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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晴天	 25-32℃

泗水	 晴天	 26-35℃

棉兰	 晴天	 23-33℃

登巴刹	 晴天	 26-33℃

坤甸	 晴天	 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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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9月 28日）

累计确诊 : 278,722 例
疑似患者 ：131,361 例
新增病例 :   3,509 例
累计死亡 :  10,473 例
累计治愈 : 206,870 例

详细新闻见第二版

央行行长贝利( P e r r y	
Warjiyo)称，2020年8月底
的第三方存款者资金比去
年同期增长11.64%。而上
个月的落实仅8.53%。

周一，贝利在虚拟的与
国会第十一委员会的工作
会上称，“关于在8月份的
第三方存款者资金增长高
达11.64%，考虑到在社会
背景下，民众把部分收入
储存预防万一。”

截至2020年上半年，第
三方存款者资金增长落实
同比增长7.5%。该落实也
高于增长7.42%的2019年
上半年同期的落实。

但是，贷款发放的落实
却没有跟随第三方存款者

资金的高增长。贝利说，
截至今年8月底的贷款增长
仅1.04%，或比去年同期
的1.53%有所下降。

贝利解释说，有数种
因素使贷款落实仍然低。
首先，从供应方或银行部
门，看到不良贷款的风险
因素。而从需求方面或业
界来看，许多人都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影
响。尽管如此，贝利坦
言，希望央行在国民经济
复苏计划中与政府的合作
政策能够增加银行的贷款
发放。

他说，“展望未来，
随着经济的改善，财政刺
激，贷款重组，和宽松政
策，希望信贷增长会有所
改善。”(xin)

【T e m p o新闻网雅加
达讯】Lifepal.co.id已进
行研究，把我国的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PMI)指数或制
造业指数与东南亚其他国
家的复苏情况进行比较。
此外，也进行了PMI-我国
央行的分析，这是央行发
布的类似指标，影响了印
尼证券交易所(BEI)综合股
价指数(IHSG)的波动。

若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
数在50以上显示制造业正在
扩张，而低于50则显示制造
业衰退。上述每月发布的指
数提供某一个国家的加工业

绩效的概述，而该概述来自
有关产量，新需求，就业，
库存和交货时间的问题。

从Lifepal.co.id的研究结
果可知，在东盟国家对新冠
病毒疫情大流行，社会限
制，以及封城政策已经影
响了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
数的发展。

可以看到的是，3月份的
疫情大流行爆发，随后许
多东盟国家采取了封城，
以及我国的大规模社交隔
离(OSBB)措施，导致3月
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
数开始下降。

每个国家的采购经理人
指数在4月份都是最低，4
月之后，所有国家的采购
经理人指数又恢复过来。

从东盟国家的PMI图表中
可以看出，直到2020年8月，
缅甸是复苏最快的国家，其
次是我国。而新冠肺炎几乎
未触及的越南，终于在2020
年7月底才实施封城措施。

截至2020年8月，越南
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在东盟
7个国家中最低。在2020
年8月20日排名第二的是，
我国采购经理人指数处于
50.8%水平(xin)

【点滴网雅加达讯】
我国正接近加入因新冠病
毒(Cov i d-19)疫情大流
行而进入衰退的其他国家
的行列。

佐科威总统的数位部长
发出信号，2020年第三季度
的经济为负，而在2020年第
二季度也是负5.32%。

根据上周末点滴网的总
结，以下是佐科威的部长
表示，2020年的经济将再
次出现负值:

经 济 统 筹 部 长 艾 尔
朗卡.哈尔达托(Airlangga	
Hartarto)称，2020年第三季度
我国经济增长仍然处于负的
路径上，即负3%至负1%。

艾尔朗卡在廖内群岛，
宾丹(Bintan)，Lagoi旅游
区，国民经济复苏和处理
新冠肺炎委员会领导层协
调会议上说，“第三季度
还有数天，预计第三季度
经济增长前景为负3%至负
1%。”

财政部长丝莉.慕利亚妮
(Sri	Mulyani	Indrawati)确
定本9月底我国陷入衰退边
缘。财政部长把我国对整
个2020年的经济预测更新

为负1.7%至负0.6%。
丝莉.慕利亚妮于日前的

APBN	KiTa视屏会议上说，“
我们对2020年9月的最新预测
为负1.7%至负0.6%。”

她补充称，“亦有可能
在第四季度仍在进行中，
我们将设法使它接近0或
正值。”

技术创新部长班庞.帕
罗 佐 尼 科 洛 ( B a m b a n g	
Brodjonegoro)称，我国经
济衰退只等中央统计局
(BPS)的公布。

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长
鲁胡特.班查伊丹(Lu h u t	
B i n sa r	 Pand j a i t a n)称，
政府正在试图抑制经济衰
退俾使不至于太深，他
说，2020年第三季度的经
济增长指标为负2%。

政治，法律，安全统筹
部长玛弗德(Mahfud	 MD)
不久前在日惹(Yogya)市
的艺术家和文化人的聚会
上亦曾说，9月份，我国
将受到99.9%的经济衰退
的打击。之所以发生这种
情况，是因为新冠肺炎疫
情大流行导致经济持续下
滑的缘故。(xin)

【总统府网站】佐科威
总统周一（9月28日）在
雅加达总统府通过视像主
持局部内阁会议，讨论关
于处理新冠肺炎（Covid-
19）疫情和国家经济复苏
委员会（PEN）议题。	总
统在会议指示相关部长必
须竭尽所能扼制持续迅速
蔓延的新冠疫情。	总统还
要求，医院医疗设备，包
括重症监护病房（ICU）
和新冠肺炎患者隔离病
房的护理标准必须根据并
符合卫生部制定处理新冠
肺炎的标准。“这非常重
要，我们希望新冠肺炎死
亡率能降低，治愈康复率
会更高。”总统在会议上

这样说。
根据总统获得的最新报

告，我国社区中仍活跃的
新冠肺炎病例为22.46％。	
这个数字接近世界平均活
跃病例的23.13％。	 但是
总统要求继续改善。与上
个月数据相比，我国新冠
肺炎病例死亡率已从4.33
％下降到3.77％。	 尽管
这个数字仍高于世界平均
死亡率的3.01％。

总统也在局部内阁会议
上指示“国家处理新冠肺
炎疫情委员会”，小规模
社区隔离措施更适用于各
个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	
小规模隔离措施必须根据
区域分布的数据，对镇，

村公所，居委会RW，邻组
RT和其他地方持续贯彻实
施区域性小规模隔离政策
的措施，必将取得更有效
的扼制疫情的扩散。

至于政府计划向大众大
规模注射新冠肺炎疫苗接
种的计划，总统要求相关
部门尽早准备注射疫苗接
种的适当计划。

总统说：“我要求政
府相关部门必须在两周
内，将详细的计划，包括
何时开始，地点，执行单
位，优先获得疫苗注射接
种的群体。一切都必须精
心计划，以便在疫苗预备
好时，可以立即实施相关
计划。” (v)

2020年8月底的第三

方存款者资金比去

年同期增长11.64%

央行行长贝利称截至今年8月底

第三方存款者资金同比增长11.64%

央行行长贝利

【点滴网雅加达讯】印度尼西亚银行(央

行/BI)称，截至2020年8月底，第三方存款

者资金(DPK)有显著的增长。自今年3月以来

在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大流行期间就已

持续增加。

总统指令相关部门须竭尽全力处理新冠肺炎疫情

佐科威总统周一（9月28日）在雅加达总统府主持局部内阁虚拟视频会议，讨论关于处
理新冠肺炎疫情和国家经济复苏委员会（PEN）议题。 总统在会议指示相关部长必须
竭尽所能扼制新冠疫情的迅速传播。总统还要求，医院医疗设备必须符合卫生部制定的
新冠肺炎标准。

佐科威五位内阁部长预测

第三季度负经济增长再次走向衰退

我国制造业PMI指数为东盟第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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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印尼新冠肺炎病例确诊病例数据

（截至 2020年 9月 28日）

地区 新增 确诊 死亡 治愈

雅加达 898 71339 1695 2.38% 57657 80.82%

东爪哇 284 43174 3138 7.27% 36323 84.13%

中爪哇 304 21930 1397 6.37% 15574 71.02%

西爪哇 489 21443 390 1.82% 13181 61.47%

南苏省 59 15354 413 2.69% 11503 74.92%

南加省 40 10237 417 4.07% 8682 84.81%

苏北省 85 10123 423 4.18% 6636 65.55%

巴厘岛 107 8639 263 3.04% 7126 82.49%

东加省 114 8324 301 3.62% 5472 65.74%

廖内省 254 7034 147 2.09% 3445 48.98%

巴布亚 46 5999 80 1.33% 3743 62.39%

苏南省 51 5927 342 5.77% 4246 71.64%

苏西省 206 5926 110 1.86% 2995 50.54%

万丹省 127 5417 169 3.12% 3603 66.51%

北苏省 7 4444 173 3.89% 3555 80.00%

亚齐省 79 4325 167 3.86% 2202 50.91%

中加省 64 3549 131 3.69% 2692 75.85%

西努省  17 3282 195 5.94% 2559 77.97%

东南苏省 17 2780 58 2.09% 1858 66.83%

马露姑 0 2727 41 1.50% 1695 62.16%

哥伦达洛 87 2659 75 2.82% 2227 83.75%

日惹特区 39 2558 65 2.54% 1797 70.25%

廖内群岛 12 2182 56 2.57% 1400 64.16%

北马露姑 4 2052 74 3.61% 1799 87.67%

西巴布亚 64 2054 31 1.51% 1112 54.14%

西加省 0 957 9 0.94% 789 82.45%

楠榜省 10 851 30 3.53% 614 72.15%

朋古鲁 2 647 34 5.26% 402 62.13%

西苏省 0 617 11 1.78% 416 67.42%

北加省 4 573 4 0.70% 450 78.53%

占碑省 21 467 9 1.93% 265 56.75%

东努省 0 402 6 1.49% 263 65.42%

中苏省 18 393 15 3.82% 250 63.61%

邦加勿里洞 0 337 4 1.19% 300 89.02%

邦加勿里洞 0 337 4 1.19% 291 86.35%

同步地方首长选举（Pilkada）竞选期之初发生的各种
事件，引发人们对未来几天内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
）广泛传播的担忧。这对要采取坚决行动，并对地方首
长选举参与者实施制裁的选举委员会（KPU）和政府来
说，确是一个挑战。

遗憾的是，政治精英本身往往忽视适用的规则，没
有为民众树立良好的榜样。如果当局没能果断行动和
执法，民众就会仿效这些违法行为，目无纪律。

上周，在中爪哇直葛市（Tegal）南区的广场，当地地
方议会副主席Wasmad Edi Susilo主办了一场dangdut音乐
会。该事件显然违反了在病毒大流行期间聚集人群的规
定，肇事者有被处于刑事惩罚之虞，着实令人遗憾。

国家警察公共关系新闻处负责人Awi Setiyono警察准
将说，这起事件违反了规定。他说：“在本案中，被举
报的嫌疑人显然违反了2018年第6号法律关于卫生检疫
的第93条和《刑事法典》第216条第1款的规定。”

关于卫生检疫的2018年第6号法律第93条规定载明，
不遵守或阻碍卫生检疫的实施，从而引发公共卫生紧急
事件的任何人，将被判处1年徒刑和/或最高1亿盾的罚
款。而《刑法法典》第216条第1款规定，故意不服从依
法作出的命令或要求的任何人，将被处以最高4个月2个
星期的监禁或罚款。

Awi说，目前直葛市警方正在集中处理此案，并对
10名证人进行取证调查。Awi说：“昨天做了一份调
查报告，今天升级为警方报告。10名证人也已被调查
澄清。”

当然，上述违法事件当然必须依法处理，即使肇事
者是地方议会议员，也必须根据适用的规定告上法庭。
所幸该地方议会议员目前没有参加地方首长选举。不
然，他的候选人资格会被取消。

勿加西（Bekasi）居民的纪律性也很差。播放现场音
乐的一家咖啡馆明显违反了表演时间，其访客也不遵守
卫生协议。在虚拟视频中，可以看到数十名年轻人在没
有戴口罩的情况下，随着音乐跳舞直到深夜。这一事件
显然违反了当地政府的规定。

关于地方首长选举的执行，据说有违反竞选规定
的行为。棉兰市选举监督机构（Bawaslu）收到棉兰市
长/副市长候选人搭档Bobby Nasution和Aulia Rachman
竞选团队违规的报告。然而，选举监督机构评估说，
上述违规行为的发生是由于相关候选人竞选团队准备
不充分之故。

Bobby Nasutium和Aulia Rachman阵营承认，他们在竞
选期的第一天，即9月26日周六违反了卫生协议和2020
年同步地方首长选举的规定，参加支持宣言活动的支
持者突然爆满。Bobby Nasution是佐科威总统的女婿。
他与Aulia Rachman搭档在棉兰市的地方首长选举中抽
签抽到序列2号。

在D'kedan咖啡厅举行的Bobby和Aulia支持宣言会上，
出席的支持者十分踊跃，咖啡厅人头攒动。尽管都戴着
口罩，但支持者们紧挨着坐，并没有保持社交距离。活
动中还呈献爪哇舞蹈。

从选举监督机构和选举委员会的声明中可以得知，
这起事件似乎被既往不咎了，不会受到任何制裁。看来
选举监督机构和选举委员会似乎有所忌惮，不敢对地方
首长选举的参与者实施严厉制裁。因此，类似事件很有
可能再次发生，不仅在棉兰，也可能在其他地方。

这些都是我们今后将面临的挑战，至少在12月9日
投票日之前的三个月内。如果违规行为继续发生，而
没有受到坚决制裁的话，那么270个选区可能都会出
现新的新冠病毒集群。这种情况发生后才来后悔，是
没有意义的。

民众纪律性差
地方首长选举引人担忧

在新增确诊病例不断
增加之际，根据第2020
年第9 7 9号雅京特区省
长条例关于处理雅京特
区的新冠肺炎疫情，雅
京特区政府已指定3个新
冠肺炎患者隔离地点，
接收新冠肺炎患者，尤
其是无症状新冠肺炎患
者，其中位于雅京北区
Kramat Raya街的Jakar-
ta Islamic Center、雅京
东区印尼缩影公园Graha 
Wisata TMII及雅京南区
体育馆GOR Raya Ragu-
nan，所有新冠肺炎费用

由雅京特区政府负责。
“雅京特区政府指定

这3个隔离地点为进行隔
离治疗，3个隔离地点有
助于切断雅京特区的新冠
肺炎的扩散蔓延，因此，
雅京特区政府将使用地方
预算草案（APBD）处理
新冠肺炎。

雅京特区省长阿尼斯
决定新冠肺炎无症状患
者不能在家独立隔离，
必须在雅京特区政府准
备 的 地 点 进 行 隔 离 治
疗，这项政策旨在扼制
雅京特区仍在蔓延的新

冠肺炎形势。
虽然如此，雅京特区

地方议会员Gilbert Si-
manjuntak反对阿尼斯对
无症状患者在雅京特区政
府准备的地点接受隔离治

疗的政策，这政策被视为
对我国医务员带来重大负
担，因为无症状患者理应
可以在家进行隔离治疗，
而不一定要到特别地点接
受隔离治疗。（yus）

阿尼斯指定三个新冠肺炎患者隔离地点

位于雅京北区巴德芒岸（Pademangan）亚运会选手村作
为接受无症状者隔离治疗医院，可以容纳1548名患者接
受隔离治疗。

【印尼CNN新闻网】雅京特区新冠肺

炎疫情仍在延烧，每天新增病例均超过

一千例，几乎所有的紧急医院都已达到

极限饱满。

【时代新闻网雅加达讯】
佐科威总统给予处理新冠肺
炎疫情及国家经济复苏委员
会(PC-PEN)两周时间完成
新冠疫苗生产和向民众使用
新冠疫苗的详细计划。

“我给予国家经济复
苏和处理新冠肺炎委员
会两周的时间完成新冠
疫苗生产计划。新冠疫
苗在何时何地生产以及
谁先开始接种疫苗。”
佐科威周一（9月28日）
通过视频会议召开的关
于新冠肺炎处理和国家
经济复苏的局部会议上
如是说。

佐科威总统强调，一切
都必须尽早计划好。佐科威
说：“一旦完成生产新冠疫
苗，我们就能够立即向部分
国民进行疫苗接种。”

众所周知，印尼新冠
肺炎疫苗的开发是与中国
科兴生物技术（Si n o v a c 
Biotech）公司携手合作。
该疫苗仍在印尼进行第三
期临床试验阶段。我国政
府的目标是到今年年底在
测试阶段完成这种新冠疫
苗。之后，若疫苗研发成
功，政府将开始在国内大
量生产和向民众使用。
（adr）

【点滴网雅加达讯】
政法安统筹部长玛弗德
（Mahfud Md）针对在社
区引起争议的G30S/PKI电
影发表意见。玛弗德周日
（27/9）在他的官方推特
账号@mohmahfudmd的推
文说，政府不会禁止或强
迫任何人观看该影片，政
府也不会禁止任何电视台
播放G30S/PKI电影。

玛弗德表示，任何人随
时都可以在You t u b e观看
G30S/PKI影片，没有必要
等到9月30日才观看。为
什么放映G30S/PKI电影要

大惊小怪？
此前，前任国军总司令

加铎·努尔曼多（Ga t o t 
Nu rman tyo）提及G30S/
PK I电影后成为争论性话
题。国会第一委员会成员
哈萨努丁（TB Hasanud-
d i n）呼吁不要争论，因
为印度尼西亚是民主国
家。哈萨努丁评估，已有
政府机构负责对电影的内
容进行分类。这些机构
是电影检查机构（LSF）
和印度尼西亚广播委员会
（KPI）。

众所周知，G30S/PKI影

片被加铎提及后成为印尼政
治界的话题。加铎说，他被
罢免为国军总司令是因为他
发起了一起观看G30S/PKI电
影的理念，他命令他的各级
部队观看该电影。当时，他
有一个政党的朋友叫他停止
该活动，否则他一定会被取
代。

其 中 一 个 电 视 台 即
SCTV将播放G30S/PKI电
影，尽管这部电影成为争
论性话题。考虑播放这部
电影，是因为实际上从去
年已开始播出。而且SCTV
非常频繁播放印尼电影。

除此之外，G30S/PK I是
观众非常感兴趣的影片之
一。（pl）

佐科威给予部长们两周时间完成新冠疫苗生产计划

（档案图）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威于8月11日在万隆巴查查兰
（Padjajaran）大学医学院审查了与中国科兴生物技术（Sinovac 
Biotech）合作的新冠疫苗第三阶段试验。佐科威总统希望新冠
肺炎疫苗可以在明年1月开始给印度尼西亚全民注射接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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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5时40分，全
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
例突破33 2 6万例，达到
33,269,938例，累计死亡
病例超过100万例，达到
1,001,494例。美国新冠
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全球最
多，突破731万例，达到
7,317,189例；累计死亡
病例超过20.9万例，达到
209,422例。

据印度卫生部消息，
截至当地时间9月28日早

8时，印度新冠肺炎累计
确诊病例突破600万例，
已升至6,074,702例。其
中死亡95542例，治愈出
院5,016,520例。在过去
2 4小时内，印度共新增
82,170例。单日新增死亡
病例达到1039例。

巴西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达471万例，新增984例至
4，719,099例；死亡病例
新增62例至141,503例。

印尼国内新冠疫情仍
持续蔓延扩散，还没有得
到有效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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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印
尼西部时间（WIB）12时
00分，国内新增确珍病例
3509例，全国累计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已升至278,722
例。雅京特区即使实施第
二阶段大规模社交隔离
（PSBB）措施，但新冠疫
情依然没有出现拐点，每
日平均新增超过1000例，
疫情形势仍严峻。

过去2 4小时雅京特区
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
89 8例,确诊病例已升至
71,339例。占据全国确诊

病例的25.6%，成为名副
其实的疫情重灾区。其次
是西爪哇省新增489例，
中爪哇省新增304例，东
爪哇省新增284例，廖内
省新增254例，苏西省新
增206例，万丹省新增127
例，东加省新增114例，
巴厘岛新增107例。

过去24小时新增死亡人
数87例，全国累计死亡病
人数已达10,473例,新增
治愈出院病例3856例，全
国累计治愈患者206,870 
例。截至9月28日全国疑似
患者为131,361人。（v）

政法安统筹部长玛弗德称

政府不禁止但也不鼓励公民观看G30S/PKI电影

全球累计确诊超3300万，死亡超100万！

印尼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升至278,722例

【印度尼西亚CNN泗水讯】
周一（9月28日）东爪哇

泗水民众拒绝在奋斗高楼
（Gedung Juang）举行

的拯救印度尼西亚联盟
（KAMI）活动。

计划出席K A M I 活动
的有原国军前总司令卡
铎·努尔曼多（ Gatot 
N u r m a n t y o ） 陆 军 上
将、1926年伊联（NU）
主席罗奇迈特·瓦哈卜
（Rochmat Wahab）以
及穆联（MUI）咨询委员
会主席汀·善苏丁（Din 
Syamsuddin）出席。

据现场观察，有数百
人泗水民众拒绝KAMI活
动，他们封锁了这座奋斗
高楼，致使即将出席参加
KAMI的群众无法进入奋
斗高楼。

拒绝K A M I 活动协调

员查克蒂（Ch a k t i）强
调，他坚决拒绝KAMI的
存在。因为他认为该活
动是搞分裂国家的一个
联盟。查克蒂甚至认为
K A M I 不是道德运动，
而是情绪低落的暴民运
动。

查克蒂说，KAMI活动
在新冠肺炎（Covid-19
）大流行期间举行。这可
能会导致新冠肺炎疫情
持续传播。根据情报来
源称，原国军前总司令
卡铎·努尔曼多已在泗
水Jambangan的一个地方
会见了许多KAMI活动人
物。但他取消了出席该联
盟活动。（adr）

东爪哇民众拒绝KAMI联盟 卡铎取消出席活动

东爪哇泗水民众拒绝在奋斗高楼（Gedung Juang）举行的
拯救印度尼西亚联盟（KAMI）活动。

政法安统筹部长玛弗德
（Mahfud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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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K A 公司运营计划
和提供服务（POPJ）总
经理苏文（Suwun Se�
tyanto）称，公司上周四
（24日）晚完成第9批，
共计20节车厢货运。

苏文于昨日在茉莉芬
发布的书面声明称：“
感谢上帝，公司完成了
孟加拉国订购2 0 0节米
轨（meter gauge）列
车车厢的最后一批或第
9批货运。这是孟加拉
国订购50节宽轨列车车
厢（broad gauge）的接
续。这是第9批货运，意

思是此前公司完成了8批
货运。”

他解释，公司向孟加拉
国发运的8批车厢中，孟
加拉国铁路（Bangladesh 
Railway）已把此前发运的
7批列车投入运营。

“而公司发运的第8批
车厢，目前正进行试运
行测试，”苏文说。

苏 文 预 计 ， 最 后 一
批的总共20节车厢将于
1 0月 8日，从丹绒北腊
（Tanjung Perak）港
Jam r u d码头运到孟加拉
国。按照计划于10月17

日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
（Chittagong）。

他补充说，目前INKA
正追求孟加拉国的200节
宽轨列车车厢订单。

“目前，公司营销团
队正争取孟加拉国的下一
个项目，即200节宽轨列
车车厢订单。我希望，在
整个团队的合作下，公
司获得这个项目，并成
为INKA集团的下一个项
目，”苏文说。

INKA经理部对支持该
项目的内部团队、供应
商表示感谢。

“ 公 司 通 过 有 关 部
委，对我国政府特别是
我国驻孟加拉国达卡大
使馆对这项项目所提供
的支持，表示感谢。在

当前不利的全球经济形
势 下 ， 我 希 望 这 项 项
目可成为公司从茉莉芬
奉 献 给 国 民 经 济 的 礼
物，”苏文如斯说。

I N K A是 B a n g l a d e s h 
R a i l w a y于20 1 7年采购
2 5 0节旅客车厢招标的
中标者，合同总值达1亿
0089万美元。

这2 5 0节旅客车厢的
细节是200节米轨列车车
厢，以及50节宽轨列车
车厢。50节宽轨列车车
厢于2019年初开始运。

2016年，INKA出口了
150节车厢，合同总值达
7239万美元。此前，公
司于2006年出口50节车
厢，合同总值达1380万
美元。(er)

孟加拉国总共订购250节车厢

INKA将完成最后一批货运
【安塔拉社茉莉芬讯】INKA国营铁路工

业公司将完成了孟加拉国订购250节车厢

的最后一批货运。

【安塔拉社万鸦老讯】
在爆发新冠病毒疫情大流
行期间，北苏省向美国出
口的冷冻鱼类业绩稳定
增长。北苏省工业和贸易
局对外贸易部主任达尔温
（Darwin Muksin）在北苏省
万鸦老对记者表示：“今
年9月份，北苏省已向美国
出口18吨冷冻鱼类，给国
家带来16万8000美元的外
汇收入。”

他解释说，虽然在世界
爆发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
造成危机，但我很感激北
苏省的出口业绩没有受到
巨大影响，因为销售的产
品是食用品。

他续说，爆发新冠病毒
疫情大流行之际，社区将
优先购买粮食，因为这是
必需品。

为此，北苏省农民和出
口商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

改善粮食出口的业绩。
他补充说，北苏省鱼类

产品，包括冷冻鱼类，或
者新鲜鱼类仍受到美国社
区的青睐。

“北苏省几乎每周向美
国出口鱼类产品，来满足
该国家社区的需求，”他
称。

目前的新鲜鱼、冷冻
鱼、木鱼，及罐头鱼成为
北苏省的优质出口品。上
述四种鱼类商品的出口额
占北苏省在最近五年来对
各国出口总额的10%以上。

他声称，鱼类的最大出
口额来自德国、美国、沙
特阿拉伯、英国，及也门。

在欧洲还有其他几个国
家，如比利时和荷兰、在
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
中国、韩国、台湾，而在
中东和非洲地区的一些国
家。(vn)

北苏省在新冠疫情蔓延期间

仍向美国出口冷冻鱼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北塔米纳公司将与新加坡
进行合作，使该国的燃油
库存储存在我国炼油厂。
北塔米纳公司物流和基础
设施经理穆尔约诺（Mu�Mu�
lyono）在雅加达举行视频
论坛时说：“我们将长期
间从新加坡购买燃油，但
我们要求，该国家把燃油
库存储存在我国。”他认
为，虽然新加坡的燃油库
存存放在我国，但还是新
加坡持有的，但将算作国
家库存。

“仅存放在我国，但
以后将由新加坡供应商支
付租费，”他阐述。他解
释说，按照计划，该新加
坡的燃油库存将存放在
Tanjung Sekong。虽然存

放在我国，但根据供应
商持有库存制度（HSS）
已与我国签订长期购买合
同。他续说，使用供应商
持有库存制度的优势是能
提高国家燃油库存的安全
性，因为已经位于我国水
域。第二优势是能减少分
配和库存的费用。

第三是项目开始时不
用资本开支或资本投资。
还有，减少在采购库存的
滞后时间，及提高库存使
用的灵活性。“这一向以
来，我们确实还从新加坡
进口燃油，以致我们将建
立对分配效率的方面有利
的合作，”他补充称。但
他未详细透露，我国将在
长期合同从新加坡采购的
燃油数量。(vn)

【安塔拉社宾坦讯】
中央政府将激励受大流
行冲击严重的廖内群岛
省宾坦（B i n t a n）县旅
游业恢复发展。

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
卡（Airlangga Hartar�
t o ） 上 周 五 在 宾 坦 岛
Lago i海滩拉古纳（La�
g u n a）酒店说：“宾坦
的旅游业受COV I D� 1 9
大流行的严重打击。一
向以来我国以旅游业为
支柱产业的许多地方也
经历同样的情况。”

部长称，在宾坦从事

旅游业的许多行业暂停
营业。COV I D� 1 9大流
行导致宾坦失去国际游
客，大约300万人次前来
旅游的潜力，导致旅游
业收入损失约达1500万
美元。

艾尔朗卡在国民经济
复苏（PEN）和新冠病毒
处理委员会领导层协调
会议上，在几位部长的
陪同下致辞称：“宾坦
岛旅游业收入暴跌90%
。”

他 续 说 ， 中 央 政 府
将提供刺激来振兴旅游

业。政府的许多政策以
应对COV I D� 1 9大流行
的措施，包括卫生部的
大规模免疫事项。

“我深信廖内群岛省
的经济，尤其是宾坦岛
的旅游业恢复正常，”
部长说。

艾尔朗卡深信宾坦岛
旅游业将快速发展，因
为宾坦岛拥有美丽海滩
和友好居民的地区。

“宾坦对国内外游客
是具有吸引力的旅游胜
地，”艾尔朗卡说。

在同一场合，旅游与

创意经济部长维斯努达
马（Wishnutama Ku�
s u b a n d i o）称，中央政
府将采取各种步骤来推
动 宾 坦 旅 游 业 快 速 增
长。

加强宾坦岛旅游业的
步骤也将对其他行业，
包括经济活动、就业机
会和社会福利带来积极
影响。

“宾坦岛是一个具有
吸引力、具有异国情调
和战略性的地区，所以
旅游业将快速发展，”
他说。(er)

北塔米纳将与新加坡合作

新加坡燃油库存储存在我国 受COVID-19大流行严重打击

中央政府激励宾坦旅游业恢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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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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1	 SOHO	 10975	 10225	 750	 -6.83%	 4000	 40900
	 2	 DSSA	 16475	 15725	 750	 -4.55%	 4800	 75552
	 3	 UNTR	 23200	 22575	 625	 -2.69%	 2765500	 62696275
	 4	 GGRM	 40700	 40100	 600	 -1.47%	 1485900	 59850995
	 5	 MKPI	 20000	 19500	 500	 -2.50%	 1300	 25605
	 6	 BBCA	 28050	 27575	 475	 -1.69%	 18704400	 520195680
	 7	 INTP	 10900	 10525	 375	 -3.44%	 2280400	 24206922
	 8	 RDTX	 6225	 5900	 325	 -5.22%	 200	 1170
	 9	 BMRI	 5350	 5150	 200	 -3.74%	 49851300	 260099237
	10	 INKP	 9100	 8900	 200	 -2.20%	 3985200	 35808645

	 1	 MREI	 4000	 4500	 500	 12.50%	 100	 450
	 2	 CITA	 2000	 2340	 340	 17.00%	 33900	 69135
	 3	 SMGR	 8800	 9125	 325	 3.69%	 4453000	 40330972
	 4	 TCPI	 5175	 5400	 225	 4.35%	 8965500	 46146220
	 5	 KAEF	 2880	 3060	 180	 6.25%	 91408600	 293773898
	 6	 INAF	 2910	 3080	 170	 5.84%	 20161400	 65602992
	 7	 JSMR	 3430	 3580	 150	 4.37%	 21462200	 75727208
	 8	 MIDI	 1310	 1440	 130	 9.92%	 5400	 7827
	 9	 MLBI	 8350	 8450	 100	 1.20%	 13700	 115857
	10	 ISAT	 1945	 2040	 95	 4.88%	 4955400	 9933880

Ci t ig roup公司在报
告中指出，发展中国
家的经济恢复势头将
比先进国家更快，因
此建议投资者把资产
从欧洲股市转移至发
展中国家。该公司制
定策略小组成员之一
的Jeremy Hale在最新
的报告中写道，欧洲
经济指标前景不佳，
而发展中国家在将来
的经济复苏势头看来

更强。
彭 博 社 日 前 援 引

Cit i g r oup公司策略小
组 的 话 称 ， 因 为 新
型冠状病毒（C o v -
i d - 1 9）确诊病例人
数跃升，欧洲的一些
宏观经济指标下降。
此 事 导 致 不 少 投 资
者 开 始 流 出 欧 洲 证
交所。欧洲斯达克斯
（STOXX）指数在仅
两个月里下跌3%以

上，而摩根士丹利资
本国际（MSCI）指数
和新兴市场则变化不
大。

Cit ig roup称，发展
中国家股票估价今更
有吸引力，资金似乎
将立即流入。在美金
指数下滑趋势中，发
展中国家股票越来越
受到青睐。

宝 石 银 行 （ P e r -
ma t a）经济学家Jo-
sua Pardede称，一些
国家，特别是欧洲和
美国等先进国家的经
济业绩，都趋于不如
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
国家。

尽 管 财 政 部 长 丝
莉（Sri Mulyani）认
为我国今年的经济将
衰 退 ， 但 衰 退 程 度
低于一部分先进大国
和发展中国家。自今
年初，投资者纷纷退
出我国股市和债券市
场，至今还没有到回
来投资的迹象。

自年初到202 0年9
月22日，非居民投资
者在债市净售额达到
126.58兆盾。截至9月
25日，外国投资者在
股市净售额达42.17兆
盾。

然 而 ， J o s u a 指
出，我国目前依然持

有国际评级机构的投
资级别，显示全球投
资者对我国金融市场
的信心还是很强。他
说：“我认为影响外
资，尤其是先进国家
的外资流入发展中国
家的契机或情绪，是
先进国家的利率必然
还是很低。”

印 尼 国 家 银 行
（BNI）证券公司股权
研究部主管Kim Kwie 
Sjamsudin说：“如果
疫苗已被政府允准，
而新确诊病例有达到
顶峰的迹象，外国投
资者很可能再流入我
国。”（xf）

我国宏观经济状况好于先进国家

有望吸引外资流入我国资本市场
【印尼文版商报雅加达讯】与先进国

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宏

观经济状况更好，因此有望吸引外国

投资者流入我国资本市场。

简讯

美国总统选举辩论成焦点
美元回落推动金价小幅走高

因美元自上周触及的两个月高点
回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民主党总
统候选人拜登举行第一场总统选举辩
论之前，政治不确定性加剧，金价周
一小涨。

0503 GMT，现货金上升0.1%至
每盎司1,861.13美元。美国期金持
稳于1,865.90美元。

现货银持稳于22.87美元，铂金涨
0.6%至852.21美元，钯金涨0.1%
至2,218.18美元。

新冠病例激增令需求复苏前景蒙阴
油价下滑

新冠感染病例上升打乱了燃料需
求平顺复苏的希望，指标油价继上周
下跌后，可能录得多月来的首个月线
下跌，油价周一下跌。

0652 GMT，布兰特原油下跌0.37
美元或0.9%，至每桶41.55美元，上
周下跌2.9%。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
油(WTI)下跌0.39美元或1%，报每
桶39.86美元，上周下跌2.1%。

经济及政治风险纷陈
美元徘徊两个月高位附近

在一系列经济数据将出炉以及美
国政治形势不确定之际，围绕复苏的
疑虑挥之不去，美元兑一篮子货币周
一徘徊在两个月高位附近。

美股周五反弹帮助抑制避险美元的
升势，但经济初步复苏出现放缓迹象以
及政治不确定性令投资者保持警惕。

美元指数基本持平报94.530；上
周触及两个月高位94.745，并创下4
月初以来最大周线升幅。美元/日圆
走势受抑，报105.36。

欧元/美元报1.1626美元，周五
时跌至1.16125，为两个月低位。英
镑/美元报1.2797美元，脱离周三触
及的两个月低位1.2676。

日本股市收高
本周将要除息的个股吸引买兴，

不过中美关系紧张限制了大盘涨幅，
日本股市周一收高。

日经指数涨1.32%至23,511.62
点，东证股价指数收高1 . 6 9%至
1,661.93点。东京证交所的33个类
股中，31个上涨。

香港股市收高
受金融和地产股的强劲涨势提

振，此前公布的乐观经济数据暗示中
国经济自疫情中复苏的动能增强，香
港股市周一收高。

收盘时恒生指数上涨240.63点或
1.04%，报23,476.05点。恒生国企
指数上涨0.87%，报9,383.4点。

【 本 报 讯 】 周 一
（28/9）综合股价指
数（IHSG）收盘下落。
早盘结束时，综指下
落22点或-0.45%至
4923.76点。但在下午
收盘时，却下落39.243
点或-0. 7 9%，报收
于4906.548点。LQ-
45指数下落10.322点
或-1.36%，报749.999
点。

亚 洲 股 市 上 下 不
一 ， 日 本 指 数 上 升
307.00点或1.32%，报
23511.62；香港指数上
升240.63点或1.04%，
报23476.05；上海指数
下落1.88点或-0.058%
，报3217.53；海峡时
报指数上升10.73点或
0.43%，报2483.01。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
共发生66万1334次，有
107亿5358万0910份股
票易手，总值6兆3152
亿225万1158盾。涨价
的股有188种，落价的
股有236种，288股持
平。

外资净售5931亿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MREI（Maskapa i
再 保 险 公 司 股 ） 涨
价500盾，现价450 0
盾；CITA（Cita Min-
eral 股）涨价340盾，
现价2340盾；SMGR（
印尼水泥公司股）涨
价325盾，现价912 5
盾；TCPI（Transcoa l 
Pacific股）涨价225盾，
现价5400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SOHO（Soho Global
股）落价750盾，现价1
万225盾；DSSA（Dian 
Swa s t a t i k a股）落价
750盾，现价1万5725
盾；UNTR（United Trac-
tor股）落价625盾，现
价2万2575盾；GGRM（
盐仓香烟公司股）落
价600盾，现价4万100
盾。

盾币贬值27盾
周一，雅京银行际

货币兑换交易（Jakarta 
Interbank Spot Dol-
lar Rate /JISDOR）收
市，1美元以14900盾
中间价结束，比先前价
14873盾，盾币贬值27
盾。（asp）

综合指数下落39点至4906.548点

1美元兑14900盾

456

录用1明确订出理想形象
明确订出公司想要的人才，这是许

多公司该做却没做的事，因此往往只
会比较前来面试的人，笼统决定，以
这种筛选方法来找寻人才会无法录取

真正适合公司的人。
因此，在录取阶段最该做的就是由

身为社长的你订出想要的人才样貌。
请于【Work38】明确订出【理想

人才的10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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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87

中国快汇	(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September	28,	2020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237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6.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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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美元	 USD	 14800.00	 15120.00	 14884.21	 15033.80

新币	 SGD	 10808.95	 10928.95	 10819.37	 10929.70

港币	 HKD	 1910.17	 1950.17	 1920.49	 1939.82

日元	 JPY	 139.99	 143.59	 141.20	 142.66

欧元	 EUR	 17271.48	 17531.48	 17314.80	 17494.83

澳元	 AUD	 10437.28	 10677.28	 10505.28	 10612.36

英镑	 GBP	 18953.93	 19253.93	 19002.67	 19195.16

人民币	 CNY											 0.00	 0.00	 2182.31	 2204.40

	 4906.55	 -0.79

	 749.99	 -1.35

	 521.11	 -0.52

	 1124.56	 -1.14

	 1334.62	 0.33

	 704.83	 -0.2

	 854.32	 -1.97

	 1827.37	 -0.74

	 343.27	 0.27

	 803.93	 0.04

	 1055.27	 -1.58

	 622.76	 -0.11

	 1172.84	 -0.75

		全球股市

黄金行情
9月28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4.470.000		盾卖出	4.810.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	8.940.000		盾卖出		9.555.000	盾买进

www.logammulia.com	*增值税前的卖出

亚股

日经指数	 23,511.62	 涨	307.00

韩国综合	 2,308.08	 涨	 29.29

香港恒生	 23,476.05	 涨	240.63

上海综合	 3,217.53	 跌	 1.88

欧股

英国FTSE	 5,918.37	 涨	 75.70

德国DAX	 12,773.14	 涨	303.94

法国CAC	 4,814.36	 涨	 84.70

荷兰AEX	 548.09	 涨	 7.18

Http://tw.stock.yahoo.com	28/09/2020	16:07

美股

道琼工业	 27,173.96	 涨	 358.56

那斯达克	 10,913.56	 涨	 241.26

S&P500	 3,298.46	 涨	 51.87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0/9/25

【印尼文版商报网
雅加达讯】印尼人寿保
险公司协会（AAJI）透
露，仍由其成员支付的
与冠状病毒（Cov i d-
1 9）相关的特殊索赔
已通过164 2个保单达
21 6 0亿盾。印尼人寿
保险公司协会营销和通
讯部主任Albertus Wi-
royo Karsono表示，按
照冠状病毒规定为全国
大流行的规定，政府将
承担医疗费用。上周五
（25/9）他在虚拟讨
论中解释说：“但是，
作为对保险业的同情和

承诺，几乎所有寿险公
司都声明并执行先前的
声明，该声明要求对
Cov i d-19的索赔已经
付清。“Wiroyo称，在
该总数中，大多数是人
寿和健康保险索赔，准
确地说是1578张保单，
达2006亿盾，占总索赔
的92.9％。剩余的7％
是贷款寿险索赔。他补
充说：“因此，有些客
户获得信贷（就他们获
得信贷人寿保险保护）
，然后死于Cov i d-19
，信贷是通过保险偿还
的。”雅加达省是索赔

总额最高的地方，达
1489亿盾，其次是东爪
哇省为211亿盾、西爪
哇省为192亿盾、万丹
省为131亿盾、中爪哇
省为37亿4000万盾和北
苏门答腊省为23亿盾，
以及其他地区索赔总额低
于20亿盾。“最大的分布
是在雅加达，因为我们也
知道，大多数Covid-19患
者也在雅加达。最后一个
是在美国和新加坡，这并
不意味着该公司在那儿开
设分行，而是一家印尼保
险公司的客户在那儿提交
索赔。”(asp)

1642个寿险单冠状病毒特别索赔达2160亿盾

【商报雅加达Muham-
mad Maan报道】根据国家
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
进行的评选结果，Akurat 
Satu 公司（PT Akurat Satu 
Indonesia）在许多生物识
别技术类别中位居世界
前25名。该等级使面向
金融业的生物识别服务
越来越发达。Akurat Satu
公司经理Christian Kur-
niawan称，排名前25位
的事实证明，在照片或
数字图像上的人脸识别
系统的检测结果，在人
脸检测非常准确，即透
过该领域中各种情况下
并透过种族、性别和年
龄等几种场景。上周日
（27/9）他在雅加达新
闻声明中说：“测试该
数据集对于现场场景非
常有用，例如，边界地
区或机场、法医和城市
安全的的监视。”NIST
是一家标准化机构，也
是美国最古老的享有
盛誉的科学实验室，其
使命是支持创新创造和
全球工业竞争。NIST于

2020年9月18日发布使用
最快、最准确的算法开
发商排名。在该机构注
册并获得排名的公司在
全球范围内得到正式认
可，其产品符合国际标
准。Christian称，Akurat 
Satu 公司与150多家世界
领先“人工智能”（AI）
技术和的生物识别技术
公司竞争。人脸识别是
一种使用数字形式的
人脸图像或视频来验证
和检测人的方法。除了
在“野生照片错误不符
合率”类别中排名第25
位外，Akurat Satu公司也
在“边界照片”类别中
排名第26位，在“签证
照片”类别中排名第33
位。“边界照片是一种
用于国家边界的人脸识
别技术，用于检查和验
证人们的身份，而签证
照片是一种使用包含签
证照片的数据集来检查
NIST的类别。”据他说，
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成
就，考虑到目前很少有
成功通过NIST评选的印尼

公司或开发商，而Aku-
rat Satu公司是获得高评
级的印尼本地公司。“
实际上，我们的生物识
别系统和技术自2011年以
来就已经存在，并且已
被许多国家机构、执法
机构和公司（例如国家
麻醉品局（BNN）、我国
警察、国家反恐怖主义
机构（BNPT），ASLI RI
智能电子KYC即服务启
动公司、VeriJelas生物特
征验证服务公司等）使
用。”随着该公司的生
物识别技术获得N I S T
认证书，使Asli RI和
VeriJelas，其分行机构
和Akurat Satu 生物识
别技术的最大用户越来
越决心在协助国内和全
球的金融服务提供商和
基于技术的公司防范在
当今流行的数字世界中
的犯罪。“希望未来受
到这种生物识别技术帮
助的各方将越来越多。
以致这样就可减少甚至
消除数字世界中的犯罪
水平。”(asp)

印尼公司的生物识别技术进入世界前2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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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锦石水泥公司
才供应中国对熟料需求的
1%，今年，锦石水泥公
司定下指标，向中国的熟
料出口仅提高至5%。

锦石水泥集团出口经理
菲菲特.阿帕里延多（Fifit 
Abriyanto）称，“虽然处
于疫情蔓延冲击，在中国
的基础设施工程仍持续建
造，以致，水泥原料需求
仍高。去年需求达到2000
万吨，预测新冠肺炎蔓延
时，降到1500万吨至1800
万吨。”

菲菲特声称，公司定
下指标，向中国和马来西
亚的熟料出口额能为国

家贡献上千亿盾外汇。 
“今年初，因受新冠肺
炎疫情蔓延和提高港口容
量的清淤（dredging）工
程，锦石水泥出口量曾一
度降低，随着清淤工程
结束和世界各国，特别是
中国的疫情已受控制，自
2020年6月，出口量已开
始提高。”

虽然须与数个出口国
家竞争，如日本、韩国和
越南，但将来，锦石水泥
公司也将向智利（Chile）
、台湾和菲律宾供应需
求。“我们确定和保证，
我们的产品品质更优良或
者至少相等于竞争国家，

我们尝试以我们优良品质
和良好的服务说服他们，
我们已提供样本，但愿他
们能中意。”

他补充说，在国际市
场竞争，除了保持产品
质量，拥有澳洲品质标
准（Australian Quality 
Standard）之外，锦石水
泥公司拥有足够的营销
策略。“熟料是生产水

泥的原料和锦石水泥公
司生产的熟料品质达到
国际标准。除了品质之
外，数个国家选择锦石
水泥公司生产的产品，
是因为我们提供良好的
服务，通过适应买家需
求的运输制度，尽可能
提供良好的运载率，那
是令他们购买我们产品
的吸引力。”(sl)

锦石水泥和熟料产品

进军中国和马来西亚市场

东爪杜班的锦石水泥厂区，运载水泥卡车正在行驶的情景。

【 K o n t a n 南 望 讯 】 虽 然 新 冠 肺 炎

( C o v i d - 1 9 ）蔓延冲击，锦石水泥

(Semen Gresik）公司希望能提高向中国

出口熟料（kl inke r）或是水泥半成品，

中国每年需求量达到1800万吨。

【B i s n i s 雅加达讯】
印尼电灯业协会(Aperlindo)
评工业部推迟实施LED灯
的印尼国家标准义务(SNI 
wajib)已不再相关了。

据了解，Aperlindo从去
年已重复要求LED灯的SNI
提高成为SNI义务。但工业
部总是找借口说LED灯技
术尚未达到顶峰，就像具
有物联网（IoT）技术的灯
一样。

Ape r l i n do总主席John 
Manoppo称，“有多少人
知道物联网[灯]？不到10
％。所以，若以这个假
设，那就不太显著了。印
尼不只是雅加达。” 

他说，LED灯实施SNI义
务将滤除质量低且对消费
者有害的进口电灯。据他
说，LED灯实施SNI义务非

常重要，考虑到全国灯市
场达到6亿个电灯。

他评估颁布强制SNI的
关键是在工业部保护消费
者的意愿。此外，颁布LED 
Swabballast灯实施SNI义务
也将提供更好机会的在全
国电灯工业的公平竞争。

他记录，在国内有大约
5亿4716万点房屋灯孔在
使用。但是，本地电灯市
场份额仅25%或安装在1
亿3679个灯孔。而预计今
年本地灯消费量增长大约
9.37%成为5亿9840万个
电灯。

据 他 说 ， 对 L E D 
swaballast灯实施SNI义务
能吸引在国内LED灯业务
投资。他说，在邻国的数
个生产商看好我国比东南
亚国家的灯消费量更大。

“灯厂是劳动密集型工
业。投资额不大，大约1
亿美元至2亿美元。重要的
是，有法规支持如SNI（义
务)。”他如斯说。

今年，贸易部将在三
个地区监督sw a b a l l a s t

灯的交易，即北加里曼
丹、Go r o n t a l o和西巴布
亚。Gorontalo从2018年已
成为最多SNI违规的地区，
而贸易部将开始对北加里
曼丹和西巴布亚监督灯的
交易。(lcm)

Aperlindo要求LED灯实施SNI义务。

工业部取消颁布印尼国家标准义务

Aperlindo:以LED灯技术为理由不相关

【K o n t a n 雅加达讯】
Sentra Food Indonesia (FOOD)
公司正在聚焦于推动今年商
务业绩。虽然预计销售增
长不比去年高，上述情况
不妨碍公司的创新以吸引
消费者对其产品的兴趣。

其中之一是增加新产品
的组合，即速食巴东仁当
（rendang）牛肉。Sentra 
Food Indonesia公司总经理
Agustus Sani Nugroho称，
迄今消费者对公司新产品
口感还不错。

“产品前景还很好。但
是我们无法在市场上自由
活动，由于各种限制直接
造成市场受到压力。”他
这么说。

而Sentra Food Indonesia
公司看到销售方面对公司
总收入的贡献不大。

为生产新产品，Sentra 
Food Indonesia公司已增加
新机器，使用今年上半年
80亿盾资本开支。另一部
分资本开支也使用为更换
旧的机器。

而购买生产速食食品的
新机器旨在准备若市场的销
售已复苏。若速食品需求提
高，如巴东仁当牛肉销量已
很大，新机器每月能生产50
吨至60吨。

以 增 设 新 机 器 造 成
Sentra Food Indonesia
公司目前的总产量可以达
到每月250吨或每年3000
吨。据他说，技术性方面
所有资本开支将提高生产
效率，此外，增加产量。

有关今年下半年的资本
开支，Sentra Food Indonesia
公司未能进一步阐述。新
冠肺炎大流行尚未消失，
导致该公司更谨慎资本开
支预算。

据他说，新冠肺炎大流
行期间，冷冻食品市场受到
压力。Sentra Food Indonesia
公司曾预计今年收入将比
去年同期下降大约19%成
为1020亿盾。

但是，S e n t r a  F o o d 
Indonesia公司仍继续努力
通过各种方法进行销售策
略，其中之一结合伙伴计
划，想加入加工食品开始
作业的社区。

Sentra Food Indonesia
公司提供数项伙伴配套，
提供多种价格，从6 0万
盾至78 0 0万盾根据所提
供的设施。通过该伙伴计
划，Sentra Food Indonesia
公司将提供需要的基础设
施和设备，如摊子或食物
推车。(lcm)

【安塔拉雅加达讯】
印尼肥料公司（P u p u u k 
I ndons i a）旗下的古昌肥
料（Pupuk Kujang）公
司确定，中爪省百马冷
（Pemalang）县第1生产线
至第4生产线的补贴肥料存
量，已经高于规定数量。

古昌肥料公司秘书阿
德.渣亚.古尼亚宛（Ade 
Cahya Kurniawan）称，已
在第3生产线保持足够的
存量。

在百马冷县第3生产线
的补贴肥料存量，达到
3304吨或远在至少1150吨
的规定存量之上。“我们
已把该储存量存放于第3
生产线仓库内，以致，一
旦下达分配命令，能快速
和便捷的运输。”

阿德细述，该33 0 4吨
储备量，其中2319吨是尿
素肥料（urea）或相等于
规定的最低存量之591%
，354吨是氮磷钾复合肥
料（N P K）相等于9 1%
，263吨是磷肥（SP-36）
相等于352%，245吨是氨
肥（ZA）相等于152%和
123吨是有机肥料相等于
152%。

为能防范百马冷农民

需求缺乏或者是分配用
完，古昌肥料公司已在正
式的零售店准备非补贴肥
料储备。

阿迪声称，古昌肥料公
司为百马冷县准备的非补贴
肥料为214吨。“非补贴肥
料也在第1生产线至第4生产
线正式肥料零售店供应，目
的是为防范补贴肥料分配不
足于供应农民需求，以及供
未登记于团体需求最终计划
电子系统（e-RDKK）的农
民需求。”

古昌肥料公司记载，截
至2020年9月13日，在百
马冷的补贴肥料实际分配
量已达到2万0159吨，其
中1万7617吨是尿素肥料
和2542吨是有机肥料。

已分配的氮磷钾复合
肥料、磷肥和氨肥达到1
万4 3 7 6吨，由印尼肥料
公司另一家子公司，即锦
石石油化工（Pet rok im ia 
Gresik）公司分配。

如此一来，向百马冷
县分配的补贴肥料总数量
达到3万4536吨或相等于
2020年向百马冷县分配的
3万9730吨补贴肥料总分
配量的87%。

阿迪强调说，补贴肥

料分配措施符合条例和仅
向农民组织（poktan）成
员的农民们配，以及登
记于由农业部经营管理
的额团体需求最终计划
电子系统名单内。“我

们呼吁已登记于团体需求
最终计划电子系统的农民
们，在正式的零售店仅够
买补贴肥料，俾能获得符
合政府安排最高零售价的
补贴肥料。”(sl) 

古昌肥料公司确定 百马冷补贴肥料存量过剩

西爪南安由Jatibarang古昌肥料公司第3生产线仓库的员工正
检查刚抵达的补贴肥料情景。

Sentra Food为提高商务业绩 

将销售新冷冻食品

【B i s n i s 雅加达讯】
由于全国塑料工业整合，
塑料下游工业需求降低，
将造成所有的塑料工业领
域都受到破坏。

印 尼 芳 香 剂 、 烯 烃 和
塑料工业协会（Inap las）
声明，一部分的下游塑料
产品需求提高，尤其是食
品、饮料和卫生产品，但
该提高无法平衡其他领域
需求降低情形，特别是建
筑领域和运输领域。

根据印尼芳香剂、烯烃
和塑料工业协会记载，塑
料下游工业产能利用率从
2020年初的90%至100%剧
降至60%。至2020年7月至
8月期间，塑料下游工业业
务增长率下降12%。

印尼芳香剂、烯烃和塑料
工业协会秘书长法查尔.布
迪约诺（Fajar Budiyono）
对记者称，“这不是说着玩
的，2020年6月的需求受开斋
节（Lebaran）市场推动，7
月至8月期间降低12%，因
为人们都关注校园事宜，其
它的消费则必须减少。”

因工业性质不同，塑
料上游工业产能利用率
并没有降低和依旧在90%
左右，因为塑料上游工业
是根据长期合同生产，而
塑料下游工业依靠消费者
需求。

意思是说，目前，工业
仓库里充满塑胶原料。法
查尔致达，俾能避免错配
（mitmatch）可能造成损
失，塑料上游工厂能依靠

全球市场，才不会发生囤
积情形。

他指出，我国塑料上游
工厂出口目的国仅是南亚的
几个国家、东南亚、中东和
中国。为此，他声明，该出
口策略只是短期性施行。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
行，致使大部分的国家各
自保护市场，减少进口产
品。“因此，已不再有东
盟（Asean）或者东盟自由
贸易区（AFTA）合作的精
神，大家都设法要生存，这
是我们必须防范的。”

除 了 提 高 出 口 业 绩 之
外，其它也能使用的方法，
即安排生产机器为别种工业
提供服务。法查尔举例说，
润滑油包装工业和生物油工
业之间能够合作。

众所周知，印尼生物
油工业协会（GIMN I）将
向巴基斯坦和东非国家推
动食用油出口业绩但该业
绩提高仍受阻于大型包装
产品进口税太高。“那只
是沟通问题而已，润滑油
包装工业只须改变安排，
很容易。必须发展价值网
（value network)。原料、
机器、模型全都有了。”

据悉，塑料需求最大的
是包装工业，每年能达到
220万吨，或可为全国塑料
总产量的40%加工。与此
同时，塑胶使用工业，如
机动车工业和建筑零部件
工业，只能为18.2%的塑
料总产量加工或者是大约
100万吨。(sl)

下游产品需求缩减

塑料上游工业依靠出口

包装工业的塑胶需求最大，即每年大约达到220万吨。

Arutmin公司希望获激励 以实施煤炭下游化
【Ko n t a n雅加达讯】

Arutmin Indones ia公司希
望，能尽快获得有关煤炭开
采工作协议（PKP2B）延长
的肯定。如此一来，该Bumi 
Resources公司旗下煤炭公
司能改变身份，成为特别
采矿许可证（IUPK）以继
续履行运营合同/协议。

Arutmin Indonesia公司
立法和对外总务总经理

艾萨拉.西巴拉妮（Ez r a 
Sibarani）证实，一旦政府延
长煤炭开采工作协议和转移
身份成为特别采矿许可证，
已作好准备履行规定的义
务。政府指定的其中之一项
义务，即提高附加价值或者
是煤炭下游化。

有关该义务，Aru tmin 
Indonesia公司计划，将通
过气化来开发煤炭。公司

已实行研究其经济价值和
技术。

艾萨拉声称，为支撑经
济价值和投资可行性，仍
需要财政（fiskal）或非财
政的激励。“我们仍需要
激励，不论是财政上或是
非财政的激励，俾能确定
该工程能良好实施。”

她补充说，A r u t m i n 
Indonesia公司仍等待政府

明确的延展许可证和实施
有关提高煤炭附加价值条
例的细节。她希望，在煤
炭气化工程，政府能提供
数项激励，如税务优惠、
矿区使用费和运行许可证
便利。“我们仍在等待，
希望实施气化工程 能获
得有关煤炭矿区使用费优
惠，税务激励和有关运作
许可证便利。”(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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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爪哇泗水理工学院
（ITS）地质学家阿敏·
威多多称，从二十世纪初
至今，历史上记载该地区
发生过二十次由地震引起
的海啸。

本周一，阿敏在泗水
接受点滴新闻网采访时
说：“历史上记载，从二
十世纪初，爪哇岛南海岸
发生过二十次由地震引起
的海啸天灾。”

那 么 曾 经 被 海 啸 肆

虐过的地区有哪些？阿
敏称有7个位于西爪、
中 爪 哇 和 东 爪 哇 的 地
区。他说：“西爪哇庞
岸达兰县在1921年发生
过海啸，中爪哇加布棉
县1904年，中爪哇八加
连县1957年，日惹特区
班图尔县1840年，东爪
哇图隆阿贡县1859年，
东爪哇任抹县1921年，
东爪哇外南梦县在1818
年、1925年和1994年发

历史上记载爪哇南海岸地区发生过20次海啸
【点滴新闻网讯】西爪哇万隆理工学院

（ITB）研究小组揭示爪哇岛南部海域二

十米高海啸发生的潜能。历史上记载爪哇

岛南部海域曾经发生过二十次海震。

图为东爪哇马缰县南海岸。

生过海啸。”
阿米补充称，印尼处

在三个板块的活动构造
带。这三个板块移动和
互相碰撞，以致印澳板
块向北移动并与欧亚板
块碰撞。而太平洋板块
向西移动与欧亚大陆板
块碰撞。

阿敏称，一般来说，如
果震级大于6.5级，震源
深度小于70公里，则会引
起海啸。印尼有许多海啸
发生可能性大的地区。

他说：“这些地区位
于苏门答腊岛西海岸、爪
哇岛南海岸、巴厘岛南海
岸、努沙登加拉南海岸、
马鲁古群岛、北马鲁古、

苏拉威西岛北和东海岸及
巴布亚海滩。在人类还未

出现之前，这些板块的碰
撞就已经进行着，也就是

说已经重复发生地震和海
啸。”（cx）

【点滴新闻网讯】东
爪哇马缰县干旱引发水危
机.这座县6个镇22个乡
村出现饮用水危机。本周
一，马缰县地方阵子啊局
物资部主任瓦宛·哈迪·
希斯沃约告诉点滴新闻
网，古吉阿利特、巴东、

拉努约索、科隆-查占、
克拉卡和兰杜-阿贡镇遭
遇干旱，民众急需饮用
水。

马缰县地方赈灾局出动
4辆5000升水罐车，向许
多乡村提供饮用水。

其中一个出现饮用水危

机的乡村是拉努约索镇任
格隆村。村民依靠地方赈
灾局提供的饮用水。

一名村民米斯迪说：“
这里没有水源，我们只能
依靠地方赈灾局提供的干
净水来满足日常用水需
求。”（cx）

东爪马缰县6个镇出现饮用水危机
【罗盘新闻网讯】巴厘省

巴隆县库塔海滩一家二十年
历史的麦当劳宣布将于9月29
日停止营业。这家西式快餐
厅玻璃门上贴了一张停业通

知。这张停业通知照片在社
交媒体上流传，上面写着“
库塔海滩麦当劳将于2020年9
月29日晚上9时开始永久性停
业。谢谢这二十年以来与麦
当劳在一起的时光。”

本周一，巴隆县工业与
劳工局局长伊达·巴古斯·
奥卡·迪尔加说：“这家麦
当劳经营者说没有裁员。”

巴隆县城管局局长克杜
特·苏里雅内贾拉说，将出
动城管队看守该家麦当劳，
以避免发生类似雅加达萨里

纳麦当劳事件。当时萨里纳
麦当劳挤满了许多前来做最
后道别的民众。

他说：“经营者说没有
举行什么活动。”

一位名字叫菲布利的顾

客坦言对库塔海滩麦当劳歇
业感到难过。他说：“这家
麦当劳留给我很多回忆，距
离我家不远，是我从小学到
现在经常光顾的快餐厅。”
（cx）

巴厘库塔海滩二十年历史麦当劳宣布永久歇业

周一（9月28日），巴隆县城管在库塔海滩麦当劳看守。

【罗盘新闻网讯】东努
沙登加拉省一名小学校长因
涉嫌侵吞学校运营援助金而
被阿罗县地方检察院批准
逮捕。周一（9月28日）早
上，东努沙登加拉省高等检
察院新闻发言人阿卜杜尔·
哈金告诉罗盘新闻网：“相
关人员已经被定为犯罪嫌疑

人并被逮捕，他的行为给国
家造成超过1亿5300万盾损
失。”

阿 卜 杜 尔 说 ， 阿 罗 县
地方检察院收到该小学校
长侵吞学校运营援助金的
报告后立即展开调查。收
集到足够证据之后，检察
官调查该校长和一些人，

然 后 将 其 定 为 犯 罪 嫌 疑
人。

嫌疑人被控触犯2001年第
20号有关贪污腐败铲除刑事
法典中的第65条第（1）款。

他说：“嫌疑人在被送进
阿罗县警察局监狱前先接受
健康检查和新冠病毒快速检
测，结果为阴性。”（cx）

涉嫌侵吞学校运营援助金

东努省小学校长被检察院批捕

【罗盘新闻网讯】上周
六晚上，警方对雅加达南区
雅戛卡尔萨区榴莲路一个美
食中心进行突击检查，发现
这个美食中心在大规模社交
限制期间偷偷接受堂吃。

雅戛卡尔萨区警察局局
长埃格·穆利阿迪说，警方
接到民众报警说该美食中心
经常有很多人围聚在一起用
餐。接警后，警员和士兵赴
那里检查。

本周一，埃格说：“
我们赶到的的时候现场
人不多，军区司令员走
到后面看发现有许多机
动车停放在那里，大门

是关着的。我们把大门
打开，发现里面有数十
个人围聚在一起吃饭，

大多数为年轻人。我们
调查这个美食中心的老
板和经营者。”（cx）

遭警方突查

雅加达南区一美食中心偷偷提供堂吃

警方突击检查雅戛卡尔萨区一个提供堂吃的美食中心。（cx）

【罗盘新闻网讯】苏哈
机场新冠病毒检测人员性骚
扰女乘客案，警方终于将嫌
疑人抓获。上周五，该男子
在北苏门答腊省多巴-沙摩
西县巴里格区被警察抓到。
女受害者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讲述自己被新冠病毒检测人
员性骚扰并且勒索后，嫌疑
人就开始逃亡。

女受害者推文说，在万丹
省丹格朗苏哈国际机场接受
新冠病毒快速检测时被检测
人员性骚扰并且勒索了140万
盾。这件事发生在9月13日，

当时她在第三航站楼等待

登机前往北苏门答腊尼亚斯
岛。她对罗盘新闻网说：“
机票时间是清晨6点，来不及
去医院接受新冠病毒快速检
测。我在凌晨4点抵达机场，
顺便在机场做快速检测。”

她在苏哈机场第三航
站楼接受由国有药企Kimia 
Farma提供的快速检测。男
检测人员告诉她说检测结果
呈阳性反应，他建议重新接
受检测，还保证说第二次检

测结果一定呈阴性反应。
她听后感到不对劲，但她还
是答应重新接受检测。第二
次检测结果真的呈阴性反
应，在她想要前往候机处的

时候，该检测人员向她索要
钱财。因为不想跟他罗嗦，
她直接把140万盾汇到他的
银行账户上。收到钱后，该
男子突然之间摸她的胸部
还亲了一口。事情发生得
太突然，她被吓得愣在那
里。她对记者说：“我吓
得哭了起来。当时机场四
处没人，无法反抗或者喊

救命。”
抵达尼亚斯岛后，她向

当地警方报案，但警方却
建议她向案发地点警方报
案。后来她发推文讲述自
己的遭遇，还上传一张转
账凭证和该男检疫人员发
给她的短信。

大都会警署公关部主任尤
斯理·尤努斯说，被抓时，

嫌疑人正和妻子及孩子在一
起。尤斯理说：“嫌疑人说
在网上看见受害者的推文
后乘坐公交车逃到北苏门答
腊。”（cx）

苏哈机场女乘客被新冠病毒检测人员性骚扰案

嫌疑人逃亡数日后被抓获归案

【罗盘新闻网讯】上周
六晚上，北苏门答腊省先达
市西先达区丁邦-戛隆社区
发生一起致命火灾事故，一
家五口燕蒂（39岁）、公公
阿蒙（6 8岁）和1 5岁女儿
及8岁儿子在火灾中遇难死
亡。

援引棉兰T r i b u n新闻网
报道，先达市政府消防局
局长约书亚·希哈罗赫在
火灾现场说：“我们在二
楼 发 现 4 具 遇 难 者 遗 体 ，
一楼卫生间一具遗体。”

火灾发生时，有居民说
看见其中一名遇难者被困在

房屋里。因为火势太猛，烈
火已吞噬整间房屋，居民都
无能为力。

一名当地居民潘迪对记
者说：“当时听到有人喊救
命声。”

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起火
原因。（cx）

苏北省先达市一户人家起火

一家五口不幸命丧火海

上周五，性骚扰女乘客的男子在北苏门答腊省多巴-沙摩
西县被警方抓获。



印度尼西亚商报，2020年9月29日，星期二 第7版中国新闻/财经 CHINA NEWS/ FINANCE 

简讯美元：14,960.00   欧元：17,401.00   新加坡币：10,869.00   人民币：2,236.88香港恒生：23.476.05 上海综合：3.217.53 道琼工业：27.173.96 印尼综合：4.906.55

简讯

中方回应亚阿冲突：
希望各方保持冷静克制

28日讯，位于高加索地区的亚美
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9月27日在纳
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发生
新一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24人
死亡、百余人受伤，引发国际社会
关注。

在9月28日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
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在谈到亚
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冲突时表示，中
方认为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符合
包括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内的各
方的利益，我们希望有关各方保持
冷静和克制，采取措施，避免局势
进一步的升级，通过政治对话化解
矛盾分歧。纳卡地区位于阿塞拜疆
西南部，居民多为亚美尼亚族人。
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为争夺纳卡爆发战争，亚美尼亚占
领纳卡及其周围原属阿塞拜疆的部
分领土。1994年，阿塞拜疆和亚美
尼亚就全面停火达成协议，但两国
一直因纳卡问题处于敌对状态，两
国之间的武装冲突时有发生。

台湾新增3例新冠输入病例　
分别来自菲律宾和印尼

28日讯，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28日通报，新增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其中2例来自菲律宾，1名来自印
尼，全台累计确诊513例。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当天下午
召开记者会说明，新增的3例境外
输入新冠病例，分别为菲律宾籍20
多岁男子（第511例）、菲律宾籍
40多岁男子（第512例）及台湾40
多岁男子（第51 3例）。第51 1例
9月11日从菲律宾搭机来台，机场
检测结果为阴性，入境迄今无疑似
症状，集中检疫期满隔日（9月26
日）再次采检，28日确诊，目前住
院隔离中。第51 2例9月2 3日从菲
律宾搭机来台，入境迄今无疑似症
状，由于机场采检结果为弱阳性，
于9月26日再次采检，并于28日确
诊，目前住院隔离中。第513例今
年7月下旬前往印尼工作，9月19日
因出现疲倦、腹痛、腹泻症状，于
当地就医并诊断为胃溃疡。个案9月
26日独自搭机返台，入境时主动告
知曾有疑似症状，由机场检疫人员
安排采检，28日确诊，目前住院隔
离中。目前台湾累计确诊513例新
冠肺炎，分别为421例境外输入病
例、55例本土病例、36例海军“敦
睦舰队”及1例感染源不明。确诊个
案中7人死亡、482人解除隔离、24
人住院隔离中。

中国三代核电自主化标志性成果
“国和一号”在沪发布

从“国之光荣”到“国和一号”
，从核电“大动脉”到“中国心”，
从核电站“大脑”“神经系统”到遍
布核岛各处的“血管”“神经”，成
立50年，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家电投”）担当起中
国核电自主化的使命。

2 8日，国家电投在上海正式发
布了中国三代核电自主化标志性成
果——中国自主核电技术品牌、世界
先进三代核电型号“国和一号”。

京沪三季度
二手房找房热度同比均上涨超30%

三季度，中国多地楼市稳定恢
复，找房热度回升明显。58同城、安
居客28日发布的《2020年三季度楼
市总结报告》显示，三季度，上海、
北京二手房找房热度同比涨幅均超
30%，新一线城市中，重庆、成都、
沈阳二手房热度较高。

报告指出，三季度，中国一二线
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热度均保持增长。
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1-8月，商品
房销售面积逾9.8亿平方米，同比下
降3.3%，降幅继续收窄。商品房销
售额9.6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6%，同比增幅今年来首次转正。

海南自贸港首条洲际航线开通
海南自贸港首条洲际（洋浦-南太

平洋-澳大利亚）航线28日上午正式
开通运营，填补了海南与菲律宾、巴
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的海运航线
空白。

洋浦-南太平洋-澳大利亚航线由
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运营，
现阶段投入2条1740箱位集装箱船，
船舶班期密度两周一班，航线覆盖中
国香港、菲律宾宿务、巴布亚新几内
亚莱城和莫尔兹比港、澳大利亚汤斯
维尔和达尔文等港口。

习近平在致劳尔·
卡斯特罗的贺电中指
出，古巴是首个同新
中 国 建 交 的 拉 美 国
家。建交60年来，中
古关系经受住了国际
风云变幻的考验，历
久弥坚。中古政治互
信不断深化，务实合
作成果丰硕。两国同
舟共济、守望相助，
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两国传统友谊得
到升华。我非常珍视
中古特殊友好关系，
愿 同 你 保 持 密 切 沟
通，以两国建交60周
年为契机，推动中古
做永远的好朋友、好

同志、好兄弟。
习 近 平 在 致 迪 亚

斯—卡内尔的贺电中指
出，建交60年来，中古
相互理解、相互信任、
相互支持，结下深厚友
谊。近年来，中古友好
合作全面深入发展，积
极共建“一带一路”，
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
在的利益。中古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
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谱写了两国人民友谊新
篇章。我高度重视中古
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
努力，不断深化政治互
信，拓展各领域务实合
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

国人民。
劳尔·卡斯特罗在

贺电中表示，古巴是
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
拉美国家，并始终与
兄弟的中国、中国共
产党、中国人民保持
真挚的友谊。古方感
谢中方的坚定支持，
并深信历经六十载的
古中友谊必将世代相
传、万古长青。

迪 亚 斯 — 卡 内 尔
在贺电中表示，古中
亲密友谊历经岁月考
验，双方一直把对方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
得的成就视作自己的
成就。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古中两国均致
力于团结协作、集中
资源拯救生命，并采
取科学防控举措，开
展国际合作。我们愿
不断巩固古中传统友
谊，拓展各领域合作。

同日，中国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同古巴总理

马雷罗也互致贺电。李
克强在贺电中说，建交
60年来，两国关系快
速发展，各领域合作不
断推进，不仅造福两国
和两国人民，而且对中
拉关系发展产生积极影
响。中古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斗争中患难与
共、守望相助，两国传
统友谊进一步深化。中
方高度重视发展中古关
系，愿同古方一道，继

续发扬两国友好传统，
巩固政治互信，不断丰
富两国互利合作内涵和
成果，携手共建“一带
一路”，继续推进抗疫
合作，推动新时期的中
古关系行稳致远，不断
迈上新台阶。马雷罗代
表古巴政府和人民向中
方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并
表示，古方愿继续深化
两国经贸合作，并将其
提升至更高水平。

2020年9月27日，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
况暨第17届中国—东盟
博览会、中国—东盟商
务与投资峰会新闻发布
会。这是国新办连续17
年就中国—东盟博览会
和商务与投资峰会举行
新闻发布会。

中国商务部部长助
理李成钢，中国贸促会
副会长张少刚，广西壮
族自治区副主席周红波
分别向记者介绍了中国
与东盟经贸合作情况及
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
会、商务与投资峰会的
亮点和筹备进展。

东盟历史性成为中
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形
成了中国与东盟互为第
一大贸易伙伴的良好格
局。李成钢介绍，在全
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各国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国际贸易大幅萎缩
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
国家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经贸合作逆势增
长。一是双边贸易额持
续增长。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中国和东盟国家
建立便利人员往来“
快捷通道”，相互支援
防疫物资和医疗设备。
加快复工复产，保持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
势头、加强互联互通、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共同促进地区经济
复苏。今年1-8月，中
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达到
4165.5亿美元，同比增
长3.8%，占中国外贸总
值的14.6%。二是投资
合作活力强劲。2020年
上半年中国对东盟投资
达62.3亿美元，同比大
增53.1%，占中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
资的76. 7%。三是数
字经济合作日益密切。
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了新
产业和新业态发展，中
国和东盟加速探索数

字化转型和发展，数字
经济合作日益密切，成
为了中国—东盟合作新
亮点。今年是中国—东
盟数字经济合作年，“
中国—东盟信息港”
、“中国—东盟商贸通
数字化平台”等众多项
目正为中国和东盟国家
数字经济合作提供强大
助力。四是区域经济合
作稳步推进。2020年是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全面建成10周年，随着
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
《议定书》于去年全面
生效，中国与东盟国家
之间的经济融合无论在
规模上还是在质量上都
已提升到了更高水平。
澜沧江—湄公河、大湄
公河次区域、中国—东
盟东部增长区、中国—
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等次
区域合作正蓬勃发展，
经济走廊建设取得进一
步突破。深化“一带一
路”倡议同东盟发展规
划对接，稳步推进互联
互通项目，助力地区联
通和发展提速升级。

广西壮族自治区副
主席周红波介绍了中
国—东盟博览会、商
务与投资峰会在推进
中国—东盟全方位合作
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本届
东博会的新特点。周红
波说，历经17年的持
续培育，中国—东盟
博览会、中国—东盟商
务与投资峰会已成为广
西亮丽的名片，成为中
国—东盟重要的开放合
作平台，在中国和东盟
国家共建“一带一路”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
是凝聚高层共识，推动
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
同体。前16届中国—东
盟博览会、商务与投资
峰会共有83位中外领导
人、330 0多位部长级
贵宾出席，通过开幕大
会主旨演讲、领导人会
见、部长级磋商、主题

国活动、政商对话等，
不断推进中国—东盟战
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二是深化经贸交流，促
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建
设。今年是中国—东盟
自贸区建成10周年，
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
以来，共有83.2万名客
商参展参会，在货物贸
易、投资、服务贸易、
国际产能合作、跨境园
区建设等方面开展合
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
经贸成效，有力促进中
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
成、升级发展。三是畅
通“南宁渠道”，深化
了多领域合作。中国—
东盟博览会框架下共
举办了200多个会议论
坛，涵盖40多个领域，
形成了各领域、全方位
合作机制，推动了面向
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
中国—东盟信息港等一
批重大机制、重大项目
落地。

今年是中国—东盟
自贸区建成10周年，第
17届东博会以“共建‘
一带一路’，共兴数字
经济”为主题，将于今
年11月27—30日举办。
周红波介绍，本届盛会
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
是形式新颖。为有效应
对全球疫情，本届博览
会及峰会首次“跃上云
端”，采取“实体展+线
上展”的形式举办。具
体是：举办实体展，同
步上线“云上东博会”
，线上线下相结合。线
下实体展以境内参展参
会客商为主，境外客商
以“云上”参展参会为
主。开幕大会也将采取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举办，邀请中国领导人
和东盟10国及特邀合作
伙伴巴基斯坦国家领导
人线上演讲，同时在南
宁国际会展中心设主会
场。二是亮点纷呈。博
览会期间将同步举办中

国—东盟自贸区10周年
专题论坛，开展中泰建
交45周年、中缅建交70
周年、中菲建交45周年
三场建交纪念活动。落
实中国和东盟关于新冠
肺炎疫情问题特别外长
会议《联合声明》，举
办第三届中国—东盟卫
生合作论坛及分论坛。
三是商机无限。本届博
览会将首次设立粤港澳
大湾区合作展区，扩大
陆海新通道展区规模，
围绕金融开放门户建设
优化金融展区，继续设
置东盟商品展区、“一
带一路”国际展区；举
办中国（广西）自由贸
易试验区专题推介会；
加大国内采购商邀请力
度，挖掘内需潜力，服
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举办8场高层论坛，包
括：卫生、国际产能、
技术转移、信息港、农
业、环境、统计、金融
等领域，进一步拓宽“
南宁渠道”。四是服务
升级。携手阿里巴巴集
团建设数字平台，打造
365日永不落幕的“云上
东博会”，开展全域营
销，中外参展商可全年
在线进行展示、洽谈、
直播，为客商提供更好
的参展参会体验、创
造更多商机，取得更好
的经贸成效。高层论坛
和经贸促进活动线上线
下结合举办；线下继续
优化展览布局和现场服
务，助力企业开拓新市
场。发布中国—东盟博
览会第一本英文蓝皮书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
东盟企业机会》，加深
中国与东盟企业数字经
济领域的合作。

第17届中国—东盟
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在充
分考虑当前疫情防控形
势的基础上，精简活动
数量，采取线上和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张
少刚介绍，本届会期除
了开幕大会之外，峰会
还将重点办主题国（老
挝）领导人与中国企业
CEO圆桌对话会和中国—
东盟商界领袖论坛。
自2009年创办以来，对
话会已发展为峰会的
一项机制性活动，九个
东盟国家领导人曾先后
出席并与中国企业代表
交流，成为政商交流对
话的高端平台。老挝领
导人是第一次出席，
届时将在老挝万象会场
与南宁会场的中方企业
代表进行视频连线，开
展务实对话。今年的
商界领袖论坛将以纪念
中国—东盟自贸区10周
年为主线，邀请中国和
东盟国家政府官员、工
商会负责人、企业家代
表共同回顾中国—东
盟自贸区全面建成10年
来的经贸合作成果，探
索疫情新常态和疫情后
中国—东盟自贸区经贸
合作的新领域，研究如
何进一步优化中国—东
盟供应链，深化数字经
济和电子商务合作，助
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
设不断提质升级。除了
上述活动之外，还将根
据疫情防控形势在其他
时间举办中国—东盟商
事法律合作研讨会、中
国—东盟青年企业家论
坛、2020中国—东盟高
新技术产业合作发展大
会等三场活动。

本届东博会将全面落
实“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总体防控策略，落实
属地责任，制定实施疫情
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
案，加大境外商协会在华
机构和境内采购商邀请力
度，并通过线上线下融合
的方式开展投资贸易促进
活动。本届东博会是在疫
情特殊年份筹办的盛会，
目前展会各项筹备工作进
展顺利。

习近平同古巴领导人

就中古建交60周年互致贺电

图为2018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迪亚斯-卡内
尔夫妇合影。

【中新社北京28日讯】9月28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分

别同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劳尔·卡斯特罗、古巴国家主席迪亚

斯—卡内尔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

建交60周年。

共建“一带一路”，共兴数字经济

国新办就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商务与投资峰会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新社西宁28日
讯】中国西部铁路大动脉
西宁至成都铁路28日在青
海省西宁市正式开工。

当日，青海省委书
记王建军宣布西宁至成
都铁路项目开工。青海
省委副书记、省长信长
星，甘肃省副省长程晓

波等致辞。
西宁至成都铁路是

中国国家中长期铁路网
规划“八纵八横”高速
铁路网快速通道项目之
一，线路经青海省黄南
藏族自治州、甘肃省甘
南藏族自治州、四川省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

地，正线全长836.5公
里，项目总投资814.9亿
元（人民币，下同）。

其中，青海境内利用
既有兰新高铁26.3公里，
新建里程146.1公里，承
担投资119.7亿元。新建
线路自青海海东西站引
出，经海东市，从黄南藏

族自治州出省，省境内将
新设化隆、尖扎、同仁3
座车站。项目沿线地质构
造、地形条件复杂，青海
境内桥隧相连，桥隧比高
达92%，是全线施工难度
最大的部分。

信长星表示，这条铁
路的建设，会极大提升西

北地区铁路网的布局，极
大提高青海、甘肃、四川
三省的交通通达度、畅通
度，把位于中国西北方向
的兰西城市群和西南方向
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连在一起，为两个重要
增长极的互通互融提供
了运力支持。

西宁至成都铁路正式开工 项目总投资814.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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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提升居家气场，盆栽的选择
也很关键。

“有容乃大”榕树盆景四季常绿，是
喜阳的植物，在清代赵学敏编撰的《
本草纲目拾遗》中被称为“不死树”
，有着长寿的寓意。

榕树盆景。
桂花象征着高洁，有召贵人的寓
意，居者官位福禄皆备，是居家
植物的首选。

罗汉松寓意着万年长青、事业顺
利、平安吉祥，最适合求功名或
准备考试的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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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招好运 绿色植栽助你提升居家风水旺运势

不过，绿色植物在家
居风水上是有讲究的，提
醒喜爱养花莳草的雅士不
可忽略了。居家栽种的植
物最忌枯枝或枯木，就风
水而言，枯枝意味着“
哭”，会带来衰运。若
是屋前屋内的植物枯黄缺
水，应当立即进行修整，
去除枯黄的茎叶，去除枯
秽磁场，避免影响整个家
庭的运势。

改善居家气场，盆栽
的选择也很关键，庭院应
多摆放多叶的盆栽，有道
是“叶大招财”；相反
的，那些木桩式的盆栽因

缺乏生气，恐导致肥水外
流家庭失财。

还有，门前左右两侧
尽量不要种植葡萄、丝
瓜等蔓藤类和仙人掌类植
物，由于这些植栽在风水
学上被认为太过尖锐，运
程中易招口舌是非，因此
门前庭院也不宜摆放。

然而夏季天气热，种
在室外的盆栽天天曝晒在
艳阳下，就算每日浇水，
也很容易干枯叶黄，而影
响运势，因此门前适宜种
些喜阳的盆栽来增添好气
场。

那么，有那些既耐晒

又可以保持常绿的植物可
以招好运呢？网友人气推
荐三种适合种在家门前的
好风水植物，令居家环境
风生水起。

★榕树盆景：
“有容乃大”榕树盆

景四季常绿，是喜阳的植
物，无光便会掉黄叶，由
于其形态自然古朴，造型
优雅，在清代赵学敏编撰
的《本草纲目拾遗》中被
称为“不死树”，有着长
寿的寓意，因而备受盆栽
行家喜爱。

榕树品类繁多，有着
生根发芽快的特点，可挑
选树干曲折、造型奇特古
怪的桩材做盆景，选用浅
盆种植，浇水可视天气状
况而定，保持培养土湿润
而不积水，避免造成榕树
根部腐烂。

想 要 榕 树 盆 景 美 观
独特，就要适时进行修
剪，可依据自己喜欢的
形状修整，以剪为主，
绑扎为辅，待剪短枝条
长出的叉枝粗壮后再反
复修整美化，使其整体
形成有层次的美感，提
高观赏价值。

桂花象征着高洁，有
召贵人的寓意，居者官位
福禄皆备，是居家植物的
首选。

★桂花盆景：
桂花又即木犀，是中

国的十大名花之一，桂枝
可入药，功能为驱风邪、
调和作用。桂花喜阳光亦
能耐阴，在全光照下其枝
叶生长茂盛，开花时扑鼻
芳香。

在风水上来说，桂花
象征着高洁，有召贵人的

寓意，居者官位福禄皆
备，是居家植物的首选，
在庭院中种植桂花可以招
贵人，家中有富贵之气，
后人出贵子。

罗汉松寓意着万年长
青、事业顺利、平安吉
祥，最适合求功名或准备
考试的人种植。

★罗汉松盆景：
罗汉松属松科常绿小

乔木，四季常青、针叶狭
长，枝叶婆娑色泽深绿，
枝干苍古矫健，是上等的
盆景桩材。其寓意着万年
长青、事业顺利、平安吉
祥，最适合求功名或准备
考试的人种植。

罗汉松喜温暖湿润的
环境，在造型过程中必须
根据苗木自身携带的自然
美感来进行艺术加工，因
树造型，刚强有力、层次

分明的植栽，更能提升观
赏价值。

●“浇水”养护盆栽
成败的关键

浇水是养护盆栽成败
的关键。“干透浇透”
则是应该掌握好的原则
之一。浇水不能只浇湿
表土，应将整盆植栽土
全部浇透，最好是能浇
到水从盆底孔流出来，
道理很简单，因为盆栽
水浇不透，植根就吸不
到水，特别是用深盆种
植的盆栽，会因缺水而
使得生长受影响。

但是浇水要看各种花
卉的习性，有些植栽如仙
人掌类、松科类植物喜干
旱，这时浇水“宁干勿
湿”，水量要适当，不能
让盆中积水，以免这些忌
水植物根部腐烂。

绿色植栽妆点自己心灵中那一点绿色

角落，当望眼一片翠绿盎然，心情也会

变得美好，运用植栽创造出舒服的家居

环境，挑选赏心悦目的盆栽是让绿意纾

压的第一步。

不论是等到学习课题截止日期前一天晚上
才开始学习，还是到晚上10点才开始做明天要
交的作业，拖延已经成了许多学生的常规生活
方式。对于父母来说，这种情形非常令人沮
丧，因为很容易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经常会听
到父母说，“如果刚回家时就开始做作业，现
在早该完成了，现在，你得熬到半夜！” 。

学生为什么会拖延？

1、忘记做作业。
无论是何种原因，比如缺课、在老师留

作业时分了心、没有记下来或者忘记看班级
网页，有时学生会把作业留到最后一刻，因
为他们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功课要完成。直到
有朋友在最后一天提起或直到第二天早上走
进课堂，他们才能发现。从技术上讲，这不
应该归类为“拖延”，因为学生并没有抵触
作业，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意识到有作业要
做！但这绝对是导致拖延的常见原因。

2、缺乏对课程期望结果的了解。
当学生对作业感到困惑，或者不完全了

解作业背后的要求，他们通常会把作业推
迟，希望以后能更好地理解作业。尤其是
那些不知道如何做作业或对作业不确定的学
生。不幸的是，当他们在截止日期的前一
天晚上看作业题时，通常也得不到更多的信
息，也没有时间向老师请教。

3、乐观估算时间。
在大多数情况下，乐观是一种美好的品

质。但是，如果要估算完成一项课题需要花费
多少时间，对时间的乐观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问
题。学生通常会高估距离完成任务所剩的时
间，而低估了实际完成任务所花的时间。这导
致他们没能留出足够的时间完成工作。

4、宽松的截止日期。
如果教师不执行最后期限，也不给迟交

作业的学生任何惩罚，那么学生会发现最后
期限并没有意义，因此不再认真对待。如果
没有有效的后果，截至日期就会被随意当作
内部截至日期，尽管有所帮助，这在阻止拖
延方面并不凑效。

5、对作业无从下手。
当学生将论文或项目作为一个整体而不

是一系列的步骤来考虑时，他们可能会感
觉不堪重负，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从而

导致拖延，直到最后的期限近在咫尺。他
们并不是害怕没有足够的时间，而是对作
业不知从哪里开始做。

6、不佳的学习惯例。
学生在放学后的惯例通常是习惯性的。

一旦建立起来，他们便会自动遵循，很少会
有意去思考。例如，在放学后学生想休息一
下，有时打开电视，这会导致拖延，因为很
难将电视关上。或者将最难的功课，学习和
长期的课题留到作业截至日期前，这样的习
惯也会导致拖延。

7、分心。
有时学生为了完成自己的作业而留出

时间，但最终却因其它事情而分心。这些
干扰可能是外部的，比如看脸书和发短信
等，也可能是内部的，比如他们自己的想
法和冲动。无论哪种干扰，都会占用原本
应该专心学习的时间。

8、不堪重负。
当一项任务看起来非常复杂或耗时，光

想一想都会令人感到害怕并且有压力时，
学生常常陷入拖延的陷阱。不幸的是，拖
延会让他们开始做课题时适得其反，因为
课题本身的难度加上没用充足的时间，会
让学生陷入困境，他们感到如果早一些开
始做的话，就不会有更大的压力。

9、完美主义和对失败的恐惧。
专注于使自己的课题 “完美”，对犯错

误或“搞糟事情”感到紧张，或害怕被批评
的学生，经常担心自己的作业做得不正确，
为避免在尝试做这个项目时感到焦虑，他们
通常会推迟。这可能导致越在截止日期临近
时越不愿意做课题，这似乎是不合理的行
为，因为他们更有可能无法漂亮的完成。直
到最后，已经非常接近截止日期，不再有可
能做出理想的项目了，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
交出不完美的作业或什么都不做。

10、难以调节情绪。
最近的研究表明，拖延并不一定是我们曾

经认为是时间管理上的问题，更多的与情绪调
节困难相关联。在做作业时感到无聊、疲倦、
沮丧或紧张的学生，为了缓解自己的情绪，通
常低估作业的重要性，“没什么大不了；它不
会太影响我的成绩。” 为了分散注意力，他
们会让自己做一些有趣，更有回报性的活动来
改善心情。

11、承诺过多。
如果学生预定活动很多，很少有空闲时

间，好像生活被一连串的义务和琐事牵绊，
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他们可能会使用拖延作
为一种为自己人为地创造“空闲时间”的方
法。不幸的是，这种“空闲时间”通常不太
令人满意，它还伴有一种内疚感，因为人们
回避了他们“应该”从事的工作。

12、学习抵触。
当学生把作业当成不合情理的老师或强制

的父母来强迫他们完成时，他们有时会用拖延
作为一种反叛形式。当学生认为作业是他们“
必须”做的事情，而不是他们来选择去做的事
情，他们更倾向于拖延。 拖延成为了他们对“
应该”完成工作的一种对抗，对老师或家长传
达出“你无法让我做到”的信息。

“ 请 脱 鞋 ！ ” 、 “
请换鞋！”，如果你到
别人家作客，可能会听
到房主人这么要求。这
在华人家庭是很平常的
习惯。华人回到家通常
会先脱鞋，然后换上室
内脱鞋，对待客人也是
一样。美国家庭却不一
样，美国人大多穿着鞋
子直接进入室内，甚至
穿着鞋子踩在地毯上也
不在意。

不 过 ， 随 着 环 境 污
染日益严重，各种细菌
病 毒 可 能 引 发 的 各 种
疾病，美国有的家庭也
开始重视入室脱鞋的习
惯。例如纽约市小儿科
医生艾莉森‧米克斯纳
（Alison Mitzner）就说
她会要求访客在进入她
家前先把鞋子脱掉。

米 克 斯 纳 的 理 由
是，“穿着鞋子从外面
进门时，会带进来很多
的细菌，其中包括大肠
杆菌和各种毒素。”当
然，因为她是医生，对
于卫生和健康的敏感度
比较高。

不单是医生，从事污
染防制服务的企业负责
人埃尔文‧斯特罗梅耶
（irwin stroMeyer）也认
同此一观点。斯特罗梅
耶说，想一想你在户外
走动时，穿的鞋子可能
会踩到什么？城市里的
居民尤其可能踩到“动
物粪便、食物渣、人们
的唾液和鼻腔分泌物，
也许还有一些呕吐物、
汽油、油渍、农药、肥
料和其他数不清的各种
生物材料。”

再者，根据休斯顿大
学（University of HoU-
s t o n ） 最 近 的 一 项 研
究，26%以上 穿回家
的鞋子都已经被艰难梭
状芽胞杆菌（Clost r i d-

iUM diffiCile）污染，这
种细菌会引起胃痛和急
性腹泻。另一项来自亚
利桑那大学（Un iv e r s i t y 
of ArizonA）的研究发
现，96% 的鞋底都带有
粪便细菌。不得不说，
这个结果真够恶心的！

除了令人恶心的观感

外，这些统计数据最叫
人担心的就是如果你家
里有年幼的小孩或者老
人。米克斯纳表示，“
幼儿和老人的免疫系统
较弱，他们有更高的感
染机会”。加上幼儿喜
欢在地板上爬来爬去，
什么东西都可能往嘴里
送。“进门前脱掉鞋子
可以降低他们接触这些
细菌的风险。”

穿鞋入室的理由
尽管有那些吓人的数

据，你可能也不需要感
到恐慌。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
康安全中心（JoHns Hop-
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
CUr ity）资深学者、传染
病医生亚达尔加（AMesH 
AdAlJA）表示，“一般而
言，担心鞋子会‘传播
细菌’的看法是非常错
误的。”

他说：“这个星球充
满了各种各样的细菌，
我们的身上也有细菌附
着。如果鞋子沾满了泥
土或动物粪便，当然脱
掉鞋子比较雅观，但实
际上，穿着袜子或光着
脚丫子所带的细菌可跟
鞋子一样多。”

此 外 ， 即 使 你 严 格
遵守在家“脱鞋”的规
定，你也无法避免一个
事实：你家里仍然存在
着各种细菌。

当然，亚达尔加也承
认， 如果一个人在外面
踩到了家畜的粪便，然
后进门后把鞋子放到厨
房的桌子上，那肯定就
是污染。

一个关键
所 以 ， 尽 管 进 入 室

内是脱鞋好，还是穿鞋
好，专家学者没有一个
定论，但有一点似乎是
有共识的：为了降低染
病风险，应尽可能保持
家里环境的清洁卫生。

专家建议：
1. 每周用吸尘器清理

地毯至少一次。
2. 保持室内空气清

新。经常打开窗户，让
室内通风。当室内密闭
空 间 的 空 气 品 质 不 佳
时，最好打开窗户，让
新鲜空气进到屋里来可
以起到净化作用。

3.使用无毒清洁剂。
阅读家用清洁剂的成分说
明。传统的家用清洁剂多
含有伤害人的皮肤和肺部
的有毒化学物质。可以考
虑使用醋和小苏打自制家
用清洁剂，也可以在商店
里寻找一些现成的无毒清
洁剂。

4. 避免使用杀虫剂。
在院子里使用杀虫剂也
可能随着你穿鞋进门时
把这些化学物质带进屋
里。无论室内室外是否
有虫害，改用诱饵或陷
阱捕捉。

5. 用天然的方式消除
异味。如果异味来自你
穿进来的鞋子，千万不
要用芳香喷雾器试图盖
掉异味。这些空气清新
剂其实潜藏着有害的挥
发性有机物，只能让你
的室内空气更糟。如果
家里有异味，移除有问
题的物品或用电扇之类
的将它吹出去。

如 果 你 决 定 穿 鞋 入
室，就要经常用洗衣机
洗 鞋 子 ， 还 要 清 洁 地
毯。与其这样，脱鞋入
室是不是简单多了？

学生拖延的12大理由

无论是对学习课题的学习，还是对第二天
要交的作业，拖延已经成了许多学生的常
规生活方式。

进入室内脱鞋好？还是穿鞋好？一个关键搞懂它

一项研究发现，近96%的鞋底携带大肠杆菌等致病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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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不按常理出牌
的特朗普又让人大跌了一回
眼镜。一场联大演说愣是被
他变成了“甩锅”表演，短
短的7分钟讲话中11次“甩
锅”中国。这一幕令人乍舌
的“表演”实在过于虚假，
以至于有西方媒体用《七分
钟的胡扯》的标题，对特朗
普这场联大演说进行了贴切
的报道。近年来来，擅长表
演、惯于“甩锅”在一定
程度上已经成了特朗普的标
签。但在这次联大会议上，
特朗普的表演却实实在在
地“砸锅”了！

俗话说治大国如烹小鲜，
烹小鲜离不开适宜的锅具。
掂量好自己的半斤八两，拿
捏好自己的里外长短，这样

特朗普在联大的“七分钟的胡扯”砸了谁的“锅”？ 文/江鸿

2020年地方首长选举有
741对候选人参选，他们将
通过虚拟竞选活动向选民宣
传其政见。在Covid-19大流
行期间，候选人不能直接向
选民面对面的宣传其政见。

而是可以采用互联网
（Internet）的网路虚拟活
动。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在互
联网的交流。当前正在发展
且使用量很大的社交媒体类
型包括Facebook，Instagram，
Twitter，Youtube，Whatsapp
等。社交媒体的使用实际上
使我国建立了使用公共空间
表达的民主的竞选方式。植

根于公共空间的这种民主活
动被称为协商民主。

哲 学 家 哈 贝 马 斯
（Habermas）认为，在公共
领域，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进
入和参与演讲，而没有任何
导致达成务实协议的强制压
力。公共领域成为人们重新
认识人性的舞台，他们的意
见受到尊重。

虚拟战役的关键在公共
领域的个人自由。地方首长
候选人可以借此包装自己和
传达政治意见更具创造力。
但是，可以理解的是，由于
年龄的关系，有些候选人还

不能适应。
可 以 考 虑 内 政 部 长

铁托·卡纳维安 ( T i t o 
Karnavian)的提议。候选人使
用虚拟活动组织者（EO）。
虚拟活动组织者可以设计有
限的面对面虚拟活动，这些
活动实际上通过广播连接到
社交媒体网络。　

Tito引用虚拟活动组织的
数据说，现场直播可以吸引
至少4,000-5,000位观众。现
场直播的活动有各种各样，
从演讲、研讨会、新闻发布
会到娱乐活动一应俱全。

Tito透露的事实与截至
2020年1月的《印尼数字报
告》社交网站中的数据一
致。印尼的互联网用户已
达1.754亿。活跃的社交媒
体用户多达1.6亿。

我国民众平均使用互联

网的时间；每天可以达到七
个小时以上。社交媒体和视
频流是访问时间最长的，平
均使用时间超过3小时。

在我国使用率很高的
社交媒体平台是Youtube，
其使用率为88％，其次是
Whatsapp 84％，Facebook 82
％，Instagram 79％和Twitter
使用率不少于56％。

Hillygus和Jackman（2003
）的研究报告指出；不同的
竞选方式将对选民产生不同
的影响，但是竞选活动也可
能没有效果，因为选民已经
有了自己的偏好。

因此，应慎重考虑使用
竞选宣传工具的社交媒体平
台。当然，主要考虑因素是
要瞄准的目标选民。因为，
通常不同性别的用户，使用
不同的社交媒体。

目前，印度尼西亚的
Facebook用户数量达到1.3
亿，其中女性占44.4％，
男性占55.6％。同时，印
度尼西亚的Instagram用户数
量为6300万。 Instagram的
女性用户比例为50.8％，
男性为49.2％。

根据Sholihul Abidin和
Ageng Rara Cindoswari的研究
结果，Instagram帮助了里德
万（Ridwan Kamil）在2018
年西爪哇地方首长选举时胜
选西爪哇省长。该研究的结
论指出，里德万在Twitter上
通过包括其外观与网民接触
形成其良好的政治形象。

在竞选期间，人们看到
里德万不断改变其服装，从
正式礼服改为平民服装。同
样的发型有时会打开，有时
会使用头套，例如戴帽子，

有时戴udeng Bali和有时戴
Sundanese blangkon。

里德万的政治竞选战略
是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开放
型、亲近社会、可信任且追
求平等的候选人。

领导者的形象和个性，
确实可以透过虚拟的社交媒
体来改造或塑造。这就是所
谓的虚拟战役的优点，可透
过社交媒体来美化候选人，
使他们不再具有原来的形象
或个性。也许连他脸上的麻
子都可以被遮盖掉，就如戴
上了新的面具一样，使一切
看起来都很好看。选民仍应
仔细追踪地方首长候选人
的历史足迹。如果您不想
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感到痛
苦，请不要因为虚拟竞选
期间，被经过虚拟社交媒
体改造的假形象所蒙骗。

不要被候选人透过虚拟社交媒体包装所蒙骗 文／邝耀章

从9 月26日开始，2020年的地方首长选

举竞选活动将持续71天。竞选活动是提供

地方首长候选人向选民发表其愿景、使命

和计划的活动。

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肆虐
全球，世界经济遭遇前所未
有的寒流。英国BBC最近展
开的一份民调显示，疫情期
间全球贫困国家有69%的受
访者声称收入下跌，多数国
家弱势群体受影响最严重，
疫情使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增
加7%。可以说，疫情给发达
国家都造成巨大损失，更别
说给穷国带来的灾难了。因
此，很多分析家认为，疫情
之下富国与穷国的贫富差距
进一步拉大了。

即便没有这场21世纪的
全球性巨大挑战，资本主义
在一些国家的畸形发展导致
的贫富不均也已严重。2017
年全球有40个国家及地区人
均GDP超过2万美元，另有40
个穷国人均GDP低于2000美
元，贫富国家的人口数相差
4倍，收入则相差10倍。全球
既有的贫富不均问题因疫情

全球贫富差距拉大带来权力失衡？ 文/赵俊杰

而更加恶化。在灾难面前，
就连意大利、西班牙这样的
发达国家都缺少抵御疫情的
硬实力，更别说广大亚非拉
欠发达国家。疫情检测水平
达到10%的国家全是富国，
而发展中国家的检测能力严
重不足，印度检测比例仅为
1.4%。

富国与穷国的贫富差距扩
大，是否会让南北关系发生
逆转，扩大其权力及影响力
的差距？这是一个很难简单
地就给出答案的问题，在发
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两个
趋势值得关注：

首先，一方面，以中国
及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国力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
影响力扩大；另一方面，不
少亚非拉国家在全球化进程

中相对受限，影响力减弱。
正所谓“弱国无外交”，
经济发展的全球性链条越深
入，西方发达国家和跨国公
司所获利润越丰厚，贫困国
家就愈加贫困，后者在国际
社会就更没有存在感和发言
权。

其次，一方面，美欧发达
国家通过金融资本操控世界
经济及国际贸易，导致全球
贫富差距扩大；另一方面，
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和强权
政治同样也扩大了美欧在国
际事务中的权力及影响力差
距，原因是在美国扩张性印
太战略及全球战略中，华盛
顿也在打压欧盟及欧洲大国
的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在全
球疫情高发的危机时刻，不

是站出来勇于承担世界头号
国家的重任与联合国或世界
卫生组织携手抗疫，而是不
断退群、自私自利、回避责
任。正是以美国为首的某些
西方发达国家在疫情灾难面
前自顾自，使得国际组织的
作用被弱化，才使得富国和
穷国之间的权力差距进一步
扩大。

很多西方观察家认为，新
冠疫情对人类社会来说是一
场百年不遇的磨难，但在百
年未有的大变局下，它又将
成为国际秩序大转折的一个
关键点。

旧的国际秩序规则是由
美欧国家制定，世贸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
行等国际组织也由发达国家
掌控。当全球化浪潮有利于

西方发达国家时，它们就成
为旧的国际秩序“守护神”
、“掌门人”。而当新的全
球化浪潮不利于或有悖于西
方发达国家时，它们中的某
些国家则主张改变规则，并
通过贸易战、退群、经济制
裁及军事威胁等手段，对全
球利益再分配，打压中国这
样的新兴经济体。因此，在
新冠疫情面前，全球治理能
力与人类社会发展需求严重
不协调，美国的单边主义做
法及应对疫情的无能，恰恰
说明全球治理体系的缺失和
西方强权政治的无助。

新冠疫情如同一面镜子，
在关键时刻能反映出不同类
型国家的本来面目。世界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赖因哈
特指出，这场疫情危机后全

球贫穷率将上升，为20年来
首见，那些最贫困国家所受
危机的影响将比富裕国家更
深重。疫情大敌当前，地球
村只有同心协力才能共渡难
关。

9月11日联大高票通过“
应对新冠疫情全面协调方
案”，说明国际社会加强多
边合作的愿望如此强烈。习
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立75周
年纪念峰会上强调，任何国
家都没有包揽国际事务、主
宰他国命运、垄断发展优势
的权力。疫情下的全球贫富
差距扩大，发达国家与欠发
达国家之间的权力结构更加
失衡，新旧治理规制矛盾突
出。在此背景下，人类社会
将怎样解困的确是个不小的
挑战。

（赵俊杰 中国社会科学
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来
源：环球时报）

才能烹出美味的“小鲜”。
一味地要求别人跟在自己的
屁股后面，一味地让别人遵
照自己的方法，容不得别人
比自己好……这样的治国“
厨师”不但难以令人敬仰，
而且还容易让人鄙夷。最终
只能落得个自说自话、自娱
自乐的下场。

就拿特朗普这次联大会
议上的“七分钟胡扯”来
说，疫情面前本应全世界团
结一致，劲往一处使，力往
一处发，但作为世界最强大
国家的领导人，特朗普却没
有展现出大国领导人的任何
风范，不是想着怎样克服困

难、解决问题，而是一门心
思地想着怎样往自己脸上贴
金，往别国头上“甩锅”。

疫情发展至今，各国都在
团结协作、互帮互助联合抗
疫，但特朗普的“傲慢与偏
见”，让其不但没有充分利
用好中国为世界争取的窗口
期，更是弃科学的防护方法
于不顾。

同时特朗普的“甩锅”伎
俩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无中
生有、漏洞百出，最终导致
自取其辱的结果也就见怪不
怪了。都说事实是最好的“
谣言粉碎机”，对特朗普的
一口口“锅”，世间早有定

论，人们更是看在眼里，记
在心头。

且不说本次疫情的病毒溯
源的工作仍在继续，就是迄
今追踪到的最早的疫情时间
线也不在中国，西班牙早在
2019年3月就发现了新冠病
毒，日本从2019年第一季度
保留的血样中也提取到了新
冠病毒。而且在本次疫情暴
发后，中国还在第一时间向
世卫组织通报了疫情，第一
时间同各国分享新冠病毒基
因序列，第一时间同国际社
会开展疫情防控合作，并本
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
度，采取了全面、严格、彻

底的防控举措，全力遏制疫
情扩散蔓延。为了担负起大
国的职责，截至5月31日，
中国更是向27个国家派出29
支医疗专家组，已经或正在
向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
提供抗疫援助；指导长期派
驻在56个国家的援外医疗队
协助驻在国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地方政府、企业和民间
机构、个人通过各种渠道，
向15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
组织捐赠抗疫物资……

反观美国政府，开抗击疫
情的“空头支票”、持续“
甩锅”、退出世卫组织、强
行复工复产……，人们很难

发现其所作所为中的“闪光
点”和令人信服之处。

即便抛开疫情不谈，退
群上瘾的特朗普政府还正在
上演一幕“替群主踢人”的
戏码。既不批准《京都议定
书》，又退出《巴黎协定》
，彻底游离于全球碳排放
体系和安排之外的特朗普政
府此次还不问青红皂白地批
驳中国的碳排放量“是美国
的两倍”。实际上，中国人
均碳排放量是7.7吨，低于
全球半数以上国家，而美国
是16.1吨。到底谁是谁的两
倍，大家心知肚明。

（江鸿 内蒙古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内蒙古
新媒体研究中心研究员。来
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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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 华 社 早 前 报
道，阿塞拜疆和亚美
尼亚27日在纳卡地区
爆发新一轮冲突，双
方均指责对方违反停
火协议和率先发动军
事进攻。

土耳其总统发言人
易卜拉欣·卡林27日
说，亚美尼亚违反国
际法发起攻击，“我

们认为冲突可以经由
和平谈判解决，但亚
方除了继续侵占阿塞
拜疆领土，对其他事
没兴趣”。土耳其总
统埃尔多安当天与阿
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
通电话，随后在推特
写道，“亚美尼亚又
一次对阿塞拜疆发起
攻击，再一次证明它

威胁地区安全”。
纳卡地区位于阿塞

拜疆西南部，居民多为
亚美尼亚族人。苏联
解体后，阿塞拜疆和
亚美尼亚为争夺纳卡
爆发战争，亚美尼亚
占领纳卡及其周围原
属阿塞拜疆的部分领
土。1994年，阿塞拜
疆和亚美尼亚就全面

停火达成协议，但两
国一直因纳卡问题处于

敌对状态，两国之间的
武装冲突时有发生。

沙特将以视频形式 举办G20领导人峰会
利雅得消息：二十国集团（G20）

轮值主席国沙特阿拉伯28日宣布，
今年G20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21日至
22日以视频方式举行，峰会的主题为 
“为所有人实现21世纪的机会”。

根据沙特当天发表的声明，沙特
国王萨勒曼将主持此次视频峰会。声
明表示，峰会将在今年3月成功举办
G20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以
及超过100多场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
会议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举行，重点将
就保护生命健康和恢复经济增长等议
题进行讨论。

意大利2024年或实现首次登月 
两名宇航员人选曝光

据欧联网援引欧联通讯社报道，
意大利航空航天局局长里卡多·弗拉
卡罗日前表示，根据与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NASA）达成的一项协议，
意大利计划2024年与美国一起将宇航
员送上太空，届时意大利将有望实现
首次登月。

报道称，NASA计划在2024年让宇航
员重新登陆月球，其中还包括将一名女
性航天员送上月球。意大利则计划实
现该国宇航员成功登月的零的突破。

也门冲突双方宣布
释放首批1081名被俘者

也门冲突双方——也门政府与胡塞
武装代表——27日在瑞士小镇格里昂
宣布，双方已经同意“立即释放第一
批1081名与冲突有关的被俘人员”，
从而启动也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释放
被俘人员行动。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新闻司通报
说，过去一周里，在联合国也门问题
特使办公室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共
同主持下，“也门被俘人员交换协定
执行监督委员会”在格里昂举行第四
次会议，也门冲突双方在会议27日闭
幕时宣布了释放被俘人员的消息。

俄逾3000人接种新冠疫苗 
莫斯科市长称未出现问题

据俄罗斯卫星网27日报道，俄罗
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
莫斯科已经有超过3000人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没有人出现任何问题。

据报道，索比亚宁表示：“已经
有超过3000人接种，没有人出现任
何问题。”索比亚宁本人也已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他表示，他在接种疫苗
后，感觉良好，没有任何问题。

全球第二大闪存制造商Kioxia暂搁IPO 
成美中角力下受害者

全球第二大闪存芯片制造商Kioxia 
Holdings Corp 6600.T周一暂时搁置
首次公开发行(IPO)计划，因美国和
中国关系紧张令全球芯片市场乌云笼
罩。Kioxia若成功上市，将会是日本
今年规模最大的上市案。

Kiox i a先前名为东芝记忆体，原
先规划10月6日在东京证交所上市，
释出至多3,343亿日圆(32亿美元)股
权。大股东东芝6502.T原本计划出
售8%股权，暂停IPO消息出炉后东芝
股价一度暴跌8.6%，之后跌幅缩小
为3%。

Kioxia延后上市，凸显出美国和中
国的贸易和科技争端已经令全球芯片
行业蒙上阴影，供应链中许多公司都
受到影响。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希希望能与白宫
就新冠救助计划达成协议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希(N a n c y 
Pe los i)周日表示，她认为可以和白
宫就新冠疫情救助计划达成协议，
目前谈判还在继续当中。

“我们在进行对话。当我和政府
对话时，气氛真诚良好，”佩洛希对
CNN表示。“...我相信我们可以达
成协议。”

佩洛希周日表示，如果与特朗普
政府的僵局持续下去，她将在未来几
天提出法案，这“绝对有可能”，但
表示，她宁愿与白宫达成协议，也不
愿进行“夸夸其谈”。民主党领导的
众议院可能批准的任何法案，都不
太可能在由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中
推进。

今年1-8月美国五大湖区铁矿石贸易量
同比下降25.9%

据媒体报道，Lake Carriers Association 
(LCA)显示，2020年1至8月，Great 
Lakes铁矿石累计贸易量为2430万吨，
同比下降25.9%。

另外，2020年1-8月的发运量低
于5年平均水平，下降了23.2%。8
月份Great Lakes的总发运量为360万
吨，同比减少40.3%，低于五年月均
均发运量37.9%。

外媒:土耳其向阿塞拜疆派4000名士兵 

与亚美尼亚作战

阿塞拜疆街头的军方卡车

【海外网】据阿拉伯新闻网28日报道，亚美尼亚驻

俄罗斯大使称土耳其已从叙利亚北部向阿塞拜疆派遣

了约4000名士兵，将协助阿方与亚美尼亚作战。

【中新社华盛顿】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
地区法官27日裁决，
暂缓实施美国政府关
于将T i k T o k从美国移
动应用商店下架的行
政命令。

在当天举行的电话
听证会上，联邦地区
法官卡尔·尼科尔斯分
别听取TikTok和美国政
府两方律师的陈词。尼
科尔斯于当晚作出上

述裁决。
尼科尔斯认为，美

国政府针对T i k T o k的
禁令“在很大程度上
是一个单方面决定”
，几乎没有机会听取
TikTok方面的意见。

T i k T o k的律师则诉
称，美政府的禁令侵
犯了该公司享有的宪法
第一修正案权利，并对
公司业务造成不可弥补
的损害。

美国政府8月6日宣
布自9月20日起执行针
对微信和T i k T o k的禁
令，包括禁止通过美国
移动应用商店下载或
更新微信和T i k T o k应
用程序等。随着T i k-
T o k 1 9日宣布与美国
甲骨文和沃尔玛两家
公司初步达成三方意
向，针对T i k T o k的“
下架”禁令被推迟至
27日午夜。

美国联邦法官裁决暂缓实施TikTok下架行政令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官27日裁决，暂缓实施美国
政府关于将TikTok从美国移动应用商店下架的行政命令

【中新社华盛顿】
对于自己多年未缴或少
缴联邦所得税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
白宫回应称，“这完全
是假新闻。”

当 天 早 些 时 候 ， 
《 纽约时报》发表长
篇报道披露，特朗普在
2016年和2017年每年分

别只缴纳了750美元联
邦所得税。该报称，根
据其获得的20多年纳税
申报数据，特朗普在过
去15年里有10年没有缴
纳联邦所得税。

特朗普在当天举行
的记者会上否认上述报
道。他说，“这完全是
假新闻”，“事实上，
我交了税，但是我的
报税表正在被审计。
它们已经被审计很长
时间了。”

此时距离特朗普和
拜登的第一场总统候选
人电视辩论已不到3天
时间。特朗普指责道，
《纽约时报》只不过想
在大选前“编造一点故
事”，“那不过是假新
闻而已”。

被指两年分别仅缴税750美元 

特朗普称“假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

【海外网】据美媒
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
的前竞选经理布拉德·
帕斯卡尔在威胁要自残
后，被送院治疗。

美国《国会山报》 
27日援引《南佛罗里达太
阳哨兵报》称，妻子报警
称，帕斯卡尔最近把自己
关在佛罗里达州劳德代
尔堡的家中，持枪威胁
要自残。经过与警方气
氛紧张 的 交 流 后 ， 帕
斯卡尔已被送院治疗。

对此，特朗普竞选
团队发言人蒂姆·墨托
发表声明称，帕斯卡尔
是“我们家庭的一员，
我们都爱他”，并承诺
将以任何可能的方式
提供支持。

特朗普前竞选经理持枪要自残 

被送院治疗

布拉德·帕斯卡尔

被马克龙喊话辞职后 

白俄总统怒怼：2年前你就该下台
【海外网】当地时

间2 7日，法国总统马
克龙接受法媒采访时，
质疑卢卡申科当选白俄
罗斯总统的合法性，呼
吁卢卡申科辞职，还对
白俄罗斯的示威者大加
赞扬。对此，卢卡申科
回应称，按马克龙的逻

辑，2年前法国“黄背
心”运动刚开始时，他
就该下台了。

综合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
道，马克龙在采访中表
示，“白俄罗斯所发生
的是一场权力危机。专
制权力无法接受民主的

逻辑，抓住权力不放。显
然卢卡申科应该下台。”

马克龙还对白俄罗
斯的示威活动鼓吹了一
番，他说，示威者的勇
气给他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尤其是每
星期六都游行的妇女， 
“令人起敬”。

【路透华盛顿】过去
两周来，包括特斯拉
汽车(Tesla) TSLA.O、
福特汽车F.N、塔吉特
(T a r g e t )  T G T . N、
沃博联 WBA.O和家得
宝(Home Depot) HD.N
在内的约3,500家美国
企业控告特朗普政府，
因其对逾3,000亿美元
中国制商品征收关税。

这 些 美 企 在 美 国
国际贸易法院提起的
诉 讼 ， 点 名 美 国 贸
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美
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 B P )，指控他们通
过实施第三轮和第四
轮关税将中美贸易战
非法升级。

这些公司所发起的法
律挑战主张称，特朗普
政府未能在必要的12个
月期间内征收关税，
不符合行政程序。

根据汽车零件制造
商德纳DAN.N提出的
一项诉讼，这些美企
称政府“无边无际的
贸易战，对美国进口
商从中国进口的数以
十亿计美元商品造成
冲击”。

这些诉讼挑战L i s t 
3和List 4A这两组公司
的关税措施。L i s t  3
包括对大约2,000亿美
元进口产品征收25%
关税，List 4A包括对
1, 2 0 0亿美元进口产
品征收7.5%关税。

一项诉讼辩称，政
府不能“根据与不公平
知识产权政策和最初调
查做法无关的理由”，
将关税扩展至其他从
中国进口的产品。

提 起 诉 讼 的 企 业
包括：重型卡车制造商
Vo l v o  G r o u p  No r t h 

America VOLVb.ST、
美国汽车部件零售商
Pep Boys、服装公司
Ralph Lauren、西斯科 
(Sysco) SYY.N、吉他
制造商Gibson Brands、
联想0992.HK美国子公
司、伊藤忠商事 8001.
T子公司Dole Packaged 
Foods和高尔夫设备制
造商Ca l l aw a y  G o l f 
Co.。

家 得 宝 的 诉 讼 指
出，它面临竹地板、
无线电钻和很多其他
中国产品的关税。沃
博联(Walgreens Boots 
A l l i a n c e )  WBA.O
旗 下 的Walg reen称，
对“季节性新产品、聚
会用品、急救用品、办
公用品和家庭必备品”
等产品支付的关税增
加。莱特希泽办公室暂
时未回应置评请求。

约3500家美国企业

对特朗普政府征收中国商品关税提告

【经济通中国站】
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
克周日(27日)在二十
国集团(G20)能源部长
会议上表示，油市复
苏速度不会很快，需要
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到疫
情危机前水平，全球石
油需求预计按年跌最
多10%。

国际能源署(IEA)石油
工业和市场负责人上
周亦在活动中表示，
进一步下调原油需求
预测的可能性上升。

不 过 荷 兰 能 源 商

Vi t o l总裁哈迪直指，
油价在第四季几乎没
有上涨空间，因为疫
情的新限制措施导致
全球需求复苏步伐放
缓，现在好像没有很
大的催化因素出现，
需求不确定性上升。

他 又 指 全 球 炼 油
市场被挤压得令人难
以置信，大量库存令
需求疲软的情况雪上
加霜，未来几个月增
加产能的计划，可能
迫使现有炼油商退出
市场。

俄罗斯料油市复苏道路漫长 

今年原油需求料降一成

【路透法兰克福】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
委员维斯科( I g n a z i o 
Visco)周日表示，欧元
汇率最近升值走强令人
忧心，如果这导致通
胀进一步偏离欧洲央
行目标，央行势必将
有所反应。

维斯科也否认央行
决策官员对此意见分
歧，并称他的看法与执
委会一致。

“欧元近来趋于升
值令人感到忧心，因为
在通胀已然低迷的时
候，欧元升值将对物价
产生更大下行压力，”
维斯科说。

“货币政策的含意
很明显：如果下行压力

危及我们稳定物价的
目标，我们将不得不干
预。”“不过，如果相
反的效果浮现，那么
我们已采取的行动可
能就足够。”

9月1日，欧元兑美元

自2018年年中来首次触
及1.2011美元，但自那
之后欧元今年以来的涨
幅已回吐了一半，周五
收盘报1.1630美元，因
欧洲新冠病例再度激增
引发忧心。

欧洲央行管委维斯科称 欧元的升值令人忧心

欧元汇率最近升值走强令人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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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名韩国公民

疑似弃韩投朝途中遭朝方

射击身亡。韩国总统府青

瓦台28日向媒体发送信息

称，文在寅当天表示，这

是令人遗憾的不幸事件，

深表哀悼；韩国政府对该

事件深感歉疚，就此向国

民致歉。

文 在 寅 称 ， 朝 鲜 官

方迅速道歉并表态将采

取措施防止意外再次发

生，表达了朝方不愿局

势恶化的意愿。

文在寅说，朝方的表

态具有特殊意义，尤其

是朝鲜领导人很少直接

道歉，由此看出，朝方

并不希望南北关系被破

坏。他称，希望韩朝找

到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

问题。

“ 如 果 对 话 中 断 ，

就无法解决问题。”文

在寅表示，若韩朝不合

作，很难建立有效措施

防止悲剧再次发生，希

望这个悲惨的事件能促

成对话与合作，促进韩

朝关系发展。

韩国总统文在寅：望恢复韩朝军事通讯线
【中新社首尔】针对韩国公民被朝方射

杀一事，韩国总统文在寅28日向国民致

歉，并呼吁韩朝以此加强合作，恢复军事

通讯线。

【 海 外 网 】 疫 情 当
下，南澳大利亚州将婚
礼人数限制在150人内，
因规定严格，该州一对
夫妇日前申请举办大型
婚礼遭到拒绝。然而，
外媒发现，澳总理莫里
森25日也在该州举办活
动，与会者不但不戴口
罩，还一聚就是300人，
被外界质疑“搞双标”
。

据 《 每 日 邮 报 》 报
道，莫里森于25日抵达
该州首府阿德莱德参加
自由党年度会议，超过
300名自由党代表与会。
这一人数是南澳大利亚
州 婚 礼 人 数 限 制 的 两
倍。

根据该州现有防疫规
定，婚礼和葬礼的人数
被控制在150人以内。室
内会议和演讲虽然可以
扩大至1000人，但前提
条件是每个人之间都保
持两米的社交距离。此

外，与会人员还要提供
自己的联系方式。

但 从 自 由 党 成 员 海
蒂·吉罗拉莫（H e i -
di Girolamo）发布在社
交平台上的照片来看，
与会者们围坐在舞台附
近，几乎看不到明显的
距离。

这一幕让办婚礼被拒
的夫妇感到不满，并质
疑政府“搞双标”。准
新郎称，“这令人非常
沮丧，因为你一直在为
婚礼做计划。”澳在野
党副领袖苏姗·克洛斯
也批判称，在全州举行
300人的会议不合时宜，
因为各大公共场所都受
到婚礼限制的影响。

外媒称，这不是澳大
利亚自由党首次在疫情
期大办活动。今年8月6
日，也曾有一场约200人
的自由党会议召开，当
时政府对婚礼和葬礼的
人数限制为100人。

韩国总统文在寅

双标？澳这州疫情期婚礼仅限150人 

总理开会人数翻倍

莫里森在台上演讲

【中新网】据新加坡《
联合早报》报道，澳大利亚
第二大城市墨尔本的新冠疫
情持续好转，实施了近两个
月的宵禁令28日起解除。

根据规定，墨尔本居
民将可在任何时间外出
工作、运动、购买必需品
等。不过，他们仍不能离
家超过五公里，而为了制
止人们举行派对，违反其
他限制措施的罚金将提高
至近5000澳元。

据报道，其他一些限制
措施也将取消，包括允许
一些行业的员工返回工作
岗位，并恢复小型宗教活
动。小学生将从10月中旬
起返回教室，托儿所也将

重新开放。民众可在遵循
防疫规定的情况下，探访
医院和老年护理设施，但
仍然禁止家访。

墨尔本从8月2日起实施
宵禁。当时，隔离从海外
返回旅客的酒店出现安保
疏漏，导致墨尔本出现社

区传播，并成为澳大利亚
第二波疫情的震中。

在经过近2个月的努力
后，墨尔本所在的维多
利亚州9月27日仅新增16
例确诊病例和2例死亡病
例。同时，该州活跃病例
自6月30日以来，首次跌
至400例以下。

报道称，随着澳大利
亚和邻国新西兰的疫情都
受到控制，澳大利亚旅游
部长伯明翰说，希望在年
底前与新西兰建立起一条
旅游走廊。不过，伯明
翰9月27日接受采访时指
出，“最终新西兰是否向
澳大利亚开放，由新西兰
说了算。”

澳墨尔本疫情好转放宽限制措施 28日起解除宵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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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网】据韩联社报
道，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
本部长郑银敬28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表示，截至目前，韩
国国内共有三例新冠病毒和
流感双重感染病例。

郑银敬表示，上述病例
是2月底在大邱和庆尚北
道地区确诊的病例，虽然
具体临床症状有待进一步
检查，但均没有重症。

据郑银敬介绍，外国也
有报告新冠、流感双重感
染病例。从国家来看，土
耳其这一比例为2%，美
国为0.9%。美国每116例
病例中有1例同时感染新
冠和流感。

韩国出现3例新冠流感双重感染病例

韩国疾病管理厅厅长郑银敬

【新浪网】据印度
卫生部消息，截至当地
时间9月2 8日早8时（
北京时间1 0时3 0分）
，印度新冠肺炎累计确
诊病例突破600万例，
已升至6074702例。其
中死亡95542例，治愈
出院5016520例。

在过去2 4小时内，
印度共新增82170例。
单日新增死亡病例达到
1039例。

在各行政区中，目前
共计有18个邦和地区确
诊病例突破10万例。其
中疫情最严重的依次为
马哈拉施特拉邦、安得
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

另据印度医学研究理
事会公布的最新数据，
截止到9月27日，印度
共累计检测了7196万余
件新冠病毒测试样本，
其中27日共检测了将近
71万件样本。

印度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600万例

截至当地时间9月28日早8时（北京时间10时30分），
印度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突破600万例

【新华财经】印度央
行按计划将于29日开始
为期3天的双月货币政策
会议。由于通胀高企，市
场预计印度央行将在10
月1日结束本次会议时宣
布维持现行利率不变。

印度央行在8月初货币
政策会议上维持利率不
变，没有降息措施。自
今年3月份以来，印度央
行已经累计降息115个基
点。

印度央行利率政策按
兵不动主要由于通胀高
企。8月份，印度零售通

胀率为6.69%，超出了
央行6%的中期通胀目标
上限。市场预计，9月份
的通胀水平也会继续在
6%以上。印度通胀高企
主要是由疫情导致的供应
链冲击，这一状况目前仍
没有得到多少改善。

因为利率政策空间有
限，印度央行为推动经济
增长，不得不另辟蹊径。
加大政府证券的购买就是
印度央行的措施之一。此
外，印度央行维持充足的
流动性也能有效稳定经
济。

【中国化工报】由于需
求疲软利润率不佳，日前
韩国炼油厂考虑在10月份
进一步降低加工量，韩国
芳烃产量可能会因此受到
影响。

随着国际油价暴跌，
自 2 0 2 0 年 第 二 季 度 以
来，韩国多数炼油厂一
直在以较低的开工率维持
运营，而与疫情相关的封
锁措施也抑制了中间馏
分油的需求。市场消息
人士称，韩国炼油厂计划
在1 0月份将原油加工量
进一步降低5 ~ 1 0个百分
点，届时韩国原油蒸馏装
置加工量水平仅为产能的
70%~90%。

韩国是对二甲苯(PX)
、苯和苯乙烯单体(SM)
的主要出口国。由于上游
炼油厂的开工率下降，韩
国的PX装置一直低于满
负荷运转。安迅思分析师
Jimmy Zhang表示：“
韩国炼油厂降低开工率水
平将在短期内改善市场人
气，但由于中国PX行业
快速扩张，亚洲PX供求
基本面在较长时期内仍将

疲软。考虑到亚洲PX供
应过剩的严重程度，尽管
产量下降，但韩国生产商
很难收回损失。”中国
PX生产商东营威联和中
化泉州新建PX装置预计
近期投产，浙江石化预计
在2021年投产巨大的PX
产能。

安 迅 思 高 级 分 析 师
Jenny Yi表示，韩国炼
油厂开工率的降低将导
致苯产量下降，但亚洲
整体供应仍将充足，中
国的苯库存仍处于历史
高位，而中国的4座新工
厂将于近期投产，也加
大了第四季度亚洲市场
的供应压力。对于混合
二甲苯(MX)而言，韩国
进一步减产将导致亚洲
现货供应大幅收紧。9月
份市场供应趋紧已经推
动异构级MX价格升至6
个月高点。在苯乙烯单
体(SM)市场，一些韩国
生产商正考虑跟随上游
生产装置减产的步伐削
减产量，以避免亏损。
自6月份以来，SM利润率
一直处于负值。

【人民网】据《朝日
新闻》网站报道，国际能
源署(IEA)的统计数据显
示，日本2020上半年的国
内可再生能源占总发电量
的比例达到了23.1%。日
本政府曾表示，2030年之
前要将可再生能源的比例
提高到22-24%，如今很
可能会有声音呼吁制定更
高的目标。

此前，IEA对成员国提
交的发电量进行了统计。
统计结果显示，日本2020
年上半年的可再生能源发
电比例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8.6%。除了太阳能发电

增加了14.3%，风力发电
也增加了18.5%，同时生
物质发电增加了22 . 7%
，每一项的涨幅都不小。
另外，由于上半年降水量
很大，水力发电增加了
21.8%。

不过，由于新冠肺炎
疫情导致经济活动停滞，
日本的总发电量比去年同
期减少了5.4%。而天然
气和石油等的发电量也出
现减少，重启的核电站因
为安全因素等停用。受上
述因素影响，可再生能源
的所占比例，相比2019的
18.6%提高了不少。

韩国炼油商减产或致芳烃产量下降

日本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比例达到23%

印度央行或将维持利率不变

由于通胀高企，市场预计印度央行将在10月1日结束本次
会议时宣布维持现行利率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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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新安排，日
本将于2021年3月25日
开始奥运圣火传递，新
日程与之前的计划相比
总体上提前了一天。圣
火传递将在从位于日本
福岛县的国家级足球训
练中心“J-Village”开
始，火炬手将基本按照
东京奥运会延期之前的
圣火传递计划，在大约4
个月的时间将圣火传遍
日本的47个都道府县。

东京奥组委公布火炬接力日程 

明年3月25日开始传

东京奥组委公布火炬接力日程

【新浪体育28日讯】东京奥组委发布了调整后的东京奥运会

火炬接力日程。

【新浪体育28日讯】
20 2 0年全国女排锦标赛
第六比赛日在广东江门开
战，率先开战的是目前在
B组位列第二和第三的辽
宁女排与山东女排之间的
较量。目前山东女排小组
全胜暂列榜首，辽宁浙江
皆为两胜一负，辽宁凭借
小分优势位列第二。

最 终 浙 江 女 排 在 先
失一局的情况下连扳三
局，3-1逆转辽宁女排，
四局比分为9- 2 5 / 2 6 -
24/25-15/25-20。

辽宁女排首发阵容为：
主攻：林芯羽、石冰彤
副攻：胡铭媛、王路加
二传：丁霞
接应：孙小轩
自由人：宫美子
浙江女排首发阵容为：
主攻：李静、蒋虞晓
副攻：沈佳蓉、杨妍钰
接应：朱悦洲
二传：蓝佳莉
自由人：汪慧敏
首局比赛辽宁女排在接

应孙小轩的发球局打破僵
局，一波得分小高潮将比

分带至13-5的领先。越打
越顺的辽宁女排进攻、拦
网、发球全面开花，浙江
女排换人、暂停轮番上演
仍未能止住颓势。最终浙
江女排三号位快球配合失
误，辽宁女排以25-9的巨
大领先优势先下一城。

第二局比赛浙江女排启
用老将二传王娜首发，不
过在开局取得的效果并不
明显，浙江女排也以2-8
的分差再度处于被动。此
后，前联赛冠军浙江女排
逐渐拉小分差，并在局
末18-22时连续得分，将
比分带至20-22。局末辽
宁女排24-21获得两个局
点，但浙江女排在关键分

的表现明显更胜一筹，连
得5分以26-24扳回一城。

相比于前两局开局的
大开大合，第三局比赛则
显得激烈多了。辽浙双方
从开局战至9平，防守更
加出色的浙江连得三分，
率先打破了僵持的局势，
也将比分带到12-9的领
先。落后的辽宁女排频频
失误，反观浙江女排则是
越战越勇，继第二局惊险
逆转获胜后，第三局以
25-15再下一城。

据胜利仅一步之遥，第
四局浙江女排在开局取得
4-1的领先。3分的领先优
势被浙江女排保持到了最
后，以25-20拿下第四局。

【新浪体育28日讯】（意大利当地时
间27日20时45分），意甲第2轮开始1场角
逐，尤文图斯客场2比2平罗马。拉比奥手
球送点，韦勒图主罚命中。C罗造点并主
罚扳平。韦勒图随即再度超出。下半场，
哲科打中立柱。阿图尔替补出场完成首
秀。拉比奥两黄下场。C罗头球追平，成
为首位在欧洲5大联赛打进450球的球员。

皮尔洛进行轮换并变阵4-4-2。从马
竞租借尤文的莫拉塔与C罗搭档锋线，
弗拉博塔回到替补席，库卢塞夫斯基改
打右翼，夸德拉多则换到左后卫位置。
罗马方面，未能转会尤文的哲科出任中
锋，佩德罗与姆希塔良提供支援。从
维罗纳加盟的昆布拉上演首秀。帕斯托
雷、佩罗蒂、扎尼奥洛因伤缺阵。

罗马（3-4-2-1）：83-米兰特/23-
詹卢卡·曼奇尼，3-伊瓦涅斯，24-昆
布拉/18-桑顿(68'布鲁诺-佩雷斯)
，21-韦勒图，7-佩莱格里尼(72'迪
亚瓦拉)，37-斯皮纳佐拉/11-佩德
罗，77-姆希塔良/9-哲科。

尤文图斯（4- 4- 2）：1-斯琴斯

尼/13-达尼洛，19-博努奇，3-基耶利
尼，16-夸德拉多/44-库卢塞夫斯基(85'
弗拉博塔)，25-拉比奥，14-麦肯尼(58'
阿图尔)，8-拉姆塞(68'本坦库尔)/9-莫
拉塔(58'道格拉斯-科斯塔)，7-C罗。

【网易体育28日讯】20/21赛季西甲
联赛第3轮迎来最后一战。在诺坎普球
场，巴塞罗那主场4-0大胜比利亚雷亚
尔，科曼迎来开门红。梅西打进点球并
制造保-托雷斯乌龙，法蒂梅开二度并
制造点球。在西甲历史上，两队共交锋
40次，巴萨23胜9平8负，得失球为85比

52。在主场，巴萨13胜4平3负，得失球
为49比22。特尔施特根、布莱斯维特和
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因伤休战，托迪
波、乌姆蒂蒂落选大名单。

巴 塞 罗 那 ( 4 - 2 - 3 - 1 ) ： 1 3 - 内
托/20-塞尔吉-罗贝托、3-皮克、15-
朗格莱、 1 8 -阿尔巴 / 5 -布斯克茨
(78’8-皮亚尼奇)、21-德容/10-梅
西、14-库蒂尼奥(70’16-佩德里)
、22-法蒂(70’11-登贝莱)/7-格里兹
曼(78’17-特林康)。

比利亚雷亚尔(4- 4- 2 )：1-阿森
霍/2-加斯帕、3-阿尔比奥尔(84’6-
莫里)、4-保-托雷斯、15-埃斯图皮
南/11-楚乌泽(74’16-久保健英)、5-
帕雷霍、19-科奎林(46’14-特里格罗
斯)、23-莫伊-戈麦斯/7-赫拉德-莫
雷诺(84’9-巴卡)、19-阿尔卡塞尔
(46’10-伊沃拉)。

【网易体育28日讯】2020-2021赛
季德甲第二轮继续进行，在莱茵-内卡
竞技球场，卫冕冠军拜仁慕尼黑客场
对阵霍芬海姆。上半场，比查克契奇头
球破门，达布尔单刀建功，基米希世界
波扳回一球，拜仁1-2落后霍村。下半
场，克拉马里奇梅开二度，诺伊尔出击

送点。最终，拜仁客场1-4不敌霍芬海
姆，新赛季首尝败绩，连胜纪录止步于
23场。目前，在积分榜上，拜仁1胜1
负，暂居第六位。两队出场阵容：

霍芬海姆（3-5-2）：1-鲍曼/38-波
施、22-沃格特、4-比查克契奇（39’29-
斯科夫）/25-阿克波古马、8-盖格尔
（59’9-贝布）、18-萨马塞库、3-卡德
拉贝克、14-鲍姆加特纳（58’20-加西诺
维奇）/10-达布尔（80’11-格里利奇）
、27-克拉马里奇。

拜仁慕尼黑（4-2-3-1）：1-诺伊
尔/5-帕瓦尔（57’18-格雷茨卡）、17-
博阿滕、27-阿拉巴、19-戴维斯/6-基米
希、24-托利索（72’42-穆夏拉）/22-
格纳布里、25-托马斯-穆勒、19-萨内
（72’29-科曼）/14-齐尔克泽（57’9-
莱万多夫斯基）。

全锦赛浙江女排3-1神奇逆转辽宁 

上海3-0轻取云南

中国女排

【网易体育2 8日讯】
西甲联赛第3轮，马德里
竞技坐镇主场迎战格拉纳
达，这是马竞新赛季的首
场西甲比赛。上半场比赛
迭戈-科斯塔为马竞首开
纪录，菲利克斯制造点球
后萨乌尔罚丢点球。下半
场比赛科雷亚和菲利克斯
破门扩大领先优势，苏亚
雷斯替补出场后助攻略伦
特破门，并打进了个人马
竞处子球，格拉纳达终场
前扳回一球，苏亚雷斯伤

停补时再入一球，最终马
竞6-1大胜格拉纳达，取
得新赛季开门红。

马竞（442）：13-奥
布拉克/12-洛迪、18-费
利佩、15-萨维奇、23-
特里皮尔/21-卡拉斯科
（70'5-托马斯）、8-萨
乌尔、6-科克（76'20-
比托洛）、 1 0 -科雷亚
（76'11-勒马尔）/7-菲
利克斯（70'14-马科斯-
略伦特）、19-迭戈-科斯
塔（70'9-苏亚雷斯）。

格 拉 纳 达 （ 4 2 3 1 ）
：1-鲁伊-席尔瓦/ 2 -
富 尔 基 耶 、 2 0 - 巴 列
霍、22-多明戈斯-杜阿
尔特（8 4 ' 6 -格尔曼）
、16-维克托-迪亚斯/5-
米利亚（71'8-埃特基）
、 2 1 - 扬 格 利 - 埃 雷 拉
（7 1 ' 1 4 -维科）/2 4-
肯尼迪（60'26-索罗）
、 1 2 -阿齐兹、 1 0 -安
东 尼 奥 - 普 埃 尔 塔 斯
（60'11-马齐斯）/23-
莫利纳。

意甲-C罗两度追平救主 

10人尤文客场2-2战平罗马

意甲第2轮，尤文客场2比2平罗马。拉比奥
手球送点，韦勒图主罚命中。C罗造点并主
罚扳平。韦勒图随即再度超出。下半场，哲
科打中立柱。阿图尔替补出场完成首秀。拉
比奥两黄下场。C罗头球追平

西甲-梅西点射+造乌龙 
法蒂梅开二度 巴萨4-0黄潜

巴萨4-0黄潜

德甲-基米希世界波诺伊尔送点 

拜仁1-4霍村连胜终止

拜仁1-4霍村连胜终止

西甲-苏牙首秀2射1传菲利克斯建功 
马竞6-1开门红



们从衣柜里面挑
出新衣服换上，
光是拉炼，就让

他们上上下下玩了好半
晌。
两个人笑得前俯后仰，吴
卫拿起iPhone，按照指导
手册里的方法，留下他们
抵达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张
照片。
然后他们下楼，冰箱里的
矿泉水、易开罐……无一
幸免，桌子地板被他们弄
得一团乱，但是两人却玩
得很尽兴。
直到钟上面的指针指向十
点半。
论论累了，他趴在地板
上，屁股翘得老高，兴奋
了大半天，吴卫也觉得
饿。
他抱起儿子说：“走，爹
爹做饭去。”
听到饭，论论的小脸仰
起，露出细碎的小白牙。
父子俩往厨房走去，才走
了三、五步，就听见客厅
处传来开门声。
是谁？！吴卫迅速转头，
看见打开的门后头出现一
个中年妇人，她穿着花布
衫，微胖的屁股顶进来，
她背对吴卫，弯腰将菜篮

子提进门。
她转身看见一片凌乱，惊
呼出声，“夭寿骨哦，是
哪一个膨肚短命的？！”
然后她看见一脸错愕的吴
卫。
“先生，有小偷吗？”
先生？在叫他吗？对，这
里不时兴喊公子的。
吴卫摇摇头，当作回答。
“不然为什么这么乱？是
先生弄的哦？”
吴卫脸微红，本想指论
论、赖到儿子头上，没想
到论论比他更快，声音轻
快而响亮，并且毫不犹豫
地回答：“是。”
微红变成爆红，他惭愧地
低下头，他确实忘形了。
吴卫正想道歉，却没想到
对方的嘴巴像装上连续发
射的强弩似的，操着一口
奇妙口音的国语，快速说
话。
“先生，你又发酒疯了
厚？就告诉你咩，旧的不
去、新的不来，啊!太太
本来就是神经兮兮的，一
下子疯、一下子闹，整个
家被她弄得乱七八糟，她
愿意离婚，是祖先有保庇
捏，不然哪有这么顺利的
啦。”

“不是我在讲的啦，凭先
生的条件厚，随便找都马
有一堆女人想要嫁，啊，
你这样看不开，天天喝酒
买醉，要是不小心掉进湖
里怎么办？”
“也不想想我们家论论
这么小，没有妈妈已经
很可怜了，再没有爸
爸……厚，先生，你要振
作起来，我只有上班到晚
上七点捏，如果你在晚上
出事，谁能来救你？大罗
神仙没有手机也没有LINE，
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
灵的说……”
她一边碎碎念、一边收拾
满地狼藉。她的嘴巴很
快、动作更快，因此沉默
的吴卫在短时间内搜集到
不少情报。
这位大婶叫阿玉，是“吴
卫”雇的奴婢，她每天早
上十点到十一点左右来到
这里，她的工作是买菜、
整理家务，做午餐、晚
餐，等他们吃饱后就下班
了，隔天再出现。
她住在公车站旁的那排透
天厝其中一间，家里有丈
夫和未出嫁的女儿，女儿
在医院里当护士，丈夫已
经从农会退休，目前在
自家附近的农地种水果，
地不大，但自吃送人两相
宜。
要是雨水足、没天灾，顺
利丰收的话，还可以拿到
市场卖，赚些小钱。
阿玉婶说自己是劳碌命，
从年轻忙到老，前年躺在
床上十年的婆婆过世后，
日子突然空闲下来，她就
四处打打工，然后，半年
前来到吴家。
这个时代果然与古代不一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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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了起来，见到他，我也
很高兴，和他握手，就
急不及待地道：“包勃的

飞机失事，酋长的死，斐将军下
台，‘主宰会’处事的手段，真干
净利落。”
青龙的神情，在一刹那，十分难以
形容。

第十三部：去看看那电话

那种神情，一闪即过，我也没有多
留意，他立时道：“是啊……哦，
那天晚上，我首先向你提及‘主宰
会’，那……是我不对。”
我大是愕然，一时之间，不知道
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他忙解
释：“我是说，你一向对探索奥秘
的事，有锲而不舍的精神，要是
由于知道了‘主宰会’的存在，
而……”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是怕我和“主
宰会”作对，在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的
同时，心中也疑惑之极，他为什么要
担心？是关心我？
青龙接着说的话，倒解决了我心中疑
惑的一部分：“‘主宰会’……势力
庞大，若是和它敌对……那不是是个
人力量所能应付的。”
我对他的说法，不是很同意，但也没
有必要和他争论，所以我没有说什
么，他转过头去并不望我，看来像是
不经意地问：“你当然把整件事都当
作结束了？”
刹到之间，我心中大是起疑，他掩饰
得极好，但是我仍然可以强烈感到，
他来找我，怀有某种目的。而且他的
态度十分怪异，倒像是也为了打听
我是不是会继续探索事情的真相而来
的。
我心中起疑，但不动声色，淡然
道：“不告一段落也不可能了。”

青龙象是对我的答复相当满意，话头
一转：“你曾提到过一批十分可怕的
照片……”
他说到这里，顿了一顿，等候我的反
应，我皱眉：“可怕之极，而且，不
知道那是一种什么现象，是古九非自
包勃身上偷来的。”
青龙小声问：“我可以看看？”
我心想，既然已向他提起过这件事，
不让他看那批照片，未免说不过去，
所以我点头，把他领到了书房，取出
那批照片给他看。
青龙抿着嘴，看得很认真，看完这
后，他才大大吁了一口气：“真可
怕，也难以设想是在什么情形之下，
拍到这批照片的，你有什么概念？”
我本来有不少设想，可是此时，我既
然觉得他神态有异，自然也不肯再说
什么了，只是摇头：“一点也没有，
甚至无从设想……那是一种特技化装
术所造成的效果？”

“喂！关梦君！”冯丹荷看着他心不在
焉的样子觉得有点怪，忍不住更大声的
连名带姓叫他。“啧，难得我心情好叫
你一声学长，谁知道你还不领情。”
回神，他随意的夹了口菜。“有事？”
“钦，真的好久不见了呢！”
“是啊。”
“喂，还能看到你，我真的很开心。”
“谢谢。不过……”他太了解她了，她
不会以为她心里在想什么，他会不知道
吧？“你若是真的再也看不见我，那表
示……有人麻烦大了，你又怎么开心得
起来呢？”
狠瞪了他一眼，不过，她可不会被他的
话影响自己的好心情。“你知道你一出
现，我的好事就要近了。”
她啜了口温过的日式清酒，优雅的举
止，完全符合一个大家闺秀的标准。“
我爸说，打算最近就让我们订婚，下个
月初是我生日，日子有可能就订在那时
候。”
滕原看了她一眼，又看了关梦君一眼，

却没有说什么，继续做料理。
“会不会太快？”
“不会啊，没有一些改变，事情就老僵在
那里，闷死了！”
“我失踪了十个月，这段时日你的想法还
是没有改变，执意和我订婚？”他想起了
他们的那个约定！
十个月前在冯老寿宴上，他心情郁闷的走
上邮轮甲板上吹风，冯丹荷也跟了上来。
“一个人到这里来吹风，关梦君又打算并
吞哪家企业了？”她踏上甲板正好看见他
有些阴郁的表情，戏谑的话语柔柔的说
出，感觉上像另类的撒娇。
“你要去通风报信吗？”他淡瞥了她一
眼。
“钦，我腿不够长，等我报信，那家公
司大概早被吞下、肢解、转卖了！”她
一笑。“喂，干嘛上来吹海风？这里好
冷。”
“我喜欢安静。”
“我以为你会想知道我最终会选择谁呢！
这可是这场寿宴里最热门的话题。”

她将手上喝剩的半杯酒递给他。
“答案不是早知道了吗？”他接过酒杯，
微晃了下，再把酒原封不动的递还给她。
冯丹荷一扬眉。“啧，扫兴！”她凑近
他，彼此距离相距不到一公分。“关梦
君，我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冷眸直透她眼底的玩
味。
“我是真的喜欢你。”还玩吗？这女人！
“你的喜欢我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相同的地
方，讨厌我不就等于讨厌你自己。”
连这个他也知道！无趣！她意有所指的
道：“不好玩！你知道吗？我最讨厌那种
懦弱又胆小的家伙。”
尤其是那种明明就喜欢，却又顾忌东、顾
忌西而迟迟不敢下手的人，超闷的。
“所以，那种家伙一旦喜欢上你，只怕要
吃上不少苦头，当然，如果你也喜欢他，
他的苦头也不会因而少吃些。”
她转开话题，“关梦君，你有喜欢的女人
吗？”
“没有。”

良沉吟了一阵，道：“咱们遇上
了江湖上机智、武功最高强的敌
手，情势瞬息万变，二女远离现

场，自是无法随机应变，谋良策，老朽相
信，只要二女在场，必可想出对付强敌办
法。”
黄荣目光一转，只见左少白仍然呆呆的望
着那黄衣人出神，心中大感奇怪，正待出
言喝叫，却被万良出手阻止，说道：“他
这般凝注不瞬，定有原因，不要惊动了
他。”
只听左少白长长叹息一声，站起身子，自
言自语的说道：“这就奇怪了。”
黄荣忍了又忍，还是忍耐不住间道：“大
哥，什么事奇怪？”
左少白道：“这黄衣人似是面熟得很，但
是搜尽枯肠，也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黄荣道：“也许是有些相像而已。”
左少白摇摇头道：“不是，我一定见过这
人，而且印象深刻，为什么竟然想不起来
呢？”
万良道：“左兄弟在那‘无忧谷’，居住
数年，谷中清静。决非谷中所见了。”
左少白道：“不错，那‘无忧谷’中，除
了我两个恩师之外，就只有在下一人。”
万良道：“那是出得‘无忧谷’见到的
了？”
左少白道：“不是。”
万良道：“那是在你幼小之时，白鹤堡中
见到的了？”
他经验丰富，脉络分明的提醒左少白的记
忆。
只觉脑际间灵光连闪，突然住口不言。
万良轻轻叹息一声，道：“不用想了，你
好好的休息一会再想，也是一样。”
左少白突然闭起双目，两行泪水，分由眼
角间流了下来，眉宇间也呈现出一片痛苦
之色。
黄荣吃了一惊，道：“大哥，你怎么
了？”
左少白缓缓睁开双目，道：“我想起来
了。她很像一个人。”
黄荣道：“什么人？”

左少白道：“唉！不说也罢。”
但他却又似无法抑制住心中的痛苦，望着
室外，自言自语的说道：“奇怪呀！世界
难道真有这等相像的人么？”
黄荣心中暗道：“大哥为人一向豪放，怎
的今日竟变的这等吞吞吐吐？”口里仍是
忍耐不住，道：“大哥，这女人像哪一
个？”
左少白一脸痛苦之色，几度欲言又止。
万良轻轻一拉黄荣衣袖，道：“不用问
了。”
这黄荣为人，虽然稳健，但他究是无法和
万良那丰富的阅历、经验相比。心中忖
道：“这有什么不能说了，她不过是像一
个人，说出来打什么紧？”
左少白突然站起身来，缓步向内室踱去。
黄荣望着他的背影，心中忽然一动，暗
道；这女人对他的影响，当真有如此之大
么？原来，左少白举步落足之间，有似拖
带了万斤重铅，似是陡然间进入了老迈之
境。
直待左少白步入了内室，放下了垂帘，黄
荣才把目光转到万良的脸上，道：“老前
辈这是怎么回事呢？”
万良道：“唉！他的心情很沉重。”
黄荣道：“不错，沉重的似是已超过了一

个人可能的负担。”
目光转注那黄衣女人的身上，接道：“
只是为了这黄衣女人？实叫我百思不解
了。”
万良沉吟了一阵，道：“这女人和他定有
着密切无比的关系，而且又受着他极度的
尊崇，是以，有着无法出口之苦。”
黄荣道：“会是谁呢？”
万良道：“他的长辈。”
黄荣道：“就算像他一位长辈，那也不用
如此痛苦啊！”
万良道：“如若他心中所想的不只是相
像，而是想到了此人就是其人呢？”
黄荣若有所悟的啊了一声，道：“我有些
明白了……”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不
过，还是不太清楚。”
万良道：“此刻，暂时不用管他，也许这
等痛苦和折磨，有助他回想起一些幼小的
往事，那该是有助于他推想到白鹤门的被
屠内情。”

第三十二章　似曾相识 

黄荣道：“有了！”
万良道：“有了什么？”
黄荣道：“咱们只要把这黄衣人的出身逼
问清楚，岂不是可以解了那左大哥的心中
之疑？”
万良低声说道：“此刻那玉美人中的药
力，恐怕早已失去了作用，如若咱们再
解开她的穴道，也许立时是一场恶猛之
战……”
轻轻叹息一声，接道：“不是老朽自没
威风，咱们两个人，只怕也不是她的敌
手。”

(125)

(209)(09)

万

优化生活环境是创造甜美生活
的重要途径。
对所有人以诚相待。
同多数人和睦相处。
和少数人常来常往，只跟一个
人亲密无间。
对于人生利益，任何一个人都
不可过分执着。

他

(82)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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