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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破屋 坏垣

忌	新船 进水

生肖相冲  狗

比起颁布代法令PDIP建议重审肃贪法

ICW建议颁布代法令否则将出现十种情况

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云天 24-32℃

泗水 云天 25-34℃

棉兰 雨天 23-32℃

登巴刹 云天 24-32℃

坤甸 云天 23-33℃

2019-2024年任期的人
协议会领导昨日在史耐央
国会第3大厦人协议会大
楼召开闭门会议，分摊10
位人协议会领导人各自的
任务，每位领导人负责一
个部门。

人协议会议长庞邦．苏
萨迪欧闭门会议后对记者
说；10位人协议会领导人
取得共识，各人负责一个
部门。并推举人协议长庞
邦．苏迪欧为统筹人，其
他9位副议长，各自负责一
个部门。

斗争民主党(PDIP)政治
家副议长阿玛特．巴沙拉
(Ahmad Basarah)担任宣传

四大支柱事务人协副议长，
勒斯达利．慕尔迪查(Lestari 
Moerdijat)担任吸收社区和地
区愿望的人协副议长。

民主党政客夏立夫．哈
山(Syarief Hasan)担任国
家行政研究人协副议长。
法德尔·穆罕默德（Fadel 
Muhammad）担任预算司
人协副议议长。阿玛特·
穆扎尼（Ahmad Muzani）
担任国家行政研究委员会
人协副议长。

国民使命党(PAN)主席
汝基弗利．哈山(Zulk i f l i 
Hasan)担任负责开人协会
议人协副议长。公正福利
党的希达雅．努尔．瓦希

德(Hidayat Nur Wahid)担
任人协议会评估法令执行
情况人协副议长。

民族复兴党(PKB)政治
家查基鲁．法瓦伊(Jazilul 
F awa id)担任国家机构之
间关系的人协副议长。建
设团结党(PPP)秘书长阿尔
苏．沙尼（Arsul Sani）担
任人协问责制绩效的人协
副议长。

所有人协副议长出席
了该闭门会议，闭门会议
除了讨论未来五年的任务
分配之外，非公开会议还
讨论了2019－2020预算上
限，和2019年10月20日总
统就职的准备工作。

斗争民主党政客亨特
拉万�苏�拉迪�(He n-�苏�拉迪�(He n-苏�拉迪�(He n-(H e n-
drawan Suprat ikno)说，
他在国会党团中最初观点
提出了两点。即就不久前
国会通过的修改后的肃贪
法，最好是在宪法法院进
行司法重审，在国会进行
立法重审，而不是发布总
统代法令《Perppu》取代
该肃贪法。

10名人协议会领导分摊任务

九名人协副议长与议长，左起：Arsul Sani，Hidayat Nur Wahid，Jazilul Fawaid，Ahmad 
Muzani，Fadel Muhammad，Bambang  Soesatyo,  Ahmad Basarah，Lestari Moerdijat 
，Zulkifli Hasan，Syarief Hasan合影留念。

亨特拉万苏帕拉迪诺(Hendrawan Supratikno)

【本报邝耀章报导】到目前为止，佐科威

总统尚未明确表示是否会发布《肃贪法代法

令》（Perppu）取代国会已通过的修改后的

新肃贪法令。

亨特拉万8/1 0/ 2 0 1 9
确认时说：“我们在党团
中的正式观点是，我们应
该进行司法审查和立法审
查。虽然这需要一点时
间，但过程更健康，经过
正规的法律渠道，而不是
出于政治利益的结果。” 

他还解释说，肃贪会的
监督委员会备受关注。 他
认为，必须由健全的治理
来监督肃贪会等权威的法
律机构。“这就是建立监
委会的原因。因此，原来
使用单层系统的肃贪会被
两层所取代，必须有内部
制衡程序。”

据他介绍，两层体系
已被证明能够持续使用多
个世纪，被认为是一种良
好的现代治理制度。 他
说：“在企业部门中，即
使是现在，两层系统也是
使用最广泛的制度。”

他表示，至现在仍然有

很多人反对该已修改的肃
贪法，但他们从未阅读过
其内容。

此前，印尼观察贪污机
构（ICW）研究员Kurn i a 
Ramadhana有不同的意见，
他声称如果不立即发布总
统代法令( Perppu)，将会
发生10件事。 第一，腐败
案件的执行速度将放慢，
因为新的KPK法要求设立
监事会，这使调查变得困
难。

其次，肃贪会被认为已
失去其独立性。 第三，这
增加了弱化肃贪会功能的
一长串疑问。第四、总统
被视为违反了对实现九个
宏愿的承�。第五，人们
担心贪污腐败感知指数会
急剧下降。第六，投资环
境将受到阻碍。

他说，第七、将被视为
无视总统关于消除贪污腐
败，勾结和裙带关系的改
革授权。他认为，如果当
前的情况反映出国会和政
府通过修订肃贪法弱化反
贪污机构的宏伟设计，改
革进程将受阻。

第八、将失去民众对政
府的信任。第九；将破坏
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第
十；政府无法完成各项计
划。

【中新社9日讯】中国
外交部9日举行中外媒体吹
风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罗照辉介绍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即将赴印度出席中
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
晤并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
问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
提问。

罗照辉指出，习近平
主席将应印度总理莫迪和
尼泊尔总统班达里邀请，
于10月11日至13日分别赴
印度金奈出席中印度领导
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对
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此

访是在隆重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后，习
近平主席首次出访，也是
中国国家主席时隔23年再
次访尼，将为中印、中尼
乃至中国同南亚关系发展
注入新动力，为加强区域
互联互通与经贸务实合作
开辟新空间，为增进地区
人民互信与友谊搭建新平
台，为世界和平与繁荣作
出新贡献。

罗照辉表示，中印同为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
家，也是世界上仅有的两
个10亿人口级别的大国。

中印携手合作，不仅助力
彼此发展，而且有助于推
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
化进程，维护发展中国家
共同利益。两国领导人去
年在武汉举行首次非正式
会晤以来，中印各领域交
流合作全面推进，有关分
歧得到妥善管控，两国关
系步入平稳向好新阶段。
在金奈期间，习近平主席
将同莫迪总理继续纵论天
下大势，把脉龙象共舞，
就事关中印关系发展的全
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问
题深入沟通，为下一阶段

中印关系发展确定基调、
指明方向，向世界发出中
印一致声音，为当前充满
不确定性的世界提供稳定
性、注入正能量。

罗照辉表示，尼泊尔是
中国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也是中国在南亚方向推进“
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伙
伴。建交以来，两国平等相
待、相互尊重、相互支持，
树立了不同大小和不同社会
制度国家间和睦相处、互利
合作的典范。此次历史性访
问必将产生历史性影响。习
近平主席将出席班达里总统

举行的欢迎仪式、欢迎宴
会，会见班达里总统，同
奥利总理举行会谈并见证
签署多领域合作协议，会见
尼共联合主席普拉昌达、尼
联邦议会负责人及有关政党
领导人。两国领导人将对中
尼关系发展作出新规划，共
同开启中尼关系快速发展新
时代，深化政治互信，夯实
中尼世代友好的民意根基，
推动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加快推进跨喜马拉
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建设，
为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注入
新动能。

习近平印度、尼泊尔之行 将为中国南亚关系注入新动力

我们应该进行司法审查

和立法审查。但过程更

健康，经过正规的法律

渠道，而不是出于政治

利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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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落实912兆盾仅占预算指标的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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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我国与新加坡
就飞行情报区问题谈判

我国与新加坡飞行情报区 (FIR) 问题的谈判能
否取得成果，两国的互利合作承诺正在经受考验。
因为谈判已经失败了几十年，今次如果谈判成功，
将是佐科威总统的好成就，预计今后政府将能够适
当有效地控制上述边境地区。

这期间上述边界领空的控制对我国非常不利，
包括一些非常敏感的事情，因为它涉及国家主权问
题。新加坡还控制着边界地区的所有商用飞机飞
行，制定了包括报价费在内的许多规定。

10月8日，佐科威总统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会晤
后发表的新闻声明中说，两国于9月份签署了飞行
情报区重组的谈判框架。目前两国的技术小组已开
会，并有望很快取得具体成果。总统解释说：“技
术小组已经开始谈判。我们鼓励尽快进行谈判以取
得具体成果。”

目前，新加坡不仅控制了廖内群岛上空，还继
续进行空中军事演习。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
下，新加坡各种型号的战斗机在印尼领土训练，对
我们非常不利。最初，新加坡的军事演习是根据两
国关于军事训练区（MTA）的协定进行的。

然而该协定已经于2001年结束，并且没有延
长，因为我国政府感到处境不利。新加坡空军继续
进行军事演习，因此任何飞机，包括我国空军的战
斗机都不得越过该军事训练区。政府已就这问题进
行了多次谈判，甚至在2007年，该协议的扩展草
案，即国防合作协议（DCA）也已出台，但直到现
在还没有被落实。

除了军事训练区问题外，我国在廖内群岛的
领空也被新加坡控制，自1946年以来一直都是
如此，这是根据联合国授权通过国际民航组织
（ICAO）提交给新加坡的，这与定期飞行许可证
有关。在廖内群岛领空跨越100海里或200公里的
航空公司，包括我国飞机都必须得到新加坡空中交
通管制（ATC）的许可。

新加坡飞行情报区是一个繁忙的航空交通区。
每条航线每分钟都有航空公司，包括外国航班的数
十架飞机飞越。他们必须向新加坡支付费用，而我
国只能得到一点补偿。一位消息人士说，在飞行情
报区通过的每一架飞机都必须支付6美元。

我国前空军参谋长Chappy Hakim不久前表示，
如果这一飞行情报区问题得不到解决，我国将极易
受到其他国家的控制。

我国境内的航班应完全由我国政府，而不是新
加坡控制。我国确实必须更新空中交通导航技术
（ATC），日后如果我国必须管制廖内群岛的空中
交通，便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

眼下谈判正在进行。海洋事务统筹部长鲁胡特
（Luhut Binsar Pandjaitan）确保不再出现阻碍
我国和新加坡之间就飞行情报区问题进行谈判的
关键问题。

他认为，不应该把一切都留下来，有了问题就
必须解决，不可听之任之。他在本周二下午说：“
须把它视为大国之间的问题，争取实现双赢，如果
期望一切都是完美的，我想我都做不到。”

我们已了解清楚，与新加坡接壤的边境地区的
飞行情报区问题，不仅涉及经济问题，而且涉及
国家主权。控制国家领空是重要问题。尤其政府
已决定在廖内群岛设立一个联合区域防卫司令部
（Kogabwilhan），显示我们维护国家主权的愿望
和决心。如果仍由邻国控制该地区领空，当然很
危险。

因此，我们完全支持与新加坡就飞行情报区的
谈判及其接管工作。困难是肯定的，到目前为止，
与新加坡的谈判一直都是非常艰辛的，总给我们造
成损失。政府有可能必须提供“非常大”的补偿，
但控制国家主权的问题重要得多，且具有战略意
义。佐科威总统在第二任期（2019到2024年）若
能够完成上述从新加坡手中把飞行情报区接管过来
的任务，他将留下挺有价值的遗产。

“于20日正副总统就
职典礼之前，计划与当
选正副总统的佐科威和
马鲁夫和2019年正副总
统候选人帕拉波沃和善
蒂进行会晤。”庞邦·
苏萨迪欧于9日在国会大
厦如是阐述。

依计划，人协领导人
也将与第六任总统苏西
洛（SBY）和第五任总统
美佳娃蒂（Megawat i）
进行会晤，同时提交给

予苏西洛和美佳娃蒂在
20日正副总统就职典礼
的邀请函，希望他们愿
意抽出时间出席该就职
典礼。

庞 邦 · 苏 萨 迪 欧 表
示，我们将在下周与普
委会（KPU）、国家情报
局（BIN）和警察总长会
晤讨论2019年-2024年
度正副总统就职典礼的
筹备事宜。原则上，人
协的工作任务为确保正

副总统就职典礼顺利举
行，并没有任何暴力冲
突事件。

前 拟 定 ， 2 0 1 9

年-2024年度正副总统就
职典礼将于20日下午16
时举行，现改为提前至
中午14时举行。(yus)

【点滴新闻网查亚普
拉讯】政法安统筹部长维
兰多（Wi r a n t o）、国军

总司令哈迪查延多（Hadi 
Tjahjanto）空军上将和国
家警察总长狄托卡纳维安

（Tito Karnavian）为106
名难民送行。因为瓦梅纳
骚乱已经平息，他们已各
自返回自己的家园。

周三（10月9日）查亚
普拉难民从Silas Papare空
军基地乘坐大力神飞机返
回瓦梅纳市。

瓦梅纳于2019年9月23
日发生骚乱，大约有106
难民逃往查亚普拉S i l a s 
P a p a r e空军基地大楼避
难，骚乱平息后他们已各
自返回自己的家园。

维兰多表示，有数百名
难民返回家园，这表明了
现在瓦梅纳市的局势已经

安全和有利于民众。
“不要害怕返回瓦梅

纳，你们都能恢复经营开
创多年的业务和在那里继
续生活。” 维兰多如是
说道。

维兰多还呼吁仍留在查
亚普拉或已经返回家乡的
难民再返回瓦梅纳市。他
确保安全部队在瓦梅纳维
持当地治安和秩序。

维 兰 多 说 ， 国 家 军
警与政府一道为返回瓦
梅纳的难民提供安全保
障。官员们将确保瓦梅
纳的局势继续有利于社
区的正常活动。(adr)

【 点 滴 新 闻 网 雅 加
达 讯 】 大 印 尼 行 动 党
（Gerindra）在即将举行
的全国工作会议（Raker-
nas）决定其政治立场，
是否继续成为在野党或
加入佐科威政府。

帕拉波沃·苏比安托
（Prabowo Subianto）发
言人达尼尔（Daniil An-
zar Simanjuntak）周三
（1 0月 9日）在雅加达
史纳延人协/国会大楼
说，全国工作会议将于
10月中旬举行，帕拉波
沃已下令该党于10月15
日、16日、17日连续3天

举行全国工作会议。达
尼尔确保在全国工作会
议的最后一天传达帕拉
波沃和Gerindra的政治立
场。但是，关于全国工
作会议的位置，他表示
尚未决定。

达 尼 尔 解 释 说 ， 人
们正在等待，我们是否
继续成为在野党。无论
成为关键的伙伴，还是
内部伙伴，或者成为反
对派，或是加入政府阵
营，都将在10月17日左
右决定。至于举行全国
工作会议的地点还未确
定，可能在雅加达或在

汉巴兰（Hambalang），
那是帕拉波沃将向公众传

达其政治立场和Gerindra
政治立场的地方。(pl)

【Ko n t a n日报雅加达
讯】临近2019年底，财政
部税收总局面对的挑战越
来越严峻。在最近数个月
的小幅增长后，如今税收
开始收缩。

据不愿透露其姓名的
Kontan 日报来源，根据在
财政部的内部数据，截至
2019年10月7日的税收收
入落实为912兆盾。该数
字才占2019年国家收支预
算(APBN)指标1577.56兆
盾的57.8%。

若与20 1 8年同期相比
的话，该数字负0. 3 1%
。结果预计今年底的缺
口(sho r t f a l l )将成为200
兆盾。

自最近数个月以来，税
收表现变得更糟，由于企
业所得税(PPh)收入的下
降，因为商业界受到全球
经济放缓的影响。这也是
税收总额首次出现年底下
降。

可惜的是，税收总局咨
询，服务和社区关系主任

Hestu Yoga Saksama当被
联系以确认该税收数据时
却没有作出回应。

明确的是，财政部长丝
莉.慕利亚妮（SriMulya-
niIndrawati)于日前阐述国
家收支预算业绩时预计，
通过观察1月至8月的税
收收入落实，税收缺口将
由前景的140兆盾有所扩
大。其结果是，前景看好
预算赤字1.93%。

印 尼 税 务 分 析 中 心
(CITA)执行主任Yustinus 

Prastowo认为，如果税收
减少则是合理的。因为我
国经济形势不够活跃，以
致公司的业绩不像去年那
么好。其骨牌效应，企业
所得税收入下降。

其它方面，政府提供的
财政激励被认为与新的税
收来源无可比拟。一些激励
措施，包括超额扣除税，免
税额，到免税期，政府向企
业界提供友好的激励。他
说，“速度比获得收入有更
高的激励。”(xin)

Kutisari Indah 住宅区发生泥流喷发持续两周

东爪能源部要求泗水市长丽斯玛确定为紧急状态
森林和土地火灾导致雾霾笼罩占碑市

临近正副总统就职典礼

人协领导将与帕拉波沃、善蒂、美佳娃蒂和苏西洛会晤
【雅加达点滴新闻网】当选为20 1 9

年-2024年度人协议长职位的庞邦·苏萨

迪欧（Bambang Soesatyo）声称，人协

领导人计划在正副总统就职典礼之前，将

与当选正副总统佐科威和马鲁夫、帕拉波

沃、善蒂和卡拉副总统进行会晤。

庞邦·苏萨迪欧当选为2019年-2024年度人协议长之后
正回答媒体的提问

瓦梅纳骚乱平息后

查亚普拉106名难民返回家园

图为政法安统筹部长维兰多

帕拉波沃将于本月17日决定其政治立场

继续成为在野党或加入佐科威政府

图为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帕拉波沃（Prabowo Subianto)。

【点滴新闻网占碑讯】
周二（10月8日），雾霾
再次覆盖占碑市。自周一
（10月7日）晚以来，森
林和土地火灾的雾霾一直
笼罩着占碑市。

占碑市政府发言人阿
布·巴卡尔（Abu Bakar）
周二（10月8日）说，“
根据更新的实时数据，于
14:30印尼西部时间的空
气质量状况，其PM 2.5颗
粒指数为130，列为不健

康类别。” 
自10月7日晚以来，占碑

市的空气质量一直在恶化。
甚至，占碑市的空气质量从
8日中午12:00已被列入危险
类别。但13.30时分过后，
下降到不健康类别。在过
去的几天中，占碑地区
一直在降雨，热点甚至减
少了。但是当前基于Bumi 
Lapan站数据，占碑有39个
热点，分布在Sarolangun和
Muaro Jambi地区。(pl) 自10月7日晚以来，雾霾一直笼罩占碑市。

【泗水10月09日讯】
Kutisari Indah 住宅区发
生泥流混合喷发已经持续
近两周。东爪哇省能源与
矿物资源（ESDM）部要求
泗水市长德利丽斯玛（Tri 
Rismaharini）立即确定为
紧急状态。

东爪哇能源与矿物资源
主任塞蒂亚吉特（Setia-
jit）表示，确定建立紧急
状态是为了使东爪哇地方
赈灾机构（BPBD）能够采
取因应的步骤。

塞蒂亚吉特说，他计
划制造一个隔离器来隔离

泥浆、油气和水中的含
量。然而，用于制造隔离
器的预算达到1亿5000千
万盾。塞蒂亚吉特说，隔
离器通常由泗水理工学院
（ITS）的学生和学者所
制造。

当由泗水市长发来一封
信时，地方赈灾机构可以
拨出预算来制造隔离器。
泥浆混合喷发情况很紧
迫，因为泥浆喷发地点在
居民区中间。塞比亚吉特
在周三（10月10日）在泗
水办公室如是表示。

塞蒂亚吉特说，他将致
函丽斯玛，立即确定为紧
急状态。这样可以快速完
成隔离器的制作。如果丽
斯玛确定了紧急状态，他
将帮助与东爪哇的地方赈
灾机构进行联络。根据塞
蒂亚吉特说，隔离器是在
不久的将来要采取的正确
步骤之一。

塞蒂亚吉特补充说，
隔离器的尺寸不是很大。
这只是暂时性的。因为有
一天，泥浆喷发流量也会
减少。(adr)

东爪哇能源与矿物资源主任
塞蒂亚吉特（Setiaj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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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部长阿里耶夫
（Arief Yahya）8日在北
苏省参观Sam Ratulangi机
场时，对这项扩建项目计
划表示欢迎。

“Li k u p a n g必须争取
成为快速胜利旅游目的
地，其中是开发Wallace 
Conservation项目，以及
Likupang旅游通道和从比
通市Girian镇到Likupang的
道路拓宽工程来提升区域
发展，”他说。

北苏省要‘快速胜利’
的其中项目是航空运输
基础设施建设，扩大Sam 
Ratulangi机场的跑道长度
从2600米加长到2800米，
建设工程预计2020年8月
完成。

除 此 之 外 ， 需 优
化 当 地 便 利 设 施 ，
比 如 在 M a r i n s o w 、 
Pulisan、Kinunang、Bahoi
以及冈加（Gangga）岛乡
镇开发成家庭寄宿服务的
乡镇。

旅游部长参观Sam Rat-
ulangi机场时，由该机场总
经理Minggus E.T. Gande-
guai陪同。按照计划，Sam 
Ratulangi的面积有望扩大
一倍，从2万6000平方米
增至5万6000平方米。

面积被扩大后，这座
机场的游客容量将大幅增
长至每年600万人次，是
目前每年250万人次的三
倍。

阿里耶夫续说，更好的

连通性将证明北苏省成为
我国旅游业的新星。最近
四年来，北苏省的旅游业
增长6倍或达到600%。

“最近4年，来北苏省
旅行的外游人数增6倍。
国内游客也从大约从200
万人次增至400万人次，
增幅达200%，而其他地
区的旅游业仅增长5%至
10%，”他说。

目前，Sam Ratulangi
机场提供了万鸦老往返中
国的直飞航班。此前，鹰
航公司正式推出从万鸦老
飞往菲律宾达沃的直飞航
班。

部长进一步希望，总
统将在本月内签署有关
Likupang旅游经济特区的
政府条例。

“我希望有关Likupang
旅游经济特区的政府条
例于本月内签署。除了
Likupang经济特区之外，
总统将签署有关中爪省
Kendal经济特区的政府条

例。我恭喜北苏省政府，
因为能快速把Likupang营
造成经济特区，”部长如
斯说。

Singhasari经济特区
政府条例

进一步，今年9月27日，
佐科·维多多总统签署了
有关Singhasari经济特区的
2019年第68号政府条例。

Singhasari定为经济特区
旨在促进东爪省玛琅县的
经济活动，因为对国内经
济发展起着战略作用。

根据安塔拉社8日援引
setneg.go.id发布的经济特
区政府条例称，“位于东
爪省玛琅县的Singosari地
区，符合经济特区的标准
和要求。”

政府条例第2条称，位
于东爪省玛琅县Singosari
镇的Singhasari经济特区总
面积120.3公顷。而第4条
称，Singhasar i经济特区
由旅游区和技术开发区组
成。(er)

加快发展北苏省Likupang经济特区

计划扩建Sam Ratulangi机场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萨姆·拉图兰吉

（Sam Ratulangi）国际机场扩建工程肯定

可以加快北苏省利库庞（Likupang）经济

特区周围的旅游区发展，成为优先旅游目

的地。

【 安 塔 拉 社 雅 加 达
讯】工业部称，国内冰淇
淋厂家已向东盟一些国家
出口产品，甚至我国工厂
是东盟地区最大的。

工 业 部 农 业 产 业 总
局 长 阿 卜 杜 尔 · 罗 欣
（Abdul Rochim）日
前 在 东 爪 省 莫 佐 克 托
（Mojokerto）市Ngoro工
业园区，参观 Aice Ice 
Cream Jatim Industry公
司冰淇淋工厂时称，总
面积达4412平方米，这
座工厂是国内甚至东南
亚最大的冰淇淋工厂。

兴 建 国 内 最 大 冰 淇
淋工厂的投资总额大约
5000万美元，带动大约
1800人就业。

农业产业总局长对这
座冰淇淋工厂的建设表
示感谢，因为将满足国
内尤其是东部地区对冰
淇淋的需求，甚至出口
到菲律宾和越南。

罗 欣 在 雅 加 达 发 布
的书面声明称：“若有
能力向全国各地供应的
话，将吸引更多人成为
代理商，而提高他们的
福利水平。”

关于国内最大冰淇淋
工厂所带来的间接经济
影响，Aice集团控股私

人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Damon Du解释，位于
Mojokerto市的工厂投产
前，公司位于西爪省芝
卡朗（Cika r a ng）的首
座工厂，已协助18万个
多代理商提高他们的福
利水平。

位于Mojokerto市的工
厂将增加公司产品的代
理商，尤其是位于我国
东部地区的小铺。

“公司每年缴纳的税
务也对经济带来直接影
响，”他说。

Damon进一步解释，
这座工厂建设计划的目
的是为儿童提供教育旅
游目的地。

“许多人对公司加工
方式、使用的原料以及
产品的营养成分表示怀
疑，所以公司邀请任何
人士可亲眼目睹采用先
进技术加工的冰淇淋产
品生产过程，”他说。

有鉴于此，Damon希
望工厂作为教育旅游目
的地能对附近的市民带
来间接经济影响。

“ 我 也 希 望 来 工 厂
玩 和 学 习 的 游 客 ， 将
使 附 近 的 中 小 微 型 企
业受益，”Damon如斯
说。(er)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交通部长布迪（Budi Kar-
ya Sumadi）预计，今年雅
加达丹绒不碌港口的集装
箱吞吐量能从去年的750
万标箱增至800万标箱。

交通部长于近日在雅加
达发布的书面声明称：“
我预计能从750万标箱增至
800万标箱并且继续上升，
但要同时降低经费。”

他解释，丹绒不碌港的
集装箱吞吐量还有潜力每年
增至1000万至1200万标箱。

“集装箱吞吐量还有潜
力提高至1000万至1200万
标箱，所以无需扩建既有
的港口。需要做的是如何
使泗水、锡江、巨港港口
能与丹绒不碌合并，所以
船舶靠港次数增加，”布
迪说。

为提高集装箱吞吐量，
周六和周日丹绒不碌港
仍为客户提供货物装卸服
务，以免装卸工作堆积在
周四和周五。

“这一向以来，在周六
和周日的货物装卸效率很
低，所以我要求工作小组周
六和周日上班，提供装卸服

务。我感谢检疫与海关人员
周六和周日来上班，因为丹
绒不碌港口的货物装卸量增
加，”部长说。

“周六和周日的货物装
卸服务，卡车能每周运货
两三次。若装卸工作堆积
在周四和周五，大家都可
想象进出港口的货运卡车
肯定排长龙，”他说。

进一步，布迪也对船舶
在港停留时间更短，平均
2.4天表示感谢。

交通部长在交通部海运
总局长Agus H Purnomo、
交通部长促进区域经济和
运输伙伴关系的专家工作
人员Gede Pasek Suardika
的陪同下，参观丹绒不碌
港口。

除此之外，还有丹绒不
碌港务局局长、丹绒不碌
港管理局局长、海上交通
与海上运输总监、海洋和
海岸警卫队总监、Pelindo 
I I公司运营总监、印尼卡
车运营商协会（Apt r i n-
do）中央理事会总主席，
以及印尼全国船主协会
（INSA）中央理事会总主
席。(er)

【安达拉社博约拉利
讯】印尼肥料控股公司旗
下的农用肥料生产商——
锦石石油化工（Petrokimia 
Gresik）公司，已准备补贴
化肥储备量78万7280吨，供
应2019年10月至2020年3月
份的播种期。

Petrokimia Gresik公司公
关经理穆哈马德·伊赫宛
（Muhammad Ihwan）在中爪
省博约拉利对记者表示：“
上述补贴化肥储备量比政府
规定的最低储备量18万8018
吨多四倍。”

他续说，上述Pet r o k-
imia Gresik公司准备的补贴
化肥，其中是尿素肥料共
有4万7776吨、ZA肥料13
万8690吨、SP-36肥料19万
7814吨、Phonska氮磷钾复合
肥料（NPK）34万2834吨，
以及有机肥料6万0168吨。

“该补贴化肥储备量是
印尼肥料公司为2019年10月
份至2020年3月份播种期准
备126万吨补贴化肥储备量
的一部分，”他这么说。

Petrokimia Gresik公司秘书
尤淑夫（Yusuf Wibisono）
分配肥料是根据2018年第47
号农业部长条例有关2019年
预算的补贴化肥分销和其最
高零售价的规定。

上述农业部长条例规
定，印尼肥料公司在今年
必须分配的补贴化肥达到
887万吨。从上述分配量，
其中524万吨将由Petrokimia 
Gresik公司分配。截至今年9
月25日，Petrokimia Gresik公
司已在全国分配366万吨补
贴化肥（大约70%）。

分配该补贴化肥的过
程，印尼肥料公司和Petrok-
imia Gresik公司是根据2013

年第15号贸易部长条例有关
向农业部提供补贴化肥的规
定。补贴化肥储备必须能
满足农民至未来两周的需求
量。

“我们将补贴化肥储备
量增加至四倍，应对农民
需求量提高的可能性。我们
确保补贴化肥的分配将符合
政府规定的分配量而顺利进
行，”他称。

此外，在分配补贴化肥
中，Petrokimia Gresik公司
坚持六项正确的原则，即是
正确地点、价格、数量、质
量、类型，以及时间。

“我们还得到分配设
备，如容量约140万吨的300
个缓冲仓库、650个分配
商，以及2万8000个官方摊
位，”他阐述。

他声称，目前Petrokimia 
Gres i k公司正实施业务转

型计划，除了有义务提供
补贴化肥之外，亦必须准
备更多非补贴化肥的储备
量，因为补贴化肥仅分配
给在农业部的团体需求最
终计划（RDKK）记录的农
民。

“我们希望，该步骤能
为得不到补贴化肥的农民的
解决方案，”他称。

为此，我们建议，欲获
得补贴化肥的农民参加农民
团体，并符合他们的需求而
编制RDKK。

“我们呼吁农民遵从5
：3：2的平衡施肥剂量的建
议，总面积为1公顷的稻田
需要500公斤有机化肥、300
公斤Phonska NPK化肥，及
200公斤尿素化肥。该平衡
施肥的方法成为农民过多使
用化肥问题的解决方案，”
他进一步称。(vn)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
由于散装食用油的生产商
自从2020年1月1日开始必
须使用包装食用油，印尼
消费者协会（YLKI）要求
政府把包装食用油的最高
零售价（HET）稳定在每
公升1万1000盾。

印尼消费者协会常务理
事杜鲁斯·阿巴迪（Tu-
lus Abadi）在雅加达对
记者表示：“从保护消费
者或粮食安全的方面，
我们可以理解该政策的作
用，因为包装食用油更安

全消费，受其他物品污染
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更耐
久。”

有关该政策，印尼消费
者协会提醒，包装食用油
价格要实惠，因为食用油
是社会主要消费品。

不 仅 为 满 足 家 庭 的
需求，而且满足中小型
企 业 和 微 中 小 型 企 业
（UMKM）业务的需求。

然后，希望政府能保持
最高零售价一致性，并对
违反该最高零售价的企业
家严厉处置。

“在这一向以来，政府
已为许多商品制定了最高
零售价，如白糖，但在现
场的价格超过了最高零售
价，并没有严厉处置，”
他如斯说。

他补充说，为减少塑料
造成的负面影响，政府理
应责成生产商使用重视环
保，或符合印尼国家标准
（SNI）的塑料。

“强制性包装食用油政
策的实施，将提高塑料的
消费量和分配量，而产生
塑料垃圾，”他称。

此 外 ， 根 据 1 9 9 9 年
第 8 号 有 关 保 护 消 费 者
条例、粮食条例，以及
清真产品保证条例，他
说，使用包装，该食用
油必须重视保护消费者
的方面，如贴上截止日
期、清真信息，以及营
养成分信息。

“政府亦必须保证上
述销售的包装散装食用油
的质量，符合品牌包装食
用油（实施印尼国家标
准）的质量，”他进一步
称。(vn)

【 安 达 拉 社 雅 加 达
讯】政府通过国民建设
规划部（B a p p e n a s）希
望，药品原料可以在我
国生产，因为大部分产
品仍需进口。

国 民 建 设 规 划 部 社
会 营 养 健 康 经 理 阿 里
（Pungkas Bahjuri Ali）
在雅加达出席题为优化药

物和疫苗管理的紧迫性，
提高预算效率的讨论时表
示：“除了提供更有效的
原材料之外，还支持国内
制药业的发展。”

他续说，若我国药品
和疫苗的供应充足，希
望能减少政府的开支。

他认为，卫生部领域
的技术发展很快。

“ 这 一 向 以 来 ， 我
们未能满足国内对药品
和疫苗的所有需求。为
此，我们还必须从外国
进口。在这种情况下，
价格效率成为非常重要
考虑点，”他称。

他 阐 述 ， 对 疫 苗 的
需求继续提高，因为，
我们也必须推介新的疫

苗，更何况，疫苗对预
防各种疾病的传染非常
有效。

“例如，为降低婴儿
死亡率，我们必须预防
肺炎和腹泻。若我们要
认真降低婴儿死亡率，
这种疫苗未成为在未来
开发疫苗的部分，”他
进一步称。(vn)

我国冰淇淋工厂东盟地区最大 
已向东盟国家出口产品

丹绒不碌港集装箱吞吐量

交通部长预计可提高至800万标箱

印尼消费者协会要求政府 

包装食用油HET为1万1000盾

大部分药品原料仍需进口 

政府希望能在国内生产

今年10月至明年3月进入播种期 Petrokimia准备78万吨补贴化肥

图示10月9日，木材加工与家具工业理工学
院院长（中）与印尼手工艺与家具工业协
会（HIMKI）代表Wiradadi Soeprayoga(右)、正
在参观马腰兰JI EXPO举办的家具制造业组
件国际展览会（IFMAC）的一个展位。该展
会有来自23个国家与地区的286商家参展。
（商报/Hermawan摄）

家具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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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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9日

中美贸易谈判前景不佳打压风险偏好
金价持坚

美中贸易磋商取得进展的希望不
大，打击风险偏好，市场密切关注美
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美联储/FED)宽
松货币政策的线索，金价周三守住上
日涨幅。

0526GMT，现货金上涨0.1%至每
盎司1,506.06美元，上日跳涨多达
1%后，仍守在1,500美元上方。美国
期金涨0.5%至1,511.60美元。

现 货 银 上 涨 0 . 3 % 至 每 盎 司
1 7 . 7 7 美元，铂金上涨 0 . 3 %至
8 9 2 . 7 5美元。钯金下跌0 . 1%至
1,673.42美元。

中美贸易疑虑升温
油价连跌第三日

在中美本周举行贸易谈判前双方
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引发全球经济
成长和石油需求的不确定性，油价周
三连续第三日下跌。

美国行业数据显示美国石油库存
增幅大于预期，亦打压油价。0442 
GMT时，布兰特原油期货跌0.24美元
或0.4%至每桶58.00美元；美国原油
期货报52.39美元，下跌0.24美元或
0.5%。

英退前景令英镑走软
贸易谈判憧憬消退之际美元企稳

市场对美中贸易谈判取得突破
的憧憬消退，投资者转向低风险
资产；英镑在一个月低位附近徘
徊，因退欧不确定性加大，美元
周三企稳。

美元兑日圆略涨至107.14日圆，
兑欧元持稳在1.0962美元。美元指数
持平在约99.093.

人民币兑美元在隔夜离岸市场交
易中跌至一个月低点，但于周三在岸
市场略有上升，报7.1434。

澳元与新西兰元微升，澳元兑美
元升0.2%至0.6741美元，新西兰元
兑美元上涨0.3%至0.6312美元。

英镑兑美元降至1.2214美元，接
近9月初以来低点，因有报导称，英
国与欧盟之间的谈判几近破裂，无法
达成退欧协议。

Fan 8， 营造难忘的要素
我们必须有所乱悟，顾客的记忆

力是有限的。这是一个情报泛滥的时
代，事物若没有强烈的刺激，几乎无
法留下记忆，因此我们必须努力“被
记住”配合【Work16】检视“烙印在
记忆中的要素”，思考以下2个例子。

  全球股市

黄金行情
10月9日 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3.645.000 盾卖出 3.550.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7.220.000 盾卖出 7.100.000 盾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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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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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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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0266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7.1354 卖出)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

部门 指数 波幅(%)

综合指数

LQ45甄选股 

雅加达伊斯兰指数(JII)

农业股 

矿业股 

基础工业股 

多种工业股

消费品工业股

房地产股 

基础设施股 

财务股

商业股 

制造业股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2019年10月9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1 MKPI 16475 13300 3175 -19.27% 100 1330
 2 UNVR 44725 44200 525 -1.17% 622000 27541462
 3 ICBP 12400 12000 400 -3.23% 3141600 37907572
 4 GGRM 49775 49450 325 -0.65% 1064800 52728422
 5 ARKA 1965 1705 260 -13.23% 311100 559942
 6 POOL 1965 1770 195 -9.92% 114640200 206105469
 7 TCPI 6125 5950 175 -2.86% 34737200 205694600
 8 UNTR 20225 20050 175 -0.87% 3181200 64323795
 9 JECC 6500 6350 150 -2.31% 200 1270
 10 BBCA 30500 30350 150 -0.49% 8299300 251934642

美元 USD 14015.00 14335.00 14111.00 14253.00

新币 SGD 10197.00 10317.00 10206.87 10311.08

港币 HKD 1787.00 1827.00 1798.98 1817.10

日元 JPY 130.61 134.21 131.65 133.01

欧元 EUR 15398.72 15658.72 15469.89 15628.41

澳元 AUD 9426.87 9666.87 9512.23 9610.80

英镑 GBP 17164.77 17464.77 17238.00 17412.89

人民币 CNY           - - 1995.11 2015.18

 6029.16 -0.17

  934.75  -0.34

  664.13  -0.78

  1376.20  1.66

  1591.47  0.91

 823.42  -0.35

  1121.23  -0.94

 2126.91  -1.07

  489.97  -0.35

  1193.13  0.6

  1221.99  -0.11

  793.99  0.16

  1390.69  -0.83

亚股

日经指数 21,456.38 跌 131.4

韩国综合 2,046.25 涨 24.52

香港恒生 25,682.81 跌 210.59

上海综合 2,924.86 涨 11.29

欧股

英国FTSE 7,180.03 涨 36.88

德国DAX 12,089.05 涨 118.85

法国CAC 5,495.91 涨 39.29

荷兰AEX 565.89 涨 3.17

http://tw.stock.yahoo.com    9/10/2019   19.14

美股

道琼工业 26,164.04 跌 313.98

那斯达克 7,823.78 跌 132.52

S&P500 2,893.06 跌 45.73

htt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 Dow Jones  4:00 PM  2019/10/8

 1 ANDI 1970 2460 490 24.87% 49407700 111632381
 2 MDKA 6200 6475 275 4.44% 25080700 159894337
 3 KRAH 1225 1495 270 22.04% 2600 3836
 4 ITMG 12400 12650 250 2.02% 638700 8050757
 5 PLIN 2830 3050 220 7.77% 600 1766
 6 MAYA 6750 6950 200 2.96% 700 4775
 7 TPIA 8150 8350 200 2.45% 8712600 71076067
 8 AALI 10750 10925 175 1.63% 447200 4847945
 9 PURE 300 450 150 50.00% 2537800 1142010
 10 DIVA 3580 3710 130 3.63% 2882300 10615293

在证券交易或经纪
业务方面，2019年第
三季度的总交易额比
去年同期的952.98兆
盾增长15.32%至1099
兆盾。

此外，证交所已经
有31家公司已在印尼
证券交易所（BEI）登

记，准备在今年第四
季度进行首次公开招
股（IPO）。此外，利
率下降也吸引公司通
过发行债券融资。

Anugerah Mega In-
vestama公司经理Hans 
K w e e 日前对记者阐
明 ， 今 年 底 通 过 资

本市场融资的公司很
多，因为在2019年普
选之前很多公司都推
迟上市。

H a n s 认 为 今 年 第
四季度对债券的吸收
还不错，因为准上市
公 司 已 经 拥 有 战 略
投资者。他认为近日
股市的波动状况将持
续到 2 0 1 9年 1 2月。
因为投资者仍关注美
国 与 中 国 进 行 的 贸
易协商，以及美联储
（The Fed）的持续
降息。

鉴 于 利 率 的 降 低
趋势，银行业流动资
金紧张及没有信贷扩
张，Han s认为目前是
公司发行债券的恰当
时机。债券承销业务
的收入在明年必定成
为证券公司业绩的支
柱之一。

彭 博 社 本 月 8 日
的 数 据 显 示 ， I n d o 
P r e m i e r 证券公司控
制债券发行的最大市
场 份 额 ， 占 了 1 7 % 
，总值14 . 4 8兆盾。
今 年 的 债 券 发 行 总

额 达 到 1 0 3 . 0 2 兆
盾 。 2 0 1 8 年 则 达 到
122.96兆盾。

在 经 纪 商 年 度 交
易额不断增长之际，
证 券 公 司 似 乎 已 经
不打收费战。此前它
们在提供经纪交易费
用方面都甩价吸引顾
客。印尼证券公司协
会总主席Oc t a v i a n u s 
B u d i y a n t o也证实这
一点。眼下证券公司
制 定 的 经 纪 商 收 费
从0.1%、0. 1 5%到
0.18%不等。(xf)

【本报Mu h a mm a d 
Maan报道】UangTeman
金融科技应用管理者的
Digital Alpha Indonesia
公司联手劳工社会保障
管理机构（BPJS），在
提供信用评分中提高学
习机器的能力。

周 二 （ 8 / 1 0 ）
，UangTeman应用首席
执行官兼创始人Aid i l 
Zulkifli 在雅加达签署
该合作协议书时说：“
透过该合作，我们可提
高UangTeman信贷机器
的分析能力，以致实施
的信用资格评分可更准
确、正确的目标并愈加
减少商业风险。”

透过该信用分析能
力的增加，Aidil拟定指
标，该公司发放的信贷
愈加准确并减少客户不
良贷款的风险。

Aid i l说：“这也是
我们为政府提供具体支
持的部分，目的是在金
融科技领域建立更健康

的商业生态系统。” 
劳工社会保障管理机
构雅加达Cege r区办公
处主任Dani Santoso表
示，目前快速发展的金
融科技行业必须获得最
佳支持，并提供劳工社
会保障管理机构扩大成
员的机会。

“金融知识和包容
性是政府和金融服务管
理局（OJK）的主要工
作计划之一，劳动社会
保障是法律的任务，也
是政府的工作计划，因
此，双方之间的合作是
支持加速政府计划执行
的协同作用。

Dani也确保，该合作
将始终强调机密性和数
据安全性方面，符合政
府的条例。

“我们对该合作感到
非常高兴，因为UangTe-
man的目标市场是迄今尚
未享受银行金融服务并
且还没有受到劳工社会
保障管理机构计划保护

的中下阶层。因此，我
们深信，该合作可提高
对社区的贷款质量，并
提高扩大对未受保护工
人的保护范围。”

UangTeman与劳工社
会保障管理机构之间的
合作使用数据镜像方
案。劳工社会保障管
理机构数据将验证与
UangTeman申请贷款的
潜在客户的数据，包括
人口登记号、身份证地
址等。该数据的适用性
随后将影响对该潜在客
户信用价值的评估。

“ 通 过 该 数 据 镜
像，UangTeman深信，
可提供更快、更准确的
信用度资格评分，以致
我们发放的信用质量会
更好。这符合UangTe-
man的原则，即成为基
于有社会负责的信息技
术的借贷平台。

他说，在运营的5年
中，UangTeman已发放5000
亿盾信贷。（译asp） 

【 本 报 讯 】 周 三
（ 9 / 1 0）综合指数
在闭市时下落。早盘
结 束 时 ， 综 指 下 落
16. 0 8点或-0. 2 7%
至6023. 5 2点。但在
下午收盘时，却下落
10.441点或-0.17%
，报收于6 0 2 9 . 1 6 0
点。LQ-45指数下落
3.248点或-0.35%，
报934.746点。

亚洲股市上下不一，
日本指数下落131.40
点 或 - 0 . 6 1 % ， 报
21456.38；香港指数下
落210.59点或-0.81%
，报25682.81；上海
指数上升11. 2 9点或
0.39%，2924.86；
海 峡 时 报 指 数 下 落
20.95点或-0.67%，报
3089.90。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
共发生51万1275次，
有157兆7065亿6545
万份股票易手，总值7
兆7636亿4740万9972
盾。涨价的股有20 1
种，落价的股有18 9
种，268股持平。

外 资 净 售 3 3 3 亿
2000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AN D I（A n d i r a 
A g r o 股 ） 涨 价 4 9 0
盾 ， 现 价 2 4 6 0
盾；MDKA（Merdeka 
C o o p e r 股 ） 涨 价
2 7 5 盾 ， 现 价 6 4 7 5
盾；KRAH（Grand Kartech
股）涨价270盾，现价
1495盾；ITMG(印多矿
业公司股)涨价250盾，
现价1万2650盾。

落价的股票当中： 
MKP I（Me t r o p o l i t a n 
Kentjana 股）落价
3 1 7 5 盾 ， 现 价 1 万
3 3 0 0盾； U N V R (联
合 利 华 公 司 股 ） 落
价 5 2 5 盾，现价 4万
4200盾；ICB P (印多
福食品C B P股 )落价
400盾，现价1万2000
盾；GGRM(盐仓香烟
公司股)落价325盾，
现价4万9450盾。

盾币贬值11盾
周三，雅京银行际

货币兑换交易（J a-
karta I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 /JIS-
DOR）收市，1美元以
14173盾中间价结束，
比先前价14162盾，盾
币贬值11盾。(asp)

证券公司业务不受股市波动影响

今年第三季度交易额为1099兆盾
【印尼文版商报雅加达讯】股市的

波动显然并没有妨碍证券公司业务，

证券公司预计依然能够通过证券交

易、债券发行和首次公开招股等，充

实其腰包直到今年底。

综合指数下落10点至6029.160点

1美元兑14173盾

UangTeman应用联手劳工社会

保障管理机构提高贷款质量

图为周二（8/10）， UangTeman应用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Aidil Zulkifli（右二）与
劳工社会保障管理机构雅加达Ceger区办公处主任Dani Santoso(左三)在雅加达签署
该提高贷款质量合作协议书后握手。（Isb/Muhammad Maan摄）

随着举行2019年印尼知
识论坛节目，中亚银行
（BCA）推出WELMA财富
管理应用程序。 通过该
应用，客户可以购买和
出售投资产品，例如信
托资金、债券和保险。
图为周二（8/10）， 中
亚银行董事总经理赵时
建（Jahja Setiaatmadja，
左二）、财政部财库总
局局长 Andin Hadiyanto（

右二）、中亚银行董事经理Suwignyo Budiman与董事经理Santoso在雅加达推出
WELMA应用程序时交谈的情景。Isb / max manuhutu

BCA 推出WELMA应用程序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9年10月10日，星期四 第5版印尼财经    EKONOMI  INDONESIA

至今， S a t y a m i t r a 
Kemas Lestari公司仍依
赖座落于万丹（Banten）
丹格朗（Tangerang）的
Tiga r aksa区的工厂，未
来，Satyamitra Kemas 
Lestari公司经理部希望，
能在中爪兴建新工厂。

Satyamitra Kemas 
L e s t a r i 公司经理赫里
延 多 . 史 迪 约 诺 . 西 达
悦（Herryanto Setiono 
H i d a y a t）披露，“扩
展工业是考虑需求和供

应，最近2年至3年进军
出口市场。”

赫里仍不愿阐明新工
厂建造地点，他仅称，
新工厂生产能力将与第
1家工厂相同，即原料加
工每年15万吨。

兴 建 新 工 厂 的 资 金
仍 依 赖 首 次 发 行 股 票
（ I P O）所得，今年首
次发行股票获得1250亿
盾，最初使用其中30%
购 买 机 器 和 兴 建 新 工
厂。但至今，Satyamitra 

Kemas Lestari公司经理
部仍需计算在中爪投资
事宜。“根据目前市场
情势改变，重新计算投
资数目。”

他补充说，新工厂将
支持发展出口市场，经
理部定下指标，新工厂
能提高生产量，以致，
出口能占总销售的20%
至30%份额。

目 前 ， 虽 然 还 不 能
直接出口，Sa t y am i t r a 
Kemas Lestari公司生产的
包装纸盒，多使用于出
口商品包装，如鞋产、
打印机、食物等，该产
品占Satyamitra Kemas 
Lestari公司每年平均收入
的20%至30%。

除 了 纸 盒 之 外 ， 
Satyamitra Kemas Lestari

公司也已与美国零售企
业Wa lm a r t合作，供出
口1 5 0个集装箱的购物
袋，该公司与Wa lm a r t
合同总值大约 1 0 0 0 万
美元。

设 法 推 动 出 口 是 为
防范国内市场业务疲软
的情况，全国经济局势
充满压力对Sa t y am i t r a 
Kemas Lestari公司业绩
造成影响。

Satyamitra Kemas Lestari 
公司经理部为今年能达到
去年净收入提高15%的
指标感到悲观，在国内
市场，Satyamitra Kemas 
Lestari公司供应消费品包
装纸盒需求，如鞋子盒
和数种电子产品包装，
购买力低迷造成上述产
品需求也下滑。(sl)

【本报讯】OPPO手机
生产商推出OPPO Reno2系
列，供应我国高档市场的
优质手机。

OPPO Reno2和OPPO 
Reno2 F两款手机瞄准录像
和摄影爱好者。

OPPO Indonesia公关经
理Aryo Meidianto称，我
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已逐渐
提高，并开始选择优质智
能手机。

“我们表乐观Reno2和
Reno2 F手机可以在我国市
场上受青睐。我们定下指
标，至今年底这两款手机
能在高档市场能成为消费
者的选择。”他这么说。

“OPPO致力于突破移
动摄影的极限。Reno2搭
载全新的四摄像头的多样
焦距影像系统，从5倍双
摄变焦、超扩镜头(Ul t r a 
Wide Angle)和其他功
能。”他如斯说。

他说，鉴于目前社交
媒体用户的录像，致使
OPPO没疏忽和通过Reno2
贡献录像界。OPPO发展
的全新Ultra Steady超级

防抖录像的技术提高录像
的稳定性，以致可使用户
当跑步、滑雪、溜冰、骑
自行车和其他各种活动稳
定录像。

“该稳定性通过IMU传
感器以电子防抖(EIS)和光
学防抖(OIS)。这些功能
消除模糊。Reno2的60fps
帧速能全面提高照片的稳
定、清晰和高质量。”他
这么说。

Reno2 搭载了一块阳
光护眼全景屏，拥有行业
顶尖的显示效果。点亮屏
幕的一瞬间，完整一体的 
6.5 英寸宽屏，满足所有
强迫症。

Reno2 拥有全新升级的 
Game Boost 2.0 ，给热
爱游戏的你一个抢占先机
的利器。

Frame Boost 2.0 帧
率加速，专项解决看到

的画面流畅度，发现快
人一步；Touch Boost 
2.0 触控加速，专项解
决双手触控响应速度，
反应快人一步。

“ 此 外 ， O P P O 也 非
常重视创建视频内容，
并努力为提供更深的经
验，通过Reno2系列的高
质量、dolby技术和atmos 
an hi-res audio。”他如
斯说。(lcm)

【Ko n t a n雅加达讯】
从越南大量进口鞋子，导
致本地企业家受损失。但
是，本地鞋类生产商仍积
极扩展业务，为保持和提
高市占率。

中央统计局( B P S )记
录，今年1月至6月越南鞋
子进口额突破97 5 0万美
元。该数字比2016年9570
万美元更大。

Eag l e鞋类品牌生产商
GF Indonesia公司表示，
进口鞋类充斥市场，影响
了他们的业务。但是，公
司不灰心，并在本地市场
竞争中仍发展新产品。

GF Indones ia公司营销

经理Cindy Jane称，解决
进口鞋充斥市场的方案
是创造优质的鞋子。进
口鞋通常质量很低。“
我们表乐观因为有很好
的质量和材料。”她这
么说。

G F  I n d o n e s i a  公司
努力保持销售额，本地
市场贡献大约7 0%，而
3 0%来自于出口市场。
在本地市场，公司依靠
软推销(soft sell ing)方
法，通过社区和社交媒体
网络优化。这是因为 GF 

I n d o n e s i a公司未有自己
的实体店。

软推销成为优点，因为
大约60%的产品使用传统
分销网络营销。大约20%
至25%来自于在零售店或
传统市场的分销，而其余
公司部门。

而Sepatu Bata(BATA)
公司选择的策略是增设
分店。这是因为9 9%的
BATA公司收入来自于国
内市场，而出口份额仅
1%。今年，BATA公司拨
出600亿盾资本开支为扩

展零售店和维修机器。
B A T A 公 司 也 翻 新 旧

店以red angle概念和应
用每星期五新产品的策
略。新店开设更瞄准新
地区。BATA公司定下指
标，开设50间新店和翻新
50间旧店。

印 尼 鞋 类 生 产 商 协
会(Ap r i s i n d o )执行董事
Firman Bakri表示，越南进
口鞋充斥市场，因为民众
对廉价商品需求很高。政
府必须确实该进口货适应
现行规则。(lcm)

Satyamitra计划

增建工厂推动出口
【Kontan雅加达讯】Satyamitra Kemas Lestari

公司将加强包装行业的出口市场。该公司

将尽力提高生产能力，俾能供应国外市

场需求。目前，Satyamitra Kemas Lestari

公司出口销售仅占净收入的5%以下。

Oppo推出Reno2系列 供应我国高档手机市场

左至右 : OPPO Reno2系列品牌代表Darwis Triadi、OPPO Indonesia品牌计划经理Stiffen Andika、
公关经理Aryo Meidianto、OPPO Reno2系列品牌代理Agatha Suci，周二，在雅加达出席OPPO 
Reno2系列推介仪式时合照。(商报/Hermawan摄)

【Ko n t a n雅加达讯】
Steel Pipe Industry of 
Indonesia（Spindo）公司
认为，国内钢管市场仍坚
固，因此，他们深信，
今年生产量能比去年增长
20%。

S p i n d o公司投资者公
共关系经理约翰.艾德华
（Johannes Edward）对记
者称，目前，Spindo公司
工厂年产能力达到60万吨
或者是机器产能使用率为
60%至65%。“今年产量
可能达40万吨。”

根 据 记 载 ， 去 年 ， 
Spindo公司出售34万6987
吨钢管，或者是比2017年
的32万1587吨提高7.89%
，根据记载，今年的生产
增长指标为20%或相等于
41万6384吨钢管。

根据Sp i n d o公司2019
年6月的公众报告，在国
内有6家生产设施，其中
是3家工厂座落于东爪泗
水（Su r a b a y a），另3家
工厂分布于东爪徐图利祖
（Sidoa r j o）、东爪岩望
（Pasu ruan）和西爪加拉
横（Karawang）。

事实上，Spindo公司能
提高生产机器产能利用率
或者是100%，只是Spindo

公司不愿轻率，他们须考
虑市场需求，俾能避免供
过于求情况。

除了调高钢管产量之
外，Spindo公司实施营销
计划，该公司在西爪万
隆、雅加达和东加里曼丹
三马林达各拥有1家仓库。

三马林达的仓库是在
2019年设立，Spindo公司
希望该仓库能提高爪哇岛
外的营销网，因该公司看
出国内钢管市场持续显示
增长复苏情形，爪哇岛外
相当有潜力。

根据Spindo公司记载，
最畅销的钢管，是供工程
用钢管，如机械钢管和
螺旋钢管（pipa spiral）
，2019年1月至6月期间，
机械钢管和螺旋钢管分别
售出3933.5亿盾和3682.5
亿盾。

与Spindo公司调高生产
指标并行，Spindo公司的
销售和服务收入指标也提
高。“我们深信，今年净
收入大约5兆盾，净利也
比去年更好。”

至 2 0 1 9 年 第 3 季 ， 
Spindo公司经理部坦言，
业绩仍增长，只是他们还
不愿详述细节，因财政报
告仍在审计当中。(sl)

【Kontan雅加达讯】国内
水泥工业前景仍低迷，工业
商开始重新考虑有关已定
下2019年的增长指标。

根据印尼水泥业协会
（AS I）数据，2019年1
月至8月期间的水泥销量
为4203万吨，或者比去年
同期降低2.26%，降幅最
大的是在苏门答腊区，比
去年同期降低5,93%成为
871万吨。

与印尼水泥业协会数据
并行，印多水泥 (Indocement 
Tunggal Prakasa) 公司坦言，
今年，难以达到3%至4%的
增长指标，尤其是，2019年
上半年实际销售比去年同期
降低1.25%成为790万吨。

印多水泥公司秘书安
东尼.玛科斯（An to n i u s 
Marcos）对记者称，“降
低与受总统选举影响的全
国水泥消费降低并行。”

实际上，如果有机会，
印多水泥公司准备扩展业
务，目前，印多水泥公司为
西爪Cikutamahi Pamoyanan
的煤矿工程护航。

其 它 水 泥 工 业 ， 如
Solusi Bangun Indonesia公
司设法极限销售，该公司
实施的策略是通过加强产
品创新。

日前，Solu s i  Bangun 
Indonesia公司经理阿贡.威
哈多（Agung Wiharto）称，
水泥市场有需求才能增长，
水泥工业并不能通过宣传或
者是折扣，推动销售。

根据印尼水泥业协会数
据，2019年1Solusi Bangun 
Indonesia公司1月至8月期
间，在国内市场总销量达
到632万吨或比去年同期降

低2.64%，与此同时，出
口销售也比去年同期缩减
4.65%成为33万7253吨。

只 有 巴 杜 拉 查 水 泥
（Semen Baturaja）公司的
水泥销售，在2019年8个月
内，比去年同期增长16%
，主要是2019年8月，巴杜
拉查水泥公司的水泥销售
比7月增长10.5%，成为22
万2097吨。

日前，巴杜拉查水泥公
司营业经理德德.巴拉萨德
（Dede Parasade）称，在苏
门答腊南区（Sumbagsel）
的政府基础设施工程成为
巴杜拉查水泥公司业绩支
撑力。(sl)

越南鞋类充斥市场 我国工业仍积极扩展业务
至2019年8月

全国水泥销售降低

Spindo乐观表示

今年钢管产量同比增长20%

图示10月9日，在西苏门答腊省Limapuluhkota县区的Piladang
市场的工人正在包装刚晒干的红色木薯饼。这些木薯饼
已销售到苏西省以外城市，售价每5公斤6万盾。

制作木薯饼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9年10月10日，星期四 第6版BERITA SOSIAL印尼社会新闻

周三（10月9日），普
哇加达县地方赈灾局和消
防局局长瓦赫尤·威比索
诺在电话里对记者说：“
造成68户家庭215个人受
到影响。”

瓦赫尤说，据当地村

民说，本周二中午 1时
许，Mandiri Sejahtera 
Sentra（MSS）公司的爆
破作业导致巨大石头从山
上滚下来。

瓦赫尤说：“石头从
500米高处滚下来，把山

下的7间民房和1所学校
砸坏了，其中2间严重损
坏。”

当地村民愤怒不已，
去找该公司算账。

瓦赫尤说目前村民和
公司正在商议，直葛哇
鲁区地方领导协商会议
（Muspika）也在场。

他说：“村民要求公
司承担责任，也要求在双
方达成和解之前不可以营
业。”

瓦赫尤说，据MMS公

司技术总监班庞·尤达卡
说，公司的采石场占地面
积41.9公顷，百分之八十
员工都是当地人。

班庞说，矿山爆破震
动导致周围石头滚下山。
矿山安全检查员将对民房
被大石头砸中事件进行调
查。

该公司表示愿意承担
责任，将在矿山搭起挡石
墙、维修被石头砸坏的民
房，若有必要的话可装
修。（cx）

矿业公司表示愿意承担责任

矿山爆破导致巨石滚下山砸坏多间民房

普哇加达县村民房子被滚下来巨大石头砸坏。（图片来
自普哇加达县地方赈灾局）

【加拉璜罗盘新闻网10月9日讯】周二

（10月8日），西爪省普哇加达县直葛哇

鲁（Tegalwaru）区村庄7间民房和1所学

校被从山上滚下来的巨大石头砸坏。所幸

没有人员伤亡。

【西斯兰Tribun新闻网
10月9日讯】马鲁古省西
斯兰县地震遇难者人数持
续上升。截至周三（10月
9日），遇难者人数从11
人增加至20人。

本周三，在马鲁古省
副省长奥尔诺（� a r n a �� a r n a �
bas Prno）和国家赈灾局局
长多尼（Doni Monardo）陪
同下，西斯兰县县长亚辛
（Muhammad Yasin Payapo）
说：“直到今天已经有20个
人在地震中身亡。”

他说，9月26日6.8级地
震当天造成7个人身亡，
其他受伤者在医院和应急
避难场所去世。

据悉，西斯兰县地震
造成19 0 1间民房损坏，
其中230间严重损坏。此
外也造成46所学校和10间
卫生设施及宗31间教场所

损坏。灾民人数达到12万
7000人。

此前新闻报道称，9月
26日安文岛和西斯兰县发
生6.8级地震。（cx）

西斯兰县6.8级地震

遇难者人数增至20人
加拉璜县酒店房间惊现全裸女尸
警方称遇害者被捂住嘴鼻窒息身亡

【雅加达罗盘新闻网10
月8日讯】近日在雅加达
中区丹拿旺区巴厘村福德
正神庙偷慈善捐款箱金钱
的男子鲁斯里·布迪曼被
警方抓捕。周二（10月8
日），丹拿旺区警察局局
长卢克曼·查约诺说，鲁

斯里偷寺庙慈善捐款箱50
万盾用于买酒喝得烂醉。

卢克曼说，鲁斯里是福
德正神庙停车员。偷慈善
捐款箱金钱被监控拍下全过
程。寺庙管理员把监控录像
交给警方。从监控录像可以
看到，鲁斯里爬墙进入寺

庙，再把庙门踹开，然后偷
走慈善捐款箱50万盾现金。

鲁斯里承认偷钱，他
因欠朋友15万盾才做出这
样缺德的事情。鲁斯里的
行为触犯刑事法典中的第
36 3条文，或被判7年监
禁。（cx）

偷慈善捐款箱金钱

寺庙停车员被警方抓捕

【泗水点滴新闻网1 0
月8日讯】东爪省泗水市
警方对价值超过6 0亿盾
起获的冰毒、大麻、摇头
丸、happy five丸和koplo

丸进行集中销毁。
这是在三个月内起获的

毒品。此外，警方也将18
名嫌疑犯抓获。

周二（ 1 0 月 8日），

泗水市警察局缉毒组主
任Memo Ardian对记者
说：“男性17个和女性1
个。”

他解释说，这是泗水市
警方从7月至9月抓获和起
获的毒品和嫌疑犯。

他接着说：“其中一起
是跨国贩毒案。”

据他说，警方起获胶囊
形状的摇头丸。

他说：“不是新型毒
品，而是胶囊形状的摇头
丸。毒贩把摇头丸做成胶囊
的形状，以减少苦味。”

警方展示起获毒品之后
集中销毁。（cx）

泗水警方集中销毁价值逾60亿盾毒品

【加拉璜点滴新闻网
10月9日讯】西爪省加拉
璜县奥米茄酒店房间惊现
女尸。本周三，加拉璜县
警察局刑事侦查组主任比
曼托罗·库尔尼亚宛说，
尸检结果显示，遇害者
OS（28岁）被凶手捂住嘴
巴鼻子窒息身亡。

周一（10月7日），这
具全身赤裸女尸在奥米
茄酒店211号房间里被发
现。被发现时，女死者双
手被人用毛巾绑在身后。

警 方 对 7 个 人 进 行 问
话。安装在酒店周围的监
控录像成为线索。

10月6日下午5时左右，

女子入住奥米茄酒店，当
时有人看到她和一个男
人在一起。一名停车员
说：“星期日晚上，她和
一个男人入住酒店。”

女子的遗体已被运回万
丹省老家。女子对丈夫和
家人说她在加拉璜县当推
销员。（cx）

【展玉点滴新闻网10月
8日讯】西爪省展玉县警
察局刑事侦查组将5名在
花城别墅区介绍妓女的男
女抓捕。他们的目标是该
地区的中东人。

接到民众报警后，警察
将5名嫌疑犯NM（21岁）
、JM（26岁）、JNH（25
岁 ） 、 D A （ 2 8 岁 ） 和
H（38岁）进行抓捕。

周二（10月8日），展
玉县警察局局长祖安·安
迪说：“我们在一个星期
内抓捕这些嫌疑犯。”

除了这些嫌疑犯，8名
受害人其中3个是男性也
被警察带走。

受害人卖淫一小时3 0
～ 5 0万盾。他说：“受
害人年龄在20到2 8岁之
间。”嫌疑犯也介绍人妖
卖淫。

安迪说：“嫌疑犯骑摩

托车或开车载着妓女和人
妖出去卖淫，中东人成为
目标。”

这些嫌疑犯的行为触犯
反贩卖人口法，或被判最
高15年监禁。（cx）

中东人成为目标

展玉县五名男女介绍人妖和妓女卖淫

展玉县警方将5名介绍人妖和妓女卖淫的老鸨抓捕。

【古邦罗盘新闻网10月
8日讯】古邦市印尼劳工
安置于保护所（�P3TKI）
所长希瓦称，一名来自东
努沙登加拉省的劳工约淑
夫·特法在马来西亚被鳄
鱼吞噬。

周二（10月8日），希
瓦对记者说：“约淑夫来
自南中帝汶县关法杜区巴
斯穆帝村。”

据印尼驻古晋领事馆
称，今年3月9日，约淑

夫·特法疑喝醉酒掉进河
里。

展开搜寻之后，在搜寻
区域发现一条死在陷阱里
的鳄鱼。

希瓦说：“剖开鳄鱼肚
子后，发现疑是约淑夫·
特法的人类尸块。”

将通过DNA检测确认死
者身份。

希瓦说：“我们把约淑
夫·特法的爸爸接过来，
再抽取血液，然后交给外

交部。”
最后外交部将DNA样本

交给雅加达警方。
希瓦说：“结果显示

这是约淑夫·特法的尸
体。”

希瓦说，约淑夫·特法
是非法印尼劳工，他在马
来西亚砂拉越州棕榈种植
园工作。

现已剩下骨头的约淑夫
遗体将于本周三晚上抵达
古邦市El Tari机场。（cx）

马来西亚一名非法印尼劳工死于鳄鱼之口

【万隆点滴新闻网10月
8日讯】两名亚齐男子Ryan 
Ard iansyah（26岁）和M 
Sidiq（23岁）将重达70公
斤的大麻走私到西爪哇，
两人最高将面临无期徒刑。

周二（10月8日），西
爪省最高检察院检察官
Rika Fitrianirma在万隆市LLRE 
Martadinata路万隆地方法院
宣读起诉书：“两个被告人
走私的大麻重达70公斤。”

检察官称，两名被告人
在茂物地区进行大麻交易
时被西爪省禁毒局缉毒人
员追踪到所在位置。

女检察官说：“两个被

告人开车进入茂物地区，
在一家轮胎店停下车。缉
毒人员上前进行抓捕，并
在4个轮胎里面发现干大
麻。”

缉毒人员当场就审问，

两人交代说租来的房子里
还有里面藏有干大麻的轮
胎。检察官起诉，两名被
告人的行为触犯禁毒法，
要求对两人判处最高无期
徒刑。（cx）

轮胎藏大麻

两名亚齐人最高将面临无期徒刑

两名亚齐男子涉嫌大麻走私案。

【布洛拉点滴新闻网10
月8日讯】中爪省布洛拉县
Kedungtuban区Klagen村一
位名字叫Doyo的50岁男子
因为将其情妇RY（41岁）
杀害被当地警方抓捕。

嫌疑犯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被嫌弃性无能，一怒之
下将被害人杀死。被害人
是嫌疑犯的邻居。

周二（ 1 0 月 8日），

嫌疑犯在媒体记者面前
说：“她说了很难听的
话，说我性无能，阳痿，
不能满足她。”

嫌疑犯说他和被害人已
有配偶，她是他的情妇。

嫌疑犯对警察说两人
从三年前开始保持性爱关
系，已经发生性关系多
次。

布洛拉县警察局局长

Antonius Anang说他用砖
头将被害人打晕，然后逃
离现场。

警方确定称嫌疑犯因
怀恨在心才做出这样的事
情。嫌疑犯现被拘留。

今年9月25日，被害人
在家中被发现死在血泊
中。起初以为是滑倒身
亡，但后来在女子头部发
现暴力的痕迹。（cx）

【雅加达Tribun新闻网
10月8日讯】雅加达南区
一名33岁男子因为虚报失
窃而被Pesanggrahan区警
方逮捕。

周 一 （ 1 0 月 8 日 ）
，Pesanggrahan区警察局
局长阿古斯在新闻发布会
上说，该男子为了个人利
益向警方虚报摩托车被盗
了。事实上，他把摩托车

寄放在朋友家。
男子贷款购买摩托车

付了定金。一个月后，他
向警方报案说摩托车被盗
了。

经调查后，警方发现男
子的摩托车并没被盗。阿
古斯说：“嫌疑犯贷款购
买摩托车只付了定金就不
付了。他把摩托车寄放在
朋友家。”

阿古斯接着说，嫌疑犯
打算把摩托车卖给收买赃
物的人。

他说：“我们正在深入
调查中。这个嫌疑犯第一
次作案。”

警方也已将男子的朋
友逮捕。两人的行为触犯
关于伪证刑事法典中的第
242条第（1）款，或被判
最高7年监禁。（cx）

男子向警方虚报失窃被逮捕

五旬男子与女邻居保持性爱关系

被嫌弃性无能怒杀情妇

【雅加达Tribun新闻网
10月8日讯】雅加达南区
一名33岁男子因为虚报
失窃而被Pesanggrahan区
警方逮捕。

周 一 （ 1 0 月 8 日 ）
，Pesanggrahan区警察局
局长阿古斯在新闻发布会
上说，该男子为了个人利
益向警方虚报摩托车被盗
了。事实上，他把摩托车

寄放在朋友家。
男子贷款购买摩托车

付了定金。一个月后，
他向警方报案说摩托车
被盗了。

经调查后，警方发现
男子的摩托车并没被盗。
阿古斯说：“嫌疑犯贷款
购买摩托车只付了定金就
不付了。他把摩托车寄放
在朋友家。”

阿古斯接着说，嫌疑
犯打算把摩托车卖给收
买赃物的人。

他说：“我们正在深
入调查中。这个嫌疑犯
第一次作案。”

警方也已将男子的朋
友逮捕。两人的行为触犯
关于伪证刑事法典中的第
242条第（1）款，或被
判最高7年监禁。（cx）

男子向警方虚报失窃被逮捕



习 近 平 强 调 ， 中
国和巴基斯坦是独一
无二的全天候战略合
作伙伴。无论国际和
地区形势如何变化，
中巴友谊始终牢不可
破、坚如磐石，中巴
合作始终保持旺盛生
命 力 、 不 断 拓 展 深
化。中方始终将巴基
斯坦置于中国外交优
先方向，在涉及巴基
斯坦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的问题上将继续
坚定支持巴方，愿同
巴 方 一 道 努 力 ， 加
强 战 略 协 作 和 务 实
合作，打造新时代更
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
体。

伊姆兰·汗热烈祝
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他表示，
中国取得了非凡的发
展成就，作为中国的
铁杆朋友，巴基斯坦

由衷感到高兴。巴方
感谢中国总是坚持原
则、主持公道，坚定
支持和无私帮助巴基
斯坦。事实证明，中
国是巴基斯坦全天候
战略合作伙伴，巴中
友谊深入人心。巴方
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
交往、协调、合作，
坚定推进中巴经济走
廊建设，共同打造“
一 带 一 路 ” 成 功 典
范。巴方将继续坚定
推进反恐行动，维护
安全和稳定。

杨洁篪、王毅、何
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
【中新社9日讯】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9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巴基斯

坦总理伊姆兰·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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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中印领导人
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并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

9日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9日宣布：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和
尼泊尔总统班达里邀请，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将于10月11日至13日分别赴
印度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
晤、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

  

美在涉疆问题上将对中方人员再施限制 
中方：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针对美方在涉疆问题上将对中方人
员再施限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9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无论美方以何
种借口在涉疆问题上对中方实体和人员
实施何种限制，都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都坚
决反对。耿爽表示，8日，中方已就美
方以所谓涉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将28个中
国实体列入美国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向美
方提出严正交涉，并表明严正立场。耿
爽强调，中方奉劝美方立即纠正错误，
撤销有关决定，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中
方将继续采取坚定有力措施，坚决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韩国瑜双十节公布两岸政策
叫板蔡英文公开辩论

9日讯，台湾2020大选中国国民党参
选人韩国瑜将公布完整的两岸政策，
除了针对外界对他两岸路线的质疑一次
说明清楚，也将说明两岸主张及愿景，
并且直接叫板蔡英文公开对话并辩论。
台湾媒体9日报道称，韩国瑜与顾问团
10日中午12点30分将在国民党高雄市党
部举办两岸政策白皮书发布记者会，
韩将亲自主持记者会，随同的有顾问团
总召张善政、两岸小组召集人赵建民、
台湾“国安会”前秘书长苏起及“国安
局”前局长蔡得胜。据了解，韩国瑜将
在记者会上公布完整的两岸政策，包括
对台湾重中之重的两岸关系走向，韩并
针对目前两岸面临的最大隐忧、风险及
困境，提出全面检视，同时也将提出两
岸政策的愿景及未来两岸政策的具体作
法及实践主张。

报告：三季度北京写字楼空置率
创近8年新高

受到新增供应集中入市等因素影
响，2019年三季度，北京写字楼空置率
攀升，写字楼租金下调压力加大。国际
商业地产服务和投资公司世邦魏理仕
(CBRE)9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9
年三季度，北京写字楼单季度新增
供应创近十年新高，加之整体市场需
求疲软，写字楼空置率攀升。报告显
示，2019年三季度，北京优质写字楼市
场共录得四个新项目交付，其中CBD核
心区也迎来首批高品质楼宇入市。全市
新增供应逾44.1万平方米，为2009年第
一季度以来单季最高值。

上海洋山港桥吊换装 
港口装卸效能再升级

在洋山港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
心的监控和现场两艘海巡艇的护航
下，“振华32”轮9日安全靠妥洋山港
冠东码头4号泊位，标志上海洋山港实
现桥吊换装，港口装卸效能再升级。
据洋山港海事局执法人员朱德意介
绍，此次桥吊换装是“振华32”轮通
过候潮将新桥吊滚卸上岸，择日再将
两台旧桥吊通过候潮滚装方式上船。
此次“振华32”轮所装载的桥吊左舷
超出舷外35米，右舷超出舷外接近75
米，超出水平高度87.5米，属于超宽
船进港。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称
9月中国汽车消费指数为65.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9日发布的“汽
车消费指数”显示，2019年9月汽车
消费指数为65.2，预计10月份汽车销
量较9月份有所下降。中国汽车流通
协会称，从构成汽车消费指数的分指
数来看，2019年9月份需求分指数为
81.1，较8月份有小幅下降，预计10
月份消费者购车需求也将会有较小幅
度下降。

聚焦“一带一路”建设 
贵州将举办2019妥乐论坛

记者9日从2019妥乐论坛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以“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共享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的
2019妥乐论坛将于10月14日至16日
在贵州省盘州市妥乐村举行。本次论
坛将举办投资经验分享会、商品展洽
会、分论坛对话会等。包括东盟国家
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的
驻华使节、企业家代表以及中国政府
官员、业界精英将出席。

10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
见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

【中新社9日讯】中
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
月9日上午在人民大会
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
并出席2019年中国北京
世界园艺博览会闭幕式
的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
瓦雷举行会谈。

李克强表示，中国
同所罗门群岛正式建立
外交关系，翻开了两国
关系的新篇章，符合两
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
益，将有力促进双方共
同发展，也有利于地区
国家共同维护稳定、实
现繁荣。中国一贯主张

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支
持贵国政府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的努力。中方
赞赏所罗门群岛政府作
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
承诺，愿同所方加强
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
信，推动两国关系开好
局、起好步，引导两国
各界加强交流，增进互
利共赢的民意基础，更
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索加瓦雷祝贺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他表示，
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
展成就，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令人赞叹。

所罗门群岛很高兴站在
历史正确的一边，作出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承
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
系，这同国际法和联合
国大会决议相一致。所
中两国同属亚太地区，
都是发展中国家，所方
愿在平等互利、相互尊
重基础上，积极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借
鉴中国发展经验，推动
两国贸易、投资、农渔
业、基础设施、教育、
人文等各领域合作，推
进南南合作。

会谈后，两国总理
共同见证了外交、经济
技术、教育等多项双边
合作协议的签署。

会谈前，李克强在
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
为索加瓦雷举行欢迎仪
式。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
长王毅，全国政协副主
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主任何立峰，全国
政协副主席刘新成等出
席有关活动。

李克强同所罗门

群岛总理索加瓦雷举行会谈

10月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同所
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举行会谈

【中新社9日讯】中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9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分别
会见来华出席2019年中国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闭幕
式的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副
总理博罗诺夫、阿塞拜疆
副总理阿布塔雷博夫、柬
埔寨副首相贺南洪。

在会见博罗诺夫时，
李克强表示，中吉是友好
近邻。今年以来，两国元
首成功实现互访，为双边
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中
吉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
益问题上始终相互支持。
中方愿同吉方提升两国贸
易规模，深化投资等领域
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
不断取得新成果。

博罗诺夫表示，吉方
高度重视深化同中方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愿进一步
密切两国高层交往，扩大
经贸投资合作，为中方投
资者提供一切便利。

在会见阿布塔雷博
夫时，李克强表示，中
阿建交以来，双方始终
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
利的原则开展合作，两
国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
展。中方支持阿方走符
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愿同阿方友好相
处，合作共赢，实现共
同发展。

阿布塔雷博夫表示，
阿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愿同中方巩固友谊，积极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实现更多互利共赢。

在会见贺南洪时，李
克强表示，中国和柬埔寨
是传统友好邻邦。双方一
贯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应坚
持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
原则。中方愿同柬方持续
巩固深化友谊，推进双边
自贸协定谈判，推动早日
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推进“南海行为
准则”磋商，共同维护地
区和平稳定与繁荣。

贺南洪表示，柬中关
系长期友好，双方签署了
构建柬中命运共同体行动
计划，将进一步推进两国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有
利于更加深入共建“一带
一路”。柬方愿同中方尽
早商签自贸协定，深化务
实合作。

外方领导人纷纷祝贺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对
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
就表示赞叹。

李克强分别会见出席北京

世园会闭幕式的外国领导人

10月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吉
尔吉斯斯坦第一副总理博罗诺夫

【中新社9日讯】10
月9日是第50届世界邮
政日。中国国家邮政
局局长马军胜发表致辞
说，中国已经成长为世
界上发展最快、最具活
力的新兴寄递市场，包
裹快递量超过美、日、
欧等发达经济体总和，
对全球增长贡献率超过
50%。

据统计，2018年，
中国邮政业业务总量完
成12345.2亿元（人民
币，下同），业务收入
（不包括邮政储蓄银
行直接营业收入）完成

7904. 7亿元，同比增
长分别达到26 . 4%和
19.4%。

其中，快递业务量
达到507亿件，同比增
长26.6%，已连续五年
稳居世界第一，年支撑
网络零售交易额近7万
亿元，新增社会就业20
万人以上。

马 军 胜 表 示 ， 今
后，要推动“快递进
厂”，把邮政快递网变
成现代制造业的“移动
仓”和“移动工厂”；
推动“快递进村”，推
动快递服务末端下沉到

农村，帮助拓宽农产品
销售渠道；推动“快递
出海”，加快推动邮政
快递企业“走出去”。

国家邮政局局长：中国包裹快递量

对全球增长贡献率超50%

马军胜

【中新社9日讯】中
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
日晚间就美商务部将28
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
制“实体清单”发表谈
话，强烈敦促美方立即
停止在涉疆问题上说三
道四，停止干涉中国内
政的错误行径，尽快将
相关中国实体移出“实

体清单”。
发言人称，我们注

意到美商务部将28家中
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
实体清单”，并将继续
关注事态进展。长期以
来，美方动辄根据其国
内法对中国实体实施单
边制裁，此次又打着人
权的幌子，将28家中国

地方政府机构和中国企
业列入“实体清单”实
施制裁，并借机污蔑抹
黑中国的治疆政策，粗
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
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
决反对。

发言人表示，新疆
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事
关中国主权、安全和领
土完整。在涉疆问题
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最有发言权，不容任
何国家和外部势力干
预。事实证明，中国的
一系列治疆政策和举措
深得各族人民拥护，并
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当前，新疆经济发展势
头良好，各民族和谐相
处，社会稳定，已经三
年未发生恐怖袭击事
件，这是有目共睹的。

【中新社9日讯】穆
迪投资者服务公司9日
发布报告称，维持对中
国银行业的稳定展望，
原因是行业流动性稳
定，并且资本充足。

报告称，中国银行业
的资产质量将受益于政府
的支持性政策、国有企业
借款人大体稳固的偿债能
力以及银行不断增加的不
良贷款处置。虽然风险加
权资产快速增长，但资本
内生能力和较强的资本发
行情况将支持银行业的稳
定资本水平。

“银行业的流动性
也将因支持性政策而保
持稳定。不过，存款

竞争加剧和银行间市场
资金来源渠道波动或对
中国的小型银行造成挑
战”，报告说。

穆迪副总裁、高级
分析师万颖称：“政府
采取的支持性政策将在
未来12至18个月支持中
资银行的资产质量，银
行的资本和流动性也将
保持充足。”

但万颖同时表示，
由于较宽松的货币政策
以及利率改革造成资产
收益率下降，以及企业
杠杆率较高和经济增长
减缓使得信贷成本持续
高企，中国银行业的盈
利能力将会削弱。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商务部将28家中国实体 

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发表谈话

中国商务部

穆迪维持对中国

银行业的稳定展望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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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央行可以进一步降息 
但副作用愈来愈明显

欧洲央行(ECB)副总裁德金多斯在
周三刊出的专访中表示，欧洲央行可
以进一步降息，但货币政策的副作用
开始变得更加明显。

Market News专访德金多斯的内容
发表于欧洲央行网站上。在被问及是
否排除在10月的会议上调整央行货币
政策时，他说：“我们须先看看前景
变化情况。而且我们还得看看下档风
险变化情况。”

在被问及分级利率是否可以减轻不
利影响并可能导致进一步降息时，他
说：“我们没有讨论过，但我的感觉
是负0.50%目前是正确水准，至于是
否进一步降息，我们将在管委会进行
充分的深入讨论。”

瑞典经济正在放缓 
未来几年央行将被迫维持利率不变

瑞典国家经济研究院(NIER)在周
三的最新预测中称，瑞典经济正在放
缓，未来几年央行将被迫将指标利率
维持在负0.25%的当前水平。

“瑞典经济显然已进入冷却阶
段，”NIER在一份声明中说。“通胀
率将保持在明显低于2%的水平，因
此预计瑞典央行不会在今年及明年
加息。”

9月初，瑞典央行重申了今年下半
年或2020年初加息的预测。

抗议活动
或使厄瓜多尔石油产量减少三分之一

厄瓜多尔能源部周二表示，该国国
营石油公司Petroamazonas估计，由于
反紧缩抗议活动使油田遭遇“不安全
状况”，其原油产量可能损失约16.5
万桶/日，或相当于三分之一产量。

该 国 亚 马 逊 地 区 的 S a c h a 、 
Libertador和Auca油田区受到影响。
能源部表示，抗议者“暴力”进入
Sacha油田设施，强迫工作人员停工。

“我们反对一切不利于全国能源基
础设施正常运作的活动，因为它们是
每天为国家带来收益的战略资产。”
该部称。

能源部在另一份声明中称，道路
被阻断已导致六省燃料短缺。原着
民示威者在全国封堵道路，抗议总
统莫雷诺取消燃料补贴以缩减财政
赤字的计划。

全球刺激措施未能提振生产率
总部位于日内瓦的智库世界经济

论坛(WEF)称，尽管自10年前全球
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央行已采取规模
10万亿美元的刺激措施，但未能提
振生产率。

生产率正成为全球决策者越来越担
心的问题，因为整体经济增长率依然
低迷，且围绕新一轮经济放缓的担忧
浮现。

WEF在发布其年度竞争力指数报告
时，敦促各国使用财政政策和其他激
励措施来鼓励研发，提升劳动力技能
和发展基础设施。

美国西南航空飞行员协会
就737 MAX停飞起诉波音

美国西南航空飞行员协会( T h e 
Southwest Airlines Pilot Association)
指控波音公司(Boeing Co., BA)在
737 MAX飞机的安全性方面误导该航
空公司及其飞行员。

在达拉斯一个地区法院提起的这
桩诉讼指控称，波音公司宣称其737 
MAX适航且与此前的737机型一样，
这种说法误导了西南航空公司的飞
行员。

该协会表示，上述说法有误，导
致了数百人丧生，破坏了飞行员和
乘客之间的信任，还限制了人们乘
坐飞机出行的机会。该协会是唯一
代表西南航空公司飞行员谈判的非
营利员工组织。

俄罗斯互联网公司
将携手支付宝设立支付合资企业

Mail.ru Group Ltd.周三表示，计
划与中国的支付宝(Alipay)及其他合
作伙伴共同设立一家支付合资企业。

俄罗斯互联网公司Mail.ru表示，
将成为新合资公司的最大股东，持有
40%的股权。Mail.ru称，新的合资企
业将专注于为俄罗斯用户提供数字支
付服务。

Ma i l . r u表示，除了Ma i l . r u和支
付宝，俄罗斯的控股公司U S M、
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Russia Direct 
Investment Fund以及移动运营商
MegaFon (MFON.MZ)也将成为新
合资公司的股东。支付宝是蚂蚁金
融服务集团(Ant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简称：蚂蚁金服)运营的支付
平台。

EIA预计，2020年产
量料增加91万桶/日，
达到1317万桶/日；此
前EIA的估计为增长99万
桶/日至1323万桶/日。

美国今年原油产量
已大增至1200万桶/日
以上的纪录新高，归
功于二叠纪盆地、德
克萨斯与新墨西哥州
一带的产量上升，该
地区是美国最大的石
油产区。美国现在已
超越沙特阿拉伯和俄
罗斯，成为全球最大
的产油国。

不过美国能源企业
面临投资者要求减少新
钻井支出的压力，因此

在9月连续第10个月减
少活跃钻机数量，抑制
了产量增长势头。

EIA下调了美国2019
年石油需求预估，现预
计需求将增加4万桶/
日至2054万桶/日；上
个月的预估为增加14
万桶/日。

EIA预计，2020年美
国石油和其他液态燃料
需求将增加22万桶/日
至2076万桶/日，之前
的预期为增加26万桶/
日至2085万桶/日。

久拖不决的中美贸
易战扰乱了金融市场，
引发围绕经济和石油
需求增长的担忧。

“10月短期能源展
望报告将2020年布兰
特原油现货均价预期下
调2美元，至每桶60美
元，尽管上个月沙特石
油设施遇袭推动油价走
高，”EIA负责人Linda 

Capuano称。
“沙特的事件和其

他供应风险正在抵消
需求下降引发的油价
下跌压力。”

沙特核心地带的石
油设施9月遇袭，全球

最大的石油加工设施
被破坏，导致全球石
油供应减少逾5%。

EIA还将2020年全球
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
调10万桶/日至130万
桶/日。

美国今年原油产量

料增至纪录高位1226万桶/日

EIA预计，2020年产量料增加91万桶/日，达到1317万桶/日。

【路透纽约讯】美国能源资料协会

(EIA)周二表示，美国2019年原油产

量预计将增加127万桶/日，达到创

纪录的1226万桶/日，略高于EIA此

前预计的增加125万桶/日。

【路透芝加哥讯】
美国芝加哥联邦储备银
行总裁埃文斯周二表
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
会(美联储/FED)可再
次降息，因此举将为美
国经济应对不利因素提
供多一些预防性保险，
且将提振通胀。

“我认为再次降息
将有助于进一步提振通
胀。这将有助于提供多
一些预防性保险。这
是否有必要和重要？我
不确定。但毋庸置疑，
我对这些论证持开放态
度，”埃文斯在芝加哥
举行一项活动中表示，
他还说，他仍然对美国
经济前景感到乐观。

埃文斯上周曾表示，
在10月29-30日美联储
下次政策会议上，他将
对进一步调整货币政策
持“极其开放的态度”。

埃文斯支持美联储
今年降低借贷成本的
决定。美联储在7月会
议和随后的9月会议均
宣布降息，以抵消全球
增长放缓和特朗普政府
与中国的贸易战给美国
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

这场贸易战损害美国制
造业，导致企业投资放
缓。美国指标隔夜贷款
利率目标区间目前为
1.75%-2.0%。

埃文斯表示，美国经
济面临的下行风险比上
行风险还多，但总的来
说，美国在当前货币政
策下处于相当好的位置。

在被问及美联储主
席鲍威尔周三稍早宣布
美联储准备扩大资产
负债表规模时，埃文斯
说，决策者必须就美联
储应维持的储备规模做
出判断。

“我们必须对储备规
模做出判断，充足的储备
在这种环境下到底意味
着什么，适当的储备规
模是多少，”他表示。

美国芝加哥联储总裁埃文斯称

不介意再次降息

美国芝加哥联储总裁埃文斯。

【路透东京讯】一名
熟知内情的日本官员对
路透表示，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打算推迟
提高摊额或调整投票权
比重的计划，这项计划
将使得中国的影响力超
越日本，在IMF发言地
位升至第二高。

该名官员周二表示，
由于美国坚决反对，这
项计划将暂时搁置。该
官员因为未获得对媒
体发言的权限而不愿
具名。

美国为 I M F 最大股
东，在组织内拥有实质
否决权，之前已表达反
对增加IMF整体资金与股
东摊额，增加资金与摊
额也会导致表决权重新
洗牌。

IMF的表决权与会员

国贡献资金的比例挂
勾，此一比例又与会
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具有关联性。

20国集团(G20)6月
于日本举行的财长峰会
中曾经承诺，在预定于
下周举行的IMF年度大
会之前，将完成第15度

的摊额总检讨。
自1992年以来，日本

的摊额一直位居第二，
因此表决权也排在第二
位。不过其摊额占比已
从6.56%下降至6.46%。
中国的摊额占比则是从
4%跳升至6.39%，从第
六位上升至第三位。

IMF将推迟摊额调升计划 因美国反对

美国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部外的机构标识。

【新华财经联合国讯】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周二警告说，如果相关
会员国未能“立即并全
额”缴纳联合国预算会
费和各项摊款，联合国
可能于11月发生工资支
付困难。他敦促相关会
员国立即并全额缴纳相
关款项，以确保联合国
正常运转。

古特雷斯当天在联
合国大会第五委员会关
于2020年预算草案的会
议上说，联合国将于10
月面临“十年来最严重
的赤字问题”。

他说，如果不是因
为从今年1月就开始采

取削减开支以及逐月管
理现金等办法，目前的
情况“会更糟糕”。

古特雷斯当天通过
发言人发表声明说，他
已经给相关会员国写
信，说明当前联合国所
面临的资金困难，并敦
促相关会员国履行《
联合国宪章》赋予会
员的义务，立即并全
额缴纳预算会费和各
项摊款。

据 统 计 ， 截 至 当
天，联合国193个会员
国中的129个已经全额
缴纳了预算会费和各
项摊款。截至9月底，
会员国支付了全部预

算会费和各项摊款的
70%，低于去年同期
的78%。

中国已于今年上半
年足额缴纳了联合国预
算会费和各项摊款，用
实际行动坚定支持联合
国事业和多边主义。

古特雷斯称

联合国或于11月发生工资支付困难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新华财经华盛顿讯】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
席鲍威尔周二表示，美
联储将扩张资产负债
表，但这一行动并不意
味着美联储重启“量化
宽松”。

鲍威尔当天在美国
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举行
的一场活动上说，增
加货币供应量或将货币
供应量在一段时间内维
持在某一水平，都需要
美联储扩大资产负债表
的规模。他说，美联储
今年3月曾提出将在某
个时间点开始扩张资产
负债表，从而保持适当
的货币供应水平，如今 
“这个时间点到了”。

鲍威尔说，美联储
此次是出于管理货币量

的目的扩张资产负债
表，绝不能与美联储在
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后
实施的大规模资产购买
计划相混淆。他强调，
美联储此次行动不是“
量化宽松”。

鲍 威 尔 当 天 还 表
示，美国经济活动保
持扩张，劳动力市场表
现强劲，通胀率也很接
近美联储设定的对称性
2%目标。但他警告，
这一前景面临着多种风
险，主要是由于全球大
部分地区近一年半以来
经济走弱，以及经贸
问题、英国“脱欧”
和其他议题带来的不
确定性。

鲍威尔说，美联储
为支持美国经济已经将

联邦基金利率下调50个
基点。展望未来，美联
储的货币政策将不设“
既定路线”，并将密切
关注最新情况和经济数
据，在后续的货币政策
会议上研究美国经济前
景及其面临的风险。

【路透华盛顿讯】
世界银行周二表示，
全球价值链的成长过
去1 0年基本停滞不
前，且现在正受到贸
易冲突和新兴技术的
威胁。全球价值链的
成长是新兴市场国家
贸易和减少贫困的重
要驱动力。

世行在一份新报
告中指出，将商品生
产过程分散到多个
国家的全球价值链从
1990年到2007年迅速
成长，因贸易壁垒降
低、信息科技(IT)和
运输环节改善吸引了
制造商，占到所有贸
易的一半。

但近年来这种趋
势逆转，部分是因为
经济成长放缓以及中
国等充满活力的地区
制造业日趋成熟。大
型经济体间的贸易冲
突也是造成减退的原
因，且可能导致全球
价值链紧缩或断裂。
报告称，价值链成长

的中断缘于中美贸易
冲突。

“如果贸易冲突
恶化，并导致投资者
信心下滑，那么它对
全球经济增长和消除
贫困可能造成重大
影响--超过3000万
人可能陷入贫困，”
世界银行在报告 中
称。“全球收入可
能下滑多达1.4万亿
美元。”

该行设定的贫困
线为收入低于5.50美
元/日。保护主义抬
头有可能导致全球价
值链的重新构建或者
转移至新地点，除非
政策可预测性恢复；
而不确定性也正在令
投资计划推迟。

报告称，全球价值
链的停滞，对于参与
其中的新兴市场国家
而言是个坏消息，因
为这些国家贫困人口
的减少幅度最大，包
括中国、越南和孟加
拉国。

全球价值链成长停滞 

目前正受贸易冲突威胁

美联储主席称将扩张资产负债表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
席鲍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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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叙边境局势持续紧张 
伊朗埃及等多国表示关切

综合消息：当地时间8日，土耳其
继续为计划在叙利亚东北部进行的
军事行动作准备，叙利亚也在边境
地区进行军事部署，土叙边境紧张
局势持续升级。伊朗、俄罗斯、埃
及、塞浦路斯、希腊等多国对此表
示关切。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土耳其运载
装甲设备的军事车队8日晚已抵达与
叙利亚接壤的地区。报道称，装甲
设备用12辆卡车运达并部署在与叙
利亚接壤的阿克恰卡莱边境处。土
耳其国防部当天也宣布已完成在叙
利亚北部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声
明称，建立“安全区”与“和平走
廊”对于确保叙利亚人的安全是必
要的，这将有助于地区的稳定与安
宁。土耳其永不允许该国的边界上
建立恐怖主义走廊。

为防野火 美国加州迎来
史上最大规模预防性停电

美国加州的电力公司当地时间8
日宣布，为避免因线路故障引起野
火，将从9日起在全州超过一半的县
采取停电措施。这是该州历史上最
大规模的预防性停电，数以百万计
的居民将受影响。

美联社报道称，太平洋煤气和电
力公司表示，因为大风以及干燥的
天气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火灾，公司
将在9日午夜之后，开始关闭34个
县的80万个客户的电源，停电可能
会持续几天。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
司表示，其在八个县部分地区超过
106000名的客户可能会面临停电。

停电预警促使居民蜂拥抢购手电
筒、电池、丙烷罐等应急物品。加州
林业与防火部门表示，已增加人员，
为极端的火灾天气做准备。加州很多
学校也被迫停课，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在官网以及邮件中通知学生，因为
停电，学校将于9日停课一天。

美国强生公司
被判赔偿一男子80亿美元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民事诉讼
法庭8日当庭宣判，裁定美国强生公
司向一男子支付80亿美元的惩罚性
赔偿。该男子因服用强生公司出品的
一种治疗精神障碍的药物——利培酮
(Risperdal)，导致乳腺发育异常。

据路透社报道，现年26岁的原告
在法庭上称，2003年，他被诊断出
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并服用了医
生开的处方药利培酮。之后，乳腺
发育出现异常。他指出，强生公司
未曾作出药物可能导致男性乳腺发
育的风险提示。

德国一叙利亚人驾驶卡车横冲直撞致8伤 
当局尚未证实涉恐

当地时间7日傍晚，一叙利亚籍
男子在德国黑森州城市林堡驾驶一
辆强抢而来的卡车撞向十字路口等
候的数辆小轿车，导致8人受伤。黑
森州检方和刑事犯罪调查部门8日表
示，目前此案正在全面调查中，但
嫌犯的犯罪动机目前尚不明确。

根据黑森检方及刑事犯罪调查局
当地时间8日下午公布的案情，这名
32岁叙利亚籍男子此前居住在法兰克
福近郊的奥芬巴赫。嫌犯被指在没有
携带武器的情况下，于7日17时18分
左右在距离该州最大城市法兰克福约
70公里的林堡粗暴地将一名卡车司机
从驾驶室拖出，强抢了这辆卡车。随
后嫌犯驾驶卡车来到一个十字路口，
这时突然在没有踩刹车的情况下径直
撞向前方等候的一排小轿车。

美国2019财年
在南部边境逮捕逾97万人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8日发布数
据称，截至9月30日的2019财年，在美
国南部边境被捕的移民人数达977509
人。该数据比2018财年增长了88%。

“这个数量是世界上任何移民系
统都无法处理的，包括美国的移民
系统。”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代
局长马克·摩根8日在白宫举行的
记者会上说，近百万人的逮捕量和
88%的增长“令人震惊”。

巴西东北部海岸加紧清理油污 
已收集原油污染物逾133吨

巴西海军当地时间8日称，受到原
油污染的巴西东北部各州正在加紧
清理海岸油污，目前已收集了原油
污染物超过133吨。

巴西海军称，当天巴伊亚州马塔
德圣若昂市一个海滩新发现原油污
染物。至此，巴伊亚州受原油污染
的城市已增加至5个，受影响的海滩
达到7个。

报道称，这份名单
包括文化大臣妮基·摩
根、北爱尔兰事务大臣
朱利安·史密斯、司法
大臣罗伯特·巴克兰、
卫生大臣马修·汉考
克、总检察长杰弗里·

考克斯。
《泰晤士报》援引

一位未具名的内阁大
臣的话说，若出现无
协议脱欧状况，“非
常多的”保守党议员
将会辞职。

上个月，英国就业
与养老金大臣安伯·拉
德7日晚宣布辞职，并

同时宣布退出英国保守
党。拉德的辞职使约翰
逊在“脱欧”问题上再

次遭受打击。
约翰逊此前曾多次

表示，无论是否达成
协议，英国都将在10
月31日脱离欧盟。为
使议员们无法阻止英
国10月底“脱欧”，
约翰逊8月末提出议
会休会请求并得到伊
丽莎白二世批准。不
过，英国最高法院9月
24日裁定，休会的做
法违法。议会25日起
复会。

约翰逊内阁中五位阁员被列入“辞职观察名单”
【环球网】路透社10月9日援引《

泰晤士报》消息称，由于无协议脱欧

风险日益加剧，首相约翰逊或面临来

自内阁的“反叛”，目前有五位内阁

成员被列入“辞职观察名单”。

约翰逊

【中新网】综合报
道，美国国务院8日表
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谴责伊拉克抗议活动发
生的致命暴力冲突，呼
吁伊拉克政府“表现最
大限度的克制”。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
中表示，蓬佩奥致电伊
拉克总理阿卜杜勒-迈
赫迪，谴责伊拉克最近
的暴力冲突。

美国国务院表示，
伊拉克过去几天（冲

突）造成多人丧生，国
务卿对这一悲剧感到悲
痛，敦促伊拉克政府表

现最大限度的克制。
蓬佩奥敦促伊拉克

总理“立即采取措施，
解决抗议群众的不满，
实施改革并肃贪”。

据悉，伊拉克多地
爆发的示威抗议已持续
一周，造成超过百人
死亡，数千人受伤。伊
拉克总理7日呼吁展开
全国对话，避免抗议升
级，同时采取一系列措
施，以期缓和、稳定局
势。

【海外网】当地时
间10月9日，瑞典皇家
科学院宣布，将201 9
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
约 翰 · B · 古 迪 纳 夫
（John B。 �oode-。 �oode-�oode-
nough）、M·斯坦利·
威廷汉（M。 Stanley 
Whittingham ）、吉野
彰（Akira Yoshino），
以表彰他们为锂离子电
池发展做出贡献。

97岁的约翰·B·古
迪纳夫是美国得州大学
奥斯汀分校机械工程系
教授、著名固体物理学
家，是钴酸锂、锰酸锂
和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
发明人，锂离子电池的
奠基人之一，通过研究
化学、结构以及固体电
子/离子性质之间的关
系来设计新材料解决材
料科学问题。被业界称
为“锂电池之父”。

英国《卫报》称，
古迪纳夫是至今为止获
得诺贝尔奖的最年长获
奖者。

M·斯坦利·威廷汉
是一位化学教授，也是
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
大学材料研究所和材料
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主
任。

吉野彰是一位日本
化学家，现任旭化成研
究员、名城大学教授。
吉野是现代锂离子电池
的发明者，曾获得工程
学界最高荣誉全球能源
奖与查尔斯·斯塔克·
德雷珀奖。

根据诺贝尔奖官方
网站介绍，诺贝尔化学
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
发，始于1901年，以表
彰“在化学领域做出最
重要发现或发明的人”
。在没有评出化学方面
重大成果的年份则空
缺奖项，至今共颁发过
111次，其中英国科学
家弗雷德里克·桑格凭
借基因测序技术两度获
得这一殊荣。

诺 贝 尔 奖 的 创 立

者——瑞典人阿尔弗雷
德·诺贝尔本人就是一
名化学家，曾发明硝化
甘油炸药。在决定设立
奖项的遗嘱中，他把化
学奖放在了第二位，仅
次于物理学奖。

至2018年，诺贝尔
化学奖最年长的获奖者
是85岁获奖的美国科
学家约翰·芬恩，最年
轻的则是居里夫妇的女
婿——法国科学家弗雷
德里奥·约里奥，他与
夫人一同获奖，时年35
岁。目前，仅有5位女
性获得过这一奖项。

以下为近5年诺贝尔
化学奖的获得者名单及
其主要成就：

2014年，授予美国
科学家埃里克•贝齐
格、威廉•莫纳，以及
德国科学家斯特凡•黑
尔，表彰他们为发展超
分辨率荧光显微镜做出
贡献。

2015年，授予瑞典
科学家托马斯·林达
尔、美国科学家保罗·
莫德里克和拥有美国、
土耳其国籍的科学家阿
齐兹·桑贾尔，以表彰
他们在基因修复机理研
究方面所作的贡献。

2016年，授予让-皮
埃尔·索瓦日、弗雷
泽·斯托达特、伯纳
德·费林加这三位科学
家，以表彰他们在分子
机器设计与合成领域的
贡献。

2017年，授予瑞士
科学家雅克·杜博歇、
美国科学家约阿希姆·
弗兰克以及英国科学家
理查德·亨德森，以表
彰他们在冷冻显微术领
域的贡献。

2018年，授予美国
科学家弗朗西丝·阿诺
德和乔治·史密斯以及
英国科学家格雷戈里·
温特，以表彰他们在酶
的定向演化以及用于多
肽和抗体的噬菌体展示
技术方面取得的成果。

【海外网】737MAX
复飞时间还未确定，
美国波音公司的另一
款737N�飞机又出了状
况：美国西南航空公司
日前宣布，已停飞2架
关键部分出现破裂的
737N�飞机。

综合福克斯新闻等
美媒报道，当地时间8
日，西南航空证实，
由于飞机的关键设备
出现裂缝，因此已经
停飞了 2架 7 3 7 N � 飞
机。就在9月底，美媒
曾曝出，检查人员发

现737N�机型的拨叉出
现了裂缝。据悉，拨
叉是将飞机机身与机
翼结构相连，并控制
力量的一个部件。它
可以使飞机的使用寿
命延长，进行超过9万
次的起降。如果喷气
式飞机的上的拨叉系
统在飞行中失灵，将
会导致可怕的后果。

美国联邦航空局上
周已下令运营商对这一
问题进行紧急检查。目
前，已经有来自世界各
地航空公司的约500架
该型飞机接受了检查，
航空分析师汉密尔顿表
示，到目前为止已发现
了25架飞机存在相关问
题，比例是5%。

【海外网】“通话
门”一事被披露至今，
已经演变成为民主党人
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这让整个白宫也一时陷
入水深火热之中。当地
时间周二（8日），白
宫给美国众议院议长佩
洛西发了一封长达8页
的信，信中表明特朗普
及白宫对于“弹劾”一
事的态度，称拒绝配合

调查，并指这场弹劾“
毫无根据、违反宪法、
旨在推翻美国的民主进
程”。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
司财经频道（CNBC）
报道，白宫法律顾问
西伯隆尼（�at Ci-�at Ci-
p o l l o n e）在信中对佩
洛西、众议院情报委
员会主席希夫（Adam 
S c h i f f ） 等 人 喊 话

称：“你们设计和实施
的调查有违基本的公
平和宪法规定的正当程
序。”西伯隆尼继续补
充道：“简单来说，你
们是企图推翻201 6年
的大选结果，并剥夺美
国民众自由选择的总
统。”此外，他还在信
中指责民主党发起弹劾
是为了影响2020年的大
选。

根据信中内容，西
伯隆尼还指出一系列众
院民主党人“违反宪
法”的具体行为，包括
拒绝总统对证人发起的
盘问要求和对其的传
唤，拒绝给总统提供证
词原文等。白宫一位高
级官员告诉CNBC的记
者，“这封信表明白宫
将完全停止对弹劾调查
的配合”。

【海外网】周二早
晨，法国巴黎大区的
交通堵塞状况刷新20
个月的纪录。

据《巴黎人报》报
道，巴黎大区交通监
控服务机构的资料显
示，8日早晨9时许，
大区道路交通拥堵达
628公里，至上午10时
40分仍有220多公里的
拥堵，状况比早间有
明显缓解，但路上仍
严重拥挤。

报道称，8日交通
堵 塞 高 峰 的 形 成 主
要有三方面原因。首
先，周二和周四一向
是每周道路交通最繁
忙的两天；其次，8日
早晨降雨，使交通状
况更加复杂；最后，
环 保 组 织 “ 反 抗 灭
绝”自7日下午开始
在巴黎市中心占路抗
议，呼吁政府重视气

候变化问题，采行措
施应对生态危机，市
中心部分路段禁止车
辆通行。另一场由农
民发起的抗议活动也
加剧了交通困难，他
们在多条道路上设置
路障，要求改善工作
条件。

在 此 之 前 ， 巴 黎
大区的交通堵塞纪录
可以追溯到2018年6
月5日的588公里。此
外，2018年2月6日巴
黎大区曾发生739公里
的道路堵塞，但当次
是大雪造成的交通障
碍。

2019诺贝尔化学奖揭晓 

仅有5位女性获得过该奖项

诺贝尔奖

巴黎变“堵城”:

道路拥堵628公里 刷新20个月纪录

法国巴黎大区的交通堵塞状况刷新20个月的纪录

伊拉克示威抗议酿冲突致逾百人死 

美吁伊政府克制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波音又出问题 

2架737NG因现裂缝被美西南航空停飞

波音737型号飞机

白宫发8页长信拒配合弹劾调查:毫无根据 违反宪法

美国总统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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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产汽车设立新领导层
中国区高管内田诚出任CEO

日产汽车(Nissan Motor Co.)任命
了新的首席执行长，并表示公司将由
一个三人团队来领导，他们将努力扭
转利润下滑的局面，并修复与结盟伙
伴雷诺公司( Renault SA)的关系。

日产汽车董事长木村康(Yasush i 
Kimura)表示：“鉴于日产汽车当前
的情况，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层，
但强势领导层既有好处也有坏处。我
们认为团队领导层将更加透明，能够
做出更加公平的决策，内部成员可以
互相支持。”

董事会已任命日产汽车的中国业
务负责人内田诚(Makoto Uchida)为
新任首席执行长。联盟成员三菱汽车
(Mitsubishi Motors Corp.)的现任首
席运营长古普塔(Ashwani Gupta)将
出任日产汽车首席运营长。

沙特阿美可能比计划提前恢复产能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Saud i 

Arabian Oil Co., Saudi Aramco, 简
称：沙特阿美)首席执行长周三说，
该公司可能会比原计划提前恢复产
能。上个月该公司一处石油设施遭到
袭击后，他坚称该公司的上市计划没
有受到影响。

知情人士周二说，国有公司沙特
阿美计划在11月底或12月初在沙特当
地交易所出售约2%的股份。沙特阿
美是全球利润水平最高的公司。

上个月，该公司最大的石油加工设
施和附近的一个油田遭到导弹袭击后，
公司被迫暂时关闭了一半的产能。

印度初创公司OYO拟融资15亿美元
据《纽约时报》报道，印度酒店

初创公司OYO正从公司创始人Ritesh 
Agarwal、软银集团和其他投资者手
中融资15亿美元，该公司估值约100
亿美元。此举正值OYO向美国和欧洲
等国际市场扩张之际。

作为斥资20亿美元购买公司股票计
划的一部分，Ritesh此次将投资7亿美
元购买OYO新股，而剩余的约8亿美
元将来自投资者软银“愿景基金”、
光速创投和红杉资本印度。OYO已成
为印度估值第二高的初创企业。

印度国家银行宣布
下调贷款利率10个基点

据新华社消息，印度最大的国有
商业银行印度国家银行9日宣布，将
从10月10日开始，将贷款利率下调
10个基点。印度国家银行成为印度央
行10月4日宣布降息25个基点以来，
最早在贷款利率上做出调整的大型商
业银行。印度央行在10月4日的货币
政策会议纪要中表示，央行的货币政
策传导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新加坡制造业产值8月份下降8%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日前公布的数

据显示，新加坡制造业产值连续4个
月下降，8月份同比下降8%，是过去
44个月以来最大跌幅，创近4年来新
低。如果不含生物医药制造业，则产
值同比下降两位数，达12.4%。

经季节性调整后，8月份制造业产
值环比下降7.5%。如果不包括生物
医药制造业，则产值环比下降12.1%
。8月份，生物医药制造业、一般制
造业、化学制造业、交通工程业等行
业分别增长10.6%、5.8%、2.7%
、0.5%；电子业和精密工程制造业
降幅较大，达到两位数。电子业产值
降幅最大，同比下降24.4%，刷新自
2012年1月份以来的最大降幅纪录。
其中，半导体产值下降29.6%，电子
模具和零部件产值下降18.4%，电子
业相关产值下降11.2%，数据储存和
资讯通信产值增长25%，消费者电子
领域产值增长6.3%。

INTL FCStone在新加坡完成清算业务收购
INTL FCStone Inc.周一宣布，其

新加坡子公司已完成对大华银行金银
期货有限公司的期货和期权经纪及清
算业务的收购。子公司INTL FCStone 
Pte Ltd在满足资产购买协议的所有条
件后才能够完成收购，该协议于2019
年3月18日重新订立。大华银行金银
期货有限公司是大华银行有限公司
的子公司。作为收购的一部分，INTL 
FCStone Pte Ltd已升级了其在新加坡
的资本市场服务许可证。

这意味着该公司现在可以作为全
方位服务的经纪业务。这涵盖了以杠
杆外汇交易为目的的交易所买卖衍生
品合同，场外衍生品合约和即期外汇
(外汇)合约的交易。

这家新加坡子公司以衍生品市场
的交易和清算会员身份加入了新加坡
交易所(SGX)。此举是经纪人为进一
步满足其在城市国家不断增长的客户
群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

印度唯一的半导体(
半导体是所有电子产品
的核心)工厂是位于昌
迪加尔的一家政府经营
的工厂。它是印度政
府1983年与一家现已
关闭的美国芯片公司合
作成立的。这家芯片制
造厂由太空部管理，专
门制造军用芯片。另一
家政府机构--先进运
算开发中心--也设计
了一些芯片，但让外国
人来制造。

报道称，2017年，
印度政府批准向先进
运 算 开 发 中 心 提 供
4500万美元资金(1美
元约合7.1元人民币)
，用于设计一套基于
名为RISC-V的开源技
术的新芯片。与英特
尔公司或安谋科技公
司的专利芯片的设计

不同，任何能连上互
联网的人都可以免费
下载RISC-V，无需许
可证就能将其纳入自
己的芯片设计。这意
味着任何以这种方式
设计的芯片生产成本都
比较低，因为无需向西
方公司支付专利权使用
费。外国政府也更难干
扰芯片的生产过程。
先进运算开发中心已
完成其首枚RISC-V芯
片的设计，并将很快
开始制造。

政府还在资助一个
名为沙克蒂的商业芯片
项目，该项目也使用
RISC-V。先进运算开
发中心正在制造供政府
使用的芯片，因此对
最终的设计秘而不宣，
而沙克蒂项目的工程师
将公布其芯片的最终设

计，这样任何其他公司
都可以在其基础上继续
制造。沙克蒂项目利用
中国台湾工厂进行实体
生产，已制造出一种芯
片用于展示技术，这也
是印度设计的首枚商用
芯片。

报道指出，RISC-V
项目的目标还包括让
印度与地缘政治隔绝。
在美国以国家安全名义
对半导体出口严加限
制的同时，RISC-V成
了首个面向广大用户的
开源芯片设计，这并非
巧合。先进运算开发中
心硬件设计主管S·克
里希纳库马尔·拉奥表
示，消除技术禁运风险
是印度推进本土半导
体项目的主要原因之
一。中国企业也在迅
速采用RISC-V技术。

欧洲对RISC-V的兴趣
也在增长。

报道同时称，发展
本土半导体产业并非易
事。印度确实有才华横
溢的工程师，但只出自
少数几个精英工程学
院。该国基础设施远
远达不到中国大陆南
方地区和台湾地区的
标准，全球大部分芯
片产自这两个地区。
苹果公司的主要承包商
富士康公司投资数十亿
美元，为的是在印度南
部的泰米尔纳德邦生产

更多的iPhone手机，但
在印度大部分地区，要
确保电力、水和交通难
度较大。

但印度成功的动机
也很强烈。向东看，
印度眼见中国科技巨
头华为因贸易战无法
获得美国制造的零部
件。向西看，它眼见
本国最有才华的工程师
都在硅谷工作。报道认
为，印度政府向国产半
导体领域投入大量资
金，就是希望同时解决
这两个问题。

印度努力打造本土芯片制造业
【东方财富网】英媒称，印度政府投入大量资金，

发展国产半导体产业。据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10月

5日报道，在芯片制造领域，印度几乎是白手起家。

印度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国产半导体产业。

【中金网】投资银
行高盛(Goldman Sachs)
日前发表评论称，澳大
利亚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如果
希望在避免负利率的情
况下实现通胀目标，可
能需要实施量化宽松。

高盛经济学家利用
澳洲央行新的大规模宏
观经济模型指出，目前
市场定价反映央行将降
息至0.5%左右，这可
能远远不足以让澳洲央
行实现2%-3%的通胀
目标。

高盛经济学家称，
要想在两到三年的时间
内实现通胀和就业目
标，现金利率需要降低
至负1%。

“假设澳洲央行避

免实施负利率，我们预
计降低利率至有效下
限(0-0.25%)并实施
20 0 0亿澳元左右的量
化宽松可以带来等量刺
激效应，”高盛经济学
家在10月1日的报告中
说。这一量化宽松规模
相当于1340亿美元。

澳 洲 央 行 周 二 降
息至0. 7 5%的纪录低
点，澳洲央行行长洛威
(Philip Lowe)在几个
小时后的演讲中重申他
对货币政策的信心，尽
管降息主要是再度提振
了房地产市场。洛威表
示，央行意识到降息会
带来一些不受欢迎的影
响，并指出许多人写信
给他，抱怨低利率正在
损害其财务状况。

【新华财经东京讯】
日本经济产业省周二发
布的预测数据显示，预
计今年第四季度(10至
12月)日本粗钢生产量将
比去年同期减少0.1%至
2569万吨，将连续6个季
度出现同比下降。

日本经济产业省认
为，汽车以及汽车零部
件出口不振，面向汽
车等制造业的钢铁需求
下降仍将是是粗钢产量
下降的的主要原因。此
外，经济产业省指出，
今年10月份日本提升
消费税率并没有如意料
中带来大幅的钢材突击
消费购买，需求量依然
稳定。

另据日本共同社报

道，日本制铁副社长中
村真一表示，今年以
来，汽车行业出口低迷
一直延续，这导致汽车
用钢下降。针对10月份
开始提升消费税率，他
表示这对日本国内钢铁

消费影响有限。
日本经济产业省还

预计，今年第三季度
(7至9月)日本粗钢产
量将为254 8万吨，比
上次预计的258 9万吨
有所下调。

第四季度日本粗钢产量预计将下降

今年第三季度(7至9月)日本粗钢产量将为2548万吨。

澳洲央行若想实现通胀目标 

要么负利率要么QE

目前市场定价反映央行将降息至0.5%左右，这可能
远远不足以让澳洲央行实现2%-3%的通胀目标。

【东方财富网】2019
年以来，印度洋葱价格
持续上涨。近日，为了
控制洋葱价格，印度政
府再次宣布，禁止出口
洋葱并限制囤积行为。

据报道，因2018年
的干旱和2019年季风雨
季的延迟，印度洋葱产
量锐减，随后发生的大
雨和洪灾更使洋葱短缺
的情况雪上加霜。

目前，印度每公斤
洋葱零售价徘徊在60至
80卢比(约合人民币6元
至8元)之间。而在不到
一年前，印度部分地区
的洋葱价格曾一度为每
公斤1卢比。

为降低印度消费者的
负担，2019年6月，印
度政府取消了对洋葱的
10%出口补贴，以维持
价格稳定。9月中旬，新

德里设定了洋葱每吨850
美元的最低出口价。不
过，这一举措让部分洋
葱出口商抱怨不已。

据悉，印度邻国孟
加拉已经感受到洋葱出
口禁令带来的影响，
当地洋葱价格在印度政
府宣布禁令数小时后暴
涨。在另一印度洋葱的
主要进口国阿联酋，洋
葱的价格也开始上升。

印度发出洋葱出口禁令并限制囤积

2019年以来，印度洋葱价格持续上涨。

【菲岛快讯】菲律
宾总统府上周六表示，
在杜特尔特总统访问俄
罗斯期间，菲俄两国共
签署了至少10项商业协
议，总估值达1257万美
元，其中包括“共同探
索建设核电站前景的意
向书”。杜特尔特总统
还邀请俄罗斯商人到菲
律宾投资，并向他们提

供了财政和非财政的激
励措施。

在一份声明中，总
统发言人班尼洛称，上
述与俄罗斯公司签署的
10项商业协议总估值达
1257万美元。

班尼洛表示，双方签
署的商业协议中，有一
项是“共同探索建设核
电站前景的意向书”。

俄罗斯国家核能公司
(Rosatom)早前对菲媒体
表示，菲律宾唯一的核电
站--已有几十年历史的
巴丹核电站--可恢复运
行，尽管它从未运行过。
在提出共同开发核电站
可能性的同时，俄罗斯
国家核能公司还提出了
在菲律宾建造浮动核电
站，即船载核电站。

【东方财富网】英国
芯片设计巨头ARM宣布
与汽车制造商通用、丰
田合作，共同打造自
动驾驶汽车的通用计
算系统。

当地时间10月8日， 
ARM宣布，公司与两家汽
车制造商通用(G e n e r a l 
Mo t o r s )、丰田(Toyota 
M o t o r )，行业供应商
博世公司(Bosc h)、电
装公司(Denso)、大陆
集团(Continental AG，
又 名 德 国 马 牌 ) 共 同
创立了自动驾驶汽车
计算联盟(Autonomous 
V e h i c l e  C om p u t i n g 

Consortium，AVCC)。共
同参与创立这个团体的公
司还包括半导体公司英伟
达(Nvidia)和恩智浦(NXP 
Semiconductors)，这两
家公司的芯片中都采用
了ARM的技术。

据路透社报道，自
动驾驶汽车计算联盟
(AVCC)将会是一个独
立团体，由加入公司的
会员费资助。ARM官员
称，团体的研究成果将
会向非会员开放。

ARM成立于1990年，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半
导体知识产权(IP)提供
商，总部位于英国剑

桥。全世界超过95%的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都
采用ARM架构。2 0 1 6
年，ARM被孙正义的软
银收购，但总部依然在
英国剑桥。该公司为当
今智能手机中的处理器
提供了底层技术，但自
己不亲自制造芯片。

据路透社10月9日报
道，ARM与汽车行业的
联系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90年代末，当时汽车制
造商已经开始为汽车添
加计算机芯片，用于引
擎控制和诊断等功能。

随着汽车制造商和科
技公司对自动驾驶汽车的

研发，分析师预计，汽
车中的芯片数量将会越
来越多，但目前用于自动
驾驶软件研发的测试车还
在使用数据中心里那种非
常耗电的大型芯片。

整个行业中，芯片公
司和汽车制造商普遍认
为，为了适合大众，芯片
的耗能和尺寸都必须大幅
减少，可能需要降至当前
水平的十分之一或更多。

“我刚刚从美国和中
国出差回来，有机会乘
坐了4个不同种类的自动
驾驶汽车，它们是证明软
件的绝佳原型平台。但当
我要求查看为这些车辆

供能的电子设备时，它们
实际上还是后备箱中的服
务器。”ARM汽车副总裁
Chet Babla在采访中对路
透社说：“我们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当天，在A R M年度
用户大会的媒体发布
会上，ARM首席执行官
Simon Segars还向媒体透
露，公司仍计划2023年重
返公开市场。

Simon Segars称，在公
司重返公开市场之前， 
“有很多事情需要解
决”，但软银首席执行官
孙正义设定的2023年重新
上市的目标仍保持不变。

ARM联手通用汽车和丰田 共同研发自动驾驶通用计算系统

菲俄签署十项商业协议 

包含探索共建核电站意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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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摔跤手当选议员 
戴红色面具穿西装开会

4 8 岁 的 现 役 日 本 职 业 摔 跤
手“GREAT无茶”近日当选日本长野
市市议员。当地时间8日，身穿笔挺
西装、头戴标示性红色面具的他，首
次在议会“露面”，这清奇的画风，
使他立刻成为全场的焦点。

据日本朝日电视台8日报道，日本
面具摔跤手“GREAT无茶”9月份以
最高票数当选长野市市议员。10月8
日，戴红色面具和红色领带的无茶议
员西装革履地参加了自己的首场市议
会会议。在现场，他的红色面具非常
引人注目。

时隔十年 
印度空军接收首架“阵风”战斗机

10月8日，印度空军节当天，印度
国防部长拉格纳特·辛格在达索公司
梅里尼亚克工厂出席印度空军首架“
阵风”战斗机交付仪式。

这是印度自中型多用途战斗机计
划（MMRCA）立项10年以来，印度
空军接收的首架新型中型多用途战
机。印度空军总参谋长日前表示，
印度空军不再计划引进新的“阵
风”战机，而是采购新的便宜的美
制或俄制中型多用途战机，并同步
推进国产LCA战机和AMCA战机的研
制计划。

据今日印度网站10月9日报道，当
地时间10月8日，法国达索航空公司
在法国波尔多附近的梅里尼亚克的总
部举行首架印度订购“阵风”战斗机
的交付仪式。印度国防部长拉格纳
特·辛格出席该仪式。

韩政府划定非洲猪瘟指定缓冲地区 
防止疫情扩散

为防止非洲猪瘟疫情扩散，韩国
政府已在其境内指定缓冲区域。

据报道，农林畜产食品部9日宣
布，从当地时间10日0时起，京畿道
高阳、抱川、杨州、东豆川、涟川和
江原道铁原等地出现疫情的农场周围
10公里外地区，被指定为缓冲区域，
被视为高危传播途径的车辆移动将受
到严加管制。

防疫部门将对区域内的所有农场
进行精密检查、加强防疫措施，猪瘟
疫情发生地区以及京畿道南部地区的
饲料运输车辆，将被禁止进入缓冲区
域，只有缓冲区域内的运输车辆才能
将饲料运抵农场。

中国男子申请新西兰永居 
被要求做DNA亲子鉴定

据新西兰天维网编译报道，近日，
一名中国男子向新西兰移民局申请永
居签证时，竟被要求进行DNA检测，
证明女儿是自己亲生的。这让该男子
和他的移民顾问感到愤怒，但也有法
律界人士称，移民局的要求合理。

据报道，移民局之所以提出这个
要求，是因为这个孩子出生在他与
妻子结婚前两年，这在中国被称为
非婚生育。该男子的移民顾问Tuariki 
Delamere对移民局的这一要求感到愤
怒，称是对客户的冒犯。

韩国金主不来 
日本这个小岛慌了政府也哭穷

韩国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
已持续近百日。日本对马岛经济因此
受到沉重打击，当地从事旅游餐饮业
的日本人和韩侨均陷入困境。

对马岛位于长崎县，与韩国东南端
釜山市隔海相望，游客从釜山搭乘快
艇，只需1小时10分钟就可抵达对马
岛。韩国游客通常占外国游客大约八
成，可谓当地的消费“金主”。

据韩国KBS新闻9日报道，面对持续
的困境，对马市政府也开始“哭穷”
，向日本政府申请了紧急财政援助，
目前财政援助尚未确定，但长崎县已
在对马岛进行现场调查，并着手向岛
上陷入困境的商人提供低息贷款。

韩国连环杀人案嫌犯或犯下更多罪行 
警方扩大调查

韩国警方表示，华城连环杀人案嫌
疑人李某的犯罪案件可能比其供认的还
要多，目前就此正在调查中。此前，李
某供认了包括华城连环杀人案在内的14
起杀人案，以及30起性犯罪案件。

据报道，到目前为止，韩国警方
已对李某进行了13次面对面调查，而
近期的调查似乎因李某的态度变化而
进展缓慢。韩国警方认为，李某的罪
行可能比他供认的还要多，正在扩大
调查范围。

警方有关人士表示，正在重新调
查水原和清州一带的所有未结案件。
李某有可能犯下了其他未坦白的罪
行，已坦白的罪行中也有可能有不是
其所为的案件。

报 道 称 ， 金 正 恩
参观了革命史迹教育
室 、 新 建 的 温 室 、
农作物试验及栽培田
等，具体了解育种及
栽培情况。

视察中，当金正恩
看到不受季节限制可
以进行育种研究工作
的现代温室里，栽培

的大葱和辣椒等数十
种优良蔬菜作物时，
表示满意。

金正恩说，要熟悉世
界农业发展趋势，集中
全国力量革新国家农业
生产整体水平。要进一
步加大国家对农业科研
部门的人力及物力支援
力度，高度关注最优先

更好地保障农业科研工
作所需条件的工作。

他强调，农业科学
研究部门要研究能够
提高中间、山区和低产
地产量的耕作方法，为
攻占党提出的粮产目标
提供科技保证。

金 正 恩 还 嘱 咐 ，
要继续更多育种和开
发世界一流的优良品
种，在解决人民的粮
食和吃饭问题中带来
一个决定性转变。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
委员长朴奉珠、朴太

德、朴泰成，金与正、
赵甬元、金勇帅、李正
南、玄松月等党中央委

员会领导干部和人民军
总政治局副局长孙哲柱
陆军上将陪同视察。

金正恩视察部队农场:

解决吃饭问题要有决定性转变

金正恩视察农场

【海外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视察了朝鲜人民军第810部队所属

的1116号农场。韩联社分析，这是

金正恩时隔27天再次公开露面。

安倍65岁生日已过两周 特朗普:祝你39岁生日快乐
【海外网】当地时

间星期一（7日)，美
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送
上生日祝福，然而，安
倍的生日已经过去了两
个多星期，而当天却
恰好是俄罗斯总统弗
拉基米尔·普京67岁
生日。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 网 （ C N N ） 9 日 报
道，当天在白宫举行的
美日贸易协定签字仪式
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
首先向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致敬，“我想首先祝
我的好朋友安倍首相生
日快乐，今天他3 9岁
了。”说完人群中立
刻传来笑声。

据报道，9月21日，

即在新闻发布会两周多
以前，安倍刚刚迎来他
65岁生日，所以特朗普
关于安倍晋三年龄的话
语显然是个“玩笑”。
而事实上，当天恰好是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67岁
生日。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美国洛杉矶当地居民
于普京生日这一天，

在好莱坞上空发现了
一条标语“VV P 6 7”
，将其拍摄并上传于
社交媒体平台。该标
语由一架无人飞机划
出 ， 网 友 推 断 ， 飞
机 主 人 是 通 过 这 种
方 式 为 普 京 庆 生 。
普京全名：V l a d im i r 
Vladimirovich Putin，
今年他年满67岁。本首相安倍晋三

【海外网】日本原本
计划于10月11日，派出
一队由日本游客和政府
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
赴南千岛群岛（日本称
北方四岛），还有2天
就要出发了，但9日，

日媒和俄媒却突然曝出
消息称，因俄方原因，
这次旅行必须延期了。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
道称，9日，日本驻俄
罗斯萨哈林总领馆官员
清水保彦表示，原定于

10月中旬日本游客首次
赴南千岛群岛之行将改
期。清水保彦说：“原
定于10月11日-16日的
日本游客赴南千岛群岛
试点旅行将被推迟至晚
些时候。预计可在十月

底或十一月初成行。”
另据日本《产经新

闻》消息，日本官方
副长官西村明宏在9日
上午召开的记者会上解
释了试点旅行延期的原
因。他说：“虽然已经

做了外交层面的努力，
但这是俄方决定的事
情。”他还表示，现
阶段双方都希望积极
推动南千岛群岛上的
共同经济活动和和平
条约的签署。

日本急着派游客去争议岛屿试点旅行 却被俄方延期

【新浪网】日本防
卫大臣河野太郎表示，
希望借11月在泰国出席
亚洲太平洋各国国防部
长会议的机会，与韩国
防长举行会谈。

据 报 道 ， 1 1 月 中
旬，日韩等国将出席
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亚
洲太平洋各国防长会
议。河野太郎在记者会
上表示，希望借此机会

举行美日韩三国防长
会谈。此外河野还表
示，如果有机会，也
乐于与韩国防长进行
会晤。

因在二战时期征用

劳工判决、加强出口
管制等议题上分歧严
重，日韩两国关系近
来陷入低谷。201 9年
8月，韩国政府通知日
本政府，双方将不续签

《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
定》，该协议的效力将
于11月下旬失效。据
认为，河野希望在协
定失效前与韩国防长
郑景斗交换意见。

日本防卫大臣：希望11月与韩国防长举行会谈

【海外网】当地时间
8日下午，之前曾被日本
官方叫停的“表现的不
自由展”在日本名古屋
市重新开幕。但名古屋
市市长河村隆却在开展
后，举着标语牌坐到了
展会场馆前的广场上，
呼吁立即中止该展会。

据日本《读卖新闻》9
日报道，作为该艺术展的
执行委员会代理会长，
河村表示各方并未就会展
再开达成一致，因此当
天与约30名支持者一起
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中
止展会。河村在广场上
坐了大约10分钟，主要
表达了对一个视频作品
的不满，该作品播放了
昭和天皇画像燃烧的影
像。河村批评该作品以
自由为名，绑架舆论。
河村的支持者，一名82
岁的男性在接受采访时
也表示，公开侮辱天皇
的作品不是艺术，这不
是“不自由展”而是“
不愉快展”。

报道还称，展会执行
委员会8日当天接到了
约200件抗议或咨询的
电话。相关负责人称遭
到了“电话骚扰”，但
因为采取了超过10分钟
通话自动中断等措施，
展会业务未受到影响。
同时，为了保障观展人
员的安全，主办方通过
抽签选出60人，一次参
观人员限制在30人，但
共有约1400人在现场参
与抽签，再加上前来采
访的众多媒体，展会现

场一度十分混乱。
另据韩联社早前报

道，由于该展会将展出
另一艺术作品——象征
日军“慰安妇”受害
者的“和平少女像”，
韩国方面也十分关注该
展会。日方之前叫停该
展览就引发韩方强烈不
满，韩国文化艺术委员
会此前发表声明，对日
本叫停“和平少女像”
展览表示强烈遗憾，并
敦促主办方无条件重启
和平少女像展览活动。

席地而坐喊口号 

日本市长为阻止艺术展煞费苦心

河村市长坐在地上手持标语牌抗议展会再开

【中新网】近来，
日本关西电力公司高管
被曝出收受巨额财物丑
闻。8日，共同社从政治
资金收支报告获悉，日
本自民党政要曾接受大
额捐款，而这些捐款与
向关西电力提供财物的
森山荣治（已故）有关。

据报道，在2012年
至2015年期间，日本自
民党参院干事长世耕弘
成担任代表的资金管理
团体“纪成会”，曾接
受兵库县高砂市维修公
司“柳田产业”社长的
共600万日元（约合人
民币40万元）的捐款。
而向关西电力提供财物
的森山荣治在卸任后，
曾被“柳田产业”聘为
顾问，做过与高滨核电
站有关的协调工作。

据信用调查公司透
露，“柳田产业”从关
西电力公司及其子公司
处获得了高滨核电站、
大饭核电站等的工程
订单，订单价值合计约

149亿日元。
报道称，世耕弘成

是继自民党代理干事长
稻田朋美之后，被发现
接受与森山荣治相关
公司捐款的第二个国会
议员。世耕弘成方面表
示，“这是纯粹的来自
个人支援者的捐款”，
目前不考虑退款。还表
示与森山荣治“完全未
见过面”。

世耕弘成于1998年
首次当选参议员，目前
是他的第5个参议员任
期。2012年12月至2016
年8月期间，他曾担任
日本官房副长官，2016
年8月至2019年9月担任
经济产业相。

据此前报道，关西
电力公司社长岩根茂
树、董事长八木诚等公
司高管及一般员工共20
人，从该公司高滨核电
站所在地、福井县高滨
町的前官员森山荣治那
里收取了总额达3.2亿
日元的财物。

日本关西电力财务丑闻发酵 

牵扯自民党高层

【海外网】俄罗斯
选美皇后奥克萨娜·沃
耶沃金娜与马来西亚前
国王的离婚风波陷入罗
生门。沃耶沃金娜日前
表示，由于“缺钱”，
她“被迫”卖掉了婚戒。

据英国《每日邮报》
报道，沃耶沃金娜7日接
受采访时称，由于急需
现金支付医疗账单，她
不得已在怀孕期间卖掉
了婚戒，否则她将面临
失去孩子的风险。

报道称，沃耶沃金娜
借钱支付了她在瑞士医

院两个月的费用，而她
卖掉戒指也是为了偿还
医药费用的债务。

消息人士透露，沃耶
沃金娜和马来西亚前国
王的婚姻从去年12月就出
现了裂痕，沃耶沃金娜今
年5月产下一子，而前国
王未支付一分钱。沃耶
沃金娜称，她和前国王
的婚姻在她怀孕四个月
时就破裂了，自己“净
身出户”，所以不得不
卖掉婚戒来还债。沃耶
沃金娜没有透露婚戒具
体卖了多少钱，但她表

示，比最初的价格便宜了
三倍。据了解，沃耶沃金
娜的婚戒由珠宝设计师
贾克伯∙阿拉福设计，价
值约20.3万英镑（约合人
民币177万元）。

2 7岁的“莫斯科小
姐”奥克萨娜·沃耶沃金
娜与50岁的马来西亚前国
王苏丹穆罕默德五世，
于2018年6月结婚，然而
好景不长，两人婚后不
久就传出离婚的消息。
前国王的律师此前宣
称，沃耶沃金娜对丈夫
不忠，所生儿子可能不

是前国王的亲生。沃耶沃
金娜其后回应表示，准备

让儿子做亲子鉴定，以证
明自己对前夫的忠贞。

俄选美皇后与马来西亚前国王离婚: 女方净身出户

“2015年莫斯科小姐”沃耶沃金娜与马来西亚前国
王苏丹穆罕默德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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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周孙毅报道】
10月9日，中国安徽省侨
办侨务工作处副处长、合
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委会工委委员、管委
会副主任刘亮亮率团拜访
了印尼中华总商会，并受
到常务副总主席兼执行主
席张锦雄，副总主席陈伯
年、薛天增，辅导主席吴
光楷，资深顾问杨秉书等
理事的热情接待。双方进
行了良好交流座谈。

安徽省侨办侨务工作
处主任科员黄礼杰，合肥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委会招商局投资促进中
心处长李流芳，安徽省侨
商投资企业协会执行会长
王邦侃,安徽省侨商投资
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
书长君豪随团出访。

张锦雄在致词中，对刘
亮亮副处长率团来访表示
欢迎，并介绍了印尼经济
发展情况。他说，作为“
一带一路”沿线最重要的
合作伙伴国家之一，近年
来，印中两国的贸易与投
资往来也日益密切。2018
年印尼与中国双边贸易额
达到696.4亿美元，同比
增长22.5%，中国已经连
续数年位居印尼第一大国
际贸易伙伴的位置。2018
年来自中国的商旅游客超
过200万。中国与印尼在
地区事务，经贸合作，社
会人文交流等多个方面都
处在密切的合作中。

与此同时，张锦雄也
欢迎安徽省政府和企业家
们，往后能多来印尼走走
看看，共同寻觅合作发展

的机遇。印尼中华总商会
将一如既往扮演好双方合
作的桥梁，为中国企业家
们提供必要的信息，法律
法规咨询和相关服务，共
同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

刘亮亮副处长致词，
对印尼中华总商会诸理事
的盛情款待表示衷心感
谢。她说，这次组团出访
印尼，旨在进一步了解印
尼投资情况，推进安徽省
与印尼在经济、商贸等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寻找合
作商机，共谋发展。同时
藉此机会介绍安徽省近年
来的发展情况。

刘亮亮介绍说，安徽
省具有优良的传统产业根
基和高科技产业创新氛
围，是长三角城市群副中
心，占据“一带一路”和

安徽省侨办侨务工作处刘亮亮副处长率团

莅临印尼中华总商会访问
长江经济带战略双节点的
地理优势。当前，在国家
大力倡导智能、加快发展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大背景
下，安徽省抢抓机遇、优
化布局，加快打造全国重
要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先

行区和智慧产业新高地。
近年来，安徽省大力度布
局人工智能产业项目，
引进优秀人工智能企业，
助推当地企业加速智能化
转型，促进产业升级和经
济发展。欢迎印尼华商朋

友们有机会到安徽省投资
兴业，寻找商机，共谋发
展。

交流会上，双方代表
纷纷发言，在亲切友好气
氛中进行交流，并互赠纪
念品后圆满结束。

双方代表在交流结束后合影。前左起：李流芳、君豪、黄礼杰、王邦侃、刘亮亮、
张锦雄、吴光楷、杨秉书、林松石。

张锦雄（右五）在双方代表陪同下赠送纪念品给刘亮亮副处长。 刘亮亮（左五）赠送纪念品给印尼中华总商会，由张锦雄、吴光楷、杨秉书等代表接收。

【本报讯】“殊物共
赏，物好无疆”。中国中
铁印尼雅万高铁项目二分
部（中铁四局）文化藏品
捐赠仪式于10月3日上午
在万隆玛拉拿基督教大学
孔子学院举行。

中铁四局驻雅万高铁项
目部工作组组长吴锡君、
二分部副经理刘阳、桥梁
工区经理帅勇，孔院中外
方院长及教师代表出席
了本次捐赠仪式。二分部
副经理刘阳代表中铁向孔
院捐赠了康熙青花碗碟（
修复）、民国石印医典、
国画、花瓶、紫砂段泥茶
壶、印尼乌木木雕等文化
藏品。该活动旨在通过在
企院共同合作，弘扬海上
丝绸之路文化，促进雅万
沿线中印尼文化融合。

这批藏品是中铁四局员
工利用业余时间在雅加达
和万隆古旧市场集得的，
其中有印尼海域打捞的清
代外销瓷，远离祖籍国飘
洋过海来到印尼的华人遗
物，每一件藏品都反映着
中印尼两国人民往来和文

殊物共赏 物好无疆

雅万高铁中国中铁向玛大孔院捐赠文化藏品

美西南中国学生学者联
谊会（SWCSSA）及南加
州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
会（USC CSSA）中秋国庆
大型文艺晚会10月5日晚在
南加州大学Bovard大礼堂上
演。来自南加州38所顶尖高
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
百余名学生学者演职员为一
千多名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
近3个小时自编、自导、自
演，深受留学生们喜爱的精
彩演出。这场演出也是2019
年度美西南规模最大、参与
人数最多、影响最深远的中
国留学生活动。 

来自加州大学圣塔芭芭
拉分校、现任美西南学联主
席马知耀在致辞中表示：自
美西南学联成立至今，每两
年都会举办一次南加州最大
规模的留学生学者群体的中
秋暨国庆文艺晚会，让美西
南地区学界、侨界、商界等
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襄盛
举、欢度佳节。新时代的留
学生依旧怀着留学报国的中

国梦，传承青年使命中奉献
的精神。 

美西南学联创始成员、
晚会艺术总监孙一村在致
辞时介绍了美西南成立17
年来走过的历程、以及当
年美西南学联第一次中秋
国庆晚会在南加州大学这
个礼堂演出的历史。今年
的演出筹备时间三个月，
来自南加州地区各大学府
的留学生演职人员近200
人。晚会当天还有驾车七
个小时来自亚利桑那州大
学的学联代表。 

晚会在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UCLA）大吉他社乐
队带来的《西湖》乐曲中
拉开序幕,南加州大学USC 
Eastern Chamber民乐团的民
乐合奏《奇迹》，演奏的同
学们用耳熟能详的民族声音
展现思乡之情。 

成立于2016，由中国留
学生发起成立的南加州大学
唯一致力于编排演出中文话
剧、传播中文戏剧学生艺术

社团“五号门剧社”(Gate 
Five Chinese Theater)，紧持
每学期完成一部戏剧作品。
在当天的晚会中演出的小品
《心机的信号》，创作取材
留学生日常生活，收获全场
笑声阵阵。 

来自加州大学圣塔芭芭
拉分校的留学生曲直、父
亲是中国国内著名的男高
音歌唱家，传媒专业的曲
直同学在暑假期间用一个
多月的时间向父亲学习演
唱和发声技巧，在晚会的

压轴节目中一曲《我和我
的祖国》，歌声一开始就
让全场沸腾。 

美国好莱坞魔术城堡青
年会员王元捷的魔术；曾
任加拿大《大阳马戏团》
重要演员，表演单人节
目“单手顶”五年同年创
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王君
如的杂技；USC Spade A
舞团和UCLA Modern舞团的
街舞，将动感、节奏和传
统文化做了非常成功的集
结；l甄真(SMC)和徐长庚

(UCSB)的l吉他弹唱·《风
吹起的月亮》获得掌声和
欢呼声一片；来自纽约电
影学院洛杉矶校区的青年
演员万磊和李怡芳婷的舞
台剧《拿什么拯救你，我
的客人？》讲述了青年人
的情感故事；热音社( Hot 
Sound Club)乐队的演出带
起来全场的节奏。青年相
声演员刘泠歆(SDSU)和王
业飞的相声《怯考试》 直
击留学生考试生态；出国
留学前是专业主持人的拉

文大学（ULV)留学生闫佳
和其他五位主持人风趣和
机智的主持风格令同学们
耳目一新。

来自天津的徐家铭、来
自徐州的徐有薇同学和来
自海口的李家铭同学都是新
入南加州大学的留学生，刚
刚开始在美的留学生活才一
个多月，在观看了演出后表
示，晚会带给他们的震撼和
温馨的感觉让他们度过了一
个美好的夜晚。

（AACYF洛杉矶讯）

美西南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锦绣中华 盛世华诞”晚会 尽展海外学子中华情

化交流的历史。藏品中还
有精美的印尼当地民族工
艺品，年代久远的巽他族
铁剑Kujang己成为西爪哇
巽他族文化和精神的标
志。苏加诺时期的印尼条
纹乌木木雕《渔夫》由一
整块乌木雕成，重达38公
斤，栩栩如生，充满了生
命的力量。康熙时候的外
销青花瓷当时需经过巴达
维亚港（雅加达）由荷兰
东印度公司运往欧州。民
国四年华人商告的公告告
诉大家诚实守信一直是印
尼华商的立业之本。

玛大孔院中方院长王军
对中铁四局雅万高铁二分
部的慷慨捐赠和大力 支 
持 表 示 诚 挚 的 谢
意。她说，这批文化藏品
让孔院中国文化中心锦上
添花、焕然一新，既增加
了文轩的文化气息，又扩
展了文轩的功能。文轩设
在玛拉拿达基督教大学，
每年接待大量来这里交流
访问的参观者，来自世界
各地的参观者将不仅可以
体验中华文化，还能够深
入了解中印尼文 化 和 文 
明 交 流 的 历史。此次

捐赠活动的举办，进一步
深化了院合作关系。双方
将携手共进，积极融入当

地社会，促进民心相通，
让孔院成为展示中印尼文
化交融的平台，共同助力

印尼“一带一路”建设和
发展。

（玛大孔院供稿）

康熙时候的外销青花瓷杯盏。 民国石印医典《重订医宗说约 、》《增批医方集解
本草图说合刻》。

印尼苏加诺时期（1960年左右）艺术
风格的条纹乌木木雕渔夫。

文化藏品捐赠仪式玛大孔院代表与中国中铁代表合影。其中有孔院中外方院长、中国中
铁二分部代表。

一同合影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9年10月10日，星期四 第13版特别报道 LAPORAN  KHUSUS

【 本 报 周 孙 毅 报
道】10月8日晚，由资深
声乐老师金华老师主办
的“2019金华之声学生
交流演唱会”，在雅加达
金莎酒楼精彩登场。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
化处周斌参赞，印尼永安
药业集团总裁游继志，筹
委会主席胡素丹，各华社
领导和音乐爱好者等，近
700人出席观看演出。

此次活动除了安排金
丹、慕西、协和校友、华
友、永春合唱团暨金玲艺
术中心团友登台献演，另
也特邀请来自台湾歌手林
群、印尼黄健祥、马来西
亚歌星苏家玉等嘉宾同台

助兴演唱。
是晚，主办方同时举办

一场醉美旗袍秀暨“2019
首届小唐人亚洲少儿才艺
大赛”雅加达赛区总决
赛，并邀请朱文静、朱
燕妮、Mr.No Stop、林益
俊、陈忠建担任评委。

周斌参赞在致词中，代
表中国大使馆对该活动的成
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他
说，国之交在于民乡亲，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印
尼关系的发展离不开两国
人民的交流，而文化艺术
正是促进民众相互了解的
重要渠道。今晚大家以音
乐传递情感，借服饰艺术
沟通心灵，用文化增加了

解，奏响了中印尼友谊的
旋律，为增进人民的了解与
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筹委会主席胡素丹和
金华老师均分别致谢词。
胡素丹称，此次演唱会的
成功举办离不开大家的支
持和参与，更离不开金华

老师孜孜不倦的指导和辛
勤付出。华社精英熊德龙
也应邀致词，并祝贺本次
演唱会取得圆满成功。

演唱会上，精彩歌舞
节目纷呈，金玲艺术中心
团友与各合唱团各展才
艺，为观众奉献了一场难

忘的听觉盛宴。节目最后
进行了“小唐人亚洲少儿
才艺大赛”雅加达区赛颁
奖仪式。

共有10名参赛选手参
加雅加达区总决赛，比赛
结果：歌唱组：饶爱冰
（11岁）获得第一名；

冯嘉祾（8岁）获得第二
名；杨乔惠（11岁）获
得第三名。舞蹈组：宋乔
（8岁）第一名，另林子
涵（6岁）获得第二名。
他们5位将代表本地区于
今年11月23日赴马来西亚
吉隆坡参加亚洲总决赛。

2019金华之声学生交流演唱会圆满落幕

周斌参赞致词。 胡素丹致词。 金华老师致词。 熊德龙致词。

金丹合唱团与协和校友合唱团团友与周斌参赞、游继志伉俪熊德龙、苏家玉及金华老师合影。

慕西合唱团与永春合唱团大合唱后合影。

金丹女生小合唱由胡素丹和金华老师唱Madu & Racun。雅加达华友合唱团大合唱后合影。

游继志和夫人胡素丹在苏家玉、金华老师陪同下向“小唐人
亚洲少儿才艺大赛”雅加达区赛5名获胜者颁奖后合影。

左起：蔡昌杰、游继志和夫人胡素丹、周斌参赞、江淼
成、熊德龙、李秀贤、江文仙、阮渊椿伉俪合影。

左起：郑素英、马金兰、王绣梅、王绣梅胞妹游美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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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的整个生命

历程中，所经历的其

实跟男性的差别是很大

的， 女性会有月经、妊

娠、分娩，产后哺乳这四

个特殊的阶段，这四个阶

段在妇科教科书里面就称

为经、孕、产、乳，这四

个阶段都会损耗女性的气

血。因此调养气血对女性

来说特别重要。今天，广

东省中医院妇科黎小斌医

生就来为我们讲讲女性该

如何调养气血。

撰文：严慧芳 宋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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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如何调养气血

中医
小讲堂 辛夷花：芳香花蕾可解表开窍

女性比男性更需要调养气血
为什么经、孕、产、乳都会

损耗女性的气血呢？ 
中医妇科学里面有一句话： 

¨女性以血为用。〃这是什么
意思呢？意指要维系经、孕、
产、乳这四个特殊的阶段的正
常，血是必不可少的物质。

女性气血充盛的话，她经历
整个经、孕、产、乳的过程就
会特别顺利，女性气血充盛，
月经就按时报到，经量、经色
也正常；如果气血不足、或者
气血失调，那么可能就会出现
月经失调了，比如：出现月经
过少、月经延迟、甚至闭经或
者痛经等。

对怀孕的情况也是这样，如
果女性的气血充盛，那么想要
怀孕是很简单的事，顺其自然
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气血出了
问题，怀孕就成问题了，就是
我们说的不孕症。

就算是怀上了，孕期也同
样需要气血的供养，如果气血
出现异常，就容易出现流产的
症状；产后的气血充足也非常
必要，血是乳汁产生的物质基
础，也就是说如果气血不足或

者气血不畅，产后的乳汁分泌
就会出现异常，也就是我们说
的奶水不够了。

所以经、孕、产、乳这四
个过程都是会损耗女性的气血
的。因此女性比男性更需要调
养气血。

气血虚不一定是贫血
那么，气血两虚有什么表

现， 该如何判断呢？ 
首先，气虚的表现包括：

自汗、头晕耳鸣、疲倦无
力、气短懒言、舌淡脉弱，
血虚则包括面色无华萎黄、
皮肤干燥、毛发枯萎、指甲
干裂、手足麻木、心悸多
梦、健忘、唇甲色淡，舌淡
脉弱。气血不足则以上两种
症候都会出现。有些气血两
虚的女性还会出现月经量
少、延期或闭经等月经失调
的症状。

气血两虚跟贫血是不是一回
事呢？黎小斌医生介绍，贫血
是西医的概念，只要我们做一
个全血分析，报告一出来马上
就可以判断了。气血两虚是一
个中医的证候， 只要有我们

刚才列出来的证候就可以诊断
了，但气血两虚的人去检验全
血分析可能完全正常的，也可
能真的合并了贫血。

现代的女性大多数为职业女
性，承担着家庭和工作双重负
担， 工作繁忙，压力很大，
如果不注意调养就很容易出现
气虚、血虚、甚至气血两虚。

过量运动反而适得其反
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调养

气血？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生活方式的调整、中医药膳、
经络保健。今天我们先来讲讲
如何调整生活方式。

要调养气血，健康规律
的作息最重要。中医主张睡
子午觉，¨子时大睡，午时
小憩〃，什么意思呢？晚上
在子时，即23点前入睡。因
为这个时候是一天中阴气最
盛， 阳气开始生发的时刻。
阳气生发起来，全身气血才
能随之而起。23点前入睡是
敛藏阴精以生阳气，形成一
个良性循环。子时过后是丑
时， 即凌晨一点，是肝经当
令之时，肝主藏血，进入深

度睡眠，才能全身气血涵养
好。女人以血为用，月经、
怀孕、哺乳、白带，每一样
都与精血密切相关。

中午11点-1点是午时，因
为此时阳气最盛，午睡时间不
宜过长， 不仅浪费宝贵的时
间，而且会扰乱人体生物钟，
影响晚上睡眠，但是午睡一定
要睡，即使睡不着，也要闭目
养神，以利于人体阴阳之气
的正常交接。把睡眠规律养好
了，才能把女人养好。

此外，健康规律的饮食
和适当的运动都对调养气血
很有好处。不过，需要注意
的一点是，不能盲目跟风运
动。适当的运动是指每个人
一定要根据自身的体能和运
动习惯，坚持进行适合自己
的运动方式和运动强度，而
非一上手就以健身博主的运
动量要求自己。有的病人，
本身气血较虚，选择跑步强
身健体，跑了3个月，体质没
改善，反而更容易疲劳、出
汗、说话没力气，这就是过
量了，操之过急。过度运动
反而耗伤气血。

唐代诗人王维晚年隐居于
山间时，常常独自赏花，曾
作《辛夷坞》一诗：¨木末芙
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
无人，纷纷开且落〃。这里的
¨芙蓉花〃其实指的是¨辛夷
花〃，它还有一个更加通俗的
名字叫作¨玉兰花〃。

庭院或是路边常可见到栽
种的玉兰树，每逢春季玉兰花
开的季节，在树下走过的人都
能被撒上一身淡雅的花香。它
也常大片大片地盛开在野外的
山林中，颜色从浅粉到深紫不
一，从远处望去，仿佛是天上
降下的火烧云笼罩了山头。

古籍里中说辛夷花¨不待
叶发而花先开，不待叶凋而花
先茁〃， 意思是辛夷花的花

苞常常是在前一年便打好
的，但一直紧紧合着不开放，
直至冬去春来，叶子还没长
出，挂在枝头的辛夷花便先开

了， 而且香气十分浓烈。
古代的医生观察到辛夷

花的这种特性，认为它是¨
不发则已，一发冲天〃，能
够把埋藏在深处的邪气也驱
赶出来。反复的鼻炎发作或
是鼻塞比较严重的，古人会
认为是邪气闭郁的部位比较
深，因此要用上从里向外透
发的辛夷花。

中医常说¨香能通窍〃，
这点在辛夷花上得到了最好的
体现。未开放的辛夷花蕾像是
毛笔的笔头， 一头尖尖一头
圆钝，且花萼表面还有一层黄
褐色的绒毛。它在干燥后可以
入药，尤其在治疗鼻窍不通方
面有良效。

《神农本草经疏》中称它
¨味辛性温〃，可以¨利九
窍，通鼻塞涕出〃，因此它常

用于各种鼻炎的治疗中；
在感冒出现鼻塞不通，鼻涕黄

浊量多时，医生也常常喜欢在
药方里添上一味辛夷花，既能
解表又能开窍。有些头痛或是
牙痛也会用上它，也是取它¨
外发通窍〃的作用。

辛夷花表面的绒毛对喉咙
有一定刺激，尤其是干品辛夷
花苞，要用汤料袋或纱布包起
来煮。辛夷花毕竟是温性的，
因此适用于寒性的鼻炎发作，
易上火体质或阴虚者不宜使
用。

推荐食疗
辛夷花蛋

材料：鸡蛋1-2个、辛夷花
10g。

做法：将辛夷花放入汤料
袋中，加适量水煮开后再小火
煮15分钟左右，滤掉渣；取
带壳鸡蛋放入辛夷花水中，煮
至半熟后取出，去掉蛋壳后放
入水中继续煮至熟透，然后吃

蛋喝汤。这也是民间辛夷花最
常用的药膳之一，适用于天气
变冷时鼻炎易发作者，常有遇
冷则打喷嚏、流鼻涕等表现，
若伴有热象如舌红、大便干、
咽干等则不适宜。

辛夷花鱼头汤
材料：鲢鱼头1个、辛夷花

10g、川芎5g、豆腐100g、生
姜和葱适量。

做法：鱼头洗净去鳃后，
热锅放油，下鱼头煎至两面
焦黄，再下姜片和葱段一起
炒香，然后加水没过鱼头，
撒入少许精盐调味；煮40分
钟后，汤变为奶白色，加入
切块的豆腐，并将用汤料袋
包好的辛夷花和川芎加入，
再煮10分钟即可。对于受凉
或感受湿邪后易出现头痛鼻
塞者适宜，可以作为天气变
化前的预防之 用。

今日广东官方微信

监制：王更辉 刘江涛
统筹：王会赟

食养坊

霸王花煲猪脊骨
材料：霸王花干2棵，猪

脊骨300克，蜜枣2个，陈皮

1 瓣，食盐适量。

做法：（1） 猪脊骨斩

件， 洗净焯水；霸王花干

浸泡30 分钟备用。

（2）锅中加水煮沸，放入

所有食材，大火烧开后转小

火煲1.5小时，调味即可。

专家点评：霸王花，味

甘、性微寒，清心润肺、

除痰止咳，入汤后其味清

香、汤甜滑，深受广东人的

喜爱，是极佳的清补汤料。

搭配健脾顺气的陈皮，甘甜

的蜜枣，煲一锅再熟悉不过

的¨清补凉〃。其能缓解皮

肤干燥、咽干咳嗽、心烦失

眠、大便秘结、情绪烦躁等

症状。适合阴虚、湿热体质

人群及大众秋冬防燥食用。

材料：干海茸30克，芝麻

油、白芝麻、生姜蓉、大蒜

蓉、白醋、白砂糖生抽、花生

油、食盐适量。

做法：（1）将干海茸用饮

用水浸泡三小时以上发透。

（2）锅里加入适量清水以

及少量花生油、食盐，水煮

开后放入泡发好的海茸，煮2 

至3分钟后捞出，立刻放入凉

开水中。

（3）把海茸斜刀切块，加

入大蒜蓉、生姜蓉、食盐、白

砂糖、芝麻油、生抽、白醋调

味，拌匀后即可食用。

专家点评：海茸是海洋的

天然藻类植物，在新西兰、

智利沿岸产量较大，其口感爽

脆，营养价值高，蛋白质、维

生素和一些微量元素的含量要

高于陆地植物，其含有的大量

褐藻胶、卡拉胶、琼胶，不仅

使其爽口，而且食用后具有美

容护肤的效果，凉拌的做法也

能促进食欲，是一道老少皆宜

的家常菜式，尤其适合秋燥之

下容易皮肤干燥、咽干口燥的

朋友食用。

小贴士：喜欢吃辣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适量辣椒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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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讲：广东省中医院岭南补土学术流派学术带头人 卢传坚教授

凉拌海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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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9月24日众议长佩洛西
宣布对总统特朗普进行正式弹
劾调查以来，“电话门”事
件不断延烧，大有超过“通俄
门”调查，将特朗普从总统大
位“拉下马”之势。从目前美
国两党斗争的形势看，“电话
门”只是党争的新战场，特朗
普是否因此会被弹劾，仍要走
着看。

特朗普的反击
“电话门”事件的发生在很

大程度上源于特朗普对他2020
年竞选连任最大对手拜登的主
动出击。只是，他万万没有想
到事件最终会引火烧身、朝着
任何人都意想不到的方向发
展。面对民主党咄咄逼人的进
攻，特朗普不但没有退却，而
是发起更大声势的反击。

其一，攻击民主党是在继续
对总统的“政治迫害”，号召
共和党团结一心，反击民主党
对总统的“骚扰”。

9月25日，白宫向共和党人
发出“反弹劾谈话要点”，称
媒体报道“散布彻头彻尾的谎

言”，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
连斯基的通话“没有任何不当
之处”。而且，特朗普将自己
塑造成党争“受害者”确实为
他带来了保守派选民的支持。

9月 2 7日，共和党方面宣
布，弹劾调查开始后的72个小
时内，特朗普获得1500万美元
的小额捐款，“民主党正在把
2020年大选的胜利拱手让给特
朗普”。

其二，抓住拜登涉嫌腐败不
放，继续要求外国提供证据。

9月27日，特朗普竞选团队
发布视频广告，指责拜登在担
任副总统期间曾与乌克兰进
行“不当交易”。视频称，拜
登当时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0亿
美元援助，以换取乌方解雇正
在调查拜登儿子任职公司的检
察官。这则广告最后说：“但
是当特朗普总统要求乌克兰调
查腐败问题的时候，民主党人
却要弹劾他！”

此外，据媒体报道，特朗普
政府或公开，或私下里已经先
后向澳大利亚、意大利和英国

等国提出调查拜登家人“涉嫌
腐败”的请求。有分析称，如
果特朗普的请求得到满足，不
排除出现于拜登及其家属不利
的“证据”。

其三，重启对希拉里的“邮
件门”调查，对民主党人“敲
山震虎”。

《华盛顿邮报》9月28日报
道，近期美国国务院加大对前
国务卿希拉里“邮件门”的调
查力度。约130名涉事的现任
和前任政府官员收到邮件称，
他们当年向希拉里私人信箱发
送的邮件目前已被重新定为“
机密级”，因此他们当时的做
法可能“违规”。对此，有前
政府官员推测，特朗普这样做
是不想让希拉里的“邮件门”
不了了之，同时也给民主党人
施加压力。

民主党的盘算
在特朗普躲过“通俄门”

调查后，民主党针对特朗普的
任何弹劾行动都可能被视为“
政治报复”，正因此，佩洛西
在宣布启动弹劾调查上考虑再
三。所以，民主党对特朗普的
步步紧逼可能是在拿分裂美国
社会豪赌特朗普的下台。

对民主党而言，相较于特
别检察官穆勒的“通俄门”调
查报告在特朗普是否“妨害司

法”上含糊不清，“电话门”
案情简单明了，严重性人人可
知，所以他们下定决心采取行
动。同时，启动弹劾调查只是
迈向弹劾的第一步，而非真正
的弹劾，民主党“进可攻、退
可守”。

如果众议院发现有明确的证
据，则以对特朗普发起弹劾。
否则也让特朗普背上“被开启
弹劾调查的总统”的标签，而
这将或多或少影响共和党在
2020年大选中的表现。此外，
民主党炒作“电话门”其实已
经拖累拜登的选情。不管拜登
涉嫌贪腐与否，让毫无从业
经验的儿子进入外国能源公司
的董事会，足以引起民众的诟

病。
所以，受该事件影响，最

近的几次民调中，民主党总统
参选人伊丽莎白·沃伦的支持
率已经逼近甚至超过拜登，近
期公布的第三季度募款，拜登
也仅筹到1520万美元，比沃伦
少了近1000万美元。因此，至
少目前来看，“电话门”已经
改变民主党内各参选人的竞争
态势，而拜登或许是最大的输
家。

对特朗普来说，奉陪到底应
该是他唯一的选择。日前媒体
披露，共和党已声称未经过众
议院全院投票，佩洛西宣布启
动弹劾调查程序不合法，近期
可能要求全院投票，从而延迟
弹劾调查。这显示，共和党已
开始打“程序牌”乃至“司法
牌”与民主党针锋相对。

行政官员如蓬佩奥等虽称愿
意配合国会调查，但也对手下讲
可以拒绝不通过律师的直接传
唤。10月6日，媒体报道美国情
报界的第二名举报者或将现身，
而且与前一名举报者不掌握第一
手信息不同，此人声称掌握“电
话门”通话的第一手材料，这也
可能给予特朗普带来新的打击。
（张志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博
士。来源：中国网）

“电话门”成美党争新战场 特朗普会被弹劾吗? 文/张志新

10月7日，美国众议院情报、监督和外交三个委

员会主席联名致信国防部长埃斯珀和白宫管理与

预算办公室代理主任沃特，要求两部门提供与美

国军事援助乌克兰相关的文件。

“开车回乡还是让爸
妈进城？”“订高铁票
还是飞机票？”每逢节
假日，如何团聚、怎样
安排行程，经常成为家
庭热门话题。与多年前
的“人在囧途”相比，
今天的出行方式十分便
捷，给人以更加多元的
选择。

犹记第一次坐火车，
是 1 9 9 3 年 考 上 离 家 千
里的军校。那时，对铿
锵有声、曳着长烟的火
车充满向往，总想象着
铁轨通向的远方就是自
己的梦想所在。然而，
挤火车时的扰攘、车厢
内的拥挤、20多个小时
的站立，让人真切体会
到旅途的艰辛和无奈。
后来，一次次加入春运
潮的大军、黄金周的人
流，翻过车窗、坐过椅
背、听惯了“瓜子花生
方便面”的吆喝。备受
煎熬的旅程，愈发感觉
时间过得太慢。

车 轮 飞 驰 ， 不 觉 经
年。如今，绿皮车换成
了 贴 地 飞 行 的 “ 复 兴
号 ” ， 网 上 订 票 代 替
了 通 宵 排 队 ； 我 国 高
铁 总 里 程 位 居 世 界 第
一，航空运输规模稳居
世界第二；村村通公路
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私家车走进了千家万
户……“从此山不再高
路不再漫长”，朝夕之
间便可跨越万水千山。

有人说，在空间上有
两种东西永远让人类迷
恋，一是故乡，一是远
方。不论求学还是出差，
探亲还是旅游，每一次远
行，都让我们以最直接、
最生动的方式，感受着时
代的脉动、社会的发展。
路还是那条路，然而，我
们在不一样的时间刻度上
观察着，“中国号”列车
究竟是以怎样的姿态，一
次次驶过历史的站台。

出行的路，连着发展
的路；出行的脚步，丈

量着国家的进步。70年
披荆斩棘，70年砥砺奋
进，70年厚积薄发。从
满目疮痍、一穷二白起
步，历经艰辛奋斗、顽
强拼搏，今天，我国交
通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
历史性成就，构筑起四
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
为大国复兴铺就了前行

的 坦 途 。 仅 以 铁 路 为
例，我国铁路营业里程
就从1949年的2.18万公
里增长到如今的13.1万
公里以上，列车时速提
升到3 5 0公里。伴随着
路网的延伸、交通的巨
变，人畅其行、货畅其
流成为常态，为无数人
打开了追梦的空间。

从愚公移山的故事，
到“蜀道难，难于上青
天”的喟叹，出行便捷
始终是老百姓的朴素愿
望。新时代，人民群众不
仅渴望提高出行速度，更
渴望改善出行品质，期
盼在与国家共命运、共
发展中，过上更美好的
生活。取消省界收费站、

让高速公路更加畅通无
阻；创新服务方式、让高
铁上的乘客收到沿途的外
卖；多措并举、努力提高
航班正点率……今天，路
网在加密、列车在提速、
服务在优化，一个流动的
中国，正在向着“人悦其
行、物优其流”的愿景稳
步行进。经济发展每前进
一步，民生改善就跟进一
步，始终承载着的是我们
党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新故相推舒画卷，丹
青妙手向翠峰。今天的
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
出 境 游 客 源 国 ； 今 天
的 中 国 人 ， 可 以 来 一
场 说 走 就 走 的 出 国 旅
行。感受沧桑巨变、凝
聚 奋 进 动 力 ， 在 现 代
化 的 征 程 上 一 锤 接 着
一 锤 敲 、 一 步 紧 跟 一
步 行 ， 我 们 定 能 凝 聚
再 出 发 的 磅 礴 力 量 ，
为 民 族 复兴标注新的高
度、书写新的荣光。

（来源：人民日报）

文/辛士红出行脚步丈量国家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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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色为主的素雅秋季穿搭 整洁干净过秋天
鲜艳活泼的颜色适合夏天，夏天过去了，秋天适合干净的淡色，今天就来看看以大地色为主的

干净整洁的穿搭叭～
大地色系的穿搭是不是干净又好看？整体整洁优雅～
（来源：网易时尚）

米白色打底和白色休闲裤，搭上卡其色的长款风

衣，是韩剧女主的味道～

淡蓝色长袖+黑色紧身裤，外套是白色的小西装，

格子纹路和材质是小香风的搭配～

香蕉黄搭配白色，这个黄色不冲击视觉，反而感觉很

温柔，也不会显得皮肤黑噢！

蓝紫色针织衫，带有纽扣设计，配上白色九分裤，

素雅干净～

白色毛呢外套，内搭白色针织，深灰色短裙搭上

裤袜，深秋天气稍冷的时候就可以这么穿，温暖

好看～

灰绿色格纹毛呢西装，搭配黑色内搭加上深色牛仔

裤，很有秋天复古的味道～

适合学生党的搭配，白色长袖外穿复古花毛衣，搭

配浅色牛仔裤和小白鞋，文艺日系风格～

米白色毛衣外套，内搭豆沙色高领打底衫，下身是浅

色牛仔裤，韩系温柔女生的风格～

卡其色西装大衣，黑色紧身针织，白色牛仔裤，适合

上班的女生，有点点成熟的搭配～

巴黎时间9月29日晚，先锋时尚杂志《JALOUSE 

CHINA》创刊派对“极度游乐场”在法国巴黎

盛大举行，派对上，作为杂志创刊封面人物的郑爽用

英文分享了自己对“JALOUSE”态度的个性解读，除

此之外，活动现场星光熠熠，中国人气艺人郑爽，陈

立农，木子洋，王菊，何昶希，王晨艺，陆思恒，

王梓薇，以及数十位品牌代表、时尚媒体人、知名

模特都莅临活动，齐聚古董游乐园艺术博物馆，共

享充满梦幻和想象的游乐之夜。

郑爽陈立农亮相《JALOUSE CHINA》创刊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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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迈蓝庙与清莱蓝庙，
分不清的名字，分得清的美

提起 蓝 庙 ， 很 多 人 都 知
道 在 泰 国 清 莱 ， 但 你

不一定知道，清迈也有一座
蓝庙。是不是傻傻分不清？
今天就给大家说说这两座蓝
庙。

清迈蓝庙
清迈蓝庙 Wat Ban Den，

位于清迈北部40公里左右的 
Mae Daeng 郊区，是一座有
着百年历史的古庙，规模宏
大。

清迈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城市，成片的林荫带来优美
的环境和凉爽的气候。虽然
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泰北的
经济中心，但清迈却没有咄
咄逼人的疏离感，安静、淡
雅，所有的一切都显得清新
而平和。

说 回 蓝 庙 ， 4 0 公 里 左 右

的这个距离，很多人会选择
跟团或者包车过去。不管你
们打算怎么去，我只说一件
事：千万别骑摩托车去！你
觉得骑摩托这样不仅拉风，
还 能 欣 赏 沿 路 风 景 ？ T o o 
young too s imple。 太远你
会坐得P P疼，而且来回都有
交警查车，没有国际驾照你
就只能乖乖交罚款。（别问
我怎么知道的）

可 能 由 于 距 离 较 远 ， 比
起清迈其他著名的寺庙，这
里的游人少了很多。但其实
如果你去搜一下，就会知道
蓝庙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始
建 于 公 元 1 8 9 4 年 ， 是 一 座
非常有故事的寺庙，而且目
前还在扩建中。不过应该重
新装修过了，所以看起来很
新。

蓝庙最开始默默无闻，直

到19 9 1年泰北得道高僧古巴
昭腾路过此地并落脚于此，
信徒们纷纷前来膜拜并捐献
财物。随着捐献的财物越来
越多，古巴昭腾决定把这些
钱用来建设寺庙。这才使得
蓝庙成为如今清迈最大的寺
庙之一。

之 所 以 这 里 会 被 叫 做 蓝
庙，是因为寺内的建筑集合
了兰纳与缅甸两种风格。最
鲜明的特点之一便是屋顶以
一种令人陶醉的湛蓝色为基
调，除了这炫目的蓝，蓝庙
建筑群还随处可见绿色、粉
色等色彩鲜艳的雕塑。

细看那些建筑上的木质雕
刻，繁复而精美，点缀以闪
闪发光的金箔装饰，你不得
不深深叹服于匠人们精细的
手艺能造出这样巧夺天工的
艺术品。

临近圣诞节和跨年夜，“节日之州”南澳大利亚州正在上演丰富多彩
的活动，为忙碌了一整年的人们营造了年末与家人朋友欢聚，尽情放松
的气氛。

阿德莱德圣诞盛装游行

每年十一月中下旬，南澳大利亚州首府阿德莱德都会举办热闹的圣
诞盛装游行（Credi t Union Chr is tmas Pageant），游行队伍身着充

满圣诞特色的彩色服装，提前为这座绿色宜居城市带来年末节日的气
息。阿德莱德圣诞盛装游行的规模仅次于纽约感恩节大游行，是南半
球参加人数最多的单日活动。

阿德莱德圣诞盛装游行始于1933年，2017年11月18日恰逢其85周
年庆典，游行显得格外热闹与隆重，阿德莱德的居民和其他城市前来
的游客都涌上了街头，总参与人数达到了33万。

在夏天过圣诞——南澳大利亚州
上演丰富多彩的圣诞跨年活动

2017年阿德莱德圣诞盛装游行

上午9点半开始的游行由85名苏格兰风笛手和85名高地舞者领头，

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穿过威廉国王大街（King William Street），整个

游行持续近两个半小时，接近尾声时，游行队伍将圣诞老人送至位

于蓝道购物街David Jones商场的“魔法洞穴”（Magic Cave）。圣诞

老人将会在此“居住”至圣诞夜，这一期间，他每天都会在“魔

法洞穴”里，欢迎大家前来许愿及合影。

圣诞老人

阿德莱德市政厅灯光秀

　圣诞盛装游行11月18日当晚，位于阿德莱德市中心的市政厅被

五彩缤纷的灯光照亮，正式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圣诞灯光秀。从11

月18日至12月31日，每天晚上都会上演精彩的视觉盛宴，变幻莫

测的图像和光影将市政厅这座古典的砖石建筑打造得十分明亮并

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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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球迷举牌挺莫雷遭驱逐 

76人不愿卷入政治风波

据费城当地媒体报道，一位美国球
迷举着“自由香港”标语牌想到现场
展示，却被76人安保拦下，随后他跟
他的妻子都被驱逐。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是在进场
落座后才拿出标语牌的，到比赛第二
节，他们喊起了“自由香港”的口号，
结果就被保安驱逐。他对此表示严重抗
议，而76人暂时没有对外发表评论。

因为莫雷的推特，NBA被卷入了他
们不想看见的政治风波。原本整个联
盟的高层尤其是球员对待中国合作商
的态度非常友善，但现在已经有大量
中国品牌与他们切断了联络，季前赛
也遭到禁播。

如今NBA正在努力挽救局面，希望
能重新建立与中国的沟通桥梁，但这
却惹恼了一些美国的激进人士，今天

76人的比赛也才会出现这样的举动。
好在76人团队反应及时，没有让事态
扩大。当然，76人的做法也引来了
美国激进派的批判，认为他们妨碍了
公民的表达自由。但在当前特殊局势
下，NBA其他球队实在不愿再进一步
惹怒中国市场了。

【网易体育9日讯】今天广州龙狮队在费城与76人的季前赛正常

进行。但莫雷推特不当言论事件的影响已经蔓延至美国，NBA已经

遭遇不少极端球迷的抵制。

【中新网9日讯】记者9
日从2019年国际乒联男子
和女子世界杯(简称“男
乒女乒世界杯”)新闻发
布会获悉，2019年女乒世
界杯将于10月18日至20日
在成都举行，2019年男乒
世界杯将于11月29日至12
月1日在成都举行。

据了解，20 1 9年男乒
女乒世界杯是东京奥运
会前国际乒乓球最高级
别的单项赛事，吸引了
来自2 6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
和技术官员等出席。届
时，马龙、刘诗雯、朱
雨玲、樊振东、奥恰洛
夫、平野美宇、张本智
和等乒乓球运动员将在
蓉城角逐桂冠。

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
席高亚翔介绍，当前中国
乒协正全力备战2020年东
京奥运会，同时协会已采

2019年男乒女乒世界杯将在蓉举行 

马龙刘诗雯等参赛

AC米兰6年换了9任主帅 

詹保罗仅带队111天

莫雷其人

【新浪体育9日讯】火
箭总经理莫雷涉港不当言
论事件在持续发酵中，逐
渐影响到了NBA中国赛。
早些时候，上海市体育总
会宣布，原定于今晚举行
的球迷之夜活动，将会取
消。

上海市体育总会发布
的通知称：“鉴于NBA联
盟所属休斯顿火箭队总经
理莫雷日前发表的不当言
论和NBA总裁萧华的不当
表态，原定于10月9日18
：00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
举办的“2019NBA球迷之
夜”球迷互动活动予以取
消。”

原定今晚的NBA球迷之夜遭取消 

球迷入口被拆除

球迷入口被拆除

另外，有球迷拍到，在
东方体育中心门口，工作

人员正在拆除球迷活动的
广告牌。

【新浪体育9日讯】
米兰官方宣布詹保罗下
课，而即将接任的皮奥
利将成为球队近六年来
的第九位主帅。

2014年1月，曾为米
兰赢得联赛冠军的阿莱
格里下课，助理教练塔
索蒂临时带队。

2 0 1 4年夏天，米兰
名 宿 大 因 扎 吉 接 手 球
队 ， 带 队 一 个 赛 季 后
下课。2 0 1 5年夏天，
米哈伊洛维奇成为红黑
军 团 新 主 帅 ， 可 惜 他
未 能 带 队 打 完 完 整 赛
季，2016年4月被布罗
基取代。

米兰又要换帅了（图片：詹
保罗）

发布会现场。

取多项措施，将乒乓球朝
着职业化、产业化和国际
化的方向大力推进。未来
中国乒协将和成都加强合
作，共同为推进体育强国
建设作贡献。

成都市体育局局长熊
艳表示，成都已连续1 3
年承接中国国家乒乓球队
备战奥运会、世乒赛等封
闭集训，连续4年成功举
办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

(成都站)等重大国际比
赛。基于成都丰富的办赛
经验，成都已成功取得
20 2 2年世界乒乓球锦标
赛举办权。

20 1 9年男乒女乒世界
杯期间，赛事组委会还将
配套举办进校园、进天府
绿道等丰富活动，让民众
近距离感受乒乓球独特魅
力，促进乒乓球国际交
流。

2 0 1 6 年 夏 天 ， 前
意 大 利 国 脚 蒙 特 拉 接
任，20 1 7年11月下课。

随后接手的是加图索，
他带队 完成了 2 0 1 7 -
2018赛季，随后又完整
的打完了2018-2019赛
季，最终米兰落后国米
和亚特兰大1分，无缘
欧冠席位。

2 0 1 9年夏天，米兰
选择了詹保罗，然而他
带队前七轮比赛仅取得
9分，在任1 1 1天后下
课。

据多家意大利媒体确
认，皮奥利将成为米兰
新帅，如果算上临时带
队的塔索蒂和布罗基，
米兰过去六年共换了九
位教练。



“澄花，扶着你家小姐先回
房休息。”
乔毅黑眸担忧地注视着眼前
脸色不佳的人儿，自昨夜在
市集被小狼吓到后，气色一
直不好。
“是。”澄花扶着小姐先行
进了王府。
“表哥，那我也进去了。”
沈青羽笑嘻嘻地朝他摆手，
尾随在后。
“去地牢里，放了杜冰
莹。”乔毅进府前，对着身
后的蓝剑吩咐。
“是。”蓝剑衔命。
回到潇湘院西侧，尚未走到
房里，一抹黑影疾速奔来，
速度之快吓得澄花尖叫连
连，连忙下意识地躲避。
“黑金坐下。”孙碧瑶不疾
不徐地说了一句。
就见大黑犬在冲到她面前
时，立即转换姿势乖乖地坐
下，模样十分乖巧，开心地
猛摇着尾巴，对她低吠了
声。
“汪！”
沈青羽揉了揉双眼，一脸惊
奇地怀疑着自己是否看错

了，每回来到王府，
这只大黑犬顶多对她
甩甩两下尾巴，就当
很给她面子了，可瞧
瞧它此刻乖巧听话的
模样，这未免差别太
大了吧！
“碧瑶，这是怎么回
事？黑金怎么会那么
听你的话？”
“我也不知道，不如
你自己问它好了。”
孙碧瑶拍拍黑金的
头，旋身走回房里，
黑金则是大摇大摆地
跟上去。
“澄花，你们不是才
来王府不到一个月
吗？怎么黑金会那么

听你家小姐的话？”
这未免太伤人了吧。
想她认识黑金也有六年了，怎
么这只大黑犬从来没有那么听
她的话过？可好友来王府不
到一个月，黑金竟会那么听
话，实在太不给她面子了！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这只
大黑犬很粘我家小姐，小姐
走到哪，它就跟到哪。”
澄花双手一摊，耸肩，她也
觉得难以理解。
沈青羽最后一个踏进房里，
一眼就瞧见半卧坐在床榻
上的好友，不由得关心地
问：“碧瑶你还好吧？是哪
里不舒服吗？”
印象中好友不是那么娇弱的
人，怎么从昨夜开始就变得
那么反常？
“没什么，只是额头会不时
抽疼，有些难受罢了。”孙
碧瑶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这症状从昨夜开始就折磨着
她。
“小姐，我马上去请大夫
来。”澄花一听，急了，就
要冲出去找人。

“等等，澄花，别大惊小
怪的，我休息一下就没事
了。”孙碧瑶急忙低喝阻
止。
“碧瑶，你真的没事吗？
还是请大夫来看一下比较
好。”沈青羽担忧地注视着
秀眉微蹙的好友，就怕她身
子出了什么问题。
“你们两个别大惊小怪惊动
王爷，我躺一下就好。”孙
碧瑶自认不是娇弱之人，不
想麻烦别人，更不想惊动到
那个男人。
“孙姑娘，王妃有请。”敞
开的房门外站着红红，对着
房里的孙碧瑶说着。
“王妃找我家小姐有什么事
吗？我家小姐人不舒服，可
否改天再去？”澄花走上前
问着。
“澄花，这样太失礼了，我
还是去一趟吧。”孙碧瑶揉
了揉额际，缓缓地起身。
“可知王妃找孙姑娘有什么
事吗？”沈青羽问着红红，
她上次匆匆来去，倒是忘了
去见一下霏霏。
“不清楚，王妃只是命我来
传话，王妃人在紫云院等孙
姑娘。”红红回道。
“碧瑶，我陪你去见王妃
吧。”沈青羽并不是怕温柔
的霏霏会为难好友，只是想
一同去见见她。
“王妃有令，只见孙姑娘一
人。”
“我去见王妃就好，你们都
别跟来。”孙碧瑶对着二人
说，走出房里，身后跟着黑
金。
红红害怕地看着黑金，没敢
开口要黑金不准跟，二人一
狗离开潇湘院。
“沈姑娘，王妃会不会为难
我家小姐？”澄花担心地
问。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9年10月10日，星期四 第19版CERITA BERSAMBUNG小说天地

“我很快就发现，每一个方格，都有“电
视”可看，而且，有一组按钮，可以控
制方格移动，方格似乎无穷无尽，在移动
之间，又随时可以停下来，那情形……就
像……就像……”
他一时之间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我代他
设想了一个：“就像一个可以转动的资料
库？”

金大富犹豫了一下：“可以这样说，但是
那地方……实在太大了，唉，那种资料的
储存法，其实十分落后，现在地球人利用
电脑储存资料的方法，就进步得多。”
我闭上眼睛，设想“那个地方”的情
形，的确，那种资料储存法，不能算是
进步的方法，如果真是“外星人基地”
，那么，这种外星人，可能有十分占怪
的性格。
金大富又喝了一口酒：“我在那地方停
留了很久，不断地看着‘电视’，开始
的时候，看到的一切，都莫名其妙，渐
渐地，我找到了一些窍门，我发现所有
的资料，都是按年份储存着的，当我看
到一个人……一个德国人在地窖中举枪
自杀之后，我就可以肯定，那一年，是公
元一九四五年！”
我发现了“啊”地一声：“你应该也可以
看到许多日本人被送上绞刑架！”
一九四五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
独裁者希特勒自杀，大批日本战犯被送上
了绞刑架……金大富看到的，自然就是这

些事实！”
金大富看到这些情形时，这些事情都已发
生，我忽然想到的是，如果在一百年之
前，就有人到了那地方，是不是也可以看
到同样的情形？如果可以，看到的人自然
也不明白那是什么现象，就像金大富才
到那地方时，看到了很多不明白的景象
一样！这时金大富的声音之中，有着兴
奋：“我一发现了这一点，心中的兴奋，
真难以形容，我竟然可以在这里看到发生
过的事和将来的事，我立即想到，若是我
可以知道以后的事，那我就是一个有预知
能力的人！”
他说到这里，望定了我，我也望着他：“
又有什么意外，你显然未曾成为有预知能
力的人！”
金大富皱着眉，神情十分疑惑：“我也不
明白，以一九四五年为起点，我一年一年
看下去，看到的，全是一些莫名其妙的
事，很多是灾难，各种各样的死亡，看得
人遍体生寒，直到我看到两个男人被关在
监狱之中，我才呆了一呆。”

我作了一个手势：“请你把这一段过程说
得详细一点，你所看到的，全是十分不幸
的事？”
金大富用力在自己的头上拍打了一下，又
喝了一口酒，显然，他在那时看到的景
象，一直到现在，都是极不愉快的回忆。
他点了点头：“是，全是一些人……一些
莫名其妙的人，有十分悲惨的下场。”
我再追问：“你所谓莫名其妙的人，是什
么意思？”
金大富道：“是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
人的意思，直到那两个在监狱中的男人出
现。”
我闷哼了一声：“这两个男人，有什么特
别之处？”
金大富急速地眨了片刻眼：“我认得出他
们，他们是在金融界叱咤风云的大亨，操纵
着几种贵金属的买卖，可以控制它们在世界
市场的价格，像这种超级豪富，如何会身陷
囹圄呢，如果他们坐牢，是日后必然会发生
的事，那么，是不是表示，在某一时候，他
们的事业会失败，会溃不成军？”

“如果你能不主动提起五年前的事情，
我……会很感激。”何影桦也知道儿子对
当年醒芽的离开很抓狂，所以她并不希望
冒险让儿子知道，以免儿子的反应让她不
好承受。
醒芽并没有保证不说，但她能够体谅一个
母亲的为难，会尽量以不伤害到他们亲子

关系的方式来处理。
说话间，大门开启的声音传来，打破了两
个女人的沉默。
“小乐！”醒芽走了出去，迎向刚进门的
儿子。
“妈咪！”小乐露出惊喜的表情。“你怎
么没说你要来，不然我就不出去玩了。妈
咪，你来接我回家了吗？”
看着儿子期待的表情，醒芽抬头看了聂母
一眼，还是蹲下来说：“对，妈咪来接你
回家了，我们去把你的东西收一收。”
“耶，要回家了，我好高兴喔！”小乐开
心地跳上跳下，拉着醒芽就往他的房间
去。
醒芽帮忙儿子收行李，小乐一边收着东西
一边报告这是谁给他的，他又最喜欢哪一
个玩具等等。
看着儿子被照顾得很好，醒芽忍不住还是
很感激承霈的父母。
“小乐，要离开爷爷奶奶，会不会舍不
得？”她低声问。
“没关系，我有空会来看他们的。”小乐

一副小大人的模样。
“小鬼灵精。”醒芽揉了揉儿子的头。“
等一下要记得谢谢爷爷跟奶奶喔，他们这
段时间很照顾你，也很疼你。”
“好的，妈咪。”小乐背起自己的背
包。“我好了。”
于是醒芽牵着儿子的手，一边提着他多出
来的玩具，走向正在客厅踱步的两老。
“你就这样让她把孩子带走？”何影桦瞪
着自己的老公。
聂父只是瞪着眼，一句话也不说。
醒芽朝两老行了个礼。“这段时间孩子麻
烦两位了，以后有空欢迎来看孩子，小乐
也会想念你们的。”
小乐嘴巴甜，拉着爷爷奶奶说再见。
何影桦不死心，抱着小乐问：“跟奶奶
住，不要回去好不好？奶奶会很想小乐
的！”
“奶奶想小乐就来找小乐玩，我把我的玩
具借给你玩喔！”小乐说着还是把小手塞
进醒芽手里。
何影桦无奈，只能任由醒芽把孩子带走。

回去的路上，醒芽还在想，不知道他的父
母哪天才能接受她。不过还好有孩子在中
间当润滑剂，这会让情况好上许多。
问题总有一天会解决的吧！ 

第九章

原本醒芽打算晚上跟聂承霈在外面吃顿
饭，约个会，体会一下恋爱的甜蜜。由于
事出有点突然，醒芽把小乐接回聂承霈的
公寓，原本她已经打算打电话取消晚餐约
会，但是儿子体贴，要她好好去追爹地。
她被儿子弄笑了。
不过陈妈今天有空，就自愿帮她带孩子。
她见小乐跟陈妈处得不错，犹豫再三，最
后终于在儿子的催赶下出门。
醒芽稍微打扮了一番，可爱性感的小洋装
配上她又长又鬈的头发，看起来有几分的
妩媚，又有几分的稚气。
她戴着水滴似的水晶耳环，像两颗藏在她
发间的星星，让她看起来多了几分灵动。

着一块板鸭，慢条斯理地道：“
二位大人的说法没有什么不对，
但如果是为了国家及社稷这些理

由，二位大人的看法又如何？”
马、阮二人连连附和着，且高举酒杯，
道：“老爷子，所谓‘公心不昧，六贼无
踪”，你真是一位大公无私，坚毅果决的
英雄豪杰，老爷子准备如何处置这个笼中
之鸟？”
“叭”地一声，放下牙著，红脸老人离席
而起，踱到了水树八角窗边推开小窗，立
刻泄进一阵冷风，他吁口气道：“为了
避嫌，老夫决定由两位大人派人前去挂他
的点，再说老夫也不忍下手……”转过身
来，双目泪光闪闪。
阮大钺叹道：“这正是古往今来的大英雄
本色，我们这就派专使前去及时了断，免
得夜长梦多。”
马士英走到水树一角，拉动了一根三色彩
缓，不久水树门外有人道：“大人有何吩
咐？”
马士英开了水树的门，对外面一个很矮的
汉子低声说了几句话。
那汉子立刻转身离去。水树门闭上，三人
的酒兴更浓了。
高凌宇坐在地牢中想把剧毒逼出体外，只
可惜这种毒很不好弄，真力不聚，且混身
痉挛。连试数次，他长叹一声只有闭目等
死了。
就在这时，地牢门处有了动静，小铁门一
开，有人送进一个大盘，上有两个菜一壶
酒及一大碗饭和杯箸之属。
高凌宇无意吃东西，也没有胃口。
再说，此刻约三更左右，晚饭已过，早餐
末到，这儿那有好心人，会为他送宵夜来
呢？
送饭的人低声道：“小伙子，吃点吧！这
对你是有益无害的……”说完就把那小铁
门锁上了。
他认识此人正是负责看守的头子，他手下
还有四个大汉。
有什么好处，莫非这就是“吃差饭”？犯
人在被处决之前，有一顿“差饭”，差
即“红差”之意，一出红差也就是处决人
犯。
任何人想到这种结局，心头都会有沉落

感或无限的寒意，就是那些素日沉
迷于某些宗教的人，一旦涉及死亡
大限，必然六神无主，手足无措，
只不过高凌宇倒不是怕死，而是有
太多该由他去做的事己无法去完成
了，尤其是留下孤儿寡妻，叫他们
如何渡日？
他思潮起伏地想了一会，目光又落
在那饭菜上，他忽然站起来，扶墙
走近，把盘子端了过来。
两菜是红烧鲤鱼和坛子肉，闻闻
酒，大概是花雕，实在没有食欲，
但他拿起竹筷拨着那碗干饭，拨
着，拨着，竟拨出一个油纸包来。
高凌宇心头一动，拿起油纸包打
开，内有碧绿色的药丸五粒，约黄
豆大小。另外在油纸内部写了两行

字：“服下解药后，两盏茶工夫即可逃
走。”下面未具名。
“会不会像在铁冠英府中的牢内那个‘霹
雷指’胡松一样，为了泯灭字迹，吞下纸
条不久就伸腿瞪眼了？”
他以为这没有必要，已落入马、阮手中，
用不着转弯抹角大费周章，以“乱民”
或“暴民”的罪名就可以随时处死他。但
是，在这儿，谁会救他？
这正是当机立断的当口，因为不能逃走，
也绝无生理，所以他不再犹豫，用酒把药
服下。
大约不到盏茶工夫，混身焕热，汗出如
浆，而且腥臭无比，立感混身像卸去千斤
重担一样。
他感到惊异而狂喜，这儿会有人救他？
试运真气，立感畅行无阻，此刻的心情，
真是最最无法形容的了。
而就在这时，忽闻地牢门外那看守的头
子口音道：“您吩咐的事……小的都作
了……您……您为什么还要杀我……。”
“砰”地一声，有人倒下。接着铁门上“
当那”一声，似乎大锁已开。
高凌宇一跃而起，他相信救他的人是内在
的了，会是谁呢？就像上次遇上那鬼魅似
的老人一样，有个人以鸳鸯瓦助他逃走
的，十之八九也是己方的人。
他刚刚跃起，就听到“砰”地一声，好像
是一件笨重的东西被丢在地牢门外，他窜
到门口，见那牢头混身无伤，已死在牢门
外，巨大的钥匙挂在巨锁上悠荡不已。
他伸手取下巨锁抽开铁栓，就开了铁门窜
出来，正要迅速离去，忽然感觉救他的人
这么作，是故布疑阵，暗示是车头送饭
时，牢内的人趁机杀死牢头的局面，所以
才把尸体丢在牢门外。
高凌宇把那包药的油纸纳入袋内，把那盘
饭菜端到铁门内门边，表示是在接交饭菜
时击毙牢头，取了他的钥匙开门逃走的。
一切弄好，刚窜出地面的第二道门，正好
两个四十左右，都生了一双金鱼眼的汉子
刚刚到达迎面拦住。
其中较高的一个惊怒地道：“你……你他
妈的是怎么溜出来的？”

(50)

(120)

(37)

(47)

嚼

人心本无染，心静自然凉.
人生在世如同寄居的客旅；
观看旅途风景，与旅行者结伴同
行。
闲时安静默想，忙时有条不紊。 
闲庭信步；荣辱不惊；不求闻达；
但求心安。



【 本 报 周 孙 毅 报
道】10 月8日晚，驻印尼
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假座
雅京Borobudu r酒店庆祝
辛亥革命108周年。

驻印尼台北经贸代表
处陈忠代表及夫人，蓝夏
礼副代表等各界人士及台
商，近800人出席。

陈忠代表在宴会上致
词称，台湾经济的表现十
分亮眼,目前在台湾工作
丶求学丶生活的印尼人民
约达30万，其中大约有
26万名的印尼籍移工，
台湾对印尼移工的薪资丶

健保及福利，在其他的外
籍移工都是名列前茅。另
约有12.000名印尼学生
在台湾求学。

此外，台湾的爱心也
不落人後，去年印尼发生
龙目岛海啸丶中苏拉威西
省Palu地震及巽他海峡海
啸，来自台湾公丶私部
门的爱心捐款整体而言
已经超过286万美元，部
分款项用来重建灾区的
学校及伊斯兰活动中心
丶捐赠水车丶救护车及
衣服食物等物资至灾区
赈灾，让台湾的爱心能

为震灾带来新希望。
陈忠代表续称，台湾

与印尼的合作不仅於此，
双方的农业合作丶登革热
防治丶医疗保健丶垃圾处
理及资源回收等议题，都
是两地间交流往来的实质
合作范畴。相信在双方的
互利互惠之紧密合作下会
继续往前提升。

活动现场除了备有多
项台湾知名特色小吃如：
鼎泰丰小笼包丶日出茶太
丶幸福堂珍珠奶茶丶雪
花冰丶Ho Soya豆浆，以
及台商深耕印尼多年所设

立的「金色庄园」咖啡，
也摆设了101大楼大型冰

雕，让来宾在印尼也能感
受到浓浓的「台湾味」。    

该宴会最後在来宾们
的祝福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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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印尼台北经贸代表处庆祝辛亥革命108周年

陈忠代表致辞。 杨秉书（右）与陈忠代表及夫人合影。

谭自强（右四）与刘皓怡（右二）丶陈惟文（右五）等合影。 右起：林秀礼伉俪丶曾裕华丶卓天贵丶张德超丶张文荣丶 黄富瑞等合影。

印尼永安药业集团与我国旅游部签署品牌合作推广协议
【本报讯】日前，印尼

永安药业集团（PT. Sinde 
Budi Sentosa）与我国旅游
部在雅加达签署合作品牌
推广协议。

在我国旅游部长阿里夫
的见证下，永安药业集团
首席执行长游永辉（Jony 
Yuwono）与旅游部秘书长
Kurleni Ukar分别代表双方
签署合作协议。 我国旅游部长阿里夫（左四)、秘书长Kurleni Ukar（左三)、游永辉（左六）在签署合作协议后合影。 游永辉（右）与我国旅游部长阿里夫握手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