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ontan日报雅加达讯】
政府为想要在经济特区
(KEK)投资的投资者提供
一些税收优惠政策。

该政策载入编号237/
PMK.010/2020财政部长
条例中。该条例是有关在
经济特区的设施和便利的
2020年第12号政府条例的
实施法规。

该激励措施，首先是
指对经济特区内商业活
动所报税额的100%的公
司所得税(PPh)折扣。为

要获得此便利，纳税人必
须在经济特区投资10 0 0
亿盾至5 0 0 0亿盾。这项
激励措施为提供1 0个纳
税年度。

如果商业参与者投资
5000亿盾至1兆盾的话，则
将提供15年的便利。而对投
资值超过1兆盾者，将获得
20年的公司所得税减免。

在给予企业所得税减
免的期限结束后，政府
仍会在接下来的两个纳
税年度，将未缴纳的企业
所得税减免50%的企业所
得税。

其次，在某些地区和/
或某些业务领域投资的所
得税便利。此项激励措施
是在六年内从总投资的净
收入减少3 0%的形式提
供。加速折旧和摊销，
向外国人支付的股息征收
10%的所得税，并赔偿10
年的损失。( x i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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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预测
雅加达	 云天	 25-31℃

泗水	 云天	 25-32℃

棉兰	 云天	 22-31℃

登巴刹	 云天	 24-29℃

坤甸	 云天	 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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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	 词讼	嫁娶

生肖相冲		蛇

印尼新冠疫情数据
（截至 2021年1月14日）

累计确诊 : 869,600 例
疑似患者 ： 64,032 例
新增病例 :  11,557 例
累计死亡 :  25,246 例
累计治愈 : 711,20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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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讨论了几件事，其
中涉及处理新冠肺炎大流
行的问题，投资问题和区
域安全有关的各项问题。

两位外交部长之间的
会谈是在全体会议上进
行，及部分以一对一的方
式进行。会议结束时，两
国外交部长就三件事达成
了协议。

首先，两国同意共同建
立抵御疫情的能力。这源

于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意
识，即2021年Cov i d-19
大流行问题仍将是所有国
家的重中之重。印度尼西
亚在这次会议上说，印尼
将与其他相关国家共同合
作，提高自制或共同制造
药品、医药原料和医疗器
械的生产能力。

印尼外交部长雷特诺
说：“我告诉中国外长王
毅，印尼政府计划通过生
产药品，药用原料和医疗
器械来增强国家的健康抵
御能力。”

第二，王毅外长和雷特
诺外长一致认为，要使经
济增长趋于平稳，就需要
互利共赢。雷特诺外长强
调，为了实现各方互利合
作以增加效果，必须消除
贸易中的所有障碍。在这
种情况下，印度尼西亚要
求中国放宽其优越的出口
产品。这样可以使两国之

间的贸易更加平衡。
这位曾担任印尼驻荷

兰大使的外交部长总结
说：“除此之外，我强
调了克服贸易壁垒的重
要性，特别是对于印尼主
要的出口市场，如渔业产
品，热带水果，燕窝，还
有棕榈油。”

此外，外交大臣雷特诺
（Retno）还强调了中国在
印尼投资的重要性，因为
对环境友好的投资也可以
吸收更多本地工人。

印尼和中国外交部长同
意的第三件事，是关于南
中国海（LCS）的地区安
全。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两国外交部长同意将
南海保持和平。外交部长
雷特诺说，为了在南海建
立和平，每个国家都必须
遵守适用的国际规则。

“要实现这一目标，每
个国家都必须尊重并执行
国际法，包括1982年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王毅也证实了这一点。他

呼吁每个国家遵守在中国
海冲突中的国际法规。因
此，他要求印度尼西亚作
为海洋上油气丰富的大国
之一，注意在那里发生的
挑衅行为。

除了讨论以上几点，印
尼还对中国迄今提供的援
助表示感谢，特别是在保

护在中国船舶上工作的印
尼船员和其他双边合作。

外交部长王毅在抵达
雅 加 达 之 前 ， 于 周 二
（12/1/2021）访问了多
巴湖。在那里，他直接
与海事和投资协调部长
（Menko	 Marves）鲁胡特
（Luhut	Binsar	Panjaitan）

谈了改善两国之间的贸易
和投资关系。

王毅外长对东盟的访
问将在缅甸，印度尼西
亚，文莱和菲律宾四个国
家举行。在前往印度尼西
亚之前，王毅前往缅甸会
见了该国国务顾问昂山
素季。 ( s n d )

两国外交部长同意

将南海保持和平

王毅外长与雷特诺外长会谈

达三协议 共同抗疫 经济共赢 南海和平

外交部长雷特诺·马苏迪（Retno Marsudi)（右）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左）周三
(13/1/2021）在雅加达外交部办公室举行的双边会议上发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改善两
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包括在卫生和经济领域的合作。

【CNBC雅加达讯】周三（13/1/2021）中

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了雅加达，会见了印度

尼西亚外交部长雷特诺•马苏迪。这次访问

是王毅在多个东盟国家正式访问系列活动的

一部分。

【 雅 加 达 综 合 讯 】
Wo r l d om e t e r s世界实时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香
港时间1月 1 4日 1 4时 3 8
分，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
诊病例突破92 7 8万例，
达到92,786,908例，累
计死亡病例超过 1 9 8 . 7
万例，达到1 , 9 8 7 , 0 7 7
例。美国新冠肺炎累计
确 诊 病 例 全 球 最 多 ，
超 过 2 3 6 1 万 例 ， 达 到
23,616,345例；累计死
亡病例超过39 . 3万例，
达到393,928例。

印度累计确诊病例升至
10,512,573例，累计死亡
病例为151,758例。

第三巴西累计确诊病例
升至8,257,459例，累计死
亡病206,009例；

第四俄罗斯累计确诊病
例升至3,471,053例，累计
死亡病63,370例；

第五英国累计确诊病例

为:	 3,211,576例，累计
死亡病84,767例；

第六法国累计确诊病例
为2,830,442例，累计死亡
病69,031例；

第七土耳其累计确诊病
例2,355,839	 例，累计死
亡病23,325例；

第八意大利累计确诊病
例2,319,036	 例，累计死
亡人数80,326例；

第九西班牙累计确诊病
例2.176.089例，死亡人数
52.878例；

第十德国累计确诊病例
升至1.980.861例，死亡人
数44.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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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印尼西
部时间（W I B） 1 2时 0 0
分，全国累计病例达到
869.600例。13日至14日
过去2 4小时，新增确诊

病例11 , 5 5 7例，再次突
破单日新增病例一万例。
过去24小时新增死亡人数
295例，单日新增新冠死
亡病例创新高，全国累计
死亡病人数已突破25,246
例。全国新增治愈出院病
例为7741例，全国累计治
愈患者711,205例。截至
1月12日全国疑似患者为
70,376人。

12日至13日过去24小时
雅京特区新增病3,165例,	
其次是西爪哇省新增病例
2,201例，接着是中爪哇
省新增1,497例，东爪哇
省新增981例，南苏拉威
西省新增640例，巴厘岛
新增297例，东加省新增
407例，日惹特区新增291
例，廖内省新增93例，中
苏省新增107例，楠榜新
增96例，万丹省新增240
例，北加省新增79例，苏
西省新增100例。(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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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特区的投资者

政府将提供一些税收优惠政策
全球累计确诊病例突破9278万例

印尼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突破869.6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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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佐科威总统成为第一个接受科兴疫苗（Sino-
vac）注射的人。作为国家元首，佐科威为人民树
立了不怕接种疫苗的榜样。在一些人对其有效性和
功效的怀疑中，总统承担了风险。

总统的态度值得赞赏，这可以消除各方的疑
虑，并增强公众对政府结束新冠病毒（Covid-19
）大流行的所有政策的信心。到目前为止，仍有许
多居民对这一疫苗接种计划持怀疑态度，甚至有一
些人公开表示拒绝。

在总统接种疫苗之后，一些社区领导人也接种
了疫苗，其中是印尼医生协会（IDI）主席Daeng 
Mohammad Faqih、印尼伊斯兰教学者协会（MUI）
秘书长Amirsyah Tambunan和Rais Syuriah伊联总部
（PBNU）Ahmad Ishomuddin。

作为政府控制新冠病毒传播的一项严肃认真的
努力，因此没有必要再对参加疫苗接种犹豫了。
穆联（Muhammadiyah）中央领导人在最近一次广
播中还要求公众，特别是其协会成员，参加疫苗接
种计划。穆联新冠病毒指挥中心（MCCC）副主席
Arif Jamali Muis说：“作为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努
力的一份子，我邀请公众和协会成员们勇敢接种疫
苗。”

佐科威总统承诺，新冠肺炎疫苗将免费提供给所
有民众，完全不收费。这个决定让人感到欣慰，它
符合 “人民至上法”或民众安全是最高法的格言。
为公众提供免费新冠肺炎疫苗的决定证明，佐科威
总统优先考虑所有国人的安全。为了保护印度尼西
亚国家和民族，这确是一个十分值得赞赏的决定。

总统采取的政策应该得到各方的支持。总统还
提醒公众虽接种了疫苗，仍须遵守卫生协议的重要
性。总统说：“我们要继续戴口罩、洗手、保持距
离和避开人群。”

我们非常赞赏佐科威总统的上述态度和政策。
但是，我们也提醒政府，必须意识到并预见到将出
现的各种障碍，以便疫苗接种计划能够顺利、有效
和成功地进行。

流行病学家Masdalina Pane告诉路透社记者，接
种疫苗的同时必须加强检测和接触者追踪。卫生部
长Budi Gunadi Sadikin也承认这一点，他说我国各
地区之间在检测和跟踪方面存在差距。

同时，疫苗专家预测，我国各地实施第一阶段
疫苗接种将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在分发和储存过
程中。在一些地区，如亚齐和南苏拉威西，一些社
会健康中心（Puskesmas）不得不依靠发电机和太
阳能电池板来维持疫苗冷藏柜的运作。原因是上述
地区并非24小时通电。

免疫专家兼卫生部前高官Jane Soepardi表示，新冠
肺炎疫苗接种问题一般会出现在分发过程中。当疫苗
被分发到最低级别时，即从地区或城市当局到社会健
康中心，可能会出现障碍。他说：“不能保证恒温的
车队和设备极易破坏疫苗。当疫苗从一个仓库转移到
另一个仓库时，分发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问题。”

我们相信政府会执行各项程序和要求，以达到
所需的标准，因为这要以将接种疫苗的数百万人作
赌注。但现在必须强调的是，参与疫苗接种计划的
人们无需再迟疑，佐科威总统树立了正确的榜样，
人们应追随和效法他。

疫苗接种已经开始
佐科威总统已做出榜样

预计790万雅加达居民将接受新冠肺炎疫苗注射

印尼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据

（截至 2021年 1月14日）

顺序 地区 新增 确诊 死亡 治愈

1 雅加达 3165 217893 3638 1.67% 193632 88.87%

2 西爪哇 2201 104541 1267 1.21% 86242 82.50%

3 中爪哇 1497 97059 4343 4.47% 66078 68.08%

4 东爪哇 981 96045 6716 6.99% 82331 85.72%

5 南苏省 640 39054 666 1.71% 33836 86.64%

6 东加省 407 31990 844 2.64% 26191 81.87%

7 廖内省 93 26917 628 2.33% 24685 91.71%

8 万丹省 240 21049 479 2.28% 11285 53.61%

9 巴厘岛 297 20400 577 2.83% 17866 87.58%

10 南加省 101 16397 605 3.69% 14640 89.28%

11 日惹特区 291 16092 349 2.17% 10547 65.54%

12 苏西省 269 14940 270 1.81% 10764 72.05%

13 巴布亚 50 13878 158 1.14% 8200 59.09%

14 苏北省 89 13277 542 4.08% 10846 81.69%

15 苏南省 98 12822 641 5.00% 10487 81.79%

16 北苏省 100 10893 347 3.19% 7911 72.62%

17 中加省 71 10719 289 2.70% 8758 81.71%

18 亚齐省 11 9002 372 4.13% 7327 81.39%

19 东南苏省 72 8662 167 1.93% 7305 84.33%

20 西努省 83 6353 289 4.55% 5013 78.91%

21 西巴布亚 14 6284 105 1.67% 5705 90.79%

22 马露姑 4 5955 90 1.51% 5000 83.96%

23 西加省 79 5352 70 1.31% 3265 61.01%

24 中苏省 107 5237 143 2.73% 2909 55.55%

25 哥伦打洛 43 4054 106 2.61% 3686 90.92%

26 廖内群岛 51 4047 94 2.32% 2775 68.57%

27 占碑省 80 3807 64 1.68% 2826 74.23%

28 西加省 25 3441 28 0.81% 3109 90.35%

29 邦加勿里洞 62 3282 58 1.77% 2552 77.76%

30 北马露姑 24 3050 94 3.08% 2568 84.20%

31 东努省 56 2802 79 2.82% 1603 57.21%

32 西苏省 143 2529 57 2.25% 1693 66.94%

33 楠榜 96 1884 78 4.14% 1120 59.45%

34 朋古鲁 17 1087 52 4.78% 833 76.63%

【印尼CNN新闻网】雅京特区卫生服务局负

责人维迪雅杜蒂（Widyastuti）表示，预计总共

790万雅京特区居民将接受新冠肺炎（Covid-

19）疫苗注射。 此数字是根据年龄18至59岁

之间接受疫苗接种者的规定的民众总数。

维迪雅杜蒂周四（1月
14日）通过Youtube视频中
说：“雅京首都总共将有
790万人为18-59岁的居民将
接种疫苗注射。”

维迪雅杜蒂指出，其中是
13万名医护卫生工作者，50
万名公共服务者，超过300万
名师根据地理空间和经济脆
弱群体以及超过200万的商
业群体。此外还有一群老年
人，大约有98万人。

维迪雅杜蒂接着说，根
据卫生部的信息，除了年龄
在18-59岁的年龄段之外，
患有某些疾病的老年人亦可
接受疫苗接种。

她继续说，由于接受疫
苗注射的人数如此庞大，
需要社区的积极参与和配
合才能完成接种疫苗的这
项工作。 这不仅仅是卫
生部的责任，必须获得社
会大众的支持才能成功。
此外，中央政府，地方政
府，商业界，私营部门，
国有企业以及国军和警察
之间也必须携手合作。

维迪雅杜蒂又说：“疫
苗接种的目的是维持或实现
社区免疫或畜群免疫。如果
得以完成，希望我们能够实
现社区减少新冠肺炎疾病的
传播。雅京特区医护卫生工

中爪哇省长甘加尔·普拉诺沃（Ganjar Pranowo - 左）于
周四（1月14日）在中爪哇三宝垄Tugurejo医院由内科医生
Zulfachmi Wahab（右）进行注射科兴（Sinovac）生产的新冠
肺炎疫苗。甘加尔首次在中爪哇进行注射，以标志着中
爪哇许多地区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的开始。

作者疫苗接种周四（14日）
已经开始。预计共有6万雅
京医护人员将第一阶段接受
疫苗接种。在此第一阶段，
雅京特区只获得了120,040
剂疫苗分配，每个人必须注

射两次。
雅加达地区许多地方政

府官员和社会领导人将接受
疫苗注射。 但是，迄今尚
不清楚谁将获得第一阶段疫
苗注射。（v）

【Tempo新闻网】佐科
威总统已提交印尼国会国家
警察总长单一候选人，国会
并将近期内对警察总长候选
人，即现任国家警察刑事与
侦探局局长 （Kabarskim Pol-
ri） 李斯蒂奥•西吉特•帕拉
波沃（Listyo Sigit Prabowo）
警察中将，举行适当人选测
试(fit and proper test）。

国会第三委员会主席赫尔
曼•赫里（Herman Herry）周
三（1月13日）在雅京史纳延
国会大厦说，国会将于下周
一（1月18日）对总统推荐国
会的国家警察总长候选人开
始接受适当与适合测试。 

赫尔曼说，适当人选测
试将分为两个阶段，每个
阶段为2.5小时。 第一个会
话的起始时间为10.00 WIB
至12.30 WIB，然后中断直
至下午14.00 印尼西比时间

WIB。
这位斗争民主党PDI-P政

客说：“我们希望国会第三
委员会在周二（19日）下午
就能做出决定拒绝或接受总
统提议的国家警察总长候选
人。”

赫尔曼继续说，周四（1

月14日），第三委员会已邀
请国家警察委员会（Kom-
polnas和金融交易报告与分析
中心（PPATK）到国回举行
听证会。

赫尔曼评估说，李斯蒂
奥•西吉特•帕拉波沃是一
名具有改革思维的警察将

领，预计他将对国家警察进
行必要的内部改革。 他希望
这名年轻的警察将领能够成
为良好的警察领袖，并能容
纳和团结各界不同的政治意
见。

赫尔曼补充说：“这意味
着李斯蒂奥必须能根据专业
体系容纳国家警察中的所有
各级资深和青年军官，团结
和巩固国家警察机构，这是
我们的希望。”

众所周知，李斯蒂奥•
西吉特•帕拉波沃是一位基
督教徒，担任过具有宗教色
彩浓厚的万丹省地方警察
长。虽然有些伊斯兰宗教组
织提出反对的意见，但是李
斯蒂奥•西吉特•帕拉波
沃能脱颖而出，除了他曾
担任过佐科威总统的护卫
官，也是他在担任职位时
的卓越政绩。（v）

国家警察总长适当人选测试

国会将邀请Kompolnas 和PPATK参与听证会

国家警察刑事与侦探局局长 （Kabarskim Polri） 李斯蒂奥•
西吉特•帕拉波沃（Listyo Sigit Prabowo）警察中将

【投资者日报雅加达
讯】预计2021年首季度制造
业处于扩张阶段。这反映在
印度尼西亚银行(央行/BI)
的即时制造业指数(PMI-BI)
的改善上。

进入扩张阶段的行业其
中是食品，饮料， 和烟
草，水泥和非金属矿物，肥
料，化学，和橡胶制品，以
及纸张和印刷品。

另一方面，央行表示，
在上季度为负数之后，2021
年首季度的商业活动表现为
正。

这是央行通讯部执行
主任艾汶.哈利约诺(Erwin 
Haryono)于日前在雅加达公
布2020年第四季度的央行即
时制造业指数和企业界活
动调查(SKDU)结果时披露
的。

20 2 1年首季度央行即
时制造业指数预计达到
51.14%，比各达到47.29%
，44.91%，28.55%，和
45.64%的2020年第四，第
三，第二，和第一季度有所
上升。

而根据央行的企业界活
动调查，2021年首季度的
加权净余额(SBT)价值达
7.68%。该数字好于各达到
负3.90%和负5.56%的2020
年第四季度和2020年首季度
的SBT。

回应央行的即时制造业
指数和企业界活动调查的
公告，印尼庶民银行(BRI)
企业秘书Aestika Oryza 
G u n a r t o，和万自立银行
(Mandiri)企业秘书Rudi As 
Aturridha表示乐观地认为，
信贷将于2021年首季度开
始发放。

另一方面，中亚银行
(BCA)董事总经理Jahja Se-
tiaatmadja称，尽管还没有看
到企业界的投资活动有所增
加，但他希望根据央行的一

央行通讯部执行主任艾汶预计

2021年首季度制造业处于扩张阶段
项调查结果，信贷需求将立
即增加。

而印尼CTBC银行董事
Liliana Tanadi 预计,信贷要
在2021年第二季度才实实在
在的发放。

央行拟订20 2 1年的银
行信贷扩张率目标同比为
7%至9%。而金融服务管
理局(OJK)拟订今年的信
贷增长指标同比为6%至
7%。(xin)

【印尼CNN新闻网】
穆斯林传道士谢赫·阿
里·贾伯（Syekh Al i 
J a b e r）于14日在雅京
中 区 Y a r s i 医 院 （ R S 
Y a r s i）与世长辞，享
年 4 4岁。曾在苏南省
楠 榜 遭 袭 击 事 件 的 阿
里·贾伯在特别医疗单
位（ICU）接受治疗，
之前阿里·贾伯在去年
1 2月确诊感染新冠肺
炎疫情，已经过几天进
行治疗结果，阿里·贾
伯中招新冠肺炎后的身
体状况更严重。在医院
接受新冠肺炎治疗中，

【印尼CNN棉兰讯】民
主党（Demokrat）于周三
（13/ 1）向北苏门答腊
地方警察举报Twitter @
P r o fYLH社交媒体帐户所
有者。众所周知，该账户
属于棉兰北苏门答腊大学
（USU）教授优素福•伦纳
德•赫努克（Yusuf Leonard 
Henuk）。

优素福•伦纳德在其推
特账户推文称民主党高级理
事会主席苏西洛•班邦•尤
多约诺（SBY）为印尼建设
停滞之父（Bapak Mangkrak 
Indonesia），而民主党总主
席阿古斯•哈里穆尔蒂•尤
多约诺（AHY）是愚蠢的。
伦纳德的推文是回应AHY的
声明说，三佛齐航空公司
SJ182班机坠毁事故是政府
的过错。不仅如此，他也回
应SBY的推文。因为SBY在
其个人Twitter帐户建议政府

纪律严明，并有勇气推迟国
家战略项目。

民主党法律团律师穆罕
默德•哈达（Muhammad 
Hatta）说，我们举报了该社
交媒体帐户，并要求警方调
查该推文。不仅推特，我们
也向警方举报属于优素福•
伦纳德的脸书帐户，因为涉
嫌违反2008年有关电子信息
和交易第11号法律的第27条
第3款。

也是民主党干部的穆罕
默德•哈达表示，优素福•
伦纳德的推文攻击了印度尼
西亚前总统SBY的名誉。他
说，向警方举报是基于民
主党中央理事会的指示或命
令。我们反对他的推文，所
有民主党干部也反对。哈达
说，我们呼吁干部们将此事
留给法律程序处理。这样做
的目的是让任何人都能明智
地使用社交媒体。（pl）

民主党干部举报USU大学教授侮辱SBY

穆斯林传道士谢赫·阿里·贾伯与世长辞 享年44岁

穆斯林传道士谢赫·阿里·贾伯

阿里·贾伯的身体状况
好转，并阿里·贾伯的
新冠肺炎检测为阳性。

治愈新冠肺炎后，阿
里·贾伯的身体状况越
差，阿里·贾伯在Ya r s i

医 院 特 别 医 疗 单 位 接
受 1 9 天的治疗。出生
在 沙 特 阿 拉 伯 麦 地 那
的 阿 里 · 贾 伯 在 丹 格
朗 D a q u 习经院（ P e -
s a n t r e n  D a q u）按照
新 冠 肺 炎 卫 生 规 程 进
行埋葬。

众 所 周 知 ， 阿 里 ·
贾 伯 于 去 年 9 月 1 3 日
下 午 在 苏 南 省 楠 榜 异
常 讲 道 活 动 中 遭 年 龄
26岁的Al p i n  An-
d r i a用刀子袭击，并受
轻 伤 。 肇 事 者 已 被 警
方 逮 捕 并 列 为 犯 罪 嫌
犯。（y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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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矿产资源部发
电总局局长利达·穆利
亚纳（Rida Mulyana）昨
日在雅加达举行的视频
新闻发布会上解释，电
力工业受到疫情打击，
而承包商由于措施隔离
限制而无法出行，对投
资项目造成了影响。

“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进
度对2020年的投资带来
直接影响。发电站、输
电塔、变电所、输电网
络建设都被推迟，所以
为建设支付的资金也减
少，”他说。

鉴于经济活动继续回
缓，政府预计2021年的
电力工业投资总额不高

于110亿美元。
能源与矿产资源部的

数据显示，建于2020年
的发电站，总装机容量
为2866.6兆瓦，仅占指
标5209.48兆瓦的55%。

新建输电线路2648电
路公里（km s），仅占
指标4459.6 kms的59%
。 新 建 的 变 电 所 容 量
7870兆伏安，或占指标1
万4247兆伏安的55%。

配电线路仅增加2万
7434 kms，仅占指标4
万6412 kms的59%，
而新建的配电所总容量
2590兆伏安，或占指标
3212兆伏安的81%。

能源与矿产资源部定

下指标，2021年的投资
总额达364亿美元，其细
节是节能和新可再生能
源（EBTK E）工业29亿
美元，以及矿产和煤炭
工业60亿美元。

接着是电力工业投资
额99亿美元，油气工业
176亿美元。

减少新建发电站
利达进一步披露，新

冠疫情大流行使政府对将
来将兴建的项目更加现
实，所以能源与矿产资源
部可能会减少未来10年内
建设的发电站装机容量。

他解释，政府正在讨
论2021年至2030年电力
供应业务计划（RUPTL）
，并将减少新建发电站
总装机容量15.5吉瓦。

“在上期RUP T L与政
府评估的RU P T L里，新
建发电站的总装机容量
减少15.5吉瓦，其中一

些是3.5万兆瓦发电站项
目，”他说。

政府在讨论2021年至
2030年RUPTL预计电力增
长率约在4.9%之间，远
低于上期RUPTL定下电力
增长率6.4%的指标。

“电力增长率预计下
降。疫情前，我们都表
示乐观，但2020年发生
疫情之后，我们将看到
经济复苏进度如何，因
为没人知道新冠疫情何
时结束。有鉴于此，政
府采取温和立场，把电
力增长率预计由6.4%减
至4.9%，”他说。

虽然新建发电站包括
新可再生能源发电站的总
装机容量减少，但利达强
调政府对《巴黎协定》的
承诺，其中我国将减少碳
排放量，并在2025年的
新可再生能源占能源结构
23%的比例。(er)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总统府幕僚办公室（KSP）
表示，佐科威总统特别关
注巴布亚省和西巴布亚省
的建设，其中之一是推动
该地区，尤其是海洋与渔
业领域的投资提高。

K S P 第一助理菲贝里
（Febry Calvin Tetelepta）
在巴布亚Biak主持海洋与渔
业领域发展的协调会时说： 
“其中一项措施是投资尽
可能广泛，包括在巴布亚
省的渔业部门的投资。”

他认为，我国东部海洋
与渔业领域的发展，亦显
示了通过我国为中心发展
来实现我国的存在。

特别是在Biak Numfor县，

他呼吁，潜在的海洋资源，
及位于策略地理位置能最大
限度用于福利人民。

“政府准备监督B i a k 
Numfor县海洋与渔业领域
的发展，”他如斯说。

他续说，Biak Numfor县
必须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连通性、能源供应，及技
术的使用。

这样，Biak Numfor县的
海洋与渔业领域能对地区
或全国的经济作出更大的
贡献。

“为了确保Biak Numfor
县具有够用的基础设施支
持，KSP已经与有关方面
进行协调，”他阐述。

出席上述协调会是Biak 

Numfor县县长河里（Herry 
Ario Naap）和地方领导论
坛（Forkop imda）人员、
巴布亚省海洋和渔业局局
长、Pelindo IV公司和印尼鹰
航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及Biak 
Numfor县传统和宗教领袖。

地方领导人和公众人物
表示对上述协调会的结果
提供大力支持。

同一场合，Biak Numfor
县县长河里县县长对KSP
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以
致在渔业部门建立的投资
合作能马上实现。

他称，海洋和渔业领域
将更加有活力，并对Biak 
Numfor县、巴布亚省，及
我国的社会带来福利。

他亦承诺将符合总统的
指示简化办理许可事项的
程序。

“因此，为发展B i a k 
Numfor县拥有所有潜力而
投资者人数越来越多，”
他称。

同一场合，KSP助理菲
贝里，在海事与渔业部业
务和投资经理萨尔万多
（Catur Sarwanto）的陪同
下，亦见证Biak Numfor县
政府与政府策略伙伴的许
多私营企业之间签署海洋
和渔业部门的投资合作。

通过该合作，他要求，
地方政府与私营企业建立
的投资合作能在其他地方
实施。(vn)

电力工业受到疫情打击

去年投资额70.4亿美元占仅指标59%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能源与矿产

资源部录得20 2 0年我国电力工业投资

总额仅 7 0 . 4 亿美元，或占投资指标

119 . 5亿美元的59%。

临近迎接2021年春节活动，商贩们开始
在Jatinegara市场地区销售节日商品。 
商贩积极销售舞狮舞龙娃娃玩偶摆件，
价格每件10万盾。图示：元月13日，
在雅加达东区干冬墟（Jat inegara）
市场地区的商贩正在整理装饰商品的
情景。

春节前销售舞狮舞龙娃娃玩偶摆件

总统府幕僚办公室：

总统推动巴布亚海洋与渔业领域投资

【安塔拉社芝拉扎讯】
北塔米纳中爪省芝拉扎
四号炼油厂（RU IV）正
式对绿色柴油（D-100）
和绿色航空燃料（Gr e e n 
Av t u r）进行生产试验。
此举证明了国内最大炼油
厂，致力于生产环保燃油
的承诺。

北塔米纳芝拉扎RU IV
沟通、关系和企业社会
责任经理哈迪穆（Ha t im 
I l w a n ） 昨 日 在 芝 拉 扎
说：“这两种燃料产品由
棕榈油制成。绿色柴油生

产试验于202 1年1月9日
至1 6日进行，而绿色航
空燃料已在202 0年12月
底进行。”

所生产的绿色柴油使用
精制，漂白和除臭的棕榈
油（RBDPO），即经过精制
以去除游离脂肪酸，并经
过精制以去除颜色和气味
的棕榈油，而绿色航空燃
料使用精制、漂白和除臭
的棕榈仁油（RBDPKO）。

按照计划，北塔米纳RU 
I V的日产能力为30 0 0桶
D-100燃油。

“生产试验将持续到
产品准备就绪且可以安全
地被消费者使用为止，”
他说。

哈迪穆续说，此前北塔
米纳RU IV准备了各种设
施和测试设施，其中在炼
油厂附近的67号码头建立
棕榈油接收设施，然后输
送到RBDPO储油罐。离馏
分加氢处理装置（TDHT）
不远还建有原料储罐。

“开发D- 1 0 0产品证
明了北塔米纳，致力于实
现由可再生能源制成环保

燃料产品的承诺，”哈迪
穆说。

他希望，北塔米纳开
发的D-100燃油会产生更
广泛的积极影响，其中抑
制源自化石能源的原油进
口。关于对绿色航空燃料
进行的测试，目的是确保
其质量。

“该产品尚未在市场上
出售。公司所做的是致力
于执行法律任务的具体证
据，来优化棕榈油作为国
内的环保产品，”哈迪穆
如斯说。(er)

北塔米纳芝拉扎炼油厂

正式对绿色柴油和航空燃料进行试验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国家发展部提倡与政府、
大学和商业/私营部门
协调建立起养牛场的合
作，以支持北苏省的粮
食安全。

国 家 发 展 部 长 苏
哈 尔 索 · 摩 诺 阿 尔 法
（Suharso Monoarfa）昨
日在雅加达发布的书面声
明称：“我们通过这个三
重螺旋合作关系，以提高

可持续粮食生产，加强国
家尤其是东部地区的粮食
系统。”

在初级阶段，国家发
展部通过视频方式，与
农业部和北苏省政府签
署了有关在北苏省农业
发展/粮食安全方面，建
立三重螺旋伙伴关系的
谅解备忘录。

国 家 发 展 部 还 与 北
博朗蒙贡多（B o l a a n g 

Mongondow Utara）县、
万鸦老Sam Ratu lang i国
立大学、中央昆士兰大学
（CQU）和昆士兰州贸易
投资机构（TIQ）签署谅
解备忘录。

在合作的框架内，活
动的重点是建立从上游到
下游整合的养牛场，包括
各方之间的协同作用。

符合有关国家发展预
算和计划流程同步的2017

年第17号政府条例规定，
国家发展部鼓励混合融资
框架，即根据现有法律和
法规，协同政府包括国
家收支预算（APBN）和
地方收支预算（APBD）
的融资与私人投资和其
他来源。

进一步，昆士兰州贸
易投资机构通过合作关
系，有意投资2兆盾来发
展牛肉产业。

在畜牧业领域的三重
螺旋合作关系将成为政
府工作计划中的国家战
略项目。

目前，北苏省通过建
立育种、动物饲料绿化、
优化牲畜繁殖、提高动物
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推
动当地养牛业的发展。

除此之外，还有提供
动物卫生服务，以及提供
认证、融资、投资和营销

协助。
这些协同作用有望协

助政府实现2020年第18
号总统条例规定的2020
年至2024年国家中期发
展 计 划 （ R P J M N ） 的
目标。

政府在2020年至2024
年RPJMN定下指标，日均
牲畜蛋白质消费量11克，
而2024年的动物蛋白质可
用性达290万吨。(er)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工业部继续设法优化在生
产过程中优先考虑可持续
使用资源的效率的工业，
以致希望能使工业建设与
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
及为社会带来更多利益。

工业部化学、制药和
纺织工业总局局长卡延
（Muhammad Khayam）
在雅加达发布正式声明时
说：“我们在工业活动使用
4R概念，即减少、重复使
用、回收，及恢复活动。
在加工原材料、生产过
程，及生产后的阶段，回
收是一个优先事项，因此，
工业部门的所有方面都能参
与实施绿色工业。”

他解释说，为了实现制
造业实施绿色工业原则，
政府致力于改变经济线的
概念成为循环经济。

“通过循环经济，希望
工业能够最大限度利用允
许的再生材料，以致能减
少废料，”他阐述。

循环经济的实施能对工
业部门带来许多好处，如有
效利用原材料、增加能回收
的产品产量、防止非法倾销
和排放恶臭气体，及当然创
造新的就业机会。

他指出，在实施循环经
济概念时，工业部指定将
优先实施的领域，其中是
塑料工业、废橡胶工业、
润滑油工业、煤焦油工
业，及纺织业。

国内塑料工业起着重要

作用，并与其他工业具有
密切关系，如饮食业、化
妆品工业、制药业、电子
工业、农业、汽车工业，
及家庭用品工业。

“我国塑料工业成为
其他策略领域的生产供应
链，”他阐述。

目前我国有16 0 0个下
游塑料工业，但这一向以
来，该部门的大部分需求
还由进口原始材料满足，
在20 1 9年的进口量达到
380万吨。在此期间，当
地拥有的原材料总数只有
250万吨。

实施循环经济后，希望
原材料的进口量，包括进
口回收产品可减少。

“因此，我们将继续推
动和优化当地回收材料的
供应，来满足塑料工业的
需求，因为回收产品的潜
力越来越大，”他称。

优化发展回收工业后，
预计在该领域的就业机会
将继续增加。

“根据我们的数据，现
已有300万个废料库或拾
荒者、16万个收集者和磨
坊者，在大型供应商工作
的员工达到100人，及在
塑料回收工业工作的员工
达到6万人，”他称。

此外，对轮胎工业来
说，废橡胶工业起着重要
作用。现在我国5个废料
回收工业进行橡胶回收，
年产量达到1万吨至1万
5000吨。(vn)

工业部制定策略

优化回收工业发展

【安塔拉社雅加达讯】
央行表示，虽然加工业领
域仍处于收缩期，但在
2020年第四季，该领域的
业绩趋于好转。

上述情况可从央行制造
业采购经理人（PMI-BI）
指数达到47.29%，比2020
年第三季只有44.91%，及
2020年第二季只有28.55%
上升显示出来。

央行通讯部执行主任艾
汶（Erwin Haryono）在雅加
达对记者表示：“央行制
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的几
乎所有成形部件都恢复，
特别是更快接受进货，及
工人人数，已支持生产量
提升。”

指数高于5 0%表示业
务正在扩张中，而指数低
于50%表明了业务萎缩。

他解释说，从部门性来

看，在2020年第四季，大
多部门性都已改善，特别
是钢铁基础金属、肥料、
化学和橡胶制品、纸张，
及印刷制品的部门性已进
入扩张的阶段中。

2021年第一季，加工业
领域的业绩预计将上升，
并进入扩张中的阶段。在
2021年第一季，央行制造
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预期达
到51.14%，比2020年第
四季有所上升。

央行制造业采购经理
人指数上升是因为订购
量、成品供应量，及生产
量已处于扩张阶段内。

在此期间，一些部门预计
将处于扩张阶段，即食品、
饮料，及烟草、水泥和非金
属矿物部门、肥料、化学，
及橡胶制品部门，及纸张
和因数材料部门。(vn) 

央行表示2020年第四季

加工业业绩继续好转

由于雨季导致人们的购买力下降，当地农民的凤梨销
售价格从每颗果子5000盾降至每颗2000盾。图示占碑
省Muarojambi县Sungai Gelam的果园中心的农民正在收获
凤梨的情景。

雨季导致凤梨价格下滑

国家发展部提倡三重螺旋合作关系 北苏省发展养牛场支持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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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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4日

	 1	 STTP	 10200	 9500	 700	 -6.86%	 5900	 56157
	 2	 GGRM	 41450	 40800	 650	 -1.57%	 2010800	 82422820
	 3	 IBST	 8400	 7825	 575	 -6.85%	 3200	 25072
	 4	 BBCA	 35600	 35100	 500	 -1.40%	 17863900	 627559675
	 5	 KAEF	 6500	 6050	 450	 -6.92%	 4877600	 29519752
	 6	 INAF	 6500	 6050	 450	 -6.92%	 1213300	 7340675
	 7	 MAYA	 6700	 6400	 300	 -4.48%	 20500	 133477
	 8	 SLIS	 5075	 4780	 295	 -5.81%	 74400	 363886
	 9	 INPS	 4500	 4210	 290	 -6.44%	 12800	 53942
	10	 SONA	 5650	 5400	 250	 -4.42%	 100	 540

	 1	 SOHO	 5050	 6050	 1000	 19.80%	 551800	 3272392
	 2	 TKIM	 13325	 14000	 675	 5.07%	 9973100	 136689210
	 3	 INKP	 13425	 14025	 600	 4.47%	 15776800	 216357062
	 4	 MKPI	 28500	 29000	 500	 1.75%	 100	 2900
	 5	 TGKA	 7400	 7800	 400	 5.41%	 4400	 34160
	 6	 DCII	 1580	 1975	 395	 25.00%	 29500	 58257
	 7	 TINS	 1925	 2260	 335	 17.40%	 751709800	 1699158740
	 8	 ARGO	 1800	 2040	 240	 13.33%	 39600	 78556
	 9	 CPIN	 6425	 6650	 225	 3.50%	 27207900	 182242575
	10	 AGII	 1405	 1600	 195	 13.88%	 36677300	 59081588

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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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96

中国快汇	(China	Express	Remittance)	January	14,	2021

RMB-IDR  (人民币-印尼盾:2229 卖出 ；USD-RMB  美元-人民币:6.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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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4日	印尼西部时间17:00	WIB

美元	 USD	 14052.50	 14202.50	 14048.41	 14189.60

新币	 SGD	 10591.02	 10711.02	 10581.01	 10691.38

港币	 HKD	 1801.96	 1841.96	 1811.81	 1830.07

日元	 JPY	 134.22	 137.82	 134.89	 136.29

欧元	 EUR	 17061.76	 17321.76	 17049.15	 17226.17

澳元	 AUD	 10831.64	 11071.64	 10865.04	 10975.66

英镑	 GBP	 19136.87	 19436.87	 19139.55	 19334.75

人民币	 CNY											2144.08	 2234.08	 2169.37	 2192.53

	 6428.32	 -0.10

	 1002.38	 -0.05

	 671.59	 0.49

	 1530.18	 -0.47

	 2215.55	 -0.25

	 1012.63	 1.60

	 1186.13	 0.04

	 1847.19	 -0.57

	 410.66	 -0.96

	 1058.41	 0.73

	 1460.06	 -0.63

	 816.69	 0.32

	 1397.54	 0.30

		全球股市

黄金行情
1月14日	ANTAM国营矿产公司报价

5克金片	：4.170.000		盾卖出	4.550.000	盾买进	

10克金片：8.370.000		盾卖出		9.045.000	盾买进

www.logammulia.com	*增值税前的卖出

亚股

日经指数	 28698.26	 涨	241.67

韩国综合	 3149.93	 涨	 1.64

香港恒生	 28496.86	 涨	261.26

上海综合	 3565.90	 跌	 32.75

欧股

英国FTSE	 6767.00	 涨	 21.48

德国DAX	 14004.67	 涨	 64.96

法国CAC	 5675.76	 涨	 13.09

荷兰AEX	 652.07	 涨	 7.69

Http://tw.stock.yahoo.com	14/1/2021	15:44

美股

道琼工业	 31060.47	 跌	 8.22

那斯达克	 13128.95	 涨	 56.52

S&P	500	 3809.84	 涨	 8.65

Htpp://www.wsj.com	

*at	close	source:	Dow	Jones	4:00	PM	2021/1/13

滨口隆则着成功创业第十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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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拥有充分利益规模或是
持续创造稳定获利的公司，在达到一
定规模后都会反覆投资自己的事业。

根据印尼证券交易所
的数据，今年年初，综合
指数仅在周三（1月6日）
的交易中下跌1.17%。其
余的交易日，综指持续上
升，1月13日收盘时收于
6435.21点。年初至今，
综指已增长7.63%，其涨
幅使我国资本市场名列前
茅，在亚太名列第二，在
全球名列第四。在亚太地
区，我国只输给今年以来
增长了9.56%的韩国。

而在2020年，我国资
本市场还不是最好的。
据记录，与2019年底相
比，综指下跌了5.09%，
因此，综指在东盟市场排
名第三，在亚太市场排名
第十，在全球市场排名
第25。Praus资本研究公司
（Praus capital Research）
负责人Alfred Nainggolan
表示，尽管全球有相当多
的交易所在新冠病毒大流
行之初跌幅非常大，但它

们在2020年还能实现积极
的指数表现。全球市场的
复苏进程往往很快，因为
当前的全球危机更多是由
外部因素或金融市场之外
的因素造成的。这不同于
1997年和2008年冲击区域
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危机。

与此前的危机相比，
去年的经济复苏进程相对
较快。这使得一些全球交
易所成功在2020年终收盘
时获得正回报。而我国股
市今年早些时候才复苏，
与全球股市相比，相对较
晚。Alfred认为，今年早
些时候综指的增长很自然
地弥补了这一滞后。

即便如此，据他说，
今年综指进一步走强的
潜力是巨大的。他估计综
指今年将能够创造新的纪
录。Praus capita认为今年

综指将收盘于6800至7000
点的水平。这是因为市场
参与者，特别是外国投资
者，对我国证交所更有信
心。这将为综指的加强增
添动力，这期间综指越来
越受到国内散户投资者的
支持。

1 月 1 3 日 ， 他 说 ： 
“2020年第四季度，综指
受到散户投资者的支持，
而外国人仍在抛售，但综
指还能增长。现在外国人
进入，散户也进入，可想
而知。” Alfred说，目前
股市每日交易额稳定在20
兆盾左右，表明国内市场
流动性非常强。这对全
球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巨大
的吸引力。

Sucor 证券公司分析
师Hendriko Gani表示，综
指有可能继续增加，以符

合2021年经济复苏的高预
期，再加上美国的大规
模刺激，这将增加可流
向新兴市场的流动性。他
说：“如果我国能够通过
良好的疫苗分发和对新
冠病毒传播的处理来实
现这些期望，这种积极
的趋势有望继续下去。”

据他推荐，目前仍有
吸引力的行业是银行业，
包括中亚银行（BBCA)、
印尼庶民银行（BBR I）万
自立银行（BM R I、和印
尼国家银行（BBNI）。其
他是大盘股，如印尼电信
公司（TLKM)、阿斯特拉
国际有限公司（AS I I）和
PT Indofood CBP Sukses 
Makmur Tbk（ICBP)、印度
尼西亚联合利华（UNVR)和
Hanjaya Mandala Sampoerna 
(HMSP)。（xf）

每日交易额稳定在20兆盾左右

我国股市涨幅在亚太排名第二
【印尼文版商报雅加达讯】今年初

印尼证券交易所（BEI）股价综合指
数（IHSG）的走强，成功地将印尼资
本市场参考指数置于东盟最佳位置，
并在亚太地区排名第二。考虑到外国
投资者流入的巨大潜力，综合指数今
年仍有可能继续保持赢家的地位。

【 本 报 讯 】 周 四
（14/1）综合股价指数
（IHSG）收盘下落。早盘
结束时，综指上升10.68
点或0.17%至6445.89
点。但在下午收盘时，
却下落6.89点或0.10%
，报收于 6 4 2 8 . 3 1 5
点。LQ- 4 5指数下落
0.512点或-0.05%，报
1002.382点。

亚洲股市上下不一，
日本指数上升241.67点
或0.85%，报28698；香
港指数上升261.26点或
0.93%，报28496.86；
上海指数下落32.75点
或-0.91%，报3565.90
；海峡时报指数上升
20.89点或0.70%，报
2998.40。

我国整天的交易总共
发生200万9302次，有356
亿5119万6398份股票易
手，总值28兆2416亿零
170万8495盾。涨价的股
有194种，落价的股有301
种，144股持平。

外资净购2.86兆盾。

涨 价 的 股 票 当
中：SOHO（SOHO Glo-
bal股）涨价1000盾，现
价6050盾；TKIM（Tjiwi 
K im ia造纸厂股）涨价
675盾，现价1万4000
盾；INKP（Indah Kiat股）
涨价600盾，现价1万
4025盾; MKPI(Metropolitan 
Kentjana股)涨价500盾，现
价2万9000盾。

落 价 的 股 票 当
中：STTP(Siantar Top股)
落价700盾，现价9500
盾；GGRM(盐仓香烟公
司股)落价650盾，现价
40800盾；IBST（Inti Bangun 
Sejahtera股）落价575盾，
现价7825盾；BBCA（中亚
银行股）落价500盾，现
价3万5100盾。

盾币增值1盾
周四，雅京银行际货

币兑换交易（Jakarta In-
terbank Spot Dollar Rate 
/JISDOR）收市，1美元
以14059盾中间价结束，
比先前价值14060盾，盾
币增值1盾。（asp）

综合指数下落6点至6428.315点

1美元兑14059盾

因美元上涨、美债收益率走高
金价回落

因美债收益率及美元反弹回升，
在此同时投资人静待美国候任总统拜
登的刺激经济提案，金价周四小跌。

0530GMT，现货金下跌0.1%报每
盎司1,842.51美元，美国期金回落
0.8%报1,839.80美元。

现货银涨0.4%至每盎司25.24美
元。铂金涨0.6%至1,100.93美元，
钯金跌0.1%至2,382.33美元。

受中国强劲进口数据及美国原油库存下滑支撑
油价小升

因美国原油库存连续五周下降，
及中国公布强劲数据显示进口原油大
增，但全球新冠病例增加令油价涨势
受限，油价周四小升。

0744GMT，布兰特原油期货涨0.13
美元或0.2%，至每桶56.19美元；美
国西德克萨斯中质油(WTI)期货涨0.2
美元，或0.4%至每桶53.11美元。

投资者等待美国公布刺激政策细节
美元指数继续反弹

受到美债收益率上升的支撑。美
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准备介绍其大规模
财政刺激计划，美元兑主要货币周四
延续自近三年低点反弹的走势。

美元指数基本持平于90.292，隔
夜涨0.3%。1月6日曾触及89.206，
为2018年3月以来首见。

欧元/美元基本持稳，报1.2164美
元。周三跌0.4%。美元/日圆变动不
大，报103.925日圆，上日涨0.1%。

美国股市涨跌不一
投资者等待美国下一轮财政刺激计

划的细节，同时国会开始举行总统特朗
普的弹劾听证会，美国股市标普500指
数周三小幅收高，防御性板块领涨。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8 . 2 2点，
或0.03%，报31,060.47点；标普
500指数收涨8.65点，或0.23%，
报3,809.8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涨
56.52点，或0.43%，报13,128.95。

日本股市收高
受科技股涨势和优于预期的核心

机械订单数据扶助，日本股市日经
指数周四收在30年最高位。日经指
数收高0.85%，报28,698.26点。东
证股价指数(TOPIX)连涨六日，收高
0.48%，报1,873.28点。

【印尼文版商报网雅
加达讯】考虑到国有银行
对国家收入的贡献，预
计今年国有银行的股息分
配仍将很大。预计剩余
资本将保持强劲，确保
2021年业务连续性。去年
我国两家大银行的印尼庶
民银行（PT Bank Rakyat 
Indonesia（Persero）Tbk，股
代号BBRI）和万自立银行
（PT Bank Mandiri（Persero）
Tbk，股代号BMRI）贡献相
当大的股息比率，占其各
自总利润的60％。同时，
印尼国家银行（PT Bank 
Negara Indonesia（Persero）
Tbk，股代号BBNI）和国家
储蓄银行（PT Bank Tabun-
gan Negara（Persero）Tbk，
股代号BBTN）股息比率占
25％和10％。在另一项发
展中，财政部宣布，2021
年，国有企业派发的股
息所产生的非税国家收入
（PNBP）仅将达26兆1000亿
盾。该贡献，比2020年国
有公司向国家派发股息目
标的49兆盾下降46.7％。
根据其部门，国有银行的

股息贡献料将达11兆9000亿
盾。剩余的14兆2000亿盾来
自非银行国有企业。INDEF
高级经济学家Aviliani称，
当前冠状病毒（COVID-19
）大流行对政府作为股
东，并银行作为政府投资
经理商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条件。但是，她预计，由
于政府对非税国家收入的
需求以及国有银行资本的
充足性，2020财年的股息
支付率将与2019年相同。
他在星期三（2020年1月13
日）说：“我认为国有银
行仍可为今年非税国家收
入做出不错的贡献。”此
外，Aviliani称，今年银行
业在发放贷款方面仍非常
谨慎，以使它们不需要太
多的额外资本。她认为，
仍然可通过债务证券来解
决银行业所需资本的充足
性，而无需期待新的资本
注入。他说：“此外，国
有银行是政府的摇钱树，
因此政府将不愿减少其所
有权份额。”关于削减的
利润，Aviliani称，国有银
行实施的策略非常精确。

作为发展的推动力，国
有银行可专注于业务连续
性，而无需权衡所有者的
利益。他说：“是的，这
是国有银行的优势。它们
可迅速动用储备金。”根
据金融服务管理局（OJK）
的数据，截至2020年10月，
国有银行的净利润仅达32兆
8500亿盾，同比下降47.07
％。印尼庶民银行表示，
如果政府需要，印尼庶民
银行准备以高于2020财年利
润的比例支付股息。印尼庶
民银行财务经理Haru Koes-
mahargyo说，确定股息金额
是股东的权力，在这种情况
下，是政府和其他股东的权
力，这将在年度股东大会时
确定。在每个拟议的股息金
额中，印尼庶民银行始终关
注几个因素，包括资本充
足率，业务可持续增长以
及银行减轻现有风险的能
力。周三（13/1）Haru对记
者说：“根据当前印尼庶
民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如
果政府要求支付与去年相
同或更高的股息率，我们
已经准备好了。”（asp）

随着资本保持强劲

预计国有银行股息比率无多大变化

中亚银行（PT Bank Central Asia Tbk，股代号BBCA）致力于提高全国经济增长，特别
是通过中小微型企业（UMKM）部门。因此，该银行参与由政府发起的“印尼制造的
全国骄傲运动”（Gernas BBI）。相同目标与这一运动之间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中亚
银行，以鼓励民众更热爱、开发和增加本地产品的附加值，并为印尼制造的产品感
到自豪。图为，中亚银行董事经理Henry Koenaifi（中上）、秘书处和企业传播执行副
总经理 Hera F. Haryn（左上）、商业企业与中小型企业部执行副总经理 Freddy Iman(
右上)、第四区域办事处主任 Hendrik Sia（左下）与 Kutus-Kutus油品牌拥有者 Bambang 
Pranoto（右下）日前在雅加达虚拟新闻发布会时的情景。（商报/Hermawan摄）

中亚银行支持Gernas BBI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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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M Investama公司
经理阿特里延.艾尔朗卡
（Adrian Erlangga）对记
者称，2021年，至少将
获2项煤矿开采服务新合
同。“2020年，我们获
得3项开矿合同，我们希
望，2021年能获得2项新
合同。”

去年12月，ABM In-
v e s t a m a公司通过子公
司，即Cipta Kridatama公
司再获得与Hasnur集团旗
下Energi Batubara Lestari
工业的采矿服务合作合
同。该2家公司达成的采
矿服务合作合同总值，
相等于6610亿盾。

可惜，阿特里延还不
愿提供该2021年，ABM 
Inves tama公司瞄准的采
矿服务新合同细节，他
也还不愿详述今年ABM 
Inves tama公司定下的表
土剥离指标。

明确的是，从资本支
出方面，ABM Investama
公司将拨出比2020年实
际的资金更大的资本支
出。阿特里延声称，去
年，ABM Investama公司

吸收的资本支出大约为
4800万美元，主要是供
器械维修保养和基础设
施运行。“在2021年，
维修保养的资本支出将
随着数量增加而提高。”

今年，ABM Investama
公司定下指标，将生产
的煤炭比去年更高。根
据此前Kontan报导，ABM 
Investama公司对2020年
底煤炭价格提高趋势作
出良好的反应。

阿特里延称，新冠肺
炎（cov id-19）疫苗的
出现，推动世界经济恢
复和积极情绪，主要是
亚洲国家，众所周知，
煤炭主要市场是受亚洲
数个国家的支撑，如中
国、印度、越南、马来
西亚、菲律宾，也包括
我国在内。

如果 2 0 2 1 年首季，
能证实接种新冠肺炎疫
苗有效的话，则明年，
恢复的煤炭价格指数将
能保持。“价格提升使
生产商再度振奋，当然
也希望 2 0 2 1 年业绩将
更好。”

2021年，ABM I n-
v e s t a m a公司将聚焦于
提高生产量，以及改善
运营，俾能持续不断的
改善费用结构。“因我
们能够保持的，不在于
煤 炭 价 格 改 善 方 面 ，
但 却 在 改 善 运 营 的 成
本效益。”

2021年，ABM Inves-
t ama公司计划，将生产
1300万吨煤炭，预测比
至2020年底的1150万吨
煤炭产量更大。

虽然如此，阿特里延
再强调，产量提高不只
因为价格改善而已。“
我们将持续提高煤炭生
产量，作为压低成本、
经济规模之一的方法。”

有关煤炭市场，ABM 
Inves tama公司将向能源

需求仍增长的国家尽量
提高销售量，包括我国
在内。除此之外，有数
个国家与地区有潜力成
为出口市场，即中国、
台湾、韩国、越南、菲
利宾、马来西亚、印度
和其它南亚国家。“在
我国所有的煤炭市场几
乎与最近几年相同，成
长中的亚洲仍持续需要
增加能源，俾能支持其
经济增长。”

他希望， 2 0 2 1 年煤
炭价格和市场情势能好
转，与此同时，ABM In-
vestama公司仍将打开商
机收购矿区的机会。“
我 们 的 蕴 藏 量 每 日 消
耗，以致，我们必须获
得新的蕴藏量，俾使业
务可持续进行。”(sl) 

【Kontan 雅加达讯】
Indofood Sukses Makmur 
(INDF)公司已定数个策略为
提高今年财务业绩。虽然
如此，财务业绩不一定会
迅速增长。财务业绩增长
仍非常依靠购买力复苏。

Indofood Sukses Makmur公
司通过子公司已从去年进行
各项扩展。其中最大的一家
公司，是Indofood CBP Sukses 
Makmur(ICBP)公司收购了
Pinehill Company Limited。

Indofood CBP Sukses 
Makmur公司收购，理应将
扩大公司的消费品市场。
因为，Pinehill公司在外国
拥有广泛的分销网。

BRI Danareksa Sekuri-
tas分析员Natalia Sutanto
的研究称，Indofood CBP 

Sukses Makmur公司扩展结
果将帮助Indofood Sukses 
Makmur公司今年获得良好
业绩。但是，上述情况可
以实现，倘若消费者购买
力复苏，因为去年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肆虐。

Indofood CBP Sukses 
Makmur公司收购Pinehill公
司后，打开了在中东市场
的速食面食品销售增长机
会。至去年9月，Indofood 
CBP Sukses Makmur公司
销售额占Indofood Sukses 
M a k m u r 公 司 总 销 售 额
58.77兆盾的57.38%。

NH Korindo Sekuritas分
析员Putu Chantika认为，
今年已看到民众消费改善
的迹象。此外，商品价格
也趋于强劲。

他说，商品价格提升将
对Indofood Sukses Mak-Indofood Sukses Mak-
mu r公司有利。“尤其在
农业领域和Bogasa r i将带
来利润。”他这么说。

Kiwoom Sekuritas In-
donesia分析员Sukarno Al-分析员Sukarno Al-Sukarno Al-
a tas评估，棕榈油(CPO)
价格上涨将造成Indofood 
Sukses Makmur公司业绩

好转。因为，在种植园的
子公司业绩将提升。

种植园领域对Indofood 
Sukses Makmur公司收入贡
献有所增加。他估计，CPO
价格上涨间接给Indofood 
Sukses Makmur公司利润，
因为农业领域占Indofood 
Sukses Makmur公司总收入
的大约15%。(lcm)

【 K o n t a n 雅 加 达
讯】20 2 0年最后3个月
期间，煤炭基价持续显
示提高的趋势， 2 0 2 1
年，煤炭基价每吨定为
7 5 . 8 4美元。2 0 2 1年1
月的煤炭基价比2020年
12月每吨59. 6 5美元，
每吨提高16 . 1 9美元或
者27.14%。

印 尼 煤 矿 业 协 会
（APB I）执行经理亨德
拉.希纳迪亚（H e n d r a 
S inad i a）对记者表示，
预测2021年煤炭需求比
去年更明朗。

根 据 国 际 能 源 机 构
(IEA)报导， 2021年全球
经济恢复，或将推动去
年因新冠肺炎（cov id-
19）疫情而降低的煤炭
需求，在短期内回升。

2021年煤炭基价提高
是根据2020年12月形成
煤炭基价的4项指数，
这是因为冬季煤炭需求
提高的缘故，尤其是中
国，因为中国国内煤炭
供应有限造成的影响。

“未来，中国政府就
有关煤炭进口配额的政
策扮演很大的角色。”

此外，如果将来的需
求提高，致使煤炭价格
和市场趋势越来越好的
话，亨德拉声称，不无
可能煤矿业公司将提高
生产量。这有可能根据
20 2 0年第7号能源和矿

区资源部（ESDM）部长
条例，修订预算和工作
计划（RKAB）。

从生产量方面，2020
年 实 现 的 产 量 达 到
5.5734亿吨，比政府定
下的5.5亿吨生产指标稍
微提高。他说，由于许
多新市场的发展，不无
可能今年生产量比2020
年更大，但将来的市场
和价格发展如何才能作
决定。“价格和市场情

况成为考虑点，仍非常
有活力。”

亨 德 拉 解 释 说 ， 今
年定下全国煤炭生产指
标为5 . 5亿吨。“能源
与矿物资源部定下今年
生产5 . 5亿吨煤炭的指
标，旨在为控制产量，
减少供应过剩（o v e r -
supply）情形。”

另一方面，他也提醒
说，虽然在最近3个月
期间，煤炭持续提高的

趋势，但还不能确定，
该趋势能在2021年持续
下去。尤其是，在新冠
肺炎疫情仍笼罩着全世
界的情况下。“外在的
因素对价格的影响仍很
大。在还未发生瘟疫之
前，在冬季的煤炭需求
呈强势，普遍是在第4
季和首季初。”(sl)

【Kontan 雅加达讯】
今年初全球煤炭价格继续
上涨。这商品价格走高希
望今年煤炭可以记录更好
的业绩，以致在印尼证券
交易所(BE I )股票价格能
提升。

周二下午，在ICE伦敦
Newcastle供今年3月运输
的煤炭价格每吨86 . 5美
元。这是从2019年6月最
高的价格。

煤炭价格上涨也使在这
领域的公司股票价格提高。
例如Indika Energy(INDY)公
司，在过去一年至1月12
日，股票上涨61% 

Indika Energy公司企
业传播主管Ricky Fern-Ricky Fern-
ando称，目前煤炭价格上
调的原因之一，是来自中
国煤炭进口量增加的指示
器。煤炭扔成为能源原料
的最佳选择，因为价格具
竞争力，基础设施，和物

流也更容易。
Indika Energy公司定下

指标，今年初定下煤炭产
量3140万吨。该产量来自
Kideco Jaya Agung公司
3000万吨，而Multi �am-万吨，而Multi �am-Multi �am-
bangjaya Utama (MU�U)
公司的产量140万吨。

Phillip Sekuritas Indonesia
分析员Michael Filbery称，
中国煤炭供应趋紧的迹
象，导致该商品更贵。“
此外，当冬季和临近农历
新年，电力的需求量趋于
增加。”他这么说。

他预计，今年煤炭的平
均价格每吨65美元。该预
测比去年煤炭平均价格每
吨60美元更高。

上周，BRI Danarek-BRI Danarek-
sa Sekuritas分析员Stefanus 
Darmagiri预计，煤炭平均价
格可达到每吨70美元至80
美元，若中国延长从澳大
利亚煤炭进口禁令。(lcm)

【Kontan雅加达讯】
United �ractors公司看
好今年重型机械销售量
将有所提高。去年，爆
发新冠肺炎（covid-19
） 疫 情 大 流 行 和 商 品
价格疲软，致使Uni t ed 
�ractors公司重型机械销
售下跌。

United �ractors公司
秘书莎拉.卢比斯（Sara 
K. Loebis）对记者表
示，2 0 2 0年，U n i t e d 
� r a c t o r s公司重型机械
实际销售量还没有正式
公布。但估计大约1500
台。“当然是比2019年
更低，可从季度报告或
者是月度报告看出，新
冠肺炎疫情和商品价格
疲软造成业绩降低的影
响也很明显。看来百分
比也不会相差太大。”

从型款方面，2 0 2 0
年 ， 售 出 的 重 型 机 械
大部分是小型-中型机
械 ， 供 非 矿 业 领 域 用
途 ， 如 建 筑 领 域 和 农
园业领域。莎拉乐观认
为，今年重型机械销售
业绩将比去年好转。

2 0 2 1 年 ， U n i t e d 
� r a c t o r s 公司定下指

标，重型机械销售量大
约为1700台，比去年估
计销售量更高13.3%，
小型和重型机械型款受
到供建筑领域、农业业
和矿业领域的支配。

莎拉声称，今年，
预 测 在 所 有 领 域 的 需
求 稍 微 提 高 。 前 提 是
大 部 分 是 替 换 已 老 旧
的 重 型 机 械 ， 而 不 是
供 大 规 模 扩 展 业 务 用
途 。 “ 因 考 虑 到 市 场
仍持观望态度。”

根据K o n t a n记载，
截至20 2 0年1 0月底， 
United �ractors公司累计
销售的小松（komatsu）
重型机械，大约1 3 4 5
台。该数目比2019年同
期达到2734台的销售量
缩减50.8%。

照年度计算，预测
2020年，United �rac-
t o r s公司重型机械销售
业绩降低大约 4 0%。
为此，通过调高销售指
标，United �ractors公司
乐观认为，今年业绩将
更好。“与2020年同期
比较，预测销售量将提
高，从1500台提高成为
1700台。”(sl) 

ABM Investama瞄准

2021年获2项采矿服务新合同
【 K o n t a n 雅 加 达 讯 】 A B M 

Investama(ABMM)公司乐观表示，2021年

能推动业绩。该煤矿开采公司定下指标，

今年将获得新的煤矿开采服务合同。

ABM Investama公司瞄准今年获2项煤矿开采服务新合同。

倘若购买力复苏 今年业绩将好转

Indofood Sukses Makmur公司办公楼。

APBI：煤炭价格上扬 有可能产量将更高

煤矿开采活动

今年初煤炭平均价格

预计每吨80美元水平

United Tractors定下指标

今年重型机械销售提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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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D推出Ryzen 5000移动处理器 

最高8核心极速可达4.8GHz

按照惯例，AMD移动处
理器分为两种，分别是针
对超薄笔记本的U系列和针
对游戏笔记本的H系列。U
系列以Ryzen 7 5800U为
首，这是一款8核16线程
的CPU，最大提升时钟为
4.4GHz。AMD将其与英特
尔Tiger Lake系列的酷睿i7-
1185G7进行了对比，显示
出了更好的综合性能。

Ryzen 7 5800U还承诺
了更好的电源效率，笔记
本视频播放时间长达21
小时，一般使用状态下为
17.5小时，不过AMD没有
提到实现这一电池续航的
电池容量。

面向游戏笔记本市场
方面，AMD也公布了两款
处理器，分别是Ryzen 9 
5900HX和5980HX。这两

款处理器都是8核16线程
的CPU，主要区别在于后
者可以提速到4.8GHz，
而Ryzen 9 5900HX则
是4.6GHz。两者都拥有
2 0 M B的 L 2和 L 3缓存组
合，TDP都是45W。

AMD还将其与英特尔的
产品进行了比较，我们看
到的是与第十代处理器的
数据对比，尽管英特尔昨

天推出了第11代H35系列。
不过，与酷睿i9-10980HK
相比，AMD的优势似乎还
是很明显的。AMD还展示
了《地平线·零点黎明》
在使用这款处理器的PC上
运行，质量设置为高，分
辨率为1080p，这种情况下
可以提供每秒超过100帧的
帧率。

A M D 还 在 活 动 中 宣

在今年的CES上，AMD再次推出了最新的移动处理器系列Ryzen 5000，它的编号方

案现在开始与台式机等同，和那些型号一样，新的Ryzen 5000移动系列也是基于AMD

的Zen 3架构，采用了改进的7nm制程，处理器的核心数高达8个。

布，将在今年上半年把
RDNA2架构带到移动GPU
上。这个架构在其最近
的Radeon RX 6000系列

桌面GPU以及微软和索尼
的新游戏机上都有。不
过，AMD目前还没有公
布任何具体产品。

由于WhatsApp即将进行的隐
私政策更新引起了广泛的反
响，用户纷纷转向Sig-
nal和Telegram等竞争方
的服务。后者今天透
露，仅在过去三天内
就有超过2500万新用
户注册，Telegram还
宣布，它在1月份的
第一周就达到了5亿活
跃用户的里程碑。

过去72小时内加入
Telegram Messenger的
新用户来自全球各地，其
中38%来自亚洲，27%来自欧
洲，21%来自拉丁美洲，8%来自中
东和北非。

虽然表示在7年的历史中，下载量曾
多次激增，但Telegram认识到这次激增
是不同的。Telegram Messenger的创始人

Pavel Durov写道。
"人们不再想用自己的隐
私来换取免费服务。他们
不再想被科技垄断企业
挟持，这些垄断企业
似乎认为，只要他们
的应用拥有足够数量
的用户，他们就可以
摆脱任何束缚。"

D u r o v 表
示，Telegram致力于保

护用户的隐私和安全，
并引用了他在2018年的

一句话，他在这句话中告
知用户，Telegram不与 "营销

商、数据挖掘机或政府机构"签署协
议。自2013年推出以来，Telegram没有
向第三方披露任何用户的私人数据，杜
罗夫写道，将该公司的产品作为竞争对
手的可行替代品。

即时消息应用Telegram已拥有超过5亿活跃用户

在经过大量的预告和传闻之后，三星
终于推出了Exynos 2100移动芯片组，这
是三星最新的基于5纳米制程的旗舰移动
处理器，预计将成为三星Galaxy S21在
美国以外部分市场的核心。Exynos 2100
是Exynos 990的后续产品，它带来了性
能和功耗的同步提升。

Exynos 2100是一个八核处理器，以
运行在2.9GHz的Arm Cortex-X1核心为
首，此外，还有三个Cortex-A78高性能
核心，以及四个Cor t ex-A55节能核心
用于后台任务。新的处理器比上一代处
理器快10%，同时比上一代处理器节能
20%。Mali-G78 GPU承诺在图形性能
上比上一代产品提高40%，支持multi-
IP governor等功能，以管理CPU和GPU的
功率使用，使其以最高速度运行更长时
间。

A I 也是新处理器的一大重点，新
的三核神经处理单元(N P U )算力高达
26TOPS，同时还能提供比上一代多一倍
的能效。对于创作者来说，还有一个好
消息，新的ISP除了能够连接最多6个独
立的传感器并同时处理其中的4个传感器
外，还支持最高2亿像素的相机传感器。
这可以让处理器提升高变焦或广角相机

拍摄的图像处理能力。它还可以以每秒
120帧的速度录制4K视频。

在网络支持方面，Exynos 2100兼容
sub-6和mmWave 5G，sub-6的最高下行
速度为5.1Gbps，mmWave为7.35Gbps。
由于采用了1024个正交振幅调制技术，
它在4G中也支持高达3.0Gbps的速度。

三星表示，Exynos 2100现在已经开始
量产，它应该会在几天后亮相于Galaxy 
S21家族。

三星推出5纳米制程的Exynos 2100芯片：

CPU快10% GPU快40%

微软本月1 1日更新了
Surface Pro产品线，一款
只面向企业和学校的Sur-
face Pro 7 Plus机型。虽
然外观设计和屏幕与Sur-
face Pro 7保持一致，但
微软对设备的内部结构进
行了全面改造，为英特尔
最新的第11代处理器、更
大的电池、可移动的SSD
和LTE连接做好了准备。

这标志着LTE自2015年
以来首次回归Surface Pro
主线产品，但遗憾的是没
有5G连接，因为微软在
Surface Pro 7 Plus内部
使用了高通的老款骁龙
X20 LTE调制解调器。新
款产品将提供多种型号，
从英特尔酷睿i3（1115G4
）开始，到英特尔酷睿i7
（1165G7）。但是只有英
特尔酷睿i5(1135G7)型号
将有可选的LTE，起价为
1149美元，基本的酷睿i3
型号配备8GB内存和128GB
存储空间，价格为899美
元。顶级的酷睿i7选装配
置(2799美元)也可以配置
到32GB内存和最高1TB的

SSD存储。
Surface Pro 7 Plus的电

池续航时间可达15小时，
高于该公司在原Su r f a c e 
Pro 7上宣称的10.5小时。
这种电池寿命的改善有一
小部分将归功于英特尔第
11代芯片，但它主要来自
于电池容量从46.5Wh提
升到了50.4Wh。

Surface Pro 7 Plus还配备
了与原Surface Pro 7上相同
的12.3英寸(2736 x 1824)
P ixe lSense显示屏，并配
有一个USB-C接口、一个
USB-A接口、3.5mm耳机
插孔和Surface Connect接
口。只支持Wi-Fi的机型
将包含一个MicroSDXC读
卡器，而LTE机型将用一个
nano SIM卡取代。这意味
着Surface Pro 7 Plus虽然
用了11代酷睿，但仍然没
有Thunderbolt连接功能。

Surface Pro 7 Plus整体
上也有一些比正常内部更
大的变化。"我们对内部
进行了相当大的改变，"
微软设备项目管理公司
副总裁Robin Seiler解释

道。"这实际上需要我们
翻转内部结构，以便我们
将SSD放在这里，所以当
我们这样做时，还更新了
TDM（热设计模型），以
创造更多的空间，以满足
更大的电池尺寸。"

可拆卸的S S D就像在
Surface Pro X或Surface 
Laptop 3上一样工作，允
许企业更换硬盘以实现可
维修性。

不过，令人失望的是，
采用英特尔最新处理器和
LTE连接的更新机型不会
直接提供给消费者。微软
不会说这种情况是否会在
短时间内发生改变，但
确实感觉该公司正试图
在Surface Pro作为商务重
点和Surface Go和Surface 
Pro X作为消费者重点之间
划清界限。

Surface Pro 7 Plus的起
售价为899美元，微软计
划于1月15日在美国开始
向客户发售Surface Pro 7 
Plus，同时还将在加拿大、
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
和大部分欧洲国家上市。

微软新Surface Pro 7 Plus发布 

拥有更大的电池、可拆卸的SSD和LTE模组

传言了一年多的苹果
AirTag产品将于2021年推
出，目前已经有第三方配件
制造商为它制作了配件。

来自爆料者Evan Blass
的消息，这枚钥匙扣收纳
器来自Nomad，他们制作
做过不少iPhone手机壳充
电器等，它计划推出Air-
Tag钥匙扣和眼镜架。

苹果通常不会在新设备
发布之前就向配件制造商
提供其产品计划的详细信
息，因此Nomad所绘制的
这些图有可能是根据传言
制作的，但跟AirTag传言
有相互印证的可能。

在过去一年时间内，
有各种消息称苹果公司正
在研发一种蓝牙追踪设备
AirTag。该设备和钥匙、
钱包等物品放在一起时，
可以通过iPhone等设备快

速找到他们的位置。
自2019年以来，通过各

种版本的iOS代码，人们
发现许多关于它的蛛丝马
迹。所以说它的的存在并
非什么秘密，问题在于何
时发布。这个事已经从去
年拖到了今年……

根据早期iOS泄露的图
像，AirTag是一种内置蓝
牙和超带宽技术的圆形标
签，体型很小，方便定
位追踪。用户可以通过
iPhone、iPad和Mac上的“
查找我的应用”找到这款
设备的信息。

这其中不得不说的是超
宽带技术，因为U1芯片的
存在，它比一般的蓝牙定
位精度更高（目前具有U1
芯片的设备包括iPhone 11
和iPhone 11 Pro系列）。
比如，你把带有AirTag的

钥匙丢在了沙发上，那么
就可以通过iPhone找到它
们。

目前还不清楚AirTag是
如何附着在物品上的，有
可能通过磁力或是钥匙环
等方式。传闻称，AirTag
可能支持防水，内置可更
换电池，或者是和App l e 
Watch相似的充电方式充
电。总之关于它的细节，
并没有太多消息泄露。

当东西丢失时，不仅可
以通过iPhone查看它的位
置，AirTag也会发出声音，来
提醒用户丢失物品的位置。

iOS 13系统有一项功
能，当iPhone丢失时，即
便在不连接网络的状态
下，也可以借助别人的苹
果设备定位，从而让失主
知道它在哪。预计AirTag
也会有类似的功能。

AirTag就快来了？第三方配件厂给它做了皮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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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习近平主席复信美国星巴克公司董事会
名誉主席霍华德·舒尔茨

14日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
信美国星巴克公司董事会名誉主席霍
华德·舒尔茨，鼓励其与星巴克公司
为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
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在复信中强调，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1 4亿中国人民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进行长期艰苦努力。中国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将为包括星巴克等美国企业
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在华发展提供
更加广阔的空间。希望星巴克公司
为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和两国关系发
展作出积极努力。此前，舒尔茨
致信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在习近
平主席领导下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表达其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文化
的敬意。

美常驻联合国代表访台计划取消 
赵立坚：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美台官方往来

14日讯，美国国务院日前取消美
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对台湾的
访问计划。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赵立坚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
说，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
官方往来，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
确的。

他说，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
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
止一切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不
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方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
卫自身主权、安全利益。

香港宽频按国安法停止
连线“香港编年史”网站

14日讯，香港宽频14日回应传媒
查询时表示，已按香港国安法要求，
停止连线至“香港编年史”网站。

据报，声称是记录“修例风波”
资讯网站的“香港编年史”，6日
起在香港已无法浏览。警方早前
回覆传媒查询时表示，不评论个别
个案，但引用香港国安法第4 3条
表示警方可要求服务商，对发布在
电子平台上，相当可能构成危害国
家安全罪行，或导致危害国家安全
罪行的电子讯息，作出禁制行动。
警方称，会按实际情况，依法采取
行动。据早前报道，在香港“修例
风波”中，一名自称“陈妍茵”的
中学生编制了一个名为“香港编年
史”网页，内容主要是上载及“起
底”警员的私隐资料。

国家邮政局：
2020年重点地区快递全程时限58.23小时

据最新发布的数据，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重点地区
快递服务全程时限为58.23小时，较
2019年延长2.03小时。

在14日举行的一季度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
长边作栋发布了2020年快递服务满意
度调查和时限测试结果。

广东2020年跨境资金流动
规模达1.48万亿美元

记者1 4日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
局广东省分局获悉，2020年广东跨
境资金流动规模达1.48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7.5%，银行结售汇规模
6307亿美元，同比增长10.4%，为
开放型经济的高质量高水平发展提
供了强大动力。

20 2 0年，面对新冠疫情叠加严
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国家外汇管
理局广东省分局全力以赴做好统
筹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快速反应推出多项外汇便
利化政策，积极发挥稳外贸稳外
资重要作用，稳中求进推动外汇
领域改革开放，促进涉外收支规
模保持平稳增长。

报告指武汉办公楼市场走出低谷
仲量联行1 4日发布《武汉商业

房地产市场20 2 0年回顾及20 2 1年
展望》报告指出，随着武汉疫后
重振，商业地产市场逐步恢复。其
中，武汉办公楼市场在2 0 2 0年第
四季度基本走出低谷。在疫情背景
下，在线教育成为全年最大亮点，
其强劲需求贯穿全年。

数 据 显 示 ， 截 至 2 0 2 0 年 1 2 月
末，武汉甲级办公楼和乙级办公楼
项目共计636.8万平方米。受疫情
影响，全年净吸纳量表现疲弱。随
着经济回暖，办公楼市场需求逐步
恢复。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
上，有记者问，13日上
午，印度尼西亚媒体直
播了总统佐科接种中国
科兴公司新冠疫苗的过
程，称其为印尼国内接

种新冠疫苗第一人。在
与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
会见时，佐科对中方提
供疫苗表示了感谢，并
提到两国在疫情期间卫
生健康领域合作尤其成

果显著。中方对此有何
评论？

赵立坚回应称，中
国和印尼互为重要战
略合作伙伴，双方疫
苗合作富有成效，显
示了两国高度的政治
互信，也打造了务实
合作的新亮点。中方
愿继续推进同印尼在
疫苗研发、生产和采
购方面的合作，支持
印尼打造区域疫苗生
产中心，深化医药卫
生合作，推动共建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香港中通社14日
讯】香港预订的新冠疫
苗即将到港，疫苗接种
计划的安排备受关注。
疫苗接种计划专责工作
小组成员、医院管理局
前行政总裁梁栢贤14日
透露计划的最新进展，
表示欢迎私家医院变
成接种中心。有医学
专家表示，公私医疗
机构合作，有助在短
期内提升市民接种疫苗
的覆盖率。

梁栢贤当日接受香
港电台专访透露，有关
部门正物色在香港各区
设立18至20间新冠疫苗
社区接种中心，预计中
心运营期长达6个月，
初期每天都会提供服
务。目前已找到部分接
种中心的选址，选址条
件包括人流充足、地点
方便、足够空间放置医
疗设备及药物储备，以
及可供接种后的市民暂
留观察。

许多私营医疗机构
符合上述条件。梁栢贤
表示，医管局会负责管
理部分社区接种中心，
其余期望获得私家医生
及医疗集团的协助。他
透露，私营医疗团体反
应非常好，欢迎私家医
院变成接种中心。

香港西医工会会长

杨超发14日对香港中通
社记者说，公私医疗合
作无可厚非，目的是为
市民健康着想，期望社
会大众尽快免疫新冠病
毒。若有私家医院变成
社区接种中心，加上特
区政府设立的中心，预
期有社区会同时存在两
间中心，加快及方便市
民接种疫苗。

杨超发透露，早在
新冠病毒“普及社区检
测计划”时，已有私家
医院以“包场”形式负
责个别检测中心的采样
工作，相信私家医生、
护士已累积经验，而且
私家医院相关设备完
善，相信变成接种中心
容易。

在私家诊所方面，
杨超发指出，日常已有
约1000名医生与特区政
府合作，为市民接种流
感等疫苗。将来接种新
冠疫苗，只需在同一个
电脑平台输入新冠疫苗
资料，再由特区政府供
应疫苗，私家医生负责
接种即可。在即将到港
的几种疫苗中，科兴疫
苗较易储存，预计会交
由私家医生接种。

香港医务委员会执
照医生协会副会长唐继
升14日告诉香港中通
社记者，若将来正式公

布可由私家医生协助接
种新冠疫苗，“我会参
加”，其会内大部分医
生亦愿意参与。因为有
助增加接种地点，市民
无需大量聚集在某一个
中心，减少传播风险；
而且由熟悉的家庭医生
接种，有助提升市民接
种意欲。

唐继升指出，接种
疫苗能否产生好的防疫
效果，与市民整体接
种率有密切关系，若
能达到60%至70%较
理想。而且越短时间内
达到理想接种率亦很关
键，“3个月跟3年差
很多”，期望私家医生
参与，有助加快接种速
度，在短期内提升接种
覆盖率，达到更好的防
疫效果。

唐继升呼吁在接种
计划开展后，香港市
民尽快接种疫苗，强
调接种疫苗是防疫措
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不仅保护自己，
亦能保护家人、朋友
及社会。希望社会各
界从特区政府、医学
专家等正式渠道接收
真 实 资 讯 ， 切 勿 相
信社交媒体上不实消
息，强调接种新冠疫
苗的好处远超不接种
疫苗无数倍。

【中新社北京1 4
日讯】针对美国常驻
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
取消访台后于1月14
日与台湾地区领导人
蔡英文举行视频通话
一事，中国外交部发
言人赵立坚14日在北
京说，克拉夫特上述
言行严重干涉中国内
政，严重违反一个中
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规定，严重违
背美方在台湾问题上
的政治承诺，中方对
此坚决反对。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
上，有记者问，据报
道，美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克拉夫特取消访
台后于1月14日与台
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举行视频通话。克拉
夫特就与蔡英文通话
发布推特并称，由于
中国阻挠，台湾不能
通过联合国、世卫大
会等平台分享抗疫成
功经验。中方对此有
何评论？

赵立坚回应称，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
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克拉夫特上述言行严
重干涉中国内政，严
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规定，严重违背美方
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
承诺，中方对此坚决
反对。

赵立坚称，世界

上只有一个中国，台
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
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这是国际社会公
认的基本事实，也是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赵立坚说，联合
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
的。中国台湾地区参
与国际组织、包括世
卫组织活动问题，必
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
来处理。这也是联合
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和世卫大会25.1号决
议确认的重要原则。

赵立坚指出，中国
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台
湾同胞的健康福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我们多次、及时
向台湾地区通报疫情
防控最新消息，对台
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
事务作出妥善安排。
台湾地区设有《国际
卫生条例》联络点，
同世卫组织和各国的
信息交流是畅通的。

赵立坚强调，美方
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规定，停止干涉中国
内政、破坏中美关系
的言行。中方将继续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
决维护自身主权、安
全利益。美方一些政
客必将为其错误行为
付出沉重代价。

印尼总统佐科接种中国疫苗 

中方：显示两国高度政治互信
【中新社北京14日】对于印度尼西

亚总统佐科接种中国科兴公司新冠疫

苗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4

日在北京表示，中国和印尼互为重要

战略合作伙伴，双方疫苗合作富有成

效，显示了两国高度的政治互信，也

打造了务实合作的新亮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克拉夫特同蔡英文通话 

外交部用三个“严重”回应

香港疫苗接种中心将面世　

专家料公私合作提升接种率

【中新社14日讯】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高峰14日称，中国对《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 E P）实施
相关准备工作正在稳步
推进，协定核准和实施
准备工作将在6个月内
完成。

高峰在当天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称，相关
准备工作主要包括进行
关税税则转版以及原产
地实施准备工作，确保
协定生效后中方降税义

务的履行；对照梳理协
定所涉及的义务清单，
确保协定中的各项开放
举措和规则义务能够
得到全面履行；加强
协定实施有关培训工
作，协助地方、行业中
介组织、企业全面熟悉
规则。

此前，中方已经启
动对RCEP的国内核准程
序。高峰表示，中方协
定核准和实施准备工作
将在6个月内完成。

根据RCEP的规定，

协定生效需15个成员中
至少9个成员批准，其
中要至少包括6个东盟
成员国和中国、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中至少3个国家。

目前RCEP是全球体
量最大的自贸区，涵
盖了全球约30%的人
口、30%的经济总量和
30%的对外贸易，发展
前景广阔、潜力巨大。
分析认为，RCEP生效后
将对区域内贸易产生显
著提振作用。

【中新社14日讯】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14日介绍，截至2020
年底，广州累计建成5G
基站4.8万座（含室外
站、室内分布系统和共
享站点），实现中心城
区和重要区域的5G网络
覆盖，在5G基站建设数
量上全省第一，全国领
先。2020年新增5G用
户约540万户，累计超
640万户。

2019年以来，广州
陆续发布了多项加快5G
发展的行动计划、措施
等系列文件，根据计
划，到2023年，广州将
为5G网络建设提供9万

个5G站址，前期优先在
人流密集的城镇中心等
居民区域建设5G基站，
完善5G公网，确保社会
公众可以尽快享受到5G
网络。同步在工厂、园
区、港口、电力等重点
行业和领域部署5G专
网，为行业用户提供稳
定的网络支撑。

其 间 ， 广 州 的 5 G
网络建设投入进一步
加大，5G公网建设加
快。加快推动了中国广
电700MHz频段5G网络
核心节点（广州）和
700MHz频段5G基站建
设，积极打造全国领先
的5G网络。

广州建成5G基站4.8万座

5G用户超640万户

5G

商务部：中国将于6个月内完

成RCEP核准和实施准备工作

【中新社14日讯】
中国国家邮政局新闻发
言人、办公室副主任侯
延波14日表示，2021年
将制定快递员劳动定
额标准和末端派费核
算指引，积极推广人
身意外险等适合快递
业的险种。

在当日举行的一季
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邮政局发布了2021
年邮政快递业更贴近民
生七件实事。加强快递
员（投递员）权益保护

为其中之一。
中国邮政快递业从

业人员已超过 4 0 0 万
人。2020年，中国快递
业务量突破800亿件，
快递小哥的权益保护问
题也日益受到关注。

侯延波表示，在快
递员（投递员）权益保
护方面，202 1年国家
邮政局将联合相关部门
出台优化邮政快递基层
员工权益保障政策，持
续深入开展“暖蜂行
动”，加大公租房（廉

租房）政策争取力度；
规范企业内部层层罚款
问题。

在快递业绿色发展
方面，202 1年国家邮
政局将开展重金属和
特定物质超标包装袋与
过度包装专项治理，力
争年底可循环快递箱
（盒）使用量达500万
个、电商快件不再二次
包装率达80%，新增2
万个设置标准包装废弃
物回收装置的邮政快递
网点。

国家邮政局：将制定快递员劳动

定额标准和末端派费核算指引



好比人体“第二心脏”，为全身输送氧气和养料

微循环不通，脏器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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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循环如同城市的支路小巷
微循环研究始于1661年

科学家对青蛙肺的观察，
他们第一次描述了血液在
相对纤细的毛细血管中川
流不息的情景。1920年，
丹麦人克罗格首次在显微
镜下观测到微循环，这一
重大发现使他获得了当年
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此后，微循环研究逐
渐成为基础与应用生物医
学科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

血液循环是指血液从心
脏出发，通过动脉输送到
全身，再藉助静脉回流心
脏的过程。东南大学附属
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
师、中国微循环学会糖尿
病与微循环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孙子林说，微循环
是循环系统的末梢部分，
在微动脉和微静脉之间进
行血液与组织细胞的物质
交换，为全身各细胞输送
氧气、养料，并保证充足
的血流量。它就像城市中
的辅路、支路和小巷，是
交通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微循环的重要作用主要
得益于它的四个特点。

细：微动脉和微静脉管
径很细，直径7～9微米，
只有髮丝的1/20，可允许
1～2个红细胞通过；

薄：微血管管壁很薄，
只有一张纸的1/100，这
一特点有助于组织细胞进
行物质交换；

多：人体大概有300亿
条微血管，从头皮到指尖
到脚掌，无处不在，加起
来约9.6万公里，可绕地
球两圈半，24小时流动总
里程达26 . 4万公里，是
长江黄河长度总和的20多
倍；

慢：血液在微血管中流
速很慢，为每秒0.4~1毫
米，因此更易形成栓塞，

成为阻 碍 血 液 流 动 的 
“路障”。

微循环受阻，堵哪儿哪儿遭殃
微循环会通过微血管的

收缩变化等，维持全身血
流量的相对稳定。最典型
例子之一就是，在寒冷环
境中，人体为维持自身的
核心温度，体表和四肢的
微动脉会收缩，通过减缓
体表和四肢的微循环，减
少人体热量损失。但这同
时会导致流向四肢的血液
减少，继而出现短时的手
脚冰凉。

微循环既属于循环系
统，又是脏器的重要组成
部分，基本作用是提供机
体物质交换的场所，因此
其通畅与否也就直接决定
了体内重要脏器能否正常
发挥功能。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国际
血管联盟中国分部青年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王伟说，
各种不良生活习惯或疾病
导致微循环障碍后，很可
能引发相应脏器的不适症
状或功能受损等。

大脑。充足的血流量，
是维持大脑正常运转的关
键。一般情况下，中枢系
统的调节可使颅内血流量
在一定范围内保持稳定，
但当出现颅脑外伤、炎症
或其他病变时，脑血管发
生痉挛或狭窄，引起微循
环障碍，就会导致脑“罢
工”，轻则失眠多梦、头
晕头痛，重则脑萎缩、脑
梗等。

眼部。眼球虽小，却布
满错综髮杂的毛细血管，
需要血液供氧使其正常发
挥功能。眼部毛细血管的
血流一旦受阻，即可出
现各种视力问题，甚至失
明。

心脏。冠状动脉微循环
是为心肌细胞供血供氧的
重要场所，如果因过度劳
累、情绪剧烈波动，以及

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引
发冠状动脉的微血管病变
（如微血管狭窄阻塞或痉
挛），导致心脏「营养不
足」，临床上则会表现为
胸闷、胸痛，甚至诱发心
肌梗死等。

胃肠。没有足够的血液
供给，消化功能就难以保
障。摄入冰凉、辛辣等刺
激性食物，可造成胃肠的
微循环障碍，进而因缺血
影响到胃酸分泌、蛋白酶
功能，以及肠道蠕动的“
积极性”，出现胃肠胀
气、消化不良、便秘等不
适。

肌肉和关节。四肢的肌
肉活动也必须依靠微循环
供应血氧。如果四肢微血
管堵塞不通，轻则出现肢
体麻木、冰冷和酸痛，重
则导致跛行，甚至出现肢
体坏死溃疡等问题。

微循环系统可连通全
身，因此，若局部障碍
不能得到及时改善，任
其连续进展，甚至可能引
发休克。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副
主任医师王军宇介绍，在
休克早期，微循环处于缺
血期，主要表现为皮肤苍
白、尿量减少、出冷汗等
低血压症状；进入微循环
淤血期后，动脉血无法进
来，静脉血无法回流，患
者皮肤就会从苍白转为发
绀（青紫色），特别是口
唇和指甲，这属于休克中
期，此时局部组织胺、乳
酸等代谢产物增多，不仅
会加大血液黏稠度、损伤
微血管内皮细胞，还会加
重重要器官的机能代谢障
碍；如不及时治疗，休克
晚期即为微循环衰竭期，
临床表现包括意识改变
（烦躁、淡漠、谵妄等)、
皮肤湿冷和花斑等，此时
体内多器官功能衰竭，必
须进行急救。

天气转凉时，你是否有过身上暖和但手脚冰凉的感受？这其实是身体自我保护功能的

一种体现，同时反映出微循环系统存在的价值。专家解释说，心脏为全身供应的血液，

只有依靠微血管的二次调节，才能到达各脏器的组织细胞，维持其正常功能的运转。

因此，微循环也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

调节微循环，功夫下在每一天
临床上，对不同的微

循环障碍，有著各自不同
的治疗方法。王军宇举例
说，治疗休克患者时，可
使用补充血容量等方法，
重度患者还需加用生理盐
水或血管活性药物等改善
微循环。但总体来说，这
些都是针对症状进行的紧
急缓解治疗，而多数的局
部微循环障碍更需要寻找
原发病因、对症下药。

孙子林说，微循环受
阻与其说是出现症状的原
因，不如说是原发病症的
结果。比如，糖尿病可
引发身体多处的微循环障
碍，当问题出现在眼部，
会导致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当血液受阻于肾脏，
则会患上糖尿病肾病。可
见，微循环障碍既是血糖
过高的“果”，也是糖尿
病髮发症的“因”，控制
血糖水平才是解决上述微
循环障碍的根本之道。同
理其他病症，如果原发疾
病找不到，仅改善微循
环障碍，只能是治标不治
本。

现在社会上有不少号称
能够通过改善微循环“去病
根”或“改善亚健康状态”
的保健品，王伟提醒说，这
些都不可信。至于另外一些
宣称可以检测微循环、改善
微血管的保健仪，王军宇认
为也应谨慎看待。临床上的

确会利用仪器观察舌下微循
环血流灌注情况，但这仅
限于监测。微循环系统分
布广、结构髮杂，从理论上
看，绝不是一个仪器就能调
节的。

所谓“流水不腐，户枢
不蠹”，对平常人来说，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
能保证血液的顺畅流动，
这是改善微循环的最好方
法。适当控制糖及脂肪摄
入：健康的饮食有助保持
血管壁弹性，而添加糖或
脂肪类食物最易给又薄又

细的微血管“添堵”；运
动：只是起身蹦一蹦，快
步走10分钟，都利于心脏
更有力地泵血，改善大血
管和微循环的血流状况；
拒绝菸酒等不良嗜好； 
局部增温：当人体微循环
血流变慢，可通过泡脚、
搓手等局部加温的方式缓
解；遵医嘱用药：在必要
情况下，可遵医嘱使用药
物调节，如前列地尔、胰
激肽原酶、羟苯磺酸钙等
改善微循环药物，以及一
些活血化瘀的中药。▲

许多火灾案例表明，
如果在人员密集场所的2
、3楼以及住宅的4楼以
下配备逃生绳，关键时刻
能发挥重要作用。但我国
家庭，有这个意识的少之
又少。

逃生绳是供使用者手
握滑降逃生的纤维绳索。
在古代，低层建筑发生
火灾，人们就用逃生绳从
窗口逃生；上世纪9 0年
代，上海还有不少住砖木
结构住宅的2、3楼人家
在床下储放一条逃生绳，
有些人真的靠它躲过一
劫。与用床单结绳逃生相
比，逃生绳的优势是明显

的。撕裂床单、打结需要
时间和技能，只要有一个
结没打好，就会让逃生者
摔伤，使用逃生绳则比较
安全。

购买逃生绳时，要选
通过3C 认证的产品，最
好选直径不小于7 毫米的
尼龙绳或聚酯绳。丙纶绳
虽然价格低，但抗老化性
能差，强度衰减快，不宜
购买。安全钩最好选不锈
钢制的，经阳极处理的铝
制品也可以用。有老人的
家庭，要选逃生绳另一端
配安全带的。逃生时把安
全带套在老人身上，年轻
人在窗口慢慢施放绳索，

让老人先脱险，年轻人再
爬下去。逃生绳买回家
后，沿绳每7 0厘米打个
绳结，并在收逃生绳的袋
子里放几副手套。这样逃
生时戴上手套，沿绳结往
下爬不会因摩擦而伤手。
窗边最好配一个用膨胀螺
丝安装的挂钩，使用时把
安全钩在挂钩上一挂，既
迅速又安全。

逃生绳大约100多元，
价廉物美，但使用高度有
限。日本的消防法施行令
只认同建筑物的二层，我
国的国家标准认同三层。
团中央廊坊消防安全教育
基地做过实验，一名年轻
力壮的小伙子从四楼用逃
生绳爬下来就很累了，因
此更高的楼层只能用逃生
缓降器。国内现在市场
上能买到的逃生绳至少
长1 5米，并不合理，其
实有10 米就够了，这样
价格降下来更有利于逃生
绳的推广。如果有更多的
公共场所、住宅配上逃生
绳，并让有关人员知道逃
生绳在哪里、怎么使用，
一旦发生火灾，在楼道被
火焰或浓烟封锁时，人们
就能用它逃生，拯救生
命。▲

住低层备个逃生绳
家有老人，要选配安全带的

以色列科学家以高压
氧舱疗法逆转人体衰老
进程取得初步效果，研
究成果发表在近期出版
的《老龄化》学刊上。

科学家们在寻找导致
细胞死亡的基因时，发
现了一种存在于染色体顶
端叫端粒的物质。在新细
胞中，细胞每分裂一次，
染色体顶端的端粒就缩
短一次，当端粒不能再缩
短时，细胞就无法继续分
裂。细胞衰老是指细胞在
执行生命活动过程中，随
时间的推移增殖与分化能
力和生理功能逐渐发生衰
退的变化过程。细胞衰老
死亡与新生细胞生长的动
态平衡是维持机体正常生

命活动的基础。因此，端
粒重新生长和衰老细胞的
减少可视为人体逆转衰老
进程的表现。

研究人员以35名年龄
在64岁及以上的人作为
观察对象并参与到高压
氧舱疗法试验中。每个
疗程持续90分钟，每周5
天，持续3个月。试验期
内，观察对象在高压舱
内反复吸入纯氧，且生
活饮食方式和医疗情况
均未做出改变。试验结
束后科学家发现，观察
对象体内的端粒重新生
长20%以上，衰老细胞
则减少了37%。以色列
科学家认为，这相当于
观察对象的身体机能恢

复到25年前的状态，也
就是说他们年轻了整整
25岁。

有研究显示，健康饮
食和高强度运动也能起
到保持端粒长度、避免
端粒缩短的作用。但高
压氧舱疗法试验提供了
超出自然干预外逆转人
体衰老进程的新方法，
具有独特价值。此外，
也有动物研究显示，去
除身体中的衰老细胞能
将 动 物 剩 余 寿 命 延 长
33%。研究人员指出，
上述试验说明，确实可
以将衰老进程作为攻关
目标，在细胞生物学基
础上研究如何逆转衰老
进程。▲（赵乾铮）

以色列科学家研究揭示

吸氧疗法让人年轻 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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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贤达吴光楷先生与世长辞
【本报周孙毅报道】

印尼华社贤达，成功企
业家PT.Prasidha Aneka 
N i a g a , T b k创办人，世
界吴氏宗亲总会名誉主
席，印尼吴氏宗亲总会

辅导主席，印尼晋江同
乡会永远荣誉会长，世
界晋江同乡总会名誉会
长，印尼福建社团联谊
总会荣誉主席，印尼中
华总商会辅导主席团，

世界泉州青年联谊会印
尼分会/印尼泉州青年商
会名誉会长吴光楷先生
(Bpk.Oesman Soedargo)
于 1月 1 1日（星期一）
上午9時 2 1分，在寓所

蒙主恩召,安息主時，随
将遗体奉移天堂（Grand 
H e a v e n）殡仪馆治丧，
在世寄居92载。

治丧期间，来自国内
外亲朋戚友，工商企业

界人士，华社贤达，梓
叔同乡等，纷纷在各大
报章刊登挽词，敬献挽
联、花圈，国外发来唁
电等，以不同方式进行
哀悼缅怀。

今日 (1月15日)上午
9时30分依基督教仪式举
行告别奠礼之后，随即
扶柩发引还山安葬于桂
林墓园山庄(H EAV E N-
MEMORIAL PARK) 。

【本报讯】1月12日，
世泉青印尼分会暨印尼泉
州青年商会第二届理监事
拜会福建省泉州市委统战
部。此活动由林万明部长
主持，康彤明处长接待。

世泉青印尼分会暨印
尼泉州青年商会第二届理
监事荣誉会长陈大鹏、黄
东水、李培常，永远名誉
会长陈连发，执行会长何
国家，常务副会长蔡平
時、陈章程、洪清波、李
剑锋、许文体，副监事长
林时杰，副理事长苏德
庆，副会长洪清纯，副秘
书长施少锋等参加本次活
动。

泉州市市委统战部部
长林万明与世泉青印尼分
会暨印尼泉州青年商会第
二届理监事召开座谈会，
进行了深入交流。林万明
部长对刚接任的世泉青印
尼分会暨印尼泉州青年商
会第二届班子成员表示热
烈祝贺，并对其取得的成
绩表示充分肯定，双方就
继续加强交流与合作达成

世泉青印尼分会暨印尼泉州青年商会第二届理监事

拜会泉州市委统战部

一一印尼晋江同乡会秘书长张中耀（中）代表该会献花。 一一印尼中华总商会常务副总主席张锦雄（中）代表该会献花。

一一印尼晋江同乡会诸理事与吴光楷长子吴明栩在吴光楷先生灵前留影。 一一印尼中华总商会常务副总主席张锦雄等理事与吴光楷孩子们在吴光楷先生灵前留影。

共识。
座谈会后，执行会长

何国家代表世泉青印尼
分会暨印尼泉州青年商
会向林万明部长赠送纪
念品，希望能继续保持
与泉州市事务统战部的
密切联系，共同加强侨
联工作。

世泉青印尼分会暨印尼泉
州青年商会执行会长何国
家(左)向林万明部长赠送纪
念品。

双方代表合影。

座谈交流一景。 双方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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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心脑

受访专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 张海澄

本报记者 李珍玉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是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血
管病发生发展的公认风险
因素，与死亡风险增加有
关，因此被称为“坏”胆
固醇。研究发现，控制胆
固醇水平升高是防控冠心
病的关键举措，但坏胆固
醇控制水平因人而异，并
非越低越好。那么，到底
要达到什么程度，死亡风
险才最低？近日，丹麦哥
本哈根大学医院研究人员
给出了答案。

研究团队对近10万人展
开长达10年的随访，这些
受试者从丹麦国家登记系
统中随机选出，年龄在20
～100岁之间，与此前针对
特定高风险或年龄段的研
究相比，新研究更具广泛
意义。研究发现，在所有

人群中，坏胆固醇水平与
全因死亡率之间呈U型关
联，坏胆固醇过高或过低
都会增加全因死亡风险。
比如，在所有健康人群以
及未接受过降脂治疗的人
群中，当坏胆固醇水平为
3.6毫摩尔/升时，平均全
因死亡风险最低；在接受
降脂治疗的人群中，坏胆
固醇水平为2.3毫摩尔/升
时，平均全因死亡风险最
低。可以说，在坏胆固醇
面前，心血管病患者“不
堪一击”，一旦坏胆固醇
水平升高，就可能增加致
死性心梗风险。

《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
治指南（2019）》建议，
大多数人和冠心病中低风
险人群，坏胆固醇应控制
在3. 4毫摩尔/升以下；

随 着 大 家 对 糖 尿 病
了解的逐渐深入，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留意自己
是否有糖尿病的表现，
然而，很多人只是根据
一些表象或者自己了解
到的片面方法给自己“
下诊断”，造成糖尿病
经常被漏诊或误诊，为
此，《生命时报》特邀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
泌科副主任医师罗樱樱
为大家纠正诊断糖尿病
的5个误区。

根据“三多一少”症
状诊断糖尿病。罗樱樱
表示，“三多一少”（
吃得多，饮得多，尿得
多，人消瘦）是典型的
糖尿病症状，一般在血
糖特别高的时候出现，
但是诊断糖尿病并不能
仅依赖于有无“三多一
少”症状。临床上许多
早期糖尿病患者，血糖
轻度升高时，可以没有
任何不适，或者仅有一
些容易被忽视的不典型
症状，比如伤口不易愈
合、女性反复出现阴道
炎等感染性症状，都可
能提示血糖升高。而除
了症状提示外，定期检
查，根据化验结果综合
判断才准确。

根 据 “ 尿 糖 ” 诊 断
糖尿病。现在还有很多
人 会 从 糖 尿 病 的 字 面
意 思 来 推 测 其 诊 断 方
式——即尿糖阳性，就

是患上了糖尿病。罗樱
樱介绍，当血糖升高到
一定水平时，葡萄糖就
不能被肾脏全部吸收，
剩余的葡萄糖会随尿液
排出，此时尿糖检测就
会呈阳性。而每个人的
肾脏排糖阈值也会存在
差异。一般情况下，大
部分人的血糖在8~10毫
摩尔/升时，尿中开始
排糖，但也有些人即使
没有达到这一水平，仍
然显示尿糖结果阳性；
还有人即使血糖很高也
会被漏诊，所以不能单
纯根据尿糖来判断是否
患有糖尿病。如果已经
确诊糖尿病了，更不能
单纯根据尿糖来判断血
糖高低，因为一些降糖
药本身就会促进尿糖排
泄。

单纯根据血糖仪结果
来诊断糖尿病。诊断糖
尿病要求根据静脉血浆
葡萄糖的水平来确定。
血糖仪所测量的指尖血
糖用的是全血，由采血
针直接扎取，其中含有
血浆、红细胞等成分，
另外，在使用血糖仪的
过程中影响因素较多，
所以，血糖仪只能用于
居家自我血糖监测，观
察血糖的波动变化和趋
势，其结果不能作为糖
尿病的诊断依据，确诊
糖尿病必须到医院取静
脉血测定。

没排除“应激状态”
，就贸然下诊断。在特
殊情况下，如手术后或
患有心脏病、感染等情
况 ， 身 体 处 于 应 激 状
态，体内各种升血糖激
素分泌增多，可引起暂
时性血糖升高，即“应
激性高血糖”。此外，
皮质醇增多症、肢端肥
大症等特殊的内分泌疾
病，以及使用糖皮质激
素等药物也会引起血糖
升高。如果患者存在上
述情况，最好先要到内
分泌科找专业医生进行
咨询，再遵医嘱进行合
理的检查评估，以确定
是否患有糖尿病。

验 血 糖 只 查 空 腹 ，
不查餐后。很多人去医
院体检，往往只查空腹
血糖，如果化验结果不
高，就认为可以排除糖
尿病。但其实有些病人
餐后血糖升高可能会先
于空腹血糖升高出现，
此时，所以如果只查空
腹血糖，就会被漏诊。

综上，罗樱樱提醒，
如果出现某一症状、体
检 后 发 现 血 糖 数 值 异
常 ， 一 定 要 及 时 去 正
规医院接受全面检查确
诊。对于糖尿病高危人
群，比如曾经发生过血
糖异常、妊娠期间曾出
现血糖高或具有肥胖等
高危因素的人群，更应
主动筛查血糖。▲

控糖有道

生态环境

受访专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罗樱樱

本报记者 石筱璇

受访专家：复旦大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生态与环境规划设计分院院长 朱 俊

中国林业科学院首席专家 杨忠岐

本报记者 李 爽

坏胆固醇低于3.4 最理想
冠心病高风险人群要低于2.6，极高危人群低于1.8毫摩尔/升

判断糖尿病不能靠症状
单纯根据尿糖、血糖仪结果、空腹血糖均不可取

树对城市环境至关重要
树木盘根错节的根系可

以让城市土壤变得像天然海
绵，可以饱吸雨水，再通过
蒸腾作用，经树干输送到叶
片上，透过密布的气孔释放
回大气中。树木根部的网状
结构还可以防止水土流失，
使土壤保持水分，有助于
防止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
害，同时又减少了雨水渠和
城市水处理系统的压力。而
且，树叶还可捕获碳和其他
空气中的污染物，因而在应
对气候变化、防控城市污染
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城市的快速发展
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人们为适应城市环境可以
随机应变，固定在原地的
树木却只能默默承受——
一旦患上“城市病”，树
木也会变得虚弱，自身
难保，更别提其生态效益
了。复旦大学规划建筑设
计研究院生态与环境规划
设计分院院长朱俊表示，
生存环境会影响树木生
长，树木生长的状况也在
反映着环境的情况。在此
意义上，树木堪称城市环
境的“检验员”。

环境不好，树就生病
朱俊说，当树木承受不

住城市恶劣环境的侵扰，
就会通过种种表现来为自
己“发声”。

热岛效应强：生长节奏
被打乱。城市气候最明显特
征之一就是热岛效应——城
市气温高于郊区气温。城
市热岛效应带来的增温可
使局地气候发生变化，比
如，城市冬季霜冻日数减
少、无霜期延长，春季提
前、秋季结束时间滞后等，
这会使得植物生长速度加
快，提早发芽、开花，推迟
落叶和休眠。

光污染重：衰老快。灯
光使人的活动时间延长，
让人们在夜晚也可像白天
一样活动；同样，灯光也
给了植物同样的错觉，
以致无法分清白天黑夜。
本来，植物同其他生物一
样，白天光合作用夜晚休
息，有着自己固定的生物钟
节律，一旦陷入混乱，生
长就会受阻，一些离街灯较
近、夜里长时间被照射的植

物甚至会变色、枯死。
大气污染：发育不良。

雾霾天气，人会感到呼
吸不畅，树木也会感到不
适。树叶的气孔呼吸到气
体污染物，会影响自身代
谢作用，包括蒸腾作用减
弱、光合作用受到抑制，
导致发育不良。巴西圣保
罗大学生物科学研究所的
一项研究发现，污染程度
较低的年份，树的年轮又
大又宽，这表明树木在这
些年间生长得好；而在污
染程度较高的年份，年轮
又小又窄。除此之外，大
气污染还会削弱树木的“
免疫力”，使其更易遭受
病虫害，从而衰亡。

土壤污染：慢性中毒。
人口急剧增长、工业迅猛
发展使废弃物不断增加，
堆放和倾倒固体废弃物、
排放废水等使土壤受到严
重污染。这一环境下，植
物自然不能幸免——含高
浓度重金属的土壤会让植
物慢性“中毒”，生长不
断减慢、落叶提早、果实
萎缩……被污染的土壤会
出现过酸、过碱的环境，
这会影响植物根系生长，
对植物来说无疑是“釜底
抽薪”。

土壤干燥：“皮肤”
干裂。都说“树大根深”
，但城市建筑、硬质铺装
及发达的排水体系，使城
市土壤更易干旱，这严重
影响了树木对水分的吸
收，使其出现树枝干枯、
树皮开裂等现象。朱俊表
示，由于城市环境问题是
交杂在一起的，反映在树
木身上的“症状”也是多
因素的。为了尽可能减

少上述城市环境问题的
负面影响，城市选择绿化
植被时都会进行相应的筛
选，尽量选择能有效适应
的树种。而且，朱俊补充
说：“当树木出现一些‘
风吹草动’，或在树木‘
生病’前，相关林业负责
人会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干
预。”

因地制宜，提高树的“免疫力”
研究指出，一个城市

街区至少需要4 0%的树
木覆盖率才能起到降温的
效果。中国林业科学院首
席专家杨忠岐表示，要充
分发挥树木的生态效益，
就要坚持“适地适树”，
也就是把树木栽在适合的
环境中。比如，杨柳树成
活率高、生长快、树形高
大，能很快形成景观效
果，它适应北方气候，还
能有效吸收空气中的污染
物，就很适合作为京津冀
地区的绿化树种；胡杨喜
光、抗热、抗旱，适合相
对干旱、土壤贫瘠的西北
地区；刺槐、黄连木、榆
树、臭椿、皂角树等有较
强的吸纳重金属的能力，
可在富集重金属土壤栽培
种植。

朱俊表示，在挖掘本地
植物品种潜力的基础上，还
要做好城市树木的“养护”
工作，以提升植物免疫力。
除了我们常见的防治病虫
害、及时补水和排水、适当
施肥等，还可以通过深翻、
培土等改善土壤中空气水分
和微生物活动状况；适时修
剪以利于枝叶新生；用蒙绿
布等方式给易受冻害的树
木“保暖”；对有倒伏危险
的树木进行支撑保护等。▲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那抹“绿”——树木，点缀着一座城

市的形象和气质，将绿荫与生机带给城市。同时，树木还是 

“活档案”，记录着城市环境的秘密。

热岛效应打乱生长节奏 大气污染导致发育不良

树木，城市环境的“检验员”

高风险人群的理想控制标
准为小于2.6毫摩尔/升。
与新研究相比，我国指南
给出的标准更低，到底应
以哪个为准呢？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医师张海澄表示，这项新
研究不能推翻过去众多研
究结果。对于绝大多数人
来说，坏胆固醇推荐值为
＜3. 4毫摩尔/升，和新
研究＜3.6毫摩尔/升很接
近，这个数值（＜3.4毫摩
尔/升）和新研究结果本
质上并不矛盾，但有更多
研究证据作支持。鉴于胆
固醇水平升高是导致心脑
血管病的主要致病因素，
正在接受降脂治疗的人
群，要做危险分层，比如
冠心病高风险人群要＜2.6
毫摩尔/升，极高危险人
群要＜1. 8毫摩尔/升。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近二
三十年，我国冠心病死亡
率不断增加，77%的原因
与胆固醇水平升高有关。
而坏胆固醇每降低1毫摩
尔/升，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率就可降低21%。过去多
项研究也提示，坏胆固醇
降得越低，获益越大。

指南标准也在根据研究
结果不断调整。上世纪80
年代提出，极高危人群的
坏胆固醇水平不应高于3.4
毫摩尔/升；1993年，美
国胆固醇教育计划提出，
极高危人群不得高于2.6毫

摩尔/升；2004年，美国
胆固醇教育计划再次做出
更新，规定极高危人群的
目标值不应高于1.8毫摩
尔/升，这个标准一直沿用
至今；2019年，欧洲心血
管病学会提出，极高危患
者坏胆固醇目标值应低于
1.4毫摩尔/升。

张海澄认为，尽管控
制胆固醇的标准趋势越来
越低，但胆固醇对人体的
重要作用不能忽视，它是

大脑最主要的营养物质，
也是身体各种激素生成的
原材料。年轻人和老年人
胆固醇水平都不能降得太
低，以小于3.4毫摩尔/升
为宜。

如果体检时发现坏胆
固醇已经超标，张海澄
建议，最好再到三甲医院
复诊，看超标多少，有必
要的话，要遵医嘱规律服
药，并定期复查。日常生
活中应控制食物摄入总

量，少吃或不吃高脂高糖
食物，也不能偏食，食物
要多样化，多吃果蔬、豆
类和鱼肉蛋奶，饮食少油
少盐，戒烟限酒。每周运
动3～5天，每次至少做
连续半小时的有氧运动，
可打太极、快走、骑自行
车、跳广场舞等，以身体
微微出汗，第二天不感觉
过累为宜。睡眠要充足，
劳逸结合，保持心情愉
悦，学会调适压力。▲



公司治理是上市公司
以资本市场为载体，实现
权益融资的基础性制度安
排，它同时是上市公司
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制度保
障，也是未来中国资本
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
的关键所在。那么，在
一个公司治理学者的眼
中，中国资本市场在过
去三十年究竟取得了哪些
成就，未来又有哪些值得
期待的地方呢？

也许我们可以用“速
度”两个字来概括中国
资本市场过去三十年所
取得的成就。首先，中国
资本市场用较短的时间从
奉行“同股同权”原则走
向接纳包容“同股不同
权”构架。我们知道，作
为同股不同权构架的标准
实现方式的AB双重股权
结构股票发行在西方已
经有上百年的历史。然
而，直到本世纪初，包括
Hart，Shleifer等著名学者
在内的主流理论依然把同
股不同权构架认为是不利
于对投资者权力保护的制
度安排。

香 港 在 2 0 1 8 年 完 成
了“二十五年来最大的
上市制度改革”，开始
接纳包容同股不同权制
度，为阿里在香港的二
次上市和独角兽企业登
陆香港开启绿灯。中国
资本市场于2019年创立
的科创板，除了试水注
册制，一项引人瞩目的
上市制度改革就是开始
接纳包容同股不同权构
架。2020年1月20日，我

国第一只双重股权结构
股票优科得科技在上交
所科创板鸣锣上市。在
近年前往美国上市的中
概股企业中，平均36%
的企业选择发行AB双重
股权结构股票上市。我们
可以预言，在未来的5到
10年，在中国A股市场投
资者的投资组合里，同股
不同权构架股票将占有较
大的比重。而这一切可能
就始于2019年中国资本市
场率先开启的上述上市制
度改革。如今，包括韩国
等在内的国家在是否推出
上述制度依然在观望中；
即使在今天，同股不同权
构架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中
依然不是没有争议。但它
实现的投票权配置权重向
创业团队倾斜，鼓励了人
力资本的持续投入，实
现了短期雇佣合约向长
期合伙合约的转化，代
表了公司治理控制权制
度安排的发展趋势。

其次，中国资本市场
用较短的时间推出集体诉
讼制度和隐含的举证倒置
制度，加强了法律对投资
者权力的保护，对于未来
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居功至
伟。成熟资本市场经过上
百年的探索逐渐在世纪之
交形成共识，那就是以
哈佛大学Shle i f e r教授为
代表的法金融文献所揭示
并证实的，法律对投资者
权力的保护是资本市场健
康发展的关键。法律对投
资者权利保护核心体现在
股东对抗董事会决议，进
而阻止内部交易时相关投

票权履行的便利和法律救
济。而集体诉讼制度和举
证倒置则是投资者权力法
律救济和保护的重要实现
途径。作为一项可置信的
承诺，对于违法违规的上
市公司及其高管真正可怕
的也许并不是监管机构的
有限的监管处罚，而是集
体诉讼下的民事赔偿。例
如，在美国安然会计丑闻
中，投资者通过集体诉讼
获得71.4亿美元的和解赔
偿金，比美国证监会对安
然的5亿美元的罚款高出
十多倍。

中国资本市场在很短
的时间内通过《证券法》
的修订推出了有利于投资
者权益保护的集体诉讼
制度和隐含的举证倒置制
度。这为未来增加违法
违规成本，规范上市公司
行为提供了扎实的法律基
础。新《证券法》遵循过
错推定原则，强调高管需
要自证清白，尽管尚未使
举证倒置成为一项与集体
诉讼配套的诉讼制度。因
而，新《证券法》的相关
条款一定意义上只是推
出“隐含”的举证倒置制
度。

我们看到，无论“同
股不同权构架”还是投
资者权利保护加强都是
中国资本市场利用“后发
优势”，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学习和借鉴成熟市场
经济国家建设资本市场上
百年的经验和教训，迎头
赶上的结果。在相对比较
短的时间内，通过借鉴和

吸收，中国资本市场推出
了这样一些被很多国家证
明行之有效的有利资本市
场健康发展的制度安排，
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
的“速度”，可喜可贺。

那么，在步入三十而立
之年之际，我们对中国资本
市场未来又有哪些值得进一
步期待的“激情”呢？

第一，中国资本市场
虽然引入了融资融券制
度，使A股在理论上具备
做空的可能性，然而在
实际中我们却没有行之
有效的做空机制。瑞幸
咖啡财务造假事件使很
多人认识到包括浑水在
内的做空机构在监督上
市公司财务行为的重要
作用，做空机制由此成
为来自市场的重要公司
治理力量。

随 着 通 过 直 接 发 行
A B 双 重 股 权 结 构 股 票
或变相实现控制权向少
数人倾斜的同股不同权
构架在新经济企业中成
为流行模式，未来公司
治理约束公司行为的重
心将逐步从来自公司内
部，逐步转向外部。这
为包括做空机制等在内
的市场监督力量提供广
阔的治理舞台。因而，
融 资 融 券 制 度 不 仅 仅
是增加了上市公司和控
股股东的融资途径和融
资规模，未来应该通过
完善，逐步成为做空机
制发挥市场监督作用的
制度基础。中国资本市
场应该鼓励和欢迎来自

国际资本，甚至本土的
做空机构来发挥积极的
市场监督作用。那将不
仅使一些潜在的问题企
业“心生畏惧”，而且
将有效提高监管机构的
监督效率，使监管机构
可以将有限的监管资源
从事前的审批和事中的
监督中腾出手来，投入
监管更加有效的事后违
规惩罚中来。

第二，已经在科创板
和创业板实行，未来将在
A股全面推行的注册制，
不仅需要“形似”，而且
要“神俱”。中国资本市
场经过近年的不懈努力，
围绕注册制的核心法律要
件和程序规范已经初步建
立起来，因而具备了注
册制实施的“外形”。但
一个企业是否上市由市
场，而不是由监管机构进
行评价这一注册制最核心
的灵魂和精神在实践中却
没有得到有效贯彻。我们
知道，上市从审核制转变
注册制是中国资本市场从
以往事前审核下的“严进
宽出”走向事中监督和事
后处罚的“宽进严出”的
监管思路的重大调整。上
述监管思路的调整一方面
将优化监管资源配置，提
高监管效率，同时有效避
免了监管机构相关人员事
前审核寻租设租行为，另
一方面则是调动和激发包
括做空机制等潜在的市场
监督力量，让市场无时
不在无处不在的监督来
补充，甚至代替监管机
构有限的监督。因而，
在判断一个企业是否能
够上市时，我们更多在
信息充分披露和程序履行
完整的前提下相信资本市
场和投资者自身的判断。
例如，一家战略配售基
金总购买人数超过1,000
万人，每秒钟有8个人购
买，很短时间把600亿人
民币的规模销售一空的
公司恰恰表明它获得了
投资者和市场的高度认

同。对于这样一个一方愿
意买，而另一方愿意卖的
标准的市场行为，其实我
们的监管当局没有太多的
理由和必要硬生生地终止
其上市。这些突然终止上
市事件一定程度上为中国
资本市场正在积极推行的
注册制蒙上了阴影，也为
未来中国资本市场吸引
外国企业到A股上市的所
谓“A股国际化”人为设
置心理障碍。如何把上市
审核平价的“权力”能交
给市场的一律交给市场，
而不是人为干预，这是中
国资本市场在未来推行注
册制时需要特别引以为戒
的地方。即使事后有充足
的证据表明这些突然终止
上市的公司确实有问题，
我们事实上也可以像美国
监管当局处置会计造假的
瑞幸咖啡一样，虽然它曾
经以最快速度上市，现在
则可以让它以最快速度退
市。这样的处置才是对注
册制精神实质的一种很好
的贯彻。

中国资本市场推行注
册制的时间并不长，对
于注册制精神的理解和
把握不够准确既有多年实
行审核制下形成的思维惯
性，又有一些监管官员并
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的
既得利益驱动有关。因而
看起来“形似”的注册
制在中国资本市场真正
成为上市由市场评判和
决定的机制无疑会有很
长的路要走。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来
临之际共同期待着中国
资本市场未来“激情”
燃烧的一刻。那将是一
个由市场来 “评估审
核”上市，同样由市场
来“监督约束”上市行
为，对全球企业和投资
者都具有吸引力的公开
透明的国际资本市场。
（郑志刚 中国人民大学金
融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
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来源：人大重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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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三十年的“速度与激情” 文/郑志刚

中国资本市场在不知不觉中走过三十

年。在近期召开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例如

中国证监会召开的中国资本市场建立三十

周年座谈会和深交所《证券市场导报》创

刊30周年研讨会等）中，很多学者从不同

角度回顾了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走过的历

程和所取得的成就，展望了中国资本市场

的未来。

北京市的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截止
到1月11日11时，已有100
万人进行了接种。也就是
说，每20多个人中已有一
人接种了新冠疫苗。实现
应种尽种、愿种尽种，也

是前景可期的事情。
通过相关电视报道可

见，在疫苗接种现场有醒
目提示，要求接种人员依
然要做好个人防护。为什
么接种了疫苗还要继续做
好防护呢？专家着重强调

的是，疫苗需要接种两针
后才能产生抗体，才能发
挥保护作用。如果不注
意，在此期间仍然有感染
病毒的可能和风险。

而还有更为重要的因
素需要考量。即所有的疫

苗，都是有一定的有效率
或称保护率的，且很难达
到百分之百。如果少数无
效者因为不自知、放松个
人防护引发感染，那仍然
是一个相当大的规模和数
量。每个人都不必也不应

以这样的方式来验证疫苗
对自己是否有效。

鉴于新冠病毒可能与人
类长期相处、且不断发生
变异的严酷现实，在特效药
问世并大批量生产之前，即
使实现了新冠疫苗“应种尽

种”、“愿种尽种”，为了
您和他人的安全，现行的戴
口罩、勤洗手、保持距离等
个人防护措施也始终不能放
松，每个人都要继续长期
做好个人防护。（来源： 
北京青年报）

打疫苗后仍要长期做好个人防护 文/潘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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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8小时的辩论
后，众议院最终以232
票赞成、197票反对的
结果表决通过弹劾条
款。其中，全部民主党
众议员投票赞成、另有
10名共和党众议员加入
民主党阵营投票赞成。

在投票前的辩论中，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
特朗普对美国构成“明
确、现实的威胁”，众
议院必须弹劾他，参议
院必须将其免职，以保证
特朗普不会再担任公职。

多位共和党议员则指

责民主党在特朗普任期
最后时刻发起弹劾“过
于仓促、完全出于政治
目的”。也有共和党议
员对特朗普表示维护，
称其演讲所言是“言
论自由”、大部分示威
者“并无暴力行为”。

美众议院通过弹劾特朗普决议后 
拜登首发声

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美国当选
总统拜登13日就特朗普被弹劾一事表
态，称美国“仍处于致命的新冠病毒
和摇摇欲坠的经济控制下”，希望参
议院能找到一种方法处理在弹劾问题
上的宪法责任，同时也能处理美国的
其他紧急事务。

巴西累计确诊病例超825万例 
戈亚尼亚市长染疫去世

巴西卫生部当地时间13日19时10分
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巴西新增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60899例，累计确诊8256536
例；新增死亡病例1274例，累计死亡
205964例；累计治愈7277195例。

据巴西媒体13日报道，因罹患新冠
肺炎及其并发症，巴西中西部戈亚斯
州首府戈亚尼亚市长马奎托·维莱拉
（Maguito Vilela）当天在圣保罗市一
家医院去世，享年71岁。去年10月20
日，维莱拉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当时
他正在参加市长竞选活动。两天后他
被送往戈亚尼亚市的一家医院治疗。

外媒：特朗普或聘请“亲信”律师
在弹劾案中为其辩护

据《联合早报》援引路透社1月14
日报道，两名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
特朗普或聘请法律教授伊士曼（John 
Eastman）为他在弹劾审判中辩护。

消息人士说，伊士曼曾在1月6日与
特朗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在特朗普集
会同台，他目前被考虑加入特朗普辩
护团队。据路透社10日报道，76岁的
朱利安尼告诉群众，他们应该进行“
战斗审判”，并可能会领导辩护弹劾
案。朱利安尼未回应置评要求。

700余名“外劳”
因抗疫有功获准入法国籍

法国政府近日宣布，在疫情危机暴
发以来，700多名处在抗疫第一线的
外籍劳工，因为其所做出的贡献，将
获准加入法国国籍。

据法新社报道，负责公民事务的助
理部长希亚帕（Marlène Schiappa）今
年9月中旬曾向各省发出指令，要求“
加速”并“简化”那些在抗疫斗争中“
做出积极贡献”的人获得法国国籍。

在此后的3个月间，各地省政府在
此项目下共报告了2890项入籍申请，
其中693人即将获得国籍、74人已经
获得国籍。

波士顿联储总裁罗森格伦：
疫苗广泛接种前 美国就业市场可能停滞不前

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总裁罗森格伦
周三称，在疫苗广泛接种前，未来几
个月美国经济可能出现严重疲软，不
过疫苗加上拜登政府可能增加财政刺
激，长期来看将有助于提振经济。

“我预期劳动市场未来几个月将停
滞不前，直到我们有更广泛的疫苗接
种，”罗森格伦在接受路透访问时说。

罗森格伦说，在疫苗使消费者更广
泛地回归经济活动前，受疫情影响最
深的行业需要更多财务支持，包括住
宿、餐饮与娱乐业。

美国要求特斯拉召回15.8万辆Model S和Model X 
因有触屏故障问题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周三要求特斯拉召回15.8万
辆Model S和Model X，因媒体控制单
元(MCU)故障可能导致触屏无效而构
成安全风险。

NHTSA在11月升级一项安全调查
后，正式致函特斯拉做出此项罕见要
求。NHTSA说初步结论是2012-2018年
的Model S和2016-2018年的Model X“
含有一个与车辆安全有关的瑕疵。”

特斯拉未立即回覆置评请求，但必
须在1月27日前向NHTSA做出回应。
如果特斯拉不同意，必须向NHTSA“
就其决定提供完整的解释。”NHTSA
正式要求召回行动很少见。通常若监
管当局在讨论提出要求，车商一般会
自愿同意召回。

疫苗分发存变数 油市前景蒙阴影
国际能源署(IEA)一名官员周三表

示，由于新冠疫苗分发的速度和应对
等因素给前景蒙上阴影，石油生产国
平衡供需的努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能源供应前景与投资主管Tim Gould
在海湾情报论坛(Gulf Intelligence 
forum)上表示:“生产国正努力应对
未来走向的巨大不确定性。”

“这不仅仅是在经济复苏方面，而
是我们通常不会关注的指标：例如不
同国家对疫苗的信任程度。”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和俄罗斯
等盟国本月同意将减产行动延续到3
月，以使供应与因病例激增而下降的
需求相匹配。

美众议院表决通过“煽动叛乱”条款 

特朗普再次遭弹劾

当地时间2021年1月13日，美国华盛顿，美国众议院
议长佩洛西签署弹劾现任总统特朗普的相关文件

【中新社华盛顿】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13日表决

通过“煽动叛乱”弹劾条款，正式弹劾美国总统特朗普。

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遭两次弹劾的总统。

【海外网】据《东非
人报》（The East African) 
13日消息，肯尼亚医疗研
究所（Kemri）的科学家
警告称，与在英国和南
非检测到的变异新冠病
毒不同，一种新的变异
新冠病毒正在该国传播。

报道称，虽然目前
只是初步发现，但研究
人员表示，在肯尼亚东
南部塔维塔县采集的样
本中，发现的一种变异
新冠病毒，不仅是肯尼

亚所特有的，而且很可
能正在该国其它地方传
播。报道同时称，在完
成更多的检测之前，要
确定新的变异病毒对该
国疾病模式有多大的影
响，目前还为时过早。

目前，肯尼亚的新
冠病毒确诊病例正在呈
下降趋势，过去一周报
告的病例不到100人。
但该国健康专家警告
说，这可能只是“另一
场风暴前的平静”。

【海外网】伊朗核
科学家穆赫辛·法克里
扎德被杀后，其家属日
前针对美国提起诉讼，
并要求赔偿一亿美元。

据 美 国 《 新 闻 周
刊》报道，法克里扎德
的家人认为，该刺杀事
件与美国有关。此外，
法尔斯通讯社13日消息
称，目前有1 5名律师
参与其中，该案已于
10日在德黑兰的法院开
庭登记。

法克里扎德被外界

称为“伊朗核弹之父”
，他于2020年11月在德
黑兰附近遭到暗杀。伊
朗官员指责以色列，并
暗示美国可能支持或者
至少知晓该行动。

被杀伊朗核科学家家属起诉美国

要求一亿美元赔偿

穆赫辛·法克里扎德

【海外网】综合澳大
利亚《新日报》、7号
新闻网消息，美国网球
运动员坦尼斯·桑德格
伦14日自曝新冠检测呈
阳性，担心参加不了澳
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然
而，当天晚些时候，他
又称自己获准登上从洛
杉矶飞往墨尔本包机。

世界排名第59位种子
选手、2018年和2020年
晋级澳网八强的运动员
桑德格伦14日在推特上
自曝，他在2020年11月

下旬感染新冠病毒，本
周一（2021年1月11日）
病毒检测再次呈阳性。
他还自称没有传染性，
并最终被允许登机。

据报道，2月8日澳
网开幕前夕，超过1200
名国际球员和工作人员
将乘坐航班前往维多利
亚州。而根据维多利亚
州政府的规定，参与比
赛的球员和工作人员新
冠检测必须呈阴性，才
能获准登机。

14日晚些时候，澳

大利亚网球协会在推特
上回应称，一些已从新
冠肺炎中恢复或无症状
感染者仍可能在数月内
持续传播病毒。桑德格
伦将在墨尔本接受标准
的每日检测。

维多利亚州执法部
门也为这一决定进行了
辩护，桑德格伦的阳性
检测结果与他之前的感
染有关，但同时强调任
何一次新冠阳性结果，
或者仍具有传染性的选
手都不允许参加澳网。

迷惑！美国网球选手新冠阳性 

却获准飞墨尔本参加澳网比赛
肯尼亚发现新型变异新冠病毒 

可能在该国多地传播

一种新的变异新冠病毒正在该国传播

【海外网】当地时间
13日，美国两名来自弗
吉尼亚州的警察，因暴
力闯入国会大厦被捕。

据《纽约邮报》报
道，美国检方一份刑事
起诉书中称，落基山城
警察雅各布·弗雷克
（Jacob Fracker）和托
马斯·罗伯逊（Thomas 
Ro b e r t s o n）当天未在
岗，他们被拍到站在国
会大厦内的一座雕像前
合影留念。他们被指控
非法、使用暴力进入国
会大厦限制区域。

这两名警官的合影
照片一直在警局内部流
传，后被发布到了社交
平台脸书上。罗伯逊接
受采访时称：“我并不想
保守秘密。我不怕别人把

我的照片贴出来，因为我
什么都没做错。”落基山
城警察局已让两名警察行
政休假。报道称，13日，
休斯顿一名警察也因参
加国会骚乱被要求行政
休假。

美国两名警察暴力闯国会被捕

曾被拍到在雕像前合影

美国两名来自弗吉尼亚州
的警察，因暴力闯入国会
大厦被捕

【 路 透 香 港 】 世 界 黄 金 协 会
（World Gold Council,WGC）最新
发布数据显示，因市场风险偏好上升
态势持续，12月全球黄金ETF（交易
所买卖基金）持仓连续第二个月录得
净流出，但流出速度则明显放缓。总
结2020年全年，全球黄金ETF净流入
量高达479亿美元（或877吨），持
仓量合计增加了超过三分之一，创下
3,752吨的历史新高。

报告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去
年所有地区的黄金ETF资产管理规
模(AUM)都出现了显著增长--比
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央行的黄金储备
都多，且仅较美国在诺克斯堡(Fort 
Knox)的储备少15%。

12月黄金ETF的净流出速度明显
放缓，总持仓下降40吨（约合22
亿美元，占总资产管理规模1.0%
，下同）；11月则录得109吨的净
流出。虽然亚洲基金相对于其规模
（-1.7%）的下降幅度最大，但是
北美（-1.2%）和欧洲（-0.8%）
基金再次出现了最大规模净流出。

世界黄金协会报告指出，2020年
以美元计价的黄金价格上涨25%，并
于8月6日创下2,067.15美元/盎司的
历史新高，为2020年表现最佳的资
产之一。2020年的金价波动也有所
上升，其年化波动率达到20%，为
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远高于其
16%左右的长期平均。但是，投资者
应基于所有资产的波动率来看待金价

波动的抬升。2020年，大多数资产的
波动率都有所增加。

此外，全球黄金市场的交易量也
有所增加，去年日均交易量为1,827
亿美元，远高于2019年的1,457亿美
元。因金价的强劲涨势，2020年全年
的黄金期货净多头头寸有所增加。

世界黄金协会认为，2020年底黄金
净多头并未达到或超过年初1,209吨的
历史高位，是因为相对场外交易和黄
金ETF等其他投资产品，持有期货的成
本因黄金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在3月份
的脱钩已大幅上升。许多投资者可能
会将期货转换为场外交易或黄金ETF，
也有可能完全撤出黄金市场。

协会认为，去年黄金需求的许多
驱动因素都将在2021年继续，例如
更低利率和机会成本的降低、财政
刺激措施、股票市场的过高估值以
及新冠疫情对经济的持续影响。

12月全球黄金ETF净流出减慢 

驱动黄金需求因素持续至今年

总结2020年全年，全球黄金ETF净流入
量高达479亿美元（或877吨）

【路透伦敦】投资
银行称，预计全球企业
第一季获利将反弹，但
其中很大一部分面临增
长进一步推迟的风险，
因几个国家的封锁措施
和出行限制给经济加速
反弹的希望蒙上阴影。

“新一波新冠疫情是
今年需要关注的关键风险
之一，”Indosuez Wealth 
Management全球首席投资
官Vincent Manuel称。

“过去两个季度，
欧洲和美国的企业获利

都呈现积极动能，来自
价值部门。现在如果
我们遭到新冠疫情的干
扰，就将触发第一季获
利下调，但更重要的是
未来几个季度的获利反
弹能力。”

分析师对第一季度
的获利预期也没有反映
出这种担忧--预计欧
洲企业获利将大增40%
，而路孚特IBES数据显
示，标普500指数成分
股企业获利将增长16%
。1月1日以来，标普

500指数成分股企业第
一季预期获利增幅小幅
调升。

“我们认为当前财报
季存在业绩预期下调的
风险，”美国银行股市
策略师Savita Subramanian
周三在一份报告中表
示，并强调美国获利平
均预期较2019年疫情前
的水平仅下降3%。

“尽管额外的刺激措
施可能带来上行风险，但
新冠病例增加意味着经
济复苏将更加低迷。”

2 0 2 1年防疫封锁措施

可能放缓全球企业获利复苏进程

【路透】英特尔周三
表示，将任命职业生涯
始于英特尔的VMware 
Inc执行长Pat Gelsinger
为新任CEO，取代现任
Bob Swan，以帮助该公
司摆脱制造危机。

作为数十年来芯片
制造技术领域的全球领
导者，英特尔近年来在

面对台湾和韩国的竞
争对手时失去了制造优
势，现在正在讨论是否
要把计划于2023年发布
的一些旗舰CPU交给其
他公司生产。

Gelsinger在18岁时在英
特尔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
涯，并在该公司工作了
30年。分析师表示，他

是掌控英特尔的最可靠人
选之一。受更换CEO以及
强劲的业绩展望激励，
英特尔股价在早盘交易
中一度上涨8%以上。

Gelsinger将于2月15
日上任。他此前在英特
尔期间，曾领导过十几
个微处理器项目，并成
为其首任首席技术官。

在给英特尔员工的
一封信中，Gelsinger将
这次担任英特尔CEO比
喻为“回家”。

分析师预计，英特
尔将与另一家主要的芯
片制造商建立合作关
系，作为其应对制造挑
战计划的一部分。

熟悉此事的消息人

士告诉路透，Gelsinger
曾 拒 绝 担 任 英 特 尔
CEO，目前尚不清楚是
什么改变了他的想法。

英特尔周三表示，
预计2020年第四季业绩
将优于预期，并且在解
决其7纳米芯片制造工
艺问题方面取得了“重
大进展”。

英特尔任命Gelsinger为新任CEO 寄望其解决制造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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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槿惠生于1952年
2月，她因陷入“亲信
干政”丑闻，于2017
年 3月遭弹劾而失去
司 法 豁 免 权 ， 同 月
3 1 日 起 在 看 守 所 接
受拘押。

20 1 8年8月，首尔
高等法院对朴槿惠“
亲信干政”案进行二

审宣判，判处其25年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00亿韩元。但201 9
年8月，韩国大法院就
朴槿惠“亲信干政”
案 作 出 裁 定 ， 驳 回
二审判决，将该案发
回首尔高等法院重新
审理。

20 1 9年7月，首尔

高等法院对朴槿惠受
贿案作出二审判决，
判处有期徒刑5年，追
缴27亿韩元。但该案
随后也被发回重审。

20 2 0年7月，首尔
高 等 法 院 对 朴 槿 惠 
“亲信干政”案和受
贿案进行重审宣判，
共判处朴槿惠有期徒
刑 2 0 年 ， 并 处 罚 金
18 0亿韩元，追缴35
亿韩元。

今年1月1 4日，韩
国大法院对朴槿惠“
亲信干政”案和受贿

菲律宾批准
辉瑞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授权

据彭博社14日报道，菲律宾已经
批准辉瑞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系在该国获紧急使用批准的首款新冠
疫苗。

菲律宾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表示，
该疫苗可被用于16岁及以上的人群。
疫苗主管加尔维兹在当日的会议上
称，辉瑞疫苗可能是下个月通过世界
卫生组织新冠疫苗计划（COVAX）
运抵菲律宾的首批疫苗之一。菲律宾
政府也在和辉瑞公司沟通，希望最多
可获得4000万剂供应。

日韩最快本周内
举行外交局长级磋商

据共同网1月14日报道，多名日韩
外交消息人士13日透露，日韩两国政
府已着手协调最快本周内在线举行外
交部门局长级磋商。双方将讨论如何
应对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在原慰安
妇诉讼中勒令日本政府赔偿的判决。
日方打算以判决违反国际法为由，
再次要求韩方采取措施加以纠正。

韩国政府已表态尊重判决，预计
磋商中双方将坚持各自主张。日本外
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船越健裕和韩
国外交部亚洲太平洋局局长金丁汉将
出席会议。

韩研究：新冠痊愈后
可能出现气喘或脱发等后遗症

韩联社消息，韩国中央防疫对策
本部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发布新冠病
毒临床后遗症共同研究中期结果。结
果显示，部分治愈患者出现了脱发、
气喘等后遗症。

该研究面向确诊感染后住院的40
名成年人每三个月进行一次调查。据
调查结果，感染新冠痊愈三个月后主
要出现气喘或脱发等后遗症，过六
个月感到疲劳的患者较多。从CT检
查来看，痊愈三个月肺部炎症依然存
在，过六个月大部分患者好转，但部
分患者发生肺叶纤维化。

以精神科后遗症为例，大部分患
者出现抑郁症状、创伤后应激障碍。
随着时间的推移，抑郁症状逐步消
失，但创伤后应激障碍却会增加。

韩统一部：朝鲜劳动党八大
释放改善韩朝关系信号

韩联社消息，韩国统一部14日发
布的一份分析资料称，朝鲜劳动党第
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释放改善韩朝关系
的信号。上述资料指出，朝鲜八大呼
吁韩方拿出诚意解决韩美军演、武器
引进等“根本问题”，并提出应积极
寻求对策，以重整和改善濒临破裂的
韩朝关系。

日本2020年倒闭企业数量呈现20年来低位
日本放送协会(NHK)1月14日消

息，日本调查公司帝国数据银行公布
的数据显示，去年一年，负债额超过
1000万日元、依法办理倒闭手续的日
本企业为7809家，比上一年减少了
6.5%。这是2000年以目前的形式开
展调查以来第二少的数字，呈现20年
来低位。上述企业的总负债额为1万
1800余亿日元，创历史新低。

越南2020年进出口总额5450亿美元 
全年贸易顺差成创纪录

据越南《海关在线》 1月 1 3日
报道，越南海关总局 1月 1 3 日公
布，2020年12月，越南出口额为276
亿美元，环比增长9.6%。2020年全
年出口总额达2826.5亿美元，同比
增长7%。有6类商品出口额超100亿
美元。其中，电话及零配件出口额
512亿美元，同比下降0.4%；计算
机及零配件出口446亿美元，同比增
长24.1%；纺织服装出口298亿美
元，同比下降9.8%；机械设备、工
具及零配件出口272亿美元，同比增
长48.6%；鞋类出口近168亿美元，
同比下降8.3%；木材及其制品出口
124亿美元，增长16.2%。

进口方面：2020年12月进口额为
279亿美元，环比增长13%。全年
进口总额为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
3.7%。计算机和配件进口额最大，
达640亿美元，同比增长24.6%。
全年贸易顺差成创纪录的近200亿美
元，是2019年的近2倍。

泰国拟对低收入民众发放救济金
当地时间1月12日，泰国总理巴育在

内阁会议上决定，向受疫情影响的自
由职业者和临时性工作的民众发放每月
3500泰铢(约合约760元人民币)的救济
金，为期两个月。泰国政府希望通过
发放救济金的方式缓解第二波疫情给
泰国低收入民众带来的生活困难。

朴槿惠“亲信干政”案

受贿案终审被判20年
【中新社首尔】韩国大法院（最

高法院）14日对韩国前总统朴槿惠 

“亲信干政”案和受贿案作出终审

判决，判处20年有期徒刑。

朴槿惠

案作出终审判决，判
处朴槿惠20年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180亿韩
元，追缴35亿韩元。

【海外网】当地时间
13日，数以百万计的印
度教信徒涌向恒河边，
在河水中沐浴祈祷，
庆祝传统节日——大壶
节。虽然印度的新冠疫
情仍十分严重，但大部
分信徒并未采取任何防
护措施，而一名活动组
织者称，“虽然新冠疫
情令人担忧，但恒河女
神会护佑我们”。

据法新社13日报道，
尽管印度的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已经累计超过
1000万例，死亡病例累
计超过15万例，但新冠
病毒并没有阻止印度教
信徒前往恒河朝圣。

一名活动组织者称，
仅13日一天就有约80万至
100万人参加朝圣活动，
他还表示民众无需太过担
心疫情，因为“恒河女神

会护佑我们”。
大壶节是印度教的

传统节日，上一次是举
办是在2019年，吸引了
约5500万人参加。朝圣
者会怀抱自己的贵重物
品轮流跳入河中接受洗
礼，僧人们也会在河岸
边露营，并为朝圣者送

上祝福。
接下来的一周，印度

还将迎来另外几个重要
的宗教节日，届时将会
有大量的印度教信徒参
加宗教活动。专家警告
称，虽然印度的疫情近
来有所缓解，但一波新
的疫情可能即将到来。

数百万印度民众无视疫情走进恒河朝圣：

河神会护佑我们

聚集在恒河边的印度教信徒

【海外网】据日本
NHK电视台消息，东京
13日共13名新冠肺炎患
者死亡，其中一名80多
岁男性和一名50多岁女
性在自家疗养期间，病
情急剧恶化，送医后死
亡。这名男性还患有基
础疾病，此前一直在等
待医院床位。

东京新冠患者人数
持续增长，医院床位告
急，不少病人无法立即
住院。去世男性有糖尿

病史，7日新冠检测结
果为阳性，8日开始发
烧，病情恶化。虽然当
地保健所为其联系了医
院，但找不到能接收他
的医疗机构。该男子病
情稍有好转后居家疗
养，但11日病情再度恶
化，13日去世。

东京都方面称，因疫
情持续扩散，患者不断
增加，无法住院的案例
频发，“该男子有基础
疾病，如果能在合适时

机住院，或不至于变成
现在这样。今后我们将
调整政策，协调此类病
患尽量住院。”

日媒13日消息称，
随着新冠疫情在日本再
次暴发，日本首都圈和
关西圈的医疗资源陷入
紧张状态。东京有超过
7000名新冠感染者不得
不在家等待，保健所职
员只能通过早晚打电话
等方式来监控感染者的
健康。

东京医院床位告急 

80多岁新冠患者家中等待期间去世

【环球网】据《印
度斯坦时报》网 站 
1月13日报道，由印
度总理莫迪领导的内
阁安全委员会当天批
准了一项价值近4800
亿卢比（约合65.5亿
美元）的采购案，为
印度空军购买83架印
度国产LCA“光辉”
战斗机。

印度国防部长辛
格称这是应对最大的
国产装备国防采购
协议，“是印度依
靠自主国防工业打
造的一款游戏规则
改变者”。“未来几
年，LCA‘光辉’战
斗机将成为印度空军
战斗机部队的主力，
这款战机结合了大量
的新技术，其中许多
是印度从未尝试过
的。MK-1A型‘光
辉’战斗机国产化率
将从此前版本的50%
提升至60%，”辛格
在社交媒体上说。

去年3月，印度国
防部批准了从印度
斯坦航空公司购买
8 3架“光辉”战斗
机。印度国防部在
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 批 战 机 包 括 7 3
架“光辉”MK-1A
战斗机和1 0架“光
辉”MK-1教练机。
这笔订单将让印度军
队装备的“光辉”
战斗机总数达到123

架。印度空军此前已
经购买了4 0架“光
辉”战斗机，目前正
在进行“初始操作许
可”和“最终操作许
可”的认证。

最 新 订 购 的
MK-1A型“光辉”
战斗机进行了多项改
进，该机将配备数字
化雷达告警接收器、
外挂式干扰吊舱、
主动电子扫面阵列
（AESE）雷达、先进
超视距导弹等。

印度国防部长辛
格表示：“MK-1A
型‘光辉’战斗机是
一款自主设计、开发
和制造的使用最先
进技术的的4+代战
斗机，这款战机配备
AESE雷达、超视距导
弹、电子战套件和空
对空加油装置等关键
作战能力，将是能够
满足印度空军作战需
求的有力平台。”

印度“光辉”战斗
机历时三十年才研发
成功并装备部队。但
该战机在装备后陆续
暴露出性能不足、故
障率高等种种问题，
并没有大批量换装
使用。目前印度正在
研发MK2版本的“光
辉”战斗机，将对机
体进行放大并采用双
发动机配置，希望能
进一步挖掘提升其作
战能力。

印度批准采购83架光辉战机

印防长猛夸：最先进4代机

印度空军购买83架印度国产LCA“光辉”战斗机

【 中 国 能 源 报 】
近 日，油价网撰文指
出，随着各国政府实施
清洁能源政策，加速
推进能源转型，亚洲
煤电领域对投资的吸引
力正迅速降低。

据《金融时报》报
道，2020年，越南、印
尼、菲律宾和孟加拉
国取消了总装机量达
45吉瓦的燃煤发电项
目；预计到2021年，
将只有25吉瓦的规划
新增煤电项目。

其中，印度规划中
的煤电项目装机量已降
至30吉瓦；孟加拉国酝
酿出台停止新增燃煤电
厂的政策；菲律宾去年

10月宣布，暂停批准新
建煤电项目。

另据油价网报道，
越南也已经取消7座燃
煤发电厂的建设计划，
并将另外6座燃煤发电
厂的规划推迟到2030
年；巴基斯坦也宣布将
不再新建“以煤炭为基
础的电力设施”。

近年来，随着气候
变化问题日益严峻、可
再生能源成本持续降
低，化石燃料已不再受
资本欢迎，许多金融机
构都加速退出了对煤炭
和煤电的投资。以马来
西亚联昌国际银行为
例，该银行于2020年12
月宣布将逐步退出对煤

炭相关领域的投资，除
现有协议外，未来将不
再为煤矿或燃煤电厂的
建设和扩建项目提供资
产或一般企业融资。

除了主要投资机构
的融资减少，诸多能源
企业也纷纷远离煤炭，
向“更为清洁的”业务
转型。如大宗商品巨头
嘉能可就已经表示将 
“有计划地减少煤炭业
务”，并宣布到2035年
实现减排40%，到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

另据油价网统计，
自2015年以来，越南、
印尼、菲律宾和孟加拉
国共520亿美元的煤电
投资里有近一半来自日
本、韩国和新加坡。不
过，随着环保压力越
来越大，上述三国的
公共和私营机构正慢
慢减少对碳密集型电
力和采矿项目的投融
资力度。其中，在日
本，至少有16家银行
出台了限制煤炭融资
的政策；新加坡最大
的三家银行已宣布将
停止支持新的煤电项
目；韩国也提出要禁止
所有韩国公共融资机构
和公司投资海外燃煤发
电项目。

【 中 国 新 闻 网 】 
202 1亚洲金融论坛策
划委员会主席、渣打
香港行政总裁禤惠仪
13日表示，预测今年
全球经济增速有望达
到4.5%-5%，香港经
济平稳恢复，可增长
约4%。

惠仪是在出席第14
届亚洲金融论坛的网
上新闻发布会时，作
出上述表示的。

惠仪指出，随着新
冠病毒疫苗陆续推出，
环球央行施行积极的刺
激性政策支持经济，估
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有
望达到4.5%-5%。她
表示，今年值得留意的
三大板块包括科技应用
及数码化、全球及区域

贸易趋势、以及可持续
发展。

香 港 经 济 恢 复 方
面，禤惠仪预测，香
港经济2021年将平稳
增 长 ， 维 持 在 4 % 左
右。她指出，香港经
济恢复主要受中国强
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带
动，以及美国持续低
利率的支持。

惠仪还指出，港汇
近期走强，主要是受众
多新股来港上市和外来
资金流入等待投资机会
的推动。而因为美国
尚未有条件加息，香
港银行体系结余高达
4500亿港元，她预计
香港将继续维持低息
环境，相信对企业贷
款需求有帮助。

亚洲煤电引资能力锐减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可再生能
源成本持续降低，化石燃料已不再受资本欢迎，
许多金融机构都加速退出了对煤炭和煤电的投资

渣打香港行政总裁：

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达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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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 运 会 和 残 奥 会 本
应于2020年夏季在东京
举行，但因新冠病毒大
流行被推迟了整一年。
日本正在筹备举办运动
会，并强调必须安全举
办，且将是“人类战胜
新冠病毒的象征”。

仅 有 1 6 % 的 日 本 公
民认同政府和主办方的
观点，39%的人认为，
比赛应该再次推迟。还
有38%的人坚持取消比
赛。在东京有49%的人
主张取消比赛，32%的
人主张推迟比赛。仅有

13%的东京居民支持今
年夏季举办体育比赛。

此 项 民 调 是 于 1 月 9

日至11日进行的，2168
名18岁以上人员参与调
查。

【新浪体育14日讯】世
界羽联发文证实，在泰国
曼谷参加汇丰世界羽联巡
回赛亚洲赛段的一名德国
教练和一名法国随行人员
COVID-19核酸检测结果

呈阳性。世界羽联发文证
实，在泰国曼谷参加汇丰
世界羽联巡回赛亚洲赛段
的一名德国教练和一名法
国随行人员COVID-19核
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网易体育14日讯】
20/21赛季西班牙超级杯
半决赛迎来第一场比赛。
在科尔多瓦的阿拉坎格尔
球场，巴塞罗那120分钟
内1-1战平皇家社会，德
容和奥亚萨瓦尔先后破
门。在点球大战中，皇家
社会3次失手，巴萨3-2
获胜，并以4-3的总比分
晋级决赛。在西班牙超级
杯的历史上，这两队没有
交锋过。德斯特、皮克、
梅西、库蒂尼奥、塞尔

吉-罗贝托和法蒂因伤休
战。

皇 家 社 会 ( 4 - 3 - 3 )
： 1 -雷米洛/ 1 8 -格罗
萨贝尔( 9 1’ 2 -萨尔杜
亚[120’25-保蒂斯塔])
、5-祖贝蒂亚、2 4-勒
诺 芒 德 、 2 0 - 蒙 雷 亚
尔/14-古里迪(81’22-
巴列涅特西亚)、16-古
埃瓦拉(106’36-祖比门
迪)、8-梅里诺/7-博图
(103’11-博图)、19-伊
萨克(91’9-威廉-赫塞)

、10-奥亚萨瓦尔。
巴 塞 罗 那 ( 4 - 3 - 3 )

：1-特尔施特根/28-明
格萨(114’24-菲尔波)
、4-阿劳霍、1 5-朗格
莱、18-阿尔巴/21-德

容、5-布斯克茨(91’8-
皮亚尼奇)、16-佩德里
(91’12-普吉)/11-登
贝 莱 、 9 - 布 莱 斯 维 特
(78’17-特林康)、7-格
列兹曼。

【网易体育14日讯】
2020-2021赛季意大利杯
1/8淘汰赛开打，意甲豪
门尤文在主场对战热那
亚。上半场比赛，库卢塞
夫斯基传射，莫拉塔打入
一球，奇博拉的头球扳回
一城。阿图尔与波尔塔诺
瓦打入进球，但是因为越
位在先被吹掉。下半场比
赛，梅莱戈尼世界波远射
得分。加时赛，C罗斜塞
莫拉塔，后者的传中导致
了拉菲亚的进球。全场比
赛结束，尤文在主场3-2
击败热那亚，杀入意大利
杯八强。

两队历史上 1 3 6 次对
战，尤文82胜28平26负，
打入282球丢147球。其中
在意大利杯的赛场，两队
交手11次，尤文8胜2平1
负，打入24球丢13球也处
于优势。双方最近一次交
手是在去年12月13日的意
甲第11轮比赛中，当时尤

文在客场3-1击败热那亚
获得了三分。

尤文出场阵容（343）
：77-布冯/28-德米拉
尔（6 5’ 1 9 -博努奇）
、3 7-德拉古辛、3-基
耶 利 尼 （ 6 5 ’ 1 3 - 达
尼 洛 ） / 3 3 - 贝 尔 纳
代 斯 基 、 5 2 - 韦 斯 利
（ 8 8 ’ 7 - C 罗 ） 、 5 -
阿图尔、 3 0 -本坦库尔
（45’25-拉比奥）/39-
波尔塔诺瓦（77’50-拉
菲亚）、44-库卢塞夫斯
基、9-莫拉塔。

热那亚出场阵容（352
）：32-帕莱亚里/5-戈
尔达尼加、13-巴尼、90-
杜布拉瓦努（97’79-马
勒 斯 ） / 1 8 - 吉 利 奥 ’
内、65-罗韦拉、24-梅莱
戈尼（106’21-拉多万诺
维奇）、8-勒拉格、99-
奇博拉（112’89-埃博
格）/9-斯卡马卡、37-皮
亚察。

【网易体育14日讯】
2020-2021赛季德国杯第
二轮最后一场进行，卫冕
冠军拜仁慕尼黑客场对阵
德乙的基尔高士丁。上半

场，格纳布里打破僵局，
巴特尔斯单刀破门，两
队暂时战平。下半场，萨
内直接任意球破门，伤停
补时读秒阶段，沃尔头

球扳平比分。常规时间结
束，拜仁2-2战平基尔高
士丁。加时赛两队均无建
树，不得不进入点球大
战，点球大战中，前5轮
两队全部命中，第6轮，
罗卡罚丢点球，巴特尔斯
一击致命，最终，拜仁总
比分7-8爆冷出局，基尔
高士丁晋级第三轮！。两
队出场阵容：

基尔高士丁（4-3- 3
）：1-格里奥斯/20-德
汉姆、24-沃尔、5-泽斯
克、15-范登博格/26-梅
菲特（84’6-阿斯兰）
、8-毕尔（84’23-塞

拉）、7-李在成/27-波
拉（77’36-豪普特曼）
、31-巴特尔斯、29-梅
斯（78’11-里瑟）。

拜 仁 慕 尼 黑 （ 4 - 2 -
3-1）：1-诺伊尔/20-
萨 尔 （ 8 7 ’ 5 - 帕 瓦
尔 ） 、 4 - 聚 勒 、 2 1 -
卢 卡 斯 、 1 9 - 戴 维
斯/ 6 -基米希、 2 4 -托
利 索 （ 1 0 6 ’ 2 7 - 阿 拉
巴）/10-萨内（74’11-
道 格 拉 斯 - 科 斯 塔 ）
、42-穆夏拉（74’9-莱
万多夫斯基）、7-格纳布
里（92’22-罗卡）/25-
托马斯-穆勒。

今夏举办奥运会不被看好 

仅有16%日本公民支持
【新浪体育14日讯】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东京1月13日电 在NHK电视台进行的

一项民调期间，不到六分之一的受访者

认为，2021年夏季应该举行奥运会和残

奥会。

西超杯-梅西伤停特狮2扑点!

巴萨点球大战4-3进决赛

巴萨点球大战4-3进决赛

德国杯-大冷!罗卡失点 

拜仁点球大战7-8德乙队出局

拜仁点球大战7-8德乙队出局

世界羽联再发文：

泰国赛又有两人员新冠检测阳性

意杯-C罗替补2将传射拉菲亚制胜!

尤文加时3-2进8强

尤文加时3-2进8强



很美，是他见过
最美丽的女人；
她很可爱，是他

见过最可爱的女人；她很
聪明，是他见过最聪明的
女人。
其实佩佩想过的，如果不
是太爱了，怎么会千包容
万包容，怎能在妻子犯下
那样大的错误之后，依然
想将她留在身边？又怎会
在发生入侵破坏的事件之
后，企图替她隐瞒？并且
在这件事发生当下，他还
是不愿对自己明说？
是为了保护周茜馨的形象
吗？是不想她对周茜馨有
任何不好的批判吗？
如果他对前妻只有爱、只
有喜，只有无数甜蜜美好
的回忆，如果在所有人眼
里，周茜馨心狠，但在他
心里，她是无可取代的初
恋女子。
那么……就算她不想慷慨、
不愿祝福，她真能自私地
霸占这对父子？
哭的欲望越来越强，鼻酸
眼涩，心仿佛被锄头挖
开，像他俐落地掘出新笋
那样，留下竹根在黑暗的
深泥里，暗自孤独。
既然放不下，为什么要说喜

欢她？为什么追求她？就
因为她打心里喜欢论论，
爱他宠他，把他摆在重要
的位置？
换言之，除周茜馨外，其
余的女人于他而言都是
Another，他选择她，只是
因为她和论论之间难以解
释的缘分？
光是想像，她的心就像那
些被他用双掌扭出汁来的
甘蔗。
只不过甘蔗扭出来的，是
甜甜的蜜汁，而她被扭出
来的，是又苦又涩的青绿
色胆汁。
苦，迅速渗入舌根，使她
有想呕吐的感觉。
她想鼓励自己勇敢，但她
的勇敢消失无踪，她想要
追问他的想法，但他选择
沉默。
是因为同情还是不忍？是
因为良心感到亏欠，还是
不确定要怎么样才能斩断
她和论论之间的情分？
一堆问号让她头痛，于是
她也选择缄默。
然而，她的沉默在吴卫眼里
有了另一番解读，他想，
他对她仍然不够重要？不
足以让她为了自己奋不顾
身，与另外一个女人抗战？

她对他的在乎，不足以支持
她面对外界的恶意批评？
或是她根本怀疑事件爆发
后，他会站在周茜馨那边，
对她落井下石？
不管是她对他不够在乎，
或是不信任他，吴卫心里
都不好受。
他承认，周茜馨这招很聪
明，当媒体同情她、视她
为弱者，佩佩将会成为众人
攻讦攻击的对象，佩佩会
被冠上小三、狐狸精等等
的名号。再严重一点，或
许他们即将上档的节目会
因为舆论而无法顺利播出。
只是，周茜馨敢这么做，
是因为她太清楚“吴卫”
的性格，明白自己在对方
心底的分量，但她千算万
算都算不出，他已经不是
那个深爱她的“吴卫”而
他心里始终只有一个女人。
叹息，他轻拍佩佩的肩膀，
说道：“别担心，这件事
交给我，我会处理好的。”
他的话让佩佩迅速抬起头，
两人目光对上，里头都有
彼此无法解读的讯息，但
吴卫的笑在她酸酸的心填
入一点点的安定剂。
他们回到佩佩家里时，已
经六点半了。
郑家父母前天出国参加一
个国际的医学会议，在郑
家兄弟的怂恿下，又安排
两个星期的旅游，他们希
望在父母亲回台湾前，事
情能够圆满落幕。
佩佩带着论论在房间里睡
觉，她累惨了，重点是大
哥、二哥并没有让她参与
讨论的意思，她撅嘴，摆
明自己不乐意，但意志力
敌不过睡意，紧绷的神经
在经过热水的洗涤后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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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道：“有关那情妇的事，秘密之
至。新掌权者当权时，没有人见过
她，一直只是传说。新掌权者一

倒台，她就不知所终，只怕死在乱军之中
了！”
小郭骇然：“暴君杀了自己的母亲？”

青龙道：“可能……别说他根本不知道，
就算知道，历史上弑母杀子的君主，也多
得很！”
人类习惯在语言和文字上，把这种行为称
之为“兽行”，那实在是很冤枉了野兽，
那是相当典型的“人行”。
青龙加上鲁鲁，对于这个小国政权转手，
争权压利的种种秘闻，一连说了三天，听
得我仰天长叹，不知人间何世。
在大屠杀时所发生的种种惨闻，更是使人
觉得地狱也无此黑暗……这一切，当然不
是凭空臆造，有不少劫后余生的人可以证
明，只是人类善忘，不多久，就不会再有
人记得了，于是，在遗忘之中，历史又再
重演，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断产生悲剧的原
因。
第三天中午，我们正在山洞中喝酒，青龙
突然一跃而起，叫道：“来了！”
他的山洞，看来原始简陋之至，但实际
上，有许多尖端科学的设备。
他这时知道有人来了，就是由于他佩带的
微型耳机，听到三公里之外传来了异样急

速的车声。
他率先向洞口走去，我们忙跟了出去，不
多久，就听到轰耳的引擎声，一辆军用吉
普车，正弹跳着飞驰而来。
山路绝不平坦，车子的速度，时速至少二
百公里，所以车子就像是发了疯的野马一
样，不时跳起七八公尺高，然后又重重地
落地。
我已看到驾驶者穿着军服，旁边坐着小
唐，在那样的弹跳之中，他居然没被抛出
车外，当真难得之至。
车子直冲到我们跟前，才突然停止，驾驶
者自座位上站了起来，目光如鹰，向我们
望来。
他个子并不高，样貌也普通，可是他双眼
之中，迸射出来的那股凶光，使人感到
如同面对死亡，他自然就是那个嗜杀狂魔
了！
他果然只身前来，我不禁心头狂跳，因为
这证明了他确然是阿佳的今生，不可能再
有别的情形。
他声音嘶哑，发出了一声怒吼：“你们知

道了多少是我不知道的事？”
他可能太气急败坏了，所以这句话，听来
很是无头无脑，但幸好我们都能明白。
青龙冷冷地道：“来到我这里，就要照我
的方式行事，你且别急。小唐。”
小唐应声下车，就在这时，那狂魔又是一
声大吼，扬开军装，挺胸凸肚。
眼前突然出现的情景，实在是骇人之至，
可是我却实在忍住不哈哈大笑了起来。
只见那狂徒的左右腰际，都挂着巨大的军
用手枪，腰带上还挂了七八颗手榴弹，全
身武装，夸张之至，可是不论怎么看，都
像是小丑，引人发噱，所以我才忍不住大
笑了起来。
青龙根本连正眼也不看他，只是问小
唐：“经过情形如何？”
想不到我这一笑，也带引了鲁鲁和小郭一
起大笑了起来。我的笑声，比任何武器都
有用，这狂徒，本来一心想耀武扬威一番
的，但是在我们的笑声之下，却变得狼狈
无比，手足无措。

们时不时地深情
相望，情不自
禁地当街拥吻，

动不动十指交缠，浓情蜜
意，眼中看出去的世界彷
佛空中随时飘扬着粉红色
玫瑰花瓣，莫名其妙地浪
漫得一塌糊涂。
蜜月结束，回台湾不久，
梁夙霏便传出喜讯，怀孕
了。
这件事在雷家简直造成大
轰动，顿时，唯一的独生
子雷拓地位连降三级，梁
夙霏则成了众人捧在手心
上的宝贝。
雷拓对于自己的失宠一点
也不在意，因为就连他自
己也万分期待九个月后和
自己女儿……他坚信一
定是女儿……见面。因为
是新手爸爸，凡事紧张兮

兮，对于妻子的妊娠反应如临大敌，时不
时打电话向他母亲讨救兵。
“妈，小霏都已经怀孕两个月了，怎么肚
子一点也看不出来？而且还是瘦巴巴的，
是不是很奇怪？”
“放心，我怀你的时候，四个月都还有人
叫我小姐，初期看不出来，再过两、三个
月就愈来愈明显，不过，太瘦也不好，我
明天去请教一下你爸那个中医师，看要不
要调理一下身体。”
“妈……刚才我带小霏去吃饭，现在她一
直想吐，还说这是正常的，我觉得不放
心，有没有可能是食物中毒？”
“孕吐是正常啦，不过你留意一下她对什
么食物、味道敏感，别走车流量大，容易
塞车的路段，海鲜类的容易有腥味，煮的
时候要叫厨房特别把味道处理掉，还有，
叫你那些朋友不准在她附近抽烟，记得
啊！”
梁夙霏怀孕期间，雷家人因有了共同关心
的话题串起了以往生疏的情感，而原本已
经改善许多的婆媳关系也因此愈来愈融

洽，犹如亲生母女。
九个月后，梁夙霏产下一子，那五官轮廓
像极了雷拓，雷母回家翻出雷拓刚出生的
照片，一对比，众人皆呼不可能，难怪人
家会用“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来形容亲
子间相似的容貌。
“你们瞧，这帅小子一出生不知道以后要
让多少女人伤心？”
说话的是前来坐月子中心祝贺好友的梁
柏夫。
“放心，他会跟他老爸一样专情。”雷拓
骄傲地拍拍胸脯。
“就是专情才叫人伤心啊，你想，为了一
棵树放弃整片森林，难道你没听见那片森
林夜夜哭泣的声音吗？”
“喂，你皮痒啊！”不待梁夙霏抗议，黎
致已经出声修理她的“未婚夫”。
梁夙霏坐月子期间，这房间简直像天天开
PARTY一样，访客总是来了就不肯走，愈
来愈多人，不过，最令人意外的是，应天
爱也来了。

空大师道：“老衲亦曾仔细的查
过尸体，由衣着信物之上认出，
那确是敝寺掌门方丈。”

范雪君缓缓说道：“由衣着信物上辨认尸
体，岂是可靠的么？”
四空大师沉吟了一阵，道：“此事已过十
余年，那元凶早已伏诛，女施主重提旧
事，不知用心何在？”
范雪君道：“我如说那四方大师还活在世
上，不知老禅师肯否相信？”
四空大师怔了一怔道：“除非女施主能使
老衲和我少林掌门人亲自相见，否则，老
衲是难以置信。”
范雪君道：“老禅师为了少林派的颜面，
心中虽有所疑，不愿去信它罢了，晚辈说
的对是不对？”
只听一声低沉的佛号，起自另一个僧侣之
口，说道：“师兄，此女满口胡言，惑人
耳目，容她不得，还望师兄……”
范雪君接道：“据晚辈所知，不但那贵寺
方丈，还可能活在世上，而且强敌已然派
在贵寺中甚多卧底之人。”
四空大师冷冷说道：“女施主讲话要有分
寸。”
范雪君道：“晚辈说的句句是实，使晚辈
不解的事，贵寺中明明有甚多人对我之
言，早已相信，只是故作违心之论，硬说
我妖言惑众，别具用心，不肯相信，不知
是何缘故？”
四空大师道：“这个岂是空口几句话，能
够使人相信的么？”
范雪君心中暗道：“这话倒也不错，就算
群僧之中对我之言，已经有些相信，也是
不肯说出口来，但证明其事，抑又是困难
无比，怎生想个法子能使他们无法否认才
好。”
她心中虽作如此之想，但此事谈何容易，
自非一时能够办到。一时之间，双方全都
沉默下来。
佛阁中群僧，仔细分析范雪君的话，大部
分都已经怒气渐消，觉着她的话有些可
信。
范雪君亦在想着，怎生才能找出一个证明

出来，使群僧无法否认。她心中明白，少
林寺长老，对背叛师道的人，痛恨无比，
但他们为了少林颜面，不肯承认此事，但
如能够找出证明，使群僧无法抵赖，必会
起而维护少林法统。
心中念头转动了一阵，道：“大师可认识
那峨嵋派中掌门人么？”
四空大师道：“你说的那一代掌门人？”
范雪君道：“和贵派掌门人同时遇难的一
代。”
四空大师道：“你是说那闲云大师了。”
范雪君道：“不错，正是那闲云大师。”
四空大师道：“老衲和那闲云大师见过数
次，印象甚深，自然是认识的了。”
范雪君道：“大师可是只能认出那闲云大
师的外貌么？”
四空大师道：“老衲只见他之面，就可辨
出真伪，难道还有不妥么？”
范雪君道：“如是大师只闻其声呢？”
四空大师微带愠意，道：“女施主的花
样，未免是太多了，只闻其声这句话，用
意何在？”
范雪君道：“晚辈之意，是说，如若大师
不用瞧到他的人，但听他说话的声音，能
否辨认出他的身份？”
四空大师沉吟了一阵，道：“这个么？老
衲还无此自信。”
范雪君微感失望，道：“怎么？大师和那
闲云大师相交不深了？”
四空大师道：“他是一派掌门身份，老衲
如何攀交……”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姑娘心中有什么
话，尽请直言，今日如若无法有所结论，
姑娘只怕不易离开这佛阁了。”
范雪君道：“晚辈久闻少林寺中的长老，
一个个都是德艺俱重的高僧，想不到传言
竟然是那等的不可相信。”
四空大师道：“只因为老衲告诉你无法从
声音中辨认出那闲云大师的身份么？”
范雪君道：“如若是贵派的上一代掌门
人，和大师相见，只怕你也是无法分辨出
他的身份了？”
四空大师愠道：“上代掌门人乃老衲的师
弟，相处数十年，岂有不识之理？”
范雪君冷冷说道：“他际遇悲惨，今非昔
比，和那闲云大师一般，五官都遭人破
坏，你如何能够认得出来……”
语声微微一顿 又道：“为了保持少林派
的声誉，就算是能够认出来，也不能承认
啊！”
四空大师怒道：“女施主处处藐视老衲和
诸位师弟，用心何在？当真是难以揣测
了？”
这位年高德劭的大师，大概是当真动了怒
火，说完话，突然举手一挥。
只见，佛阁中盘膝而坐的群僧中，突然有
两个纵身而起。飞落到阁门之处，挡住了
范雪君的退路。
左少白一皱眉头，暗道：想不到少林寺中
的长老，竟也是这般的护短，看来今日之
局，不演出流血惨剧，只怕难以善罢干休
的了！

他

(62)

(293)

四

余生那么长；一定要嫁给一个
疼自己的人。
遇到疼你懂你的人，才是最好
的余生.
一个男人爱不爱你不是在嘴
上；而是在行动上。
爱你的男人会把你当成自己的
生命。

青

(63)

她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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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浪娱乐特别企划
的年度重磅栏目《最美表
演》于今日曝光演员迪丽
热巴的视觉海报。挽起的
秀发露出修长的天鹅颈，
飞扬起几缕发丝散落在素
雅白净的脸庞，眉黛青山
双瞳剪水，微微歪头与你
对视莞尔一笑，海报中
的迪丽热巴温柔甜美，发
散冬日治愈满满的心动气
息。

2017年的一部古装玄
幻剧《三生三世十里桃
花》开播后掀起无数热
议，关注度及讨论度居高
不下，也让白凤九这个俏
皮可爱灵动可人的九尾红
狐跳跃进了诸多观众的
心里，时间来到三年后的

2020年，迪丽热巴在《三
生三世枕上书》再次成为
白凤九，从肢体到眼神，
情绪到氛围，迪丽热巴将
剧中的爱恨纠葛虐恋情深
演绎得鲜活而刻骨铭心。
同年播出的都市职场爱情
剧《幸福，触手可及！》
，迪丽热巴则变身独立干
练的职场精英——服装设
计师、公司合伙人周放，
霸气明艳的人物展现了其
作为演员的百变姿态及强
有力的可塑性。随后接连
拍摄古装历史传奇剧《长
歌行》、都市爱情剧《你
是我的荣耀》，无论是坚
韧的热血少女李长歌，还
是当红女明星乔晶晶，迪
丽热巴总能在不同的角色

间游刃有余，赋予其独特
的生命力。告别《克拉恋
人》大范围圈粉的高雯，
迪丽热巴以热爱之名在演
员道路上持续创造着更多
闪闪发光的精彩。

过去的2020年在每个
人心中都是一段难以忘怀
的经历，因为坚韧不拔，
因为心怀勇敢，我们才能
在困难与挫折中负重前行
披荆斩棘，也在欢笑与泪
水中迎接希望向阳而生，
走入2020终，新浪娱乐
以《最美表演》致敬各行
各业勇敢的“你”，此番
携手优秀演员和导演将会
带来哪些和勇敢有关的故
事，敬请待正片上线一睹
为快！   

首尔麻浦警署今天正
式受理了IZONE成员金珉
周的经纪公司对六名
恶意攻击者的举报。

金珉周的经纪
公司本月11日曾
在官方SN S宣布
将对恶意攻击者
采取法律措施。
据金珉周的经纪
公司透露，这次
举报的六名恶意
攻击者在过去几
年里持续对金珉
周进行人身攻击和
性骚扰，公司已确

认六名恶意攻击者
中有一人不久前通过

了地方公务员考试。
金珉周的经纪公司表

示，公司今后将继续关注
网上对旗下艺人的恶意攻
击并及时采取法律手段进
行应对。

迪丽热巴眉清目秀甜美亮相 

最美表演公开演员阵容

迪丽热巴《最美
表演》海报

1月 1 4日下午，SM官
方正式对孝渊卷入胜利夜
店事件回应，称“孝渊只
是去打了个碟，和帖子所
述内容毫无关系，请不要
恶意揣测和中伤艺人。”

此 前 ， 胜 利 夜 店

Bur ing Sun事件最初爆料
者金某发帖称孝渊了解
Bur ing Sun事件的详情，
目睹了女演员吸毒和自
己收到暴行的现场，要
求孝渊说出实情、为自
己作证。

G O T 7 全 员 不 续 约
Y P 公 司 ， 引 发 网 友
热 议 。 1 月 1 4 日 ， 王
嘉 尔 [ 微 博 ] 工 作 室 在
微博发文，表示王嘉
尔 将 通 过 他 创 立 的

公 司 T E A M W A N G ，
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展
开 其 演 艺 事 业 ， 并
称“TEAMWANG将在
全球范围内探索更多全
新领域”。

IZONE金珉周公司举报恶意攻击者 

警方已正式受理

IZONE成员金珉周经纪公司举
报恶意攻击者被警局受理

2020年末，在众多剧迷三年多的
等待中，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
系列第四部——《大秦赋》终于来
了，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秦国一
统天下的壮志豪情，权势、野心都
在剧中被一一还原。如果说，好剧
还要有好音乐来搭配才更加事半功
倍,实力唱将谭维维演唱的《大秦
赋》主题曲《天下》大气磅礴又细
腻婉转，生动再现了一个立体的秦
王朝。

1月13日时，谭维维演唱的《天
下》正式上线各大音乐平台，她柔
情而浑厚的嗓音完美演绎着大秦前
无古人、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势，
以歌声讲述大秦帝国的风范与苍
凉。

感慨《天下》“太难唱了”
《大秦赋》讲述秦王嬴政平灭

六国、一统天下的历史故事，既有
声势浩大的古战场战争，又有步步
为营的权谋算计，作为主题曲，自
然也应该配得上这霸气。因此，《
天下》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都要

展现出那份历史的厚重感，而这份
厚重感如何演绎，对歌手来说是很
大的考验和挑战，嗓音机能强悍如
谭维维，都要感慨一句“这首《天
下》太难唱了”。

“传讯九州归一统，舞动六合舞
动六合无恙，五百年裂土封疆，人
间变幻兴亡”，短短几句歌词，写
出了秦朝的雄壮之气，写出了敢与
日月共争辉的气势，也写出了大秦
苍苍历史之魂。恢弘的合唱与谭维
维柔情似水的嗓音相得益彰，一刚
一柔的结合，将大秦纵横四野八荒
的气势与可叹的无奈跃然纸上，一
个立体的大秦王朝跃然眼前。

实体专辑《3811》开启预售
自出道以来，谭维维献唱过不

少影视剧主题曲，也成就过许多经
典，即便如此，《天下》也绝对算
是个中翘楚。围绕剧情打造的音乐
曲风波澜壮阔，谭维维的演绎荡气
回肠，展现出了秦军“泱泱大国，
铁血担当”金戈铁马征战沙场的画
面。

如果说影视主题曲是在演唱别
人的故事，那么对于一个歌手来
说，个人专辑则是自己所要表达的
东西，谭维维的《3811》自问世以
来，备受各界瞩目，专辑聚焦女性
群体，为各具代表性的女性绘制了
一张群像图谱。1月13日起，谭维维
实体专辑《3811》正式开启预售，
在农历新年即将来临的时刻，谭维
维终于为这不平凡的一年交出了一
份完整的答卷。

周杰伦在个人社交
平台分享了一张带着老
婆、儿子参加友人生日
派对的照片，还发文祝
好兄弟生日快乐。照片
中，众人看向镜头一脸
灿笑，氛围相当好。当
天昆凌扎着高马尾，身
穿黑色卫衣搭配紧身牛
仔长裤，装扮充满少女
感。她还全程抱着三岁
儿子拍照，真是母爱爆
棚了。

艾米·汉莫发声明宣
布退出电影《枪口下的
婚礼》，他表示：“我
不会回应网上那些胡说
八道，但在遭到恶意攻
击后，我现在不能违背
良心离开我的孩子们4个
月去拍电影。狮门影业
支持我的决定，我很感
激。”近日，有网友曝
光疑似他本人的社交平

台聊天截图，其中有不
少大尺度语言。

针对这一声明，《
枪口下的婚礼》一位代
表 人 士 也 说 “ 艾 米 要
求退出这部电影，我们
支持他的决定”。该片
由杰森·摩尔（《完美
音调》）执导，主演还
有瑞恩·雷诺兹，詹妮
弗·洛佩兹等。

由于格莱美改期后与演
员工会奖（SAG awards 
）同日，演员工会奖公布
将延后到4月4日举行，2
月4日公布提名。因疫情
原因，原定于1月31日在
洛杉矶举行的格莱美音乐

奖推迟到3月中旬。格莱
美主办方、美国录音学院
的官方网站先是宣布3月
21日举行格莱美颁奖礼，
很快又发表声明，将日
期提前一周，改到3月14
日。

官宣与JYP不续约后 

王嘉尔将正式开启个人活动

王嘉尔

谭维维实力演绎《大秦赋》

主题曲《天下》

周杰伦一家参加好友派对 

儿子趴昆凌怀里娇憨有爱

好友合照

SM回应孝渊目睹胜利夜店吸毒案：

她只是去打个碟

少女时代成员金孝渊

演员工会奖延期4月4日举行 

2月4日公布提名

演员工会奖

本次《创造营20 2 1》
从选手登岛卡官宣，此前
林煜修上岛打包视频给舍
友准备了香薰蜡烛、方
便面，提升岛上生活品
质，还直言“吃不胖只会
吃黑”，闯关卡更花样取
名“黑眼甜甜圈”，粉丝
调侃“巧克力肌肤林煜
修，阳光外表下还有一颗
搞怪憨憨的心”。当天，
林煜修还曝光一组全新个

人宣传照，青春活力尽
显，从龙韬娱乐练习生官
宣、创造营2021上岛打包
vlog、卡通图鉴，盲盒男
孩正在拆封，不一样的林
煜修正在呈现。

据了解，林煜修等学
员已正式上岛，进行《创
造营20 2 1》的录制，让
我们一同期待林煜修在创
造营20 2 1的中的精彩表
现。

创造营2021选手集结 

龙韬娱乐盲盒男孩林煜修引关注
艾米·汉莫宣布退出新片：

不会回应那些胡说八道

艾米·汉莫


