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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晴天	 25-33℃

泗水	 晴天	 26-33℃

棉兰	 晴天	 23-31℃

登巴刹	 云天	 24-31℃

坤甸	 云天	 23-33℃

今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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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赤字突破1000兆盾占GDP 6.34%

处理新冠肺炎疫情效应的资金增至667.2兆盾

为健康和经济刺激措施
投入数百兆盾的目的是防
止我国经济崩溃。这就是
佐科威总统下令立即实施
经济复苏计划(PEN)及其预
算的原因。

佐科威总统于周三，通
过在线主持局部内阁会议

税收收入由1462.6

兆盾降至1404.5

兆盾

财政部长丝莉.慕利亚妮

【Kontan日报雅加达6月4日讯】2020年国

家收支预算(APBN)的面貌完全改变。这种

变化与因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大流行而

用于处理健康和经济的支出资金的增加分不

开的。

【总统府网站】佐科威
总统周四（6月4日）上午
在国务秘书部长普拉蒂克
诺(Pratikno)陪同下，视察
雅加达总统府白杜拉欣姆
（Baitur rahim）清真寺，
将根据政府制定的卫生规
程实施“新常态”的社会
新秩序举行礼拜的公共设
施准备情况。

总统检查了许多准备工
作，例如在清真寺内明确
画上信徒做礼拜时间隔大
约两米的标记，以确保维

持社交距离，以及使用消
毒剂清洁清真寺周围环境
的准备工作。

总统说：“我们希望，
本周五在白杜拉欣姆清真寺
的祈祷再次开放时，清真寺
已开始执行新常态秩序，适
应新的生活习惯。”

普拉蒂克诺说：“今天
早上，我们检查了总统府
白杜拉欣姆真寺，为在新
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际实
施新常态秩序，适应新生
活习惯做好准备，以便我

们能够尽快恢复个人或群
体礼拜祈祷礼仪。但是做
礼拜信徒人数必须受到控
制，进入礼拜堂必须先洗
手，座位也必须保持规定
的距离等卫生规程。”

雅京特区省长阿尼斯
周四(6月4日)已正式决定
延长实施大规模社交隔离
（PSBB）措施，直到雅京
特区新冠病毒（Covid-19
）基本传播数（RO值）能
低于1.0才能放宽防疫限制
措施。（v）

佐科威视察雅加达总统府白杜拉欣姆清真寺

周四（6月4日），佐科威总统（左）在国务秘书部长普拉蒂克诺(右)陪同下，视察雅加达
总统府白杜拉欣姆（Baiturrahim）清真寺，将根据政府制定的卫生规程实施“新常态”
的社会新秩序准备工作。

时称，“我要求在现场立
即开始运作。”

处理新冠肺炎疫情效应
的资金再次增加。最初其
资金为405.1兆盾。而最新
的方案，其价值升至677.2
兆盾。这个预算的改变将
载入有关2020年国家收支
预算的姿态和细节变化的
2020年第54号总统条例修
订案中。

财政部长丝莉.慕利亚妮
(Sri	Mulyani	Indrawati)解
释说，额外预算用于各个
部门。首先，健康部门的
预算为87.55兆盾；其次，
社会安全网为203.9兆盾；
第三，为中小微型企业的
营运资金贷款和利息补贴
的援助总值123.46兆盾。

第四，商业税收优惠的
刺激价值为120.46兆盾；
第五，对国营企业和私营
公司的激励措施为44.57兆
盾。最后，对部会或机构

(K/L)的预算以及对地方政
府的援助为97.11兆盾。

丝莉.慕利亚妮称，该
额外预算导致2020年国家
收支预算赤字扩大至1039
兆盾，或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6.34%。此前预
计2020年预算赤字占	 GDP
的5.07%	 或相当于852.9
兆盾。

该赤字膨胀是由于预测
国家收入下降，由1760.9
兆盾降至1699.1兆盾。税
收收入由1462.6兆盾降至
1404.5兆盾。另一方面，
支出预算却由2613.8兆盾
升至2738.4兆盾。

丝莉财长明确表示，该
预算赤字的增加是为了促
进今年的经济增长保持正
数。

为了弥补赤字，政府将
依赖发行国家债券(SUN)
。此外，亦将使用更多的
政府资金，卫生捐赠，公
共服务机构，及其他机构
以弥补赤字。(xin)

【Lipu tan6新闻网雅
加达讯】雅京特区省政
府最终延长实施大规模
社交隔离（P S B B）措
施。雅京特区省长阿尼
斯（Anies	 Baswedan）
周四（6月4日）下午在
雅加达市政厅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确定

延长在雅加达的PSBB实
施期限，并将6月确定为
过渡期。”	

P S B B在雅加达的实
施于6月4日结束。阿尼
斯本来预计这第三阶段
的PSBB将是进入新常态
（New	 No rma l）生活
秩序之前的最后一次。
但由于雅加达的新冠病
毒（Covid-19）基本传
播数（RO值）未能低于
1.0，所以阿尼斯决定
再次延长PSBB。他在市
政厅说，“如果在两周
内监测到这个RO值低于
1.0，那么这将是最后一
次。”	

关于雅加达的PSBB是
否停止或是再次延长，
原本是于6月3日发布公
告，但最终被延迟于6月
4日公布。（pl）

阿尼斯确定再次延长PSBB实施期限

直到新冠病毒基本传播数低于1.0

雅 京 特 区 省 长 阿 尼 斯
（Anies Baswedan）。

【Kontan日报雅加达讯】
国内制造业的业绩仍差强
人意。这是由于新冠病毒
(Covid-19)疫情仍然在国内
蔓延。

根据全球信息提供商
IHS	 Markit的报告，2020年
5月份的我国采购经理人
指数(PMI)或制造业指数处
于28.6的数字，比4月份的
27.5小幅上升。

尽管是小幅上升，我国
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仍
处于收缩阶段或称下降(在
50	以下)。甚至，该指数创
下了自2011年4月以来的第
二低记录。

根据该报告，上述指数
的下降是由于在国内采取了
进一步的新冠肺炎疫情传播
的预防措施。结果，大量的
非必要业务部门关闭，运输
部门也停滞不前。

在2020年4月份出现最严
重的收缩后，新的生产和需
求量也急剧下降。

工业部门也仍有很多进行
裁员。这次的调查亦记录了
迄今报道的最高失业率。

这符合了减少采购活动
并输入库存。由于缺乏材料
和盾币贬值，输入成本再次
上升。

IHS	 Markit首席经济学家

Bernard	 Aw日前在其官方声
明中称，“新的生产和需求
量也急剧下降。这最终迫使
业者在大规模关闭企业威胁
下减少就业，购买，和库存
以削减成本。”

采购活动也继续下降，而
其下降速度是自调查记录以
来的第二快和最严重者。生
产后库存的积累是因为许多
行业表示有很多的商品，尤
其是消费品无法出售。

Berna rd	 Aw补充称，
以致，“在第二季度的印
尼国内生产总值(GDP)可
能会比2020年首季度的更
糟。”(xin)

全球信息提供商IHS Markit记录

2020年5月我国PMI为28.6比4月微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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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印尼新冠肺炎数据

（截至2020年6月4日）

地区    确诊 死亡 治愈

雅加达 7690 523 2607

东爪哇 5408 437 1089

西爪哇 2354 155 719

南苏省 1722 79 639

中爪哇 1479 71 372

南加省 1142 93 101

苏南省 1056 35 248

万丹省 965 69 279

巴布亚 875 7 78

西努省  705 17 299

苏西省 594 25 312

巴厘岛 510 5 364

中加省 488 43 167

苏北省 469 24 191

北苏省 382 40 62

东加省 316 3 184

东南苏省 252 4 132

马露姑 238 8 55

日惹特区 237 8 174

廖内岛 219 15 103

西加省 202 4 94

北马露姑 177 18 30

西巴布亚 173 2 57

北加省 165 2 90

楠榜省 140 11 86

中苏省 129 4 70

哥伦达洛 121 6 29

廖内省 117 6 99

东努省 97 1 14

占碑省 99 0 27

朋古鲁 92 2 25

西苏省 92 2 49

邦加勿里洞 72 1 29

不明确地区 21 0 0

亚齐省 20 1 18

确诊总数 28818

死亡人数 1721

治愈人数 8892

接下来，除了增加这
些成就之外，总统还要
求充分利用电讯技术进行
跟踪新冠肺炎疫情传播。
这是佐科威总统周四（6
月4日）在雅京总统府通
过视频主持局部内阁会
议讨论加速处理新冠肺炎
（Covid-19）大流行问题
时传达的观点。

佐 科 威 总 统
说， 1 0 , 0 0 0 个标本测
试目标已达到。希望未
来的下一个目标是每天
20,000个，所以现在必

须开始设计。总统要求
更加积极地追踪Covid-
19的扩散，并开始利用
电讯技术系统。因为与
传统方法相比，技术的
应用无疑可以实现更快
的跟踪。总统举例说，
在新西兰使用数字日记
本。韩国也在开发用于
数据的移动GPS，以便更
好地监控跟踪。

此 外 ， 佐 科 威 总 统
指示Covid-19疫情防控
工作组与相关官员特别
关注被认为仍具有高传

播率的三  个省，即东爪
哇省、南苏拉威西省和
南加里曼丹省，以便进
一步降低传播率。关于
处理方式，总统强调改
善和整合单一数据的重

要性，以至各地区的实
验室和疫情防控工作组
可实时报告，以便政府
能够迅速、准确地采取
有关处理Covid-19的政
策。（pl）

政府无法避免2020年预算赤字的膨胀，因为仍需处
理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情况确实越来
越困难，因为我们还不知道疫情何时结束，以致政府
必须增加疫情控制和经济复苏计划的预算。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广泛经
济压力，特别是购买力下降的影响。更多中小企业受到
打击、裁员和失业，扩大了购买力下降的社会阶层。

来自中央统计局（BPS）的数据显示，2020年4月，
食品出现了0.13%的通货紧缩，这意味着粮食需求下
降。佐科威总统不久前说：“我看到中央统计局4月
份的一份报告，食品行业经历了0.13%的通货紧缩。
这表明对食品原料的需求减少，意味着人们的购买力
正在下降。”

政府当然有义务帮助穷人和那些购买力下降的人，
使情况就不至于恶化。这是2020年国家预算状况发生变
化的背景，如今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34%
或1039.2兆盾。此前的假设是5.07%或852.9兆盾。

根据财政部长丝莉（Sri Mulyani Indrawati）的说法，
政府预计国家财政收入将从1760.9兆盾下降至1699.1兆
盾，而税收预计将从1462.6兆盾减少到1404.5兆盾。

另一方面，政府必须将国家支出从2613.8兆盾增加
到2738.4兆盾，以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并恢复经济
活动。成为融资重点的部门如下：

一，卫生部门87.55兆盾，这包括处理新冠病毒及医
务人员的费用、死亡津贴、国家健康保险保费津贴、特
别工作队的经费和卫生部门的税收优惠。

二，社会保障，这包括希望家庭计划（PKH）、九
种生活必需品、大雅加达及其周近一带（Jabodetabek）
社会援助、非Jabodetabek社会援助、就业前卡、延长
至6个月的电费折扣、基本用品物流和乡村基金直接
现金援助。

三，以补贴利息、重组资金安排、支持中小企业的
营运资金等形式来扶持中小企业。高达100亿盾的中小
企业营运资本贷款，以及为向中小企业提供100亿盾以
下贷款的紧急营运资本贷款的担保支出。

四，企业激励，目标是通过放松税收和其他刺激措
施，使商人都能持续营业。

五，融资和企业部门，其中包括国家资本参与、劳
动密集型非中小企业的紧急营运资本贷款，以及贷款在
100亿盾至1兆盾以上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营运资本贷款
风险溢价支出。这包括对几家国有企业的纾困基金。

六，对部门以及各部委/机构和地方政府的支持。
我们欢迎将社会援助的提供期限延长到今年12月的

政府计划。这将极大地帮助受大流行病影响的数千万
人。但我们也需要提醒政府，继续完善未来社会救助
对象和其他各类救助对象的数据，以免出现重叠和弄
错援助对象的现象。

地方上发生太多弄错援助对象的事。一些有权接
收的人没有记录在案，相反，有些富裕人家却被列为
受益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没有数据同
步，这是每个政府机构独立运行、没有整合以及部门
利己主义造成的。

除了数据紊乱外，我们还需要提醒，在这场流行病
期间，极易出现政府预算的偏离。我们要强调的是佐
科威总统要求经济复苏计划应审慎、透明、负责任地
执行，并能够防止道德风险。

我们也同意总统的意见，即总检察院、财政和发展
稽查署（BPKP）、政府货物/服务采购政策局（LKPP）
等执法官员应从一开始就提供帮助，甚至还必须包括肃
清腐败委员会（KPK），以加强对违规行为的预防、监
督和执法体系。

若行之有效无大量流失
预算赤字膨胀尚可承受

总统主持局部内阁会议

要求充分使用电讯技术跟踪新冠肺炎疫情传播

佐科威总统周四（6月4日）在雅京总统府通过视频主持
局部内阁会议讨论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处理工
作和加速2020-2035年国家教育路线蓝图。

【总统府官方网站】佐科威总统赞赏能

够达到先前确定的目标每天完成10,000

个标本测试的部门。

【雅加达综合讯】据美
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
s i t y）发布的疫情数据显
示，截至北京时间6月4日
6时30分左右，美国累计
确诊1847412例，累计死
亡107023例。与前一日6
时30分数据相比，美国新
增确诊病例18676例，新
增死亡病例977例。

截至6月4日印尼西部时
间（WIB）12时00分，印尼

全国新增病例585例，确诊
新冠病例增至28818 例，全
国累计死亡人数已达1721
人，累计治愈8892例。

印尼新冠病毒（COV-
I D - 1 9）疫情防控工作
发言人艾玛德尤里安托
（Achmad Yurianto）周四
(6月4日)在雅京印尼国家
抗灾机构(BNPB) 总部通
过视频举行的记者会上报
告了以上新冠肺炎疫情的
数字。（v）

全球累计确诊逾639万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184万

印尼累计确诊病例升至28818 例 死亡1721人 治愈8892例

【Presidenri.go.id】佐科威
总统周四（6月4日）在雅京
总统府通过视频主持局部内
阁会议讨论新冠肺炎（Cov-
id-19）大流行处理工作和加
速2020-2035年国家教育路
线蓝图时。要求政府相关部
门绘制新时代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建设教育蓝图，从学
前、小学、中学、职业高中
到高等教育的体系必须能够
满足当今巨大变化的需求。

“我们必须预见，从技
术中断开始，这个世界将
发生巨大变化，而技术中断
会对自动化、人工智能、大
数据，物联网等各个领域的
应用产生影响。我们还必
须预测人口社会经济状况的

变化，包括劳动力市场的变
化，这种变化更加灵活，环
境变化，以及由于我们现在
正在经历的新冠病毒大流行
而导致的快速结构变化。

许多国家已经对其教育
系统进行了调整，以适应时
代和变化。因为，将来的工
作方式肯定会与今天甚至过
去的工作方式截然不同。

“未来的工作方式将与
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大不相
同，因此，未来优秀人力资
源的形成不再基于过去趋势
形成的知识发展。”佐科威
总统说。

然后，可以通过对已成
功调整其教育系统的国家
进行基准化分析法（bench-

marking）来确定该基准。其
中包括澳大利亚的幼儿教育
系统，芬兰的初等和中等教
育系统，德国的职业教育和
韩国的高等教育系统。

但是，佐科威总统提醒
说，后来通过系统的改编将
实现人力资源是具有品格，
高尚品格并具有印度尼西亚
文化和班渣西拉价值观的人
力资源。无论我们的教育体
系必须有多大的适应性，都
不能放弃对民族的品格教
育。

佐科威说：“绝不能忘
记进行品格教育，因为这对
国家的思想和品格发展都非
常重要。”

然后，在实施20 2 0至

2035年教育路线图时，还需
要制定高质量的学习成果，
提高教师的素质，课程和学
校基础设施以及如何实现教
育的平均和包容性高而可衡
量的目标。

佐科威还强调说，这项
教育改革的成功不仅取决于
一个教育和文化部，而且还
必须得到整个教育界，各部
委和其他机构、社区、地方
政府以及与私营部门的伙伴
关系的支持。

“因为教育改革不仅包
括对课程，教学法和评估方
法的调整，而且还涉及改善
基础设施，提供技术获取途
径以及与财政支持有关。”
佐科威如是说。（adr）

【印度尼西亚C N N雅 
加达6月04日讯】佐科威
总统要求处理新冠病毒
（Covid-19）疫情防控工
作小组特别关注东爪哇、
南苏拉威西岛和南加里曼
丹省的新冠病毒疫情持续
恶化。因为这三个省份最
近感染新冠呈阳性病例激
增。

“我希望处理新冠病毒
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各部
委和军警特别关注新冠病
毒在东爪哇、南苏拉威西
岛和南加里曼丹三个省的
持续恶化。”佐科威周四
（6月4日）举行的加速处
理新冠病毒大流行有关的
局部会议上如是说。

众所周知，东爪哇省
是新冠病毒阳性病例的一
个省份，并且还在继续激
增。甚至泗水也已成为新

冠病毒黑色区域。
佐科威说：“请特别关

注新冠病毒疫情的扩散，
以便我们进一步降低感染
率。”

截至6月4日，东爪哇省
的新冠病毒阳性病例达到
5408人。这些病例使东爪
哇省长科菲法·因达尔·
帕拉万萨（Khofifah Indar 
Parawansa）领导的地区仅
次于雅加达的7690例。

南苏拉威西省的新冠病
毒阳性病例达1722例，南
加里曼丹省达1142例。

东爪哇省泗水市是印度
尼西亚新冠病毒分布最多
的地区。甚至东爪哇新冠
病毒防控工作小组主任佐
尼（Joni Wahyuhadi）也
公开承认，他担心泗水新
冠病毒持续传播的严峻情
况。（adr）

【中新社雅加达4日讯】(
记者 林永传)据印尼气象、
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网站消
息，雅加达时间4日凌晨和3
日夜，印尼亚齐省和西努省
分别发生4.8级和6.0地震。

其中，亚齐省的4.8级地

震发生在雅加达时间4日凌
晨5点31分左右，震中距该
省首府班达亚齐东南约5公
里，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
6时40分，该地区记录到了
2次前震、1次主震和5次余
震。

据印尼媒体报道，地震
对苏门答腊岛最受欢迎旅游
胜地之一的沙邦市(Sabang)
造成一定程度破坏，但未有
人员伤亡报告。

雅加达时间3日22时54分(
北京时间23时54分)，印尼西

努沙登加拉省(简称西努省)
附近海域发生6.0级地震，震
中位于该省沙林吉岛西北132
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664公
里，距离震中较近的岛屿有
轻微震感。目前未有人员伤
亡及财产损失报告。

绘制新时代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蓝图

印尼亚齐省和西努省分别发生4.8级和6.0级地震

【雅加达CNN Indone-
sia新闻网】 步雅加达后
尘，茂物市政府决定大规
模社区隔离（PSBB）措施
再延长至一个月，PSBB政
策结束后，茂物将实施在
一个月过渡期，并为茂物
市实施“新常态”社会秩
序和心生活习惯做好准备
工作。

“在两个星期的PSB B
政策结束后，茂物市将实
施一个月适应过渡期。”
茂物副市长比马（B im a 
A rya）于4日在记者招待
会的电话中如是说。

比马解释，PSB B政策
仍在茂物市实施，但是这
一个月过渡期与曾实施的
PSBB完全不同，茂物市尚
未进入新常态。

在一个月过渡期中，茂
物居民将受更严格卫生规
则，居民维持社交隔离，
还有为居民的卫生利益将
进行监督和教育，尤其
为切断新冠病毒疫情的传
播扩散。此外，其他商业
领域将再营业，并这措施
成为进入新常态的筹备计
划。

有关商业领域营业的安
排，茂物市政府将对此问
题安排好。截至6月4日，
茂物市新增病例115例，
累计治愈49例，死亡人数
15人。

比马评价，根据以上
的茂物市新增病例报告，
目前新冠病毒疫情逐渐转
好，治愈的人数及其多。

此前报道，雅京特区省
长阿尼斯于4日正式宣布再
次延长PSBB实施期限，雅
加达PSBB第三阶段于4日结
束，自4月10日起开始实施
第一阶段。（yus）

东爪哇南苏和南加省疫情持续恶化

总统要求处理疫情防控工作小组特别关注

图为东爪哇南苏和南加省疫情持续恶化佐科威总统要求处
理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防控工作小组特别关注。

PSBB结束后茂物市将实施一个月过渡期

茂物副市长比马决定PSBB结束
后茂物市将实施一个月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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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部数据信息中心主
任贾努（Janu Suryanto）
于昨日在雅加达发布的书
面声明称：“今年1月至4
月期间，加工业外贸顺差
7亿7734万美元。”

他阐明，4月份，加
工业出口额达97.60亿美
元，出口量达849万吨，
环比增长2.66%。食品
工业成为4月份最大的创
汇来源，出口额达23.50
亿美元。

“若从组成的因素来
看，食品工业于4月份的
出口额大部分来自棕榈

油，达13亿美元，或占
总出口额的55.28%，”
贾努说。

其 次 是 基 本 金 属 工
业 ， 出 口 额 达 2 0 亿 美
元、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工业10.6亿美元，以
及造纸及纸品工业5.64
亿美元。

接着是橡胶、橡胶制
品和塑料工业出口额高
达5.01亿美元；皮革、
皮制品和鞋类工业4.63
亿美元；电脑、电子产
品和光学制品工业4.17
亿 美 元 ， 以 及 成 衣 业

3.97亿美元。
“4月份，中国仍成为

我国加工业产品的主要
出口目的国，其次是美
国、日本、新加坡和韩
国，”贾努说。

若与去年同期比较，
我 国 对 新 加 坡 的 出 口
增 长 2 5 . 0 9 % 、 中 国
16.25%，以及韩国大约
5.99%。

与此同时，工业部纺
织、皮革和制鞋工业总
监艾丽丝（Elis Masi-
toh）称，一些出口目的
国放松封闭的政策，将
成为我国扩大个人保护
设备（APD）产品出口力
度的良好时机

“ 在 未 来 期 间 ， 我
国可成为个人保护设备
或布面膜生产国，来满
足国际市场的需求，”
她说。

工业部记录，目前国
内纺织与成衣工业的个
人保护设备月产能力达
5400万套，而国内需求
每个月只1000万套。

艾 丽 丝 阐 明 ， 卫 生
工作者对个人保护设备
的需求每个月达5 5 0万
套，而工业部直至年底
已储备大约500万至800
万套。

“目前，国内个人防
护设备产量每个月过剩
4000万套，”她说。这
意味着个人保护设备可
成为纺织与成衣工业在
大流行期间，扩大出口
力度来提高绩效。

艾丽丝指出，国产个
人保护设备的出口目的
国其中是韩国、日本和美
国。生产个人保护设备的
企业规模从大型工厂直至
中小型企业。(er)

根据瑟朗县HNSI（印尼全
国渔民协会）的管理者披
露,该地区的177艘渔船
每月的柴油需求量平均
达到148吨，但目前每月
只能满足110吨，因此，
分配不到的渔民不得不
购买无补贴柴油。图示
星期四（4/6)，万丹省瑟
朗县，Karangantu 港口的
SPDN（渔民柴油包装分销
商）职员正在为数百名
渔民用的油罐添加补贴
柴油。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公共工程与民房部巴苏基
（Basuki Hadimuljono）称，
政府将使用国营企业参股
方案， 来实现中加省开辟
泥炭土成为稻田的计划。

巴苏基昨日在雅加达
说：“根据总统的指示，
可能将制定国营企业部门
参与投资方案。公共工程
与民房部已经协调。政府
仅准备基础设施。”

部长续说：“关于在
中加省Kuala Kapuas市开
发粮食产区的准备，那里
有的已开发成稻田，不再
是泥炭土，但岩石和土壤

是在Bar i t o河两岸形成的
冲积土，总面积16.4万公
顷，”他说。

土地总面积是16.4万公
顷，其中8.5万公顷已经
种植了多年，剩余的7.5
万公顷全部是灌木丛。

“意思是说，这并不是
开辟新的稻田，因为周围
基础设施并不依靠Bar i t o
和Kapuas河，而可以通过
陆路到达，所以成本不
高，”巴苏基说。

部长称，政府仅需要修
建既有的主要和次要灌溉
系统，以及完善农业技术
来提高产量。

进一步，经济统筹部
长艾尔朗卡（Ai r l a n g g a 
Hartarto）称，有潜力开发
成粮食产区的土地总面积
达19.4598万公顷。

“这一向以来，其中
8.5456公顷已开发成农业
生产用地。政府当然将进
行强化或扩建项目，来开
辟新的食品作物中心，”
他说。

开辟新的粮食产区
为确保我国人民的粮食

需求，政府有计划开辟新
的粮食产区或指定为新粮
仓的区域。这项项目也是
国家战略项目（PSN）的

一部分。
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卡

称，指定为新粮食产区的
地方是位于中加省的Pu-
lang Pisau县。

“此计划需要各方的
参与和支持。此计划具有
可持续性，并将使人民受
益，”部长说。

艾尔朗卡透露，政府把
粮食产区是列为国家战略
项目，将在未来三年内持
续进行。

根据农村发展部的数
据，需要加强的土地分布在
55个乡镇的移民区，总面积
达到1万0594公顷。(er)

受疫情大流行冲击

鹰航客机70%停飞 收入锐减90%

【安达拉社雅加达讯】
克拉卡陶钢铁（Kraka t au 
S t e e l）公司于今年第一
季获得净利高达7410万美
元，或大约1.08兆盾（1
美元兑14700盾），这是
公司在最近八年来首次达
到可观的盈利。

今年首季,公司的业绩
有所改善,主要是因为收
入成本下降39 . 8%，及
行政费和日常费用下降了
41.5%。

克拉卡陶钢铁总经理卡
林（Silmy Karim）在雅加
达对记者表示：“Krakatau 
Steel公司从2019年以来已
采取了一些步骤来改善业
务，而今年首季已开始显
示成就。上述步骤其中是
通过进行重组计划和业务
转型改善业绩。”

Krakatau Steel公司已取
得的其中一个积极成果即
是主要运营费用比2019年
同期减少了31%成为4680
万美元。

他认为，公司在今年首
季获得的积极业绩,离不

开公司提高工作效率。在
今年初，公司通过优化劳
动力计划来提高员工的生
产力。在2020年1月份，
员工的工作效率比2019年
提升43%。

除此之外，能源、消耗
品、产能利用率、固定成
本，及附件使用的负担全
下降，以致今年1月份的
总共费用比去年同期下降
28%。

与此同时，2019年12
月份现金流量的周转率比
20 1 8年更快40天，或达
到41%。由于高效率，使
Krakatau Steel公司在今
年第一季成功节省费用至
1亿3000万美元。虽然如
此，今年第二季的情况预
计将有所不同，因为新冠
病毒疫情大流行，我国经
济受压，导致钢铁市场疲
弱大约50%。

“全国经济疲软对钢铁
业带来巨大影响。若持续
下去，预测将对公司今年
的业绩产生影响，”他进
一步称。(vn)

【安达拉社万鸦老讯】
虽然世界爆发新冠病毒
疫情，但德国对椰子粉
的需求仍然很大，今年第
一季，北苏省向该国出口
473吨椰子粉。

北苏省工贸局对外贸
易部主任达尔文（Darwin 
Muksin）在万鸦老对记者
表示：“向德国出口的椰
子粉，能对国家创汇共计
72万0297美元。”

他续说，德国是北苏省
在欧洲的其中一个主要椰
子粉出口目的国。

虽然德国不再是新市
场，但为争取该国的潜力市
场，我认为，北苏省企业家
必须抓紧这个出口机会。

优化对德国的椰子粉出
口，将支持政府扩大出口
市场的计划。

“这一向以来，北苏省
的出口额可以说是相当不

错，仅是目的国还很少。
为此，北苏省必须扩大出
口目的国，以便不太依
赖一个国家，例如在出口
目的国发生动荡时，可以
把出口转移到其他国家，
以致工业将可继续进行下
去，”他称。

他希望，未来北苏省会
开发本地含率更高的出口
品。

除此之外，出口的产品

是已在我国加工的产品，
并不是出口原材料，以致
能够提高附加价值。

他称，北苏省还可开
发欧洲、非洲，及中东国
家的很多市场成为出口目
的地。

他进一步称，虽然目
前爆发新冠病毒疫情大
流行，但政府将为北苏
省优质出口品继续寻找
新市场。(vn)

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仍持续增长

加工业出口总值同比增长7%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今年1月至4月

的加工业出口总值达427.5亿美元，同

比增长7.14%。该数目显示国内加工业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仍持续增长

的态势。

中加省开辟泥炭土成为新稻田 政府将使用国企参股方案

图为南苏拉威西省塔卡拉尔县Galesong Utara村的农民正
在采摘黄色西瓜（灯笼西瓜）。当地农民说，收获黄
色西瓜更有利，因为售价更高，每个水果售价为2.5万
盾，而红色西瓜的售价每个1.5万至2万盾。

周三,占碑省Kerinci县，Gunung Kerinci镇，Siulak Deras Mudik
村的居民正在干燥烟草的情景。一些当地农农说，
典型的Kerinci烟草仅在该县区销售，每片烟叶价格1万
5000盾。

渔民用补贴柴油仍缺乏

【 安 塔 拉 社 雅 加
达 讯 】 印 尼 鹰 航 公 司
（Garuda Indonesia）
总 经 理 伊 尔 凡 （ I r f a n 
Setiaputra）指出， 公司
的收入锐减90%，因为
COVID-19大流行迫使公
司取消许多航班，鹰航客
机大约70%停飞。

伊尔凡于昨日在雅加
达举行网络会议上说：“
鹰航公司的收入下降近
90%，公司的70%客机
停飞。大部分航班的客座
率低于50%，所以疫情

对本公司和其他航空公司
的影响非常严峻。”

他补充称，新冠疫情
全球蔓延，给航空业带来
了巨大冲击，因为人们移
动被限制，而移动性是航
空业的基础。

除此之外，新冠疫情
带来的冲击不止于航空
业，而且机场、酒店和餐
馆全遭殃。

“更糟糕的是，航空
业基本上是资本密集性行
业，而利润率低于2位数。
一旦有像目前的异常情

况，航空业将遭受重大打
击。刚才这幅图形显示，3
月初的民航客运量和收入
开始锐减，”他说。

虽然如此，鹰航身为国
家航空公司（旗舰航空公
司）仍起着保持连通性的
作用。因此，公司仍运行
国际航班，比如荷兰、澳
大利亚、日本、香港和韩
国，以及几条国内航班。

“对公司来说，这是
必须面对的事实，不可
等待疫情消失后才重新
开业。公司是国家航空公

司，公司的作用是确保连
通性，把我国与其它国家
连接起来，”他说。

有鉴于此，伊尔凡说
公司逐步减少几条航线的
班次。

“动态方面，公司需考
虑客座率，调整航班班次。
比如说，此前每周6次飞往
阿姆斯特丹航班，现在每周
只剩一次。为确保连通性，
公司也考虑人们的移动。可
以想象在六十年代我们要等
待多久才能移动，”伊尔凡
如斯说。(er)

克拉卡陶公司首季净利达7410万美元

创下八年来首个盈利

北苏省今年第一季度 向德国出口473吨椰子粉

南苏省生产黄色西瓜

Kerinci县典型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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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上日录得一个月最大单日跌幅
金价上涨

因经济从疫情封锁中复苏的迹象推
动股市上扬，金价周四上涨，上日则
是录得4月30日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0407GMT，现货金涨0.4%至每
盎司1,703.95美元，周三则是下挫
1.7%。美国期金小涨0.1%至每盎司
1,705.70美元。

现 货 钯 金 跌 1 . 3 % 至 每 盎 司
1 , 9 2 3 . 0 6美元，铂金涨0 . 8%至
832.90美元。现货银连三跌，下滑
0.6%至17.57美元。

受OPEC+继续减产疑虑及美国馏分油库存飙升影响
油价下跌

因忧心主要产油国是否能够就延长
大幅减产达成一致，这种担忧因围绕
美国馏分油库存猛增的担心而进一步加
剧，油价周四下跌，逆转上日涨幅。

04 5 9 GM T，布兰特原油期货跌
1.46%或0.58美元，至每桶39.21美
元；美国原油期货跌1.98%或0.74美
元，至每桶36.55美元。 

市场押注欧洲央行将扩大购债
欧元处在多月高位附近

因预期欧洲央行今日稍晚将扩大
其购债计划，以振兴受疫情所创的经
济，欧元兑主要货币周四守在多月高
位附近。欧元走强协助推低美元指数
来到近三个月低位。

欧元持于1.12305美元，周三升至
1.1258美元，为3月中来最高水平，
也创下连续第七个交易日上涨。

隔夜欧元/日圆升至四个半月高点
122.625，最新报122.41日圆。

欧元/避险货币瑞郎报1.0798，之
前一度升至1月14日以来高位1.0820。

美国股市收高
因经济从强制停摆中复苏的迹象帮

助投资者将目光从美国抗议活动和大
流行担忧上移开， 华尔街周三普遍上
扬，纳斯达克指数接近纪录高位。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高527.24点，
或2.05%，报26,269.89点；标普
500指数收高42.05点，或1.36%，报
3,122.8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高74.54
点，或0.78%，报9,682.91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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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4日

	 1	 BYAN	 14450	 13450	 1000	 -6.92%	 200	 2690
	 2	 INTP	 13400	 12950	 450	 -3.36%	 5472800	 72309050
	 3	 TGKA	 6275	 6000	 275	 -4.38%	 300	 1800
	 4	 DNET	 3500	 3260	 240	 -6.86%	 173900	 570621
	 5	 INPS	 3130	 2920	 210	 -6.71%	 293400	 915293
	 6	 CLAY	 1900	 1770	 130	 -6.84%	 1300	 2362
	 7	 BMRI	 4860	 4730	 130	 -2.67%	 84918100	 410174494
	 8	 ASII	 4890	 4760	 130	 -2.66%	 82711000	 397382593
	 9	 CITA	 1750	 1650	 100	 -5.71%	 29300	 49355
	10	 TCPI	 5125	 5025	 100	 -1.95%	 10890800	 54472484

	 1	 ASRM	 1685	 1985	 300	 17.80%	 1300	 2478
	 2	 BRNA	 1000	 1200	 200	 20.00%	 17300	 20740
	 3	 AALI	 7700	 7875	 175	 2.27%	 2815100	 22052250
	 4	 NOBU	 635	 770	 135	 21.26%	 9000	 5951
	 5	 BOLT	 665	 800	 135	 20.30%	 1400	 1126
	 6	 DLTA	 4370	 4500	 130	 2.97%	 12200	 54427
	 7	 MLPT	 705	 820	 115	 16.31%	 3388000	 2755237
	 8	 BDMN	 2540	 2650	 110	 4.33%	 6354000	 16771189
	 9	 POLU	 700	 800	 100	 14.29%	 700	 497
	10	 CMNP	 1400	 1500	 100	 7.14%	 51700	 75471

Infovesta Utama截
至2020年5月29日数据
显示，反映在Infovesta 
90股票基金指数中的
股票基金增长0.81%
。与此同时，股价综
合指数（IHSG）也上
涨0.79%。

反映在 I n f o v e s t a
固定收入指数的固定
收 入 信 托 基 金 表 现
最 好 ， 增 长 1 . 7 1 %
，因此 I n f o v e s t a 平
衡基金指数中所示的
混合信托基金也增长
0 . 8 6%。 I n f o v e s t a

货币市场基金指数中
所示的货币市场信托
基金趋于停滞，仅增
长0.36%。

金 融 服 务 管 理 局
（OJ K）数据显示，
截至20 2 0年5月第三
周 的 工 业 信 托 基 金
资产净值（NAB）为
4 7 6 . 3 9 兆盾，低于
2020年4月477.68兆
盾 的 资 产 净 值 。 而
2019年底的资产净值
为542.2兆盾。

Infovesta Utama
市场研究部主管Wa-
wan Hendrayana称，5
月资产净值下降是难
免的，因为适逢斋戒

月和开斋节，因此信
托基金提款一直在增
加。

他认为，随着市场
状况开始复苏，投资
者将开始青睐信托基
金。但Wawan依然强
调投资多元化的重要
性，尤其还有许多不
确定性因素。他说股
价综指目前的反弹不
是基于基本面，但仍
基于投资者对能够良
好进行的新常态的期
望。

S i n a r m a s 资产管
理经理Jam i a l  S a l im
称，投资者一般把政
府将采取的政策考虑

在内。尚未投资于股
票基金的投资者必须
敏锐利用股价综合指
数大幅下降的良机。
他说：“投资者也要
观察将于本月开始实
行的新常态状况是否
有利于经济。”

印尼信托基金和投
资者协会（A p r d i ）
执行经理Mauldy Rauf
表示，虽然今年的市
场趋于疲软，但不是
所有信托基金都表现
欠佳。他说：“这取
决于信托基金种类，
固定收入和货币市场
信托基金的表现还不
错。”（xf）

市场状况开始复苏

表现良好信托基金可作替代投资
【印尼文版商报雅加达讯】鉴于股市

正处在牛市，投资者值得考虑把信托基

金（reksa dana）作为一种替代投资。但

因经济仍笼罩在不确定性阴影下，投资

者必须慎重挑选产品和投资经理。2020

年5月期间，各种信托基金表现良好，

尽管管理资金再次缩水。

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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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89

中国快汇	(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June	4,	2020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027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7.1122 卖出)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

部门	 指数	 波幅(%)

综合指数

LQ45甄选股	

雅加达伊斯兰指数(JII)

农业股	

矿业股	

基础工业股	

多种工业股

消费品工业股

房地产股	

基础设施股	

财务股

商业股	

制造业股	 	

2020年6月4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美元	 USD	 13985.00	 14305.00	 14094.18	 14235.83

新币	 SGD	 10037.10	 10157.10	 10060.80	 10167.72

港币	 HKD	 1804.95	 1844.95	 1818.49	 1836.79

日元	 JPY	 128.02	 131.62	 129.39	 130.72

欧元	 EUR	 15749.19	 16009.19	 15809.44	 15974.02

澳元	 AUD	 9645.73	 9885.73	 9717.94	 9818.45

英镑	 GBP	 17593.51	 17893.51	 17668.46	 17847.46

人民币	 CNY											 0.00	 0.00	 1977.21	 1997.28

	 4916.70	 -0.49

	 764.61		 -0.78

		 550.38		 -0.62

		 1003.73		 0.60

		 1269.16		 -1.00

		 761.61		 -0.79

		 863.72		 -1.50

		 1822.49		 -0.85

		 337.18		 1.25

		 902.81		 0.31

		 1022.92		 -0.42

		 608.68		 -0.91

		 1201.31		 -0.92

		全球股市

黄金行情
6月4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3.874.000	盾卖出	 4.21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7.754.000	盾卖出	 8.365.000	盾买进

www.logammulia.com

亚股

日经指数	 22,695.74	 涨	 81.98

韩国综合	 2,151.18	 涨	 4.18

香港恒生	 24,366.30	 涨	 40.68

上海综合	 2,919.25	 跌	 4.12

欧股

英国FTSE	 6,372.50	 跌	 9.91

德国DAX	 12,424.98	 跌	 62.38

法国CAC	 5,006.16	 跌	 16.22

荷兰AEX	 558.44	 跌	 2.86

Http://tw.stock.yahoo.com	4/6/2020	17:42

美股

道琼工业	 26,269.89	 涨	527.24

那斯达克	 9,682.91	 涨	 74.54

S&P500	 3,122.87	 涨	 42.05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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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购买单价(up sales)或是贩售其他
商品(cross sales)也是提升CLV的有效方
法。不过，若是没能确实了解顾客需求，
采取这2种方法可能会打壤与重要顾客间
的关系。首先就从考虑“让购买频率达到
相当程度”开始，先做到这点，再来提升
购买单价或贩售其他商品即可。

【 本 报 讯 】 周 四
（4/6）股价综合指数
（IHSG）在闭市时下
落。早盘结束时，综指
上升42.18点或0.85%
至4983.1 9点。但在
下午收盘时，却下落
24.302点或-0.492%
，报收于4 9 1 6 . 7 0 4
点。LQ-45指数下落
6.056点或-0.79%，报
764.608点。

亚 洲 股 市 上 下 不
一 ， 日 本 指 数 上 升
81.98点或0.36%，报
22695.74点；香港指数
上升40.68点或0.17%
，报24366.30点；上
海指数下落 1 . 1 2 点
或-0.14%，报2919.25
点；海峡时报指数上
升2.13点或0.08%，报
2702.52点。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
共发生87万7038次，有
137亿6068万9818份股票
易手，总值12兆3016亿
2699万4531盾。涨价的
股有209种，落价的股
有201种，285股持平。

外资净购9806亿7000
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 ASRM（Ramayana
保 险 公 司 股 ） 涨 价
3 0 0 盾 ， 现 价 1 9 8 5
盾；BRNA（Be r l i n a 
股）涨价20 0盾，现
价1200盾；AALI(阿
斯特拉农产股)涨价
175盾，现价7875盾； 
NOBU（Nationalnobu银
行股）涨价135盾，现
价770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BYAN(B a y a n能
源公司股)落价1000
盾 ， 现 价 1 万 3 4 5 0
盾； I N T P (印多水泥
公司股)落价450盾，
现 价 1 万 2 9 5 0 盾 ； 
TGKA（Tigaraksa股）
落价275盾，现价6000
盾；DNET（Indor i te l 
Makmu r股）落价240
盾，现价3260盾。

盾币价值持平
周四，雅京银行际货

币兑换交易（Jakarta In-
terbank Spot Dollar Rate/
JISDOR）收市，1美元以
14095盾中间价结束，
比先前价一样，盾币价
值持平。（asp）

综合指数下落24点至4916.704点

1美元兑14095盾
【 印 尼 文 版 商 报

网雅加达讯】金融服
务管理局（O J K）评
估 ， 自 大 流 行 开 始
以来已推出的与资本
市场有关的许多政策
现在已开始见效。金
融服务管理局委员会
主席魏姆博（W i m -
boh Santoso）表
示，自大流行开始以
来，首先受到压力的
是资本市场，并立即
感受到其影响，综合
股价指数（IH S G）从
60 0 0点水平下跌甚至
曾一度跌至450 0点以
下水平。但是，魏姆
博说，金融服务管理
局迅速做出反应，推
出许多与资本市场有
关的政策，例如设定
自动退回下限额，并
允许上市公司进行回
购，而无需通过股东
大会。周四（ 4 / 6）
他通过直播时说：“
我们抑制股票勿下降
过 大 。 这 并 不 是 要

避免压力，而只是要
使紧张局势降温”。
魏姆博认为，该政策
现已开始见效。综合
股价指数的波动性已
开始消退，并且在过
去几天该指数变成绿
色，甚至今天再次触
及 5 0 0 0 点 水 平 。 他
说，此外，外国投资
者开始再进入我国资
本市场，包括股票和
债券市场。根据金融
服务管理局的数据，
今年5月份外国投资者
流 入 股 市 的 净 购 达 8
兆盾，而国家有价证
券（S B N）市场的净
购达7兆70 0亿盾。“
这是因为我们已制定
各种政策，因此得到
积极的回应。 市场
商家深信，这是一个
场景。我们维持，实
体部门将如何产生最
小的影响。”迄今，
金融服务管理局已采
取许多政策来减轻资
本市场领域的压力，

包括禁止卖空（sho r t 
s e l l i n g）、通过设定
自动退回下限为7％来
实施不对称自动退回
（asymmet r ic auto 
re jec t ion ）、对指
数 降 至 5 ％ 实 施 暂 停
交易30分钟。此外，
金融服务管理局也向
上市公司提供放松，
其中允许上市公司无
需通过股东大会回购
股票以提高其股票的
表现，并允许上市公
司能够通过电子系统
进行股东大会。对于
其他进一步的宽松政
策，金融服务管理局
延长提交财务报告和
举行股东大会的截止
日期，放松《资本市
场财务报表和估值报
告》的有效期，放松
与初始投标和公开发
售时间有关的规定，
以及将首次公开招股
(IPO)的财务报表使用
期限从6个月延长至9
个月。 （asp）

金融服务管理局评估

一些有效政策使资本市场活跃

【印尼文版商报网
雅加达讯】2020年4月
份银行业发放的贷款有
所放缓。根据印尼中央
银行（央行/B I）货币
供应量的分析，2 0 2 0
年4月份银行业发放的
贷款达5601兆100 0亿
盾，同比增长4.9％，
低于3月份的7 . 2％。
根据其用途分类，所
有类型的贷款增长都有
所放缓，即营运资金
贷款、投资贷款和消费
贷款。营运资金贷款的
表现，从2020年3月份
的5.1％降至2020年4
月份的3.4％。压力主
要是在制造业、贸易、
酒店和餐馆领域。今年
4月份，酒店和餐馆部
门的营运资金贷款，从
2020年3月份的同比增
长2. 2％降至负0. 7％

。收缩主要来自雅加达
省和西爪哇省的稻米
贸易分部门。除了酒店
和餐馆部门外，制造
业的营运资本贷款也有
所下降，从2020年3月
份的9.8％下降到2020
年4月的6 . 7％。该下
降主要是在东爪哇省
和万丹（B a n t e n）省
的水泥、石灰和石膏
行业。投资贷款也从
2020年3月份的13％降
至2020年4月的8.4％
，主要是在农业、畜
牧业、林业和渔业部
门以及酒店和餐馆部
门。农业、畜牧业、
林业和渔业部门的投
资贷款从2020年3月份
的7 . 1％降至 2 0 2 0年
4月份的2 . 4％。该增
长的放缓主要是南加
里曼丹省和西加里曼

丹省的棕榈园子行业
贷款。在酒店和餐馆
领域，投资贷款也从
2020年3月份的5.4％
下降到 2 0 2 0 年 4月的
0.5％。这种放缓尤其
是在雅加达和巴厘岛
的星级酒店子行业。
与此同时， 2 0 2 0 年 4
月份的消费贷款增长
率，从3月份的5 . 4％
放缓至2020年4月份的
4.1％。该放缓的原因
是来自2 2至7 0型公共
住房贷款（KPR）和多
用途贷款。企业和个
人债务人的贷款有所
放缓。2020年4月份，
企业贷款，从去年同
期的8％下降至5 . 8％
。个人贷款从2 0 2 0年
3月份的5 . 8％下降到
2020年4月份的3.9％
下降。（asp）

2020年4月份银行业贷款有所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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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非有机基础化学
工业协会（Akida）总主
席迈克.苏善多.巴尔迪
（Michael Susanto Par-
di）定下指标，今年基础
化学产量的年度增长0%
至5%。虽然如此，新冠
病毒（Covid-19）已致
使协会修订指标成为负
增长。

“ 我 们 预 计 平 均 增
长0%至5%，因我们已
防范全球危机。这是还
未爆发新冠病毒瘟疫之
前，在发生新冠病毒蔓
延之后，有可能将出现
负增长，我认为0%增长
已几乎不可能。”

根 据 迈 克 记 载 ， 去
年，全国非有机基础化
学生产商生产750万吨基
础化学产品，工厂产能

利用率为78%。
迈克认为，202 0年6

月生产状况将决定大部
分生产商是否能保住员
工。他说，决定2020年
6月改善的主要决定因
素，是放松大规模社交
隔离（PSBB）时，不再
有第2波新冠病毒蔓延情
形。

他录得数据，5月工
厂产能利用率在30%至
50%水平，因许多生产
企业机器停运和市场需
求很低的缘故。如果在
2020年上半年期末产能
利用率提高至50%-60%
，则厂商将保住员工。

化学工业业者也考虑
到，2020年第2季工厂产能
利用率将是今年最低的。
他续称，因为第2季成为今

年功能最低的季度。
迈 克 解 释 说 ， 这 也

是因开斋节返乡习俗和
新学期造成基础化学产
品购买很低，担心的是
2020年第3季，化学工业
将收到大规模社交隔离
政策协议的冲击。“因
此，2020年第3季受到双
重的影响（double im-
pect）。”

为 改 善 生 产 业 绩 ，
民众购买力成为关键，

俾使全国基础化学厂商
的产能利用率能提高。
迈克声称，民众购买力
提高将推动下游工业生
产，最后将提高基础化
学产品的吸收率。

迈克记载，能影响基
础化学产品吸收率的产
品，如食品和饮料、纺织
品、合成纤维、玻璃、瓶
装水、洗涤剂、肥皂、洗
手液、食用油、轮胎、塑
料、管子和瓷砖。（sl）

若基础化学工业产能利用率下降

可能将选择减少员工

图为在万丹芝勒貢的詹德拉阿斯利石油化工公司综合石油
化工工业区，工人正在兴建年产40万吨新聚乙烯厂情景。

【Bisnis雅加达讯】今年5月，基础化学

工业产能利用率下降，那是因为工业界的

需求剧降的缘故。为此，倘若至2020年上

半年末产能利用率不能提升的话，则选择

减少员工人数。

【Ko n t a n雅加达讯】
再生纤维生产商Inocyc le 
Technology Group(INOV)
公司，计划在新冠肺炎疫
情中，抓紧生产口罩业务
的机遇。上述情况由于该
公司的主要业务即从再生
纤维收入受到新冠肺炎的
影响。

Inocycle Technology 
Group公司经理Victor Choi
称，他们希望与外国的
消费者进行合作。进行合
作，Inocycle Technology 
G r o u p公司将探讨生产口
罩业务，并在今年开始生
产。

未 来 ， I n o c y c l e 
Technology Group公司将

兴建口罩生产线，每月
产量400万件。口罩生产
将由公司业务线运营。
口罩生产将使用聚丙烯
(Polypropylene)原料。

“该口罩原料的价格更
策略，因为目前全球石油
价格很低。但是，我们仍
不会忽视使用再生原料生
产口罩。”他这么说。

除了口罩， I n o c y c l e 
Technology Group公司正
在研发落实长期的医疗业
务，如熔噴(melt blown)
、口罩，和个人防护装
备，考虑到新官肺炎大流
行可能长久，这对长期需
求有影响，甚至在新冠肺
炎后期。

根 据 去 年 的 实 际 业
绩，Inocycle Technology 
G r o u p 公 司 获 净 收 入
4946.8亿盾，或比2018年
3956.3亿盾增长25%。

他说，去年从使用再
生涤纶短纤维(R e c y c l e 
Polyester Staple Fibre简
称RePSF)工业的需求量增
加。“随着需求量提高，
我们生产逾200万P E T瓶
为满足该需求。”他如斯
说。

可惜，去年销售成本
也提高40%成为4026. 4
亿盾。上述情况导致去年
Inocycle Technology Group
公司毛利同比下滑14%成
为920.3亿盾。

但是，在其他收入项目
却提高几乎328%，因为
从2018年汇率收入57.4亿
盾，2019年成为245.9亿
盾。

据 了 解 ， I n o c y c l e 
Technology Group公司产
品也瞄准出口市场，以致
当去年美元兑盾币呈强
势，为他们制造商机获得
兑换汇率收入。

其 他 收 入 项 目 增
加，Inocycle Technology 
G r o u p公司录得本年利润
提高40%，从20 1 8年的
1 6 0 . 4亿盾，2 0 1 9成为
225.3亿盾。“而今年指
标，我们趋于保守。”他
这么说。(lcm)

Inocycle开始瞄准口罩业务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
讯】锡江（Ujung Pan-
d a n g ）高速公路第 3路
段或者是Andi Pangeran 
（AP）Pettarani Makassar
高速公路建造工程已进入
最后阶段，目前，该项投
资额高达2.24兆盾的基建
工程进度已达到85%。

公 共 工 程 和 民 房 部
（PUPR）部长巴苏基.哈
迪穆里约诺（Basuki Had-
imul jono）称，“目前，
建造进度达到85%，我希
望，2020年9月，该高速
公路已能通车。”

公共工程和民房部长
进一步表示，对南苏省
政府和锡江市长在该全长
4.3公里的高速公路建造
工程扮演的积极角色表示

赞赏。“我对南苏拉威西
省长表达欣慰，我们能更
好的合作，因中央政府支
持地方政府的倡议，而不
是相反的，如果我们在前
方，地方政府官员仅成为
尾随者而已。”

巴苏基部长也对承包商
表示鉴赏，能加快建筑工
作，在建筑时没有发生事
故的情况下，减少主要公
路交通非常拥挤的情形，
以及提高建筑质量。“我
希望能对该高速公路建造
不论多么小的的革新表示
鉴赏，我对各种令人骄傲
的革新挑战，我将对该革
新者给予1个月的部长活
动基金（DOM）。”

巴苏基部长也叮嘱，锡
江Pettarani  Makassar高

速公路建造质量须良好，
俾能对公路使用者提供舒
适性能。“使用橡胶轴承
和模块化伸缩缝（modu-
lar expension joint）须能
承受1000年的地震，我希
望，该高速公路能比最初
因接缝处质量造成无舒适
性的雅加达-芝甘北高速
公路更好。”

接下来，巴苏基部长
称，除了该高速公路减少
锡江市的塞车情形之外，
该锡江Pettarani  Makassar
高速公路将支撑锡江市中
心和苏加诺哈达集装箱港
口，以及哈萨努汀机场的
物流运输活动。

锡江Pettarani  Makas-
sar高速公路建造工程，也
仍关注建筑工程和周遭的

景观（landscape）之间的
和谐，以致，能成为锡江
市的新图标。

日前，M a r g a u t a m a 
N u s a n t a r a公司总经理丹
尼.哈善（Danni Hasan）
补充说，Pettarani  Ma-
k a s s a r 高 速 公 路 将 配
备 已 通 行 的 锡 江 高 速
公 路 第 1 、第 2和第 4路
段，Margautama Nusantara
公司和高速公路服务公司
（Jasa Marga）以及Bos-
owa Marga Nusantara公
司成为承建该高速公路的
合伙财团。“该高速公路
将积极提高锡江市高速公
路经济连接点的战略性功
能，如机场、港口、工业
区、商业中心、商业区和
办公区。”（sl）

【本报讯】电脑安
全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
(Kaspersky)最新研究结
果显示，在东南亚的中
小微型企业(UKM)受到
最大威胁不是勒索软件
（ransomware），而是
密码解密者(cryp tom-(c ryp tom-
iners)入侵。

Ka s p e r s k y公司东南
亚总经理Yeo Siang 
Tiong称，今年首3个月
内，Ka s p e r s k y公司已
挫败超过一百万次针对
在东南亚商业员工共有
20人至250人的设备入
侵。

他说，“这比去年同
期94万9592个密码解密
被阻止更高12%。”他
这么说。

今年首季被检测解密
数量显著增多，从83万
4993����(ph i sh-����(ph i sh-(ph i sh-
ing)和26万9204勒索软
件针对该地区的UKM。

我们不否认与勒索软
件，数据泄露等比较，
解密破坏性要轻一些，
但是仍然是中小微型企
业部门必须谨慎考虑的
风险。这种攻击��罪

犯会在背后的使用您自
己的资源，电力，数据
带宽以及硬件设备，这
当然不是一件小事。

Ka s p e r s k y的数据进
一步显示，印尼和越南
是东南亚国家，甚至全
球范围内针对中小微型
企业的密码解密。除菲
律宾和泰国外，该地区
的六个国家中，今年首
季已记录恶意软件检测
有所增加。

最多密码解密者的
5个国家是俄罗斯、巴
西，和伊朗。

为了阻止恶意软件与
通过电子邮件传播的广
告软件和受感染内容，
中小微型企业可以使用
Kaspersky Security for 
Microsoft Office 365
的解决方案。此设备提
供了防御复杂威胁的保
护。它还限制了包括勒
索软件、病毒、特洛伊
木马、����等危险
威胁的传播。

此外，UKM也可以使
用Ka s p e r s k y提供20至
30分钟的免费在线训练
班。(lcm)

【 本 报 雅 加 达 讯 】
位于玛琅市玛中大学的
玛中光合色素研究中心
（MRCP P）研究人员发
现，东爪哇省Lumajang县
区Agung Semeru村的香
蕉营养素A含量比进口卡
文迪斯（cavend i sh）香
蕉高40至90倍。这项研
究的结果于2020年5月12
日星期二在享有盛名的国
际杂志Q2，即《国际食
品科学杂志》上发表。这
项研究的结果由玛中大学
的MRCPP研究人员Rosita 
D.Chandra报道。

Agung Semeru香蕉除
了富含维生素A之外，
还富含健康人体所需的

营养素，例如氨基酸，
有 机 酸 和 糖 。 R o s i t a 
D . C h a n d r a在其发现中
称，“一个人每天需要
摄取维生素A和营养，足
够食用150克Lumajang县
的典型香蕉即可。”

“摄取维生素A对眼
睛非常重要，对于受损
的细胞和身体组织的生
长 发 育 也 需 要 维 生 素
A，”他补充说。“维生
素A甚至也是对人体器官
和免疫系统性能至关重
要的维生素之一。”

最近，世界粮食组织
（FAO）预测新冠病毒大
流行（COVID-19）造成
世界粮食危机的影响，

包括印尼在内。
据报道，印尼许多地

区的粮食供应短缺。这
发生在大米、玉米、辣
椒、葱、鸡蛋、糖和大
蒜的供应不足。政府尽
力确保基本商品的分销
链不受到阻碍。

不可否认，食物供应
量充足将成为一个国家在
疫情大流行期间生存的主
要弹药。报道称，由于国
内生产量不足，印尼仍需
依赖进口许多食品。

MRCPP总监兼Luma-
jang县区Agung Semeru典
型香蕉首席研究员Tatas 
Brotosudarmo博士认为，
当地香蕉的潜能可以解

决印尼的粮食危机。印
尼 青 年 科 学 学 院 的 科
学和政策副主席Bro t o-
sudarmo博士建议，“政
府必须回顾印尼当地粮
食生物多样化，以面对
未来粮食危机的可能”
。Rosita D.Chandra的这
项研究为Luma j a n g县的
Semeru Agung典型香蕉
能够满足社区对维生素
和营养素的需求提供了
科学依据。

根 据 这 项 研 究 的 结
果，印尼人民可以以相对
便宜的价格获得营养丰富
的食物，因为其供应量相
当充足。玛中校总.黄立
群博士 供稿（frd译）

我国中小微型企业 

易受密码解密者入侵

新冠病毒蔓延期间

当地香蕉能克服营养问题

锡江Pettarani高速公路 基建工程进度已达到85% 

印尼农民汇率（NTP）2020年5月与2020年4月相比下降了
0.85％。该降幅受到三个农业分领域NTP下降的影响，即
粮食作物分领域NTP下降0.54％，园艺分领域NTP下降0.58
％，人民种植园分领域占2.30％。图为4月6日，日惹特区
Sleman县Seyegan村的农民在种植水稻作物。

印尼农民汇率下滑

由于COVID-19大流行影响经济动荡，致使工匠制作的蜡染
市场需求有所下降，疫情大流行之前的一个月，可以满足
600块蜡布染和盖印蜡染市场的需求，而在目前，一个月
只售出两块蜡染布。图为中爪哇Jarum县Bayat镇Klaten村一
些蜡染工人在织布绘图。

蜡染布需求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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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的重点是三
阴性乳腺癌 (TNBC)，
这被描述为最具有侵略
性的乳腺癌形式 ；这
种乳腺癌更难治疗，并
有较低的生存几率。研
究人员考察了两个特定
基因在TNBC中的作用，
这两个特定基因被称为
R a b 2 7 a和 T R A F 3 I P 2。
当研究人员抑制了这两
个基因---意味着他们
阻止了这两个基因的运
作---他们发现对乳腺
癌有积极的影响。

当TRAF3 IP2基因被“
关闭”时，研究人员发

现，在治疗后的一整年
内，乳腺癌的转移-也就
是癌细胞扩散到身体的其
他部位，并没有发生。同
样，该基因的抑制也与肿
瘤生长停滞和肿瘤缩小
到“法检测到的水平”有
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
效果是在动物模型中观
察到的，而不是人类。
然而，这些结果被描述为 
“如此令人信服”，以至
于研究人员已经向FDA申
请，为临床试验铺平了道
路。

研究团队负责人Re z a 

I z adpanah博士说：“我
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两
种基因在乳腺癌的生长和
转移中都发挥着作用。虽
然靶向Rab27a可以延缓肿
瘤生长的进展，但它未能
影响到少量癌细胞的扩
散，或者说微转移。相
反，靶向TRAF3 I P2抑制
肿瘤的生长和扩散，干
扰它既能缩小已形成的
肿瘤，又能防止额外的
扩散。这一令人兴奋的
发现揭示了TRAF3 I P2在
乳腺癌治疗中可以作为
一种新型的治疗靶点发
挥作用。”

科学家发现“关闭”乳腺癌基因的新方法 

以抑制癌症的生长和扩散
一项新研究详述了乳腺癌研究的一个潜在突破，它涉及到科学家们所说的基因 “开关”。这项研究来自于杜兰大学，研究人

员发现了最具有侵略性的乳腺癌，以及一种方法来“关闭”这种基因，以抑制癌症的生长和扩散。

根据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科学家们
进行的一项新研究，地球上最干净的空
气离人类定居的任何地区都不近。这
项研究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PNAS)上，揭示了南极洲周围的南冰洋
是地球上拥有最干净空气的地方。得益
于全球气候和天气模式的一些怪异，南
冰洋上空的云层非常纯净。

人类活动几乎影响了地球上的每一个

角落。例如，可以在海洋中最偏远的地
方找到垃圾，人类使用的塑料制品被冲
到了偏远的海滩上，而这些海滩附近根
本就没有人居住。研究人员在研究南冰
洋上空的空气时发现那里的云层中没有
任何人类活动的痕迹。其没有用过的化
石燃料、化肥或人类废物的痕迹，那里
拥有地球上最干净的空气。

科学家们从接近海洋表面的地方取了
样本。他们研究了空气中发现的微生物
的构成，这可以提供线索，说明空气中
的微生物曾在哪里。他们发现，这些微
生物很可能起源于海洋。遥远的南冰洋
离人类文明的大部分地区足够远，因此
躲过了人类活动造成的大部分污染。

“控制南冰洋云层属性的气溶胶与海
洋生物过程密切相关，南极洲似乎与南
方大陆微生物的南向扩散和营养物质的
沉积隔绝，”该研究的共同作者Thomas 
Hill在一份声明中说。“总的来说，这表
明南冰洋是地球上极少数受人类活动影
响最小的地方之一。”

科学家在南冰洋上空发现地球上最干净的空气

据报道，即将推出的
小米手环 5 将通过 SpO2 
测量（血氧饱和度）来增
强心率追踪。其它健康
功能将包括月经周期跟踪
等。有消息指出，小米手
环 5 的国际版本也获得
了 NFC 支持，以前该功
能是国行版本独有的。第
五代手环将具有 AI 助
手支持，特别是亚马逊的 
Alexa。

在前几代产品上，中
国版本都带有 NFC 功能
并为数字助理提供了麦克
风，但这仅适用于讲中文

的小爱同学。
Alexa 支持是全球发行

版的更好选择，因为它已
经了解八种语言（覆盖了
美洲，日本，欧洲和印度
的大部分地区）。不过由
于手环缺少扬声器，Alexa 
的回复将仅提供文字。

好消息是，据闻其屏
幕将增加到 1.2 英寸，
而边框将缩小（第四代屏
幕为 0.95 英寸），此前
的图片显示屏幕正面会有
一个挖孔。 小米手环 5 
会首先在中国开售，几个
月后才会发行全球版。

小米手环5将新增血氧饱和度测量功能
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

随着5G开始成为主流，开
发6G的竞争已经开始， 韩
国的三星电子和中国的华为
这两家公司的技术处于最
前沿，尤其是在构成未来骨
干网络的基站技术方面。第
六代网络技术规范的标准化
工作预计将在2023年左右开
始，由此，预计会在2027年
实现6G商业化之前启动设备
和零件的开发。

全球手机，基站和电子
零件制造商的所在地韩国和
中国，正利用自己的专业知
识，旨在通过公私合营，率
先制定6G技术标准。

韩国正试图成为第一个
推出6G商业服务的国家，
三星和LG电子成立了研究中
心。此外，韩国正在考虑一
项9760亿韩元（8亿美元）
的开发项目。

中国在2019年11月宣布
第六代移动通信（6G）技术
研发工作正式开启，而华为
在8月在加拿大渥太华启动
了6G网络的研究。

东京早稻田大学教授Tet-
suya Kawanishi提到，6G时
代，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将需
要10亿个基站，而在全球范
围内则需要1000亿个基站。

IHS Markit提到，中国的
华为、瑞典的爱立信和芬兰
的诺基亚三个参与者控制着
当前大约80％的基站市场。

欧洲打算与第三代合作
伙伴计划（由标准组织合
作）以及其他机构一起制定
标准。

特朗普希望美国成为6G
技术的前线，并正打算利用
英特尔和其他美国公司在用

于高速数据处理的芯片上建
立领导地位。美国通信部
在其4月发布的“超越5G”
战略下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目
标，力争夺取基站和其他
基础设施全球30％的市场份
额，而目前仅为2％。

日本则计划6G复出。东
京希望全球10％的相关专利
来自日本公司。当前三星以
8.9％的专利持有量领先5G
竞争，其次是华为（8.3％
）和高通（7.4％）。 根据
网络创意研究所的数据，日
本的NTT Docomo以5.5％的
份额排名第六。

6G争夺大战正在上演，日经：

韩国和中国抢占先机

据外媒报道，根据中
国供应链传出来的消息
显示，苹果据传的第四
代iPad Ai r将采用USB-C
接口，据悉，该技术首
次出现在苹果平板中则
是 在 2 0 1 8 年 。 新 平 板
预计会在今年下半年推
出。Mac Otaka ra周二
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
苹 果 传 闻 中 的 1 0 . 8 英
寸“iPad Ai r”将会成为
继2018年iPad Pro发布
后的第二款配备US B- C
接口的iPad。

该报道还指出，即将
推出的“iPad Air”可能
是基于11英寸iPad Pro打
造。具体来说，最近推出
的iPad Air其设计使用了
一个降级摄像头阵列并且
没有iPad Pro的ProMotion
显示屏以此来降低成本、

减轻重量。Mac Otakara认
为，苹果即将推出的这款
新产品可能也会这么做。

另外，消息人士还指
出，即将推出、经过重
新设计的8.5英寸“iPad 
m i n i ” 将 保 留 苹 果 的
Lightning接口。

分析师郭明錤曾在上
个月作出预测--苹果将

在2020年下半年推出10.8
英寸的iPad。虽然没有提
到“Air”，但根据苹果的
典型产品更新周期，它最
有可能获得更新。

郭预计，8.5- 9英寸
的iPad mini将于2021年上
半年发布。据悉，苹果上
一次更新mini系列则是在
2019年3月。

传新iPad Air将采用USB-C接口 

iPad mini保留Lightning接口

雷锋网按，无论是全球各
地的政府机构和大学机构，
还是像 IBM 和 Google 这样
的科技巨头，都在试图回答
这样一个关于量子计算的问
题：如果无法连续地输出可
靠无误的结果，量子计算机
将如何发挥其巨大的潜力？

从多个角度来看，机械
脆弱性、工程复杂性、需要
无菌且低温的环境都是引起
量子计算出现误差的潜在因
素，而最关键的因素在于量
子比特翻转——这种情况发
生的概率极大。

然而，在创造出真正有用
的通用量子计算机之前，尽可
能地减少量子计算机出现误
差，是当前科学家面临的最大
的挑战。

为了确保量子计算机在因
误差导致的“宕机”或是量子
退相干之前正常运行并输出结
果，目前，已有不少科学家和
工程师声称自己找到了检测和
纠正这些误差的方法。其中，
一种被称为“表面代码”的解
决方案备受关注。

雷锋网了解到，表面代码
在鲁棒性方面具有优势，而
且它非常适用于二维环境（
比如芯片）。更重要的是，
在发生量子纠缠时，它可
以帮助单个量子位与同一晶
格的其他量子位共享信息。
也就是说，当测量量子位

时，表面代码会显示出相邻
量子位之间的误差。

若要让量子计算机来处
理复杂的任务，纠错代码就
必须能够执行量子门——这
是对量子位信息进行的最基
础的逻辑操作，组合起来就
可以运行算法。物理学家已
经描述了两种实现通用量子
计算所必须的量子门计算（
通过不同的数学方法来区
分），其中之一就是 Clifford 
门，这条路线只能与魔态蒸
馏技术（一种使用多种嘈杂
量子态进行非 Clifford 门的
操作）配合使用。

悉尼大学物理学院的研究
人员 Benjamin Brown 说：

没有魔态蒸馏技术或是
类似的技术，量子计算机就
像没有除法按钮的计算机，
它的功能受到了限制。然
而，Clifford 门与非 Clifford 
门的结合需要耗费大量的资
源，可能导致量子计算机的

资源不足以处理其他任务。
因此，Benjamin Brown 开

发了一种新型的非 Clifford 门
的纠错方法，从而大大减轻
了蒸馏的负担。这个方法就
涉及到上文所提到的表面代
码，只不过，Benjamin Brown 
对二维的表面代码进行了优
化，让它可以适用于三维环
境，时间是第三维度。这一
研究已经发表在了《Sience 
Advance》上。

Benjamin Brown 表示，这一
研究在理论上和数学上都被证
明具有可行性，接下来就是模
拟代码，在实践中查看结果。

雷 锋 网 获 悉 ， 微 软 量
子 研 究 实 验 室 的 研 究 院 
Michael Beverland 也评论了
这项研究：

Benjamin Brown 探索了一种
奇妙的方式来对量子计算进行
纠错。该研究是振奋人心的，
毕竟许多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是
不可能的实现的。

打破不可能：

量子计算新型纠错代码问世，时间是第三维度

距离雷蛇（Razer）推出
机械手感的 Ornata 薄膜键
盘已将近 4 年，该公司现
终于推出了刷新后的 V2 版
本。在原始版本的基础上，
其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集

机械和薄膜键盘的优势于一
身。消费者可获得 Chroma 
RGB 灯效，新增的播放 / 
暂停、前进 / 后退等多媒
体控制键，以及可用于更直
观地调节音量和亮度等功能

的新滚轮。
Razer 宣称 Ornata V2 键盘

使用了自家的 Mecha-Membrane 
键轴，轮询率达到了 1000Hz，
售价为 99.99 美元。

Ornata V2 还支持通过 Razer 

Synapse 3 配件进行完全可编
程的配置（自定义按键和宏操
作），人造革腕托很是舒适，
键盘下侧还有凹槽设计，允许
用户将 USB 线缆于键盘背面
的三个位置之一引出。

Razer推出Ornata V2：具有机械式手感的薄膜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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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这是
我们自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第三次通话，体
现了双方的高度政治互
信和密切战略沟通。中
方赞赏德国政府在疫情
问题上秉持客观理性立
场和尊重科学态度。
中方愿同德方一道，
共同支持世卫组织工
作，在联合国、二十
国集团等框架内推动
国际合作；共同支持
非洲国家抗击疫情，
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
安全作出贡献。我们
要统筹好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
有改变。我们将坚定

不移推动对外开放，
扩大同世界合作，愿
继续为德国企业扩大
对华投资创造良好环
境。近日中德“快捷
通道”正式启动，这
有利于帮助两国有需
求 的 企 业 加 快 复 工
复产，维护国际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相
信中德合作能够为促
进世界早日走出经济
衰退发挥应有作用。
中德保持着稳定良好
的合作关系。中方愿
同德方继续开展对话
交流。今年下半年德国
将轮任欧盟主席国。中
方赞赏德方愿积极推动
中欧关系发展，愿同德
方和欧盟方面加强战略

合作，坚持多边主义，
应对全球挑战，共同
为不确定的世界增加
确定性。中德、中欧
之间正在商谈一系列
重大政治交往议程，
中方愿同德方、欧方
保持密切沟通协调，
确保这些活动取得成
功，推动中德、中欧
关系迈上新台阶。

默克尔表示，德方
重视中国两会就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的规划，
愿同中方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推进复工
复产，继续深化德中
经济合作。德方高度
赞赏习近平主席宣布
中国研制出的疫苗将
作为全球公共卫生产

品。当前形势下，加
强国际团结和多边主
义对全球抗击疫情至
关重要。德方愿同中
方加强交流，继续支
持世卫组织发挥重要作
用，推动国际公共卫
生安全合作。德方希

望同中方保持对话，
就广泛的领域和议题
推进合作。德方愿同
中方保持密切沟通，
推进德中、欧中重要
议 程 ， 推 动 德 中 、
欧 中 关 系 向 更 高 水
平迈进。

中国外交部证实
中国—欧盟峰会将另择时间举办

4日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
坚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证
实，原定今年9月在德国举行的中
国—欧盟峰会将另择时间举办。

赵立坚表示，中国—欧盟峰会系
由德国倡议发起，对促进中欧关系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中方给予了积极
响应和支持。中德欧三方一直就峰会
筹备工作，包括举办时间保持着密切
沟通。鉴于当前疫情形势，中德欧三
方均认为，近期举办峰会面临较大难
度。三方同意，中国—欧盟峰会是中
欧之间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议程，将
另择合适时间举办。中方将同德方、
欧方就峰会举办的时间和方式继续保
持沟通协调。

全国政协
十三届三次会议提案交办会在北京举行

4日讯，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提案交办会4日在北京举行。全国政
协副主席张庆黎出席会议并讲话。

张庆黎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政协提案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坚持以质量为核心、以问题
为导向、以制度为保障，扎实有效做好
提案办理工作，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积极贡献。提
案承办单位要深化与委员的沟通协商，
通过提案办理宣传解读政策，广泛凝聚
共识；要把提案办理作为改进工作的契
机，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确
保提案办好、办出成效。全国政协副主
席兼秘书长李斌主持会议。中共中央、
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全国政协办公
厅和各专门委员会有关负责人，部分提
案承办单位有关负责人等出席会议。

香港海关破获今年
最大宗空运入口毒品案件

4日讯，香港海关4日通报，近日在
香港国际机场检获约21公斤怀疑可卡
因，估计市值约2400万元（港币，下
同）。这是香港海关今年在机场破获
的最大宗入口毒品案件。

海关人员3日检查一件由荷兰到港
的空运货物，发现该批怀疑可卡因收
藏在42个配方奶粉罐内。跟进调查
后，海关人员同日在九龙油塘拘捕一
名怀疑涉案男子。香港海关表示，被
捕男子20岁，已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
药物罪名，将于5日在观塘裁判法院
提堂。海关会继续加强打击经空运货
物、邮递及快递渠道贩运毒品活动，
并与香港邮政及物流业界保持紧密联
系，加强堵截毒品流入香港。根据香
港《危险药物条例》，贩运危险药物
属严重罪行，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
罚款500万元及终身监禁。

商务部：
中国未出现产业链供应链外迁情况

针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将加速移出
中国一说，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
峰4日称，中国目前没有出现外资撤
离、产业链供应链外迁，相反许多跨
国公司正考虑在中国扩张产业链。

受疫情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
局正面临调整。有观点认为，出于维护
自身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考虑，一些国家
和跨国公司会倾向于把产业链、供应链
向区域、双边或本国内集中，这可能导
致中国丧失目前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
局中的地位，甚至出现“去中国化”。

海南自贸港先行区税收新政落地
中国海关总署4日公布新规，对进

入海南洋浦保税港区的境外货物实行
保税或免税；境内区外货物入区视同
出口，实行退税。根据新规，中国
对进出洋浦保税港区的货物，除禁止
进出口和限制出口以及需要检验检疫
的货物外，试行“一线放开、二线管
住”的货物进出境管理制度。

青藏高原首套调相机
顺利完成首台机组整机启动试验

“1号调相机转速已经升至3150 
（ 转/分)，机组和保护装置运行正
常，准备开展额定转速下的交流阻抗测
试。”6月4日凌晨3时，在中国国家电网
青海电科院柴达木换流站调相机工程现
场，青藏高原首套调相机顺利完成首台
机组整机启动试验。中国国家电网青
海电科院柴达木换流站调相机调试工
程负责人罗峻介绍，柴达木换流站是
新疆与西北联网通道的枢纽电站，也
是青藏直流工程的始端站和青海海西
光伏发电基地送出的汇集点。由于近
区无功电源不足，低电压稳定问题严
重制约着电网输送能力提升，直接影
响着青藏直流及西藏电网的安全。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话：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图为2019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德
国总理默克尔。

【中新社北京4日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3日

晚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中新社北京4日讯】
针对不少国家就涉港国
安立法发表积极表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
坚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中方对国际上
各方理解支持中方有关
立场和行动表示赞赏，
敦促个别国家能够摒弃
意识形态偏见，不以任
何方式插手干预香港事
务和中国内政。

有记者提问，中国

全国人大推进香港维护
国家安全立法的举措在
一些西方国家引发了
质疑。但我们也注意到
有不少国家公开表态支
持中方有关举措，认为
这是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的正义之
举，有助于香港保持繁
荣稳定，任何外部势力
无权干涉。中方对此有
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香港

回 归以来，“一国两
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针得到切实
贯彻落实，香港居民享
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依
法得到充分保障，国际
社会对此已有公论。中国
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及全国
人大常委会下一步有关
立法的根本目的是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保障香港的长治
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
行稳致远，不仅有利于
香港的根本利益，也有
利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
益。中方对国际上各方
理解支持中方有关立场
和行动表示赞赏，敦促
个别国家能够摒弃意识形
态偏见，摘掉有色眼镜，
客观、公正看待中方有
关决定及立法，不以任
何方式插手干预香港事
务和中国内政。

中国外交部：敦促个别国家不以任何方式插手干预香港事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中新社北京4日讯】
针对美方宣布将暂停中
国航空公司往返美国的
定期航班，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6月4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
国民航局同美国运输部
一直就两国航班安排保
持着密切沟通，希望美
方不要为双方解决问题
制造障碍。

有记者提问，美国运

输部6月3日发布声明称，
为回应中国政府未能允许
美承运方完全行使提供往
返中国客运服务的双边
权利，美方决定自6月16
日起暂停中国航空公司
往返美的定期航班。中
方对此有何评论？

“美国运输部宣布
自6月16日起不批准中
方空运企业赴美定期客
运航班，对此我们感到

十分遗憾。据了解，中
国民航局正在与美国运
输部进行严正交涉。”
赵立坚回应说。

据悉，6月4日上午，
中国民航局官方网站发
布《民航局关于调整国
际客运航班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自2020
年6月8日起，所有未列
入“第5期”航班计划的

外国航空公司，可在本
公司经营许可范围内，
选择1个具备接收能力的
口岸城市，每周运营1班
国际客运航线航班。
《通知》还表示，在风
险可控并具备接收保障
能力的前提下，可适度
增加部分具备条件国家
的航班增幅。

另有记者提问，中
方发布了调整国际客运

航班的通知之后，美方
航空公司是否可以据此
提交复航申请？

“据我了解，中国民
航局同美国运输部一直
就两国航班安排保持着
密切沟通，本来双方已
经取得一些进展。”赵
立坚说，“中方也已宣
布了有关政策调整，我
们希望美方不要为双方
解决问题制造障碍。”

【中新社4日讯】针对
美国威胁取消香港单独关
税区地位，中国商务部
新闻发言人高峰4日称，
这一地位不是来自某一
成员的单独赋予，中方将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
港事务，坚决支持香港维
护单独关税区地位。

高峰在当天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香港单
独关税区地位的法律基础
源自世贸组织协定，是经
中国政府同意，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确认，
由世贸组织多边规则确
立，获得其他成员认可

的法律地位，不是来自
某一成员的单独赋予。

他强调，香港特殊
的经济地位受到基本法
的保护和世界各国的承
认和尊重。香港回归

后，内地与香港不断深
化互利互惠的经贸合
作，香港自由港和单独
关税区地位得到维持和
巩固，这充分说明香港
的高度自治运作良好。

【中新社台北4日讯】
台湾“健保署”4日发布最
新统计显示，去年台湾有
3.5万人就医超过90次，
使用治疗费总计达32亿元
（新台币，下同）。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1
月到3月就诊人次比去年
同期大减500多万人次。

综合中央社、中广新
闻网等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民众去年平均就医
约1 5次。排除重大伤
病患者后，健保就医次
数前三名为：43岁女性
就医466次，花费47.6

万元；36岁女性就医413
次，花费20.9万元；32
岁男性就医412次，花费
35.9万元。

针对今年1月到3月就
诊人次大减，“健保署”
表示，就诊人次下降受多
重原因影响，部分人是因
为疫情不敢去医院；有些
病人可能过去开药的天数
比较短，现在为了减少
去医院延长开药天数；
加上民众勤洗手、戴口
罩，整体呼吸道症状、肠
病毒、肺结核等都减少，
就医次数就会减少。

台湾去年3.5万人就医逾90次 

今年第一季度就诊人次大减
商务部：坚决支持香港维护单独关税区地位

美将暂停中国航空公司往返美定期航班 

中方：望美不要为双方解决问题制造障碍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中新社南昌4日讯】
一趟满载着防疫物资的
中欧班列4日从江西南
昌（向塘）国际陆港发
车，驶向法国巴黎。
这是“一带一路”倡

议实施以来，首趟从
中国发往法国的防疫
物资专列。

该趟专列将在未来
3周内穿越7个国家和
地区，行驶近14000公

里。专列载运了2000万
个口罩，450 0万副手
套，130万只水溶袋，
以及免触碰消毒液机等
产品，总货值达1000万
欧元。

记者了解到，该批
防疫物资运输承运方江
西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
有限公司，结合南昌中
欧班列特点，向法国采
购方提出中欧班列运输

模式。此次中欧班列运
输防疫物资数量远超普
通货机运力，运输成本
较空运降低约30倍，
运输时间较海运缩减了
10—20天。

中国首趟驶往法国“防疫物资专列”出发

【 中 新 社 4 日 讯 】
随 着整体市场基本面
向好需求逐步释放，5
月份广州新房成交超过
6000套，环比增长超过
10%。至此，广州一手
住宅成交量已连续上涨
3个月。

网易房产数据中心
监控数据显示，5月广
州一手楼网签成交6540
套。虽然同比仍下降
8.67%，但环比增长为
10.23%，是自今年3月
以来连续上涨的第三个
月。其中，增城区共成

交2457套，是全市成交
一手住宅最多的区。

二 手 房 成 交 量 也
有大幅增长。据广州
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
计，5月广州二手住宅
网签11322套，环比4
月大幅增长26.15%。

广州各区成交量均有
上扬。

其中，每套90至120
平方米和120至144平
方米面积区间的二手
房成交量占比环比都
有增长。每套60至90
平方米的面积区间的

二手房成交量占比环
比有所减少。此外，
因 信 贷 环 境 相 对 宽
松，5月二手房按揭所
占比例环比增长1.3 2
个百分点至76.73%，
已连续3个月呈环比增
长态势。

广州一手住宅成交量连涨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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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4日讯】6月2日，驻印尼
大使肖千举行中印尼媒体
视频记者会，介绍中国疫
情防控取得的重大战略
成果，表达对印尼早日战
胜疫情的坚定信心，讲述
中印尼抗疫合作与中国开
展抗疫国际合作故事，阐
述中印尼经贸合作互利共
赢的本质。使馆王立平商
务公参、蔡志烽参赞兼总
领事、邱薪力政务参赞出
席记者会，分别就疫情对
中印尼两国经贸合作的影
响、疫情后中印尼合作，
以及涉世卫组织决议、涉
疆、南海、涉港等回答记
者提问。

肖大使表示，经过艰苦
卓绝的努力，中国疫情防
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与
此同时，中国国内个别地
区聚集性疫情仍然存在，
全球疫情扩散蔓延势头仍
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中
国将继续做好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工作，巩固疫情
防控成果。上周，中国“
两会”胜利召开，中国人
民就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凝聚信心和
共识。中国有独特政治制
度优势、雄厚经济基础、
巨大市场潜力、亿万人民
勤劳智慧，我们有充足信

心实现全年发展目标。
肖大使说，印尼发生

疫情以来，在佐科总统
坚强领导下，印尼政府
综合施策、扎实应对，
疫情防控工作取得积极
成效。印尼社会同舟共
济、共克时艰，展现出
必胜的决心和意志。我
们坚信，印尼一定能够
早日战胜疫情。

肖大使表示，由于疫
情期间两国人员、航班往
来受阻等，中印尼交流合
作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但
总的看，疫情对中印尼关
系的影响是短期、暂时、
可控的。两国关系基础没
有变，合作需求没有变，
向好趋势没有变。中方
愿同印尼方共同努力、克
服困难，探讨在疫情“新
常态”形势下，通过多种
方式继续推进两国交流合
作，取得更多新的成果。

肖大使说，中印尼是
守望相助的友好邻邦。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发 生 以
来，两国齐心协力、互
帮互助，充分体现了“
重同挑、轻同提”的深
情厚谊。习近平主席同
佐科总统就共同抗疫两
次通话并互致函电，相互
表达慰问和支持。中国国
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及全
国政协副主席、发改委

主任何立峰等同印尼海
洋与投资统筹部长卢胡
特、外长蕾特诺等多次
通话致函，积极推动落
实两国抗疫合作。两国
政府第一时间向对方捐
赠抗疫物资，积极协助
撤离对方在本国侨民。
据不完全统计，中方已
经或即将向印尼援助的
医疗物资总价约900万美
元，且数字仍在增加。中
方还积极协助印尼在华
采购呼吸机、检测试剂
等重要医疗物资。第一
时间同印尼政府分享防
控经验。两国领导人共
同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
会、东盟与中日韩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
别会议，共同呼吁国际
社会携手抗疫、共克时
艰。下阶段，中方愿根
据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
共识，继续坚定支持印
尼政府抗疫努力。

肖大使介绍了中方始
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
作的情况，重点介绍习近
平主席在世界卫生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肖大使表
示，习近平主席从共同构
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
高度，深刻阐述中国对国
际抗疫合作的六点建议，

宣布了中国进一步支持全
球抗疫的五大举措。这些
建议和举措为各国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了中国思路，为国际社
会加强公共卫生合作、
完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
给出了中国方案，为凝
聚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合
力、调动全球资源战胜疫
情作出了中国承诺。

肖大使说，今年是中印
尼建交70周年。70年来，
中印尼关系取得长足发
展，两国政治互信不断
增强，务实合作持续推
进，各领域交流全面拓
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
在在的利益。经贸合作是
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年来，中印尼经贸
合作发展迅猛，投资成
为双边经贸合作的最大
亮点。中国经贸合作遍
布印尼各大主要岛屿，
惠及印尼和印尼人民，
为印尼带来技术，有效
促进印尼产业发展，积
极带动印尼就业，不断
提升印尼劳动力水平，还
为印尼提高现代化管理和
工业化水平、促进制造业
发展、提升生产国际竞争
力、增加国家税收、提高
产品附加值、扩大出口等
作出了积极贡献。展望未
来，随着中印尼双边贸易
规模在中国与东盟国家中
跻身前列，双向投资走深
走实，中印尼将进一步深

化战略对接、拓展合作深
度广度，给印尼带来更多
实实在在的好处。

印 尼 美 都 电 视
台、tvOne电视台、Net TV
电视台、Liputan6新闻、
安塔拉通讯社，《共和国
报》、《独立人民报》、
《雅加达邮报》、《印尼
商业报》、《商报》《国
际日报》《千岛日报》，
点滴网、“线圈”新闻
网、时代杂志网、VIVA
网、Tribun新闻网，以及
《人民日报》、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中新社、
《经济日报》、中国国
际 广 播 电 台 等 3 0 家 中
印 尼 媒 体 3 0 余 人 出 席
记者会。

肖千大使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中印尼关系等举行视频记者会

驻印尼大使肖千 使馆王立平商务公参（中）、蔡志烽参赞兼总领事（左）、邱薪力政务（右）参赞出席记者会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4日讯】6月2日，驻印尼
大使肖千在主持中印尼
媒体视频记者会时指出，
今年是中印尼建交7 0周
年，7 0年来中印尼关系
取得长足发展，两国政治
互信不断增强，务实合作
持续推进，各领域交流全
面拓展，为两国人民带来
实实在在的利益。经贸合

作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近年来，中印尼经
贸合作发展迅猛，投资已
成为双边经贸合作的最
大亮点。中国连续多年
为印尼最大贸易伙伴。
今年一季度中印尼贸易
额达 1 7 7 亿美元，中国
在印尼实际投资1 3亿美
元，位列印尼第二大外资
来源国。20 1 6年以来，

中国持续成为印尼第一
大出口目的国。印尼也
长期是中国企业开展工
程承包的前十大海外市
场之一。

中 印 尼 经 贸 合 作 遍
布印尼各大主要岛屿，
惠及印尼和印尼人民，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为印尼带来技术。
中国投资不仅给印尼带

来资金，而且通过与印
尼政府部门和企业密切
合作“授人以渔”，有
效促进印尼科技发展；
二是有效促进印尼产业
发展，不断提高印尼产
品和产业竞争力，提升
印尼在全球产业链中的
地位；三是积极带动印
尼就业，中资企业严格
遵守印尼关于外籍员工

的法律规定聘用印尼员
工，直接和间接创造当
地就业；四是不断提升
印尼劳动力水平，中资企
业一直致力员工本地化，
积极培养印尼员工，不断
优化中印尼员工比例。此
外，中印尼经贸合作还为
印尼提高现代化管理和工
业化水平、促进制造业发
展、提升生产国际竞争

力、增加国家税收、提
高产品附加值、扩大出
口等作出了积极贡献。

展望未来，随着中印
尼双边贸易规模在中国与
东盟国家中跻身前列，双
向投资走深走实，中印尼
将进一步深化战略对接、
拓展合作深度广度，给
印尼带来更多实实在在
的好处。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4
日讯】6月2日，驻印尼大
使肖千在主持中印尼媒体
视频记者会时表示，中印
尼是守望相助的友好邻
邦。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两国齐心协力、
互 帮 互 助 ， 充 分 体 现
了“重同挑、轻同提”
的深情厚谊。

高层交往方面，习近
平主席同佐科总统就共
同抗疫两次通话并互致
函电，相互表达慰问和

支持。中国国务委员兼
外长王毅及全国政协副主
席、发改委主任何立峰
等同印尼海洋与投资统
筹部长卢胡特、外长蕾
特诺等多次通话致函，
积极推动落实两国抗疫
合作。

物资援助方面，两国
政府第一时间向对方捐赠
抗疫物资，积极协助撤
离对方在本国侨民。前不
久，中国军队专程派军机
将一批医疗物资运抵印

尼，我同普拉博沃防长共
同出席交接仪式。中国政
府第二批援助物资也已有
部分运抵印尼。同时，中
方通过政党、地方、企业
等多种渠道向印尼各界提
供物资援助，中国使馆也
向印尼有关方面提供了力
所能及的帮助。据不完全
统计，中方已经或即将向
印尼援助的医疗物资总价
约900万美元，且数字仍
在增加。此外，中方还积
极协助印尼在华采购呼吸

机、检测试剂等重要医疗
物资。

经验交流方面，印尼
疫情发生后，中方第一时
间同印尼政府分享防控经
验。中国国家卫健委、中
国军队医疗专家、福建省
政府等同印尼方举行多次
视频会议，分享中方在疫
情防控及诊疗方面的经验
做法。

国际合作方面，两国领
导人共同出席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

峰会、东盟与中日韩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
会议，共同呼吁国际社会
携手抗疫、共克时艰。两
国在联合国、世卫组织、
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下
就深化国际抗疫合作保持
密切沟通协作。

肖大使说，下阶段，中
方愿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
重要共识，继续坚定支持
印尼政府抗疫努力，尽快
将第二批中国政府援助中
剩余的口罩、防护服等物

资运抵印尼，继续通过政
党、军队、地方、企业等
渠道加大对印尼援助。中
方愿根据印尼方需要，推
动两国科技、卫生部门及
企业探讨开展疫苗研发、
抗疫药物、检测技术、医
疗设备联合生产等领域合
作。中方也愿进一步深化
两国在联合国、世卫组
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
架下的沟通协作，支持推
动国际抗疫合作，维护全
球公共卫生安全。

肖千大使：中印尼经贸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

肖千大使：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印尼政府抗击疫情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4
日讯】6月2日，驻印尼大
使肖千在使馆主持中印尼
媒体视频记者会时，使馆
发言人邱薪力参赞回答了
媒体关于全国人大通过
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对
中印尼关系有何影响的提
问。

邱薪力表示， 5月 2 8
日，中国全国人大高票通
过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

定。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
别行政区，是直辖于中国
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地方
行政区域。从国家层面
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
机制，是为了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

护香港长治久安，确保 
“一国两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既定方
针能够沿着正确方向前
进。

有关香港国家安全立
法针对的是那些分裂国
家、颠覆国家政权、组

织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
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
香港事务的活动。香港广
大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
权利和自由不仅不会受
到影响，还能在安全环境
下得到更好行使。香港是
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

同印尼有着紧密的经贸往
来，十多万印尼公民在
港生活和工作。有关立
法将使香港持久繁荣的
基础更加坚实，包括印
尼在内的外国在港投资
和人员的安全与正当权
利将得到更好保护。

驻印尼使馆：全国人大涉香港国家安全立法将使香港广大居民

和外国在港人员得到更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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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讯 】 6 月 2 日 ，
印 尼 世 界 纪 录 博 物 馆 通 过
《9491/R.MURI/VI/2020号
决定书》，对印尼华裔总会“
新冠肺炎患者康复者血浆疗
法（Terapi Plasma Konva-
l e s e n）管治实施者”创造的
纪录，赋于表扬宪章。

《表扬宪章》颁发仪式是在
印尼华裔总会西爪省分会秘书
处进行，然后进行在线脱口秀，
题为“新冠肺炎大流行对贸易投
资、趋势和机会的影响”，特邀
发言人是印尼华裔总会副主席张
锦泉（Haris Chandra）。

印尼世界纪录博物馆创始
人Jaya Suprana，以及印尼
华裔总会总主席黄德新、印尼
华裔总会区域分部/支部负责
人和在线脱口秀参与者，均
直接见证此次交接仪式。由

Dr.Theresia Monica Rahardjo
和Doddy Widjaja代表黄德新
领取表扬宪章。

黄德新领导的印尼华裔总
会，以及印尼华裔总会中央理
事会人员、地方理事、支部理
事以及旗下组织如妇女部和青
年部，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
肩并肩分发个人防护用品、主
要必需品、盒饭和大米的义工
们，至到举办相关卫生事宜的
脱口秀，感到自豪，因为印尼
华裔总会民族组织在不到两个
月时间，荣获两项印尼世界纪
录博物馆的表扬宪章。

此前，印尼世界记录博物
馆还向印尼华裔总会西爪省分
会专家委员会特蕾西亚博士颁
发宪章，在印尼世界记录博物
馆的记录为“康复者血浆疗法
首创人”。

特蕾西亚是Marana tha基督
教大学医学系遗传与分子生物
学专家。她在脱口秀节目中的

演讲，促使政府采用她所建议
的举措。

领取表扬宪章后，黄德新和

特蕾西亚对印尼世界纪录博物
馆赋于表扬宪章之举，致以谢
意。

印尼华裔总会荣获印尼博物馆世界纪录奖状

印尼博物馆向印尼华裔总会颁发
世界纪录奖状。

Dr.Theresia Monica Rahardjo和Doddy Widjaja代表黄德新领取表扬宪章。

【 中 新 社 雅 加 达 4 日
讯】(记者 林永传)印尼
最大华文报纸《国际日
报》连续3天刊发署名文
章，高度肯定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
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的决定》(以下简
称《决定》)，称此举为

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提供了坚实法律
保障。

该报4日刊发题为《维护
国家安全香港长期稳定的基
石》的署名文章说，近年
来，香港社会饱受创伤，“
港独”分裂国家、暴力恐怖
等违法活动和恶劣行为触目
惊心、令人发指，严重危
害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

整。同时，外国和境外势力
公然干预香港、利用香港从
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香
港已成为国家安全的缺口。
建立完善法制体系，才能
让“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才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文章说，香港的稳定是
老百姓共同的愿望。此次全
国人大通过的《决定》就是
要让香港社会早日恢复稳

定、人心安定；让香港经济
和社会繁荣发展。相信香港
市民会同舟共济，共创香港
美好未来。

3日刊发的《国安港安
反独反奸》署名文章回顾
了一段时间以来香港出现
的危害国家安全的乱象。
文章指出，“香港乱象不
平、市民福祉受损”已成
为多数港人的共识。此番

全国人大通过的《决定》
，必将重燃香港繁荣稳定
发展的希望。该《决定》
的实施，将为国安港安奠
定法律基石，也为反独反
奸授予了“尚方宝剑”。

2日刊发的《港版国安
法“利剑出鞘”》署名文
章说，近几年来，香港特
区国家安全风险突出，“
港独”、分裂国家、暴乱

等违法活动严重危害国家
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公然
干预香港事务，是香港和
平发展的大患。文章说，
没有国家安全法律保障，
香港永无宁日。此番全国
人大为香港量身裁制“港
区国安立法”，如“利剑
出鞘”，堵塞了立法漏
洞，维护主权安全。

印尼华文媒体连续刊文支持涉香港国家安全立法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4
日讯】6月2日，驻印尼大
使肖千在使馆主持中印尼
媒体视频记者会时，使馆
发言人邱薪力参赞回答了
印尼媒体关于世界卫生组

织及其有关决议的提问。
邱薪力表示，世卫组

织是由194个主权国家组
成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在
协调全球公共卫生事业方
面发挥着核心作用。疫情

暴发以来，在谭德塞总干
事带领下，世卫组织为领
导和推进国际抗疫合作作
出了重大贡献。当前，国
际社会正处于抗击疫情的
关键时期。支持世卫组织
就是支持国际抗疫合作、
支持挽救生命。

这场疫情给我们带来
的最大启示是：人类是一
个休戚与共、命运相联的
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只
有坚定信心、齐心协力、
团结应对，才能携手赢得
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
病的斗争。中方愿继续秉
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同国际社会一道，支持世
卫组织在全球抗疫中发挥

领导作用，加大对世卫组
织政治支持和资金投入，
推动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战
胜疫情。

5月19日，第73届世界
卫生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了
新冠肺炎疫情决议。决议
明确认可和支持世卫组织
发挥关键领导作用，呼吁
会员国防止歧视、污名化
做法，打击错误、虚假信
息，在研发诊断工具、诊
疗方法、药物及疫苗、病
毒动物源头等领域加强合
作，并适时对世卫组织应
对疫情工作进行评估。这
些均符合中方立场主张，
也是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
家的共同愿望。因此，中

国不仅参加了协商一致，
而且同1 4 0多个国家一
道，是这个决议草案的共
同提案国。中方希望世卫
大会的决议能够得到全面
和准确的贯彻。

关于病毒溯源问题，决
议将溯源研究范围严格限
定在查找动物来源、中间
宿主和传播途径，目的是
为了国际社会未来更好地
应对疫情。有个别国家在
磋商中要求将病毒溯源作
为优先事项，但绝大多数
国家认为当前重点是疫情
防控，不赞成将病毒溯源
作为优先事项，拒绝了有
关措辞。这说明将溯源问
题政治化根本没有市场。

关于对世卫组织应对
疫情工作进行评估问题，
决议提出评估由世卫组织
总干事同会员国协商后进
行，目的是审议世卫组织
应对疫情的经验，并提出
未来工作建议。世卫组
织曾对甲型H1N1流感和
埃博拉应对工作进行评
估，这是世卫组织在每次
应对重大疫情后的惯常做
法。决议要求评估进程是
逐步、公正、独立和全面
的，这四个词十分重要，
意味着评估不能被少数
国家所垄断。这与澳大利
亚方面此前提出的所谓疫
情“独立国际审议”完全
是两回事。

驻印尼使馆：支持世卫组织就是支持挽救生命

使馆发言人邱薪力

2020年5月30日上午，华
文学院汉语言系2016级22位
同学顺利完成2020届本科毕
业论文网络答辩。本次网络
答辩启用华文学院“微格教
室”作为答辩主会场，汉语
言系主任盛译元博士在主会
场主持答辩会。答辩全程视
频画面清晰、声音洪亮、节
奏顺畅，答辩全程通过视频
录制进行记录、存档，实现
整个线上答辩过程可回溯、
可复查。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和教
学要求，汉语言系按上级
部门安排，坚持“尽早安

排、精细管理”和“形式
不同，质量一致”原则，
制定多项利用互联网通讯
工具开展毕业论文工作的
预案，全力确保网络答辩
与现场答辩实质等效。

答辩前，汉语言系公布
了《网络答辩流程须知》
和《论文答辩评分标准》，
明确告知师生线上答辩具体
流程和注意事项；对学生论
文答辩基本要求和标准不
降低，要求答辩过程中，学
生采取采用屏幕共享PPT的
方式，从选题意义、研究方
法、主要内容、创新点等方

面进行5至10分钟陈述，答
辩老师进行点评和提问，并
就论文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
出了修改意见或建议；答辩

结束后，各小组答辩老师进
行网络会商，讨论、评价学
生的答辩表现，综合确定最
终成绩。

经过5个小时紧张的答辩
工作，22名毕业生完成了
形式新颖的毕业论文“云
中对答”。这场特殊时期

远隔千里的网络答辩，成
为了同学们人生中最难忘
的“大学最后一门课”。

（图文：汉语言系）

华文学院汉语言系2020届本科毕业论文网络答辩顺利进行

答辩现场 会场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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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 王 岳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教授 钮文异

本报记者 张筱悦

新法规要管住不文明行为

快乐养老

生活起居

编者的话：6月1日即将施行的《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将文
明行为聚焦在公共领域的涉他行为。除了重点治理乱扔垃圾、高空
抛物、造谣传谣、地铁进食等不文明行为，疫情中被提倡的一系列
好做法，如公共场所打喷嚏捂口鼻、公筷公勺和分餐制、不滥食野
生动物、不随地吐痰等也被纳入。专家认为，《条例》以法规刚性
给文明行为画像，引导公众摒弃不文明行为，助力养成健康生活方
式，深刻影响公共卫生环境与公共安全。本期选取了人们应格外注
意的五点，分别进行解读。

家中养宠物的人越来
越多，带宠物出行也应当
遵守相应的礼仪与公共秩
序。此次《条例》第二十
一条规定，“文明养犬，
携犬出户束犬链牵引，及
时清理犬只粪便”。

钮 文 异 说 ， 外 出 遛
狗，尤其是大型犬，一
定要牵绳。因为狗比人
敏感警觉，受到外界刺

激可能做出过激行为，
容易扑倒或咬伤路过的
行人，增加感染狂犬病
的 风 险 。 此 外 ， 遛 狗
时，宠物狗的粪便也要
及时清理，否则不仅有
碍市容，其中含有的大
量寄生虫还可能传播疾
病。“宠物粪便已成为
社 区 管 理 中 的 一 大 难
题，如今有了法律条文

做依据，更能规范人们
的 行 为 ， 维 护 社 区 环
境、秩序。”

因此，宠物爱好者外
出遛狗时，应当牵好狗
绳，最好随身携带清理
袋，排便后及时清理扔
掉。社区也可以在一定
区域内放置“拾便袋”
，同时贴上警示语，以
示提醒。▲

受新 冠 疫 情 影 响 ，
《 条 例 》 明 确 指

出 ， “ 在 公 共 场 所 咳
嗽 、 打 喷 嚏 时 遮 掩 口
鼻，患有流行性感冒等
传染性呼吸道疾病时佩

戴口罩”。疫情初期，
我国形势严峻，在政府
倡导、媒体引导及多方
劝说下，人们开始自觉
戴上口罩，疫情逐渐得
到控制。

感冒戴口罩成为常态

《柳叶刀公共卫生》
杂志曾发布过一篇关于
中国交通事故死亡率的
报告，里面指出从2006
～2016 年间共有11.6 
万人死于交通意外。在
此次北京市发布的《条
例 》中，第二十条明确
指出，“驾驶机动车应
当礼让斑马线，规范使
用灯光喇叭，主动避让
应急车辆”。

钮 文 异 解 释 说 ， 行
车时礼让行人或车辆之
间相互礼让，看似一种
礼仪体现，却对维护公
共交通秩序有着重要意
义。行车时，尤其是在
拥堵街道，司机容易因
堵车而变得急躁，相互
争抢，进而发生擦车、
追尾等交通事故，如果
有人经过，还可能撞伤
行人。此外，堵车时互

不相让，只会让堵塞加
重，影响交通秩序。因
此，开车时礼让，可以
使司机保持冷静，不仅
能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也 有 利 于 维 护 交 通 秩
序。

斑 马 线 就 是 “ 生 命
线” ，“有些文明行为
绝不仅限于文明礼貌的
层面，更是关乎人们的
生命安全与健康。”▲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教
授钮文异剖析说，“ 感
冒戴口罩”写入法规，是
为文明护航，推动文明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面对
呼吸道传染疾病时，戴口
罩是最简单有效的防护手
段，但在疫情发生前，只
有少数人能够自觉做到。
通过法律手段要求人们必
要时刻佩戴口罩也是为了
防止一些人“好了伤疤忘
了疼”。 养成良好的习惯
不应该只在特殊时段，无
论何时，出现相关症状都
应养成戴口罩的习惯，做
好防护。此外，没有症状
者在流感季节或其他呼吸
道传染性疾病高发季，最
好也戴上口罩，保护好自
己。▲

礼让斑马线堵住事故

用公筷公勺从小培养
在此次《条例》规范

的各类行为中，“用餐
实行分餐制、使用公筷公
勺”的要求与国人传统习
惯有着较大的反差。北京
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
理与法律系教授王岳说，
分餐制及使用公勺公筷能
够有效避免感染各种可通
过唾液传播的疾病，也能
够避免幽门螺杆菌传播。
近年来我国胃癌发病率升
高，与传统的就餐方式脱
不了关系。

长 久 以 来 ， 国 人 习
惯“在一个盘子里吃菜”
，不但少有人使用公勺公
筷，还会为了显示待客之
道，夹菜给别人吃。聚餐
时如果有人提出分餐，不

仅显得“生分”，还可能
产生隔阂。种种习俗和陈
旧观念让人们难以自觉做
到这一点，因此，将其列
为法规条文十分必要。一
双公筷、一个公勺，撬动
的是一场“餐桌革命”，
也是持续做好疫情防控，
倡导健康卫生用餐方式，
防范交叉感染和食源性疾
病传播的有力举措。

如今，有了《条例》
做依据，就餐使用公筷公
勺，文明又卫生，既保护
自己保护他人，更彰显社
会责任。分餐制并不难，
贵在坚持。《河北省餐饮
业分餐制、公勺公筷服务
规范》中就对公筷公勺做
了明确规定，其外形尺

寸、颜色、材质应当明显
区别于自用勺子、筷子，
可以在公勺柄处、公筷粗
端分别标识“公勺”“
公筷”字样，尺寸要大于
或等于自用勺子筷子的尺
寸，方便稍远距离的夹取
或盛取，避免混用。此
外，餐饮业摆放到餐桌上
的公勺公筷，应经过严格
的清洗、消毒。

在一般家庭，最好也培
养用公筷公勺或分餐的习
惯。重在做通家里老人的
工作，还要让孩子从小培
养分餐习惯，这是对他们
一辈子的健康负责，对于
有传染病患者、免疫力低
下者、老人、孕妇、孩子
的家庭更要特别重视。▲

地铁不进食防范害虫
《条例》在维护公共

场所秩序方面，增加了
地铁内禁食的行为规范，
即“不在地铁、轻轨等城
市轨道交通的列车内进
食”等内容。

对此，王岳表示，有
些国家早已将这项内容
列入法律规范，违反者需
要承担一定法律责任。地
铁、轻轨等公共交通空间
狭小，人流量大，进食的

潜在危害很大，除了散发
气味，引起乘客不适，更
严重的是食物残渣可能招
来老鼠、蟑螂等有害动物
和昆虫，其携带细菌、病
毒，可以传播多种疾病，
如鼠疫、流行性出血热、
炭疽病等。此外，老鼠还
有可能咬坏埋在地下的电
缆，引发地铁故障，存在
严重安全隐患。从健康层
面来说，在行进的列车进

食也不利于消化，有损健
康。

地铁是人们经常乘坐
的交通工具。由于我国
人口众多，地铁的承载
量远超国外，更加需要
人们自觉维护地铁内的
公共环境与秩序。将此
项内容列入《条例》，
有利于规范乘客行为，
提升人们的乘车文明习
惯。

清宠物粪便美化社区

把油锅烧得通红，倒

入食材一阵爆炒，顿时

油烟、菜香四溢……很

多老人偏爱爆炒、油煎

等传统烹饪方式，可它

们在带来美味的同时 ，

也会产生大量油烟。北

京老年医院呼吸二科主

任医师刘前桂表示，我

们发现，有的老人比较

节约，在烹调时不舍得

开 抽 油 烟 机 ， 或 烹 调

一结束马上关闭抽油烟

机 ， 使 得 厨 房 或 室 内

油烟浓度在短时间内迅

速增加，长时间散不出

去。再加上老人新陈代

谢较慢，机体对外部环

境反应更敏感，更易受

到油烟侵害。

刘前桂表示，很多老

人都知道吸烟和雾霾对

身体有害，却往往忽视

了来自油烟的危险。油烟

含有很多有害物质，比如

PM2.5、多环芳烃类化合

物、巴豆醛、丙烯醛等，

会对身体产生多方面损

害，亟需引起重视。

PM2.5是一种直径小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达

到一定浓度时可引起呼吸

系统、心血管系统相关功

能受损，增加肺癌风险。

室内PM2.5浓度受室外空

气质量影响，但烹调油烟

的影响更大。

最近，中日友好医院

临床医学研究所发表在

《中华老年医学杂志》

上的研究发现，高浓度的

多环芳烃类化合物，会增

加风湿性关节炎的风险。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到来，

老人风湿性关节炎发病率

正逐年升高，亟需引起重

视。此前也有研究发现，

多环芳烃类化合物暴露与

高血压、心脏病和抑郁症

有关。由于这类物质具有

致癌、致畸、致突变的危

害，因此美国将其列为需

要优先控制的污染物。苯

并芘是多环芳烃类化合物

中的一种，其强致癌性已

得到研究证实，和消化系

统肿瘤密切相关。

另外，研究发现，巴

豆醛和丙烯醛对呼吸道黏

膜有强烈刺激，长期接触

可导致鼻炎、咽喉炎、气

管炎等炎症疾病。当前，

一些不吸烟的中老年家庭

主妇成为肺癌的高发人

群，有研究认为，或和吸

入油烟有关。因此，刘前

桂提醒，老年朋友一定要

注意烹饪时减少油烟。根

据《家庭烹饪产生PM2.5

防护指南》，大家可从以

下几方面着手：

用燃气灶或电磁炉。

与固体燃料相比，使用清

洁燃气烹饪，会使PM2.5

排放减少1～2个数量级。

然而，在我国农村地区，

仍有大量居民使用固体燃

料做饭和取暖，油烟危害

不可小觑。

多蒸煮，少煎炸。笼

统来说，过油过火的烹饪

方式都会产生更高浓度油

烟，因此，建议多用炖、

煮、蒸等烹调方式。另外

注意，煎炸油反复高温加

热会产生更多油烟，建议

做包子馅等低温烹调时使

用。

多放点食材。研究发

现，一锅做5人份的菜和

做1 人份的菜相比，前者

散发油烟减少80%。食材

分量越小，与锅的接触面

积越小，油烟就越容易散

发。

控制油温。油温达五

六成热时（油面波动加

剧，还没产生油烟），就

要放入食材。如果等油冒

烟再放菜，油烟中多环芳

香烃类含量相当于吸25

～70支烟，PM2.5质量较

推荐做法高300多倍。

选合适的油。炒菜建

议用烟点高的油，如菜籽

油、花生油等；橄榄油、

大豆油等烟点低的油，最

好用来凉拌。

清理锅底。长时间不

清理炒菜锅底，往往形成

一层厚厚的油脂锅灰，被

反复高温加热，会释放大

量有害物质。

使用吸力强的抽油烟

机。非开放式厨房选抽油

烟机时，其工作状态下的

风量（立方米/小时）应保

证在厨房体积（立方米）30

～50倍以上。开放式厨房需

更大风量。建议点火前就

打开抽油烟机，烹饪结束

接着开5～15分钟。

戴口罩。常见的N 9 5 

、KN95口罩一般用于非

油性颗粒物防护，想要挡

住油烟，最好选择KP95口

罩。

用空气净化器。难免

有些未能及时排出的油

烟，散到客厅等相邻空

间，空气净化器可以说

是“最后防线”。▲

厨房油烟对老人伤害更大
专家建议，烹饪时多蒸煮少煎炸，选择烟点高的油，

抽油烟机多开一会儿，最好戴口罩
受访专家：北京老年医院呼吸二科主任医师 刘前桂

本报记者 高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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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般的掌声定格
了一个神圣时刻，这部庄
严法律的诞生，向全世界
宣示了这一标志性的历史
事件。

回顾香港乱象，在西
方反华势力明目张胆的支
持下，极少数港独分子操
纵的黑衣暴徒，其打砸抢
烧之烈，规模范围之大，
持续时间之久，伤害无辜
之多，政府之忍耐，警员

之克制，犯罪团伙之变本
加厉，都超出正常思维的
程度。

但 是 由 于 香 港 特 殊
的历史脉络，回归至今
始终缺乏一部可以有效
获得祖国援手庇护的国
家层面的地方安全法，
从而导致那些暴徒即使
被抓，也会被法院从轻
发落，毫发无损地放出
来，反反复复，形同儿

戏。正所谓姑息养奸，
丧心病狂，亲痛仇快！

东方之珠忍辱含垢，
香江两岸为此蒙羞！

一切有正义感的人士
都不能无动于衷。

笔者作为一名在海外
工作的中国人，每当耳闻
目视那些场景，总不免忧
心如焚，悲愤满腔：难道
伟大的祖国就此束手无策
吗？难道善良的人们只能
袖手旁观？难道美丽繁荣
的香港就这样永无宁日！

终于，海内外炎黄子
孙的共同期盼，催生了中
央的决心和全国人大最高
权力机关的意志，并给出
了令人放心的答案。

这部由国家层面制定
颁布的“港区国安法”

， 确 定 的 五 项 原 则 之
一，就是保障香港绝大
多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保障基本权利和自由
的原则。其相关的法律任
务就是，切实防范、制止
和惩治发生在香港特别行
政区内的任何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
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
安全的行为以及外国和境
外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
活动。

众所周知，自2003年
以后，国安法一直被西方
和香港本地某些势力妖魔
化和污名化，将其别有用
心地解读为剥夺香港市民
的自由和合法权益的“恶
法”，以至于长期成为提
也不能提的敏感议题。事

实上，然后一个国家都无
法容忍外部势力在自己的
领土上兴风作浪，许多国
家都制订了国安法，但并
没有令这些国家的国民利
益受损，自由减少。香港
立国安法，当然是在“一
国两制”和基本法没有发
生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其
法治保持不变，香港市民
的各种权益和自由都不会
受损。

国 安 港 安 ， 反 独 反
奸！痛定思痛，香港乱象
不平，市民福祉受损，
业已成为多数港人的共
识。此番全国人大通过港
区国安法立法决定，必将
重燃香港繁荣稳定发展的
希望。这肯定不是几句套
话空话，而是真真切切的

事实所在。上周日，“
香港各界撑国安立法联
合阵线”设置签名街站收
集市民意见，短短六七天
时间，支持订立港区国安
法的签名已突破298万，
就是最鼓舞人心的有力证
明。

让那些反华乱港的西
方政客和港独分子叫嚣
去吧！任凭他们如何处
心积虑，明枪暗箭，百般
花样，卑劣图谋都不会得
逞。港区国安法的实施，
已经为国安港安奠定了强
大的法律基石，更为正义
卫士反独反奸授予了除暴
安良的“尚方宝剑”。

今日长樱在手，明朝
可缚仓龙！（作者系印尼
中资物流企业负责人）

国安港安 反独反奸 李麦田

5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2878根手

指，目标坚定的同时摁下2878个绿色按

钮—— 一部举世瞩目的“香港国安法”

被全国人大代表高票通过——750万香港

市民的安危和14亿中国人的切身利益，

从此有了国家意志的法律保障。

突如其来并在世界范
围内蔓延的新冠肺炎疫
情，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
挑战和巨大灾难。同时，
它又像是一面“照妖镜”
，照出了人性的光辉与丑
恶，也照出了政党政府的
责任担当或推卸逃避。

在这场疫情中，东西
方民众对待疫情管控的态
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以
中、韩为代表的东亚各国
充分体现了自律、奉献和
集体主义精神。而美西方
民众则在一些政客的怂恿
下，似乎在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践行“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
故，两者皆可抛”的价值
观。就像有文章分析指出
的：为什么美国人不愿戴
口罩？没有确诊的美国民
众以为新冠肺炎与己无关
而恣意妄为，治愈出院的
自认为有了免疫力更加无
所顾忌，只有躺进ICU病
房上了呼吸机的人才悔不
当初。

如果说疫情面前个体
对“自由”的坚持是盲目
乐观，那么作为执政者管
理者对其听之任之，甚至
推波助澜，则是严重的失
职，是对生命的漠视和亵
渎。保障居民的基本生存
权,是写进任何一个国家
宪法的政府基本责任和
应尽义务。在疫情面前，
没有比救治病患、拯救生

命更崇高更重要的事。只
有保证人活着，一切价值
诉求才有意义。生命不存
在了，所谓“自由”，所
谓“权利”又何以凭倚？

面对这场疫情，中国
政府坚决奉行“生命至
上，人民至上”原则，
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摆在第一位。从紧
急调集全国优质医疗资源
和医护力量支援武汉、支
援湖北，到对新冠病毒感
染者治疗费用由医保报销
实施全免，无论城乡、
贫富、老幼，皆以举国之
力，不计成本，不惜代
价，尽最大努力救治病
患，挽救生命，充分彰显
了社会主义国家与人民政
府护佑生命的人性光辉。

正因为如此，在短短
三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就
实现了全国绝大多数省份
本地确诊病例和新增病
例“双清零”，77000多
名患者治愈出院，治愈率
达94%。与美西方一些国
家放弃对老年人的救治相
比，中国单是湖北治愈出
院的80岁以上高龄患者
就有3600多名，救治成
功率接近70%，其中年纪
最长者108岁。正是在党
和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坚强领导、高效组
织下，在全国人民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的共同努力
下，中国才迅速扭转了疫

情快速蔓延的严峻局面，
取得了抗击疫情的重大战
略成果，创造了令世人瞩
目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中国奇迹”，在全球
率先按下了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启键”。

反观美国，在这场疫
情中，美国政府和政客们
则始终以维护资本利益、
经济利益为重，把疫情防
控和民众生命安全置于党
派利益和选举政治之下，
在疫情防控战略上一步
错，步步错，昏招频出，
乱象横生。几个月过去，
美国凭借“最先进的医疗
设备、最高超的医疗技
术和最完备的医疗体系”
，“确保了”新冠肺炎患
者确诊率、病亡率居高不
下，兑现了“美国第一”
，把疫情应对变成了一
场“彻底混乱的灾难”。

在中国抗击疫情最困
难的阶段，美国一些政客
选择夸夸其谈、隔岸观
火，空头支票满天飞，口
惠而实不至。疫情在美国
蔓延初期，尽管有中国付
出巨大代价赢得的宝贵抗
疫经验，但为了经济数据
好看，为了选举利益，美
国政府更重视控制信息传
播，对防止病毒传播不仅
没有采取更多实质行动，
反而一再释放乐观情绪，
刻意淡化病毒严重性，致
使美国人民对新冠病毒掉

以轻心。
疫 情 在 美 国 大 暴 发

后，美国一些政客又进退
失据，不思亡羊补牢，
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疫情，
救治病患，反而相互攻
讦、推诿责任，甚至无端
向世卫组织和中国疯狂“
甩锅”，诋毁中国行之有
效的防疫措施，炮制发布
各种自相矛盾屡屡自己打
脸的涉华谣言谎言，甚至
不顾美国各州防疫物资紧
缺、医疗人员和普通民众
得不到必要保护的实际，
以遏制中国为重，对进口
产自中国的医疗物资设置
重重障碍。同时，美国还
置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安危
于不顾，质疑和胁迫世卫
组织的抗疫行动，破坏国
际抗疫合作和他国抗疫行
动。在美国一些政客的不
作为、乱作为下，也就难

免会出现疫情发布会变成
政客们造谣传谣和发表反
科学反人类言论的个人秀
场，政府部门官员为选边
站队而带头拒戴口罩，医
院人满为患，方舱医院却
关门大吉，护理人员也被
迫休假离岗，地方医院申
请防护用品却只领到裹尸
袋等咄咄怪事。

正如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CNN)援引美国共和
党众议员特里·霍林斯沃
思的话所说，“美国政府
的立场是这样的：如果让
我们在美国式的生活方式
和美国人身家性命之间选
择，我们一定选择丢掉后
者。与其坚持隔离政策而
导致经济崩溃，不如尽早
解除限制，以刺激经济增
长。尽管这样会加剧病毒
的传播，导致更多的美国
人死去，但这也是相对而

言负面影响较小的选择。
让更多的美国人死于新冠
病毒，是为了我们的选民（
手中的选票）。”在美国政
府和政客眼里，经济利益和
选票才是最重要的，而在疫
情中逝去的生命只是在他们
的“脱口秀”一样的拙劣表
演中不断累加的冷冰冰的
数字而已。

得 道 多 助 ， 失 道 寡
助。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
明，一个有责任担当、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的政党和政府是人民
之幸，也必将赢得人民的
坚定支持和衷心爱戴，拥
有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一个以小集团利益、个体
私利为重，漠视生命的政
党和政府是人民之祸，也
必将遭到世人的唾弃和历
史的谴责。

（来源：解放军报）

涉华谎言或许能挽留选票 但挽救不了生命 文/武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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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达沃斯将首次“线上+线下”举行 
各国人士共话世界复兴

世界经济论坛3日宣布，其第51届年
会（冬季达沃斯）将于2021年1月首次
以线下和线上两种模式进行，来自全球
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领袖以及来自
世界各地的利益相关者将围绕“世界的
复兴”这一主题进行对话。这将是冬季
达沃斯创办以来首次以这一模式举办。
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当
天通过线上会议宣布了上述消息。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决定 解散现政府
据白俄罗斯总统网消息，白俄罗斯

总统卢卡申科3日已做出解散现政府的
决定。消息称，相关总统令将在正式
发布后生效。据白俄罗斯《TUT》新
闻网消息，在总统令正式生效前，政
府各部仍由现部长负责。据白俄罗斯
第一频道消息，当天卢卡申科举行会
议讨论了新政府组成。期间，卢卡申
科表示，此次更换人员的目的是加强
国家的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工作。

法国死亡病例升至29021例 
法意边界关闭3个月后恢复开放

当地时间3日，法国新冠肺炎累计死
亡病例升至29021例。法国与意大利边
界在关闭3个月后，于3日恢复开放。

根据法国卫生部3日晚发布的疫情
数据，法国当日新增死亡病例81例，
累计死亡病例由此突破29000例，升
至29021例。法国住院患者降至13514
人，其中重症患者降至1210人。

法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目前位列
全球第五位，位列美国、英国、意大
利和巴西之后。西班牙死亡病例曾
一度超过法国，而目前死亡病例为
27128例，3日仅新增一例死亡病例。

美防长称
不支持动用现役军队在国内维持秩序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3日表示，他不
支持动用美军现役部队在国内执法，以
平息因反种族歧视示威引发的骚乱。

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亡
事件持续在美发酵，并在多地引发示
威骚乱。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发表全
国讲话时说，他“强烈建议”各州州
长部署充足数量的国民警卫队以控制
街道。如果地方拒绝“采取必要措
施”，那么他将动用军队。

海湾OPEC产油国不打算
在6月后额外自愿减产

两位消息人士周三表示，石油输出
国组织(OPEC)成员国沙特阿拉伯、科
威特和阿联酋不打算在6月之后再额外
自愿减产118万桶/日。OPEC+同意在
5月和6月减产约970万桶/日，以帮助
支撑油价，因与新冠病毒相关的封锁
令需求受损。此外，沙特、科威特和
阿联酋承诺在6月每日额外减产118万
桶。一位消息人士称，“目前还没有
关于延长额外减产的讨论。”

汉莎航空集团一季度 净亏损21亿欧元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3日发布的财报

显示，受新冠疫情冲击，今年第一季
度汉莎净亏损21亿欧元。汉莎首席执
行官Carsten Spohr表示，近几个月，
全球空中交通几乎陷入停滞，对汉莎
的业绩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鉴于
需求复苏非常缓慢，汉莎必须采取影
响深远的重组措施。

财报显示，今年一季度汉莎旅客
运输量同比减少26.1%，航班载客率
降至73.3%。同时，货运量同比减少
15%，货运总里程减少15.5%。受此
影响，一季度汉莎经营收入同比减少
18%至64亿欧元。财报还显示，4月至
5月，汉莎763架飞机中约700架停飞，
运力下降逾95%。其中，4月份旅客运
输量同比减少98.1%，航班载客率降
至47.5%；货运量同比减少60.7%，
货运总里程减少53.1%。

南非5月PMI
跌至32.5刷新历史新低

国际咨询机构IHS马基特公司3日公布
的月度调查显示，受南非全国范围“封
城”措施影响，5月份南非采购经理人指
数(PMI)环比下降2.6至32.5，再次刷新
自2011年7月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这
也是该指数连续13个月处在“荣枯线”
下方。调查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5月份PMI的13个分项指数均跌至历
史最低水平。此外，私营部门对未来12
个月前景自有记录以来首次转为负面，
表明企业认为国内经济将持续低迷。

IHS马基特经济学家戴维•欧文说，
南非二季度GDP料将遭遇前所未有的
下滑。南非政府已逐步重新开放经
济，企业若能迅速复产复工，未来PMI
数据仍有可能强劲反弹；但鉴于5月份
就业人数大幅下跌，企业很难恢复到
疫情爆发之前的产能水平。

【中新社华盛顿】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当地
时间3日晚发表视频讲
话，表示支持因弗洛伊
德 之 死 而 爆 发 的 反 种
族 歧 视 游 行 ， 他 同 时
呼 吁 美 国 进 行 警 察 系
统改革。

蔓延美国的抗议活动
3日进入第九天。奥巴马
继多次在社交媒体发文
表态后，于3日首次就该
事件发表视频讲话。

奥巴马强调，和平
抗议是公民的权利，他
对因弗洛伊德之死而走
上街头愿意改变社会
的和平抗议者“表示感
谢”。奥巴马说，“在
感觉到愤怒的时候，也
应该感到希望”，因为
重大变革将要在这个国
家发生。

在奥巴马看来，近
日发生在美国的抗议实
则反映出美国社会长期
存在的“系统性问题和

挑战”，从最早的奴隶
制开始的“系统性种族
歧视”。

奥巴马呼吁美国社
会对警察系统进行改
革，包括禁止向正在移
动的车辆开枪、及时报
告暴力事件、禁止警察
使用勒颈等暴力手段
等。奥巴马称，他认为
大部分美国警察并不“
暴力”，他相信关于警
察系统的改革可以顺利
推进。

明尼苏达州媒体《明
星论坛报》消息说，日
前，明尼苏达州亨内平
郡检察官办公室对案件
主要嫌疑人肖万提出三
级谋杀罪和二级过失杀
人罪的指控。近日，明

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要
求该州总检察长埃利森
从亨内平郡检察官办公
室手中接管检方工作。

3日，埃利森在新闻
发布会上宣布了最新起
诉内容：对肖万诉以二

级谋杀罪和二级过失杀
人罪。对另三名涉案人
员：明尼阿波利斯市前
警察小亚历山大•昆、
托马斯•莱恩、陶涛诉
以协助、教唆二级谋杀
罪和二级过失杀人罪。

美检方对弗洛伊德命案主嫌疑人指控升级 

另3名涉案人员被捕

对涉嫌杀害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的主要嫌疑人
德里克•肖万的指控升级为二级谋杀罪

【中新社休斯敦】当地时间6月3日，美国明尼苏达州

总检察长埃利森宣布，对涉嫌杀害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

德的主要嫌疑人德里克•肖万的指控升级为二级谋杀罪，

并对另三名涉案人员提起诉讼并实施批捕。

奥巴马发声支持反种族歧视游行 

呼吁警察系统改革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中新社圣保罗】
巴西卫生部当地时间3
日发布报告称，当天巴
西新增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28597例，累计确
诊58398 0例；新增死
亡病例134 2例，累计
死亡32547例；累计治
愈267861例。

3日，巴西总统博索
纳罗通过了废除货币
储备基金的法案，但
同时也否决了将86亿
雷亚尔（1美元约合5
雷亚尔）的资金发放给
各州政府用来对抗疫情

的决定。
圣保罗州教育厅厅

长苏亚雷斯当天通过社
交媒体宣布，他被确诊
患有新冠肺炎，目前已
住院治疗，他和家人的
状况均良好。

里约热内卢州州长
威尔逊·维泽尔当天
宣布，鉴于该州境内
由民间组织兴建的方
舱医院效率低下，州政
府决定终止与民间组织
的合作，收回方舱医
院的建设和今后的管
理权。

在巴西圣保罗，两名行人从一家关闭的大型购物中
心前走过。当下，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继续实施社
会隔离措施，圣保罗街上行人车辆渐多，但大部分
商店仍关闭

巴西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逾2.8万例 

累计确诊逾58.3万例

【路透芝加哥】美国
出口商周三接到往未
知目的地出口18.6万
吨大豆的订单，分析
师表示，买家很可能
来自中国，尽管两国
在贸易、香港和新型
冠 状 病 毒 疫 情 等 问
题 上 的 紧 张 关 系 正
在加剧。

“所有人都认为买
家来自中国，”INTL 
FCStone的风险管理顾

问Bevan Everett说， 
“这 些 购 买 订 单 与
他 们 昨 天 询 价 的 规
模相符。”

其他交易员说，中
国私营企业周二询问
了墨西哥湾沿岸发货
的新作大豆价格。

美国农业部(USDA)
周三早间宣布，对未
知目的地的销售最初
被 列 为 对 中 国 的 销
售，随后被更正。订

单要求在2019/2020市
场年付运6.6万吨，在
2020/21市场年付运12
万吨。

路透周一报导称，
中国国有企业周一至
少购买了三船美国大
豆，尽管中国消息人
士称，在美国表示将
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
遇以惩罚北京之后，
政府已要求中国国有
企业暂停采购。

美国向未知目的地销售18.6万吨大豆 分析师称买家可能来自中国

作为全球最大大豆买家，中国已订购了13.2万吨
美国大豆

【 路 透 】 市 场 研
究 公 司 I D C 周 三 表
示，202 0年全球智能
手机出货量将下滑将近
12%，至12亿部，原因
在于新冠疫情危机对经
济造成影响，导致消费
者支出减少。

新冠病毒大流行不
仅中断企业供应链，导
致苹果(AAPL.O)和三
星电子等手机业巨头遭
受财务冲击，还压缩了
全球消费者支出。

“各国实施封锁禁

令以及失业上升，打击
了消费者信心，使支出
流向生活必需品，直
接影响了短期内的智能
手机购买，”IDC资深
研究分析师Sangeet ika 
Srivastava说。

疫情爆发后苹果不
得不关闭在美国和欧洲
的零售店，为了应对
全球智能手机需求下
滑，该公司在中国推出
iPhone 11打折活动，
并发布了一款低价SE新
机型。

研究公司TrendForce
于4月表示，预计第二
季全球智能手机产量较
上年同期降幅将达到创
纪录的16.5%。

第一季为下降10%
，当时新冠疫情在中国
蔓延并达到顶峰，随后
疫情席卷欧洲和美国。

但是，4月中国工厂
对供应商的发货量较上
年同期增加17%，表明
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智
能手机市场的国内需求
出现了初步反弹迹象。

新冠疫情可能导致

今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下滑12%

【新华财经北京】
欧元区5月Ma r k i t综合
PMI终值31.90，经济
学家表示，PMI数据显
示，欧元区第二季度
GDP料将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下滑。

由于许多人的收入和
健康都面临威胁，他们
仍被鼓励呆在家里，而
大量企业仍处于关闭状
态，PM I数据描绘了一
幅黯淡的画面。

尽管有迹象显示最糟
糕的时期已经过去，但要
恢复增长可能需要数月时
间。Markit首席商业经济
学家威廉姆森表示，PMI
数据显示，所有国家的

商业活动又经历了一个
月的大幅下降，凸显出欧
元区经济低迷的规模和广
度，“因此，欧元区第
二季度GDP料将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下滑，失业率
也将创下欧元区历史最
高纪录。”

主要成员国中，德国
5月服务业收缩幅度有
所放缓，但未改变企业
对前景保持悲观，5月
新业务大幅下滑，尽管
速度慢于前一个月。

分析称，数据表明德
国第二季度经济真的有可
能出现两位数的收缩。

法国5月服务业也有
所改善，但仍处于低迷

状态。经 济 学 家 称 ， 
5 月法国制造业和服务
业活动下降速度均有所
放缓，随着越来越多
的企业重新开业，这一
趋势料将持续，尽管可
能会在需求依然低迷的
情况下看到进一步的收
缩，但未来几个月PMI数
据应会继续攀升，除非
出现第二次疫情暴发。

威廉姆森对欧元区经
济复苏仍持谨慎态度，
由于家庭支出受到高失
业率的打击，企业支出
在企业修复资产负债表
的过程中受到抑制，需
求持续疲软的前景给经
济前景蒙上了阴影。

欧元区商业活动继续萎缩 

第二季度经济下滑速度料前所未有

【海外网】当地时
间周三（3日），大量
示威者聚集在雅典市区
内的美国驻希腊大使馆
前，有示威者甚至向使
馆投掷了燃烧弹，以此
对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表
示抗议，谴责对有色人
种的歧视行为。

报道称，示威者高举
着“黑色的命也是命”
和“我无法呼吸”的
标语，有人还向美国
驻希腊大使馆投掷了
几枚燃烧弹，警方则
使用了催泪瓦斯驱逐
示 威 者 。 警 方 消 息
人士估计，抗议者有
3000多人。

非裔男子弗洛伊德

遭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
死事件持续发酵，抗议
示威已从美国蔓延至
欧洲多国。连日来，美
国驻欧洲多国大使馆遭

抗议人群包围。示威者
高举“为弗洛伊德讨回
公道”等标语，高喊口
号，以声援在美国的抗
议活动。

希腊民众举行抗议 

示威者向美国大使馆投掷燃烧弹

大量示威者聚集在雅典市区内的美国驻希腊大使馆前，
有示威者甚至向使馆投掷了燃烧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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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290亿美元第三次刺激计划
韩国6月3日宣布一项35.3万亿韩

元(约合290亿美元)的补充刺激预
算，其中财政收入更正预算为11.4万
亿韩元，扩大财政支出预算为23.9万
亿韩元。在累计3月17日和4月30日
通过的前两次补充预算后，总预算资
金已经提高至270万亿韩元。这是韩
国政府自1972年以来，时隔48年首
次第三轮编排补充预算案。

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
官洪楠基表示，第三次追加更正预
算案包括为下半年经济护航、扩大社
会安全网等所有内容，这些预算将被
用于援助受困企业、增强工人安全网
络、促进前景光明的科技行业，为韩
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预算。韩国已
经实施了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约
14%的支持措施，以应对新冠疫情
的经济影响。目前韩国是发达国家中
债务与GDP比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该
国正在加大支出以期防止今年经济萎
缩。受多重利好消息影响，韩国综合
指数报2147.00点，涨幅2.87%，至
2月以来高位。

疫情致留学生锐减 
澳大利亚大学将损失160亿澳元

澳大利亚大学联盟3日称，受新冠
肺炎疫情的影响，留学生人数锐减，
预计到2023年，将损失160亿澳元。据
英国《卫报》报道，澳大利亚大学联
盟预测，2020年国际学生入学率下降
20%，这将导致该国高校损失31亿至
48亿澳元，并导致约2.1万人失业。

澳大利亚大学联盟首席执行官卡
特里奥娜·杰克逊(Catriona Jack-
son)表示，预测模型表明，新冠肺炎
疫情在未来几年内都将对该国大学产
生“持续影响”，每年可能有高达35
亿澳元的研发资金处于风险之中，她
说：“这些收入不仅支持培养下一代
技术人才的教育和培训，对保持澳大
利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和创新也提供
很大支持。”

报道称，澳大利亚大学联盟已经
要求政府实施援助计划或放宽签证条
件以吸引国际学生，但政府尚未制定
任何援助方案。

综合日本《读卖新
闻》等媒体4日报道，
多名日本政府及奥组
委人士表示，除了减
少各比赛会场的观众
人数外，还将讨论减
少开闭幕式上的参加
者人数，并缩小活动
规模。除了选手和奥
运相关人员，日本还
将讨论对所有观众都
实施新冠病毒检测，

并 且 限 制 运 动 员 外
出，减少感染风险。

报 道 称 ， 日 本 方
面将整理这些方案，
尽 快 与 国 际 奥 委 会
（ I O C）等方面展开
正式协商。对于缩减
规模的原因，日媒指
出，考虑到奥运会延
期一年举行，新冠疫
情仍在蔓延，“日本
政府为了避免奥运会

被迫中止，而提出了
这样的方案”。

此 前 ， 日 本 政 府
在 宣 布 奥 运 会 延 期
后，一直强调“将以
完整形式举办”。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也表
示，“所有国家的运
动员都会在周全的准
备下参加，规模不会
缩小”。对此，国际
奥委会主席巴赫5月份
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如果已经推迟一年的
东京奥运会明年仍无
法按期举办，该赛事
将 会 取 消 。 巴 赫 表

示，“你无法一直雇
佣3000至5000名工作

人员，也不能一直让
运动员心怀不安”。

日本准备缩小东京奥运会规模 全员做病毒检测
【海外网】受新冠疫情影响，日

本政府有意大幅缩小东京奥运会的

规模。

日媒:日本计划
2021年开始全民接种新冠疫苗

据日本《读卖新闻》网站4日消
息，日本厚生劳动省已经明确目标，
从2021年上半年开始给全民接种新冠
疫苗。

报道称，日本计划在原定于2021年
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前夕，建立能够接种
疫苗的相应体制。为此，日本政府已经
在2020年度第2次补充预算案中，加进
了支援疫苗开发生产的相关费用。

据日媒统计，截至目前，已有10
种疫苗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开发方包
括欧美以及中国等国家或地区。美国
辉瑞公司和德国Biontec公司表示，将
在年内提供数百万次的疫苗。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也表示，日本最快将在今
年7月启动新冠疫苗临床试验。

马来西亚仙本那大火 
30间木屋遭烧毁

当地时间4日，马来西亚沙巴州的
仙本那一处水上木屋着火，最终导致
30间木屋被烧毁，近200人失去家园。

火灾发生在4日凌晨1时30分，当
地消防部门出动24名消防员用时2小
时才基本控制火势，今早5时才完全
扑灭大火。截至目前，消防部门没有
接到任何人员伤亡报告，起火原因正
在调查中。仙本那是东部马来西亚的
一个小镇，岸外的马布岛是著名的旅
游潜水胜地。

日本兵库县发生恶性伤人事件:
数人被箭射中，2人重伤

日本兵库县宝冢市4日发生恶性伤
人事件，数人被箭射中，其中2名女
性重伤。据警方消息，嫌疑人为一名
23岁的大学生，目前已被警方以杀人
未遂罪逮捕。

据报道，4日上午10时10分左右，
兵库县宝冢市当地警方接到报警电话
称：“一名50多岁女性的耳朵被箭射中
了！”报道称，据目击人士消息，事发
当时，一名男子在宝冢车站附近住宅区
试图射箭伤人，数人受伤，两名女子重
伤，在送往医院时已经“心肺停止”。

斯里兰卡新增6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达1749例

据斯里兰卡卫生部门统计，截至
当地时间4日早晨，该国累计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达1749例，过去24小时
内新增66例确诊病例。

截至目前，所有病例中累计836例
治愈病例，11例死亡病例。另有66人
正在医院接受观察。

日本还将讨论对所有观众都实施新冠病毒检测，
并且限制运动员外出, 减少感染风险

【中新社首尔】
韩国三星电子副会
长、集团实际控制人
李在镕4日被检方向
法院提请批捕。

李 在 镕 出 生 于
1 9 6 8 年 ， 是 三 星
集团会长李健熙独
子。2014年李健熙生
病入院后，李在镕成
为集团实际控制人。
上周，韩国检方曾两
次传唤李在镕。

4日，韩国检方向
法院提请批捕李在
镕及多位前三星集
团负责人，认为其涉
嫌进行不正当交易、
操纵股价等。检方
称，2015年三星物产
和韩国第一毛织合并
案等事件中，涉嫌财
务造假等，以使得三
星集团“接班人”李
在镕受益。

对此，三星集团
律师团当天发表声明
表示“遗憾”。声明
称，无法接受检方提
出的犯罪指控，已向
大检察厅提出召开
调查审议委员会会
议申请。调查审议
委员会主要负责审
议检方对案件的调
查过程，评估调查
结果，对于是否提
起公诉、提请批捕
等做出决定。

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

被检方提请批捕

李在镕

【 海 外 网 】 4 日 上
午，日本东京警方接到
行人报案称“地上有液
体洒了，有奇怪味道”
。警方赶到现场后，认
为液体是剧毒氢氟酸。
目前东京消防厅已将路
面紧急清理干净，无人
受伤。

据 日 本 《 每 日 新
闻》4日报道，当地时
间4日上午8点40分，警
方接警后赶到东京都千
代田区神田须田町，发
现现场有一个250毫升
的容器破损了，疑似剧
毒氢氟酸的液体流得到
处都是。警方将其周围
100米设为禁止通行区
域，东京消防厅化学机
动中队队员戴着防毒面
具清理了2小时以上。

事发地段位于JR秋
叶原站南面仅300米的
地方，周围有许多办公

楼和公寓楼。警方调查
后得知，剧毒为附近一
家化学制药公司所有，
警方认为是该公司相关
人员误将剧毒容器掉
落，正在向公司了解事
故详情。

氢氟酸是氟化氢气
体的水溶液，为清澈，
无色、发烟的腐蚀性液

体，具有极强的腐蚀
性，有毒，如吸入蒸气
或接触皮肤会造成难以
治愈的灼伤。在日本，
氢氟酸是剧毒物取缔法
中的指定毒物，用于清
洁玻璃、金属等。2012
年，日本静冈县一位女
性误穿了涂有氢氟酸的
鞋子，造成脚趾坏死。

东京秋叶原街头惊现剧毒液体 可致足部坏死

东京消防厅清理路面

【海外网】印度卫
生部官方网站公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
时间6月4日上午，印度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升
至216919例，累计死亡
病例6075例。在过去24
小时内，印度新增确诊
病例9304例，新增死亡
病例260例。

印度已实施全国封
锁两个多月，但印度专
家认为疫情高峰尚未到
来。印度医学研究理事
会的妮韦迪塔·古普塔
医生说：“我们距离疫
情顶峰还非常遥远。”
印度卫生部也表示，疫
情见顶仍需数周时间。

据美国《华尔街日
报》网站早前报道，尽
管确诊病例数字仍在
上升，但印度内政部5
月3 0日表示，将分阶

段重新开放经济。前者
表示，在感染病例高度
密集的地区，封控将继
续。报道称，第一阶
段，从6月8日开始，将
允许酒店、餐厅、商场
和礼拜场所开放。印度
政府说，重新开放学校

的决定将于7月作出，
而重新开放国际空中
旅行、地铁、电影院、
健身房、游泳池和大型
集会将在更晚些时候作
出。新德里说，不会限
制各邦之间的货物和人
员流动。

印度新增9304例新冠肺炎病例 累计超21.6万例

在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确诊病例9304例，新增
死亡病例260例

【新华财经北京】
加拿大央行维持隔夜贷
款利率0.25%不变，并
缩减了一些市场操作。
加拿大央行将定期报告
的频率减少到一周一
次。

加拿大央行预计，第
二季度经济将萎缩12%
至22%，好于此前预期
的萎缩15%-30%；环
比或下滑10%-20%。

加 拿 大 央 行 决 议
称，将继续致力于经济
恢复苏。承诺继续大规
模购买资产，直到经济
全面开始复苏。将对任
何进一步的政策行动进
行校准，以提供实现通
胀目标所需的必要货币
政策宽松程度。

加拿大央行决议显
示，疫情的影响似乎已
经达到顶峰，对经济衰
退程度预期较此前更为
乐观。随着市场功能的
改善和针对疫情所采取
的限制措施的放松，重

点将转向支持恢复产出
和就业增长。

新冠疫情严重冲击
全球经济，加拿大央行
已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
施来维持金融市场的
正常运转。在过去三个
月中，决策者累计降息
150个基点至历史新低
0.25%。

加拿大央行还将资
产负债表巨幅扩增至
4640亿加元(约合3430
亿美元)，几乎翻了两
番。自年初以来，加拿
大央行购买了联邦和升
级政府债券以及公司债
券，作为其首次尝试量
化宽松政策努力的一部
分。

加拿大资产负债表
占比GDP已经从危机前
的5%增长到20%，尽
管该数值仍低于美联
储、日本央行和欧洲央
行的水准，但资产负债
表的扩张速度是全球主
要经济体中最快的。

【经济日报】联合国
粮农组织近日警告称，在
世界努力减缓新冠肺炎疫
情的同时，南亚各国正应
对蝗灾、气旋和致命的牲
畜疾病，所有这些因素均
可能导致数百万人粮食安
全和生计状况恶化。

当前，起源于非洲

的沙漠蝗虫群已迅速
移入西亚，袭击了伊
朗和巴基斯坦部分地
区的植被，目前正威
胁印度的农作物。这
是这代人所经历的最
严重蝗虫入侵。

同时，非洲猪瘟在亚
太地区重新出现，并首次

在印度被发现。斐济、巴
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均出
现确诊病例。此外，安
攀、黄蜂等热带气旋使得
一些本就受到疫情困扰的
国家遭受更大的破坏。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实施的防控措施，给亚太
地区数百万人的经济、生

活和生计造成了损失，这
些植物病虫害、严重风暴
和牲畜疾病加在一起只会
加剧苦难。

联合国粮农组织亚
太区域副代表金钟振
说：“在继续拯救生命
并遏制新冠病毒扩散的
同时，亚太地区现在必

须打一场多线作战和针
对各种敌人的战争。”

金钟振表示：“联合
国粮农组织在这一极富
挑战性的时代继续支持
成员国应对各种威胁。
为了我们自己，并为了
子孙后代，我们将共同
克服这一困难。”

【中国新闻网】据《
澳华财经在线》报道，
当地时间6月3日，澳大利
亚统计局(ABS)公布数据
称，受丛林大火以及新冠
疫情的影响，2020年一季
度澳大利亚GDP环比萎缩
0.3%，至此，该国连续
两个季度经济出现负增
长，符合技术意义上的经
济衰退定义。

澳财长乔什弗莱登伯
格同日也对媒体确认，称
澳大利亚经济已经衰退。
他表示，2020年第二季度
经济运行情况或将比一季
度更差。

报道称，2019年以
来，众多意想不到的“
黑天鹅事件”纷沓而
至。2019年有山火，2020
年有疫情，澳大利亚外部
经济环境遭遇前所未有的
挑战。

之前，澳大利亚经济

保持了连续29年的正增
长，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乃
至全球经济界的一个“楷
模”。有观点认为，澳
大利亚经济多年保持持
续增长，其特有的丰富
天然资源和极具特色和
弹性的产业结构是其中
一方面原因。

澳统计局的数据还显
示，澳大利亚2020年一季度
GDP年增长率为1.4%，创全
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
目前看，澳大利亚经济持续
增长29年的传奇，在疫情和
各种因素综合冲击下，或将
落下帷幕。

加拿大央行维持隔夜贷款利率0.25%不变 

市场操作减少

加拿大央行预计，第二季度经济将萎缩12%至22%

澳大利亚经济步入技术衰退 

29年经济增长传奇或陨落

澳财长乔什弗莱登伯格。

亚太地区粮食安全面临恶化风险



印度尼西亚商报，2020年6月5日，星期五 第14版体育 OLAHRAGA

据 《 每 日 新 闻 》 报
道，世界羽联正在认真考
虑把这项最高等级的团体
赛第三次延后举行。

汤尤杯原于5月16至
24日举行，因为新冠疫
情在全球爆发而推迟至8
月15至23日。由于丹麦
政府在8月底之前禁止大
型公众集会，因此又被
挪后到10月3日至11日。

据 报 道 ， 丹 麦 政 府
有意将禁令延长至10月
底，而且每支参赛球队
需要提前到达，因为他
们在入境后需要接受14
天的隔离，加上各国的
出入境条例不同，导致
能否办赛仍是未知数。

如果汤尤杯再次推迟

至明年初，2021年还会
有苏迪曼杯、东京奥运
会和世界锦标赛，这4大
赛事同年举行，是羽坛
史上首次。同时，东京
奥运会积分赛将从1月份

开始，球员将面临艰难
又密集的比赛考验。

原定于今年9月在新西
兰奥克兰举行的世界青
年锦标赛也从延迟到明
年1月11日至24日。

丹麦政府或再延长禁令 

羽联考虑将汤尤杯延至明年
【新浪体育4日讯】原定今年10月在丹麦奥胡斯举行的汤尤

杯决赛圈可能第三度延期，或安排在明年1月或2月举行。

汤尤杯

【新浪体育4日讯】关
于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
响延期至明年夏季的东京
奥运会和残奥会，日本政
府开始探讨为奥运期间
防疫而简化举办方式。在
力争按以往做法常规举办
的同时，目前出现了削减
观众人数，以及对选手等
大赛相关人员和观众实施
PCR检测等完善医疗态势
的方案。

官房长官菅义伟在4日
的记者会上就是否将维
持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
以“完整形式”举办东
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方针
回避明确表态，在此基
础上介绍称“举行对运
动员及观众而言安心、
安全的大赛也极其重要”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称：“对于应该合理化和
简化的部分等方面各种研
究，愿同中央政府和奥

组委携手合作。”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在全球尚无平息迹象，在
奥运举办方面的调整方案
中，开闭幕式的简化及奥
运村外出限制等也是选项
之一，成为今后的论点。
然而，作为现实性的应对

措施课题很多，在举办方
面承担核心角色的奥组委
和国际奥委会（IOC）或
将谨慎磋商。

奥组委和IOC已从削减
成本和新冠疫情对策的观
点出发，就调整举办计划
推进探讨。

日本开始探讨简化奥运举办方式 

包括削减观众人数

日本开始探讨简化奥运举办方式

【网易体育4日讯】在
疫情期间，大量球员们都
不得不接受降薪，C罗也不
例外。不过通过在社交网
络上的带货，C罗成功的为
自己创收210万欧元。研究
机构Attain统计了3月12日
到5月14日期间，体坛明星
的Ins广告收入，C罗在这
一统计上又冠绝全球了。

在隔离期间，C罗在Ins
上一共发了4条广告，总
收入达到了210万欧元。C
罗每条广告的进账，约为
52万欧元！这源于C罗在
Ins上的强大号召力，他的
粉丝数量超过2亿人，每
条动态点赞数量都不低于

500万，视频播放量也超
过1000万次。

在疫情期间，梅西也在
Ins上发了4条广告，总收
入为150万欧元，比C罗少

了60万欧元。内马尔4条
广告的总收入，则为130
万欧元。贝克汉姆疫情期
间发了3条广告，入账总
额为45万欧元。

C罗疫情期在INS”带货”210万欧!

梅西内马尔分列2-3

【网易体育4日讯】欧
足联官方宣布，土耳其超
级联赛领头羊特拉布宗体
育俱乐部被禁止参加欧战
一年，原因是特拉布宗体
育没有遵守此前和欧足联
签署的关于财政公平竞赛
的和解协议。

欧足联官方公告称：“
欧足联俱乐部财务控制
机构（CFCB）审判庭裁
定，特拉布宗体育没有遵
守2019年7月5日签署的
和解协议，并因此被禁止

参加欧战一次。CFCB审
判庭曾在2019年7月5日裁
定，特拉布宗体育没有达
到财政公平规则要求的收
支平衡标准，并对俱乐部
进行了制裁。当时欧足联
要求特拉布宗体育在2019
财年的财务状况必须满
足一定的条件，如果未能
达标将受到欧战禁赛的处
罚，如果达标就可以免于
处罚。”

公告接着说：“CFCB
审判庭目前正式确定，

特 拉 布 宗 体 育 俱 乐 部
未 能 达 到 2 0 1 9 财 年 的
既定目标。因此俱乐部
如果在20 2 0- 2 1赛季和
20 2 1- 2 2赛季期间获得
欧战参赛资格，那么将
被罚剥夺一次欧战参赛
资格。”而特拉布宗体
育目前在土超联赛积分
榜上排名第一，获得下
赛季的欧战资格应该不
成问题，但这次处罚可
能将导致俱乐部无缘下
赛季欧战。

对 此 特 拉 布 宗 体 育
俱乐部随即也发布公告
回应称：“欧足联今天
得出结论，认为我们俱
乐部没有遵守之前和他
们签署的和解协议。在
尊 重 欧 足 联 决 定 的 同
时，我们要特别强调，
我们和俱乐部律师的评
估中不同意该决定。我
们在此宣布，我们将在
1 0 天 内 向 位 于 瑞 士 的
体育仲裁法庭（CAS）
提出上诉。”

【网易体育4日讯】当
地时间本周三，英超官
方公布了第五轮对俱乐
部球员和工作人员进行
新冠病毒检测的结果。
这次检测共有11 9 7人参
加，其中1人检测结果呈
阳性。随后热刺俱乐部
证实，这名感染者来自
热刺，是无症状患者。

英超官方发布的公告
表示：“英超今天可以
确认，在6月1日和2日对
11 9 7名球员和俱乐部工
作人员进行了新冠病毒
检测，其中1人检测结果
呈阳性。检测呈阳性的
人员从现在开始将自我
隔离七天。”

此前英超已经对球员
和俱乐部员工进行了四轮

病毒检测，第一轮轮检测
共748人参与6人呈阳性，
第二轮检测共996人参与2
人呈阳性，第三轮检测共
1008人参加4人呈阳性，
第四轮检测共1130人参加
无人呈阳性。

英超官方没有公布这
名检测结果呈阳性人员
的姓名和俱乐部，但随
后热刺俱乐部发布公告
称，这名病毒感染者来
自热刺。“英超官方告
知我们，在我们训练中

心进行的最新一轮病毒
检 测 后 ， 我 们 有 1 人 呈
阳性。出于医疗保密原
则，热刺不会透露他的
姓名。”

热刺俱乐部也没有透
露感染者是球员或是工
作人员，只是表示：“
目前他没有出现症状，
根据英超官方的要求，
他将自我隔离7天，之后
将接受新的测试。热刺
俱乐部将继续严格遵守
英超的重启训练协议，
确保我们的训练中心保
持安全无病毒的工作环
境。”据热刺跟队记者
查理-埃雷谢尔确认，检
测结果呈阳性的是热刺
俱乐部的工作人员，而
非球员。

英超又有1人新冠检测呈阳性!

来自热刺 将隔离7天

欧足联宣布土超头名欧战被禁赛1年!

火速向CAS上诉



“真的是朝阳殿。”她喃
道。
她去过朝阳殿，自然清楚
朝阳殿在哪个位置，但这
个时分着火……莫非，现
在所烧的正是那片金银花？
“十三，你待在这里，我
过去瞧瞧。”
“九姊，不好吗，你去朝阳
殿做什么，现在那么肯定
正在忙灭火，你去要是一
个不小心被波及，那就槽
了。”柳芫一把抓着她不
放。“侯爷交代了，不管
你要去哪，我都得跟着，
你真要我跟吗？”
“十三，这是人命关天的
事，你放手。”
“我才不管别人，我只管
你一个。”她一个九姊好
不容易才失而复得，要是
一个不小心又没了，她找
谁哭去。
“你听我说，我担心朝阳
殿里烧的是金银花丛，那
底下有斑蝥，要是用火烧
的话，去灭火的人闻到那
气味都会中毒的。”
她去了可以让那些人先离
开，或许还可以抢救一些
证据，要是立了大功，皇
上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
杀花世泽的。
“这么危险，你更不能
去。”

“十三……”正说着，见
有大枇禁卫直朝交泰门的
方向而去，瞥见一个眼熟
的，她忙喊，“颜爷！”
颜奎回头一见是她，随即
停下脚步朝她施礼。
“发生什么事了？”
“朝阳殿起火了，皇上正
在那儿。”
“……嗄？”裘化真愣了
下，忙问：“侯爷呢？”
“侯爷在内务府，易水已
经去禀报了。”
裘化真微松了口气，随即
又道：“告诉所有禁卫和
宫人，蒙着脸再进朝阳殿，
一觉得呼吸有灼烫感便立
刻退。”
“知道了。”虽不懂用意，
但颜奎还是应了声，和其
他禁卫前赶往朝阳殿。
“十三，让宫人马上煮解毒
汤，有多少煮多少，快！”
“可是你……”
“我还得照看德妃呢，你
动作快。”
“喔。”柳芫应声便赶紧
朝偏殿的方向跑去。
瞧她跑得远了，裘化真随
即撩起裙摆抄近路过交泰
门，直朝朝阳殿而去。
“化真，不行，那里太危
险了！难道你就不怕旧事
重演！”小清急声喊道。
裘化真停下脚步看着一直跟

在身旁的小清。她怕，她一
直都很怕死的，但是……“
娘，我这条命教你给救了
两回，我一定会怒力地活
下去，你不要担心。”
小清怔怔地看着她。
“这事总得有个人去阻止，
否则后里不堪设想的。”
话落，她毫不迟疑地朝前
奔去。
她真的没夸大，这场火灾真
的会烧出无法挽回的结果。
看来，她太小看后宫的嫔
妃了！
女人一旦心狠手辣起来，
完全不亚于男人，当东窗
事发之后，不只是要毁灭
证据，还要趁机除去最大
的主事者……一旦皇上驾
崩，那么其他的皇子全都
不成威胁了。
褚都督已经被迫告老致仕，
褚皇后等同被折了翼，可
巩首辅一案未审，朝中多
的是党羽勾结，届时皇位
自然是落在三皇子手中。
而眼前这场混乱，护驾不力
的花世泽势必首当其冲，
成为第一个牺牲者，她怎
能眼睁睁看这事发生。
小清看着她离去的身影，
想了想，随即转了个方向
朝内务府去。
内务府外，花世泽抬眼看
着后宫方向冒出的浓烟，
心头一阵悸动，正欲往前
走去时，余光瞥见脖间玉
佩流苏像是被风拂动。
他垂下长睫，低声问：“
小清么？”流苏又飘动了
下，他神色越发森冷，再
问：“她在哪？”
流苏突地朝右手边飘去，
他顺势望去，就见是浓烟
升起之处，哑声问，“那
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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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走着，一面道：“既然一切
有可能是真的，那么第一代大祭
师可以安然回去，我们也就一定

能！”
这本来是海棠讲的话。这句话在一切还
只是传说时，并没有大作用，但在他们
如今的处境之中，却可以鼓舞他们的信
心。
他们开始加快脚步，又走了半小时左
右，甬道陡然变宽，而且，前面已经没
有了去路。阻住去路的，是一块球形的
大石，那情形恰如他们曾在照片上看到
过的，第一代大祭师圣墓入口处的情形
一样。
到了那球形大石前，他们一起伸出手
来，按在那块大石之上，然后又互望
着，呆了片刻，才一起点了点头，用力
去推。
他们根本不必那么用力，根本只要随便
轻轻一推，就可以推开来。
球形大石一被推开之后，眼前陡然黑了
下来。头罩上的灯，电源应还可以使它

继续发光的，但这时却突然失效了！
灯光一灭，他们两人便陷进了真正的黑暗
之中，那是真正绝对的黑暗！
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真正的黑暗是什么
样子的。
当他们在云层中的时候，黑暗不是绝对
的，这时的黑暗，只能够用绝对的来形
容……就像是普通的摄氏零度，和绝对零
度的差别一样！
两人第一个反应，就是紧紧靠在一起。
在这样绝对的黑暗之中，他们根本丧失了
任何防御的能力，靠在一起，只不过下意
识的反应而已。
而立即地，他们感到了寒冷，不是有风向
他们吹袭，而只是寒气，无声无息，妖魔
一样的寒气，向他们袭来。厚厚的保护
衣，可以抵挡得住虫蚁蛇虻的侵袭，可是
对那种寒意，却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们像
是赤裸着身子，浸进了冰水中一样，全身
上下，应该说全身内外，没有一处地方不
觉得寒冷！
那种阴森森的、侵入骨髓的寒冷，和那种

绝对的黑暗，都使他们同时想到，再也
没有比“鬼界”这个称呼，更确切的形容
了。
原振侠在惊怖之中，第一个想到的是先退
出去再说，退到甬道再说。
海棠显然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的身子，
几乎是同时向后退缩了一下的。但也就在
这时候，他们看到了在前面不远处，有幽
幽的绿光闪了一下。
那是极细极微弱的一点幽绿色的光芒，光
芒的强度，大约只有一只萤火虫的十分之
一。但是在绝对的黑暗之中，他们却可以
清晰地看到那一点光芒，不但可以看到那
一点光芒，而且看到由那点光芒，所带起
的一个巨大的黑影。
那黑影是如此巨大，似乎是当头罩下来一
样，令他们在一刹间，有早已被那个黑影
环抱着的感觉。
那一点幽绿色的光芒，一闪即灭，却给原
振侠和海棠两人带来了更大的恐惧。在他
们前面，是有些东西在，但是那是什么东
西呢？

发户想走了，这样灿烂的场
景不适合凭吊阿旺伯。
“我们走了好吗？”他问着

唐海泱。
她却没回答，只是直勾勾的看着他，
看到他都不好意思了，下一刻她忽然
扑了过来，用力的抱着他，一张脸在
他胸口磨磨赠赠，环住他的力道像是
怕他消失了似的。
那柔弱又惊慌不安的表情令人忍不住
想抚慰她，他伸出手，温柔的抚触着
她黑一见的发，发丝三千在被安抚之
际也缠住了他。
“不要……不要离开我！”她低低的
呢喃。
他微微一笑，心一软，低柔响应，“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不会骗我？”
“不会。”他的心开心得快冒泡泡
了！
“打勾勾。”
她一抬起头，他惊见她满脸是泪！

“你……”
她看着他。“静，我好想你……好想
你……”她温柔的低语，细吐相思的话语
多了些撒娇的味道。
暴发户一怔，要打勾勾的手停在半空中。
静？她指的是江湖叔口中的“齐静医生”
吗？可是她不是否认他不是她男友了吗？
那个“静”是谁？
她到底是醉得胡言乱语，还是酒后吐真
言？
无论答案是哪个，他可以确定的是，此刻
唐海泱放在心里的人并不是他，这样的温
柔、撒娇、小女儿娇态都不是因为他！
他轻轻推开她，努力的压抑着心中的波
涛。这样的温柔他不要，也不能要！
“你睡一下，我送你回去。”
结束了长达七个多小时的手术后，唐海泱
脱掉手术衣，先简单的淋浴过后才回自己
的办公室。
护理长一看到她就说：“唐医生，你脸色
不太好看。”
一旁的护士也说：“那当然啊，七个多小

时的手术，又加上昨天接她后面值班的刘
医生三更半夜才匆匆忙忙的赶过来，唐医
生根本睡不到四个小时哩！”
“刘医生不是故意的，他家突然有事，又
找不到其它人值班。”唐海泱解释的说。
其实，她最近也有些失眠，要不就是睡眠
质量不好，也许是因为心理压力吧。
阿旺伯往生那一晚她喝醉了，可做的事全
都还记得，她记得她骂暴发户全家没一个
好东西，那也就算了，还把他错当成另一
个男人的撒娇……
她叹了口气，手放入了口袋，不意摸到一
个硬物，掏出一看……是贝壳。上一回暴
发户送她的第7 号贝壳，上头还是有一个
奇怪的符号，这个的是一个“、”。
就因为那件事，害她到现在都不太好意思
面对暴发户，然而同时她又很担心，怕他
会联想到什么……
护理长见她不出声，以为她累到说不出话
来，“医生的身体管理很重要，唐医生要
不要回去休息一下？”她那模样像是下一
刻就要倒下了似的。

下施展“传音入密”之术，说
道：“胡兄，此人的剑法如
何？”

飞叟胡梅也用传音之术答道：“妙绝武
林，乃兄弟生平未见之学。”
尚不同道：“咱们这般的缠斗下去，终
归要伤在他剑下为止，何不冒险反击，
绝处求生？”
胡梅道：“兄弟想不出制胜之策。”
尚不同道：“如若胡兄肯和兄弟合作，
并非是事无可为。”
胡梅道：“愿闻高见。”
尚不同道：“胡兄可以铁牌，硬封他的
剑势，兄弟以本门绝技‘阴风透骨掌’
，暗中伤他，此乃唯一的求胜之道，不
知胡兄意下如何？”
飞叟胡梅暗自忖道：“昔年在‘生死
桥’前之战，只怕留给他印象甚深，如
若此战一败，左少白必存杀我之心，
如若那时坐以待死，倒不如此刻冒险求
胜。”
心中念头，风车般打了几转，说道：“
好！就照尚兄之见。”
左手铁牌连出两记绝招，牌风呼啸，对
住了左少白攻向尚不同的剑势。
尚不同暗中一提真气，右手长剑，交到
了左手之中。
左少白剑势一遇阻力，威势陡然大增，
寒光闪转，迫的围攻群豪纷纷后退。
胡梅奋力挡开了左少白两剑，却促使左
少白剑势变化，原来是有惊无险的搏
斗，突然形势一变，不禁心中大骇，
只觉眼前剑气流动，唰唰两剑，攻了过
来，闪闪寒芒，指袭向握牌的左腕。
那剑势回转盘旋，奇妙无比的正好由胡
梅刀、牌空隙之中刺了过去，攻入要
害，封架让避，全来不及，心中暗道一
声完了，左手一松，丢了铁牌。
只觉剑芒掠着手背扫过，毫厘之差，就
要当场断腕。
左少白剑势掠过了飞叟胡梅，忽的折转
向尚不同点了过去。
尚不同早已运集了“阴风透骨掌”，等

待劈出，但却被胡梅挡住了去路，无法
出手，急忙横移两步，掌势还未举起，
左少白剑势已到，匆忙中挥掌一推，一
股阴寒暗劲，疾涌而出。
他这掌势一动，正好碰上了左少白的剑
势，寒芒掠过，斩下了一根食指，鲜血
迸流，骇然而退。
但左少白亦为对方的“阴风透骨掌”的
歹毒武功所伤，只觉一阵寒气，透体而
过，不自禁打了一个寒颤，手中剑势，
并随着一缓。
就这一缓之势，金钟道长、飞叟胡梅，
和马氏兄弟，齐齐脱身而退。
左少白强自提聚一口真气，不使受伤之
情形诸于外，缓缓收了剑势，冷冷说
道：“白鹤堡一百余人，尽遭屠戮的血
债，左某必将讨还，但在下不愿妄杀无
辜，容我查明了事情的真相，凡是首
脑、元凶将一一诛绝，今宵只不过略施
手段，借尔等之口，传我之名。”收了
长剑，回身而去，厅中群豪震惊他的武
功，竟是无人敢出手拦截。
尚不同运气止住了伤口流血，望着左少
白的背影，喃喃说道：“此子不死，江
湖上，只怕永无宁日了。”
马元福长长叹息一声：“老夫在江湖之

上，混了数十年，从未有今日一战之
惨，唉！合咱们数人之力，竟然未能留
下一个年不及弱冠的后生小辈，此事如
若张扬于江湖之上，咱们还有何颜面立
足武林？”
飞叟胡梅探臂拾起地上铁牌，道：“今
日在场之人，谁也没有胜人一招半式，
如若传言出去，那是自毁声名……”
目光一掠那绿衣女子，突然住口不言。
场中之人，大都是久历江湖之人，眼睛
之中，揉不下一颗砂子，人人都了解胡
梅那一眼之意，全场中人，只有这绿衣
少女，可能泄露出今日之战。
马元寿轻轻咳了一声，道：“尚兄的伤
势如何？”
尚不同大跨一步，捡起地上断指，
道：“区区断指之伤，何足挂齿？”缓
缓把断指藏入怀中了。
金钟道长撕下一块袍角，包起臂上剑
伤，道：“瓦罐不离井口破，将军难免
阵上亡，胜败乃兵家常事，诸位也不用
为今日之战，自寻烦恼。”
飞叟胡梅目光缓缓转注石铁英脸上，
道：“石兄弟闻七星会组织严密，为当
世三会之首，却不料竟然把大敌当作会
中弟子，带入了福寿堡中，看将起来，
传闻之言，当真是不可信了。”他想
到适才受左少白剑下之辱，心中愤愤难
平，一股怨气，竟然发作到石铁英的头
上。
石铁英还未来得及答话，突听那绿衣少
女格格大笑起来，笑声清脆震耳，满厅
中回音激荡。
石铁英吃胡梅一顿责怪，心中也动了怒
容。

暴

(30)

(114)(97)

当

与积极的人一起生活，
舒畅就和谁在一起；
朋友、亲人都是。
与消极的人一起工作，
就容易产生疲惫感。
取悦别人不易，不如让
自己喜乐！

他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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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霆锋助理在微博晒出《周游记》中谢霆锋与周杰伦等人的合照，照片中谢霆锋坐在复古

跑车上，与身旁的周杰伦等友人对镜扮酷。他们还在富士山脚下露营聚餐，氛围温馨。

谢霆锋周杰伦跑车前扮酷合照 

富士山脚下野营聚餐氛围好

昨晚拿下大钟奖多项
殊荣的奉俊昊，因在闭关
休息中并未前去领奖。据
大钟奖评委，也是奉俊昊
前辈的李长浩导演透露，
隔绝了与外部联络的奉
俊昊已于2月16日返回韩
国，1 9日参加记者见面
会，2 0日参加青瓦台午

宴，此后未曾
露面。奉俊昊
导演于去年8
月起连续8个
月往返于洛杉
矶、纽约、伦
敦等地进行《
寄生虫》的作
品说明会，身
心极度疲惫。
奥斯卡结束返
回韩国后，他
的电话已处于
麻痹状态，被
数百个会议、
邀请所围绕，
让奉俊昊难以
进行正常的生
活。

奉俊昊隔绝
外界联系的原
因在于，《寄
生虫》宣传带

获奖后受高强度压力 

奉俊昊想快点忘掉《寄生虫》

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
公司在阿里拍卖上线了一
批福袋等拍品，起拍价51
元起。据悉，此次拍卖所
得款项将用于公司破产清
算。

据拍卖公告，经上海熊
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通过，上海
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管
理人将于2020年6月15日
10时至2020年6月16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
网阿里拍卖破产强清平台
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其中拍品包括帽子、拖
鞋、帆布包、手机壳、充
电宝等23种物品，熊猫互
娱将多件物品组合成为“
福袋”并各自命名，进行
组合销售。

比如一款“慵懒假日”
福袋，包括拖鞋、抱枕、
帽子、马克杯、手机座
等，原价648元，现起拍
价100元。

目前已有数百人围观了
这些拍品，不过报名的还
不多。

今年1月6日，人民法院
公告网披露的公告显示，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已于2019年11月13日裁
定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3月进行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

天眼查数据显示，北京
普思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年12月，注册资本为
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
王思聪。根据股权结构，
该公司由王思聪全资控
股，为该公司最终受益人
和疑似实际控制人。

山下智久时隔一年推出
个人新曲《Nights Cold》
，被选为他主演的Hulu原
创国际日剧《THE HEAD》
的片尾曲，歌曲由山下智
久亲自填词，也是他第一
次参与世界级音乐合作。

参与世界级音乐合作，
作为艺人面向全世界大
展身手的山下智久开心地
说：“我的新曲《Nights 
Cold》成为在全球放送的
剧集《THE HEAD》的片尾
曲，对我而言，这是第一
次全球性的合作，真的很
难得，刚听到这次合作的
消息我感动到几乎要流下
热泪。作词方面我在注重

该剧世界观的同时，把它
比喻为恋爱去揭开神秘面
纱。希望更多人能听到这
首歌，包括片尾曲在内，
希望大家喜欢这部剧。”
新曲将于7月15日发行，
这是山下智久的歌曲第一
次在世界上发行，当天也
会同时发行唱片。

《THE HEAD》以南极
科学研究基地为舞台，讲
述极夜来临，十位科研人
员留守基地，持续暗夜的
六个月期间发生很多神秘
事件，当外界科研人员返
回时，已有多人死去，一
人失踪，只有两人幸存。
该剧由欧洲制片公司THE 

MEDIAPRO STUDIO制作，
豪尔赫·多拉多（Jo r g e 
D o r a d o）执导，亚历克
斯 · 帕 斯 特 尔 （ À l e x 
P a s t o r ）、大卫·帕斯
特尔（David Pastor）编
剧，山下智久与约翰·林
奇（John Lynch）、亚历
山大·维尧姆（Alexandre 
Willaume）联袂主演。

剧集共六集，将于6月
12日在全球开播，包括欧
洲主要电视台，HBO Asia
等共计在2 3个国家和地
区播出，并且通过网络在
全球3 0个国家和地区播
出，共有超过1 5个语言
的版本，今后可能还会在

巴西、美国和英国等地播
出。

作家布鲁斯·杰·
弗里德曼于周三在布鲁
克林的家中去世，享年
90岁。他曾凭借1984年
的《美人鱼》获得奥斯
卡提名，他的儿子乔希
（Josh）证实了他的死
亡，并告诉媒体死因尚
未确定。

弗里德曼是布朗克斯
区人，20世纪60年代，
他以创作以自我为中心
的主角为主题的黑色喜
剧而崭露头角，他的短
篇小说《改变计划》
（A Change of Plan）
曾在1972年被尼尔·西
蒙（Neil Simon）改编
成电影《心碎度蜜月》
（the Heartbreak Kid）
，由查尔斯·格罗丁
（Charles Grodin）、西
比尔·谢波德（Cyb i l l 
Shepherd）、埃迪·阿

诺德（Eddie Arnold）
和珍妮·柏林（Jeannie 
Berlin）主演，伊莱恩·
梅（Elaine May）执
导。

1 9 8 0年，弗里德曼
执导的由理查德À普
约和吉恩À怀尔德主
演的监狱喜剧《乱世
佳人》取得了巨大的票
房成功，该片由西德
尼À波蒂埃执导。1984
年，他撰写了《美人
鱼》（S p l a s h ）的初
稿，这部浪漫喜剧讲述
了汤姆·汉克斯（Tom 
H a n k s ） 饰 演 的 角 色
与达瑞·汉娜（Da r y l 
Hannah）饰演的美人鱼
之间的爱情故事。他与
布莱恩·格拉瑟、洛厄
尔·甘兹和巴巴洛·曼
德尔共同获得了奥斯卡
提名。

奉俊昊

《寄生虫》

来的高强度压力让他身心
疲惫，需要充足的疗养、
恢复的休息时间。此外，
奉俊昊也需要为构思下部
作品留出安静的可思考的
空间。因此，奉俊昊回到
韩国后只参加了上述提到
的两场活动，就关掉了自
己的手机和网络，并且也
拒绝了釜山国际电影节及
美国的各种活动邀请：我

想快点忘掉寄生虫。
奉俊昊导演曾在记者见

面会上透露其正在准备的
新作品是与《寄生虫》《
母亲》制作规模相似的两
部韩国影片、海外影片，
韩国影片将是以首尔为背
景的实事恐怖动作电影。
目前虽然是奉俊昊导演的
蛰居期间，但作为工作狂
的他预计不会休息太久。

拿下大钟奖多项殊荣的奉俊昊

山下智久为《THE HEAD》ED作词 时隔一年推出新曲

山下智久资料图

王思聪旗下熊猫互娱破产拍卖 

福袋51元起拍

王思聪

90岁好莱坞著名编剧去世 

曾两度合作汤姆·汉克斯

编剧布鲁斯·杰·弗里德曼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