”的说法，明显是在
给群体贴上了歧视标签。我
们必须看到的是医生和医院
救死扶伤是主流。而且，随
着医疗体制的改革，随着管
理监督的严格，医患关系在
逐渐缓解，一批批好医生涌
现出来了。

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
打黑除恶宣传册将医生列为
所谓的黑心企业之首，带来
的社会危害是很严重的。这
会导致医患矛盾的加剧，这
会让人们的看法更加极端，
不利社会和谐环境的营造。

打黑除恶是一项系统工
程，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
可，也是当前重要的一项
工作。然而，一些地方在

打黑除恶的时候却做出了
不少奇葩的事情。比如，
前段时间就出现了将精神
病患者列入打黑对象的尴
尬事情。即便个别医生、
精神病患者确实危害了社
会，可是要搞清楚一个问
题，这些人是黑恶势力
吗？这与我们理解的黑社
会有着本质区别。

让我们担心的是，在打
黑除恶的过程中，一些地方
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黑，什
么是恶。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情？如果连执法部门都搞不
清楚黑恶的意义，那么打黑
除恶不仅不会有益于社会，
反而会危害社会，让人人胆
战心惊，生怕自己一不小心
也被当做“黑恶势力”一扫
而光。

“将医生列为黑心企业
之首”，表面上看只是一
种宣传内容的错误，而实际
上更为可怕的在于执法部门
搞不清楚“黑恶势力”的意
思，就火急火燎地行动起来
了，这样的打黑有点黑。

（来源：红网）

近日，教育部等6部
门联合印发《通知》，
明确不得在开展近视矫
正对外宣传中使用“康
复”“恢复”“治愈”
等误导性表述，不得冒
用中医药名义或者假借
中医药理论、技术欺骗
消费者，谋取不正当利
益。

近 视 茶 、 护 眼 仪 、
能 量 视 光 仪 … … 一 段
时间以来，近视矫正市
场“黑科技”迭出。在
令人眼花缭乱的话术诱
惑 下 ， “ 入 坑 ” 的 家
长着实不少，但具体疗
效，却实在堪忧。有些
机构不仅没有改善孩子
的视力，反而耽误了治
疗预防的最佳时机，有
的甚至对孩子的眼睛造
成了不可逆的伤害。由
于这类机构流动性大，
一旦出了问题就卷包跑
路，难以追查，因而，
舆论呼吁规范视力矫正
市场、严查坑害消费者
的声音不绝于耳。此番

6部门协同发力，及时
回应社会关切，纠偏市
场乱象，值得称赞。

有需求，就有市场。
近些年，随着近视低龄
化 加 剧 ， 如 何 帮 助 孩
子 “ 摘 掉 眼 镜 ” 成 为
许多家长的心头大事。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
初中生和高中生的近视
率 已 超 过 7 0 % ， 居 于
世界第一，远超美国的
2 5 % 。 而 这 背 后 ， 与
不健康的用眼习惯脱不
开干系。在现实中，一
些家长让孩子过早使用
电子设备，耳边哭闹一
起 ， 就 忙 不 迭 搬 来 “
电子保姆”，甚至还非
常自豪地夸奖自家孩子
很小就会无师自通地玩
手机、iP a d。一些学校
也 在 不 断 放 大 电 子 化
的效用，对“互联网+
教育”“电子产品+教
育”热情相拥，授课、
作业就靠一块屏幕。一
边放任孩子过度用眼，
一边出了问题“病急乱

投医”，这种矛盾的状
态投诸于市场之上，便
给了无良商家以可趁之
机。

有 言 道 ， 上 医 治 未
病 。 与 其 迷 信 治 疗 ，
不 如 踏 踏 实 实 科 学 护
眼 。 眼 科 医 生 提 醒 ，
预 防 近 视 最 重 要 的 方
法，莫过于鼓励孩子走
到户外、拥抱大自然，
让目光所及是绿树、蓝
天，欢唱的鸟儿、晶莹
的露珠。在为孩子的视
力下滑愁眉不展之时，
家长与老师能不能先确
保 他 们 有 每 天 户 外 活
动 的 时 间 ？ 如 果 总 是
一 提 起 近 视 就 长 吁 短
叹 、 焦 虑 不 已 ， 一 提
起 户 外 活 动 又 怕 耽 误
功 课 、 磕 着 碰 着 ， 那
防 近 视 问 题 恐 怕 永 远
无 解 。 “ 磨 刀 不 误 砍
柴 工 ” ， 更 加 重 视 孩
子 们 的 用 眼 健 康 ， 才
能 真 正 呵 护 好 孩 子 们
明亮的双眼。

（来源：北京日报）

将医生列为黑心企业之首

打黑宣传岂能如此之黑？ 文/郭元鹏
迷信“治愈”不如踏实护眼 文/项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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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4希望采取共同对策
来解决贸易紧张局势

新兴市场经济体财金首长们周四
呼吁采取共同对策，在一个以规则为
基础的贸易体系内解决目前的贸易紧
张局势。

在24个新兴市场国家(G24)财长所
发布的公报中，官员们表示：“国际
贸易已为全球带来巨大的利益，而且
是G24的重要增长引擎。”

G24表示已准备好加以合作，以建
立“一个现代、开放、基于规则、一
视同仁而且公平的多边贸易体系。”

贸易争执，尤其是美国和中国间
的贸易摩擦等，是导致近来全球经济
增长减缓背后的主因。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称
相信鲍威尔能够成为优秀的美联储主席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
周四表示，他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FED/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有信心，相
信他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美联储主席。

库德洛还表示，白宫目前坚持凯
恩(Herman Cain)作为美联储理事的
候选人。库德洛说，特朗普总统坚持
让凯恩通过参议院的联储理事确认程
序，重申了对凯恩的支持。

欧盟同意延长英国“脱欧”期限至10月底
经过数小时闭门讨论，欧洲理事

会主席图斯克周四午夜举行新闻发布
会说，欧盟27个成员国同意将英国“
脱欧”期限延长至10月31日。“脱
欧”期限延长至10月底意味着英国有
了额外6个月的时间来寻找可能的最
佳解决方案。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随后的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自己坚持认为英国应该
立刻按照协议“脱欧”，并对此前未能
说服议会通过“脱欧”协议而让英国顺
利平稳“脱欧”，感到十分遗憾。

立陶宛首都现一枚重100公斤航弹 
拆弹专家赶赴现场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立陶宛首
都维尔纽斯发现一枚重约100公斤的
航空炸弹。据报道，拆弹专家已赶赴
现场。

据俄卫星网援引当地新闻网站报
道：“当地时间4月12日9时30分，维
尔纽斯发现一枚航空炸弹。据初步消
息，炸弹重约100公斤。”

法德等国愿意
收容滞留马耳他的船民

法国周五表示，法国与其他欧盟国
家愿意收容滞留在马耳他的60多名船
民。这些船民受困在马耳他外海的一艘
德国救援船上，马耳他当局拒绝让他们
登陆。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当天在推
特上发文说，他已经同马耳他内政部长
讨论此事。卡斯塔内说，法国、德国还
有其他几个欧洲国家会收容这些船民，
让他们可以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Val-
letta）上岸。这64名船民，包括12名女
性与一名婴儿，是在4月3日乘船从利比
亚海岸出发。他们目前在德国慈善组织
海洋之眼的一艘救援船。这艘船原先要
在意大利兰佩杜萨岛（Lampedusa）停
靠，但被拒绝。后来，船只续程前往马
耳他。卡斯塔内说，法国会收容其中20
名船民。

太平洋温度持续高于平均 
北半球厄尔尼诺持续

美国国家气象局（NWS）周四
（11日）表示，海洋气温持续偏高，
北半球地区今年夏季和秋季分别会有
65%和55%机会受微弱的厄尔尼诺现
象影响。东网报道，NWS的气候预
测中心在每月天气预测中指出，赤道
太平洋一带海平面温度，上月维持高
于平均水平，最新数据显示高出摄氏
0.8至0.9度，以致厄尔尼诺现象仍然
持续。多个预测模型显示，今年余下
时间北半球太平洋的海平面温度，仍
会比平均高摄氏0.5至1度，意味夏季
有65%出现微弱的厄尔尼诺现象，有
50至55%机会维持至秋季。

两名古巴籍医生在肯尼亚被绑架
肯尼亚警方12日说，两名古巴籍医生

当天早上在肯尼亚东北部与索马里相邻
的曼德拉镇被绑架，目前下落不明。在
现场的一名警察告诉记者，当地时间12日
早上9时左右，一辆载有两名古巴籍医务
人员的车辆遭武装分子伏击，随车警察
与武装分子交火，一名警察当场死亡。
这名警察说，武装分子可能已开车载着
被绑架医生越过边界，逃往索马里。肯
尼亚警方已在边境地区开展大规模搜救
行动。据悉，这两名古巴籍医生正在参
与古巴政府对肯尼亚医疗援助项目。自
2018年6月以来，古巴已派出约100名医
务人员前往肯尼亚进行医疗援助。

阿泽维多当天在美
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
济研究所举办的一场
研讨会上说，现在是
重新审视国际贸易体
系的良机。一方面，
全球贸易在去年第四
季度出现萎缩，预计
2019年或仅增长2.6%
，2020年有望小幅改
善，但一定程度上取
决于贸易紧张局势的
缓解。另一方面，全
球贸易出现一些积极

迹象，很多新贸易协
议已经生效或稳步推
进。对于世贸组织来
说，部分协议将在今
年年底前落地，但也
面临诸多挑战。

谈到世贸组织改革
的具体内容时，阿泽维
多说，他认为世贸组织
成员的讨论集中于三大
领域:首先是如何巩固
世贸组织常设委员会
的日常工作，包括提
高其透明度、完善通

报要求等。其次是如何
完善争端解决机制并解
决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僵
局。第三是如何推进世
贸组织谈判。

阿泽维多表示，世
贸组织成员达成了《贸
易便利化协定》，并
就《信息技术协定》
扩围谈判达成全面协
议，目前正在落实这些
协议。世贸组织还在继
续讨论农业等领域中
长期存在的问题，也

在就渔业补贴进行协
商，尽可能在2019年
底前达成协议。

阿泽维多说，贸易
不是解决经济弊端的“
灵丹妙药”，但基于

规则的贸易可以促进
全球经济增长，帮助
增 加 就 业 。 因 此 ， 
“我们必须确保它以
一种更加包容的方式继
续发挥作用”。

世贸组织总干事呼吁

加快该组织改革进程

WTO总干事阿泽维多。

【新华财经华盛顿讯】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阿

泽维多(Roberto Azevedo)周四在华盛顿说，眼下贸易政

策和国际贸易体系正在发生变化，需改进世贸组织工作

并加快其改革进程，以促进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

【新华财经柏林讯】
德国政府日前在柏林游
戏周活动上宣布，将投
资5000万欧元用于扶持
该国电脑游戏产业。

德国联邦交通和数
字基础设施部部长朔伊
尔宣布，该部门将设立
5000万欧元的专项资
金，支持电脑游戏产
业。他表示，此举意在
加强德国在电脑游戏方
面的国际竞争力，使德
国成为重要的电脑游戏
制作基地。

朔伊尔说，这项投
资计划分为两个阶段，
前期将投资20万欧元
用于支持小规模、试验
性电脑游戏项目；后期
将进行较大规模投资。

在德国设立、运营的电
脑游戏公司可以申请该
专项资金支持。

德国近年来十分重
视游戏产业发展。德国
联邦交通和数字基础设
施部在其官网发布的公
告中称，本届政府在组
阁协议中将支持游戏产
业发展作为一项工作目
标。

今年的柏林游戏周
活动于本月8日至14日
举行，为电脑游戏公
司、电脑游戏玩家等
进行交流提供了平台。
游戏周期间还举行了德
国电脑游戏奖颁奖典
礼，14个奖项的获奖
团队共获得59万欧元
奖励。

【新华财经圣地亚哥】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
委会)周四发布消息，
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2019年经济增长预期从
去年12月预测的1.7%
下调至1.3%。

拉加经委会在新闻
稿中说，新的增长预期
是基于复杂的外部环境

和拉美国家的国内经
济形势而得出的。同
时，拉美各个国家和
次区域之间将呈现不
同增长势头。

拉加经委会预计，
南美洲地区经济增速
将从2018年的0.5%升
至2019年的1.1%；中
美洲地区经济增速为
3.1%，其中绝大多数

国家经济增长预期均小
幅下调。

拉加经委会说，拉
美地区经济面临的主要
风险仍然是世界经济增
长乏力、全球贸易增
速减缓以及金融环境收
紧。另外，不少拉美国
家依赖原材料出口，贸
易限制措施增加可能波
及原材料价格。

拉加经委会下调 今年拉美经济增长预期至1.3%德国政府将对电脑游戏产业

加大投资力度

德国联邦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部部长朔伊尔宣布，
该部门将设立5000万欧元的专项资金，支持电脑
游戏产业。

【环球网】据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CNN)12日
报道，11日，巴希尔垮台
的消息在世界各地引起轰
动。苏丹国防部长伊本·
奥夫在演讲中宣布，军方
已组建军事委员会，将在
未来两年内监督权力过
渡，过渡时期结束时，苏
丹将重新进行选举。

在听到不会马上进行选
举的消息后，原本为巴希
尔垮台而喜悦不已的抗议
者感到沮丧不已，外界观
察人士也纷纷表达了他们
的失望之情。

在抗议团体的带领
下，抗议活动仍在继续。
据英国广播公司(CNN)报
道，12日，大批抗议者在
军事委员会门口静坐，人
数还在不断增加。

报道称，苏丹政变也
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
泛关注。

为促进南苏丹和平 
教宗跪地亲吻政治领袖鞋子
为了促进和平，教

宗方济各昨天做出惊人
之举，在接见南苏丹总
统与反对阵营领袖时，
突然跪下亲吻他们的鞋

子，恳求他们努力维持
签署的和平协议。教宗
昨天在梵蒂冈接见南苏
丹总统基尔（Salva Kiir）
和反对阵营领袖马查尔
（Riek Machar）时，忽
然情绪激动，跪下亲吻
他们的脚，拜托他们无
论如何要守住南苏丹得
来不易的和平。

【联合早报网】
一 个小女孩见妈妈
被抓而放声大哭的照
片，荣获“世界新
闻摄影奖”（Wor ld 
Press Photo）。

照片中的母女来自
洪都拉斯。照片中的
母亲桑切斯（Sandra 
Sanchez)，去年带着小
女儿雅尼拉（Yanela）
非法越过美墨边境时
被美国边境官员扣
留并搜身，那一幕
被盖提影像（Ge t t y 
Images）资深记者摩
尔（John Moore）拍了
下来。

小雅尼拉站在一旁
啼哭的照片在世界各
地刊登，引发广大民
众对美国强行迫使数

千移民与子女分离的
政策的强烈不满。

评审认为，摩尔的
这张照片呈现出“另
一种暴力──一种心
理上的暴力”。

评审说，虽然美
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后来表示，雅尼拉和
她的母亲没有被强行
隔离，但公众的强烈
反弹最终迫使美国总
统特朗普于去年6月
宣布中止强行分开非
法移民父母与子女的
做法。

摩尔在阿姆斯特丹
接受奖项时表示，与
移民相关的事不仅是
一堆统计数据，“我
希望从人性的角度去
呈现一起移民事件。”

【世界之声网】美国
总统特朗普周四表示，将
可能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举行第三次峰会。特朗普
在会晤来访的韩国总统文
在寅时表示将第三度展开
与金正恩的会谈。

特朗普周四在白宫
与到访的韩国总统文在
寅会谈，朝鲜问题成为
焦点。法新社称，特朗
普希望能与朝鲜达成“
全面协议”，实现朝鲜
永久性弃核，同时取消
对朝鲜的制裁。就此，
特朗普表示，“与朝鲜
签署了一些小的协议，
事情要一步一步来，我
们现在在考虑达成朝鲜
全面弃核的‘大的协
议’”。特朗普并说，

我们将维持对朝鲜的制
裁，这是迫使朝鲜放
弃核武的合理措施。但
他同时表示与金正恩保
持“良好的关系”。

文在寅则表示，近

期将推进举行南北朝鲜
首脑会谈，他又期望美
国及朝鲜在不久将来
举行第三次美朝首脑峰
会，强调保持对话的重
要性。

苏丹抗议者不满军事委员会接管政权 从庆祝又转为抗议

为促进南苏丹和平 教宗跪地亲吻政治领袖鞋子

特朗普会晤文在寅 称将与金正恩再次举行峰会

当地时间4月11日下午，在美国白宫，韩国总统文在寅
(右二）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左二）亲切握手。左起
依次为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娅、特朗普、文在寅、
韩国第一夫人金正淑。

【新华社】以色列非营利性太空组
织SpaceIL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11
日晚宣布，以色列首个登月探测器“创
世纪”号未能按计划成功登月。

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说，探测
器出现了技术故障，在准备登陆月球数
分钟前，探测器与地面失去联系，撞向
月球表面。该公司表示，“我们上了月
球，但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那样”。

当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往
位于以中部的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
司控制室观看登月实况。登月失败后，
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首次登月
未能成功，但“还会再次尝试”，
他将考虑启动以色列的太空计划。

“创世纪”号登月任务主要赞助

人、SpaceIL董事长莫里斯卡恩表示，
尽管最终未能成功按计划登月，但该
组织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边境移民幼童啼哭照片 

夺世界新闻摄影奖

2018年，两岁的雅尼拉见妈妈被抓，愣愣站着
啼哭的一幕，被资深摄影记者摩尔摄入镜头。

探测器出现技术故障

以色列首个登月探测器“创世纪”号尝试登月失败

图为正在以色列首都“Planetaya天文馆”实
时观看登月任务的观众目睹登月器传来最
后一张自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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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会议首日议
程在万寿台议事堂举行。
崔龙海议员向大会郑重提

议推举金正恩为朝鲜国务
委员会委员长，获得参会
人员一致支持。

会议还选举朴凤柱为副
委员长，金才龙等11人为
国务委员会委员。金才龙

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开幕

金正恩再次被推举为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新华社平壤】据朝中社12日报道，朝鲜第14届最高人民会

议第一次会议11日开幕，会议推举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为朝

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崔龙海当选国务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和

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才龙当选内阁总理。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
11日的会议中被推举为朝
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这张朝中社4月12日提供的照片显示的是11日举行的朝鲜第
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现场。

【联合早报网】马来西
亚东海岸铁路计划有重大
发展，政府宣布，在大砍
215亿令吉（约70.6亿新
元）成本后，东铁计划将
会复工。

“当今大马”报道，
马来西亚首相办公室周五
（1 2日）发表声明说，
大马铁路公司（MRL）跟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CCCC，简称中国
交建）签署附加协议，以
让东铁计划复工。大马政
府欢迎这项附加协议的签
署。

首相办公室文告指出，

新附加协议是在马中两国
政府以及相关公司，历经
多个月的谈判所达致 ，而
协议涵盖东铁的工程、采
购、建筑和调试 （EPCC）
面向。

该声明说：“我们很高
兴地宣布，东铁第一和第
二阶段的建筑成本如今减
低到440亿令吉，这是从
原来的655亿令吉，减少
了215亿令吉。这次削减
肯定会惠及大马，同时减
轻国家的财务负担。”

马来西亚政府将在下周
一（15日）的记者会说明
这次附加协议的细节。

当选内阁总理，并向会
议提交了内阁副总理、
各部门负责人等内阁成
员名单，获得会议一致
同意。会议还进行了其
他多项选举或任命。

报道说，会议通过对
朝鲜宪法的修正补充法
令，并通过了2018年和
2019年的预决算案。会
议还将持续进行。

朝鲜3月举行了第14
届最高人民会议议员选
举，选举出687名议员。
根据2016年6月修改补
充后的朝鲜宪法，最高
人民会议是朝鲜最高国
家权力机关，行使立法
权，每届任期五年。国
务委员会委员长是朝鲜
的最高领导者，国务委
员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
政策领导机关。2016年
6月，金正恩被推举为国
务委员会委员长。

马国政府宣布东铁复工 

成本大砍215亿令吉

马来西亚政府宣布东铁复工。

【综合讯】继雷诺集团
与日产汽车在美国硅谷、
以色列特拉维夫成立联合
创新实验室之后，双方在
中国成立新的创新中心。4
月12日，雷诺集团与日产
汽车正式宣布在中国上海
成立一家新的研发合资公
司--“阿利昂斯汽车研
发（上海）有限公司”，
也称为“联盟创新中心-
上海（Alliance Innovation 
Lab Shanghai）”。

其中雷诺集团、日产汽
车各占合资公司股比50%
，该研发公司将主要致力
于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
车和电动车等方面的研
究、开发工作。该研发公
司所有的先进技术成果将
被应用于雷诺集团与日产
汽车中国区及全球地区销
售的车型上。

诺-日产-三菱联盟产品
与先进技术研发高级副总
裁浅见孝雄（Takao ASA-
MI）表示：“中国不仅是
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同

时也处于改变未来出行的
新技术研发引领位置。从市
场战略角度来看，中国是联
盟2018年全球销量最大的单
一市场，且中国市场充满生
机，在中国设立合资研发
公司将为我们实现‘联盟
2022’中期事业计划的各项
目标贡献力量。”

根据“联盟20 2 2”中

期事业计划，至2022年，
雷诺-日产-三菱联盟将推
出12款全新的零排放电动
车、40款搭载不同级别自
动驾驶技术的车型，以及
在全球范围内超过90％的
联盟车型具备智能互联功
能。该计划还包括承诺运
营一项机器人网约车出行
服务。

“联盟创新中心-上海”

雷诺-日产-三菱联盟在华成立创新中心

4月12日，雷诺集团与日产汽车正式宣布在中国上海成立
一家新的研发合资公司--“阿利昂斯汽车研发（上海）有
限公司”，也称为“联盟创新中心-上海（Alliance Innovation 
Lab Shanghai）”。

【综合讯】新加坡经济
第一季增长1.3%，低于
第四季的1.9%，也低于
市场预期的1.5%。今年
全年经济增长，则预期会
低于增长预测范围1.5%
至 3 . 5 % 的 中 间 点 ， 即
2.5%。

贸工部今早（12日）公
布的预估数据显示，此前
几个季度增长强劲的制造
业第一季出现1.9%的萎
缩。这主要受到精密工程
和电子领域的拖累。

占新加坡经济三分之
二的服务业，第一季增
长2.1％，高于第四季的
1.8%。信息通讯以及商
业服务领域支撑了服务业
增长。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
货币政策声明中指出，今

央行维持货币政策不变

新加坡经济第一季度增长1.3% 低于市场预期的1.5% 

图为2015年2月6日，显示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鱼尾狮雕像。

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期会低
于增长预测范围1.5%至
3.5%的中间点，即2.5%
。金管局说，今年初全球
经济的增长势头放慢超过
预期，2019年全球增长预
计放慢。

央行维持货币政策不变
面对全球增长前景恶化

和低通胀的局面，新加坡

的中央银行周五决定维持
货币政策不变。

继去年两次收紧政策之
后，以汇率为主要政策工
具的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维
持汇率区间的斜率、宽度
和中点不变。金管局在网
站发布声明称，这一立场
与汇率区间的“温和、渐
进的升值路径一致”。

【路透悉尼】分析师再
度调降对澳洲经济增长的预
期。该国去年底的经济表现
令人大失所望，当时消费低
迷和房价下滑，盖过了就业
市场的强劲表现。

路透访问的分析师预
期，澳洲2019年国内生产
总值(GDP)将增长2.2%，
低于前次调查预估2.7%

。澳洲经济规模为1.9万
亿澳元(1.4万亿美元)。

经济增长预计在2020年加
速至2.6%，不过仍低于公
认的趋势成长速度2.75%。

“住房与消费仍是国
内经济放缓的核心。这两
个领域的形势发展仍说
明，2018年其对经济的拖
累将延续至20 1 9年，”

西太平洋银行资深分析师
Matthew Hassan说。

“我们预期2019-2020
年的增长率将一直保持在
2.2%的较低水平。”

经济放缓促使外界猜
测，澳洲央行将不得不把本
已处于纪录低位的利率进一
步调降，以刺激经济活动。

澳洲央行副总裁德贝尔
(Guy Debelle)本周承认，
经济产出令人失望，但认
为就业持续强劲或预示将
出现好转。

“可支配收入增加将令
家庭预算压力减轻一些，
并降低消费者支出的下档
风险，”澳洲联邦银行
(CBA)首席分析师Michael 
Blythe表示。

他预估，减税计划的经
济作用将等同于两次各降
息25个基点。

受房价与消费低迷拖累

澳洲经济将缓慢增长

资料图片：2018年11月，澳洲悉尼，游客在悉尼港大桥和
悉尼歌剧院对面的水边拍照。

【新华社东京】中日韩
自贸区第十五轮谈判首席
谈判代表会议12日在东京
举行。中国商务部部长助
理李成钢与日本外务省国
际贸易和经济特命全权大
使香川刚广、韩国产业通
商资源部部长助理吕翰九
分别率代表团与会。三方
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
投资、规则等议题交换意
见，并取得积极进展。

本轮谈判是三方达成全
面提速谈判共识后的首轮谈
判。三方举行了首席谈判代
表会议、司局级磋商和13个
具体议题的分组会议，就相
关议题谈判推进的方法、路
径达成积极共识，明确了下

一步工作安排。
三方一致同意，在三方

共同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
取得共识的基础上，进一
步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水平，纳入高标准规则，

打造RCEP+的自贸协定。
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于

2012年11月启动，致力于达
成一份全面、高水平、互惠
的自贸协定，是我国参与的
经济体量最大、占我外贸比
重最高的自贸区谈判之一。

中日韩自贸区第十五轮谈判

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在东京举行

中日韩自贸区第十五轮谈判首席谈判代表会议12日在东京
举行。图为会议现场。

【韩联社首尔】韩国外
交部12日表示，由于利比亚
内战升级，设在利比亚首都
的黎波里的韩国外交机构全
体人员撤离。包括驻利比亚
大使崔成洙在内的韩国外交
机构办公人员当地时间12日
上午2时撤至突尼斯首都的
临时办事处。韩国驻利比亚
大使馆2015年4月在利比亚
民兵武装组织交战当时撤离
至突尼斯，待情况略有好转
后，为了解韩企在当地营商
环境，于年初在的黎波里开
设临时机构，2-3人常驻。

另有4名韩国人以生计为
由留守利比亚。外交部官员
表示，驻利比亚使馆向这些
人员通知了撤离计划，并建

议他们一同离开，但该4人
最终决定留下。韩国政府
此前针对利比亚下达旅游禁
令，并多次奉劝停留在利
比亚的4人离开。因此此次
外交部针对该4人作出护照
作废处理，并在月初指控这

些人违反护照法。去年7月
6日，1名韩国人在利比亚西
部被民兵武装组织绑架。为
解决该事件，驻利比亚大使
馆正和利方保持沟通，待时
局有所缓和后，大使馆员工
将重新返回当地办公。

由于利比亚内战升级

韩驻利比亚使馆全体人员撤离

图为韩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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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威四海公司的CEO
和M23战队的创始人卢
小龙透露说，“其实选
择抚州这件事情，很早
就开始有接触，徐灿拿
到世界金腰带前，我们
就有过讨论，在上海与
金童霍亚和WBA主席小
门多萨开会的时候，我
们已经和抚州市达成了
比赛协议，因此我们是
有底气，将比赛留在中
国的。将徐灿的第一场
卫冕战放在抚州他的家
乡，这里是汤显祖的故
乡，是文风肃穆之地，

希望新科世界拳王徐灿
可以不负家乡人民的期
待，让自己成为抚州的
另一张体育名片。”

除了徐灿的这场世界
战外，拳威四海公司的
推广人刘刚介绍了当日
其他比赛的情况。目前
可知，在5月2 6日的当
天晚上会有6场比赛，其
中除了徐灿VS久保隼的
WBA世界126磅卫冕战
外；还有M23战队的日
本拳手木村翔挑战WBA
世界108磅拳王卡尼萨雷
斯，共两场世界战。

徐灿卫冕战日本对手久保隼亮相 

5月26日抚州争霸
【新浪体育12日讯】2019年4月12日，

在北京长富宫酒店地下一楼的M23拳馆，

召开了WBA世界拳王争霸赛的新闻发布

会，正式宣布中国目前唯一的世界职业

拳王徐灿的WBA世界126磅卫冕战——落

户家乡江西省抚州市，对手为日本的前

WBA世界拳王久保隼。

　　此外，乌兰托了
哈孜会对阵WBA的世界第
10——来自委内瑞拉的佩
雷斯，卫冕自己的WBA国
际112磅金腰带。而M23
的练习生高适超会打一场
非常高等级的比赛，他在
126磅徐灿这个级别，将
挑战WBA的世界126磅第

14——泰国的WBA现役
亚洲拳王提萨，争夺WBA
亚洲拳王称号。这个提萨
曾经在122磅被瑟米诺KO
过，也就是说在抚州的这
个夜晚，有3名拳手都曾
经和委内瑞拉的瑟米诺有
过交锋，堪称瑟米诺纪念
大会了。

欧联杯-拉姆塞进球悍腰造乌龙 

阿森纳2-0那不勒斯

徐灿、久保隼

【 新 浪 体 育 1 2 日
讯】2018/19赛季欧联杯
1/4决赛一场焦点战在酋长
球场展开争夺，阿森纳主场
2比0力克那不勒斯，拉姆塞
先拔头筹，托雷拉制造库利
巴利自摆乌龙。

两队曾在2013年欧冠小
组赛碰面，各自在主场2比
0取胜。阿森纳15次欧战主
场对阵意甲球队仅负2场，
其中最近一次还是2003年
对阵国际米兰。其余13场
取得10胜3平。而那不勒斯
7次欧战客场挑战英超球队
2平5负未尝胜绩。奥巴梅
杨、拉姆塞、托雷拉、科斯
切尔尼和切赫轮换出场。

阿森纳（3-4-1-2）：1-
切赫；5-帕帕斯塔索普洛
斯，6-科斯切尔尼，18-蒙
雷亚尔；15-奈尔斯，11-
托雷拉（77‘，4-埃尔内
尼），8-拉姆塞，31-科拉
希纳茨；10-厄齐尔（67’
，7-姆希塔良）；9-拉
卡泽特（67‘，17-伊沃
比），14-奥巴梅杨。那
不勒斯（4-4-2）：1-梅
雷特；23-海萨伊，19-马
克西莫维奇，26-库利巴
利，6-马里奥-鲁伊；7-
卡列洪，5-阿兰，8-法比
安，20-杰林斯基；24-因
西涅，14-默尔滕斯（66‘
，99-米利克）。

【新浪体育12日讯】欧联
杯1/4决赛开始首回合较量，
比利亚雷亚尔主场1比3负巴
伦西亚，两队分别利用点球
破门，瓦斯和格德斯终场前
连下两城。法兰克福客场2比
4负于本菲卡，终结2013年以
来连续14场欧联杯不败。恩
迪卡开场吃到红牌，19岁152
天的菲利克斯首次成年队戴
帽并助攻，打破皮亚察保持
的欧联杯最年轻帽子戏法球
员纪录（19岁219天）。

阿森纳2-0那不勒斯

欧联-黄潜主场1-3蝙蝠 

妖星3射1传4-2胜法兰克福

菲利克斯庆祝进球

【中新网12日讯】2019
年亚洲田径锦标赛将于4月
21日-4月24日在卡塔尔多
哈举行。中国国家田径队11
日晚间通过官方社交媒体公
布本次参赛的中国运动员名
单，届时，中国队将派出89
名运动员出征，参加共计43
个单项的角逐。苏炳添、巩
立姣领衔中国军团出战，不
过，“百米飞人”此次放弃
个人项目，只参加百米接力
的比赛。

名单中，男子百米单项
项目将由许周政、吴智强
参加，而“百米飞人”苏

炳添将与队友谢震业、梁
劲生、许周政、江亨南、
吴智强一起参加男子4x100
米接力项目。据悉，苏炳
添之所以没有参加自己最
擅长的百米单项比赛，主
要是为了养精蓄锐，参加9
月底同样在多哈举行的田
径世锦赛。

此外，中国200米名将
谢震业迎战创造19秒97亚
洲纪录的卡塔尔籍尼日利
亚人奥古诺德。“亚洲女
飞人”韦永丽将在女子100
米迎战日本老对手福岛千
里。女子撑竿跳高亚洲纪

苏炳添领衔田径亚锦赛中国队名单 弃单项保接力
录保持者李玲、伦敦田径
世锦赛女子铅球冠军巩立

姣等名将也将在多哈争取
佳绩。

苏炳添在赛后摆出庆祝动作。



记一篇接一篇，
看得蒋默安和章
育襄面面相觑，

答案出炉，这就是江莉雰
母子最大的秘密。
“董事长没让你调查江莉
雰的事？”
“没有，也许是不想让我
沾手。”
没猜错的话，这份调查不
是刘秘书就是江律师做
的。
“也或许是由你来做太明
显。”
董事长对他们的看重，江
莉雰虽然在两人面前表现
得从容，可私底下却抱怨
过几次，她怨董事长宁可
栽培别人，却不栽培自己
的儿子。
董事长骂她妇人之仁，他
是在为杨嘉培养左右手。
但君弱臣强，他们始终是
江莉雰心中的刺，这件事
他们心知肚明，却是谁也
没挑明说。
两人看看彼此，半晌，章
育襄叹道：“我曾经想
过，董事长一走，我就离
开。”
点头，蒋默安也想过，只
是有些不甘心，他已经把
公司的未来蓝图画出来，
他也做好计划把集团带上

国际舞台。
“遗嘱会由江律
师宣布，在那之
前，我会秘密飞回
台湾，继续寻找杨
宁。”
蒋默安明白，江律
师和自己一样将要
成为炮灰，董事长
企图让章育襄抽
身，安全地将杨宁
找出来。
“至于公司这
边……”章育襄

说。
“我知道。”蒋默安将面
对许多的流言蜚语和阻
力，看不惯他的、嫉妒他
的，媒体结合网路、舆论
压力，都是他必须扛的，
他会面临一段相当辛苦的
日子。“我不会输。”
“我们都不能输，我们
一定要完成董事长的遗
愿。”
蒋默安点头，将随身碟插
进电脑。“我复制好资料
后，你找机会把电脑换回
去。”
“你要把电脑还给江莉
雰？”
“对，她以为我们不知道
真相，我们便多了些筹
码，能替我们争取更多时
间。”
台湾虽小，却也有两千多
万人口，寻人并没有想像
中那么简单。
有道理，章育襄点点头，
从口袋里面拿出两支手
机，将其中一支交给蒋默
安。
“这两支手机没登记在我
们名下，里面只有对方的
号码，以后我们就用这个
联络。”
蒋默安点点头，提醒自

己，定期让专人到他的办
公室和家里找找有没有针
孔摄影机和监听器。
复制了两份随身碟，两人
各收下一份，蒋默安拿
出车钥匙。“我送你回
去？”
章育襄摇头，“我还要去
见见江律师。”
回到家中，蒋默安再度打
开信箱，依旧没有回信。
在这种情况下还不死心，
肯定是脑袋有问题，但是
他……播入随身碟，又点
下新增文件。
杨小姐，我是蒋默安。
董事长的骨灰已经决定在
六月二十一日早上送回台
湾，安置在台北市福安
塔，如果你没有办法到上
海，那么，去那里见董事
长最后一面吧！
后面的档案，是这一年
来，董事长卧病在床时写
的日记，我把它寄给你，
希望你能理解董事长的心
情。
按下附加档案，他把信传
出，明知道机率微乎其
微，他还把塔位号码附
上。
如果杨宁能够自己出现，
章育襄会省点力吧！
关掉电脑，走到更衣室
里，里面有上百套西装。
他走到深蓝色的西装前，
从口袋里找出一个平安
符，把随身碟收进平安符
里，再收回衣服内袋，手
滑过衣服面料，这套西装
是特特挑的，平安符是她
为他求的。
她挑衣服的眼光不怎样，
但是……很努力。
她的眼光不怎样，但是很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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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搓着手：“我以后和金维
有的是相处的机会，你们先谈
谈，请恕我性急。”

他说着，已向那石屋的圆形部分走
去，当他打开门的时候，他甚至不转

过身来，只是背对着我们挥了挥手，
就走了进去，然后把门关上。
我望着关上了的门：“他如果要在里
面三个月……”
金维立时明白了我的意思：“不要
紧，我离开了，另外会有人来，总会
有人照顾他的。”

十分不满转世形体

金维讲到这里，顿了一顿，又道：“
你不想去探索自己的前生是对的，这
神秘的领域，跨进了一步之后，根本
没有退出的可能，卫先生，我看你是
有着太多的东西要牵挂，是不是？”
我道：“你是说我‘放不下’？”
金维道：“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我想了一会：“也可以这么说，我是
一个相当世俗的人，有很多世俗的
事，而且我不认为自己会有成就。新
人类和旧人类的交替，我看不是一万
年内能实现的事，所以我选择作为一

个普通人，留在俗世，至少可以把这
种道理，说给同是世俗的人听。”
金维没有什么反应，我又道：“我不
留世俗，谁留在世俗？”
金维陡然震动了一下，发出了几下“
啊啊”的声音，喃喃地道：“这……
这就是佛祖所说‘我不入地狱，谁入
地狱’之意。”
我摊了摊手：“怎敢比拟，我的意思是，
不同的事，总要有不同的人去做。”
金维道：“和你说话，真有意思。”
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你太客气了，
你是常和天池老人谈话的人。”
金维忽然道：“过两天我就要离
开，会和天池老人见面，如果你有兴
趣……”
不等他说完，我已经连声道：“有，
有，能和天池老人见面，实在太好
了，只是不知道他肯不肯见我。”
金维笑了起来，他的笑容，十分神
秘，尤其在淡淡的曙光之中，看来更
具神秘感，他道：“其实只是带你去

见天池老人……”
他话还没有讲完，我失声道：“
天池老人已见过我了？用……用他
的……”
金维接了上去：“用他的神通，就是
刚才陈先生离开之后一刹那的事，我
感到他来过，我可以有这种感觉的能
力。”
我呆了好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时，天色越来越亮，我们已作了竟
夜之谈。我望向积尘厚厚的窗子，
忽然想起一件事来：“那小女孩的母
亲，有一次来看她的女儿，吓得自石
级上滚跌下来，是不是在修练的过程
中，会有什么异像出现，像灵魂离
体，肉眼可见之类？”
金维道：“当然不是，这件事，真是
遗憾。五散喇嘛对于他转世之后的形
体，一直十分不满意，可是暂时又不
能有什么改变，所以他在想像之中，
一直把自己当作前生的形体……”

陈

“少樵，或许我们俩……”
“不！”他斩钉截铁打断她。
“只要我离婚了，只要我自由了，那
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范昱婷急切
的道：“说不定品豪也希望能重获自
由，他的心境我多少清楚，他也有很
多抱怨。”
“昱婷，品豪很爱你！”

“但是他无法给我我想要的！”
“我也无法给你你想要的。”
“你可以！”
“我比品豪多的，”雷少樵一向看得
比谁都清楚，“只是有一点钱而已，
只是这样。”
“少樵，你曾经是爱我的！”
“那不是爱。”
“那是！”范昱婷坚持。“我知道那
是，当时我做了错误的选择，我现在
决定把那个错给改正过来，少樵，我
会主动提出离婚。”
“你疯了？！”
“你给我了勇气与力量。”
“昱婷，你是要害我和品豪连哥儿们
都做不了吗？”他态度坚定严厉，“
即使你真的和品豪离婚了，我也不会
和你有什么！”
“你嫌我？！”
“不，只是我爱思涵。”
“少樵，她一走就是九个月。”范昱
婷不甘心的道：“她没有和你同甘共

苦，没有和你一起度过难关，她还主
要要求离婚……”
“是！但我还是爱上了她。”
不知是不是连上天都站在雷少樵那
边，但是她怀了他的小孩是事实。
走出妇产科时，楼思涵的心情是忧喜
参半的。她是希望有孩子没错，可是
有了孩子，她和雷少樵之间就会更牵
扯个没完，这不是她想要的。
关上车门，脑中一直在打转着要怎么
把事情圆满解决时，一个有点眼熟的
女人站在她家门前，明显是为了她而
来，因为一看到她下车，那个女人马
上就朝她走了过来。
“你……”楼思涵绞尽脑汁回想她是
谁，但是怀孕了的她，好像是立即就
变笨了似的。
“范昱婷。”
当那个女人报上姓名之后，楼思涵才
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觉得她眼熟。终究
两人是要见上一面的，躲都躲不掉。
“你找我？”

“你要离开吗？”范昱婷直截了当的
问。
“离开？”
“你和少樵不是离婚了吗？”
“我们是离了婚，但你仍是何大哥的
老婆，不是吗？”
“这个问题好解决。”她心花朵朵
开，只要确定楼思涵不会碍事就好
“你也要离婚？！”
“这年头离婚有什么吗？”
她当然知道这年头离婚没有什么，尤
其是范昱婷和何大哥并没有小孩，谈
离婚应该不是难事。
“那……恭喜你们了。”
“楼思涵，希望你不要怨我，当
初……少樵本来就是我的！”
她也不是要来耀武扬威，她只是要楼
思涵知道，她今天是来拿回原先就属
于她的东西，雷少樵是她的。
楼思涵点点头。
“你认同我的说法？”

是，一行人马逐渐接近九天
神龙华明轩的住宅，江青耳
中听着这些纷冗而隐约，几

近阿谀的赞美言论，忍不住深深地叹
息。
也是在这里，也是这些人，为何在五
年前后，态度的改变竟是如此的巨大
而极端啊，这就是人性的根本么？抑
是美与丑的分野过于接近呢？
于是，有些人热切的呼着江青的姓
名，有的向他展出仰慕的笑意，自
然，他们都沾沾自喜的宠幸于得到江
青的回答，猛捷如风，闪挪游移，宛
如行云流水，捉摸不定，他正面与绝
斧客拚斗，其他十一名金衣帮大汉则
分立四周，寻隙攻击，成为一股极大
的牵制力量。
另外，一个光头老人，正与一位儒生
穿着的蓝衣客捉对拚杀，但是，那年
约四旬的蓝衫客却已落在下风，出招
接式，不仅左支右绌，更有了内力不
继之状；穿金衫的光头老人，手中那
粗若鸭蛋，遍体黝黑的行者棒越舞越
勇，步步进逼，满脸的横肉，织成一
片狰猝狞冷酷的笑意。
江青知道那中年儒生，就是自己的六
师叔“芦屋寒士”郑三诗，那光头老
者，不问可知，必为金衣帮内三堂紫
麟堂主“六指行者”汪明。
在脑中极快的做了一度思考，绝斧客
力战十二名金衣帮高手，丝毫没有落
败之状，而芦屋寒士郑三诗却已逐渐
不支，落败只是迟早之事了。
江青一声不晌，似鬼魅般向六指行者
汪明悄然掩进，抖手之间，已将冲
到身旁的两名金衣帮众劈倒，同一时
刻，他已似电光石火般倏而运起食中
二指，戮向汪明背脊十二环骨。
于是……
彷佛十二股无形的尖锥，自冥渺中
突然袭到，是来得如此迅速，如此
诡异，锐风起处，有如十二只恶魔的
手，骇得汪明大叫一声，拚命转出七
步，头也不回，反手就是九腿十一
棒，江青更酒脱的向芦屋寒士微微躬
身，道：．“六师叔，请退。”
在躬身与说话里，他的身躯不易察觉

的迅捷摆动者，因为摆动得太快，以
致使人看来好似没有任何移动一般，
然而，就在这幅度极小的闪移中，六
指行者的九腿十一棒都落了空！
芦屋寒士暗中吸了一口冷气，跃出寻
丈之外，回头叫道：“青儿，怒江派
的人都瞎了眼，不抱金玉藏破絮！”
江青恭谨的道：“六师叔，过誉
了！”
“六师叔”三个字出口，他已再度闪
开了六指行者的十七棒，“过誉了”
三个字尚在舌尖打转，他却已经还攻
了十掌二十一腿！
六指行者汪明额际青筋暴现，棒舞如
飞，呼呼轰轰，一条条的黑芒，像煞

一缕缕女巫的长发，又似满天翔舞的
乌龙，纵横交错，好不惊人！
江青毫不在意的左挪右闪，进退自
如，间歇中来一两下狠招，就凭这两
下狠招，已逼得六指行者束手束脚，
不易施展了。
周围的战斗，依旧不停的在进行着，
地上，已横七竖八的躺满了尸体，殷
红的血迹与□坜的肚肠五脏，酒落得
处处都是，红得扎眼，红得嗯心，但
是，没有人理会这些，也无暇理会这
些，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喷着火，每个
人的脑海里却是一片空白，双方所
能想的．所能体会的，只有杀，杀．
杀！
穿蓝色劲装的怒江派弟子，已逐渐被
金衣帮所属逼到一隅，形成了一个半
包围的圈子，而只要怒江派被围的各
人被敌方冲破一个缺口，那么，金衣
帮方面便可一涌而入庄内，将他们各
个击破。
怒江派方面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各人
俱是咬紧牙关，浴血苦战，双目怒瞪
着，手臂猛挥着，血光涌现，便有人
倒下，分不清是那一边的，不晓得是
谁的血，总之，明白了有了结果，
知道了必是失去一个敌人……或是朋
友。
杀喊与惨叫混杂，怒吼和厉叱揉掺，
金衣帮的包围圈更小了，金色的光
辉灿闪，已有三五个金衣帮众冲入庄
内，开始放火烧物……
江青凌厉的攻了敌人七招，冷冷的
道：“汪明，喝令你的手下停止进犯
行动，否则，悔之晚矣！”
六指行者汪明运棒如风，无休无止，
他微带喘息的厉声道：“好朋友，阁
下艺业高超，气宇不凡，这淌浑水，
还是不沾的好，嘿嘿，形势已摆在眼
前，识时务者才是俊杰！”
江青又闪让了对方三腿六棒，淡淡的
道：“汪明，你忘记在下后面那句话
了。”
六指行者攻势倏转狂猛，大笑道：“
阁下功夫亦不过如此，假如再不风
转舵，呵呵，即可明白谁将悔之晚
矣！”

于

(57)

(505)(38)

每天醒来告诉自己：
理由少一点，肚量大一点。
嘴巴甜一点，脾气小一点。
行动快一点，效率高一点。
微笑露一点，脑筋活一点。

(7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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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2019中国(无
锡)吴文化节开幕式暨祭祀
泰伯典礼周三，4月10日在
江苏无锡举行，五大洲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及国内各
地省市约万余吴氏宗亲代
表齐聚无锡鸿山泰伯陵，
祭祀吴文化鼻祖泰伯， 印
尼吴氏宗祠主席吴能彬博
士率领吴氏宗乡亲赴无锡
参加祭祀泰伯典礼。

开幕式上，世界各地
万余吴氏子孙佩戴黄丝
巾，向先祖泰伯行虔诚之
礼。“ 泰伯三让天下美德
是所有中华民族的骄傲，
我们缅怀先祖，同时也在
警醒自己，心存德念，感
怀天下，如今这一习俗成
为世界宗亲的节日，深
感先祖庇佑，得享盛世繁
荣” 印尼吴氏宗祠主席吴

能彬博士说道。
吴文化先祖吴泰伯因开

发江南的丰功伟绩闻名天
下。2006年起，无锡吴文化
节每年在鸿山泰伯陵举行盛
大祭祀礼，如今成为世界性
吴文化代表庆典，吸引大量
海内外宗亲团来此缅怀先
祖，感受吴地古韵。泰伯祭
祀、民俗庙会、文化遗产保
护论坛等组成的吴文化节曾

先后被评为“国内最受关注
十大节庆活动”、“最佳文
化类节庆奖”。 

据悉，梅村街道是吴文
化的发祥地，每年正月初
九，是当地人纪念泰伯的
传统节日。“泰伯庙会”
也是江南地区每年开春的
第一个庙会。此番举行的
泰伯家祭活动，是“泰伯
庙会”的开场“大戏”之

一。 2019年 2月13日是
吴地人文始祖泰伯诞辰
3303周年纪念日，一年一
度的泰伯家祭活动在无锡
市新吴区梅村街道泰伯庙
至德殿举行。泰伯庙的工
作人员们就已在布置家祭
用品。戟门内，月台的栏
杆上扎满了用黄绸布扎的
花，两边挂满写有“至
德”字样的旗幡；至德殿

门楣上，“祭祖典礼”“
至德”等字样映入眼帘。 

泰伯祭活动正式开始。
一段祭祀乐舞过后，祭祀
音乐响起，一整套繁复祭
祀仪式有条不紊地进行：
主祭上香、主祭献爵、主
祭献牲、主祭献点食……
仪式结尾，由吴氏祖地宗
亲会会长吴立兴宣读祭
文。(雨林编辑)

吴文化节开幕式暨祭祀泰伯典礼

在无锡开祭 万余海内外宗亲共缅先祖

【本报日惹讯】“虽然
你与我们大学的宗教教义不
同，但你的成绩很优秀，我
们仍然欢迎你成为我们大学
的博士一员，希望你今后
善用你的知识造福社会、
宗教、国家与人民，为我
们的UI I印尼回教大学增
光！”UII校长Fathul Wahid, 
S.T.,M.Sc.,Ph.D. （瓦西
德博士）的话音刚落，迎
来一片热烈的掌声，徐珍
珍信奉的是基督教。”

徐珍珍博士（Dr.Tabit-
ha Sri Jeany SH.Mkn.）
毕业典礼在印尼回教大学
（Universitas Islam Indo-
nesia）顺利举行。没有抗

议，没有示威，徐珍珍
是一位基督教徒却在回
教大学毕业，心中总是
担心着有人借助竞选总
统的时机而生事，这是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回
教徒居多的国家。

本届2018/2019年度第
4届印尼伊斯兰大学(Uni-
versitas Islam Indonesia)全
校毕业生共有922位，包
括媒体专业13 人，学士
816 人，硕士88人以及博
士5人。在这众多的毕业生
中仅有5 位博士，而徐珍
珍仅是5位博士中的唯一印
尼华裔女基督教徒。因此
特别受到人们关注，包括

来宾与教师们，来宾约有
2000多人。

2019年3月30日（星期
六），早上6时许我们就已
经出门上路了。预计7时前
必须到达现场。为的是怕交
通阻塞妨碍了到达的时间。
一到学校门口，车辆拥堵，
许多人都早已到来。8时正
毕业典礼开始，首先是唱印
尼国歌，全体肃立，接着是
唱校歌，校委致词，校长致
词后颁发毕业证书：从学士
学位开始念起，一一轮番
上台领取证书。922人挤满
一堂，也够校长与观众受的
了。许多人也都拿出手机来
拍照与上网，虽然有说不准

拍照，可人人都不为所劝，
忙着拍摄自家的宠儿。当然
笔者也不例外。

UII校长Fathul Wahid, 
S.T.,M.Sc.,Ph.D. （瓦西
德博士）在致词中特别提
到：“ Dr.Tabitha Sri Jeany 
SH.Mkn.（徐珍珍博士）虽
然你与我们大学的宗教教
义不同，但你的成绩很优
秀，我们仍然欢迎你成为
我们大学的博士一员，希
望你今后善用你的知识造
福社会、宗教、国家与人
民，为我们UII印尼回教大学
增光！”校长话音刚落，
迎来一片热烈的掌声，徐
珍珍信奉的是基督教。

据 校 长 说 ： 这 是 该
校 7 6 年 来 毕 业 生 总 数
9 6 . 5 2 0人的其中一部
份。毕业生多已在国内
外就业或创业。有的成
为部长或法院大法官。

3个小时后，颁发证书
完毕，学生代表致词，感
谢上苍，感谢父母亲，感
谢校方这么多年的教导与
栽培，我们终于毕业了，
但这也是我们新的开始。
我们将不负众望，努力向
上，为国家、人民与社会
创造美好的未来。唱校歌
结束今天的毕业典礼，大
家忙着拍照留念这难忘的
一刻。（横滨报道）

印尼吴氏宗祠乡亲赴无锡参加吴文化节开幕式暨祭祀泰伯典礼。
吴文化节开幕式暨祭祀泰伯典礼在无锡举行，印尼吴氏宗祠主席
吴能彬博士（左三）。

印尼吴氏宗祠主席吴能彬博士参加吴文
化节暨祭祀泰伯典礼。

徐珍珍博士毕业典礼 在印尼回教大学顺利举行

夫婿黄忠豪Ir.Agus Nugroho 与徐珍珍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