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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晴天	 25-31℃

泗水	 晴天	 25-33℃

棉兰	 雨天	 22-30℃

登巴刹	 晴天	 25-34℃

坤甸	 云天	 24-32℃

今
日

宜	 理发	扫舍	伐木	捕捉

忌	 开渠	安床

生肖相冲			虎

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11月 24日）

累计确诊 : 506,302 例
疑似患者 ： 64,414 例
新增病例 :   4,192 例
累计死亡 :  16,111 例
累计治愈 : 425,31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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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业革命使数字时代即将来临

总统要求年轻一代充分使用数字化智能

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是
数字技术所驱动的生产方
式的变革,更将带来整个社
会体系的变革。因此，总
统要求年轻一代必须迎接数
字化时代并充分使用数字化
智能，有效使用数字设备以
满足个人各种日常生活的需
求，包括学习的需求和组织
性的需求。

总统接着说，“在数字
时代能够有效使用数字设备

非常重要。	 科技时代不断
进步发展，如果无法与时俱
进，我们将无法有效充分利
用数字化智能的设备。”

总统呼吁年轻一代利用
数字技术的发展来促进数字
创业，聪明利用数字化技术
成为成功的数字化企业家。	
年轻的一代，特别是大学
生，需要发展和利用技术
信息和通信（ICT）来进行
创业，将创业技能与技术技
能相结合，并利用数字技术
来发展现有业务，使用新模
式创造业务机会。

总统补充说，随着《
创造就业综合法》或（UU	
Cipta	Kerja）的实施，企业
家创业的机会更加的广泛。
这是政府决定进行的一系列
结构性改革，简化繁文缛节
的营商和投资程序，提供中
小微型企业（UMK）营商的
便利。简化重叠的多项法规
和复杂的办理程序，全部许
可申请将通过在线许可系统
中申请，以防止官员非法收
费和扼制贪污腐败的不良官
僚行为。总统总结说。(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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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科威总统周一（11月23日）以视频方式出席印度尼西亚天主教大学生协会(PMKRI) 
全国工作会议开幕式并在会议上致辞。

【国务秘书部网站】佐科威总统周一（11

月23日）以视频方式出席印度尼西亚天主教

大学生协会(PMKRI) 全国工作会议开幕式并

在会议上致辞中说，第四次工业革命使数字

时代即将来临。 

【Liputan6雅加达讯】
财政部记载截至2020年
10月底的税收收入落实
达991兆盾。该数额包括
税收收入为826.9兆盾，
和海关与消费税达164.0
兆盾。

财政部长丝莉.慕利亚
妮(Sri	Mulyani	Indrawati)
在雅加达的APBN	KiTa中
称，“税收收入，尽管
情况相当困难，我们仍
将努力保持税收。截至
10月份的落实为991兆
盾，或占我们的指标的
70.6%。”

丝莉.慕利亚妮意识
到，若与去年同期相比
的话，则2020年10月的
税收收入减少了15.6%
。2019年10月的税收收

入落实为1173.9兆盾。
她 说 ， “ 这 意 味 着

我们的税收收入低于去
年的15.6%。由于在整
个经济体系中采用了税
收激励措施，包括雇员
税，所得税(PPh)和增值
税(PPN)在内的各种类型
的税收都面临压力。

她 记 录 ， 对 油 气 所
得税仅录得为	 26.4兆
盾，该落实更低或比去
年同期的74.4兆盾下降
了46.5%。

而 非 油 气 所 得 税 贡
献 4 5 0 . 7 兆 盾 ， 或 比
去年同期收缩 1 9%。
然后增值税录得329兆
盾 。 土 地 和 建 筑 物 税
(PBB)13.4兆盾，及其
他税收达5兆盾。(xin)

【 雅 加 达 综 合 讯 】
Worldometers世界实时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香港时
间11月24日12时46分，
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
例超过59 5 1万例，达到
59,514,826例，累计死亡
病例超过140.2万例，达
到1,402,028例。美国新
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全球
最多，超过1277万例，达
到12,777,174例；累计死
亡病例超过26.3万例，达
到263,687例。截止北京时
间11月24日11:23，印度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917
万例，为9,177,722例，死
亡病例超过13.4万例，达
到134,2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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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 3日印尼西部
时间（WIB）12时00分，
国内新增确诊病例44 4 2
例，全国累计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已突破50万例升至
506,302例。印尼成为东
南亚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
死亡率最高的国家。

过去24小时雅京特区新增
确诊病例1015例,	其次是中
爪哇省新增928例，接着是东
爪哇省新增354例，西爪哇省
新增病例299例，万丹省新增
144例，廖内省新增病例138
例，巴厘岛新增111例，巴
布亚新增100例。

过去24小时新增死亡人
数109例，全国累计死亡病
人数已达16,111例，全国新
增治愈出院病例为4192例，
全国累计治愈患者425,313
例。截至11月24日全国疑似
患者为64,414人。(v)

【点滴网雅加达讯】
截至2020年10月的国家收
入录得为12 7 6 . 9兆盾。
该数字有所收缩15.4%。
其细节是，税收收入录得
991兆盾，非税收国家收入
(PNBP)278.8兆盾，和馈赠
为7.1兆盾。

而截至2020年10月的国
家支出达2041.8兆盾,增
长13.6%。相当于占2020
年国家收支预算支出指标
2739.2兆盾的74%。该支
出包括中央政府的支出为
1343.8兆盾，和转账至地

区及乡村资金698兆盾。
财政部长丝莉.慕利亚

妮(Sri	 Mulyani	 Indrawati)
称，藉着上述成就，则截至
2020年10月的国家收支预算
(APBN)赤字为764兆盾。

该预算赤字落实比只有
289.2兆盾的2019年10月的
赤字有显著的增加。2019
年10月，其赤字仍在占GDP
的2%以下。

丝莉.慕利亚妮在APBN	
KiTa	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如果我们从国家支出方面来
看则出现增长	 13.6%，	如

果我们看一下其收入，则我
们的赤字达764.9兆盾，或占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67%
。预计整年的赤字占GDP的
6.34%。”与此同时，截
至2020年10月的我国经济录
得负2.0%。然后通货膨胀
0.95%，和盾币汇率处于每
美元兑1万4228盾水平。

她说，“今年迄今为止
3个月利率3.21%	 较低，
我们的原油价格每桶38美
元，原油日产量仍在70万
桶左右，和天然气的油当
量为135万桶。”(xin)

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5951万例

印尼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升至506,302例

截至2020年10月

预算赤字达764.9兆盾占GDP 4.67%
截至2020年10月底

税收收入达991兆盾同比下降15.6%

财政部长丝莉.慕利亚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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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据

（截至 2020年 11月 24日）

顺序 地区 新增 确诊 死亡 治愈

1 雅加达 1015 129188 2561 1.98% 117969 91.32%

2 东爪哇 354 59398 4215 7.10% 52546 88.46%

3 中爪哇 928 49313 2153 4.37% 36051 73.11%

4 西爪哇 299 48965 872 1.78% 40452 82.61%

5 南苏省 95 20091 488 2.43% 18128 90.23%

6 廖内省 138 18893 419 2.22% 16413 86.87%

7 苏西省 58 18684 352 1.88% 15258 81.66%

8 东加省 90 18504 567 3.06% 15903 85.94%

9 苏北省 81 15069 597 3.96% 12446 82.59%

10 巴厘岛 111 13294 411 3.09% 12151 91.40%

11 南加省 21 12934 518 4.00% 11775 91.04%

12 万丹省 144 11950 314 2.63% 8238 68.94%

13 巴布亚 100 9859 137 1.39% 5007 50.79%

14 苏南省 47 9160 491 5.36% 7424 81.05%

15 亚齐省 6 8160 306 3.75% 6410 78.55%

16 北苏省 25 6471 237 3.66% 5163 79.79%

17 东南苏省 65 6167 96 1.56% 4769 77.33%

18 中加省 51 5496 183 3.33% 4437 80.73%

19 日惹特区 84 5303 133 2.51% 3997 75.37%

20 廖内群岛 45 5258 133 2.53% 3908 74.32%

21 西巴布亚 76 5076 82 1.62% 4449 87.65%

22 西努省  14 4550 235 5.16% 3623 79.63%

23 马露姑 0 4271 60 1.40% 3680 86.16%

24 楠榜省 67 3154 126 3.99% 1689 53.55%

25 哥伦达洛 2 3065 89 2.90% 2956 96.44%

26 北马露姑 3 2352 81 3.44% 1971 83.80%

27 西加省 31 2288 22 0.96% 1733 75.74%

28 占碑省 41 1690 36 2.13% 1203 71.18%

29 中苏省 81 1632 62 3.80% 969 59.38%

30 朋古鲁 13 1587 71 4.47% 1244 78.39%

31 西苏省 2 1377 20 1.45% 1009 73.28%

32 北加省 89 1235 16 1.30% 911 73.77%

33 东努省 1 960 16 1.67% 652 67.92%

34 邦加勿里洞 15 908 12 1.32% 770 84.80%

本周早些时候，数百个花环排列在雅京军区总部
附近。这些花环是当地居民送来的，他们以此对雅
京军区司令Dudung Abdurachman少将及其属下清除
Habib Rizieq Shihab（HRS）那些非法广告牌的步骤，
表示赞赏和感激。

在伊斯兰捍卫者阵线（FPI）领导人HRS返回之前，
欢迎此人返回我国的各色各样广告牌散乱地悬挂在雅
加达一些街道。在HRS回来后其支持者悬挂的广告牌
越来越多，不仅破坏了城市的美丽和秩序，也扰乱市
区的安宁。

这些广告牌的安装杂乱无章。须知这是需要许可
证、其大小必须合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安装广告
牌要缴税。FPI和HRS的支持者却随心所欲，全然不
理会那些规则。

上周，来自雅京军区司令部的陆军部队拆除了雅
加达街道上的那些广告牌。这一行动与民众谴责在
Petamburan、Tebet和茂物市Megamendung支持HRS围
聚的人群的反应是一致的，HRS的支持者被认为违反
健康协议的规定，其后果影响深远。

由于人群围聚的场面失控，警察总长采取严厉行
动，将西爪哇和雅加达警署长撤职。这两名警署长
及他们手下的几名警官必须为他们的疏忽，或没能
防止和控制可能导致新冠病毒（Covid-19）扩散的
人群围聚负责。

警方随后还传唤了雅加达首都专区省长阿尼斯
（Anies Baswedan）和西爪哇省长利德宛·卡米尔
（Ridwan Kamil），要求他们澄清HRS的事件，事件
的后继发酵变得非常严重。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上述Dudung少将拆除HRS广告
牌，是越过了国军法规定中的权力，还是仍在现行法
规的范围内。一些政客认为军区司令的举动已经越
位，因为进入了实际政治领域。

Dudung Abdurachman陆军少将在最近的声明中称，
拆除这些广告牌是应雅加达城管队（Satpol PP）的要
求。他在11月23日说：“是的，的确是应他们的要
求，我们确实是在一起的。”

尽管是应Satpol PP的要求，Dudung强调，移除FPI
的广告牌也是他的倡议。他说：“我们按照程序和规
定进行。由公务员警队提出，因为执行省长和地方政
府条例的是他们。”

这似乎是Dudung主动举措，事实证明国军总部从
来没有下过命令。11月22日，国军新闻处中心负责人
Ahmad Riad少将称：“总部没有拆除广告牌的命令。
这是雅京军区司令本人视当地局势而定的政策。”

总统府方面也确认，拆除广告牌并非佐科威总统
的命令。11月22日，总统办公厅（KSP）首席专家
Donny Gahral Adian对媒体表示：“ 众所周知，法律
规定国军的作用之一是帮助地方政府，因此可以依法
办事。拆除广告牌也需要总统指示么？太过分了。这
只是有关广告牌的问题，又不是什么紧急大事。”

他强调，不符合规定安装的广告牌确须拆除。在
援助框架内可以部署国军，无需任何国家政治决策
的具体指示。Donny说：“有了涵盖国军的法律保护
伞，不符合规定的广告牌就须拆除，不需要总统下
令，可以直接采取行动。”

雅京军区司令的举动推动雅加达地方政府采取更
加果断和勇敢的行动，执行现行规则，得到民众的
赞赏，赢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尊重。无论是谁都必
须遵守适用的规则，不可随便安装广告牌或举办各
种街头活动。

对HRS及其支持者来说，HRS返回我国后发生的
各种事件应该成为宝贵的经验教训。作为一个领导
者，HRS必须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树立榜样，兑现
他作为一个好公民的承诺。否则，他可能成为人民公
敌，使他和其支持者在未来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

国军下手拆除
破坏市区秩序安宁HRS广告牌

外 交 部 长 蕾 特 诺
（Retno Marsudi）说，
对于印度尼西亚来说，与
CEPI合作是很重要的，因
为印度尼西亚从这种伙伴
关系中至少获得两个好
处。 

第一个好处是使印度
尼西亚能够为全民疫苗计
划做出具体贡献，该计划
旨在确保所有国家都有权

获得公平和负担得起的新
冠疫苗。印度尼西亚作为
新冠疫苗生产商的参与者
将使这项贡献成为可能。

第二个好处是将提高
印度尼西亚的国民健康适
应能力，这是印尼作为
CEPI投资者委员会成员的
长期目标。

蕾特诺说，与CEP I的
合作将使我国的卫生产业

印尼与CEPI签署双边贡献协议

开发疫苗预防新冠病毒蔓延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秘书长Cecep Herawan和蕾特诺外长在双
边贡献协议文件签字仪式上。

【Oke z o n e雅加达讯】印尼政府周二

（11月24日）与流行病预防联盟（CEPI）

签署了一项双边贡献协议（Bilateral Con-

tribution Agreement）开发疫苗来预防新

冠病毒的蔓延，该协议的签署是政府与位

于挪威奥斯陆（Oslo）的全球伙伴关系机

构进行会谈的延续。

可以更好地获得有关疫苗
开发和最新的临床试验以
及实验室和临床试验培训
的信息。这将有助于印度
尼西亚在未来提高其国内
能力预防和应对其他传染
病，并提高印度尼西亚的疫

苗研究和疫苗生产能力。
蕾特诺表示，印尼与

CEPI之间的合作不仅使印
度尼西亚受益，还将使
全世界受益，共同对抗新
冠病毒和预防未来的流行
病。（pl）

【印尼CNN雅加达讯】
印尼国家警察（Polri）将
在不久的将来更换最高领
导层。伊丹姆•阿齐斯
（Idham Azis）警察上将
将于2021年1月退休，辞
去国家警察总长的职位。
据称，一些具有三星中将
（Kom j e n）和二星少将

（Irjen）职级的警察高官
将成为强有力的警察总长
候选人。

根据CNN收集的信息，
目前至少有11名Komjen级
别的警官有机会替换伊丹
姆。其中包括副警察总长
Gatot Eddy Pramono、总
督察（I rwa s um）Agung 

Budi Maryoto、安全维护
局局长（Ka b a h a r k am）
Agus Andrianto、刑侦
局局长（Kab a r e s k r im）
Listyo Sigit Prabowo、安
全情报局局长（Kaba i n-
telkam）Rycko Amelza 
D a h n i e l、教育培训学院
院长（Kalemdieflat）Ar-
ief Sulistyanto、国家反
恐局局长（B N P T） B o y 
Rafli Amar、国家网络和
加密机构（BSSN）副主管
Dharma Pongrekun、肃贪
会（KPK）主席Firli Ba-
huri、国家情报局（BIN）
首席秘书Bambang Sunar-
wibowo，以及司法人权部
监察长Andap Budhi Re-
vianto。

3名I r j en级别的警官，
分别是首都新上任警察

长Muhammad Fadil Im-
ran、中爪哇警察长Ahmad 
Luthfi和西爪哇警察长Ah-
mad Dofiri也有机会竞选
国家警察总长。但是，3
名Irjen级别的警官必须先
晋升为Komjen，才能成为
国家警察总长候选人。

国会第三委员会副主
席艾哈迈德•萨赫罗尼
（Ahmad Sahroni）在回
应国家警察总长的更换计
划时说，取代伊丹姆的候
选人无论是穆斯林或非穆
斯林都不成问题，只要绩
效良好领导能力强。因
为，国家警察是维护安全
和公共秩序的机构。萨赫
罗尼的声明符合2002年关
于国家警察第2号法律中
规定当国家警察总长的条
件。（pl）

警察总长伊丹姆即将退休

国家警察法律没有规定警察总长必须是穆斯林

国家警察总长候选人都是现役警察高官没有规定必须是穆斯林。

【勿里碧点滴新闻网】
勿里碧县长Idza Priya-
nti 与带团于7日至9日前
往东爪哇玛琅婆罗摩火山
（Bromo）旅游，勿里碧
县长带团在巴士上为新冠
肺炎疫情传播群，于24日
又新增11例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即3名带团和8名勿
里碧区域人事和人力资源
开发署（BKPSDMD）的新
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因此迄今已共有36名勿里
碧县长带团成员确诊感染
新冠肺炎。

勿里碧卫生局主席Sar-
t o n o于 2 4日在电话中表
示，之前有2 5人确诊感
染新冠肺炎疫情，即Idza 
P r i y a n t i的丈夫和2位孩
子，12名官邸居住者和10
名勿里碧县长带团。

此 外 ， 根 据 勿 里 碧
BKPSDMD调动部门主管Sri 

勿里碧县长带团婆罗摩旅游确诊人数不断上升

【Be r i t a s a t u .新闻网
雅 加 达 讯 】 国 有 企 业
（BUMN）部长埃里克·
多希尔（Erick Thohir）
提醒说，有可能出现黑
市上非法买卖新冠肺炎
（Covid-19）疫苗。尤其
是政府准备于2021年向公
众分发疫苗的计划。

埃里克对这种非法疫苗
交易发出警告，因为考虑
到在大流行开始时，个人
防护设备（APD）、聚合
酶链反应（PCR）和其他
医疗器械的非法交易实际
上对社区防疫工作造成了
严重的后果。

“我要求政府进行严格
监督，并对违法者采取坚
决行动，以防止非法新冠肺
炎疫苗在社区内流通。”印
度尼西亚流行病学专家协会
（PAEI）主席哈里亚迪·维

比索诺（Hariadi Wibisono）
周二（11月24日）在雅京如
是说道。

哈里亚迪补充说，非
法疫苗肯定会危害到公
众，因此要使用的疫苗必
须获得药品和食物监管局
（BPOM）的许可。

根据哈里亚迪说，整
个新冠肺炎疫苗的生产仅
进入了临床试验的第三阶
段，如果已经有提供疫苗
并在市场上流通的人，那
么公众应该对该疫苗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持怀疑态
度。

“全部疫苗必须进行三
阶段试验，而第三阶段测
试阶段是最重要的临床测
试。因为接受疫苗的志愿
者将进行严格检查是否出
现后遗症，或其他敏感性
反应。通过第三阶段临床

测试而没有对身体造成后
遗症或危险人体健康、证
明疫苗安全有效后，才能
获准应市。” 哈里亚迪解
释说。

哈里亚迪进一步建议，
向公众分发疫苗必须谨
慎，因为疫苗的分发不同
于其他药品。通过制造过
程分配疫苗并不简单。

哈里亚迪解释说：“如
果只要包装仍然有效，药
物的分配就不会有问题，
但是对于疫苗在分配过程
中的温度，必须根据所谓
的冷链进行监控。”

之前，埃里克强调说，
这种疫苗涉及人的生命，
因此必须真正考虑安全，
即使从初始分发，国家军
警安全部队也会协助进行
保护，以避免不必要的事
情。

埃里克还强调了数据的
重要性。他把数据定为优
先级，其中每个数据传输
至用户的名称和地址。因
此，疫苗将是安全和受监
控，并且在注射几个月后
我们可以看到其进展。

埃里克说：“ 这也抑
制了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
的早期病例，有APD黑市
和PCR黑市的存在还算没
问题。但如果疫苗是人类
的生命。”埃里克说。

埃里克评估说，在印
尼分发疫苗并不是什么新
鲜事。这是因为印度尼西
亚是疫苗生产国，其中
一个就是Bio Farma。他
说，Bio Farma已经生产了
15种疫苗。分发也遍及整
个印度尼西亚，无论是由
政府、卫生部、国有企业
和私人。（adr）

流行病学家提醒政府可能出现黑市上非法买卖新冠疫苗

Atun表示，有52人于20日
接受新冠肺炎检测，但是
我们未有对52人的新冠肺
炎检测的结果。

据悉，勿里碧县长带团
为期3天进行研究参考活
动，启程玛琅市的有Idza 
Priyanti家人，秘书等其他
公务员。到达家几天，Idza 

Priyanti要求勿里碧卫生局对
丈夫和2位孩子进行拭子试
验，因为其丈夫与孩子出
现症状，于11日接受拭子试
验并结果确诊感染新冠肺
炎。Idza Priyanti的丈夫和2位
孩子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后，
勿里碧卫生局直接追踪新冠
肺炎密切接触者。（yus）

【Kemenlur i.go.id】
为促进印度尼西亚与其
所代表国家的关系，周
五（11月19日）外交部
接受7个友好国家在我国
设立总领事的证明书。

获得我国设立总领事
证明书的7位总领事：

1.Maxixe Mantofa，
俄罗斯联邦驻巴厘岛名

誉领事。
2.Ida Gede Bagus 

Sidharta Putra，捷克共和
国驻巴厘岛名誉领事。

3.Simon Purwa，荷兰
驻巴厘岛名誉领事。

4.Subroto Simon，奥
地利泗水名誉领事。

5.Panudiana Kuhn，马来
西亚驻巴厘岛名誉领事。

6.Bahar Ngitung，马
来西亚驻锡江名誉领事。

7.I Nyoman Astama，乌
克兰驻巴厘岛名誉领事。

提交7个友好国家在
我国设立总领事证明书
活动以混合形式进行，
即通过实施严格的卫生
规程进行。参加活动的
有奥地利大使、荷兰王

国大使、捷克共和国大
使、马来西亚大使、乌
克兰大使以及印度尼西
亚外交名誉领事协会主
席（AHCI）。 此外，散
布在棉兰、雅加达、泗
水、万隆和其他城市的
圣马力诺驻印尼大使和
印尼名誉外交事务领事
也参加。（adr）

7个友好国家在我国设立总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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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in BV公司在海牙与
投资统筹机构（BKPM）
主任巴利·拉哈达利亚
（Bahlil Lahadalia）举行
会议时表达这一承诺。

投资统筹机构主任巴
利对Wavin亚太集团总裁
Freek Crump和Wavin亚
太负责人Johanes Dress
表示：“Wavin可以在巴
唐县综合工业区兴建工
厂。巴唐县综合工业区
提供了极具竞争力的用
地价格，该地区的设备
和基础设施亦很完备。”

他 在 雅 加 达 发 布 书
面 声 明 时 说 ， 按 照 计
划，Wav i n将在我国投
资1.25亿美元，相当于
1.7兆盾，而该工厂定下
指标将于2022年开始投
产，希望能直接吸纳400
至500名工人。

他认为，随着我国进
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
设，Wavin可以成为满足
管道的供应商，并可以
满足国内对管道的需求。

另一方面，政府为满
足基础设施建设对材料

的需求而收紧进口的政
策，而Wavin在我国兴建
工厂的计划是正确步骤。

该管道制造商计划在
爪哇岛的其中一个地点
兴建工厂，但根据物流
和运输成本的计算，这
地区效率较低。此外，
巴唐县综合工业区已准
备提供面积为20公顷的
土地用作投资地点。

“若您从万丹省芝勒
贡供应原材料，可使用
铁路交通抵达巴唐县，
因为在巴唐县已设有火
车站线，以致将提供更
便宜的物流成本，”他
这么说。

Wavin成立于1955年总
部设在荷兰兹沃勒的世界
级塑料管道制造商。该公

司已开发各种环保的管道
产品，来满足排水设施和
供水的需求。

虽然已在亚洲、澳大
利亚、非洲、拉丁美洲、
中东，及北美洲的25个
国家开展业务，该公司继
续设法加强在亚太市场活
跃。Wavin选择我国成为
亚太地区的枢纽。

此前，Wavin已经与本
地公司合作生产Wavin品
牌的塑料管道，但上述
合作已经在两年前结束。

投 资 统 筹 机 构 投 资
推 广 部 副 经 理 伊 克 玛
（Ikmal Lukman）声
称：“Wavin希望通过新
实体能独立进入我国，
即在我国开展Wavin第一
项多元化工程。”(vn)

【雅加达本报讯】Inti-
land房地产公司（PT Inti-
land Development/DILD）
指定国家建筑服务公司PT 
Total Bangun Persada作
为SQ Res公寓建筑的主要
承包商，建筑物总额高达
2000亿盾。

Intiland 副总裁兼首席
运营官Utama Gondoku-
sumo表示，Total Bangun 
Persada将于2021年初开始
建造SQ Res公寓，并定下
于2023年第一季度完成。

Utama Gondokusumo于
周一（23日）在雅加达签
署谅解备忘录(MoU )后
说：“我们信任To t a l，
因为该公司在建设各种房
地产项目（尤其是开发高
层住宅工程）方面拥有良
好的声誉和良好的记录。
此外，我们与该公司在
开发多个新项目取得良好
的成就历史，例如1Pa r k 
Avenue，1Park Residences
和Regatta。

Utama Gondokusumo和
Total总裁董事Janti Ko-
madjaja在雅加达营销陈列
室签署了合作协议。这项
活动是Intiland对SQ Res 
Apartment项目建设按时完
成的承诺形式。

他说 ：“SQ Res是开
发South Quarter综合区的
一部分，也是In t i l a n d的
重点项目之一。 这个综
合区域提供了各种需求和
功能，例如办公楼，商业
区，住宅区，经商到生活
方式。  ”

据估计，施工期大约需
要27个月，即是2023年第
一季度.另一方面，Tota l
公司总裁董事Janti Kom-
adjaja说，，Inti land的项
目平均来说具有良好而独
特的设计理念，这对他们
而言，无论是从质量，施
工工程还是在工程及时性
方面都充满挑战。

SQRés有两栋塔楼高21
层，提供700套公寓。D塔

楼公寓共有364个单位，
而剩余的336个单位设在E
塔楼。从这两栋公寓中，
公司才于2018年推出一公
寓，吸纳量约70％。

In t i l a n d商务发展总监
Permadi Indra Yoga阐明，
随着公众对环境可持续性
和节能重要性的认识有所

提高，SQ Res的发展注重
环保原则。

他说 ：“例如，SQRés
建筑立面使用排水管以减
少透过窗户暴露在直射阳
光下。SQRés公寓还使用
双层玻璃来提高立面的热
性能而节省用于空调需求
的电能。”(max供图文)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印 尼 政 策 研 究 中 心
（ C I P S ） 研 究 员 加 鲁
（Galuh Octania）表示，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
未能肯定何时结束，2021
年的几种粮食商品价格可
能上涨。

根据今年的经验，政
府记载，今年4月底，一
些省份的几种粮食，如
大米、玉米、白糖、辣
椒、大蒜、红葱，及鸡
蛋的供应量短缺。

她在雅加达对记者表
示，上述几种粮食商品
的供应量短缺是因为该
省份不是上述商品的主
要生产省份。此外，由
于大规模社交隔离措施
（PSBB），及其他各种
限制性政策的实施，导
致分配过程曾经受阻。

“ 现 在 我 国 大 部 分
主要粮食的供应和分配

已经比此前更稳定。但
一些商品的大部分供应
来源都是进口的，如大
蒜、白糖、牛肉，及大
豆，预测其价格亦将会
起伏不定，”她续说。

难以控制牛肉的进口
量，可能使国内的价格
调高，更何况，2021年
开斋节的庆祝活动时期
有所推进。

为 此 ， 确 保 粮 食 库
存量充足是很重要的，
以保持粮食价格稳定，
特别是被归类为主要商
品，而其供应来源仍需
进口的。

“导致粮食商品价格
波动的一系列事件，特
别是必须从进口来满足
供应的主要商品，理应
可以作为制定政策的参
数，”她阐述。

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的
报告，由于爆发新冠病

毒疫情大流行导致需求
量减少，今年2月至今年
3月期间，世界粮食价格
下降了4.3%。

但是因为世界各国的
国营粮食企业采取储存
行为，及为优先满足国
内需求而不出口粮食的
步骤，导致大米价格反
而上涨。

上述行为导致供应与
需求不平衡。各国首先
保持国内粮食的供应充
足，不再出口也不进口
粮食。虽然现在许多国
家再开放商品进口，但
未来年我们必须警惕上
述行为。

粮农组织（FAO）记
载，从今年五月至11月
份，粮食商品在国际市
场的价格已再开始上升。

今年10月份，粮农组
织的食品价格指数平均
达到10 0 . 9，这是自从

今年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
平，比今年9月份上升
3.1%，及比今年10月份
上升6%。其价格涨幅最
大的是白糖、谷物，及
植物油。

她补充说，在国际市
场的粮食价格上涨，能
够影响到在国内的价格。

若库存量不足以满足
国内需求，并其价格将
开始上涨，考虑使用外
国的国家库存，或从外
国进口能成为其中一个
方法，提应可买得起的
价格和质量的粮食商品。

“ 例 如 ， 大 蒜 已 必
须 从 外 国 进 口 ， 以 致
从 外 国 输 入 市 场 的 渠
道 ， 及 其 进 口 条 件 必
须 简 便 。 通 过 粮 食 供
应 充 足 ， 及 提 供 买 得
起 的 价 格 ， 我 们 能 保
持 国 内 粮 食 安 全 ， ”
她进一步称。 ( v n ) 

【 安 塔 拉 社 雅 加 达
讯】国营建筑企业Hutama 
Karya公司（HK）为建设第
一阶段跨苏岛高速公路需
要80.5兆盾资金，以保持
公司的财务状况健全。 

HK公司总经理布迪·
哈尔多（Budi Harto）近
日在雅加达发布的书面声
明称：“资金缺少80.5兆
盾，我希望2023年初获得
注资，因为物质建设将于
2022年底完成。”

他解释，上述资金缺
额是假设这家国营建筑
企业获得公共工程与民
房部，在4年内将成立公
共服务机构（BLU）的资

助，总额达1 9兆盾，布
迪续说，跨苏岛高速公路
第一阶段项目，包括已通
车的5条高速公路，总里
程513公里，以及仍在施
工阶段的8条高速公路，
总里程643公里的融资需
求达152兆盾。

进一步，施工项目获
得注资1 5兆盾，因此，
第一阶段的总共经费达到
168.24兆盾。

“公司的流动资金需
求达120兆盾，截至2020
年可用的资金达39 . 7兆
盾，其中27兆盾来自国家
参股，我们已获贷款31兆
盾，因此还确实80 . 5兆

盾，”他如是说。
为了直至2023年公司拥

有充足的现金周转，布迪
说公司至少需要3兆盾注
资，但要注意的是，由于
折旧，公司直到2029年的
财务预测将亏损。 

布迪预计，公司于2021
年至2029年的公司税后收
入为负值，到2030年才能
正值。

“银行业提供的现金短
缺支持（CDS）将弥补现金
流量的不足。一些银行已承
诺将提供现金短缺支持，总
额达18兆盾，”他说。

提 供 C D S 的 是 M e g a
银 行 和 S a r a n a M u l t i 

Infrastruktur（国营基础设
施融资公司/SMI）。

政府发放的20 2 0年国
家参股总额达3.5兆盾，
以及从国家经济复苏计划
（PEN）预算拨出7.5兆盾。

按照计划，2021年HK公
司将获得6.2兆盾国家参
股，但未能弥补跨苏岛高
速公路第一阶段项目的融
资缺口，达80.5兆盾。

“6.2兆盾数额太小。
我呼吁国会第十一委员会
成员提供支持，来确保公
司项目的连续性。若国家
参股的资金太晚发放，公
司可能不得已申请过桥贷
款，”布迪如斯说。(er) 

【安塔拉社万隆讯】
Patuha2号地热发电机组建
设工程预计2024年完成。
这是政府加快使用可再生
能源的发电厂项目的基础
设施建设之一。

Geo Dipa Energi公司总
经理瑞奇（Riki Firmandha 
I b r a h i m）近日称：“由
于公司面临各种挑战，自
2002年以来，Patuha2号地
热发电机组建设工程被推
迟了很长时间。但是，一
切赞美归于阿拉，感谢阿
拉的恩赐以及各方的全力
支持，包括利益相关者、
中央政府、各部委、地方
政府、国会和地方议会以
及周围居民，这项工程重
新启动。这当然是万隆县
人民的骄傲。”

因 此 ， 他 续 说 ， 公
司需要各方尤其是万隆
县地方领导人交流论坛
（F o r k o m p i n d a）的支
持，以便Pa t u h a 2号地热
发电机组，装机容量55兆
瓦的建设工程顺利进行，

并按时完成。
万 隆 县 县 长 达 当

（Dadang M Naser）在
Patuha2号地热发电机组建
设工程公开发布会上说，
对这些工程全力支持，因
为该项目所带来的投资将
对社区带来福利。

“但是，需要各方的谅
解，可以共同努力建立协
同作用，以便社区能够通
过这项投资享受利益，”
他说。

能 源 与 矿 产 资 源 部
节 能 和 新 可 再 生 能 源
（ E B T K E ）总局地热勘
探与开发监督局局长布
迪（Budi Herdiyanto）
称，Patuha2号地热发电机
组项目是政府实现能源主
权的努力。

“非常需要支持，因为
Patuha2号地热发电机组建
设项目将对国家收入和地
方纯收入作出贡献、创造
就业机会、推动经济齿轮
转动等其他乘数效应，”
他说。(er)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政府和企业界仍在计算
20 2 0年底我国库存的正
确数字，这将成为决定在
2021年满足白糖需求计划
的基础。

印尼糖业协会（AGI）
执行经理布迪·希达悦
（Budi Hidayat）在雅加
达发布声明时表示：“今
年底的白糖库存将成为
2021年白糖平衡表的期初
库存。”

他认为，了解年底的
库存后，才再计算国内产
量，及国内对白糖的需求
量多少。

“从那里才将决定如
何满足需求量，是否能使
用国内产量，或必须进
口。这一向以来，我国通
常通过进口来满足国家需
求，”他如斯说。

印尼糖业协会预计，
今年底的白糖库存量可达
到140万吨，而农业部预
计，年底的白糖库存量达
到170万吨，而根据贸易
部的计算，在年底的白糖
库存量只有90万吨。

今年国内白糖的总产
量预计达到220万吨至250
万吨，而消费需求量达到

300万吨。
“今年有点特别，因

为爆发大流行，白糖消
费量看来减少了，实际
消费量只有270万吨，”
他续说。

有关政府允许饮食业
企业家进口白糖的计划，
他称，该计划必须仔细计
算，因为将影响到国内白
糖加工厂及甘蔗农民。

“若未来工业家能直
接进口，制糖厂将碾什
么？加上上述行动将影响
到农民的甘蔗价格，”他
补充说。

进口糖价肯定将比国
产白糖更便宜，以致将
压低国产白糖的价格，
最终将导致农民的甘蔗
价格受压。

“必须从最初政策中
看出为什么此前要建立白
糖加工业。若每个人都
能进口的话，那会引起矛
盾，”他称。

除此之外，若每个人
都可以进口白糖，在监督
进口的过程将出现新的问
题。因为若没有实施严格
监视，进口白糖能加工为
消费白糖，并给农民造成
压力。(vn)

【安塔拉社勿加西
县芝卡朗讯】根据西爪
省省长的决定，2 0 2 1
年 勿 加 西 县 最 低 工 资
（ U K M ） 定 为 4 7 9 万
1843盾，比去年的449
万8961盾提高6.51%。

勿加西县劳工局局长
苏湖普（Suhup）21日在
芝卡朗称：“省长上周
六（21日）签署了这项
决定书，并于2021年1
月1日起生效。”

他 称 ， 按 照 西 爪
省省长有关2 0 2 1年西
爪 省 县 市 最 低 工 资 的
第5 6 1号 / K e p . 7 7 4 -
Yanbangsos/2020决定书
规定，加拉璜县成为2021
年UMK最高的地区，与勿
加西县的相差6500盾。

“勿加西县成为西爪
省和全国UMK第二高地
区，与加拉璜县的相差
6500盾，”他称。

苏湖普坦承，由地方
政府、工会、企业家协
会代表组成的勿加西县
工资委员会经过艰难的
谈判后，通过投票决定
最低工资的增幅。

“我呼吁各方真诚
地接受2021年UMK的决
定，”他说。

2021年西爪省UMK的
增幅是基于通胀率和国

内生产总值计算得出。
由 于 勿 加 西 县 没 有 通
胀，工资委员基于勿加
西市的通胀率加上在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决
定2021年UMK的增幅。
根据中央统计局（BPS）
的数据，勿加西市通胀
率2.33%，在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为4.18%。

印 尼 企 业 家 协 会
（Apindo）勿加西县分
会主席苏多摩（Su t o-
mo）不愿对此增加进一
步置评。他强调，在与
勿加西县工资委员会进
行谈判时，Apindo不参
加表决。

苏多摩解释，目前企
业界对目前的经济状况感
到焦虑。 “Apindo能了
解工人的需求，但企业界
非常困惑，因为企业界是
发薪人，”他说。

印尼金属工人工会
联 合 会 （ F S P M I ） 汽
车 工 会 副 主 席 海 鲁 尔
（Khairul Bakhri）坦
言，对最低工资增幅符
合预期感到非常高兴。

“省长签署了UMK增
幅的决定书。尽管必须
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
但谢天谢地，工会朋友
们的斗争没有白费，”
他说。(er) 

荷兰塑料管道制造商

将在巴唐县综合工业区建厂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荷兰塑料管道制

造商—威文公司（Wavin BV）将在巴唐

县（Batang）综合工业区兴建工厂，总投

资额高达1.25亿美元，相当于1.7兆盾。

Intiland指定Total Bangun Persada为SQ Res主要承包商

Intiland房地产公司副总裁Utama Gondokusumo（中）、Total Ban-
gun Persada公司总裁Janti Komadjaja（左）与South Quarter项目
总监Chandra M. Makmoen（右)于周一在雅加达签署合作协议
后观看SQ Rés公寓模型的情景。

为完成跨苏岛高速公路第一阶段建设

Hutama Karya需要80.5兆盾资金

CIPS研究员表示 明年粮食价格可能上涨

Patuha2号地热发电机组

建设工程预计2024年完成

政府和企业界仍在计算

今年底白糖库存量

2021年1月1日起生效

勿加西县定UMK为479万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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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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4

日

	 1	 SMGR	 12100	 11725	 375	 -3.10%	 6988900	 82658022
	 2	 SMMA	 14500	 14150	 350	 -2.41%	 5100	 71550
	 3	 INTP	 15475	 15150	 325	 -2.10%	 4000500	 60613835
	 4	 BYAN	 14700	 14500	 200	 -1.36%	 5500	 80025
	 5	 BBCA	 33000	 32825	 175	 -0.53%	 14469900	 474998010
	 6	 ARGO	 1975	 1850	 125	 -6.33%	 10600	 20618
	 7	 SKLT	 1710	 1600	 110	 -6.43%	 900	 1509
	 8	 BALI	 1090	 1015	 75	 -6.88%	 21000	 21695
	 9	 ICBP	 10200	 10125	 75	 -0.74%	 8640800	 87537625
	10	 JSPT	 965	 900	 65	 -6.74%	 42500	 38250

	 1	 GGRM	 44125	 44700	 575	 1.30%	 1886000	 84390127
	 2	 TCID	 6225	 6775	 550	 8.84%	 28200	 183930
	 3	 ADMF	 8700	 9200	 500	 5.75%	 177100	 1609410
	 4	 ITMG	 10500	 10950	 450	 4.29%	 8011300	 87633532
	 5	 UNTR	 22100	 22425	 325	 1.47%	 5378800	 120717975
	 6	 FASW	 6700	 7000	 300	 4.48%	 1000	 6840
	 7	 MKPI	 24000	 24300	 300	 1.25%	 100	 2430
	 8	 EMTK	 8350	 8600	 250	 2.99%	 112600	 969650
	 9	 INKP	 8900	 9125	 225	 2.53%	 18312600	 166998247
	10	 SMBR	 795	 985	 190	 23.90%	 295530900	 273046536

简讯

因新冠疫苗消息及白宫有望顺利交接
金价跌至四个月低点

阿斯利康在新冠疫苗方面的利好
消息以及美国总务署告知拜登可开始
交接程序，促使投资者纷纷买进高风
险资产，金价周二延续跌势并触及四
个月低点。

0545GMT，现货金跌0.5%至每盎
司1,825.99美元，盘中稍早一度跌
至7月21日以来低点1,820.45美元。
金价周一大跌2.2%。

美国期金跌0. 9%至1 , 8 2 1 . 3 0
美元。

白银跌0.7%至每盎司23. 4 0美
元。铂金涨0.9%至每盎司934.17美
元，钯金跌0.8%至每盎司2,337.01
美元。

受新冠疫苗憧憬激励
布兰特原油创3月以来新高

第三种新冠候选疫苗的乐观消
息激发对于石油需求迅速回升的希
望，布兰特原油价格周二创下3月以
来新高。

在此同时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终于
可以进行交接。

05 2 2 GM T，布兰特原油期货涨
0.43美元或0.9%，至每桶46.49美
元；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油(WTI)
期货涨0.45美元或1.1%，至每桶
43.51美元。

特朗普肯交接及叶伦将任美财长提振人气
风险货币上涨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终于答应向
拜登政府交接后，投资者松了一口
气，风险敏感型货币周二上涨。拜
登预计将任命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
(美联储/FED)前主席叶伦担任美国
财政部长。

澳元/美元小涨0.4%至0.7313美
元，墨西哥披索和南非兰特等新兴市
场货币也上涨约0.4%。

日圆/美元报104.49日圆，隔夜
下滑约0.6%；欧元/美元周一跌至
1.1844。

英镑兑美元持于1.3330美元，周
一触及1.3396高点。英镑/欧元报
0.8887英镑，接近约两周前触及的六
个月高位。

【本报讯】周二
（24/11）综合股价指
数（IHSG）收盘上升。
早盘结束时，综指上
升35.99点或0.64%至
5688.76点。但在下午
收盘时，却上升48.265
点或0.854%，报收于
5701.029点。LQ-45
指数上升6.219点或
0.69%，报907.882
点。

亚洲股市多数上
升，日本指数上升
638.22点或2.50%，
报26165.59；香港指
数上升102 . 0 0点或
0.39%，报26588.20
；上海指数下落11.67
点或- 0 . 3 4%，报
3402.82；海峡时报
指数上升42.85点或
1.50%，报2891.63。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
共发生117万2088次，
有296亿零零28万3495
份股票易手，总值13
兆9465亿6071万6760
盾。涨价的股有293
种，落价的股有173
种，245股持平。

外资净售15 0 0亿
6000万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GGRM(盐仓香烟公
司股)涨价575盾，现
价4万4700盾；TCID（
印尼Mandom股）涨
价550盾，现价6775
盾；ADMF（Adira融资
公司股）涨价500盾，
现价9200盾；ITMG(印
多矿业公司股)涨价450
盾，现价1万零950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SMG R (锦石水
泥股)落价3 7 5盾，
现价 1万 1 7 2 5 盾； 
SMMA（S i n a r m a s 
Mu l t i a r t h a股）落价
350盾，现价1万4150
盾； I N T P（印多水
泥公司股）落价325
盾，现价 1万 5 1 5 0
盾；BYAN（Bayan能源
公司股）落价200盾，
现价1万4500盾。

盾币贬值6盾
周二，雅京银行际

货币兑换交易（Jakar-
ta Interbank Spot Dol-
lar Rate /JISDOR）收
市，1美元以14155盾中
间价结束，比先前价
值14149盾，盾币贬值6
盾。（asp）

综合指数上升48点至5701.029点

1美元兑14155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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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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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203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6.5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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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美元	 USD	 14025.00	 14345.00	 14125.02	 14266.98

新币	 SGD	 10489.62	 10609.62	 10512.82	 10620.84

港币	 HKD	 1809.85	 1849.85	 1822.16	 1840.50

日元	 JPY	 133.80	 137.40	 135.09	 136.46

欧元	 EUR	 16670.72	 16930.72	 16725.44	 16899.24

澳元	 AUD	 10243.57	 10483.57	 10325.39	 10432.02

英镑	 GBP	 18761.45	 19061.45	 18818.76	 19013.60

人民币	 CNY											2117.81	 2207.81	 2145.84	 2167.61

	 5701.03	 0.85

	 907.88	 0.68

	 611.56	 0.58

	 1243.63	 0.1

	 1600.37	 -0.29

	 875.36	 1.42

	 1022.04	 0.27

	 1879.34	 0.65

	 364.38	 1.58

	 970.91	 1.21

	 1295.03	 0.72

	 675.82	 1.36

	 1309.04	 0.85

		全球股市

黄金行情
11月24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4.195.000		盾卖出	4.580.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8.390.000		盾卖出		9.105.000	盾买进

www.logammulia.com	*增值税前的卖出

亚股

日经指数	 26,165.59	 涨	638.22

韩国综合	 2,617.76	 涨	 15.17

香港恒生	 26,588.20	 涨	102.00

上海综合	 3,402.82	 跌	 11.67

欧股

英国FTSE	 6,380.86	 涨	 47.02

德国DAX	 13,243.41	 涨	116.44

法国CAC	 5,554.36	 涨	 62.21

荷兰AEX	 605.55	 涨	 4.18

Http://tw.stock.yahoo.com	24/11/2020	16:31

美股

道琼工业	 29,591.27	 涨	 327.79

那斯达克	 11,880.63	 涨	 25.66

S&P500	 3,577.59	 涨	 20.05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0/11/23

印 尼 证 券 交 易 所
（BEI）数据显示，2020
年内矿业股指数（Ja-
kmine）上涨3.64%，
在11月23日股市收盘时
为1605.94点。跑赢其
他9个行业指数，而金
融部门指数和消费品部
门指数年初至今还分别
受挫5.09%和 9.04%

。矿业股指数甚至跑赢
股价综合指数（IHSG）
，综指年初至今还下滑
10.27%，LQ-45指数下
滑11.22%。

矿业股指数在2020
年的旅程就像过山车一
样，涵盖一些煤炭上市
公司的该指数因我国的
新冠病毒（Covid-19）

大流行，在3月19日暴跌
32.42%至1047.491点最
低水平，但在今年第四
季度里飙升，从今年的
最低点涨升53.22%。

2020年，金属矿产
上市公司股票主导矿业
股顶级指数获得者的
行列。表现最好的是
Merdeka铜金有限公司
（MDKA）暴涨76.17%
， H a r u m 能 源 公 司
（HRUM）涨75.76%，
多元矿业公司（ANTM）
涨50.10%。

Suco r证券公司分析
师Hendriko Gani称：“
今年初获得节节攀升的

黄金商品股引人表现的
支持，随后又得到积极
前景的镍矿和目前价
格正在上涨的煤炭和石
油价格的支持，因此矿
业股表现亮丽直到今年
底。”

RHB证券公司分析师
Fauzan Luthfi称：“随
着明年更加结构性的复
苏，经济改善的前景以
及明年公司税务减轻的
激励政策，矿业股表现
将会更好。”

他 建 议 购 买
ADRO、PTBA和ITMG
股，ITMG因售卖高热值
产品受到投资者关注。他

说日本、中国和韩国的需
求已经好转。因此随着价
格的提高，其发行公司的
利润也会更好。

此外，正在实施的成
本效益计划支持下，多数
矿业公司的运营利润已经
开始恢复，并成为矿业股
指数的正面催化剂。

Kanaka Hita Solvera有
限公司研究部资深副主
任Janson Nasrial称，拜登
（JoeBiden）当选美国总
统将推动矿业股指数在年
底直到2021年上升。拜登
是清洁能源支持者，有可
能在未来四年里提高对电
动车辆的需求。（xf）

多种矿产品价格上涨

矿业股指数表现亮丽直到明年
【印尼文版商报雅加达讯】矿业股指

数成为较早恢复的行业指数，并且由于

镍和黄金生产商股票升温而带动年初至

今的正收益，其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预

计将持续到明年。

滨口隆则着成功创业第十一部

500

欲脱离这种状态，就必须丢出一
个促使自己设法机制化的问题，请自
问：“如果社长不在了，公司还能经
营下去吗？”这个问题应该从公司规
模还小的阶段就开始思考。“成功的
社长取水很快；永续经营的社长却是
挖井挖得早。”

【商报雅加达Muham-
mad Maan报道】一些房地
产开发上市公司努力推出
计划，以提高受冠状病毒
（COVID-19）疫情大流行
影响的公司业绩。其中包
括Modernland Realty公司（
股代号MDLN）在内，目
前正在万丹省，丹格朗县
开发Modernland Cilejit住宅
项目。

为了提高今年业绩，
该公司联手一些银行提供
促销为 Modernland Cilejit
住宅项目的购买，即最终
用户（end-user）和投资
者的价格折扣。

Modernland Realty公司

城市发展营销经理Helen 
Hamzah称，一些银行和融
资公司提供利息补贴为住
房贷款（KPR），包括印
尼国家银行（Bank BNI）
、宝石银行（Bank Per-
mata）和Sahabat finansial 
Keluarga(SFK)融资公司。

周二（24/11）Helen在
雅加达新闻搞中说：“我
们希望以折扣促销的形式
努力可在像今天这样的大
流行中促进销售。”

她说，购买住宅和商
业空间的价格折扣在10％
到20％之间。

现在是购买Modern-
land Cilejit住房的时候。

除了获得价格折扣外，可
以肯定的是，Modernland 
Cilejit的房产价格还将随
着开发进度和正在建设的
设施而继续上涨，从而
使最终用户和投资者获
利。”据她说，该1000
公顷的住房项目可立即移
交。因此，在冠状病毒大
流行的情况下，该公司正
在推动项目开发。“我们
的目标是在2021年第二季
度开始逐步交付Modern-
land Cilejit的住房。我们
乐观地认为，一旦这些房
屋被占用，它将进一步鼓
励Modernland Cilejit的销
售幅度。”（asp）

为了提高公司业绩

Modernland联手银行开发Cilejit项目

图为， Modernland Cilejit住宅项目正在施工的情景。希望该项目能够提高 Modernland 
Realty公司的业绩。（商报Muhammad Maan摄）

【印尼文版商报网雅
加达讯】为了实现2020
年国家支出预算中的部
分融资目标，政府于
周二（24/11）实施国
家夏利亚(伊斯兰教规
则）证券（SBSN）或国
家sukuk债券的拍卖。

根据财政部融资与
风险管理总局（DJP-
P R ） 的 数 据 ， 政 府
将 提 供 5 个 系 列 ， 包
括SPN-S 11052021
、 P B S 0 2 7、 P B S 0 2 6
、PBS017和PBS028。

此前，我国政府已

进行22次国家sukuk债
券的拍卖。这次拍卖将
是今年国家suku k债券
拍卖的第23次也是最后
一次拍卖。

在 国 家 债 务 证 券
（SUN）的前三次拍卖
中，进入的投标数量有
所波动。今年10月13
日，进入投标金额达25
兆8500亿盾。该数目在
随后的10月27日拍卖中
有所下降，记录为20兆
9000亿盾。

然后，在11月10日
举行的上一次suku k债

券拍卖中，该收入有所
增加。当时，政府所获
的出价达22兆6300亿
盾。但是，该数目仍远
未达到202 0年的最高
sukuk债券拍卖纪录。

印尼经历最高出价
的时期是2020年2月11
日的拍卖时期，当时政
府成功获得69兆5700亿
盾的投标价。

接着在2 0 2 0年 2月
2 5日的拍卖中，该金
额略有下降，当时政
府收集60兆5400亿盾
的出价。（asp）

为了实现2020年国家收支预算融资目标

政府再次实施国家sukuk债券拍卖



印度尼西亚商报，2020年11月25日，星期三 第5版印尼财经    EKONOMI  INDONESIA

该乐观态度是根据在
数个地区实施放松大规模
社交隔离（PSBB）政策，
以及进入今年第3季，棕
榈原油（CPO）价格有好
转的趋势。

Saraswanti Anugerah 
Makmur公司经理达当.苏
尔延多（Dadang Suryan�
to）称，随着2020年第3
季的棕榈原油价格趋势，
造成棕榈园的肥料需求提
高，在数个地区放松大规
模社交隔离政策后，与企
业肥料运输活动好转一
致。

与此同时，棕榈领域
的需求提高，目前Saras�
wanti Anugerah Makmur公
司的产能使用率恢复至正
常程度80%，此前曾一度
下降。

目前， S a r a s w a n t i 
Anugerah Makmur公司的

肥料销售量逾80%是销
售给棕榈园，而其余的供
应种植其它作物的农园企
业。“平时，如果棕榈原
油价格提高，棕榈园的活
动也提高，向我们的肥料
需求也随之增加。”

据悉，此前，在上半
年，Saraswanti Anuge�
rah Makmur公司的业绩
曾一度降低，根据2020
年6月30日，Saraswant i 
Anugerah Makmur公司
财务报告，Sa r a swa n t i 
Anugerah Makmur公司
仅获得6238.6亿盾的销
售额，如果与去年同期
销售额达到6419.3亿盾
比较的话，2020年上半
年，Saraswanti Anugerah 
Makmur公司的实际销售额
稍微降低2.81%。

实际销售额下降，也
压低Saraswanti Anugerah 

Makmur公司的年度净利。
根据记载，Sa r a swa n t i 
Anugerah Makmur公司
净利同比去年上半年的
517.3亿盾降低14.40%
，至2020年上半年成为
442.8亿盾。

根据达当解释说，除
了因2020年第2季的棕榈
原油价格不太好，2020
年上半年，Sa r a swa n t i 
Anugerah Makmur公司业
绩下滑，也是因为该公司
的肥料运输活动受阻于数
个地区实施的大规模社交
隔离政策。“我们向农
园的运输受阻，与此同
时，如果我们不能交货，
则没有发票（invoice），

因此，我们的销售额降
低。”

幸运的事，在今年下
半年，已不再遇到相同
难题，甚至，达当预测，
今年下半年的业绩能弥补
上半年降低的业绩。因
此，Saraswanti Anugerah 
Makmur公司乐观认为，今
年，公司的世界销售和净
利将比去年更好。

可惜，达当仍不愿公
开所指的预测数目或者
是自今年底追赶的业绩
指标，作为描述，2019
年，Saraswanti Anugerah 
Makmur公司销售额为1.28
兆盾，与此同时，净利为
821.1亿盾。（sl）

棕油价格好转

Saraswanti深信业绩将比去年好
【Kontan雅加达讯】Saraswanti Anuge�

rah Makmur公司乐观认为，今年下半年，

顶线（top line）和底线（bottom line）

业绩优良。

Saraswanti Anugerah Makmur公司肥料厂。

【本报讯】在我国有许
多地区，振兴唐人街古镇
不能只限于建筑方面，但
是过去曾是唐人街生活的
社会和经济体系是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 

上周四（11月19日）
，Trisakti大学城村居住研
究中心 (PSPKK) 与建筑
专业，和Kenari Djaja进行
合作，举行以“唐人街村
庄：现实与愿望”为主体
的视频研讨会。

公 共 工 程 与 住 房 部
（PU P R）特别住房主任
Johny FS Subrata作为主
旨发言人说，过去的唐人
街的形成不能与殖民地政
府的政策分开来谈，殖民
地政府的政策是建立基于

种族的村庄，以致华裔民
族之间的交往得到很好的
维护。

“然后，这个唐人街村
庄发展成为贸易和经济中
心。因此，振兴的

限于建筑方面。例如，
雅加达的Kota Tua（古镇）
地区，不仅建筑物，而且
也有其经济活动使该村庄
得以生存。”他这么说。

这个研讨会有我国各地
逾254名参加者参与，希
望我国仍有一个，更加有
条理，更清洁，并保持中
国传统艺术和文化的唐人
街村庄。 

Kenari Djaja经理Hendry 
Sjarifudin希望这个研讨会
产生许多创新的想法，通

过学术思维和现代工业技
术为保护城市历史遗产。

“身为组织者，我真
的很喜欢建筑师的想法，
将唐人街村庄发展成为一
个更好，更现代的地区，
而又不失去成为印尼华人
感到自豪的贸易区的特
性，”他如斯说。

这个研讨会希望能提供
华人社团发展区的方向，
因为有很多潜力可以被挖
掘和利用为历史元素，重
现现代化唐人街贸易和住
宅社区而吸引游客。

三宝龙Soeg i j ap r ana t a
大学的唐人街村庄研究者
LMF Purwanto称，例如在
中爪哇讨论有关唐人街村
庄的许多想法，要涵盖其

哲学和历史。
具吸引游客的村庄生

活，在日惹唐人街地区
的定居和社会文化方面的
研究结果很突出，由日惹
Atma Jaya大学住房与定
居研究员FX Eddy Arinto
进行，看重该社区的生活
风俗习惯和住宅设计。

与此同时，Trisakti大学
的年轻建筑师Punto �i�Punto �i�
jayanto表示，唐人街的各
种潜力与中国人的到来有
着共同的历史脉络，他将
唐人街视为印尼遗产城市
地区的一部分。

据他说，这个城市村庄
的区域虽然有很多遗产潜
力，在将来有机会更加先
进。(lcm)

【Bisn is雅加达讯】玻
璃板和安全玻璃工业协会
（AKL P）声明，在新冠
肺炎（covid�19）疫情蔓
延期间下调燃气价格，对
玻璃厂业绩造成良好的影
响，虽然如此，但其影响
还未优化。

玻 璃 板 和 安 全 玻 璃
工业协会总主席尤斯迪
努斯 .古纳宛（Y u s t i �
nus Gunawan）称，燃气
价格下调还未造成积极的
影响，并不是东爪，所有
的玻璃厂都已获得6美元/ 
MMBTU(百万英热单位)的
燃气价格。

他对记者称，除此之
外，该价格仅是实施于特
定数量的一半。“6美元/ 
MMBT U的燃气价格，只
是对使用数量的一部分生
效，该数量比登载于2020

年第8 9号能源和矿物资
源部长决定书（Kepme n 
ESDM），指定的的数量更
小。”

众所周知，2020年第89
号能源和矿物资源部长决
定书，指定2020年中旬，
燃气价格下调至6美元/
MMBTU，在该能源和矿物
资源部长决定书还未颁发
之前，在西爪的燃气价格
为9.1美元/MMBTU，而
东爪的燃气价格为7.89美
元/MMBTU。

根 据 尤 斯 迪 努 斯 记
载， 2 0 2 0年第 3季，平
板玻璃工业产能利用率
（utilisasi）已从第2季增
长230点成为57.5%，至
2020年第4季，该数目将

提高成为60%。“2020年
第4季的预测，是在9月中
旬制定，那是相当乐观，
因煤气价格已调低至 6
美元/MMBTU，已提高竞
争力和出口需求已开始提
高。”

根据玻璃板和安全玻
璃工业协会预测，至今
年底，不会增加投资和
员工，意思是说，该预测
未加入创造就业综合法因
素。

除此之外，希望平板
玻璃工业产能利用率直
到2021年底 还不能恢复
至疫情蔓延之前的水平。
意思是说，玻璃厂定下指
标，明年，工厂产能利用
率平均提高500点，成为

69%。
平板玻璃工业仍乐观

认为，平均产能利用率
将持续提高直至今年底，
虽然在雅加达，仍然延长
全面性的大规模社交隔离
（PSBB）政策。

玻璃板和安全玻璃工
业协会声明，截至20 2 0
年8月，玻璃工业产能利
用率环比7月提高5%成为
55%。众所周知，新冠肺
炎疫情蔓延初期，玻璃工
业需求剧降30%以上，使
产能利用率下调至50%以
下。“乐观情绪来自国内
市场，自实施大规模社交
隔离政策，一切都良好，
关键是民众遵从卫生章
程。”（sl）

【Bisn is雅加达讯】印
尼咖啡工业和出口商协会
(AEIKI)声称，国家加工咖
啡厂商正在增加产能为满
足需求，虽然仍担心国内
原料供应不足，预计需求
量将会提高。

AEIKI特殊咖啡部门主席
Moelyono Soesilo称，目前，
加工咖啡企业家不愿扩大出
口市场。因为国内咖啡需
求将继续提高至2023年。“
厂商已准备面对这个需求增
加。”他这么说。

此前，他预计2023年至
2025年咖啡粉消费量将提
高一倍或大约每年达64万
吨。也就是说，大约未来
三年至五年的咖啡粉将短
缺24万吨。

因为，全国咖啡碾磨业
最高产能仅大约39万吨至
40万吨。与此同时，咖啡
烘焙业最高产能平均为每
年大约69万吨至70万吨。

虽然如此，全国咖啡种
植总产量只有50％经过研
磨过程。此外，只有约60
％通过烘焙过程，其余的
吸收量是商品。

零售咖啡粉的产品主导
磨碎咖啡豆的产量，即咖
啡粉的产量占70％，不含

渣的磨碎咖啡产量占20％
。 仅有10％碾磨咖啡用
于生产咖啡味饮料，咖啡
味糖果，以及其他由咖啡
制成的食品和饮料。

他说，迄今，国内加工
咖啡需求成分占总需求量
的80％。“我们已不想扩
大出口市场，因为国内咖
啡豆的供应非常有限。”
他如斯说。

因此，他称，他们也鼓
励咖啡农增加产量。他定
下指标，2024年至2025年
全国咖啡农产量可以提高
100%或成为每公顷生产
2吨，而此前每公顷1吨至
1.1吨。

工业部长阿古斯(Agus 
Gumiwang Kartasasmita)
称，我国是继巴西、越
南，和哥伦比亚成为全球
第四大咖啡豆生产国。

去年，我国咖啡豆产量
达到72万9100吨，而加工
咖啡制品出口额达到6亿
1089万美元。

工业部农业工业总局
长阿卜杜尔���（Ab����（Ab���（Ab�Ab�
dul Rochim）称，他们积
极地推动工业领域发展
加工咖啡业为提高竞争
力。(lcm) 

【Kontan雅加达讯】詹德
拉阿斯利石油化工（Chand�
dra Asri Petrochemicals）公
司有信心，至今年底的业绩
将比此前几个月更好。

詹德拉阿斯利石油化
工公司投资者关系经理哈
利.达敏（Harry Tamin）
称，目前，石油化工产品需
求有好转趋势。

在新冠肺炎（Covid�19
）疫情蔓延中，詹德拉阿斯
利石油化工公司看出，网上
交易有使用包装的趋势。“
还未加上防护设备（APD）
、口罩等的需求，其原料是
石油化工产品。”

詹德拉阿斯利石油化工
公司乐观表示，能供应国内
市场，因詹德拉阿斯利石油
化工公司在国内的石油化工
市场引领市场，为能足供需
求趋势，2020年, 詹德拉阿
斯利石油化工公司总产能力
已提高成为每年423万吨，
去年，该公司总产量才达到
400万吨。

增加总产能力，来自
今年詹德拉阿斯利石油
化工公司扩展甲基叔丁
基醚（MTBE）和丁烯�1
（Butene�1）工厂。除此之
外，为能推动业务，詹德拉
阿斯利石油化工公司已探讨
和Royal Vopak（Vopak）的
合作，那是荷兰的独立储藏
库企业，詹德拉阿斯利石油
化工公司已与该公司签署成
立联营企业的投资意向书
（LOI）。

双方合作成立的联营
企业，将聚焦于万丹省
（Provinsi Banten）芝勒贡
（Cilegon）的工业基础设施
业，詹德拉阿斯利石油化工
公司和Vopak将探讨吸引人
的供应网储藏商机，俾能帮
助发展芝勒贡的工业集群扩
展的地基建设和已有的石油
化工价值链。“当然，这
是我们与Vopak的战略性合
作，将加强将来詹德拉阿斯
利石油化工公司战略计划，
俾使我们的储藏库和码头
（Jetty）能由给企业经营管
理。”

不单如此，詹德拉阿斯
利石油化工公司也进行革

新，在旗下的石油化工区运
行无烟塔技术（EGF），积
极减少工厂运作活动对环境
和社会造成的影响。

詹德拉阿斯利石油化工
公司经理苏尔延迪（Sury�经理苏尔延迪（Sury�苏尔延迪（Sury�
andi）称，该技术能在每小
时内燃烧220吨碳氢化合物
和减少对周遭环境挑战的风
险。“因此，周遭的族群能
感受到该影响，他们能够健
康成长，如果与社会大众论
坛的关系和谐的话，则我们
在将来的运作也将能共同增
长。”

根据詹德拉阿斯利石油
化工公司财务报告，截至
2020年第3季，净收入达到
12.7亿美元元，该业绩比
去年同期的13.9亿美元降低
8.6%。

詹德拉阿斯利石油化工
公司经理部声称，公司收
入降低是因石油化工产品
平均售价同比下降21.69%
成为每吨780美元，全球市
场的乙烯（ethylene）和聚
乙烯（polyethylene）价格都
剧降，分别降低22.59%和
24.36%成为每吨682美元和
每吨860美元。（sl）

振兴唐人街 不能只限于建筑物

玻璃厂：燃气价格下调 仍不能带来积极影响

咖啡业预期2023年

咖啡粉将短缺24万吨

图为展览会观众在品尝国产咖啡。

詹德拉阿斯利乐观表示

第4季石化市场会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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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膳食推荐

脾虚夹湿者
可善用8种药

从前的农耕社会， 

每年立冬这一天，劳

动了一年的人们，都会休

息一下，顺便犒赏一家人

一年来的辛苦。因此便有

¨ 立 冬 补 冬 ， 补 嘴 空 〃

的说法。因此一到冬天，

大家就知道进补的季节到

了。今天广东省中医院脾

胃科大科主任黄穗平教授

就给大家讲讲冬天进补前

的一些注意事项。

监制：王更辉 刘江涛
统筹：王会

监制：王更辉 刘江涛
策划：王会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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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补前需先调脾胃
进补前提是身体有虚 
从中医养生学的角度来

看，冬天确实是进补的好时
节。因为进入冬季后， 人体
新陈代谢减慢，消耗相对减
少。冬令进补可使营养物质
转化成能量储存于体内，供
机体所需，从而达到扶正固
本的效果。所以，各种进补
的膏方应运而生，如滋阴补
肾膏、补血养肝膏等广泛应
用。

《 内 经 》 云 ： ¨ 形 不
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
者， 补之以味。〃补法
是利用中药的偏性来纠正
人体中阴阳气血不足的疗
法 。 进 补 的 目 的 是 调 理
人体脏腑阴阳、气血各方
面的不足，使机体阴阳平
衡，即所谓¨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

平衡是中医养生和治病最
基本的主体思想，若补其有

余，实其所实，往往会适得
其反。徐灵胎曾谓：¨ 病未
去而用人参，则非独元气不
足而病遂固，诸药罔治，终
无愈期。〃说的就是不当补
而补的危害。故进补的首要
前提就是身体有虚，需要调
补。

其次，进补当要以辨证论
治为纲。人的体质各异，男
女老少有别，而人参补气，
黄精滋阴，鹿茸壮阳，阿胶
补血，各有不同； 服补品当
根据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
如精神倦怠、汗出气短等气
虚者，宜服补中益气汤以补
其中气；面色萎黄、头晕心
悸等血虚者， 可服归脾汤
以补其气血； 潮热盗汗、
口燥咽干等阴虚者，当进六
味地黄丸以补其肾阴；四肢
不温、阳萎早泄等阳虚者，
可用右归丸以补其肾阳；等
等。

脾虚夹湿者如何补？ 
经 历 了 漫 长 的 酷 热 夏

季，人们由于频饮冷饮，
常食冻品，多有脾胃功能
减弱的现象，对于脾胃虚
弱者贸然进补，不但起不
到 进 补 的 效 果 ， 还 会 骤
然加重脾胃负担，出现腹
胀、厌食、口臭、腹泻等
症。所以，冬日进补之前
要给脾胃一个调整适应时
期，可先调理好脾胃，比
如说进补膏方前往往需先
服用健脾祛湿开路方，这
些方往往是由党参、黄_、
五指毛桃、白术、茯苓、
扁豆、薏苡仁、陈皮、莲
子、山楂等组成。

岭南地区地理与气候环
境决定了人体多湿，加之
空调、冷饮的泛滥，很容
易损伤脾胃阳气，所以岭
南人多脾虚夹湿。如果进
补时骤然滋阴补血，服用

阿胶等滋腻之品，只会起
到反作用。

所 以 ， 对 于 脾 虚 夹 湿
者，要先健脾祛湿，脾胃
运化功能好了，进补的效
果才会显著。

  推荐食疗

五指毛桃茯苓汤
材料：五指毛桃30克， 茯

苓20克，鸡半只，姜3片（2 

人份）

做法：将鸡焯水，药材洗

净，一同放入砂锅中，大火

烧开后关中小火煲1个小时，

加盐调味即可食用。

功效：健脾祛湿，攻补兼

施。

适合人群：脾虚湿困者，

多见腹胀腹痛、食欲下降、

口甜口腻、头身困重、大便

溏烂、舌淡、苔厚腻等症。

中医
小讲堂

身心疾病往往与性格相关
主讲：广东省中医院心理睡眠科主任 李艳教授

一紧张就腹痛腹泻，一生

气就胃痛、失眠，身体上发

出的¨报警信号〃有时是情

绪的回声。

皮肤系统的神经性皮炎、

湿疹，肌肉骨骼系统的肌肉疼

痛，呼吸系统的支气管哮喘，

心血管系统的冠心病、心律不

齐，消化系统的消化道溃疡、

炎症，泌尿生殖系统的月经紊

乱、尿频， 内分泌系统的甲

亢，还有眼科、耳鼻喉科、癌

症等，在美国心理生理障碍学

会制定的身心疾病分类中共囊

括了12大系统的疾病。

那么，什么是身心疾病

呢？身心疾病是指心理_社会

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中

起主导作用的躯体疾病， 即

一些躯体疾病的产生有可能

与不良情绪密切相关。

研究发现，身心疾病者

其性格往往有类似之处，

固定的性格特征易使个体处

于长期不良情绪，从而提

高了身心的患病风险。如血

型有A、B、O型之分，现代

行为医学也把人的性格分为

A、B、C、D四种类型： 

A型性格：精力旺盛，竞争

性强，工作上易取得成功，

但也具有急躁易怒、喜支

配、缺乏耐心、好斗、不易

知足等特点。临床上多伴见

于心脑血管疾病。

B型性格：与A型性格相

对，和善、宽容、随和，多

安于现状。这类人往往健康

状况良好。

C 型性格：多隐忍克制、

压抑自己真实想法、过分为

他人着想、很少表露负面情

绪、回避冲突。过分压抑，

无法表达的负面情绪使得C型

性格的个体易患各类消化、

免疫系统疾病。研究表明，C

型性格的人肿瘤发病率比一

般人高3倍以上。

D 型性格：多沉默寡言，

消极忧伤，倾向于担忧，与

他人少有联系，持续的负面

情绪及社交关系不良使得这

类个体的身体长期处于心理

应激下最终易导致心血管疾

病的发生。

若自己也有以上的某些性格

特点，就从当下开始， 从我做

起，构建身心健康， 如建立健

康的生活方式，接纳与表达自

身情绪，培养健康的人际关系

等。而在此基础上，可以针对

自身的性格进行一定纠正，有

利于进一步维护身心健康。

A型个体：在平常生活中要

尽量做到劳逸结合，划清工

作与休息的界线，培养业余

爱好，给自己适当的压力，

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

B型个体：给自己设定合理

的目标，提升自我能力，增

加自信心，减少过度安于现

状的可能性。

C型个体：建立健康的情绪

宣泄途径，如向他人倾诉、

写日记等；提高自信心，更

多地倾听自己的心声，而不

过度迎合他人需求，尊重自

身内心的想法。

D型个体：从亲友或其他

信任的人寻求精神的支持开

始，逐步构建积极的人际关

系，在社交当中纠正自身过

度恐惧被拒绝的认知。

若有明显身心疾病相关症

状，可至心理科专科就诊，

明确病因，心理专业人员

将有针对性地陪伴您走出情

绪、身体的双重困扰。

党参
黄穗平教授最常推荐的食疗药

材就是党参。党参味甘、性平，

归脾、肺经，具有健脾益肺、养血

生津的作用，常常用于治疗脾肺气

虚、食少倦怠、咳嗽虚喘、气血不

足、面色萎黄、心悸气短、津伤口

渴、虚热消渴。当然，党参最首要

的作用就是补气、健脾益气，治疗

脾胃气虚证。

黄芪
黄_性味甘、微温、归脾、肺

经。有补气升阳、固表止汗、利

水消肿、生津养血、行滞通□、

托毒排脓、敛疮生肌的功效，特

别适合脾胃气虚、气虚水肿、表

虚自汗、气血两虚者服用。除了

处方入药、煲汤调理外，还可以

泡水代茶饮。 

五指毛桃
五指毛桃性平微温、味甘，归

肺、脾、胃、大肠、肝经。具有益

气健脾、祛痰化湿、舒筋活络的功

效，常用于肺虚痰喘、脾胃气虚、

肢倦无力、食少腹胀、水肿、带

下、风湿□痛、腰腿痛等症。

白术
白术是¨健脾益气燥湿第一

要药〃，其性温，味苦、甘，归

脾、胃经。有健脾益气、燥湿利

水、固表止汗、安胎的作用，常

用于治疗脾胃气虚、运化失常所

致的饮食减少、脘腹虚胀、倦怠

乏力、呕吐泄泻、痰饮水肿、表

虚自汗、胎动不安等。

茯苓
茯苓性平，味甘、淡，入

脾、肾、心经。有淡渗利湿、健

脾宁心的作用。它的应用范围非

常广泛，不分四季都可用。将

它与各种药物配伍，可以治湿兼

风、寒、热所致诸疾，更可治

脾肾虚致湿。例如，治疗风湿所

犯，可与祛风药如防风同用；治

疗寒湿困阻，可与祛寒药如桂枝

同用；治疗湿热所困，常与清热

药如黄连同用； 等等。所以，茯

苓有¨ 四时祛湿神药〃之称。

白扁豆
白扁豆，味甘，性微温，入

脾、胃二经。具有健脾、祛湿、

消暑的作用，常治疗脾胃虚弱、

食少便溏、久泻痢疾、妇女带

下、小儿疳积，以及夏秋季感受

暑湿之邪引起的呕吐、胸闷、腹

胀、泄泻等证。炒过的白扁豆温

性更大， 有暖脾胃、祛水湿的

作用，祛湿的同时不伤脾胃。

薏苡仁
薏苡仁性凉，味甘、淡，入

脾、胃、肺经。有利水渗湿、健

脾止泻、除□止痛、清热排脓的

作用。《本草新编》中记载：¨

薏仁最善利水，不至损耗真阴

之气， 凡湿盛在下身者，最宜

用之。〃而祛湿名方¨参苓白术

散〃里就有薏苡仁这味药。

陈皮
陈皮性温，味辛、苦，归脾、

肺经。具有健脾理气、燥湿化痰

的功能，用于治疗咳嗽、腹胀、

胃脘疼痛、消化不良等疾病。陈

皮气香宣散，可升可降，同补药

一起用则补虚，同沉降药一起用

则沉降，跟不同食物的搭配，不

但可以放大功效治疗百病，还能

做成药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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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强会见澳门特区廉政专员陈子劲：
希望两地更有效打击跨境犯罪

24日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24
日在北京会见澳门特区廉政专员陈子
劲。周强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将认真贯
彻落实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
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
审判职能作用，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
供有力司法服务，支持澳门参与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和粤澳（横琴）深度合作
区建设，促进澳门实现更好发展。周
强表示，希望两地进一步加强司法协
助，更有效打击跨境犯罪，更加有力
保障两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
稳定。陈子劲表示，澳门廉政公署愿
意持续加强与内地法院的交流合作，
共同打击跨境犯罪，确保澳门更好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杨晓渡：希望与澳门加强反腐败合作
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24日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杨
晓渡11月23日在北京会见澳门廉政专员
陈子劲。杨晓渡说，十九届五中全会是
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
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将坚决落实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
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希望与澳门加
强反腐败合作，推动“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陈子劲说，澳门愿更好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积极参与大湾区建
设。澳门廉署依法用权、为民用权、
依法治权，愿与内地加强执法交流与
人员培训合作，携手打击腐败。同日
上午，中央纪委常委、国家监委委员卢
希与陈子劲进行工作会谈，就两地加强
反腐败交流合作交换意见。

中国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压减幅度近六成 
远超最初目标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易军
24日在北京透露，该部门将现有593项
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类别和等级压减至
245项，幅度达到59%，远超最初确定
的压缩三分之一的目标。易军在当天
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
国务院常务会议此前通过了住建部起草
的《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改革方
案》。相较以往改革，此次改革力度
更大。除了压减企业资质类别和等级以
外，市场准入限制亦大幅放宽。易军举
例说，改革后，房建、公路、铁路、港
口与航道、水利水电、电力、矿山、冶
炼、石油化工、市政等10类施工特级资
质整合为综合资质，可承担各行业各等
级施工总承包业务，大大拓宽了企业承
揽业务范围。

中国首列新一代中低速磁浮列车
具备量产条件将投放市场

中国中车旗下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
司24日发布消息称，由该公司自主设计
研发的中国新一代中低速磁浮列车近日
在上海完成了量产前的系列测试。这意
味着该车型已具备了量产条件，下一步
将集中生产并投放市场。据介绍，新一
代中低速磁浮列车最高运行时速可达160
公里，最小平面曲线半径50米，最大坡
道千分之一百。相比已经投入运营的
磁浮车，该款磁浮车运行速度更快、
过弯道和坡道能力更强，能够在推动
实现城市规划线路更加灵活、减少隧
道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能大大
降低建造成本。

“中国造”首台四臂凿岩台车问世 
填补国产高端凿岩施工装备空白

一款由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自主研制
的国产首台四臂凿岩台车24日在2020
上海宝马工程机械展上亮相。该车拥有
四只灵活有力的钢臂，外形酷似“变形
金刚”，每个工作臂可在2分钟内自动
完成5米深钻孔作业。该设备可用于铁
路、公路等隧道开挖和支护作业，填补
了中国国产高端凿岩施工装备的空白。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介绍，这款四臂凿岩
台车既有四只“听话”的臂架，也有一
个聪慧的“大脑”，通过给每个臂配
备一个大功率凿岩机，加载智能成套技
术，使整机具备了全智能开挖钻孔、超
前地质钻探与分析、锚杆施工、管棚和
注浆加固、配合装药及撬毛等功能。

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闭幕 
发布多项成果

为期两天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
网发展论坛24日下午在浙江乌镇落下帷
幕。大会期间，与会嘉宾围绕“数字赋
能共创未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
共同体”主题，聚焦全球网络空间发展
新热点和新趋势，进行思想交流，回应
国际关切，共商网络空间开放合作新途
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网信办国际合
作局局长祁小夏通报论坛举办的情况和
取得的重要成果。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
出，中埃塞建交半个
世纪以来，两国传统
友谊历久弥坚。近年
来，两国建立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政
治互信日益深化，各
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
互理解、相互支持，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密切配合。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双方同
舟共济、互帮互助，
树立了中非团结抗疫
的榜样。我高度重视
中埃塞关系发展，愿
同萨赫勒-沃克总统一
道努力，以两国建交
50周年为契机，落实
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和中非团结抗疫
特别峰会成果，加强

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造福两国和两国
人民，为构建更加紧
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作出积极贡献。

萨赫勒-沃克在贺
电中表示，建交50年
来，在密切协作和政治
互信基础上，埃塞俄
比亚同中国关系不断
加深，双边合作成果
丰硕。两国关系已提
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为未来持续
深化各领域合作、造
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奠
定坚实基础。我期待
同习近平主席紧密合

作，不断推进两国传
统友好关系，深化和拓

展双边合作，为两国
和两国人民增添福祉。

【中新社24日讯】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消息，24日，由中铁十
二局集团承建的S333省
道容东至S042改线段工
程完成竣工验收并全线
通车，标志着雄安新区
新建首条大规模建筑材
料运输通道被打通，与
正在建设的另外15条
公路干线形成“越织
越密”的外围路网，
将驱动“雄安速度”
再提速。

S 3 3 3 省 道 容 东 至
S04 2改线段工程位于
雄安新区容东片区启动
区东部，是串联容西片
区、容城组团、容东片
区、大营等区域的东西
向骨干道路，全线总长
6.35公里，采用双向六
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路
基宽34米，设计速度80
公里/小时。

中 铁 十 二 局 集 团
称，为完善雄安新区与
外部连通的公路网，同

期新建共有16条骨干道
路，其中S333省道、安
大线、容易线3条公路
为雄安新区建材运输快
捷通道。S33 3省道容
东至S042改线段实现竣
工通车，建材运输车辆
即可从外部直达雄安容
东片区起步区，最大限
度消除材料运输车辆对
新区交通干扰及环境污
染，加快了雄安宜居宜
业综合性功能区的建设
进程。

雄安新区外围路网首条建材快速通道竣工通车

雄安新区外围路网首条建材快速通道竣工通车

习近平同埃塞俄比亚总统萨赫勒-沃克

就中埃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图为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
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举行会谈。会谈前，习近平
在东门外广场为穆拉图举行欢迎仪式。

【中新社北京24日讯】11月24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塞俄比亚总

统萨赫勒-沃克·祖德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中新社贵阳24日讯】 
贵州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11月24
日决定，接受谌贻琴
辞去贵州省人民政府
省长职务的请求，任
命李炳军为贵州省人
民政府副省长、代理
省长职务。

11月20日，贵州省
召开全省领导干部大
会，中央组织部分管日
常工作的副部长姜信治
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
定：谌贻琴任贵州省
委书记，孙 志 刚 不 再
担任贵州省委书记、
常委、委员职务；李炳
军任贵州省 委委员 、

常委、副书记。
李炳军，男，汉族， 

1963年2月出生，山东临
朐人，1984年7月参加工
作，1984年3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大学学历。

李炳军自山东化工
学院毕业后，先后在
中国化学工业部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任
职；2013年7月起，任
江西省副省长，江西省
委常委、赣州市委书
记，江西省委副书记、
赣州市委书记，井冈山
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
江西省委副书记、赣
州市委书记，江西省
委 党 校 校 长 ， 井 冈
山干部学院第一副院
长；2020年11月起，任
贵州省委副书记。

李炳军任贵州省副省长、代理省长

11月24日，贵州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决定，接受谌
贻琴辞去贵州省人民政府省
长职务的请求，任命李炳军
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代理省长职务。图为李炳
军向宪法宣誓。

【中新社文昌24日讯】
北京时间11月24日4时
30分，中国在文昌航天
发射场，用长征五号遥
五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探
月工程嫦娥五号探测
器，火箭飞行约220 0
秒后，顺利将探测器送
入预定轨道，开启中国
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
之旅。

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
箭发射升空后，先后实施
了助推器分离、整流罩分
离、一二级分离以及器箭
分离等四次分离。嫦娥五
号探测器由轨道器、返
回器、着陆器、上升器四
部分组成，在经历地月
转移、近月制动、环月
飞行后，着陆器和上升
器组合体将与轨道器和
返回器组合体分离，轨
道器携带返回器留轨运
行，着陆器承载上升器
择机实施月球正面预选
区域软着陆，按计划开
展月面自动采样等后续
工作。

中国国家航天局表
示，嫦娥五号任务计划
实现三大工程目标：一是
突破窄窗口多轨道装订
发射、月面自动采样与封
装、月面起飞、月球轨道
交会对接、月球样品储
存等关键技术，提升中
国航天技术水平；二是
实现中国首次地外天体
自动采样返回，推动中

国科学技术重大进步；
三是完善探月工程体系，
为中国未来开展载人登月
与深空探测积累重要的人
才、技术和物质基础。

嫦娥五号任务的科
学目标主要是开展着陆
点区域形貌探测和地质
背景勘察，获取与月
球样品相关的现场分析
数据，建立现场探测数
据与实验室分析数据之
间的联系；对月球样品
进行系统、长期的实验
室研究，分析月壤的结
构、物理特性、物质组
成，深化月球成因和演
化历史的研究。

嫦娥五号任务由中
国国家航天局组织实
施，具体由工程总体和
探测器、运载火箭、发
射场、测控与回收、地
面应用等五大系统组

成。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
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
制运载火箭系统、中国
空间技术研究院抓总研
制探测器系统。

中国探月工程是《国
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
发展规划纲要（2006-
2 0 2 0年）》明确的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标志性
工程，为推动航天事业
发展、促进科技进步和
创新、提高综合国力作
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自
2004年1月立项并正式
启动以来，已连续成功
实施嫦娥一号、嫦娥二
号、嫦娥三号、再入返
回飞行试验和嫦娥四号
等五次任务。

此次发射任务是长
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353次飞行。

嫦娥五号探测器发射成功 

开启中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之旅

11月17日，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和嫦娥五号探测器
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总装测试工作后，
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11月下旬择机实施发射。

【中新社24日讯】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
保税区（以下简称“大
兴机场综保区”）24日
正式揭牌，这标志着中
国唯一一个跨省市综合
保税区正式设立。

据介绍，大兴机场
综保区于11月5日获国
务院批复。根据批复内
容，大兴机场综保区
规划面积4. 3 5平方公
里，分为口岸功能区和
保税功能区两个部分。
其中，口岸功能区位于
大兴国际机场红线范围
内，面积约0. 8 3平方
公里；保税功能区位于
大兴国际机场红线范围
外，面积约3. 5 2平方
公里。

批复指出，大兴机
场综保区要发挥区位优
势和政策优势，发展保
税加工、保税物流、保
税服务等业务。要坚持

以工业用地为主，严格
执行工业项目建设用地
控制指标和招标拍卖挂
牌出让制度，严禁商业
房地产开发，在节约集
约利用土地资源的前提
下进行建设。

批复表示，大兴机
场综保区实行封闭管
理。经相关部门验收合
格后，享受现行综保区
相关税收和外汇管理政
策，包括除法律、法规
和现行政策另有规定
外，境外货物入区保税
或免税；货物出区进入
境内区外销售按货物进
口的有关规定办理报关
手续，并按货物实际状
态征税，其中生产加工
的货物可按其对应进口
料件征收关税；境内区
外货物入区视同出口，
实行退税；区内企业之
间的货物交易免征增值
税和消费税。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正式设立 

严禁商业房地产开发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中新社24日讯】
中国国家发改委副秘书
长郭兰峰24日在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针对
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的
差异，各方面加强渠
道创新、强化协调服
务，定向采购、以购
代捐等新模式不断涌
现，推动消费扶贫规模
快速增长。

郭兰峰说，为落实
好中共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国家发改委联
合国务院扶贫办、农
业农村部、商务部等部
门和单位，打通生产、
流通、消费各环节全流

程，协调政府、企业、
社会各方力量，有力有
序推动消费扶贫工作。

据 初 步 统 计 ， 从
2019年初至今，累计直
接采购或帮助销售贫困
地区特色农产品近5000
亿元（人民币，下同）
。其中，2019年为1600
多亿元，今年前10个月
超过3300亿元，是2019
年全年规模的两倍。

国务院扶贫办公布
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
31日，中西部22个省份
共认定13613 0个扶贫
产品，涉及1836个县和
39523个供应商，已销
售2276.65亿元。

中国消费扶贫规模快速增长 

今年前10个月已超33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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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养生

生活中，很多人接触
最多的中药制剂为汤剂，
但它仅仅是中药剂型中的
一种。《黄帝内经》中，
就记载了汤、丸、散、
膏、药酒等不同剂型及其
制法;《神农本草经》中
开始重视中药加工的重要
性，指出要根据药物性质
选择剂型;明代《本草纲
目》中记载的中药成方剂
型近40种。随着临床用药
需求和现代科技发展，中
药剂型不断增加。治病，
选择合适的剂型是保证和
提高疗效的关键，这里列
举常见的几种。

新病、急病用汤剂。
中药传统剂型中，古人认
为：“汤者荡也，去大病
用之。散者散也，去急病
用之。丸者缓也，不能速
去之。”意思是说，患新
病、急病、重病可选用汤

剂、散剂。这是因为，汤
剂易吸收，奏效快;散剂
为粉末状，也非常容易分
散吸收。比如，活血止痛
散治外伤，稀涎散、通关
散治神昏等。结合临床经
验，需要疏散邪气、调理
慢病的人群，也可用煮散
法，取其用量小、升散、
消散的特点，如银翘散治
风热、玉屏风散固表等。

慢性疾病者用水丸。水
丸以水性液体(水、酒、
醋、药汁)为黏合剂，服
用后易溶散、吸收比蜜
丸、糊丸、蜡丸快，且作
用缓和、效力持久，适用
于长期服药的慢性病人。

补中益气用蜜丸。蜜
丸多在北方使用，南方天
气潮湿，蜜丸不易保存，
常制成水蜜丸。其以蜂蜜
为黏合剂，蜂蜜具有益气
补中、缓急止痛、润肺止

咳、润肠通便的作用，这
也决定了蜜丸药性缓和的
特点，适用于镇咳祛痰、
补中益气的方药。其中，
水蜜丸较大蜜丸丸粒小、
易吞服、易贮存。

“救命药”选浓缩丸和
滴丸。浓缩丸和滴丸具有
吸收快、生物利用度高的
特点。比如，常见的丹参
滴丸，就是非常好的治疗
心血管疾病的药物，起效
快、作用持久、携带方便
等。

此外，很多中医院为了

中药携带服用方便，推出
了配方颗粒，中药配方颗
粒将单味中药饮片按照标
准炮制规范，经现代制药
工艺提取、分离、浓缩、
干燥、制粒、封装，既保
留原中药饮片的性味、归
经、功效，也祛除了农药
残留。但相比传统熬汤的
中药饮片，有一些不足。
传统熬汤的中药饮片在煎
煮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
物理化学反应，能改变药
液的pH值，具有增溶、增
效、降毒的作用，反应中

产生的沉淀或新成分会起
到一定疗效。中药免煎颗
粒是单味药物单提后的混
合，能保证单味中药的最
大溶出，却忽视了合煎过
程中的相互作用，可能会
影响药物的治疗作用。

需要提醒的是，生活
中，我们遇到感冒、中
暑、腹泻、溃疡等常见
疾病时，第一反应就是到
药店选购药品。建议大家
最好首先向药师说明自身
情况，因为很多同一药品
经常有胶囊、片剂、口服

液多种剂型，目的是提供
给不同用药需求的人。例
如藿香正气，市面上常见
的有藿香正气水、藿香正
气软胶囊等，含有乙醇辅
料的藿香正气水，起效更
快，但选择时要注意避免
服用头孢类药物，以免发
生双硫仑样反应(软弱、
眩晕、嗜睡、幻觉、全身
潮红、头痛、恶心)。

一 些 有 基 础 疾 病 的
人群，自行购药时要注
意用药禁忌，例如糖尿
病患者服用蜜丸制剂时
要注意控制每日的服药
量。不同年龄段的患者
也 有 相 对 应 的 制 剂 品
种：老人儿童因吞服不
便可多选液体制剂，同
时尽量选用浓缩型的药
物，避免服用大量药物
后影响食欲;儿童可选含
糖高的制剂品种。▲

新病急病用汤剂 救命药选浓缩丸

中药剂型，选对效果才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 王 莉 王 婧 □主任药师 肖 薇

奶茶流派众多
据古籍记载，我国最早的奶茶源自北方游牧民族，是

地区交流融合的产物。古代中国，南方产茶，北方有乳，
再传到南亚、欧美地区，与当地糖业结合，出现了英式奶
茶。发展至近代，国内又出现了台式奶茶、港式奶茶，以
及近年来各种创新性的花式奶茶。

草原奶茶。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北方游牧民族做的奶茶
统称草原奶茶。一般做法是将红砖茶捣碎放入铜壶煮，烧
开后加入鲜奶，直到茶乳交融，除去茶叶，加盐即成。北
方草原气候寒冷，肉食较多，蔬菜很少，喝热的咸奶茶可
以驱寒耐饥、有助消化。

台式奶茶。盛行于中国台湾的珍珠奶茶里面含有粉
圆，粉圆外观乌黑晶透，遂以“珍珠”命名，另可加入
布丁、椰果、烧仙草、龟苓膏等各式各样的配料，调制
出不同味道。

港式奶茶。港式奶茶曾经风靡一时，又叫“香港老街奶
茶”。茶味重偏苦涩，口感爽滑，香醇浓厚。制作方法较
复杂，经过撞茶（拉茶）工序，保证奶茶中保留茶叶的浓
厚味道。“丝袜奶茶”由此演化而来，以红茶混和鲜奶加
糖制成。港式奶茶糖多奶多，冷热饮均可。

东南亚奶茶。流行于印度、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国家和地区，主要以红茶为茶底，加入炼乳、肉桂粉、八
角等香料，口感香甜浓郁、略微厚重，味道奇特。

英式奶茶。英国人喝茶学自中国，喝法却别具一格，
喜欢加入糖、奶或柠檬片，口味偏清淡。传统的英式奶茶
以茶为主，只加少量的浓牛奶，杯的体积较小，一般于早
餐、下午茶或晚餐后聊天时饮用。

新式奶茶。近年来，奶茶在选料和工艺上发生了变革，
开始采用茶叶提取物、水果，或奶精、奶油、芝士、豆子
等为原料，提升奶茶口感，开发出诸多特色新品。▲

奶茶里都有啥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科学技术部主任阮光锋表

示，相比新式奶茶，传统奶茶整体营养价值较高，其用料
相对简单，通常只有牛奶和茶叶。奶是补充钙质的高手，
含有优质蛋白质、B族维生素等；茶叶中的茶多酚等保健成
分有抗氧化、保护心脑血管等作用。而新式奶茶更多是用
各种粉、剂调制出来的，制作工艺上早已没有了传统熬煮
的过程。那现在的奶茶“真身”究竟为何物，我们逐一做
个分析。

奶盖。有的是由奶盖粉（又叫奶泡粉）打发而成，主要
成分是奶精、白砂糖、奶粉、稳定剂、香精等；也有的是
由奶油加牛奶和风味物质打发而成。奶精也叫植脂末，由
植物油氢化得来，饱和脂肪含量很高，除了让你长胖外，
过多脂肪还会升高血脂，伤害血管和心脏。上海市消保委
检测发现，一杯含奶盖的奶茶最高可提供41克脂肪，已超
过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2/3。

“奶”。“奶”是奶茶丝滑口感的来源，但你喝到的
可能是牛奶，也可能是淡奶（浓缩的牛奶）或奶精。福
建省消委会对40款奶茶检测发现，其中4款一滴奶都没
有，29款样品的蛋白质含量小于0.5克/100毫升（牛奶蛋
白质含量在2.8克/100毫升以上）。换句话说，大部分奶
茶牛奶含量很少。

“茶”。茶味来自茶叶提取物或茶粉，有的也可能是茶
汤。茶味浓郁的奶茶咖啡因含量往往比较高。近日，浙江
嘉兴海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一项针对16批次奶茶与果茶的
检测显示，咖啡因的平均含量为198毫克/千克，最高达到
了460毫克/千克。以单杯500毫升奶茶为例，喝一杯相当于
4.6罐红牛。按照目前的科学共识，普通人群每天摄入的咖
啡因应控制在400毫克以内。

糖。奶茶甜味来自糖或糖浆。浙江嘉兴海盐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的检测显示，以500毫升/杯计，奶茶的含糖量在
10~66克之间。其中8批次标注“少糖”或“不另外加糖”的
产品中，含糖量最高的为34克/杯。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6）》建议，添加糖的每天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
控制在25克以下。

辅料。珍珠、椰果、芋圆、烧仙草等辅料口感顺滑，嚼
劲十足，它们主要是以淀粉和食品添加剂制成，会额外增
加热量摄入。▲

奶盖、辅料尽量不加
对奶茶做一番剖析你会发现，如今市面上流行的奶茶多

属于高糖高脂高热饮品，常喝带来发胖风险，还可能增加

患多种慢病的几率。如此不健康的奶茶为啥大家还百喝不
厌呢？阮光锋解释，因为脂肪和糖能带来良好的风味和口
感。奶茶里大量的糖分会激活味蕾上的甜味受体，甜味受
体向大脑发送信号，相应区域的信号被激活，进一步触

发奖励机制分泌多巴胺，让你感觉到兴奋愉悦、越喝越

嗨。此外，咖啡因也有成瘾性，让你越喝越想喝。过多
咖啡因会带来焦虑、神经紧绷等负面影响，还可能影响
睡眠质量。

阮光锋建议，即使健康成人也要控制喝奶茶的频率，选
择时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尽量不加奶盖；第二，选择

优质茶底；第三，选择三分糖或无糖；第四，选择牛奶或
淡奶；第五，少加或不加辅料，如果吃了辅料，当天就少
吃主食。

爱喝奶茶的人不妨自制。选择较好的红茶，沸水煮3分
钟，滤出茶叶，把茶水盛入杯子；将纯牛奶加热煮沸后，
兑入之前的茶水，比例可视个人口味而定；待奶茶稍微
凉些后，可加适量蜂蜜调味。也可加入各种水果丁、柠檬
片，或榛子、核桃等坚果碎，喝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吃出健康

一杯奶茶的真相
受访专家：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科学技术部主任 阮光锋

本报记者 高 阳

编者的话： 秋冬季节，手中一杯奶茶，不仅是逛街娱乐的暖手良品，更是年底加班熬夜、满血复活的标
配。尽管很多人知道它不健康，可根本停不下来，越喝越上瘾。本报记者在采访专家时了解到，让人欲罢不
能的奶茶，实际上由多种不健康的成分组成，长期喝下去，满足了味蕾，却消耗了健康。本期，我们就请专
家对奶茶详细做个“解剖”。

门诊中经常发现患者
挂错号，本来应该看血
管外科的，却跑去了心
内科、神经科就诊，延
误了治疗时间。血管外
科主要负责全身除心脏
以外循环系统各处血管
发生的疾病，如果出现
以下症状，建议及时到
血管外科就诊。

1 .脉搏弱。身体健康
者可在腕部或脚面触及明
显的动脉搏动，如果搏动
减弱或消失，提示动脉狭
窄或堵塞，要及时就医。

2 . 有 搏 动 性 肿 物 。
若用手触摸发现颈部、
肢体或腹部有搏动性肿
物，搏动频率与心跳相

保护心脑

肢体肿、跛行、有斑块、脉搏弱等

八种症状要看血管外科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血管外科主任 吴巍巍

近，提示可能存在动脉
瘤，必须及时就诊，以
免破裂危及生命。

3 .发现斑块。若体检
时发现血管内有斑块，要
及时就医，以免造成器官
梗塞。

4 .中风。若突然出现
视物不清、上肢或下肢
活动障碍、失语、口角
歪斜等症状，可自行恢
复，称为小中风，这往
往是中风（脑梗）的前

兆，建议及时到血管外
科排查外颈动脉、椎动
脉或脑血管病变。

5 .静脉曲张、血栓。
下肢静脉曲张在各种血管
疾病中所占比例高达90%
以上。从外观上看，多表
现为扭扭曲曲像蚯蚓一样
的青筋突起，有时还会出
现小腿皮肤萎缩、脱屑、
色素沉着等。尽管不痛不
痒，但会影响美观，还会
给身体带来潜在危害，建

议尽早到血管外科就诊。
若超声检查时发现下

肢有静脉血栓，也要及
时到血管外科就诊，以
免血栓脱落，出现致命
的肺栓塞。

6 .间歇性跛行。如果
肢体出现畏寒怕冷、麻
木、活动后疼痛、间歇性
跛行，预示可能出现了下
肢动脉硬化。若不活动也
出现明显疼痛，甚至影响
夜间休息，则是病情加重

的信号，患者一定要及时
到血管外科就诊。

7 .肢体肿胀。尤其表
现为“晨轻暮重”，或突
发的肢体肿胀，这可能是
静脉出现血栓了，需要及
时就诊。

8 .肢体、脚趾破溃。
若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
老人出现肢体或脚趾破
溃，且长时间无法愈合，
可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
或糖尿病足的表现，要及

时到血管外科就诊，以免
伤口扩大。

有些疾病患者确实很
难区分该挂哪个科时，
可 据 此 判 断 ： 1 . 特 殊
部位血管瘤，如颅内或
脊髓血管瘤、肝脏血管
瘤、椎体内血管瘤，建
议到相应科室，如神经
外科、肝脏外科或骨科
就 诊 。 2 . 免 疫 性 血 管
炎，有些血管炎累及小
血管，是免疫疾病在微
循环系统的一种表现，
建 议 到 风 湿 免 疫 科 就
诊。如果是大动脉炎，
且累及大血管，需要手
术治疗时，仍应到血管
外科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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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这些法律或条规都
是为了维持全民社会的公共
秩序。因此，不应有例外，
所有公民都有义务遵守包
括在地方上的条例与法规
（perda）在内。

地方法规最常被违反，
故意或非故意的违反。经常
违反的地方法规之一，即安
置在户外的广告牌，例如海
报、横幅和各种广告牌。雅
加达特区政府：有关广告法
规编号为2014年第9号编号
的法规。

地方政府对广告牌，海
报和横幅有权进行监管，特

别对其内容及对物主征收广
告税，以及拒绝对有破坏国
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内容的广
告牌，或破坏城市美规以及
安全的广告牌。

雅加达地区捍卫伊斯兰
阵线领导人Rizieq Shihab的
广告牌或旗帜，是未经许
可的广告牌和横幅使雅京
军区司令杜东少将（Mayjen 
Dudung Abdurachman）感到
担忧。因此，他下令其属
下拆除雅加达地区捍卫伊
斯兰阵线领导人Rizieq Shi-
hab的广告牌或旗帜。

雅京军区司令的行动激

发了各地方领导人的  注意，
他们也纷纷跟从雅京军区司
令杜东少将的行动，下令
Satpol PP拆除未经许可的非
法横幅和广告牌，以强制执
行地方法规。

在Surakarta也拆除了非
法的横幅和广告牌，其中
有一些带有里兹克的照
片，许多还具有挑衅性的
词句，有可能会破坏印度
尼西亚共和国的完整性。
在中爪哇省的三宝垄市也
发现了类似的案例。在 南
苏门答腊省的巨港市；和
西爪哇省的展玉（Cianjur）
市也一样。

在各个地区拆除非法横
幅和广告牌的情况，应被视
为恢复地区法规权威的一种
努力。同时，这是对所有各

方遵守法律法规的警告，无
一例外。

捍卫伊斯兰阵线太天
真地认为在各个地区安装
内容几乎相同的巨型横幅
和广告牌可被称为公民倡
议。即使这确实是一项公
民倡议，也仍然会被认为
是错误的，因为它违反了
当地法规。

将非法横幅和广告牌的
存在与理想的国家领导层联
系起来是不对的。非法的标
语和广告牌不能被称为是引
导民众愿望的工具。

民众的理想应当通过正
确的机制被引导，即通过代
表机构从中央向各地区传
达，而不能违反法律。因为
民主制度是  遵守所有法律法
规的代名词。

现在是地方首长应该
认真引导公民遵守当地
法规的时候了。切勿因
为横幅和广告牌的安装
背后有强大的力量而可
以违规行为。地方负责
人也不希望通过允许违

反当地法规来获取利润
及发动政治野心。

民众希望遏制非法的户
外广告牌将成为一项全国运
动。以维持治安为动力，提
高公民对遵守法律和法规的
意识。

地方政府也拆除非法广告牌 文／邝耀章

实际上，所有公民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得

到相同的认可和保证。　这是宪法在所有公民

中是平等的一种具体表现。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
有改变。当今世界，经济全
球化潮流不可逆转，任何国
家都无法关起门来搞建设。
中国绝不会走历史回头路，
不会谋求“脱钩”或是搞封
闭排他的“小圈子”。亚太
地区要继续领风气之先，坚
决维护和平稳定，坚定捍卫
多边主义，坚持构建开放型
世界经济。我们要继续推进
区域经济一体化，早日建成
亚太自由贸易区。

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20日
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
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并发表题为《携手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重要
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
和亚太正在经历深刻变革，新
冠肺炎疫情加速了这一趋势。
亚太合作未来的路怎么走，关

乎地区发展，关乎人民福祉，
关乎世界未来。

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
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合作论
坛，也是地区最高级别的政
府间经济合作机制。亚太经
合组织成立以来的30多年，
是世界格局加速演变的30多
年，也是亚太地区发生翻天
覆地变化的30多年。其间，
中国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
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仅发
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
中国同亚太各成员建立了利
益深度融合的伙伴关系，并
持续为亚太和世界经济注入
强劲动力。

人类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
史时期。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
流行，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冲击。
与此同时，单边主义、保护主

义、霸凌行径上升，经济全球
化遭遇逆流，加剧了世界经济
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亚太合作未来的路怎么
走？看清过往，才能洞悉未
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诞生
于全球冷战结束的年代。上
世纪80年代末，随着冷战结
束，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
自由化和区域集团化的趋势
渐成潮流。亚太经济合作组
织应运而生，为推动区域贸
易投资自由化，加强成员间
经济技术合作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亚太地区目前已
是世界经济增长中最强劲、
最活跃的一个板块。

时至今日，美国一些政客
执意疯狂鼓吹 “新冷战”，
鼓吹中美 “ 经济脱钩”“
科技脱钩”，试图人为切断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一些美

国政客用意识形态划界，试
图通过与中国“脱钩”解决
自身面临的问题，掩盖美国
抗疫不力的现实。美国政客
的所作所为是饮鸩止渴，只
能进一步损害本国企业和民
众的利益，却无法让世界退
回到相互封闭、彼此分割的
状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
在亚太地区是人心所向。某
些国家少数政客妄想把世界
拖入一场“新冷战”，并以
此重新确立其主宰世界的霸
权地位，这种图谋最终只能
是痴人说梦。

亚太合作未来的路，必
须继续坚持开放包容。开放
是国家进步的前提，封闭必
然导致落后。和平与发展的
时代主题没有改变。当今世
界，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
转，任何国家都无法关起门

来搞建设。中国绝不会走
历史回头路，不会谋求“脱
钩”或是搞封闭排他的“小
圈子”。亚太地区要继续领
风气之先，坚决维护和平稳
定，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
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我
们要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
化，早日建成亚太自由贸易
区。

不久前，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国将积
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我们构建新发展格
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
环，而是开放的、相互促进的
国内国际双循环。

事实上，中国经济国内

大循环越强，亚太经济合作
就越稳，世界“脱钩”的风
险也就越小。今天的中国早
已同亚太各国及世界经济和
国际体系深度融合。目前中
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
破1万美元，有超过4亿中
等收入人口。在新发展格局
下，中国经济内循环越强，
市场潜力发掘就越充分，为
亚太及世界各国创造的需求
就越多。

拥有强大国内市场和高水
平国内大循环的中国，将延续
亚太地区强劲发展势头，将是
世界经济的机遇。拥有强大内
循环的中国经济，必将踢开挡
在世界经济复苏道路上的“脱
钩”绊脚石，为各国提供更多
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
遇，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来源：北京青年报）

中国内循环越强世界“脱钩”风险越小 文/樊大

小时候，真实总是把现
实打得落花流水；成年了，
现实和真实经常打个平手；
可到了中年，现实却占了上
风，经常把真实打得大气都
不敢出；终于到了老年了，
突然发现他们不打架了，因
为大多数的真实好像被现实
打死了……我痛恨这结局，
它太现实。

我们经历太多没有回头
路的旅程，我们经历了，
我们想回去，可时间冷冷
的拒绝了我们。你错过的
爱情，错过的家庭，你错
过的机会，你错过的某段
人生。它是一辆列车快速

驶过，而我们却不知道自
己原来就是乘客。

这个世界是如此强大，
强大到生不出改变它的念
头。可你知道，青春只有
这么些日子，你不会因绿
芽冒出土地而喜悦，会对
出生的朝阳欢呼跳跃，你
会给别人善意和温暖，但
是却会在赞美别的生命的
同时，常常，甚至永远
的，忘记自己的珍贵。

“真心”与“现实”是
一道永远对立的命题。人生
来就与这个世界抗衡着。西
方提倡“自由与民主”，意
在冲破制度对人的限制，强

调人的重要性。中国则有“
人定胜天”的说法。在这样
文化的影响下，人总是非常
努力的活着，努力为着自己
的欲望活着，为了满足现实
的需要而活着。

 现代的都市已经将人
物化到了无可比拟的程
度，一切媒介都成为了人
类的延伸，而人却成为了
媒介的奴隶。脱离场域的
存在并不存在，而大多数
人，选择将自我同现实画
上等号。当身份的认同同
成就和利益而非内省画上
等号，人便不再存在了。
你的真心都不复存在，你

又如何存在？
每天，我们把自己交给

繁忙的工作，把时间交给忙
碌，把两耳关闭，把大脑清
空疲于应付，以至于让自我
变得目不暇接，而思想却停
滞不前，甚至一退万里，却
忽略了真实。真实是遵从内
心，从心灵深处漫溢出来的
不懊悔。是从民族中能够拿
出来的灵魂。什么是能够从
民族中拿出来的灵魂？是
谦卑，是内省，是真性情，
更是问心无愧礼遇四方的态
度。

大部分人都能理解真
实和现实的差别，也知

道什么时候表现得现实一
些，什么时候表现得真实
一些，同样地，大部分人
也能分清何为真实，何为
现实。人们都理解真实的
珍贵，虽然在现实中待久
了，人会渐渐变得现实，
但是在内心深处还是都深
藏着对真实的渴望。

虽然大家都喜欢真实，
但是在现实中真实的人却往
往吃不开。这是为什么呢？
这也许是缺少真实的土壤，
当人们无法用真实换取真实
时，就会选择隐藏真实，用
伪装面对现实。而在这样土
壤中，真实地坦诚相见，反

而会让他人感觉到不适，如
果这是人类进化的结果，我
们应该喜还是悲呢？

还记得那句“不要因
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
出发。”更不能够忘记那
句：“愿你出走一生，归来
还是少年。”梦想，放在那
里，如果不付出真心，我们
又如何配得上它？

希望到你老的时候，你
的真实还在，还能像最初那
样，总是把现实打个落花流
水……愿你在被打击时激起
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
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
爱你所爱，行你所行。

真实与现实 文：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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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 登 在 声 明 中
说，“在国家安全和
外交政策方面，我们
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
费了。我需要一个从
上任第一天就准备好
的团队，帮助美国重
回谈判桌上的位置，
团结全世界迎接我们
面临的最大挑战。”

拜登拟提名现年58
岁的安东尼·布林肯
（Antony Blinken）担
任国务卿；杰克·沙
利文（Jake Sullivan）
将出任国家安全事务
助 理 ； 提 名 琳 达 ·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
（L i n d a  T h o m a s -
G r e e n f i e l d）出任美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约 翰 · 克 里 （ J o h n 
Ke r ry）拟任美国总统

气候变化特使，同时
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
成员。

经 验 丰 富 的 “ 老
将”是拜登外交团队的
鲜明特征。布林肯曾在
奥巴马政府担任国家安
全事务副助理和副国
务卿，他也是前总统
克林顿外交政策演讲
主要撰稿人。布林肯
的少年时期在法国巴
黎成长，早年曾是一
名从事外交领域报道的
记者，并在多家媒体机
构担任评论员。

自2002年起，布林
肯开始担任拜登的外交
政策顾问，并参与拜登
的总统竞选工作。拜登
曾评价，“布林肯是一
个超级明星，这一点也
不夸张”，“他可以胜

任任何工作”。
沙利文目前是拜登

的高级政策顾问。他
曾担任美国务院政策
规划办公室主任，是
前国务卿希拉里的重
要顾问。沙利文曾参
与伊核协议谈判，并
在2012年由美国斡旋
的加沙停火谈判中发
挥关键作用。

拥有35年外交经验
的托马斯-格林菲尔
德，将出任美国常驻
联合国代表。她曾担
任美国务院负责非洲
事务的助卿，在亚、
非、欧、南美四大洲
有过驻外经历。

拜登让76岁的克里
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
成员的决定，引起美
国媒体的关注。克里
的政治履历丰富，竞
选过总统、当过参议
员，并在奥巴马任内
出任国务卿。他的任
命被视为拜登对气候
变化议题的重视。

在国家安全方面，
拜登的任命将创造两

个“第一”：拟提名
马约卡斯（Alejand ro 
Mayo r k a s）担任国土
安 全 部 部 长 ； 艾 薇
儿·海恩斯（A v r i l 
Haines）拟任国家情报
总监。

马约卡斯出生于古
巴，他曾在奥巴马政府
时期担任国土安全部副
部长。他早年曾是一名
联邦检察官，并在司法
部工作。如果提名获通
过，他的拉丁裔移民身
份将创造国土安全部的
历史。

海恩斯与拜登在多
个工作岗位共事超过
10年。在奥巴马政府

时期，她曾担任总统助
理和国家安全事务副助
理，此前还担任过中情
局副局长。她有望成为
美国情报部门的首位女
性掌门人。

拜登表示，这些关
键职位的人选“经验丰
富，经受过危机的考
验”。他们将立即开始
工作，重建政府机构，
恢复和重设美国的国
际地位，以确保美国
民 众 在 国 内 外 的 安
全，并应对这个时代
的决定性挑战——从
传染病到恐怖主义、
核扩散、网络威胁和
气候变化。

美国密歇根州竞选委员会确认
候选人拜登在该州获胜

当地时间11月23日，美国密歇根
州竞选委员会成员通过投票确认了该
州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计票认证结
果。密歇根州州长当日在一份声明中
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
登以2.8%的优势赢得了密歇根州。

美联社消息，23日，密歇根州竞
选委员会成员在网络会议中进行投
票，3名成员投出赞成票，确认了该
州大选的选票认证结果，1名成员弃
权。该委员会由2名共和党人和2名民
主党人组成。

一名阿塞拜疆军人在纳卡地区丧生 
俄罗斯维和人员受伤

综合消息：据阿塞拜疆国防部消
息，一名阿塞拜疆军人当地时间23日
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
遭到地雷爆炸而丧生，另有一名俄罗
斯维和人员受伤。

阿塞拜疆国防部称，当天，一个由阿
塞拜疆武装部队、俄罗斯维和人员和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组成的关于交换死
亡士兵遗体的联合小组正在纳卡地区开
展工作。其间，一枚地雷爆炸。

德国累计确诊超94万 
卫生部长对12月启动疫苗接种表示乐观

德国疾控部门23日公布的新增确
诊感染新冠病毒人数为10864。截至
23日午夜，德国累计确诊已超过94万
人。德国卫生部长施潘当天表示，有
理由对欧盟年内批准新冠疫苗使用感
到乐观，一旦疫苗获批，德国将立即
启动疫苗接种。

据德国“时代在线”实时数据，
截至当地时间23日午夜，德国累计
确诊946443人、治愈618743人、死
亡14601人。近七日（11月17日-23
日）新增确诊129185人。

尼加拉瓜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卡车翻车致16死25伤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4日报道称，
尼加拉瓜一辆卡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
至少16人死亡、25人受伤。印度latestLy
新闻网则报道称，已有17人遇难。

据报道，一辆卡车在瓦斯拉拉
（Waslala）市发生翻车事故，遇难
者中包括12名女性和1名婴儿。瓦斯
拉拉市长赫尔曼·瓦尔加斯表示，事
故原因可能是卡车刹车失灵。

欧盟必须重建工业以降低对中国等的依赖 
避免保护主义

葡萄牙总理科斯塔(Antonio Costa)
周一表示，重建欧洲工业并降低对中
国等国的依赖应当是新冠疫情后的首
要任务，但欧盟应当避免保护主义政
策。科斯塔称，疫情暴露了欧盟在必
需品方面对中国等国的依赖度，这使
得其供应链更容易受到破坏。

“欧盟不能完全依赖外部生产的必
需品，”科斯塔在一次活动上列举葡萄
牙1月1日起的六个月欧盟理事会主席国
任期内的首要任务时称。“新冠疫情危
机显然使这一点成为重中之重。”

但科斯塔也警告称，要避免“欧洲
版本的保护主义或阻断全球贸易”，
并称这不是要创立几家大型垄断企业
的问题，而是要制定“更加灵活的竞
争政策”。

巴克莱维持2021年油价预估不变 
预测疫苗成为需求转折点

巴克莱周一继续维持其“高于普遍
预估”的2021年油价预测不变，预测
布兰特原油均价为每桶53美元，依据
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及其盟友
的减产，以及新冠疫苗的问世可能提
高明年下半年的石油需求。

巴克莱在研报中称，若短期内推出
高效疫苗，将会成为需求的转折点，
因为这可能促成经济持续复苏。布莱
克预测2021年布兰特和美国原油均价
分别为每桶53美元和50美元。

消息人士对路透表示，石油输出国
组织(OPEC)及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盟
友组成的OPEC+倾向于将1月增产计
划至少推迟三个月。

通用全球召回700万辆汽车 
损失高达12亿美元

通用汽车公司23日宣布，将在全
球范围内召回约700万辆大型皮卡车
和SUV，这批车辆装有存在潜在危险
的高田安全气囊。通用此次召回的范
围是2007年至2014年款的全尺寸皮
卡车和SUV，包括雪佛兰席尔沃莱都
1500、2500和3500。席尔沃莱都是
通用最畅销的汽车，也是美国畅销榜
排名第二的汽车。雪佛兰巨无霸、雪
佛兰雪崩及凯迪拉克凯雷德等也在召
回名单中。

拜登宣布首批外交和国安关键职位拟任名单

拜登、哈里斯团队公布了第一批内阁成员提名名单

【中新社华盛顿】美国民主党总统

候选人拜登23日宣布了首批内阁部长

拟任名单，其中包括国务卿、国土安

全部长、国家情报总监等涉外交和国

家安全政策的关键职位。

【海外网】当地时间
23日，美国联邦总务管
理局宣布，特朗普政府
已做好准备正式开始政
权过渡进程。面对这一
消息，特朗普连发两次推
特，先是声称这一决定是
在自己的建议下落实，
又表示自己面对“假计
票结果绝不认输”。

当地时间23日晚，
特朗普在其推特上表
示，总务管理局与民主
党开始初步接触，与其
团队继续就大选结果
发起法律挑战之间没
有任何关系。他在推
文中将202 0年大选称
作“美国政治历史上最
腐败的选举”，称自己
的团队会“全速前进，
绝不会向虚假的计票结
果认输”。

在此前的第一篇推
文中，特朗普曾表示，
是他建议了总务管理局
开始过渡流程。但他也
指出，该部门负责人墨
菲曾因过渡事宜受到骚
扰、威胁和虐待，并称
自己会继续就大选结果
发起法律挑战。

白宫权力过渡流程启动 

特朗普再发推：绝不认输

特朗普

【 中 新 社 伦 敦 】
英 国牛津大学与英国
阿斯利康公司合作研发
的“牛津疫苗”23日
公布第三期临床试验结
果：该疫苗在调整至适
当剂量后有效率可高达
90%。

试验结果显示，当
1个月内两次注射全剂量
时，有效率为62%；而采
取第一次一半低剂量、
第二次全剂量的注射方
式，其有效率达到90%。
上述两种给药方案的综
合有效率为70.4%。目
前尚不清楚导致两种方
法不同结果的原因，研
究人员称，“这可能是
由疫苗的加强效应所导
致。”超过2万名志愿者
参与了该疫苗大规模临
床试验，其中一半在英
国，其余在巴西。在接
种人群中，尚未出现因
新冠病毒感染住院或死
亡情况。

牛 津 疫 苗 研 制 领
头人安德鲁·波拉德
（Andrew Pollard）教授
表示，“我们对这些成
果非常满意。”第一次
注射一半剂量就产生有
效反应，“如果采用这
种接种方式，意味着同
样的产量可以让更多的
人接种。”这种高低结
合剂量方案的试验数据

证明，“还能减少无症
状感染”，“我们也许
能够真正有效阻止新冠
病毒的传播。”牛津疫
苗的设计者莎拉·吉尔
伯特（Sarah Gilbert）
教授说，“今天宣布的
试验结果，让我们离通
过疫苗来结束全球的
新冠疫情的目标更近
了一步。”

英国牛津疫苗公布第三期临床试验结果

【路透纽约】对于
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选
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美联储/FED)前主席
叶伦担任下一任财政部
长，投资者非常认可，
认为她任职美联储的经
验对于帮助美国应对新
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困境
非常关键。

叶 伦 在 2 0 1 4 年 至
2018年期间担任美联储
主席，如果提名得到确
认，她将成为首位领导
美国财政部的女性。在
该消息传出后，美国股
市涨幅有所扩大。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
择，因为她对市场很熟
悉，并且可以与美联储
很好地合作，毕竟她在
那里任职时间很长，”
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
市Independent Advisor 
A l l i a n c e首席投资官
Chris Zaccarelli表示。

拜 登 政 府 将 努 力
帮助该国经济从冠状
病毒大流行中恢复，
财长将在其中扮演重
要角色。在内阁职位
中，财政部长的人选被
认为最有可能影响资

产价格。
新的财政部长将在

与国会的新冠经济救助
方案谈判中发挥重要作
用。几周来市场一直受
到财政刺激方案谈判的
波折影响。

这并非叶伦首次承
担帮助美国摆脱经济危
机的任务。10多年前
的金融危机后，叶伦接
替贝南克担任美联储主
席，此前她曾担任美联
储副主席。最近叶伦呼
吁政府增加支出，以帮
助美国经济走出疫情引
发的深度衰退。

巴 尔 的 摩 B r o w n 
A d v i s o r y固定收益负
责人Tom Graff表示， 
“叶伦应该会强力提倡
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政
策，鉴于她在华盛顿
的声誉，这可能使她
成为拜登能够选择的
最有效的财政扩张倡
导者。

叶伦在奥巴马任内
出任美联储主席，期间
采取低利率，不过美联
储在2015年12月将利率
从零上调时，也是在她
担任主席。

“就美联储政策而
言，她似乎是鸽派人
士，而市场喜欢鸽派政
策”，Dakota Wealth资
深投资组合经理Robert 
Pavlik表示。

“我认为她是很好
的人选，应该轻易就会
获得确认，”Raymond 
J a m e s 固定收益主管
Kevin Giddis表示。

【路透伦敦】专业

服务集团安永一项调

查问卷显示，与今年

稍早相比，全球高管

认为他们的欧洲投资

计划所受打击有所减

轻，并且对欧洲的未

来吸引力更为乐观。

此 次 调 查 在 1 0 月

份 进 行 ， 是 一 系 列

COVID-19疫苗试验取

得突破之前。调查显

示，目前有42%的高

管预计他们的2020年

投资计划会减少，有

31%打算将投资计划

推迟到2021年。

4月份时面对同样

的问题，有66%的高

管预计2020年投资计

划会减少，23%计划

推迟投资。这次调查

中，甚至有10%的高

管认为他们的2020年

投资会增加，4月份时

没人这样认为。

尽管这仍然意味着

外商直接投资整体遭受

重大打击，远不如2019

年创纪录的一年，但安

永指出，21%的受访者

认为，疫情过后欧洲将

更具投资吸引力，4月

份时候这一比例仅为

8%。

“ 投 资 者 相 信 ，

未来三年欧洲将成为

比疫情前更具吸引力

的投资目的地，这让

人充满希望，”安永

区域执行合伙人Jul i e 

T e i g l a n d称。调查结

果基于10月份对14个

行业1 0 9位全球高管

的访谈。

欧洲投资吸引力曙光摇曳

【路透伦敦】根据
英国周二颁布的新法
律，如果该国电信业
者违反禁令使用中国
华为制造的设备，可
能面临最高为营业额
10%或每天100,000
英镑(133,140美元)的
罚款。

英 国 政 府 表 示 ， 
《电信(安全)法案》
将提高英国电信网络
的安全标准，并消除
高风险供应商的威胁。

由于担心美国的芯
片技术制裁意味着华
为不会是可靠的供应
商，英国于7月决定从
2027年底起禁止在5G

网络中使用华为。
法案旨在将该决定

写入法律，并在将来管
理其他高风险供应商
带来的风险，对于违
反规则的电信业者将
予以严惩。

英国数字化、文化
和媒体大臣道登(Oliver 
Dowden)表示，只有在
安全且有弹性的情况
下，5G和光纤网络才
能带来好处。

“ 该 具 开 创 性 的
法案将让英国的电信
安全制度是全球属一
属二的严格，使我们
能够采取必要措施保
护我们的网络，”他

表示。
华为表示对政府试

图将其排除在5G推出
之外感到失望。

华为副总裁张国威
表示，“这一决定是
出于政治动机，而不
是基于对风险的公正
评估。”

“ 这 不 符 合 大 家
的最佳利益，因这会
让英国进入数字慢车
道，并让政府的升级
日程面临风险。”

政 府 表 示 ， 法 案
中更严格的安全标准
还能保护英国免于其
他国家及罪犯的网络
攻击。

英国颁布新法 

电信业者若使用华为等高风险供应商将被罚

投资者欢迎FED前主席

叶伦被提名为美国财长

美联储前主席叶伦

英国牛津大学与英国阿斯利康公司合作研发的“牛津
疫苗”23日公布第三期临床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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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首都圈一周内
两次提升防疫响应级别

韩国首都圈24日将保持社交距离
防疫级别上调至2级，这是一周内第
二次提升防疫响应级别。

近来，韩国病例增长迅速。据韩
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通报，过去24小
时，新增确诊病例349例，累计确诊
3.1353万例。其中，包括首尔、仁
川、京畿道在内的首都圈，单日新增
病例为217例，首都圈已连续5天单日
新增病例超过200例。

日本外相就布林肯
被提名为美国国务卿表示欢迎

共同社11月2 4日消息，有关美
国“当选总统”拜登提名前副国务卿
安东尼·布林肯出任国务卿一事，日
本外相茂木敏充在24日的记者会上表
示，“待其正式就任时，希望为进一
步发展牢固的日美关系展开合作。愿
迅速谋求沟通。”

茂木还提到布林肯曾在奥巴马政府
时期担任副国务卿等职务，表示欢迎
称，“他在外交政策方面见地深刻，
此前为强化日美同盟做出了贡献。”

日本一政府大楼暴发新冠集体感染 
目前大楼已封闭

据日本放送协会（NHK）24日报
道，近日，日本北海道清水町政府大
楼暴发新冠肺炎集体感染。从24日
起，清水町政府大楼已封闭，窗口业
务全面停止，同时，当地一些有感染
风险的公共设施也已关闭。

据报道，北海道政府发布消息
称，截至23日，清水町政府内部已有
7名职员确诊。为防止疫情扩散，清
水町政府大楼已对当地民众封闭，窗
口业务也已全面停止办理。为方便有
急事的民众，清水町政府派出了数名
核酸检测呈阴性的职员，在大楼正门
进行应对。

韩釜山公寓楼大火已被扑灭 
火灾造成至少1死12伤

据韩媒报道，韩国消防部门称，
当地时间24日，韩国东南部城市釜山
一栋公寓楼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人
死亡，12人受伤。

报道称，大火发生于当地时间24
日早上6时50分左右，地点位于釜山
金井区北部一栋公寓楼的12楼。

消防官员称，在12楼发现一名50
多岁的死者，另有12人因吸入浓烟，
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治疗，其中包括死
者的儿子。

日本需要密切关注数字人民币的发展
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周二称，在

推进数字人民币的过程中，中国必须保
持透明度，并称需要予以密切关注。

“我理解中国推进数字人民币是为
了配合一带一路倡议，同时挑战美元
作为全球性货币的现有体系，”麻生
太郎在一个国会委员会会议上表示。

泰国财长：
2021年GDP预计恢复增长4%

11月23日，泰国财政部长阿空表
示，2021年泰国GDP预计增长4%。
阿空透露，旅游业占泰国国内生产总
值(GDP)的12%左右，新冠疫情重创
泰国旅游业，泰国恢复经济增长需要
时间，泰国政府将重点支持旅游业恢
复，预计2020年泰国经济才能完全恢
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

目前，泰国公共负责率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49%。泰国政府将计划投入
1万亿泰铢(约合2169亿元人民币)的
贷款计划，其中4000亿泰铢(约868
亿元人民币)将用于恢复经济增长，
其中大约1200至1300亿泰铢(约260
亿元至282亿元人民币)已获批准。

疫情持续恶化 
日本政府拟限制旅行补贴活动

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稔
当地时间22日表示，鉴于日本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持续激增，政府将对旨在
复苏国内旅游市场的“去旅行”补贴
活动加以限制。

西村康稔告诉日本广播协会一档
节目，政府将对“去旅行”活动设置
一些限制，几天内将宣布新规，不过
他认为活动本身没有问题。

西村康稔说，政府必须迅速应对不
断变化的疫情，避免宣布进入国家紧
急状态等严重状况的发生。按照他的说
法，如果某个地区确诊病例数超过一定
水平，日本观光厅可能要求旅行社停止
受理前往该地区的行程预订。另外，观
光厅正设法让旅客免费取消出行计划。

西村康稔说，中央政府正与多个病
例攀升地区的地方政府合作，几天内将
就“去旅行”活动颁布新的指导意见。

据日本电视台23日
报道，意见书称，日
本司法机构长期拘留
戈恩，迫使其身处容

易作出不利供述的环
境，妨碍了他与律师
进行自由交流。戈恩
方面的律师23日也发

表声明称，“日本司
法机构的行为明显违
法”。

虽然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发表的意见书不具
有法律效力，日本政府
仍对此提出异议称，“
只根据戈恩方面提供的
信息就下此结论，对此
深表遗憾”。

2019年12月29日，
戈恩以假名和伪造证
件逃离日本，国际刑
事警察组织随即向其
发出红色通缉令。有

媒体称戈恩是藏在大
提琴盒中骗过警方，

乘坐私人飞机从关西
国际机场离开日本。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日方4次拘捕戈恩 行为不当应赔偿
【海外网】当地时间 2 3日，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意见书称，日

本司法机构前后四次拘捕日产汽车

前董事长戈恩的行为“不当”，侵

害了推定无罪原则，认为日本政府

应该做出赔偿。日本政府对此回应

称“深表遗憾”。

日产汽车前董事长戈恩

【海外网】日本前
首相安倍晋三涉嫌挪用
公款一事，在日本持
续引发舆论关注。东京
地检署特搜部认为，安
倍及其后援会或挪用约
800万日元（约合50.4
万人民币）的政治资
金，用于“赏樱会”前
夜举办宴会。2 4日中
午，安倍接受记者团采
访，对相关问题回应称
会配合调查，其他“无
可奉告”。

据日本富士电视台24
日消息，安倍称，自己
已知晓因资金问题而遭
检方突击调查一事，“
我将全面配合调查。
除此以外，其他无可奉
告。”有记者当面指
出，他尚未对此事进行
说明，安倍再次表示在
现阶段无法多说，“我
已经在国会上进行过答
辩，现在正在接受相关
调查，我会配合所有调
查工作。”

据早前消息，201 3
年至20 1 9年，安倍政
府都会在“赏樱会”
前夜举办被称为“前

夜祭”的大型宴会，
该宴会由一个名为“
安倍晋三后援会”的
政治团体负责。有消
息人士透露，20 1 5年
至20 1 9年，承办“前
夜祭”的酒店共收到
23 0 0万日元的活动经
费 ， 但 这 5 年 ， 安 倍
及其后援会从参加者
收取的参加费总额仅
14 0 0多万日元。东京
地检署特搜部认为，
约800万日元的资金缺
口，可能是由安倍本
人及其后援会进行了
填补。

资金的具体来源，
目前尚在调查之中。
目前，特搜部正在对
酒店方面和安倍及其
后援会提供的资料进
行分析，同时，还在
对安倍前秘书及地方
资金提供者等至少2 0
人进行调查。

日本政府从195 2年
起在首都东京新宿御苑
举办“赏樱会”，邀请
社会各界代表与首相一
起欣赏樱花，费用由政
府承担。安倍执政期
间，“赏樱会”预算大
幅增加。

安倍涉嫌挪用50万元办赏樱宴 

本人回应：全面配合调查

安倍在东京新宿御苑参加赏樱会

【海外网】据日本
共同社24日报道，为
了确保日本皇族人数
减少后，仍有足够的
人手参与皇室活动，
日本政府正在讨论设
立“皇女”制度，让
出嫁后脱离皇籍的皇
族女性以国家公务员
身份继续参与公务。

报道称，多名日本
政府知情人士称，政
府已经拟定了初步方
案，将于年内提交至
众议院。日本皇室现
有13名女性，均承担
着部分皇室公务，其

中6人未婚，如果她
们陆续结婚后脱离皇
籍，皇室很有可能面
临“人手不足”的困
境。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
24日也就皇族人数减
少问题称，“考虑到
皇族成员的年龄，这
个问题已经不能再拖
延下去了”。

在新制度下，皇族
女性结婚后仍将脱离
皇籍，但会获赠“皇
女”称号，以公务员
的身份参与皇室活动
并领取特殊津贴。

日本政府拟设“皇女”制：

为国家公务员 领特殊津贴

已经订婚的真子公主和未婚夫小室圭

【新浪网】日本准天
顶卫星系统（QZSS）计
划再发射3颗卫星，在
2024年3月底组成有7颗
卫星组成的星座，建成
自己的卫星定位系统。
整个系统的终极目标是
在2036年，导航空间信
号测距误差维持在0.3
米左右。

11月23日在成都开
幕的第十一届中国卫星
导航年会上，来自日本
内阁国家空间政策秘书
处的小暮聪在介绍日本
的卫星导航系统时，讲
到了上述未来计划。

目前，日本的卫星

定位依赖于美国GPS，
而日本政府一直希望建
立既能兼容GPS，又有
更高定位精度的自有卫
星定位系统。日本此前
公布的规划是，到2023
年将有7颗导航卫星，
实现不依赖GPS的高精
度定位导航。

据小暮聪介绍，日
本空间政策的三个主要
目标是保证日本的空间
安全；为自然灾害管
理、国家恢复和解决全
球问题贡献力量；以及
利用太空开发作为力量
驱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创
新。为了完成空间政策

的目标，准天顶卫星系
统（QZSS）是其中最
高优先级的项目之一。

小暮聪称，准天顶卫
星系统建成后，可以在
许多领域中有所应用，

例如自然灾害监测、促
进自动驾驶发展、智慧
农业和机器控制等。

在谈到准天顶卫星
系统（QZSS）的未来
扩展时，小暮聪表示，
在定位、导航和授时
方面，将开启导航身
份验证服务，一步一
步地提高定位精度和
误差：202 3年-20 2 6
年，系统的空间信号测
距误差为2.6米，2027
年-2036年，误差为1
米，2036年以后，误差
为0.3米。至于授权服
务上，日本还在进行相
关的调研。

日本计划再发3颗卫星 2024年建成自有卫星定位系统

日本准天顶卫星系统（QZSS）计划再发射3颗卫星，
在2024年3月底组成有7颗卫星组成的星座，建成自
己的卫星定位系统

【路透威灵顿】新
西兰财政部长罗伯逊
(Grant Robertson)周二
表示，政府正在评估
房市相关政策，也已
经就如何帮助稳定房
地产价格向新西兰央
行寻求建议。

罗伯逊证实已经致
信新西兰央行总裁奥
尔(Adrian Orr)寻求建
议，也提议在规划货币
政策时，将稳定房价列
为考虑因素。

“我预期在接近年
底能得到这方面的建
议，然后会尽快与内阁
讨论，”罗伯逊表示。

该消息带动新西兰
元兑美元大涨至2018年
中来最高位0.6985美
元，因为这强化了新西
兰央行明年不会实施负
利率的预期。过去十年
新西兰房价上涨近90%
，打破所有预期；光
是过去三年就涨了20-
30%。

新西兰房价涨不停 

财长问计于央行总裁

新西兰财政部长罗伯逊

【路透香港】亚洲

股市周二攀升，因有消

息称，美国当选总统拜

登获得放行，可以开始

进入白宫的正式交接，

同时新冠疫苗进展以及

全球经济迅速复苏的前

景也已让市场人气更趋

乐观。

美国总务署长Emily 

Murphy在周一写给拜登

的信函中表示，他可以

正式开始交接程序。

特 朗 普 在 推 特 上

写道，他已告知其团

队“依据初始协议做

该做的事”，这表明

在针对选举结果发起

数周的法律挑战后，

他开始着手交接。

报导称拜登计划提

名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

会(美联储/FED)主席

叶伦担任财政部长，这

也对美股构成支撑。标

普500指数期货亚洲盘

初上涨0.48%。

这样乐观的大背景

提振MSCI明晟亚太地

区(除日本)指数上涨

0.15%。澳洲股市上

扬1.1%，触及近九个

月来最高点，能源股

涨幅居前。

日 本 股 市 日 经 指

数跳升2.48%，韩国

股市涨0.74%。沪深

300指数及港股恒生指

数却例外，分别下跌

0.75%和0.08%。

新冠疫苗进展在隔

夜提振美股。帮助推

升风险偏好，因为这

提升了全球经济将更

快复苏的乐观情绪。

阿斯利康(As t r a-

Zeneca)表示，其COV-

ID-19疫苗的有效率可

能高达90%。与竞争对

手相比，该疫苗生产成

本更低、分销更容易而

且扩产速度会更快。

“交易商仍受到疫

苗消息激励，疫情终结

已变成可能。近期美国

数据重振了对于美国

经济复苏的一些信心，

尽管新冠感染人数在飙

升，而且新的财政刺激

不见眉目，”IG Aus-

tral ia市场分析师Kyle 

Rodda称。

“而且叶伦有可能被

提名美国财长，有望让

对FED非常友好的超鸽派

人士掌管财政政策。”

亚股上扬 

拜登开始权力交接以及疫苗进展提振市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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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表示：“我衷心
祝贺（梅德韦杰夫）你
在伦敦取得的胜利。在
精彩而激烈的赛事中，
你表现出了出色的训练
水平、技巧和真正的战
斗力，延续了我们国家
男网的光荣传统。”

ATP年终总决赛日前在
伦敦落幕，梅德韦杰夫
以2-1逆转蒂姆，首次问
鼎总决赛冠军的同时，
也取得了从巴黎大师赛
到伦敦总决赛的十连胜。

在夺冠的征程中，梅
德韦杰夫在小组赛战胜
世界第一德约科维奇，
半决赛逆转世界第二纳
达尔，决赛逆转世界第
三蒂姆，成为2007年马

德里大师赛的纳尔班迪
安之后，又一位在一项
比赛中先后战胜世界排
名前三名球员夺冠的选
手；也是1973年排名系
统创立后，首位在总决
赛实现这一壮举的球员。

这 是 总 决 赛 最 后 一
年 在 伦 敦 进 行 ， 明 年
起，这一年终盛宴将移
师意大利都灵。巧合的
是，2009年总决赛第一
次来到伦敦时，同为俄
罗斯球员的达维登科曾
连胜费德勒、纳达尔后
夺冠。更加巧合的是，
达维登科也在俄罗斯电
视台解说了梅德韦杰夫
和蒂姆的这场决赛。

在 夺 冠 之 后 ， 梅 德

韦杰夫也表达了对前辈
的致敬：“AT P总决赛
在伦敦办了12年，第一
个冠军是俄罗斯人，最
后一个冠军也是俄罗斯
人，这真是一个精彩的
故事。我要感谢达维登
科，他当年在这里夺冠
激励了很多像我一样的
俄罗斯孩子，希望我能

将他所做的事情延续下
去。”

目前，梅德韦杰夫已
追上达维登科3个大师
赛、1个总决赛的大赛冠
军战绩。此外，梅德韦
杰夫还完成了达维登科
从未完成的一项成绩，
他在去年美网首次打进
大满贯决赛。

普京祝贺梅德韦杰夫夺冠:

你延续国家男网光荣传统

俄罗斯总统普京

【网易体育24日讯】俄罗斯选手梅德韦

杰夫在ATP年终总决赛夺冠，俄罗斯总统

普京也向其表达了祝贺。

【新浪体育2 4日讯】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世界羽联此前宣布调整了
2020年的成员赠款方案，
这项援助羽运发展方案在
这一周已发放了大约50万
美元，超过100个成员国
及地区受惠。

世界羽联会长拉尔森
说：“因疫情的不确定环

境，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
帮助、支持成员。这项资助
计划就是必须的平台。”

“长期来说，这项资助
计划可以持续、稳定协助
成员国，去发展国内的羽
球运动。”

世界羽联的这项成员资
助计划拨款总额为600万
美元。

【新浪体育2 4日讯】
天眼查A P P显示，1 0月
2 2日，武汉五连鞭建材
有限公司成立；11月2 3
日，海南耗子尾汁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成立；此
外，“耗子尾汁”及“
马保国”也被申请注册
商标。

马保国本人也曾被问
及此事，他当时对媒体表
示，“注册商标就注册商
标吧，能对年轻人有启发
就行。”

耗子尾汁，同耗子喂
汁。指好自为之的意思。

来自浑元形意太极拳掌门
人马保国，在视频中，他

对两个年轻人的痛斥。耗
子尾汁于11月11日被注册
商标。

马国宝在接受《紧急
呼叫》采访时透露，自己
将在电影中饰演一名神秘
的老武师。他表示只接正
能量题材，并且只演正面
角色，因为其形象是“推
广传统功夫”。马保国对
自己的演技很有信心，
他称电影票房一定破纪
录，“你走着瞧，肯定会
火”。

【新浪体育24日讯】水
晶宫前锋扎哈新冠检测呈
阳性，无缘对阵伯恩利的
比赛，本场比赛水晶宫0
比1告负。

在英超上周的新冠检
测中，15 3 0名球员和员
工接受了检测，其中有8
例新增阳性，其中就包括
扎哈。水晶宫主帅霍奇森
说：“他不幸测出阳性，
因此正在自我隔离，等待
下一次检测的结果。他没
有什么特别不好的感觉，
正在遵循流程。”

【新浪体育24日讯】德
转更新球员估算身价，武
磊身价跌至600万欧元，
再度下跌100万欧元。

武磊身价曾在去年7月
达到过最高的10 0 0万欧
元，此后一直处于下降趋
势，最新德转身价比上月
再度下降100万欧元，但仍
力压艾克森的120万欧元，
排名中国球员身价首位。

武磊本赛季西乙联赛
中，在为西班牙人出战的
9场比赛中，收获了1粒进
球和1次助攻。

BWF一周发放50万美元援助资金 

超百位成员受益

英超名将新冠检测呈阳性 

上周又添8例阳性结果

武磊身价跌至600万欧元 

仍压艾克森居中国球员首位

五连鞭耗子尾汁被注册 马保国拍电影只演正面角色

【新浪体育24日讯】前
国米主席莫拉蒂在接受意
大利媒体Radio Kiss Kiss 
Napo l i采访时，谈到了伊
布本赛季的表现，同时他
也表示不会忘记伊布在国
米的功劳。

“伊布就像是葡萄酒，
年份越老越好。昨天他在赛
前表示自己将决定比赛，结
果他真的做到了。”

“伊布帮助国米赢下

了三座意甲冠军，我永远
不会忘记他的功劳，他在
场上时能让整支球队都感
到放心，罗纳尔多也是如
此。同时我认为卢卡库已
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因西涅？我本想劝他
加入国米，他的才华已经
征服了我。本赛季的意甲
冠军非常难预测，但是很
显然尤文的实力仍然非常
强大。”

莫拉蒂:伊布像葡萄酒越老越好 不忘他在国米功劳



“厚，如果这是我媳妇，
我一定要叫我儿子离婚。”
“先生好言好语安慰她，
还不领情，她甩先生一巴
掌后自己跑出去，这次出
去一个下午，回来后就开
始收行李，先生一直问她
发生什么事，结果周茜馨
竟然拿出刀子逼先生一起
跟她去办离婚，要不然就
死给先生看，先生不得已
只好跟她去，那天之后她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她
本来又想补上一句：如果
她是我媳妇……”
但想想，如果周茜馨是她
媳妇，早就被离八百次了。
想到这个，阿玉婶忍不住
笑出来。“所以啊，那种
女人走了就算啦，天底下
又不是只有她一个女人，
芳草到处都嘛有，先生，
我早就跟你讲过，不要再
想那个女人，不要再为她
心情不好。厚，又不是吃
太饱。”
“如果先生想替论论找妈
妈，我推荐我们家阿甄，
我们家阿甄脾气好、性格
好，生气也不会摔东西，
她是护士捏，照顾论论最
好不过，啊不然，如果先
生看不上我们家阿甄，说

老实话……”她走到沙发
边，一把拉过佩佩说：“
佩佩也很好，我看她很多
年了，脾气好、性格好，
生气也不会摔东西，她也
是护士捏，照顾论论也很
好。”
在阿玉婶眼里，好女人的
标准就是“脾气好、性格
好，生气也不会摔东西”。
“婶婶，你在说什么啊。”
哪有人这样强力推荐的啦，
又不是在卖锅子。
阿玉婶转过头对佩佩说：“
我是讲真的，我家先生人
真的超好，碰到那么坏的
老婆，实在是老天爷没道
义，她自己愿意走，放鞭
炮都来不及，还情深义重
咧，为那种女人每天都喝
得醉醺醺，不值得的啦！
她刚走那个月，我每天都
提心吊胆捏，怕先生带着
论论去跳湖。”
那是因为有爱啊，佩佩心
里回答。
“不是我在说，男人很少
像先生这种的啦，有情有
义，以后你要是嫁给他，他
一定会对你很好很好。”
她又转过头对吴卫说：“
先生，不是我在夸奖我们
家佩佩，她脾气好、很温

柔，我从来没听过她和别人
大小声，她虽然是大家眼
中的公主，可是半点公主
病都没有，喜欢我们家佩
佩，绝对不会吃亏的……”
阿玉婶还想继续强力推荐，
没想到吴卫突如其来一声
回应，让阿玉婶和佩佩同
时呆掉。
他说：“好。”
阿玉婶不动了，挥舞的手
臂停在半空中，佩佩也不
动了，惊诧的表情凝结在
脸上。看见两人像没电的
娃娃一样，论论笑出一排
小白牙，学着老爸，点点
头，认真说一声：“好。”
“好……什么啊？”佩佩
有点状况外。
“你来当论论的妈妈。”
吴卫补充说明。
“我？”怎么可以？他们
才认识几天，她只是离家
出走、气气爸妈，没打算
带回一个女婿，把他们弄
得心脏病发。
两人就这样对峙着，他看
她、她看他，阿玉婶和论
论一大一小视线转动，也
在吴卫和佩佩之间游移，
气氛极其诡异。
突然，阿玉婶重重一拍手，
大叫：“唉呦，我们家阿
甄好聪明哦。”
所有人都被她吓到了，齐
齐转头望向她，诡异气氛
陡然消失无踪。
“阿甄就说你们两个有问
题，怎么会佩佩离家出走，
先生就邀她住下来，佩佩
还把论论疼得像亲生儿子
一样，老实招来，你们以
前就认识厚？”
“对。”吴卫说。不只认
识，还同床共枕、一起生
过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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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论她是处于灵魂状态也好，处
于转世之后的情形也好，始终最盛的都是
这个念头；牛顿骗了她！从这个念头开
始，她自然也就认定是牛顿杀了她！
“所以，这个电话重要之至。”
一时之间，人人都向牛顿望去，牛顿现出
的神情，复杂之至，在愤怒之中，又带着
茫然，他无助地挥着手，喘了好一会，才

道：“我当时被阿佳的惨死，打击得
魂不守舍，脑中一片空白，耳际只听
到阿佳捏手指的格格声，我甚至不知
道自己是生是死……”
约克一声冷笑，打断了他的话头：“
那你还知道为了保护自己而放火毁
尸？”
牛顿苦笑：“我想，那只好算是下意
识的行为。”
普索利道：“别打扰他。”
牛顿道：“一直到我离开了科西嘉，
我才想起来，那电话是怎么一回事？
若不是电话出了错，阿佳就不会对我
怀疑。我亲自到瑞士见银行的主管，
主管一听到我的投诉，立时彻查……”

他说到这里，大大的吸了一口气：“查下
来的结果是，阿佳打电话去的那晚，值
夜班的是一个女职员，主管立即把她叫
进了办公室，并且翻查了当晚的计算机记
录……那是绝对的秘密，那女职员道：‘
当晚，我只接到了杜拜王子的一个指示，
除此之外，并没有别的电话来过。’我

道：‘不，有人打过来，接听的是一个男
人。’主管摇头：‘只有一个人值班，不
可能是男人，要三天之前和三天之后，才
有男职员当值。’”
牛顿吁了一口气：“我一听到就傻了，我
道：‘那是怎么的一回事？’主管道：‘
银行方面并无差错，出现错误的情况，只
可能有两种：一是你拨错了号码，二是电
话在接驳之中，弄错了号码。’我道：‘
这……怎么可能？我听到……电话一接
通，就有男人的声音，说是银行。’主管
道：‘是你打的电话？这个户口，应该由
一个女子的声音来下指令的。’主管用很
疑惑的神情望着我，我唯恐事情败露，就
匆匆走了！”
普索利道：“你没有再查下去？”
牛顿道：“有！”
他说了一个字之后，停了片刻，才
道：“由于我在银行的存款不少，所以
再查，银行也很客气，但是结果和上次
一样，银行方面，并无出错……但是我
又不信阿佳会拨错号码，电话公司说电

话的接驳，全是自动化的，出错的机会
是零，那……真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想了几千几万
遍，可就是想不通。”
我举起手来：“如果有人预谋要杀阿佳，
早就伺伏在庄院中的话，有无可能？”
牛顿道：“太有可能了，十个人也有可
能。”
我道：“那就可以作出简单的假设，那人
在电话线路上做了手脚，不论你拨的是甚
么号码，都会接到他那里去。”
这本来是技术上极简单的事，我一提出
来，各人都有同意之色。
我的这个假设，对于牛顿来说，也是有利
的。因为若是早已有人藏匿在庄院之中，
那自然意谋不轨，大有可能是凶手，对牛
顿洗脱嫌疑，大有帮助。
可是，在各人都有同感时，牛顿却摇
头：“不，我认为不可能。”
他顿了一顿，又道：“我记得很清楚，电
话一接通，那边的男声就先说是银行。”

有，这女人连谁的车都不晓得
就傻傻的坐进来，而且他才稍
稍使个坏，她就放弃抵抗了。

雷拓忍不住想念念她，低头一看，才发
现原来她睡着了。
他调整一下姿势让她躺得舒服点，心里
却直犯嘀咕：“这女人……未免也太好
拐了！”
不看紧点，早晚要吃亏。
当梁夙霏再度睁开眼时，已经是翌日上
午十点。
她醉得太厉害，睡得太沉，醒来只觉得
像睡了一世纪那么久，久得连自己房里
的摆设看来都变陌生了。
她慵懒一笑，满足地伸展僵硬的四肢，
再定神一看。
“看起来的确是怪怪的……”
不对！这房间陈设虽然熟悉，但绝对不
是她的房间。
蓦地，昨晚醉后朦胧的记忆片段窜进脑
中，她惊觉不妙，在棉被里摸摸自己的
衣物……

完了，虽然长版的针织衣还在身上，可胸
罩却不见了！
慌张中，她隐隐察觉床边还坐个男人，恐
惧瞬间灌满胸口，下意识地一跃坐起，失
声尖叫……
“啊……”
“别叫，是我！”雷拓以食指堵住耳朵。
“啊……”发现那个男人是雷拓时，她的
震惊并没有因此减少。
“知道怕了？”雷拓揶揄道：“遇到男人
搭讪这么开心？开心到连自己有几分酒量
都忘了。”
虽然梁柏夫是他的好友，受他所托前去测
试黎致的性向，顺道保护她们不受登徒子
蚤扰，但是，坐在吧台，看着自己妻子和
别的男人聊天聊到眉开眼笑，那感觉就像
被蒙在布袋里挨了一记闷棍，不知该找谁
算账去。
他不晓得自己器量原来如此狭小，就算不
爱她，却仍有强烈的占有欲。
“咦？”梁夙霏直视着他，消化他话里的
意思。“昨晚你也在店里？”

“嗯。”原来，她一点都不笨，反应还挺
快的。“如果我没去，现在你不晓得躺在
哪张床上了。”
“对不起。”对于自己居然醉到不省人事
也十分懊恼，低着头任由他数落，乖乖
认错。
雷拓不是得理不饶人的个性，见她反省
了，知道危险了，也就不再多说。
“起来洗个脸，我让佣人把早餐送到房里
来。”
“不用麻烦了……”这时，梁夙霏才发现
自己身处雷拓的房间。“我马上离开。”
婚前，除了几次帮他整理出差的衣物，她
很少过来，才会觉得既熟悉又陌生。
“吃完再走吧。”他拿起茶几上的电话，
通知管家将早餐送上来。
她没敢拒绝，轻轻地掀起棉被一角，静悄
悄地往浴室方向前进，只是感觉他的目光
一直紧紧跟着她，害得她差点忘了怎么
走路。
雷拓在床边的沙发上坐了一整晚。

少白吃了一惊，暗道：我身上有
伤，躺在一侧，那里像盟主的样
子。

范雪君道：“你先劝降那三十六人，再一
起拜见盟主不迟。”
周正道：“周某人恭敬不如从命了……”
语声微顿之后，道：“还得姑娘解开他们
的穴道。”
范雪君道：“好！黄、高两位护法，解开
他们的穴道。”
黄荣、高光一齐出手，很快的解开了三十
六个红衣人的穴道。
周正道：“敢请姑娘赐他们一粒灵丹，使
他们恢复武功。”
万良心中暗道，这可是答应不得，如若三
十六人不肯答应，动起手来，那可是一大
麻烦。
只听范雪君道：“给他们每人一粒小还
丹。”
万良听得心中大震，直皱眉头；但想到范雪
君一向言出法随，如若阻拦，必然碰钉子，
一面却暗中提聚功力，暗作戒备。
片刻之后，三十六个红衣人，尽皆醒了过
来。
周正重重的咳厂一声，道：“你们可识得一
座么？”
三十六个红衣人，齐声应道：“黄龙堂主。”
周正道：“不错，四龙堂主，只有本座一
人不喜戴用面纱……”
他捋髯一笑之后，接道：“适才本座和那
位姑娘交谈之言，你们想都听到了。”
三十六个红衣人皆点头示意。
周正道：“诸位既然听到，想都早已忖思
过利害得失了？”
三十六个红衣人齐齐应道：“我们都已思
量过了。”
周正道：“那很好，本座已决心脱离圣宫
神君魔掌控制，投入金刀门中，为武林正
义效命，诸位意下如何，还请自决，如果
原和本座在此，一齐投效金刀门中，本座
自是欢迎至极，如若不愿脱魔宫，那也悉
听尊便。”
他忽然把圣宫称作魔宫，只听得那三十六

个红衣人，面面相觑，但却无一人答话。
周正接道：“如果诸位不肯，本座亦将代
诸位请求……”突然转过脸去，望范雪君
的背影道：“姑娘怎么称呼？”
范雪君道：“我姓范，未入金刀门前，你
们称我范姑娘就是了。”
周正目光转动，扫掠了那些红衣人一眼，
道：“如果诸位不愿如此，本应亦当请求
范姑娘送你们安然出阵。”
只听最左有两个红衣人，道：“如是堂主
真心，属下愿意追随。”
周正微微一笑，道：“咱们在神君统领
下，尔虞我诈，彼此不敢信任，想是此刻
诸位对我周某之言，仍在疑虑……”
探手从怀中摸出一支二寸长金色小箭，一
折两断，道：“周正投效金刀门确出肺
腑，如有一字诈语，有如此箭。”
这一来，果然发生奇大的效力，但闻那些
红衣武士纷纷应道：“我等愿追随堂主，
投效金刀门下。”
周正道：“那很好……”；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诸位如愿留此
者，坐着不动，不愿留此之人，请站起身
来。”
只见八个红衣大汉，应声站了起来。
周正望着八人微微一笑，道：“诸位的武
功恢复了没有？”

八个红衣大汉齐齐应道：“恢复了。”
周正道：“人各有志，在下也不便强留各
位……”
目光转动，扫掠了静坐地的红衣人一眼
道：“愿留者留，愿去者，本座决不勉
强，还有那位愿走的，请快站起。”
他一连喝间，再无起身之人。
周正转目望着范雪君道：“有八位不愿留
此。”
范雪君道：“好！那就请万护法，送他们
出阵去吧！”
周正道：“在下亲送八位出阵。”
范雪君道：“好！万护法替他们带路。”
万良应了一声道：“在下给周大侠带
路。”
周正道：“有劳了。”
目光转到八个红衣大汉身上，道：“诸位
可以走了。”
八个红衣大汉相互望上一眼，缓步随在周
正身后而行。
万良当先带路，走出茅舍，说道：“阵中
变化万端，诸位是已经见识过了，请紧随
在下身后，不可走错一步。
周正带着八个红衣人出阵之后，抱拳说
道：“诸位归见神君之后，难免要受惩
罚，诸位不妨把过失都推到在下身上，也
许可以免去很多皮肉之苦。”
八个红衣人，一十六道目光，一齐投望着
周正，但却无一人开口说话。
周正重重咳了一声，道：“送君千里，终
须一别，诸位多多保重，恕我不送了。”
拱手作礼，和万良回阵而去。
万良微微一笑，道：“周大侠昔年身受武
林同道拥戴，如今的豪义之气，仍是不减
当年。”

还

(24)

(255)

左

当心灵趋于平静时。
精神便是永恒！
把欲望降到最低点。
把理性升华到最高点。
你会感受到：平安是福；
清心是禄；寡欲是寿！

(2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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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11月21日，
印尼MD 307狮子会通过视
频方式以“51狮子会的新
常态”为主题庆祝为印尼
社会服务51年庆典。

该活动由VDG1 Jes-
sica Budiman和Radhitya 
Suwita主持。来自全国各
地的狮子会各分会领导和
成员参与此次活动。

筹 委 会 主 席 邓 志 强
(Irawan Santoso)在致辞
中表示，因为在Cov id-
19大流行期间，所有狮子
会实际上都热衷于参加这

次联合庆祝活动。他说， 
MD 307狮子会在印尼服
务51年的旅程并不容易，
因此，应感谢狮子会前辈
的英明领导和为今天提供
的服务中所做出的贡献。

邓志强补充说，在迎
接印尼狮子会服务51周年
之际，已事先开展了一系
列活动，例如11月1日在
Cikarang种植5100棵树和
分发5100粒鱼籽，以及
与TNI合作在泗水举办献
血活动。 

印尼3 0 7狮子会总监

委员会主席杨培炯（CC 
Yodianto Jaya）致辞，
强调说，对此次活动的顺
利举办深表欣慰。他希
望，即使在Covid-19大
流行状态下，印尼狮子会
也必须保持热情，通过关
注卫生规程为印尼人民提
供服务。

杨培炯说，51年来，
印尼307狮子会已做了许
多有意义的工作。展望未
来，希望大家能一如既往
继续为我们心爱的国家印
度尼西亚服务，愿我们一

起团结一致，共建印尼狮
子会更美好的明天。

国际狮子会主任徐煜
权 (Juswan Tjoe)和国际

狮子会总裁Dr Jung-Yul 
Choi也分别发来贺电。

服务51年，印尼狮子会将一如既往为国家奉献爱心

杨培烱、Evi Lasma Pohan、Ellen Theresia、Rupiarsieh、Irawan Santoso日前在Cikarang出席种植5100棵树活动。 放养5100粒鱼种一景。

杨培炯 徐煜权 邓志强

【中新社印尼明古鲁22
日讯】（作者 魏文刚 林永
传 ）维修工、保安员、保
洁员，偶尔还兼职当厨师，
在印尼明古鲁燃煤电站，29
岁的瑞斯基是个一专多能的
快乐“打工人”。 

位于苏门答腊岛明古鲁
省首府明古鲁市的这座电
站，是由中国电建海外投
资（香港）公司与印尼当
地公司合资的环保型能源
企业，总投资3.6亿美元。
电站于2016年10月开工建
设，2019年底两台机组均
并网发电，至今已发电约
5.3亿千瓦时。该电站的投
建运营，不仅大大缓解了
印尼苏门答腊岛电力紧张
的局面，为当地经济发展
注入强大能源支持，也改
变了象瑞斯基一样的许多
当地人的生活和命运。 

说起与中资企业的结
缘，瑞斯基说“真似天上
掉下来的运气”。2017年
初，瑞斯基打工的明古鲁
市区一家小旅馆住进了一
批中国客人，他们是中国
电建派往当地建设电站的
人员。 

在暂住小旅馆几个月
时间里，中方人员对工作
之余还自学中文、并且很
快就能用简单汉语打招呼
的瑞斯基留下了特别的印
象。当年6月，凭借专业
维修技能、高效服务能力
和上进心，瑞斯基如愿以
偿成了中国电建印尼明古
鲁发电公司的一员。 

工作不再漂泊不定、
收入翻番、幸福感直线上
升、小日子也随之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称“
很幸福”的瑞斯基以快

乐“打工人”的尽职尽责
回馈着企业。 

做维修他一丝不苟。电
站现有近50间临时住房，
只要接到报修信息，瑞斯
基总是第一时间赶到、做
好每一次维修工作；当兼
职保安他尽心尽责。晚上
一听到有异常响动立马起

身，拿起手电筒围着营地
巡视一周，确保安全才入
睡；疫情防控他不遗余
力。电站因疫情实行封闭
式管理，他毅然选择留守
现场，与中方同事齐心协
力，共同抗疫。他每周都
会背起喷雾器，对食堂、
餐厅、办公楼、宿舍等区

域进行病毒消杀。 
如今，瑞斯基已把妻子

从乡下老家接到了明古鲁
市。他说这家中资企业是
他和家人“生活的希望”
，他要在电站“扎根”。 

据该电站负责人介绍，
象瑞斯基一样，明古鲁发
电项目的当地“快乐打工

人”有约300人，他们既
能获得满意的薪酬，又提
升工作技能。 

“生日有蛋糕、生病有
慰问、节日有福利，还有
各种补贴”。瑞斯基说，
这种很有人文关怀的“打
工”让自己有了存在感、
自豪感和满满的幸福感。

印尼小伙乐当中资电站幸福“打工人”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
心东南亚主办、印尼雅加
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支持
的“语文兴趣激发与人文
认知拓展相结合背景下的
华文教学实践与创新”
教学经验分享活动即将
举办，希望能弥补因疫情
给华文教师带来的学习不
便，并为提升东南亚华文
教师能力助力。现将有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20年12月5、6、12

、13日， 
上午 08.30-11.30，

下午 14.00-17.00 
二、分享主题 
中文课堂教学的技巧方

法，语文素养培育的心得
体会： 

---古诗吟诵推广、汉

字拼音教学、教学游戏设
计、古典小说阅读欣赏。 

---作文教学技巧、
古诗词教学技巧、传统书
画艺术、语言文化差异协
调。

三、活动形式 
ZOOM 线上活动； 
主题分享、教学实录、

教学评析、活动展示。 
四、主讲教师 

中国大学和中小学教师； 
他们是中文教育教学的

研究者和督导者； 
他们是学校中文教学创

新的设计者和实践者； 
他们是语文素养大赛、

语文录像课等各类语文课
堂教学竞赛得奖者； 

五、活动费用及证书 
免费 
参与三天以上活动者将

获得语合中心颁发的中文
教师研修证书。 

六、报名资格 
中文教师（国民学校，

包括补习学校、国际学
校、教育机构等）； 

七、报名方式 
个人报名： 
登录 http://www.clecsea.

sg/newsinfo/446416.html，完
整填写活动报名表格； 

集体报名： 
学校集体报名（5人以

上），可统一填写报名表
格（见附件），电邮至： 

contact @hanbansg.org
请确保您的电子邮件地

址正确，我们将以电邮的
方式与您保持相关联系； 

如有任何疑问请电邮至 
contact@hanbansg.org 或致电 
0065-6338 7828 询问。

2020 年中文教学经验交流会

“语文兴趣激发与人文认知拓展”教学实践与创新
主办单位：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原国家汉办）东南亚

支持单位：印尼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

美丽的电站 消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