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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滴新闻网雅加达讯】
国会领导层于10月2 0日
与国家情报机构主任，国
军、警察召开第一次统筹
会议，讨论2019-2024年
度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
时的安全问题。该闭门会
议于当天下午3.30在国会
大厦里举行。

会议结束后，国会议长
马哈拉尼发表了统筹会议
的成果。她说，国军与警

察已经准备了3万名保安
人员，以确保当选总统和
副总统就职典礼。

布安说：“国军与警
察 部 队 将 准 备 约 3 万 名
保安人员。将对会场的
第 一 圈 和 第 2 圈 进 行 梳
理，使其受到良好的控
制。”

她强调，总统的就职典
礼将于10月20日当天下午
2时半举行，当天职典就

礼时军警将封锁国会与人
协大会现场。

她说：“当天保安人员
将清理国会与人协会场，
不会让闲人靠近会场，以
确保总统与副总统的就职
礼顺利进行。”

出席统筹会议的有：雅
京警区警察长Gatot Eddy 
Pramono，及雅京军区司令 
Eko Margiyono陆军少将。
（snd）

国会与军警召开会议

讨论正副总统就职礼安全问题

国会议长布安.马哈拉妮(中),国会副议长拉马特.哥贝尔(Rachmat Gobel)(左)，及副会
副议长慕海敏．伊斯甘达（右）昨日在国会第五委员会召开特别会 (14/10/2019)。国
会领导层召开第一次统筹会议，与会者有国家情报机构主任，国军、警察，讨论于10月
20日举行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时的安全问题。

雅京省长阿尼斯.巴斯
维旦也出席雅京地方议长
就职典礼。就职典礼由暂
摄雅京地方议长 Pan t a s 
Nainggolan主持. Pantas 
说，他是凭内政部长的命
令书，担任雅京暂摄地方
议长，主持雅京地方议会
议长的就职典礼。

内政部长2019年10月8
日第161.31.5344号部长
涵，委任Pantas Nainggolan 
为雅京暂摄地方议长，并
主持2019年10月14日雅京
地方议长的就职典礼。

宣誓就职的议长与副议
长宣读誓言：“我将代表
人民的心声奋斗，为达到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合一

与繁荣为目标而尽力。”
就职典礼后，雅加达

地方议会已拥有明确的领
导权。帕拉斯迪欧与全

体会议议员立即从Pantas 
Nainggolan 手中接过领导
权。

帕斯迪欧接过印记后
说；“雅京地方议会从现
在起已正式有了完整的
施政权，可以开始工作
了。”

众所周知，雅京议会总
共有106位议员，斗争民主
党有25席，大印尼行动党
19席，公正福利党16席，
民主党10席，国民使命党9
席，印尼团结党8席，国民
民主党7席，从业党6席，
民族复兴党5席，建设团结
党1席。（snd）

Prasetio Edi Marsudi正式
连任雅京地方议会议长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讯】帕拉斯迪欧. 

艾帝.马苏帝(P r a s e t i o  E d i  M a r s u d i )

正式连任2 0 1 9 - 2 0 2 4年度雅京地方议

会议长。

“我将代表人民的

心声奋斗，为达到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的合一与繁荣为目

标而尽力。”

【中新社14日讯】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4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应印
度尼西亚政府和日本政府
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特使、国家副主席王岐
山将赴印尼首都雅加达出
席于10月20日举行的佐科
总统就职仪式，赴日本首
都东京出席于10月22日举
行的德仁天皇即位庆典，
并对两国进行友好访问。

【Kontan 日报雅加达
10月14日讯】全球经济放
缓仍然是全世界令人担忧
的幽灵。如果没有应对有
意义的变化，则衰退可能
会蔓延，包括我国。

比如中国经济放缓，对
我国经济将是个额外的风
险，因为中国是我国主要贸
易伙伴。世界银行预计，中
国经济增长今年仅6.1%，
且继续于2020年和2021年放
缓至5.9%和5.8%。

财政部财政政策机构
(BKF)主任Suahasil Nazara 

并不否认，如果包括中国
的世界经济放缓将打击我
国增长，主要是在服务和
货物出口方面。这些国家
的需求低迷，导致我国主
要支柱的自然资源商品价
格大幅下跌。

2019年1月-8月期间，
我国非油气出口至中国同
比下降近4%至1595万美
元。在份额上，出口至中
国是最大或占2019年8月
份我国非油气出口总额的
15.71%。

我国对与中国有关系的

其他国家的出口价值也下
降。其中出口至美国，马
来西亚，和日本。

Suahasil说，“除了出
口外，贸易战的影响也扩
展到其他方面，即我们的
制造业。”因此，政府预
计今年我国经济增长仅
5.08%。

印尼大学(U I )经济学
家Fithra Faisal Hastiadi
认为，出口增长份额占国
内生产总值(GDP)目前还
不怎样大，或大约17.6%
。此份额比56%的家庭消

费更小。
然而，该动态却不可

忽视。他认为，短期内，
政府必须继续通过具体的
放松管制和去官僚化的政
策，向投资者保持积极的
信号。至于长期，政府必
须认真鼓励生产力，增加
创新，和改善劳动力生态
系统。Fith ra说，“这些
决定了我国获得投资的竞
争力。”

F i t h r a预计，今年我
国经济最多增长5.1%。
最坏的假设，年底我国

经济仅增长4.9%。该放
缓将对未来几年的经济
增长前景带来负面的影
响。(xin)

王岐山将出席印尼总统佐科就职仪式

日本天皇德仁即位庆典并对两国进行友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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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晴天 26-32℃

泗水 晴天 26-35℃

棉兰 雨天 24-32℃

登巴刹 云天 25-32℃

坤甸 雨天 23-32℃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中国经济放缓日益压制我国经济

帕拉斯迪欧.艾帝·马苏帝

正式连任首都雅加达地方议会议长

Suahasil Naz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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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大印尼行动党（G e r i n d r a ）主席帕拉波沃
（Prabowo Subianto）的举措再次引起公众关注，
帕拉波沃与佐科威总统会晤了两次，并于10月
13日星期天晚上访问了斗争民主党主席梅加瓦蒂
（Megawati Soekarnoputri），之后又会见国民民
主党主席苏利阿·巴罗（ Surya Paloh），讨论了
一些政治问题。

民众认为帕拉波沃的行动，为明确他支持和加
入佐科威总统政府的愿望。当然，有很多人不同意
帕拉波沃的做法，因为他是佐科威在两次总统选举
中的政治对手。帕拉波沃在上述两次政治竞赛中都
被击败。

不仅是帕拉波沃的支持者和选民对他的政治举
动感到失望，佐科威的政党支持者也表示怀疑。苏
利阿巴罗是佐科威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曾表示不
赞成帕拉波沃和大印尼行动党加入佐科威的政府联
盟。

但政治总是谈论共同利益。苏利阿在家里接待帕
拉波沃。根据官方声明，两人没有讨论分享权力席
位的问题，但会晤之后产生了三点共识，即：

第一，通过将国家利益置于所有其他利益之上来
改善政党形象的协议；第二，一项防止和打击一切
激进主义行为的协议，因激进主义的基础是破坏班
察西拉和1945年宪法意识形态；第三，考虑到国家
治理在当前和未来挑战的需要，应全面修订1945年
《宪法》的协议。

目前尚不清楚该协议将如何执行，但该协议需要
双方在国会与人协的合作，监督有关法令的讨论和
1945年宪法的修订案。也就是说，大印尼行动党将
加强目前已控制议会63%左右选票的支持佐科威联
盟党。加上大印尼行动党选票的话，联合政府可以
控制议会75%左右的选票。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议会权力，这将使反对
党越来越无能为力。如果大印尼行动党加入政府，
将削弱制衡功能。印尼政治舆论执行局局长Dedi 
Kurnia表示：“过于强势的政府将催生专制。这是
对我们的民主不利的标志。”

从业党中央理事会主席Ace Hasan Syadzily也强
调，如果联合政府以外的政党在总统选举失利后加
入，我国的民主可能是庞大而单一的。周日他在雅
加达对记者说：“大印尼行动党可能会成为佐科威
联盟内部的一个潜伏的敌人。不要让他们当政，而
要处于反对派这样的位置上。在我们的民主体制内
不好。”

Ace说，失败者应该接受失败，并等待未来五
年的竞争。Ace认为，联合政府在议会中已经拥有
63%的席位，已经足够强大。他说：“在议会中占
63%，我认为已有足够的资本来监督政府履行其政
治承诺。我认为佐科威在应对当前的政治方面会更
加明智和谨慎。”

但这是一个政治事实。除了利益，没有什么是永
恒的。如果最后多数政治力量联合起来支持政府，
当然是根据各自的利益计算和决定的。

公正福利党（PKS）领导层似乎意识到这一政治
现实，以及可能独自走在反对派的道路上。公正福
利党主席 Sohibul Iman说，他的政党已经准备好成
为佐科威-马鲁夫·阿明政府的唯一反对党。10月
12日，kompas.com引述他的话说：“当没有一个政
党准备成为反对党时，公正福利党已经准备就绪，
这样就有了民主的适当性，愿上帝保佑。”

公正福利党也许与国民使命党（PAN）一道处
在政府之外，他们有多强大，时间将考验他们。
但如果两党在维护人民利益、提高对政府监督的
质量方面保持高度承诺的话，这一立场也可能是
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耐心、谨慎地关注国家政治的
动态。我们仍然希望，所有的政治演习都是在同样
的基础上进行的，即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和团体的
利益之上。

大印尼行动党加入政府联盟
将削弱制衡功能

会谈于周一（1 0月
14日）在善蒂位于雅加
达南区Kebayoran Baru
的 Pulombangkeng街
的 住 所 举 行 。 人 协 领
导层于下午14:50左右
到 达 善 蒂 的 家 ， 其 中
有人协议长 B a m b a n g 
Soesatyo（Bamsoet）和
8位人协副议长，分别是
Ahmad Muzani、Lestari 
M o e r d i j a t 、 A r s u l 
S a n i 、 S y a r i e f 
H a s a n 、 F a d e l 
Muhammad、Hidayat Nur 
Wahid、Zulkifli Hasan和
Jazilul Fawaid。

人协领导层刻意安排
了与政治人物的会晤，
旨在邀请他们出席佐科
威的就职典礼。上周，
人协领导层会见了大印

人协领导层会见善蒂

并邀请出席佐科威就职典礼

人协（MPR）领导层会见善蒂雅戈·乌诺（Sandiaga Uno），目的是为了邀请善蒂参加当
选正副总统佐科威和马鲁夫的就职典礼。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讯】2019-2024年人民协商会议（MPR）领导层会见善蒂雅

戈·乌诺（Sandiaga Uno），他们打算邀请善蒂出席佐科威总统和马鲁夫·阿敏

（Ma’ruf Amin）副总统的就职典礼。

尼行动党（Gerindra）总
主席帕拉波沃（Prabowo 
Subianto）。帕拉波沃确
认他将于10月20日参加佐
科威的就职典礼，并说他

的莅临是为尊重宪法的一
种形式。

帕拉波沃上周五（11
日）在其位于雅加达南区
Kertanegara街的住所与人协领

导层会晤后说，“我们作为
公民有义务出席总统就职典
礼，以尊重政治制度、尊
重我们的宪法，以及尊重
我们的国家。”（pl）

佐科威与人协副议长祖尔基弗利

讨论1945年宪法修订案问题

图为佐科威总统与人协（MPR）副议长祖尔基弗利哈桑
（Zulkifli Hasan）进行会晤。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
10月1 4日讯】佐科威总

统与人协（MPR）副议长
亦是国民使命党（PAN）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
讯】阿尔瓦拉研究中心
（Al�ara Research �ent-Al�ara Research �ent-
e r）对佐科威-卡拉内阁
的功能进行了调查。调查
结果显示，公众评价三位
部长的工作表现最令人满
意。

绩 效 满 意 度 最 高 的
三位部长，首先是海事
与渔业部长苏西（S u s i 

Pud j i as t u t i），满意度为
9 1 . 9 5％。其次是公共
工程与住房部长巴苏基
（Basuki Hadi Mulyono）
，满意度为84.07％。然
后是财政部长丝莉慕利亚
妮（Sri Mulyani），满意
度为83.39％。

A l � a r a 研 究 中 心 首
席 执 行 官 哈 萨 努 丁
（Hasanuddin Ali）在周

一（14/10）的书面声明
中说，苏西是因她的勇气
和坚定而受到高度赞赏。
巴苏基的工作表现令人非
常满意，与印度尼西亚基
础设施建设的成就保持一
致。而丝莉慕利亚妮受到
公众的赞赏，是因为尽管
全球经济形势不确定，但
她能够良好管理国家财
政。（pl）

佐科威-卡拉内阁任期将结束

公众评价三位部长表现最令人满意

Basuki Hadi Mulyono

【投资者日本雅加达10
月14日讯】税收收入落实
的低迷引发了人们对政府
现金流(cash flow)的担
忧。何况是，临近年底，
政府通常开始推动预算吸
收的落实，无论是部会或
机构(K/L)的支出，或者
是地方预算。

截至2019年10月7日，
税收收入落实才达到912
兆盾，或占年底税收收
入指标1 5 7 7 . 5 6兆盾的
5 7 . 8 1 %。该成就甚至
录得比20 1 8年同期下降
0.31%。

结果，出现估计税收收
入减少或缺口(shor t f a l l)
约200兆盾， 或比政府最
初估计的14 0 . 0 3兆盾更
大。

尽管如此，国家财政总
局局长Andin Hadiyanto强
调，“现金流仍然安全，
即使税收收入低迷，政府
也已控制了支出。”

看来，政府的确是控制
了支出。因为国家支出预
算落实录得1388.3兆盾或
相当于占上限的56.4%。
年度的，该数字同比增长
6.5%，比2018年8月同比
达到的8.8%有所放缓。

结果，担心政府现金流
的疲软可能会略有减少，

政府现金流份额得益于
相当高的预算融资落实。
截至2019年8月底其落实
280. 3兆盾，或占296兆
盾上限的94.7%。而债务

即使税收收入低迷 财政部声称现金流仍然安全
融资本身为284.8兆盾，
或占指标的359.25兆盾满
足了79.3%。Andin补充
称，“我们总是从融资方
面进行协调，以安全地管
理现金流。”

虽然如此，A n d i n 坦
言，政府已经使用融资预
算剩余资金(SiLPA)来协
助现金流。特别是，当有

迫切和非常高的需求时。
通常，该SiLPA会在数周
内使用，然后再次退回。

经济金融发展研究所
( I n d e f )经济学家Bh i m a 
Yudh i s t i r a认为，在这税
收收入低迷之际，政府的
确是压制支出来保证现金
流。“这可从资本支出落
实的下降和从去年的补贴

看出来。”
他预计，2019年底的支

出落实仅94%，或占指标
的96%，和资本支出占指
标的80%-85%。

他补充称，“除了挽救
国家收支预算(APBN)赤字
外，许多基础设施项目以
抑制经常帐赤字(�AD)为
理由而被推迟。”(xin)

总主席祖尔基弗利哈桑
（Zulkifli Hasan）进行会
晤。佐科威没有拒绝讨论
有关联盟问题，而是谈到
有关计划中的1945年宪法
修订案问题。

“祖尔基弗利是人协前
任议长，刚才我问他有关
1945年宪法修订案将来会
发展到什么程度。”佐科
威周一（10月14日）在总
统府对记者如是说。

佐科威承认曾讨论联盟

问题，但他不想谈论联盟
的细节。佐科威表示，他
更多地谈到了印度尼西亚
的愿景规划。

“联盟问题需要与党的
领导人讨论，以便我们有
相同的愿景和使命。”佐
科威说。

对未来的愿景包括印度
尼西亚面临的激进主义挑
战。佐科威不希望如政法
安统筹部长维兰多遭遇的
类似事件发生。（adr）

【雅加达点滴新闻网】
我国第六任总统苏西洛与
两名公子阿古斯（Ag u s 
Harimurti Yudhoyono）及
埃迪•巴斯克罗（Edh i e 
Baskoro Yudhoyono）于
1 4日前�雅�中区G a -日前�雅�中区G a -G a -
tot Subroto 陆军中央医院
（RSPAD）探望于10日在
万丹省Pandeglang遭遇行
刺的政法安统筹部长维兰
多，阿古斯同时对嫌犯的
行动表示强烈谴责。

“其实此案的发生引
起社会舆论媒体的关注，
尤其是一名部长被行刺，
我强烈谴责嫌犯的行动，
并希望不会发生类似的
案件。”阿古斯于昨日在
Gatot Subroto 陆军中央医

院如是说。
在探望维兰多中，阿古

斯与维兰多询问有关他的
病况，特别动手术后的状
况，阿古斯要求社会民众
向维兰多祈祷为他能早点
康复。

获悉，日前维兰多还在
重症监护室（�I�U）认真
接受治疗。迄今为止，已
有许多位内阁部长探访了
维兰多，有佐科威总统、
卡拉副总统、苏西洛、从
业党辅导委员会主席阿布里
扎·巴克利、从业党专家
委员会主席阿贡·拉克索诺
（Agung Lakson）和民主党
党团的人协（MPR）副议长
沙立夫（Syarief Hasan）等
其他官员。（yus）

我国第六任总统苏西洛与两名公子

探访正在RSPAD 接受治疗的维兰多

苏西洛与两名公子阿古斯及埃迪•巴斯克罗于14日前往雅
京中区Gatot Subroto 陆军中央医院（RSPAD）探望维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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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部 长 于 昨 日 在
雅 加 达 发 布 的 新 闻 稿
称 ： “ 目 前 ， 巴 布 亚
省 中 部 地 区 由 瓦 梅 纳
（Wamena）机场代表，
但其位置处于高地，目
前已经过度超载。Dekai
机场的跑道长度已经达
到 2 3 0 0 米，可延长至
2 5 0 0 米，土地平坦，
很 理 想 。 除 了 蒂 米 卡
（Tim i k a）、查亚普拉
（Jayapu ra）和Wame-
n a之外，将来政府将把
Dekai打造成巴布亚省的
物流配送中心。”

布迪续说，Dekai机场
将辅助也位于巴布亚省
中部地区Wamena机场的
机场。

他进一步披露交通部
选定Dekai成为枢纽机场

的原因。布迪称，Dekai
可与南部两个地区即阿
斯马特（Asmat）县和马
皮（Mappi）县（通过内
河运输）连接，使巴布
亚省中部的物流配送方
式更好。

交 通 部 长 补 充
说，Wamena机场扩建项
目的投资额约1.8兆盾是
一个巨大的数字，用于
加长跑道工程、疏通工
程等。这就是交通部长
将Dekai替代Wamena机场
的原因。

“若仍然要再扩建的
话， 政府将以财务能力
划分，因为不可强迫一
项昂贵的建筑过程，更
何况Dekai机场既有的跑
道长度达2300米，”布
迪说。

他坦言，交通部已经
进行了调查，甚至视察位
于Asmat县的Lokon港。

“Dekai机场的位置优
越，因为当地的公路运
输能力达200吨，然后用
货车运输，距离只45公
里，道路也较宽。除此
之外，货物可使用小型
飞机运输，飞行仅耗时
15分钟，”他说。

除了Dekai机场之外，
交通部长也深入讨论有
关森塔尼（Sentan i）机
场将由Angkasa Pura I公
司运营的计划。

Raja Ampat新机场计
划进一步，交通部长布
迪将考虑西巴布亚省拉
贾安帕特（Raja Ampat）
县政府，提出在米苏尔
岛兴建新机场的计划。

布迪出席与巴布亚省
和西巴布亚省地方首长
的联席会议后说：“由
Waigeo岛前往这个一个
岛屿需要大约1个小时的
航行时间。政府将先考
虑此计划。”

他续说，目前政府正

扩建位于Raja Ampat县
Waigeo岛瓦伊赛（Wai-
sai）市的Marinda机场。

Ma r i n d a机场以R a j a 
Ampat机场著称。按照计
划，今年政府将扩大跑
道长度至1525米，但建
设工程预计明年完成。

加长跑道长度将加强
Raja Ampat作为我国优
质海洋旅游目的地的连
通性。

“肯定的是，政府将
把完成Marinda机场扩建
工程放在优先地位，因
为既有的长度不足，以
及还有安全问题，”布
迪说。

除此之外，位于Ra j a 
Amp a t县南部的新建机
场项目不能在近期内落
实，因为政府要先考察
当地的旅游潜力。

“Misoo l机场建设工
程预计耗资1兆盾，而
政府的财务能力有限。
交通部将考察其旅游潜
力，才决定是否要近期
内落实建设工程，”部
长如斯说。(er)

【安塔拉社坤甸讯】西
加省能源与矿物资源局矿
山监察员亚历山大（Al-
exander Teguh Prayogo）
指出，根据开采许可证
（IUP）的数据，截至今年
8月份，西加省铝土矿总
产量达1160万8937公吨。

他上周在坤甸说：“西
加省的铝土矿产量远高于
去年的569万3640公吨，
增幅几乎100%，。”

亚历山大称，当地的铝土
矿供国内外市场和出口。“
在国内的总销量达82万4254
公吨，而出口市场692万0392

公吨，这意味着出口销售占
比更高，”他说。

截至今年9月9日，西加
省的开采许可证持有者共有
935份，已包括勘探许可证
和生产许可证持有者在内。

“根据IUP的数据，三
大铝土矿区是西加省8 5
处、接着是Ketapang 46
处，以及Sanggau 30处，
剩余的分布在其他一些县
份，”亚历山大说。

他指出，西加省的铝土
矿资源达9亿9402万6983
吨，而储备量达5亿8491
万6105吨。

“有铝土矿资源区是Me
mpawah、Singkawang、Beng
kayang、Sambas、Landak、S
anggau、Kubu Raya、Kayong 
U t a r a、Sekadau和Ke t a-
pang，”亚历山大说。

有关发行金属矿产出口
许可（SPE）推荐书的标
准操作程序和评估准则的
1051K号/30/MEM/2017
能源与矿物资源部长决定
书的相关问题，亚历山大
说西加省作为铝土矿产地
政府，不涉及矿物销售到
国外许可证的发行过程。

“地方政府也不拟定

出口许可证持有者把得到
检测机构认证的矿物售报
告，提交给地方政府，”
他如斯阐明。

亚历山大续说，目前利
益相关者之间就有关空间和
环境方面存在不一致看法。

“铝土矿售价的其中
3.75%列为非税务的国家
收入，对西加省的纯收入
没有显著贡献。自20 0 0
年，非税务国家收入的税
额没有变化。更何况，从
矿山的运输方式非常取决
于河水的潮起潮落，”他
如斯说。(er)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
Bungasari Flour Mills In-
donesia公司已把提高生产
能力逾30%，从日产能力
只有1500公吨，升至2000
公吨。

Bungasari Flour Mills 
Indonesia公司总经理布迪
盐多(Budianto Wijaya)在
雅加达对记者表示：“产
能提高是我们扩建万丹省
芝勒贡地区的工厂。”

他解释说，从20 1 4年
8月份开始运营的工厂，
总面积11公顷，Bungasari 
Flour Mills Indonesia公司
表示乐观，未来能把产能
提高到3000公吨。

“我们表示乐观，因为
目前我们的工厂采用先进
的小麦加工系统，并拥有
我国最现代化的设备，”
他阐述。

他 亦 披 露 ， 现 在 小
麦的年产能力增至5 0万
吨，而面粉年产能力增至
66万吨。

“自从20 1 2年首次成
立以来，我们的承诺一直
保持不变，其中之一是继
续提高工厂产能，来满足
市场需求不断提高，”他
续说。

布 迪 盐 多 阐 明 ， 扩
建 工 厂 耗 资 4 3 0 0 万 美
元，Bungasari公司实现了

成为我国有名小麦生产国
的使命。扩建工厂亦包括
增加面粉的储存能力。

此前，该位于克拉卡
陶工业区的工厂的面粉
储存能力达到7万9000公
吨，后来再提高成为1 4
万公吨。

“这使我们能具有竞争
力和更灵活性采购面粉，
及能够储存更多面粉，从
而会提高生产效率，”他
补充说。

另一方面，Bun g a s a r i
公司还通过安装最新的
辊磨机型号，且增加面
粉加工工程。所使用的
机器具有很高精度的最

新的设计概念，以致能
生产最优质的面粉，并
还配备了容易使用的清
洁和消毒过程。

“我们亦采用了具有
高精度和高质量聚四氟乙
烯涂层的最新过滤箱，使
Bungasari 公司生产的产
品变得更加卫生，污染程
度更低，来满足将来不断
提高的食品安全标准，”
他称。

Bun g a s a r i公司亦实施
的直接装载系统应用程
序，可用于加快运输速
度，减少运送产品时的
昆虫污染，以及提高资
源效率。(vn)

【安塔拉社棉兰讯】
国电公司苏岛北部发电
站总经理班邦（Bambang 
I swa n t o）称，今年苏北
省发电站的总发电量增加
900兆瓦，所以能满足工
业企业和旅游企业投资者
的需求。

班邦上周末在Da i r i县
Lau Renun水力发电站举行
的媒体聚会上说：“公司

保证，苏北省发电站的额
外总发电量，将支持国内
外投资者的生产过程，不
会发生停电。”

他称，苏北省新建的发
电站即Pangkalan Susu蒸
汽发电站第三和第四发电
机组，装机容量2x200兆
瓦，以及Arun燃气发电站
第2发电机组，发电量达
250兆瓦。

“Arun燃气发电站的发
电机组将分阶段投产发电。
装机容量50兆瓦的其中一台
发电机组将于年底投产，剩
余的总装机容量200兆瓦的
发电机组将于2020年投产发
电，”班邦说。

他续说，Lau Renun水
力发电站符合政府的规
定，保护苏北省多巴湖的
环境。

Lau Renun水力发电站由
两台发电机组组成，装机
容量各41兆瓦。使用的水
资源来自Dairi山的水源，
实际上增加了多巴湖的储
水量。

“ 到 目 前 为 止 ， L a u 
Re n u n水力发电站继续保
护多巴湖，作为国家旅游
目的地的环境，”班邦如
斯说。(er)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
贸易部、工业部以及财政
部，与参与印尼纺织业协
会（AP I）的成员企业协
同合作，保护纺织业和成
衣免受到进口货充斥国内
市场打击。

贸易部对外贸易总局局
长英德拉沙里（Indrasa r i 
Wisnu Wardhana）在雅加
达对记者表示：“有关进
口纺织品充斥国内市场，
我们已成立特别工作组，
来监督所有港口的货物进
口流程，此外对所有企业
进行审计。”

他解释说，上述工作
队是由财政部海关总署、
财政部、工业部医药化工
和纺织业总局、贸易部外
贸总局、印尼纺织业协会
（AP I）成员，及推举贸
易部消费者保护和有序贸
易总局为主席。

此外，政府亦已对进口
纺织业的一般进口商识别
号码（API-U）和生产者
进口商识别号码（API-P）
的21个持有者进行监督。

关于进口产品是通过保
税物流中心输入的问题，
他阐明，贸易部没有发给
中小型工业为进口纺织业
使用的API-U。

“我们已在8个月期间
没有向A P I - U持有者发
布进口许可证。那意味
着，API-U持有者不可能
非法进口产品，”他称。

但是发现了有一个持有
API-P的进口商显然把进
口的原料转让给别人，其
实，纺织业用的进口原料
不可销售和转让给别人。

“甚至，地址不适合，
并没有工厂。为此，我们
将撤销生产商的进口识别号
码，并我们将继续到其他方
面进行调查，”他称。

除了成立特别工作组之
外，贸易部亦将修订第64
号有关纺织品进口规定的
贸易部长条例。

在上述贸易部长条例
有两个附件，A附件和B附
件。在A附件规定，进口
商必须附上纺织品的进口
许可证，而在B附件，进口
商不必附上进口许可证，
仅需要测量员的报告。

“根据贸易部和印尼纺
织业协会的建议，我们将
把B附件，从此前不必附上
进口许可证，修改成为必
须附上进口许可证，以致
进口商无进口许可证无法
进口纺织品。这是主要变
化，”他进一步称。(vn)

【安达拉社班贾尔巴
鲁讯】南加省省长Sahbirin 
Noor表示，现在马辰班贾尔
巴鲁兴建Syamsuddin Noor国
际机场的进度已达到86%，
并准备在今年11月中旬举行
非正式启用仪式。

他在班贾尔巴鲁对记者
表示，他对开发新机场感
到非常自豪。

“看到该新机场的建设
成果，我感到非常自豪。
因为其建筑异常美丽。从
上方看，它的形状像一颗
宝石，象征了南加省的财
富，”他这么说。

今年11月中旬举行非正
式启用仪式后，南加省省
长希望，在今年底，或正
与2019年12月份的印尼社会
团结日（HKSN）同时间，
佐科威总统可以为该Syam-
suddin Noor国际机场主持正
式投运，因为南加省居民已
数十年等待该建筑。

“希望届时佐科威总统
会出席该活动，”他如斯
说。有了Syamsudin Noor国
际机场，希望能推动在南
加省各领域的经济增长。

随着Syamsuddin Noor
机场的状态变成为国际

机场，希望该机场将来具
有齐备提供国际航线的服
务，因为至今未有能力服
务国际航线。

还有一些条件必须完
成，其中是指定海关区
域，而其他条件还正在办
理的阶段中。

南加省通过Syamsuddin 
Noor机场与国际社会联系
起来后，我们确保，南加
省经济将会增长，而旅游
和投资领域将迅速发展。

现在政府正设法与一些
目的国，如马来西亚、新
加坡，以及沙特阿拉伯开
展航空业合作。

根据国营机场运营商
Angkasa Pura公司的航行记
录，最大市场是副朝团，
因为每周有两个航次，而
每次飞行约有350名乘客。

机 场 项 目 经 理 达 当
（Dadang Dian Hendiana）
陪同一群地区领导人时确
保，现在Syamsuddin Noor
国际机场的建设进度已达
到86%，而今年11月中旬
可以投运。

“我表示乐观，今年11月
中旬，上述新国际机场可以
投运，”他进一步称。(vn)

交通部长：亚胡基摩县Dekai机场

将打造成巴布亚中部地区枢纽机场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交通部长布迪

（Budi Karya Sumadi）有意将巴布亚省

亚胡基摩（Yahukimo）县德凯（Dekai）

城镇的Nop Deliat机场，打造成往返巴布

亚省中部地区的枢纽机场。

截至今年8月份 西加铝土矿总产量1160万公吨

Bungasari公司扩建工厂 提高产能逾30%成为2000公吨

苏北省发电量增加900兆瓦

能满足工业和旅游业投资者需求

政府与工业协同合作

保护纺织业受进口货冲击

Syamsuddin Noor国际机场

今年11月中旬准备启用

政府设法阻止进口纺织品充斥市场

政府已经施行并将继续制
裁违反进口，税收和海关
法规，以冻结的形式或
吊销进口商许可证。图
为10月14日，财政部长Sri 
Mulyani（中）在雅加达提
供了有关政府为阻止纺
织品和成衣进口（TPT）
的措施的声明后，走出会
议室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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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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1	 DUTI	 6850	 5500	 1350	 -19.71%	 4700	 26080
	 2	 MREI	 4700	 4400	 300	 -6.38%	 61100	 252816
	 3	 FIRE	 2650	 2490	 160	 -6.04%	 46686000	 116887833
	 4	 KINO	 4030	 3900	 130	 -3.23%	 797900	 3166684
	 5	 TCPI	 6825	 6700	 125	 -1.83%	 34541200	 217493650
	 6	 SGRO	 2190	 2070	 120	 -5.48%	 60900	 125865
	 7	 BYAN	 16600	 16500	 100	 -0.60%	 500	 8262
	 8	 ITMA	 820	 725	 95	 -11.59%	 124800	 91230
	 9	 PICO	 3930	 3840	 90	 -2.29%	 2175200	 8512020
	10	 SFAN	 1170	 1085	 85	 -7.26%	 244300	 274959

	 1	 GGRM	 52950	 53875	 925	 1.75%	 2918200	 156580397
	 2	 INTP	 18225	 18950	 725	 3.98%	 1365500	 25602320
	 3	 BBCA	 30625	 31000	 375	 1.22%	 7502900	 231502185
	 4	 ISAT	 2680	 3040	 360	 13.43%	 22480000	 65655997
	 5	 UNVR	 44175	 44500	 325	 0.74%	 1036800	 45959047
	 6	 UNTR	 20325	 20625	 300	 1.48%	 2898600	 59756572
	 7	 SMGR	 11825	 12100	 275	 2.33%	 2783100	 33512107
	 8	 CPIN	 5275	 5500	 225	 4.27%	 9773400	 53213432
	 9	 TKIM	 9700	 9925	 225	 2.32%	 521500	 5125792
	10	 ITMG	 12925	 13150	 225	 1.74%	 783700	 10227480

因股市受到美中贸易乐观发展提振
现货金小跌

因美国和中国高级别贸易磋商已
取得进展的消息提振风险胃纳，在此
同时美元小幅走高也打压金价，现货
金周一小跌，跌势延续至第三个交易
日。

0544GMT，现货金下跌0.2%报每盎
司1,486.91美元，上周下跌1%。美国
期金小涨0.2%报1,491.20美元。

现货银涨0.1%报每盎司17.58美
元，现货铂金近持平于889.90美元。
现货钯金跌0.1%报每盎司1,697.55美
元，周五触及纪录高位1,705.84美元。

因贸易协议缺乏细节降低了乐观情绪
油价小跌

因中美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细节甚少，降低了外界对于两国关系
回暖的热情，油价周一下跌。上周末
这股乐观情绪提振油价上涨2%。

0730 GMT，布兰特原油期货下跌
0.69美元至每桶59.82美元，美国原
油期货下跌0.61美元至54.09美元。

0730 GMT，布兰特原油期货下跌
0.69美元至每桶59.82美元，美国原
油期货下跌0.61美元至54.09美元。

中国股市收升
因投资者受到中美贸易谈判进展

迹象的鼓舞，中国指标股指周一涨逾
1%，科技与金融股领涨。但对于中
美之间能否达成持久性协议的担忧限
制了涨幅。

沪深30 0指数收盘升1. 1%，至
3 , 9 5 3 . 2 4点。沪综指涨1 . 2%至
3,007.88点。 

铜价因中美贸易谈判有进展而上涨
但审慎情绪限制涨幅

因美中贸易谈判出现进展迹象，
且南美有部分地区供应中断；不过
铜价涨势受到中国进出口数据令人失
望、以及市场对美中达成最终贸易协
定前景抱持审慎态度的限制，铜价周
一上涨。

上海期交所主力期铜合约收涨0.1%
至每吨46,970元人民币(6,650.71)，
亚洲交易时段一度上涨0.6%。

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指标期铜 
0713 GMT时变动不大，回吐稍早
0.5%的涨幅。

9。品牌化所需的“5种能力”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了许

多关于品牌化的常识，最后在这里整
理出5种提高品牌力的必须能力。

房 地 产 业 观 察 家
Panangian Sima�
nungk a l i t日前对媒体
称：“土地垄断集团
导致高成本经济。”

他说，发展商在某
一地区为兴建某房地
产而征购地皮之前，
投机者行为让地皮价

格飙升，使发展商难
以找到价格负担得起
的地皮给低收入民众
建造补助房屋，因此
发展商被迫要求政府
提高低收入民众房屋
的最高价。

如今有地皮的补助
房屋每间设定为1 . 4

亿 盾 至 2 . 1 2 亿 盾 。
而设定的价格取决于
政府已规定的地区。
他说：“由于土地投
机者和垄断集团的行
为，到头来损失最大
的还是政府。”

Waskita Karya 国
营房地产公司总经理
Tukijo称，土地垄断集
团操纵地价的结果，
发展商必须以中高的
价格售卖其房地产。

他表示：“土地垄
断集团问题没有立即
解决的话，低收入民
众将越来越买不起房

屋。”
土地和空间规划部

长兼国家土地局长苏
菲扬（Sofyan A Djalil 
)在上周称，政府在解
决土地纠纷和冲突案
件，尤其是肃清土地
垄断集团方面是认真
的。因垄断集团影响
投资。

他举例说，来自韩
国的乐天化学（Lot te 
Chem ic a l）有限公司
价值40亿美元或相当
于56兆盾（1美元兑1
万4000盾）的投资受
阻。他们本打算在万

丹省兴建石化工厂，
却因土地问题告吹。

雅京首都专区印尼
房地产地方代表理事
会秘书长Ar�in � �s�Ar�in � �s�
k a n d a r称，在现场，
发展商面临的问题包
括其他当事人仍然可
以认领的土地证，以
及容易被冻结的土地
证。此外经常发生双
重土地证的事。

他说：“其操作方
式是伸张所有权，即
使仅仅支付了一点预
付款就想控制所有的
地皮。”（xf）

土地垄断集团操纵地价导致高成本经济

阻碍外国投资和低收入民众买房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土地投

机者的所作所为给开发商建房带来

不便。地皮价格的高涨最终导致房

地产售价水涨船高，阻碍低收入民

众购房。

【本报讯】周一
（14/10）综合指数
在闭市时上升。早盘
结束时，综指上升
17.10点或0.28%至
6122.90点。但在下
午收盘时，却上升
21.077点或0.35%
，报收于6126.877
点。LQ�45指数上升
6.405点或0.68%，
报954.475点。

亚 洲 股 市 多 数
上升，日本指数休
市；香港指数上升
213.41点或0.81%
，报26521.85；上海
指数上升34.23点或
1.15%，报3007.88
；海峡时报指数上升
10.48点或0.34%，
报3124.45。

我国整天的交易
总共发生57万32 1 2
次，有157亿4556万
608份股票易手，总
值8兆2537亿6260万
2840盾。涨价的股有
193种，落价的股有
207种，258股持平。

外资净售38 3 9亿
5000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GGRM(盐仓香烟公
司股)涨价925盾，现
价5万3875盾；�NTP(
印 多 水 泥 公 司 股 )
涨价7 2 5盾，现价1
万8950盾；BBCA（
中亚银行股）涨价
375盾，现价3万1000
盾；�SAT（�ndosat股）
涨价360盾，现价3040
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D�T�（Duta Per�D�T�（Duta Per�（Duta Per�Duta Per�
t i w i股）落价1 3 5 0
盾 ， 现 价 5 5 0 0
盾；MRE�（Maskapai
再保险公司股）落
价300盾，现价4400
盾；��RE（Alfa能源公
司股）落价160盾，
现价2490盾；K�NO（
印尼Kino股）落价130
盾，现价3900盾。

盾币贬值2盾
周 一 ， 雅 京 银

行际货币兑换交易
（Jakarta �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 /
J�SDOR）收市，1美
元以14140盾中间价
结束，比先前价以
14138盾中间价，盾
币贬值2盾。（asp）

综合指数上升21至6126.877点
1美元兑14140盾

泛印Dai-ichi寿险公司支付“Panin Premier Multilinked”产品利益的保险索赔，达15亿
盾。图为周一（14/10），泛印Dai-ichi寿险公司董事总经理 Andrew Bain（左一）
、经理 Akiharu Yamatani（右二）与首席代表官 Darwin Gunawan(右一)在雅加达向一
位客户的继承人或家庭之一提交该保险索赔。（本报Hermawan摄/译asp） 

泛印Dai-ichi寿险公司支付保险索赔

【 印 尼 文 版 商 报
雅加达讯】今年第四
季 度 ， 印 尼 庶 民 银
行（PT Bank Rakyat 
�ndonesia（Persero）Tbk.
，股代号BBR�）将准备
1000亿盾发放低碳排放
汽车（LCEV）贷款。

印尼庶民银行消费
者经理Handayan i，低
碳排放汽车融资上限是
为201 9年第四季度准
备的，因为该公司收到
的信息表明，2019年底
许多独家品牌持有公司
（ATPM）准备推销一
些电动汽车。该上限与
该银行自年初以来设定
的价值没有不同。

上周五（1 1 / 1 0）
，Handayan i在雅加达
该银行总部说：“我
从印尼汽车工业协会

（G a i k i n d o）得到信
息，希望2019年第四季
度，会有许多合作伙伴
经销商推出价格实惠的
一些电动汽车类型”。

未来，购买LCEV的
融资将与传统汽车贷款
（KKB）不同的利率提
供。

该差异符合有关可
持续金融行动计划的
2017年第51号金融服务
管理局条例（POJK），
和有关具有环境洞察力
的债务证券的发行和要
求的2017年第60号金融
服务管理局条例。

Handayani说，LCEV
贷款利率可能不会达到
两位数或低于10％。环
保汽车的融资期限也可
以更长久地给予客户。

“对于支持环境的

融资，当然会有特殊的
利率。但愿个位数，目
前我们仍在等待该协会
的定价，因为此前价格
相对较贵，以致其融资
期限可能更长。根据金
融服务管理局的数据，
今年上半年，银行业发
放的机动车贷款，比去
年同期有所下降。

截至2019年6月份，
银行业发放的机动车贷
款达142兆1200亿盾，
同比增长5.14％。2018
年上半年，该贷款同比
增长10.12％。

2019年上半年该银行
发放的机动车贷款达4兆
1000亿盾，同比增长35
％。与此同时，该银行
发放的消费者贷款总额
达135兆1000亿盾，同比
增长8.65％。（asp）

印尼庶民银行将发放低碳排放汽车贷款

印尼国家银行（PT Bank Negara Indonesia Tbk.，
股代号BBNI）与雅京省政府合作实施垃圾节省
运动。该合作是该银行Go Green计划的部分，
并且是该银行对环境的责任实现。15万学生
和5000居民以及清洁工透过200个垃圾银行参
与该计划，而该出售所得的资金总额超过30
亿盾。图为周一（14/10），雅京省长 Anies 
Baswedan（中）与印尼国家银行消费者业务经
理 Anggoro Eko Cahyo(右)，由金融服务管理局
（OJK）委员会会员 Tirta Segara（左）见证，在
雅加达签署该合作谅解备忘录后合照。

BNI与雅京省政府合作实施垃圾节省运动

		全球股市

黄金行情
10月14日 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3.605.000	盾卖出	 3.52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7.150.000	盾卖出	 7.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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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64

中国快汇 (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Oktober	14,	2019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043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7.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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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美元	 USD	 13965.50	 14285.50	 14055.37	 14196.63

新币	 SGD	 10236.31	 10356.31	 10259.39	 10366.29

港币	 HKD	 1780.85	 1820.85	 1791.79	 1809.96

日元	 JPY	 128.62	 132.22	 129.77	 131.11

欧元	 EUR	 15447.60	 15707.60	 15498.86	 15656.04

澳元	 AUD	 9466.98	 9706.98	 9529.54	 9628.15

英镑	 GBP	 17659.43	 17959.43	 17698.52	 17882.08

人民币	 CNY											 -	 -	 1988.25	 2009.37

	 6126.88	 0.34

		 954.48		 0.67

		 676.88		 0.61

	 1348.28		 -0.17

		 1611.86		 -0.46

		 863.72		 1.81

		 1148.02		 -0.59

		 2164.15		 0.66

		 500.31		 -0.28

		 1209.99		 -0.74

		 1233.98		 0.58

		 798.98		 0.27

		 1429.36		 0.81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亚股

日经指数	 21,798.87	 涨	246.87

韩国综合	 2,067.40	 涨	 22.79

香港恒生	 26,521.85	 涨	213.41

上海综合	 3,007.88	 涨	 34.23

欧股

英国FTSE	 7,201.96	 跌	 45.12

德国DAX	 12,408.41	 跌	103.24

法国CAC	 5,612.34	 跌	 53.13

荷兰AEX	 572.48	 跌	 4.93

http://tw.stock.yahoo.com			14/10/2019			18.43

美股

道琼工业	 26,816.59	 涨	319.92

那斯达克	 8,057.04	 涨	106.26

S&P500	 2,970.27	 涨	 32.14

htt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	Dow	Jones		4:00	PM		2019/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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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的情况是2014
年禁止出口前，在2009
年大家都知道的，那是
因为颁发2009年第4号法
令关于煤炭和矿物。该
法令授权提高煤炭和矿
物的附加价值。提供企
业家在5年内兴建矿物冶
炼和加工设施。

自 该 煤 炭 和 矿 物 法
令 生 效 ， 镍 砂 出 口 飙
升。2010年实际出口量
达到1750万吨，该数目
比2009年的1040万吨更

高，接下来在2011年，
出口剧升至 4 0 7 0 万吨
或同比提高1 3 2%，在
2012年，出口量再提高
成为4840万吨，至2013
年出口量飙升，或在出
口 禁 令 生 效 的 最 后 时
刻，2013年的出口量达
到6480万吨。

2017年，镍砂再次开
放出口，但出口许可有
限制，只供已兴建冶炼
厂的矿业公司。兴建冶
炼厂也在每6个月作一次

评估，如果冶炼厂进度
未达致指标的90%，则将
受到制裁。即取消出口许
可证，那当然与2009年至
2013年期间发出的出口许
可证不同，导致当时数量
持续膨胀。

除此之外，临近2019
年底，矿业公司已知晓
2020年初即将发出出口
禁令，正确日期是2019
年 8月，政府公布该条
例 。 这 突 如 其 来 的 决
定，已使矿业公司难以
在短期间提高产量，因
此，落实镍砂出口不会
如2013年一样暴涨。

能 源 与 矿 物 资 源 部
（ESDM）矿物业辅导单
位经理尤努斯.塞弗尔哈
克（Yunus Saefulhak）定
下指标，今年低含率镍

砂产量为186万2520吨，
与此同时，至10月11日
的实际出口量达到112.8
万吨。“因此，出口不
会超越生产计划。”

尤 努 斯 强 调 说 ， 企
业商不能超过其出口配
额。政府将根据企业商
制定的工作计划和费用
预算（RKAB）对镍砂销
售量进行监督。“如果
他们销售量要超过RKAB
须提出许可要求，但至
今还未有申请书。”

他 声 称 ， 这 一 向 以
来，低含率的镍砂只供
出口而已。但现在的科
技发展，能把低含率的
镍砂加工成为电动车辆
电池组件，禁止出口将
支持国内电动车辆工业
发展。(sl)

【本报讯】健身网络
Celebrity Fitness举行舞蹈
营(Dance Camp)，邀请3
位国际舞蹈明星来示范，
为激发我国舞蹈爱好者社
区热情和新的体验。

Celebrity Fitness Indo�
nesia营销经理Feni Soemi�营销经理Feni Soemi�Feni Soemi�
tra称，他们非常高兴能兑
现承诺成为我国舞蹈健身
先锋，以推介该活动。

“舞蹈营提供机会直
接从世界一流的舞蹈专
家学习舞蹈技巧。”她
这么说。

她说，舞蹈营从C e �C e �
lebrity Fitness Dance 
‘N’Attitude(DNA)提供
三个招牌舞蹈计划的主
题，其中有预演和舞蹈活
动，由三位舞蹈明星示范
指导。

这三位国际舞蹈明星
是Duki、Nicole Kirkland

和Brian Puspos。Duki是
2009年���达�(�un�年���达�(�un�(�un�
gary's Got Talent)的决
赛入围者。

Nicole Kirkland是加�
福尼亚州舞蹈明星，她已

与世界一流音乐家进行合
作，如Prince、�i� Khal�Prince、�i� Khal�、�i� Khal��i� Khal�
ifa，和Sean Kingston。而
Brian Puspos，是SoReal Cru
成员，他是America's Best 
Dance Crew比赛的亚军。

Celebrity Fitness In�
dones i a健身主任Tr i e sca 
Arisandy说明，创造自己
舞蹈风格需要自信、耐力
强，和注意力强，才能获
得最大的经验。(lcm)

【投资者日报】印尼
国营渔业公司（ P e r u m 
P e r i n d o）持续扩展海产
品出口市场，其中是在今
年10月初将从Natuna出口
章鱼到日本，此前从东爪
Lamong a n县B r o n d o n g镇
首次出口石斑鱼(Kerapu)
到越南。

Perindo运营经理Farida 
Mo k o d omp i t称，除了出
口章鱼，他们也将出口金
枪鱼(T u n a )。“计划金
枪鱼从雅加达出口。”她
这么说。

扩大出口是随着海洋
与渔业部(KKP)为提高鱼
类出口，以提高国家收
入。“我们作为国营企业
(BUMN)也负责采购从本
地渔民和伙伴获得的渔业
产品。”她如斯说。

目前，成为聚焦是为
提高更大的出口潜力。
从B r o n d o n g镇区首次出
口，Per indo出口8吨石斑
鱼价值6万5142美元，并
分阶段地履行。“下一步
出口大约1 6吨一样的原
料以货柜40英尺。”她这

么说。该出口活动从Per�Per�
indo在Brondong分办公室
进行，并通过泗水Tanjung 
Perak港口运输。预计于今
年10月10日到达越南胡志
明。

她说明，鱼类出口活动
是Perindo承诺为持续提高
出口市场，也从BUMN对
我国渔民的支持，以销售
我国渔产品到各个国家。
鱼类出口活动也是渔业
BUMN的贡献作为从渔业
部门的外汇贡献者，符合
政府计划。

她 也 确 实 出 口 鱼 类
已获危害分析重要管制
点(�a�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s，简
称：�ACCP)的证书，这就
是说，出口的鱼类已符合
有效的食品安全标准。

P e r i n d o 是已 2 9年了
运营渔业国营企业以聚
焦于三个业务线，其中
码头、养鱼和贸易。去
年，Perindo收入增加了至
1兆盾，并大部分来自于
我国各地区从渔民购买的
鱼类的交易额。(lcm)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
讯】在生活中处处都能看
到塑料踪迹，不论是家庭
用具、儿童玩具、食品和
饮料包装、电子零件、机
动车零部件，直至飞机零
部件，但是，塑料垃圾管
理仍成问题。

国家标准局（BSN）标
准发展单位副主任纳斯
鲁汀.伊拉宛（Nas r u d i n 
I rawan）称，“为此，政
府筹备能有�环保的塑料
印尼国家标准（SNI）。”

他声称，国家标准局
在塑料的印尼国家标准有
关发展扮演积极的角色，
其中是通过聚乙烯（po�
l i e t i l ena）塑料的印尼国
家标准编号为19�4377�
1 9 9 6、供食品和饮料包
装聚苯乙烯泡沫（poily�
styrene foam）印尼国家
标准编号为73 2 3� 2 0 0 8
、供餐具用的三聚氰胺
（melamin）印尼国家标
准编号为7322�2008和回
收（daur ulang）的聚对
苯二甲酸树脂（resin po�
lietilena tereftalat）的印
尼国家标准编号为8424�
2017。

他补充说，概括塑料和

供食品包装塑料的印尼
国家标准，是由塑料和
塑料产品8 3 � 0 2技术委
员会和工业部工业标准
化中心实施。“民众对
环保的意识越来越高，
对制订有�环保的塑料
和塑料产品印尼国家标
准之挑战越高，以及能
达致5 R准则和循环经济
（circular economy）。”

伊拉宛解释说，在贯
彻国家标准局使命，即为
提高民族生活质量和竞争
力，实现优秀的国家品质
基础设施，仍需持续发展
和保护食品包装和塑料的
印尼国家标准。

与此同时，工业部下游
橡胶和塑料工业副局主任
里斯基.阿帝迪亚.威查亚
（Ri�ky Aditya �ijaya）
阐明，贯彻4.0工业能使
企业延展资产和资源使用
流动量，提高生产效率，
创造物质和能源恢复，俾
能进一步使用，以及降低
排放物和使用正在处理的
资源。

他声称，工业部已通
过对使用回收塑料的包装
工业，制订良好的生产规
范提高有关者的�益。“

除此之外，加快Ci t a r um
河水流域（DAS）受损坏
和污染控制行动/方案的
说明、扮演角色和技术辅
导，以及海上塑料垃圾管
理全国行动计划（RAN）/

纲领扮演角色。”
此前，工业部创新，

把塑料垃圾加工成为燃
油，希望该创新能协助
政府设法克服塑料垃圾
问题。(sl)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
讯】截至2019年第3季
结束，平板玻璃销售达
到56万平方米，或者是
比去年同期增长3%至
4%，但增长率仍在该
工业指定5%增长指标
之下。

安全和平板玻璃工
业 协 会 （ A K L P ） 主
席 尤 斯 迪 努 斯 . 古 纳
宛（Yust inus Guna�
wan）对记者称，“如
果制造工业增长低于
经济增长，那是很危险
的，那是对政府的一种
警告。”

他续称，因制造工业
对实业界拥有很大的连
环影响，因此，一旦增
长率相对的小，该剧是
也将对民众造成直接的
影响。

尤斯迪努斯希望，至
今年底，平板玻璃销售
仍能增长5%，虽然相当
困难，不论是在国内市
场或者是出口市场，因
工业的竞争力弱。

他声称，平板玻璃
产品竞争力低，是因
燃气价格昂贵造成生
产成本很高的缘故，
燃气约占生产成本的
3 0%，该情形已持续
4年。“如今，国营燃
气公司（PGN）计划，
再次调高工业用燃气
价格，将打击国内工
业和推动进口商加紧
从国外进口。”

实际上，国内玻璃
工业已实施各种提高效
率措施和产品多样化，

积极推动竞争力。“甚
至，我们也提高产量，
俾使产品更有经济价
值，但以目前的情形，
我们反而更颓丧。”

尤斯迪努斯阐明，国
内制造工业�用政府尝
试推动全国经济增长契
机，提高销售，但是，
如果须以很高的费用
生产，国内市场将由价
格更低廉的进口产品充
斥。“如果我们为经济
增长，大规模投资基础
设施，却反由进口享有
是很可惜的，进口以持
续提高，最后的份额达
到国内玻璃市场的20%
至25%。”

为此，工业正设法
向政府提出安全保护政
策，以致，能遏止进口
平板玻璃产品进入我国
市场。“最大的进口来
自中国和马来西亚，马
来西亚进口量非常大，
因马来西亚燃气价格非
常低廉，使中国在马来
西亚扩展业务。”

尤斯迪努斯强调说，
根据全国合并的损失
率，将由印尼商业保护
委员会（KPPI）指定安
全保护进口税数目。“
我们正在收集资料和印
尼商业保护委员会正作
初步调查，我们希望，
印尼商业保护委员会能
帮助减少进口，俾使我
们能保持，我们也要求
更强的印尼国家标准
（SN I）义务监督，不
然的话，非法走私商品
仍将猖狂。”(sl)

【投资者日报谏义里
讯】虽然目前正值干旱
季节，农业部长安迪.安
蓝.苏莱曼（Andi Ar�
man Sulaiman）确保，国
粮署（Bu l o g）仓库储满
大米，举例座落于谏义里
（Kediri）的仓库，目前，
大米储藏量达到8万7981
吨和该储存量仍持续增
加，因适逢收成季节。

安蓝农长前往东爪谏
义里县工作访问称，“我
们感到欣慰，如今大米存
货丰足，甚至日前，我们
接到国粮署总经理和国粮
署采购经理的报告，谓国
粮署已在6个省区，即东
爪、中爪、西爪、楠榜、
南苏门答腊、南苏拉威西
和东努沙登加拉（NTT）
租赁仓库。”

安蓝强调说，国粮署仓
库里的大米存量丰足，显
示虽然在干旱季节，稻谷
产量仍稳定。“因储藏于
仓库的大米是过剩的。”

根据该过剩的大米储存
局势，安蓝确定，政府不
会进口大米，如果有大米
价格上涨情形，则须质疑
有�操纵市场。

“目前，仍在采购，
那显示虽然适逢干旱季
节，生产仍良好和有过
剩，因此，别投机声称我
国大米缺乏等。目前，我
们希望表达，我们的大米

仍过剩。”
安 蓝 声 称 ， 干 旱 季

节产量仍提高，脱离不
开 佐 哥 威 � 尤 淑 夫 卡 拉
政府的突破性纲领。“
目前，我们每天种植、
每天经营和每天收成，
我们把传统农业转移成
为现代化农业，我们也
改 善 水 � 管 理 和 兴 建
水库，别使雨水流入大
海，这无益于我们的农
民。”

大米存量丰足情形，
显示我国已达到大米自给
自足局势，作为数据比
较，1984年代，我国大米
产量已达到2580万吨，全
国大米消费达2700万吨，
仍进口41万40 0 0吨，供
1.64亿名�口消费。

与此同时，2019年已达
到自给自足局势，全国�
口2.67亿�次，全国大米
消费达3240万吨，政府有
能力生产3490万吨和2019
年不会进口大米。

农业部粮食作物局谷
物 经 理 班 庞 . 苏 基 哈 多
（Bambang Sugiharto）
称，目前大米存量达到
5 4 9万吨，预测至2 0 1 9
年12月底，仍在500万吨
以上。“该549万吨来自
2019年初存货，加上预测
的2019年1月至11月的生
产过剩，与此同时，2018
年只有330万吨。”(sl)

预测至今年底

镍出口量达180万吨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预测至今年

底，镍（nike l）出口量可达186万2520

吨。虽然2020年初，政府决定禁止出口

低含率镍砂，但情况不同于2014年政府

曾一度禁止出口镍砂。在2013年底，镍

砂出口量达到6480万吨。

Celebrity Fitness邀请国际舞蹈明星

上周末，在雅加达，三位国际舞蹈明星，Duki、Nicole Kirkland和Brian Puspos出席记者会。(商
报/Muhammad Maan摄)

Perindo扩大出口章鱼到日本

政府准备颁发 环保塑料印尼国家标准

截至今年第3季

平板玻璃销售不达标

农长确保干旱季节

国粮署仓库储满大米

图为周一，中爪哇省北加浪岸县政区的一家碾米厂里
的工人在筛选稻壳。据该工人称，稻壳的售价每公斤
1000盾，为供应鸭饲料的添加混合物的需求。

稻壳作为鸭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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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寨拉审判长在宣读
判决书时称，伊娜没有触
犯刑事法典。

审 判 长 宣 读 判 决
书：“无法证明检察官所

作出的起诉被告人伊娜触
犯刑事法典中的第27条第
（4）款。”

伊娜被审判长宣判无
罪释放。审判长要求检察

官结束对被告人的追诉、
保障其权利不受侵害。

法官认为，无法证明
伊娜触犯信息和电子交易
法（UU ITE）。伊娜免于
被检察官6年半的起诉，
被无罪释放。

听完法官的判决后，
伊娜跪地喜极而泣。

今年5月 1 5日中午，
伊 娜 在 西 爪 省 勿 加 西
Grand Res idence Ci ty

居住小区被警察从家中
带走。

社交媒体上流传恐吓
砍掉佐科威总统头颅视
频。视频中，伊娜手里拿
着手机拍视频，这时一位
名字叫赫尔马宛·苏桑托
（Hermawan Susanto）的
男子出现在镜头里，男子
频恐吓砍掉总统的脑袋。
此男子现在是作为被告
人。（cx）

无法证实犯罪

散播砍掉总统脑袋视频女被告人被判无罪释放
【雅加达罗盘新闻网1 0月 1 4日讯】

周一（1 0月1 4日），散播恐吓砍掉佐
科威总统脑袋视频女被告人伊娜（I n a 
Yunia r t i），最终被雅加达中区地方法院
判处无罪释放。

女被告人被判处无罪释放

【雅加达Liputan6新闻
网10月14日讯】反恐特种
部队Densus 88在中苏拉威
西省波索市将一名恐怖分
子嫌疑人AWL（24岁）抓
获，另一人成功逃跑。

中苏拉威西省警察局发
言人迪迪科（Didi� Su�Didi� Su�
pranoto）说，警方在10月
13日展开抓捕行动。

本周一，迪迪科对记者
说：“此人向东印尼真主
回教游击队（MIT）提供
援助。”

据他说，反恐特种部队
对该两名恐怖分子嫌疑人
住所进行搜查，发现许多

用于制造炸弹的材料。
迪迪科阐释：“在AWL

家中发现10根铁管。在另
一个恐怖分子嫌疑人家中

发现制造炸弹的材料。”
警方目前正在追捕在

逃的恐怖分子嫌疑人。
（cx）

【牙威罗盘新闻网10月
14日讯】本周一，南苏门
答腊省巨港市被浓烟笼罩
着，500所幼儿园、初中
学校作出停课的决定。

巨港市教育局初中主任
赫尔曼·威查亚说，因为
空气质量处于危险或者不
健康状态，所以作出停课
的决定。

这500所学校停课至10
月16日。

本周一，赫尔曼在电话
里对记者说：“如果持续
恶化的话，那将延长停课
时间。”

在作出停课决定之前，
先与巨港市市长开会。

他说：“气象局和生态

环境局的数据显示，巨港
市空气质量已经处在不健
康状态。”

此前新闻报道说，由于
风向所致，导致巨港市被
浓烟笼罩。

巨港市气象局局长努
加·普特拉迪佐说，目前风
向从东东南区吹向南区。

若东东南和南区发生林
火，那么烟雾就直接飘向
巨港。（cx）

【泗水罗盘新闻网1 0
月14日讯】周一（10月14
日），医科大学生联合会
（ISMK I）大学生在泗水
市政府前举行示威抗议活
动。大学生们表示坚决反
对将于10月16日～17日
在Grand City购物商场举
办的2019年亚洲世界烟草
展。

示威群众手持的海报上
写着“香烟不是我的文化，
我对亚洲世界烟草展不感兴
趣”。他们也拉起上面写满
了签名的大横幅，反对亚洲
世界烟草展。

泗水市市长特丽·丽丝
马哈莉妮（Tri Risma�a�Tri Risma�a�
rini）没有出来和大学生见
面，他们对此感到失望。
泗水市民众保护与赈灾局
代表接见示威群众。

本周一，抗议活动领导
者阿赫马·���（A��·���（A�����（A��A��
mad Sau�i）在泗水市政
府说：“我们在网上看到

2019年亚洲世界烟草展将
在10月16～17号举行，
我们向泗水市市长表达不
满。”

阿赫马称，2019年亚洲
世界烟草展与泗水市政府
无烟政策背道而驰。

泗水市民众保护与赈灾
局局长埃迪（Eddy C�ris�Eddy C�ris�
t i janto）表示，泗水市政

府已向中央政府发信要求
延迟亚洲世界烟草展。

据埃迪称，在大学生举
行示威抗议活动之前就已
向中央政府发信要求延迟
该烟草展。

他说：“市政府已经向
贸易部发信要求延迟Grand 
Ci ty购物商场亚洲世界烟
草展。”（cx）

10月13日在西爪省茂物县Sindur山，Jakarta Menteng Sejati狮子会成员和有特殊需求的孩
子们及基金会管理员合影。307-B1印尼狮子会举办慈善活动，到访位于Curug村Permata
路的“KASIH ABBA”有特殊需求少儿慈善基金会，提供九中生活必需品、洗浴用品和
资金援助。（商报/HERMAWAN）

【雅加达Liputan6新闻
网10月1 3日讯】上周六
（10月12日），巴布亚省
查亚维查亚县瓦梅纳市一
名建筑工人被身份不明人
士用刀捅死。据悉，被害
人是在瓦梅纳市沃玛桥附
近被捅死的。

巴布亚省警察局局长
保卢斯（�au�us Water��au�us Water�
p a uw）称被捅死的建筑
工人名字叫德利·达杜·
巴朗，现年30岁，来自南
苏拉威西省塔纳�托拿加
县。据称他正在沃玛村天
主教堂搭建卫生间。

援引安塔拉通讯社10月
13日报道称，保卢斯在提
米卡市说：“有一位在沃
玛天主教堂搭建卫生间的
兄弟被他人杀害。沃玛村

位于2019年9月23日暴乱
发生的地方的对面。”

保卢斯说，沃玛村周围
是危险区。其实此地有不
少店屋、商业中心，如今
只留下满地废墟。

他说：“我已经去过
那里，捅死建筑工人的犯
罪嫌疑人可能是骚乱的暴
徒。”

保卢斯接着称，捅死建
筑工人的犯罪嫌疑人疑是
无业年轻人。

保卢斯说：“这些年轻
人不要工作，只想吃喝玩
乐、闹事、干坏事。”

保卢斯强调称，警方将
彻底调查这起案件。军警
方将加强巡逻、搜查刀枪
和在瓦梅纳市周围看守。

保卢斯说：“我们的任

务就是将犯罪嫌疑人抓捕。
我今天就出发前往瓦梅纳
市。极乐鸟第17军区（Ko�17军区（Ko�军区（Ko�Ko�
dam XVII/Cenderawasi�）司
令员今早已经抵达瓦梅纳
市。我也已经派巴布亚省警
察局刑事侦查组主任和侦查
员协助调查。”

事发当天，该建筑工人
与同事骑着摩托车下班。
到沃玛桥前时，他被一名
穿着红色衣服成年人和一
名青少年用刀捅伤腹部，
他从摩托车上掉下来，肚
子上插着刀。两名男子捅
人后逃离现场。

受着伤的建筑工人骑摩
托车到防暴警察亭报警，
警察将其送到瓦梅纳市总
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cx）

【雅加达罗盘新闻网
10月13日讯】10月9日，
大都会警署（�o�da Met��o�da Met�
ro Jaya）缉毒局在雅加
达北区�enjar ingan区Duta 
Harapan Inda�居住小区HH
超市停车场将一名运毒者
抓获。

大都会警署缉毒局局长
法纳尼（A�mad Fanani）
说，接到民众报警说该区

有毒品交易。
被捕时，男子带着一个

里面装有35粒重达366克
海洛因的黑色背包。

10月13日，法纳尼对
记者说：“犯罪嫌疑人是
在超市寄放处拿取毒品
的。”

法纳尼说，通常都会将
胶囊形状的海洛因放进人
的重要器官里。以这种走

私毒品的方式来躲避警方
视线。

这位犯罪嫌疑人告诉警
方说有一个叫其去拿取毒
品，警方正在追捕此人。

他将获得1000万盾作为
报酬。

法纳尼说：“这是犯罪
嫌疑人第二次拿取毒品。
我们还在深入调查中。”
（cx）

【�拉胡图罗盘新闻
网10月1 3日讯】马鲁古
省 塔 宁 巴 尔 （ T a n i m �T a n i m �
b a r ） 县 北 塔 宁 巴 尔
（Tanimbar Uta ra）区
Le � i n g u � a n村海滩上惊现
大量死亡的鱼类等海洋
生物，轰动整个村庄。

马鲁古省不断有余震
发生，又出现大量海洋
生物集体死亡事件，令
当地居民十分不安。居
民担心这不是不是天灾
征兆。

1 0 月 1 3 日 ， 一 名 北
塔宁巴尔区民赫尔曼坦
言，自从海滩上出现大
量死亡的鱼类等海洋生
物以后，区民就开始变
得坐立不安。因为许多
人 相 信 这 是 天 灾 的 征
兆。

塔 宁 巴 尔 群 岛 县 地
方 赈 灾 局 局 长 布 罗 诺
（Bruno Layan）证实海
滩上确有大量鱼类等海
洋生物集体死亡。

布 罗 诺 说 ： “ 至 今

只有这座村庄发生鱼类
等海洋生物集体死亡事
件。海洋表层、中层到
深层鱼类集体死亡，也
有海底鳗鱼。”

布罗诺呼吁当地居民
保持冷静。他坦言已经
通知马鲁古省赈灾局，
并希望印尼科学院能尽
快研究该现象。

他说：“我们呼吁居
民不要惊慌，呼吁自作
聪明的人不要散布恐吓
民众的消息。”（cx）

【展玉罗盘新闻网10
月1 3日讯】今年9月底
在西爪省展玉县苏卡纳
加拉区悬崖边一个塑料
袋里被发现的身份不明
男尸案，警察局刑事侦
查组将7个犯罪嫌疑人抓
获。

1 0 月 1 3 日 ， 布 迪
（Budi Setiayuda）警官
说，其中两人ANA（51
岁 ） 芝 马 墟 市 民 和
CK（42岁）西万隆县民

是主凶。
而另5个犯罪嫌疑人是

收买赃物的人，他们都是
西万隆县民。

警方从犯罪嫌疑人手
中起获汽车一辆、摩托车
两辆、竹棒凶器一根等涉
案物品。

布 迪 说 ： “ 犯 罪 嫌
疑人作案动机还在调查
中。”

这些犯罪嫌疑人的行
为触犯刑事法典中的第

33 8条，或被判15年监
禁。

此前新闻报道称，9月
26日，西爪省展玉县苏卡
纳加拉区苏卡眉卡尔村悬
崖边惊现一具尸体。这具
被装在塑料袋里的身份不
明尸体可能已有一周被抛
在悬崖边。

警方称，尸检结果显
示，尸体身上有暴力的
痕迹，是被他人杀害。
（cx）

起获制造炸弹材料

警方在波索市抓获恐怖分子嫌疑人

巨港市被烟雾笼罩

数百所学校宣布停课

南苏门答腊省一些地区林火产生的烟雾飘向巨港市。

医科大学生泗水市政府前举行示威

反对亚洲世界烟草展

周一（10月14日），医科大学生联合会大学生在泗水市政
府前举行示威，反对将于10月16日～17日在泗水市Grand 
City购物商场举行的2019年亚洲世界烟草展。

慈善活动

巴布亚省瓦梅纳市建筑工人被捅死

令当地居民十分不安

马鲁古海滩上惊现大片死亡鱼类等海洋生物

为1000万盾报酬

男子运毒被警方抓到

展玉县悬崖边塑料袋男尸案

7名嫌疑犯被警方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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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华会见塔吉克斯坦
第一副总理赛义德

14日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
华14日在中南海会见了塔吉克斯坦
第一副总理赛义德一行。胡春华表
示，中方愿同塔方共同努力，落实
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加强贸易
往来，推动中塔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赛义德表示，塔方
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不断加
强两国经贸和投资合作。

香港消防处称近600宗火警涉暴力示威
当中44宗涉汽油弹

14日讯，香港反修例风波的暴力
冲击持续升级，连月来每逢周末皆有
激进示威者向警署及港铁站投掷汽油
弹纵火。香港特区政府消防处14日表
示，在6月9日至10月7日期间，全港
有587宗与示威活动相关的火警，其
中347宗有可疑，当中44宗涉及利用
汽油弹或助燃剂、或其他危害物质。
近期的纵火事件亦有增加，最新数字
仍在统计。对于有指特区政府有意借
调各纪律部队人手担任“临时特别任
务警察”一职，协助警队执行非前线
工作，消防处强调，每个部门都有预
案、各司其职，只要能配合特区政府
依法有效施政，部门会因应不同局势
作不同安排。

李佳芬代夫出访东南亚　
为韩国瑜辅选造势

14日讯，国国民党台湾地区领导
人参选人韩国瑜行程满档，韩国瑜
竞选办公室14日公布，韩国瑜妻子
李佳芬将于10月23至27日代夫出访
菲律宾、越南，5天行程中还包括举
行韩国瑜造势大会。

外传韩国瑜10月15日宣布请假并
正式投入选举活动，截至目前竞选办
公室以及高雄市政府还未松口。不过
除了韩国瑜将展开全台竞选行程，韩
办同时公布李佳芬10月23到27日的
海外参访行程。李佳芬23日前往马尼
拉，探访华侨、出席菲律宾台商总会
欢迎宴会、专题演讲及韩国瑜造势大
会；25日转往越南，有拜会行程及参
加后援会造势活动等，预计27日中午
返台。随行人员包括学者、台北市议
员、党务人士等。

中国汽车工业产销降幅
继续小幅收窄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4日透露，1-9
月，中国汽车产销分别为1814.9万辆
和1837.1万辆，同比分别下降11.4%和
10.3%，产销降幅比1-8月继续小幅收
窄。2019年9月，中国汽车销售进入传
统旺季，汽车产销比上月均呈较快增
长，但同比仍呈下降，其中商用车产
销同比呈小幅增长，乘用车产销依然
下降，市场需求下滑态势没有明显改
变。9月汽车产销为220.9万辆和227.1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1.0%和16.0%，
同比分别下降6.2%和5.2%。

中汽协：2019年三季度
中国汽车产业景气指数仍较弱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简称：中汽
协）14日发布的2019年三季度中国汽
车产业景气指数ACI显示，目前中国
汽车产业景气度仍然较弱。按照汽车
产业景气评价指标体系，中汽协的研
究结果表明：2019年三季度，汽车产
业景气指数为9，较2019年二季度降低
3点，仍处于蓝灯区“过冷”区间。

中国启动“消费扶贫月”活动
2019年全国扶贫日系列论坛14日

在北京举行。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
会副会长王家华当日在消费扶贫论坛
上表示，“消费扶贫月”活动同步启
动。这一活动将陆续在北上广深四个
一线城市推开，在城市社区消费和贫
困地区农产品的开发上发力，动员社
会各界广泛参与。消费扶贫是社会各
界通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的产品与服务，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
贫的一种扶贫方式，是社会力量参与
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

中国A股延续涨势 
沪指五连涨突破3000点

中国A股14日延续涨势，四大股指
悉数上涨。其中，上证指数实现“五
连涨”，突破3000点关口。截至收盘，
上证指数报3007点，涨幅1.15%，成交
2212亿元（人民币，下同）；深证成
指报9786点，涨幅1.24%，成交3139亿
元；中小板指报6192点，涨1.45%；创
业板指报1679点，涨0.75%。

委员长会议建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密 码 法 草 案 、 民 法
典婚姻家庭编草案、
森林法修订草案、社
区矫正法草案；审议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
保护委员会关于提请
审议生物安全法草案
的议案，审议全国人
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关
于提请审议未成年人
保护法修订草案的议
案、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 法 修 订 草 案 的 议
案；审议国务院关于
提请审议档案法修订

草案的议案；审议委
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
议关于国家监察委员
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
定草案的议案。

委员长会议建议，
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
审议关于授权国务院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
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
规定的决定草案的议
案、关于授权澳门特
别行政区对横琴口岸澳
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
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
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
加快外贸转型升级推

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工
作情况的报告、关于
2018年度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
关于2018年度全国行
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加强刑事审判工作
情况的报告；审议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开
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情况的报告。

委员长会议建议的
议程还有：审议全国
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组关于检查高等教育
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审议全国人大监察和
司法委员会、财政经
济委员会、外事委员
会、社会建设委员会
分别提出的关于十三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
表 提 出 的 议 案 审 议
结果的报告；审议栗

战书委员长访问阿塞
拜疆、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并在哈出席第
四届欧亚国家议长会
议 、 在 俄 出 席 中 俄
议会合作委员会第五
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
告；审议全国人大常
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审
议有关任免案等。

委员长会议上，全
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杨振武就常委会第十
四次会议议程草案和
日程安排作了汇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
副秘书长，全国人大
有关专门委员会、常
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
负责人就常委会第十
四次会议有关议题作
了汇报。

【中新社14日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
布：应巴西总统府机构
安全办公室主任埃莱诺
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
员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将
赴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出
席于10月17日至18日举
行的第九次金砖国家安
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

在谈及中方对此次
会议期待时，耿爽指
出，金砖机制是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
强团结合作、维护共同
利益的重要平台。近年
来，在五国领导人战略
引领下，金砖国家秉持
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

金砖精神，推动各领域
务实合作不断深入，深
化了团结互信，增进了
五国人民福祉，在构筑
新型大国关系方面作出
了表率。

耿爽说，金砖国家
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
是五国加强政治安全合

作的战略性平台，第九
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
级代表会议是11月金砖
国家领导人巴西利亚会
晤前的一场重要活动。
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
际形势，五国将就国际
安全形势、重大国际和
地区热点问题以及加强
反恐、网络安全等领域
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
见，致力于携手应对各
种突出挑战，共同维护
五国安全和发展利益，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他强调，中方相信
此次会议将取得积极成
果，进一步深化金砖国
家战略互信，为11月巴
西利亚领导人会晤做好
政治准备。

【 香 港 中 1 4 日
讯】香港特区立法会
14日举行2019—2020
年度会期财务委员会
主席选举，立法会议
员陈健波以36票连任
财务委员会主席。陈
健波表示，预视到日
后的工作会很困难，
但会勇于承担，并呼
吁议员与特区政府沟
通，希望立法会能有
规矩做事，令香港重
回正轨。

香港特区立法会将
于10月16日复会，在11
日举行的财务委员会
和内务委员会主席选举
时，未能顺利选出正、
副主席。财务委员会14
日加开会议，主席候选

人有23人，包括竞逐连
任的陈健波。 

选举会议中，有
反对派议员提出规程
问题，会议召开近3
个小时未能进入选举
程序。随后，多名反
对派议员在会议室内
抗议，会议转至另一
间会议室进行投票程
序，有反对派议员包
围主席台、手持扩音
器表达不满或举牌抗
议，最终在混乱中完
成投票。在选举派发
的57张选票中，陈健
波以36票高票当选，
连任立法会财务委员
会主席。

就当日选举会议
情况，立法会议员葛
佩帆接受香港中通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部
分议员在选举会议上
捣乱、叫嚣及拖延的
无理行为，是对立法
会的不尊重且不守规
矩。有议员在选举会
议中，辱骂警察并对
建制派议员进行人身
攻击，利用立法会作
为舞台，有为自己争
取选票之嫌。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将于10月21日至26日举行

10月1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委
员长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栗战书委员长
主持。

【中新社14日讯】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四十一次委员长会议14日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栗战书主持。会议决定，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10

月21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

杨洁篪将出席

第九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陈健波连任香港立法会财委会主席

冀按规矩做事令香港重回正轨

陈健波

【中新社14日讯】
中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
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
魁文14日在京出席一场
发布会时透露，今年前
三季度，中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总值6.6 5万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9.5%，高
出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增
速6.7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中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进出口总值占同期
中国进出口总值的29%
，比重比去年同期提升
1.8个百分点，比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的当年提升了4个百
分点。

李魁文表示，海关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
者，在推动贸易便利化
水平稳步提升、贸易规
模持续扩大方面一直发
挥重要作用。

例如，出入境检验
检疫职责和队伍划入
海关，实现关检深度
融合后，口岸和边境
管理工作更加有序；
全 国 通 关 一 体 化 改
革，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整合优化等一
系列改革持续推进，
有效提升了海关监管
服务效能。

【中新社14日讯】61
年前，武钢一号高炉炼出
了新中国第一炉铁水。
随着14日上午最后一炉铁
水缓缓流出，武钢一号高
炉正式停炉，永久退出生
产。1958年9月13日，武
钢一号高炉建成投产。投
产当天，毛泽东主席曾登
临高炉，观看了第一炉铁
水的诞生。

自投产至今，一号
高炉累计生产生铁逾
5000万吨，为武钢生产
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因此被武钢人亲切称
为“光荣炉”。

自投产以来，一号高
炉经过两次改造升级，但
与其他高炉相比，一号炉

使用年限最久，设施相对
落后，容积、产能相对较
小。据称，此次一号高炉
停产，是中国宝武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优化产线结
构，将武钢建设为更具
竞争力的精品钢基地的

需要。据介绍，正式停
炉后，一号高炉将被作
为工业遗产保存下来，
发挥传统文化教育基地
作用，成为劳模精神、工
匠精神的工业文化源泉和
精神家园。

【 中 新 社 1 4 日
讯】中国自然资源部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
副司长王磊14日在北
京举行的2019年全国
扶贫日系列论坛上表
示，中国正在研究制
定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政策，拟到2020年，
在全国部署开展不少
于300个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试点。

在当日举行的扶
贫用地政策论坛上，
王磊指出，主要是通
过优化永久基本农田

布局、鼓励农村闲置
低效建设用地整治
再利用、支持腾退建
设用地用于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等措
施，支持贫困地区优
先开展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

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央财政安排高标
准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约11 1 5亿元（人民
币，下同），其中涉
及精准扶贫补助资金
约10 4 9亿元，在“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
地区安排补助资金约
213亿元。同时，在
贫困地区比较集中的
甘肃、陕西、四川、
江西、云南、贵州、
广西、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实施土地整治重
大工程。通过土地整
治，极大改善了贫困
地区农村面貌和农业
生产条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中国

外贸进出口总值贡献近三成

李魁文

武钢一号高炉宣布停产

曾炼出新中国第一炉铁水

61年前，武钢一号高炉炼出了新中国第一炉铁水

到2020年中国拟开展

逾300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

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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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正式授权美国就空客补贴案
对欧盟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世界贸易组织(WTO)周一正式授权
美国对从欧盟进口的75亿美元商品加
征关税；本月稍早WTO仲裁机构就空
中客车(Airbus)补贴案作出裁决。

WTO争端仲裁机构已经批准美国对
欧盟和空客飞机生产国--英国、法
国、德国及西班牙采取反制措施。这
是一项正式授权，唯有在WTO成员国
一致反对下才能被否决。

美国电企桑普拉
接近将智利业务售予中国国家电网

据知情消息人士周五透露，美国电力
公司桑普拉能源(Sempra Energy)接近与
中国国家电网达成协议，以近30亿美元
向后者出售旗下智利业务，这是该公司
剥离非核心资产的又一举措。

发生在加州的野火让桑普拉和其他
一些公用事业企业面临更多法律责任，
之后桑普拉一直寻求提升财务状况并增
加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桑普拉还面临来
自对冲基金Elliott Management和投资
公司Bluescape Group要求其收缩全球业
务的压力。消息人士称，桑普拉与中国
国家电网的这项交易最早可能14日当
周公布，并提醒称协商仍可能最后陷入
停顿；由于事涉机密，消息人士要求匿
名。桑普拉未予置评，中国国家电网暂
未回复置评要求。

又有三家公司
退出Facebook的Libra支付网络

万事达卡(Mastercard Inc.)、Visa 
Inc.、eBay Inc.(EBAY)和支付公司
Stripe Inc.均退出了Facebook Inc.(FB)
为推出一个全球加密货币支付网络而
组建的公司联盟。在PayPal Holdings 
Inc.上周决定退出之后，上述公司也
相继退出该联盟，导致Fac e b o o k失
去了推出Li b r a所需的大部分金融力
量。Facebook希望通过数字货币Libra
进军电子商务和全球转账领域。

这些公司相继退出对Face b o o k的
Libra计划是一个重大打击，该计划是
迄今为止最雄心勃勃的尝试，旨在让
消费者采用加密货币来支付在互联网
上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如果没有强大
的金融合作伙伴网络帮助将货币兑换
为Libra，并让全球零售商接受Libra作
为一种支付形式，其影响力将受限。

美联储将购买短期国债
至少持续到2020年第二季度

美联储在一份声明中称，将于下周
二开始购买美国短期国债，以扩大资
产负债表规模，并避免上月意外出现
的货币市场流动性吃紧情况重演。

美联储周五表示，将在下周二开始
的一个月内首次购买600亿美元的美国
国债。该央行将继续购买数量不详的短
期国债至2020年第二季度。美联储的
利率制定委员会上周五召开了视频会
议，讨论货币市场的最新发展，并一致
投票通过了本周五早间宣布的购买短期
国债以扩大资产负债表的计划。

欧盟加大对华为的审视力度
对5G安全风险提出警告

据知情官员和欧洲各国政府准备的
一份私下传阅的风险评估报告，欧盟已
列出外国电信设备供应商构成的一系列
具体安全威胁。此举明确凸显出欧盟对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 简称:华为)等供应商的审查力度。

本周早些时候，欧盟发布了一份公
开报告警告称，敌对国家或由国家支持
的代理人对全球各地正在推出的新5G
移动网络构成了安全威胁。另外，最近
在欧盟成员国之间传阅的一份非公开风
险分析报告中，各国政府私下提出了电
信设备供应商构成的一系列具体安全威
胁。《华尔街日报》见到了这份此前未
被报道的分析报告的草案。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
增加通用汽车工人罢工补贴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 简称UAW)将增加每周向通用
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 Co.,GM)罢工
工人发放的补贴，这一迹象表明UAW
准备延长罢工，目前罢工已经持续了近
一个月，导致通用汽车美国工厂停产。

UAW上周六表示，从周日开始，罢
工队伍中的逾4.6万时薪工人的每周罢
工补贴将从250美元增加到275美元。
该工会还表示，将取消对寻求兼职工
作的工会会员的限制，使得他们现在
可以在获得一份临时工作的同时得到
全额罢工补贴。这笔钱来自UAW的罢
工和维权基金，该工会通常在停工期
间动用这一基金以减轻罢工对会员的
财务影响。不过，罢工补贴与他们正
常实得工资相比仍然较少。到上周五
通用汽车的罢工工人已经是第三次没
有拿到工资了。

受美国可能出台制
裁措施的影响。土耳
其里拉在过去10天重
挫超 4%，已跌穿重
要技术支撑位。美国
财政部部长姆奴钦于
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
示，美国总统特朗普
会签署制裁土耳其的
行政令，而且稍后可
能会对一些土耳其的
金融机构实施制裁。

姆奴钦称，“这将
是非常有力的制裁，
我们希望我们不必使
用它们。但如果有需
要的话，我们可以让
土耳其经济停摆。”

土耳其军方于10月
10日对叙利亚东北部
的库尔德武装发起了
代号为“和平喷泉”
的军事行动，包括美
国国防部长、国务卿
和国会议员在内的美
国官员呼吁土耳其立

即停止对叙利亚东北
部展开的军事行动。

美国共和党和民主
党都反对土耳其的此
次军事行动，并强烈
谴责特朗普为土耳其
的侵略行径开绿灯。
参议员林赛·格雷厄
姆(Lindsey Graham)
和克里斯·范·霍伦
(Chris Van Hollen)拟
定了一份制裁草案，
若该草案获得通过，
土 耳 其 总 统 埃 尔 多
安、内阁高级部长以
及该国军事、能源部
门将面临严厉制裁。

根 据 美 国 财 政 部
发布的消息，特朗普
将签署行政命令，“
阻止土耳其在叙利亚
东北部，进一步采取
进攻性军事行动，打
击包括但不限于以平
民、民用基础设施、
少数族裔或宗教少数

群体为目标，或以破
坏叙利亚民主力量持
续反恐活动或其他活
动为目标的行动。”

特朗普则于10月13
日在推特上表示，正
与参议员林赛·格雷
厄姆以及包括民主党
人在内的众多国会议
员讨论对土耳其实施
强有力的制裁。财政
部已做好准备。自去
年汇率危机以来，土
耳其经济复苏乏力，
动荡的形势或致使经
济增长受抑。

世界银行在10月9日
发布的《欧洲和中亚
经济最新消息》中预
计，今年土耳其GDP增
长幅度为零。在9月发
布的新经济计划中。
报告称，如果土耳其
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能
够阻止里拉进一步大
幅下跌，企业债务重

组能够帮助防范金融
体系遭受重创，国内
需求和净出口的逐步
改善将支持预测范围
内的增长。

世界银行曾在6月的
报告中预测，2019年
土耳其经济将萎缩1%
。另据该行的最新估
算，土耳其国内生产总
值将在2020年增长3%
，而2021年这一数字
将达到4%。而土耳其
政府预测今年该国的经
济增长率为0.5%，政
府的目标是未来三年实

现经济增长5%。
世行表示，随着进

口需求在下半年的复
苏，土耳其今年将出
现适度的经常账户赤
字，预计今年经常账
户赤字将达到国内生
产总值的0.8%。根据
该行数据，这一差距
将在2021年、2022年
分别扩大至国民收入
的3.1%和3.8%。此
外，土耳其的通货膨
胀率将在2019年底达
到16.5%，预计明年
降至11%。

美国威胁施加制裁 

土耳其市场再现股债汇三杀

在土耳其安卡拉，一名男子展示土耳其里拉和
美元纸币。

【澎湃新闻】10月14日，土耳其遭遇股债汇三杀。土耳

其里拉对美元跌至5.92，为近4个月新低；土耳其股市跌

2.2%，2038年到期的美元债价格下跌0.9美分。土耳

其里拉在过去10天重挫超4%，已跌穿重要技术支撑位。

【 金 投 网 】 国 际
现货黄金周初减弱行
情，黄金价格短线在
1486美元/盎司附近
交投震荡，金价日线
区间窄幅波动。

上 周 脱 欧 的 消 息
让英镑多次出现短线
过 百 点 行 情 ， 而 这
种剧烈波动的情况在
本周料更为疯狂。周
一，英国议会将结束
休会，预计英国各党
派对脱欧协议和延迟
脱欧的态度将继续影
响市场。另外，英国
女王也将在周一发表
演讲。而脱欧的重头
戏还有1 0月 1 7日至
18日的欧盟峰会，会
议将决定英国能否在
10月31日按时有协议
脱欧。据英国泰晤士
报13日报道，英国首
相约翰逊将在欧盟峰
会上力求达成脱欧协
议，并在峰会后的24
小时内提出动议，要
求议会支持自己的脱
欧协议或脱欧延期。

如今，英国议员们
面临着一个非此即彼
的选择，要么支持脱
欧协议，要么支持脱
欧延期。而这两个选
项，都不是英镑空头
想要看到的结果。本
周市场将迎来2019年
FOMC票委乔治、埃
文斯和FOMC永久票
委、纽约联储主席威

廉姆斯的讲话。
上 周 黄 金 价 格 呈

现大幅下跌的状态，
当 日 黄 金 价 格 最 低
于1473.96位置，最
高上涨至1503.12位
置，收盘于1487.59
位置。黄金上周价格
总体维持先涨后跌的
状态，黄金价格承压
于趋势线上边缘，上
周五下跌更显明显要
走5浪的下跌，上周
五也明确指出黄金波
段空开启，上周五压
实顺利大幅下跌，周
线级别收取大阴。

周一黄金继续等待
价格回撤后布局空，
日内上方关注1493-94
区间阻力，下方关注
1485、1470-60，波段
空最终目标看1445附
近。形态上来看，金
价走势偏震荡下跌，
金价关注上方阻力在
1493,1499美元一线，
下方支撑在1471美元
附近！操作上维持在
1499-1471区间高抛低
吸操作即可。

金 投 网 黄 金 行 情
中心显示，北京时间
10:24，周一黄金现
货价格报1485.90美
元/盎司。

温馨提示：具体操
作请关注金投网APP，
市场瞬息万变，投资
需谨慎，操作策略仅
供参考。

英国脱欧协议延期 

黄金空头占据主动

黄金价格短线在1486美元/盎司附近交投震荡，
金价日线区间窄幅波动。

【路透旧金山讯】达拉斯联邦储
备银行总裁柯普朗(Robert Steven 
K a p l a n )上周五表示，刚刚达成的
美中贸易协议或许对美国经济是一
个“积极促进”，但他重申在10月
29-30日联储会议之前，自己仍将
保持开放心态并密切关注数据。

“近期全球经济成长减速，制造业
疲软以及企业投资疲弱，部分要归因
于贸易不确定性，因此我认为就这方
面而言，这场(紧张)升级已经有所缓
解...这或许是一个‘积极促进’”，
柯普朗在Commonwealth Club发表讲话
后对记者表示。但“我们将需要等待
观望情况如何进展”，他表示。

贸易协议的框架在他发表讲话时
宣布。他此前曾表示，贸易紧张局
势的缓解或将减少经济前景面临的
风险，但他亦指出，自4月以来美国
贸易政策有剧烈的反复。

“在较短一段时期，我们既有惊
喜又有意外，”柯普朗说，指出在
美联储7月和9月降息前，他一直强
烈支持放宽政策。

现在，距离美联储下次会议还有18
天，“我想要耐心一些，慢慢来...评
估事件并保持开放的心态。”

柯普朗还回应了有关美联储最新
的公债购买计划相关问题。美联储
当天早些时候公布了这一计划，以

应对隔夜融资市场的紧张局面。
柯普朗将流动性不足归咎于政府

借款“大幅增加”以及金融危机以
来的监管调整导致银行间拆借意愿
下降。柯普朗说，流动性不足导致9
月隔夜贷款利率大幅上升，这并非
出现更大问题的信号。美联储应对
这一问题的举措--从下周开始每月
购买600亿美元短期公债--是技术
性措施，并非货币政策调整。

“ 我 们 将 联 邦 基 金 利 率 定 在
1.75%-2%，这个(新计划)不会改
变这一点，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进一步
宽松或实施更大力度的刺激，”柯普
朗说。“此举意在确保我们在准备金
充裕的环境中能够将联邦基金利率维
持在我们设定的目标区间内。”

美国达拉斯联储总裁称美中贸易协议或将利好 

对利率持开放态度

达拉斯联储总裁柯普朗。

【路透迪拜讯】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上周日播放的评论中称，全球石
油库存需降至“合理水平”，俄罗
斯将和沙特和其他盟友合作将石油
市场不稳定因素“降至零”。

普京在访问沙特前接受Al Arabiya 
TV等媒体采访时做出上述表示。9月
14日沙特石油设施遇袭，一度导致
该国石油产量减半。

他说，近几个月的一系列袭击行
动--对海湾地区油轮的袭击和对
沙特石油资产的有限攻击--将强化
OPEC+产油国的合作。

“如果有人认为这样的举措--扣
押油轮和袭击石油基础设施--能
够影响到俄罗斯和沙特、阿联酋
等阿拉伯盟友的合作，或是能够
破坏OPEC+的合作，那么他们都错
了，”沙特Al Arabiya分享的阿拉伯

语讲话稿显示普京这样说。
“恰恰相反，这将使我们团结

起来，因为我们的目标是稳定全
球能源市场，”他说。“但从技
术面来看，全球石油库存需要降
至一个合理水平，这样就不会令
油价承压。”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

全球石油库存需降至“合理水平”

俄罗斯总统普京。

【中国新闻网】据报
道，周一，英国财政大
臣贾维德(Sajid Javid)表
示，他计划在11月6日发
布英国脱欧后的首份预
算案。据报道，贾维德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
预算案将指导英国未来
经济的发展，引领英国

基础设施建设的变革。
英国政府表示，一旦

英国与欧盟之间无法达成
脱欧协议，英政府将迅速
采取行动，阐述其应对方
案，“尽早采取行动支持
经济、企业和家庭”，并
于脱欧之后的几周内出台
预算案。目前，该预算案

暂定于11月6日公布。
报道称，贾维德自

2019年7月上任以来，
大幅增加政府开支，使
得英政府赤字超过了前
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设
定的上限。

贾维德暗示，他准备
在未来进一步扩大政府

开支。但分析人士警告
称，在经济放缓、英国
脱欧结果仍不明朗的情
况下，贾维德做出的
巨额支出承诺，最终
可能会削弱英国的预
算可信度。

据悉，距离预定的10
月31日英国“脱欧”最后

期限只有不到三个星期，
欧盟和英国之间的谈判几
近破裂，有英国首相府的
消息人士表示，协议“大
概率达不成”。面对可能
出现的“无协议脱欧”的
局面，英国各界正在加紧
各项准备工作，以应对潜
在的混乱局面。

英国财政大臣贾维德称 11月6日将公布英国脱欧后的首份预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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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民调显示赛义德
赢得突尼斯总统选举

突尼斯消息：出口民调显示，
在当地时间13日举行的突尼斯总统
选举第二轮投票中，独立候选人凯
斯·赛义德以绝对优势获胜。

据突尼斯通讯社消息，根据民
调机构“西格马”（������ ���������� ����
s e � l）调查公司公布的出口民调结
果显示，赛义德以76 . 9%的得票
率赢得总统选举。另一名候选人“
突尼斯之心”党创始人卡鲁伊的
得票率为23 . 1%。另一家民调机
构“EMRHOD”咨询公司给出的统计
结果中，赛义德也赢得了超过70%
的选票。13日晚些时候，卡鲁伊向
媒体承认败选。

爱尔兰外交部长称
英国脱欧协议“有望在本周达成”

中新网10月14日电�据外媒报道，
爱尔兰外交部长科韦尼14日表示，
在英国与欧盟在近两天进行了激烈
的谈判之后，英国脱欧协议最早可
能在本周达成。

报道称，欧盟峰会将于17日召
开，时间紧迫，外交官们警告称，
在如何解决爱尔兰相关的贸易和海
关等关键问题上，英国与欧盟双方
仍有一些分歧。

英巨型游轮
在希腊24米宽运河中成功穿梭

当地时间10月9日，英国“布拉马
尔女士”号巨型游轮（�M�� Br�e��r�
cru�se� sh�p）穿过了希腊的科林斯运
河（��r��th�����l），该运河最窄的
地方仅24米宽，乘客甚至可以伸手
触摸两边的崖壁，场面壮观令人惊
叹。

据悉，这艘巨型游轮宽22.52米，
长196米，船上载有1200多名乘客和
船员，于9月底从英国启航，目前正
在进行一场长达25天的旅行。而科
林斯运河最窄的地方只有24米宽。
为了避免意外，游轮由一艘拖船协
助。“布拉马尔女士”号游轮成为
了穿越科林斯运河的最大船只。

人事大变动 
维密总部裁员15%多位高层离职

维密又迎来了新一次的人事变
动。据�NB�报道，维密位于俄亥俄
州哥伦布市的公司总部在10月9日与
10日共裁员50人左右，包括初级员
工和资深领导，裁员人数占到总部
员工总数的15%。10月14日，记者
就此事向维密方求证，截至发稿对
方暂无回应。

据报道，此前在维密母公司L�Br��ds
内衣部门工作超过16年的门店运营总
裁Apr�l�H�lt也将很快离开公司。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分裂分子遭惩处 
9人被判重刑

综合报道，当地时间10月14日，
西班牙最高法院对12名加泰罗尼亚
独立派政治人物进行了判决。因涉
嫌煽动叛乱和滥用公共资金，9名加
区独立派前领导人被判处9至13年有
期徒刑，另有3人因不服从命令而被
判有罪，但并未入狱。

据报道，14日，西班牙最高法院
的7名法官在听取422名证人的证词
后，做出了这一裁决。这标志着为
期四个月的庭审接近尾声。

在12名被告中，加泰罗尼亚大区
前副主席奥里尔·容克拉斯（Or��l�
Ju�quer�s）因挪用公款及煽动独立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禁止担任
公职13年。此外，该地区前外交部
长劳尔·罗米洛娃（R�ul� R��ev�）
、前地方政府发言人乔迪·图鲁尔
（J�rd�� Turull）和前劳工部长多洛
斯·巴萨（D�l�rs� B�ss�）三人也因
相同罪名，被判处12年监禁，禁止
担任公职12年。

军事行动第六天 
土耳其军队即将前往叙北部城市

土耳其军队已经准备好，即将
前往叙北部城市曼比季和艾因阿拉
伯（库尔德语称“科巴尼”）。目
前，上述地区大部分由库尔德武装
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控制。就
在刚刚（当地时间14日中午），土
耳其总统对媒体表示，俄罗斯方面
对相关行动持积极态度，他认为土
军这次行动将不会面临问题。

当地时间13日，叙利亚国家通讯
社报道，叙利亚政府军正向叙北部
加强兵力，以应对土耳其方面的进
攻。另据库尔德媒体报道，“叙利
亚民主军”已经与叙政府及俄罗斯
达成协议，叙政府军将于接下来的
48小时内进驻叙北部城市曼比季和
艾因阿拉伯。

据 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闻网(�NN)消息，
英国女王在演讲中表
示，“我国政府一直
将确保英国于10月31
日脱离欧盟列为首要
任务。”同时，英国
政府计划在自由贸易

和友好合作的基础上
与欧盟建立新的伙伴
关系，并将致力于制
定有关渔业、农业和
贸易的新体制，“抓
住脱离欧盟带来的机
遇”。

女 王 宣 布 了 《 退
出 欧 盟 协 议 法 案 》
（the� Eur�pe��� U�����

(W�thdr�w�l� A�ree�
�e�t)� B�ll)，该法案

将制定英国退出欧盟
的计划。

同 时 ， 英 国 女 王
补充，一项终止（欧
盟人员）自由流动的
移民法案将为建立一
个公正、现代化和全
球性的移民体系奠定
基础。英国政府仍然
致力于确保那些在英
国作出巨大贡献的欧
洲居民能有权继续居
住，该法案将包括加
强这一承诺的措施。

英国女王：

10月31日前脱欧是政府首要任务
【海外网】当地时间10月14日，

英国女王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英国

女王表示，政府一直将确保英国于

10月31日脱离欧盟列为首要任务。

英国女王在议会发表演讲

【中新网】当地时
间13日，美国哥伦比亚
广播公司新闻网公布民
调称，在2020年的民主
党总统初选中，麻州联
邦参议员沃伦在提早投
票的18个州中，支持率
领先前副总统拜登，佛
州参议员桑德斯排在第
三。

民调显示，在18个
提早初选和间接选举的
州，沃伦以31%对25%
领先拜登，比9月公布
的26%对25%的差距扩
大。在新罕布什尔州，
沃伦亦以32%对24%领
先拜登。在爱荷华州，
沃伦9月落后拜登12%
，但现在已追至22%对
22%平手。

不过，拜登在南卡
罗来纳州仍占有相当大
的优势，支持率为43%
，沃伦（18%）和佛蒙
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

（16%）紧随其后。
据报道，约四分之

三民主党的人表示，虽
然他们对拜登就“通乌
门”响应特朗普攻击的
反应感到满意，但近三
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
沃伦对特朗普的攻击更
有准备。

此外，认为拜登可
能会击败特朗普的受访
者比率，从一个月前的

77%，下降至现在的近
三分之二，而56%的人
认为，沃伦可能会击败
特朗普。

据悉，这项民调在
10月3日至11日进行，
期间访问这18个州的
785 8名登记选民，他
们被确定为民主党人和
倾向民主党的独立人
士，抽样误差率为正负
1.6%。

【海外网】一波未
平一波又起。沙特油田
被炸还不到一个月时
间，一艘伊朗油轮又遭
到2枚导弹袭击。美国
广播公司（�bc）13日
消息称，伊朗总统鲁哈
尼当日发出警告，认为
伊朗在油轮遭袭后不做
任何反应，这个想法是
一个“重大错误”。

“如果有的国家认
为它可以在该地区制造
不稳定，那将是一个彻
头彻尾的错误。”鲁哈
尼补充说，但并没有具
体点名是哪个国家。

鲁哈尼发表此番言

论正值巴基斯坦总理伊
姆兰·汗访问伊朗之
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通讯社13日报道称，伊
姆兰·汗此访的主要目
的是促进地区和平与稳
定，缓解德黑兰和利雅
得之间的紧张局势。伊
姆兰·汗本周晚些时候
还将访问沙特。

据伊朗国家通讯社
此前消息，11日凌晨，
在距离沙特港口吉达不
到96公里的红海海域，
一艘伊朗油轮遭到2枚
导弹袭击。船上两个主
油箱被击中，导致原油
泄漏到红海中。

【海外网】当地时
间10月14日，2019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瑞典
揭晓，由阿比吉特·班
纳吉（Abh���t� B��er�Abh���t� B��er�
� e e），艾丝特·杜芙
若（Esther� Dufl�）及
迈克尔·克雷默（M��M��
ch�el� Kre�er）摘得奖
项，以表彰他们“在减
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
性做法”。

据悉，阿比吉特·
班纳吉是美国经济学
家，目前是麻省理工学
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
学教授，同时是Abdu l�
L�t�f� J��eel贫困行动
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
该实验室是贫困行动创
新研究的附属机构，也
是金融系统和贫困联合
会的成员。他在经济学
著作《贫穷的本质：我
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
穷》中，从穷人的日常
生活、教育、健康、创
业、援助、政府、NGO
等生活的多个方面，探
寻贫穷真正的根源。

艾丝特·杜芙若为
法国经济学家，同时是
阿卜杜勒·拉蒂夫·贾
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联

合创始人，在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担任发展经济
学教授。她是国家经济
研究局副研究员，服务
于经济分析董事会，是
经济和政策研究的发展
经济学主管。

迈克尔·克雷默是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现
任哈佛大学发展社团盖
茨教授。克雷默在自己
的领域表现出色，并因
其成功而获得了许多奖
项。他是美国艺术与科

学学院院士，麦克阿瑟
奖学金获得者和总统学
院奖学金获得者，并被
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
青年领袖。他还将研究
重点放在慈善事业上，
以帮助全世界的受苦受
难者。

作为诺奖中最“年
轻”的奖项，经济学奖
自196 9年开始颁发，
至 2 0 1 8 年 ， 已 经 颁
发50次，共计81人获
奖。

【海外网】日前，
土耳其武装部队对叙
利亚东北部地区库尔
德武装持续展开军事
行动。因美国政府决
定撤兵的决定而对美
方“心凉了”的库尔
德人，目前已经与叙
利亚政府军达成协议
共同对抗土耳其，叙
政府军正将部队部署
到叙利亚北部。

综 合 英 国 广 播 公
司、今日俄罗斯等媒体
13日报道，库尔德武
装日前在一份声明中表
示，他们已与叙政府达
成协议，叙政府已同意

向与土耳其接壤的边界
派遣军队，阻止土耳其
发动的进攻。

叙利亚官方的萨那
新闻社也已证实，叙政
府已经开始将其军队部
署到北部。有黎巴嫩媒
体表示，叙利亚军队将
在48小时内部署到库尔
德人控制的战略边境城
镇科巴尼。就在13日
晚，叙利亚军队已进入
北部省份阿勒颇的曼比
吉市，库尔德民兵让政
府部队不受阻碍地通过
了检查站。据悉，曼比
吉和科巴尼间的距离约
为60公里。

【中新网】据战地
消息人士透露，叙利亚
政府军进入了此前受“
叙利亚民主军”控制的
北部省份拉卡的艾因伊
萨市。

这 名 消 息 人 士
称：“叙利亚军队进入
了拉卡省的艾因伊萨
市，该市有‘伊斯兰
国’（I�）武装分子的
家属营。”

据早前消息，叙利
亚政府军取得了对拉卡
省塔布卡市以及塔布卡
空军基地的控制。临省
哈塞克省的哈塞克市和

卡米什利市的政府行政
楼升起叙利亚国旗。

据叙利亚阿拉伯通
讯社（�ANA）14日早
前报道，叙政府军在哈
塞克省西北部、距叙土
边境30公里的泰勒塔米
尔部署了部队。

以库尔德人为主导
的“叙利亚民主军”是
叙利亚东北部的武装力
量，其10月13日宣称已
与叙政府达成协议，后
者将在叙土边境叙利亚
一侧部署军队，助其抵
抗土耳其军队和亲土武
装的袭击。

【 中 新 网 】 当 地
时间1 0月 1 3日，法
国共和党举行领导人
选举，国民议会共和
党 党 团 主 席 雅 各 布
（�hr�st���� J�c�b）
当 选 为 新 一 届 党 主
席。据信，他将率领
法国共和党进行2020
年市政选举，并制定
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
战略，但其本人将放
弃参选法国总统。

据报道，这次选举
采用电子投票，投票渠
道于10月12日晚8时开

放，持续24小时，共有
三名候选人。投票结束
后，雅各布以62.58%
得票率第一轮直接当
选，另外两位竞争者的
得票率分别为21.28%
和16.14%。

雅各布现年59岁，
正式当选前呼声已经很
高。他的两个竞争对
手对其不乏微词，但整
个投票竞选还是在相对
平稳的状态下进行的。
雅各布以“联合、化解
矛盾和重新崛起”为宗
旨，试图将法国共和党

打造成“开放的、亲民
的且为自己的价值观感
到骄傲的伟大右派”。

报道称，2019年6
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
举中，法国共和党得
票率只有8%多一点，
创历史新低。对此，
法国共和党前任主席
引咎辞职，该党临时
组织委员做出规定，
此次选出的党主席将
主动放弃参加总统大
选，以此避免党内产
生各种纷争和“自相
残杀”。

美民主党18州初选民调：

沃伦领先拜登 桑德斯第三

美国第116届国会开幕。民主党女参议员伊丽莎白·
沃伦（Elizabeth Warren）参加宣誓仪式。她宣布准备参
加2020年总统竞选

鲁哈尼就油轮被袭发出警告:

制造地区不稳是个错误

13日，伊朗总统鲁哈尼与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会晤

库尔德武装与叙政府达成协议 

共同对抗土耳其进攻

叙利亚政府军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美法3学者获奖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瑞典揭晓

对抗土耳其军队？

叙政府军进入北部艾因伊萨市
法国共和党选出新党魁 
将放弃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



印度尼西亚商报，2019年10月15日，星期二 第10版区域财经 EKONOMI  REGIONAL

简讯

日本柒和伊控股宣布裁员计划
据《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柒和

伊控股公司宣布集团旗下各公司的裁
员计划。除崇光西武关闭5家百货店
和缩小2家店规模外，伊藤洋华堂33
家门店也成为调整对象。预计两家公
司合计裁员约3000人，这再次反映出
电商扩大与人手不足导致百货店与综
合性超市陷入经营困境的状况。

便利店巨头7-Eleven考虑到人工
费上涨，也将降低连锁加盟店上交总
部的专利权使用费。同时将有1000家
门店实施调整，包括不盈利的门店关
闭、迁址等。

松下将利用物联网降低在中国生产成本
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松下

(Panasonic)将利用“物联网(IoT)”技
术，在中国降低生产成本。松下将在全
部工厂统一管理关于零部件采购和生产
设备运行状况的数据。通过实现采购的
共通化、将工作交给过剩设备，力争将
来每年削减1000亿日元规模的成本。松
下在中国约有60座工厂，将在各工厂引
进软件，通过网络连接。

道达尔同意收购
印度公司Adani Gas 37.4%股份

法国石油天然气巨头道达尔(Total 
Fina, TOT)已同意收购印度Adani Gas 
Ltd. 37.4%的股份，期望在这个渴求
能源的南亚国家扩大业务。

道达尔表示，印度的目标是实现
能源组合多元化，在国内城市促进天
然气的使用，并将天然气用作汽车燃
料，这是印度更大的减排计划的一部
分。在这一背景下，印度的天然气市
场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印度已设定
目标，到2030年将使天然气在能源组
合中的占比从目前的7%提升至15%。

道达尔表示，最初将以要约形
式从流通股股东手中收购A d a n i
最多2 5 . 2%的股份。之后该公司
将从A d a n i 家族手中购买其余股
份。Adani Gas在周一向孟买证券交
易所提交的另一份声明中称，这项
交易后，Adani家族和道达尔将各持
37.4%的股份，而25.2%的股份将
由公众持有。

新加坡金管局
如市场预期放松货币政策

新加坡金管局周一如市场广泛预
期般放松了货币政策，理由是今年经
济增长缓慢，并且“外部环境存在很
大不确定性”。

金管局表示，将略微下调新加坡
元名义有效汇率区间的升值速度，不
过未对该政策区间的宽度以及区间中
点水准做出任何改变。

金管局的决策结果符合《华尔街
日报》调查的分析师此前给出的几乎
所有人都认可的预估。

金管局在半年度货币政策声明中
表示，考虑到当前的经济前景，政策
立场的调整符合中期物价稳定目标。

可持续银行网络
加速新兴市场可持续金融的扩张

根据国际金融公司(IFC)支持的可
持续银行网络(SBN)所发布的第二份
《全球进展报告》显示，为推动发展
和应对气候变化，多个新兴市场国家
启动了关键金融市场改革。这些实施
改革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近一半位
于亚太地区。这些改革措施要求银
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评估、管理和通
报其信贷业务中的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风险，同时推出鼓励银行向绿
色项目提供融资的市场激励机制。

在SBN的38个成员国中，有16个位于
亚太地区。这表明了该地区对可持续
金融和产业创新的承诺。10个亚太经济
体已发布国别可持续金融政策和自愿原
则，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是两个可持续金
融体系发展至成熟阶段的国家。

日本央行或在明年年中
停止购买剩余期限超5年的国债

2016年8月，剩余期限“少于五年”
的日本国债在日本央行购债操作中的占
比为53%左右，而目前为63%。日本央
行似乎已逐渐减少较长期日本国债在购
债中的份额，目的是防止长期日债收益
率出现任何不必要的下跌，或导致收益
率曲线大幅趋平。日本央行越来越明确
地表示，对较长期国债收益率曲线持续
趋平感到不安，这再次表明该行担心长
期债券投资者收入前景的恶化或在中期
损害消费者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仍不确定日本央行是否会在可预见的未
来下调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目标(目
前为0%附近)。此外，如果长期国债没
有出现“抛售”的话，预计日本央行很
可能在明年年中左右停止购买剩余期限
超过5年的日本国债，上述比例或升至
90%或更高。

全 球 电 池 巨 头 已
展开行动，国内的宁
德时代、比亚迪等企
业早前已在欧洲开建
电池工厂。韩国电池
企业方面，据外媒报
道，三星S D I对外宣
布，SDI计划投入3900
亿匈牙利福林(约合人
民币92亿元)，用于扩
建匈牙利首都布达佩
斯市郊的动力电池工
厂。据悉，这笔投资
将创建约1200个工作
岗位，工厂建成后年

产能将满足5万辆电动
车的电池配置需求。

这座工厂是韩国三
星SD I公司早在20 1 6
年计划投资约4000亿
韩元 ( 3 . 5 8 亿美元 )
在匈牙利建立的一座
电动汽车电池工厂。
该公司在声明稿中表
示：“因欧洲业者在
匈牙利附近有制造基
地 ， 这 座 工 厂 能 够
帮助我们节省物流成
本，并且可以迅速处
理客户需求。”

三星SDI 在欧洲投
资建厂，目的已经很
明确了，即希望倚靠
电动汽车快速发展的
欧洲市场，在电池领
域攫取市场份额。这
和三星SDI 在中国西
安投资建厂的目的如
出一辙。

2014年爆发的大众
汽车柴油发动机丑闻，
让包括大众汽车在内的
各欧洲车企，开始摒弃
掉一些柴油车型，转
而提高电动汽车的产
量。近年来，欧洲的
电动汽车销量呈现高
速增长的良好态势。
在接下来的几年，欧
洲 将 需 要 更 多 的 电

池，以满足快速发展
的电动汽车市场。

其实，不仅三星在
欧洲采取了动作，其
韩国小伙伴LG化学同

样如此。LG化学也在
波兰修建电池工厂，
年产量高达 2 2 9 0 0 0
组，这是LG化学的第
二座大型电池工厂。

三星扩建动力电池工厂抢占欧洲市场

三星SDI计划投入3900亿匈牙利福林，用于扩建匈牙
利首都布达佩斯市郊的动力电池工厂。

【东方财富网】随着欧洲电动汽车

市场快速发展，在接下来的几年内，

欧洲车企将需要更多的电池。

【东方财富网】为解
决电力供应稳定问题，
日本政府及企业早已着
手研究太阳能发电这一
相对安全的可再生能源
发电模式。现如今，为
了因地制宜地解决不同
地区发电量不均衡的问
题，日本近期更加快了
推广“光伏+储能”的
脚步。

虚拟电厂(Virtual Power 
Plant，下称“VPP”)试
验，是日本经济产业省
(下称“经产省”)选择
的方式之一。虚拟电厂
就像是一个能源收集平
台，将一定区域内的光
伏电池板、蓄电池等电
源系统结合起来统一管
理，根据不同的电力需
求供应相应的电力。虽
然每个电力规模很小，
但积少成多，收集起来
就能够像一个发电站一
样输出电力。

日本政府计划到2030
年，将可再生能源比率
从目前的16%，提高到
22-24%，但受限于气候
等不确定因素，可再生
能源发电量无法确定。
如果使用火力发电进行
电力调配，设备利用率
会下降，投资资金也无
法回收。对于大型电力
公司而言，虚拟电厂的
优势是可降低对发电设
备的初期投资金额，并
提高日后灵活购买太阳
能电力的能力。

事实上，京瓷、罗
森等日本多个行业企
业已纷纷“出手”投资
虚拟电厂。根据日本经
济产业省相关数据，可
供虚拟电厂收集的太
阳能电力等电力规模，
预计将在30年内增加到
37.7GW，相当于37个

大型火力发电站的发电
量，可见作为电力调配
的虚拟电厂势必将有大
发展。

京瓷算是最早参与
虚拟电厂试验的本土企
业之一。2016年起，京
瓷已将远距控制技术，
与自身的太阳能发电
系统与蓄电池等产品
相结合，进行了试验
应用。2019年2月，京
瓷又与美国区块链公司
LO3 Energy合作进行这
一试验。

一直致力于将太阳
能、储能等分布式能源整
合到虚拟电厂系统的早期
推动者之一，美国软件
和数据公司Autogrid近期
也加入到虚拟电厂试验
中。Autogrid首席执行官
Amit Narayan表示，“日
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市场
转型，需要更灵活的能源
供应，而虚拟电厂是能够
应对这一变化的平台。”

目前，知名便利连
锁店企业罗森(Lawson)
也正在东京电力公司管
辖内的250家店铺进行
虚拟电厂试验，主要是
将电力通过虚拟电厂远
程供给各分店的空调和
照明使用，提高电力调

配能力。
东京RTS PV公司的分

析师Izumi Kaizuka表示，
受日本电力市场正在逐步
开放竞争、太阳能上网电
价逐步下调、新建住宅
的零能耗建筑政策等因
素影响，这种不断变化的
市场格局为虚拟电厂提供
了发展机会。未来随着更
多参与者的入局，日本
电力供应商将通过虚拟电
厂为业主提供余电使用的
用电方式，从而达到合理
电力调配的目的。

作为虚拟电厂系统中
的一部分，日本政府也
出台了针对光伏+储能装
置的相关激励政策。日
本政府为安装锂电池储
能的家庭和企业用户提
供66%的费用补贴(由日
本经产省出资，预算约
为9830万美元)，同时为
工厂和小型企业拨款上
亿美元，以提高能源效
率。这些政策用来激励
太阳能发电厂和变电站
对于储能系统的使用。

这从投资回报方面
刺激日本市场对储能系
统的需求，根据矢野经
济研究所的预测，日本
储能市场2020年有望达
到3.307GWh。

图为京瓷位于千叶县的飘浮式太阳能发电厂。

日本多个行业企业纷纷投资虚拟电厂

【新浪美股讯】新加
坡经济在今年第三季度避
免了一次技术性衰退。周
一发布的数据显示，继
第二季度环比萎缩2.7%
后，新加坡第三季度GDP
环比增长0.6%。与去
年同期相比，新加坡三
季度GDP仅增长0.1%。

但最新的增长数据
低于预期。路透调查的
经济学家此前预计，新
加坡三季度GDP将环比
增长1.5%，同比增长
0.3%。

所谓“技术性衰退”
，是指某个地区的GDP
连 续 两 个 季 度 出 现 萎
缩。最近几个月新加坡
一系列疲软的经济数据

一度引发了人们对于该
国经济第三季度陷入衰
退的担忧。虽然受贸易
局势影响，其他很多经
济体的制造业和贸易活
动也出现放缓，但消费
者支出提供了支撑。而
在新加坡，制造业和服
务业均受到严重冲击。

新 加 坡 大 华 银 行
（UOB）资产管理公司
的多资产策略主管An-
thony Raza周一表示：“
全球经济放缓正全方位
影响新加坡。我不认为
我们已脱离险境。我仍
然担心全球经济普遍放
缓，像新加坡这样的地
方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
有走出困境。”

新加坡三季度GDP增长0.6% 

勉强避免陷入衰退

新加坡第三季度GDP环比增长0.6%。与去年同期
相比，新加坡三季度GDP仅增长0.1%。

【金融界网站】据
韩联社消息，韩国贸易
协会国际贸易研究院（
下称：韩研究院）10月
13日发布报告称，除存
储芯片和化妆品外，韩
国产品在中国进口市场
渐失竞争力。

韩研究院报告称，韩
国在中国消费品进口总
额中仅占3.4%，与德国
（12%）、美国（11.4%

）、日本（10%）的差距
不断拉大。

从高级中间品进口国
来看，韩国占21.1%，
远高于日本（6.8%）、
美国（4.2%）和德国
（1.8%）。但除去存储
芯片，韩国的这一比例
仅为9.7%，只比日本高
出2.7个百分点。

另外，中国对高附加
值医疗用品和化学工业产

品的进口每年呈两位数增
长，韩国在其中所占的份
额却在日益减少。

目前，中国对产成
品的进口正以中型轿
车、化妆品等高档消费
品和精密仪器为主增
加。对保健食品等高档
消费品的进口从十年前
的14.7%升至21%。进
口的韩国消费品中，化
妆品占比高达39.1%。

韩研究机构警告：

韩国在中国进口市场渐失优势

【中国新闻网】彭博
(Bloomberg)周一发布
报告称，2019年前三季
度，亚太地区的兼并收
购活动总交易量为5224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
比下降27.2%。

今年前三季度，亚太
地区兼并收购活动中超过
10亿美元的交易有85笔，
较去年同期下降23.4%。

以中国企业或资产为标的
的并购交易额占总交易额
的42.5%。

金融成为今年前三季
度亚太地区兼并收购最
受欢迎的行业，占总交
易量的31.0%。

彭博收集的数据显
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大
陆及港澳台地区企业或资
产参与的兼并收购活动共

计4231起，交易金额共计
3220亿美元，就交易金额
而言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近32.5%，并购市场活动
频次减弱。2019年前三季
度中国交易金额超过10亿
美元的并购活动共发生45
笔，在交易金额前十大
榜单中，标的公司所在行
业均匀分布在消费品、基
础材料以及通讯等领域。

今年前三季度亚太地区

兼并收购活动总交易量降逾两成

澳洲两名破产顾问

就洗钱指控认罪

【 中 金 网 】 维 多
利亚州墨尔本港(P o r t 
Me l b o u r n e )的S t e p h e n 
One i l l和昆士兰州Main 
Beach的John Narramore
日 前 在 布 里 斯 班 地 方
法院(Brisbane District 
Cou r t)就一项处理犯罪
所得收益的指控认罪。

澳大利亚证券及投
资委员会(AS I C )的一
项调查发现，2014年10
月，Cap Coast Telecoms 
Pty Ltd (Cap Coast 
Telecoms)前董事Richard 
Ludwig曾向SME’s R Us
的O’Neil l和Narramore
寻求破产前建议(p r e-
insolvency advice)；此
前，L u d w i g的公司与
一 家 债 权 人 发 生 了 纠
纷。ONeil l和Narramore
向Ludwig提出了一项资
产保护策略，建议对公
司资产进行非法转移，
以防止债权人获得这些
资产。

在2014年10月至2015

年1月期间，O’Ne i l l
和N a r r am o r e从他们控
制 下 的 公 司 以 伪 造 的
服务名目向Cap Coast 
T e l e c o m s开出虚假发
票。Ludwig欺骗性地将
总计743,050澳元的资金
从Cap Coast Telecoms
的 银 行 账 户 中 转 移 至
O’Neill和Narr amo r e控
制下的公司的银行账户
中。ONeil l和Narramore
随 后 将 资 金 转 移 给
Ludwig或其关联人。

资金转移完成后，Cap 
Coast Telecoms于2015年
1月19日进行破产清算。
在Cap Coast Telecoms破
产清算时，它总共欠债
权人2,955,138澳元。

Cap Coast Telecoms
的清算人、Cor Cordis的
Mark Hutchins通过一份
补充报告将此事向ASIC
作了汇报。联邦检察官
(Commonwealth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正在对此事进行起诉。

在Cap Coast Telecoms破产清算时，它总共欠债权人
2,955,138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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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建与尼泊尔政府达成
20亿美元水电项目合作意向

尼泊尔政府投资委员会(IBN)13日
正式向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简称中国电建）与尼泊尔国有
企业尼泊尔水电投资开发公司(�I��(�I��
CL)组成的联营体（简称联营体）
颁发了塔莫（Tamor）蓄水式水电站
的授标函。当天，在尼能源、水资
源与灌溉部部长巴尔沙•曼•普恩
见证下，中国电建欧亚区域副总经
理潘登宇同尼泊尔水电投资开发公
司总经理博克瑞尔签订了双方关于
开发塔莫蓄水式水电站的合作备忘
录。该水电站装机容量为756兆瓦。
其间，中国电建也同尼泊尔水电投
资开发公司签署了马迪蓄水式水电
站的合作备忘录。该水电站装机容
量为156兆瓦。上述两个合作项目总
金额达20亿美元。

印度一建筑物因煤气罐爆炸倒塌 
造成至少10人死亡

印度北方邦马乌县一座两层建
筑14日因煤气罐爆炸倒塌，造成至
少10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警方
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7时30
分左右，一名妇女在家做饭引起煤
气罐爆炸。附近居民说，他们听到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随后看到建筑
物起火。目前所有伤者已被送往附
近医院，据信仍然有数人被困在废
墟中，当地警察和居民正在现场救
援。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阿迪蒂
亚纳特对这一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表
示悲痛，并要求当地政府向伤员提
供一切可能的救济和医疗帮助。

韩国女星雪莉去世 
13日后失联经纪人发现其死亡

韩国京畿道城南市寿井区警察署
在一则新闻稿中表示，“今日下午
四点半左右（北京时间15时30分）
，在城南市寿井区某公寓内，一起
工作的同事发现艺人雪莉已经死
亡，于是向警方报案。据了解第一
个报警的人是雪莉的经纪人，平时
抑郁症严重的雪莉在13日最后通电
话后一直没有联系，于是经纪人到
家里找雪莉时发现其死亡。警方接
到雪莉的死亡申报后，正在进行现
场鉴定并且确认事实关系。

台风“海贝思”致52死 
日本派出11万人参与搜救

截至周一，日本台风“海贝思”
已造成46人死亡、16人失踪，至少
200人受伤。目前，日本共派出警
察、消防队员、海岸警卫队和军队
逾11万人紧急参与搜救行动。日本
第19号台风“海贝思”对日本多地
造成严重影响。据共同社报道，日
本全国至少21条河流决堤24处，另
有77条河流发生漫堤现象。台风期
间，数百个航班被迫取消，新干线
的列车服务也受到影响。目前，仍
有超过16万户家庭断电，东京附近
的千叶市约有1000人缺水。在受影
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长野县，山体
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同时来袭，目前
已有7个县约31万家庭，共计76万人
收到避难指示。

出动上百警察后 
抢劫莫迪侄女的两名疑犯“落网”

印度总理莫迪的侄女达玛扬蒂•
莫迪（�amayanti Modi）12日被
抢一事有了最新进展。据《今日印
度》13日报道，警方当天稍早时候
在德里苏尔塔恩普尔逮捕了一名嫌
疑人诺努（Nonu）。数小时后，另
一名嫌疑人巴达尔（Badal）也在此
落网。据《印度斯坦时报》此前报
道，玛扬蒂•莫迪被抢当天，德里
警方出动了至少100名警察参与抓捕
嫌疑人。《今日印度》说，在玛扬
蒂•莫迪12日前往德里警局投诉“
被抢”一事后，警方随即立案调
查，并锁定了两名涉案嫌疑人。

台风灾区或将迎来降雨 
日本气象厅提醒需继续警惕

2019年第19号台风“海贝思”引
发的强降雨，导致日本关东甲信地
区和东北地区河流泛滥、地质灾害频
发。受台风过后的低压槽影响，灾区
此后预计将出现降雨，尤其是傍晚至
夜间或出现集中降雨。报道称，第19
号台风引发的强降雨主要在关东甲信
地区和东北地区，降雨相继引发河流
泛滥和地质灾害，导致部分地区河流
水位上升，地基松软。部分区域的灾
后恢复工作进展缓慢。日本气象厅呼
吁民众持续警惕地质灾害、河流涨水
和内涝，不要靠近涨水的河流和山坡
等危险地点。

曹 国 曾 任 韩 国 总
统府青瓦台民政首席
秘书，于今年9月被
任命为法务部长官。
近来，媒体披露曹国
女儿入学涉嫌伪造文
书、家人涉嫌投资私
募基金避税等问题，
掀起巨大舆论风波。

曹国的支持者和反对
者“针锋相对”，连
日来相继举行大规模
集会活动。

14日，曹国发表声
明称，不应该因家庭
私事为总统和政府增
加负担，对于引发争
议深表歉意。他说，

自己的工作将“到此
为止”。

目前，韩国检方正
对曹国的妻子等进行调
查。曹国称，家人正经
历痛苦的时刻，将“放
下一切照顾他们”。曹
国此前一直坚称，不存
在非法行为。

有舆论认为，曹国
请辞让韩国司法体制改
革蒙上阴影。自文在寅
政府上台后，力推检察
系统改革，主张设立一
个独立的机构调查政府

官员腐败问题等。曹国
是改革的支持者，自上

任来，已发布多项方案
推动改革。

官曹国请辞韩国法务部长 

文在寅向公众致歉

韩国法务部长官曹国

【中新社首尔】深陷舆论争议的韩

国法务部长官曹国14日发表公开声明

请辞。韩国总统文在寅称，对于引发

争议表示歉意。

【海外网】今年第
19号台风“海贝思”
肆虐日本，令日本受
灾惨重。据日本《读
卖新闻》14日最新消
息，“海贝思”已造成
日本52人遇难，16人失
踪，168人受伤。

遇难者人数最多的地
区是福岛县，有16人，
其次是神奈川县（12
人），宫城县（8人）
、•木县（4人）等。

据统计，在日本完
全损毁的建筑物至少有
29栋，几乎损毁的有42
栋，部分损毁的有483
栋。

截至14日早上7点，
日本7个县的31万5891
户家庭，共计76万752

人接到避难指示。
据悉，日本东北、

关东地区仅12日至13
日两天时间就降了超过
100 0毫米的雨量，是
一年降雨量的3、4成。
东京都、•玉县、•木
县、福岛县等多地河川
泛滥灾情。首都圈近23
万户停电，8县的1.3万
户停水。

共 同 社 1 3 日 统 计
称，“海贝思”过境导
致日本多处河流泛滥，
日本全国最少21条河流
决堤24处，另有77条河
流发生漫堤现象。日本
防卫省下令陆海空自卫
队联合救灾，原定14日
举行的海上自卫队年度
海上阅兵宣布取消。

台风"海贝思"已致日本52死 

福岛县遇难者最多

日本救援人员在救助伤者

【环球网】因被指
控阻止调查其手下警官
参与毒品销赃案，当地
时间14日，菲律宾国家
警察总长奥斯卡•阿尔
巴亚德辞职。

据美联社报道，当
地时间14日，在参议院
听证会上，菲律宾国家
警察总长奥斯卡•阿尔
巴亚德被指控曾在2013
年以警察局局长的身份
阻止对其手下13名警
官涉嫌贩卖所查获的大
量毒品的调查案件。随
后，阿尔巴亚德请辞。

据美联社介绍，阿
尔巴亚德曾于201 3年
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以

北的邦板牙省担任警察
局局长。在一次突袭行
动中，他手下的13名警
官缴获了大量的甲基苯
丙胺（冰毒）。这些警
官后来面临一项指控。
指控称他们在新闻发布
会上只展示了一小部分
所缴获的毒品，然后把
其余毒品藏起来卖了。
报道称，不久后，当他
们购买了昂贵的汽车，
外界的怀疑变得更加强
烈。

阿尔巴亚德表示，
州检察官后来为这些被
指控的警官洗清了罪
名。

但有两名证人在当
天的听证会上作证说，
阿尔巴亚德没有采取足
够的行动对他的手下
进行刑事起诉报道称，
其中一名证人正是菲律
宾缉毒局局长阿基诺
（Aaron Aquino），他
表示，阿尔巴亚德当时
打过电话给他，询问针
对他手下人员的案件进
展情况。

涉嫌“保护”13名警察藏毒 

菲国家警察总长辞职

奥斯卡•阿尔巴亚德

【海外网】近日，
日本遭遇台风“海贝
思”肆虐，有新西兰记
者在日本当街报道时，
险些被刮走。

据《每日邮报》报
道，迈克·麦克罗伯茨

是新西兰媒体Newshub
的记者，当地时间13日
晚间6点，他与随行摄
影师走上在日本街头报
道台风，向电视机前的
观众展示风的力度。

画面中可见，麦克
罗伯茨一手紧紧抓着街
边的栏杆，身体被风吹
得几乎站不稳，在风
雨交加的现场，可以看
得出他很费力地保持平
衡。

麦克罗伯茨说，“
我们本可以拍摄树木，
道路，水和其他类似的
东西，但我认为，真实
地站在其中，能给人们

更多视角。”
Newshub在其社交平

台官方账号上发布了麦
克罗伯茨当时的报道视
频，并赞扬了他作为记
者的承诺，然而，留言
板上不乏也有一些网友
认为，他的行为“危
险”而“愚蠢”。

日前，强劲的台风“
海贝思”席卷日本，引
发致命的山体滑坡和洪
水危机，至今已造成44
人死亡，15人失踪。日
媒称，截至14日早上7
点，日本7个县的31万
5891户家庭，共计76万
752人接到避难指示。

新西兰记者当街报道日本台风 

紧握栏杆险些被刮走

新西兰记者迈克·麦克
罗伯茨

【海外网】韩国警方
称，当地时间14日发现知
名艺人崔雪莉死在其位于
京畿道城南市的家中。警
方推测崔雪莉的死因可能
是采取了极端的措施，且
生前疑似患有抑郁症。其
家人目前正在赶往事发现
场，崔雪莉所属的SM公
司目前尚未表态。

韩联社、《国民日
报》等媒体14日报道，韩

国警方称，当地时间14日
下午3点20分，收到知名
艺人崔雪莉经纪人的报
案，该经纪人称发现她
死在位于京畿道城南市
的家中，警方目前正在
确认其是否留有遗书，
死亡原因正在调查中。

据 韩 国 《 首 尔 经
济》报道，警方推测崔
雪莉的死因可能是采取
了极端的措施，其家人

正在紧急赶往现场。崔
的经纪人表示，13日下
午与崔雪莉进行了最后
通话后，就失去联系。
根据其经纪人的报案内
容，警方推测崔雪莉可
能患有抑郁症。

据韩媒news1报道，
目前无法联系到崔雪莉
所属的SM公司，该公
司目前也并未就此发表
任何正式立场。

韩警方推测崔雪莉生前或患抑郁症 

经纪公司未表态

【 中 新 网 综 合 报
道，近日，第19号“海
贝思”侵袭日本，据日
本共同社最新统计，11
县已有47人死亡，15人
下落不明。鉴于此次台
风对日本各地造成巨大
损失，日本政府表示，
将全力开展搜救支援灾
区。

据报道，受台风“
海贝思”带来的暴雨影
响，日本各地受灾严
重，警察、消防人员和
自卫队14日在现场继续
救助灾民，搜寻下落不
明者。在岩手、宫城、
福岛、神奈川、静冈五
县新确认共10人死亡。
共同社最新统计数据
为，11县共有47人死
亡，15人下落不明。

此外，当地时间13
日上午1 0点左右，在
日本福岛县磐城市实施
的救援行动中，东京消

防厅直升机救援一名处
于孤立状态的77岁女性
时，队员忘记把为女性
穿戴的装置挂钩扣在绳
索上，就将她起吊，最
终导致她从约40米处
坠落。该女性在医院死
亡。

东京消防厅13日下
午召开记者会，次长清
水洋文为此致歉称，“
行动中的程序出现了错
误。”

鉴于本次台风对日

本各地造成巨大损失，
日本政府表示，将全力
以赴对因浸水而被困在
住宅内的人员，以及下
落不明者开展搜救，并
继续实施紧急灾害应对
措施，完善避难所的生
活环境等，并在地方政
府等提出要求之前，主
动提供各种援助。

当 地 时 间 1 3 日 傍
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政府“特大灾害对策
总部”会议上说：“救
人第一。希望大家彻夜
工作，竭尽全力。”

据报道，日本政府
已向宫城县、福岛县、
•玉县、茨城县、•木
县和长野县等6个县派
出了调查小组，推进对
受灾情况的调查掌握工
作等，14日还计划派武
田良太防灾担当大臣带
领政府调查团，到福岛
县进行视察。

台风侵袭日本已致52人死 

安倍誓言全力支援灾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中新社】世界领
先的移动出行平台“
滴滴出行”将于11月
4日在澳大利亚珀斯正
式推出快车服务。这
将是滴滴在澳大利亚
入驻的第七个城市。

珀斯是澳大利亚第
四大人口最多的城市，
进入珀斯，是滴滴澳大
利亚业务扩展的一个重
要里程碑。目前，滴滴
已经在维多利亚州的墨

尔本和吉朗，昆士兰州
的布里斯班、黄金海岸
和阳光海岸，新南威尔
士州的纽卡斯尔推出快
车服务，为当地市民提
供物有所值、安全、可
靠的移动出行选择。

据知，滴滴快车服
务将覆盖整个珀斯市
区，人口超过200万。

滴滴澳大利亚总经
理马林14日说，珀斯
是一个发展迅速并富

有魅力的城市，人们
喜欢出门去尝试新鲜
事物。这座城市对移
动出行服务和新技术
的接受程度很高，这
让珀斯成为我们在澳
大利亚扩大业务的理
想地点。“集合领先
的A I科技和丰富的本
地运营经验，我们期
待滴滴能为更多人服
务，成为受人喜爱的
出行平台。”

滴滴快车进军西澳 入驻澳大利亚第七个城市

滴滴快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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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当你漫步在印尼
雅加达城市新地标27层高
的班芝兰“唐城坊”，
你一定会有时光倒流穿
越回盛唐的感受：浓郁的
岭南味道，加上琳琅满目
的中国风商品：中药、中
国传统食品、年画、灯
笼、对联，以及来自印尼
各地的特色美食、精致的
手工艺品……相信唐城坊
之旅会是一次愉快的购
物、娱乐、休闲体验。 
    这一高大上的新地标是
印尼前广肇总会总主席谭
栢叶和有建筑设计业“鬼
才”之称的顺德建筑设计
院院长梁昆浩合作的典范
之作。

印尼首都唐城坊，繁华
的背后有着精彩的故事，是
一个人、一座城、根系中华
的情怀和雄才大略....

他就是印尼广肇乡贤
的杰出代表谭栢葉。

根植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商
谭栢叶祖籍广东江门

新会，上世纪四十年代出
生于印尼。他给人的印象
是大气、温和、谦虚、稳
重。谈及唐城坊的设计开发
和建设，他曾包含深情地
告诉媒体：这一切，都源
于中华文化这个“魂”。 
  雅加达班芝兰附近有一条

专卖华人用品的批发市场，
是椰城历史悠久的唐人街，
有华人餐厅、华人春节用的
对联、装饰以及中药等等一
应俱全，乃是当地华人，
人人都光顾过的购物点。

班芝兰是谭栢叶童年的
一部份，一直到今天都还
能记得它以前的样子，并
留下了很多童年美好的记
忆。之后由于政治原因，
华文教育在印尼断层了几
十年，几年前的火灾也将
此街道烧成废墟。恰逢机
缘巧合，事业有成的谭栢
叶接手了班芝兰前Gloria商
场的开发。深受中华儒家
思想影响的他大胆创新，
决意在面积上万平方米的
土地上将商场打造成雅加
达的新地标，同时延续儿
时的梦想，“商场无论从
建筑风格、运营方向都要
体现中国风，做出特色，
吸引全印尼人民、海内外
游客到此观光购物。”

在建筑设计上，谭栢
叶与成功设计法国巴黎中
国城的“鬼才”设计大
师梁昆浩一拍即合，于
2014年9月签订印尼雅加
达“唐城坊”(又称中国
城)建筑设计合同。据梁
昆浩介绍，他希望建造一
座充满现代岭南味道的

建筑，将岭南文化变化
为现代工艺：在建筑材料
上，选取混凝土结构加外
贴瓷片、琉璃瓦；各种
岭南传统纹饰则是采用倒
模再批量生产的方式；装
饰上主要利用纹饰组合对
空间进行分割，既迎合错
落有致而平衡有序的中国
建筑传统，又使建筑外立
面充满中国岭南风格。 
谭栢叶对梁昆浩给予极高
的信任，几次商议就拍板
定稿，开始动工建设。项
目进展非常顺利，并于
2018年9月隆重开业。谭柏
叶不无自豪地说，中国的
习俗在印尼广泛流传，每
年春节、元宵节、中秋的喜
庆气氛都非常热烈，唐城坊
将能很好地满足印尼华人的
需求，坊内将引入中华文
化展示厅，展出中国的灯
笼、舞狮等，同时也是印
尼特产展示的窗口，更将
是开展印中经贸、文化交
流合作的平台。

作为雅加达唐人街的
新地标，唐城坊给前来逛
街的市民带了新的体验和
惊喜。

热心社团，服务乡亲的华贤
谭栢叶在印尼华社担

任过多个举足轻重地位
的职务：前广东社团联合
总会总主席、现任广东社
团联合总会辅导主席、前
印尼广肇总会总主席、中
华总商会资深永远荣誉主
席、印尼工商会馆中国委
员会秘书长。2017年11
月16日荣获江门市荣誉市
民荣衔，2017年5月13日
荣获台湾侨务委员会颁发
海华荣誉奖章。

他说，能够有机会服务
乡亲，是一份责任，更是一
份福报。广肇会馆帮助乡亲
的事例不胜枚举，听着让人
感动，更让人自豪，血浓
于水、团结互助、守望相
助的精神是广肇乡亲代代
传承的优良传统。谭栢叶
长期对广肇乡亲的关怀及
服务，深受印尼广肇乡亲
的尊敬与赞扬。

据印尼广肇总会秘书
长黄贤安介绍，广府人到
印尼，大都从事木匠、泥
水匠、打金匠、鞋匠，从

事的行业让他们尊崇能工
巧匠鲁班，鲁班庙应运而
生，大家共同敬奉先师鲁
班，这也成为广府人的精
神寄托。为了更好地在异
国他乡奋斗，会馆应运而
生。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广
肇会馆在帮助安置乡亲找
工作、小孩教育、安排身
后事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府人重义，全印尼各地
的广肇会馆都有成立殡仪
馆、义山，以便妥善处理
好乡亲的后事。

受鲁班精神的感召，
广肇会馆于公元1909年
创办雅加达著名的广仁学
校，招收华人子弟就读，
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可
惜广仁学校于1958年被
当时的政府没收接管。会
馆于是进行变通，以鲁班
庙为学校继续招收学生，
并以纯明学校命名，延续
华教事业。

1999年之后，印尼实
现民主改革，华文教育得
以复苏，广肇会馆的纯明
学校重整旗鼓，谭栢叶责
无旁贷地兼任了学校董事
会主席。

为了更好地传承广肇
乡亲团结重义的精神，作
为印尼广肇总会总主席的
谭栢叶决定扩建雅加达广
肇会馆，并得到众多乡亲
的积极响应。广肇总会副
总主席黄柏笑言，做好事
是事事顺。新选址的会
馆会址地理位置优越，是
一块黄金地带，曾有多家
开发商都拿不下这块地,
谭栢叶与业主经洽谈到开
工，仅仅用了三个月。新
会馆楼高四层，其中一
楼是停车场，二楼是纯明
学校的教室、教师、校长
办公室，三楼是会议室、
总会的办公楼、展示厅，
四楼是多用途表演室，可
以供合唱团、舞狮等文娱
活动，也可以提供给乡亲
摆小型婚宴等。谭栢叶不
仅带头出钱，更是积极发
动乡亲支持会馆扩建。得
益于他在社团中的威信和
号召力，会馆建设进展高
效，已于2015年11月举
行落成庆典，投入使用。

谈及担任社团首长的

感受，谭栢叶坦言，有赖
大家的信任，他带领的广
肇总会恪守服务乡亲的宗
旨，他全力支持总会的工
作，在会员商贸合作、分
会会馆建设、会员互助帮
扶等方面尽力，并积极物
色培养年轻人担任社团领
导职务，以利于总会的良
性循环发展。

在谭栢叶的大力推动
下，印尼广肇总会2016
年9月在雅加达成功举办
了第五届世界江门青年大
会，吸引了逾千名来自全
球五大洲超过30个国家
和地区的华人华侨青年组
织、企业家和五邑籍青年
精英与会。谭栢叶放手让
总会的年青人去筹办，去
锻炼，他最欣慰是看到年
轻一代的成长和成熟。

经贸合作交流的使者
谭栢叶自1964年从小

本生意做起，历经50多
年的奋斗，成为横跨房地
产、金融、银行、娱乐
业、酒店业、餐饮业、食
品加工、金钻业、股票、
证券、电讯行业的大型集
团董事长。他的生意也曾
经受到政治因素的冲击，
其中1963年5月10日万隆
发生暴乱，之后暴乱也蔓
延到其他城市，家族公司
店面难免遭到暴徒抢烧。
但谭栢叶仍始终对发展情
景保持乐观。“因为印尼
拥有2亿5千万人，是非常
庞大的消费市场，他从来
没有动摇过在印尼发展的
信心。”

他有很多商界朋友，
受政局影响屡次到外国发
展，但最后都回来印尼继
续经商。谭栢叶的生意能
够越做越大，关键是抓住
了每次的发展机遇，危机
就是商机，大胆进入新的
领域，从而占领了市场。

谭栢叶多次鼓励中国
投资者以“一带一路”发
展战略为契机，大胆到印
尼从事经贸往来。他诚恳
地表示：“印尼广肇总会
有遍布30个省的分会，可
以和大家一起开拓印尼
的市场，特别是食品加
工、健康产业、高科技
产业等。”

作为有中华血统的印
尼公民，他对祖籍国有深
厚的感情，他愿意为印中
两国的世代友好关系做出
积极的努力，谭栢叶也非
常乐意充当印中经贸交流
的使者。

修身齐家有道的智者
谈及成功之道，谭栢

叶称，这源于上帝的赐
福。谭栢叶的先祖早期南
来，从事木匠，在家私修
理厂为荷兰人打工，他也
被教导要掌握一门手艺谋
生，要从小学开始学习当
木匠学徒。但当他目睹有
的亲戚靠体力与手艺赚了
钱，最后还是无法发展，
始终不能出人头地。所以
他决定放弃做木匠的念
头，从小本生意做起，终
于成就一番事业。

他曾于2014年捐资240
多万港元在家乡新会区双
水镇兴建“谭栢叶活动中
心”和上凌幼儿园，并亲
笔题写“念祖爱乡”的牌
匾悬挂在三楼思源堂。

谭栢叶也是谭氏宗亲
会永远荣誉主席，谭氏宗
亲会自置会所，谭栢叶功
不可没，于1992年宗亲
会兴建会所的一切费用都
是由他所承担，完成了先
辈们30多年来的心愿。

谭栢叶对向他请教的年
轻人给予的忠告是：“做
人勤奋努力最重要，做生
意诚实守信最重要，经营
家庭互相尊重最重要。”

还有更为重要的是，
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
家，应该先让家庭幸福，
其次让周围的人幸福，然
后可以为国家和人民创造
幸福，最后你将成为别人
的祝福。

第五届福建省舞蹈“百
合花奖”专业舞蹈大赛评选
结果10月11日在福州揭晓。
代表我校首次参赛，由音乐
舞蹈学院教师王岩、黄玫
瑰创作的梨园古典舞实践
剧目（二）《笋江月影》
获得“表演银奖”“最佳
灯光设计奖”“优秀组织
奖”共3个奖项。

福 建 省 舞 蹈 “ 百 合 花
奖”专业舞蹈大赛由福建省
文联、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是我省为出作品、出
人才而精心打造的专业舞
蹈权威赛事活动。该赛事于
2010年开始举办，每两年举
办一届，比赛中涌现出的优
秀舞蹈作品，将被推荐参加
全国各类专业舞蹈大赛。

《笋江月影》以泉州梨
园戏特有的身段韵味为基本
元素创作而成，是我校音乐
舞蹈学院继《南音舞韵》
后的第二部梨园舞蹈风格
实践作品。作品描述古时

泉州中秋佳节，佳人乘船游
江，欣赏笋江月色之万种
风情；展示了古时社会人
们怡然自得的神态，是彼
时泉州社会现实和精神生
活面貌的艺术写照。

《笋江月影》的音乐、

灯光、舞美、服装与舞蹈
情节、氛围相得益彰，呈现
出“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
游”的舞台感。特别是用九
把团扇制造了中秋夜从九孔
桥洞中看到九个月亮同时冉
冉升起的画面，让观众领略

到泉州十八景之一的“笋江
月影”之奇妙景观。现场评
委、国家一级编导应志琪称
赞节目非常精致、非常美、
非常沉得住气，“我提倡这
样的传承方式”。

王岩表示，“我们将继

续走在中华优秀文化传承
之路上，秉承时间只记住精
品、艺术永追求一流的精品
理念，不断创作演出优秀舞
台艺术作品，再攀高峰，为
学院、为学校争光！”

因表现出众，《笋江月

影》还受邀参加了由福建
省文联、福建省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福建省舞蹈家
协会承办的“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福建
省优秀舞蹈作品展演”。

（中国华侨大学）

《笋江月影》获福建省舞蹈“百合花奖”表演银奖

《笋江月影》主创及演员比赛现场合影《笋江月影》舞台照

10月13日，由中国侨联
主办，福建省侨联、华侨大
学承办的2019年“寻根之
旅”秋令营——泰国华裔青
少年福建省华侨大学营在厦
门校区开营。由集美学校泰
国校友会、华泰教育交流中
心组织的60余名华裔青少
年开启了“寻根之旅”。

在10天的营期里，除了
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外，华
侨大学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
活动，包括走进泉州、厦门
两校区，和华侨大学学生结
对子共同学习，搭建中外学
生交流学习平台；走进鼓
浪屿、福建土楼、德化等
八闽大地名胜古迹，体验

闽南文化，感受祖（籍）
国的秀美山川、悠久历史
和现代活力。

营员代表邹林欣感谢华
侨大学举办此次“寻根之
旅”，相信此次活动能为其
今后学习中文打下良好基
础，并表示遵守营规、服从
安排、用心学习。

六十余名泰国华裔青少年寻根福建

体验闽南文化

授营旗仪式

譚栢葉（左）将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会旗传授给
叶正欣。

譚栢葉

“广联”人物志之谭栢叶 文/邝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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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是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一项耗资3亿美元
研究的主题。该研究使用
MRI扫描来检查使用智能
手机和其它屏幕设备对儿
童大脑结构的变化，结果
令人震惊。

这项研究的首批结果
显示，每天在屏幕上花两
小时以上的孩子在语言和
思维测试中得分较低。令
人震惊的是，每天在电子
设备上花7小时以上的孩
子大脑皮质过早薄化，这

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
杜宁博士（Gaya Dowl-
ing）所描述的“成熟过
程”，通常在发育后期才
会发生。

杜宁博士说：“我们不
知道它是否是在看屏幕期
间引起的，我们还不知道
这是不是一件坏事。得随
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才会
看到是否有与我们目前所
看到的这个差异有关的结
果。”

令研究者感到担忧的

研究：孩子常看屏幕设备影响大脑发育
手机、电脑和电视已日益成为现代孩童

生活的一部分，随之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

是，看屏幕会对大脑发育产生多大的影响？

是，对该研究提出的一些
问题的答案可能需要几年
时间才能得到。而最有意
义的结果可能要等到十几

年后，那时也许研究人员
才能明确看到长期使用技
术对大脑影响。

不过，许多孩子已开始

担忧自己在手机上花的时
间太多。据统计，美国青
少年现在每天花在手机上
的时间超过四个半小时，
这甚至不包括玩电子游
戏，看电视或使用电脑所
花费的额外时间。

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re）最近的
一项调查显示，54％的
美国青少年表示他们在手
机上花费了太多时间，其
中60％的人认为在网上花
费太多时间成为“主要问
题”。

数据似乎支持这一点，
报告称今天的青少年饮
酒，性和吸毒水平较低，
但抑郁和孤独感较高。

今年，Facebook，Apple
和Instagram开始提供工具
来帮助用户监控和缩短他
们的屏幕时间，包括让用
户设置时间限制并可查看
他们在不同的应用程序中
的屏幕时间。其中一些功
能旨在帮助父母限制孩子
的屏幕时间。

美 国 儿 科 学 会 建
议，“18个月以下的儿童，
避免使用视频聊天以外的屏
幕媒体”，对18至24个月大
孩子的父母来说，如他们仍
希望孩子接触数字设备，
则“应该选择高质量的数字
媒体 编程，并与他们的孩
子一起观看，以帮助他们了
解他们所看到的内容。”

美国学校在每个
学期之初，都会为
学生开出一长串适
合该年级阅读的书
单，也会举办“
阅读指定书单”
的竞赛。台湾似
乎 没 有 较 细 腻
的“分龄推荐书
单”，即使许多
父母鼓励孩子阅
读，许多孩子
多半却沉浸在漫
画里，阅读的品质并不好。美国家长除
了鼓励孩子“大量阅读”之外，还要求
他们多读“经典”，既重质也重量！

有一次我看到小熊写回家作业，国语
造句有一题“……为何……？”，他写
的是：“我真不明白为何班上同学都很
崇拜周杰伦？”我心里偷笑了一下。

他写得没错，我们家没有周杰伦的
CD，小熊在美国也从未听过他的歌（在
美国乡村不太有机会听到吧？），这也
难怪他不明白为什么同学们都很喜欢周
杰伦，连小熊的表姐、堂姊在家练习卡
拉OK也爱点他的歌。旅居美国多年，我
只隐约听过这位天王的各种传闻，回台
湾后才有机会看到他的MV，觉得他的
歌词意境很不错。不过，我发现作词者
多半是方文山，并非周杰伦。所以对于
方文山，我一直很好奇。

后来终于在杂志上看到关于他的故
事─他出身蓝领家庭，私立高职毕业，
小时候从未上过一天补习班或才艺班。
他做过广告派报、高球杆弟、服务生、
作业员；退伍后，送过报纸、当过纺织
厂机械维修员、物流司机、防盗器维
修员……换句话说，他是一个与菁英教
育、明星学校完全沾不上边的人。

那么，为什么他现在这么成功，大街
小巷传唱着他填写的词？这与他儿时大
量阅读有关。报导中提到，方文山从未
受过任何正规的修辞训练，他的创作养
分并不是来自体制内的教育，而是来自
于“阅读”。国中时，他在住家附近的
小书店找到了一个绮丽而辽阔的世界。
他在那里邂逅了李清照、李后主、夏宇
与席慕容，这些古今词人的美丽文字深
深震撼了少年方文山，并且对他后来的
创作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人说他运气很好，刚好搭上了巨星
周杰伦的顺风车。方文山也不否认自己
的确碰上了极好的“机遇”，但若不是
他多年来大量阅读的积累，以及持续不
辍的创作，就算遇上多么千载难逢的机
会，也是枉然。

以他的例子来看，“大量阅读”的
确有可能改变一个人原本处于弱势的命
运。

大部头、老
经典可以带给孩
子什么？

 关于这一
点 ， 我 想 起 李
家同先生所写的
《大量阅读的重
要性》（博雅书
屋）一书，他除
了鼓励大量阅读，
还提到许多其他理
念。举例来说，他
认为阅读之海太辽

阔，大量阅读也要有方向，有六种读物
对孩子的阅读能力培养很有帮助：

经典名著；
优质的论述文；
法官判决文与侦探小说；
知识性的文章；
国际新闻；
一般性的教科书文章。
李家同先生还在书里提到：“任何书

籍或文章，已成为永垂不朽者，一定有
其道理。完全没有深度的书是很难成为
经典名著的，我在此奉劝读者该好好地
读有分量的书……能流传到现在而不被
时间淘汰，必然有某种程度的人心、人
性描绘与深度刻画，才能在不同时代，
引起各种人的共鸣。”

我相信许多人都有这个疑问：“谁说
一定要阅读经典？”事实上，我小时候
看的闲书也不少（以漫画、武侠小说为
大宗），而且也认为阅读是一种很私人
的享受，所以最初并不支持读什么大部
头、老经典的观念。长大之后，慢慢静
下心来阅读经典，才逐渐了解：

我在阅读上绕了不少远路！我曾经
苦苦追寻的答案、深深困扰的情感，原
来早在几百年前的经典书籍里就有人想
过、挣扎过与省思过了。

所以，我鼓励小熊多阅读儿童文学经
典。每年的寒假、暑假，我都会指定小熊
阅读几本东西方的古典文学作品，例如：
《鲁宾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
海角一乐园》、《金银岛》、《白牙》、
《西游记》、《三国演义》等。

当然，有时候小熊不能理解这些书
时，我会要他先停下来，等到下一个长
假，再拿出来试试看。一开始小熊很抗
拒，因为这些同学都不读的书，应该是
老掉牙而且无趣的！但在我坚持他一定
要试看后，果然渐渐地，他发现这些书
不可抗拒的魅力！

有好多次，他读完一本经典小说之
后，反而回来告诉我：“妈，这本书好好
看……你看过了吗？一定要看喔！尤其是
某某章节……”我的经典推动计划，算是
水到渠成了；目前还正继续下去。

我喜欢跟孩子玩！尤其
是那些2岁以前的孩子，总
是能在他们身上，看到大
人最缺乏的善良与纯真。
与育有幼儿的朋友们见
面，我也常常成为孩子的
临时褓母。

看到我跟他们相处，孩子
的爸妈常问：“为什么小孩
跟你在一起那么乖，平常他
总是静不下来？”

其实，诀窍就在于如何跟
孩子说话。

有人或许会想，不过就
是讲话，爸妈怎么可能不
会呢？然而，跟幼儿谈天
涉及了很多非语言沟通，
所以是一门很高深的艺
术，我也是经过多年的练
习才学会的。

只要能跟孩子恰当的说
话，就能让孩子相信，我们

为何要读经典？阅读除了重量也要重质

跟幼儿好好说话

美国最新研究发现，蟑螂对多种不同
化学杀虫剂已经具有抗药性，而且这种
抗体基因遗传一代就可增强4至6倍。研
究者指出，未来单靠化学杀虫剂将无法
控制蟑螂数量。

英国自然科学期刊《科学报导》（Sci-
entific Reports）上月发表一份研究报告：
美国普渡大学的研究者们发现，德国蟑螂
对不同的化学杀虫剂已经开始产生抗药
性，而且抗体基因还可以遗传。

不同的杀虫剂，除
灭蟑螂的原理不同，
有的具有神经毒性，
有的可腐蚀外骨骼。
为了比较蟑螂对三种
杀虫剂——阿维菌
素、新烟碱类的阿克
泰（又名噻虫嗪）和
硼酸的抗药性水平，
研究人员在六个月里
对三个不同的蟑螂高
发区、三个不同群族
的蟑螂，分别使用了
不同的方法。其中一
个区使用全部三种杀
虫剂，但每次使用一种；另一个区使用混
合杀虫剂，第三个区则只用一种灭虫剂。

结果表明，无论是单独或混合使用，
抑或同时使用三种杀虫剂，蟑螂的数量
都没有减少。这意味着，蟑螂在短时间
内能够迅速产生对三种化学杀虫剂的抗
药性。

研究还发现，生存时间只有100天的
蟑螂，对杀虫剂的免疫力还可以通过基

因快速传给下一代。
研究者之一、普渡大学教授史卡尔夫

（Michael Scharf）表示，“先前人们对
付蟑螂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挑战，蟑螂们
变得能够对抗多种不同杀虫剂，未来几
乎不可能单靠化学药物控制其数量。”

他提到，蟑螂繁殖一代就能增长4到6
倍抗药性，而雌蟑螂可产下200到300只后
代，“我们都没料到会发展得这么快”。

史卡尔夫认为，未来想消灭蟑螂必须搭
配物理性的方法，如
使用蟑螂陷阱、真空
吸尘器等，并加强居
室保洁。

今年3月，台湾环
保署化学局也对10
种杀虫剂进行过感
药性检测，发现台
湾北部的德国蟑螂
也对百灭宁、第灭
宁及扑灭松这3种杀
虫剂产生了“中抗
药性”。

环保署化学局副
局长陈淑玲指出，

台湾北部地区的都会型办公场所，正是
德国蟑螂喜爱的生活环境，残留的食
物、文件、纸箱及报纸等都便于蟑螂生
存或躲藏。她亦认为，环境卫生整顿是
防治蟑螂的关键。

日常保洁工作，包括及时打扫厨房、
卫生间和下水道，及时清理垃圾、堵塞
缝洞；家中不留卫生死角、不留积水；
不要露天摆放食品等等。

蟑螂耐多种杀虫剂 抗体遗传1代增4至6倍

你知道炒饭可以用电饭锅做吗？这个食
谱对于忙碌的人，没有炉子的人，和住在宿
舍里的学生来说，真的是一个完美的食谱。

你好！我可以非常自豪的说，自己是
两个健康美丽宝宝的妈妈。但相信你也知
道，当妈妈宾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而且
每天都忙得真的没有什么时间。所以我们
现在家里的晚餐一般都是做，不需要太多
时间的菜，而且还得吃得健康。所以今天
跟你分享如何用电饭锅做炒饭。

这样做炒饭真的很好吃，一口进去就
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营养。

电饭锅炒饭食谱～方便简单快速的炒饭！
米饭:

1杯米

1杯水

其他食材：

1个番茄

1/2橙柿子椒

1/2黄柿子椒

2根中芹

3个鲜香菇

1/4个洋葱

3盎司火腿

1汤匙香菜茎

2根葱，绿色部分

酱：

1汤匙蚝油

1汤匙酱油

少许盐

少许白胡椒

少许糖

1茶匙芝麻油

真的“懂”他们，能够满足
他们，不论是生理需求，又
或是内心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只有当孩
子相信我们能了解他们，能
满足他们，才会信服我们所
设定的规则与界线。

把幼儿当成大人来沟通
跟幼儿沟通的第一个重

点，就是把幼儿当成一个“
完整的大人”来沟通。（眯
眼先生提供）

我认为，跟幼儿沟通
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把幼
儿当成一个“完整的大
人”来沟通。我相信，幼
儿跟大人一样是理性的，
只是他们才刚开始认识这
个复杂的世界，所以难
免会做出“幼稚”、“荒
谬”的回应。其实，他们
就跟我们一样，有想法、

有主见，值得细心的倾听
与沟通。

注意肢体语言
建立合作关系
在跟牙牙学语的孩子

说话时，要多注意他们的
肢体语言，只要多猜、多
想，我相信渐渐就能猜出
孩子的心意。

另外，跟他们“说话”
之前，我会利用一起玩玩
具、一起观察动植物，
或是一起看书等方式，跟
他们建立“合作关系”。
我不会用“教导”、“引
导”的方式来教育他们，
反而是在一种平等的感受
下，去跟孩子一起完成一
件事情，跟他们建立同伴
的情谊。如此一来，孩子
也会更愿意和我沟通。毕
竟，就跟大人一样，相较
于主管、老师，我们更喜

欢和同学、同事当朋友。
心胸开阔 不要有
先入为主的喜好与善恶
在和孩子沟通时，我们

要留心不要“想当然耳”
的觉得，孩子一定是在说什
么，或是什么事物他一定不
懂。因为，孩子是不停在改
变的。

在我们的教学经验里常
发现，孩子的时间感跟大
人不同，一天对他们来说
就像两、三天一样长。只
要细心观察，每周孩子都
有明显的改变，只是朝夕
相处的父母，反而因为熟
悉，感觉不到孩子每天的
变化。

另外，孩子的心胸是开
阔的。他们还没有大人约定
俗成的喜好、善恶。所以当
孩子语出惊人时，也不要过
度紧张。

孩子曾跟我有很多
奇妙的对话，像是：
人为什么会变成骷颅头？
狮子吃羚羊会吃到羚羊

的大便吗？
我长大要当孙悟空打爆坏

人的头！妈妈都不生妹妹，
我要自己生一个妹妹等等。

这种时候，都是孩子正
在对外界进行理解、做出回
应，父母如果情况许可，都
可趁着这个机会好好跟孩子
深谈，让他们对人事物有更
多、更深的理解。

总而言之，和幼儿说话
的重点，就在于不要一味
地把自己置于孩子之上，
反而要去理解孩子，尝试
当他们的同伴。毕竟孩子
真的和我们一样聪明，我
们有什么比孩子更强的地
方，只不过是我们比孩子
更早认识了这个世界。

未来想消灭蟑螂必须搭配物理性的方法，如
使用蟑螂陷阱、真空吸尘器等，并加强居室
保洁。图为浴室墙壁上的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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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据路透社报道，4
名美国民主党议员表示，
特朗普政府可能将要宣布
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无疑，该则消息会使已
经“退群成风”的美国政
府再次登上风口浪尖。

《开放天空条约》1992
年由欧安组织2 7个成员
国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签
署。条约规定，签约国之
间可以对对方领土进行非
武装方式的空中侦察，以
检查其执行国际武器控制
条约的情况，增强军事透
明度，避免由于猜忌而造
成的紧张。美国国会于
199 3年11月批准了该条
约，俄罗斯则在2001年5
月批准该条约，2002年1
月1日该条约开始生效。

目前看来，此次美国如
果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那么其动机仍然离不开美
俄博弈的“主轴”。条约规
定，缔约国开放天空的范围
应涵盖其行使主权的全境，
在对缔约国领土进行观察飞

行时，被观察国只能基于飞
行安全原因对行动进行限
制，而不能以国家安全理由
予以拒绝。

据统计，在过去16年
中，超过200架美国侦察
机飞过俄罗斯领土，而俄
罗斯方面则派出70多架侦
察机观察美国军备情况。
近年来随着美俄关系的紧
张，俄罗斯侦察机的行动
在美国国内引发质疑。美
国有舆论认为俄罗斯滥用
条约，趁机对美国实施“
间谍行动”。一些美国共
和党人从去年就开始呼吁
退出该条约，如美国共和
党议员汤姆•科顿称，这
一条约已经过时了，只会
让俄罗斯受益，最好的办
法就是退出。

客观而言，《开放天
空条约》的象征意义大于
实际意义。在条约中对各
方的观察行动都有着具体
的规定，如不得使用直升
机、不得携带武器、所使
用的传感器不得是某些国

家所独有的最先进技术、
飞行高度不得过低等等，
这样做是为了让对方看得
见却看不清。

而且条约还规定，观
察至少提前72小时进行通
报，飞行中不得搜集对方
的电磁波电子信号，被观
察国可派2名观察员、1名
测量员、1名翻译搭乘飞
机进行监督，防止对方更
改航线或进行计划外的观
察。

在该条约被履行后，各
方经常在飞行观察中斗智
斗勇。如执行观察任务的

一方经常被指责使用了超
出条约规定的先进侦察设
备。而被观察的一方在对
方飞机飞经地区的军事基
地均会保持通信静默，地
面基地和军事设施也会进
行伪装，同时还会采取烟
雾和反红外保护措施进行
秘密干扰，竭力阻止对方
的窥视，所以按条约所进
行的观察飞行实际能够取
得的信息有限。

再加上经过这么多年的
发展，目前美俄早已具备
其他考察对方及其他国家
的更先进手段，如美侦察

卫星的地面分辨率据称已
达到10厘米，而且卫星图
像比观察飞行可以得到的
图像更详尽。因此即使美
国真的退出《开放天空条
约》，对美俄情报收集能
力也无过大的削弱。

但是，退出该条约的政
治后果却不能忽视。因为允
许他国飞机对自身敏感设施
进行实地考察，本身就是军
事互信与合作的表现，是其
他侦察手段所不能比拟的。
由于在所有签约国中，美国
与俄罗斯之间的相互空中侦
察最受关注，所以如果美国
不再履约，则既意味着美俄
关系将继续恶化，也会让其
他签约国之间的互信受到影
响。

另外，美国退出《开
放天空条约》也可能让自
己的“盟主”形象受损。
如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
务委员会主席艾略特•恩
格尔7日在给美国国家安
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赖恩
的信中指出，美国退出该

条约不仅损害美国安全
利益，还将对盟国造成伤
害，因为条约允许美国观
察俄罗斯的军队部署，搜
集有关俄罗斯在乌克兰行
动的信息。

仔细分析，会发现以
上言论并非毫无道理。美
国飞机对某些敏感地区进
行侦查飞行，不论效果如
何，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表
态，向外界传达出“美国
正在关注该地区的局势”
的信息，可以起到安抚盟
友，威慑潜在对手的作
用。联想到特朗普上台以
后，多次要求盟友承担更
大的责任，不难推测美国
在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以后，就能更轻易的以“
看不见”为由对盟友的处
境装聋作哑，所以退出该
条约可能导致美国与乌克
兰这类盟国的关系变得疏
远。（兰顺正 远望智库特
约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
究员、中国指挥与控制学
会会员。来源：中国网）

美国或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为何再次“退群”？ 文/兰顺正

中国和尼泊尔都对习
近平主席的此次出访非常
重视，做了充分的准备工
作。中国方面，习近平11
日在尼泊尔《廓尔喀日
报》、《新兴尼泊尔报》
和《坎蒂普尔日报》发表
题为《将跨越喜马拉雅的
友谊推向新高度》的署名
文章，提前为此次出访定
下了积极友好的基调。尼
泊尔方面，尼泊尔总理奥
利11日在加德满都接受央
视记者采访，明确表示，
习近平主席的历史性访问
将把中尼两国关系提升到
新的高度。具体来说，此
次出访尼泊尔具有以下两
方面重要意义。

第一，此次出访完美
回答了“不同制度和大小
国家如何交往”这一问
题。

中国和尼泊尔的国家
制度不同，幅员面积不
同，国家实力也不同。但

是，自从1955年建交以
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
化，中尼关系始终持续、
稳定、健康发展，堪称不
同大小国家之间和平共处
的典范。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是，作为大国的中国对
尼泊尔始终坚持尊重和不
干涉的原则。

中国不寻求充当国际
舞台上霸权国家的角色。
与美国“己所欲，必施于
人”的所谓“传道士”文
化不同的是，中国的血液
中流淌的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和平基因，
始终主张求同存异、互不
干涉。

中国对尼泊尔援助从
不附加政治条件，真心
实意帮助尼泊尔发展。
可以说，正是中国这种“
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
才保证中尼两国得以长期
保持良好关系。习近平主
席在此次出访中也明确表

示，“建立中尼面向发展
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其原则就
是平等相待、和睦相处、
世代友好、全面合作”。

第二，此次出访极大
促进了“一带一路”倡议
在尼泊尔的走深落实。

尼 泊 尔 是 “ 一 带 一
路”倡议的坚定支持者
和重要合作方。2017年
5月12日，在第一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前夕，中尼两国政府签
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
录。2019年4月24日至5
月2日，尼泊尔总统班达
里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在习近平主席此次出
访尼泊尔期间，中尼两国
官员签署了多项协议，涉
及卫生、农业、工业、旅
游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此
外，两国在联合声明中明
确表示，双方同意加快落
实两国政府《关于在“一
带一路”倡议下开展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加强口
岸、公路、铁路、航空、
通信等联系，共同打造跨
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
络。

2019年5月初，班达里

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会谈
中就表达过加速中国西藏
吉隆口岸至加德满都的铁
路项目建设。在这次出访
中，两国在联合声明中也
再次表示将开展吉隆至加
德满都铁路项目可行性研
究，为启动项目建设奠定
重要基础。两国多次提及
的这个铁路项目究竟是什
么呢？

据了解，吉隆至加德
满都虽然只有160公里左
右，但是中间隔着喜马拉
雅山，道路极其崎岖险
峻，越野汽车走完这段路
至少需要12个小时，不
仅耗时，而且危险。如果
中国与尼泊尔合作实现铁
路通行，对两国人民无疑
是一个巨大的福音，也将
改变尼泊尔“陆锁国”的
现状，极大地促进该国打
造“陆联国”这一国策的
落实。

尼泊尔关注国家发展
的青年一直疑惑：差不
多同时起步的尼泊尔和
泰国，为什么泰国旅游业
发展迅猛，而尼泊尔还是
停滞不前呢？尼泊尔从事
教育的学者一直反思：尼
泊尔之所以发展落后，重
要的原因之一是教育跟不
上。现在，在“一带一

路”的牵引下，尼泊尔的
出口商品将会增多，外来
游客也会增加，教育理念
也会提高。这是因为“一
带一路”是一块大蛋糕，
覆盖面广，涉及宽领域多
层次的合作。“一带一
路”倡议在尼泊尔的走深
落实，将尽早帮助尼泊
尔摆脱最不发达国家的身
份，并于2030年之前成为
中等收入国家并同期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

尼泊尔前总理普拉昌
达在今年 9月也大力呼
吁，尼泊尔应该根据国家
利益的需要，加快确定一
些对接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的项目，以进一步促
进尼泊尔社会经济发展。
他指出，“一带一路”倡
议不是要搞军事同盟，而
是要促进合作、追求互利

共赢，许多国家通过积极
实施协议框架内的项目已
经有了很大收获。

早在13世纪，尼泊尔
工匠阿尼哥在中国设计
建造了北京妙应寺白塔
和山西五台山白塔。这
两座至今屹立不倒的高
塔，见证着中尼两国友
好交流的历史和现实。
邓小平也曾经说过：“
高耸的喜马拉雅山把中
尼两国紧密联系起来，
雄伟的珠穆朗玛峰矗立
成为中尼友好崇高的象
征。”如今，“亲诚惠
容”的外交理念将保证
中尼两国关系的健康与
稳定，“一带一路”倡
议将促进中尼两国的繁
荣与发展。
（刘木子 亚太智库高级
研究员。来源：中国网）

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 大小国家和平共处的典范 文/刘木子

1 0月1 2日，习近平主席乘专机抵达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对尼泊尔进行国

事访问。此次访问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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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尼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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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不重样的快手减脂早餐

精选食谱 FEATURES

在减脂的阶段里，我的小秘诀

就是把每天需要摄取的蛋白

质（比如肉蛋奶）比例调高，碳水

的摄取相对（注意是相对）较低，

把之前经常吃的米饭或者馒头这样

的精细粮食换成红薯玉米等粗粮，

当然如果实在很想吃一些，放在早

上，是个明智的选择。这样既能稳

定能量水平，又能不饿着自己，还

有力气训练，多好。下面就是前十

天的早饭记录了。（来源：知乎）

1.
第1天
茄汁龙利鱼 柚子 红薯 黑咖啡
材料：西红柿3个，四季豆50g，龙利鱼300g，红薯150g，
柚子3瓣，黑咖啡（现煮）
方法：
1  西红柿切块，放入锅中慢慢炒出汁，加入四季豆（单
纯的只是想吃绿色的菜，不喜欢可以不放），小火继续
熬，直到所有的西红柿化成一锅汤，整个过程不放水。

2 龙利鱼切块放入汤里煮熟调味出锅。

2.
第2天
茄汁鸡肉丸子 豌豆苗 红薯 玉米 黑咖啡
材料：鸡胸肉300g，豌豆苗250g，红薯1个，玉米1个
方法：
1 鸡胸肉剁成泥，调味，开水，挤成团下锅汆熟捞出。
2  豌豆苗下开水锅烫熟，捞出后调味（油醋汁就可

以）。
3  西红柿熬成酱调味后把汆熟的肉丸倒入翻炒收汁出
锅。

3.
第3天
鸡胸肉卷饼 南瓜泥 黑咖啡
材料：鸡胸肉150g，鸡蛋2个，香菇2个，蔬菜，面粉
50g，南瓜150g
方法：
1 面粉加鸡蛋，水和一点盐调成面糊，小火摊成面饼
2 鸡胸肉和蔬菜一起裹入面饼中卷成卷
3 红薯蒸熟压成泥

4.

第4天

鸡蛋三明治 彩椒煎龙利鱼 黑咖啡

材料：面包2片，龙利鱼200g，鸡蛋4个，彩椒，橙子

方法：

1 鸡蛋煎好，跟蔬菜一起夹进面包里

2  龙利鱼切碎，彩椒切碎，和鸡蛋一起搅拌成糊，小火

煎熟

5.
第5天
皮蛋瘦肉粥 菠菜鸡蛋 橙子 黑咖啡
材料：菠菜500g，鸡蛋5个，大米，皮蛋，瘦肉
方法：
1  先天晚上熬一锅白米粥，第二天早上加热再加入瘦肉
和皮蛋，煮一会调味出锅（这部分没算多少量，主要
是康老师喝）

2 鸡蛋打散，小火摊成鸡蛋饼，最后跟菠菜一起炒

6.

第6天

鸡蛋 面包 鸡胸肉

材料：鸡蛋2个 面包1片 鸡胸肉150g 橙子 黑咖啡

方法：

1 鸡蛋煎熟

2 鸡胸肉是现成的（优型）

3 所以其实早餐只是煎了个鸡蛋，煮了个咖啡就好了

7.
第7天
牛肉汤米粉 鸡胸肉 水果 黑咖啡
材料：牛肉汤，米粉70g，鸡蛋1个，鸡胸肉150g，蒜和辣
椒，水果
方法：
1  米粉煮熟捞出，放入先天煮的牛肉汤里，加入生菜和
鸡蛋

2 鸡胸肉是优型电烤鸡胸肉
3 少许油，炒蒜末和小米辣椒，加酱油和盐调味

8.

第8天

蒸鸡胸肉 南瓜 煎鸡腿菇 蔬菜 橙子 奶茶

用料（右边）：鸡胸肉150g，鸡腿菇50g，南瓜65g，蔬

菜，橙子

1 鸡腿菇切片打花刀，小火煎熟调味

2 鸡胸肉（优型蒸煮鸡胸肉）

3 南瓜蒸熟

9.
第9天
鸡蛋三明治 橙子 奶茶
用料：面包3片，鸡蛋6
个，蔬菜
1  4个鸡蛋打散，裹在面包
片上之后下锅煎熟

2 两颗全蛋煎熟
3  把鸡蛋和面包蔬菜夹在
一起切开做两份

10.

第10天

番茄蛋包饭 蔬菜 苹果 黑

咖啡

用料：鸡蛋3个，米饭

50g，蔬菜

方法：

番茄蛋包饭的做法

厨友 @盈盈小筑：又到西葫芦盛产的时
节，我有个好友送了几根她种的西葫

芦，长得非常肥美粗壮。周末早晨取一根做
这个糊塌子，再熬点小米粥，这样的早餐一
家大小都很喜欢。

糊塌子
by 盈盈小筑
用料
鸡蛋 1只 西葫芦（中等大小） 1根
中筋面粉 3-5大勺 食盐 1/4小勺
芝麻 1大勺 胡椒粉 食用油
做法
1 西葫芦洗净擦丝。
2 加入1/4小勺食盐和一只鸡蛋拌匀后静置

5分钟。
3 西葫芦丝会开始出水，变软。拌入芝麻。
4 胡椒粉和面粉，可以按喜好增减面粉，

稀一点的面糊煎出来的饼比较软，浓一些的
面糊煎出来的饼比较脆。

5 热上一口平底锅/电饼档，油温起来之后
取两大勺的面糊摊平，滴几滴油定型。

6 翻面再滴几滴油煎至两面金黄即可出锅。
继续把所有面糊摊完。

小贴士
糊塌子面粉和西葫芦丝比例比较灵活，

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加入其他材
（来源：知乎）

这张饼 比吃煎饼果子还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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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故事

同室操戈

作者简介：李愫生，原名李钢。80后，出生于河北邯郸，现居郑州。知名

情感作家，文化策划人，媒体主编。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在国内外多家

报刊发表作品，获奖。出版小说集《在喧嚣的世界，安静地爱》。有作品入

选中宣部“学习强国”献礼图书《拾掇70年的片段：我和我的祖国》，获第

三届河北文学艺术“彩凤奖”诗歌组一等奖、图书奖二等奖。

冬天的树 文/李愫生

始终以一种姿态

清高地，冷视红尘

你赤裸的思想

开为遍地雪花，连同身上

孤单的手

依然高擎着未来

花花绿绿的梦

此时则单调

如迟暮英雄

你的心绪在飞

追逐天上的流云

追逐翅膀的痕迹

如夸父追日

我知道，冬天

有一棵树

依然直立立地站着

站成冬天的阳光

站成云雀的栖居

站成我的诗歌

我不想向他走近

因为他诡计多端的内心

依然如往

我听远去的歌声

如鬼哭狼嚎

岁月的河道

展露出太多的伤痕

你从哪里来

不一定往哪里去

既然你崇尚英雄

那就地去古道上看远去英雄的背影

也可去一望无际的田野中

看劳动者挥舞的锄头

看汗水浸透的衣衫

怎样在田野中生长不朽的精神

我所经历的坎坷在生命中延伸

但决不能怨恨

时间向来是公平的

上帝向来是公平的

不公平的是自己的内心

和他人的狠毒

不管怎么样

在瞬息万变的事物上

我们决不把沉稳当作永恒不变的真理

既然是坚定的步伐

我们总会看到日出与日落

我驻足远方

一棵娇柔的小树

挺直着身子

意想着未来的刚强

两只小鸟

在宇宙飘渺的烛光中

向着树生长的方向猛飞

本来思想是一种高度

而它致辞于树下地层

只有穿梭岩层的不屈

依然高昂

你见过黑暗的流动吗

它也有力的刚度

你见过地中的花朵吗

只要有给它一个小小的空间

它也会开得袅娜多姿

绘成一组风景

看泉水在地底奔流

不必急于找到你的归宿

只要心中有一种企盼

有一份追求

就会咬成一条条印痕

冲破所有的寂寞和阴霾

让成功的轨迹成园

坚定的步伐 让成功的轨迹成园

作者姓名：段跃初

【解 释】：操：拿；戈：兵

器。自家人动刀枪。指兄弟争吵，

典出春秋·郑·徐吾犯之妹有美

色，公孙楚与其兄公孙黑争相娶

之。泛指内部斗争。

【拼音】：tōng shì cāo 

gē

【用 法】：主谓式；作谓语、

宾语；含贬义

【示 例】： 周恩来《题词》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相

煎何急？”

【近义词】：相煎何急、自相

残杀

【反义词】: 同仇敌忾、同心

协力、同舟共济、相亲相爱

辨别 “自相残杀”与“同室操

戈”都可以表示内部争斗。“自相

残杀”是自己人互相攻杀伤害，语

义重；“同室操戈”是自家人动了

刀枪，语义相对较轻

【成语出处】: 南朝·宋·范

晔《后汉书·郑玄传》：“康成入

我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成语故事] 】:

春秋郑徐吾犯之妹有美色，公

孙楚与其从兄公孙黑争娶之。楚 

已纳聘，黑欲强夺，公孙楚“执戈

逐之，及冲，击之以戈”。事见《

左传·昭公元年》。又《後汉书·

郑玄传》载，何休好《公羊传》而

恶《左传》、《谷梁传》，郑玄乃

著论以驳之，“休见而叹曰：‘康

成（玄之字）入吾室，操吾矛，以

伐我乎！’”后以“同室操戈”比

喻兄弟相残或内部纷争。

今天下午，太阳高照。
老师带着我们来到楼下门
前的空地上观察天空的美
景。

我们来到空地上，仰
望着天空，突然发现天空
好奇异呀!不仅没有飞翔
的小鸟，也没有雪白的云
朵，更没有奔跑的乌云，
只有一片湛蓝湛蓝的天
空。它既像一块美轮美奂
的蓝水晶，也像一片广阔
无垠的大草原，更像那无
边无际碧蓝碧蓝的大海，
美丽极了!

当我寻找太阳的位置
时，太阳光像无数根钢针
一样刺向我的双眼，顿时
觉得头一阵晕眩。
老师问我们：“
太阳照射的光
是什么颜色
的?”有的
说 是 黑 色
的，也有的
说 是 橙 色
的，而更多
的说是粉色的、
红 色 的 。
老师进一

步问：“到底是哪个颜色
呀?”我大声地回答：“
是白色，是白色的。”老
师看着我，微笑着点点头
开心地说：“没错，就是
白色的!这是因为阳光照
进地球时要经过大气层，
大气层密度比外层空间
大，相当于有一个厚玻
璃罩。光有七种颜色，中
午时直射地面，玻璃罩起
不到折射的作用，所以七
种颜色一起照到地面，合
在一起成为无色光，即白
色。”

听了老师的讲解，突
然觉得太阳光火辣辣的，
照得我浑身热烘烘的，

皮肤也被晒得红通通
的。我赶忙躲在树

荫 下 。 刺 眼 的
太 阳 光 猛 烈
地照射着身
边的树木，
透 过 树 叶 洒
下斑驳的光
影 ， 微 风 吹

过，光影在空地
上 欢 快 地 起
舞……

观察 日记 作者:老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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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青赛国羽获混双女双冠军 

男单连续三届无缘决赛

混双决赛，2号种子冯
彦哲/林芳灵对阵头号种
子印尼组合卡南多/贾米
尔，44分钟之后，国羽
组合以两个21-17获胜。

女单决赛，2号种子周
萌半决赛战胜了队友戴
望，决赛对手是7号种子
日本的郡司莉子，郡司
莉子在半决赛战胜了头
号种子泰国的猜万。周
萌与郡司莉子苦战54分
钟，13-21/21-12/14-
21落败。

男 单 决 赛 ， 泰 国 天
才少年昆拉武特依然没
有对手，21-8/21-11
横扫10号种子法国的波
波夫。半决赛，中国选
手李昀泽曾输给了波波
夫。昆拉武特本次比赛
夺冠后也实现了世青赛
三连冠

女双决赛，4号种子
林芳灵/周芯如苦战66分
钟，22-20/11-21/21-14
击败了3号种子印尼组合
库苏马/普拉提维获得冠

【新浪体育1 4日讯】羽毛球世青赛

(U19)落幕，国羽获得了混双、女双两项

冠军。女单、男双获得亚军。泰国选手昆

拉武特获得男单冠军。

军。库苏马/普拉提维半
决赛战胜了国羽组合李怡
婧/罗徐敏。林芳灵也成
为了本届比赛的双冠王。

男双决赛，头号种子

国羽的邸子健/王昶19-
21/18-21不敌2号种子
印尼的卡南多/马丁。邸
子健/王昶是上届世锦赛
男双冠军得主。

冯彦哲/林芳灵混双夺冠

【新浪体育14日讯】女
子拳击世锦赛落下帷幕，中
国选手窦丹在64公斤级比赛
中获得金牌，王聪、杨柳、
杨晓丽分获60公斤级、69
公斤级和81公斤以上级银
牌。汪丽娜在81公斤级拿到
铜牌。中国队1金3银1铜收
官。

64公斤级决赛，窦丹的
对手是意大利的卡里尼，窦
丹5-0轻松获胜，为中国队
获得了本届世锦赛的唯一一
枚金牌，该级别不是奥运项
目。

60公斤级决赛，王聪0-5
不敌巴西的费雷拉，收获银
牌。69公斤级，杨柳0-4不
敌土耳其的苏尔门内里获得
银牌。这两个级别是奥运项
目。

非奥级别女子81公斤以

【网易体育14日讯】2020年欧洲杯
预选赛继续进行角逐，其中C组一场焦
点战展开，荷兰客场挑战白罗斯。上
半时，维纳尔杜10分钟内连入两球为
橙衣军团取得领先优势；下半时，德
拉贡头球破门为白罗斯扳回一球。全
场比赛结束，荷兰2-1力克白罗斯获得
欧预赛四连胜。

在国际A级赛事历史上，双方有过9
次交手经历，荷兰7胜2负，进21球丢5
球，成绩占据上风，其中近4次交锋，

橙衣军团保持全胜战绩。两队最新一
次会面，是在今年3月份进行的欧预赛
首轮比赛，当时荷兰主场4-0横扫白罗
斯。荷兰如今势头正盛，上一场主场
3-1逆转北爱尔兰之后，他们如今在欧
预赛中已豪取3连胜。

双方出场阵容：
白罗斯（4-5-1）：1-古托尔/20-

维雷蒂洛、3-马蒂诺维奇、4-瑙
莫夫、 5 -波利亚科夫/ 7 -科瓦莱
夫（11-斯卡维什60’）、2-德拉
贡、14-雅布隆斯基、22-斯塔舍维
奇、10-巴卡尔（9-埃邦70’）/15-
拉普特夫（19-舍甫琴科83’）。

荷兰（4-3-3）：1-西莱森/2-
维尔特曼、3-德利赫特、4-范戴
克、17-布林德/6-范德贝克（15-德
容恩66’）、8-维纳尔杜姆、21-弗
朗基-德容/7-博格维恩（9-巴贝
尔 89’）、20-马伦、11-普罗梅斯
（19-吕克-德容 66’）。

【 网 易 体 育 1 4 日
讯】2 0 2 0年欧洲杯预选
赛继续进行，C组之中，
德国队客场对阵爱沙尼
亚 ， 上 半 场 ， 埃 姆 雷 -
詹被红牌罚下，罗伊斯
任意球击中门柱，德国
队 0 - 0暂平爱沙尼亚。
下半场，京多安梅开二
度，并助攻维尔纳破门
得分，最终，德国队3-0
完胜爱沙尼亚。六轮战
罢，德国队积分达到1 5
分，因胜负关系劣势，
落后荷兰，暂居小组第
二。

两队出场阵容：
爱沙尼亚（4-5-1）：

1 2-莱普梅茨/21-巴拉
诺夫、16-塔姆、18-梅
斯、3-皮克/6-安东诺
夫、2-卡姆斯、20-阿因
萨鲁、14-瓦席杰夫、7-
利瓦克（7 7’ 1 1 -奥查
马亚 ）/15-萨皮恩

欧预赛-京多安2射1传尤文大将染红 

10人德国3-0胜

10人德国3-0胜

（56’10-泽尼约夫）。
德国队（4-3-3）：
1 - 诺 伊 尔 / 1 3 - 克

洛 斯 特 曼 、 2 3 - 埃
姆 雷 - 詹 、 1 5 - 聚
勒 、 1 6 - 哈 尔 斯 滕 贝
格/6-基米希、7-哈弗
茨 、 2 1 - 京 多 安 / 1 0 -
布兰特（8 5’ 1 4 -阿米
里）、 1 9 -瓦尔德施密
特 （ 6 6 ’ 9 - 维 尔 纳 ）
、11-罗伊斯（77’3-
塞尔达）。

欧预赛-维纳尔杜姆双响 荷兰2-1白罗斯迎4连胜

荷兰2-1白罗斯迎4连胜

女子拳击世锦赛中国1金3银1铜 窦丹64公斤级夺金

中国1金3银1铜 窦丹64公斤级夺金

上级决赛中，杨晓丽0-5负
于美国的佩尔金斯获得银
牌。81公斤级半决赛，汪丽
娜0-4不敌俄罗斯的马格梅
达里耶娃，由于没有铜牌
赛，最终汪丽娜并列第三
名。

东道主俄罗斯队获得了
3金1银2铜，排名奖牌榜首
位。中国排名第二，土耳

其、美国、中国台北、巴
西、菲律宾、威尔士也都各
自收获1金。

本次世锦赛五个奥运级别
中，去年世锦赛的五个级别冠
军无一人卫冕。明年东京奥运
会女子拳击设置了5个项目，
分别是：48-51kg级、54-
57kg级、57-60kg级、64-
69kg级、69-75kg级。



从最初一点一滴的怀
疑，到最后逐渐肯
定世上不可能会有

习性、笔迹、气味如此相像之
人，除非本来就是同一人。
“所以你才会亲自来梧桐
城，在我坚持不做任何人替
身时，还一口答应，当时我
还奇怪你为何会态度丕变，
没想到我竟会爱上同一个男
人两次。”
孙碧瑶又哭又笑，心中百感
交集，是心疼他对她的痴
傻，是高兴自己何德何能，
能得到这个男人的深情不
悔。
“毅哥哥，如果我不是唐婉
婉，而只是酷似唐婉婉的孙
碧瑶，那么你最后会爱上这
个孙碧瑶吗？”含泪的灵眸
望向眼前这个令她心疼的男
人。
“那么本王或许仍然会留下
这个孙碧瑶，但她最终也只
是唐婉婉的替身，永远得不
到本王完整的心。”大掌再
次拭去她脸上的泪水，坚定
地说出他对她的深情不移。
孙碧瑶泪水落得更凶，再

次投入他怀里，双
臂紧紧搂抱住他的脖
颈，哑声哽咽地低喊
着：“傻毅哥哥，为
什么要这么傻？婉婉
有什么好，为什么要
这么折磨自己，都死
了五年的人了，忘了
不就好了吗？”
“已经是深入我骨髓
的你，又怎么忘得
掉？又该如何忘？更
何况老天终究待本王
不薄，又把你还给本
王了。”为此他真心
感谢老天，不再怨恨
衪了。
“婉婉已不再是五年
前的婉婉了，连容貌

都变了，不再拥有绝美的容
貌，这样的孙碧瑶，你还要
吗？”哽咽地抬起头，含泪
的目光直视着他。
“本王说过即使换了容貌，
只要你还是你，本王就要，
唐婉婉也好，孙碧瑶也罢，
本王都要定了。”薄唇吻上
她泪流不止的灵眸，再移到
她柔软的粉唇，辗转吸吮，
直到她喘不过气来，这才放
过她。
孙碧瑶偎靠在他怀里，任由
他紧紧搂抱住自己，待气息
平稳后，这才再开口。
“毅哥哥，如果我不想再当
那个天真、受尽保护、不
知人心险恶的唐婉婉，可以
吗？”灵眸一黯，低柔的嗓
音有丝苦涩。
“都由你，只要你开心就
好，还有，永远都不准再离
开本王身边。”
失去一次的椎心之痛，已让
他活在地狱里五年，若再一
次失去，这人世间他将不再
留恋。
“毅哥哥，我爹娘还好

吗？”她想念爹娘，五年不
见，他们可好？
“他们……在五年前，你
出事不久后，就相继过世
了。”乔毅担忧地望着怀里
的人，却仍是老实告诉她。
孙碧瑶痛苦地闭上眼，泪水
再次无声滚落，看得乔毅胸
口一阵揪疼。
“婉婉，五年前到底是发生
了什么事？”乔毅见她一再
避开这个话题，主动开口询
问。
“毅哥哥，聪明如你，不是
早就猜到了吗？而且你不也
早命云剑哥哥去查五年前的
事了吗？”
孙碧瑶泪眸注视着他，一如
他对她的了解，她也十分了
解他。
双剑一直寸步不离他身边，
但这几天只见蓝剑不见云
剑，现在她恢复记忆了，自
足能轻易猜到。
“本王要你亲口说出来。”
她猜得没错，昨日他们回到
府里，他正在听云剑的调查
报告，见到黑金奔来急吠，
这才跟着黑金来到书房，才
会知道她昏倒在书房里。
“在说出来之前，毅哥哥，
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要我放过霏霏绝不可
能！”乔毅俊脸阴沉，语气
冰寒，他第一个要杀的人就
是唐霏霏。
“毅哥哥，她可以不认我这
个姐姐，可我却不能不当她
是妹妹。”孙碧瑶眸光恳求
地望着他。
“本王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唯有这件事做不到。”
黑眸流露出噬血的杀意，唐
霏霏不念手足之情，密谋
害死她，也让两人分离了五
年，这仇恨，她可以忘，他
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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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后来，情绪十分激动，甚至真
要跪下来，看来还可能向我叩头，
我大吃一惊，还好仗着身手敏捷，

一看到他要矮身，立即用力一推，把他推
得跌出了两步，坐倒在一张沙发上。
他在沙发上，像是离了水的鱼儿一样，张
大口喘着气，我又好气又好笑，喝道：“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几时见过蓝的外星

人来？”
金大富呻吟出三个字“蓝血人！”
我呵哼：“蓝血人的血是蓝的，皮肤的
颜色正常的很！你别胡乱出主意了，你
怎么知道‘电视’中看到的画面，可以
更改？”
金大富哑着声音叫：“阎罗王的生死簿
都可能改，那地方的记录为什么不能
改？”
金大富这样叫嚷，当然是无理取闹到了
极点，若不是他真的发急，以他的聪明
才智，怎会这样胡言乱语？
然而，我想到如果他的精神状态一直如
此紧张恐惧，那么，久而久之，受不了
那么重的压力，当真可能变成疯子！
其次，他忽然提到了“阎罗王的生死博”
，乍一听，只觉得滑稽，可是仔细一想，
却又着实令人吃惊。
传说中，阎罗王的手中有一本“生死簿”
，里面记载着所有人的寿命，何年何月何
日生，何年何月何日死，所谓“阎王注定
三更死，谁能留人到五更”，一般人的死

戾日期，全是簿中注定的。
然而，也可以改，例如孝子，到了阎王殿
上接受最后审判时，阎王一看，就可以随
意宣旨“增添阳寿二十载”，于是，死了
的人再活过来，在二十年之内都不会死，
因为延寿二十载是掌握生死的阎王御批
的。
这种传说，尤其是中国人，自幼深人心
中，人人皆知，所以乍一听，会有滑稽的
感觉，可是，想深一层，那个地方可以通
过‘电视画面”看到的许多记录，不也和
生死薄差不多？
记录中记的全是祸事，全是许多人的坏下
场，那么，是不是可以观看“祸福簿”，
或者“祸事簿”呢？
如果说，掌握“生死簿”的是阎王，那么
掌握这“祸事簿”的又是什么力量，能够
正确无误地在一定的时间把祸事降临在该
受祸事的人身上？
霎时之间，我思绪十分紊乱，金大富以为
我肯答应，又连声道：“只要你肯试一
试，一定会成功的！”

我叹了一声：“这种无头无脑的事，我实
在帮不了忙！”
我虽然没有直说出来，可是我的神情已经
明显地摆出发了我根本不愿意帮忙的样
子。
金大富失神之至，连声道：“那我怎么
办？那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啊？”
他虽然叫得声嘶力竭，痛苦彷徨无比，可
是我一点也看不出我有帮他解决困难的必
要，所以我半转个身去，明放着请他“贵
客自理”。
金大富又叫了我一声，我不耐烦：“你看
的情景，未必一定会变成事实，你好端端
的，怎么会发疯？倒是你一直担心那会变
成事实，十分危险，单是精神忧郁就可以
令人发疯，我劝你别钻牛角尖了！”
金大富听了，半晌不语，端起酒杯来，骨
碌骨碌喝下了大半杯酒，当他用手帕抹了
口角的酒时，神情虽然十分失调、沮丧，
但已经十分镇定：“卫先生，你甚至对那
地方没有兴趣？不想到那里去看一看？”

他

来姚醒芽并没有把她找过她的事
情通通说出来，结果她现在自己
挖坑了！
“是又怎样？我五年前见过她，

也劝过她，但是我并没有强迫她离开啊！
她昨天也说了，她会离开她自己得负起责
任……”

母亲的话还在继续叨念着，但是聂
承霈的脑袋轰然一响，已经炸成一
片了。
为什么醒芽都没告诉他这些事情？
她总是要自己处理，瞧瞧五年前她
干了什么？难道这次她还想再度离
开他？
他好不容易才克服那个痛，接纳她
重新出现在他的生命中，接纳她在
他心中的地位，承认他自己的感
情，而她竟然要再度背叛他？
看着儿子脸色变得越来越狰狞，那
原本平静冷淡的脸庞现在充满了地
狱般的热火。
何影桦嘴里的劝说一字一字的吞了
回去。

“承霈，我知道你不高兴我干涉你的事
情，但是妈也是为了你好。”何影桦看着
儿子冷硬的表情，开始后悔今天跑这一趟
了。
“妈，小乐是我跟醒芽的孩子。孩子要姓
什么、要跟谁住，是我们的事情。而我距

离二十岁已经超过十个年头了，婚姻的事
情更无须他人操心。”
聂承霈起身，过去拉开办公室的门。“刘
秘书，今天除了行事历上约定的公事，其
他人都不得进来。”
刘秘书赶紧起身。“是的，总经理。”
何影桦看着儿子发火的样子，缩了缩，还
是决定闪人。
她这儿子发起火超可怕的，还是不要现在
拿自己开玩笑。
看着母亲苍白着一张脸仓卒离开，他用力
关上办公室的门，眼底的火焰却烧得无法
停止，随手将桌上的行事历一扫，发出巨
大的声响。
“结婚？可恶的女人，这次我一定要掐
死你！”他拿起车钥匙，打开办公室的
门。“刘秘书，取消我今天所有行程。”
“可是总经理，等一下的约……”刘秘书
一见到老板的脸色，什么话都缩了回去。
取消，通通取消，再怎么难办也好过面对
老板的怒火。
聂承霈开着自己的车，以超过市区速限的

速度在车阵中穿梭着。满腔的怒火烧灼着
他，让他整个人都快爆炸了。
这个女人永远学不乖吗？
他居然傻得要跟她结婚？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飚车，聂承霈只花了十
五分钟就抵达家门。
“姚醒芽！”他像个复仇天使，将门打开
时门还撞到墙壁，发出颇大的声响。
“承霈？”醒芽赤着脚，手里拿着剪刀跟
纸片，从书房里跑出来，显然正在做她的
设计工作。“你怎么回来了？现在还没下
班……”
“我问你，五年前我妈是不是找过你，要
你离开我？”他的眼睛闪烁着惊人的光
芒。
醒芽被他那脸色给吓到了。“你怎么了？
看起来好激动。要不要先喝口水？”
她真怕他过于激动，那神情实在太吓人，
她不希望在这种情形下跟他讨论事情。
没人比她清楚，冲动下的反应会造成之后
多大的后悔。

脸老人踱了一匝，道：“我想，
在某种情况之下，你一定知道放
在何处的。那就是把你的孙女弄

来陪你，让你们享受天伦之乐……”
老抠气得发抖，道：“老贼你敢！”
红脸老人道：“附带我还要告诉你一件喜
事，你的宝贝孙女，未婚怀孕，已生下一
个男婴，将来你们祖孙及曾孙三代在此团
聚，倒不会寂寞了！”
猛然一震，老妪道：“老贼，你说的可是
真的？”
红脸老人笑笑道：“大嫂，好在三天以内
我就把她和她的孩子带来和你同住，见了
面你不就明白了？”
老妪愣了一会，讷讷道：“那个混帐小子
是……是什么人？”
红脸老人愉悦地负手跟着，似在斟酌，要
不要说出那小子的名字，事实上说与不说
都差不多，这老姬已在他的掌握之中，他
己品尝到快意恩仇的果实了。
他道：“大嫂，这小子一定不会使你失望的；
除了不负责任之外，那一方面都不错。”
老妪冷冷地道：“你不用幸灾乐祸，如果
是一件美满的姻缘，你老贼也不会告诉老
身的，我干了一辈子驴经纪，还不知道驴
子的脾气吗？”
红脸老人“啧啧”连声地道：“大嫂，铁
雨耕一生以诗、医及‘回春刀法’三绝萤
声武林，倍受同道尊敬，想不到他的老妻
的谈吐竟是如此的粗卑！”
老妪道：“这你就不懂啦！在这种环境
中，见人说话！像你这种假斯文，在我面
前酸什么呀？你肚子有多少墨水，还能瞒
过老娘吗？”
摊摊手，红脸老人道：“大嫂，我是为你
着想，这把子岁数了！在这臭烘烘的小屋
子里，数着时辰熬日子，个中滋味不问可
知，大嫂，你为什么老是死心眼？”
大声地挥手像赶鸡赶鸭似的撵他走，
道：“你老贼的心眼里，才会整天出坏主
意，为虎作张，你为什么就不想想自己
的行为？凭你在武林中超然卓绝的身份，
有什么理由老来变节？老贼，回去好好想
想，现在知道你在这儿的人，绝对不超过
十个，打退堂鼓还不算太晚。”
红脸老人微微愕愣了一下，道：“大嫂，

想知道你的孙女婿是谁吗？”
老妪道：“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老娘不吃这一套。”
走到刚刚门外，红脸老人道：“那
小子是高牧群的独子高凌宇……
。”说完，带着一串怪笑出去了，
不久传来了铁门落锁的声音。
铁老夫人木然地静坐了很久，喃喃
地道：“果真是高牧群的后代，
这老贼正好逮到了报仇的机会，
这档子事儿是实非虚，八九不离十
儿……”
此刻高凌宇刚自江、李、孙等新迁
的住处走出不远，又在废园附近遇
上了左护法。
左护法知道自己未必是他的敌手，
内心憋着一股闷气非试试看不可。

迎面一站，道：“高凌宇，我看你有点不
大顺眼，你敢不敢到废园来？”
无奈地笑笑，高凌宇道：“看在宫帮主的
份上，就算我看你不大痒眼，也得将就
了！我还有事，没有闲工夫逗着你玩。”
左护法冷笑道：“我看你就会穷咋唬，事
实上你是眼高手低，稀松得很。”
高凌宇笑笑，掉头就走，左护法又迎头拦
住，道：“姓高的，你如果就这么走了，
那就是尿泥做的，妈的！你有没有种？”
高凌宇道：“还是那句话，看在宫帮主面
上，我不和你计较，不过在下有一言奉
劝，想在武林中闯万儿，出风头，像你这
样死乞白赖地可不成！”
左护法道：“进来吧！我有话对你说。”
站着不动，高凌宇道：“就在这儿说
吧！”
左护法已进入园内，道：“姓高的，如果
你想知道铁梅心的一些秘密，可别放过这
个现成的机会。”
高凌宇不吃这一套，反而扭头而去，左护
法大声道：“你知道现在和你在一起的女
人是谁吗？你不是见过宫莲花了吗？”
高凌宇突然止步，然后缓缓转身，左护法
见他停下来，又不出声了。
他知道高凌宇一定会进来的，果然他站了
一会进入废园，道：“有话就说吧！”
左护法道：“我想掂掂你的斤两再说。”
斩钉截铁地，高凌于道：“不是我狂妄，
也不是我自负，你实在不是对手。这虽是
实话，听起来却不悦耳，是不？”
左护法以粗鄙的语气道：“高凌宇，你知
道我对你有什么看法？背搭着手尿尿……
不甩鸟！”这当然是贩夫走卒，俗夫伦子
的下流话，但为了一个“情”字，他都说
出来。
轻蔑地笑笑，高凌宇道：“这种话出自
一位护法之口，我不得不为宫帮主抱
屈……”
但左护法已拔刀攻了上来，此人的特长是
出刀快，爱用险招，高凌宇当然不会太大
意，拔刀接下，为了教训此人的口出不
逊，连出三招辣招，几乎刀锋不离对方的
咽喉。

看

(54)

(124)

(41)

(51)

红

人生就像蒲公英；
看似自由，却身不由己。
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后果和结果。
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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