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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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财政部长丝莉.慕
利亚妮(Sri Mulyani Indra-
wati)认为，当前许多国家
的经济增长预期确是正在

下降。甚至在经济大国也
不例外。

周四，她在雅加达的最
高法院称，“我们看到在
各国的降幅比预期的要大
得多。我们不妨看看印度
从7.3%至6.1%，其降幅
非常的大，中国也大幅下
降在6.1%范围，且明年甚
至在6%以下。”

据她称，在这些国家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倾向于看
到越来越明显的经济增长风
险。这将影响到一些进步国
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

为此，丝莉.慕利亚妮继

称，我国必须提高警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
对正面临各种问题的我国
经济也是个警告。

她补充称，“我们也必
须在外部条件方面保持警
惕。我们的出口面对压力，
并肯定会影响到我们的成
长。只要国内需求仍然足
够，它就可以中和。”

展望未来，政府将专
注于各项经济政策以保持
契机，来抵消国内需求的
下降。 (x in)

【罗盘新闻网雅加达讯】
2019-2024年5位财政审
查署官员昨日在最高法院
大楼举行宣誓就职礼，
他们是Achsanul Qosasi, 
Daniel Lumban Tobing, 
H a r r y  A z h a r  A z i s , 
Hend ra Susan to 及Pius 
Lustrilanang。就职礼由最
高法院院长M Hatta Ali主
持宣誓就职。

根据2006年第15号法
令第16章第一节有关出任
财务审任署官员未上任前
必须按照其宗教信仰宣誓
就职。

5位审查署官员均表示愿
意遵守1945年宪法与其他
法令，执行审查各部会财
务的任务。

副 总 统 尤 淑 夫 ． 卡
拉 ， 财 政 部 长 丝 丽 ．
慕利阿妮．交通部长布
迪．卡．亚苏马迪，海
洋与渔业部长苏丝．布
吉阿斯杜蒂土地与规划
空间部长梭非安．查利
尔出席财政审查署官员
的就职礼。

五位新上任的官员乃接
替任期退休的五名官员，
他们是Moermahadi Soerja 

Djanegara, Achsanul Qossi 
, Roza l D j a l i l , Ha r r y 
Azhar Azis 2019年１月
７年去世的Eddy Mulyadi 
Soepaedi。

Achsanul Qossi, Harry 
Azhar Azis 重新当选第二
任期的BPK官员，新任官员
加上旧有官员，即Agung 
Firman Sampurna, Agus 
Joko Pramoni, Bahrullah 
Akbar, Isma YaTUN，总共
有9位审查署官员。

之前2019年9月25日从55候
选人中已在国会11委员会筛
选而出5位合格者。(snd)

IMF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丝莉财长称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点滴网雅加达10月17日讯】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再次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由3.2%降至3%。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这一预测

是自2008-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最慢的。

丝莉.慕利亚妮

我国必须提高警

惕。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预测对正面

临各种问题的我国

经济也是个警告。

5位财政审查署官员宣誓就职

5位财政审查署官员在最高法院大楼,由最高法官主持宣誓就职。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讯】
总统府幕僚长慕尔多科
(Moeldoko)谈宗教与国家
稳定关系。许多人总认为
自己的宗教才是对的。

慕尔多科说:“宗教会影
响国家的稳定吗？现在许多
人声称自己的宗教信仰是最
正确的。他可以通过进入
天堂来定义宗教，其他人
会下地狱。直接定义您是
异教徒，您是盲人。这是错
误的观念，最终导致国家的
不稳定的局势。”

昨日(10/17/2019)慕
尔多科在雅加达中区印尼
大学校萨林巴校区IASTH大
楼题目为“当前国家防御
的挑战”的公开演讲时，
问答环节中表达了这一声
明。他回答了与“宗教因
素是否会影响印尼国家的
稳定，如阿拉伯之春现象
影响中东国家一样？”的
问题。

慕尔多科然后举例说明了
捍卫伊斯兰阵线（FPI）的存
在。他还质疑FPI的斗争。

他说：“我是一名穆斯
林，大多数穆斯林都没有
处于需要保护的状态。为
什么会有捍卫伊斯兰阵线？
正在捍卫什么？对不起，我
直截了当地说，难道伊斯兰
正被其他人统治了吗？要捍
卫什么？真主也需要捍卫
吗？不需要捍卫。”

慕尔多科称；政府已
关闭了与捍卫伊斯兰阵线
（FPI）对话的大门。慕尔
多科认为政府无需要与捍
卫伊斯兰阵线(FPI)讨论。

政府只要遵循游戏规
则，一切都结束了不需要
对话了。还有什么需要对话
的呢？慕尔多科向捍卫伊斯
兰阵线(FPI)提出的条件是不
要在印度尼西亚发展其他意
识形态。据他说，如果与哈
比卜（Habib Rizieq Syihab）
一样宣布支持班渣西拉，则
可以解决FPI问题。

迄今，内政部倘未签署
延长FPI注册证书，成为问题
的一件事是关于FPI的章程和
细则问题，其中提到了实行

伊斯兰教法的问题。如FPI不
愿意修改章程，则政府不会
签署延长准字问题。(snd)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
印尼税务分析中心(CITA)
预计，至20 1 9年底的税

收收入落实仅达85-88%
， 或 占 国 家 收 支 预 算
(APBN)15 7 7 . 5 6兆盾的
1399.17兆盾至1351.8兆
盾的范围内。

这是离不开放缓的全球
经济形势的。与此同时，
政府的税收收集工作与设
定的增长目标不符。

日前，印尼税务分析中
心主任Yustinus Prastowo
在雅加达称，“若根据我
们的计算，截至2019年10
月，税收收入落实才触及
57%。我估计，今年税收
收入指标仅88%。或出现

缺口约178.3兆盾至226.38
兆盾。”

而财政部录得显示截至
2019年8月31日，税收收
入才达到801.16兆盾，或
占国家收支预算的50.78%
。税收收入落实仍同比增
长0.21%，主要是由非油
气所得税(PPh)和增值税
(PPN)所支撑。

至于税收收入增长则
由来自仍积极增长3.97%
的非油气所得税，和土
地与建筑物税务(PBB)为
95.69%的相当显著的增长
所推动。(xin)

幕僚长慕尔多科

印尼税务分析中心预计

今年税收收入落实仅达88%

总统府幕僚长慕尔多科：

为何一定要有FPI？伊斯兰正被他人统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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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启动了一个战略项目，即通常被称为“
天空高速公路”的帕拉帕环网（Palapa Ring）
，它将确保整个努山达拉群岛的互联网络畅
通。因为它可以通过互联网快速、廉价地访问
全国的各个角落。

佐科威总统几天前主持其启用仪式。帕拉帕
环网由西帕拉帕、中帕拉帕和东帕拉帕三个系
统组成。帕拉帕环网可以理解为一种旨在使互
联网服务更快捷的系统，就像高速互联网的“
高速公路”一样。

帕拉帕环网概念自2 0 0 5年开始设计，但在
政府采用政企合作模式后，到10年的2015年才
能实现。政府在提供预算资金方面往往受到限
制，但现在可以通过互惠互利的资金合作来解
决。

政府在开发技术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仍相对
较低，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左右。这一比
例低于占0.3%的泰国和0.6%的马来西亚。如
果我们想与其他国家竞争，就必须增加技术基
础设施的预算拨款。

通信和信息部长鲁迪安塔拉（Ru d i a n t a r a）
说：“如果按人均计算，马来西亚政府为公民
花费的费用是我国的18到19倍。这是我们在为
数字经济发展建立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基础
设施方面面临的挑战。”

帕拉普环网启用后，政府计划再建立4000个
基站收发站（BTS），主要服务于地形困难的我
国东部。鲁迪安塔拉说：“今年的目标是到2019
年底建成500个基站收发站，明年再建3500个。
稍后，重点将放在巴布亚和西巴布亚。”

电信和信息无障碍机构（B A K T I ）总经理
Anang Lat i f说：“我们已经从所有县区和几个
县机构负责人那里收集其设计方案，因为收发
站地点将根据他们的提议而定。”

有了这些基站收发站，所有国人都将能够利
用信息技术的进步，包括4G互联网速度服务。
目前，4 G覆盖了多个领域，但速度仍然不理
想。

那么帕拉帕环网有什么好处呢？可以计算出
的好处很多，它不仅关系到加强国家的统一和
完整，而且关系到经济。东部偏远地区的人们
将能够利用互联网开发他们的产品和营销。

高质量和快速的互联网服务无疑将是千禧年
基于数字企业的绝对需求。他们将很容易地研
究其他国家的生产进展，开发市场并找到简单
的付款方式。因此，信息和通信设施的速度和
可靠性在其业务运营中将非常重要。

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帕拉帕环网的运行
10年内将有助于国内区域生产总值（PDRB）增
长4. 5％至6. 4％。此外，随着在20 2 8年将有
250万宽带用户，帕拉帕环网有望在10年内创造
20万个就业机会。

帕拉帕环网也影响到零售和服务业市场扩张
的速度以及制造业和工业部门的效率。国家电
信连通性还鼓励金融包容性和促进增长，包括
改善我国的营商和投资环境。快速的互联网访
问还将加速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门（包括
社会保障部门）的数字化。

因此，关于发展过于集中在西部地区的指责
已失去意义。现在，东部地区将可以利用与爪
哇、苏门答腊及其他地区同等质量的互联网服
务。进一步的发展取决于人们的素质，尤其是
他们在利用每一个公开机会的创造力。

帕拉帕环网
使我国群岛紧密联系在一起

按记者周四（10月17
日）报道称，雅京史纳
延国会人协大楼的大理
石柱已经清理干净。其
中一些涂有胶合板，目
前处于美化工作。在努
山打拉大楼的大厅中，
墙壁的一部分覆盖着一
块大红色和白色的布。
此外，大厅中央似乎有
幕墙美化工作。至最高
层，即全体会议室，这

是正副总统就职典礼的
地点，红地毯也已经铺
好在室内以及安装照明
灯，许多美化工作也正
在进行中。

根 据 议 程 ， 将 于 周
五（10月18日）进行彩
排。此外，人协也将于
周六（10月19日）对佐
科威 – 马鲁夫就职典礼
进行彩排。

正副总统就职典礼将

于周日（10月20日）下
午举行。许多外国贵宾
将在该地点出席就职典
礼。在安全方面，国家
军警已部署3万名保安人
员。

警 察 暂 时 封 锁 通 往
Gatot Subroto街至国会大
楼的公路直到就职典礼
结束。包括战术车辆也
已开始在国会大楼进行
戒备。（adr）

临近正副总统就职典礼

国会人协大楼开始进行美化工作

临近正副总统就职典礼国会人协大楼开始进行美化工作。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10月17日讯】周

日（10月20日）国会人协（MPR/DPR）

大楼将举行2019 至2024年正副总统佐科

威–马鲁夫阿敏就职典礼。在就职典礼之

前，国会人协大厦显得格外整洁。

【点滴新闻网10月17日讯】
东加里曼丹省巴厘巴板市
发生骚乱后，国家军警在
Penajam Paser Utara 渡轮
港口进行肃清戒备行动。

“17名警员清理骚乱后
的碎片，并登记了受损的
公共财物和需要维修学校
等设施。’’ 第七军区信
息主任（Kapendam ）迪
诺·马蒂诺（Dino Mar-
t ino）上校周四（10月17
日）的书面声明中如是
说。

国军士兵还前往难民
营分发援助物资。此外，
国军士兵还协助东加里
曼丹地区警察进行安全保
卫。Penajam Paser Utara 
的治安逐渐恢复正常。

“ 军警阻止人们从外
部进入的可能性，以防止
新的冲突，我们继续部署

保安部队。”迪诺·马蒂
诺继续说。

众所周知，周三（1 0
月16日）Penajam Paser 
Utara渡轮港口发生袭击行
动。大约有100人来到港
口。他们最初破坏了验票
窗口，并停止过境运输活
动。

据东加里曼丹地方警察
公共关系主任阿德（Ade 
Yahya）称，这次袭击行
动是由周三（10月9日）
晚发生的迫害案所引发。
因为袭击群众不接受其成
员成为迫害的受害者。有
两名受害者，其中一名死
于刺伤。

“在10月9日事件发生
后的两三天，警方已经
拘留虐待案中的3名嫌疑
人。” 阿德如是说道。
（adr）

【雅加达10月17日讯】
国家警察88反恐特遣队
（Densus 88）已逮捕40
名涉嫌恐怖分子。据说
恐怖分子嫌疑人正在筹
划对警察总部和礼拜场
所发动袭击。

“到目前为止，已有
40名涉嫌恐怖分子被逮
捕。”国家警察公共关
系和新闻局主任德迪 普
拉塞佐（Dedi Prase-
tyo）准将周四（10月17
日）在国家警察总部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是
说道。

刚 被 抓 获 的 四 名 可
疑恐怖分子是来自万隆
首字母缩写OA。OA据

说是井里汶神权游击队
（JA D）成员，OA已
组装炸弹以计划袭击正
在值班的警察和礼拜场
所。

国家警察88反恐特遣
队还在井里汶逮捕了两
名可疑恐怖分子，名字
的首字母为W和A。他
们俩都参与了井里汶神
权游击队。而第四名嫌
疑恐怖分子是Aulia别名
Gondrong，Gondrong是勿
加西神权游击队的成员。

“我们在G o n d r o n g
手里没收的有炸药、开
关炸弹、通信设备、螺
栓、钉子和书本。”德
迪如是说道。（adr）

【雅加达点滴新闻网】
劳工部确定20 2 0年省区
最低工资（UM P）提高
8, 5 1%，企业家对于省
区最低工资的提升表示赞
同。

印 尼 企 业 家 协 会
（Apindo）副主席Sury-
adi Sasmita表示，企业
家是根据政府条例20 1 5
年第7 8号有关最低工资
的规定，而遵循劳工部提
高最低工资的规定。此条
例特别提到劳工与企业在
工作中签订的工作义务和
特权必须被遵守，其中的
义务是给予劳工工资的保
障。

“我们赞成20 2 0年省
区最低工资提高8, 5 1%
，尤其须遵守20 1 5年第

7 8号的条例，并老实说
让企业家已感觉到沉重压
力。”Suryadi Sasmita于

17日如是说。
Suryadi Sasmita还

表 示 ， 此 计 划 让 众 多
企业家感觉到越来越沉
重，20 2 0年最低工资可
以提升至8, 5 1%，但是
劳工必须提高其工作的效
率和生产力，举例称越
南、缅甸等其他发展中国
家。

此前报道，根据劳工
部于2019年10月15日编号
以B-m/308/HI.01.00/
X/2019颁布的2020年省
区最低工资提高的规定，
还有提到2019年全国通货
膨胀率和国内生产总值数
据的增长率。（yus）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讯】
周三（1 0月 1 6日），
被肃贪会（KPK）进行
就地缉犯行动（OTT）
中逮捕的棉兰市公共工
程局局长伊斯亚·安萨
里（Isya Ansar i），
在肃贪会官员的严密监
视护送下提着行李箱到
达肃贪会大楼。棉兰
市长艾尔丁（D z u l m i 
E l d i n）比伊斯亚先一
步抵达。

肃贪会公共关系代
理负责人Yuyuk An-
driati Iskak证实公共工
程局局长Isha的到来。

他说，Isya和Eldin于16
日早上被肃贪会小组抓
获。除了这两个人以
外，肃贪会还逮捕了另
外五个人，并没收现款2
亿盾。目前，这七个人
仍在接受调查，肃贪会
有1x24小时的时间来确
定其法律地位。

此外，肃贪会仍在
追捕棉兰市长的一名工
作人员，其姓名缩写
为“AND”。AND被怀
疑从棉兰市公共工程局
那里携带5 0 0 0万盾贿
赂金交给棉兰市长艾尔
丁。（pl）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讯】尽管
还未表达加入支持佐科威-马鲁
夫联盟政党的态度，但大印尼行
动党（Gerindra）总主席帕拉波沃
（Prabowo Subianto）发言人达尼
尔·安扎尔·西曼俊达克（Dahnil 
Anzar Simanjuntak）强调说，该党
拥有合格的干部进入内阁。

达尼尔周三（10月1 6日）在
茂物县汉巴朗（Hambalang）Ba-
bakan Madang镇Bojong Koneng村
的Padepokan Garudayaksa，出席
大印尼行动党干部聚会和全国领
导会议之际说，Gerindra拥有许多

的内阁部长人选，其中被认为合
格的干部之一是该党副总主席埃
迪·普拉波沃（Edhy Prabowo）
。此前，有传言说埃迪·普拉
博沃将出任农业部长。埃迪在
2014-2019年期间曾担任国会第
四委员会主席，负责农业、种植
园、林业、渔业和食品。

据说，雅京前任副省长或2019
年2号副总统候选人善蒂雅戈·
乌诺（Sandiaga Uno）和2014-
2019年国会副议长法德利·佐恩
（Fadli Zon）表示拒绝担任部长。
（pl）

东加巴厘巴板发生骚乱后

国军在Penajam港口进行肃清行动

Penajam Paser Utara骚乱平息后的状况。

国家警察88反恐特遣队

已逮捕40名恐怖分子嫌疑人

图为国家警察88反恐特遣队（Densus 88）在现场逮捕
涉嫌恐怖分子。

2020 年UMP 提高8.51％

企业家遵循劳工条例但感觉已很沉重

劳工部确定2020年最低工资增加8,51%

Gerindra称该党副总主席埃迪有资格当部长

善蒂雅戈·乌诺和法德利拒绝担任部长

善蒂雅戈·乌诺（Sandiaga Uno）。

棉兰市公共工程局局长Isya Ansari提着行李箱到达肃贪
会大楼。

棉兰市公共工程局局长Isya Ansari

手提行李箱到肃贪会大楼接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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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陆路交通局局
长布迪（Budi Setiyadi）
前日在雅加达说：“兴
建、开发和运营20座巴
士站的经费来自2020年
国家收支预算，目前仍
在规划阶段，明年开始
开工。此前共有40座，
这意味着剩下的20座向
私营企业开放。”

布 迪 称 ， 交 通 部
以 利 用 当 地 政 府 资 产
（KSP）模式或公私合作
（KPBU）模式，探讨合
作商机。

20座A类巴士站的投

资总额达7500亿盾，按
照计划将于今年12月举
行的非约束性招标会。

这些巴士站其中是棉
兰市Amplas巴士站、楠
榜市Ra j a b a s a巴士站、
西冷市P a k u p a t a n巴士
站、万隆市Leuwipanjang
巴士站、牙律市G u n -
tur Melati巴士站、井里
汶市Harjamukti巴士站、
直葛市巴士站、Tingk i r
巴 士 站 、 北 加 浪 岸 巴
士站、G i w a n g a n巴士
站、Mangkang巴士站、
淡 目 巴 士 站 、 普 禾 加

多巴士站、梭罗市Ti r-
tonadi巴士站、Giwangan
巴士站、A r j o j a s a r i巴
士 站 、 M e n g w i 巴 士
站、Bolaang Mongon-
dow巴士站、巴里巴里市
Lumpue总巴士站、肯达
里市Puwa t u巴士站，以
及三马林达巴士站。

布迪指出，一些投资
者包括国内外私营企业
已表示有兴趣对位于苏
加武眉和勿加西的巴士
站进行投资。

“在苏加武眉的巴士
站，潜在投资者提交了
巴士站绘图。这座巴士
站将建有旅馆、舞厅、
购物商场，并将与周围
的娱乐场所连接。对勿
加西的巴士站，来自韩
国、日本和中国的投资

者表示有兴趣。日本的
许多汽车品牌独家代理
在我国运营，他们可能
有自身利益，”他说。

对苏加武眉巴士站扩
建项目有兴趣的投资者是
在有新加坡物业管理经验
的巴淡岛房地产商人。

若合作成功，布迪称
仅是勿加西巴士站，就
可节省的国家收支预算
高达1.6兆盾。

为 保 证 潜 在 投 资
者 的 权 益 ， 交 通 部 委
托 印 尼 基 建 担 保 公 司
（ P I I ）陪同投资者完
成投资程序。

“ P I I 公司将提供协
助，来保证投资程序顺利
进行，因为投资者要花
几年时间才获得投资回
报，”布迪如斯说。(er)

【安塔拉社巨港讯】苏
南省政府向投资者兜揽投
资50亿盾至100亿盾的翻
新轮胎厂项目，来利用当
地大量的橡胶原料。

苏南省种植业局种植
产品管理和营销部主管
鲁迪（Rudi Apr ian）昨
日在巨港称，苏南省的
橡胶种植面积达130万公
顷，年产量达105万3272
吨，但是国内吸收量还
低于出口。

有鉴于此，按照省政府
与利益相关者进行讨论的
结果达成一致，苏南省要
开发翻新轮胎工业，因为
当地有数百辆运输种植产
品和采矿用的卡车。

众所周知，翻新轮胎
工业是回收报废或者磨损
得很厉害的旧胎的方法之
一，利用工具将轮胎的凹
槽切割拉出。翻新的轮胎
通常是大型轮胎，比如卡
车轮胎和公共巴士轮胎。

“这是省政府向投资者
兜售的投资项目，成本较
小，大约50亿盾至100亿
盾，但年产能大约1500条
翻新轮胎，”他说。

鲁迪透露，苏南省本
来拥有翻新轮胎工厂，
但是生产规模小，由特
定油棕种植公司或橡胶
公司经营。

省政府评价，翻新轮胎
的生产规模要扩大，来推
动国内橡胶吸收量大幅上
升。更何况，翻新技术能
将一条轮胎被翻新使用至
4次。

为翻新轮胎，至少的需
要10公斤烟片胶（RSS）
或者干燥率60%的天然橡
胶，肯定会推动国内吸收
量增大。除此之外，翻新
轮胎的售价比新轮胎更低
30%，而使用率达到新轮
胎的80%。

“众所周知，大部分国
内农民生产的橡胶干燥率

40%，所以农民的采购量
更多，”他说。

此前，印尼轮胎业协
会（APBI）总主席阿兹斯
（Aziz Pane）称，全球11
家轮胎企业因涉及环境问
题而面临停产威胁。

汽车轮胎很难分解，
让大部分环保活动家怀疑
轮胎工厂把旧轮胎埋在地
下，导致环境破坏。

“我想，苏南省要先开

发翻新轮胎工业，比兴建
轮胎厂的建议更有道理。
那是因为制造轮胎不仅需
要干燥率25%至30%的天
然橡胶，还需要辅助材料
大约72%，全部需从外国
进口，”他说。

最近5年来橡胶种植业
领域颇受到各界关注，
因为该商品在国际市场
的价格低迷，损害农民
的利益。(er)

【 安 塔 拉 社 雅 加 达
讯】国内电动摩托车制
造商GESITS Technologies 
Indo公司预计，2025年的
总销量将达100万辆。

GESITS Technologies 
I n d o公司销售与分销副
总监阿卜杜拉（Abdu l-
lah Alwi）昨日在雅加达
说：“公司预计GES ITS
电动摩托车于2025年的
市场占有率达50%，或
者100万辆。”

他 解 释 ， 有 关 国 家
能源总体规划的 2 0 1 7
年 第 2 2 号 总 统 条 例 预
计，2025年的电动摩托

车总销量必须达到210万
辆，或占化石燃料摩托
车的20%。

为 达 到 上 述 目 标 ，
公司将拟定不需要太大
投资，但拓展现有业务
实体，比如中小微型企
业、合作社等市场的战
略。

这家国内电动摩托车
制造商预计今年的GES-
ITS电动摩托车总销量达
1万1000辆，8月或9月开
始交付。

“ 如 真 主 所 愿 ， 今
年8月或9月公司开始交
付，”阿卜杜拉说。

GESITS电动摩托车是
我国子女通过一些国营
企业，比如Wijaya Karya
工业建筑公司、Pindad国
营弹药制造厂、LEN国营
电子公司、Wika工业能
源公司、北塔米纳和国
电公司协作思维的结果。

这 个 成 就 证 明 了 我
国子女的思想和工作水
平，能够在紧张的全球
创新和高科技竞争中竞
争。

G E S I T S 电动摩托车
的发动机大功率5 kw，
使用容量3 kWh镍钴锰
（NCM）电池，一次充

电只需要三四个小时左
右，最远续航里程达100
公里。

此前，海洋事务统筹
部长鲁胡特（Luhut Bin-
sar Pandjaitan）提议，明
年的公务车可使用我国
子女制造的电动车辆，
其中是GES ITS电动摩托
车。

部长认为，此举是政
府对我国子女开发技术
提供的支持形式。

鲁胡特甚至希望展出
的GES ITS电动摩托车可
成为国产含率（TKDN）
高的例子。(er)

【安达拉社丹格朗讯】
贸易部于今年10月12日至
18日在万丹省丹格朗BSD
印尼展览中心举行的2019
年印尼贸易博览会（TEI）
间隙，揭示了我国纺织品
的潜力。

他在丹格朗对记者表
示 ： “ 2 0 1 9 年 印 尼 纺
织 展 示 和 峰 会 博 览 会
（TE I T S S）吸引了我国
各界企业和外国买家来
参观，以致有望能提高
双方之间建立的商业合
作，及签订贸易合同。
这肯定将成为在举行印尼
贸易博览会期间取得成果
的一部分。”

他解释说，TEITSS非常
好提供有关我国纺织业前
景的完整图片，从生产能
力和产品质量，及我国实
施的政府各种政策以推动
纺织成衣业发展。

他认为，我国纺织品具
有高竞争力，并具有卓越
质量，以致有巨大潜力继
续提高出口量，及占有世
界的市场份额。

我国纺织成衣品拥有

多个优势，比如已出口到
100个出口目的国。

贸易部长续说，现在国
内需要的是原料供应和投
资的支持，及市场准入的
发展。

我国纺织品的主要原料
是棉花和聚酯，而目前我
们还必须进口该两种产品
来满足国内需求。

为此，我国必须与原料
生产国，如中国、美国、
印度、巴基斯坦、越南、
韩国，以及日本建立互惠
互利的各种贸易合作机
制。虽然如此，我国正开
发人造丝纤维原料产业。

此外，从投资方面来
看，我国纺织业可以通过
加强在薄弱领域的投资，
如制造纤维、纱线纺纱、
片状布，及针织面料方
面，来提高我国纺织业的
发展。加强投资的目的也
是为了提高下游业领域（
服装）的生产能力。

贸 易 部 长 补 充
说，2019年TEITSS提供投
资者机会，在该领域工业
进行投资。(vn)

【安达拉社万丹讯】我
国两个协会与中国农产品
批发市场协会（China Na-
tional Agriculture Whole-
sale Market Association）
签署谅解备忘录，促进燕
窝贸易合作机遇。

贸易部长英卡尔迪亚斯
多.鲁基托（Enggart iasto 
Luk i t a）在万丹省丹格朗
对记者表示：“有潜力向
中国出口的其中一个商品
是燕窝。我们生产量达到
160吨，而其出口量只有
70吨。”

我国两协会在BSD印尼
展览中心举行的2019年印
尼贸易博览会间隙，与中
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协会签
署了谅解备忘录。

同一场合，贸易部长呼
吁我国燕窝企业家必须按
照程序进行贸易，并不是
通过走私产品的贸易。

“我国和中国都同意，

未来禁止走私活动，并对
该行为采取严格处罚，”
他称。

为 此 ， 贸 易 部 长 希
望，我国企业家遵守适用
的出口法规，从拥有商业
法人团体、纳税、作为注
册出口商，以及拥有出口
许可证。

与此同时，我国驻中
国大使饶哈里·奥拉茫
温（Djauha r i Ora tman-
g u n）希望，签署谅解备
忘录能推动两国之间的
贸易额提高。

“因此，我们必须寻找
创新方式，如何企业间的
合作可以推动增加贸易的
策略，”他称。

他深信，燕窝的非法贸
易每年逐渐减少。

我希望，燕窝的非法贸
易额继续下降，以致两国
能建立更加巩固的贸易伙
伴关系。(vn)

2019年印尼贸易博览会于
今年10月16日至20日在
ICE BSD City举行并由贸易
部主持开模式。展会将提
供商务交流平台以增加我
国出口量。图示：副总统
Jusuf Kalla（中）,贸易部
张Enggartiasto Lukita（左）
与国会副议长Rachmat Gobel
于周三在ICE BSD City出席
2019年印尼贸易博览会开
幕式时谈话的情景。

(商报/Max Manuhutu摄)

交通部邀国营和国内外私企合作

兴建与运营20座巴士站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交通部陆路交

通局邀请投资者，包括国营企业和国内

外私营企业进行合作兴建、开发和运营

128座巴士站的其中20座A类巴士站。

苏南省向投资者兜售

投资50亿盾翻新轮胎厂项目

预期2025年GESITS电动摩托车

总销量达100万辆市占率50%

2019年印尼贸易博览会开幕式

贸易部长：2019年印尼贸易博览会

揭示我国纺织品潜力

我国两协会与中国签署备忘录

促进燕窝贸易合作

图示Nose Herbalindo总裁Yoda Nova(左1)正在印尼美容业展
览会“Cosmobeaute Indonesia2019”向Pamerindo Indonesia公
司项目总监Juanita Soerakoesoemah(左2)、Beauty Poftfolio(
东盟)总监CP Saw(右2)、Informa Market兼（东盟）执行
董事集团资深副总经理（M.Gandhi)讲解美容产品的情
景。有来自14个国家的370家企业的400个品牌到来
参展。（商报/Hermawan摄）

印尼美容业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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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盈利(Top Gainer)

最高受损(Top Loser)

序号 股代号 开盘 最后 变化 变化(%) 交易量   交易额(千)

序号 股代号 开盘 最后 变化 变化(%)  交易量  交易额 (千)

印尼股市行情 10月17日

	 1	 UNVR	 45600	 44750	 850	 -1.86%	 2607100	 117618842
	 2	 GGRM	 54650	 54100	 550	 -1.01%	 1416300	 76912617
	 3	 BBCA	 31075	 30575	 500	 -1.61%	 9133300	 280370767
	 4	 DUTI	 5250	 4990	 260	 -4.95%	 300	 1571
	 5	 ITMG	 12675	 12450	 225	 -1.78%	 1064000	 13369760
	 6	 POOL	 2000	 1800	 200	 -10.00%	 106166500	 207562442
	 7	 KRAH	 1125	 930	 195	 -17.33%	 1500	 1620
	 8	 CMNP	 2130	 1935	 195	 -9.15%	 398200	 783092
	 9	 ANDI	 1815	 1630	 185	 -10.19%	 21661100	 38286386
	10	 ASRM	 2230	 2060	 170	 -7.62%	 2200	 4613

	 1	 BRAM	 14000	 16675	 2675	 19.11%	 200	 3347
	 2	 INTP	 19875	 20350	 475	 2.39%	 2840800	 56788072
	 3	 ASII	 6375	 6625	 250	 3.92%	 49979500	 325671990
	 4	 SLIS	 980	 1225	 245	 25.00%	 932100	 1141822
	 5	 ICBP	 11325	 11550	 225	 1.99%	 4469900	 51470735
	 6	 SMAR	 3870	 4050	 180	 4.65%	 9500	 37440
	 7	 CPIN	 5625	 5800	 175	 3.11%	 9157200	 52619460
	 8	 MINA	 1570	 1730	 160	 10.19%	 9478700	 16172511
	 9	 TKIM	 10575	 10725	 150	 1.42%	 724900	 7708957
	10	 SHID	 3260	 3400	 140	 4.29%	 75500	 247160

		全球股市

黄金行情
10月17日 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3.625.000	盾卖出	 3.52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7.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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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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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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美元	 USD	 14010.00	 14330.00	 14101.14	 14242.86

新币	 SGD	 10283.00	 10403.00	 10298.06	 10405.36

港币	 HKD	 1786.59	 1826.59	 1797.54	 1815.67

日元	 JPY	 128.62	 132.22	 129.61	 130.95

欧元	 EUR	 15563.28	 15823.28	 15619.83	 15781.09

澳元	 AUD	 9494.35	 9734.35	 9571.85	 9669.48

英镑	 GBP	 18023.03	 18323.03	 18084.71	 18267.89

人民币	 CNY											 -	 -	 1986.44	 2007.25

	 6181.01	 018

		 967.77		 0.53

		 683.25		 0.55

		 1351.50		 0.97

	 1588.88		 -0.53

		 901.69		 1.22

		 1182.17		 3.39

		 2162.05		 -0.67

		 503.12		 -0.23

		 1204.53		 -0.26

		 1246.67		 0.10

		 805.46		 0.49

		 1454.08		 0.51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亚股

日经指数	 22,451.86	 跌	 21.06

韩国综合	 2,077.94	 跌	 4.89

香港恒生	 26,848.49	 涨	184.21

上海综合	 2,977.33	 跌	 1.38

欧股

英国FTSE	 7,222.53	 涨	 54.58

德国DAX	 12,692.76	 涨	 22.65

法国CAC	 5,695.20	 跌	 1.7

荷兰AEX	 576.95	 涨	 0.10

http://tw.stock.yahoo.com		17/10/2019					20:19

美股

道琼工业	 27,001.98	 跌	 22.82

那斯达克	 8,124.18	 跌	 24.52

S&P500	 2,989.69	 跌	 5.99

htt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	Dow	Jones		4:00	PM		2019/10/16

此 外 ， 经 济 部 长
们应能通过减少对大
宗商品的依赖，并发
展工业，以加速结构
转型。经济部长不能
仅着眼于短期经济表
现，但要为长期的经

济增长做准备。
经济部长们须能提

升现有的各种经济配
套，并提供应对全球
经济衰退挑战的一些
新观点，因此部长候
选人应了解全球和国

内宏观经济状况，以
及商界的微观问题。

本 月 1 6 日 ， 佐 科
威总统在总统府称，
第二届工作内阁中仍
有再度担任部长职务
的旧面孔。他说：“
旧 的 还 有 ， 新 的 很
多。”第二届工作内
阁的部长成分比例是
55比45 ，意即55%的
部长来自专业人士。

此外，总统也披露
其部长候选人由年轻
一代填补，有的部长
甚至30岁不到。佐科
威承诺在2019年10月

20日星期日宣誓就任
总统后，便立即公布
其内阁部长的名字，
新内阁还有新的政府
部门。

总 统 也 给 予 反 对
派阵营加入内阁的机
会。尤其总统已经会
见民主党总主席苏西
洛（SBY）和大印尼
行动党总主席帕拉波
沃（Prabowo Subian-
to）。

万自立（Mandiri )
银 行 资 深 经 济 学 家
Dendi Ramdani表示，
经济领域的部长必须

是面对经济周期受过
考验和经验丰富的专
家。因为未来的经济
极具挑战性，须面对
全球经济衰退以及一
些先进国家经济萎缩
的风险。因此他们对
国内外经济非了解透
彻不可，以便能采取
正确的政策。

此外，D e n d i认为
经济部长理应明白从
长期的观点来看，我
国必须进行结构的转
型，减少对大众商品
部门的依赖并发展工
业。（xf）

各界期待我国新内阁经济领域部长

由目光远大经验丰富专业人士组成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第二届

工作内阁的一些部长候选人受到企

业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和观察家

的关注。他们特别希望经济领域的

所有部长都是专业人士出身，最好

与政党无关，免得牟取私利对经济

产生不良影响。

【本报讯】周四
（17/10）综合指数
在闭市时上升。早
盘结束时，综指上升
7.98点或0.28%至
6177.58点。但在下
午收盘时，却上升
11.422点或0.19%
，报收于6181.014
点。LQ-45指数上升
5.151点或0.54%，
报967.765点。

亚洲股市上下不
一，日本指数下落
21.06点或-0.09%
，报22451.86；香港
指数上升184.21点或
0.69%，报26848.49
； 上 海 指 数 下 落
1. 3 8点或-0 . 0 5%
，报2977.33；海峡
时报指数下落8. 5 7
点或- 0 . 2 7%，报
3126.14。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
共发生51万7084次，
有171亿6465万3762
份股票易手，总值9
兆2618亿8957万5403
盾。涨价的股有210
种，落价的股有170
种，279股持平。

外资净购20 8 6亿
7000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 ： B R A M ( I n d o 
Kordsa股)涨价2675
盾，现价 1万 6 6 7 5
盾；INTP(印多水泥
公司股)涨价475盾，
现价2万350盾；ASII(
国际阿斯特拉公司
股)涨价250盾，现价
6625盾；SLIS（Gaya 
A b a d i股）涨价245
盾，现价1225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U N V R (联合利
华公司股）落价850
盾，现价 4万 4 7 5 0
盾；GG RM (盐仓香
烟公司股)落价5 5 0
盾，现价 5万 4 1 0 0
盾 ； B B C A （ 中 亚
银 行 股 ） 落 价 5 0 0
盾 ， 现 价 3 万 5 7 5
盾；DUTI（Duta Per-DUTI（Duta Per-（Duta Per-Duta Per-
tiwi股）落价260盾，
现价4990盾。

盾币增值17盾
周四，雅京银行际

货币兑换交易（Jakar-
ta Interbank Spot Dol-
lar Rate /JISDOR）收
市，1美元以14155盾中
间价结束，比先前价
以14172盾中间价，盾
币增值17盾。（asp）

综合指数上升11至6181.014点

1美元兑14155盾
【Kontan网雅加达讯】

为了实现202 5年印尼
支付系统（SP I）的愿
景，印尼中央银行（央
行/BI）鼓励银行与金
融科技之间的合作。旨
在使数字经济能够支持
国民经济增长。

周三（16/10），央
行支付系统政策和监管
部主任Ida Nuryanti表
示，在印尼支付系统的
愿景中提出的合作形式
是开放银行。这将通过
金融科技与银行之间的
互连来实现，从而避免
影子银行的风险。

这将使银行和金融
科技之间的应用程序编
程接口（API）或数字
技术法规之间能够相互
集成。

Ida说：“最大的金
融机构仍存在监管非常
严格的银行中。因我们
无法抑制技术的速度，
所以金融科技可接近并
发展。但是金融科技资
金的管理必须由银行来
管理”。

Ida继续说，金融科
技不能向民众本身提

供服务。因此，央行通
过有关电子货币的第
20/6/PBI/2018号印尼
中央银行条例（PB I）
管 理 此 互 连 。 I d a 表
示，在该条例中，存在
金融科技业的100％民
众浮动资金受监管。

“多达30％浮动资
金必须存在第四级业务
范畴商业银行组（BUKU 
IV）的银行。因为该浮
动资金必须若民众在需
要时随时提取。剩下的
70％，可用于营运资
金吗？当然不是。它们
必须存在国家有价证券
（SBN）或央行发行的
有价证券中。”

这意味着，来自电
子货币业务活动的浮
动资金的 1 0 0 ％必须
进入银行业或互连系
统。Id a说，目前金融
科技可提供技术。但
是，如何使用该技术进
行资金转移，则结算过
程必须使用银行。

“他们（金融科技
业）不能自己做。这就
是相互联系的形式，在
这种情况下，金融科技

公司无法独自进行诸如
银行理财等中介活动。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互
连。”

Ida强调说，与目前
的业务形式是传统，但
该技术可与金融科技合
作。但是对于资金的管
理必须归还银行。该资
金不会投入到不谨慎的
投资中，因此必须投入
国家有价证券。

此外，Ida坦承，目
前电子货币的发行商是
更多由非银行金融机构
所实施。

根据央行的数据，截
至2019年上半年，我国
电子货币工具的数量的
确是由非银行所控制，
即达1亿9800万张电子货
币卡和电子货币帐户。

多达69％是基于服
务器的电子货币营运
商。卡片式电子货币占
15.4％。而15.2％是
基于卡和基于芯片的电
子货币。这种基于卡的
电子货币营运商是金
融科技公司，而该芯
片的是由银行所发展。
（asp）

为了实现2025年印尼支付系统的愿景

我国央行鼓励金融科技业与银行业合作

(3)传达力
即便你表现得很不错，倘若不积

极向外传达就无法获得顾客的认同。
请时时检视自己是否有努力传达自家
商品。

市场关注贸易谈判线索
金价持于1,490美元下方

在中美贸易谈判以及英国退欧谈
判没有新进展的情况下，交易商不愿
大举押注，金价周四下跌，持于每盎
司1,490美元下方。

0531 GMT，现货金下跌0.1%至
每盎司1,488.35美元。美国期金也
下跌0.1%至1,492美元。

钯金触及1,782.60美元，创纪录
高位，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上涨。

白银下跌0.3%至每盎司17.33美元，
铂金上涨0.3%至每盎司885.54美元。

受美国库存增幅超过预期打击
油价下跌1%

此前行业数据显示美国石油库存
增幅超过预期，但美国财长努钦有关
中美贸易协议的讲话帮助抑制跌幅，
油价周四下跌1%。

0629 GMT，布兰特原油期货下跌0.57
美元，或近1%，报每桶58.85美元。

美国原油期货下跌0.56美元，或
1%至52.80美元。 

挪威克朗兑欧元跌至纪录新低
根据路孚特的数据，挪威克朗兑

欧元周四跌至纪录新低，0622 GMT
时报10.1800克朗，跌破2008年12月
创下的前纪录低位10.1700。

美国股市下滑
因美国经济数据疲弱和地缘政治紧

张局势升温，令买家感到不安，从而规
避股市，尽管一系列企业发布总体良好
的第三季度业绩，美股周三收低。

道琼工业指数收跌22.82点，或
0.08%,报27001.98点，标普500指数
收挫5.99点，或0.20%，报2,989.69
点，纳斯达克指数回落24.52点，或
0.3%，收报8,124.18点。 

日本股市收低
日本股市日经指数周四因获利了

结而回落，上日涨至逾10个月高点。
投资人目前静待美中贸易谈判以及英
国退欧协商等事件进展迹象。

日经指数下跌0.1%至22,451.86
点，在周三触及的12月初以来高点附
近窄幅区间波动。东证股价指数回落
0.45%至1,624.16点。 

中亚银行（PT Bank Central Asia Tbk.，股代号BBCA）荣获最佳金融部门范畴的
2019年第11届IICD公司管理奖项。该奖项是对我国最佳市值的50家上市公司的
赞赏，符合一些范畴包括最佳股东权利、最佳股东平等待遇、最佳利益相关
者角色、最佳披露和透明度以及最佳董事会职责。图为周一（14/10），中亚
银行秘书兼企业通信部董事执行副总经理 Hera F. Haryn（中）在雅加达接收 
Cita Negeri Amanah公司监事 Cyril Noerhadi（右）与我国前副总统 Boediono（左）
颁发的奖项。（本报Hermawan摄/译asp）

中亚银行荣获2019年第11届IICD公司管理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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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任务总司长佐哥.西
斯宛多（Djoko Siswanto）
称，庞越和岩望的燃气输
送网分为11个领域，庞越
县5个领域，其余是在岩
望。最初，政府计划，只
在该地区兴建800 0户燃
气输送网，当看到当地民
众对此兴趣很高，才增加
建造的燃气输送网。

“燃气供应来自Husky 
CNOOC Madura Ltd，分
配量为0.2亿标准立方英
尺/日（mmscfd）。”

他对庞越和岩望地方
政府的配合，使燃气输送
网工程建造比原定的时间

更快结束，即只有216天
表示欣赏。地方政府的支
持，对燃气输送网建造工
程很重要，因这一向以
来，出现数项非技术上的
问题，如在建造时出现的
准证和社会问题。

“希望别的地方政府
也能给予相同的支持，
以致，民众能更快享用
廉价和清洁的燃气。”

国营燃气公司技术和
基础设施总监雷迪.菲里
延多（Redy Ferryanto）
补充说，至今，在东爪
省 使 用 国 家 收 支 预 算
（APBN）建造的燃气输

送网6万5961户。与此同
时，建造总数目达到56万
4445户，大部分是使用国
家收支预算建造。

他续称，除了更清洁之
外，应用燃气输送网能压
低能源分领域的补贴。“
每年，政府能节省1780亿
盾，建造工程也能吸纳很
多的劳动力。”

至2018年底，在我国
兴建的家庭用燃气输送
网达到48万6229户，其
中67%或者是32万5773
户是用国家收支预算建
造，其余32.04%或者是
15.5771个是国营燃气公
司财政支出，和4685个建
造资金是使用北塔米纳公
司预算。

依计划，2019年政府
的指标是兴建7万8216户
家庭用燃气输送网，上
述家庭用气输送网在16
个地区建造，即北亚齐

县、杜迈、占碑、巨港、
德博、勿加西、加拉横
（Karawang)、井里汶县、
南望安（Lamongan)、古泰
卡尔达纳卡拉（Kutai Karta 
negara)、岩望、庞越县、
惹班市与县（Mojokerto)、 
Banggai县和Wajo县。

为使2025年能达燃气
混合可再生能源22%，
国营燃气公司持续实施各
种措施，目前，国营燃气
公司也在东爪，准备建造
液态燃气（LNG）接收站
40BBTUD，以提高东爪省
的天然气可持续供应和稳
定性。

除此之外，国营燃气
公司正在完成全长267公
里的锦石（Gres i k）-三
宝垄（Sema r a n g）的输
送管道和接下来兴建三
宝垄-根打（Kenda l）-
Unga ran全长96公里的输
送管道。(sl)

国营燃气已建成

8150户家庭用燃气输送网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国营燃气公司

（PGN）已在东爪省庞越（Probolinggo）

和岩望（Pasuruan）兴建了8150户家庭用燃

气输送网。该工程是政府责成北塔米纳 

(国油）公司通过旗下PGN公司建造的。

【本报讯】地方政府企
业(BUMD)应做好准备面
对数字时代的变化，以致
能在工业4.0时代的商界
赢得竞争。

内政部地方金融发展总
局地方营运企业金融和各种
业务领域机构主任Bambang 
Arianto称，未来，BUMD必
须能面对挑战，尤其在地方
政府、机构、人力资源、
技术应用、全球市场和资
本的差距。

“根据法律法规加强机
构建设将更加容易使BUMD
面对工业4.0时代。”他周
三在雅加达Cawang地区Ibis
酒店举行以“BUMD准备面
对工业4.0时代”为主题的
记者新闻论坛中这么说。

他说，迄今，BUMD法
规在2014年第23号条例有
关地方政府，尤其XII章，
和2017年第54号政府条例
有关BUMD有所规定。

“以该法律基础，BUMD
有机会扩展市场、轻松获

取全球信息和效率。”他
如斯说。

他也提醒BUMD必须转
型面对全球性变化为成为
地方一股力量。其他企业
与机构之间的协同作用也
是重要的部分。

T i r t a  P a k u a n  B o g o r 
PDAM总经理Dino I nd i r a 
Gusniawan称，年复一年，
有关BUMD的问题是离不

开地方政府利益来解决效
率问题。

讨论有关工业4.0，他
说，目前，在茂物的饮用
水公司已利用智能饮用水
技术以最新技术。未来，
他们将应用传感器技术为
客户使用费单。

PD Paljaya总经理Subekti
称，他们面对数字时代的
准备，已准备雅加达下水

道系统(Jakarta Sewerage 
Sy s t em简称JSS)。在未
来五年，该系统将划分雅
加达省区在五个废水管道
区。“该区域化系统的投
资价值相当大达到2 5兆
盾。”他这么说。

根据国内部数据，目
前，在印尼各地区共有
1097家BUMD，以总资本达
到340.118兆盾。(lcm)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
截至 2 0 1 9年 9月，印尼
丰田整车出口（C B U）
达到15万87 0 0辆，比去
年同期的15万46 0 0辆提
高 3 % 。 这 是 由 印 尼 丰
田汽车（Toyota Motor 
Manufacturing Indonesia/
T M M I N ） 公 司 和 阿 斯
特 拉 大 发 汽 车 （ A s t r a 
Daihatsu Motor/ADM）公
司的总出口量，其中包括
Fortuner、Innova、Vios、

Y a r i s 、 S i e n t a 、 
Ru s h、Avan z a、Agya和
Townace/Liteace型车。

自 1 9 8 7 年 ， 印 尼 丰
田公司已开始向亚洲国
家 出 口 ， 其 中 如 第 3 代
Kijang、Kijang Super汽
车。自20 0 4年，丰田汽
车开始出口创新国际多
功能汽车（ i n n o v a t i v e 
international multi purpose 
vehicle/IMV）。

身为亚太区的K i j a n g 
Innova汽车和Fortuner汽车
生产基地之一，除了供应
国内市场需求之外，也扩
大印尼丰田汽车公司渗透
全球市场的商机。

T M M I N 总 经 理 瓦
利.安棠.渣约诺（War ih 
Andang Tjahjono）阐
明，“超过3 0年，丰田
品牌获得面对全球各种情
况的考验，仍能获得客户
欢心和为我国经济作出贡
献。我们经历了出口业绩
提高和降低，以致，使我
们能为下一步策略提供宝
贵的教训。”

他声称，全球经济波
动不能避免和在出口商控
制之外。虽然如此，在我
国包括大发在内的丰田集
团，通过各种研究，设法
保持出口业绩，如探讨新
出口目的国商机和潜力，
以及增加出口新款汽车。

他 强 调 说 ， 随 此 一
来，20 1 8年丰田整车出
口已刷新纪录，首次突破
20万辆，更明确的是20万
6000辆。接下来，在2019
年，印尼丰田汽车公司成
功扩展出口，其中是增加
新的出口目的国，即中美
洲和南美洲，以及湄公河

数个国家。
他声称，除了出口整

车之外，201 9年1月至8
月期间，印尼丰田汽车
公司也已出口 3万 4 3 0 0
件散装汽车（CKD），9
万3 1 0 0件使用汽油或者
是乙醇（etano l）燃料的
TR和NR款型完整器械，
以及73 8 0万件汽车零部
件。丰田品牌出口目的国
逾80国，其中亚洲区、太
平洋、中东、中美洲和南
美洲，以及非洲。

TMM I N对外关系、企
业和行政经理鲍比.阿桑
（Bob Azam）称，“经
过30年开拓全球市场的经
验，已深入印尼丰田汽车
公司骨髓中和促进印尼丰
田汽车公司生产趋向于出
口的产品。”

鲍比.阿桑强调说，整
车出口能力显示印尼丰
田汽车公司生产的产品
拥有很高的竞争力，其
中拥有优秀的人力资源
（SDM），通过实施4.0
工业和全球丰田网络的
支持，希望在目前的挑
战当中，能保持丰田出
口业绩。(sl)

【Ko n t a n雅加达讯】
虽 然 工 业 正 在 停 滞 不
前，Kawan Lama Retail今
年仍增设新店。

从今年初至10月中旬，
运营Ace Hardware、Informa
和Chatime的Kawan Lama 
R e t a i l已落实了108间新
店。因此，目前，Kawan 
Lama Retail分布在我国共
有大约650间零售店。

Kawan L ama R e t a i l业
务发展总经理Sug i y a n t o 
W i b a w a 称 ， 至 今 年
底，他们的零售店将持
续增加。因为，在第四
季，他们仍有一些扩展
议程。

“至今年底数量将持
续增加，在Neo Soho已
增加了1万3000平方米供9
间分店。我们也计划进入
Senayan City和在Jababeka
的Living Plaza。”他这
么说。

在Living Plaza Jababeka
开 设 新 店 ， 这 就 是
说，Kawan Lama Retail分
店数量也将增加。

目前，除了有逾650间
零售店，Kawan Lama Retail
也拥有18家购物商场。该
数字包括在Alam Sute ra
和北干巴鲁(Pekanbaru)的
Living World，和在数个位
置的16间Living Plaza。

在 第 四 季 运 营 了
Living Plaza Jababeka
后，Kawan Lama Retail
分店数量将增加。

但是，他没有详情至今
年底增设的分店数量。他
只说，目前，他们将继续
进行扩展在各个压力中达

到很好的增长。
他说，在零售部门的

需求仍可观，但是市场非
常有选择性。因此，扩展
将谨慎进行而考虑各个因
素。

Kawan Lama集团营销
总经理Nana Puspa Dewi
补充，目前，Kawan Lama
零售业务增长相当好。
她举例，Ace Hardware 
Indones i a(ACES)公司记
录今年上半年收入3. 8 9
兆盾，比去年增长大约
16.8%。

“在零售业，我们保持
很好。若其他公司下滑，
关闭分店或甚至裁员，幸
好我们不会。我们持续增
长，并增设新店，以致反
而招聘更加员工。”她如
斯说。

因此，Kawan Lama继
续进行征地为扩展。例
如，他们和金光房地产
(Sinarmas Land)正在勿
加西兴建总面积7.5公顷
的购物商场，以投资价值
9000亿盾。

除 了 扩 大 现 有 的 分
店，今年Kawan Lama推
介新概念。今年，他们推
出Informa Electronics和
Travelink分店。

但是，Kawan Lama仍
提供最大扩展份额于Ace 
Ha r dwa r e和I n f o rma零售
店。至1 0月中旬，A c e 
H a r dw a r e 共有 1 8 8间分
店，而In f o rma共有91间
分店。她称，他们的增
长策略是扩大新店、新
城市至加强全渠道零售
渗透力。( lcm)

【K o n t a n雅加达讯】
Sarana Central Bajatama 
（Baja）公司决定，下调2019
年公司的总收入指标。至今
年底，Sarana Central Bajatama
公司定下总收入为1.1兆盾
或大约是8万吨钢铁产量。

根 据 K o n t a n 日 报 记
载，Sarana Central Bajatama 
公司原来定下生产14万吨
钢铁或者是比去年实际产量
10万2000吨提高37.25%，
根据该假设，2019年Sarana 
Central Bajatama公司收入能
比去年同期提高20%。

但事实证明，S a r a n a 
Central Bajatama公司修订2019
年收入指标，甚至比去年的
收入更低。2018年，Sarana 

Central Bajatama公司总收入
为1.28兆盾。

Sarana Central Bajatama
公司总经理韩达亚.苏善多
（Handaja Susanto）对记者
称，下调总收入业绩指标的
理由，是设法改善账面利润
业绩。“目前，最主要的是
改善利润率这方面。”

为达上述理想，Sarana 
Central Bajatama公司持续
2项策略，首先是推动最
有利的销售产品，即镀铝
锌钢板（saranalum），因
saranalum销售潜力比镀锌
（galvan is）更明朗，第2

项策略是通过日常性机器
维修来节省生产效率。

Sarana Central Bajatama
公司认为，实施该2项策略
带来了益处，已能从2019
年 上 半 年 业 绩 看 出 。 今
年1月至6月期间，Sarana 
Central Bajatama公司收入同
比降低14.41%成为4719.4
亿盾。年度亏损缩减3.5倍
成为89.2亿盾。

根据产品方面， saranalum
总收入（还未扣除退货和折
扣约4718亿盾）达67.82%
或者是3199.6亿盾。其余是
镀锌、着色（coloring）和非

生产性的收入。
根据今年上半年摘录，

比2 0 1 8年同期更好。去
年，Sarana Central Bajatama
公司总收入仍比2017年增
长4.92%成为1.28兆盾，
但年度亏损膨胀4倍成为
966.9亿盾。

至今，Sa r a n a  C e n t r a l 
Bajatama公司经理部还未正
式公布2019年9月30日的财
务报告，但该公司坦言，已
出售5万2000吨钢铁或者是
相等于7130亿盾，如此一
来，该公司已落实2019年修
订收入指标之64.82%。(sl)

BUMD需准备面对工业4.0时代

BAJA聚焦于账面利润 削减总收入指标

内政部地方金融发展总局地方营运企业金融和各种业务领域机构主任Bambang Arianto (右2)、
在Tirta Pakuan Bogor PDAM总经理Dino Indira Gusniawan(中)、PD Paljaya总经理Subekti (左)、
BUMD观察者Basuk i Ranto(左2)陪同下，周三，在雅加达Cawang地区Ibis酒店举行以
“BUMD 准备面对工业4.0时代”为主题的记者新闻论坛中发言。(商报/Muhammad Maan摄)

Kawan Lama至今年10月中旬

已开设108间新零售店

截至今年9月

丰田整车出口同比增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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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太古集团茶企
助力贵州生态茶走向世界

“我们非常看好贵州生态茶的前
景，希望以此打造一条‘从茶树到茶
杯’的生态茶产销链，助力贵州茶走
向世界。”詹姆斯芬利有限公司集团
总裁钦博凯表示。

英国太古集团旗下全资附属公司
詹姆斯芬利（James Finlay）精制茶
加工厂17日在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正
式开业投产。这是詹姆斯芬利在中国
投资设立的首个精制茶加工厂。

贵州是中国茶叶种植面积最大的
省份，产茶历史悠久，拥有高海拔、
低纬度、多云雾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
理条件。“生态”“优质”“干净”
，是贵州茶最亮眼的标志，并吸引着
世界的目光。

祁连山国家公园标识启用
祁连山国家公园标识启用新闻发

布会17日在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举
行。

祁连山是中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
屏障，是黄河流域重要水源产流地，
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也
是冰川与水源涵养类型的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之一。具有维护青藏高原生
态平衡，阻止腾格里、巴丹吉林和库
姆塔格三个沙漠南侵，维持河西走廊
绿洲稳定，以及保障黄河和内陆河径
流补给的重要功能。

山东港口环渤海集装箱
“海上巴士”通航

山东港口集团烟台港集装箱码
头，17日伴随靠港船舶鸣笛，现场集
装箱岸桥同时起吊作业，山东港口环
渤海集装箱“海上巴士”顺利通航。

借助环渤海集装箱“海上巴士”的
开通，山东港口集团烟台港将与中远海
运集运泛亚公司合作，依托中远海运发
达的南北干线网络及烟台港自有内贸
航线补充，通过与渤海湾内港口织点
成线、连线成网，使环渤海地区的集装
箱及散货实现运输环节无缝衔接，构筑
起以山东港口为中心，涵盖环渤海、东
北、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华东、华南地
区的集装箱物流运输网络。

中国农业农村部称
畜产品供应总体有保障

中国农业农村部17日在北京召开
新闻发布会表示，短期内中国猪肉市
场供给依然偏紧，预计元旦、春节前
猪肉价格将保持高位运行走势，但随
着各项针对性政策积极作用显现，畜
产品供应总体有保障。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
珂指出，三季度，中国畜产品价格特别
是猪肉价格持续上涨。但9月份以来，
随着促进生猪产能恢复和市场供应政策
密集出台，猪肉供给阶段性紧张的局面
有所缓和；同时，禽肉、牛羊肉、鸡蛋
和水产品等替代品供给相对充足，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猪肉价格上涨压力。

专家：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
需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今年1月发布的《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到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
成与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
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沪上学者
在新近召开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论坛
上表示，上海已初步建成国际金融中
心，继续推进需加强全球化实践和基
础设施建设。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
兼学术委员会主席李扬表示，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已进入新的阶
段。“按照一般国际金融中心的标准
来衡量上海，我觉得已经初步建成了
国际金融中心，比如从交易、人民币
国际地位等方面来看。”

甘肃密集开通国际航线 
东南亚游客快速增长

兰州中川国际机场17日通报，今
年以来，该机场新开通仰光、曼德
勒、芽庄、莫斯科国际包机航班，并
引进亚洲航空兰州直飞吉隆坡国际正
班航线，还新开通普吉、西哈努克
港、新加坡、芭提雅航班，机场出入
境旅客14日突破20万人次，较去年同
期增长47.18%。

随着丝绸之路旅游热潮，甘肃、
陕西、新疆等西北游持续火爆，吸引
越来越多海外游客畅游古丝路。为方
便更多国际游客赴甘游，甘肃密集开
通国际航线，截至目前，兰州中川国
际机场已开通国际航线14条，国际通
航城市达15个，出入境旅客数量较往
年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

高峰在当天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作此表示。

1 0月 1 0日至 1 1日
举行的新一轮中美经
贸高级别磋商中，双
方在农业、知识产权
保护、汇率、金融服

务、扩大贸易合作、
技术转让、争端解决
等领域取得实质性进
展。双方讨论了后续
磋商安排，同意共同
朝最终达成协议的方
向努力。

高 峰 称 ， 在 上 轮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中，双方取得了实质

性进展，这是两国相
向而行，照顾彼此合
理关切的结果。只有

在相互尊重、平等互
利的基础上，谈判才
会取得实质进展，才
有可能达成双方都能
接受的协议。

他 表 示 ， 中 方 始
终认为合作是两国的
最 好 选 择 ， 也 是 解
决问题的唯一正确选
择。双方取得阶段性
成果，有利于消除不
确定性，恢复市场信
心，对于稳定当前全
球经济形势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中美正在就第一阶段协议具体文本加紧磋商
【中新社】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高峰17日称，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

在就第一阶段协议的具体文本加紧磋

商，争取尽早达成一致。双方同时也

在就下阶段工作安排进行具体讨论。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中新社17日讯】
中国财政部17日公布，
截至2019年9月末，新
增地方政府债券基本发
行完毕，使用进度达
90%。

当天财政部在北京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郝
磊介绍，总体来看，今
年以来新增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和使用效果十分
明显。

经 十 三 届 全 国 人
大 二 次 会 议 审 议 批
准，2019年安排新增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30800
亿元（人民币，下同）
。财政部采取提前下达
2019年新增债务限额、
建立定期通报机制、完
善专项债券管理等措
施，指导和督促各地持
续加快债券发行和资金
使用进度，取得明显成
效。

郝磊介绍，2019年
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和使用主要有四个方面
特点：

——进度更快。今
年9月份已将新增债券
额度基本发行完毕，比
去年提前了2个月。

— — 期 限 更
长。201 9年新增债券
平均发行期限8.9年，
比2 0 1 8年的6 . 3年延
长2.6年；其中，10年

期及以上发行12385亿
元，占比40.2%；特别
是30年期从去年的1只
20亿元扩大到今年的34
只1594亿元。

——成本更低。在
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作用
下，2019年新增债券平
均发行利率3.42%，比
2018年的3.87%下降
45个基点。

——有利于扩大有
效投资。根据地方上报
数据分析，2019年新增
债券资金超过四成用于
在建项目，重点支持铁
路、公路、港口等交通
基础设施，市政建设，
生态环保，养老、教科
文卫等社会事业，农业
农村等乡村振兴项目，
水利建设等稳投资领
域，占比超过63%，有
利于扩大有效投资，推
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

【中新社17日讯】
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秘书长、
新闻发言人彭华岗17
日在北京表示，前三季
度中央企业收入效益稳
定增长，净利润同比增
长7.4%，效益增速较
1-8月份加快，呈向好
态势。

当 日 公 布 的 数 据
显示，前三季度，中
央企业累计实现净利
润1 0 5 6 7亿元（人民
币，下同），同比增

长7.4%，效益增速比
1-8月加快0.5个百分
点，已连续两个月回
升，企稳迹象明显。9

月当月，实现净利润
1133.6亿元，同比增长
11.4%。

前三季度，有32家
企业净利润增幅超过
20%，48家企业净利润
增幅超过10%。

从收入方面看，数
据显示，前三季度中央
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22.1万亿元，同比增长
5.3%，连续7个月保持
在5%以上。此外，其
他几项经营指标同样保
持稳中有进态势。

【中新社17日讯】
中国农业农村部市场与
信息化司司长唐珂17日
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三季度中国
市场上的蔬菜、水果价
格有所回落，后期预计
菜价回落期可能延长；
水果价格也将继续回
落，年底前，价格有望
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2 0 1 9 年 上 半 年 ，
中国市场上的蔬菜价
格处于历史高位，其
中，4月至7月菜价连
续较历史同期平均水
平偏高了1 2%左右，
但随着秋季蔬菜逐步
上市，9月份开始季节
性下跌，全国平均批
发价格较近三年同期
平均水平低1.8%。

9月份，农业农村部
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
均批发价每公斤是3.92
元（人民币，下同）环

比跌了4.9%，同比跌
了9.3%。

据 了 解 ， 今 年 夏
天，中国北方冷凉地区
蔬菜没有经历极端高温
和长时间强降雨天气，
有利蔬菜生长，市场供
应形势整体明显好于去
年同期。秋季蔬菜供应
充足，价格迅速下跌，
预计后期菜价回落期可
能会延长。

【中新社17日讯】
中国民用航空局安全专
员、机场司司长刘春晨
17日在长春表示，未
来几年，中国通用航空
业将继续保持较好的发
展势头。其中，短途运
输、空中游览和医疗救
护等通用航空新兴消费
领域，将成为中国通航
发展的新生动力，其市
场规模将不断扩大。

2019中国（长春）

通用航空发展大会当天
开幕，刘春晨出席大会
并作主题演讲。

通用航空业是以通
用航空飞行活动为核
心，涵盖通用航空器研
发制造、市场运营、综
合保障以及延伸服务等
全产业链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体系，具有产业链
条长、服务领域广、带
动作用强等特点。

2016年5月，中国国
务院出台《关于促进通
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明确了将通用航
空产业定位为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对中国通
航产业发展作出全面部
署。

数 据 显 示 ， 2 0 1 8
年，中国通用航空飞行
93.71万小时；到今年6
月底，中国通航企业已
达460家，通用航空器
2562架。

【中新社17日讯】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
司司长梁维特17日表
示，关于研究在澳门建
立以人民币计价结算证
券市场的可行性，在
201 7年底签署的《内
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
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以及今年初出台的《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中均提出相关内
容，就此，特区政府已
委托国际顾问公司进行
可行性研究。

梁维特当天出席一

公开活动后接受了媒体
的采访，他指出，顾问
公司的研究工作正有序
进行，未来澳门金融管
理局收到研究报告后，
还要结合澳门实际情况
作进一步研究，如果澳
门要设立以人民币计价
结算的证券市场，必须
符合“发挥澳门所长、
服务国家所需”的大原
则。

据介绍，2017年底
签署的《内地与澳门关
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
的安排》中提出“支持

澳门探索与邻近地区错
位发展，研究在澳门建
立以人民币计价的证券
市场、绿色金融平台、
中葡金融服务平台。”

中国农业农村部：

蔬菜、水果价格料将持续回落

中国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
息化司司长唐珂

中国民航局：

中国通用航空业将保持较好发展势头

【中新社17日讯】
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秘书长、
新闻发言人彭华岗17
日在北京透露，以穿透
式统计口径统计，今年
1-9月份，中央企业各
级企业新增混合所有制
企业超过600户。

彭华岗在当日的一
场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
述表示。他坦言，超过
600户的混改工作绝不
是今年才开始的。混合
所有制改革，从方案的
制定到产权交易，到寻
找投资者、交割、再到
工商注册落地需要很长
的过程，有的可能一年

半载，有的可能需要三
四年的时间。

同样以穿透式统计口
径统计，从2013年到现
在，彭华岗表示，中国
央企混改比例达到70%
以上，比2012年混改企
业的数量增长了20%。

如果按照另一种统
计口径即：一户一户
数，彭华岗指出，从
2013年到2018年期间，
各省（区、市）实施混
改企业超过500 0项，
引入的非公有资本超过
6000亿元（人民币，下
同）；中央企业实施混
改3359项，引入非公有
资本超过9000亿元。

刘春晨

中国财政部：

截至9月末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基本发行完毕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郝磊

前三季度中国央企净利润同比增7.4% 

增速连续两个月回升

彭华岗

梁维特：

正研究在澳门建立证券市场的可行性

梁维特

前三季度央企新增混合

所有制企业超过600户

正在广州举行的第
126届广交会上，面对
国际贸易摩擦等因素影
响，参展的中国企业纷
纷积极应对，加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经贸合作，本届广交会
上来自沿线国家市场的
外贸订单可观。

近年来，参展中国
企业加大了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市
场布局。其中，唐山
惠达陶瓷（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在“一带
一路”关键节点国家
建立海外运营中心，
既能辐射整个东南亚

市场，也使企业加速
实现向海外市场自主
品牌运营的战略转型；
天津世纪五矿贸易有限
公司与工程类企业联
合，借力“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项目，加大了
自主品牌产品在沿线国
家的投放。

广交会中企拓展
“一带一路”沿线市场 外贸订单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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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第四届
中国—阿拉伯国家广播电视合作论坛致贺信

1 7日讯，第四届中国—阿拉伯
国家广播电视合作论坛1 7日在浙
江杭州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去年7月，
我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
议开幕式上宣布建立全面合作、共
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
伴关系，中阿友好合作进入历史新
阶段。希望中阿双方携手努力，推
动媒体融合发展，打造智慧广电媒
体，发展智慧广电网络，为增进中
阿民心相通、推动中阿战略伙伴关
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韩正将出席2019年太原能源
低碳发展论坛开幕式等活动

1 7日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1 7日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宣
布：2019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
将于10月22日至24日在山西太原举
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韩正将出席开幕式等活动。

王晨同土库曼斯坦
国民会议副主席会谈

17日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1 7
日在京同土库曼斯坦国民会议副主
席巴巴耶夫举行会谈。王晨表示，
古丝绸之路两千多年前就将中土两
国人民紧密相连。中国是第一个与
土建交的国家。在两国元首的战略
引领下，中土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
展。两国立法机构要结合工作特点
加强交流互鉴，为共建“一带一
路”、推动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
通、弘扬中土友好发挥积极作用。
巴巴耶夫说，土国民会议愿为促进
土中两国友谊和合作作出贡献。

中方回应部分日本
内阁阁僚参拜靖国神社

17日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7日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我
们注意到了日方在靖国神社问题上
的有关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
了严正交涉。敦促日方切实信守正
视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以
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
会。耿爽说，我们注意到了日方在
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有关消极动向，
已经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我
要强调的是，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
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
和象征，供奉有1 4个对那场侵略
战争负有严重罪责的甲级战犯。日
方一些政要的做法再次反映了日方
对待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耿爽
说，我们敦促日方切实信守正视反
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以实际
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宁夏7年累计减贫83.4万人 
贫困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超9000元

1 7日讯，记者17日从宁夏脱贫
攻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 1 2年
以来，宁夏累计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83.4万人，盐池、隆德、泾源、彭
阳四县脱贫摘帽，剩余12.1万贫困
人口。贫困发生率由22.9%下降到
3%，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由4856元（人民币，下同）增加
到9298元，年均增长11. 4%。在
宁夏，贫困家庭40%以上的收入来
自特色产业。草畜、马铃薯、冷凉
蔬菜、小杂粮、油料、中药材、黄
花菜等贫困县区特色产业收入占到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以
上。此外，宁夏实现了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家庭医生服务“应签尽签”,
并成为全国第十二、西部第一个整
体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国家
评估认定的省区。据悉，为强化精
准识别退出，宁夏今年新识别贫困
人口146户540人，返贫45户157人，
争取集中攻坚深度贫困堡垒，确保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与全
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香港中年汉走私市值约2600万元
电子产品及塑胶粒被判监26个月

17日讯，香港海关17日表示，一
名过境司机利用货车走私电子产品及
塑胶粒，违反《进出口条例》（《条
例》），17日在区域法院被裁定罪
成，被判监禁26个月。海关人员2017
年9月19日在落马洲管制站截查一辆
出境货车，在货斗内发现一批未列舱
单的电子产品及塑胶粒，估计市值约
2600万港元。该名41岁男司机因而被
捕。走私属严重罪行，根据《条例》
，任何人输入或输出未列舱单货物，
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200万港
元及监禁7年。

李 克 强 表 示 ， 美
中贸委会的成立早于
中美两国建交，40多
年来为推动中美关系
发展、促进双方互利
合作发挥了建设性作
用。中美分别作为世
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

最大发达国家，两国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
双方和世界都有利。
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
达成的共识，坚持协
调、合作、稳定的基
调，在平等和相互尊
重基础上通过对话磋

商解决有关问题，着眼
长远，脚踏实地，推动
两国经贸关系沿着正确
轨道前行。希望包括美
中贸委会在内的美工商
界人士继续为促进两国
关系发展、增进民间相
互了解和理解发挥积极
作用。

李 克 强 指 出 ， 中
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
上，只会越开越大。
我们已经全面放开制
造业，服务业开放也
在持续推进。我们将

对标国际先进水平，
打 造 市 场 化 、 法 治
化、国际化的营商环
境，对内外资企业等
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
仁，更加严格保护产
权和知识产权。中国
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
口的大市场，消费还
在持续升级，蕴藏着
巨大商机和潜力。中
国的发展也是世界的
机遇。欢迎包括美国
在内的各国企业扩大
对华投资合作，更好

实现互利共赢。
美方代表表示，美

中合作符合双方共同
利益。美国工商界希望
保持对华接触，不希望
中美“脱钩”，也不希
望看到贸易战和加征关
税。希望双方抓住机会
之窗，通过谈判和磋商
达成富有实质意义的协
议，使双方企业在公
平和确定的环境下开展
良性竞争，实现共同发
展。

何立峰参加会见。

李克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访华代表团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1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格林伯格率领的访华代表团并同他们座谈交流。

【中新社17日讯】中国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10月1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格

林伯格率领的访华代表团并同他们座

谈交流。

【中新社17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16日在北京共同举办
中国与中东欧七国建交

70周年招待会，中国国
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出席并发表题为《继续
做友好合作的先行者》
的讲话。有关部门负责

人同保加利亚、罗马尼
亚、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波兰、阿尔巴
尼亚七国驻华大使及各
界代表共约300人参加。

王毅出席中国与中东欧

七国建交70周年招待会

10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北京共同举办中国与
中东欧七国建交70周年招待会，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发表题为《继
续做友好合作的先行者》的讲话。有关部门负责人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
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阿尔巴尼亚七国驻华大使及各界代表共约300人参加。

【 中 新 社 1 7 日
讯】中国国家副主席
王岐山17日在中南海
会见新加坡副总理兼
财政部长王瑞杰。

王岐山表示，中
新交往历史悠久，两
国关系发展良好。今
年是新加坡开埠200
周年，明年将迎来中
新建交30周年，双方
要继承老一辈领导人
的远见和智慧，发展
好新时代两国关系，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推动中国—东
盟合作提质升级。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庆祝活动，提升
了全国人民的“四个

自信”，鼓舞了爱国
主义精神。中国的道
路选择，同100多年
来追求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斗争史、绵延
50 0 0多年的中华文
明DNA紧密相联。中
国将继续保持冷静清
醒，战胜国内外的各
种风险挑战，与世界
各国携手应对人类共
同面临的挑战。

王瑞杰热烈祝贺新
中国成立70周年，钦
佩中国发展取得的巨
大成就，表示愿与中
方继续深化共建“一带
一路”和陆海新通道等
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
系不断向前发展。

王岐山会见新加坡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

10月17日，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北京中南海
会见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

【中新社17日讯】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
长魏凤和17日在京与文

莱国防部第二部长哈尔
比举行会谈。

魏凤和说，中文传

统友谊历久弥新。去年
1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
文莱，把中文关系提升
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近年来，两军在多个领
域合作不断推进，希望
双方共同努力，为两国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作出
积极贡献。

哈尔比表示，去年
习主席成功访文，为文
中友好关系发展注入新
的动力。文方期待与中
方进一步加强双多边务
实军事交流合作，推动
两军关系发展取得更多
成果。

魏凤和与文莱国防部第二部长会谈

10月17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八一大楼
与来访的文莱国防部第二部长哈尔比举行会谈。会
谈前，魏凤和为哈尔比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 中 新 社 1 7 日
讯】20 1 9减贫与发展
高层论坛1 7日在北京
召开。中国国务院副总
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组长胡春华出席
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胡春华指出，习近
平主席在20 1 5减贫与
发展高层论坛上倡议，
各国要携起手来，为共
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
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而不懈奋斗，给全球减
贫与发展事业注入了强
劲动力。中国将继续同
国际社会一道，深化全
球减贫与发展合作伙伴
关系，积极参与全球减
贫治理，加强经验交流
共享，共同推进国际减
贫合作。

胡春华强调，新中
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
产党始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国
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
取得了显著成就。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胡春华：中国政府将确保如期

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
长胡春华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举全党全社会之力
推进脱贫攻坚，创造
了中国减贫史上最好
成绩。在脱贫攻坚进
入到决战决胜、全面
收官的关键阶段，中
国政府将坚持充分发
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制度优势，聚力攻坚
深度贫困地区、特殊
贫困群体以及“三保
障”和饮水安全短板

等突出问题，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确
保如期历史性地解决
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
的绝对贫困问题，为
全球减贫事业作出更
大贡献。

开幕式后，胡春华
接见了参加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
信精神座谈会暨“万
企帮万村”先进民营
企业表彰会的企业家
代表。

【香港中17日讯】
台北消息：台湾竞争力
论坛17日举行记者会，
执行长谢明辉直指，领
导人蔡英文就是台湾“
芒果干”的大罪人。

“芒果干”一词近
日在岛内盛传，是用谐
音指代所谓“亡国感”
，蓝绿互相指责是对
方在炒作这一话题。台
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
明辉当天在记者会上指
出，韩国瑜阵营向蔡英
文和民进党下战帖，发
起两岸政策大辩论。但
只见蔡不敢接招，冷回
要韩为市政辩护，言下
之意，就是想用市政绊
住韩。何以对于攸关台
湾经济、对外、安全的
两岸关系议题，蔡英文
不敢应战，躲躲闪闪，
一切为的就是拼选举，
持续消费“芒果干”，

一路护航到大选当天。
谢明辉分析，自蔡

英文2016年上台以来，
大搞“柔性台独”，矮
化中华文化。不仅取消
中枢遥祭黄帝陵典礼，
甚至把政治脏手伸进教
育界，操控高中语文课
纲，硬将文言文比例大
减，就是在替法理“台
独”铺路。

此外，去年底地方
选举，民进党大败，超
过一半以上民众不满蔡
英文执政。但短短几个
月，蔡英文忽然声势看
涨，就是因为一路借题
发挥。蔡先是妖魔化“
九二共识”，使得两岸
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摧
毁殆尽。然后借香港修
例风波，在台销售“芒
果干”，制造恐惧感，
以拉抬自己的支持度。

谢明辉强调，今日
民进党“台独”党纲未
改，“台独”路线未变，
现在遇到选举，蔡英文就
开始操作“芒果干”。希
望蔡英文大方接受韩国瑜
两岸政策大辩论的战帖，
把话说清楚、讲明白。否
则选前骗选票，选后搞“
台独”，正正坐实了蔡英
文就是“芒果干”“最佳
代言人”的说法。

台湾竞争力论坛痛批蔡英文就是

“芒果干”大罪人

谢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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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拟再次
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表示，由于
贸易和投资流动下降的不确定性，世
界银行可能会再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
预期，但是他没有呼吁美国和中国解
决贸易争端。

“当我们看到今天的数据时，我们
可能会考虑在6月调降后的预估基础
上进一步下调经济增长预期，”马尔
帕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年会开始时对记者表示。

世界银行今年6月将2019年全球经济
增长预期下调了0.3个百分点，至2.6%
，与2016年的增长幅度大致相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二发布的最
新预测显示，全球经济增速下滑至
2008-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最慢，主
要原因是贸易冲突。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寻求将美国银行持股增至10%以上

巴菲特(Warren Buffett)旗下伯克
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Inc.)本月早些时候向美国联邦储备
委员会(美联储)提出申请，寻求将对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Co.)的
持股增至10%以上。

为避免遭到美联储的额外监管，伯
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对一家银行的持股
通常不会超过10%。但在美国银行回
购股票后，总部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
马哈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对该行的
持股在7月略微超过10%。

该申请凸显出巴菲特对美国银行和
美国银行业的总体乐观看法。截至今
年6月30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总
计持有近1000亿美元的金融服务类公
司股票，同时其持股最高的10家公司
中有六家是金融公司。

谷歌发布新品 重振硬件业务
谷歌(Google)发布了新款智能手机、

无线耳机和其他个人电子产品，这是该
公司重振硬件业务的最新举措。

这些周二在纽约展出的产品高中低
档价格皆有，也配备了不同的功能，包
括一款采用雷达技术、可探测附近用户
的旗舰款手机，以及一款价格较低的谷
歌混合平板电脑。这些产品表明，谷歌
正将该公司的芯片全面配置到各类产品
中，希望能有更多热门产品与该公司广
受欢迎的Home智能音箱配对。

虽然作为Alphabet Inc.子公司的
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广告领域占据主导
地位，但相对于科技业的同行，谷歌
在硬件方面的地位要弱得多。尽管如
此，谷歌仍一直愿意斥资数十亿美元
打造自身硬件业务及其他新兴业务。

英国创造历史 
今年Q3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首次超50%

近日，据外媒报道，英国实现了历
史上首次一整个季度内，可再生能源
发电量超过化石燃料发电量！

据悉，英国在2 0 1 9年第三季度
7 - 9月份期间，可再生能源发电
量2 9 . 5 TW h，而化石燃料发电量
29.1TWh，前者比后者发电量多出了
0.4TWh，这是自1882年英国设立公共
发电站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

尽管0.4TWh听起来很小，但考虑
到十年前2009年英国化石燃料发电
量(60.4TWh)是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5.7TWh)10倍多，英国近年来在可再生
能源上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细分
下来，有20%来自风能，12%来自生物
质，6%来自太阳能，风电占据了大头。

埃尼表示
将致力于塞浦路斯海上油气勘探

意大利石油巨头埃尼公司(Eni)首
席执行官克劳迪奥德斯卡尔西上周五
表示，埃尼公司将致力于开发塞浦路
斯专属经济区的油气资源，埃尼公司
日前为此与塞浦路斯政府签订了海上
油气勘探的合同。

土耳其上周表示，土耳其已派遣一
艘石油和天然气钻探船前往塞浦路斯南
部海域，而希?塞浦路斯当局在此之前
已把塞浦路斯南部海域的油气勘探权
授予了意大利埃尼公司和法国道达尔公
司。在回应路透社关于埃尼公司在塞浦
路斯南部海域地位的置评请求时，德斯
卡尔西补充称，埃尼公司正计划与法国
合作伙伴道达尔公司在2020年上半年
在那里进行联合油气勘探作业。

EIA预测11月美国页岩油将日增5.8万桶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周二发布的报

告显示，11月份美国七大页岩油生产区
的原油产量预计将增加5.8万桶/日，达
到897.1万桶/日。11月份位于美国德
州西部和新墨西哥州东南部的二叠纪盆
地的石油产量预计比10月份增加6.3万
桶/日，而来自于安纳达科和鹰滩地区
的页岩油产量预计将出现下降。

这份反映美国经济
最新状况的褐皮书还
显示，物价上涨步伐
依然温和。褐皮书是
根据美联储与全国各
地企业联系人的讨论
内容整理而成的。

“企业联系人大多
预计经济扩张将继续；
然而，许多联系人下调
了未来6-12个月的增
长预期，”褐皮书称。

一些地区表示，贸
易紧张局势持续和全球
增长放缓拖累了经济活
动。例如，一位企业联
系人告诉波士顿联邦
储备银行，由于贸易
政策的不确定性，芯
片制造商正在推迟新
工厂的建设。

同 样 ， 该 地 区 的
一家工业原材料供应
商现在计划削减多达

25%的资本支出，而
此前计划增加5%。

美中贸易战已经持
续了15个月，拖累了
经济增长。美国9月制
造业活动降至10年低
点，企业投资放缓，
因关税不确定性导致
企业推迟决策。

周三稍早公布的数
据显示，美国9月零售
销售七个月来首次下
滑，暗示以制造业为
主的疲弱态势可能蔓
延至整体经济。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
周五概述了结束贸易
战的第一阶段协议，
并暂停了原计划于本
周生效的上调关税计
划，但双方官员都表
示，要达成协议，还

有很多工作要做。
“ 多 个 地 区 报 告

称，由于订单疲软，
制造商裁员，”褐皮书
称，并指出零售商和制
造商的投入成本都在上
升，“通常是那些受新
关税影响的产品。”

美联储表示，全美
企业零售销售报告喜
忧参半，但家庭支出
总体保持稳健。

美联储今年已两次
降息，扭转了过去三年
的加息周期。美联储主
席鲍威尔将降息描述为
针对全球经济增长放
缓、贸易紧张局势和低
通胀的预防性举措，目
的是维持有史以来持续
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

周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警告称，
贸易战将使今年全球
经济增速降至2008-
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
的最低水平。

另外，褐皮书指出，
企业联系人报告，就业
市场供应仍然紧俏，
总体来说，就业人数
略有上升，企业仍难以
招到工人。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集团(CME Group)对联
邦基金利率期货合约的
分析显示，投资者目前
预计，美联储在10月
底的下一次会议上将再
降息25个基点。

这份褐皮书是由克
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
根据10月7日或之前收
集的信息编制而成。

美国经济温和增长 

但贸易争端抑制经济活动
【路透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美联储/FED)周三公布的一份报告显

示，美国经济在9月和10月初小幅至

温和增长，但许多企业对未来几个

月的前景更加悲观，这一最新迹象表

明，美国贸易政策的影响继续给该国

经济前景蒙阴。

【路透华盛顿讯】
美国财长努钦周三表
示，美国与中国贸易
谈判代表正努力敲定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
文本，以备两国领导
人下个月进行签署。
他还补充称，准备在
必要时前往北京展开
进一步会谈。

努钦在财政部举行
的记者会上称，尚未接
到北京方面邀请，与中
国国务院副总理就上周
达成的贸易协议进行新
一轮高级别磋商，但双
方的副手本周举行了电
话会议。

“ 目 前 为 止 ， 还
没 有 接 到 邀 请 ， 没
有 计 划 ” 举 行 高 级
别会谈。“但这并不
意味着我们未来不会

去，”他说。
努钦指出，他与美

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可能在智利圣地亚哥
会见刘鹤，之后美国
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
月16-17日亚太经合
组织(APEC)智利峰会
期间会面。

努钦称，特朗普政
府的“目标”是在APEC
峰会上签署协议。

对 于 中 国 尚 未 同
意上周五特朗普概述
的第一阶段协议内容
的说法，努钦未予理
会。他在美中贸易谈
判中扮演重要角色。

他 还 指 出 ， 关 于
如何解决1 2月 1 5日
开始对1,560亿美元
中国商品加征10%关
税的问题，特朗普政
府尚未作出决定。此
前美国决定暂不实施
原定于周二的关税加
征举措。

“ 我 们 还 没 有 向
总统提出任何建议或
做出任何决定--显
然 我 们 所 关 注 的 是
1 0月的关税征收情
况，”努钦说。“我
们将要强调的是我们
仍在对话。”

中美双方仍在努力

敲定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文本

美国财长努钦。

【路透华盛顿讯】
美 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美联储/FED)理事布雷纳
德(Lael Brainard)周三表
示，Facebook推出加密货
币L i b r a 的计划必须克
服“一系列法律和监管
的核心挑战”，才能完
成首笔支付。

布雷纳德补充说，央

行货币政策的实施可能
因为Libra这样的外部稳定
币的广泛采用而变得“
复杂化”。但她暗示美
联储并不急于发行自己
的数字货币，称这会引
起“深远的法律、政策
和操作问题”。

“Facebook的Libra引来
立法者和监管者的高度关

切，这应该并不意外，”
她在华盛顿一次活动的讲
稿中这样写道，“Libra，
实际上也包括任何全球
范围的稳定币项目，都
必须解决一系列法律和
监管的核心挑战，然后
才能完成首笔支付。”

Facebook负责货币项目
的高管David Marcus周三

仍然满怀信心地表示，
随着监管方关切问题的解
决，该计划将吸引更多
支持者。但布雷纳德指
出，Libra的支持者尚未
解决几项主要的监管问
题，包括如何确保Libra
不被用来从事跨境非法
活动。而且使用Libra的
消费者能获得什么保护

或追索权也还不清楚。
“需要提醒消费者的

是，稳定币在法律上可能
迥异于主权发行货币，”
她称。

布雷纳德并表示，
像Libra这类稳定币可能
构成金融稳定风险，因
为如果缺乏有效管理，
可能会遭遇挤兑。

Facebook推出加密货币Libra 面临法律和监管的“核心”挑战

【新华财经巴黎讯】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
总理默克尔周三参观了
位于法国图卢兹的空中
客车公司总部。在近期
美欧贸易摩擦升级背景
下法德首脑参观空客总
部的举动，被视为两国
共同应对美国压力，展
示欧洲团结。

马克龙和默克尔当
日参观了空客A350客
机组装工厂，并在一架
正在组装中的A350客
机内共进午餐。

马克龙当天在社交
媒体上说，在美欧贸易
关系紧张之际，自己与
默克尔共同来到图卢
兹，是为了捍卫欧洲
的“工业明珠”。

法新社报道，马克

龙当天还表示，在美国
与欧洲在某些议题上日
益疏远的时刻，欧洲正
在建立“共同战线”。

据法国总统府16日
晚发布的消息，法德当
天发表共同声明，表示
两国将加强在防务、武
器出口管控、文化、创
新和空间科技等领域的
合作。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
解决机构14日在日内
瓦召开会议，同意正式
授权美国根据世贸组织
对“空客补贴案”的最
新裁决，对欧盟采取贸
易报复措施。美国贸易
代表办公室计划对一系
列欧盟输美产品加征关
税，加征关税将于18日
生效。

法德首脑参观空中客车总部

【新华网】阿根廷葡
萄酒出口商何塞·庞西
奥近日正忙碌地为参加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做准备。庞西奥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表示，作为阿根廷5家酒
庄组成的出口商联盟总
经理，下月他将带领当
地葡萄酒出口商前往中
国参展，让中国市场了
解阿根廷优质葡萄酒。

高海拔种植是阿根廷
葡萄酒高品质的一大原
因。庞西奥说，阿根廷
大多数酒庄位于海拔1500
米左右的地区，最高海拔
2600米。高海拔地区光照
充裕，昼夜温差大。这样
的自然条件使葡萄表层形
成更多油质以抵御严酷环
境，葡萄表层的丹宁酸造
就了独一无二的阿根廷葡
萄酒。无污染的葡萄生
长环境是阿根廷葡萄酒
高品质的另一大原因。
庞西奥说，浇灌葡萄的
水都是来自山上的矿泉
水或者雪水。

2017年起，庞西奥5次
前往中国。在他看来，
中国市场对阿根廷葡萄
酒不是特别了解，阿根
廷出口商也正在慢慢揣
摩中国消费者的喜好。

庞西奥说，中国人

对葡萄酒的消费正变得
越来越专业，“我们发
现，中国消费者更偏爱
红葡萄酒，喜欢更有质
感、更醇厚、更芳香的
葡萄酒，不太喜欢口味
偏甜的葡萄酒”。

去年，由于名额限
制，庞西奥所在出口商
联盟没能参加第一届进博
会，但庞西奥依然去了进
博会现场。“最直观的感
受是进博会的规模，很多
人在这里寻找商业机会，
特别是长期合作机会，所
以我们决定今年一定要参
加。”庞西奥说。

庞西奥期待在进博
会上找到合作伙伴，与
中国企业建立长期合作
关系，让阿根廷葡萄酒
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断

提高。对于实现这个目
标，他信心满满。

“我们前期已经做
了大量工作，”庞西奥
说，“首先，我们选择
与引领行业的进口商
合作，他们有覆盖中国
的销售和物流渠道；其
次，我们调研了中国的
大型城市和地区标志性
城市，并邀请中国专业
品酒师测评产品；最后
是多渠道销售，与进口
商和分销商达成战略性
联盟，进而接触高档餐
厅等客户。”

庞西奥告诉记者，进
博会表明中国会继续向世
界敞开大门，欢迎来自世
界各地的优质商品、服务
和方案，给中国人带来更
有品质的生活。

进博会为阿根廷葡萄酒出口商带来机遇

无污染的葡萄生长环境是阿根廷葡萄酒高品质的另一大原因。

【中国金融信息网】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表
示，俄国防工业应扩大
民用产品的生产规模。
克里姆林宫网站发表声
明说，普京在关于推进
国防工业组织经济复苏
的会议上表示，俄国防
工业组织在致力于主要
工作并筹备新一代装备
的同时，还需大规模生
产面向国内和全球市场
的高科技民用产品。

普京说，俄罗斯正
推行的国家计划可为此
类产品提供机遇，其中
医疗、道路建设、电信
系统、垃圾处理等领域
销售空间广阔。专家认
为，高科技民用产品的
需求巨大，“这其中大
部分需求应由俄罗斯本
土生产商来满足”。他
同时呼吁，改善俄国防

企业财务状况的相关提
议应首先着眼于生产多
样化。

据悉，普京在9月召
开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
议期间曾表示，2018年
俄国防工业中民用产品
的份额约为21%，相关
企业应致力于进一步提
高这一比重。

苏联为俄罗斯留下
了一个庞大而完整的军
事工业体系。该体系当
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享有优先发展特权，整
体水平远远领先民用工
业。苏联解体后一段时
期，俄军工体系遭受政
府资金锐减、国内采购
萎缩、私有化泛滥、研
发滞后等一连串打击。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俄制定《国防工业转产
法》，对一批军工单位

进行军转民。2016年，
俄军工企业生产的民用
或军民两用产品占总产
量的比例不到17%。俄
政府同年出台新计划，
规定在2025年前要把这
一比例提升到30%，到
2030年力争达到50%，
帮助军工企业实现军工
和民用产品并举发展的
模式。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

俄国防工业应扩大生产民用产品

俄罗斯总统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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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国卷入油轮遇袭案?
伊朗称将向联合国提交证据

伊朗一名资深议员指责美国、以色
列和沙特阿拉伯近日在红海袭击了一
艘伊朗油轮，并承诺将此事提交给联
合国处理。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
会成员阿博尔法兹 哈桑 贝吉（Abol-
fazl Hassan Beigi）16日声称，油轮上摄
像头拍摄的画面指向了这三个国家。他
表示：“有丰富的文件证明某些国家
干扰攻击伊朗油轮，这些证据将提交
给联合国。”他补充称，攻击的“幕
后黑手”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加拿大大选在即 
前《花花公子》模特参选

在加拿大大选选情胶着之际，右翼
政党“民众党”却提名了一位同时拥有
模特和移民身份的“网红候选人”。

据加拿大媒体Narc i ty10月16日报
道，加拿大议会选举选情愈发激烈，
而各个党派领袖和候选人们之间的
竞争不断升温。右翼反移民政党加
拿大“民众党”却采取了一种引人注
目的方式来吸引选票——提名前《花
花公子》模特出身的波兰裔移民阿尼
亚·克罗辛斯卡（Ania Krosinska）为
候选人。

乌克兰总统
在拉脱维亚议会玩起了木槌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日出访拉
脱维亚。期间，被媒体捕捉到这样一
幕：泽连斯基在拉脱维亚议会上玩起
了木槌，并尝试地敲了一下。

俄罗斯电视主持人弗拉基米尔-
索洛维耶夫在自己的社交博客上传
了这段视频，并配文称：泽连斯基
在拉脱维亚议会玩起了木槌。

视频显示，泽连斯基坐在会议桌
前，右手拿起桌上的小木槌，并询
问身旁的一位女议员，应该哪面朝
下敲击，然后他试着敲了一下。

英反对党领袖称
新脱欧协议比特雷莎-梅的协议更糟

当地时间10月17日，英国首相鲍
里斯·约翰逊宣布，英方已经和欧
盟就“脱欧”达成新协议。但是，
协议还需要获得欧洲议会和英国议
会的批准。

对此，反对党工党领袖杰里米·科
尔宾称，首相的协议比特雷莎•梅的
协议“更糟糕”。此前，特雷莎•梅
的协议曾三次被议会否决。科尔宾表
示：“这些提议有可能引发一场权利
和保护的竞争。将食品安全置于危险
之中；削减环境标准和工人权利；并
向美国私营企业的收购开放我们的国
民保健服务”，“这桩交易不会让整
个国家团结起来，应该被否决。

约翰逊称达成新脱欧协议 
北爱尔兰民主党暂不支持

当地时间10月17日，欧盟委员会
主席容克、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宣布，他们已经就英国“脱欧”达成
新协议。但是，协议还需要获得欧洲
议会和英国议会的批准。

北爱尔兰民主党第一时间表态
称，其立场没有改变。北爱尔兰民主
党17日上午发布一份声明称，其一直
在与政府协商，但无法同意政府在关
税问题上的立场，他们将继续与政府
协商，最终达成一个既能保护经济又
能维护英国宪法完整性的协议。

美国继续延长伊拉克进口
伊朗能源豁免待遇

当地时间10月17日，据伊拉克媒体
报道，美国国务院已同意将伊拉克与
伊朗能源贸易的豁免待遇再延长120
天。在此期间，伊拉克可从伊朗继续
进口能源而不受制裁措施的限制。

自2018年11月，美国重启对伊朗
的制裁措施后，这已经是伊拉克豁免
待遇的第五个延长期，上一个延长期
已于10月16日过期。目前，伊拉克仍
对伊朗能源存在较大依赖，每年需从
伊朗进口1300兆瓦电力，约占国内电
力消耗总量的1/3。

调查:美33所名校18万人中 
近1/4女大学生曾被性侵

当地时间15日，美国大学协会公布
了一项新的调查结果，在包括哈佛大
学、耶鲁大学和西北大学在内的33所
美国知名院校内，性侵和不当性行为
的发生率很高。据报道，此次调查共
有超18万名学生参与。其中，1/4的
女大学生表示，她们曾遭受性侵害。

受访人员中，女大学生遭受性侵的
比例最高，为25.9%，女研究生遭受
性侵犯的比例为9.7%，男大学生遭受
性侵的比例为6.8%。

英国首相约翰逊17
日在社交平台宣布，“
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份
很棒的新协议，英国
议会应该在周六通过
协议。”同时，他表
示这项新协议有助于 
“收回控制权”。

BBC指出，英国与欧
盟谈判人员终于对脱欧

协议达成共识，但是草
案文本还需欧洲议会与
英国国会通过。

据CNN报道，英国
议会最大的反对党工
党对协议表示“不高
兴”。工党领袖杰里
米·科尔宾（Jeremy 
Co r byn）直言，“首
相达成的这份协议甚

至比之前特蕾莎·梅
被压倒性否决的那份
协议更糟糕。”

科尔宾认为，这些
提议可能将英国的食品
安全置于风险之中，
削减环境标准和工人
的权利，还会令英国
的NHS（英国国家医
疗服务体系）被美国

私营公司接管。他表
示，“这项协议不会让

这个国家团结在一起，
应该被拒绝”。

约翰逊与欧盟达成脱欧新协议 

在野党一片拒绝声

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

【海外网】英首相鲍里斯·约翰逊1 7日刚宣布，

欧盟与英国达成了新的脱欧协议，英国几个主要党

派 就对协议“泼来冷水”，表示拒绝。英国能否如

期脱欧，仍存悬念。

【中新网】美国副
总统彭斯17日抵达土耳
其，将敦促土耳其停止
在叙利亚东北部对库尔
德武装的进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早些时候乘坐另一架飞
机抵达，蓬佩奥和彭斯
将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
多安。

美国总统特朗普因
突然从叙利亚北部撤出
美军而面临越来越多的
批评，他否认给埃尔多
安开了发动进攻的“绿
灯”。在与埃尔多安通
电话后，特朗普派遣包

括彭斯和蓬佩奥在内的
高级助手前往安卡拉进
行紧急会谈，试图说服
土耳其停止进攻。

埃 尔 多 安 的 高 级
助手易卜拉欣 卡林
（Ibrahim Kalin）16日
会见了美国国家安全
顾问罗伯特 奥布莱恩
（Robert O ‘Brien）
，并向他传达了土耳其
的立场。

特朗普16日说，他
认为彭斯和埃尔多安将
举行一次“成功的会
晤”，他警告说，如果
不这样做，制裁和关税
将“对土耳其经济造成
毁灭性的打击”。卡林
说，土耳其外交部正准
备报复美国的制裁。

美副总统彭斯抵达土耳其 

将会见埃尔多安斡旋停火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海外网】英国首
相鲍里斯·约翰逊的北
爱尔兰盟友17日表示，
他们不会支持首相当前
拟议的英国脱欧协议。
这给达成脱欧协议带来
了新的打击。

据 英 国 广 播 公 司
（BBC）报道，在17日
发表的联合声明中，
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
（D U P）的领导人表
示，与英国政府的讨论
正在“进行中”，但“
不能支持当前协议在关
税和同意书方面的建
议，在增值税问题上也
缺乏清晰度”。

根据约翰逊10月初提
出的脱欧新方案，在脱欧
过渡期结束后，北爱尔
兰将随英国一同退出欧
盟关税同盟，但北爱尔
兰与爱尔兰之间的商品

流通仍然遵循欧盟单一
市场规则，英国也不会在
北爱边境上设立检查站。
如果要在10月31日截止日
期之前及时获得英国议会
的批准，北爱尔兰民主统
一党（DUP）的支持就显
得至关重要。

英国和欧洲的谈判
团队一直在努力完成最
后的脱欧法律文本，以
便欧盟领导人在17日
开始的布鲁塞尔峰会上
签字。

约翰逊表示，希望
在17日和18日举行的欧
盟峰会上达成一项脱欧
协议，以便英国在10月
31日有序退出欧盟。如
果不能达成协议，他也
将带领英国退出欧盟，
尽管英国议会已经通过
了一项法案，阻止他无
协议脱欧。

北爱尔兰盟友否决脱欧协议 

英国脱欧谈判受新打击

DUP的领导人阿琳·福斯特（Alene Foster）和英国首
相鲍里斯·约翰逊

【海外网】英国《镜
报》消息称，当地时间
17日一大早，英国激进
示威者在伦敦东部坎
宁 镇 车 站 发 起 抗 议
活动，导致首都地铁
交通瘫痪。有示威者
甚至爬上列车车顶，
被愤怒的乘客拖拽下
来，怒斥道“别耽误我
们上班”。

英媒公布了一段现
场视频。从视频中可以
看到，有两名抗议者爬
上了一辆列车车顶，拉
起一条横幅写着“照
常上班=死亡”。站台
上挤满了等待上班的
乘客。

视频显示，站台上
的乘客先是痛骂抗议

者，然后有乘客拽走了
示威者的横幅，乘客们
发出欢呼声。随后，一
名乘客抓住了一名示威
者的腿，把后者从车顶
上拖拽下来。

《镜报》称，跌落

下来的示威者被乘客
们围攻，场面一度十
分混乱。地铁工作人
员随后赶到，这位被
殴打的抗议者受了轻
伤。警方抵达后拘留
了两名抗议者。

英国激进示威者爬上列车顶 被乘客拖下怒斥

英国激进示威者在伦敦东部坎宁镇车站发起抗议活动

【中新网】综合报道，
备受期待的首次全女性
宇航员太空行走，将于
本周进行。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NASA）女宇
航员杰西卡·梅尔在推
特上披露，太空行走将
于18日开始，目前正在
做准备。

梅 尔 在 推 特 中 指
出，“正在同宇航员克里
斯蒂娜·科赫准备18日
的太空行走”，修复空
间站电池充电器故障。

NASA原定于3月执
行首次全女性太空行
走，但任务执行前两天
才发现，指定的两位
女宇航员都需要穿M号
太空服，但M号只有一
件，只好临时暂停了这
一任务。

太空服尺码问题解
决后，NASA近日又表
示，全女性太空行走任

务原定于21日进行，为
空间站安装新电池，但
因为一个重要的电池电
源控制器周出现故障，
任务必须提前进行。

据悉，自1965年首
次太空行走以来，已有
227人在太空行走，其
中14人是女性，前苏联
宇航员斯维特拉娜·萨

维茨卡娅于1984年成为
第一位在太空行走的女
性。

但 半 个 多 世 纪 以
来，太空行走从未全部
由女性航天员执行。即
将于18日进行的首次全
女性太空行走，将为人
类太空探索活动增加一
项新纪录。

期待 史上首次全女性宇航员太空行走将于18日进行

国际空间站上两名宇航员尼克·黑格和安妮·麦克
莱恩两人完成了太空行走，历时6小时39分钟

【中新社】综合消
息：叙利亚政府军16日
进驻叙土边境重镇艾因
阿拉伯（又称科巴尼）
，以应对土耳其在叙北
部开展的军事行动。美
国副总统彭斯、美国务
卿蓬佩奥计划于当地时
间17日访问土耳其，斡
旋停火。

据叙通社报道，叙
利亚政府军16日晚进
驻艾因阿拉伯，该地此
前由叙库尔德武装主导
的“叙利亚民主军”控
制。美联社报道称，

艾因阿拉伯的战略位
置重要，是叙政府军
阻击土军进一步向叙
北部其它地区扩散的
重要关口。

艾因阿拉伯地处阿
勒颇省东北部，曾被“
伊斯兰国”占领。在美
军的协助下，“叙利亚
民主军”夺取该地控制
权。该地也是美国领导
的国际联盟的驻扎地
之一。在土耳其本月9
日宣布开展军事行动
后，国际联盟部队从
该地撤离。

叙政府军进驻北部边境重镇 

美高官访土斡旋停火

当地时间10月12日，从土耳其边境可以看到，叙利亚
城镇拉斯埃恩发生爆炸，升起滚滚浓烟

【海外网】10月10
日晚，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南部希尔玛等地
燃起“萨德尔里奇”
大火，在强风作用下，
大火迅速向西蔓延至波
特农场、格拉纳达山等
地。家住在波特农场某

小区的七岁华裔男孩王
雍懿（Nathan Wang）
，在半夜逃亡之际不忘
敲门叫醒邻居，让邻居
一家人非常感动。

据报道，大火发生
当晚，王雍懿正在睡梦
中。他向ABC电视台表

示，大火发生当晚被妈
妈叫醒，得知大火要
来了，第一反应是跳下
床，穿上衣服，但想到
住在对面的邻居好友利
亚姆，随即冲到邻居家
门前，敲门提醒大火来
了，因为担心火势会将

他们吞没。
王雍懿的妈妈徐女

士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们一家人从马里兰
州搬到加州不久，从
未因为山火被紧急疏
散。当时她被住在山下
的朋友叫醒，通知赶紧

撤离。原本山火是在山
顶燃烧，没想到没过多
久，山火已经烧到只隔
住家的一条马路外，当
时赶紧将还在睡梦中的
爸妈及孩子叫醒，催
促大家收拾东西紧急
撤离。

美国山火半夜蔓延至社区 7岁华裔男孩英勇救邻居



【中国新闻网】综
合报道，因在印尼和埃
塞俄比亚发生的两起坠
机事故，波音737MAX
被多国航空公司禁飞，
且禁飞期被一再延长。
加拿大航空公司(A i r 
Canada)16日表示，该公
司将停飞波音737MAX
飞机的决定再次延长至
2020年2月14日。

加 拿 大 航 空 公 司
16日在一份声明中表
示：“鉴于监管机构批
准波音737 MAX恢复服
务的时间不确定，我们
将把波音737 MAX从计
划中移除，直至2020年
2月14日，并将继续根
据需要更新计划。”

今年 7月，拥有 2 4
架这种飞机的加拿大
航空公司曾延长波音
7 3 7 M A X停飞时间至
2020年1月8日。此次
又加码，将停飞延长至
2010年2月14日。

此外，今年10月早
些时候，美国航空公司
(American Airlines)表

示，将波音737 Max喷
气式飞机停飞延长至明
年1月中旬。

2018年10月，一架
波音737 MAX飞机在印
度尼西亚坠毁，2019年
3月，又有一架波音737 
MAX飞机在埃塞俄比亚
发生事故，共造成346
人死亡。

此后，在不到六个月
的时间里，加拿大航空
公司与全球其他数十家
航空公司一起，暂停了
波音737 MAX的航班。

而在波音737MAX飞

机事故调查期间，这家
飞机制造商承认，一个
警报系统出现了错误，
专家们认为，这个警报
系统与埃塞俄比亚的坠
机事件有关。

10月11日，国际航
空安全监管机构联合小
组发布报告称，经调
查，波音737MAX系列
飞机存在安全漏洞，
且涉嫌安全审核违规
现象。报告发布后，
波音公司CEO丹尼斯·
穆伦堡宣布卸任董事
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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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银美林：
预计澳洲联储明年将考虑启动QE

预计澳洲联储可能在明年2月降息至
0.5%，我行认为，当利率降至零水平
时，澳洲联储将考虑是否启动QE；澳洲
联储已经提供更加激进的前瞻指引，可
能会部署增加流动性的措施以及将长期
贷款状况视为目标，恢复资产购买操作
将是后续行动；虽然不预计澳洲联储会
在2020年正式启动QE，但这存在可能，
因为负利率是澳洲联储最后的选择；由
于澳洲联储当前还在考虑降息问题，因
此当前QE仍是处于理论讨论阶段。

加拿大9月CPI表现低于预期
加拿大公布数据显示，加拿大9月

CPI年率实际公布1.9%，预期2.1%，
前值1.9%；加拿大9月核心CPI年率实
际公布2.1%，前值2.2%。分析指出，
加拿大通胀相对低迷，主要原因是原油
价格下跌。加拿大央行官员在最近的讲
话中认为，为加拿大经济正在接近增长
潜能，通胀目标在轨。然而，不断升级
的贸易冲突和相关的不确定性正在对全
球和加拿大经济造成影响。加拿大央行
指出，在这种背景下，目前的货币政策
刺激程度仍然合适。加拿大央行管委会
将特别关注全球发展及其对加拿大经济
增长和通胀前景的影响。

澳大利亚9月失业率降至5.2%
缓解了再度降息的压力

澳大利亚9月失业率下滑，缓解了该
国央行在年底前再度考虑降息的压力。
澳大利亚统计局周四称，9月失业率为
5.2%，低于8月的5.3%。该局还称，9
月就业人数增加14,700人，全职就业
人数增加26,200人。澳大利亚央行在6
月、7月和10月都下调了利率，该国还
在今年年中下调所得税。澳大利亚9月
份好于预期的失业率是在该国经济前景
不确定性日益加大的背景下实现的。

韩将开启区块链
身份证明办理银行开户业务

韩国金融结算院10月14日宣布，
将在本月内实现基于国际标准的分布
式身份证明(DID)商用化。届时可以
使用分布式身份证明办理银行开户等
金融业务，可以远程完成，无需出示
身份证。用户在金融机构或公共认证
机构进行一次实名认证，即可获取分
布式身份证明。证明发布机构使用区
块链技术储存用户的个人信息。金融
结算院表示，包括6个银行在内的30
家金融企业都在准备分布式身份证明
服务，已经完成内部电算系统开发的
金融企业将率先在10月末启动服务。

安倍希望日中关系保持目前势头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6日表示，日中领

导人之间的交流极为重要，希望日中关
系保持目前势头。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安倍当天在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回应
公明党议员平木大作的质询时作出上
述表述。他还强调，希望扩大(日中)经
济、青少年及所有层面的交流。最近，
安倍多次就日中关系作出积极表态。本
月4日，安倍在众参两院会议上发表施
政演说时强调，要开辟日中新时代，将
日中关系推向新阶段。9月26日，中国
驻日本大使馆在东京举行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安倍发来视
频贺词说，他坚信日中携手应对地区
和全球性课题，共同为国际社会作出贡
献，对构筑两国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亚太智慧零售产业联盟在福州成立
17日，在第二届中国(福建)国际智

慧商业大会上，亚太智慧零售产业联盟
正式成立。据悉，亚太智慧零售产业联
盟由亚太地区智慧零售产业的软件开发
企业、硬件生产企业、品牌零售企业、
配套服务商、产业协会、科研机构、高
等院校等相关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组织
共同响应，并自愿参加的非营利性的
产业促进组织。联盟旨在有效促进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
技术在零售领域的转化与应用。截至目
前，已有45家企业、商协会加入，包括
苏宁科技、微软(中国)、英特尔(中国)
等26家知名企业。

LG化学预计未来5年
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增长逾5倍

全球领先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韩国
LG化学公司周四表示，预计2024年全球
电动汽车销量将在2018年的水平上增长
逾5倍，占到全球汽车总销量的15%左
右。该公司还预计，到2025年，电池成
本将从2015年的平均每千瓦时200美元降
至每千瓦时100美元。目前电池成本约占
电动汽车价格的三分之一，是更广泛采
用电动汽车的最大障碍之一。该公司表
示，预计2014年全球纯电动和插电式混
合动力汽车销量将从去年的240万辆增至
1320万辆，占全球汽车总销量的15%。

美 国 财 政 部 公 布
8月国际资本流动报
告(T I C )，该数据统
计了当月海外投资者
美国国债、地方政府
债券、企业债券和公
司股票的持仓动向，
用以衡量外国对美国
债务和资产的需求状
况。报告显示，美国8
月国际资本净流入705
亿美元，其中外国私
人资本净流入1215亿
美元，外国官方资本
净流出510亿美元。

海外对美债的总持
仓量从6.63万亿美元
升至6 . 9万亿美元，
其中官方累计减持305
亿美元。各主要经济
体中，日本8月增持美
债4 3 9亿美元，总量
升至1.17万亿美元，

创 2 0 1 6年 1 0月以来
最高，继续成为美债
的最大海外持有者。
自去年10月以来，日
本已累计增持美债超
1560亿美元，其持仓
规模从今年6月起正式
超越中国。

外媒分析称，由于
日本国债收益率整体
处于负利率水平，在
全球负利率债券规模
突破16万亿美元刷新
纪录高点的时刻，美
债作为发达经济体中
收益率最高的品种之
一对包括日本在内的
不少经济体拥有很大
吸引力。

中国8月减持美债
68亿美元，至1. 1万
亿美元，位居全球第
二，规模为2017年5月

以来新低。排在第三
至第八位的分别是英
国、巴西、爱尔兰、
卢森堡、开曼群岛、
瑞士。

美国8月长期投资
组合资本净流出4 1 1
亿美元，创2018年12
月以来的最大月度净
流出额。这也反映出
美股市场动荡对投资
者的影响。虽然美联
储7月末实施了近十年
来首次降息，但此后
受贸易环境变化和全
球经济放缓等因素影
响，美股出现大幅调
整，美债收益率整体
持续下行，避险情绪
浓厚推动资金流向长
期美债，3月期和10年
期，2年期和10年期美
债收益率先后出现倒
挂，投资者对经济衰
退的担忧有所恶化。

根据EPFR的数据，
今 年 有 6 8 3 0 亿 美 元
涌入债券基金，而流
出股票基金的资金为

1770亿美元。在7月至
9月之间的三个月时间
里，散户投资者逃离
股票基金的步伐有所
加快，总共有740亿美
元流出股票基金，上
一次看到这样的流出
规模还是在2008年。

摩根大通分析师潘
尼格佐格鲁(Nikolaos 
Panigirtzoglou)认为，
全球共同基金和交易
所交易基金(ETF)的资

金流向如果预示着消
费者支出减速，则可
能会加大经济衰退的
风险。他指出散户投
资 者 今 年 在 基 金 领
域 中 的 行 为 具 有 周
期后期投资的特点，
鉴于消费者在衡量经
济衰退风险方面有关
键作用，因此消费者
信 心 下 降 自 然 会 提
高 市 场 对 衰 退 的 进
一步预期。

【中国新能源网】
《Gas Energy Vision 
2 0 5 0》的最新报告周
四由澳大利亚能源网络
公司和澳大利亚管道与
天然气协会(APGA)在
2019年APGA年度大会
上发布。

《氢能创新-愿景报
告》显示了自两年前发
布《Gas Vision 2050》
以来取得的重大进展，
承诺为氢基础设施项目
提供1.8亿美元的资金
支持。

澳大利亚能源网络
首 席 执 行 官 A n d r e w 
Di l lon说，氢是可持续
能源解决方案的一部
分，用氢取代天然气将
为客户提供一种安全、
可靠和零排放的燃料。

Dillon表示：“这份
报告表明，为了推进
氢能源的未来，关键
的网络创新已经在进
行之中。”

“能源网络正在寻找
由太阳能和风能制造的可

再生氢，以降低我们的天
然气网络的碳含量。”

APGA首席执行官史
蒂夫·戴维斯表示，
随着澳大利亚能源系
统向低碳发展，气体
燃料的发展预示着天
然气的美好未来。

戴维斯表示：“随着
我们的进一步脱碳，气体
燃料非常适合未来的能源
需求，提供多样化的能源
供应，为现在和未来的竞
争、可靠性和安全性带来
巨大的好处。”

试验已经在进行中，
一些管网已经制定了将
氢混合到现有天然气基
础设施中的明确计划。

澳大利亚能源网络
此前发布的研究报告证
实，在当前的天然气立
法下，可以向天然气分
销网络注入氢气。

全球都在关注氢能
源的发展，包括澳大利
亚在内的世界各国有19
个独立的氢能源路线图
正在规划或已经完成。

【路透东京讯】路
透调查中分析师认为，
日本央行正在为进一步
降低已经为负的利率做
铺垫。三分之二的受访
者预期，日本央行本月
将放宽货币政策。

包括中美贸易战和英
国脱欧在内的众多因素致
使全球经济面临风险，日
本等多家主要央行考虑进
一步出台刺激政策以避免
经济大幅下滑。

在上月的利率检讨会
议上，日本央行表示将更
加深入地审视海外风险增
大是否有可能使脆弱的日
本经济复苏夭折。

日本央行总裁黑田
东彦表示，随着贸易战
和全球需求放缓令日本
经济前景笼罩阴云，央
行即将扩大刺激政策。

在10月2-14日进行的
路透调查中，41位受访
分析师中有35人表示，
日本央行的下一步举措
或许是放松政策，有六
名分析师预计该央行将
削减货币支持。大多数
分析师是在美国总统特
朗普上周宣布与中国达
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前
对该调查做出的回复。

在预计日本央行将
放松货币政策的分析
师中，21人称将在10月
30-31日的会议上放松政
策，五名分析师预计会

在12月，另外六名预计
会在明年或更晚。剩余
分析师并未给出他们预
计会放松政策的时间。

“从黑田东彦的言论
来判断，日本央行似乎
在考虑下调短期利率，
同时防止收益率曲线过
度趋平的选项，”IHS 
Marki t的首席经济学家
Harumi Taguchi说。

根据被称为收益率曲
线控制(YCC)的政策，日
本央行承诺引导短期利率
在负0.1%、10年期公债
收益率在零附近。该央行
还购买公债和高风险资
产，从而向经济注资。

批评人士称，进一步
下调已在负0.1%的短期
利率目标对经济而言弊大
于利，因为这会打压金融
机构本已收窄的利润率，
并阻碍他们增加放贷。

然而，37名分析师
中，有28人表示，日本央
行已经开始为进一步压低
负利率做铺垫。央行总裁
黑田东彦曾表示，如果央
行考虑是否放宽政策，此
举也是选项之一。

10月调查中，预期日
本央行可能选择进一步调
低负利率的分析师达到15
人，比9月调查时的八人
高出近一倍。调查显示，
在日本央行可能使用的其
他工具中，17人表示央行
将调整承诺维持当前的超

低利率水平至少到明年春
季的前瞻性指引。

多 数 受 访 分 析 师
称，如果日本央行进
一步调降已经为负的利
率，会同时采取措施缓
和由此带来的副作用。

“如果不推出相关
举措缓和政策副作用，
一些商业银行的利润可
能被挤压，其股价可能
大幅下挫，”摩根大通
证券日本的首席分析师
Hiroshi Ugai指出。

“ 若 出 现 这 种 情
况，可能会促使投资者
躲避风险并影响到汇率
水平。那将削弱日本央
行宽松政策的效果。”

被问及什么工具可能
被用来缓和对银行的打击
时，60%受访分析师称，
日本央行将微调其准备金
利率分级制度，增加适用
0.1%利率的部分。

调查显示，七名分
析师预测央行将调降贷
款支持计划利率，三名
表示日本央行在调降利
率的同时，还将增加该
计划的贷款规模。

调查还显示分析师
预计，受10月开始上调
消费税影响，本季度日
本经济环比年率料为萎
缩2.6%。调查显示，
截至2020年3月底财年
经济料增长0.7%，下
一年度料增长0.4%。

【东方财富网】据
外媒报道，2030年时，
韩国三分之一的新车将
使用电池动力或氢动
力。韩国政府已经正式
对外宣布了此目标，政
界人士还认为，企业也
需要为实现这一目标提
供帮助。韩国总统文在
寅表示，该国还希望到
2030年时，在全球电动
汽车市场上获得10%的
市场份额。

文在寅将技术变革视
为一个重要的机遇，能够
让韩国在世界市场上领先
于其他国家。在起亚的南
阳发展中心举行的一次
活动上文在寅说到：“
在未来的汽车时代中，
我们不需要再做‘追随
者’，因为我们现在和
其他国家站在同一个起
点上。最终，我们将有
机会成为技术领导者，而
不是追随者。我们应该把
握这个机会。”

为了实现这个雄伟
的目标，2030年时韩国
的氢气加气站将会增加
到660个，电动汽车充
电站到2025年时将增加
到1.5万个。

此外，文在寅还希望

推动自动驾驶汽车的开
发和普及。他说到：“
我们将成为世界上第
一个完成自动驾驶汽
车商业化的国家。目前
为止，自动驾驶的指导
方针还是基于第三阶段
(Stage 3)，但是我们希
望在2030年之前进入第
四阶段(Stage 4)，完成
全自动驾驶汽车的商业
化。”自动驾驶车辆将
主要基于BEV和FCEV完
成开发。到2024年，韩
国的通信、精密地图和
交通控制领域的基础设
施将获得升级。

9月初，韩国政府宣
布了202 0年电动汽车
补贴计划，该国计划在
202 0年为电池动力电
动汽车和充电基础设施
的扩展提供738 2亿韩
元(约6.09亿美元)的
补贴；为燃料电池汽车
和氢气加气站的扩建提
供3593亿韩元(约2.96
亿美元)的补贴。具体
说，明年每辆BEV将得
到800万韩元(约6600美
元)的补贴；而每辆新
的FCEV所能够获得的补
贴高达2250万韩元(约
1.86万美元)。

中国减持美债68亿美元 

日本蝉联美最大海外“债主”
【东方财富网】美国财政部8月国

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当月中国连续

第二个月减持美债，总规模降至1.1

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

各主要经济体中，日本8月增持美债439亿美元，总
量升至1.17万亿美元，创2016年10月以来最高，继
续成为美债的最大海外持有者。

何时能复飞？加拿大航空再延长波音737MAX停飞时间

加拿大航空公司16日表示，该公司将停飞波音
737MAX飞机的决定再次延长至2020年2月14日。

澳大利亚：

氢能创新2050愿景报告发布

三分之二分析师 认为日本央行将在10月放宽政策
2030年韩国三分之一上路新车

将是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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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冬奥奖牌得主承认驾车肇事 
造成多人受伤

16日，日本奥运奖牌得主平冈卓
（Taku Hiraoka）承认，9月在日本
西部奈良县驾车肇事，导致多人受
伤。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事发时，
平冈卓是否受到酒精影响。调查人
员表示，当地时间9月29日9点55分
左右，来自御所市（Gose）的平冈
卓驾车撞上了一辆小型车。这辆小
型车被撞到了人行道上。车祸导致1
名四岁男孩和3名成人受轻伤。

韩外交部：对安倍向靖国神社献祭品
深表遗憾

10月17日，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发
表评论称，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美
化侵略战争、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
靖国神社献上祭品深表遗憾。据韩联
社17日报道，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评论
指出，韩国政府呼吁日本负责任的政
治领袖以实际行动表现对历史问题的
虚心反省。只有如此，韩日关系才能
面向未来发展，日方才能重拾国际社
会的信任。据人民日报客户端消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17日回答记
者提问时强调，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
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
象征，供奉有14个对那场侵略战争负
有严重罪责的甲级战犯。日方一些政
要的做法再次反映了日方对待侵略历
史的错误态度。

SM发文悼念雪莉称
不会忘记她的美丽模样和温暖内心

1 0月1 7日，雪莉生前所属经纪
公司SM娱乐在官方账号发文悼念雪
莉：“仍然记得第一次见到雪莉的
样子，拥有耀眼微笑的可爱少女，
成长为了很多人喜欢的大明星，现
在她成了爱她的人们心里永远闪烁
的那颗星星，不会忘记她的美丽模
样和温暖内心，我们将永远珍藏心
中。SMTOWN全体。”此前，宋茜
也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了一张f（x）五
位成员的合照，并配文写道，“雪
莉，今天天气很好。再见，我不会
忘记你的，爱你。”10月14日，韩
国女星崔雪莉在家中被发现身亡，
初步尸检结果显示，并没有发现他
杀嫌疑。崔雪莉原名崔真理，出生
于1994年，2009年9月5日以演唱组
合f（x）成员身份正式出道。2015年
8月7日，因专注于演艺事业而退出
f（x）组合。

华裔教授研究治白血病药物 
获澳大利亚总理科学奖

澳大利亚总理科学奖（�ri�e Mi���ri�e Mi��
ister’s �rizes for Scie�ce）是澳大
利亚最负盛名的奖项，旨在奖励在
科研、基于研究的创新和科学教学方
面取得杰出成就的澳大利亚人。据
悉，获奖者将分享75万澳元（1澳元
≈4.77人民币元）奖金。2019年的
获奖者中包括多名女性以及一名马来
西亚华裔。值得注意的是，在2019
年的7个奖项类别中，有5个奖颁发
给了女性。此外，总理创新奖颁发给
了墨尔本沃尔特及伊丽莎霍尔研究所
（Melbour�e‘s Walter a�d Eliza Hall 
I�stitute）的四名科学家，以表彰他
们对治疗白血病药物ve�etoclax的研
究。据悉，华裔教授大卫 黄（David 
Hua�g，��）、教授��特（�e�，��）、教授��特（�e��e�
ter Czabotar）、莱塞尼（Guillau�e 
Lesse�e）以及���（��dre� �ob�）以及���（��dre� �ob���dre� �ob�
erts）将分享25万澳元的奖金。

日本拟加入美月球探索计划称
2024年前送宇航员登月

日本内阁府宇宙政策委员会17日
决定，参与美国月球探索计划，希
望在2024年之前，把宇航员送上月
球。报道称，日本将为将建造轨道前
哨提供技术合作，这将作为宇航员实
施“阿尔特弥斯”（�rte�is）月球
探索计划的基地。但出于成本方面的
考虑，宇宙政策委员会没有决定，是
否从2025年起参与建造月球轨道空间
站“门户”（Gate�ay）。

韩国放宽管制 
争取2025年实现无人机快递商用化

韩国国务总理李洛渊当天主持召
开国政事务检查调整会议，国土交通
部、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等有关部门
在会上敲定关于放宽无人机相关管制
的路线图，以支持无人机产业发展。
根据计划，韩国政府将大刀阔斧地放
宽无人机相关管制措施：在无人机应
用方面，政府将无人机应用范围扩大
至公共服务领域，将到明年和2023年
分别制定无人机快递服务的具体标准
和相关设备标准，争取到2025年实现
无人机快递服务商用化。

报 道 称 ， 这 是 检
方第六次传唤东洋大
学教授郑敬心（�）
接受质询。她曾分别
于10月3日、5日、8
日、12日和14日接受
了问询。

韩媒消息称，郑敬

心已被指控涉嫌伪造文
件，用于帮助女儿申请
医学院，并涉嫌经营其
家族投资的一家不正当
的私募股权基金。

此 前 有 报 道 称 ，
曹国表弟曾是该基金
的负责人，如今已被

拘留，并受到包括挪
用公款在内的多项指
控，检方怀疑郑敬心
与曹国表弟合谋。

据报道，当地时间
16日下午1点10分左
右，郑敬心抵达首尔
中央区检察官办公室
后，仔细翻阅了一份
报告，该报告详细描
述了她之前接受的审
讯。她在回家之前，
作为嫌疑人再次接受
了质询。

涉嫌伪造文件等 

韩前法务部长曹国之妻再接受质询

韩国前任法务部长官曹国

【中新网】当地时间16日，韩国前

司法部长曹国的妻子接受检察官办公

室质询。此前，她被指控伪造文件并

涉嫌投资私募基金等。

【中新社首尔】针
对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
行贿及渎职案，韩国大
法院17日作出终审判
决，维持二审原判，判
处其有期徒刑2年零6个
月，缓刑4年。

乐天集团被视为韩
国“商业巨头”，业务
涉房地产、酒店、百货
等多领域。辛东彬是
乐天创始人辛格浩的次
子。

2016年9月，韩国检
方对辛东彬申请逮捕
令。检方认为，辛东彬
涉嫌向崔顺实控制的基
金会行贿70亿韩元，以
换得韩国前总统朴槿惠
对乐天获得免税店经营
权的支持。检方还对辛
东彬提出贪污渎职罪的
指控，称其涉嫌将乐天
影院经营的商店非法租
赁给家族公司、利用职
权让乐天集团总裁家族
成员成为日本或韩国乐
天子公司挂名独立董事
并支付高薪。

随后，法院在一审

判决中裁定，辛东彬
行贿罪成立，判处其2
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
并当庭逮捕。而在贪污
渎职案一审判决中，法
院认定其行为构成贪污
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零8个月、缓刑2年。

二审判决中，法院
合并审理两个案件，认
定辛东彬行贿罪和渎职
罪成立，但认为朴槿惠
首先索贿，故判处辛东
彬有期徒刑2年零6个
月，缓刑4年。法院还
称，辛东彬向家族成员
支付高薪的相关罪名不
成立。

涉“亲信干政”事件 

韩国乐天集团会长被判缓刑

辛东彬

【海外网】菲律宾
总统杜特尔特的发言
人帕莱洛（�a�elo）表
示，杜特尔特日前在骑
摩托车时从车上摔下造
成轻伤，不过他目前状
况良好，正在休养。

据 美 国 彭 � 社 报
道，帕莱洛在17日发布
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当
地时间16日晚，杜特尔
特骑摩托车外出兜风，
他之后把摩托停在总统
府的大院里时，不慎从
车上摔了下来。

帕莱洛介绍称，杜特

尔特当时想要伸手去拿
自己的鞋子，随后摔了
下来，并弄伤了肘部和
膝盖。目前杜特尔特状

况良好，正在休养，他
在康复过程中无需经历
任何重大的医疗程序。

据悉，现年74岁的
杜特尔特对摩托车十分
狂热。菲律宾《马尼拉
公报》报道，2018年11
月，杜特尔特曾透露，
他在68岁时遭遇的一场
摩托车事故中脊椎严重
受伤，导致他的耳朵至
今仍然疼痛。杜特尔特
解释称，人们会看到他
在按摩耳朵，这是因为
他几乎是一天24小时都
会感到痛苦不堪。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骑摩托跌落受轻伤 正在休养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中新网】第19号
台风“海贝思”重创日
本致至少78人死亡。据
统计，福岛及长野等12
都县，至今有4000多人
仍在避难。报道称，人
们在避难所的生活可能
将长时间持续。

《朝日新闻》16日的
统计显示，12都县共计
约4200人持续在学校的体
育馆等地，过着避难生
活。福岛县内的阿武隈
川决堤，该县磐城市内
因持续大规模停水等，有
1762人在避难。在千曲川
决堤的长野县，也有938
人正在避难。此外，宫

城、�城、栃木、埼玉各
县等地，也有避难者。

据报道，日本12都
县共计78人死亡，有
15人失踪。统计显示，
死者数量最多的为福岛
县，达28人。除宫城县
有16人、神奈川县有14
人死亡外，栃木县、群
马县及长野县等地也出
现了遇难者。宫城县有
5人、长野县及神奈川
县各有3人失踪，各地
正持续展开搜索工作。

东日本的灾区预计
将于17日以后降雨，气
象厅呼吁民众警戒河川
泛滥及砂土灾害。

台风重创日本致至少78人死 

4000余人仍在避难

在日本长野县，千曲川河水侵袭住宅区

【海外网】近日，
畅销书《捕杀》在澳大
利亚部分大型图书销售
平台下架。据悉，究其
原因是由于该书提及美
国著名小报《国家探秘
者》前编辑迪伦·霍华
德与知名性侵案件有关。

据福克斯新闻网消
息，《捕杀》作者名为
�南·法�，是著名杂
志《纽约客》的一名
记者。该书在出版后大
受欢迎并迅速登上畅销
榜，却在一天后在澳大
利亚亚马逊以及知名图
书网站Booktopia下架。

据报道，霍华德的
律师上个月曾向澳大利
亚各大书商发送律师

函，称《捕杀》中含有
诽谤性言论，会对读者
造成误导，要求各书商
停止发售该书。澳大利
亚亚马逊暂时并无回
应，而Booktopia则在下
架《捕杀》后表示，该
书涉嫌诽谤指控，不会

再考虑重新上架。
本周二（15日），

作者�南·法�在个人
推特账号上回应，这些
书商在“轻率的”法律
威胁面前“屈服”了，
但很感谢大家对下架行
为的抗议。

澳大利亚畅销书被下架 

因内容揭露报业前编辑丑闻

《国家探秘者》前编辑迪伦·霍华德 

【中新网】当地时
间16日晚，菲律宾棉兰
老岛发生6.3级地震。
菲律宾当局表示，地震
已导致5人死亡，数十

人受伤。
报道称，16日晚上

的地震迫使人们逃离购
物中心和建筑物，医院
的病人被疏散到街头。

达沃省麦格塞塞镇
新闻官员安东尼·阿拉
达说，在南达沃省的麦
格塞塞镇，大部分房屋
被毁，一名2岁的女孩
在睡梦中被掉落的物体
砸死。

阿拉达补充说，地
震还引发山体滑坡，导
致一房屋被掩埋，一名
母亲和一名儿童不幸遇
难。

另据一名当地官员
称，一名来自马京达瑙
省达图帕格拉斯镇的7
岁女孩，因为遭遇墙体
倒塌，不幸身亡。除此
之外，在科托巴托市的
M‘la�g镇，一名男子
因心脏病发作，被送往
医院后宣布死亡。

菲律宾棉兰老岛遭6.3级地震 

死亡人数已上升至5人

菲律宾连续发生两起地震。据菲律宾火山与地震学
研究所报告，震中位于棉兰老岛的北哥打巴托省，
震源深度2公里，震级为6.3级

【 中 新 网 】 日 本
福岛县田村市政府16
日说，受台风“海贝
思”影响，装有东京
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
事故“除染”工作所
产生垃圾的垃圾袋，
被冲入河流，新找到
的10个垃圾袋中内容
物已遗失。另据日本
环境省，台风导致全
国产生数百万吨灾害

废弃物。
据福岛县田村市政

府，位于该市都路町山
间地区的临时堆放场保
管着2667袋垃圾。垃
圾袋里装的主要是核事
故清理出的草木碎片垃
圾。其中的一部分受台
风的大雨影响，被冲入
附近的河川中。截至14
日，市政府已回收了7
袋，并已确认里面的废

弃物没有泄露在外。
然 而 ， 在 1 6 日 与

环境省共同进行的调
查中，新发现10个挂
在沿川树木等的垃圾
袋。由于容量约为1立
方米的袋中没有废弃
物，因此得出内容物
已被冲走的结论。市
政府将继续调查是否
还有更多垃圾袋被冲
走。

福岛核电站核事故垃圾袋被冲走 有10袋内容物遗失

“海贝思”入侵日本带来破纪录大雨，引发大范围
洪灾。图为民众在洪水退去后进行清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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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千岛之国”之称的
印度尼西亚，海岛旖旎风光蜚
声世界，引来全球无数游客慕
名而来。与大好的海岛风光一
样，作为东南亚最具发展前景
的市场，印尼汽车市场的发展
同样充满勃勃生机，尤其近几

年中国企业的进入，更是令
印尼汽车行业呈现百花齐放，
姹紫嫣红的盛况，一时风光无
限。

风光560激跃上市，
销量节节攀升
2019年4月印尼IIMS国际车

展，东风小康（DFSK）携旗下
极具运动感的SUV车型风光560
（Glory560）激跃上市。凭借
其出色的产品力、丰富的功能
配置、以及极具诚意的价格，
成为了同级SUV中最具竞争力
的车型，销量节节攀升。

凭实力冲出重围，
年度“5佳车型”实至名归
一年一度的“年度5佳车型”

，是印尼汽车界最重要的年终奖
项，来自印尼上百家专业的汽车
媒体、记者、意见领袖从近百款
车型中，经过多轮严格投票评

印尼好风光，东风风光560斩获年度汽车大奖！
定；参赛车企涵盖印尼龙头丰
田、本田、三菱、铃木等日系品
牌，以及美系、德系品牌，以及
新晋实力派中国品牌；评选项目
从车型设计、舒适性、安全、油
耗、操控、动力、配置、环保、
价格、市场表现、满意度等多个
维度综合评定，最终角逐出年度
5佳车型。

强手如云的参选阵容，细致
严苛的评选过程，竞争激烈程
度可想而知，风光560凭借出
色的产品、不俗的市场表现赢
得了评审团一致认可，凭实力
冲出重围，斩获了2019年度印
尼“5大最佳车型”大奖！

这份荣誉的获得，令人欣喜
和骄傲，它是小康印尼努力和风
光560品质最好的证明和回馈，
更是印尼市场和消费者对DFSK努
力的最佳肯定！DFSK将继续满怀
信心，迎接逐梦之路上的挑战，
为印尼用户带来更优质的产品和
更美好的汽车生活享受。

中新社广州10月17日电
（记者　郭军）为推动澳
门青年成长与人才培养，
助力建设湾区人才高地，
南粤集团向暨南大学捐赠
500万元人民币设立“优
秀澳门学生南粤奖学金”
。捐赠仪式17日在暨南大
学举行。

暨南大学党委书记林如
鹏对支持教育和人才培养
工作的南粤集团表示欢迎
和感谢。他表示，暨南大
学为澳门培养人才和保持
繁荣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
献，至今已为澳门培养超
过两万名高素质人才，可
称为“澳门人才库”。“
优秀澳门学生南粤奖学
金”的设立，充分体现了
南粤集团情系暨南大学发

展、心系澳门青年成长的
教育情怀，这将激励着暨
南大学的澳门学子们不断
奋进、砥砺前行。暨南大
学将继续认真做好澳门人
才的培养工作，为促进澳
门社会发展和繁荣稳定作
出更大贡献。

南粤集团董事长周兴
挺在致辞中表示，南粤集
团作为广东省驻澳门窗口
企业，具有浓厚的爱国爱
澳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成立40年以来，南粤
集团一直积极践行企业社
会责任，不断为澳门社会
民生改善和经济适度多元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今年
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
南粤集团捐资设立“暨南
大学优秀澳门学生南粤奖

学金”，就是希望通过这
种方式为澳门青年实践创
新搭建更广阔的舞台，为
澳门青年塑造人生提供更
丰富的机会，为澳门青年
融入湾区发展创造更有利
的条件，为澳门青年成长
和湾区人才培养贡献一份
南粤力量。

“优秀澳门学生南粤奖
学金”用于奖励和资助暨
南大学在读的全日制澳门
优秀学生，将通过“资助
一批优秀学生、开展一批
实践活动、发起一批公益
行动、提供一系列实习就
业机会”等方式，为澳门
青年学生的个人成长和发
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帮
助他们进一步深入了解和
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10月17日，暨南大学“优秀澳门学生南粤奖学金”捐赠仪式在该校本部举行。为推动澳
门青年成长与人才培养，助力建设湾区人才高地，南粤集团向暨南大学捐赠500万元人
民币设立“优秀澳门学生南粤奖学金”。

暨南大学设立“优秀澳门学生南粤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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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香 港 金 像 奖 上 三
度封帝的黄秋生，与林
嘉欣联袂出演的新片《
死因无可疑》，将再度
角逐即将到来的新一年
的金像奖。虽然故事的
主角并非四个多月来参
加“逆权运动”的香港
市民，但因近期经常听
到滥权滥暴的警方为掩
盖真相对外宣称某抗争
者的“死因无可疑”，
令该片的话题度大大提
升。

据 香 港 0 1 报 导 ， 黄
秋生和林嘉欣主演的新
片《死因无可疑》，将
与林德信《狮子山上》
、钟八潼的《失踪》、
蔡卓妍、S h i n e《再见
UFO》中角逐即将到来的
香港金像奖。

该 片 讲 述 ， 保 险 经
纪 人 叶 永 信 （ 陈 家 乐
饰）被神秘客户指定跟
进保单，上门拜访时亲
眼目睹客户儿子吊死在
半空，故认定客户为诈
取保险金而滥杀儿子，
决心向朱重德（黄秋生
饰）和沈子玲（林嘉欣
饰）夫妇展开追查。

没 料 到 ， 经 纪 人 的
正义之举竟成为敌人反
击的筹码。经纪人在越
来越接近查清真相时，

恐吓事件接二连三地发
生，危险向他以及身边
的人逼近，他自己也处
身死亡的边缘。

本 来 影 片 早 在 去 年
底就开始拍摄，今年年
初已推出先导预告。当
时，很多影迷已被林嘉
欣的残疾造型所吸引，
加上近期经常听到香港
警察公共关系科发言人
在记者会上宣称某某“
死因无可疑”，故大大
提升了片名为《死因无
可 疑 》 的 电 影 的 关 注
度。

香 港 近 期 爆 增 自 杀
案。据《苹果日报》经
过曲折的调查后报导，9
月19日，一名叫陈彦霖
的15岁少女失踪。警方
10月9日证实，9月22日

在油塘魔鬼山一带海面
发现的全裸浮尸为15岁
少女陈彦霖。但警方对
外宣称，陈的“死因还
没能确认，但无可疑”
，是陈彦霖自杀。

报导指，9月1 9日下
午2点15分，陈彦霖和一
个朋友分开10分钟后，
给朋友发了最后一条短
信说，正在回家，可是
过了几天都没到家。家
人于21日报警，次日陈
彦霖的遗体被发现全身
赤裸漂浮在油塘对开海
面。

陈 彦 霖 的 朋 友 向 媒
体披露，陈在失踪前参
与过多次“反送中”运
动，例如6月12日的金钟
集会，还有8月份的一次
香港机场“和你塞”集

会等等。
陈彦霖之死，震惊整

个香港社会，不少分析
和市民的意见都认为，
警方“无可疑”的说法
非常可疑。因为陈彦霖
曾对朋友表示要重新开
始，而接触她的人都形
容她是位开朗的女孩，
不像是准备自杀的人。

也 有 分 析 指 ， 陈 彦
霖是游泳健将，深谙水
性，本能反应很难以跳
海方式自杀。而且浮尸
全身赤裸，那么谁又会
在跳海自杀前，脱光衣
服呢？

10月14日，陈彦霖的
同学和街坊在香港的知专
设计学院门前静坐声援悼
念，并要求学校公布她死
前当日的CCTV（闭路电
视），还原真相。但从校
方公布的视频中发现，时
间倒置，多次暂停，看不
到完整画面及关键画面，
引发现场学生强烈质疑和
不满。

有关陈彦霖的死因，
现在外界掌握的只是各
种信息的碎片。许多网
民期待，警方能像电影
《死因无可疑》中的情
节那样，将案件查个水
落石出，看陈彦霖的死
因究竟是否可疑。

黄秋生林嘉欣主演 

《死因无可疑》引关注

黄秋生（左）与林嘉欣资料照。

睽违2 6年、近期再度
整队复出的台湾男团“红
孩儿”甫完成30周年音乐
会，新歌《Shout Out to 
The World》（向世界呐
喊）也大受欢迎，音乐录
影带很有意义，特地回到
28年前《初恋》MV的拍
摄地EZ5取景，极具纪念
性。

红孩儿为了这首新歌，
花 了 1 个 多 月 苦 练 新 舞
步，有别于以往“嫩版”
红孩儿时舞蹈手势多，这
次红孩儿苦学时下最新潮
的舞步，要让大家耳目一
新，他们还把新舞步取名
为“呦呦舞”。

王海轮说：“有个向

上交叉甩手的动作，很像
在跟粉丝说嘿呦的！喜欢
像前一指的动作、有向世
界呐喊的意思，跟歌名很
搭！”

当时拍这支MV共拍了
17个小时，跳舞的部分占
了大部分。而事隔28年再
度回到EZ5（驻唱餐厅）拍
摄，汤俊霈说：“觉得怎
么那么巧，这么有缘，这
么多年EZ5依然独霸一方那
么久，希望我们红孩儿也
能像EZ5长长久久喔！”

此外，继台北音乐会
之后，红孩儿16日正式公
布，将于11月2日晚上7
：30在上海VAS LIVE瓦肆
举行音乐会。虽然即将开

拔到上海演出，红孩儿也
趁台北音乐会结束后，稍
微小破戒，大啖麻辣锅，
放松一下。

张洛君表示：“因为很
久没能跟歌迷碰面，这阵
子收到很多歌迷的讯息，
都非常期待跟我们在上海

相聚。他并透露，上海场
跟台北场会有一点点不一
样，希望能给歌迷惊喜。

红孩儿目前不敢松懈，
仍会积极加紧练舞，张克
帆说：“希望由台北和上
海出发，将红孩儿的演出
带往世界更多的地方！”

据香港媒体报道，已
为人父母的妹妹谢婷婷快
要回港，被问可会亲手做
菜请一家人吃饭庆祝？谢
霆锋竟说：“其实我跟她
已经整年没联络、没有
聊天，到时候我未必在香
港，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
去香港。”可知道妹妹生
了baby或见过外甥？他摇
摇头说：“完全不知道，
我还是看报纸才知道孩子
的样子。”可会恭喜妹
妹？他笑笑着说：“祝她

好运气，Good Luck吧！”
但强调生于非传统家庭，
少互动不代表兄妹妹情
淡，他说：“如果他需要
我时，我一定会出现。”

谈谢贤和前妻甄珍传复
合，他又笑着说：“是什
么？什么新闻！（是不是已
经去巴黎结婚）胡扯！（支
持他再婚？）他长大了！他
想怎样就怎样吧！”最后问
及女友王菲，本是有问必答
的他突然Dead Air，坚持低
调爱情。

台湾青春爱情喜剧片
《陪你很久很久》由新锐
导演赖孟杰执导，李淳首
挑大梁携手新生代人气女
星邵雨薇、蔡瑞雪联手主
演。电影中有90%的场景
皆在台中拍摄，因此16日
晚间主创团队特地回到台
中举办电影首映会。

本片监制唐在扬、导

演赖孟杰、与三位主演李
淳、邵雨薇、蔡瑞雪皆盛
装出席，台中市政府新闻
局主任秘书陈瑜也拨空到
场，以实际行动支持电
影。现场还邀请许多高中
学生、市政单位约500人
一同抢先观赏电影。

片中从男女主角小时
候就读的国小，到大学时

期的校园生活，大多数场
景都是台中在地街景，而
导演赖孟杰本身就是台中
人，这次大银幕处女作回
到家乡拍摄，对他意义格
外重大。

导演赖孟杰说：“台
中还是一样的熟悉，因为
电影里讲的是陪伴，‘台
中’也是陪伴我长大的地
方。”活动中，主演们也
在首映现场聊起拍摄趣
事。

这次在片中饰演痴情
暖男的李淳表示，对一场
高楼告白戏分印象十分深
刻，“因为当天我是站在
一个7楼高的天台边缘，
双腿都已经发软了，脑筋
也是一片空白，压力真的
很大！”

女主角邵雨薇也谈起这
场天台上的告白吻戏，笑
说原本设定想用自己“霸
气”的表现吓到对方，“
结果他反而回搂住我的

腰”，坦言瞬间感到害
羞，但邵雨薇当下不露声
色，没让自己的气场逊
掉。

蔡瑞雪也在同个天台
上与李淳即兴发挥，大跳
复古舞蹈。谈及这场戏，
蔡瑞雪笑说导演当下只
放音乐让他们随便跳，后
来“开拍前有跟李淳讨论
舞风，他很喜欢豆豆先生
那样风格，所以很多舞步
都很有复古的感觉”，后
来李淳就带着她边跳边搞
笑。

这次特地重返电影拍
摄地，监制唐在扬、导演
与三位主要演员也在首映
会献上一件裱框的签名电
影T-shirt，除了感谢台中
市政府对电影拍摄时的大
力协助，也希望通过入镜
的台中美景，让这部电影
能陪伴市民很久很久。而
电影将于本月25日在台上
映。

15日，中国女星章子怡
在微博晒出女儿骑平衡车
的一段视频。视频中，3
岁的“醒醒”骑着车一路
从陡坡上驰骋而下，章子
怡忍不住称赞“风一样的
女孩”，并在配文中有感
而发：“不要计较，不
能纠结，不被束缚，勇敢
坚定地做自己，自由自在
地成长着。”网友纷纷留
言：“醒宝太可爱了！”

章子怡2015年与歌手汪
峰结婚后在美国洛杉矶生
下女儿“醒醒”，从此“
国际章”也变成了“女儿
奴”。她不仅片刻舍不得
离开“醒醒”，也对汪峰
与前妻所生的女儿“小苹
果”视如己出，一家四口
幸福满溢。

年 底 将 满 4 岁 的 “ 醒
醒”，早就在章子怡的引
导下练习了一些小技能，
骑现在时兴玩的平衡车就
是其中一个。

从章子怡在微博分享
的视频来看，“醒醒”骑
平衡车从一个陡坡上驰骋
而下，没有丝毫害怕的神
色，反而从妈妈面前骑过
去的时候，还从容地看了
一眼镜头，看起来技能已
经相当成熟。

视频中，天色已经很
晚，“醒醒”穿着白色的小
袄子，搭配着一条粉红色的
裤子，因为骑车速度之快，
小小的她长发都飘了起来，
章子怡因此形容女儿是“风
一样的女孩”。

其实从视觉上看，一开
始以为“醒醒”骑的是两
边有支撑的自行车，但后
来从背影看，发现根本没
有支撑，也不是踩脚平衡
车。只见“醒醒”直接双
脚腾空，方向也没有一点
摇摆，非常稳健。

视频不到两天就吸引
近200万人次观看，不过
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
醒醒”骑的是没有支撑的
车，很容易摔跤，担心有
安全隐患。这部分网友认
为，因为“醒醒”没有佩
戴任何防护工具，加上小
孩子的身体较弱，也较贪
玩，对安全系数的认知不
高，因此建议章子怡给“
醒醒”戴一个头盔，并在
腿上、胳膊上绑上护具，
这样就比较安全。

也许话说回来，相信“
宠女无限”的章子怡早就
考虑周全，她应该是在万
无一失的前提下才给女儿
拍的视频。

章子怡当妈后，是出
了名的“一切以女儿为中
心”。

早前她曾谈及拍摄《上
帝粒子》（God Particle）
的体会：“戏拍完了，
小‘醒醒’也会爬了。一
边带娃一边工作，一边快
乐一边辛苦！过程不易但
很充实。”

被问及家庭和孩子对
事业的影响，章子怡从不
认为孩子是自己事业的羁
绊。她说，和睦美好的家
庭完全是一个助力，让她
更有精力去面对工作。她
甚至有次说，“如果‘醒
醒’没陪在身边，我可能
没办法面对拍摄《哥斯拉
2》（Godzilla: King of 
the Monsters） 时那么难
的一切。”

在很多人眼中，章子怡
是“国际章”，但在“醒
醒”面前，章子怡就是妈
妈。很多网友说，升格做
妈后的章子怡，眉宇间少
了“国际章”的傲气，平
添了岁月的美满与温柔。

据今年稍早前报导，已
经跨入40岁的章子怡，憧
憬有两个孩子，她说：“
一边抱一个，觉得很幸
福。”

近期，网络一直盛传章
子怡怀上二胎的喜讯，虽
然有媒体向汪峰求证，得
到工作人员回复“艺人私
事不太清楚”，但许多网
友愿意将既不承认也不否
认的回答解读为默认，也
忍不住给章子怡送上温暖
的祝福。

3岁女儿骑平衡车驰骋 

章子怡：风一样的女孩

章子怡

谢霆锋与谢婷婷一年没联络 

被问谢贤传复婚这样答

谢霆锋谢婷婷一年没联络

《陪你》首映 

李淳与邵雨薇、蔡瑞雪现身台中

台湾电影《陪你很久很久》于10月16日举办台中首映会活
动，演员（由左至右）邵雨薇、李淳、蔡瑞雪均盛装出席。

台湾男团“红孩儿”，甫完成成军30周年音乐会，下一站
将赴上海演出。

“红孩儿”新歌重回旧地取景 

下月赴上海开唱



   

就好比强迫性的婚姻，
政党并不是因为有相同的
理念而结盟，而是因为各
自的利益关係而结盟。利
益关係成为政党之间结盟
的媒介，所以毫不奇怪，
当利益未能实现时，联盟
就有破裂的风险。

政党可以互换联盟伙
伴。在竞选期间他们可
以结盟，倘若在竞选中失
败，会有几个联盟政党倒
向胜选的联盟，而败选的
联盟很快就会瓦解。

在2014年总统选举，
佐科威与尤淑夫 •卡拉
（Jokowi-Jusuf Ka-
l l a ） 的 联 盟 由 四 个 政
党组成，即斗争民主党
(PDIP)民族复兴党(PKB)
，民心党(Hanura)，国民
民主党(NasDem)。在帕
立波沃与哈达．拉查沙
(Prabowo-Hatta Radja-
sa)阵营中，联盟支持者
有5个政党，即大印尼行
动党(Gerindra)，公正福
利党(PKS)，国民使命党
(PAN)，从业党(Golkar)
和建设团结党(PPP)。只
有一个政党不加入联盟即
民主党(Partai Demokrat)

保持中立状态。
当 佐 约 威 • 卡 拉

（Jokowi-Kalla）的联盟
赢得2014年大选时，在另
一个联盟的从业党与建设
团结党与他们的联盟发生
了婚变。胜选的联盟为了
在国会中获得多数党的支
持，不得不接受从业党与
建设团结党的靠拢，被迫
与这两个当初反对的政党
结盟。

在2019年大选中，联
盟也发生了变化。 在佐
科威与马鲁夫．阿敏（
佐马）支持者联盟中，
加入了10个政党，分别
是斗争民主党(PD I P )，
从业党(Go l k a r )，民族
复兴党(PKB)，国民民主
党(NasDem)，建设团结
党(PP P )，民心党(Ha-
nura)，印尼团结党(PSI)
，Perindo，PKPI，星月党
(PBB)。

而帕拉波沃与桑迪的
阵营裡加入了五个政党，
即大印尼行动党(Ger in-
d r a )，民主党（PD），
公正福利党(PKS)，国民
使命党(PAN )和创业党
(Partai Berkarya)。这五

个联盟政党中的两个，大
印尼行动党和民主党，正
准备与赢得选举的佐科
威裡阿敏支持的联盟政党
结盟。

这种联盟只是一种脆
饼的联盟，只是为了选举
而结合。就如混合燃油是
指石油与汽油混合的一种
燃油。脆弱的联盟是指在
一个联盟裡经常有反对该
联盟的声音的政党。

在苏西洛•班邦•尤多
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总统执政的
时代，内阁中有一个或两
个联盟政党在内阁中获得
部长职位份，但他们经常
批评政府。他们虽是联盟
政党的成员，但他们切站
在反政府的立场。这样联
盟称为假联盟。

在佐科维总统执政的
第一任期裡，国民使命党
(PAN)也在内阁中获得部
长职位，但国民使命党经
常批评政府。这就是所谓
的假联盟。国民使命党实
行的是对自已有利的实务
政治。

我们可能需要检查每
个政党的政治基因。有的
政党的确是忠于联盟，但
有的政党可能是反对党的
基因。

从业党在新秩时代是
执政党，进入改革时代至

到现在，从业党一直与胜
选的政党联盟。

从业Golkar党似乎是马
基雅维利安（Machiavel-
l i an i s的追随者）。哲学
家尼科洛裡马基雅维利
（Niccolo Machiavelli）
说：“如果不能击败他
们，那就加入他们。”“
如果失败，那就加入胜利
者。”

从业党没有成为反对
党的经验。他不不习惯也
不喜欢生活在对立的栖息
地。当他失败时，他转移
到获胜者的栖息地。这样
的政党显然不是混合的联
盟政党，而是真正的政治
联盟。

在新秩序时代，由梅
加瓦蒂（Megawa t i）领
导的斗争民主党(PDIP)被
视为反对党。在改革时代
的10年中，从2004年到
2014年，这个政党也将自
己定位为反对党。

斗争民主党(PD I P )现
在是执政的政党。也许
是由于他的政治DNA反对
派，他偶尔会“批评”总
统。例如，他要求内阁获
得更多的部长级配额。他
还要求总统改组其中一位
部长。政党联盟的态度是
混合的，或者是带有一些
反对的混合。

现在，据报道，有一

个或两个政党与反对党联
盟，即民主党和大印尼行
动党希望加入2019年总
统选举获胜者联盟，据报
道，这两个政党将获得内
阁部长级配额。

现在，据报道，有两
个政党将加入执政党的联
盟裡，即民主党和大印尼
行动党，希望加入2019
年总统选举获胜政党的联
盟，据报道，这两个政党
将获得内阁部长的职位。

对组织内阁而言，完
全是总统的特权。总统应
该仔细检查他们的政治基
因，这对执政党有利。不
要让一个或两个政党成为
联盟的政党成员。已经在
内阁中组成联盟，但在国
会中郄支持反对的声音。

检查政治的政治基因
很重要，因为在选举期
间，民主党和大印尼行党
是反对阵营的政党。大印
尼行动党未曾执政过，因
此他的政治基因有可能是
反对的基因。

政 治 基 因 是 会 改 变
的 ， 而 生 物 学 裡 基 因
(DNA)是不能改变的。总
统必须检查他们的政治基
因是否真的从反对派基因
变成了联盟基因。

这种检查是短期的工
作，从长远来看，我们必
须使联盟政治制度化，以
使创造出来的不是掺假
的联盟，而是永久性的联
盟。联盟的政治制度化将
导致制衡机制的制度化，
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我国脆弱的政党联盟
印尼这个国家的政治联盟可以说是脆

弱的。联盟只是建立在利益上，而不是

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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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香港特区行
政长官林郑月娥任内的第三
份施政报告如期发表。报告
以直面香港的当下严峻形势
开场，重申特区政府秉持
的准则和捍卫香港的核心价
值，并推出超过220项、包
括部分只有政策方向和方案
的措施。重点集中在房屋、
土地供应、改善民生和经济
发展这四方面的工作。

《施政报告》提出，首
次置业人士购买800万港币
以内的房子，可以申请贷款
9成；购买1000万以下的房
子，可以贷款8成，即80万
港币就可按揭入住。当然考
虑还贷因素，这是针对月收
入达7万港币的家庭而言。
所以更多住房供给还是来自
超过1000公顷的私人土地回
收和特区政府的土地供应。
短时间的缓解来自出租公
屋、福利居屋的加快出售以
及现金津贴等措施。同时改
造和扩大公共游乐空间，增

加文体娱乐设施。
民生方面，最令人期待

的就是多发钱、多发几次
钱，发多些钱。本次报告民
生措施几乎就是冲着这一目
标去的。体现在提高多项综
援金额度、种类和次数，
特别是针对下一代教育、医
护、救济也有改善提高。
在“医”“护”“住”“
行”“教”方面多覆盖、多
福利、居民少支出，而且针
对性极强。

经济发展方面继续依靠
香港既有的优势，保持、扩
大与挽回三管齐下，以扭转
当下处于下行边缘的香港经
济。向中央争取政策，把“
一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
带来的发展机遇，转化为香
港企业拓展市场的动力、科
技创新的活力，设立专项基
金为中小型企业保驾护航推
动诸多产业发展，重新树立
香港的经济优势地位。

在旨在阐释执政理念、

回顾工作进度、现时面临
挑战以及将来工作新措施
的“附篇”中，新措施约
200项，包括了深圳湾口岸
的通关时间延长至24小时、
取消每人11元的跨境渡轮乘
客上船费、成立“大湾区香
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联盟”
，支持在大湾区创业的香港
青年，与青年同行与青年对
话。另外，港府研究推出更
多青年内地实习计划，包
括进一步扩展“内地专题
实习计划”，与内地机构
合作提供更深更广的实习
机会；在“粤港澳大湾区
香港青年实习计划”框架
下，开设与创科产业有关
的专项实习计划，在内地
一线创科龙头企业总部提
供优质的实习岗位。

施政报告体现了香港特
区行政主导的政治运作特
色，政府除了履行职能、解
决民生问题外，不遗余力地
支持企业发展。报告得到了

政务司司长、署理财政司
司长和行政会议的支持和认
同。

首先，在经济发展转
型、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的
影响下，香港社会把原来积
累的问题彻底暴露出来，必
须把社会危机问题还原为其
本质因素，才好对症下药。
如住房问题、贫富差距问
题、青年前途问题。如果本
次施政报告积极解决问题的
措施被政治消耗所打断，那
么香港将会陷入无休止的社
会混乱循环。

其次，在咨询体系发达
的香港社会，立法会对行政
机关监察重点已由决策转为
质询和监督，在香港社会参
政的渠道并不限于政治上的
相互杯葛和胜负，而是取决
于社会公义和发展活力。
行政主导有利于政府的高
效运作，尤其是社会问题
突出的时候，关注的重点
应聚集于解决问题的措施

是否到位、政府政策绩效
该如何评估、政策的举措
如何落实，而不是把政治
行为异化为街头暴力。

最后，代议制形式的政
治运作，是一种横向政治竞
争和行为。这种政治竞争的
前身是一种不受法律限制的
行政权和民众个人权利的上
下对抗，充满了各种暴力斗
争和革命，最终演变为许多
西方国家实行的横向制衡的
代议制。在行政主导的体制
下，香港立法会的议员和特
区政府并不是横向或上下的
关系，而是一种协作、配合
的关系。许多以民主为口号
的诉求，不要盲目去重复这
一历程，不要只求形式而抛
弃本质。

当然，许多历史问题的
解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比
如房屋问题，香港历史上自
有施政报告以来，每次都把
房屋问题列入施政范围，本
次也不例外。综合各种因素

分析，这一次措施和力度，
仅次于董建华时期因金融
危机而搁浅的“八万五”计
划，值得期待。但是在施
政措施实行时要注意各项措
施的衔接，比如民众在住进
公屋和等待公屋之间可以享
受哪些过渡性政策，尤为关
键。希望特区政府最大限度
地发挥出行政主导的优势。

在香港历史上，具有划
时代意义、开启施政报告
的方式，来自港督麦理浩。
大量惠民措施的实施、大规
模社会福利资金的投入，使
民生问题得到上台阶式的解
决，香港自此摆脱了“六裡
七事件”带来的社会动荡，
开始了香港的“黄金发展时
代”。有史为鉴，坚定行
政主导，落实政策措施，以
达施政报告所期望那样：“
以我们共同恪守的价值，重
新启航。”（杨晖 外交学
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
授。来源：中国网）

林郑施政报告直击民生痛点 愿香港重新起航 文/杨晖

文/邝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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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 空

成语故事

曾 几 何 时

我的语文老师姓郭,同学们都亲切
地称她——郭老师。郭老师高高瘦瘦
的,戴着一副黑色边长方形眼镜,平常
最喜欢穿长裙子和运动鞋。她特别幽
默,但幽默中带着一丝丝的严厉。

记得有一次,郭老师快速地来到
了教室，瞪着眼睛严厉地说:“谁
没有交作业,自动站起来!”望着
低着头慢吞吞站起来的同学,郭
老 师 凶 巴
巴地说:“
你 们 这 些
同学,为什
么 不 交 作
业呢?是想
要 气 死 我
这 ‘ 老 婆
子’吗?下
次再这样,
我 就 让 你
们 到 外 面
去 倒 立 一
个小时!”
我 们 都 被
郭老师的幽默话语逗得哄堂大笑,紧张
的气氛也顿时烟消云散。

还有一次正在上课时,班上有一位
自称为“亮哥”的同学没有认真听
讲，坐在那发呆,立刻就被郭老师那
双明 亮的大眼睛发现了,但郭

老师并没有马上批评
和 责 骂 这 位 “ 亮

哥” ,而是走
到他跟前，
轻 轻 地 拍
了拍桌子 ,
但 见 “ 亮
哥”还在发
呆 , 就 皱 着
眉 头 大 声 地

喊 着 说 : “ ‘
亮 哥 ’ ， 你 是

想换一个名字吧 ,
叫‘呆瓜哥’好不
好呀?”这时,全
班同学顿时笑得
更欢了,有的哈
哈大笑,有的眼
睛 笑 成 了 月 牙

儿,还有的笑弯了
腰。可是“亮哥”却红着脸说:“这
个新名字还挺不错的嘛!”

幽默的语文老师

我 有 一 个 最 大 的 特
点——“马虎”。譬如
说：上课忘了带铅笔，
考试忘了写名字，出门
忘了锁门.. . . . .老师
和家长经常提醒我要仔
细些，但我仍改不了“
马 虎 ” 的 习 惯 ， 因 此
同学们都给我起了个雅
号——“马虎”小姐。

“ 马 虎 “ 的 坏 习 惯
可真害人。有一次小测
验，拿到卷子后，我就
暗 暗 地 叮 嘱 自 己 ： “
仔细些，千万别再马虎
了 。 ” 还 真 见 效 ， 姓
名、班级都没忘写，答
完 卷 后 又 检 查 了 三 遍
才交。我想，这次答卷
可没有那么马虎，于是
心里美滋滋的。过了几
天，老师发了卷子，我
大吃一惊。

“ 你 怎 么 老 是 不 注
意啊?”老师又说，“
你看看，这两道题忘了
写‘答’字;另外还有这
儿，’仔细些，千万别马
虎‘。”我看着老师指的
地方，大吃一惊，原来我
竟把跟试题毫无关系的

内容也写上去了。旁边的
几位老师见了忍不住哈哈
大笑起来，我更感到羞愧
如果当时地上要是有个小
缝，我绝对会钻进去的。

回到家里，爸爸知道
这件事后，忍不住得笑
了起来。爸爸也真怪，
每当我犯了错误他总是
表扬一番，“夸”得我
脸上热辣辣的，真不是
滋味。

“ 我 这 可 不 是 讽 刺

你，因为你把这句话写
在试卷上，说明你已经
有 了 改 正 ’ 马 虎 ’ 缺
点的决心，只不过又因
为‘马虎’，结果便写
在卷子上忘擦了。”我
听了也禁不住的笑了。

“我的马虎小姐，”
爸爸看我笑，又严肃起
来，“假如你是个工程
师，搞计算时忘了一个
小数点，那将会给国家
造成多大损失!”

【 读 音 】 : 
céng　jǐ　hé　shí

【解释】:曾：曾经；几何：若
干、多少。

才有多少时候。指没时间过去不
久。 

【出处】:宋·王安石《祭盛侍郎
文》：“补官扬州，公得谢归。曾几
何时，讣者来门。” 

【示例】:～，他自己去做了一个
小小的官儿回来，而他又劝我去学法

政了。 ◎郭沫若《少年时代·反正
前后》 

【近义词】:稍纵即逝、转瞬之
间、弹指之间 

【反义词】:遥遥无期、久而久
之、天长地久 

【语法】:偏正式；作分句；指时
间过去不久 【例句 】:   ①相聚时
情景历历在目；～；你却远走他乡。

②～；我们在老师和家长的培育
下已经长大成人 。

作者:老来福

我的家就像一个小小的
动物园，里面住着懒猪爸
爸、黄牛妈妈和小猴子似
的我。我们在一起开心快
乐地生活着。

我的爸爸像一头大懒
猪。他在家里比较懒，
下班后喜欢坐在沙发上
玩 手 机 ， 不 喜 欢 做 家
务。即使偶尔做那么一
点点家务，也显得笨手
笨脚的。有一次妈妈叫
爸爸洗碗，结果爸爸手
一滑，把碗都打破了，
你说我爸爸笨不笨?

妈 妈 倒 像 一 头 大 黄
牛。她为了这个家总是勤
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做好
每一件事。每天上班辛苦
工作不说，单说下班一回
到家就忙着给我们做饭、
洗衣服、搞卫生，忙得不
亦乐乎，把我们家整理得
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
让我们有一个干净卫生
的居住环境。妈妈每天
晚上还要辅导我学习语
文和英语。我的成绩不

断提高与妈妈的奉献是
分不开的。

我就像一只小猴子。
我机灵、活泼、好动、贪
玩，还喜欢爬树。一回到
老家就会爬到高高的树上
去玩，爷爷奶奶都说我是

一只“小猴子”。我学习
上遇到困难点的事情，就
会心烦，不会主动去克
服。平时做作业和上课，
也喜欢搞些小动作。这
些“猴毛病”，我以后一
定要下气力去改掉。

我家像个动物园 作者:老来福

我这个马虎小姐 作者:馥雅

我的妈妈有一个心爱的
宝贝美丽的菜园子。我们家
住在顶楼，楼顶就是妈妈的
天地。一上楼一眼望到的就
是那个园子，高高的树、蜿
蜒的藤和碧绿的叶，在风中
舞动，像那美丽姑娘的长
发，地上五颜六色的花草，
像姑娘的一件美丽的衣裳，
而在园中飞舞爬行的小动物
就像这姑娘的脸.妈妈非常
看重这个园子，每天妈妈
早早起床，做完早点就不
由自主的跑到了楼上，开
始享受那园子给她带来的
快乐。直至我去上学，她
还要呆一会儿才肯下来去

妈妈的园子

上班。早上这样，中午这
样，就连晚上也如此。园
子可能是一种不是电子的

游戏，吸引不了我却整天
吸引着她。连我也没有什
么办法。

蓝天是不羁的，是洒脱的，是一个
在面前但又遥不可及的梦。

众所周知，蓝天是自由之身的化
身，是一个承载了无数梦的港湾。

我想，大家都知道鹰吧，鹰不羁，
鹰洒脱，鹰是自由忠诚的奴仆。

蓝 天 对 于 我 们 而 言 ， 是 一
个特殊的存在，看 得 见
却摸不着，那是因 为
我们在蓝天的怀抱
中，也因为我们的
胸怀太小，小得装不
下天空，装下的只有
自己。

蓝天对于鹰来说，就是
生命，也是他们的精神寄
托。鹰展开双翅，那是在拥
抱天空，它们在蓝天上盘旋、
遨翔，那是在追寻自己
的梦，他们的梦就是飞
翔，飞到天的尽头，或
许用尽一生都无法完成，
但是它们却乐在其中，因为鹰在天空
中诞生，也在天空中消亡，鹰就是为
守护天空而生的。

蓝天承载了无数人的梦，人们渴
望像鹰一样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但
是我们没有如鹰般的雄阔的翅膀以供
我们飞翔，于是人们竭尽全力制造了

飞机，飞机是人们梦想的结晶，而他
又是如此脆弱！它怎么可能如鹰般遨
翔？不可能的！鹰是天空的宠儿，人
类只不过是在蓝天庇护下有梦想的生
命罢了。人类对于鹰来说，是一群强
大而可怕的入侵者。

蓝天哺育了无数生灵，但
最接近蓝天的也只有鹰。鹰
与蓝天有着同样的追求，所
以它总能在天空上驰骋，蓝
天很大，但在鹰的眼里，它
很小，小得它可以任意地翩飞
在各处。人类羡慕鹰，所以有

个如鹰般在天空腾飞的梦
想。鹰有不屈服的精
神，人类也有。鹰
成为了人类精神的
寄托，仿佛人类化

身成了鹰，遨翔在蓝
天，拥抱着蓝天。

蓝天就像一位父亲，
教育着我们；而大地就像

一位母亲，养育着我们。世
间万物都是我们的兄弟，天空

不再只属于鹰它是世间万物的。而这
鹰空，它将成为一本不朽的魔法书，
教育着我们，时刻提醒我们要像鹰一
样有梦想，把天空装在心中，要张开
梦想的双翅，努力遨翔 。

我的家乡邵东，是鱼米
之乡、蜜桔之乡，也有繁华
的城市。虽然邵东不大，但
我爱邵东。有一次，我们去
岩洞玩，路过一个水库，一
望无际的水面泛着碧蓝的波
涛，此起彼伏。青青的山护
着清清的水。水鸟们像是接
到了大自然的邀请，匆匆赶
到水库上方跳起舞来，真像
一幅美丽的山水画。深秋
时节，满园的桔树上，挂着
一个个小灯笼，走近一看，
这哪里是灯笼，明明是闪闪
发光的蜜桔呀!在一条条小
河里，三五成群的鱼儿在嬉
戏，草鱼像矜持的绅士，逍
遥自在地在深水里游着;鲤
鱼像淘气的孩子，比赛跳
高。白天，田野里稻浪滚

鱼米之乡

滚，人们在庄稼地里耕作;
傍晚，人们拿着鱼竿坐在河
边悠然自得地钓鱼。幼时，
城里到处都是垃圾，晴天是
灰，雨天是泥，真让人难
受。现在，宽阔的水泥路
四通八达;一栋栋高楼大厦
拔地而起，可以坐电梯到顶
层;繁华的步行街和热闹的

超市里，到处可见涌动的人
群;中心游乐园的大树下，
有一排排给人休息的长椅，
长椅旁边有许多小巧的健身
器材;而一个个小小的单位
庭院，院子里都有花坛、亭
台、粉墙，墙上爬满了爬山
虎和野草闲花，更觉娇嫩依
人。

小乌龟
我家有只小乌龟，它

比我的拳头还小一点。
灰褐色坚硬的背壳，成
半拱形。小乌龟的头三角
形，大概是为了减少水的
阻力。那双小眼睛又圆又
亮，挺有精神的，头部最
前端还有两个小鼻孔，怪
有趣的。你再瞧，那四条
小腿儿，又短又粗，上面
还覆盖着细小的鳞片，末
端有五个小爪子。对了，
还有那又细又长的小尾
巴，拖在背后，怪好
玩的。平时，小乌
龟静静地趴在水
里，把头伸出水
面 ， 一 动 不
动，显得“
文静”。可
是稍有动静，
哪怕脚步声，它
都会发觉，并且
立 刻 把 头 缩
回 去 ， 只 露

出两只小眼睛，机警地张
望着，好一会儿，它才将
脖子一抖一抖地，试探着
一点一点地探出头来。小
乌龟的警惕性可真高啊！
有一次，我用几条三、四
厘米长的小鲫鱼喂小乌
龟。真有趣，小鱼一放到
盆里，它那刚缩进去的脖
子就又伸出来了，两只小
眼儿直钩钩盯着小鱼儿。

我 好 奇

地想：它能捉到小鱼吗？
小鱼那么机灵，可它……
真没想到，小乌龟更聪
明，它并没有莽撞行事，
却是不动声色地趴在那
里，等待时机。几只小鱼
并没有想到它们的天敌近
在眼前，还在穿梭嬉戏。
我屏住气，睁大了眼睛。
终于，一只小鱼游到小乌
龟跟前了，小乌龟机敏地

几步赶上去，
张 开 大 嘴 一
口咬住小鱼
的头，小鱼
只摇了两下
尾巴就不动

了。小乌龟又
爬了几步，直到

认为“安全”了，
才放心地美餐起来。只见
它脖子用力一伸一伸地，
显然在吞食着小鱼，那
两只前腿儿还在来回
摆动，像在用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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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意味着，目前
最强的数据接口Th u n-
derbolt 3，将直接整合
在USB 4里，未来采用
Thunderbolt 3的设备将不
需要再向英特尔取得授权
或支付高昂的授权费用，
这对于推动接口技术的发
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USB 4协议的三大特性
具体来说，USB 4有以

下三个主要特性：
其一、USB 4规范将引

入双链路通道；
其二、传输带宽达到

Thunderbolt 3的40Gbps标准；
其三、其物理层形态

为TYPE-C。
综 合 以 上 三 个 特

性，USB 4整合Thunder-
bolt 3的先进技术，直接
具备了超大带宽的数据传
输能力，直接具备了显示
输入/输出功能，具备充
电功能。可以说，一枚全
功能的USB 4接口是目前
功能最全、体积最小、速
度最快的物理接口！

除此之外，USB 4在兼
容性上也做了全面考量，
直接向下兼容USB 3.2
、3.1、3.0、2.0，同时

兼容Thunderbolt 3，而现
阶段的标准规格USB数据
线都能在USB 4上使用。

命名方面，USB Pro-
moter Group或将不会再使
用3.0、3.1、3.2这样的
版本迭代命名方式，USB 
4可能将始终使用USB 4
的命名方式。同时，其物
理形态也将只有TYPE-C
一种。因此，未来电子设
备的USB接口、相关的外
接拓展设备将统一采用体
积小巧的TYPE-C形态，
这将促使笔记本电脑、平
板电脑等设备向更加轻薄
化发展。

·USB 4为何值得期
待？

USB 4接口性能飞跃，
主要功劳在于Thunderbolt 
3。

Thunde rbo l t即我们所
熟知的雷电接口。2011
年，英特尔与苹果合作开
发的、技术代号为“Light 
Peak”的Thunderbolt正式
公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雷电接口，苹果官网称之
为“雷雳”接口（以下统
称雷电接口）。

由于雷电接口融合了

一根线解决所有问题 - 聊聊USB 4
九月初，USB Promoter Group正式发布

的USB 4规范，这也意味着USB 4接口普

及化已经正式拉开了大幕。而早在今年3

月份，英特尔宣布向USB Promoter Group

开放Thunderbolt协议，这使得USB 4在传

输速度上得到显著提升。

PCIE和DisplayPort两种通
信协议，所以在全功能
TYPE-C问世之前，雷电
接口几乎是唯一同时支持
高速数据传输和视频/音
频传输的多功能接口，
即它同时具备USB和DP或
HDMI/DVI/VGA功能。且
因其带宽达到双向10Gb-
p s（雷电2为双向20Gb-
ps），所以可以说是非常
先进的接口扩展技术。

雷电3与其它接口传输
速度对比

要知道，USB接口在发
展到3.1 Gen 2时，才达到
双向10Gbps带宽，雷电接
口早在8年前就已实现。

雷电1、雷电2接口与
MiniDP拥有同样的物理形
态，可以通过接口符号标
识来区分

不 过 ， 早 期 的 雷 电
接口并非现如今常见的
TYPE-C形态。上图是苹
果MacBook系列搭载的雷
电2接口，其最初采用了
M i n i D P的物理层形态设
计。不过无论是以前还是
现在，雷电接口的标识符
号都没有变，是一个带有
箭头的闪电。

正因为雷电接口是英特
尔与苹果合作开发，所以
这些年来，苹果MacBook
系列成为雷电接口的忠实
拥趸，从最早的雷电1、
雷电2，到如今全面支持
雷电3，苹果对于雷电接
口可谓是青睐有加。

雷电2接口采用MiniDP
形态

雷电3接口双向带宽达
到40G b p s，是现有速度
最快的USB TYPE-C 3.1 
Gen 2接口的四倍，且雷
电3接口支持4K 60fps视频
传输，支持100W PD协议
供电，支持外接桌面级显
卡，因此可以说是目前最
为强大的接口扩展标准，
它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使用
一根线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的扩展接口。

一根线解决所有问题
因此，当英特尔向USB 

Promoter Group开放雷电
接口协议之后，未来普及
化之后的USB 4接口就将
成为业界综合素质最强的
接口，所以它对于PC、智
能手机等行业的意义不言
而喻。

·雷电3与USB 4的强
强联手

此前，雷电3接口难以
普及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成本和硬件。

成本上，雷电3接口的
使用需要获得英特尔授
权，其授权费不菲。

硬件上，雷电3接口本
身需要有独立的控制芯
片，芯片成本不低。

在这两个因素的“阻
挠”之下，雷电3接口普
及就显得困难重重。

年初，英特尔向 U S B 
Promoter Group开放协议，
首先解决了成本问题。未

来使用雷电3协议的接口
将完全免费。此后，英特
尔从10代酷睿的Ice Lake 
10nm制程处理器开始，
将雷电3控制器直接整合
到处理器里，一举解决了
硬件难题。同时，借助
USB 4规范，可以促使雷
电3接口全面普及，加快

雷电3接口向消费级市场
下沉与落地。

因此，借助雷电3的功
能与性能，借助USB接口
的普及度，USB 4可以说
是各取所长之后的阶段性
终极形态接口。它推动电
子设备发展的同时，也为
用户带来了更多的实惠。

九月初，USB-IF发布了USB 4规范，如下：

据 外 媒 报 道 ， 在 当
地时间周三在OpenR e-
v i ew.ne t上发表的一篇
论文中，谷歌AI和芝加
哥丰田科技机构(Toy-
ota technology Insti-
tute of Chicago)宣布，
他们的新AI ALBERT在
几项自然语言阅读理解
测 试 中 都 获 得 了 第 一
名，其在SQuAD 2.0
、GLUE、RACE成绩方面
都拿到了第一的位置。

在GLUE中，ALBERT
拿到了89.4的分数，在
SQUAD中拿到了92.2、
在RACE中拿到89.4。

SQUAD 2.0人类平均
表现分则为89.452。

据悉，SQuAD2.0结
合了SQuAD1.1的10万个
问题和5万多个新的、无
法回答的问题。为了在
SQuAD2.0做到更好，系
统不仅必须在可能的情

况下回答问题，而且还
必须确定段落中什么时
候不支持回答并避免回
答。

ALBERT使用参数降低
技术来减少内存消耗并
提高BERT的训练速度。

论文写道：“我们提
出的方法使得模型的规
模比原来的BERT要好得
多。我们还使用了一种

自我监督的缺失，这种
缺失侧重于对句子间连
贯进行建模，并表明其
始终有助于下游任务的
多句输入。”

据了解，这种技术在
互联网上阅读大量文本
并提供连贯答案方面有
着显著的应用，这可以
为搜索引擎来带来一个
明显的好处。

天风证券分析师郭明
錤周三发布报告称，苹果
公司计划在2020年上半年
推出一系列新硬件，其中
包括该公司将与第三方品
牌合作生产的新型AR（
增强现实）眼镜。郭明錤
表示，苹果公司正在与第
三方品牌合作研发AR眼
镜，并将于2020年上半年
推出。Facebook等其他公
司也正在与Ray-Ban等第
三方公司合作生产类似产
品。

苹果公司已在AR方面
投入大量资金，过去几

年推出的大多数iPhone和
iPad机型都采用了这种技
术。AR眼镜能让用户将数
字信息覆盖在现实世界之
上，但这种产品尚未流行
起来，原因是其通常都很
笨重，外观与普通眼镜相
比也有很大差异。多年以
来，微软、谷歌和初创企
业Magic Leap等公司都发
布了AR眼镜，但从来都没
有一款产品被消费者大量
采用。

郭明錤称，苹果公司计
划在明年第一季度推出新
的低价版iPhone SE 2和新

款iPad Pro。
他曾在本月早些时候

发布报告称，苹果iPhone 
SE2将使用跟iPhone 11一
样的A13芯片，并采用类
似于iPhone 8的设计。他
预测，如果iPhone SE2的

定价模式与初版iPhone SE
一致，择期售价应该约为
399美元，明显低于iPhone 
11，后者的起售价为699
美元。郭明錤称，在这些
产品发布之后，苹果公司
将在明年第二季度推出一
款改进键盘的新款Mac-
Book，届时该公司还计划
推出一款AR耳机。

郭明錤没有提到1 6英
寸MacBook Pro或MacBook 
A i r，他之前预测这两款

产品将于本月某个时候发
布，预计这些产品还将包
括新的键盘设计以解决当
前机型的问题。

最 后 ， 郭 明 錤 还 表
示，预计苹果公司将在
明年第三季度推出5G版
i P h o n e，与他此前的预
测保持一致。

谷歌超人类AI ALBERT在自然
语言阅读理解测试中获佳绩

据外媒报道，NASA宇
航员将以爱国的方式漫步
月球。当地时间周二，该
机构在新闻发布会上展示
了为Artemis月球任务设计
的新宇航员服。NASA局
长吉姆·布里登斯汀主持
了这场引人注目的活动并
由此揭开了新宇航服的神
秘面纱。

这次公开活动展示了
两款宇航服原型。其中，
橙色的猎户座乘员生存系
统(Orion Crew Survival 
System)套装是在发射和
重返猎户座飞船时穿的。
红、白、蓝三色探索舱
外活动单元（Exploration 
Extravehicular Mobility 
Unit ，以下简称xEMU）
则用于太空行走。

布里登斯汀特别指
出，这些宇航服适合所
有体型宇航员。而他之
所以强调了这点则是因
为此前国际空间站(ISS)
没有足够的宇航服致使
NASA不得不取消了首次
计划的全女性太空行走。

NASA曾在10月初公布
了xEMU宇航服的一些细
节，强调了该设计的可操
作性以及自阿波罗时代以
来取得的进展。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的太空任务中，阿波罗号
宇航员在月球漫步时有时
会摔倒。于是新宇航服
将需要能够满足宇航员屈
膝、将物体举过头顶并完
全旋转手臂的条件。

NASA一名航天服工程

师在台上展示了在压力下
穿上xEMU宇航服，与此
同时还展示了能够摆动手
指、蹲下来捡起地板上的
石头等能力。

据悉，宇航员预计将
在月球上穿着这些宇航服
一次的时间要8个小时。

至于橙色的救生服在
月球表面不会起任何作
用，它们的设计目的是为
在飞船遇上紧急情况提供
长达6天的生命支持。

NASA现正在打造第一
套Artemis太空服并计划在
2023年之前交付成品。之

后，它将计划把宇航服的
生产交给私营企业。

此外，布里登斯汀还
为NASA制定了雄心勃勃
的计划，即在2024年之前
把第一位女性和下一位男
性宇航员（也许是两位女
性宇航员）送上月球。

NASA认为Artemis任
务不只是在月球表面象
征性地漫步，它希望能
借此在月球上建立一个
可持续的人类存在点并
将其作为深入探索太阳
系的起点。而火星就在
未来的探索名单上。

苹果将于明年上半年推出AR眼镜

NASA正式公开新宇航服：

为未来月球、火星探索任务设计

日本研究人员开发出
能给任何血型的人输血的
人造血，这将能大幅提高
重伤者的生存机会。人造
血能避免紧急情况下的血
型识别问题，克服血液采
集限制。严重缺乏阻止流
血的血小板和携带氧气的
红细胞将会导致受伤者死
亡。

血小板如果能避免凝

固可保存四天，而红细
胞在低温下可保存 20 
天。紧急情况下需要确
保从各种血型的供血者
获得大量的血小板和红
细胞。

人造血由血小板和红
细胞构成，每种成分都
放置在源自细胞膜的脂
质体袋中，在常温下可
保存一年以上。

日本科学家开发出能给任
何血型的人输血的人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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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个国家9308名军人将参加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记者从武汉军运会倒
计时1天专题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本届军运会共
有109个国家930 8名军
人报名参加，赛会规模
为历届最大；设27个大
项、329个小项，竞赛项
目为历届最多；50多个
国家防长、军队总长和
各国驻华武官等要员将
出席开幕式，影响广泛
深远。

武汉军运会执委会主
任、中央军委训练管理
部副部长杨剑说，从报
名参赛情况看，各国普
遍派出强大参赛阵容，
其中获得过世界冠军的
运动员有67人，里约奥
运会前八名选手有1 1 8

人，现代五项世界排名
前十的有8人，5个军事
特色项目有43名上届冠
军，可以预见比赛竞争
将十分激烈。

据介绍，中国军队高
度重视本届军运会，组
建553人的史上最大规模
体育代表团，406名参赛
运动员士气高昂、精神
振奋，赛前进行了针对
性强化训练，全面做好
备赛冲刺，确保以最佳
精神状态、最强竞技实
力投入比赛，力争取得
优异成绩。

武 汉 军 运 会 在 筹 备
过程中也创造了军运历
史上的多项第一：首次
走出军营办赛，首次集

10月17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倒计时一天专题新闻
发布会在武汉举行。

【新浪体育17日讯】第七届世界军人运

动会18日将在湖北武汉开幕。来自109个

国家的9308名军人报名参加，解放军体

育代表团共派出406名运动员参赛。

中建设军运村，首次实
现在同一个城市举办所
有比赛项目，首次采用
5G+8K、5G+VR信息传输
与电视转播技术，首次为
各个代表团提供全方位的
志愿服务。

设立38个专业竞赛委
员会，遴选确定2344名
高级别裁判员，为运动

员创造公平公正的比赛
环境；设立40个兴奋剂
工作站，组建652人工作
团队，制定600余例检测
计划，全程加强兴奋剂
检测管控，本届军运会
将采取一系列举措狠抓
执纪，确保举办一届纯
洁干净、公平公正的军
运盛会。

【本报讯】2019 年
BCA Royale Open Tour-
nament 高尔夫锦标赛将
再次举行。于本月30日
举行的 Royale高尔夫赛
事共有24 0名参与者参
加。中亚银行(BCA)董
事总经理赵时建（Jahja 
Set iaatmadja/中），雅
加达Royale 高尔夫俱
乐部董事总经理Hend r o 
Sutandi 与NusantaRun创
办人Christoper Tobing（
右）于周一在雅加达举
行记者发布会后谈话的
情景。（文/图：Max 
Manuhutu）

【新浪体育17日讯】据英国媒体《
太阳报》报道，尤文图斯巨星C罗是
Ins t a g r am平台上收入最高的账户。去

年他在该平台上总计入账3820万镑，
平均每条状态价值 7 8万镑。梅西以
18 7 0万镑排名次席，但距离C罗有很
大的差距。

榜单前十位中还包括贝克汉姆，内
马尔，伊布以及小罗几位足坛明星。
其余就都是娱乐圈的名人了，包括肯

达尔-詹娜，塞琳娜-戈麦斯等。
具体排名如下：1.C罗 3820万

镑。2.梅西 1870万镑。3.肯达尔-
詹娜 1270万镑。4.贝克汉姆 860万
镑。5.塞琳娜-戈麦斯 640万镑。6.
内马尔 580万镑。7.伊布 320万
镑。8.凯莉-詹娜 300万镑。9.罗纳
尔迪尼奥 200万镑。10.科勒-卡戴
珊 95.7万镑。

【新浪体育17日讯】因为
加泰罗尼亚当地示威游行活
动的影响，新赛季的首场国
家德比受到波及，但是皇马
跟巴萨都拒绝球场交换的方
案。

据悉，西甲官方向西足协
提出申请，要求首回合的国
家德比，从诺坎普临时换到
伯纳乌球场，但是无论是皇
马还是巴萨，都认为这没有
必要。

巴萨认为，比赛必须在诺
坎普举行，而皇马也对此表示
乐观，皇马也表示，如果真的
存在高度风险，那么比赛应该
延期，而不是交换球场。

西甲突然提出更换球场的
决定，让所有人感到吃惊，

皇马也是如此。皇马方面认
为，赛程既然在6月的时候已
经敲定，按照公平性，他们
只支持延期比赛。

据悉，两家球队都将提出
拒绝的意思，巴萨当年与拉
斯帕尔马斯的比赛，就是因
为示威游行活动的影响，导
致他们最终空场进行，对巴
萨产生了影响。

如果比赛安排延期，那么
这场国家德比可能安排在周中
举行，这是电视转播商不愿意
看到的一幕，这让他们的收视
率大幅度受到影响。

不过，皇马跟巴萨都担
心，西足协可能已经敲定方
案，同意两家俱乐部交换球
场比赛。

Royale高尔夫锦标赛本月举行

国家德比交换球场？巴萨皇马两家都不同意！

皇马跟巴萨拒绝交换球场

C罗=社交网络吸金王！年入3820万镑 2倍于梅西

C罗吸金有道



人在狼嚎谷被群狼
攻击，全身被嘶咬
得血肉模糊。秀枝

为了救唐婉婉，将她推下山
崖，一人独自承受群狼的攻
击。之后你再率人前来搭
救，在发觉只有秀枝一人的
尸首后，便将她当成唐婉婉
带回去，告知众人唐婉婉误
闯狼嚎谷，被群狼撕咬得奄
奄一息，临死前要你代替她
下嫁，我说的可对？”话说
到这里，冰冷的目光直视着
神情大骇的唐霏霏。
唐霏霏骇然失色，娇躯一
晃，跌坐于地，美眸震惊地
直视着面前的孙碧瑶。
“你……到底是谁？”为什
么她会知道这些？这些不该
有人知道的事，为什么这个
孙碧瑶会知道得如此清楚？
孙碧瑶缓缓起身，走到唐霏
霏面前俯视着她，清丽容颜
上有着深沉的哀痛。
“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
要害死你的亲姐姐？霏霏，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让你如
此恨我，恨到要用这种残忍
的方式害死我？”说到最
后，质问的声音变成痛彻心

肺的低吼。
“你……你说什么？你是
谁？”
唐霏霏惊恐地仰望站在面
前的人，不可能的，这是
不可能的。姐姐早已死在
狼嚎谷里了，怎么可能活
生生站在她面前？
“我没有死，你很失望是
吧？那日我全身上下被群
狼撕咬，秀枝为了救我，
将我推下山崖，原以为
必死无疑，没想到我却获
救了，却也同时失去了记
忆，救我的人是梅谷鬼医
孙家，他们将我当成自己
的女儿，替我换了张脸，
治好我身上所有的伤，我

在床榻上足足躺了一年才能
下床走动。”
那日被群狼攻击撕咬的惊恐
深植在她脑海里，即使是失
去了记忆，对狼仍是感到害
怕，才会在梧桐城看到那只
小狼时吓白了脸。
“你果然是福大命大，被我
这样谋害竟还能不死。”唐
霏霏从最初的惊骇，到后来
脸上竟流露出释然的苦笑。
“在你出事前，我已事先对
你下了五日无色无味的毒，
在送你去狼嚎谷的那天，正
是毒发之日，因此就算在狼
嚎谷没有找到你的尸首，我
也坚信你绝不可能活命，没
想到身中剧毒又遭群狼攻击
坠崖的你还能获救，看来老
天爷果然特别疼爱你。”
唐霏霏绝美的脸上有丝不
甘，更有着对老天爷的怨
恨。
“你说什么？！”乔毅大吼，
高大身形倏地站起，大步来到
唐霏霏面前，一把拉起她，俊
脸铁青，恨不得一掌劈死她。
只因他明白了为何孙碧瑶体内
肺腑和经脉严重受创，有大部

分是中毒所致，她害苦了他心
爱的人，一掌劈死她未免太便
宜她了。
“住手！毅哥哥。”
孙碧瑶挡在他面前阻止了
他，灵眸对上他怒火腾腾的
黑眸，乔毅瞪视她许久，无
奈地放手甩开唐霏霏。
唐霏霏脚步踉跄地跌坐于
地。“你知道我为何会如
此恨你吗？”唐霏霏美眸含
泪，望着护住她的孙碧瑶。
“为什么？我对你这个唯一
的妹妹不好吗？”孙碧瑶灵
眸含泪，注视着她曾经疼爱
过的妹妹。
“你对我很好，但仍改变不
了我恨你的事实，从小，我
就知道我有一个跟我长得一
模一样美丽的姐姐，只不过
她不住家里，而是住在皇宫
里，每回你回到家里时，爹
娘总是特别开心，把最好的
东西都留给你；你离开后，
他们更是常挂在嘴边思念着
你，全然忘了陪在他们身边
的我，因此我努力学习，努
力做到最好，就是希望爹娘
能注意到我的存在；但只要
你一回来，就会再次夺走他
们的关心。”
“八岁那一年，你带我进
宫，见到当时仍是七皇子的
王爷，我第一眼见到他就喜
欢上他了，可他眼里只有你
的存在，只有你能喊他毅哥
哥，我沾了你的光，允许喊
他一声七哥，明明是同样的
一张脸，可你却吸引了我所
在意的人的目光和关心，爹
娘是这样，七哥也是，就连
青羽、沈大哥、蓝剑、云剑
也是，他们眼里只有你的存
在，因此我想如果没有你，
有着相同容貌的我，大家一
定很快就会把对你的喜爱全
转到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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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白素不禁相顾骇然，那种情
形，正是他在那个地方看到的情
景！难道那么快，报应就来了！

白素急问：“他现在在哪里？”
金美丽喘气：“我想……他在狂叫着卫先
生的名字，我想只有卫先生能救她……”
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了一个极难听的声音
在叫：“卫斯理，救命！救命！”

声音难听之极，不过也一下子就可以听
出，那正是金大富在叫嚷，简直就如同
打开了地狱，冒出了一个恶鬼在那里哭
号一样！
金美丽急急说：“我把他带来了，怕请
两位去……会来不及。”
老蔡又打开了门，三个人一面叫，一面
挣扎着冲了进来，在挣扎的是金大富，
左右各有一个男仆，紧拗着他的手臂。
金大富的样子十分可怕，口角全是血，
一面进来，一面在叫嚷，金大富……这
种情景，实实在在，令人感到无比的厌
恶，我忍不住大喝一声：“你鬼叫什
么？”
金大富给我一喝，停止了挣扎只是怔怔
地望着我，忽然之间，眼泪夺眶而出，金
美丽也带着哭音在叫：“爸，别哭，别
哭，卫先生一定会帮忙的。”
刚才，我还有一个想法，金大富父女是联
手在做戏，想打动我帮忙他，现在看到这
种情形，我也不禁心软，心想，就算他们
是在做戏，做到了这等程度，也真该同情

他们一下了！
我走向前去，金美丽又用充满了哀求的目
光向我望来，我向她点了点头。
金美丽立刻明白了我已经答允了帮忙，她
激动得泪花乱转，但又高兴莫名。
金美丽人如其名，真的十分俏媚可人，这
时我望着她，忽然想起陈丽雪的后来，如
果有报应的话，她的报应似乎比金大富的
更惨！真难以想像那么美丽的一个女郎，
曾有过什么恶行，难道她真的会是蛇蝎美
人？
（这时我的思绪十分乱，飘忽之极，忽然
想到，像武则天，不知杀了多少人，不知
该受什么报应？还是她在当皇帝的时候，
也有不少好事，可以抵消她的恶行？）
（忽然在这种情形之下，想到了那么古怪
的问题，真是点匪夷所思。）
金美丽声音发颤，叫道：“爸，卫先生答
应了！你有救了！”
金大富看来疲倦之至，他的声音又低又
哑，“谢谢，谢谢！”
我向那两个男仆挥了挥手，示意他们离开

金大富，金大富脚步踉跄，向我走来。
我立时道：“我要好好和你谈谈，就是我
和你两个！”
金大富连声道：“你怎么说怎么好，全听
你的！”
我向楼梯上指了一指，他看来已经完全回
复了常态，竟自己先快走走了上去。
金美丽还十分担心，拉青白素：“他究竟
是怎么回事？”
白素皱着眉：“不知道，但请放心，
他……他……”
白素也不知道该如何说下去才好，金大富
父女各有各的怪异，并通的是他们见到了
陈丽雪，都会惊骇欲绝，金美丽曾有可怕
之至的幻觉，金大富是不是也一样呢？
白素也十分想知道，所以她向金美丽
道：“你请先回去，金先生在我们这里，
不会有意外的！”
金美丽犹豫了一下，向已经上了楼梯的金
大富挥了挥手，告辞离去。
我和白素一起上楼，和金大富一起上进了
书房，坐了下来。

我

果打来的人并不是聂承霈。
“呃？请问姚小姐在吗？”对
方错愕了一下，开始怀疑自己

打错电话了。
醒芽赶紧看一下来电显示，果然不是聂承
霈。
“对不起，我误以为你是别人。我就是姚

醒芽，找我吗？”
“姚小姐，你好。我是星辰百货的
李先生，我们见过一次面的，上次
姚小姐接下了我们公司一楼橱窗的
布置，应该还有印象吧？”
“星辰百货？有，我记得。可是我
们不是下周才要开会吗？百货公司
的开幕不是订在下个月？”她该不
会跟聂承霈吵架吵到傻了，连该去
的会议都没出席吧？
姚醒芽这几年花了很多的心血跟努
力，才在装置艺术上有所成就，如
果因为一时的疏忽影响到她的工
作，那她也无法接受自己的糊涂。
虽然性格上有诸多缺点，但是这几
年她已经改进很多了。光是管理工

作上的琐碎事情，就耗去了她不少精力，
但是她非得如此不可，这工作某方面来说
是很需要细心的，而这个正是她最缺乏
的。
“不是的，姚小姐，是我们公司临时决议
要把开幕的日期往前提半个月，所以想要

跟你情商一下，看能不能提早动工？”李
先生也知道自己的要求挺过分的，这短短
的时间要把工作完成，简直是要人命。
“这样啊？构想设计我是有草图了，但是
一些细节还需要跟你们开会讨论，才能确
认布置的主题跟陈述的重点。”姚醒芽开
始翻着自己的工作纪录。
“那么不知道姚小姐能不能来一趟，我们
今天就开始开会。”李先生听她没有马上
拒绝，赶紧顺势提出要求。
“今天？”醒芽犹豫着，她原本还想等聂
承霈稍稍冷静后再去找他谈，谁想到工作
居然提早上门了。
“拜托你了，姚小姐，在酬劳方面我们不
会亏待你的，因为是急件，所以公司会加
百分之五十的设计费给你。这次就麻烦姚
小姐帮帮忙，以后分公司的装置案子也会
优先考虑交给你来设计的。”
“优先交给我？”醒芽马上坐直。这是一
个多好的工作机会，能为知名的百货设计
橱窗，已经是个活广告了，如果以后能承
接更多案子，肯定对她的磨练跟知名度都

有一定的帮助。
“那当然，我们之前就有听闻过姚小姐的
工作态度，又快又能配合，所以才会找你
的。如果能完成这次的急件，公司也会很
感激的。”李先生继续鼓动三寸不烂之舌
游说。
“好吧！就当帮你一回。现在要开会
吗？”醒芽快人快语，禁不住人家的拜
托，还是答应了。
“对，在上次开会的会议室。”
“好，我半小时后到。”醒芽挂掉电话，
深吸了口气。
算了，她再打通电话给承霈。反正她原先
也就希望快点完成这个案子，因为承霈原
本是说要把下个月的时间空出来结婚的。
现在婚事等于是吹了，但是案子上门，她
总不能推掉吧？
如果她真的不幸要被抛弃，好歹也要能养
活自己跟儿子，然后才有力气去找他吵架
吧？
再度拨了聂承霈的电话，电话终于接通。

头叹气，他道：“如果遇上‘渔
帮’二护法，一定要问问他们，
这秘密是左护法告诉我的。”

李乾道：“那两个杂碎阴阳怪气地，也未
必会说。奶奶地，他们说出这秘密，八成
也没安好心。”
孙七道：“小李这话也有几分道理，那
两个护法似乎不希望宫莲花和高大侠在一
起，所以他们说的秘密虽是实情，居心却
极是不善。尤其是那个左护法，似乎此人
对宫姑娘也有野心……”
高凌宇深深点头，道：“孙兄说对了！那
左护法八成在暗恋宫莲花，要不，应该不
会那么激烈冲动的。”
抹抹清涕，李乾道：“他奶奶地！也没尿
泡尿照一照他那份德性，姥姥不亲，舅舅
不爱地……”

第二十三章

“雪山豹子”祁丰又侗楼着身子恭迎红
脸老人，道：“老爷子，晚辈给你请安
那！”
红脸老人提了个人，这人还背后有个孩
子……这老贼真的不同凡响，一些敌人十
之八九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这当然就是宫莲花了，在他的监视之下，
轻而易举地手到擒来。
他道：“豹子，开门！”
祁丰颠着屁股，打量宫莲花一下，道：“
老爷子，这不是铁梅心铁姑娘吗？”
老贼木然道：“亏你的眼睛开了光，居然
还认得出来。”
诌媚地笑着去开门道：“老爷子，听说铁
姑娘叛了，在抽这边的线头那，有这么回
事吗？”
老贼也许在思考应对铁老夫人的词句，没
有出声，两道铁门都开了，老贼挥挥手，
祁丰只把最外面那道铁门锁上就走开了。
铁老夫人这次是躺在床上的，听到声音也
不转过身来。甚至她知道是老贼来了，这
工夫老贼站在床前，拍开了宫连花的穴
道，道：“大嫂，睡了吗？”
铁夫人道：“老贼，要杀要剐，你说了就
算，要不是为了这个，你会在这儿阴魂不
散地讨人嫌？”

老贼喟然道：“大嫂，我答应你的
事一定要作到的，你就转过身子看
看好吗？不但孙女来了，连曾外孙
子也来哩！”
干瘪的身子微微一震，立刻扭过头
来，屋内有盏油灯，灯火摇动，使
那面孔不大清楚，但是，这张清丽
的脸经常出现在她的梦境之中，也
只有在梦境之中，她才有欢娱的时
光。
老伴已去，儿媳早亡，至于儿子铁
冠英，她心里清楚绝无好下场，可
能已经先她而去了。
所以老人现在所能怀念的只有铁梅
心这个孙女了。
这工夫她终于坐起来，伸出布满青
筋的手，颤声道：“梅心……孩

子……奶奶多么希望不是在梦境中看到
你？来……过来让奶奶看看你……”
莲花并不想过去，因为她对这老妇人是陌
生的，也就不产生情感，也仅仅有点同病
相怜罢了！她现在最关心是她自己和这个
孩子。
铁夫人强忍着泪水，因为她不愿在老贼面
前流泪，道：“孩子，过来！奶奶知道你
受了委屈……孩子……忍耐点……人在江
湖……苦难也就随之而来了，过来让我看
看……”
莲花很倔，她还是不想过去，尤其室内气
味污浊，也就对老妇人没有好感。
老贼冷眼旁观却不出声。
铁夫人下了床，走过来拉住莲花的手，
道：“梅心……你祖父去得早……奶奶又
落入贼手……而你的爹又不争气，上了贼
船，害得你六亲无靠，到处流浪……告诉
奶奶，那个姓高的小子对你还好吗？”
她虽倔强，这句话却有催泪作用，她几乎
想哭。
她是发了什么羊角疯来管这档子事？
如今居然身陷囫囵，还背了个别人的孩
子。
只是有一点她和铁夫人相同，都不是喜欢
流泪的女人，也不轻易在人前示弱，她
低声道：“奶奶，他对我……还……还
好……”
老夫人抚摸着她的手，唏嘘着道：“孩
子……你的脾气和奶奶一样，‘精钢宁折
岂为钩’……尽管这脾气太吃亏，可还是
不想改变。来，我看看这个大小子……”
老夫人不断地夸赞小家伙长得不错，天庭
饱满，地阁方圆。
可是一想到身在绝地，又不禁怒火高升，
道：“老贼，你不修今世修来世，你积点
德好不好？”
老贼胁肩笑笑道：“大嫂，我是怕你在此
离群索居寂寞无聊，才把你的孙女弄来陪
你，这年头好人可真难作呀！”
这工夫孩子哭了起来，也许是饿了，怎么
哄都不停，而且嗓门越来越高。老夫人和
莲花都急得出一身汗，老夫人道：“孩子
一定是饿了！喂奶吧！老贼，你给我滚出
去。”

结

(57)

(127)

(44)

(54)

摇

“人生”的一切都“无法占
有”。
只能“经历”。
我们只是“时间的过客”。
不要……“纠结不妨”。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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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维十月，序属
三秋”。在这金风送
爽、丹桂飘香的美好时
节，顺德学校迎来了
建校三十五周年盛大庆
典。三十五年砥砺前
行，三十五年风雨兼
程。顺德学校坚持以学
生为本体，着眼于学
生的健康、成长和发
展，努力培养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良好习惯，
注重培养他们的自主
能力自学能力；坚持
因材施教，注重学生
的个性发展，为不同
层次学生个性发展和
成才积极创造条件；教
育坚持面向全体学生，
决不放弃一个后进学
生，并不断研究与探索
转化后进学生的有效途
径。更进一步学会了分

析与思考，学会了丰富
与凝练，学会了合作与
竞争，学会了继承与创
新，也进一步学会了如
何不断超越、突破自己
的极限而成长。

为了让社会各界人
士及家长们更好的了
解学校环境和师资状
况。10月11-12日接连
两天顺德学校特意在
校址 jl agung tengah 
7 no1 sunter agung举
办学校开放日活动，
诚邀学生家长及社会
人士参观学校教育设
施并参加校庆活动，
共同分享这个美好的时
刻。邀请同学及家长参
加各式零食销售活动，
得到积极影响。

顺德学校幼儿园，
小学，初中，高中，中

专部等呈现了精彩节
目。所有节目都由全体
师生自己编排和演出，
有唱有跳，热闹非凡。
高中和中专部的同学们
带来的舞龙舞狮以及
武术的精彩表演为节
目拉开了欢热气氛。
一群活泼可爱的幼儿
园学生的舞蹈表演迎
来了开场热潮，小学
生的舞蹈高潮迭起，
初中生的歌唱与舞蹈表
演引人入胜，还有�l-�l-
exa �moy的表演把校
庆活动推向了高潮，迎
来了观众掌声不断。

顺德学校三十五周
年庆祝活动在该校操场
举办，学校基金会主席
黄连顺及夫人，李仙
娘，pak bettrianto以及
全体教职员工参加了校

庆活动。校庆在庄严的
印度尼西亚国歌声中拉
开帷幕。顺德学校基金
会总秘书长bettrianto致
词，首先感谢各家长及
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学校开放日庆典得以成
功举办，得力于筹委会
的精心准备。椰城顺德
学校自一九八四年创立
以来至今已经走过了
整整三十五个年头，
学校始终坚持三语教
学，注重培养学生的
中文和英文能力，可
谓桃李满天下。希望
大家继续努力，充分
发挥学校优势培养出更
多更优秀的优良学子，
为社会贡献力量。

十月十六日，顺德
学校创立三十五周年，
也是基金会主席黄连顺

先生生日，在这双喜
临门的大好日子里，学
校佛堂恭请高僧举行祈
祷，黄连顺家人们及学
校师生们齐聚一堂，共
同祈福学校教育事业平
安发展，学生学业有

成，众生幸福。并由
高僧主持为顺德学校佛
教学生举行visudhi 及
pindapata礼仪，全体师
生及家长虔诚膜拜，共
沐佛恩，祈求平安。
(顺德学校供图 奚斯稿)

顺德学校三十五周年校庆

顺德学校秘书长致词

校董及家人在学校佛堂庆祝生日合影 高僧为同学主持visudhi 高僧主持pondapata盛况

幼儿园小同学精彩表演 顺德学校同学深情歌唱 顺德学校领导在校庆会舞台下观礼

顺德学校同学舞龙舞狮表演 顺德学校同学舞龙舞狮表演 顺德学校35周年校庆现场热闹非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