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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晴天	 24-33℃

泗水	 晴天	 22-33℃

棉兰	 云天	 23-32℃

登巴刹	 晴天	 23-31℃

坤甸	 云天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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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相冲	羊

2020年国家收支预算草案 

明年能源补贴削减3.58%至137.5兆盾

佐科威总统于上周五在
雅加达国会大厦，2020年
国家收支预算草案国会全
体会议上的演讲中称，3
公斤装液化石油气(LPG)
、电力、燃油的能源补贴
将继续加以改善，俾使正
中目标。“有效地帮助弱
势群体。”

财政部长丝莉.慕利亚妮。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政府在2020年国

家收支预算草案(RAPBN)中设定能源补贴金

额为137.5兆盾，或比2019年调拨的142.6

兆盾下降3.58%。政府确定将改善化肥和能

源补贴的分配，使需要的人真正享受到。

周一（8月19日），马诺瓜利（Manokwari）西巴布亚地方议会大厦遭示威群众焚烧。巴
布亚民众抗议在东爪哇泗水市和玛琅市及中爪哇三宝垄市巴布亚大学生宿舍遭围攻事件。
愤怒的巴布亚民众，除了烧毁西巴布亚地方议会大厦外，他们还在各重要街道燃烧轮胎阻
挡道路不让通行。当地交通完全瘫痪，商业活动也停止营业。（相关图文见第二版）。

马诺瓜利发生骚乱

西巴布亚地方议会大厦被烧毁
政 府 确 定 将 改

善 化 肥 和 能 源

补 贴 的 分 配 ，

使 需 要 的 人 真

正享受到。

在2020年国家收支预算
草案矿物与能源部门的基
本假设中，特定燃油类的
补贴金额为18.8兆盾，3公
斤装液化石油气52兆盾，
和电力补贴62.2兆盾。政
府亦调拨在2020年国家收
支预算草案去年支付不足
的液化石油气和燃油补贴
总值4.5兆盾。

而补贴燃油量建议为
1614万千公升(KL)，包括
柴油补贴1558万千公升，
和煤油(土油) 5 6万千公
升。该数字高于2019年国
家收支预算所规定的1511
万千公升，其中煤油量61
万千公升，和柴油1450万
千公升。而补贴液化石油
气建议为697万8000立方
吨，或与2019年的配额量
一样。

与此同时，财政部长丝
莉.慕利亚妮(Sri	 Mulyani	
Indrawati)称，政府依然继
续支付柴油的固定补贴每
公升达1000盾。此外，政
府亦对煤油和	 3公斤装液
化石油气的价格制定不同
的政策。

她说，政府致力于分配
更正中目标的3公斤装液
化石油气，以提高预算效
率，此外，在补贴液化石
油气和燃油消费监督和控
制上，政府亦将提高地方
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协同效
应。

与此同时，电力补贴将
给予特定电费组。电力补
贴正中目标的给予所有的
450瓦功率的家庭客户，以
及900瓦功率没有能力和贫
困家庭。(xin)

【tirto.id新闻网8月19
日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任何突发事件往往都
是经过长时间积累因素而
酝酿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巴
布亚暴力事件。在自己家
园巴布亚丰富的自然资源
都大量被挖掘一空之际，
在外地求学的巴布亚大学
生还要受到不公平的种族
歧视对待。

上周五（8月16日）在
东爪哇泗水市和玛琅市
的巴布亚大学生宿舍却
遭到一群不明群众暴力
的围攻。更糟糕的是泗
水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
（Satpol	PP）和许多非政
府社会组织群众也蜂拥而
上围攻巴布亚学生宿舍，
使紧张局势雪上加霜。群
众还整夜呼喊带有极端种
族仇恨的粗暴言论，让被

困在宿舍内无法脱身，还
要忍受饥饿的4 3名巴布
亚大学生一时成为惊弓之
鸟。

地方警察和当地社会
领导人也加入要求巴布亚
学生立即向执法部队投
降，但是大学生坚持拒绝
屈服投降，因为他们认为
宿舍是他们的家，何况他
们认为根本没有犯过违法
的事。一位巴布亚大学生
Dorli如是说。当双方谈判
代表无法取得共识而进入
僵局的时候，警员终于采
用催泪瓦斯强行进入巴布
亚学生宿舍，	事故导致约
四名学生受伤。

印度尼西亚西巴布亚人
民论坛（FRI-West	Papua	）
活跃分子Surya	 Anta认为攻
击泗水巴布亚大学生的行动
是对巴布亚人种族歧视和仇

恨的行为。
东爪哇泗水和玛琅围

攻巴布亚大学生宿舍事件
的消息立即传遍巴布亚家
园，而立马引发大规模的
示威暴力事件，西巴布亚
地方议会大楼遭殃，被群
众焚烧，夷为平地。据报
道巴布亚梭龙（Sorong）
国际机场也被群众强占，
部分机场公共设备亦遭破
坏。

虽然佐科威政府执政以
来都以大力加速巴布亚公共
设施建设，当地人民生活均
有明显的改善。然而，大
力改善多年来几乎被遗忘
的巴布亚人民生活和生态
环境，纾解多年来遭压迫
累积已久的不满情绪，才是
治本的有效措施，使巴布亚
人民逐渐融入国家发展的大
环境。（v）

巴布亚大学生的辛酸和无奈

自然资源被挖空 还受种族歧视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
讯】2020年政府需要债务融
资或新的债务351.9兆盾，
作为计划的预算赤字融资
的一部分，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1.76%。该债务需求载
入2020年国家收支预算草案
中，比今年的373.9兆盾下
降22兆盾。财政部长丝莉坦
言，债务融资由政府谨慎认
真地执行。为此，政府将保
持债务率处于安全限度内，
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9.4%-
30%范围内，和预算赤字
仅307.2兆盾，低于今年的
1.84%指标或310.8兆盾。

日前，丝莉在雅加达，
税务总局总部的2020年国家
收支预算草案和财政报告新
闻发布会上称，“这样做是
为了支持赤字可持续性。
该307.2兆盾赤字比今年的
310.8兆盾更低。”财长接着
说，此外，政府亦将通过将
国内和国外债务的构成保持
在受控限度内，以及深化金
融市场来维持宏观平衡。“

在2020年，政府亦将优先使
用债务进行生产活动。”

该世界银行前董事总经
理表示，政府所采取的债务
融资策略是，首先，提高债
务成本效率；其次，优化社
区参与债券市场；第三，通
过责任和资产管理进行积极
的债务管理。她强调，“最
后，政府亦将有选择地管理
国外贷款。”丝莉解释说，
上述债务融资其中将来自发
行净国家有价证券(SBN)为
389.3兆盾。政府亦将提取3
兆盾的毛国内贷款。

此外，亦有提取国外贷
款(毛)为48.4兆盾，包括现
金贷款21.6兆盾，中央政府
活动贷款26.8兆盾，和向国
营企业或地方政府的活动贷
款4.2兆盾。她说，该举债
的一部分亦将用来偿还债
务。明年，政府将支付国内
贷款的主要分期付款为1.7
兆盾。此外，政府亦将支付
国外贷款的主要分期付款为
87.1兆盾。(xin)

丝莉慕利亚妮财长称

2020年政府需要债务融资351.9兆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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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维兰多周一（8月1 9
日）在其办公室说，他今
天早上直接打电话给科菲
法。科菲法说她向在她管
辖的地区发生事件被冒犯
的有关方，表达了真诚的
道歉。

除 了 称 赞 科 菲 法 之
外，维兰多还称赞了巴
布亚省长卢卡斯（Lukas 

Enembe）采取的措施。
因为，卢卡斯通过呼吁巴
布亚人民和所有各方结束
这一事件，有效的缓解了
骚乱的延续。

此外，西巴布亚地区领
导沟通论坛（Forkominda）
也为安抚巴布亚人民做出
了贡献。维兰多声称，他
已收到该论坛关于西巴布

维兰多称赞东爪哇省长科菲法

愿为巴布亚大学生宿舍遭围攻事件而道歉

政法安统筹部长维兰多举行关于西巴布亚马诺瓜利发生
骚乱的新闻发布会。 

【Suara新闻网】政治、法律和安全统

筹部长维兰多（Wiranto）称赞东爪哇省

长科菲法（Khofifah Indar Parwansa）在

处理泗水的巴布亚大学生宿舍遭围攻事件

所采取的行动，这起案件导致西巴布亚马

诺瓜利（Manokwari）发生骚乱。维兰多

称，科菲法已向巴布亚省长道歉。

亚社区可以受控制的报
告。他对西巴布亚地区领
导沟通论坛能够平息众怒
以维持地区安全稳定表示
感谢。众所周知，在西巴

布亚马诺瓜利的大学生示
威活动，被认为是抗议上
周五（16/8）在泗水的巴
布亚大学生宿舍遭围攻事
件的一种形式。（pl）

政府提高人力资源素质的决心体现在2020年
的国家预算分配中。尽管教育成本的增长相对较
小，但与其他部门相比，其数字仍然是最大的。
政府的重大计划理应得到各方的支持，鉴于提高
人力资源素质的问题在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
中尤为重要。

政府还以“人力资源优秀，印度尼西亚先进”
为主题，纪念印度尼西亚共和国74周年独立日。
这一主题意味着，培养卓越人才将支持我国跨越
式的发展，其中就是工业人力资源的作用。佐科
威总统还强调，2020年国家预算的政策主题将以
人力资源为中心，特别是为了数字经济资本。

8月16日，佐科威总统在国会大厦发表财务报告
中说：“我相信，以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为重点，我
国能够立即实现成为发达国家的愿景。凭借这一决
心，2020年财政政策的主题是《通过创新加强竞
争力和提高人力资源素质的国家预算》。”

我们的确还面临导致发展效率低下的人力资
源素质问题。尽管政府十多年来已经为教育部门
的发展投入了大量资金，但仍未能提高教育质量
以保证其竞争力。根据世界银行去年发布的关于
2018年人力资源指数的报告，我国在157个国家
中排名第87位，得分为0.53。

得分为0.53意味着今天在我国出生的每一个
孩子都有53%的成长机会，前提是完成了他们的
学业并有健康成长的环境和机会。与平均得分为
0.62的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国家相比，这一成就仍
然较低。

在东南亚，我国的人力资源得分仍落后于新加
坡（0.88）、越南（0.67）、马来西亚（0.62
）、泰国（0.60）和菲律宾（0.55）。人力资
源指数通过考虑生存机会、教育质量和数量以及
健康问题来说明各国健康和教育状况的发展。

自2009年以来，政府已将20％的庞大国家预
算拨给教育基金。财政部长丝莉（Sri Mulyani）
在不久前说：“教育在国家预算中得到最高的拨
款，这是宪法规定的20%。但我们承认，教育质
量仍然差强人意。”

政府将于2020年拨出505.8兆盾的教育经费。
这些资金包括教师、工资、认证以及学校运营的
支出。政府还计算了明年支持优先项目的预算要
求，包括就业卡和印尼听课智能卡（KIP）。

政府将让年轻人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课程类
型，例如编码、数据分析、图形设计、会计、外
语、咖啡师、农业综合企业、重型设备操作及许
多其他部门。此外，政府还将参与高等教育的奖
学金目标扩大到81.8万贫困家庭学生，以及印
尼听课智能卡计划（KIP）和学术成就奖学金计
划。

政府将在2020年继续5460万学生的学校运营
援助（BOS）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中小学教
育。另外，也保持向2010万学生提供奖学金的印
尼智能项目（PIP）。

上述政府项目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印尼工商会
馆（Kadin）副主席Johnny Darmawan强调：政
府要根据供求调整人力资源的开发。

他从概念上支持政府提高人力资源素质的举
措，但在技术方面，Joh n n y希望政府能够根据
行业需求调整提高人力资源素质计划。本月18
日，Johnny表示：“政府想要的，有时并不符合
行业的需求。”

因此政府需要与私营部门合作，以便拨出预算
实行的计划能够更有针对性。这样，既能满足行
业的人力资源需求，又能降低失业率。

迈向人力资源强国

【雅加达S u a r a . c o m
新闻网】佐科威公子Gi�
bran Rakabuming刚获得第
一笔创业投资基金710亿
盾，该投资基金由Alph a 
JWC Ventures颁发给Gi�
bran Rakabuming 与Kevin 
Susanto成立的Goola初创
公司。

Gibran Rakabuming与
Kevin Susanto于去年计
划将我国传统的饮料和食
物，通过现代包装和特色
为雅加达居民社会提供良
好的服务，还有通过在网
约车的预订中，可以发送
这个传统饮料和食物销售
网。

据报道，传统饮料其
中有Es Doger Jeger、Es 

Kacang Hijau和Es Goo�
la Aren，将成为Goola
的 主 要 销 售 产 品 。 此
外，G o o l a 已有 2 2个传
统饮料为客户一定要尝
试喝，分别在主要产品
（Signature）、茶叶、咖
啡和冷冻饮料。希望这些
喜欢同饮食能被城市消费
者接受，甚至成为城市民
众的日常生活方式。

获悉，适逢印尼共和国
国庆，Goola于2018年8月
17日开店，而现在已在雅
加达共有15个店铺，计划
将于今年增加15个店铺。

依计划， G o o l a 将于
2020年又增加到100个店
铺，并将在亚洲国家开
店。（yus）

Gibran Rakabuming成立的Goola初创公司

刚获得第一笔创业投资基金710亿盾

【罗盘新闻网梭龙市8
月19日讯】周一（8月19
日）西巴布亚梭龙市示威

活动导致几个公共设施
遭到破坏，其中一个是
Domine Eduard Osok机场

被群众大规模破坏。
警方已经控制对机场

破坏的示威群众。然而，
机场周围的一些玻璃和
公共设施已被示威群众
扔石头。巴布亚副省长
拉科塔尼（M o h a m m a d 
Lakotani）证实了Domine 
Eduard Osok机场已被示威
群众破坏。

“我得到示威群众对机
场破坏的信息。现在警方
已经着手控制。” 拉科塔
尼周一（8月19日）对记
者如是说道。

“示威群众通过向机场
航站楼投掷石头。当时，
我还在马诺瓜利。 所以我

没有收到有关机场遭到破
坏的详细信息。 然而，在
这个时候，警方已严密控
制机场。” 拉科塔尼说。

拉科塔尼无法确认遭示
威群众破坏的机场是否会
扰乱航班。拉科塔尼与西
巴布亚地方警察以及军区
司令正在前往马诺瓜利视
察遭示威群众破坏和焚烧
的公共设施。

众所周知，东爪哇省泗
水的一些巴布亚学生被逮
捕后，巴布亚和西巴布亚
的民众在进行示威游行，
因为这些巴布亚学生被指
控破坏公共设施和投掷红
白国旗。（adr）

巴布亚梭龙示威行动 群众大规模破坏机场设施

周一（8月19日）群众在查亚普拉进行示威游行。

【罗盘新闻网雅加达
8月19日讯】雅京首都警
察公共关系主任阿尔戈裕
沃诺（Argo Yuwono）警
察上校呼吁居住在雅京及
周边地区定居的巴布亚人
不要听取社交媒体信息的
煽动性言论和虚假新闻内
容。

“我们呼吁在雅京定
居的巴布亚人不要听取社
交媒体信息的煽动性言论
和虚假新闻内容或者采取
示威行动。”阿尔戈周一
（8月19日）对记者如是

说道。
“对于巴布亚人来说，

我们也像往常一样照常
开展活动。”阿尔戈如是
说。

该呼吁与周一（8月19
日）早上西巴布亚马诺瓜
利的骚乱有关。 此前，国
家警察总长狄托卡纳维安
（Tito Karnavian）也邀请
西巴布亚的所有马诺瓜利
居民维持和平。狄托说，
马诺瓜利是一个宗教信仰
和福音城市。

“有一个岛屿面对马诺

瓜利，是第一个基督教教
义进入巴布亚的土地。”
狄托在访问东爪哇警察医
院遭恐怖袭击的受害者时
如是说。 

众所周知，西巴布亚马
诺瓜利周一（19日）早上
发生骚乱，当时群众烧毁
地方议会（DPRD）大楼和
其他一些机构办公室。骚
乱是由社交媒体上传的煽
动性言论和虚假信息所引
发，该消息称，在玛琅和
泗水的一些巴布亚学生遭受
迫害和种族歧视。（adr）

警方呼吁居住在雅京巴布亚人

不要听取社交媒体信息的煽动性言论和虚假新闻内容

雅京首都警察公共关系主
任阿尔戈裕沃诺（���� ������� ���
w�n�）警察上校

【罗盘新闻网雅加达
讯】国家警察公共关系新
闻局局长德迪·普拉塞佐
(Dedi Prasetyo)准将周一
（8月19日）在雅加达南
区国家警察总部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

警方正在寻找那些涉嫌

警方通缉挑衅巴布亚人的媒体账户持有人

国家警察公共关系新闻局
局长德迪�普拉���������普拉��������普拉��������������
P�as�ty�)准将。

向巴布亚人民散播有关在
泗水和玛琅逮捕巴布亚学
生的媒体账户持有人。因
为，他们通过社交媒体挑
衅西巴布亚马诺瓜利（Ma�Ma�
nokwari）人民走上街头抗
议并引起骚乱。刑侦局将
剖析谁拥有该帐户，如发
现存在违反法律的要素，
警方将采取果断行动。

德迪·普拉塞佐补充
说，最初警察收到了关于
在巴布亚学生宿舍红白旗
被毁的报告。然后，警方
检查了住在宿舍的几名大
学生。因为没有找到任何
犯罪因素，警方将他们释
放。这个过程在法律上是
一个合理的过程，但这一
事件由于被不负责任的账
户传播，变成具有歧视性
的事件。警方希望巴布亚

岛上和全国各地的巴布亚人
能够保持克制，不要轻易受

到社交媒体连锁信息形成某
些意见的挑衅。（pl）

【 印 尼 C N N 雅 加 达
讯】肃贪会（KPK）发言
人费博里（Febri Dian�Febri Dian�
s y a h）解释说，对于大
蒜进口许可，肃贪会小
组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肃贪会小组通过追踪现
有证据，即与进口大蒜
案有关也与商贸部和农
业部权威有关的进口文

件，在15个地点进行了
搜查。费博里补充说，
搜查是在嫌疑人在雅加
达、万隆和茂物的几个
房屋进行，搜查的结果
将在审查证人期间澄清。

在大蒜进口许可贿赂
案，肃贪会已宣布六名嫌
疑人。行贿者有三名，即
Chandry Suanda（CSU）

又 名 A f u n g 、 D o d d y 
W a h y u d i （ D D W）和
Zulfikar（ZFK）。而受贿
者是斗争民主党（PDIP）
派系国会第六委员会成
员I Nyoman Dhamantra、I 
Nyoman的亲信Mirawat i 
Basri（MBS）和来自私营
部门的Elviyanto（ELV）。

根 据 国 家 组 织 者 资

产报告（ L H K P N ）， I 
Nyoman嫌犯的总资产为
251.89亿盾。他拥有的
资产是土地和建筑物，
分布在雅加达南区、普
沃加达（Purwakarta）县
和丹格朗南区。此外，
还有5辆四轮车、艺术品
和古董，以及其他可移
动物品。（pl）

大蒜进口许可贿赂案

肃贪会在15个地点追踪进口文件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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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nesia Marriott International今年再组织第七届“送鞋子到学校”
始于2006年，送鞋到学校项目最初是雅加达JW

万豪酒店的“服务精神”计划，在第一年为雅加
达及其周边地区的儿童收集了100多双新鞋。现在
已经进入第1 3个年头，这些鞋子将分发给全印尼
的19基金会。

这个于8月15日在Mega Kuningan的雅加达丽思卡尔
顿酒店举行的一场象征性的仪式活动，向代表数个孤
儿院的Emmanuel基金会的10名儿童移交鞋子。在活动
期间，孩子们可观看表演和品尝美味佳肴的款待。

万豪的核心价值观是通过Serve 360—培育、维
持、授权和欢迎，指导如何开创业务，支持当地社
区致力于保护环境。公司将持续分享进展，并期待
在不久的将来推出最新一代的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
展目标。 ( f r d)

【 本 报 雅 加 达 讯 】 印 尼 J W 万 豪 国 际 酒 店 （M a r r i o t 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h o t e l s）正 在 联 手 组 织 
“送鞋子到学校”，这是一项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为孤儿收集鞋子，迎接新学年的到来。参与这项计
划的20家酒店共捐赠了4148双鞋：

1. The Ritz-Carlton Jakarta, Pacific Place
2. Le Meridien Jakarta
3. The Westin Jakarta
4. Keraton at The Plaza, a Luxury Collection Hotel, Jakarta
5. The Hermitage, a Tribute Portfolio Hotel, Jakarta
6. JW Marriott Hotel Jakarta
7. The Ritz-Carlton Jakarta, Mega Kuningan
8. The Mayflower-Marriot Executive Apartments, Jakarta
9.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Jakarta Thamrin
10. Four Point by Sheraton Bandung

11. Sheraton Grand Jakarta Gandaria City Hotel
12. Yogyakarta Marriott Hotel
13. Sheraton Bandung Hotel & Towers
14. Sheraton Mustika Yogyakarta Resort & Spa
15.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Manado
16. Aloft Jakarta Wahid Hasyim
17. Moxy Bandung
18.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Makassar
19.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Balikpapan
20. Courtyard by Marriott Bandung

Emmanuel基金会的10名儿童在表演。 酒店代表向10名儿童移交鞋子后合影一瞥。

他 在 雅 加 达 对 记 者
说：“我们乐观表示，汽车
工业领域能成为优先部门
来提高国家出口。我们定

下指标，2030年我国汽车工
业，无论是内燃机（internal 
c o m b u s t i o n  e n g i n e，
简称ICE）和电动车（简称

EV）的生产量可以称冠。”
他认为，为提高汽车工

业领域的出口额，工业部
致力于加强供应链，及深
化制造业结构。

“我们设法继续调高
出口额，以便在20 2 5年
国内汽车工业能向8 0个
国家出口100万辆原装车
（CBU），”他这么说。

为此，提高汽车工业
生产能力和竞争力，必须
与零部件工业的发展同时
进行。

这是因为汽车零部件工
业的产品是代工生产（简
称OEM）的供应链和汽车
工业售后服务的部分，以
致在国内和出口的市场份
额非常广泛。

“上述工业领域的技术
亦有机会继续发展，以致
有能力在全球市场竞争。
现在国内分成第一线、第
二线，及第三线的1500家
汽车零部件公司，他们分
布在全国地区，特别是雅
加达、万丹省、西爪省、

中爪省，以及东爪省，”
他称。

他指出，我国汽车工业
的潜力可从汽车产品和零
部件出口继续上升显示出
来。在2018年，整车出口
量达到26万5000辆，而散
装汽车（CKD）出口量大
约8万2000台，以及组件
出口超过8660万件。

“至2019年7月份，该
产品的出口额已超过2018
年出口额的50%，”他补
充说。

2019年国产的汽车出口
指标可突破40万辆。

“我们已出口到80多个
国家，而主要目的国有5
个，其中是菲律宾、沙特
阿拉伯、日本、墨西哥以
及越南，”他称。

随着外资流入我国，
我们已提高生产能力来
加强我国汽车工业。今
年 1 月 至 6 月 份 ， 汽 车
产 量 已 达 到 6 0 万 辆 ，
而国内汽车销售量达到
5 0万辆。 ( v n )

政府看好将汽车工业 打造成为国家优先出口领域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工业部电器、运输

工具、机器和金属工业局（ILMATE）局长哈

里延多（Harjanto）表示，根据印尼制造4.0 

(Making Indonesia 4.0）综合路线图，政

府看好汽车工业将成为国家优先出口的领

域将优先发展，以便生产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产品，准备进入工业4.0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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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因美元上涨股市反弹
金价下跌

因美元走强及股市反弹；有迹象
显示全球主要央行将祭出更多刺激举
措，缓解了人们对经济衰退的忧虑，
金价周一下滑。0602 GMT，现货金
跌0.4%至每盎司1,507.11美元。

美 国 期 金 跌 0 . 5 % 至 每 盎 司
1,515.70美元。

美元指数徘徊在周五所及两周高
位附近，使得美元计价黄金对于持有
其他货币的投资者而言更加昂贵。

其他贵金属，现货银下跌0.6%至
每盎司16.99美元。

铂金上涨0.5%至848.54美元，钯
金涨0.2%至1,450.55美元。

此前沙特产油设施受到袭击
油价上涨逾1%

此前也门分裂主义分子在周末袭
击了沙特的石油生产设施，交易员
也在寻找中美贸易紧张关系缓解的迹
象，油价周一上涨。

但异常悲观的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报告加剧了围绕石油需求增长
的担忧，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油价涨势。

0621 GMT，布兰特原油期货上涨0.78
美元，或1.3%，报每桶59.42美元。美
国原油期货涨0.64美元或1.2%，至
每桶55.51美元。

英退谈判希望提振英镑人气
英镑兑欧元自近期高位回落

虽然英镑人气要好于近几个交易
日，因为投资者冀望英国和欧盟在英
退谈判方面取得一些进展，英镑兑欧
元周一从近三周高位处回落。

英镑上周录得两个月以来最强表现，
因投资者削减英镑空仓，而且一些交易
商买入英镑，相信英国能够在10月份避
免无协议英退。目前英国定于10月底退
欧。英镑兑欧元最多下跌0.3%至0.9160
英镑，兑美元微跌0.2%至1.2123美元。

日本股市上涨
因有迹象显示全球央行将采取举措支

撑本国经济，这帮助缓解了人们对全球
经济衰退的担忧，日本股市周一上涨。

但买盘比较受抑，因中美贸易
纠纷仍一直令人担忧。日经指数涨
0.7%至20,563.16点，东证股价指
数涨0.6%至1,494.33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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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9日

	 1	 INTP	 22075	 22600	 525	 2.38%	 1599900	 35798817
	 2	 FIRE	 1880	 2350	 470	 25.00%	 44240600	 87056596
	 3	 BBMD	 2240	 2600	 360	 16.07%	 500	 1300
	 4	 TCPI	 6700	 7050	 350	 5.22%	 6335200	 45807290
	 5	 SMGR	 12900	 13250	 350	 2.71%	 7836000	 103312367
	 6	 BBCA	 29800	 30075	 275	 0.92%	 6123800	 183845462
	 7	 UNTR	 20500	 20700	 200	 0.98%	 2639300	 54731085
	 8	 BTPS	 3170	 3350	 180	 5.68%	 34909900	 114581804
	 9	 ISAT	 3650	 3830	 180	 4.93%	 16822700	 64591518
	10	 TPIA	 7750	 7925	 175	 2.26%	 7060300	 55449225

	 1	 TCID	 13600	 13100	 500	 -3.68%	 1400	 18400
	 2	 BYAN	 16900	 16400	 500	 -2.96%	 200	 3280
	 3	 UNVR	 44975	 44500	 475	 -1.06%	 1326100	 59254247
	 4	 MAPA	 5650	 5325	 325	 -5.75%	 3000	 16190
	 5	 AALI	 10950	 10650	 300	 -2.74%	 446300	 4795185
	 6	 EMTK	 7500	 7300	 200	 -2.67%	 51300	 374485
	 7	 ANDI	 2280	 2130	 150	 -6.58%	 2000	 4251
	 8	 LAND	 1645	 1530	 115	 -6.99%	 166400	 260554
	 9	 SILO	 6275	 6175	 100	 -1.59%	 785200	 4879000
	10	 ICBP	 11625	 11525	 100	 -0.86%	 7924300	 92747970

央行将于本月21到
22日召开总裁理事会
会议（RDG），这也
是季度会议。而将出
席本月23日的Jackson 
Hole 经济政策研讨会
的美联储（The Fed）
主席鲍威尔（Je rome 

P o w e l l ） 活 动 与 谈
话，也受到投资者的
关注。

Investa Saran Man-
d i r i 公 司 经 理 H a n s 
Kwee阐明，虽然在上
周末佐科威总统发表
财务备忘录演讲后，

股价综合指数还能上
涨。但本周初的市场
情绪却将受到全球因
素的左右。

他说全球一些主要
指数在上周末成功反
弹，据彭博社数据，
美国标准普尔指数涨
1.45%，道琼斯指数
涨1.2%,，因此印尼
证券交易所（BEI）股
价综指在本周初可以
在正面的领域上下。

Hans认为美联储继
续下调利率的计划将
成为积极因素。而美

国与中国的贸易战问
题开始缓和，有望成
为市场有利因素。

在国内，央行预计
将尾随美联储在金融
政策方面采取温和步
骤。央行在本月的总
裁理事会会议中仍有
把基准利率下调25个
基点的空间。Han s估
计央行今年或三次降
息。

他说利率持续下降
的可能性，有利于银
行业和房地产业。

综指在上周末稍涨

0 . 4 6%至 6 2 8 6点。
年初至今综指已上涨
1 . 4 9 % 。 外 资 在 上
周末净售 7 2 2 4 . 2 亿
盾 ， 但 年 初 至 今 依
然录得净购62 . 2 9兆
盾。

佐科威总统在演讲
中预计明年我国经济
将增长5 . 3%，是近
7年来最快的。此外
政府承诺把预算赤字
缩减至占国民生产总
值1.76%，而通货膨
胀率保持着3 . 1%左
右。（xf）

央行与美联储采取温和金融政策

促进银行业和房地产业市场
【印尼文版商报雅加达讯】上周

末佐科威总统发表财务备忘录演讲

后，眼下投资者再次把关注重点投

向央行（BI）和美国央行将采取的金

融政策。

【本报讯】周一
（19/8）综合指数
在闭市时上升。早盘
结束时，综指下落
0.61点或0.01%至
6286.05点。但在下
午收盘时，却上升
10.058点或0.16%
，报收于6296.715
点。LQ-45指数上升
3.836点或0.39%，
报984.127点。

亚洲股市多数上
升，日本指数上升
144.35点或0.71%
，报20563.16；香
港指数上升557 . 6 2
点 或 2 . 1 7 % ， 报
26291.84；上海指
数上升 5 9 . 2 7 点或
2.10%，报2883.10
；海峡时报指数上升
13.42点或0.43%，
报3128.45。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
共发生41万3294次，
有151亿1164万840份
股票易手，总值7兆
1720亿7371万7299
盾。涨价的股有197
种，落价的股有209
种，246股持平。

外资净售10 4 5亿
3000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 ： I N T P ( 印 多 水
泥公司股)涨价5 2 5
盾，现价 2万 2 6 0 0
盾；FIRE（Alfa Ener-
gi Investama 股）涨
价470盾，现价2350
盾；BBMD（Mestika
银 行 股 ） 涨 价 3 6 0
盾 ， 现 价 2 6 0 0
盾；TCPI（Transcoal 
Pac i f i c股）涨价350
盾，现价7050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BYAN（Bayan能
源公司股）落价500
盾，现价 1万 6 4 0 0
盾；TCID（Mandom 
I n d o n e s i a股）落价
500盾，现价1万3100
盾；U N V R (联合利
华公司股）落价475
盾，现价 4万 4 5 0 0
盾；MAPA(MAP Ak-
tif 股)落价325盾，
现价5325盾。

盾币增值10盾
周一，雅京银行际

货币兑换交易（Ja-
karta I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 /JISDOR）
收市，1美元以14235
盾中间价结束，比
先前价以14345盾中
间价，盾币增值1 0
盾。（asp）

综合指数上升10至6296.715点
1美元兑14235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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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潜在性抱持这类思维障碍的创业
家却多得惊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成见，是
因为多数人在成长过程中都被教育“要跟别
人一样”的关系，这种心态极有可能成为事
业上的阻碍，因此请改变想法，想著“跟别
人不同是好事”。

【印尼文版商报雅
加达讯】印尼中央银行
评估，国内和外国交换
机构的合作对国家支付
网关（NPG/GPN）计
划的成功至关重要。
央行希望，此事将对
国内支付系统带来积
极的影响。众所周知，
美国交换机构的万事达
卡（Mastercard）通过
与Artajasa Pembayaran 
Elektronis公司的合作正
式进入NPG系统。这意
味着印尼Mastercard公
司有助于提供国内借记
卡交易支付系统服务。

央行总裁助理Sug-
eng日前在雅加达签署
万事达卡和Arta jasa合

作协议时称，万事达
卡作为全球业者可有
贡献提高我国支付系统
的能力。“他们可分享
交易安全知识、提高欺
诈检测系统和网络抵抗
力”。虽然如此，他补
充说，双方的伙伴关
系仍优先考虑实施NPG
的目标。中央银行将在
使用电子渠道支付生
态系统内实现互连和互
操作性。央行确保，
万事达卡公司将在印尼
处理数据和在建立数
据中心以及使用银行
货币中心 （CeBM）运
作。CeBM是使用央行
管理的转账账户资金的
结算系统。CeBM的实

施是央行维持金融体系
稳定性和货币稳定性的
承诺。截至2019年7月
份，有GPN标识的卡比
率占已发放的自动提款
机（ATM）卡和借记卡
总数的22％，达3630
万张流通卡。央行拟定
指标，今年该红色嘉鲁
达标识卡的实施达30
％。这意味着，央行
预计GPN卡的分销量将
达489 0万张，假设截
至2019年6月份流通的
ATM卡和借记卡总量为
1亿6290万张。Sugeng
接着说，随后交易数
量每月增长40％至1亿
3600万次，总额达6兆
2100亿盾。（asp）

我国央行表示

外国与国内交换机构的合作对GPN计划很重要

【 印 尼 文 版 商 报
雅 加 达 讯 】 今 年 下
半 年 ， 印 尼 国 家 银
行（PT Bank Negara 
Indonesia（Persero）Tbk，
股代号BBNI）将再发行
可转让证书存款（NCD） 
。该短期债券计划于9
月份至10月份期间进入
市场。周三（14/8）印
尼国家银行财库和国际
银行服务经理Rico Riz-
al Budidarmo表示，该银
行尚未确定其价值，因
为仍将与市场的需求调
整。“目的是，为了再

融资应付的债务”。根
据印尼中央证券存管公
司（KSEI）的数据，该银
行有三种短期债券，将
于2019年第三季度末至
年底到期。该三种债券
是2016年D系列第二阶段
盾币NCD、2019年A系列
第二阶段NCD 和2019年B
系列第二阶段NCD，总额
达1兆700亿盾。

此前，2019年3月28
日，该银行已发行2019
年第一阶段NCD ，包括
A、B、C和D系列。这
四个NCD系列的总值达

9500亿盾，用于扩张贷
款。非传统资金是银行
维持流动性的选项。印
尼国家银行副总经理Herry 
Sidharta说，该银行的短
期债务可用证券来弥补。

“该银行的流动性是
由最佳组合的非传统资
金所支持”。截至2019
年6月份，该银行的贷存
比率（LDR），从87.28％
升至92.3％。主因是该
银行第三方存款者资金
（DPK）同比增长13％，
在该期间的贷款同比增
长20％。（asp）

今年印尼国家银行将再发行可转让证书存款

为了激活这个房地产市场的潜力，Brewin Mesa房地产公司在南丹格朗县Alam 
Sutera中央商务区推出The Lana公寓，投资额达3兆盾，将于2020年完成。图

为，从左至右：Brewin 
Mesa房地产公司董事总
经理 Bill Cheng、The Lana
公寓结构设计与质量主
任 Davy Sukamta、中国
国家建设海外发展上
海(CSCODS) 公司董事
总经理 Steven Lee与
Brewin Mesa房地产公司
项目经理 Angka Yusuf
日前在雅加达新闻发
布会后交谈。（本报
Hermawan摄/译asp）

Brewin Mesa公司推出The Lana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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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reme Energy公司
商业关系资深经理伊斯
摩约.阿尔科（I sm o y o 
A rgo）阐明，公司拥有
3个地热区块特许权，即
Muara Labouh、Rantau 
D e d a p和R a j a b a s a，但
才 兴 建 2 座 工 程 ， 即
Muara Labouh地热工作区
（WKP）和Rantau Dedap
地热工作区，并分别在
今年和明年运营。

该 两 座 地 热 发 电 站
工程各需要7亿美元投
资。“因此，2个地热

区块总投资达到14亿美
元，今年，Muara Labouh
地热发电站可商业运营
（COD）和明年，Rantau 
Dedap运营。”

Supreme Energy公司已
获得该两座地热发电站
工程融资，Rantau Dedap
地热发电站获得日本国
际协力机构（JICA）、
亚洲开发银行（ADB）和
瑞穗银行（Mizuho Bank 
Ltd）、东京三菱UFJ银行
（Bank of Tokyo  Mit-
subishi UFJ）和三井住友

银行（Sumitomo Mitsui 
Banking Corp），大约
5.4亿美元贷款。

与此同时，Muara La-
bo u h地热发电站工程贷
款来自建设金融机构财
团 ， 即 日 本 协 力 银 行
（JBIC）、亚洲开发银行
（ADB），以及来自商业
银行，即瑞穗银行、东
京三菱UFJ银行和三井住
友银行。此外，日本出
口和投资保险（NEX I）
给予保证，Muara Labouh
地热发电站工程投资大
约为6亿美元。

Supreme Energy公司
环境安全健康和关系副
总经理帕里延达鲁.艾
芬迪（Prijandaru Ef-
f e n d i ） 解 释 说 ， 目
前，Muara Labouh地热

发电站仍在作3个月期的
测试运行（comiss i on-
ing）阶段，概括同步负
载抑制测试和性能测试
（sinkronisasi、load re-
jection test dan per-
formance test）。接下
来定下指标，2019年11
月，发电量为80兆瓦的
第1单位发电站将开始作
商业性运营。

他续称，Rantau Dedap
地热发电站工程建造进
度，从计划的16个地热
井已完成11个，Supreme 
Energy公司将再钻研5个
地热井，俾能获得足够
的蒸汽积极生产预订指
标的电力。“明年8月
份，但愿Rantau Dedap地
热发电站已能生产90兆
瓦的电力。”(sl)

【 本 报 讯 】 印 尼
潮 州 年 轻 人 组 织 举 行
以“Technology in Busi-
ness”为主题研讨会，讲
述数字技术在未来业务管
理中的重要作用。

印尼潮州年轻人组织主
席罗志忠(Paulis Amin Djo-
han)称，年轻一代，包括潮
州年轻人组织成员，必须了
解目前数字技术的作用，因
已跟着改变很多事情。

“该活动为满足成员的
兴趣，因为未来业务离不
开数字技术。大部分潮州
年轻人组织成员也有业务
使用数字技术，例如在财
务部门、电子转账等。”
他这么说。

他预计从大约300名潮
州年轻人组织成员，大约
100名成员是积极成员，
目前超过20%运营有关数

字技术的业务。
因此，该研讨会邀请从

数字技术业务的年轻人，即
是Charles Gandha(InvestIdea 
V e n t u r e s )、 J o n a t h a n 
Bryan(KoinWorks)、Eddy 
Tju(Faspay首席执行官)，以

及Budiyanto(Deloitte Private
董事总经理)。

印尼潮州年轻人组织副
主席纪经辉(Kurnia Kis-
woto)称，“这些发言人
相关到未来的业务。例如
在初创企业的投资。作为

年轻人，我们必须了解数
字技术，因为该技术将改
变很多事情。”

他 续 说 ， 除 了 解 技
术在业务发展中的重要
性，该研讨会也计划招
聘新成员。( lcm)

【投资者日报丹格朗
讯】2019年上半年，现代
化零售业销售额突破150
兆盾，比去年同期的100
兆盾提高50%。2019年上
半年的许多正面情绪和消
费者购买力好转，已有效
推动零售产品需求。

印 尼 零 售 业 协 会
（A p r i n d o ）总主席洛
伊.曼德伊（Roy Mandey）
称，20 1 9年上半年，我
国经济相当稳定，以致，
影响消费者购买力。除此
之外，还有间接推动现代
化零售业销售额的民主活
动。“普选对现代化零售
业有很大贡献，因在竞选
活动（kampanye）期间，
需要从现代化零售店购买
的食品和饮料，普选占零
售业总销售的30%。”

他补充说，20 1 9年上
半年的开斋节契机，也对
现代化零售业造成很大的
影响。“几乎所有的印尼
零售商协会成员报告，开
斋节的销售额提高40%，
是销售旺季，许多产品畅
销，如饼干（biskui t）、
糖浆（sirup）和开斋节所
需用的物品。”

洛伊续称，中央和地
方政府实际支出，不似
此前几年的缓慢，也推
动民众购买力。“许多

地方政府在年初落实支
出和对现代化零售业造
成良好的影响。”

他乐观表示，以20 1 9
年上半年的业绩，至今年
底，现代化零售业销售可
达到260兆盾，该数目比
去年的实际销额220兆盾
提高9%至10%。

“20 1 9年下半年，学
生们再返校，意思是说现
代化零售店需求潜力相当
大，再加上年底的圣诞
节，这些都对现代化零售
业销售有利的迹象。”

洛伊阐明，为吸引消费
者到现代化零售店购物，
零售商也持续进行推广提

供奖品。网上购物（e-
commerce）也积极推动零
售店销售的决心。

“虽然网上购物正在增
长，但不会对现代化零售店
造成影响，因消费者类型不

同。网购的消费者，是忙碌
的消费群，而现代化零售店
消费者，则是每月消遣时间
购物的族群。”

Apr i ndo和印尼购物中
心协会（APPB I）也参与

第74届印尼独立日的印尼
大减价活动，2019年8月
14日，丹格朗Tang City购
物中心举行，而在全国所
有的购物中心，则在8月
14日至25日举行。(sl)

【本报讯】停车服务企
业CentrePark Citra Corpora
公司荣获2019年OMNI品牌
奖项(OMNI Brand Award 
2019)，这是公司与民众
之间的良好沟通规划所取
得的成就。

C e n t r e P a r k 总 经 理
Charles Oentomo称，通过
该奖项，该公司有信心成
为2020年最好停车公司。

“我们创造的停车系统
和技术，百分之百准备欢
迎工业4.0。”他这么说。

OMNI Brand Award是
有关一个品牌的宣传活动
和成就，由总部设在亚洲
的管理顾问公司MarkPlus 
Inc.启动。

2 0 1 9年 O M N I 品牌奖
项 选 择 7 0 家 公 司 ， 然
后断定只有2 0家获胜，
其 中 中 亚 银 行 ( B C A )
、MRT Indonesia、Astra 
Otoparts、FIF Groups、
三菱(M i t s u b i s h i )、松
下(Panason ic)、Pe l i ndo 
II、Kimia Farma，以及
CentrePark。

他 说 ， 在 过 去 五
年，CentrePark在我国停车
管理业务记录显著增长。

“ 从 2 0 0 9 年 成 立
后，Cent r ePa r k至今分布
在我国33个城市运营至少
280个停车地点。

甚至，我们定下指标，
今年在数个城市可以增加
100个新停车地点。”他
如斯说。

与此同时，Cent rePa rk
营 销 沟 通 经 理 S y l v i a 
Christianti称，现有在我国
的一些外国停车品牌竞争
中，CentrePark持续创造新
府有关停车系统和技术。

她 称 ， 为 在 最 短
时 间 吸 引 消 费 者 的 反
应，CentrePark举行推广折
扣泊车费活动，通过与各
种电子货币进行合作，例
如e-Money、Flazz、Brizzi
和TapCash。

甚至，目前，消费者可
以事先订单CentrePark停车
场的一些停车位，通过智
能手机以安装Parkee平台
的方法。(lcm)

Supreme Energy计划

将拨14亿美元建两座地热发电站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Supreme En-

ergy公司计划拨出14亿美元资金，建造

两座地热发电站（PLTP）工程，即Muara 

Labouh和Rantau Dedap，该两座地热发电

站工程总发电量170兆瓦（MW）。

2019年上半年 零售业销售突破150兆盾

上周末，在雅加达，印尼潮州年轻人组织主席罗志忠(后排:左4)和发言人在以“Technology 
in Business”为主题研讨会后合影。(商报/Muhammad Maan摄)

印尼潮州年轻人研讨会 讲解数字技术在商业重要性

CentrePark荣获2019年

OMNI品牌奖项

CentrePark总经理Charles Oentomo(左)与市场沟通经理Sylvia 
Christianti(右)陪同下，直接从MarkPlus Inc.总经理Hermawan 
Kertajaya(中)荣获颁发的2019年OMNI品牌奖项。(商报/Mu-
hammad Maan摄)

(左至右)：流行文学类别
获胜者Ashadi Siregar、新闻
类别获胜者Jakob Oetama
由指南日报副总编Rikard 
Bagun代表、Bakrie首席执行
官Ardiansyah、医学类别获
奖者Anna Alisjahbana、科学
类别获奖者Anawati与评审
员Rizal Mallaranggeng在雅加
达举行的2019Achmad Bakrie
颁奖节目后合影的情景。
（商报/Hermawan摄）

2019Achmad Bakrie颁奖节目

Sigi县地区的一些农民仍然保持通过将稻米种子直接播
种到田地的传统种植水稻的方式。他们认为这种方法
可以使水稻茎更强壮，也更实用。图示中苏拉威西省
Sigi县Porame村一名女农夫正在使用将稻米种子直接播
种到田地的方式。

保持使用传统播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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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举报与最近一周
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阿布
杜勒·索马德演讲视频有
关。

H B B社会团体律师艾
尔文·希杜莫朗（Erwin 
S i t um o r a n g）称，阿布

杜勒·索马德演讲视频
于8月16日在社交媒体上
流传。这段视频于2016
年在廖内省北干巴鲁市
拍摄。

周一（8月 1 9日），
艾尔文在雅加达南区大

都会警署（�o��a �� t��o ��a �� t�
ro Jaya）说：“8月16
号，我们在W h a t s A p p
群组上看到视频。我们
从社交媒体上得知他说
这是三年前的演讲，现
在才在网上传播开来。
所以，我们现在向警方
举报。”

艾 尔 文 认 为 阿 布 杜
勒·索马德的演讲内容算
是亵渎宗教，能够造成公
共秩序混乱。他因而向警
方举报，目的为对阿布杜

勒·索马德等人带来震慑
作用。

他 希 望 他 们 在 公 众
面前演讲时一定要谨慎
小心。

艾尔文说：“这个国
家正在发展中和祈求永葆
和睦氛围。别让这个人给
破坏了。”

举 报 阿 布 杜 勒 · 索
马德，艾尔文提供索马
德讲视频的证据。他指
控索马德触犯刑事法第
156条。 (cx)

【雅加达罗盘新闻网
8月19日讯】雅加达西区
警方将两名贩卖冰毒的
毒贩抓捕。这两位毒贩

将冰毒藏在5个鱼肉松包
装里。

大都会警署署长加托
（Gatot E��y �ramono）

称，嫌疑犯用新型贩毒
方式在雅加达地区贩卖
冰毒。

周一（8月19日），
加托说：“这是新的包
装，好像装有金枪鱼肉
松，但事实上里面装了
冰毒。”

雅加达西区警察局缉
毒组主任埃里克（E r �E r �
ick Fr�n�r i z）告诉记
者：“卡里德勒斯区警
察局在两三天前破获这
起案件。”

但 是 埃 里 克 不 愿 透
露具体细节，因为警方
仍在深入调查中。他只
说警方在雅加达和周围
地区起获重达三公斤的
冰毒。 (cx)

【巨港罗盘新闻网8月
19日讯】8月18日，南苏
门答腊省巨港市S�matang 
Borang区Suka �u�ya村一
名家庭主妇莉蒂娅（3 6
岁）在回家途中遭遇抢
劫，她追歹徒时从摩托车
上摔下来，头部重重着地
身亡。

事发之前，莉蒂娅刚买
完手机充值卡。在回家途

中，一名歹徒抢走她的包
包，她骑摩托车追歹徒，
不慎从摩托车上摔下来。
看到这一幕，路人上前施
救，把她送到医院。莉蒂
娅在送至医院途中身亡。

巨港市萨戈区警察局
局长菲尔曼希亚证实确
有其事。警方正在追捕
嫌疑犯。

菲尔曼希亚称，被害

人把安全帽扔向歹徒，扔
不中，于是骑摩托车追歹
徒。追了500米远左右，
她从摩托车上摔下来。

被害人的丈夫安德勒
（3 7岁）称，他希望警
方能尽快将嫌疑犯抓获
归案。

被 害 人 包 包 里 的 现
金、手机和驾照被歹徒
抢走。 (cx)

【北干巴鲁罗盘新闻网
8月19日讯】廖内省夏克
县坎蒂斯区一名19岁小伙
子只因求欢被14岁女友拒
绝而将其杀害。

周一（8月19日），夏
克县警察局发言人帕拉约
加（D���k �rayoga）对记
者说：“8月18号，我们
在坎蒂斯区贝卡拉尔村将
嫌疑犯捕获。”

据帕拉约加说，因为
求欢被被害人拒绝，嫌疑
犯用锄头敲打其头部和背
部，然后对躺在血泊中的

女友实施强奸。
坎蒂斯区贝鲁土村一

名村民在一间草棚里发
现女孩的尸体，并向警
方报警。

他说：“嫌疑犯逃到特
拉加村，他把被害人的手机
卖掉，然后前往坎帕尔县塔
彭区观看国庆节活动。”

看完国庆节活动后，
嫌疑犯回到坎蒂斯区，他
在贝卡拉尔村一个保安亭
里喝咖啡的时候被刑警抓
捕。他承认杀害女友。

帕拉约加说：“嫌疑

犯在一个星期前在脸书
认识了被害人，后来发
展成恋人。”

嫌疑犯骑摩托车到利
波�查亚村去接被害人。
当天下午，嫌疑犯把被害
人带到一个空草棚，提出
要发生性关系。

他说：“被害人拒绝
求欢，她从草棚里跑出
来，嫌疑犯追着她，用锄
头敲打她，然后对她实施
强奸。”

目前嫌疑犯仍在坎蒂斯
区警察局接受调查。(cx)

【罗盘新闻网8月19
日讯】上周六，楠榜省
Way Kanan县警察局缉毒
组在Kasui区Bukit Batu村
地方政府办公楼将10个
开吸食冰毒派对的吸毒
者抓捕，缉毒警发现重
达0.05克的冰毒和吸毒
工具。

10个被缉毒警抓捕的
吸毒者是Bukit Batu村
村长HR（47岁）、Jaya 

T i ngg i村民DK（58岁）
和S I（ 3 4岁）、B u k i t 
Batu村民A�（43岁）和
RF（47岁）、K��aton村
民TA（40岁）和AR（22
岁）、Way Kan�is居住
小区住户�U（24岁）和
AWD（40岁）。

援 引 楠 榜 T r i b u n 报
道，Way Kanan县警察局
局长An�y Siswantoro通
过缉毒组主任I �a�� In�I �a�� In�

�ra Wijaya称，警方接到
民众报警，称Kasui区成
为群众吸毒窝点。

接警后，警方展开调
查。上周六凌晨12时30
分左右，缉毒队进行突
击搜查，发现其中一个
吸毒者竟是Bukit Batu村
村长。

他们的行为触犯禁毒
法，或被判最低4年最高
12年监禁。(cx)

【普土斯西巴勿罗盘新
闻网8月19日讯】西加里曼
丹卡普阿斯�胡卢县警察
局一名警员因缺勤一个月
而被国家警察总署辞退。

周一（8月19日），卡
普阿斯�胡卢县警察局局

长希斯沃（Siswo Han�Siswo Han�
� o y o）宣布：“根据西
加里曼丹省警察局局长决
定，辞退相关人员。”

据希斯沃称，相关人
员超过30天缺勤行为触犯
2003年第一国家警察总长

规定。希斯沃说：“希望
大家吸取教训，让大家能
够好好地执行任务和遵守
一切规定。”

警察局局长叮嘱让相关
人员回归社会，也不忘对
其服役表示感谢。(cx)

【Kumparan新闻网8月
18日讯】8月13日凌晨，
万丹省西冷市Waringinku�Waringinku�
rung区Suka�a�am村一家三
口遇袭，32岁男子鲁斯丹
迪与其4岁儿子遇害，而
其妻子西蒂（25岁）被捅
成重伤，至今仍在芝勒宫
地方公共医院治疗。

警方至今仍未掌握两名
嫌疑犯身份。警方怀疑他
俩对这一户人家有私人怨
恨构成杀人动机。

鲁斯丹迪是一名从事建
筑工作的工人，而其妻子
是一名家庭主妇。

8 月 1 3 日 清 晨 6 时 左
右，邻居在客厅中发现
这一家三口躺在血泊中。
鲁斯丹迪和儿子被发现身
亡，而西蒂受重伤被送至
医院抢救。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邻
居对记者说：“他的表弟
说凶手对这一家人有私人
怨恨。”

西蒂逐渐康复，她讲述
遇袭经过。她告诉刑警袭
击者有两个。

西冷市警察局刑事案
件调查组主任伊万（Ivan 
A�hitira）说：“当天凌晨
2点左右，两个戴着面具
的嫌疑犯敲了她的家门。
西蒂把门打开后，他俩直
接袭击她，她的老公和儿
子被她的尖叫声吵醒，她
的背部被其中一人用刀捅
了三下。鲁斯丹迪和两个
嫌疑犯打斗中被对方勒
死。”

西冷市警察局局长菲
尔曼（Firman Affan�i）
说：“据西蒂说老公和嫌

疑犯打斗。”
鲁斯丹迪打输被对方杀

死。警方称他有可能是被
嫌疑犯勒死的。

菲尔曼说：“我们在遇
害者家中发现粪便，可能
是遇害者的，可能是被勒
死的。”

菲尔曼说：“屋外有血
迹，可能是嫌疑犯留下的
血。”

这对父子的遗体被送至
万丹省芝勒贡医院进行尸
检之后，安葬在距离住家
不远的公墓。(cx)

【雅加达Liputan6新闻
网8月18日讯】大都会警
署（�o��a ��tro Jaya）
将两名诈骗分子抓捕。这
两名男子贾法尔（45岁）
和哲哲普（50岁）假装要
买豪车，作案时总偷放安
眠药。

大都会警署发言人阿尔
格（Ra��n �rabowo Argo 
Yuwono）称，警方接到市
民报警 ，称今年7月28日
在公寓里上当受骗。

8月18日，阿尔格对记

者说：“今年7月28号，
这两个嫌疑犯在雅加达
中区公寓租房子，他俩老
是搬来搬去，只租了一天
的房子。为了让下手目标
相信，嫌犯在公寓租房
子。”

这两名男子通过网络寻
找想要卖豪车的人。哲哲
普负责联络卖方。

阿尔格说：“双方约在
公寓见面，以13亿盾价格
达成口头协议后，贾法尔
经车主的允许下试车，而

哲哲普将安眠药偷偷放入
饮料里。两人趁受害者喝
了之后熟睡拿走车证。”

接警后，警方展开追捕
行动，终于在西爪省万隆
地区将嫌疑犯抓获。车子
已被嫌疑犯卖掉了。

他说：“嫌疑犯说第一
次作案，我们不相信。他
俩用脏钱购买贵重物品和
吃喝玩乐。”

两名嫌疑犯的行为触
犯 刑 事 法 ， 或 被 判 9 年
监禁。 ( c x )

【雅加达Liputan6新闻
网8月18日讯】4个警员在
西爪省展玉县地方政府办
公楼前维护示威活动的秩
序时被人泼汽油溅身点燃
烧伤，当地警方已将3个
人定为嫌疑犯。

据《爪哇邮报》报道，
上周六西爪省警察局公
关办公室主任特鲁诺尤
多（Trunoyu�o Wisnu 
An�iko）说：“我们已经
将三个人定为嫌疑犯。”

特鲁诺尤多解释称，在
32个被抓捕的大学中有24
个人已回家，另8个人仍
在接受调查。特鲁诺尤多
说：“这8个人中有3个人
已经被定为嫌疑犯。”

上周四（ 8月 1 5 日）
上午9时左右，Cipayung 
� �us青年组织在西爪省展
玉县地方政府办公楼前举
行示威活动，最后演变成

骚乱。示威群众要求委员
会委员履行作出的改善教
育环境承诺。有4个警员
被汽油溅身烧伤。

委员会秘书接见示威群
众代表，但是示威群众没
有因此而停止示威活动，
他们游行前往展玉县地方
政府办公楼。

中午1时左右，示威群
众封锁通往地方政府办公
楼的西利旺宜路，焚烧轮
胎。警员上前试图扑灭火
焰，却被人泼汽油烧伤。

特鲁诺尤多说：“有示
威群众把汽油泼向轮胎，
警员上前试图扑灭，被汽
油溅身。”(cx)

【丹格朗点滴新闻网8
月18日讯】人家宠物狗被
男子用气枪打死案，警方
终于将该38岁男子阿里夫
定为犯罪嫌疑人。

丹格朗市警察局刑事案
件调查组主任格格（Gogo 
Ga��sung）称，侦查员传
唤举报人询问和审问被举

报人之后，将阿里夫定为
犯罪嫌疑人。上周五（8
月16日），格格在电话里
对记者说：“今天阿里夫
被定为犯罪嫌疑人。”

上周二（8月13日），阿
里夫被警察从家中带走接受
调查。当天晚上让他回家。

上周一（8月12日），万

丹省丹格朗市CitraRaya区
Wat�r �oint居住小区一户人
家的宠物狗比多被该男子
用气枪扫射，这只可怜的
狗狗身中4颗子弹死亡。

狗狗的主人到男子家
去理论的时候，被他用气
枪指着。狗狗的主任随后
报警。(cx)

回教布道家索马德被以扰乱公共秩序罪举报
【雅加达罗盘新闻网8月 1 9日讯】

伊 斯 兰 教 布 道 家 阿 布 杜 勒 · 索 马 德

（Usta�z Ab�u� Soma�）被Horas Bangso 

Batak（HBB）社会团体以扰乱公共秩序罪

举报，日期为2019年8月19日。

7月11日，伊斯兰教布道家阿布杜勒·索马德（Ustadz Abdul Somad）
在万丹省南丹格朗市塞尔彭区发表讲演。上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
教徒参加这场开斋节庆祝活动。（图片来源：安塔拉通讯社）

鱼肉松包装藏冰毒

两名毒贩被警方抓捕

周一（8月19日），大都会警署缉毒局集中销毁71.8公斤
冰毒和15326粒摇头丸。

路上遭遇抢劫 女子追歹徒时摔车身亡

西冷市一家三口凌晨遇袭致两死一伤

两名嫌疑犯至今逍遥法外

刑警进行现场勘查。

因求欢被拒

廖内省小伙用锄头打死女友

警员维护示威活动秩序被汽油溅身烧伤

展玉警方将三名示威者定为嫌疑犯

警员在维护示威活动的秩序时被汽油溅身点燃烧伤的
场景。

开吸毒派对 楠榜省一名村长被捕

旷工整整一个月 西加省一名警员因而被辞退

两诈骗分子作案时偷放安眠药

趁车主饮后熟睡偷走宝马

恶男用气枪打死人家宠物狗案

警方已将其定为犯罪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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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贺信中指
出，生态文明建设对人
类文明发展进步具有十
分重大的意义。近年
来，中国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实行了国家公园
体制。三江源国家公园
就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中国实行
国家公园体制，目的是
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
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
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
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
下珍贵的自然资产。这
是中国推进自然生态保
护、建设美丽中国、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一项重要举措。
习近平强调，中国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既
要紧密结合中国国情，
又要广泛借鉴国外成
功经验。希望本届论坛

围绕“建立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这一主题，深入研
讨、集思广益，为携手
创造世界生态文明的美
好未来、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19日上午，第一届

国家公园论坛在青海西
宁开幕。开幕式上宣读
了习近平的贺信。全国
政协副主席陈晓光出席
开幕式。

第一届国家公园论
坛由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青海省政府主办，
包括主论坛、分论坛、
边会、场外互动和展示
活动等环节。中央和国
家机关有关部门、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省份、相
关研究机构负责人，相
关国家及国际组织代
表，专家学者代表等约
450人出席论坛。

习近平致信祝贺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开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习近平在甘肃考察调研
 19日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19日
在甘肃省考察调研。当天下午，他
来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敦煌莫
高窟，实地考察文物保护和研究、
弘扬优秀历史文化等情况。

 

中国ARJ21客机开展高原地区演示飞行
中国国产喷气支线客机ARJ21飞

机于19日起开展为期3天的高原地区
演示飞行，其成果将用于探索打造
中国西南空中快线。

据报道，中国ARJ21客机19日圆
满完成昆明-丽江-西双版纳-昆
明航线运行，标志着该型飞机的中
国西南地区航线演示飞行正式拉开
帷幕。本次演示飞行将执飞云南昆
明、丽江、西双版纳、腾冲、临
沧、大理等8个机场之间的2条串
飞航线和3条对飞航线，主要展示
ARJ21飞机高原性能及与高原机场
的匹配性，探索中国西南地区支线
航空快线。ARJ21支线客机是中国按
照国际标准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飞机，于2016年6月投入航线运
营。根据《中国经济周刊》今年8月
16日的报道，截至目前，ARJ21客机
先后取得型号合格证（TC）和生产
合格证（PC），累计载客超过40万
人次，航线运营和市场化、产业化
之路稳步推进，当前拥有24家客户
共528架订单。

  

国台办回应F-16V军售：
民进党当局损害两岸同胞利益

19日讯，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马晓
光19日就美方拟向台湾出售F-16V战
机事应询表示，外交部已就此向美方
提出严正交涉。美方此举粗暴干涉中
国内政，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
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损害中
美关系、两岸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
定。我们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取消
有关对台军售计划，停止向“台独”
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任何势
力都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

马晓光表示，蔡英文和民进党当
局损害两岸同胞的利益，不惜充当
美“马前卒”，向美缴纳高额“保
护费”，最终只能成为“弃子”，
被永远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中新社19日新】在第一届国家公

园论坛开幕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

来贺信，向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

贺，向出席论坛的各国嘉宾和各界人

士表示诚挚的欢迎。

【中新社19日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栗战书19日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了拉美议会议长
皮萨罗。

栗 战 书 说 ， 近 年
来，习近平主席四次到
访拉美，在双多边场合
同拉美国家领导人频繁
会面，共同推动中国和
拉美国家关系进入了新
时代。中国是世界上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拉美
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
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中拉合作本质上是南南
合作，双方合作既不针
对第三方，亦不排斥第
三方。拉美议会是拉美

和加勒比地区最重要、
最具代表性的议会间组
织，在推动中拉整体合
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中
国全国人大愿进一步加
强同拉美议会的友好交
流合作，为推动中拉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提供法律保障，为丰富
人文合作多做促进工
作，更好助力中拉全面
合作伙伴关系发展。

皮 萨 罗 表 示 ， 拉
美议会高度重视与中
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合
作，将恪守一个中国
原则，推动拉中合作
日益深化。沈跃跃参
加会见。

【中新社19日讯】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19日在中南海会见乌
兹别克斯坦外长卡米洛
夫。

王岐山表示，乌兹
别克斯坦是“丝绸之
路”古国。建交27年
来，两国关系始终保持
高水平运行。在两国元
首战略引领下，各领域
合作不断深化。中乌两
国都致力于通过改革开
放实现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和人民幸福，目标
越高，越要把握好时间
尺度，保持定力和耐
心，一步步实现战略目
标。中乌应继续相互坚
定支持，加强治国理政

经验交流，深化全方位
合作，密切在上合组
织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
调。

卡米洛夫表示，乌
中友谊深厚，双方高度
互信，合作领域宽广。

乌方高度评价中方为地
区发展合作与安全稳定
所做努力，愿与中方共
同推动互联互通和“一
带一路”建设等务实合
作，巩固和发展好乌中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香港中19日讯】 
台北消息：中国国民党
主席吴敦义18日与2020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
人、高雄市长韩国瑜“
吴韩会”后，表示希
望在一周内与鸿海创
办人郭台铭会面，但
郭办却说行程已满。
国民党19日说明，目
前正由幕僚沟通中，
两人都很忙，正努力
协调出时间。

韩国瑜1 8日结束
新竹的下乡走访行程
后，随即驱车北上，
与 吴 敦 义 、 国 民 党
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永
权会面，商讨选战规
划。吴敦义会后受访
表 示 ， 希 望 “ 吴 郭
会”在一周内举行，
不会拖太久。

不过，郭台铭办公
室随即表示，郭台铭
本周的行程几乎都已
排定，看不出有和吴
敦义会面的可能性。
国民党19日表示，大

家并没有说不见面，
只是两人都很忙、行
程多；目前正由幕僚
沟通和安排中，盼努
力协调出会面时间。
国 民 党 台 湾 “ 立 法
院”党团总召曾铭宗
当天受访说，希望郭
台铭能够听到来自国
民党内的声音，排除
困难、挤出时间与吴
敦义会面，坐下来好
好商谈，能够整合，
争取2 0 2 0胜选。国
民党立委赖士葆也表
示 ， 他 每 天 在 基 层
跑，与民众接触，感
受到泛蓝支持者的确
非常担心蓝军分裂的
问 题 ， 如 果 蓝 军 分
裂 ， 大 概 就 很 难 胜
选。吴敦义与郭台铭
都 是 有 智 慧 的 大 人
物，如能进行“吴郭
会”，会是蓝军整合
团结争取胜选好的开
始，相信郭台铭会做
出让基层比较放心的
动作。

香港最新失业率升至2.9%
餐饮业升幅较明显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19日公布，5
月至7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升至
2.9%，打破此前连续15期维持的
2.8%；就业不足率则维持1%。

最新的数字显示，与4月至6月
比较，总就业人数减少约3300人至
3867400人；总劳动人口则大致相
若，为3985900人。失业人数（不
经季节性调整）由114300人上升至
118500人，增加约4200人。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期内，各行
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其中餐饮服
务活动业有相对明显的上升。

广州南站迎客流高峰期 
暑运日均停靠863趟列车

记者19日从广州南站获悉，该
站目前正迎来开站以来客流最高峰
期，每天的客运吞吐量在全中国各
大火车站中独占鳌头，今年暑运该
站日均停靠动车组数量达863趟。

广州南站站长王洪军介绍，今
年暑运广州南站停靠动车组数量为
全中国各大火车站之首，经停南站
的各条高铁均迎来开通以来最大客
流。暑运以来至8月18日，广州南站
共发送旅客1560万人次，日均发送
32万人次，相当于每天运走一个中
等县城人口。1

报告：中国保险行业正从激进快速
走向高质量发展

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保险
行业正从激进快速发展走向“面对
挑战，积极转型”的道路，并逐步
回归“保险姓保”，追求高质量发
展。

安永19日发布的《2018-2019保
险业风险管理白皮书》认为，2018
年中国保险行业整体呈现发展趋
缓、监管趋严的态势。

安永大中华区保险业主管合伙人
黄悦栋表示，2018年对于中国保险
行业来讲，是“转型与回归”的一
年。截至2018年底全国原保险保费
收入同比增长3.92%。整体来看，
中国国内保险市场业务结构加速调
整，经历着从重规模向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转型期。

【中新社19日讯】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下称“外汇局”）19日
公布数据显示，7月，
银行结汇11068亿元（
人民币，下同），售汇
11491亿元，结售汇逆
差423亿元（等值61亿
美元）。其中，银行
代客结售汇逆差283亿
元；银行自身结售汇逆
差140亿元。

外 汇 局 新 闻 发 言
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表
示，7月银行结售汇和
涉外收支更趋平衡，外
汇市场运行保持稳定。

具 体 看 ， 一 是 银
行结售汇逆差明显收
窄。7月，银行结售汇
逆差环比减少68%。

综合考虑远期结售汇和
期权交易等其他供求因
素，外汇市场供求基本
平衡。二是非银行部门
涉外收支基本平衡。7
月，企业、个人等非银
行部门涉外收支小幅逆
差21亿美元，6月为逆
差91亿美元。

王春英还指出，外

汇市场预期平稳，主要
渠道的跨境资金流动状
况稳中向好。一方面，
市场主体结汇意愿上
升、购汇意愿减弱。7
月，衡量结汇意愿的结
汇率为67%，环比上升
5个百分点；衡量购汇
意愿的售汇率为69%，
环比下降1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企业货
物贸易、直接投资等项
下跨境资金持续净流入
且有所增加，个人购汇
更加平稳。7月，货物
贸易涉外收支和结售汇
顺差均环比扩大，直接
投资、证券投资涉外收
支和结售汇呈现稳定规
模的顺差，个人购汇同
比下降8%。

【中新社19日讯】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
部长辛国斌19日表示，
在中国内外部环境发生
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
国汽车产业在经历了28
年持续增长后首次出现
负增长，进入市场和产
业结构的调整期，未来
3年-5年将是汽车产业
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

自2018年7月起中国
汽车产销量已连续13个
月下滑。今年上半年汽
车行业是制造业大类中
唯一下降的行业。尽管
7月降幅有所收窄，但
前7个月的产销下滑仍
超过10%。

辛 国 斌 出 席 中 国
汽 车 工 业 协 会 主 办
的“2019全球汽车产业
创新大会”时指出，当
前中国汽车产业已具备
良好的发展基础，长期
向好的发展态势没有改
变，汽车产业正处于转
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
结构、转换增长动力，
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
也正处于产业变革、升
级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辛国斌强调，在面
临较大下行压力的情况
下，汽车全行业要“变
革破局”“化危为机”
，采取切实可行措施，

增强产业持续发展的动
力。

首先要做好顶层设
计。加快推进《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年）》编
制工作，谋划布局未来
产业发展，凝聚行业共
识，坚定发展信心。

【中新社19日讯】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普
华永道19日发布的一
份报告显示，201 9年
上半年，中国并购活
动交易金额降至264 4
亿美元，环比降幅达
18%，创过去十年最
大半年度跌幅。

报告显示，中国内

地企业海外并购和私
募股权基金交易下滑
导致并购交易总额出
现回落，境内战略投
资者交易的增长减缓
了总体回落的趋势。

交易数量方面，除
私募股权基金环比下
滑46%，大部分类型
投资者并购交易数量

均有所增长，表明中
小型并购案例依然保
持在合理的交易活跃
水平。

普华永道中国内地
及香港海外并购交易服
务主管合伙人及并购服
务北方区主管合伙人路
谷春表示，受境外投资
机会受限以及中美贸易

摩擦影响，中国在国内
经济增长的着重发力带
动了境内战略并购交易
出现交易金额和交易数
量双方面增长。过去六
个月，工业板块出现了
许多大额交易及重组机
会。另外，消费品、高
科技和医疗健康板块也
颇为活跃。

报 告 显 示 ， 上 半
年，中国战略并购交
易 金 额 上 升 约 8 % ，
其中超大型并购交易
量达28宗（上个半年
度为18宗大型交易）
，并购交易数量增长
12%。入境并购交易
数量增长64%，但交
易金额下降29%。

王岐山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卡米洛夫

8月19日，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北京中南海会见
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卡米洛夫。

栗战书会见拉美议会议长皮萨罗

8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会见拉美议会议长皮萨罗。

中国7月银行结售汇逆差61亿美元 

外汇市场运行保持稳定

王春英

辛国斌：未来3年-5年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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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国斌

普华永道：上半年中国并购活动交易金额环比降18%

“吴郭会”本周难进行 

国民党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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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央行总裁卡尼称
负利率不是英国的可行选择

英国央行总裁卡尼在周一刊出的
评论中表示，他不认为负利率是目前
英国经济的一个选择。

“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认为负利
率是一个选择。我并非在批评其他
采用负利率的国家，但我们不认为
这是一个选择，”卡尼向网站Central 
Banking表示。

卡尼还呼吁法国和德国采取行
动，以确保未清算的衍生品合约能够
在英国10月31日退欧后顺利运作。

Central Banking称，在8月1日对卡尼
进行了采访。当天他在英国央行公布
最新通胀报告后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苹果就对中国加征关税
和三星竞争问题提醒特朗普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日表示，他
与苹果执行长库克(Tim Cook)讨
论了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所带
来的影响，以及来自韩国三星电子
的竞争。

特朗普表示，库克“提出了一个
很好的问题”，即鉴于三星的产品不
会面临同样的关税，所以关税可能会
伤害苹果。对另外价值3000亿美元中
国商品征收关税计划于9月1日和12月
15日分两个阶段生效，其中包括消费
类电子产品。

“我认为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说
服力的论点，所以我在考虑，”特朗
普说。特朗普在新泽西州莫里斯敦机
场的停机坪上与记者交谈时发表了上
述评论。苹果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没
有立即发表评论。

惠誉将阿根廷主权信用评级
从B下调至CCC

惠誉国际评级(Fitch Ratings Inc.)
上周五将阿根廷主权信用评级从B下
调至CCC。惠誉称，下调阿根廷评级
反映了8月11日总统大选初选之后政
策不确定性升级、财政状况严重收紧
以及预期宏观经济状况恶化，宏观经
济恶化将导致主权债违约或进行一定
形式重组的可能性上升。

在上周日的初选中，阿根廷总统
马克里(Mauricio Macri)面对竞争对
手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andez)遭
遇挫折。费尔南德斯的竞选搭档、副
总统候选人是阿根廷前总统Crist ina 
Kirchner。

美国科技巨头纷纷进驻多伦多
硅谷企业正在进军多伦多。英特

尔公司(Intel Co.)已宣布，计划在多
伦多这个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建造一个
图形芯片设计实验室。叫车服务公司
优步(Uber Technologies Inc., UBER)
计划在此开设一个工程中心。谷歌
(Google)母公司Alphabet Inc.拟打造
一个新的多伦多园区，以此作为在安
大略湖湖滨兴建一座科技“智慧城
市”项目的一部分。微软(Microsoft 
Co.)表示，将把加拿大员工总数提高
20%以上。

总部位于加州圣克拉拉的硅谷银
行(Silicon Valley Bank)为全球一些
最大的风投公司和初创企业提供资
金，鉴于融资活动如此之多，该行在
西雅图和波士顿为加拿大企业处理业
务19年后，于今年3月份在多伦多开
设了一间办事处。

民调显示近三分之二美国人支持自由贸易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

报》上周日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
显示，近三分之二美国人支持自由贸
易，这一比例创历史新高。

民调显示，64%的受访者认为，
自由贸易将打开全新市场且对美国
有利，美国无法回避经济全球化。
仅有27%的受访者认为，自由贸易
损害美国制造业和其他关键行业，
对美国不利。

与2017年的上一次调查相比，支
持自由贸易的美国人比例增加了7个
百分点，与2015年调查相比增则大
幅增加了13个百分点。同时，本次民
调中反对自由贸易的美国人比例则较
2017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

美国全国企业经济协会称
预计美国经济衰退或于2020或2021年到来

最新出炉的美国全国企业经济协
会(NABE)调查显示，多数经济学家
预测美国经济将在明年或后年步入衰
退。在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后，经
济学家把预估经济衰退的时间往后
延。NABE调查显示，226位受访的经
济学家中，2%预测美国经济今年进
入衰退，低于今年2月调查的10%。
调查显示，46%预估美联储今年至少
再降息一次；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预
测利率将维持在现有水准。

美联储从去年12月
开始将升息排除出考
虑范围，上月又下调利
率。惠誉称，以美联
储为首的央行政策地
理 “扩散指标”已经
从强烈的收紧倾向转
变为明显偏向于宽松
或降息。

这种协同转变将主

要央行应对金融危机的
措施概括为：普遍降
息、美联储向其他国家
央行提供美元互换额
度，以及其它一系列
支撑全球经济的特别
举措。

惠誉分析师在专访
中表示，现在宏观经
济环境不能算差，过

去几个月的政策转变
也远说不上广泛。

但从华盛顿和法兰
克福的美国和欧洲央
行总部，到伦敦等金融
重镇，以及许多的新兴
市场，遍布不同地区都
采取行动，表明全球
央行已经更加紧密挂
勾，又以美联储马首
是瞻。

“从改变有多么迅速
来看，这相当惊人，”
惠誉评级首席分析师
Brian Coulton表示。

美联储与其他19家央
行近几个月陆续降息。

Coulton表示，他们

对美联储的政策调整
做出回应--事实表明
全球贸易和企业融资
普遍使用美元，使得
全球经济与美国情况
的连结更甚以往--而
且感受到中美贸易战
的风险与日俱增。

他称，贸易战正“影
响全球前两大经济体。
这是每家央行都得纳入
考量的风险。这是个得
共同面对的冲击。”

但他感觉这是一个
更为深刻的转变。他指
出，新兴市场货币政
策以往与大宗商品价
格变动及其对通胀的

影响密切相关，但如
今看来则是与美联储动
向紧密挂钩。

惠誉分析的结论显
示，这可能是十年来低
成本资金以及美联储“
量化宽松”带来的“深
远后果之一；美联储的
量化宽松政策让世界各
国及海外企业可以扩
大借入美元，唯有在
美联储开始升息时才需
要面对再融资风险及其
他压力。

Coulton称，当美联储
改弦更张的时候，“原
本其他央行承受的压力
也就得到了释放。”

全球主要央行降息

标志着自金融危机以来最广泛政策转变
【路透华盛顿讯】惠誉评级的分析师

在上周五的一份报告中称，美联储和其

他主要央行的一系列降息行动，标志着

全球货币政策立场出现了自2009年落

入金融危机深渊以来最广泛的转变。

【中国新闻网】英国社
会舆论调查机构YouGov
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
果显示，葡萄酒已经取
代啤酒，成为英国消费
者最喜欢的酒精饮料。
在接受调查的2000多名
英国消费者当中，当受
访者被要求选择自己“
最喜欢的酒精饮料”
时，28%的受访者选择
了葡萄酒，而选择啤酒
和烈酒的分别为23%和
20%。

调查还显示，最受英
国消费者欢迎的葡萄酒
类型依次为：清爽的白
葡萄酒(长相思或灰比
诺)，占比41%；酒体
厚重的红酒(马尔贝克
或设拉子)，占比38%
；普罗赛克起泡酒，占
比34%；香槟酒，占比
24%；酒体轻盈的红酒
(黑比诺或佳美)，占比
23%；浅色桃红酒(白仙
粉黛)，占比22%；经橡
木桶陈酿的霞多丽白葡
萄酒，占比17%；英国
起泡酒和干型桃红酒(法
国南部桃红酒或灰比诺
桃红酒)，占比16%。

据了解，在英国市
场最受欢迎的中国葡萄
酒，目前有张裕解百纳
干红、宁夏张裕摩塞尔
十五世酒庄赤霞珠干红
和辽宁张裕黄金冰谷酒
庄威代尔冰酒等。英国
皇家酒商BBR、伦敦精品
葡萄酒专卖店Hedonism 
Wines、英国最大的连锁
超市Tesco、伦敦Selfridges
百货大楼等商店的货架
上，均有张裕葡萄酒的
身影。今年2月，张裕
摩塞尔传奇赤霞珠干白
还出现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周六厨房》直播
节目中。

英国虽然不是世界上
最大的葡萄酒消费国，
但英国的葡萄酒文化领
先全球，许多有影响的
酒评家和葡萄酒媒体出
自英国，葡萄酒与烈酒
教育基金会(WSET)的总
部在英国，世界葡萄酒
大师(MW)和世界侍酒大
师(MS)的考试组织机构
在英国，国际葡萄酒挑
战赛(IWC)和国际葡萄酒
暨烈酒大奖赛(IWSC)的
举办地也都在英国。

葡萄酒成为英国消费者

最喜欢的酒精饮料

英国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葡萄酒消费国，但英国的
葡萄酒文化领先全球。

【华尔街日报】上周
五，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简称欧佩克)
三个月来第二次下调
2019年石油需求增长预
期，并下调了对全球经
济增长的预期，指出原
因之一在于美国和中国
之间的贸易战带来的不
确定性。

欧佩克在其受到密
切关注的月度石油市场
报告中说，预计今年全
球石油需求的增长将会
放缓，将其预测下调至
110万桶/天。

这一数字相当于只下

调了4万桶/天，但此前
其他主要石油机构也进行
了类似的下调，此外美国
石油库存意外增加，贸易
紧张局势和收益率曲线反
转等衰退信号引发了更广
泛的动荡。

欧佩克还下调了对
非欧佩克国家201 9年
和2020年的供应增长预
期。已成为能源出口国
的美国产量巨大，引发
了对供应过剩的担忧，
在库存增长之际，投资
者可能会将供需增长预
期下降视为消费疲软的
迹象。

欧佩克下调石油需求预期

受全球经济担忧拖累

欧佩克还下调了对非欧佩克国家2019年和2020年的
供应增长预期。

【路透华盛顿讯】美国政府上周五
宣布，将部分中国生产的家具、婴儿
用品和互联网调制解调器(modem)
及路由器剔除出新一轮加征10%关税
的产品名单。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一份完
整清单，所列产品不在9月1日及12月
15日生效的3000亿美元征税商品名单
之列，其中一些关税已经达到25%。

特朗普周二宣布，拟征关税商品有
逾半数的开征日期推迟到了12月，称
这将有助于保护企业和消费者在圣诞
购物季免受美中贸易战的影响。

根据美国统计局数据，这份清单包
含44类进口商品，金额约为78亿美元，
其中亦包括一些用于塑料制品生产的化
工合成物。路透此前报导称，圣经和宗
教读物也不在加征清单之列。

中国制造的数据机(调制解调器)
和路由器是去年9月2000亿美元中国产
品加征关税清单中的一部分，当时关
税上调至25%。这些产品周五被剔除
于清单之外，将可以在特朗普9月1日
对类别同样广泛的产品征收关税时，
免于被进一步征收10%关税；9月1日
的征税品项包括智能手表、智能音箱
和蓝牙耳机。

从关税清单中剔除的多数品项为家
具产品，包括木头与金属架构的椅子，
以及塑料家具。其中一些产品之前普
遍被列为家具类征收关税。

婴儿相关的家具品项也得以幸
免，包括幼儿床、摇篮式婴儿床、
摇篮、婴儿推车和儿童安全座椅。

价值1140亿美元的零售家具行业是
受特朗普关税政策打击最严重的行业
之一，特朗普5月将关税上调至25%
，该行业随之涨价。

美国将部分中国制造的家具等产品

剔除出10%加税名单

根据美国统计局数据，这份清单包含
44类进口商品，金额约为78亿美元，
其中亦包括一些用于塑料制品生产的
化工合成物。

【路透伦敦讯】上
周五晚间发表的采访
报导显示，英国新任
财政大臣贾伟德(Sajid 
Javid)今年晚些时候制
定他的首份预算案时，
将研究如何以最佳方式
利用目前处于纪录低位
的借款成本。

英国公债收益率受
全球经济下滑担忧拖
累，本周降至纪录低
点，约翰逊政府已同意
评估现行的预算规定。

“在我看来，显而易
见，当部分这个国家的公
债利率处于纪录低位时，
如果不认真考虑如何利用
(这个机会)，那我就是不
称职的，”上个月就任的
贾伟德在接受采访时称，
采访报导刊登在英国泰晤
士报周六版上。

曾担任德意志银行

交易员的贾伟德表示，
美国和英国公债收益率
曲线出现倒挂之后，
他“担心”全球经济健
康状况。部分分析师将
收益率曲线倒挂视为经
济衰退信号。

许多分析师认为，如
果约翰逊口头威胁成真，
亦即若欧盟不重启协商，
就将在未达成过渡协议的
情形下于10月31日带领英
国退出欧盟，英国经济则
可能萎缩。

贾伟德表示，无协
议退欧“需辅以大规模
的经济方案作为回应”
，包括提振需求及经济
供应能力的种种措施，
不过他并未提出细节。

贾伟德证实，当他在9
月“上半月”提出下一个
财年的政府支出计划时，
他将坚守现有的预算指导

原则，也就是维持年度借
款规模低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2%。

不过在他的首份年度
预算中，对税收及支出
将会有更全面的检讨，
他表示，这份预算案仍
有可能在英国10月31日
退出欧盟之前提出。

“当我们有了这份
预算之后，我将会思考
是否需要调整财政规
定，”他称。

英国财政大臣贾伟德表示

要好好利用低借款成本的机会

英国新任财政大臣贾伟德。

【 路 透 柏 林 讯 】
德国财长肖尔茨(Ol a f 
Scholz)上周日表示，德
国拥有“全力”应对下
一次经济危机的财政实
力，暗示柏林可以拿出
高达500亿欧元(554.5
亿美元)的额外支出。

由于德国经济濒临
衰退，且借贷成本处于
纪录低位，德国目前面
临国内外压力，要求其
放弃平衡预算的承诺，
转而通过举措新债来增
加投资。

一名德国高级政府
官员本月对路透表示，
德国正考虑放弃长期以
来奉行的平衡预算政
策，通过发行新债来帮

助为成本高昂的气候保
护计划筹资。

在政府“开放日”
新闻发布会上，肖尔茨
承认了有关债务融资支
出的辩论，但他表示，
国家应该在经济良好时
期量入为出，尤其是因
为这意味着它在情况变
坏时将有能力应对。

今年德国债务水平与
经济产出之比预计将从
去年的60.9%降至58%
左右，低于欧盟的债务
上限60%，给未来的支
出带来更大灵活性。

“所以如果德国的债
务/经济产出之比低于
60%，这就成为我们全力
抵御危机时的力量，”

肖尔茨说。
肖尔茨说，2 0 0 8 /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给
德国造成大约500亿欧
元的成本，并称：“我
们需要筹集这些资金。
我们也能够做到。这是
个好消息。”

德国拥有对抗下一次危机的财政实力

德国财长肖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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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政府军打死
20名“青年党”武装分子

摩加迪沙消息：索马里军方人士
19日说，政府军18日夜间在南部与
索马里“青年党”武装交火，打死
20名武装分子。

索马里政府军指挥官奥达瓦·优
素福·拉杰告诉记者，“青年党”
武装分子昨夜袭击了政府军在下谢
贝利州巴里雷镇一处军事基地，政
府军发起反击，打死2 0名武装分
子，打伤30余人。

当地居民告诉记者，夜间听到激
烈交火声，早上在军事基地附近的
街道上看到不少尸体。

阿富汗驻西班牙大使在巴塞罗那遭劫 
一手表被抢

西班牙媒体Pe r i o d i c o援引警方
消息报道称，当地时间18日，阿富
汗驻西班牙大使在巴塞罗那遭到抢
劫。报道称，这名外交官18日晚在
巴塞罗那市中心的莱塔纳街（��i���i�
et�n�）遭到一群年轻人的袭击。歹
徒将其推倒在地，并抢走了价值1.7
万欧元的宝格丽手表。受害者随后
向警方报案。据报道，他的腿在袭
击中受伤。

今年6月底，一名韩国高官在巴塞
罗那遭遇抢劫。她在摔倒后失去知
觉，被送院时情况危重。

特朗普多次提出海上封锁委内瑞拉 
国防部没当真

5名美国政府官员或前官员透露，
特朗普私下建议将美国海军舰艇派
遣至委内瑞拉附近，以封锁委内瑞
拉的货物进出。

据报道，特朗普至少在近一年半
的时间里多次提出这一想法，最近
一次是几周之前。消息人士称，美
国国防部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一“极
端的想法”，部分原因是高级官员
认为这一想法并不实际、没有法律
依据，会影响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海
军部署。

一名消息人士认为，特朗普想到
了古巴导弹危机。但这名消息人士
认为委内瑞拉的情况和当时的古巴
导弹危机不一样，如果要封锁委内
瑞拉，美国需要大量的资源，可能
美国海军无法提供这么多资源。

西班牙大加那利岛野火肆虐 
已导致近5000人被疏散

综合报道，当地时间18日，西班
牙当局发声明称，大加那利岛野火
肆虐，已导致近5000人被疏散，可
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控制住火势。

大加那利岛自治区区长托雷斯在
一份声明中表示，大火蔓延到了颇
受游客欢迎的Cruz de Tejed�山区，
火势极为汹涌且不稳定。据报道，
暂未有人员伤亡报告。托雷斯称，
火灾面积已达3400公顷。火势蔓延
导致大火肆虐地区的20条道路被关
闭。强风使得情况复杂化。

民调显示近三分之二美国人
支持自由贸易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
报》18日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
显示，近三分之二美国人支持自由
贸易，这一比例创历史新高。

民调显示，64%的受访者认为，
自由贸易将打开全新市场且对美国
有利，美国无法回避经济全球化。
仅有27%的受访者认为，自由贸易
损害美国制造业和其他关键行业，
对美国不利。

与2017年的上一次调查相比，支
持自由贸易的美国人比例增加了7个
百分点，与2015年调查相比增则大
幅增加了13个百分点。同时，本次
民调中反对自由贸易的美国人比例
则较2017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

伊拉克总统分别会见美伊大使 
吁对话缓和地区局势

当地时间18日，伊拉克总统萨利
赫在巴格达分别会见了美国与伊朗
驻伊拉克大使。19日，萨利赫发表
声明，呼吁美伊双方通过对话的方
式缓和地区紧张局势，解决危机。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9日报
道，伊拉克总统办公室当天发表声
明称，萨利赫与美国驻伊拉克大使
图勒讨论了地区和国际最新政治形
势。声明称，双方都同意要缓和美
国与伊朗间的紧张局势，采取建设
性对话并加强安全合作，以结束地
区危机，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

声明还说，在萨利赫与伊朗驻伊
拉克大使马斯杰迪的会谈中，双方
也讨论了两国关系以及在各领域开
展合作的方式。

【新浪网】近日，美国男子泰
勒·伊万诺夫（Tyler Iv�noff）在位
于美国西海岸的希什马廖夫市附近
拾柴火时，捡到了一个漂流瓶，里
面竟装有一封50年前苏联海军军官
的手写信件。

据美联社报道，伊万诺夫用螺
丝刀打开漂流瓶，取出信件，信件
是用俄语书写的。伊万诺夫随后在
社交平台分享了他的“发现”，一
些懂俄语的网友帮他将信上的内容
翻译了出来，才得知这封信事冷战
时期一名苏联水手写的，写信日期
是1969年6月20日。

俄罗斯媒体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并成功追踪到了信件作者，苏联海
军上尉博萨纳科（An�tolii Prokofievich 
Bots�nenko）。博萨纳科起初不太确
定自己是否写了一封信，直到在信件
落款处看到自己的签名，他才反应过
来，“啊，真有这么一回事！”

看到瓶子和纸条的照片时，波

萨年科还高兴得流下了眼泪。博
萨纳科回忆称，这封信是他在36
岁登上苏拉克号时写的。在1966
年到1970年之间，他一直在苏拉
克号上服役。

【海外网】肯尼亚
国会议员肯恩·奥科斯
（Ken Okoth）日前因
癌症去世。令人意想不
到的是，在奥科斯的追
悼会上，身为他好友的
内罗毕州长迈克·松科
（Mike Sonko）却当中
揭穿其婚外情，引发广
泛争议。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CNN）报道，41
岁的奥科斯上个月因癌
症去世。在日前举办的
追悼会上，奥科斯的好
友松科出人意料地公开
详细阐述了这位已故议
员与一名被提名为内罗
毕县议会议员的女性之
间的婚外情。

报道称，44岁的松
科在由当地电视台直
播、奥斯科意大利籍妻
子在场的追悼会上发表
讲话称，“肯恩与内罗
毕一位被提名的县议会
女成员有个儿子。通过
照片和各种文件可看
出，这对爱侣并没有隐
瞒这个事实。”

松科的话触及了人
们的痛处，并引发了一
些政界人士的批评，同
时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
争议。当地民众在社交

媒体上以“Sonko”为
热词标签，开玩笑警告
大家“不要与州长分享
秘密，否则州长将不可
避免地以非常公开的方
式泄露秘密”。

不过，对于此事，
松科解释道，他其实想
告诉大家，“即便肯恩
不在，我们也不要忘记
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受
到法律保护和承认，需
要并有权参加父亲的追
悼会。家属应该接受肯
恩的儿子。”

松科还在脸书上开
通了女性投诉热线，邀
请有类似经历的女性
与他办公室联系，并附
文“如果你们要投诉议
员、参议员、州长或商
人让你怀孕却不承担抚
养孩子的责任，记得告
知他们的全名、职务以
及相关照片或视频，以
便我们曝光。” 根据
松科的说法，目前已经
收到许多女性的投诉。

报道称，根据2014
年肯尼亚人口与健康调
查数据，肯尼亚几乎有
一半儿童没能与亲生父
母同住，22%的儿童来
自单亲家庭，即便他们
的父亲在世。

【 新 浪 网 】 当 地
时 间 1 8 日 ， 美 国 总
统特朗普表示，副总
统迈克·彭斯将作为
他 2 0 2 0 年大选的竞
选搭档。报道称，特
朗普在新泽西州登上
空军一号之前告诉记
者，“我很高兴与彭
斯一起（竞选）。”

彭 斯 2 0 0 1 年 至
2 0 1 3 年曾担任美国
国会众议院议员，并
曾在2 0 0 9年至2 0 1 1
年任众议院共和党会
议主席，成为该党在
众 议 院 的 第 三 号 人
物。在国会期间，彭
斯曾在众议院外交事

务委员会任职。彭斯
在美国国内被普遍认
为是强硬的社会保守
派人士。

彭斯于2013年1月
出 任 印 第 安 纳 州 州

长；2016年美国大选
期间，担任特朗普的
竞选搭档。当地时间
2017年1月20日，彭
斯正式宣誓就任美国
副总统。

【海外网】伊朗方
面证实，早前被英国海
军扣留的伊朗油轮已被
直布罗陀政府释放，
并已经离开直布罗陀水
域，缓慢驶向新的目的
地。此外，这艘油轮目
前已更名，伊方称重新
命名油轮的目的在于避
免美国的制裁，改名符
合国际海事规则。

据伊朗英语电视台
（presstv）当地时间18
日消息，伊朗运营的“
阿德里安·达里亚一
号”（Adri�n D�ry� 1
）油轮悬挂伊朗国旗，
目前向东驶入地中海，
目的地未知。伊朗驻伦
敦大使哈米德·拜伊贾
德（���id B�eidine����id B�eidine�
j � d）也在社交媒体中
证实，油轮在直布罗陀
被扣押45天后开始在国
际水域航行。

7月4日，英国海外

领地直布罗陀在英国
海军协助下扣押悬挂
巴拿马旗的“格蕾丝
一号”（ Gr�ce 1），
指认它违反欧洲联盟
制裁、向叙利亚运送
原油。伊朗对此表示
否认，并斥责英国此
举为“海盗行为”。
随后，伊朗革命卫队7
月1 9日在霍尔木兹海
峡扣押了悬挂英国国
旗的“史丹纳帝国”

号油轮，指控该油轮
违反海事规定。英方
指责伊朗非法扣船，
要求放行。

本月15日，直布罗
陀当局决定释放伊朗油
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
联邦地区法院16日发出
传票，要求扣押“格蕾
丝一号”。直布罗陀当
局18日表示，在欧盟法
律的管辖下，无法配合
美国的要求。

俄 罗 斯 卫 星 通 讯
社援引绍伊古的话表
示 ， 美 国 在 退 出 《
中导条约》一年前就
已经拨款研发违反该
条约的导弹。“事实
上，在美国决定退出
《中导条约》前8个
月，就已经批准并从

财政拨款开始研发这
类导弹。”

《 莫 斯 科 时 报 》
报道称，美国曾指责
莫 斯 科 违 反 条 约 ，
部署了一种被禁止的
导弹，克里姆林宫随
后否认了这一指控。
绍 伊 古 在 1 8 日 的 采

访中也表示，俄罗斯
没有部署新导弹的计
划：“除非美国在欧
洲和亚洲部署这样的
系统，否则俄罗斯不
会这样做。”

俄 罗 斯 总 统 普 京
也曾警告说，如果美
国在《中导条约》终

止后开始部署导弹系
统 ， 那 么 莫 斯 科 将
开 始 发 展 短 程 和 中
程 导 弹 。 美 国 退 出
《 中 导 条 约 》 的 行

为或将引发新的军备
竞赛，后果应完全由
美方承担。同时，俄
方希望能扮演好监督
美方的角色，并尽快
恢复与美国在战略稳
定和安全方面的全面
谈判。

“我们保持对话大
门敞开。俄罗斯多次
呼吁就这一问题进行
对话。从今年2月到8
月《中导条约》失效期
间，俄方从未拒绝就《
中导条约》问题与美国
进行对话，俄方的行动
公开、透明。”绍伊古
进一步表示。

【海外网】英国首
名到叙利亚加入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IS）
、有“圣战杰克”之
称的青年莱茨（J � c k 
�etts），拥有英国及加
拿大双重国籍，据媒体
报道英国政府早前剥夺
其英国国籍，此举引起
加拿大政府不满，并于
周日（18日）批评英国
想单方面推卸责任。

据 英 国 《 每 日
电 讯 报 》 网 站 （ t h e 
telegr�ph）19日消息，莱
茨的护照由特雷莎·梅
政府注消，决定由时任
内政大臣贾维德（S�jid 
J�vid）推动，获现任内
政大臣帕特尔（Priti Su�Priti Su�
shil P�tel）支持。报道
指出，帕特尔表示，其
责任是确保英国安全，
政府会用所有方法阻止
恐怖分子渗透英国，包
括在合法及情报显示有
威胁时剥夺双重国籍公

民的英籍身份。消息指
出，加拿大方面认为莱
茨与加拿大没有太大关
系，对唐宁街的决定大
感不满，但如今这些问
题都要加拿大来处理了。

加 拿 大 公 共 安 全
部 长 古 德 尔 （ R � l p h 
Good� l e）发声明指摘
英国政府的决定，称对
抗恐怖主义不分国界，
对英国单方面推卸责任
感失望。他表示，即使
知道有国民被叙利亚拘
留，但加拿大没有义务
帮助他们回国。英国内
政部则解释称，取消莱
茨的英国国籍是应付恐
怖主义的手段之一，并
拒绝评论个别事件，仅
称每个剥夺公民国籍的
决定，皆基于官员、律
师和情报机构的建议。
莱茨的父母对英国政府
的决定感震惊，批评英
国政府没有联络过莱茨
就剥夺其国籍。

美国男子拾到50年前漂流瓶

装有苏联时期信件

伊万诺夫在岸边捡到的漂流瓶

肯尼亚国会议员去世

好友在葬礼上当众揭穿其婚外情
特朗普确认副总统彭斯为2020年

美国大选竞选搭档

美国总统特朗普（左）和副总统彭斯（右）

英国首名IS分子遭剥国籍

加拿大被迫接盘怒批英方”甩锅”

英国政府剥夺莱茨的英籍身份

伊朗证实被扣油轮驶入公海

为避免美国制裁已重新命名

驶离直布罗陀的“阿德里安·达里亚一号”

俄防长:美违反《中导条约》在先

俄方从未拒绝对话

俄国防部长绍伊古

【海外网】《中导条约》终止后，美国开始跃跃欲试

部署导弹系统，但遭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多国冷

遇。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18日接受“俄罗斯

24”电视台采访时称，只要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地区表现

出克制，俄罗斯就不会部署新的导弹系统。尽管美国退

出《中导条约》，莫斯科仍准备展开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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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日本出口
商品金额为6.6432万亿
日元，同比减少1.6%
，好于市场预计的下
滑2 . 3%；进口金额
6.8928万亿日元，同比
减少1.2%，亦好于市
场预期的下滑2.3%。
当月出现2496亿日元的
贸易赤字，季调后赤字
1268亿日元。:

日本财务省提到，7

月汽车零部件、半导
体等制造设备出口星
减少，同比分别下滑
10.7%和13.5%，半
导体等电子商品出口
是也减少了7.7%。

分地区看，今年7
月，日本对亚洲地区
出口 3 . 4 6 1 7 万亿日
元，同比减少8 . 3% 
，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
滑。对华出口星同比

减少9.3%至1.2288
亿日元，连续5个月下
滑。其中，汽车零部
件出口金额同比减少
35% ，半导体等制造
设备减少31.5%。对
华汽车出口金额同比
增长了31.4%。

7月，日本对欧盟的
汽车出口同比也上升
了50.4%。当月对欧
盟出口7840亿日元，
同比上升2.2% ，自
欧 盟 进 口 8 5 1 9 亿 日
元，同比减少4.3%。

7月日本对美出口
1 . 3 5 5 4 万亿日元商
品，同比增长8.4%，
连续10个月上升。其
中，半导体等制造设备
出口量同比激增144%
，建筑和采矿机械出口

量增长28.9%。
本月7日，日本政

府又发布政令，将韩
国从安全保障出口管
理上设置了优惠待遇
的“白色清单”中移
除。本月12日，韩国

政府发布新版《战略
性货品进出口告示修
订案》，将日本从享
受出口优待的国家名
单中移除，也就是将
日本移出了本国的贸
易“白色清单”。

日本出口连续第8个月下滑 

汽车零部件、半导体出口降超10%
【金融界网站】由于全球成长趋

缓，日本制造业信心出现6年多来首

度转为负值的状况，加上持续性的中

美贸易战产生的影响，日本公布7月

出口数据出现连续第8个月下滑。根

据日本财务部周一公布的资料，日本

7月出口较去年同期下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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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反日情绪高涨 
民调显示逾八成韩国民众拒绝赴日游

当地时间19日，韩国民意调查机
构Realmeter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
示，超过8成的韩国民众不想去日本
旅游。报道称，韩国民众的反日情
绪逐渐高涨。

据报道，Rea lme t e r于16日受韩
国CBS电视台委托，对全国500名
成年人进行上述调查。民意调查结
果显示，81.8%的受访者2019年不
打算去日本旅游，有意赴日者仅占
13.4%，4.8%持保留意见。

从地区来看，光州市和全罗道
受访者拒绝赴日游的比例最高，为
96 . 6%；其次是大邱市和庆尚北
道。

印度西部一集装箱运输车与公交相撞 
致13死20多伤

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18日晚
发生一起集装箱运输车与公交车相
撞事故，导致13人死亡、20多人受
伤。 

报道援引当地警方消息说，当地
时间18日晚10时30分左右，在马哈
拉施特拉邦一条公路上，一辆集装
箱运输车和一辆公交车迎面相撞。
包括2名司机在内，事故共导致13人
死亡，另有20多人受伤。 　

事发时，该公交车正在前往该
邦奥兰加巴德市的途中。目前伤者
已被送医救治。调查工作正在进行
中。 

印度中部一大巴车与货车相撞 
致至少11死15伤

当地时间18日晚，印度中部马哈
拉施特拉邦发生一起大巴车与货车
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15
人受伤。

警方消息披露，这起事故发生在
18日夜间，一辆国营大巴正在从奥兰
加巴德前往沙哈达镇，途中在杜利亚
区与一辆货车迎面相撞，包括2名司
机在内，共有11人全部当场死亡。

一名官员表示，死亡人数可能会
进一步上升，伤者已经全部送医。
警方表示，正在调查这起事故的原
因，死者已被送检。

泰国第二季度
经济增速降至近五年低点

由于美中贸易战继续拖累泰国出
口，泰国经济第二季度进一步失去动
力，增速降至近五年来最低水平。

泰国政府的经济规划部门国家经
济和社会发展局(National Econom-
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oard)
周一表示，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同比增长2.3%，低于前一季
度2.8%的增速。这一增长与《华尔
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调查的9位经济学家2.3%的预测中
值相符。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是2014
年第三季度录得1.1%以来最慢的。

软银将向创始人和员工
放贷200亿美元用于投资新基金

软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oftBank 
Group Corp.)将依靠包括首席执行
长孙正义(Masayoshi Son)在内的员
工来筹集现金。在动荡的市场环境
下，该公司正急于筹集一只雄心勃
勃的科技基金。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家日本公司
计划向员工发放至多200亿美元贷
款，让员工购买其第二只大型风投基
金的股份。一些知情人士表示，孙正
义可能会占到这笔资金中的150亿美
元。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计划，将使
软银在已开始暴露出问题的创业型经
济环境中面临双重风险。

今年早些时候，首次公开募股
(IPO)的窗口似乎开得很大，但随着
市场大跌和公众投资者逐渐对未盈
利初创公司失去热情，这一窗口可
能正在关闭。

澳大利亚钢铁制造商BlueScope
计划在美国扩大业务

澳大利亚一家钢铁制造商表示，
将斥资约7亿美元扩大在美国的业
务，加入美国竞争对手的行列。在
美国总统特朗普征收进口关税后，
美国钢铁制造商提出了在本地增加
产能的计划。

BlueScope Steel Ltd.说，一旦扩
建工作完成，其位于俄亥俄州德尔
塔的North Star工厂的年产能将增加
85万吨。这意味着比目前的产能提
高40%。

North Star钢铁厂几乎所有钢材都
销往美国中西部的客户，特别是汽
车和建筑公司。该公司95%的钢材
都是在工厂300英里半径范围内销售
的。

今年7月，日本出口商品金额为6.6432万亿日元，
同比减少1.6%，好于市场预计的下滑2.3%。

【中新网】大韩航
空及韩亚航空表示，将
从10月起中断大邱、光
州、清州机场国内航线
部分货运业务。今年第
二季度，这两家航空公
司双双亏损100 0亿韩
元，收益亮起红灯。

大韩航空称，面对
持续扩大的亏损，不得
不中断部分业务。韩亚
航空也表示，今后将仅
运营金浦至济州这一条
国内货运航线。

一度成绩斐然的廉
价航空公司也未能远离
业绩恶化的困境。济

州航空以127亿韩元赤
字，时隔20个季度转盈
为亏，德威航空、釜山
航空也接连转为亏损。

据报道，韩国国内
8家航空公司第二季度
无一盈利，第三季度的
情况更不容乐观。日本
限贸后，抵制赴日本游
运动不断扩大。7月中
旬起，赴日游客急剧减
少，大韩航空因此减少
了釜山至札幌、韩亚航
空减少了首尔至福冈的
航线。济州航空及真航
空等廉价航空公司也大
幅减少日本航线。

韩航空公司业绩大幅下滑 

将削减部分国内货运航线

韩亚航空

【海外网】自印度8
月初宣布取消查谟和克
什米尔邦特殊地位后，
克什米尔地区的紧张局
势就不断升级。印度政
府消息人士日前对外媒
透露，因担心爆发骚
乱，印方两周以来已在
印控克什米尔拘留了至
少4000人。

据法新社等媒体18
日报道，一名不愿透露
姓名的法官对媒体透
露，根据印度的“公共
安全法”（PSA），至
少已有4000人被逮捕和
拘留。“公共安全法”
是一项有争议的法律，
它允许印度政府在没有
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将
某人监禁最长达2年的
时间。

“他们（被拘留的
人）大多都被送到克什

米尔地区以外，因为当
地的监狱已经人满为
患”，这位地方法官表
示，并称在政府对当地
通讯进行限制后，他通
过使用分配下来的的卫
星电话整理了同事提供
的被拘留人士的数据。

目前，印方除了确
认在取消查谟和克什米
尔邦特殊地位后的最初

几天拘留了100多名当
地政治人士、活动家和
学者外，此后就一再拒
绝提供共有多少人被拘
留的记录。印方称“少
数预防性的拘留”是为
了避免“该地区的和平
被破坏”。据悉，被拘
留的人中包括了印控克
什米尔前首席部长莫夫
蒂以及阿卜杜拉等人。

印度被曝在印控克什米尔拘留至少4000人 

当地监狱早已满员

印方两周以来已在印控克什米尔拘留了至少4000人

【中新网】当地时
间8月18日，日本京都
动画工作室遭纵火事件
届满一个月，日本各界
纷纷举行悼念活动。该
工作室一位幸存的男性
员工在接受日本《朝日
新闻》采访时叙述了火
灾发生时的惊险情况，
并表示自己不会向犯罪
行为屈服。

据报道，7月18日早
上1 0点半左右，该员
工正在3层建筑的第1工
作室2层中，绘制动画
的背景画。忽然，他耳
边响起“着火了”的叫
声。约10秒过后，纯黑
色的烟雾自旋转楼梯及

主楼梯窜上2层。
由于无法到达曾在

避难训练中使用过的主
楼梯，又没有携带手
帕，该男子只好用手掩
住口鼻，弯着腰向几米
外的阳台走去。好不容
易到达阳台后，看着距
地面大约4至5米的高
度，该男子对于是否跳
下稍微有些犹豫。

　　之后，在外面
围观群众的鼓励下，该
男子还是跳下了阳台，
而后被救护车送往医
院接受治疗，并在当天
之内回到了家中。报道
称，该男子的腰部和手
臂受伤较严重。

京都动画幸存者接受日媒采访 

称不会向犯罪行为屈服

日本知名动画制作公司“京都动画”的工作室发生
火灾后民众现场悼念。

【环球时报】印度汽
车制造商协会日前发布
的统计显示，7月份印度
汽车销量约为20万辆，与
去年同期相比暴跌31%。
这是自2000年12月以来的
最大跌幅，也是印度汽车
市场连续第9个月出现下
跌，不少印度媒体惊呼车
市“凛冬”已至。《今日
印度》援引印度主要汽车
生产商销售报告数据称，
铃木(印度)公司7月销量
下滑33.5%至约10.9万
辆，本田(印度)销量跌幅
最大，为48.67%，销量
仅1万多台。本土品牌马
恒达和塔塔分别下降15%
和34%。

印度财经媒体MINT分
析认为，经济放缓、信
贷紧缩、消费疲软、保
费上涨等多方面因素，

导致印度汽车销量大幅
下滑。此外，印度今年
进入雨季以来，多个地
方邦出现洪涝灾害，也
在一定程度上拖累汽车
的销售行情。

受销售市场不振影
响，多个汽车生产商加
速裁员。路透社称，铃
木(印度)公司今年1至6
月裁员近2万人。印度
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
主席米塔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如果销量下滑局
面未来无法得到有效改
善，印度汽车零部件生
产领域将面临严重失业
危机。目前主要汽车零
部件生产企业已经裁员
近10万人，潜在失业者
或将推升至100万人。

为此，不少汽车生产
商在即将到来的印度最

大传统节日排灯节前，
纷纷推出新款车型，希
望扭转销售颓势。

据《环球时报》记者
从熟悉情况的中方人士
处了解到，目前印度市
场的中国车企主要是上
汽和比亚迪，长城汽车
仅保留研发中心。中国
车企在印度尚属起步阶
段，受印度此番车市“
凛冬”影响有限。上汽
2017年才刚刚收购其在
印度的工厂，与通用公
司合资经营。上汽印度
方面负责人18日告诉《
环球时报》记者，市场
的下滑并非意味着没机
会，在本轮印度市场变
化过程中，虽然也受到
一定影响，但上汽印度
第一款互联网车型MG 
Hector上市后，依然取得
比较好的成绩。

印度政府目前正大
力扶持电动车行业。刚
刚公布的本财年预算案
中，在零部件进口税
率、贷款等方面，印度
政府出台不少优惠政
策，相信电动车市场将
是未来车企争抢的一
块“肥肉”。

【越南人民报网】
越南工贸部进出口局透
露，在越南政府于2018
年8月15日颁发关于大
米出口经营的第107号
规定生效之后，截至目
前新有42家企业获得大
米出口许可证。

进出口局透露，取
代越南政府于2010年颁
布的第109号规定的第
107号规定被期望将为

从事大米经营的企业发
展创造最便利环境。

进出口局副局长陈
青海强调，这是和企业
大米出口活动有关的政
策和机制中的突破口，
而更重要的是该规定已
在出口思维上创造巨大
的改变。他表示，按照
第107号规定，枢纽企
业可出口大米和成为枢
纽企业的条件明显放

宽。此外，新的规定也
取消一些条件，如需取
消登记大米出口合同的
规定。

新规定同时允许部
分企业不必持有大米出
口许可证，在集中有机
大米、蒸米、维生素大
米等产品时仍可以对外
出口产品。

新颁布的规定对大
米出口企业具有十分重

要意义，因为小型企业
尚未拥有普通大米出口
条件，但若集中于特色
的大米产品，就能够进
军世界各国市场。

据越南农业与农村发
展部，越南7月份大米出
口量达65.1万吨，出口
额达2.85亿美元；2019
年前7月大米出口量和出
口额分别达401万吨和
17.3亿美元，出口量同

比增长2.1%，出口额同
比下降14.3%。

今年上半年，菲律
宾成为越南第一大大米
出口市场，占33. 7%
。大米出口额猛增的
市场包括科特迪瓦(增
长67%)、香港(增长
6 0 % )、沙特阿拉伯
(38%)。上半年平均大
米出口价格为每吨431
美元，同比下降15%。

越南42家企业获得大米出口许可证

印度车市遇“凛冬”

生产商加速裁员 中企受影响有限

本田汽车印度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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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徐健境报道】
新亚洲国际有限公司作为
一家中资企业，不断拓
展业务，并选择在印尼东
爪哇省徐图利祖县Jabon
镇金锋工业园（Maspion 
Industrial Estate）投资建
厂。8月13日上午，新亚
洲国际有限公司兴建150
万吨轧钢项目奠基仪式隆
重举行。

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顾
景奇，商务领事陈英元，
新亚洲集团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卢永利，金锋集团
财务总监李滋菲，天然
气公司局长Denny，徐图
利祖综合许可服务局局
长Ari，中国银行泗水分
行行长翁游麟，泗水新
中三语学校代表彭则翔，
太平洋公司领导D a v i d 
Tjandra，TambakKalisogo
村村长FajarSodiq，军警
代表，以及客户和来宾们
出席活动。

上午9时，活动正式开
始。首先，节目主持人敬

请来宾们站立片刻齐唱印
尼国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接着，新亚洲集团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卢永利
致辞。他说，今天，新亚
洲国际有限公司150万吨
轧钢项目举行奠基仪式。
他代表新亚洲公司对长期
支持、关心、帮助本公司
的各位领导、嘉宾的光临
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感
谢。

他说，新亚集团成立
至今已有26年，是一个
具有炼钢、炼铁、热轧、
冷轧、镀锌、制管一条龙
的钢铁生产制造企业，也
是一个具有科技、研发、
地产、贸易多元化的规范
管理企业。新亚集团树立
了“以人为本，以至取
胜，以信经商，以诚做
事”的核心理念，“打造
精品，科技创新，精细管
理，顾客至上”的生产理
念。

他说，新亚国际有限
公司一期项目投资3亿美

元，是新亚集团创业里程
中的第八个投资项目，
是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
路”的投资政策，走在科
技前端新型节能环保的钢
铁企业。相信我们在印尼
的投资项目在各级领导的
关心、帮助及相关政府部
门的支持下一定会取得成
功。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
奠基典礼，标志着项目进
入实质性全面施工建设阶
段。一年后，这里将伫立
一座现代化的钢铁工厂。
最后，卢副总经理代表新
亚洲公司再次向全体到场
的各位领导、来宾表示衷
心的感谢。

金锋集团财务总监李
滋菲致代表金锋集团董事
长林文金光博士对新亚洲
国际有限公司兴建150万
吨轧钢项目奠基仪式表示
热烈的祝贺。他说，新亚
洲国际有限公司是首家企
业公司在金锋工业园里建
厂。金锋集团很荣幸得到
新亚洲国际有限公司的信

新亚洲国际有限公司兴建150万吨轧钢项目奠基仪式隆重举行
任，并选择在金锋工业园
里兴建年产150万吨轧钢
厂。新亚洲国际有限公司
作为中资企业来印尼东爪
哇投资，这是一个很好的
商机，希望未来会有很多
中资企业来印尼投资。

李滋菲说，根据佐科
维总统的表述，要想提
高印尼经济增长至5%以
上，唯一的办法就是推动
和鼓励投资，其中对国外
企业来印尼投资提供更多
便利。李滋菲相信印尼在
未来20年之内，将成为
世界排名第4位的经济大
国，为实现此目标，我
们要团结，共同营造安全
有利的投资氛围，引进更

多外国公司来印尼投资建
厂。

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顾
景奇对亚洲国际有限公
司150万吨轧钢项目举行
奠基仪式表示祝福。他
说，新亚洲国际有限公
司在金锋工业园建厂，
将 给 予 东 爪 哇 省 、 徐
图利祖县居民，特别是
TambakKa l i s o go村居民
提供便利的就业机会。
目前中国与印尼两国关
系正在处于历史最佳时
期。4年以来，印尼总统
佐科维已经7次与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见面，这
表明两国领导接触交流
越来越频繁。此外，凭

借中印尼两国良好的关
系，这对中国企业到印
尼来投资是最好的时机。
新亚洲国际有限公司来印
尼投资正逢其时，希望该
公司能真正地体现合作共
赢的理念。

致辞完毕，3只瑞狮
和1只祥龙在奠基现场起
舞，送上吉祥。

在瑞狮和祥龙表演结
束后，顾景奇总领事、卢
永利、李滋菲等来宾们一
起进行奠基培土，宣布新
亚洲公司150万吨轧钢项
目正式施工。

随后，顾景奇总领事
与新亚洲国际有限公司领
导、来宾合影。

卢永利 李滋菲 顾景奇总领事 奠基培土仪式

顾景奇总领事（中）与新亚洲国际有限公司领导和来宾合影 顾景奇总领事（中）与新亚洲国际有限公司领导合影

活动现场 轧钢厂正在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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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需要留吗？11类物品 或可说再见

1. 旧杂志
把你身边的旧杂志扔

掉吧，因为你不太可能再
去阅读它们了。找个接收
杂志捐赠的地方，如托儿
所、诊所、指甲店、老人
疗养院或图书馆。如果真
的有文章想收藏，你可以
扫描存入电脑，或做个杂
志剪报文件夹。

2. 收据、账单和文件
扔掉您未计划退货、

报税时也用不上的的物品
收据。如果你担心日后要
用到，也可扫描成数字副
本，专业收据扫描仪价格
不菲（上百美元），苹果
手机应用程序则只需5美
元。

你应永久或暂时保留的
文档参见下表：

1）永久保存以下文
件：出生、死亡证明，结
婚、离婚、领养的有关文
书，医疗纪录，人寿保险
合同，遗嘱，过期社会保
险卡等。

2）报税记录及有关文
件，最少要保存三年，建
议保存七年。

3）银行账户记录，保
存年限是七年。取消支付
的支票请保存一年。

4）每月的银行对账
单，如果不需要用来退税
的话，你核对无误后就可
以扔掉了。如果你近期取
消一项服务，建议将已最
后缴足费用的证明保留几
年，以防你收到交款要
求。

5）信用卡记录，也是
在核对无误后就可以扔
掉，除非你需要用于报税
和贷款。如果您有与已
结算的收款账户相关的记
录，请无限期保留，可在
问题出现时作为凭证。

6）聘用记录（如W-2
表），请保存七年；所
有职位的录用信和表现评
估，建议永久保留。

7）薪水单，你收到每
年的W-2表并核对无误
后，就可以扔掉了。

8）房产有关文件，建
议永久保留。所有交易记
录和较大修缮项目的发票
也要保管好，会有税务方
面的用途。

9）过期的保险合同及

索赔信息，与退税无关的
都不必保留，但保险支付
记录文件至少要留七年。

10）和报税有关的账户
交易记录、1099表，至少
留七年。和报税无关的退
休帐户记录不必保留，但
不能退税的慈善捐款记录
别扔。

11）贵重物品的发票、
还在有效期的质保合同，
都要留好。

12）还在开的汽车的
有关文件，包括牌照申请
单、维修记录，以及保养
和用户手册。

3. 衣服
以两年没穿为原则，符

合条件的可以卖给二手店
（可在thethriftshopper.com
查询当地店家），或捐给
需要的人。

4. 书籍
筛检一遍你的藏书，几

个月没有碰过、也无重读
计划的书，请挑出来放在
一处。面对现实：如果你
一年都没有碰过，你很可

能不会再读了。你可以在
亚马逊、Craigslist或eBay
上卖书，甚至还可以在
swap.com上换别的东西。
当然也可以捐献出去。

5. 药品和维生素
看看你的药柜，扔掉

已过期、闲置太久、永
不会再用的药。首先，
查查药物正确的丢弃方
法 ， 如 果 查 不 到 ， 问
问社区里是否做药品回
收。如果没有，美国食
品药物管理局（FDA）建
议将药物掺入咖啡残渣
或猫砂装入容器或可密
封袋中再丢弃，以降低
药物对环境的影响。

6. 化妆品和香水
检视化妆柜，丢掉太

旧或不用的化妆品。有一
些回收化妆品的项目，如
MAC可以用六只空容器
换一个新眼影、唇彩或口
红，Kiehl’s的空瓶子也可
以用来换其新产品。考察
化妆品是否过期，可参阅
下面的清单。

产品 —— 保质期
粉底（含胭脂蜜粉、修

容粉、眼影粉） —— 2年
粉 底 霜 （ 含 腮 红 ） 

—— 12至18个月
无油粉底 —— 1年
膏妆粉底 —— 18个月
遮瑕膏 —— 12至18个

月
口红和唇线笔 —— 1年
唇彩 —— 18至24个月
眼线笔 —— 2年
眼线液或眼线膏 —— 

3个月
睫毛膏 —— 3个月

7. 首饰
丢弃破损的首饰，卖掉

不再戴的珠宝。如果你要
卖高级珠宝，在美国可上
美国珠宝鉴定师协会网站
搜索当地的评估员。获得
报价后，可在拍卖行、黄
金买家、典当店和珠宝商
之间转一转，看能否卖出
更好的价钱。

8. 食品
每周将厨房和冰箱“过

筛”，清除要扔的东西：
过期的、许久不吃的以及
腐坏的，这样可确保你不
会有意外的发现。

9. 某些纪念品
许多居室清理专家都建

议无情地丢弃某些纪念品，
如卡片和用不上的小礼品。
但你或许可以保留其中一
些，贴成一张海报，或放在
一个小鞋盒里。装不进盒子
的可以丢弃。

10. 笔记本
无论是课堂笔记、会议

记录，还是购物记账单，
丢掉你不再需要的笔记
本。

11. 旧的或不用的电器
家中有从不弹奏的电子

琴？或许你还未顾上处理
掉你的旧笔记本电脑或手
机。你可以到Gazelle.com
或Nextworth.com销售二手
电子产品。这些网站很棒
的地方是会帮你报价。你
也可以在Craigslist和eBay
等网站销售。

照顾好自己、减轻压力的重要一步，

是确保居室环境整洁有序。看到房间堆

满杂物，可能会影响心情，让个人空间

不再是个休憩之地，而让人想要逃离。

每月安排一天来清理东西，可以确保杂

物不会越积越多。下面就是可以考虑清

理的一些事项，你可以下载本文的打印

版，作为扫除日用来对照工作的清单。

你的一些化妆品是否已过期？居室藏书精简为宜。

宾州州立大学（Penn-
sylvania State Univer-
s i ty）一项长达15年的研
究发现，兄弟姐妹童年时
期的关系会影响其教育经
历。

研究人员发现关系融洽
的兄弟姐妹，长大后会达
到相似的教育水平。认为
父母对待自己和其他子女
不公平的孩子，他们达到
的教育水平有所不同。

人类发展和家庭研究领
域博士研究生孙晓然（音
译）表示，在校成绩可能
并不是决定教育程度的唯
一因素。

该领域教授麦克海尔
（Susan McHale）表示：“
虽然学校（成绩）显而易见
很重要，但这项研究表明
家庭氛围也会（对孩子受教
育水平）产生影响。”她
说：“兄弟姐妹之间关系融
洽可能并不意味着孩子更有
可能上大学，但这个因素似
乎让两个孩子产生相似的结
果。”

之前的研究表明，大学
毕业对个人就业、健康以
及组建家庭的方式都有影

响。虽然研究已经发现家
长教养子女的方式对孩子
的教育水平会有影响，但
很少有研究关注兄弟姐妹
之间关系对教育水平的影
响。

研究人员对152个家庭
中最年长的两个孩子进行
追踪。这些家庭都住在宾
夕法尼亚州中部，并且主
要是欧洲裔美国人。

在这些孩子平均年龄分
别为11.8岁和9.2岁时，
研究人员通过询问他们一
些问题来评估其与兄弟姐
妹之间的关系。例如，他
们多久会向兄弟姐妹寻求
建议或支持。此外，研究
人员还收集了关于父母是
否以不同方式对待孩子的
数据，以及兄弟姐妹是否
认为这种不同的待遇是公
平的。他们还测量了兄弟
姐妹单独与母亲和父亲相
处的时间。

当这些孩子长到大约26
岁时，研究人员询问他们
所完成的最高教育水平。

结果发现兄弟姐妹之间
的关系会影响到他们的教
育水平。研究结果发表在

《儿童发展》期刊上。
孙晓然说，如果关系

融洽，则教育经历更相
似，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更
容易将对方作为榜样。她
说：“正如先前的研究发
现，他们可能成为‘犯罪

伙伴’，也可能像我们的

研究发现，他们共同取得
成就。这并不是说关系
亲密的兄弟姐妹更可能从
大学毕业，而是说他们最
终可能达到同样的教育程
度，无论是否从大学毕
业。”

麦克海尔教授说，对
于那些最终教育程度不同
的兄弟姐妹来说，父母对
待他们的方式不同或不公
平，可能是造成他们做出
不同选择的原因之一。

她还说：“孩子们对
于父母如何对待他们很敏
感，（因此）父母需要意
识到这一点并保持警惕。
许多父母以不同的方式对

待他们的孩子并且有充分
的理由这样做，但是孩子
们需要了解父母这样做的
理由，而且父母要向孩子
解释这些原因。如果孩子
认为他们所遇到的区别待
遇是公平或合理的，那么
就不会产生同样的负面影
响。”

孙晓然表示，这些结果
可能有助于设计出针对兄弟
姐妹关系的干预措施。研究
人员表示，未来还需要进一
步探索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在教育中可能起到的因果作
用，并在更多不同的人群中
进行类似研究。

生活中偶尔就会出现这
样的情况：在餐厅跟朋友
聊的正开心的时候，突然不
小心打翻了桌上的饮料，然
后大家忙成一团，有的递纸
巾，有的忙着擦拭桌上的杯
盘污渍，有的处理溅到地上
的饮料残液，更尴尬的是饮
料洒到了自己或同伴的衣服
上。漂亮的衣服沾到饮料
可真的是麻烦事，尤其像
咖啡、茶和果汁这类含有单
宁酸的饮料对衣物有染色效
果，没有清洗干净容易残留
颜色污渍。

新鲜的污渍应尽快清洗
干净，以免变成顽固污垢更
难清除。在正常洗衣之前先
做以下4个预洗步骤，可以
顺利清除污渍。

去除衣服上饮料污渍
的方法

● 可以水洗的衣物
1. 纸巾吸干残液
用纸巾或白色的布将饮

料残液吸干，避免渗透进纤
维或扩大污染面积。

2. 大量清水冲洗
用大量清水冲洗污渍，

透过水流强迫染色脱离纤维
布料。若不方便在水龙头下
冲洗，可以用白布沾水拍打
污渍。

用热水冲洗效果更好，
但饮料若含有奶制品则只能
用冷水洗。此外，羊毛或蚕
丝布料也只能用冷水洗，蚕
丝碰到水可能会失去光泽，
但也没有其它办法。

3. 牙刷沾洗碗精刷洗

在污渍的地方抹一些洗碗
精或（酵素）洗洁剂，用手搓
或用软毛刷（旧牙刷也可以）
沾水刷洗污渍约十分钟。这是
非常重要的步骤，尤其咖啡或
茶含有奶制品或其它调味香料
更不能省略此步骤。污渍清除
后，接着按正常洗衣程序洗
衣。若无法去除干净，请进行
下一步骤4。

一时没有洗碗精，可以
用白醋或海盐（结晶较大的
粗盐）代替，也可以用白醋
或柠檬汁加入小苏打调成糊
状当清洁剂使用。但含奶制
品的饮料除外。

切记不能用洗衣皂洗涤
含有单宁酸的污渍，可能变
成永久污垢更难洗掉。

羊毛或蚕丝衣服不耐搓
揉，可以将衣服放入装满冷
水的水盆中，加入50cc 2%
的双氧水浸泡30分钟，之后
拧干、晾晒。

4. 用氧系漂白剂
如果饮料污渍停留过

久，或单宁酸含量高的深色
果汁如葡萄汁或萝卜汁的污
渍不易完全去除，则需要使
用氧系漂白剂浸泡清洗。

可将适量的氧系漂白剂
倒入温水盆中混合，然后将
带有污渍的衣服浸泡水盆中
40分钟（依污渍严重程度可
以增加浸泡时间），然后按
正常洗衣程序洗衣。

氧系漂白剂分液态与粉
状，一般使用漂白水或漂白
粉浸泡，水温约摄氏60度较
为适宜；对漂白水过敏或不
喜欢漂白水味道的人，可以
用过碳酸钠加入40度以上的
温水浸泡。

当上述预洗动作完成
后，就可以按照正常洗衣程
序洗衣了。洗完后，检查一
下污渍是否已清洗干净。如
果污渍没有完全洗掉，避免
使用烘衣机烘衣，因为高温
会让污渍更难清除。

● 只能干洗的衣物
只能干洗的衣服如果沾

上果汁，应先吸干果汁残
液；然后在污渍衣服的背面
垫一块吸水布，羊毛类衣服
可以用稀释的氨水（ammo-
nia）擦拭污渍，合成纤维
布料可以用柠檬汁擦拭。若
清况没有改善，尽快送专业
洗衣店处理。

衣服沾到咖啡、茶或果汁 
正确清洗省时省力

兄弟姐妹关系是否融洽 会影响教育经历

当污垢难以用衣物清洁剂
洗净时，就需要用到特别的
酵素或漂白剂了。虽然同样
用来洗去脏污，但与一般清
洁剂使用的原理不同。衣物
清洁剂是利用界面活性剂，
使脏污与水互相作用，将附
着在衣物上的脏污用水清洗
冲走，主要作用是将脏污成
分从衣物设法移除；酵素或
漂白剂则是以化学物与脏污
的成分发生反应（通常是将
脏污成分氧化分解），破坏

去除脏污的成分，主要是用
分解方式完成去污的目的。

其中酵素（enzymes）是
生物性的清洁剂，两种常用
的酵素是淀粉酵素（amy-
lases）和蛋白质酵素（pro-
teases），用来对脏污成分
进行分解作用。而常用的漂
白剂也分为两类，分别是氯
系漂白剂和氧系漂白剂。

氯系漂白剂主要的成分
是次氯酸钠（Sodium Hy-
pochlorite, NaClO），是非

常普遍的清洁用品，许多家
用环境清洁卫生用品都是以
次氯酸钠为主要成分，利用
它能使微生物的蛋白质变
质，有效杀灭细菌、真菌及
病毒，具有消毒及杀菌的作
用。氯系漂白水须注意不可
与酸性清洁剂（例如清洁厕
所用的盐酸）混用，以免产
生氯气等有毒气体。

氧系漂白剂主要成分是
过氧碳酸钠（Sodium Car-
bonate hydrogen peroxide, 

2Na2CO3‧3H2O2）及过氧
化氢（Hydrogen peroxide, 
H2O2），两个都是利用过
氧化氢的作用达到漂白与消
毒的作用。

这些酵素清洁剂及漂白
剂都不是具有高毒性的化
学物，而且衣物再经清水冲
洗及晾晒、烘干后，残留在
衣物上的量都是极低的。因
此，如果正常使用，大部分
的家庭成员并不会暴露在高
剂量下。不过为以防万一，

漂白剂不可随性混用

避免危害，使用这些清洁剂
或漂白剂要注意：

1. 将清洁剂妥善存放于安
全且孩童无法取得的地方。

2. 别因为怕洗不干净或
效果不好，就使用过量。

3. 不要与多种清洁剂或是
漂白剂混用，以免产生毒害。

漂白剂不是具有高毒性的化学物，
但在洗衣时应避免随意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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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特朗普政府将
对3000亿对华进口商品征
收10%关税，从原定的9
月1日推迟至12月15日。
其真实意图并非向中国伸
出橄榄枝，而是为了避免
在美国万圣节、圣诞节前
出现具有政治破坏性的消
费价格上涨，安抚美国金
融市场的动荡。而这恰恰
反应出中美经贸战已触及
美国经济痛点。

其 一 ， 贸 易 冲 突 不
断冲击美国各行业和企
业，对美国经济的负面
作用不断显现。关税不
断 威 胁 到 美 国 中 小 企
业及下游制造业就业岗
位，企业被迫承担更多
成本，削减额外投资，
延迟开发等重要业务活
动。关税措施打击了美
国企业依赖的全球供应
链。许多美国企业依靠
低贸易壁垒建立国际供
应链，从而降低成本。
企 业 若 想 调 整 供 应 链
一般需要两到三年的时
间，而中小企业几乎没

有资源寻找除中国以外
的供应。市场预计，由
于本已征收的关税并未
取消，即迄今为止实施
的关税措施从直接贸易
渠道将导致今年美国经
济增长率下降0.1个百分
点。

其二，中美双方激烈
交锋加剧了华尔街动荡。
中美经贸谈判进展影响美
国市场情绪起落。7月份
中美经贸12轮谈判前和谈
判期间，特朗普多次抨击
中方试图采取拖延战术，
谈判后又再次威胁加税，
给新一轮贸易磋商蒙上阴
影，市场乐观情绪不断减
弱。华尔街担心不断升温
的贸易紧张局势可能破坏
经济增长。

贸易动荡局势已经导
致投资者涌向避险资产，
美国长债券收益率跌至多
年地点。继3个月债券和
10年期债券收益率出现倒
挂后，市场更关注的2年
和10年美债利率曲线也出
现了自2006年以来的首次

倒挂，该指标与经济衰退
之间有较高的相关性。自
1970 年以来，几乎每一
次收益率曲线倒挂都预示
着一两年后美国经济将步
入衰退，仅一次未发生衰
退，这再次引发投资者对
于美国经济衰退风险的担
忧。

中美经贸谈判若陷入
僵局，将进一步为美国经
济蒙上阴影。

第一，关税对美国经
济影响会产生“滚雪球
效应”。关税将挤压企
业利润，当企业难以消化
关税压力时，会被迫提高

价格，转嫁给消费者，进
而影响美国经济重要引
擎——消费动力。若企业
无法消化关税压力了，将
进行裁员，进而影响美国
整体就业。同时，企业销
售收入减少，将使得美国
州县销售税下降，联邦和
州政府的所得税减少，进
而被迫削减社会保障支
出，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第 二 ， 经 济 悲 观 预
期或导致自我实现。此
轮美国经济增长周期始
于 2 0 0 9 年 奥 巴 马 经 济
刺激计划，已延续1 2 0
个月，成为美国历史上

最长增长周期。市场对
经济运行进入周期尾部
预 期 强 烈 ， 叠 加 特 朗
普政府贸易政策的不确
定，市场对美国经济前
景更趋悲观。悲观预期
可能会削弱消费者和企
业的信心，进而导致支
出减少，让美国经济实
现衰退的自我预言。根
据华尔街 8月的调查显
示，34%的投资者认为
未来12月美国经济有可
能出现衰退。

第三，美国施加关税
对供应链的打击是全球
性的，对全球经济负面
影响，也不断对美国经
济产生“回旋镖效应”
。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数据看，关税清单
中 计 算 机 和 电 子 产 品
中，将受影响的中国厂
商仅占14%，但受到波
及的供应链上的其他国
家将高达86%；其他制
造业中，受影响的中国
厂商占32%，但受打击
的其他国家将占68%；

电器设备及零部件中，
受影响中国厂商占37%
，受冲击的供应链上的
其他国家则占63%；机
械设备中，受波及的中
国厂商占41%，其他国
家则占59%；即使中国
占优势地位的化学品贸
易中，供应链上受波及
的其他国家也占15%。
全球贸易乏力，世界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将进
一步拖累美国经济。

此外，美国已进入大
选，大选将令贸易保护主
义强化，进一步影响美国
经济。总统选举活动将加
深中美竞争的争论，民主
党和共和党都可能利用中
美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
推进其政策议程，推动两
党在华盛顿达成共识。这
必将导致保护保护主义、
本土主义的强化，为经济
前景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给商业投资和消费者支出
带来更多压力。（马雪 中
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
国所。来源：中国网）

最近，广东顺德黎氏发了
一个声明，将香港壹传媒创办
人黎智英剔出族谱，声明中直
斥“黎氏逆子智英，祸乱中国
香港，黎氏蒙羞”。黎氏有充
足理由将这个不肖子孙开革出
列，黎智英身为“祸港四人
帮”之首，已在香港为祸几十
年，斑斑劣迹令人发指。

黎智英能排四恶之首，盖
因他祸港手段和恶行众多。他
公然狂言“没人性才能做传
媒”，创办以“腥膻色”和
窥探隐私出名的报纸和杂志，
毒害香港几代年轻人。他热衷
搞政治，惯用手中媒体煽风点
火、挑动香港和内地矛盾，一
有机会就鼓动、雇佣港人上街
抗议。他跟西方反华势力狼狈
为奸，曾聘用美国中情局特工
当助理，每每“告洋状”祈求
外国主子插手香港事务。他被

港媒曝光长期巨额金援香港反
对派政团和反中乱港分子，
是“占中”幕后金主，而其旗
下媒体连年亏损，金流从何而
来，明眼人都知道。

此次反修例风波之所以会
平地掀起三尺浪，直至发展为
大规模违法暴力犯罪行为，黎
智英这种人可说“居功至伟”
。此前，黎智英在美国先后与
美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
及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
顿见面，公然要求美国介入香
港修例并制裁中国，甚至妄
言“香港是为美国而战”。与
黎智英同为“祸港四人帮”的
陈方安生和李柱铭等人，一个
个像接力赛般飞往美国，与一
些反华政客明送秋波、暗通款
曲。他们颠倒黑白，恶意抹黑
香港法治和“一国两制”，奴
颜婢膝地请求“洋大人”出手

施压，回过头来再传美英“旨
意”恐吓香港市民，汉奸嘴脸
令人作呕。

若非有“带路党”内外勾
连、引狼入室，若非有“现代
汉奸”给西方反华势力送弹
药、造舆论、打下手，香港
哪有这么容易变乱？许多香港
市民对此洞若观火，最近就有
十几名香港市民手持写有“汉
奸嘴脸暴露无遗”的标语在李
柱铭家门外聚集，高喊“大汉
奸！卖国贼！”祸港分子长期
以“民意”之名行卖港求荣之
实，终有一天将遭到民意审
判。

祸港分子常雄辩滔滔，大
唱高调，却难掩为反而反的真
面目。“祸港四人帮”之一的
何俊仁，199 7年在香港立法
局就曾表示支持《逃犯条例草
案》通过，李柱铭199 8年就
敦促特区政府去和内地谈移交
逃犯协议以及刑事司法互助安
排，时任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
的陈方安生接纳了有关修例要
求，承诺尽快修改法例。现如
今，这些人全换了嘴脸和说
辞，变脸如翻书，所为何来？
当然不是为社会公义和民众福
祉，只是为反对而反对，只求
挑战特区政府的管治权、离间

香港和内地关系、给自己的“
外国主子”创造可乘之机而
已。

“祸港四人帮”煽动香港
年轻人上街闹事，自己的儿女
却无一上街。据香港媒体报
道，黎智英一家有7本英国护
照，目前孩子均在英美读书发
展；陈方安生一家三代都是“
英国精英”，两名孙女目前也
在英国读书。难怪这些人祸害
香港毫无心理障碍，因为反正
是别人的孩子当炮灰，自己的
孩子不但毫发无伤，说不定还
能乘机捞一笔政治资本子承父
业呢！也难怪黎智英会说出“
香港为美国而战”的话来，这

是早已把香港当牺牲品了啊！
此 次 香 港 的 暴 力 示 威 活

动，带有明显的“颜色革命”
特征。全世界被“颜色革命”
颠覆了政权的地区，无一例外
都落得动荡不安和发展倒退的
凄惨下场。香港民众应看清，
西方反华势力口蜜腹剑，绝无
半点为香港考虑的打算，而那
些个汉奸“洋奴”，更是毫无
人格廉耻可言，为一己之私国
家民族皆可抛，出卖香港利益
更是毫不心软。别看这些人
现在闹腾得欢，历史的耻辱柱
上早已给他们留好了位置和钉
子。（评论员 王平。来源：
海外网）

文/王平看清“祸港四人帮”的真面目
香港今天的乱局背后，有几股明暗交错的势力。

冲在街头明处的，是极端暴力分子和被裹挟的不明真

相者，躲在后面暗处的，是西方反华势力。而这两者

之间，还有秘密“中间人”，就是那些专事内外勾连

的“现代版汉奸”，身为中国人却一门心思“反中乱

港”的数典忘祖者。

中美贸易战已触及美国经济的痛点 文/马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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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周孙毅报道】
8月16日，印尼华裔总会
（IN T I）在该会秘书处
MGK Kemayoran，为获得
中国政府奖学金的50名印
尼赴华留学本科生、硕士
生、博士生举行欢送会。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
化处陈敏秘书，INTI总主
席黄德新等理事，以及奖
学金获得者出席欢送会。

筹委会代表韩善美致
词，向获奖学生们及其亲
友表示祝贺。也非常感谢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对INTI
的支持与厚爱，将今年
度170个奖学金配额中的
1/3名额分配给了INTI。
这些获奖学生将分别赴中
国北京、上海、广州、武

汉、厦门、湖南、成都、
长春、哈尔滨、南京、山
东、昆明的各大高校就
读。

黄德新在致词中，感
谢中国政府和中国驻印尼
大使馆的支持提供奖学
金。希望获奖学生们好好
珍惜奖学金荣誉，认真学
习，学成归来报效国家。

中国大使馆陈敏秘书
致词，代表中国大使馆
向获奖的同学们致以热
烈祝贺，向所有支持关
心中印尼教育合作的朋
友们表示感谢。陈秘书
对同学们提出了四点希
望：（一）希望同学们
珍惜机会，勤奋学习，
学有所成，用所学的知

印尼华裔总会为50名赴华留学生举行欢送会

黄德新感谢中国政府向印尼提供奖学金
识报效国家，把印尼建
设得更加美好。（二）
到中国后要主动适应中
国的气候和饮食习慣，
边学习边锻炼身体，以
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状
态 投 入 留 学 生 活 。 （
三）“三人行，必有我
师”，希望同学们多交
中国朋友，了解中国人

民的思想和感情，获得
宝贵的友谊，做中印尼
友好的使者。（四）中
国有句古话叫“行万里
路，读万卷书”,中国同
印尼一样，幅员辽阔，
文化丰富多彩，希望同
学们在中国多走走，多
看看，了解中国的历史
与发展，亲身感受中国

文化，品尝中国美食，
了解中国民风。预祝同
学们在中国学习进步，
身体健康，满載而归。

华社精英俞雨龄也应
邀致词，并勉励学生们要
珍惜此次机会，刻苦学
习，提高自身能力，不辜
负大家的期望，学成归来
报效国家。

Mercedes Amanda代表
学生们致词，感谢中国大
使馆及INTI给予的机会，
让大家可以在中国高水平
的大学求知识。她说，在
学习过程中一定会努力学
习，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带回更多的知识以便为国
家的发展和建设做出更多
的贡献。

黄德新致词。 陈敏秘书致词。 俞雨龄致词。 Mercedes Amanda致谢词。

INTI领导层与中国大使馆陈敏秘书和赴华留学生合影。

与会嘉宾和INTI领导及学生们同唱印尼国歌。 全球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郝金玲（右三）向黄德新赠送纪念品。

雅加达谢氏宗亲会秋季祭祖典礼
【本报周孙毅报道】

8月18日，雅加达“宝树
堂”谢氏宗亲会在该宗祠

Jl.Kartini Raya No.33
举行一年一度秋季祭祖典
礼。

该 宗 亲 会 主 席 谢 华
安，辅导主席谢雨宗，
理事会副主席谢利德、

谢国芬、谢新安、谢文
伟，名誉主席谢凤丽与
夫婿姚忠从，秘书长谢

强生等理事及宗亲，近
百人踊跃参加了祭祖仪
式。

礼 毕 ， 大 家 前 往
K e t a p a n g红溪酒楼聚餐
联欢，藉敦族谊。

雅加达谢氏宗亲会主席谢华安（前左七）和辅导主席谢雨宗（前左六），名誉主席谢凤
丽与夫婿姚忠从（前左八、九）等理事和宗亲祭祖后合影。

雅加达谢氏宗亲会主席谢华安（前左七）率宗亲们祭祖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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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周孙毅报道】 
8 月 1 7日，雅加达客属
联 谊 会 属 下 崇 德 三 语
学校于当天早上，在该
校 Jl.Bandengan Utara 
Terusan 95 Blok F No.3-12  
举行庄严升旗典礼，热烈

庆祝伟大的印尼独立7 4
周年。

升旗仪式，由崇德三
语学校教育委员会主席田
锦堂主持。雅京客联主席
张和然，崇德学校教育委
员江淼成、杨健昌、池美

萍，教育部主任Abdul lah 
S i r o j等全体教职员工和
学生，近500人参加升旗
礼。现场气氛庄严神圣，
场面感人。

田锦堂在升旗仪式上
致词称，今天大家能相

聚一起共同庆祝伟大的
印尼祖国独立7 4周年，
首先应该感谢为国家独
立而牺牲生命的烈士们，
是他们用生命与鲜血换来
了今天国家的独立。我们
应继承先烈的遗志，珍

惜这得来不易的成果，
维 护 国 家 的 统 一 和 团
结，实现和谐的社会与
信仰的自由。

田锦堂说，希望通过
这每年例常举行的升旗
仪式，能够加强全体学

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培
养学生敬爱国旗进而忠
爱国家。也希望学生们
能继续努力学 习 ， 提 高
品德修养，以成为未来国
家的栋梁，为祖国事业献
出力量。

雅京崇德学校庆祝国庆74周年举行升旗礼

崇德学校教育委员会领导与全体教职员工合影。田锦堂主持升旗礼。

崇德学校教育委员会领导池美萍（前左五起）、张和然、田锦堂、杨健昌、江淼成、童靖程和小学、
初中、高中部校长与国旗仪仗队合影。 崇德三语学校学生们参加升旗礼一景。

【本报讯】财政部
长丝莉．慕利亚妮(Sri 
Mulyani)代表我国政府
8月15日(周四)出席在
雅京香格里拉大酒店举
行的庆祝新加坡独立54
周年国庆招待会。

丝莉．慕利亚妮财
长在庆祝招待会上表
示，印尼和新加坡早自
1967年就已缔结友好合
作的关系。两国一致同
意以提高双边关系及维
护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两国具有共同的
承诺以加强双方的友好
关系和一同成长。同时
双方能利用既有的潜力
以互惠互利的方式来进
行合作。”丝莉接着
说，新加坡继续成为印
尼在商业贸易，外来投
资和旅游业最大的其中
一个强固伙伴。

“五十二年来，两国
的外交关系已完成许
多的事情，有鉴以此，
我拥有坚定的信念，

我们将继续能够克服
各种新的挑战，发挥
所有的潜能和机遇以
保 护 两 国 民 族 的 利
益。丝莉．慕利亚妮财
长如斯说道。

新 加 坡 大 使 A n i l 
Kumar Nayar在庆祝会上
表示，印尼和新加坡之
间的双边关系虽然已进
入52个年头，但历史的
记载，早自200多年以
前两国民族间的友好往
来就已经有了。(yoe)

我国财长丝莉．慕利亚妮出席

新加坡54周年国庆招待会

左起：金峰集团总裁林文光、工业部长Airlangga Hartarto、驻印尼台北经贸代表处陈
忠代表伉俪、长荣航空印尼公司总经理谭自强一同合影。

谢华安、何筱崙（左1.2）工业部长Airlangga Hartarto伉俪（中)、哈达拉查沙伉俪
（右1.2)。

(左起）：雅京省长Anis Baswedan、新加坡大使Anil Kumar Nayar、我国财长Sri Mulyani、
我国工业部长Airlangga Hartarto等嘉宾一同切生日蛋糕。   （商报/Hermawan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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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闭幕 

第三届2023年广西举办

闭幕式

【新浪体育19日讯】规
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综合性
体育赛事。闭幕式上，二青
会组委会主任、国家体育总
局局长苟仲文表示，本届青
运会展现了新时代我国青少
年体育健儿积极进取、奋发
向上的风采，以一届精彩、
惠民、难忘的体育盛会为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献上了一份
厚礼。

二青会组委会执行主
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省
长楼阳生表示，二青会各
项赛事已顺利完成，青年
运动员展现出精湛的竞技
水平和良好的道德风尚，
取得比赛成绩和精神文明
双丰收。二青会纪律检查
委员会主任、国家体育总
局副局长杨宁宣布了北京
等31家代表团获得二青会
体育道德风尚奖，并授予
香港、澳门代表团参赛纪
念奖。

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
宣布二青会闭幕。第二届

全国青年运动会会旗在会
歌的旋律中缓缓落下，燃
烧了11天的主火炬渐渐熄
灭。闭幕式由二青会组委
会副主任、秘书长，山西
省副省长张复明主持。第
三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将于
2023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举行。二青会组委会副主
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
市委书记罗清宇将青运会
会旗交给二青会组委会副
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
长李建明，李建明将会旗
移交给第三届全国青年运
动会承办地代表、广西壮
族自治区副主席黄俊华。

本届青运会坚持“开放
办赛、开门办体育”的理
念，比赛设项、参赛运动
员数量创新高。比赛中创
造了一批好成绩，涌现出
一批希望之星，为引领青
少年积极投身体育运动，
增强身体素质，培养更
多竞技体育人才奠定了基
础。

【 新 浪 体 育 1 9 日
讯】2 0 1 9 / 2 0赛季西甲
首轮一场焦点战在科尔
内亚-埃普拉特球场展开
角逐，西班牙人主场0比
2不敌塞维利亚，皇马租
将雷吉隆传射，诺利托
进球。武磊首发出场险
些制造点球机会。[像武
磊一样征战欧洲！点击
即玩开启球王之路]

西班牙人近3次对阵塞
维利亚均落败。双方西
甲历史交锋142场，西班
牙人47胜26平69负，其
中主场39胜13平19负。
西班牙人轮换6人首发，

武磊身披7号战袍同费雷
拉联袂锋线。

西 班 牙 人 ( 4 - 4 - 2 )
： 1 3 - 迭 戈 - 洛 佩

斯 ； 1 6 - 哈 维 - 洛 佩
斯 ， 5 - 纳 尔 多 ， 6 - 尤
易斯-洛佩斯，17-迪达
克； 1 4 -梅伦多， 2 1 -

罗卡，4-维克托-桑切
斯 ( 6 4’ , 1 0 -达德尔 )
，2 2-巴尔加斯；7-武
磊(70’,31-坎布萨诺)
，9-费雷拉(82’,24-卡
莱罗)。

塞 维 利 亚 ( 4 - 3 - 3 )
： 1 - 瓦 茨 利 克 ； 1 6 -
纳 瓦 斯 ， 2 0 - 迭 戈 - 卡
洛斯 ( 7 5’ , 1 2 -孔德 )
，6-卡里科，2 3-雷吉
隆； 2 4 -霍尔丹， 2 5 -
费尔南多， 2 1 -托雷斯
(76’,17-古德利)；5-
奥坎波斯( 6 0’, 1 1 -穆
尼尔)，19-德容，8-诺
利托。

【 新 浪 体 育 1 9 日
讯】2018/19赛季法甲第2
轮焦点战展开角逐，巴黎
圣日耳曼客场挑战雷恩。
卡瓦尼首开纪录，尼昂扳

平比分，下半时卡斯蒂略
为雷恩破门，巴黎最终客
场2-1落败。

双 方 刚 刚 在 深 圳 进
行的法国超级杯上交过

手，巴黎2- 1击败雷恩
夺冠。上赛季联赛中，
巴黎主场4-1、客场3-1
双杀雷恩。姆巴佩、卡
瓦尼和迪马利亚搭档进

攻线，内马尔依然没有
进入比赛大名单。姆巴
佩的父亲本场来到现场
观战。

巴黎圣日耳曼（4-3-3

）：16-阿雷奥拉；14-贝
尔纳特、22-迪亚洛、2-
蒂亚戈-席尔瓦、 1 2 -
默尼耶（64‘3 1-达格
巴）；2 3-德拉克斯勒

（ 7 7 ’ 8 -帕雷德斯）
、5-马尔基尼奥斯、6-
维拉蒂；7-姆巴佩、9-
卡瓦尼、1 1-迪马利亚
（64‘19-萨拉维亚）。

法甲-卡瓦尼破门+中柱 巴黎1-2遭逆转吃赛季首败

西甲-武磊首发险造点 

皇马租将传射 西班牙人0-2

武磊首发出战

在Fakhri Husaini的指
导下，虽然我国U-18足
球队无法进入决赛，而不
能夺冠，但是我国U-18
足球队对于这场比赛非
常重要，因为他们作为
我国年轻队的继续人应

该努力训练，尤其他们
可以尝试国际足球舞台
的机会。获悉，Beckham 
Pu t r a帽子戏法，分别在
36分钟、39分钟和45分
钟能进三球，Supriadi进
两球。(yus) 我国U-18足球队以5比0大胜缅甸足球队，获得季军

2019年U-18亚洲足球杯决赛

印尼足球队以5比0击败缅甸队 获得季军
【雅京点滴新闻网】2019年U-18亚洲

足球杯赛于昨日落下帷幕，我国U-18足

球队以5比0大胜缅甸足球队，我国U-18

足球队拿下季军。



毅想到方才的梦
境，唇角泛起一
抹温柔的笑意，

黑眸眷恋地望着画中的女
娃。
初见她的那一年，他方从
舅舅那儿练武回来。婉婉
深得他们母子喜爱，为此
香芽姨不得不常常带女儿
进宫。随着婉婉逐渐长
大，婉婉留在宫中的时间
愈长，更是时常留住在宫
中。
两人一起读书写字，陪伴
着彼此；她的一颦一笑，
无一不吸引他，直到订下
婚约……

X X X X X
叩叩。
书房门外传来叩门声，打
断了乔毅的回忆，剑眉微
拧，不悦地低喝：
“是谁？”
“王爷，属下云剑有急事
禀报。”云剑站在书房门
外，口气急迫。
“进来。”
云剑一踏入书房，瞥了眼
悬挂在四周的唐婉婉画
像，知道接下来自己要说

的话绝对会令主子
勃然大怒。
“ 发 生 什 么 事
了？”乔毅的目光
从案桌上的画像中
抬起，精锐的黑眸
直视着站在面前的
护卫。
“王爷，方才收到
消息……婉婉小姐
的墓昨夜被盗。”
云剑语气一顿，仍
是一口气说出。
“什么！”乔毅脸
色大变，一掌重拍
案桌，高大身形倏
地一起，大步来到
他面前。“把话说

清楚。”
“方才负责看守婉婉小姐
墓园的老李匆忙赶来，说
是一早到墓园打扫，发现
墓园有被翻动的痕迹。虽
然盗墓贼有将墓园恢复原
状，但显然不够细心，仍
可由附近土石松动的情形
发现墓园被翻动过。老李
一察觉有异，不敢迟疑，
立即赶来禀报。”云剑照
实回报。
乔毅闻言，俊朗的脸孔瞬
间变得阴沉骇人。他要将
那个不长眼的贼挫骨扬
灰。
不发一语，大步踏出书
房，火速赶往婉婉的墓
园。他要亲自察看。
云剑连忙跟上。他相信主
子绝不会放过那个盗墓
贼，谁叫那贼也不打听清
楚，凤凰城内谁不知道唐
婉婉的墓园是由逍遥王亲
自派人看守，根本就是自
找死路。
群芳院是凤凰城内首屈一
指的青楼，里头环肥燕
瘦，最美、最艳、最骚的

姑娘皆有，任君挑选。目
的只有一个，让众恩客一
掷千金，流连忘返，乐不
思蜀。
迥异于前院的丝竹欢笑
声，后院被区隔出来的一
间阁楼，显得静谧多了。
房内，聚集了三名风情各
异、令人惊艳的女子。
窗下摆放了一张软榻，上
头慵懒地躺着一名身着桃
红衫裙、身段婀娜有致的
美艳女子；另还坐卧着一
名身着鹅黄衫裙的秀丽女
子；而坐在圆桌旁，正低
眉敛目，沏着香茗，身着
紫缎衫裙的女子则有着清
丽脱俗的容貌。
澄花双手端着托盘，缓步
踏入房内，瞧着房内三名
各具特色的女子，每一位
皆胜过前院的花娘。好在
这里不准闲杂人等踏入，
否则必会引起骚动。
“小姐，药来了。”澄花
将药碗放在紫衫女子面
前，同时还放了一碟白糖
糕。
“嗯。”紫衫女子轻颔
首，替自己斟了杯热茶，
先是闻香，再轻啜了口热
茶，却无视面前的汤药。
躺在软榻上的桃红身影忍
不住轻笑出声，慵懒地侧
身，一手托腮，笑望着紫
衫女子。
“碧瑶，你就干脆一点，
快将药给喝了吧，每回都
要澄花哄着你喝。”
“太烫了。”孙碧瑶瞥了
眼冒着热气的汤药一眼。
“噗哧！”坐卧床榻上的
鹅黄身影忍俊不禁笑了出
来，走下床榻，来到她身
旁落坐，只手托腮，对着
澄花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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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冷笑：“从你把那环给她，
不安好心的时候，开始小器
的！”

崔三娘不再言语，站起身，走向红绫，在
红绫的身际，低语了几句，红绫点头答
应。
陈安安尖叫：“我要离开这鬼身体！”
花五也到了红绫面前低语了几句，我和白
素齐声道：“我们不想许甚么愿，生命应

该听其自然，不必靠任何力量帮助！”
小郭和温宝裕鼓掌，那是表示同意我们的
说法了！
李宣宣收了一口气，望向我：“我可以带
他们启程了？”
她已经解释了很多事，虽然还有很多疑
问，例如那盒子和环怎么会分开的。
但那都不是李宣宣所能解答的了，我已没
有理由再阻止她把红绫和曹金福带到阴间
去。
可是我又实在不舍得，心情犹豫间，自然
而然，叹了一声，红绫忙道：“爸，别担
心！”
我望向她，父女二人，目光交投，我发现
她的目光之中，充满了信心。我也自然而
然，松了一口气，点了点头。
李宣宣一见我点头，就向两人招手，两人
到了她的身边，我在这时，陡然想起一个
问题来。
我忙道：“等一等，你肯定阴差没有
死？”
李宣宣道：“我肯定他的灵魂不在阴

间！”
当李宣宣上一次那样说的时候，每个人想
到的是：“啊，作恶多端的阴差，居然还
没有死！”
除了作如是想之外，不会再有别的想法。
可是现在，我们对阴间又有了新的资料，
新的理解，再听得李宣宣那样说，也就有
了新的理解，一听就听出问题来了。
白老大首先向陈安安一指：“老四的灵魂
也不在阴间！”
李宣宣应声道：“是，很多很多的灵魂，
不在阴间。”
她说了之后，又补充了一句：“或者应该
说，不在我所属的那个阴间……阴间，人
类灵魂的去处，可能有好几个，我也无法
深知。”
温宝裕道：“他可能活着，可能死了！”
温宝裕的话，听来多余，但当时倒不是他
一个有这个想法的。
我忽然想起：“李小姐当年艳名远播，只
怕也是有用意的吧！”
我并没有轻视李宣宣的意思，只因念头突

如来，所以除了“艳名远播”这样现成的
句子之外，也想不出别的说法。这句子其
实并无贬意，可是听来总有点碍耳。
李宣宣先是一怔，接着，神情大是叹
服：“卫先生果然了得，叫你想到了！”
我想到的是：阴差带了阴间三宝逃走，阴
主命李宣宣来追寻，李宣宣没有理由成为
大明星，那样故意用她的美丽来招摇，自
然大有目的。
目的是甚么，以前怎么想也想不出，一分
钟之前，才突然想到：阴差好色如命，李
宣宣是想利用自己的美色，把阴差引出
来！
我的一问，李宣宣的一答，立时也叫各人
都明白了。曹金福声如闷雷：“你有将他
引出来？”
李宣宣答得很快，也很认真：“没有，虽
有几个上年纪的人有意追求，但都不是
他。”
我忙道：“人的容貌外型，可以彻底改
变，你有甚么方法可以知道一定是他？”

白

“你有没有家里的住址？”聂承霈知
道孩子也搞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打算自己搜集资料，他非得搞清楚不
可。
必要时他也不排除请专家帮忙找人。
就算要把土地翻过来，他也要把那女
人找出来，到时候他就能尽情地掐死
她了。

“我背不起来，可是我的背包
上面有。”小乐把背包翻开，
内侧有名卡，写着他的名字、
一个手机号码跟地址。
聂承霈看了几秒，就把资料记
在脑子里了。拿起电话就拨了
那组手机门号，结果真的没有
开机。
难道她是到国外出差吗？因此
才需要一个月？
这五年来，她连找都不曾找过
他，现在才莫名其妙把孩子丢
到他家门口，实在是个不负责
任的女人！
他有一肚子想骂人的话，偏偏

没人可骂。
“好了，时间不早了，你先去睡觉，
我们明天再去找你妈。”他拍了下小
乐的肩膀。
他儿子？感觉真不踏实。
“我可以见到妈咪了？”小乐眼睛一
亮。

“我会找到她的。”然后再扭断她的
脖子！聂承霈沉下声音，誓言道。
“ 好 ， 那 我 去 睡 了 ， 晚 安 … … 爹
地。”小乐压抑不住嘴角的笑容，有
点害羞地说，然后就跑进客房里了。
聂承霈却被震得楞在当场好几秒。
爹地。
好轻好细的两个字，却有着踏实的重量，
落在他心里面，再也无法轻易拍开。
聂承霈几乎一个晚上都没睡。
他站在阳台抽了好多烟，想起了太多
太多过去的事情，关于这个曾经把他
弄得乌烟瘴气，一走了之的女子，他
的心情实在太过于复杂。
隔天早上，他的眼睛里面因为睡眠不
足而有些血丝，想了一夜的结果，眉
头却紧蹙在一起，再也无法松开了。
带着小乐去吃过早餐，他开车来到小
乐背包上的地址。按了电铃后如预期
的没人应门，不过他可不是个傻蛋，
当然会想办法。
小乐说房东住在楼上，他就去跟房东

要钥匙。
虽然房东满脸的好奇，但是因为他认
得小乐，还是把钥匙交出去。
然后在聂承霈的冷脸中，一个问题也
不敢问出口，可惜了一个八卦的好题
材。
打开小公寓的大门，他第一个反应就
是皱眉头。
“天哪，这女人一点都没变。”他喃
喃地说。
屋子虽然不脏，却乱得可以，这种她
声称乱中有序的整理法，总是让他很
抓狂。
他的房子干净整齐到简直像是样品
屋。
当年她跟他住在一起时，每个星期都
给他的房子换一个样子，一下宣称走
巴洛克风格，一下子说是田园派，过
几天又变成摇滚风。
他抗议抓狂，她只是笑着吻吻他，忙
说对不起，却像在对待个无理取闹的
孩子。

挥手，江振禄又阻止了李乾说
下去，接道：“宫帮主，这件
事千真万确，原来令妹是要到

镇上去好好吃几顿，稳稳地睡一觉的。
因为在莽林古洞中既冷又饿，只能啃干
粮、喝溪水。要找这件事的见证人可以
凑足三五百人之多。”
冷冷一笑，宫不屈道：“一个人有病而
不能走路，要人背着，似应比照‘嫂
溺援以手’的权宜之计，这不该苛责
吧？”
点点头，江振禄道：“那是自然，在下
不才，还不到于食古不化，充假道学，
一头撞到墙上不知道转弯吧？”
漠然地，宫不屈道：“希望如此！”
江振禄道：“还有一件事在下要附带说
说，当二人到小镇上抓了药住进客栈
后，令妹喝的酒比高大侠还多，根本
不像有病的样子。这且不说，要不是这
位‘渔竿’一号把她自小溪中叫起，在
下深信今日之战，高大侠会受更大的挫
折。所以在下说句公道话，高大侠若未
受到干扰，苦研三个月，今日之战在下
敢说他会全胜，至少不会落败，尽管双
方相差得如此之微……”
负手兀立的宫不屈，缓缓转身目注韦天
爵，道：“‘渔竿’一号，本座早就怀
疑你的身份了，只是不知道你在本帮中
潜伏的动机而已，现在，你可以交待一
下了吧？”
韦天爵笑得自然而笃定，除非他问心无
愧，反之，那就表示他估量自己的斤
两，不至于败给宫不屈手下，或者三五
百招之内不会现丑，道：“在下来此，
是为了弄清一件事的。”
冷冷地背向韦天爵，宫不屈道：“是什
么事？”
泰然地笑笑，始终不以为身在绝地，他
道：“帮主听了这半天，应该听出问题
症结所在，是由于两位姑娘十分配肖，
甚至连高凌字都弄不清……”
微微点头，宫不屈道：“本座懂了！是
要弄清两个姑娘，来自不同的家世，为
何如此相像，是不是这样？”
韦天爵道：“正是如此。”
宫不屈走近几步，道：“你暗中调查的

结果如何？”
眼珠疾转一阵，韦天爵道：“
尚未弄清楚。”
一阵阴霾陡然笼罩了宫不屈的
脸，冷峻地道：“韦天爵，你
还负有其他任务，若不直说，
这儿可不是说来就来，爱去就
去的地方吧？”
这工夫江振禄抱拳道：“宫帮
主，据在下所知，他是阉党的
得力爪牙，在伤心渡灭口行动
之中唱的是压轴戏。”
韦天爵距宫不屈约五七步远，
突然身子倒射，一掠就是七八
丈以外，身子刚沾地，道：“

如果姓韦的不能来去自如，上
面也不会派我来的……”在此

同时，左右护法已双双扑出。
“渔竿”一号的身份在护法之下，两位护
法去拦截，应该不会被他跑了。但是，两
盏茶工夫之后，两护法回来报告，说是韦
天爵自水中溜了，且向帮主请罪。
宫不屈挥挥手，道：“本座知道他会溜掉
的，二位不必引咎自责。”
然后向高凌宇道：“高大侠，本座监督不
严，以致使你练功受扰，本座决定不计此
次之胜败，半年后仍在此地作一了断。四
位掌门人的安全，至少在半年内无虞。如
不介意，请到帮内饮杯水酒。”
高凌宇抱拳道：“宫帮主的磊落胸襟，
高某心折不已，在下还有很多俗事待
办，日后如有机缘必定叨扰。”
说毕招呼江、李师兄弟二人即要离去。
宫不屈道：“且慢！这位李大侠数次口
出不逊，已犯了本帮规律，应自掴谢
罪，以维本帮帮规。”
李乾大声道：“笑话！俺又不是你们这
个鸟帮中的人，什么他奶奶的帮规？俺
才不吃这一套啦……”
冷冷一笑，宫不屈负手踱向李乾，
道：“本座如不能叫你当场谢罪，那
就……”
那知李乾说话满口脏字，反应也不慢，
他急速后退，还嚷嚷着道：“各位看到
没有？他的宝贝妹子当场出丑，给他脸
上抹了灰，他想拿俺出气垫底。世上那
有这种事儿？”
宫不屈道：“拿下！”“渔竿”二号应
声而出，快得有如热锅中的爆豆疾射而
出，人家估量对方的实力从未弄错，
以“渔竿”二号的身手，制服李乾绰绰
有余。
“渔竿”二号心里驾定，末想到李乾会
有什么退路，必然是手到擒来。那知
李乾向后疾退十二多丈，当“渔竿”
的手指堪堪抓到他的肩头时，“扑通”
声中，李乾竟钻入海中去了。所谓“
渔帮”，不过是因为住在离大海不远
之处，且由上而下的暗语代说，以“渔
翁”、“渔竿”、“渔线”等名之，可
不是因为他们会打鱼，或者他们个个都
是水中高手。

(06)

(76)
(03)

挥

当情绪处低落时；
要学会仰望用笑脸来帮助你的人。
有些事情既然已经成为事实；
就尝试着去接受并勇敢地面对。
人不可能改变世界；
世界也不会因你而改变。

(64)

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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