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份对外贸易虽再次出现顺差

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经济仍未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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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晴天	 25-31℃

泗水	 晴天	 26-34℃

棉兰	 晴天	 24-33℃

登巴刹	 晴天	 23-32℃

坤甸	 晴天	 2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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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9月 16日）

累计确诊 : 228,993 例
疑似患者 ：100,236 例
新增病例 :   3,636 例
累计死亡 :   9,100 例
累计治愈 : 164,101 例

详细新闻见第二版

东爪哇省长科菲法·因达尔·帕拉万萨（Khofifah Indar Parawansa，中）周三（9月16
日）在西图利租（Sidoarjo），象征性将省政府援助的呼吸机移交给东爪哇省三个县政
府的新冠肺炎医院。获得省政府援助26台呼吸机分别是西图利租县，岩望（Pasuruan）
和惹班（Mojokerto）。在同一场合东爪哇省长科菲法也把16,000个口罩移交给家庭
希望计划（PKH），地区社会福利工作者（TKSK）和现金直接援助乡村基金（BLT 
DD）及地方经营企业（BUMD）代表。

东爪哇省长援助呼吸机给新冠肺炎医院

中央统计局局长苏哈利
延多(Suhariyanto)称，“
该顺差远比2019年8月份的
顺差9260万美元更大。”

金融银行(D a n am o n )
经济学家威斯努(W i s n u	
Wardana)认为，出口下降
的主要原因是一些主要出口
商品价格下跌。“石油和煤
炭价格下跌，甚至在前两个
月中表现出色的保健品和园
艺产品也有所下降。”

尽管贸易平衡和经常

帐赤字潜力将好转，

但这尚未成为货币当

局总体上放松货币政

策的路标

【Kontan 日报雅加达9月16日讯】我国对

外贸易再次出现顺差。中央统计局(BPS)记

载，2020年8月份我国对外贸易盈余23.3亿

美元。

威斯努也强调，2020年
8月份的进口业绩比2019年
8月有所下降。该进口的下
降亦与资本货物，原材料
的进口，以及消费进口的
下降一致。

展望前景，威斯努认
为，尽管贸易平衡和经
常帐赤字(CAD)潜力将好
转，但这尚未成为货币当
局总体上放松货币政策的
路标。

他明确表示，“总的
来说，货币政策的方向将
取决于资本或资金流动，
同时亦需要密切关注全球
或国内通货膨胀率上升趋
势，以及盾币波动等多种

因素。”
与此同时，中亚银行

(BCA)经济学家大卫(David	
Sumua l)预测，我国对外
贸易仍有可能顺差直至年
底，因为进口值将小于出
口值。

然而，大卫却提醒,尽管
是顺差，这并不表明我国
经济改善，恰恰是反映出
经济仍然疲软。

此外,大卫亦认为，从本
周开始实施的雅加达全面
性大规模社交隔离(PSBB)
措施，对未来的贸易表现
将会受到影响。(xin)

【印度尼西亚CNN雅加
达讯】服务过雅京特区四
代省长的雅京省政府秘书
长赛弗拉（Saefullah）感染
新冠肺炎（Covid-19）不
幸逝世，再次验证新冠病
毒不长眼的实际性威胁。
佐科威总统对赛弗拉的去
世表示哀悼并向赛弗拉亲
属致以慰问。

总统秘书处主任赫鲁·
布迪哈尔多诺（Heru	 Budi	
Hartono）周三（9月16日）
的短信中对赛弗拉的去世
表达深切哀悼，“	我代表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
对这位四朝元老雅京省政
府秘书长赛弗拉感染新冠
肺炎不幸去世表示深切哀
悼。”

赫鲁说，赛弗拉是一位
很好的工作伙伴。赛弗拉

曾在佐科威，钟万学，查
罗特赛夫希达亚特和现任
省长阿尼斯主政就担任雅
京特区政府秘书长。

赫鲁还向赛弗拉家属祈
祷，希望其家属永远得到
勇气和力量。雅京特区前
任省长钟万学（BTP）曾
委任赛弗拉为地方秘书。
在佐科威政府执政期间，
赛弗拉曾参加丹拿望地区
进行的整顿行动。

赛弗拉以老师身份在首
都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成为一名教师后，赛弗拉
随后加入了雅京特区省政
府的官僚机构。

赛弗拉于2003至2004年
被任命为雅京西区基础教
育部门主任。赛弗拉并于
2008年担任雅京特区基础
教育副主任。赛弗拉也于
2009至2010年间出任雅京
体育与青年部主任。

“	 雅京省政府秘书长
赛弗拉感染新冠肺炎不幸
死亡，死者遗体安葬在雅
京北区罗罗丹（Rorotan）
家族墓地，葬礼严格遵照
COVID-19防疫卫生规程
进行。”雅京特区省长阿
尼斯巴斯威丹周三（9月
16日）在雅京北区市政厅
如是说道。（adr）

【 雅 加 达 综 合 讯 】
Worldometers世界实时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9
月16日12时43分，全球新
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2972万例，达到29,727,389
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93.9
万例，达到939,186例。美
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
全球最多，接近679万例，
达到6,788,147例；累计死
亡病例超过20万例，达到
200,197例。据印度卫生部
消息，截至当地时间9月16
日早8时，印度新冠肺炎累
计确诊病例已突破500万例
大关，升至5,020,359例。
其中死亡82,066例，治愈出
院3,942,360例。

根 据 印 尼 新 冠 病 毒
（COVID-19）疫情防控工
作小组公布的最新资料，
截至9月16日印尼西部时间
（WIB）12时00分，印尼新
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

228,993例。	过去24小时新
增病例3963例，再创单日增
长新高

雅京特区过去24小时新
增确诊病例1294例。其次
是东爪哇省新增372例，中
爪哇省新增例340例，西爪
哇省新增293例，东加省新
增217例，廖内省新增183
例，南苏省新增164例，万
丹省新增138例，苏北省新
增126例，巴布亚新增126
例，苏西省新增116例。

过去24小时新增死亡人
数135例，全国累计死亡病
例升至9100例。新增治愈
出院病例3036例，全国累
计治愈患者164,101例。
截至9月16日全国疑似患者
为100,236	 人。另据印尼
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作小
组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
到9月16日，已累计检测了
2,755,120人新冠病毒测试
样本中的1,622,769新冠病
毒测试样本。（v）

佐科威总统表示哀悼并向家属致以慰问

雅京特区秘书长赛弗拉感染新冠肺炎不幸逝世

雅京特区政府秘书长赛弗拉。

新增确诊病例3963例 再创单日新高

印尼新冠肺炎确诊累计病例升至228,99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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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出现顺差
并非出口业绩良好之故

我国近几个月的外贸表现录得顺差。从数据来看，
因有外汇盈余，确是一个相当令人鼓舞的发展。然
而，如果进一步深究，就会发现贸易顺差并不是由于
出口业绩迅速增长，而是由于进口比出口降幅更大。

这种趋势恰需要警惕，须知原辅材料进口的下
降预示制造业的活动在未来几个月仍将低迷。众所
周知，我国的进口主要以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和辅助
材料为主。

尽管制造业指数在8月份上升到50.8，显示制造
业活动增加，但似乎还没有持续的进步。制造业仍
在消耗旧库存，尚未达到新型冠状病毒（Covid-
19）爆发前的水平。

中央统计局（BPS）刚刚公布今年8月录得23.3
亿美元顺差的贸易平衡，这是今年连续第4个月出
现的顺差。8月里，我国出口额130.7亿美元，进口
额仅107.4亿美元。

然而，出口和进口价值同时在下降的现象，令
人感到担忧。8月份的全国出口额与2019年同期相
比，下降8.36%。与此同时，进口下降幅度更大，
同比达到24.19%。该进口下降幅度高于观察人士
和几家研究机构的预期。

自去年底已出现下降的原辅材料进口，应引起
关注才是，因为它显示全国制造业业绩下滑的趋
势。2020年1月至7月期间的原辅材料进口总额为
60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733.1亿美元下降
17.99%。而2020年1月至7月期间的资本货物进口
额为129.6亿美元，与2019年同期的160亿美元相
比下降18.98%。

中央统计局负责人Kecuk Suhariyanto要求政府和
商界注意这一趋势，因为这将影响制造业的发展。
而资本货物进口的减少可能会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PMTB）产生影响。他说：“因此，我们需要关
注、警觉，并寻找各种方式，务使制造业的发展和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不受干扰。”

从其构成来看，2020年1月至7月期间，原辅材
料组以73.88%的份额主导进口。其次是资本货物
组（15.93%）和消费品（10.19%）。原辅材料
进口环比下降9%，至93.6亿美元，同比也显著下
降19.13%。而资本货物进口环比仍增长9%，但同
比则下降17.11%。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 I S）首席经济学家
Yose Rizal Damuri指出我国贸易面临的另一个问
题，即缺乏与全球贸易一体化，因此当全球市场复
苏时，我国经济跟着增长的机会不大，不像越南和
马来西亚这两国的出口那样，对经济贡献很大。

Yose Rizl认为，我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是由国
内消费推动的。2020年9月15日，Bisnis.com网站
援引Yose Rizl的话，说：“今年我们可能是最糟糕
的时候，下跌了3%。然而最不利的是，当全球经
济复苏时，贸易不能成为推动力，从而使我们不能
跟上和利用上述势头。”

我国融入全球经济结构的程度较低，这也使外
国投资者对国内产业不感兴趣。Yose估计，我国
很难争取到中国的工业转移和生产基地多元化。
他说，生产结构是劳动和自然资源密集型的国内工
业，与将要搬迁的工业不同。他说：“如果中国企
业想搬迁，他们必然会寻找结构相同的企业。它们
至今是劳动力、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

除了仍然倾向于限制性的贸易政策之外，国家
产业结构中有许多因素必须加以解决，这反映在仍
被认为比其他国家更复杂的进口壁垒上。

印尼新冠肺炎病例确诊病例数据

（截至 2020年 9月 16日）

地区 新增 确诊 死亡 治愈

雅加达 1294 57469 1481 2.58% 44171 76.86%

东爪哇 372 39181 2867 7.32% 31585 80.61%

中爪哇 340 18451 1179 6.39% 11632 63.04%

西爪哇 293 15231 306 2.01% 8319 54.62%

南苏省 164 13747 386 2.81% 10345 75.25%

南加省 11 9511 392 4.12% 7587 79.77%

苏北省 126 8834 371 4.20% 5319 60.21%

巴厘岛 49 7429 188 2.53% 5887 79.24%

东加省 217 6317 250 3.96% 4033 63.84%

苏南省 57 5175 313 6.05% 3839 74.18%

巴布亚 126 4763 61 1.28% 3432 72.06%

廖内省 183 4237 83 1.96% 1783 42.08%

北苏省 11 4182 164 3.92% 3249 77.69%

万丹省 138 3774 119 3.15% 2558 67.78%

苏西省 116 3749 84 2.24% 1949 51.99%

亚齐省 95 3127 115 3.68% 1100 35.18%

中加省 64 3123 121 3.87% 2407 77.07%

西努省  9 2990 174 5.82% 2366 79.13%

马露姑 19 2500 38 1.52% 1526 61.04%

哥伦达洛 6 2336 67 2.87% 2081 89.08%

东南苏省 60 2008 44 2.19% 1339 66.68%

北马露姑 10 1966 72 3.66% 1609 81.84%

日惹特区 48 1943 53 2.73% 1420 73.08%

廖内群岛 22 1460 50 3.42% 869 59.52%

西巴布亚 42 1278 24 1.88% 725 56.73%

西加省 19 803 7 0.87% 666 82.94%

楠榜省 22 666 25 3.75% 407 61.11%

北加省 2 481 3 0.62% 404 83.99%

朋古鲁 4 480 30 6.25% 253 52.71%

西苏省 2 477 7 1.47% 349 73.17%

占碑省 14 345 7 2.03% 241 69.86%

邦加勿里洞 11 295 3 1.02% 246 83.39%

东努省 13 289 5 1.73% 173 59.86%

中苏省 4 276 11 3.99% 232 84.06%

所 有 新 冠 肺 炎
（Covid-19）呈阳性患
者必须在政府规定的隔
离所进行隔离。

雅 京 特 区 城 管 队 （ 
Satpol PP）队长Arifin，
周三（9月16日）说，“
雅京特区城管队将执行省
长命令，强行接见拒绝隔
离的新冠肺炎患者现在不
能再有独立隔离了。

据Arifin的说法，城管

队仍在等待雅京特区卫
生局提供有关独立隔离
患者的相关信息。 到目
前为止，城管队尚未采
取任何强制接送行动的
指令。

他接着说:“如果新冠
肺炎患者愿意接受政府
指定的隔离中心，我们
将协助卫生局进行强制
接送患者到政府指定的
隔离地点。”

Arifin希望所有检验呈
阳性的患者将意识到在
雅京特区政府确定的集
中隔离地点的重要性。 

因为独立隔离将危害到
其他的人。因此，患者
必须遵守并执行政府制
定的防疫卫生规程。(v)

【印尼CNN雅加达讯】
国企部长特别工作人员
阿利亚辛努林加（A r y a 
S i nu l i ngga）对国营石油
与天然气公司/北塔米纳
（PT Pertamina）董事长
钟万学（BTP）向公众公
开北塔米纳的丑闻发表了
意见。钟万学披露涉及北
塔米纳的债务、薪水以及

有关经理层喜欢游说部长
以确保职位的丑闻。

阿利亚评估，作为北
塔米纳公司董事长的钟
万学有权向公众发表讲
话，这项权利与国有公司
董事经理所拥有的权利相
同。阿利亚周三（16/9
）对媒体工作人员说，这
是钟万学在北塔米纳的内
部事务。只是，阿利亚要
求以良好的方式与公众沟
通。同样，董事监事会与
董事会之间也必须建立
良好的沟通机制。他强
调，所有董事和经理均
由国营企业部任命，包
括钟万学在内。

此前，钟万学出人意
料地说出了北塔米纳的各
种内部已是公开的秘密。
在债务管理方面，钟万
学被惹毛了。因为尽管北
塔米纳已经背负了沉重

的债务负担，但还是太
容易陷入债务。他在上传
到You t u b e的视频叙述中
说，“已经负债160亿美
元，但大脑里总是想着借
钱，惹我生气。”除债务
外，钟万学还暴露了该公
司管理石油资源的缺点。
根据他的记录，至少有12
个油点可用于国内石油生
产。但是，这个国企公司
更喜欢通过进口水龙头继
续满足国内石油需求。这
也使人怀疑有肮脏的做法
正在秘密进行，也许有买
卖石油的佣金。

钟万学还点到北塔米
纳董事会的薪水，他认
为这是不合理的。因为
经常有董事被免职，但
被免职的董事仍然根据
其旧职位领取薪水，理
由是因为他是老职员。
所有的基本薪水都很大

可以达到75 0 0万盾，所
以想象一下，被免职没有
工作照样领取那么多钱，
这是匪夷所思了吧！钟万
学也批评了董事会很喜欢
游说部长的行为，这是在
不久前更换北塔米纳董事
会时发现的。因为他作为
公司董事长，却不知道
董事会被更换。董事都
去游说部长，因为有权
决定的是部长。

钟万学还提到解散国
营企业部并将其替换为
类似新加坡拥有淡马锡
控股的系统。他说，如
果可能解散国营企业部，
我们将建立类似淡马锡的
印尼公司。对此，北塔米
纳公司企业通信副总裁
Fajriyah Usman表示，公
司赞赏钟万学的声明，因
为它符合北塔米纳的重组
计划。(pl)

【点滴新闻网雅加达
讯】印度尼西亚侨民网
络 （ I D N ） 的 创 始 人 、
印尼前副外长、印尼驻
美前大使、“外交政策
协会”创始人迪诺·帕
迪·贾拉尔（Dino Pat t i 
D j a l a l）确诊感染新冠肺
炎（COVID-19）。迪诺
目前正在雅京中区Ga t o t 
Soebro to陆军中央医院接

受治疗。
“ 我 们 来 自 印 度 尼

西 亚 外 交 政 策 共 同 体
（F P C I）和印度尼西亚
讲师协会共同传达迪诺
主席确诊感染COVID-19
的消息。因为在过去的
六天内，迪诺患有呼吸
系统疾病。” FPCI秘书
处周三（9月16日）的书
面声明如是说。

迪 诺 的 妻 子 罗 莎
（Rosa Ra j D j a l a l）也
传达了有关迪诺在陆军
中央医院接受治疗的消  
息。罗莎说，迪诺于周
二（9月15日）被送往陆
军中央医院，迪诺已经
进行了C O V I D - 1 9拭子
测试，现在他被转移到
急救房（ICU）接受特殊
治疗。 (adr)

【雅加达Beritasatu新闻
网】随着雅京特区新冠肺
炎疫情日益严重，确诊病
例和死亡人数不断飙升，
位于雅京中区的马腰兰亚

运村新冠肺炎急诊医院的
病房也逐渐达到极限。近
日在社交媒体狂传很多救
护车在该医院大排长龙的
视频，视频期间为29秒。

之前，在社交媒体上也发
现在该医院亮起大楼全部
灯光，但是该医院澄清这
是意味着医院准备好面对
雅京特区随时反弹的新冠
肺炎疫情。

马腰兰亚运村新冠肺炎
急诊医院运营负责人Ste-负责人Ste-Ste-
fanus Dony军事卫生上校解
释，因为当天救护车进入该
医院的数量太多，致使在该
医院显得有些拥挤。据悉，
当天有增加1628名患者进驻
该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发现很多救护
车在该医院大排长龙，
因为我们先调查新冠肺
炎患者的状况，尤其新冠
肺炎患者在重症加强护理
病房（ICU）接受紧急治

疗。”Stefanus Dony于16
日向传媒如斯说道。

Stefanus Dony表示，刚
到该医院的新冠肺炎患者
先接受调查，患者是否在
重症加强护理病房、重症
监护室（HCU）及隔离病
房接受紧急治疗，新冠肺
炎医务人员需要在10分钟
内进行调查，使新冠肺炎
患者感受到安心的服务。

截至1 6日，雅京马腰
兰亚运村新冠肺炎急诊医
院也接受治疗17 4 0名新
冠肺炎患者，20 6 8名搬
移工人在Wisma Pade-
m a n g a n亚运村进行隔离
治疗，并15 7 0转移至马
腰兰亚运村新冠肺炎医院
接受治疗。(yus)

【罗盘网雅加达讯】
新冠病毒（Cov id-19）
疫情防控工作组发言人维
库（Wiku Adisasmito）
要求地方首长通过实施微
观社交隔离（PSBM）来
控制其所在地区的Cov-
id-19集群。如此，活动
限制是基于出现的Cov-
id-19集群执行的，以致
不覆盖未受影响地区的所
有地点和经济活动。

维库周二（15/9）通

过总统秘书处YouTube频
道表示，如果在小于县/
市的区域中发现几个病
例，则可以执行直接控
制。维库说，PSBM可以
限制人口流动到其他地
区，其处理可以集中在
Cov id-19集群的地区。
他认为，地方首长可以
通过让各自地区的军警
人员参与来实施PSBM。
他还提醒各地方首长要
始终与中央政府协调，

共同努力控制新冠病毒病
例。此外，维库要求公众
意识到新冠病毒大流行尚
未结束。

因此，维库说，中央
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与社
区合作，以便社区守纪律
执行卫生规程，确保不会
发生不受控制的传播。如
果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始终
如一地实行卫生规程，那
就是我们抑制病例增加的
关键。(pl)

雅京特区政府规定所有新冠肺炎患者 

必须在政府规定的地方进行隔离
【beritasatu.com】为了扼制新冠肺炎

疫情持续蔓延，尤其是防止无症状感染者

在社区民众传播病毒，雅京特区政府已规

定禁止患者在家中进行独立隔离。

雅京特区城管队准备执行省长命令。

北塔米纳董事长钟万学暴露公司丑闻

国企部长特别工作人员阿利亚
辛努林加（Arya Sinulingga)。

迪诺·帕迪·贾拉尔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印尼前副外长、印尼驻美前大
使，“外交政策协会”创始人迪
诺·帕迪·贾拉尔( Dino Patti Djalal)

雅京马腰兰亚运村新冠肺炎急诊医院救护车大排长龙

雅京马腰兰亚运村新冠肺炎急诊医院

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组要求地方首长

实施微观社交隔离策略控制病毒传播

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作组
发言人维库（Wiku Adisas-
m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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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在 雅 加 达 发 布 正
式声明时说：“我们能
改变危机的契机成为大
跃进机遇。草药是当地
优势产品之一，在国内
和外国市场具有巨大潜
力。更何况，在新冠病
毒疫情大流行期间造成
的破坏已改变世界社区
的消费方式和行为成为
更加重视健康方面。”

贸易部长出席题为“

现 代 草 药 ， 可 满 足 我
国、亚洲、非洲、中东
地区、欧洲，及美国市
场”的网络研讨会致词
时作上述表示。

为提高市场准入，包
括国内和出口市场，贸
易部长评价，草药企业
家能积极实施全渠道分
销（omni channel dis-
tribution）方式，把在线
分销网，如市场、社交

媒体和网站的实力，与
传统的离线分销渠道相
结合。 

他认为，在大流行之
际，国内工业可以模仿
草药工业的远见，来创
造出口机遇。为此，贸
易部对GP Jamu公司在大
流行期间，看好草药商
机把我国本土草药产品
出口到外国而表示赞赏。

 “GP Jamu公司的步
骤将协助推动我国经济
和贸易的发展，同时通
过饮用草药使社会保持
健康，”他称。

他亦声称，我国草药
工业能够迎接挑战，并
利用现有机会。

草药工业在国内经济
起着重要作用，因为为

300万名工人创造就业机
会，这能从草药工业增
长6%，或超过国内经济
增长率显示出来。

“ 除 此 之 外 ， 国 内
原料的使用量达到90%
，使草药工业将对经济
增长，从上游业至下游
业 提 供 显 著 的 乘 数 效
应，”他称。

在 爆 发 新 冠 病 毒 疫
情大流行之际，一些领
域能够幸免于大流行。
例如，今年第二季，化
学、制药业，及传统药
工业的增长率比去年同
期上升8.65%。

与此同时，生物制药
业，或药用植物工业部门
的出口额大体上确实受到
大流行的影响。(vn)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国会第四委员会批准加快
批准马鲁古省和北马鲁古
省实施国家鱼仓计划的
3.2兆盾预算。

国会第四委员会主席苏
丁（Sud i n）在雅加达阅
读与海事与渔业部进行工
作会议的结论时说：“根
据今年8月25日发布的海
事与渔业部长第B451号/
MEN/KP/VI I I/2020决定
书，3. 2 8兆盾预算其中
用于落实马鲁古省和北马
鲁古省成为国家鱼仓的计
划。”

总体而言，国会第四委
员会批准了海事与渔业部
2021年预算最高限额增加
3.4兆盾的建议。

该资金的其中3.2兆盾
将用于开发国家鱼仓计
划，而剩余的用于海洋
旅游村计划的基础设施
建设，以及在100个地点
进行沉没货物打捞作业
（BMKT）。

进一步，国会批准了
海事与渔业部2021年特别
分配资金（DAK）的最高
限额增加1兆盾。细分为
省份特别分配资金3500亿

盾，以及县市特别分配资
金6500亿盾。

在 2 . 5 个小时的会议
中，收到海事与渔业部
20 2 0年预算使用情况的
解释。截至2020年9月11
日，预算使用量达2.7兆
盾，或占预算最高限额
5.08兆盾的54.4%。

“国会第四委员会鼓
励海事与渔业部加快执
行20 2 0年计划和活动，
使20 2 0年预算的使用优
化，”苏丁说。

进 一 步 ， 国 会 批 准
的预算最高限额达6. 6 5

兆盾，分配给捕捞业总
局763 5 . 7亿盾、水产养
殖业总局1. 2 1兆盾、海
洋资源和渔业监督总局
（PSDKP）1.07兆盾，以
及鱼产和海产竞争加强总
局（PDSPKP）4317亿盾。

进一步，海洋空间管
理总局（PRL）4553.5亿
盾、海事与渔业研究与人
力资源局（BRSDM）1.52
兆盾、渔产安全、质量
控 制 和 渔 产 验 疫 机 构
（BKIPM）6037.1亿盾、
秘书处4976.4亿盾，以及
监察局867.6亿盾。(er)

贸易部长：疫情大流行期间

提高竞争力 推动草药出口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贸易部长阿古

斯·苏巴尔曼托（Agus Suparmanto）呼

吁，草药工业必须提高竞争力，并支持草

药中小微型企业家开发产品来满足外国市

场的需求，因为目前爆发新冠病毒疫情大

流行时，消费者对健康的意识日益增强。

巴东市渔民声称，在过去一
一星期，他们的捕获了大量
的渔产，但由于人们的购买
力下降，再加上COVID-19大
流行难以带出该地区以外出
售其捕捞鱼，致使鱼价格从
每篮50万盾（25公斤）下跌
至每篮30万盾。图为西苏门
答腊省巴东市的Pasie Nan Tigo
渔产拍卖场的渔民与商人正
在进行交易的情景。

巴东农民捕获渔产价格下跌

【安塔拉社万达楠榜
讯】在我国驻新加坡、
投资统筹机构（BKPM）
和央行联合举办的2020
年 第 三 届 印 尼 投 资 日
（I ID）上，楠榜省政府
向新加坡投资者推介农
业、旅游业和工业的投

资项目。
这 次 网 络 研 讨 会 上

的主要发言人楠榜省秘
书长法里查（F a h r i z a l 
D a rm i n t o）周二说：“
省 政 府 推 介 巴 喀 海 尼
（Bakauhen i）结合旅游
区、Ta n g g am u s工业园

区，以及Waylaga工业园
区的开发项目。”

2 0 2 0 年 第 三 届 印 尼
投资日网络研讨会以“
楠榜省是支持国家粮食
安全的省份之一”为主
体，在央行楠榜省代表
处举行。

楠榜省秘书长称，楠
榜省是苏门答腊岛的主
要口岸，陆地总面积大
约3万5 2 8 8平方公里、
海岸线的长度是1185公
里，以及总共有132个大
小岛屿。

楠榜省由15个县市组

成，每个地方都有自己
的独特性和智慧。

“楠榜省人口达970万
人以上，成为苏门答腊
岛人口第二大省份，”
他说。

在潜力方面，法里查
解释楠榜是我国最大的

木薯产区，年产量达492
万吨，或占国内总产量
的30%。

“ 楠 榜 省 也 是 大 米
产区，年产量达2 1 0万
吨，同时成为国内粮食
产 区 ， ” 法 里 查 如 斯
说。(er)

楠榜省向新加坡投资者 推介农业旅游业工业投资项目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国营燃气公司（PGN）通过
北塔米纳燃气公司（Per-
tagas）和油气控股集团致
力于按照预定的时间完成
罗坎（Rokan）输油管道项
目，来支持国家战略计划
高效率的努力。

于2021年正式接管雪佛
龙太平洋印尼公司（Chev-
ron Pacific Indonesia）在
Rokan Hulu油气块的经营权
后，Rokan输油管道建设项
目是北塔米纳作为油气控
股公司确保国家能源生产
安全的国家战略项目。

PGN公司总经理苏科·
哈多诺（Suko Hartono）日
前发布的书面声明透露，
优化最终投资决定的阶段
和采购流程，使这项战略
项目的资本支出由4.50亿
美元可削减至3亿美元，节
省金额达到1.5亿美元或折
合2.1兆盾。

“上周，Pertagas已进行
第一次焊接，作为加快完成
施工阶段的第一步，”他
说。

在施工方面， P G N旗
下的PGN Solution公司
（PGASOL）与Pertamina 
Patra Drilling Contractor公司

（PDC）合作，优化现有设
施的利用率。

除此之外，Krakatau Steel
公司指定为Rokan油气块输
油管道的供应商，也是成为
国营企业互相协同的措施。

这种协同作用是互惠
共生的真实形式，因为
Krakatau Steel公司身为PGN
天然气工业用户之一，有
能力供应品质好、价格具
有竞争力的钢管。此举也
是提高国产化率的努力，
同时使材料采购成本减少
16%。

直径 4英尺至 2 4 英尺
的Roka n输油管全长大约
367公里，将穿越廖省的
5个县市，即杜迈、望加
丽（Bengkalis）、西阿克
（Siak）、甘巴（Kampar）
和Rokan Hilir。Rokan输油管
道每日有潜力运送20万至
26.5万桶原油。

“与Pertamina Hulu Rokan
公司（PHR）进行协调后，
按照计划北区的Ba l am—
Bangko—Dumai走廊将于
2021年第三季度进行部分试
运行测试。此后，南区的
Minas—Duri走廊预计于2022
年第一季度正式通油，”苏
克如斯说。(er)

为支持国家战略计划高效率 

PGN尽力完成Rokan输油管道建设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工业部长建议，新购汽车
税降至0%，以致能向市
场提供刺激，同时在爆发
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之际
推动汽车业的增长。

工业部长阿古斯古米旺
（Agus Gumiwang Kar-
t a s a sm i t a）在雅加达发
布正式声明时说：“我们
已向财政部长建议，至今
年12月份放松新购汽车税
0%。”

他解释说，降低新购汽
车税至0%的步骤，可以
提高社区购买力。目的是
为了恢复在大流行期间的
汽车产品销售量下跌。

“若我们可以通过削
减税收，而协助提高社区
购买力，我们将实施该政
策，以致最终能协助推动
在汽车制造业的增长，”
他阐述。

他补充说，由于从今年
3月份以来受到新冠病毒
疫情大流行的影响，今年
上半年，汽车业的业绩比
去年同期更缓慢，但今年
下半年开始可积极发展。

“为此，我们希望能立
即实施减税措施，以便能

刺激汽车业业绩提高，同
时恢复国内经济增长，”
他续说。

工业部长声称，汽车
业活动提供广泛的乘数效
应，即大量吸纳工人，直
至有效使用其他部门企业
家的能力。

此前，印尼丰田汽车
（Toyota Motor Manu-
facturing Indonesia/TM-
MIN）公司行政、企业，
及对外关系经理Bob Azam
曾经提出有关下调新购汽
车税的建议。他认为，现
在汽车业需要政府的刺激
措施，以便能提高购买
力。

“为刺激购买力，我们
希望政府扣税，但扣税步
骤不会减少政府收入。我
希望，减少地方税，若能
下降的话，销售的汽车数
量就会增加，”他续称。

众所周知，根据20 1 9
年第7 3号的政府法规规
定，购买汽车的社民被征
收15%至70%奢侈品销售
税（PPnBM）。该奢侈品
销售税将与每辆汽车的最
大载客量，及汽车汽缸来
决定。(vn)

工业部长建议

新购汽车税降至0%

由于雅加达首都特区从本年9月14日（星期一）开始
重新实施为期两个星期的大规模社交隔离（PSBB），
因此印尼通勤火车公司（KCI）将限制性运营火车。
通勤线电动列车（KRL）运营时间仅从早上04.00
到晚上21.00 之间运行。图示：周三，雅京丹纳旺
（Tanah Abang）电动列车站的乘客在等待列车一瞥。
（商报/Max Manuhutu摄）

通勤线电动列车缩短运行时间

【安塔拉社廖内省讯】
由于今年9月14日的本周
初交易，棕榈油在国际市
场的价格飙升，推动廖内
省在下周的棕榈油价格再
次提高。

廖内省种植业局局长
通过廖内省种植业局加
工和营销部主管德弗里斯
（Defris Hatmaja）在北干
巴鲁对记者表示：“因为
今年9月份的棕榈油产量
下降引起的积极情绪，推
动其价格跟着上涨。”

他认为，在马来西亚
衍生品交易所，今年11月
份交货合同的棕榈油价格
上升2.38%成为每吨2878
令吉，约折合每吨 1 0 3
万盾。自从今年9月初以
来，棕榈油价格保持稳定
在每吨2800令吉以上，并
开始涨到每吨接近2900令

吉，折合每吨104万盾。
他解释说，今年9月至

11月份是棕榈油生产的旺
季，甚至Kenanga Research
研究所预计，马来西亚在
今年9月份的棕榈油产量
比上月上升4.7%成为195
万吨。该研究所还预计，
临近秋季中旬和排灯节
（Deepavali），在本月的
出口将比上月上升3.1%
成为163万吨。

Kenanga Research研究
所称：“总体而言，我们
预计，棕榈油总供应量达
到200万吨，超过195万吨
的总需求量，以致月底的
最终库存量更多2.6%，
或174万吨。”

这次推动棕榈油价格上
涨的其他积极情绪是其他
植物油价格上涨。在大连
商品交易所的豆油和棕榈

油价格分别上涨2.8%和
2.91%。

此外，导致廖内省棕榈
油价格上涨的外部因素也
是因为内部因素引起的，
即几家数据源公司的棕榈
油和棕榈仁油售价下降，
使本期的棕榈果串价格稍
升。

国 营 第 五 农 园 公 司
（PTPN V）的棕榈油售价比
上个星期每公斤下降57.07
盾、金光集团（Sinar Mas 
Group）每公斤上升33,00
盾、Astra Agro公司每公斤
上升235,00盾、Asian Agri
集团的每公斤下降53,97
盾，及Musim Mas公司每公
斤上升120,00盾。

此外，Astra Agro 
Lestar i集团的棕榈仁油售
价比上个星期每公斤上涨
70,00盾，及Asian Agri集

团每公斤下降110,00盾。
他 说 ， 树 龄 3 年 的 廖

省棕榈果串价格每公斤
1508. 6 4盾、树龄4年的
每公斤1635.09盾、树龄
5年的每公斤1788.02盾、
树龄6年的每公斤1831.12
盾 、 树 龄 7 年 的 每 公 斤
1902.57盾、树龄8年的每
公斤1955.23盾、树龄9年
的每公斤2001.50盾。

树龄10至20年的每公斤
2048,64盾、树龄21年的每
公斤1961.06盾、树龄22
年的每公斤1951.14盾、树
龄23年的每公斤1942.88
盾、树龄2 4年的每公斤
1860.26盾、树龄25年的
每公斤1814.82盾，而K指
数为88.48%，棕榈油价格
每公斤9337.47盾，及棕榈
仁油价格每公斤4918.87
盾。(vn)

国会批准3.2兆盾预算

落实马鲁古和北马鲁古省成为国家鱼仓

国际市场棕榈油价格上涨

推动廖省棕油价跟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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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盈利(Top Gainer)

最高受损(Top Loser)

序号 股代号 开盘 最后 变化 变化(%) 交易量   交易额(千)

序号 股代号 开盘 最后 变化 变化(%)  交易量  交易额 (千)

印尼股市行情 9月16日

	 1	 DSSA	 18200	 16950	 1250	 -6.87%	 1800	 30707
	 2	 GGRM	 45300	 44050	 1250	 -2.76%	 1340100	 59499422
	 3	 BBCA	 29300	 28750	 550	 -1.88%	 31713100	 918227005
	 4	 EMTK	 6450	 6200	 250	 -3.88%	 20300	 125947
	 5	 SMGR	 9625	 9400	 225	 -2.34%	 3086100	 29247662
	 6	 TGKA	 8675	 8500	 175	 -2.02%	 300	 2540
	 7	 HEXA	 3580	 3450	 130	 -3.63%	 413700	 1462690
	 8	 ROCK	 1810	 1685	 125	 -6.91%	 76800	 129408
	 9	 AALI	 10925	 10800	 125	 -1.14%	 1140400	 12372160
	10	 MREI	 3910	 3790	 120	 -3.07%	 100	 379

	 1	 SOHO	 6600	 7900	 1300	 19.70%	 148200	 1167072
	 2	 INKP	 8625	 9400	 775	 8.99%	 21334900	 194527530
	 3	 TKIM	 6200	 6550	 350	 5.65%	 18193400	 117610050
	 4	 LIFE	 4910	 5200	 290	 5.91%	 300	 1483
	 5	 ABDA	 6750	 6900	 150	 2.22%	 100	 690
	 6	 UNTR	 23875	 24025	 150	 0.63%	 6462600	 154971977
	 7	 KJEN	 1350	 1470	 120	 8.89%	 4700	 6933
	 8	 MKPI	 16500	 16600	 100	 0.61%	 600	 9910
	 9	 BRAM	 4200	 4290	 90	 2.14%	 600	 2575
	10	 MCAS	 1815	 1895	 80	 4.41%	 2495500	 4675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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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67

中国快汇	(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September	16,	2020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240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6.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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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美元	 USD	 14695.00	 15015.00	 14769.78	 14918.22

新币	 SGD	 10853.99	 10973.99	 10854.55	 10964.44

港币	 HKD	 1896.68	 1936.68	 1905.75	 1924.93

日元	 JPY	 137.97	 141.57	 140.25	 141.67

欧元	 EUR	 17474.67	 17734.67	 17494.80	 17673.62

澳元	 AUD	 10768.73	 11008.73	 10802.62	 10912.68

英镑	 GBP	 19039.70	 19339.70	 19057.45	 19250.47

人民币	 CNY											 0.00	 0.00	 2181.14	 2203.35

	 5058.48	 -0.83

	 781.37	 -1.18

	 536.50	 -0.84

	 1186.45	 0.11

	 1367.60	 -1.63

	 725.59	 0.73

	 864.36	 -0.57

	 1891.23	 -0.97

	 335.48	 -0.4

	 823.48	 -1.34

	 1108.65	 -1.13

	 624.32	 -0.5

	 1208.12	 -0.41

		全球股市

黄金行情
9月16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4.654.000		盾卖出	4.935.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	9.314.000		盾卖出		9.795.000	盾买进

www.logammulia.com

亚股

日经指数	 23,475.53	 涨	 20.64

韩国综合	 2,435.92	 跌	 7.66

香港恒生	 24,725.63	 跌	 7.13

上海综合	 3,283.92	 跌	 11.76

欧股

英国FTSE	 6,099.15	 跌	 6.39

德国DAX	 13,241.56	 涨	 23.89

法国CAC	 5,077.02	 涨	 9.09

荷兰AEX	 558.53	 涨	 2.58

Http://tw.stock.yahoo.com	16/09/2020	15:49

美股

道琼工业	 27,995.60	 涨	 2.27

那斯达克	 11,190.32	 涨	 133.67

S&P500	 3,401.20	 涨	 17.66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0/9/15

我 国 有 1 5 家 资 产
价值数十亿美元、列
入《福布斯》亿万富
翁2020年最富有榜单
的公司。其中12家拥
有在印尼证券交易所
（BEI）上市的股票形
式投资组合。至少有
36家上市公司隶属于
名列《福布斯》杂志
榜单的12家财团。

彭博社数据显示，

隶属于大亨的股票多
数在2020年里价格下
滑。惟针记集团属下
股票有不同的表现。
中亚银行（B B C A）
股 价 在 本 月 1 4 日 落
7. 9 3%至每股3万零
250盾。而TOWR股价
却异军突起，年初至
今反而上涨了32.62%
至1045盾。

与 股 价 受 挫 一 致

的是部分股票被财团
持有的上市公司市值
都下降。 2 0 1 9 年底
累计1567 . 9 8兆盾的
总市值，在本月14日
那天已萎缩3 1 5 . 5 0
兆盾至1 2 5 2 . 4 7 9兆
盾。

A r t h a证券公司研
究部副主管F r e d e r i k 
Rasali认为，大亨属下
的上市公司股价的下
滑，纯粹是市场异常
波动造成的，病毒大
流行和地缘政治的状
况都对经济增长形成
压力。针记集团表现
更好，是因为上述上
市公司在股市的股票
流动性以及稳定的公

司基本面。
Anugerah MegaIn-

vestama有限公司经理
Hans Kwee称，隶属于
我国首富的上市公司
股价走势对股价综合
指数（IHSG）的走向
影响相当大。因为其
中不乏大市值企业，
例如中亚银行和TOWR
公司。

M N C 证 券 公 司 股
票交易部主管Med a n 
Frankie Wijoyo称，针
记财团最强，中亚银
行在疫情期间还能分
发11.21兆盾的股息。

摩 根 大 通 ( J P 
M o r g a n )分析小组在
最新的研究报告中，

关注隶属于大亨的一
些股票。雅加达首都
专区实施第二轮大规
模社交限制（PSBB）
之际，JP Morgan 优
先考虑消费必需品部
门和民众对电信塔的
基本需求。JP Mor-
g a n特别把中亚银行
作为银行部门股票的
首选，而TOWR是电
信服务部门股票的首
选。

本 月 1 5 日 ， 彭 博
社公布摩根大通( J P 
Morgan)分析小组的研
究报告称：“TOWR通
过强劲的租金比率和
数据流量显示持续的
净收入。”（xf）

股市波动多数股票价格下挫

成为购买我国首富公司股票契机
【印尼文版商报雅加达讯】在新型冠

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期间，隶

属于我国首富的多数股票价格因市场

波动正在调整中。该情况成为购买价

格已下挫的大亨股票的契机。

简讯

市场静候美联储议息会议结果
金价上涨

美元下滑带来支撑，金价周三上
涨。投资者拭目以待美国联邦储备理
事会(美联储/FED)议息会议结果。

0504GMT，现货金涨0.3%至每盎
司1,960.89美元，美国期金涨0.2%
至1,969.50美元.

现货银涨0.2%至27.29美元，铂
金跌0.6%至971.93美元，钯金跌
1.5%至2,373.36美元。

飓风导致美国生产关闭且石油库存减少
油价上涨

因飓风导致美国海上油气生产关闭，
且一份行业报告显示，美国原油库存大
幅下降，油价周三连续第二日上涨。

0518GMT布兰特原油期货涨0.60美
元或1.5%报每桶41.13美元，美国原油
期货涨0.68美元或1.8%报每桶38.96美
元。两个合约周二均涨逾2%。

关注英国央行会议
英镑距两个月低点咫尺之遥

英国央行将在周四公布政策决
议，目前英国经济前景不断恶化，英
镑周三距离两个月低点仅一步之遥。

英镑兑美元在伦敦盘初下跌0.1%
至1.2877美元，接近上周触及的7月
底以来低点1.2768。

英镑兑欧元跌0.1%至0.9201英镑。

美国股市收高
因投资者寄望美国联邦储备理事

会(FED/美联储)在为期两天的政策
会议上坚持其支持性政策立场，美国
股市周二上扬。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高2.27点，或
0.01%，报27,995.6点；标普500指数
收高17.66点，或0.52%，报3,401.2
点；纳斯达克指数收高133.67点，或
1.21%，报11,190.32点.。

日本股市收高
因预期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FED/

美联储)今日稍晚将强化维持利率于低
档的承诺，日本股市周三微幅收高。

日 经 指 数 收 盘 上 涨 0 . 0 9 % 至
23,475.53点，电信及医药类股领
涨。东证股价指数收高0 . 2 1%至
1,644.35点。

【 本 报 讯 】 周 三
（16/9）综合股价指
数（IHSG）收盘下落。
早盘结束时，综指下落
37.73点或-0.74%至
5063.13点。但在下午
收盘时，却下落42.383
点或-0.83%，报收于
5058.482点。LQ-45指数
下落9.375点或-1.18%
，报781.371点。

亚洲股市上下不一，
日本指数上升20.64点
或0.09%，报23475.53
；香港指数下落7.13
点 或 - 0 . 0 3 % ， 报
24725.63；上海指数下
落11.76点或-0.36%，
报3283.92；海峡时报指
数上升19.32点或0.78%
，报2505.15。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共
发生58万7271次，有109
亿5694万6646份股票易
手，总值6兆5202亿1043
万5790盾。涨价的股有
141种，落价的股有397
种，274股持平。

外资净售8505亿4000
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SOHO（Soho Glo-
bal Health股）涨价
1 3 0 0盾，现价7 9 0 0
盾；INKP（Indah Kiat
股）涨价775盾，现价
9400盾；TKIM(Tj iwi 
K i m i a 造 纸 厂 股 ) 涨
价35 0盾，现价65 5 0
盾；L I F E（S i n a rm a s 
MSIG寿险公司股）涨价
290盾，现价5200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DSSA（Dian Sw-
astatika股）落价1250
盾 ， 现 价 1 万 6 9 5 0
盾；G G R M（盐仓香
烟公司股）落价1250
盾 ， 现 价 4 万 4 0 5 0
盾；BBCA（中亚银行
股）落价550盾，现价2
万8750盾；EMTK（Elang 
Mahko t a股）落价250
盾，现价6200盾。

盾币增值2盾
周三，雅京银行际

货币兑换交易（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lar Rate 
/JISDOR）收市，1美元
以14843盾中间价结束，
比先前价14845盾，盾币
增值2盾。（asp）

综合指数下落42点至5058.482点

1美元兑14843盾

446

要挑选互补的人，最重要的就是
找出“自己的类型”。如果不知道自
己属于什么类型，就不会知道该选怎
样的互补对象。请透过【Work37】
的3种切入点分类“社长的类型”，
思考自己倾向于哪一种类型。

【商报雅加达Muham-
mad Maan报道】印尼衍生
品结算所（KBI/PT Kliring 
Berjangka（Persero））荣
获英国标准协会（BSI）
颁发的反贿赂管理系统
ISO 37001:2016认证，
这是印尼衍生品结算所保
护企业免受KBI和利益相
关者的有害行为的努力
形式。印尼衍生品结算
所董事总经理Fajar Wib-
hiyadi称，该认证也是改
善该公司实施良好公司管
理（GCG）的部分。周二
（15/9）他在本报收到
的新闻稿中说：“KBI获
得的认证包括财务、内部
审计与纪律、人力资源、
公共事务与采购、信息技
术、运营、企业和业务秘
书（除了承销商外）的反
贿赂管理系统”。在良好
公司管理的背景下，反贿
赂的实施“尤其是在举报
系统（WBS）本身”是全
国管理政策委员会发布的
11项良好公司管理指南的
部分。全国管理政策委员
会主席Mas Achmad Daniri
称，反贿赂管理系统与
GCG的实施密切相关。“ 
ISO 37001:2016是实施

GCG原则的技术工具，或
缩写为’TARIF’，即透
明度、问责制、责任、
独立性和公正性。履行
ISO 37001:2016是KBI鼓
励实施GCG更好的基本步
骤。”Fajar补充说，作为
ISO 37001:2016认证的部
分，KBI已发布反贿赂政
策，尤其是有关举报系统
的政策。“在该政策中，
管理举报系统的机制，如
果员工、董事局甚至监事
局违反规则。我们的目标
当然是对贿赂实行’零

容忍’。这适用于KBI所
有环境中的一切。”ISO 
37001:2016本身是安排
反贿赂管理系统（Anti-
Bribery Management Sys-
tem）的国际标准。在我
国，ISO 37001:2016的
实施始于2016年第13号总
统令，有关防范和消除肃
贪的行动，随后由全国标
准化机构（BSN）采取后
续行动，通过相同的ISO 
37001:2016标准，成为反
贿赂管理系统的SNI ISO 
37001:2016。（asp）

荣获ISO 37001:2016认证

印尼衍生品结算所改善GCG实施

【印尼文版商报网
雅加达讯】为了提高
客户把资金存在银行的
信任，金融服务管理局
（OJK）需要放松银行
业不良贷款比率（NPL）
限度在5%以上。经济金
融发展研究所（INDEF）
资深经济学家兼全国私
营银行协会（Perbanas）
研究和发展部主任Avil-
iani称，目前不良贷款比
率限度处于5%水平。
贷款重组政策结束后，
贷款质量可能恶化。此
外，再加上在冠状病毒
（COVID-19）大流行

前存在的不良贷款。
她认为，该不良贷款放
松政策将导致市场行为
（market conduct），或
者监控金融服务在给予
客户信任的行为。周二
（15/9）她在网上讨论
会上说：“为了民众仍
信任存放资金在银行，
所以它更倾向于市场行
为，给予客户信任”。
放松不良贷款的紧迫性
问题还与实际部门面
对大流行的抵御能力有
关。目前，中小微型企
业（UMKM）是受大流
行影响的部门，但如果

长期持续这种状况，则
企业将成为下一个受影
响的部门。她说：“必
须解决的是，可能无法
生存的实际部门。当经
济改善时，它就无法复
苏，大流行后将出现许
多不良贷款。”尽管如
此，金融部门在监管方
面被认为已有所改善。
第1/2020号政府法规代
替法律（Perppu） 允许
存款担保机构（LPS）
担保超过2 0亿盾的存
款。该政策的执行仅
是等待正确的时间和情
况。（asp）

INDEF经济学家Aviliani表示

OJK需要放松银行业不良贷款比率限度

图为周二（15/9）, 印尼衍生品结算所董事总经理
Fajar Wibhiyadi(左)、经理 Agung Rihayanto（中）与执行
副总经理Andi Patriota Wibisono（右）在雅加达合照。

（商报/Muhammad Maan摄）



印度尼西亚商报，2020年9月17日，星期四 第5版印尼财经    EKONOMI  INDONESIA

Wahana Interfood Nu-
s a n t a r a 公司秘书肯德
拉.法克鲁洛西（Ge n-
dra Fachrurozi）对记者
称，“我认为，至今年
底定下5%至10%的销售
增长指标很现实和可以
达标。”

据 了 解 ， 2 0 1 9
年，Wahana Interfood 
Nusan t a r a公司总销售达
到2161.9亿盾，假设增
长5%至1 0%，则至今
年底，Wahana Inter-
food Nusantara公司净销
售大约达到2270亿盾至
2378.1亿盾。

肯 德 拉 不 否
认，Wahana Interfood 
Nusan t a r a公司业绩难免
受新冠肺炎的影响。他
声称，2020年3月至6月
期间，向购物商场的专
卖店和在各城市的分销
商销售额，因受大规模
社交隔离（PSBB）政策
的影响而下跌。

Wahana Interfood Nu-

s a n t a r a 公司巧克力产
品 分 为 两 种 ， 即 商 业
对客户（B2 C）和商业
对商业（B 2 B）之间的
销售，Interfood Nu-
s a n t a r a 公 司 的 B 2 B
客 户 ， 其 中 如 J . C o 
Indonesia、BreadTalk、
星巴克咖啡、H o l l a n d 
Bakery等等。

受 新 冠 肺 炎 蔓 延 的
影响，事实上可从公司
业 绩 报 告 看 出 。 根 据
2020年上半年的财务报
告，Wahana Interfood 
Nusan t a r a公司净销售额
仅达475.6亿盾，比去年
同期达到903.5亿盾，下
降47.35%。

跟 随 净 销 售 下
跌 ， 2 0 2 0 年 上 半
年，Wahana Interfood 
Nusan t a r a公司净利比去
年同期的36.4亿盾下降
39.14%成为22.2亿盾。

他声称，20 2 0年9月
14日，在雅京特区（DKI 
Jakarta）实施的全面性大

规模社交隔离
也将成为Wahana In-

terfood Nusantara公司在
下半年的挑战。

虽然如此，Wa h a n a 
Interfood Nusantara公司
已准备数项战略，为能
达到业绩指标，以应对
雅京特区的全面性大规
模社交政策或者其它的
挑战。

首先，Wahana I n-
te r f ood Nusan t a r a公
司将通过电商平台和公
司的社会媒体，来提高
线上销售。自 2 0 2 0 年
5月，Wahana I n t e r-
food Nusan t a r a公司已
启用b a k i n g m a r t . i d网
站，通过该渠道销售的
数种产品，其中如巧克
力Co u v e r t u r e、化合物

和可可粉。
肯 德 拉 坦 言 ， 该 网

上 渠 道 销 售 的 贡 献 不
大，当销售增长率相当
快速，即大约为15%至
20%。

除了大力推动线上销
售之外，Wahana Inter-
food Nusantara公司也向
我国东部地区扩展销售
区。通过两种方式，即
与分销商合作和设立分
公司，俾能独立营销其
产品。

预测该策略的结果，
将 能 在 今 年 第 4 季 看
出。“目前，扩展营销
区，我们仍优先与分销
商合作，但不无可能，
我们将设立独立的营销
店，如在巴厘地区。”
（sl）

Wahana Interfood乐观表示

今年销售增长5%至10%
【Kontan雅加达讯】Wahana Interfood 

N u s a n t a r a公司乐观表示，在新冠肺炎

（Covid-19）蔓延之际其业务仍持续发

展。凭着该乐观态度， Wahana Interfood 

Nusantara公司甚至定下指标，至今年底，

销售增长5%至10%。

图为Wahana Interfood Nusantara公司的工厂。
【Bisnis雅加达讯】HK 

Metals Utama(HKMU)公
司评估，目前的需求情况
呈现低迷，前一段时间，
实施大规模社交隔离限制
进入过渡后稍微复苏。HK 
Metals Utama公司聚焦于
铝挤压生产线，从零售和
家户的需求仍比建筑领域
更好。

HK Metals Utama公司
商业经理�udhi Sudar-�udhi Sudar-
manto称，至9月需求情况
看来再陷入低迷。而最初
的PSBB宽松之后，有积极
迹象显示市场需求增加，
预计来自消费者方面的补
货活动，即分销商，制造
商和建筑商店。

“我们认为需求将受消
费情况影响，暂时中止数
量建设项目将严重破坏了
建筑业的需求状况。导致
该领域的需求非常具有萎
缩。”他这么说。

与此同时，从零售和
家户方面的需求，还比建
筑项目方面保持更好。但
是，若与比去年情况比较
仍低迷。HK Metals Utama
公司仍看好房屋装修市场
仍能保持良好，并对销售
作出贡献。

据 他 说 ， 今 年 第 四
季，HK Metals Utama公司
对继续推动的制造业战略

寄予期望。但是，政府重
新实施PSBB的政策当然将
导致应对市场有所变化。

明年，HK Metals Utama
公司选择保持以利用现有
的资源。将准备一些小型
创新为提高在市场上的竞
争力。

不仅如此，HK Metals 
U t ama公司主要策略将是
运营效率，以致当需求恢
复增长时，该公司可以更
好服务市场。

“此外，我们也正在
实行数字化工程，旨在更
贴近消费者与所需要的产
品，以致将是一个积极的
突破。”他这么说。

HK Metals Utama公司
总经理Ngasidjo Achmad此
前说，该公司将开始数字
化举措为能适应新冠肺炎
大流行市场消费的改变。

HK Metals Utama公司
也继续筹资为未来扩展，
尤其明年经济复苏时挤压
铝领域更有希望。

另一方面，HK Met-HK Met-
als Utama公司也正在考
虑修订业绩指标。他称，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
该公司面对挑战和障碍。
为此，修订指标将适合今
年第三季度。该措施要看
PSBB被撤销后的市场情况
开始复苏。(lcm)

【Kontan雅加达讯】雅
京特区自周一（14/9）
重新实施大规模社交隔离
（PSBB）政策，为期2星
期，虽然实施大规模社交
隔离政策，Food Station 
Tjipinang Jaya公司总经
理阿里夫.帕拉斯迪约.阿
迪（Arief Prasetyo Adi）
确保，芝比囊大米批发市
场的大米供应量很安全，
足够供应雅京特区市民需
求。“芝比囊大米批发市
场供应仍非常良好，凭真
主的意愿，大米需求供应
安全。”

截 至 9 月 1 4 日 7 时 早
晨，芝比囊大米批发市
场的大米储备量达到3万
2 7 0 3吨，周二零时至早

晨7时，有323辆卡车运载
3419吨的大米进入芝比囊
大米批发市场。

与周日（13/9）的大
米进入数据比较，周日进
入13辆卡车运载277吨大
米。截至周日（13/9）供
应的大米，大部分来自井
里汶，占38.99%，加拉
璜占24.46%，中爪哇占
18.25%和其它区域。

与此同时，截至9月13
日，从芝比囊大米批发市
场运送的大米，大部分是
供应雅京特区需求或占
61.18%和岛际之间运送
占21.25%。

阿里夫也声称，雅京特
区的大米需求量每日达到
2500吨。 

虽然雅京特区再次实施
大规模社交隔离政策，阿
里夫有信心，芝比囊大米
批发市场的大米供应程序
不会有问题。

但他仍确定，持续监督
向芝比囊大米批发市场的大
米供应过程。“我们共同监
督，理应是没有问题，除非
没有收成。”（sl）

【Bisn is雅加达讯】虽
然新冠肺炎（Covid-19）
疫情还未结束，钢铁工业
商认为，钢铁产品需求已
开始提高。

日前，印尼钢铁工业
协会（IISIA）总主席希尔
米.卡林（Silmy Karim）
对记者称，那是因国家收
支预算（APBN）已开始
疏导，以致开始有交易，
不但如此，此前遏制自己
的家庭消费，也开始发
生。“需求已开始好转，
但愿能够坚持，虽然还未

100%正常或者是正常情
况的60%至80%，仍视产
品种类。”

此前，希尔米也阐明，
截至2020年8月，钢铁厂
产能利用率（utilisasi）开
始好转，但认为钢铁工业
产能使用率增长不能坚持
直至今年底。

根据印尼钢铁工业协
会记载，截至今年8月，
工厂产能利用率已好转至
40%至70%，2020年4月
至7月期间，新冠肺炎疫
情已打击钢铁厂产能利用

率降低20%至50%。
与此同时，希尔米有

信心，预测20 2 0年最后
3 个 月 的 钢 铁 价 格 将 提
高，2020年下半年需求将
比2020年上半年更好。

另一方面，亦兼是克
拉卡陶钢铁（K r a k a t a u 
S t e e l）公司总经理，希
尔米致达，选择国内市场
作为主要目标，那是因能
帮助我国钢铁工业贸易平
衡。

众所周知，最近几年
来，钢铁产品进口值最

高，占第3位。“意思是
说，如果克拉卡陶钢铁公
司减少国内市场进口，则
盾币不会受到压制，因
此，须更好保护国内市
场。”

希尔米声称，仅向全
球市场出口克拉卡陶钢
铁公司总产量的1 0%，
他认为，该出口市场调
拨，只是为保持克拉卡陶
钢铁公司在全球的消费者
和稳定全球钢铁工业基
准（benchma r k）而已。
（sl）

【Kontan雅加达讯】本
田汽车（Honda Prospect 
Motor/HPM）公司今年仍
推动整车(CBU)出口销售
业绩。至今年底，本田汽
车品牌代理商(APM)看好
整车出口量5790辆。

作为比较，根据印尼
机动车业协会(Gaikindo)
数据，去年本田整车实际
出口量达到6847辆。也就
是说，出口5790辆汽车计
划，其实比去年本田整车
实际出口量更低15.43%。

本田汽车公司创新和
市场营销经理�usak Billy
称，整车出口量指标5790
辆仍有可能达标，但要考
虑当前市场情况。

“这是一个现实的数
字，但是要看现实市场情
况，我们将继续进行监
控。”他这么说。

本田整车出口销售的外

国市场是瞄准菲律宾和越
南。据他说，在两个国家
的市场需求已开始显示增
长。

因此，本田汽车公司将
继续监控生产为满足两个
国家的整车需求。他说，
在雅加达实施大规模社交
隔离限制 (PSBB)对本田
汽车公司不会阻碍生产活
动，因为该公司工厂位于
西爪省加拉璜。

虽然如此，他表示，厂
商的产能利用率还很低，
是占生产能力的50%，因
为汽车市场仍未复苏。本
田汽车公司汽车年产能力
20万辆。

根据Gaikindo数据，今
年1月至7月，本田整车出
口量达到2400辆。该数字
仅达本田汽车公司定下整
车出口量57 9 0辆的大约
41.45%。(lcm)

【Kontan雅加达讯】印
尼矿业协会（IMA）要求，
认真开拓矿业下游化提高
附加价值，特别是铝矾土
矿产。

印尼矿业协会执行经理
佐科.威达亚特诺（Djoko 
Widajatno）对记者阐明，与
其它矿物，如镍矿比较，铝
钒土是储藏量不多的矿物，
虽然目前，吸收铝矾土加工
成为产品的矿业并不多，佐
科认为，镍下游化前景非常
明朗，因吸收的工业也已开
始增长。

佐科续称，看好该前
景，冶炼厂建造须加速和
获得优先实施，尤其是，
作为铝矾土加工的铝工
业，是需要发展的基础工
业。“支持工业的铝矾土
下游前景非常明朗，看到
供应化学工业和建筑原料
工业的铝需求，因此，有

必要加快冶炼厂建造，一
旦迟缓，则我们将更难以
兴建基础工业。”

虽然如此，佐科赞同，
该事宜并不容易，尤其是新
型冠状病毒蔓延使冶炼厂建
造受阻，甚至能延迟1年。

他补充说，更进一步
的是，在新冠病毒因素之
外，包括铝矾土在内的冶
炼厂建造也受阻于资金
问题。“延迟肯定有，并
不只是因新冠病毒蔓延事
宜，但也因难以获得运营
资本。”

在另外的机会中，印
尼铁砂和铝矾土业协会
（APB31）总主席艾利.梭
菲延（Erry Sofyan）称，在
国内的铝矾土砂加工吸收
仍很少，目前，以铝矾土
矿物为原料的工业仍是铝
冶炼厂，把铝矾土加工成
为铝粉含率为99%。

而铝冶炼厂之后的工
业是铝工业，生产国内工
业须用的铝锭（aluminium 
ingot）和方坯（bilet）。“
铝矾土矿物，工业须延
续直至下游，即铝锭和方
坯，俾能为铝基础工业直
接吸收，这一向以来，其
原料仍须进口。”

艾利声称，在新冠病毒
蔓延期间，铝矾土冶炼厂
建造越发困难，除了有关
工程建造技术因素之外，
市场因素和经济因素也造
成影响，包括资金问题在
内。“在新冠病毒疫情大
流行，确定将难以获得融
资和营销。”

政府定下指标，我国将
拥有9家铝矾土冶炼厂，如
果所有的冶炼厂已运行，希
望能把国内的铝矾土加工，
年产量回答道4000万吨。

根据Kontan记载，预测

铝矾土下游化工程比预先
定下的指标加快1年，矿业
和辅导局长尤努斯.塞弗尔
哈克（�unus Saefulhak）
阐称，最初，政府定下指
标，2022年将有6家新铝矾
土冶炼厂，但增加6家新冶
炼厂的预测，将受新冠病
毒蔓延而延迟。“预测此
前定下的2022年建成的冶
炼厂，有可能延迟至2023
年，但政府仍推动，俾能
不回延迟太久。”

增加6家冶炼厂后，我
国将拥有9家铝矾土冶炼
厂，其中8家持有能源与矿
物资源部（ESDM）发出的
特别生产矿业许可证（IUP 
OPK）。

有3家铝矾土冶炼厂运
行，其中2家持有特别生产
矿业许可证，和1家冶炼厂
十字工业部权限下的工业运
营许可证（IUI）。（sl）

雅京重启PSBB政策 芝比囊市场确定大米供应安全

图为芝比囊大米批发市场，1名工人在仓库搬运大米的情景。

钢铁产品需求逐步提高 钢铁产量开始增加

冶炼厂工程受疫情影响 协会要求开拓下游化铝矾土

HK Metals Utama公司称

重启PSBB致需求呈现低迷

HK Metals Utama公司的钢铁制品。

本田汽车公司定下指标

今年整车出口5790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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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受访者提问“您赞
成还是不赞成雅加达首都
特区省政府从9月14日开
始再度实施大规模社交隔
离？”有58.6%受访者表
示赞成、29.3%受访者表
示不赞成和12.1%受访者
表示不知道。

向58.6%受访者提问
对再度实施大规模社交

隔离表示赞成的理由是什
么。

本周三，梅迪安民调
机构执行董事里克·马
尔本说：“30. 8%受访
者认为大规模社交隔离有
助于降低新冠病毒传播速
度；23.1%受访者认为新
冠状确诊数失控；23.1%
受访者表示跟着政府脚

步走；7 . 7受访者的理
由 是 为 了 雅 加 达 居 民
好；7.7%受访者注重卫
生；7.7%受访者的理由
是未有遵守防疫准则。”

而 2 9 . 3 % 受 访 者 以
一 些 理 由 不 赞 成 再 度
实施大规模社交隔离。
里克说：“我们发现有
66. 7%受访者认为大规

模社交隔离给工作带来不
便；16.7%受访者认为大
规模社交隔离应该在疫情
红区实施；16.6%受访者
希望寻找其他解决方案比
如更严格地执行制裁，让
民众遵守规定。”

这份调查在9月11～13
日进行。受访者是从此前
进行的雅加达首都特区调
查中随机选出的，就是梅
迪安民调机构在2018年1
月～2020年8月期间进行
的电话调查。（cx）

梅迪安民调机构调查结果：

58.6%雅加达居民赞成再度实施大规模社交隔离
【liputan6新闻网讯】梅迪安（Median）民调机构公布有关

雅加达首都特区省政府再度实施大规模社交隔离的调查结果显

示，多数首都居民表示赞成大规模社交隔离再度实施。

【 罗 盘 新 闻 网 讯 】
本周二晚上8时30分左
右，西爪哇双木丹县贾
帝隆戛尔区帕维南村一
名56岁中年男子死于新
冠状肺炎。双木丹县疫
情处置工作小组公关伊
瓦·库斯瓦利说，该男
子在雅加达做生意。

本周三，伊瓦告诉罗
盘新闻网：“9月8号，
他从雅加达回到双木丹
后出现哮喘、咳嗽、胸
痛的情况。9月13号，
他在双木丹区域公立医
院接受治疗，第二天接
受 核 酸 检 测 结 果 为 阳
性，当天晚上去世。”

伊瓦补充称，截至本
周三，双木丹县累计确
诊病例达到130例，死

从雅加达回乡后出现哮喘

双木丹县一名男子感染新冠病毒不治身亡

本周三凌晨，双木丹区域公立医院医务人员采用卫生防
疫处理和埋葬死于新冠病毒的病人遗体。

亡病例3例。目前有4名
患者仍在双木丹区域公立
医院接受治疗。

他说：“我们呼吁所

有县民依然保持警惕和遵
守防疫规定，常常戴口
罩、保持安全距离和避免
人群聚集。”（cx）

【罗盘新闻网讯】本
周二，一艘载有水泥的尤
利内尔号货船在东南苏拉
威西省南布顿县锡温普岛
塔拉戛海域起火，造成一
名船员死亡和4名船员失
踪，一名船员获救。

本周三，肯达里市搜
救局局长阿里斯·索芬基
对记者说：“今天我们对
4个失踪船员展开搜救行
动。”

此前新闻报道称，尤
利内尔号货船从南苏拉威
西省邦葛普县港口出发前
往东南苏拉威西省瓦卡托
比县比隆科岛。这艘载有
6名船员的货船在途中突

一货船海上起火

致一人遇难四人失踪

搜救队对失踪人员进行搜救。（图片来源：肯达里搜救局）

发起火，导致1名船员死
亡，另一名船员被渔民救

起来，其他4名船员至今
生死不明。（cx）

【罗盘新闻网讯】今
年3月份新冠状肺炎疫情
爆发以来，雅加达东区行
政市消防局已经在6096处
进行喷洒消毒。本周三，
消防局局长加托·苏莱曼
对记者说：“我们出动
26482格消防员和9070辆
消防车道6096个地方进行
喷洒消毒。”

雅加达东区消防局对学
校、宗教场所、公园、会
议楼、办公楼和政府机构
进行喷洒消毒作业。

雅加达首都特区省政府
于周一（9月14日）恢复大
规模社交隔离（PSBB）。大
规模社交隔离实施第一天，
消防局在60处进行喷洒消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雅加达东区消防局已在6096处进行喷洒消毒

今年3月22日，消防员在雅加达苏蒂尔曼街区进行喷洒消毒
作业。（图片来源：安塔拉国家通讯社）

毒。他说：“本星期二，我
们在62处进行喷洒消毒。市

民可以向消防局提出喷洒消
毒要求。”（cx）

【罗盘新闻网讯】西爪
哇勿加西市42加新冠肺急
诊医院重症加护病房床位
几乎就要满了，57个床位
中有48个住了病人。

本周三，勿加西市印尼
私立医院协会主席埃格·
努格罗赫对记者说：“直
到星期二，重症加护病房

床位只剩下9个。”
据埃格说，被入进重

症加护病房的一般都是
有严重症状的新冠肺炎
患者。此外，后来病情
恶化的无症状感染者也
被送入重症加护病房。
这些病人的血氧含量突
然降至正常以下，导致

身体缺氧。
此外，550间隔离室中

有426间已经住了轻度和
中度症状新冠肺炎病人。

他说：“这种情况将导
致死亡率高。”

埃 格 希 望 不 再 有 严
重 症 状 的 新 冠 肺 炎 病
人。（cx）

勿加西市重症加护病房只剩下9个床位

【罗盘新闻网讯】万
丹省丹格朗市新冠状肺
炎确诊病例再次上升。
援引自丹格朗市政府官
方网站9月19日报道，新
增2 6例确诊病例，累计
确诊病例达到10 9 3例，

其中治愈病例 8 4 6 例、
死亡病例5 5例。目前有
1 9 2 名患者正在接受治
疗。

丹格朗市政府因此呼
吁市民提高卫生防疫意
识。

本周三，丹格朗市副
市长萨兹鲁丁发表书面声
明称：“格邦拉亚社区成
为确诊病例最高的社区。
邻居要互相帮助，不要鄙
视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
人。”（cx）

丹格朗市确诊病例达1093例

【罗盘新闻网讯】9月
1 3日，廖内省北干巴鲁
市苏蒂尔曼-阿里芬艾兹
迈德街三菱帕杰罗司机
撞到两名自行车骑士后
逃逸。肇事者藏在酒店
里，后来向警方自首。

北 干 巴 鲁 市 警 察 局
交通部主任埃米尔·埃
卡 · 普 特 拉 说 ， 发 生
交通事故后，肇事者先
回到丹班区塔曼卡里亚
街住所，然后藏在酒店
里。

本 周 一 ， 埃 米 尔 在
电 话 里 对 罗 盘 新 闻 网
说：“嫌疑人在自首之
前藏在一家酒店里。嫌
疑人的车子被没收。”

本 周 一 中 区 1 1 时 左
右，嫌疑人在家人和律
师的陪同下来到北干巴
鲁市警察局自首。

埃米尔说，嫌疑人被
控触犯交通法中的第310
条和312条，或被判最高
6年监禁及最高罚款7500
万盾。

此前新闻报道说，9月
13日，苏蒂尔曼-阿里芬

艾兹迈德街两名骑着自行
车的人被车子撞到，其中
一人当场死亡，另一人
身受重伤。遇难者是一名
公务员，而伤者是一名保
安，其头部受重伤，脚部
受皮外伤。（cx）

撞死和撞伤两名自行车骑士

三菱帕杰罗司机逃逸后自首

北干巴鲁市交警在车祸现场进行勘查。

【罗盘新闻网讯】南
苏门答腊省警察厅缉毒局
抓获两对共同贩毒的夫
妻，起获冰毒6公斤。据
消息报道，警方接到民众
报警，说有人在上周五将
大量毒品运输到南苏门答
腊。接警后，缉毒警立刻
赶到占碑-南苏门答腊省
边境地区穆西县巴永林吉
尔区展开调查。

9月13日晚上，缉毒警
发现一辆可疑的白色丰田
Fo r t u n e r驶过，立刻上前
拦停检查。车上坐着一对
夫妻阿斯曼（38岁）和伊
塔（35岁）。缉毒警在车
内发现6包茶叶包装，打
开一看，发现里面装有冰
毒。经深入调查后，警方

【罗盘新闻网讯】本
周一，南苏拉威西省望
加锡市塔马拉特区一名
送桶装矿泉水的工人被
客户用刀捅死。这位43
岁男子的心脏中刀当场
死亡。这起捅死人事件
引起轰动。

本周一下午，一名目
击者桑苏丁（41岁）对
记者说，该送货工人先
被客户暴打，然后被对

方用刀捅。
塔马拉特区警察局刑

事案件调查和侦查组主
任兰利说，事发前，嫌
疑人连续4天给被害人
打电话叫起送桶装矿泉
水，但是他没有把矿水
泉送过来。事发当天，
嫌 疑 人 看 见 被 害 人 正
在 送 货 ， 怒 气 冲 冲 地
走 到 被 害 人 面 前 ， 二
话 不 说 直 接 对 他 一 顿

暴 打 后 举 起 刀 捅 向 对
方 的 心 脏 。 被 害 人 捅
后倒地死亡。

嫌疑人被捕时自称是
记者。兰里接着说：“
警员在嫌疑人家里寻找
凶器的时候发现一张记
者证。”

嫌 疑 人 被 控 触 犯 刑
事法典中的第33 8条，
或被判最高15年有期徒
刑。（cx）

【罗盘新闻网讯】日惹
特区斯莱曼县西德博区一
名卖淫女和嫖客开房进行
性交易后猝死。本周二，
西德博区警察局刑事案件
调查和侦查组主任伊斯奈
尼对记者说，经调查后发
现该卖淫女当天连续接客
6个。

伊斯奈尼说，其实女
死者的丈夫不允许她卖身
当小姐，已经劝她不要再

做这种工作。警方已将该
嫖客定为犯罪嫌疑人。伊
斯奈尼说：“他被控疏忽
致人死亡罪和偷窃罪，女
死者的两部手机被他偷
走。”

嫌疑人在女死者突然出
现抽搐时不但没有施救还用
衣服盖住其脸部，因此被控
疏忽致人死罪。目前警方正
在等待尸检结果出来。

据伊斯奈尼说，女死者

身上没有暴力痕迹。警方
因此不敢判断是他杀或者
谋杀。他说：“家人说女
死者没有病史，警员在她
的包包里发现药物。她的
老公说那是增肥药。”

此前新闻报道称，9月
1 3日，一名41岁卖淫女
和嫖客在酒店房间里进行
性交易后突然抽搐倒地死
亡。女子是中爪哇梭罗市
人。（cx）

卖淫女连续接客6个后猝死

夫妻运毒6公斤被抓 或被判死刑
在巨港市再将一对夫妻瓦
辛（3 0岁）和尤莉阿妮
（30岁）逮捕。

本周二，南苏门答腊省
警察厅缉毒局局长赫利·伊
斯杜·哈尔约诺在新闻发布
会上说：“这对在巨港被抓
的夫妻收到毒品后卖到南苏

门答腊一些地区。谢谢民众
协助我们缉毒。”

冰毒包装上写着“very 
good”英文字，表示这些
冰毒的质量是最好的。

4名嫌疑人被控触犯禁
毒法第112条、114条，或
被判死刑。（cx）

送货工人被客户用刀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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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李 克 强 在 致 辞 时
表示，当前全球范围
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得
到全面控制，给人民
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威
胁，给世界经济造成
严重冲击。中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强调人类
是命运共同体，应对
疫情和恢复经济都要
走团结合作之路。面
对全球性挑战，国际
社会需要广泛凝聚共
识，协同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发展，尽早
战胜疫情并推动世界
经济重现繁荣。

李克强在介绍当前
中国经济形势时说，面
对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
的严重影响，我们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经济实
现企稳回升，近几个月
主要指标保持稳定恢
复态势，表明中国经济
拥有强大韧性。中国有
1.2亿市场主体，中国
人民勤劳、智慧。保住
上亿市场主体特别是量
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就能实现
今年城镇新增就业900
万人以上目标，稳住经
济基本盘，并为未来发
展奠定基础。

李克强表示，宏观
调控必须把握好度，
既要有效对冲疫情影
响又要可持续。我们
用改革的办法创新宏
观政策实施方式，对
新增财政资金建立直
达基层、直接惠企利
民的机制，提高政策
落地的时效性和精准
性，及时为保居民就
业、保基本民生、保
市场主体提供支撑。
在实施好宏观政策的
同时，并重深化“放
管服”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既助企纾困
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李克强表示，7、8
月份中国经济继续稳
定恢复，说明宏观政
策的积极成效在不断
显现。但中国经济下
一步发展仍面临世界
经济的不确定性。面
对困难和挑战，我们
在保持宏观政策适时
有力合理过程中，将
注重政策实施，也会
根据形势变化完善和
丰富政策内涵，巩固
经济企稳回升势头。
经过努力，中国经济
发展可以实现年度主
要预期目标，全年经
济有望实现正增长。

李 克 强 指 出 ， 当
前国际环境正在发生
深 刻 复 杂 变 化 ， 世
界经济的不稳定性上
升，但是和平与发展
仍然是时代主题，交
流与合作仍然是世界
趋势。各方要共同承
担责任，支持多边主
义，维护国际秩序，
给 世 界 人 民 以 希 望
和信心。自由贸易在
曲折中前进，但大方
向不会改变，因为经
济全球化大趋势不会
改变。要共同维护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尽快恢复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让世界
经济“活”起来。

李克强强调，中国
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
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
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
要中国。无论外部环境
如何变化，中国都会坚
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不是封
闭的国内循环，而是
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
环，既要充分挖掘国
内市场潜力，也要更
大力度吸引外资、发
展外贸，实现更高水平
对外开放。中国作为
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
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

息化、城镇化、农业现
代化深入发展阶段，内
需空间广阔。中国将继
续放宽市场准入，保障
外资合法权益，营造内
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
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
国将在有效防控疫情前
提下，开辟更多人员往
来“快捷通道”和货
物通关“绿色通道”，
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
便利。

致辞后，李克强还
就国际治理、全球产
业链、对外经济贸易
合作等回答了各国企
业家代表的提问。

何立峰等出席上述
活动。

习近平致电祝贺 
菅义伟当选日本首相

16日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
致电菅义伟，祝贺他当选日本首相。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日互
为友好近邻，同是亚洲和世界上重
要国家，发展长期稳定、友好合作
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
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稳定、繁荣。双方应恪守中日四个
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和四点原
则共识精神，积极推动构建契合新
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造福两国和
两国人民，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
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同日，中
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祝贺菅义
伟当选日本首相，表示中方愿同日
方一道，加强两国各领域友好交流
与务实合作，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取
得新的更大发展。

中方称愿同日本新政府一道
共同推动中日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16日讯，针对日本新内阁成立，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6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表示，中方对菅义伟先生当选
日本首相表示祝贺。中方愿同日本新
政府一道，共同推动中日关系不断取
得新的更大发展。

“我们注意到，菅义伟首相近来多
次表示，要同中国等周边邻国构筑稳
定外交关系，对此我们表示赞赏。”
汪文斌当天说。他表示，中日互为友
好近邻，也是亚洲乃至世界的重要国
家，发展长期稳定、友好合作的中日
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国际
社会普遍期待。中方愿同日本新政府
一道，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
的各项原则和精神，不断巩固政治互
信，持续加强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
共同推动中日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
发展。

中国产粮大省黑龙江今年粮食
有望丰产丰收

“今年，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好于历
年，产量已经形成，是丰收年。”16日，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王金会说。

当日，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举行
了记者见面会，该省玉米、水稻、大
豆三大作物专家通报今年的粮食生
产情况，从田间调查和专家测产分
析判定，黑龙江省今年是粮食丰产
丰收年。

福建文化旅游产业 
加快复苏回暖

16日上午，福建推出“全福游·有
全福”文旅主题飞机。福建省旅游形
象大使姚晨向游客发出“一封来自福
建的邀请函”，邀请游客畅游八闽。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文
化旅游行业首当其冲。7月20日，福建
省跨省团队游按下“重启键”，激发
了该省涉旅企业复工复产的热情。近
两个月来，福建文化旅游产业加快复
苏回暖。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中国各地陆续出台一系列措施以
期拉动消费，福建有望迎来一波旅行
消费高峰。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首个产业协同
创新中心启用

9月16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首个
产业协同创新中心——金华（上海）
科创中心在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正式
启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产业链融
合发展、长三角九城市一体化和高质
量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在 谈 及 企 业 为 何 选 择 金 华 （ 上
海）产业协同创新中心时，浙江尖
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
者，该科创中心将为企业的长期发
展提供强大而持续的科技支撑和智
力支持，为入驻企业进一步提升科
研能力、创新能力、人才培养等。
同 时 ， 横 店 集 团 东 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负责人也表示，通过设立研发中
心，让研究向外延伸，借助科创中
心的平台吸引一流创新人才，也是
融入长三角的重要一步。

2020线上智博会71个重大项目签约 
合同投资额2712亿元

2020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
会（简称2020线上智博会）线上重大
项目招商签约活动16日在重庆举行，
共签约项目71个，合同投资2712亿
元（人民币，下同）。

签约项目围绕大数据智能化主
题，呈现出投资体量比较大、覆
盖范围比较广、企业实力比较强
等特点。

李克强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特别对话会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15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
特别对话会，发表致辞并同企业家代表互动交流。对话会以视频方式举行，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主持，全球近600位企业家参加。

【中新社北京16日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15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世界经济论

坛全球企业家特别对话会，发表致辞并同企业家代表互动交流。对话会以视频方式举行，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主持，全球近600位企业家参加。

【中新社北京16日讯】 
当地时间9月16日，蒙
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在
乌兰巴托会见中国国务
委员兼外长王毅。

巴特图勒嘎请王毅转
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
候。巴特图勒嘎表示，蒙
方高度重视蒙中关系。疫
情以来，双方相互支持，
相互帮助，共同抗疫。蒙
方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
作，不断扩大贸易规模，
增加对华优质农牧产品出
口，加强边境口岸及跨
境运输合作，不断为蒙
中全面战略伙伴注入新

的内涵。
王毅转达习近平主

席对巴特图勒嘎的良好
祝愿。王毅表示，中蒙
两国守望相助，共克
时艰，生动诠释了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中方
赞赏蒙方始终把发展对
华关系作为外交首要方
针，蒙古国也将始终是
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
向。双方要加强疫情常
态化防控合作，共同维
护好两国人民健康；加
紧规划好后疫情时期各
领域合作，助力彼此
经济复苏和发展振兴。

中蒙是永久的邻居，也
要做永远的好朋友，这
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大方
向。双方应加强政治互
信、夯实两国关系的政
治基础，确保两国关系
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访问期间，王毅会见
了蒙古国总理呼日勒苏
赫，同外长恩赫泰旺举行
会谈、签署合作文件并共
同会见记者。双方重申并
确认，中蒙将相互尊重主
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
不干涉对方国家的内部
事务，共同维护好两国
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新社16日讯】
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
副司长沈翔16日对外表
示，2019年中国自非洲
花生进口额增长343%
，未来仍具增长潜力。

当天，沈翔出席在
威海文登召开的2020年
中国国际花生年会时表
示，今年1到6月，中非
贸易额达到824亿美元，
同比下降19.1%。中国
自非洲进口340亿美元，
下降30%，农产品进口
25亿美元，增长1.5%。

沈 翔 表 示 ， 近 年
来，中国自非洲进口花
生快速增加，201 9年
中国自非洲花生进口额
达2.7亿美元，同比大
幅增长343%，增长了

三倍半，数量达39. 9
万吨，占中国进口花生
全球份额由上一年度的
47%迅速增至82%。“
非洲已成为中国花生进
口的主要来源地，对中
国花生产业的重要性不
断提升。”       

沈翔表示，中国是
花生生产大国，产量长
期居于世界首位，相
对于国内花生消费量，
目前自非洲花生的进口
规模并不大，占比不足
3%。从非洲进口花生
起到了市场补充和调剂
作用，丰富了中国油料
作物进口来源地。花生
进口来源地多元化可以
有效分散风险，保障中
国油料作物来源安全。

【 中 新 社 武 汉
1 6日讯 】 因新冠肺
炎疫情停飞的韩国仁
川至中国武汉往返航
班16日正式复航，这
也是自1月23日武汉天
河国际机场国际及地
区定期客运航班停运
近8个月以来，恢复的
首条国际客运航线。

当天上午10时4 5
分，由韩国德威航
空公司执飞的波音
B737-800客机搭载
着60名乘客，降落在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下午1时55分，这架
客机载着3 9名乘客
重返韩国。根据中国
民航局批准的复航计
划，该航线每周开行
一个往返航班。

乘机抵达武汉的60
名旅客中，有11名韩
国籍旅客。根据相关
防疫政策，所有旅客
在乘机前需提供指定
医疗机构出具的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入境
后，则集中开展体温测
量、流行病学调查及抽
血、核酸检测等。

【中新社16日讯】
汇丰16日对外公布的最新
一项关注个人与长辈间财
务关系的调查显示，在受
访的内地大众富裕群体
（年收入为21万至70万元
人民币或等值外币）里，
约一半人（49%）的父母
经常使用手机银行，这一
比例在参与调查的全球五
大市场中高居首位。

调查指出，在金融
市场相对更为成熟的香

港和新加坡，受访者父
母使用手机银行的比
例分别仅为四分之一
（24%）和五分之一
（19%），而该比例在
欧美市场则更低。

此外，内地受访者普
遍表示，其父母偏好利
用移动应用程序或在线
工具管理预算，进一步
体现了内地市场数字金融
的高普及性。与之形成对
比，加拿大、新加坡等市

场的老年人则更偏爱用传
统的纸和笔作为其日常
的预算管理工具。

调查还发现，虽然有
超八成（83%）的内地
受访者对于其父母识别
金融欺诈的能力表示出
信心，但实际上，承认
其父母曾经成为各类诈
骗事件的受害者的比例
超六成（61%），比全
球平均水平高出近30个
百分点。

【中新社北京16日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
斌1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宣布，应俄罗斯联邦安
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
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
篪将出席于9月17日举
行的第十次金砖国家
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视
频会议。

汪文斌在回答记者
提问时介绍了对会议的
期待。他说，金砖机制
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
维护共同利益的重要平
台。近年来，在五国领
导人战略引领下，金砖
国家推动各领域务实合
作，深化团结互信，增
进了五国人民福祉，已
经成为新兴大国合作的

典范。
汪文斌表示，金砖

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
会议是五国加强政治安
全合作的战略性平台，
第十次金砖国家安全事
务高级代表会议是今年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前
的一场重要活动。五国
将就国际安全形势、生
物安全以及反恐和网络
安全合作等议题深入交

换意见，致力于携手应
对各种挑战，共同维护
五国安全和发展利益，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他说，中方愿同其
他金砖成员共同努力，
推动此次会议取得积极
成果，进一步深化金砖
国家政治安全领域战
略互信，进一步发出
金砖国家团结合作的
有力信息。

杨洁篪将出席 第十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视频会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会见王毅

蒙古国总理呼日勒苏赫在乌兰巴托会见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2019年中国自非洲花生进口额增长343% 

官员称未来仍具潜力

汇丰调查：中国内地银发族手机

银行普及率全球五大市场居首

时隔近8个月

武汉恢复首条国际客运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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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心理、睡眠、急诊医学等中外专家共同推荐

十个细节改善免疫力
受访专家：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教授 王月丹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应用中心测评主管 肖震宇

本报记者 张筱悦

特别报道

生活起居

医学前沿

阳台不做储物间 厨房插座要留够 千万别拆防火门

火灾隐患，装修时一一排除

在强身健体、提高抗病
能力这事上，不同领域专
家都有着各自的妙招。近
日，美国《女性健康》杂
志整理出十多位专业人士
推荐的免疫力改善方法，
《生命时报》记者在此基
础上梳理补充，并邀请专
家进行了解读。在当前疫
情未完全控制的情况下，
读者们不妨参考这些方
法，让自身的免疫力强大
起来。

“我会坚持在固定的时
间就寝和起床，即便周末
也是如此。”——哥伦比
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睡眠研
究员、神经科学与行为助
理教授玛丽亚·德拉·帕
兹·费尔南德斯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免
疫学教授王月丹解释说，
由于受到机体肾上腺皮质
激素节律性分泌的影响，
人体免疫系统也有其内在
节律性变化。而保持良好
的规律性作息，正是维持
免疫系统发挥正常功能的
重要方面。

“每天清晨我都会在
同一时间出门，活动3 0
分钟，晒晒太阳。如果
赶上阴天下雨不能晒太
阳，我会在座位四周摆4
盏灯，在灯光下坐1个小
时。”——伦斯勒理工学
院建筑系教授、照明研究
中心主任玛丽安娜·菲
格罗阳光在不同时段的光
谱组成略有不同，白天
蓝光占比相对更高，可刺
激交感神经，让人更加清
醒；日落前的阳光中红光

占比更大，会刺激副交
感神经，让人进入放松状
态。因此，早起晒太阳有
助调节生物钟，形成规律
作息，进而改善免疫力。
借助室内照明设备，有时
也能达到调节生物钟的作
用，比如入睡前将光线调
暗至接近黄昏光照，可帮
助放松身体，尽快入睡。

“我会将夜间室温控制
在65华氏度（约为18℃）
，这一温度看似有些冷，
却能帮助我快速入睡，提
升睡眠质量。”——纽约
大学医学院睡眠研究员丽
贝卡·罗宾斯博士

除了规律作息，充足且
高质量的睡眠对免疫力也
有很大影响。发表在《睡
眠》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
明，在接触病毒时，那些
连续一周睡眠时间不足6
小时的人患感冒的几率是
睡眠时间超过7小时者的4
倍，睡眠时间少于5小时则
患病风险更高。王月丹提
醒，促进良好睡眠的方法
很多，降低室内温度不一
定适合每个人，最好结合
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

“ 生 病 后 ， 仅 靠 补
充维生素并不能让免疫
系统在一周内变得更强
健。”——宾夕法尼亚大
学免疫研究所所长E·约
翰·惠瑞

王月丹说，免疫系统
的组成中包括抗体、补体
以及各种免疫细胞，其产
生需要各种营养物质的供
给支持，而不是某一种营
养物质的功劳。全面均衡

地摄入营养是保证免疫系
统正常发挥功能的基础，
特别是生病后，只补充维
生素或蛋白质、镁、锌等
某一种营养元素，效果都
有限。

“我非常相信感恩的力
量。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
事，而是有科学依据的。
在每一天的开始和结束时
刻，我都会确认三件值得
感激的事。”——华盛顿
大学心理学家乔伊·赫里
福德免疫系统调节会同时
受到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
统的影响，而积极的心理
状态与良好的神经系统功
能直接相关，进而对免疫
系统形成影响。美国应
用与预防心理学会终身成
就奖获得者马丁·塞利格
曼提出的2 4项积极心理
品质中就包括感恩。中国
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
康应用中心测评主管肖
震宇说，感恩能让人们
从正面、乐观、幸福的角
度看待世界及身边的人和
事，由此改善个人的心理
状态，从而提升身体健康
状态。

“‘说出你的秘密!’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傻，
但研究表明，保守秘密会
让人处于压力状态，削
弱人的免疫系统。给最
好的朋友或心理医生打电
话，减轻你肩上的负担
吧！”——加拿大达尔豪
斯大学精神病学住院医师
帕特里夏·塞兰现代人最
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把很
多事憋在心里，长此以往

必会造成较大的心理压
力。肖震宇说，心理压力
会促使压力激素皮质醇大
量释放，当皮质醇水平升
高到一定程度，人体免疫
系统功能就会受到抑制，
给疾病留下可乘之机。

“我认为，控制压力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活在当
下。当感觉压力很大时，
我会把注意力放在今天需
要完成的事情上。我的一
位朋友把这叫做‘赢得今
天的胜利’。”——临床
心理学家、创新360成瘾
诊所执行董事凯文·吉利
兰博士肖震宇说，人的负
面情绪主要来自过去的失
败经历，以及对未来生活
的焦虑，选择专注当下能
暂时忘记过去和未来，摆
脱烦恼，这对身心健康都
十分有益。

“我每天要运动20~30
分钟。相比过度运动或
完全不运动，持续、适
度的运动可以让你的身
体更快恢复或提升免疫
力。”——美国功能医学
研究院认证执业医师丽
莎·巴尔适度运动能促进
机体新陈代谢，减轻体内的
炎症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有
利于免疫功能发挥。相对而
言，剧烈运动会大量消耗机
体能量，并产生大量代谢废
物，对免疫系统功能的发挥
产生干扰，这也是为什么运
动员更要注意避免病原体感
染的重要原因。

“我会用运动手环监测
睡眠及心率，并在此基础
上有针对性地调整我的活

动。使用这些可穿戴设备
能让我坚持健康的生活习
惯，我认为这有助于免疫
系统的健康运行。”——
伦敦皇家医院急诊医师伊
恩·布雷思韦特作为辅助
工具，运动手环可以帮助
人们更好地了解自身睡眠
和健康状况，但王月丹同
时提醒，并不是每个想改
善睡眠和免疫力的人都必
须配备一个手环。其他可
替代的方法包括：有意识
地记录下自己每日的睡眠
时间；使用跑步机等运动
器械锻炼时，观察自己的
心率变化；定期体检，关
注身体的各项指标。依据
上述指标，视个人情况
调节饮食、运动和生活习
惯，即可达到保持良好免
疫功能的目的。

“除了保证健康生活
方式，也不要忘了科学接
种必要的疫苗。”——北
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
教授王月丹人体免疫力主
要包括三个部分：天然免
疫力，是人体免疫功能的

基础，与遗传、年龄等因
素有关，一般会随年龄增
长发生变化；特异性免疫
力，指接触某种特定抗原
（比如疫苗）后产生的免
疫力；可变免疫力，主要
指能够通过后天调整改善
的免疫能力。由于人体对
疾病的抵抗力是这三种免
疫力的总和，因此后天改
善对免疫力的实际影响较
为有限，必要时须科学接
种疫苗。

王月丹强调，改善免疫
力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最重要是找到适合自己的
那一条。同时，人们应该
对免疫力形成科学认识，
它并不能让人们“百毒
不侵”，不要指望免疫
力帮你抵挡一切疾病侵
袭。普林斯顿大学健康
心理学客座教授妮可·
阿维娜曾表示，没有任
何一种简单方法可以立
即放大免疫效果。因此，
防病的最有效方法是对疾
病形成正确认知，做到科
学、及时的预防。▲

家庭装修时做好防火，
能排除种种火灾隐患，
从“源头 ”打下安全基
础。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
面入手：

1. 严把材料关。市场
上经销的家装材料很多，
为节省费用，不少家庭
往往选用普通木条进行吊
顶、铺地和装修墙面，甚
至选用易燃的挂毯、帷幕
点缀居室，这样做已埋下
了火灾隐患。为了防火安
全，安装顶棚、墙面、地
面、隔断、固定家具装饰
织物和其他装修装饰，都
必须选用符合《建筑内部
装修设计防火规范》的装
修材料，其燃烧性能都必
须符合标准，并且要把这
一条写入装修合同。

2. 施工。家庭装修的施
工中也有发生火灾的危险，

业主和施工人员要共同做
好防火安全。施工中，尤其
刷涂料时，施工人员禁止
吸烟，并注意明火、电火
花 、开关、过热的电灯泡
等可能引发危险的情况；刷
涂料时要做好室内通风，以
防可燃气体大量积聚；涂料
用多少调多少，不要把用剩
的留在现场；施工现场要妥
善管理，装修材料不能杂乱
堆放，涂料、溶剂等须保管
好；一天工作完成后，要把
锯末、刨花等都扫干净。

3. 电气。电气火灾占
建筑火灾的三成，装修时
电气防火有几个原则：设
计电路时，给将来新增的
电器留下充分的容量余
地；导线要选择正规厂商
的绝缘铜芯线或阻燃绝缘
铜芯线；在吊顶或夹层内
铺设电气线路时，一定要

套穿绝缘金属管或套穿阻
燃管，管内不可有接头；
大功率家电使用的插座和
照明灯具的高温部位，应
远离可燃材料；所有的插
座，都要采用符合新国标
的五孔插座。

4. 厨房。厨房做饭必
用明火，装修时要最大限
度少用可燃材料，最好采
用一些新型防火板材，如
防火防水的高密度板材。
如果有多个家电，要装几
个插座，不要多个大功率
家电合用一个插座。电器
开关宜选用防爆型的，灶
台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
吊顶宜采用轻钢龙骨、矿
棉板、石膏板等质量轻、
防潮、阻燃的材料。厨
房里的燃气管不能擅自
改动，如需改动要按有关
规定要求，请专业人员安

装。燃气表不能装在吊柜
内，燃气瓶与灶具之间的
距离应在1～2米间。

5. 卫生间。卫生间水
汽大，插头尽量安装在外
面。如果安装在卫生间
内，所有开关和插座必须
有防潮盒，装在离地1.2
～1.4米处，插座离地不
低于0.5 米。浴霸一定要
装在龙骨上，不能简单地
装在顶棚里。顶棚难以承
受浴霸的重量，时间长了
会一起掉下来；安装浴霸
的龙骨，应做防火和防腐
处理；重量大于3千克的
浴霸，要用专业吊件将其
固定在原结构顶上。

6. 阳台。不要将阳台改
作储物间，一旦家里发生
火灾，阳台往往是逃生救
援的通道口。阳台装防盗
窗，一定要选用带逃生出

口的。装修时最好在阳台
上安装挂逃生绳或逃生缓
降器的挂钩，一旦发生火
灾，能救全家人的性命。

7. 防火门。高层住宅
如有防火门，千万不要为
了美观，装修时擅自把它
换成防盗门。否则楼里一
旦发生火灾，家庭的第一
道防线就大打折扣了。一
定要换，也只能换同样防
火等级的防火门。

另外，为了确保日后的
防火安全和家装质量，应
选择正规的装修公司，与
其签订正式合同，明确装
修用料的防火性能、工艺
要求、售后服务、违约责
任等内容。其次，普通小
装修公司未必掌握全面的
家装防火知识，最好请家
装监理公司承担监理，或
事先向懂家装防火的行家
请教。▲

见义勇为、劫富济贫
的英雄好汉往往给人以
机智果敢的美好印象。
美国《神经科学杂志》
刊登奥地利一项新研究
证实，在帮助和保护他
人时，人类大脑的学习
和决策能力更强。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
卢卡斯·伦格斯多夫博
士团队招募近百名18~35
岁男性志愿者，展开了

人类利他行为的大脑研
究。参试者按照要求对
两种符号(一个会频繁发
出电击，另一个很少发
出电击)进行反复实验分
析，并为自己或身边的
朋友做出按键选择。结

果发现，为了避免给他
人(而非自己)带来痛苦
的电击，参试者会更快
找出减少电击的方法。
这表明，当自己和他人
同时受到威胁时，人类
更容易表现出利他的亲

社会行为。
研究人员在参试者完

成上述任务时，对其大
脑进行功能磁共振成像
扫描。结果显示，这种
亲社会行为与大脑中腹
内侧前额叶皮质和颞顶

交界处的同步活动密切
相关。前者负责评估和
比较人类可能采取的行
动，后者为大脑的一个
中心区域，负责“设身
处地为他人着想”的换
位思考。这表明，学习

和决策源自大脑多区域
之间的协作。

伦 格 斯 多 夫 博 士 表
示 ， 早 期 曾 有 研 究 显
示，当涉及到金钱收益
时，人们更倾向于以自
我为中心。新研究结果
表明，一旦人们的身体
健康受到威胁时，这种
影响就会逆转，这足以
说明人类并非总是自私
行事。▲ (林烽)

奥地利新研究证实

帮助别人时大脑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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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海外华文教师
研习班9月12日上午在线
上开班，来自泰国和菲
律宾的300余名华文教师
参加培训。研习班由中华
海外联谊会主办，华侨大
学承办，泰国华文教师公
会、菲律宾华文学校联合
会协办，为期2个月。结
合泰国和菲律宾的实际需
求，研习班开设《三种常
见在线教学形式》《实用
课件制作》《儿童心理
学》等课程，以期提升海
外华文教师的汉语教学能
力和水平，更好地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今年受疫情影响，
用线上方式开展师资培训
是一种教育的新生态、新

环境、新技术。”开班式
上，我校华文教育处处长
胡培安简要介绍了学校的
办学特色，表示华侨大学
将努力探索线上线下融合
的教学方法，为广大海外
华文教师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望疫情结束后，
可以相聚厦门。”他说。

泰国华文教师公会主
席罗宗正感谢中华海外联
谊会、华侨大学为海外华
文教育发展作出的积极探
索和创新。他称，这次研
习班针对海外华文教师开
展的培训课程，像及时雨
一样帮助广大海外华文教
师“足不出户”就能提高
教学技能。

“非常感谢华侨大学

在疫情期间为菲律宾华文
教师提供了宝贵的进修机
会，网络教学的应急需求
给华文教师带来了全新的
挑战，有助于在教学岗位
上充分发挥力量，更好地
培育海外青年教师。”菲
律宾华文学校联合会常务
理事林文诚说。

学员代表、菲律宾华
文学校联合会理事黄思华
校长说：“作为一名身在
海外的华文教师，对华文
教育有着特殊的使命感和
责任心，但是能够获得的
资源非常有限。非常感谢
华侨大学给我们提供这次
学习的机会，使我们在教
学上有了更进一步的信
心。”

华侨大学承办

2020年海外华文教师研习班云开班

云开班截图

【中新网北京16日讯】
中国华侨摄影学会第六次
会员代表大会16日在北京
举行。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华
侨摄影学会第五届理事会
工作报告、学会章程(修
正案)等，选举王宏继续
担任第六届理事会会长，
同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
名誉会长、副会长、秘书
长及理事等。

中国侨联副主席齐全胜
在会上说，侨界摄影家、
摄影爱好者们应扎根于中
国文化的土壤，通过摄影
作品讲好中国故事；学
会要为侨界摄影家开展创
作、提升水平、展示作品
搭建良好的平台，通过线
上摄影展、地方巡展等方
式来扩大影响力。

会长王宏介绍，中国华
侨摄影学会从成立到现在

已走过34年，学会积极组
织会员进行摄影创作，开
展海内外影艺交流活动，
自2013年来已连续成功举
办了四届“世界华侨华人
摄影展”，共收到摄影作
品6.3万余副，展出海内
外1000多名作者的1500余
副作品。

谈到未来五年的工作规
划，王宏表示，学会要继续
立足涉侨摄影，拓展具有侨

特色的专题摄影展；加强摄
影艺术理论研究，与海内外
侨界摄影家展开交流合作；
运用网络信息化手段，通过
线上影展等新颖的形式来扩
大影响力。

会上，部分第六届理
事会成员分享工作经验和
对学会发展的建议。新加
坡华侨、中国华侨摄影学
会副会长林正佳说，侨界
摄影家们的镜头应多聚焦

侨乡，呈现侨乡的独特魅
力，“8月份，我们福建
省华侨摄影学会刚举办
了‘美丽福建魅力侨乡’
会员作品展，展示了侨乡
风光和人文风貌。”

中国华侨摄影学会理
事黄一鸣表示，学会应进
一步加强与海外侨界摄影
家、摄影团体的联系，多
开展交流活动和国际性影
展。“比如我们曾组织了

一个海南摄影家与美国洛
杉矶侨界摄影家的线上交
流讲座，效果很不错，这
种新的形式值得借鉴。”

据了解，中国华侨摄影
学会成立于1986年，是在
中国侨联指导下成立，由
归侨、侨眷、台港澳同胞
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组成
的群众性学术组织，如今
已成为在海内外侨界具有
影响力的摄影团体。

中国华侨摄影学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京举行

【雅加达讯】重庆刘一
手火锅列入中国五十强火
锅品牌榜，并不虚传。刘一
手品牌于2000年12月1日创
立，历经20年的拼搏进取，
从一个200平米的街边小店

发展成目前全球拥有门店
1500□的餐饮连锁集团。

刘一手集团自2009年至
今在海外建立了30余家分
店，拥有北美、欧洲两大分
公司、中东事业部及澳洲事

业部，门店分布于美国、加
拿大、阿联酉迪拜、法国、
澳大利亚、印尼、日本、韩
国、柬埔寨、西班牙等十余
国家和地区。为践行向外拓
展的步伐，体现了民营企业

的担当和责任。
先后荣获中国餐饮百强

企业、中国火锅强企业、
中国名火锅、中国火锅10
大品牌等诸多荣誉；凭借
实力和口碑拿下无数殊

荣，成为国际化餐饮领军
品牌。目前在印尼有三家
重庆刘一手火锅连锁店，
两家在雅加达，一家在NEO	
SOHO豪华商场、一家在
PURI	 INDAH	豪华商场。另

外在巴厘岛，KUTA,	 BA-
DUNG	。笔者经同事推介特
往NEO	SOHO	连锁店品尝，
选了个牛肉火锅，无论配
料、调料、口感都实在完
美，特此一赞。（吴明）

驰名中外美食 重庆刘一手火锅店外卖服务部起开

【中新社雅加达15日
讯】(记者	林永传)中国驻
东盟大使邓锡军14日在印
尼首都雅加达表示，中国
和东盟将继续坚定支持多
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始终
保持紧密合作，进一步便
利双方贸易与经济合作。

当天，邓锡军就2020年
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举行
视频记者会。在回答记者

如何看待未来中国—东盟
贸易合作发展前景的提问
时，邓锡军作上述表示。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 今
年来中国—东盟贸易投
资合作逆势保持强劲增
长。今年前 8个月，中
国与东盟货物进出口总
额达到2.93万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7%。东盟
首次取代欧盟跃升为中

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邓锡军说，这体现了

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强
大韧性，也为地区和全球
经济复苏作出积极贡献。

邓锡军表示，中国和
东盟将继续坚定支持多边
主义和自由贸易，始终保
持紧密合作，进一步便利
双方贸易与经济合作。今
年适逢中国—东盟自贸区

建成10周年。自贸区建成
以来，有效推动了中国与
东盟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进程，为区域经济融
合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根据自贸区安排，中
国与东盟十国90%以上的
贸易已实现零关税，双方
贸易在过去10年保持着
年均9.4%的高增长率，
贸易额翻了一番，彰显了

自贸区对双方贸易的强大
驱动作用。当前，双方产
业链、价值链高度融合，
商品、资金、技术高效流
动，形成了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经贸发展格局。

邓锡军说，中方将同
东盟一道，加强经贸政策
交流和协调，分享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最佳实
践，维护自由、稳定、公

平的贸易投资环境，确保
中国—东盟自贸区有效实
施，努力扩大双方货物贸
易，积极促进双方服务贸
易和相互投资，进一步提
升双方经贸合作水平。

邓锡军表示，中方愿
继续支持东盟中心地位，
与各方一道，推动年内如
期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

中国驻东盟大使：中国和东盟将继续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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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消化内科学术主任 王巧民
本报驻日本特派记者 刘军国 本报记者 高嘉悦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次因病宣布辞职

溃疡性结肠炎为何这么顽固

家庭医生

8月28日，65岁的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在记者会上
宣布：“旧疾溃疡性结肠
炎复发，为避免个人健康
状况影响执政，决定辞去
首相一职。”为何溃疡性
结肠炎会给安倍带来如此
大的影响？在医疗条件发
达的日本，为何该病仍然
无法治愈？

17岁就已患病
据日本经济新闻和日

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
安倍早在1 7岁就罹患溃
疡性结肠炎，此后备受
该病困扰。19 9 6年，众
议院选举之际，为了维护
形象，他在演讲时不得不
强忍便意，因此冒出一身
汗。1998年，安倍体重从
65公斤骤减至53公斤，不
得不住院治疗，但仍对外
隐瞒病情，希望根据治疗
情况安排今后的路。他曾
考虑手术切除大肠，不过
在接受灌肠治疗后病情有
所好转，于是全力竞选首
相。

2006年9月，安倍首次
出任日本首相，但因溃疡

性结肠炎复发，于一年后
宣布辞职。20 0 9年，安
倍服用一种新药后，症状
得到很大改善，他立马重
整旗鼓，于2012年率领自
民党赢得大选，再次出任
首相执政至今。今年8月
初，日本媒体爆料安倍身
体严重不适，于例行体检
后又进行了“追加体检”
，一做就是7个半小时。
如今，首相因病请辞的状
况再次重演，令日本政坛
哗然。

确诊要做很多检查
“溃疡性结肠炎是一

种主要累及胃肠道的慢
性、非特异性、复发性、
炎症性疾病。”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安徽省立医院）消化内科
学术主任、炎症性肠病
多学科诊疗团队牵头人王
巧民说，作为炎症性肠
病中的一种，它的确切发
病原因和机制尚不明确，
可能与细菌、病毒触发的
肠道免疫过度活跃，以及
遗传、环境、饮食习惯、
生活节奏等多方面因素有

关。
王巧民介绍，在临床

上，有不少患者虽已患
病多年，但自己却毫不
知情。造成这种情况的
原因，主要与溃疡性结肠
炎的临床表现不够典型有
关。溃疡性结肠炎的早期
症状并不明显，容易被人
忽视。但随着时间推移，
患者会出现持续或反复发
作的腹泻、便中带黏液鲜
血伴腹痛等表现，此外，

就医咨询

盆底彩超查什么

中医养生

排气多脾胃不和 胁肋胀痛肝不舒 脚跟麻木肾精亏

脏腑有“三面镜子”

患者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
皮肤、黏膜、关节、眼、
肝胆病变等肠外表现。“
溃疡性结肠炎早期表现并
不典型，因而造成很多患
者没及时就医。”王巧民
说。

在确诊过程中，患者要
做很多检查，如肠镜、大
便常规、大便培养、血常
规、炎症指标、免疫功能
检测等，排除其他疾病可
能。若症状超过4~6周，

粪便中红白细胞增多，粪
便培养没有细菌生长，肠
镜下肠道黏膜呈广泛弥漫
性充血水肿、糜烂和溃
疡，才会高度怀疑溃疡性
结肠炎。

溃疡性结肠炎病情可分
为活动期和缓解期。活动
期疾病严重程度分为轻、
中、重度，带黏液血的大
便次数少于4次/天为轻
度；4～6次/天为中度；6
次以上且伴有发热、贫
血、炎症指标增高等表现
为重度。少数患者会出
现大出血、肠穿孔等并
发症，危及生命。长期劳
累、紧张、压力过大、作
息不规律造成免疫功能紊
乱，以及食用刺激性食物
等因素，都可能导致疾病
的发展与复发。安倍此次
病情加重，可能与防控新
冠疫情带来很大压力、本
身年龄较大、病程长等原
因有关。

反复发作癌变风险高
目前，溃疡性结肠炎

还不能被彻底治愈，其治
疗目标主要是缓解症状，

经肠镜可观察到肠黏膜愈
合，并维持症状缓解，防
治并发症，改善生存质
量。该病的治疗方式主要
包括药物和手术，其他还
有选择性白细胞吸附术、
粪菌移植等，具体需要结
合患者症状的严重程度和
疾病类型，来选择相应的
治疗方式。对于多数患
者，药物治疗即可控制溃
疡性结肠炎，包括氨基水
杨酸类、类固醇、免疫抑
制剂和生物制剂等。患者
从接受治疗起的3~5年内
不能停药，严重者甚至要
终身用药。

溃疡性结肠炎反复发作
超过15年，就有约7.5%
的患者发生癌变；超过25
年，就有1 5%的患者癌
变。如果患者出现难以控
制的严重症状、并发症或
癌前病变，就可能需要进
行手术。切除结肠后患者
不必再服用免疫抑制剂等
药物，基本可达到治愈，
但手术极为复杂，且术后
有吻合口发炎、贮袋炎的
风险，因此需要找专科医
生进行手术。▲

8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官邸举办新闻

发布会，宣布因病辞职。

山西读者刘女士问：我今
年45岁，几年前出现咳嗽后
漏尿的症状，最近更是小便
完又马上出现尿意，但每次
只有一点，现在出门都成问
题。去医院检查，大夫让做
盆底彩超，请问盆底彩超起
什么作用呢?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超声影像科主治医师谢佳
佳解答：盆底彩超检查作为一
种全新的超声应用技术，通过
会阴超声无创检查，能够全
面、直观地观察到盆腔脏器(
膀胱、子宫、直肠)在腹压增
加状态下的位置变化，从而判
断是否存在盆腔脏器脱垂的情
况，同时盆底超声能够清晰显

示尿道、阴道、肛管周围软组
织病变。

盆底彩超检查主要有两
类应用：1.早期筛查无症状
产后女性盆底功能状态，孕
期和阴道分娩均是女性盆底
疾病独立致病因素，部分女
性产后即使无临床症状，可
进行盆底彩超检查时却发现
存在轻度膀胱膨出或子宫膨
出，所以产后42天内应进行
常规盆底彩超筛查。2.定量
评估有症状女性膀胱、子
宫、直肠膨出程度，鉴别诊
断阴道前壁或者后壁膨出的
内容物，对漏尿、尿频、尿
急、排尿不尽患者进行病因
诊断。反复泌尿系感染除了

泌尿系结石，还可能与尿道
周围病变有关。常见尿道周
围病变包括尿道钙化、尿道
囊肿、尿道憩室、尿道异
物、尿道—阴道瘘，盆底超
声能够清晰定位及观察上述
常见尿道病变大小形态。除
了产后女性，中老年妇女一
旦出现腰酸、下腹坠胀感和
压力性尿失禁(打喷嚏、咳
嗽、跑步等小便自主流出)、
阴道口有脱出物等症状，也
应及时去正规医院做盆底超
声检查，进行正规、有效的
盆底康复治疗。

检查应在非月经期进行，
建议检查前10分钟左右排空
大小便。▲

细嚼慢咽不光能让人细
品食物的美味，还有益于
健康。近期，日本“活力
门”网站提示，每一口咀
嚼次数达30次，可以增加
热量消耗，减少肥胖率；
让胃有饱足感，防止吃太
多导致消化不良；减少患
糖尿病的风险；还能让牙
齿更健康，防止牙周炎等

口腔疾病。但是，有些人
习惯吃饭“囫囵吞枣”，
该怎样养成细嚼慢咽的习
惯？

1. 选一些难嚼的食
物。蔬菜选择上，可多吃
萝卜、莲藕、生菜等；主
食不要光吃米饭、面包，
可加入糙米和杂粮类；
脂肪少的肉类需要更多咀

嚼。另外，切食物也可以
切得大一些。

2. 减少每一口饭菜的
量。可以换个小勺子来盛
饭，增加咀嚼次数。

3. 吃饭要专心。不要
把手机、平板电脑等带到
饭桌上，注意力分散时，
人们往往不知不觉减少咀
嚼次数。▲

冠 心 病 是 中 老 年 人
高发病，患者常表现出
心前区疼痛难忍、胸闷
气 短 等 症 状 。 用 中 药
治疗心血管病有独特的
优势，中医认为，冠心
病多与寒邪内侵、饮食
不当、情志失调、年老
体虚等因素有关。脂质
代谢紊乱，造成脂质堆
积，即是“痰瘀”，痰
瘀互结是冠心病的主要
证候类型。因此，治疗
上多采用宽胸化痰、通
阳散瘀的原则。在此，
推荐一款药茶，适合冠
心 病 患 者 日 常 保 健 服
用。

取瓜蒌仁80克、薤（
音xiè）白80克、半夏
40克，研成粗末，每次
取20 ~ 4 0克，放入热水
瓶中，冲入半瓶沸水，
盖闷10 ~ 2 0分钟后即可
饮用。每日1剂，代茶饮
服，1日内饮完，可连服
数日。

方中，瓜蒌仁具有清
化热痰、宽胸散结、润
肠通便的功效，擅长治疗
痰热咳嗽、胸痹胁痛、结
胸、肠燥便秘等。现代研
究发现，瓜蒌仁能明显降
低心绞痛发作次数，缓解
胸闷、心慌等症状，并降
低血液黏稠度。薤白具有

通阳散结、行气导滞、止
痛的功效，其所含成分还
能防治血栓性血管疾病。
半夏燥湿化痰，和瓜蒌仁
合用能更好地发挥化痰散
结的功效，且能抗炎、抗
氧化。三味药物合用，可
共同发挥宽胸化痰、通阳
散瘀的作用。

患者生活中还应注意
以下几点：保持心情舒
畅，紧张焦虑或急躁易怒
等不良情绪容易造成血管
痉挛，加重心肌缺血；适
当运动，平时可以适当散
步、慢跑等；起居有常，
戒烟戒酒，忌暴饮暴食，
避免熬夜。▲

照镜子，可以看见镜中的
自己，仪表有不妥之处随时调
整。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有“
镜子”，能看出脏腑是否健
康。河南省中医院内科教授刘
培民表示，日常生活中，要多
观察以下三处。

屁为“脾之镜”。屁就是
人的排气功能：人在呼吸、
说话、吃饭、喝水时，不可
避免地会摄入气体;食物被消
化吸收也会产生气体。这些
气体在胃肠蠕动、推导作用
下，渐渐聚合，然后被排出
体外，所以排气是正常的生
理行为。如果总想排气，而
且排气后肚子里感觉到轻松
畅快，不排气就腹部胀满，
常听到肠鸣、气窜的声响，
这可能是脾的运化失常了。
刘培民表示，脾运化失常多
是由肝脾不和而造成的脾气
虚弱。郁怒伤及肝气，进而
克伤脾气，便形成了气滞、
脾胃运化失常的局面，此时
表现为腹胀、想排气、大便

不成形、大便次数不规律等
症状。有的人排气味较重，
如腥臭味、臭鸡蛋味，一般
是消化道内出血、感染或食
用了含蛋白较多的食物。针
对以上现象，穴位按摩调理
选择足三里(外膝眼直向下
四横指处)、内关(腕横纹
上2寸)、中脘(脐部正中上
4寸处)、天枢(肚脐旁2寸)
等。同时，在医生指导下吃
一些中成药，比如健脾消食
片、大山楂丸等。也可煮食
疗粥，如芡实黑米粥、八宝
粥、薏米粥等。

胁为“肝之镜”。中医认
为，从腋下开始到肋骨最下端
的地方为胁。胁肋是肝经循行
的主要部位，也是肝气不舒的
主要表现地，左胁肋是肝气上
行的路线，右胁肋是肺气下循
的必经地。肝气不舒容易导致
脾胃运化功能失常，同时也会
影响肺气宣发肃降，这时胁肋
处会出现胀闷、隐痛、灼痛等
症状。刘培民建议，有以上情

况的人群，要注意疏肝健脾，
常用药物有逍遥丸、柴胡舒肝
散、四逆散。如果不想吃药，
也可用适量陈皮、菊花、玫瑰
花等泡水代茶饮。如果胁肋
时常有隐痛或灼痛感，最好在
医生指导下服用丹栀逍遥丸、
龙胆泻肝丸和血府逐瘀汤等调
理。

踵为“肾之镜”。踵就是
脚后跟，是肾经循行的路线。
当脚后跟着地后，有疼痛或麻
木感，提示可能是肾精亏虚导
致。中医将肾虚分为肾阳虚和
肾阴虚，饮食上可用黑豆、核
桃、黑芝麻、枸杞等熬粥，或
将上述食材加入阿胶中做成胶
块状固元糕，日常服用有较好
效果。也可艾灸神阙(肚脐正
中)、关元(脐下四横指处)、
气海(肚脐正下方1.5寸)、三
阴交(小腿内侧，足内踝尖上3
寸、胫骨后方凹陷处)、肾俞(
位于腰部，和肚脐同一水平线
的脊椎左右两边双指宽处)等
穴位补益肾气。▲

生活起居

换个小勺有助细嚼慢咽
王子文 编译

中医妙方

烦渴失眠喝七鲜育阴汤

瓜蒌薤白茶有益心血管

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 杨志敏

北京市宣武中医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 李艳如 □主治医师 姜 楠

清代名医俞根初的“
七 鲜 育 阴 汤 ” 由 “ 鲜
生 地 、 鲜 茅 根 、 鲜 石
斛、鲜稻穗、鲜梨汁、
鲜蔗汁、鲜枇杷叶”组
成，能起到养阴和胃的
功效。对于中暑后暑热
已退、阴伤未复，需要
养阴生津，症见口渴欲
饮 、 没 有 食 欲 、 口 咽
干、目干涩、唇色红、
舌干少津者效果很好。
推荐一个食疗方，适合

在户外出汗多、平时容
易 心 烦 失 眠 的 患 者 服
用。

具体方法：取猪排骨
250克、鲜石斛30克、雪
梨1个、白茅根15克（鲜
品30克）、竹蔗200克、
生麦芽15克、陈皮1瓣、
生姜3片。雪梨去核切
块，猪排骨剁块焯水。
锅内加水煮沸，放入所
有食材，大火烧开转小
火煲1小时，食盐调味即

可。
原方药物寒凉，不太

适合经常饮用，所以略
为加减，去掉生地，加
入陈皮、生姜，既养阴
生津也不伤身；陈皮、
生姜与麦芽相配，也有
助于健脾和胃，适合大
众保健饮用。需注意的
是，怕冷、手足凉、大
便软烂等体质虚寒人群
应避免过量饮用。▲

受访专家：河南省中医院内科教授 刘培民
本报特约记者 戴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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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多尼说，有五个省
的公民不相信有Cov id-
19大流行。这五个省是雅
加达首都特区省、东爪哇
省、中爪哇省、西爪哇省
和南加里曼丹省。

顺 便 说 一 句 ， 在 这
五个省中，新冠大流行
Covid-19传播水平也位
居全国前列，也就是全国
感染疫情最高的五个地
区。最近茂物市长Bima 
A r y a透露，大约只有15

％的茂物市民真正相信新
冠大流行Covid-19的危
险。

根据调查，茂物市的
一半居民仍然对Cov id-
19是真实的或只是阴谋感
到困惑。不相信Cov id-
19危险的人数令人惊讶。

实际上，已有100多名
医生因Covid-19死亡，
并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
增长。更不用说其他因
Covid-19泛滥而倒塌的

卫生工作者。
印度尼西亚因C o v -

id-19造成的死亡率达到
3.99％，高于世界平均水
平3.18％。上周，我国的
新冠大流行病毒造成的死
亡率甚至达到4.2％。在6
个月内，有8841名印尼人
死于Covid-19。

但是，仍然有些人不
相信瘟疫的危险。当然，
这与政府与公众沟通的问
题有关。也许政府的宣传
还未到位或做得不够，虽
然政府已不断的警告，执
行健康协议没有讨价还价
的疑地。

但是，民众目睹了参与

地方选举的地方首长候选人
违反竸选游行活动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候
选人受到严厉制裁。

即 使 有 关 单 位 提 出
了“严重警告”，也只不
过是警告罢了。而政府一
再表示，维护公民健康是
重中之重。

因此，无论如何，必
须抑制Covid-19的传播
和扩散的速度。但发生的
事情是，随着Covid-19
传播和死亡的比率继续增
加，中央和地方政府正忙
于就刚刚颁布的大规模社
交隔离的政策进行辩论，
各单位各持不同的意见。

正如雅加达专区省政
府再次施行大规模社交隔
离（PSBB）一样。 政府
内部出现不同的意见，是
因为该政策是在没有任何
事先协调的情况下就向大
众宣布。

民众很容易地就政府
对处理Covid-19有不同
的意见，而出现各种不同
的解读。政治精英们的
举动未能成为民众的好榜
样，甚至带来不良的榜
样，因为它使人们不相信
有大流行，或逃避大流行
的危机。

为了克服危机，首先政
府精英之间必须迅速达成共

识。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是，
克服新冠大流行必须共同努
力，不能单独行动。

有关卫生协议也是这
样。一个人在某个地方
违反了卫生协议，该地
区的所有人都有可能感染
Covid-19的危险。政府
精英们应率先树立榜样，
携手合作，共同并进，摆
脱自我。

违反纪律者应受到严
格的制裁，特别对违反纪
律的政府精英。对他们来
说，这不再是宣传政策的
时候了。这时绝对不能再
原谅，如此社会大众才会
跟随且遵守纪律。

精英应成为对抗新冠疫情的楷模 文／邝耀章

处理新冠大流行工作组负责人多尼.摩纳

尔多(Doni Monardo)在本月初与国会第8委

员会的会议上透露了有趣的调查结果。

共同推动中欧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文/郑汉根

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晚
在北京同欧盟轮值主席国德
国总理默克尔、欧洲理事会
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
席冯德莱恩共同举行视频会
晤。中欧领导人达成坚持维
护多边主义、共同应对全球
性挑战、推动双边关系迈向
更高水平等诸多共识，释放
出共谋合作、共促世界经济
复苏的积极信号。中欧加强
合作，双方关系迈上更高水
平，必将为当前充满不稳定
不确定性的世界带来更多稳
定力量。

中欧展现持续推进合作
共赢的共同决心。此次会晤
中，中欧宣布签署《中欧地
理标志协定》，确认加快投
资协定谈判，实现年内完成
谈判的目标，还决定建立环
境与气候高层对话和数字领

域高层对话，打造中欧绿色
合作伙伴、数字合作伙伴关
系。中国领导人表示，将通
过不断挖掘内需潜力，实现
中欧两大市场、两方资源
的更好联通、更大效益，推
动中欧共同发展更加强劲、
更可持续。欧方领导人也强
调，愿同中方推动经贸、投
资、绿色经济、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
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希
腊学者、欧洲研究国际中心
欧洲—中国项目负责人乔
治·措戈普洛斯认为，此次
会晤向国际社会表明，中欧
双方一致认为需要进一步加
强合作。

中欧共同发出维护多边
主义的时代强音。一直以
来，中欧都是多边主义的坚
定维护者。在当前单边主

义、霸权主义不断抬头的情
况下，中欧作为国际舞台上
两大重要力量，共同发出反
对单边主义、坚持多边主义
的声音，尤显重要。此次会
晤中，中方再次强调，愿同
欧方在双边、地区、全球层
面加强对话和协作，坚持共
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
秩序和国际体系，推动政治
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欧方也表示，当今世界需要
欧中加强团结合作，共同维
护多边主义，抵制单边主义
和保护主义，更加有效应对
各种全球性挑战。法国席勒
研究所研究员克里斯蒂娜·
比埃认为，此次会晤就继续
深化合作提出具体安排，这
表明多边合作才代表时代发

展潮流。
中欧期待继续应对疫情

挑战的共同行动。新冠疫情
发生以来，中欧互相提供急
需医疗物资、中国派出多支
医疗队奔赴欧洲抗疫一线、
中欧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多
次连线交流分享抗疫经验，
都体现了中欧守望相助、
共克时艰的情谊。此次会晤
中，中方领导人从“维护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到“
加强疫苗研发合作”，从“
为货物跨境流动提供便利”
到“积极开展对非三方合
作”等诸多方面，提出中欧
加强合作、为应对全球疫情
挑战作出更大贡献的期待。
欧方领导人也表示，愿同中
方加强在世界卫生组织、世
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内的
合作，推动抗疫国际合作，

维护自由贸易，促进欧中和
世界经济早日复苏。爱尔兰
智库亚洲事务联合创始人兼
执行主任马丁·穆瑞认为，
欧盟和中国加强合作对于推
动全球经济复苏至关重要。

中欧表达保持对话协商
的共同意愿。世界上没有完
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不
同文明文化多元共生才是常
态。中欧文明不同、制度不
同，但双方没有根本利害冲
突。中欧交往的历史表明，
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而
不同，在合作中扩大共同利
益，是推进中欧关系持续健
康发展的宝贵经验。中国
领导人在此次会晤中再次强
调，中欧要把握好中欧关系
合作发展的主流，以对话化
解误解，以发展破除难题，
妥善管控分歧。这为中欧保

持双边关系健康发展的大方
向提供了明确指引。欧方领
导人也表示，希望同中方本
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开
展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妥
善处理差异和分歧。

中国和欧盟自建交以来
已携手走过45年风雨历程，
合作共赢始终是双方关系的
主基调。新冠疫情全球大流
行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人类站在新的十字路
口。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和挑
战，中欧需要站在全人类角
度，展现更有远见的担当精
神，更加紧密携手，打造更
具全球影响力的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在不断增进中欧人
民福祉的同时，也为实现世
界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作出
更大贡献。

（来源：新华网）

日前，民进党当局推
动编修的初中二年级历史
课本，引发岛内舆论一致
挞伐。有台媒痛批，“
狂野的欢愉将有残暴的结
束”，绿营恣意屠杀历史
教育、违逆学术伦理，终
将被历史本身反噬。

在这版教科书当中，中
国历史被大量删减，从夏
商周（约公元前2000年）
到隋唐时期（约公元1000
年）近3000年历史，仅用
4页、1600字讲完。以往
教科书中必谈的周武王伐
纣、春秋五霸、战国七雄
等朝代更迭内容和历史典
故，均被一笔带过，历史

人物除了秦始皇、汉武帝
等寥寥数位，其他统统删
光。该版本教材因此被岛
内教育界评为“史上最‘
独’历史课本”。

事实上，“台独”分
子删史、篡史的传统由来
已久。早在李登辉时代，
这位“日本心”的“台
独”政客就曾抛出所谓“
同心圆史观”，即“以台
湾为中心，一圈圈往外认
识世界、认识历史”。这
种反智动作，无异于让人
们从原本就跑偏的日心说
倒退为地心说。

在李登辉推动下，这
一荒谬的“同心圆史观”

逐渐成为台湾当局教育主
管部门的指导思想。在此
基础上，台教育部门出版
的《认识台湾》课本，将
台湾历史独立为“国史”
，而将郑成功及清朝政府
视为与荷兰、日本一样
的外来政权。“台独”分
子不仅美化日本人殖民统
治，甚至把日本当成“母
国”，其行径令人发指。

李登辉之后，继任者
陈水扁篡改教科书活动更
为频繁，力度也更大。陈
水扁当局将中国历史归入
世界史，把1945年以前
的“中华民国史”列为中
国史，并将之后的部分列

为“台湾史”。同时，这
期间的历史教科书公开否
认《开罗宣言》和《波茨
坦公告》，企图制造“台
湾地位未定论”。

此后执政的马英九曾试
图对课纲进行“微调”，但
却遭到民进党方面强烈反
对，并煽动“反课纲运动”
，迫使马当局妥协。臭名昭
著的“慰安妇自愿说”就是
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可见“
台独”分子对年轻人思想毒
害何其深重。

2 0 1 6 年 蔡 英 文 上 台
后，立即废除了马时代的
微调课纲，恢复陈水扁时
期的历史教科书，将中国

史并入东亚史，并削减了
高中语文的文言文比例，
继续推动“去中国化”
和“文化台独”。

被“台独”政客肢解
的中国历史，变得破碎不
堪，没有前因后果，不知
历史兴衰更替，被学者称
为大型“失忆工程”。民
进党当局试图用这样的方
式，从根上切断台湾与祖
国大陆的“文化脐带”，
以制造“台湾本来就独
立”的假象，借此巩固自
身统治地位。

但这种倒行逆施、数
典忘祖的做法，或许得势
一时，却无法消灭已经清

清楚楚载入史册的历史事
实，也无法改变两岸终将
统一的历史大势。

对于台湾年轻一代而
言，除了要了解已经发生的
历史真相，更应该突破民进
党形塑的“楚门世界”，打
破意识形态偏见和僵化认
识，睁开眼睛看一看真实的
大陆，认识中国大陆改革开
放以来的伟大成就，重拾对
中华文化的自豪感，以及对
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认清历
史，把握现在，才能做堂
堂正正的中国人，共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张大林 中国网时事评论
员。来源：中国网）

民进党拿历史教课书“撒气” 也改变不了真实历史 文/张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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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美 国 约 翰 斯 ·
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
据，截至15日22时，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超过66 0 . 3万人，
死亡 1 9 5 7 2 7 人。其
中加利福尼亚州确诊
76.7万人，得克萨斯
州确诊69.2万人，佛
罗里达州确诊66.8万
人，纽约州确诊44.5

万人，佐治亚州确诊
29.6万人。

近日来，美国新冠
肺炎疫情各项数据呈
下降趋势，日增病例
数保持在3.6万人，低
于7月下旬“峰值”时
期的6.7万人；日增死
亡人数也降至750人，
低于此前1000人以上
的数据。

因疫情形势出现好
转迹象，多州再次开始
放松防疫限制措施。密
西西比州允许市内餐厅
就餐人数达到最大容客
量的75%。新泽西州
允许重新开放健身房、
室内餐厅等。此前的疫
情“热点”地区佛罗里
达州多市开始允许酒吧
在保证最大容客量50%
的情况下“重启”。

对于多州放松防疫
措施，医疗专家表示
担忧。他们认为目前
的新增病例数尽管呈

下降趋势，但依然保
持在高值，去酒吧、

健身房、电影院等行
为仍存在较高风险。

多伦多公立学校分批次开学 
加官员警告不排除再度封锁抗疫

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的公立中小
学从当地时间9月15日起分批次开学，
恢复课堂教学。但开学首日，便有多
所公立学校报告发现新冠病毒感染病
例。多位官员警告，不排除再次因疫
情而对社会经济活动采取封锁措施。

这是3月中旬以来多伦多公校教育
局下属学校的孩子们首度返回教室。
选择课堂学习的小学生们将连续三天
分批次开学；中学则分两批开学。这
是为了通过交错返校减少染疫风险。

美国小镇疫情期违规办婚礼：
已致176人感染，7人死亡

美国缅因州一小镇疫情期违规举办
婚礼，目前已致176人感染新冠病毒，7
人死亡。据《华盛顿邮报》消息，这场
婚礼于8月举行，新郎和新娘当时仅邀
请了65位宾客。但目前，疫情波及的范
围逐步扩大，州卫生部门已追溯到176
个病例。缅因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与该婚礼派对无
关的人员也出现死亡的情况。

美媒称，此次聚集性感染事件，只
是众多违反疫情规定举办的活动中的
一个。全美各地正在追踪夏季期间部
分聚会所引起的感染，以及由活动产
生的“超级传播者”。

美国密苏里大学2名学生被开除 
高校以强硬立场防控新冠疫情

美国密苏里大学校方15日宣布，该
校已开除两名学生，另有三名学生被
停学，他们因故意违反校方有关防控
新冠病毒的管理规定而受到处理。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
随着新学期的开始，美国许多高校正
在以“强硬立场”加强对新冠防控新
规的执行力度，从而遏制新冠病毒的
传播。密苏里大学副校长比尔•斯塔
克曼15日在致学生和教职工的一封信
中表示，学校将毫不犹豫地追究无视
新规者的责任。据密苏里大学新冠疫
情数据报告显示，自8月中旬以来，该
校已有1347名学生感染新冠病毒。

德国同意额外
接收1553名滞留希腊的难民

德国联邦政府15日宣布，将在此前
已同意接收15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难
民基础上，再接收1553名滞留在希腊
岛屿的难民。加上此前正在接收中的总
计1000名难民，这将使得德国从希腊接
收总计约2750名难民。德国政府当天
强调，仍致力于推动欧盟范围内的解决
方案，且将承担与其国家大小相称的份
额。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赛贝特当天发
表声明，宣布了德国政府的这一决定。

IEA预期今年底前
石油需求复苏将减速

国际能源署(IEA)周二下修2020年石油
需求预估，因对于经济走出疫情复苏的
脚步持保守态度。IEA将2020年石油需求
展望下修20万桶/日至9,170万桶/日，这
是两个月来第二度下修预估。

“我们预期2020下半年石油需求复
苏速度将显著放缓，因许多轻松增长
的部分已经达成，”IEA在其月报中表
示。“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全扭
转经济放缓...此外，还有可能出现第
二波疫情(这在欧洲已经显而易见)，
人员移动恐将再度减少。”

2019年中俄贸易指数同比上涨12.66%
16日，《中俄经贸指数报告(2020)》

(以下简称《报告》)发布，《报告》显
示，2019年，中俄贸易指数总体呈现平
稳上升态势，较2018年上涨12.66%。中
国和俄罗斯互为全球最大的邻国，
《中俄经贸指数报告(2020)》是中国
经济信息社推出的经济信息服务产品。
《报告》以中俄两国进出口贸易发展情
况为切入点，通过建立可量化的指数体
系，全方位、多层次地准确反映中国以
及各区域对俄贸易的往来情况，科学监
测双边贸易发展水平和趋势。

《 报 告 》 中 的 指 数 评 价 结 果 显
示，2019年，中俄贸易指数总体呈现平
稳上升态势，较2018年上涨12.66%。

美银美林：
科技股成有史以来“最拥挤贸易”

9月16日，资本邦获悉，美银美林
周二公布的对基金经理的月度调查显
示，太多投资者涌入美国科技股，使
得科技股成为有史以来“最拥挤的贸
易”，难以解除，而科技泡沫是预期
中的第二波疫情之后最大的风险。

该调查发现，自3月低点反弹以
来，机构投资者正在“蜂拥”进入周
期性股票，而不是“追逐”动量股，
而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基金经理现在认
为，美股正处于新的牛市，远远超过5
月份调查时的四分之一。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超660万人 

专家忧虑多州开始放松防疫措施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当地时间15日累计突破660
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9.5万人

【中新社华盛顿】美国新冠肺炎

确诊人数当地时间15日累计突破660

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9.5万人。

【新浪网】9月16日，
印度卡纳塔克邦内政部
长巴萨瓦拉吉·博马伊
（Basavaraj Bommai）
表示，其新冠病毒检测
呈阳性，目前处于自我

隔离状态。
据印度新闻网站Zee 

News16日报道，博马伊
当天在推特上发文称，其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目前没有出现症状，正

处于自我隔离状态。他
还敦促过去几天与他有
过接触的所有人立即进
行新冠病毒检测，并采
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与此同时，据印度

卫生部9月16日公布的
最新数据，印度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02
万例。在过去2 4小时
内，印度新增确诊病
例 9 0 1 2 2 例；新增死

亡病例1 2 9 0例，累计
死亡 8 2 0 6 6 例。根据
Worldometer最新数据，
印度已经超过巴西，成
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数量第二高的国家。

印度卡纳塔克邦内政部长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中新社多伦多】
在加拿大准备启动对美
国铝产品征收报复性关
税的最后一刻，美方于
9月15日宣布暂时取消
加征关税之举。加方高
官对此表示欢迎，同时
加拿大也对报复措施按
下“暂停键”。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
6日宣布对从加拿大进
口的部分铝产品恢复加
征10%关税，新关税从

8月16日起生效。加拿
大政府随即作出反弹，
宣布拟对美国铝产品征
收价值36亿加元的报
复性关税，并公布了拟
对美反制征税的产品清
单以咨询行业和公众意
见。其反制措施原本计
划于9月16日生效。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15日一早在渥太华对媒
体重申，加方将采取行
动，对付美方征收的“

不公正关税”，保护加
拿大铝业。加副总理兼
财政部长弗里兰与小企
业、出口促进及国际贸
易部长伍凤仪原计划当
天下午举行记者会，宣
布对美反制具体清单。
但在中午，美方宣布暂
时取消加征关税的措
施，从9月开始改为每
月审查一次，并对进口
加拿大铝产品数量设立
目标。

加拿大与美国按下铝产品关税战“暂停键” 加方称并未妥协

美国总统特朗普

【美通社】根据德勤
(Deloitte)的年度节日零
售预测，节日零售额可
能增长1%至1.5%。总体
而言，德勤美国零售和
分销团队预计，从今年
11月至明年1月期间，节
日消费将带来11470亿至
11520亿美元的销售额。

德勤还预测，2020-
2021年节日期间，电商
销售额将同比增长25%
至35%，而2019年销售

额为增长14.7%。电商
节日销售额预计将在本
季度达到1820亿至1960
亿美元。

即将到来的节日零售
旺季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不
确定性。考虑到这一点，
德勤美国零售和分销团
队认为，本季度节日销
售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
之一，即相对稳定的同
比增长(0%至1%)或更
为显著的跃升(2.5%至

3.5%)，这两种情况都
低于过去几年，并将受
到K型复苏的推动。正式
的预测增长 (介于1%和
1.5%之间)是两种情况
融合的结果。

第一种情况(销售额
同比增长0%至1%)成为
现实，消费者将继续感
受到越来越多的焦虑，
这与他们的财务状况和
健康状况有关。造成这
种信心不足的原因有多

种，包括失业保险金补
助金到期、学校继续关
闭和缺乏有效疫苗，以
及失业人数的增加。这
将强化当前储蓄率非常
高的趋势：目前的储蓄
率是去年的两倍多(7月
为17.8%，而2019年为
7.4%)。在这种情况下，
消费者不太可能去度假，
因为他们在为非自由支配
项目预留资金。

另一方面，在第二种

情况下(销售额同比增长
2.5%至3.5%)，消费者
的信心将稳步提高。这
种日益增长的信心可能
是几个因素的结果，其
中包括一项有效的联邦
大流行救济法案和失业
保险补助金的补充，以
及有效疫苗的研制。此
外，随着消费者大幅削
减与旅游和体验相关的成
本，这些资金可能会被重
新用于购买节日礼物。

德勤预测美国节日购物季零售额将增长1%至1.5%

【中新社华盛顿】
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
1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
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阿
卜杜拉、巴林外交大臣
扎耶尼共同出席当天在
白宫举行的协议签字仪
式，并分别发表讲话。

在美国斡旋下，以色
列在8月13日和9月11日，
分别与阿联酋、巴林达
成实现关系正常化协议。

“我们今天下午在这
里改变历史的进程”，
特朗普在讲话中说，“
在几十年的分裂和冲突
之后，我们迎来新中东
的曙光。”

数百人参加了当天
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仪

式。现场座席并未保持
社交距离，大多数出席
者也没有戴口罩。美联
社指出，距美国大选只
剩7周，特朗普此举意在

提振选情，但外交政策
仍没有在这场由新冠疫
情、种族议题和经济问
题主导的竞选中发挥主
要作用。

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在美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

这是9月15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拍摄的以色列与阿联
酋和巴林关系正常化协议签署仪式。 美国总统特朗
普15日在白宫主持以色列与阿联酋和巴林关系正常化
协议的签署仪式。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同日表示，如
果美国和以色列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中
东地区不可能实现和平【中国新闻网】据

欧联网援引欧联通讯
社报道，当地时间15
日，意大利国家反垄
断管理局发布公告表
示，意大利邮局因涉
嫌长期延误挂号信送
达时间等，将被处以
500万欧元罚款。

公告指出，意大利
邮局延误挂号信送达
的行为已构成不公平
商业竞争，具有严重
的误导性。依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和反垄
断法相关规定，决定
对意大利邮局处以500
万欧元罚金。

意 大 利 国 家 反 垄
断管理局表示，经调
查核实，一些邮递员
送达挂号信并未按法
律规定进行处理，存
在诸多违规现象。有
些投递员甚至在未尝
试联系收件人的情况

下，直接将挂号信领
取通知放入收件人信
箱，导致收件人不得
不前往邮局领取。

反垄断管理局强
调，相关部门已收到
大量民众的投诉，投
诉者中包括疫情期间
被迫待在家中的市民
和部分残障人士。

反垄断局指出，邮
局延误挂号信送达行
为在损害消费者权益
同时，还导致诸多司
法案件的审理被迫延
期，甚至出现刑事案
件证人因未能收到挂
号信而无法出庭等现
象，直接影响了案件
的审理和裁定。

对于国家反垄断管
理局祭出的处罚规定，
意大利邮局表示，无
法接受公告内容，律
师团队代表将向国家
行政法院提出上诉。

意大利邮局延误挂号信送达涉违法 

被罚款500万欧元

公告指出，意大利邮局延误挂号信送达的行为已
构成不公平商业竞争，具有严重的误导性

【路透】苹果推出虚
拟健身服务以及一站式
服务包“Apple One”，
强打假期季产品的服务
内容，同时迎合被疫情
困在家里的用户需求。
服务业务已成为苹果增
长策略的支柱。

苹果也推出价格399
美元、能够监测血氧的
新款Apple Watch Series 
6，以及279美元的基本
款Apple Watch SE。

不过对现有硬件增加
的诸多更新，以及订阅价

格都令投资者感到失望。
苹果收盘上涨0.2%。

“Apple One”个人服
务包月费为15美元，家
庭方案计划为20美元，
还包含了电视、音乐与
游戏服务。苹果也将提
供月费30美元方案，增
加了新闻、健身服务与
更大的储存空间。

“定价比我设想的
更加大胆，”研究机构
Creative Strategies的
消费者市场情报首席分
析师Ben Bajarin说，并

称苹果的用户已经向苹
果部分内容服务商支付
每月15美元的家庭方案
费用，他们可能会发现
这个最大的一站式服务
包“轻松不费事”。

苹果最大的音乐流媒
体对手Spotify Technol-
ogy SPOT.N则批评该
项•绑式服务，称苹果
滥用其市场主导地位使
Apple Music居于优势。

苹果称，新款手表与
新的第八代iPad周二开始
接受预订，周五将上市。

苹果力推虚拟健身功能和“Apple One”服务包 

迎合居家办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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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美 国 约 翰 斯 ·
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
据，截至15日22时，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超过66 0 . 3万人，
死亡 1 9 5 7 2 7 人。其
中加利福尼亚州确诊
76.7万人，得克萨斯
州确诊69.2万人，佛
罗里达州确诊66.8万
人，纽约州确诊44.5

万人，佐治亚州确诊
29.6万人。

近日来，美国新冠
肺炎疫情各项数据呈
下降趋势，日增病例
数保持在3.6万人，低
于7月下旬“峰值”时
期的6.7万人；日增死
亡人数也降至750人，
低于此前1000人以上
的数据。

因疫情形势出现好
转迹象，多州再次开始
放松防疫限制措施。密
西西比州允许市内餐厅
就餐人数达到最大容客
量的75%。新泽西州
允许重新开放健身房、
室内餐厅等。此前的疫
情“热点”地区佛罗里
达州多市开始允许酒吧
在保证最大容客量50%
的情况下“重启”。

对于多州放松防疫
措施，医疗专家表示
担忧。他们认为目前
的新增病例数尽管呈

下降趋势，但依然保
持在高值，去酒吧、

健身房、电影院等行
为仍存在较高风险。

多伦多公立学校分批次开学 
加官员警告不排除再度封锁抗疫

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的公立中小
学从当地时间9月15日起分批次开学，
恢复课堂教学。但开学首日，便有多
所公立学校报告发现新冠病毒感染病
例。多位官员警告，不排除再次因疫
情而对社会经济活动采取封锁措施。

这是3月中旬以来多伦多公校教育
局下属学校的孩子们首度返回教室。
选择课堂学习的小学生们将连续三天
分批次开学；中学则分两批开学。这
是为了通过交错返校减少染疫风险。

美国小镇疫情期违规办婚礼：
已致176人感染，7人死亡

美国缅因州一小镇疫情期违规举办
婚礼，目前已致176人感染新冠病毒，7
人死亡。据《华盛顿邮报》消息，这场
婚礼于8月举行，新郎和新娘当时仅邀
请了65位宾客。但目前，疫情波及的范
围逐步扩大，州卫生部门已追溯到176
个病例。缅因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与该婚礼派对无
关的人员也出现死亡的情况。

美媒称，此次聚集性感染事件，只
是众多违反疫情规定举办的活动中的
一个。全美各地正在追踪夏季期间部
分聚会所引起的感染，以及由活动产
生的“超级传播者”。

美国密苏里大学2名学生被开除 
高校以强硬立场防控新冠疫情

美国密苏里大学校方15日宣布，该
校已开除两名学生，另有三名学生被
停学，他们因故意违反校方有关防控
新冠病毒的管理规定而受到处理。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
随着新学期的开始，美国许多高校正
在以“强硬立场”加强对新冠防控新
规的执行力度，从而遏制新冠病毒的
传播。密苏里大学副校长比尔•斯塔
克曼15日在致学生和教职工的一封信
中表示，学校将毫不犹豫地追究无视
新规者的责任。据密苏里大学新冠疫
情数据报告显示，自8月中旬以来，该
校已有1347名学生感染新冠病毒。

德国同意额外
接收1553名滞留希腊的难民

德国联邦政府15日宣布，将在此前
已同意接收15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难
民基础上，再接收1553名滞留在希腊
岛屿的难民。加上此前正在接收中的总
计1000名难民，这将使得德国从希腊接
收总计约2750名难民。德国政府当天
强调，仍致力于推动欧盟范围内的解决
方案，且将承担与其国家大小相称的份
额。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赛贝特当天发
表声明，宣布了德国政府的这一决定。

IEA预期今年底前
石油需求复苏将减速

国际能源署(IEA)周二下修2020年石油
需求预估，因对于经济走出疫情复苏的
脚步持保守态度。IEA将2020年石油需求
展望下修20万桶/日至9,170万桶/日，这
是两个月来第二度下修预估。

“我们预期2020下半年石油需求复
苏速度将显著放缓，因许多轻松增长
的部分已经达成，”IEA在其月报中表
示。“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全扭
转经济放缓...此外，还有可能出现第
二波疫情(这在欧洲已经显而易见)，
人员移动恐将再度减少。”

2019年中俄贸易指数同比上涨12.66%
16日，《中俄经贸指数报告(2020)》

(以下简称《报告》)发布，《报告》显
示，2019年，中俄贸易指数总体呈现平
稳上升态势，较2018年上涨12.66%。中
国和俄罗斯互为全球最大的邻国，
《中俄经贸指数报告(2020)》是中国
经济信息社推出的经济信息服务产品。
《报告》以中俄两国进出口贸易发展情
况为切入点，通过建立可量化的指数体
系，全方位、多层次地准确反映中国以
及各区域对俄贸易的往来情况，科学监
测双边贸易发展水平和趋势。

《 报 告 》 中 的 指 数 评 价 结 果 显
示，2019年，中俄贸易指数总体呈现平
稳上升态势，较2018年上涨12.66%。

美银美林：
科技股成有史以来“最拥挤贸易”

9月16日，资本邦获悉，美银美林
周二公布的对基金经理的月度调查显
示，太多投资者涌入美国科技股，使
得科技股成为有史以来“最拥挤的贸
易”，难以解除，而科技泡沫是预期
中的第二波疫情之后最大的风险。

该调查发现，自3月低点反弹以
来，机构投资者正在“蜂拥”进入周
期性股票，而不是“追逐”动量股，
而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基金经理现在认
为，美股正处于新的牛市，远远超过5
月份调查时的四分之一。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超660万人 

专家忧虑多州开始放松防疫措施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当地时间15日累计突破660
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9.5万人

【中新社华盛顿】美国新冠肺炎

确诊人数当地时间15日累计突破660

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9.5万人。

【新浪网】9月16日，
印度卡纳塔克邦内政部
长巴萨瓦拉吉·博马伊
（Basavaraj Bommai）
表示，其新冠病毒检测
呈阳性，目前处于自我

隔离状态。
据印度新闻网站Zee 

News16日报道，博马伊
当天在推特上发文称，其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目前没有出现症状，正

处于自我隔离状态。他
还敦促过去几天与他有
过接触的所有人立即进
行新冠病毒检测，并采
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与此同时，据印度

卫生部9月16日公布的
最新数据，印度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02
万例。在过去2 4小时
内，印度新增确诊病
例 9 0 1 2 2 例；新增死

亡病例1 2 9 0例，累计
死亡 8 2 0 6 6 例。根据
Worldometer最新数据，
印度已经超过巴西，成
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数量第二高的国家。

印度卡纳塔克邦内政部长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中新社多伦多】
在加拿大准备启动对美
国铝产品征收报复性关
税的最后一刻，美方于
9月15日宣布暂时取消
加征关税之举。加方高
官对此表示欢迎，同时
加拿大也对报复措施按
下“暂停键”。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
6日宣布对从加拿大进
口的部分铝产品恢复加
征10%关税，新关税从

8月16日起生效。加拿
大政府随即作出反弹，
宣布拟对美国铝产品征
收价值36亿加元的报
复性关税，并公布了拟
对美反制征税的产品清
单以咨询行业和公众意
见。其反制措施原本计
划于9月16日生效。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15日一早在渥太华对媒
体重申，加方将采取行
动，对付美方征收的“

不公正关税”，保护加
拿大铝业。加副总理兼
财政部长弗里兰与小企
业、出口促进及国际贸
易部长伍凤仪原计划当
天下午举行记者会，宣
布对美反制具体清单。
但在中午，美方宣布暂
时取消加征关税的措
施，从9月开始改为每
月审查一次，并对进口
加拿大铝产品数量设立
目标。

加拿大与美国按下铝产品关税战“暂停键” 加方称并未妥协

美国总统特朗普

【美通社】根据德勤
(Deloitte)的年度节日零
售预测，节日零售额可
能增长1%至1.5%。总体
而言，德勤美国零售和
分销团队预计，从今年
11月至明年1月期间，节
日消费将带来11470亿至
11520亿美元的销售额。

德勤还预测，2020-
2021年节日期间，电商
销售额将同比增长25%
至35%，而2019年销售

额为增长14.7%。电商
节日销售额预计将在本
季度达到1820亿至1960
亿美元。

即将到来的节日零售
旺季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不
确定性。考虑到这一点，
德勤美国零售和分销团
队认为，本季度节日销
售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
之一，即相对稳定的同
比增长(0%至1%)或更
为显著的跃升(2.5%至

3.5%)，这两种情况都
低于过去几年，并将受
到K型复苏的推动。正式
的预测增长 (介于1%和
1.5%之间)是两种情况
融合的结果。

第一种情况(销售额
同比增长0%至1%)成为
现实，消费者将继续感
受到越来越多的焦虑，
这与他们的财务状况和
健康状况有关。造成这
种信心不足的原因有多

种，包括失业保险金补
助金到期、学校继续关
闭和缺乏有效疫苗，以
及失业人数的增加。这
将强化当前储蓄率非常
高的趋势：目前的储蓄
率是去年的两倍多(7月
为17.8%，而2019年为
7.4%)。在这种情况下，
消费者不太可能去度假，
因为他们在为非自由支配
项目预留资金。

另一方面，在第二种

情况下(销售额同比增长
2.5%至3.5%)，消费者
的信心将稳步提高。这
种日益增长的信心可能
是几个因素的结果，其
中包括一项有效的联邦
大流行救济法案和失业
保险补助金的补充，以
及有效疫苗的研制。此
外，随着消费者大幅削
减与旅游和体验相关的成
本，这些资金可能会被重
新用于购买节日礼物。

德勤预测美国节日购物季零售额将增长1%至1.5%

【中新社华盛顿】
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
1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
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阿
卜杜拉、巴林外交大臣
扎耶尼共同出席当天在
白宫举行的协议签字仪
式，并分别发表讲话。

在美国斡旋下，以色
列在8月13日和9月11日，
分别与阿联酋、巴林达
成实现关系正常化协议。

“我们今天下午在这
里改变历史的进程”，
特朗普在讲话中说，“
在几十年的分裂和冲突
之后，我们迎来新中东
的曙光。”

数百人参加了当天
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仪

式。现场座席并未保持
社交距离，大多数出席
者也没有戴口罩。美联
社指出，距美国大选只
剩7周，特朗普此举意在

提振选情，但外交政策
仍没有在这场由新冠疫
情、种族议题和经济问
题主导的竞选中发挥主
要作用。

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在美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

这是9月15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拍摄的以色列与阿联
酋和巴林关系正常化协议签署仪式。 美国总统特朗
普15日在白宫主持以色列与阿联酋和巴林关系正常化
协议的签署仪式。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同日表示，如
果美国和以色列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中
东地区不可能实现和平【中国新闻网】据

欧联网援引欧联通讯
社报道，当地时间15
日，意大利国家反垄
断管理局发布公告表
示，意大利邮局因涉
嫌长期延误挂号信送
达时间等，将被处以
500万欧元罚款。

公告指出，意大利
邮局延误挂号信送达
的行为已构成不公平
商业竞争，具有严重
的误导性。依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和反垄
断法相关规定，决定
对意大利邮局处以500
万欧元罚金。

意 大 利 国 家 反 垄
断管理局表示，经调
查核实，一些邮递员
送达挂号信并未按法
律规定进行处理，存
在诸多违规现象。有
些投递员甚至在未尝
试联系收件人的情况

下，直接将挂号信领
取通知放入收件人信
箱，导致收件人不得
不前往邮局领取。

反垄断管理局强
调，相关部门已收到
大量民众的投诉，投
诉者中包括疫情期间
被迫待在家中的市民
和部分残障人士。

反垄断局指出，邮
局延误挂号信送达行
为在损害消费者权益
同时，还导致诸多司
法案件的审理被迫延
期，甚至出现刑事案
件证人因未能收到挂
号信而无法出庭等现
象，直接影响了案件
的审理和裁定。

对于国家反垄断管
理局祭出的处罚规定，
意大利邮局表示，无
法接受公告内容，律
师团队代表将向国家
行政法院提出上诉。

意大利邮局延误挂号信送达涉违法 

被罚款500万欧元

公告指出，意大利邮局延误挂号信送达的行为已
构成不公平商业竞争，具有严重的误导性

【路透】苹果推出虚
拟健身服务以及一站式
服务包“Apple One”，
强打假期季产品的服务
内容，同时迎合被疫情
困在家里的用户需求。
服务业务已成为苹果增
长策略的支柱。

苹果也推出价格399
美元、能够监测血氧的
新款Apple Watch Series 
6，以及279美元的基本
款Apple Watch SE。

不过对现有硬件增加
的诸多更新，以及订阅价

格都令投资者感到失望。
苹果收盘上涨0.2%。

“Apple One”个人服
务包月费为15美元，家
庭方案计划为20美元，
还包含了电视、音乐与
游戏服务。苹果也将提
供月费30美元方案，增
加了新闻、健身服务与
更大的储存空间。

“定价比我设想的
更加大胆，”研究机构
Creative Strategies的
消费者市场情报首席分
析师Ben Bajarin说，并

称苹果的用户已经向苹
果部分内容服务商支付
每月15美元的家庭方案
费用，他们可能会发现
这个最大的一站式服务
包“轻松不费事”。

苹果最大的音乐流媒
体对手Spotify Technol-
ogy SPOT.N则批评该
项•绑式服务，称苹果
滥用其市场主导地位使
Apple Music居于优势。

苹果称，新款手表与
新的第八代iPad周二开始
接受预订，周五将上市。

苹果力推虚拟健身功能和“Apple One”服务包 

迎合居家办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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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在皇宫举行的
首相任命仪式和阁僚
认证仪式后，自民党
与公明党联合执政的
菅义伟内阁预计将在
16日成立。

安倍晋三内阁16日
上午在临时内阁会议
上全体辞职。作为首
相，安倍在任天数包
括其第一届内阁在内
累计达到3188天，自
其第二届内阁以来连
续达到2822天，累计

在任和连续在任天数
均创纪录。

菅义伟生于 1 9 4 8
年，今年71岁，1996
年 首 次 当 选 众 议
员，2006年曾出任日
本总务大臣。菅义伟
2012年出任内阁官房
长官，任职时间超过
2800天，是日本历史
上在任时间最长的官
房长官。2020年9月14
日，菅义伟当选自民
党总裁。

韩国统一部长官访板门店 
呼吁恢复韩朝联络线

韩国统一部长官李仁荣16日到访
韩朝边境的板门店。他称，将推动韩
朝合作，希望恢复包括韩朝联络办公
室在内的联络线。

今年6月，在朝鲜宣布切断一切朝
韩通讯联络线、炸毁朝韩联办后，韩
朝关系迅速降温，韩国时任统一部长
官金炼铁辞职。李仁荣于7月就职，
多次表态要恢复韩朝关系。

9月16日，李仁荣就任后首次访问
板门店。2018年9月，韩国总统文在
寅访问平壤，韩朝领导人签署《9月
平壤共同宣言》。

韩国单日新增病例回落 
首都圈学校将恢复线下教学

综合韩媒报道，韩国中央防疫对
策本部16日通报，截至当天0时，韩
国较前一天0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13
例，累计确诊22504例。韩国单日新
增确诊已连续两周低于200例，首都
圈的幼儿园和中小学将从9月21日开
始恢复线下授课。据报道，16日公布
的新增病例中社区感染病例105例，
境外输入性病例8例。当天无新增死
亡病例，累计死亡病例仍为367例。

菅义伟当选日本首相 
老家火速推出“菅酱”酸奶

当地时间16日下午，日本自民党
总裁菅义伟当选第99代日本首相。当
天，其家乡秋田县汤泽市的一家乳制
品企业开卖一款纪念酸奶，上面印有
菅义伟的卡通形象。

据日本放送协会（NHK）16日报道，
这款酸奶名为“菅酱的故乡和草莓酸
奶”，为一款添加了草莓果酱的酸奶饮
料。生产企业位于菅义伟的家乡——汤
泽市秋之宫地区，由于菅义伟的父亲也
是一名草莓农户，该企业决定推出这款
产品以纪念菅义伟的当选。

外国人可从10月中旬
开始入境尼泊尔进行登山等活动

尼泊尔政府发言人15日傍晚对外
宣布了系列解封措施，其中包括从10
月17日起，外国人可到尼进行登山、
徒步等活动。

尼泊尔政府发言人、外交部部长贾
瓦利当天强调，到尼泊尔的外国游客
需在登机前72小时内完成核酸检测，
然后持阴性报告登机并入境尼泊尔。

新西兰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历史低点
据新西兰西太平洋银行15日发布

的三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报告，受新
冠疫情和奥克兰长期“封城”影响，
新西兰消费者信心指数已跌至全球金
融危机以来的历史最低点。

报告显示，新西兰消费者信心指
数自上季度跌至97.1以来，近日持续
下跌至95.1，这一数据是2008年全
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历史低点。过去三
个季度，该指数累计下跌了14.8个百
分点，为史上之最。

西太平洋市场调查经理McDermott 
Miller指出，新冠疫情下，反复和持
续的奥克兰“封城”对当地商业信心
影响格外严重。数据显示，奥克兰地
区的消费者信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印度8月份出口同比下跌12.66% 
连续第6个月萎缩

印度商工部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印度8月份出口同比下跌12.66%。这是
印度出口连续第6个月处于萎缩状态。

数据显示，印度8月份出口降幅比7月
和6月进一步扩大。7月份印度出口同比
下跌10.21%，6月份为下跌12.41%。

数据显示，印度8月份出口达227亿
美元，同比下跌12.66%，进口达294.7
亿美元，同比下跌26%。印度8月份贸
易逆差为67.7亿美元。8月份，印度主
要出口商品均处于下跌状态。印度的宝
石、珠宝出口同比下跌43.28%，皮革
产品出口同比下跌16.82%。

亚股在向好数据激励下上涨 
但FED决议前冒险意愿降温

多数亚洲股市周三上涨，受到中
国及美国经济数据激励的涨势延续，
但美元、美债收益率、以及金价持
平，投资人等待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FED/美联储)在政策会议上发表对
经济的看法。

在中国公布强劲的工业生产及零售
销售数据、以及美国公布制造业产出增
加之后，投资人焦点转向美联储周三的
政策声明，这是主席鲍威尔宣布将增加
对通胀的容忍之后的首次会议。

MSCI明晟亚太地区(除日本)指数涨
0.5%。澳洲股市.AXJO涨0.74%，台
湾加权指数.TWII涨1.16%。但中国沪
深300指数.CSI300跌0.1%，因投资者
在连续三日上涨后进行获利了结。

菅义伟正式当选日本第99任首相
【中新社东京】当地时间16日下午，

日本召开临时国会，自民党总裁菅义

伟在指名选举中获得314张众议员选

票，142张参议员选票，均过半数，正

式当选为日本第99任首相。

日本新一届内阁名单
公布 安倍晋三胞弟
担任防卫相

【海外网】据日本广
播协会（NHK）报道，
当地时间16日下午，日
本首相菅义伟敲定新一
届内阁的人事安排，官
房长官加藤胜信公布了
阁僚名单。

其 中 ， 副 首 相 兼
财务相麻生太郎、外
相茂木敏充、经济再
生担当相西村康稔、
文部科学相萩生田光
一、环境相小泉进次
郎、奥运相桥本圣子
等继续留任。由于此
次内阁还为20 2 5年大
阪关西世博会设立了
专职负责人，内阁成
员也随之增加了1人。

菅义伟正式当选为日本第99任首相

此外，新任防卫相
将由前首相安倍晋三的
胞弟、前外务副大臣
岸信夫出任，他与前
总务副大臣坂本哲志均
为首次入阁。1959年
出生的岸信夫，1981
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
学经济学部，此后在

住友商事株式会社的
美国、澳洲分公司工
作。2004年当选为参
议 员 、 2 0 1 1 年 当 选
为众议员。岸信夫还
担任过防卫大臣政务
官、外务副大臣、众
议院安全保障委员长
等职务。

副总理（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
总务相：武田良太
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
法务相：上川阳子
行政改革和规制改革担当相：河野太郎
外务相：茂木敏充
文部科学相：荻生田光一
厚生劳动相：田村宪久

防卫相：岸信夫
国家公安委员长：小此木八郎
农林水产相：野上浩太郎
国土交通相： 赤羽一嘉
经济产业相：萩山弘志
经济再生担当相兼全世代型社会保障改革
担当相：西村康稔
环境相：小泉进次郎

国家公安委员长、防灾担当相：武田良太
复兴相：平泽胜荣
一亿总活跃担当相兼地方创生及少子化对
策担当相：坂本哲志
科学技术担当相：竹本直一
奥运相兼女性活跃担当相：桥本圣子
世博担当相：井上信治
数字担当相：平井卓也

以下为内阁名单：

【海外网】据日本时
事通讯社报道，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当地时间16日上
午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汇
总内阁成员的辞职书，宣
布全体内阁成员辞职。至
此，历时7年零8个月的第
二次安倍政权正式宣告落
幕。

据报道，当天下午，
在众参两院的正式会议上
将举行新任首相提名选
举，自民党总裁菅义伟将
成为第99代日本首相，并
在16日成立新一届内阁。
菅义伟之后将在首相官邸
与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
举行党首会谈，设立组阁
本部。经过在皇宫的首相
任命仪式和内阁成员认证
仪式后，新内阁将正式启
动。

关于16日成立的日本
新内阁，菅义伟已基本决
定起用防卫相河野太郎
担任行政改革和规制改革
担当相。世博担当相将由

前环境副大臣井上信治出
任。田村宪久将出任厚生
劳动相，自民党前宣传
总部长平泽胜荣任复兴
相，国家公安委员长武
田良太任总务相。前法
相上川阳子和前国家公
安委员长小此木八郎将
再次入阁。此外还将起
用众议员平井卓也出任
数字担当相。经济产业
相萩山弘志和来自公明
党的国土交通相赤羽一
嘉将留任。

日本现任内阁全体辞职 

第二次安倍政权宣告落幕

安倍晋三

【海外网】当地时
间16日，印度报告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
500万例，美媒称，印
度将在未来数周内超过
美国。

据美联社报道，印度
的新增病例仍在攀升，
数以万计的贫困城镇和
村庄考验着该国薄弱的
医疗体系。美国的病例
数目前为全球最高，为
超过660万例，印度的
病例总数正在接近美
国，预计将在数周内超
过美国。印度于11日报
告了创纪录的97570例
新增病例，仅9月就增
加了100多万例。专家
警告说，印度的病死率
在未来几周内可能会增
加，因为除了高风险地
区之外，其他地区正在
放松封锁限制。

根据约翰斯·霍普
金斯医学院的数据，印
度新冠肺炎的致死率
为1.6%，远低于美国
和巴西的3%。目前，
印度的经济复苏程度为
78%，印度政府排除了
在全国实施第二次封锁
的可能性。印度南部韦
洛尔州基督教医学院的
传染病专家Gagandeep 

K a n g表示，印度病例
数量的增加是不可避免
的，但仍有机会通过检
测和隔离特定区域，来
限制病例增加。

印度的大多数死亡
病例集中在大城市，包
括孟买、德里、班加罗
尔、钦奈和浦那。但
马哈拉什特拉省的那格
浦尔或贾尔冈等较小
城市中心也报告超过
1000多人死亡。印度卫
生部秘书布珊（Rajesh 
Bhushan）15日表示，
印度只有6%的新冠肺
炎患者使用氧气。印度
卫生部表示，到目前为
止，已有155名卫生工
作者死于新冠肺炎，其
中包括46名医生。

报道称，印度的卫生
资源较为薄弱，且在全
国范围内分配不均。近
6亿印度人生活在农村
地区，随着病毒在印度
的迅速传播，卫生专家
担心医院可能会人满为
患。目前，印度每天检
测100多万份样本，但
其中许多是抗体测试。

今年4到6月，印度
经济萎缩了23.9%，为
该国自19 9 6年开始公
布季度报告以来的最大
降幅，关键行业陷入停
顿，数百万人失业，印
度政府目前继续实施放
松限制措施，并在5月宣
布了2660亿美元的刺激
计划，大量的办公室、
商店、酒类商店、酒吧
和餐馆重新开业，国内
航线和国际的疏散航班
以及火车均在运行。此
外，印度学校还将在下
周向9到12年级的高年级
学生重新开放。

据印度卫生部9月16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印
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
至5020359例。在过去
24小时内，印度新增确
诊病例90122例；新增
死亡病例1290例，累计
死亡82066例。

印度新冠肺炎病例超500万 

美媒:有望数周内超美国

印度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累计超过500万例

【新浪网】据路透社
9月16日报道，《印度
时报》周三援引新闻信
托基金的消息称，印度
药品监管机构已批准印
度血清研究所（SII）继
续对阿斯利康和牛津大
学开发的潜在新冠疫苗
进行本地临床试验。

9月16日早些时候，路
透社还曾报道称，阿斯利
康-牛津新冠疫苗在巴西
恢复临床试验，还将在巴
西另外5000名志愿者身上

开展新冠病毒疫苗的三期
临床试验。

9月8日，因为英国的
一名参与者出现不明原
因的疾病，阿斯利康暂
时停止了其全球试验。
据悉，这名患者为女
性，其出现了神经系统
症状。9月12日，牛津
大学疫苗研发团队回应
称，与阿斯利康合作研
发的新冠疫苗已恢复临
床试验。

值得注意的是，阿

斯利康新冠疫苗在美国
的临床试验仍未恢复。
路透社周一援引消息人
士的话称，该疫苗试验
仍处于暂停状态，需等
待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和一个安全委
员会完成调查。

图： 印度药品监管
机构已批准印度血清研
究所（SII）继续对阿斯
利康和牛津大学开发的
潜在新冠疫苗进行本地
临床试验

【中新经纬】据路
透社16日消息，因新冠
疫情导致全球需求放
缓，日本8月出口连续
第六个月录得两位数降
幅，对美国出口大降，
这为贸易引领经济摆脱
深度衰退的憧憬笼罩阴
云。

周三公布的官方数据
显示，日本8月总出口
同比下降14.8%，降幅
小于路透调查分析师预
估的减少16.1%。

这意味着日本出口
连续21个月下降，创下
1987年7月止连跌23个月
后的最长连跌纪录。7
月为下降19.2%。

报道介绍，日本8月
出口下降是受到汽车与
矿物燃料出口下滑的拖
累，不过降幅比7月有
所放缓，因为经济活动
显露出升温迹象。

“对与居家办公相

关的IC T技术需求强
劲，帮助电气机械出口
仅同比下滑5.5%，”
凯投宏观日本分析师
Tom Learmouth表示。

“然而，出口量可能
要到2022年初才会回到
疫情暴发前的水平，”
他在报告中写道。

以区域来看，日本8
月对美国出口较上年同
期减少21.3%，主要受
引擎零件和建筑机械下
滑的打击。

受半导体出口大增
的提振，日本8月对其
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
出口较上年同期增加
5.1%。

报道分析称，周一
赢得日本自民党党内选
举的菅义伟将面临巨大
挑战：在经济于第二季
出现战后最严重萎缩
后，如何让经济回到正
轨。

日本出口连续6个月两位数下降 

8月对华出口增5.1%

日本8月总出口同比下降14.8%

阿斯利康-牛津研发新冠疫苗在印度恢复临床试验

【新华网】澳大利亚
社会服务委员会15日公布
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如
果澳政府按计划在9月下
旬下调“疫情补贴”，并
在今年年底将其完全取
消，该国未来两年将有约
14.5万人失业，经济也可
能因此损失313亿澳元(约
合229.41亿美元)。

这项研究报告由该委
员会委托专业经济分析
机构德勤经济研究所完
成，目的是评估当前的
一些疫情救助政策取消

后可能给澳大利亚带来
的影响。

为应对新冠疫情冲
击，澳大利亚政府今年3
月陆续推出多项社会救助
和经济刺激措施，其中包
括每两周向求职者和福利
金领取者额外发放550澳
元(约合403.13美元)的“
疫情补贴”。

但澳大利亚政府计划
从9月25日起，将这一补
贴下调至每两周250澳元
(约合183.24美元)，直至
今年年底。至于明年是否

还会发放疫情补贴，澳大
利亚政府尚未表态。

德勤经济研究所合伙
人妮基·哈特利表示，政
府为求职者提供的每一分
钱都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回
报，这些得到疫情补贴的
人会把钱直接花在生活必
需品上，有助于该国走出
经济衰退。哈特利认为，
由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
性，收入较高的人可能会
选择储蓄，因此削减所得
税等措施对刺激消费的作
用有限。

报告称削减疫情补贴 或将导致澳大利亚损失数百亿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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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记羽毛球俱乐部主
席Yoppy Rosimin表示，
其实我们以培养出我国
一名羽球年轻选手供未
来的发展非常重要，我
们呼吁当地年轻羽球选
手积极训练，不过我们
将招募有才华的年轻羽
球选手加入针记羽毛球
俱乐部。年龄11岁至19
岁以下的我国年轻羽球
选手将被招募，针记羽

毛球俱乐部将到其他城
市进行羽球招募比赛。

通过在视频举行的全
国运动日的有我国著名
羽球选手纪明发（Chris-
tian Hadinata）、Hariya-
nto Arbi、陈锋（Permadi 
F u n g）、两名针记羽毛
球俱乐部年轻羽球选手
Bernadine Anindya（来
自中爪哇省）及Radithya 
Bayu Wardhana（来自廖

内岛）。
据 悉 ， 针 记 羽 毛 球

俱乐部已举行运动科学
（sports science），以

理疗，体育锻炼和营养
充足为培育出我国羽球
年轻选手。
（文/Maan，译/yus）

创造有利的条件进一步提升我国羽毛球成绩
【本报讯】为了在国际羽球锦标赛能夺

得冠军，进一步推动我国羽球年轻选手的

进步和成长，目前针记羽毛球俱乐部（PB 

Djarum）通过各项羽球培训活动中心寻找

我国天才及年轻的羽球选手参赛，尤其通

过我国羽球选手正在地方羽球俱乐部参加

的训练及当地的羽球赛。

针记羽毛球俱乐部主席Yoppy Rosimin（左）、我国著名羽
球选手纪明发（右）及针记羽毛球俱乐部总经理陈锋通
过在视频举行的全国运动日

【新浪体育16日讯】
据Inside the Games网
站报道，一枚1 8 9 6年
首届奥运会的奖牌被以
65，625美元的价格拍
卖。

这 枚 奖 牌 属 于 希 腊
选手乔治奥斯-蒂斯塔
斯，他在雅典奥运会古
典式摔跤比赛中获得了
银牌。首届奥运会上，
冠军获得的是银牌，亚
军获得的是铜牌/青铜
牌。 这枚铜制的奖牌重
60克。

在1896年奥运会上，
获得冠军的选手被授予
银牌、橄榄枝和证书。
第二名选手获得铜牌、
月桂花环和证书。奖牌
的正面有宙斯像，宙斯
手中拿有一球，球上立
着胜利女神尼克，奖牌
背面是雅典卫城。

1 8 9 6年雅典奥运会
是首届夏季奥林匹克运
动会，于1 8 9 6年4月6
日-15日在希腊雅典举
办，这是现代奥运会首
次举办。

【新浪体育16日讯】西
班牙当地时间周二，皇马
与赫塔菲进行了一场热身
赛，最终皇马6-0大胜对
手。值得一提的是，这场
比赛在封闭式球场举行，
没有任何媒体进入，也没
有任何电视转播。

据《马卡报》透露，皇
马上半场就取得6-0的领
先，其中本泽马大四喜，
拉莫斯打进一球，另外小
将阿里瓦斯打进一球。皇
马上下半场启用了两套阵
容。

皇马上半场的十一人：
库尔图瓦；卡瓦哈尔、米
利唐、拉莫斯、马塞洛；

【新浪体育16日讯】
国际米兰周二在训练基地
进行季前首场热身，以5
比0战胜瑞士超球队卢加
诺。劳塔罗梅开二度，
卢卡库和达尔贝特各下
一城。新援阿什拉夫造两
球，科拉罗夫也完成首
秀，桑切斯2次助攻。

国米上半时(3-5-2)
：1-汉达诺维奇/37-
什克里尼亚尔，13-拉
诺 基 亚 ， 9 5 - 巴 斯 托
尼/98-阿什拉夫，23-

巴 雷 拉 ( 2 1 ' 阿 古 梅 )
， 1 2 -森西，5 -加利
亚尔迪尼，29-达尔贝
特/7-桑切斯，10-劳
塔罗-马丁内斯。

国米下半时( 3 - 4 -
1-2)：97-拉杜/33-
丹布罗西奥，6-德弗
赖，11-科拉罗夫/15-
阿什利-扬，77-布罗
佐 维 奇 ， 4 4 - 纳 英 戈
兰，14-佩里希奇/24-
埃 里 克 森 / 9 - 卢 卡
库，19-萨尔切多 。

【新浪体育1 6日讯】
总部位于加拿大蒙特利
尔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 A）执行委员会
（ExCo）当地时间9月14
日至15日举行了年度第三
次会议，会议通过网络举
行，不对媒体开放，但在
会议结束后发表了一份新
闻通报。       

这 份 新 闻 通 报 表
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 A）执行委员会
（ExCo）的12位委员在为
期两天的网络会议中就一
系列问题达成一致。

会议同意设立一个世
界反兴奋剂机构管理改革
审查专家工作组，这个工
作组将在今年11月组建完
成，主要负责对世界反兴
奋剂机构的改革进程进行
审议。工作组除了一名独
立的专家主席外，其他成
员将由各运动项目派出一
名专家，以及各国派出的

一名专家和一名运动员组
成。

通报还表示，会议收
到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与
美国国家药品管制政策办
公室（ON D C P）之间进
行讨论的最新情况，美方
威胁称，除非该机构同意
进行改革的多项条件，否
则就会撤资。对此，世
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维
托尔德·班卡（Wi t o l d 
B a n k a）表示，“世界反
兴奋剂机构和美国当局共
同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反兴

奋剂工作非常重要。我再
次表示，我愿意参加建设
性讨论，以确保美国与全
球反兴奋剂大家庭之间的
合作。”

会议成员以压倒性的优
势表示，支持体育运动与
各国政府之间的平等伙伴
关系模式，并在此基础上
恢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与
美国之间的对话。

会议还表示，了解到
美国参议院正在审议《罗
钦科夫反兴奋剂法》。世
界各国政府、各运行项目

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其
他成员，对该法案包括域
外法权的内容、可能产生
的难以预料的负面后果，
以及该法案专门修订内容
将美国境内从事美国职业
联赛和大学体育运动的一
百多万人排除在外的事实
等，都非常关注。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造
成的影响，会议表示，随
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
和地区解除限制措施，
越来越多的反兴奋剂组织
（ADO）遵循世界反兴奋
剂机构以及各国政府和卫
生部门的指导，恢复其检
测计划。

会议还讨论了2021年禁
用清单和其他国际标准、
改善运动员与反兴奋剂机
构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
了讨论。（原题为《世界
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会议
落实改革议程 强调平等对
话》）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落实改革议程 强调平等对话

皇马热身赛6-0大胜同城对手 本泽马4球拉莫斯破门

皇马上下半场两套阵容

莫德里奇、卡塞米罗、阿
里瓦斯；马尔温、本泽
马、维尼修斯。

皇马下半场的十一人：
卢宁；奥德里奥索拉、纳
乔、瓦拉内、门迪；巴尔

韦德、布兰科、克罗斯；
罗德里戈、马约拉尔、古
蒂埃雷斯。

1896首届奥运会奖牌被拍卖 

冠军获银牌亚军获铜牌

1896首届奥运会奖牌被拍卖

热身-劳塔罗2球卢卡库破门 

国米新援首秀造2球5-0

劳塔罗与桑切斯庆祝进球



续往前这话问得
太有趣，她一直
都在往前啊，不

过她下意识点头。
楚槿不晓得他要做什么，
但还是乖乖地跟在他的身
后。
他出家门、她出家门，不
过他得打开门，她却是直
接穿门而行，他坐进电梯
里、她飘进电梯里。
她恶意地瞄一眼角落，凑
近他说：“看得见吗？那
个老婆婆用爱慕的眼光看
着你。”
她想，他看得见自己却不
害怕自己，是因为她不是
鬼，又长得很美丽，若换
成其他的鬼应该会害怕
的。
可惜她失望了，她没在他
脸上看见惊慌失措。
他淡淡一笑，回答道：“
我知道，她已经在那里很
久了。”
皱起眉头，她问：“你不
怕鬼？”
“我死后也会变成鬼，有
什么好怕。”
“不是逞强？”
他好笑地说：“不需要逞
强。”

“这是特殊能力吗？”
“算得上。”
“我也有特殊能力，我可
以和花草雨风沟通。”她
显摆得像个孩子。
他微笑，“我知道。”
“你为什么会知道？”
“我还知道你听得懂刚出
生的小婴儿说话，知道你
很会赚钱，但有丈夫养之
后就懒了，知道你卯足劲
想生很多孩子，但你丈夫
不配合……”
他没被鬼吓到，她这个鬼
却被人吓傻了。
当！电梯响，他走出电
梯，她愣住十秒钟，才飞
快飘到他身旁。
哔，他用遥控打开车门，
坐进车里，她直接飘啊
飘，飘进他副驾驶座，他
熟练地操控方向盘，把车
子开出停车场。
她迫不及待问：“你说，
你还知道什么？”
“我知道你这次回去，是
为了救两个弟弟、找出灭
门血案的真凶，我知道你
很努力，想为弟弟们的锦
绣前程铺路，我知道你很
笨，老是把爱情误解成安
全感，幸好到最后爱上一

个叫做卫珩的男人，我知
道……”
沿路上，在“我知道”
间，他把她的一辈子描绘
得凊凊楚楚，这份清楚像
根绳子牵着她、系着他，
把他们给绑在一起。
他下车、她下车，他走进
高大的建筑物里，她飘进
高大的建筑物里，他进电
梯、她也进电梯……她跟
着他做每个动作。
然后，他在一间病房前面
停下。
“现在，想起来了吗？”
他突如其来一句，问得她
满头雾水。
“想起什么？”
“还没想起来？到底是谁
说你很聪明，明明就笨得
很厉害。”
看着他的眉眼，好像有什
么东西从脑袋里跳出来似
的，可是用力伸手却什么
都抓不到。
他叹气，“这么聪慧的
你，怎么老是以为阿沐喜
欢的是我不是你呢？”
轰！闷雷响起，她傻在当
场，他不是另一个卫珩，
他就是那个卫珩？
“我、我、你、你……”
他被她的傻样子弄笑，推
开门，说：“小槿，你在
奈何桥下无数次错过了
我，我在世间轮回十九
世，世世都与孤独为伴，
现在，不要再错过了，好
吗？”
“你是我的珩哥哥……”
“有疑问吗？”
他转头看向病床上的女
孩，楚槿跟着转头，然
后看见了楚槿的脸、楚
槿的身子，楚槿年轻的
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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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是在离开宾馆二十分钟
左右，他们的车子，距离
酋长的车子，大约是三十

公尺，其间，由于酋的车子，前后
都有警方的摩托车护送，所以除了
两辆摩托车外，没有别的车子……
这一点十分重要，如果不是这样的
话，就不会有接下来的事发生。
双方的速度都相当快，前面是一个
岔路口，有一幅相当大的广告招
牌，遮住了一部分路况，而就在那
广告牌后面，突然驶出了一辆货车
来。
那货柜车来得突然之极，而且速度
之高，有点匪夷所思，酋长的大房
车，前面有摩托车开道，货柜车竟
然在摩托车驶过去了之后，突然窜
出来。
酋长的车子，在那种突然的情形
下，本来就避不开，非撞上去不
可，而货柜车一出现，极长大的货

柜部分，又突然一摆一扫，向酋长的
座驾车扫过来。
一下降然巨响，良辰立时紧急煞车，
在座驾车后面的两辆摩托车，也已撞
了上去。
跑车由于紧急煞车，而在公路上，作
三百六十度的旋转，他们看到，酋长
的车子被子撞得向上，直飞了起来，
足有四五公尺，车门被撞开，酋长胖
大的身体，直飞了起来。
这种意外，足以看得任何人目瞪口
呆，他们三人自然也不例外。
而就在这一个错愕间，酋长胖大的身
体，正好向着跑车的后座，直压了下
来，温宝裕还在伸长着脖子发怔，酋
长身子一落下来，温宝裕有十条命，
只怕也全要葬送了。
那千钧一发时，良辰美景严格的武术
训练，发挥了作用，在不容发之际，
她们身子向的一翻，一边一个，抓住
了温宝裕的手臂，带着温室裕，向后

便翻。
几乎在他们才一翻出车子，酋长的身
子，便重重坠下，撞在跑车的后面，再
弹起了两公尺左右，又重重落在地上。
那时，翻出去的良辰美景，由于有极
佳的武术造诣，所以站定了身了，而
被她们带出来的温宝裕，一则以惊，
三则不能适合太快速的动作，双腿发
软，手在地上撑着，要等定过神了，
才站得起来。
而那时，酋长的身子落地，落地之
后，几乎就在温宝裕的眼前。
温室裕的胆子再大，在这样的情形之
下，他也不禁大叫起来，一面叫，一
面虽然不想看，可是视线却盯在酋长
的脸上，再也移不开去！
酋长这时，还没有立时断气，样子可
怕之极，他像是竭力想抬起头来，可
是他的半边头部，刚才不知曾砸在什
么地方，早已血肉模糊，不成形状，
可怕之极。

海泱来说，池静是她的一
切，他一直活在她心里，也
只有这样，她才能慢慢恢复

正常的日子。”
他还记得池静走后半年，唐海泱的第
一个笑容和说的话。
“学长，我复活了！”她瘦了一圈的
脸上有着久违的笑，不明朗，却不再
槁木死灰。“他没有死，他只是换了
个方式活在我身边。”
她眼中漾着泪光，指着自己心脏的位
置。“我的这里住着他，他一直都
在……”
关梦君听得心揪得紧疼。原来事情是
这样……
齐静深呼吸一口气后说：“对你，海
泱是错了，可那是人之常情吧！”
他苦笑道：“透过我，海泱看到了池
静，可是透过她，我却看到了自己的
心，我……该怎么办？”
齐静看着他，挣扎了起来。他沉默了
好一会，终于像是下定了决心般的开

口，“你确定透过你，海泱看到的只是
池静？我以为，扬旭的接班人会有绝佳
的洞察力。”
“你……”关梦君讶异他的话语。
“别误会，我没有帮你的意思，我只是
希望海泱早日弄清楚她心里放的人是
谁，是你，或是池静？若是后者，那
表示我还有希望。这一回，我不会再只
是默默的守在一旁，我会强迫她看着
我。”
这是在下战帖吗？关梦君的眼直视着
他，“你以为你会有那个机会？”
齐静一笑，笑容优雅依旧，“扬旭的执
行长，有没有这个‘机会’，你和我一
样都是等待被告知的，不会因为你是
扬旭的霸王就有什么不同。”在真爱面
前，任何人都是卑微的。
关梦君站了起来。“今天来的目的达到
了，我该走了。”
“不送。”
他走到门口停了下来，“有些话我想说
在前面比较好，即使海泱心目中的人不

是我，我也不会让她有机会去看除了我
之外的男人，当然也包括你！”
“你！”这男人也太猖狂了吧！
半侧过脸，关梦君表情冷沉狂霸。“齐
静之所以为齐静，关梦君之所以为关梦
君，这就是关键。”说完，迈开步伐大
步离开。
关梦君走到唐海泱的诊疗室门前，门牌
上还挂着今天门诊医生的名字，他开了
门，里头空无一人。
数个小时前，她在里面帮病人看诊，彷
佛昨天，她还一间间的巡着病房，彷佛
昨天，他还到医院里等她一块吃饭……
吃白饭的，你今天看起来精神好多了。
啧，光看你瞪人的样子就知道你没事！
“阿旺伯，早啊！我是谁？猜中了有
奖！”
“暴发户，我们今天吃什么？我饿死
了。”
“暴发户，我们医院有护士美眉叫你‘
贫穷贵公子’呢！”

第三十章　走马换将 

高光迫不及待的就万良手中接过锦盒，打
开盒盖，凝目望去，只见锦盒是并放着两
个雕刻精致的白玉美人，神态俊雅，栩栩
如生，仔细瞧去，骇然竟是二女模样, 只
是具体而微。
万良伸出手去，取过一个白玉美人，轻轻
一旋，果然是腹间中空，掉下来一根似香
非香，长约三寸，细如小指之物。
黄荣道：“想此就是二女留函中所说的奇
药了。”
万良道：“不错。”
略一沉吟，接道：“看到这座雕工精致的
白玉美人，不觉间怀念到故人手笔，也使
老夫担心起一件事来。”
高光道：“什么事啊？”
万良道：“此玉雪白无瑕，入手生暖，分
明是极为珍贵的暖玉。我那故世范兄，一
生之中，感叹生命短促，从不肯浪费一寸
光阴，这等精工雕刻，必然需时甚久，其
作用，只怕不只是供人欣赏，如是今宵来
犯之敌，取去此物，或许是失手打碎，岂
不大过可惜了么？”
高光道：“来人决非泛泛身手，此屋高不
逾丈，不论放在何处，也是难以挡得来
人。”
左少白道：“老前辈之意思呢？”
万良道：“就这拒敌三策而言，此策实为
三者最上一策，也许能从咱们今宵生擒来
犯之敌中，迫问出那主谋之人的身份。”
黄荣道：“既是无两全之法，只有冒险
使用了，咱们小心一些，防他们打碎就
是。”
万良沉吟了一阵，道：“二女也许早有计
算。”
四人一齐动手，布置起来。
万良一面动手，一面高声说道：“二位姑
娘在留函之中，即然说布有机关，想来是
决不会错，诸位移动手之时，要小心一些
才是？”
这时，黄荣、高光等，都已对那盲哑二女
信服无比，听得万良呼叫之言，果然是个

个谨慎无比，小心翼翼。几人布置就绪，
太阳已沉下西山。
万良打量了一下室中情势说道：“左兄弟
藏在神案之下，两侧堆上木柴，就不易被
人发觉了。”
左少白点头一笑，动手在神案下堆上木
柴。
万良抬头一看道：“这内室，外厅这间的
大梁之上，可容一人……”
目光转到高光脸上，接道：“高兄弟请你
藏在梁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察看全
盘情势变化，不过有一件事，要特别小
心。”
高光道：“什么事？”
万良道：“谨慎小心，不要被今夜来袭之
敌，进得茅屋之门，就瞧到了你，或是人
还在十里之外，就听到你的声音。”
高光道：“这个在下记下了。”
万良道：“记着，不能多接一句口，不可
稍松一分心。”
黄荣心中暗暗赞道：“这辨法倒是不错，
那藏在梁上之人，看起来是全军的耳目，
但其时，却毫无出手的机会。
只听万良低声说道：“黄兄请藏在内室之
中如何？”
黄荣应了一声，闪身进入内室，仔细的查
看了一下室内形势，选择好藏身之地，重
又走了出来。
万良道：“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也该利
用这事发前的机会，各自坐息片刻，对精
神不无小补。”
三人依言盘膝而坐，各自运气调息。夜色
渐深，已难见室外景物。这是个阴云满布
的晚上，风高月黑，吹打着茅屋的荒草，
沙沙作响。
万良当先而起，点起了厅中烛火，关闭上
窗门，步入内室，盘膝坐上木榻。群豪各
自就位，隐好身子。
大约等待顿饭工夫之后，突然茅舍传进来
一声大喝，道：“室中如若有活的人，都
给我滚出来！”
左少白等早已成竹在胸，任那喝骂，但却
无一人相应。
但闻那人接道：“惹得老子性起，一把火
烧光了你们这座茅舍！”
那人喝骂了一阵，不闻室中有人相应，也
不再骂，过了片刻，响起了一声大震，大
门被人一脚踢开。
一阵急风，吹了进来，门口吊着的户体，
突然一阵摇摆，烛光摇颤，暗而复明。
原来，万良等早已选择好了置放火烛的所
在，风势虽急，但却未把火烛吹熄。
左少白选择的停身角度，正好可仔细的瞧
清楚门口情形。
只见一个四旬左右的劲装大汉，右手执着
一把单刀，站在门外，望着那高悬的尸体
呆呆出神。
显然，那悬尸已收到先声夺人之效。
只听另一个声音，传了过来，道：“吊的
是死人还是活人？”
那大仅应道：“是昨天重伤在此地的章兄
弟。”

对

(115)

(199)(78)

时间：珍惜了，就是黄金；
虚度了，就是流水。
书本：掌握了，就是知识；
没学了，就是废纸。
理想：努力了，才叫梦想；
放弃了，就是妄想。
机会：抓住了，就是机遇；
错失了，还是机会。

大

(72)

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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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伦晒合照为妈妈庆生

母子俩共举气球笑容灿烂

“电影版家有儿女官
方微博”的@电影家有
儿女 2 0 2 0  消息，电视
剧 《 家 有 儿 女 》 1 5 周

年之际，将推出网剧、
院线电影等，其中院线
电影已拿到龙标，档期
待定。

日本爆红漫画《夏目
友人帐》将推出新作剧场
版动画，明年春天在日本
上映。

《夏目友人帐》曾推出

多季动画以及一部剧场版
作品，因为舒缓悠扬的节
奏以及治愈的故事获得高
人气，在中日两国都有很
多忠实观众。

因目 前韩国 疫情发
展，原定10月14日公布
得奖名单的第十四届亚
洲电影大奖将延后至10
月28日。

本届亚洲电影大奖首
次移师至韩国釜山举行，
但电影大奖不设典礼，得
奖名单将在亚洲电影大奖

学院的官方微博公布。
《寄生虫》以10项提名领
跑，而王小帅执导的《地
久天长》就获得包括最
佳电影、最佳导演、最
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
等7项提名，曾国祥导演
的《少年的你》共获得5
项提名。

小鬼黄鸿升突传在台
北家中身亡，享年36岁。
曾在节目上跟小鬼有交集

的Sel i na今稍早出席活动
听闻此事也十分震惊，但
也呼吁大家要明白世事无

常，“对于生命就是应该
要尊敬和爱惜它”。

Selina过去参加节目时曾
和小鬼等主持人同台，也在
节目中被小鬼的幽默戳中笑
点，互动热络，今听闻小鬼
猝逝，Selina坦言：“当然
觉得非常震惊，也很遗憾，
因为刚刚在忙记者会，还不
知道确实的情况，但相信大
家都会觉得很不舍。”

Sel ina也强调：“希望

大家可以多珍惜当下，
如果有爱的人就要勇敢表
达出来，对于生命就是
应该要尊敬和爱惜它”
，“很遗憾也很心痛，演
艺圈失去一个好友，要更
珍惜当下。”一旁的主持
人阿Ken受访透露，第一
时间听到这消息以为是个
玩笑，因为印象中小鬼精
神、身体都很好，未料会
发生这事。

由李骥导演，李岷城、
任素汐、何巍然等实力派演
员联袂出演的电影《通往春
天的列车》目前已全面开启
预售，并于今日公开了电影
的终极海报和终极预告。

《通往春天的列车》以

中国当代“小镇青年”为
主要刻画对象，并讲述以李
大川（李岷城饰）和妻子苏
芳（任素汐饰）为代表的一
众平凡小人物为生活奔波的
艰难故事，电影曾获第24届
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奖提

名、第十四届华语青年影像
论坛等多个奖项。

终极海报中， 李岷城和
任素汐身处一列高速行驶的
火车上。他们坐在列车靠窗
一侧，温暖的阳光照进车
内，映在车窗上的是模糊的
树影。车外的阳光与车内的
沉重，一明一暗之间暗示着
生活的起落。两人脸上显露
出倦容，相顾无言，等待着
这趟列车的抵达。 

同时，官方还公开了一
支终极预告，在悠扬凄凉
的曲调中，发出灵魂拷问“
生活是什么？”，企图探秘
生活的奥义。短短的几十秒
内，李岷城、任素汐将与现
实抗争的无奈、辛酸与崩溃
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夫
妻两人向着人生发起挑战，
做出“无名之辈”的奋力挣
扎。但你要相信，“生活充
满艰辛，春天总会到来”。

男主角李岷城是毋庸置
疑的实力派演员，在电影
《百鸟朝凤》《中国机长》
中，他曾奉献出十分精彩的
表演。此次在《通往春天的
列车》中，他饰演的普通工
人李大川陷入买断工龄的危
机，却又阴差阳错地被冤偷
窃工厂财物。生活的重担压
下，普通人要如何面对？

这不仅是对片中李大川的
试炼，也是对演员演技的试
炼，让人不禁期待他与任素
汐两位实力派的精彩演绎。 

时隔半年，任素汐带着
最新作品《通往春天的列
车》重返，再次演绎小人
物。自出道后，她接连用《
驴得水》《无名之辈》《我
和我的祖国》等作品证明了
自己的实力。虽然任素汐饰
演的苏芳只是个过着普通甚
至有些拮据生活的小人物，
但她用自己极具爆发力的演
技，为角色本身增添了丰富
的细节与灵魂。

电影《通往春天的列
车》描绘出了平凡小人物的
最真实生活状态，迷茫、苦
闷甚至心灰意冷……为了生
存，这些普通人却用尽全力
与命运做出反抗。面对荒诞
无奈的世事，他们依旧不屈
不挠地向前；面对巨大的打
击，他们还能拾起热情好好
生活；经历再大的困难也依
旧可以重头再来。这种身处
谷底也要向上攀爬的生活信
念也正是这部电影想要传达
给大家的能量。 

电影《通往春天的列
车》的预售正在火热进行
中，电影将于9月17日登
陆全国各大影院。

台湾男艺人小鬼黄鸿升
去世，年仅36岁。被发现时
已尸僵，经纪人已证实噩
耗，表示稍晚会公布死因。

据悉，黄鸿升是杨丞琳
曾经公开承认过的唯一男
友，也是初恋男友。在过去
华冈艺校时期两人就谈过一
场很单纯的恋爱，即使两人
分手了也将彼此奉为知己。
两人在私底下也有交情，在

杨丞琳演唱会上，黄鸿升被
找来当过嘉宾。杨丞琳和李
荣浩在一起了，黄鸿升还第
一时间在网上隔空送祝福。
两人的感情也别大家称之
为“最佳初恋”。

入圈经历：
2001年，黄鸿升因参加

电影《蓝色大门》的选角
训练班而正式出道；

20 0 2年，以艺名“小

升”担任儿童节目《下课
花路米》的主持人；同
年，与陈柏霖、远藤章造
组成“HC3”组合，并推
出组合首支单曲《我们是
朋友》；

2004年，主演爱情电影
《梦游夏威夷》；

2005年，在台湾偶像剧《
终极一班》中饰演蔡一零；

2006年，担任八大综合
台娱乐新闻性综艺节目《
娱乐百分百》的主持人；

2007年，出版个人第一
本全创作图文集《搞什么
鬼？！》；

2008年，主演台湾偶像
剧《霹雳MIT》；

2009年，推出首张个人
音乐专辑《Love_Hero爱&

英雄》；
2010年，主演台湾偶像

剧《流氓校长》；
2011年，推出第二张个

人音乐专辑《黑心伤品》；
2012年，主演剧情电影

《阵头》；
2013年，推出第三张个

人音乐专辑《超有感》；
同年，获得“第十八届新
加坡金曲奖”最受欢迎男
歌手、时尚歌手奖；

2014年，获得“第四届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年度
最受欢迎男歌手；

2015年，凭借主持节目
《娱乐百分百》入围“第50
届台湾电视金钟奖”最佳综
艺节目主持人；同年，推出
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

周杰伦在社交平
台晒出自己和妈妈的合照为

妈妈庆生，他写道：“祝我时尚的
妈妈生日快乐。”照片中，周杰伦一身

全黑休闲打扮，微微弯腰和穿着彩色印花
裙子的妈妈一起举着生日气球，虽然头发已
花白，但周杰伦妈妈看着精神很是不错。母子
俩五官神似，站在一起笑容灿烂十分有爱。

据悉，周杰伦是单亲家庭长大的，从小就
是妈妈和外婆带大的。外婆和妈妈，是周
杰伦很敬爱的两位女人。 2003年，周

杰伦以母亲“叶惠美”的名字
作为自己的第四张专辑

名称。

《家有儿女》将推出电影版 

已拿龙标档期待定

官微透露电影版《家有儿女》已拿到龙标

《夏目友人帐》将推剧场版续作 

定档明年春天上映

《夏目友人帐》剧场版将推出新作

因韩国疫情未缓解 

亚洲电影大奖延期公布得奖名单

亚洲电影大奖将延后

黄鸿升去世 Selina感叹：

希望大家多珍惜当下

黄鸿升

导演协会2019表彰大会主题公布 

冯小刚任终评委主席

终极海报

小鬼黄鸿升被曝去世年仅36岁 

被发现时已尸僵

小鬼黄鸿升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