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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云天	 25-32℃

泗水	 晴天	 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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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wasraya人寿保险财务舞弊案

五名公司前高层已被最高检察院列为嫌犯并羁押

最高检察院周二（1月
14日）终于将Jiwas r a y a
多名高层领导人列为犯罪
嫌疑人。最高检察院将
PT	 Hanson	 International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本尼
（Benny	Tjokro）已被列为
Jiwasraya人寿保险财务舞
弊案嫌犯。本尼为我国著
名蜡染服装公司Keris	Batik
创始人的孙子。

本尼的律师穆赫塔尔
（Muchta r	 Ar i f in）周二
（14日）在雅京证实国家
最高检察院把本尼列为犯
罪嫌疑人。	但是穆赫塔尔
抱怨说：“被列为犯罪嫌
疑人的应该是Jiwasraya的
董事会成员，而不是其委
托人本尼。”

众 所 周 知 ， 国 企

Jiwa s r a y a保险公司没有
能力偿还总额达到12 . 4
万亿盾的保险金。据佐
科威总统陈述，自1 0年
前或在我国第六任总统
苏西洛（SBY）执政时期
Jiwasraya人寿保险财务其
实就已出现问题。佐科维
总统表示，保险公司不能
偿还保险金是一个很严重
的问题，

被 列 为 嫌 犯 的 还
有 J i w a s r a y a 前任董事
会 总 经 理 H e n d r i s m a n	
R a h i m 、 J i w a s r a y a
前 财 务 总 监 H a r r y	
P r a s e t y o、J iwa s r a y a投
资 和 金 融 部 门 前 主 管
Syahmi rwan和PT	 TRAM	
有限公司董事会总经理Heru	
Hidayat	也已被列为嫌犯并

多名涉嫌Jiwasraya人寿保险公司刑事财务舞弊案已被最高检察院列为嫌犯。Jiwasraya
前董事会总经理Hendrisman Rahim周二（1月14日）已被穿上最高检察院囚犯马甲并被
羁押。

Jiwasraya人寿保险

财务舞弊是一宗集

体刑事犯罪案件

【Tempo新闻网雅加达1月14日讯】国家最

高检察院侦办国营企业 Jiwasraya人寿保险公

司刑事财务舞弊案大有进展。

拘捕。
根据媒体现场观察，五

名嫌犯离开位于雅京南区
的国家最高检察院圆形大
楼时已被穿上囚犯马甲。
之后嫌犯由囚犯车子带到
拘留所。

因为涉嫌违规本案的人
事之广和让国家蒙受财物
损失之大，以及影响公众
利益之深，相信Jiwasraya
人寿保险财务舞弊刑事还
会继续发酵。

此前，国家最高检察长
布汉努汀(ST	 Buhanuddin)
说，Jiwasraya人寿保险财
务舞弊是一宗集体刑事犯
罪案件，给国家造成巨额
的财务损失预计逾13万亿
盾。（v）

【印尼文商报雅加达讯】
随着债务利息支出对国家收
入的比率不断提高，最大限
度地发挥支出的作用，来刺
激经济的机会越来越小。

2 0 1 9 年 国 家 收 入 达
1957.2兆盾和债务利息支
出达275.5兆盾，债务利息
支出的比率对国家收入达
14.07%。

另一方面，国家收入却仍
未能显示高增长。而作为最
大贡献的税收亦录得仅增长
1.4%，落实1332.1兆盾，

或占指标的84.4%。
印 尼 税 务 分 析 中 心

(CITA)主任Yustinus	Prastowo
称，未来需要加强鼓励税收
收入的政策，其中是通过跟
踪税务特赦(tax	amnesty)结
果数据来扩大税收基础。

居民身份证(NIK)也可用
作经济活动的单一标记。他
说，“在短期内，必须将居
民身份证用作每次交易的税
务发票上强制性身份。

政府亦需对税收便利计
划进行评估，需要制定激励

措施以加强出口，中小微
企业，并将我国纳入全球价
值链。

他说。政府必须解决收入
问题，以免被债务利息所吸
收。何况是，政府承诺加速
支出落实以刺激经济。

经济金融发展研究所(In-
def)经济学家Bhima	 Yu-
dhistira认为，支出增长对减
贫和失业的影响只是暂时
的。他说，国家收支预算
(APBN)必须鼓励更大比例的
社会保护支出。(xin)

【点滴网雅加达讯】
财政部关税总局已经规
定了有关在编号	 1 9 9 /
PMK.04/2019财政部长条
例中所安排的货运最新进
口规定。该规则将于2020
年1月30日开始生效。

在该规则中，海关将免
税进口货物的价值从每件
货物75美元调整为3美元。
而进口框架内的税款征收
则正常。

然而，政府亦将关税合

理化，由最初的27.5%-
37.5%(有纳税人编号的进
口税7.5%，增值税10%，
所得税10%，和无纳税人
编号的所得税20%)成为
17.5%(进口税7.5%，增
值税10%，所得税0%)。

国际海关和机构间机构
主任Syarif	Hidayat称，即使
对货运进口税是单一税率，
政府特别关注工匠和生产商
提供有关备受欢迎和大量涌
入的商品的资料。

Syarif说，“这导致国内
的成衣，鞋类，和手袋产
品没有销。如所周知，一
些鞋类和手袋工匠中心，
有很多都倒闭了，并仅销
售中国的各种产品。”

为此，政府已经规定对
成衣，鞋类，和手袋商品
的正常关税为手袋15%-
20%，鞋类25%-30%，
和纺织品15%-25%，其
增值税为10%和所得税为
7.5%-10%。(xin)

2020年1月30日开始生效

通过电子商务的45000盾进口商品应课税

印尼税务分析中心主任Yustinus称

政府必须降低债务利息比率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1月
14日讯】新年一场水患，造
成雅京和周围城市严重创
伤，财务损失之大和交通受
影响之广，导致诸多抗议雅
京市民对阿尼斯省长治水无
方。雅京多个社会组织和全
体甚至将起诉阿尼斯省长巴
斯威丹（Anies	Baswedan）
，要求赔偿，甚至要求省长
下台。昨日（1月14日）民
众走上雅京特区省府举行示
威抗议活动。但是阿尼斯的
支持者也不甘示弱，他们也
力挺阿尼斯。反对和支持雅
京特区省长阿尼斯的群众在
雅京市政厅前面互相对峙。
为了不使反对和支持者发生
紧张纠纷，警方即刻调解反
对阿尼斯的群众在马雕像前
进行示威活动。

“支持阿尼斯的群众
在市政厅内举行先知诞辰
活动。但是，我们敦促警
卫人员不要把市政厅内部
和外部群众相遇，我们已
采取步骤保证反对阿尼斯
群众不得进入市政厅，避
免在市政厅外造成无政
府主义的情况。“	 雅京
中区警察局长赫鲁（Heru	
Novianto）上校周二（1月
14日）在雅京市政厅前如
是说道。

赫鲁要求反对和支持阿
尼斯群众把治安交由警察
着手处理。	据赫鲁说，反
对和支持阿尼斯群众已就
示威游行地点达成一致。
即反对阿尼斯群众在市政
厅外，而支持阿尼斯群众
在市政厅内。（adr）

反对和支持阿尼斯群众

在雅京特区省府互相对峙

图为反对和支持阿尼斯群众在雅京特区省府互相对峙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
讯】逾600名雅加达居民
已向2020年雅加达洪灾受
害者辩护小组登记，以起

诉雅京特区省长阿尼斯·
巴斯维丹（Anies Bas-
wedan）。雅京特区省政
府法律局局长雅彦（Yay-

an Yuhanah）周一（1月13
日）表示，由于公民诉讼
尚未正式进入法庭，所以
未得到法院的正式通知之
前，他无法做出回应。

由于洪水导致许多购物
中心停止营业，印尼购物
中心租户协会（HPPB I）
也向雅京省政府要求赔
偿。雅彦声称，他不知道
省政府是否收到了赔偿要
求信函。

此前有报道称，共有
651名雅加达居民准备起
诉阿尼斯省长。不过，他
们向雅加达洪灾受害者辩
护小组登记的电子邮件
中，只有部分邮件经过了

验证。雅加达洪灾受害者
集体诉讼资料收集小组于
周日（1月12日）的声明
陈述，“截止1月11日下
午17:35时分，资料收集
小组已经收到651封传入
的电子邮件。其中265封
电子邮件已经过验证，但
有4封电子邮件不符合小
组要求。”

洪灾受害者辩护小组指
出，向该小组报告的居民
最多是雅加达西区，占记
录总数的48.9％，即137位
居民，其次是雅加达东区
占22.9％（64位居民）。
雅加达中区最少，只有10
名居民约占3.6％。(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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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与此同时，也彰显民
众不理解我国多元文化和
宗教的殊途同归精神。

“这种不欢迎异教徒
口号伤害多元化精神。”
玛弗德周二（1月14日）
在史乐曼举行的“尊重关
爱团结”全国对话活动后
如是说道。

这 位 前 宪 法 法 院

（ M K ） 首 席 大 法 官
玛 弗 德 表 示 ， 冒 犯 种
族、宗教、族群和派别
（SARA）的口号有潜力
破坏民族的完整性。

玛 弗 德 建 议 日 惹 地
方政府向教导呼喊这些
口号的童军教练进行辅
导。他还要求传召该童
子军辅导员。(adr)

【罗盘新闻网雅加达
讯】肃贪会（KPK）调查
小组在普委会（KPU）办
公室进行搜查时，查获了
一些与普委会专员瓦赫尤
（Wahyu Setiawan）涉及
国会议员间隔更换贿赂案
件有关的文件。

肃贪会代理发言人阿
里·费克里（Ali Fikri）
于13日晚上在肃贪会大楼
说，这些文件是肃贪会调
查员于周一（1月13日）
在雅加达中区普委会大楼
搜查瓦赫尤的办公室获得
的。这些文件是与犯罪嫌

疑人瓦赫尤有关的重要文
件，肃贪会稍后将对其进
行确认。费克里说，调查
员也在瓦赫尤位于雅加达
南区Pejaten的官邸进行搜
查。

阿里·费克里补充说，
到目前为止，肃贪会调查
员尚未从搜查的两个地点
找到现金，但是一些文件
在与证人确认后将很重
要。目前，他不愿透露肃
贪会将进行搜查的下一个
地点，包括肃贪会可能搜
查斗争民主党（PDI-P）
中央理事会办公室。(pl)

【罗盘新闻网雅加达
1月14日讯】肃贪会主席
菲利（Firli Bahuri）表
示，斗争民主党（PDIP）
国会议员间隔更换贿赂
案的逃犯哈伦（H a r u n 
Masiku）已于今年1月6日
出境离开印尼。

“哈伦已于今年1月
6日出境离开印度尼西
亚 。 这 是 由 政 法 安 统
筹部（K um h a m）传达
的。”菲利周二（1月14
日）在雅京史纳延国会
大厦与人协（MPR）领导
人会晤后如是说道。

菲利还强调说，肃贪
会通过移民厅和国家警
察进行协调，将继续通
缉下落不明的哈伦。

“我们通过移民厅进
行协调。我们确实收到
的信息是哈伦已经潜逃
国外。我希望这位前斗
争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哈
伦能够与肃贪会合作”
肃 贪 会 副 主 席 古 弗 伦
（Nuru l Ghuf ron）周一
（1月1 3日）在雅京对
记者如是说。

据称，普委会专员瓦
赫尤（Wahyu Setiawan）
被怀疑接收60亿盾贿赂，
哈伦把60亿盾交给普委
会专员瓦赫尤。哈伦已
经被确定为南苏拉威西
国会议员代替已去世的
Nazarudin Kiemas。为
实现这个要求，瓦赫尤
要求其代价为90亿盾，

但是瓦赫尤仅收到60亿
盾。普委会确定 4位国
会议员为贿赂犯罪嫌疑
人，其中瓦赫尤和前任

普监会成员Agustiani Tio 
Fridelina 为受贿嫌犯，
哈伦和赛夫尔（Saeful）
为行贿嫌犯。(adr)

【雅加达Merdeka新
闻网】在刚结束的斗争
民主党（ P D I P ）全国
协商会会议上提到有
关 国 会 门 槛 � � a r l i a -� � a r l i a -
mentary threshold)的
提议。从业党政治家班
邦·苏萨迪奥（Bam-
bang Soesatyo）同意
斗争民主党（PDIP）提
议对于议会门槛提高至
5%的提案，这样可以
避免政党参加选举，同
时也可以简化国会政党
代表的派系。

“我评价议会门槛在
一段时间内务必提高，
防止国会政党过多而造
成过于拥挤的现象。”
这位人民协商会议长的
班邦·苏萨迪奥于14日
如是阐述。

班邦·苏萨迪奥甚
至计划将在从业党提
议议会 建议 门槛提高
至 6%或 7%，可以在
2 0 2 4年正副总统选举
用于此事。班邦·苏萨
迪奥评价，假如议会门
槛仍在0%，这恐怕参
加选举的政党将剧增，
而将影响到国会议员的
工作。

之前，斗争民主党中
央理事会在全国工作会
议提议调整大选条例，
改善用于议会门槛提高
至5%，省议会门槛提高
至4%和县议会门槛提高
至3%。此外，民族复兴
党（PKB）赞同PDIP提高
国会门槛至5%的提议，
以避免参加选举的政党
数量。(yus)

期待美国与中国签署
贸易协议

全世界都在翘首等待美国和中国签署贸易协
议，按计划，该协议签署仪式将于今日（1月15
日）在华盛顿举行。这项协议是两国就贸易冲
突达成全面协议迈出的第一步。事实证明，两
国贸易冲突对国际经济非常不利。

从几个国家股市指数的涨升来看，投资者
和市场参与者欢迎第一阶段美中协议的签署。
据报道，美国证券交易所指数在1月1 3日收盘
时录得上涨。标准普尔5 0 0指数上涨0 . 7%至
3288.13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0%，道琼斯
指数上涨0.3%至28907.05点。

分析人士认为，股市目前处于积极区间。第
一阶段贸易协定的签署已越来越近，再加上有
消息称，美国撤回了给中国贴上的汇率操纵标
签，使华尔街弥漫着积极的气氛。美国国家证
券（Nat iona l Secu r i t i es）高级主管Art Hogan
表示：“我们本周将热情地签署第一阶段贸易
协议。”

美中两国政府在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前已
达成多项协议。中国方面证实副总理刘鹤不久
将访问华盛顿以签署协议。

中国农业部长高峰上周表示：“受到美国的
邀请，刘鹤将于1月13日至15日率团前往华盛顿
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双方目前就签署协议
的细节正紧张地讨论。”。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些时候宣布，两国将于
1月1 5日签署协议。两国贸易战始于20 1 8年3
月。从那时起，世界两大经济体开始了对进口
商品征收关税的战争，而其他国家都感受到其
负面影响。

2019年10月起这种紧张局势开始缓和。据报
道，美中两国在几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其中
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粮食和农产品、金融服务
和汇率。特朗普还取消了一些关税，包括2019
年12月生效的关税上调。

美国财长Steven Mnuchin表示，在文件翻译
期间，中国在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承诺没
有改变。协议内容之一是中国批准每年购买美
国价值400亿至500亿美元的农产品，两年内共
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

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是朝着两国达成更全面贸
易协定迈出的第一步。去年12月，中国政府同
意在未来两年内购买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
品。然而，中国实际上并没有确认上述购买的
承诺。美国同意降低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
不过预计将维持约38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

我们欢迎两国签署贸易协定，同时希望在
不久的将来能够达成和平协定。不仅是美国
和中国受到经济打击，世界也感受到了上述
贸易战的负面影响，从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
可见一斑。

我国当然也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主要是因
为我们对中美的大宗商品出口量很大。例如，
我们录得棕榈油价格自贸易战以来不断下跌。
目前，棕榈油平均价格为每吨500美元，而2017
年的价格为每吨648美元，2018年的价格为每吨
556美元。

因此，我们希望美中两国政府采取合理和公
正的步骤，达成不仅有利于两国，而且对世界
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的新协议。国际市场的贸易
和投资流预计将恢复，我国当然也将在今后获
得积极的收益。

日惹童子军高喊“不欢迎异教徒”口号

玛弗德称民众缺乏宽容精神

政法安统筹部长玛弗德(Mahfud MD)。

【Sleman 1月14日讯】政治、法律、

安全统筹部长玛弗德（Mahfud Md）称，

日惹国立Timuran 学校童子军教练教导呼

喊“不欢迎异教徒”的口号是民众缺乏宽

容的态度。

被指治水不当导致损失严重

逾600名雅京民众起诉阿尼斯省长

雅加达洪灾的场景之一。

肃贪会称哈伦于1月6日已出境离开印尼

图为雅京国家警察总部大楼的肃贪会（KPK）主席菲利
（Firli Bahuri – 右）和国家警察总长伊丹姆（Idham Azis）
上将。

不排除搜查PDIP办公室

瓦赫尤受贿案肃贪会搜查普委会办公室

肃贪会（KPK）调查小组在普委会（KPU）办公室进行搜查
的气氛。

防止参加选举政党剧增

班邦同意PDIP提议将议会门槛提高至5％

人民协商会议长班邦.苏萨迪奥(Bambang Soesat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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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讯】农历新
年也就是大年初一，也称
春节。春节是中国农历（
根据月亮的运行周期制定
的历法）的岁首，而12生
肖也是根据农历来排的，
在每一年庆祝春节都以一
种动物代表，今年属于金
鼠年。古代时候，这一天
是全家人团聚祭拜祖先和
众神而准备一场盛宴，希
望在来年得到更加丰盛收
成。而今天，农历新年是
中国民间最隆重、最盛
大的传统节日，而其他有
华裔居民的国家，他们也
庆祝并寄予繁荣和幸福祝
愿。

根据传统节日，在印尼
的华裔每年也举行庆祝活

动，包括雅加达的Mu l i a 
Senayan酒店。

以 下 是 雅 加 达 M u l i a 
Senayan酒店迎接金鼠年到
来的节目：

1.农历新年礼篮
特别设计和包装的农历

新年礼篮，可作为祈福之
礼，希望为家人和朋友带
来繁荣和好运。这些礼篮
装有饼干等是在庆祝农历
新年之前赠送的礼品。位
于雅加达Mulia Senayan酒
店一楼的Chocolate Bou-
tique直到2020年1月27日
还提供以上礼篮，或者客
户可以通过bit.ly/HMS-
MuliaGift在线订购。

2. 农历新年下午茶
雅加达Mulia Senayan

酒店主厨在迎春时刻特别
献上各种农历新年糕点。
下午茶的灵感来自广东和
四川文化，体现了中国传
统美食烹饪之旅，从北京
烤鸭煎饼、年糕、豆沙红
龟粿。从2020年1月15日
至31日在Bleu8和Cascade 
Lounge销售。

3. 除夕团圆饭
农历新年是一个大家庭

团聚的时刻。这是与远方
家人团圆一起度过美好的
时光。客户可以在著名餐
厅主厨精心准备的除夕团
圆饭，与家人一起品尝一
顿佳肴，共同祝福来年健
康和幸福。可以在2020年
1月24日（除夕）和2020
年1月25日（午餐）在Ta-

ble8（套餐）享用，或在
Café，Orient8和Edogin（
自助餐）用餐。

4.鱼生
鱼生是农历新年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豪华鱼生拼
盘中的每一个元素均象征
繁荣和富贵，鱼生拼盘中
有buri Oh、海母、蔬菜和
橘子酱。以下是享受传统
鱼生：客人可围绕餐桌而
都一起站起来，用筷子放
入鱼生食料搅拌，同时口
念美好的祝愿。。然后捞
起，根据世代相传，捞得
越高越好，反映来年更加
繁荣和财运亨通。

5.年糕
年糕，是用糯米做的糕，

是农历新年必用的甜点。这

种锦鲤鱼型的年糕是为希望
来年会更好，即年年高。

6. 舞狮表演
舞狮是春节助兴不可或

缺的，象征着智慧，勇气
和力量，宾客可以在碰见
舞狮时给予一个红包。舞
狮将在雅加达Mulia Sen-
ayan Hotel的大厅中进行，
于2020年1月24日，从下
午6点开始表演两场，然
后将在Tab l e8，Cascade 
Lounge，Café，Orien t8
，il Mare，Bleu8，经过
Chocolate Boutique和Cake 
Shop，然后到CJ’s Bar。
该节目也将于1月25日午
餐和晚餐后继续表演。

7. 特别套房：迎接鼠
年的完美方式

在此特别活动中，年长
者希望在春节期间与孩子
们度过美好时光并享受特
殊的假期酒店套房，其中
包括为两个成年人和一个
孩子提供早餐。这仅适用
于预订Splendor至Signa-
tu r e房间，可欣赏雅加达
天际线的壮丽景色。

8. 照相亭子
宾客与家人可以在雅加

达Mulia Senayan酒店拍摄
庆祝春节活动最难忘的时
刻。在底楼设有专门的照
相亭，该照相亭由酒店专
业的工匠制作，具有完美
的装饰。而上传到Insta-
gram的，标有@hotelmulia
并使用井号的照片有机会
获得特别奖。(frd)

农历新年下午茶。

雅加达HOTEL MULIA SENAYAN迎接金鼠年推出春节盛宴

Mulia鱼生。Mulia年糕。春节礼篮。

海事与渔业部加强海
洋与渔业产品竞争力局局
长（Agus Suherman）在
雅加达发布的新闻稿表
示：“这次我们首次向日
本出口鳗鱼加工品、向美
国出口鱼片、向菲律宾出
口罗非鱼加工品，以及向
东帝汶出口虾饲料。”

他解释说，上述出口发

运仪式标志着国家首次出
口的渔业产品的数量有所
增加，截至2020年1月9日
的出口额已达到1.4兆盾。

他续说，渔业产品的
出口符合于佐科威总统向
海事与渔业部长指示，继
续提高渔产品出口量，以
致可以增加外汇收入、提
高使用国内工人数量，以

及对雇员和广大社区的福
利带来影响，因为他们供
应与出口活动相关，其中
是对货物和辅助服务、货
运代理，以及物流服务的
需求。

上述出口发运仪式是
在东爪省外南梦县Jap f a 
Comfeed Indonesia（JPFA）
公司旗下的其中一个企
业，即是Suri Tani Pemu-
k a公司。外南梦县县长
阿纳斯（Abdullah Azwar 
Anas）、贸易部对外贸易
总局局长英德拉沙里（In-
drasari Wisnu Wardhana）
、东爪省政府官员，以及

JPFA公司水产养殖业主人
阿尔迪（Ardi Budiono）一
起按下警报器，标志着该
活动启动。

在同一场合，海事与
渔业部加强海洋与渔业产
品竞争力局局长代表海事
与渔业部长对今年初首
次出口产品的活动表示赞
扬，因为这是为提高出口
额，以达到2020年我国出
口额共计64.7亿美元指标
的契机。

“海事与渔业部继续
推动在全国鱼产加工单位
（UPI）提高能力和业绩
来提高出口，”他称。

众所周知，渔业产品
是我国为减少对外贸易逆
差的其中一个优势出口产
品。

他续称，全国渔业产
品的出口具有巨大能力来
提高渔民、加工商，以及
鱼类养殖业者的福利。

印尼工商会馆（K a-
din）建议，修正2018年
第18号有关强制性检查渔
业产品的海事与渔业部长
法令，因为除了能使渔业
产品的出口受阻之外，该
法令亦使了出口程序链更
长，其实，不所有的出口
目标国都需要这些程序。

此外，印尼工商会馆
的海洋与渔业部副总主席
尤基（Yugi Prayanto）
声称：“若要出口渔业产
品，必须先拥有健康证
明，其实，不所有的国家
都要求拥有健康证明。该
要求通常是美国和欧洲提
出的，”他续称。

“除此之外，由于部
长法令与海事与渔业总局
通函之间还发生重叠，导
致投资受阻。这情况让企
业家感到困惑。为此，我
们希望未来实施的渔业投
资法规的基本规则必须明
确，”他进一步称。(vn)

海事与渔业部表示 2020年首次出口渔业产品133亿盾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海事与渔业部长

艾迪·帕拉波沃（Edhy Prabowo）同时在
三个地点主持首次出口渔产品发运仪式，
即东爪省外南梦、苏北省棉兰，以及西爪
省井里汶，总出口额为133亿盾。

【 安 塔 拉 社 雅 加 达
讯 】 国 营 机 场 运 营 商
Angkasa Pura第一公司
（AP I）与仁川国际机
场公司（Incheon Inter-
national Airport Corpo-
ration）和Wijaya Karya
国营建筑公司（WIKA）
合作，参加巴淡韩那丁
（Hang Nadim）国际机
场运营商投标项目。Hang 
Nad im机场将通过公私合
作（KPBU）模式运营。

AP I公司总经理法伊
克（Faik Fahmi）周一晚
在雅加达，与IIAC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具本焕和Wi-

jaya Karya公司总经理图
米亚纳（Tumiyana）签署
了财团协议。

AP I作为财团领导将负
责一般运营和商业事务，
而IIAC负责一般机场营销
和发展战略。

Wijaya Karya作为建筑
业务与辅助产业结合的国
营企业，将负责机场的基
础设施管理。

“这项合作是公司开发
业务的战略之一，同时强
调公司扩大国内机场运营
网的承诺。我对公司与仁
川机场和Wijaya Karya建
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后，

将获得巴淡Hang Nadim
机场管理合作合同表示乐
观，因为这财团在机场运
营和建设领域拥有全球经
验，”法伊克如斯说。

此前于2 0 1 9年 8月 1 4
日，AP I公司与IIAC签署
了有关探讨经营国内潜在
机场建立合作关系的协议
备忘录，其中是经营巴淡
Hang Nadim机场的机遇。

作为国际企业认可AP 
I在机场管理质量的一种
形式之外，IIAC正式邀请
AP I公司在经营科威特国
际机场4号航站楼的计划
建立合伙伙伴关系。

AP I公司在2021年至
2023年期间将派遣专家。

进一步，AP I和IIAC在
未来期间也将参加科威特
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和沙
地阿拉伯吉达国际机场的
运营商招标。

目前，AP I公司经营国
内15座商业机场。201 8
年这1 5座机场运送的旅
客高达96 7 0万人次，比
上一年89 7 0万人次增长
7.8%。

在AP I公司的运营下，13
座机场荣获了国际机场协会
（ACI）2018年机场服务质
量奖，平均分数4.6。(er)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贸
易部通过印尼期货商品交易
监督机构（Bappebti）呼吁中
介商利用仓单系统（SRG）
协助农民在丰收节时稳定价
格。希望农民、中介商，以
及仓库运营商能合作建立互
惠互利的关系。

印尼期货商品交易监督机
构主任渣雅（Tjahya Widayan-
ti）在雅加达对记者表示：“
为面对可能在2020年初开始
的丰收节，政府力求通过仓
单系统纲要，协助农民采购
农业产品。希望农民、中介
商以及仓库运营商能够在丰
收节时合作稳定价格。”他
认为，仓单系统纲要能使中

介商具有巨大商机拓展业务
活动。“中介商能与农民合
作建立农民组织（poktan）和
农民组织联盟（Ga-poktan）
，并采购成员产品，以便可
以储存到仓库，”她称。

此外，仓库运营商发行
的仓库收据可以根据适用的
法规，并获得融资抵押给银
行。获得的资金可用作营业
资本，回购农业产品。价格
上涨后，储存在仓库的商
品可以转售。“在上述合作
纲要，中介商从农民组织或
农民组织联盟买价与高价时
售价之间的差额而获得的利
润，可以作为共同利益还给
农民，”她进一步称。(vn)

AP I与仁川机场和WIKA合作

参加巴淡韩那丁机场运营商投标
贸易部呼吁中介商

利用仓单系统稳定农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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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冒险意愿主导市场
金价接近两周低点

中国经济数据强于预期，以及
美国与中国即将签署第一阶段贸
易协议，提振了投资者的风险偏
好，金价周二下跌并接近两周低
点。

0459GMT，现货金跌0.6%，报每
盎司1,538.84美元，盘中触及1月3
日以来最低点1,535.75美元。美国
黄金期货跌0.7%，至1,539.70美
元。

其他贵金属方面，现货银下跌1%
至17.78美元，盘中稍早触及12月底
以来低点17.71美元。

钯金小跌0.1%至2,129.92美元，
铂金下滑0.6%至968.01美元。

关注中美签署贸易协议及美国库存数据
油价企稳

投资人聚焦中美将签署的初步贸
易协议，并且预期美国石油库存下
滑，油价周二继最近下跌后持稳。中
美是全球石油消费大国。

不过，中东紧张局势消退抑制了
油价上涨，美国与伊朗未将冲突进一
步升级。

0738 GMT，布兰特原油期货上涨
0.02美元至每桶64.22美元。美国原
油期货下跌0.04美元至58.04美元。
上周这两个指标原油分别下跌5%和
6%左右。 

美国取消对中国汇率操纵国认定
人民币大涨而日圆下跌

此前美国财政部取消去年8月对中
国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日圆周二下挫
至八个月低点，人民币则是攀升至7
月来最高水平。

美元兑日圆一度上涨 0 . 3 %至
110.22日圆，为5月底以来最高水
准，最新报109.935。

人 民 币 兑 美 元 即 期 升 至 7 月 底
以 来 最 高 水 准 6 . 8 7 3 1 ， 最 新 报
6.8842。

离岸人民币兑美元亦升至六个月
高位，触及6.8662，之后小幅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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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4日

	 1	 AALI	 13700	 13200	 500	 -3.65%	 1623200	 21712682
	 2	 GMTD	 19100	 18700	 400	 -2.09%	 1000	 18700
	 3	 UNTR	 23050	 22700	 350	 -1.52%	 5819100	 132008927
	 4	 TGKA	 5375	 5125	 250	 -4.65%	 400	 2055
	 5	 BTPN	 3240	 3100	 140	 -4.32%	 84900	 267361
	 6	 DIVA	 2960	 2850	 110	 -3.72%	 272700	 779753
	 7	 INAF	 740	 635	 105	 -14.19%	 12240800	 7867735
	 8	 TFCO	 590	 490	 100	 -16.95%	 800	 379
	 9	 NIKL	 675	 585	 90	 -13.33%	 22822700	 13387388
	10	 TLKM	 4030	 3950	 80	 -1.99%	 95058600	 375744371

	 1	 AMOR	 1900	 2850	 950	 50.00%	 5979700	 17019409
	 2	 BLTZ	 3750	 4540	 790	 21.07%	 7000	 29856
	 3	 BBCA	 33725	 34350	 625	 1.85%	 18716400	 637646440
	 4	 EMTK	 5150	 5525	 375	 7.28%	 800	 4342
	 5	 ASII	 6925	 7175	 250	 3.61%	 41214400	 289957785
	 6	 INTP	 18400	 18625	 225	 1.22%	 1887900	 35028117
	 7	 BDMN	 3860	 4070	 210	 5.44%	 9869700	 39821332
	 8	 DLTA	 6500	 6700	 200	 3.08%	 200	 1340
	 9	 MOLI	 1000	 1130	 130	 13.00%	 160300	 179644
	10	 SMGR	 12175	 12300	 125	 1.03%	 7059700	 86794622

据Bahana证券公司的
研究主管Lucky Arie-
sandi称，股票市场将因
上市公司预计会比2019
年更好的表现而受到积
极情绪的鼓舞。如果去
年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平
均增长2％左右的话，
则今年有望升至9％左
右。这发生在除煤炭行
业以外的几乎所有行业
中，煤炭行业仍将受到
全球市场煤炭价格低廉
的压力。

与债券和房地产市
场相比，股票市场仍
然提供更好的收益。
原因是基准利率水平
和维持在较低水平的
通货膨胀率，债券的
收益预计不会出现很大
的增长，甚至趋于下
降。尤其美联储（The 
Fed）已经表明，今年
利率不会再下降。

与全球利率一致，
印尼央行（BI）也发出
支持国内经济增长的信

号。央行从2019年7月
到10月将央行 7天逆回
购利率总共降低了1％
，现利率为5％，并一
直保持到2019年12月。
整个2019年的通货膨胀
率为2.72％。目前债券
的平均收益率为7％。

Lucky说：“为了支
持经济增长，央行今
年仍有两次降息的空
间。” Lucky在2020年
1月13日的研究结果中
说：利率下降，随后
实行综合法政策，将
能够促进投资流入，
进而可以推动今年的经
济增长。

今年会使股市更加
活跃的另一个支持因

素，是将信托基金或共
同基金税从目前的5％
提高到10％计划。最初
的计划是在2014年提
高信托基金税，但后来
展延了。据 Lucky称，
由于信托基金管理的基
金在过去五年中显著增
加，因此2021年的提高
计划很可能不会再被推
迟，另一方面，政府计
划为公司减税。

为了保持国家税收
的稳定，信托基金税
的提高将部分弥补因公
司减税而减少的税收。
提高信托基金税的计
划将成为投资者重新
进入股市的催化剂。
外国投资者在去年大

量抛售股票之后，尽
管全球经济状况仍然受
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困
扰，但预计外国投资者
会重新把资金投入新兴
国家的股票市场。

Lucky说：“以上各
种情况使我们肯定，股
市在今年将恢复激情，
并有望把综合指数推升
至7000点水平。”他阐
明：据估计今年迄今为
止股价仍可以上涨的是
银行、烟草/卷烟、原
棕油和药品行业，必须
谨慎观察的几个行业是
煤炭与受到健康社会保
障机构（BPJS）保费增
加影响的与消费相关的
零售商。（xf）

【 本 报 讯 】 周 二
（14/1）综合指数在
闭市时上升。早盘结束
时，综指上升9.55点或
0.15%至6306.12点。但
在下午收盘时，却上升
28.839点或0.46%，报
收于6325.406点。LQ-
45指数上升7.029点或
0.69%，报1032.315
点。

亚洲股市上下不一，
日本指数上升174.60点
或0.73%，报24025.17
；香港指数下落69.80
点 或 - 0 . 2 4 % ， 报
28885.14；上海指数下
落8.75点或-0.28%，
报3106.82；海峡时报指
数上升19.47点或0.60%
，报3270.54。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共
发生51万3111次，有103
兆3254亿8866万份股票
易手，总值7兆7753亿
7563万6094盾。涨价的
股有165种，落价的股有
219种，293股持平。

外资净购9675亿8000
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 ： A M O R ( ) 涨 价
9 5 0 盾 ， 现 价 2 8 5 0
盾；BLTZ(Graha Layar 
Prima

股)涨价790盾，现
价4 5 4 0盾； B B C A（
中 亚 银 行 股 ） 涨 价
625盾，现价3万4350
盾 ； E M T K （ E l a n g 
Mah k o t a股）涨价375
盾，现价5525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 ： A A L I ( 阿 斯 特
拉 农 产 股 ) 落 价 5 0 0
盾 ， 现 价 1 万 3 2 0 0
盾；GMTD（Gowa Ma-
kassar股）落价400盾，
现价1万8700盾；UNTR(
友联拖拉机股)落价350
盾，现价2万2700盾； 
TGKA（Tigaraksa股）落
价250盾，现价5125盾。

盾币贬值25盾
周二，雅京银行际

货币兑换交易（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
lar Rate /JISDOR）收
市，1美元以13680盾
中间价结束，比先前价
13655盾，盾币贬值25
盾。(asp）

降息等有利因素支持下上市公司利润或增长9%

今年股价综合指数有望升至7000点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讯】困扰着股

市的全球负面情绪，预计将很快过去

并变得更强劲，这是因为存在许多支

持因素。

综合指数上升28至6325.406点

1美元兑13680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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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赠奖企划
经营者不妨考虑一年举办几次小

型赠奖活动，用于追踪潜在客户也
会有正面回馈，例如标注“参加抽
奖时，请附上您想对我们说的话”
，就能藉此听到潜在客户的声音；
问卷也是个好方法，不过毕竟目的
在于赠奖，所以请注意切勿提出太
多交换条件。

		全球股市

黄金行情
1月14日 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3.740.000	盾卖出	 3.57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7.350.000	盾卖出	 7.150.000	盾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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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币	 TWD	 TWD	google.com报导	 中间价45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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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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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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亚股

日经指数	 24,025.17	 涨	174.60

韩国综合	 2,238.88	 涨	 9.62

香港恒生	 28,885.14	 跌	 69.8

上海综合	 3,106.82	 跌	 8.75

欧股

英国FTSE	 7,599.60	 跌	 18

德国DAX	 13,394.85	 跌	 56.67

法国CAC	 5,990.20	 跌	 45.93

荷兰AEX	 606.14	 跌	 2.75

Http://tw.stock.yahoo.com					14/01/2020				16:50

美股

道琼工业	 28,907.05	 涨	 83.28

那斯达克	 9,273.93	 涨	 95.07

S&P500	 3,288.13	 涨	 22.78

Htt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	Dow	Jones		4:00	PM		2020/01/13

美元	 USD	 13557.50	 13877.50	 13585.73	 13722.27

新币	 SGD	 10112.03	 10232.03	 10086.67	 10189.55

港币	 HKD	 1746.47	 1786.47	 1747.86	 1765.49

日元	 JPY	 123.29	 126.89	 123.44	 124.71

欧元	 EUR	 15125.24	 15385.24	 15129.07	 15286.61

澳元	 AUD	 9362.91	 9602.91	 9363.29	 9460.13

英镑	 GBP	 17736.25	 18036.25	 17660.09	 17838.95

人民币	 CNY											 -	 -	 1974.90	 1994.83

	 6325.41	 0.45

		 1032.32		 0.68

		 696.51		 0.35

	 1447.61		 -1.14

		 1565.18		 -0.84

		 944.49		 0.7

		 1251.76		 2.66

		 2114.57		 0

		 498.04		 0.05

		 1125.06		 -1.03

		 1375.46		 1.12

		 757.23		 0.21

		 1471.61		 0.65

2020年1月14日

政府向我国工人提供意外伤害保险（JKK）和死亡保险（JKM）计划的收益上升，并
没有增加会费。这是根据2019年第82号政府规定（PP），有关意外伤害保险和死亡
保险计划实施的2015年第44号政府规定修正案。图为周二（14/1），劳工部长 Ida 
Fauziyah（中），由Jamsostek实施机构主任 Agus Susanto(左二)陪同，在雅加达，Bidakara
酒店按照2019年第82号政府规定的社会保险收益上升社会化活动时和死亡保险、老
年保险（JHT）和养老金保险（JP）的赔偿接受者交谈。  

提交劳工BPJS补偿金

【Kontan网雅加达讯】
今年银行业现金管理业
务的前景仍然乐观。现
金管理业务仍是银行促
进收费收入（FBI）的支
柱之一。印尼庶民银行
（PT Bank Rakyat Indonesia 
Tbk，股代号BBRI）乐观
的看到2020年现金管理业
务的潜力。预测该业务
将继续保持良好增长，
并延续去年该银行已获
得显著增长。2019年该银
行的现金管理交易量达
5700万次，增长22.3％，
交易总额达2634兆盾，增
长31.3％。印尼庶民银行
部门和机构部经理Agus 
Noorsanto称，2019年该银
行收费收入达1179亿盾，
比去年同期增长57％。该
银行拟定指标，今年现
金管理系统（CMS）业务
交易有望达6600万次，同
比增长约15％，交易额达
3000兆盾。上周四（9/1
）阿古斯说：“考虑到
现金管理是每家公司的
金库领域中至关重要
的，并且具有与各种货
币的资金转移、支付、
外汇和流动性管理相关
的功能，因此CMS业务仍
有发展的潜力。”2020年

底，该业务的收费收入
目标将达1415亿盾。该
目标是与去年相比增长
20％左右。阿古斯说，
现金管理业务面临的挑
战是如何建立客户对银
行提供服务的需求。与
此同时，据他说，金融
科技业的存在不应被视
为竞争对手。因为，该
银行实际上与金融科技
业合作发展付款、收款
和融资的功能，以改善
对客户的服务。为了鼓
励CMS业务的增长，该银
行已推出新的CMS平台，
该平台具有更完善的功
能，面向所有企业客户
和其团体（包括国企公
司和政府机构）的目标
市场。万自立银行（PT 
Bank Mandiri Tbk，股代号
BMRI）也认为，现金管理
业务的潜力仍很大。因
此，该银行的目标是2020
年现金管理交易有望增
长26.1％，并收费收入有
望增长约20％。

2019年，该银行的现
金管理业务增长良好。
交易量达3亿4600万次，
比上年同期增长41％，
交易额达9142兆盾，同
比增长14％。该服务的

总用户达3万名。通过该
业务，该银行的收费收
入达1290亿盾，比2018
年增长32％。万自立银
行企业秘书Rohan Hafas
说：“现金管理业务仍
具有很大的潜力，特别
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金
融科技的中断，银行对
客户需要的解决方案越
来越多，例如基于应用
程序编程接口（API）/
主机到主机 （Host to 
H o s t）的现金管理服
务。”为了提高现金管
理业务的增长，该银行
将实施的策略之一是与
第三方建立伙伴关系，
以促进客户获取并提高
现金管理服务的利用
率。该银行提供的现金
管理服务包括收款、付
款和流动性管理服务。
产品收据包括Mand i r i 
Bill Collection（Mandiri
虚 拟 帐 户 ） 和 M a n -
diri Autodebit。付款
产品包括Mandiri Cash 
Management、Mandiri Host 
to Host Payment、Mandiri 
Etax。流动性管理产品
使用现金池（cash pool-
ing）/现金分配和Mandiri
全国池。(asp）

一些银行拟定指标 今年现金管理业务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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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向以来，一些工
业领域，如纺织成衣业
（TPT）、肥料工业和玻
璃工业使用燃气作为生
产燃料，如果调低燃气
价格，他们将推动生产
量。对玻璃工业来说，
燃气几乎占生产费用的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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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stinus Gunawan）
阐 称 ， “ 如 果 在 西 爪
加拉横（K a r a w a n g）
，燃气价格从 9 . 1 6 美
元/MMBTU降至6美元/
MMBTU的话，则生产费
能节省9.65%。”

安全和平板玻璃工业

协会深信，燃气价格调低
能推动国内玻璃生产量，
国内平板玻璃工业将更具
竞争力，能遏制进口玻璃
大量进入的冲击。

“在中爪安全和平板
玻璃工业协会成员的1家
玻璃工业，自2017年冷
修（cold repair），看来
他们正在等待正确的时
机，当然是等待更有竞
争力的燃气价格。”

一般而言，安全和平
板玻璃工业协会预计，
该 条 例 贯 彻 2 个 月 至 3
个月之后，燃气价格调
低将对玻璃工业造成生
产费降低的有利影响，
接下来，政府公布调低
燃气价格后5个月至6个

月，将使玻璃工业在国
外市场的竞争力提高。

肥料工业获利最大，
因该工业的燃气需求非
常大，即每日达到8.91
亿立方英尺。

日 前 ， 印 尼 肥 料 公
司 公 共 关 系 经 理 威 查
亚.拉克萨纳（Wi j a y a 
Laksana）称，“燃气费
占生产费最大份额，能达
到生产成本的70%。”

他 声 称 ， 在 有 关 燃
气价格2 0 1 6年第 4 0号
总 统 条 例 颁 发 前 ， 印
尼肥料公司须负担8美
元 至 9 美 元 / M M B T U
的 工 业 用 燃 气 价 格 ，
接 下 来 ， 该 条 例 发 出
后 ， 价 格 调 低 至 6 美
元/MMBTU之下，决定
工业用燃气价格为6美
元/MMBTU。

但 肥 料 国 营 企 业 控
股公司的所有子公司还
未受益，举例I s k a n d a r 

Muda肥料公司，该公司
旗下第2家肥料厂仍需负
担7美元/MMBTU的燃气
价格，供生产活动。

与此同时，印尼合成
纤维业协会（APSYFI）
执 行 委 员 帕 拉 玛 . 尤
达.安丹（Prama Yudha 
Amda n）分析说，燃气
价格降低将减少纺织工
业面对的问题之一。“
该事宜将成为纺织工业
的维他命，因为燃气在
原料之后，是纺织工业
最大的能源费用。”

但也有许多纺织工业
使用国电公司（P L N）
的电力能源，那是因并
不是所有的纺织工业通
过燃气网基础设施，如
今，纺织工业商正在等
待国电公司的经济配套
条例，计划给予工业商
奖励，在纺织工业，能
源费占生产成本的20%
至25%。(sl)

【投资者日报雅加
达讯】机场运营商第2
公司定下指标，20 2 0
年净利高于3兆盾，息
税折旧摊销前收益前为
5.3兆盾，因此，APII公
司定下指标，今年收入
比去年预测提高34%。

机 场 运 营 商 第 2 公
司总经理穆哈默德.阿
瓦卢汀（M u h a m m a d 
Awaludd in）称，“今
年收入，其中航空业
（aeronautika）为6.26
兆盾和非航空业为6.54
兆盾，其中已包括货运
收入，20 2 0年开始，
这是首次机场运营商第
2公司公司收入最大占
有率来自非航空业，占
51%。”

阿瓦卢汀声称，对
AP II来说，今年相当
重要，A P I I 公司开始
转 移 至 2 . 0 企 业 战 略
（corporat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2.0）
，API I公司将利用各种
潜力获取商机，在迎接
全国航空业新时代建立
牢固的基础。

APII公司也已开始发
展投资组合经营管理概
念，不只依靠核心业
务而已，但也考核心
业务外的业务（beyond 
the core），贯彻该概
念，即通过多方收入流
（multi sided revenue 
st ream）方式，积极提
高现有的收益等。

俾 能 达 致 该 指
标，A P I I 公司也积极
提高子公司的协同作
用。“API I公司定下指
标，所有的子公司收入
能达到3.4兆盾，或者
是占20 2 0年总收入的
26.7%。”

与此同时，在运作
方面，API I公司预测，
其经营管理的所有机场
乘客人数达到93 9 2万
人次，或比去年提高
4.3%，预测飞机升降
次数达到77万1940次或
提高4.2%，货运80万
2177次，提高4.2%。

与 此 同 时 ， 交 通
部空中交通局长波兰
納.巴拉美斯蒂（Polana 
P r a m e s t i ）深信，今
年，空中运输乘客人数
将增长，虽然预计2019
年乘客人数比2018年降
低18%至20%，201 9
年圣诞节和20 2 0年新
年（Nataru 2019/2020
）的空中乘客人数也比
2018年圣诞节和2019年
新年缩减6.5%。

空中运输仍成为主要
运输工具，主要是岛际
间连接网需求的民众而
言，“这可从2019年圣
诞节和2020年新年的乘
客人数看出，空中运输
占有率在火车之后，占
第2位，这可以证明，
空中运输工具仍受人关
注，这也受地理情势的
影响。”(sl)

【Ko n t a n雅加达讯】
Kino Indonesia公司生产
的个人护理产品仍将是
该公司的优势产品，Kino 
Indonesia公司有信心，今
年民众购买力仍旧低迷的
情形，不会对购买护理产
品有所影响。

Kino I ndone s i a公司
对 客户的忠诚度表示乐
观，该公司推出数种护理
产品品牌，其中如Ellips、 
Ova le、Esku l i n、Res ik-
V、Sasha和Sleek Baby。

个人护理产品是K i n o 
Indones i a公司5大领域产
品之一，其它领域包括饮
料、食物、药房和动物饲
料。

至今，公司还没披露
2019年Kino Indonesia所
达致的业绩。但根据Kino 
Indones i a公司去年9个月
的财务报告，个人护理产
品销售占总销售额3.48兆
盾的47.13%或者是1.64
兆盾，而饮料领域占第2
位，销售值为1.31兆盾。

虽然对个人护理产品感
到乐观，Kino Indonesia
公司仍对一切可能性保持
警惕，该公司坦言，2020
年，消费品工业面对严峻
的挑战。

Kino Indonesia公司经
理兼秘书布迪.穆里约诺
（Budi Muljono）对记者
称，调高价格可成为民众
负面情绪。其中如社会福
利保险局（BPJS）调高国
民健康保险（JKN）费。

与此同时，消费者购物
方式也改变。“目前，民
众购买力也因消费者行为
出现转变现象，即从传统
经济转型至网上购物。”

Kino Indonesia公司认
为，如果我国能吸引投资
者，打开就业机会，则能
改克服购买力风险，如此
一来，将能达致政府定下
的经济增长指标。

与此同时，公司内部
方面，Kino Indonesia公
司依旧贯彻数项商业策
略，举例在国外发展市
场，2018年2月8日，Kino 

I n d o n e s i a公司通过K i n o 
Malee Indones ia公司，
在万丹（Banten）丹格朗
（Tang e r a n g）成立Kino 
Malee Trading公司，通过
Kino Malee Trading公司，
新公司业务包括饮料分
销、出口和进口。

通过Kino International 
P t e，Kino I ndone s i a公
司也在国外拥有5家间接
的子公司，该5家公司是
菲律宾的Kino Consumer 
Philippines Inc、马来西
亚的Kino Care Sdn Bhd和
越南的Kino Vietnam Co 
Ltd，另2家公司即柬埔寨
的Kino Care Consumer和
印度的Linanda Consumer 
India Private Limited。

除了推动出口市场之
外，Kino Indonesia公司
也考虑消费者购买能力
而评估产品售价。该公
司证实，生产的数种产
品引领市场。“我们生
产的大部分产品，在各
自的类别引领市场，以
致，Kino Indonesia成为定
价者。”(sl)

【Ko n t a n雅加达讯】
在年终假期大有收获后，
目前，酒店业者正在准
备迎接本月2 5日春节的
天官赐福。酒店管理者
将举办一系列促销和特
殊计划来吸引欲庆祝春
节的客户。

春节吉日为酒店带来
财运。中央统计局(BPS)
记载，在春节期间的酒店
入住率比平常日会显著提
高。2019年2月5日的春节
节日，推动全国星级酒店
入住率提高至52.44%。
一个月前，酒店入住率仅
51.47%。2018年，落于2
月春节节日，也推动酒店
入住率成为52.57%，比
一个月前50.66%更高。

Dafam Indonesia Property 
(DFAM)公司旗下Da f am
酒店管理部门首席执行官
Andhy Irawan声称，他们准
备春节套餐，题为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来吸
引消费者。“这套餐可在
泗水Grand Dafam Signature
订购，每台的价格389万
盾。我们确实设定该促
销服务欲庆祝春节的家
庭。”他这么说。

他说，每年Dafam酒店
网络总是在春节争取入
住率提高的趋势。Dafam 
Indonesia Property公司定
下指标，今年他们的酒店

入住率能比去年提高20%
至25%。“预期增幅与往
年一样。”他如斯说。

雅加达Millenium Sirih
酒店也在Sirih咖啡店，也
为酒店装饰和提供春节的
各种各样特别菜谱至今年
2月份。

Millenium Sirih酒店营
销传播经理Rita Liu透露，
为庆祝春节的家庭设有特
别套餐计划。该套餐的菜
谱供4个人享有，价格120
万盾。

特 别 套 餐 提 供 3 种 选
择，即梅花套餐、李子
套餐和百合花套餐。可

选 择 各 种 各 样 特 别 菜
谱 ， 即 挪 威 三 文 鱼 鱼
生、蟹爪红烧海味、海
参酱烤鸭、香港汁蒸红
鲷、红烧黑蘑菇鲍鱼、
牛排芦笋牛肉卷。

她续说，其他特别菜谱
也能在今年1月24日至25
日在Sirih咖啡店享受。

“春节是与家人和亲戚
团聚的好日子。因此，我
们提供特别菜谱套餐和春
节的装饰，以及免费欣赏
舞狮和红包树抽奖，让每
个客户在Sirih咖啡店尽情
享受庆祝春节的气氛。”
她如斯说。(lcm)

政府调低工业燃气价格

制造业业者表示赞赏
【Kontan雅加达讯】2020年3月开始，

政府调低工业用燃气价格成为6美元/

MMBTU（十亿立方英尺），数家制造业

业者对此表示赞赏。

迎春节促销活动 酒店业冀入住率提高

Kino将面对严峻挑战

今年仍依赖个人护理产品

【本报讯】随着日本茶
逐渐受欢迎，尤其在千禧
一代，在我国的抹茶市场
潜力仍相当大。

M a t c h a m u 茶执行官
Lintang Wuriantari称，目
前抹茶在我国已普及化，
已咖啡、巧克力、芋头的
流行不相上下。

她说，最初，抹茶在日
本成为礼仪饮品，在贵族
中的坐禅仪式时饮用。但
是，目前，在千禧一代，
抹茶被加工成为新味道，
成为冰淇淋、威化饼、拿
铁(latte)、饼子至荞麦面
(soba noodle)。

M a t c h a m u 是抹茶生
产商，而产量剧升。目
前，Matchamu加工厂每日已
能生产40万小袋，比最初生
产每日1000小袋显著提高。

“我们定下指标，今年

产量能达到每日100万小
袋。”她这么说。

她 也 说 ， 目 前 ， 
Matchamu销量每月达4万
吨。除了供应国内市场，
从今年开始Matchamu也计
划出口到外国。

“我们的产品许多在现
代零售市场销售。目前，
零售销量支配60%，而为
饮食服务业务大约35%，
和在线销量大约5%。今
年我们计划开始出口到台
湾，其产品是抹拉茶。”
她如斯说。

她表示，Mat c h amu产
品是瞄准千禧一代市场，
因为茶粉饮品的爱好是年
轻人18岁至35岁。“大
约7 0%抹茶爱好者是妇
女。”她这么说。

她称，拟定 1月 1 4 日
成为国家抹茶日，这证

明M a t c h a m u 认真支持
我国饮抹茶文化。希望
Ma t c h amu能成为我国在

外国流行的抹茶品牌，并
使抹茶品牌能在市场上持
续更长久时间。(lcm)

AP II公司定下指标

今年净利逾3兆盾

逐渐受欢迎 我国抹茶市场潜力相当大

Matchamu茶执行官Lintang Wuriantari(右)、由厨师Stefani Horison 
(中)，和首席执行官Accelerice Charlotte Kowara陪同，在雅加
达庆祝拟定1月24日成为国家抹茶日。

(商报/Muhammad Maan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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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重庆、成都、西安
为中国“返乡置业”热门城市

5 8 同 城 、 安 居 客 1 4 日 发 布 的
《2019-2020年返乡置业调查报告》
称，在新一线城市中，重庆连续三
年“蝉联”返乡置业热门城市第一
位，成都、西安今年位列第二、三
位，排名上升。

其他二线城市中，徐州位列返乡
置业热门城市首位，南通、合肥等城
市的热度也相对靠前。

调 查 报 告 显 示 ， 与 去 年 相
比，2020年返乡置业人群存在“意愿
人群占比有所上升、意向房源总价范
围提升、越来越多人倾向线上购房”
三大趋势变化。返乡置业热门城市多
在川渝、江浙地区。

2019年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
出入人员近660万人次

记者14日从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
边检站获悉，2019年中哈霍尔果斯
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简称中哈合作中
心）出入人数近660万人次，较2018
年人数增长11.4%。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
是中国与其它国家建立的首个跨境
经济贸易合作区，总面积5.6平方公
里，其中中国区域3.43平方公里，
哈萨克斯坦区域2.17平方公里，于
2006年开工建设，2012年4月正式封
关运营。

青藏高原首个综合保税区
正式建设启动

青海省政府1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披露，青藏高原首个综合保税区——
西宁综合保税区正式建设启动。

“西宁综合保税区是青藏高原上
第一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承载着
打造青海全省对外开放新高地的重
要使命。”西宁海关副关长王春阳
说，根据现行有关政策，海关对综
合保税区实行封闭管理，境外货物
进入综合保税区，实行保税管理，
境内区外进入综合保税区的货物视
同出口。

福建首个国家级市场
采购贸易试点2019年出口额177亿元

福建泉州海关14日发布统计数据
称，2019年，泉州海关共监管石狮
服装城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出口值177
亿元（人民币，下同），初步形成“
买全国、卖全球”的出口商品贸易格
局。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作为一种新型
贸易方式，不同于现有的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转口贸易和边境贸易等，
是指由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经国家商
务主管等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
购的、单票报关单商品货值15万美元
(含15万)以下，并在采购地办理出口
商品通关手续的贸易方式。

作为福建省首个国家级市场采购
贸易试点，石狮服装城市场采购贸易
方式试点自2018年11月15日启动以
来，交出了一份份靓丽的成绩单：运
行首月，出口货值破亿元；运行半年
破50亿；运行10个月破百亿，出口业
绩居全国同批试点单位前列。

2019年中国买家
海外住宅投资重心向亚太转移

亚洲最大的房产科技集团居外 
IQI14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9
年，中国买家的跨境住宅地产需求正
从西方向亚太地区转移。

报告称，2019年除非洲外，中国
买家的跨境住宅地产需求总体保持温
和增长，其中亚太地区增长明显高于
其他区域。这显示出中国买家的活动
重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

居外IQ I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买家对全球每10宗住宅房
地产购买咨询中，亚太地区占1宗，
但2019年，这一数据上升至6宗。
与此同时，在除亚太区域外全球其
他地区，中国买家投资活动明显下
降。

粤发布
《贸易与知识产权南沙倡议书》

全球贸易与知识产权创新论坛14
日至15日在广州召开，论坛由世界贸
易组织（WTO）、中国商务部国际
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办。

论坛现场，中国（广东）自由贸
易区工作办公室，广东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知识产权局），中国海关总署
广东分署，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
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管理委员会、
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理委员会、珠海
横琴新区片区管理委员会共同签署并
发布了《贸易与知识产权南沙倡议
书》。

去年12月，中美就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
本达成一致，双方正
就签署协议的具体安
排密切沟通。根据业
已透露的消息，协议
签署实施后中方将增
加自美产品特别是农
产品进口。

值得注意的是，从
2019年11月、12月开
始，中国自美进口已
有恢复性增长。据海
关统计，12月中国自
美进口额788.3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9.1%
，其中农产品进口141
亿元，增长了2倍，进

口美国大豆、猪肉都
有大幅提升；汽车进
口2 . 3万辆，增加了

1.5倍。
当 被 问 及 该 协 议

签署会否影响其他国

家、其他市场对中国
的出口，邹志武在当
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明确表示“不会”
，因为中国有庞大的
市场，贸易也是多元
化的。

他表示，在中美两
国共同努力下，中美
经济贸易关系会在互
利共赢的基础上取得
新进展，不仅对中美
两国，对世界各国的
贸易、经济发展都有
益。

海关总署：中国增加自美进口 

不会影响其他国家对华出口
【中新社14日讯】中美第一阶段经

贸协议即将签署。中国海关总署副署

长邹志武14日称，中国增加自美进口

不会影响进口其他国家产品。

邹志武

【中新社14日讯】
中国海关总署14日公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31.54万亿元（人
民币，下同），同比
增长3.4%。其中，出
口17.23万亿元，增长
5%；进口14.3 1万亿
元，增长1.6%；贸易
顺差2.92万亿元，扩大
25.4%。

12月当月，中国进
出口总值达3. 0 1万亿
元，同比增速达12.7%
。其中，出口1. 6 7万
亿 元 ， 增 长 9 % ； 进
口1. 3 4万亿元，增长
17 . 7%，进出口、出
口、进口规模均创月度
历史峰值。

海关总署副署长邹
志武在当天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称，从初

步分析看，201 9年中
国仍然有望继续保持
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
国地位。

分国别看，受中美
贸易摩擦影响，201 9
年东盟取代美国成为中
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总值同比增长
14 . 1%，增速在中国
主要贸易伙伴中排名
第一；中欧贸易总值
增长8%；中日贸易总
值增长0.4%。此外，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进出口总值增长
10.8%。

2019年，民营企业
首次超过外企成为中国
第一大外贸主体。据海
关数据，201 9年民企
贡献了中国外贸总值的
42.7%，比2018年提升
3.1个百分点。

【中新社14日讯】
2019年，北京市投入扶
贫支援资金81.74亿元
（人民币，下同），预
计助力受援地39个县级
贫困地区摘帽，50.6万
贫困人口脱贫。这是记
者14日从北京市十五届
人大三次会议第二场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2019年，北京市发
挥教育、医疗、科技等
资源优势，投入扶贫
支援资金81.74亿元，
其中市区两级财政资金
64.05亿元，社会捐赠
17.69亿元，安排扶贫
攻坚项目1839个；预计
助力受援地39个县级贫

困地区摘帽，50.6万贫
困人口脱贫。

北京市扶贫支援办
主任马新明指出，“组
团式”教育扶贫不断优
化，拉萨北京实验中学
成为自治区“普通高中

示范校”，高考上线率
达100%，和田地区一
中高考本科上线率全地
区排名第一。

马新明表示，北京
积极破解受援地区因病
致贫难题。依据地方常
见高发疾病，组织友谊
医院、天坛医院、同仁
医院等北京一流医疗机
构，结对帮扶贫困地区
医院重点科室建设。帮
助拉萨市人民医院率先
实施20余项新技术、
新项目，打造“品牌科
室”。帮助建立玉树传
染病和高原病预防及治
疗体系，惠及2万多名
贫困人口。

【中新社香港14日讯】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
郑月娥14日召开记者
会表示，特区政府将投
放100亿元（港元，下
同）推行10项民生政策
新措施，大力提升对基
层和弱势社群的支援。

林郑月娥表示，香
港经历连串社会动荡，
政府201 9年发表《施
政报告》后持续聆听意
见，发现在民生政策
方面未能深思熟虑。政
府一向重视支援弱势社
群，上述将推行的新措
施及相关开支预计惠及
过百万基层人口和弱势

社群。
支 援 长 者 措 施 方

面，林郑月娥提出，政
府建议把普通长者生活
津贴和高额长者生活津
贴合而为一，每月津贴
金额划一为高额津贴的
3585元，同时大幅提升
划一后的资产上限至50
万元；放宽“两元乘车
优惠”计划至60岁及以
上人士，为长者提供多
元服务及适切支援。

劳工福利方面，林郑
月娥表示，劳工作为香
港的宝贵资源，政府须
为基层提供更好保障。
面对经济衰退和失业率

上升，政府将为失业或
开工不足人士提供3个
月的有时间现金津贴；
而为提升劳工的就业质
素，政府亦在促成法定
假期由12日增至17日。

【中新社14日讯】
美国财政部已取消对中
国“汇率操纵国”的认
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14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应询表示，中国本来
就不是“汇率操纵国”
。他还表示，中国将坚
定不移地深化人民币汇
率市场化改革。

美国财政部13日公
布半年度汇率政策报
告，取消2019年8月对
中国“汇率操纵国”的
认定。有记者问中方有
何评论。

“ 中 国 本 来 就 不
是‘汇率操纵国’。美
方的最新结论符合事实

以及国际社会共识。”
耿爽回答说。他援引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发
布的结论称，人民币汇
率水平大体上符合经济

基本面，“客观上否认
了中国是‘汇率操纵
国’的说法”。

耿爽指出，中国是
负责任大国，曾多次
重申不会搞竞争性货
币贬值，“我们没有
也不会将汇率作为工
具来应对贸易争端等
外部扰动”。

耿爽进一步表示，
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深化
汇率市场化改革，继续
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
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
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
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
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
的基本稳定。

【中新社14日讯】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14
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
会，宣布博鳌亚洲论坛
2020年年会将于3月24
日至27日在海南博鳌召
开，主题是“应对世界
变局 携手共创未来”
，此次年会将聚焦五大
板块，计划设置50余场
活动。

如何为世界经济注
入新动能，为全球发
展凝聚正能量？如何
推动世界由变到治，
避免世界因变而乱？
博鳌亚洲论坛将通过
202 0年年会，呼应国
际社会关切，聚焦世
界发展前沿问题，继
续支持多边主义和国
际合作，推动世界向
好的方向“变”，实

现共赢目标。
据博鳌亚洲论坛理

事会秘书长李保东介
绍，2020年年会初步计
划设置50余场活动，包
括开幕式暨全体大会、
分论坛、圆桌会议和特
别对话等。各场会议讨
论将围绕“剖析变局、
应对变局”这一主线展
开。

议 题 包 括 五 大 板
块，即发展大势、产
业变革、创新前沿、美
好生活和全球治理，
分别突出“变局”“
改革”“创新”“发
展”“合作”等关键
词。其中，“变局”
是背景，“改革”是
途径，“创新”是动
力 ， “ 发 展 ” 是 目
标，“合作”是关键。

【中新社14日讯】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
究 会 会 长 崇 泉 1 4 日
在 广 州 举 行 的 “ 全
球贸易与知识产权创
新论坛”上表示，中
国知识产权事业从无
到有，如今已成为名
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大
国。下一步，将加快
向 知 识 产 权 强 国 转
变。

近 年 来 ， 随 着 平
台经济蓬勃发展，互
联网、大数据、区块
链等新技术的迭代为

平台经济发展注入了
新能量。基于平台经
济共享的特性，其通
过信用记录、知识产
权、隐私保护等多种
资源的共享，减少了
资源浪费，降低了企
业运行成本，创造了
更大的商业价值。

崇泉表示，中国将
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运用经验的国际
交流、营造尊重知识
价值的国际一流营商
环境、赋能品牌国际
价值提升、加快实现

从知识产权大国向知
识产权强国转变。

北京去年投入近82亿元助50.6万人脱贫

马新明

香港特区政府拨款百亿港元推民生纾困措施

林郑月娥

美取消对华“汇率操纵国”认定 

中方：坚定不移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会长：

加快向知识产权强国转变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
会会长崇泉

2019年中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3.4%   

有望蝉联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019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1.54万亿元

博鳌亚洲论坛2020年年会聚焦五大板块 

计划设置50余场活动

1月14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
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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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特使王志刚将出席
卡布斯苏丹吊唁活动

1 4日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科技部部长
王志刚将于1月14日赴阿曼出席卡
布斯苏丹吊唁活动。当地时间10日
晚，阿曼苏丹卡布斯·本·赛义德
病逝，享年79岁。他是赛义德王朝
第13位君主，1970年7月登基执政以
来，统治阿曼近半个世纪。

尹弘当选河南省政府省长
14日讯，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14日下午在郑州
闭幕，会议选举尹弘为河南省政府
省长。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共有946名代表，其中，922名代
表出席闭幕大会，符合法定人数。
根据大会此前通过的选举办法，会
议进行选举事项，选举河南省政府
省长，补选2名河南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委员。经过清点人数、检查
票箱、分发选票、画票、投票、清
点选票、计票等程序，根据计票
结果，大会主持人、中共河南省委
书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国
生宣布：尹弘当选为河南省政府省
长，陈兆明、贾瑞琴当选为河南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随后，新
当选的河南省政府省长尹弘和河南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陈兆明、
贾瑞琴进行了宪法宣誓。

 

赵克志：纵深推进打击治理电信
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

1 4日讯，中国国务委员、公安
部部长赵克志14日在全国打击治理
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上强调，要纵深推进打击治
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坚
决遏制此类犯罪的高发态势，努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安全稳定
的政治社会环境。赵克志要求，要
继续开展打击治理专项行动，对电
信网络违法犯罪及其黑灰产业开展
全链条打击，坚决把犯罪分子的嚣
张气焰打下去。要全面推动地方主
体责任落实，毫不放松地抓好重点
地区整治工作。要压紧压实行业主
管部门责任，加强行业监管，坚决
堵塞漏洞。要大力加强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防范体系建设，完善被骗资
金止付冻结工作机制，努力做到诈
骗电话打不进来、诈骗短信发不出
去、诈骗网站登录不上去、诈骗钱
财转不出去，最大限度减少民众损
失。要强化宣传发动，着力形成全
民反诈防骗的良好氛围。

 

台湾黑鹰直升机罹难军官
公奠仪式在台北举行

14日讯，台湾军方黑鹰直升机罹
难官兵联合公奠仪式在台北举行，
朝野政界要员出席悼念。台湾军方
一架黑鹰直升机本月2日在新北市
失事坠毁，造成台“参谋总长”沈
一鸣等8人殉职。联合公奠在台北
松山基地指挥部内的机棚举行，台
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主持追晋、追
颁仪式，并颁赠褒扬令，殉职军官
家属代表受领。蔡英文也宣布，沈
一鸣生前推动的三项加给方案（空
降特战加给、飞行军官续服奖金、
士官长专业加给），都已经核定。
此外，台湾地区副领导人陈建仁，
台湾“行政院”前任院长赖清德、
现任院长苏贞昌，国民党两任主席
马英九、吴敦义，都出席悼念。公
奠结束后，进行启灵仪式，由3架
黑鹰直升机及4架幻象2000型机追
思致敬，并由陆军礼炮连鸣19响，
启灵车队随后前往台北市第二殡仪
馆，沿途有官兵及民众列队缅怀致
敬。

 

台湾13家无动力飞行业者无一完全合格 
存安全风险

1 4 日 讯 ， 台 行 政 当 局 “ 消 保
处”14日发布查核结果，台湾13
家无动力飞行运动业者没有一家完
全合格。据中央社、联合新闻网、
中时电子报等台媒报道，有关负责
人在当日记者会上表示，无动力飞
行运动日渐盛行，但有危险性。在
2019年6月至11月的一次查核中发
现，台湾18家相关业者，有5家已歇
业，剩下的13家业者中均存在各种
问题，潜存飞行安全危机。查核内
容包含“场地设施及设备”“飞行
场域管理”“紧急应变能力”“行
政事务”4大类检查项目，共23项指
标。据报道，去年台湾共有2万人次
参与无动力飞行运动，没有发生重
大伤亡事件。但该部门提醒，无动
力飞行运动发生意外时，常造成严
重伤害，属高风险运动，消费者在
选择业者时要格外谨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国政协主席汪
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出席。

习近平发表了重要
讲话。他强调，2019
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
程 中 极 不 平 凡 的 一
年。面对复杂多变的
国际形势，面对艰巨
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
稳定任务，我们大家
一起团结奋斗、一起
攻坚克难，有付出也
有收获，有艰辛也有
快乐。

习近平指出，2019
年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确立70周年。一年
来，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
士自觉维护中共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团
结一心、锐意进取，在
凝心聚力、服务大局上
展现了新的作为。各民
主党派中央深入开展脱
贫攻坚民主监督，加大
定点监测、驻村调研力
度，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
平代表中共中央，对大
家的辛勤工作表示诚挚
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2020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
年，也是“十三五”规
划收官之年。希望大家
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紧扣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
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全面做好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保稳
定工作，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战脱贫攻坚，需要凝聚
起包括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内
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智慧
和力量。希望大家围绕
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立
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形势，紧扣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任务，调
查研究察实情，实事求
是建诤言，做中国共产
党的好参谋、好帮手、
好同事。

习近平强调，中国
共产党要持之以恒加强
自身建设，民主党派也
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
希望各民主党派努力成
为政治坚定、组织坚
实、履职有力、作风优
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新的
贡献。

习近平指出，全国
工商联要加快推进工商
联各项改革，更好促进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
康成长。要加强无党派
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做
好思想引导和政治引领
工作，为他们发挥作用
搭建舞台、提供条件。

丁薛祥、尤权，各
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
商联有关负责人，中央
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活
动。

汪洋韩正出席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1月14日，习近平、汪洋、韩正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党外人士欢聚一堂，
共迎佳节。

【中新社14日讯】在中华民族传统

节日庚子鼠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1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共迎佳

节。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

战线广大成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

春的祝福。

【中新社14日讯】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
四次全体会议，讨论拟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
报告，决定将《政府工
作报告（征求意见稿）
》发往各省（区、市）
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
门、单位征求意见，并
研究部署一季度工作。

李克强说，国务院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工作、接受人民监督，
是宪法规定的重要职
责。起草好政府工作报
告，要广泛听取各界意
见，科学研判国内外形
势，准确把握社会和市
场脉搏，有针对性回应
群众和企业关切，提出
解决问题的办法，凝聚
共识和力量，进一步推
动做好今年政府各项工
作。

李克强指出，过去一
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
显上升，经济下行压力
持续加大，全国上下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齐
心协力，攻坚克难，完
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
要目标任务。经济运行
保持在合理区间，发展
质量稳步提升，城镇新
增就业连续第7年超过
1300万人，民生进一步改
善，成绩得来十分不易。

李克强说，今年我

们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政府工作任务繁
重、意义重大。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
中求进，贯彻新发展理
念，全面做好“六稳”
工作，统筹推进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保稳
定。更加注重研究新情
况新问题，着力提高宏
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
性、有效性，用好逆周
期调节工具，更大力度
推动改革开放创新，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引导
社会预期，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加快传统产业
改造提升和新动能成长
壮大，坚决打好三大攻
坚战，保持经济运行在
合理区间，推动高质量
发展。

李克强强调，一季
度经济表现对全年走
势、市场预期具有“风
向标”作用。各地区各
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

感、紧迫感，继续做好
打硬仗的充分准备，积
极主动务实作为，已明
确的工作要早启动、抓
紧做，力争一季度经济
社会发展开好局。加快
发行和用好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推动在建工程
建设和具备条件项目及
早开工，带动扩大有效
投资。要疏通货币政
策传导机制，发挥好年
初降准、合理增加流动
性的政策效应，引导金
融机构加大对制造业、
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
信贷支持，进一步降低
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扎
实做好促就业工作，抓
好农民工工资清欠和春
节后返城就业服务。加
强经济运行调节，保障
居民生活用煤用气用电
特别是北方地区冬季取
暖，做好节日市场猪肉
等重点农产品保供稳价
和春运工作。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孙春兰、胡春华和国务
委员王勇、肖捷、赵克
志等出席会议。

【中新社14日讯】据
中国外交部网站14日消
息，当地时间1月14日，
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
和总理马欣达·拉贾帕
克萨在科伦坡分别会见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
毅。

王毅高度评价中斯真
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赞赏戈塔
巴雅总统和马欣达总理为
两国关系发展作出的重
要贡献。王毅表示，中斯
是好朋友、好伙伴，一直
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中
方将继续坚定支持斯维护
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愿
同斯方进一步巩固政治互
信，加强高层交往，深化
务实合作，推动两国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
阶，探讨构建共享机遇、
共享成果、共同发展、共
同繁荣的中斯命运共同
体。

戈塔巴雅表示，斯
方高度重视发展斯中关
系，中国是斯可信赖的
长期合作伙件。斯方感
谢对斯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的无私帮助和大力支
持，愿同中方提升两国
关系水平，加强各领域
互利合作，助力斯恢复
快速发展，造福斯各
界民众，积极共建“一
带一路”，打造地区航
运、物流中心。

马欣达表示，斯政
府全力支持科伦坡港口

城、汉班托塔港综合发
展等大项目建设，相信
这不仅有助于斯经济发
展和民生改善，也将成
为斯中友好合作的重要
动力。斯方欢迎更多中
国企业来斯投资兴业，
欢迎更多中国游客来斯
旅游。双方要进一步密
切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
配合。

王毅说，双方要加
快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使科伦坡港、汉
班托塔港两大项目成为
斯经济快速发展的两大
引擎，成为斯民族振兴
的两只翅膀。双方还要
密切在农业、科技、教
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
合作。中方将鼓励更多
中资企业来斯投资，助
力斯成为区域航运物流
枢纽和产业金融中心，
相信斯将拥有更广阔的
发展前景。

王毅强调，中斯合作
是朋友之间的相互帮助，
基于彼此上千年的友好传
统和共同发展的需要。中
斯合作从不针对第三方，
也不应受第三方影响。斯
里兰卡是主权独立国家，
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是
任何国家的“势力范围”
。中斯深化合作必将有利
于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同日，王毅还会见了
斯里兰卡外长古纳瓦德
纳并考察科伦坡港口城
项目。

【中新社14日讯】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14
日发布第二十二至二十
四批指导性案例，共27
件。其中，第二十二批
指导性案例包括备受关
注的“乔丹”商标争议
行政纠纷案。

当天发布的第二十
二批指导性案例包括3
件知识产权案例和1件
国家赔偿案例。最高人
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吴
兆祥表示，这批案例专
业性强、问题新颖，都
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
长、大法官担任审判长
审理的案件，有的案件
当庭宣判，展现了司法
改革的精神和成果。

在 这 4 件 案 例 中 ，

指导案例113号《迈克
尔•杰弗里•乔丹与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
标评审委员会、乔丹体
育股份有限公司“乔
丹”商标争议行政纠纷
案》，是备受社会关注
的“乔丹”商标行政纠
纷系列案件之一，也是
中国最高法首个以“全
媒体”形式现场直播庭
审和宣判的典型案件。

此外，第二十二批
指导性案例中的指导案
例115号《瓦莱奥清洗
系统公司诉厦门卢卡斯
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等侵
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是由中国最高法知识
产权法庭审理的第一起
知识产权案件。

【香港中14日讯】
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义
为刚结束的台湾大选败
选请辞，国民党中常会
15日将决定其去留，
并讨论党主席补选时程
表。据党内规划，补选
将在春节后的2月3日至
4日受理参选人登记，3
月7日投票。确定版本
仍待中常会讨论通过。

在党内，目前仅有
台湾孙文学校校长张亚
中宣布角逐党主席。党
内大老马英九、朱立伦
被认为较能承担党的改
革，中生代蒋万安、江
启臣也备受期待能完成
世代交替。高雄市长韩
国瑜则回应支持者：“
党主席不是我的心之所
向。”

依草案规划，1月17

日国民党将发布补选公
告，正式展开补选作
业。201 7年全代会最
新修正的党主席选举办
法，国民党员曾任中央
评议委员或中央委员，
经具党权的党员百分之
三以上连署者，可申请

登记为党主席选举候选
人。

这次党主席补选的
连署时间为18天，将从
1月17日到2月3日开放
连署。2月3日至4日受
理参选人登记，2月5日
至6日进行攸关参选资
格的连署查核，2月7日
前完成候选人号次抽签
确定候选人。

根 据 新 修 正 的 办
法，党主席选举是以
候选人得票数最多者当
选。得票相同时，应自
投票之日起30日内重新
投票。如仅一人登记参
选，以得投票数过半之
票数者当选。

另外，由于补选时
间有限，这次党主席补
选没有电视或公办的政
见发表会。

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

和总理马欣达分别会见王毅

中国最高法发布三批指导性案例

“乔丹”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入选

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 

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

国民党初步规划3月初补选党主席

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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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约翰逊称
批评华为的人首先要给出替代建议

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那些反对
在英国5G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的人
需要说明，应该使用什么技术作为
替代。

据媒体报导，美国政府官员周一
向英国政府提供新证据，说明使用
华为设备的风险，称这样做是“疯
狂的”。

“英国公众应该获得最好的技术，”
约翰逊周二对BBC TV表示。“如果
有人反对一个或另一个品牌，那么他
们必须告诉我们该换成哪个，对吧？

“另一方面，我们要明确一点，我
作为英国首相不希望采用任何会损害
我们国家安全、或破坏与五眼情报伙
伴合作能力的基础设施。”

欧盟将公布资金计划 
以实现2050年碳排放归零

欧盟执委会周二将提出议案，针
对欧盟地区如何在2050年让经济达
到二氧化碳零排放，同时保护对煤
炭依赖性最高的地区与产业，使其
不致受到旨在防止气候变化的相关
变革的冲击。

欧盟执委会将公布欧洲可持续投
资计划细节，该计划将在10年内利
用公共与民间部门资金进行1万亿欧
元投资，协助欧洲绿色协议旗舰计
划的融资。

除波兰外的所有欧盟国家在上月同
意未来30年经济应该转型，让碳排放
不要高于吸收，从而限制全球变暖及
由此导致的气候变化。

这项协议获得欧洲民众压倒性的支
持，他们认为不可逆的气候变化是最大
威胁之一，更甚于恐怖主义与失业。

美股投资者
寄望2020年公司利润增速回升

未来几周美国公司将公布最新季
报，基金经理对此未报太大期望。但
美国当前这波持续逾十年的牛市若要
延续升势，得指望一个关键的假设变
成现实：未来几个季度，目前接近于
零的企业利润增速将回升。

据FactSet的数据，预计标普500指
数成分股公司第四财政季度利润同比
下降2%。若果真如此，将是连续第四
个季度下滑，创自2015-2016年的一
个时期以来最长的连降走势。

尽管如此，股市还是得以反弹。进
入今年后，道琼斯指数走高，再涨大
约4%，便可首次突破3,0000点大关。
去年表现出色的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
克指数目前也处于历史高位附近，延
续了涨势。

美国预算赤字在2019年持续扩大
突破1万亿美元

美国的预算赤字在2019年持续扩
大，但增幅小于前一年，当时共和党
人的减税举措降低了收入，且一项两
党预算案提高政府支出。

美国财政部周一公布，在截至去
年12月底的一年里，联邦赤字总额为
1.02万亿美元。这是日历年赤字自
2012年以来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当时
美国在经历衰退后经济增长仍疲软。

去年12月也是连续第三个月美国12个
月赤字超过1万亿美元。2019年的赤字
增长17.1%，2018年为增长28.2%。

谷歌或2500亿美元收购Salesforce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谷歌可

能以2500亿美元收购美国云计算公
司Sales fo r ce，以提高它在云计算领
域的竞争力。知情人士透露，谷歌
希望到2023年其云计算部门能击败
微软Azure或亚马逊AWS，甚至超过
两者。

目前，亚马逊AWS在云计算市场中
占据了47%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
微软Azu r e以16%的市场份额位居第
二，而谷歌则以4%的份额排名第三。

Salesforce创立于1999年，总部位于
美国旧金山，该公司创始人是前甲骨
文高管。

Visa将斥资53亿美元
收购金融科技公司Plaid

Visa Inc.周一晚间表示，已同
意斥资53亿美元收购金融科技公司
Plaid。2018年的一次融资对Plaid估
值约为26.5亿美元。

Pla id的软件能访问顾客的银行帐
户数据，并为金融服务提供商进行整
合。交易将创造出一个能在银行帐
户间转帐的平台，成为Zelle和PayPal 
Holding Inc.(PYPL旗下Venmo等转帐
服务的竞争对手。

这笔交易可能协助Visa从全球每年
数万亿美元的电汇或银行转帐交易中
获利，并拓展这家支付卡巨头协助企
业通过银行帐户收发款项的方式。

此 轮 中 东 乱 局 始
发于美国采取单边军
事行动，将伊朗高级
将领杀害；随后伊朗
宣称进行报复，美方
继续回以强势威胁言
论；最新进展是双方
实施军事行动的调门
有所下降，但美国出
台了对伊朗新一轮的
经济制裁。

在美伊对峙引发中
东乱局的过程中，全球
股市和国际原油市场剧
烈震荡，国际油价出现
约5%的上下振幅。

市 场 人 士 普 遍 担
心，在全球经济增速下
滑、增长动力不足的背

景下，中东乱局引发的
金融市场动荡、油价高
企会进一步冲击全球经
济增长。

但随着市场表现趋
于理性，可以看到，前
期各国政策惯性效应仍
在，且市场供需基本面
未变，不论是资本市场
还是实体经济，都对此
轮地缘政治风险有一定
的消化能力。

首 先 ， 前 期 各 国
央行纷纷加入货币政
策宽松行列，令全球
流动性有一定支撑。
尽管实体经济还未受
到有效提振，但相对
充裕的流动性和主要

经济体提升通胀的预
期对资本市场中期构
成支撑。此前，美伊
对峙引发的部分交易
日普跌，被许多市场
人士解读为“避险情
绪抬头，但不一定会
离场”。

去年数万亿美元的
流动性释放以来，全
球股市的阶段性利好
根基得以筑牢。在政
策惯性下，股票类金
融市场行情不太会因
局部地缘政治事件“
转熊”。

另外，目前石油市
场供需基本面仍处于
相对过剩。美伊对峙
初期，日本和亚洲部
分原油进口依赖国一
度充满焦虑，担心实
体经济和能源消费受
到冲击，好在油价的
跳高和下探只是“一
日游行情”。

石油供应是否会受
到严重影响，从而传导
至贸易和生产领域?从
产油国和机构最新观点
来看，还算乐观。至少

其他产油国受到此次
事件的影响有限，而
且美国页岩油产量依
旧高企。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
佩克)秘书长巴尔金都
日前表示，伊拉克石
油设施安全无恙，石
油生产仍在继续。尽
管目前情势紧张，他
仍然乐观地认为，伊
拉克将及时地、百分百
地落实欧佩克减产协
议。高盛在一份报告中
也表示，石油供给没有
遭遇美伊对峙的实际冲
击，对国际油价的预估
值维持在每桶63美元。
阿联酋能源部长马兹鲁
伊表示，尽管海湾地
区局势趋紧，但目前
原油供应维持正常。

最后，从事态发展
来看，美国单边主义行
径不仅受到国际社会谴
责，国内党派也极力反
对类似行动；中东各
国为了降低紧张局势
已经在加强对话。这
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公众对中东乱局演

变成危机的担忧。
卡塔尔、叙利亚和

巴基斯坦官员12日赴
伊朗斡旋。外媒称，
这是卡塔尔国家元首
首次正式访问伊朗，
卡塔尔和伊朗一致认
为，应对地区紧张局
势的唯一方法是冲突
降级，化解危机的唯
一方法是对话。

美国国会众议院日
前表决通过一项决议，
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
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
虽然这项决议不具有法
律约束力，但表决结果
释放强烈信号，即特朗
普在国家安全方面必须
与国会合作。

尽管美伊对峙还不会
危及全球经济，但难免
会对局部地区和相关行
业产生不良影响。比如
此次事件中伊方误射乌
克兰航班导致坠机，将
直接冲击全球国际航空
运输业，许多航线不得
不调整，这些成本和消
耗将直接传导至产业界
和运输付费端。

【新华财经华盛顿讯】
美国财政部周一发表半
年度汇率政策报告，取
消去年8月对中国“汇
率操纵国”的认定。

美国财政部在这份
针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宏
观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
中，将中国、德国、爱
尔兰、意大利、日本、
韩国、马来西亚、新加
坡、瑞士和越南10个国家
列入汇率政策监测名单，
但认为美国的主要贸易

伙伴均未操纵汇率。
美国财政部去年8月宣

布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
国”，遭到中方、经济学
界和权威国际机构的普遍
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去年8月发表对中国经
济金融形势与政策进行
年度分析评估的“第四
条款磋商报告”时，重
申人民币汇率水平与经
济基本面基本相符，并不
存在明显高估或低估。

前美国财政部官员、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
顾问马克·索贝尔表示，
中国从一开始就不应被认
定为“汇率操纵国”，
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国
内生产总值比重较小，
美 国 政 府 此 前 的 认 定
是“错误的政治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
策委员会近期召开2019年
第四季度例会认为，人
民币汇率总体稳定，双
向浮动弹性提升，应对
外部冲击的能力增强。

美国取消对中国“汇率操纵国”的认定

图为美元和人民币的纸币。

中东迷局暂难危及全球经济
【新华网】美伊冲突升级成为

2020年全球首个“黑天鹅”，一度

引发市场宽幅震荡。万幸的是，此

轮中东乱局尚未演变成危机，考虑

到多国加强斡旋缓解紧张局势，以

及各国早已推出一定规模的刺激政

策，中期来看，全球经济受到实质

性冲击的可能性不太大。

【维科网】近年来，
德国持续发力推动电动
汽车快速发展，并有望
超越挪威成为欧洲最大
的纯电动汽车市场。

统 计 数 据 表 明 ， 
2019年1月至11月德国
新上牌照的电动汽车
约为57500辆，而同期
挪威新上牌照的电动
汽车略少于德国，约
为56900辆。2019年11
月，德国电动汽车新
发牌照同比增加9%，
达到460 0多辆；挪威
电动汽车新发牌照则
同比下降27%，约为
370 0多辆。德国电动

汽车的快速发展，离
不开政府的大力推广和
企业的配合。

一方面，德国政府
和车企一致认为，要想
普及电动车、推动德
国汽车工业转型，就必
须扩大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因此，德国政府准
备投入35亿欧元大力
建设电动汽车基础设
施，计划未来3年，在
现有2万多个电动汽车
公共充电桩数量的基础
上，新建50000个充电
桩，并承诺至203 0年
在德国境内建设100万
个充电桩。

另一方面，德国政府
计划自2021年起，进一
步提高对购买电动车和
混合动力车型的补贴，
拟将享受补贴的单台车
价格区间扩大至40000
欧元至65000欧元，并
将纯电动车型补贴提升
至6000欧元/辆，混合
动力车型的补贴提升至
4500欧元/辆。根据测
算，能够享受这一补贴
优惠的电动车数量将达
到65万辆至70万辆，补
贴总额可能高达40亿欧
元，由德国政府和企业
共同承担。

正因为德国政府不

断推出增加电动汽车购
买补贴、加快建设充电
桩等刺激性措施，业内

专家预计，德国电动汽
车市场迅猛发展的势头
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德国持续发力推动电动汽车快速发展

统计数据表明，2019年1月至11月德国新上牌照的电
动汽车约为57500辆。

【 东 方 财 富 网 】
瑞银(UBS)认为，今年
美联储有可能降息三
次，这和目前市场普遍
预期的最多只有一次降
息相差非常大。

瑞银全球经济研究
主管Arend Kapteyn表
示，贸易问题将影响今
年美国经济增长，预计
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
速将只有0.5%。

“我们认为贸易问
题会拉低美国经济增
长，最终推动美联储降
息三次，这和市场普遍
预期的不同，没人认为
会这样。”

目前据CM E美联储
观察显示，市场预计9
月之前美联储维持按兵
不动的可能为50%，对
11月和12月继续按兵不
动的预期分部为47%和
40.5%。

瑞银全球经济研究主
管Arend Kapteyn指出，
虽然美联储官员们没有
什么表态，表示需要实
际的数据下行才会有
所行动，“但这种数
据下行是会出现的。”

该行认为，美联储的
第一次降息将在3月到
来，市场更应该关注的
则是增长动能的消失。

瑞银称美联储今年或降息三次 

最快3月开始

今年美联储有可能降息三次，这和目前市场普遍预
期的最多只有一次降息相差非常大。

【维科网】据Gartner
最新发布的PC出货量估
算，PC市场自2011以
来首次实现增长。但在
总体趋势下，苹果Mac
的出货量同比降幅达
3%，2019年第四季度
的市场份额也从2018年
第四季度的7.9%下降
至7.5%。

苹果依旧保持着全
球第四大PC供应商的
地位，仅次于联想，
惠普和戴尔，前三名
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
同比增长。

联想是2019年第四
季度出货量最多的供
应商，出货量为1750万
台，市场份额为24.8%
；其次是惠普，出货量
为1610万台，占市场份
额22.8%；戴尔出货量
同比去年增长12.1%，
出货量为1210万台，市
场份额为17.2%，是增
幅最大的品牌。

不仅如此，苹果在
2019全年的出货量估计
也不乐观，出货量同比
下降了0.9%。IDC在同
日发布的出货量估计，

也显示苹果的出货量呈
下降趋势。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
苹果已经不再公布具
体的产品销量数据，
所 以 来 自 G a r t n e r 和
I D C 的数据都是基于
苹果公布的销售额以
及 利 润 等 数 据 进 行
估 算 的 ， 不 一 定 完
全准确。

业内人士指出苹果出
货量下降的原因是，由
于微软将对Windows 7
系统停止技术支持，
促使了很多Wi n d ow s
用户转而购买了新的
Windows 10电脑，这也

是整个PC市场自2011年
以来首次实现增长的原
因之一。

我们知道苹果在19
年上新了许多新款机
型，其中最让人瞩目的
就是16英寸的MacBook 
P r o以及售价最高可达
40万人民币的新款Mac 
P r o，不过可惜的是，
这两款机型都是在去
年 年 底 才 正 式 开 售
的，对于苹果Mac整体
的出货量没有太多助
力。不过预计明年苹
果会推出更多的Mac新
品，整体销量应该也
会有所增色。

苹果Mac的出货量同比降幅达3%。

全球PC市场整体增长 

Mac出货量同比下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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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部：
沙特学员枪击事件系恐怖袭击

美国司法部部长威廉•巴尔13日在
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佛罗里达州彭萨科
拉海军基地2019年12月6日发生的一起
致命枪击事件是恐怖袭击。他还说，21
名来自沙特的军事学员被美军从训练项
目中除名，并于13日返回沙特阿拉伯。

据《华尔街日报》消息，巴尔说，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正在对案件进行
调查。枪手穆罕默德·阿尔沙姆拉尼的
行动是独狼式的恐怖主义行为。他在袭
击中开枪打死3人，打伤8人。多项证据
表明其行凶动机是宣扬“圣战”思想。

美新泽西枪案抢手曾携炸弹 
可炸5个足球场范围

美国新泽西州泽西市(Jersey City)枪
击案的最新调查进展公布，令人后怕
不已。联邦检察官卡佩尼托与联邦调
查局13日宣布，在枪手所驾驶的卡车
中，发现了巨型炸弹，杀伤范围可达
到5个足球场大小。2019年12月10日，
泽西市发生严重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
亡，其中包括1名警察和2名嫌犯。

伊朗政府发言人再次强调:
绝对没掩盖坠机事件事实

1月11日，伊朗在乌克兰客机坠机事
件发生三天后承认客机是被伊朗军方“
非故意”击落的，称事故系“人为错
误”所致。连日来，伊朗政界、军界人
士纷纷表示道歉，承诺将依法处理相关
责任人。13日，伊朗政府发言人拉比在
例行记者会上又强调，伊朗绝对没有试
图掩盖事实真相。拉比说，在11日承认
误击落乌克兰客机之前，所有伊朗官员
针对8日坠机事件的表态“都是基于当
时所能掌握到的信息作出的”，“绝对
不是在故意撒谎”。

特鲁多：若地区紧张没有升级 
遇难者已与家人团聚

“如果最近该地区（紧张）局势没
有升级，那些（丧生的）加拿大人现
在应该与家人团聚了。”当地时间1月
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加拿大总理
特鲁多再次谈及美伊紧张升级期间，发
生的伊朗误击乌克兰客机事件。特鲁多
当天似乎还抱怨美国杀死伊朗将领苏莱
曼尼前未能提前通知盟友。据路透社报
道，特鲁多当天对加拿大环球新闻电视
台（Global News TV）说，“我认为，
如果没有紧张局势，如果最近该地区（
紧张）局势没有升级，那些（丧生的）
加拿大人现在应该与家人团聚了。”

达成债务协议 
利比亚要向土耳其偿还27亿美元

自当地时间12日零时开始，利比亚“
国民军”武装和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正
式停火，但双方还未签署停火协议。然
而，参与调停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
经与利比亚政府达成协议，要求利比亚
偿还内战开始前所欠的27亿美元债务。
据阿拉伯新闻网报道，从上世纪70年代
开始，土耳其公司大量参与利比亚的基
础设施和建设项目，但2011年卡扎菲下
台后，利比亚局势陷入混乱，土耳其公
司纷纷倒闭。现在，眼看利比亚内战停
火协议即将签署，埃尔多安正采取行动
恢复土耳其和利比亚之间的商业联系。

21岁英国模特在网红悬崖自拍 
不幸坠落身亡

当地时间1月12日，英国一名21岁女
孩在澳大利亚旅游时在悬崖上自拍，失
足坠落不幸去世。据纽约《每日新闻》
报道，这名女孩名叫马达琳·戴维斯，
当时她正在悉尼钻石湾保护区旅游，里
面有一处悬崖是非常著名的自拍地点，
于是戴维斯和朋友在早上一起爬上山
看日出拍照。但是拍着拍着，朋友们却
发现她不见了，马上寻求救援，但戴维
斯此时已经死亡。当地市长表示，周围
有很多标语警告游客远离悬崖，悬崖上
面也有护栏。然而，为了拍出好看的照
片，游客们经常无视这些警告，拿自己
的生命安全冒险。

美国男子被关埃及6年后死亡 
曾写信向特朗普求助

一名埃及裔美国人在埃及的监狱中
死亡，他曾写信向特朗普求助。综合美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广播
公司（ABC）报道，国际审前权利组织
（Pretrial Rights International）和自由倡
议组织（Freedom Initiative）发布声明
称，64岁的穆斯塔法·卡西姆（Mustafa 
Kassem）13日死于心力衰竭。这两个组
织在案件中代表卡西姆。卡西姆是埃及
裔美国人，2013年8月去开罗探望家人
时被拘留。两个组织称，他被安全部队
殴打，审前关押超过五年，直到2018年
9月，未经正当程序被判处15年监禁。

另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消息，伊朗总
统鲁哈尼14日在一场
电视讲话中也再次谈
及乌航坠机事件。鲁
哈尼表示，不小心击
落乌克兰客机的操作
人员并不是唯一有罪
的人，“因为我对防
空问题比较熟悉，所

以我敢说这件事不只
是一个人的责任。”

鲁 哈 尼 在 电 话 中
还 将 伊 朗 军 方 误 击
落乌克兰客机事件描
述为“不可饶恕的错
误”，强调这一惨剧
需 要 严 格 仔 细 的 调
查 ， 所 有 相 关 人 员
也 会 受 到 相 应 的 惩

罚 。 鲁 哈 尼 同 时 还
指 出 ， 军 方 承 认 击
落 客 机 的 错 误 是 一
个“好的开始”。

1月8日，乌克兰国
际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37-800客机在德黑兰
霍梅尼国际机场附近
坠毁，机上167名乘客
和9名机组人员无一生
还。遇难人员中包括
伊朗、乌克兰、加拿
大、德国、瑞典和阿
富汗公民。

【中新网】爱尔兰
总理瓦拉德卡将于当
地时间14日要求总统
希金斯解散议会，以
便在2月8日举行议会
选举。

报道称，瓦拉德卡
12日说，他已经就举
行大选的时间做出了
决定，但是他将在14
日首先会见他的内阁
成员，并在结束不确
定性之前与主要反对
党领导人进行会谈。

据《爱尔兰时报》
和国家广播电台RTE
报道，瓦拉德卡告诉
他的部长们，他将前
往总统的住所，以获
得他的批准，正式开

始竞选活动，并于2
月8日举行投票。

儿童部长凯瑟琳·
扎邦是一名独立议
员，她在参加内阁会
议的路上说，她希望
这是她的同事们在2
月份投票前的最后一
次见面。

报道指出，瓦拉德
卡所在的统一党（Fine 
G a e l ）和同为中右
翼的共和党（Fianna 
Fail）在民调中势均力
敌，领先于其他竞争
对手，两党在经济和
英国脱欧问题上有类
似政策的一方，越来
越有可能领导另一个
少数派政府。

【中新社华盛顿】
在美国民主党2020总统
竞选人的赛道上，近4
个月来“减员”的频率
正在加快。新泽西州联
邦参议员科瑞·布克13
日成为2020年1月的第
二位退出者。

在13日写给支持者
的电子邮件中，布克
说，他“参加这场竞选
是为了获胜”，而由
于未能参加初选电视
辩论，使他无法筹集
获胜所需的资金。而
参议院即将审理总统

特朗普弹劾案的“紧急
事务”也让他不得不留
在华盛顿。

布克2 0 1 9年 2月宣

布竞逐202 0年美国总
统。他和此前退选的
联邦参议员哈里斯都
曾是有一定支持度的
非洲裔竞选人。由于
支持率未能“达标”
，布克错过了201 9年
1 2月的第六场民主党
竞选人电视辩论。

距离早期投票州艾
奥瓦州的党团会议只剩
三周。美国媒体称，布
克支持率低迷是其退选
的主要原因。在全国范
围的民调中，他的支持
率一直在个位数徘徊。

【海外网】伊朗陆
军总司令穆萨维（Ab-Ab-
dolrahim Musavi）少将
周二（14日）表示，乌
克兰客机坠毁事故中的
人为错误不会降低革命
卫队的尊严荣誉，今天
的伊朗空域对所有航班
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安全。早先，伊朗军
方因为“严重错误”而
意外击落乌克兰客机，
机上176人全部遇难。

据伊通社（IRNA）
、梅赫尔（MNA）通
讯社等伊媒14日消息，

穆萨维在当日的讲话
中表示，伊朗最高领
导人要求武装部队总司
令协调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和其他武装部
队，以确保防空系统的
准确性。穆萨维对遇难
者的家属表达伊朗方面
的哀悼，他表示遇难者
因“在美国冒险主义造
成的危机之时”的人为
失误所致。

穆 萨 维 强 调 ， 该
国“高尚的人民和遇难
者家属认为”，人为的
错误永远不会破坏革命
卫队的尊严、荣誉和显
著成就。穆萨维称，在
过去四十年中，革命卫
队在敏感的军事和安
全领域发挥了建设性
作用，取得的巨大成
就，并使敌人望而却
步。因此，穆萨维强
调，在抵抗阵线的支
持下，该国将不会允
许美国破坏伊朗武装
部队的宝贵成就。

【海外网】近日，
哈里梅根夫妇二人要“
引退”的消息引发不小
的风波。英媒报道称，
梅根的母亲梅格汉·马
克尔完全支持女儿女婿
的决定。

综合英国《每日邮
报》《太阳报》报道，
哈 里 夫 妇 8 日 对 外 宣
布，要放弃英国王室高
级成员身份，将在加拿
大和英国两国之间分配
自己的时间，并实现财
务独立。不过二人在公
开消息前并没有告知英
女王及其他王室成员，
英媒称，这令女王以及
其他王室成员感到十分
不满。连日来，英国各
大媒体都在关注着王室

的动向。
就在哈里梅根成为“

众矢之的”的时候，英媒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
梅根的母亲很担心女
儿，她把 “女儿的精神
状况和健康放在首位”
。梅根的母亲“非常忠于

自己，因此她会继续鼓励
梅根做自己”。

消息人士透露，梅
根“无意”回到英国居
住，“这是她一直以来
的计划，最终离开英
国，与哈里过上自己的
生活。”

【海外网】当地时间14日，因涉
嫌非法入侵建筑物并盗走装有1.5亿
日元（约合人民币940万元）现金的
保险柜，包括山口组成员在内的6名
日本男子被滋贺县警方逮捕。

据日本共同社报14日报道，2017
年8月28日凌晨，6名男子闯入滋贺
县大津市的娱乐场所“OGT学院Z”
，盗走一个装有1.5亿日元的保险
柜。

当地时间14日，滋贺县警方逮捕
了这6名男子，其中包括指定暴力团
体山口组的成员。据称，遭窃的娱
乐场所已经永久停业。

据日媒早前报道，由于对立摩擦
事件频发，日本两大黑帮山口组及
神户山口组7日被正式认定为“特定
抗争指定暴力团”，双方成员的活
动被严格限制。

自当天起禁止双方5人以上聚会、
进入各自事务所以及纠缠对立团体

成员，一旦有成员违反，警方就可
以将其逮捕。日本警方分析称，山
口组等黑帮成员的老龄化和人员减
少日益严重，财源也开始丧失，存
在瓦解的可能性。

伊朗司法机构：

已有数人因乌克兰客机坠毁被捕
【海外网】伊朗司法机构发言人

称，有数人因涉及乌克兰客机坠毁一

事而被捕。

鲁哈尼

外媒：爱尔兰总理拟决定

于2月8日举行全国大选

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

美国民主党2020总统竞选人布克退选

科瑞·布克

伊朗军方：革命卫队荣誉仍在

伊空域比以往更安全

伊朗陆军总司令阿卜杜拉
希姆 穆萨维

哈里夫妇“闹出走”引争议

梅根母亲力挺女儿女婿

梅根与母亲

【海外网】近日，
相关研究人员发布了一
张针鼬暴露在外的脊柱
因火灾高温而融化的照
片，并敦促澳大利亚相
关部门报告森林大火之
后针鼬的状况。这张令
人心碎的照片也引发人
们对于火灾对濒危物种
影响的担忧。

据英国《每日邮报》
报道，照片于2019年8
月拍摄于悉尼北部的海
滩，这只小针鼬因附近

丛林的火灾得到控制已
经脱离危险。照片通过
阿德莱德大学研究人员
运行的公民科学家数据
收集APP“EchidnaCSI”
分享。

据悉，针鼬在遭遇
火灾威胁时并不四处逃
跑，而是逃向地下。科
学家解释称，当针鼬受
到火灾威胁时，它们会
进入一种“麻木”的冬
眠状态：“当发生山火
时，针鼹不会试图逃离

火场，而是钻到地下，
或者躲在倒下的圆木
里，等火熄灭”。冬眠
状态使它们能够保存能
量，蛰伏更长时间。

研究人员分享这张
照片以期提高公众对袋
鼠岛针鼹数量危机的认
识。他们表示，由于火
灾严重，许多当地物种
可能也会以类似的方式
结束生命：“目前，这
场被认为‘几乎不可阻
挡’的山火对袋鼠岛造

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我
们担心针鼬数量在此期
间锐减。”

研究人员还表示，“
袋鼠岛上的针鼬已经被
列为濒危物种，尽管它
们可以通过在地下挖洞
的方式在火灾中幸存下
来，但火灾可能太过猛
烈，无法躲避。”他们
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协助
建立数据库，以了解动
物最近的森林大火中的
幸存情况。

再烧就灭绝了 针鼬脊柱被澳大利亚山火烧化

针鼬

从娱乐场所偷走940万元现金？

日本山口组成员被捕

遭盗窃的“OGT学院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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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华联循例于每年
春节前夕，举办盛大的迎
春联欢晚会。“2020年
苏北华社迎春联欢晚会”
于本月11日午后在苏北华
联大厦三楼，星洲日报友
谊大礼堂宣告隆重开幕。
苏北省华社各界约1700
位嘉宾，欢聚在充满温馨
祥和，欢乐的晚会。

主办方苏北华联精心
筹备，邀请到中国、马来
西亚及我国多位艺人和
2019年本省冠军醒狮队
登台献艺，但见晚会现场
一片金光闪闪，鼓声喧
天，尽显一派祥和欢乐，
真可谓是“星光灿烂迎新
岁，金狮献瑞纳千祥”。

晚会现场前排贵宾席
上有应邀出席的中国驻
棉兰总领事馆邱薇薇总
领事，王军及付爱民两位
副总领事，苏北华联主席
团，多位华团主席及地方
议会议员，苏北华联主席
苏用发，执行主席兼大会
主席徐煜权，筹委会主席
张家礎及诸位华联理事在
场作陪。

晚会开始，首由筹委
会主席张家礎报告筹备工
作，欢迎并感谢众嘉宾的
莅临和合作，由于出席嘉
宾人数达到筹委会的预期
而深感高兴，对诸位赞助
人慷慨解囊，赞助经费促

使晚会得以成功举行而表
达谢意和敬意。张家礎在
报告中强调了筹委会同仁
的通力合作，台前幕后工
作人员的辛劳和付出，他
表达谢意和赞赏。

苏北华联执行主席徐
煜权以晚会大会主席身份
致词，诚挚感谢苏北华社
团体领导及广大华社朋
友，踊跃出席迎春联欢晚
会，体现了苏北华社大团
结的美好现状。

苏北华联是苏北华社
的联谊平台，徐煜权再次
重申苏北华联主席团和理
事会主席苏用发的三大愿
望；第一，做好华社大团
结的工作，华社团体不分
大小，一律平等相待，都
是苏北华联的合作伙伴。
第二，扮演印中友好的桥
梁和纽带角色，热爱住在
国印度尼西亚，也热爱祖
籍中国。第三，努力推动
华文教育之外，也积极推
动中华文化艺术的传承和
推广。

徐煜权高度推崇苏用
发主席对教育事业所作的
贡献，他领导华社创办了
亚洲国际友好学院，崇文
中小学及棉中中小学。

苏北华联主席苏用发
致词，感谢苏北及印尼华
社各界，包括苏北旅外华
人朋友，多年来对苏北华

联，亚洲国际友好学院，
棉兰崇文中小学及棉中中
小学的支持和爱护。特别
感谢中国使领馆，中国侨
办，国家汉办及许多相
关单位和合作院校的大力
支持，为复兴苏北华文教
育，十二年来派来了200
多位汉语教师前来支教。

苏用发高度赞赏苏北
华联众理监事同仁的工作
精神，为服务华社而作出
了无私的奉献。值此新春
佳节美好时刻，苏用发给
苏北华社各界送上美好的
祝愿，恭祝各界新春快
乐，事业兴隆。

邱薇薇总领事在致词
中强调今年是中国与印尼
建交70周年，中国人民高
度珍惜中印尼两国人民的
传统友谊，愿继续不断推
动中印尼两国在经济、文
化与教育等各领域的友好
合作。值此新春佳节来临
的美好时刻，邱薇薇总领
事真挚地向苏北华社各界
致以良好的祝愿，祝福各
界节日快乐，愿与各界共
同努力共创中印尼两国美
好的明天。

领 导 与 嘉 宾 致 词 之
前，菩提乐园南仙醒狮队
三头金狮，在锣鼓喧天
声中登台献瑞，献上“新
春快乐”，“事业兴隆”
，“年年吉祥”“岁岁平

安”，由邱薇薇总领事、
苏用发、徐煜权及张家礎
接过新春祝福词，与全场
嘉宾共享。

主办方精心策划的文
艺节目，由中马印三国艺
人落力呈献了一台春节气
氛浓浓，水平超高的文艺
节目。本地歌手古椿晶、
纪芬芬、李美琴及萧祥
有，都曾在国内外各种比
赛中获奖，由于努力和好
学，演唱水平不断提高，
他们准备了多首应节歌
曲，一上台就把全场嘉宾
带入了节目的欢乐海洋，
四位本地歌手各有特色，
演唱认真卖力，尤其演唱
一些高难度的歌曲，赢得
了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以示鼓励。
棉中中小学，崇文中

小学，亚洲国际友好学院
的同学们，和具有专业水
平的花仙子歌舞团，表演
者都是青少年小伙子，他
们不仅带来了充满节日欢
乐的舞蹈，也表演了朝鲜
的阿里郎和亚齐舞蹈，演
来轻松愉快。有少年的天
真和青年的成熟，充满活
力，充满希望。

马来西亚唱片红歌星
黄楚礎和胡缋颐，是马
国冠军歌后，优美感人
的嗓音，人美歌甜，深受
棉兰歌迷的追捧。此次应
邀来棉登台，强力地增加
了“2020年苏北华社迎
春联欢晚会”的节目实

力，她们演唱了好多首优
美的歌曲，令棉兰听众陶
醉在音乐的海洋中。

马 国 的 魔 术 大 师 默
默，中国四川变脸大师礎
健，两位师级顶级人物表
演的绝技，令全场嘉宾无
不惊叹和佩服，礎健大师
又演又唱，把迎春联欢晚
会带上了另一个高潮。

苏北华联康乐组的“
夜上海”，是晚会压轴
节目，一群「大姑娘」
身着艳丽的旗袍，以轻快
优美的舞姿，展示温情和
柔美，给全场嘉宾留下
温馨美好的回忆，结束
了“2020年苏北华社迎
春联欢晚会”。

（棉兰人报道）

2020年苏北华社迎春联欢晚会嘉宾云集盛况空前

邱薇薇总领事苏用发恭贺各界新春快乐

左至右：张家礎、苏用发、邱薇薇总领事、徐煜权一同接过祝福词与全场嘉宾分享

全体领导与演员合影

棉中中小学表演舞蹈《团团圆圆》 棉兰崇文中小学表演舞蹈《扇子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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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文在寅：
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

韩国总统文在寅14日表示，中国
在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上发挥重要作
用，希望推动韩中关系进一步发展。

当天，文在寅举行新年记者会。文
在寅表示，朝核问题非短时间内能解
决，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他说，中
国在有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
中方未来继续在解决朝核问题以及构
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方面提供帮助。

谈及中韩合作，文在寅说，2022年
是韩中建交30周年，将推动韩中多领
域文化交流，希望促进韩中关系进一
步发展。

“欢乐春节”系列演出
拉开中丹建交70周年序幕

哥本哈根消息：作为2020年丹麦“
欢乐春节”系列活动首站活动，深圳
歌剧舞剧院艺术团当地时间13日晚在
拜塞克伦城市联合体的巴勒鲁普剧院
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中西合璧的精
彩演出。演出同时也拉开中丹建交70
周年系列文化活动的序幕。

中国驻丹麦大使冯铁在演出开场前
致辞说，文化是各国人民增进相互了
解和友谊的重要纽带。在中国的传统
佳节——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深圳的
艺术家们带来充满中国风情的精彩文
艺演出，相信对丹麦人民了解和认识
中国将产生积极作用。

被问卸任韩国总统后想做啥？
文在寅当场笑了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青瓦台举行新年
记者会，就内政外交问题发表看法。
当被问及总统任期结束后的计划时，
他笑着说，希望被人遗忘。

当天的记者会上，有韩国记者提问
道，“任期结束后，您希望留给大家
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总统形象？为此，
您又作出了哪些努力？”

文 在 寅 听 完 后 笑 了 ， 他 说 ，
自己还没想过卸任总统以后的事
情，就希望以总统的身份结束（政
治生涯）。

雷诺及日产联盟并未走向拆伙 
驳斥媒体报导

法国汽车制造商雷诺及日本合作伙
伴日产汽车表示，他们的结盟关系并
没有走向拆伙之虞，否认有关两家公
司可能分家的媒体报导，这项报导导
致两家公司股价跌至多年低点。

雷诺董事长Jean-Philippe Senard
向比利时回声报表示，包含三菱汽车
在内的联盟“稳固、坚固，不可能消
亡”。日产在回应“揣测性的国际媒
体报导”时指出，它“绝不会考虑解
散联盟”。

“这个联盟是日产的竞争力来
源，”日产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透
过联盟以实现可持续且可创造利润的
增长，日产将会寻求继续为所有联盟
成员实现双赢。”

雷诺股价周一触及六年低点，因投
资人担心雷诺与日产结盟20年之后，
在没有戈恩(Carlos Ghosn)主事的情
况下可能无以为继。

印度下令对亚马逊和沃尔玛的Flipkart
展开反垄断调查

印度的反垄断监管机构下令调
查亚马逊公司(Amazon.com Inc., 
AMZN)和沃尔玛(Walmart Inc., 
WMT)的Fl i p ka r t是否违反了竞争法
规，这是新德里试图控制主导其蓬勃
发展的互联网经济的美国科技巨头的
最新举措。

发 起 调 查 的 印 度 竞 争 委 员 会
(Competition Commission of India) 
周一表示，调查重点将放在有关
这些美国巨头在其平台上推广优
选卖家的指控上，因此举可能伤害
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根据调查命
令，这些优选卖家据称大多数都与
Fl i p k a r t或亚马逊有关，或直接/间
接受其控制。

日产汽车目前未考虑解散
与雷诺和三菱汽车的联盟

日产汽车(Nissan Motor Co.)周二表
示，该公司目前并未考虑解散其与雷诺
公司(Renault SA)和三菱汽车(Mitsubishi 
Motors Co.)之间的联盟。

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表示，该联盟
是日产竞争力的来源，日产将继续推
动能使联盟内各方都受益的活动。

日 产 汽 车 是 在 《 金 融 时 报 》
(Financial Times)周一发布一篇报道
后做出上述表述的。该报道称，日产
汽车高层已在加紧制定应急计划，以
应对可能解散日产与雷诺联盟的情
况，这个计划将聚焦于该公司业务的
工程和生产方面。

据 法 国 《 费 加 罗
报》、《巴黎人报》
综合报道，戈恩称自
己并未主动从雷诺辞
职，他退出雷诺领导
层是让该集团正常运
作，称之为“辞职”
是“歪曲事实”。

报道称，2019年12
月底，戈恩向雷诺集
团总部所在地布洛涅-
比昂古尔市的劳动仲
裁法庭提出紧急申诉

程序，要求雷诺集团
支付其离职补偿金近
25万欧元。法庭预定
今年2月底开庭。

2019年1月23日，
戈恩从其日本看守所牢
房致信给雷诺集团董事
会，宣布他离职，但在
13日接受采访时他表
示，“我为什么要离
开雷诺的理由众所周
知，当时我被关进了
监狱”。

今年1月8日在黎巴
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戈恩也曾表示“
我退出雷诺领导层以
便让雷诺集团正常运
作。说我辞职，这是
歪曲事实”。

他还表示自己从雷
诺离职是一场“闹剧”
，除了离职补偿金以
外，还要求雷诺支付每
年约77万欧元的退休
金。如果他胜诉，这
笔钱可能高达数百万甚
至数千万欧元，终身支
付，直到他去世。

雷诺集团对戈恩的
声明做出了回应，称
戈恩一年多以来首次
回应雷诺就是为了要
钱，却一点也不关心

雷诺的职工，实在有
些过分。

另据英国《金融时
报》13日报道，日产
集团和雷诺集团早前
就开始秘密计划解除

合作关系，而戈恩从
日本逃亡加速了该计
划。据称，日产和雷
诺的技术和生产部门
将完全分离，日产董
事会也将重建。

戈恩索要25万欧元离职补偿金

雷诺回怼：只认识钱

1月8日发布会上的戈恩

【海外网】2019年12月底，前雷

诺-日产联盟首席执行官戈恩曾要求

雷诺支付其近25万欧元离职补偿金，

雷诺则回应称戈恩辞职后首次回应雷

诺却只是为了要钱，实在有些过分。

【新华网】日本国土
交通省数据显示，2019年
外国访日游客数量连续
七年创出高点，但增幅
大幅萎缩。由于日韩关
系紧张、最大客源国中
国游客被分流趋势加剧
等因素，日本2020年完
成外国游客数量达4000
万人的目标难度颇高。

数据显示，2019年访
日游客为3188万人，仅比
2018年微增2.2%。在日
韩关系冷却的背景下，韩
国游客锐减，接连发生的
暴雨灾害也对日本旅游业
造成了负面影响。

访日游客人数由于
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而
一度减少，之后一直持
续增长。在日本政府放
宽签证条件、廉价航空
公司增开航线、日元贬
值等背景下，2019年访
日游客人数增至2010年
(861万人)的约3.7倍，
但增速出现下滑。

从2019年夏季开始，
由于日本对韩贸易限制引
发韩国消费者抵制，占到
访日游客约四分之一的韩
国游客大幅减少。7月同
比减少7.6%，之后一直
陷入负增长，8月至11月
大幅减少了五成到六成。

今年要想实现40 0 0
万人的政府目标，需要
在去年的基础上再增长
25%，难度较大。据国
土交通省推算，2020年
随着羽田、成田两个机
场的起降容量增加等利
好因素的推动，可新增
接纳约600万的访日游

客。但作为主力的韩国
游客如果不能恢复，实
际增加的航班及增开的
航线会带来多大帮助还
很难说。

日本旅游公司JTB预测
2020年的访日游客人数为
3430万，建设住宿设施、
应对多种语言、提升交通
便利性等接待环境仍需继
续完善。

更不乐观的是，虽然
东南亚、欧美等韩国以外
的地区基本保持良好势
头，但最大海外游客客源
国中国的游客数量增幅开
始下降。中国大陆游客在
赴日外国游客中所占比例
最高，达到30%。2019年
前11个月，中国游客访日
人次达到888万。

《日经亚洲评论》一
篇文章称，去年赴日中
国游客同比增幅虽然达
到14%，却只是2014年至
2015年期间增速的一半。
文章指出，日本一直是
最受中国大陆游客欢迎
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
近年来自泰国、越南、
马来西亚等国的竞争日
益激烈，赴日中国游客
规模增速持续放缓。

今年适逢东京举办夏
季奥运会，日本各界正在
反思接待中国游客过程中
出现的不足，以吸引更多
游客。《日经亚洲评论》
罗列了不少中国游客赴日
游“槽点”，包括酒店官
网预订步骤多、签证程序
繁琐、轨道交通隶属企业
众多、街头垃圾桶少、
酒店热水服务不到位等。

【中新社首尔】韩国
总统文在寅14日向丁世均
授予国务总理任命状。

资料显示，丁世均于
1950年出生于全罗北道，
是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
党党员，现为韩国国会
议员。在进入政坛前，他
曾在企业供职。2016年6
月，丁世均当选韩国国会
上半期议长，任期两年。

去年12月，文在寅提
名丁世均为新任国务总理
人选。随后，韩国最大在
野党自由韩国党对丁世均
任命提出强烈质疑，认为
他的议员经历等不适宜担
任总理。直到1月13日，
韩国国会最终通过了丁世

均的任命提案。
14日，文在寅向丁世

均授予任命状。文在寅表
示，在当前韩国政治环境
下，没有人比丁世均更适
合担任总理；任命之初，
已预料到会有一定的争议
声音。

文在寅称，当前韩国
社会最紧迫的任务是，恢
复政治对话，促进沟通。

丁世均是文在寅就任
总统以来就职的第二位总
理。据韩媒报道，前任韩
国国务总理李洛渊或有意
参加今年4月举行的国会
选举。根据韩国法律，若
参选国会议员，必须提前
至少60天辞去公职。

【海外网】印控克
什米尔北部多个部署有
印度军队和边境安全部
队的地点14日发生雪
崩，据印度军方消息，
在过去48小时内，已
有4名印度陆军士兵和
5名平民死亡，还有一
些受灾的士兵和平民已
经获救。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报道，印控克什米尔
北部地区以雪峰和自然
美景闻名，当地12日
开始下雪，13日降雪
强度进一步增强，大雪
扰乱了当地民众的生
活，多条公路因大雪而

被关闭。
自 2 0 1 9 年 1 1 月 以

来，印控克什米尔北部

地区的一个印度军营遭
遇大规模雪崩，至少8
名印度士兵失踪。

【央视新闻】据澳
大利亚“西太平洋银
行”13号发布的初步
分析报告指出，由于
山林大火持续肆虐，
澳大利亚面临着高达
50亿澳元、约合238亿
元人民币的损失；此
外，预计澳大利亚“

短期”国内生产总值
增速会减少0.2至0.5
个百分点--其中，旅
游业和农业遭受的影
响最为严重。

西太平洋银行还表
示，据统计，目前，澳
大利亚已有一万多起
涉及山林大火的保险索

赔，金额总计9.39亿澳
元、约合44.68亿元人
民币。

而由于山林大火还在
燃烧，其造成的整体影
响难以确定，澳大利亚
整体经济受到的影响仍
处于 “高度不确定”
状态。

澳大利亚GDP增速或被山火拉低0.5%

【新华财经东京讯】
日本财务省14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2019年11月
日本经常项目顺差同比
大增75%，这是日本经
常项目连续65个月保持
顺差。

数据显示，由于去
年11月日本贸易逆差
减少、海外投资收益增
加，当月日本经常项目
顺差额同比大幅增至约
1.44万亿日元(1美元约
合110日元)。

去年11月，由于国际

市场原油价格下滑，日
本进口同比下降16.6%
至约6. 2 5万亿日元；
受对美汽车出口下降等
影响，日本出口下降
10.2%至约6.24万亿日
元。当月日本货物贸易
逆差为25亿日元，与去
年同期相比大幅下降。

服务贸易方面，当
月顺差达1630亿日元，
是 上 年 同 期 的 大 约 4
倍。虽然当月韩国赴日
游客数量继续下降，但
由于出国旅游的日本人

减少，旅游收支顺差达
2115亿日元，创同期历
史最高纪录。

包括利息、红利在
内的海外投资收益依然
是日本经常项目顺差的
最主要来源，当月日本
海外投资收益约为1.46
万亿日元，同比增加
0.1%。

经常项目衡量的是
一国与他国贸易和资金
的往来情况，包括商品
和服务贸易、海外投资
所得收入及援助等。

日本去年11月经常项目顺差同比大增

【 海 外 网 】 菲 律
宾首都马尼拉附近的
塔尔火山12日活动剧
烈，喷出大量火山灰
和蒸汽，导致附近居民
紧急撤离，马尼拉国际
机场航班随即暂停。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的专机原定于上周日
（12日）从达沃市返
回马尼拉，但受到火
山喷发影响，只能推
迟起飞，最终在本周
一（13日）返回。

据 菲 律 宾 通 讯 社
（PNA）报道，菲律宾
总统发言人菲萨尔瓦
多•帕内洛（Salvador 
Panelo）表示，由于能
见度太低，杜特尔特的
专机无法在12日晚起
飞。帕内洛在一份声明

中说，杜特尔特的专机
于13日上午10点左右降
落在马尼拉的尼诺伊·
阿基诺国际机场，这
也是当天第一架降落
的飞机。

杜特尔特的前特别

助理、参议员克里斯
托弗·邦戈（Ch r i s -
topher “Bong” Go）
拍摄的照片显示，杜
特尔特在飞机上透过
窗户观望火山喷发的
情况。

菲律宾火山喷发 

杜特尔特专机受影响推迟飞行计划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印控克什米尔发生雪崩 

四印度军人和五平民丧生

印度北部13日起遭遇大雪天气

数据显示，2019年访日游客为3188万人，仅比2018
年微增2.2%。

去年访日游客数量增速减缓

韩国更换国务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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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周孙毅报道】
1月12日，椰城协和校友
联谊会在游继志会长和夫
人胡素丹（名誉主席）的
带领下，一行30多人赴丹
格朗两贫民区，即：Teluk 
Naga区光德庙Jl.Asrama 
Auri Kampung Melayu Barat 
RT.003/RW.001，以及屈原
庙Jl.Imam Bonjol No.51共派
发了1200多份节日礼包。

该校友会副会长梁向
华伉俪，理事长黄建筑
伉俪，副理事长游贺昌
伉俪、刘健兴伉俪，辅导
陈邓安伉俪，总务部李瑞

泉，福利部主任李育堂，
副主任余志辉，财政游素
珍，联络部侯艳美等随团
参加。

此 次 协 和 校 友 会 在
上述两处贫民区分发了
1200多份爱心礼包，其
中位于光德庙一带分发了
650份，另屈原庙一带分
发550份。每户贫困家庭
各获得一份内装有白米、
白糖、食油、方便面、饼
干及永安药业公司生产的
退热清凉饮料等物品。

游继志会长在讲话中
表示，春节即将到来，

椰城协和校友联谊会迎春献爱心

向丹格朗两贫民区派发千多份节日礼包

黄建筑、余志辉、李玉堂等象征性分发礼包给贫民。

协和校友联谊会理事和校友在光德庙留影。

游继志、胡素丹、黄建筑、陈邓安、余志辉等象征性分
发食品给贫民。

游继志会长（前左一）、黄建筑理事长（前左二）等理
事和校友在屈原庙留影。

陈邓安、刘建兴象征性分发食品给贫民。

2 0 2 0年华侨大学香港
校董迎新春座谈会1月10
日晚在香港举行。中央统
战部十局一级巡视员汤翠
英、我校校长徐西鹏与在
港校董校友欢聚一堂，互
致新年问候，共话华侨大
学60周年校庆及学校发展
大计。

徐西鹏从人才培养、师
资队伍、学科建设、科研
创新、服务社会、文化传
承、校董校友工作等7个
方面，向校董们汇报了学
校主要工作进展，介绍了
学校未来发展思路以及当
前学校发展面临的困难和
任务。徐西鹏表示，过去
一年来，华侨大学在中央

统战部的正确领导下，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暨南大学重要讲话精
神，务实推进“专项行动
计划”，坚定不移地走“
侨校+名校”发展之路，
学校各项工作稳步前进，
办学综合实力进一步提
升，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和
知名度进一步扩大。

徐西鹏向与会校董校友
表示感谢并致以新年的问
候。徐西鹏说，2020年是
华侨大学建校60周年，学
校将举办校庆系列活动，
诚挚欢迎校董校友们届时
回母校出席校庆系列活
动。徐西鹏还向与会校董
们汇报了第八届董事会换

届情况，并代表学校董事
会向部分董事颁发了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聘书。

汤翠英对广大香港校董
校友长期关心、大力支持
华侨大学办学发展表示衷
心感谢，并向与会校董校
友们致以新年的问候和祝
福。

李群华、陈守仁、杨孙
西、陈进强、谢文盛、汪
琼南、李碧葱、陈成秀、
蔡素玉、丁良辉、陈亨
利、邱建新、庄永兴、陈
芳、汪宏超等校董出席座
谈会。凤凰卫视中文台副
台长程鹤麟、公关总监陈
越，华侨大学董事会香港
办事处顾问蔡真枝，华侨

大学香港校友会常务副会
长刘守峰、副会长丁非愚
等参加座谈。与会董事和
嘉宾充分肯定学校取得的
成就，并就学校60周年校
庆与办学发展提出意见和
建议。

在港期间，汤翠英、
徐西鹏一行还先后走访了
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中国
高等院校香港校友会联合
会、香港华侨华人总会、
亚洲文化企业有限公司等
侨社和机构负责人，并参

加了华侨大学香港校友会
举行的新春座谈会。

中央统战部十局六处处
长汪会，我校董事会办公
室、招生处、校庆工作办
公室及董事会香港办事处
负责人参加了上述活动。

给丹格朗贫民们送上关
怀和温暖，让他们能欢

度佳节。他说，该校友
会每年在春节及回历新

年前夕都会举办类似活
动，希望能为他们献出

一份爱心，帮助和减轻
贫困民众的生活负担。

贫民们排队准备领取礼包。

2020年华侨大学香港校董迎新春座谈会在港举行

2020年华侨大学香港校董迎新春座谈会

【本报周孙毅报道】在

迎接农历庚子金鼠年的到

来之际，椰城028分享组

织（Team Sharing 028）

一行人于1月12日上午，

在洪小惠团长的带领下，

前往位于椰城西区珍加

连Bojong Indah Jl.Pakis 

Raya Blok H6 No.11的孤

儿院Kasih Mulia Sejati基

金会开展献爱心活动。

该布施团一行人向此基

金会孤儿们捐赠了30多箱

快速面，以及儿童睡衣等

日用必需品。

洪小惠表示，此次在

春节即将来临之际，走访

孤儿院送温暖献爱心活

动，希望以行动去关怀社

会上的弱势族群，让他们

可以一同感染新春佳节的

喜悦。此外，她也感谢该

组织成员们和热心人士的

支持与赞助，使布施活动

得以顺利进行。希望类似

活动今后能持续地举办下

去，为社会尽一份绵薄之

力，献一份爱心。

椰城028分享组织迎春献爱心

向珍加连孤儿院分发爱心礼包

左起：felicia 、王惠珍、陈丽萍慰问孤儿们。

椰城028分享组织成员们与孤儿们合影。

魏美桃女士给儿童们穿上睡衣。 给儿童们分发爱心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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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香 港 媒 体 报 道 ，
有“刘老师”之称的资
深演员刘江前晚盛装出
席 《 万 千 星 辉 颁 奖 典
礼》，他大方透露与TVB
结束37年宾主关系，近
日要清假的他特意回来
支持剧集《金宵大厦》
。对于没有续约刘老师
像是有难言之隐。

尽管获提名最佳男配
角一奖，刘老师坦言对
获奖没期望，大家也明
白游戏是怎么一回事。
对 于 他 离 开 T V B 的 消
息，刘老师说：“其实
这两天不用工作，要我
清假期，返来都是因为

对《金宵大厦》有情意
结。”刘老师明白自己
年纪渐大，这一步（离
开）始终要行，只是没

想到这么快。问到不续
约是刘老师还是公司的
决定，他说：“我在TVB
工作了37年，如果要我

讲，讲不出口，我对这
间公司和同事有种依依
不舍的感觉，当我决定
不续约有两晚睡不着，
做人一定要有个底线，
是什么就不说了，工作
多年公司对我好好，只
可以这样说。”

刘 江 表 示 虽 然 离 开
公司，但戏瘾仍在，欢
迎外界有适合的工作可
找他，现在就会稍作休
息，他说：“毕竟年纪
大了，太拼命都不知为
什么，老实讲在TVB工作
到凌晨4、5点，再驾车
回家有时都问自己为什
么。”

刘江无言告别TVB 

自曝决定不续约曾两晚失眠

刘江

女星高畑充希在东京
出席电影《阿宅的恋爱真
难》完成试映会，称福田
雄一导演为了影片制作，
要求她为角色学习1 8禁
BL漫画，看了非常多BL作
品，从一开始震惊到后来
着迷。

该片改编自藤田创作的
同名网络漫画，讲述腐女与
游戏宅之间的纯爱故事。高
畑充希在片中饰演办公室女
职员桃濑成海，在新公司遇
见山崎贤人饰演的发小二
藤宏嵩，两人看起来样貌出
众，实际上却是隐藏的腐女
和游戏宅，只有下班后单独
相处时，两人才敢聊宅向话
题。

高畑充希说：“比如
攻和受，漫画上会把人

分成攻和受，但是比喻成
橡皮和铅笔，马克杯和茶
托，这样走到哲学性的方
面，确实让我有点着迷，
好像看见了新世界，很有
趣。”对于这部电影，高
畑充希很自信地说：“这
是一部很有趣很刺激很棒
的电影。”

这部电影也让山崎贤
人成长，他说：“我回去
KTV，但是很不会跳舞，
但还是挑战了。”福田雄
一说：“我认为贤人有
舞蹈和唱歌的才能，经过
练习会很出色。”当天参
加活动的还有菜菜绪、斋
藤工、贺来贤人、若月佑
美、室毅、佐藤二朗等，
影片将于2月7日在日本上
映。

葵的青春恋爱漫画《
侧耳倾听》改编真人电
影，讲述漫画版十年后
的原创故事，清野菜名
饰演放弃小说家梦想成
为儿童小说编辑的月岛
雫，松坂桃李饰演为梦
想生活在海外的天泽圣
司，影片由执导《白夜
行》、《继母与女儿的
蓝调》等作品的平川雄
一朗担任。

原 著 漫 画 1 9 8 9
年 在 少 女 漫 画 杂 志
《RIBON》上发表，讲
述虽然面临高校考试却
依 然 埋 头 于 小 说 创 作
的中学三年级学生雫和
以 小 提 琴 职 人 为 目 标
的 圣 司 相 遇 相 爱 的 故
事。1995年由吉卜力工
作室改编长篇动画，票
房收入达到1 8 . 5亿日
元。真人电影讲述原著
十年后的故事，圣司与
雫约定结婚后去意大利
十年之后，成了无论爱
情还是梦想都不再那样
执着的成年人，不知不
觉两人也产生了距离，
但是雫想找回当时的感
觉。

近年来出演《我是
大哥大！》、《一半，
蓝色》、《在不黑不白

的 世 界 ， 熊 猫 笑 了 。
》等影视作品的清野菜
名说：“这次我在《侧
耳 倾 听 》 里 饰 演 月 岛
雫，能够作为雫加入无
数人喜爱的名作《侧耳
倾 听 》 的 世 界 ， 我 觉
得非常开心非常荣幸，
那之后十年，雫变成了
怎样的大人？还有希望
演出她内心的情感和纯
真。”

去年出演《瞌睡的
磐音》、《新闻记者》
、《蜜蜂与远雷》、《
韦驮天》等影视作品的
松坂桃李说：“《侧耳
倾听》的动画电影我看
了很多遍，有学生生活
日常的焦躁还有微妙的
距离感，肯定还有很多
人会幻想那之后的故事
吧？我也是一样，能参
加那之后的故事我很开
心。”这是松坂桃李继
2 0 1 2年主演电影《使
者》再次与平川雄一朗
导演合作，他说：“平
川导演执导我主演的第
一部作品《使者》，当
时很紧张，他给我很多
力量，因为他我才能走
到现在，所以再次与平
川导演合作又开心又紧
张，很期待开拍。”

近日，春节档最燃国漫《姜子
牙》正式发布“回家”版手绘海
报。此番海报由知名画师早稻绘
制，展现了影片的温情一面，透露
出女主角小九“看似勇敢倔强，内
心仍渴望温暖”的人物心声，“回

家”的主题更是戳中无数游子泪
点。据悉，片中女主角小九与姜子
牙间并无爱情线，而是作为“天下
苍生”中的一个具象化表现产生彼
此关联。作为光线彩条屋“中国神
话系列”第二部，电影《姜子牙》
接棒《哪吒之魔童降世》，是一部
兼具文化底蕴与颠覆创新的国漫巨
制，为2020开年必看力作之一。电
影《姜子牙》将于大年初一（1月25
日）全国上映。

姜子牙小九“大叔萝莉”组合首
同框  温情海报戳游子泪点

此次“回家”版手绘海报，出自
知名画师早稻之手，描绘出影片“
有温度”的细腻一面。海报中，身
披蓑衣、手持打神鞭的姜子牙一改
此前曝光的高燃形象，与小九、四
不相温暖相伴。与此同时，九尾暗
藏于芦苇丛中，危机四伏，引发观
众对影片故事的讨论。

海报也展示出影片女主角小九如
当下女性一般“看似勇敢倔强，但
内心仍渴望温暖”的一面，引发无
限共鸣。一路上，她从起初拒人于
千里之外，到逐渐学会接受爱、付

出爱，呈现了“一个女孩的蜕变成
长”。关于小九与姜子牙的关系，
网友众说纷纭，对此导演程腾在微
博上打趣回应“姜子牙在电影中很
忙，没空谈恋爱”。据悉，二人间
是颇有新意的“大叔与小女孩”搭
档组合，引人期待。

电影《姜子牙》改编自中国传
统神话，兼具文化底蕴与颠覆创
新，使观众在有认知度的基础上保
持高度期待，可以说是一份献给全
家人的“新年礼物”。一方面，影
片有大量“爽度满分”的动作场面
及跨越人、神、妖三界的绝美中国
风画面，无论对儿童还是成年观众
都是一场视觉盛宴；另一方面，影
片角色丰富，各年龄层观众都可以
从“追寻自我”的姜子牙、“勇敢
坚韧”的小九等人物身上找到共情
点，一同探索自我。

电影《姜子牙》由北京光线影
业有限公司、光线彩条屋影业、中
传合道、可可豆动画联合出品。继
《哪吒之魔童降世》后，“一战封
神”电影《姜子牙》将于大年初一
（1月25日）全国上映。

汤洛雯、邓佩仪、
黄庭锋及钟君扬昨天
到将军澳电视城出席
明 珠 台 第 9 2 届 奥 斯
卡提名日记者会，众
人又分享心目中的最
佳电影。三次提名都
落空的汤洛雯，自称
是“老飞”，她更自
曝想跳级夺奥斯卡，
笑称要拍《小丑2》。

《第92届奥斯卡颁奖
典礼》将于美国时间 2
月9日（即香港时间2月
1 0日）于美国加州洛

杉矶好莱坞杜比剧院举
行。邓佩仪表示去年因
开工错过了看奥斯卡颁
奖礼，今年想看是因自
己很喜欢看《JOKER 小
丑》这部电影，希望电
影可以得奖。

汤洛雯指颁奖礼节目
会激励到她，见到得奖
者分享经验，就会希望
自己都可以得奖，她笑
说：“我希望有天夺得
奥斯卡，（公司的奖你
都没拿到？）眼光放远
点，可以跳级。”

电影《姜子牙》曝“回家”版手绘海报！

“大叔萝莉”一路温暖同行

电影《姜子牙》

高畑充希参加电影试映会

称为扮演腐女学习BL漫画

《宅男腐女恋爱真难》办试映会 高畑充希等亮相

《侧耳倾听》将拍真人版 

清野菜名与松坂桃李主演

《侧耳倾听》真人版电影演员，清野菜名、松坂桃李

汤洛雯想跳级夺奥斯卡

三次提名落空自称是"老飞"

汤洛雯笑称很多好莱坞导演找她

3 7台湾艺人方顺吉一
生坎坷，经历过辉煌也跌
落过谷底，从家喻户晓
的超级童星到负债累累的
过气艺人，还身陷吸毒、
教唆打人等一系列丑闻当
中，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据台媒1月14日报道，如
今方顺吉不仅戒掉了所有
陋习，还与警方达成了合
作，让人刮目相看。

方顺吉出道很早，当年
因一首《翘脚髯胡须》而
红遍了大街小巷，在台湾
几乎无人不知，有着极高
的人气和国民度。在人气
巅峰的时候，方顺吉月收
入甚至达到了百万台币（
约23万人民币），在那个
年代已经是相当不菲的收
入了。尤其是方顺吉当时
还只是个孩子，起点就如
此之高可以说是前途一片
光明，未来可期。

然而好景不长，方顺吉
的下坡路来得太快太陡，打
得人措手不及。由于变声期
的提前来到，方顺吉的音乐
道路愈发艰难，再加上家里
经济方面也出了问题，可以
说是雪上加霜。而后，这个
前途一片大好的小童星便越
走越歪，在2003年因为吸食
毒品而被警方逮捕。方顺吉
多次出现在大众视线内，都
是因为涉毒、教唆打人等负
面新闻，可以说是一手好牌

被自己打得稀巴烂。
如今方顺吉成家多年，

儿子已经13岁了，在1月
13日的某节目上谈到这些
年的风风雨雨，也是感慨
颇多。方顺吉透露在2003
年的时候因为染毒欠下了
一些债务，后来没有工作
的方顺吉因为要养家又四
处找人借钱，总共欠下了
大概500万台币（约人民
币115 万元）的债务。17
年来，方顺吉一直有陆续
还款，但目前仍有近400
万台币（约人民币9 2万
元）的债款要还。

知名童星染毒欠债115万苦熬17年还债，

今与警方合作成禁毒代言人

方顺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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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和民进党在选
举中宣扬得最多的是“恐
中”和“拒统”，选举结
果显示，台湾社会的多数
人支持以这些认知为基础
的政治路线。在当前的国
际大背景和民进党执政的
内部环境中，扭转岛内的
这种意识形态应当说非常
困难。

与此同时也要客观看
到，台湾多数选民支持民进
党连任，不意味着支持“
台独”。真正意义上的“台
独”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它
对台湾意味着不可承受的风
险，这也是台湾大多数人的
基本理性和共识。

回顾过去几十年，台
海地区的总态势是，大陆
高速发展，两岸实力格局
出现历史性重塑，同时两
岸交流井喷式增加，经济

和文化融合成为一个大趋
势。两岸之间的真实政治
主题已经从“反独”逐渐
向“促统”过渡。蔡英文
当局搞了一些动作，从历
史视角可以视作对这个趋
势的慌张抵制。两岸的事
情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出
现这个阶段的特有斗争在
所难免。

中国整个周边都对中
国崛起有着复杂感受，台
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割据
地区”，这个问题很容易
变得更突出。蔡英文和民
进党这次大胜，反映了台
湾一些人在中国大陆崛起
面前的焦虑在上升，他们
担心大陆的影响能够在
不发生统一的情况下越过
海峡。那里很清楚台湾在
经济上脱离大陆不可能有
真正的出路，人们对两岸

融合所意味着的政治复杂
性的担忧受到民进党的煽
动，在选举的过程中不断
爆发。

关于民进党在误导台
湾社会，美国和西方力量
在帮着民进党加剧这种误
导，都是真实的判断。事
实上，美国一直在干预台
湾选举，只是台湾社会整
体上没有将美国的这种干
预视为一个主要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
蔡英文连任了，国内外都
出现一些针对中国大陆的
错误解读。外部的那种声
音宣扬这次选举测出了台
湾与大陆的距离，然而两
岸融合的过程虽然会是曲
折的，但两岸越来越近的
大趋势怎么可能扭转得
了？李登辉1996年制造了
台海危机，陈水扁执政期
间台海也曾“地动山摇”
，但做大阶段评估，两
岸的融合度整体上倒退了
吗？两岸之间变远了吗？

国内互联网上也有人
将蔡英文连任看成大陆对

台政策的“失败”，这种
想法折射了那些人对大陆
力量不切实际的高估和期
待，以及对地缘政治规律
的误读。

如果我们喜欢谁，谁
在台湾选举中就能赢;我
们不喜欢谁，他在台湾就
输定了，这需要中国大
陆有超级的硬实力和软实
力，以及这些实力向关键
部位的准确投射能力。要
看到，这对现阶段的中国
大陆来说不现实。

我们或许可以从美国
的相关情况中管窥一些规
律。华盛顿在菲律宾这个
美国前殖民地的影响可谓
无处不在，菲律宾的军政
官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留
美出身，菲国至今有多个
军事基地向美军开放。但
是被普遍认为是反美的杜
特尔特2016年一路骂着美
国当选总统，上任以后至
今拒绝访美。一个国家要
把它的实力转化为对台湾
这样的敌对或半敌对地方
选举的直接影响力，这应

当说不是中国现阶段所应
企望的变现能力。

台海斗争将持续下去，
由于它不是大陆与台湾之
间的封闭互动系统，美
国事实上采取了强介入，
这一长期斗争的复杂性处
于当今全球地缘政治斗争
的顶级位置。谁在台湾当
选，不是这场斗争走向的
决定性因素，但它意味着
舞台场景的变化，会影响
阶段性的情节。对中国大
陆来说，最重要的永远都
是实力要素和我们的准备

程度，谁当选更意味着对
我们应变发挥的考验。

究竟是陈水扁时期还
是马英九时期更加刺激、
推动了大陆围绕两岸统一
的综合能力建设，历史地
看恐怕是一言难尽的。两
岸统一肯定要由大陆这边
来主导，台湾那边的积极
变化也需要由大陆的动力
去触发，对此我们一定要
形成坚定的认识。为最终
实现两岸统一，我们还需
要有不断承重的决心和耐
力。（来源：环球时报）

台湾选举蔡英文高票连任，民进党赢
得“立法院”多数席位，这当中反映出的
台湾民意的动向需要客观解读，确保我们
对台湾社会的整体认知是准确的。

实事求是看台海局势的总态势

澳大利亚山火肆虐 还想否认气候变化吗？ 文/韩一元

台湾2020选举落下帷幕，民进党在地区领导人和“立
委”席次中获得大胜。

自去年9月以来，澳大
利亚山火持续燃烧，新年
伊始已成为“前所未有的
灾难性”森林火灾，过火
面积超过630万公顷，火
场面积超越亚马孙及加州
大火，数十人死亡，成千
上万人失去家园。大火对
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大面
积破坏。有毒烟雾一度让
悉尼成为“澳大利亚新德
里”，跻身全球空气污染
最严重的城市。

大火烟雾不但影响到
新西兰，且已飘到南美洲
的阿根廷和智利。更令人
心碎的是大量珍稀动物的
生存面临严峻威胁。众所
周知，澳大利亚是袋鼠、
考拉等珍稀动物的主要栖
息地。专家认为澳大利亚
全国大约有数亿只动物在
此次大火中丧生，包括哺
乳类、飞行类和爬行类，
憨态可掬的考拉甚至可能
面临“功能性灭绝”，因
为即使有一些考拉能死里
逃生，它们赖以生存的自
然环境已受到严重破坏。

大火仍在延烧，关于
火灾原因的争论也热度不
减。民众指责澳政府反应

迟缓、管理不周、应对不
力，环保主义者批判政府
对气候变化的怀疑态度，
澳大利亚当局则多次捍卫
澳政府的气候政策，一些
保守人士甚至把“黑锅”
甩给环保主义者，称火情
失控的原因是环保主义者
拒绝政府砍树造隔离带。

客观来讲，山火现象
本身在大自然中是一种正
常现象，是澳大利亚天气
循环中的一环。往年夏季
澳大利亚常发生短时间肆
虐的山火，但通常最严重
的季节是在一月中旬（澳
大利亚处于南半球）。虽
说夏季山火在澳大利亚实
属常态，但今年的火势不
仅提前到来、且日益呈现
不可控的状态，就不得不
考虑气候变化的因素了。

澳大利亚联合国协会
发布的报告《在澳洲控制
气候变化——长期视角》
称，澳大利亚是全球最容
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
家之一。澳大利亚的夏季
通常炎热干燥，但气候变
化带来了更长时间、更频
繁的极端高温，使得气
候条件恶化、植被更加干

燥易燃。这个夏季澳大利
亚的天气可以用高温、干
燥、狂风三个词来概括，
形成“引火盒”般一触即
发的易燃状态。可以说，
山火的起因有多重因素，
包括森林管理不当、干
旱、甚至人为纵火等，但
气候变化无疑加剧了山火
的严重程度。

这场大火更使澳大利亚政
府成为内外攻击的目标。此
前，莫里森多次捍卫澳政府
的气候政策，否认山火肆虐
与气候变化有关。12月，莫
里森不顾仍在肆虐的山火，
前去夏威夷度假，最后迫于
舆论压力提前回国，此时他
仍坚持山火是一场“自然灾
害”。直到12月30日，在内
外压力下，莫里森才承认了
气候变化与森林火灾的联
系，但仍强调单单是气候政
策不应该为山火“背锅”。

以莫里森为首的澳洲
当局的态度反映了澳大利
亚根深蒂固的保守发展理
念。澳大利亚有悠久的采
矿历史，煤炭为其提供了
大量的电力资源和就业岗
位，澳大利亚还是全球最
大的煤炭和液化天然气出

口国。澳洲的碳排放量占
全球的1.3%，但人均碳
排量为全球第二，仅次于
美国。

在 经 济 利 益 的 驱 动
下，澳大利亚政府不愿加
大减排力度，并在气候
问题上坚持顽固立场，常
常为国际社会诟病。在国
内，澳政府承诺到2030年
减排26%-28%的目标被
认为过于保守，甚至还在
扩大化石能源的使用。

在国际，澳已取消了对
绿色气候基金的拨款，缺
席2019年9月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组织的气候行
动峰会。在刚刚结束的马
德里气候大会上，澳大利
亚还坚持保留其在《京都
议定书》下通过排放交易
机制积累的碳信用额度，
用以充当《巴黎协定》下
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而
这样做将使澳大利亚不用
采取任何新的减排措施。

莫里森政府的气候政
策遭到各国的严重抨击，
也成为近年来澳与南太岛
国之间的矛盾焦点。新气
候研究所、气候行动网络
等智库机构公布的最新报

告显示，澳大利亚在气候
政策上得分为“零”，是
表现最差的国家，在再生
能源使用、能源有效使用
和减排方面的得分也均位
于低分国家之列。

这场“失控”的大火用
沉重的生态和生命代价，
再次为澳大利亚和全球敲
响气候变化危机的警钟。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气候变
化研究所的一项最新研究
显示，到2050年，澳大利亚
将不再有“冬天”，而且
还会出现一个“新夏天”
。在这个“新夏天”里，
气温会高达40℃以上，并
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在气候变化加剧的影
响下，日益频繁、猛烈的
灾害将带来更加直观的损
失。德勤估计，到2050
年，自然灾害每年给澳大
利亚带来的经济损失将升
至390亿澳元，相当于该
国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近
2%。澳大利亚能否亡羊
补牢，加大减排行动，制
定积极的气候政策，建立
长期的能源转型战略，关
乎其生存和发展大计，更
关乎人类和地球所有生命
的未来。（韩一元 中国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
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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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岁的王先生是一名公务员，平

时有高血压，在一次会议中间胸部

突感撕心裂肺一样的疼痛，当即被

送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

院。通过检查，医生确诊他是主动脉

夹层，立刻实施手术，最终获救。主

刀大夫、心脏外科中心心外一科主任

刘永民告诉《生命时报》记者，主

动脉夹层是一个极为凶险的急症，

目前患病率明显增加，患者随时有

死亡风险，只有及时手术才有生的

希望，“与这名‘幸运’的患者相

比，大部分主动脉夹层患者或者被

误诊，或者因各种条件所限，失去

了救治机会。因此，大力普及该病相

关知识是当务之急 。”

九死一生的急症

主动脉是人体最粗的一根动脉，

也是人体承受压力最大的一根血管。

中国人主动脉外径平均在2～2. 5厘

米。它从心脏的左心室发出，向上、

向右、再向下，像一根弓状的管道，

沿脊柱下行，并在胸腔和腹腔内分出

很多分支，向全身各处输送血液。

刘 永 民 教 授 介 绍 ， 主 动 脉 壁 分

内 、 中 、 外 三 层 ， 内 外 壁 好 比 房

子的内墙外墙，中层由结缔组织构

成，好比房屋的钢筋混凝土。正常

情况下，主动脉中间的“钢筋混凝

土”非常结实，牢固地稳定住内外

壁，但如果存在高血压、动脉硬化

等危险因素，血流的冲击力会把内

膜撕破，让中层断裂（暴露），血

液 跑 到 内 外 膜 之 间 ， 就 形 成 了 主

动脉夹层。通俗地讲，就是血管劈

了。累及升主动脉的夹层叫A型主动

脉夹层，夹层朝着心脏方向撕裂，

发生在主动脉弓以下部位的叫B型主

动脉夹层。

发生主动脉夹层后，由于血管外

膜受到剧烈牵拉，人会感到撕心裂肺

一样的剧痛。A型主动脉夹层疼痛部

位一般在前胸、后背，B型疼痛部位

偏下一些，多在后背、腹部。主动脉

夹层相当于血液循环的最核心部位

出现险情，若不及时救治，血流会

冲破外壁，就像黄河决堤一样，造

成大出血、休克，死亡就是一瞬间

的事。解放军总医院急诊科教授孟

庆义说，根据他们急诊的统计，主

动脉夹层患者中，B型略高于A型，

但死亡率远低于A型。国外统计显

示，A型主动脉夹层一旦发生，随着

时间推移，每小时死亡率增加1%；

如果不及时手术，48小时的死亡率

为50%，一周内死亡率为70%，一

个月内死亡率为90%；即便上了手术

台，国外统计的死亡风险也有15%

～20%。因此，用“九死一生”形容

胸痛撕心裂肺 手术才能救命

主动脉夹层分秒必争
主动脉夹层分秒必争

受访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中心心外一科主任、教授 刘永民 □解放军总医院急诊科教授 孟庆义

本报记者 张 彤

中医养生

天然入眠法 临睡做一遍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主任 庄礼兴 □林 敏 锁卓琪

没机会救了。

三是治疗费用较高。目前医保还

没有完全覆盖，无论是开胸手术还是

介入治疗，费用都不低于15万元，

很多低收入人群难以承受，遗憾地放

弃了。“我国很多主动脉夹层患者正

处壮年，是家庭和事业的顶梁柱，可

以说这个病往往摧毁的是一个家庭的

幸福。”刘永民教授说。

有些动作老人不能做

对主动脉夹层患者来说，时间就

是生命，只有及时确诊，病人才有获

救的可能。刘永民教授介绍，临床上

引起剧烈胸痛的急症主要有三种：心

梗、肺动脉栓塞、主动脉夹层。医生

在接诊的时候，不要忽略第三种，

特别是患者描述有撕裂样的剧痛时。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胸痛患者千万不

要盲目地使用抗凝药，应该首选心脏

彩超检查。如果发现主动脉管腔内有

漂浮的内膜，就可以怀疑主动脉夹

层，然后进一步做主动脉CT的血管

造影（CTA）来确诊。“目前我国很

多医院开辟了胸痛门诊，几家大的血

管外科中心水平居国际前列，手术死

亡率低于国际平均值，而成功获救的

前提是迅速就诊、准确判断、及时手

术。”

对于主动脉夹层的预防，医生给

出如下建议：1.积极控制高血压。

人人都要关注自己的血压，一旦发现

偏高，一定要积极治疗，将血压控制

在正常范围内；生活中要避免大喜大

悲、熬夜、过劳等可引起血压骤然升

高的因素。专家呼吁，我们必须提醒

广大高血压患者，血压高不仅会慢慢

地伤害心、脑、肾等器官，还会引发

主动脉夹层这种能迅速夺去人性命的

急症。

2.防治动脉硬化。现代人因为饮

食结构调整及体力活动减少，动脉

硬化逐渐增多且出现年龄越来越早。

应该积极改善生活方式，控制热量摄

入，多吃果蔬，增加运动量。临床上

有个衡量动脉硬化的指标叫“脉搏波

传导速度”（PWV，方法是用压力

感受器或多普勒超声信号等方法检测

不同部位的脉搏波，能准确评估动脉

血管的僵硬程度），应将其列入中老

年人常规体检中。

3.老年人应少做几个动作。老年

人多有动脉硬化，生活中应尽量避

免上半身突然性大幅度扭转、拉伸等

动作。例如，起床、从沙发上站起身

时动作要慢；厕所马桶边最好有个

扶手，起身时借一下力；东西掉在地

上，不要探着上身去够，而应该走近

然后蹲下再捡，可减少主动脉夹层发

生的风险。▲

升主动脉

（A型）

降主动脉

（B型）

主动脉内壁破

损处，血液由

此进入血管壁

动脉

血液

健康

血管壁

这个急症一点不为过。

患病者急剧增多

“以前主动脉夹层非常少见。30

年前，我们医院急诊一年也就见到

几十例，如今明显增多，一年有六七

百例患者，有的时候一天接诊四五

例。”孟庆义教授感慨。与国外相

比，我国主动脉夹层的特点是发病

年龄早，国外发病多为老年人，而

我国多发生于青壮年，40～50岁常

见，最年轻的甚至有90后，男性多

于女性。

根据多年临床观察，孟庆义教授

总结，以下五类人群特别要警惕主动

脉夹层：

高血压患者。高血压是主动脉夹

层发生的最主要原因。据统计，该症

患者八成都有高血压病史。有的病人

平时血压控制得还可以，但在过度劳

累、情绪激动、屏气用力等情况下，

血压一过性升高，就可能诱发主动脉

夹层。专家表示，我国高血压患病率

高，全国有3亿多患者，而有效控制

率低，因此挑战极大。

动脉硬化患者。孟庆义教授说，

动脉硬化病人主动脉的弹性变差，尤 

其是血管中层的结构变“糟了”，患

者在上身突然扭转、伸展或抬起的瞬

间，主动脉受到猛烈牵拉，就可能造

成血管壁撕裂。“曾有个病人打麻将

时，举着牌先往后仰，然后突然往桌

上一拍，血管就劈了。”专家表示，

我国高血压及动脉硬化的患病率逐年

升高，且发病年龄提前，是我国主动

脉夹层越来越多且发病年龄早的主要

原因。

孕 妇 和 肥 胖 者 。 胖 人 腹 部 脂 肪

多，孕妇因为胎儿的存在，都会造成

膈肌上抬，主动脉根部须承受更多压

力；另外，孕妇由于激素变化会使主

动脉中层发生囊性改变，因此是主动

脉夹层的高发人群。

马凡氏综合征患者。此病属于较

为罕见的遗传性疾病，这类病人的心

脏和大血管存在先天性缺陷，容易发

生主动脉夹层。

救治不足1/10

“目前，我国每年主动脉夹层手

术达到2万例，但这个数字可能连实

际发病的1/10都不到。”刘永民教

授说。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

知晓率低。老百姓对这个病缺乏认

知，甚至一些医务工作者也了解不

多，一遇到胸痛都当做心绞痛、心梗

来治，耽误了救治时机。网上流传的

一些救治心梗的“招数”常常也害了

病人。一名50来岁的公司职员下班

途中忽然胸部剧烈疼痛，因为他比较

胖，平时血压有点高，家人想当然地

觉得他是心梗，根据网上流传的“急

救办法”，把多片阿司匹林砸碎了

让他服下，结果反而帮了倒忙——患

者其实是主动脉夹层，这是一个出血

性疾病，而阿司匹林具有抗凝作用，

会“助长”出血。病人被送到医院确

诊后，外科大夫犯了愁：不做手术，

病人有生命危险；做手术，本身就有

死亡风险，再加上病人用错药，身体

处于低凝状态，谁敢动刀？“平时

服用阿司匹林的患者，必须停药2周

以上才能接受手术，这是外科学的常

识，否则术中有可能出血不止。”刘

永民教授在临床上经常面临这种两难

境地，“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去，我

们却束手无策，心里真不是滋味”。

二是医疗资源所限。主动脉夹层

一旦确诊，首选手术治疗。刘永民

教授介绍，A型主动脉夹层必须开胸

手术，用人工材料将升主动脉及弓部

换掉；B型主动脉夹层可进行介入治

疗，即在主动脉里放置支架。无论采

取哪种方式，对医院的硬件设施、医

生的技术水平要求都很高，临床上很

多病人不得不千里迢迢赶赴大医院，

不少人因此死在了求医路上，有的即

使送到了大医院，也因耽误了时机而

中医认为，睡眠多
受气血、脏腑影响，
只要使其调和通利，
能一定程度上改善失
眠。这里给大家推荐7
个按摩保健招式，这
些天然的方法每晚临
睡前做一遍，可帮你
安心入睡。

十指叩头。十指张
开，两手分别放在头顶
处。用十指指腹叩击头
部，不拘穴位、不固定

位置，有痛感的地方
可多叩击几次。由前向
后，重复进行3分钟。

五指梳头。张开五
指，将中指对准头部前
半部分头发正中，即督
脉循行处。先用左手
梳，再用右手，两手轮
流梳3分钟。

同揉耳轮。拇指和食
指同时按揉耳朵，分别
从下往上按揉耳轮、耳
轮脚、耳轮脚附近的软

骨各1分钟。
揉后发际。十指张

开置于后脑勺处。用
两手拇指同时从外向
内轻揉后发际线附近
的穴位，分别是耳后
的翳风穴、乳突穴、
安眠穴、风池穴和风
府穴，3分钟即可。

按揉劳宫。张开左
手掌，用右手拇指按揉
左手劳宫穴约1分钟。
再以同样方法按揉另一

侧。
按揉涌泉。睡前温水

泡脚后按两脚的涌泉穴
约3分钟。

腹式呼吸。双手交
叠放于丹田处，进行腹
式呼吸，即吸气时鼓起
肚子，呼气时收腹（如
图）。腹式呼吸时意念
集中于呼吸，且呼吸深
沉，有助红细胞含氧量
的增高，人也容易恢复
平静。▲



眼下不冷不热，正是旅
游出行的好日子，但糖友
们却对旅行有些担忧。对
此，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苏本
利表示，对于仅靠饮食控
制或非胰岛素、非磺脲类
降糖（包括格列奈类）药
治疗的2型糖尿病病人来
说，旅行生活基本不受影
响。但是 ，1型糖尿病病
人以及在接受胰岛素、磺
脲类降糖药治疗的2型糖尿
病病人，因进食、饮水和
胰岛素注射等不便，可能
会导致低血糖或血糖控制
不佳。另外，他还指出了
身体状态欠佳的糖友们不
宜选择的五种旅行。

长途飞行出血栓
糖友乘坐飞机可能无

法按时吃饭、及时注射胰
岛素。此外连续飞行数小
时，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不
动，容易形成血栓，妨碍
或阻断血流。糖友的血管
壁功能比正常人差，因此
久坐时，下肢血管中的血
小板就更容易聚集起来，
形成血栓。另外，合并心
血管疾病的糖友可能还会
加重病情。

糖尿病患者若要乘坐
飞机出行，需做到以下几
点：1.尽量选择靠过道的座
位，以便每隔一小时左右起
来走动走动和方便注射胰岛
素等，最好有亲友随行；2.
提前90分钟～2小时抵达机
场。因乘坐飞机需要办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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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专访中美心血管领域权威专家

中美高血压诊断标准不同
受访专家：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院长、中南大学高血压病研究所执行所长 张国刚

美国2017高血压指南制订委员会副主席、美国心脏协会专家罗伯特·M·凯里

本报记者 张 芳 本报特约记者 布鲁克斯·兰彻斯特

保护心脑

时隔八年，《中国高血
压防治指南2018年修订版》
再次更新。一年前，美国
《2017高血压临床实践指
南》出台，将高血压的诊断
标准下调至130/80毫米汞
柱，引起国内专家广泛讨
论，而此次出版的中国《指
南》并未作出类似改变。

在5月17日“世界高血压
日”到来前，针对两国指
南的不同，《生命时报》专
访了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院
长、中南大学高血压病研
究所执行所长张国刚教授，
以及美国《2017高血压临床
实践指南》制订委员会副主
席、美国心脏协会专家罗伯
特·M·凯里博士（Robert 
M. Carey, M.D）。

血压干预早一点低一点
是大势所趋

《生命时报》：美国《
指南》将高血压的诊断标
准下调到了130/80毫米汞
柱，原因是什么？

罗伯特·M·凯里：越来
越多的医学证据证明，更低
的血压对健康有益，因此我
们重新定义了高血压标准，
希望将这一信息传递给公
众，督促他们更早行动起
来，预防高血压。在本版
美国《指南》中，我们还
强调了规范测量血压的重
要性，即诊室血压、家庭自
测血压和24小时动态监测应
当并重。

张国刚：美国《指南》
对高血压定义标准的改
变，主要基于一些血压与
心脑血管疾病的观察性研
究，以及多项通过改善生
活方式或使用降压药预防
疾病的证据。研究发现，

与收缩压目标＜140毫米
汞柱的标准治疗相比，
以收缩压＜120毫米汞柱
为目标的强化治疗，能使
主要终点风险降低2 5％
，全因死亡风险降低27％
。一系列近年荟萃研究的
结果也显示，从血压低于
120/80毫米汞柱，上升至
120～129/80毫米汞柱和
130～139/80～89毫米汞柱
时，心脑血管病和死亡风
险逐渐升高；在一定血压
范围内，更低的血压可以
获得更好的心血管结局。

《生命时报》：新版欧
洲指南和中国《指南 》目
前都没有改变高血压的诊断
标准，但在我国未来更新的
指南中，有没有重新定义高
血压标准的可能？

张国刚：一个指南的变
迁一定基于足够的证据，但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缺
乏来自中国人群的随机对照
试验研究证据。2018版中国
《指南》中指出，关注血
压的同时更要关注心血管
危险分层，高危人群和特
殊人群需要有更加严格的
血压目标。血压干预早一
点低一点，一定是未来的大
势所趋。

血压分级和风险评估很重要
《生命时报》：为什么

要对高血压患者进行严格的
分级？依据是什么？

罗伯特·M·凯里：在
设定降压目标值时，需要
综合考量共患疾病（如糖尿
病）和其他心血管病因素，
不同患者面临的风险级别不
同，就应当采取不同的干预
措施。因此，我们在新版美
国《指南》中特别强调了心
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评估，只
有针对所有因素进行综合评
估，才能准确了解一个人的
患病风险，并由此确定管理
可控因素（比如血压）的方
法和目标。按照美国心脏协
会的推荐，目前高血压被分
为5个级别。

正 常 级 ： 血 压 低 于
120/80毫米汞柱。如果你
的血压低于这个数值，只
需继续坚持健康的生活习
惯即可，如平衡饮食、规
律运动等。

升高级：血压值长期稳
定在收缩压120~129毫米汞
柱，且舒张压低于80毫米汞
柱。这部分人群如不及时采
取措施，很可能发展成为高
血压患者。

高血压1期：收缩压长期

稳定在130～139毫米汞柱，
或舒张压为80～89毫米汞
柱。血压处于这个阶段的人
群，需要医生开具生活方式
处方。在综合评估心血管疾
病的其他风险因素后，部分
患者需要服药治疗。

高血压2期：血压稳定在
140/90毫米汞柱，甚至以
上。这部分患者必须服用降
压药，并改变生活方式。

高血压危象：如果你的
血压突然上升到180/120毫
米汞柱，可以先等5分钟再
次测量。假如二次测量的结
果仍不正常，偏高，说明
你很可能达到了最危险的级
别，应立即就医。如果在血
压飙升至180/120毫米汞柱
的同时，还伴随胸痛、气
短、背痛，以及虚弱无力、
身体麻木、视物改变、言语
不清等不适，就不要再等二
次测量了，一定要立即拨打
急救电话。

《生命时报》：美国心
脏协会对高血压的分级方法
与我国有何异同，是否有可
借鉴之处？

张国刚：美国 《指南 》
此次的改变主要在于，当高
血压诊断标准降为130/80
毫米汞柱后，需要将之前的

高血压前期（120～139/80
～89毫米汞柱）拆分为两个
级别，即血压升高和高血压
1期，同时将原来的高血压
1、2、3级全部归类为高血
压2期。新版欧洲指南和中
国《指南》都没有做类似改
变，而是沿用了之前的分级
方法。新版美国《指南》对
我国高血压综合管理与诊治
具有积极借鉴作用的一项内
容是，提高了心血管病10年
风险评估的地位。

用药变化需参考人群特点
《生命时报》：为什么

美国《指南》要将β受体阻
滞剂降为二线用药，把5类
一线降压药修改为4类？

罗伯特·M·凯里：研
究发现，β受体阻滞剂在
降低血压和避免心血管事件
方面，疗效不如其他一线药
物。不过，在一些特定条件
下，β受体阻滞剂仍十分有
效，所以我们更多时候推荐
将其作为二线用药。

张国刚：美国《指南 
》将β受体阻滞剂降为了
二线用药，但新版欧洲指
南和中国《指南》均未做
此改变。我认为，这可能
与美国的人种特点有关，

比如，占美国人口相当比
例的黑人，无论对β受体
阻滞剂还是ACEI或ARB类
药物均不敏感。交感神经
系统兴奋是导致高血压的
非常重要的机制，当合并
冠心病、心力衰竭、快速
心律失常等情况时，β受
体阻滞剂会扮演非常重要
的角色。尽管它在使用过
程中存在一些禁忌，但这
是任何一类降压药都会遇
到的情况，β受体阻滞剂
在高血压治疗中的地位不
能抹杀。目前有充分的循
证医学证据可以证明高选
择性β1受体阻滞剂的疗
效，所以我们仍会将其作
为一线药物。

《生命时报》：如何看
待各地区近年来高血压指南
更新的变化趋势，是否越来
越严格了？

罗伯特·M·凯里：指南
的每一次更新都反映了高血
压研究的最近进展，希望能
够更好地促进每个人的心血
管健康。我认为，并不能说
指南在变得越来越严格，只
能说，指南提倡人们从更早
的阶段启动干预措施，提高
高血压的预防效果。

张国刚：医学进步一定
源于不断的推陈出新。在不
到100年的历史中，人类对
高血压从无知到有知，对“
高血压会带来心脑血管危
害，而降低血压可以使风险
下降”已达成共识。近年
来，针对高血压的研究结果
不断出现，于是带来了指南
的更新。随着对高血压研究
的不断深入，血压管理一定
会朝着更加精准、更多获益
的方向进步。▲

糖友不适合五种旅行
受访专家：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苏本利

本报实习记者 李丹妮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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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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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教授，中

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院长、国家老年疾

病临床研究中心（

湘雅）副主任、中

南大学高血压病研

究所执行所长

罗伯特·M·凯里

（Robert M.Carey）

，教授，美国弗吉

尼亚大学医学院荣

誉院长、美国2017

高血压指南制订委

员会副主席

控糖有道

李托运、安检等一系列手
续，若没有留足登机时间，
会使糖尿病患者因匆忙登机
引起血糖升高；3.航空公司
提供的飞行餐饮或小吃可能
不适合糖友，因此最好自备
小吃以免因食物摄入不当而
引发血糖波动，飞行中应适
当多喝水；4.建议准备双份
的降糖药物、止吐药、止泻
药以及莫匹罗星软膏等局部
抗生素等，并携带血糖监测
仪，准备充足的试纸。若
要打胰岛素，必须带上处
方，以备机场工作人员的检
查，切记药品和处方要放
在一起，并随身携带；5.
乘机前对健康状况有一个
正确评估，如果血糖没有
得到很好的控制或近期出
现了并发冠心病、频发心
律失常、酮症酸中毒、高
血压、甲亢等，都不宜乘
飞机出行，长时间乘坐火
车、汽车等也都不适合。

人到高原血糖乱
近几年流行起了“西藏

游”“登山游”等路线。即
便是健康的人从低海拔来到
高海拔的地方，身体都会有
所反应，对糖友来说这种旅
行更是一个挑战。由于高海
拔地区的气压低，糖友注射
胰岛素的用量需要明显减
少，但由于气压的变化，胰

岛素药瓶的内外压力会存
在明显差异，这会影响糖友
注射胰岛素剂量的准确性。
由于在高原地区体力消耗
会有所增加，再加上进食种
类的变化及进食间隔时间的
过大，会诱发低血糖、血糖
波动过大等情况。因此，糖
尿病患者必须熟悉血糖的自
我监测，根据旅行的强度适
当进行饮食及药物剂量的调
整。另外，人在高原容易缺
氧，不仅影响血糖监测的准
确性，还会使血液黏稠度增
大，容易形成血栓，甚至加
重糖友视网膜、肾的损害。
而在高原地区鉴别酮症酸中
毒和脑水肿难度大，会增加
救治难度。

温差太大有风险
冬天到热的地方，夏天

到凉的地方。这种“候鸟
型”的反季旅游颇受大家欢
迎。但是当我们的身体在一
个地方长期居住后，会适应
当地的气候变化，若是短时
间内突然到一个气候、气温
变化大的陌生地方时，会引
起血糖和血压的明显波动，
增加糖友出行危险。如突
然去寒冷的地方，低温的
刺激会使肾上腺素分泌增
多，增加肝糖原输出，减
少肌肉对血糖的吸收，引
起血糖升高；若是去天气
炎热的地方时，出汗会增
加，如果不能及时补充水
分的话，会增加血液的浓

缩度，使血糖升高。

乱泡温泉伤心脏
适当泡温泉可促进新陈

代谢、改善心血管疾病、消
除疲劳、减压等作用。对于
身体状态较好的糖友来说，
正常泡一次温泉（20分钟之
内、温度不高）倒是没大问
题。但若是温泉水温较高，
会引起血管扩张、出汗、脱
水，导致血容量不足等情
况，并使患者注射的胰岛素
吸收加快，诱发低血糖的
发生；若泡温泉时间过长，
会使机体能量消耗增加、心
脏负担也加重，容易出现头
晕、晕厥或外伤等意外事
故。因此，糖友们应在血糖
稳定时泡温泉，且时间最好
不要超过20分钟；水温保持
在40°C以下，且要在打完
胰岛素后，空腹、饭饱或饥
饿时不宜泡温泉。泡完后，
需尽快擦干身体，避免发
生“温泉性皮炎”等皮肤炎
症。专家提醒，对于1型糖
尿病患者、血糖波动较大的
2型糖尿病患者，以及对温
度感觉异常可能出现烫伤危
险的神经病变糖友来说，需
避免泡温泉。

刺激探险救助难
有些人追求刺激，在出

游时候会选择一些探险类路

线，但这种并不适合糖友。
这类路线本身存在一定的风
险，如不能保证按时吃饭及
药物的使用，可能有突发事
件发生，刺激糖皮质激素
分泌，导致血糖升高；会让
患者的情绪变得紧张、激烈
等，诱发急性心血管疾病；
加上交通和通讯也不便利，

若糖友出现紧急情况，
医疗救助条件不足，使患者
难以得到及时救治。

这类路线大多道路都十
分崎岖，有时甚至根本没有
路，对糖尿病患者的身体尤
其是足部来说存在较大的外
伤隐患。并且这些地方并没
有条件让糖友们进行血糖控
制、抗感染治疗、伤口处理
等措施。若糖友们受伤了，
创面就很难愈合，甚至进一
步扩散。苏本利指出，1型
糖友必须避免此类旅行线
路，使用胰岛素或磺脲类降
糖药的2型糖友可能出现低
血糖的危险，存在心脑血管
疾病者更应避免。

专家表示，影响糖友旅
行的因素主要是血糖监测、
饮食和治疗药物剂量调整
等。无论是1型还是2型糖
友，千万不要将旅途行程
安排得过紧，这样势必会
影响糖尿病的病情管理。
糖尿病患者，尤其是老人
及自理能力差的患者尽量
参加短距离、有氧运动为
主的旅游，如在城市周边
踏青、赏花等。在旅行中
也要及时检查有无足部皮
肤外伤、感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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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尔 韦 德 2 0 1 7 年
夏 天 入 主 巴 萨 ， 他 在
首 个 赛 季 就 率 队 成 为
了 西 甲 和 国 王 杯 的 双
冠王。在 1 8 / 1 9 赛季
中 ， 巴 尔 韦 德 率 队 卫
冕 西 甲 冠 军 ， 同 时 还
拿 到 了 西 超 杯 冠 军 。
但 在 这 两 个 赛 季 中 ，
巴 萨 都 在 欧 冠 中 遭 遇
耻 辱 大 逆 转 ， 这 也 使

重磅！巴萨官宣巴尔韦德下课 

与61岁老帅签约2年

巴萨官方宣布主教练巴尔韦德下课。

【网易体育14日

讯】巴萨官方宣布

主教练巴尔韦德下

课。61岁的前皇家

贝蒂斯主帅塞蒂恩

接任，与球队签约

至2022年。

得巴尔韦德在巴萨球迷
心中永远不可被原谅。

去年夏天，巴尔韦德
一度帅位堪忧，但巴萨最
终还是决定留住他。在本
赛季西甲半程过后，巴

萨和皇马积分相同，巴萨
仅以2个净胜球的优势领
跑积分榜。巴萨的客场战
绩、半程积分、丢球数字
等等数据，都是十余年来
最差水平。

【 新 浪 体 育 1 4 日 讯 】 2 0 2 0 W T A
巡 回 赛 霍 巴 特 站 展 开 女 子 双 打 首 轮
的 争 夺 。 中 国 双 帅 组 合 张 帅 / 彭 帅
6-4/6-1战胜澳大利亚组合摩尔/沙
尔玛，收获2 0 2 0赛季搭档以来的开
门红。

此前双方曾携手出战2020深圳公开
赛的争夺，双帅组合以2-6/4-6不敌
另一组中国组合蒋欣玗/汤千慧，无缘
收获新赛季首胜。

另一场比赛，詹家姐妹6-2/3-6-
/4-10不敌邦达连科/费切曼，新赛季
两连游。

在阿德莱德顶级赛女双比赛中，徐
一玗/梅里查尔7-5/6-1击败了柯林
斯/罗索尔斯卡，杨钊煊/基切洛克
1-6/3-6不敌达布罗斯基/尤拉克，

段莹莹/克拉维茨6-7/4-6输给了青
山修子/柴原瑛菜。

霍巴特赛张帅/彭帅完胜进八强

詹家姐妹两连游

张帅

【新浪体育14日讯】1
月22日-26日，世界团体
资格赛将在葡萄牙贡多马
尔举行。作为2020东京奥
运会的资格赛，本次比
赛将决出男女各9个奥运
团体席位。作为男团5号
种子出征的印度队将向
着奥运资格发起强有力
的冲击。

近年来，印度男团进步
神速，一定程度上具备了
与世界强队抗衡的实力。
他 们 不 仅 在 2 0 1 8 年 拿
下了英联邦运动会的冠
军，还曾在当年的亚洲
运动会中将二号种子日
本队淘汰出局，顺利获
得一枚宝贵的铜牌，创
造印度乒坛历史。

【新浪体育14日讯】
皇 马 赢 得 西 班 牙 超 级
杯 ， 不 仅 仅 打 击 了 巴
萨、马竞等竞争对手，
同时获得了一笔丰厚的
奖 金 收 入 ， 一 共 高 达
1200万欧元的奖金。

本赛季至今，皇马已
经获得了4700万欧元的
奖金，其中西超杯夺冠
奖金1200万，欧冠晋级
16强，获得3500万欧元
的奖励。

在欧冠赛场，参加欧
冠小组赛，将有1500万
欧元的奖金，晋级16强
额外获得1000万欧元。3
胜2平的战绩，获得1000
万欧元的奖金。其中，

欧冠赢一场比赛，将有
270万欧元的奖金，打平
则有90万欧元的奖金。

从经济角度，本赛季
皇马的收入不差，不过

按照比例皇马将给每名
球员发放15万欧元的奖
励，实际上皇马到手的
奖金，也已经不多了，
差不多是总奖金的1/3。

印度男乒期待首战奥运团体赛

资格赛五人名单公布

纳纳瑟卡然

目前世界排名第3 0位
的纳纳瑟卡然是球队的领
军人物。在过去的2019赛
季，纳纳瑟卡然多次缔造
职业生涯高光时刻。亚洲
杯中，他取得第六名的好
成绩顺利晋级世界杯；亚
锦赛中，他在团体赛事中
战胜张本智和为球队贡献
宝贵一分的同时，还在单
打赛事中成为43年以来首
位打入八强的印度选手。

据纳纳瑟卡然透露，
目前球队已经在德国完成
集结，他们将首先在杜塞
尔多夫进行赛前的最终
冲刺，于1月20日动身前
往葡萄牙。翻看历史，自
2008年团体赛事首度被列
为奥运比赛项目以来，印
度队还未曾获得过参赛资
格。本次比赛，作为5号
种子出战的印度男团非常
有希望实现突破，首次登
上奥运团体舞台。

皇马西超杯夺冠获1200万奖金

本赛季已赚4700万

皇马赢得西超杯



个人，她好像在哪
里见过？
是在哪里呢？

她翻到另一页，看到照片
上的新郎正在为新娘戴上
婚戒，隔壁那张则是新娘
为新郎戴上戒指。
她脑子里忽然响起了一些
对话……
“让我们祝新郎新娘百年
好合、永浴爱河，干杯。”
“新郎要抱着新娘绕客厅
三圈才能入洞房。”
“等一下，新郎要背着新
娘坐伏地挺身十下，才能
吻新娘。”
“睛欢，你不要心疼啦，
我们这可是在替你考验凌
宣的体力，老公拥有好体
力，才能让老婆幸福嘛。”
随着这些话，一幕幕影像
在她眼前晃过，那像涨潮
般汹涌袭来的画面，让她
承受不住的全身颤抖。
最后，她看到自己打开彩绘
着莲花的一扇金色小门，
里面放着一只莹白色骨灰

坛，坛上贴着一张
俊朗的照片，旁边
刻着三个字……费
凌宣。
死了！死了！他死
了！凌宣死了！
“啊……—”瞬
间，排山倒海而来
的心碎与悲恸，令
许晴欢发出一声撕
心裂肺的惨叫。
白皓维他们来到门
外，就听见屋里传
来一声悲绝痛苦
的凄厉叫声，他心
一颤，立刻跑进屋
里，直奔自己的房
间。
“晴欢！”入眼所
见，震得他心脏几
乎要停止跳动，“

不要！晴欢……”
陡然听见身后的叫声，站
在窗边，半个身子挂在窗
外的许晴欢回头，双眼茫
然无神，像是什么也没看
见，只看一眼，便又想往
下跳。
她的头好痛，痛得像要炸
裂开了。
“不要，晴欢！”白皓维
惊骇得一个箭步冲上前，
及时从背后抱住她的腰，
两人一起跌在地板上，虽
已无危险，他还是紧紧的
搂着她，不肯放手，一路
把她从窗边拖往屋里。
许晴欢四肢拚命挣扎着，嘴
里却喃喃说着，“死了，
他死了，凌宣死了，我再
也看不见他了，再也看不
见他了……好痛、好痛，
我的头好痛。”她一脸痛
苦的用力撞向地板。
“没有，我没有死，晴欢，
你看看我，我就在这里，我
就在你面前呀！”见她这

样，白皓维眼眶都红了，
心痛得无已复加，拚命的
想拦住她自虐的行为。
她的力气出其的大，他一
时竟拦不住她，让她把额
头都撞出血了，急慌的他
把手搁在地板上，不让她
再撞伤自己。
这时，他好恨自己，若不
是当初他自私得不想让她
看见他死前那狼狈的模样，
如今也不会害她变成这样。
这时进来的许哲嗣看见姐
姐这模样，几乎暴走了。
她现在的样子就跟当初在
医院时一样。
“怎么会变成这样？”他
回头恶狠狠的瞪向崔伊
问：“你到底是对我姊做
了什么？！”
见她彷佛发了疯似的，崔
伊吓得迭声说：“我、我
只是打昏她，把她绑在旅
馆里，其他的我什么也没
做，我不知道她怎么会变
成这样，我真的不知道。”
这时许晴欢歇斯底里的又哭
又叫，“好痛、好痛……
他死了、他死了，他没有
跟我说一声就死了，他怎
么可以这样就死了……怎
么可以……”
白皓维绕到她面前，牢牢
抱住她，泪流满面的向她
道歉，“对不起，晴欢，对
不起，我知道我做错了，
对不起，可是我又活过来
了，真的！你抬头看看我，
我就在你面前啊！”他捧
起她的脸，让她看着他。
失焦的双眸望着他，须臾，
她的头又剧痛了起来，她承
受不住的用力撞向他的头。
他闷哼一声，被她撞得眼
冒金星，但他仍是紧紧抱
着她，没有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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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他又何以会去做那有罪的事
呢？
一定要贝兴国讲出心中的话，才

能解决整个疑问，但是看贝兴国的情形，
他决计不肯说，因为他又在囚床上躺下，
背对着我。
又经过了十分钟的努力，不论我说些甚
么，贝兴国总是一声不出，我叹了一声，
敲着囚室的门，走了出来，杰克中校望着
我：“卫斯理，他承认杀了人！”
我知道我和贝兴国的全部谈话，杰克中校
利用了传音设备，都听到了。
是以我一面点着头，一面道：“但是，我
想他杀的不是裴达教授。”
杰克中校扬起了眉：“有这个可能？到现
在为止，我们只发现了一具体体。”
我的心中十分乱，乱到了我根本无法和杰
克中校讨论推理上的任何问题，我只是不
断重覆地道：“他一定做了甚么，一定做
了甚么！”
杰克中校大喝了一声：“你喃喃自语有甚
么用？得想法子自他的口中套出他曾做过

甚么来才好！”
我苦笑着：“我试过了，中校，你知道
我试过了，他不肯说。你详细检查过裴
达教授住宅，可有甚么发现，譬如说，裴
达教授或是贝兴国的日记，或是其它的记
载？”
“没有，除了那一瓶蝌蚪之外，没有完整
的东西，而关于那瓶蝌蚪，我们也听过心
理学家的意见。”
“心理学家怎么说？”
“心理学家看过了现场的情形之后说，整
所屋子中的一切，遭到了如此严重的破
坏，而那瓶蝌蚪能保持完整的唯一原因，
就是破坏这一切的人，十分喜欢这瓶蝌
蚪，那是他的心爱之物，所以才能保持完
整。”
我点头道：“对，照这样推理下去，破坏
者是‘亚昆’，因为除了‘亚昆’之外，
不会再有甚么人喜欢那瓶蝌蚪！”
“对是对的，如果‘亚昆’是破坏者，自
然凶手也不会是别人，那么，贝兴国又犯
了甚么罪？”

我无法回答，因为我觉得整件事中，一定
有一个常理所不能揣度的关键，不勘破这
个关键的话，不论向任何一方面想，也不
论如何想，总是“此路不通”！
我摇着头，道：“不知道，或许我们还要
在屋子中进行一次大搜索，或是大清理，
可能会有更多的线索。”
杰克想了一想：“你的意见或者对，但是
我想再等多三天。‘亚昆’如果真喜欢那
蝌蚪，他会回来取。”
我道：“好的，你可以等多三天，但是你
应该加派较能干的警员去守伺，如果‘
亚昆’像我那样，进出自如，那你就白等
了。”
杰克中校的神情，虽然有些尴尬，但是我
看出他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
我又道：”三天之后，当你决定大清理之
时，希望我能帮助你。”
“好的。”杰克中校十分爽快地答应。
他真正遇到困难，需要别人的帮助了，要
不然他决不会那样好说话。

孩有双机灵的大眼，跟阿苏太像
了，根本不必做亲子监定，谁都
会说他是阿苏的儿子。

“是……是啊，是好久不见了。”凌珊讪
讪然地说。
“梦贤，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跟你解
释……”徐昊很懊恼，额角一阵阵的抽

疼，她这样平静，不跟他兴
师问罪令他更不安。
“你怎么知道我想的是怎么
样？”梦贤微微挑眉的望进
他眼底，直勾勾的对着他的
目光。
徐昊一时语塞了。
他承诺过会把她摆在第一
位，今天明明跟她约好了，
凌珊却带着孩子找上他，看
到那像极阿苏的孩子，他无
法置之不理……
要命！他应该置之不理的，
他又食言了，如果梦贤今天
要告诉他的重要事就跟多年
前那天一样呢？那么他对她

又造成了二度伤害，自己又该如何再度取
得她的信任……
“要怪就怪我吧，是我厚着脸皮去找徐昊
的。”凌珊开口了。
“这个孩子的存在只有我知道，阿苏也不
知道，我知道他结婚了，也不能去找他，

只好找徐昊帮忙。”
梦贤的注意力整个被吸引过去。“你说阿
苏不知道他有个儿子？”
徐昊松了口气，至少孩子长得像阿苏这点
无庸置疑，不然梦贤可能会怀疑孩子是他
的。
“他不知道。”凌珊幽幽的说：“毕业
后，那时我认识了几个混夜店的朋友，跟
他们一起沾了毒品，阿苏发现我吸毒，他
气得跟我分手，再也不理我，我跟他说过
我怀了他的孩子，他根本不相信，之后就
闪电结婚了，又换手机又搬家，我根本不
知道他住哪里。”
“那时我也落魄得没有能力可以找他，心
想等把孩子生下来再找他也不迟，谁知道
他那个上流社会的圈子我根本进不去，再
也没见过他。”
“那么现在呢？”梦贤当然知道事情不单
纯，她瞪视着凌珊。“你带着孩子出现是
想怎么样？阿苏还是有他的家庭，一切并
没有改变。”
凌珊愁眉苦脸的说：“我也没办法啊，这

毕竟是他的孩子，我不能照顾，他总要照
顾啊，如果他也不要，那我只好把孩子送
去育幼院了。”
老天！
梦贤跟徐昊交换了一个不认同的眼光，在
心里直叹气。
这样大剌剌的在孩子面前讲这个，不怕伤
了孩子的心吗？
不过，看这孩子好像被训练得习以为常，
对母亲讲什么都毫不在意，一发现大家在
讲话没注意他便继续吃着还没吃完的牛
排、炸薯，一副津津有味的模样。
她忽然心疼极了，想到如果自己当年把徐
昊的孩子生下来，应该也这么大了吧，如
果也像眼前这孩子一样会看人脸色，活得
战战兢兢的，她会有多心疼？想到这里，
她的心头蓦然一痛，眼眶就戚伤的发热
了。
“你为什么不能再继续照顾孩子了？”梦
贤冷冷的问，凌珊对孩子的态度让她很火
大。

面一个中年道人，手中长剑闪
光，正是武当门下金钟道人，
左臂也包着一片白纱。

右面一个矮子，左手举着一面铁牌，
右手执着短刀，正是那八卦门中的飞
叟胡梅。
左文娟冷哼一声，道：“又是这三个
人带头而来。”
左鉴白伤势虽重，但他的神志，仍然
十分清醒，目光转处，瞥见在那追来
的人群之后，十几丈外，隐现一个身
着灰袍的人影。
左鉴白突然狂喝一声，放腿向追来的
群豪迎去，口中大呼大叫道：“杀不
死的凶手们，我和你们拚了！”
左少白但觉一股热血，由胸中冲了上
来，探手由怀中摸出金剑，大叫一
声，冲了过去。
只听左鉴白肃冷的声音，喝道：“继
白、少白给我回来。”
左继白当先停下脚步，回首一看，见
弟弟右手执着金剑，发疯一般冲了过
来，当下厉喝一声：“站住！”左手
一抄，抓住左少白的右腕，硬把他拉
了回去。
这时，那跟踪追来的群豪，已然到了
几人停身处四丈左右，散布丈余宽一
个横面，手中横着兵刃，缓步逼了过
来。
左鉴白横移两步，和那中年美妇并肩
而立，右手握着金背开山刀，左手
握着匕首，目光却望着左继白等喝
道：“为父的和你母亲，千辛万苦，
含冤不雪，留下了有用的性命，保护
尔等逃来此地，只望能保留我们左家
一脉香火，强敌有为父和母亲敌拒，
你们过桥去吧！”
只听一声喝道：“别要他们跌入绝
壑，咱们一起上吧！”
一阵呼喝之声，群豪齐齐挥动兵刃，
攻了上来。
左鉴白右手开山刀一招“横扫千军”
，划出一道银光，一阻强敌攻势，左

手匕首夹在刀光之中，点了出去，刺
向飞叟胡梅的前胸。
原来此人轻功最好，当先冲了过来。
左继白一咬牙，拉着左少白，口中却
对左文娟道：“二妹，咱们不能有负
父母之望，你走在前面，帮弟弟开
道。”
左文娟满面泪痕，应了一声，当先踏
上那突出的石径上，向前走去。
左继白左手一用力，把左少白推上石
径，说道：“弟弟，左氏一门，你的
福缘最厚，你要好好的珍重。”
左少白茫然应了一声，慢步向前走去。
左继白举手拭去脸上泪痕，回头望
去，只见左鉴白已然横尸地上，只余
下母亲一人，形同发疯一般，左右双
手，各握一柄长剑，乱刺乱砍。
原来那左鉴白伤势奇重，失血过多，
全凭深厚内功，支撑着未倒下去，适
才又和飞叟胡梅，硬拚两招，伤口又

迸裂甚多，被胡梅八卦铁牌封开金背
开山刀，架开匕首，踢了一脚，栽倒
地上，金钟道长左手一伸，想点他穴
道，准备生擒，却不料左鉴白奋起最
后余力，扬起匕首刺去。
金钟道长想不到他在如此重伤之下，
仍有反击之力，微微一怔间，匕首已
然近身，匆忙间闪避已自不及，只好
一施右手长剑扫了过去。
左鉴白余力已尽，不如金钟道长手中
剑快，寒风划过，拦腰被斩作两段。
这不过是眨眼间时光，左继白推弟弟
上了石径回头望时，那左鉴白早已横
尸地上，他怕惊动了爱子，分散心
神，剑光横斩腰身而过，竟是咬紧牙
关，连哼也未哼一声。
左继白只觉胸中热血沸腾，右手软鞭
一探，正待冲上去相助父亲，瞥见那
少林和尚手中的月牙铲一闪，金铁交
鸣声中，震飞了母亲左手的长剑，紧
接飞叟胡梅手中的刀光一闪，刺入了
母亲的后背。
胡梅拔出短刀，一股鲜血喷了出来。
左夫人也和丈夫一般的咬牙苦忍着痛
苦，一言未发的倒在地上死去。
左继白移动脚步，突然又收了回来，
回顾了弟弟一眼，只见他右手中提着
一柄金剑，慢慢的向前走去。
他想到父亲谆谆的嘱咐，要他们留下
生命，为左家保留下一脉香火。
他咬一下牙齿，移动了一下身子，挡
在石壁前面，这是一片最有利的拒敌
地形，一面临深壑，一面有峭壁，他
只要能挡住正面之敌，强敌虽是多，
也难破壁越涧，追赶弟妹。
只听一声冷漠的声音，说道：“小娃
儿，还不快些放下兵刃，束手就缚，
等待什么？”
左继白强行压制下心中激动，冷冷
说：“左氏子弟，头可断，血可流，
却不能忍得屈辱。”

男

(60)

(11)
(54)

左

想要快乐；
一定要远离那些；
故意抹灭你自信；
让你变得自卑的人。
有时候你必须学会；
一个人去承受；所有的
不快乐和心酸。

这

那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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