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1-3912909 (Hunting)地址:Jl.Raden Saleh Raya 1B, Cikini, Jakarta 网址:www.shangbaoindonesia.com 广告部:shangbaoadv@gmail.com 编辑部:redaksishangbao@gmail.com传真:021-3912906 / 31922403

加强全民团结 促进经济繁荣2020年9月25日(星期五) 庚子年八月初九 2000年创刊 第20年5951号 每月订费:130,000盾零售价:5,500盾

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晴天	 26-29℃

泗水	 晴天	 25-35℃

棉兰	 晴天	 23-30℃

登巴刹	 云天	 25-32℃

坤甸	 云天	 23-33℃

今
日

宜	 祭祀	祈福	求嗣	入学

	 会友	出行	嫁娶	裁衣

	 移徙	竖柱	上樑	纳畜

忌	 酝酿	动土	除服

生肖相冲	牛

今日出版16版 

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9月 24日）

累计确诊 : 262,022 例
疑似患者 ：110,910 例
新增病例 :   4,634 例
累计死亡 :  10,105 例
累计治愈 : 191,853 例

详细新闻见第二版

必须给乡村民众提

供积极参与和创造

的发展空间，以促

进乡村的主要发展

领域

我国也同感身受疫情
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的不利
影响。然而新冠疫情也是

对经济全面改革以推动国
家经济重大战略的动力，
其中之一就继续改善和加
速发展乡村经济。有鉴于
此，总统要求所有关于乡
村社会保障的计划方案，
例如家庭希望计划，现金
社会救助，乡村现金援助
等纲领，必须切实有效地
实现制定的目标，确保受
新冠疫情影响乡村民众获
得政府的援助。总统在会
议上如是说。

此外，为了更有效发展

乡村经济计划，总统指示
政府相关部门相关官员不
能各自为政，缺乏协调实
施方案，各部门必须汇集
一个综合相辅相成的工作
行动方案。

总统还指示：“农村发
展部必须确保更有效地利
用乡村资金，公共工程与
住房部（PUPR）提供基本
乡村基础设施，交通部提
供对接和相互连通的交通
系统，社会事务部负责处
理较贫困的公民，合作社

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加强乡村经济发展

总统提醒部长们新冠肺炎非常时期勿各自为政

佐科威总统周四（9月24日）在雅京总统府通过视频主持局部内阁会议。

【总统府网站】佐科威总统周四（9月24日）

在雅京总统府通过视频主持局部内阁会议。总

统在会议上说，当前新冠肺炎（Covid-19）疫

情席卷全球至少215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影响城

市社区正常生活， 农村地区人们也感受到了新

冠肺炎大流行的史无前例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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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印尼CNN新
闻网雅加达9月24日讯】亚
洲开发银行(亚开行/ADB)
已批准向我国提供5亿美
元的紧急贷款。这笔资金
用于自然灾害或流行的急
性传染病，例如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大流行。

亚开行副行长Ahmed	 M	
Saeed称，这笔抗灾贷款是有
益的，因为我国正处于太平
洋火环(Cincin	Api	Pasifik)的
道路上，很容易遭受地震，
海啸，火山爆发，山体滑
坡，洪水和干旱，以及现在
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

周四，他在官方声明中
说，“这些基于政策的贷
款将帮助政府及时应对此
类冲击，并减少对公共基

础设施和人民，尤其是穷
人和妇女的生计的经济和
社会影响。”

他解释说，如果政府宣
布有关灾害紧急情况或健康
紧急情况的声明，则包含在
抗灾能力增强计划中的贷款
可为备灾提供资金。

为此，这笔资金可以支
持我国在灾害风险管理和
卫生服务方面的改革，并
且可以提高我国各机构和
社区的抗灾能力。

亚开行金融部门专家
Benita	 Ainabe称，该计划
亦旨在协助政府加强环境
的可持续性，灾害和气候
适应能力，以及人力资本
发展，包括健康和性别平
等。(xin)

【Tribun新闻网雅加达讯】
政府表示，已通过带有
曲线的表格对新冠病毒
(Covid-19)疫情大流行对
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国民经济复苏和新冠病
毒处理委员会第一执行秘
书拉登.帕尔德德(Raden	

Pardede)称，2023年的经济
指标有如新冠肺炎疫情爆
发之前那样恢复正常。

他在网络研讨会上称，“
我们期望，我们的中期计划
是2023年的指标。我们必须
回到有如新冠肺炎疫情大流
行之前那样的增长。”

在直到20 2 3年的框架
内，该概念分为三个部
分，即健康的印尼，正在
工作的印尼，和正在成长
和转型的印尼。

拉登说，“我们为什么
要在那里添加转型，因为
我们前面提到自新冠肺炎

爆发以来人类的行为已经
发生了变化。技术的采用正
在加速，尤其是数字技术的
采用。”因此，政府必须为
公众做好准备，尤其是过去
通过离线销售的商家而进行
网上交易。他说，“除此之
外，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

必须做好准备，以便在中期
我们也可以改变经济。我们
的经济结构再也不像新冠肺
炎之前那样，这意味着我们
必须从现在开始做好准备使
之能够成长，以便能够在竞
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上成长，
转型，和竞争。”(xin)

【雅加达综合讯】Worl-
dometers世界实时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北京时间9月24
日14时32分，全球新冠肺
炎累计确诊病例突破3210万
例，达到32,103,452例，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98.2万
例，达到982,037例。美国
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全
球最多，突破713万例，达
到7,139,553例；累计死亡
病例超过20.6万例，达到
206,593例。

据印度卫生部9月24日
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
地时间9月24日8时，印度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已
升至5,732,518	 例。其中
死亡91,149例，治愈出院
4,674,987例。

巴西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达460万例，新增6906例至
4,602,241例；死亡病例新
增251例至138,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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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印尼西部时间
（WIB）12时00分，国内新
增确珍病例4634例，再创疫
情今年3月2日爆发以来单日
新高。之前，9月22日至23
日之间，新增病例为4465
例。目前全国累计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已升至262,022
例。以每日平均新增4000例
的局势来看，雅京特区每日
新增病例超过一千例，预料
印尼国内疫情还未达到高峰
期，疫情走势不容乐观。

过去24小时雅京特区新
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1044
例。其次是西爪哇省新增
804例，中爪哇省新增434
例，东爪哇省新增343例，
苏西省新增302例，巴布
亚新增266例，廖内省新
增231例，东加省新增195
例，南苏省新增165例，万
丹省新增130例，巴厘岛新
增119例，苏北省新增96
例。

过去24小时新增死亡人
数128例，全国累计死亡病
例已突破一万，达10,105
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3895
例，全国累计治愈患者
191,853	 例。截至9月24
日全国疑似患者为110,910
人。（v）

及中小企业部为微小企业
提供必要的服务。”

此外，政府官员必须指
导每个乡村大力发展其当

地潜力，以增强乡村的经
济发展潜力。	 必须给乡
村民众提供积极参与和创
造的发展空间，以促进乡

村的主要发展领域，例如
与农业，乡村旅游，农村
地区的工业有关的部门。
（v）

为协助抗灾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

亚开行向我国提供5亿美元紧急贷款
新增4634例 再创单日新高 累计死亡人数突破1万

印尼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升至262,022例

政府拟订指标2023年经济将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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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新冠肺炎病例确诊病例数据

（截至 2020年 9月 24日）

地区 新增 确诊 死亡 治愈

雅加达 1044 66731 1648 2.47% 52648 78.90%

东爪哇 343 42098 3062 7.27% 34862 82.81%

中爪哇 434 20673 1359 6.57% 14772 71.46%

西爪哇 804 19397 355 1.83% 11174 57.61%

南苏省 165 14813 405 2.73% 10877 73.43%

南加省 63 10047 406 4.04% 8451 84.11%

苏北省 96 9749 410 4.21% 6006 61.61%

巴厘岛 119 8245 241 2.92% 6754 81.92%

东加省 195 7459 286 3.83% 5025 67.37%

廖内省 231 6120 126 2.06% 2767 45.21%

苏南省 83 5690 331 5.82% 4093 71.93%

巴布亚 266 5653 80 1.42% 3688 65.24%

苏西省 302 5155 100 1.94% 2641 51.23%

万丹省 130 4939 160 3.24% 2982 60.38%

北苏省 22 4357 172 3.95% 3451 79.21%

亚齐省 56 3891 145 3.73% 1889 48.55%

中加省 39 3431 130 3.79% 2696 78.58%

西努省  39 3200 190 5.94% 2497 78.03%

日惹特区 22 2897 64 2.21% 1652 57.02%

马露姑 0 2654 40 1.51% 1687 63.56%

哥伦达洛 0 2489 73 2.93% 2190 87.99%

东南苏省 71 2422 52 2.15% 1751 72.30%

北马露姑 4 2039 74 3.63% 1799 88.23%

廖内群岛 11 1875 56 2.99% 1214 64.75%

西巴布亚 0 1674 26 1.55% 939 56.09%

西加省 16 901 8 0.89% 729 80.91%

楠榜省 21 799 30 3.75% 494 61.83%

朋古鲁 7 579 31 5.35% 367 63.39%

西苏省 6 546 9 1.65% 395 72.34%

北加省 18 550 3 0.55% 434 78.91%

占碑省 4 399 8 2.01% 262 65.66%

东努省 18 367 6 1.63% 240 65.40%

中苏省 4 348 15 4.31% 243 69.83%

邦加勿里洞 1 335 4 1.19% 274 81.79%

最高检察院检察官亚努尔乌托
莫（Yanuar Utomo）评估，哈里在
Jiwasraya腐败案被证明有罪，并
造成国家损失16.807万亿盾。在
同一案件中，亚努尔要求法官将前
Jiwasraya董事经理亨迪斯曼拉希
姆（Hendirsman Rahim）判处20年
徒刑和10亿盾罚款。同时，将前
Jiwasraya投资和财务部负责人西亚
米尔万（Syahmirwan）判处18年监
禁和10亿盾的罚款。亚努尔认为，
这三名被告的行为不支持政府实现
反腐败纲领。被告的行动是有计
划、有组织和规模宏大，对该保险
公司的客户造成了经济困难。被告
的行为导致公众对保险公司的信任
度下降。

亚努尔说，在本案中，该三
名被告与其他三名被告犯了七项
犯罪行为。其他三名被告分别是
PT Hanson International董事Benny 
Tjokrosaputro，PT Trada Alam Min-
era总裁Heru Hidayat和PT Maxima 
Integra总经理Joko Hartono Tirto。首
先，三名被告亨迪斯曼、哈里和西
亚米尔万与Heru、Benny和Joko Har-

tono签订协议，管理Jiwasraya不透
明且不负责任的股票投资和共同基
金。其次，股票和共同基金的管理
没有根据总部内部注释中的客观和
专业数据进行分析，而只是进行联
合形式的分析。

第 三 ， 三 名 被 告 还 购 买 了
BJBR、PPRO和SMBR的股票，这些
股票已经超出了投资准则的规定，
即已发行股票的上限为2.5％。

第 四 ， 三 名 被 告 进 行 买 卖
BJBR、PPRO和SMBR股票的交易，
目的是干预价格，但这些价格最
终没有提供投资回报，也无法满
足流动资金需求支持运营活动。

第五，三名被告通过为Jiwas-
r ay a建立特殊的共同基金产品来
控制13名投资经理，从而使Joko 
Hartono可以控制作为Jiwasraya共
同基金基础的金融工具的管理。

第六，三名被告继续同意基础金
融工具的买卖交易，尽管最终它没
有提供投资收益并且无法满足流动
资金需求支持公司运营活动。

第七，三名被告从Heru和Benny
通过Joko Hartono收到金钱、股票

和便利，这些都与Jiwasraya 2008
年至2018年的股票投资和共同基
金的管理合作有关。

从200 8年到201 8年，亨迪斯
曼、哈里和西亚米尔万将Jiwasraya
非储蓄计划和储蓄计划产品以及
公司保费的收益，全部价值约
91,105,314,846,726.70盾用于投资
股票、共同基金和中期票据。在2008
年至2018年之间，亨迪斯曼、哈里
和西亚米尔万同意通过Joko Hartono
将Jiwasraya的股票投资和共同基金
的管理权移交给Heru和Benny。

根据国家财政稽查机构的调查研
究报告，在管理Jiwasraya人寿保险
公司在2008年至2018年期间的股票
投资和共同基金中，国家蒙受损失
高达16,807,283,375,000盾。（pl）

最高检察院检察官要求法官

判处Jiwasraya前财务总监无期徒刑
【罗盘网雅加达讯】Jiwasraya人寿保险公司（PT Asur-

ansi Jiwasraya）在2013年至2018年期间的财务总监哈里•

普拉塞蒂奥（Hary Prasetyo）被判处无期徒刑和10亿盾的

罚款。

政府指出，截至9月中旬，人民商业信贷(KUR)或
补贴信贷的分配已达111.21兆盾。这是需要继续推
动的发展，因为它将提高小企业在病毒大流行期间
生存的能力。如果政府能够加强他们的商业基础，
使他们能够发展成更强的中型企业，那就更好了。

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卡（Airlangga Hartarto）
传达了在人民商业信贷分配方面取得的进展。本月
23日，他说：“已经实现的达到今年分配目标的
58.53%。上述人民商业信贷(KUR)除良好分配，质
量方面也得以保持。2020年9月维持在0.87%水平的
KUR不良贷款率体现了这一点。”

政府还指出，在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
行期间，一些KUR分配者要求增加KUR上限。因此，
政府计划将KUR上限提高到208.85兆盾。埃尔朗卡
说：“这笔款项包括11.3兆盾的超微型KUR上限和
其他计划的额外KUR上限要求。”

上述KUR分配的进展应该受到欢迎，因为前一
段时间，合作社及中小企业部长 特登·马斯杜基
(Teten Masduki)偏偏用悲观的语气说话。他抱怨
因受到技术执行层面法规的限制，KUR的分配量太
少。

6月30日，马斯杜基在通过Zoom举行的网络研讨
会上说：“KUR的实施有些不顺畅。这是因为法规
避免道德风险，像央行周转援金（BLBI）经历的那
样。”

Liputan6.com援引玛斯杜基的话称，合作社与中
小企业部门目前正致力于增加人民商业信贷（KUR）
利息补贴的分配。其中包括与银行和金融服务管理
局（OJK）就加速该计划的分配进行协调。

据他说，国内大多数的中小微企业参与者在获得
KUR的利益方面遇到困难。因此，由于需求下降，
在经历违约后，他们业务的连续性受到威胁。为了
使中小微企业免于破产，需要在近期内进行KUR的
分配。他说：“中小微企业面临的问题之一是融
资渠道。因此，我们努力争取让他们获得融资的便
利。”

相反，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卡的讲话听起来
更为乐观，他甚至强调对KUR的需求如此之高，
以至于政府提高其上限。政府还将通过与数字平
台，即Gojek、Grab Indonesia、Tokopedia和Shopee 
Indonesia合作来扩大其分配。

本月23日，由三家KUR渠道银行，即印尼庶民银
行（BRI）、万自立银行（Mandiri）和印尼国家银
行（BNI）代表，将KUR分配给中小微企业合作伙伴
和参与者。向294个中小企业债务人提供的KUR总额
达到310.8亿盾。在上述分配总额中，还有分配给8
个中小微企业的超微型KUR的7000万盾。

希望向中小微企业数字平台合作伙伴分配的KUR
可以继续下去，并扩大到其他42家KUR分配者。艾
尔朗卡说：“今天分配的KUR是初始阶段，随后将
把KUR分配给1200万个有接收KUR潜力的中小微企
业数字平台合作伙伴。”

艾尔朗卡说：“政府在包括数字平台在内的各方
的协助下所做的努力，有望使中小微企业的商业活
动得以恢复，并加速国家经济复苏。”

随着国民经济的加速复苏，政府继续刺激中小微
型企业的发展，其中之一就是通过加快人民商业信
贷的分配。今年，中小微企业国家经济复苏计划的
预算为123.46兆盾，该计划将持续到2021年。

需要强调的是，一些数字平台参与KUR的分配，
主要是因为它们不是信贷渠道机构。与Gojek、Grab 
Indonesia、Tokopedia和Shophee Indonesia的参与相
关的政府法规，使政府的目标和任务顺利、有效、
没有偏差、准确无误地运行。

OJK也参与监督吗？如果没有，通过上述数字平
台分配信贷的监管方是谁？如果出现不良贷款，谁
来负责？很多问题令人置疑，政府理应先经过成熟
考虑才是。

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当然不希望过去因为道德风
险等原因发生的各种案件重演。我们认为，KUR的
分配是帮助中小微企业的正确战略，但必须避免背
离上述崇高目的的各种可能性。

政府将继续改善
人民商业信贷分配

Jiwasraya人寿保险公司前财务总监哈
里•普拉塞蒂奥（Hary Prasetyo）。

【雅加达罗盘网】我
国第一大穆斯林团体伊斯
兰教士联合会（PBNU，简
称伊联）总主席赛义德博
士（Prof. Dr.KH.Said Aqil 
Siroj）曾于20日要求我国政
府慎重考虑延迟2020年同步
地方首长选举，因为目前国
内新冠肺炎疫情至今尚未得
到有效控制，近来每天新增
确诊病例均超过4千例。

继伊联之后，我国第二
大穆斯林团体穆罕马迪亚
（Muhammad iyah简称穆
联）也向我国政府提议推
迟2020年地方首长选举，
穆联要求我国政府必须重
视国民的安全，尤其是疫
情仍在持续蔓延之际。

伊联秘书长Helmy Faishal 
Zaini于23日表示，为了社会
大众的生命安全，伊联再次

呼吁我国政府慎重考虑展延
2020年地方首长选举，理应
将国家主要任务优先缓解
疫情问题。我国的新冠肺
炎疫情播已达到紧急的状
态，甚至是失控的状态。
而在地方首长选举时，每
位候选人的造势竞选活动
将聚集大型人潮，容易造
成新冠病毒新感染群。何
况，在竞选活动中，根本

很难执行新冠防疫卫生规
程。民众大部分未遵循和执
行新冠肺炎卫生规程，因
此，伊联要求政府展延举行
2020年地方首长选举。

然而，佐科威总统强
调，政府已经投入大量资
金筹备五年一度的地方首
长选举，政府将如期举行
2020年地方首长选举的计
划。（yus）

为了社会大众生命安全

伊联再次呼吁政府展延2020年地方首长选举

【印度尼西亚CNN雅加
达讯】政府发布有关移民
的新规定，该条例提到护
照有效期为10年。该规则
包含在2020年关于移民的
政府规定第51号。

据说该规则是印度尼
西亚共和国总统佐科威于
9月10日签署，是对先前
规则的修订，即关于实施
2011年第6号法律的2013
年第31号政府法规。

根据规则的副本中，政
府条例（PP）中列出了一

些更改。即第51条第一款
所述的改变护照的有效期
有关。政府规章称：“普
通护照的有效期自签发之
日起不超过10年。”

同时，在以前的规定，
即2013年的关于移民的PP 
31中，同一条款中指出，
护照的有效期仅为五年。
印度尼西亚CNN网络已尝
试联系移民总局公共关系
主任Ahmad Nursaleh，以
确认并同时询问有关政府
规章副本的问题。（adr）

政府发布新条例 

护照有效期为10年

【 安 塔 拉 龙 目 讯 】
信息与通讯部长约翰尼
（Johnny G Plate）确认，
西努沙登加拉（ N T B ）
省 中 龙 目 县 曼 达 利 卡
（Mandalika）经济特区里
超优先旅游目的地的信息
和通讯技术（TIK）基础设
施的开发装备齐全。

信息与通讯部长约翰尼
到西努沙登加拉省进行工
作访问，是为了跟进佐科
威总统关于加快数字化转
型的指示。约翰尼称，这
次访问有两个主要任务，
即确保为西努省还没有4G
信号覆盖的村庄准备好完
成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

施的开发，并确保为曼达
利卡的超优先旅游目的地
配备信息和通讯技术基础
设施。

约翰尼说，如果没有
信息和通讯技术基础设施
的可用性，将会阻碍进行
加速数字化转型的努力。
但是，如果具备良好的信
息和通讯技术基础设施，
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
在政府行政区域中都存在
4G信号，有望推动印度尼
西亚成为数字国家。约翰
尼确保将曼达利卡列为信
息和通讯技术基础设施和
设备发展的优先地区。因
此，他邀请所有社会元素

信息与通讯部长确保在曼达利卡经济特区 建设信息和通讯技术基础设施
进行协作提供支持以确保
该建设项目可以按时完成
施工。

与 此 同 时 ， 西
努 沙 登 加 拉 省 长 祖
基 夫 利 曼 瑟 （ D r . H 
Zulkieflimansyah）表示，
新冠病毒大流行并不构成
生产力的障碍，新冠疫情

反而成为鼓励和挑战，以
继续不停地建设发展。西
努省长赞赏信息与通讯部
长对协同建设国家充满热
情。他表示，在信息与通
讯部的支持下，西努沙登
加拉省将在未来的20 2 1
年能够成为实施Mo t oG P 
Race的东道主。（pl）

【印度尼西亚CNN雅
加达讯】肃贪会（KPK）
主 席 菲 尔 利 巴 胡 里 
（Filir Bahuri）被肃贪
会监督委员会判决使用
直升机谋取私利的形式
违反道德规范后向大众
道歉。

“我向感到不愉快的
大众道歉，我也接受了肃
贪会监督委员会的判决，
并确保再也不会重复违反
道德规范的行为。”菲尔
利周四（9月24日）在雅

京肃贪会反腐败学习中心
（ACLC）大楼听完判决
后如是说道。

此前，肃贪会监督委
员会表示，事实证明，
菲尔利已违反了有关奢侈
生活方式的道德规范行
为。由Tumpak Hatorangan 
Panggabean、Albertina Ho
和Syamsuddin Haris组成
的道德规范委员会以书面
形式警告菲尔利，警告书
有效期为6个月。

Tumpak Hatorangan
说，根据肃贪会条规，
任何受到轻度、中度和
严厉制裁的肃贪会委员
都不得获得晋升官职、
调动、轮换和参加培训
活动。

“ 第 二 书 面 警 告 形
式对肃贪会主席违反道
德规范进行轻度制裁，
以使肃贪会主席不再重
复其违规行动，并确保
肃贪会主席始终遵守道
德规范行为。”Tumpak 
Hatorangan宣读判决书时
如是说道。（adr）

受肃贪会监督委员会判决违反道德规范

肃贪会主席菲尔利巴胡里向大众道歉

肃贪会（KPK）主席菲尔
利巴胡里 （Filir Bahuri）

印度尼西亚护照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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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塔拉社于22日
从廖内群岛省巴淡市收
到的书面声明称，网络
研讨会由我国驻新加坡
大使馆与央行代表，以及
投资统筹机构驻新加坡代
表处（印尼投资促进中
心，IIPC）联合举办。

西 努 省 政 府 在 网 络
研讨会上推介其中4项
投资项目，即曼达丽佳
（Ma n d a l i k a）经济特
区；Bandar Kayangan全
球枢纽；林贾尼火山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公园
（Rinjani UNESCO Glo-
bal Park），以及萨利
赫（S a l e h）湾、莫约
（Moyo）岛、坦博拉火
山（Tambora）的Samota
三个旅游区项目。

西 努 省 地 方 秘 书 长
拉鲁·吉达·阿尔雅迪
（Lalu Gita Aryadi）在网
络研讨会上称，西努省具
有巨大的自然资源潜力，
包括在农业领域，例如玉
米、可可、甘蔗和烟草。

西努省也在旅游和经
济特区具有投资潜力，譬
如是Mandalika。

我国驻新加坡大使馆
代办帝迪克·艾克·普吉
延多（Didik Eko Pujian-
to）称，西努省的地理位
置优越，靠近巴厘岛的省
份，并具有可以进一步开
发的各种潜力，尤其是在
旅游领域。

“在这一充满挑战的
大流行病时期，我希望西
努省继续采取各种努力，
来吸引更多投资者长期投
资，”他说。

帝迪克续说，中央政
府和我国驻新加坡大使馆
准备为西努省政府在吸引
更多投资者所采取的努力

提供支持。
投资统筹机构（BKPM）

主任巴赫利（Bahlil Laha-
dalia）在网络研讨会上发
言时指出，BKPM准备为有
兴趣到我国进行投资的企
业提供各种便利，比如简
化商业许可申请程序、提
供激励措施并保证投资的
便利性。

本次网络研讨会共有
70名注册参会者。网络
研讨会结束后，感兴趣的
投资者与项目业主进行“
一对一会议”。

在这次更为私密的会
议上，对策划的项目感兴
趣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与项
目业主的讨论获得更多详
细信息。(er)

西努省通过2020年印尼投资日之路

向新加坡投资者推介8投资项目
【安塔拉社巴淡讯】通过2020年印尼投

资日之路（Road to Indonesia Investment 

Day 2020）网络研讨会上，西努省向新加

坡投资者推介8项投资项目。

【安塔拉社棉兰讯】
央行透露，苏北省投资
局（NSI）已提供了苏北
省七项投资项目的数据
和消息，以吸引投资者
拓展该项目的兴趣。

央行苏北省分会主任
薇薇克（Wiwiek Sisto 
Widayat）在棉兰对记者
表示：“上述七项项目
是由三项国家战略项目
（PSN）和四项区域策
略项目组成。”

她认为，上述三项国
家战略项目是Toba Cal-
de r a度假酒店、塞芒吉
（Sei Mangkei）经济特
区，及Kuala Tanjung工
业区的建设。

此外，另四项区域
策略项目是Sei Mang-
ke i综合简朴租屋（ru-
s u n a w a ） 、 体 育 中
心、Siantar至Parapat铁
路、棉兰至民礼至日里
雪冷（Mebidang）轻轨
铁路（LRT）。

该地区的商业潜力
更多，投资者将更多投
资，以致终于将推动苏

北省经济跟着增长。
“该项目成为政府积

极继续发展的重点，而
苏北省投资局尽力寻找
最佳投资者，以实现可
持续经济的指标，”她
称。

政府希望，在苏北省
各种地区有更多投资的
潜力和机会，以致能制
定值得向投资者兜揽的
潜在投资项目。

她称，投资是为了支
持地区和国内经济增长
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组成
部分。

实现成熟的投资，
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同时对经济产生乘数效
应，以致可以肯定支持
经济增长。

在今年第二季，苏北
省成为对苏门答腊经济
增长作出最大贡献的地
区，达到24.35%。

“在苏北省的投资项
目越来越多，将使成为
我国西区大门的苏北省
经济增长更好，”她进
一步称。(vn)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工业部关注建设数字基
础设施，以支持印尼制
造4.0（Making Indonesia 
4.0）综合路线图优先计
划，来提高国内公司在全
球舞台的竞争力。

工业部长阿古斯（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
近日在雅加达发布的官方
声明称：“Making Indo-
nesia 4.0的愿景其中是让
我国于2030年跻身于世界
十大经济体。”

阿古斯表示，Ma k i n g 
Indonesia 4.0综合路线图
优先计划的实施将促进制
造业的振兴，并有望提高

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
贡献至10%。

“Making Indonesia 4.0
综合路线图将为国内工业
在未来期间的发展提供明
确的方向和战略，”部长
如斯解释。

他进一步说，工业4.0
技术的使用将为企业界带
来好处，其中可以提高效
率并降低成本约1 2%至
15%。

“因此，为了实现上
述目标，我国必须加快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部长
说。

工业4.0系统关键的一
些数字技术其中是人工智

能、物联网（IoT）、云计
算、增强现实（AR）、虚
拟现实（VR），高级机器
人和3D打印。

“ 根 据 麦 肯 锡 公 司
（McKinsey & Company）
的研究，2025年我国的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将为全球
经济带来高达15 0 0亿美
元的积极影响，”阿古斯
说。

更何况，我国是世界
上互联网用户数量最多的
国家之一。根据HootSuite
的数据，通过智能手机或
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上网
的印尼用户已达到3.382
亿，或超过总人口数。

“那是因为我国居民
平均有两部手机，而我
国网民规模达1亿7540万
人，或占总人口数的64%
，而社交媒体用户达1.6
亿，”部长说。

进一步，国内的物联网
市场份额有望快速增长，
于2022年的市场价值预计
达444兆盾，其中来自内
容和应用192.1兆盾、平
台156.8兆盾、物联网设
备56兆盾，以及网络和网
关39.1兆盾。

“大家可以想象，这种
快速发展对我们所有人都
是一个机会，”工业部长
如斯说。(er)

【安塔拉社万鸦老讯】
北苏省省长奥利（O l l y 
Dondokambey）表示，北苏
省将成为我国东部地区的
货运枢纽（hub cargo）。

他在万鸦老对记者表
示：“这从今年9月23日
已开始生效。”

这将推动受到新冠病毒

疫情大流行影响来改善区
域经济的机遇。

“我们采取突破性措
施，将北苏省指定为我国
东部的货运枢纽，”他这
么说。

上述新措施是庆祝北苏
省成立56周年的礼物。

“北苏省成为我国东部

地区，从雅加达至万鸦老
至东京、从锡江至万鸦老
至东京，及从泗水至万鸦
老至东京的货运枢纽，”
他如斯说。

他表示乐观，该新措施
能为北苏省，特别是渔业
企业家创造新的经济。

此前，为向日本出口

产品，我们必须先运到巴
厘、锡江、雅加达，及泗
水，才能够出口到外国。

“现在我们能从山姆·
拉图兰吉机场直接运到
东京，这是因为政府对北
苏省政府采取的步骤表
示有信心，”他进一步
称。(vn)

【安塔拉社棉兰讯】
由于受到新冠病毒疫情
大流行影响，今年1月
至今年7月份期间，往
返苏北省瓜拉纳穆（K 
ualanamu）机场的国内
乘客人数比2019年同期
下滑44.73%。

苏北省中央统计局局
长苏海米（Syech Su-
h a i m i）在棉兰对记者
说：“在2019年1月至7
月份，国内乘客人数达
到161万4646人，而今
年降至89万2359人。”

国内乘客人数大幅减
少是因为受到新冠病毒
疫情大流行的影响。

爆发新冠病毒疫情
大流行，使居民担心出
行，且航空公司亦实施
限制航班的政策。

“自从进入新常态
（New. Normal）时代
以来，往返的乘客人数

确实有所增加，但未恢
复到正常人数，”他这
么说。

今年7月份，抵达苏
北省的国内乘客已达到7
万9589人次，环比今年
6月份只有3万7969人次
上升109.62%。

虽然乘客的累计人数
减少，但上述国内乘客
人数比从瓜拉纳穆机场
同期出发的乘客人数81
万3222人还更多。

抵达的国内乘客虽然
下降，但出发的国内游
客人数更少。

“与2 0 1 9年同期比
较，今年从瓜拉纳穆机
场出发的乘客人数减少
了46.32%，”他称。

今年1月至 7月份期
间，出发的乘客只有81
万3222人次，比2019年
同期已达到151万4962
人次更少。(vn)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能源与矿产资源(ESDM)
部长阿里菲·达斯利夫
（Arifin Tasrif）透露，
截至今年6月份，我国电
力系统总装机容量已达
71吉瓦（GW），比2019
年底的69.7吉瓦增加1.3
吉瓦。

部长称，自20 1 8年至
2020年6月，国内的发电
厂建设开始集中于可再生

能源发电厂。
能 源 与 矿 产 资 源 部

长阿里菲在雅加达举行
的20 2 0年国电国际电力
和能源技术与政策会议
（ICT-PEP 2020）上
说：“关于国内的发电厂
建设趋势，自20 1 8年直
至今年6月开始集中于可
再生能源发电厂，比如风
力发电厂和太阳能发电
厂，但我国同时把蒸汽发

电厂逐步改使用清洁煤技
术（CCT）。”

根据已验证的数据，
截至2020年6月的蒸汽发
电厂装机容量达3万5220
兆瓦；燃气、燃气和蒸
汽、燃气发动机发电厂的
装机容量2万0537兆瓦；
水力、小型水力、微型水
水力发电厂60 9 6兆瓦；
柴油发电厂47 8 1兆瓦；
地 热 能 发 电 厂 2 1 3 1 兆

瓦，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
发电厂2200兆瓦。

可再生能源发电厂的
装机容量达1万 0 4 6 7兆
瓦，或占国内电力系统装
机容量的14.69%。

按省份划分的发电厂
装机容量增幅，其细节
是苏门答腊岛从14 . 3吉
瓦，增至14 . 7吉瓦、加
里曼丹从 4 . 0 吉瓦增至
4.4吉瓦、苏拉威西5.6

吉瓦、马鲁古和巴布亚从
1.4吉瓦增至1.5吉瓦，
以及爪哇、巴厘、努沙
登加拉从44 . 4吉瓦增至
44.8吉瓦。

而关于所有权，国电
公司发电厂的装机容量
达4万3047兆瓦，或占国
内电力系统装机容量的
60 . 7%；独立发电企业
达1万8816兆瓦（26.5%
） 、 运 营 许 可 发 电 厂

5645兆瓦（7.7%）、公
共事业发电厂35 8 3兆瓦
（5%），以及政府55兆
瓦（0.1%）。

第二届国电国际电力
和能源技术与政策会议
以“通过开发国家绿色能
源实现印尼工业4.0”为
主题。

该活动是讨论、创新
和获取全球电力行业最新
研究成果的平台。(er)

苏北省投资局提供

苏北七项投资项目数据

支持印尼制造4.0综合路线图优先计划

工业部致力于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北苏省省长：北苏省将成为 

我国东部地区货运枢纽

ESDM部长：截至今年6月 我国电力系统总装机容量达71吉瓦

今年1月至7月份期间

往返瓜拉纳穆机场乘客下滑4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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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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1	 GGRM	 41150	 40175	 975	 -2.37%	 2034800	 81968712
	 2	 SOHO	 12650	 11775	 875	 -6.92%	 7900	 95922
	 3	 AALI	 10200	 9750	 450	 -4.41%	 2576000	 25413445
	 4	 INKP	 9425	 9075	 350	 -3.71%	 10435800	 94887087
	 5	 INDF	 7425	 7125	 300	 -4.04%	 13985400	 100070040
	 6	 BBCA	 27525	 27225	 300	 -1.09%	 17723700	 483083515
	 7	 TKIM	 6375	 6100	 275	 -4.31%	 6817900	 42069697
	 8	 UNTR	 23150	 22875	 275	 -1.19%	 3142600	 72316532
	 9	 ICBP	 10350	 10100	 250	 -2.42%	 5972900	 60238430
	10	 SILO	 4680	 4450	 230	 -4.91%	 211000	 954290

	 1	 MKPI	 18000	 18500	 500	 2.78%	 1000	 18400
	 2	 PLIN	 2500	 2740	 240	 9.60%	 1900	 4984
	 3	 TPIA	 7000	 7125	 125	 1.79%	 1055600	 7304952
	 4	 SKLT	 1250	 1350	 100	 8.00%	 400	 539
	 5	 INTP	 10525	 10600	 75	 0.71%	 3108300	 32351205
	 6	 DAYA	 520	 590	 70	 13.46%	 13800	 8219
	 7	 JSMR	 3190	 3250	 60	 1.88%	 11581200	 37024685
	 8	 MOLI	 895	 950	 55	 6.15%	 65200	 61924
	 9	 SCCO	 10150	 10200	 50	 0.49%	 1400	 14250
	10	 DFAM	 326	 370	 44	 13.50%	 29600	 10429

自从 2 0 1 8 年为增
加 税 收 交 换 财 务 信
息以来，政府已收到
总额超过 2 4 6 7 亿欧
元、1 6 0万条以上的
财务信息。

财 政 部 国 际 税 收
总署长Joh n  H u t a-
g a o l称，上述财务信
息随后被仔细分析，
以支持税收业绩。本
月 2 3 日 ， 他 对 媒 体
称：“当然随后再传

递到财政部税务总署
工作单位，以便采取
进一步措施，从税收
部门挖掘国家税收的
潜力。”

J o h n 补 充 说 ，
我 国 与 1 5 9 个 国 家
或 其 他 司 法 管 辖
区 宣 布 承 诺 参 与 实
施 金 融 信 息 自 动 交
换 （ A E o I ） 的 合
作 。 为 此 所 有 司 法
管 辖 区 被 要 求 签 署

多 边 主 管 当 局 协 议
（ M C A A ） ， 这 是
为 了 能 够 实 施 信 息
自 动 交 换 的 国 际 条
约 文 书 。 我 国 已 在
2 0 1 1年 1 1月签署多
边主管当局协议。

我 国 是 东 南 亚 区
成功实施信息自动交
换的少数国家之一。
除了我国，采取相同
措施的该地区国家是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另外已经承诺实施金
融信息自动交换的东
南亚国家是泰国、越
南 、 菲 律 宾 和 柬 埔
寨。

除 了 实 施 A E o I ，

基 于 《 根 据 要 求 交
换 信 息 （ E O I R ） 第
二 轮 审 核 》 ， 我 国
也 持 有 “ 基 本 合 规
评 级 ” 。 这 一 评 级
是 对 我 国 是 否 遵 守
国 际 标 准 的 情 况 进
行 的 评 估 ， 这 些 标
准 涉 及 为 税 收 的 目
的 应 要 求 交 换 信 息
（ E O I R ） 的 公 开 性
和信息交换。

Jo h n阐明：“EO I
是 一 种 替 代 解 决 方
案 ， 可 以 满 足 国 内
无 法 获 得 的 信 息 需
求 ， 旨 在 监 督 纳 税
人的遵从度。”

财 政 部 数 据 显

示 ， 截 至 今 年 8 月
底，几乎所有税收点
同 比 都 出 现 萎 缩 。
比 如 石 油 和 天 然 气
所得税（P P h）为负
（-）45.2%，非石
油 和 天 然 气 所 得 税
负（-）15.2%，增
值税（ P P N）负（-
）11.6%。

目 前 ， 政 府 版 本
税 收 的 临 时 展 望 是
负（-） 1 0% .但随
着 最 新 公 布 的 今 年
经济预测介于负（-
） 1 . 7 % 到 负 （ -
）0 . 6%之间，上述
税收展望的负数有可
能再次扩大。（xf）

优化与合作伙伴国家交换财务信息

有望挖掘税收潜力提高业绩
【印尼文版商报雅加达讯】税务局将集

中精力优化与合作伙伴国家出于税收目

的交换财务信息的结果数据，以改善直

到上个月还大幅下降的税收表现。

简讯

受强势美元打压
金价连跌四日

受强劲的美元打压，投资人对于
美国经济刺激政策的不确定性感到担
忧，金价周四跌至逾两个月低点。

0553 GMT，现货金下跌0.7%至每
盎司1,851.51美元，连跌第四日。
盘中稍早金价触及7月22日以来低点
1,847.99美元。

美国期金下跌0.8%至1,853.10美元。
路透技术分析师王涛表示，现货

金可能跌破支撑位1,855美元，跌至
1,835。现货银大跌5.4%至21.64美
元，触及逾两个月低点，最新下跌
4.2%至21.91。

需求增长担忧盖过美国石油库存减少的影响
油价下滑

因市场忧虑美国的经济复苏由于
新冠疫情拖延日久而正在放慢，欧洲
病例数字反弹也导致当地重新实施旅
行限制，石油期货价格周四下跌。

这些忧虑促使投资者转向安全资产，
因而推高美元，进一步增大油价压力。石
油价格以美元计价，美元升值降低石油在
国际买家眼中的吸引力。0445 GMT，美
国原油期货跌0.60美元或1.5%，报每
桶39.33美元；布兰特原油期货跌0.47
美元或1.1%，至每桶41.30美元。

受降息押注及风险胃纳疲弱所打压
澳元和新西兰元疲弱

因市场益发预期澳洲和新西兰将
进一步宽松货币政策，澳元周四可能
连五日下跌；新西兰元则守在一个月
低位附近。分析师表示，美元走强、
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一波警告，以及风
险信心恶化，亦打压澳新货币。

澳元兑美元跌0.35%至0.7048美
元，为两个月来低位。

美国股市收跌
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企业活动

降温，且国会在出台更多财政刺激措施
上僵持不下，加剧了对经济的担忧，而
新冠疫情仍未得到控制，美国股市主要股
指周三大幅下挫。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525.05点，或1.92%，至26,763.13点； 
标普500指数收跌78.65点，或2.37%，报
3,236.9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跌330.65
点，或3.02%，报10,632.99点。

【 本 报 讯 】 周 四
（24/9）综合股价指
数（IHSG）收盘下落。
早盘结束时，综指下
落77.25点或-1.57%
至4840.7点。但在下午
收盘时，却下落75.199
点或-1.523%，报收
于4842.756点。LQ-
45指数下落14.175点
或-1.87%，报740.002
点。

亚洲股市多数下落，
日本指数下落258.67
点 或 - 1 . 1 1 % ， 报
23087.82；香港指数下
落431.44点或-1.82%
，报2 3 3 1 1 . 0 7；上
海指数下落56 . 5 3点
或-1.72%，报3223.18
；海峡时报指数下落
30.32点或-1.22%，报
2450.82。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共
发生53万2413次，有81
亿7189万943份股票易
手，总值5兆7977亿634
万3199盾。涨价的股有
84种，落价的股有349
种，279股持平。

外资净售4983亿6000
万盾。

涨价的股票当中： 
MK P I (M e t r o p o l i t a n 
K e n t j a n a股)涨价500
盾 ， 现 价 1 万 8 5 0 0
盾；PLIN（Plaza In-
d o n e s i a 股 ） 涨 价
2 4 0 盾 ， 现 价 2 7 4 0
盾；TPIA（Chandra Asri
股）涨价125盾，现价
7125盾；SKLT（Sekar 
Laut 股）涨价100盾，
现价1350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 ： G G R M （ 盐 仓
香 烟 公 司 股 ） 落 价
975盾，现价4万17 5
盾；SOHO（Soho Global
股）落价875盾，现价1
万1775盾；AALI（Astra 
Agro股）落价450盾，现
价9750盾；INKP（Indah 
Kiat股）落价350盾，现
价9075盾。

盾币贬值75盾
周四，雅京银行际

货币兑换交易（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
lar Rate /JISDOR）收
市，1美元以14890盾
中间价结束，比先前价
14815盾，盾币贬值75
盾。（asp）

综合指数下落75点至4842.756点

1美元兑14890盾

453

团队表现＝录用力×养成力×维护力
──6。设计团队

接下来，让我们针对“ 录用、养
成、维护”构筑机制。打造团队日，如
果逐一列举该做的细项将会没完没了，
请由你认为创业时最重要又最具效果的
方法开始设想，考虑重点并构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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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95

中国快汇	(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September	24,	2020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228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6.8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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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美元	 USD	 14735.00	 15055.00	 14874.26	 15023.75

新币	 SGD	 10784.58	 10904.58	 10831.03	 10941.48

港币	 HKD	 1901.94	 1941.94	 1919.19	 1938.55

日元	 JPY	 139.45	 143.05	 141.07	 142.49

欧元	 EUR	 17245.03	 17505.03	 17343.39	 17522.2

澳元	 AUD	 10403.33	 10643.33	 10496.77	 10603.76

英镑	 GBP	 18806.88	 19106.88	 18915.6	 19107.21

人民币	 CNY											 0.00	 0.00	 2181.14	 2203.7

	 4842.76	 -1.52

	 740.00	 -1.87

	 514.35	 -1.89

	 1114.49	 -2.83

	 1309.15	 -1.98

	 692.08	 -1.36

	 834.57	 -0.76

	 1806.08	 -1.65

	 338.42	 -0.52

	 798.94	 -1.88

	 1040.72	 -1.61

	 618.91	 -1.29

	 1155.03	 -1.44

		全球股市

黄金行情
9月24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4.514.000		盾卖出	4.790.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9.034.000		盾卖出		9.515.000	盾买进

www.logammulia.com

亚股

日经指数	 23,087.82	 跌	258.67

韩国综合	 2,272.70	 跌	 60.54

香港恒生	 23,311.07	 跌	431.44

上海综合	 3,223.18	 跌	 56.53

欧股

英国FTSE	 5,856.15	 跌	 43.11

德国DAX	 12,564.25	 跌	 78.72

法国CAC	 4,768.40	 跌	 33.86

荷兰AEX	 539.83	 跌	 5.85

Http://tw.stock.yahoo.com	24/09/2020	15:47

美股

道琼工业	 26,763.13	 跌	 525.05

那斯达克	 10,632.99	 跌	 330.65

S&P500	 3,236.92	 跌	 78.65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0/9/23

【印尼文版商报网雅
加达讯】金融服务管理
局（OJK）已就美国金
融犯罪执法网络（Fin-
CEN）泄露的奇怪交易报
告发表了言论，该网络
指出，我国有多家银行
被怀疑是进行可疑交易
的场所。金融服务管理
局公共关系和物流部委
员会助理Anto Prabowo
称，我国银行业已按
照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的建议，采
用基于风险的方法实施
反洗钱和恐怖主义资助
（APU PPT）计划。周
二（22/9）他说：“

通过该机制，银行能够
更好地识别可疑的金融
交易，并可以通过将其
报告给金融交易报告与
分析中心（PPATK）来
跟进。”根据截至2020
年4月按报告方类型划
分的可疑金融交易报
告（LTKM）的累计数
量和比率，大多数可疑
金融交易报告是由银行
所提交。这些银行的可
疑金融交易报告数量表
明，与其他部门相比，
可疑金融交易报告仍由
银行主导。因此，反洗
钱和恐怖主义资助系统
已有足够的参数，并已

在银行业中得到有效实
施。根据国际调查记者
联合会（ICIJ）和Buz-
zfee News获得的金融犯
罪执法网络（FinCEN）报
告，以前，印尼19家银
行涉嫌可疑交易。FinCEN
是美国财政部下属的金
融情报机构。ICIJ网站周
二（2020年9月22日）引
用了，FinCEN文件中的
496笔交易，显示流入和
流出印尼的零星交易总
额为5亿466万美元或折
合7兆4600亿盾。进入我
国的资金达2亿1850万美
元，而转账的金额达2亿
8616万美元。（asp）

回应FinCEN的发现 

OJK表示银行能够识别可疑交易

由于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大流行
带来的状况，2020年印尼百万圆桌日

（MDRT）研讨会的实施与前几年有很
大不同。该活动虚拟性地举行，主题

是“MDRT Up #UpClimb# 
UpGrade# UpScale”。该活
动提供洞察力和人寿保险
代理的各种鼓舞人心的故
事。图为周四（24/9）， 
2020年印尼百万圆桌日委
员会主席 Hidayatus Soli-
cha（左）与国家委员会主
席 Miliana Marten（右）在
万丹省，南丹格朗县 ICE 
BSD大厦对记者虚拟地提供
说明。

（商报/Hermawan摄）

2020年印尼百万圆桌日研讨会

为纪念国际手语日，阿斯特拉保险公司(Asuransi Astra)颁发了价值3亿盾的奖学金以
及9台笔记本电脑，以支持 Sana Dharma特殊学校教育人员和学生的教学活动。希望
在此协助下，能够激发 Sana Dharma特殊学校的学生和教育人员成为聪明又有个性
的后代。图示：阿斯特拉保险公司(Asuransi Astra) 首席执行官Rudy Chen（左）与阿
斯特拉保险公司营销销官-零售业务Gunawan Salim（左二）向Sana Dharma特殊学校于
周三在雅加达提交奖学金时的情景。（商报/Max Manuhutu摄）

阿斯特拉保险提交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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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 然 如 此 ， S e n t r a 
Food Indonesia公司仍设
法推出数种新产品，即
盒装即食快餐。

阿 古 斯 杜 斯 对 记 者
称，“该盒装快餐前景
相 当 好 ， 但 因 各 种 限
制 ， 造 成 市 场 受 到 压
制，也使我们不能在市
场自由活动。”

Sentra Food Indonesia
公司经理部声称，还不
能对公司总收入提供显
著的贡献。

他声称，在新冠肺炎
蔓延时，市场受相当大
压制，为此，Sentra Food 
I ndone s i a公司经理部曾
预测，今年收入将比去
年下降大约19%，成为
1020亿盾。

与此同时，Garudafood 
Putra putri Jaya公司经理
保罗.德佐苏迪诺（Pau�
lus Tedjoosutikno）曾声
称，看出2020年第3季的
商业前景仍受到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以致，
业务还不能恢复如前。

“但我们希望政府提
供激励的政策，如社会
援助（bansos）直至公务
员的第13个月薪资和退
休金，这能推动各地区
的经济，以致，能提高
社区购买力和最后能加
快全国经济恢复。”他
如是说。

在 今 年 剩 余 的 时 间
里，保罗声称，Se n t r a 
Food Indonesia公司准备
数项策略，即实施能对公
司业务造成直接影响的
优先活动，接下来，节省
Sentra Food Indonesia公
司的运行活动费用。

除 此 之 外 ， S e n t r a 
Food Indonesia公司也仍
设法通过营销途径提高
销售和创造新捷径，以
及推出革新新产品。

保罗阐称，虽然已实
施商业策略，由于新冠
肺炎造成的影响还未恢

复，目前，Sentra Food 
I n d o n e s i a 公司已下修
2020年的业绩指标，只
是，还未披露受下修的
数目。

根据Sentra Food In�
d o n e s i a 公司公布的最
后 财 务 报 告 ， 今 年 首
季，Sentra Food Indone�
s i a公司净收入比去年同
期下降1.75%成为2.24
兆盾。

饮料和消费品生产企
业，即Kinoo indonesia
公司业绩也下降，根据
2020年上半年的财务报
告，Kinoo Indonesia公司
记载净利为1186.4亿盾，
比2019年上半年的3652.9
亿盾锐减67.52%。

与此同时，2020年上
半年，Kinoo indonesia公
司销售额为2.19兆盾，
比去年同期的2.22兆盾
下降1.3%。Kinoo indo�

nes i a公司坦言，至今年
底，公司并没有定下太
高的收入和净利指标。

Kino indonesia公司
财政经理布迪.穆里约诺
（Budi Muuljono）称，“
希望收入与去年相同，
仍 可 能 增 长 和 没 有 下
降，净利也如此，希望
能正增长。”只是，他
没有阐明增长数目。

印尼食品和饮料工业
协会（Gapmmi）预测，
食品和饮料工业增长不
如此前数年，即增长率
大约8%。

日前，Gapmmi主席阿
迪.卢克曼（Adhi Luk�
man）称，有可能食品和
饮料工业同比年增长2%
至3%。“希望政府推出
的社会援助纲领能推动
社区购买力，最后，也
加强零售市场的食品和
饮料产品吸收率。”(sl)

【Ko n t a n雅加达讯】
在 苏 加 巫 眉 发 生 洪 水
泛滥，对Aqua Golden 
Mississippi (AGM)公司
的工厂运作带来影响。导
致Aq u a工厂一个地区暂
停运营。

Danone Indonesia公司
企业公关经理Arif Mu�Arif Mu�
jahidin称，周一发生的洪
水泛滥，造成社区、基础
设施，或私人领域受到影
响。他确认，公司位于苏
加巫眉县Mekarsari镇的一
家Aqua Golden Missis�Aqua Golden Missis�
sippi工厂受到影响。

 他说，洪水进入AGM
生产区。应考虑运营和员
工的安全，这个工厂暂停
生产。他表示，他们已在

进行清洗和修复。“感
恩，没有员工受到伤害。
从昨晚已在工厂地区进行
清洗，今天PLN已开始通
电。”他这么说。

据他说，受到影响的
生产活动将尽快开始，倘
若生产环境质量已适合标
准后，包括确保安全和保
护方面。“希望可以恢复
生产。洪水已退潮，正在
清洗。希望能再全部运
营。”他如斯说。

但 是 ， 他 称 ， A q u a 
Golden Mississippi公司不
会停止运营。因为，一家
工厂分为几个生产区。“
只有受到影响的地区暂
停，而没有受到影响已恢
复生产。”他这么说。

他确实，Aqua瓶装饮用
水的生产没有受影响。他
承认，在苏加巫眉发生洪
水泛滥并没有影响Aqua产
品的质量和服务，因为他

们仍能通过其他Aqua工厂
设施满足供应量。“我们
共有20家Aqua工厂。位于
茂物、Cianjur，和苏加巫
眉。”他如斯说。(lcm)

丰田阿斯特拉定下指标 今年底将掌控31%市场份额

【Kontan雅加达讯】印
尼棕榈商协会（Gap k i）
记载，2020年1月至7月期
间，棕榈原油（CPO）和
衍生产品出口总数量达到
到1863万吨。

印尼棕榈商协会执行
经 理 穆 克 迪 . 萨 尔 佐 诺
（Muktti Sardjono）称，
如果与去年同期比较，今

年首7个月的出口业绩比
去年同期的1982万吨降低
5.9%。“截至7月同比，
出口降低，截至2020年7
月的棕榈原油产品中出口
达到1863万吨，或者是同
比更低118万吨。”

2020年1月至7月期间，
我国棕榈原油向中国出口
量达到263万吨或者是去年

的428万吨出口量的61%，
与此同时，向印度的恶棕
榈原油出口量，比去年同
期提高22%成为324万吨。

虽然今年首7个月的出口
业绩降低，但7月份的出口
业绩却比6月的277万吨提高
13.08%成为313万吨。“出
口量提高，主要是因棕榈加
工产品和月桂酸（laurik）
出口提高的缘故。”

棕榈加工产品出口提高
21.87%，从160万吨成为
196万吨，7月的油脂化学
出口大约为32万6000吨，
相对的与6月的32万7000
吨相对的相同。

而7月的生物柴油出口
环比6月的6000吨降低3000
吨成为3000吨，棕榈原油
降低1万9000吨，从67万
5000吨成为65万6000吨。

今年7月，使我国棕榈
原油出口提高的主要出口

国，即向中国的出口提高
43%成为62万9000吨，向
中东的出口提高65%成为
27万3000吨，但向印度的
棕榈原油出口降低5%或
者是3万年1000吨，向非
洲的棕榈原油出口降低4
万1000吨或者是15%。

出口额方面，今年7月
的棕榈原油出口额比6月提
高2.44亿美元成为18.6亿
美元。“出口总额提高时
受到鹿特丹岸上交货（Cif 
Rotterdam）棕榈原油价格
平均提高，从6月的每吨
602美元至7月成为每吨659
美元，棕榈原油出口量也
提高36万2000吨。”

不只出口，国内的棕榈
原油消费量也提高，从6月
的133万吨提高7.28%成为
142万吨，而今年1月至7月
期间，国内的棕榈原油总
消费量达到1009万吨。(sl)

【Ko n t a n雅加达讯】
大米生产商Buyun� Poet�Buyun� Poet�
ra Sembada(HOKI)公司表
示，已为未来准备数项策
略以提高利润率和产能，
尤其当新冠肺炎大流行开
始消失后的情势。

Buyun� Poetra Sembada
公司经理Budiman Susilo说
明，目前，该公司仍聚焦
继续在南苏兴建工厂，和
在苏横(Suban�)工厂增加
烘干机。“增加烘干机可
以把稻米加工成为大米，
为提高利润率降低生产成
本。此外，我们也尽力完
成在南苏工厂建设提高产
量，以致若情况已开始正
常，我们已经准备新的产
能。”他这么说。

但可惜，他没有详述南
苏工厂何时竣工和准备运
营的指标。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
间，Buyun� Poetra Sem�Buyun� Poetra Sem�
bada公司也感受到传统市
场萎缩。他称，传统市场
份额降低，因为许多市场
不能全面运营，而购物商
场内的现代商店曾一度关
闭。他说，上述情况影响
HOKI大米的销售。

“但是然而，我们看好
未来，并积极希望这种情况
能尽快复苏。”他如斯说。

根据今年上半年财务报
告，Buyun� Poetra Sem�Buyun� Poetra Sem�
bada公司记录的销售额达

7557.7亿盾，
与去年同期8594.9亿盾

比较下降12.07%。而净
利也同比锐降57.54%成
为239.7亿盾。

实施的多项措施已增
加销售额，Buyun� Poetra 
Sembada公司通过现代交
易和在线提高销售。然而
他表示在线销售没有显著
影响。

虽然Buyun� Poetra 
Sembada公司正在陷入困
境，他补充Buyun� Po�Buyun� Po�
etra Sembada公司仍设法
提高可持续性层面以聘用
顾问来测量碳含率。这是
Buyun� Poetra Sembada
公司朝着获全球公认的环
境、社会与治理（ESG）
水平的措施有关，以获得
英国Planet Mark认证。这
是英国的一个独立机构。

今年上半年，Bu y u n � 
Poetra Sembada公司的债
务比去年12月3 1日下降
20.32%。细分为今年上半
年Buyun� Poetra Sembada
公司债务1650.1亿盾，而
去年12月底2071亿盾。

Buyun� Poetra Sembada
公司秘书Viktor R. Lanes
披露，在印尼证券交易所
（BE I）公开的信息，负
债增加的一些原因，即偿
还BCA银行的定期贷款，
添加尚未到期的包装购
买。(lcm)

【Ko n t a n雅加达讯】
截至今年中旬，我国煤炭
实际出口总值和出口数量
剧降。能源与矿物资源部
（ESDM）部长阿里芬.达
斯利夫（Arifin Tasrif）阐
明，2020年首7个月，我国
煤炭出口量仅2.38亿吨和
出口额为101.3亿美元。

该数目比2019年1月至7
月期间的实际出口量2.66
亿吨锐降11%。2020年1月
至7月的煤炭出口额也比去
年同期的123.6亿美元剧降
22%。“煤炭出口业绩下
降，是因为受到新冠肺炎
（Covid�19）大流行的影
响，造成全球市场的煤炭
需求下降的缘故。”

他阐述，我国市场煤炭
需求下跌20%和韩国下跌
15%。“也有我国煤炭主
要进口国家，如中国和印
度改变政策，更优先利用
国内生产的煤炭。”

他补充说，新冠肺炎疫
情大流行也使全国煤炭生

产量下降，该疫情造成煤
炭价格下跌趋势，全球需
求下跌，以及流动性和渠
道有限制的缘故。

为此，截至今年8月的
煤炭实际产量比去年同期
下降11%成为3.62亿吨。
实际上，2019年首8个月的
煤炭产量达到4.09亿吨。

2020年1月至8月期间，
煤炭实际产量相等于全国定
下的5.5亿吨煤炭生产指标
的66%，虽然如此，能源与
矿物资源部未改变全国煤炭
生产指标至2020年12月底，
即依然是5.5亿吨。

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
行，数家生产40 0 0热量
单位（kka l）以下煤炭和
未拥有长期性合同的煤矿
业，更选择减少或者是停
止生产，因生产费用比售
价更高的缘故。

今年9月，政府制定的煤
炭基价（HBA）每吨49.42
美元，该煤炭基价是自2009
年以来最低的水平。(sl)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

食品和饮料工业增长率受阻
【 K o n t a n 雅 加 达 讯 】 在 新 冠 肺 炎

（Covid�19）疫情大流行期间，食品和

饮料工业增长率受阻，工业家希望政府能

即刻提供激励，来推动社区的消费。

Sentra Food Indonesia公司总经理阿古

斯杜斯.桑尼.努科洛赫（A�ustus Sani 

Nu�roho）看出，目前，食品和饮料工业

前景仍保守。

受新冠疫情影响，食品和饮料工业增长率受到阻碍。

遭遇洪水泛滥 Aqua仍坚持产品供应量

在雅加达工人正进行瓶装饮用水的装卸活动。

【Kontan雅加达讯】新
冠肺炎（Cov i d�19）大
流行，并不造成丰田阿斯
特拉汽车（Toyota Astra 
Motor/TAM）公司却步，
甚至，丰田阿斯特拉汽车
公司仍定下指标，今年将
掌控很大的市场占有率。

丰田阿斯特拉汽车公
司营业经理安顿.杰美.苏
宛迪（Anton Jimmi Su�
wandy）对记者称，丰田
阿斯特拉汽车公司定下的

市场份额指标，占全国市
场总数的31%以上。

2020年1月至7月期间，
丰田阿斯特拉汽车公司已
向批发商销售8万9040辆
丰田汽车，与此同时，零
售销售（从批发商向消费
者）已达到10万4496辆。
为此，丰田阿斯特拉汽车
公司已成功获取批发商领
域的31.1%市场占有率和
零售领域的32%。

该销售使丰田阿斯特

拉汽车公司达到销售指
标，但国内发生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流行，
预测汽车销售将受到压
制，政府将贯彻对新汽车
放松税务计划，已带来新
风气。“是能造成有利的
影响，举例在马来西亚也
有补贴，我听到的消息是
能提高需求。”

这一向以来，汽车售
价受到齐全的文件费用和
新汽车赋税，举例增值

税（PPN）、机动车换名
税（BBNKB），直至奢侈
品销售税（PPnBM）的影
响。

税费数目多样，举例客
车的奢侈品销售税，根据
2019年第73号政府条例为
15%至17%，奢侈品销售
税也与大气缸和最高运载
数目调适。

此前，工业部也建议，
放松0%的新汽车购买税
或者是削减机动车税直至

2020年12月，目的是为振
兴国内的机动车市场。

根据Kontan最后观察，
至今，经济统筹部仍在研
究该建议。

虽然如此，安顿坦言，
还不能提供任何消息，是
否新汽车谁放松政策将使
丰田汽车售价降低，因丰
田阿斯特拉汽车公司仍在
等待政府的决定，以及现
有的情势发展。

安顿声称，丰田阿斯

特拉汽车公司在还未作出
决定，是否将调低汽车售
价，须研究数项因素。但
肯定是，丰田阿斯特拉汽
车公司将持续设法推动销
售，有许多方法，从加强
通过数码与消费者沟通，
加强售后服务，直至推出
新产品。

可惜，安顿仍不能透露
所指的新产品推出计划和
详细资料。“将来会提供
消息。”(sl)

Gapki:今年首7个月 棕油和衍生产品出口下降5.9%

茂物棕榈新鲜果串收成，令棕榈原油出口提高。

HOKI准备数项策略以提高利润率和产能

受新冠肺炎影响 煤炭出口下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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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习近平强调，联合
国成立75年来，为世
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
要贡献。国际社会要
以隆重纪念联合国成
立75周年为契机，重
申对多边主义的坚定
支持，重申对联合国
宪章的庄严承诺。中
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将坚定
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
务中发挥核心作用，
坚定支持联合国工作。

习近平指出，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还在全
球蔓延，全球抗疫不
能松劲。中方愿意毫
无保留同各方分享经
验做法，并继续向有
需要的国家提供支持
和帮助。中方坚定支
持联合国系统特别是
世界卫生组织发挥关
键领导作用，加强国
际合作和联防联控，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中国将履
行承诺，在疫苗研发
完成并投入使用后，
将其作为全球公共产

品，为实现疫苗在发
展中国家可及性和可
负担性作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疫情
催生了不少新问题，
但归结起来，还是离
不 开 和 平 与 发 展 问
题。安理会要发挥集
体安全机制作用，常
任理事国要作表率。
搞单边主义和霸权必
失人心。

习近平强调，要尽
力降低疫情对经济和
民生的影响，调动全
球资源和力量，推动
各方在减缓债务、加
大援助等方面采取及
时和强有力举措，助
力发展中国家发展，
缩小贫富差距。

习近平强调，发展
必须是可持续的，需
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
关系。中国既加强自
身生态文明建设，也
主动承担应对气候变
化的国际责任，努力
呵护好人类共同的地
球家园，积极同各国
一道打造“绿色丝绸

之路”。
习 近 平 指 出 ， 疫

情也放大了全球治理
体系中不适应、不匹
配的问题。各方应该
思考如何加以完善，
而不是推倒重来，另
搞一套。世界上只有
一个体系，就是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只有一套规则，
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
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中国从不搞意
识形态对抗，从不主
张脱钩，从不想称王
称霸。我们想得最多
的，是让14亿中国人
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为 人 类 作 出 更 大 贡
献。但是，我们也不
会坐视国家主权、民
族尊严、发展空间受

损，会坚定维护自身
正当权益，维护国际
公平正义。

习近平强调，各国
互联互通，命运休戚
与共。要超越国家、
民族、文化、意识形
态界限，站在全人类
高度，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共同建
设好我们赖以生存的
地球家园。

古 特 雷 斯 表 示 ，
当前世界面临新冠肺
炎疫情、气候变化等
诸多危机和挑战，更
加需要多边主义，更
加需要国际合作，更
加需要强有力的联合
国。感谢中国一贯给
予多边主义和联合国
坚定支持。有了中国
的支持，联合国才能

够更好地履行职责。
中 国 在 维 护 世 界 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高度赞赏习近平主
席日前在联合国大会
上宣布中国在践行多
边主义、应对气候变
化、促进可持续发展
等方面提出的一系列
重大倡议和举措，支
持中国推动共建“绿
色丝绸之路”，支持
中国同非洲和发展中
国家深化合作。联合
国希望同中国继续加
强合作，期待中国发
挥领导作用。我相信
中国完全有能力实现
自身发展并为世界作
出更大贡献。

杨洁篪、王毅等参
加会见。

中国嫦娥四号完成第22月昼工作
最新成果揭示月球内部物质结构

24日讯，由中国研发的嫦娥四号着
陆器和“玉兔二号”月球车分别于9月
24日7时30分、23日23时18分结束第
22月昼工作，按地面指令完成月夜模
式设置，进入月夜休眠。截至目前，
嫦娥四号已在月球背面度过630个地球
日，累计行驶547.17米。基于第21月
昼全景相机拼接影像、DOM影像等数
据情况，“玉兔二号”月球车在第22
月昼期间主要以行驶为主，先后在距
离着陆点西北方向约1.3公里的撞击坑
和反射率较高的区域进行了探测。科
学团队对雷达探测数据开展了深入研
究，获得了着陆区月壤和浅层结构的
重要发现。“玉兔二号”月球车搭载
的测月雷达所获取的浅层结构剖面表
明，“玉兔二号”所探测的月面物质
来自芬森撞击坑，而不是来自冯·卡
门撞击坑自身的充填玄武岩；同时，
该雷达剖面还揭示了着陆区经历多期
次的撞击溅射堆积和多期次玄武岩浆
喷发充填。这些新发现对于认识月球
南极-艾肯盆地的演化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对于月球内部物质组成和结构
的后续探测与研究有重要指导作用。

香港将英国列入高风险地区　
10月1日起生效

2 4日讯，英国新冠肺炎疫情升
温，香港特区政府24日宣布将英国列
入高风险地区，10月1日起从英国抵
港人士需持有72小时内的新冠病毒阴
性检测证明。英国近日新冠肺炎疫情
再恶化，单日确诊超过6000宗病例。
而23日香港新增的一宗输入个案，患
者就是来自英国的机组人员。考虑最
新的公共卫生风险评估，香港将英国
列为高风险地区。英国抵港人士需在
登机前，提供一份72小时内有效的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以及在香
港预订酒店证明。若未能出示相关文
件会被禁止登机。有关人士抵港后，
须到卫生署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收集深
喉唾液样本。如果检测结果呈阴性，
将获准前往已预约酒店进行14日的强
制检疫。政府早前订立第599H章，
对从极高风险地区到港人士实施检测
及检疫条件，以减低他们为香港带来
的卫生风险。根据有关规例，美国、
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等
地已被列为高风险地区。

香港新增7宗新冠确诊个案　
连续4天个位数增长

24日讯，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24日通报，当日新增7宗新冠肺炎确诊
个案，连续4天维持单位数增长，累计
确诊个案增至5056宗。新增确诊涉及4
宗输入个案和3宗本地个案。输入个案
患者分别来自英国和菲律宾，涉及外
佣和机组人员。而3宗本地个案均与早
前确诊个案相关，涉及1男2女，年龄
介乎44至52岁。其中一个确诊个案涉
及屯门建生邨泰生楼的一个家庭，继
早前外佣与4岁男童确诊后，再多一名
50岁女子染疫。当日，香港医院管理
局通报，截至24日上午9时，过去24小
时共有9名确诊新冠肺炎的病人出院，
至今共有4758人康复出院。现时共有
160名确诊患者分别于17间公立医院留
医，其中13人情况危殆，10人情况严
重，其余137人情况稳定。

海南旅游业复苏走在中国各省前列 
8月收入同比增6.5%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厅
长孙颖24日在海口召开的2020年海
南旅游采购大会上披露，海南旅游
业复苏走在全国前列，今年8月份，
海南接待国内过夜游客522.49万人
次，同比增长2.0%，旅游收入同比
增长6.5%，今年首次双双实现同比
正增长。孙颖表示，上述成绩是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阶段性成果，海南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积极谋划旅游市
场振兴，有序推进旅游企业复工复
产，多措并举激发市场活力，同时，
得益于良好的疫情防控工作和一系列
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首届“外滩大会”启幕：
金融科技是未来金融发展的制高点

“新一轮科技创新给金融行业带
来深刻变化，科技与金融正加速融
合，正向可信、智能、普惠的方向不
断迈进，可以说金融科技就是未来金
融发展的制高点。”上海市副市长吴
清24日表示。由上海市政府指导、支
付宝和蚂蚁集团主办的全球高级别金
融科技大会“外滩大会”24日在上海
开幕，首届外滩大会以“科技让未来
更普惠”为主题。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中新社北京24日讯】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23日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9月23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中新社北京24日
讯】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近日对供销合
作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指出，供销合作社是党
领导下的为农服务的综
合性合作经济组织，有
着悠久的历史、光荣的
传统，是推动中国农业
农村发展的一支重要力
量。近年来，全国供销
合作社系统深化综合改
革，在促进现代农业建
设、农民增收致富、城
乡融合发展等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围绕加快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巩固党

在农村执政基础，继续办
好供销合作社。供销合作
社要坚持从“三农”工作
大局出发，牢记为农服务
根本宗旨，持续深化综合
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拓
展服务领域，加快成为服
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
台，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
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
努力为推进乡村振兴贡献
力量，开创中国供销合作
事业新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作出批示指出，供销合
作社是国家推进“三
农”工作、直接为农服
务的重要载体。近年
来，供销合作社全面深

化综合改革，持续提
升服务能力，为农业
农村发展、农民增收、
脱贫攻坚等作出了积极
贡献。供销合作社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始终
践行为农服务宗旨，持
续推进改革创新，不断
提高为“三农”服务的
综合能力，进一步抓好
促进和带动农业社会化
服务、农村现代流通、
农民专业合作等重点工
作，优化重要农资和农
副产品供应服务，为农
民增收致富、乡村振兴
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

新贡献！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社第七次代表大会24
日在北京召开。会上传
达学习了习近平重要指
示和李克强批示。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
议并讲话。他强调，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对供销合作社的
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开辟了更为广阔的
空间。要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
为农服务宗旨，加强为
农服务体系建设，扎实
有力深化综合改革，发
挥优势加快发展壮大，

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为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作出供销合作社的新
贡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吉炳轩，全国政
协副主席杨传堂出席会
议。

有关部门负责人，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
代表等600余人参加会
议。

这次大会将听取并
审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第六届理事会工作
报告和监事会工作报
告，审议和修订《中华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章
程》，选举产生总社第
七届理事会和监事会。

习近平对供销合作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持续深化综合改革 努力为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中新社北京24日
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24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表示，中方没有
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内
政。他同时指出美国一
些政客患了“反华妄想
症”，这必将继续遭到
美各界有识之士的谴责
和抵制。

据报道，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23日在威斯康
星州发表演讲，要求美
国州和地方官员警惕中
国外交官诱使他们参与
中方宣传和间谍活动。

对于上述报道，汪
文斌表示，地方合作、
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两
国地方和人文交往是中
美人民的共同愿望，符
合双方共同利益。中方
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

国内政。中国驻美使领
馆和各类人民团体一向
按照国际法和中美双边
协议行事，与美各级政
府交往都是为了促进两
国相互了解、交流与合
作，光明磊落、无可非
议。

“蓬佩奥的有关言
论罔顾事实，纯属谎
言。中方对此坚决反

对。我们也注意到，美
国内不少人士已对蓬佩
奥提出批评，认为其讲
话完全是打着外交幌
子、服务内政议程，明
显出于政治私利。”汪
文斌说。

他指出，一段时间
来，美国一些政客患
了“反华妄想症”，不
断诬蔑抹黑中方机构和
个人在美正常活动，利
用渲染中国威胁来阻挠
破坏中美正常交流合作
以捞取政治私利。这必
将继续遭到美各界有识
之士的谴责和抵制。

汪文斌说，我们再
次敦促蓬佩奥之流摒弃
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
见，尊重事实，停止炮
制各种涉华谎言，停止
干扰破坏中美正常交流
合作。

汪文斌：中方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内政

美国一些政客患了“反华妄想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中新社24日讯】中
国水利部24日举行水旱灾
害防御及灾后重建新闻发
布会。会上，水利部副部
长叶建春表示，中国水利
灾后恢复重建任务仍十分
繁重，约需投资840亿元
（人民币，下同）。

记者从会上获悉，今
年中国发生了1998年以
来最严重的汛情。6月以

来，全国平均降雨量438
毫米，较常年偏多18%，
为1961年以来最多；长
江、黄河等主要江河共
发生21次编号洪水，次
数超过1998年，为近23
年以来最多；全国七大
流域26个省份827条河流
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
常年偏多八成，为1998
年以来最多，其中266条

超保证、77条超历史。
叶建春介绍，今年发

生严重的洪涝灾害，造
成28个省份多处堤防护
岸、水库设施、农村供
水和灌溉设施、泵站涵
闸、水文站等水利工程
损毁，水利部组织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对灾
后水利工程修复工程量及
投资需求进行了测算。

【中新社南宁24日
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
常务副主任魏然24日
介绍说，第十一届泛
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暨
202 0北部湾国际门户
港合作峰会将于10月
1 5日在南宁举行。泰
国、文莱、马来西亚、
菲律宾、缅甸等东盟多
国部长已确定以视频发
言形式参会。

当天，第十一届泛
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暨
202 0北部湾国际门户
港合作峰会新闻发布会
在广西南宁举行。魏然
在会上介绍会议筹备情
况。

本届论坛以“聚焦
国际门户港，共建陆海
新通道：泛北合作的新
时代”为主题，主要围

绕新时代中国与东盟国
家共建国际门户港、共
建陆海新通道，推动
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发
展，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全面建成10周年
给泛北合作带来的新机
遇等内容进行深入研
讨。采用线上为主、线
上线下融合的方式举
办。会议期间还将举办
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
作网络工作会议、泛北
智库峰会两个分论坛。

目前，泰国副总理
兼商务部部长朱林、文
莱首相府部长兼财政
与经济部第二部长刘光
明、马来西亚交通部部
长魏家祥、菲律宾交通
部部长亚瑟·杜伽德、
缅甸交通和通信部副部
长觉苗已确定以视频发
言形式参会。

中国水利部：水利灾后恢复重建任务繁重 约需投资840亿元

第十一届泛北论坛10月举行 

东盟多国部长将线上参会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魏然介绍第十一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暨2020北
部湾国际门户港合作峰会筹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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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未病科主任 邝秀英
本报特约记者 陈壮忠 □徐 澄

特别报道

蜂蜜止嗽堪比抗生素 豆蔻抑菌缓解胃溃疡

厨房“良药”解决头疼脑热
厨房是制造美食的“大

本营”，也是很多良药妙方
的聚集地。牛津大学近日发
表在《英国医学杂志》的一
项新研究再次证实，蜂蜜在
治疗感冒咳嗽等呼吸道感染
症状方面具有突出的医疗价
值。英国《每日邮报》刊发
的最新报道也指出，除蜂蜜
外，在厨房还能找到至少9种
经科学研究证实的“良药”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治未病科主任、副教授
邝秀英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详
细解读。

蜂蜜：治咳嗽胜过抗生素
牛津大学的这项新研究发

现，与抗生素和非处方药相
比，饮用蜂蜜在减少感冒咳
嗽频率和缓解咳嗽严重程度
方面，效果分别高出36%和
44%;与抗组胺药苯海拉明相
比，咳嗽严重程度降低50%
。蜂蜜还可使荨麻疹康复时
间缩短两天。但专家提醒，1
岁以下婴儿不要吃蜂蜜，因
为细菌容易在婴儿肠道生成
毒素，导致潜在的致命肉毒
杆菌中毒。

点评：《本草纲目》指
出，蜂蜜具有和营卫、润脏
腑、通三焦、调脾胃的作用，
中医临床常用于治疗脘腹虚
痛、肺燥咳嗽、肠燥便秘、目
赤、口疮等。对感冒、肺炎引
起的干咳无痰、咳喘无力、咳
嗽胸痛，蜂蜜均有润肺止咳作
用，是风靡国内外的枇杷膏主
要成分之一。给孩子治疗咳嗽
时，只要将蜂蜜与柠檬混合，

让他们在睡前喝下一两勺即
可。应注意的是，治咳嗽仍须
遵守辨证论治的原则，痰湿型
咳嗽，蜂蜜则不太适合。

小豆蔻：辅助治疗胃溃疡
小豆蔻有护胃功效，甚至

可缓解胃溃疡。其关键原因是
小豆蔻中的有效成分可抵御幽
门螺杆菌，而该细菌正是导致
多数胃溃疡的罪魁祸首。

点评：豆蔻又名草果，广
东人取其尚未大开的花苞，称
为含胎花。豆蔻有草豆蔻、
白豆蔻、红豆蔻几种，辛辣芳
香，性质温和，能化湿行气、
温中止呕、开胃消食。《本草
纲目》记载，豆蔻能治伤暑
吐下泄痢、噎膈反胃、痞满吐
酸、痰饮积聚等，因此临床会
作为缓解胃病、胃溃疡的常用
药。炖肉时，待肉达到五成熟
后放入几粒豆蔻，风味与护胃
效果即可兼得。

欧芹：抗癌消肿
研究表明，欧芹中的重要

植物化合物芹菜素有益对抗基
因损伤，进而降低癌症风险。
研究还发现，欧芹是一种天然
利尿剂，可刺激肾脏，帮助排
尿消肿。其富含的维生素K、
维生素C、叶酸和铁同样对健
康有益。

点评：对中国老百姓来
说，欧芹有一个更熟悉的名
字——香芹。它不仅芳香浓
郁，而且营养丰富。香芹中的
芹菜素、类黄酮都是天然抗氧
化剂，有助消除体内过多的自
由基，从而抑制多种癌细胞的

增长。此外，香芹是一种富硒
食品，硒也有一定的防癌作
用。香芹可切斜厚片焯水，然
后与腰果、虾仁一起炒，或可
与胡萝卜、苹果搭配榨汁喝。

甜菜根：利尿降压
研究证实，甜菜根汁中的

硝酸盐可在人体内转化为一氧
化氮，一氧化氮有助扩张和放
松血管，改善血流，进而降低
血压。研究还发现，老年人经
常饮用甜菜根汁可改善大脑供
血，预防老年痴呆症。

点评：甜菜根也称为火焰
菜、红根甜菜、紫菜头、红菜
头。甜菜根含有的天然硝酸盐
较其他食材多，因此利尿降压
效果相对更好。甜菜根所含糖
分较高，属于高渗性食物，食
用后也能通便利尿，不过同样
因为含糖较多，不宜多吃，特
别是糖尿病患者。其常见食用
方法是切丝凉拌。

小茴香籽：缓解眼痛
小茴香籽有助和胃消肿，

传统上也用于缓解眼部炎症
和痛痒。将一茶匙小茴香籽

或两个茴香茶袋用开水浸
泡，再用冷却过滤后的茴香
溶液浸泡棉球，冷敷于眼部
即可。

点评：小茴香是常用的药食
两用食材，中医认为其味辛，
性温，有散寒止痛、理气和
胃的功效，可作为调味料加
入汤粥中。小茴香籽溶液
有行气止痛、止痒消炎的作
用，对长时间过度用眼造成
的眼睛疲劳、抵抗力不足引
起的眼部炎症及痛痒等有一
定缓解作用。但眼痛症状严
重者，或其他原因引起的眼
部炎症则要及时到眼科就诊。

迷迭香：提神醒脑
研究发现，闻一闻迷迭香

有益提神醒脑，提高注意力、
记忆力和警觉性。其中起关键
作用的是新鲜迷迭香中的复合
桉叶素。另外，迷迭香中的活
性成分迷迭香酸有助于抑制过
敏反应和鼻塞。迷迭香泡茶饮
用也有助于缓解胃部不适和恶
心。

点评：迷迭香是一种名贵
的天然香料植物，西餐中经常

使用。迷迭香香味浓郁，所含
独特的有效成分较多，尤以提
神醒脑效果突出，制作一个迷
迭香香囊佩戴是不错的选择。

蘑菇：提高免疫力
蘑菇中富含维生素D和重要

抗氧化剂硒，两种营养素都有
助增强免疫力。澳大利亚一项
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份蘑菇，
免疫系统抗击病毒的能力可提
升50%。

点评：蘑菇富含的赖氨
酸、维生素D、硒等有效成分
确实有增强抗病力、增加血色
素等作用，但每天吃一份蘑菇
就能大幅提高抗病毒能力的结
论尚需更多证据。建议每日饮
食中保证一定量的蘑菇摄入，
炒食炖煮均可，但别指望仅靠
它提高免疫力。

大蒜：防心脏病
研究发现，大蒜有助于降

低血小板聚集、减少血栓形
成，进而降低心脏病发作风
险。大蒜中的大蒜素发挥着
关键作用，生大蒜的抗凝效
果更好，是洋葱抗凝效果的
13倍。不过专家提醒，有出
血问题或正在服用抗凝药的
患者，吃大蒜前最好咨询专
业医生。

点评：大蒜素不仅有抗凝
作用，也利于降低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LDL)水平，这是大
蒜有助预防心脏病的另一大原
因，建议生食。

菠萝：促进消化，抗炎去痛
菠萝中的消化酶菠萝蛋白

酶有助于分解肠道中的蛋白质
分子，特别是肉类蛋白质，使
之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研究表
明，菠萝蛋白酶还可减轻术后
炎症、肿胀、瘀伤和疼痛，其
效果与非处方消炎药相当，可
缩短手术或剧烈运动后的恢复
时间。

点评：《本草纲目》指
出，菠萝性平，味甘、微
酸、微涩、性微寒，有清暑
解渴、消食止泻、补脾胃、
固元气、益气血、消食、祛
湿等功效。菠萝是菠萝蛋白
酶的唯一食物来源，不仅能
有效分解食物中的蛋白质，
还能增加肠胃蠕动，促使消
化不良的病人恢复正常消
化机能。菠萝生吃或入菜、
入饭均可，但在消除炎症方
面，其只能作为辅助之用。
此外，痰湿体质、胃酸较多
者不宜多吃。

姜黄：缓解关节疼痛
姜黄根粉富含的植物活性

物姜黄素有抗炎作用，其效
果甚至超过某些消炎药。姜
黄与黑胡椒及脂肪类食物同
服，有助于缓解关节疼痛。
经常少量摄入姜黄根粉，对
缓解或预防老年痴呆症也有
好处。

点评：中医认为姜黄味辛
苦，性温，能行气破瘀，通经
止痛，临床主治肩臂痹痛、跌
打损伤等，故少量使用能缓解
关节疼痛。姜黄根味道辛辣，
生吃难以下咽。吃姜黄根的最
佳方式是磨成粉末，加到日常
食品中。▲

“内热”是很多孩子常见病
的根源，尤其很多疾病动不动反
复，大多是“内热”引起的。《
幼科要略》曰：“襁褓小儿，体
属纯阳，所患热病最多”;《宣
明方论》记载：“大概小儿病者
纯阳，热多冷少也”。意思是
说，小儿一旦患病，病邪易从热
化，临床小儿热性病最多。中医
理论认为，孩子尤其是婴幼儿
是“纯阳之体”，生命力旺盛，
犹如旭日东升，草木方萌，蒸蒸
日上。我们通常所说的“内热”
从何而来，孩子又会以什么形式
表现出来？

1.小儿脾常不足，各种原

因均易影响脾胃正常功能，加
之现在孩子喜欢吃油腻、甜味
等食物，非常难消化，从而导
致积滞，蕴而生热。这种情况
多表现为腹胀、厌食、手足心
热、心烦易怒、夜睡易醒、自
汗盗汗、好翻动、蹬被、大便
臭秽等。

2.小儿肺常不足，热病后余邪
未清，内热久蕴于肺。一旦外邪
侵袭，新感易发，留邪内发，容
易出现反复呼吸道感染、扁桃体
炎、肺炎等呼吸道疾病。

3.小儿心常有余，心气旺
盛，肾阴不足，心火易炎，容
易出现口腔方面的问题，比如

动不动就口腔溃疡，反复感染
疱疹性口腔炎等;火热之邪易扰
心神，心火旺的孩子也会出现
心烦易怒、狂躁好动等症状。

4.小儿肝常有余，开窍于
目，导致孩子眼屎多，或出现
眼睛红肿等急性结膜炎症状。
同时肝具有升发疏泄全身气机
的功能，肝阳亢盛的孩子还有
性情急躁、容易发怒的表现。

由此可见，小儿“内热”隐患
很多，所以建议家长平时要给孩
子做好预防保健。

第一，饮食要“严格”。
多喝温水，促进火热之邪随
尿液排出。孩子饮食宜定时定

量，不能过饥过饱，不宜过食
生冷、肥甘油腻之品，应选择
易消化和富有营养的食物，多
吃些新鲜蔬果，纠正偏食、吃
零食等不良习惯。平时也可多
给孩子揉揉肚：腹部顺时针摩
腹，可加快胃肠蠕动，利于大
便排出。

第二，少穿的同时捂好三处。
俗话说，“欲得小儿安，三分饥
与寒”，不要给孩子穿太多，少
穿的同时应做到“背暖”“肚
暖”“足暖”，以固护阳气。

第三，日常多观察“六处”
。日常生活中注意观察孩子大
便的情况(大便干或臭秽黏腻)

、小便的颜色(尿黄)、舌质舌
苔变化(舌质红，苔黄)、口唇
颜色(口唇色红)、口气变化(尤
其是晨起口气明显)、饮食情况
(如食欲/胃口特别好)等，及时
发现孩子是否存在内热，出现
情况及时就医，在医生辨证下
进行调理。

第四，适量服“凉茶”。因
各地气候条件不同，药物组成存
在地域性差异，如南方盛行的小
儿七星茶，有些地区喜用鲜芦根
或菊花、薄荷等代茶饮。需要提
醒的是，凉茶最好咨询医生后服
用，切勿寻找偏方或自行给宝宝
用药，以免寒凉药物伤脾胃。▲

肿瘤防治

不抽烟喝酒 少吃腌制品 胖人要减重

堵住通往食管癌的路
受访专家：陕西省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外科副主任医师 张 曦

本报记者 李珍玉

《柳叶刀-胃肠病学和
肝病学》杂志近期发表了
全球195个国家地区的食管
癌发病率、死亡率和风险因
素等统计数据。数据显示，
全球食管癌新发病例47.3万
例，死亡病例43.6万例，我
国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数
都最多，分别达到23.5万和
21.3万。陝西省肿瘤医院胸
部肿瘤外科副主任医师张
曦说，食管癌是世界十大肿
瘤之一，我国每年食管癌新
发病例和死亡病例约占全球
一半，是食管癌全球疾病负
担最重的国家。在致病原因
上，张曦分析我国食管癌发
病大部分可归为五大因素：

1.吸菸。在我国，鳞癌
占食管癌的90%，西方国家
主要为腺癌。英国《自然》

杂志2019年发表论文指出，
吸菸会促使食管正常细胞突
变，使食管鳞癌的发生率增
加3~8倍。另外，菸草含有
多种致癌物质，可随唾液或
食物下咽到食管，引起细
胞变异；烟雾中含有大量焦
油、一氧化氮、二氧化氮和
烃类反应生成的烷类和烷氧
自由基，可直接攻击食管细
胞的脂肪、蛋白质和核酸，
造成细胞损伤，引起癌变。

2 .饮酒。长期大量饮
酒，尤其是高度白酒，是食

管癌的危险因素。重度饮酒
可使食管癌发病几率增加7
～50倍。酒精经过食管时，
会损伤食管黏膜产生烧灼，
黏膜自身虽有修复机制，但
如果不断损伤-修复，持续
的刺激会使上皮黏膜细胞恶
变，形成食管癌。

3.饮食不当。喜欢吃烫
饭、热水，油炸和陝陝食
品，易引发食管癌。吃温度
过高的食物会对食管黏膜造
成伤害；油炸食物含有大量
苯丙类物质，陝陝食品如泡

菜、酸菜、咸肉、咸鱼中亚
硝酸盐类物质含量很高，这
些都是致癌物质。在食管癌
高发的河南林县，检测出当
地水质亚硝酸盐含量过高，
成为主要致癌因素。

4.肥胖。肥胖人群罹患
食管癌的比例是体重正常人
群的两倍。肥胖促使人体释
放雌激素，增加患癌风险；
腹型肥胖危害更大，由于腹
压增高，容易发生胃食管反
流，使得胃液长期刺激贲门
（食道和胃交界处）黏膜，

导致细胞癌变。
5.遗传。在我国一些食

管癌高发地区，经常出现家
族聚集性发病现象。据统
计，约两成至六成食道癌患
者有家族史，有些甚至「蔓
延」两三代。虽然食管癌不
是遗传性疾病，但家人共同
的生活、饮食习惯可能导致
家族发病。

另外，膳食中水果摄入
不足、缺乏维生素和微量元
素，也可使食管黏膜增生；
咀嚼菸草、食用含黄麴霉等

毒素的变质食物，也可损伤
食管细胞，导致癌变发生。

针对这些成因，张曦说，
预防食管癌最好的办法就是养
成健康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做
到不吸菸、少饮酒、不吃过热
的食物、少吃油炸和陝陝食品
和控制好体重。要提醒4类人
需每年做食管癌筛查：1.年龄
在40岁以上的人群；2.家族成
员中有食管癌或消化道恶性
肿瘤病史或其他恶性肿瘤病
史人群；3.食管癌高发地区
的人群；4.生活习惯不好的
如吸菸或重度饮酒人群。对
这些人群进行食管癌筛查，
可起到早诊早治和预防作
用。张曦说，这些高危人群
即使是没有症状也要筛查，建
议做胃镜检查，这样食管、贲
门和胃都能检查到。▲

中医养生

孩子常见病，多是“热”闹的
日常多观察大小便、舌质舌苔、口唇颜色、口气变化、饮食等情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 黄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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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地区，也有一
些选举委员会成员受到新
冠疫情的影响，例如在巴
厘岛的Jembrana；东爪哇
省的Gresik；西苏门答腊
岛的Agam；北苏门答腊
的Sibo l g a；中爪哇省的
Boyolal i；南唐格朗，万
丹和哥伦打洛等地。同
时，政府继续鼓励进行拭
子测试，这在其他地方并
非不可能也受到新冠疫情
的影响。

因此，选举委员会和
监委会（Bawaslu）的几
个成员及办公室被宣布为
新冠病毒传播的集群。根
据规定必须在一定期限内
将其封锁。例如在中爪哇

的Boyolal i的集群中，记
录了数百人的进行测试后
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包括
数十名监委会成员在内。

像选举委员会一样，
在许地区的候选人与支持
者中对新冠病毒测试呈阳
性。根据报名时的体检结
果，已确认数十位候选人
呈阳性。其中一些人甚至
已死亡，例如在南加里曼
丹的班加巴鲁和廖内群岛
的丹戎槟榔。

观察到选举委员会和
候选人及支持者之间对新
冠病毒案件的发展情况，
很明显将在270个地区举
行的2020年地方首长选举
（Pilkada）确实受到新冠

疫情的威胁，这些地区包
括9个省级选举，224个县
长选举和37个市长选举。

延后举行选举的紧迫性
鉴于新冠疫情的发展

日益失控，许多人建议将
地方首长选举延后推迟到
可以举行选举的安全期
里。就目前而言，直到已
设定的时间，即2020年
12月9日的情况仍然令人
担忧。

即使有严格执行卫生
规程的规定，也绝对不能
保证选举不会受到新冠疫
情的影响。原因是，据
监督选举委员会称，仅在
2020年9月4日至6日的准
候选人的注册阶段，就发
生了243例违反卫生协议
的行为。最明显的特别是
违反保持距离和戴口罩的
规定。

尤其是当候选人发表
声明时，他们每个人都在
争夺实力，创造一大群
人。在一定范围内，几乎
可以肯定的是，候选人及
其支持者都违反了卫生规

程。
结果，据报导，在声

明和登记之后，越来越多
的人被宣布感染了新冠病
毒。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场运动是一场争夺大众
力量的竞赛，伴随着音乐
表演不受禁止的可能性，
这种气氛当然更加令人震
惊。因此，延后举办的提
议变得更加紧迫。

建议为了生命安全至
上而希望延后举办地方首
长选举的包括人协议长 
Bambang Soesatyo，人权
委员会Komnas HAM和民
主选举协会（Perludem）
的主席。延后主要是因为
对新冠疫情的蔓延与扩散
特别关注。

地方首长选举（Pilka-
da）基本上是一项崇高的
工作，那就是选举地方领
导人，民众希望将带来建
设性的变化。

地方首长选举是一项
政治过程，对每个公民来
说都是重要的教训；应该
如何进行理性和客观的选
择。此外，如何要求候选

人作出每一个承诺并追究
其责任。但是，如果情况
不允许且可能危害人的生
命时，就必须忽略这项崇
高的工作。

当我们在利用优势与
避免伤害之间面临两个选
择时，必须首先选择避免
危险。无论它是人与人之
间的政治交易，或是人与
上帝之间的崇拜，如果它
处于危险之中，也必须放
弃。

负责执行地方选举并
具有权力的各方：选举委
员会（KPU），监督选举
委员会（Bawaslu）和政
府，必须真正注意人民的
安全事务。

在采取的每一个步骤
中，包括在组织区域选举
中，挽救每个公民的生命
必须成为头等大事。根据
流行病学家的研究，选举
将成为新冠病毒开放发展
的领域。

在国家及其所有公民
的资源完全集中于防止与
克服新冠病毒传播的努力
之际，如果预算为27.84

万亿盾的同步地方首长选
举成为新冠病毒传播的舞
台，将是非常具有讽刺意
味的。这不仅是一种预
测，更不用说幻觉了，因
为事实已经显现。

在选举的早期阶段，
已经证明许多人受到新冠
病毒的影响。卫生协议的
严格性并不能保证选举将
是安全的。

根 据 经 验 已 可 以 证
明，人们很容易忽略安全
问题。而在我们的记忆中
仍然新鲜，选举委员会在
2019年4月17日的选举中
指出，有469个参与选举
的工作人员死亡，由于执
行选举工作太过疲劳而使
4,602人患病。

在进行同步地方首长
选举中，尽管范围较小，
但仍将有成千上万的人参
加，他们除了承担繁重的
工作外，还将面临新冠病
毒的威胁。如果政府真正
关心人民生命的安全，当
选举受到新冠病毒的威胁
时，最好延后到新冠疫情
完全消退之后才举办。

延后地方首长选举的紧迫性 文/邝耀章

选举委员会(KPU)主席Arief Budiman及几

个选举委员测试新冠病毒呈阳性。然后，他

们进行自我隔离，并在家中工作（WFH），

因为他们身体健康没有任何异常症状。其中

一名委员叫Evi Novida Ginting已治愈，并已

恢复正常工作。选举监督委员（Bawaslu）

的成员Ratna Dewi Pettalolo也一样已痊愈。

今年以来，美国对台
不断释放出各种“支持”
信号。5月，在世界卫生
组织年会前美国表示“
支持”台湾参加WHA大
会。8月，美国现任卫生
部在阿列克斯•阿扎尔访
台，严重挑战中美关系红
线。进入9月，美国“支
持”台湾信号不断，美
台“互动”的层级和频率
更是呈现出有恃无恐、变
本加厉的态势。美国官方
近期高调申明所谓里根政
府时期的对台“六项保
证”依然有效。美国现任
国务次卿肯思•克拉奇访
台，是中美建交后美国
现任政府中访台的最高级
外交官。美国驻联合国大
使克拉夫特也被拍到与台
湾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共
进午餐，且“相谈甚欢”
。克拉夫特还表示支持台
湾“重返”联合国，并希
望能与蔡英文会见。美国
众议院议员汤姆•蒂凡尼
则提出决议案，要求美台
之间恢复正式的“邦交”
关系。这些信号，使台湾
绿营人士欢呼雀跃。但对
台湾来说，美国发出的这

些“支持”信号，还不知
是“甜点”还是“毒药”
。

在美国国内“政治极
化”、社会分裂的背景
下，2020年底的美国大选
结果，不仅对美国，也将
对全球政治产生深远的影
响。不久前，美国著名学
者，同时也曾在美国政府
担任过助理国务卿和助理
国防部长的哈佛大学教授
约瑟夫•奈在媒体上发表
题为《特朗普是世界政治
的转折点吗？》一文。作
者表示，“11月3日后，
人们将知道，特朗普担任
总统，是美国在全世界作
用的重大转折点，还是无
足轻重的历史偶然。”在
新冠疫情、经济问题、
种族矛盾等因素叠加的情
况下，临近大选前，一些
美国政客试图通过炒作所
谓“中国问题”，向选民
贩卖焦虑，转嫁各种社会
矛盾，为自己拉台选情。
美国现政府抗疫表现不
力，加上种族矛盾爆发，
使特朗普竞选团队有意突
出“中国议题”，在转
嫁矛盾“甩锅”给中国的

同时，采取各种激进的对
华政策。在经贸、科技、
人文交流等领域动作不
断，甚至不断在两岸关系
问题上采取挑衅行动，试
图刺激选民情绪。近期，
特朗普与竞选对手拜登的
民调在一些关键摇摆州有
缩小的趋势，更使其迫切
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拉台
选情，以求出现所谓选情
的“十月惊奇”。

在2020年的美国大选
中，所谓“中国议题”看
似热度很高。但“中国问
题”会在多大程度上成为
影响选情的因素，尚存疑
问。在美国政治中，选民
更关注的往往都是与自身
利益相关的内政议题，而
非外交议题。如过去传统
的涉及经济、民生、税
收、控枪等方面的议题，
今年又增加公共卫生、种
族、社会秩序等议题。特
朗普政府执政以来采取了
不少外交动作，但其对选
情的影响实则有限。由于
犹太群体在美国经济和社
会中影响力较大，因此特
朗普政府所谓外交成绩单
中只有以色列与阿联酋、

巴林建交或对其选情有一
些加分效果。而“中国
问题”虽然已成为其重要
的竞选策略甚至“救命稻
草”，但实际操作的效果
有限。其在中美关系和两
岸问题上采取一些激进冒
险行动，妄图引发烈度
更高冲突的做法，也有可
能成为选情的“毒药”而
非“甜点”，并对中美关
系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近期美台之间的“热
络”，使台执政当局和岛
内不少人在欢欣鼓舞的同
时不断产生幻觉，认为美
国对台湾的支持力度前所
未有，一些人甚至希望实
现“外交”上的“突破”
，开始做起美台“复交”
的美梦。台“驻美代表”
萧美琴被曝已将自己推特
上的身份简介改为“台湾
驻美大使”。蔡政府自上
台以来，便积极配合美国
的亚太战略，甘当反华棋
子，甚至妄图充当美国“
印太战略”的“旗手”。
不少绿营人士认为，中美
关系的持续紧张或使美台
关系更加“热络”，会使
双方关系进一步走近。

不 过 ， 对 台 当 局 来
说，将自己置于中美矛盾
的最前沿，积极配合美
国现政府的对华挑衅行
动，到底能得到什么？美
国的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
发出各种“支持”信号，
其实质性的“好处”是
什么？3月份，美国会众
议院曾全票通过所谓“台
北法案”。该法案要求美
国的行政部门以实际的行
动协助台湾巩固所谓“邦
交”和参与国际组织，
支持和确立台湾的“国际
地位”。5月世卫组织大
会开幕前，美国的一些政
客和议员多次表态要支持
台湾参加WHA年会。然
而就在WHA年会召开的
前夕，美国官方正式表态
称，虽然支持台湾以观察
员身份参加WHA，但美
方认为现阶段不适合由美
国自己提案讨论，因此还
是建议由台湾的“友邦”
向世卫组织提案让台湾参
与WHA。这次国务次卿
克拉奇的访台同样如此。
根据其职务分工，克拉奇
在美国国务院主管的是经
济、能源和环境等问题，

但克拉奇在台期间与台官
员的主要对话议题并非台
湾各界最关心的台美自
由贸易谈判，而是所谓“
印太战略”“新南向政
策”“5G干净网络”“
重组产业链”这类议题，
反倒明显表现出配合美国
执政当局当前的对华遏制
行动。而在近期沸沸扬扬
的进口美猪美牛问题上，
台当局罔顾民众的健康福
祉，引发民意持续反弹。
加上之前的多起军购案，
台当局为了政治利益对美
卑躬屈膝，从中得到的除
了各种“支持”的言辞和
口头承诺之外，并未得到
任何实质性“好处”，是
典型的“口惠而实不至”
。尤其是当问题涉及到美
国的自身利益时，美方会
毫不犹豫地将台湾视作予
取予求的对象。因此，台
当局不仅得不到想要的各
种“甜点”，反而会因配
合美方的行动而误食“毒
药”，甚至引火烧身，玩
火自焚。

（熊兴 华中师范大学
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研究
员。来源：中国网）

美对台不断释放“支持”信号 是“甜点”还是“毒药”？ 文/熊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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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德菲尔德表示，
到2021年三月底、四
月初预计可生产出7亿
支新冠疫苗，将可够
3.5亿人使用，但由于
分发疫苗过程需要数
月时间，预计到7月，
大部分美国民众将可

以接种疫苗。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

日多次表示，今年10
月将推出疫苗，到明
年4月，所有民众可获
得疫苗。特朗普当日
在社交媒体转发强生
公司疫苗进展，并称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FDA）“必须快
速行动”。

在 当 日 的 听 证 会
上 ， 多 位 议 员 担 忧
FDA迫于特朗普政府
压 力 ， 简 化 疫 苗 审
批流程。对此，FDA

局长哈恩表示，“科
学家而不是政客将决
定疫苗何时推出，在
这一点上FDA不会受
到任何人胁迫”，经
FDA审批通过的新冠
疫苗将保证“有效、
安全”。

吉尔吉斯斯坦本年度GDP预计下降5.6% 
明年中将恢复正常

比什凯克消息：据吉国家通讯社
报道，吉尔吉斯斯坦经济部副部长阿
雷巴耶夫当地时间24日在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按照本部门的预测，2020年
吉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5.6%，2021
年中期可恢复到正常发展水平，预计
明年经济增速为4.5%。

阿雷巴耶夫表示，目前尚无法判
断吉国内是否会发生第二波新冠肺炎
疫情。但吉政府已做好应对疫情反弹
的准备，现仍在兴建新的医院，有关
部门正进行粮食和药品储备。

美国加州宣布
2035年起禁止销售汽油动力新车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
瑟姆当地时间23日宣布，加州将从
2035年起禁止在全州范围内销售新的
汽油动力乘用车以及轻型卡车，以应
对全球变暖问题。

美联社报道称，该命令不会禁止
人们继续持有汽油动力汽车或将其在
二手车市场上交易，但到2035年，
加州将禁止销售新的汽油动力乘用车
以及轻型卡车。纽瑟姆还把目标指向
中型和重型商用卡车，他说，希望到
2045年“在可行的情况下”将这些卡
车变成零排放车辆。

加拿大政府提新施政计划 
称不惜代价应对第二波疫情

加拿大联邦政府23日在国会复会之
际提出其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新的施政
计划。加总理贾斯廷·特鲁多表示，
该国第二波新冠疫情已来临，加政府
将“不惜代价”支持民众渡过危机。

加政府的施政计划经由总督朱
莉·帕耶特的王座讲话进行宣读。特
鲁多所率的自由党政府承诺，加联邦
政府将协助各地提高病毒检测能力，
建立响应小组；与各省和地区合作，
在全国建立新的长期护理机构规范。

巴西8月 失业率升至13.6% 为5月至今最高
央视新闻消息，据巴西国家地理

统计局23日发布的最新数据，巴西8
月份的失业人数为1290万人，失业率
攀升至13.6%，这是今年5月该机构
开始统计新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影响
以来，单月创下的最高失业率。

受疫情影响 
希腊银行鼓励非接触式免密付款

当地时间22日，希腊银行协会发
布公告称，为协助减少新冠疫情对公
众卫生和商业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
考虑将非接触式免密支付系统的运行
延长至12月底，并将免密的最高交易
金额提高到50欧元。

为应对新冠疫情，希腊银行协会
此前呼吁其成员银行上线非接触式的
交易系统。5月19日，希腊银行协会
的公告发布以后，其成员银行开始正
式履行这一要求。该举措在很大程
度上减少了持卡人和POS机的物理接
触，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良好反馈。

9月22日，希腊银行协会再次发布
公告称，为协助减少新冠疫情对公众
卫生和商业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
会将这一措施延长至2020年12月31
日，免密最高限额为50欧元，以进一
步减少持卡人消费时的物理接触。

英国汽车零售商正式开始
销售大众首版ID.3

9月21日，英国首批消费者已经收到
了首版ID.3，英国汽车零售商也正式开
始销售这款新车。不久前，大众在德
国也交付了其首批ID.3。首版ID.3搭载
58千瓦时的电池，在WLTP标准测试下
续航里程达260英里(约420公里)。大
众称，新车拥有100千瓦功率的快速充
电能力，这就意味着，充电半小时就
可以续航180英里(约290公里)。后续
版本还将包括其他电池选择。

大众2016年就提前宣布了这款车
型，并预计今年上市。新车坚持了其
设计理念，实现了续航、技术创新、
智能互联和优秀的驾驶性能的承诺。

摩根大通在英国退欧前
将约2300亿美元资产转移至德国

知情消息人士周三表示，摩根大
通JPM.N正将约2,000亿欧元(2,340
亿美元)资产从英国转移到德国，因
英国退出欧盟。1月时该行还宣布将
大幅扩展其巴黎枢纽，作为英退后从
伦敦转移部分服务计划的一部分。

此一变化看出摩根大通跟进英国
其他大型银行的类似举动，因为法兰
克福和都柏林等欧陆金融枢纽的监管
机构敦促银行在当地登录资产。路透
去年报导，巴克莱已将其欧洲总部和
近2,000亿欧元的资产移至都柏林。

 美疾控中心主任：

预计2021年7月大部分美国民众可接种新冠疫苗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
心主任雷德菲尔德

【中新社华盛顿】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主任雷德菲尔德当地

时间23日出席国会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动和养老金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

预计到2021年7月，大部分美国民众可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又一款新冠疫苗在美启动3期临床试验
【新华社华盛顿】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23
日发布公报说，美国强
生公司旗下杨森制药公
司研发的新冠候选疫苗
JNJ-78436725已启动3
期临床试验，开始在美
国招募成年志愿者。这
是在美国进行3期临床
试验的第四款新冠候选
疫苗。

按 计 划 ， J N J -
78436725的3期临床试
验将在全球招募约6万
名成年志愿者，在美国

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大约
215个地点展开。

此前在美国启动3期
临床试验的3款新冠候
选疫苗分别是美国生
物技术企业莫德纳公司
研发的mRNA-1273疫
苗、美国辉瑞制药有限
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
公司合作研发的一款
mRNA疫苗以及英国牛
津大学等机构研发的
AZD1222疫苗。这3款
疫苗均需志愿者接种两
剂，而杨森制药公司研

发的疫苗采取单剂疫苗
方案。

据公报介绍，杨森制
药研发的这款疫苗是一种
重组腺病毒载体疫苗。
新启动的3期临床试验的
主要目标是确定该疫苗
在单剂接种后能否预防
中度至重度新冠感染。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
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
尼·福奇表示，杨森制
药研发的新冠疫苗在早
期试验中显示出潜力，
如果接下来的临床试验

能验证该疫苗单剂接种
后可为人体提供保护，

那对遏制新冠疫情将非
常有帮助。

美国强生公司旗下杨森制药公司研发的新冠候选疫苗JNJ-
78436725已启动3期临床试验，开始在美国招募成年志愿者

【海外网】当地时
间23日，美国前总统
奥巴马在推特上分享了
自己的电话号码，并表
示，希望美国民众能发
短信告诉他美国大选计
划如何投票。

奥巴马在其个人推
特上公布了自己的电
话，他这样写道：“如
果你在美国，发短信给
这个号码，我想知道你
的近况，你在想什么，
以及你今年的投票计
划。我也联系你，分享
我的想法。”他同时还
贴出了自己和妻子站在
一起看手机的照片。

《国会山报》报道
称，奥巴马发出这条推

特时，距美国大选还
有41天时间。美国大选
将于11月3日举行。随
着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

散，今年的大选通过邮
寄投票的人数或将创纪
录，至少有84%的选民
会选择邮寄投票。

奥巴马公布电话号码：

给我发短信，说说大选想法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推特上分享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中新社柏林】德国
外交部23日宣布，因德
国外长马斯的安保团
队一名成员确诊感染
新冠病毒，马斯已于
当天开始接受隔离。德
国外交部表示，马斯当
天接受首次新冠检测
的结果为阴性。

德国外交部发言人
当天以声明形式公布了
这一消息。

据德新社报道，今
年较早前，在欧洲和德
国疫情最严重的时期，
马斯暂停外访活动达十
周。德国外交部公布的
外长日程显示，随着欧
洲范围内疫情趋稳，马
斯于5月中旬到访卢森

堡，并在此之后逐步恢
复了外访和线下会见等
活动。

德国外交部发言人
当天表示，按照德国传
染病防控法，在马斯安
保团队成员确诊感染新
冠病毒后，马斯已于23
日当天接受隔离。马斯
当天接受的首次新冠检
测结果为阴性。

公开报道显示，马斯
在接受隔离前于9月18日
在德国萨尔州驻柏林代
表处出席了纪念联邦德
国加入欧洲委员会70周
年的活动。与马斯一同
出席的萨尔州州长托比
亚斯·汉斯已预防性地
取消了近期一切日程。

因安保人员确诊 

德国外长马斯接受隔离

【中国新闻网】国际劳
工组织23日发布的最新
评估报告显示，疫情引
起的工作时间损失使全
球各地劳动者收入大幅
下降。据估计，与2019
年同期相比，全球劳动
收入在2020年前三个季
度下降了10.7%，即3.5
万亿美元(该数字不包
括政府采取措施提供的
收入支持)。

《国际劳工组织监测
报告第六版：2019冠状
病毒病与劳动世界》指
出，2020年前三季度全球
减少的工作时间远高于今
年6月发布的预测数据。
数据显示，降幅最大的
是中低收入国家，其劳
动收入下降了15.1%；
美洲地区受影响最大，
下降了12.1%。

报告预计今年第四季

度全球工作时间损失同
比将达到8.6%，相当于
2.4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
这与国际劳工组织先前估
计的4.9%和1.4亿个全职
工作岗位相比有所增加。

报告称，工作时间损
失预估值增加的一个原因
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
体的劳动者，特别是从
事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
所受影响比以往危机要

大得多。此外，工作时间
的减少更多是由人员不活
跃而非失业导致。

报告称，虽然许多
工作场所封闭措施有所
宽松，但各地区之间存
在巨大差异。94%的
劳动者仍生活在工作场
所受到某些限制的国家
中；32%的劳动者生活
在只开放必要工作场所
的国家和地区。

报告还探讨了财政刺
激措施在缓解疫情对劳
动力市场影响方面的有
效性。研究表明，财政
刺激措施力度和工作时
间的损失成一定程度的
正相关。报告称，全球
范围内，如果多增加相
当于年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1%的财政刺激，
工作时间的损失将进一
步减少0.8%。

国际劳工组织：今年前三季度全球劳动收入下降10.7%

【新华网】世界贸易
组织23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受新冠疫情影响，
今年第二季度全球货物
贸易量较第一季度下降
14.3%，其中欧洲和北
美地区跌幅最大。

数据显示，第二季
度，全球货物贸易出口

量下滑15%，进口量缩
水13.6%。同期，欧洲
和北美地区的货物贸易
量缩水最为严重，分别
减少21%和20%；亚洲
地区受影响较小，跌幅
为7%。

同期，以美元计价的
全球货物贸易额同比下

滑21%。具体而言，5
月全球贸易额跌幅最
大，缩水26%；6月，
随着部分欧洲国家放松
封锁措施，部分亚洲经
济体贸易小幅回升，
全球货物贸易额跌幅缩
至10%。

相较货物贸易，全

球服务贸易缩水更为严
重。世贸组织对占全球
服务贸易超过三分之二
的3 8个经济体的贸易
数据进行统计，初步
结果显示，今年4月和
5月，全球服务贸易额
同比下降近三成。另
外，7月，北美地区服

务贸易出口下降30%，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则止
跌回升。

4月，世贸组织曾预
测，今年全球贸易可能
大幅缩水13%到32%，
其最终表现将取决于疫
情持续时间和抗疫措施
的有效性。

世贸组织：第二季度全球货物贸易量环比下降14.3%

【新华财经】美联储
副主席理查德·克拉里
达(Richard Clarida)23日
表示，美联储不会考虑

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
区间，直至通货膨胀率
在至少几个月内达到2%
且实现充分就业，而这
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克拉里达当天接受
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美国经济正在从上世纪
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
最严重的衰退中复苏，
但仍深陷困境。目前经
济疲软正导致通胀低
于美联储设定的2%目
标。因此，美联储必须
将通胀目标设定在2%
以上，以抵消经济低迷

期造成的通胀率疲软，
提高通胀预期。

“美联储现在认为，
要将通胀预期固定在2%
的话，需要在经济走出
衰退之后，允许通胀率在
2%上方停留一段时间，
以平衡通胀率低于2%时
期的水平。”克拉里达
说，“美联储不希望(通
胀率上升)转瞬即逝，美
联储会评估加息的时机和
规模，但这需要时间”，
可能需要数年。

16日，美联储在结
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

会议后宣布，维持联邦
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零
至0.25%之间。同时，
由于通胀率持续低于
2%长期通胀目标，美
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
会将允许通胀率在一段
时间内略高于2%，以
实现长期通胀预期保持
在2%。

此外，联邦公开市
场委员会17名成员一致
认为，联邦基金利率目
标区间在2020年和2021
年将维持在零至0.25%
的超低水平。多数官员

预测，这一利率区间将
保持到2023年不变。

22日，美联储主席鲍
威尔在出席美国国会众
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
证会时表示，美国就业
和整体经济活动仍远低
于新冠疫情前水平，经
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未来，美国经济前景将
取决于疫情发展以及美
国政府采取的政策行动。
他强调，只有当人们确信
可以安全地重新参与广泛
活动时，经济才有可能
全面复苏。

美联储副主席：短期内不会加息 将评估时机和规模

美联储副主席理查德·
克拉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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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澳大利亚已
有低于2%的房屋贷款
利率，而央行目前利
率为0.25%，距离下
调至0利率，也不过是
一个百分点的1/4。

据 悉 ， 丹 麦 、 瑞
士、瑞典和日本都存
在着负利率。丹麦国
家银行目前的存款帐
户的利率为负0.6%。
而自2019年以来，丹
麦日德兰银行已连续
十年，向房屋贷款人

提供0 . 5%的年负利
率。另一家竞争对手
银行北欧银行，则提
供了30年的负0.5%的
利率。

德贝尔表示，负利
率可能会削弱澳元，
这将使出口价格更便
宜。他说：“较低的
汇率肯定对澳大利亚
经济有利，因此我们
将继续密切关注外汇
市场的发展。”

报 道 称 ， 此 外 ，

在负利率制度下，储
蓄者不仅不能得到储
蓄利息，甚至还将支
付储蓄费用。尽管如
此，德贝尔也质疑，
负利率或许只会鼓励
人 们 储 蓄 ， 而 不 是
更多的消费去刺激经
济。他说：“负利率
或 许 会 鼓 励 人 们 储
蓄，因为人们希望自
己的储蓄能保值，尤
其是在他们已经倾向
于储蓄而非消费的环

境之下时。”
早在2019年10月，

澳央行行长劳伊就认
可了负利率的想法。
他 与 由 瑞 士 央 行 组
成、由世界各国中央
银行管理的组织——
国 际 清 算 银 行 ， 共

同撰写了一篇论文，
表 明 负 利 率 政 策 已
在很多地方奏效。劳
伊说：“中央银行认
为，负政策利率有助
于实现其政策目标，
且其副作用也已得到
遏制。”

新西兰大部分地区解除
强制戴口罩规定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9月24日消息，
新西兰疫情缓和，全国大部分地方乘
搭公共交通工具毋须强制戴口罩。

消息称，从当地时间今天午夜
起，强制戴口罩的规定只适用于全国
最大城市奥克兰和航机上。

据报道，奥克兰的防疫警戒级别
处于第二级，至于其余地区日前已降
至第一级，意味生活基本回复正常，
不需要保持社交距离，聚会人数亦不
受限制。

一韩国公民疑似投朝途中遭朝方射杀 
韩国国防部“强烈谴责”

一名韩国公民疑似弃韩投朝途中
遭朝方射击身亡，韩国国防部24日对
此“强烈谴责”。

据韩国媒体援引韩国情报部门消
息，一名供职于渔业部门的工作人员
日前失踪，疑似投奔朝鲜，综合各种
迹象分析，该人员遭朝方枪击。

韩国国防部24日发布声明称，根
据所掌握的信息，朝方在海中发现这
名韩国失踪人员后，对其进行射击并
且火烧尸体。韩国国防部对朝方行为
表示强烈谴责，要求朝方对此进行解
释并惩罚相关人员。

印度87岁新冠患者尸体被老鼠啃咬，
“不是个案”

印度一87岁老人感染新冠肺炎去
世后，尸体在医院放了不到4小时遭
到老鼠啃咬。印度一名87岁老人感
染新冠肺炎去世后，尸体在医院放了
不到4小时竟遭到老鼠啃咬、死无全
尸，这桩丑闻被印度多家媒体报道。

据《印度快报》22日报道，此事
发生在印度中央邦西南部城市印多
尔。17日，老人因呼吸困难被送到当
地一家私立医院，随后他的核酸检测
显示为阳性，开始住院治疗，21日凌
晨3时许家属接到老人去世的消息。

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遭武装分子袭击 
1名警官被打死

据多家印度媒体报道，当地时间
24日，印度一支中央后备警察部队
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巴德加姆
（Budgam）遭到武装分子袭击，一
名警官在交火中丧生。

据印度报业托拉斯24日报道，当
天，武装分子携带着AK突击步枪等
军用武器对位于巴德加姆的中央后备
警察部队人员发动袭击，导致一名
117营的助理副督察受伤。这名伤员
随后被紧急送往陆军医院，但仍医治
无效死亡。

特斯拉电池成本腰斩计划出台 
亚洲供应商股价普跌

亚洲电池供应商股价周三普遍下
挫，因电动车大厂特斯拉TSLA.O宣布
计划将电池成本削减一半，并且增加自
制电池比例。韩国、日本及中国的众多
电池制造商为特斯拉的内华达厂及上海
厂供货，前途与特斯拉紧密相连。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CEO)马斯克
周二表示，特斯拉计划藉由生产更强
力、续航时间更长及成本便宜一半的
新一代电池，来降低汽车成本。

加拿大联邦政府发布施政报告 
将致力于提振经济

据央视新闻24日消息，加拿大总
督朱莉·帕耶特当地时间23日在议会
宣读了君王谕旨。在加拿大，联邦政
府的施政报告是以这种方式宣布的。

报告认为，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为严重，联邦
政府未来的工作重点将放在应对新冠
疫情的同时，建设更富弹性的经济。

联邦政府将采取社会部门和对基
础设施直接投资等方式，创造100万
就业机会。政府将加强职业技能培
训，提高就业率。为此，联邦政府将
延长对加拿大人的薪资补助计划、紧
急无息贷款计划等到2021年夏季。

沙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速度放缓
沙特投资部大臣哈立德·法利赫

22日在出席G20新闻发布会时表示，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沙特阿拉伯今年
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上速度有所放
缓。法利赫说，新冠疫情危机导致全
球贸易和投资出现萎缩，沙特的外国
直接投资也受到影响。

据统计，2019年前9个月，沙特吸
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从上年度同期的
31.8亿美元增至35亿美元，但法利
赫没有透露2020年的相关数据。

在沙特政府制定的“2030年愿景”
中，吸引外国投资被当做计划的基石，
旨在帮助沙特实现经济多样化转型，从
而逐步摆脱对能源出口的依赖。

为应对疫情下的经济衰退 

澳央行或实施负利率政策
【中新网】据澳洲网报道，澳大利亚央行近日透露，

为应对29年来的首次经济衰退，已开始考虑负利率政

策。澳央行副行长德贝尔证实，负利率政策是央行研究

过的四种危机选择之一。至少现在，经济学家预计，澳

央行将在10月会议上将利率降至0.1%的新低。

当地时间2020年7月23日，澳大利亚墨尔本，当地
人戴口罩出行

【中新社东京】
据 日 本 广 播 协 会
（NHK）报道，当地
时间24日上午，日本
首相菅义伟与韩国总
统文在寅举行电话会
谈，菅义伟称日韩两
国互为重要邻国。

据报道，此次电话
会谈由韩方提议，通
话持续了约20分钟。
会谈后，菅义伟向媒
体表示，文在寅首先
对其出任日本首相表
示祝贺，随后，双方
就新冠疫情等一系列

问题进行了讨论。
菅 义 伟 在 会 谈

中表示，日韩两国
互为重要邻国。在
谈及因劳工问题陷
入僵局的日韩关系
时，菅义伟向文在
寅表示，对于当前
非常严峻的双边形
势不能放任不管。

　　菅义伟强调，
在当天的会谈中，他
已向韩方传达了日方
就各种问题的一贯立
场，希望韩方今后采
取妥善应对举措。

菅义伟与文在寅通电话 

称日韩互为重要邻国

日本首相菅义伟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左)

【海外网】据《印
度快报》当地时间9月
23日报道，印度铁道部
国务部长苏雷希·安加
迪（Suresh Angadi）
因患有新冠肺炎去世，
早在印度“季风会议”
召开两周前，安加迪的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已呈
阳性。

65岁的苏雷希·安
加迪2 3日在新德里的
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
(AIIMS)去世，当时正
在接受新冠肺炎的治
疗。安加迪是印度首
位死于新冠病毒的联
盟部长，印度内政部
表示，将于9月24日在
德里的所有政府机关
中降半旗表示哀悼。
印度总理莫迪和总统科
温德对安加迪的去世表
示哀悼，莫迪在推特上

写道：“苏雷希·安加
迪是一位敬业的议员和
杰出的部长，在各个领
域都备受赞誉，他的去
世令人难过。”

印度此次的“季风会
议”在当地时间9月14日
召开，原定于10月1日结
束，但参加会议的印度
各个政党都已经同意在9
月24日就开始闭会。报

道称，此次提前结束会
议的主要原因是在会议
过程中有与会者感染新
冠病毒，尤其是两名印
度的政府部长也感染病
毒，包括印度公路交通
和运输部长加德卡里和
印度旅游部长帕特尔，
此外印度执政党人民党
的议员萨哈斯·拉布德
也确诊新冠病毒。

印度铁道部国务部长死于新冠肺炎 莫迪表示哀悼

苏雷希·安加迪（Suresh Angadi）

【中新网】据日本
《东方新报》报道，受
新冠疫情影响，原定于
2020年7月23日开幕的
东京奥运会被迫延期到
2021年夏天，这也使得
奥运不能像往年一样盛
大举办。东京奥组委和
国际奥委会（IOC）日
前宣布，为节省开支，
将从4个方面对52个项
目进行简化。

报道称，拟简化的四
个方面主要为：缩减参
加大会的相关工作人员
的数量以及使服务更合
理化；简化会场和运输
等基建工程；简化开、
闭幕式和圣火接力等关
联活动及动员活动；缩
减上述内容之外的各种

运营花费。
不少奥运会相关工

作人员称，奥运会简化
举办可以节省数百亿日
元，但因延期导致增
加的花费高达数千亿日

元。目前预计可以节
省200亿日元左右的费
用，最终的额度将在10
月上旬开办的IOC理事
会上进行公布，具体方
案还在调整中。

为节省开支 日本东京奥运会52个项目将从简举办

当地时间2020年7月23日，日本东京，东京奥运会倒
计时一周年，东京奥运会比赛场馆有明竞技场亮起
奥运五环色灯光

【路透】澳洲西太平
洋银行(Westpac Bank)周
四表示，将就澳洲金融
犯罪监管机关对其提出
的违反反洗钱与反恐法
规案件，支付13亿澳元
(9.2亿美元)和解金。

澳洲交易报告与分析中
心(AUSTRAC)去年11月提
起民事诉讼，指控总部位
于悉尼的西太平洋银行处
理了超过2,300万笔违反反
洗钱协议的付款，其中包
括澳洲民众对菲律宾儿童
色情内容提供者的付款。

西太平洋银行和AUS-
TRAC皆同意向法院建议
的13亿澳元罚款，这比西

太平洋银行在上半年度业
绩报告中提拨的9亿澳元
准备金还多。

西太平洋银行集团首
席执行官Peter King表
示：“我们致力于解决
这些问题，以确保这些
错误不再发生。这是我
的当务之急。”

“我们也关闭相关产
品，并报告了所有相关的
历史交易。”

西太平洋银行还表
示，将增加提拨4.04亿澳
元准备金，计入9月30日
止的年末账目，以应对预
估金额较高的罚款和额外
费用。

【 中 国 新 闻 网 】
泰国央行货币政策委
员会23日一致投票决
定，将基准利率维持
在0.5%的历史低位不
变。这也是该行连续
第三次议息后维持利
率不变。

与此同时，泰国央
行轻微上调了今年泰国
经济的预测。该行表
示，鉴于泰国经济已出
现了复苏迹象，因此将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预
测从之前的下降8.1%
上调为下降7.8%。

为 刺 激 深 受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影 响 的 经
济，泰国央行在今年2
月、3月和5月进行了
3次降息，使基准利率
降至0 . 5%的历史低
位。市场预期，这一
利率水平至少在今年

底前将维持不变。
泰国开泰研究中心

认为，泰国经济仍面临
高风险，这使得泰国央
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考
虑今后阶段货币政策时
必须评估形势，权衡各
方面风险以及评估货币

措施和财政措施的充
足性。今后阶段如果
经济形势超出预期走
向负面，该行可能考
虑推出补充的经济刺
激措施，包括下调利
率以及推出各种非常
规货币政策。

澳洲西太平洋银行同意

就违反反洗钱案支付9.2亿美元和解金

洲西太平洋银行周四表示，将就澳洲金融犯罪监管
机关对其提出的违反反洗钱与反恐法规案件，支付
13亿澳元和解金

泰国央行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中新社首尔】针对
一名韩国公民遭朝方射
杀，韩国总统文在寅24
日称，令人遗憾，无法
容忍。

韩国国防部当天证
实，一名韩国公务员在
弃韩投朝途中遭朝方枪
击身亡。韩国总统府
青瓦台向媒体发布信息
称，在核实多方信源并
听取有关部门报告后，
文在寅当天表示，这是
令人震惊的事情，感

到“非常遗憾”。
文在寅说，任何理由

对此都“无法容忍”。

他表示，军方应加强警
戒态势，做好保护国民
生命安全的准备。

当 天 ， 韩 国 国 防
部、统一部等均发表
声明，对于朝方行为
进行强烈谴责，要求
朝方查明原委、严惩
相关人员。

韩国青瓦台有关人员
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
朝鲜此举有损韩朝构建
互信，但仍应继续发展
韩朝关系。

韩国总统文在寅：

朝方射杀韩国公民“令人遗憾、无法容忍”

韩国总统文在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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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场亚布拉罕利用
对方后卫传球失误抢断
后推射破门取得领先，
芒特助攻哈弗茨射入蓝
军生涯首球，切尔西半
场2-0领先。下半场开始
不久巴克利抢断后推射
破门把比分改写为3-0。
随后哈弗茨又连进两球
上演帽子戏法，比分变
成5-0。终场前替补出场
的奇尔维尔传中助攻同
样替补登场的吉鲁头球
破门，切尔西6-0获胜晋
级第四轮。

切尔西上周末联赛输
给卫冕冠军利物浦，吃
到赛季第一个败仗。对

手巴恩斯利在英冠，上
周末的联赛输给雷丁，
新赛季两战皆败。蓝军
方面老门将卡巴列罗首
发 ， 防 线 阿 斯 皮 利 奎
塔、托莫里、蒂亚戈-席
尔瓦和埃莫森担纲，中
场巴克利和科瓦契奇双
后腰，前场芒特、哈弗
茨、奥多伊在亚布拉罕
身后。出场阵容：

切 尔 西 （ 4 2 3 1 ）
： 1 3 -卡巴列罗/ 2 8 -
阿斯皮利奎塔、14-托
莫 里 、 6 - 蒂 亚 戈 - 席
尔瓦（61’15-祖马）
、33-埃莫森/8-巴克
利、17-科瓦契奇/19-

芒 特 、 2 9 - 哈 弗 茨
（66’21-奇尔维尔）
、20-奥多伊/9-亚布拉
罕（72’18-吉鲁）。

巴 恩 斯 利 （ 4 3 3 ）
：40-柯林斯/14-路德维
希、26-索巴耶尔、24-哈

尔姆、2-威廉姆斯/4-斯
蒂尔斯、27-莫瓦特、17-
里 兹 迈 尔 （ 5 7 ’ 2 2 -
奥 杜 尔 ） / 9 - 伍 德 罗
（ 4 6 ’ 1 6 - 托 马 斯 ）
、19-施密特、28-弗里
泽（57’11-查普林)。

【新华社24日讯】东京
奥组委23日公布了明年奥
运会和残奥会期间关于运
动员的防疫措施草案，尽
管草案中明确表示将对运
动员加强检测，并表示在
交通住宿和就餐方面严格
管理，但很多措施的操作
性并不强，奥组委首席执
行官武藤敏郎表示，所有
措施都仍需讨论，目前任
何问题都未有定论。

这份草案的英文翻译
件长达六页，其中最重要
的一项是要求所有非日本
运动员在前往日本前72小
时内，都要进行相关新冠
病毒检测，抵达日本后，
还要再次进行检测。从7
月初开始，包括日本运动
员在内，所有前往训练营
地、奥运村和比赛场馆
的运动员在抵达这些场所
前，都要分别进行新冠病
毒检测。同时在训练营地
和奥运村居住期间，还要
继续进行检测。

草案还规定，运动员
在抵达日本后，只能乘坐
组委会提供的车辆前往训
练营地、奥运村和比赛场
馆，比赛结束后，也必须
乘坐大会班车前往机场离
境。在日本期间，除非特
殊需要，都要避免乘坐公
共交通。这份草案中还提
到会出台执行措施，列明
一旦有运动员违反相关规
定需要采取的步骤。

武藤敏郎在当天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草
案中提到的措施仍然需要
进一步讨论，东京奥组委
也将与国际奥委会以及各
个国家或地区的奥委会继
续展开协商。但人们不难
发现，草案中提到的很多
措施很难落实，譬如，如
果限制参赛运动员的活动
范围，那是否意味着运动
员无法上街购物，也无法
参观旅游景点？如果运动
员在赛前和赛中都需要检
测，日本是否具备这样的
检测能力？另外，如果运
动员来自那些没有检测能
力的国家和地区，他们是
否会被禁止前往日本……

针对记者的疑问，武藤
敏郎说：“如果运动员与
日本公众接触，可能会造
成新冠病毒的传播，我们
必须保护运动员，当然也
需要保护民众的安全。这
是非常困难的，如果禁止
运动员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也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
还没有做出最后的结论，
还会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
讨论。”

对于运动员可能违反
规定的问题，武藤敏郎还
说，奥组委只是制定了一
个讨论的大方向，认为每
个参赛运动员和代表团都
需要遵守相关规定，未来
会继续讨论这些问题，争
取在12月份有结果。

【 新 浪 体 育 2 4 日
讯】2020年全国女排锦标
赛在广东江门开战，北京
女排25-16、25-15、25-
21完胜云南女排，取得本
次比赛首胜。

首局，开局双方打得
胶 着 ， 战 至 1 2 平 。 局
中阶段北京连续得分确
立优势。张宇拦死对方
进攻北京拿下关键分，
随 后 北 京 以 2 5 - 1 6 先
下一城；

第二局，雷海林战术
组织快速多变，金烨进攻

士大力沉、任凯懿下手果
断，北京9-5领先。云南
队难以突破对方高拦网，
未能抓住反击机会，北京
20-12持续领先。云南发
球失误，北京以25-15再
下一城；

第三局开局，薛翼枝
发球帮助北京连得4分确
立优势。云南在局中阶
段接连追分，4号位反击
后将比分迫近到2 0 - 2 1
。北京队稳住阵脚，最
终以2 5 - 2 1，直落三局
力克云南。

【网易体育24日讯】
联赛杯第3轮一场焦点战
里，阿森纳客场对阵莱
斯特城。佩佩制造富克
斯自摆乌龙，横梁挡出
麦迪逊的远射，恩凯蒂
亚连续两场破门，阿森
纳2-0战胜莱斯特城，
进军联赛杯下一轮。本
场大卫-路易斯和科拉
希纳茨、威洛克获得首
发机会，佩佩和恩凯蒂
亚突前，新援鲁纳尔松
坐上替补席。阿森纳过
去三次客场对阵莱斯特

全部失利，和此前19次
做客狐狸城的输球场次
一样多。

莱 斯 特 （ 4 2 3 1 ）
： 1 2 -沃德/ 1 8 -阿马
泰、5-摩根、28-富克
斯、33-托马斯/20-乔
杜里、32-霍尔(76'17-
阿约泽-佩雷斯)/11-奥
尔布莱顿、10-麦迪逊
(72'26-普拉埃特)、7-
格雷/14-伊希纳乔。

阿森纳（343）：1-莱
诺/16-霍尔丁、23-大
卫-路易斯、31-科拉希

纳茨/15-梅特兰-奈尔
斯、25-埃尔内尼、28-威
洛克(78'8-塞瓦略斯)、7-

萨卡(87'2-贝莱林)/19-
佩佩、30-恩凯蒂亚、24-
内尔森(72'12-威廉)。

联赛杯-8000万新援戴帽!

亚布拉罕2传1射 切尔西6-0

切尔西6-0获胜晋级第四轮

【网易体育24日讯】2020-21赛季英格

兰联赛杯第三轮切尔西在主场斯坦福桥迎

战英冠的巴恩斯利。

东京奥运参赛运动员防疫草案公布

措施仍需再讨论

【新浪体育24日讯】法国
足协官方宣布，巴黎球员迪
马利亚因比赛中向对手吐口
水，遭到禁赛4场的处罚。

巴黎在联赛第3轮对阵
马赛的比赛中，迪马利亚
被转播商拍到朝对手后卫
阿尔瓦罗吐口水的画面，
随即法甲联盟对此事展开
了调查，最终迪马利亚被
禁赛4场。

巴黎与马赛的那场混
战中，共5名球员被罚出
场，赛后内马尔与帕雷德
斯被禁赛2场，库尔扎瓦
更是被禁赛6场。

法甲官方：迪马利亚向对手吐口水被禁赛4场

迪马利亚

全锦赛北京女排3-0完胜云南 

取得本次比赛首胜

2020年全国女排锦标赛在广东江门开战，北京女排25-16
、25-15、25-21完胜云南女排

联赛杯-佩佩造乌龙新星连场进球 

阿森纳2-0蓝狐

阿森纳2-0蓝狐



“你确定？那个地方，没
有你想像中那么容易。”
“有些事，是一生之中非
做不可的，和蕥儿重聚就
是。”
“既然如此，走吧。我先
告诉你，方蕥儿已经死
亡，她走过奈何桥、喝下
孟婆汤、重新投胎，她不
但忘记你和吴论，名字也
不再是方蕥儿。
“她叫做佩佩，身世与此
生截然不同，她的父母双
全，还有一对疼爱她的哥
哥，找到她、爱她、感动
她是不够的，你必须说
服她的家人，让他们愿
意把女儿嫁给一个有妇之
夫。”月老扫一眼吴卫手
里的“拖油瓶”，这将会
是他的重大考验。
他下意识想反对，什么有
妇之夫，他唯一的妻子就
是她。
然而念头闪过，没错，他
于她而言是早已遗忘的前
世，倘若她的今生有个比
自己更能带给她幸福的男
人……眼底黯然浮起，去
了那里，他不再是“非凡
人”，光是想要平凡就是
重大考验，这样的自己还
能护她爱她，给她优渥的

生活？会不会成为她的负
累？
月老将他的心事听得一清
二楚，微哂，“没了路就
开路，没有桥便造桥，只
要有心，就不怕做不到。
走吧，时候不早了。”
吴卫用力点头，深怕月老
走得无影无踪，他飞快将
桌上东西收进包包里。
那背包是早就收拾好的，
里面有蕥儿最得意的刺
绣、纸雕，她喜欢的饰
品、衣服，还有他们的定
情礼物：邱比特卡片及珍
珠项链，以及《蕥客镌
雕》。
《蕥客镌雕》，“蕥”
刻“娟”雕，一本介绍双
面纸雕的册子，是蕥儿和
娟娟合力想出来的双面雕
法，也是见证她们友情的
信物。
提起笔，吴卫龙飞凤舞地
写下两行字：“我带论论
去找蕥儿了，勿念！对
了，那个瘦得像鬼的家伙
说，蕥儿改名字了，叫做
佩佩。”
月老蹙眉，他有那么瘦
吗？像鬼？吴卫应该看看
真正的鬼长成什么模样。
将包包背在背上，吴卫一

手抱住论论、一手抱起
那本《二十一世纪生活
守则》，快步跟在月老身
后。
清晨的山林，带着淡淡的
雾气，朝暾初起，朦胧的
美景尽在眼底。
这是一片广阔的山坡地，
远方有树有林，近处有湖
有草地，一幢造型特殊
的屋子矗立在山坡上，很
新、墙面上的大理石熠熠
生辉，美得教人舍不得别
开眼。从山坡处往下俯
瞰，约莫一刻钟的脚程，
出现一条宽敞平整的道
路。
道路两旁种满不知名的绿
色树木，那头有几户人
家，再往前几步，有个绿
色的小亭子，吴卫没猜错
的话，应该是她们说过的
公车亭。
娟娟千叮咛、万嘱咐：“
你刚到那里没有驾照，就
算脑子灵活身手好，也千
万别开车，无照驾驶要罚
钱的。”
然后，她花了许多时间教
他搭公车、坐捷运和高
铁。
时间还很早，依现代人的
生理时钟，现在清醒着的
大概只有睡不着觉的老
人。
他们走到湖边，吴卫不明
白月老为什么停在这里。
“蕥儿……不、佩佩住在
这里吗？”
月老摇摇头，指着那幢屋
子说：“那是你的家，这
辈子的吴卫已经死了，他
带着孩子投湖自尽，尸体
已经成为湖中游鱼的盘中
飧。”
吴卫皱眉，“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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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白素继续讨论，我先提
出来：“阿加酋长之死，
如果出自‘主宰会’，那

么，我看斐将军也不是很妙，会有
变故。”
白素道：“如果近期内有这样的就
更可以证明事情是由‘主宰会’在
策动。不过……一开始，好并不想
得罪斐将军，不然，不会出动利用
古九非！”
我摊手：“谁知道，斐将军私购军
火，扩展势力，并未得到‘主宰
会’的批准。”
当时，我们只是说说而已，可是接
下来的三天，每天都有消息传来，
都相当令人震惊。
首先，在这三天之中，我仍在不断
拔那个我认为是挪威奥斯陆的电
话，但不论是什么时候，都没有人
接听。
第二天，有一则小型飞机失事的消

息，在婆罗乃上空，一架小型飞机失
事，失事飞机十分神秘，来历不明，机
上五人，全部遇难，死者身份也不明。
我看到这则新闻，并没有把它和我的
经历联系在一起，可是当天下午，就
接到了曾原自槟城打来的长途电话，
他气息急促：“卫先生，你记得那个
杀害古九非的疑凶，包勃？”
我道：“当然记得。”
曾原又道：“一架小型飞机，在婆罗
乃的一处森林中坠毁，死者的尸体，
出奇地完整，但身份极神秘，照片送
给各处警方签认，其中有一个，经许
多人指出，肯定就是包勃！”
我“啊”地一声，想起了白素的话，
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包勃，果
然受了制裁！
有酋长的例子在前，我自然可以肯
定，小型飞机的失事，绝非意外。
我道：“飞机和人，都来历不明，这
似乎没有可能，追查下去，总可以查

到点线索的。”
曾原听了，在电话中支吾了片刻，才
道：“我自告奋勇要追查，上头本来
也批准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
忽然又告诫我不要多事。”
我苦笑，“不要多事”，那自然是“
主宰会”方面利用了它的影响力，这
种小事，对“主宰会”这种权势通天
的组织来说，自然是小事一桩。对曾
原这种，一个普通小警官来说，自然
绝无抗拒的可能。
我沉声道：“那你就听上级的指示
吧。”
曾原顿了一顿，才又道：“阿加酋长
的丧生，上头也说‘并无可疑，不必
追查’，可是那明明是有意谋杀。卫
先生，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神秘的
阴谋？”
我哼了一声：“你不必以天下为己
任，一切事情，听其自然吧。”

的确是失神了……因为他好像
看到海泱了。
先不说他视力向来很好，就算

不好，他也绝对有能力在舞台下、众人
中找出她，因为，她是他的，所以他不
会错看。
“你应该专心一点。”
“放心，我不会毁了你的出道首演。”
“你是认真的？”关梦龙难掩惊讶。
这次梦君落海之事，让他想了很多，这
么多年压抑的活着，让他变得连自己都
快不认识了，他想，也该是时候放开一
点了。
他不再奢求父母的赞赏，当然也就没必
要继续听舅舅大放厥词。
当初，梦君找他商量演唱会的事，他就
猜到核发BOT案要有大变化了，既然都
跟舅舅闹僵了，加上他的确也不赞成这
案子，不管梦君要他帮什么，能做到的
他当然会帮忙。
不过，当时梦君说要让他重拾钢琴梦，
他却觉得是玩笑话，还记得父亲用“卖

唱”来形容他的梦想，摆明了告诉他，他
有多不喜欢这行业，所以除非他不姓关，
不然这梦想注定得搁浅。
“我什么时候做事不认真了？我忘了告诉
你，因为我觉得你越来越可能威胁我的地
位，所以我不爽，降你职了。”
“喔？”
“你别以为你还有爬起来的机会，你知道
扬旭的规矩，没有金钱利益贡献的人在公
司没地位。”
关梦龙笑了，“所以……”
他很好奇这近来才有互动的弟弟打算怎么
安置他，没有金钱利益是打算让他去扫厕
所吗？他很期待。
“公司最近成立新部门，专做公益，为公
司塑造良好企业形象，恭喜你，你是新任
部长，但我没多余的经费拨给你，我劝你
办慈善晚会或演唱会的时候，最好自己上
场省经费。”
久久，关梦龙说不出话，但眼神是遮掩不
住感动的。
梦君的确遵守承诺让今天成为他的出道首

演，的确，若是透过公司运作方式，就算
父亲有意见也找不到合理的理由，而且就
像他说的，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梦君重回
扬旭后铲除异己，他理所当然成了受害
者，在立场上也好说。
没想到，他能帮自己到这个程度。
“顺便告诉你，我不可能给你机会爬过我
的，只要我还是扬旭执行长的一天，你这
辈子升职无望了。”
“蕥蕥那我就不升职了。不过，被降职的
是我，你怎么又弹错一个键了？”
关梦君侧头瞪他一眼。
他是认真的……他绝对是因为讨厌关梦龙
才把他安插进公益形象部门！
“忘了告诉你，我跟丹荷约明天吃饭。”
一句话，打破关梦龙的完美纪录，四手联
弹结束，台下掌声如雷。但他自己很清
楚，最后的三十秒，他弹错三个键……该
死，竟然比梦君还多。
出乎意料的开演结束后，各地红歌手、乐
团一一上场，继续炒热现场气氛。

衣大汉道：“这么说来，阁卞是
不允换人了？”
万良道：“不答应。”

那黑衣大汉黯然一叹，欲言又止，缓缓转
过身子而去。
黄荣望万良一眼，激动的说；“为何不
换？”
提高声音叫道：“朋友留步。”
那黑衣人依言转过身来，脸上是一片喜悦
之情，道：“阁下可改变了心意么？”
黄荣为人沉稳，喝住那黑衣大汉，已然警
觉到不对，低声说道：“在下一时情急失
言，老前辈对付他吧！”
万良低声叹道：“咱们如是放了这黄衣
人，或可脱这一时之危，但不出一日，必
将遭受他们全力围攻，咱们一日不死，他
们就一日不肯住手。”
语声一停，高声说道：“老夫确然改变了
心意，但我一定要你们在此的首脑人物，
出面和我谈判解决。”
那黑衣大汉脸上的喜悦之色，突然又消逝
下去，轻轻叹息一声，道：“好！在下替
诸位转达一声，但他肯否来此和诸位相
见，我就不知道了。”
那黑衣大汉不再应话，转身而去，绕向正
面，眨眼间避开了视线不见。
黄荣关心那高光的生死，低声问万良
道：“老前辈，你说他们会不会来？”万
良道：“除非那主脑人物，有权决定不要
这黄衣人的性命。”
黄荣轻轻叹息一声。道：“高兄弟一条
命，换他们六条命，那也算是死得瞑目
了。”
万良轻轻叹息一声，欲言又止。他虽听出
了黄荣弦外之音，但兹事体大，不敢轻易
接口。
紧张的沉寂，足足延续了一刻工夫，瞥见
那黑衣大汉重又转来。
只见他在相距茅舍四、五尺，停了下来，
抱拳一礼，说道：“在下已转达阁下之
言，敝上已然答允和阁下相见。”
万良冷冷说道：“时光已经不早，他如要
来，就该快来才是。”

那黑衣大汉道：“敝上立刻就到，特命在
下先来通知一声。”
万良道：“劳请转告贵上，此刻寸阴如
金，要他愈快愈好。”
那黑衣大汉怔了一怔，道：“在下就去转
告。”转身大步而去。
黄荣目睹那大汉去远，低声对万良说
道：“老前辈，如是那人提出了交换高兄
弟的事，咱们是否答应？”
万良道：“此刻老朽也无法决定，到时见
机而作就是。”
黄荣道：“老前辈，如是决定了不换高兄
弟，咱们就索兴和他们拼上了阵，左大哥
剑刀双绝，那人未必能抵拒得住，如若咱
们能够再擒住他们一个首脑人物，就可以
换回高兄弟了。”
万良道：“老朽从来不打如意算盘。”
黄荣正待答话，瞥见两个青衣童子，手捧
宝剑，缓步而来。
在那青衣童子之后三尺左右处，紧随着一
个全身白衣，白巾缠头，脸上垂着白纱的
人，直对茅舍走来。虽是青天白日，但见
那人诡奇的装束，也不禁看的人心生寒
意。
万良高声说道：“阁下请停步一丈左右，
不可太过走近茅舍。”
那白衣人倒是听话的很，果然在一丈左右
处，停了下来。
一个冰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诸位
有何见教？”
万良冷冷说道：“在下并没有邀请阁下，
是阁下派人来和在下等研商谈判，尊驾这
等质问，不知是何用意？”
那白衣人肃然的站着，两道冷电一般的目
光，投注在了茅舍之中，冷冷的一言不
发。两个手捧宝剑的青衣童子，也如木头
一般，站住动也不动一下。
沉默延续了一盅热茶工夫之久，那白衣人
突然开口说这“就算在下遣人来和阁下
谈判，这区区一点小事，也值得如此计
较？”
万良道：“朋友的度量，倒是很大。”
白衣人又沉默了一盅热茶时光，才缓缓接
道：“我们擒了你们一个人。”
万良道：“但咱们却生擒了朋友六个属
下。”
白衣人道：“其中有一位穿黄衣的？”
万良道：“不错，如是老朽没有走眼，那
该是一位妇道人家。”
白衣人又是沉吟，说道：“本座作主，愿
以生擒贵方之人，交换回那穿黄衣的。”
万良哈哈大笑，声震茅舍，传出老远。
白衣人冷冷说道：“阁下笑什么？”
万良道：“我笑尊驾未免一厢情愿……”
白衣人接道：“怎么，不肯换么？”
万良道：“除了那黄衣女扮男装一人之
外，另外五人，任凭尊驾指定一人交
换。”
白衣人道：“本座非得交换回那黄衣人不
可。”
万良道：“那咱们就不用谈了。”

他

(122)

(206)(06)

黑

善良的人永远知足。
知足的人永远快乐。
快乐的人永远健康。
健康的人永远长寿。

我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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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大使在致辞中表示，
中印尼互为重要近邻，两
国友好源远流长。近年
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佐科
总统的坚强领导下，双边
关系步入发展快车道。政
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
作不断拓展，共建“一带
一路”成果丰硕，在国
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协调
配合，给两国人民带来福
祉，为地区和全球的繁荣
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肖大使指出，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两国政府
和人民彼此给予坚定支持
和真诚帮助。今年，习近
平主席和佐科总统三次通
话，双方一致同意在加强
抗击新冠疫情和贸易、投
资、人文等各领域交流合
作，继续共同维护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和地区和平稳
定。在两国政府支持下，
北京科兴生物和印尼Bio 
Farma公司正开展疫苗三

期临床试验合作。中方愿
同印尼方同心协力，争取
试验顺利成功，为疫苗在
印尼生产使用创造条件，
使印尼同中国一样成为最
早使用疫苗的国家之一。
疫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中方愿继续同印尼方加强
国际抗疫合作，推动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肖大使强调，经过疫情
的考验，两国友好关系和

两国人民的友谊将进一步
加深,历经70载风雨的中印
尼关系必将在新时代焕发
出新生机，为地区和世界
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第
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重要
讲话中所说，我们要坚持
走多边主义道路，推动各
国权力平等、机会平等、
规则平等，顺应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

本次云论坛旨在为中
印尼、东南亚地区和全球
各界合作伙伴提供教育交
流与区域合作的平台，来
自中国、印尼、新加坡和

柬埔寨等各国政府官员、
专家学者代表参加研讨
会，就支持建立创新生态
系统，促进跨界交流，推
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实现等进行交流对接。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
任宁吉喆、印尼海洋与投
资统筹部长卢胡特等出席
活动开幕式并致辞。

肖千大使出席“中印尼繁荣70周年”视频研讨会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23日讯】肖千大使应邀出席“中印尼繁荣70周年：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云论坛”视频交流会开幕

式并在“中印尼和平与繁荣”论坛上致辞。本次活动由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印尼 “四海一家”基金会主办。东盟秘书

长林玉成、印尼外交部副部长马亨德拉、驻华大使周浩黎共同出席了此次活动。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朱兴龙到任拜会印尼巴厘省议长
【中新网登巴萨24日讯】

(记者 林永传) 中国驻印
尼登巴萨总领事朱兴龙到
任拜会巴厘省议长阿迪·
威尔亚达玛。

巴 厘 省 副 议 长 佐 ·
阿 斯马拉、中国驻登巴
萨副总领事陈巍等会见
时在座。

朱兴龙感谢巴厘省在疫
情前期向中国提供的声援

和支持，介绍了中国的疫
情防控成绩和经验，表示
中方愿根据巴厘省需要继
续提供抗疫援助。中国总
领馆愿以中印尼建交70周
年为契机，与巴厘省议会
一道努力，推动疫情后中
印尼地方合作交流和人员
往来，不断丰富中印尼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阿迪欢迎朱兴龙总领

事履新，感谢中方对巴厘
省疫情防控的大力援助。
他说，印尼特别是巴厘省
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友好交
往历史。两国在疫情期间
守望相助，友谊得到进一
步升华。巴厘省议会愿与
中国总领馆就抗疫合作和
经贸往来等保持密切沟
通，期待中国公民疫情过
后赴巴厘岛旅游。

9月23日，中国驻印尼登巴萨总领事朱兴龙（右二）到任拜会巴厘省议长阿迪·威尔亚达玛（左二)。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