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ontan日报雅加达8月
21日讯】印度尼西亚银行(
央行/BI)从8月21日开始至
8月22日召开行长委员会会
议(RDG)，以便确定下个月
的货币政策。

一些经济学家预计，
以目前的货币条件，使央
行放松货币政策成为可
能。然而，为了控制盾币
汇率和通货膨胀，希望央
行继续维持货币政策的稳
定性。

根据Kontan 日报所联系
的一些经济学家，大多数
都认为央行通过下调其基
准利率或央行7天逆回购利
率(BI 7DRRR)拥有放松货
币政策的空间。但有些经

济学家称，2019年8月放松
货币政策却尚未到时。

宝石银行(B Permata)首
席经济学家约书亚(Josua 
Pardede)认为，央行最好
是本月推迟降息，因为美
国和中国的贸易战仍然存
在全球不确定性。

最新消息，美国延后
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
的关税，从最初的计划
2019年9月展延至12月。
但是延后并不保证贸易战
就结束。

此外，最近盾币汇率受
压。雅京银行际货币兑换
交易(JISDOR)央行录得盾
币兑美元汇率走势趋于疲
软，由 8月初的开盘每美

元兑1万4098盾，然后于
8月6日疲弱每美元兑1万
4344盾，并与8月20日为
每美元兑1万4262盾。他
说，“货币政策稳定将减
轻市场的压力。”

Bahana Sekuritas 公司
首席经济学家Putera Satria 
Sambi j an to ro分析，本月
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的下
降是正确的契机。因为美
国中央银行或美联储(The 
Fed)亦即将召开会议，有
可能下调其基准利率。他
说，“央行可以预期。”

经济金融发展研究所
( IND E F )经济学家Bh im a 
Yudhistira 预计央行降息
0.25%至5.5%。

印尼大华银行(UOB)首
席经济学家Enrico Tanu-
widjaya 预测降息0.25%
至5.5%。

中亚银行(BCA)首席经
济学家David Sumual则预估
央行基准利率照旧5.75%。

万自立银行(B Mandiri)经济
学家Reny Eka Putri亦预测依
然是5.75%。此外，印尼
经济改革中心(CORE)研究
主任Piter Abdullah Red-
jalam也认为央行利率维持
5.75%不变。(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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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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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甸 雨天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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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外交部长蕾特诺·
马尔苏迪 （Retno �P Mar-Retno �P Mar-
sud i）表示，同比去年的
5.86亿美元，本届签署的
商业合作协议价值有所提
升。商业合作协议包括各
领域基础设施、贸易和投

资领域的合作协议。其中
包括国营上市公司PT �i-PT �i-
jaya Karya 与尼日尔政府共
同建造价值1000万美元的
总统府、PT �ijaya Karya 
与印度尼西亚进出口银行
和塞内加尔政府兴建价值
2.5亿美元的�a Tour De 
Goree Tower综合商业区发
展项目。

此外，还有一项价值2
亿美元由PT.�ijaya Karya
与象牙海岸政府共建的国
民住宅房屋。PT.�i jaya 
Karya也与坦桑尼亚政府签
订了价值1.9亿美元的建筑
工程合作协议。

国 营 药 物 制 造 企 业
Kimia Farma与尼日利亚的

Topwide Pharmaceutical签
署价值250万美元的药品分
销合作协议。我国制药企
业PT Bio Farma与坦桑尼
亚和尼日利亚一些制药公
司达成价值750万美元的合
作协议。

接着是印度尼西亚进出
口银行与中非国家开发银
行（BDEC）达成价值5000
万美元的融资合作协议。

“相信上述商业合作协
议的价值将会继续增加，
因为此次活动结束后，印
尼和非洲商界还会继续商
讨其他领域的合作。” 
蕾特诺外长周二（8月20
日）在巴厘岛努沙杜瓦印
尼-非洲基础设施论坛上
如是说。

本届活动有来自53个非
洲国家逾700个，国有企
业和私营参与本届论坛的
商家。

蕾特诺外长接着说，作
为东道主我国在本届的印
尼-非洲基础设施讨论期
间，举办了多场有关印尼
与非洲之间的战略性的合
作。包括工业、社会、旅
游、能源和采矿和其他领
域的讲座会。(v)

全球贸易紧张局势

加剧经济不确定性

的阴影之下，亚洲

与非洲国家更需要

团结一致

印尼-非洲基础设施巴厘岛论坛

我国与非洲国家签署8.22亿美元商业合作协议

我国外交部长蕾特诺·马尔苏迪（右）在印尼-非洲基础
设施论坛上发表演讲。

【Bisnis.com 新闻网8月21日讯】正在巴厘

岛努沙杜瓦会议中心（BNDCC）举行的印尼-

非洲基础设施论坛（IAID），传递佳音。我国

与非洲几个国家成功达成价值8.22亿美元的商

业合作协议。

【点滴新闻网】继马
诺瓜利发生大规模示威抗
议焚烧地方国会大厦和破
坏梭龙国际机汽车和公共
设备之后，巴布亚蒂米卡
（Timika）地区又传出发
生暴力骚乱。获得国军部
队协助维持治安的国家警
察部队已逮捕2 0人肇事
者。据现场报道，巴布亚
人民在蒂米卡地方议会大
厦前面举行示威游行活
动。警察要求示威群众不

要靠近地方议会大厦，突
然示威群众开始用石头攻
击当地的警察局，还在地
方议会周围焚烧旧轮胎和
木材，试图阻止警员的前
进，甚至焚烧警车，并破
坏和焚烧公共设施。

据现场报道，蒂米卡骚
乱紧张局势暂时已受到军
警联合部队的控制，民众
生活和社会秩序也逐渐恢
复正常和稳定，但是示威
群众仍然聚集在一些地方

并阻挡道路交通，警方仍
不敢掉于轻心并在现场保
持高度戒备及提高警惕。
之前，巴布亚大学生在东
爪哇遭遇到带有种族歧视
的不公平对待，甚至还发
生学生宿舍遭警员和城管
队围攻的暴力事件，消息
传到巴布亚后马上引发马
诺瓜利和梭龙群众的强力
抗议并进行大规模的示威
抗议活动，紧张局势一触
即发。(yus)

巴布亚蒂米卡发生大规模骚乱，导致多辆警车被焚烧，警方也逮捕了逾二十名肇事者。

印尼央行

巴布亚风波再起

继马诺瓜利蒂米卡又发生骚乱20人被捕

一些经济学家预计 我国央行有下调基准利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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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央行（BI）刚刚推出用于通过电子货币应用程序
进行支付的印尼标准二维码或快速响应（QR）代码
标准，该标准将整合所有基于技术的支付系统服务
提供商（PJSP）。在未来，民众将更容易支付他们
所有的需要，因此可以限制现金的使用。

基于二维码的零售支付服务早已在泰国、新加坡
和马来西亚等邻国发展起来。甚至QR标准化也被应
用到零售支付服务中，以避免分化。

在我国，目前有26家基于二维码的支付服务提供
商，银行和非银行机构（LSB）各有不同的型号和
规格，有可能造成经济受损和社会分裂，因此需要
通过实施全国性二维码标准来克服。

印尼标准二维码旨在提高非现金零售，尤其是微
型和小型企业部门支付服务的效率和有效性。预计
它的出现将加速与包容性金融、更少现金社会以及
金融科技与银行业之间合作的相关各种计划。

印尼标准二维码的实施将从2020年1月1日开始，
为基于二维码和商家的支付服务提供过渡期。在最
初阶段，印尼标准二维码的实施将以国内零售支付
服务为重点，以微型和小型企业为主要目标群体。

第二阶段将为入境交易开发，让印尼外劳和旅游
业使用印尼标准二维码。第三阶段是针对我国公民
（包括朝圣者）的出境交易。

央行（BI）总裁贝利（Perry Warjiyo）表示，印
尼标准二维码随后将成为印尼唯一的二维码。印尼
标准二维码由二维码商家提供的模式规范组成，并
获得组织者互连规范支持。这意味着对于交易，用
户只需扫描与支付系统服务提供商（PJSP）合作的
商家，如Link Aja、GoPay、Ovo、Dana等提供的二
维码。

上周贝利在发布印尼标准二维码时，称：“所有
商家不需要使用来自不同出版商的大量二维码。这
些出版商必须遵从这个印尼标准二维码。”

印尼标准二维码的推出旨在促进包容性数字金融
经济。这将支持印尼支付系统2025的愿景，该系统
始终需要数字金融创新，如基于二维码的创新。这
项服务被认为可以加速金融包容性，并促进中小微
企业，因为它可以被所有社会阶层使用。

贝利阐明：“对于小型企业、蔬菜贩、卖肉
丸和面条小贩等，从沙邦（Sab a n g）到默拉克
（Merauke）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印尼标准二维
码。对非现金付款的认可将更加广泛和有效。”

印尼标准二维码还使用国际标准EMV Co来支持
更好和开源性的互连。这将促进各国之间的互操作
性。该标准已在泰国、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
韩国等国家使用。贝利说：“使用EMV公司标准的
各国游客将可以使用印尼标准二维码。这将支持发
展中国家的旅游业。”

这鼓励了基于二维码的零售支付服务的出现，
因为组织者不需要为某些模型提供特殊的工具，它
能够存储大量的信息，并具有良好和高效的安全级
别。除此之外，它是安全、简洁、智能和移动的。
商家可以从各种支付工具中获得基金，包括基于服
务器的电子货币类型、储蓄、借记卡和信用卡。

客户可以通过移动应用程序安全舒适地从各种
资金来源进行支付。这一优势非常适合中低端市
场，可以作为电子支付的发动机，支持经济增长和
数字金融。

印尼标准二维码的实施为民众、商界和国家提供
了各种各样的好处。对于民众来说，使用印尼标准
二维码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对于商业界来说，印
尼标准二维码使商家节省交易管理成本，因为他们
可以从各种支付工具获得付款。因此，销售和营业
利润有可能增加。

印尼标准二维码也有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因
为减少使用现金和纸张进行交易记录的成本，因此
可以节省经济成本。这些节约的成本可以转移到生
产性经济活动中，而阻碍经济交易的携带现金安全
风险也可以降低。

印尼标准二维码
更集成的支付应用程序

不 仅 佐 科 威 总 统 将
使用新车，佐科威的新
内阁部长们也将使用新
的公务车。在财政部的
电子采购服务（LPSE）
网站上记录，一系列部
长/部长级官员将获得新
的公务车。在2019年的
国家收支预算中，高达
1525.4亿盾用于提供新
车辆给予将辅佐总统的
部长们。

共有41个公司参与投

标为部长们提供货物采
购，但只有4个公司合
格。这4家公司分别是PT 
Astra International TBK 
TSO、PT Hadji Kalla、PT 
New Ratna Motor和PT 
Agung Automall。获胜
者是PT Astra Interna-
tional TBK-TSO，报价
为1472.3亿盾。其余三
个公司出于各种原因落
选，例如报价超过自我
估计价格（HPS），以及

没有附上工作执行时间
表。

在 获 得 新 公 务 车 之
前，佐科威的部长们使
用丰田凯美瑞（Toyo t a 

Camry）。后来，凯美瑞
被更高级别的丰田皇冠
皇家轿车（Toyota Crown 
Royal Saloon）取代。
（pl）

佐科威和新内阁部长将获得新公务车

在佐科威-卡拉政府的工作内阁时代，部长们所使用的
汽车。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讯】两家德国汽车

生产商，即宝马（BMW）和梅赛德斯-奔

驰（Mercedes-Benz）正在争夺为印度尼

西亚头号人物制造最安全的座车车型。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8
月21日讯】伊斯兰传教士
索马德（Ustadz Somad 简
称UAS）强调，他不需要
就广为流传被认为侮辱十
字架不尊重讲讲视频引起
争议而道歉。索马德说，
他所谈论的是伊斯兰信仰
内部传达的问题。

“ 那 时 候 有 些 人 被
冒犯了，我是否也要道
歉。例如，在伊斯兰教
中说：真的，对不起，
这节经文的声音就是这

样，事实上不相信的人
就说上帝三合一，三分
之一的人。我在穆斯林
中解释了这一点。听到
的 局 外 人 肯 定 都 被 冒
犯了，我是否需还要道
歉。” 索马德周三（8月
2 1日）在雅京中区印尼
伊斯兰教士办公室的新
闻发布会上如是说道。

索马德说，他不可能一
个接一个地监督参加诵经
者包括禁止录制和传播视
频的行为。（adr）

【 点 滴 新 闻 网 雅 加
达 8 月 2 1 日 讯 】 国 会
（ D P R ）副议长法赫利
（Fahri Hamzah）称，人
协（MPR）的领导工作到
目前为止就像接待员一
样。民族复兴党（PKB）
中央理事会总主席慕海
敏·伊斯甘达（Muhaimin 
Iskandar或Cak Imin）回应
法赫利的看法。

慕海敏最初谈到了民
族复兴党关于修订国会、
地方议会、地方代表和人
协（UU MD3）法案的态
度，以提高人协的领导地
位。慕海敏说，国会民族
复兴党党团对该提案持开
放的态度。

“暂时还没有必要，
但如果八月会有政治沟
通就迫切需要修订MD3法

案，没问题。我们是开放
的。”慕海敏周三（8月
2 1日）在威斯汀酒店如

是说。
慕海敏讨论的修订案是

对1945年宪法有限的修订
案。这一话语出现在人协，
其中一个要点就是恢复国家
方针纲要（GBHN）。

“在相互协议的背景
下，需要对MD3法案进行
正确的修订，在这种情况
下，国家的所有组成部分
都要达成一致的见解。然
而，到目前为止尚未达成
协议。”慕海敏如是说。

然后，慕海敏回应了
有关增加人协议会领导人
的数量。法赫利此前批评
了这一话题，他称人协领
导层的工作就像接待员一
样。

“因此，无论如何，
这取决于需求。如果为了
国家的整体利益，PKB赞

同增加人协议会领导人数
至十位，那没有问题，最
重要的是民族能够和谐团
结。我不介意实现这一目
标所需的成本。”慕海敏
如是说。

此外，慕海敏认为人
协议会领导人数增加至
十位的提议被认为是职
位分工，那也不要太过勉
强，最重要的是国家的整
体利益。慕海敏继续说，
值得注意的是，人协议
会领导层的增加是由国会
国民使命党（F-PAN）党
团成员（Saleh Partaonan 
Daulay）首次提出。

“我们必须用这种方
式挽回所有这些更好的条
件，我们不希望有任何问
题。”慕海敏如是说。
（adr）

【点滴网雅加达讯】今
年在资本市场上市的公司
的财务业绩预计不那么令
人欣慰。其原因是全球经
济动荡。

Mandiri Manajemen In-
vestasi 公司预测，今年
上市公司的平均净利增长
仅8%。该预测低于录得
2018年为12%的上市公司

平均净利增长。
据Mandiri Investasi 公

司董事总经理Alvin Pat-
t i sahus iwa称，这是由于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缘
故。这将导致大宗商品的
需求下降。

日 前 ， 他 在 雅 加 达
称，“而大宗商品价格下
跌，只有镍价有所改善。

实际上在印尼证券交易所
(BE I )的上市公司业绩由
基于商品的上市公司所支
撑，例如棕榈和煤炭上市
公司。”

Alvin补充称，全球经济
放缓亦蔓延到国内。这可
从2019年上半年我国经济
增长仅5.05%，低于去年
同期的5.27%证明出来。

导致放缓的第二个因素
是，在消费行业的上市公
司的业绩缓慢。这是由国
内政治动荡引起的。

根据该状况，他预计
2019年底的股价综合指数
(IHSG)处于6600点至7000
点范围内。虽然它仍然高
于2018年底的6194点位
置。(xin)

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

PKB赞同增加人协议会领导人数至十位

民族复兴党（PKB）中央理
事会总主席慕海敏·伊斯甘
达（Muhaimin Iskandar）出席8
月20日至22日在巴厘岛巴塘
努沙杜瓦（Nusa Dua – Ba-
dung）威斯汀酒店举行的第
五届全国代表大会。

【罗盘新闻网讯】民族
复兴党（PKB）政治家亦
是印尼狮航 (Lion Air)共
同创始人鲁斯迪·基拉纳
（Rusdi Kirana）宣布退
出并辞去PKB党内所有职
务。

“ 我决定退出民族复
兴党党员。”鲁斯迪周三
（8月21日）如是说。

鲁斯迪在马来西亚吉隆
坡私人秘书Djadjuk Nat-
sir说，他的老板已准备好
发给PKB中央理事会的一
封辞职信，相信这封信函
将在本周内尽快发出。众
所周知，曾经被委任担任
总统府顾问团成员的鲁斯

迪是现任印度尼西亚驻马
来西亚大使。1963年8月
17日出生于西爪哇省井里
汶（Ci r e b o n）的鲁斯迪
也曾经于2014-2019年担
任PKB中央理事会副总主
席职位。目前PKB还在巴
厘岛努沙杜瓦威斯丁酒店
举行PKB第五届全国代表
大会，许多政治观察家预
估民族复兴党 （PKB）
中央理事会总主席慕海
敏·伊斯甘达（Muhaimin 
I s k anda r）将成功连任总
主席职位。迄今对鲁斯迪
宣布退出PKB的决定，PKB
尚没有作出任何评论。
（adr）

【 点 滴 新 闻 网 梭 罗
讯】苏拉加达（Surakar-
t a ）地方检察院检察官
萨 特 里 亚 万 （ S a t r i a -
wan Sulaksono）被肃贪
会（KPK）定为日惹公共
工程服务项目贿赂案的嫌
犯。这是萨特里亚万的面
孔，他是一名年轻的检察
官，出生于1987年3月24
日，今年才3 2岁，他现
在成为肃贪会的通缉犯。

肃贪会将萨特里亚万
列为涉嫌日惹 P U P K P局
雨水排水工程项目贿赂
案件的嫌疑人。他被质
疑介绍日惹地方检察院
检察官Eka Saf i t ra给项
目承包商Gabr ie l la Yuan 
Ana Kusuma。

肃 贪 会 副 主 席 A l -
exander Marwata周二
（20/ 8）在雅加达南区
肃贪会大楼举行的记者

招待会上，呼吁嫌疑人
萨特里亚万自首。并与

肃贪会合作遵循法律程
序。（pl）

侮辱十字架视频盛传引争议 传教士Ustadz Somad拒绝道歉

印尼伊斯兰教士（MUI）邀请伊斯兰传教士Ustadz Somad 
（UAS）到MUI办公室，针对三年前他在一场讲道会上对十
字架的不尊重讲讲而引起的争议。会议结束后UAS在MUI多
名理事陪同下举行新闻发布会。

涉嫌公共工程服务项目贿赂案

苏拉加达地方检察官Satriawan Sulaksono被定为犯罪嫌疑人

资料图：苏拉加达地方检察官Satriawan Sulaksono（中）在一起
交通事故案件，解释在梭罗发生汽车碰撞摩托车的状况。

由于全球经济动荡

预计今年上市公司平均净利增长仅8%

Rusdi Kirana宣布退出民族复兴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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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ncour t Resou rces
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执
行官蒂姆·达菲（T i m 
D u f f y）昨日在Ma r t a b e
金 矿 开 采 地 点 向 媒 体
说：“到目前为止，为
今年勘探活动所拨出的

资金，其使用已经按照
严格计划。”

他称，今年公司有计划
在不同地点继续勘探，
寻找新的黄金矿区。

达菲续说，截至去年
12月底，Martabe金矿的

黄金蕴藏量预计达810万
盎司，白银储量6900万
盎司。

黄金和白银储备分布在
6个金矿床，但只有其中
3个金矿床已被开采，即
Purnama矿井、Ramba Joring 
矿井和Barani矿井，而剩下
Uluala Hulu矿井、Tor Uluala
矿井和Tor Uluala West
矿井未被开采。

达菲预计Martabe金矿
的黄金蕴藏其平均期限
为15年至16年。“因此
需要进一步积极的勘探
活动，来增加Mar tabe的

金矿储备，”他说。
除此之外，公司也致

力于提高Mar tabe金矿的
开采效率。

进一步，A g i n c o u r t 
Resources努力把Martabe
金矿的生产成本降至每
盎司低于600美元，而今
年的黄金产量预计达40
万盎司。

今年的黄金生产目标比
去年的黄金总销量达41.2
万盎司稍降，而白银的
总销量达331万盎司。

公司于去年的总销量
比2017年的黄金总销量

35.2万盎司和白银239万
盎司更高。

“黄金价格的上涨确
实为公司带来了明朗的前
景。但公司仍然专注于继
续提高生产力和效率，”
达菲说。

同一场合，Agincou r t 
R e s o u r c e s 公 司 处 理
高 级 经 理 维 拉 （ W i r a 
D h a r m a  P u t r a）解释
称，Mar tabe金矿的产品
是含金量10%至20%，
含银量80%至9 0%的贵
金属条。

“Martabe金矿的贵金属

条日产量平均300公斤，”
他说。

Agincour t Resou rces
身为M a r t a b e金矿运营
商的最大股东是Dan u s a 
Tambang Nusantara公司，
拥有Agincourt Resources 
9 5%股权，剩余5%股
权由地方政府经营企业
ANA公司持有。Dan u s a 
Tambang Nusantara是阿
斯特拉国际集团通过旗
下企业United Tractors和
Pamapersada Nusantara公
司成立的合资企业，持股
比例各60%和40%。(er)

Agincourt Resources投资2500万美元

继续勘探新黄金矿区
【安塔拉社Batang To ru讯】位于苏

北省南打巴奴里县的M a r t a b e金矿运

营商Agincou r t Resou rces公司，将投

资2500万美元或折合3500亿盾（1美元

兑1万4000盾)，用以继续勘探新的黄

金矿区。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
我国政府已与非洲一些国
家签署基础设施和运输领
域的合作协议，总额8亿
2 2 0 0万美元，大约11 . 7
兆盾。

代 表 我 国 政 府 参 与 建
立合作的几家国营企业是
WIKA（Wijaya Ka rya）
公司、Waskita  Karya公司、 
Kimia Farma制药公司、Bio 
F a r m a制药公司、I n k a公
司、L E N电子公司（L E N 
Industry）以及印尼火车公司
(KAI）。

佐科威总统和国营企业
部长莉妮·苏玛尔诺（Rini 
Soemarno）在巴厘努沙杜
瓦会议中心(BNDCC)举行
的2019年印尼-非洲基础
设施对话会见证签署合作
协议。

佐科威总统在非洲代表

团面前说，我国和非洲能
实现成为先进国家的梦想
和愿望。他续说，我国是
非洲是建立策略性合作的
正确伙伴。向着梦想与愿
景前进。

与此同时，国营企业部
长阐述，该合作协议是非洲
政府通过国营企业对我国的
信任的形式。为此，她推动
国营企业继续努力创作成为
一家国际标准公司。

“以上合作推动国营企
业不仅提高国内的服务，同
时也提高外国的服务。我希
望，建立合作的国营企业
能成为世界级企业，”她
这么说。

WIKA（Wijaya Karya）
公司将在非洲几个国家的
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的
其中一个国营企业。

还有，Inka公司，Waskita 

Karya公司，LEN国营电子公
司，及印尼火车公司瞄准铁
路事务领域。上述4家国营
企业成立印尼铁路发展财
团(IRDC)。

希望上述财团能在非洲
让印尼旗飘扬，因为我国
推介提供铁路基础设施服
务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此
外，印尼出口融资机构亦
与印尼航天航空公司（PT 
DI）签署扩大公司出口市场
到非洲地区的谅解备忘录。

举行上述论坛的目的是
为了加强我国与非洲国家
在各领域的关系，包括基础
设施建设。有几家国营企
业，其中是WIKA公司，万
自立银行（Bank Mandiri）
，INKA公司，及国营机场
运营商Angkasa Pura第二公
司亦参加该论坛举行的展
览会。 (vn)

我国与非洲签署协议

在基础设施和运输领域合作
三星Galaxy Note 10手机

三星（Samsung）品牌大使Dian Sastrowardoyo(中)，由三星电子印尼公司（SEIN）总裁Jaehoon Kwon
与IT & Mobile副总经理Bernard Ang陪同，正在试用刚推出的两款手机的功能，即三星Galaxy 
Note 10与三星Galaxy Note 10+。三星正式推出两款新智能手机以加强高端领域的三星市场。

（商报/Muhammad Maan摄）

【安达拉社丹绒槟榔讯】
今年8月份，廖内群岛丹绒
槟榔向5个国家，即巴基斯
坦、日本、韩国、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以及美国出
口1086吨农产橡胶品，出
口额达到225亿盾。

农业部通过丹绒槟榔农
业检疫所出口上述农产橡
胶品。

丹绒槟榔农业检疫所主任
多尼（Donni  Muksydayan）
对记者表示：“我们已对

出口的1086条橡胶板发出
认证。”

他认为，出口橡胶等农
业商品将对国家收入带来
积极影响。此外，农民福
利将越来越高，以致同时
加强我国经济。

“未来必须采取的步骤
是继续提高出口品的质量
和数量，来增加国家外汇
收入，”他说道。

他亦希望，丹绒槟榔能
成为供应邻国，特别是新加

坡对农业商品需求的地区。
农民必须与农业技术研

究所（BPTP）和粮食和农
业安全局更加努力提高农
业产量，以致未来丹绒槟
榔能出口其他农产品。

“为了加快出口产品，我
们亦继续进行创新，如使用
e-Cert和e-Phyto简化办妥
证书过程。出口商也能致力
于提高产量，来支持我国
在2014年成为世界粮食谷
仓，”他进一步称。(vn)

丹绒槟榔向5个国家 

出口1 0 8 6吨橡胶品

【安塔拉社北干巴鲁讯】
Hutama Karya国营建筑和高
速公路承建商总经理彬汤
（Bintang Prabowo）称，
廖内省的北干巴鲁至杜迈
（Dumai）高速公路将于今
年11月通车。

他日前在北干巴鲁称，
目前征地拆迁面积占总体
拆迁面积的85%，而截至
7月底的物质建设进度大约
60%。

这家国营企业的乐观态
度，可从北干巴鲁高速公路
收费站，被选为我国庆祝74
年周年纪念日举行典礼地点
显示出来。他坦承，这是我
国成立纪念日典礼在北干巴
鲁至杜迈高速公路建设工程
场地首次举行。这条高速公

路同时也是跨苏岛高速公路
的一部分。

“那是因为北干巴鲁至
杜迈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将于
10月完成，11月能开始通
车，”彬汤说。

他称，剩下的征地工作
其中是拆除Chevron Pacific 
Indonesia公司的油管。公司
也将在已完成征地过程的一
些地点继续进行施工。

彬 汤 称 ， 公 司 诚 邀 佐
科·维多多总统能出席年底
举行的通车仪式。

“公司将邀请总统出席
通车仪式，因为这条高速公
路是当地居民自10年前的期
待已久的工程。如真主所
愿，总统乐意出席而时候
适当。公司将请求总统的

准许，”他说。
他续说，Hutama Karya宣

布北干巴鲁至杜迈高速公路
正式通车前，将首先征得公
共工程部的许可。“公司准
备这条全长131公里的北干巴
鲁至杜迈高速公路于今年11
月通车，所以公司将于10月
完成建设工程，”彬汤说。

关于从北干巴鲁至巴东
高速公路，彬汤说公司仍努
力完成其建设工程。到目前
为止，已完成的高速公路大
约4.5公里。

“从北干巴鲁至巴东高
速公路的建设工程未完成。
下个星期，我将与董事长与
当地政府举行会晤，因为
已完成的高速公路才4.5公
里，”彬汤如斯说。(er)

从北干巴鲁至杜迈高速公路

HK预计今年11月通车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工业部长艾尔朗卡．哈尔
丹多(Airlangga Hartarto)深
信，国内市场有能力采购
工业生产的棕榈油（CPO）
下游产品。

他在雅加达对记者表
示,“若我们发展所有的
棕榈油下游产品，国内市
场将采购我们棕榈油业的
产品。”

他定下指标，在20 2 0

年，混合30%生物柴油的
（B30）产量将达900万
千升。

与此同时，他表示乐
观，100%生物柴油可以在
2021年生产，以便能符合
于欧洲排放标准(Euro 4)。

为此，使用替代燃料，
如生物燃料的发动机能获
得奢侈品销售税(PPNBM)
的奖励。“因此，政府已
准备好关于汽车燃料的所

有纲要，包括电力或生物
燃料在内，”他阐述。

除此之外，现在汽车
生产商正在对B30生物柴
油的使用进行试验。他深
信，该试验过程将顺利进
行，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众所周知，自从本月中
旬，欧盟对我国生物柴油产
品课以8-18%进口税。上述
进口税将在未来四个月后生
效，还可延长到五年。(vn)

工业部长乐观表示

国内市场能采购棕榈下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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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等待美联储会议记录
金价在1,500美元上方持稳

投资者等待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
美联储/FED)7月会议记录，寻找美
国未来降息的线索，金价在上日反弹
至1,500美元关键水准上方后周三持
稳。

0608GMT，现货金小跌0.2%至每
盎司1,503.50美元。

美 国 期 金 跌 0 . 2 % 至 每 盎 司
1,512.90美元。

周三稍晚美联储将公布7月会议
记录，美联储在该次会议上降息25
个基点。现货银下跌0.3%至每盎司
17.07美元，铂金下跌0.4%至每盎司
845.08美元。

钯金下跌0.7%至每盎司1,481.13
美元。

受美国库存降幅大于预期支撑
布兰特油价升逾60美元

之前公布的行业数据显示，美国
原油库存降幅大于预期，但对全球
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的担忧抑制油价升
势,布兰特原油价格周三升至每桶60
美元上方。

0654GMT，布兰特原油期货上涨
0.33美元或0.6%，报每桶60.36美
元，周二涨0.5%。

美国原油期货涨0.17美元或0.3%
，报每桶56.30美元。

关注央行总裁年会
美元随美债收益率走低脱离三周高点

因美国公债收益率掉头下行,美元
周三处于守势，从三周高点回落。本
周稍后全球央行总裁将召开年会，届
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预计会给出有关
进一步降息的线索。

美元指数持平于98.210，隔夜跌
0.2%。

美元指数周二攀升至98.450，为8
月1日以来最高水平。本周初美债收
益率从数年低点反弹，因有迹象显示
全球决策者准备推出更多刺激措施以
避免严重的经济衰退。

但美债收益率隔夜下跌，受美联
储进一步宽松政策的前景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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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ositioning的演练
实际检讨自家定位前，可以藉由

演练来找到定位诀穷。
“如果今天要开串烧店，你的串

烧店会是什么模样？”
假设地点已经决定好了，然而对

面本来就有间普通的串烧店，请思考
该如何以稍微不同的定位创业。

  全球股市

黄金行情
8月21日 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3.635.000 盾卖出 3.47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7.200.000 盾卖出 6.950.000 盾买进

http://www.anekalogam.co.id/harga-emas-terk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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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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14

中国快汇 (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August 21, 2019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063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7.0462 卖出)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亚股

日经指数 20618.57 跌 58.65

韩国综合 1964.65 涨 4.40

香港恒生 26270.04 涨 38.50

上海综合 2880.33 涨 0.33

欧股

英国FTSE 7200.87 涨 75.87

德国DAX 11772.03 涨 120.85

法国CAC 5419.50 涨 74.86

荷兰AEX 549.73 涨 4.51

http://tw.stock.yahoo.com            21/08/02019    19:10

美股

道琼工业 25962.44 跌 173.35

那斯达克 7948.56 跌 54.25

S&P500 2900.51 跌 23.14

htt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 Doow Jones     4:00 PM   2019/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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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USD 14105.00 14425.00 14188.00 14330.00

新币 SGD 10232.22 10352.22 10249.96 10354.05

港币 HKD 1798.70 1838.70 1808.98 1827.15

日元 JPY 132.27 135.87 133.26 134.63

欧元 EUR 15689.89 15949.89 15745.84 15904.87

澳元 AUD 9551.68 9791.68 9620.88 9718.61

英镑 GBP 17203.38 17503.38 17266.80 17441.04

人民币 CNY           - - 2014.40 20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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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1 INTP 22550 21775 775 -3.44% 2478000 54398702
 2 ITMG 12925 12400 525 -4.06% 1917700 24024522
 3 UNTR 20550 20025 525 -2.55% 5765200 116335755
 4 MEGA 6200 5775 425 -6.85% 2600 14935
 5 GGRM 77000 76575 425 -0.55% 713900 54700635
 6 UNVR 45175 44875 300 -0.66% 1815100 81904122
 7 TCID 13000 12750 250 -1.92% 7800 99427
 8 SMGR 13225 12975 250 -1.89% 6620800 86262190
 9 SILO 6400 6225 175 -2.73% 480000 3043022
 10 BBNI 7750 7575 175 -2.26% 18106500 138101312

 1 TBIG 4530 4890 360 7.95% 10732600 51540765
 2 PLIN 3010 3200 190 6.31% 1500 4650
 3 ARTO 665 830 165 24.81% 266300 219675
 4 MTPS 1500 1655 155 10.33% 1211800 1997671
 5 ARKA 1280 1425 145 11.33% 605700 803526
 6 SHID 3170 3300 130 4.10% 1200 3940
 7 MDKA 5975 6100 125 2.09% 31445600 193916722
 8 GOOD 1640 1760 120 7.32% 1240300 2111692
 9 MIKA 2360 2480 120 5.08% 26746500 67595274
 10 JIHD 525 630 105 20.00% 173000 98067

彭博社数据显示，
估 量 美 元 对 一 篮 子
主 要 货 币 实 力 的 美
元 指 数 呈 强 0 . 0 5 %
至 9 8 . 3 9 8 。年初至
今，美元指数已上涨
2.32%。

纽 约 银 行 货 币 策
略专家Mellon John 
Vel i s称：美元强劲是
因为投资者开始转移

至股票等风险资产，
远 离 避 险 资 产 。 此
外，波士顿联邦主席
Eric Rosengren对美国
需要更多降息感到悲
观。

美联储在今年7月
下调基准利率时，美
元非但不走弱，反而
变得更强大。这是因
为美联储（The Fed）

主席鲍威尔（Je rome 
Powe l l）发表强硬的
评论。

D a i w a 证 券 公 司
货币策略专家Y u k i o 
Ishizuki称，美国债券
十年期收益率已经从
近三年的最低水平复
苏，一部分得益于德
国忽略平衡预算的规
定以增加开支和推动
经济增长。

然而，对美元有利
的因素却对其他资产
不利。美元的呈强趋
于削减成为美国经济
增长因素之一的美国

跨国企业利润。美国
总统特朗普数次抱怨
美元的高价值，并希
望美联储立即采取降
息措施，以帮助其经
济议程。

美 元 汇 率 的 攀 升
也导致有数兆盾美元
债务的外国企业成本
提高，因此美元的持
续呈强将使企业增长
放缓，并最终影响美
国经济。一些分析师
甚至表示，美元的走
向成为美国经济不景
气以及全球经济衰退
的潜在催化剂。

在 国 内 ， 投 资
者 趋 于 远 离 盾 币 ，
一 边 等 待 决 定 基 准
利 率 走 向 的 央 行
（ B I ） 总 裁 理 事 会
会议（RDG）。因此
盾 币 在 本 月 2 1 日 再
次走软，1美元兑1万
42 4 0 .盾。

尽 管 全 球 决 策 者
有望发布新的刺激措
施，从而增加对风险
资产的兴趣和提高美
国政府债券收益率，
但Ga r u d a期货公司总
经理Ibrah im预测盾币
依然会走弱。（xf）

【本报讯】周三
（21/8）综合指数
在闭市时下落。早盘
结束时，综指下落36
点或-0.50%至6258
点。但在下午收盘
时，却下落42. 7 7 1
点或-0.68%，报收
于6252.967点。LQ-
45指数下落11.145
点或- 1 . 1 3%，报
971.550点。

亚洲股市上下不
一，日本指数下落
58.65点或-0.28%
，报20618.57；香
港指数上升 3 8 . 5 0
点 或 0 . 1 5 % ， 报
26270.04；上海指数
上升0.33点或0.01%
，报2880.33；海峡
时报指数下落13.38
点或- 0 . 4 3%，报
3122.57。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
共发生44万1978次，
有145兆7495亿3843
万份股票易手，总
值7兆5770亿2845万
5186盾。涨价的股有
147种，落价的股有
249种，256股持平。

外资净售60 9 2亿
3000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T B I G（ T o w e r 
B e r s a m a 股）涨价
3 6 0盾，现价4 8 9 0
盾；PLIN（Plaza In-
d o n e s i a 股 ） 涨 价
1 9 0盾，现价3 2 0 0
盾；AR T O（A r t o s
银 行 股 ） 涨 价
1 6 5 盾 ， 现 价 8 3 0
盾，M T P S （ M e t a 
E p s i 股 ） 涨 价 1 5 5
盾，现价1655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INTP(印多水泥公
司股)落价775盾，现
价2万1775盾；ITMG(
印多矿业公司股)落价
525盾，现价1万2400
盾；UNTR(友联拖拉
机股)落价525盾，现
价2万25盾；MEGA（
美佳银行股）落价425
盾，现价5775盾。

盾币增值20盾
周 三 ， 雅 京 银

行际货币兑换交易
（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 /
J I S D O R）收市，1
美元以14240盾中间
价结束，比先前价
14260盾，盾币增值
20盾。（asp）

美元呈强至2019年最高水平

或成为全球经济衰退潜在催化剂
【印尼文版商报雅加达讯】美元

的强势几乎是不可阻挡的，它在五

个交易日里连续上涨，达到2019年

来的最高水平。

综合指数下落42点至6252.967点

1美元兑14240盾

【Ko n t a n网雅加达
讯】为了提高银行对
财务公司提供资金的
信心，银行也进入资
产 数 据 中 心 系 统 或
资产登记处。该数据
中心是由印尼融资公
司协会（AP P I）所组
建，并由Rapi Utama 
Indonesia（Rapindo）公
司运营。Rap i ndo资产
登记系统的存在可防止
已融资的资产，再由融
资公司或银行融资，或
双重融资和双重认捐。
印尼融资公司协会主席
Suwandi Wiratno坦承，
的确有很多融资公司采
取这种双重承诺的行
动。尽管他不愿提及该
公司的名字，但经常进
行该顽皮行动的公司数
量有五至十家实体。通

过Rapindo，Suwandi深
信，有助于从银行难以
获得资金的融资公司，
主因是201 8年有融资
公司的一些双重承诺案
例。这导致银行业对融
资行业的信心下降。目
前，在Rap i ndo注册的
资产数据达180万个数
据，约占1800万个融资
业资产数据的12％。目
前Rapindo成员的数量有
76家融资公司。Suwandi
称，Rap i ndo有能力容
纳多达1亿个数据。目
前，Rapindo才管理180
万个数据。Suwandi说，
收集18 0 0万个数据的
确面对障碍，因为并非
所有该协会成员都成为
Rapindo会员。

“至少有183家融资
公司经营四轮车和两轮

车的业务。从该183家
来看，我们认为有120
家公司有可能成为Rap-
indo成员。”在Rapindo
资产登记系统中，参与
的融资公司和银行业可
查看融资的资产数据，
即机动车的底盘编号
和发动机编号，以及重
型设备和机械的发票编
号。Rapindo系统将检测
是否存在由2家不同公
司资助的相同资产或双
重融资。Rap i ndo系统
也检测是否有一家融资
公司试图在超过1家银
行或更多银行担保相同
的应收款资产，通常称
为双重质押。Rap i ndo
系统不记录债务人数据
或融资金额，以致债务
人数据的机密性仍保
持。（asp）

融资公司资产登记提高银行给予融资的信心

中亚银行（股代号BBCA）
于2019年上半年的净利同比
增长12.6％达12.9兆盾，与
去年同期的11.4兆盾有所上
升。图示 ： BCA董事Rudy 
Susanto （中），企业秘书Jan 
Hendra （左）, 与 投资者
关系资深董事副总经理Rudy 
Budiardjo（右）于周三在雅加
达印尼证券交易所（IDX）举
行公开曝光后交谈的情景。 
Isb / max manuhutu

中亚银行上半年净利增长12.6%

印尼国家夏利亚银行（BNI Syariah）将于2019年8月30日至9月1日在雅加达史纳延会议
中心（JCC Senayan）举办2019年伊斯兰旅游展览会。图为周二（20/8），印尼国家
夏利亚银行中小型企业和商业业务经理Dhias Widhiyati （左二）、零售部主任 Bambang 
Sutrisno（右二）、朝觐和副朝部主任 Nanang Wahyudi（右一）与 Arrayyan Multi Kreasi公司
经理 Bambang Hamid（左一）在雅加达新闻发布会后交谈。（本报Hermawan摄/译asp）

BNI夏利亚银行将举办2019年伊斯兰旅游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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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 Energy公司定
下指标，在南苏门答腊
Sekincau和北马露姑的西
Halmahera增加地热发电
站组合，刚好，在上述
两个地区，Star Energy
公司拥有地热能源经营
权。

依计划，Star Energy公
司将在苏门答腊Sekincau
兴建发电量为5 0 0兆瓦
的地热发电站，而在北
马露姑，Star Energy公
司将兴建发电量为200兆
瓦至300兆瓦的地热发电

站。北马露姑的地热发
电站将逐阶段建造，首
阶段，Star Energy公司将
兴建能发电2x50兆瓦的
发电站工程。

Star Energy公司执
行经理亨德拉.苏吉普
多.陈（Hendra Soetjipto 
Tan）对记者称，“我们
希望，2028年之前，已
能达指标。”

资金，Star Energy公司
已运营总发电量为875兆
瓦的3座地热发电站，座
落于西爪地热工作区，

其中是Wayang Windu地
热发电站发电量为227兆
瓦，Salak地热发电站发
电量377兆瓦和Darajat地
热发电站发电量为271兆
瓦。

2017年，Star Energy
公司从雪佛龙（Ch e v-
ron）公司手中，以23亿
美元价格收购总发电量
为648兆瓦的Darajat地热
发电站和Salak地热发电
站。

Star Energy公司也有
意积极运营，已运营的
西爪地热发电站，举例
Salak地热工作区，Sta r 
E n e r g y公司计划，增加
1 5 兆 瓦 ， 也 计 划 增 加
Wayang Windu地热工作
区的发电量。

Star Energy公司定下
指标，2020年，Salak地
热工作区实现提高发电
指标，Star Energy公司预
测，耗资4000万美元。

除了在国内之外，Star 
Energy公司也计划，增加
国外的资产。目前，Star 
Energy公司正探讨收购1
家地热企业的潜力。“
我们正在探讨和尝试美
国、非洲和新西兰。”

Star Energy公司总公
司，即Barito Pacific公司
准备全力支持该扩展业
务计划，只是，Star En-
ergy公司经理部还不愿详
述筹备的投资金细节，据
悉，Star Energy公司为提
高支出效率目的，在使用
的技术进行革新。（sl）

Star Energy需投入25亿美元

提高地热发电站产能
【Kontan雅加达讯】Barito Pacific公司

旗下的Star Energy公司计划增加地热发电

站（PLTP）组合，该公司至少望能提高

总发电量成为1200兆瓦（MW）。

【本报讯】今年 ，Sum-
marecon Mall Serpong(SMS)
购物商场再举行第9届塞尔
邦美食节日(Festival Kuliner 
Serpong简称FKS)，该活动
从今年8月8日至9月8日举
行，以Pesona Bumi Andalas
为主题，而提供苏门答腊
岛的多种美食。

该 活 动 是 在 S M S 购
物商场的南部停车场举
行，FKS推介采用苏门答
腊岛屿文化的完整装饰，
从商店、舞台，至巴东
Gadang时钟的复制品，并
将成为这次FKS的图标。

SMS中心总监威利(Wil-
ly Effendy)称，在FKS 2019
契机，SMS通过提供多种
美食，推介各种各样Bumi 
Andalas的文化，从亚齐、
巴东、棉兰、巨港至楠
榜。

“参观者可以享受从Bumi 
Andalas各地区的原汁原味美
食，并已证明最好的口味，

例如Pempek Beringin(巨港)
、 Keripik Balado Christine 
Hakim、 Nasi Kapau Bukit 
Tinggi、Mie Belitung ATEP、 
Sate Padang Pariaman、 Soto 
Medan、 Bihun Kari Medan、  
BPK Sinabung、 Ayam Tangkap 
Atjeh、 Bakmi Bangka Asoka 
57、 Es Durian Iko Gantinyo、 
Keripik Pisang Yen-Yen(楠榜)
等等。”他这么说。

“除了美食之外，FKS
参观者也将享受从Harmo-
ni Deli的苏门答腊马来音
乐、Alkawi Musik演出Mi-
nang特殊音乐、Senandung 
O r q u e s t a的传统音乐表
演，以及苏门答腊传统舞
蹈。”他如斯说。

“我们希望FKS不仅使
我国传统美食令人满意，
但是也增加见解和关注保
护群岛文化，不仅通过
各种美食，但是也以推
介地区各种传统艺术和文
化。”他这么说。(lcm)

逾100个美食租户

参与2019年塞尔邦美食节日

数百游客在丹格朗南区塞尔邦SMS购物商场南部停车场享受
2019年塞尔邦美食节日(FKS)。(商报/Muhammad Maan摄)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
讯】最近3年，受进口产
品持续冲击，我国电子工
业频临垂死状态，尤其是
来自中国的电子产品，已
支配国内电子市场的60%
。为此，政府须开创体
制，俾能在未违反自由贸
易协议（FTA）下，遏制
进口，其中是提高进口
税。

根据工业部处理的中央
统计机构（BPS）数据，
每年进口的电子产品包括
电脑、电器产品和光纤都
在提高。

20 1 5年进口总值达到
128亿美元，2016年提高
成为130亿美元，2017年

149亿美元和2018年173
亿美元，进口电子产品支
配国内市场的6 0%，剩
下的是国内生产的电子产
品。

相反的，该领域的出
口停滞，2015年，出口额
达到60亿美元，2016年降
低成为58亿美元，2017年
61亿美元和2018年62亿
美元。为此，电子产品贸
易逆差持续扩大，2015年
逆差68亿美元，2016年72
亿美元，2017年88亿美元
和2018年达到高峰，成为
111亿美元。

电子领域增长率也持
续放缓，20 1 5年，金属
产品、电脑、电子产品、

光纤和电器达到7.83%，
接下来，2016年降低成为
4.3%，之后，在2017年
2.79%和2018年增长率只
剩下0.61%。

该电子工业也好似去工
业化（deindustrialisasi）
预兆，这可从在国内生产
总值（PDB）所占的份额
降低看出。20 1 5年，电
子领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97%份额，2016年降低
成为1.95%，2017年再降
低成为1.86%和2018年降
低成为1.74%。

电子工业概括的范围
是消费电子产品，如电
视、空调、冰箱、电灯
和电池，接下来通讯工

业概括手机、电脑、办
公器材和工业用电子设
备，接下来是软件工业和
内容（konten），如游戏
（games）、动画、多媒
体内容和零部件工业。

电子商协会（Gabe l）
总 主 席 阿 里 . 苏 帕 罗 多
（Ali Subroto）对记者
解释说，美国与中国贸易
战，造成电子工业更颓
丧，因我国经济难以快速
增长和仍处于5%水平。
为此，民众购买力还未好
转，以致，电子需求仍低
迷。“如今，电子工业频
临垂死状态，因进口成品
更多，因此造成许多领域
失去就业机会。”（sl）

进口电子产品占据60%市场份额

去年电子贸易逆差达111亿美元

【本报讯】钢铁生产商
The Master Steel公司旗下
的Mastertama Adhi Prop-
ert indo开发商，上周末在
西爪省勿加西Cibitung开始
兴建Riverdale Cibitung超
级块工程，并为该工程举
行奠基仪式。

Riverdale Cibitung市场
营销经理Simon Suhendro

Mastertama Adhi房地产投资1兆盾

开发第一阶段Riverdale Cibitung超级块

Riverdale Cibitung市场营销经理Simon Suhendro(左)、经纪人
Jimmy Bustamente(中)和销售经理Jimmy Gunawan，上周末，
在西爪勿加西Cibitung，有关Riverdale Cibitung超级块工程交
谈之情景。(商报/Muhammad Maan摄)

称，Riverdale Cibitung超
级块占地18公顷，涵盖住
宅、商业、酒店、购物商
场至水上乐园的项目。

“最初阶段将兴建4栋
公寓、酒店、购物商场、
饮食区、商业区和水上乐

园，该工程占地3公顷至4
公顷。该工程为第一阶段
投资价值大约1兆盾。”
他这么说。

他说，该工程最初阶
段的建设预计耗时3年至4
年。总体来看，Riverdale 
Cibitung超级块将分为3个
至4个阶段开发，并在未
来十年完工。

他表示，从去年10月营
销后，至今Riverdale Cibi-
tung第一栋公寓从总共756
个单位已售出372个单位。
总体来说，4栋公寓未来将
包括3000个单位住房。

“去年10月首次推出套
房型价格大约1亿6000万
盾，目前已上升成为2亿
5100万盾。在不到一年的
时间里，Riverdale Cibi-
tung投资价值已超过55%

。”他如斯说。
他也说，目前，在勿

加西、Cib i t ung和芝卡朗
的套房公寓租金平均每年
为4000万至7000万盾。因
此，Riverdale Cibitung公
寓可能获得回报率在10%
以上。

Riverdale Cibitung销
售经理Jimmy Gunawan
称，Riverdale Cibitung公
寓是高档住宅区，周围环
绕着医院、国家和国际学
校、购物商场和礼拜场
所。

他说，从共有3000个单
位住房，大约80%是套房
型。

为第一栋公寓兴建是
A r a y a公寓，将于2 0 2 2
年 中 完 工 ， 并 准 备 交
付。(lcm)

【Kontan雅加达讯】印
尼壳标(Shell Indonesia)
公司通过印尼壳标润滑油
（Shell Lubricants Indo-
nesia）公司设法在我国提
高润滑油销量，因此，该
跨国油气企业计划，增加
润滑油厂生产能力。

目前，座落于Marunda 
的印尼壳标公司的润滑油
厂，年产能力1.36亿公升
或者是12万吨。

印尼壳标润滑油公司
经理部将提高润滑油厂产
能，是因深信需求量将持
续提高，尤其是至今年上
半年，润滑油实际销售量
符合已定的指标。

印尼壳标润滑油公司润
滑油经理蒂延.安迪雅苏
丽（Dian Andyasuri）阐
明，“我们的润滑油销量
符合经济增长率。”

可惜，她仍不愿阐明生
产指标，据悉，这一向以
来，印尼壳标润滑油公司

为工业、运输业和矿业提
供润滑油。

甚至，印尼壳标润滑油
公司被确认占我国最大的
润滑油市场份额，蒂延证
实，印尼壳标润滑油已在
我国所有的地区营销。

根据Ko n t a n记载，去
年，壳标润滑油已推出数
种新产品，为能提高印尼
壳标润滑油公司的销量。

印尼壳标润滑油公司
也持续推动业务，通过科
学设备、研究和革新，该
公司与Energy Academy 
I n d o n e s i a（E c a d i n）合
作，举办Think Efficiency
比赛。

蒂延认为，未来，能源
挑战持续发展，因此，革
新和研究很重要。为此，
印尼壳标润滑油公司优先
进行可持续创新，实施
各种捷径，以及与各方合
作，包括工业界和学术界
在内。（sl）

【K o n t a n雅加达讯】
政 府 计 划 ， 对 从 欧 盟
（U E）进口的牛奶和牛
奶加工产品课以2 0%至
2 5%的进口税，印尼食
品和饮料商协会（GAP-
MMI）拒绝该计划。

印尼食品和饮料商协会
总主席阿迪.卢克曼（Adhi 
S Lukman）对记者称，被
课以进口税，将使价格提
高，因限制市场的替代产
品。“政府理应寻找更好
的替代方法。”

与此同时，牛奶在国内
食品和饮料工业扮演重要
的角色，除此之外，牛奶
业也在供应婴孩直至成人
的蛋白质需求有贡献，因
此，对进口牛奶课税，与
政府设法提高民众营养的
政策有矛盾。

与此同时，国内牛奶产
量，只能供应大约85万吨
或者是370万吨牛奶原料总
需求的22.97%，其余的牛
奶需求造成进口趋势。

工业部农工业局局长阿
卜杜. 洛伊穆（Abudul Ro-
chim）解释说，牛奶和牛
奶加工产品自欧盟国家、
澳洲、新西兰、美国等国
家进口，欧盟国家占34%
的进口份额，其余新西兰

政府计划对进口牛奶课税

GAPMMI表示拒绝

Shell计划增加润滑油产量

占30%，美国占18%，澳
洲占12%和其它国家6%。

因国内乳牛数量有限，
使国内新鲜牛奶原料供应
量低，去年，乳牛数目达
到55万头，但只有27万
2000头能挤奶。（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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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会印尼分
会保护区和保育区经理阿
尔伯特（Albertus Tjiu）
称，西加里曼丹红毛猩猩
数量骤减，离不开森林被
砍伐、森林火灾原因。

周三（8月21日），阿
尔伯特说：“红毛猩猩数
量可能在未来100年内只
剩下38%。”

红毛猩猩数量减少也是
因为人类与它们之间的冲
突，死的都是红毛猩猩。

红毛猩猩数量减少也
是非法买卖和饲养红毛猩

猩原因所致。
他说：“根据 2 0 1 6

年 世 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IUCN）的数据，加里
曼丹红毛猩猩的生存状态
从濒危升到极危。”

阿尔伯特称，20330只
红毛猩猩栖息在西加里曼
丹现有的保护区内外。

总 的 来 说 ， 加 里 曼
丹岛红毛猩猩数量达到
57350只，它们分布在面
积达到181692平方公里
的西加、中加、东加和马
来西亚砂拉越州。

根据2017年的数据，印
尼和马来西亚红毛猩猩总
数量达到71000只。如果全

民积极参与到红毛猩猩保
护中来，红毛猩猩死亡是
完全可以避免的。（cx）

西加省红毛猩猩数量急剧减少

离不开森林被砍伐、林火等原因
【坤甸罗盘新闻网8月21日讯】栖息在

西加里曼丹森林中的红毛猩猩数量急剧

减少，至今只剩下20330只。

2019年7月24日，一只名字叫克纳雅的8个月大红毛猩猩
幼崽被送至西加里曼丹省克塔邦（Ketapang）县国际动物
救助中心照料。（图片来源：国际动物救助组织）

【克罗波安点滴新闻网
8月21日讯】中爪哇省克
罗波安（Grobogan）县加
布斯（Gabus）区班贾勒佐
（Banjarejo）村村民无意
间发现疑似远古巨牛头部
化石。桑义兰远古人类保
护局将对这个疑似远古生
物化石进行检查。

本周三，班贾勒佐村村
长陶菲克（Ahmad Taufik）
对记者说：“没错，有村
民发现巨牛头部化石。”

发现该化石的村民布迪
说是在鲁西河发现的。

布迪在电话里对记者
说：“昨天我在敦比尔区
鲁西河发现这个巨牛头骨
和牛角化石，”

他补充说：“牛角长
达1.5米、头骨长达65厘
米、宽30厘米。”

他说在今年8月1日发现
该化石。当时该地区处于
干旱状态，鲁西河水不是
很深，河水也不急。

他说：“牛角和头骨化
石是分开的。”

布迪在河底发现牛角和
头骨化石。（cx）

中爪省克罗波安县民

发现疑似远古巨牛头部化石

村民发现疑似巨牛头部化石。

丹 格 朗 中 亚 银 行
（BCA）分行举办领
导能力培训活动，15
名残疾学生前来参
加，图右为中亚银行
数字中心执行副总经
理Wani Sabu。中亚银行
与Helping Hands基金会
合作举办企业社会责
任活动，以支持“优
越人力资源，印尼发
展”愿景。此培训目
的为让残疾学生并入
专业工作人员，以提
高沟通、理解能力、
建立宽容和同情心。
（商报/HERMAWAN）

中亚银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北干巴鲁罗盘新闻网
8月21日讯】本周三，搜救
队在廖内省英德拉吉里-
希列尔（Inhi l）县淡美拉
汉（Tembilahan）区北干阿
尔巴（Pekan Arba）村河中
找到一具尸体。这位女子
遭鳄鱼袭击身亡。

北干巴鲁市搜救局局长
阿米鲁汀称，女子遗体在
中午11时左右被找到。

阿米鲁汀告诉记者：“

女死者在距离被鳄鱼袭击
失踪地点1.6公里处被找
到。搜救队在河边泥土上
找到她的遗体，然后把遗
体交给家属。”

此前报道称，本周二中
午2时30分左右，一位名
字叫安妮塔的27岁女子和
朋友们在英德拉吉里-希
列尔县淡美拉汉区北干阿
尔巴村河边钓虾子时遭鳄
鱼袭击失踪。（cx）

廖内女子河边钓虾

遭鳄鱼袭击身亡

【雅加达罗盘新闻网8月21日讯】一
位名字叫普特丽·布丁的23岁女孩把
其被白蚁啃碎的数百万盾纸币照片发上
网，引来了不少网民的关注。

普特丽把此张照片发到推特上。从照

片中可以看到，放在白色塑料袋里的一
堆纸币被白蚁啃食。

据普特丽说，各种面值的1000万盾左
右纸币被白蚁严重啃碎。

普特丽把碎纸币带到印尼中央银行，
问是否能换新。她把碎纸币交给出纳员
检查。其中损坏面积在67%以上的540万
盾纸币换成105万盾。

这位居住在雅加达南区的女孩子
说：“能换新的纸币损坏面积不能低于
67%。”

印尼央行出纳员把还能换新的纸币贴
在白纸上，不能换新的碎纸币上盖上“
不换”的印章，并还给普特丽。

印尼中央银行公关部主任文尼·威查
纳尔格称，残损的印尼盾不宜在市面流
通，包括退出市面的印尼盾。

本周二，文尼对记者说：“民众若有
残损和不宜流通的印尼盾，可以到当地
印尼中央银行兑换。”

普特丽起初把300万盾现金送给了奶
奶。因为奶奶拒收，所以她把钱放在衣
柜里。奶奶不但没有动用孙女的钱，她
还把自己的钱也放在衣柜里。

奶奶去世之后，普特丽检查一年前放
在衣柜里的钱。（cx）

女孩数百万盾纸币被白蚁啃碎

印尼央行仅给换105万盾

普特丽把被白蚁严重啃碎的540万盾纸币照
片发上网。（图片来源：推特）

【雅加达Okezone新闻
网8月20日讯】本周一，
一辆停放在雅加达中区
Tanah Abang区Karet Bivak
公墓停车场的网约车司机
的贵重东西被两名人妖艾
娃（30岁）和西西（27
岁）偷走。

Tanah Abang区警察局
刑事案件调查组主任�u-�u-

priadi称，被害人把车停放
在公墓停车场休息，然后
就睡过去了。本周一，他
对记者说：“被害人疲惫
在车内睡过去了。”

看到车窗开着，车门
也没锁上，这两名在街头
卖唱的人妖趁机顺手偷走
放在车内的手机和手提电
脑。

他接着说：“这两个嫌
疑犯打开车门，接着偷走
被害人的贵重东西。”

被害人从睡眠中醒来，
追着逃向雅加达西区�lipi
区的小偷。他说：“嫌疑
犯被在�lipi涵洞里骑摩托
车的警员抓到。”

警方至今仍在对两名嫌
疑犯进行调查。（cx）

男子车门没锁上车内睡觉

两名人妖趁机偷走其贵重东西

【牙律点滴新闻网8月20
日讯】西爪省牙律县三男
一女性派对视频男主莱雅
（31岁）已经接受体检，
被检出患有艾滋病。 莱雅
是女主薇娜（19岁）的前
夫，他开了一家理发店。

牙律县警察局刑事案
件调查组主任马拉多纳

（�aradona Armin �ap-�aradona Armin �ap-
paseng）称，医生团队给
莱雅进行体检后发现其患
有艾滋病。

本周二，马拉多纳在
位于苏蒂尔曼路的牙律县
警察局说：“这位嫌疑犯
HIV检查呈阳性，得了艾
滋病。”

牙律县警察局医生团队
在上周五给莱雅进行抽血
体检，HIV检查呈阳性，
说明患有艾滋病。

除了莱雅，医生也给薇
娜进行体检。

马拉多纳说：“薇娜
HIV检查呈阴性。我们将再
给她进行体检。”（cx）

西爪牙律县三男一女性派对案

男主HIV检查呈阳性 女主呈正常

【北干巴鲁罗盘新闻网
8月20日讯】本周一，廖
内省英德拉吉里-希列尔
（Inhil）县Kritang区一名
在警察局刑事案件调查组
服役的刑警被一名男子用
刀捅伤。

这位男子因无端闹事而
被警员抓捕。他因袭警而
被击毙。

英德拉吉里-希列尔
县警察局局长克里斯琴
（Christian Rony）称，嫌
疑犯名字叫横德里，今年
31岁，Kritang区人。

本周二，克里斯琴对记
者说：“嫌疑犯被警员制
伏，在被送往民间诊疗所
途中死亡。”

一名警员的背部被嫌
疑犯用刀捅伤，胳膊也受
伤。

据克里斯琴称，本周
二晚上9时左右，Kr i t ang
区警察局刑事案件调查组
接到民众报警，称有一名
男子手持巴冷刀威胁人。
接警后，刑警赶到事发地
点。

事发前，报警人和几
个哥儿们在一间房子前闲
坐聊天。嫌疑犯路过，对
他们说：“你们在这里干
嘛，这条路又不是你们的
祖先建的。”

然后该男子回家拿巴冷
刀。看到他持刀走过来，
报警人和哥儿们立马拔腿

就跑，并向Kritang区警察
局报警。

接警后，4名刑警赶到
事发地点抓人。

克里斯琴说：“警员发
现嫌疑犯手里拿着一把白
色套子的匕首。”

警员劝说男子投降，但
是他不听劝，把匕首从刀鞘
里面拔出来，警员向天鸣枪
示警三枪。男子向其中一名
警员捅去，警员不得不向其
射击。一名当地居民的下腹
不幸被子弹击中。

男子被送至民间诊疗
所，经抢救无效死亡，而
被刀捅伤的警员和被子弹
打中的居民仍在接受治
疗。（cx）

廖内男子无端闹事持刀袭警被击毙

【西冷罗盘新闻网8月
2 0日讯】万丹省西冷县
Waringin Kurung区�u-区�u-�u-
kadalem村一家三口凌晨遇
袭案，犯罪嫌疑人终于被
捕。

本周一晚上，刑警在在
楠榜省将一名犯罪嫌疑人
捕获。

本周二，西冷市警察局

局长菲尔曼（�irman Af-�irman Af-
f a n d i）在电话里对记者
说：“昨晚在楠榜被抓
获。”

菲尔曼称，犯罪嫌疑人
是被害人的同事。犯罪嫌疑
人目前正被押往西冷市。他
将被直接押往万丹省警察局
接受进一步调查。

菲尔曼说：“犯罪嫌疑

人和被害人是从事建筑工
作的工人。”

此前报道称，西冷县
Waringin Kurung区�u-区�u-�u-
kada l em村一户人家凌晨
遇袭，导致鲁斯丹迪（33
岁）与其4岁儿子死亡，
而妻子被捅成重伤，她的
背部被捅伤，嘴唇和左脸
颊被打伤。（cx）

西冷市一家三口凌晨遇袭案

一名犯罪嫌疑人在楠榜落网

【罗盘新闻网8月20日
讯】本周一晚上，北苏门
答腊省中打巴奴里县安
丹-代委（Andam Dewi）
区勿拉谭（Uratan）村一
名牧民辛托尔（2 3岁）
在牧羊的时候被雷劈中身
亡。辛托尔放的19只水牛
也被雷劈死。

事发时，实武牙和中打
巴奴里县区天空雷雨交叉。

本周二，中打巴奴里县
警察局局长苏卡马特称，
这起雷劈死人事件发生
在本周一晚上7时20分左
右。

辛托尔当时正在笼子
里点燃火炉，避免被蚊子
叮。笼子突然被雷劈到，
导致辛托尔和19只水牛身
亡。

苏卡马特解释说：“

这些水牛是一个当地村民
的。下雨的时候，他已经
把水牛牵进笼子里，他点
燃火炉，避免被蚊子咬，
笼子就在这时被雷劈到，
导致他和19只水牛当场死
亡。”

巴鲁斯区警察局局长亚
特米称，19只水牛尸体被
集体埋葬，而辛托尔遗体
被送至殡仪馆。（cx）

苏北省打巴奴里县

牧民与19只水牛被雷劈死

【梭罗罗盘新闻网8月
18日讯】上周六（8月17
日）晚上7时45分左右，
一位名叫彼得里克的14岁
小伙子在中爪省梭罗市拉
维延区铁路桥上自拍的时
候被火车撞死。

这位来自中爪省苏科哈

焦县格罗戈尔区的少年被
火车撞成重伤当场身亡。

彼得里克据称是北加浪
岸市警察局刑事案件调查
组主任苏帕尔迪的次子。

警方消息称，这件事发
生在上周六晚上7时30分，
彼得里克和3个朋友在铁

路桥上玩自拍，突然驶过
一列火车，他被撞飞50米
远，另3个人躲过火车。

8月18日，拉维延区警察
局刑事案件调查组主任萨尔
曼（�alman �arizi）对记者
说：“他当场死亡，遗体送
到穆瓦尔迪医院。”（cx）

小伙在铁路桥上自拍被火车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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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总理将访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1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宣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邀请，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卜
杜拉·尼格马托维奇·阿里波夫将于8
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耿爽介绍，此访系阿里波夫总理首次正
式访华。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分别同阿
里波夫总理举行会见、会谈，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将
同阿里波夫总理主持召开中乌政府间合
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中乌是友好近邻
和全面战略伙伴。建交27年来，两国关
系始终保持高水平运行。双方高层交往
密切，政治互信日益巩固，共建“一带
一路”成果丰硕，打击“三股势力”合
作卓有成效，在联合国和上海合作组织
等多边框架内保持紧密协作。

耿爽：望澳方将涉华积极表态更多体现到改善
中澳关系具体行动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1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赞赏澳方关
于欢迎中国发展、不会遏制中国的表
态，希望澳方这一积极表态更多地体
现到改善和发展中澳关系的具体行动
上。耿爽表示，我们注意到莫里森
总理的表态。他强调中澳关系不只
是经贸合作，澳欢迎中国发展，不
会遏制中国。我们对此表示赞赏，
希望澳方这一积极表态更多地体现
到改善和发展中澳关系的具体行动
上，也希望澳方各界人士能更加
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和中澳关
系。中方始终认为，一个健康稳定
发展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
根本利益。希望澳方同中方相向而
行，在互信、互利基础上，推动中
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台湾彰化破私烟工厂查扣11吨烟丝
台北消息：台湾海巡署高雄查缉队

21日宣布在彰化县破获一处私烟制造工
厂，查扣烟丝约11吨，可制成78万包香
烟，这是海巡署历年查获的最大私烟制
造工厂。台湾海巡署侦防分署高雄查缉
队日前接获情资，指有人在彰化县雇用
逃逸外劳制造私烟牟利。专案小组15日
前往查缉，当场查获卷烟成品2800支、
卷烟机1台，烟丝约11吨、可制成78万
包香烟，及香烟半成品、滤嘴等原料一
批，并逮捕主嫌、外劳共7人。全案依
违反烟酒管理法将主嫌函送彰化县政府
裁处，其余外劳则遣返。嫌犯供称，数
月来筹备私烟工厂，走私低价烟丝来
台制作，预估每包香烟可赚50元（新
台币，下同），若全部售出预计获利近
4000万元。

中国将对天然林采取更高级别保护
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

树铭21日在北京出席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发布会时表示，中国将对天然林资
源采取更高级别保护。据统计，中国
现有天然林资源29.66亿亩，占全国
森林面积的64%、森林蓄积的83%以
上。在中国官方近日发布的《天然林
保护修复制度方案》中，进一步明确
了天然林保护修复的总体要求、重大
制度措施和支持保障政策。

中国将举办 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中国计划今年10月邀请世界500强及

行业领军企业领导人来青岛参加跨国公
司领导人峰会，探讨如何加强合作。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21日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为跨国公司领导
人“量身定做”峰会，是推动形成全面
开放新格局的宣示活动。搭建跨国公司
与政界、学界对话的高层次平台，可拉
近与跨国公司领导人的距离，增进互
信，扩大合作。本次峰会主要内容包括
闭门会议、平行论坛、跨国公司路演、
主宾省（市）活动、配套展会等。峰会
期间，中方将就《外商投资法》落地实
施、通关便利化措施、知识产权保护召
开闭门会，发布重要政策，听取跨国公
司的意见建议。

韩航空公司增开
多条往返中国新航线

记者21日从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获
悉，继本月新增延吉至首尔航线后，韩
国济州航空公司21日再增开延吉至务安
国际定期航线。延吉是地处中俄朝三国
交界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
是著名的旅游城市。依托语言优势，该
市成为吉林省赴韩劳务输出的重要地区
之一，与韩国经贸、人文交流密切。　
总部位于首尔的济州航空公司是一家低
成本航空公司，其执行的70条航线中，
国际航线多达64条。延吉至务安航班执
飞机型为波音737-800，189个座位均
为经济舱，每周三、周六执飞。

习近平强调，当今
世界，人们提起中国，
就会想起万里长城；
提起中华文明，也会想
起万里长城。长城、长
江、黄河等都是中华民
族的重要象征，是中
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
志。我们一定要重视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
生生不息的根脉。

当天，习近平还来
到张掖市高台县，瞻
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
军纪念碑和阵亡烈士
公墓，参观中国工农
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在中国工农红军西
路军纪念馆，一件件实

物、一张张图片，再现
了当年西路军英勇奋
战、血决祁连的那段悲
壮历程。习近平仔细
端详，深情回顾西路
军的英雄事迹。他强
调，我心里一直牵挂
西路军历史和牺牲的将
士，他们作出的重大的
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
贡献，永载史册。他们
展现了我们党的革命精
神、奋斗精神，体现了
红军精神、长征精神，
我们要讲好党的故事、
红军的故事、西路军的
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
代传承下去。

离开高台县城时，

当地民众闻讯赶来，
挤满街道两侧，向习
近平挥手欢呼。习近

平临时停车，走下车
来同民众亲切握手，
向大家频频致意。

习近平：保护好中华民族的象征

正在甘肃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20日上午来到嘉峪关
关城，察看关隘、建筑布局和山川形势，听取长城
文物遗产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弘扬情况介绍。

【中新社21日讯】正在甘肃省考察

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20日上午来到嘉峪关

关城，察看关隘、建筑布局和山川

形势，听取长城文物遗产保护和历史

文化传承弘扬情况介绍。

【中新社21日讯】
第九次中日韩外长会8
月21日在北京举行。中
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王毅主持会议，韩国外
长康京和、日本外相河
野太郎出席。

王毅表示，今年是
中日韩合作20周年。
中日韩合作不仅促进
了三国各自发展，也
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
平稳定繁荣作出了重要
贡献。三国合作20年
历程的启示是，只有不
断增进互信，合作才能
行稳致远；只有加深利
益融合，合作才有强大
动力；只有妥善处理分
歧，才能保障合作大
局。三国应共同努力，
使三国合作的下一个20
年取得更加丰硕成果。
三国要把握好合作方
向，推动中日韩合作始
终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
展，使三国合作成为东
北亚繁荣稳定的基石、
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依
托、世界经济发展的引
擎。三国要维护好双边
关系，继续秉承正视历
史、面向未来的精神，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妥善处理出现
的问题。三国要制定好
合作规划，加强科技、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

5G等领域合作，优化产
业结构，实现高质量发
展。希望韩、日坚持独
立自主，为各国企业提
供公平、非歧视、可预
期的营商环境。三国要
打造好民意基础，大力
开展体育、电影、老龄
化等惠及民众的交流合
作，增进三国民众之间
的友好感情。三国要维
护好自由贸易，构建开
放型世界经济，为年内
结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谈判
发挥应有作用，推动中
日韩自贸区谈判取得新
的阶段性进展。三国还
要落实好领导人会议共
识，谋划好共同发展，
推进“中日韩+X”合
作，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新中国即将迎
来成立70周年。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
上，前景光明。中国将
坚定不移继续推动全方
位对外开放，为世界经
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
为 各 国 贸 易 投 资 提
供稳定市场，为全球
治理改革作出积极贡
献。一个更加开放的中
国，必将为韩国、日本
的发展带来新机遇，为
深化中日韩合作提供更
广阔空间。

康京和、河野太郎

积极评价中日韩合作20
年来取得的成果，充分
肯定三国合作对于促进
各自发展和地区和平的
重要意义，同意三国维
护好双边关系，积极推
进三国合作，加快RCEP
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
自由贸易。应以相继举
办奥运会和冬奥会为契
机，大力促进青少年、
体育等人文交流，不断
夯实三国合作的社会和
民意基础。积极开展“
中日韩+X”合作，加
强科技创新和环境、灾
害管理等领域合作，推
动三国合作迈上一个新
台阶，更多惠及三国和
地区人民。

三方就共同关心的
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
见，同意为推动东亚合
作和促进地区安全发挥
引领性、稳定性和建设
性作用。三方就筹备第
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事宜充分交换了意见并
达成重要共识。

会议通过了“中日韩
+X”合作概念文件。

会后，王毅和康京
和、河野太郎共同会
见记者，并出席纪念
中日韩合作20周年《美
丽中日韩》画册发布
仪式。

8月21日，第九次中日韩外长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主持
会议，韩国外长康京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出席。

第九次中日韩外长会在京举行

【中新社21日讯】
针对美国国防部正式通
知国会，美方拟向台湾
出售总价约80亿美元的
66架F-16先进战机及
相关设备和支持，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1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维护自身利益，包括
对参与此次售台武器的
美国公司实施制裁。

有记者提问，北京
时间8月21日，美国国
防部正式通知国会，美
方拟向台湾出售总价约
80亿美元的66架F-16
先进战机及相关设备
和支持。中方对此有
何评论?

耿爽表示，美国向
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严重违反一个中

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
公报特别是“八一七”
公报规定，严重干涉中
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
和安全利益。中方对此
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
出严正交涉和抗议。中
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维护自身利益，包括对
参与此次售台武器的美
国公司实施制裁。必须
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

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
及中国核心利益。中方
维护自身主权、统一和
安全的决心坚定不移。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
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规定，立即撤销
上述对台军售计划，停
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
联系。否则，由此造成
的一切后果必须完全由
美方承担。

中方称将制裁参与此次售台武器的美国公司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中新社21日讯】 
“中国边贸大市”广西
崇左推进互联互通基
础设施和跨境物流体
系建设，加快形成经
崇左沿边连通“一带一
路”的现代化多式联运
交通运输网，201 8年
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
223.6亿美元（人民币
1475.69亿元），边境
小额贸易占全国比重近
三成。

21日，崇左市官方在
该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发布会中作上述表述。

位于中国南疆的崇
左 有 5 个 国 家 一 类 口
岸、2个二类口岸，14
个边贸互市点，是中
国边境口岸最多的城
市，也是西部陆海新
通道重要物流节点城

市，面向东盟开放合
作的前沿。

崇左市市长何良军
当天介绍，崇左不断
加强口岸基础设施建
设，4个边境县实现一
类口岸全覆盖，被列为
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
流枢纽承载城市。友谊
关口岸在全国边境口岸
率先实现周末、节假日
正常通关和全信息化智
能通关。

目前，南宁至友谊
关、崇左至钦州、崇左
至靖西高速公路先后
建成通车，南宁至崇左
城际铁路将于202 1年
建成通车，西江黄金
水道贯城而过，崇左 
“ 通边达海”“边海
互动”的交通格局基
本构成。

【中新社21日讯】
内蒙古自治区21日迎来
一场“科技盛宴”。当
日，2019CCF全国高性
能计算学术年会在此间
举行“开馆”仪式。

该学术年会是世界
三大高性能计算学术年
会之一，也是中国高
性能计算领域规模最大
的融学术、技术、产业
为一体的年度盛会。

国家并行计算机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漆峰滨在当天的开馆仪
式上介绍说，本次展
览，云集了联想、华
为、Intel等近50家知名
公司及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参展，展示各自最
新产品与科研成果。

“东道主内蒙古和
林格尔新区也首次亮相
全国高性能计算学术年
会，全面展示新区在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高性能计算等领域
所取得的成绩。”漆峰
滨介绍说，本届大会展
览区面积达500 0平方
米，总体规模较2018年
增加一倍。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
区管委会主任罗青介
绍，目前，内蒙古数据
中心服务器装机能力超
过110万台，位居中国
首位，同时该新区已初
步形成了超算平台的集
聚效应。这也是该次学
术年会在这里举行的重
要原因。

【中新社21日讯】
记者21日从昆明海关获
悉，2019年1-7月，云
南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贸易额为907.4亿
元（人民币，下同），
较上年同期增长16%
，占同期全省外贸额比
重的72.1%。其中，

出口34 3 . 5亿元，同
比增长22.9%；进口
563.9亿元，同比增长
12.2%。

1-7月，云南对缅
甸、越南、沙特阿拉
伯进出口贸易额持续保
持增长。全省对缅甸进
出口325.8亿元，同比

增长21.4％；对越南
进出口160.4亿元，同
比增长5.3%；对沙特
阿拉伯进出口124.2亿
元，同比增长42.8％
，上述三国占同期全省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贸易额比重的67.3
％。此外，云南对阿

塞 拜 疆 进 出 口 1 0 . 4
亿元，同比增长3151
倍，主要是进口原油，
为净增长。

出 口 方 面 ， 云 南
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出口农产品90.3
亿元，同比增长39.8
％，占全省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出口
额比重的26.3％。出
口 机 电 产 品 8 9 . 7 亿
元，同比增长2.7％；
出口化肥46.7亿元、
同 比 增 长 2 4 ％ 。 此
外，出口劳动密集型
商品22.8亿元，同比
增长7.3％。

广西崇左力推跨境物流体系建设 

边境小额贸易占中国近三成

1-7月云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907.4亿元

2019CCF全国高性能计算

学术年会内蒙古“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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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加州葡萄酒协
会20日公布的数据，
加州共有5900个葡萄
园，3900家葡萄酒厂，
是全球第四大葡萄酒产
区。加州每年葡萄酒
产量占全美总产量的
81%，出口量占出口总
量的90%以上。同时，
加州的葡萄酒观光产
业每年还会吸引大约
2400万名游客。

但是，由于美国政
府四处挑起贸易战，
自去年以来，这一生
机勃勃的产业便不断

遭受打击。
加州葡萄酒协会今

年4月公布的数据显
示，2018年美国葡萄
酒出口总量为4170万
箱，总价值为14.6亿
美元，较上一年分别下
降了1.2%和4.8%，
特别是对日本和中国的
出口额去年分别下降了
22%和25%。日本和
中国分别是美国葡萄酒
第四大和第五大出口市
场，2018年出口额为
9300万美元和5900万
美元。

美国《洛杉矶时报》 
19日援引加州葡萄酒
协会一名管理人员的话
说，随着美方不断升
级对华关税措施并遭
到中方反制，目前美
国葡萄酒进入中国市场
所面临的税费是法国
葡萄酒的两倍。另两
大葡萄酒生产国澳大
利亚和智利由于与中国
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其输华葡萄酒面临的税
费还不到美国葡萄酒
的三分之一。

经贸摩擦导致美国
葡萄酒在中国的市场份
额迅速萎缩，2019年
上半年对华出口再度
下降33%。加州葡萄
酒协会国际市场副总
监奥诺雷·康福特表
示，美国葡萄酒业恐将
失去未来有望成为全球
第一的中国市场。

“中国是我们业务
增长最快的市场”，康
福特说，“(由于贸易
战)中国进口商将从其
他国家购买产品，我们
过去做了20年的市场
和客户关系工作，如今
全部付之东流”。

美国流行杂志《美

食和葡萄酒》20日也在
一篇报道中感慨道，美
国政府挑起的关税战，
让那些多年来致力于向
中国出口葡萄酒的美国
商家遭受一场灾难。

“这种狭隘的贸易
保护主义思想是非常短
视的。”报道评论说。

英国首相约翰逊呼吁
重谈退欧协议的做法不负责任

德国BDI工业联盟周三表示，英国
首相约翰逊呼吁重启退欧协议谈判是
不负责任的，德国企业别无选择，
只能为10月31日的硬退欧做准备。

“德国企业支持德国政府和欧盟执
委会坚持已谈成协议的做法。布鲁塞
尔和伦敦必须确定正确的路线，避免
硬退欧威胁，“BDI执行董事Joachim 
Lang在声明中称。

欧盟周二拒绝了约翰逊提出的重启
英国退欧协议磋商的要求，称英国未能
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以取
代双方商定的爱尔兰边境保障政策。

美国能源部拨款5900万美元 
助力电动汽车动力系统研发

日前，美国能源部公布了2019财年
针对先进汽车技术研究的资金拨款结
果，为43个项目拨款5900万美元，主要
围绕研发电动汽车的动力系统而展开。

其中，美国政府向通用拨款总额约为
910万美元的资金，明确要求其中的200
万美元须用于固态电池的研发工作。

美国能源部声明中称，固态电池研究
将在美国密歇根州通用旗下的沃伦技术
中心进行。同时，另外的710万美元的
拨款将划归通用旗下的全球推进系统中
心(此前名为通用汽车动力总成中心)。

此外，福特获得的750万美元资金将
用于研发新一代高燃效发动机。综合
数据显示，美国能源部为43个项目拨
款5900万美元，主要围绕研发电动汽
车的动力系统而展开。

美国制裁已从市场
拿掉近270万桶/日伊朗原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二表示，美国决
定对所有购买伊朗原油的行为重启制裁，
已使国际市场每日减少近270万桶伊朗原
油。蓬佩奥在MSNBC新闻频道访问中称，
美国政府有信心可继续推动其策略。

美国去年退出2015年签定的伊核协议
后，11月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并于今年
5月终止对进口伊朗原油的国家和地区提
供豁免，旨在使伊朗石油出口归零。根据
一名追踪石油出口流动的行业消息人士及
路孚特Eikon数据，伊朗7月原油出口量约
为10万桶/日。若包含凝析油，则出口量
约为12万桶/日。“我们已成功地从市场
上拿掉近270万桶油，剥夺了伊朗在全球
制造恐怖活动的资源；而我们也设法让
油市保持充足供应。”蓬佩奥说。

美国服装业正设法抵御关税冲击
由于特朗普政府宣称将对中国进口商

品进一步加征关税，美国服装公司正在
为利润缩水和可能关闭门店做准备。

特朗普上周放松了部分关税威胁，同
意将玩具、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的新关
税推迟到12月。但从9月1日起，进口自
中国的大部分服装和许多鞋类商品将面
临新关税。美国服装鞋业协会的数据显
示，美国市场上大约40%的服装和70%
的鞋子均为中国制造。2001年中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由于中国劳动
力和生产成本更低，美国零售商对中国
产品的依赖越来越强。

拜耳将以76亿美元
把动物保健业务售予Elanco

德国制药和化工巨头拜耳公司(Bayer 
AG)将以76亿美元把该公司的动物保
健业务出售给一家美国竞争对手Elanco 
Animal Health Inc.(ELAN)。该交易是拜
耳在该公司Roundup除草剂法律责任不断
攀升的背景下剥离资产计划的一部分。

该交易将在宠物和牲畜疾病预防和治
疗业务领域缔造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德国Baader Bank的数据显示，上述合并
后公司将占据动物健康市场约13%的份
额，仅次于硕腾(Zoetis Inc.)，排在勃
林格殷格翰集团(Boehringer Ingelheim 
GmbH)之前。总部位于印第安纳州格
林菲尔德的El a n co曾是美国礼来公司
(Eli Lilly & Co.)的一个子公司，不过
礼来在去年9月通过一桩首次公开募股
(IPO)出售了在这家动物保健公司中的少
数股权。

沃尔玛起诉特斯拉
称其太阳能电池板引发多起门店火灾

沃尔玛(WalMart Inc.)起诉特斯拉
(Tesla Inc.)，称几家沃尔玛门店的屋
顶火灾是由后者的一些太阳能电池板引
起的，加剧了这家电动车生产商试图面
向家庭和店铺提供太阳能业务的困境。

沃尔玛在周二提交给纽约州法院的一
份诉状中称，截至去年11月份，特斯拉
的太阳能电池板已经导致了至少七起火
灾。沃尔玛要求特斯拉拆除其240多家门
店屋顶安装的电池板并承担相关成本。

沃尔玛是全球第一大零售商。该公司
称这些火灾损坏了其门店大量商品，并且
受损建筑业也需要进行大量修缮工作，
由此产生的相关成本达到数十万美元。

【路透东京讯】消息
人士称，日本和美国最
高层级贸易协商官员将
于本周碰面，将会寻求
缩小在贸易议题上的差
距，但对于在9月达成
协议的希望正在转淡，
因双方未能就农业及汽
车业做出让步。

日本经济再生大臣
茂木敏充与美国贸易代
表莱特希泽周三将在华
盛顿举行两日的会谈，
这将是两人本月第二次
碰面。

这些会谈的目的，
是为了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
本月在法国召开的七国
集团(G7)峰会场边会面
做准备，届时两位领导
人可能讨论贸易议题。

由于与中国和欧洲
的贸易协商都没有太大
进展，特朗普亟欲提早
和日本达成协议，该协
议可望打开对于政治相
当敏感的农业部门，同
时也将抑制日本对美国
的汽车出口。

日本也希望能及时

达成协议，以免日本对
美汽车出口被加征至多
2 5%的关税。特朗普
在5月以国家安全为由
威胁对进口汽车征收关
税，但随后将征税时间
推迟了六个月。

在之前几个回合的
谈判中，茂木敏充和
莱特希泽已同意力争
在领导人会晤之前达
成一项广泛的协议。
安倍和特朗普计划在9
月底联合国大会的间
隙举行会面。

但熟悉磋商情况的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称，
朝着达成协议的谈判进
展迟缓。

“这将是非常艰难
的磋商，”其中一位官
员说。由于事属敏感，
该官员要求匿名。

“ 如 果 要 达 成 一
项‘协议’，我们需
要有些能正式宣布的东
西，这很难达成，”另
一位日本官员称，并称
除非美国政府做出更多
让步，否则很难在9月
达成一项协议。

【 东 方 财 富 网 】
据路透，经过对房屋
专家展开的一项调查
显示，大多数受访者
认为若英国无协议脱
欧，英国和伦敦房价
会受到重创。

外汇天眼提醒投资
者注意，调查显示，
大约85%的受访者表
示，若英国无协议脱
欧，英国和伦敦房价
将在六个月内下跌，

英国房价平均价格跌
幅约3%，伦敦房价平
均价格下跌10%。

但 如 果 英 国 以 过
渡协议脱欧，英国房
价在此后两个季度将
1 . 5%。伦敦房价将
上涨1.4%。8月13日
至20日的调查结果显
示，未来几年英国物
价上涨的前景温和。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调查还显示，在短期

内，在英国家庭财富
占较大比例的房地产
不太可能推动经济增
长，二季度英国经济
首次出现6年半以来首
次下降。

外汇天眼提醒投资
者，预期英国平均房价
今年将上涨1.0%，明
年是1.8%，2021年为
2.7%，与5月份的调查
中的1.2%，2.0%和
2.5%相比变化不大。

经贸摩擦伤及美国加州葡萄酒业

加州每年葡萄酒产量占全美总产量的81%，出口
量占出口总量的90%以上。

【新华财经洛杉矶讯】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将于9月1日迎来一年一度

的加州葡萄酒月，庆祝这一美国最

大葡萄酒产区的丰收季节。然而，

持续不断的经贸摩擦给今年的庆祝

活动蒙上了阴影。

美日两国最高贸易谈判代表会面在即 

但9月达成协议希望渺茫

图为日本和美国国旗。

【览富财经】法国
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
( B r u n o  L e  M a i r e ) 
今 年早些时候表示： 
“跨国互联网公司在法
国缴纳的税款，低于
Quercy地区的一家大型
面包店或奶酪生产商，
这一现状造成了一个
真正的问题。”

7 月 份 ， 法 国 政 府

通过了一项相当于销
售收入3%的数字服务
税。20日消息，亚马逊
已经对法国政府最近出
台的数字服务税采取了
对策，开始对法国地
区的卖家提高了佣金
标准，从而将这项税
收负担转嫁给了法国的
商户。

法国政府开征数字

服务税的目标企业，是
全球年收入至少7.5亿
欧元(8.32亿美元)的公
司，其中包括来自法国
境内销售收入超过2500
万欧元。这项税收从
2019年1月1日起开始追
溯，预计每年将增加
5亿欧元的政府收入。

在事先准备好的证
词中，亚马逊国际税收

政策和规划主管彼得·
希尔茨(Pete r Hi l t z)
称法国3%的数字税对
企业是有害的，存在
歧视性。

这将“对使用亚马
逊服务帮助接触法国消
费者的数十万中小企业
产生负面影响”，其中
包括在法国的1万多家
卖家。

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
勒梅尔。

亚马逊称 开始对法国地区的卖家提高了佣金标准

【新华财经上海讯】
国 际 航 空 运 输 协 会
(IATA)周三发布季度
调查报告显示，二季
度航空业利润同比下
降。虽然全球航空客
运需求改善，客运收
益实现增长，但投入
成本持续增加、货运
需求持续疲软，行业
盈利能力面临压力。

在经济增长放缓、
燃油价格波动等因素
影响下，与4月份调查
结果相比，二季度表
示盈利能力改善的受
访者比例下降10个百
分点；表示盈利能力
出现下降或没有变化
的受访者比例则高达
70%。

预计未来12个月，
全球航空客运量前景
乐观，行业盈利能力
将有所改善的受访者
比例为35%；近三分
之一的受访者预计，
未来一年行业利润将
有所下降。

需求方面，7月份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 二
季度客运需求略有改
善。随着部分新航线
的开通，66%的受访
者表示客运需求实现
了同比增长，略高于
上季度。但由于受到
波音737 Max系列飞机
停飞的影响，表示客
运量出现减少的受访
者比例从此前的32%
降至22%。

未来12个月，预计

客运量将出现增长的
受访者比例从4月份
的77%降至66%，而
预计需求会下降的受
访者比例从9%降至
6%。尽管许多受访
者表示，计划在未来
12个月内将开辟新航
线，有望拉动业务增
长，但经济放缓以及
地缘政治风险仍然令
人担忧。

47%的受访者表示
航空货运量在二季度
下降，34%的受访者
表示货运业务有所改
善。受访者对货运前
景不甚乐观，仅34%
的受访者预计未来货
运量将实现增长(4月
份比例为54%)。预计
货运量将进一步下降
的受访者比例则从4月
份的13%升至28%。

行 业 收 益 在 过 去
四个季度出现下滑趋
势，二季度客运收益
实现增长，表示收益
增长的受访者比例从

27%升至44%，而表
示收益下降的比例则
从上一季度的41%骤
降至19%。

81%的受访者预计
未来一年收益将保持
稳定或实现增长。预
计收益增长的受访者
比例上升了10个百分
点，达到53%。预计
收益下降的受访者比
例减少16个百分点，
降至19%。

投 入 成 本 方 面 ，
二 季 度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 7 3 % 的 受 访 者
表示投入成本有所增
加，高于4月份结果
(61%)，仅有5%的受
访者表示投入成本有
所下降，4月份这一比
例为21%。

预 计 未 来 1 2 个
月，49%的受访者表
示投入成本将增加，
高于4月份调查结果
( 3 9% )， 1 9%的受
访者预计投入成本会
下降。

国际航协称

二季度全球航空运输业利润同比下降

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航空客运量前景乐观。

若英国无协议脱欧 英国和伦敦房价将在六个月内下跌

调查显示，若英国无协议脱欧，伦敦房价平均价
格下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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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合日”在即 
美将暂停与火星探测器通信

约每两年一次的“火星合日”现象
即将于9月初上演，届时火星探测器与
地球的通信将受到干扰。为此，美国
航天局计划于8月28日至9月7日之间
中断这些探测器与地球的通信。地球
和火星都围绕太阳公转，大约每隔26
个月，地球和火星运行到太阳相对的
两侧，即太阳位于地球和火星中间，
此时从地球上看到火星完全被太阳遮
蔽，这种现象被称为“火星合日”。

坦桑尼亚油罐车爆炸事故
死亡人数升至100人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国民医院
21日说，在本月10日莫罗戈罗省油
罐车爆炸事故中死亡的人数已升至
100人。

据医院发言人介绍，连日来，在
该院接受救治的油罐车爆炸事故伤
者中又有数人因伤势过重不治，至
21日，事故死亡人数已达100人。

医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
告诉媒体，目前在该院接受救治的
事故伤者多为重度烧伤且“伤势严
重”，死亡人数或将继续增加。

不当总统当歌手！
纳扎尔巴耶夫自唱自演MV

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
夫日前自己作词创作了一首歌曲，并
且亲自出演歌曲MV。据俄罗斯卫星
通讯社20日报道，纳扎尔巴耶夫创
作了一首关于自己祖国的歌曲，并且
拍成了MV视频。纳扎尔巴耶夫将视
频发布在社交平台Instagram上，他写
道，“我到过许多国家，但是任何一
个国家，也不能与我自己亲爱的哈萨
克斯坦土地、阿拉套山脚下的三座山
相提并论。我的童年在这里，我的根
在这里。”视频中，纳扎尔巴耶夫同
专业歌手一起放声歌唱。他时而漫步
田间，时而遥望远方，还有他抱着孩
子们坐田野中间的画面。据了解，纳
扎尔巴耶夫是这首歌曲的词作者，音
乐家阿尔腾别克∙科拉兹巴耶夫为这
首歌谱曲。

买格陵兰岛不成 
特朗普取消访问丹麦

刚刚，白宫宣布总统特朗普取
消了原定访问丹麦的日程。 美媒
日前报道称，特朗普有意从丹麦手
中买下格陵兰岛。时隔几日，丹麦
首相作出回应称，格陵兰岛不会被
出售，把它卖给美国的想法“很荒
谬”，“我希望那不是认真的”。

购格陵兰岛遭拒 
特朗普承诺不建特朗普国际酒店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9日在
社交媒体“推特”作出“承诺”，不
会在格陵兰岛建造特朗普国际酒店。
特朗普在“推特”转发一张合成图
片，显示金灿灿的特朗普国际酒店耸
立在岩石海岸边，周围遍布颜色不一
的低矮平房。特朗普说：“我承诺，
不会这样对待格陵兰岛。”美国《华
尔街日报》15日披露，特朗普多次询
问顾问，美国能否购买格陵兰岛。随
后，那张图片出现在“推特”，配以
文字：10年后的格陵兰岛。

西班牙大加那利岛火势渐缓 
逾4500人获准回家

当地时间21日，西班牙大加那利岛
紧急救助部门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目
前，该岛因森林火灾而撤离者的数量减
少了一半，超过4500人已被准许返回自
己的家中。据此前报道，大加那利岛17
日突发森林火灾，大火面积达1.2万公
顷，近万人被迫撤离。19日，西班牙加
那利自治区政府主席维克托 托雷斯，
在大加那利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大火殃及8个城市。当局共派出16架直
升机和水上飞机执行灭火任务。

俄外长：俄土就叙利亚伊德利卜地区局势
保持沟通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0日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正密切
关注叙利亚伊德利卜地区局势，并
与土耳其军方保持密切沟通。拉
夫罗夫说，近期极端组织武装分子
在叙利亚伊德利卜地区的活动有所
增多，他们正在试图对叙利亚其他
地区进行攻击。俄土军方目前保持
紧密沟通，就当前局势进行详细磋
商。他说，根据俄总统普京和土耳
其总统埃尔多安去年9月在索契签署
的相关文件，目前驻扎在伊德利卜
地区的俄罗斯和土耳其军队目的在
于监督叙利亚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
执行停火协议，同时防止极端分子
的活动向叙其他地区渗透。

据 俄 罗 斯 卫 星 通
讯社报道，扎里夫在
斯 德 哥 尔 摩 国 际 和
平研究所发表讲话时
指出，如果《伊核协
议》的欧洲签署国，
包括法国、英国、德
国和欧盟在内，能够
履行承诺，即在美国

退出协议并恢复对伊
朗制裁之后，各国致
力于寻求缓解美国制
裁的途径，那伊朗可
以在“数小时之内”
扭转此前说的继续缩
减协议义务的做法。

上周，伊朗总统鲁
哈尼表示，在削减履

行《伊核协议》义务
进入第三阶段之前，
伊 朗 再 给 缔 约 方 6 0
天履行承诺，以便找
到解决问题的合理方
式、正确方法和一致
道路。如果60天期限
以后仍未取得成果，
那伊朗将开始执行第
三阶段措施。

扎 里 夫 在 讲 话 时
强调，伊朗继续将《
伊核协议》视为“国
际法制的基石”，如
果废除就意味着可能
打开了“潘多拉的盒

子”。同时，扎里夫
对美国政府“不可预
测”的政策所带来的
危险发出警告，称伊

朗可能也会“不可预
测”的采取行动。

伊朗2015年与伊核
问题六国达成《伊核
协议》，换取国际社
会解除对它的制裁。
而美国政府去年5月
单 方 面 宣 布 退 出 协
议，重启对伊朗制裁
并 逐 步 加 大 制 裁 力
度。此后，伊朗一直
要求有关欧洲国家按
照协议履行义务，并
采取足够措施保障伊
朗根据伊核协议获得
的利益。

【海外网】鉴于丹
麦政府无意出售格陵
兰岛，美国总统特朗
普日前表示，将推迟
原定于9月初访问丹
麦的行程。最近，美
国购岛事宜闹得沸沸
扬扬，不仅丹麦首相
指责美方购岛想法“
荒谬”，就连丹麦女
王也发话了。

据英国《每日邮
报》21日报道，丹麦
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以
及王室成员对于特朗
普突然推迟访问行程
表示“震惊”。丹麦
王室的通讯联络主管
莱内·巴莱比（Lene 
Balleby）表示，“（
特朗普）取消（出访
的做法）令人震惊，
我们对此没什么可说
的。”

一些丹麦政客也

表达了对美国的不
满。丹麦前财政部
长克里斯蒂安·詹森
（Kristian Jensen）
表示，目前这种“混
乱”的局面，“已经
使加强盟国间对话的
大好机会变成了外交
危机”。丹麦前首相
赫勒·托宁-施密特
（Helle Thorning-
Schm id t）则将美方
的行为称作是对“对
格陵兰岛和丹麦人民
的深深侮辱”。

报道称，应丹麦
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邀
请，美国总统特朗普
原定于9月2日至3日
访问丹麦。就在美国
总统出访前夕，多家
美媒报道称，特朗普
有意从丹麦手中买下
格陵兰岛，引发广泛
关注。

喀布尔婚礼现场爆炸

死亡人数上升至80人

美国副总统彭斯20
日声称，201 9年年底
前，美国将恢复用本
国飞船把宇航员送上
太空。

“航天飞机”（Space 
Shuttle）项目2011年中
止后，美国失去了独立
将宇航员送入太空的能
力。目前，美国宇航员
只能搭乘俄罗斯的“联
盟号”飞船前往国际空
间站。美国总统特朗普
今年2月签署命令，宣布
成立太空部队。

彭斯表示：“在与
行业领先企业的合作
下，美国年底前将再
次从美国土地上，用

美国火箭把美国人送
上太空。”

2014年，太空探索
技术公司和波音公司分
别与NASA签订研制载
人飞船的合同。首次载
人发射应于2019年年内
进行，但具体日期尚不
清楚。

此外，美军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当
天在美国国家太空委员
会的会议上表示，美国
太空指挥部将于8月29
日正式成立。

【海外网】当地时
间21日，针对伊朗油
轮“阿德里安·达里亚
一号”将通过希腊重返
叙利亚一事，希腊副外
长卡拉夫里塔表态称，
希腊当局不会对其予以
协助。

据报道，航运数据显
示，这艘油轮正开往希腊
南部伯罗奔尼梭南岸港
口卡拉马塔，预计26日抵
达。但希腊航运部方面表
示，还未正式收到该油轮
将抵达卡拉马塔的请求，
正密切关注。

就在此前一天（20
日），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发表声明称：“
任何接触它的人，任
何支持它的人，任何
允许船只停靠的人都
有受到美国制裁的风
险。”此外，美国务院
此前还警告说，任何协
助伊朗油轮“阿德里
安·达里亚一号”重返
叙利亚的努力，都可能
被视作是为恐怖组织
提供物质支持。

雅典通讯社引述希
腊外交消息人士的话

说，“美国在这个特定
问题的立场众所周知，
不仅已传达给希腊，也
传达给地中海其他国家
与港口。”有媒体评论
称，如何处理这艘油
轮，将是希腊当局面临
的重大外交政策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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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阿德里安·达里
亚”一号），指认它违
反欧洲联盟制裁、向叙
利亚运送原油。

伊外长喊话欧洲：

只要履行承诺 伊朗可在数小时内停止动作
【海外网】当地时间周三（21日）

，伊朗外长扎里夫喊话欧洲各国，如

果欧洲各国能履行《伊核协议》规定

的承诺，伊朗将立即停止继续减少协

议义务的动作。

伊朗外长扎里夫

特朗普购岛遭拒后,推迟访问行程

丹麦女王发话了

格林兰岛

婚礼举办地点

【海外网】喀布尔
一婚礼现场17日晚发生
爆炸。两名当地高级官
员周三（21日）称，截
至目前，死亡人数上升
至80人。

阿富汗内务部发言
人纳斯拉特·拉希米
说，17日晚上爆炸发
生后最初的死亡人数是
63人，但还有一些伤者
在医院死亡。拉希米表
示：“共有17人在医院
中死亡，160多人仍在医
院或家中接受治疗。”

伊斯兰国武装组织
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当 地 时 间 1 7 日 晚
22:40左右，阿富汗首
都喀布尔一婚礼现场发
生爆炸。事发当晚，并
未有关于死伤人数的统
计，考虑到阿富汗婚礼
通常参与人数较多，外
界认为死亡人数可能很
高。阿富汗内政部发言

人早前曾表示，爆炸造
成多人受伤，但并未透
露具体数字。而喀布尔
一家医院昨日（17日）
称，爆炸造成20多人受
伤。

另据美国CBS消息，
当地时间17日晚间，一
场自杀式炸弹袭击席卷
婚礼现场。阿富汗内政
部透露，袭击者是在参
与婚礼的人群中引爆炸
弹。名为古尔穆罕默德
的目击者称，引爆位置
靠近音乐演奏者所在的
舞台附近，“所有年轻
人、儿童，在场的人都
被杀害。”

此外，也有目击者
称，当天有超过1000人
受到邀请，因此担心此
次事件可能是今年喀布
尔最致命的一次袭击事
件。目前，还没有任何
组织声称对星期六的袭
击事件负责。

时隔8年 美国拟于年底前恢复用本国飞船载人发射

美国副总统彭斯

【海外网】据法新
社、路透社等多家外媒
报道，意大利总统马塔
雷拉接受总理孔特的
辞呈，并将于本周三开
始与各方进行磋商，寻
求方法让意大利摆脱危
机。法新社称，孔特将
领导看守政府。

据了解，早在本月9
日，意大利副总理兼内
政部长、联盟党党首萨
尔维尼针对现任总理孔
特向参议院提交了不信
任动议。由于在税收、
移民等问题上的意见不
合，联盟党与五星运动
的执政联盟日益瓦解。
萨尔维尼强调，执政联
盟的基础已不复存在，
要求重新进行选举。当
地时间8月20日，孔特

在参议院发表讲话称，
将与总统马塔雷拉会面
并当面递交辞呈。

孔特1964年出生于
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大区
福贾省，他的母亲是小
学教师，父亲曾在市政
府担任秘书。1988年，
他从罗马大学法律专业
毕业。此后，孔特在佛

罗伦萨大学担任私法学
教授，并曾为五星运动
领袖路易吉·迪马约担
任私人律师。从199 8
年起，孔特开始在政府
改革民法典委员会、太
空总署管理委员会、银
行金融仲裁委员会等多
家机构任职。在2018年
的意大利大选中，由于
没有政党得票过半，联
盟党与五星运动决定联
合组阁；5月21日晚，
联盟党党首萨尔维尼和
五星运动党首迪马约分
别面见总统马塔雷拉，
两党一致提议由53岁的
无党派人士朱塞佩·孔
特出任总理。两天后，
意大利总统同意了该提
名。2018年6月1日，孔
特宣誓就职。

意大利总统接受总理孔特辞呈

意大利总理孔特

【海外网】上周，
纽约市体检医师办公室
正式认定爱泼斯坦死于
上吊自杀，这位被控
性侵未成年少女的美国
亿万富翁死亡一事似乎
已经告一段落。不过日
前，爱泼斯坦曾经的狱
友突然致信法官，要求
将自己送到另一处监
狱。他称自爱泼斯坦死
亡以来，自己一直遭到
狱警的威胁。

综合美国《纽约邮
报》和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20日报道，这名曾

和爱泼斯坦住在同一
间牢房中的男子名叫
尼古拉斯·塔塔吉利昂
（Nicholas Tartagli-Nicholas Tartagli-
one），他在20日通过
律师致信法官要求离开
纽约大都会管教中心，
换到其他的拘留中心。

塔塔吉利昂的律师
表示，监狱中的警卫
要求塔塔吉利昂“闭
嘴”“停止说话”并
且“停止抱怨”。“
塔塔吉利昂收到的明
确讯息是，如果他将
有关监狱设施和爱泼

斯坦最近自杀一事的
消息传播出去，将会
付 出 代 价 ” ， 塔 塔
吉利昂的律师在信中
称，“不管爱泼斯坦
自杀案的调查人员是
否选择采访塔塔吉利
昂，询问他爱泼斯坦
此前自杀未遂、监狱
如何运作以及囚犯生
活条件等问题，狱警心
知肚明的一点是，塔塔
吉利昂拥有的信息对现
在负责看守他的人或他
们的同事来说，可能非
常具有破坏性。”

爱泼斯坦前狱友称遭狱警威胁:

不闭嘴就要付出代价

屈服于美国的威胁？

希腊: 不会对伊朗油轮予以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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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价格攀升
推动必和必拓年度利润增长逾一倍

必和必拓(BHP Group Ltd.)表示，
年度净利润增长了一倍多，原因是铁
矿石价格走高，以及上一年的大规
模费用支出没有再痕7b。必和必拓是
全球市值最大的上市矿商，在截至6
月份的12个月中实现利润83.1亿美
元。相比之下，上一财年利润为37.1
亿美元，当时该公司吸收了与减记其
前美国页岩资产、美国税制改革和
2015年巴西溃坝事故有关的52.3亿
美元一次性项目。必和必拓报告称，
其最新财年的一次性费用为8.18亿美
元，主要与巴西溃坝有关。

韩国拟明年投入4.7万亿韩元
推动四大产业创新发展

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
官洪楠基周三表示，韩国政府计划明
年对数字、网络(5G)、人工智能投
资1.7万亿韩元，对系统半导体、生
物健康、未来汽车投资3万亿韩元。
具体来看，第一期加大对数据、网
络、人工智能的投资力度，第二期对
三大新产业──系统半导体、生物健
康、未来汽车进行投资，争取全体产
业实现创新。

韩国8月前20天出口减少13.3% 
对华出口下降20%

韩国关税厅(海关)周三发布的
数据显示，8月前20天出口同比减
少13.3%，值249亿美元。开工日
数与去年持平，为14.5天。照此趋
势，8月单月出口同比减少的可能性
较大，恐将出现连续9个月下跌。此
前因半导体出口和对华出口减少，
韩国出口已经连续8个月下滑。从出
口项目来看，8月前20天半导体出口
减少29.9%、石油制品减少20.7%
、汽车零件减少1.6%，相反无线通
信设备、乘用车、船舶则分别增加
57.5%、8%和179.7%。从出口国
家和地区来看，对越南(8.7%)、新
加坡(47.8%)的出口额增加，对中
国(-20%)、日本(-13.1%)、美国
(-8.7%)、欧盟(-9.8%)的出口额
减少。

澳储行会议纪要明确的宽松政策偏向
澳新银行(ANZ)澳大利亚经济主

管戴维·普兰克(David Plank)指出
澳储行最新发布的会议纪要显示，
该行有明显的宽松倾向，但这并不
意味着近期内就会采取行动。当然，
我们认为，自8月份会议以来的国内
数据不符合澳储行“积累更多证据”
的门槛。在我们看来，全球的新闻消
息更加负面，但仅凭这些还不足以达
到澳大利亚央行的门槛。总之，这
表明9月份不太可能降息。“不过，
我们认为10月将是关键时刻，一些
关键数据将在9月至10月的会议之间
公布，比如第二季度GDP、企业和
消费者信心指数以及劳动力市场数
据。”会议纪要指出，委员们考虑
了“其他发达经济体非常规货币政
策的经验”。对我们来说，这次讨
论的主要内容如下：委员们指出，
一揽子措施往往比单独执行的措施
更有效。最后，央行必须就这些措
施保持清晰一致的沟通。

警惕陌生电话 
新西兰FMA称这家实体可能涉嫌诈骗

新西兰金融市场管理局(FMA)日
前警告公众，Trinity Investments 
Limited可能涉嫌诈骗。FMA称收到了
一位新西兰居民的投诉，该居民表示
其在接到一通陌生电话后，向Trinity 
Investments Limited进行了投资，然
而该公司却一直无理地扣留其投资资
金。FMA表示，Trinity Investments 
Limited没有在新西兰注册为金融服
务提供商，因此不具备向新西兰居民
提供金融服务的资格。

日本7月百货店销售额同比减少2.9%
日本百货店协会21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7月日本全国百货店销售
额比去年同期减少2.9%，连续4个月
减少。今年夏季日本持续阴雨天气，
夏季产品销售不振是销售额整体下降
的主要原因。另据统计，日本全国93
家大型百货店的调查显示，今年7月
韩国客人免税品的购买额同比减少约
10%。日韩关系恶化影响了韩国游客
的免税品购买。但总体来看，免税品
销售额同比增长3.4%至约281亿日
元；购买免税品的顾客数量同比减少
3.7%，连续2个月同比下降。数据显
示，今年7月日本全国百货店销售额
为约4971亿日元。受短袖衫等夏季衣
物销售不振影响，服装类产品销售额
额同比减少6.9%。此外，食品类产
品销售额同比减少1.9%连续3个月减
少。

据外媒报道，当地
时间8月20日，韩国检
方表示，大众和保时
捷在车辆中安装了非
法作弊设备，致其柴
油车排放违反了污染
标准，因此将对这两
家公司处以罚款，并
提起刑事诉讼。

韩国环保部表示，
从2015年5月到2018
年1月，大众和保时捷
在韩国销售的逾1万辆
汽车均安装了排放作
弊设备，导致车辆的
氮氧化物排放量比标
准水平超出了十倍。

因此，包括奥迪A6、
大众途锐(Touareg)以
及保时捷卡宴在内的
八款车型的认证将被
撤销，大众和保时捷
也将面临高达115亿韩
元(合950万美元)的罚
款。

而 就 在 几 周 前 ，
奥迪前首席执行官鲁
伯特·施泰德(Rupe r t 
Stadler)在德国被控涉
嫌欺诈、伪造文件和
做非法虚假广告。对
施泰德的指控与超过
43.4万辆大众、奥迪
和保时捷汽车有关，

这些汽车均安装了作
弊装置以通过监管机
构的排放测试。安装
在上述汽车上的非法
软件，可以使车辆在
实验室测试时的氮氧
化物排放量压缩到远
低于在道路行驶时实
际排放的水平。

201 7年3月发布的

一项研究称，德国销
售的2 6 0万辆装有排
放作弊装置的大众汽
车造成的污染，可能
导 致 欧 洲 1 2 0 0 人 过
早死亡。在德国，逾
41万名消费者和投资
者要求大众汽车进行
赔偿。今年3月7日，
印度对大众汽车处以

7100万美元的罚款；5
月7日，德国检方对大
众集团旗下的保时捷
处以5. 3 5亿欧元(合
5.98亿美元)罚款；自
2015年承认排放作弊
以来，“排放门”已
使这家德国汽车制造
商损失逾300亿美元。

然而这一切似乎并
未结束，沾上“排放
门”就好比养了一只
四脚吞金兽，时不时
地大众就要为此交上
一笔罚款。大众2018
年在柴油作弊丑闻方
面的支出达55亿欧元
左右，而2019年该丑
闻预计还将继续吃掉
其20亿欧元利润，到
2020年，大众集团还
将在排放作弊丑闻上
花费10亿欧元。

排放门变吞金兽 

韩国对大众保时捷处以950万美元罚款
【 盖 世 汽 车 网 】 大 众 汽 车

(Volkswagen AG)四年前爆出的尾气

排放丑闻如今并未平息，却颇有点愈

演愈烈的态势。

从2015年5月到2018年1月，大众和保时捷在韩国销
售的逾1万辆汽车均安装了排放作弊设备，导致车
辆的氮氧化物排放量比标准水平超出了十倍。

【新浪美股讯】据
印度《经济时报》报
道，该国最大饼干生产
商Parle Products可能被
迫裁员至多1万人，如
果消费增长持续放缓。

这一消息正值印度

经济放缓冲击各种产品
需求之际，经济放缓迫
使企业削减生产和招
聘，同时也引发了人们
对印度政府将出台经济
刺激措施，以重振经济
增长的预期。

《经济时报》援引
Parle Products一位高管
的话称：“我们要求降
低货物和服务税……但
如果政府不提供刺激，
那么我们别无选择，只
能裁员8000到1万人。”

Pa r l e不是唯一一家
感受到经济放缓影响的
食品公司。本月较早
时，另一家饼干生产商
Britannia Industries的
董事总经理Varun Berry
表示，现在消费者就连
购买售价仅5卢比的产
品也要三思而后行。
他说：“很明显，经
济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
题。”

【中国金融信息网】
印度央行前行长拉詹
(Raghuram Rajan)日前
表示，印度经济放缓非
常令人担忧，印度政府
需要尽快出台政策遏制
经济进一步下滑态势。

自去年4-6月经济增
速达8%以来，印度经
济增速一直稳步下移。
今年1-3月的经济增速
已经降为5.8%，为近
5年来的最低水平。近
期由于汽车销量连续大
跌、待售房屋库存增
加、农村快速消费品市
场增长放缓，印度经济
的增长问题再次引起广
泛注意。

拉詹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印度经济放
缓确实令人非常担忧，
现在需要一套新的改革
措施来提振经济，并激
励私营部门进行投资。
拉詹指出，印度政府的

当务之急是解决电力行
业和非银行金融行业等
急待解决的问题。

由 于 经 济 增 速 放
缓，印度央行已经连
续4次下调利率，累计
降息110个基点。但一
些分析机构称，目前的
降息措施不足以提振经
济。澳新银行并据此将
印度本财年的经济增速
预期下调至6.2%，远
低于央行6.9%的经济
增速预期。

【中国能源报】据
越南媒体《越南新闻》
报道，越南工商部近日
表示，该国电力供应不
足的矛盾正日益加剧，
供应缺口到2021年可能
达66亿千瓦时，到2022
年更将达到118亿千瓦
时。

有分析称，越南电
力供应不足主要是新建
发电项目滞后所致。越
南工商部呼吁加快推进
大型电力项目的实施，
同时提高国民节电意
识。

越南工商部下属的
越南电力与可再生能源
局局长方黄金称，越南
电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在
于，根据国家“第7次
电力基本计划”实施的
超过200兆瓦的电力开
发建设项目，多半都出
现延后。预计到202 0
年尚能应对国内电力需
求，但是如果需求超过
预计，或者水力发电水
库的水量不足，或发电
站燃煤和天然气短缺，
电力不足的风险将随之
加大。

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越南酷热天气持
续，电力消耗量比去年

同期增长了10%，预计
电力消耗量到年末仍呈
持续增长势头。

越南工商部副部长
黄国旺指出，电力建设
项目的延后主要是资金
和工期问题。黄国旺副
部长表示，电力建设多
为投资额在20亿美元以
上的大型项目，建设周
期也多为长期，很难找
到可实施的承包商。据
称，建设项目不再由政
府担保后，经营者筹集
资金更为困难。

此 外 ， 也 有 抱 怨
称，凡越南电力公司
(EVN)参与的建设、经
营、转让项目，经营者
与EVN的电力价格谈判
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也
是也导项目延后的一个
原因。

为了解决电力短缺
问题，越南工商部考虑
从老挝和中国进口电
力，但这只是一个临时
性的应对方案。

越南工商部节能局
副局长Chin Quok Boo
强调，必须提高企业
的节电意识。到目前
为止，已有部分企业
与EVN签订了今年降耗
10%的协议。

越南电力供应不足的矛盾正日益加剧，供应缺口到
2021年可能达66亿千瓦时。

越南电力严重短缺

印度央行前行长拉詹：

印度经济放缓令人担忧

印度央行前行长拉詹。

【中国能源报】据
标普全球普氏消息，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
府发布了Bowen盆地5
个新区快的新煤炭勘
探招标信息，计划进
一步增加该地区动力
煤产量。市场消息人
士称，昆士兰州此举
意在满足日益增长的
亚洲煤炭需求。

昆 士 兰 州 政 府 强
调 ， 参 与 投 标 的 公
司“必须具备足够的
财务能力和正确的技
能，以勘探、开发和
将资源推向市场，并
推动昆士兰州地区经
济的增长”。

上述市场消息人士
称，昆士兰州作为煤
炭资源丰富的地区，
新煤炭区块勘探招标
将为该省带来更多经
济收入。据了解，目
前新增的5个煤炭勘探
区块总面积达到458平

方公里，周边配套铁
路及港口等物流基础
设施完备。根据政府
网站上的招标文件，
除了可能生产焦煤的
Moranbah以外，其它
四个地区将用于开发
动力煤。

业内人士指出，目
前亚洲仍对煤炭有大
量需求，虽然澳大利
亚部分银行已不再为

煤炭项目提供资金帮
助，但亚洲金融机构
仍能够为煤炭项目提
供支持。

标 普 全 球 普 氏 援
引一位新加坡大宗商
品 咨 询 顾 问 的 话 表
示，这一煤炭勘探过
程需要数月甚至一年
才能完成，煤矿开采
工作将在之后开始进
行。

澳大利亚新开放五个煤炭勘探区块

目前新增的5个煤炭勘探区块总面积达到458平
方公里，周边配套铁路及港口等物流基础设施
完备。

【中国新闻网】泰
国政府5月出台《家庭
发展及保护法》，民众
如果在家中吸烟，导致
其他家庭成员吸入二手
烟，健康遭到影响，将
被视作家暴罪。吸烟者
罪名一旦成立，或将面
临法律审判，该规定自
8月20日起正式施行。

据报道，家庭成员
可向各府的家庭保护与
促进中心提出申诉，再
交由司法机构审理。

尽管新法并未明确
规定罚则，但法院可以
要求违反规定者停止在
家中吸烟，或是去参加
戒烟课程。

泰国政府近年积极
控烟，制定新版烟害防

制条例就是方式之一。
其他措施包括室内公
共场所、机场、以及大
楼出入口附近都实施禁
烟，目的就是要减少由
抽烟引发的各种健康问
题。

泰国玛希隆大学的烟
草控制研究和知识管理

中心研究显示，33%的
吸烟者会在家中吸烟，
而其中的74%会天天吸
烟。根据泰国公共卫生
部的数据，2018年泰国
有近5.5万人死于因吸
烟引起的疾病。泰国政
府希望在2025年前减少
30%的烟草消耗量。

泰国实施新法控烟 

致家人吸入二手烟可被视作家暴

禁烟标识。

印度饼干巨头或裁员1万 

经济放缓5卢比的饼干都难卖

印度最大饼干生产商Parl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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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一架直升机撞电缆后坠毁 
机上载洪水救援物资

印度一架直升机在北阿坎德邦坠
毁，机上载有洪水救援物资。报道
称，直升机当时正载着救援物资飞往
北阿坎德邦受洪灾影响的地区，但在
飞行途中撞上一根电缆后坠毁。连日
暴雨导致北阿坎德邦多个地区发生洪
灾，当地很多民众被滞留，急需救援
物资支援。

印度官员刚说供电成就非凡就停电 
现场哄堂大笑

8月20日，印度中央邦能源部长辛
格发布会上遭遇停电。尴尬的是他当
时正在强调政府在电力供应方面取得
成就若干。停电引来记者哄堂大笑。
电力供应很快恢复，辛格认为停电背
后有“阴谋”，因为技术原因导致的
停电不会在一分钟内恢复。

韩美防卫费分担谈判代会晤 
美或要求上调韩方费用

韩国外交部副发言人李在雄20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韩美防卫费分
担谈判代表20日在首尔举行了会晤，
就即将启动的第11份韩美防卫费分
担协定谈判事先交换意见。韩国外交
部韩美防卫费分担谈判代表张元三，
和美方谈判代表蒂莫西·贝茨20日率
团参加会晤。韩联社报道称，韩美可
能就最早将于9月启动的第11份韩美
防卫费分担协定谈判，具体日程和方
式进行协调。在新一轮谈判中，美方
或许会要求大幅上调韩方分摊费，双
方可能就此展开博弈。驻韩美军防卫
费主要用于驻韩美军所在各个军事基
地的内部建设费用、军需后勤物资费
用、韩国劳务人员开支等。

日本前警官被捕 
涉嫌曾在G20会场附近放置烟雾弹

当地时间8月20日，日本大阪府警
方以涉嫌使用诡计妨碍警备为由，逮
捕了前大阪府警巡查部长岩桥俊治。
据悉，岩桥目前已承认犯案。据报
道，2019年6月末，日本大阪市举行
了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岩桥涉嫌在
主会场附近放置烟雾弹妨碍警备。据
日本警备总务课表示，6月28日下午2
点20分左右，岩桥在举行G20峰会的
大阪国际会展中心以西约300米处的
树丛中，放置共计3个直径2.5厘米的
烟雾弹，使警戒中的警官误以为是危
险物品，从而妨碍警备工作。

菲律宾暴发登革热疫情 
中国在菲企业罹患者无病危或死亡

中新社记者21日了解到，今年1月
至8月中国在菲律宾承建项目工地先
后发现190例感染登革热病例，其中
中国雇员185人，菲律宾雇员5人，因
治疗及时没有病危或死亡案例，目前
尚有1人留医治疗。据有关项目工作
人员介绍，从发现第一起登革热病例
起，即与项目所在地大型医院合作对
所有中菲患者进行及时治疗，并支付
所有医疗费用；在工地现场采取了紧
急措施，购置登革热检测装置，对环
境进行消毒，建立疫情日报制度；同
时做好登革热预防知识中、英、菲语
宣传。今年以来菲律宾登革热疫情逐
步升级，菲律宾卫生部7月15日宣布
菲全境登革热疫情预警，8月6日宣布
全国进入登革热疫情暴发状态。

泰国南部发生多起爆炸 
造成7人受伤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当地媒体报
道称，当地时间21日，泰国南部也拉
发生多起爆炸，造成7人受伤，其中
包括3名儿童。此前一天，泰国政府
拒绝考虑释放被拘留的伊斯兰分离分
子。俄卫星社援引泰国电视台三台报
道称，3枚简易爆炸装置对输电塔造
成了破坏，另有2枚将一座手机发射塔
和一台ATM机作为目标。报道说，袭
击还导致两个区域电力中断。俄卫星
社说，一些人将此次袭击与政府不考
虑释放伊斯兰分离分子的决定联系起
来，泰国政府对此进行了驳斥。泰国
副总理对泰国电视台三台表示：“这
些爆炸与分离分子的要求无关。”

日本一新干线列车行驶中车门未关 
未造成乘客受伤

日本东北新干线一列车21日在行
驶中发现有一扇门处于打开状态，
随即紧急停车，所幸未造成乘客受
伤。该情况被发现时，列车正以每
小时280公里的速度在宫城县内行
驶。该列车是上午10时7分左右从仙
台车站发往东京的。列车出发10分
钟后，车内系统提醒有门未关闭，
因此列车被紧急停止，当时正处于
宫城县柴田町第2叶坂隧道内。

根 据 《 联 合 早
报》21日转引美国广
播公司（ABC）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2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
峡“构成威胁”，“破
坏该地区的稳定”，澳
大利亚认为这些行为对
其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
威胁。莫里森称，澳大
利亚政府已决定“与国

际合作伙伴一起做出护
航的贡献”，“这符合
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并补充说“我们的贡
献范围有限而且是有时
限的。”

根 据 报 道 ， 澳 大
利亚将派遣一艘护卫
舰 、 一 架 P 8 海 上 侦
察机和支持人员加入
以美国为首的护航联
盟。

根据中新网21日报
道，美国在近期持续
游说盟国加入“护航
联盟”，英国、以色
列和巴林已宣布参与
行动。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和国防部长埃斯
珀在8月早些时候访问
悉尼时，曾请求澳大
利亚帮助巡逻这条战
略水道。伊朗方面则一
向反对美国的“护航行
动”。伊朗总统鲁哈
尼14日表示，海湾地
区国家可以通过对话与
合作确保本地区的和
平稳定，所谓的“护

航行动”不会给地区
带来任何好处，海湾
地区不需要外部势力

介入。他提醒地区国
家不要掉入美国设下
的“陷阱”。

澳总理：澳将加入

美国倡议的波斯湾“护航联盟”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新浪网】8月21日，澳大利亚总

理莫里森宣布，澳大利亚将加入美国

发起的波斯湾“护航联盟”。

【海外网】印巴局
势持续紧张。当地时间
20日，巴基斯坦人权
部长玛扎里（Sh i r e e n 
Mazari）致信联合国，
要求解除印度女演员
普里扬卡（P r i y a n k a 
Chopra）联合国亲善大
使的身份。

综合半岛电视台和
《今日印度》报道，玛
扎里在信中写道：“普
里扬卡女士公开支持印
度政府在克什米尔问题
上的立场，并支持印度
国防部长向巴基斯坦发
出的核威胁，这完全违
背了其作为联合国亲善
大使应该坚持的和平和
善意原则。除非立即撤
销普里扬卡在联合国的
身份，否则亲善大使的
想法会在全球范围内成
为笑柄。”

事情缘于今年2月27
日，普里扬卡在社交平

台发布的一则文字。2
月2 6日，印度空军多
架战机越过印巴实控线
附近的穆扎法拉巴德地
区，对巴控克什米尔地
区内的所谓“恐怖主义
训练营”进行空袭。随
后，普里扬卡在社交平
台发文“Jai Hind”（
有庆祝胜利之意），并
在后面加上“印度武装
力量”（Indian Armed 
Forces）的文字。

这一行为在网上引
起诸多争议。有网友指
出“当联合国亲善大使为
印度越过实控线而鼓掌
时，就有问题了。这可
能导致两个核大国之间
的战争”。还有网友表
示，“作为联合国亲善
大使，你应该努力化解
两国间的紧张关系，为
维护世界和平的目标努
力。而不是为其喝彩”
。还有网友直接道出“

真替你感到丢脸”。
就在印度宣布废除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特
殊地位几天后，一位
巴基斯坦妇女在公开场
合称普里扬卡为“伪君
子”，令事件再升温。
之后普里扬卡疑似对此
事做出回应，称“我真
的不喜欢战争，但我爱
国。我认为我们大家必
须站在一个中立的立
场。女孩，别对我吼，
我们都是为了爱。”

巴基斯坦致信联合国 

要求撤销印度女演员亲善大使身份

印度女演员普里扬卡
【中新社】首尔消

息：美国朝鲜政策特别
代表斯蒂芬·比根21日
在访韩期间表示，他不
会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
使，他将继续致力于解
决朝鲜半岛核问题。

近 日 有 媒 体 报 道
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考
虑提名比根接替已经辞
职的洪博培，出任美驻
俄大使。另有报道称，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约
翰·沙利文也是美驻俄
大使的人选之一。

比根21日在首尔与

韩国外交部半岛和平交
涉本部长李度勋举行会
谈，并共同会见记者。
比根表示，他将继续致
力于解决朝鲜半岛核问
题，继续全力以赴完成
这一重要使命。他说，
如果朝鲜同意，美国已
准备好尽快进行美朝工
作层接触，这符合两国
领导人今年6月达成的
共识。

今年6月30日，特朗
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在板门店韩方一
侧“自由之家”举行
会谈，双方同意组建谈
判团队进行磋商。但这
一共识迄今仍未得到落
实。

李度勋21日对潜在
的美朝对话表态称，这
一势头来之不易，体现
出韩、朝、美三国领导
人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
的决心。他说，韩美将
继续保持紧密的磋商与
合作。

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

否认将出任美驻俄大使

【海外网】韩国总
统府青瓦台相关人士
21日表示，最快明天
（22日）决定是否续
签韩日《军事情报保护
协定》（GSOMIA）。
相关内容或经国安会协
商后，由青瓦台国家安
保室第二次长金铉宗
对外公布。作为应对日
本“经济报复”的筹
码，韩国近期作废军情
协定的呼声高涨。分析
认为，由于这一协定事
关美日韩军事合作，若
协定终止，必将对美日
韩同盟产生影响。

韩联社称，22日，

金铉宗将会见在韩访问
的美国对朝特别代表比
根。比根主管美朝工作
层磋商相关事务，因
此，金铉宗和比根可能

主谈朝美核谈判，但双
方也有可能对韩日军情
协定交换意见。

韩日《军事情报保
护协定》于2016年11
月2 3日签署生效。该
协议规定，韩日双方可
以交换军事情报且对
情报有保密义务，协议
为期一年，届满即自动
延长。若有一方不愿续
约，则提前90天、即
8月24日以前通报终止
协定。韩日贸易争端发
酵后，韩国总统府青瓦
台、国防部先后表示，
将重新审视韩日《军事
情报保护协定》。

最快22日 韩国将公布

是否作废韩日军情协定

韩国青瓦台发言人

【中新网】消息人士
透露，美国和日本首席
谈判代表本周会谈时，
将设法缩小彼此贸易分
歧，但因双方无法在农
业和汽车领域作出让

步，有关在9月达成协
议的希望正不断消退。

据报道，当地时间21
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
希泽（Robert Lighthizer）
与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茂

木敏充将在美国华府展
开为期2天的谈判，这是
两人本月第2次谈判。

莱特希泽与茂木敏
充在上一轮谈判中商
定，要在美国总统特朗

普和日本首相安倍9月
下旬趁出席联合国大会
之便再次会谈前，达成
大致协议。但了解谈判
状况的日本官员透露，
目前谈判进展缓慢。

其 中 一 名 官 员 表
示，“这将是个非常棘
手的谈判”。另一名官
员指出，除非美方做出
较多让步，否则协议难
以在9月达成。

美日代表本周贸易谈判 日官员:9月达成协议不乐观

【中新网】在8月9
日至18日的“平安假”
期间，因台风天气和与
韩国关系紧张，日本福
冈至韩国釜山之间的火
车和渡轮客运量大幅下
降。日韩之间多项交流
活动被取消。

据 日 本 《 朝 日 新
闻》报道，位于福冈的
九州铁路公司表示，与
2018年同期相比，常规
线路的特快列车客运量
下降了6%。

该机构将客运量下
降归咎于袭击日本西部
的10号台风“罗莎”，
并指出日韩双边关系持
续紧张也是原因之一。

此外，与2018年同
期相比，日本乘客和
韩国乘客对福冈与釜山
之间高速渡轮服务的需
求分别下降了3 3%和
70%。

运营商JR九州喷气
渡轮公司说，用户数量
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旅
行社取消了对体育赛事
和学校旅行的预订。

该公司一名高级官
员表示，希望到201 9
年9月时，游客将会回
来。他说：“在过去的
几年里，往返韩国的渡
轮已经全部订满，但今
年仍有空缺。”

另一方面，日本北
九州市政府8月19日宣
布，原定于10月在韩国
仁川举行的纪念两国友
好城市关系的活动已被
取消。

过去几年，北九州
的官员一直受邀参加在
仁川举行的年度活动。
但2019年，仁川政府表
示，由于该活动将被审
查，北九州市的官员没
有被邀请。

日韩城市间火车渡轮客运量骤降 

多项交流活动取消

因日韩关系紧张，韩国民众抵制日货

斯蒂芬·比根

【 人 民 网 东 京 】
日本出入境在留管理
厅20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去年一年内，共
有832个在日外国人在
留资格被取消，创历
史新高。被取消在留
资格的外国人中，大
部分为留学生和技能
实习生，他们大多是
被学校开除，或是在
实习单位失踪后私自
打工滞留等。

根 据 日 本 《 出 入
境 管 理 及 难 民 认 定

法》，在留资格取消
制度从 2 0 0 5年开始
实施，2016年有294
个 在 日 外 国 人 在 留
资格被取消， 2 0 1 7
年为385个。2018年
与上一年度相比数量
倍增，这主要是因为
2017年1月起，根据
修改后的《出入境管
理及难民认定法》，
日本政府对于从事与
在 留 资 格 不 符 活 动
的外国人能够及时查
处。与此同时，除入

境审查官外，还新配
备了入境警官对入境
外国人进行调查。

2 0 1 8 年 被 取 消
的 8 3 2 个 在 留 资 格
中 ， 4 1 2 个 为 “ 留
学”，15 3个为“技
能实习”，80个为“
日本人配偶等”。被
取消在留资格的外国
人中，来自越南的最
多，为416人，其次为
中国（152人）、尼泊
尔（62人）、菲律宾
（43人）。

日本2018年共取消832人

在留资格 半数为越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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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2 0 1 9年 1 0月
26日-27日汉考报名工
作顺利进行：20 1 9年8
月16日，雅加达华文教
育协调机构（简称“雅
协”）举行了20 1 9年8
月24日的汉考报名点会
议。参加此次的会议的
是此次汉考报名点负责
人，主要培训了各报名
点负责人汉考方面的事
宜。

此次会议开始由印尼
全国汉考委员会执行主
席蔡昌杰，首先对来参
加汉考会议的各位老师
表示了热烈欢迎。感谢
各位汉考分考点负责人
在百忙之中来到雅协开
会，也对各报名点对汉

考工作作出的突出贡献
表示感谢。并预祝此次
汉考顺利进行，最后展
望了汉考的美好未来。

随后负责雅加达地区
汉考工作的蔡微笑老师
就汉考工作细节做了详
细的阐述，各报名点的
负责人有不明白的地方
都积极发问，蔡微笑对
负责人提出的问题作出
详细的解释，使得来参
加汉考会议的负责人了
解汉考报名工作的各个
细节。

最后孔子学院总部/国
家汉办公派教师、考试
与培训部主任卢鹏对此
次汉考报名点会议做出
总结，并预祝此次汉考

2019年8月汉考报名点会议在雅协举行

合影

【本报周孙毅报道】8
月1 8日，雅加达“颍川
堂”锺氏宗亲会在该宗祠
Jl.Jembatan Lima No.235举
行一年一度秋季祭祖典礼。

该宗亲会名誉主席锺延
筹，理事会主席锺定晋，
副主席锺德良、锺玉坚，
执行主席兼秘书长锺文
燐，监事长锺海康等理事
及宗亲，逾百人踊跃参与
祭祖活动。

礼毕，大家前往P l u -
it Village潮苑酒楼聚餐联
欢，藉敦族谊。

雅加达锺氏宗亲会秋季祭祖典礼
【本报讯】座落在雅加

达东部Cakung区的Nalanda
高等学院于8月10日在学
院庭院举行义诊及捐血活
动。Nalanda高等学院的本
科系、硕士系及师范系师
生们参与义诊。Nalanda教
育基金会（Yayasan pen-
didikan Nalanda）主席陈祖
亮（Tan zu liang）、Dali 
Santunaga教授、Saccanyano
和尚、郭珍兰老师、Vico医
生出席了活动。

该学院的中医系在主任
叶伟生中医博士带领下以气
功、针灸，另有火灸（人体
空间医学）给求诊者医病，

Nalanda佛教高等学院三系办义诊及捐血活动圆满成功

【本报Muha巴厘报导】
群岛皇族传统风俗委员会
（MAKN）负责监督整个
印度尼西亚的所有皇族和
宫殿，并结合千禧一代年
轻人更关注整个群岛的皇
族和宫殿的保护和发展。

根据巴厘登巴萨九世
皇族伊达（Ida Tjokorda 
Ngurah Jambe Pemecutan）
，未来的群岛皇族传统
风俗委员会(MAKN)的运
作，将引起千禧一代的兴
趣和关注，例如数字科技
领域，创业或所有这些共
同涉及保护和发展与皇族
和宫殿有关的印尼文化。

伊 达 最 近 在 登 巴 萨
说：“通过邀请千禧一代
年轻人或与千禧一代年轻
人合作  ，将开展许多项目

和活动。稍后此计划或活
动将使用YouTube等现代
数字技术，还有社交媒体
以及孩子们现在所喜欢做
的事情或习惯。”

这位登巴萨皇族提醒
印度尼西亚皇族与宫殿委
员会说，佐科威总统高度
重视与关心和支持以上文
化。皇族与宫殿是我国文
化的根源，拥有重要的资
产，如传统、服装、烹
饪、讲故事，千个国王的
历史，到香料之路。

“所有这些都可以与目
前或当前的情况相呼应，
涉及千禧一代或接近数字
技术领域的年轻人。”

群岛皇家的存在其文化
与人权是受到文化法的保
护，它也被记录在“文化

遗产法”中，必须具有多
样性和国籍回归多元化中
的团结精神或精神。

2 0 1 9年 8月 6日至7日
在 巴 厘 岛 登 巴 萨 举 行
为期两天的第一次审议
中，MAKN的管理层也被
任命。审议的目的是试
图解决未来皇家和宫殿问
题，推进国家建设与保护
印尼传统文化。

来 自 S u r a k a r t a 
Hadiningrat Sunanate 
Palace的Wandansari Koes 
Moertiyah或Gusti Moeng的
丈夫Eddy Wirabhumi说，
文化的爱和多样性会受到
压抑，今天印度尼西亚人
民若要深入的了解皇族文
化受到如激进主义和不容
忍严重的威胁。

“我们正准备成为一
个可以在以下三个重要方
面独立的国家，即粮食，

能源和金融。MAKN在整
个群岛拥有大约5 6个皇
族国和宫殿，应该能够实

现印尼在这三个重要方面
的独立性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

群岛皇族传统委员会结合千禧一代保护皇族文化

在第一次审议大会期间，一些皇族成员在整个群岛举行了旗帜，并在登巴萨成立了群岛
皇族风俗委员会（MAKN），在巴厘岛，不久前MAKN将依靠千禧一代及更加关注整个群岛
中与皇族或宫殿相关的印度尼西亚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圆满成功。
此次汉考报名点会议

也是对各汉考报名点的培

训，使不熟悉汉考报名流
程的报名点了解汉考报名
的流程。帮助各报名点更

好的推进汉考工作，推动
地区汉考的发展，让更多
的汉语学习者参加汉考，

进而促进地区的考教结
合，乃至印尼全国汉语教
学与考试的发展。

雅加达锺氏宗亲们祭祖一景。

锺延筹（前左五）和锺定晋（前左四）、锺玉坚（前左七）、锺文燐（第二排左五）等
理事与宗亲祭祖后合影。

也给病患者分发印尼草药
（jamu）；另有西医给病人
诊病施药，有止痛药、抗生
素、抗糖尿药、降高血压药

等。捐血活动和印尼红十字
会合作，至中午时分圆满结
束。

（Nalanda学院供稿）

左起：郭珍梅、黄素玉、Saccanyano和尚、Dali Santunaga、陈祖亮、郭珍兰、钟奇凤、Jeny 
Harianto在义诊开始前合影。

右起：郭珍兰、钟奇凤、Himan中医师、陈祖亮、苏源丰在
义诊场地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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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了一周，终于到

周末啦！组个饭局，

火锅？撸串？小龙虾？

然而，大快朵颐之后，

身体很快就会诚实的

“告诉”你、它吃不消了：

眼 睛 红 肿 、 牙 痛 、

口 舌生疮、口干咽痛、

流 鼻 血 、 小 便 黄 、

便 秘 等 都 是 信 号 。

这就是咱们 老 百 姓 常

说的“上火”，那么，

到底什么是上火？又该

如何祛火呢？广东省中

医院 针灸科符 文 彬 教

你祛火妙招。

撰文：严慧芳 宋莉萍 

绘图：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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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火怎么办？名医教你“消消火”

中医
小讲堂 中成药也要学会安全避暑

什么是上火？ 
上火，俗称“热气”，多

发于阳热体质人群，或在炎
热季节、或嗜食油炸辛辣食
品、或过量服用温阳补益药
物、或熬夜后而出现的口干
口苦、咽痛、口腔溃疡、牙
龈肿痛、心烦易怒等一系列
症状。随着生活工作压力与
节奏不断增大及饮食生活习
惯的改变，上火成为困扰现
代人的常见问题。

根据传统中医理论，上火
的不同表现可归属于不同的
脏腑： 

肺火：咽痛，咽干，声音
嘶哑， 咳嗽无痰，流鼻血，
出汗，长痱子； 

心火：口腔溃疡，口苦，
心烦，易怒，失眠，小便
黄； 

胃火：口臭口苦，头痛，
牙龈出血，痤疮、上腹不
适，食少，腹胀便秘；

肝火：急躁易怒，胸中烦

闷懊恼，口干口苦，头痛，
头晕，眼干， 失眠；

肾火：头晕，耳鸣，脱
发，齿摇，心烦，消瘦，腰
腿酸疼。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
些“火”都有实火和虚火的
差别，例如实火多为症状程
度较重、多伴大汗、腹胀便
秘、牙痛程度剧烈，而虚火
多为症状程度相对轻，可有
盗汗（睡着后出汗、睡醒即
止），隐隐作痛。我们要学
会分辨上火的脏腑和疼痛性
质。

上火如何调理？ 
上火后的调理，要从生

活习惯入手。首先要养成规
律生活、适当运动、合理饮
食的好习惯，减少上火的出
现。如：早睡早起，规律的
运动，避免食用油炸、过于
辛辣的重口味食物，多食用
富含维生素纤维素的新鲜果

蔬。其次，要多饮水。因为
身体里有 “火”时，火热蒸
腾会耗伤体内津液，口渴、
便秘就是津液耗伤的直接表
现。

上火后适当补充水分能较
好的缓解上火症状。 

穴位是人体自我修复的“
开关”，上火时，我们也可
以用掐或用棉签头点按、刺
激人体的特定穴位，启动人
体修复程序，起到清热泻火
的功效。

清肺火：少商__大拇指甲
根外缘；鱼际__手外侧，第
一掌骨外侧中点；尺泽__屈
肘，肘窝外侧凹陷内。

清心火：中冲__中指指尖
末端中点；劳宫__手掌内，
微握拳，中指尖下方。

清胃火：内庭__足背，足
二三趾间。

清肝火：行间__足背，足
大趾与第二趾间；太冲__足
背，足大趾与第二趾间，行

间穴后约1-1.5 厘米。
清肾火：然谷__足内踝最

高点前缘两指直下高骨下方
凹陷处； 太溪__足内踝最高
点与足跟水平连线中点。

药 膳 或 药 浴 调 理 也 是
一种方法。善于使用药膳
养生保健的广东人民有很
多经验。清肺火可选用绿
豆汤、荞麦茶、桑叶、薄
荷 、 金 银 花 茶 。 清 心 火
可选莲子心粥茶。清胃火
选的是龙井茶、白茅根甘
蔗茶。肝火太旺可用菊花
茶、决明子茶、石斛茶。
肾火则需要生地、熟地、
银耳、龟板茶等。不过，
因为人体体质差异， 建
议大家咨询中医师辨明体
质后再用药，以免弄巧成
拙，损伤身体正气。

如果用药浴调理，肺热可
用桑叶、金银花、两面针煮
水药浴外洗，口腔溃疡栀子
水漱口等等。

烈日炎炎的“三伏天”，
很多人趁这一时期“冬病夏
治”，其实，在湿热交蒸之
际，家里¨除病消灾〃的药
品也需要精心避暑。尤其是
家家户户常备的中成药，更
是面临来自三伏的重大湿热
考验，贮存不当，不仅容易
变质，还可能发生安全性的
问题。

中成药成分决定其特性
中成药是纯天然的鼻祖，

中成药的成分大多取自天
然，比如家中一些常备的中
成药，其中会含有山楂、陈
皮、山药和麦芽，简直就是
妥妥的食物草本大全。

由于取材天然，中成药
也养成了“娇”“贵”的天
性。¨娇〃 是因为中成药

的纯天然材质，非常容易受
到氧化或环境中的各种因素
影响。说它¨贵〃也是毫不
为过，部分中成药会取材名
贵材料，比如人人皆知的人
参；再比如传说中神秘的天
然牛黄（牛胆囊的胆结石）
，近几年更是已经达到了天
价，每克单价已经超过了黄
金。

中成药的配方大多来自
医学经典千年古方，在讲
求创新的今天。中成药在
遵从传统配方的原则上，
也在不断地升级工艺，以
适 应 新 时 代 的 需 求 。 比
如从前经典的中成药片很
多都是用糖衣来包片，而
目前一些领先的中成药企
业，早已经在用薄膜衣_ _
一种高分子聚合物衣膜进

行外膜包裹，以更好地服
务糖尿病患者和适应大众
对于¨无糖〃的需求。而
传统的用棉花球或防潮剂
来避免受潮的方式，也因
为可能带来的二次污染和
误食的问题而日益绝迹于
市场。

中成药贮存注意三大法则
随着梅雨季节和大暑节气

的交替来临，我们家里的中
成药正在面临着重大的¨湿
热〃考验，。

最近一项调查表明：近
七成的大众对中成药贮存
的意识淡薄， 把中成药随
便放抽屉、或塑料袋内不
做任何防护。而中成药一
旦变质，随之而来的不仅
是有效性的影响，更会带

来安全的隐患。中国中药
协会指出，中成药贮存有
三大黄金法则：一是尽快
吃。是的！ 你没看错，因
为中成药的天然成分，尽
快吃、吃新鲜是让药效发
挥最大效力的第一准则。
二是会贮存。无论是否开
封，都需要注意防潮和隔
热，如果已开封，那么更是
需要好好了解下面的正确
方法和规避误区。三是及时
扔。大部分的中成药按照黄
金准则二下的保存建议，都
可以让药效保持，并可以最
大可能地延长其有效期。但
如果家里的中成药因为各种
原因还是发生了性状的改
变，如受潮、粘连等，这时
候不要犹豫，为了安全 起
见，还是扔了吧。

今日广东官方微信

监制：王更辉 刘江涛
统筹：王会赟

食养坊

虫草花猪骨
玉米汤

小米山药
枸杞粥

材料：小米50克，山药半

根，枸杞20粒。

做法：①小米淘洗干净；

枸杞冲洗净，用温水浸泡

备用；

②山药冲洗净、削皮，切

成小块儿，浸泡在清水中

备用；

③锅中加适量的清水，烧开

后放入所有材料；

④大火烧开转小火，大约

熬20分钟，关火后焖一会

即可。

功效：健脾养肝，滋肾益

精。

适合人群：脾阴虚、肝血或

肾精不足，经常熬夜且见疲

倦口干、饥不欲食、眼涩脱

发者。

山药健脾补肾、枸杞养肝滋

阴、小米滋阴清虚火，三者

搭配，功效互补，特别适合

常常熬夜、暗耗阴血的人。

山药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

酶等物质，有利于脾胃消化

吸收功能，是一味平补脾胃

的药食两用的上品，但是胃

酸多的人不建议经常服用，

因为山药淀粉含量高，容易

刺激胃酸分泌。

材料：猪骨400g ，玉米1 个 

，虫草花20g，干贝15g ，芡

实30g ，蜜枣2颗 ，枸杞5g 

，姜5g。

做法：①虫草花沖洗一下，

清水浸泡5分钟；

②枸杞、芡实、蜜枣、干贝

用水沖洗干净，玉米切小

块；

③猪骨洗净，冷水下锅，煮

出血水后捞出，用温水沖洗

掉浮沫；

④砂锅中注入2L清水，放入

猪骨、姜片、虫草花、芡

实、蜜枣、干贝；

⑤放入玉米，大火烧开，小

火煲煮1小时，最后加入枸

杞，调入盐即可。

功效：润肺健脾，养肝固

肾。

虫草花药性平和，不寒不

热，润肺补肾，有护肝、抗

氧化、提高机体免疫力等功

效。

干贝味甘、咸，性微温，

有补肾的作用，芡实补脾固

肾，枸杞养肝明目，猪骨

补钙，几者搭配来□汤，味

道鲜美，能润肺健脾养肝补

肾，是熬夜者滋补的靓汤。

（药食同源，凡膳皆药。

本栏目由广东省中医院副院

长、治未病研究基地学术带

头人杨志敏教授担任专家指

导，专注教大家吃出美味和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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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深圳早已由边
陲小镇发展成经济规模位
居世界城市前列的国际化
大都市，深圳未来的发展
将着力通过质的提升以继
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走
出一条高质量发展道路。
《意见》的提出将从不同
方面影响深圳未来的高质
量发展。

一是将提升深圳创新
驱动发展水平。《意见》
支持深圳建设5G、人工
智能、网络空间科学与技
术、生命信息与生物医药
实验室等重大创新载体，
建立全球创新领先城市科
技合作组织和平台等。这
将促进深圳基础研究和原
始创新，推进产学研深度
融合，更多创新型高新技

术企业将从中受益，这有
利于发展基础科学和前沿
技术从而构建起以创新为
引领的高质量经济体系和
发展模式。

二是将进一步壮大优
势产业，并培育经济发展
新动能。高新技术产业、
金融业、文化创意产业和
现代物流业是深圳的四大
支柱产业。《意见》提出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研究完善创业板发行
上市等制度，创造条件
推动注册制改革。这意味
着深圳金融行业的发展将
进入全新的快车道，届时
将改善金融营商环境，提
高金融服务效率，提升深
圳金融国际化水平和影响
力。

此外，《意见》也就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文化
产业等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壮大既有优势产业的同
时，《意见》也将目光投
向未来通信高端器件、高
性能医疗器械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把握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协同发展的
契机，并加快布局先进制
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将稳步
推动深圳产业迈向全球价
值链的中高端，这将成为
深圳实现再次腾飞的重要
动能。

三是将提升深圳发展
成果为社会共享的水平。
《意见》提出通过教育改
革试点、创新医保制度等
途径提升教育医疗事业发
展水平，通过完善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
制、完善保障性住房等方
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
动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定将
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提高生活水平、汇聚致力
于未来发展的强大动力。

四是将助力深圳迈向
全面扩大开放的新格局。
改革开放已带给了深圳至
关重要的历史机遇，深圳
也因此获得了举世瞩目的
发展成果。而如今再次迎
来机遇的深圳将通过开展

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
建设高质量高标准的自由
贸易试验区等加快构建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进一步提升
了深圳的定位，而定位提
升后的深圳也将对区域乃
至全国高质量发展起到重
要的引领作用。

首先，将促进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随着深圳
逐渐增强其在区域内的
核心引擎功能，粤港澳
大湾区将实现更大规模
的人才的流入、创新思
维的碰撞和高新技术企
业的集聚，粤港澳金融

市场互联互通等新模式
也将使各种要素更高效
便捷地流动，通过区域
探索协同发展模式，粤
港澳大湾区将成为更具
创造力的经济增长极。

其次，深圳作为先行
示范区将在新的时代背景
与国内外挑战下探索并积
累高质量发展的宝贵经
验，得以向其他城市的发
展推广思路，为我国下一
阶段发展提供可行之策，
这将为我国在纷繁复杂的
大环境下增加自信与定
力。

再者，深圳先行的改
革试验将推动全国进一步

深化改革，如外汇管理改
革试点、区域性国资国
企综合改革试验等新尝
试将实现对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的新探索，毋庸
讳言，中国要前进，就
要全面深化改革，而新
尝试必将面临新挑战与新
机遇，深圳将以“敢为天
下先”的勇气与胆魄率先
进行改革，引领全国全面
深化改革，实现高质量
发展。（罗来军 中国人
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
院长、中国方案研究院执
行院长。 楼佳伟 中国
人 民 大 学 经 济 学 院 。
来源：中国网）

深圳再次腾飞并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 文/罗来军

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

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

示范区的意见》，提出支持深圳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这既是对

深圳发展成就的肯定，也是新的历史时

期赋予深圳的重任。建设先行示范区不

仅将成为深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

推器，而且也将对全国高质量发展产生

强有力的引领作用。

部分国内外旅游公司
对风险的忽视，既有主
观上的侥幸心理，也有
客观上对成本的把控。
但 在 游 客 人 身 安 全 面
前，风险防控机制容不
得打折。

8月19日下午，一辆载
有40多名中国游客的旅
游大巴，在从老挝首都万
象驶往北部城市琅勃拉邦
途中发生严重车祸。经核
实，车上共有44名中国公
民，已确认13人遇难，2
人失踪，29人被送往多家
医院救治。

身在异国遭遇这么严
重的车祸，让人惋惜。
古语说“蜀道难，难于
上青天”，但如今随着
高 铁 跟 高 速 公 路 的 贯
通，国内许多偏远山区
交通得到了极大改善。
相比而言，东南亚有些
地区交通设施则明显滞

后。新闻中提到的万象
至 琅 勃 拉 邦 ， 就 是 山
路险要、蜿蜒曲折还狭
窄，网上不少去过的网
友也表示曾遭遇惊险情
形、心有余悸。

另据新京报报道，有
当地导游介绍，老挝旅
游大巴车车况不好，好
多都是欧美国家的二手
车。再加上路况不好，
安全隐患会非常明显。

现在有消息称，车祸
疑似是因为刹车失灵所
致，尽管这还有待调查
结果的印证，但这也确
实与“当地旅游大巴车
车况不好”的说法形成
呼应。那么在此不妨问
一句：相关方面在大巴
上路之前，是否做过有
效的安全核查？

如果不纠结于个案，
那么这次严重的车祸也是
在提醒各方，有必要对海

外游的安全风险提起高度
重视——2018年，中国出
境旅游规模达到1.49亿人
次。随着中国游客大规模
体验出境旅游，所面临的
旅游安全风险种类越来越
多，风险敞口也越来越难
控。

在巨量游客规模压力
下，游客缺乏出境经验
或者目的地缺乏足够接
待能力，都会将旅游安
全风险显著放大。此次

老挝车祸事件，更像是
两种原因的叠加。

在这个过程中，安全
盲点很多。

游客一方，由于缺乏
常识和背景信息，许多
时候身处险境而不觉。
即便有所察觉，在跟团
的环境下，也只能“客
随主便”。自从去年普
吉岛严重事故发生后，
游客和企业对涉水旅游
项目的安全问题有所警

觉，但对山区的旅游安
全还是重视不足。

而 部 分 国 内 外 旅 游
公司对风险的忽视，既
有主观上的侥幸心理，
也有客观上对成本的把
控。在资源采购、保险
配置、过程管理和危机
处置方面重收入利润、
轻安全保障的情况不在
少数。

此外，海外旅行一个
重要短板是主体责任没
有得到普遍确认。对于
相关管理部门，由于出
境目的地众多，境内外
法律和管理规定各异。
虽然有ADS协议、安全警
告、信息公布和领事保
护等应对出境旅游安全
风险，但依然有捉襟见
肘的窘迫感。

这就要求游客、旅游
公司、监管方都要时刻拉
紧安全的弦。游客要提前

做好风险预估，量力而
行；旅游公司则必须增加
安全投入，以最高的安全
标准贯穿路线、车辆、司
机、活动等各个环节，对
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因素
进行识别、分析、评估、
应对。这其中，如果是游
客在国内旅行社购买了
国外的旅游产品，那么，
不管具体的产品提供者是
谁，国内旅游公司可能都
有责任确保游客在境外的
人身安全，这就需要双方
有效的联通与协作；而对
于监管方来说，要掌控关
键环节、提供关键帮助，
并能够持续风险监测，及
时预警、有效应对。

有时候，意外纵然难
以避免，但各方应努力
将意外发生的概率降至最
低，尽力保障出境游客的
人身安全。

（来源：新京报）

老挝车祸多人遇难 海外游如何防风险？ 文/杨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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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超详细的煲仔饭攻略

1.准备工作之煲仔饭酱汁

蒸鱼豉油30g、白糖一茶匙、

酒一汤匙和大半汤匙清水混合均

匀；

·酱汁可不仅仅是酱油那么

简单，熬好一份酱汁，毫不夸张

地说，你的煲仔饭可以说已经成功了一

半。我试过很多份酱汁，这一个相对好

做，味道也还不错。

·蒸鱼豉油没有的话可以用普通生

抽，你手边有质量好的生抽？尽管用上。

·酒很重要，最好用高度酒，这样

酱汁会很香——我一般会用威士忌或者

朗姆酒，手边没有的话也会用二锅头一

类，如果你实在没有，也不想买，用普

通料酒也将就，但是市售的普通料酒几

乎没有度数，比起高度酒，香味自然也

差了一大截。

·以下三样材料可选，你手边有的话

加进去更好，没有的话也不用特意去购

买：美极鲜味汁几滴、鱼露几滴、鸡精

一小撮。

3 .准备工作之米饭&配菜

腊 肠 按 你 喜 欢 的 量 来 放 ， 切 成

片；

·我随手在家附近买的腊肠，很

便宜，然而便宜腊肠的缺点就是肥肉

含量颇高（图里很明显），网上我没

买过太多，荣华的挺不错，也不是很

贵，没吃过的可以试试。

·不差钱的话也可以试试镛记的。

5.终于要开始的正式制作
滤干后的米放入薄薄地涂了

一层油煲仔锅，加入适量清水
和一些油；

· 之 后 步 骤 会 比 预 想 中 的
快。如果对厨房还不是太熟，
推荐按照我的步骤，先准备配
菜再来做比较好，不然很容易
忙得晕头转向。

·米不要加到煲仔锅高度的
1 / 2以上，不然之后很容易溢
出。

·适量清水？为什么不给出具体
数字？因为米的吸水量是不一样的。
就算是同一种米，不同产地不同品牌
的吸水量也会有细微的差别。长粒米
一般放生米（你淘米、浸泡【之前】
的米的重量）的9 0%前后，也就是
100g生米：90g清水。你用90%做出
的饭可能夹生，也可能太软，需要自
己做几次微调一下，找出适合自己的
米水比例。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解决
方法。

·油以猪油为佳，图里我是开火烧
了一会儿才想起忘记照相，所以猪油
有些融化了，大约放了10g不到。

·这一步必须加油+涂油，水沸腾
时的振动会把油脂均匀带入所有米粒
之间，让米粒晶莹透亮饱满好吃的同
时，也会延缓米粒里水分的蒸发，油
很重要。煲仔饭本来就不是什么健康
的食物，所以也不要想着减少油量这
样的“喝可乐还想加几颗枸杞”式的
做法了……

7.转小火大约2-3分钟后，开

盖检查米饭状态，确认状态之后

加入腊肠，盖上盖接着小火焖；

·因为照了几张照片浪费了一

些时间，所以锅里的水位下去了

一些，不太容易看清了。但是在开盖的

一瞬间会看到还是有一些水的。锅里的

饭进入这个状态之后，就表示可以加入

腊肠了。

·腊肠有两个派别，一派认为煎一

下再下进锅里，会让焦香更突出；一派

认为直接放入锅里，腊肠的油会渗入到

饭里，会更香。后者做法相对更方便，

也更常见，我也是忠实的直接放锅里

派。

·不要担心开盖让热气跑出，影响

没那么大（假设这份煲仔饭烹制了8分

钟，我至少有2分钟为了照相，开着盖

的）。

8 .焖好后再次开盖，均匀淋

入做好的酱汁，喜欢的话可以

打入一个鸡蛋，调成最小火，

盖上盖焖3-5分钟，起锅！

· 焖 好 后 开 盖 ， 怎 么 才 算

焖好？因为配料、设备、火候

不可能一模一样，所以这也是

没办法给出具体时间的一个步

骤。需要听声音+闻味道：锅里

的声音从水在沸腾的“扑哧扑

哧”声变成了类似炒菜时的“

噼里啪啦”声，证明锅里水分

基本被米饭吸收了；从锅里传

来的味道先是米饭香，之后会

变成明显的香肠香，再往后会

慢慢地夹杂着一些焦香，这时

候就说明OK了。

·淋入酱汁时会听到很舒服

的“嗞拉”一声，有这一声证

明你锅里的温度正好；如果声

音很大并且能闻到很明显的焦

味，证明锅里温度太高；没有的话，

下次再努力！

·为什么不在煮饭的时候淋入酱

汁，这样不是会更均匀分布吗？煮

饭的时候淋入酱汁会更均匀分布没

错，但是酱汁也含有水分，会让水

量难以控制。并且只有在锅里的水

被米饭吸掉之后，锅里的温度才会

逐渐升高（因为水的沸点是10 0度）

， 酱 汁 和 温 度 足 够 的 锅 底 接 触 之

后，才会因为高温下的反应形成更

多的香味物质。

·因为油脂的保护，锅里的米饭不

是很容易焦，所以米饭煮熟后还需要

一段时间小火慢煲，让靠近锅边的一

层饭变成大家都喜欢的锅巴～

·加入鸡蛋的时间有一些讲究：你

喜欢吃嫩蛋就在调成最小火，烹制了

2分钟左右之后再打入；喜欢吃稍老一

些的就需要在调成最小火的同时，甚

至之前30秒-1分钟时打入鸡蛋。

· 传 统 做 法 是 关 火 再 焖 5 分 钟 左

右，但是考虑到新手因为开盖次数会

相对比较多，锅内热量相对较低，所

以最好用最小火再焖3-5分钟。

·有些灶台最小火是只有中间一簇

火苗，有些是很均匀的小火苗在外围

成一圈。前者温度相对更高也更不均

匀，所以不太适合“最小火焖”这个

做法。解决办法是改成打入鸡蛋加盖

后转猛火10-20秒，关火焖5分钟。

2.油20g左右，放进锅里加入

香料，小火熬出香味之后把香料

捞出，倒入搅拌均匀的酱汁，大

火烧开后转小火，大约30秒后关

火，煲仔饭酱汁完成。

·最好是猪油，最好是猪油，

最好是猪油，香气高了不止一个

层次，其余的油都无法与猪油媲

美。花生油也还行，如果都没

有，用普通炒菜的油就好，别用

什么黄油橄榄油……

·我放了小葱白、陈皮、八

角还有一小片姜和一瓣蒜，材料

不足的话最少也要有小葱白和姜

蒜，非常提味提香。

·切记心焦，保持小火，免得香料被

炒焦导致有苦味。20g油可能有些少，

稍微倾斜一下锅，让油泡着香料，这样

能更好地让香料们平均受热。

·大概熬到小葱白变得有些发黄就可

以把香料捞出了。

·捞出香料后不要关火，保持锅内温

度，把酱汁倒进锅里时，最好是能听见“

嗞拉”一声的热度。油温足够高的话会与

调味料反应，产生更多的香味物质。

·别看反了，是酱汁倒进油里然后

才能大火烧开后转小火30秒。这一步

是因为需要将酱汁里的酒精蒸发掉，

不然成品容易有酒味，我们想要的是

高度酒的香味，而不是酒精的刺激。

如果你把油烧热倒进调味料里，可能

有部分酒精会因为热量不足而残留在

酱汁里。

·如前文所说，市售料酒酒精含量几

乎可以忽略，所以，如果你用的是市售

料酒，把酱汁倒入锅里烧开之后就好，

小火30秒这一步可以省略。

·这些酱汁可以做2-3份下文分量的

煲仔饭。

4.120-150g米称量、洗净之

后浸泡1小时以上，捞出滤干；

·为了成品口感，建议用丝

苗米或者油粘米，煲仔饭一般不

太使用圆短粘性强的东北米。

·精确称量才能最大程度上

控制变量，所以一定要称量。一

定要称量。一定要称量。煲仔饭

里米饭的口感也是重头戏之一。

老手可以通过经验来大致上判断

米和水的比例，而新手最好的朋

友，就是称。

·浸泡，这一步绝对不能省

略。让米粒吸饱水，之后的加热

过程中才能更好地受热。平常在

家用电饭锅煮饭时，如果时间充

裕也可以先泡米再煮，有利于提

升饭的口感。

·为了方便之后的步骤进行，需要

尽可能地保证把米滤干。判断方法是

抓稳滤网，用你能保证米不撒的最大

力度，从上往下移动滤网，在下方停

顿1秒左右，无限重复这个动作，直到

没有水从滤网流/滴出。

·淘米的方法是放足量的水，然后

想象你是周芷若（为什么不是梅超风？

因为周芷若好看呀），正在练九阴白骨

爪，或者想象你抓着一个小球的手势，

伸进锅里画圈圈，再倒掉泛白的淘米

水，换成清水重复到水变清为止。

· 有 人 认 为 淘 米 过 度 会 损 失 营

养——米的主要营养成分，也就是碳

水化合物，都集中于米粒本身内，而

所谓可溶性营养物质（也就是维生素

b）早都在精米过程中，随着外壳被

去得不剩多少了…而其他的营养物质

含量太少，是否被洗掉完全没必要在

意。淘米这个步骤，主要是为了洗掉

米粒表面的杂质，让饭的口感更好。

·很多人喜欢用手搓米，这样淘米

的确是比较快，但是很容易让不少米

粒断裂，断裂的米粒太多会影响整体

口感和卖相。

6 .加盖，大火烧开，转小火；

· 跟 之 前 的 图 片 对 比 一 下 就 知

道，我的水面与锅顶端还有相当一

段距离，加热之后米汤还是会溢出

（所以说米不能超过锅高度的1 / 2

呀）。用这样小且浅的煲仔锅，米

汤溢出这件事往往很难避免，顺其

自然吧～

文章 较 长 ， 请 “ 太

长 不 看 ” 、 “ 那

么麻烦不如XXX”、“

有这么多问题吗我一直

都怎么怎么做，简单又

好吃”、“写篇文章还

有优越感了”此类论调

者不要出现在我的评论

区，并且圆润地离开。

光是看在我公众号后

台搜索煲仔饭的人数，就

知道喜欢煲仔饭的人有很

多很多。曾经在香港的朋

友的带领下，吃到过一家

很不错的煲仔饭，店名记

不清了，只依稀记得当时

我感觉自己可以连吃三大

锅而面不改色…

在我这也有煲仔饭，

不过我们习惯叫它砂锅

饭。与广州、港澳的不

太一样，配菜稍稍有一

点 儿 本 地 化 。 但 是 都

用的煲仔锅（砂锅）焖

饭、都有焦香的锅巴，

我也很爱吃的。

只 需 要 买 一 个 小 砂

锅，在家里自己就能做

好吃的煲仔饭，想想就

超开心的，有没有？

想做好一道菜，就需

要学会控制它的变量。

我 一 直 觉 得 ， 变 量 越

少、越容易控制的菜，

就越适合新手——好比

做饼干，只要用对了材

料 ， 那 些 小 误 差 基 本

可以忽略；制作过程中

多多少少的手法差别也

不会对成品产生太大影

响；最后烤箱温度只要

不差得离谱，你就不太

会失败。

然而煲仔饭嘛…锅的

材质以及导热/保温性

能、不同灶台的火力强

弱、米的种类、吸水量等

等等等，这类对成品有很

大影响，并且相互有关的

变量，实在是有些多，想

要把它们标准化也是一件

不可能的事。

所以煲仔饭其实有一

点点难，不过为了吃好

吃的，失败几次是可以

接受的，对不对～

更何况看了这篇【超

详细】的文章之后，你

可能一次就成功了呢？

（来源：知乎）

9.喏，上图这个蛋的状态，是我

在结束前1分钟左右打进的，可以

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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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意大利西西里岛，玩个痛快吃个愉快

说起 西 西 里 岛 ， 其 实
很 多 人 都 会 想 起 两

部影片，其中之一是西西
里的美丽传说，另外就是
教父，两部截然不同的片
子，虽然时隔多年，有些
经典的影片却始终被人记
住，更让人记忆犹新。

关于西西里岛：
有人说“如果不去西西

里，就像没有到过意大利：
因为在西西里你才能找到意
大利的美丽之源。” 的确
如此，西西里岛位于意大利
南部，地中海中部，这里辽
阔而富饶，气候温暖风景秀
丽，盛产柑橘、柠檬和 油
橄榄 。由于其发展农林业
的良好自然环境，历史上被
称为“金盆地”。

从国内出发来到西西里
岛一般都需要经过罗马来
转机，从罗马乘坐意大利
航空抵达西西里岛的首府
巴勒莫，然后从巴勒莫开
始游玩西西里岛。

西 西 里 岛 范 围 广 大 ，
但有三处是最好的移动据
点，一是首府帕勒摩，往
近郊的Mon r e a l e或Seges t o

遗迹都很方便；二是卡塔
尼亚（Ca t a n i a），有南意
米兰之称，意大利作曲家
贝里尼出身此地；三是阿
格利真托（Agr i g e n t o），
神殿之谷绝对值得一访，
有诸神的居所的美称。

这一次是深度游西西里
岛，近一周的时间里全部
都在西西里岛，虽然是团

队行程，但是非常深入和
贴心的了解了西西里岛。

在这座城市里作为一个
初次抵达的旅行者，虽然
有点像旁观者的意思，但
依旧对这个地方充满了忐
忑 的 好 奇 感 ， 毕 竟 2 0 0 0
年上映的电影“意大利教
父”，还是让人留下了深
刻印象。

时 间 将 繁 华 凝 铸
成 香 港 这 座 城

市的符号，也让原本
古 朴 的 老 街 区 在 尘
埃中延续经典。深水
埗，这个揉合了香港
传统与现代元素的古
早味街区，每一条街
道 都 散 发 着 香 港 本

地日常生活的地道特
色。

与中环、尖沙咀商
厦林立的繁华景象不
同，深水埗这个老社
区内，随处可见充满
历史感的旧式楼房、
密集的杂货铺和热腾
腾 的 街 边 美 味 ， 在

这 看 似 平 凡 的 市 井
表 象 背 后 ， 隐 藏 着
香 港 别 样 的 迷 人 魅
力 ： 从 老 楼 的 活 化
焕 新 ， 到 犹 如 博 物
馆 的 主 题 商 店 街 ，
再 到 最 潮 的 概 念 店
等 等 ， 吸 引 着 全 球
旅客前来探索。

[设·记]港式情怀 
衣饰艺术雕刻时光

港式情怀之于设计师，是一颗精巧的纽扣、一张
陈年的皮革，或是一块独一无二的纯手工布料。这
一切，在深水埗应有尽有，这里蓬勃而又鲜活的创
意氛围，为无数设计师带来了源源不绝的灵感。

殿堂级的服装设计大师张叔平，对深水埗情有独
钟。张叔平纵横电影圈40余年，《花样年华》、 
《一代宗师》等电影里的服装设计，展露了他对艺术
的独特理解。而深水埗，则是他最爱的“寻宝”地：
大南街是皮制品的宝库；基隆街专售当季衣料；南昌
街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缎带……除了品类齐全的配饰
用料，许多店主也是张叔平的多年老友，他们总能拿
出特别、另类的衣料，满足大师别出心裁的需求，
用街坊般的亲切与温暖支持他的创意和理想。

随着年轻设计师们的进驻，艺术新理念与香港旧
元素在深水埗交融，产生了“似曾相识”却又“焕
然一新”的奇妙化学反应。对于创办了扬名海外的
流行生活时尚品牌“住好埗”（G.O.D）的杨志超
（Douglas）来说，深水埗不仅有如花边街、纽扣街
等成行成市的衣饰摊档便于采购，还有上年纪街坊
独有的“香港阿婆风格”，而街区里的旧建筑、旧
文化和热闹的街头市集，都是他设计灵感的源泉。

[食·味]舌尖港味 
爱与美食不可辜负

如果在深水埗逛累了，不妨坐进街边
的食铺歇歇脚。这里不仅有最地道的香
港街头小吃，还有充满人情味的“街坊”
文化。一边品尝美味，一边听身边人聊家
常，每一份小吃里都装满了香港旧日温暖
的回忆。

家庭式的传承与经营，延续了一代代香
港人挂念于心的老味道。位于深水埗的公
和荳品厂于1960年代创立，至今仍然保留
着所有传统食谱。

为了将传统豆品制作工艺发扬光大，
曾在摩根大通和高盛两家投行工作过的苏
意霞，毅然选择回到深水埗，接掌家族生
意。

她放弃使用现代机械化设备，至今都在
坚持用石磨磨制豆浆，遵循传统工序，最
大程度的保留黄豆的原味，用延续数十年
的好味道收获了无数顾客的好评。

[建·驻]一眼百年 
港风古建活力焕新

在时代的沧桑巨变中，深水埗始终保持着香港
传统的日常生活，许多老香港特有的居住建筑林
立于此。随着香港活化保护工程的推进，深水埗
街区内的老建筑重新焕发活力，将历史与潮流、
时间与空间融洽连接，延续了香港别具特色的城
市文化。

美荷楼是深水埗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作为
香港第一代公共房屋，美荷楼记载着一个时代的
岁月变迁。随着居民陆续迁出，美荷楼在创意活
化后，保留了原有的居住功能，成为了今天的“
美荷楼生活馆”。当年简单实用的浴室、杂货
店、居住单位等生活场景被精心复制，供游人展
览参观，同时，该建筑亦作为国际青年旅舍，迎
接往来四方的旅客，展现了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
代香港公共屋邨的生活风貌。

另一座值得一游的旧建筑——石硖尾工厂大
厦，它是深水埗工业发展的见证者。在改建成赛
马会创意艺术中心之后，车间厂房变身为艺术工
作室，艺术品代替了旧机器，实验剧场的念白代
替了马达的轰鸣，成为一个崭新的香港创意产业
基地。

在深水埗的大街小巷 
感受古朴与新潮的双面魅力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9年8月22日，星期四 第18版体育 OLAHRAGA

【新浪体育2 1日讯】
，20 1 9年羽毛球世界锦
标赛展开第三比赛日的较
量，女单赛场上，中国选
手蔡炎炎登场，结果她苦
战三局，以14-21/21-
16/10-21不敌韩国人金
佳恩，无缘16强。

蔡炎炎是本次赛会16号
种子，得以享受首轮轮空待
遇，不过她的首战对手、韩
国人金佳恩就十分难对付，
因为两人此前交手两次，落
败的一方都是蔡炎炎。

今天首局比赛，两人从
1-1一直战平到6-6，这
时金佳恩利用蔡炎炎体力

下滑的机会，连续得分占
据主动，并以11-7进入暂
停，重新回到场上，金佳
恩还是继续占据主动，蔡
炎炎显得办法不多，最终
14-21输掉。

第二局，金佳恩开局
又率先上手，但是蔡炎
炎随后连赢6分将比分反
超，并顺势以11-7进入暂
停，此后蔡炎炎一直保持
着领先优势，没有给金佳
恩反扑的希望，最终她以
21-17扳回一局。

决胜局的较量，蔡炎炎
开局体力有所下降，导致
失误增多，金佳恩趁机打

开局面，以11-6进入暂
停，换边之后，蔡炎炎状
态持续下滑，最终金佳恩
21-10大胜，晋级16强。

吉迪恩/苏卡穆约是赛
会头号种子，也是世锦
赛夺冠大热门，他们的签
运也十分不错，首战对
手是韩国组合崔率圭/徐
承宰，这是双方首次交
手，首局比赛，吉迪恩/
苏卡穆约5-0开局后又连
丢5分，但随后他们又连
续进攻得手，以10-5重
新占据领先，随后他们没
有再给韩国组合机会，以
21-16拿下。

第二局，双方开局杀
的难解难分，比分交替
上升，多次战平，随后
韩国组合加强了进攻的稳
定性，逐渐扩大了比分优
势，吉迪恩和苏卡穆约在
急躁的情况下发挥欠佳，
失误也多了起来，韩国组
合崔率圭/徐承宰稳住心
态，以21-14扳回一城。

决胜局，韩国组合崔率
圭/徐承宰延续了上一局的
气势，开局就占据领先，

但是印尼组合展现了世界
第一的底蕴，连下4分后反
超，并以11-10领先进入暂
停换边，易地再战，韩国
组合又找回了状态，连续
得分，以16-12领先，不
过小黄人组合连续追分以

19-17，比赛进入白热化，
韩国组合随后连下两分追
至19-19，此后印尼组合拿
到赛点，但是崔率圭/徐承
宰化解之后追至20-20，最
终韩国组合23-21拿下决胜
局，晋级16强。

【新浪体育21日讯】克
洛普在入主利物浦后给这
支几近没落的豪门入主了
激情和活力，也带来了欧
冠冠军的荣耀。然而，这
位名帅续约的问题却牵动
着人们的心，如今克洛普
在接受采访时称，可能会
在两三年后选择退休。

克洛普称：“我希望
能继续像这样执教下去，
但两三年后，我不知道会

发生什么。或许我会选择
退休。”

随 后 在 被 问 到 2 0 2 2
年如今这份合同期满后
会选择执教国家队、拜
仁 、 多 特 还 是 利 物 浦
时，克洛普称：“我想
按顺序去做。先是国家
队，然后拜仁，回归多
特，最后回到利物浦。我
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到时会发生什么。”

【新浪体育21日讯】据
法国媒体《RMC Sport》报
道，虽然根据该媒体得到的
消息，巴萨方面将以书面
形式正式向巴黎圣日耳曼报
价，用租借加强制买断权的
方式求购内马尔。但是巴黎

方面却认为巴萨此举只是一
种形式上的策略，这只是一
种虚张声势的手段。[签约
内马尔实力大增！3D引擎画
面中文解说]

关于内马尔的去留问
题，巴黎、巴萨和皇马三
方一直都在相互博弈。虽
然经过数周的谈判，但
是始终未能达成真正的
协议。根据西班牙媒体
《RAC1》的报道，巴萨方
面即将为内马尔向法甲豪
门送出一份正式的书面报
价。而根据《RMC Sport》
得到的消息，这份报价包
含租借加强制买断条款，
但是具体金额并未透露。

到目前为止，巴萨方
面只提出过口头的报价，
他们并未采取过实质性的
行动。从内马尔身边人士
处，《RMC Sport》证实
了巴萨即将向巴黎提出正
式的书面报价这一消息。
但是法甲豪门内部却认为
巴萨此举是虚张声势，旨
在拖延谈判时间，想以此
来安抚队内更衣室的情
绪，并破坏巴黎内部的稳
定。虽然内马尔和他的身
边人相信，他们即将离开
巴黎圣日耳曼。但是巴黎
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相
信，巴西人本赛季最终会
继续留队。

羽球世锦赛男双世界第一首战出局

爆冷无缘16强

吉迪恩/苏卡穆约爆冷出局

【新浪体育21日讯】2019年羽毛球世界

锦标赛展开第三比赛日的较量，男双世界

第一、印度尼西亚的吉迪恩/苏卡穆约浪

费一个赛点，以21-16/14-21/21-23遭

韩国组合崔率圭/徐承宰逆转，爆冷首战

即遭淘汰，无缘16强。

羽毛球世锦赛蔡炎炎三局落败

负韩国名将无缘16强

蔡炎炎

RMC:巴萨要正式报价内马尔

巴黎认为是虚张声势

内马尔

克洛普：两三年后可能退休

执教4队如此排序

克洛普谈到自己的未来



过就是个镯子，
才会想换人戴看
看。

闻言，葛香兰倒抽一口
气。听听这丫头说这什
么话！正欲好好教训她一
顿。
“你们快看！”杜冰莹蓦
地惊呼出声，一把挥开葛
香兰，拉高孙碧瑶的左手
腕，手指向血玉古镯。“
这镯子的颜色竟然悄悄在
变！”
就见原本暗红色的血玉古
镯颜色逐渐改变，变得通
体血红。
“这镯子真的有灵性！”
杜冰莹惊呼。
传说中的血玉古镯通灵，
会认主人，与它有缘的人
一戴上，血玉古镯才会名
副其实；若是未经镯子认
可的主人，镯子的颜色就
会变得暗红。
“现在怎么办？这镯子拔
不下来！”孙碧瑶无心理
会镯子色泽改变，只着急
镯子拔不下来。
四人合力试了几次，仍是
拔不下来，最后只好放

弃，八只眼睛瞪着
那只镯子，束手无
策。
“那个……碧瑶，
你手上戴着这只镯
子，千万小心点，
别让人发现，不然
会出大事的。”杜
冰莹歉疚地看了她
一眼。原本只是闹
着玩，才把镯子戴
在她手上，没想到
竟会拔不下来。
“冰莹，你可以解
释一下吗？为何会
想去盗这只血玉古
镯？难道你不知道
得罪逍遥王下场会

很惨吗？”
葛香兰脸色凝重，瞪着身
旁的惯贼。她什么人不好
偷，怎会动到冒犯逍遥王
的念头，根本存心找死。
逍遥王乔毅可不是好惹的
人。五年前他大婚那夜，
闹得满城风雨，朝野传得
沸沸扬扬，从此逍遥王变
得喜怒无常。
“逍遥王是个什么样的
人？”孙碧瑶好奇地问。
瞧两人脸色凝重，就连一
向做事无所顾忌的杜冰
莹，此刻脸上也难得地流
露出一丝惧意。
“碧瑶，你鲜少出谷，才
会不识逍遥王乔毅。乔毅
是当今圣上最疼爱的七
弟，五年前平蛮夷有功，
除了赐封逍遥王之外，还
将凤凰城赐予他，成为其
封地。”葛香兰说到一半
口渴了，迳自倒了杯热茶
一口饮尽。
“当他凯旋归来迎娶未婚
妻唐婉婉。岂料大婚那一
夜，才发现娶的竟是唐婉
婉的孪生妹妹唐霏霏。唐

婉婉早在乔毅讨伐蛮夷
时就已出事，听说是在狼
嚎谷被群狼攻击得体无完
肤，那张绝美的容颜被咬
得血肉模糊分辨不出来。
新婚之夜，他不顾雷雨交
加，亲自挖坟确认。直到
开棺时，看到棺内的人手
上戴着血玉古镯，这才彻
底崩溃。翌日一早，他亲
自率人火烧狼嚎谷，共烧
杀了两百多只狼。从此，
一向豪迈爽朗的乔毅性情
大变，变得严峻不苟言
笑，喜怒无常。”杜冰莹
接着说。
这些全是凤凰城内百姓私
下交谈的事。
“想不到这逍遥王竟是如
此深情之人。”孙碧瑶听
完后十分感慨，同情起这
对有情人的遭遇。
“小姐，你现在不是同情
别人的时候，你手上戴着
的血玉古镯可是唐婉婉和
逍遥王的订情信物，逍遥
王绝不会放过这偷镯子
之人，你一日不拔下这镯
子，就会有危险。”澄花
急得哇哇大叫，拉过她的
手，继续试着拔下它来。
“冰莹，你不是一向将偷
来的东西赏玩后三日内必
归还吗？为何这只镯子尚
未归还？”葛香兰横了眼
惹出大祸之人。
“因为……我根本找不到
机会还回去啊。”
杜冰莹心虚地朝三人讨好
一笑。
逍遥王一发现墓被盗，即
派人严加看守，她想归还
也没办法啊，总不能自动
送上门去送死吧。
“什么！”三人再次异口
同声惊呼，六只眼睛狠瞪
着缩到桌角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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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多长的时间，也没有人知
道。
可是，所有人都没有要离去的意

思。崔三娘甚至在角落处，找了一张安乐
椅，坐了下来，把她瘦弱的身子，埋进了
椅子之中，闭上了眼睛，看来她准备等红
绫和曹金福出现，第一时间了解阴间的情
形。
崔三娘的这种心理甚具代表性，因为那和

生命的奥秘有关，而对任何人来说，也没
有甚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了……对于生命已
到了尾声的人来说，自然更焦切地希望突
破。各人之中，白老大看来最潇洒，若无
其事，但是我相信他内心的焦切，一定不
在崔三娘、祖天开和花五之下。
而所有的人中，最尴尬特别的，自然是陈
安安了……黄老四如今的处境，比死亡
好，还是比死亡更糟，当真难下断论，
用“啼笑皆非”这句成语去形容他的处
境，再恰当不过。
所以，陈安安也表现得最是焦躁不安，她
先是远离各人站着，可是又想靠近别人，
先在崔三娘身边站了一阵，崔三娘连眼都
不睁一下，她又来到了花五的身边，花五
却立刻避开了他。
白老大看到了这等情形，向他招了招手，
陈安安对白老大像是很忌惮，迟疑了一
下，才来到了白老大的身前。白老大想了
一想，很是认真地道：“老四，你是我有
生以来，见过的人中最特别的了！”
陈安安苦笑：“我不是人，是鬼！”

白老大沉声道：“这才奇绝，你明明是
鬼，可是和人无疑。你如今的烦恼，是进
入了一个小女孩的身子，若是你进入了一
个壮汉的身子，那岂不是再世为人了，独
一无二，世上再没有同样的例子！”
受了白老大的鼓励，陈安安神情略为开
朗：“绝不会是独一无二，这种情形，必
然很多，只是当事人都秘而不宣，被人知
道自己是鬼不是人，总不是好事！”
我在一旁，听了这样的对话，不禁深深地
吸了一口气：陈安安所说的情形，我也相
信存在，那是很可怕的情形，在我们身边
的任何人，我们竟没有法子知道他究竟是
人还是鬼！
一想到那么诡异的事，根本存在于生活之
中，我的神情，自然不免怪异，白素首先
觉察，她低声道：“不致于那么可怕！”
她知道我想到了甚么，所以才这样说。
我道：“怎么不可怕，陈安安的父母，就
不知道他们的宝贝女儿是人还是鬼！”
白素一听，也不禁脸上变色。这时，白老
大说了几句大有哲理的话，他道：“人心

难测，身边的人，是人是鬼，本就难料，
是鬼未必可怕，是人也未必可亲！”
陈安安补充：“世间，人害人的事例多，
鬼害人的事例少！”
两个饱经世故的老人，意见一致……祖天
开和崔三娘，也在这时，齐声长叹，可见
他们也有同感。
我看出温宝裕的神情，像是想找些话来反
驳，可是他显然找不出话来！
陈安安又失声笑了起来：“世人多怕鬼，
其实更应该怕人！他妈的，老子做人的时
候，虽说不上杀人如麻，手上也有三五十
条人命。如今做了鬼，反倒成了早睡早起
的好宝宝！”
陈安安的话，又叫人感到可笑，也叫人感
到极度的震撼，但说明了一个不可改变的
事实！死在人手下的人，一定比死在鬼手
下的多！
各人又静了片刻，白老大又道：“老四，
你是先过来的人，能不能说一说，死的情
形是怎样的？”

那

没空管母亲的反应，车子甚至
没熄火，就往医院来了。
他看着收据上最近的日期都是

外科的单子，于是到了医院便直接找
到外科的楼层来。
“小姐，我想查门诊名单，有没有姚
醒芽这个人？”聂承霈直接跟柜台的
护士说。

“你查门诊名单做什么？名单
在门诊门口都有贴……”护士
小姐一抬头，看到他冷凝的面
容 ， 原 本 高 亢 的 语 气 往 下 一
降。
“电脑是拿来干什么的？”他
当 然 知 道 各 门 诊 门 口 都 有 名
单，但门诊那么多个，一个一
个找，他又不是蠢蛋。
护士小姐本来想回嘴，但是看
到他的坏人脸，只好又缩了回
去。有些不情愿，但是还是开
始敲电脑，查询起名单来了。
“ 先 生 ， 门 诊 名 单 没 有 这 个
人，但是姚小姐排定今天早上

开刀，开刀房在三楼，你得要去那边
查……”
小姐还没说完，聂承霈已经转身走掉
了。
开刀？！
聂承霈简直想朝天怒吼。
还说要出差一段时间？什么时候出差

跟开刀是同一回事了？
如果她能活着出医院，他也一定要掐
死她。冷汗从额头冒了出来，视线变
得有点蒙眬，聂承霈想，自己可能是
气到快疯了。
不然该怎么解释他的手竟微微颤抖？ 

第二章

聂承霈瞪着电视萤幕看了快三小时，
情绪激动到差点要去捶墙壁。
萤幕上是所有开刀者的名单，不断在
跳动，显示着该病人目前的状况，是
准备中、开刀中，还是在恢复室。
他早该知道，只有姚醒芽会让他有爆
血管的感觉。
跟她在一起，他常常怀疑自己最后会
死于脑溢血，没想到他还没老到有高
血压，她就从他的世界中消失了。
面对当年她的离开，气愤已经不足以
形容他的心情。生平首次体认到自己
是个傻瓜，就算想骂人，却没机会。

他让一个女人进入了他的心里，却得
到这样痛苦的回报。
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愿认真谈情说
爱，搞得像回事一样。
他摇身一变成了游走花丛的都市新
贵，女性朋友很多，却无人可以在他
心里留下任何痕迹。
因为无足轻重，自然了无痕迹。
虽然很多时候他觉得挺无聊，却也不
肯顺母亲的意，娶个门当户对的女子
当老婆，步入人生该有的旅途。
婚姻，才不是人生该有的旅途。
他对女人连喜欢都谈不上，何来爱？
如何相处几十年？而这个在他眼前跳
动的名字，只会让他咬牙切齿。
“姚醒芽，你最好给我好好的，我们
的帐还没算完。”
他刚去探问过，只知道她动的是腹部
肿瘤摘除手术，其他的细节一概不
知。
就连手术的危险性高不高，肿瘤是良
性还是恶性，他都不清楚。

解地搓着手，江振禄道：“老
弟，铁姑娘和你有那么深的交
情，她真会负有减口之责，而

且心如铁石，连你也未放过，又思将仇
报，施袭砸伤了我？”
沉默了很久，高凌字道：“江兄，那时
的张培兰，我以为又不是铁梅心，而
是宫莲花了。梅心虽狠，那不过是奉
命行事，且可能也有亲人在阉党手中作
人质。宫莲花之狠，就是本性的问题
了。”
略有所悟地，江振禄道：“我想起来
了！如果在莽林古洞中那个不是宫莲
花，而是铁梅心的话，老弟稍一亲近
她，绝不会连续吃耳光的……”
“哈哈……”李乾大笑起来，见二人
都没有笑，知道又失态了，道：“高
兄，俺这个鸟人就是这副德性，你别见
怪。”
高凌宇道：“李兄，我觉得为人处世保
留少许纯真，当哭则哭，该笑则笑，未
尝不是一件好事。在武林中这个大染缸
呆久了，有几个能不迷失本色的？”
李乾有点受宠若惊地道：“高兄，所有
认识俺的人，可没有一个这么说的，都
说俺是乡熊、大拉酥一个。俺也承认俺
土，可绝不承认是坏种哩！”
正色地，他拍拍李乾的后颈，道：“
李兄，你绝不是坏种，更不是大拉
酥……”
你如果去过金陵，或者仅仅是慕名金陵
这六朝金粉之地吧，你绝不会没听说过
迷离烟水的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岸犹唱后庭花。也正是隔着秦淮之岸
呀！
高凌宇等人来到了金陵，也进了酒家，
只是，高凌宇为了行动方便，不至打草
惊蛇，化装成个壮年人模样，有了抬头
纹和鱼尾纹，还粘上一些络缌胡子。
刚刚叫了菜，还没有送上来，楼下来了
两个三十来岁，都长了一副野兽似的响
体，衣着华丽的汉子。两只贼眼在宽
敞的琼华楼上一梭溜，其中之一就开了
腔，道：“你们听清了，马公子要在此
会友宴客，马上要重行打扫清洗一下，
快快走开……”

马公子何许人有这么大的甩头？在
别处或许未必人人心照不宣，但在
金陵，马士英和阮大钱之流炙手可
热的人物那个不知？提起马公子，
可要谈谈马士英的威风了。
庄烈带十七年，流冠李白成攻陷北
京，传到江南，兵部尚书史可法
起誓勤王，渡江刚到浦口，北京已
破，福王由崧及潞王南奔到淮安。
南京诸大臣会议立君，张慎言、吕
大器及姜日广等商议：
福王有贪淫、酗酒、不孝、暴虐、
不读书、干预讼事等七大劣迹，不
如立潞王。
当时风阳总督马士英同魏奸余党阮
大戊贪福王昏庸，可以控制利用，
密结武人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

及高杰等发兵护福王到仪真。
史可法为了顾全大局，只好勉强迎入金
陵。后来马士英把史可法及张慎言等人
说福王七不可立的信札奏上，拥兵入
朝，于是福王即帝位，马士英入阁……
一听马公子要来宴客，一般的客人有的
还没吃完，有的叫了菜还没送到，统统
颠着屁股下楼而去。
不到半盏茶工夫，走得光光地。
只剩下临窗一桌的高凌宇、江振禄和李
乾等三人。他们的确并不知道马公子何
许人，却知道必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想
留下看看。
两个汉子一看这三人根本没有走意，那
个高的偏着头，眯着一双鸳鸯眼对另一
个道：“我说老张，在这地面上，居然
还有这种楞头青，连这点风水也看不出
来。喏！你看，和咱哥哥泡上哩！你说
够意思吧！”
姓张的正要上前，伙计托着盘子，上有
两个菜和一壶酒走了上来，正要送到高
凌宇这桌上来。
姓张的道：“小三子，弄你格妈妈地，
你看不出来，所有的客人都走了？只有
这三个吃生米的家伙大概是想在秦淮一
带踩场子、踢门头，扬名立万，光祖耀
宗，也没有看看他们祖坟上冒的是黑烟
还是紫烟。”
另一个道：“据说猪八戒他老娘是俊死
的。小三子，把酒菜端下去！”伙计甜
着脸向高凌宇这边歉意地笑笑，哈着腰
道：“是……大爷……
这就端下去……”
小三子正要下楼，高凌宇道：“小二
哥，菜做好了端下去怎么成？生意人
嘛！将本求利，叫你们凭空损失可于心
不忍那！端过来吧！”
小三子为难地讷讷道：“我说贵客，小
店有贵人要在这儿请客，三位就迁就
点，另换一家也是一样……”
小三子边说边向三人眨眼示意。
勾勾手指，高凌宇道：“小二哥，你的
好意我们心领了。把酒莱给我端上来，
不要伯，你只是作了你本分的事。”

他

(08)

(78)
(05)

不

苦是恨出来的。
病是气出来的。
不恨不苦，不气不病。
做人，天天好心情。
健康是福气。

(66)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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