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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	 云天	 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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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甸	 云天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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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开始闭门会议之
前，两位曾经是总统候选
人竞争对手互相握手，并
向媒体记者微笑。

大印尼行动党副总主席
艾迪·帕拉波沃称，这次
的会面是佐科威总统发出
的邀请函。

会后，佐科威总统向新

闻记者说，双方讨论了当
今国内外的经济问题，政治
问题，社会问题等。至于大
印尼行动党是否会加入执政
联盟，成为内阁的一分子，
大印尼行动党还未作最后决
定。倘若已有了决定，将与
帕拉波沃一起公布。

帕拉波沃说，大印尼行

动党始终以国家大局为重，
无论是否加入执政联盟成为
执政党的一部分，或不加入
执政联盟成为反对党，大印
尼行动党都会为政府提供意
见，成为平衡政府的力量。
大选已经结束，现在是以国
家与民族事务为重，全民团
结一致的时候。（snd）

帕拉波沃会见佐科威

讨论国内外经济与政治问题

佐科威总统与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帕拉波沃在总统府的卡鲁达厅会面，两位曾经是总统
候选人竞争对手互相握手，并向媒体记者微笑。

【罗盘新闻网11日讯】佐科威总统昨日(10

月11 日)下午３时０５分与大印尼行动党总主

席帕拉波沃在总统府的卡鲁达厅会面，进行不

公开的闭门会议，双方都装便服，而且是白色

长袖衬衫。

【点滴网雅加达讯】
首都专区雅加达地方议会
临时议长班达斯(Pa n t a s	
Nainggolan)说，首都专区
雅加达地方议会议员们将

于2019年10月14日(下周
一)下午４时正式就职。就
职典礼将在Kebon	Sirih雅京
议会大厦一次特别全体会
议上举行。

值得一提的是就职时
间是与高等法院院长商定
的。宣誓就职将由雅京高
等法院院长主持。并且移
交临时议长职位给当选
2019－2024年的雅地方议
长。

雅京省长阿尼斯将出席
雅京议员就职典礼，并在
典礼上发表演讲。

众所周知，雅加达地方
议会预定2019/2024时期
领导人的姓名。他们是雅
京地方议会议长Pra s e t i o	

Edi	 Marsudi，4名副议长
M	 Tauf ik，Abdur rahman	
Suhaimi，Misan	Samsuri和
Zita	Anjani。（snd）

10月10日，肖千大使在
印尼主流媒体《印尼媒体
报》发表题为《中国的发展
与中印尼关系成就》的署名
文章，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年来的光辉历程与中
印尼关系发展成就。肖千大
使文章全文如下：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
年，借此机会我愿向印尼朋
友们简要介绍中国的发展历
程与中印尼关系成就。

中国发展成就辉煌
7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接续奋
斗，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
小康，从积贫积弱迈向繁
荣富强，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

——这是综合国力大幅
跃升的70年。中国经济总
量从建国之初的300亿美元
到2018年突破13.6万亿美
元大关，增长452倍，稳居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
世界第一大工业国、货物
贸易国、外汇储备国，是

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
——这是人民生活极大

改善的70年。中国人均国
民总收入（GNI)从建国之
初的约70美元增长到2018
年的9470	 美元，增长135
倍。社会养老保险覆盖9亿
多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13.5亿人，织就世界上最
大社会保障网。改革开放
40多年来，7亿多人摆脱贫
困，贫困发生率从97.5%
下降至1.7%，造就了人类
减贫史上的奇迹。

——这是国际地位空前
提升的70年。中国建交国
数量从建国初期的10余个增
加到179个，建成110对伙伴
关系。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第
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
是安理会五常中派出维和人
员最多的国家。中国积极参
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倡导
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

新中国70年来发展变化
的根本在于，中国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创
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这条道路顺应时
代潮流、符合中国国情，
是一条走得通、走得对、
走得好的强国之路。当
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
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正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朝
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待续）

帕拉波沃称，这次

的会面是佐科威总

统发出的邀请函。

雅京地方议会领导人宣布

14日雅京议员举行就职典礼

雅京地方议会临时议长
Pantas Nainggolan

【中新社11日讯】哈瓦
那消息：古巴全国人民政
权代表大会当地时间10日
宣布，现任古巴国务委员
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迪
亚斯-卡内尔当选古巴共
和国主席。

在10日召开的古巴第九
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特
别会议上，经无记名投票，
迪亚斯-卡内尔当选古巴国
家主席，现任古巴国务委员
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第
一副主席巴尔德斯·梅萨当
选国家副主席。

据古巴国家电视台报
道，共有580名代表出席，
迪亚斯-卡内尔获得579票
赞成，巴尔德斯·梅萨获
569票赞成。

迪亚斯-卡内尔在当天
的就职演讲中表示将着眼

于未来，把国防和经济放
在首位同时进行，并呼吁
古巴民众团结一致面对美
国的封锁。

根据今年4月颁布的古巴
新宪法，古巴新设国家主
席和总理职位，国家主席
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总
理经国家主席提名后由全

国人大任命。国务委员会
成为全国人大常设机构。

迪 亚 斯 - 卡 内 尔 出 生
于1960年4月，2003年进
入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
局。2018年，他正式接替
劳尔·卡斯特罗，成为古
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
会议主席。

迪亚斯-卡内尔当选古巴国家主席

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10日宣布，现任古巴国务委员会
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选古巴共和国主席

肖千大使在《印尼媒体报》发表署名文章：

《中国的发展与中印尼关系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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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维兰多遭到行刺

不影响正副总统就职典礼
【雅加达点滴新闻网】政法安统筹部

长维兰多（Wi r a n t o）于10日在万丹省

Pandeg l ang工作访问时突然被行刺，在

维兰多身旁的一名警员也遭到行刺，事

件发生后维兰多和一名警察立即被送往

Gatot Subroto陆军医院为获得紧急救治。

获悉，佐科威总统听到此消息后，直接前

往陆军医院探望维兰多的病况，当时手术

已顺利完成。佐科威总统于11日再次前往

陆军医院探望维兰多的最新情况。

我国除了总统、副总统之外的第三号重要政
治人物：政治、法律和安全事务统筹部长威兰多
（Wiranto）遇刺事件，凶手疑是伊斯兰国神权游
击队成员，这使很多人感到惊讶，并质疑情报机构
的疏失。

令人不安的第一件事是，像这样的高级官员为
何很容易被身分不明的人士接近，班迪格兰镇警局
派来迎接威兰多的保安人员，为何可以让不明身分
的人士接近贵宾。

其次，有关国家高官成为恐怖主义暗杀目标的
信息情报机构早己知道，恐怖分子总是试图接近被
认为是重量级代表国家的人物，这些情报已不是什
么新鲜事，警方也应该知道，并对相关人士提供特
别的保安，但保安部门并没有注意到这点。

第三、当威兰多出现时，保安人员并没有提高
警觉性，在保安人员缺乏警觉性的情况下，安全性
很容易被破解。当威兰多出现时，保安人员想不到
身边的陌生人会突然袭击威兰多。

第四、为何保安人员未发现手拿武器的恐怖分
子在现场周围，这显然是太疏忽了。

当局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查明肇事者是勿加
西恐怖主义网络的成员，我们感到惊讶，这表示警
方早已有资料，而且已在监视中，但一直未采取逮
捕行动。

根据国家情报局局长布迪•古纳万（Budi Guna-
wan）说的资料；凶手夏里尔．阿兰萨（Syahr i l 
Alamsyah），别名叫阿布拉拉 (Abu Rara)，阿
布•拉拉（Abu Rara）是勿加西（Jakaah Ansarud 
Daulah（JAD）神权游击队的成员。

夏里尔．阿兰•曾经是谏义里（Kediri）神权游
击队的成员，后移居茂物。

情报机构负责人布迪•古纳万（Budi Guna-
wan）说，对细胞小组系统或个人进行的攻击方式
使警方的设备难以检测到，并做出预防措施。随
后，布迪•古纳万向社会大众寻求帮助，希望找出
附近地区恐怖主义的巢穴。

问题是，即使当局已侦破恐怖活动，但当局仍
无法在公开攻击的地方认出恐怖分子？这表示，资
料仍未齐全。

情报机构的资料显示，威兰多已成为受到死亡
威胁的四个人物之一。另外三人其中有海洋事务统
筹部长鲁胡特．班查伊旦与情报机构主任布迪古纳
万的名字，恐怖分子欲除去阻碍恐怖分子活动的官
员。这也是恐怖分子要杀害威兰多的动机与目的。

10月10日发生的针对维兰托的刺伤事件提醒我
们，恐怖主义根源的激进主义确实是存在的、真实
的，并且仍然存在于我们中间。他们将继续通过暴
力传播恐惧。

恐怖分子由于信仰不同的意识形态，因而拒绝
民主制度，选择以暴力来解决问题。用暴力强迫意
志也是最容易的事情。它不同于民主，民主要求在
宪法的主持下服从法律和法规。

在民主制度中，有必要通过提高意识而不是引
起恐惧或愤怒来说服他人。民主不仅要求我们的权
利得到尊重，而且还要求尊重他人的权利。

恐怖分子选择用刀刺伤以实现目标，所幸这次
恐怖分子不是用炸弹来攻击政治人物，如使用炸弹
攻击恐将造成更大伤亡。

恐怖分子存在　保安人员疏忽

此外，有许多内阁部
长也纷纷到陆军医院探望
维兰多，其中于昨日探望
的有前宪法法院院长马福
特（Mahfud MD）、帕拉
波沃、交通部长布迪·卡
利亚·苏玛迪、总统府幕
僚长穆尔多科等。

人协议长庞邦·苏萨
迪欧（Bambang Soe-
satyo）于11日在国会大

厦表示，维兰多在万丹省
Pandeglang遭到行刺，对
于20日的正副总统宣誓
就职典礼没有影响，如
所知，20日进行正副总
统宣誓就职典礼。日前
庞邦要求警察彻底调查此
案。被逮捕的嫌犯是恐
怖组织“神权游击队”
（JAD）成员。

“警方有特权彻底调

人协议长庞邦·苏萨迪欧

查此案的工作任务，因为
恐怖主义的行动已威胁印
尼的治安，尤其20日正
副总统将宣誓就职典礼事
宜。”庞邦·苏萨迪欧这
样表示。

人协领导层将于下星
期与国军总司令哈迪·查

延多（Hadi Tjahjanto）
空军上将、国家警察总
长狄托·卡纳维安（Tito 
Ka rnav i an）上将及国家
情报局长布迪·古纳万
（Budi Gunawan）讨论正
副总统宣誓就职的筹备工
作。（yus）

【雅加达10月11日讯】
为了知悉政法安统筹部长
维兰多（Wi r a n t o）在万
丹市Pandeglang遭到刺杀
袭击后的手术病情，周五
（10月11日）佐科威总统
第二次探访雅京中区Gatot 
Subroto 陆军中央医院
（RSPAD）正在接受治疗
的维兰多。

“ 我刚刚探访政法安
统筹部长维兰多，感谢真
主，他的病情稳定。’’ 
佐科威在雅京中区Ga t o t 
Subroto 陆军中央医院如
是说道。

我 在 治 疗 室 与 维 兰
多交谈时，维兰多说他
想早点出院参加局部会
议。这意味着维兰多的
病情有所好转，我们一
起为他祈祷，以便能够
尽快使他康复。”佐科
威如是说。

此外，在回应针对政
法安统筹部长维兰多遭刺
杀袭击案，佐科威立即采
取坚决措施，命令国家警
察总长要为国家官员提供
更多的安全保障和不会
再发生如维兰多类似的事
件。（adr）

佐科威总统两次探访

确定政法安统筹部长维兰多病情稳定

图为佐科威探访政法安统筹部长维兰多（Wiranto）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
10月1 1日讯】大印尼行
动党中央理事会（Ge r -
i n d r a ） 总 主 席 帕 拉 波
沃苏比安多（P r a b o w o 
Sub ian to）说，若大印尼
行动党不果进入内阁，
他准备在必要时仍然继
续协助佐科威政府。

帕拉波沃说，在政治
斗争之后，我们应该以
国家利益为重，为此，
各方必须团结一致。

 “如果有需要，我们
愿意提供帮助，以便印度
尼西亚能够更快地发展。

我也曾说过，比如当时在
捷运列车，我们给出了一

个乐观的想法。我们相信
印度尼西亚可以实现两位

数增长，我们也相信印度
尼西亚可以迅速崛起，
我们已准备好在需要时
提供帮助。”帕拉波沃周
五（10月1 1日）在雅京
总统府会见佐科威后如是
说。

帕 拉 波 沃 补 充 说 ，
若大印尼行动党不在内
阁 ， 他 仍 将 发 挥 制 衡
佐科威政府的作用。他
还强调，与其他事物相
比，印度尼西亚的团结
必 须 优 先 。 帕 拉 波 沃
说，他与佐科威有着良
好的人缘关系。（adr）

帕拉波沃称若Gerindra不在内阁

将继续发挥制衡政府作用

图为大印尼行动党中央理事会（Gerindra）总主席帕拉波沃
苏比安多（Prabowo Subianto）。

【Sua r a新闻网】斗争
民主党梭罗理事会主席
鲁迪阿特莫（FX Hadi 
R u d y a tmo）周五（10月
1 1日）向佐科威总统长
子吉布兰·拉卡布明·拉
卡（Gibran Rakabuming 
Raka）发出最后通牒，如
果稍后Gib ran执意通过独
立渠道参选梭罗市长，则
斗争民主党梭罗理事会将
从PDIP的党员名单，把他
的名字删除掉。

鲁迪阿特莫还强调，到

目前为止，Gibran已被列为
PDIP党员。所以，他必须遵
循党的指示，包括即将到来
的2020年梭罗市长选举。当
初加入PDIP时，Gibran曾表
示，他准备服从并遵守党的
规则。如果他选择通过独立
渠道参选梭罗市长，这是他
的民主人权。不过，这意味
着他不再承认自己是PDIP党
员。其后果是，斗争民主党
梭罗理事会将开除其党籍。

据悉，目前斗争民主
党梭罗理事会已决定在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
讯】佐科威（Jo k ow i）
和马鲁夫（KH Ma’ruf 
A m i n ）将于 1 0月 2 0 日
被任命为2019至202 4年
任期的总统和副总统。
宣誓就职之后，佐科威
将立即宣布新的内阁成
员。因此，佐科威要求
印尼工作联盟（K IK）的
各政党总主席在此期间
仍留在雅加达或离雅加
达不太远。

建设团结党（PPP）中
央理事会秘书长阿苏尔·
萨尼（Arsul Sani）周五
（10月1 1日）在雅加达
史纳延议会大厦说，“是
的，我们听说过（就职典
礼前将举行政党总主席会
议）。坦白说，临近总统
就职和内阁部长名单宣布
期间，各政党总主席当然
会留在雅加达，而不会离
开雅加达太远。”

也 是 人 协 副 议 长 的
阿苏尔表示，到目前为

斗争民主党梭罗理事会主席发出最后通牒

如Gibran执意独立参选梭罗市长将开除其党籍

临近内阁部长名单宣布期间

佐科威呼吁联盟政党总主席仍留在雅京

佐科威总统要求联盟政党总
主席在近期内留在雅京或离
雅京不太远。

止，佐科威与PPP代理主
席苏哈尔索·莫诺阿法
（Suharso Monoar fa）之
间还没有安排会议。但
是，他的政党领导人被
要求不要离开雅加达。
关于PPP的部长候选人，
阿苏尔声称，直到现在
还没有与部长席位有关
的PPP干部被传唤到总统
府。他说，请拭目以待
吧！（pl）

斗争民主党梭罗理事会主席鲁迪阿特莫（FX Hadi Rudyatmo）。

2020年的梭罗市长选举，
推举两位候选人，他们是

Achmad Purnomo和Teguh 
Prakosa。（pl）

【点滴新闻网梭罗1 0月 1 1日
讯】印尼团结党（Per i ndo）原国
会议员候选人亨利（Henry） In-
draguna将通过独立渠道在苏拉加
达普委会（KPU）与佐科威总统的
公子吉布兰（Gibran Rakabuming 
Raka）搭档参选2020年梭罗市市
长选举。

“我成为市长或副市长候选人

都没有问题。但是，我想与吉布
兰共同建设梭罗市。”亨利周五
（10月11日）在苏拉加达普委会
办公室如是说。

据亨利介绍，现在是年轻人成
为领导者的时候了。他看到吉布
兰年轻富有创造力，也很聪明，
这是梭罗市所需要的人才。现在
是改变时候了，老一辈的必须退

休，让给年轻人机会。
这位从事律师工作的亨利承

认，他仍在与吉布兰进行政治交
流。

众所周知，亨利是2019年印尼
团结党梭罗选区克拉登的国会候
选人。尽管当时他在梭罗仅获得
2346票，但他确信能够满足普委
会设定的支持要求。（adr）

原Perindo 国会议员Henry将通过独立渠道

与Gibran搭档参选梭罗市市长选举

图为亨利（Henry Indraguna-右）在苏拉加达普委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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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统 筹 部 长 达 尔
敏·纳苏迪安（Da rm i n 
N a s u t i o n）在雅加达对
记者表示：“倘若17个
经济特区全部建立，希
望未来再增加。”

他解释说，这17个经
济特区包括至今年10月
份已正式启用的13个经
济特区，另外4个经济特
区正在进入规定的过程。

已正式启用的13个经
济特区，其中是位于苏
北省Sei Mangke经济特
区、万丹省的T a n j u n g 
L e s u n g经济特区、中苏
省的巴鲁经济特区、北
苏省的比通经济特区，
以及北马鲁古的Morota i
经济特区。

还 有 东 加 省 的 跨 加
里曼丹Maloy Batuta经

济特区、西奴沙登加拉
的Mandal ika经济特区、
邦加－勿里洞的Tanjung 
Kelayang经济特区、亚齐
省的Arun Lhokseumawe经
济特区，以及廖内群岛的
Galang Batang经济特区。

此 外 ， 按 照 计 划 ，
巴布亚的So r o n g经济特
区将于今年 1 0 月 1 1 日
正式投运，而东爪省的
Singhasar i经济特区将通
过2019年第68号政府条
例规定。

与 此 同 时 ， 政 府 事
前把苏南省的T a n j u n g 
Api-api经济特区地位指
定为经济特区，现正准
备进入运营阶段。

正在进入规定过程的
4个经济特区是中爪省的
Ken d a l经济特区、北苏

省的Likupang经济特区、
巴淡的Nongsa Digital 
P a r k经济特区，以及淡
岛的保养，维修和大修
（MRO）的经济特区。

目前，经济特区全国
委员会亦正评估三个新
的潜在经济特区的可行
性，即是邦加－勿里洞的
Tanjung Gunung地区、邦
加－勿里洞的Sungai l ia t
地 区 ， 以 及 苏 北 省
Mandailing Natal地区。

达尔敏·纳苏迪安声
称，建设经济特区变得
很重要是因为可成为地
区经济增长的中心，及
提高该地区的吸引力和
投资额。

“ 经 济 特 区 在 地 区
建设，对改善该地区和
国 内 经 济 做 出 很 大 贡
献，”他称。

他举例，在廖内群岛
建立的Galang Batang
经济特区将变成为铝土
矿下游综合中心，而截
至2023年的投资承诺为

36.25兆盾。
该 经 济 特 区 已 使

廖内群岛在 2 0 1 5 年至
2017年期间的地方收入
（PAD）上升25.80%。

在2015年至2018年期
间，该地区国内生产总
值亦上升15.58%。

此外，在Mandalika经
济特区已正在兴建世界一
流的酒店，如Pul lman酒
店、Royal Tulipe酒店，
以及Paramount酒店。

该 旅 游 区 亦 已 获 得
总额17.5兆盾的投资承
诺，并在2021年准备成
为举行世界摩托车锦标赛
（MotoGP）的东道主。

根据中龙目县在2015
年至2018年期间旅客来
访增长数据显示，外国游
客人数剧增361%，而国
内游客人数上升170%。

至2019年10月份，分
布在全国地区的所有经
济特区获得投资承诺已
达到85.3兆盾，雇佣了
8686名工人。(vn)

政府确保今年底

能够实现17个经济特区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政府确保， 

17个经济特区项目在2019年底能够实

现，符合2015年至2019年期间国家中

期发展计划（RPJMN）定下的指标。

【安达拉社三宝垄讯】
工业部监察长瓦希斯多
（Setyo Wasisto）表示，
我国传统药品进口额仍比
该商品出口额更大。

他在中爪省主持有关振
兴传统医药产业社会化的
活动时说：“我们药物对
外贸易还逆差。”

他续说，其实，最近5
年来，传统医药产业继续
增长，但其增长率不大。

现在全国各地区有112个
中上型传统医药产业，及
874个小型传统医药产业。

他认为，传统医药工业
的增长率可以从每年出口
额提高显示出来。

成为我国传统药品的一
些出口目的国，其中是东
盟、欧洲、非洲，以及中
东地区的一些国家。

瓦希斯多指出，我国
传统药品的主要竞争对
手是中国。他阐述，为
推动传统医药产业的增
长而面对许多障碍，其
中是为满足市场变化而
进行现代化。

除此之外，我国传统
作物为用于生产传统药
品的潜力亦没有得到最
大发挥。

“在我国拥有的3万种
作物当中，只有350种作
物被采用，”他补充说。

他还提醒，若在传统药
品中发现化学混合物，可能
会失去社会大众的信任。

“传统药品生产商通常
不要麻烦，以致他们使用
化学原料。这引起了社会
对传统药品的不信任，”
他进一步称。(vn)

工业部表示我国传统药品

进口额比出口额更大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房地产顾问服务公司高力
国际（Colliers International）
预计，今年第四季度，雅
京首都专区的办公室入住
率下降，因为供应量远远
超出了市场需求。

Coll ie rs Inte rnat ional
印尼高级副研究主任菲力
（Ferry Salanto）近日在雅
加达称：“新办公室的额
外供应，预计导致今年第
四季度的入住率下降。”

他称，市场对在首都
的办公空间需求保持稳
定，但是租赁办公室的成
交量还很低。

菲力透露，积极扩大
业务的企业是基于数字技
术和电信的公司。

Col l i e r s数据显示，雅
加达中央商务区（CBD）
的办公室总供应量达670
万平方米，截至今年第三
季度，其中120万平方米
未出租。

关于在中央商务区的
办公室，2019年至2020
年期间的入住率预计同比
下降10%，而中央商务区
外的新办公室供应量，自
2020年起将开始减少。

“由于尚未出租的办
公室供应还很多，致使明

年的入住率趋于稳定，”
他说。

Coll ie rs Inte rnat ional
进一步预计，在接下来
的 几 年 里 ， 购 物 中 心
或零售购物中心还能实
现动态增长，大多数或
7 0%购物中心的地点位
于雅加达郊区。

“在2019年至2023年
期间运营的购物中心，其
零售空间总供应量达120
万平方米，其中70%位于
茂勿、德博、丹格朗、勿
加西，”菲力说。

菲力评价，目前在雅
茂德丹勿的零售空间供应
不断增加，因为购物中心
仍是最理想的休闲旅游好
去处。

除此之外，基础设施
和房屋建设蓬勃发展，刺
激发展商更积极把业务扩
展到茂德丹勿地区。

Colliers预计，在未来期
间的购物中心入住率还稳定
在70%以上，但是因为雅茂
德丹勿地区购物中心的零售
空间额外供应很大，可能
将使入住率下降。

“在全球经济增长预
期放缓下，购物中心老板
若要提高租费，就应考虑
再三，”他如斯说。(er)

供应量远超出市场需求

第四季办公室入住率下降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海洋渔业部长苏西（Susi 
Pud j i as t u t i）希望，政府
承建的冷藏库不得用于储
存来自非法、不呈报和无
管制捕捞活动的渔产，但
应该有助于提高国内经济
活力。

苏西前天在雅加达推
出海洋渔业建设优先活动
时说：“冷藏库要限于储
存我国渔民捕捞的海鲜，
不是进口货尤其是非法捕
捞水产。”

部 长 在 该 场 合 也
视 察 位 于 雅 加 达 北 市
Penjaringan镇Muara Baru
渔业区的冷藏库，储存能
力1000吨。

与此同时，海洋渔业
部秘书长尼蓝多（Nilanto 
Perbowo）称，Muara Baru
渔业区的储存能力1000吨
冷藏库是海洋渔业部16项
优先活动的一部分

除了冷藏库之外，海
洋渔业部的16项优先活动
其中是Sebatik海洋渔业综

合中心（SKPT)、Merauke、 
Morota i、Talaud、Biak和
Mimika海洋渔业综合中心。

接着是Panganda r an鱼
饲料厂、Pang a n d a r a n贮
水池、Wa k a t o b i社区学
院、Se b a t i k检疫所，以
及万隆现代鱼市场。

与此同时，海洋渔业
部增强海洋和渔业产品竞
争力（PDSPK P）总局贝
尔尼（Berny A Subki）
主持Biak海洋渔业综合中
心冷藏库的启用仪式。

贝 尔 尼 在 比 亚 克 农
福尔县县长Herry Ario 
N a a p和比亚克地方议会
长Zeth Sandy的陪同下，
主持这座储存能力200吨
的冷藏库。

他在比亚克举行启用
仪式上致辞时称：“这座
冷藏库将为比亚克渔业提
供便利。”

贝尔尼希望，这座冷
藏库能协助渔民增加来自
渔业和海洋部门的收入。

他进一步提醒比亚克当

地渔民利用Biak海洋渔业
综合中心冷藏库，使来自
当地渔民的渔产出口量，
在捕获量的占比例增加。

“海洋渔业部希望各

方能共同维护Biak海洋渔
业综合中心的冷藏库，因
为对提高比亚克渔民的收
入起着重要作用，”贝尔
尼如斯说。(er)

海洋渔业部长主持冷藏库启用仪式 不得用于储存非法捕鱼或进口渔产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
印尼工商会馆（Kad i n）
敦促政府实施非关税措施
（Non-Tariff Measures，
简称NTM），作为安排原
料、中游商品，或者制成
品形式输入我国的货物流
通的措施。

印尼工商会馆工业部副
总主席达尔玛宛（Johnny 
Darmawan）在雅加达举行
有关非关税措施的讨论会
时表示，上述措施是为了
保护国内消费者和工业。

“ 实 施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FTA），使课以的进口税
越来的情况下，非关税措施
将成为有效保护国内工业的
良好工具，”他这么说。

他认为，实施自由贸易
协定后，对国内制造业提
供的保护措施成为非常关

键的一个要求，并必须采
取的步骤。

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内
制造业企业家免受进口产
品的竞争，以致在国内发
生的企业竞争保持健康状
态，同时国内工业可以持
续发展。

他评估说，与其他国家
工业作比较，现在国内工
业在自由贸易协定拥有的
保护措施还很少，以致面
对该自贸协定的实施时，
我国工业的竞争力很差。

在最近几年内，各种商
品，特别是制成品的进口
量大幅提高，其中是纺织
品的进口额，从2017年只
有75.8亿美元，于2018年
增至86.8亿美元。

钢铁进口额亦从2 0 1 7
年只有700万吨，于2018

年增至81 0万吨。轮胎进
口 额 从 2 0 1 7 年 只 有 5 亿
2900万美元，于2018年上
升38%成为7亿3200万美
元。截至今年底，陶瓷进
口量预计达到2亿8600万
美元，比2018年剧升50%
成为1亿9060万美元。

此外，在2018年化妆品
进口额达到8亿5015万美
元，比2017年的6亿3166
万美元更高。产品进口额
继续上升是因为中美贸易
战的结果。

他声称，非关税措施是
除非关税而有潜力带来经济
影响，如价格变化和商品数
量的政策，并对经济发展，
尤其是对与全球贸易结合起
来的国家所带来影响。

必须更多实施非关税
措施，如在世界贸易组

织（WTO）协定规定的
贸易壁垒，如保障措施
（safeguard）、反倾销、
配额、反补贴税等等。

印尼工商会馆记载，因
为关税政策被评不再能够抑
制进口产品，东盟地区还更
多实施非关税措施，在东盟
实施的5975项保护措施，其
中33.2%是卫生与植物检疫
协定（The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Agreement，
简称SPS)、43.1%是技术
性贸易壁垒（TBT)，以及
12.8%是出口措施。

虽然很难准确在我国
实施的非关税措施有多
少，但在制造业还非常需
要实施该非关税措施，来
保护国内生产商免受与
外国经济企业家进行商
业竞争。(vn)

印 尼 工 商 会 馆 促 政 府

实施非关税措施压低进口货物流通

【 安 塔 拉 社 巴 淡 讯 】
廖 内群岛省巴淡岛自由
港和自贸区运营机构（BP 
Batam）将把Batuampar港的
集装箱吞吐能力提高至每年
500万标箱。

B P  B a t a m 主 任 鲁 迪
（Muhammad Rudi）昨日在巴
淡市说：“Batuampar港的集
装箱年吞吐量，由35万标箱
可提高至每年500万标箱。”

提高Batuampar港的集装

箱能力是两个星期前在雅加
达，佐科·维多多总统任命
鲁迪为BP Batam主任时发出
的命令之一。

鲁迪称，目前Batuampar
港的状况糟糕，似乎不满足
开航条件，所以要进行大
规模整顿，尤其是对集装
箱装卸技术。

为实现集装箱年吞吐量
500万标箱的目标，鲁迪说
港口既有的装卸设施设备改

造升级。
“海轮上的集装箱不再

使用车式起重机吊起，因为
BP Batam将安装塔式起重
机。我们将在近期内落实这
计划，”他说。

鲁 迪 深 信 在 4 个 月
内，BP Batam采取的步骤对
Batuampar货运港带来显著
的改变。

在Batuampar港的塔式起
重机将使装卸时间缩短，比

平常快12倍。
他阐明，使用车式起重

机的整个搬迁过程历时近1
个小时，而使用塔式起重机
只需3至5分钟。

除了提升Batuampar港性
能之外，佐科威总统和卡拉
夫总统要求BP Batam主任完
善两个经济特区MRO（航空
维护、维修、运行）经济
特区，以及侬莎数字工业
园经济特区的建设。(er)

巴淡Batuampar港集装箱吞吐能力 由每年35万标箱提升至500万

图示10月11日，在西苏门答腊省巴东县的 
Karang Gantiang许多居民在排队等候3公斤液化
石油气（LPG）运到分配站。当地居民抱怨在
过去一个月来难以获得3公斤的LPG，因此故
意到分配站来购买，因为价格更便宜，但库
存却时常短缺。

3公斤装煤气一桶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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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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1	 ANDI	 2290	 1915	 375	 -16.38%	 68860200	 149091630
	 2	 BAYU	 1600	 1250	 350	 -21.88%	 413800	 532636
	 3	 LPGI	 3750	 3500	 250	 -6.67%	 100	 350
	 4	 MREI	 4940	 4700	 240	 -4.86%	 114400	 567151
	 5	 CMNP	 2130	 1975	 155	 -7.28%	 114200	 230825
	 6	 AALI	 10875	 10725	 150	 -1.38%	 230800	 2489422
	 7	 YPAS	 498	 374	 124	 -24.90%	 9100	 3535
	 8	 APEX	 615	 510	 105	 -17.07%	 4600	 2361
	 9	 POLI	 1370	 1270	 100	 -7.30%	 22700	 29115
	10	 SILO	 7700	 7600	 100	 -1.30%	 194000	 1487507

	 1	 GGRM	 50400	 52950	 2550	 5.06%	 2478200	 129292417
	 2	 MKPI	 13300	 14150	 850	 6.39%	 1300	 18297
	 3	 TCPI	 6400	 6825	 425	 6.64%	 30718700	 205896447
	 4	 DLTA	 6575	 6950	 375	 5.70%	 100	 695
	 5	 POLL	 6650	 7000	 350	 5.26%	 478700	 3233860
	 6	 TPIA	 8500	 8825	 325	 3.82%	 7688800	 67195257
	 7	 INTP	 17900	 18225	 325	 1.82%	 1976300	 35990125
	 8	 UNVR	 43875	 44175	 300	 0.68%	 646200	 28488920
	 9	 TBIG	 6500	 6775	 275	 4.23%	 21280200	 142884897
	10	 SMGR	 11550	 11825	 275	 2.38%	 1586100	 18699892

农业和空间部长/
国家土地局局长苏菲
扬（Sofyan Djalil）
说，我国和越南的主
要 区 别 在 于 土 地 问
题。在越南没有土地
垄断集团。

他举例说，由于土
地垄断集团的行为，
一家韩国公司乐天化工

（ Lotte Chemical）价
值40亿美元或相当于
56兆盾（汇率1万4000
盾/美元）的投资便因
此而受阻。

10月11日，苏菲扬
在其位于雅加达的办公
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乐天化工原希望
在万丹为石化开发投资

近40亿美元。”
难怪这家公司从中

国迁厂时最终没有选
择我国作为新的建厂
地点。上述33家公司
从中国转移到越南、
泰国和马来西亚。

苏菲扬说：“由于
贸易战，多达33家公
司离开中国寻找新的地
方，遗憾的是没有进入
我国。其中一个问题是
我国法律的不确定性，
特别是土地问题，”。

在越南那个国家，
投资者被给予各种优

惠，其中是长期免费提
供土地。

他说：“在越南，
投资者即使需要1 0 0
公顷土地，也可以免
费使用1 0 0年。三星
（Samsung）从越南政
府获得3万公顷可以使
用100年的土地，使之
成为一个不收费的工
业区。“

他指出：“土地犯
罪集团唯在我国才有。
如果朋友们到其他国家
去问有没有土地垄断
集团，他们难以理解为

什么会有土地垄断集
团，而且只在我国才有
土地垄断集团这样的
事情。”

除 了 土 地 垄 断 集
团，土地部门许可证发
放的复杂性也阻碍投资
者进入我国。实际上我
国十分需要投资来创造
就业、创造经济增长、
增进税收等。

苏菲扬说：“我遇
到打算建工业区的一个
投资者。其工业区一年
过去了还没有获得许可
证。”（xf）

外国投资者不到我国来投资

我国土地垄断集团是阻碍因素之一
【点滴网雅加达讯】不可否认的

是，对投资者来说越南比我国更具吸

引力。最近将工厂从中国迁出的33家

公司，也更喜欢越南而不是我国。

【本报讯】周五
（11/10）综合指数
在闭市时上升。早盘
结束时，综指上升
61.77点或1.03%至
6085.41点。但在下
午收盘时，却上升
82.159点或1.36%
，报收于6105.800
点。LQ-45指数上升
14.649点或1.57%，
报948.070点。

亚洲股市多数上
升，日本指数上升
246.89点或1.15%
，报21798.87；香
港指数上升600 . 5 1
点 或 2 . 3 4 % ， 报
26308.44；上海指
数上升 2 5 . 9 5 点或
0.88%，报2973.66
；海峡时报指数上升
24.49点或0.79%，
报3113.97。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
共发生47万54次，有
153亿8474万4011份
股票易手，总值8兆
3021亿4621万6568
盾。涨价的股有266
种，落价的股有147
种，252股持平。

外资净售47 7 8亿
1000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GG RM (盐仓香
烟公司股)涨价2550
盾，现价5万2950盾； 
MKP I (Me t r o p o l i t a n 
Kentjana股)涨价850
盾，现价 1万 4 1 5 0
；TCP I（T r a n s c o a l 
P a c i f i c 股 ） 涨 价
4 2 5盾，现价6 8 2 5
盾；DLTA(Anker牌啤
酒股)涨价375盾，现
价6950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AND I（An d i r a 
A g r o 股）落价 3 7 5
盾 ， 现 价 1 9 1 5
盾； B A Y U （ B a y u 
B u a n a 股 ） ； 落 价
3 5 0盾，现价1 2 5 0
盾；LPG I（L i p p o一
般保险公司股）落
价250盾，现价3500
盾；MREI（Maskapai
再保险公司股）落价
240盾，现价4700盾。

盾币增值12盾
周五，雅京银行际

货币兑换交易（Ja-
karta I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 /JISDOR）
收市，1美元以14138
盾中间价结束，比
先前价以14150盾中
间价，盾币增值1 2
盾。（asp）

综合指数上升82至6105.800点

1美元兑14138盾

投资者观望中美贸易谈判和英退进展
金价小涨

投资者等待全球不确定性问题变
得更加明朗，包括中美贸易谈判和英
国退欧，金价周五上涨，持稳在窄幅
区间。

金价摆脱了贸易谈判取得进展的
希望所引发的最初跌势。

0638GMT，现货钯金涨0.2%至每
盎司1,703.44美元，接近周四触及
的纪录高位1,704.59美元，周线有
望上涨约2%。

钯金亦可能连续第四日上涨。
现货金涨0.3%至每盎司1,499.15

美元，但周线下滑约0.3%。美国期
金涨0.1%至每盎司1,502.30美元。

其他贵金属方面，铂金涨0.4%至
每盎司903.24美元，白银涨1%至每
盎司17.66美元。

伊朗油轮遇袭爆炸引发供应担忧
油价跳涨2%

此前伊朗新闻机构称一艘国有油
轮在沙特附近的红海遭到两枚导弹袭
击，这增加了重要产油区供应中断的
风险，油价周五跳涨2%。

布兰特原油期货最高上扬2.3%至
每桶60.46美元，0648 GMT时，上涨
1.02美元至60.13美元。

美国原油期货最高涨2.1%至每桶
54.69美元，最新报54.47美元，上
涨0.92美元。 

美元与日圆走软
中美贸易协议期望推升人民币

中美贸易谈判取得进展的希望周五
打压美元并提振风险较高货币，而欧
洲方面就英退发表的乐观言论推升英
镑。

美元兑人民币、澳元、新西兰元
和欧元小幅走软，不过跌势微弱，
因为谨慎情绪遏制了投资者的风险
偏好。

冒险意愿好转推动避险货币日圆
兑美元跌至108.00，为10月1日以来
最低，同时提振人民美元指数略微走
软至98.655。澳元上涨0.3%至两周
高点0.6782美元，新西兰元微涨至
0.6320。

欧元兑美元上涨0.1%至1.1013美
元。

英镑兑欧元几无变动报1.2437，略
低于隔夜所及两周高位。

(B)思考难忘的要素
要让自家商品令人难忘，请参考

第8要项“CLV管理”所介绍的牛排
店安例。

		全球股市

黄金行情
10月11日 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3.625.000	盾卖出	 3.53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7.180.000	盾卖出	 7.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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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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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030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7.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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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11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美元	 USD	 13995.00	 14315.00	 14068.00	 14210.00

新币	 SGD	 10182.00	 10302.00	 10237.23	 10342.07

港币	 HKD	 1784.22	 1824.22	 1793.63	 1811.76

日元	 JPY	 130.06	 133.66	 130.31	 131.66

欧元	 EUR	 15405.12	 15665.12	 15497.31	 15659.42

澳元	 AUD	 9385.09	 9625.09	 9526.85	 9625.85

英镑	 GBP	 17126.19	 17426.19	 17499.19	 17681.50

人民币	 CNY											 0.00	 0.00	 1989.06	 2009.13

	 6105.80	 1.36

		 948.07		 1.56

	 672.71		 1.82

	 1350.59	 -1.09

	 1619.43		 1.01

		 848.28		 2.88

		 1154.86		 2.45

		 2149.90		 1.72

		 501.75		 1.51

		 1219.06		 2.11

	 1226.75		 0.54

		 796.76		 0.96

		 1417.78		 2.18

亚股

日经指数	 21,798.87	 涨	246.89

韩国综合	 2,044.61	 涨	 16.46

香港恒生	 26,308.44	 涨	600.51

上海综合	 2,973.66	 涨	 25.95

欧股

英国FTSE	 7,208.92	 涨	 22.56

德国DAX	 12,388.16	 涨	223.96

法国CAC	 5,630.16	 涨	 61.11

荷兰AEX	 572.55	 涨	 4.18

http://tw.stock.yahoo.com												11/10/2019			19.12

美股

道琼工业	 26,496.67	 涨	150.66

那斯达克	 7,950.78	 涨	 47.04

S&P500	 2,938.13	 涨	 18.73

http://www.ws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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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 本 报 M u h a m -
mad Maan报道】中亚
银行（PT Bank Cen-
tral Asia Tbk，股代号
BBCA）推出BCA融资公
司（PT BCA Multi Fi-
nance/BCAMF）的新实
体，代替此前该银行持
有的CSF 融资公司（PT 
Central Sentosa Fi-
nance）。周五（11/10
），中亚银行董事总经
理 Jahja Setiaatmadja在
雅加达称，希望透过该
改名，BCA融资公司的
范围将愈加广泛，以致
提供的融资将更具多样
化。“目前，该子公司
的业务重点愈加广泛，
包括摩托车、汽车和多
用途的融资。”2017年
11月22日，收购Multi-
kem Suplindo 持股的
30%后，中亚银行正式
接管CS Finance股票的
所有权为100%。收购
后，股权构成为，中亚
银行股权的75%和BCA
融资公司股权的2 5%
，以致该新公司完全是
BCA集团的部分。

BCA融资公司董事总
经理Herwandi Kuswan-
t o 称 ， 截 至 今 年 9 月
份，摩托车的融资达1
兆盾，二手汽车的融资
达1300亿盾。“因才开
始营运，二手汽车的融

BCA 融资公司拟定指标

今年融资有望达3.5兆盾

中亚银行（BCA）推出新融资实体，即BCA融资公司
（BCAMF），取代此前的BCA融资实体，即Central Sen-
tosa Finance 公司（CSF）。 透过该新实体，BCA融资公
司将正式运行各种融资功能，并增加业务重点。图为
周五（11/10），中亚银行董事总经理赵时建（Jahja 
Setiaatmadja/左）、监事长D.E. Setijoso（右）与BCA融
资公司董事总经理Herwandi Kuswanto (中)在雅加达推出
该新子公司时交谈。Isb / Max Manuhutu

资的确仍然低，我们增
长建立基础设施。我们
拟定指标，明年二手汽
车的融资有望达8000亿
盾。”预测明年摩托车
和多用途的融资有望达
2兆7000亿盾，比今年
底摩托车的1兆8000亿
盾更高。“从2兆7000
亿盾指标，预测8 5%
是来自新摩托车的融
资，1 5%是来自二手
摩托车。”他接着说，
截至今年9月份，BCA

融资公司的利润达200
亿盾，预测今年底料将
达300亿盾，以及2020
年利润高有望达600亿
盾。

B CA融资公司拥有
全国分发的7 1家分行
和1 3家销售点，包括
雅京、西爪哇省、中爪
哇省、东爪哇省、廖内
（Riau）省、西加里曼
丹省、中加里曼丹省、
东加里曼丹省和南加里
曼丹省。（译asp）

今年上半年SiCepat运输公司（SiCepat Express）的业绩增长138%。为了面对未
来2020年我国数字贸易有望上升的潜力，以及为了满足2020年将达到每天
100万包的容量，今年底SiCepat商店将在全国达737家。图为周四（10/10）
， SiCepat Express公司首席营销官 Wiwin Dewi Herawati（左三）与一些电子商
务业者在雅加达的新闻发布会后交谈。（本报Hermawan摄/译asp）

今年上半年SiCepat运输公司业绩增长138%

2019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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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矿物资源部可
再生新能源和保护能源
总局地热主任伊妲.努尔
哈雅婷.菲娜哈丽（Id a 
Nurhayatin Finahari）向
记者阐明，地热块发展
任务将交由两家国营企
业，即北塔米纳（Pe r-
t a m i n a /国油）公司和
Geo Dipa Energi公司经营
管理。目前，分配任务
仍在处理当中。

他 说 ： “ 目 前 ， 向
国营企业推出地热工作
区，正在评估当中。”

她解释说，有3个地
热块发展将分配给国营

企业，首先是责成北塔
米纳公司，经营西努沙
登加拉（NTB），装机容
量为100兆瓦的Sembalun
地热工作区和北苏拉威
西装机容量为80兆瓦的
Kotambagu地热工作区。
接下来，责成Geo Dipa 
Energi公司经营东南苏拉
威西，装机容量为20兆
瓦的Lainea地热块。

“ 如 果 他 们 感 到 兴
趣，国营企业可向能源
与矿物资源部寄函，阐
明其工作计划。”

分配给国营企业的任
务，符合有关地热2014年

第21号条例第28节。该条
例阐明，政府在勘探开采
或者是运用，能分配给地
热方面的公共服务机构或
者是国营企业。

虽然如此，通过分配
纲领，国营企业并未直
接获得地热块开发权。
根据条例，已通过符合
有效招标程序的评估和
验证的私营企业。包括
国营企业在内，须缴付
1000万美元的勘探承诺
保证金。

这不是首次政府拥有
分配方案，以发展全国
地热潜力。此前，政府
已向国电公司（P L N）
分配8个地热工作区，
潜力装机容量为2 9 0兆
瓦 。 细 分 为 北 马 露 姑
（Maluku Utara）10兆瓦
容量的Songa Wayaua地
热工作区、东努沙登加
拉（NTT）Atedei地热工

作区和Gunung Sirung地
热工作区分别容量为5兆
瓦、西爪Tangkuban Pe-
r a h u装机容量55兆瓦的
地热工作区、弗洛雷斯
岛（Pulau Flores）Oka 
Ile Ange地热工作区容
量为10兆瓦、中爪Gu-
nung Ungaran容量为55兆
瓦，朋古露（Bengkulu）
Kepahiang地热工作区装
机容量为110兆瓦和楠榜
Danqau Ranau地热工作区
装机容量为40兆瓦。

政府拥有推动开发地
热的策略，主要是兜揽
地热工作区。除了分配
之外，政府也通过勘探
和初步调查（PSPE）和
公开招标，向企业兜揽
地热块发展。该步骤是
致力于2025年可再生能
源能达23%的指标。为
达到指标，地热使用必
须达到7200兆瓦。(sl)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
讯】今年第三季，现代
零售销售额增长达到20
兆盾，比去年同期增长
5%。至今年底，预期现
代零售销售额突破260兆
盾，比去年的220兆盾提
高9%。

印 尼 零 售 企 业 家 协
会(Apr i ndo)总主席Roy 
Mandey称，今年，消费
者购买力相当稳定，以
致推动现代零售销售。
零售销售高峰发生在第
二 季 和 第 四 季 。 第 二
季，零售销售额提高，
因为有开斋节和学校假
期，而在第四季，零售
销售额提高，由于圣诞

节和新年活动。
另一方面，他表示，

中央和地区政府实际支出
很顺利，不如过去三年前
延迟。上述情况帮助现代
零售营业额增长。

“今年有很多积极的
信号，以致推动零售销
售额。更何况，今年有
普选。”他这么说。他
说，今年，一些隆重的
活动吸引消费者的购买
力，例如8月的印尼大减
价(IGS)活动。

他表示，最近几年，
电子商务(e-commerce)
市场迅速增长。但是，
上述情况没有影响零售
销售，因为民众仍需要

实体购物。他们仍希望
政府落实的电子商务的
法令为在业务中创造公
平。

他 称 ， 至 今 ， 有 关
电子商务法令还未有下
落 ， 尤 其 有 关 税 收 机
制“我们仍希望政府考
虑为制定有关电子商务
的明确规则。目的很简
单，为使电子商务和现
代零售竞争更公平。”
他如斯说。

另一方面，他认为，
前几年，一些零售店倒
闭，并不反映整体零售
状况。有两个可能性，
是创新品牌为改变分店
概念。

与 此 同 时 ， 印 尼 购
物中心协会(AP P B I )相
信电子商务出现，未来
几年不会破坏增长并使
购物商场业务倒闭。因
为，购物商场仍成为我
国民众消费时间的主要
目的。

APPBI总主席Stefanus 
R idwan透露，虽然很多
民众在线购物，他们仍
不离开需求而在购物商
场逛诳。

“ 我 国 仍 需 要 购 物
商场，因为已成为大部
分民众的次要需求。另
一方面，购物商场更多
描述一个国家正在发展
中。”他这么说。(lcm)

【Kontan雅加达讯】全
球市场煤炭价格低迷，但
Golden Energy Mines公
司并不担忧，该金光集团
（Sinarmas Group）子公
司，仍未修改已定下的煤
炭生产指标。

甚至，Golden Energy 
Mines公司经理部深信，能
达2019年最大生产指标。

Golden Energy Mines
公司秘书苏汀.苏迪尔曼
（Sudin Sudirman）对记
者称，“我们深信，能在
2019年底，生产3000万吨
煤炭。”

据悉，今年，Go l d e n 
Energy Mines公司瞄准煤
炭产量20 0 0万吨，因仍
有提高产量的空间，接下
来，Golden Energy Mines

公司预测，煤炭产量能触
及2500万吨至3000万吨。

根据Ko n t a n记载，今
年上半年，Golden En-
ergy Mines公司生产1250
万吨煤炭，该生产业绩比
去年同期的900万吨提高
38.89%。

Golden Energy Mines
公司通过5家子公司，即
Kuansing Inti Makmur公
司、Borneo Indobara公
司、Trisula Kencana Sakti
公司、Berkat Satria Abadi
公司和Barasentosa Lestari
公司生产煤炭。

根据2019年9月12日，
印尼股市（BEI）记载，只

有Borneo Indobara公司，
在2019年8月勘探采矿。
而其余4家子公司却未在
该月份勘探采矿。

Borneo Indo-
b a r a 公 司 勘 探 的 包 括 3
个矿区，即 G i r i m u l y a 
Selatan、Girimulya Barat
和Kusan Bawah，勘探采
矿活动已支出23.9亿盾预
算，或者占31.8亿盾总预
算的75.15%。

2015年，Borneo In-
dobara公司和Barasento-
sa Lesta r i公司获得万自
立银行（Bank Mandi r i）
贷款32 0 0万美元，期限
为5年。

虽 然 没 修 改 生 产 指
标，Golden Energy Mines
公司仍预期煤炭价格起
伏风险，通过节省生产费
用。那是很重要，作为更
健全的账面利润业绩。

根据20 1 9年上半年业
绩，Golden Energy Mines
公司净销售仍比去年同
期增长2.27%，成为4亿
9164万美元，但该年度的
净利却缩减47.48%，成
为3562万美元。

Golden Energy Mines公
司销售成本也比去年同期
膨胀11.73%成为3亿2101
万美元，采矿服务耗资至
1亿3035万美元。(sl)

【Kontan雅加达讯】数字
革命改变我国的商业景观。
如网上交易或电子商务(e-
commerce)蓬勃发展，日益
刺激了我国物流业务。

过去几年，电子商务业
务发展直接影响物流和仓
库服务业的增长。

印尼运输服务公司协会
(Asperindo)�主席Budi Pary-�主席Budi Pary-Budi Pary-
anto称，目前，电子商务在
物流市场占主导地位，即占
总交易额的60%至70%。

他引用Frost & Sullivan
公司的调查，显示在过去
五年我国物流业务进度已
每年增长13%至14%。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和
Frost & Sullivan公司研
究，20 1 7年，我国物流
市场从各有关部门达到逾
200兆盾，例如交通、仓
库和电子商务。

他说，国内物流市场占
主导地位，尽管只享受了不
超过10%的物流企业家。

除了电子商务，其他
市场运营物流业务是电
讯、电子和中小型企业
（UMKM）。这些业务的
需求导致物流业务持续增
长。“而常规物流业务趋
于动不了。”他这么说。

物流企业家分为两个组
织，Asperindo主持下的企
业家和印尼物流和货运协
会（ALFI）。

“据我所知，信息与
通讯部(Kemkominfo)为大
约470个物流企业家发出
许可征。参加Asperindo有
300个成员，而ALF I成员
更多，在我国能超过3000
个成员。”他如斯说。

目前，电子商务企业
家投入和自己处理运输服
务，如Firstmile、Lastme
至Lazada。

“甚至航空公司也参
与，例如印尼鹰航集团
(Garuda Indonesia)和狮航
(Lion Air)。”他这么说。

享受电子商务交易增长
的物流企业家之一是Si�e-Si�e-
pat Ekspres。该运输公司
获货品运输量提高，购物
网站和电子商务。Si�epat 
Ekspres首席营销官Wiwin 
Dewi Herawati称，目前，
超过100万商人参加他们的
公司。“今年上半年Si-S i-
�epat运输增长达到138%
。”她如斯说。

甚 至 ， 至 9 月
份，Si� e p a t已超过今年
交易额目标，即每天30万
包产品。“以致至今年底
该指标提高成为每天40万
包。”她这么说。

2020年，Si�epat提高运
输量指标每天100万包。至
今年底他们将增设60间分
店。目前，Si�epat分布在我
国共有737间分店。(lcm)

【Ko n t a n茂物讯】电
子原始设备制造商Selaras 
�itra Nusantara Perkasa
公司开拓美国市场。日
前，Selaras �itra公司为出
口空气净化器（air puri-
fier）产品举行发运仪式。

这是首次向美国出口
3000台空气净化器（air pu-
rifier）产品。在美国，拥有
数家主顾，如Walmart零售
网和Amazon网上零售业。

Selaras �itra公司希望将来
向美国出口更多的空气净化
器。该公司首席运营官孙迪
（Sundi）在西爪茂物�ileungsi
工厂称，“我们希望，将来
能提高美国的出口量。”

向美国出口，已使Se-
laras �itra公司的出口
目的国更完整。自20 0 0
年，Selaras �itra公司已
向东南亚市场销售1000个
集装箱的空气净化器。

除了增加出口目的国
之外，Selaras �itra公司希
望能出口多种产品。实际
上，Selaras �itra公司�ile-
ungsi工厂不只生产空气净化
器，也生产家庭电子，如电
熨斗、电风扇、搅拌机、电
饭锅、混合器直至煤气炉。

尤其是混合器，Selaras 
� i t r a公司与荷兰飞利浦
（Philips）电子企业合作，两
家公司自1980年开始合作，
生产飞利浦品牌的混合器。

至2 0 1 5年， S e l a r a s 
�itra公司尝试，自行生产
Turbo品牌的混合器产品，
飞利浦允准该措施，条
件是不能在相同市场上竞
争，因此，Turbo品牌的混
合器成为在中层阶层至中
下层的家电产品。

目前，Selaras �itra
公司每产能力400万件，
其中20%生产Tu r b o混合
器，80%生产合伙的电子
产品和空气净化器。

与 扩 展 出 口 的 同
时，Selaras �itra公司有意
在中爪增设新工厂。他们
希望提高年产能力至500
万件。然而Selaras �itra
公司经理部还不愿阐明该
计划细节。

此 外 ， 截 至 2 0 1 9 年
底，Selaras �itra公司仍
有信心，能够双位数增
长，虽然，在中美贸易战
情势，国内电子市场趋向
有受压力。(sl)

政府计划为5个地热块招标

总装机容量410兆瓦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能源与矿物

资源部（ESDM）计划，将责成国营企

业（BUMN）通过公开招标运营5个总装

机容量为410兆瓦（MW）的地热工作区

（WKP)。

今年第三季现代零售营业额增长5%

Golden Energy公司不修改

已定下的煤炭生产指标Selaras Citra公司计划

在中爪兴建新工厂

网上交易促进物流业务增长

周五(10月11日），东爪哇省谏议里的Paron村稻田区
的农场工人收割后正在收集半熟的西红柿。采购商从
该地区的农民那里以每公斤1000盾的价格购买半熟的
西红柿，然后再以成熟的状态发送到加里曼丹中部的
Sampit，估计售价每公斤为9000盾。

收割半熟的西红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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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四，一名自称是
小孩的叔叔的男子把这
段长达1.9分钟的监控录
像上传到脸书粉丝页面
上。他发文称监控录像
中的小孩是其侄子，而
犯罪嫌疑人是其邻居。

他故意把监控录像上传
到网上让所有人都知道
邻居的恶行。

据男子说，虽然已向
警方报警，可是现在已
经过了三天，犯罪嫌疑
人还没有被逮捕。

令人气愤不已

网上流传泗水一名小孩被邻居虐待监控录像
【泗水点滴新闻网10月11日讯】社交媒

体上流传了一段小孩被成年人虐待的监控

录像。在监控录像中，一名成年人对别人

家小孩拳打脚踢，小孩被打得哇哇大哭。

周五（10月11日），
男子发文称：“也许有人
可以帮忙，我的侄子被邻
居虐待了，我已经向警察
局报警，可是现已过了三
天，犯罪嫌疑人还没有被
逮捕。”

监 控 录 像 模 糊 看 不
清。在监控录像中，一名
长发大人牵着一名小孩。
大人突然用手打小孩的
脸，小孩躲避，大人不但
没有停手，反而对小孩一

顿猛打。直到有另两个大
人上前拉住他才停止。

犯罪嫌疑人随后离开
现场，小孩也哭着离开。

本周五，泗水市警察
局妇女与儿童保护主任露
丝·燕妮对记者说：“没
错，我们已经接到报警，
正在采取进一步措施。”

露丝证实周二（10月8
日）晚上接到报警。犯罪
嫌疑人是成年人，受害人
是小孩。（cx） 大人虐待小孩监控录像拍下的一幕。

【本报雅加达讯】夏
普印尼电子公司在雅加达
无车日发动人们参加“净
离子群空气净化为了健康
的生活”活动。

夏普印尼电子公司总
经理全国销售高级总经理
Andry Adi Utomo称，这
项活动时该公司事业促销
和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之间
的组合，以纪念2019年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
日。

“净离子群空气净化
为了健康的生活”活动
以绕着Su d i r m a n-S e-
mangg i绿道趣味行走一
公里告终，夏普印尼电
子公司总经理全国销售
高级总经理亲自欢送。

近 日 ， 他 在 活 动 上
说：“目前地球正处在

很糟糕的状态。一些大
城 市 如 雅 加 达 的 空 气
污染问题迟迟得不到解
决，苏门答腊岛、加里
曼丹岛和亚马逊森林火
灾产生大量烟雾，还有
许多因全球暖化的自然
环境恶化。”

他 接 着 说 ， 夏 普 印
尼电子公司因而站出来
唤醒人们的保护环境意
识。“方法也容易，就
是用更加环保的方法替
代日常行为习惯。让我
们一起爱护地球，让下
一代过得更好。”

由 夏 普 印 尼 组 成 的
环境爱好者团体S h a r p 
Greenerator也走上街头宣
传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
和解决方法。

夏普印尼电子公司高

级公关和品牌传播经理
Pandu Setio称作为青年
团体，Sharp Greenerator
成为年轻人表达爱护地
球重要性的代表。

“我们试着运用他们
从茂物到雅加达展开环
保宣传活动期间的经验
和知识。希望雅加达市
民也能感觉得到同样的
环保精神。”

夏普印尼也举办尊巴
舞蹈活动、慢速榨汁机
示范。每个无车日参加
者都能喝到新鲜的水果
汁。

希望“净离子群空气
净化为了健康的生活”
活动能够唤醒雅加达市
民一起应对全球变暖带
来的影响和努力帮助地
球变得更好。（cx）

夏普印尼动员市民一起保护环境

近日在雅加达无车日，为了纪念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印尼夏普电子公司举
办“净离子群空气净化为了健康的生活”活动。

雅加达周五（10月11日）
，IOP（Indonesian Ocean Pride）
基金会创始人Hamish Daud（
左）与SGE Live（Sorak Gemilang 
Entertainment）首席执行官Mervi 
Sumali（右）在许多媒体记者
面前发表讲话。为庆祝世界
动物日，SGE与IOP呼吁印尼
民众保护海洋动物的生存环
境远离危险。通过未来公园
与花共生的动物们艺术团队
数字艺术展教育民众。

（商报/HERMAWAN）

【泗水T r i b u n新闻网
1 0月1 1日讯】东爪省许
多地区将连续5天出现日
中无影天文现象。这一
种自然景象将于10月1 1
日至15日出现。

尤安达气象局资料信
息主任苏善托（ T e g u h 
Tr i Susanto）说，第一
个出现该自然景象的地
区是苏民纳县。

本周五，他说：“接
着邦卡兰和图班县，下
一个是巴米加三县、泗
水和徐图利祖县。”

他阐释，泗水和徐图
利祖地区将于10月1 2日
中午1 1时1 5分出现日中
无影天文现象。

他 补 充 说 ： “ 最 后
一个将出现日中无影天
文现象的地区是外南梦
县。一年中会出现这种
自然景象，外南梦县民
可以在中午11点8分亲身

东爪许多地区连续五天出现日中无影天文奇观

人们亲自体验日中无影有趣现象。

体验。”
他 说 ， 觉 得 好 奇 的

东爪省民记住短暂的日
中无影天文现象出现时
间。这个有趣现象只持
续两三分钟而已。

他阐释：“方法很简
单，就是只需在阳光下
站立着。因为天气相当

的热，所以先准备好矿
泉水，以防止脱水。”

他也补充说，这个天
文现象不会对飞行或航
海造成影响。

他说：“天气会比平
时热，气温比平时的3 5
摄氏度左右上升半摄氏
度而已。”（cx）

【Tribun新闻网10月10日
讯】周二（10月8日）西爪省
展玉县发生山体滑坡，一对
新婚夫妇穆罕默德·横德利
克（21岁）和西蒂·马斯罗帕
（21岁）被活埋后不幸身亡。

芝贝贝尔区区长阿里·
阿克巴说，被发现时，该对
夫妻半蹲着拥抱在一起。

本周三早上这对夫妻被

安葬在卡诺曼村公墓。
经三个小时挖掘工作，

搜救队成功找到两名被埋
者。

西蒂的父亲米斯巴（41
岁）说，事发前天空下着
雨，他叫女儿到家避避雨，
因为衣服都湿透了，所以女
拒绝。米斯巴说事发当天下
午女儿刚工作回来。

西爪省展玉县山体滑坡

新婚夫妇被泥土活埋后不幸身亡

这对新婚夫妇被泥土活埋后不幸身亡。

【雅加达罗盘新闻网
10月1 0日讯】上百名寻
求庇护者居留在雅加达中
区Kebon Sirih路人行道。
在将被迁移到雅加达西区
Kalideres区的时候，许多
寻求庇护者赖着不走。

他们居留在人行道10个
小时，被城管强行迁移到
Kalideres区。城管将他们
拉进巴士，其中有一个抱
着孩子的红衣女子一边哭
着一边走向巴士。

本周四，雅加达特区民
族与政治统一机构（Kes-
bangpol）主任Taufan Bakri
也在场，他试着说服寻求
庇护者上巴士运到Ka l i-
deres区。

有一个婴儿被留在人行
道上，雅加达特区社会事
务局工作人员把婴儿抱起
并走进巴士找其妈妈。

这位工作人员说：“
刚才有人把孩子留在人行

寻求庇护者留在Kebon Sirih路人行道不肯离开

道上，没有人说孩子是她
的。我把婴儿抱进巴士
后才有人说她是孩子的
妈。”

这批寻求庇护者居留在
联合国难民署在印尼的办
事处前人行道。一些寻求
庇护者手持木板，上面写

着“不要说睡在路上是你
的文化”、“联合国难民
署是为保护不是让难民沮
丧而成立的”。

除了寻求饮用水、电
力和食品援助，他们也坦
言说仅给100万盾活不下
去。（cx）

本周四晚上，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寻求庇护者居留在雅加
达中区Menteng区Kebon Sirih路联合国难民署办事处前人行道。

【泗水罗盘新闻网10月
10日讯】本周四晚上，东
爪省泗水市艾哈迈德·亚
尼路一辆白色铃木Ignis掉
进排水沟里，车上三个人
受伤被送至医院。

当 晚 8 时 ， 工 作 人 员
用消防车把汽车拉出排
水沟。工作人员去除车
上的泥土，引来了路人
目光。前车身和侧面损
坏。

泗水市警察局交通组主
任M·法基称汽车由徐图
利祖方向驶向泗水市。

他 解 释 说 ： “ 司 机
犯困，前方突然出现车
辆，紧急躲避掉进排水沟
里。”

车上一家三口，丈夫

【徐图利祖Tribun新闻网
10月10日讯】周四（10月10
日）中午，东爪省徐图利
祖县Jenggolo路一名身份不
明男子从十米高立交桥跳下

来。这位开车男子疑撞人后
逃逸，被路人追着跑。

男子在立交桥上下车，
看到被这么多人追，他从
十米高立交桥跳下来人没

事，路人上前将其抓住，
并对其拳打脚踢。

警察赶来将男子押往警
察局。警察没有在其车内
发现可疑的东西。（cx）

山体滑坡发生时，四处黑
漆漆。因为狂风暴雨，所以
村庄从下午开始就已停电。

一名住家也被埋的村民
伊宛（39岁）说：“我看见
绿光随着地面移动。”

伊宛说与妻儿平安无
事。山体滑坡发生时，他刚
给绵羊喂食。他说：“所以
我当时人在屋外，在黑暗中
看见了那道光。”

伊宛说，地面突然震动
伴随着轰隆隆的声音，他大
声叫妻儿赶紧跑到屋外。

伊 宛 在 葬 礼 上 哭 着
说：“当时我叫横德利克和
他的老婆跑到屋外，可是没
人回应，原来房间已经被泥
土掩埋。”

除了光线，当地村民也
看见很多条纹蛇和地面变
高。（cx）

男子撞人后逃逸

被路人追从十米高处跳下

教育民众要保护动物

泗水一辆汽车掉进排水沟

车上一家三口受伤送院
法伊查（32岁）和妻子蕾
丽（39岁）额头和背部受
伤，女儿菲特丽娅（1 2

岁）的额头也受伤。三人
被送至距离车祸不远的医
院。（cx）

本周四晚上，泗水市一辆铃木Ignis为躲避前方车辆掉进排
水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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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2019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致贺信：
中国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

11日讯，2019中国国际数字经济
博览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开幕，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习近平指
出，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日新月异，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深刻
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对各国经
济社会发展、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
明进程影响深远。中国高度重视发展
数字经济，在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
国正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希望与会
代表深化交流合作，探讨共享数字经
济发展之道，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
民。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由工业
和信息化部、河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本届数博会以“数字经济引领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将举行综合展
览、智能雄安高峰论坛、企业项目对
接等活动。

 

柯文哲郭台铭各推人选
立委选战打对台

1 1日讯，台北市长柯文哲筹组
台湾民众党后积极布局立委选战，
而鸿海集团创始人郭台铭也有自己
的“郭家军”，本为结盟关系的两
人在立委选战中却打对台。柯文哲
11日也对此表示，双方不可能百分
百合作。台湾民众党在北部多个县
市推出立委人选，柯文哲在双十假
期展开辅选。10日当天，郭台铭也
宣布了两位新的“郭家军”成员，
其中苗栗县推出陈怡桦，可能会在
苗栗县第一选区，和台湾民众党参
选人朱哲成对战。另外，台湾民众
党在台中北屯区推谢文卿，郭台铭
则派幕僚郭昕宜参选。柯文哲并指
出双方不能合作的“5%”，认为郭
董从蓝营出来，有很多亲戚朋友，
有过去的人脉，也有自己的人脉，
哪有可能完全一样？国民党内部
初选，都没办法协调出一个人出来
选，台湾的政治理念要开始改变，
多元开放是一种新的思维。  

第八届西部跨采会西安开幕 
构建国际贸易平台

第八届中国西部跨国采购洽谈会
暨中国（西安）进口商品交易会11日
开幕，来自59个国家（地区）的468
家国际采购商、近千家供应商参加。
洽谈会将通过展览展示和经贸洽谈，
促进陕西外向型经济发展，推动构建
国际贸易平台。第八届西部跨采会
以“构建国际贸易平台，助推陕西跨
越发展”为主题，以融入跨国供应链
为目标，以线上网络配对和线下展会
对接相结合。展览主要设置有陕西名
优产品展示区、进口商品展区等；活
动紧扣陕西产业发展特点和优势，重
点举办“融入跨国采购供应链合作高
峰论坛”“汽车及汽配产业发展国际
合作对话会”等。

上交所：延后发布
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

11日晚间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新
闻发布会，上交所表示，为进一步
优化指数编制发布工作，经研究延
后发布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发
布时间另行公告。7月19日上交所和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宣布，将于科创
板上市股票与存托凭证数量满30只
后的第11个交易日正式发布上证科
创板50成份指数。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科创板上市股票数为33只，第
30只股票为9月25日上市的天奈科
技，按原定计划，科创板50成分指
数应于10月16日左右推出。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中国财政部加大授权力度

中国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大授权力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的通知》（下称《通知》），已于
9月23日起正式施行。财政部有关
负责人（下称负责人）11日介绍，
在原已下放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
权、收益权的基础上，财政部进一
步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形成的国有股
权管理授权力度，畅通科技成果转
化有关国有资产全链条管理，支持
和服务科技创新。负责人表示，按
原规定，中央级研究开发机构、高
等院校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形成国有
股权的转让、无偿划转或者对外投
资等事项，需要按权限逐级报主管
部门和财政部审批或者备案；科技
成果作价投资成立企业的国有资产
产权登记事项，需要逐级报财政部
办理。

当地时间下午2时10
分许，习近平乘坐的专
机抵达金奈国际机场。
习近平步出舱门，印度
泰米尔纳德邦邦长普罗
希特、首席部长帕拉尼
斯瓦米等在舷梯旁迎
接，向习近平敬献鲜

花。身着民族服装的当
地民众载歌载舞，有的
表演富有浓郁民族特色
的婆罗多舞，有的踩高
跷、划旱船，盛情欢迎
中国贵宾到来。

习近平车队驶离机
场前往市区沿途，众

多当地学生和群众簇
拥在街道两旁，挥舞
中印两国国旗，手举
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
理照片，欢呼“中印
友好”，表达对习近
平主席的热烈欢迎。

丁薛祥、杨洁篪、
王毅、何立峰等陪同人
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
度大使孙卫东也到机场
迎接。结束在印度行程
后，习近平还将对尼泊
尔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抵达印度金奈

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

10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金奈，应印度
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
会晤。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邦长普罗希特、首席部长帕
拉尼斯瓦米等在舷梯旁迎接，向习近平敬献鲜花

【中新社11日讯】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11日乘专机抵达金奈，应印度共

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出席中印领导人

第二次非正式会晤。

【中新社11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国家能源
委员会主任李克强主持
召开国家能源委员会会
议，研究进一步落实能
源安全新战略，审议通
过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
实施意见，部署今冬明
春保暖保供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国
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韩
正出席。

会上，发展改革委、

能源局作了汇报，能源
委成员单位发了言。李
克强说，近年来，中国
能源发展取得新成就，
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
基础支撑作用。中国仍
是发展中国家，推动现
代化建设，保障能源供
给是长期战略任务。面
对国际能源供需格局深
度调整、能源领域新形
势新挑战，必须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推动能源消费、供
给、技术、体制革命和
国际合作，以能源高质
量发展为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李克强指出，要立
足中国基本国情和发展
阶段，多元发展能源供
给，提高能源安全保障
水平。根据中国以煤为
主的能源资源禀赋，科
学规划煤炭开发布局，
加快输煤输电大通道建
设，推动煤炭安全绿色
开采和煤电清洁高效发
展，有效开发利用煤层
气。加大国内油气勘探
开发力度，促进增储上
产，提高油气自给能
力。深化开放共赢、多
元化国际油气合作。增
强油气安全储备和应急
保障能力。发展水电、
风电、光电等可再生能
源，提高清洁能源消纳
水平。聚焦短板，推进
能源重大工程建设。

王勇、肖捷和国家
能源委员会成员单位以
及部分能源企业负责人
等参加会议。

李克强：推动能源生产消费转型升级 

保障能源安全

10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
家能源委员会主任李克强在北京主持召开国家能源
委员会会议，研究进一步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审
议通过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部署今冬明
春保暖保供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总理、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韩正出席。

庆祝中朝建交70周年

招待会在北京举行

【中新网11日讯】中
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
中朝友好协会11日在北
京共同举办庆祝中朝建

交70周年招待会。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建明
与朝鲜驻华大使池在龙出
席招待会并致辞。

10月11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中朝友好协会在
北京共同举办庆祝中朝建交70周年招待会。 

【新华社11日讯】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吴海涛10日在安理会哥
伦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
言，希望哥各方坚持推
进和平进程。

吴海涛说，哥伦比
亚和平进程对实现哥全
面和平与稳定至关重
要，也关乎地区安全和
发展。哥政府致力于推
进和平进程，在加强国
家机构建设，推动各领
域改革，帮助前武装人
员重返社会等领域作出
巨大努力，取得积极进
展，中方对此表示赞
赏。同时，全面落实和
平协议也面临一系列挑
战。哥伦比亚部分地区
安全形势依然脆弱，前
武装人员、社会领袖等
面临安全威胁。

他希望联合国哥伦比
亚核查团在尊重哥伦比

亚主权、独立、统一和
领土完整的基础上，继
续同哥各方加强沟通，
形成合力，推动哥和平
进程取得更多成果。

他表示，中方愿同
安理会其他成员一道，
为推进哥和平进程，早
日实现哥全面和平、稳
定与发展作出贡献。

上 世 纪 6 0 年 代 以
来，“哥伦比亚革命武
装力量”与哥政府军的
武装冲突造成逾22万人
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
所。2012年双方开始和
谈，并于2016年8月达
成最终全面和平协议，
结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
的武装冲突。联合国安
理会2017年7月通过决
议，批准成立联合国哥
伦比亚核查团，负责对
和平协议第二阶段执行
情况进行核查。

中国代表希望哥伦比亚

各方坚持推进和平进程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10日在安理会哥伦比
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

【中新社11日讯】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
高莉11日在北京表示，
自2020年1月1日起，取
消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
制。

高莉是在当天召开的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如
是表述。高莉指出，相
关主体可根据《期货交
易管理条例》《期货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外
商投资期货公司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向中国
证监会提交行政许可申
请，符合条件的境外投
资者持有期货公司股权

比例可至100%，证监会
将依法依规予以审批。

为有序引入优质境
外金融机构投资境内期
货公司，提高中国期货

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和国际竞争力，中国证
监会于2018年8月正式
发布《外商投资期货公
司管理办法》，将符合
条件的境外投资者持有
境内期货公司股比放宽
至51%，三年后不再设
限。

今年7月，中国国务
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办公室宣布，按照“宜
快不宜慢，宜早不宜
迟”的原则，将原定于
2021年取消期货公司外
资股比限制的时点提前
到2020年。

中国证监会取消

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
高莉

【中新社11日讯】
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主
任刘永富11日表示，
预计到今年底，全国
9 5 ％ 左 右 现 行 标 准
的贫困人口将实现脱
贫，90％以上的贫困
县将实现摘帽。

刘永富是在11日举
行的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
述理论研讨会上作出
上述表述的。

刘永富说，再经过
2020年一年的努力，
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
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得
到历史性解决，彰显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
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
优势。

刘永富还介绍了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
取得的积极成果。他
说，中央宣传部和国
务院扶贫办自2016年
以来，连续四次召开
研讨会，交流学习研
究习近平扶贫重要论
述的成果。同时，国
务院扶贫办还组织开
展了领导干部征文活
动和社会征文活动，
开展系列理论研究，
形 成 了 一 批 研 究 成
果。

刘 永 富 表 示 ， 习
近平扶贫重要论述明
确了脱贫攻坚的目标
任务，阐述了脱贫攻
坚的基本方略，保证

了脱贫攻坚的正确方
向，指引脱贫攻坚取
得 决 定 性 进 展 ， 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
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为全球贫困治理
贡献了中国智慧。我
们要深刻领会精神实
质，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推动脱贫攻坚
取得全面胜利。

【中新社11日讯】
自动驾驶分级标准制定
者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
会（��� ��������������� ������������
�l，以下简称���）11
日在上海举办中国地区
首届自动驾驶公众体验
活动。

�� �首席市场官马
克•郑（M��k　Chu�g）
当日表示，自2018年起，
该机构已在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洛杉矶市、佛罗
里达州坦帕市和白考克
牧场、密歇根州底特律
市等地区举办数场“���
自动驾驶技术开放日”
活动，提供2000多次自

动驾驶试乘。活动目的
是推动自动驾驶的教育
和普及，让社会普通公
众亲身体验了解什么是L3
、L4级自动驾驶。此次是
这一技术开放日活动首
次进入中国。

中国通信学会副理事
长张新生在此间表示，
数字经济、技术变革给
汽车制造领域带来的变
革和颠覆绝不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他指出，2019
年 是 中 国 5 G 商 用 元
年，5G将为车联网带来
新的机遇，推动5G与车
联网融合发展将有助于
车联网商业化运营。

SAE自动驾驶公众

体验活动首次在华举办

国务院扶贫办：

预计今年底约95%贫困人口将脱贫

刘永富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9年10月12日，星期六 第8版特别报道 LAPORAN  KHUSUS

【 本 报 周 孙 毅 报
道】10月11日，印尼龙
狮联合总会（F e d e r a s i 
Olahraga Barongsai In-
d o n e s i a简称：FOB I )在
雅加达Hariston酒店召开
2019年全国工作会议。

我国青年与体育部代
表Arman,印尼全国体育
委员会（KONI)代表Jacob 
Sarosa, FOBI副总主席
张锦泉、黄柏，秘书长
Xaverius Djunair和其他
理事，以及来自全国23
个省分会代表，如：雅加
达、万登、西爪哇、东
爪哇、中爪哇、日惹、南
苏、北苏、中苏、巴厘

岛、亚齐、邦加·勿里
洞、北加、东加、南加、
西加、廖内群岛、廖省、
苏北、苏西、楠榜、巴布
亚等，近80人参加了会
议。

筹委会主席Arifin作筹
备工作报告。他说，此
次会议的召开，旨在听
取FOB I暨各地区分会的
会务工作；拟订国内地
区性、全国性及国际性
比赛时间表，讨论2020
年召开全国会员代表大
会相关事宜，并成立选
举委员会负责FOB I新一
届（2020-2024）总主
席的选举工作。

印尼龙狮联合总会召开2019年全国工作会议

明年召开会员大会暨总主席改选
我国青年与体育部代

表Arman和全国体育委员
会代表Jacob Sarosa分别
致词，对FOBI召开工作会
议表示祝贺。希望通过这
次会议，能够产生一些良
好决策，以促进舞狮运动
更加美好发展。

Arma n同时希望FOB I

及全国各地区分会理事
们能再接再厉，进一步
扩大舞狮运动，把舞狮
体育项目发扬光大，让
更多的我国民众欣赏到
最优美的龙狮艺术，使
舞狮运动更富吸引力。

张 锦 泉 代 表 F O B I 总
主席致词，对FOB I顺利

召 开 2 0 1 9 全 国 工 作 会
议表示祝贺。他说，近
年来，FOB I在国内外龙
狮界享有盛名，曾代表
我国多次参加了国内国
际赛事并取得了优异成
绩。张锦泉希望今后能
继续得到KON I的支持，
也希望此项运动能被纳

入成为2020年，在Papua
举办全国运动会的其中
一项体育比赛项目。

当天，张锦泉也代表
FOBI总主席为5个分会，
即：哥伦打洛、苏北、
巴厘岛、巴布亚和马鲁
古新一届理事会主持就
职礼。

Arman致词。 Jacob Sarosa致词。 张锦泉致词。 筹委会主席Arifin致词。 XaveriusDjunair发言。

张锦泉（中）在Xaverius Djunair陪同下为哥
伦打洛分会主持就职礼。

张锦泉（右二）在Xaverius Djunair陪同下为
苏北省分会主持就职礼。

张锦泉（右二）在Xaverius Djunair陪同下为
巴厘岛分会主持就职礼。

张锦泉（右二）在Xaverius Djunair陪同下为
巴布亚省分会主持就职礼。

FOBI 2019年全国工作会议召开前齐唱国歌。 印尼龙狮联合总会领导与全国各地区分会代表及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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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周孙毅报道】
为配合狮子会世界視視日
（World Sight Day），印
尼307 B1狮子会属下椰城
Intan Prima狮子会、Indo 
Prima狮子会、New Jade
狮子会于10月11日，为
椰城西区DuriKepaJl.Duri 
Raya No.15A的SMKN 60
学校提供免费验眼服务。
近700名该校学生及教职
员工受惠。

印尼307 B1狮子会
前总监Willy Suwandy 

Dharma，Intan Prima狮
子 会 会 长 江 淼 成 ， 监
事 长 李 美 丽 ， 秘 书 赖
云 喜 ， 前 任 会 长 刘 佳
平，Indo Prima狮子会会
长GitamaRusli，New Jade
狮子会会长Willy Iskandar
等参与验眼服务。 

江 淼 成 在 致 词 中 ，
感谢SMKN 60学校领导
Dadan给予机会配合他们
举办的这项常年护盲活
动。江淼成说，“世界视
觉日”是国际狮子会的全

球盛事，在每年10月份的
第二个星期，国际狮子会
都会在全球多个指定国家
或地区举办义诊活动。希
望通过此项活动能够为社
会做出贡献，让更多人受
惠。

江淼成补充说，在检
验过程中，一旦发现学生
视力有问题，该会将尽快
赠送学生一副眼镜。

该视力检查活动于当
天上午9时开始直至中午
结束。

配合狮子会世界视觉日

椰城Intan Prima与Indo Prima暨New Jade狮子会免费验眼

Intan Prima狮子会诸理事与Willy Suwandy Dharma合影。

印尼307 B1狮子会属下3个狮子分会成员与SMKN 60学校代表合影。前左起：Willy Iskandar、GitamaRusli、江淼成、Willy Suwandy Dharma（前左五）、Yan Budiman、郭惠珍、Dadan。
沈福贤（后左一）、刘佳平（后左三）、李美丽（后左七）、赖云喜（后左十一）等。

江淼成（后左八）等狮子会成员在学生视力检查现场留影。 左起：江淼成、刘佳平、沈福贤、Yan Budiman慰问学生时留影。 左起：Willy Iskandar、江淼成、GitamaRusli、Dadan先后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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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过节、社交应酬
时，少不了推杯换盏、大
快朵颐。醉酒伤肝、暴食
伤胃、劳累伤心……偏偏
肾脏受伤了容易被人们忽
视。甚至有人调侃，人有
两个肾，放弃一个不会伤
及性命。但是，肾脏出了
问题可是“要命”的。
《美国肾病学会临床杂
志》近日刊文指出，一瓶
果汁、一杯美酒、一粒药
丸，你吃进去的这些在身
体里累积久了，对肾脏来
说都可能是“毒药”。

坚强的肾脏很能扛病
肾脏是一对蚕豆状的器

官，约有两个拳头大小，
位于腹膜后脊柱两旁的浅
窝中。肾脏好比身体的“
净水器”，每天过滤和
清洁大量的血液，排出身
体内的废物，同时把有用
的东西留在血液中。肾脏
每天过滤的血液约有200
升——相当于1 0桶饮用
水！除了过滤，肾脏还被
称为“工厂”，生产很多
与人体内分泌、代谢有关
的激素，帮助调节血压、
维持骨骼功能、生成红细
胞。

肾 脏 的 “ 存 在 感 ”
很强，却时常被人们忽
视。“没了一个肾，还
有一个”“实在不行就
肾移植嘛”“卖肾换手
机”……从这些调侃的
话，不难看出人们对肾的
不爱惜。生活中，除了腰

酸背痛时，很少有人会注
意肾脏是否健康。在清华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内科
主任卢方平的门诊中，经
常有患者质疑：“大夫，
我单位年年体检查尿常
规，当时也没问题呀？”
卢方平表示，尿常规和肾
功能是不同层次的检查，
虽然尿常规能在一定程度
上暴露肾脏问题，但是通
常不能诊断问题的根源，
也不能看出某些病变的发
生。

与其他内脏相比，肾
脏太“坚强”了。卢方平
说，即便肾脏功能已经损
失5 0%以上，病人仍然
可能不痛不痒，这也就造
成很多肾病不易被患者察
觉。可一旦得了慢性肾脏
病，患者肾脏功能会在不
知不觉中恶化，干扰神
经、心血管、胃肠道正常
运转，诱发贫血、骨折等
诸多问题，最终到达彻底
毁损、需要肾脏替代治疗
的地步，也就是所谓的“
终末期肾脏病”（又称
尿毒症）。终末期治疗往
往需要血液透析或肾脏移
植，经济负担沉重。保守
估计，在我国仅单纯血液
透析一年费用就要至少5
万元，肾移植则要3 0万
元左右，且肾源不易获
得。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显
示，目前我国成人慢性肾
病患病率为10.8%，患者
多达1.2亿人，但知晓率

只有12.5%。预计未来十
年内，慢性肾脏病增长率
将超过17%。当前，肾病
正影响着全球8.5亿人，
是糖尿病患者（4.22亿）
的2倍，癌症患者（4200
万）的20倍，艾滋病患者
（3670万）的23倍，但是
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肾病
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健康问
题。

小小恶习就能击垮肾
卢方平指出，别看肾脏

功能强大，看似“坚强”
，却是一个脆弱的器官。
针对全球不同种族、地区
的人群开展的研究一致显
示，大约每10个成年人中
就有1人遭受肾脏损伤。
日常生活中一些不经意的
小习惯都是肾损伤的诱
因。

慢性疾病。糖尿病、
高血压、高尿酸等慢性疾
病都会导致肾脏损伤。长
期患高血压者，若降压过
快过剧，可导致肾脏灌注
压急剧下降，加速肾功能
恶化。糖尿病肾病是造成
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主要原
因，其他免疫结缔组织
系统疾病，如类风湿关节
炎、皮肌炎、干燥综合征
也会造成肾脏损伤。

药物损害。俗话说“
是药三分毒 ”，许多
药物的代谢产物都要经
过肾脏，由尿液排出体
外。药物、化学毒物均
可导致肾脏损害，例如

长期大量服用止痛剂，
不 恰 当 地 应 用 氨 基 甙
类抗生素、含有马兜铃
酸的中草药等，均可引
起肾功能破坏。有些人
比较相信保健品，殊不
知乱用保健品会给肾脏
带来负担，诱发慢性肾
病。

超重肥胖。体重超重或
肥胖，也是造成肾脏疾病
的危险因素。同时肥胖还
会使糖尿病、高血压等疾
病风险增加，进而造成肾
脏损伤。数据显示，20岁
时如果体重超重，那么未
来患肾脏病的风险将会增
加3倍。

酒和果汁。《美国肾病
学会临床杂志》刊文称，
经常饮用甜果汁、碳酸饮
料、啤酒的人，肾病风险
高出61％。果汁、甜饮料
中含有大量糖分，若不能
被人体吸收利用，时间一
长，就会引发肾脏病变。
大量饮酒容易导致高尿酸
血症，尤其“海鲜配啤
酒”，会引起“痛风肾”
，被肾内科医生称为“最
伤肾的吃法”。喝大量啤
酒会导致尿酸沉积，使肾
小管堵塞，造成肾脏衰
退。

喝水太少。世界卫生
组织推荐，每人每日总摄
水量为2500毫升，但很多
人都达不到这个标准。长
时间不喝水，尿量就会减
少，尿液中的废物和毒素
的浓度就会增加，容易引

发肾结石、肾积水等。
频繁憋尿。尿液在膀胱

里时间长了会繁殖细菌，
细菌经输尿管逆行到肾，
导致尿路感染和肾盂肾
炎。一旦反复发作，能引
发慢性感染，不易治愈。
经常憋尿，还会慢慢感觉
没有尿意，膀胱炎也会找
上门来。

劳累熬夜。劳动强度较
大的人群容易身体疲劳，
损害肾脏健康。脑力劳动
者长期精神紧张、久坐不
动，也容易伤肾。经常熬
夜使肾脏得不到休息，干
扰肾脏正常运转，导致毒
素排出不畅，损伤肾脏。

养好肾就能延寿
卢方平说，每个年龄段

的人都有可能发生肾炎或
肾病，婴幼儿、青少年容
易发生原发性肾炎，老年
人可能因“三高”等引起
肾脏损害。因此，坚持健
康的生活方式，管理好肾
脏疾病很重要。

健康人群要做好预防。
饮食宜清淡，减少盐的
摄入，每人每天摄盐量不
超过6克。多饮水，不憋
尿。坚持每天锻炼，控制
体重。主动戒烟，白酒、
黄酒和啤酒中含有大量的
嘌呤，建议不喝或少喝。
避免药物滥用，有炎症时
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生
素。每年定期检查尿常规
和肾功能，同时可做肾脏
B超，早诊早治。

平时警惕肾病的症状。
比如眼睑浮肿、尿液发
红、小便有泡沫、尿量突
然变多或少、头痛乏力、
睡眠不好、食欲不振、贫
血、尿蛋白和尿蛋白潜血
异常等。

高危人群控制危险因
素。患有高血压、糖尿病
等慢病的高危人群，要注
意在专科医师指导下坚持
药物治疗，坚持相对应的
低盐、低糖、低嘌呤、低
脂等饮食。至少每半年检
测一次尿常规、尿微量白
蛋白及肾功能，以便早期
发现肾损害。

早期肾病要积极治疗。
延缓或逆转慢性肾病的进
展，最大可能地保护受损
肾脏。积极治疗原发性与
继发性肾脏疾病，控制
蛋白尿水平，每日低蛋白
饮食，通常每天每公斤体
重可摄入0.6～0. 8克蛋
白质。肾功能损害较严重
者，每日蛋白质的限制应
更为严格，但也要防止营
养不良。积极治疗肾功能
损害导致的并发症，如贫
血、电解质紊乱和酸中毒
等代谢异常。

坚持治疗和随访。肾病
患者应定期复查，以防不
测。不能稍有缓解就误以
为病已痊愈，更不能担心
长期服药有副作用就自行
停药。降压药、贫血药、
激素药，这三类药物是肾
病患者重要的治疗药物，
绝对不能擅自停用。▲

海鲜配啤酒造成肾衰退 身体太肥胖患病增三倍

保护肾脏万不可大意
受访专家：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内科主任 卢方平

本报记者 高 阳

吃出健康

豆浆控体重 热粥能养胃 咖啡提精神

早餐喝“汤水”讲究多

中医养生

高甘油三酯+酒要命
促进胰液大量分泌，同时又难排出，双重损伤胰脏

受访专家：河北省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 郭艺芳

中国注册营养师 尹明杨  本报记者 李 爽

两个风险因素相加的结
果，有时是极为严重的。河
北省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
郭艺芳说，急性胰腺炎是一
种严重疾病，死亡率非常
高。引起急性胰腺炎的原因
有很多种，高甘油三酯和酗
酒是其中最常见的两个。一
旦这两个因素同时存在，风
险还会更高。

中国注册营养师尹明杨
告诉《生命时报》记者，
甘油三酯其实就是脂肪，也
就是油的学术性名称。血浆
中的甘油三酯存在于乳糜微
粒、极低密度脂蛋白与低密

度脂蛋白中，会参与人体
内胆固醇的代谢。因此，临
床上，它被作为一项重要
指标，与总胆固醇、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并列，成为血脂
检查的基本项目。正常情
况下，甘油三酯的范围应在
0.56～1.70毫摩尔/升，相
对越低越好。如果甘油三酯
太高，有可能形成脂肪栓，
堵塞胰腺内部血管，并引起
局部充血肿胀，使得胰液排
出困难，可能造成急性胰腺
炎。郭艺芳进一步解释说，
胰液的作用是消化食物，大

量喝酒会导致胰液分泌旺
盛，如果不能及时排出去，
就可能自己消化自己，对胰
腺造成严重损害。

如果甘油三酯高的人同
时喝酒，等于将胰液增加与
胰液排出困难的危险叠加，
使胰腺所受的损伤进一步加
重，极易导致急性胰腺炎，
面临死亡风险。

建议甘油三酯高的人从
管住嘴入手，减少糖、精白
主食、高脂肪等食物的摄入
量；在该项指标没有完全改
善前，尽量不要喝酒，以免
威胁生命健康。▲

在很多人眼中，“干稀
搭配”是吃早餐的重要原
则之一。牛奶、  豆浆、
热粥、果蔬汁、咖啡、疙
瘩汤……早上，可以选择
的“汤水”很多，它们分
别有什么优势劣势，适合
哪类人，应该注意什么？

牛奶。除了含有优质蛋白
质，牛奶还是补钙的最佳膳
食来源，搭配点主食、果蔬、
坚果，就是一顿营养丰富的早
餐，适合绝大多数人。大家没
必要选早餐奶，因为其属于调
制乳 ，往往添加蔗糖调味，

营养价值较低。如果喝纯牛奶
腹痛、腹泻或腹胀，可能是乳
糖不耐受，可以选零乳糖的牛
奶或酸奶。

豆浆。豆浆也是优质
蛋白质的一个来源，还含
有大豆异黄酮、大豆卵磷
脂、豆固醇等成分，可降
低乳腺癌、骨质疏松、糖
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
风险。豆浆饱腹感强，喝
了不容易饿，适合想要减
肥控制体重的人。豆浆钙
含量只有牛奶的1/1 0左
右，补钙就别靠它了，另

外它的锌、硒、维生素A、
维生素B2含量比牛奶低。
牛奶和豆浆在营养上各有
优势，最好每天都饮用。

热粥。粥经过熬煮，其
中的淀粉粒充分崩解，营
养更易被吸收，是养胃的
最佳选择。但是早餐只喝
粥营养太单一，搭配点富
含蛋白质的食物如鸡蛋，
再搭配点水果或蔬菜，才
算营养丰富的早餐。另外
白粥升血糖速度太快，如
果血糖高最好选杂粮粥，
而且不要煮得太软烂。

中国注册营养师 谷传玲

就医咨询

一上厕所就晕厥咋回事
河北读者金先生问：我老伴有时会

因为腹痛想上厕所，之后就会休克晕
厥，但几分钟后就醒了，有时在晕厥
中还会大小便失禁。查了消化科，建
议转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医生说是反
射性晕厥，请问这咋办？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
陈江天解答：反射性晕厥是意识丧失
的一种常见病因。它是指一定情况下
迷走神经功能亢进引起血压和/或心率
急骤下降、心脏输出量突然减少，引
起一过性脑供血不足，导致短暂意识
丧失。直立倾斜试验可帮助进一步明

确诊断。反射性晕厥多为良性结局，
倒地或平躺后通常能迅速恢复意识，
但可能因突然倒地导致外伤，因此其
治疗方法主要是预防发作。

首先应避免如疼痛、闷热 、嘈杂环境
等诱因，保持排便通畅，减少腹痛发作；
其次，在出现晕厥前期的症状，如恶心、
出汗、头晕等症状时，要迅速寻找安全的
地方平躺或坐下，避免进展到意识丧失的
程度或避免引起外伤；第三，在日常生活
中可进行适当物理抗压训练，从而适当减
少反射性晕厥的发生，具体训练方法可咨
询心内科医生。▲

四川读者李先生问：我孙女3岁，最近因
感冒导致声音有些哑。开始我没有在意，
以为吃点药就好了，后来到附近诊所检查
发现是急性喉炎，请问为啥会引起该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礼嘉分院
内科医师陈昕解答：急性喉炎是儿童感冒
的常见并发症之一，其中以2～3岁的儿童
多见。由于喉咙和咽部相邻，属于上呼吸
道最狭窄的部位，若发生炎症易导致整个

呼吸道的腔道变得更加狭窄，从而造成气
道梗阻。患儿一般会出现呼吸困难、声音
嘶哑、烦躁不安的症状，严重时还可能会
因为气道梗阻而导致缺氧，大脑、肾脏、
心脏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小儿急性
喉炎的治疗首先是让嗓子休息，并且给予
抗生素雾化吸入。同时，在治疗过程中，
需注意让孩子保证休息，避免孩子因声带
充血而导致病情加重。▲

感冒为啥会引起急性喉炎

果蔬汁。果蔬汁富含维
生素和矿物质 ，榨汁时不
去渣还富含膳食纤维，有
助预防便秘。但其缺乏蛋白
质，如果榨汁时蔬菜多水果
少，碳水化合物含量也不
够，所以应该搭配高蛋白食
物（如鸡蛋）和高淀粉食物
（如面包）。喜欢喝果蔬汁
的朋友最好用料理机现榨，
额外添加糖的低果蔬汁含量

的饮料就别喝了。
咖啡。咖啡富含的咖

啡因能振奋一下晨起的精
神，其还含有生物活性成
分绿原酸。研究发现，适
量喝咖啡（每天1～2杯，
每杯150毫升）能降低总
死亡风险，每天喝2～4
杯还能降低2型糖尿病风
险和心脑血管疾病风险。
但是仅喝咖啡完全不能满

足早餐的营养需求，最好
配上有菜有蛋白质的三明
治。备孕、孕期和哺乳期
的女性最好别喝浓咖啡。

疙瘩汤。疙瘩汤的主要
成分是淀粉，能快速给人
供能，做疙瘩汤时多放点
蔬菜比如西红柿，再配个
鸡蛋或虾仁，如此既省事
又营养均衡，适合绝大多
数人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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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文明交流
历史上，中国与印度、尼

泊尔在宗教、文化、艺术、
雕刻、建筑等领域持续互通
有无、互学互鉴。佛教东传
开启了中印、中尼文明交流
的辉煌期。法显、玄奘等中
国高僧西行取经，迦叶摩
腾、菩提达摩等天竺高僧万
里传经，玄奘所著的《大唐
西域记》成为研究印度与南
亚历史的珍贵文献。元代，
来自尼泊尔的匠人阿尼哥在
中国主持修建北京妙应寺（
白塔寺）等多座寺庙、佛塔
和佛像，成为中尼文化交流
的标志性人物。

时光划过千年，文明对话
的脚步不断向前。近些年，
中印、中尼领导人以实际行
动引领文明交流，并为构建

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文合作
谋篇布局。

2014年9月，习近平主
席出访印度，将首站放在
古吉拉特邦；2015年5月，
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中国，
将首站放在西安。古吉拉
特邦和西安见证了中印文
明交流史上的灿烂篇章，
高僧玄奘曾在古吉拉特邦
研习佛经，返回西安后在
大慈恩寺翻译佛经。2018
年4月，中印领导人在武汉
举行非正式会晤，共同参
观湖北省博物馆精品文物
展。

中印政府为人文交流
进行顶层设计。2018年12
月，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
机制首次会议在新德里举
行，确立了人文合作八大

重点领域。今年8月，中印
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二
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双方
签署文化、体育、传统医
药、博物馆等人文领域双
边合作文件。

中尼政府也为人文合作
进行细致规划。尼泊尔总
理奥利去年6月访华期间，
中尼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
指出，中方将继续为尼方
旅游业培养汉语人才，在
尼举办中国节和加德满都
文化论坛。

“整个亚洲，特别是
南亚国家应该开展合作，
以保存并且发展自己的文
明。从文明的角度看，习
近平主席此行非常有意
义。”尼泊尔学院院长甘
加·普拉萨德说。

助力文化保护
《史记》记载，张骞首次

出使西域，在中亚阿姆河流
域见到四川出产的“蜀布、
邛竹杖”，得知这些物产乃
商人从印度贩入。古丝绸之
路开辟后，中国的造纸、瓷
器、茶叶等传入南亚，南亚

的歌舞、天文、文学等传入
中国。

文物是文明交流的载
体。近年来，中国举办了
《欧亚衢地：贵霜王朝的
信仰与艺术》《大美亚细
亚——亚洲文明展》等聚
焦亚洲各国文物的展览。
在这些展览中，来自印度
的坐姿象头神伽内什像、
来自尼泊尔的木雕孔雀等
精美展品展现了南亚文明
的辽阔深邃。

中国与印度、尼泊尔加
大了在文物领域的合作力
度——中印举办博物馆管
理经验交流会并开展联合考
古、中国帮助尼泊尔修复文
化遗产……

尼泊尔的九层神庙又称
巴桑塔布尔塔，尼泊尔语
中，巴桑塔布尔意为“春
天之地”，早在1979年就作
为“加德满都谷地”的核心
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2015年，九层神庙在大
地震中遭严重损毁，两年后
迎来了中国文物修复专家。

“九层神庙已经修到

第九层了。”中国文化遗
产研究院的专家周建国
说，“多名尼泊尔木工参
与了修复，尼泊尔的传统
木雕工艺得到了传承和发
扬。”

密切人文交往
在印度孟买市中心维瓦

大厦的一间教室里，印华中
文学校的学员们正在上汉语
课。校长乌莎·萨胡向记者
讲述了她与汉语结缘的故
事。“我2007年开始在印度
德里大学中文系学习汉语，
当时学汉语的印度人还不
多。因为看到印度和中国的
贸易不断增长，旅游文化交
流也越来越热，所以坚持学
了几年。”

2010年，萨胡从新德里
移居孟买，创办了印华中文
学校，如今已在新德里、孟
买、浦那等多个城市开设了
35所分校，拥有70多名教师
和1000余名学员。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数据
显示，截至2018年，印度约
有20所大学设有中文课程，8
所设有中文专业，在校生

中学习汉语专业学生约2000
人，印度全国学习汉语人数
约2万人。随着汉语热升温，
类似印华中文学校这样的私
人汉语培训机构越来越多。

中国则出现了瑜伽热和
宝莱坞热。2015年，印度在
中国云南民族大学设立瑜伽
学院，为中国培养专业瑜伽
人才。2017年，宝莱坞明星
阿米尔·汗主演的电影《摔
跤吧！爸爸》走红中国，如
今宝莱坞电影成为中印文化
交流的新名片。

在尼泊尔，汉语热也悄
然兴起。拉卡·夏尔巴是一
名登山向导，他告诉记者，
来尼泊尔登山的中国人越来
越多，他为此专门学习了汉
语，现在他有一半客人来自
中国。

尼泊尔文化部长约格
什·巴特拉伊表示，赴尼泊
尔的中国游客人数迅速增
加，尼泊尔亟需更多能说中
文、懂中华文化的本土人
才，这些人才的培养有助于
增进尼中友谊。

（来源：新华网）

跨越喜马拉雅 传承文明对话 文/孙萍 周盛平 张兴军

巍峨的喜马拉雅山，隔绝不了不同文

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千百年来，中国

与印度、尼泊尔等地的往来互鉴留下无

数佳话。近年来，中印、中尼之间的文

明对话和交流互鉴焕发新的光彩。

看清“AI算命”的“算钱”真面目 文/周珊珊

破除网络迷信，监管必
须与时俱进，找准病灶、标
本兼治

通过手机上传一张正面
照片，给出一些个人信息，
短短数秒就能收到面相评
分和命运报告，号称“准
确率达95%”“能看透你
的一生”……最近一段时
间，“AI算命”风靡网络，
引发关注。

置 身 于 移 动 互 联 时
代，“算命”把戏正在不
断变换形式，在网络空间潜
滋暗长。现实中，在微博微
信上随手一搜，就能找到
诸如“AI相面”“人工智能

看手相”等内容。从在线相
面、算卦，到电话号码、车
牌号查吉凶，人们似乎只需
点点鼠标、动动指尖，就能
预判前程、掌握命运。

与传统形式的迷信相
比，披着“大数据、人工智
能”外衣的网络迷信，因其
打着科学的旗号、宣扬技
术的加持，往往更具有欺
骗性、迷惑性，潜在危害不
容小视。更有甚者，宣称网
络算命、占卜等同于科学预
测，将重拾封建糟粕的行
为美化为弘扬传统文化。事
实上，根据媒体报道，“AI
算命”披着算命的皮，实

则是在“算钱”。各种形
式的“AI算命”并非完全免
费，用户想要看到详细完
整的内容，往往需要付费购
买增值服务，或以“邀请好
友”“看广告”等增加下载
量或广告收益。此外，用户
在算命时授权个人信息、上
传照片以及分享指定动作的
视频，也存在隐私泄露的风
险。

从表面上看，以“AI算
命”为代表的网络迷信，借
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
进行图像统计分析，并按照
程序输出模板结论。但仔细
推究，其内核依然是迷信，

本质仍是依靠笼统的、一
般性的描述来让人信服，对
应着心理学上的“巴纳姆效
应”。正因此，对待不断改
头换面的网络迷信，既应
强化“硬”的一手，加强治
理，坚决惩治相关违法违规
行为，也应注重“软”的方
面，加强引导，从根源上铲
除封建迷信的土壤。

破除网络迷信，监管必
须与时俱进，做到“魔高一
尺，道高一丈”。前不久，
安徽某地公安机关侦破了特
大系列网络迷信诈骗案，
抓获涉案人员100名，涉案
金额逾5000万元。这启示我

们，无论迷信生成多少新变
种，一旦滋生危害，相关监
管措施都应及时跟进，彻
底斩断黑色利益链。与此同
时，除了事后的惩处，也应
强化网络平台的主体责任，
对用户进行必要的提醒和约
束，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然。

破除网络迷信，防止“
算命”这类迷信活动卷土
重来，还得找准病灶、标本
兼治。在严厉打击违规线上
迷信活动的同时，我们还应
弘扬积极向上的价值理念，
大力倡导科学精神，让“
算命”把戏无所遁形、没有
市场。《荀子》有言：“

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
术。”相面、算命，改写
不了命运，只有顽强拼搏、
艰苦奋斗，用汗水去浇灌梦
想，才能梦想成真。也应看
到，公民的科学素质是衡量
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标准。调
查显示，近年来公民整体科
学素质水平稳步提升，但全
民科普仍需久久为功。

破除网络迷信是一场持
久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亿万
人民的科学素质、文明素养
必将持续提升，不断激发相
信科学、破除迷信的正能
量。（来源：人民日报）

日前，美国商务部以“
侵犯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人
权”为由，宣布将28家中国实
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其中包括8家中国科技企业。

人权问题一直是美国一
些政客用来抹黑和遏制中国
的政治工具。动不动就对中
国打“人权牌”，几乎成了
美方一些势力的“标配”。
美方这次针对中国新疆大做
人权领域文章，玩的还是罔
顾事实、颠倒黑白的一贯套
路。

在涉疆问题上，中国政
府和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
新疆根本不存在美方所指
称的所谓人权问题。在今天
的新疆，宗教信仰自由得
到保障，9年义务教育全面
普及，2014年至2018年累计
实现230多万人脱贫，2016
年至2018年累计实现城镇新
增就业140多万人次，反恐
和去极端化举措深得各族人
民拥护……当前，新疆经
济发展势头良好，各族人民
和谐相处，社会大局稳定，

已经三年未发生恐怖袭击事
件，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
任何人都无法抹杀。事实证
明，在新疆，社会稳定就是
最大的人权，有了这个坚实
基础，百业才能兴旺，百姓
才能安居乐业，各族人民的
权益才能得到更好维护和发
展。

然而，美方对这些基本
事实和逻辑都视而不见，对
中国的治疆政策大肆污蔑、
无端指责，推出虚伪、空洞
的美式“人权牌”。如此蛮

横霸道，实则是为干涉中国
内政蓄意制造借口，暴露其
干扰新疆反恐、阻挠中国发
展的险恶用心。

这副美式“人权牌”，
以美国国内法为依据，动用
其国家机器和行政措施搞单
边制裁，严重违反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早就不得人心，
国际社会纷纷对此说“不”
。就在上月举行的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第42次会议上，
近50个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发
言，批评美国单边制裁措施

严重侵犯各项人权，是赤裸
裸的强权政治。

美国一向以“人权卫士”
自居，手电筒从来只照别人不
照自己，屡屡对别国的人权状
况说三道四，对自身存在的人
权问题却讳莫如深，“美式人
权”的双重标准和虚伪性可见
一斑。最近，美国堪萨斯州、
马萨诸塞州接连发生枪击案，
造成多人死亡。除了频发的枪
击案，美国存在的种族歧视、
性别歧视、宗教歧视、侵犯移
民人权等各种人权问题百病丛

生、触目惊心。自己一身毛病
不好好治，却信口雌黄指责别
人，真是莫大的反讽。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
方企图借“人权牌”对中国施
压，于事实没有依据，在道义
上更是站不住脚，根本不可能
得逞。欢庆新中国70华诞，包
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广袤大地生
机勃勃、蒸蒸日上，各族人
民满怀信心开始了新的追梦征
程，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
伐。（来源：新华网）

美式“人权牌”阻挡不了中国前进 文/辛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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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央行总裁卡尼称英退冲击
会令英镑贬值并使短期经济增长放缓

英国央行总裁卡尼表示，英国退
欧对英国经济的冲击越大，英镑贬值
的可能性就越大。

卡尼对记者称:“从大局来看，
英国退欧的形势越严峻，在短期内，
就越可能导致英镑贬值，通胀加剧，
经济增长放缓。”

“我们将竭尽所能在英退过渡期
间支持英国经济，”卡尼在新版20英
镑纸币的发布活动后表示。

美国明尼亚波利斯联储总裁支持降息 
但不认为经济会衰退

明尼亚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
卡什卡利周四称，他不认为美国经济
会陷入衰退，但会支持再度降息。

“我的基本预测情境是经济仍会
增长，我不认为会衰退，但下行风险
正在加大，”卡什卡利在接受华尔街
日报采访时说。“如果数据延续当前
表现，我将支持再度降息。”

卡什卡利今年没有货币政策表决
权，但参与美联储的政策讨论。

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下滑
美国截至10月5日当周初请失业金

人数实际公布21万人，前值21.9万
人，预期22.0万人。美国9月实际周薪
年率实际公布0.9%，前值1.1%。

机构评美国至10月5日当周初请失业
金人数指出，美国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意外录得下滑，表明尽管经济增速转向
温和，雇佣速度有所放缓，劳动力市场
仍然保持强劲态势。此前初请失业金人
数连续三周录得增加，可能是因为通用
汽车罢工事件导致。尽管失业率处于低
位，但经济增速走低的环境也使得劳动
力市场对劳动力需求有所放缓。

荷兰OCI与阿联酋ADNOC联合
成立全球最大氮肥出口企业

荷兰OCI N.V。与阿联酋阿布扎比
国家石油公司(Abu Dhabi National Oil 
Company，简称“ADNOC”)近期完成
了合作交易，将ADNOC的肥料业务融
入OCI中东和北非的氮肥业务，成立全
球领先的肥料企业Fertiglobe。新公司
总部位于国际金融中心阿布扎比全球
市场，据2018年数据估计，年收入可
超过17亿美元。

Fertiglobe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专注于
氮肥出口的企业，也是中东最大的生产
商，尿素产能达500万吨，氨产量达150
万吨。该公司受益于新资产和丰富的储
备，以及输送至地中海、红海和波斯湾
主要港口的供应设施。Fertiglobe拥有的
互补生产力和供应地点，为公司带来地
理多样性和强化了的市场渗透，新老客
户均能从中受益。

土耳其称消灭数百恐怖分子 
叙利亚谴责造成平民伤亡

综合消息：土耳其国防部当地时间10
日称，在叙利亚北部展开“和平之泉”
行动期间，已消灭219名恐怖分子。叙利
亚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土耳其在
叙北部展开的军事行动造成平民死伤，
称将采取一切合法手段进行抗击。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土
耳其国防部发布消息称，自“和平之
泉”行动展开以来，已有219名与“库
尔德工人党”（PKK）和“库尔德人民
保护部队”（YPG）有关的恐怖分子被
消灭。土耳其国防部此前公布的消息
称，土军已对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
的181个目标进行了打击，已消灭174
名恐怖分子。

肯尼亚威尔逊机场一架飞机起飞时坠毁 
有人员受伤

当地时间11日，一架飞往蒙巴萨
的飞机在威尔逊机场起飞时坠毁，事
故原因暂不清楚。最新消息称，有部
分乘客受伤，暂无人员死亡的报告，
救援行动正在进行中。肯尼亚红十字
协会证实了该起坠机事故，并表示，
飞机起飞后出现技术问题。

巴西今年粮食总产量预计逾2.4亿吨 
创历史最高纪录

巴西地理统计局（IBGE）当地时间
10日发布的预测报告显示，巴西今年粮
食总产量预计达2.407亿吨，比2018年
增产6.3%，创历史最高纪录。数据显
示，巴西今年粮食作物收获面积为6310
万公顷，比2018年增长3.5%。

大豆、玉米和稻米是巴西主要粮食
作物。今年这三种粮食作物的收获面
积占全部作物收获面积的87%，产量预
计占全部粮食产量的92.8%。其中，
大豆收获面积增长2.3%，产量预计为
1.128亿吨，减产4.3%；玉米收获面积
增长7%，产量预计为1.002亿吨，增产
23.1%；稻米收获面积减少9.5%，
产量为1030万吨，减产12%。

梅 斯 特 称 ， 她 反
对联储在7月和9月降
息，但乐见“暂时”
维持较低利率以支持
通胀上升。她对整体
前景持乐观看法。

尽管全球经济疲软
且近来有迹象显示美国
制造业放缓，但“数据
显示经济在很多方面继
续表现出色，”尤其是
低失业率、不断增长的

薪资以及强劲的消费者
支出，梅斯特在克利夫
兰附近的约翰卡洛尔大
学发表讲话时说。

与其他美联储官员一
样，梅斯特也一直在评
估，全球贸易紧张形势的
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企
业投资下降和全球及美国
增长放缓，是否会导致
更严重的经济低迷。

“问题是经济能否

保持韧性，”她说。虽
然企业减少资本支出与
招聘活动、进而削弱家
庭财务状况这种结果 
“并不难预测”，“不
过总体上，我仍然预期
经济将躲过更加严重滑
坡，”未来两年内经济
将继续保持增长，而失
业率维持在4%以下。

一些美国官员曾主
张，需要进一步调低利
率以推动通胀率接近
美联储2%的目标。但
梅斯特指出，她认为 
“只要就业市场依然
强健，周期性通胀就应
该会继续走强，并帮助
整体通胀逐步回升”至
美联储目标水平。

美联储今年已于7月和
9月降息两次，利率目标

区间被调整为1.75-2%。
投资者预期，年底前至
少还会有一次25个基点的
降息。梅斯特在阐述自
己的观点时，似乎与另
外五名美联储官员站在
同一阵营，认为年底前
无需调整利率。有五名

联储官员预计，年底前
需要升息，还有七名官
员认为应当继续降息。

梅斯特目前对利率
政策没有投票权，因此
在7月和9月会议上无法
加入另外两位联储官员
反对降息。

【路透华盛顿讯】
波音公司周四表示，全
球航空公司已经对810
架737 NG飞机进行了
检查，总共发现38架飞
机存在结构性裂痕，并
需要修理和替换受到影
响的部件。

波音和航空公司高
管表示，这些飞机将
停飞，直至修理工作
完成。近5%的检查在
一个名为“拨叉”的
部件上发现裂痕，该
部件将机身固定在机
翼机构上并且进行力
学处理。

周三西南航空公司
和巴西的Gol Linhas 
Aereas航空公司至少停

飞了13架波音 737 NG
飞机，此前美国监管
机构下令进行紧急排
查。印尼三佛齐航空
(Sriwijaya Air)周五表
示也停飞了两架飞机。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
局( FAA )上周要求飞
机运营商对 1 6 5 架较
老的737 NG飞机进行
检查，以排除结构性
裂痕，现在看来实际
涉及的飞机数目超过
200架。

F A A 周 四 稍 晚 表
示，“少数美国的该款
飞机已经停飞，与此同
时波音正在制定让客户
修理或替换受影响零部
件的说明。”

【路透布鲁塞尔讯】
欧盟执委会周四表示，
已经开始调查中国和印
尼是否正在向欧盟倾销
用于制造汽车车架和机
械的热轧不锈钢。

欧洲同业指责中国
和印尼正在用廉价、享
受补贴的钢材淹没欧洲
市场。欧盟执委会的
调查就是对此做出的反
应，最终可能导致对这
些进口征收关税。

另外，欧盟执委会
表示已对中国生产的汽
车钢制轮毂征收最高为
66%的临时反倾销关
税，指责中国出口商以
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这
些产品。

“ 应 采 取 临 时 措
施，以防止倾销进口

品对欧盟产业造成进
一步伤害，”欧盟执
委会表示。

欧盟执委会在其官
方公报中表示，去年中
国在欧盟的市场份额是
2015年的两倍。

欧盟官方公报称，
欧洲产业界指责中国
和印尼向本国钢铁生
产商提供政府资金和
其他好处，帮助它们
向欧洲出口并赢得更
大的市场份额。

【海外网】据俄
罗斯卫星通讯社11日
报道，伊朗国家石油
公司旗下的油轮11日
在沙特吉达港口附近
发生爆炸起火，船只
破坏严重，导致石油
泄漏流入红海海域。
伊 朗 国 家 石 油 公 司
称，爆炸或由导弹击
中引发。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11日报道，该船由
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运
营，在距离沙特港口
城市吉达100公里附
近处起火。报道称，
爆炸发生在船体上，

对油轮的两处主要设
施造成破坏 。

伊朗国家石油公
司 在 其 网 站 上 说 ，
有 两 枚 导 弹 曾瞄准
事 发 油 轮 ， 因 此 爆
炸“可能是导弹袭击
造成的”。该公司还
表示，船只状态目前
稳定。

据伊朗伊斯兰学生
通讯社网站（ISNA)
援引专家的话说，相
关部门正在就事件进
行调查，专家还称，
这 可 能 是 “ 恐 怖 主
义”行为。目前，没
有任何船员受伤。

【海外网】10月10
日，在上任乌克兰总统
第100天的日子，泽连
斯基组织了自己的首次
答记者问。这场被媒体
称为“马拉松”式的答
记者问进行了14个小
时，泽连斯基回答了
300多名记者的逾500个
问题，14个小时的时长
也创造了答记者问的世
界纪录。

综合《俄新社》、
《俄罗斯报》等多家媒
体10月11日的报道，此
次交流，为了有更多的
记者获得提问的机会，
他们被分在不同的小
组，每个小组有10名
记者，之后按照顺序依
此向总统提问，每组
30分钟。据悉，此次
交流接近尾声时，泽连
斯基已经完全说不出

话，之前他还通过打针
来维持声音。

在 与 记 者 的 交 流
中，就特朗普“通乌
门”事件，乌总统再次
回应，“此次电话事件
并不会影响我们和美国
之间的关系，我们历史
上也曾与美国有过数次

通话。在通话中并没有
提及美国为乌提供经济
和军事援助的事情。”
泽连斯基还表示，他不
会干涉美国总统选举的
事情，今后，乌方会加
强与美国之间的联系，
并且期待对美国进行正
式访问。

【中新社】奥斯陆消息：挪威诺
贝尔委员会当地时间11日宣布，将
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埃塞俄比
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阿里（Abiy 
Ahmed Ali），以表彰他“为实现和
平与国际合作所做的努力，特别是为
解决与邻国厄立特里亚的边界冲突所
采取的果断行动”。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颁奖词中
称，阿比发起的重要改革，令众多
民众对更好的生活和更光明的未来
充满希望。该奖项还旨在表彰埃塞
俄比亚以及东非和东北部非洲地区
所有致力于和平与和解的人们。

1998年至2000年，埃塞与厄立
特里亚爆发战争，随后两国陷入长
达近20年的对峙僵局。据国际观
察员统计，这场战争造成近10万
人身亡，多达300万埃塞民众流离
失所，对两国社会结构和经济造成
毁灭性影响。两国之间的争端也成

为非洲之角地区一个关键的不稳定
因素，为近年来地区反恐局势增添
阻力。

阿比2018年就任埃塞总理后，随
即表示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
埃塞与厄立特里亚间持续近20年的
冲突对峙。

克利夫兰联储总裁称美国经济或可避免严重滑坡 

乐见利率持稳

美国克利夫兰联储总裁梅斯特。

【路透美国克利夫兰讯】美国克利

夫兰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梅斯特(Loretta 

Mester)周四称，尽管当前贸易和全

球经济放缓带来风险，美国经济可

能避免严重滑坡，并称由于没有证

据显示经济前景出现“重大改变”，

美联储不应进一步降息。

波音737 NG飞机出现裂痕 

全球航空公司紧急排查

全球航空公司已经对810架737 NG飞机进行了检查，
总共发现38架飞机存在结构性裂痕。

最新！伊朗油轮沙特海域爆炸 

或由导弹击中引发

在沙特吉达港口附近行驶的伊朗国家石油公
司旗下的油轮

欧盟调查中国热轧钢 

对钢制轮毂征收临时反倾销关税

中国钢制轮毂遭欧盟征反倾销关税。

乌总统答记者问14小时创世界纪录

中途失声靠打针

乌总统答记者问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获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

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埃塞俄比
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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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航与全日空分别有
50架和48架737NG，两家
公司介绍称目前尚未发现
需要维修和更换的裂缝。
据称已接到航空主管部门
的检查指示，正在推进相

关准备。
发 现 裂 缝 的 是 将 机

翼安装到机身上的零部
件。FAA上周向美国的航
空公司下达指示，要求对
165架旧“737NG”进行

检查。FAA指出，“可能
对飞机的结构完整性造成
负面影响，导致飞机失
控”。

据悉，737NG裂缝问
题与发生2起坠机事故现

已停飞的“737MAX”无
关。

波音接受共同社采访
时表示，“很遗憾这一问
题给全球的737NG客户造
成影响”。

【海外网】俄罗斯卫星
通讯社等报道，日本气象
厅发言人11日表示，正在
接近日本的超级台风“海
贝思”的威力和破坏力可
与1958年的台风艾黛相提
并论。台风艾黛曾造成了
数百人死亡。

该发言人称，“没有减
弱的超级台风明天可能直
接登陆东京附近。除了狂
风和大浪之外，还有可能
打破暴雨记录。”

他补充说，“预计全国
都会有暴风雨，有滑坡、
海浪、洪水造成破坏的危
险。为了保护您及亲人的
生命，我们要求风雨来临
前，在天黑和疏散指示前
尽快采取安全措施。”

“海贝思”台风将从西
南方登陆日本，可能于周
六和周日登陆日本太平洋
沿岸地区，并对东京造成
影响。

共同社报道称，东海铁
路公司（JR东海）11日宣
布，受今年第19号台风“
海贝思”的影响，东海道
新干线东京至名古屋区间
从12日始发车开始全天停
运。名古屋至新大阪区间
上下行仅运行6趟列车。

东日本铁路公司（JR东
日本）宣布，首都圈普通
铁路将于12日上午9点至下
午1点左右起依次停运。东
北、北陆等各新干线也将
停运，下午1点多出发的列
车将是当天最后一班。

全日空公司表示，羽田
和成田两座机场国际航线
12日除了深夜和清晨部分
航班之外都将取消。

目前，航空公司已宣布
取消800多个航班，铁路
公司也陆续宣布周六因台
风停开，沿海公路段也将
关闭。首都地区的学校宣
布周六停课。

【海外网】当地时间
1 0日下午，日本兵库县
神户市中心发生一起枪击
案，2名当地黑帮“山健
组”成员死亡，68岁的男
性枪手当场被捕。据悉，
枪手隶属日本最大黑帮“
山口组”，他是在警察盘
问被杀的2名男子时靠近
并开枪的。

据日本朝日电视台1 1
日报道，当地时间10日下

午，“神户山口组”核心
组织“山健组”的事务所
附近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该组织的2名男性成员被
射杀。

涉嫌开枪的68岁男子丸
山俊夫当场被捕，并承认
是自己的开的枪，其所持
的两把手枪被警方扣押。
据悉，丸山隶属于另一黑
帮团体——“山口组”核
心组织“弘道会”。

【中新网】为应对人口
急剧减少现象，韩国陆军
决定截至2022年，将目前
46.4万人规模的兵力缩减
约10万人左右。

报道称，韩国陆军1 1
日在位于忠南鸡龙台的陆
海空三军综合基地，向国
会国防委员会进行国政监
查报告时表示，将缩减
兵力，实现部队结构精锐
化，以应对人口急剧减少
的现象。陆军还向国会报
告了“国防改革2.0”政
策促进现状。

韩国陆军表示，截至

2022年，陆军军团将从8个
减至2个；截至2025年，陆
军师团将从38个减至33个。
陆军决定将目前46.4万人规
模的兵力减至2022年的36.5
万人，减少9.9万人。

据报道，为应对因减缩
兵力造成的战力弱化，陆
军部队中的军人和民间普
通人将分别以战斗任务和
非战斗任务为中心进行改
组。韩国陆军还决定促进
无人驾驶飞机（UAV）、
韩国型机动直升机、轮式
装甲车和火炮探测雷达等
装备形成战斗力。

【新华财经孟买讯】
评级机构穆迪10日将印度
2019-2020财年的经济增
长预期从此前的6.2%下
调至5.8%。

这是目前为止对印度
经济增速最为悲观的预
测。此前的10月4日，印
度央行将印度经济增速从
6.9%大幅下调至6.1%。

穆迪表示，印度经济增
速下滑原因是多方面的，
国内原因占主导因素。一
开始是投资下滑导致的经
济放缓，现在已经扩大
为消费放缓，原因是农村

家庭的财务压力和就业增
长乏力。该评级机构补充
称，近年来，印度零售贷
款的主要提供者--非银行
金融机构的信贷紧缩，进
一步加剧了消费疲软。

为提振经济，印度财
政部已经实施了4轮经济
刺激措施，仅削减公司税
就可能每年减少财政收入
1.4万亿卢比，这给印度
财政带来很大压力。穆迪
预计，印度在本财年将无
法实现预定的占GDP3.3%
的财政赤字目标，3.7%
是个可能的结果。

【新华财经东京讯】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1 1日
宣 布 ， 将 于 2 0 2 0 年 底
发售氢燃料电池车汽车
(FCV)“未来”(MIRAI)
的新一代车型。与现款车
型相比，新一代车型的续
航里程将增加约30%，乘
坐舒适度和驾驶操控也将
得到提升。

据介绍，新一代“未
来”(MIRAI)车型将先期
投放日本、北美、欧洲
等市场。丰田将在本月
2 4日开幕的东京车展上
展示新车型，展示车型
已处于开发最终阶段。
现款“未来”(MIRAI)车

型20 1 4年12月发布，目
前产量每年约30 0 0辆。
丰田计划20 2 0年之后将
氢燃料电池车型的全球
年 销 量 提 升 至 3 万 辆 左
右，从新一代车型开始
将扩大生产规模。

新 车 型 采 用 丰 田
TNGA(Toyota New Glo-
bal Architecture)平台，
重心有所降低，改为后轮
驱动，外观更加动感，车
辆内饰也比现款车型有了
大幅提升。目前现款“未
来”(MIRAI)车型售价约
为74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49万元)，售价较高。新
一代车型的预计售价，丰

田并未透露。
日本政府提出构建氢能

源社会的构想，对氢燃料
电池汽车和加氢站等进行

补贴。但由于氢燃料电池
车售价较高，加氢站数量
较少等原因，氢能源战略
的推进并不顺利。

【 新 华 财 经 新 加 坡
讯】华侨银行经济师林
秀心 1 1日表示，该行
预测新加坡第三季度国
内生产总值将同比增长
0.3%，环比增长1.9%
， 较 第 二 季 度 的 同 比
增长0.1%和环比降低
3.3%有所改善。这意味
着，新加坡经济可能不
会进入技术性衰退。

她表示，上述判断成立
的条件是9月份制造业产
出不会在7、 8月份同比
萎缩3.9%的基础上进一
步恶化，当月同比降幅不
会达到两位数。同时，建
筑业和服务业要能够在第
三季度分别达成约3.0%
和1.1%的同比增长。

林秀心指出，今年第
四季度新加坡经济前景仍
然暗淡。很多经济指标
显示，即使贸易局势好
转，经济也不会很快就反
弹。华侨银行对新加坡
2019年全年GDP增长的预
测保持不变，预期区间
仍为以0.4%左右为中心
的0-1%这个范围。鉴于
2019年经济增幅可能不
大，2020年新加坡的经
济增长预期区间可能会
达到1-2%，但前提是全
球贸易紧张局势不会进
一步升级，同时制造业和
贸易前景能够稳定。

她 认 为 ， 新 加 坡 经
济面临的最大风险仍然
是外部环境的脆弱性，
以 及 诸 多 不 确 定 性 下
全球增长乏力的前景，
而这些可能继续对该国
企业和消费者信心构成
压力。由于采购经理指
数等指标表明，全球制
造业增长放缓已难以逆
转，因此各国央行都将
转向宽松的货币政策。

林 秀 心 预 测 ， 新 加
坡金管局将会把政策区
间内新元名义有效汇率
的升值幅度从目前估计
的每年+1.00%的水平
降至每年+0.50%的水
平，来放松其货币政策
立场。同时，新元汇率
可波动政策区间的宽度
与中点都不会改变。

她表示，目前新加坡
面临的挑战可能不是结构
性竞争的压力。事实上，
在最近发表的2019年世界
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
中，新加坡已取代美国成
为全球第一。尽管如此，
该国在未来劳动力、对创
业风险的态度和创新能力
等领域仍有提升的空间。
林秀心还预测，新加坡政
府可能会出台更具扩张性
的2020年财政预算，为该
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下行风
险提供缓冲。

日政府要求航空公司

检查波音737NG有无裂缝
【新浪网】日本国土交通省日前下达指

示，由于接到美国联邦航空局（FAA）的

通知，要求日本国内拥有美国飞机巨头波

音公司“737NG”客机的航空公司实施检

查等。据路透社报道，已检查的810架飞

机中，38架发现了需要进行维修和更换的

裂缝。相关飞机将停飞直至完成维修。
波音“737NG”客机

东京面临60年来最强台风袭击

800多个航班被取消

东京面临60年来最强台风袭击

应对人口急剧减少

韩国陆军至2022年拟裁军近10万

韩国陆军士兵乘卡车前行

丰田2020年末 将发售新一代氢燃料电池汽车

丰田新一代“未来”(MIRAI)车型。

华侨银行经济师预测

新加坡不会进入技术性衰退

日本黑帮爆发火拼

68岁山口组枪手当警察面杀2人

案发现场

评级机构穆迪下调

印度2019-20财年经济增长预期至5.8%

图为印度孟买证券交易所外的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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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青赛单项赛国羽八强占11席 

五个单项冲击冠军

前 几 天 的 比 赛 有 冷
门，但数量不多，40个
8强席位中有2 4个席位
都是各单项的前8号种
子，5个单项的头号种子
全部在线。在昨天进行
的1/8决赛中，中国队喜
忧参半，各单项都有球
员遭到淘汰。

中国队的头号男单刘
亮经过65分钟苦战后，
以21比17、19比21、20
比22不敌印尼男单拉姆
利；另一名新秀董天尧
以23比21、18比21、10
比21负于印尼的塞蒂亚

布迪。4号种子李昀泽则
以2比1险胜一名泰国球
员，与任程鸣携手晋级
男单八强。任程鸣在前
天以21比18、25比23击
败来自加拿大的2号种子
杨灿，昨天又以2比0战
胜一名印度男单。

女单四人有两人被淘
汰，谭宁和韩千禧分别以
1比2不敌日本选手，周萌
和戴望则携手进入8强。

男双三对组合全部晋
级八强，邸子健/王昶和
戴恩溢/冯彦哲分别耗时
26分钟和28分钟取胜，刘

邸子健/王昶

【新浪体育11日讯】2019年世界青年

羽毛球锦标赛正在俄罗斯喀山展开激烈争

夺，单项赛已经产生八强，中国队占据11

个席位，位列各队榜首。

德伟/郑训谨以2比1击败
来自英格兰的4号种子。

女双三对组合有两对
晋级，李怡婧/罗徐敏和
林芳灵/周芯如分别以2
比0胜出晋级，亚青赛亚
军陈莹雪/张驰则以19比
21、17比21不敌一对日
本组合。

混双方面，今年亚青
赛铜牌得主陈旭君/张驰
以17比21、23比25惜败于
头号种子、亚青赛冠军、
印尼的卡尔南多/贾米
尔。2号种子冯彦哲/林芳
灵和4号种子蒋振邦/李怡
婧则分别击败德国和马来
西亚对手，晋级八强。

【 新 浪 体 育 1 1 日
讯】2019年国际乒联巡
回赛德国公开赛，女双
1/4决赛，孙颖莎/王曼

昱2-3不敌陈思羽/郑先
知，陈梦/顾玉婷3-0米
尔特汉姆/索尔佳。

孙颖莎/王曼昱的对手
是陈思羽/郑先知，前两
局孙颖莎/王曼昱以9-11
、10-12落后，随后两人
以11-3、11-6将比分扳
平，但是在决胜局，两人
7-11输掉，进而2-3遗憾
止步八强。

陈梦/顾玉婷的对手是米尔
特汉姆/索尔佳，两人以11-6

、11-9、11-8取胜。
女双半决赛 田志希/梁夏银vs

陈思羽/郑先知陈梦/顾玉婷vs木
原美悠/长崎美柚。

德国赛孙颖莎/王曼昱止步八强 

陈梦/顾玉婷晋级

孙颖莎/王曼昱

【新浪体育1 1日讯】
(欧洲中部当地时间10日
20:45)，2020欧洲杯预
选赛E组第7比赛日展开争
夺，克罗地亚主场3比0大
胜匈牙利，威尔士客场1
比1战平斯洛伐克。克罗
地亚3分优势领跑，少赛
一场的威尔士落后榜首6
分。这是双方第1 2场交
锋，克罗地亚此前3胜6平
2负稍占上风。

克罗地亚(4-2-3-1)
：1-利瓦科维奇；16-耶德
瓦伊，6-洛夫伦，21-维

达，3-巴里西奇；7-拉基
蒂奇(74’,13-弗拉西奇)
，10-摩德里奇(67’,8-
科瓦契奇)，11-布罗佐维
奇；18-雷比奇，20-佩
特科维奇，4-佩里西奇
(61’,17-布雷卡洛)。

威尔士(4-2-3-1)：1-
亨尼西；14-罗伯茨，16-
洛克耶，5-罗登，4-本-戴
维斯，7-乔-艾伦，15-阿
姆帕杜(58’,18-莫雷尔)
；11-贝尔，17-威廉姆斯
(66’,10-威尔逊)，20-詹
姆斯；13-摩尔。

欧预赛-魔笛进球助克罗地亚3-0 

贝尔中框威尔士平

威尔士客平

欧预赛-卢卡库双响+造4球 

比利时9-0提前3轮晋级!

比利时9-0提前3轮晋级

【网易体育11日讯】2020年欧洲杯预选赛I组
开打，世界排名第一的比利时主场对战世界排名
倒数第一的圣马力诺。上半场比赛，卢卡库梅开
二度同时助攻查德利得分，阿尔德韦雷尔德以
及蒂勒曼斯先后进球，圣马力诺球员布罗利乌龙
球，比利时半场6-0领先。下半场比赛，替补出
战的本特克打入一球，贝尔拉伦制造点球并亲自
主罚命中，卡斯塔涅进球。全场比赛结束，比利
时主场9-0大胜圣马力诺，7轮比赛21分位居首
位，提前三轮晋级2020年欧洲杯正赛。

比利时（343）:1-库尔图瓦/2-阿尔德韦雷尔
德、3-维尔马伦、5-费尔通亨/7-范纳肯、8-
蒂勒曼斯、22-查德利、21-卡斯塔涅/10阿扎尔
（63’11-卡拉斯科）、14-默滕斯（63’19-维
尔沙伦）、9-卢卡库（75’20-本特克）。

圣马力诺（532）:12-本德蒂尼/11-巴

斯蒂尼、15-布罗利、6-西蒙奇尼、3-帕拉
齐、13-格兰多尼/9-马拉罗尼、21-古力努
奇、10-加尔迪（46’20-希尔斯）/16-纳
尼、18-比拉尔迪（46’17-格里努奇）。



霏霏身子一起，春
姨连忙扶着她，陪
同走回寝房休息，

望着她脸上未干的泪水，只
能怨恨自己无力帮她。
孙碧瑶离开紫云院后，一路
上心神惚恍地经过重重回
廊、亭台水榭，回到潇湘院
里，在回到西侧厢房前，她
想起王妃所说的话，于是旋
即往东侧王爷所住的寝房走
去。
她曾听红红提过，东侧是王
爷所住的地方，书房在寝房
右边，而左边则是唐婉婉生
前所住的厢房。
脚步停在寝房前，往右边移
动，推开书房门，脚步迟疑
了下，仍是踏了进去，黑金
摇着尾巴坐在书房门口望着
她。
入目所及，是一幅幅画像，
从粉雕玉琢的女娃到甜美的
小女孩，一直到绝美灵秀的
少女画像，一共十五幅。
孙碧瑶一点也不怀疑这十五
幅画像是谁，缓步走到第十
五幅画像前，望着画像里手
持莲花含笑的绝美少女，脑

海中陡地掠过一幕影
像和对话。
“毅哥哥，这是我的
第十五幅画像，你
要把我画得美一点
喔。”
少女脆如银铃的笑语
带着娇嗔。
“本皇子哪一幅画像
没把你画得美丽动
人？”浑厚的嗓音含
着浓浓的宠溺。
这是怎么一回事？
孙碧瑶手指搓着又开
始抽疼的额际，目光
流连在其它十四幅画
像上。
“毅哥哥，你说是花
美，还是我美？”

“当然是花美了。”
“毅哥哥……”不满的娇斥
声。
“毅哥哥，你最讨厌了，只
会一直逼我喝药。”清脆的
嗓音十分委屈。
“生病的人不喝药，病又怎
么会好呢，还有，不准咬下
唇，小心又咬伤了，你这个
坏习惯，怎么都改不了。”
急忙低斥的声音舍着一丝无
奈。
“婉婉，每年你的生辰，本
皇子都会为你画一幅画像，
等我们两个都老了，再来慢
慢回味，这可是我们之间最
珍贵的回忆。”
“毅哥哥，这个……老了就
不用再画了吧？”绝美的小
脸皱着，她老的模样可不想
让人看到，一点都不美的。
“在本皇子眼里，不管你变
成何种模样都是最美的。”
一段段属于唐婉婉和乔毅之
间的对话无预警地如汹涌潮
水般向她铺天盖地袭来，脑
中像是有只重锤不断地敲打
着，痛得她小脸惨白、额冒

冷汗，娇躯软倒在地。
“汪！”黑金见她不对劲，
跑到她身旁舔了下她的小
脸，随即转身跑了出去。
痛！头好痛！
孙碧瑶倒在地上痛得发不出
声音，脑海中一幕幕景象仍
是不停地疾速掠过……由唐
婉婉的孩提一直到少女，还
有成婚前在狼嚎谷所发生的
事……
不远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伴随着黑金的吠叫，似是在
催促人快一点。
“碧瑶！”
乔毅高大的身形出现在书房
门口，黑眸在瞧见倒在地上
的娇躯时，俊脸愀变，大步
来到她身旁，将她扶抱在怀
里，在瞧见她小脸毫无血
色、冷汗不断的模样，胸口
蓦地一紧。
孙碧瑶缓缓睁开一双灵
眸，秀眉紧蹙，小手轻抚
他俊朗的脸庞，虚弱地
吐出一句低喃：“毅哥
哥……”小手无力地滑
下，昏厥在他怀里。
乔毅身形一震，瞠目结舌地
瞪着怀里昏迷的人儿，他方
才并没有听错，她唤了他什
么？
“蓝剑，快去请大夫！”
乔毅低吼一声，抱着怀里的
人，大步往隔壁寝房而去。
大夫在看过孙碧瑶后，只说
她似是受到极大的打击才
会昏过去，等她醒来就没事
了。
乔毅坐在床畔，大掌温柔地
轻抚昏迷中的小脸，黑眸深
沉地注视着床上的人儿，沉
吟不语。
站在床尾的澄花在大夫走
后，终于忍不住将沈青羽给
拉到角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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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也有过不少次这样的奇幻的
经历，在那种境地之中，确然不
容易记得确切的时间来。

我点了点头表示谅解。金大富道：“我实
在不愿意离去，可是……可是……忽然我
在一个画面中……一个画面中……”
他自开始叙述以来，一直侃侃而谈，可是
说到这里，突然好像舌头打了结，面色灰

白，神情惊惶，欲语又止，接连喝了三
大口酒，还没有说下去，看到他这种情
形，我脑际陡然闪过一丝灵光，脱口而
出：“在一个画面中看到了什么？看到
了你自己？也和画面中所有人一样，没
有什么好下场？”
我的话才一出口，金大富就陡然震动了
一下，手中的一杯酒，竟因之而抖出了
一半来，全淋在他的身上，他取出了手
帕……手帕上有春金光闪闪的绿花，却
不去抹额上的汗！
由此看来，我随随便便一说，竟然就说
中了事实！
我不再说什么，只是盯着他看，他在额
上抹了又抹，又把那半酒一口喝了，这
才开口说话。
寻常人在这样情形下，一定只顾说发生了
什么事，可是他却还不忘恭维我：“卫
先生，你真了不起！我早就知道，我的遭
遇，只能对你说……”
我闷哼了一声：“你看到了自己会有什么
下场？不可能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下场全可

在那个地方看到吧：应该……至少是重要
一些人才有，嗯，不错，现在你早已不是
巫师的助手，而是相当重要的人物了！”
金大富叹了一声：“卫先生别调侃我了，
我……真的以看到了我自己……在一间什
么也没有的房间中，身上穿着白布衣服，
那房间门上，有一个小窗子，小窗子上有
着铁枝……”
我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头：“形
容的太详尽了，简单点说，或者正视现实
一点说，你是在一间禁闭疯子的神经病院
的病房之中！只有极严重的精神病患者，
才会有这样独立的房间！”
我的话自然说得直接之极，金大富身于发
着抖，双眼夫神地望着我。我知道他在那
地方看到的情景，其令人震骇的程度，必
然还不止此时，所以又问他：“你看到自
己在做什么？”
金大富声音发敲：“我……那时神情痛苦
之极，五官都扭曲，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自
己这种样子，那没有道理是我，可是我们
偏一看就知道那是我……我痛苦之极，在

用力向着墙壁上撞头，懂得极有力，发出
可怕的声响。”
我也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一个人看到自
己有这样的疯狂行为，又知道那时候一定
痛苦莫名，这的确令人感到震憾。
我趁金大富在口喘息之际，补充着：“一
般来说，严重的精神病患者都有自残的倾
向，所以那房间的四壁和地板，一定全是
柔软的橡胶。”
金大富几乎哭了出来：“你……怎么都知
道，那样……直接地说，太残忍了！”
我冷笑几声，我对金大富始终没有好感，
这是我和他说话时毫不留情的原因，我催
促他：“只是撞头？”
金大富叹了声：“先是撞头，后来发现撞
向墙上、地上都没有用，就拼命向上跳，
想撞向天花板，但当然撞不到，我看到自
己跳得筋疲力尽，软瘫在地上，不住喘着
气，忽然之间，神情更是痛苦，动作也更
疯狂！”
我摇头：“在这样的房间里，你想不出什
么花样来自己伤害自己的！”

我

在他的愤怒下伤痕累累，她在这
些累积了五年的反击下时常泪都
停不了。但是即使他那么那么的

气她，都不曾真的放弃她。
对于这样的爱情，她深深觉得幸运。
“睡着了？”他低头看着趴在他胸口，难
得安静的女人。

“我在想事情。”她的手掌摊开，
贴在他的胸膛上，想他的爱有多
大，一对手能不能捧得住。
“肯定又在想些没营养的事情
了。”他嘴角噙着淡笑。
“承霈。”她抬头看他。“我在
想……如果你不想要我了，那我这
辈子大概再也无法爱上别人了，以
后就会是个孤独的老太婆。”
“你还想爱别人？”他抓起她的下
巴，手指捏住她的小脸。“还得问
过我才行，你欠我的这辈子都还不
清了。”
“好，这辈子都爱你。”她拉长脖
子吻了他嘴角一下。
“醒芽。”他呻吟着含住她柔软的

嘴，他的吻越来越热烫。“我们找个时间
去结婚吧！”
“好，我愿意、我愿意。”她转身勾住他
的脖子，感觉到眼皮底下有温热的水在流
动。
他总算是原谅了她，接受了她。

“答应我，以后再也不准你随便离开我，
不准你瞒着我任何烦恼！”他咬住她的
唇，火热的手掌已经烫着她柔软的身子。
她爬坐在他腿上，在车子的有限空间中，
与他紧紧纠缠。
“你放心好了，无论如何我都会粘住你
的。”她笑着拭去眼角的泪，小手顺势溜
进他衬衫下的胸膛。
“芽，我们该停手了。”他虽然这么说，
大手却捞起她洋装的裙摆，留连在她滑嫩
的大腿上。
她也一点配合停止的意愿都没有，扯开他
的皮带扣环，手指的动作引来他更深沉的
喘息。
她的手冰凉凉地，贴在他温热坚硬的小腹
上，简直像一团冰火。
他低吼一声，抓握住她放肆的手，她却贴
靠着他的火热，缓缓磨蹭起来。
“你这个女人，真是欠教训！”他怒瞪着
她，一把将她放倒在座位上，随即忍无可
忍地回报她更多磨人的热情。
接下来就换她开始讨饶。“承霈……我们

该回家了。”
“回家？反正这里只有神经病才会来，何
必那么麻烦？”他朝她绽开一个邪恶的笑
容。
这一次换她被扑倒了。她的身上印满了他
爱情的印记。
聂承霈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翻看着行事
历，努力调整着工作，好挪出时间来结
婚。
他昨天跟醒芽说好了，先去公证，其他的
杂事可以再计划。
他说了很多计划，可是醒芽被他折腾得体
力不济，老是昏昏沉沉地偷睡，最后他只
好闭嘴，将她抱进怀里。
她把孩子接回来，说是选日不如撞日，嘴
里还咕哝些什么，但他听不真切，想摇醒
她来问清楚，看到她疲惫的脸又不忍。
虽说已经恢复，开刀的伤口没有大碍了，
但她的体力并不好，这一点他也清楚。
所以还有许多事情要跟她讨论，包括孩子
的入学问题，他得要找一下适当的幼稚
园……

七不知该不该说，一句话可以成
全一对爱侣，也可能破坏一段好
姻缘，正是“宁拆十座庙，不破

一人婚”的道理。
所以他讷讷摊手道：“高大侠……没有什
么。”
高凌宇道：“孙兄，以咱们的交情，可没
有什么话不能说的吧？我总以为你们似有
什么话要说又不便说似的。”
孙七拿不定主意，他以为，宫莲花冒充梅
心姑娘，迄未说破，必是等待有利时机再
说，以便培养情感，如果他现在揭穿了，
岂不破坏了人家的计划？
他道：“高大侠……真的没有什么。不过
这儿由于唐继耀来过，绝对不能住了，高
大侠请告诉我，你们西关外的地址，搬了
家也好通知你们。”
高凌宇知道他有话不便说，问也没用，留
下地址，不久回到西关外住处，在门外就
听到孩子的啼声，嗓门很大很响亮。以前
绝对体会不到，这声音如此悦耳。
开门的是莲花，一夜不见，都有一种激
动，只是表面化而已，把她抱了起来，
道：“梅心，一夜不见我好想你，你
呢？”
她挣扎着道：“快放下来，叫奶妈看到，
像什么样子！”
亲着她，摩擦着她的颊颈，搂着细腰，尽
管都穿了较厚的衣服，仍可感到她的胴体
的无骨感。
他在她的耳边道：“梅心，想通了没有？
今天晚上……”
她大力挣扎开，道：“奶妈来了……”
奶妈真的听到了开门声出来察看。
高凌宇道：“梅心，孩子该取个名字了
吧？你想好了没有？”
莲花道：“还是由作爹的取名字吧！你这
一夜到何处去了？我真耽心，又遇上了敌
人吧？咱们离开这儿好不好？”
到了屋中，莲花又道：“你一定还没有吃
饭，是不是？”
高凌宇道：“差点连命都没了，那还有时
间吃饭？”
莲花叫奶妈外出弄来吃喝的，二人边吃边
谈，莲花道：“遇上什么棘手人物了？是
韦天爵吗？”

摇摇头，他吞着叉烧包子道：“你
以为韦天爵在这儿是顶尖人物？没
有比他更高的了？那就错了。”
莲花道：“我没有那意思，可是也
想不出更高的人物来。另外，马公
子也够你调理的对不？”
面色一冷，高凌宇道：“他再难调
理，我也要杀他！”
莲花道：“到底还有什么了不起的
人物？”
高凌宇道：“悔心，你在他们当中
耽过一段时间，有没有听说过一个
长发披散、遮住面孔，身着皂袍，
行动有如鬼魅的高手？”

第二十二章

她摇摇头，道：“你遇上了？”
高凌宇道：“不是昨夜遇上的，而昨夜是
着了唐继耀的道儿，想不通的是，他们之
中有个人物是友非敌，竟设法放了我，而
上次遇上那鬼魅似的人物时，也有一个人
暗中助我脱身……”他出示两张油纸条，
且说了一切。
莲花当然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暗暗帮着高凌
宇，更不知道那个鬼魅似的顶尖高手是
谁。
她道：“你只要回来了就好。为了孩子和
我，马上离开金陵远远地好不好？”
握握她的手，高凌宇道：“梅心，如果一
切事情都办好了，什么功名利禄我都不感
兴趣，只想找个清幽而绝对不受干扰之处
和你厮守，那才是神仙生活，可是我有很
多的事没有了结。”
莲花抽回手，冷摸地道：“都是什么了不
起的大事？”
吐口气，他道：“第一，不杀我那数典忘
祖的弟弟，我不离开金陵。其次，不救出
梅心被押在阉党余孽手中的老祖母，我也
不会离开金陵。”
莲花道：“先避避风头，过一段时间再
来，痛痛快快地大干一番，给他们来个措
手不及如何？”
摇摇头，高凌宇道：“梅心，要不你先带
着孩子到徐州或再往北走都行，快则一个
月，最慢两三个月，我一定会去找你。或
者你干脆住在浙东附近，反正再有两个月
就到了我和宫不屈对决的时间了！那约会
是绝不会取消的。”
莲花的头摇得像货郎鼓似地，道：“我一
个人走没意思，你不走我也不走，要走就
一起走……”
高凌宇精神一振，低声道：“梅心，你终
于想通了吧？小夫妻嘛！那有这么风干着
的道理？那太好了！今天晚上就是我们梅
开三度的小登科……”
大力一推他，莲花道：“去你的吧！又来
啦！你除了这个就不能想点别的？真是癞
蛤蟆跳在脚背上……不咬人格痒人！”
高凌宇含了一口的食物，停止咀嚼，一瞬
不瞬地望着她，很久很久，莲花被看得心
头直跳，都有点手足无措了。

她

(52)

(122)

(39)

(49)

孙

委屈了，默默忍耐就过去了；
误解了，微微一笑就释怀了。
人生如梦，生命如诗；
珍惜现在，眺望永恒；
依靠生命的气息，活出丰盛精彩
人生。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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